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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類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流程說明 
(一)初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流程請見下圖。 

 
  



(二)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流程請見下圖。 

 
  



(三)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流程請見下圖。 



二、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三類人才培訓認（換）證一覽表 

 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教學輔導教師（初次認證） 教學輔導教師換證 

參與對象 

1.任教於中小學及幼

兒園之教師（含代

課、代理及兼任教

師）。 

2.於中小學及幼兒園

參與教育實習之實習

學生。 

3.對公開授課與專業

回饋有需求之人士。 

1.具 3 年以上年資且具備教師證

之教師(含代課、代理及兼任教

師），並有 3 年以上實際教學經

驗者。 

2.具舊制評鑑人員初階證書或初

階專業回饋人才證書、初階專

業回饋人才研習證明［依各縣

市政府（教專中心）、國私立高

中職中心學校規定］。 

1.具 5 年以上正式教師之年資（技

術教師亦屬之），並有 5 年以上實際

教學經驗者。 

2.具備舊制評鑑人員進階證書、或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證書。 

3.符合上述資格者，經學校校務會

議、教評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或行

政主管會議等相關會議公開審議通

過後，送請校長簽章推薦參加。 

4.國教輔導團輔導員具該年度三階

培訓研習完訓資格者，得由輔導團

推薦參加。 

1.目前持有之教學輔導教師證書，自發

（換）證起已屆 9 年以上之現職中小學

教師及校長。 

2.有繼續擔任教學輔導師之意願，並經

學校推薦，且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各款情事、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

具體事實者。 

認證資格 

1.完成初階專業回饋

人才培訓研習課程，

共 6 小時。 

2.於當學年度完成各

縣市政府規定檢核之

專業實踐事項。 

1.完成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

習課程，共 18 小時。 

2.自參與研習起，2 學年內完成

3 項專業實踐。 

1.完成教學輔導教師培訓研習課

程，共 30 小時。 

2.自參與研習起，3 學年內完成 4 項

專業實踐。 

依以下兩種方式擇一申請換證： 

1.於持有證書期間獲邀擔任教學輔導教

師，且完成 2 項相關教學輔導事項之

一，得參與換證回流研習後換發證書 。 

2.於持有證書期間未完成教學輔導事

項，得經學校推薦參與換證回流研習，

並執行 4 項專業實踐事頃，審查通過後

換發證書 。 

研習課程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課程名稱 

研習

時數 

1-1 教師專業發

展實施內涵 
3 

2-1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

（1） 
6 

3-1 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 3 
換證 1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3 

3-2 教師領導理論與實務 3 

2-2 公開授課理論與實務 3 

3-3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2） 6 換證 2 教學輔導案例討論 3 

1-2 教學觀察與

專業回饋 
3 

3-4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學

與評量 
6 

換證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經營與

教師領導 
3 



2-3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習

社群 
3 

3-5 人際關係與溝通實務 3 
換證 4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3 

3-6 教學行動研究 3 

合計 6 小時 

2-4 專業回饋實務探討 

（於寒假前後辦理，含

實作分享3小時、選修3

小時） 

6 
3-7 教學輔導實務探討 

（建議於寒假前後辦理） 
6 

合計 12 小時 

合計 18 小時 合計 30 小時 

選修課程 

下列課程科目由縣市政府視教師需求開課： 

課程綱要內涵與解析（3 小時）、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3 小時）、教學歷程檔案製作與運用（3 小時）、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主題式探究（3 小時）、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問題導向學習（3 小時）、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現象本位學習（3 小時）、素養導向教學：共備觀議課的深度對話（3 小時） 

