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學年度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業務座談會 

 

時間：99年 8月 18日（三）AM10：00~12：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大樓第 1會議室 

主持人： 

游光昭 處長（臺灣師大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業務單位出席人員：  

張民杰 組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師培課程組） 

陳汝君 編審（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師培課程組） 

黃嘉莉 組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實習輔導組） 

劉瓊琇 編審（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實習輔導組） 

張素貞 組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兼就業輔導

組） 

翟筱梅 編審（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導組） 

張淑媛 編審（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組） 

議程： 

AM  9:45～10:00  報到 

AM 10:00～10:15  主持人致詞 

AM 10:15～11:30  各組業務報告 

AM 11:30～12:00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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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就業輔導組辦理活動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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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任務與組織 - 儲備能量，實現自我 
 

 

本處主要任務有三： 

（1）推動完善的教育專業課程、學科專門課程及實習輔導，以協助同學能順

利取得教職。 

（2）提供完備的就業輔導計畫、職場資訊及建教合作，以使同學能作好職涯

規劃與準備。 

（3）建立完整的教育與企業網路及良好的夥伴關係，以使同學能有充足的校

外資源。 

 

 

 

師

資

培

育

與

就

業

輔

導

處

組

織

圖

師資培育與就業
輔導處處長

游光昭教授

實習輔導組組長

黃嘉莉副教授

師培課程組組長

張民杰副教授

地方教育與輔導
組組長

張素貞助理教授

就業輔導組組長

張素貞助理教授

劉瓊琇 編審
鄭美蘭 組員
葉思甫 行政專員
張瑛婷 行政助理 

翟筱梅 編審
陳怡如 行政佐理
楊婉培 行政專員

張淑媛 編審
楊邦輝 技士
彭郁綺 專案助理 

林嘉兒 

編審

陳汝君 編審
洪碩伶 組員
劉育珊 行政助理
陳怡雈 技術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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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各組業務職掌表 

組別 業務項目  承辦窗口  校內網路分機  

師資培育課程組 
辦理師資培育生名額控管、教育學程

規劃、甄選、卓越師培獎學金規劃等

事宜 

陳汝君 1229 

中等學校各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訂定（修訂）及報部核定 

校務系統有關教育學程業務之登錄

及維護 

教育學程開課及協調各學系支援授

課事宜 

洪碩玲 

(9/6到職) 

1230 

教育部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案彙

整、報部 

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證及各類

證明書核發事宜 

教育部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經費

管理 

劉育珊 1232 

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證及各類

證明書核發事宜 

卓越師培獎學金淘汰機制事宜 

微型教室借用管理及規劃事宜 

教育學程修習資格登錄管理、校際間

修習資格移轉及教育學分審查、抵免

等事宜 

陳怡雈 1237 

教育實習申請、收件、各系所實習資

格初審、實習報到通知書發送等事宜 

實習學生(教師)資格審核 

教育實習相關申請程序解答 

實習輔導組 

 

 

實習成績評量繳交之控管、協調、審

核 

許瑋庭 

(9/1到職) 

1240 

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教師資格複檢：審核、造冊、陳報 

實習證明文件核發（複檢、成績、實

習期間） 

實習指導教師洽聘、酌計授課鐘點、

異動 

實習指導教師巡迴輔導成果洽收登

錄、統計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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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業務項目  承辦窗口  校內網路分機  

