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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96 學年度第 2學期「師資培育
與就業輔導會議」紀錄 

時間：97 年 3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整。 

地點：校本部行政大樓 2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建成處長                                    紀錄：鄧傳真秘書   

出（列）席人員：                                                   

何榮桂 
 

張武昌 
 

郭忠勝 
（劉紀萱代）

潘朝陽 
 

譚光鼎 
  

陳李綢 
（林瑩玲代）  

李明芬 
（嚴秀雯代） 

葉國樑 
(戴友榆代) 

林育瑋 
（魏秀珍代） 

鄧毓浩 
（陳翊芸代） 

張正芬 
 

潘慧玲 
 

王華沛 
 

彭淑華 
（范書菁代） 

林美娟 
（許嘉玲代） 

顏瑞芳 
 

陳秋蘭 

 

陳豐祥 
 

陳國川 
 

李勤岸 
（林淑慧代）

蔡錦堂 
 

洪萬生 
（謝佳叡代） 

賈至達 
（高有愛代） 

何嘉仁 
 

張永達 
 

管一政 
(楊芳瑩代) 

譚克平 
 

蔡慧敏 
(何京蕙代) 

蘇憲法 
（何昭慧代）

周賢彬 
（葉碧華代） 

吳明雄 
（簡振興代） 

游光昭 
（游惠雯代）

王希俊 
   

程金保 
（鍾怡慧代） 

洪欽銘 
(黃政吉代) 

施致平 
（林巧怡代）

蔡禎雄 
 

張少熙 
（李  晶代） 

謝伸裕 
（蘇易廷代） 

蔡雅薰 
 

曾金金 
（邵淑凌代） 

賴貴三 
（莊子儀代） 

賴守正 
（孫裔淑代）

柯芳隆 
（潘宇文代）

李通藝 
(游志宏代) 

謝淵任 
 

洪崇閔 張其元 
 

陳勇安 
 

林政得 
 

陳怡婷 
 

張建成 
 

洪仁進 
 

劉蔚之 
 

陳淑敏 
 

黃芳裕 
 

鄧傳真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師長在百忙中抽空參加本次會議，今天的會議主要是討論本

處新訂或修訂與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相關的一些辦法，請各位師長提供高

見。接下來；請本處各組先就與各系所學生有關的部份作業務報告。 

二、各組組長業務報告： 

（一）師資培育課程組洪仁進組長：（請詳工作報告第一頁） 

（二）實習輔導組劉蔚之組長：（請詳工作報告第一頁至第三頁） 

（三）地方教育輔導組陳淑敏組長：（請詳工作報告第三頁至第五頁） 

（四）就業輔導組黃芳裕組長：（請詳工作報告第五頁至第十頁） 

三、上次會議討論事項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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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序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行情形 

提案一 擬訂定「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師資培育生甄選作

業要點（草案）」，提請  

討論。 

師資培育課

程組 

修正通過。 本案業於

96.11.16 簽

奉  校長核定後

公告實施。本處

並已函請本校各

師資培育學系依

本要點訂定各系

甄選作業要點，

簽請校長核定後

據以辦理。 

提案二 擬修正「中等教育雙月

刊編輯委員會設置辦

法」部份條文，提請  討
論。 

地方教育輔

導組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辦理。

決定：同意備查。 

乙、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課程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第五點條文，提請  討論。 

說明： 

  ㄧ、本校各學系師資培育生之甄選，第一階段係依學生一年級上學期之學業

平均成績排序，以選出成績在前 70％之學生。惟部分學系考量學生入

學管道之不同，擬依不同入學管道者之成績，按前項比例分別排序篩

選，以維護學生之權益，爰提案修正第五點條文之規定，以利學系據以

訂定其甄選作業要點。 

  二、檢附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修正

後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草案）各乙份，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1-1）。 

 

提案二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課程組 
案由：擬訂本校「師資培育生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要點（草案）」乙式，提請  討