專業實踐事

項 

自參與研習起，須於

當學年度完成下列專

業實踐事項： 

1.擔任授課教師進行

公開授課至少 1 次。 

2. 擔 任 專 業 回 饋 人

員，觀察同儕公開授

課，並依教學觀察三

部曲(備課、觀課、

議課)，給予對話與

專業回饋至少 1 次。 

自參與研習起，2 學年內須完成

下列專業實踐事項： 

1.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至

少 1 次。 

2.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

授課至少 1 次。 

3.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

時間至少達 1 學期。 

自參與研習起，3 學年內須完成下

列專業實踐事項： 

1.協助輔導夥伴教師（實習學生、

初任教師、新進教師或自願專業成

長之教師均可），時間達 12 週以

上。 

2.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至少 2

次。 

3.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夥伴教師公

開授課至少 2 次。 

4.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達 1

學期以上。（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不限類別；若為領域召集人、學年

主任等，亦可屬之）。 

1.教學輔導事項： 

(1)完成 2 位教師的教學輔導工作，時間

分別達 12 週以上。 

(2)完成 1 位教師的教學輔導工作，時間

達 12 週以上，且另外完成下列事項之

ㄧ者： 

A. 進行創新教學研究、行動研究、

教學輔導或教師專業相關主題論

文，並發表於研討會、論壇、出版

之期刊或專書 1 次以上。 

B. 進行學校以上層級之公開授課 5

次以上。 

C. 擔任學年召集人、領域召集人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 1 年以

上，或校長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 年以上。（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不限類別，領域召集人、學年主任

等，皆可屬之） 

2.專業實踐事項：同教學輔導教師之專

業實踐事項。 



認證資料 

1.初階專業回饋人才

認證檢核表 1 份。 

2.擔任授課教師進行

公開授課之證明 1

份。 

3.擔任回饋人員之觀

察前、後紀錄表及觀

察工具各 1 份。 

備註：認證資料說明

詳如手冊。 

1.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認證檢核表

1 份。 

2.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之

證明 1 份。 

3.擔任回饋人員之觀察前、後紀

錄表及觀察工具各 1 份。 

4.參與社群至少 1 學期之證明 1

份。 

備註：認證資料說明詳如手

冊。 

1.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推薦表 1 份。 

2.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檢核表 1 份。 

3.協助輔導夥伴教師之輔導計畫表 1

份、平時輔導紀錄表 2 份、輔導案

例紀錄表 1 份。 

4.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之證

明 2 份。 

5.擔任回饋人員之觀察前、後紀錄

表及觀察工具各 2 份。 

6.擔任社群召集人之證明 1 份。 

備註：認證資料說明詳如手冊。 

1.以第 1 種方式申請換證者： 

(1)教學輔導教師換證推薦表 1 份。 

(2)教學輔導事項資料。 

2.以第 2 種方式申請換證者： 

(1)教學輔導教師換證推薦表 1 份。 

(2)專業實踐事項資料（教學輔導教師認

證資料）。 

認證資料審核

及證書核發單

位 

各縣市政府 

取證後之 

回饋服務事項 

1. 參 與 學 校 公 開 授

課。 

2.提供授課教師專業

回饋。 

1.參與學校公開授課。 

2.提供授課教師專業回饋。 

3.積極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積極領導學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協助輔導實習學生、初任教師、新進教師或自願專業成長之教師。 

發揮教師領導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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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項 

（一）認證資格保留說明 

1、教師自參與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課程起，認證資格於當學年度

有效；未於當學年度完成取證者，則須重新參加研習。 

2、教師自參與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課程起，認證資格可保留 2學

年；未於 2學年內完成取證者，則須重新參加研習(因疫情影響，研

習時數延長採計至 109學年度)。109、110學年度參與研習並尚未認

證者，得依照參與研習時之認證手冊規定，或準用本(111)學年度認

證手冊之規定申請認證。 

3、教師自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培訓研習課程起，認證資格可保留 3學年；

未於 3學年內完成取證者，則須重新參加研習。109、110學年度參與

研習並尚未認證者，得依照參與研習時之認證手冊規定，或準用本

（111）學年度認證手冊之規定辦理認證。 

（二）取證資格 

1、教師須完成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課程 6小時或進階專業回饋人

才培訓兩階段研習課程共 12小時，及完成各階專業回饋人才對應之

專業實踐事項，始得參與認證，並經審查通過後取得證書。證書永久

有效，無需換證。 

2、教師須完成教學輔導教師培訓兩階段研習課程共 30小時後，及完成教

學輔導教師對應之專業實踐事項，始得參與認證，並經審查通過後取

得證書。證書有效期限為 10年，證書期滿需進行換證；換證條件另

訂之。 

（三）專業實踐事項 

1、自參與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起，2學年內須完成下列專業實踐

事項： 

(1) 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至少 1次。 

(2) 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並依教學觀察三部曲(備

課、觀課、議課)，給予對話與專業回饋至少 1次。 

2、自參與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研習起，2學年內須完成下列專業實踐

事項： 

(1) 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至少 1次。 

(2) 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至少 1次。 

(3)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間至少達 1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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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培訓研習起，2 學年內須完成下列專業實踐事項： 

