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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同學的一封信 

實習輔導處 
處長  蘇碧瓊 

 
各位實習老師們： 

首先恭喜各位順利進入學校實習，為未來的人生規劃展開第一步的旅程。這旅程中將有快樂、將有挫折；將有充

實感、將有失落感。可以說一個百味雜陳，酸甜苦辣皆具的世界正等著妳去經歷、去嘗試、去探險。瞭解了這樣一個

可預期的未來，才能以一種健康的心態及情緒去面對及解決所遭遇的困擾或困難。 

健康的心態及情緒就是一種高 EQ。有的人並不是很聰明，學業表現並不特別出色，但是卻受到大家的喜愛及肯

定。有好的機會一定先想到他。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樣的一個人，我們就會發現他是一個不怕做事的人；他會認為多

做事是一種學習的機會，也是一種能力受到賞識的明證。另外，我們也可以發現他是一個不太抱怨的人；他以完成事

情為他最重要的考量，一旦接下事情一定盡力完成，而且作的完美。接著我們可能還發現他是一個心胸坦蕩的人；他

和善可親，講話語帶關懷，眼帶慈悲，不疾言厲色，不語帶諷刺。總而言之，這樣的一種人，就是一個具有健康心態

及懂得情緒管理的人。 

每人的個性不同，又處在不同的境遇，面對不同個性的其他人，所遇到的困擾或困難當然也不同。如何去找出最

好的解決之道，也就因人而異。但是以下有幾個方向可以努力，提昇自己的人生境界。首先就是多看書。讀書是吸收

別人經驗最快速的捷徑。有一些勵志的書可以激勵自己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效法成功者的作為。有些情緒管理的書可

以幫助自己在面對兩難或困境時，尋求最適當的處理方式。 

除了多看書外，接著就是要有虛心求教的精神。有了疑惑或遇到困境，而這些是書內無法提供給我們的，就要親

自請教長輩或師長。一般而言，長輩或師長都很愛護我們。他們的人生經驗比我們豐富，由師長或長輩所提供的建議，

再加上自己的判斷，往往一個很好的解決之道就此產生。 

最後一點就是要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凡事抱持希望，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 要先問自己有沒有盡到最大



的努力才可以聽天命。 此外，耐得了苦也要有恆心才行。如果寶藏在百尺以下，而你費心挖了九十九尺卻放棄了，你

也是得不到這寶藏的，徒勞無功。所以耐苦和恆心要並行才能有最大的效果。大家可能都聽過感恩、祝福、惜福、造

福等有智慧的話。試著每天記下一項愛護你的親人或朋友為你所做的一切，你將發現生命展開新頁，變得多彩多姿。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信念就是：看待一切逆境是另類的祝福，因為這些打擊、挫折幫妳學會堅定意志，接受人生挑戰，

更何況人生中常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現象。總之，認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道理，再配合自己積極的人生觀並加以

力行，則在這充滿酸、甜、苦、辣的人生境界中，我們的現在及未來將會減少酸苦、增加甜美。 

以上跟各位分享的皆是有關建立高 EQ 的必要性及多種方法中的三個途徑，請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因為對人

生的本質認識越多越透徹，越容易以較平靜及理智的心態及情緒去看待及處理事情。最後，我期盼各位除了具有高 EQ

外，也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多加充實，尤其是九年一貫課程的內涵，更要充分瞭解，這樣你的實習才能更順利、更愉

快。 我在這裡虔誠祝福各位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前途光明。 
 

  

新修正師資培育法的影響：以實習教師為例 

實習輔導處 學生實習組 

組長  朱耀明 

 
總統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發布了新修訂的師資培育法。該法的修訂在教育部經過五次的公聽會後，擬出了修

正師資培育法草案 20 條，草案經行政院法規會的擬定修正與立法院的審議修訂後，刪除部分文字及加入定義條文後，

辦法由原來的 20 條變成了 26 條。期間法條的變化與教育部所擬訂的草案與精神已經有所更動。為讓同學對新修訂的

師資培育法有所了解，因此，就有關修訂後的師資培育法對實習的方式、對在校生、正在就讀教育學程的同學、或已

經畢業但取得實習教師證但未實習的畢業生的影響，加以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教育實習納入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實習納入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實習納入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實習納入職前教育課程，，，，實習時間由原先一年轉為半年實習時間由原先一年轉為半年實習時間由原先一年轉為半年實習時間由原先一年轉為半年 

依照修訂後的師資培育法第七條第二項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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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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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明了師資培育課程的一般課程如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等修業四年，加上半年實習共四年半畢

業，然後取得「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第九條)。一般師資培育單位的規劃將於大學第五年的上學期辦理教育實習工

作，如此，下學期畢業生就可以全力準備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與學校的教師甄選。不過，大家經過半年的全時準備，屆

時教師甄選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屆時專門為教師檢定考試的補習班可能就應運而生。 
  

