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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實習的目標及內涵 
 

教育實習是教育理論在實際教育現場的應用、試驗、反思與轉化的關鍵階段，是教

師建立其教師生涯的試金石，也是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中最重要。實習的過程可深化未來

教師的專業信念與知能；並藉由實際體驗教育工作，激發實習生服務熱忱，及對學生的

教育愛心，確認其以教育為職志的專業認同感。 

理論與實務在師資培育中缺一不可，即大學與中小學校共同培育師資才是專業發展

的正確方向。本校期望朝師資培育伙伴關係（partnership）的方向前進，能有專業交流的

機會，大學與中小學共同培育優良的師資，讓大學的理論與中小學學校的實務經驗更多

交流。 這需要雙方討論與互動的機會，是漸進的過程，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專業的共

識，與各學校共同思考師資培育的改進之道。在教育實習改制為半年之際，淡江大學希

望能落實實習輔導（mentoring）的精神，協助實習生從實務中反省理論，並以理論引導

其專業成長。因此我們嘗試先從本校的實習課程改進做起，實習合作學校則視其信念與

意願，加以配合。我們期待中小學校更多提供其看法，以改進師資培育的品質。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2學年度與 46所中學簽訂教育實習合作契約。長期而言，

本校期待與更多大學和中小學互動，建立師資培育之伙伴關係，不但培養未來的師資，

也有機會提升在職教師的專業知能。以下是淡江大學目前所擬定的實習課程目標，以及

期望實習學校方面的配合內容。 

一、實習目標 

（一）提供實習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驗，提昇其專門科目與教學專業知能。 

（二）藉由觀摩教師之教學、輔導學生、及行政活動之經驗，提昇其從事教育工作之能

力與專業認同感。 

（三）經由專業指導，協助實習生檢視、反省並改進其教學及輔導實務。 

二、實習期間及內容 

本校目前開辦上學期及下學期的實習課程，實習期間為每年 8月 1日至翌年 1月 1

日或 2月 1日至 7月 31日為起迄期間。教育實習課程包含：（一）教學實習（二）導師

實習（三）行政實習（四）研習活動。實習期間以教學實習及導師實習為主，行政實習

及研習活動為輔。此外，本校教育實習課開課學分數為 2學分，因此，每兩週實習學生

必須返校上教育實習的專業研討課程，參見「中等學校教育實習課程網要」。 

三、實習合作學校之實習輔導內容 

（一）教學實習，由輔導老師協助實習生： 

1、掌握教學重點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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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揮創意，設計符合教學目標之教學策略。 

3、妥善選擇教學媒體。 

4、掌握與管理教學情境。 

5、安排作業。  

6、指導學生作業。 

7、進行教學評鑑與學習評量。 

8、進行班級經營管理與師生互動。 

9、安排特殊學生的學習。 

10、培養聲音、肢體、眼神、板書、自然大方的教師儀態。 

 

（二）導師實習，由輔導老師協助實習生： 

1、建立與掌學生各種基本資料。 

2、輔導班上學生的學習及生活教育等工作。 

3、指導學生的自治活動與班會。 

4、指導及陪同學生參加校內外各種集會、活動及競賽。 

5、與家長溝通，以及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6、藉由不同策略，以充分瞭解學生的個別狀況。 

7、批閱聯絡簿及其他作業。 

8、督導學生參加升、降旗、清掃活動。 

9、填寫學期結束時各項成績及表冊資料。 

10、進行特殊學生的輔導。 

 

（三）行政實習，由學校行政單位協助實習生： 

1、瞭解學校各種教育法規、章程、辦法。 

2、認識學校各處室的組織、編制、工作職掌及運作方式。 

3、學習校務計畫、行事曆、各處室年度工作計畫之擬定及各項活動安排。 

4、參加全校及各處室相關會議，瞭解決策過程。 

5、參與學校各項體育活動、團體活動。 

6、參與學生諮商與輔導。 

7、共同維護校內環境整潔與學生的安全。 

8、做好學校交辦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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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習活動，由學校行政單位協助實習生： 

1、參加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每兩週返校課程。 

2、參加實習學校規劃之校內學科研究，新進人員的研習或導入活動，參加各學科

的觀摩教學，見習各處室之行政計畫及運作，參加教師成長小組或團體。 

3、參加地區縣市教育局安排之輔導及教學知能研習活動。 

4、參加地區研習中心（會）舉辦的教育專題研習活動。 

 

四、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 

（一）指導從事教學實習與導師(級務)實習。 

（二）提供上台試教機會，並給予回饋意見。 

（三）提供與班上學生接觸的機會，並指引輔導策略。 

（四）提供參與學校行政事務的機會，並適時提供建議。 

（五）進行評量，並給予成績。 

 

五、實習合作學校的角色 

（一）與本校簽訂教育實習契約，提供實習所需設備及場所。 

（二 ）成立「輔導工作小組」，辦理各項有關之輔導工作。 

（三）遴選具有輔導能力、意願，教學3年以上及相關經驗之合格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 

（四）輔導從事教育實習工作，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

動。實習期間以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 

（五）實習末安排模擬試教與口試。 

（六）與本校共同負責實習生之評量。 

（七）與本校共同輔導解決於教育實習期間所面臨教學及心理調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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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淡江大學實習指導教師的角色 

（一）在課程實施前擬定本課程之綱要，包含課程內容與進度。 

（二）隔週進行課程，輔導實習生。 

（三）前往實習合作學校，到校視導實習生教學。 

（四）評閱作業，並給予回饋。 

（五）進行評量，並給予成績。 

 

七、實習生成績評量方式 

(一)實習成績，採百分計分法，成績計算比例： 

1、本校：占百分之五十。 

2、實習合作學校：占百分之五十。 

(二)實習成績評量項目及配分 

1、淡江大學 

(1)教學實習成績(45%) 

a.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b.平時教學知能表現 

c.期末試教 

d.實習歷程檔案 

(2)導師(級務)實習成績（30%） 

a.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b.輔導與級務處理知能表現 

c.實習歷程檔案 

(3)行政實習成績(15%) 

a.教育實習計畫 

b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c.實習歷程檔案 

(4)研習活動成績（10％） 

a.返校研習出席率 

b.小考及模擬考 

2、實習學校 

(1)教學實習成績(45%) 

a.平時教學知能表現 

b.期末試教 

(2)導師(級務)實習成績（30%） 

a.輔導與級務處理知能表現 

b.其他在實習班級之表現 

(3)行政實習成績(15%) 

a.參與行政相關會議與活動 

b.各處室行政實習表現  

(4)研習活動成績（10％） 

a.參與校內外研習 

b.研習成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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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績均達到 60 分者，為實習成績及格。 

（四）實習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五）實習成績不及格者，得重新申請實習費，惟申請重新實習以 1次為限，通過後需

重新繳費。 

 

八、實習生請假規定 

(一)請依「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要點」第 35-38條條文規

定辦理，條文內容如下。 

三十五、實習學生半年實習期間之請假日數規定如下： 

(一) 事假：以三個上班日為限。 

   (二) 病假：以十四個上班日為限(連續二日以上之病假應檢附醫生證明)。 

(三) 婚假：以七個上班日為限。 

   (四) 娩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五) 流產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六) 喪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實習學生協助教育實習機構於夜間及假日辦理活動，教育實習機構應核實給予補

休假。 

三十六、實習學生全勤者，其成績得酌予加分。請假日數超過十日者，其教育實習成

績不得超過八十分；請假日數超過二十日者，其教育實習成績不得超過七十

分。 

三十七、實習學生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應請假而未請假者，以二倍計算。請假累

計超過四十日，應停止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請產假（包括：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陪產假）累計超過四十日，或代表

國家參加國際比賽等活動請假累計超過十日者，應依超過請假日數補足教育實

習。 

教育實習機構應通知本校實習學生請假情形，本校應據以辦理教育實習成績評

量及追蹤輔導。 

三十八、實習學生因重大疾病或事故，於實習學校缺席或本校實習課程缺課達三分之

一者，其實習評量成績得由實習學校或本校予以不及格計。 

(二)實習教師請假相關規定如下： 

1、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

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2、未辦請假、公假或休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

事者，均以曠職論。曠職以時計算，累積滿八小時以一日計；其與曠職期間連

續之例假日應予扣除，並視為繼續曠職。 

3、超過學校規定上班時間十分鐘始到校者為遲到，超過二十分鐘未到校者為曠職；

提前十分鐘離開學校者為早退，提前二十分鐘離開學校者為曠職，曠職未滿一

日者，得以時計。 

4、在同一學期內遲到或早退累計五次者,視為曠職半日. 

5、在同一學期內曠職累計達三日者，立即終止實習，不給予實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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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實習計畫 

 
一、教育實習計畫之擬定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前周密規劃，不但事半功倍，而且事圓功成。建議實習

生可與本校之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合作學校實習輔導教師共同商訂實習計畫，內容包括： 

(一)實習重點及目標。 

(二)主要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 

(三)預定進度及完成期限。 

前項實習計畫，實習生應於教育實習開始前初步擬訂，而於開學後 1個月內完成，

送由本校及實習合作學校建檔列管，以作為實習輔導及評量之依據。 

擬定實習計畫時，須兼衡各種師資培育理論、掌握教育實習之目的、依循法令與行

政計畫、合理安排教育實習內容項目、考慮實習生自己的專長、興趣與需求、整合各種

資源體系以及採行多樣的實習方式等。 

以下提供教育實習計畫表及相關內涵供實習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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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實習計畫表  

 

 

 

 

 

實習生  實習學校  實習班級  

實習指導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  

實習時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習目標 

及實習重點 
主要實習活動及內容 預定進度及完成期限 備 註 

    

 

淡江大學 102學年度中等學校              科教育實習計畫表 



 

 

第 8 頁，共 87 頁 

三、實習生教育實習計畫參考表 

實習重點及目標 主要實習活動及內容 
預定進度及

完成期限 
備註 

教學實習： 

1.認識學校人員及

環璄 

2.增進教學知能 

3.進行輔導知能 

4.教學計劃之擬

定 

1.認識實習學校之實習輔導教師。 

2.認識實習科目內容及實習班級。 

3.熟悉實習學校的各項教學設備、媒體目錄、

借用辦法。 

4.研讀實習學校所在縣市之教育發展計劃、教

育簡介及有關書刊。 

5.與實習學校之實習輔導教師研擬未來半年

的實習計畫。 

 

8 

月 

、 

2 

月 

 

導師實習： 

1.認識導師班級

及業務 

1.閱讀導師手冊、以認識導師工作。 

2.閱讀輔導班級的學生資料及輔導記錄。 

3.製作「實習歷程檔案」。 

4.開始每週填寫「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定

期交給實習指導教師。 

行政實習： 

1.認識工作環境 

1.認識實習學校的行政組織，各處室的業務範

圍及工作流程。 

2.認識實習學校相關行政人員。 

3.認識學校辦學方針、特色、法令規章、作息

時間、行事曆等。 

4.認識學區文化、學校與社區等。 

5.熟悉工作場所，及基本辦公設備。 

研習活動： 

1.參與學校各項

活動 

1.參加教師研習進修機構所辦理之研習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教學實習： 

1.增進教材處理能

力 

1.熟練校內各項教學設備的使用方法。 

2.研擬所將任教科目之教學計劃或進行教學

單元設計，並準備教材與教具。 

9 

月 

、 

3 

月 

 

導師實習： 

1.增進導師輔導

知能 

1.訪談資深導師有關班級輔導、教學與行政的

經驗與心得。 

2.在實習輔導老師的指導下，研擬本學期的班

級輔導工作計畫。 

3.參與新生入學始業輔導。 

4.製作「實習歷程檔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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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重點及目標 主要實習活動及內容 
預定進度及

完成期限 
備註 

行政實習： 

1.增進對行政事

務的了解 

1.觀摩各處室如何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和行事

曆。 

2.列席參加各項行政會報和教學研究會。 

3.認識導護工作，經由閱讀校內導護計畫、導

護編組、導護須知等文件及資料。 

9 

月 

、 

3 

月 

 

研習活動： 

1.參與研習活動 

1.繼續參加校外的進修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教學實習： 

1.認識班級教學的

要領、方法 

2.提升教學知能 

3.增進指導學生作

業能力 

1.觀摩實習輔導教師之教學，包括教學技巧、

教學方法、師生互動方式、班級經營措施、

作業設計和評量方式等。 

2.協助實習輔導教師批閱學生作業。 

3.擔任實習輔導教師之教學助理。 

4.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擔任部份教學工

作。 

5.實習生開始上台試教，之後每兩週至少有一

次教學機會。 

6.製作「實習歷程檔案」。 

10 

月 

、 

4 

月 

 

導師實習： 

1.協助導師級務工

作 

2.提高班級經營的

知能 

3.學習教師溝通技

巧 

1.觀摩實習輔導教師的班導師工作。包括班、

週會之主持與規劃，學生分組與座位安

排，學生綜合資料與晨檢資料之填寫，學

生自律組織的產生與訓練，導師溝通的方

式，學雜費用的代收，以及偶發事件的處

理等。 

2.見習實習輔導教師之家庭訪問及親師座談

之活動。 

3.繼續製作「實習歷程檔案」。 

行政實習： 

1.見習及參與行政

事務 

1.列席參加校務會議、各處室會議、行政會

議。 

2.分配擔任某處室的行政助理，協助辦理某項

行政工作；但不直接擔任承辦工作。 

3.見習實習輔導教師的導護工作。 

4.觀摩校內舉辦之學藝、體育、生活教育等競

賽活動或社團活動。 

5.參與指導校內各項學生競賽活動或社團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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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重點及目標 主要實習活動及內容 
預定進度及

完成期限 
備註 

研習活動： 

1.參與研習活動 

1.跟隨實習輔導教師參加各科教學研究會、學

年會議。 

2.參加校內教師進修活動。 

3.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10 

月 

、 

4 

月 

 

教學實習： 

1.增進教學的能力 

2.提昇專業知能 

1.繼續觀摩實習輔導教師之教學。 

2.觀摩實習輔導教師以外之其他教師之教學。 

3.上台試教。 

4.繼續製作「實習歷程檔案」。 

11 

月 

初 

至 

中 

旬 

、 

5 

月 

初 

至 

中 

旬 

 

導師實習： 

1.提高輔導知能 

1.繼續觀摩實習輔導教師之導師實務工作。 

2.在實習輔導教師的同意下，部份導師工作可

由實習生處理。 

行政實習： 

1.見習及參與行政

事務 

1.繼續列席參加各項行政會報、教學研究會和

學年會議。 

2.繼續擔任某處室的行政助理。 

研習活動： 

1.參與研習活動 

1.參加校內教師進修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教學實習： 

1.增進教學的能力 

2.提昇專業知能 

1.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擔任部份教學工作。 

2.上台試教。 

3.交「實習歷程檔案」初版 

11 

月 

中 

旬 

至 

月 

底 

、 

5 

月 

中 

旬 

至 

月 

底 

 

導師實習： 

1.提高輔導知能 

1.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擔任部份導師工作。 

行政實習： 

1.見習及參與行政

事務 

1.在實習輔導教師在場指導下，擔任導護工作。 

2.協助規劃某項學藝競賽活動。 

研習活動： 

1.參與研習活動 

1.參加校內教師進修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教學實習： 

教師自省 

1.月初進行期末試教。 

2.月底進行綜合評量。 

3.完成「實習歷程檔案」。 12 

月 

、 

6 

月 

 

導師實習： 

增進親師溝通能力 

1.針對特殊學生做深入家庭訪談。 

行政實習： 

協助行政工作 

1.參加各處室行政會報。 

2.轉換至其他處室擔任行政助理。 

3.參與指導某項學生社團活動、課外活動或分

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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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重點及目標 主要實習活動及內容 
預定進度及

完成期限 
備註 

研習活動： 

參與研習活動 

1.參加校內教師進修活動。 

2.參加校外教師研習活動。 

12 

月 

、 

6 

月 

 

教學實習： 

1.增進教學的能力 

2.熟練教學方法及

技巧 

3.教學反省 

4.教學研究 

1.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擔任部份教學工作。 

2.繼續利用空餘時間觀摩其他班級或其他科

教師的教學活動。 

3.試教評量。 

4.繳交「實習歷程檔案」。 
1 

月 

份 

、 

7 

月 

份 

 

導師實習： 

1.增進行政規劃及

執行能力 

1.在實習輔導教師現場指導下，處理級務，從

事導師實務工作。 

2.參加本學期的家庭訪問或親師座談活動。 

行政實習： 

1.行政計劃 

1.繼續列席參加各項行政會報、教學研究會、

學年會議和校內進修活動。 

2.繼續擔任新處室的行政助理工作。 

3.擔任導護工作，但仍須有其他合格教師在場

指導。 

研習活動： 

1.參與研習活動 

1.參加校內教師進修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註：「實習指導教師」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指實習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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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實習課程教學綱要 

一、課程理念 

為達到實習視導的目的，協助實習生反省教學現場經驗，使其成為具觀察能
力，能反省批判課程與教學，豐富實務經驗及技巧，以培養具備教育理想與落實
能力之教師，本課程採取實習生「到校實習」與「大學課堂研究」的方式進行。
本課程根據「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而規劃，其教育實
習課程之目標是： 

（一）提供實習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驗，提昇其專門科目與教學專業知能。 

（二）藉由觀摩其他教師之教學、輔導學生、及行政活動之經驗，提昇其從事教
育工作之能力與專業認同感。 

（三）由專業指導，協助實習生檢視、反省並改進其教學及輔導實務。 

二、具體課程目標 

為深化體會理論與實務的關係，內化思考與反省的能力，建立並落實教學理
念，乃從班級經營及學生輔導、課程設計與教學中，指導實習生反省探究實務與
理論的關係，從而發展出自己的理念與落實的方法。具體而言，實習生應能： 