實習輔導組 
實習學生（教師）問題事件及疑義之

協調處理 

劉瓊琇 1236 

教育實習課程及相關法令彙辦修訂 

實習學校金球獎及實習學生金筆獎

甄選暨頒獎典禮 

辦理實習學生(教師)職前講習 

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檢定暨

登記審查會議 

辦理教檢達人研習 

配合系所辦理教學實習（大四試教、

見習、參觀） 

鄭美蘭 1235 

大五返校座談演講費、誤餐費、巡迴

輔導差旅費核銷 

實習學生讀書會補助 

實習成績洽收、登錄、校正 張瑛婷 1238 

教師資格複檢之收件、合格教師證書

轉發、加科登記收件、彙整 

各類實習表單繳交、彙整 

教育實習經驗分享徵稿活動 

就業輔導組 
職訓局就業學程業務 張淑媛 1255 

辦理「名人講座」、「企業參訪」申請

補助 

教育部職能診斷帄台 

青輔會提升青年就業力相關職涯活

動申請補助 

獎勵國家考試申請 

辦理本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業務 楊邦輝 1252 

辦理畢業生流向帄台相關調查業務 

辦理國家考試相關內容業務 

國內升學、國外留學等訊息活動張貼 

辦理求職求才登記事宜 彭郁綺 1253 

教育部企業實習專案 

地方教育輔導組 
實習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查 翟筱梅 1244 

中等教育季刊投稿與審稿業務 陳怡如 1245 

教師甄選經驗分享徵稿 

辦理偏鄉/離島地區學校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需求調查及彙編相關資料。 

楊婉培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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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業務重要日程表 
 

月份 日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99年 

8月 
1(日) 擬訂就業輔導年度計畫 就業輔導組 

1(日) 教育部「96-98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開始媒合 

就業輔導組 

1(日) 第 2學期實習學生至實習學校報到 實習輔導組 

1(日) 各系登錄實習指導教授名單 實習輔導組 

2(一) 辦理99年度 「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

查」，各系（所）聯繫資料彙整中 

地方教育輔導組 

2(一) 辦理 99年度「教甄考古題蒐集」，現正蒐集中 地方教育輔導組 

2(一) 通知實習學生領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實習輔導組 

2(一) 通知各系助教規劃返校座談鐘點費所需補助經費 

 

實習輔導組 

5(四) 辦理 99年度「教師甄選經驗分享專文徵稿」 地方教育輔導組 

9(一) 彙整複核師資生繳交實習資格文件 師培課程組 

9(一) 發函各系所每位實習指導教授印製名片2盒計350元 實習輔導組 

12(四) 召開師資培育生甄選委員會（審獎學金簡章） 師培課程組 

12(四)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1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15(日) 教育部「95-97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實習生申請薪資報帳 

就業輔導組 

18(三) 99年卓越師培計畫第2次工作會議 師培課程組 

30(一) 完成登錄巡迴輔導紀錄表 實習輔導組 

31(二) 99年卓越師培計畫各子計畫繳交工作進度資料 師培課程組 

9月 1(三) 教育部「96-98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媒合成功實習生開始上班 

就業輔導組 

1(三) 卓越師培獎學金簡章公告 師培課程組 

1(三) 辦理「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及教師進修相

關說明公聽會」 

地方教育輔導組 

1(三) 辦理99年度 「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況調

查」，各系（所）資料回報截止（一） 

地方教育輔導組 

6(一) 各師培學系受理學生申請卓越師培獎學金並進行審

查 

師培課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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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8(三) 名人就業講座活動申請（上學期起） 就業輔導組 

8(三) 企業參訪活動申請（上學期起） 就業輔導組 

8(三) 畢業生就業現況調查 就業輔導組 

8(三) 「營造卓越教與學品質、全面提升學生競爭力」計

畫相關活動申請（上學期起） 

就業輔導組 

10(五) 至彰化師範大學「99年度師資培育大學辦理地方教

育輔導成果發表會」 

地方教育輔導組 

10(五)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99學年度第2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15(三) 教育部「95-97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實習生申請薪資報帳 

