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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Extension Division for Inservice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NTCU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 

111年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專業素養培訓班招生簡章 

一、 課程目標：為提升中小學有志於擔任校長及主任者校務管理與學校領導專業能力與知能，

特別重視教育理論與實務、教育政策現況與發展分析及專精的多元教育領域，包含教育

議題、教育政策與改革的發展、教育行政、學校領導、課程與教學、教育法規、及甄試實

作與分析等，以期深化教師未來擔任主任與校長的教育專業素養。 

二、 主辦單位：本校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程、進修推廣部。 

三、 開班特色： 

（一）授課教師均為教育專業領域知名專家學者、大學與中小學校長，及現任/曾任教育

機關首長，具有豐富的教學與行政資歷，熟悉教育實務、教育行政現況與發展趨

勢，能透過案例分享實務經驗，深入淺出，將理論與實務進行結合。 

（二）本班理論與實務並重，採師徒制，特別注重甄試及教育專業素養之提升。110 年結

業學員，有 3 位高中 111 年度臺中市、南投縣及雲林縣國小校長甄選榜首。 

（三）課程除教育相關理論之外，結合最新及最重要之教育政策或法規，例如：校訂課

程發展與規劃、課程評鑑、雙語教育政策、國際教育 2.0、教育議題，並安排 2 次

模擬考試與解題，及考前衝刺班等。 

（四）安排辦學績優中小學校長擔任師傅校長，帶領學員組成家族，透過家族 meeting 長

期之陪伴，進行校務經營、教育行政管理及執行教育政策等寶貴經驗薪傳。 

四、 招生對象：中小學現職教師，或對於教育行政或政策有興趣者，皆歡迎報名參加。每班以

50 人為限，報名人數若未滿基本人數 20 人時，本校保留開班權利。 

五、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止，如額滿提早截止。 

六、 上課時間：自 111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起至 111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六)，共 12 週，每星

期六上午 8:10~下午 5:00，詳細上課時程及授課內容如附件，共 91 小時(遇國定連假或中

教大校內大型重要活動不排課)。 

七、 上課地點：本校英才校區英才樓 5 樓 R504 教室(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中區國稅局正

對面)。上課地點如有異動，另行公告並以簡訊提醒通知。 

八、 報名方式與報名文件：擇一方式報名 

（一）通訊報名：請將報名表寄至本校進修推廣部服務組 R104 辦公室 高小姐收(403 臺

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 

（二）線上報名：請先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搜尋 111 年度中小學校長、主任

甄選專業素養培訓班報名【課程代碼 3362954】，並將紙本報名表寄至高小姐信箱

kao0114@mail.ntcu.edu.tw。 

（三）現場報名：請備妥攜帶報名表至本校進修推廣部 R104 辦公室櫃台辦理。 

【※如線上報名，仍請將紙本報名表繳交至本校進修推廣部】 

九、 收費與繳費方式： 

（一）學費新台幣 28,000 元、報名費 100 元整（報名費不退費），總收費共新台幣 28,100

元整費用包含講義費，惟代辦性質之費用（書籍費、材料費）需請自付。學員 3 人

以上團報，或 110 年曾報名本班之學員，享有學費 9 折優惠。 

（二）如達開班人數，本校將另通知繳費。請於接獲通知 1 週內購買「郵政匯票」，抬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匯票空白處請用簽筆註明姓名、111 年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培

訓班(簡稱)字樣，以掛號寄至【403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進修推廣部，信封請

註明報名 111 年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專業素養培訓班】。 

mailto:kao0114@mail.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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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Extension Division for Inservice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NTCU 

十、 車輛停放： 

（一）汽車：請於每次上課前先至本校英才校區正門警衛室，告知校警為推廣部課程學

員，由校警收取每次停車 50 元，再依指示將車輛駛入地下停車場，因車位有限，

如已額滿，請停放校區週邊停車格（區）線內，或依校警指示停放至本校民生校

區，兩校區間隔距離約 500 公尺（英才校區車輛繳費與動線示意圖如下圖）。 

（二）機車、腳踏車請停放在校內或校外規劃之停放。 

十一、 退費辦法：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學

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

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

還。 

（二） 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二、附則： 

（一）本校得適當調整本課程時間、上課教室、時間及師資。 

（二）本班旨在提供進修相關專業智能，不授予學位證書。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類入

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本班核發之學分證明，依教育部之規定，不得作為取

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三）上課日如遇颱風、豪雨或其它天災疫情，是否上課請依臺中市政府公告辦理，而

停課日之課程，擇期補課。 

（四）防疫期間，入班前需測量額溫並請配戴口罩上課。每一課程備有酒精供消毒。 

（五）本校無提供住宿，如需住宿，請自行搜尋臺中市合法旅館資訊。 

（六）帶班工讀生會協助訂便當，如有需要請於每次上課備妥小額零錢，於上午簽到時

向工讀生訂購與繳費。 

（七）如對於課程有疑問，請詢問本校進修推廣部高小姐，電話 (04)2218-3256、

kao0114@mail.ntcu.edu.tw、傳真(04)2218-3250 

（八） 本簡章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地
下
停
車
場
入
口
處 

警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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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Extension Division for Inservice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NTCU 

