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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師資培育法關於新舊師資培育法關於新舊師資培育法關於新舊師資培育法關於「「「「教育實習教育實習教育實習教育實習」」」」的比較說明的比較說明的比較說明的比較說明 

學生實習組組長  杜明德 

新制師資培育法已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全面施行，教育部亦已將相關配套子法修（新）訂完成。其

中關於學生「實習」的部分，變動頗大，亦為本校師生關注焦點。故本組謹試做本說明以釋疑，但本說明

僅供參考，如有疑義，仍請以相關法規規定為主。 

一、 新制適用對象： 

大學部：1.九十二學年度起入學新生。 

2.九十二學年度起始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 

研究所：1.九十二學年度起入學新生。 

2.九十二學年度起始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 

    進修部：九十二學年度起始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 

二、 其餘已修習教育學分（程）但尚未修畢者，或已修完教育學分（程）但尚未實習者，可在新舊制間擇

一實習。但一旦選擇後，不可在實習中途要求改以另一種方式實習。 

三、 新舊制實習比較簡表： 

項目 舊制 新制 

身份 實習教師 學生 

津貼 8000/月 無 

學分費 無 需繳交四學分費 

實習期間 一年（當年七月至隔年六月） 半年（當年八月至隔年一月或二月至七月） 

檢定 
實習及格後，免再檢定，即可取得合格教師

證。 

實習及格後，需再參加檢定（註），檢定及

格，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 



加階段 

登記 

合格教師任職滿一年，修畢另階段教育學

程，即可加階段登記，不需再實習。 

原階段實習、檢定及格後，無需任職滿一

年，但仍需在另階段實習半年後，即可取得

另階段教師證，免再參加檢定。 

加科登記 
在任教期間修畢他科、領域專長專門科目，

即可辦理加科登記。 

無任教期間的限制，只要修完第二專長，就

可以辦理加科登記。 

師資培育課程 普通科目、專門科目、教育專業科目 

普通科目、專業科目、教育專業科目、教育

實習（即把實習課程視為職前教育課程之一

部分） 

註：教育部已另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並已公布考科，詳情請至本

處網頁點閱。九十三年度的檢定考試，預定在九十三年三月底至四月中旬進行，五月放榜，

在六月核發及格者合格教師證。由於預估今年報考人數不多，所以只是試辦性質，試務工作

由國立台北師院負責，命題作業則委由國立教育研究院進行（以筆試進行，但題型目前不得

而知。）此檢定考試定位為國家考試，目前一年只辦一次，但未來可能考量實習生多寡而調

整辦理次數（每年一～二次）。 

四、 若仍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實習輔導處學生實習組分機 1451、1452、1455。謝謝！ 

  

 

經驗分享與交流 

91 級國文系 莊盈如 

  

教學實習 

      我很幸運，因為我的輔導老師帶的是最天真活潑國中一年級，他們缺少了二年級的叛逆，及三年級的

冷漠，與我們班的小朋友相處，可以說在我實習生活中，最快樂的事了！ 

      其實，在實習這段日子，是我這二十多年來上台最多的時候，原本，我以為我會不習慣這樣的舞台，

後來漸漸地，習慣了這樣的舞台，他們眼睛看著我的眼神，成為我的期待，他們的回應，成為我繼續站在

舞台上的勇氣。在他們的面前，我成為了一位老師！而不是過去坐在座位下面的學生。這樣的身分轉換，

竟然讓我有點驕傲起自己來，原來，我真的可以做到一位老師。 

      在這個學期，我的指導老師張淑津老師給我兩課試教，一是杏林子，也就是劉俠的生之歌，一是應用

文便條與啟事。在第一次正式上台，上生之歌這一課時，老實說，我覺得非常地失敗，因為站上台的我，

看見下課活潑亂跳的小朋友，上課竟變成如此死氣沉沉，讓我覺得很挫折，甚至質疑起自己的能力，發現

我竟不能做到「授業」的人，我無法表達出我想要給他們的感受，還好，有了張淑津老師和其他實習老師

給我的建議，還有王松木教授也給我了些許多寶貴的經驗及建議，讓我知道下一次該怎麼做才好。 

      而在上應用文－便條與啟事時，因為我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所以，我覺得講起來較之前的得心應手，