就業輔導組 

15(三) 99年卓越師培計畫第3次工作會議 師培課程組 

15(三) 各師培學系向師培與就輔處推薦卓越師培獎學金資

料截止日 

師培課程組 

18(六) 辦理實習輔導教師研習活動 實習輔導組 

23(四) 各師培學系協助發放卓越師培獎學金甄審(筆試)准

考證 

師培課程組 

24(五)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實習輔導組 

25(六) 卓越師培獎學金甄審(筆試) 師培課程組 

30(四) 教育部「95-97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結案 

就業輔導組 

30(四) 各學院針對教育專業課程共同選修課程提出修訂意

見截止日 

師培課程組 

30(四) 99年卓越師培計畫各子計畫繳交工作進度資料 師培課程組 

30(四) 99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實習申請截止 師培課程組 

10月 1(五) 各師培學系協助發放卓越師培獎學金甄審面試通知

單 

師培課程組 

1(五) 辦理實習指導教授座談會 實習輔導組 

5(二) 函請特約實習學校提供教育實習名額 師培課程組 

9(六) 卓越師培獎學金甄審(口試) 師培課程組 

中旬 召開師資培育生甄選委員會（審獎學金正備取名單） 師培課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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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14(四)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99學年度第3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15(五) 教育部「95-97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實習生申請薪資報帳及新聞發佈 

就業輔導組 

15(五) 公告卓越師培獎學金正備取名單 師培課程組 

16(六) 辦理「百年樹人：劉真校長百歲華誕慶祝活動－當

代師範教育高峰論壇」（15-17日接待行程） 

地方教育輔導組 

20(三) 99年卓越師培計畫第4次工作會議 師培課程組 

21(四) 卓越師培獎學金說明會 師培課程組 

21(四)～

25(一) 

卓越師培獎學金正、備取生報到 師培課程組 

29(五) 公告卓越師培獎學金受獎生名單、函報教育部 師培課程組 

29(五)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實習輔導組 

31(日) 99年卓越師培計畫各子計畫繳交工作進度資料 師培課程組 

11月 5(五) 「95-97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教

育部規定最後申請實習生薪資期限 

就業輔導組 

中旬 函請師培學系提供教育專業課程開課資料 師培課程組 

17(三) 99年卓越師培計畫第5次工作會議 師培課程組 

19(五)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4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25(四) 「營造卓越教與學品質、全面提升學生競爭力」計

畫相關活動第一期報告 

就業輔導組 

26(五) 國家考試講座 就業輔導組 

26(五) 辦理教檢達人研習 實習輔導組 

30(二) 99年卓越師培計畫子計畫繳交成果報告 師培課程組 

30(二) 公告並函送99年度 「實習學生（教師）擔任教職概

況調查」統計資料（二） 

地方教育輔導組 

30(二) 完成99年度「教甄考古題蒐集」並提供下載服務 地方教育輔導組 

12月  留學講座 就業輔導組 

1(三) 教育部「95-97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結案報告上傳至教育部 

就業輔導組 

1(三) 函請各系所請師資生上網登錄個人實習資料 師培課程組 

5(日) 上網公告錄取99年度「教師甄選經驗分享專文」 地方教育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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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6(一) 100年卓越師培計畫摘要截止收件 師培課程組 

10(五) 實習學生教育實習評量開始 實習輔導組 

中上旬 師培生說明會 師培課程組 

15(三) 第二階段師培生(學系甄選)名單送師培與就輔處 師培課程組 

15(三) 99年卓越師培計畫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報部 師培課程組 

16(四)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5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16(四) 教師檢定考試簡章已公告請注意報名日期及考試時

