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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習就業輔導處 

一、組織系統 

 

 

 

 

 

 

 

 

二、編制與員額 

實習就業輔導處配置人力共6人，包括處長1人，組長2人，地方教

育輔導教師1人，組員1人，專案工作人員1人。 

1.處  長：劉祥通老師，由數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任 

2.實 習 組 

組  長：蔡秀純小姐 

專案工作人員：蔣馥梅小姐 

3.地方教育輔導組 

組  長：劉文英老師，由教育學系助理教授兼任 

輔導教師：陳明聰老師，由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兼任 

組  員：黃有慶先生 

4.就業輔導組 

組  長：詹明勳老師，由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助理教授兼任 

技    士：蕭傳森先生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大四、大五教育實習 

1.協助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機構 

實習就業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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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遴選教育實習學校說明會並印製手冊。 

(2)簽訂特約實習學校合作契約。 

(3)師資生基本資料建檔及建立教育實習特約學校名冊。 

2.協助師範學院各系組、人文藝術學院英教組大四師資生教學實習

科目之外埠教育參觀及集中實習 

(1)外埠教育參觀：安排外埠教育參觀時間；處理外埠教育參觀

相關公函、公費生補助款及實習指導教師差旅費申請核銷等

相關作業；提供各班外埠教育參觀手冊之經費、印製輔導教

師聘書等；舉辦外埠教育參觀成果展。 

(2)集中實習：彙整各班集中實習時間；辦理集中實習經費申請、

實習材料申購、核銷等相關作業，並印製集中實習手冊、教

學日誌、教學、行政、級務學習評量、輔導教師聘書等。 

3.公費合格教師分發 

(1)彙整各教育階段別、類（科）別公費合格教師名冊函報教育

部。 

(2)召開公費生分發說明會，提供三年內各縣市T分數分發相關資

訊及分發原則與流程，供公費生參考。 

(3)公費生基本資料、操性、成績輸入及公費生志願卡輸入與確

認。 

(4)公費生分發T分數查詢及公布各縣市分發結果。 

4.辦理教育實習相關業務 

(1)辦理教育實習諮詢服務，包括網路、電話、意見單等多種方式。 

(2)辦理實習教師（生）職前說明會。 

(3)辦理各項實習證明書之申請：複檢證明書、教育實習成績證

明書、役男教育實習證明書、補發實習教師證等。 

(4)辦理教育部教育實習津貼請購、核銷相關事宜。 

(5)辦理實習指導教師巡迴輔導、分組座談之發文及出差事宜。 

(6)召開大四教學實習指導老師會議、大五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會

議、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 

5.辦理初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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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知分送應屆畢（結）業生填寫初檢申請表及繳交相關資料。 

(2)彙整並審查初檢相關證件及資料，並將資料輸入建檔、造具

名冊函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審查。 

(3)轉發實習教師證。 

6.辦理複檢作業 

(1)通知實習教師填寫複檢申請表及繳交相關資料。 

(2)彙整及審查複檢相關證件及資料，並將資料輸入建檔、造具

名冊函送嘉義市教育處審查。 

(3)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製發合格教師證。 

(4)轉發實習教師合格教師證。 

7.辦理另一類科合格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8.辦理新制教育實習業務 

(1)辦理本校師資生遴選實習學校相關作業。 

(2)舉辦實習前說明會。 

(二)地方教育輔導 

1.輔導區教學輔導及教育研習會 

(1)擬定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2)配合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七大學習領域」辦理各項研習會、

研討會。 

(3)辦理雲林、嘉義縣市偏遠地區學校教育輔導，由本校教授前

往輔導，提升師資培育及教育實習品質。 

(4)配合教育部經費，辦理諮詢輔導及教育優先區特殊教育需求

輔導及各項教師進修研習。 

(5)辦理雲嘉南國小教師課程教材教法實務研討會及典範教學研

習會。 

2.實習教師輔導 

(1)辦理實習教師返校座談輔導。 

(2)配合教育部經費辦理實習生（教師）職前講習會及專業知能

研習會。 

(3)辦理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甄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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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版教育實習輔導刊物。 

