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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計畫書撰寫問題的探討 

學生實習組組長  朱耀明 

 
現行教育實習制度雖然已經實施六年，但是實習教師對於教育實習的內容卻仍然有許多的無奈與抱怨。有很多

因素會影響實習的內容與方式，實習計畫書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作為法定教育實習依據的實習計畫書卻因諸多因素而

功能不彰，本文則針對這些因素加以探討。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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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的規定，「實習教師應於實習開始後，與

師資培育機構之實習指導教師及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研商訂定實習計畫。其內容包括：實習重點及目標、主

要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及預定進度及完成期限。然後於開學一個月內，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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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據」。因此，實習計畫書的地位相當重要。這份計畫書也關係到實習教師的實習狀況及實習

評量，也關係到實習成效是否能發揮及是否能達到實習的目的。 

然而，要訂定一個「可繳交」的實習計畫書很容易，但是要訂定一個「可用」的計畫書卻是很難。一般而言，

許多實習機構都會召集實習輔導教師及各行政單位等相關人員，擬定實習教師的實習計畫。但也有不少實習教師在實

際實習及撰寫的過程是獨立完成，計畫書的編寫其過程中，沒有與輔導教師及指導教師「研商」。自己編寫完後，就直

接交給輔導老師、實習學校及指導教師簽名，然後交給實習學校與師資培育機構建檔列管。這樣的編寫過程與辦法中

的「研商」方式並不相同。更甚者，計畫書的產生不僅沒有經過實習輔導老師及指導教師「研商」的過程，甚至老師

們對實習計畫書的內容也都沒有仔細看過。這樣的情形可從實習教師所繳交的實習計畫書的內容中的問題可以證明。

這些問題包括實習時間不符(有人實習時間竟然是 89 年至 90 年，今年都已經 91 年了)或者未經輔導教師或指導教師簽

名等。 



對於實習計畫書的輕忽或者不經由「研商」的方式擬訂，依照實際的工作經驗中歸納出主要的原因為： 

一、                                實習教師質疑實習計畫書是否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實習教師大多數的質疑是「實習計畫書訂好了之後，實習的現況真的是依照計畫書執行嗎？就算我認真擬定實習計畫

書，但真正實習卻不見得是依照計畫執行。反正實習輔導教師與指導教師最後評分也不見得依照計畫書來評量啊，認

真寫與隨便寫實習情況都一樣。既然學校規定要繳交，準備一份就是了」。「實習過程學校並不遵照實習計畫書安排實

習活動」是讓實習教師產生質疑的背後原因，也因此，實習計畫書的功能無法彰顯。 

二、實習輔導人員未定，輔導老師與指導教師研商機制難以建立。 

通常實習教師的指導教師與輔導老師名單大多在七月份就已經確立，但也有不少的指導教師或輔導老師名單遲至

開學前才底定。原先 84 年 11 月 7 日行政院公佈的實習辦法第 19 條規定實習計畫書在實習開始後一個月內繳交，

也就是 7 月 31 日前繳交。但實際執行時，卻因為輔導與指導老師暑假期間人事異動問題，無法執行。故行政院

於 87 年 6 月 10 日修正條文，將實習計畫書繳交日期改在開學一個月內繳交即可。與實習教師的互動過程中發現，

實習老師在暑假期間經常是處於沒有人指導的情況，任由學校各行政單位依每日狀況需要，差遣調派支援。實習

計畫書都還沒有擬定，但教育實習活動已經開始進行，造成實習計畫書失去計畫的意義。 

三、師資培育機構指導教師對實習教師輔導的困難 

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機構的關係因簽約學校數過多，造成彼此互動交流不夠，實習機構無法透過師資培育機構進

行教育實驗、進修及研究，建立類似美國專業研究發展學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 PDS)的緊密關係。因

