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資培育中心 實習輔導組
 
主旨：檢陳本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請鑒核。
說明：
一、旨揭會議業於110年12月7日召開完畢。
二、提請四案討論決議，摘要如下：
(一)有關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9條修正案

，照案通過。
(二)有關本校「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及退費作業要點」第

2、4、5點修正案，修正後通過。
(三)有關本校實習生前往臺中以北、高雄以南地區實習之差

旅費差額收費標準，照案通過。
(四)有關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之申請表

單格式及收費標準，申請表單及流程表「累計年資滿三
學期」部分，修改為「累計年資滿18個月」，修正後通
過。

(五)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如附件。
擬辦：如奉核可，依相關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或公告實施。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資培育中心 實習輔導組 組員 施政豪 110/12/14 11:18:21(承辦) :

　　　　　　　　　　　　　　　　　　　　　　　　　　　　　
 2.師資培育中心 實習輔導組 組長 陳昭宇 110/12/14 13:11:06(核示) :

　　　　　　　　　　　　　　　　　　　　　　　　　　　　　
 3.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 洪如玉 110/12/14 18:07:07(決行) : 

如擬(代為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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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 分 
地點：Microsoft Teams 線上會議 
主席：洪如玉中心主任                                            紀錄：施政豪 
出席人員：教務處古國隆教務長、產學營運及推廣處黃健政處長（請假）、主計室吳昭旺主任

（莊瑞琦組長代理）、師範學院陳明聰院長（請假）、人文藝術學院張俊賢院長

（陳虹苓主任代理）、管理學院吳泓怡院長（蔡佳翰老師代理）、農學院沈榮壽院

長、理工學院黃俊達院長（請假）、生命科學院陳瑞祥院長、教育系張淑媚主

任、輔諮系張高賓主任（葉雅玲代理）、體健系洪偉欽主任、特教系吳雅萍主

任、幼教系宣崇慧主任、外語系龔書萍主任、數位系王思齊主任、中文系陳政彥

主任、視藝系廖瑞章主任、應歷系池永歆主任、音樂系陳虹苓主任、行銷系張淑

雲主任、農藝系莊愷瑋主任（請假）、動科系陳世宜主任、電物系余昌峰主任、

應化系李瑜章主任、應數系林仁彥主任、資工系許政穆主任、生機系洪敏勝主

任、食科系許成光主任、生資系許富雄主任、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陳

明聰校長（請假）、嘉義市立梅山國民中學劉彥碩校長 
列席人員：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組陳昭宇組長、施政豪組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議業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召開完

竣，前次會議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如下述：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有關「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

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二

章第 9 條修正案 

教育實習有收取學分費的

考量，主計室主任仍繼續維

持擔任實習審議委員，經費

上的運用能適時給予適當

且專業的協助，修正後通

過。 

1. 已提送 110 年 4 月 13 日

10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並公告周

知。 

2. 已開始適用於 110 學年

度之教育實習審議委員

會。 

有關「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

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一

章第 7 條修正案 

為考量學生實習順利進行，

實習範圍修改為：臺中市、

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嘉義縣市、臺南市及高雄

市，修正後通過。 

1. 已提送 110 年 4 月 13 日

10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並公告周

知。 

2. 將適用於 110 學年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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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修習各類教育學程之

新生。 

有關「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

習輔導費繳費及退費作業

要點」第 4 條修正案 

跨縣市實習同學應支付指

導教授巡迴訪視差旅費之

差額，業務單位提出繳費標

準及辦法，與主計室討論再

予以決定，修正後通過。 

已提出收費標準並與主計

室討論，本委員會決議通過

後施行。 

 

參、 業務報告 

一、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過審核進行半年教育實習者各類科

人數如下表： 

 類科 人數 合計 

110.2.1-110.7.31 

幼教 3 

21 
特教 1 
小教 9 
中教 8 

110.8..1-111.1.31 
(110.8.25-111.2.21) 

幼教 43 

204 特教 27 
小教 100 
中教 34 

 

二、 110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於 110 年 8 月 23 日榜示，本校應屆

報考人數 251 人，通過人數 210 人，通過率達 83.67%（扣除幼教專班則為

90.54%），高於全國通過率 67.37%，成績十分優異，各師資類科通過率如下表所

列： 

報考類科 師資培育單位 報考人數 
未通過人

數 
通過人數 通過率 

本校各類

科應屆實

習通過率 

全國通過

率 

中教 師培中心 46 5 41 89.13% 89.13% 

67.37% 
小教 

師培小教 33 3 30 90.91 

89.09% 

教育系 38 3 35 92.11 

輔諮系 17 1 16 94.12% 

體健系 10 3 7 70.00% 

外語系(英教組) 12 2 10 83.33% 

特教 
身障組 27 0 27 100% 100% 

資優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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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幼教系 39 4 35 89.74% 89.74% 