3.原住民教育輔導 

(1)辦理原住民地區小學教育輔導工作。 

(2)辦理阿里山鄉提升學生基本能力暑期課程輔導及教師專業進

修研習。 

4.落實教育實習 

(1)擬定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2)辦理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自費生實習教師職前就業輔導

研習會。 

(3)辦理教師專業知能教育研習會等。 

5.出版「教師之友」雜誌 

(1)辦理教師之友出刊事宜：邀稿、審查、編稿、校稿、印刷、

出刊。 

(2)辦理教師之友郵寄、分送事宜。 

6.辦理臨床教學 

(1)通知各系所教師提出學期臨床教學計畫。 

(2)召開臨床教學評審會及實施細節座談會。 

(3)召開臨床教學成果發表會。 

(三)就業輔導及生涯輔導 

1.就業及生涯規劃輔導 

(1)定期辦理職涯講座活動，邀請專家學者做就業經驗分享。 

(2)申請經費辦理各項就業相關研習活動。 

(3)辦理相關職場禮儀、面試、倫理、求職等相關提升核心就業

力之活動。 

2.求才求職登記與媒合 

(1)線上最新求職求才訊息及相關就業網站連結。 

(2)校外工讀家教登記與媒合。 

(3)辦理嘉義地區校園徵才活動。 

(4)辦理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1-1：大專畢業

生至企業實習方案」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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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與輔導 

(1)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掌握校友最新就業動態。 

(2)師資生教師甄試簡章收集上網公告，提供學生諮詢查閱。 

(3)師資生參加教師甄選之獲聘正式教師結果調查。 

4.畢業生流向調查 

(1)各學年度大學部及碩博班畢業生流向調查，以瞭解就業等生

涯規劃狀況。 

5.蒐集國家考試及相關資料 

(1)辦理國家考試相關講座。 

(2)年度高、普考試題光碟蒐集及彙編相關高、普考試題。 

6.協助教學卓越計畫研提 

關注畢業生就業發展，建立全校性之畢業生追蹤機制，就業滿

意度及雇主滿意度等相關職涯追蹤資訊。 

(四)其他業務 

1.財產管理：財產新增、移動登記、減損管理。 

2.預算管理：請購、驗收、核銷管理。 

3.公文管理：簽辦本處公函及文書處理。 

4.網頁更新及上網公告管理事宜。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大四、大五教育實習 

1.遴選教育實習機構 

(1)為落實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制度，辦理遴選實習學校作業流程

說明會共2場，計500人次參加。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參加對象 地點 

報到 

8:30-9:00 

簽到及領取 

作業流程手冊 

97年10月31日 

(星期五) 

8:30-12:30 
專題演講 

9:00-10:00 

嘉義縣 

民雄國民中學 

黃校長俊豪 

教育系四甲 

教育系四乙 

特教系四甲 

幼教系四甲 

體育系四甲 

民雄校區 

大學館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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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10:00-11:00 

嘉義市 

嘉北國民小學 

查校長顯良 

簽約程序說明 

11:00-11:30 
實習組 

領取遴選實習 

學校表件 

11：30-12：30 

 

輔諮系四甲 

外語系英教組

四甲 

約計300人 

 

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生明年將

參加教育實習

之同學約計150

人 

報到 

19:00-19:30 

簽到及領取 

作業流程手冊 

專題演講 

19:30-20:30 

嘉義縣 

名人幼稚園 

蔡園長玉欽 

97年11月13日 

(星期四) 

19:00-21:00 

簽約程序說明 

20:30-21:00 
實習組 

修習進修推廣

部幼教學程明

年將參加教育

實習之同學約

計40人 

(幼托二甲) 

