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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教學演示檢定實施計畫 

壹、 目的：為激發本校師資培育學生致力於精進教育專業知能，並致力於融通各項教學現

場所需知能之理論與實務，同時檢核是否具備教育專業知能基本教學能力，特舉辦相

關活動。 

貳、 辦理單位：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主辦，全校各系所協辦。 

參、 報名資格：本校具備師資生資格之大學部學生及研究所學生均可參加，以個人為單

位，每人限提出1份教案參加檢定，不受理多組教案，參與檢定之教學內容以本校培育

之師資類科及擬任教科別為主。 

肆、 名額限制：50人，依據報名師資類科、擬任教科別及順序安排檢定梯次，額滿為止。 

伍、 報名方式：請於111年1月21日(星期五)14時前至本校線上報名系統報名，報名時請上

傳預定教學內容(教學演示時間15分鐘，教學內容需完整呈現1節課教學活動，含準

備、發展及綜合活動)。【提醒您！報名後無法更改教學內容】 

陸、 檢定方式 

一、 於前述報名截止日後，將審核報名人員資格，審核時以報名順序為依據，若上傳

之資料符合規定，將於111年1月21日(星期五)17時前核准報名。 

二、 依報名人員所報名之師資類科及擬任教科別排定教學演示場次，預定安排教學演

示檢測場次(含時間及場地)如下： 

(若遇疫情、教室排課及大型考試等活動影響，將更動教學檢測教室，或視狀況調

整辦理活動細節) 

梯次 日期 時間 科別：教室(人數) 

(一) 

111年5月6日(星期五) 

 9至10時 

安排中：T401(3人) 

安排中：T402(3人) 

 

安排原則： 

每場次每教室3人 

每人教學演示15分鐘 

(二) 10至11時 

(三) 11至12時 

(四) 13至14時 

(五) 14至15時 

(六) 16至17時 

(七) 

111年5月13日(星期五) 

 9至10時 

(八) 10至11時 

(九) 11至12時 

(十) 13至14時 

(十一) 14至15時 

(十二) 16至17時 

若有意參與，請預先保留上述時段與行程，待各任教科別教學演示時段確認，最

遲將於111年3月18日(星期五)17時於本中心網頁最新消息項下公告檢定時程表。 

三、 參與檢定人員，請於演學演示梯次時段前10至20分鐘前辦理報到(如：9至10時檢

測，請於8時30分至8時50分間完成報到)，報到地點為 T401及 T402教室外走廊，

完成報到後，請依現場人員指引進入檢測教室。 

四、 教學演示時間為15分鐘，檢測時間之計算以進入檢測教室時開始計時，會場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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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檢測時間經過12分鐘時響鈴1聲提醒，第14分鐘時響鈴2聲提醒，15分鐘時連續

響鈴，請檢測人員停止(回收教學用品)並可離開檢測教室，完成檢測。 

五、 檢測完成後，檢定成績將最遲於111年5月20日(星期五)17時前寄送電子郵件至您

的本校 G Suite for Education 帳戶(即：學號 @gm.ncue.edu.tw)電子郵件信

箱，請留意收取檢測結果。 

柒、 線上報名時上傳之教學設計文件規範 

一、 教學內容以教學演示時間15分鐘進行設計，內容需教學內容需完整呈現1節課教

學活動(含準備、發展及綜合活動)。 

二、 教學設計時需以能夠實際落實於教室的教學方式及貼近於教學現場需求來設計課

程，在教案中可描述預定適用的學生狀態，以及對應運用的教學方法或策略等。

需呈現符合十二年國教各領域/科目新課程綱要課程手冊內涵之教學內容，請瞭

解並熟悉課程架構、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及素養導向教材編寫原則等，設計出符

應十二年國教各領域/科目課程之教案，並且教學設計時需以能夠實際落實於教

室的教學方式及貼近於教學現場需求來設計課程，在教案中可描述預定適用的學

生狀態，以及對應運用的教學方法或策略等。 

相關資源： 

有關教育部發布令公告之各領域或各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附件請

至 行 政 院 資 訊 網 以 關 鍵 字 「 課 程 綱 要 」 搜 尋 下 載 。

(https://gazette.nat.gov.tw/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課綱  資訊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https://12basic.edu.tw/ ) 

