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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實習輔導通訊 

民國 111年 09月 

◎教育實習綜合業務：李姿穎（02）7749-1235，tylee71@ntnu.edu.tw 

◎教育實習經費核銷：郭竺婷（02）7749-1239，sda4717@ntnu.edu.tw 

備註：本校經費核銷承辦人自 111年 9月更換！ 

壹、本期重要訊息！ 

★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學生 9/30返校座談日期及請假公文 

不克參加返校座談者，請填寫「大五返校請假單」，並經實習學校承辦人及主

任核章後，以 email回傳清晰掃描檔向本校及指導系所請假（假單下載：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ips/download_ips_202.pdf）。 

★ 請盡速領取實習學生證 

1. 領證地點：本校師資培育學院實習與地方輔導組（校本部行政大樓 3樓） 

2. 領證時間：即日起～111年 9月 30日(五)第一次大五返校日止 

3. 注意事項： 

(1) 委託領取：無法親領者，可委託代理人攜帶您證明文件影本代為領取。 

(2) 高鐵乘車優待：依師資培育法參加半年教育實習學生，可比照在學學生

身份，享有高鐵全額票價 5折、75折及 88折優惠，但應為當年度全國教

育實習資訊平臺所製發含有本人照片格式之有效實習學生證正本以資辨

識，並需在實習期間內購買及搭乘高鐵指定車次，才可享有此優惠。(台

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 12月 24日台高行發字第 1020002280號

函) 

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填寫實習檔案事項 

1. 本校已訂定平臺「教育實習成績評定任務」必填基本單元項目(共 12項)

及最低次數，請您於填寫期程（111/08/01起至 112/1/3 23:59上傳完

畢)至平臺(https://eii.ncue.edu.tw/)完成「實習檔案」填寫。 

常見問題：實習期間初期尚未領證，可否使用其他證明(例：全國教育平台個

人基本資訊畫面或分發公函暫代購票?有哪些優惠車次或班次? 

  本問題涉及「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職權，請於購票前洽詢該公司。 

mailto:tylee71@ntnu.edu.tw
mailto:sda4717@ntnu.edu.tw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ips/download_ips_202.pdf
https://eii.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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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您的指導教授/系所另外要求任務表件中其他任務項目及次數，請依照

指導教授/系所規定填寫。 

參、教育實習法規教室 

➢ 實習學生參與教育實習之各類實習說明：(依辦法第 4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教育實習之各類實習：  

一、 教學實習：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主，第

四週起進行上臺教學或實施教保活動課程；其教學節數或教保活動課程

之時數如下：  

(一) 高級中等學校：應為專任教師基本教學節數 6分之 1以上 2分之

1以下。  

(二)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為專任教師授課節數 6分之 1以上 2分

之 1以下。 

二、 導師（級務）實習：以班級經營、輔導學生及親師溝通為主，且以寒、

暑假以外學期期間，每週 3個半日為原則。 

三、 行政實習：以認識、協助學校行政事務及全校性活動為主，並以於寒、

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於學期期間實施者，每週以 4小時為原則。 

閱讀說明： 

師資培育法(簡稱本法)、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簡稱辦法)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實習實施要點(簡稱要點) 

常見問題：需回傳實習計畫書或作業給師大嗎？ 

現行教育實習成績評定任務（=作業）一律上傳至全國教育實習平臺，本

校已設計畫書為必填作業，同學務必於期程(2023/1/3)前完成作業上傳，毋庸

回傳實習計畫書或作業給師大；另由於成績評定涉及實習指導教師及輔導教師

專業性，請依照老師規定內容及平臺格式填寫。最後，基於資訊安全，學校無

法知悉個人系統密碼，倘忘記密碼時，請善用資訊平臺「忘記帳號密碼」，取

得認證信後，依照步驟修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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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習活動：以參加校內、外教學、班級經營、學生輔導、教育政策及精

進專業知能之研習活動為主；參加時數，總計應至少 10小時。」 

➢ 實習指導教授訪視實習學生之基本次數為 2次：(依辦法第 9條第 2項) 

「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每位實習學生次數不得少於 2

次…。」因此，指導教授訪視教育實習機構最低基本次數為 2次，但訪視內

容無規定，可由實習學生、指導教授、實習機構輔導教師三方協商。 

➢ 有關實習學生配合教育實習機構擔任教學活動或代課事宜：(依辦法第 23條) 

「實習學生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並經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者，得於教育實習

期間，配合教育實習機構進行下列校學活動： 

一、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補救教學、社團活動指導、監考或其他教學活

動。…前項教學活動，每週累計總節(時)數最高為 10節(時)，以實習學生之

教育實習機構辦理者為限。」 

二、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滿 3個月之代課。…每月最高為 20節(時)。」 

 

 

常見問題：研習活動之時數計算及證明書核發疑問？ 

時數計算及研習規定態樣請參法規。另核發紙本證明書或上傳至全國教師

在職進修網係研習辦理單位權責，且研習課程眾多本校無法逐一代為核實，請

同學自行衡酌參加與否或洽詢辦理單位承辦人員研習時數核發事宜。 

常見問題：教學協助活動或代課之通知師大程序？ 

鑒於本校教育實習學生人數眾多，本校無法時刻叮囑同學需要自行填報

全國教育實習平臺並完成追蹤點選程序，爰本校已於 111年 7月 28日師大師

實字第 1111019706號函請教育實習學校應於活動前函知本校。換言之，實習

期間，教育實習機構需本校實習學生協助擔任教學相關活動時，請於活動前

或學期初一次性發函知會本校即可。 

常見問題：訪視內容師大有規定嗎？是否須回報師大? 