幼教專班 29 20 9 31.03% 31.03% 

總和 251 41 210 83.67% 83.67% 

 

三、 本校 110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執行期間為 110 年 2 月 1 日至 111
年 2 月 28 日，目前共舉辦 2 場職前講習、籌辦 7 場教學知能研習、各實習指導

教師籌辦分組座談會共約 180 場次，每位指導教師對每位學生進行至少 2 次巡迴

輔導（部分採集中訪視），感謝各位委員、各位契約實習機構及實習指導教師盡

心的協助與指導。 

四、 本中心已於 110 年 1 月 25 日、110 年 4 月 19 日、110 年 5 月 10 日、110 年 7 月

21 日、110 年 10 月 15 日共辦理 5 次「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小組會議」，總計

129 人次申請第二張教師證書，再次感謝實習審查小組撥冗協助學分及教師資格

之審查。 

五、 本校薦送 110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共 4 件獲獎，分別為「實習輔導教師卓

越獎」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林伶娟老師、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陳權滿

老師、「實習學生優良獎」外國語言學系蘇育增同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戴華

蒂同學。 

六、 依據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 7 條及本校「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及

退費作業要點」第 4 點，預計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半年教育實習開始，收取

110 學年度入學起師資生之實習輔導訪視差旅費差額。 

七、 11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及 10 月 16 日（星期六）辦理 110 年度遴選教育實

習機構說明會，參加對象為預計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

行實習之師資生，由實習輔導組說明遴選實習機構原則、需繳交之表單、實習審

核流程等程序。另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申請於 110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26 日開放收件。 

八、 依據本校 110 年 7 月 21 日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暨教育實習審查小組會議決議，

本校以 110 年 8 月 2 日嘉大師培字第 1109003434 號函詢教育部「加註英語專長教

師證書申請案之 B2 級英語檢定」認定標準，教育部 110 年 8 月 6 日臺教師(二)字
第 1100103879 號函復略以，各校得以校內各學系、所或相關單位訂定英語能力檢

定考試之要求標準，作為校內修習專門課程之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參照表，並以

110 年 10 月 12 日臺教師(四)字第 1100122359 號函釋原 100 年 9 月 14 日臺中

（二）字第 1000158367 號函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4 年 5 月 26 日臺中大學師培

字第 1041060350 號函之「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自 111 年 2 月 1 日起不再援

用，本校將俟外國語言學系確定 CEFR B2 級各項標準參照表後，依其標準做為日

後加註英語專長、英文科加科登記教師證書申請案之認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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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0學年度第 1學期半年教育實習返校研習日期與內容如下表： 
日期 研習名稱 講座 業務宣導 地點 

110 年 9 月 24 日

（星期五） 
10:00-12:00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實

習學生線上返

校研習活動 

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洪瑜鎂小姐、

莊宛蓁小姐/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

實習學生端操作說明 

1. 繳回到

職報到

表、全

時切結

書 
2. 上傳教

育實習

計畫書 

線上會議 

110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五） 
9:00-12:00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實

習學生線上返

校研習活動 

中小教：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陶

秀英老師/人權教育起步走 

幼教 1：南投縣竹山鎮社寮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賴盈羽老師 /教
甄心絕對！不換！絕情！ 

特教 1：雲林縣斗六市鎮東國民小學

陳莛芸老師 /特教教甄筆試

經驗分享 

幼教 2：臺南市立第二幼兒園盧嘉英

老師、臺南市鹽水區竹埔國

民小學陸萱老師 / 一場教

「爭」，百種應「戰」！ 

特教 2：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龔彥綺老師 /特教教甄複試

經驗分享 

1. 領取輔

導教師

聘書 
2. 小組長

繳交各

組教學

演示集

中訪視

表 
3. 指導

費、出

席費、

材料費

核銷說

明 

線上會議 

110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五） 
9:00-12:00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三次實

