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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一、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歷史沿革與概況 

本校重視師資培育工作，是國內少數同時培育中等教育、小學教育、特殊教育和幼兒教

育四類師資的大學。 

本校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之培育肇基於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前身成立於民國

46 年），民國 76 年在初等教育學系下設特殊教育組，並於民國 81 年 7 月設立特殊教育學系

（以下簡稱本學系），成立至今仍一直維持全學系師培的傳統。本學系教育目標與本校系務

發展目標和本校師資培育目標緊密結合，並以學系培育方式架構核心能力及專業素養課程，

發展特教類科特色，多元策略修改課程，以確保該類科發展能與時俱進，符合國家師資培育

需求。 

本師資類科以培養國民小學優秀特殊教育教師為目標，課程設計理論與實務並重。除注

重專業知識及教學技巧之培訓外，特別重視人文素養及服務理念之涵育。透過正式課程與非

正式課程，培養師資生具備真誠(Sincerity)、專業(Profession)、同理(Empathy)、自律

(Discipline)四大基本素養。為了奠定卓越良師的基礎，本師資類科配合師範學院各師資培育

學系，辦理各項師資生增能檢定，包含：板書檢定、硬筆字檢定、說故事能力檢定等。透過

校內正式師資培育課程以及校外志工隊、海外見習、校外見習與實習、特愛科學營、特奧融

合夏令營等各項活動，增進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生之專業素養與知能。 

本師資類科亦因應 108 學年度起實施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藉由「特教志工服

務」、「教育見習」和「教育實習」等引導師資生深入特殊教育現場，提升實務能力；積極

爭取教育部經費辦理海外教育見習；開設「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和 109 學年度新增「註記

次專長」課程，結合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的資源辦理以素養為導向的 12 年國教課綱課程

設計工作坊，以期積極引導職前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生以特殊教育為職志，致

力於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加速社會發展，以因應全球化的挑戰。 

本師資類科積極開展各項師資培育作為，每年獲得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補助，培育優質

之特殊教育師資生。106 至 110 學年度連續獲精進師資素養及特色發展計畫之補助。105 至 

107 學年度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海外見習計畫補助。此外，103 學年度迄今更連續獲得各縣

市所提供之公費生十餘名，111 學年度更榮獲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生獎優學校（包含特殊教

育師資類科）之榮譽，為一所具發展前景之師培學校。 

本校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由特殊教育學系以學系方式進行培育，每

年教育部核定 40 位名額，師資生主要來源包括個人申請、指考分發和繁星推薦。課程依教

育部「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規劃資賦優異類和身心障

礙類課程，並因應融合教育趨勢加強一般教育專業課程的學習。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職前課程包括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身心障礙類專業課程和

身心障礙類特需特調課程、資賦優異類專業課程和資賦優異類特需特調課程。本校特教類科

職前課程由特殊教育學系負責，除本師資類科 10 位具特殊教育專長專任教師外，亦聘有校

外兼任教師，開設多元選修課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則由本校師培中心統籌辦理。 

除正式課程外，本師資類科透過志工服務、各種營隊、研習工作坊等非正式課程涵養特

教師資生服務熱忱與態度，尤其本師資類科有成立學生社團「服務學習表現超標」連續獲選

本校績優社團，帶動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培養正向的服務態度。此外，基於嚴考勤管的理念，

本師資類科訂有畢業生基本知能考查要點，落實基本能力檢核。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畢業完成

教育實習課程後，多任職國小資源班或特教班，亦有少部分到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相關單位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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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評鑑工作分工與籌備歷程 

  針對 110 學年度師培評鑑工作，本師資類科於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召開第一次工作會

議，組成系所評鑑自評小組，小組成員分工表參見表 1。接著在 109 年 12月 17 日的第 4 次系

所務會議確認「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評鑑指標及其項目內涵，自此開始評鑑工作

的準備。110 年 3 月 20 日完成師培評鑑報告初稿後，110 年 4 月 29 日本校辦理內部評鑑，

內部評鑑後續再定期蒐集資料、討論與修訂評鑑報告書，本師資類科籌備時程與任務一覽表

參見表 2。【佐證前言 1-1-1 本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小組工作會議會議紀錄與簽到單】 

表 1  「110-2師培評鑑」本師資類科自評小組成員分工表 

項目 召集人 教師分組 協助工讀生 

總召集 
109學年林玉霞主任 

110學年吳雅萍主任 
  

基本指標和關鍵指標 
109學年林玉霞主任 

110學年吳雅萍主任 
 楊婷雅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陳明聰教師 

吳雅萍教師 

陳偉仁教師 

江秋樺教師 

楊婷雅 

王諭琳 

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五、學生學習成效 
唐榮昌教師 

簡瑞良教師 

張美華教師 

黃楷茹教師
(110-1新聘) 

夏于雯 

劉匽汝 

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陳政見教師 

陳勇祥教師 

林玉霞教師 

黃楷茹教師
(110-1新聘) 

周易潔 

劉匽汝 

註：陳偉仁教師於 109-1 離職、新聘黃楷茹教師於 110-1 起協助項目四及項目五。 

表 2 本師資類科針對「110-2師培評鑑」籌備時程與任務一覽表 

學期/日期 任務 

109-1(109.10.15)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組成系所評鑑自評小組，訂定評鑑時程與全系教師分

組任務 

109-1(109.12.17) 
109-1 第 4 次系所務會議確認「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評鑑指標及其

項目內涵 

109-1~109-2 

(109.10.15-

110.03.20) 

各評鑑項目進行分工、再歷經三次工作會議、各評鑑項目完成評鑑報告初稿 

109-2(110.04.29) 辦理「特殊學校(班)師資類科內部評鑑」 

110-1~102-2 針對「內部評鑑」評鑑委員所提供之建議，進行評鑑報告修訂 

110-1~110-2 
設計調查問卷，各類問卷發出、問卷回收與統計、再次修正各評鑑項目評鑑

報告內容 

108-2~110-1 
歷經3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 

歷經4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議 

109-2~110-1 
針對「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所提供之

建議，進行評鑑報告修訂 

110-1~110-2 
全系師長歷經6次師培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系主任與協助工讀生歷經10次師培評鑑工作會議 

110-2 系主任每周統整與持續修訂各評鑑項目內容，確認評鑑報告書 

110-2(111.05.26-

27) 
辦理「實地訪評」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M3pds_SEsTKAiN7Tl_OdfjSs6PwcHnr?usp=sharing


壹 I  

壹、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基本指標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1.師資

培育在

學校組

織中之

定位 

1.須正式明

列於學校組

織規程中，

並訂有設置

辦法。 

2-1. 師資培

育在校務發

展 計 畫 與 

學 校 組 織

中之定位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總則第三條明訂：本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師

資、養成高級專業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建設發展為宗旨。並於

第八條第一項明訂師資培育中心屬校級一級單位，顯見本校對於師資培育組織定

位十分重視。 

二、本校又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設師資培育中心，訂定「國

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統整各師資類科職前培育工作與地方輔導

工作，在行政上修訂完善的校級法規、編列經費、協調各行政單位提供師資生各

項課程與學習相關事務，設教育課程、實習輔導及綜合行政三組，以校級規範明

訂其設置法源，並訂有設置辦法，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基 1-1-1 國立嘉義大

學組織規程】【佐證基 1-1-2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符合 

□不符合 

2. 學習

空間與

資源設

備 

1.空間符合

「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發

展 規 模與 

資源 條 件

標準 」 之 

規 定。 

2-2 行政運

作質量與持

續改善機制 

一、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人數，日間學制在學學生人數為 11,951 人(大學部

9,657 人，研究生 2,294 人)，按本校蘭潭校區、民雄校區、新民校區、林森校區之

校舍建築面積(樓地板面積)約 2,830,000 平方公尺，平均每位學生約 236.8 平方公

尺，遠高於「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有關每位學生最低校

舍建築面積之規定，爰符合此指標規定。 

二、特殊教育學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人數，共計 200 人（大學部 164 人，研究

生 36 人），行政辦公室、專科教室和上課教室分別坐落在民雄校區的行政大樓(A

棟)、初教館(B棟)，A 棟空間為特殊教育學系與特教中心、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

心共同使用之場地，樓地板面積約 2,757.5 平方公尺，平均每位學生約 13.8 平方

公尺，超過「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有關每位學生最低校

舍建築面積之規定，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基 2-1-1 辦公室空間與設施一覽表

（教育部版表格）】【佐證基 2-1-2 專業教室空間與設施一覽表（教育部版表

格）】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8GiV_6-kYnm5gyxMG5z3YnTeP__UL4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8GiV_6-kYnm5gyxMG5z3YnTeP__UL4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A2tHwWQHfFS9XvXZuc-HiN2ukixvBt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23rne7zUFJbKyW_yQdBr0XX8tba4GC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23rne7zUFJbKyW_yQdBr0XX8tba4GC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1bkYfHn2-nRLLMZJDylQzyiE8zHkRf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1bkYfHn2-nRLLMZJDylQzyiE8zHkRfs?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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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2.圖書設備

符合「大學

設立師資培

育中心辦

法」之規

定。 

一、本校圖書館有豐富教育類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資源，本校圖書館在蘭潭、民雄、

新民校區皆提供完整服務，民雄校區圖書館教育類圖書資料館藏最為豐富，包含

紙本資料、視聽資料、期刊、光碟資料庫、線上資料庫等，高達 1,428,969 種，遠

高於「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 4 條所訂 1,500 種以上之規定，爰符合規

定。 

二、本師資類科另設置有系圖書室，收藏期刊計有 1,825 種，圖書計 2,611 冊，兒童教

具計 383 項；另特殊教育中心設有測驗室，測驗工具計 132 項；系辦公室存有溝

通輔具計 6 項。系期刊、圖書、教具、影音光碟、教學設施、測驗工具之借用均

制訂相關辦法，公布於特教系與特教中心網頁上，以利維護管理及使用，爰符合

此指標規定。【佐證基 2-2-1 教育類圖書資料統計一覽表（教育部版表格）】【佐

證基 2-2-2 購置相關設備或儀器一覽表（教育部版表格）】【佐證基 2-2-3 特教系

圖書室圖書借閱辦法】【佐證基 2-2-4 圖書教具借閱要點】【佐證基 2-2-5 影音光

碟借閱辦法】【佐證基 2-2-6 教學設備器材借用辦法】【佐證基 2-2-7 特教中心測

驗工具借用要點】【佐證基 2-2-8 測驗工具目錄】【佐證基 2-2-9  I201 科技輔具暨

電腦教室管理辦法】【佐證基 2-2-10 多感官實驗室管理及使用辦法】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4hn14rYd7LDlZcGY1tYRcYOPZknUv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nzXNXIdsNiCGUMSjnJGbTNMErw0Buy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nzXNXIdsNiCGUMSjnJGbTNMErw0Buy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mawQrmVQNzLJjNzOCPQuDpKzWTTOCU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mawQrmVQNzLJjNzOCPQuDpKzWTTOCU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mMpPunVNGxUgS4beuS49a9kLZWpK2J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fKvsjrQOklPWrnYkCayd9sSjePvRhB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fKvsjrQOklPWrnYkCayd9sSjePvRhB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byzlFOQPcT1fk8TlgJS6qg4EbRQllqH?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S8AIoiihwYJZLPbQ0NFwKtE0s200F8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S8AIoiihwYJZLPbQ0NFwKtE0s200F8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JdkjwDNiUhntxwfGfjr76BxFqX9v2R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tSaEFLdqBCOtu0jymoIlPPpWV9XoeP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tSaEFLdqBCOtu0jymoIlPPpWV9XoeP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szhuaB6yRDEfHBys8mESk-QvbZoZ9VH?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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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3. 課

程規

劃與

設計 

1.中心對課

程規劃與設

計設有委員

會或運用相

關會議，並

定期開會 

建立完整紀

錄。 

4-3 課程依

「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

暨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基

準」規劃，

並能反映教

育目標與師

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及其

指標及教學

現場需求 

一、本校訂有「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與「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本校辦法建立課程三級三審之機制，由校、

院、系所設置課程規劃委員會。中心要點則負責規劃各學程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

程、議決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事宜等。各種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

時得增開臨時會，並於會後製作會議紀錄發送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爰符合此指

標規定。【佐證基 3-1-1 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佐證基 3-1-2 師培中心課程

委員會會議紀錄】【佐證基 3-1-3 各種課程委員會開會次數統計表】 

二、本師資類科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設置有「國立嘉義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研究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課程委員會成員組成人

員層面多元，將業界、畢業生、在校學生（含大學部、碩士班）、校外學者專家

意見納入課程規劃，共計 17 人組成，負責研議、審定及評鑑本師資類科之課程架

構暨課程內容等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增開臨時會，會議決議之

事項後續並提至系務會議備查或審議，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基 3-1-4 本校課

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佐證基 3-1-5 本師資類科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符合 

□不符合 

2.課程規劃

依規定報

請上級主

管機關核

定在案。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七條規定略以：系所必選修科目

冊應經系所（學位學程）、院、校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三級審議通過後實施，並提教

務會議報告。故本師資類科之必選修科目冊訂定後之變更，必修科目需經系所（學位

學程）、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再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由系所（學

位學程）上網公告周知，並提教務會議報告；新增選修課程需經系所（學位學程）、

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本師資類科每學期皆依本校規定三級三審完成校內課程

審議後備查，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基 3-2-1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

要點】【佐證基 3-2-2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佐證基 3-2-3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

錄】【佐證基 3-2-4 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H1-Sj-Sq1Y4E4DxniYAebIGb7oVb7v-?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AiA_Hrp0kAsJsG6V3EWU_k3nHd1N6T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AiA_Hrp0kAsJsG6V3EWU_k3nHd1N6T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Ic4keWU92Rwblw-DkNHm6pZSr68tEl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DXqjwkKiyPxmcQatoI2hPat--WuzGEh?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DXqjwkKiyPxmcQatoI2hPat--WuzGEh?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xaYzgCsLs5ybeaxXCTE64GAnyUtrp-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h8vnnem6pcfcFWoI3Qz6vfjqouA0g0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h8vnnem6pcfcFWoI3Qz6vfjqouA0g0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K2TGGc_2QTQZt7W4D1neV2DQW84ExC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MmXHo_fVQoQq66u8AH_UmV_smY5sKR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MmXHo_fVQoQq66u8AH_UmV_smY5sKR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Kf3PtD-zq76XCFmck72pJtuZPQmxDxB?usp=sharing


壹 IV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3.訂有完整

且符合邏輯

之課程擋修 

機制。 

本師資類科重視師資生學科專業度，於課程架構與設計上，係以院必修、系必修為基

礎，訂有完整且符合邏輯之課程擋修機制，從理論面引導師資生認識課程，進而進入

強調實務性之課程，彼此緊密鏈結，逐步培養師資生成為兼具理論與實務能力之適任

教師。例如：修畢「教育心理學」才能修「特殊教育學生評量」、修畢「特殊教育課

程發展」才能修「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I)(II)」。師資生選課倘有不符此修課規則

時，選課系統即進行擋修，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基 3-3-1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擋修

對照表】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JFl3wx5ue1-AibSlTbqT7PZ_IqjexU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JFl3wx5ue1-AibSlTbqT7PZ_IqjexUn?usp=sharing


壹 V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4. 實

習規

劃與

實習

輔導 

1.專任教師

指導實習生

之人數、津

貼補助、互

動機制、到

校輔導次數

符合「師資

培育之大學

辦理教育 

實習作業原

則第 12 及 

13 條」之

規定。 

 

6-1-2 師資培

育機構與夥

伴學校在師

資生教學實

習之合作關

係與運作 

一、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指導實習生之人數： 

根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本校擔任實習指導

教師者，由本校發給實習指導教師聘書。實習指導教師每人指導實習師資生人數，每

學期以不超過十二人為原則。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指導實習生之人數，自 108 學年度

至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依序為 5.29、0.14、4.29、0.14、3.86 人。 

二、本校津貼補助情況： 

根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十三條實習指導教師鐘點費依指

導實習師資生人數比例核發，每指導實習師資生 5 人得計每週授課時數 1 小時（不足 5

人依指導人數比例計算），每學期以至多 24 週計算。實習指導鐘點不計入超支鐘點。 

(一) 教育部補助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費：每位實習生編列 6,000 元。 

(二)  教育部補助教學演示第三方評量教師出席費：每位實習生編列 1,000 元。 

(三) 本校自籌經費支援教師進行訪視輔導：108-1 補助 30,926 元、109-1 補助 28,059

元、109-2 補助 1,346 元、110-1 補助 21,612 元。 

(四)  本校自籌經費支援實習指導教師鐘點費 108-1 補助 141,192 元、108-2 補助

3,816 元、109-1 補助 114,480 元、109-2 補助 3,816 元、110-1 補助 103,032 元。 

三、本師資類科教育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生互動機制完整且良好： 

為促進師資生與本校之溝通與互動，建置多元管道，落實下列措施以達成目標，

實習指導教師利用 e-mail、網路平臺(Facebook 或 line)等多元管道，與實習生互

動，協助實習生克服困難，鼓勵其全力以赴。 

四、根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規定，實習指導教師

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每位實習師資生生次數不得少於二次，由本校支給差旅

費。 

五、綜上，本校辦理教育實習，係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

習辦法」、本校相關法令辦理，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基 4-1-1 國立嘉義大學

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佐證基 4-1-2 108 至 110 學年度實習指導教師指導

概況】【佐證基 4-1-3 108 至 110 學年度實習指導教師到校輔導訪視紀錄表】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NaMICk9VtGqaZUCIBT2Xy0bpvK9dMp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NaMICk9VtGqaZUCIBT2Xy0bpvK9dMp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CljdIejM3LJG9fwppIx8RamZSw6P-7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CljdIejM3LJG9fwppIx8RamZSw6P-7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ZUT-CJlTCvxEZ80Y165Dfm1yWojzKWP?usp=sharing


壹 VI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2.實習生返

校研討訂有

實施辦法， 

且依規定辦

理。 

根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本校辦理的返校座談

或研習活動，以每個月一次為原則，本師資類科會依據本校師培中心規劃的期程配合

辦理，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基 4-2-1 108-110 學年度本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實習

生返校研習活動統計表】【佐證基 4-2-2 108-110 學年度本師資類科實習生返校座談會

期程】 

■符合 

□不符合 

5. 師資

生學校

參訪見

習 

1.各科教材

教法與實習

課程，每學

期至少安排

至教學現場

進行一次 

見習。 

6-1. 與學校

在師資職前

培 育 之 實 

習 與 夥 伴 

關係建立與

執行 

一、本師資類科非常重視師資生的實作經驗和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設計系統化實習

課程，循序漸進地培養師資生教學知能，並訂有「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

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實務實習方式包括參觀、見習、試教、實習等方

式。從大一的「特殊教育導論」開始安排參觀見習、到大二的「溝通訓練」安排

師資生到早療中心練習低口語和無口語學生的溝通訓練、到大三的「特殊教育學

生評量」安排師資生到校評量個案、接著銜接大三的「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Ⅰ、

Ⅱ)」以及「資賦優異教材教法(Ⅰ、Ⅱ)」，師資生先利用課程前之暑期時間到特殊教

育學校或國民小學特殊教育班級（如分散式身障資源班或是集中式特教班）進行

至少五天(共計 40 小時) 或是額外到分散式資優資源班進行至少二天（共計 16 小

時）的教學與級務見習，並於大三下及大四上的「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與「資優

教育教學實習」進行實習課程，實施方式包括課程教學實習和集中實習。 

二、各年級的相關課程均有不同的學習目標，師資生從參訪見習、志工見習、實作練

習到教學實習，逐漸地熟悉特殊教育班級教學的課程內容與教學實務，培養師資

生特教專業知能與態度。爰此，在教材教法與實習課程內容均至少有一堂課安排

校外參訪至教學現場觀課或課堂教學演練，爰符合此指標規定。 

【佐證基 5-1-1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佐證基 5-1-

2 108 至 110 學年度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課程學校見習資料】 

■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9CbVOCnxWNAX5DfdoGX2gKydBIJ04u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9CbVOCnxWNAX5DfdoGX2gKydBIJ04u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zL9F9tGepzDIscNmRYQc76yUdIvzKF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zL9F9tGepzDIscNmRYQc76yUdIvzKF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MgljME5fO7iNpqn2_vAqZK2yiSTvhy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Az4ctIj-RiEswVD81Oi8N8K9VTakyh6?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Az4ctIj-RiEswVD81Oi8N8K9VTakyh6?usp=sharing


貳 I 

 

貳、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自我評鑑關鍵指標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1. 師資

培育在

校務發

展 計畫

中之重

視 

1. 校務發展計

畫中 至 少有對

培育「符應新

時代教育現場

需求之優質 特 

色 師 資 」 之

策 略與 行 動 

規劃。 

2-1. 師資

培育在校

務發展計

畫與學校

組織中之

定位 

一、本校重視師資培育，將師資培育列為本校校務發展之重要方針，本校之 105-

109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策略之一的「三化教學」，目的是配合新時

代教育需求，培養在地與國際優秀師資。強化優質特色師資培育之執行策略

與行動規劃如下：一、「教師社群化」策略方針： 包括辦理教師專業成長講

座、開設教師專業成長課程、推動教學品質機制、推動教學觀課、成立教學

品質保證委員會、成立教師教學精進社群。 二、「教法多元化」策略方針：

包括推動課程教材改進、導入創新教學建立混成及翻轉教學典範、設立師資

生自學角色。三、「課程精進化」策略方針：推動 3C 科技導入教學與磨課師

課程、推動師資生校外實習與產業無縫接軌學習、推動產業特色課程、落實

頂石(Cap Stone)課程。【佐證關 1-1-1 105-109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二、為回應高等教育環境變遷與未來國家政策，本校於 110-114 學年度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加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據

以擘劃未來的發展藍圖。本校擬定與培育優質特色師資有關的校務發展目標

之一為「 學生本位規劃課程、創新教學提升品質（教學面）」，其對應的策

略之一為「課程與時俱進，鏈結創新力與就業力 」，具體行動方案如下：1.

課程改革與時俱進，推動跨域創新教學。2.強化數位學習課程，發展教學數

位轉型。3.課程鏈結產學推動營運型總整課程，對焦培養業界需求人力。4.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績效，提升教學品質。5.精進多元通識課程架構，藉由強化

思辨與表達實踐博雅知能。6.培養精進中教、小教、特教、幼教四類科優質

師資，針對師資需求並符合國家政策調整師培課程。7.精準培育中教、小

教、特教及幼教師資，投入教職。綜上，本校積極因應新時代教育現場培育

特色師資，且將行動策略明訂於校務發展計畫中，定期召開管考會議檢核以

落實計畫執行，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關 1-1-2 110-114 中程校務發展計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IY_BeDKvOMhpHpXEOeuxB5MFSMGzp_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uKbBlj7MQ7N0YEMMNVqRI83aDWefAS3?usp=sharing


貳 II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畫】 

2. 師資數

量 

1.不計最低專

任師資員額。 

2.師資培育教

育專業課程由

任教學科專長

相符之專任教

師授課比例至

少為 75%。 

3.若已符合上

週期師資數

量標準之優

良單位，得

以持續。 

4-1. 教

師質量

符合課

程規劃

需求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本中心置主任

一人，綜理本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師範學院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之；並

置五名以上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且得置助教及職員若干人，辦

理相關業務」。據此，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合計聘任 8 位師資(教授 5 人、副教

授 2 人、助理教授 1 人)，專任教師 4 人及與師資培育學系合聘並由師培中心

主聘教師 4 人。中心教師均具博士學位，且具多年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教學及

相關研究經驗。所聘教師不論是否兼任行政工作，每學期均於師資培育中心

開設 2 門或 4 學分以上之教育專業課程，在 108 學年至 110 學年專任教師授

課時數達 84.62%至 92.73%之間，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關 2-2-1 國立嘉

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佐證關 2-2-2 本校師培中心國民小學師資類

科專任教師授課比例表】 

二、本師資類科 108 學年聘有 10 位專任教師；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有 10 位專任教

師，第二學期有 9 位專任教師（陳偉仁助理教授轉至台師大特教系）；110 學

年有 10 位專任教師（應聘黃楷茹助理教授），包括三位教授、四位副教授、

三位助理教授。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均具博士學位，且具多年中等以下學校

實際教學及相關研究經驗。每學期均於特教師資類科開設 1 門以上之教育專

業課程，在 108 學年至 110 學年專任教師授課時數達 84 %至 100  %之間，爰

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關 2-2-3 108-110 學年特教師資類科專任教師授課比

例表】【佐證關 2-2-4 108-110 學年特教師資類科專兼任教師相關授課課表】 

三、近三年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各學期平均授課鐘點如下：108-1 為 8.67 小時、

108-2 為 9.33 小時、109-1 為 9.5 小時、109-2 為 9.67 小時、110-1 為 8.2 小

時，符合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採計要點之規範，亦符合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

由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師資授課比例至少為 75％之標準。【佐證關 2-

2-5 特教師資類科專任教師鐘點比例表】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uKbBlj7MQ7N0YEMMNVqRI83aDWefAS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Fx0tN9ln-6nQLizymf85JdoVPIRmH4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Fx0tN9ln-6nQLizymf85JdoVPIRmH4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Clt425kZZAFNQbOOQ5kwkRumU76ajM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Clt425kZZAFNQbOOQ5kwkRumU76ajM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8fvaVoaQkmDXjSqcU4KC73lGWP2Pnim?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8fvaVoaQkmDXjSqcU4KC73lGWP2Pnim?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idT2-k4ut8GPZgHfJJloJiThRSKboG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2mOZ_TsrT9ApANnkBE7CZcYRS4YWf3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2mOZ_TsrT9ApANnkBE7CZcYRS4YWf39?usp=sharing


貳 III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3. 行政支

援人力 

1.依學校組織

規程與中心

設置辦法之

規定，編列

雇用正式之

專職行政人

力（含約聘

雇人力）。 

2-1-3 學

校組織規

程中明訂

師資培育

單位之組

織定位與 

人力配置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師資培育中心為校屬一級單位，「掌

理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資職前教育、各師資類科教育實習及教

師在職進修等師資培育工作，包括招生、課程、教學、實習及輔導等相關事

宜。設教育課程、實習輔導及綜合行政三組。」；又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十四條「本大學校級附屬ㄧ級單位主管，各置中心主任一人，除師資培育中

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外，其餘ㄧ級單位主管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綜理該單位之業務。校級附屬ㄧ級單位

得分組辦事，各置組長一人，亦得視研究或業務需要置專任教師、研究人

員、職員若干人。」協助辦理及推動師資培育行政工作。 

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現有教師兼行政 2 人，專職行政人力包含組長 1 人、職員 3

人、約聘雇人力 2 人。本中心置有中心主任、教育課程組、實習輔導組、綜

合行政組共三組，各組項下設組長 1 人，教育課程組組長由中心教師兼任，

項下編制成員 2 名；實習輔導組組長由專任教師兼任，項下編制成員 2 名；

綜合行政組組長為公務人員編制，項下編制組員 1 名，行政人員編制及行政

範疇如下圖與表。【佐證關 3-1-1 本校師資培育專責單位行政人力與工作職掌

一覽表（教育部版表格）】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ziZoP5PFwLkNbzE7jnhzSQk98_JrfB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ziZoP5PFwLkNbzE7jnhzSQk98_JrfBy?usp=sharing


貳 IV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圖關 3-1-1  行政人員編制及行政範疇 

 

三、綜上，本校針對師資培育中心之專職行政人力配置，明訂於本校組織規程

中， 爰符合此指標規定。 

2.學校每年核

給一定額度

之 工 讀 時 

數。 

本校為協助各單位順利執行業務行，每學年均核配各中心、單位相關助學金，由

中心及系所聘任符合助學金請領資格之師資生協助辦理當學年度行政庶務工作。

除透過教育部補助之師資培育助學金服務人力外，每學年均由學校核給之工讀時

數得聘僱工讀生協助處理行政庶務，由 108-110 學年度助學金暨工讀金核發一覽

表可看出本師資類科及各師培單位均有分配到一定時數的工讀金，爰符合此指標

規定。 

【佐證關 3-2-1 本校（含本師資類科）108-110 學年度助學金暨工讀金核發一覽表

（教育部版表格）】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ypTxnAVgB3pwl-c1NRuKCTW8j6eDh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ypTxnAVgB3pwl-c1NRuKCTW8j6eDhc-?usp=sharing


貳 V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4. 師資

生通過

教師資

格 檢定 

1.三年平均在

全國平均通過

率以上或近三

年平均通過率

在全國平均減 

10%以上，但

通過率呈逐年

進步趨勢。 

5-3 畢業

生教師證

照取得與

職涯成效 

本校 108-110 年度師資培育中心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應屆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通過率，遠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爰符合此指標規定。 

表關 4-1-1 108-110年度本校師培中心應屆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一覽表 

本校考生（不分背景） 全國 

年度 階段別 
到考 

人數 

通過 

人數 
通過率 趨勢 通過率 

108 國民小學 240 212 88.33% +5.02% 63.39% 

109 國民小學 103 82 79.61% -9.87% 58.58% 

110 國民小學 110 98 89.09% +9.48% 68.06% 
 

■符合 

□不符合 

 

2.特殊教育學

校（班）師資

類科三年平均

在全國平均通

過率以上。 

 本校 108-110 年度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應屆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通

過率，遠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爰符合此指標規定。 

表關 4-2-1 108-110年度本校特教類科應屆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一覽表 

師資生級別 107級 108級 109級 110 級 

教檢年度 108三月 108六月 108六月 109 110 

報考總人數 

(應屆 A+非應屆) 

46 

(36+10) 

10

（5+5） 

43 

(38+5) 

34 

(32+2) 

30 

(27+2) 

應屆通過人數 B 31 5 37 30 27 

非應屆通過人數 5 5 5 1 1 

應屆通過過率

(%)C 

C=A/B 

87.80% 97.37% 93.75% 100% 

全國特教類科 

通過率(%) 
60.256％ 50.69％ 50.69％ 50.107％ 67.37% 

*附註：107 級可考 108 年三月及六月，皆屬應屆。 

■符合 

□不符合 

 



貳 VI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5. 畢業

生擔任

教職暨

教育相

關工作

情形 

1. 畢業生通過

教檢 之 年度與

次二年，擔任

正式教師、代

理代課教師 、 

或 教 育 行 政

人 員（ 含 約 

聘 僱） 之人數

超過 50％。 

2. 畢業生通過

教檢 之 年度與

次二年，擔任

正式教師、代

理代課教師、

教育行政人員

（ 含 約 聘 

僱），或文教

機構從業人員

之人數超過 75

％。 

註：達到一項

即通過。 

5-3 畢業

生教師證

照取得與

職涯成效 

本師資類科 107 級與 108 級師資生擔任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之比例，均超過 

60％，爰符合此指標第一項之規定。【佐證關 5-1-1 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與教

育行政人員之比例表】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H0as-hqYQE6acXmouMlDnVhCYLmYwS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H0as-hqYQE6acXmouMlDnVhCYLmYwSk?usp=sharing


貳 VII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6.配合辦

理各項

教育政

策 

1.每年至少提

出一項教育

部公告與師

資培育相關

計畫之申

請。 

 

2-4. 社會

公民責任

之作為 

 

 

一、本校配合教育部所公告之師資培育教育政策，積極爭取師資培育相關計畫及

經費，例如：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海外教育見習計畫、辦理地方

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等。108-110 年

本校獲得與師資培育相關之各項獎補助經費總計 33,017 仟元（均不含自籌

款），108 年申請 16 件、109 申請 14 件、110 申請 4 件，相關申請計畫數遠

高於本指標所訂每年至少提出一項計畫之標準，爰符合此指標規定。 

二、本師資類科教師近三年配合教育部政策與本校師培中心規劃，執行過數筆與

師資培育相關的計畫，例如：林玉霞教師於 110 年度執行「師資生應用程式

設計融入特殊需求課程素養之提升」，其補助經費為 120,000 元；陳明聰教師

於 108 年度、109 年度以及 110 年度執行「雲嘉地區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其

補助經費分別為 89,997、80,244 與 80,000 元；陳明聰教師也於 110 年與本校

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共同執行「臺灣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培訓及行政作

業計畫」，其補助經費為 10,800,000 元。相關申請計畫數遠高於本指標所訂

每年至少提出一項計畫之標準，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關 6-1-1 108-110

年度補助計畫名稱與金額】 

■符合 

□不符合 

 

2. 參與地方

政府辦 理 

地方教育輔

導。 

 一、本校師培中心配合國家教育政策，提升縣市政府增能在職師資之需要，積極

辦理雲嘉地區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其主題涵蓋新課綱素養導向教

學、新興教育議題、雙語教育、數位科技能力、STEAM 跨領域、科學探究、

閱讀理解策略等，每年合作辦理 20 多場工作坊、到校輔導等相關活動，爰符

合此指標規定。 

三、本師資類科陳明聰教授辦理 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雲

嘉地區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每學年辦理地方教育輔導計畫 4 場工作坊，其

詳細主題依照辦理年度說明如下：108 學年度辦理「核心素養導向之特殊教育

教學設計工作坊—語文領域與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導向之特殊教育教學

設計工作坊—語文領域」、「IEP 與課程調整設計研習—數學領域」以及「特

殊教育學生之有效教學策略—語文領域」；109 學年度辦理「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教學活動實作工作坊」、「普通教育課程之調整實作工作坊：數學領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xR0h87tSi8ANZ7ins45iKwL7whZtO4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xR0h87tSi8ANZ7ins45iKwL7whZtO4s?usp=sharing


貳 VIII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域」、「教學融入實證本位有效教學策略實作工作坊」以及「個別化教育計

畫為本的特殊教育教學活動實作工作坊」；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普通教

育語文課程調整實作工作坊」以及「普通教育數學課程調整實作工作坊」。

爰符合此指標規定。 

7.師資生

社會公

民責任

養成 

1.每年至少輔導

師資生組團至

教學現場進行

服務學習。 

2-4. 社會

公民責 

任之作為 

6-1 與夥

伴學校在

師資職前

培育之實

習與夥伴

關係建立 

與執行 

6-2 與夥

伴學校在

教師專業

發展之夥

伴關係建

立與執行 

一、本校透過教育部補助辦理「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輔

導本校師資生於暑假期間赴偏鄉小學二至六年級進行課業輔導；也配合鄰近

學校需求，帶領師資生協助學校辦理相關活動，例如公費生進行社區服務學

習或課後輔導等，本校每年輔導師資生於服務學習中培養學習教師之專業，

養成公民責任，綜上，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關 7-1-1 108-111 年度大學

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一覽表】【佐證關 7-1-2 本校師資生及公

費生進行社區服務學習或課後輔導規劃及成效】 

二、本師資類科極為強調師資生專業服務與社會責任，因此積極輔導師資生至教

學現場進行服務學習與實習，從服務中體驗和學習特教教師專業。透過下列

幾種管道輔導特教師資類科師資生進入教學現場進行服務學習：1.配合本師

資類科訂定的「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的

服務學習活動，一年級師資生必須完成 80 小時特教志工服服務；二年級須至

國小特殊教育類型班級進行教育見習（身障組至少 40 小時、資優組至少 16

小時）；三年級則配合「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I)」等課程進入現場服務學習與見習；四年級開設「特

殊教育教學實習(II)」進入現場服務學習與見習。2. 搭配特殊教育導論課程的

服務學習活動，每年度協助國小辦理特殊教育宣導活動。3.透過特教系系學

會活動，在 107、109 、110 學年度與鄰近國小舉辦「融合運動會」。4.支援

嘉義縣政府辦理 109 學年度、110 學年「嘉義縣特愛科學『嘉』年華」與「嘉

義縣中小學特奧滾球融合錦標賽」。5.透過特教師資類科專屬學生社團-特教

志工隊的活動，包括：腦麻園遊會、善牧一日營、聲暉課輔、伊甸社區適

應、興中特宣、特奧滾球志工、嘉特學藝競賽、山海計畫、嘉特日/夜間入

班、伊甸社區適應、雲林小天使、北榮教會、晨光智能發展中心入班等。綜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EpeakStC8DyJQsowRdYMyFB3Rfn_1d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EpeakStC8DyJQsowRdYMyFB3Rfn_1d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BVq-iGbJHcIHICRxHAcl3bDcpBzRqW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BVq-iGbJHcIHICRxHAcl3bDcpBzRqWy?usp=sharing


貳 IX 

 

標準 項目內涵 
對應項目

標準 
指標符合情形說明 

符合 

情形 

上，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關 7-1-3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

實務實習實施要點】【佐證關 7-1-4 特教系學會辦理融合運動會】【佐證關 7-

1-5 特教志工隊整學期服務活動的特色與簡介】 

2.師資生參與協

助夥伴學校之

學生學習活

動。 

 一、本校師資生參與協助夥伴學校之師資生學習活動，如「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

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偏鄉小學二至六年級進行課業輔導」、「國小學

生寒、夏令營」，另外又依「公費生、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參與義務輔

導計劃」參與課業輔導或營隊帶領活動，以及師資生與夥伴學校合作教育、

教學實習。綜上，爰符合此指標規定。 

二、 本師資類科透過特教志工隊、系學會、特教師資類科課程和配合學校計畫，

鼓勵師資生參與協助夥伴學校之師資生學習活動，如： 

(一) 特教志工隊協助鄰近國小辦理特教宣導，協助嘉義特殊教育學校辦理學藝

競賽，協助嘉特日/夜間課輔。 

(二) 系學會協助鄰近學校辦理身心障礙融合運動會。 

(三) 本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課程協助實習學校辦理滾球比賽，「溝

通訓練」課程協助晨光智能發展中心訓練特幼兒學習輔助溝通系統。 

(四) 配合學校山海計畫協助偏鄉國小辦理寒/夏令營。 

(五) 另外本師資類科受領公費生、師資培育獎學金的受獎生參與義務輔導計

畫，提供鄰近學校學生課業輔導，和參與學校師培中心辦理的營隊活動。 

綜上，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關 7-2-1 特教志工隊特教宣導、嘉特學業競賽、

嘉特日/夜間課輔之照片集錦】【佐證關 7-2-2 特教系學會興中國小融合運動會】

【佐證關 7-2-3 110 年特殊教育教學實習成果冊(興中、崇文國小的滾球比賽)】

【佐證關 7-2-4 溝通訓練課程的公文】【佐證關 7-2-5 特教志工隊協助山海計畫的

照片】【佐證關 7-2-6 特教類科公費生、師獎生的課輔紀錄】 

■符合 

□不符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6FEveGQ6aPaEgarcjMdNzw5e1jLoIL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6FEveGQ6aPaEgarcjMdNzw5e1jLoIL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4EDixw1j-tppnw7WbOILAARETC5TEoO?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0_6INg-OQxdO28F7M5nDvDBHtMBD_9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0_6INg-OQxdO28F7M5nDvDBHtMBD_9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x8ZzfwFmm7tQoB0PcrPZOstTud9QiU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x8ZzfwFmm7tQoB0PcrPZOstTud9QiU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uUCQSijRt6FqgzS25vPRfSPeR1B3bn4?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pvOIZFx0npEVOeNmFw-4pTgQrJzKTB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FVZxYvrJnYzH5Z1iyFS1wsnfkfjQl-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kiU6APRx53L84268m2qluqs7rRun1q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kiU6APRx53L84268m2qluqs7rRun1q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fL1q0SRyToTBsCIZMXjeXokCSquuwF_?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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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自我評鑑指標內涵  

項目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國內第一所整併成功之高等教育學府，將原屬培育

教育專業人才之嘉義師範學院，與培育農業專業人才之嘉義技術學院整合而成之綜合大學。

因此，培養優質師資為本校之重要辦學宗旨之一。本校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的教育

目標，係以本校校訓「誠樸、力行、創新、服務」以及師資培育的教育「專業」為辦學理念，

希望能培育出具備「誠樸-誠敬待人，崇尚樸實作風；力行-努力實踐，體現知行合一；創新-

創意格新，追求卓越境界；服務-熱心公益，增進社會福祉；專業-精通教育，致力樹人志業」

等特質的優良師資，並配合教育部於民國 105 年公布的《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的教

師專業標準 10 項標準內涵、民國 107 年公布的《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之 5大素養 17項指標，以及民國 108年提出包含教育愛、專

業力、未來力的「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做為設定本校師資培育之遵循依歸。在此基礎上，

不僅保有傳統優良師資培育的功能，肩負起培育國家優秀教師之職責，也充分展現「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之精神。 

1-1.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標及所對師資生學科教學知能（PCK）與專業責任之期望 

1-1-1.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標 

1.本校師資培育之教育目標 

本校以「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之發展使命與願景為宗旨，並以校訓「誠

樸、力行、創新、服務」為核心，形塑師資培育的理念，希望能培育出具備「誠樸-誠敬待

人，崇尚樸實作風；力行-努力實踐，體現知行合一；創新-創意格新，追求卓越境界；服務-

熱心公益，增進社會福祉；專業-精通教育，致力樹人志業」等特質的優良師資。從本校校

務發展計畫可以得知，本校向來重視師資培育，建置師資培育中心統疇相關事宜，師培中心

統合學校校訓「誠樸」、「力行」、「創新」、和「服務」之校訓精神，以中等教育、小學

教育、小學特殊教育、幼兒教育優良師資的培育為最重要的目標。【佐證 1-1-1-1 本校教育

目標】【佐證 1-1-1-2 105-109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佐證 1-1-1-3 110-114 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 

本校透過中心會議至校務會議的審定過程，確立上述的五大目標，本校的師培目標如圖

1-1-1-1 所示：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X7s0Iq53hnMTRgzYe8hJWzZpuGatmPo?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X7s0Iq53hnMTRgzYe8hJWzZpuGatmPo?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hOYw0sD9ejOLPKSOXSbucuOP5mBQU5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2v6UZxuMFFhRErQrYMS-AV22q6nfdK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2v6UZxuMFFhRErQrYMS-AV22q6nfdKL?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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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之五大目標 

2.審慎擬訂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之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目標 

本校特殊教育類科師資培育目標即以前述五大目標為努力方向，聘任校外專家、業界代

表及畢業校友參與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並提供建議，建立特殊教育類科之教育目標，並研擬

與本校師培總目標對應之核心能力。107 年又根據教育部公布的師資職前課程－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本師資類科亦結合五項師資專業素養作為培養特教師資之師培教育目標，本師

資類科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目標為：1.了解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

2.了解並尊重特殊需求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3.規劃適切的特殊教育課程、教學及多元

評量。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5.認同並實踐特教教師或特教相關工作人員之專業

倫理。隨之又依據五大專業素養訂定更具體的專業素養指標共十五項指標。【佐證 1-1-1-4 

本師資類科教育目標】【佐證 1-1-1-5 核心能力】【佐證 1-1-1-6 教師專業素養與其指標】 

3.特殊教育類科和全校師培目標能緊密對應 

本師資類科依循本校發展使命與願景，且以本校師資培育理念和師資培育五大目標為基

礎，提出本師資類科師資培育的五大專業素養目標，其緊密關係如圖 1-1-1-2 所示，期望能

反應出特殊教育發展之趨勢，並實踐本師資類科之教育目標：1.培養優秀特殊教育教師。2.

