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111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簡章(大二以上) 

一、 依據：本校 111 年 6 月 27 日「111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 甄選名額：本校幼兒教育學系甄選師資培育獎學金名額 4 名，備取若干名。 

三、 甄選資格：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師資生。 

(一) 本系二年級以上師資生（因未符合本校師資培育獎學金續領資格遭淘汰者不得再提出

申請。申請人於同一師資類科以申請一次為限。）。 

(二) 大學二年級以上在校生之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須達前百分之三十或平均達八十分以

上，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達七十分以上。 

(三) 未領取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但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 

符合以上之條件者得提出申請。 

(四) 特別申請資格：申請弱勢師資生身分者，除需符合前開基本申請資格外，需具備下列

各項條件之任一項，並應於申請時檢具縣市政府認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1、 經濟弱勢：持有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證明者。 

2、 區域弱勢： 

(1) 需檢附 3 個月內有詳細記事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有詳細記事之新版戶口

名簿影本。 

(2) 申請仍設籍於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鄉鎮名稱者（「

區域弱勢」之行政區範圍，偏遠程度高）。 

以上兩類弱勢學生以經濟弱勢學生優先錄取。 

四、 申請方式及流程 

(一) 申請方式：自行送件或以掛號（郵戳為憑）寄出。 

(二) 報名費用：不收費。 

(三) 申請資料繳交： 

1. 日期：自 111年 7月 4日（一）至 111年 7月 11日（一）。 

2. 時間：每日上午 8:30-下午 5:00（星期五非上班日不收件）。 

3. 地點：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 幼兒教育學系系辦公室(教育館 318室)。 

4. 逾時未繳交申請資料、資料未備齊或填寫不完整者，視為申請手續未完成，不予受理。 

(四) 繳交申請資料：資料如下，凡申請表件或須繳驗之證明文件不齊全者，不予受理申請。 

1. 申請表(附件 1)。 

2. 權利義務確認書(附件 2)。 

3. 前一學年度成績單(要有上下學期且需含排名)。 

4. 自我介紹 1份。 

5. 經濟弱勢學生：(以下資料擇一)  

A. 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之低收入證明書。 

B. 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之中低收入核定公文。 

7. 區域弱勢學生： 

A. 戶籍地設於偏遠地區，且現仍設籍達一年(含)以上者：檢附戶籍謄本(3個月內)。 



B. 「偏遠地區」學生依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鄉鎮名稱（「區

域弱勢」之行政範圍）」所列為標準(如附件 3)。 

  

(五) 甄選方式 

1. 學業成績表現(60%)  

2. 面試(40%) 

3. 同分參酌：順序 A.學業成績 B.面試。 

(六) 甄選期程與地點 

1. 面試：7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3:30開始（注意：此面試時間為暫訂，若有調整，

依公告時間為主） 

2. 地點：民雄校區教育館 316教室(面試順序將於 7月 18日上午公告於系網頁)。 

 五、放榜 

錄取名單（得另列備取名單）經本校師培中心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後公告。 



附件 1  國立嘉義大學 111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資格申請表 

姓名  聯絡電話（H）  學系  

學號  手機  年級  

聯絡地址  e-mail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檢附本人存摺影本 

是否領取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請參閱權利義務確認書) □是，（名稱）    □否 

符合資格項目 

(申請人請勾選) 

資格填寫及檢附資
料（申請人填寫） 

系所、中心審核 
師資培育中心 

審核 

師資生 

□大二 □大三 □大四 

□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

總成績須達前 30%

或 80 分以上 

□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

在 70 分以上 

□學業成績表現： 總分         

      

□面試： 總分        

                平均：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檢附成績單 

教育學程生 

□大二 □大三 □大四 

□碩二以上 

□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

總成績須達前 30%

或 80 分以上 

□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

在 70 分以上 

□學業成績表現： 總分         

       

□面試： 總分        

                平均：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教育學程生 

□碩一 

□大學學業總成績須達

前 30%或 80 分以上 

□每學期各科成績均須

在 70 分以上 

□檢附成績單 

□具備經濟弱勢或區
域弱勢資格 

檢附資料證明： 

□具低收入戶身份 

□具中低收入戶身份 

□具偏遠地區身分 

□具低收入戶身份 

□具中低收入戶身份 

□具特殊偏遠地區身分 
□通過 
□不通過 
備註： 資料是否齊全？ 

□是      □否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系(中心)承辦人核章： 
 
 
系(中心)組長核章： 

 
師資培育中心 
主管核章： 



附件 2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申請人 

權利與義務確認書 

本人申請「師資培育獎學金」若獲通過，將於甄選錄取後之次月起享有每月 8,000元獎

學金，須上學期通過相關考核審查且符合續獎資格，下學期方可續領獎學金，當學期畢業者僅

能領取至畢業月份。師資生領至應畢業之月份止；大學三年級以上（含碩士班）師資生，可領

取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月份。於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審查基準任一款規定者，應停發