此，師資培育機構指導教師對實習機構對實習老師安排的實習方式如有意見，要協調建議也不見得很容易。加上

實習機構往往路途遙遠，使得指導教授前往了解實習教師的需求與協調實習方式出現困難。而師資培育機構的指

導教師，暑假期間經常出國或上課，比一般上課期間更加忙碌，加上人事未定，實習教師如欲與指導教師商討實

習問題，也十分困難。因此，造成實習教師的實習內容，大多由實習機構主導決定，師資培育機構相對失去了指

導與制衡的機制。 

四、部份實習學校對教育實習的不正確觀念 

實習學校不了解實習教師實習的意義，或輕忽他實習所應學習的目標，而認為實習教師在學校可以從事任何指派

的工作。依據本校 91 年 5 月對 90 學年度針對實習教師 689 人發出問卷(實際發出問卷 632 份，回收 456 份，回收

率為 72.2%)，調查中發現，高達 21.2%的實習教師對「實習學校的教育實習負責人員了解實習教師的定位」表示

負面的看法；而對「實習學校的其他老師對實習教師的角色與教育實習的內容清楚了解」也有 31.2%的實習教師

表示不同意；超過半數(51.2%)的實習教師感覺「實習學校任何人隨時都可以要求或交代實習教師工作，不論工作

是否與實習相關」。可見，不少實習機構之所以願意接受實習教師前去實習的主要原因是實習教師「太好用了」。

在這樣子的背景下，實習計畫書的正確性反而會造成實習教師「不好用」，如果師資培育機構不要求，何必要求

實習教師聯繫指導教師協商訂定呢？ 

基於上述的原因，實習計畫書的訂定確實有許多的困難，在實務上看起來也只是實習辦法上規定要繳交的手續。

但由於實習計畫書是實習辦法中明訂實習輔導及評量之依據，如果實習期間發生實習的問題，則實習計畫書內所排定

的實習內容與進度則成為審議參考的主要依據。因此，實習計畫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計畫書的訂定過程實習教師應

該審慎擬定。 

實習輔導教師是實習教師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協助人員。依照問卷調查發現 64.1%的輔導教師了解實習輔導的

內容，也了解該如何輔導實習教師；80.2%的實習教師也同意輔導教師有足夠的知能輔導實習教師。因此，當實習教師

先行擬定實習計畫書時，建議實習老師先與輔導教師研商，討論實習的內容，並提出你個人的想法與期望，並參照輔

導老師對你的要求擬定。如此，計畫的內容會比較符合現況與實習內涵。萬一，實習學校安排不合理的實習項目，輔



導教師又無法協助改變時，則設法與指導教師討論，或與本校實習輔導處聯絡，母校可以安排指導教師前往了解與協

調，保障實習教師的權益。 

最後，實習教師在撰寫實習計畫書時，除有關實習活動的安排外，對於實習教師切身相關的權益也應一依起列入。

這些切身的權益包括請假的方式、實習的期間、實習時數等。實習教師實習期間的請假方式是一項重要的規範，通常

都是比照一般教師方式辦理請假。如果未將該條文加以載入實習計畫書內，則可能產生實習教師有事請假時產生實習

機構無規則可依循的情況，而加以拒絕。而實習期間的規範雖然是六月起到翌年的七月止，但仍需載明正確的起訖日

期，除作為實習津貼發放的依據外，也讓實習教師得選擇提早結束實習(不實習到 6 月 30 日)，在六月初就可以放心的

準備教師甄試。類似這樣明確的規範主要是維護實習教師本身的權益。如果，實習教師不願意費心擬定實習計畫書，

則連最後法令保障的機會都會喪失，不可不慎。 

  

 

 