培養優秀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人員。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dU81702wd82H0Bx-pvfc_rjf8_-XsW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dU81702wd82H0Bx-pvfc_rjf8_-XsW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5pSm495uXEDSnzhfNJ2QanudSvzceC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aa79uG5hP5Q3Hx-zz7-bkaQ5ai940E5?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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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本校的願景發展使命與願景、本校師資培育理念與目標、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專業素養目標 

1-1-2.對師資生在所要任教學科教學知能學習成效之期望 

本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以培養優秀之國小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為目標，本師資類

科對師資生所需要的任教學科教學知能，規劃在特教師資類科之特教基礎學程、特教核心學

程、專業選修學程，包含：一組學術型學程（特殊教育研究學程）和三組實務型學程（認知

障礙教學學程、情緒行為介入學程、資賦優異教育學程）。在 109 學年度為了配合增設的

「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情緒與行為需求專長」之註記次專長課程，又將專業選修學程

調整為：一組學術型學程（認知障礙教學與學術學程），與三組專業選修學程（特殊需求與

輔助科技學程、情緒行為介入學程、資賦優異教育學程）。上述課程已兼含國小教育階段特

殊教育類科師資生所要任教學科教學知能，此外，本師資類科為了擴展資優教師任教所需的

專業知能，92 年起本師資類科與數理教育研究所合開「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包括核心

課程（4 學分），與資優領域加上數理領域共有 11 學分的選修學程。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之

設立對於提供國小階段資優教育現場所需之數理領域教學專業非常有幫助。本校 109 年甫完

成全校性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本師資類科的「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也通過評鑑。【佐證

1-1-2-1 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1-1-2-2 國立嘉義大學 109 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報告

書】【佐證 1-1-2-3 108、109、110 特殊教育學系必選修科目冊】 

本校規劃的師資培育教育目標，對國小教育階段師資生在所要任教學科（包班教學）教

學知能學習成效之期望，包括： 

1. 學科內容知識：具備豐富的學科內容知識，且相當熟悉學科相關範疇之知識。 

2. 課程知識：對於課程之間的關聯性能夠有相當程度之熟悉。 

3. 教學目標知識：強調師資生對於整體學科概念的融會貫通，以及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的培養。 

4. 一般教學法知識：採用多元教學策略，引導師資生進入教學主題。 

5. 情境知識：能因應其任教的社區、學校等情境因素，而採取相對應的措施，使其教學

更加順利。 

上述對於師資生的教學知能學習成效之期待，在本師資類科的具體呈現，則是為了讓特

教類科師資生未來可以妥善經營各類特教班型（資源班、特教班、特教學校、巡迴輔導

班），因此除了期待特教師資生能建立特殊教育基本專業知識、信念與態度，更強調因應十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viQUKp2SA2xgfaL61ItHgKWQiMc1xb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viQUKp2SA2xgfaL61ItHgKWQiMc1xb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wXoGt5W_6KbpVeZm8GjSnQi3un2rGS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wXoGt5W_6KbpVeZm8GjSnQi3un2rGS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9HeQWZI53B3TuIz9XZDjCYC-RCHGayA?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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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國教政策，建立學科調整知能、特殊需求領域教學知能、鑑定診斷知能，以及行為管理

知能，說明如下： 

1. 學科調整知能：能具備學科的基礎理論知識，且因應各類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需

求，進行學科領域綱要調整，讓學生達到有意義的普通課程學習。 

2. 特殊需求領域教學知能：因應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需求，能依據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綱要，研發符合學生能力的特需課程。 

3. 鑑定診斷知能：能有效利用適當的評量工具與方法，界定特殊需求學生的現況能力與

需求。 

4. 行為管理知能：能有效使用應用行為分析、正向行為支持、各種有效教學方法、輔助

科技與輔導策略，並與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合作，以解決特殊需求學生的行為問題，促

進學習潛能與表現。 

為了檢核師資生在上述任教教學知能之學習成效，本師資類科透過各科考試、作業、學

習評量和魏氏智力測驗實作等方式，以及透過「 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

要點」，來檢核每屆畢業生特殊教育專業知能與專業倫理，考核項目包含：專業知識考查

（又含教師檢定模擬考、板書測驗、說故事測驗）、實作能力考查（包含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和專題研究之學習成果發表會）、專業倫理考查（指實習課程之專業態度檢核和特殊教育相

關服務學習檢核） ，這些檢核機制能有效驗證師資生符合學習之期望。【佐證 1-1-2-4 國立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佐證 1-1-2-5 本師資類科大四專

業知能考查相關照片：板書測驗、大四模擬考、實習成果與專題研究發表會】 

1-1-3.對師資生在教育專業知能學習成效之期望 

教育專業知能為教師工作的基本能力，亦是有效教學的基礎。本師資類科為積極推動以

為培育優質的特殊教育師資為目標之師資培育工作，依據教育部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規

劃，開設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修至少 48 學分，其中：特殊教

育（身心障礙類）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10 學分、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專業課程 28 學

分（基礎課程 9 學分、方法課程 9 學分、實踐課程 10 學分），以及特需特調課程 10 學分；

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專業課程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10 學分、特殊教育（資賦優異

類）專業課程 28 學分（基礎課程 9 學分、方法課程 9 學分、實踐課程 10 學分），以及特需

特調課程 10 學分。 

本校對所有師資生在教育專業知能學習成效之期望包括： 

1. 具備教育的基本理念與實踐能力：希望本校師資生透過一系列教育專業課程及教學

現場實地學習，理解教育目的、價值等教育理論或思想，並對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有所掌握，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發展教育理念與信念，以落實

教育實踐。 

2. 熟悉學生的身心發展狀況，尊重並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希望本校師資生透過發展

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相關的教育專業課程，了解並尊重未來所任教類科之學生身

心發展、社經和文化背景的差異，並運用學習原理，提供能配合其身心發展的課程

與學習經驗，滿足其學習需求。 

3. 具備課程規劃及實際教學能力，嫻熟各種評量方式：希望本校師資生透過課程與教

學相關教育專業課程，具備課程設計能力，在教學中設計豐富教案以達有效教學，

讓學生參與學習，培養師資生的探究、思考及學習等能力；並就教學實踐的歷程採

用多元適切的評量方式，讓每個師資生都能以最適切的方式表現自己的學習成效，

進一步了解師資生學習結果，省思教學模式應用的成效與問題。 

4. 具備正向的教學理念、營造積極友善的學習環境之知能：希望本校師資生透過輔導

原理與實務、班級經營等相關課程，結合其在教學原理及實務課程的歷練，能具備

運用正向管教、輔導技巧及正向支持等原理，營造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引導師

資生適性發展，促進師資生品格及有效學習。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353ZYtfFHlCrd_FCT1PqtwEV4qLdyk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353ZYtfFHlCrd_FCT1PqtwEV4qLdyk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uDeEkVZkveAJKAwsnJozi5FZgMderz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uDeEkVZkveAJKAwsnJozi5FZgMderzI?usp=sharing


5 

5. 認同教師專業角色，懷抱教育熱忱，遵守教師專業倫理：希望本校師資生透過教育

基礎及教育實踐等相關教育專業課程，對教師專業角色有所認同，並具備身為教師

的使命感與尊榮感，以維護學生福祉及關懷弱勢學生為己任，透過教育實踐，體認

教師專業角色，並發展團隊合作、溝通、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在檢核特教類科師資生在教育專業知能學習成效方面，自108-110年度本類科應屆師資

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比例，分別為97.37%、93.75%、100%，許多師資生順利取得國小階段

特教類科教師證，且更難能可貴的，本師資類科畢業生獲得優良特殊教育教師、師鐸獎等比

比皆是，均足以反映本師資類科對於師資生的期待，已然在師資生進入職場後充分實現。且

本師資類科每年也有師資生取得國小階段資賦優異類教師證證書，部分師資生更順利考取正

式資優教師，足以反映本師資類科對於修習資賦優異學程師資生之期待。 

【佐證 1-1-3-1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學系特殊教育教師（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師資培育職

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佐證 1-1-3-2 108-110 年度本校特教類科應屆師資生通過

教師資格考試一覽表】【佐證 1-1-3-3 優秀畢業系友獲獎榜單】【佐證 1-1-3-4 本師資類科

師資生取得國小階段資賦優異教師證人數】 

1-2.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鏈結 

1-2-1.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本師資類科職前教育階段專業素養指標的研擬乃根據本校的校務發展方向及教育目標，

參考教育部 107年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基準修正規定》而產生，有其合理的邏輯脈絡。研擬過程包括先由特殊教育學系系課程規劃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再經由師資培育中心的課程與教學委員會、全校性的教務會議審議，多

個不同層級會議的委員仔細討論其適切性，委員的組成除了專家學者、行政主管，還有校外

學者，以及中、小學校長教師共同參與。本師資類科之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指標擬定

歷程，參見圖 1-2-1-1。最後確認本師資類科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共有五大項及十五個

專業素養指標，參見佐證 1-2-1-1。 

【佐證 1-2-1-1 本師資類科師資師培育之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佐證 1-2-

1-2 特教系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佐證 1-2-1-3 師培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會議紀錄】【佐

證 1-2-1-4 本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圖 1-2-1-1  本校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教師專業素養指標擬定歷程 

 

1-2-2.學系/師資培育單位呈現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關聯性 

本校重視師資培育工作，在校務發展計畫中定位為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作為各系所培育師

資的最佳後盾，因此過去本師資類科亦依循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規劃的五大教育目標，提出本

師資類科培育特教師資的兩大項教育目標、五項核心能力，與現在的五項專業素養、十五項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3vmKsUIbB7kwgSnwelpMyQP8-mqxF0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3vmKsUIbB7kwgSnwelpMyQP8-mqxF0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PkdfiP_1GDSlm8YRlG3fPT-AVNbvRe2?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PkdfiP_1GDSlm8YRlG3fPT-AVNbvRe2?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8amMNFCk4ghOWeC5PrIL0s3Onmdydl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IX6P8lcOKXMANFiFTqjbe2hQEkOT6B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IX6P8lcOKXMANFiFTqjbe2hQEkOT6B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N_AjfSx1gLAcwLlDQArlZbpbg7bxou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6kJ_7S2HfkASfRO6w70gnVJeMje2wH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6kJ_7S2HfkASfRO6w70gnVJeMje2wH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8I55ojQh98SamdEE_29eh8xM1A7t-jv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U2mlF1RcMkwag6SXqkOD8ame-8HNZ_m?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U2mlF1RcMkwag6SXqkOD8ame-8HNZ_m?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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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指標，如佐證 1-2-2-1 所示，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本師資類科大學部教育目標

有兩大項：培養優秀特殊教育教師、培養優秀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人員，兩者均與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有強烈鏈結。 

本師資類科的教育目標是為了培養優秀特殊教育教師與特教相關工作人員，因此五項專

業素養及十五項專業素養指標的終極目標也是本師資類科的教育目標。為了達成本師資類科

的兩大教育目標，本師資類科大學部的職前課程提供了嚴謹的專業成長培育機制，在職前課

程方面同時規劃了教育專業課程，包括教育行政、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與教育

心理學等，以對應專業素養一與其指標，讓師資生了解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發展理論、目的

與政策，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和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除了特教理論課程，本師資類科也

規劃很多實務性活動，包括特殊教育學生評量、特殊教育教學實習皆強調到現場實作，以對

應專業素養二與其指標，並且制定師資生需達 80 小時服務學習時數之規定，以對應專業素

養二與其指標，讓師資生能了解並尊重特殊需求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當代十二年國教

課綱強調教師的教學實施應依據核心素養、教學目標或學生學習表現，選用適合的教學模

式，並就不同領域／群科／學程／科目的特性，採用經實踐檢驗有效的教學方法或教學策

略，本師資類科在職前課程也規劃應用行為分析、閱讀理解策略、特需課程、特調課程等，

以對應專業素養三與其指標，培養師資生能夠規劃適切的特殊教育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

有效能的特教教師除了有能力提供具實證本位的課程外，還需具備輔導學生之能力，本師資

類科在職前課程規劃正向行為支持、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教學策略與實務，特殊教育學生性別

平等教育、特殊教育班級實務等，以對應專業素養四與其指標，未來身為特殊教育教師能為

學生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有能力提供適性輔導。最後，本師資類科非常重視實務能力的培

養，與鄰近的特殊教育學校和小學建立夥伴學校的合作關係，透過特教系專屬學生社團──

特教志工隊，和各科的課程作業，提供師資生接近現場的實作機會，藉以認同並實踐特教教

師或特教相關工作人員的專業倫理，以對應專業素養三與其指標。 

【佐證 1-2-2-1 本校師資培育教育目標與本校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本師資類科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關聯性】【佐證 1-2-2-2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學系特殊教育教

師（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師資培育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1-2-3.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協助師生了解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之作法 

為協助本師資類科師生對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的了解，

本師資類科積極地透過相關會議、師資生新生手冊、網頁公告、課程查詢系統、及班級團體

輔導等方式，強化師資生與教師對教育目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的掌

握和理解，各項作法分述如下： 

1. 相關會議：透過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議的討論，讓全系上教師對本師資類科的師

資培育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共識。 

2. 師資生新生手冊：除了印贈給本師資類科師資生新生手冊之外，也有必選修科目

冊、特教系網頁上亦提供師資生手冊電子檔，供師資生隨時下載參考，師生充分理

解本師資類科的師資培育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3. 網頁公告：本師資類科網頁上，規劃有專區，敘明本校特殊教育師資培育教育目標

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4. 課程查詢系統：本校建置完備之課程查詢系統，系統所列之各科目均附有課程綱

要，由授課教授依據教學目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等，規劃

課程目標與教學內容等，以提供師資生豐富完備之課程資訊。 

5. 導師活動：由導師利用導生活動時間，以班級團體輔導方式，適時向師資生宣導、

傳遞本校的特殊教育師資培育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等相關訊息。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YZDnnv9oLMXDrmU9wd_7hkox_iq1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YZDnnv9oLMXDrmU9wd_7hkox_iq1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HX5OWVcimu0ExLQU0PDrfHJuwMqKy9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HX5OWVcimu0ExLQU0PDrfHJuwMqKy9l?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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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系師資生活動時間：由系主任利用新生座談會、期初座談會時間，向大學部師資

生宣導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內涵。 

7. 師資生問卷調查：固定於每學期末發放問卷調查師資生對本師資類科教育目標及教

師專業素養的了解程度及認同程度。根據110-1學期調查結果顯示，全部大學部師資

生的了解及認同程度為4.28至4.45（五點量表），足見本師資類科的培育幫助師資生

全面了解本師資類科教育目標以及專業素養指標。 

【佐證 1-2-3-1 系務會議紀錄、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佐證 1-2-3-2 新生手冊】【佐證 1-2-3-

3 網頁公告】【佐證 1-2-3-4 課程查詢系統】【佐證 1-2-3-5 導師活動紀錄】【佐證 1-2-3-6

大學部期初座談會簡報、新生座談會簡報】【佐證 1-2-3-7 師資生問卷調查】 

1-3.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之

具體作法 

1-3-1.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

之具體規劃與策略 

為使本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能達成教育目標，並具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所敘述的知識、技能與態度，本師資類科在師資培育採取之具體規劃與策略分為正式

課程與非正式課程兩種方式並進，分別說明如下：  

1. 正式課程的規劃能有助於達成教育目標，並使師資生具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 

          本校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規劃與設計，係經由系課程委員會議加以規劃，並由校

級的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檢視審核，依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定。因應十二年國教總

綱與教育部師資職前課程－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公布，本校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 11 條規定，訂定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暨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表供本校師資生據以修習。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

目，應修至少 48 學分，其中：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10 學分、特

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專業課程 28 學分（基礎課程 9 學分、方法課程 9 學分、實踐課程 10

學分）、特需特調課程 10 學分；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專業課程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10 學分、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專業課程 28 學分（基礎課程 9 學分、方法課程 9 學分、

實踐課程 10 學分）、特需特調課程 10 學分。此外，另設有擋修規定，使其修課順序更具邏

輯性，包括：1.修習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數學教材教法前，應修畢普通數學。2.修習國語文領

域課程調整與教學、數學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前，應修畢特殊教育課程發展。3.修習資賦優

異教材教法（I）前，應修畢資賦優異教育概論。4.修習特殊教育學生評量前，應修畢教育心

理學。5.修習身心障礙教材教法（I）（II）前，應修畢特殊教育課程發展。6.修習特殊教育

教學實習（I）前，應修畢身心障礙教材教法（I）。7.修習資優教育教學實習（I）前，應修

畢資賦優異教材教法（I）。8.其餘課程，修習課程（II）前，應修畢課程（I）。並且規定師

資生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需至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教育階段進行見習、試教、

實習、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72 小時，並經本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

專業知能。最後又於 109 年開始規劃兩組次專長（情緒與行為需求、認知與學習需求），並

後續於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和課程地圖進行修訂。 

本校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內涵，均能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有

所關聯與對應（如佐證 1-3-1-3 所示），此外，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不

僅能讓師資生獲得紮實的學理基礎，更要求師資生在實務上有所體驗與實作，包括教育課程

引進優質業師協同教學，使師資生驗證理論與實務。在教學方面，任課教師強調知識建構以

及批判與省思能力之培養，透過多元之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達成目標，包括運用口頭或書面

報告讓師資生發表個人創意、獨特見解、經驗與感想，採用小組報告或作業讓師資生習慣於

團隊合作與同儕學習，展現合作成果或共同創作等，均有助於達成本校師資培育之教育目

標，並使師資生具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佐證 1-3-1-1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OhnJWFAFickaoeu0fKzys0xwl5jJsj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n-Er0akjPiJaq7TbyLmfhus1Z2-BKs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lhmImrBRNinOn0jxDwQXMj021VE1gdH?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lhmImrBRNinOn0jxDwQXMj021VE1gdH?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OYBOa18r1EW-m1FE_WuilF1X86Ix8iO?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ddk7RIa82ihhWZ35kyC5H9mc4-b5gN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3Oza6Yr0uo8SpgN-pMWGSk8fuBEcaJ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3Oza6Yr0uo8SpgN-pMWGSk8fuBEcaJ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7IvB5LQ-ee20bE026DfkFqX7Eu-V75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VMUXn5tjvTl_8sY9zfrVPMzG_6DsyT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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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系特殊教育教師（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師資培育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佐

證 1-3-1-2 本師資類科兩組次專長報部清冊】【佐證 1-3-1-3 本校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規劃與教師專業素養對應表】【佐證 1-3-1-4 課程地圖】【佐證 1-3-1-5 各科課程綱要】 

2. 各項非正式課程活動的規劃，有助於師資生實踐取向能力之強化，並培養認同教師專

業角色，懷抱教育熱忱，遵守教師專業倫理之正向態度 

除了上述的正式課程之外，本師資類科積極規劃各項師資培育的非正式課程活動，除了

增進師資生實際教學之基本能力之外，也期望透過潛移默化的非正式課程活動，增進師資生

對教育現場的認識，並能對教師專業角色加以認同，此外，進一步能培養其對教育的熱忱，

以維護學生福祉及關懷弱勢學生為己任，發展團隊合作、溝通、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

意願與能力，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如此將有助於師資生未來在實際任教時，建立正向

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學生。因此，本師資類科師資培育各項非正式課程活動的規劃，均能有

助於使師資生具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其所規劃之師資培育各項非正式課程活

動之事例，分述如下： 

(1) 各項專業知能研習與檢定 

為使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在其專門及專業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成長與精進，本師資類科師

資生也積極參與本校各師培學系所辦理之各項專業知能研習，提供師資生正規學習外的各類

增能學習活動。另外，本校各增能輔導學習活動雖由各師資類科分別辦理，但輔導對象則擴

及全校之師資生，此舉除了發揮資源共享的功能之外，更有助於各類科師資生的相互交流，

擴展視野。本校各師培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等相關單位所辦理之各項專業知能研習與檢定，

包括板書研習與檢定、說故事研習與檢定、琴法研習與檢定、硬筆字研習與檢定等。【佐證

1-3-1-6 各項知能研習及檢核機制】 

(2) 各項演講與講座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定期或不定期舉辦與師資培育有關之專題演講與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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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實習生職前就業輔導研

習等議題，邀請校外卓越之學者或國民中小學教師蒞校擔任講師，幫助全校師資生將理論與

實務結合。此外，本師資類科也會盤點師資生較缺乏的能力，運用系周會時間，辦理增能活

動，例如平板科技教學應用、簡報能力、適應性體育工作坊。另外，本師資類科也會鼓勵師

資生參加本校特教中心和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舉辦的研習、工作坊，以充實師資生特教實

務能力。【佐證 1-3-1-7 師培中心辦理各項演講與講座紀錄】【佐證 1-3-1-8 本師資類科系周

會演講主題】【佐證 1-3-1-9 特教中心辦理各項研習紀錄】【佐證 1-3-1-10 特殊教育教學研

究中心辦理各項研習紀錄】 

(3) 系統性的見習實習方式 

本師資類科非常重視師資生的實作經驗和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訂有「國立嘉義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在各年級的課程中設計系統化的參訪、見習、試

教、實習等方式，循序漸進地培養師資生實務知能與態度。【佐證 1-3-1-11 國立嘉義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佐證 1-3-1-12 參訪、見習、試教、實習照片】 

(4) 服務學習 

為落實師資生之品德養成，本師資類科在「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

習實施要點」訂有服務學習的相關規定，本師資類科特別強調師資生應培養人文關懷與服務

利他的精神，明定志工服務需達 80 小時，每年由特教師資類科專屬社團「特教志工隊」來

協助大一新生完成特教志工的服務學習活動。此外，本校師培中心為了強化公費生與師資培

育獎學金受獎學生（簡稱師獎生）涵養師資生社會關懷及人文精神，又另外要求公費生須參

加師培中心辦理的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活動，師獎生則應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

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之課業或教育服務工作，每學期至少 36 小時，本師資類科公

費生與師獎生皆透過這些活動增進師資生之人本情懷與服務熱忱的態度。【佐證 1-3-1-13 特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VMUXn5tjvTl_8sY9zfrVPMzG_6DsyT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CpjNt5GtA8sz0TrFAONwM_h-ri5nfk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CpjNt5GtA8sz0TrFAONwM_h-ri5nfk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eDrqagfTlYH7DQKLu9lFbK-yPTweqT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eDrqagfTlYH7DQKLu9lFbK-yPTweqT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OQS2kwdQfYzcbXzcBrJLI0JIwFC-ax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d5_oakfZEjengdl57UdMfShPolEFOn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c-24nlbgj4I5JhNwm3Ru2FkHNzbKMe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c-24nlbgj4I5JhNwm3Ru2FkHNzbKMe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EhbQr1Z8v4EVbroYPadShrCrXBlb_B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4Z579uj0aOe_4T0g5zEQY6SrlVWlsSJ?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4Z579uj0aOe_4T0g5zEQY6SrlVWlsSJ?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F9kgk0w819jQmz7hKHqpMregft91jn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9VcSrci9mD5PNsOSwX_r6wh0wf4T38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9VcSrci9mD5PNsOSwX_r6wh0wf4T38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f29Lbu6S3VAX1lzsAmnYYSeBaiu2C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f29Lbu6S3VAX1lzsAmnYYSeBaiu2C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8Xan6S2MNHy1He-r0uAzAvgGCMyUBVx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8AQ4Wrma23PxrXabBY88CQBpCLQY-an?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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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志工隊服務學習一覽表與活動照片】【佐證 1-3-1-14 公費生史懷哲教育服務活動一覽表】

【佐證 1-3-1-15 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服務時數規定】 

1-3-2.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檢視教育目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與具體作

法之機制 

本師資類科檢視機制完整，行政端透過每學期系學生輔導會議，系上教師共同檢視各班

師資生的期中與期末成績表現；師資生端則透過學習歷程檔案檢核機制，協助師資生自我檢

核能力，並且透過每學期末師資生對基本能力／專業素養指標的自評成果，了解師資生的達

成情形。詳細檢視機制說明如下： 

1. 行政端：本師資類科定期召開系學生輔導會議，全系教師和導師共同針對師資生每

學期的期中、期末成績表現進行檢視，並討論輔導策略。師資生通過每一門科目任

課教師的要求，等同通過各科目任課教師對該課程內欲培育專業素養之檢核。若師

資生在前一學期智育、德育、群育及體育成績未達前述標準，或基本能力於大四第

一學期結束時未達前述標準，本師資類科依據「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

與淘汰要點」，即展開相關輔導措施。【佐證1-3-2-1 系學生輔導會議】【佐證1-3-

2-2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佐證1-3-2-3 導師輔導紀錄、

個案會議紀錄】 

2. 學生端：本師資類科過去一直持續於期末對師資生進行基本能力自我評量，並於系

務會議進行討論，以作為全師資類科調整課程引導與師資生輔導之參考。又於110-

1學期將基本能力自我評量改為專業素養指標自我評量，以期能讓師資生自我檢視

職前教育階段專業素養之達成情形。再者，本師資類科又於111年1月19日系務會議

修訂「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自110-2學期起設計協助

師資生使用「學習歷程檔案」檢核機制，鼓勵師資生每學期紀錄與檢核歷年來課程

學分、學業成績、各項基本能力等達成情形，以提供系師資生輔導會議之輔導依

據。並於建立「同儕課輔」方案，透過本所研究生的同儕課輔方案，以協助本師資

類科大學部師資生提升學習成效與專業知能。本師資類科亦透過「特殊教育學系大

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落實畢業前能夠達成 （1）專業知識考查、

（2）實作能力考查、（3）專業倫理考查。最後，本師資類科更透過「模擬教甄計

畫」，延伸至教育實習期間對師資生專業素養與達成本師資類科教育目標之持續考

核。【佐證1-3-2-4 108-109-1年各學期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基本能力自評結果】【佐

證1-3-2-5 109-2、110-1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專業素養指標自評結果】【佐證1-3-2-6學

習歷程檔案檢核表、同儕課輔申請表】【佐證1-3-2-7 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畢業生

專業知能考查要點】【佐證1-3-2-8 教檢模擬考、大四實習與專題成果展照片】

【佐證1-3-2-9 模擬教甄計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8AQ4Wrma23PxrXabBY88CQBpCLQY-a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hDHCp4W-J6dgjV0nk0mQTHs6hxBcOB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NODZFmXj1h4FjlOCSR1_plOCXj3po_H?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55nHPC-Kt0E2YTqKg1sTSrDTWKA20O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EnNJqg98VaWCkihGZFqNa-5ApLRKX8O?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EnNJqg98VaWCkihGZFqNa-5ApLRKX8O?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bstJxY-7Hf9ChsQCOlqcZDMP-stqNK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bstJxY-7Hf9ChsQCOlqcZDMP-stqNK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0gu_9WIojrXubAvOM2MYIdN0j9y3SH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_sVhwCYE4wU5AwaGVATbdqEJD9WVf1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_sVhwCYE4wU5AwaGVATbdqEJD9WVf1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0O-rc8Jw74MPjJPEOYhhso5U5dLb_y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0O-rc8Jw74MPjJPEOYhhso5U5dLb_y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kK5J6TeUW_JlYGMjlKRSPJigL0dr2l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kK5J6TeUW_JlYGMjlKRSPJigL0dr2l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jmU_2rTPFB1Oc7Y3tfdB9guDTMIsVGm?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sqFV4SWJqyBrPGmIuS3Xb7eLaD1bdws?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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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與特色 

一、 配合教育部師資培育政策及本校教育理念，訂定本校師資培育目標與本師資類科專業

素養目標，落實教育專業課程內涵 

本校以「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之發展使命與願景為宗旨，並以校訓「誠

樸、力行、創新、服務」為核心，形塑本校師資培育教育之五大目標，以及參考教育部於民

國 105年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之教師專業標準 10項標準內涵、民國 107年公

布的《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之五大素

養十七項指標，據此，本師資類科的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目標訂為五大專業素養十五

項專業素養指標，因此本師資類科從願景到目標，至素養及指標，層層緊扣，依序發展專業

課程內涵並落實之。 

二、 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的具體作為，能有助於師資培育目標的達成，並契合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本師資類科師培課程包括各種正式及非正式課程，循序漸進逐步培養特教類科師資生理

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能力。本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對應本師資類科正式

師資培育課程，循序漸進、務實擘劃各類課程，理論與實務兼顧、強化實踐取向能力之培

養，全方位整合教育專業知能及實踐能力。此外，本師資類科更透過各項非正式課程，包

括：各項專業知能研習與檢定、演講與講座、系統性見習與實務實習，以及本師資類科專屬

社團—特教志工隊的服務學習，有助於師資生實踐取向能力之強化，並培養認同教師專業角

色，懷抱教育熱忱，遵守教師專業倫理之正向態度。 

三、 本師資類科檢視教育目標、專業素養指標與具體作法之機制健全 

本師資類科透過行政端，如：每學期系學生輔導會議，系上教師共同檢視各班師資生的

期中與期末成績表現；以及學生端，如： 每學期末對師資生專業素養指標自我評量、「學

習歷程檔案」檢核機制，以及依據「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落實

畢業前的考查，最後，更透過「模擬教甄計畫」，延伸至教育實習期間對師資生專業素養與

達成本師資類科教育目標之持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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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本校為師資培育學系和師資培育中心並行的師資培育大學，於 89 學年度起設置「師資

培育中心」，並於 98 學年第二學期合併「就業實習輔導處」業務，以統整各師資類科之職

前培育工作，以及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因此，在行政上修訂完善的校級法規、編列充足經

費、協調各行政單位提供師資生各項課程以及學習相關服務。 

此外，在集中資源共同運用的原則下，由教務處統整規劃上課教室，師資培育中心和師

範學院共同提供上課空間與設施。本校特殊教育類科師資培育之課程，由特殊教育學系規劃，

並由其他學系支援。在行政上，以師培中心為主辦，全校各單位協助，以期能培養符合融合

教育趨勢之具有理論與實務的特殊教育師資。 

2-1.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計畫與學校組織中之定位 

2-1-1.校務發展計畫中將師資培育列為校務發展重要方針 

本校自105-109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明定校務發展目標，奠基在15年為期程進行「3五

工程」長期校務發展之規劃，第1個5年定為「創新轉型」，第2個5年全校師生團結一心「勵

精圖治」，到了第3個5年達成「基業長青」的永續發展穩固根基。以「三品人才（做人有品

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三化教學（教師內化、教法進化、課程轉化）」、

「三創研究（啟動創意發想、力行創新研發、孵育創業基地）」、「三合校園（合理友善校

園、合作共榮校園、合時精進校園）」、「三生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涯教育）」

為五個發展構面。在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明白列出師資培育中心為學校一級單位，負責推動全

校中、小、特、幼等師資培育相關業務。其中在「三化教學」，對師資培育工作多有著力，

足以定位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計畫中之重要性。「三化教學」的「教師內化」意指教師社群

化策略方針，從教師教學反思為基底，推動教師專業成長，透過強化班級經營，輔以教師教

學觀摩，經由教師同儕間的經驗分享與傳承，以達教師內化與教改外顯之效。「教法進化」

意指從適性教學、創新教學與學習科技、以及學生自主學習三個面向來執行，亦即從課程屬

性導入合宜教學法，並以學習科技為基底改變傳統教學生態的創新教學，讓學生從被動學習

轉換成自主學習。「課程轉化」意指首要善用3C科技作為教學媒介，並以教育訓練學生未

來能與產業職場無縫接軌，開發產業應用教材與銜接課程有其必要性，總體課程成果並於頂

石課程中落實。具體的策略方針見下圖2-1-1-1。 

 

  

圖2-1-1-1 105-109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三化教學」的策略方針 

2-1-2. 校務發展計畫中對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之策略與行動 

在 105-109 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接續「三化教學」的具體實施策略及方針，在

（一）教師社群化的具體策略包括：1.辦理教師專業講座、2.開設教師專業成長課程、3.推

動教學品保機制、4.推動教學觀課、5.成立教學品質保證委員會、6.成立教師教學精進社

群。在（二）教法多元化的具體策略包括：1.推動課程教材改進、2.導入創新教學建立混成

及翻轉教學典範、3.設立學生自學角。在（三）課程精進化的具體策略包括：1.推動 3C 科技

導入教學與磨課師課程、2.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與產業無縫接軌學習、3.推動產業特色課程、

4.落實頂石(Cap Stone)課程。並又明訂師範學院、師培中心的工作重點、實施策略、行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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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執行管考。例如，師範學院的工作重點執行情形包括：「5.加強師資生教學基本能力：

推動教學基本能力研習與檢定，包括板書、硬筆字、說故事、字音字形、教學活動設計、自

然科實驗操作。6.強化小教師資生的學科知識，開設數理增能學程。」；師資培育中心的工

作重點執行情形包括：「1. 研訂績效衡量指標(KPI)：為提升各類科教師檢定基本能力，每

學年度教育實習組辦理實習生教檢模擬考 1 次，課程組辦理師資生教檢模擬考試 1 次及模擬

試教 1 次。2. 訂定師資卓越及精緻重點研究領域，積極向教育部提出計畫：每學年度向教育

部申請精緻／精進計畫。」【佐證 2-1-2-1 105-109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後續的 110-114 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延續著上一期程的「三化教學」構面，在中程

