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研究所
 

主旨：檢陳數理教育研究所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所務會議紀
錄1份(如附件)，請核示。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09年7月15日召開完竣。
擬辦：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作業。

 

會辦單位：師範學院教育學系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數理教育研究所 助教 侯惠蘭 109/07/15 14:13:36(承辦) :

　　　　　　　　　　　　　　　　　　　　　　　　　　　　　
 2.師範學院 數理教育研究所 召集人 陳均伊 109/07/24 01:12:34(核示)
: 

　　　　　　　　　　　　　　　　　　　　　　　　　　　　　
 3.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契僱組員 黃貞瑜 109/07/27 08:08:24(會辦) : 

　　　　　　　　　　　　　　　　　　　　　　　　　　　　　
 4.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教育系主任 林明煌 109/07/27 12:47:35(會辦) :

　　　　　　　　　　　　　　　　　　　　　　　　　　　　　
 5.師範學院  院長 黃月純 109/07/27 14:13:50(決行) : 

閱(代為決行)
　　　　　　　　　　　　　　　　　　　　　　　　　　　　　
 6.師範學院 數理教育研究所 助教 侯惠蘭 109/07/27 16:40:32(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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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109/07/15

檔　　號：109/190305/1

保存年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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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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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教育研究所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所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7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科學館四樓 I410研討室 

三、主席：陳均伊 召集人                           紀錄：侯惠蘭 

四、出列席：如簽到單 

五、上次會議決議處理情形： 

1、配合本校境外臺生因應疫情返臺就學銜接專案計畫，同意招生 1名，採書

面審查方式辦理。 

2、通過本所品質保證認可自我評鑑報告依意見修正，如有其他建議，請於 5

月 20日前提出，以便彙整後送印，並於 5月 28日前送交師範學院。 

六、主席報告： 

    各位老師好，有二件事情需要共同討論，因此暑假期間勞煩大家跑一

趟，不好意思。由於教育部 3月份會議決議：110學年度起研究所公費生培

育/受領公費年限至少兩年，至多延長一年，如依本所原訂公費生招生時程，

則僅 1年半的時間受領公費，因此本所公費生招生相關事項需重新考量，

另外則是依據師培中心 109學年度起適用之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

修訂本所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請各位老師提供意見。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10學年度公費生招生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 109年 3月 12日教育部研商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及作業流程

會議決議(如附件 P.1-7)：110學年度起研究所公費生培育/受領公費年限至

少兩年，至多延長一年。109年 6月 11日教育部研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及培育原則會議決議(如附件 P.8-9)：未來公費生之培育條件及甄選對象資

格，不能限定具教師資格者。 

2、本所 108學年度和 109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招生，均於第 1學期結束，

第 2學期開始前辦理，因此，公費受領年限最多 1年半。 

3、又依教育部 109年 2月 4日修正發布之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

法(如附件 P.10-14)第 5條規定：碩士級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二年。但依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

領年限者，其公費受領之年數，應配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之公費師資需求延長或縮短之。 

4、據此，本所 110學年度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自然專長公費生 2名，於



 

 

112學年度分別分發於嘉義市大同國小及高雄市偏遠地區國小，如依舊於

入學後辦理甄試，需向分發縣市及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一年，於 113學

年度分發，才能符合上述相關規定。 

5、本所 110學年度公費生招考於本校一般考試招生時辦理，抑或如以往於第

1學期結束後辦理，提請討論。 

決議：本所 110學年度 2名公費生，預定於 112學年度分發，基於教育部規定：

110學年度起研究所公費生培育/受領公費年限至少兩年，至多延長一年，

且未來公費生之培育條件及甄選對象資格，不能限定具教師資格者，為

考量如招收未具教師證者，修習教育學程及實習至少需 2年半，勢必不

符規定。 

      一致同意向分發縣市及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一年，於 113學年度分發，

並於 110年 1月 18日至 2月 5日間擇期辦理甄試。 

 

提案二 

案由：修訂本所 109學年度起適用之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師培中心 109學年度起適用之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如附件

P.15-18)修訂。 

2、本所 109學年度起適用之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草案(如附件

P.19-22)、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P.23-30)，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八、散會：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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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2 月 04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公費生，指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畢業後應至偏

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之學生。 

前項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學校位置或不足類科師資需求認

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3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充裕偏遠或特殊地區師資需求，應規劃公費生之培育。 

公費生培育名額於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報缺額及類別，經中央主管機關調整後併國立學校師資需求核定之。 

公費生培育名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分配至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第 4 條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費生培育名額公開辦理招生或校內甄選，其錄取

方式、名額、公費受領起訖時間與年限、所享權利、應履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義務、違反義

務之處理與分發服務相關規定，應於招生簡章或甄選實施規定中定之。 

原住民學生參與前項為保障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來源而辦理之公開招生或校內甄選時，依原住

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應取得中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公費生培育，應落實該類科教師專業標準及服務精神之培養，並與中

央主管機關及提報缺額、類別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建立合作輔導機制。 

前項合作輔導機制，應包括共同規劃公費生應具備之教育專業知能、遴選教育實習機構及訂

定輔導實施計畫。 

 

第 5 條 

經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公開辦理招生入學之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四年。但修業年限為四年以

上之學系或學生成績優異依大學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得准提前畢業者，其公費受領之年