論。 

說明： 

  ㄧ、本校之師資培育計有師資培育學系及教育學程兩種管道，並分別依教育

部核定之師資培育數量甄選學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二、本校訂有「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以規範教育學程學生相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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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規定。本處擬參照前揭修習辦法，另訂「師資培育生教育專業課程修

習要點」，以為本校師資培育學系甄選之師資培育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之明確依據。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2）。 

 

提案三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課程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提請  討論。 

說明： 

  ㄧ、本處於 96 年 8 月組織調整後，有關教育學程相關業務亦由教務處移轉

本處接續辦理，爰提本案修正相關條文。 

  二、檢附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

修正後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各乙份，請  討

論。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3、3-1）。 

 

 

 

提案四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課程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要點」部分條文，提請  討論。 

說明： 

  ㄧ、有關教育學程甄選資格，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業已修正並報

教育部核定在案，擬依前揭修習辦法修正本案相關條文。 

  二、檢附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修

正後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要點」（草案）各乙份，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4、4-1）。 

 

 

 

提案五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課程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士班學生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基本修課條件」部分條文，

提請  討論。 

說明： 

  ㄧ、本修課條件係規範本校 91 學年度至 94 學年度入學之學士班學生，登記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七十分以上之規定。 

  二、邇來時有學生陳請有關「延長修業年限繼續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者，得否

不受學業平均成績須達 70 分之規範。」以利其選課。擬請衡酌本修課

條件之規範立意並考量修課學生之生涯規劃，修正本案相關規定，以符

應其殷切之學習需求。 

三、檢附本校「學士班學生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基本修課條件」修正條文對

照表（草案）及修正後本校「學士班學生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基本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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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草案）各乙份，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5、5-1），並自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丙、臨時動議：（無）     

丁、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附件 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五、甄選方式︰各學系甄選師資培

育生，採二階段方式辦理︰ 

﹙一﹚第一階段：各學系於每年

5 月初，依學生一年級上

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排

序，選出成績在前 70％之

學生，得於二年級上學期

開始，依本校教育專業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修習教

育專業課程。 

前項學業平均成績之排

序，各學系得依不同入學

管道學生之學業成績，按

前項 70％比例分別排序

篩選，與此相關規定應明

訂於各學系甄選作業要

點中。

﹙二﹚第二階段：各學系於每年

11 月底前，自第一階段篩

選得以修習教育專業課

程之學生中，甄選二年級

學生人數 40％之學生繼

續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甄

選方式除依學生一年級

之學年平均成績擇優錄

取外，並得參酌其他表現

進行之，其參酌項目及標

準由各學系自訂。 

五、甄選方式︰各學系甄選師資培

育生，採二階段方式辦理︰ 

﹙一﹚第一階段：各學系於每年

5月初，依學生一年級上

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排

序，選出成績在前 70％

之學生，得於二年級上學

期開始，依本校教育專業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 

﹙二﹚第二階段：各學系於每年

11 月底前，自第一階段

篩選得以修習教育專業

課程之學生中，甄選二年

級學生人數 40％之學生

繼續修習教育專業課

程。甄選方式除依學生一

年級之學年平均成績擇

優錄取外，並得參酌其他

表現進行之，其參酌項目

及標準由各學系自訂。 

考量學生入學管

道之不同，增訂各

學系得按比例分

別排序篩選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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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 
96.11.14 本校 96 學年度第 1學期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 

    第 1 次臨時會審議通過 

一、為提升師資培育素質，並明確規範本校各師資培育學系﹙以下簡稱各學系﹚

甄選師資培育生之作業程序，特依據教育部95年10月5日台中（二）字第

0950148987A號函暨本校研商96學年度入學新生修習中等教育學程方式會

議決議，訂定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師資培育生，係指各師資培育學系依本要點甄選修讀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之學士班學生。 

三、甄選對象︰自96學年度起，本校各學系學士班新生在學期間擬修習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以預備從事教職者。 

