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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任的話 

各位靜宜師資生，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修習教育學程，我深信教育學程會給你們很不一樣的學習

經驗，也可以協助各位開展多元的能力。 

師資培育是教育之母，師資的好壞往往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因此，

國家對師資培育訂有很多規範，以確保師資品質。各校教育學程的開設，必須

經過教育部核准，也必須遵循各項師資培育的規範。為了讓同學們清楚修習本

校教育學程之相關規定，我們特別製作了這本手冊，希望減少同學們在修習教

育學程過程中的摸索。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學生都有資格成為師資生。我要恭喜各位通過教育學

程遴選考試而成為「師資生」，未來只要妥善規劃時間，遵循相關之師培法規，

各位將有很大機會取得教師證的。修習教育學程，雖然會比其他同學修更多課

而辛苦些，但我相信你會因教育學程而有不同的收穫，你也會因教育學程而有

更大的就業競爭力。 

祝 

      平安如意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王金國 

201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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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培中心簡介 

一、歷史沿革 

本校於八十四年度獲教育部核准設立「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並於八十五

學年度獲准設立「幼稚園教育學程」，八十六學年度招收「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以培育兼具教育專業素養與服務理念之教師為己任，為國內私立大學教育學程

種類最為完備之師培中心，亦是國內教育大學以外師資生核定量最多的學校。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隸屬於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之下，為校內二級教學單位。目

前教育部核定可開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2 班（90 人）、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2 班

（61 人）、幼稚園教育學程 1 班（21 人）。 

 

 

 

 

 

 

 

 

 

 

 

二、教育目標 

靜宜師培之教育目標培育學生成為「具備教育專業知識、教育專業倫理與

人文藝術涵養之良師」。 

 

三、師資生核心能力指標 

（一）教育專業知識 

（二）精熟的教學技巧 

（三）教育專業倫理 

（四）良好溝通能力 

（五）人文與藝術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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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名詞解釋 

（一）學程：如果一門課是一道菜，學程就是一組「套餐」，將特定課程組成在

一起，就變成「學程」。 

（二）教育學程：將許多有關教育的學科加以組合，並經教育部核定，就是「教

育學程」。台灣的「教育學程」一共有四類，包括「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幼稚園教育學程」及「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

教育學程的學分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實習課程」。如下說明： 

1.普通課程：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程，廣義來說，取得大學學歷（畢業）

者，即視為完成普通課程。 

2.專門課程（中教）：中等教育學程的師資生，除了前項「教育專業課程」

以外，師資生還要修畢「專門課程」。舉例來說，要擔任國文科的老師，

除了要修習教學理論與教材教法等與有關「教育專業課程」外，還得修習

與國文科學科知識有關「專門課程」（例如：小說選）。原則上，教育專業

課程由師資培育中心開設，專門課程由各科之規劃學系開設，師資生記得

要把各學系規劃的「專門課程」修畢。 

3.教育專業課程（中教、小教、幼教）：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需教育知

能之教育學分課程，指的是培育一位教師具備教育專業知能之教育學分課

程，依不同教育學程類別，有不同的學分要求，中等教育學程所需學分數

為 26 學分；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所需學分數為 40 學分；幼稚園教育學程

所需學分數為 26 學分。  

4.教育實習課程：為培育教師之教學實習、導師 (級務) 實習、行政實    習、

研習活動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師資生在學校修完普通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後，師資生還需到實習學校進行半年的教育實習，以深

化教育理論，並對教育實務有更多的瞭解。 

（四）培育類料（中教）：中等學校教師的教師證是有分科的（例如：國民中學

數學科教師證），不像國小是包班制。有關中教，我們學校目前培育 26

科教師。不過，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會際事務科、流通管理科、資

料處理科以及電子商務科等科別，僅受理「加科登記」及「加另一類科」，

不作為教育實習分發之選項。所謂「加科登記」及「加另一類科」指的是

師資生已有一張教師證後，又修完另一類「專門課程」，可以申請個人的

第二張（不同專長）的教師證。例如：有人已經有一張國中英語科教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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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修完商業經營科的專門課程，他就可以申請取得第二張教師證（商

業經營科）。 

（五）教育學程相關培育系所（中教）：中教師資生在修教育學程時，就必須先

規劃自己未來想取得的教師證。不過，並非自己想取得某一科教師證就可

以取得。師資生必須是該培育類科的「相關培育系所」的學生，或是申請

該「相關培育系所」為自己的輔系，或雙主修。例如：中文系學生修國文

科是沒問題的，法律系學生要修公民科也沒問題。但是，中文系或法律系

學生未來如果想取得英文科教師證，則他必須把英文系當成自己的輔系或

雙主修。 

（六）「加科登記」：國中採分科教學，不同學科有不同的教師證，只要修畢兩

類「專門課程」就有機會取得兩張教師證。很多校友畢業後，常自己利用

週末再去師資培育大學修某一類科之專門課程，他們不用再實習，不用再

參加教師檢定，就可以申辦加科登記。若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初審通過後，

陳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複審，通過後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發『加科登記』

之教師證。 

（七）「加另一類科」：有人拿了國中教師證，也拿了國小或幼稚園教師證，他

擁有兩個類科（教育階段別）的教師證。有些師資生，在大學階段修習教

育學程，經實習並教師檢定後，取得了一張教師證。後來，考入研究所，

他又報考另一階段別之教育學程，修畢其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

（中教才需要）後，即可申辦另一類科教師證。若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初

審通過後，陳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複審，通過後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發