二二二二、、、、 將實習教師的角色變回學生的角色將實習教師的角色變回學生的角色將實習教師的角色變回學生的角色將實習教師的角色變回學生的角色 

依照師資培育法第七條與第八條的規定，實習教師不再是「實習教師」的角色，而是學生。早期的師範教育法中

的教育實習是「教師身分」，雖名為實習並接受師資培育機構教授的評分，但其領取一般教師津貼與享有教師應有的各

項權利與應盡之義務，故其角色界定為「初任教師」。 
現行的實習教師其身分就是「實習教師」。他接受實習機構的輔導教師與師資培育機構的指導教師之輔導，實習



的內容依照「中等學校教師與幼稚園教師檢定與實習辦法」的規範，明確訂定實習內容與評分方式，並領取實習津貼。

在學校的角色，同時具有「學生」與「教師」的角色。但因實習教師已經畢業，不具學生身分，但又非正式擔任教職，

因此，「實習教師」之定位乃介於「教師」與「學生」之間。但因這樣的中間尷尬身分，卻造成每一位實習教師由於不

同環境與認知，而其扮演的角色與工作項目多變，產生許多困擾。 
新師資培育法的規定，則將「教育實習」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此課程需要學生到實習學校從事教育實習的

工作，實習完成成績及格才畢業，因此實習期間的身分仍是「學生」。這與早期大四「教學實習」科目中,安排三週到

國民中學「試教」的活動類似，只是時間由原來的三週變成了半年,「試教」擴展為單一科目--「教育實習」。 
  
三三三三、、、、 實習沒有津貼甚至還要繳費實習沒有津貼甚至還要繳費實習沒有津貼甚至還要繳費實習沒有津貼甚至還要繳費 

現行的實習教師每個月可以領取實習津貼 8000 元，對於現行台灣的生活水準，八千元的實習津貼，無法支付一

般生活所需，距離我國訂定的最低工資 15840 元還少。因此，許多實習教師抱怨實習津貼太少，對於有家庭負擔的實

習教師，八千元的實習津貼更加不足，讓許多有家庭或有正式工作但對教職有興趣的人員不敢輕言辭職以全程參與實

習工作。 
但新修訂的師資培育法納入的學程內，除沒有實習津貼之外，實習變成了學制內的課程。依據新法第十八條的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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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現行的實習辦法當中，教育部已經有非應屆或國外畢業學生申請實習時，師資培育機構得收取兩學分

費用的相關規定。 
因此，師資培育單位向實習教師要求繳交學分費或實習費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收取費用之規定需視子法的內容

而定)，這對實習教師而言可說轉變很大。 
  

四四四四、、、、 可以選擇實習的方式可以選擇實習的方式可以選擇實習的方式可以選擇實習的方式 

新修訂的師資培育法的變革造成目前的在校學生、今年將要就讀本校的新生、將要就讀本校教育學程的學生、已

經畢業但尚未取得合格教師的畢業生或其他特殊身分的學生等都很擔心將來的實習與檢定的方式。在新修訂的辦法當

中的 20 條至 23 條中則為「落日條款」，訂定適用舊法身分的人員條件、適用期限與實施方式。僅以影響目前大部分學

生的第二十條為例，加以說明之，其餘則由有關人員自行閱讀。 
第二十條的條文共分三項，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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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要是為師範教育法中部分公費生但休學者

其權益的保障。 
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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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得得適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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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得得適用原辦法之規定」。 
此辦法針對的對象為目前取得實習教師證書(或具有可申請初檢資格者)的畢業生，其「得得得得適用原辦法之規定」，

也就是可以以目前實習一年成績及複檢的方式取得教師合格證書，但須在「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年內」。而以折抵方

式者辦理複檢者(符合 32、34 條者)則「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需辦理完成。或者符合該上述身分者，也可以

採用新法的方式辦理，即申請實習半年，然後參加教師資格檢定。 
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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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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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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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得得適用原辦法之規定」。 
本項規定主要針對目前的在校生或學程中的學生，其可以「得得得得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辦理」，亦即採用新制的

方式辦理，或者本法正式施行日起 10 年內得得得得採用原來的方式辦理初檢複檢取得合格教師證書。這也說明了，目前的在

校生在新法施行後，可以自行選擇不同的實習與檢定方式。 
對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究竟是何時？依照新法的第 26 條第二項「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之規定，目前行政院尚未頒布施行之命令。因此，何時實施尚未定。但據教育部的作業時程，相關的子法訂

定完成後，行政院就將頒布施行，預計施行日期大約訂在九十二年下學期後，也就是九十二學年度就可能開始施行新

修訂的師資培育法了。屆時，適用期間年限方開始起計算。這也代表著將有兩套實習與檢定制度同時施行。有實習半

年、也有實習一年；有人領津貼、有人沒津貼；有人採複檢取得證書或有人需要國家檢定考試的情況了。 
  

五五五五、、、、 合格教師證的取得分兩階段合格教師證的取得分兩階段合格教師證的取得分兩階段合格教師證的取得分兩階段 

新制有關合格教師證的取得與原辦法中的初檢複檢兩階段類似，但方式不同。第一階段需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第七條規定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課程)，則由師資培育中心或師範院校核發「師資職