(1) 擔任授課教師進行公開授課至少 1次。 

(2) 擔任回饋人員，觀察同儕公開授課至少 1次。 

(3)  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時間至少達 1學期。 

（四）其他注意事項 

如遇重大不可抗力因素以致研習日程受影響而延期，將另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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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換證實施計畫 

（一）計畫說明 

因應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之教學輔導教師證書十年期滿失效須換證，

故研擬本計畫，以供證書屆滿效期之教學輔導教師回流換證。 

（二）參加對象 
1、101年度以前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認證資格之現職中小學教師及校長。 

2、 有繼續擔任教學輔導師之意願，並經學校推薦，且無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各款情事、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 

3、 本計畫之對象包含臺北市政府認證之教學輔導教師。 

（三）換證條件 

教學輔導教師可經由下列兩種方式之一進行換證。 

1、第一種換證方式–教學輔導教師於持有證書期間獲邀擔任教學輔導教

師，且完成下列兩項相關教學輔導事項之一，並由學校出具證明者，

得參與換證研習後換發證書： 

(1) 完成 2位教師的教學輔導工作，時間分別達 12週以上。 

(2) 完成 1位教師的教學輔導工作，時間達 12週以上，且另外完成下

列事項之ㄧ者： 

A、進行創新教學研究、行動研究、教學輔導或教師專業相關主題論

文，並發表於研討會、論壇、出版之期刊或專書 1次以上。 

B、進行學校以上層級之公開授課 5次以上。 

C、擔任學年召集人、領域召集人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 1年以

上，或校長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年以上。（註：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不限類別，領域召集人、學年主任等，皆可屬之） 

2、第二種換證方式–教學輔導教師若未完成前述教學輔導事項，得經學

校推薦參與換證研習，並於執行下列四項專業實踐事項，經審查通過

後換發證書： 

(1) 協助輔導實習學生、初任教師、新進教師或自願專業成長之教師，

時間達 12週以上。 

(2) 擔任授課教師，公開授課至少 2次。 

(3) 擔任專業回饋人員，觀察夥伴教師授課，並依教學觀察三部曲（或

備課、觀課、議課），給予對話與回饋至少 2次。 

(4) 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時間連續達 1學期以上，或校長參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時間連續達 1學期以上，並具有學校核發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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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不限類別，領域召集人、學年主任等，

皆可屬之） 

（四）換證研習課程 

教學輔導教師換證研習，共 4項必修課程，各 3小時，共 12小時： 

課程名稱 時數 

授課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3 

教學輔導案例討論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經營與教師領導 3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3 

縣市依需求開設縣市必選課程 3小時。 

 

（五）換證期程 

1、申請期程–以第一種方式換證者：（依實際公告日程報名參加） 

(1) 經校內相關會議審議推薦並繳交教學輔導事項資料：111年 5月至

7月。 

(2) 認證單位審查資料：111年 7月至 8月。 

(3)審查通過後，得參與換證研習：111年 8月至 11月。 

(4) 研習後得換發證書。 

2、申請期程–以第二種方式換證者： 

(1) 經校內相關會議審議推薦並申請換證：111年 5月至 7月。 

(2) 參與換證研習：111年 8至 11月。 

(3) 繳交專業實踐事項資料：111年 10至 12月。 

(4) 認證單位審查資料：112年 1月。 

(5) 審查通過後，得換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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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輔導教師換證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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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換證注意事項： 

1、若教學輔導教師證書期滿應換證仍未換證則證書失效，不得申請教學

輔導教師減授課方案及其他相關權益，教學輔導教師證書有效期間對

照如下表。 

取證證號年度  證書效期  取證證號年度  證書效期 
99  110.07.31 止  105  116.07.31 止 

100  111.07.31 止  106  117.07.31 止 

101  112.07.31 止  107  118.07.31 止 

102  113.07.31 止  108  119.07.31 止 

103  114.07.31 止  109  120.07.31 止 

104  115.07.31 止 110  121.07.31 止 

 

2、申請教師於 111年 5月至 7月前至「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線

上填寫提交換證申請及上傳相關資料，網址：

https://proteacher.moe.edu.tw/。 

3、換證後，證書延續 10年有效，並應持續進行課程與教學輔導等教師

專業發展實踐事項。 

4、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與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核發證書。 

5、換證後的證書字號將於證號內加註「R」，如 107年之教學輔導教師

換證後證書字號為「縣市證號第 C107Rxxxxx 號」。 

  

https://proteacher.moe.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