四、甄選名額︰以各學系當學年度學士班入學之一年級新生人數40％為限；但

各學系以專案報請教育部核定名額者，依核定之名額計。 

    前項學生人數之計算，不含公費生、僑生及外國學生，下同。 

五、甄選方式︰各學系甄選師資培育生，採二階段方式辦理︰ 

﹙一﹚第一階段：各學系於每年 5月初，依學生一年級上學期之學業平均

成績排序，選出成績在前 70％之學生，得於二年級上學期開始，

依本校教育專業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前項學業平均成績之排序，各學系得依不同入學管道學生之學業成 

績，按前項 70％比例分別排序篩選，與此相關規定應明訂於各學

系甄選作業要點中。

﹙二﹚第二階段：各學系於每年 11 月底前，自第一階段篩選得以修習教

育專業課程之學生中，甄選二年級學生人數 40％之學生繼續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甄選方式除依學生一年級之學年平均成績擇優錄取

外，並得參酌其他表現進行之，其參酌項目及標準由各學系自訂。 

六、相關規定︰ 

﹙一﹚公費生須依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其名額係屬外加名額，不

佔各學系之甄選名額。 

﹙二﹚僑生及外國學生非屬本校師資培育生，不計入各學系師資培育生之

名額內，但得依選課規定自由選修教育專業科目學分。 

﹙三﹚各學系已具師資培育生資格之轉系生及轉學生，其修習名額不隨轉

系或轉學而移轉，如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在各學系師資培

育生名額範圍內，循以下第（五）項之規定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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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規定，請各學系明訂於轉系、轉學及相關甄選要點，以公告週

知。 

﹙四﹚經甄選錄取之師資培育生，得申請放棄師資培育生資格。 

﹙五﹚各學系各學年度之師資培育生如有餘額，得於當學年度之甄選名額

內自行辦理遞補。各學系經遞補後若尚有餘額，應提請所屬學院就

院內各學系之教學特色及專業考量分配之。倘經學院分配後仍有餘

額，由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統籌規劃分配之。 

（六）經甄選得以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者，每學期至少修習一科教育專業科

目。學生之選課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選課之相關規定辦理。 

七、甄選程序︰各學系辦理甄選作業之申請時間、申請方式、審核項目、甄選

標準及資格放棄、遞補原則等相關規定，請依專業考量自訂甄選作業要

點，經系務會議通過，簽會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各學院及本處有關師資培育生餘額之統籌分配作業要點，亦同。 

八、錄取名單︰各學系請於每年5月15日前﹙第一階段名單﹚及12月15日前﹙第

二階段名單﹚，分別將各階段錄取名單送交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師

資培育課程組彙整後，登錄於選課系統，以利學生選課作業。 

九、第一階段名單內之學生，如未能列入第二階段之錄取名單內，即不具師資

培育生資格；惟仍得於每學期加退選時，選修教育專業科目學分（嗣後選

課之初選時，僅供第二階段錄取名單內之學生優先選課），但無法依規定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證明。未來師資培育政策倘若放寬師資培育

生名額，本校得配合政策修正，優予認定該等學生之師資培育生資格。 

十、各學系未獲甄選錄取前述師資培育生資格之學生（含轉系生、休學生及轉

學生），若前ㄧ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居該班排名前70％者，得依本校「教

育學程修習辦法」參加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其甄

選方式及錄取名額，由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訂定之。 

十一、本要點適用於96學年度起入學本校師資培育學系之學士班學生。 

十二、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附件 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生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要點 

            壹、總則 

一、為明確規範本校師資培育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特依據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規定訂

定本校師資培育生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貳、修習資格 

二、本校各師資培育學系學士班學生在校期間，得申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並自二年級

起始得修習。 

三、申請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生，應依本校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之規定，並通過本

校各學系辦理之師資培育生甄選（甄選作業要點另訂之）。     

四、錄取員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該學年度師資培育學系師資培育生名額為限。 

      参、課程規定 

五、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包括(一)共同必修：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材教法