間 

實習輔導組 

下旬 辦理師培生餘額遞補 師培課程組 

下旬 召開師資培育生甄選委員會（審學系師培生名單） 師培課程組 

22(三) 100年卓越師培計畫審查會議 師培課程組 

24(五)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實習輔導組 

29(三) 99年卓越師培計畫成果發表會 師培課程組 

29(三) 本處99卓越師培計畫【1-4、1-5】案成果發表 地方教育輔導組 

30(四) 國考獎勵申請 就業輔導組 

31(五) 名人就業講座活動結案（上學期訖） 就業輔導組 

31(五) 企業參訪活動結案（上學期訖） 就業輔導組 

31(五) 學生向學系提出特殊績優表現師資培育生申請截止

日 

師培課程組 

100年 

1月 

上旬 公告師培生(學系甄選)名單 師培課程組 

3(一) 北區中等學校優良教學示例彙編（I）評選開始 地方教育輔導組 

5(三) 發行1月份電子報 地方教育輔導組 

10(一) 實習學生教育實習評量截止 實習輔導組 

14(五) 100年卓越師培計畫全文截止收件 師培課程組 

14(五)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6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15(六) 學系向師培與就輔處推薦特殊績優表現師資培育生

截止日 

師培課程組 

中下旬 召開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 師培課程組 

20(四) 發文 1.各系大四試教材料費補助款 250元 

     2.公費生請領試教材料費每生250元 

實習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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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3.公費生外埠參觀補助款 3000元  

下旬 教育學程甄選簡章公告 師培課程組 

26(三) 100年卓越師培計畫報教育部 師培課程組 

26(三) 100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名冊調查 實習輔導組 

28(五)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班級經營與正向管教】工作坊（一） 

地方教育輔導組 

30(日) 畢業生就業現況調查結案 就業輔導組 

31(一) 北區中等學校優良教學示例彙編（I）評選結束 地方教育輔導組 

2月 1(二) 第 2學期實習學生至實習學校報到 實習輔導組 

2(三) 通知實習學生領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實習輔導組 

5(六) 發行2月份電子報 地方教育輔導組 

中下旬 召開師資培育生甄選委員會（審特殊績優表現師培

生、卓越師培獎學金受獎生續領資格） 

師培課程組 

16(三) 偏遠地區到校服務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一） 

       （雙溪1） 

地方教育輔導組 

17(四)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7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21(一) 名人就業講座活動申請（下學期起） 就業輔導組 

21(一) 企業參訪活動申請（下學期起） 就業輔導組 

21(一) 「營造卓越教與學品質、全面提升學生競爭力」計

畫相關活動申請（下學期起） 

就業輔導組 

21(一) 北區中等學校優良教學示例彙編（I）結果公布 地方教育輔導組 

25(五)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實習輔導組 

28(一) 100學年度第1學期實習學生暨1年實習教師教育實

習申請截止日 

師培課程組 

28(一) 完成登錄巡迴輔導紀錄表 實習輔導組 

3月  國家考試講座 就業輔導組 

1(二) 雇主滿意度調查 就業輔導組 

1(二) 實習心得寫作金筆獎作品開始收件 實習輔導組 

5(六) 發行3月份電子報 地方教育輔導組 

中至下旬 教育學程甄選系所受理學生報名 師培課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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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17(四)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7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17(四) 教師檢定考試 實習輔導組 

25(五)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實習輔導組 

 請推薦指導教授參加教育部指導教授卓越獎、團體

合作獎作品比賽 

實習輔導組 

26(六)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班級經營與正向管教】工作坊（二） 

地方教育輔導組 

31(四)  發行中等教育季刊第62卷第1期 地方教育輔導組 

4月 5(二) 發行4月份電子報 地方教育輔導組 

14(四)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8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15(五) 實習心得寫作金筆獎作品收件截止 實習輔導組 

20(三) 偏遠地區到校服務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二） 

       （雙溪2） 

地方教育輔導組 

下旬 教育學程甄選考試 師培課程組 

29(五) 

（暫定） 

2011就業博覽會暨留學博覽會 

or3月配合國際文化博覽會 

就業輔導組 

29(五)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實習輔導組 

29(五) 辦理更改指導系所 實習輔導組 

29(五) 教師檢定考試放榜 實習輔導組 

5月 1(日) 師資生實習學校分發 師培課程組 

5(四) 發行5月份電子報 地方教育輔導組 

中上旬 召開教育學程甄選委員會 師培課程組 

中上旬 公告教育學程生錄取名單 師培課程組 

中旬 函請師培學系提供教育專業課程開課資料 師培課程組 

15(日) 第一階段師培生(學系甄選)名單送師培與就輔處 師培課程組 

15(日) 教育部實習績優獎截止報名 實習輔導組 

19(四)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9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20(五) 函請各系所審查實習資格 師培課程組 