前教育證明書」(第十一條第一項)，然後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辦理之教師資格檢定(第十二條)，檢定合格則由教

育部發給「教師證書」。原先教育部所訂定的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中所列參加資格考試通過後，經甄選進入學校後的「初

任教師」需要輔導的方式，在新法修訂中並未列入，也無任何此方面之規劃與輔導。 

  

六六六六、、、、 資格檢定方式未定資格檢定方式未定資格檢定方式未定資格檢定方式未定，，，，但只需一次即可但只需一次即可但只需一次即可但只需一次即可 

依據新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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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是相關的配套子法之一，目前尚

未訂出公佈。因此，無法清楚了解檢定的方式，有待大家多方注意以便提早因應。但對於該條文的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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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證明書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免依第一項規定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則是一件利多消息。此表示，當參加檢定合格後，取得其他類科的「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者，則由教育部直接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不用參加師資資格檢定了。亦即，不論你是國小、國中、幼

稚園或者是特殊教育類，只要取得其中一科的「教師證書」，則將來取得其他類科證書時，都不用參加教師資格檢定了。 

  

七七七七、、、、 實習的內容與方式彈性可能更大實習的內容與方式彈性可能更大實習的內容與方式彈性可能更大實習的內容與方式彈性可能更大 

新法中教育實習的內容與方式並未納入母法加以規範，屆時將由各師資培育單位自行發展特色，教育部僅負責督

導即給予必要之經費與協助。從新法中的第七、第八及第十五條條文中，均看不出來教育部有主導訂定實習準則或相

關辦法的規定。原師資培育辦法第八條第二項明確訂定「教育實習辦法，由教育部訂定之」；教育部公聽會所提供修訂

師資培育法之草案的第七條第四項內容中，規定「教育實習應依教育實習準則規劃之；其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但師資培育法經過了立法院的審議修訂後，新師資培育法中的第七條，已將教育部草案版本的第七條第四項逕予刪除。 

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實習已經納入師資職前課程教育課程中，應由師資培育單位自行發展特色。此代表著教育

部若沒有另訂教育實習準則，則有關實習的方式與評分的內容將由師資培育單位自行規劃與負責。教育部將依照新法

中的第十六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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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師資培育單位與

實習機構之間的互動與實習方式，將會因缺少了教育部訂定的「實習準則」，而出現各校自行規劃的情況。這將比現在

實習的方式更加的多樣性。亦即實習的分發、方式、期間(半年的起訖)、內容等，會因各師資培育單位的不同而有所

不同。 



這樣的多樣性將造成實習學校與師資培育單位執行上的困擾。在實習教師的輔導與評分上面也有許多問題需要解

決。此有待教育部妥善的因應與規劃。 

  

由於新法中有許多相關辦法(例如師資檢定辦法、職前教育檢定辦法、公費生辦法、教師進修辦法、師資培育審議

委員會設立辦法、師資培育中心設立辦法、國外學歷認定辦法、幼稚園與托兒所學程辦法等)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以便與師資培育法的規定互相配合。 

這些子法大約會於明年九十二學年度前公佈，公佈後新修正的師資培育法將正式實施。由於子法之相關規定目前

尚未清楚，對於制度可能產生之影響，目前無法確切了解，但是身為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教師，對新法所提供實習與

檢定兩種方式的選擇而言，確實必須預作認識，提早因應與準備。 

而「教師資格檢定」的方式與內涵，雖立法院審議的附帶記錄與教育部規劃上，檢定的方式將朝向分區辦理與包

括教學演示，但在實際的方式未定之前，情況並不清楚。但可確定的是，它將對教育實習及師資培育方式產生導引的

作用，也對各師資培育單位所培育出來的教師之教育專業程度與素養提供檢驗的機制。有關師資培育法詳細條文請洽

本處網頁或教育部網頁 http://www.nknu.edu.tw/~intern/recent/laws.htm 或 http://140.111.1.192/high-school/ii1303/news/charlier-7.doc 

 
 

 

實習心得分享 I                                                        教育系 葉靜怡 

 
面對情緒不穩定的學生 

      小芬在萬年殿前哭，過了上學時間也未到校。學生跑來告訴導師小芬沒來上課。林老師告訴我這位學生有精神方面

的困擾，要我先過去找她，她處理完班上的事隨後就到。 

我到萬年殿前，只見到小芬一人獨自站在廟旁哭，小芬見到我，哭的更大聲。我詢問她：「要回家去，或是去上

學上課？」，她都不願意。後來，林老師也來到。林老師告訴她：「葉伊玲已經先到學校了…你現在跟我去學校上課」。

在林老師堅持下，小芬終於到校上課。 

小芬原本就是情緒不穩的學生，對於陌生人或是一點小事都會情緒失控，一直哭泣，在班上，非常沉默與怕生，

必須和她熟識相處一陣子後，她才會對人有信賴感。因此我不能太強硬對她，所以選擇讓她哭個夠，把不安的情緒發

洩完，等導師林老師來接她。 

小芬重視朋友，此次是因為班上同學葉伊玲等不到她，見上學即將遲到，所以先行去學校，林老師在小芬回校後

向她說明，小芬情緒稍平。 

學生被毆打 

吳凱華負責午休時到外掃區打掃，卻碰見一群女生翻牆外出。這群女生當中有三年五班、二年六班及本班另一位

女同學劉雅惠。她們翻牆外出時恰好被導師林老師及童文志組長去巡視看見。然後將她們依校規處理，但是她們認為

是吳凱華去告密，因而在下午第七節打掃時間到我們班上毆打吳凱華，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班上的其他同學都沒有人