『加另一類科』之教師證。 
 

五、學生未來進路 

本中心自民國八十四年創立中等教育學程、八十五年成立幼稚園教育學

程、八十六年設立國民小學教育學程至今已有三千多名畢業生，依學生所主

修課程及興趣大致分為七大方向： 

1.教育機構 學前教育、國小、國中、高中等各級學校之教育人員 

2.補教業 兒童美語班、作文班、數學補習班 

3.非營利組織 任職於各綜合性社會福利服務之協會、基金會、社會福利機構 

4.政府部門 以約僱人員或公務員身分，於各級政府單位服務 

5.國內外進修 繼續修習教育或其他專業之碩、博士班 

6.原科系領域之工作 如：導遊（觀光系）、翻譯（英文系、日文系、西文系） 

7.其他 從事與原科系及教育無關之行業，如：繼承家中事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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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之設計理念 
1. 以樹的成長過程（芽苗樹）

象徵【教育的本質】是持續

的成長，追求自我實現。 

2. 以不同的樹型與顏色象徵

【教育的精神】是鼓勵多元

發展，尊重個別差異。 

3. 以明亮和諧的色系象徵

【教育的理想】是樂觀、積

極、永遠充滿活力與希望。 

六、中心 LOGO 設計理念 

 

 

 

 

 

 
 

七、教學空間資源 

空間 地點 

師培中心辦公室 第二研究大樓 402、403 

兒童文學專業研究室 第二研究大樓 401 

微型試教暨美術教室 第二研究大樓 302 

教材教法專業教室 第二研究大樓 201 

幼兒教材資源專業教室 第二研究大樓 202 

琴法專業教室 第二研究大樓 102 

師培學生會系窩 第二研究大樓 B009 

 

参、業務職掌及辦理時間 

業務職掌 行政人員 

專門課程相關業務、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中等學校教師

加科登記、加註另一類科教師證申辦、師培導師制度、教育部推動大

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六項作業（含 50 小時志工制

度）、師培學會、志願服務、靜大博幼課輔專案行政支援、教育部師

資培育助學金專案、國際教育服務（蓋夏助學金申請） 

杜怡莉 

17065 

幼稚園教育專業課程、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

程、教育專業課程課務安排及學分抵免、放棄師資生資格申辦、預修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追認、校際選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辦、

移轉師資生資格至他校、演講活動 

郭光超 

17061 

教育學程遴選考試、實習分發、實習簽約、教育實習事宜（返校座談、

教育部實習績優獎）、教師檢定考試服務、實習輔導通訊、學生手冊、

校友事務、網頁管理 

張馨文 

1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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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業務辦理時間 

 各項業務辦理日期將於辦理日起 2 個星期前公告於中心網站。 

辦理業務內容 月份 

【在校生】專門課程認定及審查 

【在校生】實習生資格檢核：任教專門課程檢核（中教） 

【在校生】放棄教育學程修讀資格申請 

【實習生】實習前座談會（2/1~7/31 之實習生） 

1 

【合格教師】加科登記/加另一類科申請 

【實習生】領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在校生】師資培育獎助學金（工讀生）申請 

【在校生】繳交六項作業（開學起一週內） 

【在校生】他校轉入本校修讀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2 

【在校生】師資培育獎助學金（工讀生）申請 

【合格教師】加科登記/加另一類科申請 
3 

【實習生】教師檢定考試證書申請 4 

【在校生】實習生資格檢核：教育專業課程檢核（中教、小教、幼教） 5 

【合格教師】加科登記/加另一類科申請 

【在校生】專門課程認定及審查 

【在校生】實習生資格檢核：任教專門課程檢核（中教） 

【在校生】放棄教育學程修讀資格申請 

6 

【實習生】實習前座談會（8/1~隔年 1/31 之實習生） 7 

【在校生】師資培育獎助學金（工讀生）申請 8 

【在校生】繳交六項作業（開學起一週內） 

【在校生】師資培育獎助學金工讀生申請 

【在校生】教育學程學分抵免 

【在校生】他校轉入本校修讀教育學程學生報到 

【研究生】移轉教育學程修讀資格（大學部已具備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應屆畢業且於本校升學者，可將資格帶入研究所） 

9 

【在校生】實習分發說明會 

【合格教師】加科登記/加另一類科申請 
10 

【在校生】實習生資格檢核：教育專業課程檢核（中教、小教、幼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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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師資介紹 

