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三：學生遴選及學習環境 
壹、前言 

本校建立嚴謹的師資生培育機制，以期能篩選符合高品質師資特

質學生。為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持續投入經費，致力於學生學習空

間以及環境設施與設備的改善，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與圖儀設備，並

訂有相關管理辦法與維護措施，以滿足師生教與學的需求。為推動全

面性教學成長與精進，在增能輔導方面，辦理各項教學及專業知能研

習。在實施導師制度方面，除了制訂完善之導師制度辦法，本校更積

極輔以行政單位之資源，提供師資生學習以及生涯規劃等多方面的輔

導及協助。 
在獎助學金方面，本校除了爭取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發展本校師資培育特色，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行列，另設有各項獎

助學金，積極鼓勵師資生追求卓越表現。在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方面，

本校師資生積極參與各項服務活動，充分顯示本校學生友善正向的積

極態度。面對臺灣社會之少子女化的衝擊，本校除了強化師資生之專

業知能，培育具有教育熱誠之未來教師，更鼓勵師資生參與證照取得，

建立專長以及獲得現場實作經驗。師培學生品德表現亦是本校師資培

育的重點，將師資生愛校服務之績效表現納入，透過導師制度對師資

生生活與行為進行觀察輔導，提供適時適切之協助，以期將師資培育

臻於完善。 
 

貳、自我評鑑結果 
一、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規劃辦理師資生遴選之機制與運作情形為何？ 
   （3-1） 
（一）訂定標準運用大學多元管道招收資生 

本校特殊教育類科以特殊教育學系學生為主，每學年依教育部核

定名額招收師資生，學生來源管道有二：甄選入學（繁星推薦與個人

申請）與指考分發入學。大學部學生入學時即具有師資生身分，98-100
學年度教育部核定人數皆為 40 人。 

此外，每屆以外加管道招收之聽障生或原住民學生，入學時不具

師資生名額，可依自身意願，個別提出申請，由本校擬定輔導策略後

向教育部申請，核可後成為師資生（附件 3-1-1）。99 學年到 101 學

年共有 5 位聽障生申請經教育部核可成為資師生歷年招生情況如表

3-1-2。 
  



表 3-1-2 特教類科招收師資生概況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99 100 101（上）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類別 

大
學
生 

一般生 41 97.62 40 95.24 40 95.24 
身障生 1 2.38 2 4.76 2 4.76 
原民生 0 0 0 0 0 0 

研究生 0 0 0 0 0 0 
小計 42 100 42 100 42 100 

入學師資

生學系別

及人數 

特殊教育

學系 
38 100 40 100 42 100 

小計 38 100 40 100 42 100 
身障生：以身心障礙推薦入學者計算                           製表日：

101.09.04 

 
（二）制定獎勵機制，招收優秀學生入學 

為鼓勵優秀學生向學，本校訂有國立嘉義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

此外本校提供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學生可申請由教育部提供的卓越

師資培育獎學金，每月核發 8,000 元。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每年獲 20
位補助名額，每學年特殊教育類科有 4 位名額，基於獎優原則，99、
100 學年度、101 學年各有 1 名、4 名及 4 名師資生獲選通過領取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附件 3-1-2）。 
此外，本校亦積極公費生名額，嘉義縣政府提供 99 學年度特殊

教育師資類科資優組公費生 1 名；雲林縣政府亦將 102 學年度提供兩

名身障組公費生。 
102 學年更由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提供優秀新生獎學金，每人每學

期 1 萬元，可以同時兼領領其他類獎學金，以引吸優秀高中畢業生就

讀。 



二、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專業教室的空間與設施如何？（3-2） 
本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專業教室由師範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提供，所需專業設備則由特殊教育學系逐年添購，

以下針對專業教室的空間與設備與各項管理辦法的訂定與實施二方

面描述： 
（一）現有專業教室的空間與設備符合需求 

師範教育學院和師資培育中心提供一般教室為一般教育專業課

程上課空間，每間教室都設有基本電腦投影等基本設施。此外，師範

學院建有一間智慧型科技強化教室、師資培育中心設有微型教室。 
特殊教育學系則系圖書室、測驗工具室、設有智慧型科技強化大

型教室、小型研討室、行為分析實驗室、多感官教室、語言與認知實

驗室、科技輔具與電腦教室（I 201）、特殊教育教材教具室、資賦優

異多功能研討教室。每間教室依其功能，設有相關設施。 

表 3-2-1 各師資類科專業教室空間與設施一覽表 

專業教室名稱 用途 設施 

I109 教室 一般上課教室 多媒體視聽基本配備電腦、單槍投

影機、布幕、DVD、麥克風擴音機

等 

I101 教室 一般上課教室 多媒體視聽基本配備電腦、單槍投

影機、布幕、DVD、麥克風擴音機、

電子白板等 

I402 微型教室 教學演示 多媒體視聽基本配備電腦、單槍投

影機、布幕、DVD、麥克風擴音機、

電子白板及數位講桌等 



專業教室名稱 用途 設施 

A301 會議室 研討 

格面桌板（1）木製會議桌

（2）方塊屏風 （1）屏風

（1）防火垂直簾（6）吊扇

（2）空氣調節扇（1）筆記

型電腦（2）個人電腦（1）
雷射印表機（1）雙軌磁性

白板（1）冷氣機（1）鋼製

屏風含桌板（1） 

A303 測驗工具室 

主要用途：測驗工具分類貯

存。 
附加用途：測驗施測與結果

解釋。 

知動能力測驗 16 種、語言能
力測驗 7 種、認知能力測驗 23
種、語言能力測驗 19 種、適
應行為量表 19 種、學科能力
測驗 17 種、學習障礙測驗 19
種、人格測驗 3 種、成就測驗
12 種、其他測驗 9 種。 