習學生返校暨

實習績優獎分

享研習活動 

中小教：嘉義市政府教育處楊宗明

老師/在學校遇見杜威─綜

合活動領域的實踐與分享 

幼教：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

范玉美老師/麻辣鮮(幼)師
~Are You Ready？ 

特教：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李詩琦老師/特教策略在教學

與教甄上的應用 

1. 繳交核

銷相關

文件 
2. 教師證

申請說

明 

大學館、 
教育館

B03-103
演講廳、

行政大樓

A304 教

室 

111 年 1 月 7 日

（星期五） 
9:00-12:00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四次實

習學生返校研

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戴華蒂老師/實
習績優獎分享 

1. 繳交教

師證書

申請書

大學館 



5 
 

習活動 及文件 
2. 實習成

績評定

說明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 9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實習相關事宜之審核會議能更符合時效性、簡化重複審查之行政程序，修改第 9條

教育實習審查小組成員。 

二、實習相關事宜於召開會議前已經教務處、產推處及各系所先行審核，故小組成員調整為

師資培育中心各組組長及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三、本辦法修正案業經師資培育中心 110年 10月 5日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四、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 9條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相關會議紀錄

摘錄如附件一（第 8-19頁），提請委員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校「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及退費作業要點」第 2、4、5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考量以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者亦須接受本校輔導，亦應比照半年實

習課程收取實習輔導費，修正第 2點部分規定內容。 

二、因現行規定與立法原意不一致，修正第 4點部分規定文字敘述。 

三、考量以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者，實習指導教師需前往學校辦理教學

演示，故應由學生自行負擔差旅費，新增第 5點規定，第 6、7點調整點次。 

四、本校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及退費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相關會議紀

錄摘錄如附件二（第 20-24頁），提請委員討論。 

決議：「實習生選擇之實習學校不在限定區域（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市、臺南市及高雄市）者…」，「者」字去除，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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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本校實習生前往臺中以北、高雄以南地區實習之差旅費差額收費標準，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 7條及「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及退費作業要

點」第 4點訂定。 

二、預計採取預先收費之方式，於收取實習學分費時一併收取實習區域之差旅費差額。撤銷

或終止實習時，已辦理教學演示者不予退費，未辦理教學演示者視實習指導教師訪視狀

況辦理退費。 

三、差旅費以實習區域縣市之主要城市為起迄點計算，並依照到達目的地可搭乘之最快速之

交通工具計算差價，至於自市中心至實習機構所在地之費用則不計，各行政區域之收費

標準與計算方式如附件三（第 25頁）。 

四、採取一次性收費，不多退少補，實習指導教師因其需求增加訪視次數亦不另外收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之申請表單格式及收費標準，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師資培育法第 22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21 條及本

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 35 條，學生得在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 7 年內，於偏遠地

區學校任教累計 2 學年以上（連續 3 個月始可採計），檢附任教年資任三學期表現良好之

證明文件、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向本校申請辦理教學演示，通過後發給同意抵免教育實

習證明並造冊申請教師證書。 

二、為因應師資生有前往偏遠地區學校任教以抵免半年教育實習之需求，規劃申請表單格式及

流程圖如附件四（第 26-28 頁），學生於任教年資至第 4 學期開學前（8 月底前或 2 月底

前）填具表單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三、本校於學生申請時收取實習輔導費 4 學分，並核實支付實習指導教授差旅費。 

決議：申請表單及流程表「累計年資滿三學期」部分，修改為「累計年資滿 18個月」，修正

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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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結論（略） 

柒、 散會（14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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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 9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本校設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

負責教育實習相關議題之審

議，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師

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兼任，

委員包括教務長、產學營運

及推廣處處長、主計室主

任、各師資類科相關學院院

長、各師資類科系所主任、

及校外之教育實習學校校長

二人。下設教育實習審查小

組，負責審核師資生參加教

育實習之資格、審查實習學

生成績等相關事宜，該小組

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

任召集人，其餘成員包括師

資培育中心各組組長及師資

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第九條 

本校設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

負責教育實習相關議題之審

議，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師

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兼任，

委員包括教務長、產學營運

及推廣處處長、主計室主

任、各師資類科相關學院院

長、各師資類科系所主任、

及校外之教育實習學校校長

二人。下設教育實習審查小

組，負責審核師資生參加教

育實習之資格、審查實習學

生成績等相關事宜，該小組

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

任召集人，其餘成員包括教

務長、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

長、各師資類科系所主任。 

1. 為使實習相關事宜之審

核會議能更符合時效

性、簡化重複審查之行

政程序，爰修改教育實

習審查小組成員。 

2. 實習相關事宜於召開會

議前已經教務處、產推

處及各系所先行審核，

故小組成員調整為師資

培育中心各組組長及師

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附件一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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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92 年 9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92 年 12 月 23 日第一次修訂 
93 年 04 月 27 日第二次修訂 
93 年 12 月 28 日第三次修訂 
94 年 12 月 20 日第四次修訂 