下來到一樓的導師室向導師報備。一直到隔壁班的女生看不下去，衝下來向林老師說，林老師才快速上樓去處理。 

解決過程 



1.先將吳凱華送去保健室。 

2.我和林老師陪同吳凱華一起回家向家長說清楚。 

3.交由訓導處聯絡其他肇事同學家長，並和薛同學的父母討論賠償事宜。 

4.解釋清楚她們被訓導處抓到翻牆的原由。 

5.該週我負責陪同吳凱華一起回家，避免放學後，心有不平的同學趁機報復。 

6.因為 3 年 5 班的學生在學校本身就有素行不良的前科，因為曾經代課過，我剛好和他們班互動算良好，於是我找了

幾個他們班上的學生向他們講清楚，要求不要再找吳凱華的麻煩。 

7.班上同學劉雅惠參與其中，交由訓導處統一處理。 

8.要求班上同學回想其他參與毆打同學的名單，否則全班一起處罰。 

9.機會教育：吳凱華被毆打，班上無人見義勇為，結果被林老師教訓一頓，但班上同學仍然認為自己沒有錯。剛好 911

事件發生，林老師給她們趁機教育，問她們「假如你是飛機上的乘客，你被挾持了，你會怎麼做？希不希望別人

來救你？」 

10.見義勇為的兩位他班同學給予記嘉獎獎勵。 

導師不在時 

10 月 14 日（五）林老師請公假，代理導師是陳佳瑋老師。在打掃時間陳老師要求同學們掃地，班上學生見到導師

請假，便告訴陳老師今天不用掃地。由於我負責查看室內的打掃，我到教室去後，發現負責打掃室內的女生窩在一起

講話聊天，沒人拿掃把掃地，我問她們掃完地了嗎？她們有人說打掃完了。我一排排看，發現座位底下沙子一堆，並

有其他大型垃圾，覺得很氣，要求她們打掃。她們仍然不動，我問陳老師班上有無打掃，陳老師說：「她們說今天不用

掃，我一直叫她們，叫不動，只好請她們用撿的」 

我聽了很氣，拍了桌子罵她們：「導師不在就可以亂來，欺負陳老師是嗎？」 

因為還有外掃區要看，我罵完她們，見她們去拿掃把，我準備離開。我才走出班上，聽到一個很尖銳的女生聲音，

及一句「幹！」。我很氣，回頭到班上，罵那句話的人是蔡淑泱。我挑明跟她說：「不想掃，就到訓導處！」接著問她

要不要去？我見她不動，不理她，準備要離開。但是這次走沒幾步又聽見另一個女生在背後罵，是在班上平時就素行

不良的黃雅珍。我走到門口，她斜瞪著我，我索性給她瞪回去。一直到她別過臉，我才離開。我回到二年級導師室告

訴其他導師整個情形。蘇正輝導師建議我去訓導處請求處理。我就到訓導處，說明情形，但未提我被罵及被瞪的事。 

升旗了，班上女生的隊伍拖拖拉拉的。平常導師在，她們服裝儀容勉強整整齊齊的，但是今天竟然有穿外套的、

有沒穿外套的。我早上才被氣過，只跟她們講：「班上服裝儀容不整，你們自己”橋”」。仍然是沒人動，我索性說：「依

我的標準今天天氣很熱，我建議穿短袖，不合的送訓導處」 

    升完旗，2 年 5 班的女生被留下來，因為我還要上課，所以不清楚她們被處罰什麼。 

    中午林老師回來了，在訓導處及我這邊知道整件事情始末。下午第一節自修課時，林老師在班上訓她們，其中有一

段內容是林老師轉述給我聽的：「你們不要因為導師在，才作該做的事，應該要自動自發。只有旁邊農田上耕作的牲畜

才會被打一下走一步啊！」、「有良心的人都知道不應該去欺騙老師或罵老師才對」。因為班上女生要交悔過書給訓導

處。訓導處將她們寫的悔過書交給林老師。林老師才知道我沒跟她說被學生罵「幹」的事。她很氣的在自修課上順便

問：「有罵老師的自己承認」，當時蔡淑泱請假回家，黃雅珍衝上前自以為很酷的承認。在林老師向全班訓話時，她還

三七步、別過臉看窗外。林老師表示：「全班把今天發生的事老實招出來，寫在紙上，下週一交。老實招認整個過程包

括騙老師的，如果從實，可以小過變警告，警告變申誡。但是罵老師、瞪老師的依校規處置。」。結果，素行不良的黃



雅珍回家向家長表示：「導師罵她是畜生、不是人，還要記她過」。黃雅珍的家長怒氣沖沖的打電話給林老師：「我相信

我女兒，你們老師幫老師」之類的，還表示要找市議員到學校。 

週六下午，林老師打電話跟我講黃雅珍家長說的話。我很不開心，我並不認為我有錯，所以就算家長到校，

我也不會道歉的。相反的，她必須向我道歉。在這之前，我還被她從後方推過一把，差點重心不穩摔下去！實在

超級討厭她的！ 

這天導師不在還發生很多事。不想再講了。中途班都沒她們難教。中途班也沒人會罵我一句「幹」。心理越

想越不高興。這個學區真的實在太落後了。家長也太無知了。 

解決過程 

1.      林老師有打電話給其他家長說明原因。黃雅珍、蔡淑泱事屬於喜歡耍大牌的。黃雅珍的家長又是超級不明理。所