A304 特教系視聽教室 上課 

會議桌（24）會議椅（1）個

人電腦（1）互動白板（1）電

動式銀幕（1）投影機（1）多

功能數位講桌（1） 

A306 
上課 會議桌（8）擴音主機（1） 

互動式銀幕（1）投影機（1） 

A307-1 
上課 會議桌（5）A4 雷射印表機（1） 

冷氣機（1）耐磨地板（1） 

A308 特教系圖書室 

主要用途：各項特教論文、

教科書、教材教具之借閱；

學生學習討論；提供諮詢專

線、教師研究之個案輔導、

及所內畢業生碩士論文、特

教圖書。 
附加用途：系學會、小班上

課教室、小型會議室、師生

交誼、學生學習討論、教具

製作區域。 

折合式會議桌（2）分離式冷

氣（1）冷氣機（1）木製資料

櫃（1）鋁門（1）文件櫃（1）

矮櫃（1）高書櫃（2）木製系

統高櫃（2）雙面 2 連 6 層輕

型架（1）G 向系統櫥櫃（1）

圖書（1）圖書設備（1） 
 

 



專業教室名稱 用途 設施 

A201 資優研討室 上課、討論 

電動式銀幕（1） 
3000ANSI 單槍投影機（1） 
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2） 
收放式桌面（1） 
防焰天花板整修（1） 
壁櫥明鏡（1） 
木製系統高櫃（2 
海島型耐磨地板（12 坪） 
磁性黑板（1） 
教室木門（1） 

A203 多感官實驗室 上課和實作 
冷氣機（1）、多感官訓練設

備 

A205 行為科學實驗室 

主要用途：特殊學生輔導觀

察。 
附加用途：教學研討、學生

學習討論用。 

 

六吋黑板架（1）冷氣機（1）

器材放置操作櫃（1） 

A207 語言與認知實驗

室 
語言訓練與上課、討論 

電子記憶性白板（1）分離式

冷氣（1）一對一分離式冷氣

（1）辦公桌（1）高櫃（3）

抽屜式矮櫃（1）鋼製櫃（1）

木製櫃（1）置物操作櫃（1）

木地板（1）電腦桌（1）研究

室沙發及茶几（3） 

I201 科技輔具暨電腦教

室 

主要用途：輔具上課、作

業、及存放各項電腦設備和

輔具、特殊開關、溝通板，

提供師生之操作借用。 
附加用途：提供學生上網搜

尋資料及轉錄教學錄影

帶、數位教材剪輯後製。 

穩壓器（1）不斷電系統（1）
個人電腦（40）伺服器（1）IU
超薄型伺服器（1）多功能彩

色印表機（1）印表機（1）掃

描器（1）  
 

 

 
 
（二）訂有各項管理辦法，落實管理措施 

各教學空間由各負責單位管理，對專業教室部分訂有使用辦法



（附件 3-2-1）和教學設備借用辦法（附件 3-2-2）並落實借用管理（現

場資料 3-2-1）。教室由由系辦工讀生協助清潔與管理。 
 
三、辦理特殊教育學校（班）教育學程之負責單位購置相關圖儀設備

之數量與品質如何？能否滿足師生教與學需求？（3-3） 
 
（一）學校致力充實圖書資源 

本校四個校區共有四座圖書館，本校重視圖書資源的充實，近三

年來學校每年圖書採購經費逐年增加，平均每年超過三千萬元（表

3-3-1），且逐年增加。此外，透過館際合作和強化數位化資源，讓師

資生更便利的使用圖書資源。 
 
 

 
表 3-3-1 98 年-100 年採購圖書、視聽資料、電子資料庫經費統計表 
                                                              單位：元 

 98 年 99 年 100 年 
訂購圖書館經費 7,676,272 12,818,473 16,057,965 
訂購電子書經費 2,046,342 2,635,883 1,700,000 
訂購期刊經費 4,988,258 5,552,104 8,819,612 
訂購電子資料庫經費 9,198,145 14,377,477 14,270,414 
訂購非書資料經費 2,350,770 2,882,865 2,741,481 

訂購圖書、期刊、電子資料及非

書資料庫總經費 

 
26,259,787 

 

 
38,266,802 

 

 
43,589,472 

 

 
（二）圖書資源完備 

本校四個校區共有四座圖書館，圖書館館藏豐富，截至 100 學年

度（101.07.31 止），藏書超過 64 萬餘冊（表 3-3-1），電子書超過 70
萬本，電子期刊 5 萬多種，紙本期刊 2 千多種，數位資料超過 2 萬種。

