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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
新生說明會

提問時間

新制師資培育法介紹

中心組織及成員

業務簡介

中心教師介紹

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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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主任

課程組課程組

組長1人

組員1人

專案計畫人員1人

組長1人

組員1人

專案計畫人員1人

教育實習組教育實習組

組長1人

專案計畫人員1人

組長1人

專案計畫人員1人

地方教育輔導組地方教育輔導組

組長1人

輔導教師1人

組員1人

組長1人

輔導教師1人

組員1人

師資培育中心組織及成員

主任

吳芝儀 教授

專長：學校輔導與諮商
生涯輔導與諮商
質性研究法
諮商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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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組組長

蔡福興 副教授

專長：數位學習
數位遊戲式學習
教學媒體與操作

地方教育輔導組組長

宣崇慧 副教授

專長：特殊幼兒教育
閱讀發展與閱讀障礙
幼兒行為輔導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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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專任教師

蔡明昌 教授

專長：教育心理學
教育測驗與評量
生命教育
量化研究方法

中心專任教師

林郡雯 副教授
(兼輔導老師) 

專長：教育社會學
階級關係與教育
青少年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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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專任教師

曾素秋 助理教授

專長：班級經營
輔導原理與實務

學程導師

107學年度小教導師
蔡明昌老師

107學年度小教導師
蔡明昌老師

107學年度中教導師
中教一甲蔡福興老師
中教一乙曾素秋老師

107學年度中教導師
中教一甲蔡福興老師
中教一乙曾素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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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看

這些師長們有什麼共通點？

是的
我們都曾經是

小學或中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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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共同的使命！

教育

是不是
每位想成為老師的人
生命中都曾經遇見過

一位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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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像陽光一般
指引著我們

自我實現潛能開展的方向

我們自我期許
在你們邁向教師生涯的起點
點亮多盞溫暖和煦的明燈

為你們的專業發展指路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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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師資培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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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定方式：筆試

• 考試次數：每年辦理一次為原則(約在六月份)

• 考試類別：中等學校教師、國民小學教師、

特殊教育教師、幼兒園教師

• 考試科目（中、小）：國語文能力測驗、教育原理

與制度、發展與輔導、課程與教學、數學能力測驗
(小教)。

• 及格標準：以100分為滿分，60分為及格，但不得

有二科均未滿50分或一科0分之情形。

教師資格考試

應試科目
檢定類科 一 二 三 四 五

國民
小學

國語文能力測
驗
包括「國文」、
「作
文」、「閱
讀」、「國
音」等基本能
力。）

教育原理與制度
（教育原理包括
「 教 育 心 理
學」、「教育社會
學」、「教育哲學」
等；「教育制度」
包括與本教育階
段相關制度、法
令與政策。）

兒童發展與輔導
（兒童發展包括「生理」
「認知、語言」、「人格
社會」、「道德、情緒」
兒童輔導包括「主要諮商
學派、輔導倫理」、「生
活輔導(包括班級輔導）、
學習輔導」、
「適應問題與輔導」、
「心理與教育測驗」。）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包括國民小學「課程
發展與設計」、「教學
原理與設計」、「班級
經營」、「學習評量」
等。）

數學能力測驗
（包括「普通數
學」、「數學教
材教
法」。）

中等
學校

國語文能力測
驗
包括「國文」、
「作
文」、「閱
讀」、「國
音」等基本能
力。）

教育原理與制度
（教育原理包括
「 教 育 心 理
學」、「教育社會
學」、「教育哲學」
等；「教育制度」
包括與本教育階
段相關制度、法
令與政策。）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青少年發展包括「生
理」、「認知」、「人格
社會」、「道德、情緒」
青少年輔導包括「主要
諮商學派、輔導倫
理」、「發展性輔導(包
括生活輔導、學習輔導、
生涯輔導)」、「適應問
題與輔導」、「心理與教
育測驗」。）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包括中等學校「課程
發展與設計」、「教學
原理與設計」、「班級
經營」、「學習評量」
等。）

教師資格考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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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考試
• 有關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相關訊息，請參考專屬網站