而在這次上課前，我也設計了一些教具，好讓學生們耳目一新，更在上課之前，詢問一些實習老師，請他

們給我一些建議，果然這次沒像上次那麼死氣沉沉了。有了這次較美滿的經驗，使我又恢復了信心。 

而在這兩課之間，東峰國中的輔導室舉辦一場生涯發展融入各領域的教學觀摩（91.12.5），很榮幸地，



融入語文科的教學觀摩由我跟我的輔導老師負責，因此，我使出全力準備，並且在正式教學觀摩之前，進

行一場小型的模擬教學觀摩，且邀請全部的實習老師當我的指導老師，請他們給我建議，使得這次教學觀

摩還算成功順利的落幕了，我的輔導老師還說我這次的表現跟之前上生之歌的情景真是判若兩人，這次的

表現，她說分數可以達到八九十分呢！而其他的實習老師也表示這次的表現跟之前模擬教學觀摩比起來流

暢太多，總之，這場教學觀摩，我在大家的幫助下，終於還算順利地完成了。 

      真正站在台上要講課時，深深體會自己的不足，也讓我深切地了解到讀書與教人是多麼大的不同，想

要把意思正確完整表達闡述出來，是需要很多的技巧，且我的輔導老師常說我很不會控制時間，所以，課

程都很容易拖，延宕了許多時間，因此，在教學技巧、時間控制、和課程闡述方面，我都還是新手，都是

我需要改進的地方。希望下學期，我在這些方面都能改進。 

  

導師實習    

      我的輔導老師是個嚴格的老師，她的要求不但是要好，而且還要更好，且她力行「鐵的紀律」，而剛從

大學畢業的我，說真的，剛開始我真的很不習慣，總覺得，輔導老師好嚴格，若稍稍違反規定，總不留情

面地馬上處罰，直到後來，越來越發覺輔導老師的用心，而且，越來越覺得她的理念是對的。 

      現在我所跟的班級，不論在班上整潔，還是上課秩序，都很優良，而且曾經去帶過一次課的實習老師，

還說這是她所帶過的課上課最乖，學生最有反應的，聽到這些都令人與有榮焉，也才漸漸感覺到老師的厲

害所在。 

      只是，這厲害的手段，我還需要多多學習，在我跟的班上，學生並不怕我，而是我怕我背後的輔導老

師，每當班上秩序很吵時，我站在台上，並沒多大的作用，非要我說「再吵的話，我就把號碼登記在黑板

上，交給老師處理」，班上秩序才頓時安靜起來，每當看到這樣的情景，我才體會到輔導老師的厲害，能在

班上建立起這樣的權威。 

      其實一年級的小朋友很真，也很可愛，曾經班上的兩位小朋友曾因口角不合，而發生了一場小爭吵，

先動手的那小朋友，很乖地去訓導處自首，聽到自首這樣的事情，真的令人覺得好可愛的行為，儘管打人

是不對。 

      想要帶領好一個班級，真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因為，你必須注意到每位學生的一舉一動，當他稍稍

有點偏差時，你就必須立即要把他糾正回來，否則，等到時間久了，小破洞就變成大破洞，而較難以彌補，

我覺得我的輔導老師，就是具有這樣的慧眼，而我總無法看出這學生這樣的言行舉止不好，需要改進。 

    而我也缺少跟家長溝通的能力，像在「親師座談」遇到學生家長，我總是不知所措，不知該說些啥麼好﹖

但是看輔導老師，總能沉靜面對，侃侃而談，相對於我，像個孩子似的表現，真是差太多了，當然這也是

我該學習改進的地方。 

      我覺得我這學期在導師實習方面，老師是給了我許多方面的學習機會，但是我總覺得我跟學生之間的

關係總是太過親近，以至於他們都不怕我，當然，這也是自己的錯，因為我不會拿捏，還有對他們的心態

不太像是老師。 

  

行政實習        

東峰國中在行政實習方面的安排，是兩個月輪一次處室，分別輪教務、訓導、總務三個處室。而我這

學期輪流處室下來，除了輔導室偶爾需要我們幫忙，或者一些特別時候緊急需要人手外，其他的時候，幾



乎都沒什麼事可做，因此，學校對我們實習生來說，算是蠻禮遇的。 

      比較特別的是，輔導室安排我們實習生每一人認輔一位學生，我認輔的學生是一位國三的女生，因為

之前曠課太久，所以被輟學，而她在這學期表現平平，並沒有犯太大的錯誤，只是偶爾看見她因為遲到，

而被訓導處處罰在中午罰站。我這位認輔學生，是一位很聰明的女孩，只是因為結交的朋友過於複雜而染

上了一些惡習，我也老是跟她說千萬不用浪費上天賜予她的資質，而她也很會說話，有時話題也就被她拉

著跑，不過大致還好，問過她的導師，也說她表現的還好，沒什麼大善大惡。 

      由於有了認輔這個 case，所以，我覺得自己的輔導能力也該多多充實，因為，我覺得我並沒有讓這位

認輔學生從頭到尾地感化，所以自己的輔導能力及溝通能力實需再多加充實，好讓未來遇到問題的學生時，

有能力處理。 

  