校務發展目標訂為：1.學生本位規劃課程、創新教學提升品質。2.拓展國際學術交流、提升

師生全球視野。主要策略包括： 1.推動深碗、微學分、跨領域、問題導向總整學習、營運型

總整課程等各項教學創新措施，培育學生結合知識與實踐力延伸至營運場域。2.通識選課自

主，培育跨域專長；推動共同課綱，落實校級素養教育。此亦符應教學現場需求，乃本校培

育優質師資的目標與策略。此外，對應校務發展目標，在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也訂出具體的

行動方案和主責單位，以利具體實現培育優質師資的目標。例如：在「學生本位規劃課程、

創新教學提升品質」發展目標，主責單位有教務處，推動單位為師培中心，此項目標又分化

成兩個策略：（一）課程與時俱進，鏈結創新力與就業力，其中兩項的行動方案，便與師資

培育有密切相關，包括：「6.培養精進中教、小教、特教、幼教四類科優質師資，針對師資

需求並符合國家政策調整師培課程。7.精準培育中教、小教、特教及幼教師資，投入教

職。」。（二）強化招生策略擴增生源，也與師資培育有關，包括：「5.配合中央與地方縣

市政府需求，培養優質中小特幼各類科公費師資生。6.以中教、小教、特教、幼教師資培育

公費生策略，吸引優質生源入學。」【佐證 2-1-2-2 110-114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上述行動方案詳細說明如下： 

一、學生本位規劃課程、創新教學提升品質（教學面） 

(一) 課程與時俱進，鏈結創新力與就業力 

1. 培養精進中教、小教、特教、幼教四類科優質師資，針對師資需求並符合國家政

策調整師培課程 

(1) 因應教師類科缺額，適時調整擬開設之師資類科。 

(2) 針對本校師資生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輔導班，確保本校師資生各類科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通過率高於全國平均。 

(3) 彈性因應國家政策與需求靈活培養師資，包括公費生與雙語師資生。 

2. 精準培育中教、小教、特教及幼教師資，投入教職 

(1) 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提升教學素養，增進其專業知能。師資培育中

心配合本校願景、理念與校務發展計畫，設定教育目標包括下列五項： 

A.培養具有教育專業知能與涵養之優秀中小特幼教師資及實務工作之優秀人才。 

B.培養具有高度服務熱忱與優質職業倫理之教育專業人才。 

C.培養具備團隊合作與人際溝通知能之教育專業人才。 

D.培養具備人文素養與教育科技應用知能之教育專業人才。 

E.培養具備實務反省及終身學習能力之教育專業人才。 

(二) 強化招生策略擴增生源 

1. 配合中央與地方縣市政府需求，培養優質中小特幼各類科公費師資生 

2. 建立並保持本校與中央和地方縣市政府良好合作關係，增加中小特幼各類科公費

師資生之培育名額，並透過嚴謹優質師培過程確保公費生師資品質。 

3. 以中教、小教、特教、幼教師資培育公費生策略，吸引優質生源入學 

本校師資培育歷史悠久，傳承師範精神，師資人力結構堅實，在教育界已培育多位校

友，具有正統師資培育品牌與良好的口碑。奠基於本校良好的師資培育基礎及與拜訪各縣市

政府保持良好合作關係，每年完成招生甄選及培育，希冀落實公費生培育之重任。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aST1I7aMjOnAMA0U3lXKXw7tGDCyeb6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LLsk-VZ41b1UGRj6UBWpNAENZQRa_3y


13 

在公費生甄選方面，本校致力於建立嚴謹的公費生甄選機制，以期能篩選在知識、能

力、態度、人格特質等各方面能達成具備教育專業知能與涵養之優秀國小師資，符合縣市政

府之需求。除此之外，在公費生的培育過程中，本校亦建立輔導及淘汰機制，及時輔導公費

生學習問題，必要時進行淘汰，且明訂遞補制度，擇優遞補，以維護本校公費生的優良品

質。 

2-1-3.行政單位與特殊教育學系依職責分工並共同合作 

本校組織規程明訂師資培育中心之組織定位與人力，其中第八條明訂師資培育中心為校

屬一級單位：「師資培育中心：掌理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資職前教育、各師資

類科教育實習及教師在職進修等師資培育工作，包括招生、課程、教學、實習及輔導等相關

事宜。設教育課程、實習輔導及綜合行政三組。」此外，組織規程明訂人力配置，國立嘉義

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四條：「本大學校級附屬ㄧ級單位主管，各置中心主任一人，師資培育

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佐證 2-1-3-1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 

據此，本校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中心主任

一人，由校長遴聘師範學院相關領域專任教授兼任。其下設置三組：（一）教育課程組：辦

理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與教學等相關事宜。（二）實習輔導組：

辦理各師資類科之教育實習、畢業生輔導及教師在職進修等相關事宜。（三）綜合行政組：

辦理中心計畫與成果彙整、教師遴聘與評鑑、教學設施管理、法規修訂與內部稽核等綜合行

政事宜。教育課程組組長由本校教師兼任，其下編制成員 2 名；實習輔導組組長由專任教師

兼任，其下編制成員 2 名；綜合行政組組長為公務人員編制，其下編制組員 1 名。其編制及

行政範疇，如圖 2-1-3-1。【佐證 2-1-3-2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圖 2-1-3-1 

2-2.行政運作質量與持續改善機制 

2-2-1. 師資培育單位設有符應其組織定位之行政運作機制 

本校師資培育單位包括師資培育中心和師資培育學系，本校師資培育之行政運作主要透

過校級單位師資培育中心、師範學院、教務處和人事室等單位通力合作與協調下共同進行，

並透過各種會議建立正式的協調與合作機制，工作同仁也藉由正式或非正式的關係，營造和

諧互動的支援體系。  

1. 藉由師資培育業務相關委員會統整推動各項師培業務  

本校師資培育工作主要由師資培育中心透過行政組織和各項師資培育相關業務委員會來

推動，本校師培中心行政組織有三組：教育課程組、實習輔導組及綜合行政組，各自負責的

師培業務包括有：教育課程組負責師資培育之師資生招生、課程規劃設計、教學活動推動、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A3QYm6uhXu0v0wuvcSHdJayFOwK5oQ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NmVQ0N0YrQGhgiaUelpqSgjz2VfH0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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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考試輔導等；實習輔導組負責教育實習規劃與輔導、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等；綜合行

政組負責教師甄選輔導、公費生業務等。 

師培中心又依師資培育任務進行功能性組織分工，依照業務分別設置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

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等

相關委員會。各師培學系主任皆為相關業務委員會之委員，共同參與各項師資培育任務。

【佐證 2-2-1-1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佐證 2-2-1-2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招生甄選委員會設置要點】【佐證 2-2-1-3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

會設置要點】【佐證 2-2-1-4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佐證 2-2-1-5 師

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佐證 2-2-1-6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2.透過校級會議建立全校性協調與合作機制  

由於師資培育是本校重要發展項目之一，行政運作之縱向和橫向聯繫，則透過校務會

議、行政會議、教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等之招

開，有利於本校各師資類科與本校其他行政單位的協調合作。【佐證 2-2-1-7 108-110 年校務

會議紀錄】【佐證 2-2-1-8 行政會議會議紀錄】【佐證 2-2-1-9 教務會議紀錄】【佐證 2-2-1-

10 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佐證 2-2-1-11 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佐證 2-2-1-12 課程與教

學委員會議】【佐證 2-2-1-13 諮議委員會會議紀錄】【佐證 2-2-1-14 實習審議委員會會議紀

錄】 

3.特殊教育學系之組織與行政運作機制 

本校特殊教育學系為全師培學系，在師範學院之下，負責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的特殊教育

師資培育工作，設置主任兼所長一人領導行政團隊推動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師資培育各項業

務。104-109學年由林玉霞副教授擔任系主任兼所長，於110 學年度起由吳雅萍副教授擔任，

接續負責系所各項系務推動及行政運作事務推展。本師資類科108學年度之人員配置專任教

師9名，含教授3名、副教授3名、助理教授3名和專案助理教授1名；109學年度專任教師9

名，含教授3名、副教授4名和助理教授2名；110學年度專任教師10名，含教授3名、副教授4

名和助理教授3名。本師資類科另配置助教1名，負責學校各行政單位交辦系所之行政任務與

本師資類科圖書儀器設備之管理，另有工讀生協助公文、收發信件與環境清潔事務；本師資

類科教師也負責擔任大學部和碩士班導師，以及擔任教育實習輔導教師；系主任擔任本校與

師資培育相關的各種委員會之當然委員，包括：師資培育中心招生甄選委員會、師資培育中

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參與本校有關師資培育之相關事項。 

2-2-2.師資培育單位各項行政運作機制能依規定運作並建立完善紀錄 

師資培育中心之各項會議皆依規定如期召開，委員會亦依規定運作，參與者具代表性，

且留有完善紀錄。【佐證 2-2-2-1 師培中心業務會議紀錄】【佐證 2-2-2-2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議】【佐證 2-2-2-3 諮議委員會會議紀錄】【佐證 2-2-2-4 實習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佐證

2-2-2-5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紀錄】【佐證 2-2-2-6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議紀錄】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的行政運作機制，亦透過各項會議，推動與師資培育相關之教務層面

與學生事務層面等業務，包括系務會議、系教評會、系課程委員會、系學生輔導委員會、系

個案會議，以及依系務推動需求機動組成各項推動小組等（如：招生專業化種子教師、公費

生甄選會議、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會議）。由此可知，本師資類科相關之師培行政運作均依

規定辦理，透過會議討論，凝聚共識且建立完整的紀錄，以利後續執行與檢視。【佐證 2-2-

2-7 系務會議紀錄】【佐證 2-2-2-8 系教評會會議紀錄】【佐證 2-2-2-9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

錄】【佐證 2-2-2-10 系學生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佐證 2-2-2-11 個案會議】【佐證 2-2-2-

12 招生專業化種子教師名單】【佐證 2-2-2-13 公費生甄選會議紀錄】【佐證 2-2-2-14 師資培

育獎學金甄選會議紀錄】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QXUH5DpwJhefqJPej0lc2XbkYOmNqnF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iYWbDyxEolMkbdPeH18vayR5WL5SiW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iYWbDyxEolMkbdPeH18vayR5WL5SiW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DtoyYGifROyrdmJduw2mDP1iVVecva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DtoyYGifROyrdmJduw2mDP1iVVecva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uLU8kAavYoBoLS0YoPDUZWM7U90Q6_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y32L-fB8blQw43mR_IEbkG4soskkwr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y32L-fB8blQw43mR_IEbkG4soskkwr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gTSaO8aN16n8WMSSDbsaC_L0toXFUV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2kUiqGufn3tFuPSGfkZzCp-Kbs_Zed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2kUiqGufn3tFuPSGfkZzCp-Kbs_Zed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WmK-IypIlvMccVHoyRv3qdBHaf-obC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3LCrEjERWyjaut6c3cKjhfq2zuOQeHV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f_kQTOTxQzIgoHZreif8nGKWWKjrCC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f_kQTOTxQzIgoHZreif8nGKWWKjrCC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QimAlOUVm57itGwSSx0M2f5XclVK2k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Mln7lZt_OJ2u5yr54a-HsUWRaeVqpZ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Mln7lZt_OJ2u5yr54a-HsUWRaeVqpZ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KsHEev5E5BZaUp7f3RrKG1X-qWz1W-Z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RP8hz0-7dpTNH_JUoWIOngP43Vpdi6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RP8hz0-7dpTNH_JUoWIOngP43Vpdi6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E43kAUqZju1aIOv5Hkeae6mesVkPUb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5corRAgU0OVqCeyl3fxBcqcuDSZAv7X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5corRAgU0OVqCeyl3fxBcqcuDSZAv7X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O0yTgrydCEz95GkGTLjhWf89OXIzQ0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nJbglirqE3bmXgDmaQG0ywnZzLJMA5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ovMeAE4zQ5jKE73W_qthbryt0ZVCW_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ovMeAE4zQ5jKE73W_qthbryt0ZVCW_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aO75dAYc9eJmtBWt6Clmq4VrlWnC0Z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aO75dAYc9eJmtBWt6Clmq4VrlWnC0Z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iJ7wMotnElVrwzQCR10zFeLkwUbPFvV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iJ7wMotnElVrwzQCR10zFeLkwUbPFvV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OjoZ-Wk-1Giz5-ZIUTrl3VBaw_hDk2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S30fG4kV46IS0GX-FikJnzOA1zAw20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S30fG4kV46IS0GX-FikJnzOA1zAw20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CJvaNg9MK-Wxyspcb4ylLSr6afjX895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yM3NglETs6e0_3H3XaEkos0fNR561z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RFaubVwPb4ckyvR5x1w_9GGLL1QSr0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RFaubVwPb4ckyvR5x1w_9GGLL1QSr0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cQbLRLi-ihr5K12meHTDpvFa2q2Mo1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RVRwXkuwMk-iUuyJypppzICKInYvIk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RVRwXkuwMk-iUuyJypppzICKInYvI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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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師資培育單位能與師資培育學系和學校行政單位密切合作，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

質師資 

本校為呼應願景以推動優質師資方案，培育前瞻師資為目標，師培中心與各師培學系和

學校行政單位密切合作，以充分利用資源提供師資生多元且符合現場需求的學習經驗。 

1.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與師資培育中心和本校教務處之分工合作，協助師資生完成職前教育課

程與通過實習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與師資培育中心和各行政單位之合作關係為分工獨立，但能相互支援。

例如：先透過教務處招生組的協助，從繁星、推甄、指考三種管道進入特教師資類科；接著

透過教務處課務組指導，建立完善的必選修科目冊且大一至大四每學期開出符合特教師資所

需的課程；在大四畢業前經師培中心審核，由特教系辦協助師資生進行學分查核，接著師培

中心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特教師資類科提供教檢輔導幫助師資生通過教師檢

定考試；師培中心接續規劃教育實習工作，由特教師資類科教師擔任實習指導教師，通過實

習後便能取得特教教師證，詳見圖 2-2-3-1。 

 
圖 2-2-3-1 特教類科師資生培育流程相關單位行政合作圖 

2.特殊教育學系與師資培育中心和本校學務處之分工合作，提供師資生各項獎助補助 

此外，本師資類科亦鼓勵師資生申請校內各項獎助補助，例如：本校學務處辦理學生特

殊境遇補助、生活獎助金等業務；師培中心亦有師資培育獎學金學生之獎補助，提供本師資

類科優秀之師資生甄選而獲獎補助。 
表 2-2-3-1 本師資類科 108-110師獎生的名額（教育部表格） 

單位名稱 獎輔助金名稱 
金額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110 學年度 
嘉義大學 師資培育獎學金 陳 o蒨：88,000 吳 o珈：88,000 

李 o帆：88,000 
吳 o珈：88,000 
李 o帆：88,000 
劉 o宏：88,000 
長 o森：88,000 

3.本師資類科與師範學院和其他師資培育學系密切合作，以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 

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及融合教育的推展，本師資類科師資生除了修習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之外，亦需強化其他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能。因此，本師資類科與教育系數

理教育研究所合作，開設「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以提供本師資類科資優組師資生更專精

的學習，培育出符合現場需求的資優教師。另外，師範學院亦辦理跨領域學程，包括：銀髮

健康輔導跨領域學程、幼兒數位教材研發跨領域學程等課程，提供師資生更多元的選課機會。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修讀「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和「跨領域學程」之修課人數，如表 2-2-3-

2。【佐證 2-2-3-1 數理資優微學程課程架構】【佐證 2-2-3-2 銀髮健康輔導跨領域學程課程

架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Uc37_j_5jFkf0ZacIeODC9SmDx6K9V-/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BkSo-nt0u7PAmoM-giYxNvtTjMjpsv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0QjbIw-DBLQ8pedO7QUtBA6yz0zt0P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0QjbIw-DBLQ8pedO7QUtBA6yz0zt0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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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2 微學程及跨領域學程修課程人數 
年          人數 數理資優微學程 銀髮健康輔導跨領域學程 

108 0 52 
109 16 9 
110 3 11 

4.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接受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定調每年之主

軸，並邀集各師培學系參與計畫之研提，本校師培中心獲教育部「108-109年度補助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精特計畫）補助，詳見精特計畫成果。【佐

證2-2-3-3 108-109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成果】 

5.向地方政府爭取合作培育師資培育公費生 

鑒於各地方政府培育師資培育公費生之需求，本校積極赴地方政府洽談公費生培育事

宜，針對地方政府公費師資用人需求進行量身打造，期能有效縮短培用落差，提供各縣市教

學現場所需師資。本校師培中心規劃完善之公費生甄選培育方案，合作之單位為本校教務處

及各師培學系（含特教系所），本師資類科亦訂有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與師培中心共同培

育優質公費生。本校在108至110學年度，教育部共核定師資公費生計73名，核定名額及分發

縣市情形如圖2-2-3-2。本師資類科所獲得各縣市公費生逐年增加，108至111學年度，教育部

共核定特教系公費生名額計18名，參見表2-2-3-3。在培育成效上，本校於109學年度榮獲國

民小學、中等學校及幼兒教育師資類科獎優學校、110學年度榮獲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

校）班師資類科獎優學校，足見在本校在師資培育輔導之成效。【佐證2-2-3-4 國立嘉義大

學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佐證2-2-3-5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

學習輔導要點】【佐證2-2-3-6 教育部核定本校師資公費生核定公文108-111學年】 

 

圖 2-2-3-2 本校 108 至 110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師資公費生名額及分發縣市圖 
 

表2-2-3-3 108-111學年本師資類科獲得各縣市政府公費師資生培育名額 
縣市 108學年 109學年 110學年 111學年 
嘉義縣 2（碩士班） - - 2（碩士班） 
嘉義市 - 2（碩士班） - 1（碩士班） 
花蓮縣 1（大學部） 4（碩士班） 1（大學部） 1（碩士班） 
新北市 1（碩士班） - - 1（大學部） 
雲林縣 - - - 2（碩士班） 
合計 4 6 1 7 

 

2-2-4. 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持續品質改善機制，落實師資培育之品質保證與提升 

1.師資培育中心整體行政執行確實且管理機制完善 

本師資類科與師資培育中心均透過師資培育相關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並定期管考各項

業務。如另有重大事項，則提請校內各相關會議討論，待通過再呈報校長或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此一機制能集思廣益，且由業務單位依據會議決議執行。此外，各單位內部能定期針對

相關業務進行管考，以持續改進。例如：師資培育中心定期召開中心業務會議，以建立業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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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110學年度

人
數

108~110學年度公費師資生核定名額統計

甲案 乙案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WwLBstxr2mAN5fLqCeLDyX0hrikPXU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WwLBstxr2mAN5fLqCeLDyX0hrikPXU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a8oqkoe75VU9LdVb-ptOOUFKjsGPJ3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a8oqkoe75VU9LdVb-ptOOUFKjsGPJ3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bLnPSvhI0zVw1kmcuemR59QWNtYOO5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bLnPSvhI0zVw1kmcuemR59QWNtYOO5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8Y9wKt_7qL-FCqccUhpzUF3hVKkkXP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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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及改善機制，確保本校師培中心推動之課程安排、授課師資、學生遴選、實習輔導、教

師檢定、地方教育輔導等各組負責之師資培育業務，再進一步由各種委員會進行管考，且追

蹤辦理情形，確保持續性改善機制，致力提升師培品質，包括：課程委員會、師資培育諮議

委員會、實習審議委員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等。

【佐證2-2-4-1 師培中心業務會議紀錄（各種委員會議紀錄參見上述2-2-1之各種佐證資

料）】 

2.學校訂有品保機制督導師資培育品質 

本校為確保教學品質，訂有內部品保機制，包括：教務處成立「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

教師評鑑和教學意見調查等相關措施；也透過外部品保機制，包括：辦理課程外審機制、辦

理實習課程評鑑、微課程評鑑和特殊教育學系品質保證認可，以期能從各種內外品保機制的

結果進行改善。本師資類科教師於 109 年皆通過教師評鑑，且特教師資類科在 109 年已通過

資優微學程評鑑和獲得六年品質保證認可、110-1 學期通過實習課程評鑑等，並持續提出改

善措施，自我檢討，以提升師資培育之教學品質。【佐證 2-2-4-2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質精

進組織設置要點】【佐證 2-2-4-3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實施

要點】【佐證 2-2-4-4 國立嘉義大學實習課程績效自我評鑑要點】【佐證 2-2-4-5 特教系課程

外審機制相關資料】【佐證 2-2-4-6 特教系教師評鑑通過證明】【佐證 2-2-4-7 資優微學程評

鑑通過證明】【佐證 2-2-4-8 特教系品質保證認可六年通過證明】【佐證 2-2-4-9 特教系實習

課程評鑑通過證明】 

3.師資培育評鑑機制完備且法規機制完善 

本校為落實師資培育業務評鑑機制，已明訂「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規劃師資培育評鑑業務實施程序及機制。依據該要點，本師資類科為了執行自我評鑑

工作，成立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負責特教類科自我評鑑事宜之規劃、督導

與追蹤考核，期能發現缺失並即時改善。本師資類科在師培中心的規劃之下，依學校規定時

程提供及彙整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資料，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撰寫師資培育

評鑑概況說明書，擬定及執行特教類科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並且皆如期在本校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和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上，彙報本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善計畫之

進度。【佐證 2-2-4-10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紀錄】【佐證 2-2-4-11 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議紀錄】 

2-3.運用客觀證據支持品質改善與提升之策略與機制  

2-3-1.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完善之師資生學習成效評估之數據 

本師資類科為確保師資生之學習成效，已建立完善之師資生學習成效評估系統，並透過

以下系統，藉此了解師資生的學習成效。 

1. 本師資類科透過建置師資生學習檔案定期檢核學習成效 

本師資類科為了提升師資生素質，掌握師資生學習成效，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明列師資生應具備的基本能力、智育、德

育、群育及體育方面之通過標準，並使用「學習歷程檔案」檢核表機制，於 110 學年第二學

期起定期檢視師資生在各項要求之通過情形。【佐證 2-3-1-1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

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嘉義大學特教系師資生暨一般生學期表現檢核表】 

2. 本師資類科透過學校預警制度督導師資生學習成效 

本校為了加強全校性學士班師資生和教師對學習狀況之了解，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士

班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要點」，預警制度實施方式如下：（一）期初預警：每學期開學後

二週內，由教務處列印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之師資生名單及成績，交予導師及系主任，俾利了解師資生學習情形。導師應於收到師資生

預警名單後安排與其面談，提供其必要協助與關心，並應通知師資生家長或監護人共同輔導。

（二）期中預警：授課教師應於期中考後二週內上網登錄師資生期中各項考核成績，再由教

務處列印期中成績不及格之師資生名單及成績分送導師了解及輔導，必要時由導師另行通知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PUNxi8bYuzdLhjYqvwXYjIsnvDBUW6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PUNxi8bYuzdLhjYqvwXYjIsnvDBUW6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yYqYyLORwR9S0t7rRzxduBA0qgJCqF_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yYqYyLORwR9S0t7rRzxduBA0qgJCqF_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JlYaEK0s4NjjXkHLUD9eVtIqTX2VL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JlYaEK0s4NjjXkHLUD9eVtIqTX2VL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5UEf2Ym3uTZ7d3U12wF4FN8cx7V5iC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Oh81KKHnlccKSHkhLnk6ExbQ4mdMcc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Oh81KKHnlccKSHkhLnk6ExbQ4mdMcc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6zUXaUzjZsMPEEEUx7fQMEwUG7f7Q4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faeMpF1IBrKV5rp8uiRMh_5tKHhhBv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faeMpF1IBrKV5rp8uiRMh_5tKHhhBv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_J3dw50ZhCRaNUt0fE2Z2fOJGwvF8O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rdXUyn914dsx2tf8moNeelefKUiR9N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rdXUyn914dsx2tf8moNeelefKUiR9N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DSS_bbfH_so1IR4AgiW_3cm3HIxlte6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UbGo3hJcCev6NMmNlz5Tqthw9d4Y5d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UbGo3hJcCev6NMmNlz5Tqthw9d4Y5d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WTCsjnRCnWdQnXm2dwlYgbdezExSW6Q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WTCsjnRCnWdQnXm2dwlYgbdezExSW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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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俾利落實預警機制。（三）期末預警：學期末由教務處郵寄通知該學期修習學分數達

二分之一以上不及格師資生之家長，以了解師資生在校學習狀況並適時輔導。（四）缺曠課

扣考預警：師資生單一科目缺曠課時數累計達該科目應上課時數 20%者，由教務處郵寄通知

家長，以利了解師資生學習狀況。（五）曠課退學預警：師資生一學期在校曠課時數達 30 

節以上者， 由教務處通知導師及系主任，並郵寄通知家長適時輔導。【佐證 2-3-1-2 國立嘉

義大學學士班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要點】 

3.本師資類科透過核心能力、專業素養之自評調查以了解師資生所具備的能力與專業素養之

達成情形 

本師資類科每學期定期對全系師資生進行各項調查，包括核心能力、專業素養之自評達

成情形，本師資類科師資生亦能呈現出隨著年級升高，自評越來越能達成核心能力與專業素

養。【佐證 2-3-1-3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核心能力與專業素養自評調查結果】 

4. 畢業前檢核應屆畢業生特殊教育專業知能 

本師資類科為檢核大學部畢業生特殊教育專業知能與專業倫理之達成情形，訂定「國立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考核項目分為（1）專業知識考

查、（2）實作能力考查、（3）專業倫理考查。【佐證 2-3-1-4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 1100119 （適用 111 學年度入學後）】 

 （1）專業知識考查—筆試共同學科（特殊教育專業知能考試） 

本師資類科邀請應屆畢業生之導師，針對教師檢定考試進行模擬考命題，於大四下學期

舉辦特殊教育專業知能考試，此為本師資類科教育知能考核之總結性評量，並將通過考核設

定為畢業門檻，師資生需通過知能考核始完成畢業要件。108 學年度前考核的科目為：「特

殊教育學生評量與輔導」、「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未達及格分數者，須補考至及格為止。

自 109 學年度起，調整考核科目為：「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課程教學與評量」。若

有未能及時通過檢測的師資生，則由導師予以關懷、輔導，以協助其增能並通過考核。本師

資類科透過此模擬考機制，督促師資生努力準備教檢，從下表 2-3-1-1 可以得知，本師資類

科近年的教檢率逐年提升，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 

【佐證 2-3-1-5 大四專業知能考試相關資料（照片、通過人數）】 

表 2-3-1-1 108-110年度本師資類科應屆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一覽表 

師資生級別 107級 108級 109級 110 級 
教檢年度 108三月 108六月 108六月 109 110 

報考總人數 
（應屆 A+非應屆） 

46 

(36+10) 

10 

(5+5) 

43 

(38+5) 

34 

(32+2) 

30 

(27+2) 

應屆通過人數 B 31 5 37 30 27 
非應屆通過人數 5 5 5 1 1 
應屆通過過率

（%）C 
C=A/B 

87.80% 97.37% 93.75% 100% 

全國特教類科 
通過率（%） 60.256％ 50.69％ 50.69％ 50.107％ 67.37% 

*附註：107級可考 108年三月及六月，皆屬應屆。 

（2） 專業知識考查—基本能力 

為強化師資生之實務能力，本師資類科將教學基本技能訂為畢業門檻，包括：板書檢定

（特教系辦理）、說故事檢定（幼教系辦理），每年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皆須在畢業前完成這

兩項基本能力檢定。此外，本師資類科師資生也會擴大參與其他單位與學系舉辦的實務能力

檢測，包括：教案設計比賽（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字音字形檢定（師資培育中心辦理）、

硬筆字檢定（教育系辦理）。【佐證 2-3-1-6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參與基本能力檢定的相關資

料】 

（3）實作能力考核 

大四上學期期中考試後，辦理「大學四年學習成果發表會」，將在學期間所完成之作品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GGBnZGIycEN1wkejE4Ws4pC_EIky6T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GGBnZGIycEN1wkejE4Ws4pC_EIky6T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2H-IsEWAo3SM4DyBI9ZFfcqwOx-Cqq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siDq0Ny0kEjgSfNEBWuAthyLyWNRLe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siDq0Ny0kEjgSfNEBWuAthyLyWNRLe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57cNbSpax5dWN1wgdLE_MknwKQoTLC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4Pw5tDQcqDqI7ujmLYJVdwxjIwNUZm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4Pw5tDQcqDqI7ujmLYJVdwxjIwNUZ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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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於發表會中公開展示與同學分享，包括：集中實習成果、身心障礙專題研究成果。考查

方式，由評審委員評分選票得獎者，於頒獎會中分享設計過程，並頒發精美獎狀。【佐證 2-

3-1-7 大四學習成果展相關資料】 

（4）專業倫理考查 

專業倫理考查主要針對教學實習課程之「專業態度檢核」，由授課師長考核併並計入該

科成績，通過實習即通過專業倫理考核。此外，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畢業前亦須累計完成特殊

教育相關服務學習 80 小時，通常師資生在大一已累積達 80 小時，然而 110 年遇到新冠疫

情，且為了鼓勵大二至大三仍可透過特殊教育服務學習增進特教實務技能，故 110-1 學期著

手修訂服務學習完成的期限，自 111 學年入學後將修訂為大一下學期結束前需先完成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學習 60 小時，每學年由導師認證，大二至大四需完成剩餘的 20 小時，每學年由

特教志工隊認證，畢業前由系辦加以檢核。【佐證 2-3-1-8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學

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 1060823（適用 102 學年度入學後）、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 1100119 （適用 111 學年度入學後）】 

2-3-2.師資培育單位能運用師資生學習成效數據，做為研擬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改善與

提升之策略與行動 

本師資類科運用各項師資生的學習成效數據，用來當作改善教師教學與提升師資生學習

成效之依據，並針對教師教學和師資生輔導兩方面研擬改善策略。 

1.在教師教學方面 

（1）本師資類科各科授課教師主動依師資生學習成效表現之數據，並參酌校務行政系統提

供之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資料之量化數據與質性回饋意見，分別就自己任教科目教學目標、教

學內容與進度、教學策略與方法、評量方式、師生互動等方面，進行教學省思與改進，確保

教學品質、控管與改良機制。 

（2）此外，本師資類科也會依據師資生學習成效，在每學期召開的系課程委員會中提出整

體性課程的改善措施，在系課程委員會會議中又可以參酌校外系友代表、系所師資生代表之

改進意見，提出討論與落實檢討。【佐證 2-3-2-1 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2.在師資生輔導方面 

本師資類科具體策略與作為又分為三大類：預警下的輔導制度、公費生輔導制度、師資

生教檢與教甄的輔導制度。 

（1）本師資類科為了落實預警後的輔導工作，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定期召開學生輔導會議，共同討論與協助本師資類科師資

生之生活與學習適應問題，又於 110-2 學期在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中，設置「同儕課輔」方

案，鼓勵師資生申請同儕課輔方案，以利提升學習成效。【佐證 2-3-2-2 本師資類科學生輔

導會議紀錄】【佐證 2-3-2-3 嘉義大學特教系課業輔導申請表】 

在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中，明確規定本師資類科師資生於前一學期智育、德育、群育及

體育成績未達前述標準，或基本能力於大四第一學期結束時未達前述標準，班級導師應於學

期開學初先進行晤談並提報系辦公室，由系主任召集該生導師共同列為重點學習輔導對象，

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共同輔導，並納入學生輔導會議由系上教師共同輔導。必要時，得由

系主任召集個案會議，邀請本師資類科學習落後師資生、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及系上教師，

共同研商輔導策略。【佐證 2-3-2-4 個案會議紀錄】 

最後本師資類科亦關心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輔導，自 110-1 學期起，本師資類科主動邀

請特教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員參與本師資類科學生輔導會議，以利資教中心和本師資類科雙方

能集思廣益，共同研商解決方案，有助於提升身心障礙師資生的學習成效。【佐證 2-3-2-5 

110 學年的系學生輔導會議簽到表】【佐證 2-3-2-6 身心障礙學生考試調整與學習成效】 

（2）本師資類科針對公費生培育亦訂定「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

輔導要點內容明確提到，為了強化公費生之基本學科教學知能，（一）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碩士班與大學部公費生應修習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國語文教材教法及數學教材教法。又分為身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Hb3n4Pvp-Am0iOJM67-0fYXUr0UQRs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Hb3n4Pvp-Am0iOJM67-0fYXUr0UQRs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PXYa3vGXWdFNO6aBMtkkMk2SAFlXeM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PXYa3vGXWdFNO6aBMtkkMk2SAFlXeM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PXYa3vGXWdFNO6aBMtkkMk2SAFlXeM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_vkpiECtSrsmJyaUaDXAwBdparPWkO_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x3k-O5HYTIoFH4KANDiDdOs8o_810D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x3k-O5HYTIoFH4KANDiDdOs8o_810D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Pj2UBSc42j4PifudVVcUwYYQreIDVI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8VCocv75axwmFxvluSAo6umbJN8bSVN6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Umkge0GTub_S5Qc_yfMJwhmiXSGp4H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Umkge0GTub_S5Qc_yfMJwhmiXSGp4H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PzI7I3p4U6gaBbQAE1lGu31yWzcoN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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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類公費生應修習本師資類科國語文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及數學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

資賦優異類公費生應修習數學資優教育、科學資優教育、語文資優教育等課程至少兩門。

（二） 學前特殊教育階段碩士班公費生應修習本校幼教系碩士班開設之幼兒身體動作發展

研究、嬰幼兒教育課程模式研究、幼兒自然科學教育研究、創造性幼兒遊戲器材研究、幼兒

語言教育研究、幼兒遊戲研究、幼兒融合教育研究等課程至少兩門；大學部開設之幼兒園課

程設計、幼兒園教材教法(I)(II)、幼教課程模式等課程至少兩門。另外在語文能力、義務服

務、教學實務、教學知能則依據本校公費生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的規定實施之，本

師資類科又為了提升公費生之行政實務，在 111 學年後入學之公費生，在學期間須遵守公費

生招生簡章或縣市政府規範的指定時間，至將分發之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指定單位完成指

定的行政實習週次或月次。且增訂受領公費期間每周應至系辦進行行政實習至少 2 小時，並

應參與本師資類科學術研討會和研習活動之規劃。【佐證 2-3-2-7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

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 1100107（適用 109 年入學）、特殊教育學系師資

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 1110119（適用 111 年入學）】 

 （3）為強化師資生教師檢定知能，有效提升教師檢定考試通過率，本師資類科自 109 年起

舉辦教師檢定輔導活動，以提升教檢通過率，並於歷年來也同時為教育實習生和系友舉辦教

甄輔導活動，以提升教甄錄取率，相關輔導活動如表 2-3-2-1。【佐證 2-3-2-8 教檢輔導活動

相關資料】【佐證 2-3-2-9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師甄試輔導活動計畫】【佐證 2-3-2-

10 本師資類科教檢和教甄增能輔導活動一覽表】 

2-4.社會公民責任之作為 

2-4-1.師資培育單位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學現場進行學習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

專業 

本師資類科極為強調特教師資生之專業服務與社會責任，因此積極輔導師資生至教學現

場進行服務學習與實習，從服務中體驗和學習特教教師專業。透過下列幾種管道輔導本師資

類科師資生進入教學現場進行服務學習，包括： 

1. 配合本師資類科訂定的「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

的服務學習活動，一年級師資生必須完成 80 小時特教志工服服務；二年級須至國小

特殊教育類型班級進行教育見習（身障組至少 40 小時、資優組至少 16 小時）；三年

級則配合「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資賦優異教材教法」、「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I）」等課程進入現場服務學習與見習；四年級開設「特殊教育教學實習（II）」

進入現場服務學習與見習。 

2. 搭配特殊教育導論課程的服務學習活動，每年度協助國小辦理特殊教育宣導活動。 

3. 透過特教系學會活動，在 107、109 、110 學年度到鄰近國小舉辦「融合運動會」。 

4. 支援嘉義縣政府辦理 109、110 學年度「嘉義縣特愛科學『嘉』年華」與「嘉義縣中

小學特奧滾球融合錦標賽」。 

5. 透過本師資類科專屬學生社團「特教志工隊」的活動，包括：腦麻園遊會、善牧一

日營、聲暉課輔、伊甸社區適應、興中特宣、特奧滾球志工、嘉特學藝競賽、山海

計畫、嘉特日／夜間入班、伊甸社區適應、雲林小天使、北榮教會、晨光智能發展

中心入班等。綜上，爰符合此指標規定。【佐證 2-4-1-1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佐證 2-4-1-2 特教系學會辦理融合運動會】【佐證 2-

4-1-3 特教志工隊服務活動的特色、簡介和照片】 

2-4-2.師資培育單位爭取外部資源，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學現場進行學習服務，從

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1.教育部補助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課輔計畫 

本校響應教育部政策致力推展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鼓勵師資生與公費生實際參與

具體實踐史懷哲精神，選定屬於偏遠學校的嘉義縣朴子鄉大鄉國小、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

小、嘉義縣梅山鄉大南國小等，辦理為期 15 天的暑期弱勢學生之課業輔導活動。本師資類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Vd7k-0Sa0WUfdaBcot0u4haYDzgtZO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Vd7k-0Sa0WUfdaBcot0u4haYDzgtZO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Vd7k-0Sa0WUfdaBcot0u4haYDzgtZO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Q-qVLCOV1k0tt3OnFA7Gzzl9udpBf6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Q-qVLCOV1k0tt3OnFA7Gzzl9udpBf6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4JY8cWlOlgtfr7PXVkRKXoDSbRRVOp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Yfi0jjBgVvT32BV1Jm5FaiiwR3K_iF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Yfi0jjBgVvT32BV1Jm5FaiiwR3K_iF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Odr58EkeaPbo7ig63Twe-Sx7pjjZUf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Odr58EkeaPbo7ig63Twe-Sx7pjjZUf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43BnDNalyHy_aQ3Eg-9W0t3hSuyihC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fMcmBZXZUbSizdY1AswFJ_NJ6VA-Qc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fMcmBZXZUbSizdY1AswFJ_NJ6VA-Q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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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師資生與公費生皆透過本校史懷哲計畫，實際從事弱勢學生之課業輔導，體悟到史懷哲