(https://tqa.ntue.edu.tw/TEA01.aspx)。

• 考試內容可參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命題作業
要點」

本校105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

備註：師培中心小教應屆通過率56.67%(17/30人)，非應屆通過率19.44%(7/36人)。

中教應屆通過率64.58% (31/48人)，非應屆通過率9.09% (1/11人)。

類科 報名人數 通過人數 通過率 全國通過率

中教 59 32 54.24%

小教
196 103 52.55%

66 (師培24) (36.36%)

幼教 57 37 64.91%

特教 40 29 72.50%

總計 352 201 57.10% 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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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6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

備註：師培中心小教應屆通過率92%(23/25人)，非應屆通過率19.57%(9/46人)。

中教應屆通過率75.47% (40/53人)，非應屆通過率32.14% (9/28人)。

類科 報名人數 通過人數 通過率 全國通過率

中教 81 49 60.49%

小教
191 109 57.07%

71 (師培32) (45.07%)

幼教 54 33 61.11%

特教 36 22 61.11%

總計 362 213 58.84% 54.587%

本校107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

備註：師培中心小教應屆通過率65.22%(15/23人)，非應屆通過率16.22%(6/37人)。

中教應屆通過率72.92% (35/48人)，非應屆通過率25% (8/32人)。

類科 報名人數 及格人數 本校通過率 全國通過率

中教 80 43 53.75% 56.29%

小教 172 102 59.30% 61.22%

60 （師培21) (35% ）

幼教 87 29 33.33% 27.05%

特教 46 37 80.43% 63.7%

總計 385 211 54.81% 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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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課程組組長 蔡福興老師

學程修習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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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淘汰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生輔導與淘汰要點

本中心師資生修業期間，有下列情形之ㄧ者，將喪失師資生資格：
（一）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成績，累計二學期皆未達平均 75 

分(含)以上 者。
（二）德育成績，累計三學期皆未達 80 分(含)以上者；或在學期間

曾被記大過 壹次(含)以上或累計小過叁次(含)以上者。

服務學習

學程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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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足跡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足跡』徵文比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足跡』教學活動設計比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提升

國民小學師資生學科知能獎勵要點

學科知能獎勵要點



21

•小學教程至少40學分 (教育專業)

• 教學基本至少4個領域10個學分

• (國音及說話、普通數學為必修科目)

• 教育基礎課程至少2科4學分

•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5科10學分

• 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至少10學分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

法為必修科目）

(教學基本、教育基礎與教育方法課程超修的學分可抵選修學分)

• 選修課程至少3科6學分(教育議題專題及職業教育與訓練及生涯規劃

為必選科目)

教程修畢學分

•教育專業課程(至少26學分) 

- 基礎課程至少2科4學分
-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5科10學分

(以上二類超修的學分可抵選修學分)

–實習及教材教法至少4學分
–選修課程至少4科8學分(教育議題專題及職業教育與訓
練及生涯規劃為必選科目)

•專門課程：依所檢定之師資類(科)別，需至相關
系所修足各類(科)別之課程學分

中學教育學程含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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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與人文領域---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藝術主修專長、高級中等學校
音樂科;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視
覺藝術主修專長

(二).語文領域---(國/高中/高職)國文科、英語科
(三).數學領域---(國/高中/高職)數學科
(四).社會領域---(國/高中/高職)歷史科、地理科
(五).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化學專長/高中化學科、物理專長/高中物理

科、(國/高中/高職)生物科
(六).健康與體育領域---(國/高中/高職)體育科
(七).輔導領域---(高中/高職)生涯規劃科、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輔導/高中（職 ）

輔導
(八).高中資訊科技概論科
(九).高職農場經營科、園藝科、畜產保健科
(十).高職幼兒保育科
(十一).高職生物產業機電科
(十二).高職食品加工科、食品科
(十三).高職多媒體動畫科

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類科別

•照著師培中心所排定的課程修習，兩年

可以修完學程。

• 課程ㄧ年只開ㄧ次。

•擋修：未修某些科目，幾乎會延畢ㄧ

年。

套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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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教的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修習兩科四學分
┼

• 中、小教的教育方法課程至少修習五科十學分
↓

修習教材教法(中教至少一科教材教法、小教至少四科教材教法)（二上）

↓
• 教學實習 （二下）
(中教修習該類科實習，兩學分2小時；小教修習國民小學

實習，兩學分4小時)
• 國民小學師資生實地學習時數至少72小時

• 中等學校師資生實地學習時數至少54小時

學程修課注意要點

•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學生，除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分
外，仍須修習中等學校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學分。