數，應配合該學系或學生之修業年限延長或縮短之。 

經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校內甄選之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二年至四年。但依中央、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領年限者，其公費受領之年數，應配

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延長或縮短之。 

經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公開辦理招生入學之碩士級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二年。但依中央、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領年限者，其公費受領之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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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配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延長或縮短之。 

前三項公費生於本法第十條規定之半年教育實習期間，無公費待遇，亦不計入服務年數。 

 

第 6 條 

公費項目及其支付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第 7 條 

公費生於公費受領前，應與分發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簽訂行政契約書。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學生姓名、系級、公費受領開始年月、公費受領起訖時間及年限、分發服

務年限、分發學年度、培育條件、違反約定喪失公費受領及接受分發之權利、償還公費之條

件及核計基準、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保證人對公費生公費賠償負連帶責任、簽約日期及其

他相關事項。 

契約書簽訂後，分發學年度不得延後，且培育條件不得變更。但原住民公費生及離島地區保

送生，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得延後分發至多一學年度。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將公費生名冊、契約書及相關文件妥善保存。 

 

第 8 條 

公費生修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受領，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一、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學分數未達二學分。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不在

此限。 

三、曾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 

四、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 teaching,assessment）B1 級以上英語相

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離島地區公費生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二）原住民公費生。 

五、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未達七十二小時。 

六、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七、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求。 

八、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未取得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九、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務實習未達八週。 

十、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未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二十學分。 

前項第二款規定，於離島地區及原住民公費生之第一學年成績，不適用之。 

離島地區及原住民公費生第二學年起之學業成績未達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其學業總平均於班

級排名前百分四十或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者，得由師資培育之大學進行適性評估，經中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保有其公費生資格。 

公費生修業期間經就讀學校甄選為交換學生，並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保留公費生資格及延後分發，其期間至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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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公費生於交換期間應暫停公費受領，並以學期為單位暫停其權利及義務。 

 

第 9 條 

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受領，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

利： 

一、修業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無故

不就學。 

二、因重大疾病或事故以外之其他理由辦理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 

三、分發前未取得教師證書。 

四、取得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不報到致撤銷分發。 

公費生分發任教後，未依規定年限連續服務滿三年者，應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已連續服

務三年以上未滿應服務年數者，依其未服務之年月數比例償還已受領之公費。 

前項未服務年月數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培育公費生之師資培育之大學負追繳公費生應償還公費之義務。 

 

第 10 條 

公費生修業期間或分發服務期限屆滿前死亡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償還已受領之公費： 

一、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 

二、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致有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情形。 

三、服務義務期間，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被認定不適任教職，經報該管主管機關核定免除公

費服務義務。 

前條及前項所稱重大疾病或事故之認定權責機關規定如下： 

一、於修業期間或尚未取得教師證書之公費生：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認定後，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二、已分發任教之公費合格教師：由分發學校報該管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分

發學校主管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者，由學校逕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11 條 

公費生之缺額，得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訂定有關規定遞補，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公費受

領自遞補日起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為止，不得少於一年。 

 

第 12 條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於公費生取得教師證書後，應造具公費合格教師名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提報之師資缺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公費

生分發，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不得拒絕；國立學校由中央主管機關逕行分發。 

前項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調整之公費生培育名額，應協調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分發學校同意後，辦理公費生分發。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公費生分發名額後，應參據各校教師需求名額、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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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語言專長、學生成績及志願等，以公開、公平、公正方式分發至學校服務，並以一次為

限。 

 

第 13 條 

下列人員應優先辦理專案分發： 

一、離島地區及原住民保送生，分發原保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再由原保送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分發保送地區學校服務。但保送國立學校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逕行分發。 

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公費合格教師取得偏遠或特殊地區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同意聘任

之證明者。 

三、具兵役義務者於取得教師證書後，除經兵役主管機關核准緩徵並於當年度完成分發者

外，其餘由中央主管機關列冊候用，俟服完兵役後依規定統一辦理專案分發。 

 

第 14 條 

分發任教之公費合格教師，應按分發通知規定期限向該管主管機關、學校報到；其有特殊情

形，須延緩報到者，應向分發學校申請，由學校報該管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

分發學校主管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者，由學校逕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15 條 

公費合格教師之分發任教，依教師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免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第 16 條 

公費生取得教師證書後，應於分發學校連續服務，其最低服務年限不得少於六年。 

前項連續服務期間，公費生如有重大疾病或事故者，得辦理展延服務，其期間至多為三年，

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所定重大疾病或事故之認定，由分發學校報該管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分

發學校主管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者，由學校逕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17 條 

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不得申請異動、調職。但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得經分發學校

及該管主管機關同意調任其他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繼續履行服務義務。 

分發學校之主管機關應將異動情形通知公費生原就讀學校繼續列管。 

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之前四年不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學位之進修。 

 

第 18 條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為鼓勵家境清寒或成績優異之自費生，應設立師資培育助學金；其數

額，每人每月新臺幣四千元，並得視需求調整額度。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並經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審查通過者，得給予師資培育助學金： 

一、清寒優秀之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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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前百分之四十，或達八十分以上。 

（二）未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 

（三）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為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或申請補助之學期尚有就學貸款。 

二、成績優異之師資生： 

（一）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為系所前百分之三十。 

（二）未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 

前項師資培育助學金，公立學校，由各大學校院自行編列預算支應；私立學校，由中央主管

機關按年度編列預算酌予補助。 

第一項師資培育助學金之名額、金額、審查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

之。 

 