其中師培類中文圖書 167,293 冊、西文圖書 23,049 冊；中文期刊 237
種，西文期刊 237 種。圖書館電子資料庫逐年增加，並增館際合作之

數量。而為完整保存本校學位論文，除加入數位論文典藏聯盟，並建

置有博碩士論文全文系統，開放校內外查詢。為符合使用者之需求，



館內規劃有演講廳、多功能會議室、研究小間、與數位休閒區等。本

校之圖書系統建置良好，包含整合查詢系統、影音導覽系統、圖書館

網頁服務、圖書建構系統、電子書聯盟、期刊整合查詢系統、教學影

印卡服務、借代還服務、論文外界、館際合作服務等，能充分滿足校

內教學及研究需求。本校現有教育類圖書資源統計如表 3-3-2: 



表 3-3-2 教育類圖書資源統計一覽表 

              學年度 
圖書類資料 

99 100 101（上） 
種類 冊數 種類 冊數 種類 冊數 

師資培育類圖

書 

中文圖

書 
200 159,347 200 163,596 200 167,293 

西文圖

書 
20 22,013 20 22,372 20 23,049 

師資培育類期

刊 
中文類 237  237  237 25,560 

西文類 237  237  237 25,560 

非書資料 種類 數量 種類 數量 種類 數量 

師資培育類非書資料 
（DVD、VCD） 

220 2,291 220 2,474 220 3,398 

師資培育類電子期刊 
（含資料庫） 

237  237  237 25,616 

資料來源：由嘉義大學圖書館採編組、閱覽組及系統組所提供  100.10.05 
 

本校辦理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培育的特殊教育系，該系亦蒐集有特

殊教育相關教材教具，放置於系圖書室，方便學生就近使用。評量工

具則有各類教學、評量與鑑定用評量工具，包括智力、認知、知動、

語文、人格、適應行為、人際關係、創造力、學科能力、聽障學生適

用、語障學生適用、診斷、性向、學習障礙等各類測驗、問卷、檢核

表百餘種。（現場資料 3-3-1） 
 

 
（三）購置相關設備或儀器強化課程學習。 

為提供師資生特殊教育專業學習，特殊教育類科近來採購相關設

備或儀器。配合課程需求，該類科採購之設備可以分為： 
1.資訊設備：主要為多媒體電腦，置於科技輔具電腦教室，提供電腦

輔助教學、教學媒體、科技在特教上應用以及增能課程使用，平日配

合特教系學會輪值，提供師資生教材製作與課程討論之用。此外，筆

記型電腦則置於特教系辦提供教師上課和學生實習使用。 
2.攝影器材：主要為數位攝影機和數位像機，提供師資生教學實習拍



攝試教使用。 
3.學習輔具：包括電腦輔具、閱讀輔具、溝通輔具、視障輔具和生活

輔具，提供相關課程上課示範和實作使用，並提供師資生實習課借

用。 
 

表 3-3-3 辦理教育學程之負責單位購置相關設備或儀器一覽表 

設備或儀器名稱 放置地點 購置年度 
經費來源 

教育部（獎）
補助 學校預算 

個人電腦（5） A302 
96（2）98（1）100（1）10
（1） 

 V 

網路儲存伺服器 
（含 250G HD2 顆） 

A302 97  V 

筆記型電腦（7） A302 
95（2）96（1）97（2）99（2  
 

V V 

雷射印表機（2） A302 95（1） 96（1）  V 

數位相機（9） A302 95（1） 99（1）101（7）  V 

數位攝影機（6） A302 
95（2）97（1）98（1） 
99（1）101（1） 

V V 

教學實務提示機（1） A302 100（1）  V 

投影機（3） A302 99（1）100（1）101（1） V V 

電子白板（可攜） A302 99（2） V  

電子白板 A304 100（1）  X 

電子白板 A307-2 100（1）  X 

個人電腦 I201 97（2）  V 

無障礙電腦系統（1） I201 94（1）  V 

電腦化圖形溝通系統（） I201 95（1）  V 

替代鍵盤（4）、迷你鍵盤（1  

螢幕鍵盤（1）、摩斯碼鍵盤

（1） 

I201 
95（1）  V 

可程式自由鍵盤及滑鼠板

（25 鍵） （1） 
I201 95（1）  V 

螢幕中文語音鍵盤/滑鼠/溝

通板組（2） 
I201 95（2）  V 



設備或儀器名稱 放置地點 購置年度 
經費來源 

教育部（獎）
補助 學校預算 

搖桿型五合一微控鍵（1） I201 95（2）  V 

替代滑鼠（1）紅外線頭控滑

鼠（1）搖桿滑鼠 1（1）搖

桿滑鼠 2（1）嘴控滑鼠（1

軌跡球（1）智慧電腦滑鼠（1  

I201 

95（2）  V 

整合型溝通筆（2） I201 99（1） V  

資訊融入互動教學系統（1

互動式學習評量測驗系統

（3） 

I201 
94（2）  V 

微電腦語音溝通板掃描型

（1） 
I201 95（2）  V 

微電腦語音溝通板攜帶式

（2） 
I201 95（1）  V 

單鍵開關（2）藍芽無線特殊

開關 Blue Jay for P（1） 
I201 98（2）  V 

3D 立體動畫圖文學習系統

（1） 
I201 95（2）  V 

Message Mate40/150 溝通器

（1） 
I201 93（1）  V 

語音溝通板掌上型（8）語音

溝通板描掃型 
I201 95（2）  V 

手杖（2）口杖（2）頭杖（2

軌跡球（4）搖桿（2） 
I201 92（1）  V 

數位手寫板（2） I201 92（2）  V 

圖形寫作軟體（1） I201 95（1）  V 

Board maker 軟體（1） I201 95（1）  V 

替代性瀏覽系統 I201 96（1）  V 

電腦化溝通軟體 PMLS（1  I201 95（1）  V 

繪聲會影中文授權（1）  I201 95（2）  V 