（一）瞭解學生，反省並建立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的理念與落實方法。 

（二）在專門的學科中，經由理論的觀點，辨別好教學；能設計並落實好教學；能

評量學生的學習是否達成目標。 

（三）呈現自己的教學設計與實施能力。 

三、上課方式 

中小學教育學程依實習學校進行分班（稱原班），每班約 12名學生，實習指
導教師 1名，每隔兩週返校接受教育實習的專業研討課程。部分課程依學科分組
（稱分科）或聯合上課（稱聯班）。 

四、重要評量時間與要求 

（一） 8月 1日開始到校實習，8月底開始返校研習；或 2月 1日開始到校實習，

2月底開始返校研習。 

（二）10月開始，實習生應開始上台試教；或 4月開始，實習生應開始上台試

教。。 

（三）每週撰寫實習省思札記，如表 3-1或表 3-2，定期交給實習指導教師。 

（四）每次返校要參加規定的教師資格檢定小考，請依科目事先準備。 

（五）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1、教學實習成績(45%) 

(1)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2)平時教學知能表現 

(3)期末試教 

(4)實習歷程檔案 

2、導師(級務)實習成績（30%） 

(1)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2)輔導與級務處理知能表現 

(3)實習歷程檔案 

3、行政實習成績(15%) 

(1)教育實習計畫 

(2)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3)實習歷程檔案 

4、研習活動成績（10％） 

(1)返校研習出席率 

(2)小考及模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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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等學校教育實習課程綱要 
(一)科目名稱：中等學校教育實習 

(二)授課老師：張雅芳老師、徐加玲老師、朱惠芳老師、陳劍涵老師、林君憶老師 

(三)開課系所班級：中等教育學程三年級 

(四)必選修：必修 

(五)學分數：2 學分 

(六)先修科目：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共計 26學分) 

(七)教學內容及進度：如下表 

(1) 102學年度第 1學期【102年 8月至 103年 1月】中等學校教育實習課程綱要 

週 日期 形式 內容 作業 備註 

 6/25(二)  實習行前說明會   

暑

期 

8/1(四)  開始到校實習 履歷表 

1.導入階段 

2.實習指導教師輔導

實習學生適應實習

學校。 

8/2(五)  
 學校簡介 

實習省思札記 

8/9(五)   
行政實習環境簡介 

實習省思札記 

8/16(五)   
教育實習計畫～行政篇 

實習省思札記 

暑

期 
8/22(四) 

考試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心理學 

學校簡介 

實習省思札記 

原班 行政實習、實習實務 

聯班 
學長姊實習和參加教師資格檢
定考試經驗分享  

教檢
演講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哲學、
教育社會學 

暑

期 
8/30(五)   

教育實習計畫－教學篇＆

導師篇/實習省思札記 

1 9/6(五) 

考試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哲學、教
育社會學 

班級經營理念與規範 

實習省思札記 

1. 觀摩見習階段(一) 

2. 實習指導教師巡

迴訪視實習學校。 

聯班 班級經營－理論與實務 

原班 班級經營、實習實務 

教檢
演講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制度 

2 9/13(五) 

考試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制度 班級學生資料 

實習省思札記 聯班 學生輔導－理論與實務 

原班 班級輔導、教室觀察 

教檢
演講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輔導原理
與實務、發展心理學 

3 9/20(五)  中秋節調整放假 
教育實習計畫 

實習省思札記 

4 9/27(五)   實習省思札記 

5 10/4(五) 

考試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輔導原理
與實務、發展心理學 

個案輔導記錄 

實習省思札記 

1.觀摩見習階段(二) 

2.實習指導教師指導

實習學生適應教

學、導師、行政實

習工作之狀況。 

原班 個案輔導、實習實務 

分科 
學科本質、教學信念、課程目
標、教學方法 

教檢
演講 

中等學校課程與發展～班級經
營、教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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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日期 形式 內容 作業 備註 

6 10/11(五)  
 教學觀察(觀察實習輔

導教師)實習省思札記 

7 10/18(五) 

考試 
中等學校課程與發展～班級經
營、教學原理 

教學觀察(觀察實習伙

伴)實習省思札記 

原班 個案輔導、實習實務 

分科 教學觀摩、試教、教學觀察回饋 

教檢
演講 

中等學校課程與發展～課程發
展、教學設計、教育測驗與評量 

8 10/25(五) 
  教學觀察(被觀察) 

實習省思札記 

9 11/1(五) 分科 
教學觀摩、試教、教學觀察回饋 「實習歷程檔案」初版 

實習省思札記 
1.觀摩見習階段(三) 

2.實習指導教師指導
實習學生教學、導
師、行政實習工作
之狀況。 

教學觀摩、試教、教學觀察回饋 

10 11/8(五) 
  班級經營觀察(觀察實

習伙伴)實習省思札記 

11 11/15(五) 
考試 

中等學校課程與發展～課程發
展、教學設計、教育測驗與評量 

班級經營觀察(被觀察) 

試教教學設計 

實習省思札記 原班 實習歷程檔案初評 
分科 教學觀摩、試教、教學觀察回饋 

12 11/22(五) 

 試教 
1.試教觀察總回饋實習
省思札記 

2.「實習歷程檔案」自
我檢核與評量 

1.綜合實習階段 

2.實習指導教師校外
訪視：評量實習學
生教學試教工作。 

13 11/29(五) 

14 12/6(五) 

15 12/13(五) 

16 12/20(五) 

17 12/27(五) 
聯分科 教師甄試模擬－面試、試教 

評量 教學評量（電腦教室） 

18 1/3(五)   

19 1/10(五) 

考試 
教師檢定模擬考 
「實習歷程檔案」評量 「實習歷程檔案」完整版  

聯班 

實習成果及歷程檔案展覽、分享 
主持人：師培中心主任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說明及教育

實習歷程檔案績優頒獎 
教育實習期末問卷調查表～學生 
教育實習課程檢討問卷～老師 

 

※附註：教育實習課程考試時間為 9:30-10:00，上課時間為 10:10-12:00 及 13:10-15:00，

教檢考試時間為 15:10-17:00，筆試共 6次，103年 1月 10日為模擬考試。 

※分科安排： 

分科負責老師 科別 各科人數 合計 

張雅芳 老師 國文科 14 14 

陳劍涵 老師 英文科 14 14 

林君憶 老師 

國文科 6 

14 英文科 5 

日文科 3 

朱惠芳 老師 
數學科 5 

6 
物理科 1 

徐加玲 老師 

公民科 7 

11 歷史科 3 

商經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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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2學年度第 2學期【103年 2月至 103年 7月】中等學校教育實習課程綱要 

週 日期 形式 內容 作業 備註 

 1/20(一)  實習行前說明會   

1 2/21(五) 

考試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心理學 

學校簡介 

實習省思札記 

1.導入階段 

2.實習指導教師輔導

實習學生適應實習

學校。 

原班 行政實習、實習實務 

聯班 
學長姊實習和參加教師資格檢

定考試經驗分享 

教檢

演講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哲學、教

育社會學 

2 2/28(五)   

教育實習計畫－教學篇

＆導師篇 

實習省思札記 

3 3/7(五) 

考試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哲學、教

育社會學 

班級經營理念與規範 

實習省思札記 

聯班 班級經營－理論與實務 

原班 班級經營、實習實務 

教檢

演講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制度 

4 3/14(五)  
 教育實習計畫 

實習省思札記 

5 3/21(五) 

考試 教育原理與制度～教育制度 

班級學生資料 

實習省思札記 

聯班 學生輔導－理論與實務 

原班 班級輔導、教室觀察 

教檢

演講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輔導原理

與實務、發展心理學 

6 3/28(五) 

考試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輔導原理

與實務、發展心理學 

個案輔導記錄 

實習省思札記 
1.觀摩見習階段(一) 

2.實習指導教師巡迴

訪視實習學校。 

原班 個案輔導、實習實務 

分科 
學科本質、教學信念、課程目

標、教學方法 

教檢

演講 

中等學校課程與發展～班級經

營、教學原理 

7 4/4(五)   實習省思札記 

8 4/11(五)  

 教學觀察(觀察實習輔

導教師) 

實習省思札記 

9 4/18(五) 分科 教學觀摩、試教、教學觀察回饋 
教學觀察(觀察實習伙伴) 

實習省思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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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日期 形式 內容 作業 備註 

10 4/25(五)  
 教學觀察(被觀察) 

實習省思札記 

11 5/2(五) 

考試 
中等學校課程與發展～班級經

營、教學原理 

「實習歷程檔案」初版 

  實習省思札記 
1.觀摩見習階段(二) 

2.實習指導教師指導

實習學生教學、導

師、行政實習工作

之狀況。 

原班 個案輔導、實習實務 

分科 教學觀摩、試教、教學觀察回饋 

教檢

演講 

中等學校課程與發展～課程發

展、教學設計、教育測驗與評量 

12 5/9(五)  
 班級經營觀察(觀察實

習伙伴)實習省思札記 

13 5/16(五) 

考試 
中等學校課程與發展～課程發

展、教學設計、教育測驗與評量 
班級經營觀察(被觀察) 

試教教學設計 

實習省思札記 
原班 實習歷程檔案初評 

分科 教學觀摩、試教、教學觀察回饋 

14 

5/23(五) 

~ 

6/13(五) 

原班 試教、歷程檔案整理 

1.試教觀察總回饋實習

省思札記 

2.「實習歷程檔案」自

我檢核與評量 

1.綜合實習階段 

2.實習指導教師校外

訪視：評量實習學

生教學試教工作。 

15 

16 

17 

18 6/20(五) 

考試 
教師檢定模擬考 

「實習歷程檔案」評量 「實習歷程檔案」完整版  

聯班 

實習成果及歷程檔案展覽、分享 

教育實習期末問卷調查表～學生 
教育實習課程檢討問卷～老師   

※附註：教育實習課程考試時間為 9:30-10:00，上課時間為 10:10-12:00 及 13:10-15:00，

教檢考試時間為 15:10-17:00，筆試共 6次，103年 6月 20日為模擬考試。 



 

 

第 17 頁，共 87 頁 

肆、教育實習「歷程檔案」(Portfolio) 

一、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的概念與功能 

所謂「歷程檔案」係指有目的、有組織地蒐集個人在教育實習期間與學習過程、

成果相關資料之專輯，用來展現教師經實習後，在班級經營和教學專業的努力、進步

與成就情形。因此，它不只是課程作業或活動成果的剪貼簿，而是紀錄實習生在實習

過程中，針對專業知能成長與成就的有組織文件，藉此提供有利的證明。因此它具有

下列三大功能： 

1、「歷程檔案」可促進學習：檔案可提供自我學習和自我反省之機制。在檔案建構過

程中，可透過與同儕對話及實習指導老師、學校輔導老師的建設性回饋，增進專業成長。 

2、「歷程檔案」能評鑑績效或能力：透過多種證明或文件能真實反映個人能力水準，

提供職前師資培育機構改善師資培育品質的工具。 

3、「歷程檔案」為應徵教職有用的工具：從事歷程檔案的架構，可以展現個人的成就

表現，有助於未來參加求職時的甄試、面試或審核。 

二、「歷程檔案」內容 

  就教育實習內容而言，歷程檔案包含個人專業背景、班級經營及輔導（導師實習）、

課程教學設計與省思(教學實習)、研究發展與進修(含行政實習)及附錄五大方面，敘述如下： 

（一）個人專業背景： 

1、基本資料：學經歷、興趣性向、各項專業認證、獲獎紀錄、特殊活動(社團)、 專

書著作、、、等，請以履歷表或自傳方式呈現，證明文件可放在附錄。 

2、教學情境描述，如表 1。 

(1)任教學校的願景與文化。 

(2)社區特性與家長期望。 

(3)學生特質。 

(4)可運用的社區資源。 

（二）班級經營與輔導（導師實習）： 

1、班級經營信念：分析、比較和說明實習輔導教師與自己班級經營信念之架構，如表 2。 

2、班級經營策略與省思，如表 3-1 或表 3-2。 

觀察實習輔導教師班級經營策略，提出自己看法和省思，並建構自己的班級經

營策略，每週填寫紀錄實習省思札記，送實習指導教師評閱。（繳交時間由指

導教師決定）。 

(1)認識學生與了解學生：班級資料之建立，如表 4、幹部產生、座位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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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級常規之建立。 

(3)獎懲制度之規範。 

(4)學習環境之佈置：教室佈置、座位安排、、、等。 

(5)班級氣氛之營造：師生關係、班級文化、、、等。 

(6)學習風氣之建立。 

(7)親師溝通之方式。 

(8)其他 

3、學生輔導紀錄，如表 5。 

根據「班級學生資料」，選出兩名學生，作為輔導與教學改進實施對象。根

據輔導理論，說明個案之成長背景，探討問題產生的原因、處理策略與結果

及未來可再努力的方向。 

（三）課程教學設計與省思（教學實習） 

1、學科教學信念，請詳閱教育部各科課程綱要。 

(1) 任教學科課程目標。 

(2) 任教學科教學取向與方法。 

2、教學設計內容如下： 

(1)教案。 

(2)教材(補充或補救教材)。 

(3)教學媒體運用(若有資訊融入教學設計更佳)。 

(4)教學資源運用。 

(5)學生學習結果評量。 

a、評量工具：測驗卷、學習單、作業。 

b、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6)學生作品。 

(7)學生回饋。 

3、教學觀察紀錄表：提供觀摩實習輔導教師教學之省思，以及提供上台試教

時，該校實習輔導教師及其他教師、實習指導所提供的回饋用，如表 6。 

4、試教觀察總回饋表：彙整上述教學觀察紀錄表及學生反應，對教學提出自

我省思與改進意見，如表 7。 

5、教學省思札記：請在開始見習及上台試教時，每週或每個單元填寫實習省

思札記，送實習指導教師評閱(繳交時間由指導老師決定)，如表 3-1(P.23)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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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6、教師班級經營「掌握全局」能力觀察表： 

(1) 可請輔導教師 (其他老師或科任老師)觀察自己「全面掌握」技能表現，以

了解自己掌握全局能力，如表 8。 

註：若實習學校已有教學輔導系統表格，則可採用該校表格。 

(2)亦可請夥伴(實習生)針對表 8 所列觀察項目做單項深入之彼此觀察，至少兩

次，紀錄方式可參考所附之範例。 

a.最好在 10、11、12月份彼此觀察一次，相互給予意見，相信每月均有進步。 

b.本表個人留存紀念，不必繳出。但若能在返校上課時，口頭報告，分享心得更好。 

（四）研究發展與進修(含行政實習)：擇個人資料而定 

1、行政實習專案規劃與執行。 

2、行政實習心得：請填在實習省思札記表，如表 3-1或表 3-2。 

3、創意教學開發。 

4、研發教具。 

5、專題研究。 

6、校內、外研習心得報告。 

7、參與校本課程設計或同儕協同教學小組之成果。 

8、指導學生各項競賽與活動(如科展、語文競賽．．．)。 

9、第二專長課程教學或活動。 

10、論文刊物之發表。 

11、教學相關能力檢定(如語文、資訊．．．)。 

12、其他。 

（五）附錄 

1、教育實習工作計劃。 

2、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3、各項證明文件(學經歷、專業認證、得獎紀錄…等)。 

4、各項佐證資料(如學生回饋表、卡片、教學評量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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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歷程檔案」要領 

(一)先建立電子檔案，可以隨時增刪資料，並準備資料夾，放入各項資料。資料夾

以活頁式較好，方便隨時資料增減排序。 

(二)要有封面和目錄，並以「箭出紙」標示，力求條理清楚。 

(三)檔案目的在突顯個人特色和專業能力，因此在特殊處，要以顏色或字體字型大

小顯示或以相片說明。 

(四)檔案不是剪貼簿或儲存簿，要將資料整理組織、消化，去蕪存菁，如試教所得

的回饋(包含教師和學生)，要將之整理成為整體回饋表，內含優缺點及該強化

部份，而不是僅將每個人的觀察評量表放入。 

(五)檔案內容力求顥示專業知能與專業成長情形，亦即經實習之後，教師專業進步

情形。因此著重在平日觀察省思改進，而不是記流水帳。 

(六)平日要多利用數位攝影紀錄，檔案編列可多以相片說明，較引人注意。 

(七)附表 9，請自我檢核「歷程檔案」的完整性、專業性和組織性，並先自評。 

(八)手冊所附的表格提供參考，您也可以依自己的方式撰寫，但要包含實質的內涵。 

(九)參加教師甄試時，要將歷程檔案做成精華版。 

(十)實習歷程檔案製作期程建議如下（以 8月 1日至翌年 1月 31日為例）： 

1、7、8月：先製作表 1 個人專業背景檔案及表 3-1或表 3-2行政實習省思札記，

並影印相關證明文件先放入附件。 

2、9、10月開始陸續製作表 2及收集班級經營與輔導之相關文件資料。 

3、11、12月陸續製作表 3-1 或表 3-2課程教學設計與省思檔案之文件資料。 

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評量與自我檢核表之研究發展與進修部份，應隨時蒐集、

整理與製作，如表 9。 

5、12、1月：以自我檢核表，如表 9，作總整理。 

(十一)相關表格可至師培中心網站http://cte.tku.edu.tw/main.php下載。 

(十二)參考範例網址： 

1、教育實習電子報 http://cte.tku.edu.tw/epaper/epaper.php?list=1 

2、影片案例網站 http://163.13.149.30/vbl/teaching.php

http://cte.tku.edu.tw/main.php
http://cte.tku.edu.tw/epaper/epaper.php?list=1
http://163.13.149.30/vbl/teachi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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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實習「省思」(Reflection) 