三、 教學設計全文：需說明任教學科(或適用學習領域)、單元名稱、教學對象(含年

級等資訊)、實施節數(教學時間)、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含學生與教師活動)、

教學評量與教學資源(例如：教具與教學媒體應用)等。 

四、 教材設計全文：需依前項教學設計內容提供教材內容(如教學範圍文本摘要或自

編教材)、教具照片、學習圖片與相關學習單等。 

五、 內容需能完整說明教學內容，全文以20頁為限，含圖片、表單等資料。電子檔一

律以 A4直式橫寫，由左至右打字，並以中文 MS-Word2003以上版本編寫，儲存成

Word 檔格式(不接受 PDF 檔)，內頁文字以12pt 標楷體，標點符號以全形字，行

距採固定行高20pt、邊界(上下2cm，左右2cm)，檔案大小需控制在5M 以下(若是

檔案中包含畫素較大的圖檔建議在能夠清楚辨識的程度下進行壓縮)。 

捌、 評審方式及檢定合格基準： 

一、 由現職國、高中教師及各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專長之教授組成評審團隊。 

二、 經各分科/分領域(群)科評審委員依據教學演示評量表評分後，兩位評鑑委員勾

選「通過」或「優良」之觀察一致性需達70%以上(以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為例：13

項表現指標中2位委員共同勾選「通過」或「優良」之項目應具備9項以上；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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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14項表現指標中2位委員共同勾選

「通過」或「優良」之項目應具備10項以上)，核發檢定合格證書。 

三、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評審項目： 

指標 表現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具體事實描述 

評量基準 

優
良 

通
過 

待
改
進 

無
法
評
量  

A-1 設計適切的
教學方案 

A-1-1 依課程綱要及學習目標研擬
教學計畫。  

 

    

A-1-2 依據學生學習特性，選擇適
切的教學方法與教材。  

    

A-1-3 設計多元、適切的評量方
式。  

    

A-2 掌握教學重
點並善用教
學技巧  

A-2-1 熟悉任教科目或領域之專門
知識  

 

    

A-2-2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A-2-3 清楚呈現教學內容，並能維
持教學流暢性與邏輯性。  

    

A-2-4 適時歸納與引導重要概念或
重點。  

    

A-2-5 善用教學策略與技巧，引導
學生學習。  

    

A-3 適切實施學
習評量  

A-3-1 適時運用評量方式，了解學
生的學習狀況。  

 

    

A-3-2 與學生共同檢討評量成果，
從中了解學生學習困難，並
給予回饋與指導。  

    

A-3-3運用評量的結果，進行教學
檢討與反思。  

    

B-2 建立有助於
學習的情境 

B-2-1 參與班級空間規劃與學習環
境安排，及營造正向支持的
班級氛圍。   

    

B-2-2 熟悉制訂與維護班級團體規
約的技巧。 

    

綜合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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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評審項目： 

指標 表現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具體事實描述 

評量基準 

優
良 

通
過 

待
改
進 

無
法
評
量  

A-1 設計適切的

教學方案 

A-1-1 依照學生需求以及課程綱要

擬定教學目標。  

 

    

A-1-2依班級學生特質、課程綱要

及學習目標擬定教學計畫。 
    

A-1-3依據學生特性及學習需求，

選擇或設計適切的教材與評

量方式。 

    

A-2 掌握教學重

點並善用教

學技巧  

A-2-1掌握任教學習領域之內容。 

 

    

A-2-2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A-2-3清楚呈現教學內容，並能維

持教學流暢性與邏輯性。  
    

A-2-4 適時歸納與引導重要概念。      

A-2-5 依學生學習特性和教材性

質，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和

策略。  

    

A-2-6 提供符合學生生活經驗與多

樣化的教學活動。 
    

A-3 適切實施學

習評量  

A-3-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了解學

生的學習狀況。  

 

    

A-3-2 了解學生學習困難，並給予

回饋與指導。  
    

A-3-3 運用評量的結果，進行教學

檢討與反思。  
    

B-2 建立有助於

學習的情境 

B-2-1 參與班級空間規劃與學習環

境安排，及營造正向支持的

班級氛圍。   

    

B-2-2 熟悉制訂與維護班級團體規

約的技巧。 
    

綜合評述  

壹、 著作規定：內容以自行設計為主(若曾參與過教材教法教案設計檢定之教學設計仍可參

加本項教學演示)，作品引用素材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違反，相關法律責

任由參加者及其法定代理人負責。若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代人代勞且有具體事實者，取

消其參加資格，追回通過檢定證書。 

聯絡人：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教學大樓4樓 T408辦公室) 張小姐(04-723210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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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演示檢定教學設計全文 

任教學科 

(適用學

科領域) 

 單元名稱  

教學對象

(含年級) 
 

實施節數 

(教學時間) 
共1節，每節_______分 

以下請自訂格式呈現教案內容，需呈現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含學生與教師活動)、教學評量

與教學資源(例如：教具與教學媒體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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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演示檢定教材設計全文 

任教學科

(適用學

科領域) 

 單元名稱  

教學對象

(含年級) 
 

實施節數

(教學時間) 
共1節，每節_______分 

以下請自訂格式呈現依教學設計內容提供教材內容 (如：摘錄教學範圍文本或自編教材)、

教具照片、學習圖片與相關學習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