關懷弱勢的人道精神，且因奉獻服務而增進其專業知能，為其日後從事教育工作奠定良好的

基礎。【佐證 2-4-2-1 本校教育史懷哲計畫紀錄與成果報告】【佐證 2-4-2-2 特教系公費生的

課輔紀錄】【佐證 2-4-2-3 特教系公費生服務學習時數一覽表】【佐證 2-4-2-4 特教系公費生

與師資生參與史懷哲計畫的名單】【佐證 2-4-2-5 108 至 110 年度本校史懷哲服務活動一覽

表】 

2.師資培育助學金教育關懷輔導計畫 

本校每年向教育部申請兩期師資培育助學金，提供成績優秀及經濟弱勢之師資生服務機

會、並紓解經濟壓力。本師資類科的師獎生也參與校內計畫進入中小學教育現場，針對學習

成就低落或弱勢學生進行課業輔導，以建立其學習信心，並可透過參與校內外之教育服務，

擴大其教育視野，下表 2-4-2-2 為本校 108 至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助學金辦理情形一覽表。

【佐證 2-4-2-6 本校師資培育助學金教育關懷輔導計畫】【佐證 2-4-2-7 師獎生的課輔紀錄】 

表 2-4-2-2 108至 110學年度本校師資培育助學金（師獎生/卓獎生）教育關懷輔導計畫 
學年度 補助金額（元） 補助小教師資生人數 服務時數 

108師獎生（108/08-
109/07） 

1,106,000 14 504 

108卓獎生（108/08-
109/07） 

480,000 11 396 

109師獎生（109/08-
110/07） 

3,608,000 56 2,160 

110師獎生（110/08-
111/07） 

2,816,000 42 1,512 

3.特教志工隊爭取外部經費參與特教服務學習 

本師資類科專屬社團在本師資類科吳雅萍指導教師積極爭取下，爭取到校內、校外單位

之經費補助，豐富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得以有多元學習服務之經驗，校內經費包括學務處，校

外單位包括：教育部、北榮教會、財團法人清誠文教事務基金會、北榮教會心靈重建協會

等，讓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從社會服務學習中培養特教教師的專業素養。【佐證 2-4-2-8 特教

系爭取外部經費之服務學習】 

4.特教師資類科爭取教育部海外見習計畫 

本師資類科積極爭取教育部海外見習計畫，本師資類科師資生透過海外見習過程，增廣

國際經驗，提升特教教師專業之國際視野。例如：陳明聰教師與吳雅萍教師帶領新加坡 

Grace Orchard 特殊教育學校見習計畫、林玉霞教師帶領跨國界赴美進行喬治亞大學教育見

習計畫，以及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見習課程計畫，足見本師資類科爭取外部資源的能量，幫

助師資生從海外服務中學習特教教師專業。【佐證 2-4-2-9 特教師資類科海外見習計畫相關

資料】 

2-4-3.師資培育單位配合校内其他單位，輔導師資生參與社會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本師資類科為擴充師資生之社會服務參與，不僅限於由系所師生主辦，亦鼓勵師資生參

與其他單位的服務學習機會，如師培中心的史懷哲服務活動，以建立與深化本師資類科師資

生服務奉獻價值觀、關懷偏鄉與原住民等弱勢族群之教育學習，達到「實現關懷弱勢、專業

奉獻與無私人倫大愛」之目的，也是實踐教學服務的第一步。 

本師資類科專屬社團更長期承辦學務處之服務學習活動，包括：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

帶動中小學。特教師資類科師資生能配合學務處承辦教育部活動，從服務學習中學習教師專

業，使其在成為正式教師之前，都能發揮己身之教育愛，以培養學習服務精神。【佐證 2-4-

3-1 特教志工隊配合學務處提供的服務學習活動】 

2-4-4.師資培育辦學成效之資訊公開 

本師資類科辦學之具體成效，除了師資生在教師檢定、教師教甄之表現外，亦有師資生

和系友獲獎、榮譽事蹟。例如：彰化縣南郭國小特教教師陳宥妤教師榮獲「星雲教育獎」之

「典範教師獎」、彰化縣泰和國小特教輔導團專任輔導員張弘昌教師榮獲「星雲教育獎」的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7EEXpelQ1uHjXeqHtuMmPr-4xID-6TZ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wCvRR_r8y68hdX2yEumQE61r9jCr-3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wCvRR_r8y68hdX2yEumQE61r9jCr-3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GDQ9d2AqbhZJmKYf5I36Ub5SqZaNbN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y0WdUGjcspbp1pI7Ga0ohOskI3Aggb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y0WdUGjcspbp1pI7Ga0ohOskI3Aggb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yTN6uGYA3i60PzobJZ8F5V0dPH-uYY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yTN6uGYA3i60PzobJZ8F5V0dPH-uYY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lPh70qF9l_z2ee7khrcoa3UJ8CInVr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d2u_rdP6xeSw_hSx6aC5I4Pu0lRaXgB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optlFfCCkIHyg4Q5CCgOCIcrOMf1Js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optlFfCCkIHyg4Q5CCgOCIcrOMf1Js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y_B8L4zGfIdpSQmGtxhPejRFX3-x4F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y_B8L4zGfIdpSQmGtxhPejRFX3-x4F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c27VoApkom5KkGQMm2V5p9NENnmNqj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c27VoApkom5KkGQMm2V5p9NENnmNq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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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教師獎」、台南市億載國小林志政校長榮獲教育部 110 年校長領導卓越獎、113 級王

思涵同學榮獲財團法人鄭南榕基金會第十三屆中小學人權教案國小組佳作、87 級系友鍾秀

鳳榮登屏東縣大成國小校長、88 級系友台南市勝利國小林和秀教師榮獲 110 年教育部師鐸

獎、92 級系友彰化縣南郭國小陳宥妤教師榮獲 110 年教育部師鐸獎、90 級教學碩士班畢業

系友曾月照校長榮獲 110 年教育部杏壇芬芳獎、本師資類科系友彰化縣北斗鎮北斗國民小學

葉志偉教師榮獲 109 年教育部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相關學習成效之資訊公告方式，除了透過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之公開管

道之外，亦藉由本師資類科網站（https://www.ncyu.edu.tw/special/index.aspx）所設立之相關

主題區，包括「最新消息」以及「榮譽榜」，以公告本師資類科相關之學習成效。亦以榜單

張貼於本師資類科公告欄、臉書、IG、本校首頁最新消息公告等，以展現本師資類科師資培

育之優良成果。 

 

 
圖 2-4-4-1 本師資類科網站公布本師資類科辦學成效 

 

 
圖 2-4-4-2 本師資類科臉書和 IG公布本師資類科辦學成效 

https://www.ncyu.edu.tw/special/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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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3 本校首頁最新消息公布特教系辦學成效 

 
 

圖 2-4-4-4 本師資類科公佈欄公布本師資類科辦學成效 

2-5.鼓勵與輔導師資生修讀二項以上學科專長之作法 

2-5-1.師資培育機構鼓勵與輔導師資生修讀第二專長，以滿足教學現場需求 

本師資類科為兼顧師資生之專業與多元發展，且為因應教師市場的競爭性，提高本師資

類科師資生在教師甄選的優勢，本校或本師資類科均積極鼓勵師資生修讀二項以上的專長。 

從校方層面而言，本校積極鼓勵師資生跨領域修課、輔系及雙主修，取得多元專長之認證。

本校師培中心經教育部核定通過可培育師資生加註專長包括「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長」、

「國民小學加註自然專長」及「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鼓勵並協助師資生修習。110 學

年度新增「國民小學加註資訊專長」。【佐證 2-5-1-1 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

辦法、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佐證 2-5-1-2 本校師培中心加註專長專門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英語、自然、輔導、資訊）】 

本校師範學院亦集合各師培學系之力，成立跨領域學程，包括：銀髮健康輔導跨領域學

程、幼兒數位教材研發跨領域學程，都可以讓師資生選課。【佐證 2-5-1-3 銀髮健康輔導跨

領域學程課程規劃】【佐證 2-5-1-4 幼兒數位教材研發跨領域學程課程規劃】 

本師資類科亦與教育系數理教育碩士班合作，開設「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以提供本

師資類科資優組師資生更專精的學習，同時亦鼓勵師資生依興趣，還可以自行再選修數理相

關主題課程與學分。 

【佐證 2-5-1-5 數理資優微學程課程規劃】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在鼓勵下，統計 108-110 學年修讀各項學程之人數請見表 2-5-1-1。表

2-5-1-1 108-110學年度學分學程修讀人數統計表 

學程名稱 雙主修/ 
輔系 

銀髮健康輔導跨
領域學程 

數理資優 
教育微學程 

小學/中等 
教育學程 

幼兒教育學程 

人數 4 16 19 12（小學）+1
（中教） 

1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idcsVx_unJvtOcGZ2gyxy25QVLLkmg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idcsVx_unJvtOcGZ2gyxy25QVLLkmg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gmGsXzolVzzVmKTqkRT3s8cdpK8oTd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gmGsXzolVzzVmKTqkRT3s8cdpK8oTd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f9a_Xce4lFkZYpMy5rfjMIvyP56UQ_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f9a_Xce4lFkZYpMy5rfjMIvyP56UQ_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oy65fKWFNSSfjX_obkGgx9ZgyPny54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OaX6XsSd3WVs94uUAWbReKIW22lNH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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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與特色 

一、 師資培育為本校校務發展之重項 

校務發展計畫中.明訂出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上之重要方針；師資培育中心在學校主管

層級，明列為一級單位，定位明確，亦有專屬的行政人力與配置，並有完整組織規章，分立

行政範疇與工作職掌。  

二、 透過校級會議建立全校性協調與合作機制，特教師資類科亦能與學校行政單位密切合

作，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 

師資培育是本校重要發展項目之一，行政運作之縱向和橫向聯繫，則透過各項校級會議

之召開，有利於本校各師資類科與本校其他行政單位的協調合作。本師資類科和學校行政單

位、師培中心、師範學院和其他師培學系皆能密切合作，以充分利用校內資源，提供師資生

多元且符合現場需求的學習經驗。 

三、 本師資類科積極向地方政府爭取合作培育公費生，並與師培中心一起規劃出完善的公

費生輔導制度 

本師資類科積極赴地方政府洽談公費生培育事宜，針對地方政府公費師資用人需求進行

量身打造，期能有效縮短培用落差，提供各縣市教學現場所需師資。本校師培中心規劃完善

之公費生甄選培育方案，合作之單位為本校教務處及各師培學系（含特教系所），本師資類

科亦訂有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與師培中心共同培育優質公費生。 

四、 本師資類科建立完善之師資生學習成效評估與輔導之機制 

本師資類科建置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師資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與公費生

學習輔導要點，並運用學習檔案、學校預警制度、核心能力和專業素養之自評調查、畢業前

專業知能考查以及各項教檢教甄輔導活動等，逐步且全面地督導師資生學習成效，近年的教

檢率亦逐年攀升至 100%。 

五、 本師資類科重視爭取外部資源，扶助偏鄉弱勢教育，善盡師資培育之社會責任 

本師資類科重視服務學習，訂定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又能透過課程、特教志工

隊（社團）、系學會和外部資源（縣市政府），爭取服務學習機會，從服務學習中培養特教

教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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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師資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本校已建立嚴謹的師資生遴選機制，以期能篩選合乎師資培育特質及需求之師資生。為

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長期以來不斷投入經費，致力於師資生學習空間以及環境設施與設備

的改善，各師資類科皆能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與圖書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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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優秀師資生投入教育行列，各師資培育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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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生友善正向的積極態度。 

面對臺灣社會之少子化的衝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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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經驗。注重師培師資生

品德表現亦是本校師資培育的另一重點，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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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校在嚴謹的師資生培育機制下，可培育高品質特教師資。同時亦持續投入經費，

致力於學生學習空間以及環境設施與設備的改善，以提升師資生專業知能。 

3-1.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之機制與運作 

3-1-1.師資培育機構遴選適性師資生之規定  

本師資類科遴選適性師資生之管道，主要包含：教育部核定大學入學的師資生名額、外

加師資生名額兩類。 

1.教育部核定大學入學的師資生名額 

本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每學年教育部核定 40 名員額，本師資類科一般生入學管道

有三，分別為：「個人申請」、「繁星推薦」及「指考聯合分發入學」。每年於大學招生簡

章註明：本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以培養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為主，以利師資生選擇。

本師資類科教育部核定人數請見表 3-1-1-1。本師資類科實際修習人數請見表 3-1-1-2。【佐

證 3-1-1-1 大學部個人申請相關資料】【佐證 3-1-1-2 大學部繁星推薦相關資料】 

本師資類科遴選適性師資生之作法為：在「個人申請」的書面審查階段，評估學生對特

殊教育屬性的適切度，其內容包含學生的學業表現、社團參與與服務學習情形等，以從中擇

優挑選優質的特殊教育師資生。在面試階段，於甄試項目中設計問題或情境，以觀察學生對

特教的理解與對自我的了解，並由學生面對情境的態度與作答狀況，了解學生作為特殊教育

教師或相關專業人員之適配性。「繁星推薦」及「指考聯合分發入學」則由大考中心，依學

生成績分發。 

表 3-1-1-1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招收入學師資生概況一覽表（教育部版表格）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

數 

百分比

（%） 

人

數 

百分比

（%） 

人

數 
百分比（%） 

大學部 

招生管道 

甄選入學 18 45% 19 47.5% 18 45% 

繁星入學 9 22.5% 7 17.5% 7 17.5% 

指考分發 13 32.5% 14 35% 15 37.5% 

 小計 40 100% 40 100% 40 10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UW8kHF3t0y1dKN9d6oJ1U0L5x1wDO5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jqd2gBp-15qs5TzC_vmNfybn7ucPpW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ECv8IPtOLKlrdU5kYjOj4IGs4-tHZV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ECv8IPtOLKlrdU5kYjOj4IGs4-tHZV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hjr8o3_yxA7XWCLv6g2ljJwFnfvM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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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2 學生之核定人數暨實際修習人數一覽表（教育部版表格）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教育部核定招收人數 40人 40人 40 人 

招生來源 甄選 

入學 

繁星 

入學 

指考 

分發 

甄選 

入學 

繁星 

入學 

指考 

分發 

甄選 

入學 

繁星 

入學 

指考 

分發 

核定招生人數 18 9 13 19 7 14 18 7 15 

實際修習人數 18 9 13 19 7 14 16 7 14 

實際修習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9% 100% 93% 

2.外加師資生名額 

此外，本師資類科另透過「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入學，

108-110 學年招生入學的障別和人數暨實際修習人數詳見表 3-1-1-3。還有透過海外聯招會，

招收來自馬來西亞、澳門、印尼的學生，108-110 學年招生入學人數請見表 3-1-1-4。由於本

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因此身心障礙學生和僑生皆可透過教務處申請師資生資格。【佐證

3-1-1-3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簡章】【佐證 3-1-1-4 僑生招生簡章】【佐證 3-1-1-5

師資生就讀意願書--（特教身障生）--通用版】 

表 3-1-1-3 本師資類科身心障礙學生之招生暨實際修習人數一覽表（教育部版表格） 

學年度 108 109 110 

招生障別 聽覺障礙 學習障礙 聽覺障礙 學習障礙 聽覺障礙 學習障礙 

招生人數 2 2 2 1 2 1 

實際修習人數 0 1 0 1 0 1 

表 3-1-1-4 本師資類科招收僑生人數一覽表 

學年度 人數 國籍 

108 1 馬來西亞 

109 2 澳門、馬來西亞 

110 2 印尼、馬來西亞 

本師資類科 108-110學年度師資生教檢通過率逐年升高，至 110年度達 100%，且每年教

甄錄取人數持續增加，足見能本師資類科師資生遴選方式能挑選適性優質的師資生，教檢通

過率見表 3-1-1-5，教甄通過人數見表 3-1-1-6。 

表 3-1-1-5  108-110 年度本校特教類科應屆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一覽表 

師資生級別 107級 108級 109級 110 級 

教檢年度 108三月 108六月 108六月 109 110 

報考總人數 

（應屆 A+非應屆） 

46 

（36+10

） 

10

（5+5） 

43 

（38+5） 

34 

（32+2） 

30 

（27+2） 

應屆通過人數 B 31 5 37 30 27 

非應屆通過人數 5 5 5 1 1 

應屆通過過率

（%）C 

C=A/B 

87.80% 97.37% 93.75% 100% 

全國特教類科 

通過率（%） 
60.256％ 50.69％ 50.69％ 50.107％ 67.37% 

*附註：107級可考 108年三月及六月，皆屬應屆。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2Se8JO2IchEOfH09rq33V1HHNqZmSzf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nGIo1IeqnGd9yWpQ3yzoZcsLjNtAJ1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Y4_uVzGVesSWDW84-FFhoJh_eyeEaJq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Y4_uVzGVesSWDW84-FFhoJh_eyeEaJq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uX4eAiJ7XHaWK6cjyekL5uSLDG8suPZ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5kwFkL4pwCB3A9iSy7qKveym1kH2gql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5kwFkL4pwCB3A9iSy7qKveym1kH2gql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y9crgd3EDtk8-MDTA8IcOFIGGFBJKYX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IrmTVBHfIgGErEdlMQiN2ShWKVQEG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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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6  108-110學年度本師資類科畢業生教甄錄取人數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錄取人數 正取 9人 

備取 1人 

正取 15人 

備取 3人 

正取 4人 

（因疫情只有台北市辦理

教甄） 

畢業級別 100 級 1人 

101 級 1人 

103 級 2人 

104 級 2人 

107 級 4人 

95級 1人 

97級 1人 

100級 2人 

102級 2人 

103級 1人 

104級 2人 

105級 1人 

106級 2人 

107級 3人 

108級 3人 

101 級 1人 

107 級 1人 

108 級 2人 

錄取類科 國小身障組 6人 

國小資優組 2人 

學前特幼組 2人 

 

國小身障組 14人 

國小資優組 1人 

學前特幼組 1人 

國小普通科 1人 

國小原住民身障組 1人 

國小身障組 3人 

國小普通科 1人 

合計通過人數 正取 28人；備取 4人 

     

3-1-2. 師資培育機構遴選優質師資生之規定  

本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師資生來源皆為本師資類科大學部學生，但為了因應縣市政

府需要優質人才的需求，本師資類科從兩方面來遴選優質師資生，包括：接受縣市政府委託

培育公費生、培養國小階段數理資優專長之師資生。 

1.縣市政府委託培育公費生 

本師資類科積極向縣市政府爭取培育公費生的機會，主動配合縣市政府對人才培育的需

求，共同培育優質公費生。自 108 至 111 學年度，本師資類科大學部培育公費生累計 3 名，

碩士班培育公費生 15 名，共計 18 名。前述遴選名額、條件與相關規定，均依各縣市狀況而

個別訂定，本師資類科 108-111 學年度各縣市公費生名額見表 3-1-2-1。大學部遴選項目包含：

學業成績、資料審查、面試，本師資類科面試著重特殊教育知能、教師專業倫理、未來展望

等進行提問。111 年的大學部新北市公費生甄選又分為初試和複試，首次將初試的入選生預

計在暑假送至新北市特教中心見習，再憑藉實際見習表現進入複試決選出有專業態度的公費

生。碩士班遴選項目包括初試和複試，初試含資料審查、筆試科目；複試含特殊教育相關知

能與貢獻（包含特教行政專業知能與法規）、特殊教育研究相關認知與表現、邏輯思辨與表

達能力等。111 年的碩士班公費生甄選也首次新增有利資料，可以包括：各縣市國小身心障

礙教師甄試第一階段筆試通過證明、國民小學（國、數、社、自）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證明、

國小身心障礙班型代理教師年資證明、英語能力檢定證明、學校教育行政經驗等，期待透過

嚴格的遴選機制，以及入學後的輔導制度，與縣市政府共同培育出具有專業素養和專業態度

的公費生。【佐證 3-1-2-1 嘉義大學公費生簡章】 

表3-1-2-1 108-111學年本師資類科獲得各縣市政府公費師資生培育名額 

縣市 108學年 109學年 110學年 111學年 

嘉義縣 2（碩士班）   2（碩士班） 

嘉義市  2（碩士班）  1（碩士班） 

花蓮縣 1（大學部） 4（碩士班） 

 

1（大學部） 

 

1（碩士班）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yPJf5GcGg6JpMjTaVG7Z8QOomK0xI5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N8jF7OD7lgqJY0iEQLqHI08zSV1H7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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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108學年 109學年 110學年 111學年 

新北市 1（碩士班）   1（大學部） 

雲林縣    2（碩士班） 

合計 4 6 1 7 

2.培養國小階段數理資優專長之師資生 

為配合國小教學現場對資優教師的期待，並提升本師資類科資優組師資生的競爭力，本

師資類科與教育系數理教育研究所合作，開設「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以提供本師資類科

資優師資生更專精的學習，培育出符合現場需求的資優教師。108-110 學年共有 19 位申請數

理資優教育微學程。【佐證 3-1-2-2 數理資優微學程課程規劃】 

整體而言，本師資類科以遴選適性且優質特殊教育師資生為主要目標，藉由大學入學多

元管道、外加名額、公費生甄選與入學後的資優微學程申請，以遴選對特殊教育具熱忱、進

一步培養出具專業素養的師資生為方向，期能滿足教育現場需求、使其成為具備落實特殊教

育理念的特教教師。 

3-1-3.師資培育機構建立獎勵機制，吸引適性與優質學生報名師資遴選 

本師資類科大學部為全師培學系，大學部入學即取得師資生資格，完成四年的課業即具

有參與教師資格考試之資格，取得教師資格證書並完成教育實習，即能參與教師甄試。為吸

引適性與優質高中畢業生學生報名本校師資類科師資生甄選或讓學生在大學入學考試後選填

本師資類科，目前本校學務處與師培中心提供多項獎助學金，以吸引有志成為特殊教育師資

之優質適性的高中畢業生選填本師資類科成為師資生。以下分別針對校級與系級獎助學金加

以說明。 

1.校級獎助學金 

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公佈有本校校級多元之獎助學金的申請與辦理辦法，只要符

合相關申請條件，不論所屬系所均可提出申請。各項獎學金訊息公告於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

頁（網址：https://www.ncyu.edu.tw/lif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52502 ）。本校學務處的

獎助學金類型包括： 校內獎助學金、校外獎學金、急難救助金、原民暨區域性獎助學金、

優秀獎學金等，可以吸引成績優秀但家庭經濟弱勢的學生就讀本師資類科成為師資生。 

本校師培中心也提供「師資培育獎學金」，本師資類科每年均獲得教育部提供「師資培

育獎學金」之名額，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要點」之規定，師資培育學系大二

以上師資生或師資培育中心二年級以上（含碩士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程生，符合

「申請前一學年學業總成績應達前 30%或達 80 分以上，且每學期各科成績均應達 70 分以上」

之條件者，得提出申請。且以達到遴選標準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區域弱勢之學生為優

先，其所占名額以本校總核定名額之 30%為原則，未足額錄取者，得流用於一般生甄選。甄

選項目包括：1.學業成績表現、2.面試包括教育知能、學習歷程、表達能力與生涯規劃。為

了強化強化教師專業素養，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的續領資格審查，更有多項審查條件，如

下：  

(1)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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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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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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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聯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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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證 3-1-3-1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要點】 

   2.系級獎助學金 

本師資類科另訂有「特殊教育學系蕭舜文獎助金」， 申請資格需上學期學業成績達 85

分，操行成績達 85 分，並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清寒證明書，每學期都有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申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HHz7-qzuNbJQEoJkirVA2AFNq-wf9tn
https://www.ncyu.edu.tw/lif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5250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4FkPme2PpSRJPX7ugEXasZ4JPfxm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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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並在系務會議討論，全系教師選出優秀且符合資格的師資生。 【佐證 3-1-3-2 國立嘉義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蕭舜文獎助金設置辦法】 

綜合上述這些多元化的獎學金，對吸引優秀師資生報名申請入學本師資類科有實質鼓勵

作用，增加了本師資類科遴選優質適性學生入學本師資類科成為師資生的機會。【佐證 3-1-

3-3 本師資類科獎學金申請概況】 

3-1-4 .師資生遴選機制之運作 

本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進入本師資類科的學生皆可成為師資生，為了強化多元管道

宣傳以吸引優質學生就讀本師資類科，有關本師資類科的招生資訊均放於本師資類科網頁

（網址：https://reurl.cc/41RzjR） ，包括：大學部招生資訊、就業發展、招生亮點、招生宣

傳影片等，使高中生端更加了解本師資類科。另外，本師資類科也定期更新 ColleGo 網站

（網址：https://reurl.cc/VD6x46），吸引優秀的高中生就讀本師資類科。 

本師資類科各種入學管道之標準訂定均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尤其是個人申請入

學管道的第二階段甄選，本師資類科在書面審查的評分細項包括四種：在校成績、自傳、讀

書計畫、校內外等有利審查文件，並設有差分檢核機制，若CV值>10%，則委員須針對該生

成績進行重新檢閱，以達共識為主，可見本師資類科遴選機制嚴謹，力求公平。另外亦有面

試，面試是依據本師資類科師資培育特色，訂定各種問題以選擇最適合的師資生。另外，本

師資類科為了迎接111學年十二年國教第一屆高中畢業生，在教務處的指導下，由本師資類

科三位教師擔任招生專業化種子教師，系主任與種子教師先針對評量尺規及準備指引進行討

論與訂定初稿，本師資類科為求新評量尺規更能切合十二年國教培育人才政策，110-1學期

由系主任帶領種子教師另找高中端教師討論，針對新評量尺規與準備指引進行修訂，使其更

符合本師資類科選才的需求。將修訂後的招生資料再送至系務會議進行討論與確認，最後送

由本校教務處招生組統籌規劃。 

【佐證 3-1-4-1 系務會議、招生尺規討論會議、 110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模擬審查尺規項目

評分表、111 年招生專業化學系種子教師名單】 

3-2 .師資生組成反映國小學校階段師資需求之多元性 

3-2-1.師資培育機構依據學校系所條件並評估市場需求，規劃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生遴

選之員額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總員額皆由教育部核定。本師資類科相當重視師資生對教育現場之認

識、能力與態度，每年均透過若干措施掌握市場需求，包括：「教育見習」、「集中實

習」、「教育參訪」，使授課教師和師資生皆能掌握市場需求，並加強師培課程與教育現場

之鏈結。 

【佐證3-2-1-1 108-110見習、實習、觀課、參訪之公文】【佐證3-2-1-2 108-110見習、實

習、觀課、參訪的照片】 

1. 師資生遴選員額 

在師資生遴選員額方面，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分為教育部核定大學入學的師資生名額、外

加師資生名額、縣市政府委託培育公費生等三大類名額。 

（1）教育部核定大學入學的師資生名額： 自108至111學年度，大學部招生名額均為40名，

名額分配為：個人申請（甄選入學）18-19名、繁星入學7-9名、指考試分發13-15名。【佐證

3-2-1-3 本校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招收入學師資生概況一覽表】 

（2）外加師資生名額：本師資類科另透過「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提供身心

障礙學生入學，每年招收聽覺障礙和學習障礙，名額各 1-2 名。還有透過海外聯招會，招收

來自馬來西亞、澳門、印尼的學生，總計 1-2名。【佐證 3-2-1-4 外加招生名額（含身障生、

僑生）】 

（3）縣市政府委託培育公費生名額：本師資類科歷年來積極與縣市政府合作，接受縣市政

府教育局（處）委託遴選培育公費生，自 108 至 111 學年度，本師資類科大學部培育公費生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aJTDWZi8Xml88zc2S_dh3mDMe_b4dZ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aJTDWZi8Xml88zc2S_dh3mDMe_b4dZ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X0TLFTkhznk5EPnVBNaFqjoxiol1S0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X0TLFTkhznk5EPnVBNaFqjoxiol1S0D
https://reurl.cc/41RzjR
https://reurl.cc/VD6x46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EIFTmVe2v6sRJTciykpIazliZRiDzK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EIFTmVe2v6sRJTciykpIazliZRiDzK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msoQwsc-f7fneAWiEIsXZGfmS3Ac56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JNZ0J6Bsr3ow_LS443EhzVNb5aZIBD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JNZ0J6Bsr3ow_LS443EhzVNb5aZIBD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1-cGL54HzZXdaBNbDgbo24C2a4SeHg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1-cGL54HzZXdaBNbDgbo24C2a4SeHg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h5Wle4qcz4JyfCCxQ6w0ZIvM6x2sL8L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h5Wle4qcz4JyfCCxQ6w0ZIvM6x2sL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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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 3 名，碩士班培育公費生 15 名，共計 18 名。這些公費生又分為資優類公費生 1 名、學

前特幼公費生 2 名、國小身障類公費生。 

各縣市政府委託本校遴選培育之特殊教育公費生人數逐年增加，足見獲得縣市政府的信任。

【佐證 3-2-1-5 108-111 學年本師資類科獲得各縣市政府公費師資生培育名額 】 

2. 掌握市場需求 

本師資類科為掌握教育現場狀況與需求，以求課程規劃設計能與現場鏈結，本師資類科

課程委員會均邀請資深優秀之教育實務代表擔任委員。108-110 學年之課程委員會代表為嘉

義市嘉北國小輔導主任賴霖歆主任、嘉義縣特教中心主任簡華慧主任、彰化縣員林國小曹志

隆特教組長，分別針對身心障礙教育、資賦優異教育，從系友、雇主、實務教師等角度，提

供本師資類科外部的回饋意見，以利本師資類科改善師培課程。此外，本師資類科遴聘實務

經驗豐富的學校現場教師擔任授課教師，引導師資生鏈結理論與實務，貼近現場需求。例

如：邀請嘉義縣興中國小資源班的江俊漢教師任教「閱讀理解策略」（109 學年已任職屏大

特教系） 、邀請雲林縣麥寮國高中資訊組長兼雲林科技輔導團的林雲龍教師任教「特殊教

育電腦輔助教學」。還有運用業師融入教學的方式，邀請實務教師或專家部分融入課程，與

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一起協同教學，例如：邀請嘉義市巡迴語言治療師廖婉霖語言治療師融

入吳雅萍教師的「溝通訓練」，邀請嘉義縣興中國小資源班兼特教輔導團李乙蘭教師融入吳

雅萍教師的「個別化教育計畫理論與實務」，邀請嘉義縣竹村國小資源班李淑靜教師、台中

特教學校楊善知教師融入吳雅萍教師的「特殊教育班級實務」，邀請臺北市碧湖國小馮理詮

教師融入黃楷茹教師的「特殊教育導論」，邀請臺北市士東國小游健弘教師、臺北市中山國

小林傳能與江美惠教師融入黃楷茹教師的「創造力教育」，邀請臺北市太平國小陳佑蘭教師

融入黃楷茹教師的「資賦優異教材教法」，邀請美國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的 Szu-

Han Kay Chen 助理教授（也是美國語言治療師） 融入陳明聰教師的「科技在特殊教育之應

用」等。【佐證 3-2-1-6 特教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佐證 3-2-1-7 外聘兼任教師的教學大

綱、業師融入教學的教學大綱】 

本師資類科於 110 學年度，分別對 106-109 級畢業生在職場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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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團隊

合作與領導能力」四項本師資類科的核心能力，以五點量表問卷進行雇主滿意度調查。調查

結果顯示，雇主對本師資類科從事教職者之 106 級畢業生的各核心項目整體滿意度平均落在

4.43 分-5 分；107 級的平均落在 4.6 分-5 分；108 級的各核心項目整體滿意度平均落在 4.19

分-4.69 分；109 級的各核心項目整體滿意度平均落在 4.5 分-4.88 分，顯示其認為師資生培育

能滿足教育現場需求。【佐證 3-2-1-8 本師資類科 106-109 級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 

本校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每年定期依據嘉義大學訂定之全校教育目標和全校畢

業生職場共通職能評量進行畢業生職場能力調查，內容以「任職機構基本資料」、「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力評量」、「職場共通職能評量」、「職場工作表現整體評量」、「其他（專業

證照或重視條件）」，與「建議事項及填表人基本資料」等七部份，使用本校自編「國立嘉

義大學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對畢業生雇主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雇主對本

師資類科 108 年畢業從事教職者的整體滿意度平均落在 3.88-4.35 分；對本師資類科 109 年

畢業從事教職者的整體滿意度平均落在 4.32-4.47 分；本師資類科 110 年畢業生的整體滿意

度平均落在 4-4.63 分，顯示職場雇主對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培育之滿意度逐年提升並且符合教

育現場需求。【佐證 3-2-1-9 本校 108-110 學年度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 

3-2-2. 師資培育機構提供特殊需求之適性與優質學生，選讀師資培育學程 

本師資類科部分學生因先天限制或環境不利，使其學習機會與生涯發展受到限制，需要

機會保障與扶助，以助其在學習、生活、生涯等方面能順利適應與均衡發展。因此，本師資

類科回應學生的特殊需求，保障其就讀師資培育課程的機會，並有支持系統協助其學習與發

展。 

    本師資類科具特殊需求之師資生，主要包括：身心障礙、經濟弱勢等兩類，其措施如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srOynYu-V51qY1KsV8DiI4qdefsOLV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Wv2SkaUtOsPSHDcOtlmC_hweDzfQbXQ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fwps-yiG4p03Q62aK8btGXy3yjSTRWz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fwps-yiG4p03Q62aK8btGXy3yjSTRWz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0w382r96yyuR-TJlY8Uhwxu3mBWIUja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e_VufpsiJiTrxGh8jsVHRZN9cQ1-C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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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讀機會 

針對一般大學入學學生，本師資類科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外加名額，使其獲得進入大學學

習的機會，108-110 學年入學的身心障礙學生共有四位。【佐證 3-2-2-1 本師資類科身心障礙

學生之招生暨實際修習人數一覽表】 

2.輔導制度 

本師資類科大學部每學年都有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搭配本校與本師資類科的相關輔導措

施，提供給身障生安全適性的學習環境。本校輔導措施包括學務處設置特殊教育學生資源中

心 （ 網 址 ：  https://www.ncyu.edu.tw/rces/ ） 、 學 生 心 理 輔 導 中 心

（https://www.ncyu.edu.tw/coun/）；本師資類科輔導措施包括：導師輔導、學生輔導會議、

個案會議、同儕課輔方案等，校級和系級的輔導措施共同合作，提供師資生在課業、生活、

學業、生涯轉銜等輔導。【佐證 3-2-2-2 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 

3.弱勢學生扶助 

經濟弱勢學生在入學後可向學務處申請各項就學補助和助學措施（網址： 

https://www.ncyu.edu.tw/lif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53805 ），以及向本師資類科申請

獎助學金與工讀機會，以協助經濟弱勢學生緩解經濟壓力，能更順利學習與生活。【佐證 3-

2-2-3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蕭舜文獎助金設置辦法】 

    由此可見，本師資類科能提供特殊需求之適性與優質師資生，在選讀師資培育學程的過程

中，使其能安心就學、適性發展。 

3-3.建置課程地圖作為學習指引之作法 

3-3-1.師資培育機構確保師資培育課程間之邏輯性 

為配合本師資類科設立宗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專業素養，本師資類科透過系級會

議討論，確認本師資類科師資培育之課程架構，據此建置課程地圖，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課程

以及生涯發展進路，以為本師資類科師資生修課之參考，並作為本師資類科開課的依據。 

1.本師資類科課程架構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課程之開設為四年之規劃，110 學年以前的課程與學分包括：需修畢

校通識教育課程（必修）、院共同課程（必修）、特教學系之基礎學程（必修）、核心學程

（必修）、專業選修學程（選修）及自由選修（選修），且畢業總學分達 140 學分以上，始

得畢業。111 學年配合全校性教務政策，將大學部畢業學分皆改為 128 學分（含師資生）。

本師資類科配合學校政策，自 104 學年起推動課程模組化（學程化），讓師資生透過課程修

習，分流選擇學術研究訓練或專業實務應用的生涯進路，再搭配課程模組化、學程化的制度

設計，引導師資生聚焦專精某一或某些模組，並可橫向跨域外系模組，有系統地培養第二專

長。 

在全校性模組化（學程化）政策下，本師資類科設計特教基礎學程、特教核心學程皆為

系共同必修課程，多數開設在大一、大二，僅少數需要奠基基礎能力才能修習的課程，則開

設在大三（如：特殊教育學生評量）、大四（如：專題研究、特教教學實習、特殊教育行政

與法規）。並且在必修課也設有擋修機制，包括：修習資賦優異教材教法（I）前須先修資

優教育概論；修習特殊教育學生評量前須先修教育心理學；修習身心障礙教材教法（I）

（II）前須先修特殊教育課程發展；修習特殊教育教學實習前須先修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I）；修習資優教育教學實習前須先修資賦優異教材教法（I）（II）；餘課程，修習課程

（II）前須先修習課程（I）。在111學年又新增擋修機制，包括：修習國語文領域課程調整

與教學、數學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前須先修特殊教育課程發展；修習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I）（II）前須先修國語文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數學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又，本師資類

科為了強化特教師資類科師資生的學科知能，在104學年的模組化（學程化）架構下，將國

音及說話、普通數學設計在特教核心學程（一年級必修課），並將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國語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設計在認知障礙教學學程（二年級選修），且在報部的特教師資職前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的擋修規定，設計修習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數學教材教法前，應修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UxHFIwnpRgjDbo8MZxrsBrNXLp79yR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UxHFIwnpRgjDbo8MZxrsBrNXLp79yRc
https://www.ncyu.edu.tw/rces/
https://www.ncyu.edu.tw/cou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EzUGj4SAxXqE2AFpEHnMRZJhppMgo-S
https://www.ncyu.edu.tw/lif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53805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ZDVD_rHND50Z3Pcc1f85ov2SD94ubY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ZDVD_rHND50Z3Pcc1f85ov2SD94ub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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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普通數學。 

接著，師資生可以依據個人需求及興趣，選修本師資類科開設的專業選修學程，在108

學年以前開設一組學術型（特殊教育研究學程）、三組實務型（認知障礙教學學程、情緒行

為介入學程、資賦優異教育學程），每組模組至少修讀16學分，本師資類科規定至少擇2學

程修畢。自109學年後，本師資類科為了搭配加註專長課程（本師資類科開設情緒與行為需

求專長、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將專業選修學程的科目重新歸類並重新命名學程名稱，包