實習心得分享                                                           教育系 王昭懿 

一、行政實習 

寒假的行政實習在教務處，適逢第三次段考及寒假輔導排課，實際接觸這兩項業務，更加深刻體會到行政

人員的辛苦。尤其是教學組長在編排課表時說是絞盡腦汁、耗盡心力也不為過。在編出初步的課表之後，還得

依部份老師的要求再做調動，非得具備相當的 EQ、邏輯思考能力及人際關係不能勝任，而我本身較需改進的就

是 EQ 及人際關係，剛好趁剩下的半年好好學習。 

學校是一個團隊，這不只是對外，對內更應如此，尤其群育一直以來都是學校教育所強調的。學校的行政

單位如果能呈現出和諧的氣氛，對學生應該會有正面的幫助；再者行政單位間如能有良好的溝通，行政事務的

處理效率一定能有所提高，學校事務的執行也就不會像多頭馬車一樣，莫衷一是。實習到目前為止，也參與了

大大小小不少的活動，更加體認到事前計畫的重要性，事前若能做好完善的規畫，不僅活動辦來順暢、有條理，

也能避免丟三落四的窘境，更能收到最佳效果。只不過人的惰性讓我懷疑未來自己是否能在事前先做好計畫。 

二、 教學實習 

寒假期間有機會上三年級的課，因為課程進度已告一段落，配合模擬考開始複習一二冊的範圍。一開始複

習的進度掌握得不是很好，前半部份花了太多時間，導致後半部份得趕進度，其後果可想而知了。其實從林老

師那裡學到事前規劃的重要性，但自己就是那麼不受教，非得要有壓力才肯將腦中的東西轉化為行動，現在受

害的不是自己，而是一群學生，罪惡感愈來愈重了！ 

寒假期間有機會代課，也因為是代課，所以有學生反應我的上課方式跟原來的老師不一樣，但我對原本的

上課方式有一點不太認同，所以有一點矛盾，是要配合原先老師的上課方式，或是堅持自己的方法？學生習慣

同一個老師的教法，突然改變，一定會很不習慣，但每位老師又有不同的堅持，如何不失自己的原則又能讓學

生迅速進入狀況，這又是對教師智慧的一種考驗。我認為要當老師就要做一個有彈性的老師，要能隨學生的特

質改變自己的教學方法，如果能適時融入多元智慧的理念就更好了，不過這還是一個我需要努力的目標。 

由於代三年級的英語課，可以感受到三年級下學期接近基本學力測驗緊鑼密鼓的氣氛，複習的課程多在考

卷中度過，就像是與學生在玩「大家來找碴」，我習慣在考卷中找出學生的錯誤再加以指正，我相信我的態度應

該不致於太過嚴厲。但有天林組長給我看了一篇有關多元智慧的文章，提到老師應該藉由學生較強的智慧引導



其發展其他較弱的智慧，其效果會比要求學生改善較弱的方面要好得多，這個觀念給了我滿大的衝擊，以往我

一直相信只要學生能改進自己的錯誤一定會進步，幾乎不曾花心思在發現學生那種智慧較強。而這篇文章也提

到不要一味制止學生在課堂上不守規矩的行為，老師可以從這些行為中讀出學生不同智慧的強弱。教育理論一

直在推陳出新，要做一個有彈性的老師，隨時吸收新知、保持 up-to-date 的狀態，才不致於辜負社會對教師這個

角色的期望吧！ 

學生一天最少花八個小時在學校和一群老師相處，老師身教、言教的重要性也就無庸置疑，以前也曾抱怨

外界對師範體系的學生加諸太多的道德規範，但現在則親身體認到師者負擔責任之重大。另外，社會快速變遷

下，師生關係已不如以往單純的上對下，一個剛剛脫離兒童期的國一小男生會說出「現在是民主時代，我為什

麼不能說…」，這不禁讓我開始思考未來與學生間關係的拿捏。 

三、導師實習 

寒假期間有機會代理兩天的導師職務，做錯了一件事。有個學生遲到，以電話聯絡只能聯絡到他的親戚，

沒辦法得知學生的行蹤，我很偷懶的想反正只有一天，應該沒什麼大關係，於是就沒有填寫學生缺席的通報單，

後來才從導師那裡得知這名學生已經兩天沒有回家，第三天他的母親就追到學校來了。有了這次經驗，我知道

以後處理學生的事務不可以再如此隨便，否則很有可能會出問題。 

學校這麼小小的一個範圍，每天有超過一千人在裡面活動，我想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但我直到最近才體認