一、主聘教師 

姓名 職稱 專長領域 信箱 分機 研究室 

王金國 副教授兼主任暨教育

研究所所長 

教學原理、教育心理學、班級經營、

教師行動研究 

ckwang@pu.edu.tw 17060 

17608 

二研 417 

吳俊憲 教授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與教學、教育

行政與評鑑教育哲學、課程政策與

管理 

chwu3@pu.edu.tw 17607 思源 534 

呂文惠 副教授 教育心理學、發展心理學、閱讀 

發展、學習障礙、心理與教育測驗 

whlu@pu.edu.tw 17603 二研 407 

胡憶蓓 副教授 教學媒體、課程設計、服務學習 yphu@pu.edu.tw 17605 二研 411 

莊瓊惠 副教授 特殊教育、發展心理學、幼兒發展、

教育心理學、學習障礙 

chchuang@pu.edu.tw 17609 二研 419 

郭伶芬 副教授 台灣通史、台灣歷史與民俗、歷史

與人物分析、台灣社會變遷史 

lfgou@pu.edu.tw 17612 二研 319 

鄭瑞娟 副教授 多元文化教育、語文教育、親職 

教育、班級經營、實習視導 

rccheng@pu.edu.tw 17601 二研 405 

鄭青青 副教授 幼兒教育課程設計、幼教課程模式、

幼教課程評鑑、幼教哲學 

cccheng@pu.edu.tw 17604 二研 409 

孫台鼎 助理教授兼諮商輔導

中心主任 

教學原理、生命教育、青少年問題

與輔導、實習視導、服務學習 

tdsun@pu.edu.tw 17606 

11260 

二研 413 

宮高德 助理教授 士林哲學、人文主義、哲學人學、

基督宗教思想、基督-神學、基本邏

輯、哲學概論、倫理學 

kdkung@pu.edu.tw 17613 方濟 409 

二、合聘教師 

姓名 職稱 專長領域 信箱 分機 研究室 

王振輝 教授兼人文暨社會科

學院院長 

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社會學 

文化研究 

chwang@pu.edu.tw 17610 

17000 

思源 525 

張學善 教授 輔導原理與實務、班級經營理、 

教育心理學、教師情緒管理、 

心理與教育測驗 

hschang@pu.edu.tw 17602 二研 406 

黃政傑 講座教授 教育政策、課程與教學改革、潛在

課程研究、課程評鑑 

jjhuang@pu.edu.tw 17611 主顧 785 

彭宇薰 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 藝術跨領域研究、西洋音樂史、 

鋼琴演奏 

yspong@pu.edu.tw 18309 

11695 

主顧 684 

李惠加 講師 學前教育、兒童文學、教材教法 hclee@pu.edu.tw 17202 三研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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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學程修習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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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須為相關培育系所。 

2.修業期程各應至少 2 年(四學期)，另加半年教

育實習，並須完成 50 小時志工服務與學習。 

3.相關重要規定請瀏覽中心網頁或來電諮詢。 

修讀教育學程課程 

靜宜大學在校生 

參加教師甄試 

通過成為師資生 

教育學程遴選 

依錄取學程別修習教育專業科目 

實習及格取得『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教師資格檢定考 
教育部舉辦之考試每年 3~4 月 
（依實際公告為準） 

幼稚園教育學程 
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教育專業課程 40 學分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教育專業課程26學分+專門科目 

通過則擁有合格教師證 未通過，隔年可重考 

經甄選通過成為本校師資生， 
申請學分抵免最多不超過該類 
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四分之一， 
可抵免之科目請洽詢師培中心。 

報考 

參加半年教育實習 4 學分 
1.上學期實習（8/1~隔年 1/31） 

2.下學期實習（2/1~7/31） 
各教別選修人數須達 10 人才會開課 

完成教育職前課程(P.3) 

未預先修讀教程課程 預先修讀教程課程 

未通過 

未取得師資生資格，仍可繼續預先修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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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育專業課程地圖 

一、幼稚園教育學程 

幼稚園教育專業課程   開課邏輯架構、先後修課順序及擋修機制 

身份 修習年度 

修習課程概說 教育學程 26 學分 

開始修習 

教程 

教學基本學科 

課程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方法學課程 

教學實習及 

教材教法課程 
教育學程選修科目 

師 

資 

生 

第一學期 

 幼兒語言表達 幼兒發展與保育 幼稚教育概論  鍵盤樂(一) 

親職教育 

教育哲學 

幼兒文學、幼兒體能與遊

戲、幼兒餐點與營養、幼

兒自然科學與數的概念、 

幼兒社會學、幼教人員專

業倫理、幼稚園行政、幼

兒學習環境設計、幼兒行

為輔導、幼兒教具設計與

應用、班級經營、進階鍵

盤樂、特殊幼兒教育、幼

兒教育課程模式、語文與

閱讀發展、教師情緒管理 

第二學期 

幼兒藝術  幼稚園課程設計 幼稚園教材教法(一) 教育心理學 

教師行動研究 

鍵盤樂(二)  

第三學期 

  幼兒行為觀察 幼稚園教材教法(二) 

 

特殊教育導論 

多元文化教育 

幼兒音樂與律動 

第四學期 

   幼稚園教學實習 特殊教育導論、教育社

會學、幼兒教育評量、

輔導原理與實務、生命

教育、性別教育、環保

教育、服務學習方案

設計與發展 

附註：1.幼稚園教育學程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以八學分為原則（含校際選課）。 

2.須先修習「幼稚園教材教法(一)」，才能修習「幼稚園教材教法(二) 」。 

3.須先修習「幼稚園教材教法(二)」，才能修習「幼稚園教學實習」。 

4.必須先修習鍵盤樂(一)，才能修鍵盤樂(二)。實習 

實習資格審查（5 月申請） 

教育專業 26 學分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 26 學分、專門科目、實習皆完成 教師資格檢定考 

 

取得教師證 

 

參加教甄 

 

成為正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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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   開課邏輯架構、先後修課順序及擋修機制 

身份 修習年度 

修習課程概說 教育學程 40 學分 

開始修習 

教程 

教學基本學科 

課程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方法學課程 

教學實習及 

教材教法課程 
教育學程選修科目 

師 

資 

生 

第一學期 

 普通數學 

國音及說話 

自然科學概論 

鍵盤樂(一) 

教育哲學   教育史 

教育概論 

教育行政 

兒童發展(隔年開課) 