括：一組學術型（認知障礙教學與學術學程）、三組實務型（特殊需求與輔助科技學程、情

緒行為介入學程、資賦優異教育學程）。111學年後為了配合畢業總學分降為128學分，因此

本師資類科專業選修學程調整為須修讀本師資類科課程26學分以上，且至少擇1學程修畢，

每組學程至少修讀12學分。 

【佐證 3-3-1-1 108-111 年嘉義大學特教系必選修科目冊、108-109 年嘉義大學特教系報教育

部的職前學分表、109 加註專長科目級學分表、104 年嘉義大學特教系必選修科目冊】 

 2.檢驗課程邏輯之機制 

本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課程規劃之依據，一方面秉持特殊教育的理論、證據與理想，另一

方面考量國家推動教育之政策與課程間之邏輯性，本師資類科定期召開系務會議與課程委員

會確保師資生由大一到大四逐步養成專業素養，並具備成為特殊教育教師的核心能力。為確

保課程開設之適切性，由課程規劃委員會來作課程把關，最後再送至師培中心課程與教學委

員會進行審查。例如：因應加註專長，本師資類科重新調整師資培育課程，透過系務會議與

系課程委員會，以確認本師資類科課程規劃後，再送至師培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進行審

查。【佐證3-3-1-2 系務會議會議紀錄、系課程會議紀錄、師培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會議

紀錄】 

3-3-2 .師資培育機構建置課程地圖作為師資生學習指引 

1. 本師資類科課程地圖介紹 

本師資類科建置適用所有師資生之課程地圖，使師資生可以依據課程地圖的指引，以及

個人的生涯進路之規劃，以正確選修課程，據以作為學習規劃之依據。本師資類科課程地圖

清楚的顯示本師資類科課程規劃之邏輯關係，引導師資生進行大學階段課程修習之規劃。嘉

義大學建置課程地圖網頁，方便師資生搜尋，（網址：https://reurl.cc/o1LQ9D ），本師資類

科課程地圖，如下圖 3-3-2-1 所示。在本師資類科課程地圖上方，先揭示本師資類科教育目

標與專業素養指標，再以顏色的文字框區分院共同必修學分數、師資生專業課程學分、一般

生專業課程學分數和通識選修學分數。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zvsxGfTOTSf82O5FOdrDvcU1j-uAH8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zvsxGfTOTSf82O5FOdrDvcU1j-uAH8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x9hc9AdC_SWcYNyhXAixOlY9KP6daY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x9hc9AdC_SWcYNyhXAixOlY9KP6daYO
https://reurl.cc/o1LQ9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egV8gJYm9wRhEERrazI-vSdf9GJwS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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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1 本師資類科課程地圖 

 2.利用修課流程圖促進學生了解課程地圖 

為使有志就讀本師資類科之學生及早認識本師資類科紮實、具有邏輯性之師資培育課程

架構，本師資類科課程地圖公布於本師資類科網頁，以供師資生查閱。此外，為讓已進入本

師資類科就讀之師資生熟悉課程地圖之修讀規劃，本師資類科又另製修課流程圖，如下圖3-

3-2-2所示。修課流程圖上的一般教育學程意指院共同必修學分，基礎學程和核心學程意指

系必修課程，四組專業選修學程，包括：學術型的認知障礙教學與學術學程、三組實務型的

特殊需求與輔助科技學程、情緒與行為介入學程、資賦優異教育學程。在修課流程圖中可以

清楚地看到第一學年至第四學年每學期在各個學程的課程配置，在109年之後為加註專長新

設立的課程又以紅字標示課程名稱，以利師資生區分。由上述可知，本師資類科以課程地圖

和修課流程圖作為引導師資生修課的指引，不僅能呈現出本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課程間之邏輯

性，且也能引導師資生在校學習修課先後順序之規劃，協助師資生於時限內順利完成學業。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Rtl9XAq0KvhiXzhPtFp50hUrCFo-1K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Rtl9XAq0KvhiXzhPtFp50hUrCFo-1K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egV8gJYm9wRhEERrazI-vSdf9GJwS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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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2 本師資類科修課流程圖 

3-3-3.師資生對課程地圖作為學習指引之暸解 

系主任每年透過新生座談會、全系期初座談會向新生或家長介紹課程地圖與修課流程

圖，使新生在入學便能掌握修課邏輯。各班導師也會透過每學期期初與期末的班會時間（如

圖3-3-3-1），以必選修科目冊的課程地圖和修課流程圖為依據，帶領全班師資生檢視已完成

的課程，做為規劃下一階段學習的基礎。自110學年後，系主任也會在系周會（期末師生座

談會），帶領全系師資生使用選課流程圖來檢核學分（如圖3-3-3-2）。本師資類科的課程地

圖和修課流程圖皆放置在本師資類科必選修科目冊，且系網頁也有專屬空間（如圖3-3-3-

3），讓師資生方便且即時的查詢。【佐證3-3-3-1 109-110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系新生與家長座

談會投影片】【佐證3-3-3-2 108-110必選修科目冊（紙本掃描）】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XMP_9SMWoi-1t_IfxcwS11EmswdEQL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3EXh0WUh_4Ehy2wopof2cT-4nqp1V-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lpmih-R7yLdysoitU_tJrAxHI_6qNn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lpmih-R7yLdysoitU_tJrAxHI_6qNn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7NxexLQcD4y6ETSo4qGZpQTbsXUjGdQ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7NxexLQcD4y6ETSo4qGZpQTbsXUjGdQ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G6Y9b3lUYRVkrL-T3qNjsKs5b-pXfo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Rtl9XAq0KvhiXzhPtFp50hUrCFo-1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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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1 臉書班網頁呈現導師在班會運用必選修科目冊作為學習指引 

 

圖 3-3-3-2 系周會（期末師生座談會）系主任帶領全系師資生檢核學分 

 

 

圖 3-3-3-3 本師資類科網頁的課程地圖 

 

3-4.師資生學習與增能輔導之作法與成效 

3-4-1.師資培育單位實施導師制度與提供師資生學習與生涯輔導  

1.本師資類科提供學習與生活輔導的方式： 導師制度與系級制度 

本師資類科教師均能妥善輔導師資生，除了各年級均編制一名導師之外，同時亦透過全

體教師之會議，分享平時觀察到的師資生表現，若有需要特別討論者，則在系學生輔導會議

中提出，以積極落實導師輔導制度。【佐證 3-4-1-1 108-110 系學生輔導會議紀錄】 

本師資類科之導師群由系主任及四位專任教師組成，四位專任教師擔任大一至大四之導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ep7SfB93s7IXh5sOFyQlPDX5Zqml8y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XMP_9SMWoi-1t_IfxcwS11EmswdEQL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3EXh0WUh_4Ehy2wopof2cT-4nqp1V-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3EXh0WUh_4Ehy2wopof2cT-4nqp1V-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3EXh0WUh_4Ehy2wopof2cT-4nqp1V-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lpmih-R7yLdysoitU_tJrAxHI_6qN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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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系主任則予以協助。導師平日會關注師資生整體學習表現與生活適應狀況，包括出席率、

日常生活適應、緊急事件處理與高關懷學生之初級預防等，並不定期與師資生晤談，同時針

對住宿生進行宿舍或校外寄宿查訪。【佐證 3-4-1-2 導師賃居訪視紀錄】 

導師平時除了透過班會、導師時間、諮詢時間或其他時段提供師資生各項輔導之外，也

會以 E-mail 和各類社群平台（例如：IG、Facebook、LINE 群組），以及時了解師資生狀況

並提供支持。此外，導師也會安排聚餐或師生聯誼活動，以聯繫師生情感，才能深入了解師

資生在學校生活以及遭遇困擾之情形。【佐證 3-4-1-3 各班導師關懷紀錄、導師聚餐聯誼活

動】 

另外，系主任也會與師資生座談，並主動關心並瞭解師資生各項需求，必要時針對生活

適應不良的師資生召開個案會議，與家長溝通並對師資生提供團隊支持。每學期期末系辦定

期對各班師資生進行導師滿意度調查，由資料顯示，各班導師皆獲得師資生很高的肯定，滿

意度皆在3.63以上（五等量表）。【佐證3-4-1-4 系主任關懷師資生紀錄】【佐證3-4-1-5個案

會議紀錄】【佐證3-4-1-6 導師滿意度調查結果】 

2.本師資類科提供職業及生涯發展輔導的方式： 導師活動、系級制度（如：新生訓練、家族

制度、系友回娘家、系周會）、各科課程融入、校級制度 

在師資生的職業及生涯發展輔導部份，導師也會在班會時間辦理生涯輔導相關活動【佐

證3-4-1-7導師班會時間的生涯活動】。另外，系上也運用多元方式，辦理定向與生涯規劃之

活動，包括：新生訓練、家族制度、系友回娘家【佐證3-4-1-8新生訓練、系友回娘家】、系

主任也會利用系周會、碩士班演講（亦開放給大學部）邀請業界楷模，為全系師資生分享教

師專業發展歷程。【佐證3-4-1-9 系周會、碩士班演講】全體教師平時亦會留意與師資生職

涯發展相關資訊並在系務會議中討論，也常將生涯發展相關議題融入課堂教學中，或邀請楷

模學習對象至班級內與師資生分享其生涯歷程【佐證3-4-1-10 各科教師將生涯發展融入課

程】。 

此外，本校各行政處室亦提供許多生涯輔導資源，並提供各項國內外升學深造、進修研

習、職場動態等知能。本師資類科亦積極鼓勵師資生多加善用學校多元資源【佐證3-4-1-11

學生職涯中心活動、國際處辦理國際交換生】。 

3. 本師資類科提供半年教育實習輔導的方式：教師擔任教育實習指導教師 

在師資生的半年教育實習輔導部份，本師資類科提供實習輔導的方式，係由本師資類科

專任教師擔任實習指導教師，定期於師資生返校時，安排座談、研習增能及模擬教甄，亦依

據「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之規定，針對每位實習學生到校輔

導至少2次，並將實習過程與紀錄等上傳於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台上。【佐證3-4-1-12 108-

110本師資類科實習輔導教師名單】【佐證3-4-1-13實習生輔導座談】【佐證3-4-1-14實習生

增能活動】【佐證3-4-1-15特教系模擬教甄】【佐證3-4-1-16實習指導紀錄】 

3-4-2.師資培育單位辦理各種學習和生涯輔導活動 

1. 辦理學習和生涯定向活動 

本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除了具備完善的師培課程與多元選課機會，每年也會辦理多

元的學習增能活動，例如：利用系周會邀請國內學者、中小學校長及教師、產業界專家等蒞

校演講，涵蓋學術領域與實務面向，透過典範人物的生涯分享，為師資生傳遞教師生涯圖像。

此外，本校設置特殊教育中心和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上述兩個中心亦經常性辦理在職教

師的增能研習，也會開放給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參與。另外，本校師培中心和各師培學系也辦

理基本能力檢定，包括：板書、說故事、硬筆字等，提供師資生培養教師基本教學能力。

【佐證3-4-2-1系周會研習活動】【佐證3-4-2-2特殊教育中心研習活動】【佐證3-4-2-3特殊教

育教學研究中心研習活動】【佐證3-4-2-4師培中心和師培學系舉辦的基本能力檢定】 

2. 辦理生涯輔導活動 

本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本師資類科多數師資生的生涯規劃皆為從事特殊教育教師，

因此本校師培中心與本師資類科會定期辦理各種生涯輔導活動，協助師資生成功邁入教師生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jaa2PGJkfgC4vUaHlPwVUNNHK8yvVP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T_U3s6h0Q_NBXvl-bZKc9HDkcWCbWv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T_U3s6h0Q_NBXvl-bZKc9HDkcWCbWv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KCXCN8fXBpkLIiXUBUJ8KHjIprVYF0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5DW-ZKf_JDTMcs1kEXobMIxdg5KTRvz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5DW-ZKf_JDTMcs1kEXobMIxdg5KTRvz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UicPTAK1016EIyuqiyBU4frs37uShIl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J-Dh_DNBNVTKG_ZjECEZH2WrBsRXE6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J-Dh_DNBNVTKG_ZjECEZH2WrBsRXE6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IYSXgLD3VVjH44ugzuuaLhPMidEoqmbk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T7p95fPSBTQqjmnoCLOQPBonR_l2s0v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a63WtcorSssPWNLqN-Ij32k8chpJOx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a63WtcorSssPWNLqN-Ij32k8chpJOx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Li2rnUkKlqlK8tuqnZjkSSj5RAnZ7L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Li2rnUkKlqlK8tuqnZjkSSj5RAnZ7L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agp1fKGEkQpmjEN4DzZWRPYbZNdUsf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5agp1fKGEkQpmjEN4DzZWRPYbZNdUsfu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Wx_nLjG3UdWfZ6rL-F6PbANLOomfYr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63yVyO_5iTAWNk91_aumTeI35aKvgN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63yVyO_5iTAWNk91_aumTeI35aKvgN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Zut75HBzfmTk-9543XDui-H91xsc8G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LzZgYLHsBmSx8khCOwo0A_95O7Du5X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18wT-_iuYsJRlbFGMs6-K4PO_pFNMb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Y0yUkwzRuUSWXQ_aTBqDOlFbQtxzQO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Lc3qKiesU9aXJes2ey8SvFXyB9aLKT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Lc3qKiesU9aXJes2ey8SvFXyB9aLKT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XoIM3Y84TBxMJ8r0iJE1nBmkb7-86t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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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詳細活動內容見表3-4-2-1。【佐證3-4-2-5本校及本師資類科辦理生涯輔導活動】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vFw-deHItec6etjuEQEssqKmBdjCiR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LNUwsZbdkJGai2slxyXgEBCo0HfQKB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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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1 本校及本師資類科辦理生涯輔導活動 

辦理單位 活動內容 

師培中心 （一）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考科說明會 

（二）實習輔導講座、研習 

（三）實習申請說明會 

特教系 （一）大四畢業知能考（模擬教檢） 

（二）教檢工作坊 

（三）教師甄試模擬測驗 

3. 有特殊需求之師資生的學習輔導 

本師資類科對於學習成效不佳師資生，各科任課教師會依據個別科目的學習情形，提供

個別師資生的關懷輔導，若情況特殊者，任課教師則將特殊需求師資生的學習情形反映給導

師，請導師啟動輔導，必要時提報系學生輔導會議，全系教師共同研商輔導情形，並視情況

轉介本校學生輔導中心提供協助，或由導師提報系辦，由系主任召開「個案輔導會議」，邀

請家長一起研商輔導策略。【佐證3-4-2-6 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

【佐證3-4-2-7 同儕輔導申請表與相關資料】【佐證3-4-2-8 學生輔導會議紀錄、個案會議紀

錄】 

3-4-3.師資培育單位強化師資生在語文、資訊或其他教學基本知能之增能  

1.本師資類科結合特教中心、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的資源，強化師資生學科教學知能 

本校在師範學院下設置兩個與特殊教育相關的中心，一個是承辦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之特教業務的「特殊教育中心」，另一個是當年承辦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之

師培聯盟業務，現在則與師培中心地方教育實習輔導組業務合作的「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

心」，兩者任務之一皆須辦理特殊教育輔導工作，因此兩個中心都會定期辦理特殊教育研

習、工作坊，兩個中心的網頁最新消息都會公告研習訊息（特殊教育中心網址： 

https://www.ncyu.edu.tw/spedc/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40908。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

心網址： https://www.ncyu.edu.tw/cset/index.aspx ）。兩個中心辦理的研習主題都與當代關注

的特教議題有關，對現場特教教師而言是需要增能的能力，因此本師資類科也非常鼓勵師資

生踴躍參與，甚至系上教師也會與自己的師培課程結合，幫助師資生在課程中結合理論與實

務，以充實師資生特教實務能力。【佐證3-4-3-1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設置

要點】【佐證3-4-3-2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佐證3-4-3-

3 特教中心辦理各項研習紀錄】【佐證3-4-3-4 特殊教育研究中心辦理各項研習紀錄】【佐證

3-4-3-5 結合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活動的教學大綱】 

 

圖3-4-3-1 特教系網頁就能連結到特殊教育中心、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的網站 

2.本師資類科結合師培中心、各師培學系辦理基本能力增能與檢定 

為使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在教學基本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成長與精進，本師資類科師資生

也積極參與本校師培中心與各師培學系所辦理之各項專業知能研習，提供師資生正規學習外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kLCiJPWHLQeO429lG6Dnped-VPAtKN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aKc_AE-tT8skP4SXMj8UQHYiUJYvDe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0ZAGMgUk5Wy30t-xT-tUlj3nRjU97A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0ZAGMgUk5Wy30t-xT-tUlj3nRjU97AT
https://www.ncyu.edu.tw/spedc/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40908
https://www.ncyu.edu.tw/cset/index.aspx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ZE0WjR7A8aNIFf3iVIsbaTnsUqQUvD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ZE0WjR7A8aNIFf3iVIsbaTnsUqQUvDH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VqAq3xm06e5lhtxcw3Ng7kMBeCdcQL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KhaLuRHj1f2OCs80XQJkBNS2DaEp4Q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KhaLuRHj1f2OCs80XQJkBNS2DaEp4Qj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qrkMboxrTk6TM78vXyPSQBkEssb-Bdp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vTvqGjRq6p0GwfStcJRW89dXW_sPfJ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vTvqGjRq6p0GwfStcJRW89dXW_sPfJ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Q9XRGaHWRfFEFjlCtTTm7f54o8T6j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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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類基本教學能力的增能與檢定活動。另外，本校各增能輔導學習活動雖由各師資類科分

別辦理，但輔導對象則擴及全校之師資生，此舉除了發揮資源共享的功能之外，更有助於各

類科師資生的相互交流，擴展視野。本校各師培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等相關單位所辦理之各

項專業知能研習與檢定包括板書研習與檢定、說故事研習與檢定、琴法研習與檢定、硬筆字

研習與檢定等。【佐證 3-4-3-6 本校各項知能研習及檢核機制】 

3.本師資類科辦理海外見習和國際研討會，提升師資生英語能力、擴展國際視野 

本師資類科透過教育部提供的海外見習機會，提升師資生外語能力與國際視野，本師資

類科在105至107學年度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海外見習計畫補助，包括：林玉霞教師帶領師資

生到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見習計畫，隔年也赴美國參訪，執行「喬治亞大學教育見習計畫」，

以及陳明聰教師與吳雅萍教師共同帶領師資生去新加坡 Grace Orchard 特殊教育學校見習計

畫，本師資類科師資生透過參與海外教育見習，強化其外語之應用。【佐證3-4-3-7 特教系

海外見習計畫相關資料】。另外，本師資類科每年會辦理國際研討會，鼓勵師資生踴躍參與，

吸收國際新知，提升外語能力。【佐證3-4-3-8 本師資類科辦理國際研討會】 

4.本師資類科在系周會結合系學會辦理相關資訊研習，強化師資生資訊能力 

本師資類科系周會由系主任和系學會共同舉辦增能活動，110學年本師資類科針對師資

生的資訊能力，與系學會共同合辦資訊研習，包括：不只是簡報、行動學習（APP在特殊教

育的應用）等。系學會亦於假日工作坊舉辦運用科技進行創意與思考的假日工作坊。【佐證

3-4-3-9 系周會研習活動一覽表】【佐證3-4-3-10 系學會假日工作坊】 

5.本師資類科為大四畢業生辦理魏氏智力測驗研習，提升心評能力 

為了增進師資生在特教現場所需的評量技能，每年均會為應屆畢業生辦理魏氏兒童智力

測驗研習，除了有測驗工具的操作，也安排師資生到學校實際操作，並練習撰寫魏氏智力測

驗分析報告。【佐證3-4-3-11大四魏氏智力測驗研習】 

3-4-4. 師資培育單位強化師資生對教學現場新興議題專業知能之增能 

1.配合課程促進師資生掌握新興議題，並具備融入各領域教學的能力 

本師資類科教師配合自己的課程，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綱中的重大議題，促進師資生對教

學現場新興議題之認識，以及融入各領域教學之能力，強化師資生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議題

之教學知能。【佐證 3-4-4-1 本師資類科教學大綱】 

2.辦理海外見習，拓展師資生國際視野並培養教育服務之情意 

本師資類科自 105-107 年皆有申請教育部補助海外見習計畫，由指導教師帶領師資生至

國外見習服務，培養文化理解、人文關懷、國際體驗及語言能力，並傳遞台灣教育特色與文

化底蘊，實踐有教無界的精神。【佐證 3-4-4-2 本師資類科海外見習資料】 

3.本師資類科積極鼓勵師資生參與學術研討會，掌握教育新興議題 

本師資類科為鼓勵師資生拓展對教學現場新興議題的了解，本師資類科師長除了鼓勵師

資生參加本師資類科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之外，也鼓勵師資生參與校外特殊教育相關研討會，

由於本師資類科師長帶領大專生申請科技部計畫的成果豐碩，也鼓勵師資生完成計畫後在研

討會中發表，提升對教育新興議題的了解。近年本師資類科大學部師資生在研討會發表者，

包括：108年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獲補助師資生陳怡廷、許慧娟皆於2020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年

會發表；110年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獲補助師資生謝佳玲於2022高師大學術研討會發表；110大

四專題研究師資生黃詩琁於2022高師大學術研討會發表；110年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獲補助師

資生陳思宜、李謦帆皆已投稿2022亞太地區融合教育國際研討會。【佐證3-4-4-3 本師資類

科學生發表並參與校外之特殊教育研討會】 

4.本師資類科教師將科技部與教育部等創新課程與計畫成果落實於課堂中 

本師資類科教師將理論研究與實務結合並落實於教學中，歷年來本師資類科教師積極申

請科技部計畫、教育部的教育實踐研究計畫，以及教育部國教署十二年國教前導計畫，將計

畫成果落實於課堂中，提升師資生對新興議題的教育知能。【佐證3-4-4-4本師資類科教師將

科技部與教育部計畫成果落實課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1whpTjygHQbUJJMwQrLGVxKUBKtv4Y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02979vzzRCuDWECUX1OYm4AU0Qc5lIU_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02979vzzRCuDWECUX1OYm4AU0Qc5lIU_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94V0OW6GtxKRmVd6ax6-LpeFe_aXe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j0EHKoyI9pKUIRO9UiEI0Ha8DMaAQX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j0EHKoyI9pKUIRO9UiEI0Ha8DMaAQX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Chmivrf0hmvpmqy3ddW8GZMJwXAQ8TY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ltvuZAv3ZzG8K91D9nGgl8_As6aN_CD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mGmoET_TCIO_u8RLYwRPngaG32uV1KQ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VL8hK2OTRheEK2yq0ojyxAQp9E7ZIA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KAAALzxvw4g0b5BoDh3hQH2RRzzW9pF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KAAALzxvw4g0b5BoDh3hQH2RRzzW9pF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o9klm0DLun7ICaEuwhzqXnqHy3-3vY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o9klm0DLun7ICaEuwhzqXnqHy3-3v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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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與特色 

一、 本師資類科具有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之機制與運作，主動爭取培育公費生的機會，

也能培養國小階段數理資優專長之師資生 

本師資類科為全師培學系，師資生來源皆為本師資類科大學部學生，除了教育部每年核

定的名額之外，本師資類科每年主動與縣市政府合作，因應縣市政府需要優質人才的需求，

與縣市政府共同遴選與培育出優質的公費生。本師資類科更與校內數理教育研究所合作開設

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每年鼓勵資優組師資生申請，以提升未來職涯競爭力。 

二、 本師資類科配合學校模組化（學程化）政策，且因應加註專長，規劃出有效率有邏輯

的課程地圖 

在全校性模組化（學程化）政策下，本師資類科設計之特教基礎學程、特教核心學程皆

為系共同必修課程，多數開設在大一、大二，需要進階能力的課程皆設有擋修機制。且本師

資類科為了強化特教師資類科師資生的學科知能，在104學年的模組化（學程化）架構下，

將國音及說話、普通數學設計在特教核心學程（一年級必修課），並將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

法、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設計在認知障礙教學學程（二年級選修），且在報部的特教師資

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的擋修規定，設計修習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數學教材教法前，

應修畢普通數學。接著，自109學年後，本師資類科為了搭配加註專長課程（本師資類科開

設情緒與行為需求專長、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將專業選修學程的科目重新歸類並重新命

名學程名稱，包括：一組學術型（認知障礙教學與學術學程）、三組實務型（特殊需求與輔

助科技學程、情緒行為介入學程、資賦優異教育學程）。111學年後又為了配合學校政策將

畢業總學分降為128學分，因此調降學程學分數。綜上，本師資類科課程具有邏輯性且能讓

師資生有效率的修習加註專長。 

三、 本師資類科提供師資生多元的學習、生活、職涯輔導方式 

    本師資類科透過導師制度、系級制度（如：新生訓練、家族制度、系友回娘家、系周會）、

各科課程融入、校級制度等方式，在學習、生活、職涯方面輔導師資生。尤其是邀請實務現

場教師與邀請優秀系友分享等方式，都能為師資生提供生涯定向的效果。 

四、 本師資類科結合特教中心、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的資源，強化師資生學科教學知能 

本校設置院級的特教中心、特殊教育教學研究中心，本師資類科師資生有很多參與研習、

工作坊的機會，尤其近幾年也辦理強化特教教師學科教學知能的研習，能提升本師資類科師

資生的競爭力。 

五、 本師資類科師生共同努力，透過科技部與教育部計畫，強化師資生對教學現場新興議

題專業知能 

本師資類科師長帶領大專生申請科技部計畫的成果豐碩，也鼓勵師資生完成計畫後在研

討會中發表，亦能提升師資生對教育新興議題的了解。本師資類科師長承辦十二年國教南區

身心障礙教育前導計畫與執行科技部計畫，並能將計畫成果落實於課堂中，提升師資生對新

興議題的教育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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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本校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專任師資 100％擁有博士學位，全部具有中小學教學或研究經驗，

教師教學時數負擔合理。校內外兼任教師均依課程專長聘任。專任教師致力於與教學相關之

研究和專業服務，是本校培育高品質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基石。  

4-1.教師質量符合課程規劃需求. 

4-1-1.專任教師人數符合師資培育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校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培養以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本學系）教師為主，擔任特殊教

育專業課程，並由校內他系專任教師開設一般教育課程，專任比例高。專任教師之聘任均由

系務會議討論專長與聘任條件，簽核後再公開徵聘，之後再經三級教評會嚴謹審核過程，聘

任適合該類科專業領域教師。 

本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108-110 學年度專任教師平均為 10 位，108 學年度包括 9 位專任教

師及 1 位專案教師，109 學年度上學期為 10 位專任教師，109 學年度下學期陳偉仁教師轉任

他校，有 9 位專任教師，110 學年度新聘 1 位專任教師，目前共有 10 位專任教師。專任教師

人數高於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在師生比方面目前

專任教師與師資生比例約為 1：16，遠低於教育部規範之比例。在授課比例方面如表 4-1-1-1

所示【佐證 4-1-1-1 授課專/兼任教師概況一覽表（教育部表）】。從表 4-1-1-1 可看出 108-

110 學年度專任教師授課比例均高於「關鍵指標 2 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由任教學科專長相

符之專任教師授課比例至少為 75%。」之規範。 

表 4-1-1-1 108~110 學年度授課專/兼任教師比例一覽表 

學年度 兼任學分百分比*1： 專任百分比*2： 兼任百分比*3： 

108-1 2%（1/46） 90%（9/10） 10%（1/10） 

108-2 10.7%（6/56） 75%（9/12） 25%（3/12） 

109-1 1.5%（1/63） 90.9%（10/11） 9.1%（1/11） 

109-2 10%（6/60） 81.8%（9/11） 18.2%（2/11） 

110-1 0%（0/60） 100%（10/10） 0%（0/10） 

4-1-2.專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歷與師資培育課程開設需求相符合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強調理論與實務，所聘之專任教師也以具有中等以下實際教學或相關

研究經驗之教師為主。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分為身心障礙教育及資賦優異教育兩類。所有教師

均具備博士學位，具有中小學教師資格或相關專業證照（如表 4-1-2-1），學術及教學經驗豐

富，且有中小學研究之經驗，專業背景符合特殊教育發展需求。【佐證 4-1-2-1 專任師資素

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教育部表）】 

表 4-1-2-1專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教育部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中心/學系所 10 100% 10 100% 10 100% 

職級 教授 3 30% 3 30% 3 30% 

副教授 3 30% 3 30% 4 40% 

助理教授 4 40% 4 40% 3 30% 

講師 0 0% 0 0% 0 0% 

學歷 博士 10 100% 10 100% 10 100% 

碩士 0 0% 0 0% 0 0% 

學士 0 0% 0 0% 0 0% 

具中等以下
學校相關研
究經驗 

中等學校（國
中、高中職） 

7 77% 7 77% 8 80% 

小學 9 100% 9 100% 10 100% 

幼兒園 5 55% 6 66% 5 5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HC_ag6-8gVg4lo300W2aXw8CvKJ10m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wTdRiTYhXoIvZgmJQSI4Lnen3Tj2S2-?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wTdRiTYhXoIvZgmJQSI4Lnen3Tj2S2-?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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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特教（班）/學
校 

6 66% 6 66% 6 60% 

具中等以下
學校實際或
臨床教學經

驗 

中等學校（國
中、高中職） 

2 22% 3 33% 3 30% 

小學 7 77% 6 66% 7 70% 

幼兒園 0 0% 0 0% 0 0% 

特教（班）/學
校 

3 33% 3 33% 3 30% 

每學期課程開課除依該類科課程架構及必選修科目冊科目開課，亦將開課計畫提系務會

議討論，讓所開設課程更能符合師資生需求和教師專長。專任教師研究表現及與教學之關聯

性極高，專任教師之專長背景與開設之課程對應部分列舉如表 4-1-2-2。詳見【佐證 4-1-2-2

專任教師專長領域與授課課程對應表】。 

表 4-1-2-2 專任教師專長領域與授課課程對應表（部分列舉） 

職稱 姓名 專長領域（部分列舉） 授課課程（部分列舉） 

教授 陳政見 鑑定診斷與評量、行為改變技術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行為改變技術 

教授 唐榮昌 重度障礙、行為異常、生涯轉銜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 

教授 陳明聰 啟智教育、行政與法規、輔助科技 輔助科技、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副教授 江秋樺 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 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 

副教授 林玉霞 啟聰教育、溝通障礙、早期療育 聽覺障礙、言語科學、早期療育 

副教授 簡瑞良 啟智教育、課程與教學 兒童認知與學習概論 

副教授 吳雅萍 輔助溝通、智能障礙 溝通訓練、智能障礙 

助理教授 張美華 學習障礙、課程與教學 學習障礙、學習困難與補救策略 

助理教授 陳勇祥 獨立研究、情意教育、區分性課程 獨立研究指導、心理輔導情意教育 

助理教授 黃楷茹 才能發展、資優課程與教學 創造力教育、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4-1-3.兼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歷與師資培育課程開設需求相符合 

為配合授課需要，本師資類科另聘校外兼任教師，校外兼任教師亦經本校三級教評會審

查，以聘用符合課程專長之教師，近三年所聘之兼任教師師資素質與學經歷概況請參見佐證

資料。【佐證 4-1-3-1 兼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教育部表）】【佐證 4-1-3-2 兼任教

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教育部表）】。 

特殊教育學系所聘任之兼任教師專長領域涵蓋輔助科技、資訊教育、資優教育、學習障

礙、教育神經科學、復健醫學等，符合本類科師資培育課程需求，近三年本師資類科兼任教

師學術與相關專長領域與授課課程如表 4-1-3-1。 

表 4-1-3-1 兼任教師專長領域與授課課程對應表（部分列舉） 

職稱 姓名 
專長領域 

（部分列舉） 
授課課程 

（部分列舉） 
兼任學年 

助理教授 
SZU-Han 

Kay CHEN 
輔助科技、AAC 輔助科技 

108-1 109-1 

助理教授 林雲龍 資訊教育 
特殊教育電腦輔助

教學 

108-2 

助理教授 陳偉仁 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 資優教育模式 109-2 

講師 江俊漢 
學習障礙、教育神經科

學 
閱讀理解策略 

108-2 

講師級專業技
術人員 

王淑怡 復健醫學 復健醫學概論 
108-2 

109-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ZKpPvvrP_eVpptegTG92iYzRLBSruv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ZKpPvvrP_eVpptegTG92iYzRLBSruv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AmUGZX1zXkJJ9_O1IFMxqwk4hLU-Gj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yOKg10zTxkUNrjgqW9qPvHOZFqk-jc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yOKg10zTxkUNrjgqW9qPvHOZFqk-jcs?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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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專任教師有合理之教學負擔 

教師每週教學總時數係依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規定，專任教

師每學年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 16小時、副教授與助理教授 18小時、講師 20小時。專案教學

人員（以下簡稱專案教師）比照專任教師各職級之基本授課時數每學年再加 6 小時。本校自

95 學年度起實施教師超支 0 鐘點，惟因支援全校性課程、通識課程、學位學程或跨領域學程

課程者，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可超支 4 小時。該辦法明確規範本校專任鐘點計算與核發規定，

俾使本校教師有合理之教學負擔。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教學負擔整理如佐證 4-1-4-2。【佐證

4-1-4-1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佐證 4-1-4-2 專任教師教學負擔一覽表】

【佐證 4-1-4-3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總時數彙整表（教育部表）】。 

如佐證 4-1-4-2所示，本師資類科教師教學負擔符合規範，其中幾位教師約多 1個鐘點，

因吳雅萍教師 109-1 支援一級主管陳政見教師共授專題研究課程；簡瑞良教師與張美華教師，

因 109 學年開設加註專長課程，兩位教師之專長課程優先開出，然舊課程為滿足師資生學習

需求仍延續開課；另陳勇祥教師 109-1有一門課為義務鐘點，不計入超支，109-2因陳勇祥教

師擬接續本師資類科將退休之陳政見教師的課程，故與陳政見教師共同授課學習。 

4-2.專任教師依據教學現場需求自我增能之作為 

4-2-1.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作進行自我增能，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均有教學現場實務或研究之經驗，並持續透過學術研究、推動特教

相關政策、指導或參與現場教師社群，以及與現場教師協同教學，以及分享與擴散研究成果

等方式，保持對教學現場問題與趨勢的敏銳度進行自我增能。且能將對於教學現場需求的理

解，轉化為師資生之教學內容，確保師資生之學習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1.以學術研究探究教學現場重要議題自我增能並融入課程 

（1）探究教學現場重要議題，獲得研究結果融入課程與教學 

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從事之研究計畫與發表之研究論文，多與教學現場相鏈結，透過學

術研究來探究教學現場重要議題，促進自我增能。在教師個人研究方面，以 110 學年度為例，

吳雅萍教師科技部研究計畫「探討十二年國教集中式特教班自然科學領域素養導向之實作評

量與教學」即以集中式特教班為研究場域；陳勇祥教師科技部計畫「以科學社團促進輕度自

閉症資優學生之人際互動與溝通表達」即以國小科學社團為研究場域；陳明聰教師科技部計

畫「溝通、寫作、資料紀錄兼具之多功能輔助溝通系統開發及應用」發展教學現場特殊需求

學生可使用的溝通系統；在指導大專生科技部計畫方面，近三年之計畫多以運用教學策略、

教學介入方法或教育輔助，提升特殊需求學生之學習成效。實務現場研究所得之成果，例如：

教學方法策略或開發出好的輔助系統，均融入教師之課程與教學中，提供師資生理解教學現

場需求，培養實務工作之能力。【佐證 4-2-1-1 專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教育部表）】 

2.推動特殊教育政策並轉化為教學現場實踐 

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長期受邀擔任特教行政單位之顧問或委員、各縣市鑑輔會、特殊教

育輔導團等，與地方政府及教育人員共同規劃和推動特殊教育政策與實務工作。近兩年更配

合國家政策，提供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的指導，積極協助各縣市政府與學校教師，轉化政策

成為教學現場實踐。這些經驗均同時融入於師培課程當中，確保教學內容能夠呼應教學現場

之需求。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經常受邀擔任地方政府與行政單位之顧問或委員，例如：擔任

全國或地方性特殊教育相關業務委員、考試命題委員、審題委員、閱卷委員、教師檢定考試

命題委員、12年就學安置委員、師資培育評鑑委員、縣市政府職務再設計輔導委員、縣市政

府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委員、縣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縣市政府特殊教

育諮詢委員、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申訴委員、縣市特教教師甄選命題與口試委員、12年國

教前導計畫主持人、諮輔委員等。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推動相關政策和實務工作，促進特殊

教育發展，亦藉此過程自我增能了解最新政策走向與特殊教育發展方向，以帶入最新資訊給

予師資生。【佐證 4-2-1-2 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諮詢委員】【佐證 4-2-1-3 專任教師參與校內

外教育專業服務概況彙整（教育部表）】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WtcRpPDQgZ51Npzp6Xl-Q2-NKw4STJm?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WtcRpPDQgZ51Npzp6Xl-Q2-NKw4STJm?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TW3wY2PgtYNz-iFGBNygq1XAa3JTSc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z8UVapsuACk5rcPmlo6l_UESb4LS2q4?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Qbt3mX7ZqtSi8Bz2cpQia6wcBvX9l1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dY9St8cM3F0bubU6BVlPxOW8XnjVob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XnM90ZTXvR8pOShrKnoQhHeBFv5oaY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XnM90ZTXvR8pOShrKnoQhHeBFv5oaYb?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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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研習、輔導、評鑑與帶領教師社群或工作坊汲取現場能量並瞭解需求 

本師資類科肩負雲嘉三縣市國小特殊教育輔導之責，透過到校輔導訪視、擔任研習講師

或專業指導，帶領教師社群或工作坊等，協助縣市辦理學校特殊教育績效評鑑，理解教學現

場之現況與需求、協助教師增能，以及地方特殊教育發展，同時汲取現場能量，不乏有合作

性的產出；除了國民小學學校現場之外，本師資類科教師提供輔導之範疇更擴及至大專階段

與其它特殊教育相關單位或機構，例如：縣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和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舉辦的