林森校區 

國際會議

廳 

(2)印製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機構手冊650本，提供師資生使用。 

(3)畢業師資生初步完成遴選實習學校者共計352人(新制339

人、舊制13人）；通過98年7月28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審查

新制教育實習資格者共計339人（國民小學190人、中等學校

43人、幼稚園67人、國小特教39人）。 

(4)新簽訂167所特約實習學校合作契約（高中（職）、國中小及

幼稚園），並函送各特約實習學校（新舊制合計共252所）本

校實習教師(生)名冊。 

2.協助師範學院各系組、人文藝術學院外語系英教組大四師資生教

學實習科目之外埠教育參觀及集中實習。事先擬定「大四教育實

習計畫」，並將行事曆格式化，編製成「大四教育實習計畫」手

冊300本，提供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學生查閱，有利學生提前熟

悉教育實習情境。 

(1)舉辦第1學期外埠教育參觀：大學部7班共計300人，為期三天

（97.11.26-97.11.28）之教育參觀，彙整外埠教育參觀手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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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寄發家長通知書300封，公費生補助款9,000元及實習指

導老師差旅費27,450元。 

(2)辦理第2學期集中實習：本（97）學年度輔諮系、外語系英教

組、幼教系大四訂於4月20日至5月1日分別在嘉大附小、大林

國小、嘉大附幼、協同附幼等校集中實習；教育系甲班、乙

班、特教系、體育系大四各班訂於5月11日至5月22日分別在

世賢國小、博愛國小、民雄國小、興中國小等校集中實習。

本處提供集中實習教學日誌、教學、行政、級務學習評量表

格，申辦實習材料經費14萬、彙整集中實習手冊、及印製輔

導教師聘書139張。 

系所 指導老師 實習校長 集中實習學校 

輔導與諮商學系 江連君老師 黃雅琪 嘉大附小 

外國語言學系 

英教組 
柳雅梅老師 謝銘元 嘉義縣大林國小 

吳光名老師 袁德瑩 
嘉義縣 

協同中學附幼 幼兒教育學系 

吳樎椒老師 莊怡君 嘉大附幼 

教育學系小教組 

甲班 
余坤煌老師 許倍菁 嘉義市世賢國小 

教育學系小教組 

乙班 
黃琡惠老師 歐姵君 嘉義市博愛國小 

特殊教育學系 陳美瑩老師 鄭伊婷 嘉義縣民雄國小 

體育學系 黃金地老師 邱偉嘉 嘉義縣興中國小 

3.辦理98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 

(1)97年度公費生共有3人參加分發，為教育學系李詩涵、汪懿同

學（嘉義縣原住民保送生）、外語系英教組李育齊同學(屏東

縣離保生)，經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分發至嘉義縣及屏東縣

之國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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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2.12參加建檔說明會、輸入公費生操性、成績；提供公費