教育生涯規劃 

兒童文學、寫字、音樂、
健康與體育、進階鍵盤
樂、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學習領域教材教法、國民
小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
域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
法、國小英語教材教法、
兒童英語、教育生涯規
劃、教師情緒管理、創意
思考與教學、教育研究
法、語文與閱讀發展、藝
術與人文、兒童問題與輔
導、心理與教育測驗 

第二學期 

鍵盤樂(二)  

美勞 

教育心理學 教學原理  教育法規 

教育史 

生命教育 

鄉土教學 

教育社會學 

青少年心理學 

行為改變技術 

第三學期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班級經營 

課程發展與設計 

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國

語教材教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教材教法 

教育人員專業倫理 

多元文化教育 

特殊教育導論 

教學媒體與操作 

教育測驗與評量 

親職教育 

第四學期 

   國民小學數學學習領域教

材教法 

國民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教

材教法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輔導原理與實務 

特殊教育導論 

教師行動研究 

環保教育 

性別教育 

服務學習方案設計與發展 

附註：1.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以十二學分為原則（含校際選課）。 

2.必須先修習鍵盤樂(一)才能修鍵盤樂(二)。 

3.國民小學教學實習須修足教育學程三學期後（第 4 學期起）才能修習。 實習 

實習資格審查（5 月申請） 

教育專業 40 學分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 40 學分、專門科目、實習皆完成 教師資格檢定考 

 

取得教師證 

 

參加教甄 

 

成為正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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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   開課邏輯架構、先後修課順序及擋修機制 

身份 修習年度 

修習課程概說 教育學程 26 學分 

開始修習 

教程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方法學課程 

教學實習及 

教材教法課程 
教育學程選修科目 專門科目課程 

師 

資 

生 

第一學期 

 教育哲學 

教育心理學 

教學原理  教育概論 

教育史 

教育行政 

教育生涯規劃 

教育生涯規劃 

教師情緒管理 

教育研究法 

資訊教育 

發展心理學 

電腦與教學 

現代教育思潮 

組織領導與實務 

教育與職業輔導 

諮商理論與技術 

適應與心理衛生 

創意思考與教學 

心理與教育測驗 

依所欲修習之專門科目

（如：英文或國文等專

門科目）進行修習，且

修習所需之學分。 

第二學期 

 班級經營 

輔導原理與實務 

 教育社會學 

教育史、德育原理 

教育法規 

青少年心理學 

行為改變技術 

第三學期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課程發展與設計 

教育人員專業倫理 

多元文化教育 

特殊教育導論 

青少年問題與輔導 

教育測驗與評量 

教學媒體與操作 

親職教育 

第四學期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教師行動研究 

特殊教育導論 

生命教育 

環保教育 

性別教育 

服務學習方案設計與發展 

附註：1.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以八學分為原則（含校際選課）。 

2.須先修習「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後，才能修習「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3.建議先修習「教學原理」後，再修習「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實習 

實習資格審查（5 月申請） 

教育專業 26 學分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 26 學分、專門科目、實習皆完成 教師資格檢定考 

 

取得教師證 

 

參加教甄 

 

成為正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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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科專門課程 

一、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專門課程 

完整的中等教育學程之職前教育課程除學校 26 學分的「教育專業課程外」，

還包括「專門課程」。不同科別的教師證所要求的專門課程不同，本校可培育 26

科，如下表所列。 

國民中學（含與高級中等學校共同學科並列） 

培育專門課程科別 適合培育該科之相關系所 

語文領域國文專長//國文科 中文系、台文系 

語文領域英語專長//英文科 英文系 

數學領域數學專長//數學科 統計資訊系、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專長//輔導科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物專長//生物科 生態系、食營系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化學專長//化學科 應化系 

社會領域公民專長 法律系 

高級中等學校（含共同學科及職業類科） 

培育專門課程科別 適合培育該科之相關系所 

共 
同 
學 
科 

國文科 中文系、台文系 

英文科 英文系 

數學科 統計資訊系、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輔導科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生物科 生態系、食營系 

化學科 應化系 

公民與社會科 法律系 

第二外語（西班牙語） 西班牙語文學系 

第二外語（日語） 日文系 

資訊科技概論科 資管系、資傳系、資工系 

職 
業 
類 
科 

商業經營科 
國企系、企管系、會計系、財金系、觀光系、資管系、經營管理進

修學士班 

國際貿易科 國企系、企管系、會計系、財金系、觀光系、經營管理進修學士班 

會計事務科 國企系、企管系、會計系、財金系 

流通管理科 國企系、企管系、財金系、資管系、經營管理進修學士班 

資料處理科 資管系 

電子商務科 資管系 

觀光事業科 觀光系 

餐飲管理科 觀光系 

美容科 化粧品科學系 

備註：上述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專門課程，其中國際貿易科、會際事務科、流通管

理科以及電子商務科等科別，僅受理中等學校教師「加科登記」及「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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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科」（參閱第 4 頁）教師之專門課程培育與審查，不作為教育實習分

發之選項，請留意。 

二、國民小學教育學程之專門課程（本校目前只規劃國小英語科） 

國小教師採包班制，國小教師證是不分科的。但是，為了強化學科專業，凡

是修畢特定專門課程者，則可加註這項專長。在小教部分，本校目前已規劃妥「培

育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 

舉例來說，英文系的同學修畢教育學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並經教檢通過

教師證後，如果他把「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則他可得向本中

心申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教師之加科登記，經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複