訪視亦屬教育實習成績評定任務一環，訪視內容涉及實習指導教師及輔導

教師專業，爰老師自有衡酌權限，請遵守老師指定項目。另現行成績評定一律

上傳至全國教育實習平台，爰無須另行回報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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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實習期間遇到問題之解決途徑 

 

 

 

 

 

 

 

 

 

 

 

 

 

教育實習期間遇到問題或突發狀況時，可先向「實習輔導老師」或「實習指導教

師」諮詢，同時請自行評估緩急，於辦公時間致電實習承辦人(02)7749-1235或填

寫實習學生問題通報表後寄信至承辦人信箱 tylee71@ntnu.edu.tw，通報表下載：

http://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download&cate=390。 

 

 

伍、活動快訊 

★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返校座談增能活動研習講座 

（一） 參加對象：111學年度實習學生 

（二） 採線上報名，相關報名及活動資訊請洽詢：師資培育學院實輔組郭小姐，

電話：（02）7749-1239，E-mail：sda4717@ntnu.edu.tw 

（三）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H3R1ayNSmKNjnGdg6 

（四） 研習資訊：111年 9月 30日（五）13:30~16:00本校《綜 210展覽廳》 

1. 講題: 融-成為孩子的重要他人 

2. 講者: 新北市立五峰國中/梁禮昇教師 

mailto:tylee71@ntnu.edu.tw
http://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download&cate=390
mailto:sda4717@ntnu.edu.tw
https://forms.gle/H3R1ayNSmKNjnGd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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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方教育輔導系列講座-新進教師線上工作坊！ 

（一） 採線上報名，相關報名及活動資訊請洽詢：師資培育學院實輔組張小姐，

電話：（02）7749-1238，E-mail：z59002@ntnu.edu.tw 

（二）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Lyu3tR74SeQNikMk9 

（三） 工作坊研習場次： 

 第一場（時間：111/09/24(六)上午 9:00~12:00） 

1.講題: 生涯輔導 起承轉合--教師生涯的一百種可能 

2.講者: 徐秀媫老師 

 第二場（時間：111/10/29(六)上午 9:00~12:00 ） 

1.講題: 班級經營 「如果學校是鄉公所－班級經營社企化」 

2.講者: 高松景老師 

 第三場（時間： 111/11/19(六)上午 9:00~12:00） 

1.講題: 情緒管理 情緒調節小撇步--有效溝通從情緒自我調節開始 

2.講者: 葉明芬老師 

 第四場（時間：111/12/10(六)上午 9:00~12:00） 

1.講題: 媒體素養 「以批判思考探究訊息的真偽」 

2.講者: 葉怡芬老師 

 

★ 111-1 學習如何學習系列暨增能ICT講座工作坊！ 

（一） 採線上報名，相關報名及活動資訊請洽詢：師資培育學院課程組蕭小姐，

(02)7749-1249，e-mail：minchun@ntnu.edu.tw 

（二） 活動場次： 

 第一場次 

1. 講題:[ICT]因材網操作工作坊-初階[線上] 

2. 講者: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鄧達鈞課程督學 

3. 時間:111年 9月 14日(三)晚上 6時 30分至 8時 30分(2小時研習) 

4. 本場次為線上課程，請準備鏡頭及麥克風之設備，報名後將提供相關資

訊。(#本場次有研習證書，須確實完成簽到及回饋單填寫) 

5.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Z3oDg6QYGRGEZDBe9 

6. 備註:人數額滿將不受理報名(本場次限 60人) 

mailto:z59002@ntnu.edu.tw
https://forms.gle/Lyu3tR74SeQNikMk9
mailto:minchun@ntnu.edu.tw
https://forms.gle/Z3oDg6QYGRGEZDB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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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 

1. 講題:[ICT]因材網高中教材運用-進階[線上] 

2. 講者:臺北市西松高級中學蘇惠玉教師 

3. 時間:111/9/16(五)下午 2時到 5時 

4. 本場次為線上課程，請準備鏡頭及麥克風之設備，報名後將提供相關資

訊。(#本場次有研習證書) 

5.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KYGn1a8hcnLTaxot6 

6. 備註:人數額滿將不受理報名(本場次限 60人) 

 第三場次 

1. 講題:[ICT]從數位放大動機到永續：以均一教育平台作為 ICT融入學習

為例[線上] 

2. 講者:新北市龍埔國小施信源老師 

3. 時間:111年 9月 23日(五)下午 2時至 5時 

4. 本講座需與線上講師互動，請準備鏡頭及麥克風之設備。 

5.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qaV56wPjANgoT5G86 

6. 備註:人數額滿將不受理報名(本場次限 60人) 

https://forms.gle/KYGn1a8hcnLTaxot6
https://forms.gle/qaV56wPjANgoT5G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