95 年 9 月 12 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8 月 18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4 月 12 日 99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5 月 8 日 100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8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7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8 月 14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4 月 8 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12 日 108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0 月 20 日實習審議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4 月 13 日 10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對實習學生之輔導，增進其理論與實務的聯結，

提升教育專業知能與專業精神，培育優良師資，特依據師資培育法及教育部「師資

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之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

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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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教育實習機構：指提供教育實習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

（班）、實驗教育學校、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二、實習指導教師：指本校聘任指導實習學生之教師。 

三、實習輔導教師：指教育實習機構向本校推薦，輔導實習學生之編制內合格專任

教師。 

四、實習學生：指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修習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學生。 

五、實習契約：指本校為辦理教育實習，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之契約。 

第四條 本校師資生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並具學士以上學位，且通過教師



10 
 

 資格考試者，始得申請修習教育實習。但符合師資培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

不在此限。 

申請修習教育實習者，應依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所載之師資類科、學

科、領域、群科，向本校或其他開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提出，經審

查通過後，始得修習教育實習。 

他校師資生向本校申請教育實習者，須經原就讀之師資培育大學依第一項及第二項

審查通過後，始得修習教育實習。 

第五條 本辦法第二條教育實習之各類實習事項，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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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教學節數或教保活動課程之時數如下：  

(一)高級中等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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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為專任教師授課節數六分之一以上二分之一以下。 

(三)幼兒園、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應為專任教師教保

活動課程實施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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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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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學期實習期間自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二、下學期實習期間自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實習學生如因重大傷病並取得醫院證明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報經本校教育實習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不受前述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及實習起訖時間之限

制。 

前項重大傷病之認定，須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

病範圍辦理。 

第七條 教育實習機構應具備下列條件。但實驗教育學校、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為

稀有類科或教育實習機構位於境外者，得不受下列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一、行政組織健全。 

二、具有足夠合格師資。 

三、軟硬體設施、設備充足。 

四、辦學績效良好。 

前項教育實習機構，經各該主管機關選定後，公告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全國教育

實習資訊平臺。實習學生應從公告名單選擇教育實習機構，各師資類科實習限定區

域：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及高雄市（自 110學年

度起新生適用），公費生需返回分發縣市實習者除外，另有特殊狀況無法在限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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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實習者，需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 

第八條 實習學生之輔導方式如下： 

一、平時輔導：由教育實習機構在該機構予以輔導。 

二、到校輔導：由本校聘任之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予以指導，並與教育

實習機構首長、實習輔導教師及學生訪談。 

三、研習活動：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本校、教育實習機構及教師研習進修機

構辦理。本校辦理的返校座談或研習活動，以每個月一次為原則。 

四、通訊輔導：由本校編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寄發實習學生參閱。 

五、諮詢輔導：實習學生及教育實習機構得以電話及網路，向本校諮詢相關問題。 

六、成果分享：由本校師資培育相關單位辦理實習生教育實習成果發表及心得分享

活動。 

第二章      師資培育之大學之輔導職責 

第九條 本校設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負責教育實習相關議題之審議，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師

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兼任，委員包括教務長、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主計室主任、

各師資類科相關學院院長、各師資類科系所主任、及校外之教育實習學校校長二人。

下設教育實習審查小組，負責審核師資生參加教育實習之資格、審查實習學生成績

等相關事宜，該小組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其餘成員包括師資培育

中心各組組長及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第十條 本校應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申請修習教育實習之程序及資格審查。 

二、實習學生實習時之權利及義務。 

三、實習同意書之內容。 

四、實習計畫，包括實習內容、項目、方式、教育實習機構及請假或例假之規定。 

五、教育實習起訖時間、輔導與成績評定項目及方式。 

六、實習學生違規之議處、終止實習及實習成績疑義申復之處理程序。 

七、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之資格、遴聘、職責及權利與義務。 

八、教育實習機構應遵行之事項。 

九、實習契約之生效、終止與解除之條件及其他有關雙方權利、義務事項。 

十、其他有關實習事項。 

第十一條 本校優先遴選校內具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班）、實驗教

育學校、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一年以上之教學經驗者，

為實習指導教師。 

擔任實習指導教師者，由本校發給實習指導教師聘書。實習指導教師，應依本校之

規定指導實習學生；每人指導實習學生人數，每學期以不超過十二人為原則。 

第十二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溝通協調實習學生與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間之意見。 