 省思是一種思考，這種思考形成信念，或進行信念的重構，其省思的結果也對行為

有所影響。教育學者 Schön (1983)認為教師進行的省思有三種情況：（一）對行動的省思

（reflection-on-action），（二）在行動中的省思（reflection-in-action），（三）為行動而省

思（reflection-for-action）。表示教師會在行為或事件過後，對於所觀察到的現象進行省

思；也會在教學過程中視學生的反應，調整教學，做立即的省思；或對未來的改進行動

進行省思。其中，第二項發生在當下教師的腦袋中，必須事後回想自己做判斷的原因及

評估良窳。第一、三項則是教師有意地將思考寫下來，作為思想的建構與教學行動改進

的根據。 

 

 省思的內容又可以有哪些面向呢？Shulman (1987)提出七種教師需要具備的專業知

識。而此專業知識範疇，可以成為教師省思的面向。 

（一）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所有的教學都必須掌握班級經營

及與學生互動的知識。教師可以省思自己的班級經營策略與背後的理念/理論，如

何使所有學生都能投入學習等策略與背後的理念/理論。 

（二）有關學習者的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s）：教師對於學生先備知識以及學習特質

的瞭解，對於學生積極期望的精神，是省思不可或缺的。教師可以省思─哪些學

生是容易被忽略的？如何協助他們學習？是否給予所有學生公平的機會？如何引

發所有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教師需要具備良好的學科內容知識。教師可以省

思對於所要教的學科之學科本質為何，主要的知識、概念與技能為何；釐清什麼

是迷思概念，什麼是自己擅長的知識內容，什麼是知識不足之處等內容相關的省

思。 

（四）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具備內容知識的教師，不見得知

道如何使用合適的教學方法，將學科的精神教出來。教師必須省思自己是否達到

學習數學/國文/英文/歷史/地理/電腦資訊…的目的，是否給予學生足夠的鷹架，使

學生真正「理解」（而不是記憶與背誦），建構有用的知識。 

（五）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教師需要對整體課程的安排有所瞭解，而非

一課一課地照著教科書教。教師可以對於課程所欲達成的目標進行反省，並能評

析某教學內容在整體課程中的功能，並判斷是否重要。 

（六）教育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教學不是僅是學校與教師的

事，教師的教學受到學生家庭背景、社區環境、社會期望、教育改革、學校行政

等因素影響。教師的省思可以促進覺察教育情境如何影響其教學，並決定採取行

動幫助改變。 

（七）教育目標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ends）：每一位教育者都有自己的教育哲

學與教育目標，但不是每一位都意識其目標與行為是否結合。教師可以省思不同

教育目標間的差異，並且省察自己的教育目標是否應該調整，或教育目標是否與

教學內容與方法配合。教師是杜威學生中心哲學的信奉者嗎？是人本主義者，還

是行為主義者？教師自己的教學與班級經營如何與理念配合？ 

Good & Brophy (2002) 在〈課堂研究〉這本書中，將有效教學的研究發現有系統地

介紹給教師，是本在美國廣泛閱讀的教科書。省思不能沒有理論的架構，越能夠藉由研

究成果有觀點/理論地省思，越能夠藉由省思得到有用的教學知識。否則省思常常是強化

自己原有的 common sense 感受，或不經批判的經驗傳承。實習生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

自己的工具書，或將自己以前在學程中所上過的課程，拿出來複習，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使省思更加有深度，產生改變教育不理想狀況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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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階段，實習生不斷回顧自己省思的面向，將可發現自己省思的深度與廣度增強。

而省思的內化態度（disposition）將使你成為不斷專業成長的教師。 

 

以下即以「學科教學」為例，說明可以省思的面向： 

 

(一）我的學科教學信念  

1、我認為[學科名]是一門怎樣的知識？其目的是什麼？ 

例如，有人認為歷史是培養愛國的情操。也有人主張歷史是學習根據歷史證據，

考量不同觀點，進行歷史詮釋，愛國不愛國不是重點。歷史的教學目的是培養

能進行歷史想像，有同理過去人物的能力，能明白歷史詮釋的本質的教學。學

生可以多元的角度思考，對歷史產生不同評價。 

2、主張哪些教學取向/方法？為什麼？ 

例如，主張英語教學是 communicative approach 的教師，傾向使用英語於教學

中，並不斷使用不同方法，讓學生在課堂中將英語用出來。而主張文法教學的

教師，則以講述的方式把文法講清楚，然後不斷重複練習。 

 

(二）教學分析 

1、我的教學設計符合我的教學信念嗎？從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來？ 

2、我的輔導老師的教學透露出怎樣的學科教學信念？ 

3、我的教學促成了學生的理解嗎？ 

 

(三）學生學習評量 

1、我認為學生如果學到什麼，那麼他們就學到了這門學科的重要知識、情意與技

能？ 

2、從哪些具體地方可以看得出來我的班級是否學到了？ 

 

參考文獻 
Schön, 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Shulman, L. S. (1987). 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7(1), 1-22. 

Good & Brophy著，吳文忠、謝名起譯（2002）：〈課堂研究〉。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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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 

 

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1) 

學校願景與資源分析  

    校名： 

項       目 內          容 

一、學校願景  

二、學校的優勢  

三、學校的劣勢  

四、學生家長職業分析  

五、學生家長對學校期望  

六、學生特性  

七、社區資源與學校軟硬體設備  

八、教師同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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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2) 

班級經營信念與規範 

        年   班/       科 

項  目 實習輔導老師 實習生 備註 

信  念 

  1.敍述輔導教師班級經營信

念、班規、獎懲制度，並

了解為何如此做?必要時

向輔導教師請教。 

2.擷取輔導教師智慧 ,配合

班級特色和個人風格,形塑

自己班級經營架構。 

3.可以用概念圖呈現。 

班級規範 

  

獎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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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3-1) 

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第  週(  月  日至  月 日) 

省思

項目 
事由與處理情形 學習反省 備註 

    

備註 

省思項目：請填寫編號（如：2-1班規） 

1.行政實習省思 

1- 1校務行政、1-2教務行政、1-3訓導行政、1-4輔導行政、1-5總務行政、

1-6圖書館行政、1-7其它 

2.班級經營省思 

   2-1班規、2-2獎懲、2-3學習環境、2-4班級氣氛、2-5 學習風氣、 

2-6違規處理、2-7親師溝通、2-8班級活動、2-9難題案例、2-10其他 

3.教學實習省思 

  3-1教學設計、3-2教學技術與過程、3-3班級經營、3-4教具使用、3-5教學

評量、3-6 其他教學難題 

4.請每週擇一、二項填寫，送交實習指導老師，繳交時間依指導老師規定） 

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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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3-2) 

實習省思札記 

（自訂省思標題） 

 

實習生：                                          日期： 

 

（好的省思有深度，是思想的建構，也可以作為行為的導引。省思佳者，往往能具體

描述所觀察的現象，並賦予其意義，將所觀察的現象連結至有意義的概念中。省思可以

是行政、教學、導師任何一面向的觀察。其反省可以大至教育目標的看法、對於所教學

科本質的理解，也可以小至課堂互動的班級經營省思、如何問問題，及對學生的瞭解。

請自訂一個可以凸顯你省思心得的標題，以協助你掌握省思的重點。） 

 

 

 



 

 

第 27 頁，共 87 頁 

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4) 

班級學生資料表 

      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學業成績(等第) 學習狀況、特殊需求或表現 

１    

２    

３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8    

29    

   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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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5) 

個案學生輔導紀錄表 

 
根據「班級學生資料」，選出兩名學生，作為輔導與教學改進實施對象 

學生姓名： 檔案建立日期： 

問題行為 

問題行為的原因分析 

輔導策略與方法 

輔導過程 

實施結果 

後續輔導建議 

說明：請根據「班級學生資料」,選出兩名學生,作為輔導與教學改進實施對象 

 

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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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6-1)    

 

班級教學觀察表 (教育部 B版) 

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 任教年級：______ 任教科目：________________ 

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觀察者：__________________ 觀察日期：_______ 觀察時間：______至_______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 

文 字 敘 述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亟 

待 

改 

進 

不 

適 

用 

A-3精熟任教

學科領域知識 

A-3-1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A-3-2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或技能。     

A-3-3 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A-4清楚呈現

教材內容 

A-4-1 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A-4-2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A-4-3 正確而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A-4-4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A-4-5 澄清迷思概念，或引導價值觀     

A-4-6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A-4-7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A-5運用有效

教學技巧 

A-5-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5-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策略方法。     

A-5-3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5-4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A-5-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A-5-6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A-5-7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A-5-8 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實施教學活動。     

A-6應用良好

溝通技巧 

A-6-1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A-6-2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A-6-3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A-6-4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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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評： 

 

 

優點： 

  

 

 

 

再加油： 

 

 

 

自評簽名：                                   觀察人員簽名：             

 

資料來源：取自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頁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 

文 字 敘 述 

值 

得 

推 

薦 

通 

過 

亟 

待 

改 

進 

不 

適 

用 

A-7運用學習

評量評估學習

成效。 

A-7-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A-7-2 教學結束後，選擇學習評量方式，檢視學

生學習成效。 

    

A-7-3 根據學生評量結果，適時進行補救教學。     

A-7-4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B-1建立有助

於學生學習的

班級常規 

B-1-3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B-1-4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B-1-5 妥善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B-2 

營造積極的班

級學習氣氛 

B-2-1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B-2-2 布置或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     

B-2-3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接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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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6-2) 

教學觀察紀錄表 

 

科目  
年級 

班級 
 

單元 

名稱 
 

日期  
時間 

節次 
 

教學

者 
 

教學情形 
等第
1-4 

觀摩意見 

一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1.充份瞭解教學內容,知識充足   

2.掌握教學目標  

3.教學方法能與目標結合  

4.能適當的使用多樣的方法教學  

5.能適當使用教學媒體  

二 
教 
學 
過 
程 
與 
技 
術 

6.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7.能適時於教室中走動,增加學生注意力  

8.注意學生反應  

9.教學進行順暢  

10.講解生動、觀念清楚明白  

11.善於發問  

12.給學生足夠時間思考  

13.提供討論機會  

14.學生之間有機會可以對話  

15.給予學生引導與回饋  

16.適時讚美鼓勵學生  

17.學生積極參與學習  

18.師生互動佳  

19.學生學習效果佳/呈現其理解  

 

等第表示： 

4-表現優秀.  3-表現不錯.  2-表現普通.  1-需加強.   N-無法觀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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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6-2) 

教學觀察紀錄表 
  

教學情形 
等第
1-4 

觀摩意見 

三 

班級

經營 

21.能眼觀四面與所有學生眼神接觸   

22.能以肢體動作、聲音或表情管理班級  

23.能叫得出學生的名字  

24.使用正面的語言  

25.學生秩序良好  

26.教學管理方法佳  

27.時間控制適當  

28.突發狀況處理得當  

四 

教師

板書 

29.字體端正、書寫簡潔   

30.字體大小適中  

31.板書份量適中  

32.板書條理分明  

五 

語言

能力 

33.發音標準、易懂   

34.音量大小適當  

35.清楚有效的溝通表達  

36.聲音有大小聲,富有表情  

六 

教具

使用 

37.內容有創作性、配合主題內容   

38.運用方法靈活  

39.製作正確醒目  

七 

儀容

態度 

40.儀容大方、平實   

41.態度和藹可親  

42.面帶笑容、精神飽滿  

43.充滿自信  

省

思 

或 

建 

議 

 

 

觀察者： 

(接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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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7) 

試教觀察總回饋表 

 每次試教完畢，彙整教學觀察紀錄表和學生反應後，填寫總回饋表，送實習指導教

師評閱。 

科目  年級班別  單元名稱  

日期  時間節次  實習生  

試教別 第  次 回饋師生 教師     人/ 學生      人 

項目 內容（條例優缺點、進步之處、再加油方向） 

教師回饋 

 

學生反應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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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8) 

教師班級經營「掌握全局」能力觀察表 

 
觀察日期：__ 年 __月__日  第        節 

實習生姓名：                    任教科目：___________ 

請依實際狀況填寫，以 1-5分表示，5-非常好 4-很好 3-好 2-可 1-加油。 

觀察項目 分數 具體描述與建議 

眼神接觸   

面部表情   

聲音語調   

手勢動作   

行間巡視   

板書呈現   

學生參與度   

學生注意力   

師生互動   

偏差行為處理   

整體表現   

其他建議   

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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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班級經營「掌握全局」能力實習生彼此觀察表(範例) 

 

一、由實習生找一位實習夥伴，彼此觀察教室內師生行為。重點為觀察彼此在特定項

目上掌握的能力，以及學生學習注意力的程度。 

二、互相「漏氣」求進步（台語），彼此『打氣』求成長！加油！加油！ 

 

範例：眼神接觸（取自 94度實習生梁嘉紋與徐千惠相互觀察資料） 

梁 嘉 紋 徐 千 惠 

第 1次： 

a.眼睛直視某

個位置，很

少 用 眼 光  

巡視全班。 

b.雖然眼光會

和學生接觸

但很快地轉

移，未能表

現出相當的

自信。 

c.對上課中說

話的學生以

眼神凝視使

其注意到老

師正在看著

他同時提醒

他自己必須

專心上課。 

第 2次： 

a.進入教室時，先

以眼光掃瞄全

班暗示全班老

師準備要上課

了。 

b.上課後，眼睛隨

著身體擺動看

著每個學生。 

c.帶讀單字、句型

時，看著每個學

讓學生知道老

師正注意到你

是 否開口跟著

念。 

第 1次： 

a.走上講台後環

視全班注視

班長，班長喊

起立敬禮。 

b.第一排學生較

有回應，也因

此常注視著前

面沒有環視全

班。 

c.由於此班為導

師班及教學

班，跟此班學

生 都 已 熟

悉，因此跟學

生眼光接觸

不會緊張而

閃避。 

第 2次： 

a.進入教室後環視  

全班，讓全班知  

道該上課了而自  

動安靜。 

b.眼神不會只固定  

於第一排同學， 

  會環視全班。 

c.對說話的學生以  

眼神注視，讓學  

生知道自己影響

到老師上課，且

老師也正在觀看  

他。 

綜合表現： 

基本上第 2次在眼神接觸已能自

然地利用眼神掌握上課狀況。 

綜合表現： 

能運用眼神接觸來達到上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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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9) 

教育實習「歷程檔案」自我檢核與評量表 

 
實習指導教師姓名：                          評鑑日期：  年 月 日 

指標 檢視項目 評量標準 
自 評 

優 可 待加強 

檔案 

□封面 

□目錄 

優；目錄完備，但條理清楚 

可；有目錄，但條理不清楚 

待加強；無目錄 

   

個人 

專業 

背景 

□基本資料(含履歷表或自傳、學

經歷、證照、獲獎紀錄、特殊

活動) 

優；資料完備、能呈現個人特色 

可；大部份完成 

待加強：少部份完成 

   

□教學情境描述 

班級經營 

與 

輔導 

□班經信念 

□班經策略 

□輔導紀錄 

□親師聯繫 

□班經案例 

□其他 

優：理念正確、策略可行、

具專業省思 

可：:大部份完成缺乏省思 

待加強：少部份完成 

   

課程教學設

計與省思

(教學實習) 

□學科教學信念 

□教學設計(含教案、教材及教具) 

□評量資料(含評量、作業、測

驗、學生作品) 

□教師或學生教學回饋資料 

□其他 

優：理念正確、策略可行、具

專業省思 

可：大部份完成缺乏省思 

待加強：少部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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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歷程檔案紀錄表(9) 

 

教育實習「歷程檔案」自我檢核與評量表 

 
                                 評鑑日期：  年 月 日  

指標 檢視項目 評量標準 
自 評 

優 可 待加強 

研究發展

與進修(含

行政實習) 

□行政實習 

□專題研究 

□ 校內外研習心得 

□ 各項競賽成績 

□ 第二專長或專業證照 

□其他 

優:內容豐富、具專業能力與省思 

可:大部份完成缺乏省思 

待加強:少部份完成 

   

附件 

□ 教育實習計畫 

□ 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證明文件 

□佐證資料 

    

總評 

請描述優點及待改進之處：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新仁、邱上真、馮莉雅編製（2004）中小學教師檔案評量。 

               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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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實習成績評量 

 

實習合作學校評分 

實習生  實習學校  

畢業科系  實習科別  

項目 評量項目及占總分比率 總分 

教學實習成績 

(45%) 

1. 平時教學知能表現  

2. 期末試教 

本項得分： 

 

導師(級務)實習 

成績（30%） 

1. 輔導與級務處理知能表現 

2. 其他在實習班級之表現 

本項得分： 

行政實習成績
(15%) 

1. 參與行政相關會議與活動 

2. 各處室行政實習表現 

本項得分： 

研習活動成績

（10％） 

1. 參與校內外研習 

2. 研習成果表現 

本項得分： 

 

評 

語 

 

本表請於實習結束 3 週前，寄送至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實習輔導教師： 

承辦人：            承辦單位主管：            校長：             機關印信：  

日期：   年   月   日 

 

淡江大學 102學年度實習生實習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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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評分 

實習生  實習學校 
 

畢業科系  實習科別 
 

 

 

成績 

 

評量項目及占總分比率 小計 總 分 

1. 教學實習成績(45%) 

   (1)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2)平時教學知能表現 

   (3)期末試教 

   (4)實習歷程檔案 

  

2. 導師(級務)實習成績（30%） 

   (1)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2)輔導與級務處理知能表現 

   (3)實習歷程檔案 

 