一個月獎學金。本人確定並未領取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 

同時，本人認同「以投入教育行列為畢生職志」的理念，全程完成師資培育課程之修讀，

並有認真求學、型塑自己成為卓越教師之義務。若中途放棄修讀師資培育課程，將中止本獎學

金；因故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續領獎學金；因故休、退學者，於完成休、

退學手續時起，即不得續領獎學金。本人已充分認知受獎學生之淘汰機制及義務如下： 

淘汰機制之具體作法：受獎學生一經淘汰，其名額不再遞補，每學期進行審查，其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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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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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通過全國教師資格檢定：本校輔導並要求師資培育獎學金之受獎學生應通過全國教師

資格檢定。在輔導方面，本校將舉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兩階段輔導，首先針對考試科

目聘請教授講授考試準備內容及技巧，再於正式檢定考試前舉辦模擬考，以強化師資

生應試能力。 

本人也認知以上僅是本獎學金初步的義務約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也會依輔導受獎

者之需要，再酌量訂定輔導會議、作業或活動。本人樂意遵守以上權利及義務確認書之內容以

及未來有利型塑自己成為卓越教師的各種輔導作業或活動。 

     □師資培育學系所屬學生  □師資培育中心學生 

系所班級： 

師培中心附屬班級：          

學號：                   

身分證號：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鄉鎮名稱（「區域弱勢」之行政區範圍） 

 

縣市別 偏遠程度低 偏遠程度高 

新北市 三峽區、三芝區、石門區、金山區、萬

里區 

石碇區、坪林區、平溪區、雙溪區、 

貢寮區、烏來區 

宜蘭縣 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花蓮縣 瑞穗鄉、鳯林鎮、玉里鎮、光復鄉 壽豐鄉、富里鄉、卓溪鄉、秀林鄉、 

豐濱鄉、萬榮鄉 

金門縣 金城鎮 金湖鎮、金沙鎮、金寧鄉、烈嶼鄉、 

烏坵鄉 

連江縣  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東引鄉 

桃園縣  復興鄉 

新竹縣 寶山鄉、關西鎮、橫山鄉、北埔鄉、 

新埔鎮 
五峰鄉、峨眉鄉、尖石鄉 

苗栗縣 公館鄉、三義鄉、銅鑼鄉、西湖鄉、通

霄鎮、卓蘭鎮、造橋鄉、頭屋鄉 

獅潭鄉、泰安鄉、南庄鄉、大湖鄉、 

三灣鄉 

台中市 新社區、東勢區 和平區 

彰化縣 竹塘鄉、溪州鄉、芳苑鄉、大城鄉、福

興鄉 

 

南投縣 集集鎮、水里鄉、竹山鎮 魚池鄉、仁愛鄉、國姓鄉、鹿谷鄉、 

中寮鄉、信義鄉 

雲林縣 
麥寮鄉、元長鄉、東勢鄉、四湖鄉、褒

忠鄉、口湖鄉、大埤鄉、崙背鄉、水林

鄉、古坑鄉 

 

嘉義縣 東石鄉、中埔鄉、義竹鄉、竹崎鄉、鹿

草鄉、六腳鄉 
大埔鄉、阿里山鄉、梅山鄉、番路鄉 

台南市 
白河區、柳營區、六甲區、七股區、後

壁區、東山區、官田區、北門區、山上

區、玉井區、將軍區 

楠西區、南化區、大內區、左鎮區、龍

崎區 

高雄市 旗山區、美濃區、燕巢區 田寮區、六龜區、甲仙區、杉林區、 

茂林區、桃源區、三民區、內門區 

屏東縣 
恆春鎮、里港鄉、鹽埔鄉、高樹鄉、萬

巒鄉、新埤鄉、枋寮鄉、崁頂鄉、車城

鄉、枋山鄉、琉球鄉 

滿州鄉、霧臺鄉、三地門鄉、瑪家

鄉、泰武鄉、來義鄉、獅子鄉、春日 

鄉、牡丹鄉 

澎湖縣 馬公市 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 

七美鄉 

台東縣 鹿野鄉、成功鎮、太麻里鄉、池上鄉、

關山鎮 

大武鄉、海端鄉、達仁鄉、東河鄉、金

峰鄉、卑南鄉、長濱鄉、延平鄉、 

蘭嶼鄉、綠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