•各科教師之專門課程科目由各學系訂定與審查。
•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若有不足時，可於考取教育學程後，

於畢業前自行補齊該類科所需具備之專門科目及學分數 。

•專門課程科目僅適用於中教學程，中教學生修畢教育學
程於辦理教育實習申請前(約該年6-7月) ，須申請辦理普
通類科「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中等教育學程專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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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時間：107年9月17日(一)-107年9月28日(五)
108年1月21日(一)-108年1月31日(四)

• 辦理程序
填寫抵免單並申請成績單正本(請將欲抵免的科目標示清楚)

送件至各系所審核
↓

送件至師培中心
↓

審核
↓  

結果通知

專門課程學分抵免時程

•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只能抵免一次
• 請參考課程組法規
• 辦理時間：107年9月17日(一)-9月21日(五)

108年2月18日(一)-2月22日(五)
• 辦理流程

9月17日(一)前填寫抵免申請單並附上欲抵免的成績單
↓  

送件至各系所審核
↓送至師培中心

課程委員會審核
↓

通知結果
↓

9月28日(五)前進行人工課程加退選
 逾期不予收件
※在本中心預修之教育專業課程，亦須於期限內辦理學分抵免。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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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專業課程加退選統一由師培中心人工處理

– 須填寫加退選申請表(連結)

• 課程第一階段加退選時間 107.09.17～107.09.18

• 課程第二階段加退選時間 107.09.20～107.09.28

• 停修申請：每學期以一科為限

停修時間：107.11.19~107.12.07

教育專業課程抵免原則：
• 原則一

1. 通識課程的學分不能抵免

2. 超過十年的學分不能抵免

3. 研究所學分不能抵免

4. 非師培學系開設之學分不能抵免

5. 不具師資生資格時，所修習之教育專業學分不得抵免(於本中心預修課程除外)

• 原則二

抵免學分數上限依「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規定辦

理。

• 原則三
不相同類別學程（中教、小教、幼教、特教）

教育方法、各類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不能互抵。

• 原則四
已辦理完成抵免學分之科目，不得再以任何理由申請退抵。

• 原則五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與專門課程科目只能擇一採認，不得重複。(生涯規劃科、輔導科、

幼保科等師資生，抵免時應檢附取得第一張教師證之教育專業學分證明書及成績單正

本，以利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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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
長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
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
格審查作業要點

申請表：另一類科

國民小學教師加科

中等學校教師加科

主講人
教育實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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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學分

參加教育實習
（半年）

參加資格考試

取得合格
教師證書

師資培育制度重大變革

1.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2.取得學士(含)以上
學位

教育實習實施辦法

• 教育部於107年7月24日公布「師資培
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
習辦法」

• 嘉義大學於107年8月13日行政會議通
過「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
實施辦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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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

• 第二條

• 本辦法所稱教育實習係指依師資培育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向本校申請修習包括教學
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之半年全
時教育實習。

• 前項全時教育實習，指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機構日間辦
公時間內全程修習教育實習，不得進修、兼職或從事其他
業務。

•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機構課後打工、兼差，應填具不影響
教育實習之切結書，並送本校備查。

•實習期間：

–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連續實習半年，其期間
如下：

–上學期(8月1日至1月31日)；下學期(2月1日至7月31日)

•身分：比照在學學生身分

•費用：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半年教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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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內容
• 一、教學實習：

– 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主，第四週
起進行上臺教學或實施教保活動課程；其時數應為專任教師基本
教學節數六分之一以上二分之一以下。

• 二、導師（級務）實習：
– 以班級經營、輔導學生及親師溝通為主，且以寒、暑假以外學期

期間，每週三個半日為原則。

• 三、行政實習：
– 以認識、協助學校行政事務及全校性活動為主，並以於寒、暑假

期間實施為原則；於學期期間實施者，每週以四小時為原則。

• 四、研習活動：
– 以參加校內、外教學、班級經營、學生輔導、教育政策及精進專

業知能之研習活動為主；參加時數，總計應至少十小時。

教育實習成績評定
• 教育實習成績評定，分為優良、通過及待改進三種；依序

評定下列項目：

• 一、教學演示：
– 由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及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之編制內