審通過核發另一張教師證。本校培育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一覽表

如下表： 

教育部 101/6/6 臺中（二）字第 1010104237 號函核定 

靜宜大學培育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科目名稱 英語 

要求總學分數 26 必備科目學分數 18 選備科目學分數 8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

系、研究所（含輔系） 

英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 

類型 部訂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 

備 

科 

目 

英語發音教學 英語發音教學 2  

英語聽說教學 英語聽講教學  2  

英語讀寫教學 
英文文法與字彙教學 2  

英文閱讀與寫作教學 2  

兒童外語習得 
第二語言習得 (一) 2  

第二語言習得 (二) 2  

英文兒童文學 英語兒童文學  2  

國民小學英語評量 英語教學測驗與評量 2  

國民小學英語教學觀

摩與試教 
英語教學實習  2  

小計 18 

「英語發音教學」、

「英語聽說教學」、

「英語讀寫教學」、

「兒童外語習得」、

4 科合計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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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備 

科 

目 

英語故事教學 英語兒童文學教學 2 必選 

多媒體輔助英語教學 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2 

必選 

類型 部訂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選 

備 

科 

目 

英語正音與口語訓練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一)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二) 

英語演說訓練(一) 

英語演說訓練(二) 

英語聽講(一) 

英語聽講(二) 

2 
6 科選

1 科 

4 類選 2 類 語言學概論 
英語語言學概論(一) 

英語語言學概論(二) 
2 

2 科選

1 科 

讀者劇場 
戲劇選讀 

劇場藝術與實務 
2 

2 科選

1 科 

英語會話 

中級英語會話(一) 

中級英語會話(二) 

高級英語會話(一) 

高級英語會話(二) 

2 
4 科選

1 科 

小計 12 

說     明 

1.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18 學分，選備科目 8 學分，共計至少 26 學分。 

2. 自 100 學年度起修習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之師資生，除了本表規定必選備學分數至

少 26 學分外，並應取得有關國小「教育專業課程」的「兒童英語」（2）及「國小英語教材教

法」（2）二科目之至少 4 學分，亦即取得國小英語科教師證之學分修讀應合計至少 30 學分。 

3. 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者，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

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B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4. 本表選備科目之各類至少修習一科且成績及格，始可採計該科學分數。 

 

三、教育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之重要規定 

（一）教育專業課程不得列為專門課程。 

（二）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科目名稱不得相同或相似，並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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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科登記 / 加另一類科之作業流程 

 

 

 

 

 

 

 

 

 

 

 

 

 

 

 

 

 

 

 

 

 

 

 

 

 

 

 

 

 

 

 

※ 提醒您，業務承辦人為杜怡莉秘書，分機 17065。 

YES 

YES 

NO 

NO 

END 

師培中心檢核申請 

文件是否具足？ 

通知原申請人於三 

個工作日補件完成 

填報教育部申請教師證之 

作業系統&列印審查名冊 

補件完成 

填報教育部規定申請書表，並 

送交由師培中心召開之「教師 

資格審查會議提案討論」 

通知原申請人並 

退還原申請文件 
通過？ 

備文報部審查 

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佐證文件 

通知原申請人領取 

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 

END 

核發教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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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校際選課流程 

符合下列條件者可辦理校際選課：1.該科目本學期本校未開課、2.屆畢業生或延

畢生、3.其他原因，選課流程如下圖所示： 

 

 

 

 

 

 

 

 

 

 

 

 

 

 

 

 

 

 

 

 

 

※ 提醒您，業務承辦人為郭光超秘書，分機 1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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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六項作業及志工服務 

一、六項作業內容及相關規定（自 101 學年度起實施） 

(一) 目的：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增進學生在非正式課程

上的專業成長，特訂定本辦法。 

(二) 執行單位：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三) 實施對象： 

1.修習教育學程者（含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教育學程）。 

2. 若為加另一類科之學生，可免繳交。 

(四) 繳交期程： 

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受理繳交，逾期恕不接受補繳。 

(五) 繳交規定： 

1.作業內容須為成為師培生後之參與活動，惟「多元能力培養」項目之『考

取專業證照』不在此限。 

2.為師培生期間，共需繳交兩次，做為實習分發分數之依據（占一學分分

數）。 

3.最後一次繳交期限為教育實習前一學年度之開學二週內。 

(六) 繳交作業內容： 

1. 作業內容分成六大項目，請在每個項目中選取一項作業繳交即可。 

 

項目 作業選項 作業內容說明 分數 備註 

敬 

業 

精 

神 

陶 

成 

教育志工服務 1. 志工服務至少50小時，其中至少25小時

需於學校服務（含無薪給之博幼專業教學

服務、科學動手做、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

等），除師培中心辦理之教育服務營隊或計

畫專案外，師資生進行教育服務志工需對

應所修習之教程別。 

2. 繳交教育志工服務時數證明及反思紀錄。 

30分 師資生應於

進行志工服

務之前，先將

「志願服務

計畫書」送請

導師審閱簽

核。 

人 

文 

藝 

術 

涵 

養 

1. 聆賞表演與藝術 參與兩場表演藝術展演，並檢附證明（如票

根、照片、心得）。 

15分 左列 5 項內

容擇 1 項完

成。 2. 觀賞美展 參與兩場美展，並檢附證明（如票根、照片、

心得）。 

3. 藝術季 參與靜宜大學課指組舉辦之藝術季活動，並

檢附證明。 

4. 藝術相關活動 參與兩場與藝術相關活動，檢附證明。 

5. 美姿美儀 參加美姿美儀訓練等研習，檢附證明。 

教 1. 教育名著閱讀 閱讀教育經典名著，撰寫心得一篇。 15分 左列 5 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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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專 