以我和林老師決定關於黃雅珍的事，以後有任何事不再費口舌造成更多誤會，直接送去訓導處依校規處置。 

2.      回到學校後，必須想辦法把剩下的女生拉過來老師這邊，讓黃雅珍失去聽眾。這是日後要努力的目標。 

3.      下週一，可能會有家長及市議員過來。我們先想好說詞，但在這之前，我會把黃雅珍的發生過的可惡行為寫下來，

一條條列給黃的父母看。 

4.      幸好我不會打學生，林老師也沒有打學生。所以，我們的處理都是依校規處理，並無不妥。這是我會先說清楚的

一點。 

5.      我絕對不認錯、不道歉。這攸關老師的尊嚴。除非不得已，否則不會把地方的立委、大老找出來。 

 
  

實習心得分享 II                                                                       化學系  陳世盟 

 
    經過了一個學期的實習，適應了這個未來的工作情境，當中自然也有許許多多的體會及辛酸，不過大致上都棒極了，

原來教書是再這樣不錯的一個環境中，將自己所學的、所知的更實際的講出來、應用出來，更有著那麼一點考驗自己

所學紮實與否的感覺。 

    剛到學校的初期屬於『適應階段』，兢兢業業的將學校方面所交代的事，盡己所能的處理好，或許就是因為抱持著這

樣的觀念，不知不覺中，要做的事好像變多了，多到像一隻無頭蒼蠅，整天東做做、西忙忙的，雖然在返校座談時，

跟同學聊的盡是在處室裡泡泡茶、聊聊天，其實是招待來賓，因而以茶待客，如：家長委員、家長、少年隊的警官、

退休教職員及其他的來賓等等，而不是無所事事的喝茶聊天，打屁混日子。雖然跟同學說下午都在打球，其實下午對

我來說也只不過一個多小時而已，因為整個中午不是巡視校園看學生午休，就是打公文、處理公務等事，直到兩點多

才有空閒去動一動，放鬆一下繃緊一整天的筋骨。所以，自認為在行政實習方面真的作了很多，見過數不清的學生問

題，一一了解，更進一步的是漸漸的去面對、處理其中的一些問題，所以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下，真的學到許許多多無

法從書本中得到的處事態度。 

    再者，因為幫忙處理的公務不限定於一個處室當中，因此對於每一個處室的職責劃分，辦理的事物多多少少有接觸，

進而能了解處室之間關係的和諧，對一個學校的行政效能有多大的影響，當然這中間的大家長--長，扮演了一個靈魂

人物的角色。 

    自己也因為好事，答應去幫忙帶一個不是很好帶的班級，但或許是出於自願吧，雖然只是區區一個副導的名稱，不

過處理這一個班的每一件事，都覺得心甘情願，雖然常因許多的事情小小的動怒或感到失望，不過經過一個學期後，



看到他們真的成長了，那種感覺真是無法用任何言語去形容。從心中突然的感受到那一句話的真實感『教學相長』，覺

得它說的真好，表面上學生是進步了，說真的，其實受到最多益處的應當就是我自己      一個實習老師，所以應當是要

好好的謝謝他們，那一群學生，給我帶來這一個進步的機會。 

    站在講台上的感覺真不是蓋的，整個班級就歸我領導，同時接觸一大群人，那種感受非親身是無法體驗到的，唯有

融入其中，變成這個班的一份子，才能夠體會到，那是永永遠遠都不會嫌太多的一種感覺、一種享受。 

    原本，對於自己未來的規劃，教書只是一陣子的事而已，但經過這一陣子的實習，也與許多退休的或資深的老師聊

天，得到一個結論：生活就是要快樂、充實、有意義的大融合，這或許會成為未來人生方向的一個重要考量吧。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發文字號：台（八九）師（三）字第八九一０五六八三號 

主旨：貴校請釋師資培育機構公費生依規定取得教師證書後，於義務服務期間轉任其他中等學校任教，應否償還

公費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師大實校字第０八九０００八三四九號函。 

二、查「師資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並未規範公費生應於原分發學校履行服務至義務年限期

滿為止。至各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是否同意已接受分發到校任教之公費生離職轉至其他偏遠或特殊地區或師資不足