文字 MP3 授權（1） I201 95（2）  V 

視障教具組 I201 96（1）  V 

生活訓練輔具組 I201 96（1）  V 

 
（四）學生對特教師資類科辦公室與專業教室等設備或空間之使用滿



意程度。 
本校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依借用管理辨法，可以跟特殊教育學程

辦理單位借用各項學習和教學設備，借用次數相當多。近三年來特殊

教育學程辦理單位亦對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師資生進行滿意度問卷調

查，八成以上受訪者對特殊教育學系能提供上課所需設備感到滿意。

99 學年度滿意度為 91%，100 學年度滿意度為 82%，探討滿意度下

降原因，主要是系上多項設備長期高頻率使用，已老舊不堪使用，致

學生常借不到，針對此問題，己購置新數位相機和筆記型電腦。 
 
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提供師資生增能輔導之情形為何？（3-4） 

本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培育目標為培養優秀特殊教育教師。希望

學生具備：特殊教育專業知識、關懷特殊需求者的精神與服務志趣、

特殊教育教學與評量技能、特殊教育研究基本能力、團隊合作與領導

能力等五項核心能力，並且重視師資生對社會人文的關懷。為達上述

目標，除正式課程外亦規劃實施多元增能輔導措施。本校規劃系統性的

增能輔導活動，透過全校性增能、各項教學增能、教育新知增能、創新

教學增能和應試及職涯增能。列點敘述如下： 

 
圖 3-4-1 本校所提供之師資生增能輔導規劃圖 

 
（一）結合教學卓越計畫，提供全校性多元增能輔導措施（附件 3-4-1） 

本校 98-100學年度皆獲得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每位同學入學後，

應試 

及職涯增能 

課程與創新教學技
巧增能 

教育新知增能 

各項增能研習 

全校性增能活動 



即可依個人需求使用學校提供之學習資源，以提升自己畢業後的競爭

力，並提早為生涯規劃做準備。本校提供之學習資源與措施： 
1.個人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 
    為協助同學建立個人大學四年學習記錄，作為未來就業應徵履歷

之資料，本校提供一個方便及多功能性的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平台。而各班導師亦可透過檔案系統來了解同學的燈

號顏色表現，給予必要的輔導 （https://eportfolio.ncyu.edu.tw/） 
2.基礎學科會考： 
     為奠定大一學生往後在專業領域的學習基礎，本校自 99 學年開

始辦理全校大一基礎學科會考，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均為師範學院學

生，因此大一下學期需接受中文和教育概論學科會考，會考後除經由

成績及試題分析結果了解自身學習成效外，對於成績不理想的科目則

有教學助理協助輔導同學改善，幫助同學進行學習。特殊教育類科師

資生近兩年來成績尚屬中上，（附件 3-4-1）。 
3.同儕社群輔導： 
     為鼓勵同學自發性學習，學校鼓勵各系同學自發性組成「班級

互助式」或「小組自主成長式」的學習社群，藉由同儕力量達到課業

上的學習。又前面兩類學習社群不 同於一般課堂授課，同學可利用

課餘時間進行研討，因此在沒有平時上課壓力之下，同學們之間可用

不同的觀點相互討論，除能清楚找出有疑惑的問題，更能較輕易 地
將問題解決。 
4.大一服務學習 
    為養成學生服務關懷社會及未來對就業工作的服務熱忱，本校大

一服務學習為必修，特殊教育類科規劃有校外特殊教育服務學習，強

化師資生對未來職場服務業對象的理解與服務態度的養成，該課程近

三年來均獲全校優等（附件資料 3-4-2，現場資料 3-4-1）。 
5.提供多元強化外語與資訊能力措施 
    為奠定學生基本英語及資訊能力，並通過畢業門檻檢定，語言中

心提供各項學習資源或課程供同學使用，包括開設語言學習課程、自

我學習課程，及英語學習交流會、外籍教師課外諮詢以及線上英語學

習資源，透過更多元、適性的輔導學習管道，使同學提升英文能力。

（http://140.130.171.113/lgc/）另外，為協助同學通過資訊能力檢定，

電算中心開設 TQC 證照輔導班及提供線上練習題庫供 同學使用。 
6.修讀微學程： 
    為增進同學進行跨領域學習，本校 99 學年度全校開設 23 個微學



程讓同學自由修讀，只要修滿至少15學分即可核發相關學程證明書。

而同學於微學程所修的學分，則可作為各學系承認修讀外系的選修學

分，擴展師資生興趣專長。特殊教育類科亦成立數理資優教育和發展

遲緩兒童輔導微學程，深化師資生的教學知能（附件 3-4-3）（資料來

源：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course/CouMicro.aspx）。 
 
（二）師培中心辦理各項增能研習和新知研習 

師資培育中心每學期會舉辦兩場專題演講，內容包含生命教育、

輔導與諮商、班級經營、學校特色課程、教育政策，邀請校外卓越之

國民中小學教師蒞校擔任講師，幫助師資生將理論與實務結合。此外，

師資培育中心學期均會辦理教育足跡徵文比賽，藉由中心所選之 10
本經典名著之閱讀，加強師資生教育專業素養，入選之優良作品則頒

發獎座及圖書禮卷（附件 3-4-4）。 
 

（三）特殊教育類科課程與教學增能活動 
特殊教育類科為強化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知能，辦理各項專業講