業 

增 

能 

2. 參與本校教育學程

或教研所演講 

參與師資培育中心辦理之教程演講兩場，檢

附證明。 

容擇 1 項完

成。 

※『教育法

規』－教育

基本法、國

民教育法列

為必讀。 

3. 教育法規研讀 閱讀教育相關法規，撰寫心得兩篇。 

4. 參與教育相關研討

會、專題演講等 

撰寫參與教育學術活動之心得報告一篇。 

5. 讀書會 撰寫參與讀書會活動之心得報告一篇。 

教 

學 

技 

能 

提 

升 

1. 電子白板研習 檢附證明或作品。 15分 左列 5 項內

容擇 1 項完

成。 

2. 板書書寫研習 檢附證明或作品。 

3. POP海報製作研習 檢附證明或作品。 

4. 口語表達 參加辯論比賽、演講比賽、說故事比賽等口

語訓練相關活動，檢附證明。 

5. 其他增能研習 其他與教育相關或可增加自我能力之研習，

如相片編輯、攝影研習等。 

多 

元 

能 

力 

培 

養 

1. 製作履歷、自傳 製作履歷、自傳一份。 15分 左列 5 項內

容擇 1 項完

成。 

2. 急救訓練 參加衛保組辦理之急救研習，或參加CPR研

習等相關急救訓練，檢附證明。 

3. 參與營隊活動 參與營隊活動一場，檢附證明。 

4. 考取專業證照 如電腦資訊證照、英檢證照、鄉土語言證照、

教練證及其他各項檢定.等，檢附證明。 

5. 參與工作坊 參加本校的諮商輔導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等

之非師資培育中心辦理之工作坊、研習活動

兩場，檢附證明。 

修課 

感想 

與 

反思 

1. 撰寫修習教育學程

之心得報告 

撰寫俢習本學程之心得報告一篇。 10分  

(七) 作業格式規定： 

1.請至師資培育中心-下載專區-六項作業網頁下載表格，並依格式撰寫。 

2.各項心得字數限 300 字至 500 字。 

3.字型請用 14 大小、標楷體、字距使用標準、行距使用單行行距，請勿加

寬。 

4.表演藝術及美展之舉辦日期，須在當學期開學日至下學期開學日前一天。

若不在此期間，各篇一律扣 10 分。 

5.教育法規之本文可列在文章中，但恕不列入心得字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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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六項作業中『教育法規』－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列為必讀。 

7.為協助師培生提早熟悉教育職場，其中 25 小時之服務機構必需於中等學

校、國民小學或已立案之幼托園所進行。此 25 小時應於修習完畢所有課

程前兩個學期完成。 

(八) 志工時數說明： 

1.採時數累計方式，依一次交六項作業時是否繳交擔任至少 25 小時來計

分。 

2.最後一學年開學前需擔任至少 50 小時(或以上)志工時數。 

3.每次繳交 25 小時以上（含）志工時數須繳交反思紀錄 1 篇。 

4.第一次繳交 6 項作業時，若未及完成 25 小時以上（含）志工時數及反思

紀錄 1 篇，應於第二次繳交 6 項作業時補交，逾期不予受理申請修正成

績。  

(九) 實習分發分數計算方式： 

1.（第 1 次六項作業＋第 2 次六項作業）/2 

2.學生至目前為止修習教育學程的各科【分數】／【學分數】之總和。六

項作業成績列入實習分發分數計算。 

 

二、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志願服務實施辦法 

（網頁公告 http://www.tecr.pu.edu.tw/ass/super_pages.php?ID=ass3）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志願服務實施辦法 
民國 97 年 4 月 15 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闡揚本校「志工靜宜」之理念及培育未來教師具有關懷 弱勢、服務

利他的價值觀，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所有之師培生。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志工」為本中心之師培生，「運用單位」則為本中心師

培生提供志願服務之機構。 

第四條 本中心所有師培生均應於修習課程期間，完成 50 小時（或以上）志工

服務，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 志願服務機構之選擇由師培生自覓。 

二、 為協助師培生提早熟悉教育職場，其中 25 小時之服務機構必需於

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或已立案之幼托園所進行。此 25 小時應於修

習完畢所有課程前兩個學期完成。 

三、 兩階段之志願服務各須撰寫一篇反思紀錄，並繳交導師審閱。 

四、 師培生服務前須擬定服務計劃，並繳交導師審閱。 

http://www.tecr.pu.edu.tw/ass/super_pages.php?ID=as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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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志願服務之內容、時間由運用單位與志工共同協商。 

六、 本中心對志工之督導由導師擔任。 

第五條 運用單位應提供志工服務前之工作訓練及後續督導，並在符合安全及衛

生之適當環境下進行服務。 

第六條 運用單位應依實際提供服務之時數填寫紀錄（不含交通往返時間），並

加蓋運用單位登錄人證明章，交由志工繳回本中心。 

第七條 志工應遵守志願服務相關倫理及運用單位訂定之相關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中心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繳交六項作業重要規定 