第 19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一日、一百零一年三月五日、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九日、一百零

七年五月三日及一百零九年二月四日修正施行前已招生、甄選入學之公費生，除第八條第四

項及第五項外，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 2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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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109 學年度起適用) 

107 年 12 月 11 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08 年 1 月 8 日 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 

108 年 2 月 12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 年 5 月 7 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7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8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2 月 18 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3 月 2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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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9 年 6 月 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78834 號函備查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師資公費生為優質教師，建立完善之公費生培育與輔

導制度，依據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

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費生，指依師資培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畢

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之本校師資生。 

前項偏遠地或特殊地區學校，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案學校位置或不足類科師資需求

認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三、公費生所享有之公費與助學金之數額、公費生之公費收領年限、應訂定契約之內容、應

履行及其應遵循事項之義務、違反義務之處理、分發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公費生於公費受領前，應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學生姓名、系級、公費受領開始年月、公費受領起訖時間及年限、分

發服務年限、分發學年度、培育條件、違反約定喪失公費受領及接受分發之權利、償還

公費之條件及核計基準、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保證人對公費生公費賠償負連帶責任、

簽約日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契約書簽訂後，分發學年度不得延後，且培育條件不得變更。但原住民籍公費生及離島

地區保送生，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得延後分發至多一學年度。 

四、本校公費生之來源包括教育部規範之甲、乙兩種方案 

(一)甲案(甄選高中畢業生、大學畢業生) 

1.甄選高中畢業生：依地方政府及國教署師資類科需求各培育大學系特性，共同決定採

大甄選入學、指考入學、四技二專統測入學或繁星推薦方式招生。 

2.甄選大學畢業生：依地方政府及國教署師資類科需求，共同決定採甄選入學或招生考

試方式招生。 

(二)乙案(甄選大學以上校內師資生)：依地方政府及國教署師資類科需求，遴選卓越師資培

育獎學金受獎學生及優秀師資生（含師培學系教育學程）成為公費生。 

原住民籍學生參與前項甄選時，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應取得中級以

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五、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名額、師資類科及分發學年度，依教育部核定為準。 

六、各類科公費生甄選標準由本校培育公費生之學系訂之，但至少應包含以下三項  

(一) 歷年學科成績。  

(二) 學習歷程檔案成績。 

(三) 面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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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費生缺額遞補原則 

(一)經本校校內甄選錄取之公費生未依期限辦理報到、簽約、因故喪失或放棄公費生資格所

產生之缺額，由參與甄選之師資生依序遞補之。 

(二)各師資類科、領域專長公費生缺額，限由同一師資類科、領域專長之師資生遞補。  

(三)經遞補為公費生者，其受領公費自遞補日起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為止，不得少於一

年。  

(四)公費生名額出缺之當學年度，依期程為在學就讀最後一學年度者，其缺額不再遞補。 

(五)一年級第二學期起之公費生缺額，依申請者入學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高低依序遞

補。前項成績之審核以學業成績高低為依據，惟各學期之操行成績均不得低於八十分。 

(六)轉學、轉系（所）及轉組學生不得申請遞補。 

八、公費生之學習要求包括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 

九、公費生畢業前修習正式課程規定： 

(一) 應依取得師資生資格學年度修習教育部核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

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二) 應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要求之教育專業知能條件(如任教學習領域、

教學專長、第二專長、混齡或包班專長等)。 

(三) 原住民籍公費生應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二十學分。 

(四) 公費受領期間應具國內修課事實，每學期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符合縣市培育條件之

專門課程至少二學分。 

十、公費生畢業前修習非正式課程規定 

(一)語文能力 

1.一般身分公費生應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B1 級以上英語相

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離島地區公費生應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2.原住民籍公費生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證明。 

(二)義務服務 

1.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達七十二小時，以教育部或本

校培育公費生學系擬定符合弱勢偏鄉服務精神之服務學習計畫，經培育公費生學系輔

導老師推薦與審核，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證。其中須有四十小時以上為補救教學，幼

兒教育學系應安排幼兒園公費生以幼兒園服務為主。 

2.受領期間至少參與一次教育史懷哲服務。 

3.原住民籍公費生應於部落服務實習達八週。 

(三)教學實務 

1.應於實習完成之前參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教學實務能力鑑測或本校培育公費生學

系舉辦之教學演示競賽，活動辦法由本校培育公費生學系另訂之。 

2.每學期參加教育部或校內辦理之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工作坊等活動四小時以上。畢

業前應參加前述研習達三十六小時以上。 

(四)教學知能 

1.應通過「國民小學教師學科知能評量」或本校規定之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合計至少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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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偏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學科知能評量規定 

(1)一般教師加包班：依各縣市需求訂定通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及自然領域)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其中至少 2 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 

(2)一般教師加註專長：依各縣市需求訂定通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及自然領域)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其中至少 1 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另加註專長。 

(3)國小特殊教育資優組公費生培育條件比照國小公費生規定辦理。 

十一、公費生輔導原則及方式  

(一)公費生自入學之日起，培育公費生之學系排定輔導老師負責輔導事宜。 

(二)公費生若未達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各項基本要求，則啟動輔導機制，由輔導老師加強