座和研習（附件 3-4-5）。專業講座主題包括身心障礙和資優教育教

材教法、身心障礙者就業資源、師資培育、ICF 等；研習部份，為確

保師資生評量工具施測能力，每年固定辦理教學基本知能與測驗研習，

例如：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WISC-IV、板書、說故事和教學檔案製作等

研習。 
（四）應試及職涯增能活動 

特殊教育類科為強化師資生通過教檢和參與教甄之基本知能，辦

理相關增能研習，包括教檢分析與作答指導、系友經驗分享、試教指

導等，其中試教指導導入業界教師，提供多次且深入的輔導，深化師

資生教學的能力。（附件 3-4-6） 
此外，為提升該類科師資生統整及發表之職涯能力，本校亦辦多

元的師資生學習成果發表，包括教材教法、創造力、專題研習成果等

（附件 3-4-7）。例如為呼應師資生具備特殊教育研究基本能力，大

四專題研究為上下兩學期之必修課，每組進行實徵研究，於四下學期

末公開發表，並由系上所有教師評分，選出優秀作品於系週會表揚。 
 
 
五、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實施導師制度，以及提供學生學習與生涯輔導等

措施及執行成效如何？（3-5） 



學校非常重視師資生學生輔導工作，訂定各類輔導相關辦法，例

如：嘉義大學學生輔導實施辦法、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計

畫、國立嘉義大學師資生輔導與淘汰措施等（附件 3-5-1）。採用主任

輔導教師、班級輔導教師多軌制，落實輔導工作，並規劃多元學習和生

涯輔導工作。 
在實施導師制度方面，本校各師資培育類科均制定有完善的導師

制度辦法，提供師資生學習以及生涯規劃等多方面的輔導及協助，各

師資類科導師每學期除了定期或不定期與導生晤談輔導之外，更積極

輔以學生輔導中心、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等行政單位之資源，協助辦理

師資生輔導相關事宜。  
（一）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落實導師制度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每班設有導師（依據當年度的人力，每班配 1
～2 名導師），從新生入學開始一直帶到畢業，各班導師名單如（附

件3-5-2）。導師在學生的生活、學習與生涯方面提供持續四年的協助，

給予學生的協助是全方位且依據個別需求的。 
（二）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規劃有3級的導生輔導機制 