類科學校服務，應考量該校學生受教權利及師資供需情形評估。公費合格教師於義務服務年限內如未經原分發學校或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逕至其他偏遠或特殊地區或師資不足類科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應依「師資培育機構公費生償

還公費實施要點」第三點（二）之規定辦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發文字號：台（九一）師（二）字第九一一０三三八二號 

主旨：所詢有關「實習教師不得兼任與教育實習無關之工作再兼領其他工資」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九十一年七月九日府教學字第０九一０一一六九七六號函。 

二、有關實習教師不得兼職乙節，請依本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台（九一）師（二）字第九一０八二七四四號

令之規定辦理。至本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台（八八）師（三）字第八八０三０六九一號函將另案檢討

修正。 

三、另來函說明二所稱「教育實習機構於週六、週日或晚間辦理活動，請實習教師至校工作並支付加班費、誤餐

費或車馬費」乙節，請究明該活動是否屬教育實習範疇及教育實習機構所辦理之各項教育活動後，本權責

核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日 

發文字號：台（八九）師（二）字第八九０九四四０七號 



主旨：有關「師資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及「師資培育機構公費生償還公費實施要點」所稱「師資

不足類科學校」及師資培育公費生轉任疑義，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師資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第十二條及「師資培育機構公費生償還公費實施要點」第二點（六）所

稱師資不足類科學校，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衡酌「師資培育法」及「師資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

相關規定立法之意旨，參照「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於權責認定後，報教育部備查。至

各校及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是否同意已接受分發到校任教之公費生離職轉至其他偏遠或特殊地區或師資不足類科

學校服務，應考量該校學生受教權利及師資供需情形評估。公費合格教師於義務服務年限內如未經原分發學校及

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逕至其他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應依「師資培育機構公費生償還公費實施要點」第三點

（二）之規定辦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發文字號：台（九一）師（三）字第九一一０三三五四號 

主旨：所請函轉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於辦理本年度教師甄試仍比照往例，對本年度實習教師及應屆結業

之各類代理（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學分班之結業生，得檢附實習教師證書（或本年度能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證明）及九十一年八月底之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切結書報名參加教師甄選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校本（九十一）年七月八日九一北師院進字第九一三０七三號函。 

二、有關實習教師可否參加當年度教師甄試乙節，本部業於八十八年八月七日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０

九二八七六號函釋在案，並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台（九０）師（三）字第九００七五六五０號函副知

各師資培育機構在案，故本案請逕依該釋函說明辦理。 

三、至於各校教師甄選期間，持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尚在辦理教師資格複檢之代理代課教師，考量渠

等亦有實際需求，原則同意渠等適用前開釋函規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發文字號：台（九一）師（三）字第九一一０五四二七號 

主旨：有關 貴單位於辦理教師資格初檢、複檢相關事項，請依說明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查「師資培育法」第十八條之一修正條文，業經 總統於九十一年七月三日以華總一義字第０九一００一三三七

二０號令公佈在案，本部並於九十一年七月九日以台（九一）師（三）字第九一一００二０四號函轉知 貴

單位在案。 

二、依該修正條文第二項規定，凡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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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原辦法規定。 

三、爰此，貴單位於辦理前述人員教師資格檢定、複檢作業時，應請審慎究明當事人是否符合該條文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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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本權責辦理，必要時



得請當事人提供其所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類班資料供審查時參考，以維當事人權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發文字號：台（九一）師（三）字第九一一０三八六五號 

主旨：有關 貴府請釋九十年九月三十日前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能於該時間點取得實習教師證書者，得

否於本（九十一）年度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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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規定以

代理代課年資折抵實習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九十一年七月十日府教學字第０九一００五一八０九號函。 

二、有關代理代課教師任教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之規定，於九十年五月十六日奉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九００００九六一

四０號令增訂「師資培育法」第十八條之一及修正第十八條條文；本部據以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台（九０）

參字第九００九一八一六號令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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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第三

十二條、第三十三條條文，將「代理教師任教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之適用年限及對象，延長為「於九十年九月

三十日前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初檢合格取得實習教師證書」者。 

三、依前述法令規定，並未明訂於九十年九月三十日前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須同時於該時間點完成教師資格初

檢合格取得實習教師證書；爰此，於九十年九月三十日前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如經初檢合格取得實習教師

證書者，得適用前述法令規定，以代理教師任教年資折抵教育實習。 

  

銓敘部 91.06.14.部法二字第０九一二一五二七六五號書函 

主旨：關於實習教師年資尚不得併計公教人員休假年資，請查照並轉知。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初任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年一

月起核給休假；其計算方式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第三年一月起，依前項規定給假。」及第八條規定：「（第一項）

公務人員因轉調（任）或因退休、退職、資遣、辭職再任年資銜接者，其休假年資得前後併計。（第二項）因辭

職、退休、退職、資遣、留職停薪、停職、撤職、休職或受免職懲處，再任或復職年資未銜接者，其休假年資之

計算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合先敘明。 

二、有關實習教師年資可否併計公務人員休假年資疑義，經函准教育部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臺（九一）人（二）字