生各縣、市T分數分發相關資訊及分發原則與流程；函送教

育部中部辦公室公費生志願卡；98.4.22參加分發審查會議確

認李詩涵、汪懿分發至嘉義縣國小，李育齊則分發至屏東縣

國小。 

4.辦理教育實習相關業務 

(1)受理教育實習諮詢服務（網路、電話、意見單）、各項實習證

明申請，數量繁多均能即刻解決處理。 

(2) 98年6月12日召開98級實習教師（生）實習前說明會及「分

組座談」，計350人參加。於「教育實習說明會」中，向申請

實習學生說明教育實習期間實習生之各項職責、有關法令規

定及各種相關事項；並請98學年度實習指導教師召開各組分

組座談。98年1月19日於民雄校區創意樓三樓B01-312教室召

開97學年度第2學期實習生實習前說明會暨分組座談會。 

(3)辦理97級實習教師（96年7月至97年6月）教育部教育實習津

貼請購、造冊、轉發、核銷相關事宜（共轉發新台幣1,248,000

元）。 

(4)辦理97學年度第1學期新制實習生、實習教師返校座談及研習

（每月389人，約計2,334人次）；支付實習指導教師巡迴輔導

差旅費核銷約計600,000元。 

(5)召開大四教學實習指導老師會議4次、大五教育實習指導教師

會議2次、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2次。 

(6)97學年度第1學期新制實習生共有389人完成教育實習(國民

小學209人、中等學校69人、幼稚園89人、國小特教22人)；

97學年度第2學期新制實習生共有24人完成教育實習(國民小

學9人、中等學校7人、幼稚園8人)。 

5.辦理98級實習教師大四初檢（計5人）作業，彙整並審查初檢相

關證件及資料、將資料輸入建檔、造具名冊後函送嘉義市政府教

育處審查，審查通過後函覆本校，由本處轉發實習教師證。 

6.辦理97級實習教師大五13人複檢作業（小教9人、中教2人、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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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1人、特教國小1人），彙整並審查複檢相關證件及資料，並輸

入建檔。同時請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學校完成成績評量，經核計

成績、製表、整理資料，造具名冊後，函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轉

審查，審查通過後層轉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函覆本校，由本處轉發

合格教師證。 

7.「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小組」共召開4次會議（97.10.28、

98.1.15、98.4.17、98.7.7），共審查239件畢結業生申請辦理另一

類科之教師資格案，審查未通過者有2件，審查通過者237件，均

造冊函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並已轉發申請者另一類科合格教師

證。 

8.協助98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

務承辦學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審查報考人員基本資料，造具

應屆實習生名冊並影印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函送該

校。檢定考試放榜後，協助造具及格者名冊、轉發合格教師證。

本校新制實習生共有486人報名98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266人成

績符合及格條件，及格率54.73%。 

(二)地方教育輔導 

1.輔導區教學輔導及教育研習會 

(1)擬定本校「98年度雲嘉區中等、小學教育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並於98年3月30日陳報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98

年7月8日經教育部核定部分補助56萬元，將依教育部核准補

助項目與經費執行。 

(2)辦理97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教育部核定補助80萬元，業

已辦理9場研習輔導活動，對象以輔導區雲嘉國中小及幼稚園

約600所學校師生為主。 

(3) 97年8月11日至97年8月12日辦理「語文典範教學示例研發發

表會」，邀請林靖傑導演主講「全球思維-從影像教育談起」，

內容為其對影像教育及全球化之見解，並播放「台北幾米」

紀錄片，為一部關於大城市與小工人的紀錄片，一個關於階

級與階級距離的故事；邀請嘉義縣興中國小、嘉義市蘭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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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及台南市西門國小發表卓越教學成果，推廣典範教學實作

經驗，落實教師在語文領域教學現場的經驗分享與回顧；邀

請本校附小發表「教師專業發展實務發表-教學與行政檔案觀

摩」，帶動教師專業發展之風潮，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4) 97年11月25日至97年11月26日辦理「數學科及作文科課程教