十三、課程大綱： 

週

次 
日期 時間 授課內容 授課教師(職稱) 研習時數 

1 5/14(六) 08:10~10:00 1.校長生涯:榮
耀與責任 

2.課程說明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2 

10:10~11:00 歷年校長主任

甄選趨勢分析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11:10~12:00 1.始業式 

領導與管理趨

勢 

2.師傅校長勉勵

與薪傳 

林欣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事業經營碩士班教

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1 

13:10~17:00 校務經營實務 錢得龍 

(臺中市霧峰區峰谷國小校長) 
4 

2 6/11(六) 08:10~09:00 申論題六大類
型與答題方式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09:10~12:00 品德教育 陳延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3 

13:10~15:00 雙語教育政策 彭偉峰 

(臺中市內埔國小校長) 
2 

15:10~17:00 國際教育(白皮
書2.0) 

廖玉枝 

(臺中市石岡國中校長) 
2 

3 6/18(六) 08:10~09:00 中小學校長專
業素養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09:10~12:00 空間美學與學
校經營 

張家馨 

(臺中市健民國小校長) 
3 

13:10~16:00 家族meeting- 

師傅校長薪傳 

1 

辦學績優中小學校長 

3 

4 7/2(六) 08:10-12:00 課程發展與課
程評鑑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4 

13:10~14:00 教育議題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14:10~17:00 學校領導者之
教育哲學觀 

梁福鎮 

(國立中興大學終身特聘教授兼師培中

心主任、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所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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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Extension Division for Inservice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NTCU 

週

次 
日期 時間 授課內容 授課教師(職稱) 研習時數 

5 7/16(六) 08:10~09:00 人權教育議題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09:10~12:00 學習評量 黃寶園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教
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 

3 

13:10~15:00 校園衝突與危
機管理 

楊銀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4 

15:10~17:00 學習扶助 

6 8/6(六) 08:10~09:00 校長校務經營
困難與解決策
略分析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09:10~12:00 校長主任甄試
及校長遴選準
備重點及心得
分享 

賴振權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小校長) 
3 

13:10~14:00 考古題分析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14:10~17:00 校長主任甄選

口試準備要領 

謝傳崇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

授) 

3 

7  8/20(六)  08:10~09:00 教育議題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09:10~12:00 校長甄試心得

分享 

本班110年學員(3位皆為111年中部縣市
國小校長甄選榜首) 3 

13:10~17:00 模擬口試 

 視人數多

寡分組進

行 

1.侯靖男 

(南投縣草屯鎮僑光國小校長) 

2.許淑玫 

(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小校長) 

4 

8 9/17(六) 08:10~11:00 模擬考1(筆試)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3 

11:10~12:00 模擬考題檢討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13:10~16:00 家族meeting- 

師傅校長薪傳 

2 

辦學績優中小學校長 
3 

9 10/8(六) 08:10~09:00 教育議題 林政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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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Extension Division for Inservice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NTCU 

週

次 
日期 時間 授課內容 授課教師(職稱) 研習時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09:10~12:00 學校特色營造&

提升偏鄉學生

學力 

詹雪梅 

(彰化縣鹿港鎮文開國小校長) 3 

13:10~15:00 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與學校課
程發展 

陳文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

系副教授兼主任) 

2 

15:10~17:00 性別平等教育 魏麗敏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
系教授兼師培處處長) 

2 

10 11/12(六) 08:10~09:00 教育議題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09:10~12:00 特殊教育 洪榮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教系教授兼教務

長) 

3 

13:10~16:00 家族meeting- 

師傅校長薪傳3 

辦學績優中小學校長 
3 

11 11/19(六) 08:10~12:00 模擬考2 

(筆試+口試)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中小學現任校長 

4 

13:10~16:00 教育改革發展 劉仲成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長) 
3 

16:00-16:30 結業式 授課教師&全體學員(大合照)  

12 12/17(六)

衝刺班 

08:10~09:00 模擬考題檢討 林政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高等教育經營管理
碩士學程教授兼學程主任) 

1 

09:10~12:00 重點教育政策 3 

13:10~15:00 教育法規 2 

15:10~16:00 
教育行政領導 

理論 
1 

註： 

1. 5/21-22國中教育會考、11/26縣市長、議員選舉 

2. 本校保有彈性調整授課教師與課程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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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Extension Division for Inservice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NTCU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111年度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專業素養培訓班學員報名表 

報名班別 111 年度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專業素養培訓班 

請自貼一張 1 吋照

片 

姓   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登入研習時數使用) 
          

餐食 

需求 
□葷 □素 

電子郵件信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電    話 （O）：               （H）：                 手機： 

服務單位  職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學     歷                          學校                     科系      年    月畢業 

銀行（或郵局）
帳號 

戶名：限報名
學員本人 

【退費使用】 

 □銀行：                        銀行                                 分行  

戶名：                        帳號：                               

□郵局：                        局號：                               

戶名：                        帳號：                               

停車需求 

有停車需求者請填寫轎車車牌：              

進修推廣部學員進入校園停車，享優惠按次收費，每次 50 元。請於每次上課前先至本校英才校

區正門口警衛室，告知校警為推廣部課程學員，由校警收取每次停車 50 元，再依指示將車輛駛

入地下停車場，因車位有限，如已額滿，請停放校區週邊停車格（區）線內，或依校警指示停

放至本校民生校區平面停車場，兩校區間隔距離約 500 公尺。 

得知課程管道 
□公文 □朋友轉知 □電子信箱、郵件 □進修推廣部網站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文宣 □其他                     

備    註 □需登錄公務員研習時數  □需登錄教師研習時數  □不需時數 

以上資料，僅作為報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1 年度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專業素養培訓班」使用 

審核簽章  
繳費金額：           元 

收據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