第九一０七０一九四號書函略以：「師資培育法第八條規定，取得實習教師資格者，應經教育實習一年，成績及

格，並經教師資格複檢合格者，始取得合格教師資格。另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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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規定，實習教師應在教育實習機構，由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從事教學實習。故依上開規定，

實習教師從事教育實習係屬師資培育過程之一環，其須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從事教育實習，係學習階段，非實

際任職，未佔學校編制員額。本部前以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臺（八八）人（二）字第八八一五六六六五號函

釋，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尚不得採教育實習年資併計休假。另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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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所定『代課、代理教師折抵教育實習』之規定，考量教育實習年資既不得

併資休假，為求衡平，以代課、代理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者，該用為折抵之年資，亦不得再行併資休假。」準

此，實習教師年資尚不得併計公務人員休假年資。（銓敘部 91.06.14.部法二字第０九一二一五二七六五號書函） 

  

受文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發文字號：台(九一)師(三)字第九一 0 五六二八四號 
主旨：貴校函詢實習教師於參加教育實習期間，除日間應全程參與外，是否準予夜間至他機關任職或進修乙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校九十一年四月十九日(九一)高師大實學字第二六六一號函。 
二、有關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初檢合格取得實習教師證書者，其參加教育實習之相關規定，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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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各條文，已有明文規定。爰此，實習教師於參加教育實習

期間，得否於夜間至他機關任職乙節，應請究明是否符合前述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實習教師除前項教學

實習時間外，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之規定，本權責核處。 
三、另查詮敘部八十八年十一月十日臺甄五字第一五二六九 0 六號函釋，以參加教育實習並非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第四條所規定申請留職停薪事由，無法逕由服務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爰此，因教育實習非屬申請留

職停薪之事由，是以於留職停薪期間參加教育實習，不無疑義。 
四、至在職技藝教師於修畢夜間二年制技術班取得學士學位後，得否於參教育實習期間又至夜間進修在職碩士專班乙

節，查「大學院校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在職進修學位班共同作業要點」，已明定該類班之招生對象

為：具大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且實際任教服務年資滿兩年以上〈係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年資，不含代理代課、

試用、實習教師及兵役年資〉現任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編

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之校〈園〉長及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爰此，實習教師參加教育實習期間，應無法

參加該類班之進修。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發文字號：台（八九）師（二）字第八九０五００四二號 

主旨：貴校請釋新制公費生服務滿一年留職停薪進修，是否須追償公費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八十九彰化師大畢字第二０二二號函。 

二、按八十三年大學聯考招生簡章發售時，師資培育法已修正公布施行，依該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師資培育自費、

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已為當事人所預期，故如接受公費者，其權利義務，自應遵守本部基於

法律授權所訂辦法之規定。 

三、另查「師資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公費生未依規定年限連續服務期滿者，應

一次償還其未服務年數之公費，其立法之原意即在杜絕舊制公費生以繳交保證金方式進修，造成代課教師充斥，

降低教學品質及影響學生受教權利等缺失，是以公費生不得以全時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方式參加教師在職進

修。惟公費生於擔任教職一年以上時，得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基於業務或教學需要同意於部分辦公時間

或寒假、暑假、夜間、週末時段進修，或自行利用不影響教學或行政工作之公餘時間進修。又本部前於八十七

年六月十八日以台（八七）師（二）字第八七０六二七四一號函示同意師資培育公費應屆畢業生得先行就讀研

究所後，再經初檢、實習及複檢等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如附件）。 
※以上法令規章之全文可至本處網站查詢。http://www.nknu.edu.tw/~intern/ 

 
 



所&分 

 
1、實習教師之請假如何規範﹖ 

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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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實習教師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致不

能參加教育實習之期間超過該學期期間三分之一者，應由教育實習機構通知師資培育機構，停止教育實習。」業經教

育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台（89）參字第八九０七九三七一號令修正，刪除第二十八條，對於實習教師之

請假並無硬性規定。 

本處於職前說明會時,已說明有關請假規定,請實習教師於訂定實習計畫書時,會同實習指導教授及實習學校共同訂定之. 

  

2、如不克參加返校座談，實習教師如何請假﹖ 

請事先向實習指導教授電話請假,並利用返校前、後一週抽空返校，接受指導教師的輔導，並請實習指導教授於你的

返校簽到卡簽到欄位空白處簽名後,並附上請假證明(由實習學校開立),再至本處辦理完成請假手續。 

  

3、實習計畫書內容填寫之依據如何﹖ 

有關實習計畫書乃是依據你實習學校的教學計畫和教學行事曆,和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指導教授商討未來一年教學