研習進修        

我的實習學校對我們很好，對於研習活動，它並不限制我們參加，只要我們實習生的輔導老師允許，

就可以自由參加，因此，在這個學期，除了高師大的每個月定期實習返校外，我也參加了幾個研習活動。 

    而對我來說，我是蠻喜歡研習活動的，因為在研習活動中，自己的身分，將再度轉換成學生身分，這個身

分對我來說，是一種回憶，所以，在這些研習活動中，我聽講的態度，比之前在當學生時，更專注許多，

現在坐在台下的我，除了會聆聽演講者的內容外，更會進一步去研究這位演講者的演講，為什麼會引起大

家的注意力讓人仔細聽講﹖為什麼會讓全場觀眾歡笑不斷﹖或者為什會讓人昏昏欲睡﹖還有，言語的表

達，說話的技巧，內容的安排……等等，我之前都未注意過的一些小細節，現在，因為曾站在舞台上，所

以，我會更注意了。 

      而在我參加過的研習中，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我今年寒假所去參加的「靜思語研習營」，在這研習營

中，我深深體會了人性之美及人之無限可能，我幾乎是裝滿著滿滿的感動回來，也讓我深深體會到「教師」

一職的重要性，教師所播種下的種子，將在未來開花，教師能改變的不只有可塑性最高的小朋友一個人，

而是他一整個家庭，這樣的責任，是如此的神聖而偉大啊！ 

    從花蓮回來後，我發下了一個願，願我能做一個「充滿智慧」的良師，將有智慧面對一切挑戰的良師。 

  

反省與心得      

從一開始實習到現在，中間當然遇到一些挫折，尤其是在教學上，或許是在讀書時代時，自己的對自

己的要求太低，以至於在剛開始教學上，也就常常出現不嚴謹的態度，還好，有著這一年讓我能再多磨練

磨練，將自己不足部分再多加強，只是，我知道，未來當一位真正的老師時，不將像現在那麼空閒，能兩

三個禮拜準備一課，一個學期只教那兩課，未來，當老師的責任將是更為重大的，因此，現在的我，該好

好為自己的將來好好地準備，以面對將來的使命。 

    「教」然後知不足，當真正站在舞台上時，才知道能在舞台上盡情地演出，是需要多方面的技巧及經驗，

而我深深地感到自己還有很多地方不足、不夠完美，需要改進，我希望在最後的一學期中，能更多鍛鍊自

己，不論是在教學或導師實習上，更在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中；還有，自己從學生時代就一直存

在的迷糊個性，也希望在上學期的經驗中，能記取教訓，讓自己謹慎小心些。 

     期許著自己下學期表現能更好，更期許著今年的教師甄試能順利，最期許著自己能真正成為一位有智慧的

良師！ 



法令規章 

 教育部九十二年九月九日台中（三）字第○九二○一三三二六六號函 

有關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規定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後，

中等學校合格教師修畢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門課程(含持國外學歷者)，申請辦理加註其他任教學

科、領域專長教師資格之辦理方式乙案，請 查照辦理。 

說明： 

一、查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已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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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九十二年八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師資培育法施行細

則」第七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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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前項所定情形者，得免參加半年之全時教育實習，由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發給教師證書。」 

二、至八十四年十一月七日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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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業於

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台參字第０九二０一二六五一０Ａ號令廢止在案，是以，前述法令條文自九

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後，有關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辦理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長教師資格之辦理方

式，悉依新修正之「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及「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辦理。 

三、檢附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後，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者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

專長教師資格之比較一覽表供參(如附件)。 

  

新修正「師資培育法」92 年 8 月 1 日施行前後，中等學校 

合格教師證書辦理加註他科、領域專長之方式比較一覽表 
項目 新修正「師資培育法」施行前 新修正「師資培育法」施行後 

法源依據 

91 年 12 月 31 日修正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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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第

二項 

1.     91 年 7 月 24 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十一

條第三項 

2.     92 年 8 月 11 日修正發布之「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第七條 