導師是該類科師資生輔導的第一線，但為強化輔導功能，該類科

建立導師、系和校的三級輔導機制，透過導師制建立師資生輔導的基

礎，定期召開的「學生輔導會議」，類科專任教師交換學生學習和生

活適應情況，並針對特定學生討論輔導與協助策略；對於特定學生個

案則由系主任召開個案輔導會議，邀請校相關人員與家長參與，共同

協助學生面對問題（附件 3-5-3，現場資料 3-5-3）。 
（三）學校整體規劃導師時間納入正式課程，並具體落實 

學校、院、系、班整體規劃導師時間納入正式課程，強化學生學

習、生活、品德、情緒及就業各方面之輔導，依不同年級規劃特定主

題（附件 3-5-4）。 
各班導師時間由導師和導生共同規劃活動，且能具體執行。該類

科輔導輔導活動型式包括： 
1.班會活動 

班會每一到兩星期召開一次，活動內容由導師與師資生討論決定。

而且為強化大一和大二的情感，特教類科亦辦理大一大二共同導師時

間活動，近三年班會記錄如現場資料 3-5-2。 

http://www.ncyu.edu.tw/careercenter/index.aspx


2.師生晤談 
特教類科對於學生輔導無論是縱向聯繫或橫向溝通皆暢行無阻，

攜手協力培育與陪伴學生，對學習資源的擴充亦十分重視。在學生的

輔導上，不論在學習、生活與生涯輔導方面，特教類科教師均能盡心

盡力且全心投入。學生尚可透過班會、教師晤談時間（office hours，
每週至少 4 小時）、臉書、電子書信與班導師保持連絡，提出所遇到

的問題及共同找出解決之道。除此之外，多數導師亦會安排中午與學

生一起聚餐或參與班級活動等，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建立師生感情，

進而瞭解學生的近況。 
3.結合輔導網絡，落實期中預警通知與輔導 

每學期期中考後由教師教務處針對學生考試成績，寄送預警通知

給學生、家長、導師及系教官，由導師結合輔導網絡提示學習不佳學

生加強學習。 
4.建置導生系統及設置輔導教師，並落實執行 

於校務系統中，建置導生輔導資訊系統（學生訪談記錄維護與填

寫）。 
此外，為加強公費生和師獎生的輔導，除原導師外，該公費生輔

導外加兩位資優組教師為輔導教師（陳香君老師與陳振明老師）。在

師獎生部份，則每位學生有一位輔導教師（附件 3-5-5）。特殊教育類

科定期召開輔導會議（現場資料 3-5-3），以瞭解學生學習與適應狀

況。 
（四）導師活動滿意度高，導師受肯定 

本校每學期對特教類科師資生進行導師活動滿意度調查，結果導

生對導師所進行之各項輔導活動，滿意度高，平均達 4.2 以上（5 點

量表）（附件 3-5-6）。透過 3 級的輔導機制，該類科師資生能在具支

持的環境中學習，導師輔導績效亦獲肯定， 97 學年度陳麗園老師與

100 學年度陳麗圓及陳振明助理教授分別獲頒全校年度優良導師獎。 
（五） 特教類科辦理各種學習輔導措施 

為加強特教類科學生學習成效，運用本校修課輔導制度、學習預

警制度、國立嘉義大學師資生輔導與淘汰措施、教學發展中心和教務

處的學習補救教學和同儕輔導措施，提供師資生多元的學習輔導。其

措施包括：  



1. 課程地圖＋導師選課輔導，引導學生有系統修習。利用課程地圖

引導學生修課，並運用選課密碼措施，輔導學生選課。 
2. 運用學習成效預警制度（教務處）協助導師加強學習成效輔導（附

件 3-5-7），針對學習落後的學生在期中考後由任課教師向教務處

提出預警名單，由教務處彙整後通報各系所進行預警，並由導師

晤談瞭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尋求補救教學或導師多加鼓勵。若遇

有較特殊的問題時，導師亦會提至學生輔導會議或系務會議中討

論。班導師約談，輔導學生重新調配時間或修正讀書方式（現場

資料 3-5-4）。  
3. 任課老師安排學習補救教學和同儕輔導措施（附件 3-5-8，現場資

料 3-5-5）。  
4. 101 學年起至少四分之一課程設有教學助理（附件 3-5-9）。 
5. 針對外加名額學生，提供輔導措施，並結合學務處資源教室（嘉

園）輔導老師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輔具、學習輔導的服務（附件

3-5-10）。  
（五） 特教類科辦理多元生涯輔導措施 

在生涯輔導方面，定期辦理就業相關議題講座。並利用網路、新生

座談、親師座談及相關會議多方宣導師資培育相關事宜，輔導有興趣從

事教職的學生掌握個人生涯規劃。特殊教育師資培育類科和校方提供大

學部有關生涯輔導制度以下列方式進行：  
1. 新生家長座談：目的在提供大一新生關於特殊教育就業藍圖，使

學生及其家長對特教類科的培育方向有概括性的了解（附件

3-5-11）。  
2. 系友座談：邀請考上教職或公職的學長姐回來分享考試及工作的

經驗，也利用系友會活動辦理系友和在校師資生的座談會，提供

就業升學的經驗（附件 3-5-12）。  
3. 教師甄試與口試模擬：對於大五畢業實習學生之生涯輔導，除本

校所規劃之完善的實習制度外，特教類科同時辦理檢定考模擬、

教師甄試模擬、學長姐經驗分享等相關活動，協助學生順利就業

（附件 3-5-13）。  
4.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為畢業生舉辦了「線上職涯測驗實施與解釋工

作坊」、「大專青年就業力與職涯輔導」、「企業諮商工作坊」、「大

學校院學生職涯輔導工作研討會」、「企業員工協助方案在中國大

陸的發展」、「生活彩虹施測研習」及「生活彩虹探索進階研

習」……等活動，透過測驗、諮詢、演講、分組討論、角色扮演

等多樣方式幫助畢業生了解自己能力的優劣勢，提早為自己做準



備，亦有助於學生之生涯輔導（現場資料 3-5-6）。 
5. 每年學校辦理職涯日。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舉辦的嘉大職涯日，