三、對每位實習學生進行到校輔導至少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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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察實習學生教學實習，並給予回饋意見。 

五、主持或參與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六、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及報告，並加以輔導。 

七、評閱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檔案。 

八、評定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成績、實習檔案成績與整體表現。 

九、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 

第十三條 實習指導教師鐘點費依指導實習學生人數比例核發，每指導實習學生 5 人得計每週

授課時數 1 小時（不足 5 人依指導人數比例計算），每學期以至多 24 週計算。實

習指導鐘點不計入超支鐘點。 

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每位實習學生次數不得少於二次，由本校支給

差旅費。 

第十四條 本校於實習學生進入教育實習機構前，應完成下列事項： 

一、舉辦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實習期間之權

利及義務等相關事項。 

二、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 

三、與實習學生簽訂實習同意書。 

四、協助實習學生依相關規定參加學生團體保險。 

五、編定教育實習手冊，提供實習學生、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參照。 

第十五條 本校辦理教育實習，得依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向實習學生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中途中止實習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第十六條 本校各師資培育單位應於九月提供擬參加下一學年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名冊送師

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再依名冊召開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遴選實習學校規定

由師資培育中心訂之。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應於五至六月或十二月舉辦教育實習前說明會，並將擬參加教育

實習師資生繳納教育實習輔導費名冊，送交總務處出納組開立繳費通知單，各實習

學生應分別於七月十日前或一月十日前繳款完畢。實習學生繳費後，未能如期前往

參加教育實習者，可申請退費。 

非應屆之本校畢結業生，欲參加教育實習者，應於前一年九月向師資培育中心登記，

參加八月（翌年二月）開始教育實習者應於七月十日（翌年一月十日）前繳交四學

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第十七條 實習學生於申請參加教育實習前有不適合實習，經本校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得不受理其申請參加教育實習；未輔導改善前，得不受理申請參加教育實習。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違規兼代課經查證屬實而撤銷實習資格者，至少須 1 年（2

個學期）以上始得再提出申請教育實習；若已完成實習並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者，予以註銷其證明，並自撤銷日起 1 年以上始得再提出申請教育實習。 

第三章      教育實習機構之輔導職責 

第十八條 教育實習機構應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13 
 

一、成立教育實習輔導小組，擬訂教育實習輔導計畫，推動相關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二、推薦編制內優秀之專任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 

三、接受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到校輔導。 

四、配合本校辦理實習學生成績評定。 

前項第一款教育實習輔導小組，其成員由教育實習機構之行政單位代表及編制內專

任教師代表擔任。 

第十九條 實習輔導教師，應為具有三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並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一、能結合理論及教學實務經驗，示範有效教學技巧。 

二、對實習學生具有輔導能力，適時給予協助及指導。 

三、了解教育實習機構行政事務。 

實習輔導教師應依實習契約及實習計畫進行實習輔導；每人每學期以輔導實習學生

一人為限。但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為稀有類科或教育實習機構位於偏遠地

區、偏鄉地區者，其輔導實習學生人數，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輔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三、協調提供實習學生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四、輔導實習學生心理調適問題。 

五、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或報告。 

六、評量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實習檔案及整體表現成績。 

七、對實習學生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八、參與主管機關及本校辦理之相關活動。 

教育實習機構實習之校(園)長及主任，負責行政實習與研習活動之安排與輔導，以

及其他有關實習學生輔導事項。 

第四章      實習學生之權利及義務 

第二十一條 實習學生進入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前，應與本校簽訂實習同意書，並應參加本校舉辦

之行前說明會。 

第二十二條 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開始前，與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指導教師研商後，擬訂教育

實習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習學生基本資料、教育實習機構概況與實習目標。 

二、實習活動與方式。 

三、預定進度與評量規定。 

前項實習計畫經實習指導教師認可後，由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及教育實習機構建檔列

管，以作為實習輔導及評量之依據。 

第二十三條 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開始前提出實習申請書，俟各該開設課程單位審核其普通課

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是否完成，並附上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證明影本、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證明、學士學位證書影本及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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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分教育實習輔導費收據影本，由各該開設課程單位彙整申請書，於教育實習開

始前一個月造冊送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師資培育中心彙整全部申請案件後，提請教

育實習審查小組審查。 

第二十四條 具有兵役義務之實習學生修習教育實習，得依兵役相關規定辦理延期徵集入營。或

俟服役期滿後，向本校提出教育實習之申請。 

前項實習學生中途因故終止實習，應於終止實習次日起三日內通知戶籍地鄉(鎮、

市、區)公所。 

第二十五條 實習學生修習教育實習時，應有實習輔導教師或專任教師在場指導。 

第二十六條 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期間請假由教育實習機構核定之。 

請假別及日數規定如下: 