到這些衝突的嚴重及棘手。一個學生被班上其他同學圍毆，還被威脅不能說出去，學生的害怕可以理解，但這

位學生表現出對學校的不信任，他認為說出來打人的就算受到處罰還是不會收到嚇阻的作用。面對學生的問題，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如何保護被害學生，又能使打人的學生受到懲罰？後來還是交由訓導主任來處理，但我相

信後續的處理是跟事件發生當時的處理一樣重要！ 

一個三、四十人的班級隨時會有突發狀況，導師除了要有充份的應變能力外，我認為還要有宰相般的肚量。

在有關 EQ 或人際關係的資訊中，常提到遇到衝突時，最好要有一段緩衝的時間，讓雙方都能冷靜下來，才能較

客觀的解決問題，避免過於情緒化所造成的遺憾。另外，學生生活品行的管理教育方面，訓導處也負有相當的

責任，因此，導師與訓導處應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如果可以，最好能在管教方面達成共識，不僅可避免產生

學生無所適從的情況，導師與行政雙方合作，相信對學生的輔導一定能事半功倍。 

四、其他活動 

九年一貫的列車已經啟動，相關的研習更是隨處可見，學期末就參加了台灣師大所舉辦的九年一貫深耕工作

坊。老實說，講師所講的內容在大學或是之前所參加的研習大都已經聽過，不過有機會在實作發表的時候看看其

他學校腦力激盪的結晶也是不錯。另外也跟其他學校的老師討論到九年一貫實施後的弊病，其中一項是補習風氣

可能會更加盛行，尤其以後不是只注重學科的表現，其他方面的才藝也會受到重視，業者看準家長求好心切的心

態，勢必會出現各類型的補習班，那經濟能力欠佳的家庭呢？在與其他孩子的競爭上是不是就失去了公平性了？

對於九年一貫的討論相當多，但整體來說，我認為事在人為，只要有心，任何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 

在寒假中台南縣教師都需要參加九年一貫創新教學研習。為期三天的研習，除了 18 個小時的研習時數外，

主要在教授主題式課程架構的編寫及未來實施九年一貫後課程時數及進度的安排，可惜的是對創新教學著墨並

不多，反倒是對行政上的幫助較大。參加了幾場有關九年一貫的研習，大多是以理論的闡明為主，在實際的教

學上反而較少提及，如同多元智慧中所說的每個人各種智慧的強度都不同，一種新的教學觀念推行時，如能以

理論之外的形式傳達給最前線的教學者，實行的效率必能提高。另外，因為學校也承辦了一場九年一貫藝術與

人文領域的研習，從協助準備的過程中也學到不少辦理活動應該注意的事項，例如事前要對相關場地有相當的

了解，前置作業才能完善，當然除了我們自己從做中學之外，主任、組長們也都會順道提醒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這些對未來的工作都是相當寶貴的經驗。 

九年一貫在國中即將上路，各書商無不使盡全力爭食學校這塊大餅，學校儼然成了各家廠商的戰場。誠如

這次返校座談同學們所說的，現在的教師授課時數都不少，少有時間能將各家的教科書仔細地看過，所以書商

所提供的附加服務及前來說明教材的講師對教師們選擇教材的影響就很大。第一次聽完書商的教材說明會，似

乎以後的「教師」一職人人都能勝任，因為書商已為老師做了所有該做的事，除了實際到課堂上授課，忽然覺

得有氣餒感。不過換個方面想，這些附加的服務的確能為教學帶來莫大的助益，只是是否能發揮百分百的效用，

決定權仍在授課的教師手上，例如補充資料完整的教科書省卻老師們蒐集資料的辛苦，但有心於教學的老師就

會從中選取適合自己學生的資料，並不會照單全教；另外或許有些老師認為這些資料不適用於學生，但卻從這

裡面得到靈感而設計出更完善的教學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不認為用了這些教材會使老師變笨的說法，資料的