27(五)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實習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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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作業項目 承辦單位 

28(六)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學校課程發展與評鑑】工作坊（一） 

地方教育輔導組 

30(一) 「營造卓越教與學品質、全面提升學生競爭力」計

畫相關活動結案（訖） 

就業輔導組 

6月 上旬 教育學程錄取新生選課說明會 師培課程組 

1(三) 領取合格教師證 實習輔導組 

5(日) 發行6月份電子報 地方教育輔導組 

9(四) 辦理職前研習說明會 實習輔導組 

10(五) 印製實習報到通知書函請各系所轉發並函請各系所

請師資生繳交實習資格文件 

師培課程組 

10(五) 實習學生實習成績評量開始 實習輔導組 

17(五) 召開本校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委

員會 99學年度第 10次會議 

 

實習輔導組 

20(一) 偏遠地區到校服務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三） 

       （介壽1） 

地方教育輔導組 

24(五) 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實習輔導組 

30(四) 名人就業講座活動結案（下學期訖） 就業輔導組 

30(四) 企業參訪活動結案（下學期訖） 就業輔導組 

30(四) 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案 就業輔導組 

30(四) 國考獎勵申請 就業輔導組 

30(四) 發行中等教育季刊第62卷第2期 地方教育輔導組 

30(四) 發函各師培系所辦理100年度【實習學生（教師）擔

任教職概況調查】 

地方教育輔導組 

7月 5(二) 發行7月份電子報 地方教育輔導組 

15(五) 實習學生實習成績評量截止 

 

實習輔導組 

15(五) 通知各系所領取教育實習輔導手冊 實習輔導組 

15(五) 公費合格教師分發各縣市 實習輔導組 

23(六)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學校課程發展與評鑑】工作坊（二） 

地方教育輔導組 

27(三) 區域性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一） 

     【桃園地區-至善高中】 

地方教育輔導組 

 



國立臺 灣師 範大學 就業 輔導組 辦理 活動 意 見調 查表 

 

 

 

 

 

系所名稱：____________系____________所                   ___年____月____日 

承辦人：____________________主任或所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內容溝通事項：（請鈎選） 

一、辦理最佳時間：（可複選） 

○ 3月下旬 ○ 4月中旬        ○ 4月下旬 ○ 5月上旬 

○假日辦理       ○非假日辦理       ○ 其他                       

二、辦理地點： 

○ 圖書館校區羅馬廣場 ○ 校本部日光大道 

○ 其他                                                          

三、系所鼓勵同學參加做法： 

○ 請當日授課老師安排於課程中 ○ 當日停課    ○ 抽空參加 

○ 其他                                                          

四、系所邀請相關業者參加做法：（許多同學認為無對應於自己科系的廠商） 

○ 系所協助至少邀請一家廠商參加 ○ 系所推薦參加廠商     

○ 主辦單位決定 

○ 其他                                                          

五、您對於本活動的意見或建議事項： 

                                                                      

                                                                      

謝謝您的填答！請將本問卷擲下本組，或傳真 2367-5275，謝謝！）....... 

親愛的系所主任您好： 

感謝  貴系所動員同學參加 2010校園徵才活動，得以順利圓滿。本處為瞭解本活動的辦理

成效與貴系所對本活動的意見，作為 2011年辦理相關活動的參考，敬請您惠填本問卷，問卷內

容多來自今年活動所收集學生的問題。相信經由您的協助與指教，會使我們的活動內容更為豐

富並符合學生需求。感謝您的合作！   

敬祝     暑安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組    敬上  

9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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