3. 行政實習成績(15%) 

   (1)教育實習計畫 

   (2)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3)實習歷程檔案 

 

4. 研習活動成績（10％） 

   (1)返校研習出席率 

   (2)小考及模擬考 

 

 

 

評 

 

語 

 

實習指導教師：                                 日期：   年   月   日   

淡江大學 102學年度實習生實習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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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全國教師自律公約 
(資料來源：全國教師會 89.02.01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一、教師專業守則：以下事項，教師應引以為念，以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一)教師應以公義、良善為基本信念，傳授學生知識，培養其健全人格、民主素養

及獨立思考能力。 

(二)教師應維護學生學習權益，以公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學生，盡自己的專業知能

教導每一個學生。 

(三)教師對其授課課程內容及教材應充分準備妥當，並依教育原理及專業原則指導

學生。 

(四)教師應主動關心學生，並與學生及家長溝通連繫。 

(五)教師應時常研討新的教學方法及知能，充實教學內涵。 

(六)教師應以身作則，遵守法令與學校章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倡導良善社會風

氣，關心校務發展及社會公共事務。 

(八)教師應為學習者，時時探索新知，圓滿自己的人格，並以愛關懷他人及社會。 

二、教師自律守則：以下事項，教師應引以為誡，以維護教師專業之形象： 

(一)教師對其學校學生有教學輔導及成績評量之權責，基於教育理念不受不當因素

干擾及不當利益迴避原則。除以下情形之外，教師不得向其學校學生補習。

（本條文自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起實施） 

1、教師應聘擔任指導公立機關學校辦理之學生課外社團活動。 

2、教師應聘擔任指導非營利事業組織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報備核准之學生

學習活動。 

(二)教師之言行對學生有重大示範指導及默化作用，基於社會良善價值的建立以及

教師的教育目標之達成，除了維護公眾利益或自身安全等特殊情形下，教師

不應在言語及行為上對學生有暴力之情形發生。 

(三)為維持教師在社會的形象，教師不得利用職權教導或要求學生支持特定政黨

(候選人)或信奉特定宗教。 

(四)為維持校園師生倫理，教師與其學校學生不應發展違反倫理之情感愛戀關係。 

(五)教師不得利用職務媒介、推銷、收取不當利益。 

(六)教師不應收受學生或家長異常的餽贈；教師對學生或家長金錢禮物之回報，應

表達婉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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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規準(參考版) 

 
一、前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

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特訂定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計畫，於 94 

年底發布本試辦計畫，並於 95 學年度開始試辦。 

本計畫之第五點第三項規定，本試辦之評鑑規準由學校參照選用本部 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訂定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參考規準，爰本部委請 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曾校長憲政率領研究團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張教授新 仁、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張教授德銳、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許教授玉齡）研訂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供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學校參照選  用，委託研究期程為 95 年 3 

月 1 日至 96 年 2 月 28 日止，並於 96 年 3 月 完成結案報告。 

 
 

二、使用說明  

本文主要包括評鑑規準與評鑑工具兩部分，依據試辦計畫第五點第三項規

定，規準內容包含：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 進修、敬業

精神與態度等 4 個層面，另有 18 個評鑑指標與 73 項參考檢核 重點。評鑑工具

分為 A、B 兩種版本，均含 5 種評鑑工具：教師自評表、 教學觀察表、檔案評

量表、綜合報告表及專業成長計畫表，以下分別詳述 評鑑規準與工具之內容及使

用方法。 

(一)評鑑規準 

本規準係以中小學教師「專業能力」為核心，採取「層面—指標—參考檢核

重點」為架構，建構完整的指標系統。層面乃指涉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的主要領域

或面向，共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

與態度等四個層面，涵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教 育工作的主要內容。評鑑指標

係依循各個層面之能力，發展出精熟任教學 科領域知識、展示課程設計能力、研

擬適切的教學計畫等 18 個指標。參 考檢核重點部分，係根據層面及指標的邏

輯與內涵，發展出 73 項參考檢 核重點，包括充分掌握單元教材內容、有效連結

學生新舊知識、結合學生 的生活經驗。整體而言，本指標系統乃是瞭解教師教學

專業能力之際，可 善加採用之參考內容，指標規劃詳盡，呈現出各學科／領域教

師共通、重要、核心之教育專業能力。詳細內容茲以下表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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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層面與指標 
 

層面 A：課程設計與教學 

評鑑指標：A-1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A-2 研擬適切的教學計畫 

A-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A-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A-6 善於運用學習評量 

A-7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層面 B：班級經營與輔導 

評鑑指標：B-1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B-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B-3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B-4 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層面 C：研究發展與進修 

評鑑指標：C-1 參與教學研究工作 

C-2 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 

C-3 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 

C-4 反思教學並尋求專業成長 

層面 D：敬業精神與態度 

評鑑指標：D-1 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規範 

D-2 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奉獻教育社群 

D-3 建立與學校同事、家長及社區良好的合作關係 

 

在各層面之下又細分成 18 個評鑑指標，為各種組成該領域的能力。各試辦學校在
設計自己的評鑑規準時，可以參考選用至少一個 層面，以及就各層面選用適用的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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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考檢核重點與資料來源 

為讓使用者能更具體檢核評鑑指標，在 18 個評鑑指標下共列出73 項參考檢

核重點，並將每項檢核重點可以佐證的資料來源，以黑 點標示於資料來源欄，

期能與評鑑方式所用之教師自評、教學觀察、 教學檔案評量或其他方式做結

合，以方便使用者整理資料。參考檢 核重點是提供使用者參考，可以根據每

一個項目進行評量，或以共  同結果作為前一層次評鑑指標之評量參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應蒐集多元資料，但以教師自評、教學觀察、 教學檔案為

主，輔以訪談、學生意見調查及教師意見調查等其他資 料來源。資料來源部

分，僅列出自評、教學觀察、教學檔案評量， 至於「其他」資料來源的採用，

各校可視情況採用。 
 

層 

面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資料來源 

教 

師 

自 

評 

教 

學 

觀 

察 

教 

學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展現課程設計

能力 

A-1-1 編選適合任教班級學生的教材。 •  • • 

A-1-2 研擬並檢視任教科目教學進度。 •  • • 

A-2研擬適切的教

學計畫 

A-2-1 依據教學目標與學生程度，編寫符合學習需求單元

教學計畫。 
•  • • 

A-2-2 考量學生個別差異，擬定教學計畫。 •  • • 

A-2-3 針對教學計畫作省思與改進。 •  • • 

A-3精熟任教學科

領域知識 

A-3-1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 •  • 

A-3-2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或技能。 • •  • 

A-3-3 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 •  • 

A-4清楚呈現教材

內容 

A-4-1 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 •  • 

A-4-2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 •  • 

A-4-3 正確而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 •  • 

A-4-4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 •  • 

A-4-5 澄清迷思概念，或引導價值觀 • •  • 

A-4-6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 •  • 

A-4-7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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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資料來源 

教 

師 

自 

評 

教 

學 
觀 
察 

教 

學 
檔 
案 

其 

 

 
他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5運用有效教學

技巧 

A-5-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  • 

A-5-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策略方法。 • •  • 

A-5-3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 •  • 

A-5-4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 •  • 

A-5-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 •  • 

A-5-6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 •  • 

A-5-7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 •  • 

A-5-8 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實施教學活動。 • •  • 

A-6應用良好溝通

技巧 

A-6-1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 •  • 

A-6-2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 •  • 

A-6-3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 •  • 

A-6-4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 •  • 

A-7運用學習評量

評估學習成效。 

A-7-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 •  • 

A-7-2 教學結束後，選擇學習評量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

效。 
•  • • 

A-7-3 根據學生評量結果，適時進行補救教學。 • • • • 

A-7-4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 • • •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建立有助於

學生學習的班級

常規 

B-1-1 訂定合理的班級規範與獎懲規定。 •  • • 

B-1-2 善於運用班級學生自治組織。 •  • • 

B-1-3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 •  • 

B-1-4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 •  • 

B-1-5 妥善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 •  • 

B-2營造積極的
班級學習氣氛 

B-2-1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 •  • 

B-2-2 布置或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 • • • • 

B-2-3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 •  • 

B-2-4 教師公平對待學生。 • •  • 

B-3促進親師溝

通與合作 

B-3-1 向家長清楚說明教學、評量和班級經營的理 

念和作法。 
•  • • 

B-3-2 告知家長學生學習情形和各項表現。 •  • • 

B-3-3 主動尋求家長合作，共同促進學生學習。 •  • • 

B-4落實學生輔

導工作 

B-4-1 建立任教班級學生的基本資料。 •  • • 

B-4-2 輔導學生並建立資料。 •  • • 

B-4-3 敏察標籤化所產生的負向行為，採取預防措施與輔

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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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評鑑指標 參考檢核重點 

資料來源 

教 
師 

自 

評 

教 
學 
觀 

察 

教 
學 
檔 

案 

其 

 

 

他 

C
研
究
發
展
與
進
修 

C-1參與教育研究

工作 

C-1-1 參與校內各種教學研究相關會議。 •  • • 

C-1-2 分享教學實務、研習或專業工作心得。 •  • • 

C-1-3 發現教育問題進行研究。 •  • • 

C-1-4 將研究或進修成果應用於教育工作。 •  • • 

C-2研發教材、教

法或教具 

C-2-1 自行或與校內外教師共同研發教材。 •  • • 

C-2-2 應用教育新知以改進或創新教學。 •  • • 

C-2-3 自製或與校內外教師改良教具或教學媒材。 •  • • 

C-3參與校內外教

師進修研習 

C-3-1 從事教育專業的自我成長活動。 •  • • 

C-3-2 參與校內專業進修研習或成長團體。 •  • • 

C-3-3 參與校外專業進修研習或成長團體。 •  • • 

C-4反思教學並尋

求專業成長 

C-4-1 進行自我教學省思，瞭解自己的教學優缺點。 •  • • 

C-4-2 依據同儕、學生或家長回饋意見省思 

教學。 

•  • • 

C-4-3 依據省思結果，提出專業成長方向及作法。 •  • • 

C-4-4 整理教學文件及省思結果，建立個人教學檔案。 •  • • 

D
敬
業
精
神
與
態
度 

D-1信守教育專業

倫理規範 

D-1-1 遵守教育人員專業倫理信條及相關法令規定。 •  • • 

D-1-2 尊重學生、家長及教師個人資料的隱私性。 •  • • 

D-1-3 關懷弱勢學生，尊重其受教權。 •  • • 

D-2願意投入時間

與精力奉獻教育 

D-2-1 參與學校各項教學事務。 •  • • 

D-2-2 參與學校各項訓輔工作。 •  • • 

D-2-3 參與教育行政工作，協助推動教育革新。 •  • • 

D-2-4 參與校內外教師專業組織或團體。 •  • • 

D-3建立與學校同

事、家長及社區良

好的合作關係 

D-3-1 與學校同事良性互動且相互合作，形成夥伴關係。 •  • • 

D-3-2 與家長及社區良性互動且相互合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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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淡江大學 102學年度教育實習生整體輔導計畫 

一、依據 

依教育部頒「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課程作業原則」條文對照表第四條條文

規定辦理。 

二、目的 

1、提供實習生實務教學經驗，以提昇其專門科目與教學專業知能。 

2、提供實習生觀摩其他教師之教學、行政及輔導學生活動之機會，以提昇其從事

教育工作之意願與能力。 

3、協助實習生體驗導師、行政以及研習等各項實習活動，以充實其教育專業知識

與實務經驗。 

三、對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取得實習生資格者。 

四、時程：民國 102年 8月至 103年 1月或 103年 2月至 7月。 

五、實習相關單位之職責 

（一）淡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1、選定教育實習機構並與其簽訂實習契約。 

2、輔導修畢教育學程學生至訂約之教育實習機構參加教育實習。 

3、為審議教育實習相關議題，本校成立教育實習審議小組。 

4、透過巡迴輔導及諮詢輔導等方式對實習生加以輔導。 

5、遴選具有能力、意願及中等學校相關之教學、研究與服務經驗者為實習指導教師。 

6、規劃實習生隔週週五返校，安排教育實習指導教師進行教育實習課程。 

7、與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負責實習生之實習成績。 

8、函請實習學校所在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依權責酌予實習輔導教師獎勵。 

 

(二)教育實習機構： 

1、與本校簽訂教育實習契約，提供實習所需設備及場所。 

2、參與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規劃實習生整體輔導計畫。 

3、成立「實習生輔導小組」，辦理各項有關實習生之輔導工作。 

4、遴選具有輔導能力、意願，教學 3年以上及相關經驗之合格教師擔任實習輔導

教師，其中國民小學輔導教師需具 3 年導師之經驗。 

5、協助實習生擬定實習計畫。 

6、輔導實習生從事教學實習工作，包括教育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

及研習活動。實習期間以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行政實習及研習

活動為輔。實習生除教學實習時間外，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 

8、與本校共同負責實習生之實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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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與本校共同輔導解決實習生於教育實習期間所面臨教學及心理調適等問題。 

(三)教師研習進修機構： 

1、參與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規劃實習生整體輔導計畫。 

2、辦理研習活動。 

(四)教育實習機構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1、參與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規劃實習生整體輔導計畫。 

2、協助辦理簽約、分發實習以及教師資格檢定等事宜。 

六、輔導項目 

(一)分發實習：由本校根據學科專長分發修畢教育學程學生至教育實習機構，實施為

期半年之教育實習活動。 

(二)平時輔導：由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老師指導從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行政實

務。 

(三)巡迴輔導：由本校實習指導老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針對教學﹑導師行政等實習

活動給予指導。 

(四)諮詢輔導：由本校設置專線或透過全球資訊網路(WWW)提供實習諮詢服務。 

(五)研習活動：由縣（市）政府教育局﹑教師研習進修機構﹑教育實習機構及本校，

根據實習生進修所需辦理研習相關活動。 

(六)座談活動：由本校規劃教育實習課程，實習生隔週週五返校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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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輔導流程 

階段 時間 教學實習 導師實習 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 

導 

入 

階 

段 

8月 

、 

2月 

1.認識實習學校之實習

輔導教師。 

2.認識實習科目內容及

實習班級。 

3.熟悉實習學校的各項

教學設備、媒體目

錄、借用辦法。 

4.研讀實習學校所在縣

市之教育發展計劃、

教育簡介及有關書

刊。 

5.與實習學校之實習輔

導教師研擬未來半年

的實習計畫。 

1.閱讀導師手冊、

以認識導師工

作。 

2.閱讀輔導班級的

學生資料及輔導

記錄。 

1.認識實習學校的

行政組織，各處

室的業務範圍及

工作流程。 

2.認識實習學校相

關行政人員。 

3.認識學校辦學方

針、特色、法令

規章、作息時

間、行事曆等。 

4.認識學區文化、

學校與社區等。 

5.熟悉工作場所，

及基本辦公設

備。 

1.參加教師研習進

修機構所辦理之

研習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

程(中小學皆為：

學長姐實習經驗

分享)。 

觀 

摩 

見 

習 

階 

段 

(一) 

9月 

、 

3月 

1.熟練校內各項教學設

備的使用方法。 

2.研擬所將任教科目之

教學計畫或進行教學

單元設計，並準備教

材與教具。 

1.訪談資深導師有

關班級輔導、教

學與行政的經驗

與心得。 

2.在實習輔導老師

的指導下，研擬

本學期的班級輔

導工作計畫。 

3.參與新生入學始

業輔導。 

4.製作「教育實習

歷程檔案」。 

1.觀摩各處室如何

擬定年度工作計

畫和行事曆。 

2.列席參加各項行

政會報和教學研

究會。 

3.認識導護工作，

經由閱讀校內導

護計畫、導護編

組、導護須知等

文件及資料。 

1.繼續參加校外的

進修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

程。 

(1)中學：班級經營

理論與實務；學

生輔導理論與實

務 

(2)國小：班級經營

理論與實務；兒

童輔導 

註：「實習指導教師」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師； 「實習輔導教師」指實習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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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教學實習 導師實習 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 

觀 

摩 

見 

習 

階 

段 

(二) 

 

10月 

、 

4月 

1.觀摩實習輔導教師之

教學，包括教學技

巧、教學方法、師生

互動方式、班級經營

措施、作業設計和評

量方式等。 

2.協助實習輔導教師批

閱學生作業。 

3.擔任實習輔導教師之

教學助理。 

4.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

下，擔任部份教學工

作。 

5.實習生開始上台試

教，之後每兩週至少有

一次教學機會。 

6.製作「教育實習歷程檔

案」。 

1.觀摩實習輔導教

師的班導師工

作。包括，班、

週會之主持與

規劃，學生分組

與座位安排，學

生綜合資料與

晨檢資料之填

寫，學生自律組

織的產生與訓

練，導師溝通的

方式，學雜費用

的代收，以及偶

發事件的處理

等。 

2.見習實習輔導教

師之家庭訪問

及親師座談之

活動。 

3.繼續製作「教育

實習歷程檔案」。 

1.列席參加校務會

議、各處室會

議、行政會議。 

2.分配擔任某處室

的行政助理，協

助辦理某項行

政工作；但不直

接擔任承辦工

作。 

3.見習實習輔導教

師的導護工作。 

4.觀摩校內舉辦之

學藝、體育、生

活教育等競賽

活動或社團活

動。 

5.參與指導校內各

項學生競賽活動

或社團活動。 

1.跟隨實習輔導教

師參加各科教學

研究會、學年會

議。 

2.參加校內教師進

修活動。 

3.參加教育實習課

程。 

(1)中學：學科本

質、教學信念、課

程目標、教學方

法；教學觀摩、試

教、教學觀察回

饋。  

(2)國小：國語教學

示範與理念分

析；數學教學示

範與理念分析。 

11月

初至 

中旬 

、 

5月初

至中

旬 

 