一、公假：因參加本校主辦之實習座談及相關研習等，核給公假；其他單位之研習

活動，則比照實習學校編制內教師之規定核給公假。 

二、事假：3 個上班日。 

三、病假：7 個上班日（連續 2 日以上之病假應檢附醫生證明）。 

四、婚假：10 個上班日。 

五、娩假：參考教師請假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六、流產假：參考教師請假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七、喪假：參考教師請假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八、其他特別之假別及日數，必要時，則由實習學校依權責核給之，惟本項特別假

別請假總日數依本辦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辦理。 

實習學生協助教育實習機構於夜間及假日辦理活動，教育實習機構應給予補休假。 

實習學生應參加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安排之座談或研習；參加座談或研習者給予公

假。 

第二十七條 實習學生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應請假而未請假者，以二倍時數計算。請假累計

超過四十個上班日者，應終止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請產假（包括：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陪產假）累計超過四十日，或代表國家

參加國際比賽等活動請假累計超過十日者，應依超過請假日數補足教育實習，所補

日數至多不超過三十日;超過者，本校得終止其教育實習。 

教育實習機構應通知本校實習學生請假異常情形，俾據以辦理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及

追蹤輔導。 

第二十八條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或請假累計超過四十日者，應終止教育

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一、經有期徒刑、拘役以上刑之執行、易服勞役或易服社會勞動者。但宣告緩刑或

執行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予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者。 

三、經司法機關執行拘留、拘提、羈押、留置或管收者。 

四、未於規定期限內向教育實習機構報到，逾期未報到且未能提出正當理由者。 

五、實習期間未按規定從事教育實習、有損教育實習機構校譽或其他實習表現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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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任情事等，經教育實習機構檢具事實函文本校，經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得終止其教育實習。 

六、實習學生非因「重大疾病或事故」，無故或以其他私人原因自行停止教育實習

者，由教育實習機構通知本校終止該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 

第二十九條 實習學生曾因教育實習成績不及格、重大疾病或事故停止教育實習者，得重新申請

教育實習，並繳納教育實習輔導費。但在原教育實習機構重新實習者，以一次為限。 

前項因重大疾病或事故停止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重新申請教育實習時，本校應審

慎輔導並評估其教育實習機構環境，必要時召開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會審議。 

第三十條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得由本校發給實習學生證。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得享有圖書借閱等權利，並應參加本校學生團體保險，

該保險由本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辦理。實習學生拒絕本校學生團

體保險者，須簽署切結書。 

實習學生不得修習本校其他課程。 

第三十一條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表現良好者，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得給予獎狀。 

第五章      教育實習成績評定 

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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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績評定項目

之細項與評定及通過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二項評定結果，經教育實習機構之教育實習輔導小組審查後，提送本校教育實習

審查小組決定之。 

第三十三條 教育實習機構應分別於十二月或六月以前，將實習學生成績評定結果送交本校。 

本校教育實習審查小組應分別於一月及七月開會評定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成績。 

實習學生經本校教育實習審查小組評定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本校依師資培育法

第十一條規定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教育實習成績不及格者，

以書面通知。 

前項教育實習成績不及格者，得重新申請修習教育實習。 

第三十四條 實習學生對教育實習終止、實習成績評定結果不服者，得向本校提起申訴，其申訴

應自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備具理由提出；本校應作成申訴決定，並通知實

習學生。 

實習學生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依法提起訴

願。 

實習學生就本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

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法律性質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六章      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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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符合師資培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申請以其任教年資抵免

教育實習者，應檢附任教年資任三學期表現良好之證明文件、教學演示及格證明、

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向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     

通過後，發給同意抵免教育實習證明，並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一項表現良好之證明文件，由其服務學校或幼兒園出具；教學演示及格證明由原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服務學校共同辦理教學演示，經評定成

績及格後，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出具。但於海外臺灣學校或僑民學校擔任教師者，由

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學演示，經評定成績及格後出

具。 

前項教學演示成績評定有爭議或疑義時，準用前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前條人員任教年資抵免，應與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及通過教師資格考

試所載同一師資類科、學科、領域、群科相符。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實習學生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並經本校同意者，得於教育實習期間，配合教育實習