材教法推廣研習」，邀請台南縣鹽水國小何鳳珠老師講述「玩

數學、說數學」及嘉義縣瑞里國小蔡明哲校長講述「數學課

程教學實務分享：創意數學課程設計與實踐」，帶動課程發展

之風潮，促進學術與理論並行，提昇教師專業能力；邀請嘉

義大學宋筱蕙教授專題演講：「從繪本與少年小說中尋找兒童

寫作的思考力」，促進學術與理論並行，提昇教師專業能力；

邀請台中市信義國小曾金美校長講述「作文課程教學實務分

享：班級作文教學指導」，帶動課程發展之風潮。 

(5) 97年9月17日及97年10月22日辦理「優良實習輔導教師經驗

傳承實務研習會」，邀請國立草屯商工王春華老師、高雄市莊

敬國小許國忠老師、國立台中啟明學校張瑞玲老師及本校附

小黃瑞香老師講述「優良實習輔導教師經驗傳承」，傳承其教

學輔導之成功經驗，建構優質之師資培育系統。藉由實務研

習會，強化實習輔導教師之輔導技巧，增進學科專業教學之

輔導知能及班級經營實務之指導能力。 

(6) 97年11月28日舉辦「教育領導才能實務研討會」，以輔導區

中小學校長、主任及老師為對象，邀請本校陳政見教授講述

「領導才能評量-性向測驗」、台師大特教中心鄭聖敏博士講

述「領導才能評量-問卷」及「領導才能訓練方案」等課程，

探討學校經營與教學輔導策略，提升教學實務工作知能並期

培養未來教育領導才能之人才。 

(7) 97年11月至97年12月辦理「幼稚園學童數學概念診斷評

量」，以嘉義市立復國幼稚園園童為對象，辦理數學概念診斷

評量。並編擬診斷評量手冊，提供學童學習診斷評量施測之

用，分析結果作為學童數學概念教學方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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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習教師輔導 

(1)實習教師輔導：每月返校座談一次，指導教授39人。 

(2)辦理教育部97年教育實習績優獎甄選：設置本校教育實習績

優評選小組，完成校內推薦甄選工作。本校計有1人獲得教育

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 

3.原住民教育輔導 

(1) 97年12月19日召開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工作檢討會

議，聽取各校校長（代表）意見，並討論「98年度原住民地

區中小學教育輔導實施計畫」內容。 

(2)教育部補助辦理97年度「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工作」，

7月份辦理提升學生基本能力暑期輔導營活動，由本校師資生

組成學習輔導隊，利用暑假到各小學輔導各年級學生課業，

總計有香林國小等5所學校完成輔導，約216名學生參加。 

(3) 97年6至11月辦理24場原住民地區教師專業進修研習活動，

有如何指導學生寫作文、校園網路研習、陶笛教學研習…等

主題內容，共8所小學，約297名教師參加。藉此研習加強與

嘉義縣阿里山鄉小學教師意見交流，並提供嘉義縣鄒族學生

多元學習機會。 

(4) 97年8月至97年12月辦理原住民中學生到校課業輔導，由本

校師資生組成學習輔導隊，利用夜間到輔仁中學、宏仁女中

輔導各年級學生課業，共計輔導693小時。 

4.落實教育實習 

(1) 擬定98年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並於98年3月12日陳

報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3月18日經教育部核定補助7萬元

整，將依教育部核准補助項目與經費執行。於98年5月22日辦

理「97學年度新舊制實習生（教師）職前就業輔導研習會」。 

(2) 97年10月3日辦理「97學年度實習生（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會」，學生在此次研習會

中，不僅學習到應試該注意之技巧，更藉由此次應試知能研

習，強化實習生（教師）之應試技巧外，亦增進其學科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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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知能，本活動參與之實習生（教師）共有387人。 

(3) 97年10月31日辦理「97學年度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中、

小、幼、特教」，針對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幼兒教育及特殊

教育等學程做全面性的遴選說明，並於此次說明會中，針對

學生較不清楚的實習相關規定做進一步之說明，本活動參與

之實習生（教師）共有450人。 

(4) 97年11月13日辦理「97學年度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幼

教」，此次說明會針對幼兒教育學程做遴選說明，因幼兒教育

學程其實習學校有較多元的私立園所可選擇，與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及特殊教育等學程之選校上的不同，因此針對幼教

學程之學生的實習相關規定做進一步之說明，本活動參與之

幼教學程之實習生（教師）共有40人。 

5.出版「教師之友」雜誌 

97學年度出版5期（第49卷4-5期及第50卷1-3期），出刊1,000份，

分送輔導區內之國中小及贈閱各實習學校，並寄發各訂戶。 

6.辦理臨床教學 

辦理臨床教學計畫，通知各系所教師提出學期臨床教學計畫。

97學年第1學期有1名老師申請通過，97學年第2學期亦有1名老

師申請通過，藉由臨床教學，驗證教育理論與實務，並將所得

經驗應用於師資培育教學上。 

(三)就業輔導及生涯輔導 

1.就業及生涯規劃輔導 

(1)98年4月22日(星期三)，邀請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前來

說明，於應用經濟系階梯教室舉辦，參與對象為應用經濟系

大三及大四學生，約有50人參與。 

(2)98年4月29日(星期三)，邀請遠景安國際教育文流顧問有限公

司前來說明，於外語系視聽教室舉辦，參與對象為教育系及

外語系大三及大四學生，並針對留學或移民等內容提供最詳

細資訊，共計75人參與。 

(3)於98年5月13日邀請劍湖山休閒觀光產業集團副董事長-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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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先生，在本校管理學院視聽教室舉辦一場職涯講座，講題