專任教師或退休教師共同評定。

• 二、實習檔案：
– 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定。

• 三、整體表現：
– 由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定。

• 前項成績評定項目之細項指標為優良或通過達六成以上者
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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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地方教育輔導組組長 宣崇慧老師

‧為強化師資生學習並實踐史懷哲之精神，關
懷弱勢、奉獻專業知能。

‧暑假7月期間進行15天(120小時)的偏鄉學童
課業輔導活動。（108年預計於嘉義縣梅山鄉
大南國小，採集體住宿）

‧之前曾在嘉義市精忠國小、雲林縣嘉興國小、
嘉義縣東榮國小、嘉義縣大鄉國小、嘉義縣
梅山鄉大南國小辦理，107學年將在開學第一
週公告受理報名，將召募師資生約20名及外
籍生、僑生約2名，請踴躍報名。

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
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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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每年暑假期間(六月底或七月初)會請
嘉義市/縣童軍會辦理幼童軍木章基本訓練。

‧於民雄校區舉行，共兩天半的時間，每人需
自費約1100元，結訓可獲得證書。

‧約6月份公告實施計畫，請踴躍報名。

幼童軍木章基本訓練

‧107學年度獲得教育部補助30位獎學金名額，
師培中心分配有6位名額。已於8月16日辦理甄
試作業。

‧教育部核定名額（每年約7-9月） 師培中心
召開名額分配會議（約8-10月初） 公告甄選
申請報名（約8-10月初） 辦理甄試作業（約
8-10月底）

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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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限制：
未符合本校卓越師資培育獎學金續領資格遭淘汰者及受
領本校師資培育獎學金期間未符合受領資格規定者均不
得再提出申請。

‧甄選條件:
前一學年學業總成績應達前百分之三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應達七十分以上，始得參加筆試。

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1

‧考試科目:

–基礎科目筆試30%：國語文能力測驗【範圍：大一國文】

–專業科目筆試40%： a.教育時事測驗(50%) 【無範圍】
b.綜合測驗(50％)：數學【範圍：高一數學】、英文【
範圍：中級英檢但不含聽力測驗】

–面試30％

–性向測驗：供甄選委員參考，不計入甄選成績(以通過
為基本門檻)

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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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獎學生一經淘汰，名額不再遞補，每學期進
行審查，基準如下：

（一）每學年至少通過一項（類）教學實務能力檢測。
（受獎生為大四生時，於受獎學年度期間須通過至少一項
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之檢測，其餘年級獎學金受獎生於受
獎期間內所須通過之教學實務能力檢測項目，則不予限
制）。

（二）服務學習、勞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
認定之通過基準。

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3

（三）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
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學，每學期至少三十六小時。

（四）每學期至少參與一次工作坊（例如師資培育國際學
術研討會、中等領域教學研究中心成果研討會及國民小學
師資培用聯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五）參與至少一次教育部委託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辦理之
師資生潛能測驗。

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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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4

負 責 單 位 項 目

師資培育中心 琴法、字音字形、教案設計

特殊教育學系 板書

幼兒教育學系 說故事

電算中心 資訊能力

體育室 游泳

教育學系 硬筆字

各師資培育學系 教學演示

‧每學期舉辦提升師資生專業成長之相關研習課程

‧隔學年舉辦師資生專業成長琴法檢定與研習（107
學年度上學期期中-研習、下學期期初-檢定）

‧教師檢定及甄試試題收集與網頁建置(師資培育中
心-考古題專區）

‧編印出刊「教師專業研究期刊」、「師資培育中
心簡訊」

地方教育輔導組辦理之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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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暑假期間會進行畢業生追蹤電話
調查及建檔。

‧每年暑假期間會進行畢業生任教學校
滿意度問卷調查與分析。

畢業生追蹤

國立嘉義大學通過教師甄試人數統計表

年度
系所

103 104 105 106 107 合計

幼兒教育學系 17 9 11 26 22 85
特殊教育學系 23 22 16 9 9 79
教育學系 10 16 20 17 20 83

輔導與諮商學系 17 26 12 20 22 97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

系
4 4 6 8 14 36

外國語言學系 15 29 15 20 15 94
數理教育研究所 3 2 4 1 5 15

師資培育中心小教 5 4 8 5 16 38
師資培育中心中教 15 14 5 12 4 50

總計 109 126 97 118 127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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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時間

THE END

謝謝您的參與和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