輔導，輔導機制由培育公費生之學系另訂之。 

(三)培育公費生之學系定期召開公費生學習輔導會議，並做成會議紀錄，副知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 

(四)輔導老師協助公費生建立個人發展歷程檔案，每學期期末填報公費生整體表現評估及

輔導紀錄，並彙整相關執行資料送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存查。 

(五)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定期召開公費生輔導座談會及公費生輔導老師座談會，並做成會議

紀錄或成果報告。 

十二、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 

(一)經由甲案辦理招收高中畢業生之大學部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四年。但修業年限為四

年以上之學系或學生成績優異依大學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得准提前畢業者，其公

費受領之年數，應配合該學系或學生之修業年限延長或縮短之。 

(二)經由甲案辦理招收大學畢業生之碩士級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二年。但依中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領年限者，其公費受領之

年數，應配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延長或縮短之。 

(三)經由乙案甄選大學以上校內師資生之大學部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二年至四年。但依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領年限者，其

公費受領之年數，應配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延長或縮短之。 

前項公費生於半年教育實習期間，無公費待遇，亦不計入服務年數。 

十三、公費生修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受領，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一)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學分數未達二學分。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不

在此限。 

(三)曾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 

(四)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B1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

定及格證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離島地區公費生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2.原住民籍公費生。 

(五)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未達七十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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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七)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求。 

(八)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證明。 

(九)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務實習未達八週。 

(十)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二十學分。 

前項第二款規定，於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之第一學年成績，不適用之。 

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第二學年起之學業成績未達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其學業總平均

於班級排名前百分四十或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者，得由本校進行適性評估，經中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保有公費生資格。 

公費生修業期間經就讀學校甄選為交換學生，並經教育部同意者，得保留公費生資格及延

後分發，其期間至多一年。 

前項公費生於交換期間應暫停公費受領，並以學期為單位暫停其權利及義務。 

十四、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待遇，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並喪失接受分

發之權利： 

(一)修學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無故

不就學。 

(二)因重大疾病或事故以外之其他理由辦理休學。 

(三)分發前未取得教師證書者。 

(四)取得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不報到致撤銷分發。 

公費生分發任教後，未依規定年限連續服務滿三年者，應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已連續

服務三年以上未滿應服務年數者，依其為服務之年月數比例償還已受領之公費。 

前項未服務年月數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十五、公費生修業期間或分發服務期限屆滿前死亡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償還已受領之公

費 

(一)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 

(二)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致有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情形。 

(三) 服務義務期間，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被認定不適任教職，經報該主管機關核定免除公費

服務義務。 

十六、公費生之分發 

(一)大學部公費生：須畢業，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及教育實習及格。 

(二)碩士級以上之公費生 

1.依各縣市需求規定辦理，如原提報核定之名額為碩士級公費生，須取得碩士學位證書，

並應於契約書中明訂，不得變更。 

2.公費生資格係從大學部帶進研究所，則不用取得碩士學位證書即可分發。 

公費生取得教師證書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應造具公費合格教師名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十七、公費生服務年限應於分發學校連續服務，其最低服務年限不得少於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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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連續服務期間，公費生如有重大疾病或事故者，得辦理展延服務，其期間至多為

三年，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所定重大疾病或事故之認定，由分發學校報該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其分發學校主管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者，由學校逕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偏鄉地區學校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

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年。 

十八、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不得申請異動、調職。但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得經分

發學校及該管主管機關同意調任其他偏遠或特殊地區學學校繼續履行服務義務。 

分發學校之主管機關應將異動情形通知公費生原就讀學校繼續列管。 

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之前四年不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學位之進修。 

十九、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二十、一百零九年二月四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前已招生、甄

選入學之公費生，除本要點第十三點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外，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

規定。 

二十一、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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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

(109 學年度起適用) 

106 年 4 月 27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108 年 9 月 26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7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升公費生學習品質，保障

畢業後公費生師資素質，特依據「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

法」與「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等相關規定，訂定本所

「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師資培育公費生(以下簡稱公費生)，係指依師資培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之本校師資生。 

三、公費生所享有之公費與助學金之數額、公費生之公費受領年限、應訂定契約之內容、應

履行及其應遵循事項之義務、違反義務之處理、分發服務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公費生於公費受領前，應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學生姓名、系級、公費受領開始年月、公費受領起訖時間及年限、分

發服務年限、分發學年度、培育條件、違反約定喪失公費受領及接受分發之權利、償還

公費之條件及核計基準、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保證人對公費生公費賠償負連帶責任、

簽約日期及其他相關事項。 

    契約書簽訂後，分發學年度不得延後，且培育條件不得變更。但原住民籍公費生及離島

地區保送生，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得延後分發至多一學年度。 

四、原住民籍學生參與前項甄選時，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應取得中級

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五、公費生缺額遞補原則 

(一)經本校校內甄選錄取之公費生未依期限辦理報到、簽約、因故喪失或放棄公費生資格

所產生之缺額，由參與甄選之師資生依序遞補之。 

(二)各師資類科、領域專長公費生缺額，限由同一師資類科、領域專長之師資生遞補。  

(三)經遞補為公費生者，其受領公費自遞補日起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為止，不得少於

一年。  

(四)公費生名額出缺之當學年度，依期程為在學就讀最後一學年度者，其缺額不再遞補。 

(五)一年級第二學期起之公費生缺額，依申請者入學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高低依序遞