(一) 六項作業繳交時間：六項作業分兩次繳交，繳交期間為開學後二周內，最後

一次作業必須於實習前一學年完成。 

(二) 志工服務 

1.時數：志工服務時數 50 小時，其中至少 25 小時需對應所修習教程別之

教育職場服務。 

機構與時數 

教  別 
學校 25 小時 其他機構 25 小時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國（高）中、專案計畫 

服務機構不限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小 學、專案計畫 

幼稚園教育學程 幼 兒 園、專案計畫 

 

2.專案計畫指教育部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師培學會科學動手做、博

幼基金會活動…等。 

3.進行服務前，原則上需先擬定「志願服務計畫書」，並送請師培導師審閱

簽核。 

4.進行服務後，必須繳交「教育志工服務時數證明」及「反思紀錄」。 

5.實習前必須完成 50 小時志工服務。 

 

※ 提醒您，業務承辦人為杜怡莉秘書，分機 1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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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半年教育實習 

一、教育實習分發申請流程 

 

 

 

 

 

 

 

 

 

 

 

 

 

 

 

 

 

 

 

 

 

 

 

 

 

 

 

 

※ 提醒您，業務承辦人為張馨文秘書，分機 17062。 

面試通過 

繳交實習同意書 

面試未通過 

教育實習分發申請 

（十月） 

公告實習學校名額 

（十一月） 

選填實習學校志願 

（十二月） 

公告實習分發名單 

（十二月） 

各縣市教育處公告 

合格教育實習機構 

（十~十一月） 

實習學校面試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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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教師檢定及國家考試 

一、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後始可參加，通過後方可取得教師證） 

二、教師甄選考試 

1.可參閱本中心網頁(http://www.tecr.pu.edu.tw/)之「教師甄選」資訊。 

2.可留意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教師甄選訊息。 

共同科目 1.國語文能力測驗：包括國文、作文、閱讀、國音等基本能力。 

2.教育原理與制度： 

(1)教育原理：包括教育心理學、教育社會學及教育哲學等（包括

德智體群美五育理念與實踐）。 

(2)教育制度：包括與本教育階段相關制度、法令與政策。 

專業科目 幼稚園 

1.幼兒發展與輔導：包括幼兒生理、語言、認知、社會、人格、情緒、

道德等領域之發展及保育與輔導等。 

2.幼稚園課程與教學：包括幼兒教育課程理論、課程設計、教學原理

與設計、教學環境規劃及教學評量等。 

國民小學 

1.兒童發展與輔導：兒童發展包括生理、認知、語言、社會、道德、

人格及情緒；兒童輔導包括主要諮商理論或學派、輔導倫理、團體

輔導、學習輔導、兒童適應問題診斷與個案研究及心理與教育測驗。 

2.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包括國民小學課程發展與設計、教學原理與

設計、班級經營及教學評量等。 

3.自 103 年度起加考數學。 

中等學校 

1.青少年發展與輔導：青少年發展包括生理、認知、社會、道德、人

格及情緒；青少年輔導包括主要諮商理論或學派、輔導倫理、團體

輔導、學習輔導、行為輔導、生涯輔導、青少年適應問題診斷與個

案研究及心理與教育測驗。 

2.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包括中等學校課程發展與設計、教學原理與

設計、班級經營及教學評量等。 

http://www.tecr.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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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師資培育助學金工讀生及獎學金 

一、師培中心助學金工讀生申請資格 

(一)此為教育部「師資培育助學金」。 

(二)獎助對象：限具教育學程身份之本校師資培育生。 

(三)獎助名額及金額： 

1.名額：依每學年度師資生總數配比。 

2.金額：每位同學每月核發 4000 元整助學金(40 小時/每月)。 

(四)申請日期：每學年的第一學期。 

(五)申請資格： 

1.成績優異學生：上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五名。 

2.清寒優秀學生：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 

(1)上一學期學業成績為 80 分以上且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2)有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清寒證明者或合於申請就學貸款低收

入戶條件者。 

(六)符合申請資格證明文件說明 

1.符合申請資格第一項者（成績優異學生）： 

請繳交上一學期註記班排名之成績單正本一份。 

2.符合申請資格第二項者（清寒優秀學生）： 

請繳交(1)上一學期成績單正本一份。 

(2)應檢附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一份。 

(七)申請受理窗口： 

1.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二研 402） 

2.連絡電話：(04)2633-3588 或校內分機 17065 

 

二、靜宜大學學生相關獎學金 

http://www.stu.pu.edu.tw/osa/main.jsp?DepID=02&MsgTypeNo=S04F1 
 

http://www.stu.pu.edu.tw/osa/main.jsp?DepID=02&MsgTypeNo=S04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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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参、重要法規 

各項法規詳細資訊請參閱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網頁-「法規與章則專區」為準。 

一、修習辦法及甄選要點 

(一)靜宜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二)靜宜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 

二、教育專業課程抵免 

(一)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細則 

三、加科/另一類科 

(一)靜宜大學師培中心加科及加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教育實習(半年) 

(一)靜宜大學師培中心師培生實習就業及地方教育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三)靜宜大學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拾肆、注意事項 

