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

【新加坡 Grace Orchard 特殊教育學校見習計畫】

甄選簡章

【2019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5 日報名】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
連絡電話：（05）2263411＃2303 或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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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新加坡 Grace Orchard 特殊教育學校見習計畫
一、 見習時間：2019 年暑期（7 月 20 日至 8 月 5 日），為期 17 天
二、 甄選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70196420H 號函。
三、 甄選科別及名額：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在學師資生名額 6 名。
四、 甄選資格：
1. 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之師資生。
3. 應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含)前滿 18 歲者。
4. 須於 2019 年 6 月底前，修畢特殊教育專業課程規定學分數達 1/3 以
上。
5.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
6. 師資生參與國外教育見習計畫以一次為限。
7. 師資生參與教育見習計畫，不得與半年教育實習重疊。
8. 參加特殊教育學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之「新加坡特殊教育學校
見習課程研習」。

五、 語言能力規定
1. 參與海外見習學生應具備相當於 B1 級（全民英檢中級）以上英語考試
檢定及格，並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2. 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成績對照表請參考附件 4。

六、新加坡教育見習期間
（一）新加坡教育見習課程計畫實際見習日期及時間依本中心公告為準，學生
應配合所規劃之日期及時間，完成新加坡教育見習。
（二）學生若未能配合於課程計畫所規劃之日期及期間完成新加坡教育見習課
程者，取消錄取資格，若有備取名額，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七、甄選應繳交書面資料
欲申請赴新加坡特殊教育見習課程計畫者，應於 2019 年 2 月 25 日（一）
起至 3 月 15 日（五）期間繳交下列表件至本校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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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名程序，逾期不受理。
1. 申請表（請雙面列印，並黏貼學生證及附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如附
件1）
2. 符合報考資格切結書（如附件2）
3. 修習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檢核表（含已修習及待修習：依規定須於2019年6
月底前，修畢特殊教育教育專業課程規定學分數達1/3以上，始符合甄選
資格）（如附件3）
4. 中、英文自傳（各2,000字以內）
5. 新加坡教育見習計畫（3,000字以內）
6. 參與「新加坡特殊教育學校見習課程」研習心得2,000字以內
7. 英語能力證明影本，且該證明應於有效期限內（正本應於甄選通過後繳
交驗證）
8. 歷年學業成績單（至少一份為正本）
9. 其他有利甄選證明及資料（如參與特殊教育服務、特殊教育志工及其他
特殊教育相關活動）
以上書面資料第一項至第二項各繳交一份，第三項至第九項各繳交三
份，並請依序於左上角裝訂成冊。

八、甄選項目、時間及地點
(一)初試－書面資料審查（佔總成績之 50%）
1. 初試以申請文件資料之審查為主，審查通過者進入面試，至多不超過錄
取名額之 2 倍。
2. 初試通過名者於2019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公告於本校特殊教育教學研
究中心網站。（http://www.ncyu.edu.tw/cset/）
(二)複試－面試（佔總成績之 50%）：
1. 複試內容包含新加坡教育見習計畫內容、外國語言能力（含英語自我介
紹）、對國內外教育知識、時事與教育專業議題的瞭解等。
2. 複試日期、時間及地點：複試日期訂於 2019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期間辦理，實際複試日期、時間及地點依公告時間辦
理，公告於本校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ncyu.edu.tw/cset/
（三）注意事項：
1. 考生應試時須攜帶學生證正本，以便查驗。
2. 考生如未能準時參加複試者或未攜帶學生證驗證者，以棄權論，不得要
求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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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甄選成績計算方式及錄取規定
(一) 甄選成績計算方式
1. 各甄試項目滿分皆為 100 分；各項目依所佔比率加計後，總成績滿分
100 分。
2. 各甄試項目成績均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 位（小數點後第 3 位四捨五
入）。
3. 未參加複試者，其複試成績以零分計算。
4. 總成績計算方式：
單項（科）成績＝該項（科）原始得分 X 該項（科）所占比率
總成績＝各項（科）成績之總和
(二)錄取規定
1. 複試成績為零分，或未參加複試者，不予錄取。
2. 總成績相同者，錄取優先順序為：
(1) 複試（面試）成績高者為優先；
(2) 複試（面試）成績得分相同者，以外國語言能力高者為優先；
(3) 外國語言能力得分仍相同者，由歷年學業平均成績高者為優先；
(4) 歷年學業平均成績得分再相同者，最後由複試評審委員投票決定。

十、錄取名單公告及報到
(一) 錄取名單公告時間：2019 年 4 月 26日（星期五），採網路公告方式公告
於本校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ncyu.edu.tw/cset/）
(二) 正、備取生請依下列規定時間內辦理確認及遞補手續：
1. 正取生請於2019 年4 月 29 日（星期一）至 5 月 3日（星期五）中午12
時前，攜帶學生證至本校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辦理確認報到手續，
逾期視同放棄，不得異議，並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2. 正式錄取者須於報到時，繳交相關文件正本查驗（含語言能力證明
等）。若所繳交文件不符合甄選所規定者，則喪失赴國外教育見習
資格，並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3. 備取生將視正取生報到結果，依備取順序通知遞補。

十一、經費補助
(一) 機票：部分補助國際航班直接來回之經濟艙機票費用之 9 成，並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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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1 次為限。
(二) 國外生活費（含膳食費、生活費、住宿費等）：本項採部分補助為原
則，補助額度另行公告之。惟若經費有限下，則不予補助，學生須自行
全額負擔費用。
(三) 國外保險費：核實補助。
(四) 材料費：本項係國外教育見習期間所需之教具、教材等費用，本項採部
分補助為原則，補助額度另行公告之。惟若經費有限下，則不予補助，
學生須自行全額負擔費用。

十二、錄取之師資生應配合事項
(一) 錄取之師資生於出國前二個月，應檢送個人基本資料至本校特殊教育教
學研究中心，以通報我國駐當地國所屬駐外機構，以確實掌握錄取之師
資生於國外之動向及安全，並給予適當協助。
（二）錄取之師資生應於 2019 年 5 月 3 日(五)前繳交同意書（如附件 5、
附件 6），以規範在國外行為及應盡義務。
(三) 錄取之師資生於赴國外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未休學）；國外課程結
束後，應返回本校報到。違反者依行政契約書規定繳還本校全數補助
款。
(四) 錄取之師資生應於完成國外教育見（實）習課程後二週內繳交成果報
告，成果報告格式及內容規定，依本校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規定辦
理。
(五) 錄取之師資生之成果報告經本校或教育部評選為佳作者，須填寫著作財
產權授權契約書，其成果報告同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本校或教育部運
用圖片與說明文字等相關資料、製作成視聽著作（影片）與數位形式檔
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及網路線上
閱覽。如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本校或教育部得重製該成果資料，不另支
付酬勞或任何費用，並不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
(六) 錄取之師資生應參加本校或教育部舉辦之成果發表及經驗分享座談會，
並配合參與本校或教育部後續推動相關計畫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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