補。前項成績之審核以學業成績高低為依據，惟各學期之操行成績均不得低於八十

分。 

(六)轉學、轉系（所）及轉組學生不得申請遞補。 

六、公費生畢業前修習正式課程規定： 

(五) 應依取得師資生資格學年度修習教育部核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

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六) 應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要求之教育專業知能條件(如任教學習領域、

教學專長、第二專長、混齡或包班專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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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原住民籍公費生應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 20 學分。 

(八) 公費受領期間應具國內修課事實，每學期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符合縣市培育條件

之專門課程至少 2 學分。 

七、公費生畢業前修習非正式課程規定 

(一)語文能力： 

1.一般身分公費生應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B1 級以

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離島地區公費生應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

及格證書。 

2.原住民籍公費生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證明。 

(二)義務服務 

1.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達 72 小時，以教育部或本校

培育公費生學系擬定符合弱勢偏鄉服務精神之服務學習計畫，經本所輔導老師推薦與

審核，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證。其中須有 40 小時以上為補救教學。 

2.受領期間至少參與一次教育史懷哲服務。 

3.原住民籍公費生應於部落服務實習達八週。 

(三)教學實務 

1.應於實習完成之前參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教學實務能力鑑測或本校培育公費生學

系舉辦之教學演示競賽，活動辦法由本校培育公費生學系另訂之。 

2.每學期參加教育部或校內辦理之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工作坊等活動 4 小時以上。

畢業前應參加前述研習達 36 小時以上。 

(四)教學知能 

1.應通過「國民小學教師學科知能評量」或本校規定之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合計至少四項。 

2.針對偏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學科知能評量規定 

(1)一般教師加包班：依各縣市需求訂定通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及自然領域)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其中至少 2 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 

(2)一般教師加註專長：依各縣市需求訂定通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及自然領域)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其中至少 1 科達「精熟」級，其餘達「基礎」級，另加註專長。 

(3)國小特殊教育資優組公費生培育條件比照國小公費生規定辦理。 

八、公費生輔導原則及方式  

(一)公費生自入學之日起，本所排定輔導老師負責輔導事宜。 

(二)公費生若未達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各項基本要求，則啟動輔導機制，由輔導老師加

強輔導，輔導機制由本所另訂之。必要時轉介學生輔導中心或專業機構接受輔導。 

(三) 原則上，每學期由召集人召集相關導師、公費生召開「公費生學習輔導會議」至少

乙次，並做成會議紀錄，副知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四)輔導老師協助公費生建立個人發展歷程檔案，每學期期末填報公費生整體表現評估及

輔導紀錄，並彙整相關執行資料送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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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 

  經由甲案辦理招收大學畢業生之碩士級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二年。但依中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領年限者，其公費受領之

年數，應配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求延長或縮短之。 

   前項公費生於半年教育實習期間，無公費待遇，亦不計入服務年數。 

十、公費生修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一)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學分數未達二學分。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不

在此限。 

(三)曾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 

(四)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B1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

檢定及格證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離島地區公費生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2.原住民籍公費生。 

(五)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未達 72 小時。 

(六)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七)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求。 

(八)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高級以上證明。 

(九)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務實習未達八週。 

(十)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 20 學分。 

前項第二款規定，於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之第一學年成績，不適用之。 

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第二學年起之學業成績未達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其學業總平

均於班級排名前百分四十或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者，得由本校進行適性評估，經中央、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保有公費生資格。 

公費生修業期間經就讀學校甄選為交換學生，並經教育部同意者，得保留公費生資格及

延後分發，其期間至多一年。 

前項公費生於交換期間應暫停公費受領，並以學期為單位暫停其權利及義務。 

 十一、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待遇，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並喪失接受

分發之權利： 

(一)修業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

無故不就學。 

(二)因重大事故或疾病以外之其他理由辦理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 

(三)分發前未取得教師證書者。 

(四)取得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不報到致撤銷分發。 

公費生分發任教後，未依規定年限連續服務滿三年者，應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已連

續服務三年以上未滿應服務年數者，依其未服務之年月數比例償還已受領之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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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未服務年月數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培育公費生之師資培育之大學負追繳公費生應償還公費之義務。 

十二、公費生修業期間或分發服務期限屆滿前死亡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償還已受領之公

費： 

(一)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 

(二)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致有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情形。 

(三)服務義務期間，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被認定不適任教職，經報該管主管機關核定免

除公費服務義務。 

前條及前項所稱重大疾病或事故，於修業期間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認定之；於取得教

師證書分發任教之公費合格教師，由服務學校報請該管主管機關認定之。 

十三、公費生之分發依各縣市需求規定辦理，如原提報核定之名額為碩士級公費生，須取得

碩士學位證書，並應於契約書中明訂，不得變更。 

      公費生取得教師證書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應造具公費合格教師名冊，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十四、公費生服務年限應於分發學校連續服務，其最低服務年限不得少於 6 年。 

前項連續服務期間，公費生如有重大疾病或事故者，得辦理展延服務，其期間至多為

三年，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所定重大疾病或事故之認定，由分發學校報該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其分發學校主管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者，由學校逕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偏鄉地區學校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

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 2 年 

十五、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不得申請異動、調職。但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得經分

發學校及該管主管機關同意調任其他偏遠或特殊地區學學校繼續履行服務義務。 

分發學校之主管機關應將異動情形通知公費生原就讀學校繼續列管。 

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之前四年不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學位之進修。 