1.繼續觀摩實習輔導教

師之教學。 

2.觀摩實習輔導教師以

外之其他教師之教學。 

3.繼續製作「教育實習歷

程檔案」。 

1.繼續觀摩實習輔

導教師之導師

實務工作。 

2.在實習輔導教師

的同意下，部份

導師工作可由

實習生處理。 

1.繼續列席參加各

項行政會報、教

學研究會和學

年會議。 

2.繼續擔任某處室

的行政助理。 

1.參加校內教師進

修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

程。 

(1)中學：教學觀摩、

試教、教學觀察

回饋。 

(2)國小：數學教學

示範與理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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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教學實習 導師實習 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 

綜 

合 

實 

習 

階 

段 

11月 

中旬

至月

底、5

月中

旬至

月底 

1.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

下，擔任部份教學工

作。 

2.上台試教。 

 

1、完成「教育實習

歷程檔案」。 

 

1.在實習輔導教師

在場指導下，擔

任導護工作。 

2.協助規劃某項學

藝競賽活動。 

1.參加校內教師進

修活動。 

2.參加教育實習課

程。 

(1)中學：教學觀摩、

試教、教學觀察

回饋。 

(2)國小：數學教學

示範與理念分析 

12月 

、 

6月 

1.月初進行期末試教。 

2.月底進行綜合評量。 

3.完成學科教學檔案。 

1.針對特殊學生做

深入家庭訪談。 

 

1.參加各處室行政

會報。 

2.轉換至其他處室

擔任行政助理。 

3.參與指導某項學 

生社團活動、課外

活動或分組活動。 

1.參加校內教師進

修活動。 

2.參加校外教師研

習活動。 

3.中小學實習生於

實習學校進行教

學試教及歷程檔

案整理 

1月 

、 

7月 

1.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

下，擔任部份教學工

作。 

2.繼續利用空餘時間觀

摩其他班級或其他科

教師的教學活動。 

3.撰寫並完成實習心得

報告。 

 

1.在實習輔導教師

現場指導下，處

理級務，從事導

師實務工作。 

2.參加本學期的家

庭訪問或親師座

談活動。 

1.繼續列席參加各

項行政會報、教

學研究會、學年

會議和校內進修

活動。 

2.繼續擔任新處室

的行政助理工作。 

3.擔任導護工作，

但仍須有其他合

格教師在場指導。 

1.參加校內教師進

修活動。 

2.參加校外教師研

習活動。 

3.參加教育實習課

程。(中小學皆為

教師檢定模擬考

及實習歷程檔案

評量) 

註：以上之實習輔導流程僅供參考，各校得依其實際狀況做彈性調整。 

 

八、成績評量 

實習生實習成績評量，採百分法，以六十分為及格。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

教師評量占百分之五十，教育實習機構評量占百分之五十。以二項成績之平均數為

其實習總成績， 

(一)淡江大學 

1、教學實習成績(45%) 

   (1)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2)平時教學知能表現 

   (3)期末試教 

   (4)實習歷程檔案 

   2、導師(級務)實習成績（30%） 

   (1)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2)輔導與級務處理知能表現 

   (3)實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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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實習成績(15%) 

   (1)教育實習計畫 

   (2)實習省思札記週報表 

   (3)實習歷程檔案 

4、研習活動成績（10％） 

   (1)返校研習出席率 

   (2)小考及模擬考 

(二)實習學校 

1、教學實習成績(45%) 

(1)平時教學知能表現 

(2)期末試教 

2、導師(級務)實習成績（30%） 

(1)輔導與級務處理知能表現 

(2)其他在實習班級之表現 

3、行政實習成績(15%) 

(1)參與行政相關會議與活動 

(2)各處室行政實習表現  

4、研習活動成績（10％） 

  (1)參與校內外研習 

  (2)研習成果表現 

九﹑人力 

本計畫所列各項輔導活動人力，分別由本校﹑教育實習機構﹑教師研習進修機構

以及教育實習機構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相關人員擔任。 

(一)在教育實習機構擔任實習輔導教師者，以合格教師為限。每位實習輔導教師以輔

導一位實習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實習輔導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

遴選，薦送本校；其遴選原則如下： 

1.有能力、意願輔導實習生者。 

2.具有教學三年以上之經驗者，其中國民小學輔導教師需具三年導師之經驗。 

(二)本校擔任實習輔導工作之實習指導教師，每位以指導十二名實習生為原則。實習

指導教師由本校遴選；其遴選原則如下： 

1.有能力指導實習生者。 

2.有意願指導實習生者。 

3.具有中小學校相關之教學、研究或服務經驗者。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各校依實際情況辦理之。 

十一﹑本計畫經本校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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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聯絡電話一覽表 

 

(一)師資培育中心專兼任教師及助理 

編號 職  稱 姓  名 分  機 E-Mail 

1.  師資培中心主任 主任 2124  

2.  實習指導老師 張雅芳老師 3183 yfchang@mail.tku.edu.tw 

3.  實習指導老師 徐加玲老師 3174 clhsu@mail.tku.edu.tw 

4.  實習指導老師 朱惠芳老師 2935 hueyfju@mail.tku.edu.tw 

5.  實習指導老師 陳劍涵老師 3178 chienhanc@mail.tku.edu.tw 

6.  實習指導老師 林君憶老師 3567 chunylin@umail.iu.edu 

7.  助   理 莊秀禎 2122 sherley@mail.tku.edu.tw 

 諮詢專線：(02)8631-3915 

 

(二)其它單位 

單  位 分機 備註 

教務處學籍股 2366、2367 發畢業證書等事宜 

教務處成績股 2369 申請成績單等事宜 

學務處生輔組 2263 平安保險等事宜 

資訊中心網路組 2628 管理 e-mail 帳號等相關事宜 

圖書館流通櫃台 2346、 辦理校友圖書證及借還書等事宜 

成人教育部 (02)23216320*8325 位於台北校園；辦理進修學分等事宜 

    淡江大學總機：(02)2621-5656 

mailto:yfchang@mail.tku.edu.tw
mailto:clhsu@mail.tku.edu.tw
mailto:hueyfju@mai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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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合作學校名單 

102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實習學校名單 

國中--台北市(公立) 

編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1.  臺北市立民權

國民中學 

http://web.mqjh.

tp.edu.tw/enable

/ 

 

陳春梅 洪錫璿 陳書瑩 

[103] 

臺北市重慶北路 3段 1

號 

T：25931951 

100校 

110 111 教 

F：25863809 

2.  臺北市立天母

國民中學 

http://www.tmjh

.tp.edu.tw/ 

 

林美雲 彭惠鈴 林崇欽 

[111] 

台北市天母東路 120號 

amyy@tp.edu.tw 校長 

T：28754864 

   221校 

   224教 

   225教學 

F：28754863 

3.  臺北市立關渡

國民中學 

http://www.ktjhs

.tp.edu.tw/modu

les/tinyd1/index.

php?id=2 

 

趙瀅君 陳文千 許貴華 

[112]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

212號 

chang0611@tp.edu.tw

校長 

misery@url.com.tw教務 

T：28582527 

   28581770 

   10校 

   20教 

   21教學 

F：28585627 

4.  臺北市立民族

國民中學 

http://www.mtjh

.tp.edu.tw 
蔣佳良 邱慧英 李紅穎 

[10673]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

路 4段 113 巷 13號 

chiang36@tp.edu.tw 校 

T：27322935 

   201 校 

   211 教 

   212 教學 

F：27325408 

5.  臺北市立螢橋

國民中學 

http://www.ycjh.

tp.edu.tw 莊志明 周夢芬 翁思梅 

[100] 

臺北市中正區林興里

汀州街 3段 4號 

ming5212@gmail.com 

校 

dolphin@tp.edu.tw 教 

wmay@tp.edu.tw 教務 

T：23673381   

   288校 

   210教 

   212教學 

F：23686574 

6.  

臺北市立中正

國民中學 

http://www.ccjh

s.tp.edu.tw 

余國珍 葉柳眉 呂慶書 

[100] 

臺北市中正區新營里

愛國東路 158號 

t528@ccjhs.tp.edu.tw 教 

 

 

 

 

T：23916697 

   101校 

   201教 

   211 教學 

F： 

23568475校 

23213387教 

7.  臺北市立重慶

國民中學 

http://www.cchs.

tp.edu.tw 

薛仲平 張樹人 葉偉成 

[10368]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里

敦煌路 19號 

T：25948631 

   210校 

   220教 

   221教學 

http://web.mqjh.tp.edu.tw/enable/
http://web.mqjh.tp.edu.tw/enable/
http://web.mqjh.tp.edu.tw/enable/
http://www.tmjh.tp.edu.tw/
http://www.tmjh.tp.edu.tw/
mailto:amyy@tp.edu.tw
http://www.ktjhs.tp.edu.tw/modules/tinyd1/index.php?id=2
http://www.ktjhs.tp.edu.tw/modules/tinyd1/index.php?id=2
http://www.ktjhs.tp.edu.tw/modules/tinyd1/index.php?id=2
http://www.ktjhs.tp.edu.tw/modules/tinyd1/index.php?id=2
mailto:chang0611@tp.edu.tw
mailto:chang0611@tp.edu.tw
mailto:academic@mail.tkjhs.tpc.edu.tw
mailto:academic@mail.tkjhs.tpc.edu.tw
http://www.mtjh.tp.edu.tw/
http://www.mtjh.tp.edu.tw/
mailto:chiang36@tp.edu.tw
http://www.ycjh.tp.edu.tw/
http://www.ycjh.tp.edu.tw/
mailto:ming5212@gmail.com
mailto:dolphin@tp.edu.tw
mailto:wmay@tp.edu.tw
http://www.ccjhs.tp.edu.tw/
http://www.ccjhs.tp.edu.tw/
mailto:t528@ccjhs.tp.edu.tw
http://www.cchs.tp.edu.tw/
http://www.cch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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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F：25928834 

8.  臺北市立龍山

國民中學 

http://www.lsjh.t

p.edu.tw 
許珍琳 楊雯仙 湯惠婷 

[108] 

臺北市萬華區富裕里

南寧路 46號 

mayjen@tp.edu.tw 校

長 

T：23362789 

   101校 

   200教 

   201教學 

F：23042287 

9.  臺北市立景美

國民中學 

http://www.cmjh

.tp.edu.tw 
吳秋麟 林育民 傅振宇 

[11684] 

臺北市文山區景華里

景中街 27號 

T：89353130 

   101、102 校 

   201教 

   202教學 

F：29304612 

10.  臺北市立北投

國民中學 

http://www.ptjh.

tp.edu.tw 李素珍 蕭薇 楊雅琪 

[112]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里

溫泉路 62號 

T：28912091 

   100校 

   200教 

   201教學 

F： 

28923691校 

28962044 教 

11.  臺北市立明德

國民中學 

http://www.mdj

h.tp.edu.tw 
曾美蕙 林凱瓊 林佳蓉 

[112] 

臺北市北投區建民里

明德路 50號 

T：28232539 

   101校 

   301教 

   302教學 

F：28232796 

12.  臺北市立石牌

國民中學 

http://www.spjh.

tp.edu.tw 陳玲玲 林豐戊 陳宗閔 

[11271]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里

石牌路 1段 139號 

T：28224682 

   212校 

   221教 

   222教學 

F：28265330 

ctm@spjh.tp.ed

u.tw 

13.  臺北市立東湖

國民中學 

http://www.dhjh.

tp.edu.tw/modul

es/news/ 

 

楊明惠 侯玉芳 溫書璇 

[11478]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

131號 

T：26330373 

601校 

621教 

622教學 

 

國中—新北市淡水區 

編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14.  新北市立淡水

國民中學 

http://www.tsjh

.ntpc.edu.tw/de

fault.asp 

林裕國 李安順 陳聰賢 

[25164] 

新北市淡水區文化里

真理街 10號 

chen5895@yahoo.com.

tw 校長 

T：26218821 

   10校 

 12教 

 13教學 

F： 

http://www.lsjh.tp.edu.tw/
http://www.lsjh.tp.edu.tw/
mailto:mayjen@tp.edu.tw
http://www.cmjh.tp.edu.tw/
http://www.cmjh.tp.edu.tw/
http://www.ptjh.tp.edu.tw/
http://www.ptjh.tp.edu.tw/
http://www.mdjh.tp.edu.tw/
http://www.mdjh.tp.edu.tw/
http://www.spjh.tp.edu.tw/
http://www.spjh.tp.edu.tw/
http://www.dhjh.tp.edu.tw/modules/news/
http://www.dhjh.tp.edu.tw/modules/news/
http://www.dhjh.tp.edu.tw/modules/news/
http://www.tsjh.ntpc.edu.tw/default.asp
http://www.tsjh.ntpc.edu.tw/default.asp
http://www.tsjh.ntpc.edu.tw/default.asp
mailto:chen5895@yahoo.com.tw
mailto:chen589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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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shuli@mail.tsjh.tpc.edu

.tw 教務 

c@tpc.edu.tw 教學 

26216867 校 

26263139 教 

15.  新北市立正德

國民中學 

http://www.jdj

h.ntpc.edu.tw/f

ront/bin/home.

phtml 

 

賴來展 吳家云 吳玫緗 

[251] 

新北市淡水鎮北興路

109 號 

master@mail.jdjh.tpc.e

du.tw 校長 

jd9704@mail.jdjh.tpc.e

du.tw  教務 

jd9311@mail.jdjh.tpc.e

du.tw 教學 

T：26236489校 

   26205136 

   110校 

   120 121教 

F：26236485 

16.  新北市立三芝

國民中學 

http://www.szj

h.ntpc.edu.tw/ 

 

曾靜悅 張家榮 陳曉琪 

[252] 

新北市三芝鄉淡金路

一段 38號 

szjhprincipal@gmail.co

m  

T：26362004 

   10校 

   14 教 

   13、15教學 

F：26362407 

 

國中—新北市(公立)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17. 新北市立大觀

國民中學 

http://www.tkj

hs.ntpc.edu.tw/ 

 

顏學復 曾尚慧 蔡斐玲 

[220]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

街一號 

T：2272-5015 

811 教學 

18. 新北市立新埔

國民中學 

http://www.hpj

h.ntpc.edu.tw/ 

 許淑貞 楊春芳 魏碧玲 

[22051] 

新北市板橋市新海路

181 號 

principal@hpjh.tpc.edu

.tw 校長 

H211@hpjh.tpc.edu.tw

教務 

H212@hpjh.tpc.edu.tw 

教學 

T：22572275 

   888校 

   211 教  

   212 教學 

F：22591750 

19. 新北市立鶯歌

國民中學 

http://www.ykj

hs.ntpc.edu.tw/ 

 郭妙色 何春緣 洪靚思 

[23942]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

路 108號 

chyrhome@tpc.edu.tw 校

長 fenghome@tpc.edu.tw

教務  

na2888@tpc.edu.tw 教

學 

T：26701461 

   221校 

   236教 

   233教學 

F：26796091 

20. 新北市立光榮

國民中學 

http://www.grj

楊尚青 蔡明真 陳芝仙 

[241] 

新北市三重市介壽路

26 號 

T：29721430 

   101 校 

   201 教 

mailto:c@tpc.edu.tw
http://www.jd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jd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jd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jd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mailto:master@mail.jdjh.tpc.edu.tw
mailto:master@mail.jdjh.tpc.edu.tw
mailto:jd9704@mail.jdjh.tpc.edu.tw
mailto:jd9704@mail.jdjh.tpc.edu.tw
mailto:jd9311@mail.jdjh.tpc.edu.tw
mailto:jd9311@mail.jdjh.tpc.edu.tw
http://www.szjh.ntpc.edu.tw/
http://www.szjh.ntpc.edu.tw/
http://www.tkjhs.ntpc.edu.tw/
http://www.tkjhs.ntpc.edu.tw/
http://www.hpjh.ntpc.edu.tw/
http://www.hpjh.ntpc.edu.tw/
mailto:principal@hpjh.tpc.edu.tw
mailto:principal@hpjh.tpc.edu.tw
mailto:H211@hpjh.tpc.edu.tw
mailto:H211@hpjh.tpc.edu.tw
mailto:H212@hpjh.tpc.edu.tw
http://www.ykjhs.ntpc.edu.tw/
http://www.ykjhs.ntpc.edu.tw/
mailto:chyrhome@tpc.edu.tw
mailto:fenghome@tpc.edu.tw
mailto:fenghome@tpc.edu.tw
mailto:na2888@tpc.edu.tw
http://www.grj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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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h.ntpc.edu.tw/ 

 

wv1005@yahoo.com.tw

教務 

   202 教學 

F：29789465 

21. 新北市立義學

國民中學 

http://163.20.1

2.10/default.as

p 
林翠雯 李雪芳 黃倩蘋 

[243]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

33 號 

leader@mail.yhjh.tpc.e

du.tw 校長 

tsengcc@mail.yhjh.tpc.

edu.tw 教務 

T：22961168 

   600校 

   100教 

   101教學 

F： 

22961362 校 

22977023 教 

22. 新北市立三多

國民中學 

http://www.sdj

h.ntpc.edu.tw/

manage/menter

2.asp?info=519 

 

林世慶 鄭凱文 蘇育男 

[23876] 

新北市樹林區三多路

101 號 

T： 

8688-1501 

201 教 

203 教學 

 

F： 

8688-1514 

 