及教學實習課程 ；(二)共同選修；(三)部分學系依教學需要另行開設之教育科目。

其應修學分總數至少二十六學分，其中必修課程至少十四學分，各領域必修學分數

如下： 

  1、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二科，共四學分。 

  2、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修習三科，共六學分。 

  3、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包括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 

共四至六學分。修習該二科目之前，應至少修習十二個教育學分。 

六、教育專業課程各領域必選修課程名稱、學分數，除依教育部規定外，得依本校培育

師資目標、師資、學生需要及發展特色，經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調整之。 

七、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之科目應與半年全時教育實習科別

相同。 

八、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必修課程之修習已達規定學分者，超修科目可視為

選修科目。 

  修習兩科以上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取得多科專門科目

學分證明書者，超修之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不得視為

選修科目。 

九、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生應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教師專門課程一覽表修習

專門科目。 

十、特殊教育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ㄧ般教育專業課程，應依部頒之科目及學分規定，於

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必修科目中選列至少十學分。

      肆、修業年限、成績、學分 

十一、教育專業課程修業年限至少二年，另加半年全時教育實習；每學期教育專業課程修

習學分數至多九學分，若已修滿畢業學分者，得申請每學期加修一至二科教育專業

課程，未在規定修業年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一年至二年；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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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之年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所定延長修業年限內計算。 

十二、學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係指其在主修、輔系之外，加修之科目及學分，不計入主

修學系畢業應修學分數內；惟超修之教育專業科目學分，得依主修學系之採認，計

入畢業學分數內。 

十三、學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各科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十四、學生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學分，併同主修學系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

總數，其學分總數應依本校學則辦理。 

        伍、學分費 

十五、學生在規定修業年限內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無需另繳交學分費。 

十六、學生因修習教育專業課程而延長修業年限，每學期修習學分數在九學分以下者，應

繳納學分費；逾九學分以上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陸、學分抵免 

十七、未通過甄選之學生一律不得預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預修者，其學分一概不予採認，

並不得辦理抵免。 

十八、主修學系專業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相同者，不得辦理抵免。 

  十九、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之抵免，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 

          柒、錄取資格之保留與放棄 

  二十、已具本校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資格，於畢業前仍未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者，倘於本校

繼續升學，得於入學選課前申請繼續修習教育專業課程，不受自二年級起始得修習

之規範，其已修習之學分數併入計算。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或未繼續升學者，視同

放棄修習資格。 

二十一、已辦理放棄教育專業課程修習資格者，其教育專業科目學分得依主修學系之採認，

計入畢業學分數內。 

          捌、附則 

二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二十三、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一、本校為辦理申請教育學程學生

之甄選，特設置教育學程甄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一、本校為辦理申請教育學程學生

之甄選，特設置教育學程甄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未修正。 

二、本委員會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處長、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及教育學系、教育心理與輔

導學系、國文學系、英語學系

等系主任組織之，由師資培育

與就業輔導處處長任召集人，

開會時為主席。 

二、本委員會由教務長、實習輔導

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及教育學

系、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國

文學系、英語學系等系主任組

織之，由教務長任召集人，開

會時為主席。 

業務主管單位更

迭，召集人亦更

迭。 

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決定教育學程甄選方式及

甄試項目。 

（二）審議教育學程甄選簡章。

（三）審議教育學程甄選錄取名

單。 

（四）議決其他有關教育學程甄

選事項。 

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決定教育學程甄選方式及

甄試項目。 

（二）審議教育學程甄選簡章。 

（三）審議教育學程甄選錄取名

單。 

（四）議決其他有關教育學程甄

選事項。 

未修正。 

四、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審議單位更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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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本校為辦理申請教育學程學生之甄選，特設置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教育學系、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國文學系、英語學系等系主任組織之，由師資培育