十六、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十七、一百零九年二月四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前已招生、甄

選入學之公費生，除本要點第十三點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外，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

規定。 

十八、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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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108 學年度適用) 說明 

三、公費生所享有之公費與助學金之

數額、公費生之公費受領年限、

應訂定契約之內容、應履行及其

應遵循事項之義務、違反義務之

處理、分發服務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 

    公費生所享有之公費與助學金

之數額、公費生之公費收領年

限、應訂定契約之內容、應履行

及其應遵循事項之義務、違反義

務之處理、分發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 

公費生於公費受領前，應與本校

簽訂行政契約書。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學生姓名、系

級、公費受領開始年月、公費受

領起訖時間及年限、分發服務年

限、分發學年度、培育條件、違

反約定喪失公費受領及接受分

發之權利、償還公費之條件及核

計基準、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

保證人對公費生公費賠償負連

帶責任、簽約日期及其他相關事

項。 

契約書簽訂後，分發學年度不得

延後，且培育條件不得變更。但

原住民籍公費生及離島地區保

送生，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得延後分發至多一

學年度。 

三、公費生所享有之公費與助學金之

數額、公費生之公費受領年限、

應訂定契約之內容、應履行及其

應遵循事項之義務、違反義務之

處理、分發服務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 

1.依據本校

師資培育

公費生甄

選培育與

輔導要點

修正 

2. 四、依據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

服務辦法第七條規定，公費生於

受領公費前，應與學校簽訂行政

契約書，以履行其相關服務義

務。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學生姓名、系

級、受領公費開始年月、受領公

費起迄時間與年限、分 發服務年

限、違反約定喪失接受公費與分

發之權利、償還公費之條件與核

計基準、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

保證人對公費生公費賠償負連帶

責任、簽約日期等事項。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將公費生名

冊、契約書及相關文件妥善保

存。 

四、原住民籍學生參與前項甄選時，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應取得中級以上原住

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本點新增 

 五、本所為強化公費生本職學能，特

別根據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

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等相關規定要

求，在學期間如有未達校訂「國

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培育與輔導要點」包括正式課程

及非正式課程學習要求所列之標

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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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輔導老師應立即提報本所辦

公室，由召集人與該生輔導老師

共同列為重點學習輔導對象，並

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共同輔

導，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相關

會議以研商輔導策略。 

五、公費生缺額遞補原則 

(一)經本校校內甄選錄取之公費生未

依期限辦理報到、簽約、因故喪

失或放棄公費生資格所產生之缺

額，由參與甄選之師資生依序遞

補之。 

(二)各師資類科、領域專長公費生缺

額，限由同一師資類科、領域專

長之師資生遞補。  

(三)經遞補為公費生者，其受領公費

自遞補日起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為止，不得少於一年。  

(四)公費生名額出缺之當學年度，依

期程為在學就讀最後一學年度

者，其缺額不再遞補。 

(五)一年級第二學期起之公費生缺

額，依申請者入學後各學期學業

成績總平均高低依序遞補。前項

成績之審核以學業成績高低為依

據，惟各學期之操行成績均不得

低於八十分。 

(六)轉學、轉系（所）及轉組學生不

得申請遞補。 

 本點新增 

六、公費生畢業前修習正式課程規

定： 

(一) 應依取得師資生資格學年度修

習教育部核定之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

課程及專門課程。 

(二)應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所要求之教育專業知能條

件(如任教學習領域、教學專長、

第二專長、混齡或包班專長等)。 

(三)原住民籍公費生應修畢原住民

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 20

學分。 

(四)公費受領期間應具國內修課事

實，每學期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或符合縣市培育條件之專門課

六、公費生畢業前修習正式課程規

定： 

   應依取得師資生資格學年度修習

教育部核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

程及專門課程。 

   應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所要求之教育專業知能條

件(如任教學習領域、教學專長、

第二專長、混齡或包班專長等)。 

   原住民籍公費生應修畢原住民族

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十學

分。 

   公費受領期間應具國內修課事

實，每學期應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或符合縣市培育條件之專門課

依據本校師

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培育

與輔導要點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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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至少 2 學分。 程至少 2 學分。 

七、公費生畢業前修習非正式課程規

定 

(一)語文能力： 

1.一般身分公費生應取得符合歐洲

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

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B1級以上英語

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離島地區

公費生應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

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2.原住民籍公費生應取得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高級以

上證明。 

(二)義務服務 

1.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

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達 72 小時，

以教育部或本校培育公費生學系擬

定符合弱勢偏鄉服務精神之服務學

習計畫，經本所輔導老師推薦與審

核，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證。其

中須有 40 小時以上為補救教學。 

2.受領期間至少參與一次教育史懷

哲服務。 

3.原住民籍公費生應於部落服務實

習達八週。 

(三)教學實務 

1.應於實習完成之前參與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辦理教學實務能力鑑測或

本校培育公費生學系舉辦之教學演

示競賽，活動辦法由本校培育公費

生學系另訂之。 

2.每學期參加教育部或校內辦理之

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工作坊等

活動 4 小時以上。畢業前應參加前

述研習達 36 小時以上。 

(四)教學知能 

1.應通過「國民小學教師學科知能評

量」或本校規定之教學基本能力檢

定合計至少四項。 

2.針對偏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學科

知能評量規定 

(1)一般教師加包班：依各縣市需求訂

定通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

及自然領域)4領域學科知能評量，

七、公費生畢業前修習非正式課程規

定 

(一)英語文能力： 

1.一般身分公費生應取得符合歐洲

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

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B1 級以上英

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離島地

區公費生應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

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2.原住民籍公費生應通過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級。 