為『一畝福田』，並請生物事業管理系的大三及大四同學參

與，約70位同學參加。 

(4) 98年5月13日(星期三)，邀請興農股份有限公司於生資系視聽

教室，參加對象為生資系、農藝系、園藝系、食科系與應化

系，共計約120人參與此說明會。 

(5)98年5月20日(星期三)，邀請勞工保險局莊民安先生蒞校宣

導，於蘭潭校區理工學院的視聽教室舉辦，議題為認識勞動

保障，參加對象為土木系與生機系大三及大四學生，共計約

80人參與。 

(6)於98年5月20日邀請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秘書長－李文彬先

生，在本校蘭潭校區視聽教室舉辦講座，講題為『從職棒的

價值觀論生涯規劃』，參與學生為體育系的大二及大三生，共

85位同學參加。 

(7)98年5月27日(星期三)，邀請國泰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於應用

經濟系階梯教室針對理財及壽險領域資訊做基礎的介紹，參

與對象為應用經濟系及企業管理系同學，共計約80人。 

2.求才求職登記與媒合 

(1) 98年4月1日(星期三)，邀請朱宗慶打擊樂團蒞校徵才於民雄

校區社團大樓合奏教室舉辦，參與對象為音樂系所及所有具

有高意願之同學，約80人參與，同學踴躍發問，反應熱烈。 

(2)於98年5月6日(星期三)，舉辦一場共43家廠商參與，220個職

缺之徵才博覽會。本活動主要是為了能夠提升更多就業機會

與增進學生與廠商間良好的互動，並且深入瞭解到各產業的

特色。此外，本次徵才廠商涵蓋眾多相異產業，展現出多元

化與多樣性之廠商與職缺，共計1,200位學生參與此次徵才活

動。 

(3)本校自98年3月25日開始推動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計畫方案

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為期一年聘期之企業實習機

會，本校並統計95學年度至97學年度大專畢業生正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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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部所規定之分配媒合缺額為254人，截至98年7月31日

止，與本校合作的廠商數為269家，提供職缺數為2,954人，

登錄資料的學生數為268人，其中已媒合實習員人數為144

人，達本校分配缺額的56.69%。未來將預期達到90%之媒合

率，以降低失業率提高就業率。 

3.一般生及師資生就業狀況調查與輔導 

(1)調查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全校2,518位畢業生，上網填答人

數1,954人，整體填答率為77.6%。於就業狀況，計畫就業的

畢業生畢業前已被錄用或已在職(實習)者佔35.97%，而有

42.49%的畢業生正在找工作。服務部門以學術性研究27.01%

及行政管理25.49%為主。 

(2)97年度本校師資生獲聘為正式教師業已調查完成，國中教師

錄取11人，本校錄取率為12%，國小及幼稚園老師錄取36人，

本校錄取率為12人，其中特教系錄取19人，名單如下： 

  國中正式教師錄取名單國中正式教師錄取名單國中正式教師錄取名單國中正式教師錄取名單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錄取科目錄取科目錄取科目錄取科目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錄取科目錄取科目錄取科目錄取科目 