一、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之教育學程學分，不計

入各學系所之畢業學分數。 

二、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中途退學或畢業者，即喪失修習本校教育學程之資格；但

已具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師資生，應屆畢業且於本校升學者，得繼續修

習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另外本校師資生尚未修畢教育學程因學籍異動轉

學至他校或因應屆畢業錄取他校研究所(含碩士班及博士班)，擬移轉資格於

他校繼續修習教育學程課程者，需確認本校與他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

同之類別及學科，並經兩校同意後，依據他校之規定辦理教育學程資格轉入

程序，並由轉入學校輔導師資生修課及參加教育實習相關事宜。 

三、師資生若申請放棄教育學程資格，已繳交之費用概不退費，但學生可申請將

教育學程學分更改為選修學分；教育學程學分更改為選修學分後，該學分可

視為外系選修學分，惟各系另定為不得採計畢業學分者，從其規定。 

四、放棄教育學程資格須於每學期期末考後至次一學期開學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已申請放棄修讀教育學程之學生，爾後若要再修習教育學程，

需再經過教育學程甄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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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不得同時修習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如欲轉換學程類

別，須重新提出申請並通過甄選。其已修畢之學分，得依本校學則之規定辦

理抵免。 

 

拾伍、實用表單 

各項表單請參閱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網頁-「下載專區」為準 

一、教育專業課程抵免 

(一)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學分抵免表 

(二)幼稚園教育學程學分抵免表 

二、學分證明書 

(一)校友補發教育學分證明書 

(二)英文教育學分明書申請表 

三、放棄教育學程 

(一)放棄修習教育學程申請書 

(二)放棄修習教育學程填寫說明 

四、專門科目 

(一)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申請表 

(二)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Sample 

(三)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申請資格說明 

五、六項作業 

(一)義工活動參與紀錄表 

(二)義工服務心得格式 

(三)志願服務時數證明書 

(四)志工服務心得(反思紀錄單) 

(五)志工活動參與紀錄表 

(六)志願服務計劃書 

(七)教程演講活動參與證明格式 

(八)教育經典名著 

(九)六項作業表格 

(十)六項作業-六項作業教育法規 

 

六、教育實習 

(一)在校生/畢業生申請教育實習審核表 

(二)在校生身分參加教育實習課程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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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生身分申請教育實習切結書 

(四)畢業生請領畢業證書切結書 

(五)畢業生教育實習課程人工選課 

(六)外校生『教育實習課程』申請單 

(七)延緩實習切結書 

(八)中止教育實習申請書 

(九)實習學校同意書（在校生/畢業生） 

(十)到職報告表 

(十一)實習生整體輔導計畫(半年) 

 

七、教師證書作業流程 

(一)補發申請書 

(二)補發申請手續 

 

八、返校座談 

(一)返校座談請假單 

(二)返校座談分組紀錄表 

 

拾陸、師培Q&A 

「師培 Q&A」請參閱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網頁-「教育資源專區」。 

http://www.tecr.pu.edu.tw/community2/community.php?CID=1 

http://www.tecr.pu.edu.tw/community2/community.php?C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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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教育學程自我檢核表 

一、幼稚園教育學程 

考入學期別：______學年度______學期 

課程 / 活動名稱 第 1 學期 

（預修） 

第 2 學期 第 3 學期 第 4 學期 第 5 學期 第 6 學期 

教育專業 

課 程 

必修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選修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50 小時 

志工服務 

其他機構 

25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對應教別之
學校25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六項作業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參加教育實習 預計       學年度     學期（    年    月）參加實習 

 
 
 

二、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考入學期別：______學年度______學期 

課程 / 活動名稱 第 1 學期 

（預修） 

第 2 學期 第 3 學期 第 4 學期 第 5 學期 第 6 學期 

教育專業 

課 程 

必修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選修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50 小時 

志工服務 

其他機構 

25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對應教別之

學校25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六項作業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參加教育實習 預計      學年度     學期（    年    月）參加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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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考入學期別：______學年度______學期 

課程 / 活動名稱 第 1 學期 

（預修） 

第 2 學期 第 3 學期 第 4 學期 第 5 學期 第 6 學期 

教育專業 

課 程 

必修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選修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教育專門 

課程（中教） 

必修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選修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學分 

50 小時 

志工服務 

其他機構 

25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對應教別之
學校25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六項作業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參加教育實習 預計      學年度     學期（    年    月）參加實習 

 
 
 

拾捌、師培聯絡簿 

 
姓名 

  

師培導師    

好友 1    

好友 2    

好友 3    

好友 4    

好友 5    

好友 6    

好友 7    

好友 8    

好友 9    

好友 10    

  



102 學年度教育學程學生手冊 

29 

拾玖、師培榮譽榜 

102 年度教師檢定考試全國通過率為 59.78％，本中心教師檢定考試通過

率達 80%，通過名單如下，恭賀學長姊 ! 

 

 

102 年度教師檢定考試榜單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張玉燕、李素香、李月治、楊雯琦、林品慈、廖羿琇、王思嵐、 

吳昕怡、吳慎恆。 

 
 

幼稚園教育學程 

劉虹妙、吳洛昀、陳靜瑋、許淑閔、古幸平、羅文君、賴佩君、 

林育瑤、張雅雲、劉素珍、羅敏慈。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王惠萱、曾冠榮、蔡慶盛、羅晧文、王郁芬、吳奕穎、譚玉晨、 

陳思羽、許偉煥、蔡珮蓁、沈迪涵、陳泓瑋、林育如、李翊寧、 

林宏賓、許秋華、楊妙筑、徐  寧、陳逸修、郭倢妤、張琳美、 

黃雅琪、陳婉欣、王詩涵、李美慧、何思誼、吳蕙君、林芳宇、 

粘惠鈞、洪尚妤、黃詩予、陳瑞琪、張淳筑、王俐蓉、洪文彥、 

石家玲、黃靖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