(二)義務服務 

1.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

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達七十二小

時，以教育部或本校培育公費生學

系擬定符合弱勢偏鄉服務精神之服

務學習計畫，經本所輔導老師推薦

與審核，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證。

其中須有四十小時以上為補救教

學。 

2.受領期間至少參與一次教育史懷

哲服務。 

3.原住民籍公費生應於部落服務實

習達八週。 

(三)教學實務 

1.應於實習完成之前參與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辦理教學實務能力鑑測或本

校培育公費生學系舉辦之教學演示

競賽，活動辦法由本校培育公費生

學系另訂之。 

2.每學期參加教育部或校內辦理之

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工作坊等

活動四小時以上。畢業前應參加前

述研習達三十六小時以上。 

(四)教學知能 

1.應通過「國民小學教師學科知能評

量」或本校規定之教學基本能力檢

定合計至少四項。 

2.針對偏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學科

知能評量規定 

(1)一般教師加包班：依各縣市需求訂

定通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

及自然領域)4領域學科知能評量，

依據本校師

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培育

與輔導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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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至少 2 科達「精熟」級，其餘

達「基礎」級。 

(2)一般教師加註專長：依各縣市需求

訂定通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

會及自然領域)4 領域學科知能評

量，其中至少 1 科達「精熟」級，

其餘達「基礎」級，另加註專長。 

(3)國小特殊教育資優組公費生培育

條件比照國小公費生規定辦理。 

其中至少 2 科達「精熟」級，其餘

達「基礎」級。 

(2)一般教師加註專長：依各縣市需求

訂定通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

會及自然領域)4 領域學科知能評

量，其中至少 1 科達「精熟」級，

其餘達「基礎」級，另加註專長。 

(3)國小特殊教育資優組公費生培育

條件比照國小公費生規定辦理。 

八、公費生輔導原則及方式  

(一)公費生自入學之日起，本所排定

輔導老師負責輔導事宜。 

(二)公費生若未達正式課程及非正式

課程各項基本要求，則啟動輔導

機制，由輔導老師加強輔導，輔

導機制由本所另訂之。必要時轉

介學生輔導中心或專業機構接

受輔導。 

(三) 原則上，每學期由召集人召集相

關導師、公費生召開「公費生學

習輔導會議」至少乙次，並做成

會議紀錄，副知本校師資培育中

心。 

(四)輔導老師協助公費生建立個人發

展歷程檔案，每學期期末填報公

費生整體表現評估及輔導紀錄，

並彙整相關執行資料送本校師

資培育中心存查。 

 本點新增 

九、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 

    經由甲案辦理招收大學畢業生

之碩士級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

為二年。但依中央、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

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領年限

者，其公費受領之年數，應配合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

公費師資需求延長或縮短之。 

   前項公費生於半年教育實習期

間，無公費待遇，亦不計入服務

年數。 

九、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依據師資培

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第五條規定，本所經由公開辦理

招生入學之公費生受領公費年

限為二年。但依中央、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之公費師資需

求，得延長或縮短公費受領年限

者，其受領公費之年數，應配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公費

師資需求延長或縮短之。 

    公費生於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第十條規定之

半年教育實習期間，無公費待

遇，亦不計入服務年數。 

依據本校師

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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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費生修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ㄧ

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

分發之權利： 

十、公費生修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ㄧ

者，應終止公費待遇，並喪失接受

分發之權利： 

依據本校師

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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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

課程學分數未達 2 學分。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

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

達八十分以上，不在此限。 

(三)曾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

上處分。 

(四)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

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B1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

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1.離島地區公費生取得 A2 級以上

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2.原住民籍公費生。 

(五)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

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未達 72 小

時。 

(六)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七)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

求。 

(八)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通過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

高級以上證明。 

(九)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

務實習未達八週。 

(十)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修畢原

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

20 學分。 

   前項第二款規定，於離島地區及

原住民籍公費生之第一學年成績，

不適用之。 

   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第二

學年起之學業成績未達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其學業總平均於班級排

名前百分四十或成績達七十五分

以上者，得由本校進行適性評估，

經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同意者，始得保有公費生資格。 

公費生修業期間經就讀學校甄選

為交換學生，並經教育部同意者，

得保留公費生資格及延後分發，其

期間至多一年。 

前項公費生於交換期間應暫停公

(一)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

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

達八十分以上者，不在此限。 

(二)德育操行成績，任一學期未達八

十分，或曾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

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B1 級以上英

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但離島

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

書，不在此限。 

(四)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

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課業，未達七

十二小時。 

(五)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六)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

求。 

(七)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通過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分級認證考試中

級。 

(八)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

務實習未達八週。 

(九)原住民籍公費生畢業前未修畢原

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

十學分。 

(十)前項第一款規定，於離島地區及

原住民籍公費生之第一學年成績，

不適用之。 

   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第二

學年起之學業成績未達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其學業總平均於班級排

名前百分四十或成績達七十五分

以上者，得由師資培育大學進行適

性評估，經中央、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得保有其公費

生資格。 

與輔導要點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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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受領，並以學期為單位暫停其權