嚴雅麗 新竹市英文科 楊喻婷 高雄縣英文科 

謝欣岑 嘉義縣國文科 謝孟娟 彰化縣英文科 

許培英 嘉義縣英文科 賴貞琪 嘉義縣地理科 

陳雅倫 宜蘭縣地理科 葉信成 雲林縣英文科 

教 

育 

系 

陳香年 泰國華語教師 張萬春 雲林縣國文科 

國 
教 
所 

楊世璋 雲林縣英文科   

國小教師錄取名單國小教師錄取名單國小教師錄取名單國小教師錄取名單 
教 
育 
系 

傅鈺如 雲林縣英文科 葉谷梅 嘉義縣（公費生） 

陳惠婷 台中市公幼科 王佳芬 台中市公幼科 

鐘筱莉 雲林縣身障班 廖慧芬 雲林縣身障班 

王靖翎 雲林縣身障班 吳美林 高雄縣身障班 

陳怡蓉 高雄縣身障班 洪玉蟬 高雄市身障班 

蔡德誠 台北市身障班 刑敏綺 台北縣身障班 

余靜婷 台北縣身障班 曾華芳 台北縣身障班 

劉惠萍 台北縣身障班 江荷諺 桃園市身障班 

謝東閔 桃園市身障班 葉佳穎 桃園市身障班 

特 

教 

系 

卓成君 桃園市身障班 鄭淑燕 苗栗縣身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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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容靖 台中縣身障班 蔡幸玫 彰化縣身障班 

江俊漢 嘉義縣身障班   

4.畢業生流向調查 

(1)本組今年共進行「95學年度畢業後一年」、「94學年度畢業後

三年」及「97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由

各院所分配之教育部短期促進就業計畫人員共6人協助辦

理，調查對象包括本校大專、碩士及博士等學制。 

(2)95學年度畢業後一年畢業生流向調查，大學部為73.48%，填

答人數為1,732人；碩士班為60.49%，填答人數為398人；博

士班為100%，填答人數為3人。 

(3)94學年度畢業後三年畢業生流向調查，大學部為37.73%，填

答人數為807人；碩士班為83.33%，填答人數為415人；博士

班為100%，填答人數為5人。 

(4)97學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因歸屬該學年度畢業生於畢業前

需填答之問卷，並於辦理離校手續中進行，因部份該年度畢

業生因暑修抑或延畢等因素，填答完成率依以下各學制所

示，大學部為79.28%，填答人數為1,752人；碩士班為32.23%，

填答人數為565人；博士班為7.69%，填答人數為2人。 

5.蒐集國家考試及相關資料 

(1)98年4月22日(星期三)，邀請考選部曾參事慧敏於民雄校區大

學館演講廳演講就業市場分析與國家考試之介紹，參與學生

為中文系、美術系及史地系的大三及大四同學，共計為100

人。 

(2)98年5月13日(星期三)，邀請志光補習班於民雄校區科學館視

聽教室講解國家考試或升學提供課程及相關資訊參加人數共

約150人教育系大三及大四學生。 

(3)97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三等考試暨普通考試於97年9月19

日放榜，本項考試總錄取率6.63%(高考三級9.01%。普通考試

4.73%)。本校高考錄取38人，佔全國錄取人數之2%，普考錄

取人數25人，亦佔全國錄取人數之2%。各系錄取人數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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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藝

系 

園

藝

系 

森

林

系 

獸

醫

系 

動

科

系 

生

資

系 

水

產

系 

土

木

系 

教

育

系 

高考 17 4 3 3 7 1 0 2 1 

普考 9 7 3 0 0 0 3 3 0 

6.協助教學卓越計畫研提 

(1)協助本校教務處辦理94-97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研提，提供畢

業生就業調查資料、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與分析、校園徵

才博覽會對畢業生就業促進及就業輔導職涯發展之計畫研提

等。 

(2)畢業生資料庫及流向追蹤表，主要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建立

之「大專畢業生流向資訊平台」為學校畢業生資料庫，目前

已完成畢業生流向調查、就業滿意度及雇主滿意度等，大學

部及碩博班皆各完成32系與43所，完成100%。此外，為了強

化及擴充畢業生資料庫之運作，由校務發展中心建置學生學

習歷程平台，將自98學年度畢業生開始建置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