除了校園徵才及企業說明會外，還安排知名人資管理顧問公司講

授「上網求職‧一點就行」就業技巧講座 2 場次，並網羅職涯顧

問、美容顧問以及校友顧問，提供全方位的求職諮詢服務，期待

為求職準備中的畢業生創造實質有效的求職經驗，提供與各廠商

互動機會，並引發在校生思考如何提升自我職能方向。 
6. 導師視學生個別需求提供生涯發展相關輔導。導師利用導師時間

以及和導生晤談機會，視學生需要提供相關升學和就業資訊，並

實施生涯輔導活動，師資生滿意度歷年來均達 4.2 以上。 
 
六、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提供學生（獎）助學金、工讀等情形如何？（3-6） 

在獎助學金與工讀金的提供方面，本校各師資培育類科均能提供

本校各項專用獎助學金（包括救急、助貧、及獎優等）、工讀金的申

請訊息，並鼓勵師資生積極申請，以期能協助其生活所需，使其專心

就學。此外，本校更積極爭取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用以

發展本校師資培育特色，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行列。 

（一）本校提供師資生之各種獎（助）學金情形 
為使師資生能專心向學，本校訂定各項獎（助）學金補助辦法，

包括「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學生書卷獎要點」、「清寒學生獎

學金實施要點」、「急難慰助金實施要點」、「學生仁愛慰助金實施要點」、

「清寒學生扶助金實施要點」、「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等，協助學

生安心就學。特殊教育師資類科特別設有：「蕭舜文同學紀念獎助金」

獎助學金，此獎學金是為紀念特教系蕭舜文同學不幸於九二一集集大

地震中罹難，父母為感念本校師生對蕭同學之照顧，並期望完成蕭同

學好學及關懷特殊兒童之心願，特捐政府罹難者救助金新台幣壹佰萬

元整，成立基金，鼓勵特教類科勤奮向學、家境清寒學生及特教相關

活動之獎助金（附件 3-6-1）。 
依據上述之辦法，本校提供師資生之各種獎（助）學金包括優秀

新生獎學金、學生書卷獎、清寒學生獎學金、急難慰助金、清寒學生

扶助金、弱勢學生助學補助金、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等，其中優秀新

生獎學金及學生書卷獎由本校教務處辦理，優秀新生獎學金為五萬元，

依照本校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辦理，學生書卷獎第一名三千元，



第二名兩千元，第三名為一千元；若是學生助學金措施一學年補助一

次；清寒獎學金則與每學年四月及十一月申請，學生可進入學校首頁

之 E 化校園登錄，送請導師、系主任核章後申請（附件 3-6-2）。 
本校除提供師資生之各種獎（助）學金之外，也受理代辦各政府

機關及財團法人獎學金，鼓勵師資類科學生專心就學並協助其生活所

需。 
（二）本校提供師資生之工讀情形 

為協助本校經濟弱勢學生順利就學，藉由工讀機會養成獨立自主

能力、擴充學習生活領域，或具有專長之學生能發揮所長，同時支援

學校各種適合學生從事之工作，本校訂定學生工讀實施要點及研究生

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工讀生之資格申請條件為本校大學日間部及進

修部在學學生且學期成績 70 分、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未受過學校小

過以上處分之清寒學生或具專長之學生，每一位工讀生一個月工讀時

數不超過 80 小時，一小時時薪為 103 元。99 學年至 101 學年第一學

期師資生工讀情形統計如（附件 3-6-3）。 
（三）本校辦理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情形 

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辦理「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計畫，受獎之師資生共計有 8 名，每一位師資生每個月有 8000 元之

獎學金，核定金額為新台幣 32 萬元。100 年度教育部繼續核定本校

辦理「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受獎之師資生增至 20 名，每一

位師資生每個月有 8000 元之獎學金，核定金額為新台幣 80 萬元。 
特殊教育類科 99 學年度有一位學生獲獎，100 學年度新增 4 位，

共 5 位，101 學年度新增 4 位，共 9 位（附件 3-6-4）。 
 
七、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生至中等以下學校（含幼稚園）或相關教育

機構，進行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之情形為何？（3-7） 
 
（一）師資培育中心所辦理的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及卓越師資培

育獎學金學生至小學進行課後輔導  
自從 95 年，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每年辦理教育部補助推動師資生

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至今已持續執行五年。師資生利用暑

假期間至偏鄉弱勢學校，如嘉義縣沙坑國小、嘉義縣興中國小、嘉義



市精忠國小等，為學童設計活潑生動的教學活動，並進行實際之教學。

此期間本校大力支持各系所師資生投入教育服務計畫，從行前規劃、

講習、協調、執行、到成果展示發表、檢討，均能讓參與計畫的師資

生們對教育有一番新體認（現場資料 3-7-1）。 
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辦理「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計畫，受獎之師資生每學期需義務爲弱勢學童服務至少 36 小時，每

一位卓越師資生均需爲受輔學生設立學習目標與教學方法，並填寫課

業輔導日誌及觀察表，以期能有實際輔導成效。此外，本校也與林業

生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得勝者教育協會等機構合作，師資來源

主要由本校師資生擔任，於課業輔導前爲這些師資生進行教學技巧、

班級經營之課程訓練與研習課程，課輔對象主要為中小學低收入戶、

單親家庭子女、高風險家庭等弱勢家庭之學童，利用週一至週五晚上

時間，進行數學、英語、自然等課程輔導（現場資料 3-7-2）。 
 
（二）成立「特教志工服務隊」，服務弱勢團體與學生 

特教類科因應學生學習輔導之需求，於 97 學年度成立特教志工

隊，社團宗旨明定本社團旨在協助身心障礙者參與各項學習與活動。

到雲嘉地區學校（如嘉義啟智及雲林特殊學校）、身心障礙機構進行

課業輔導和服務學習；與嘉義市聲輝合作為聽障生進行課業輔導。學

生參與踴躍，歷年來特教類科志工服務隊均獲學校評鑑優等的肯定

（如附件 3-7-1，現場資料 3-7-3）。 
 
（三）特殊教育類科落實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為特殊教育類科所有學生必修課程，每位學生至少需完

成 72 小時的服務學習時數，透過指導老師規劃與指導，師資生每學

期不但到特殊教育班（學校）、身心障礙機構進行服務學習，也到一

般學校進行融合教育宣導。近三年來均獲學校評選為特優（附件 
3-7-2，現場資料 3-7-4）。 
 
八、特殊教育師資生在品德面向養成情形為何？（3-8） 

教師的教育熱忱與教育專業倫理是優良師資的重要基礎，本校師

資培育將「關懷特殊需求者的精神與服務志趣」列為特殊教育類科師

http://vipcase29.intaichung.com.tw/html/front/bin/home.phtml
http://vipcase29.intaichung.com.tw/html/front/bin/home.phtml