與就業輔導處處長任召集人，開會時為主席。 

三、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決定教育學程甄選方式及甄試項目。 

（二）審議教育學程甄選簡章。 

（三）審議教育學程甄選錄取名單。 

（四）議決其他有關教育學程甄選事項。 

四、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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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修習辦

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修習辦

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未修正。 

二、申請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

須為本校各學系學士班未獲甄

選錄取師資培育生資格學生及

碩、博士班各年級學生(不含大

四、碩四、博七)，每學年第二

學期在校期間經就讀系所核准

者，其甄選資格悉依當學年度

教育學程甄選簡章之規定。 

二、申請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資

格，為本校九十學年度起入學

之碩、博士班各年級(除碩四博

七外)第二學期在校學生，並經

就讀系所核准者。 

1.依本校教育學

程修習辦法之

規定，增訂本校

各學系未具師

資培育生資格

者亦得申請修

習教育學程。 

2.訂定甄選資格

之依據。 

三、申請學生應依甄選簡章之規定

繳交相關表件。 

三、申請學生應繳交下列表件： 

(一)報名表。 

(二)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一

式二張(背面書寫姓名、就

讀系所及學號，一張自行

黏貼於報名表，一張隨報

名表繳交)。 

修正繳交表件之

規定。 

四、甄選採筆試方式，考試科目為：

(一)教育知識(含教育時事、法

令、政策)。 

(二)語文測驗：國語文(含字形

與字音，佔 60％)、英文（佔

40％）。 

四、甄選採筆試方式，考試科目為： 

(一)教育常識(教育時事、法

令、政策)。 

(二)國語文測驗(字形與字

音)。 

修正考試科目名

稱及其佔分比例。

五、甄選成績計算： 

教育知識與語文測驗成績各佔

百分之五十。 

五、甄選成績計算： 

教育常識與國語文測驗成績各

佔百分之五十。 

修正考試科目名

稱。 

六、最低錄取標準由本校教育學程

甄選委員會訂定，達最低錄取

標準者，以總成績高低順序錄

取，至核定之招收名額額滿為

止，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人數

不足招收名額時，得不足額錄

取。 

最後名次如有二名以上總成績

相同時，以教育知識成績較高

者優先錄取，若成績仍相同

時，則一律錄取。 

甄試項目如有一科缺考或零分

者，則不予錄取。 

六、最低錄取標準由本校教育學程

甄選委員會訂定，達最低錄取

標準者，以總成績高低順序錄

取，至核定之招收名額額滿為

止，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人數

不足招收名額時，得不足額錄

取。 

最後名次如有二名以上總成績

相同時，以教育常識成績較高

者優先錄取，若成績仍相同

時，則一律錄取。 

甄試項目如有一科缺考或零分

者，則不予錄取。 

修正考試科目名

稱。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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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錄取名單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佈於師

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網頁，申

請學生應自行上網查詢，且不

受理成績複查。 

七、錄取名單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佈於教

務處網頁，申請學生應自行上

網查詢，且不接受成績複查。 

業務主管單位更

迭。 

八、甄選業務承辦單位，應於每學

年辦理甄選前，擬定甄選簡

章，經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公佈於師資培育與

就業輔導處網頁，免費供申請

學生下載。 

八、甄選業務承辦單位，應於每學

年辦理甄選前，擬定甄選簡

章，經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公佈於教務處網

頁，免費供申請學生下載。 

業務主管單位更

迭。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

定辦理之。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

定辦理之。 

未修正。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審議單位更迭。 

 

 

 

 

 

 

 

 

 

 

 

 

 

 

 

 

 

 

 

 

 

 

 

 

 

 

 