及行政實習,所預計安排設計的活動,並不一定完全按照實習計畫的範本一樣,實習計畫的範本和實習歷程原則,僅供填寫

實習計畫書參考，每位實習教師應依實際狀況編寫，以作為教育實習之依據。 

計畫書的內容包括： 
(1)實習重點及目標。 

(2)主要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 

(3)預定進度及完成期限。 

前項實習計畫，應於教育實習機構開學後一個月內，送由師資培育機構及教育實習機構建檔列管，以作為實習輔導及

評量之依據。 

  
4、實習教師從事教育實習，包括那些事項？ 

實習教師之教育實習事項如下：  

(1)教學實習。  

(2)導師(級務)實習。  

(3)行政實習。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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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實習津貼何時發放？ 

實習津貼經費的核撥分兩梯次進行，分別於上學期七月與十二月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經費，如經費發放順利，上學期最

快於九月份發放及下學期於三月份發放津貼，其餘則於每月月底發放。 
 
  



 

 

 
實習輔導處工作組織與執掌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 

處長 蘇碧瓊教授 1450 實習輔導工作督導 

學生實習組組長 朱耀明副教授 1455 綜理學生實習工作 

秘書 李先華先生 1451 教育實習輔導、複檢、公費分發、校友會 

組員 李佳穗小姐 1452 教學實習、實習分發、初檢 

地方教育與就業輔導組

組長 
杜明德副教授 1456 綜理地方教育與就業輔導 

組員 葉道明小姐 1454 地方教育輔導、公費賠償、學術基金會、就業輔導 

行政助理 陳佳琳小姐 1452 協助教學實習、分發、初檢 

行政助理 張倫瑋小姐 1451 協助實習輔導、複檢 

行政助理 周佑珊小姐 1453 協助地方教育、學術基金會、校友會 

  

 

系別系別系別系別 分組座談地點分組座談地點分組座談地點分組座談地點 

國文系 

雷僑雲老師：3308 教室  林文欽老師：3312 教室 

王松木老師：3104 教室  蘇珊玉老師：3310 教室 

羅克洲老師：3212 教室  蔡根祥老師：3510 教室 

杜明德老師：3412 教室  林晉士老師：3103 教室 

陳宏銘老師：行政大樓六樓第四會議室 

王頌梅老師：3410 教室  方麗娜老師：3408 教室 

傅世怡老師：3512 教室  黃忠天老師：3508 教室 

陳貞吟老師：3515 教室  

英語系 文學院小型劇場 

地理系 文學大樓 3216 教室 

美術系 活動中心 6602 教室 

音樂系 6144 教室 

數學系 宏遠廳及數學系教室（4404，4403 等） 

物理系 物理系圖書室 4118-2 



系別系別系別系別 分組座談地點分組座談地點分組座談地點分組座談地點 

化學系 

方金祥老師：4102 教室  楊慶成老師：研究室 

林煥祥老師：研究室     陳阿煌老師：研究室 

張美月老師：研究室     邱鴻麟老師：研究室 

鄭寶樹老師：研究室     陳榮輝老師：研究室 

俞仁渭老師：研究室     郭志彬老師：研究室. 

教育系 教育大樓三樓視聽教室 

工教系 

謝士英老師：活動中心三樓會議室 

江文鉅老師：工教系 5307 室 

陳芳慶老師：工教系 5301 室 

張勝茂老師：工教系 5308 室 

特殊教育系 7310 教室 

生物科學研究所 雋永樓六樓 8602 教室 

教育學程中心 

陳九五老師：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 CS805 

蘇以青老師：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 CS501 

方金祥老師：高雄師範大學 4102 教室 

劉嘉茹老師：高雄師範大學 4405 教室 

王志鉦老師：高雄師範大學 4408 教室 

廖麗貞老師：高雄師範大學雋永樓六樓 8602 教室 

王惠亮老師：高雄師範大學雋永樓六樓 8602 教室 

  

新開討論網版新開討論網版新開討論網版新開討論網版：：：：實習手札實習手札實習手札實習手札(http://www.nknu.edu.tw/~intern) 

雖然短短的一年的實習，卻是很多人一生中一段刻骨銘心無法磨滅的記憶。實習的日子可能充滿痛苦、可能甜蜜充實、

可能一片空白自覺浪費生命、可能苦樂參半，可能遭遇貴人從此生命改觀。 

因此，本處新開版面，提供實習相關人員抒發情懷。不論是發洩內心的鬱悶或是分享學習的成就、介紹令人懷念的輔

導老師或實習學校、實習的趣聞、表達對現行教育的看法、實習的訣竅等都是本版所期待的內容。 

期望在實習之餘，大家可以將實習的故事、感受、困難、痛苦、成就與歡樂與大家分享。 

 
  

徵稿： 
1.           本刊物因經費拮据，沒有稿費，如實習教師投稿獲刊登，則由本處頒發獎狀，以玆感謝。 

2.           稿件內容包括教學經驗、教學理論、教材教法分享、輔導心得、實習心得、教學趣聞、實習學校介紹等均可提

供，期望實習老師或輔導老師能多多提供稿件。來稿請寄高雄市和平一路一一六號，實習輔導處學生實習組，實

習輔導編輯小組收。或 EMAIL：t1179@nknucc.nknu.edu.tw。 

註：為了讓本刊出版,並提供實習教師可供參考的內容,因此,本期先選用去年部分實習教師的實習心得供大家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