研習活動、身心障礙教養機構教保人員訓練和個案研討等。【佐證 4-2-1-4 專任師資素質及

專業表現概況表（教育部表）】 

4.與教學現場優質現場教師共同合作相互成長 

教學現場優質教師最理解教學現場之需求，諮詢優質現場教師或共同合作，亦是本師資

類科專任教師用以自我增能之方式。 

為使本師資類科教師掌握教育現場狀況與需求，以求課程規劃設計能與現場鏈結，本師

資類科課程委員會均邀請資深優秀之教育實務代表擔任委員。108-110 學年之課程委員會代

表為嘉義市嘉北國小輔導主任賴霖歆主任、嘉義縣特教中心主任簡華慧主任、彰化縣員林國

小曹志隆特教組長，分別針對身心障礙教育、資賦優異教育，從系友、雇主、實務教師等角

度，提供本師資類科外部的回饋意見。【佐證 4-2-1-5 特教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也運用業師融入教學的方式，邀請實務教師或專家部分融入課程，

與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一起協同教學，例如：邀請嘉義市巡迴語言治療師廖婉霖語言治療師

融入吳雅萍教師的「溝通訓練」，邀請嘉義縣興中國小資源班兼特教輔導團李乙蘭教師融入

吳雅萍教師的「個別化教育計畫理論與實務」，邀請嘉義縣竹村國小資源班李淑靜教師、台

中特教學校楊善知教師融入吳雅萍教師的「特殊教育班級實務」，邀請臺北市碧湖國小馮理

詮教師融入黃楷茹教師的「特殊教育導論」，邀請臺北市士東國小游健弘教師、臺北市中山

國小林傳能與江美惠教師融入黃楷茹教師的「創造力教育」，邀請臺北市太平國小陳佑蘭教

師融入黃楷茹教師的「資賦優異教材教法」，邀請美國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的 Szu-

Han Kay Chen 助理教授（也是美國語言治療師） 融入陳明聰教師的「科技在特殊教育之應

用」等。【佐證 4-2-1-6 實務教師或專家融入課程的教學大綱】 

4-2-2.專任教師能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互動增能，並指導師資生之社群發展知能與行動 

1.教師參與校內或校際專業成長社群，互動增能 

本師資類科教師尋求專業成長之機會，透過參與校內或校際之正式或非正式專業社群、

因任務導向組成之社群或與教學現場實務教師共組社群等，無論點狀性的互動或長期性的共

學，把握機會與師培專業同儕互動增能。表 4-2-2-1 呈現本師資類科教師近三年參與之專業

社群或任務社群。                                            

表 4-2-2-1 專任教師參與社群一覽表 

 社群名稱/任務 參與成員 目的 學年度 

校

內

社

群 

初任教師輔導 陳明聰、黃楷茹（本師資類科教師） 經驗傳承 110 

優良教師公開觀課 
吳雅萍（本師資類科教師） 

觀課教師（本校教師） 

觀課議課 106-109 

追星一族- 

AS正向支持團隊 

江秋樺、陳偉仁、陳勇祥（本師資類

科教師） 

鐘士豪、彭振昌（本校教師） 

特殊需求學生支

持策略研討 

108 

校

際

社

群 

A-06 Get the ball 

rolling： 實踐「行

動、生動與感動」的

專業發展社群 

陳明聰教師、吳雅萍教師（本師資類

科） 

丁一顧教授、王欣宜教授、陳振明教

授、蔡明富教授、蔡敏瑛教授、蔡淑

妃教授、鍾儀潔教授、鄭淳智、鄭鈺

清（外校教師） 

教材教法精進、 

觀摩薪傳學者與

薪傳輔導 

110-111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mUjwct31R85kDtQsmfbILhS2KG92yLV?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mUjwct31R85kDtQsmfbILhS2KG92yLV?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dH59LCR0P9IOVD2V8tPunewHS5R-B5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cJuxKijM_s8hwztDcuuiY7_rpUecAxL?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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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名稱/任務 參與成員 目的 學年度 

資優教育成長團體 

黃楷茹（本師資類科教師） 

呂金燮、張芝萱、陳偉仁（外校教

師） 

吳青陵、林宜蓁（現場教師） 

資優教育研討 91迄今 

資優素養導向課程社

群 

黃楷茹（本師資類科教師） 

呂金燮、張芝萱、陳偉仁（外校教

師） 

30位國小資優班教師（現場教師） 

資優素養導向課

程研討與課程設

計 

106迄今 

(1) 初任教師與輔導教師，經驗傳承：本師資類科教師依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新手教師導

入要點」，由資深優良教師擔任初任教師之輔導教師(Mentor)，提供初任教師之教學、研

究、輔導學生、推廣服務等方面的諮詢與指導，期能達到經驗傳承之效。本師資類科 110

學年度新聘教師黃楷茹教師，由本師資類科資深優良教師陳明聰教師擔任輔導教師，透

過定期面談、研究合作、入班觀課等導入活動為初任教師增能。【佐證 4-2-2-1 國立嘉義

大學新手教師導入要點、初任教師導入活動紀錄表】 

(2) 優良教師公開觀課，精進教學：本師資類科吳雅萍教師於 104 學年度獲得校級「教學特

優獎」、108年度獲得院級及校級「教學特優獎」，教學專業受肯定且樂於分享共學，以

持續精進自身教學專業知能。自 106 學年度起，吳雅萍教師開放其智能障礙、特殊教育

班級實務、個別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三門課進行公開觀課，與參與觀課之同儕教師共

同研討議課，彼此精進成長，累積觀課達 68人次。【佐證 4-2-2-2優良教師開放公開觀課

與議課研討紀錄】 

(3) 特殊需求學生輔導策略，跨專業共成長：「追星一組—AS 正向支持團隊」由本師資類科

江秋樺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邀請陳偉仁教師、陳勇祥教師、特資中心輔導員鐘士豪教師，

以及應用數學系彭振昌教師組成跨專業團隊社群，社群定期研討，提升特殊需求學生的

輔導知能。【佐證 4-2-2-3 108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名單】 

(4) 教材教法精進，薪傳輔導：本師資類科陳明聰教師、吳雅萍教師參加由屏東大學鍾儀潔教

師主持之「A-06 Get the ball rolling： 實踐『行動、生動與感動』的專業發展社群」（110

學年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領域教材教法人才培育計畫）。以教材教法精進為焦點，

在不同發展階段之大學教師以薪傳學者為學習對象，傳承教材教法的經驗，透過觀摩、

諮詢、精進、共備、臨床教學等階段專業成長。本師資類科兩位教師一位為薪傳學者、

一位為大學教師，也恰代表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師培者，參與專業成長社群。【佐證 4-

2-2-4 跨校教材教法社群會議相關資料】 

(5) 資優教育研討，實務鏈結：本師資類科黃楷茹教師，長期與外校資優教育領域師培教師

以及現場資優班教師共組社群，定期研討，跨校、跨域、跨階段的激盪共構，探討資優

教育議題、發展資優素養導向課程，進行資優教育研究等，持續合作並有具體產出【佐

證 4-2-2-5 跨校資優教育社群會議相關資料】 

 

2.指導師資生之社群發展知能與行動 

(1) 教育實習課程社群小組 

本師資類科將教育實習教師分成五組，各由一名教師帶領，除了回應教育部之實習規範

外，指導教師定期透過分組聚會，帶領小組成員共同備課、個案研討、教學觀摩與教學反思、

邀請講座等，透過社群方式專業成長【佐證 4-2-2-6 教育實習增能活動】。 

(2) 鼓勵組成讀書會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亦在教師鼓勵下自主讀書會，申請學校「高教深根計畫」之補助，透

過社群針對專業領域之學習互相激盪彼此精進。以 110 學年度為例，114 級大一新生師資生

陳姵蓁、李佳玲、郭香蘭、鄧昀瑄、施妤蓁，有鑑於初入特教領域，為增進對特教專業之瞭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4BoI2zVrNvzujLxzgdB2YKKLfZsBzQ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4BoI2zVrNvzujLxzgdB2YKKLfZsBzQ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ROJl5II9zxHuYC5pYMeE0qz9plQpiH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ROJl5II9zxHuYC5pYMeE0qz9plQpiH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0qkQoiVtVty11JsHphsuAuq1cVIhmQ6?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0hC6_d7RIaskrv_cbem2hCwPSqtSrk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0hC6_d7RIaskrv_cbem2hCwPSqtSrk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AAfwBXVSoU-AV_GagMShx9_WAmaRU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AAfwBXVSoU-AV_GagMShx9_WAmaRU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0nyxodDb780xBQH9qIZgH_TzmZ9hqZ?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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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組成讀書會，透過共讀學習內容、分享學習策略與共同準備報告等方式專業成長。此外，

本師資類科每師資生到大三或大四期間，在導師鼓勵與指導下組成讀書會，以教師檢定與教

師甄試為目標，專業成長。透過教案設計、模擬試教、口試演練等方式，彼此互相交流與觀

摩，也彼此支持與鼓勵。【佐證 4-2-2-7 高教深耕學生自主讀書會（114 級）】【佐證 4-2-2-

8 108-110 級學生讀書會分組】 

(3) 志工服務隊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設有學生社團—特教志工隊，社團指導教師為吳雅萍教師。該社團的

服務目的為提供雲嘉地區身心障礙學生志工服務。師資生從大一進來即加入特教志工隊，由

學長姐帶領學弟妹進入特教專業社群，透過社課以及進到學校或機構實際與特殊需求學生互

動、設計活動與教學方案等專業成長。在長時間的耕耘之下，已在雲嘉地區建立起固定合作

的夥伴學校和機構，同時該社團也一直榮獲社團績優評鑑成果，顯示特教志工隊運作的品質

深受肯定。【佐證 4-2-2-9 特教志工服務隊相關資料與活動照片】 

4-3.課程依「師資職前教育階段專業素養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規劃，並能反映教育目

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場需求 

4-3-1.師資培育單位確保課程規劃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和課程基準緊

密鏈結  

嘉義大學特教師資類科以培育優秀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人員為目

標。本師資類科職前教育階段專業素養指標的研擬，乃根據本校的校務發展方向與教育目標，

並參考教育部 107年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基準修正規定》而產生，有其合理的邏輯脈絡。經由數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再經由

師資培育中心的課程與教學委員會、全校性的教務會議審議，多個不同層級會議的委員仔細

討論其適切性，確定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專業素養指標，共五大項及十五個專業素養指標。據

此妥善規劃課程地圖與內容並將課程地圖中的每門課對應專業素養指標互相檢視，確保課程

規劃與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和課程基準緊密鏈結。【佐證 4-3-1-1 課程規劃委員會討論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課程基準和課程科目一覽表】、【佐證 4-3-1-2 特殊教育學系專業素養指標】、

【佐證 4-3-1-3 課程地圖】。 

表 4-3-1-1為各項教師專業素養指標所對應之課程數（詳細對應之課程詳見【佐證 4-3-1-

4 教師專業素養指標與對應之課程】）。 

表 4-3-1-1 教師專業素養指標與對應之課程數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對應課程

數 

1.了解普通教

育與特殊教育

發展的理念與

實務。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

信念。 
37 

1-2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 32 

2.了解並尊重

特殊需求學習

者的發展與學

習需求。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

的依據 
35 

2-2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  43 

2-3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35 

3.適切的特殊

教育課程、教

學 及 多 元 評

量。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

及評量。 
35 

3-2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7 

3-3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3 

3-4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及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40 

3-5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7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iuLLgrjXLlwoqDaxY4UcZl8CI1tnmO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YU39CbiK_1f_WsGw_8-VLoiIuHRlrb4?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YU39CbiK_1f_WsGw_8-VLoiIuHRlrb4?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m1zYN5LMBJJb1T7qvA67zL9GfX2agL7?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DPdNNCfczgSQeLxC4z2Xb0LxIBLIG-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DPdNNCfczgSQeLxC4z2Xb0LxIBLIG-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HrZWUVVen-VBhTPCazpLcqfEIL5bxP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AMxha_xK2I8iIDdgVN8flzDJPG-dW9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6gm77P71_5oMcZZ5bTMfabSvN8UvP1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6gm77P71_5oMcZZ5bTMfabSvN8UvP1R?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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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對應課程

數 

4.正向學習環

境 並 適 性 輔

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

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29 

4-2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29 

5.認同並實踐

特教教師或特

教相關工作人

員 之 專 業 倫

理。 

5-1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36 

5-2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34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

長的意願與能力。 40 

4-3-2.師資培育課程規劃反映教學現場新興議題需求 

為使課程與教學現場能緊密鏈結，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教師在規劃課程上盡可能反映教學

現場新興議題。所融入之新興議題包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議題融入手

冊之十九項議題，以及特殊教育與新近教育領域的重大議題，如：融合教育、團隊合作、情

緒教育、正向教育等。 

1.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本師資類科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課程，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課程為例，整理

如表 4-3-2-1。可以看出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在課程中，均能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內容，

尤其「特殊需求領綱」是本師資類科課程非常重視的教學重點。【佐證 4-3-2-1 課程納入

「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一覽表】 

表 4-3-2-1 110-1學期課程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綱」一覽表 

學年

度 
開課教師 科目名稱 

融入學科領

綱 

融入特需領

綱 
融入三面九項 

融入總

綱 

110-1 

陳勇祥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  ✓   

陳明聰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Ⅰ） ✓ ✓ ✓ ✓ 

輔助科技  ✓   

黃楷茹 創造力教育  ✓   

簡瑞良 社會技能訓練  ✓   

張美華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Ⅰ） ✓ ✓   

學習策略 ✓ ✓   

林玉霞 聽覺障礙 ✓ ✓   

吳雅萍 

國語文領域課程調整與教

學 
✓    

溝通訓練  ✓   

吳雅萍 數學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 ✓    

江秋樺 自閉症  ✓   

 

以 110-1 陳勇祥教師「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課程為例，教師以獨立研究課程綱要來

引導師資生學習。表 4-3-2-2 現融入特殊需求領綱之教學大綱（部分）。【佐證 4-3-2-2 各課

程教學大綱（108-11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9iw8v8ietrZhaz0b8xJyWyBr8obMKD2?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9iw8v8ietrZhaz0b8xJyWyBr8obMKD2?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5bHThQIFqE6fepRoHO5fLnrjEs5QbS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5bHThQIFqE6fepRoHO5fLnrjEs5QbSY?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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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2勇祥教師「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之部分教學大綱 

 

 
 

2.融入「十九項議題」與「特教或教育領域新興議題」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近三年的課程，在教育部十二年國教「十九項議題」中融入最多的為

「性別平等」議題，共有 18 門課融入；在「特教或教育領域新興議題」方面，融入最多的

議題是「融合教育議題」共有 48 門課融入【佐證 4-3-2-3 課程融入「十九項議題」與「特教

或教育領域新興議題」一覽表】。 

    茲以此兩項議題為例，各舉一門教學大綱之部分內容，簡述此議題融入教學之實施方式。 

（1）性別平等教育 

以下呈現江秋樺教師 109-2 學期「特殊教育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探討「性別平等」

議題之教學大綱（如表 4-3-2-3，教師探討特殊教育學生性別平等教育，從法規、案例到教材

教法設計，引領師資生從知識概念到實作產出。 

表 4-3-2-3秋樺教師「特殊教育學生性別平等教育」之部分教學大綱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AZlZzxpZiF2JgxAxWRAtV_qpgmpqnt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AZlZzxpZiF2JgxAxWRAtV_qpgmpqntZ?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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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合教育 

以下呈現張美華教師 108-2 學期「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課程，探討「融合教育」議題

之教學大綱（如表 4-3-2-4，教師探討融合教育從基本理念、案例解析，進到學生在融合情境

中學生個別差異的理解，進一步探討課程、教學與評量。） 

表 4-3-2-4 美華教師「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之部分教學大綱 

 
（3）國際視野 

培養師資生的國際視野與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尊重，亦是本師資類科十分重視的項目，

為了讓師資生有更廣大的國際視野及對多元文化的認識，本師資類科教師在課程中介紹其他

國家在特殊教育的理論與作法或文化差異，如：陳明聰教師「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陳偉

仁教師「多元智能理論與實務」、陳政見教師「特殊教育思潮與趨勢」、陳勇祥教師「資優

教育概論」、林玉霞教師的「手語」等課程。【佐證 4-3-2-4 各課程教學大綱（108-110）】 

更進一步為了使師資生更能在國際化的情境中學習，陳明聰教師的「輔助科技」課程，

邀請美國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的 Szu-Han Kay Chen助理教授（也是美國語言治療師）

共同授課，透過視訊方式與國外教授線上學習。表 4-3-2-5 部分教學大綱、圖 4-3-2-1 即實際

上課情形照片。 

表 4-3-2-5陳明聰教師「輔助科技」之部分教學大綱 

 
 

 

 

 

 

 

 

圖 4-3-2-1陳明聰教師「輔助科技」與 Szu-Han Kay Chen 視訊上課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25xm6QGFaPyOnJ8n-jbQXkOTia1D-Dn?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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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透過課堂培養國際視野外，本師資類科積極爭取教育部海外見習計畫，師資生透過海

外見習過程，增廣國際經驗，提升特教教師專業之國際視野。例如：陳明聰教師與吳雅萍教

師帶領師資生赴新加坡參加 Grace Orchard 特殊教育學校見習計畫；林玉霞教師帶領師資生

赴美進行喬治亞大學教育見習計畫，以及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見習課程計畫，足見本師資類

科爭取外部資源的能量，幫助師資生從海外服務中學習特教教師專業。【佐證 4-3-2-5 特教

系海外見習計畫相關資料】 

4-3-3.師資培育機構能建立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改善機制，確保師資培育課程依課程基準規劃

並能反映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場之需求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建立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改善機制，包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各科教

學大綱的自我檢核、各科課程設計鏈結教學現場需求、雇主滿意度調查等，最後這些機制產

生的重大議題再透過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來提案討論，形成改善循環（如圖 4-3-3-1）。 

 
圖 4-3-3-1 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評估機制圖 

1.特教師資類科課程規劃委員會有校內外代表、學生代表 

本師資類科除依教育部規定隨時調整課程並融入新興議題，每學期並定期召開課程會議。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課程會議是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設置課程委員，由前一學期系務會議票選 2 名校外專家和 3 名現場重要關係人（國小特教行

政代表、國小特教教師），加上兩位師資生代表（系學會會長及研究生代表各 1 名），以及

系內全體教師。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除了每學期配合教育部政策（如：

加註專長等）與學校教務議題的回應（如：全校調降畢業學分為 128、嘉大全英語 EMI 授課

申請等），也會依據需要針對本師資類科課程提出建議（如：110-2 針對畢業生及雇主滿意

度調查結果進行討論）。【佐證 4-3-3-1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

法】【佐證 4-3-3-2 系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108-110-2）】 

2.各科教學大綱自我檢核專業素養指標 

本校自 109 學年起由電算中心建置在各科教學大綱內，由各科教師在規劃教學大綱時，

要先自我檢核課程內容與專業素養指標的符合程度，各科教師再透過師資生對教學回饋意見

進行調整改善。本校於 102 學年度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本校教學

意見調查採網路辦理為原則，期初第三週起至第九週止開放「教學意見即時回饋信箱」，供

修課學生自由上網反映意見；期末第十四至十六週則實施該學期之總結性教學意見調查。調

查結果提供教學單位做為教師評鑑、升等、進修、延長服務、優良教師選拔或兼任教師之續

聘等之參考。本校專任教師任一課程實際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平均值未達 3.5 或性別平等意識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FgrCFmzDKNqyAorm06l1F2DDtPuRaP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FgrCFmzDKNqyAorm06l1F2DDtPuRaP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455EQRxKfRIUihZSsZD-cVky-dbSy7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455EQRxKfRIUihZSsZD-cVky-dbSy7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FMCJ0wa3B9qgtwNuTM5RfbAXiLPUcyT?usp=sharing


53 

該題項平均值未達 3.5，應由系、所、院或相關主管（以下簡稱主管）就缺失原因之檢討與

改進措施進行輔導與協助；兼任教師未達上開標準者，除有特殊緣由經專案簽奉核准者外，

不得再提（續）聘。【佐證 4-3-3-3各科課程大綱（108-110）】、【佐證 4-3-3-4國立嘉義大

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 

3.各科邀請現場教師鏈結教學現場需求 

為使本師資類科師資生未來能運用所學於特教現場，因此各科職前師資相關課程常邀請

現場優質教師擔任講座。如將講座內容加以分析可以發現現場教師關注之重要特教教師專業

能力包括下列五項：1.課程教學、2.學校行政、3.新興議題、4.專業合作、5.學生輔導。本師

資類科透過正式課程與講座教師之協力，共同反應教學現場之需求，期能培育符合現場需求

之適任教師。【佐證 4-3-3-5 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融入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課程一覽表】 

4.雇主滿意度調查 

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每年定期針對畢業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進行雇主調查，以及本

師資類科也在 110 年針對本師資類科的專業素養進行雇主調查，不管是校級或系級調查結果，

皆反映本師資類科畢業生的職業能力皆能回應教學現場的需求。綜上，本師資類科能有效建

立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改善機制，而內外部的改善機制，能確保本師資類科課程依課程基準規

劃並能反映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場之需求。【佐證 4-3-3-6 嘉

大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的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特教系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 

4-3-4.師資類科專門課程之規劃符合學校辦學特色及現場教學需求，並融入現行各教育階段

課程綱要內涵 

1.課程規劃符合學校辦學特色 

本校以「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之發展使命與願景為宗旨，並以校訓「誠樸、

力行、創新、服務」為核心，訂定五個師資培育目標，力求培養出具備「誠樸─誠敬待人，

崇尚樸實作風；力行─努力實踐，體現知行合一；創新─創意革新，追求卓越境界；服務─熱

心公益，增進社會福祉；專業─精通教育，致力樹人志業」等特質的優良師資【佐證 4-3-4-1

本校教育目標】。 

本校特殊教育類科師資培育目標即以前述五大目標為努力方向，聘任校外專家、業界代

表及畢業校友參與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並提供建議，建立特殊教育類科之教育目標，並研擬

與本校師培總目標對應之核心能力。107 年又根據教育部公布的師資職前課程－教師專業素

養及其指標，本師資類科亦結合五項師資專業素養作為培養特教師資類科之師培教育目標，

本師資類科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目標為：1.了解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

務。2.了解並尊重特殊需求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3.規劃適切的特殊教育課程、教學及

多元評量。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5.認同並實踐特教教師或特教相關工作人員之

專業倫理。隨之又依據五大專業素養訂定更具體的專業素養指標共十五項指標【佐證 4-3-4-

2 特殊教育學系專業素養指標】。其緊密關係如圖 4-3-4-1 所示。期望能反應出特殊教育發展

之趨勢，並實踐本師資類科之教育目標：1.培養優秀特殊教育教師。2.培養優秀特殊教育相

關工作人員。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rvqqiMc4BiLcjx_rXKXDliH7Mv4nII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42XKYcvf3d3s-w-QA7ZUAWevVupK0L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42XKYcvf3d3s-w-QA7ZUAWevVupK0LA?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2UeF6SoePXhSh5VmwsjazbUkjht3hL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K8oBfkWfALmtP2iDCKdjo5VBtD7a27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K8oBfkWfALmtP2iDCKdjo5VBtD7a27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K6N3iXGz7Y48FzLhSqDM7dGbTx-pCJ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K6N3iXGz7Y48FzLhSqDM7dGbTx-pCJ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o3I7DgIk_CKOk7lZBWzXtQppqqolhV7?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o3I7DgIk_CKOk7lZBWzXtQppqqolhV7?usp=sharing


54 

 
圖 4-3-4-1學校願景理念與本師資類科願景與專業素養目標鏈結圖 

 

2.課程規劃融入現行各階段課程綱要，並鏈結教學現場需求 

（1）課程規劃融入各階段課程綱與新興議題 

自 108 學年度起，本師資類科課程融入兩個重要元素，一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之內涵、二是新興議題（包括十九項議題與特教領域新興議題）。本師資類科教師在各課

程中，均盡可能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內容，尤其「特殊需求領綱」是本師資類科課程

非常重視的教學重點。在融入新興議題方面，近三年「十九項議題」中，融入最多的為「性

別平等」議題，共有 18 門課融入；在「特教或教育領域新興議題」方面，融入最多的議題

是「融合教育」，共有 48 門課融入。【佐證 4-3-4-3 課程納入「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

一覽表】、【佐證 4-3-4-4 課程融入「十九項議題」與「特教或教育領域新興議題」一覽

表】。 

（2）教學內容鏈結教學現場需求 

為使本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能符應教學現場需求，本師資類科專任教

師常引進具實務經驗之現場優質教師或業師協同教學，教學實務相關課程亦經常邀請優質現

場實務教師進行專題講座，分享教學現場的運作方式與案例，近三年共引進 24 名教學現場

優質教師於 16 門課進行講座。108-110 引進現場優質教師與專任教師合作開課、協同教學與

邀請講座情形參見佐證資料【佐證 4-3-4-5 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融入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

課程一覽表】。 

4-4.教師教學設計（大綱） 反映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學

現場需求  

4-4-1.專兼任教師所開設科目，能明確描述所要達成之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

指標  

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課程大綱模版均已鍵入各學系之「師資職前教育階段專業素養及其指

標」之項目，因此專兼任教師於規劃與上傳教學大綱時，皆須逐一檢視其課程內涵與教師專

業素養指標關聯之情形，每項指標之關聯性需勾選「無、最弱、稍弱、中等、稍強、最強」，

此對教師之課程設計有提醒與引導之作用。因此每門課程皆能明確描述且緊扣教師專業素養

及其指標。茲舉一例呈現教學大綱呈現課程與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關聯。 

     以吳雅萍教師「應用行為功能分析」課程為例，如圖4-4-1-1，教師於教學大綱將本課程

與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關聯強弱清楚標示，檢視其關聯性最強的幾個項目，在大綱的學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tZ83_7OaFPjBR0KuRVCChNS-J82-BZ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tZ83_7OaFPjBR0KuRVCChNS-J82-BZ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tCyeeCsVYg1s-35_m0t623F3F3CeqS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tCyeeCsVYg1s-35_m0t623F3F3CeqS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w1a_aODBiwYlEIIPU5jLEodpcYClcK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w1a_aODBiwYlEIIPU5jLEodpcYClcKk?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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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內容概述、教學內容和學習目標，都有找到對應的描述。師資生閱讀教學大綱，即能理解

本課程之重點學習目標，也能有產生學習預期，引導自主學習。 

 

 
圖 4-4-1-1「應用行為分析」教學大綱明確描述欲達成之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4-4-2.專兼任教師依據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需求設計教學內容、教學方

法與學習評量  

為引導師資生達成課程所設定之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本師資類科教師會以各種教學

方法及評量方式。延續上例吳雅萍教師「應用行為功能分析」課程，表 4-4-2-1 為本課程之

教學進度與教學方法，可以看到為了達成其專業素養指標所關心的運用學習原理、輔導原理、

正向支持原理等方法策略能回應特殊需求學生之需求並促成發展，更期待師資生能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與實際問題解決，以達到專業成長。每堂課都有多元的教學方法，除講授外有大量

的演練與操作與實作的活動與團體的討論，能回應所設定之專業素養指標。本校教學大綱模

版上，亦有提供多樣的教學方法給教師勾選，對於教師思考教學方法有引導作用。 

表 4-4-2-1「應用行為分析」教學進度與教學方法策略 

 
在評量方面，表 4-4-2-2 為「應用行為分析」課程之學習評量。為了回應所設定之專業

素養指標，期待師資生能理解相關原理並實際運用，因此評量面向包括文獻內容整理（理解

原理），以及選擇一個策略拍成示範教學影片（實際運用），師資生透過評量活動所展現之

能力即能反應其在專業素養指標上的達成度。 

表 4-4-2-2「應用行為分析」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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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師資類科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將教師專業素養指標，轉化為學習目標，並採用適切教

學方法與學習評量。本師資類科教師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方式多元化，以 109-2 為例。統計

本師資類科教師採用之教學方法（如表 4-4-2-4），講授與討論是每門課均會使用的方法；演

練、實作和報告有六至八成；也有一成左右比例的課程會嘗試混成、翻轉、問題教學等新興

教學方法；在學習評量方面，統計本師資類科學習評量方法使用比例（如表 4-4-2-5），課堂

參與程度是教師最常使用的評量方式；紙筆測驗也有七成的課會使用；以口頭或書面報告作

為評量，約佔三到五成比例；也有二至三成左右之科目，採用演練與實作評量；也有幾門課

的教師運用實習、研習表現，或檔案評量評分依據。【佐證 4-4-2-1 教學方法使用比例統計

（108-110）】、【佐證 4-4-2-2 學習評量方法使用比例統計（108-110）】 

表 4-4-2-3 教學方法使用比例統計表（109-2）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共 30門課 

教學方式 使用科目數 使用百分比 

講授 30 100% 

口頭報告 19 63% 

討論 30 100% 

作業/習題演練 26 86% 

操作/實作 20 66% 

校外見習/實習 5 16% 

線上學習與討論 2 6% 

混成教學 4 13% 

翻轉教學 3 10% 

問題教學法 4 13% 

角色扮演 1 3% 

表 4-4-2-4 學習評量方法使用比例統計表（109-2）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 30 門課 

評量方式 使用科目數 使用百分比 

課堂參與討論 30 100% 

期中考 23 77% 

期末考 22 73% 

小考 11 37% 

口頭報告 16 53% 

書面報告 11 37% 

作業/習題演練 7 23% 

操作/實作 9 30% 

實習 1 3% 

專業研習 2 7% 

檔案紀錄 1 3%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oxvJi0e0cpwS9sRq4UnebCUCmRXQpI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oxvJi0e0cpwS9sRq4UnebCUCmRXQpI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oSi2tnE9oxwIsWxFHpACOfZv-cmFr2e?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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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專兼任教師能依據所開授科目性質，融入教學現場之新興議題，並應用適切之教學方

法與學習評量  

本師資類科鼓勵教師，在課程與教學上融入教學現場之新興議題，並應用適切之教學方

法與學習評量。以黃楷茹教師 110-1 的「資優教育教材教法Ⅱ」課程為例，本課程要求師資

生從十二年國教「十九項議題」選擇一個議題，作為教材教法設計的焦點主題。在此課程中，

九組師資生完成了融入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能源教育、家庭教

育、多元文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共九份教案，並辦理教材展【佐證 4-4-3-1 資

優教材教法 I成果（110-1）】。 

在教學方法上，本課程有多樣設計，從表 4-4-3-1 呈現的部分教學大綱可以看到，教師

帶領師資生蒐集多元相關資料（新聞、文章、廣告、設計等），從多個不同文本來探討議題；

邀請實務現場教師，分享「議題式遊戲」之課程設計；引導師資生進行議題思辨；撰寫議題

文本；並透過校外踏查活動探究議題。教師透過多樣性的教學方法，促發師資生對於議題的

思辨和深究，形成觀點，並轉化成教案，進行模擬試教。 

表 4-4-3-1 「110-1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I」部分教學大綱（教學方法） 

 

 
在學習評量方面，「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I」學習評量方式如表 4-4-3所示。本課程師資生

透過反思日誌，呈現對於議題的思辨；透過實際的教案設計和試教，思考如何將議題討論轉

化成實際運作課程。 

表 4-4-3-2 「110-1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I」部分教學大綱（學習評量） 

 

4-5.教師有效教學之作為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oNZicMz-shHikyz7Jirlm9OeUjgVsKZ?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oNZicMz-shHikyz7Jirlm9OeUjgVsKZ?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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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師資培育機構有關教學實務（如班級經營、分科/領域教材教法、分科/領域教學實習、

臨床教學、教學法相關研究等）授課之專兼任教師具有符合所任教類科之中等以下學

校任教教師實際或臨床教學經驗 

本校相當重視教師應具備教學實務經驗與臨床教學經驗，不只在聘任教師時即有明確的

相關要求【佐證 4-5-1-1 徵聘專任教師啟事】，也非常鼓勵已經在職之所屬教師進行中等以

下學校教學相關研究和臨床教學，以達理論與實務之整合。 

1. 教學實務課程授課教師具實際教學經驗 

本師資類科 10名專任教師中均具有中等以下學校或機構實際教學之資格與經驗。在資格

方面，9 名教師具備中小學教師證；在實際與臨床教學經驗方面，5 位具有小學階段教學經

驗、2 位具有中等教育階段教學經驗、7 位具有特教學校（班）的教學經驗，實際教學與實

務經驗涵蓋了特教的各個主要教育階段和場域，經驗相當豐富完整，能充分支持特殊教育類

科師資師資生培養【佐證 4-5-1-2 專兼任教師證照與實務經驗一覽表】。表 4-5-1-1 為近三年，

教學實務相關課程授課教師，中小學教師證書與實際教學經驗一覽表。 

表 4-5-1-1教學實務相關課程之授課教師具相關證照與臨床經驗一覽表。 

教學實務科目 授課教師 中小學教師證

書 

教學與實務經驗 

特殊教育班級實務 吳雅萍  國小特教班、特教學校（高職部）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陳明聰  國小普通班、特教學校（國小、高職部） 

張美華  國中 

輕度障礙教材教法 張美華  國中 

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陳偉仁  國小普通班、資源班（身障、資優） 

陳勇祥  國中資源班（資優）、高中資源班（資優） 

黃楷茹  國小資源班（資優）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簡瑞良  國小 

張美華  國中 

資賦優異教學實習 陳偉仁  國小普通班、資源班（身障、資優） 

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

設計 
吳雅萍 

 國小特教班、特教學校（高職部） 

區分性課程與教學 陳偉仁  國小普通班、資源班（身障、資優） 

4-5-2.師資培育機構能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與專任教師合作開課，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

現場需求 

為使師資培育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能符應教學現場需求，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常引進具

實務經驗之現場優質教師或業師協同教。以 108 學年度為例，「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教學策略

與實務」課程由本師資類科江秋樺專任教師與雲林國小特教教師黃小華協同教學；「個別化

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課程，由本師資類科吳雅萍專任教師與興中國小資源班李乙蘭教師

協同教學。除以協同教學方式引入現場優質教師外，教學實務相關課程，亦經常邀請優質現

場實務教師進行專題講座，分享教學現場的運作方式與案例。近三年共引進 24 名教學現場

優質教師於 16 門課進行講座【佐證 4-5-2-1 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融入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

課程一覽表】。 

4-5-3.教師能合作教學以培養師資生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合作學習之能力 

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引進具實務經驗之現場優質教師或業師協同教學，除為了鏈結教學

現場之需求外，亦期待藉由跨專業領域之合作，培養師資生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合作學習之能

力。表 4-5-3-1 呈現本師資類科教師因應課程之需求跨領域合作教學情形【佐證 4-5-3-1 各課

程教學大綱（108-110）】。 

表 4-5-3-1 跨領域合作教學一覽表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hyOGBKndJCTjs330aevL_R_E9O_Dye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iGkpqd0rnTUssdEAFRdfzXV6yWlQ8ih?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o3DgSWA8s0O8kbgwZORRbskm_eJyuc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o3DgSWA8s0O8kbgwZORRbskm_eJyuc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hMaHbg1dGHs6H6_aNfdBtVdoMJQ_T8v?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hMaHbg1dGHs6H6_aNfdBtVdoMJQ_T8v?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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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項目 學年度 科目名稱 專任教師 合作之教師 跨領域 

合作開

課 
108 

科技在特殊教育之應用 
陳明聰 

SZU-Han Kay 

CHEN 
語言治療師 

109 

輔助科技 陳明聰 
SZU-Han Kay 

CHEN 
語言治療師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江秋樺 沈采瑱 心理諮商師 

手語（I） 林玉霞 李信賢 手語翻譯員 

溝通訓練 吳雅萍 廖婉霖 語言治療師 

領導才能教育 陳偉仁 許愫真 荒野/自然 

業師協同

教學 

109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教學策略與

實務 
江秋樺 沈采瑱 

心理諮商師 

手語（I） 林玉霞 李信賢 手語翻譯員 

溝通訓練 吳雅萍 廖婉霖 語言治療師 

110-1 溝通訓練 吳雅萍 廖婉霖 語言治療師 

邀請講座 

110-1 國語文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 吳雅萍 
徐瑩珊 

林雅慧 

語文輔導團 

特教輔導團 

110-1 數學領域課程調整與教學 吳雅萍 
侯雪卿 

張根延 

數學輔導團 

數學輔導團 

4-5-4.師資培育機構透過教學卓越獎勵與教學評量，提升與改善教師教學品質  

1.透過教學卓越相關獎勵，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為提升與改善教學品質，表揚教學卓越之教師，本校訂有「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

彈性薪資獎勵辦法」，評審標準為「課程與教材力求精進者」、「教學與學習輔導認真者」、

「學習評量績效卓著者」、「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發展者」，獎勵包括「教學特優獎」及

「教學肯定獎」。為使教學與輔導同步成長本校另訂有「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

辦法」期待透過全面性的品質提升，支持師資生之學習與發展。【佐證 4-5-4-1 國立嘉義大

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佐證 4-5-4-2 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

法】。 

本師資類科教師積極精進教學與輔導的品質，每年均有教師獲得獎勵的肯定 108 學年度

吳雅萍教師獲得院級與校級教學特優獎、109 學年度江秋樺教師獲得教學肯定獎、108 學年

度唐榮昌教師獲得優良導師肯定獎、109 學年度陳勇祥教師獲得優良導師績優獎。本學年度

（110 學年度）正在甄選中，本師資類科亦推薦優良表現教師參與評比。 

除此之外，本師資類科教師近三年獲得許多榮譽或獎勵，包括：本校、教育部、全國教

育聯合會、地檢署、縣市教育局、中華資優教育學會等單位所頒發之服務貢獻、服務績優、

實習團體合作、優良教材、優秀論文等獎勵【佐證 4-5-4-3 專任教師近三年榮譽獎勵一覽

表】。 

2.透過教學評量，提升與改善教師教學品質 

本校訂有「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為使教師能即時進行教學調整，期

初第三週起至第九週止開放「教學意見即時回饋信箱」，供修課學生自由上網反映意見，並

開放教師即時查閱；期末第十四至十六週則實施該學期之總結性教學意見調查，各科之數據

統計結果由教務處以密件送至授課教師之相關院系主管參考。教學評量優秀表現之教師由系

所推薦參與教學績優之獎勵，未達教學評量標準之教師則依循「國立嘉義大學教學評量後續

追蹤輔導作業流程圖」予以輔導，謀求改善。本師資類科教師整體教學品質優良，以 110-1

為例，本師資類科教學評量平均值為 4.58 分，可見教學品質獲得師資生認可。【佐證 4-5-4-

4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佐證 4-5-4-5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評量後續追蹤輔

