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北市立大學辦理 

110學年度中小學校長培育班招生計畫 

一、依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 11月 7日北市教綜字第 1076061579 號函 

二、招生人數： 

    正取二十名，備取若干名。 

三、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7月 21日（星期三）23時 59分。 

（二）報名網址：https://adeva.utaipei.edu.tw/p/426-1061-1.php?Lang=zh-tw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校長中心) 

（三）相關說明：考生採線上報名，並請將報名文件寄至 

ppedu0928@gmail.com (臺北市立大學校長培育班專用信

箱)。 

四、甄試日期： 

（一）110年 7月 25日（星期日）進行面試，惟須視疫情決定面試方式，並另

行通知。 

（二）試場、時間及順序表於考前一日下午 3時於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

鑑研究所校長中心網站公告。 

(https://adeva.utaipei.edu.tw/p/426-1061-1.php?Lang=zh-tw)。 

五、報考資格： 

    凡現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構、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育人員(需

具備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學教師任用資格)以及現任臺北市境內公

立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實驗國民小學教師，在臺北市境內學校、教育局暨所

屬機構連續服務滿 1 年以上，最近 3 年內未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

上之行政處分者得報考。 

六、報名繳交費用、資料 (各項學經歷證件，均需繳交正本掃描檔) ： 

（一） 報名費：新臺幣壹仟元整，以轉帳方式繳交。 

（二） 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乙張，以利線上面試確認身分。 

mailto:ppedu0928@gmail.com


（三） 校長培育班報名表、成績通知單（如附件一、二）。 

（四） 在職證明文件正本掃描檔。 

七、甄試項目：  

（一） 臺北市教育政策。 

（二） 學校經營與管理。 

（三） 其他相關議題。 

八、成績計算： 

（一） 甄試成績滿分為一百分。 

（二） 依總成績排序錄取。 

（三） 結果公布：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五點公布於臺

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校長中心網頁 

（網址：https://adeva.utaipei.edu.tw/p/426-1061-1.php?Lang=zh-tw）。 

九、培育課程： 

甄試錄取者應參加規定之培育課程與學分。其辦理方式為： 

（一） 培育課程共計 20學分，於夜間或週末修讀學分(校長見習則於學期中

進行)。 

開課時間分為以下兩階段： 

      第一階段：110年 9月至 111 年 1月；計 10學分。 

      第二階段：111 年 2月至 111 年 6月；計 10學分(含校長見習)。 

（二） 課程內容 

1. 規劃六大模組： (1)校長使命與專業；(2)教育政策與法規；(3)學校

領導與經營；(4)課程與教學領導；(5)教育新興議題；(6)校長見習)。 

2. 詳細課程內容請參見附件三。 

（三） 課程教學形式 

1. 課程講授：由專業師資教導基本理論，讓學員可以深入了解校長領

導之基礎概念。 

2. 案例分析與討論：使用實際議題與案例進行小組討論與議題分析，

讓學員能更了解實際校園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且思考解決



方法。 

3. 小組合作：藉由小組合作，讓學員學習團隊合作與增進溝通技巧。 

4. 校長見習：由現職的優良校長擔任師傅校長，帶領學員進行校務領

導與經營之臨床學習，協助學員更熟悉校園環境以及行政職責。師

傅校長之聘請係依據學員服務於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而做個別適

當之安排。 

十、費用 

（一） 每學分之學分費為新臺幣參仟元整。 

（二） 修滿 20學分獲結業證書者，教育局補助學員二分之一學費(依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同仁之進修費用補助額度規定，每學期

金額最高不超過新臺幣 2萬元)。 

十一、頒發結業證書 

（一）修習完成本培育課程且經評定成績合格者，由教育局及臺北市立大學

共同頒發結業證書。 

十二、其他事項 

（一） 本培育班利用晚上及假日上課，學員參加培訓不核給公假，惟接受

校長見習課程時，服務於教育局暨所屬機構、學校者，由各服務單位

逕予公假登記。服務於國立學校者應依其規定辦理請假事宜。 

（二） 本培育班每科修習 2學分，共計 20學分；修習之學分嗣後若考取本

校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碩士班，學分可辦理抵免，學分抵免之認

定依學校規定辦理（應於入學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行事曆所訂抵免

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 

（三） 本課程缺課達三分之一以上，不頒發結業證書。 

（四） 報名表件：報名表件即日起公告於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

究所校長中心網頁（網址：https://adeva.utaipei.edu.tw/p/426-1061-

26.php?Lang=zh-tw），請自行下載使用。 

十三、經費預算 



（一） 本招生計畫經費原則上採收支並列方式辦理，由報名費收入列支。 

（二） 報名人數未達 15人，得不開班。 

十四、本班培育成績及格人員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之「國民小學候用校

長甄選」「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資績評分之採計，由臺北市國民小學或

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委員會決議之。



附件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北市立大學辦理 110學年度校長培育班報名表 

 

姓名  性別  

三個月內正面脫帽 

兩吋照片黏貼於此 

(以利線上面試確認身分)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生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通訊處 
住 址 

 

電話 

行動  

公 (  ) 

宅 (  ) 

e-mail  

最 高 學 歷      年    月              大學（院）                      系、所畢業 

現職  

繳驗證件 

1.服務證件：□在職證明    □其他 

2.身分證件：□國民身分證  □其他          

備 

註 

1.考生親自以正楷詳填各項報名資料。 

2.報名表填妥後，請依（1）報名表（2）身分證件影本（3）應考資格證件，由上至下排列整齊，

以備查驗。 

以下由報名工作人員簽章（簽章後掃描以 e-mail 寄回）： 

報 名
程序 

(1)審查證件 (2)收報名費 

 

 

 

 

報名號碼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北市立大學辦理 110學年度校長培育班成績通知單 

 

報名號碼：                          姓名： 

總      分  

備註 

最低正取總分標準：  

最低備取總分標準：  

錄取別 
  □正取 

  □備取 

 

 

 

 

注意事項 

一、依總成績排序錄取。 

二、本成績單請妥善保存，若有遺失，不再補發。 

 

 

附件二 

 



附件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臺北市立大學辦理 

110學年度校長中心中小學校長培育班課程模組和科目 

模組 科目名稱 學分 

校長使命與專業 

1. 校長學導論 2學分 

2. 校長專業標準與倫理 2學分 

3. 校長專業發展 2學分 

教育政策與法規 

1. 教育政策分析 2學分 

2. 教育法律與實務 2學分 

3. 教育制度議題分析 2學分 

學校領導與經營 

1. 教育領導與決策 2學分 

2. 校園規劃與學校建築 2學分 

3. 知識管理與學校創新經營 2學分 

4. 學校效能與品質管理 2學分 

課程與教學領導 

1. 課程與教學領導 2學分 

2. 學生學習評量(素養導向)  2學分 

3. 課程發展與評鑑 2學分 

教育新興議題 

1. 實驗教育 2學分 

2. 智慧教育(含創客) 2學分 

3. 國際教育(含雙語實驗、永續

發展 SDGs) 
2學分 

4. 線上教學與學習 2學分 

校長見習 

1. 學校行政領導與經營臨床實

習 
2學分 

2. 課程與教學領導臨床實習 2學分 

[註]：各模組總計 20 學分，確切之科目及學分數，依實際開課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