高中—台北市、新北市(公立)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23. 臺北市立大直

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 

http://web.dcsh.t

p.edu.tw/ 黃文振 郭建誠 劉澤宏 

[10462]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20號 

sryang@tp.edu.tw 校

長 

kuokuo@tp.edu.tw教

務 

dcsh122@ecsh.tp.edu.t

w劉澤宏教學組長 

T：25334017 

 111 校 

 121教 

 122 教學 

F： 

25339635校 

25338262教 

24. 臺北市立百齡

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 

http://web.blsh.t

p.edu.tw/ 
吳麗卿 廖志風 曹于婷 

[11167]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

四段 177號 

T：28831568 

   601校 

   102教 

   103教學 

F： 

28832945 校 

28827430 教 

25. 臺北市立南港

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 

http://web.nksh.t

p.edu.tw/ 王美霞 劉葳蕤 陳瀅如 

[115] 

北市南港區向陽路 21

號 

shyu@mail.nksh.tp.edu

.tw 校 

gb@mail.nksh.tp.edu.t

w 教務 

gb01@mail.nksh.tp.edu

.tw 教學 

T：27837863 

   211校 

   221教 

   222教學 

F：26546870 

http://163.20.12.10/default.asp
http://163.20.12.10/default.asp
http://163.20.12.10/default.asp
mailto:leader@mail.yhjh.tpc.edu.tw
mailto:leader@mail.yhjh.tpc.edu.tw
mailto:tsengcc@mail.yhjh.tpc.edu.tw
mailto:tsengcc@mail.yhjh.tpc.edu.tw
mailto:tsengcc@mail.yhjh.tpc.edu.tw
http://www.sdjh.ntpc.edu.tw/manage/menter2.asp?info=519
http://www.sdjh.ntpc.edu.tw/manage/menter2.asp?info=519
http://www.sdjh.ntpc.edu.tw/manage/menter2.asp?info=519
http://www.sdjh.ntpc.edu.tw/manage/menter2.asp?info=519
mailto:sryang@tp.edu.tw
mailto:kuokuo@tp.edu.tw
mailto:dcsh122@ecsh.tp.edu.tw
mailto:dcsh122@ecsh.tp.edu.tw
mailto:shyu@mail.nksh.tp.edu.tw
mailto:shyu@mail.nksh.tp.edu.tw
mailto:gb@mail.nksh.tp.edu.tw
mailto:gb@mail.nksh.tp.edu.tw
mailto:gb01@mail.nksh.tp.edu.tw
mailto:gb01@mail.nk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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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26. 臺北市立麗山

高級中學 

http://www.lssh.

tp.edu.tw/ 

徐建國 柯明樹 周家祥 

[11452]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

二段 100號 

vnchen@lssh.tp.edu.tw 

校 

acad@lssh.tp.edu.tw 

教務 

acad1@lssh.tp.edu.tw 

教學 

 T:26570435 

   100 校 

   200 教 

   201 教學 

F: 87515841 

27. 臺北市立南湖

高級中學 

http://163.21.20

2.115/releaseRe

direct.do?unitID

=183&pageID=

3037 

 

孫蘭宜 謝明昆 張玉慧 

[11486]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

三段 220號 

T：26308889 

  401 校 

  601 教 

  609 教學 

F： 

26307187 校 

26307186 教 

28. 新北市立新北

高級中學 

http://163.20.18

0.1/ 

 
江家珩 莫恆中 楊金川 

[241] 

新北市三重市三信路

1號 

 master@scsh.tpc.edu.t

w 校長 

stamp@scsh.tpc.edu.tw

教務 

 

T：28577326 

   300校 

   200教 

   201教學 

F：28576904 

29. 新北市立竹圍

高級中學 

(完全中學) 

http://www.twjh

.ntpc.edu.tw/fro

nt/bin/home.pht

ml 

（完全中學） 

吳宗珉 楊憲勇 洪慧檣 

[251] 

新北市淡水鎮竹林路

35號 

T： 28091557 

    168校長 

    110教 

    111 教學 

 F：26242041 

 

高中—基隆市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30.  國立基隆女子

高級中學 

http://www.klgs

h.kl.edu.tw/front

/bin/home.phtml 

 

曾華錚 林瑞淑 連文惠 

[201] 

基隆市東信路 324號 

T： 

24278274 

200教 

210教學 

 

 

 

 

 

mailto:vnchen@lssh.tp.edu.tw
mailto:acad@lssh.tp.edu.tw
mailto:acad1@lssh.tp.edu.tw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1.202.115/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http://163.20.180.1/
http://163.20.180.1/
mailto:master@scsh.tpc.edu.tw
mailto:master@scsh.tpc.edu.tw
http://www.tw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tw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tw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twjh.ntpc.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klgsh.kl.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klgsh.kl.edu.tw/front/bin/home.phtml
http://www.klgsh.kl.edu.tw/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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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高級中學-台北市、新北市(私立)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31. 臺北市私立復

興實驗高級中

學 

http://www.fhj

h.tp.edu.tw/ 
李  珀 鄭調榮 秦靜儀 

[106]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

路一段 262號 

polee@fhjh.tp.edu.tw 

校 

sykou@fhjh.tp.edu.tw教務 

chin@fhjh.tp.edu.tw教

學 

T：27715859 

   112 校 

   211 教 

   217 教學 

F：27763658 

   87715586校長 

32. 臺北市私立華

興高級中學 

http://www.hh

hs.tp.edu.tw/hu

axing/index1.a

spx 

梅瑞珊 李玉梅 侯淇晨 

[111] 

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

道一段 101號 

kf5457@mail.hhhs.tp.e

du.tw 教務 

hannah27@mail.hhhs.t

p.edu.tw 教學 

T：28316834 

   201 校 

   210  213 教 

F：28310654 

33. 臺北市私立靜

修女子高級中

學 

http://www.bis

h.tp.edu.tw/ 
歐陽台

英 
蔡英華 王念慈 

[103]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

59 號 

o_principal@bish.tp.edu.t

w (校) 

yhtsai@bish.tp.edu.tw教

務 

shing030@bish.tp.edu.tw(

教學) 

T：25574345 

    101 校 

    201 教 

    207 教學 

F： 

25492215 校 

25575047 教 

34. 臺北市私立衛

理女子高級中

學 

http://www.dig

imagic.com.tw

/wesley 

吳家怡 廖韻芳 林偉音 

[111]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

二段 321號 

T：28411487 

校 101 

教 102 

F：28413025 

35. 新北市私立淡

江高級中學  

http://www.tks

h.ntpc.edu.tw/ 

姚聰榮 張亦佑    楊育民 

[251] 

新北市淡水鎮真理街

26 號  

T：2620-3850 

36. 臺北市私立靜

心國民中小學 

http://www.chj

hs.tp.edu.tw/ 

簡毓玲 吳蘊嫻 李美慧 

[106] 

臺北市文山區興福里

興隆路二段 46號 

T：29323118 

120教 

121教學 

F：89318012 

 

mailto:polee@fhjh.tp.edu.tw
mailto:sykou@mail.fhjh.tp.edu.tw
mailto:chin@mail.fhjh.tp.edu.tw
mailto:kf5457@mail.hhhs.tp.edu.tw
mailto:kf5457@mail.hhhs.tp.edu.tw
mailto:hannah27@mail.hhhs.tp.edu.tw
mailto:hannah27@mail.hhhs.tp.edu.tw
mailto:o_principal@bish.tp.edu.tw
mailto:o_principal@bish.tp.edu.tw
mailto:liyen@bish.tp.edu.tw
mailto:shing030@bish.tp.edu.tw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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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職--台北市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37. 臺北市立士林

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http://www.slh

s.tp.edu.tw/ind

ex.aspx 

 

黃贇瑾 周靜宜 闕雅純 

[11165] 

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50 號 

T：28313114 

   101校 

   201教 

   204實研組長 

F：28321534 

38. 臺北市立大安

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http://www.tai

vs.tp.edu.tw/ 
陳清誥 曾騰瀧 洪醒漢 

[10664]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

路二段 52號 

netadm@mail.taivs.tp.edu.t

w 

T：27091630 

1001 校 

1101 教 

1102 教學 

F： 

校 27090635 

教 27542075 

39. 新北市立淡水

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http://www.tsv

s.ntpc.edu.tw/ 

林恭煌 石明金 胡志成 

[251]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7 號 

T：26203930 

201 校 

214 教 

F：26214620 

40. 臺北市私立協

和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 

http://www.hh

vs.tp.edu.tw/ 

何靜波 江錦煌 郭美淑 

[11082]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790 巷 27號 

T：27276860校 

   27263380教 

F：27264848 

41. 臺北市私立育

達高級商業家

事職業學校  

http://www.yu

dah.tp.edu.tw/ 

劉育仨 吳櫻卿 李曉喬 

[10553]  

台北市松山區寧安街

12 號 

T：25706767 

   104校 

   201教 

   202 教學 

F：25794109 

 

自覓實習學校(含建議) 

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1.  

臺北市私立達人

女子高級中學 

http://www.trgs

h.tp.edu.tw/ 

吳韻樂 李美鶴 吳卉宜 

[11464]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二段 314號 

T：27956899 

12教 

F：27942063 

2.  

國立金門高級

中學 

http://www.kms

h.km.edu.tw/km

sh/ 

蔡錦杉 洪福全 盧筱玲 

[89345]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

94號 

T： 

082-326582 

082-325450 

http://www.slhs.tp.edu.tw/index.aspx
http://www.slhs.tp.edu.tw/index.aspx
http://www.slhs.tp.edu.tw/index.aspx
http://ta.taivs.tp.edu.tw/mainteacher/SearchData.asp?TID=547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mailto:netadm@mail.taivs.tp.edu.tw
mailto:netadm@mail.taivs.tp.edu.tw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sh.ttu.edu.tw/tsh/webpage/subindex.php?unit=recognize&sub=map
http://www.trgsh.tp.edu.tw/
http://www.trgsh.tp.edu.tw/
http://www.kmsh.km.edu.tw/kmsh/
http://www.kmsh.km.edu.tw/kmsh/
http://www.kmsh.km.edu.tw/km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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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務 

主任 

教學 

組長 
地址 聯絡電話 

3.  

國立馬公高級

中學 

http://www.mk

sh.phc.edu.tw/ 

薛東埠 黃肇國 許玉蕙 

[88048]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369號 

T： 

886-69272342 

101校 

201教 

211教學 

F： 

886-69276502 

4.  

彰化縣立田中

高級中學

http://www.tcj

h.chc.edu.tw/s

chool/web/ind

ex.php 

潘福來 宋金鎮 陳嫻徽 

[52042] 

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街

23號 

04-8745820  

710校 

720教 

721教學 

5.  

彰化縣立田中

高級中學

http://www.tcj

h.chc.edu.tw/s

chool/web/ind

ex.php 

潘福來 宋金鎮 
 

 

陳嫻徽 

[52042] 

彰化縣田中鎮文化街

23號 

04-8745820  

710校 

720教 

721教學 

6.  

剛恆毅學校財

團法人新北市

天主教恆毅高

級中學 

http://www2.h

chs.ntpc.edu.t

w/bin/home.ph

p 

卓明楠 洪金水 鍾建安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108號 

T： 

(02) 2992-3619 

100校 

110教 

111、112教學 

F： 

(02)-2279-5083 

 

http://www.mksh.phc.edu.tw/
http://www.mksh.p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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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法及相關法規 

 
師資培育法 

民國 94年 12月 28日修正 
第 1 條 

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充裕教師來源，並增進其專業知能，特制定本
法。 

 

第 2 條 

師資培育應著重教學知能及專業精神之培養，並加強民主、法治之涵泳與生活、品德之
陶冶。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指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指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前，依本法所接受之各項有關課程。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師資培育政策之建議及諮詢事項。 

二、關於師資培育計畫及重要發展方案之審議事項。 

三、關於師範校院變更及停辦之審議事項。 

四、關於師資培育相關學系認定之審議事項。 

五、關於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之審議事項。 

六、關於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之審議事項。 

七、關於持國外學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標準之審議事項。 

八、關於師資培育評鑑及輔導之審議事項。 

九、其他有關師資培育之審議事項。 

前項委員會之委員應包括中央主管機關代表、師資培育之大學代表、教師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其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 條 

師資培育，由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為之。 

前項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其設立條件與程序、師資、設施、招
生、課程、修業年限及停辦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
學校 (班) 師資類科分別規劃，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為配合教學需要，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得依前項程序合併規劃為中小學校師資
類科。 

 

 

 

 

 



 

 

第 62 頁，共 87 頁 

第 7 條 

師資培育包括師資職前教育及教師資格檢定。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 

前項專門課程，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擬定，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二項教育專業課程，包括跨師資類科共同課程及各師資類科課程，經師資培育審議委
員會審議，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 8 條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含其本學系之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並另加教育實習課程
半年。成績優異者，得依大學法之規定提前畢業。但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不得減少。 

 

第 9 條 

各大學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之學生，其入學資格及修業年限，依大學法之規定。 

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得甄選大學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 

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招收大學畢業生，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至少一年，並另加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前三項學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 10 條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者，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已修畢第七條第二項之普通課程、專門
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

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前項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大學畢業依第九條第四項或前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參加教師
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前項教師資格檢定之資格、報名程序、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應繳納之費用、檢定方式、
時間、錄取標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已取得第六條其中一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修畢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並取得證明書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免
依規定修習教育實習課程及參加教師資格檢定。 

 

第 12 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教師資格檢定，應設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必要時，得委託學校或有
關機關 (構) 辦理。 

 

第 13 條 

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式實施，公費生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
區學校服務。 

公費與助學金之數額、公費生之公費受領年限、應訂定契約之內容、應履行及其應遵循
事項之義務、違反義務之處理、分發服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 條 

取得教師證書欲從事教職者，除公費生應依前條規定分發外，應參加與其所取得資格相
符之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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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有實習就業輔導單位，辦理教育實習、輔導畢業生就業及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 

前項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結合各級主管機關、教師進修機構及學校或幼稚園共同辦理
之。 

 

第 1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 (班) 應配合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全時教育實
習。主管機關應督導辦理教育實習相關事宜，並給予必要之經費與協助。 

 

第 17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立與其培育之師資類科相同之附設實驗學校、幼稚園或特殊教育學

校 (班) ，以供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 

 

第 18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不得逾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並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 19 條 

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進修： 

一、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 

二、協調或委託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各類型教師進修課程。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師進修課程。 

前項第二款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專責單位，辦理教師在職進修。 

第一項第三款之認可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九日本法修正生效前，依師範教育法考入師範校院肄業之學生，
其教師資格之取得與分發，仍適用修正生效前之規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
年內，得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但符合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生效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
者，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得適用原辦法之規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修習而尚未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得依第八條及

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或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十年內，得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但符合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生效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
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者，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年內，得
適用原辦法之規定。 

 

第 21 條 

八十九學年度以前修習大學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代理教師，初檢合
格取得實習教師證書者，得依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生效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並得自本法修
正施行之日起四年內，適用原辦法之規定。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課及代理教師，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得免依規定修習教育實習課程，於參加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
科教師證書： 

一、最近七年內任教一學年以上或每年連續任教三個月以上累計滿一年。前開年資以同
一師資類科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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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畢業，修畢與前款同一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並取得證明書。 

三、經服務學校出具具備教學實習、導師 (級務) 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專業知能之
證明文件。 

前項規定之適用，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至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 22 條 

取得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並繼續擔任教職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師資培育
之大學，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年內專案辦理教育專業課程，提供其進修機會。 

前項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修畢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得報請主管機關換發一般地區教
師證書，免參加資格檢定及參加教育實習。 

取得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並擔任教職累積五年以上者，不用修習第一項所指稱

的教育專業課程，亦得報請主管機關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免參加資格檢定及參加教
育實習。 

 

第 23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進用之現職高級中等學校護理教師，具有大學畢業學歷且持有中央主管
機關發給之護理教師證書，並繼續擔任教職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
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六年內，專案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提供其進修機會。  

前項護理教師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以任教年資二年折抵教育實習，並得適
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取得合格教師證書。 

本法修正施行前進用之現職大專校院護理教師，具有大學畢業學歷且持有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之護理教師證書，並繼續擔任教職者，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 24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幼稚園或托兒所工作並繼續任職之人員，由中央主管機關就其
擔任教師應具備之資格、應修課程、招生等相關事項之辦法另定之。 

 

第 25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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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民國 100 年 1月 4 日修正 

第 1 條 

本細則依師資培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合併規劃之中小學校師資類科，其教育專業課

程、教育實習課程之修習及教師資格檢定之實施方式與內容，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 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普通課程：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程。 

二、專門課程：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專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三、教育專業課程：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需教育知能之教育學分課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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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三款教育專業課程及第四款教育實習課程，合稱教育學程。 

 

第 4 條 

依本法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始得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

非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

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 

三、大學畢業後，依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第 5 條 

本法第八條、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十條第一項所定半年教育實習，以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或

二月至七月為起訖期間；其日期，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 

 

第 6 條 

依本法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依大學法規定，

取得畢業資格者，得不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先行畢業。 

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學畢業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稱為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得自行向原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其他

開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大學，申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原師

資培育之大學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但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已停招或停辦者，得由

辦理教育實習課程之師資培育大學會同原師資培育之大學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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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已取得本法第六條中等學校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並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修畢中等學

校階段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門課程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及專門課程學分表，並造具名冊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國民小學合格教師修畢國民小學階段任教領域專門課程者，得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合格教師，得準用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 8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學校位置

或不足類科師資需求認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 9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實習就業輔導單位，應給予畢業生適當輔導，並建立就業資訊、

諮詢及畢業生就業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共同劃定輔導區，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 

 

第 10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遴選辦理教育實習課程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 

(班)  (以下簡稱教育實習機構) ，共同會商簽訂實習契約後，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配合辦