利及義務。 

十一、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終止公費待遇，償還已受領之全部

公費，並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一)修業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

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退

學、開除學籍或無故不就學。 

(二)因重大事故或疾病以外之其他理

由辦理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 

(三)分發前未取得教師證書者。 

(四)取得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

逾期不報到致撤銷分發。 

   公費生分發任教後，未依規定年限

連續服務滿三年者，應償還已受領

之全部公費；已連續服務三年以上

未滿應服務年數者，依其未服務之

年月數比例償還已受領之公費。   

   前項未服務年月數不滿一月者，以

一月計。 

   培育公費生之師資培育之大學負

追繳公費生應償還公費之義務。 

十一、依據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

發服務辦法第九條規定：公費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

待遇，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並

喪失接受分發之權利： 

(一)修業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

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

退學、開除學籍或無故不就學。 

(二)因重大事故或疾病以外之其他理

由辦理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 

(三)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不報到致

撤銷分發。 

   公費生分發任教後，未依規定年

限連續服務滿三年者，應償還已

受領之全部公費；已連續服務三

年以上未滿應服務年數者，依其

未服務之年月數比例償還已受領

之公費。   

   前項未服務年月數不滿一月者，

以一月計。 

   培育公費生之師資培育之大學負

追繳公費生應償還公費之義務。 

依據本校師

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培育

與輔導要點

修正 

十二、公費生修業期間或分發服務期

限屆滿前死亡或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免償還已受領之公費 

(四)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

能繼續完成學業。 

(五)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致有前條第一

項第三款情形。 

(六) 服務義務期間，因重大疾病或事

故，被認定不適任教職，經報該主

管機關核定免除公費服務義務。 

 

十二、依據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

發服務辦法第十條規定：公費生修

業期間或分發服務期限屆滿前死

亡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償還已

受領之公費： 

(一)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

能繼續完成學業。 

(二)服務義務期間，因重大疾病或事

故，被認定不適任教職，經報該管

主管機關核定免除公費服務義務。 

   前條及前項所稱重大疾病或事

故，於修業期間由各師資培育之大

學認定之；於取得教師證書分發任

教之公費合格教師，由服務學校報

請該管主管機關認定之。 

依據本校師

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培育

與輔導要點

修正 

 十三、尚未具備合格教師證書之公費

生，應於分發期限取得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證明書或證  明、通過教師

資格考試，並完成教育實習且成績

及格，由本校造冊送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教師證書。修畢另一類科師資

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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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教育課程，並取得證明書或證

明者，由本校造冊送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十三、公費生之分發依各縣市需求規

定辦理，如原提報核定之名額為碩

士級公費生，須取得碩士學位證

書，並應於契約書中明訂，不得變

更。 

   公費生取得教師證書後，本校師資

培育中心應造具公費合格教師名

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十四、公費生之分發依各縣市需求規

定辦理，如原提報核定之名額為碩

士級公費生，須取得碩士學位證

書，並應於契約書中明訂，不得變

更。 

1.點次變更 

2.依據本校

師資培育

公費生甄

選培育與

輔導要點

修正 

十四、公費生服務年限應於分發學校

連續服務，其最低服務年限不得少

於 6 年。 

  前項連續服務期間，公費生如有重

大疾病或事故者，得辦理展延服

務，其期間至多為三年，並以一次

為限。 

  前項所定重大疾病或事故之認定，

由分發學校報該主管機關核轉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其分發學校主管

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者，由學校逕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偏鄉地區學校實際服務現職學校

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

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徵服兵

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

至多 2 年 

十五、公費生服務年限應於分發學校

連續服務，其最低服務年限不得少

於 6 年。偏鄉地區學校實際服務現

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

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但育嬰或應

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

得採計至多 2 年。 

1.點次變更 

2.依據本校

師資培育

公費生甄

選培育與

輔導要點

修正 

十五、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不得申

請異動、調職。但中央主管機關基

於業務需要，得經分發學校及該管

主管機關同意調任其他偏遠或特

殊地區學學校繼續履行服務義務。 

  分發學校之主管機關應將異動情形

通知公費生原就讀學校繼續列管。 

   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之前四年不

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學

位之進修。 

十六、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不得申

請異動、調職。但中央主管機關基

於業務需要，得經分發學校及該管

主管機關同意調任其他偏遠或特

殊地區學學校繼續履行服務義務。 

   分發學校之主管機關應將異動情

形通知公費生原就讀學校繼續列

管。 

1.點次變更 

2.依據本校師

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培育

與輔導要點

修正 

十七、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之前四年

不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

學位之進修。 

本點刪除 

 十八、依據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

發服務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公費生

之缺額，得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訂

定有關規定遞補，並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受領公費自遞補日起至修

畢規定課程為止，不得少於一年。 

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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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師資培

育法、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

服務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九、公費生一切所有權利與義務，

本要點未盡之事宜，悉依本校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1.點次變更 

2.依據本校師

資培育公費

生甄選培育

與輔導要點

修正 

十七、一百零九年二月四日「師資培

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

正施行前已招生、甄選入學之公費

生，除本要點第十三點第一項第四

款及第五款外，仍適用修正施行前

之規定。 

 本點新增 

十八、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請 

  院長核定後實施 

二十、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請 

  院長核定後實施。 

點次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