機構進行下列教學活動： 

一、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補救教學、社團活動指導、監考或其他教學活動。 

二、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滿三個月之代課及幼兒園未滿三個月之代理教保服

務。 

前項教學活動，每週累計總節（時）數最高為十節（時），前項第二款代課或教保

服務，每月最高為二十節（時）；上開節(時)數，均不得計入本辦法第五條節（時）

數及日數。 

第一項教學活動，以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機構辦理者為限。 

第三十八條 依本辦法擔任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或參與成績評定者，為實習學生之配偶、

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實習學生申請實習之文件，或實習成績評定有虛偽不實者，在實習期間者，撤銷其

實習資格；實習成績已評定者，撤銷其評定；已發給教師證書者，撤銷其證書；涉

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第三十九條 適用師資培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者，除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

習辦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外，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教育實習事宜。 

第四十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師資培育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自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六年內，得先申請修習教育實習，免受師資培育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

限制。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師資培育法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且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得依師資培育法第十條規定

辦理，或自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十年內，得適用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之規

定，免受師資培育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四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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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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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業務會議紀錄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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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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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及退費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要點依國立嘉義大學

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

第七條、第十五條、第十六

條規定及國立嘉義大學學生

離校退費作業要點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國立嘉義大學

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

辦法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及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離校退費

作業要點訂定之。 

1. 依據之法規名稱錯誤。 

2. 依據之法規迭經多次修

改，條目需重新對照。 

二、師資生向師資培育中心

申請教育實習課程及偏遠地

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

育實習時，應繳交相當於四

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二、師資生向師資培育中心

申請教育實習課程時，應繳

交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

輔導費。 

學生前往偏遠地區任教滿 2

年，向師資培育中心申請抵

免教育實習時，亦應支付相

當於 4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

費。 

四、實習生選擇之實習學校

不在限定區域（臺中市、南

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

義縣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者，應自行負擔實習指導教

師去回程交通費之差額，但

公費生需返回分發縣市實習

者不在此限。 

四、若實習生選擇之實習學

校不在限定區域（台中市、

南投縣市、彰化縣市、雲林

縣、嘉義縣市、台南市及高

雄市），得自行負擔指導教

授去回程交通費之差價，公

費生需返回分發縣市實習者

除外。 

1. 修正錯別字。 

2. 修正行政區域。 

3. 修正部分文字敘述。 

4. 依立法原意，學生

「應」負擔差額，而非

「得」。 

五、申請偏遠地區學校任教

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者，

應自行負擔實習指導教師之

差旅費。 

 1. 新增點次。 

2. 學生前往偏遠地區任教

滿 2年，向師資培育中

心申請抵免教育實習

時，因實習指導教師需

前往學校辦理教學演

示，應由學生自行負擔

差旅費。 

六、符合第三點退費規定

者，應於中止教育實習十日

內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

請。 

五、符合第三點退費規定

者，應於中止教育實習十日

內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

請。 

點次調整。 

七、本要點經教育實習審議

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六、本要點經教育實習審議

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點次調整。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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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輔導費繳費及退費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96.7.24.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通過 

102.7.26.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年 9月 8 日師資培育中心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業務會議通過 

109年 10月 20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規定及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訂定之。 

二、師資生向師資培育中心申請教育實習課程及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

時，應繳交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三、實習生因故中途中止實習者，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教育實習前（上學期七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一月三十一日前）申請中止或放棄教

育實習者，全額退費。 

（二）實習二個月內（上學期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下學期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中止教育實習者，退還三分之二教育實習輔導費。 

（三）實習四個月內（上學期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下學期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

日）中止教育實習者，退還三分之一教育實習輔導費。 

（四）實習四個月後（上學期十二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六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

日）中止教育實習者，不予退費。 

四、實習生選擇之實習學校不在限定區域者（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應自行負擔實習指導教師去回程交通費之差額，但公費生需返

回分發縣市實習者不在此限。 

五、申請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者，應自行負擔實習指導教師之差旅費。 

六、符合第三點退費規定者，應於中止教育實習十日內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 

七、本要點經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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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業務會議紀錄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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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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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區域差旅費差額標準及計算方式 