理全時教育實習。 

 

第 11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為實施教育實習課程，應訂定實施規定，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教育實習機構及其實習輔導教師之遴選原則。 

二、實習輔導方式、實習指導教師指導實習學生人數、實習輔導教師輔導實習學生人數、

實習計畫內容、教育實習事項、實習評量項目與方式及實習時間。 

三、學生實習時每週教學時間、權利義務及實習契約。 

四、教育實習成績評量不及格之處理方式。 

五、其他實施教育實習課程相關事項。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應包括教學演示成績，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評定，

其比率各占百分之五十。 

 

第 12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得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向學生收取相當於四

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第 13 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所設教師在職進修專責單位辦理之各項進修，其授

予學位或發給學分證明書，除依本法相關規定外，並依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14 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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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 

101年 4月 20日 

第一章 總則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所定之督導

事宜及提升師資培育半年教育實習課程之品質，增進教育實習輔導之效能，特訂定

本原則。 

二、教育實習輔導之目的為提升下列知能： 

（一）瞭解班級教學情境，演練教學知能。 

（二）瞭解教育對象，演練班級經營管理知能。 

（三）見習並參與學校行政工作，瞭解學校運作。 

（四）體認教師職責及角色，培養專業精神。 

三、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師資培育之大學：指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二）教育實習機構：指經師資培育之大學遴選供教育實習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

園、特殊教育學校(班)。 

（三）辦理教育實習業務單位：指師資培育之大學負責教育實習業務之單位。 

（四）實習指導教師：指師資培育之大學教師受聘指導實習學生者。 

（五）實習輔導教師：指教育實習機構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向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

輔導實習學生之教師。 

四、師資培育之大學為審議教育實習相關議題，應成立教育實習審議小組，其任務由各

師資培育之大學自定。 

前項小組，得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副校長或一級主管兼任，幕僚作業由教育實

習業務單位負責；其成員包括相關行政單位代表、相關院系所主管。必要時得邀請

主管機關及教育實習機構代表列席。 

前項成員，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五、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期間為半年，以每年八月起至翌年一月止，或二月起至七月止；

其向教育實習機構報到日期，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訂定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回校使用校內相關資源之規定。 

六、實習學生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期間，得比照參加政府機關主辦之訓練，申請延

期徵集入營。 

實習學生中途因故停止實習，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輔導其儘速通知戶籍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役政單位。 

七、實習學生教育實習事項及比率如下： 

（一）實習學生參與教育實習課程事項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其以教學實習與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 

（二）教學實習占百分之四十五、導師（級務）實習占百分之三十、行政實習占百分之

十五、研習活動占百分之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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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實習學生之資格及審核 

八、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訂定教育實習課程申請及審查實習資格之規定。 

九、申請教育實習課程學生，得自行向原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其他開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

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課程。 

師資培育之大學受理輔導他校實習學生，應與原就讀師資培育之大學確認實習學生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關事項，始得進行教育實習輔導。 

第三章 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輔導 

十、師資培育之大學為辦理教育實習課程，應訂定實施規定，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規劃教育實習課程內涵。 

（二）規劃教育實習評量項目及方式。 

（三）編印教育實習手冊。 

（四）舉辦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實習期

間之權利及義務等相關事項。 

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輔導方式如下： 

（一）到校輔導：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並與教育實

習機構首長、實習輔導教師及學生訪談。 

（二）研習活動：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返校座談或研習活動，並以每個月一次為原則。 

（三）通訊輔導：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編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寄發實習學生參閱。 

（四）諮詢輔導：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設置專線電話、網路等，提供教育實習諮詢服務。 

（五）成果分享：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成果發表及心得分享活動。 

十一、師資培育之大學應遴選具有能力且有意願之實習指導教師指導實習學生。 

具有在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一年

以上之教學經驗者，得優先遴選為實習指導教師。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辦理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活動，以

提升教育實習歷程品質。 

十二、實習指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溝通協調實習學生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間之意見。 

（三）對每位實習學生進行到校輔導至少一次。 

（四）觀察實習學生教學實習，並給予回饋意見。 

（五）主持或參與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六）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及報告。 

（七）評閱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檔案。 

（八）評定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成績。 

（九）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 

十三、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每人指導實習學生人數以八人至十二人為原則，

得酌計授課時數一小時至三小時，並得視實際需要，由教育專業實習指導教師與

學科專業實習指導教師共同指導。前往教育實習機構輔導時，師資培育之大學應

酌予支給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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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指導學生人數，因特殊情形專案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有關酌計授課

時數方式採內含或外加，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 

第四章 教育實習機構之遴定及職責 

十四、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公告所轄適宜辦理教育實習及願意提供實習機會

之機構名單。 

教育實習機構之遴選條件如下： 

（一）地理位置便於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者。 

（二）行政組織健全、合格師資充足及軟硬體設施齊備，足以提供充分教育實習環境者。 

（三）曾獲主管機關校務評鑑評定優良或通過基礎評鑑者。 

（四）經師資培育之大學主動推薦者。 

（五）首長具合格教師證書者。 

（六）近三年無重大違規事件經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十五、實習輔導教師應具有合格教師資格。但新增類科或稀少性類科無足夠合格師資可

供遴選者，不在此限。 

十六、實習輔導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遴選，薦送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輔導教師應具備

下列條件： 

（一）有能力輔導實習學生者。 

（二）有意願輔導實習學生者。 

（三）具有教學三年以上經驗及服務熱忱之專任合格教師。但有特殊情形，經教育實習

機構主動推薦，並經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七、每一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 

十八、為順利推展實習輔導工作，教育實習機構應成立教育實習輔導小組，擬訂教育實

習機構教育實習輔導計畫，推動相關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師資培育之大學並應主

動提供必要之指導及協助。 

十九、主管機關應就下列教育實習有關事項予以督導、協助及經費補助： 

（一）督導所轄教育實習機構訂定教育實習計畫。 

（二）協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遴選優良實習輔導教師。 

（三）給予所轄教育實習機構必要之經費補助。 

（四）派員訪視所轄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情形。 

二十、教育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輔導計畫周延，符合師資培育實習相關規定，輔導績效

良好者，主管機關得依前點第四款訪視結果核實給予該機構首長及教育實習輔導

小組相關人員獎勵。 

第五章 實習輔導教師職責及獎勵 

二十一、實習輔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輔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三）協調提供實習學生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四）輔導實習學生心理調適問題。 

（五）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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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量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及綜合表現成績。 

（七）對實習學生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八）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及主管機關辦理之相關活動。 

二十二、教育實習機構得減少實習輔導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一節至二節。 

二十三、師資培育之大學得發給實習輔導教師聘書或感謝狀。 

二十四、實習輔導教師任滿半年以上，輔導績效良好，有具體事實者，師資培育之大學

及主管機關得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 

第六章 實習學生之職責 

二十五、實習學生應全時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與教育實習機構規劃之教學實習、導師(級

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等活動。 

二十六、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開始前，與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指導教師研商後，擬訂

教育實習計畫，包括教育實習機構概況、實習目標、實習活動、預定進度及評

量事宜，以作為輔導及評量之依據。 

二十七、實習學生之教學實習，應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

主，第四週起，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如下：  

（一）中等學校：不得超過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二分之一。 

（二）國民小學：不得超過十二節。 

（三）幼稚園：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依前三款規定辦理。 

二十八、中等學校教學實習內容應涵蓋主修之學科（領域、群科）專長；國民小學教學

實習內容應涵蓋七大學習領域；幼稚園教學實習內容應涵蓋六大課程領域；特

殊教育教學實習內容應涵蓋不同學習領域。 

二十九、實習學生應參加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安排之座談或研習；參加座談

或研習者給予公假。 

三十、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期間繳交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之教育實習作業或報告，並

於期末整理成個人實習檔案，繳交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評閱。 

三十一、實習學生應依相關規定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已辦理其他保險拒絕加保者，師資

培育之大學應盡告知義務，並請實習學生簽署切結書，同時以書面通知學生家

屬。 

三十二、實習學生之各項教育實習活動應有正式教師在場指導。 

        實習學生不得從事下列事項： 

（一）單獨擔任交通導護。 

（二）單獨帶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三）單獨照顧身心障礙學生。 

（四）代理導師職務及行政職務。 

（五）擔任專職工作或進修學位。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機構課後打工、兼差，應經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教育實習實

施規定及教育實習計畫審慎評估，並取得師資培育之大學同意。 

三十三、實習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向教育實習機構報到。除因重大疾病或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外，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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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及請假規定 

三十四、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成績評量，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評定之，

採百分法，以六十分為及格。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評量占百分之五十，

教育實習機構評量占百分之五十。 

三十五、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之評量項目及比率如下： 

（一）教學實習（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四十五。 

（二）導師（級務）實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行政實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四）研習活動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 

三十六、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表現良好者，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得給予

獎狀。 

三十七、實習學生半年教育實習期間之請假別及日數，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辦理。 

實習學生協助教育實習機構於夜間及假日辦理活動，教育實習機構應核實給予

補休假。 

三十八、實習學生全勤者，其成績得酌予加分。請假日數超過十日者，其教育實習成績

不得超過八十分；請假日數超過二十日者，其教育實習成績不得超過七十分。 

三十九、實習學生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應請假而未請假者，以二倍計算。請假累計

超過四十日，應停止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請產假（包括：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陪產假）累計超過四十日，或代表

國家參加國際比賽等活動請假累計超過十日者，應依超過請假日數補足教育實

習。 

教育實習機構應通知師資培育之大學其實習學生請假情形，師資培育之大學應

據以辦理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及追蹤輔導。 

四十、因教育實習成績不及格、重大疾病或事故停止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得向師資培

育之大學重新申請教育實習及繳費。但在原教育實習機構重新實習者，以一次為

限。 

前項因重大疾病或事故停止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重新申請教育實習時，師資培

育之大學應審慎輔導及評估其教育實習機構環境，必要時應召開教育實習審議小

組會議審議。 

四十一、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機構及實習學生，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教

育實習課程成績評量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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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業經 92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93.05.11)決議通過 

業經 93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93.09.21)修正通過 

業經 93學年度第 4 次中心會議(93.10.20)修正通過 

業經 93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93.11.22)修正通過 

業經 93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94.04.26)修正通過 

業經 94學年度第 4 次中心會議(94.10.18)修正通過 

業經 96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96.06.13)修正通過 

業經 98學年度第 7 次中心會議(98.12.24)修正通過 

業經 99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100.3.28)修正通過 

業經 100 學年度第 6次中心會議(101.6.12)修正通過 

壹、總則 

一、為增進教育實習品質，淡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第十一條規定以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育實習輔導之目的為提升實習學生下列專業知能與態度： 

（一）教學知能。 

（二）班級經營與輔導知能。 

（三）學校行政工作與學校運作。 

（四）研習與專業精神。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教育實習機構：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遴選供教育實習之中等與國小學校。 

（二）實習指導教師：指本校教師受聘指導實習學生者。 

（三）實習輔導教師：指教育實習機構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向本校推薦輔導實習學生之

教師。 

（四）實習學生：修讀教育學程學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取得資格修習半年教育

實習課程之學生。 

四、為審議教育實習相關議題，本校成立教育實習審議小組。由教育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

成員包括相關院系所主管、師資培育中心主任與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必要時得邀請主

管機關及教育實習機構代表列席。 

五、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半年；原則上以每年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或二

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為起迄期間。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回校得使用校內相關資源。 

六、實習學生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期間，得比照參加政府機關主辦之訓練，申請延期徵

集入營。實習學生中途因故停止實習，本校應輔導其儘速通知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役政單位。 

七、實習學生教育實習事項及比率如下： 

（一）實習學生參與教育實習課程事項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

習活動；其以教學實習與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 

（二）教學實習占百分之四十五、導師（級務）實習占百分之三十、行政實習占百分之十

五、研習活動占百分之十為原則。 

貳、實習學生之資格及審核 

八、本校教育實習課程申請資格規定如下：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

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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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依據教育部核定本校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內容審查。 

九、申請教育實習課程學生，得自行向本校或其他開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之大學，

申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課程。 

本校受理輔導他校實習學生，將與原就讀師資培育之大學確認實習學生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相關事項，始得進行教育實習輔導。 

參、本校之實習輔導工作 

十、本校成立教育實習工作小組，辦理以下教育實習課程事項： 

（一）規劃教育實習課程內涵。 

（二）規劃教育實習評量項目及方式。 

（三）編印教育實習手冊。 

（四）舉辦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實習期間

之權利及義務等相關事項。 

(五) 分發實習，由本校根據學科專長分發實習學生至教育實習機構，實施為期半年之教育

實習課程。 

本校教育實習課程輔導方式採下列方式辦理： 

(一)平時輔導：由實習輔導老師輔導本校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機構的學習。 

(二)定期課程：由本校實習指導老師規劃課程內容，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隔週返校接受四小

時之課程輔導及研習。 

(三)到校輔導：由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並與教育實習機構首長、實習

輔導教師及學生訪談。 

(四)通訊輔導：由本校出刊教育實習電子報，實習學生可隨時點閱。 

(五)諮詢輔導：由本校設置專線電話、網路等，提供教育實習諮詢服務。 

(六)成果分享：由本校辦理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成果發表及心得分享活動。 

十一、本校指導教師之遴選原則如下： 

（一） 遴選具講師資格以上，有專業知能之大學教師。 

（二）具有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相關之教學、研究與服務經驗者。 

本校應定期辦理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活動，以提升教育實習歷程

品質。 

十二、本校實習指導教師之職責如下： 

（一）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溝通協調實習學生與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間之意見。 

（三）對每位實習學生進行到校輔導至少一次。 

（四）觀察實習學生教學實習，並給予回饋意見。 

（五）隔週上課，給予實習生適時引導與協助。 

（六）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及報告。 

（七）評閱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檔案。 

(八）評定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成績。 

(九）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 

十三、本校實習指導教師，每人指導實習學生人數以十二人為原則，並酌計授課時數二小時。

前往實習機構輔導時，應支給差旅費。 

肆、教育實習機構之遴定及職責 

十四、本校教育實習機構之遴選原則與簽訂方法如下： 

（一）遴選原則： 

1. 主管機關公告適宜辦理教育實習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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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理位置便於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者。 

3. 行政組織健全、合格師資充足及軟硬體設施齊備，足以提供充分教育實習環境者。 

4. 曾獲主管機關校務評鑑評定優良或通過基礎評鑑者。 

5. 經本校師生主動推薦者。 

（二）簽訂方法：遴選定之教育實習學校報請所屬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後，訂定實習契

約。 

 (三) 有關實習學生自覓教育實習機構之簽定，依「淡江大學修讀教育學程學生自覓教育實

習機構實施原則」辦理。 

十五、實習輔導教師應具有合格教師資格。但新增類科或稀少性類科無足夠合格師資可供遴

選者，不在此限。 

十六、實習輔導教師為教育實習機構的合格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遴選，薦送本校；其遴選

原則如下： 

（一）有能力輔導實習學生者。 

（二）有意願輔導實習學生者。 

（三）具有教學三年以上經驗及服務熱忱之專任合格教師。但有特殊情形，經教育實習機

構主動推薦，不在此限。 

十七、每一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 

十八、為順利推展實習輔導工作，教育實習機構應成立實習輔導小組，擬定教育實習機構教

育實習輔導計畫，推動相關實習輔導工作。 

伍、實習輔導教師職責及獎勵 

十九、實習輔導教師之職責如下： 

（一）輔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三）協調提供實習學生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四）輔導實習學生心理調適問題。 

（五）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或報告。 

（六）評量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及綜合表現成績。 

（七）對實習學生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八）參與本校及主管機關辦理之相關活動。   

二十、教育實習機構得減少實習輔導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一節至二節。 

二十一、本校得發給實習輔導教師聘書或感謝狀。 

二十二、實習輔導教師任滿半年以上，輔導績效良好，有具體事實者，本校及主管機關得依

相關規定給予獎勵。 

陸、實習學生之職責 

二十三、實習學生除應全時參與本校與教育實習機構所規劃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

以及行政實習外，並應遵守以下規定： 

(一) 隔週返校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二) 依實習指導老師之規定，撰寫作業。 

 (三) 期末進行教學演示。 

二十四、實習學生應於實習開始一個月內，與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指導教師研商後，擬定實

習計畫，包括教育實習機構概況、實習目標、實習活動、預定進度及評量事宜，以

作為輔導及評量之依據。 



 

 

第 75 頁，共 87 頁 

二二十五、實習學生之教學實習，應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主，

第四週起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如下：  

 (一) 中等學校：不得超過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二分之一。 

 (二) 國民小學：不得超過十二節。  

二二十六、中等學校教學實習內容應涵蓋主修之學科（領域、群科）專長；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內容應涵蓋七大學習領域。 

二二十七、實習學生應參加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參加教育實習課程者給予公假。 

二二十八、實習學生應於實習期間繳交本校規定之實習作業或報告，並於期末整理成個人實習

檔案，繳交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評閱。 

二十九、實習學生應依相關規定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已辦理其他保險拒絕加保者，本校應盡

告知義務，並請實習學生簽署切結書，同時以書面通知學生家屬。 

三十、實習學生之各項教育實習活動應有正式教師在場指導。 

       實習學生不得從事下列事項： 

（一）單獨擔任交通導護。 

（二）單獨帶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三）單獨照顧身心障礙學生。 

（四）代理導師職務及行政職務。 

(五）擔任專職工作或進修學位。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機構課後打工、兼差，應經本校依教育實習實施規定及教育實習

計畫審慎評估，並取得本校同意。 

三十一、實習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向實習機構報到。除因重大疾病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外，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年。 