選擇及運用都是掌握在老師的手中，這些新的教材對老師們來說也是一種新的刺激，不是嗎？ 

五、校慶活動 

三月中學校舉辦了一系列的校慶活動，很幸運地學校願意將活動之一的園遊會「出借」給我們實習老師籌劃，

於是我們從開學第一週起，便展開了一連串的籌備活動。從籌備到活動正式上場到最後的檢討會，學到了很多書

本之外的知識、技巧，也累積了不少經驗，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人際關係了。一個成功的活動需要許多單位、人

力的配合，如何有效的調配這些人力、如何使他們了解這個活動、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就需要充份的協調，即使

在同一個工作團隊中，理念上的協調仍是不可或缺。除此之外，事前的規劃也是一大重點，身為一個活動的策劃

者，主要是要把工作適當且明確地分配給負責的處室，而不是把所有的重責大任攬在自己肩上，累死自己而讓其

他人落得無事可做。從這次活動中，可以看出一個團體中並非所有的成員都非常具有責任感，總有少數人會無緣

無故地從工作崗位上消失，我想這就得從大環境的制度上去著手了，例如考核部份可加入教師平日的工作態度或

活動的參與度等。舉辦這個活動讓我們學到很多、得到很多，也有很多的感觸，一個活動可以辦得平凡，也可以

辦得讓人永生難忘，同樣地教學可以讓全班學生睡一整節課，也可以讓學生每天期待上你的課，做與不做都操之

在己吧！ 

  

 

 
教育部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發文字號：台（八九）師（三）字第八九０四三五七一號 

主旨：所報 貴校函為實習教師實習期間得否帶領學生參與校外活動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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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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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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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各項教育活動似不宜區分為校內、校外；再則，實習教師定位為教學實習與活動之參與，應在實

習輔導教師指導下，從事教學實習，自不得取代教育實習機構中專任教師之功能。故實習教師不得單獨帶領學生

參加校外活動。 

  

教育部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發文字號：台（八九）師（三）字第八九０七八六五一號 

主旨：所報 貴府函為實習教師得否代理導師職務乙案，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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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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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據前開條文第三項：「實習教師…，應全程參與教育實

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實習教師定位為教學實習與活動之參與，自不得取代教育實習機構中專任教師之功能。

再則，代理導師職務係屬全部時間代理，非為部分時間代理，與本部八十八年八月九日台（八八）師（三）字第

八八０九六三八九號函意旨有所不合。故本案不宜由實習教師代理導師職務。 

  

教育部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發文字號：台（八九）特教字第八九 0 四三四一七號 

主旨：為提升普通班教師特教知能及落實特殊教育法融合教育之精神與特色，建請 貴局（府）於辦理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普通班教師甄選時，優先錄用已修畢特殊教育三學分以上或已參加特殊教育知能研習五十四小時

以上之一般合格教師，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議第八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以上法令規章之全文可至本處網站查詢。http://www.nknu.edu.tw/~intern/ 

 

Q&分 

 
1、師資培育機構、教育實習機構以及教師研習進修機構應如何輔導實習教師從事教育實習？ 

答：教育實習輔導以下列方式辦理： 

(1)平時輔導：由教育實習機構在該機構給予輔導。 

(2)研習活動：由縣(市)政府、省(市)政府教育廳(局)、師資培育機構、教育實習機構及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理。 