實習地域 差旅費差額 來回總計 計算方式(高鐵/台鐵) 
基隆 793 1586 高鐵(台中-南港)$750*2+台鐵(南港-基隆)$43*2 

臺北、新北 700 1400 高鐵(台中-台北)$700*2 
桃園 540 1080 高鐵(台中-桃園)$540*2 
新竹 410 820 高鐵(台中-新竹)$410*2 
苗栗 270 540 高鐵(台中-苗栗)$270*2 
屏東 48 96 台鐵(高雄-屏東)$48*2 
台東 362 724 台鐵(高雄-台東)$362*2 
花蓮 705 1410 台鐵(高雄-花蓮)$705*2 
宜蘭 918 1836 高鐵(台中-台北)$700*2+台鐵(台北-宜蘭)$218*2 
金門 2065 4130 立榮航空(高雄-金門)$2065*2 
澎湖 1684 3368 立榮航空(高雄-澎湖)$1684*2 
馬祖 2340 4680 立榮航空(台中-南竿)$2340*2 

 
  

附件三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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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 

暨辦理教學演示申請表 

 

 

 

   年度（□日間部□夜間部）        系  班畢（結）業生 

請黏貼 

1吋照片 

 

2張 

(一張實貼、一張浮貼) 

姓  名：                 性  別： 

學  號：                 身分別： □一般生  □公費生 

師培來源：□師培學系(系所) □教育學程(師培中心) □幼教專班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動電話：                           E-mail： 

抵實習科別：□幼兒園   □國民小學  □特殊教育           組 

            □國民中學：        領域        專長    □高中職：        科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師資生 

身分取得

時間 

取得師資生資格開始修習教育學程年度 
______年______月 

教師資格

考試 

通過年度 

通過年度： 

准考證號碼： 

申請人 

檢附文件 

（請依序放置）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教師資格考試成績單（影本）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 

□學分證明書暨學分表（影本） 

□任教年資任三學期表現良好之證明文件（正本，由服務學校出具） 

□任職年資期間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正本） 

附件四 



27 
 

抵免實習 

任教年資說明 

(如不敷使用請自行

增列） 

服務學校：                            任職期間：                累計年資：    

服務學校：                            任職期間：                累計年資：    

服務學校：                            任職期間：                累計年資：    

服務學校：                            任職期間：                累計年資：    

服務學校：                            任職期間：                累計年資：    

服務學校：                            任職期間：                累計年資：    

申請須知 

申請人需先通過教師格考試，並於任教年資至第 4學期開學前（8月底前或 2月底前)填具本表

向本中心申請辦理教學演示，抵免實習之任教期間不得採計為任教年資，另需支付相當於 4學

分之實習輔導費及辦理教學演示之實習指導教授差旅費。 

以上資料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以下為審核欄，申請人請勿填寫 

證書與學分數 審查單位 審查意見 
審查單位 

承辦人及主管核章 

普通課程 

（畢業證書） 

□教務處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幼教專班) 

□通過 

□未通過 

  說明： 
 

教育專業課程 
（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及學分證

明） 

□各學系(師培學系師資生) 

□師培中心(修教育學程者)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幼教專班) 

□通過 

□未通過 

  說明： 

 

中教專門課程 
（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及學分證

明） 

師資培育中心審查 

□通過 

□未通過 

  說明： 
 

研究所畢業應

修學分審查 
各學系、所 

□全部修畢；□未修畢 

□修畢畢業論文以外之學分 

說明： 

 

◎師資培育中心審查結果 

承辦人  
實習輔導組 

組長 
 

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 

 □通過 

□未通過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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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申請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流程圖 

 
 
 

 

 

註 1：國立嘉義大學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習暨辦理教學演示申請表 

註 2：備齊文件-(1)任教年資之服務或離職證明、(2)申請首張教師證書所需文件。 

注意事項（請確認是否合於資格） 

1. 於本校修畢教育學程並通過教檢後始得開始計算年資。 

2. 任教學校須皆為教育部或全國教育實習平台公告之偏遠地區學校。 

實習平台查詢網址 https://eii.ncue.edu.tw/Apps/Sys/OrgPartial.aspx 

3. 每段服務期間須在同校至少連續 3 個月以上始得計入年資，服務證明內之服務期間應累積滿 2 年

（共 24 個月）。 

4. 任教年資之科別與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檢科別及申請之教師證書科別須完全一致。 

5. 抵免教育實習之 2 年年資，不得計入任教年資。 

6. 申請經審核通過後由中心指派實習指導教師，須繳交 4 學分之實習輔導費及指導教師差旅費。 

7. 若教學演示未通過，得重新繳費申請辦理，惟重新辦理教學演示之學校不得為同一間學校。 

任教年資滿 24個月後，檢具文件註 2申請抵免教育
實習及申請教師證書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任教年資累計滿 3 學期，任教之第 4 學期開學前
填具表單註 1向師培中心申請辦理教學演示 

通過 

未通過 

（得重新申請） 

發給教學演示及格證明 

教學演示評定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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