柒、實習成績評量及請假規定 

三十二、教育實習成績評量方式與結果處理： 

（一）由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評定之，採百分法，以六十分為及格。本校實習指導教師

評量占百分之五十，教育實習機構評量占百分之五十。 

（二）實習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三）實習成績不及格，得重新申請實習及繳費，惟重新實習以一次為限。 

三十三、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之評量項目及比率如下：           

（一）教學實習（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四十五。 

（二）導師（級務）實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行政實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四）研習活動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 

三十四、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表現良好者，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得給予獎狀。 

三十五、實習學生半年實習期間之請假日數規定如下： 

(一) 事假：以三個上班日為限。 

   (二) 病假：以十四個上班日為限(連續二日以上之病假應檢附醫生證明)。 

(三) 婚假：以七個上班日為限。 

   (四) 娩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五) 流產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六) 喪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實習學生協助教育實習機構於夜間及假日辦理活動，教育實習機構應核實給予補休假。 

三十六、實習學生全勤者，其成績得酌予加分。請假日數超過十日者，其教育實習成績不得

超過八十分；請假日數超過二十日者，其教育實習成績不得超過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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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實習學生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應請假而未請假者，以二倍計算。請假累計超過

四十日，應停止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請產假（包括：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陪產假）累計超過四十日，或代表國家參

加國際比賽等活動請假累計超過十日者，應依超過請假日數補足教育實習。 

教育實習機構應通知本校實習學生請假情形，本校應據以辦理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及追

蹤輔導。 

三十八、實習學生因重大疾病或事故，於實習學校缺席或本校實習課程缺課達三分之一者，

其實習評量成績得由實習學校或本校予以不及格計。 

三十九、實習學生實習成績不及格，欲重新申請教育實習，其原則為： 

（一）實習學生得自覓師資培育機構重新提出教育實習申請，通過後由該師資培育機構負責

輔導至訂約之教育實習機構參加教育實習。 

（二）實習學生如欲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審議通過。 

（三）實習學生如欲在原教育實習機構參加第二次之教育實習，需經該機構同意後始得進行

實習。 

四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陳報院長核定，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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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及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臺中

（二）字第 1 0 0 0 0 2 3 5 9 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9日教育部臺中（二）

字第 1 0 1 0 0 7 2 0 2 5 號令修正發布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師資培育大學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教育實

習學生（教師）及教育實習機構之教育實習輔導教師積極參與教育實習，協助教育

實習學生專業標準理論轉換之實踐力，獎勵其對教育實習貢獻，增進教育實習效能，

提升師資培育素質，特提供教育實習績優獎項，並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教育實習學生(教師)及教育實習機構

之教育實習輔導教師。 

三、辦理期程：教育實習績優獎每年辦理一次，其辦理期程如下： 

（一）報名甄選：每年六月十五日前。 

（二）審查作業：每年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三）審查結果：每年十月五日前公告得獎名單。 

四、錄取名額： 

（一）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六人：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二人、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二人、

幼稚園教育階段一人及特殊教育學校教育階段一人。 

（二）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十三人：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五人、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四

人、幼稚園教育階段二人及特殊教育學校教育階段二人。 

（三）教育實習學生(教師)楷模獎二十人： 

1.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八人、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六人、幼稚園教育階段四人、特殊

教育學校教育階段二人。 

2.本獎項前五名不分教育階段，取審查積分最高排序。 

（四）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六組：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二組、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二組、幼

稚園教育階段一組及特殊教育學校教育階段一組。 

各獎項錄取名額，本部得擇優錄取，並視實際需要酌予增減名額。 

五、參選資格：前一年二月至七月及前一年八月至本年一月參與及完成半年制教育實習；

前一年七月起至本年六月止參與及完成一年制教育實習，並符合下列資格，應擇一

獎項參選，不得重複： 

（一）個人獎： 

1.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擔任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指導教師至少三年，

指導教育實習生表現卓越，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推薦。 

2.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擔任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至少三年，

協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教育實習學生(教師)表現卓越，經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

育實習機構聯署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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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實習學生(教師)楷模獎：於教育實習期間之表現卓越，且獲教育實習指導教

師及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聯署推薦。 

（二）團體獎：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符合前款規定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教育實習輔

導教師及教育實習學生(教師)，且對教育實習三聯關係有具體貢獻、效益及特色。 

（三）已獲獎者，自獲獎後應累計三年輔導教育實習經驗，始得再參選同一獎項。 

六、推薦作業： 

（一）推薦單位：師資培育之大學。 

（二）推薦名額：  

1.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教育實習指導教師總數在二十五人以下者，推薦二

人；二十六人以上者，推薦三人。 

2.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教育實習學生(教師)總數在一百人以下者，推薦二

人；一百零一人至三百人以下者，推薦三人；三百零一人以上者，推薦四人。 

3.教育實習學生(教師)楷模獎：教育實習學生(教師)總數在一百人以下者，推薦二

人；一百零一人至三百人以下者，推薦三人；三百零一人至四百人以下者，推

薦四人；四百零一人以上者，推薦五人。 

4.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教育實習指導教師總數在二十五人以下者，推薦二組；

二十六人以上者，推薦三組。 

5.前四目各獎項推薦名額，依各教育階段分別計之。 

（三）推薦程序： 

1.師資培育之大學應組成教育實習績優評選小組（以下簡稱評選小組）公開評選

被推薦者，其中評選小組應設置評選委員三人至七人，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擔任召集人。 

2.有特殊需求考量，經校長同意，由教育實習輔導處處長擔任或由一級主管擔任

評選小組召集人。 

3.已停招，惟仍有實習學生(教師)之師資培育大學，經校長同意，由一級主管擔任

評選小組召集人。 

4.評選結果報經校長同意，函送被推薦者相關資料及連同評選結果會議紀錄至教

育部委請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辦理評審，並副知本部。 

（四）推薦資料規格：  

1.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檢附評選結果會議紀錄、推薦總表一式二份及被推薦者資料

作品各一式五份，送達指定地點；逾時、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2.被推薦者資料作品內容及規格： 

（1）受推薦者送件資料作品(包括目錄)，應以 A4 尺寸膠裝成冊，內容資料以六

十頁為限（包括佐證資料，不包括基本條件資料），並請分別編列頁碼，未

編碼頁數不予列入審查，如有其他相關資料，應請一併註明，頁數超過六十

頁者，每增一頁扣總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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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十分鐘以內之教學過程光碟影片一式五份尤佳。 

（3）送件資料表件規格不符及錯漏字，依實際情形酌予扣分。 

3.推薦資料規格，由本部統一提供，並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中等教育司/教育實習項

下公告。 

（五）被推薦者，應自行選擇一所學校參與推薦，不得重複，違反者，以資格不符論。 

七、評審基準： 

（一）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 

1.教育實習指導計畫代表作：占二十五分。 

2.教育實習訪視或輔導紀錄代表作：占三十五分。 

3.教育指導典範事蹟：占四十分。 

（二）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 

1.教育實習機構之輔導計畫：占十分。 

2.教育實習輔導計畫代表作：占二十分。 

3.教育實習輔導紀錄代表作：占三十分。 

4.教育實習輔導卓越事蹟：占四十分。 

（三）教育實習學生（教師）楷模獎： 

1.教育實習楷模事蹟：占三十分。 

2.教育實習計畫：占十分。 

3.課程設計與教學創新之作法：占二十五分。 

4.校園人際互動、教學、導師、行政、研習等精要紀錄及心得：占二十五分。 

5.教育生涯之期許與發展、教育實習檔案（心得）簽證：占十分。 

（四）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 

1.師資培育之大學與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相關制度及創新作法：占二十分。 

2.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實習學生(教師)之互動情形及紀錄：占

三十五分。 

3.教育實習三聯關係於實習輔導上之具體效益及可推廣之模式：占四十五分。 

八、評審作業： 

（一）本部得委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辦理評審，並組成評審小組： 

1.評審小組置評審委員以九人為原則，包括本部行政代表一人。 

2.依推薦案件之教育階段，評審委員分為四組：中等學校組、國民小學組、幼稚

園組及特殊教育學校組；每組評審委員至少二人。 

3.受聘委員辦理評審作業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迴避之規定。 

（二）評審程序： 

1.評審原則由評審小組召開會議研議定之。 

2.評審分為初審與複審，由評審小組以推薦學校所送文件為評審依據，必要時得

至被推薦人服務(教育實習)之學校進行實地審查或請被推薦人至指定地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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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 

（三）初審與複審錄取名額： 

1.初審：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十二人、教育實習輔導教師二十六人、教育實習學生(教

師)六十人及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十二組。 

2.複審：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六人、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十三人、教育實習學生(教師)

二十人及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六組。 

3.前二目得視參選件數及參選情形擇優錄取或酌予增減。 

（四）本要點有關爭議事宜，經評審小組審議後，報本部決定。 

九、獎勵方式：經核定獲頒教育實習績優獎者，由本部公開表揚頒發獎座，並依下列規

定給予獎勵： 

（一）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 

1.通過複審者，頒發獎座一座、獎狀一紙及獎金新臺幣二萬元。 

2.通過初審者(不包括通過複審者)，頒發獎狀一紙。 

（二）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 

1.通過複審者，頒發獎座一座、獎狀一紙及獎金新臺幣二萬元，並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建議學校核敘記功一次。 

2.通過初審者(不包括通過複審者)，頒發獎狀一紙，並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建議學

校核敘嘉獎二次。 

（三）教育實習學生(教師)楷模獎： 

1.通過複審者，頒發獎狀一紙及獎金：第一名新臺幣二萬元；第二名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第三名至第五名新臺幣一萬元；其餘為新臺幣六千元。 

2.通過初審者，頒發獎狀一紙(不包括通過複審者)。 

（四）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 

1.通過複審團體組，每組頒發獎座一座，每組隊員頒發獎狀一紙，並頒發獎金新

臺幣十萬元，獎金分配由推薦之師資培育大學自訂；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另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建議學校核敘記功一次。 

2.通過初審團體組，每組隊員頒發獎狀一紙(不包括通過複審者) ；教育實習輔導

教師，另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建議學校核敘嘉獎二次。 

（五）核發獎金應依規定扣稅（扣稅金額以財政部所定之競賽獎金百分之十計算，如有

增減時從其規定辦理）。 

十、得獎者應遵守及配合辦理事項： 

（一）尊重本獎評審小組之決議。 

（二）有受推薦事蹟不實、偽造文書或有其他干擾評審委員及評審程序等情事，經本部

查證屬實者，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繳原頒贈之獎座、獎狀及獎金。有違法事實

者，依各該有關法規辦理。 

（三）得獎者除重大疾病或特殊因素，並經推薦之師資培育大學同意代領獎座、獎狀及

獎金外，應親自出席本部頒獎典禮，否則以自動放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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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公告得獎二年內，應配合本部舉辦相關宣傳與媒體報導等相關活動，並保留參

選作品原始檔案及資料，送本部備查。 

（五）得獎作品應同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本部運用圖片與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製作

成視聽著作（影片）與數位形式檔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

映、公開播送及網路線上閱覽。如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本部得重製該得獎作品。 

（六）編撰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與辦理教育實習績優獎成果發表及研討會： 

1.本部邀集各獎得獎前六名，編撰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及會議討論，確認撰

寫架構，並填寫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書，續傳教育實習經驗，俾供辦理教育實

習相關單位參考。 

2.為推廣績優之教育實習三聯關係，凝聚師資培育之實習輔導政策與實務作為之

共識，預定辦理一場至二場成果分享及研討會，以推廣教育實習績優事蹟，得

獎者應配合參與至少一場。 

（七）為瞭解本要點辦理成效，本部得進行歷年得獎者現況追蹤調查，作為未來規劃之

參據。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一）所有被推薦者資料，未得獎者原件檢還；得獎者有關資料檢還三份，其餘留存本

部運用。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推薦及得獎情形，列入下年度相關補助經費額度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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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 

民國 101 年 10月 9日修正 

第 1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一條第二項及教師法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以筆試（以下簡稱本考試）行之。每
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第 3條 

中華民國國民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者，得依證明書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加本考試。 

 

第 4條 

本考試報名程序、報名費用、考試日期、考試地點、成績通知、複查成績等相關事項，
應載明於報名簡章，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委託之學校或
有關機關 (構) ，於本考試舉行二個月前公告之。 

 

第 5 條 

本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依附表之規定，其有變更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考試舉行
六個月前公告之。 

考試題型除國語文能力測驗為選擇題及作文外，其餘應試科目均為選擇題及問答題。 

考試時間除國語文能力測驗為一百分鐘外，其餘各應試科目時間均為八十分鐘。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九日修正之第一項附表，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6條 

應考人於報名時，應繳下列費件： 

一、報名表。 

二、最近三個月二吋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照片。 

三、報名費。 

四、國民身分證影本。 

五、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 

六、大學以上學位證書影本。 

 

第 7條 

考試前發現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撤銷其應考資格。考試時發現者，予以扣考。
考試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錄取。考試及格後發現者，撤銷其考試及格資格，已發給教
師證書者，撤銷其教師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一、冒名頂替。 

二、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 

三、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 

四、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第 8條 

本考試各類科各應試科目以一百分為滿分，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及格： 

一、應試科目總成績平均滿六十分。 

二、應試科目不得有二科成績均未滿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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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試科目不得有一科成績為零分。 

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考試結果經中央主管機關所設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審查及格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 9 條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應考者，考試時得依其需要調整施測方式。 

 

第 10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準用一般考試法規之規定。 

 

第 11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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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要點 
 

民國 101 年 11月 12日修正 

一、依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二

十條、第二十二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七條、職業學校技術及專業教師甄審登記遴聘辦

法第七條規定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部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以下簡稱教師證書）核發作業，

應設審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教師證書核發及審核。 

（二）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及審核。 

（三）職業學校技術及專業教師證書核發及審核。 

（四）其他有關審核事項。 

三、本小組之組織及運作如下： 

（一）本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為原則，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部部長指派次

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 

1.本部各單位主管代表。 

2.本部所屬機關之首長。 

3.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4.師資培育之大學代表。 

5.學者專家代表。 

（二）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次長指派主管業務司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

幕僚作業及行政事務；所需工作人員，由本部業務相關人員派充或兼任。 

（三）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四）本小組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本小組每二個月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

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派或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六）本小組之決議，應有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七）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指派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機關得指

派人員代理出席，並參與會議表決。 

（八）本小組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其不自行迴避者，由本小組主席

命其迴避： 

1.審核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者之事項。 

2.現為送件單位之專任教職或校、院、系（所）有給職或無給職之行政職務。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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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小組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四、核發作業流程：申請教師證書，依下列程序辦理（如流程圖）：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依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職業學校、師資培育之大學審查通過後，應造具名

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函報本部委請之學校或機關（構）辦理教師證書收件及審

查作業。 

（三）本部委請之學校或機關（構）收件受理後，應先審查相關證明文件，其證件不

齊全、或有資格相關疑義需補充說明，經通知且未於五日內補附證件及補充說

明者，退還送件單位；符合規定者，函報本部核發教師證書；不符規定者，提

報本小組審核後，由本部以書面通知審核結果及原件退還送件單位。 

（四）本部委請之學校或機關（構）審查符合規定者，並經本部核發教師證書後，提

報本小組備查。 

（五）本部委請之學校或機關（構）審查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資格有疑義案件，得敘明

疑義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本部提供意見後，已無疑義者，由本部依前款規

定核發教師證書；仍有疑義者，應彙整相關資料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審議，再提本小組審核，審核通過者，由本部核發教師證

書。 

（六）教師證書由本部製發，函送送件單位轉發。 

五、經費：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部相關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六、經本小組確認師資培育之大學送請核發教師證書案件，有違反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認定及核發相關證明書等規定之情節，移由本部相關業務權責單位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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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要點流程圖 

 

 

   

 

退還送件單位

1.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
過、加科登記及另一
類科之教師證書，由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審查。
2.複檢教師資格、偏遠
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
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
書，由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辦理審查。
3.技術教師證書，由職
業學校辦理審查。

函報本部委請之學校或機關
（構）辦理教師證書審查作業

送審人(送審單位)申請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職業
學校及師資培育之大學受理申請

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作業

是否通過

退還送審人
(送審單位)

否

是

是否通過

否是

本部核發教師證書

不符規定者，提本部召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

書審核小組審核

是否通過

否是

提報本部召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證書審核小組備

查

未於五日內
補件

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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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檢定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應試科目  

檢定類科  
1 2 3 4 

中等學校 國語文能力測驗   

 

 含國文、作文、

閱讀、國音等基

本能力。  

教育原理與制度  

 

 「教育原理」

含 教 育 心 理

學、教育社會

學、教育哲學

等；  

 「教育制度」

含與本教育階

段相關制度、

法令與政策。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青少年發展」

含 生 理 、  認

知 、 社 會 、 道

德、人格、情緒  

 「青少年輔導」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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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與教育測驗。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含 中 等 學 校 課 程

發展與設計、教學

原理與設計、班級

經 營 、 教 學 評 量

等。  

國民小學 國語文能力測驗  

 

 含國文、作文、

閱讀、國音等基

本能力。  

教育原理與制度  

 

 「教育原理」含

教育心理學、教

育社會學、教育

哲學等。  

 「教育制度」含

與 本 教 育 階 段

相關制度、法令

與政策。  

兒 童 發 展 與 輔 導  

 

 「兒童發展」含

生理、認知、語

言、社會、道

德、人格、情

緒。  

 「兒童輔導」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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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與 教 育 測

驗。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含 國 民 小 學 課 程

發展與設計、教學

原理與設計、班級

經 營 、 教 學 評 量

等。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命題作業要點」(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

師 (二 )字第 1020078217B 號令修正發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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