導作業流程圖】、【佐證 4-5-4-6 近三年特教系教學評量平均值】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dTs0vqn7gVOdlLLW0_avaka0mGKrcR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dTs0vqn7gVOdlLLW0_avaka0mGKrcR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cZRkLArLZxOthmqzZwn-mepRgFL1kH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cZRkLArLZxOthmqzZwn-mepRgFL1kH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aK9zF91R_cKojcXAXnVaNobKM2QBQC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aK9zF91R_cKojcXAXnVaNobKM2QBQC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X_HgvYVfUIeRLa5VFHt5EF-FFgPwGC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X_HgvYVfUIeRLa5VFHt5EF-FFgPwGC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x4EJjKLLIqu0UNs7pS9Bhb4T0VKeT3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x4EJjKLLIqu0UNs7pS9Bhb4T0VKeT3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utwDAPkZoI_3Ii2OiRW1wEQUp0J20G1?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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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資深教師引領，提升新近教師教學品質 

為提升新進教師之教學品質，本校訂有「國立嘉義大學新手教師導入要點」，由資深優

良教師擔任初任教師之輔導教師，提供初任教師教學相關諮詢與指導。本師資類科 110 學年

度新聘教師黃楷茹教師由資深優良教師陳明聰教師擔任輔導教師，除透過定期面談諮詢教學

相關問題外，陳明聰教師開放「教育研究法」一門課，讓新進教師入班觀課，觀摩學習資深

教師之教學【佐證 4-5-4-7 初任教師導入活動紀錄表】。 

4-6.教師確保師資培育優質化之相關研究成果  

4-6-1.專任教師在師資培育優質化之學術或實務研究成果  

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對於師資培育優質化不遺餘力，積極參與專業服務且有豐富的學術

或實務研究成果。表 4-6-1-1 呈現專任教師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服務概況彙整表，本師資類

科教師積極參與教育專業服務，包括：擔任校內各項委員（校務會議委員、院務會議委員、

大學部推甄委員、碩士班招生委員、學程甄選委員等）和校外各項委員（科技部計畫審查委

員、地方政府鑑定安置輔導會委員、私立教養院委員會委員等），且積極參與各項專業學會，

並擔任學會理監事和幹部（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中華資優教育學會）每人每年均擔任多

項上委員工作。在學術上，本師資類科教師擔任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編審或顧問，其中

包括 TSSCI期刊編輯委員和 SSCI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表 4-6-1-1 專任教師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服務概況彙整（教育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次 人次 人次 

1.擔任校內外委員或校外專家學者代表 9 9 10 

2.擔任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編審或顧問之項目 與

人次 
4 4 6 

3.校內外教育相關演講之項目與人次（含到校輔導） 7 6 6 

4.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研習 8 9 4 

5.其他（含榮譽事項、各種證照等） 2 7 3 

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如表 4-6-1-2，近三年執行之研究計畫共計 35 件，其

中科技部研究計畫共 9 件、教育部與其他機構計畫 26 件。本師資類科專任教師亦積極從事

研究並發表學術性論文，近三年於各類教育期刊、研討會、展演及專書論文等發表有不錯的

成果。專任教師共出版與發表有期刊論文 46篇、研討會論文 29篇、展演創作 15次、出版專

書 12 本、專章論文 4 篇。研究發表主題多元，包括與十二年國教相關之課程設計、素養導

向教學與評量、差異化教學、區分性教學、雙重殊異學生輔導、輔助溝通系統、評量工具等。

多與師資培育相關，亦有多件展演創作與實務專書出版等產出。無論學術研究與實務方面均

有優異表現，可作為優質化師資培育之基礎。 

表 4-6-1-2 特殊教育學系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一覽表（教育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科技部研究計畫 

件數 3 3 3 

金額（仟元） 2158 2142 2243 

其他機構計畫 

件數 4 10 12 

金額（仟元） 9879 16739 38817 

學術期刊論文 篇數 18 13 15 

研討會論文 篇數 16 7 6 

展演創作 次數 5 5 5 

出版專書 本數 7 0 5 

專書單篇論文 篇數 0 4 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iuEnLa_RcVrYREbjxqGPiWNP05cbMCl?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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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專任教師將師資培育優質化相關研究成果融入教學實務或指導師資生進行優質師資行

動研究成果  

1.優質化研究成果融入教學實務 

本師資類科積極與中小學或機構建立長期之合作與雙贏關係。首先，本師資類科教師提

供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習或長期駐點合作服務，以長期陪伴、在地深耕、入校輔導模式。本師

資類科教師透過各項主題工作坊、個案研討、入校輔導、諮詢服務等多元的教師專業成長活

動，幫助夥伴學校在課程與教學有創新的作法，以嘉惠夥伴學校的學生學習與輔導工作。

【佐證 4-6-2-1 特教系與夥伴學校在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合作關係一覽表（108-110）】、

【佐證 4-6-2-2 特教系與夥伴學校在課程與教學實驗與創新之相關資料（108-110）】 

而在此過程中，本師資類科教師也將為中小學教師增能的經驗，凝聚成為創新教學實務

的想法或研究。探究成果或與現場教師合作性的產出，均帶回師資生的培育當中，融入於教

學實務。例如：吳雅萍教師帶領嘉義市特教輔導團發展特教課程化和 IEP 示例，進一步推廣

至全嘉義市國中國小的特教教師、主任和校長。吳雅萍教師也將示例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

的理念與實施」課程中使用，圖 4-6-2-1 為「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課程教學平台

中的學習資源，即提供師資生輔導團教師的示例；陳勇祥教師在雲林鎮西國小研究，提供學

校教師增能，又結合過去對於輕度自閉症資優學生的研究與教學經驗，透過科學社團活動的

運作，發現如何促進其人際互動與溝通表達之策略，所得之結果，引用於「資賦優異教材教

法」及「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等課程，提供修課師資生參考；黃楷茹教師與跨校

教師共同帶領跨縣市資優班教師社群，探討資優素養導向課程，社群成果出版成專書，成為

「資賦優異教材教法」課程的教材之一，圖 4-6-2-2 在「資賦優異教材教法」課綱中的指定

閱讀，即為社群之成果。【佐證 4-6-2-3 各課程教學大綱（108-110）】 

 
圖 4-6-2-1「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教學平台中的學習資源納入輔導團教師的示例 

 
圖 4-6-2-1 「資賦優異教材教法」課綱中的指定閱讀 

2.優質化研究成果指導師資生進行行動研究 

 本師資類科教師除了將優質化研究成果，與師資培育融合進而優質化教學實務之外，

亦將相關研究成果，帶動師資生關心特教現場進行行動研究，研究主題均與現場教學實務相

關。近三年本師資類科教師共指導9篇大專生科技部研究計畫（如表4-6-2-2）。 

表 4-6-2-2 近三年本師資類科獲科技部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一覽表 

學年

度 

師資生 

姓名 
計畫名稱 指導教師 

108 何寧馨 圖片提示教學國小聽覺障礙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之研究 林玉霞 

108 游佳玲 國小自閉症學生眼神落點與情緒辨識之關係研究 陳明聰 

108 陳怡廷 
對話訓練策略對使用輔助溝通系統的國小腦性麻痺學生溝通表現之

成效 
吳雅萍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jNzS3lRUyOWBXWoM_pAddz6VfkKCzr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kZuGizareZ9Wns0XzBWh-Jf2w3FlrbH?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CzhS8t05IuuHhPiqNqjH2a6T06B-2Af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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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度 

師資生 

姓名 
計畫名稱 指導教師 

108 許慧娟 強化錨式教學對國小輕度智能障礙科普閱讀理解之成效 陳麗圓 

110 張孟羣 以眼動技術探討不同亞型學障生閱讀數學兩步驟圖文題之歷程差異 林玉霞 

110 李謦帆 
重複故事閱讀結合輔助性語言指導策略在發展性障礙兒童的閱讀理

解及 AAC語法表現之成效 
吳雅萍 

110 陳思宜 
鷹架理論結合 AAC 教導國小中度認知障礙學生提升科學文本的自我

提問與閱讀理解能力 
吳雅萍 

110 謝佳玲 腦性麻痺大專生使用溝通輔具的現況及需求之調查研究 陳麗圓 

110 吳宜珈 國小資優專家教師在創造力課程中的提問策略分析 陳偉仁 

優點與特色 

一、 師資陣容堅強，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兼具 

本師資類科教師具有良好學術基礎，且九成具中等以下或特殊教育類合格教師資格，也

均有豐富的中小學實際教學經驗或臨床經驗。專任教師致力於與教學相關之研究和專業服務，

是本校培育高品質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之基石。  

二、 教師專業承諾度高，持續參與專業成長自我增能，並回饋於教學 

本師資類科積極投入學術研究，爭取各項計畫，以期能發揮以研究支持教學之理念。且

能利用多元管道發表研究成果。本師資類科教師對於專業服務亦不遺餘力，持續推動特教相

關政策、指導或參與現場教師社群，以及與現場教師協同教學，分享與擴散研究成果等方式，

保持對教學現場問題與趨勢的敏銳度進行自我增能。且能將對於教學現場需求的理解，轉化

為師資生之教學內容，確保師資生之學習符應教學現場需求，並協助師資生專業發展。 

三、 定錨專業素養指標、掌握新興議題，多元教學與學習評量 

本師資類科教師課程與教學與時俱進，能依教學脈動迅速調整。從專業素養指標的

建立定錨後，轉化成課程與教學，並融入新興議題，並採用多元且適切的教學方法與學

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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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師資生學習成效 

本校重視教育實習的輔導，師培業務由本校師培中心規劃，師培相關單位共同執行。因

此，本校之輔導制度規劃十分完善，法規健全且能落實。本校特教類科實習指導教師具有中、

小學教師資格，且能運用多元方式提供師資生輔導。此外，本校規劃教檢與教甄輔導，連結

畢業生資源協助師資生通過教師檢定考試，且考取教甄取得教職，並透過多元管道了解畢業

師資生及雇主意見，作為改善之依據。 

5-1.師資生學習成效之評估系統 

5-1-1.師資培育單位評估師資生具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機制 

本師資類科以培育優秀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人員為目標，經由數

次系務與課程委員會議討論，確定核心能力指標與專業素養指標，據此妥善規劃課程地圖與

內容，並將課程地圖中的每門課對應專業素養指標互相檢視，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課程培養師

資生專業知能，並訂有適切之評估機制並落實執行以確保師資生之學習成效。 

【佐證 5-1-1-1 特殊教育學系 108-110學年度討論核心能力與專業素養相關會議一覽表】【佐

證 5-1-1-2 特殊教育學系核心能力指標】【佐證 5-1-1-3 特殊教育學系專業素養指標】【佐證

5-1-1-4 課程地圖】【佐證 5-1-1-5 課程與專業養指標對應表】 

本師資類科對於師資生專業素養及其指標成效之檢核，訂有持續性且系統性的評估機制

（如圖 5-1-1-1），包括在每門「課程學習」以及「整體表現」評估機制，並搭配「系務與學

生輔導相關會議」啟動「學習預警機制」與「同儕輔導方案」進行師資生輔導，以確保並促

進學習成效。 

 
圖 5-1-1-1 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評估機制圖 

 

1.課程學習評估機制 

為確保師資生紮實的完成每門課程學習，任課教師依據該門課所欲培養之專業素養及其

指標與課程屬性，以直接評量或間接評量，安排多元且符合素養導向的評量方式，在每一門

課中評估和檢核師資生在各項核心能力與專業素養的學習成效。課堂出缺席情形與學習參與

態度除透過教師觀察與紀錄外，亦設計於本校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表」中請師資生自我檢

核。【佐證 5-1-1-6 108-110 學年度各科課程綱要】 

2.整體表現評估機制 

（1）內部檢核 

為評估師資生整體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本師資類科訂有「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

院特殊教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從基本能力、智育、德育、群育及體育

五方面訂定基本標準，並設定需達成的時間點。在智育部分，為確保師資生學習成效，嚴格

規定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應達 75 分（含）以上，若累計四學期皆未達 75

分（含）以上者，將喪失師資生資格。【佐證 5-1-1-7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師資培育生學習輔導與淘汰要點】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ww1ejG-IbVQwCVL7t-N7X4g_jVRS6zJ?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qMK-a0o9YWm_mTEaWZRbmZXL4z5q3H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qMK-a0o9YWm_mTEaWZRbmZXL4z5q3H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x2USXzFQ_HTK0cQsu-TLI8rOR4wAaT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mYMuqfGxUvF21-8y-6xCc-lGJI33YH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mYMuqfGxUvF21-8y-6xCc-lGJI33YH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Uzi2PDoB3hjix5mxuQOLjRW_NFhs90M?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plsn74OEES0YjT93VXtjn_LbSE4v84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RPNG2TfvKBlcr6vSUDLHWL10WYDEbB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RPNG2TfvKBlcr6vSUDLHWL10WYDEbBC?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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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師資類科重視師資生學科專業度，於課程架構與設計上，係以院必修、系必修為基礎，

訂有完整且符合邏輯之「課程擋修機制」。從理論面引導師資生認識課程，進而進入強調實

務性之課程，彼此緊密鏈結，逐步培養師資生成為兼具理論與實務能力之適任教師。例如：

修畢「教育心理學」才能修「特殊教育學生評量」。修畢「特殊教育課程發展」才能修「身

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I）（II）」。師資生選課倘有不符此修課規則時，選課系統即進行擋

修。【佐證 5-1-1-8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擋修對照表】 

本師資類科於每學期進行「專業素養瞭解與認同度問卷」，檢核各年級師資生對特殊教

育類科專業素養及其指標的瞭解與認同情形，作為師資生自我檢核與改善之參考。【佐證5-

1-1-9 專業素養瞭解與認同度問卷】 

為確保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在畢業之前能具備相關專業素養，本師資類科訂有「國立嘉

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考核項目包括知識（專業知識考

查）、技能（實作能力考查）、情意（專業倫理考查）三部分，以統整成為師資生的專業素

養。考查方式多樣化，包含共同學科筆試測驗、基本能力檢定（板書、說故事）、學習成果

發表會與志工服務。特殊教育類科特別強調師資生應培養人文關懷與服務利他的精神，志工

服務為重點考查項目之一，知能考查要點中明訂志工服務需達 80 小時。為使師資生能透過

志工服務有效培養專業素養，志工服務的方式由特教系專屬社團—特教志工隊來協助系統性

與專業性的規劃。此外，本校師培中心為了強化公費生與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簡稱師

獎生）涵養師資生社會關懷及人文精神，另外要求公費生須參加師培中心辦理的實踐「史懷

哲精神教育服務活動」，師獎生則應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

學生之課業或教育服務工作，每學期至少 36 小時，本師資類科公費生與師獎生皆透過這些

活動增進師資生之人本情懷與服務熱忱的態度。【佐證 5-1-1-10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佐證 5-1-1-11 特教志工隊整學期服務活動的特色與簡介】

【佐證 5-1-1-12 特教志工隊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事曆】【佐證 5-1-1-13 公費生史懷哲教育

服務活動一覽表】【佐證 5-1-1-14 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服務時數規定】 

為有效支持師資生在整個學習歷程中逐步達成專業素養指標，本師資類科訂有「國立嘉

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暨一般生學期表現檢核表」，依據上述相關畢業能力指標及門檻

製成檢核表，於每學期末請師資生自評，師資生能據此擬定學習進程與學習計畫。【佐證 5-

1-1-15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暨一般生學期表現檢核表】 

（2）外部檢核 

為檢視本師資類科所培養之師資生職前教師專業素養具備情形，本師資類科透過多元外

部檢核機制進行檢核。師資畢業生參與教育部「教師資格檢定」後需申請修習全時教育實習

課程，依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所規範之每週上台教學的節數、

導師實習、行政實習與研習活動每週時數等，並明訂教育實習成績的評定方法，除教學實習、

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專業研習、實習檔案、整體表現等項目外，並請實習指導教

授或教育實習機構給予具體事實或評語。若實習師資生在實習機構，若有優良表現，經該機

構來函，本校即通知該師資生實習指導教授，作為實習成績參考之依據，並透過本校師培中

心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之「教育實習審查小組」審議師

資生的教育實習成績，檢核師資生達成職前教師專業素養具備情形；為檢核並增進師資畢業

生參與教師甄試之能力，本師資類科每學年訂定「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模擬教甄實施計畫」

由歷年通過教甄之學長姊共組成輔導團，負責規劃模擬教甄與擔任評審與講師，透過現場實

務教師眼光，為師資生的品質把關並協助精進；師資生進入現場之後，則透過本校師培中心

與本師資類科之「畢業生流向調查」，以及本校師培中心與本師資類科之「雇主滿意度調

查」，從畢業生與雇主的角度，評估專業素養及其指標的養成程度與實踐情形。【佐證5-1-

1-16 5-1-1-16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佐證5-1-1-17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

實習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佐證5-1-1-18 108-110學年度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模擬教甄實

施計畫與活動照片】【佐證5-1-1-19 107、108嘉義大學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畢業生流向調查表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9GS3SwnAz_rEJjFo-midqXfTo62pD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_1otABztPUEn3rqHbOF0z1iEbTgCcY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_1otABztPUEn3rqHbOF0z1iEbTgCcY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GZ7HcOYEswD5IqgEdjiwR8qKtje0P1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GZ7HcOYEswD5IqgEdjiwR8qKtje0P1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Ia8GdmLdn2V2Noq9_BRHzQcKz0HJ9n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NkmaFxhXndC0TuhynlFhQnFDgotk7q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A5chBVkz2WqkIs5_19bUDA2KwfM0bE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A5chBVkz2WqkIs5_19bUDA2KwfM0bEL?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PJCdE_vsHotsbEuDpszQJsG2cSBilU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_FgJHCpi8bODBzbk5J7gFn2NG9MpsG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_FgJHCpi8bODBzbk5J7gFn2NG9MpsG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Ro4WXY7w-qxprG92uv9Lq8dkVifdT8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Ro4WXY7w-qxprG92uv9Lq8dkVifdT8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rKMWdct-_qmTlpqXDE9GgWuhj7ZPUy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rKMWdct-_qmTlpqXDE9GgWuhj7ZPUy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Dlzd5geVOwD1B2F9s-gtGBEqy8u0Eg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Dlzd5geVOwD1B2F9s-gtGBEqy8u0Eg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h3bV8vbZXoY2ohXrFEesk3bROesU43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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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附表四）】【佐證5-1-1-20 107、108級畢業生認為師資生各項專業核心能力的達成情

形調查表單】【佐證5-1-1-21 嘉義大學學生職涯發展中心雇主滿意度分析報告（108-110年

度）】【佐證5-1-1-22 107-109級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表單】 

（3）學習輔導機制 

 為確實提供師資生適切的輔導，依據成效評估機制之檢核結果，透過系務與學生輔導

會議研商學生輔導方式。本校訂有「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要點」學期

間隨時提供缺曠課通知給導師和系主任，讓本師資類科教師能掌握師資生的出席情形，適時

提供輔導。期中考結束後則實施期中預警制度，提供期中考成績不佳學生名單供導師加強輔

導。為積極支持師資生學習，本師資類科訂有「同儕課輔方案」，在期中預警導師輔導後，

師資生針對自己學習上的需求提出課業輔導申請，由特殊教育學系研究所學長姐給予個別指

導。【佐證5-1-1-23 特殊教育學系108-110學年度討論學生輔導相關會議一覽表】【佐證5-1-

1-24 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實施要點】【佐證5-1-1-25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課業輔導申請表】 

5-1-2.師資培育單位證明師資生能力能符合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1.課程學習評量表現良好 

本師資類科之課程，均依據「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規劃，因此師

資生在課程學習評量之表現，即能反映師資生能力符合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

指標之程度。本師資類科師資生歷年成績良好，說明師資生透過各課程之修習，多能達成師

資職前課程核心能力指標及專業素養指標。以 110-1 學期為例，大一平均學業成績 85.0（標

準差 3.94）、大二平均學業成績 87.1（標準差 4.58）、大三學業平均成績 90.1（標準差

2.98）、大四平均學業成績 89.3（標準差 4.43）。各年級表現均遠高於本校師資培育生學習

輔導與淘汰要點所規範之師資生智育成績平均需達 75 分的門檻，且大三、大四的學習表現

更加優異，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的學習成效隨年級提高，表示師資生對於特殊教育專門課程

的掌握度高，足以證明學習成效符合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佐證 5-1-

2-1 108-110 學年學習成績】 

2.專業知能考查通過率高且品質卓越 

（1）專業知識共同學科筆試通過率 100％ 

專業知識共同學科考評係參照「教育部教師資格考試」的考試科目與考科內容（命題內

涵），命題內涵亦能充分對應本特教類科所訂定之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意即通過共同考

科之評量即能證明師資生能力能符合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佐證 5-1-

2-2 畢業專業知能考查共同學科命題內涵與專業素養對應一覽表】【佐證 5-1-2-3 108-110 學

年度大四知能考查共同考科筆試試題】表 5-1-2-1為 108-110學年度大四師資生通過專業知能

考查共同考科通過率。從表 5-1-2-1 可看出，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畢業前均能達成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表 5-1-2-1 大四畢業生通過畢業知能檢測通過率 

學年度 108 109 110 

參與檢測人數 41 38 38 

一次通過人數 40 35 36 

補考通過人數 1 3 2 

整體通過率 100% 100% 100% 

（2）基本能力檢定通過率高 

為提升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的教學實務能力，本校師培中心與師範學院學系所定期辦理如：

字音字形檢定、板書檢定、硬筆字檢定、說故事能力檢定、教案設計能力檢定等多樣化的教

學實務能力檢定活動。各項檢定活動通常會先配合舉辦工作坊或研習，邀請專家或實務教師

說明各項檢定的重點後，才會舉行正式的檢測活動，且通過檢定者將獲得通過證書，本師資

類科師資生亦積極參與各項檢測活動。依據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h3bV8vbZXoY2ohXrFEesk3bROesU43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uzUIQoemjT7Y29NOZ67B5NOrEpoBJw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uzUIQoemjT7Y29NOZ67B5NOrEpoBJw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hMOaGu4QvfLjtDDtypklZ0W4iSKVRF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hMOaGu4QvfLjtDDtypklZ0W4iSKVRF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T1vNCaQwLxmEgsddTDszu53sAqkOgKb?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WfMCW8ajW6De2UNC0iU8vtliwxqDUM0?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JKSVlFbIaNynbTuFa5ewKHXq3LiUPt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JKSVlFbIaNynbTuFa5ewKHXq3LiUPt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SSQQgAQ3_ctY6FL4qDPHkR-V5NE4eN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SSQQgAQ3_ctY6FL4qDPHkR-V5NE4eN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baAUFKP3LUCUVF7utlZXyVZvrbOcir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baAUFKP3LUCUVF7utlZXyVZvrbOcirG?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7K9pUNKVP-ztCUbFI2AEl6GbhszWEyj?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7K9pUNKVP-ztCUbFI2AEl6GbhszWEyj?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VefBx_4W9hGVfWvhq6MVjwgPMCd0SW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VefBx_4W9hGVfWvhq6MVjwgPMCd0SWQ?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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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需於大四第二學期結束前通過「板書能力」與「說故事能力」之檢定，

兩類基本能力檢定經透過專業評審參與主持與審查，板書能力檢定由特殊教育學系聘請中文

系專業教師出題並主持考查，說故事測驗參與幼兒教育學系舉辦的說故事檢定，並訂有相關

實施要點。【佐證 5-1-2-4 國立嘉義大學 108-110 學年度教學實務能力檢定活動辦理情形一覽

表】【佐證 5-1-2-5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板書能力研習與檢定實施要點】【佐證 5-1-2-

6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故事說演能力檢定暨授證實施要點】表 5-1-2-2 為本師資類科師

資生參與板書與說故事能力檢定情形一覽表。 

表 5-1-2-2 108-110學年度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板書與說故事能力檢定情形一覽表 

活動名稱 舉辦單位 辦理日期 通過人數 

板書檢定 特殊教育學系 108/10/23 16 

板書檢定 特殊教育學系 109/03/25 18 

板書檢定 特殊教育學系 109/10/28 14 

板書檢定 特殊教育學系 110/03/31 15 

板書檢定 特殊教育學系 110/11/03 22 

故事說演能力檢定 幼兒教育學系 108/12/25 7 

故事說演能力檢定 幼兒教育學系 109/06/03 9 

故事說演能力檢定 幼兒教育學系 109/12/02 6 

故事說演能力檢定 幼兒教育學系 110/12/15 37 

（3）學習成果發表豐富精彩 

每學年上學期大四師資生在期中考後辦理之「大學四年學習成果發表會」是本師資類科

的一大盛事，大四師資生將其長期投注的入校實習與專題研究的成果於發表會中公開展示與

教師、同學與學弟妹分享與共學，系上教師擔任評審委員評分選票得獎者，於頒獎會中分享

設計過程，並頒發精美獎狀。【佐證 5-1-2-7 大四實習與專題成果展照片】 

（4）服務學習表現超標 

本師資類科特別強調師資生應培養人文關懷與服務利他精神之專業素養，在專業知能考

查要點明訂志工服務需達 80 小時，並成立特教志工隊來協助規劃系統性的服務學習活動，

活動內容豐富多樣。本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積極參與志工服務活動，參與情形不僅達標且超

標，以 113 級（目前大二）師資生為例，在 110-1 學期末檢核志工服務時數，在大二上學期

每人平均服務時數已達 110.77 小時，遠高於畢業門檻 80 小時。服務學習之學習成效除「量」

的檢核外，為促進師資生在「質」上也有學習深化，每學年一年級導師亦會引導師資生對於

志工服務活動進行反思，以協助師資生將參與志工服務活動的經驗與教師專業素養鏈結。此

外本師資類科之公費生與師獎生亦積極參與本校師培中心所規劃之「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活

動」與「弱勢學生之課業或教育服務工作」等相關服務學習活動。【佐證 5-1-2-8 特教志工

隊服務學習一覽表與活動照片】【佐證 5-1-2-9 學期表現檢核表（志工服務時數）】【佐證

5-1-2-10 114級師資生參與志工服務活動反思】【佐證 5-1-2-11 特殊教育學系公費生參與「史

懷哲精神教育服務活動」與師獎生參與「弱勢學生之課業或教育服務工作」服務學習活動資

料】 

3.其它輔助學習成效與專業素養達成檢核之方法：參與學科專業知能檢測 

為提升師資生學科專業知能，本師資類科鼓勵師資生參與教育部國數社自檢測，由導師

在班會中說明與鼓勵並透過班級平台或群組宣達相關訊息，交流相關想法。此外也結合本校

師培中心所定訂之「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提升國民小學師資生學科知能獎勵要點」，

鼓勵師資生參加教育部辦理之國民小學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若在「數學」、「國語」、

「自然」及「社會」等四項領域測驗結果均為「精熟」者將可獲得圖書禮券獎勵。在鼓勵與

獎勵措施下，本特殊教育類科師資生有一定的參與度，108-110 學年度累計共有 44 名師資生

參與檢測。【佐證 5-1-2-12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提升國民小學師資生學科知能獎勵要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D71W9INokTu1NSk9JMaUZTyUqs5gTg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D71W9INokTu1NSk9JMaUZTyUqs5gTg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4hUTsLTQumbZ1JbDCXOgAy4_axPmLZF?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1O1LAbKDv9Ve0HPTOyPMqWeouGvz5D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1O1LAbKDv9Ve0HPTOyPMqWeouGvz5D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DlEN-HKGm3DUdW5hcjXt_7Zv4n0wAf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0BMLCjMH_hwasNrmqtBNWoRCsB2T3U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0BMLCjMH_hwasNrmqtBNWoRCsB2T3U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MryNfM-vK7jbMv3W4a-w0O8-khkVMmU?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C-xOqfY6ADT15Grpd0N5MWsFT5jWCC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yC-xOqfY6ADT15Grpd0N5MWsFT5jWCC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23xM-EaXyKha1GueLlWUHUMKSpy2OP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23xM-EaXyKha1GueLlWUHUMKSpy2OP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23xM-EaXyKha1GueLlWUHUMKSpy2OP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SFwaejsCpI5aKGNdlbMGrHHXEcfh7n?usp=sharing


67 

點】圖 5-1-2-1 為吳雅萍教師（110 級導師）在班級社群網站中，宣達並鼓勵師資生參與檢測。 

 
圖 5-1-2-1 吳雅萍教師（110級導師）於班網中鼓勵師資生參與學科知能檢測 

 

5-2.畢業生品質滿意度回饋系統 

5-2-1.師資培育單位蒐集畢業生意見，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

度 

1.畢業生認為所具備之專業能力與工作現場所需之能力相符 

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透過網路問卷施測系統，每年固定針對畢業一年、三年、五

年的各級畢業生進行畢業後流向調查（採五點量尺），其中附表四「就業者認為本身所具備

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可用來表示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達成專業素養及其

指標之程度。 

以本師資類科 107 與 108 級畢業生為例，從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畢業一年後的追蹤流向調

查結果，在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所具備之專業能力與其就業後工作能力相符程度上，經計

算後108級畢業生得分平均達4.33分，高於全校平均數3.16；107級畢業生的平均為4.15分，

亦高於全校平均 3.76分。表示本師資類科在職前階段培養足夠之專業能力使師資生能符應現

場工作所需。【佐證 5-2-1-1 107、108 嘉義大學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畢業生流向調查表（節錄

附表四）】 

2.畢業生認為本師資類科教育對培養各項核心能力與專業素養達成度高 

本師資類科以 google 表單調查 107 級與 108 級畢業生認為本師資類科培養之「師資生各

項專業核心能力的達成程度」，調查結果如表 5-2-1-1。【佐證 5-2-1-2 107、108 級畢業生認

為師資生各項專業核心能力的達成情形調查表單】 

分析 107 級和 108 級畢業生自我評估在校期間獲得之各項專業核心能力，整體平均分數

在四分以上，顯示畢業生對於自己專業核心能力及本師資類科培育成效給予正向肯定。其中

「能具備特殊教育理念」、「能遵守特殊教育專業倫理」與「能與他人溝通協調與合作」等

核心能力在兩屆畢業生自評最高，足見本師資類科的專業領域課程與教學以及對於師資生在

成為特殊教育教師的知情意整體培養之成效。唯 108 級畢業生在「能熟悉特殊教育診斷工具

與評量方法」自評分數較低，針對此結果，本師資類科於 110-2 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提出

討論，並邀請現場教師和學生代表共同討論，初步決議，對於診斷工具與評量方法的學習，

除了在評量相關課程學習之外，擬建議教師在各類特教學生的專門課程中，融入對於該類特

教學生診斷工具與評量方法的教學；在系週會的研習課程中，規劃介紹現場實用的普篩工具；

並建議在實務相關課程中，融入診斷工具和評量的實作，以增進師資生更為熟悉特殊教育診

斷之工具與評量方法。【佐證 5-2-1-3 110-1 第一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程與會議紀錄】 

表 5-2-1-1 107、108級畢業生認為本師資類科培養師資生各項專業核心能力的達成程度 

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指標 107 級 108 級 

1.特殊教育專 1.1.能具備特殊教育理念。 4.62（0.67） 4.46（0.7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o-SFwaejsCpI5aKGNdlbMGrHHXEcfh7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1mK1pVw7q4TQXs2D6l-sJFwWlSlHL2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1mK1pVw7q4TQXs2D6l-sJFwWlSlHL2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2ctdMYxGEcRkUpr8_9l3KFkeeNs6Cy2?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2ctdMYxGEcRkUpr8_9l3KFkeeNs6Cy2?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j-ienxT6IbF87Xue4ljTUrBXmURDja?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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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指標 107 級 108 級 

業知識 1.2.能熟悉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的理論模式。 4.38（0.75） 4.26（0.79） 

1.3.能瞭解特殊教育學生的身心發展與學習需

求。 
4.44（0.64） 4.31（0.73） 

1.4.能瞭解國內特殊教育行政制度與法規。 4.51（0.60） 4.21（0.77） 

2.關懷特殊需

求者的精神與

服務志趣 

2.1.能遵守特殊教育專業倫理。 4.69（0.61） 4.44（0.75） 

2.2.能展現教學及相關工作的熱忱。 4.49（0.72） 4.21（0.83） 

2.3.願意投入志工服務的工作。 4.49（0.85） 4.18（0.85） 

3.特殊教育教

學與評量技能 

3.1.能熟悉特殊教育診斷工具與評量方法。  4.15（0.78） 3.97（1.01） 

3.2.能根據特殊教育學生現階段能力與需求，發

展個別化教育（輔導）計畫。  
4.46（0.64） 4.26（0.79） 

3.3.能根據個別化教育（輔導）計畫安排有效策

略進行教學。  
4.41（0.72） 4.21（0.73） 

3.4.能運用特殊教育科技和輔助科技設備於特殊

需求學生的生活與學習。  
4.26（0.85） 4.00（0.76） 

3.5.能執行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輔導與行為問題處

理方案。 
4.28（0.83） 4.00（0.89） 

4.特殊教育研

究基本能力 

4.1.能瞭解專題研究架構與實施過程。  4.33（0.7） 4.15（0.87） 

4.2.能運用海報或口頭報告方式發表特殊教育專

題研究成果。 
4.49（0.68） 4.31（0.80） 

5.團隊合作與

領導能力 

5.1.能熟知特殊教育學生的班級經營策略。  4.41（0.68） 4.21（0.77） 

5.2.能與他人溝通協調與合作。 4.72（0.51） 4.46（0.82） 

5.3.能帶領同儕完成團隊工作。 4.62（0.59） 4.38（0.81） 

總平均  4.46（0.70） 4.24（0.81） 

註：5=非常符合，4=符合，3=部分符合，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此外，本師資類科亦針對 109 級與甫畢業之 110 級畢業生調查「師資生教師專業素養達

成情形」，以了解師資生在本師資類科的學習對其教師專業素養養成之達成程度。調查結果

如表 5-2-1-2 所示。【佐證 5-2-1-4 109、110 級畢業生認為師資生各項專業核心能力的達成情

形調查表單】 

表 5-2-1-2 109、110級畢業生認為本師資類科學習對師資生教師專業素養的達成程度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109 級 110 級 

1.了解普通教育

與特殊教育發展

的理念與實務。 

1-1 了解有關普教及特教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

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4.23（0.69） 4.08（0.78） 

1-2 了解我國普教及特教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

務，以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 

4.14（0.69） 4.18（0.77） 

2.了解並尊重特

殊需求學習者的

發 展 與 學 習 需

求。 

2-1了解並尊重特殊需求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4.23（0.73） 4.24（0.75）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特殊需求學生個

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4.14（0.65） 4.13（0.78）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0mHclSHaU7Lo7KNG8dfYmP_PSGj_j9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0mHclSHaU7Lo7KNG8dfYmP_PSGj_j9c?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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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109 級 110 級 

2-3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

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4.09（0.66） 4.00（0.87） 

3.規劃適切的特

殊教育課程、教

學及多元評量。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 

4.11（0.72） 4.08（0.88） 

3-2 具備任教領域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

能，以進行教學。 

4.06（0.73） 4.03（0.82） 

3-3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特殊教育課

程與教學。  

3.97（0.75） 4.08（0.75） 

3-4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及輔助科技，以

促進特殊需求學生有效學習。 

4.23（0.65） 4.11（0.76） 

3-5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特

殊需求學生學習成效。 

4.26（0.66） 4.16（0.79） 

4.建立正向學習

環 境 並 適 性 輔

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

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特殊需求學生良好品格及

有效學習。 

4.29（0.67） 4.18（0.77）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特殊需求學生輔導，

以促進適性發展。 

3.94（0.8） 4.13（0.78） 

5.認同並實踐特

教教師或特教相

關工作人員之專

業倫理。 

5-1思辨與認同特教教師及特教相關工作人員專業

倫理，以維護特殊需求學生福祉。 

4.34（0.68） 4.24（0.71）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特教教師

及特教相關工作人員專業角色。 

4.26（0.66） 4.16（0.82）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

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4.23（0.65） 4.21（0.74） 

總平均  4.17（0.52） 4.13（0.78） 

註：5=非常符合，4=符合，3=部分符合，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 

分析 109 級和 110 級畢業生自我評估在校期間學習獲得之教師專業素養，整體平均分數

在四分以上，顯示畢業生對於自己教師專業素養及本師資類科學習成效給予正向肯定。其中

「思辨與認同特教教師及特教相關工作人員專業倫理，以維護特殊需求學生福祉」專業素養

在兩屆畢業生自評均為最高向度，足見本師資類科的專業領域課程與教學的成效。唯 109 級

畢業生在「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與「應用輔導原理與技

巧進行特殊需求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自評分數較低。反思此兩項目 109 級師資生自

評分數較低原因，可能是因為 109 級師資生為專業核心能力到教師專業素養的轉換期，師資

生對專業素養的掌握度尚不穩定，有鑑於此，自 110 學年度起，本師資類科於師生座談會與

系週會均與師資生充分說明本師資類科之教師專業素養，以協助師資生確定目標，及早定向

發展。 

針對兩項未達四分之專業素養項目，本師資類科亦在課程方面進行調整。為增進師資生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特殊需求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之教師專業素養，本師資

類科透過非正式課程和正式課程同步強化培養適性輔導的能力，在非正式課程方面 109-110

學年度辦理之「特殊需求工作坊」即以「社會性課程為主題」增近學生特殊需求學生適性輔

導知能；在正式課程方面，本師資類科透過課程委員會討論自 110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中加開

「社會技能訓練」與「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兩門課程。【佐證 5-2-1-5 師生座談會與系