附件 4-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

之。 

二、申請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須為本校各學系學士班未獲甄選錄取師資培育生

資格學生及碩、博士班各年級學生(不含大四、碩四、博七)，每學年第二學期

在校期間經就讀系所核准者，其甄選資格悉依當學年度教育學程甄選簡章之規

定。 

三、申請學生應依甄選簡章之規定繳交相關表件。 

四、甄選採筆試方式，考試科目為： 

(一)教育知識(含教育時事、法令、政策)。 

(二)語文測驗：國語文(含字形與字音，佔 60％)、英文（佔 40％）。 

五、甄選成績計算： 

教育知識與語文測驗成績各佔百分之五十。 

六、最低錄取標準由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訂定，達最低錄取標準者，以總成績

高低順序錄取，至核定之招收名額額滿為止，成績達最低錄取標準人數不足招

收名額時，得不足額錄取。 

最後名次如有二名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以教育知識成績較高者優先錄取，若成

績仍相同時，則一律錄取。 

甄試項目如有一科缺考或零分者，則不予錄取。 

七、錄取名單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佈於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處網頁，申請學生應自行上網查詢，且不受理成績複查。 

八、甄選業務承辦單位，應於每學年辦理甄選前，擬定甄選簡章，經教育學程甄選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佈於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網頁，免費供申請學生下載。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之。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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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學士班學生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基本修課條件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有關學士班學生修習中等教育學

分，其登記之條件及方式如下： 

一、適用於九十一學年度至九十四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有關學士班學生修習中等教育學

分，其登記之條件及方式如下： 

一、自九十一學年度入學新生起實

施。 

明訂本修課條件

之適用對象。 

二、欲修習中等教育學分之學士班

學生，須於每學期結束前二個

月開始登記（一年級於下學期

始可登記），其登記前一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須達七十分以上及

無記過處分之紀錄。 

二、欲修習中等教育學分之學士班

學生，須於每學期結束前二個

月開始登記（一年級於下學期

始可登記），其登記前一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須達七十分以上及

無記過處分之紀錄。 

未修正。 

三、經審查合格後，自二年級（次

學期）起開始修習。修習教育

專業科目後，其學期平均成績

未達七十分以上者，應暫停修

習教育專業科目，並接受課業

輔導，俟登記前一學期平均成

績達七十分以上，再恢復修習

教育專業科目。惟延長修業年

限繼續修習者，得不受學期平

均成績須達七十分之規範。

    全學年的教學實習課程，第二

學期修習資格得不受學期平均

七十分之限制。 

三、經審查合格後，自二年級（次

學期）起開始修習。修習教育

專業科目後，其學期平均成績

未達七十分以上者，應暫停修

習教育專業科目，並接受課業

輔導，俟學期平均成績達七十

分以上，再恢復修習教育專業

科目。 

    全學年的教學實習課程，第二

學期修習資格得不受學期平均

七十分之限制。 

1.增列「登記前

一」等文字，以

符規定。 

2.考量延長修業

年限者之修課

需求，擬請修

正。 

四、修習教育專業科目應繳交學分

費。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次教

務會議決議，暫緩收取學分費）

四、修習教育專業科目應繳交學分

費。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次教

務會議決議，暫緩收取學分費）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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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學士班學生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基本修課條件 
 

依據本校 90 學年度第 4次教務會議暨 91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 

第 1 次臨時會議決議辦理 

94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 

有關學士班學生修習中等教育學分，其登記之條件及方式如下： 

一、適用於九十一學年度至九十四學年度入學新生。 

二、欲修習中等教育學分之學士班學生，須於每學期結束前二個月開始登記（一

年級於下學期始可登記），其登記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七十分以上

及無記過處分之紀錄。 

三、經審查合格後，自二年級（次學期）起開始修習。修習教育專業科目後，

其學期平均成績未達七十分以上者，應暫停修習教育專業科目，並接受課

業輔導，俟登記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達七十分以上，再恢復修習教育專業科

目。惟延長修業年限繼續修習者，得不受學期平均成績須達七十分之規

範。

    全學年的教學實習課程，第二學期修習資格得不受學期平均七十分之限

制。 

四、修習教育專業科目應繳交學分費。 （九十二學年度第二次教務會議決議，

暫緩收取學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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