(3)巡迴輔導：由實習教師所屬師資培育機構，前往教育實習機構予以指導。 

(4)通訊輔導：由師資培育機構編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定期寄發實習教師參閱。 

(5)諮詢輔導：由師資培育機構設置專線電話，提供實習諮詢服務。 

2、實習教師實習期間，應否參加研習進修機構辦理之研習，或返回母校研習？ 

答：實習教師實習期間，應參加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理之研習活動。為加強師資培育機構對實習教師之輔導，師

資培育機構應規劃實習教師於學期中每月至少一次參加座談或研習。 

3、實習教師實習期間，應否參加研習進修機構辦理之研習，或返回母校研習？ 

答：實習教師實習期間，應參加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理之研習活動。為加強師資培育機構對實習教師之輔導，師

資培育機構應規劃實習教師於學期中每月至少一次參加座談或研習。 

4、實習教師每週從事教學實習的時間是比照正式教師之規定，或有何限制？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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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教師每週教學實習時間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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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民小學：不得超過十六節。 



(3)幼稚園：不得超過教學活動之二分之一。 

(4)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依前三款之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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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實習教師實習期間，是否須撰寫心得報告？ 

答：實習教師實習期間，應撰寫實習心得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由教育實習機構初評後，送交師資培育機構複評。 

6、實習成績評量之類別、及格標準，計分方式等如何規定？ 

答：實習教師實習成績分為平時評量及學年評量二項，採百分計分法。二項評量成績均達到六十分者，為實習成

績及格，並以二項成績之平均數為其實習總成績。 

 

 

九月二十七日返校座談報告事項： 

一、分組座談紀錄表請各分組派一位實習教師領取、填寫，並於分組座談完畢交回本處。 

二、尚未領取實習教師證者，會後至本處領取。 

三、今天轉發實習學校之實習輔導聘書，每一實習學校由一名實習教師代表領取，請轉交各實習學校教務主任，代為

轉發給每一位實習輔導教師。（如未收到此信封，即表示實習學校尚未將實習輔導教師名冊送至本處辦理） 

四、9 月 30 日截止繳交實習計劃書至本處，如以郵寄至本處者，以郵戳 9 月 30 日為憑，逾期者以遲交論。一式四份

分別給實習指導教授、實習輔導教師、本人、本處各乙份，並且每份均需由實習學校校長、教務主任、實習輔導

教師、實習指導教授簽名或蓋章。 

五、十月二十五日本處辦理「九年一貫生命教育課程實務研討會」，上午 8:00~8:30 報到，8:40 正式研習，直到下午 3:30

結束，因此分組座談改為下午 3:40~17:30。 

六、請各班班代將 10 月 25 日用餐調查表務必交回本處，以便統計葷、素便當數量。 

七、如欲參加平安保險者，以班級為主填寫名單，由班代統一收齊每人保險費 91 元（一學期為限）再交至行政大樓二

樓生輔組李嘉莉小姐。 

八、請大家隨時至本處網站瀏覽最新公告訊息，或隨時反應問題，以便協調處理。 

九、今天發給各位實習教師之「實習輔導通訊」，希望大家能用心閱讀，對大家能有所助益。 

十、今年六月份職前說明會，尚未至本處索取輔導教師手冊者請至本處索取，但已索取過的實習教師請勿索取，以防

數量不足。 

十一、利用分組座談機會向指導教授索取聯繫電話及 EMAIL 資料，以便日後有問題，儘速保持聯絡，適時解決問題。 

十二、請事先將所領取之實習教師證，依實際需要影印(正反兩面)數份留存，以便辦理複檢用，並利用返校時間至本

處蓋處戳及”與正本相符”之章。 
 就業輔導報告： 

九十級畢業生動態調查一覽表 

      系所 

動態 
國文系 英語系 數學系 教育系 物理系 化學系 地理系 美術系 音樂系 工教系 特教系 研究所 進修部 

非應 

屆畢 
總計 

佔畢業 

人數比例 

專任教師 78 59 38 19 4 7 27 12 13 14 41 66 33 4 415 52% 

代理教師 20 7 3 0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