週會說明教師專業素養之計畫、簡報與照片】【佐證 5-2-1-6 110 學年度「特殊需求工作坊」

實施計畫】【佐證 5-2-1-7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09、110 學年必選修科目冊】 

在「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方面，本師資類科亦建議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37Du6kvXICOcxvl787UDl_XL_Jjp8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37Du6kvXICOcxvl787UDl_XL_Jjp8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zyVaOyyfMy1Gl4lJuXgvGvIVM2kX-C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zyVaOyyfMy1Gl4lJuXgvGvIVM2kX-C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2zLmw6ejqmVEnPyc94ZTAO1_qsj8Unfe?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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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盡可能融入趨勢與議題，以 110-1 資賦優異教材教法Ⅰ為例，即要求師

資生在設計教案時融入重要議題，圖 5-2-1-3 為部分課程大綱。在此課程師資生共完成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能源教育、家庭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國

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共九份教案。【佐證 5-2-1-8 110-1 資賦優異教材教法Ⅰ教案設計】 

由於課程與教學調整，從表 5-2-1-2也可看到 110級畢業生在此兩項專業素養上，均已達

到四分程度。 

表 5-2-1-3 「110-1資賦優異教材教法Ⅰ」之部分課程大綱 

 

5-2-2.師資培育單位蒐集雇主意見，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度 

本師資類科相當重視畢業生所服務的學校或機構雇主對本師資類科畢業生在職場上的表

現滿意度與回饋意見，以期作為本師資類科課程規劃、提高就業競爭力的參考。本校「學生

職涯發展中心」每年針對畢業生雇主進行滿意度調查分析報告之佐證資料可看到本校各系畢

業生「雇主或主管對本校畢業生核心能力評量」，調查結果茲將本師資類科平均與全校平均

整理如表 5-2-2-1。從表可看出雇主對本師資類科畢業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予以肯定，評量

結果整體平均在四分以上，且歷年各向度上均高於全校平均。此外，在自我反思、人文關懷、

語文能力、精熟工作專業能力與獨立思考上，108-110 學年度雇主滿意度逐年提高。【佐證

5-2-2-1 嘉義大學學生職涯發展中心雇主滿意度分析報告（108-110 年度）】 

表 5-2-2-1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雇主對本校畢業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評量統計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本師資
類科 

本校 本師資
類科 

本校 本師資
類科 

本校 

品德涵養 
自我反思 4.35 4.24 4.37 4.18 4.50 4.18 
人文關懷 4.23 4.21 4.32 4.13 4.38 4.15 

通識素養 
語文能力 4.19 4.03 4.37 3.89 4.38 3.96 
人文藝術 4.08 4.00 4.47 3.92 4.13 3.98 

專業與創新 
精熟工作專業能力 4.23 4.25 4.42 4.18 4.63 4.26 

獨立思考 4.19 4.23 4.42 4.17 4.50 3.17 

多元文化素養 
瞭解人文與自然環境 4.00 4.03 4.37 3.94 4.25 4.06 
與外籍人士有效溝通 3.88 3.79 4.32 3.68 4.00 3.50 

本師資類科亦針對近三年內從事教職之畢業生（108、109 級，110 級尚未進入職場未進

行調查）調查雇主對於畢業生在特殊教育專業能力上工作表現之滿意程度調查，調查結果如

表 5-2-2-2 所示，整體看來本師資類科畢業生再進入職場雇主滿意度高，平均約在 4.5 的表現

水準。然相對之下在「能執行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輔導與行為問題處理方案」此一項目上，兩

屆的雇主滿意度相對較低。針對此一結果，本師資類科於 110-2 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提出

討論，並邀請校外代表嘉北國小賴霖欣主任、嘉義縣太保國小林雅慧教師和彰化縣員林國小

曹志隆教師，以雇主的角度給予建議。校外代表表示本師資類科培養之師資生，在職場上服

務狀況良好，然的確在情緒行為問題的輔導能力和面對問題上的經驗尚須累積。透過討論，

本師資類科擬強化師資生在對特教學生情緒輔導與行為問題之處理的能力，並累積較多進入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7EUyYVkiCUnxt4jkWVVq-bs8iiyfwr1?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27w4gdhqu3MKDOjVpjCH93IZksOOp-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27w4gdhqu3MKDOjVpjCH93IZksOOp-K?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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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實作經驗。此外考量如因疫情等因素減少進入現場的機會，擬蒐集現場學生情緒行為

問題的影片，作為課程與教學的學習材料，累積師資生對於現場的敏銳度。【佐證 5-2-2-2 

107-109 級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表單】【佐證 5-2-2-3 110-2 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表 5-2-2-2 特殊教育學系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 

項目指標 108 級 109 級 

能具備特殊教育理念 4.69

（0.48） 

4.63

（0.74） 

能熟悉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的理論模式 4.56

（0.51） 

4.63

（0.74） 

能瞭解特殊教育學生的身心發展與學習需求 4.50

（0.63） 

4.88

（0.35） 

能瞭解國內特殊教育行政制度與法規 4.43

（0.51） 

4.50

（0.76） 

能遵守特殊教育專業倫理 4.62

（0.62） 

4.88

（0.35） 

能展現教學及相關工作的熱忱 4.62

（0.50） 

4.75

（0.71） 

願意投入志工服務的工作 4.19

（0.66） 

4.88

（0.35） 

能熟悉特殊教育診斷工具與評量方法 4.44

（0.81） 

4.50

（0.76） 

能根據特殊教育學生現階段能力與需求，發展個別化教育（輔導）計畫 4.56

（0.63） 

4.63

（0.74） 

能根據個別化教育（輔導）計畫安排有效策略進行教學 4.44

（0.73） 

4.76

（0.71） 

能運用特殊教育科技和輔助科技設備於特殊需求學生的生活與學習 
4.38（0.5） 

4.63

（0.74） 

能執行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輔導與行為問題處理方案 4.25

（0.86） 

4.50

（0.93） 

能熟知特殊教育學生的班級經營策略 4.25

（0.68） 

4.63

（0.74） 

能與他人溝通協調與合作 4.56

（0.63） 

4.50

（0.76） 

能帶領同儕完成團隊工作 4.44

（0.63） 

4.50

（0.76） 

總平均 4.46

（0.61） 

4.65

（0.68） 

註：五點量表：5=極佳，4=佳，3=尚可，2=不佳，1=極差 

5-3.畢業生教師證照取得與職涯成效 

5-3-1.師資培育單位輔導師資生取得教師生涯相關證照 

為輔導師資生順利取得教師生涯相關證照並精進教學專業，本師資類科提供循序漸進的

課程系統、鼓勵多元修習課程厚植跨領域能力、落實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輔導、並透過生涯

輔導協助師資生及早定向與規劃職涯發展進程，多層面支持輔導師資生取得生涯相關證照。 

1.系統性課程架構，循序漸進建立基礎並鏈結實務 

 本校特殊教育類科以培育優秀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人員為目標，

透過系統性的課程架構，循序漸進的建立基礎並鏈結實務，支持師資生逐步獲得取得生涯相

關證照之能力。【佐證5-3-1-1 課程地圖】 

 本師資類科課程以四年為規劃原則。大一和大二課程以一般教育課程和特殊教育專業中

基礎課程為必修和核心選修為主。包括特殊教育導論、特殊兒童發展等共同基礎課程；以及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2F2vfFonZmhwaW722VLqnmbLhu3uVg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2F2vfFonZmhwaW722VLqnmbLhu3uVg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LBVuqiC6-1H6t-fbgfoSqDAcXPKuJe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NxT9ia66LeEaEr_7hBZjk5h4Fnkuch1?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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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的概論課程。大三和大四則安排需統整運用心理學、教育學、醫學領域知能以及特殊

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個別化教育計畫、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資賦優異教材教法、特殊教育

教學實習、資優教育教學實習，並透過專題研究等課程，使師資生整合所學。 

2.鼓勵多元修習課程，厚植跨領域能力 

108 課綱強調跨領域之能力，培養多元能力不但加深加廣自身的專業知能，亦有助於生

涯證照之取得，進到教學現場也有相當的優勢。本師資類科鼓勵師資生積極參與跨領域的學

習，厚植自身能力。本師資類科 108-110 學年度計有 4 名師資生有雙主修或輔系、16 名師資

生修習銀髮健康輔導跨領域學程、18 名師資生修習數理資優教育微學程、12 名師資生修習

小學教育學程、1 名師資生修習中等教育學生，另有 14 名師資生修習幼兒教育學程。 

3.落實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輔導 

為具體協助師資生順利通過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本師資類科實施多元輔導機制。 

（1）鼓勵組成教師檢定讀書會 

在準備教師檢定上，各屆導師、系上教師與學長姐們，均會鼓勵大三、大四師資生自組

教檢讀書會。108-110 級的師資生，分別組成了三組、九組與五組讀書會，共同規劃進度、

分析考題、分享資料、督促溫書，並且互相支持鼓勵，建立共同成長的氛圍。導師和系主任

亦時常透過各種管道臉書、LINE等鼓勵學生並提供讀書方法或資源。【佐證 5-3-1-2 108-110

學年度特殊教育系學生自組讀書會名單】【佐證 5-3-1-3 系主任透過臉書和 LINE 鼓勵學生】 

（2）辦理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增能活動 

未具體協助師資生練習教師檢定和教師甄試各個不同的評量方式，本師資類科每年為教

育實習生辦理增能活動，亦開放給學弟妹參加。表 5-3-1-1為 108-110學年度辦理的教檢與教

甄增能活動的場次與參與人次彙整表，詳細增能活動請見佐證 5-3-1-4。【佐證 5-3-1-4 108-

110 學年度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增能活動一覽表】 

表 5-3-1-1 教師檢定與教師甄試增能活動主題與參與人次 

學年度 場次數 主題（部分列舉） 累計參與人次 

108 8 應考經驗分享、模擬口試與試教、試題解析 296 

109 10 筆試模擬考、模擬口試與試教、考科增能 270 

110 9 應考經驗分享、教學策略、申論題架構 231 

（3）模擬教甄教師甄試 

為使教育實習生更加了解教師甄試的準備方向，本師資類科每年皆會為教育實習生辦理

「模擬教師甄試」。此活動會有兩位總召，一位是校外總召，負責邀請已畢業的學長姐返校

擔任評審，以及統籌報名相關事宜，另一位為校內總召，負責安排模擬教師甄試的場地及志

工事宜。模擬教師甄試的形式，依據報考師資生需求分為身障組及資優組，包括口試與試教

兩種考試形式，由教學現場的學長姊擔任評審。教育實習生透過模擬的實戰經驗，增加應考

能力。活動結束後學長姐亦會分享經驗，並與學弟妹組成大小群組，延續後續的支持系統

【佐證 5-3-1-5 108-110 學年度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模擬教甄實施計畫與活動照片】 

3.透過生涯輔導瞭解職涯歷程、建立職涯楷模 

及早瞭解職涯歷程與建立職涯楷模，有助於師資生及早定向並規劃取得證照之準備方向。    

本師資類科對於師資生的職業及生涯發展輔導從多個層面著手。導師輔導：導師在班會時間

辦理生涯輔導相關活動或透過晤談與師資生討論生涯方向。在全系活動上，透過系友回娘家

活動或系學會和系主任也會利用系周會、碩士班演講邀請業界楷模，為全系師資生分享教師

專業發展歷程。此外本師資類科全體教師常將生涯發展相關議題融入課堂教學中，或邀請楷

模學習對象至班級內與師資生分享其生涯歷程。【佐證 5-3-1-6 導師安排生涯活動或透過晤

談討論生涯發展】【佐證 5-3-1-7 系友回娘家活動】【佐證 5-3-1-8 108-110 學年度教職生涯

講座】 

5-3-2.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結果 

本師資類科近三年內之應屆畢業生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通率平均 96.45%，近三年通過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Rga8emznuD7LW87haumNIxEnL6WnL7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Rga8emznuD7LW87haumNIxEnL6WnL7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NNRTFmcrn8m8mDejU4jTY-czMiC6xF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PS720jL5qCT3krChZLF6IVSFS4JBB4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PS720jL5qCT3krChZLF6IVSFS4JBB4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MVo_GdpKKbxT7c2uzoDukFgollCwu35?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KpNQSDIYAoGK-TPAl8bxJORyASZc00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KpNQSDIYAoGK-TPAl8bxJORyASZc00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IZRzPo78KOOue5GvANKXbs-fWESyf7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PFk6YDqkid5p7POgBqpjVUjvTUPoWC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PFk6YDqkid5p7POgBqpjVUjvTUPoWCk?usp=sharing


73 

分別為 94.7%、97.4%、93.7％及 100%，通過率遠高於全國平均且歷年均達九成以上通過率，

110 學年度更高達 100％，表現相當優異。 

表 5-3-2-1 受評類科應屆畢業生教師資格檢定通過情形一覽表（教育部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107 級 108 級 109 級 110 級 

受評類科應屆畢業人數（師資

生） 
38 37+1（僑生） 32 27+5（僑生） 

受評類科應屆完成實習人數 38 36 30 27 

受評類科應屆報考教檢人數 

（當屆畢業報考人數） 
36 36+1（僑生） 32 27 

受評類科通過教檢人數（%） 94.7%（36/38） 97.4%（37/38） 93.7%（30/32） 100%（27/27） 

合計 36 37 30 27 

5-3-3.師資生從事教育相關職涯之成果 

1.教師資格考試後從事教職比例高 

近三年本師資類科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次二年的就業表現如表 5-3-3-1。從表可知，本師資

類科畢業生通過教檢次二年從事教職之比例，符合關鍵指標五之標準。且第二年從事教職之

比例均高於第一年，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在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第一年，畢業生較多選擇

專心準備教師甄試，在第二年後便陸續投入教職工作。 

表 5-3-3-1 畢業生通過教檢之年度與次二年就業情形一覽表（教育部表） 

通過教檢之年度 

項目 

108 年 3 月 108 年 6 月 109 年 

次一年 次兩年 次一年 次兩年 次一年 次兩年 

公立學校專任教師 7 11 0 5 0 3 

私立學校專任教師 0 0 1 1 1 0 

代理/代課教師 17 13 26 23 17 24 

教育行政人員 1 2 0 1 0 0 

小計(需達 50％) 
25 

(80.6%) 

26 

(83.9%) 

27 

(65.9%) 

30 

(73.2%) 

18 

(58.1%) 

27 

(87.1%) 

文教機構從業人員 1 0 2 0 2 0 

其他教職相關工作 0 0 2 2 2 0 

其他公職相關工作 0 0 0 0 0 0 

小計(需達 75％) 
26 

(83.9%) 

26 

(83.9%) 

31 

(75.6%) 

32 

(78.0%) 

22 

(71.0%) 

27 

(87.1%) 

非教職相關工作 1 1 1 2 0 0 

服兵役 0 0 0 0 1 0 

研究所進修 2 2 8 7 2 3 

其他 2 2 1 0 6 1 

合計 31 31 41 41 31 31 

說明：「其他教職相關工作」包含教育相關約僱人員、教育訓練領域專任有給固定職等。 

人數說明：108 年 3 月通過人數 31+5 人，5 人非應屆無資料；108 年 6 月通過人數 42+5 人，5 人非應屆、1 人

應屆無資料；109 年通過人數 30+1 人，皆有蒐集到資料。 

 

2.師資生從事教育相關職涯優秀表現亮眼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從事教育相關職涯之成果優異，經常獲得重要獎項或肯定。近三年來，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職涯表現優秀，共有三位獲得教育部師鐸獎、一位獲得教育部國教署杏壇

芬芳獎、兩位獲得教育部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兩位獲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典範教師獎、一位

獲得教育部校長卓越領導獎，並有多位雲嘉南區域之系友獲得教材教具設計獎項，顯見本師

資類科畢業的師資生對於特教工作的投入與專業，深獲肯定。【佐證 5-3-3-1 師資畢業生職

涯優秀表現】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RJuI4h8t01kuxk3oX3W1tCqaDJTS4F4?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3RJuI4h8t01kuxk3oX3W1tCqaDJTS4F4?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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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與特色 

一、定位清楚，訂有完整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以培育優秀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相關工作人員為目標，

自我定位清楚，掌握核心能力與專業素養指標規劃課程地圖，並將課程地圖中的每門課對應

專業素養指標互相檢視，落實與教學中。規劃完整的成效評估機制並落實執行，確保師資生

之學習成效。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評量，在形成性與總結性各階段，運用多元評量方式，持

續掌握追蹤師資生之學習並即時提供輔導。 

二、積極輔導，支持師資生證照取得與生涯發展 

本師資類科配合政策提高師資生的競爭能力，透過各種制度與輔導措施，支持師資生證

照取得與生涯發展，相關教師檢定與教師生涯證照訊息與增能活動，規劃演講與各項講座，

增強師資生教學知能之活動，建立生涯發展楷模，更注意師資生至校外服務之後的回饋及分

享。 

三、成效良好，學習表現、教檢教甄與職涯歷程均有亮眼表現 

本師資類科師資生在師培歷程各階段表現亮眼。在校學習表現超過師資生標準；自 106-

110 學年度，大專生科技部計畫通過率逐年上升；教檢通過率逐年提升，並於 110 學年度達

到 100％；畢業之後不但雇主滿意度高，各類競賽與優良教師表揚，均可見系友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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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6-1.與學校在師資職前培育之實習與夥伴關係建立與執行 

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師資培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與嘉義縣市夥伴學校簽署夥伴學校策

略聯盟，建立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又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與夥伴學校在師資職前培育之實習上，建立密切合作的關

係，以期特教師資類科師資生能學以致用；再者為了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之基本理念，強調學校教育應引導學生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

大學教育也應善盡社會責任，帶領師資生致力於社會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師資生與夥伴學

校的互動與共好。根據本師資類科「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

點」，所謂的實務實習進行的方式包括：參觀、見習、試教、實習等，因此特教師資類科在

大一至大四的課程，積極將各類型的實務實習方式規劃在課內的教學活動。以下先將夥伴學

校範圍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正式合作的夥伴學校，意指有超過一學期以上的合作時間，大

學端與現場端建立雙向互動的合作關係；第二類為經常性合作的夥伴學校，意指單次或未超

過一學期的合作時間，但是在課程上是經常性合作的夥伴學校，大學端和現場端建立單向的

合作關係。以下依指標分別呈現正式合作學校與經常性合作學校在各指標呈現之合作關係資

料。【佐證 6-1-1-1 夥伴學校策略聯盟名冊、簽約照片】【佐證 6-1-1-2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 

6-1-1.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師資生參訪見習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本師資類科重視學用合一，以下先呈現正式合作學校在師資生參訪見習之合作關係與

運作情形，接著再根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將經

常性合作學校之參訪見習成果分成四種類型呈現，包括：第一為提升大一對特殊教育的認

識，在大一服務學習課程每學期安排至少半天時間，到特殊教育場所進行觀摩學習。第二

為配合大一至大四課程，由任課教師融入的參訪見習活動，目的是增進各科理論知識與實

務技能之鏈結，促進學習潛移類化之成效。第三為了有效連結大三的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資賦優異教材教法等課程，所有師資生需提早進入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學現場，進行長時

間的觀摩學習。第四為配合大四「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課程辦理外埠教育參觀活動。 

1.特教師資類科與正式合作之夥伴學校在師資生參訪見習之合作關係 

本師資類科開設的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與資賦優異教學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致力安排師

資生先至教學現場參訪見習，再來規劃到教學現場實習。由於兩科的任課教師都有自己長期

且正式合作的學校，規劃內容主要是為了接軌師資生對日後教學實習的能力，因此合作的關

係都是以觀課與議課為主。【佐證 6-1-1-3 特教系與正式合作之夥伴學校合作關係-辦理教學

實習之參訪見習活動（教育部版表格）、相關公文】 

2.特教師資類科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在師資生參訪見習之合作關係 

（1） 大一「服務學習課程」規劃的觀摩見習活動 

本校 107年 10月 2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將原本學士班一年級師資生（包括轉學生及復學生）之校園服務必修課程，修訂為進行校園

服務方式，修課師資生應完成至少十八小時之服務，服務內容包含校園環境清潔及院系活動

服務協助。然而，為了提升本師資類科的理論與實務，於 101年 4月 12日特殊教育學系系務

會議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又於 106年 9 月 28日

修正通過，本師資類科師資生的服務學習每學期須至少安排半天；進一步在 106年 8月 23日

修正通過的「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中，規定師資生

在專業倫理的考核，需累計完成特殊教育服務學習 80 個小時，每學年由導師認證，畢業前

由系辦加以檢核。因此規劃服務學習的大一導師，都積極規劃大一師資生要參與服務學習，

而進入學校的觀摩見習活動則是以特教班級實務為主，學習如何以志工身分幫助特教生，詳

見表 6-1-1-1 特教系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辦理大一服務學習課程（教育部版表格）。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4qi0zFbIHNpnym38yjG03kNwmrKdBR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Hcs4XxX2cEaKXA45wLIsepI1Kb2bP5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Hcs4XxX2cEaKXA45wLIsepI1Kb2bP58?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MJKdE8-BcXRrB45rAaWsd8u1xwtMwXp?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MJKdE8-BcXRrB45rAaWsd8u1xwtMwXp?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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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 6-1-1-4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佐證 6-1-1-5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大學部畢業生專業知能考查要點】【佐證 6-1-1-6 108 學年至 110 學年大一服務學習的活

動照片】 

表 6-1-1-1特教系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辦理大一服務學習課程（教育部版表格） 

學年度 夥伴學校名稱 合作關係 參與人數 
備註 

（大一導師） 

108-1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由特教志工隊協助規劃特

教系一年級師資生進入特

教班觀摩見習，協助特教

生的生活和學習事務。 

41 唐榮昌 

109-1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42 陳勇祥 

110-1 嘉義特殊教育學校 40 黃楷茹 

（2）大一至大四課程，各科任課教師融入的參訪見習活動 

本師資類科教師依課程規劃，亦有配合課程實施之合作學校，在參訪前會依據學校規定，

向特殊教育學系辦公室提出參訪見習的申請，系辦組員即發文至參訪單位，並副知授課教師。

以下佐證資料呈現各科與夥伴學校建立與執行合作關係之夥伴學校、合作關係課程名稱和授

課教師。【佐證 6-1-1-7 特教系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合作關係-辦理任課教師融入課程的

參訪見習活動（教育版表格）、相關資料】 

（3）鏈結大三的特殊教育教材教法之觀摩見習 

本師資類科為了提升師資生的理論與實務，在「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

實務實習實施要點」規範「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課程的見習活動需納入課程活動，師資生

需利用課餘時間到特殊教育學校或國民小學特殊教育班級進行至少五天（共計 40 小時）的

教學與級務見習。若無法於暑期完成可事先申請，並於第一學期結束前完成，學期中見習

每次需至少半天（4小時）。再者，修習「資賦優異教材教法」課程（選修）的見習活動納

入課程活動，師資生利用課餘時間到國小進行至少 16 小時的資優教育教學與級務見習。若

無法於暑期完成請事先申請，並於第一學期結束前完成，學期中見習每次需至少半天（4小

時）。師資生大多回到自己的戶籍所在地進行教學見習活動，見習內容包括教學觀摩與級

務見習。【佐證 6-1-1-8 特教系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合作關係-辦理鏈結大三特殊教育教

材教法的觀摩見習活動（教育部表格）、公文示例、學生見習心得】 

（4）配合大四「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課程辦理外埠教育參觀活動 

本師資類科依「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大四師資生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在大四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課程需辦理外埠教育參觀活動。下表 6-1-1-2 為配合大四外埠教育參

觀所選擇參觀的學校，參訪見習包括參觀訪問、觀摩教學等。【佐證 6-1-1-9 108學年至 109

學年外埠教育參觀手冊】 

表 6-1-1-2 特教系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合作關係-辦理外埠教育參觀活動（教育版表格） 

學年度 夥伴學校名稱 合作關係 參與人數 

108 1.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2.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

美學實驗小學 

3. 合宜輔具中心 

1.參觀學校和輔具中心 

2.體驗參訪國小提供的特色課程與活動 

35 

109 

1. 花蓮縣西寶國小 

2. 花蓮縣黎明向陽園 

西寶國小：1.參觀學校2.特教系師資生設計活

動與西寶國小學生互動 3.體驗西寶國小特色

課程（射箭） 

黎明向陽園：1.參觀園區2.園區人員介紹區內

各處提供給身心障礙人士與學生的活動、與

工作訓練 

34 

110 因疫情停辦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HWApGafgpKdIv8zllUGMcX3b_K1BXY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DfmEsqj1oQf5_Lw-8uQDtS6cIPjHlM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DfmEsqj1oQf5_Lw-8uQDtS6cIPjHlM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9DvyrGrg1ZtHrmxZz6SVoeLHY1j12s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9DvyrGrg1ZtHrmxZz6SVoeLHY1j12sK?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8ptbE_70LUeTKbJmcZMf0adIt4CDN0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8ptbE_70LUeTKbJmcZMf0adIt4CDN0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8M85NAkH9MM2LxQwEQCSWNCAvW1HHJ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8M85NAkH9MM2LxQwEQCSWNCAvW1HHJs?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gLqampqKWZ6s6t8C1AAzA4xrt7-j_MC?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gLqampqKWZ6s6t8C1AAzA4xrt7-j_MC?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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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師資生教學實習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本師資類科重視師資生教學實習，首先呈現正式合作的夥伴學校關係，包括在身心障礙

類與資賦優異類教學實習的合作學校。本師資類科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

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將經常性合作學校之教學實習成果分為兩種類型呈現，包括：第一

為配合「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課程辦理的評量實習活動；第二為大一至大四課程，由任課教

師融入的實作實習活動，目的是增進在各科的實務技能，促進師資生素養能力。以下依指標

分別呈現正式合作學校與非常態性合作學校在各指標呈現之合作關係資料。 

1.特教系與正式合作之夥伴學校在師資生教學實習之合作關係 

本師資類科規劃的教學實習包括身心障礙類型與資賦優異類型，長期合作的夥伴學校皆

選自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與嘉義縣市夥伴學校簽署的夥伴學校策略聯

盟之學校，從中選擇嘉義縣市的優良國民小學與特教學校，合作的關係是建立在向夥伴學校

的特殊教育師資學習優良的教學知能與實務技巧，身心障礙類透過兩個學期每週半天的教學

實習課，讓師資生充分實習各類型的特殊教育班型；資賦優異類則透過一個學期每週半天的

教學實習課，讓師資生深入在資賦優異班級完成教學實習工作。另外，本師資類科與師資培

育中心基於教育部師資培育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之精神，在師資生正式邁入教育實習

階段之前，與夥伴學校合作，共同辦理集中實習（完整 2 週），讓師資生對教育實習預做準

備，主要的內容為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佐證 6-1-2-1 特教系與正式合作之夥

伴學校合作關係-辦理特殊校育教學實習活動（教育部版表格）、特殊教育教學實習公文】 

2.特教系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在師資生教學實習之合作關係 

（1）為配合「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課程辦理的評量實習活動 

本師資類科為配合「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課程為師資生提供評量實習活動，另又為大四

師資生辦理魏氏兒童測驗五版施測實作，每年授課教師會在嘉義縣市尋找適合的夥伴學校，

提供師資生評量實習的經驗，建立未來職場上需要的診斷與評量能力。【佐證 6-1-2-2 特教

系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合作關係-辦理特殊教育評量實習活動（教育部版表格）、公

文】 

（2）大一至大四課程，各科任課教師融入的實作實習活動 

本師資類科重視實作經驗，因此在大一至大四課程由任課教師融入實作實習活動，各科

的任課教師會尋找經常性合作的夥伴學校，長期建立合作關係，以提早讓師資生導入教學現

場的實作能力、培養該科目所需具備的素養能力。【佐證 6-1-2-3 特教系與經常合作之夥伴

學校合作關係-辦理任課教師融入課程的實作實習活動（教育部版表格）、相關資料】 

6-1-3.師資生參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學生學習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1.特教師資類科與正式合作之夥伴學校在師資生參與夥伴學校學生學習之合作關係 

本師資類科規劃的教學實習包括身心障礙類型與資賦優異類型，長期合作的夥伴學校皆

選自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與嘉義縣市夥伴學校簽署的夥伴學校策略聯

盟之學校，身心障礙類透過兩個學期每週半天的教學實習課，和資賦優異類透過一個學期每

週半天的教學實習課，讓師資生在夥伴學校完成教學實習工作，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和資賦優

異學生多元且符合十二年國教精神的教學活動。再者，本師資類科和師培中心與夥伴學校合

作共同辦理集中實習（完整 2 週），主要的內容為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提供給

身心障礙學生有意義且有趣的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另外，本師資類科設有學生社團「特教志工隊」，社團指導教師為吳雅萍教師，該社團

的服務目的為提供雲嘉地區身心障礙學生志工服務，以促進特教生的學習和生活能力，在長

時間的耕耘之下，已在雲嘉地區建立起固定合作的夥伴學校和機構，同時該社團也一直榮獲

社團績優評鑑成果，顯示特教志工隊運作的品質深受肯定。【佐證 6-1-3-1特教系與正式合作

之夥伴學校在師資生參與夥伴學校學生學習之合作關係-辦理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與特教志工隊

（教育部版表格）、實習公文、特教志工隊獎盃照片】 

2.特教師資類科與經常性合作之學校在師資生參與夥伴學校學生學習之合作關係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Az3wKCCsWpUj0IAQ8TozbirPSGHpqV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Az3wKCCsWpUj0IAQ8TozbirPSGHpqVi?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gAyGvRo1NugQ_qiYwaHL62wU9ZlQTq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gAyGvRo1NugQ_qiYwaHL62wU9ZlQTq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FgAyGvRo1NugQ_qiYwaHL62wU9ZlQTq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2fZY9VaPrjR6z57qyRnc_cmpHYdUKh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2fZY9VaPrjR6z57qyRnc_cmpHYdUKh_?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W92uDygiPNEKw_ysZvMdEMIk25K6yN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W92uDygiPNEKw_ysZvMdEMIk25K6yN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W92uDygiPNEKw_ysZvMdEMIk25K6yNY?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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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師資類科為了提供師資生有教學的機會，培養教學的能力，各科的任課教師也在課程

中規劃師資生參與合作學校學生的學習，期待師資生可以貢獻所學，提升夥伴學校學生的學

習力。【佐證 6-1-3-2 特教系與經常性合作之夥伴學校在師資生參與夥伴學校學生學習之合

作關係-辦理任課教師融入課程的學生學習活動（教育部版表格）】 

6-2.與學校在教師專業發展之夥伴關係建立與執行  

6-2-1.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本師資類科積極與夥伴學校建立長期之合作與雙贏關係，為了讓師資生能有優質的環境

進行實習、見習，本師資類科也積極促進夥伴學校現場教師的專業成長。【佐證 6-2-1-1 特

教系與夥伴學校在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合作關係一覽表（教育部表格）、相關資料】 

6-2-2.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課程與教學實驗與創新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嘉義大學致力於推動師資培育大學教授於中小學長期駐點合作服務，以長期陪伴、在地

深耕、入校輔導模式為主，本師資類科師長透過各項主題工作坊、個案研討、入校輔導、諮

詢服務等多元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幫助夥伴學校在課程與教學有創新的作法，以嘉惠夥伴

學校的學生學習與輔導工作。【佐證 6-2-2-1 特教系與夥伴學校在課程與教學實驗與創新之

合作關係一覽表（教育部表格）、相關資料】 

6-2-3.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學生學習促進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本師資類科師長致力雲嘉地區學校的特教輔導工作，透過多元的管道與合作方式，幫助

雲嘉地區的學生提升多元的能力。【佐證 6-2-3-1 特教系與夥伴學校在學生學習促進之合作

說明（教育部表格）、相關資料】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VFAoMC--W_wVBV58wFlVhqvRA00-a9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VFAoMC--W_wVBV58wFlVhqvRA00-a9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ZFRfagx9zAmQmrbIp11b95gZUfrMhu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ZFRfagx9zAmQmrbIp11b95gZUfrMhun?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0apsa-Zjqr-MKlx1l8rGUtPnIspHAI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U0apsa-Zjqr-MKlx1l8rGUtPnIspHAIE?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WAWpYXKrNgcVIRLW-NIgDtxDlVi8oE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WAWpYXKrNgcVIRLW-NIgDtxDlVi8oEX?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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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與特色 

一、 特教師資類科透過正式合作與經常性合作關係建立夥伴學校 

為了達到師培學系與夥伴學校共學共好、互助互利之目的，本校與嘉義縣市政府建立師

資策略聯盟，本師資類科以此為根據，界定為正式合作的夥伴學校，並透過課程、見習、實

習、研習等方式，建立起兩方教學相長之效果。此外，本師資類科師長也利用授課課程、和

本師資類科專屬學生社團「特教志工隊」，與現場端建立經常性合作的夥伴學校關係。本師

資類科透過正式合作與經常性合作的方式，有效經營夥伴學校的合作關係，不僅能進一步延

伸師資生學習的視野，也讓夥伴學校的學生能豐富學習內容，更讓夥伴學校的教師有機會具

備與時俱進的專業能力。 

二、 特教師資類科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特別制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

實務實習實施要點」 

本師資類科為了幫助師資生達到學用合一的能力，特別制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特殊教育實務實習實施要點」，依據要點落實見習、實習、實作練習、參訪等規定，也藉

此建立本師資類科與夥伴學校的正式與經常性合作關係。 

三、 特教師資類科與夥伴學校共創雙贏，同時帶動師資生、在職特教教師、特教學生三方

之成長 

本師資類科長期深耕雲嘉南地區師資職前培育與在職進修，透過特教系師長為師資生、

夥伴學校教師與學生辦理各式各樣活動，包括：見習、實習、實作練習、參訪、研習、工作

坊、營隊等，以長期陪伴、在地深耕、入校輔導模式之經營策略，也能與夥伴學校共構教師

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攜手合作共同建構出雲嘉嘉地區的教育發展特色，落實特教師資生、特

教教師與特教學生三方互利共好之理念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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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師資類科對於前一期師資培育評鑑未來發展建議  改善措施與具體成效說明 

項次 項目 缺點 針對缺點之改善意見 未來發展建議 改善措施與具體成效 

一 
目標、特色及自

我改善 
無 無 

關於該校教學意見調

查結果，針對部分師

資生未完全認同之意

見，建議該校宜深入

思考及瞭解，以做為

未來規劃發展計畫之

參考 

本校設有「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

施要點」、「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質精進

組織設置要點」、「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

質精進作業規定」，用以改善本校教師教

學意見調查結果欠佳者，本師資類科近三

年皆無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3.5 以下。 

二 行政組織及運作 

該校師培中心

行政工作僅負

責辦理國民小

學及中等學校

師資類科相關

業務，為含括

該類科。 

宜將該類科相關業務納

入該校師資培育中心工

作範圍。 

1.針對師培中心應含括

特教類科業務的缺

點，當年已申請申復

成功。 

2.該類科教師研究室較

為分散，宜集中一

區，以利師生互動與

聯絡。 

由於本校特教系沒有專屬系館，因此教師

研究室分散在兩棟建築物（八位教師在初

教館、僅兩位教師在科教館）。雖然教師

研究室沒有集中在同一棟，但本師資類科

安排大學部課程的上課教室都集中在初教

館五樓，因此有利於師生平日的教學互

動。 

三 
學生遴選及學習

環境 

該類科雖舉辦

各項課外活

動，然師資生

實際參與時數

仍有所落差。 

該校已訂有國立嘉義大

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

點，該類科宜依規定積

極落實輔導。 

該類科針對相關服務

學習實施規劃若有所

變革，為避免師資生

不甚瞭解，宜與師資

生充分溝通，並透過

多元方式宣導，使其

接納並瞭解其用意。 

每年特教系新生於新生入學座談會時，先

聽取特教志工隊的介紹，認識系上服務學

習實施要點的規定後，便在特教志工隊的

規劃下，安排大一上下學期的特教志工服

務。每年由大一導師審核上下學期的服務

學習時數，並完成服務學習成績登錄。 

四 
教師素質及專業

表現 

該類科部分教

師個別專業表

現，如擔任委

員、諮詢或講

該類科部分針對個別教

師之專業服務表現，宜

擬定鼓勵與輔導機制之

具體作法，以提升教師

該類科宜鼓勵教師針

對師資培育或教師專

業成長相關議題進行

研究，並研擬改善策

本校訂有各種教師研究計畫申請及研究獎

勵（補助）措施（網址： 

https://www.ncyu.edu.tw/rdo/ ），本師資類

科鼓勵教師踴躍申請。 

https://www.ncyu.edu.tw/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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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缺點 針對缺點之改善意見 未來發展建議 改善措施與具體成效 

座等校內外專

業服務方面，

顯有落差，較

缺乏對個別教

師專業服務之

鼓勵與輔導機

制。 

專業服務成效。 略，以利該類科未來

之發展。 

本師資類科提供每位教師一年一萬元的業

務費，可用於添購研究室耗材、補助參與

國內學術研討會之交通費、補助課堂上邀

請業師融入課程的演講費，以利提升教師

在教學與研究上的專業成長。 

五 
課程設計及教師

教學 
無 無 無  

六 
教育實習及畢業

生表現 
無 無 

少部分教育實習學校

之行政實習僅安排於

輔導室進行，再支援

各處室之活動辦理，

宜向其說明國立嘉義

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

習課程實施辦法之規

範，盡可能安排師資

生至各處室進行行政

實習。 

本校師培中心規劃全校各類科師資生之教

育實習，實習組每年在大四畢業前舉辦實

習學校申請說明會，具體說明本校教育實

習實施辦法，以及指導師資生撰寫實習計

畫書，並由本師資類科實習指導教師在實

習平台上進行審閱，且再透過兩次的巡迴

訪視輔導，實地訪查實習生的實習現況，

也可在每月定期的返校座談會，由本師資

類科實習指導教師主動與師資生座談，以

及時協助實習狀況，目前本師資類科實習

生的行政實習現況皆有被安排至各處室進

行行政實習。 

 

附錄二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內部評鑑委員意見回覆及修正，請見： 

【佐證附錄 2-1-1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佐證附錄 2-1-2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aKRek4se57o5bzHrM9fORM0CE_FAJCx?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9l63u4obocx-Q1-7rkOa7bDoM8G7Cr_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