資生的核心能力，透過正式課程以及非正式課程強化師資生的品德養

成。在消極方面，本校對於師資生輔導淘汰機制設有操行成績的門檻，

在積極方面，藉由導師輔導、服務學習等方式，並透過校園環境中潛

在課程之融入，以多元的面向，陶冶涵養師資生之品德，期能培育出

術德兼備的優秀教師。 
（一）師資生輔導淘汰機制列有品德要求 

本校師資生輔導與淘汰要點，在德育成績方面的要求，師資生之

操行成績須達80分以上。而對本校卓越師資生之申請或續領獎學金，

其德育成績同一學年連續兩學期需達 85 分以上，且不得有記過以上

處分；服務學習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大一每學期需義務爲弱勢學童

服務至少 36 小時。 
 

（二）本校每學期定期辦理品德教育講座 
本校爲強化學生之品德教育素養，建有品德教育資訊網

（http://www.ncyu.edu.tw/morality/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9249）並辦理各項倫理與

法治的活動。利用大一新生始業輔導時間，以及配合各系、院週會時

間，邀請校外知名專業講師，辦理品德教育相關講座，範圍包含法治

教育、智慧財產權、國際禮儀講座、毒品防治、性別教育、法律實務、

交通安全、校園安全、環境教育、情緒管理……等，為強化師資生之

品德教育，本校將其融入校園環境之潛在課程中，期以多元面向陶冶

涵養師資生之品德表現。 
（三）正式與非正式課程融入品德教育 

「關懷特殊需求者的精神與服務志趣」是該類科師資生五大核心

能力之一，該類科將此核心能力融入正式課程，以潛在課程方式收潛

移默化之效。透過志工服務隊和服務學習之非正式課程，藉由實際服

務身心障礙者以及辦理活動的過程，涵養其待人接物以及服務的態度。

近來不但服務服務成交備受學校肯定，該類科師資生也相當認同，在

每學期自評時，師資生對該項能力指標的認同和自評具備程度均高

（附件 3-8-1）。 

（四）導師運用各種機會，提供學生品德教育學思機會與體驗 
品德教育不是一蹴可幾的，導師利用各類機會，例如透過班會分

組分享個人經驗學習尊重多元文化的品德，透過遊戲體驗學習團隊合

http://www.ncyu.edu.tw/morality/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9249


作品德，閱讀優良文章（例如：傑出教師五大信念、領導者必備的品

格特質、愛的教育）（附件 3-8-2） 
（五）學生參與暑期海外志工團 

鼓勵學生從做中學，強化專業知識的應用與關懷利他價值的實踐，

積極推展服務學習，鼓勵志工服務，由活動中體驗與學習，繼而積極

參與社會及國家事務，並實踐熱愛生命、行善關懷的品德核心價值，

請導師鼓勵同學參加社團或系學會之海內外服務團。 
特教類科 101 級學生劉佩伶與賴淑婷參與國際志工，98 年印尼

服務學習，成效良好優異，獲得行政院青輔會 98 年區域和平志工區

域績優團隊競賽活動國際志工類全國第一名之榮譽（附件 3-8-3）。 
 
參、優點與特色 
一、 爭取並善用資源，訂定吸引優秀高中畢業生就讀 

本校透過爭取教育卓越師培獎學金名額、縣市政府公費生名額和

特殊教育學系優秀弱勢學生獎助方式，積極爭取優秀高中畢業生就讀

本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二、 長期投入經費，教學設施與圖書設備充實，符合特殊教育類

科培育需求 
本校長期以來投入相當程度的經費，改善師資生的學習空間及學

習設備，以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充分發揮境教的功能。特殊教育類

科設置完善的專業教室，並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與圖儀設備，尤其是

資訊科技設備和輔助科技設備，能滿足師資生的學習需求。 
三、 提供獎助學金與工讀，激勵弱勢學生學習動力 

本校特教類科能提供本校各項專用獎助學金（包括救急、助貧、

及獎優等）、工讀金的申請訊息，並鼓勵師資生積極申請，以期能協

助其生活所需，使其專心就學。 
四、 特殊教育類科採學系培育，學生各項輔導確實 

本校特殊教育類科採系培育，不但課程規劃完整，學生的學習、

生活及生涯輔導也能妥善規劃，透過 3 級輔導系統，確實發揮輔導成

效。 
五、 系統化規劃各項增能輔導措施，並能具體落實 

為使師資生在其專門及專業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成長與精進，本

校特殊教育類科積極辦理各項教學及專業知能研習，包括全校性共通



的活動以及特教類科專業的措施，發揮資源共享的功能，也有助於各

類科師資生的相互交流，擴展視野。 
六、 落實導師制度，學生滿意度高 

特殊教育類科每年級均設有導師，並規劃有導師活動，師資生對

導師活動辦理之滿意度高。此外，對公費生及卓獎生另設有課業輔導

導師，提供更系統化的輔導。 
七、 規劃特殊教育微學程，鼓勵師資生修習，強化學生教學知能 

本校規劃兩種特殊教育相關微學程，發展遲緩兒童輔導微學程及

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並鼓勵師資生修習其它微學程或輔系雙主修，

以增加第二專長。 
八、 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學生對特殊教育工作的熱忱，師資生認

同度高 

教師的教育熱忱與教育專業倫理是優良師資的重要基礎，本校師資培

育在強化師資生之專業及專門知能之外，亦非常重視師資生的品德養

成。本校特教類科透過專業服務學習和志工服務方式，陶冶師資生工

作熱忱與服務態度，師資生普遍認同且自評具有高度熱忱與正向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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