辦理資格 限現職教師（含代理、代課及兼任） 不限現職或非現職教師 

申 請 方 式

及 應 檢 附

證件 

1.     當事人檢附：合格教師證書、成績單（學分證明書）

或「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及專

門學分表」。 

2.     當事人向服務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

（市）政府提出申請。 

1.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當事人「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

明書及專門學分表」。 

2.由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發

給教師證書。 

教師證書 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核發 由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教育實習 免參加欲加註之他科、領域專長之教育實習及檢定 得免參加欲加註之他科、領域專長之教育實習及檢定 



備註 已廢止 自 92 年 8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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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問題 Q&A 

 1.       實習時地限制 

一、由原畢（結）業師資培育機構，輔導至訂約之教育實習機構參加實習。 

二、實習教師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一年；期間自當年七月起至翌年六月止。 

三、因重大疾病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報經教育部核准者，得不受前項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

及實習起訖年月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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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條。 

◎    註：教育部對「重大疾病或不可歸責於己事由」之認定極嚴格。 

  

2. 實習內容 

一、教學實習。 

二、導師（級務）實習。 

三、行政實習。 

四、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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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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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條。 

  

3. 實習津貼 

一、實習教師於教育實習期間得發給實習津貼；其標準由教育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實習教師支領之實習津貼，合計以一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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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條。 

  

4. 實習教師之實習計畫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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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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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習計畫內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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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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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條。 

  

5. 實習教師之成績評量 

一、分為平時評量及學年評量兩項，採百分計分法。二項評量成績均達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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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時評量及學年評量成績，分別依下列比率計算：(1)師資培育機構：占 50%。(2)教育實習機構：

占 50%。 

三、平時評量包括下列事項：(1)品德操守。(2)服務態度及敬業精神。(3)表達能力及人際溝通。(4)

教學能力及學生輔導知能。(5)研習活動之表現。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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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評量由師資培育機構邀集教育實習機構，共同就實習教師所撰寫之實習計畫、實習心得報

告或專題研究報告，以口試及試教方式予以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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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26 條。 

6. 遵守實習學校校規 

一、實習教師於乙方教育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教育實習，有損乙方校譽或其他不適任情事

等，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經報請甲方同意，得隨時終止實習，實習教師不得異議。 

二、實習教師表現欠佳時，由乙方輔導教師循行政體系就平時評量項目表現欠佳部分具體事實或成

績列為不及格，提請教評會通過後，通知甲方中止實習。 

三、實習教師於教育實習期間之請假事宜，依乙方教職員請假規則辦理。 

●依據：教育實習合作契約第 3、4、5 條。 

◎註：甲方即本校；乙方即各特約實習學校。 

  

7. 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遴選原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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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報請教育部備

查者，不在此限。 

二、每一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實習教師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 

三、實習輔導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遴選，薦送師資培育機構；其遴選原則如下：(1)有能力輔導實習

教師者。(2)有意願輔導實習教師者。(3)具有教學三年以上之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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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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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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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報告 

 九十二學年度各系所實習教師返校分組座談地點一覽表 

系別 分組座談地點 

國文系 

王松木老師：3410 教室，王頌梅老師：3408 教室 

李金鴦老師：3104 教室，林文欽老師：3312 教室 

林晉士老師：3103 教室，林惠美老師：3211 教室 

陳貞吟老師：3406 教室，傅世怡老師：3310 教室 

雷僑雲老師：3308 教室，蔡根祥老師：3512 教室 

鄭卜五老師：3510 教室，顏美娟老師：3508 教室 

羅克洲老師：3212 教室，蘇珊玉老師：3404 教室 

方麗娜老師：華語文研究所資料室 

杜明德老師：行政大樓 6 樓第 5 會議室 

陳宏銘老師：行政大樓 6 樓第 4 會議室 

黃忠天老師：經學研究所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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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久娟老師：6144 教室，簡郁珊老師：6141 教室 

陳昭吟老師：6144 教室，李友文老師：6141 教室 

數學系 宏遠廳 

物理系 系階梯教室 

化學系 

林煥祥老師：4310 教室，方金祥老師：4408 教室 

陳阿煌老師：4212 教室，邱鴻麟老師：4208 教室 

楊慶成老師：4206 教室，徐永源老師：4311-1 教室 

鄭寶樹老師：4107 教室，俞仁渭老師：研究大樓 1 樓 

陳榮輝老師：4308 教室，張美月老師：4112 教室 

郭志彬老師：4214 教室，劉嘉茹老師：4405 教室 

王志鉦老師：4408 教室 

生物科學研究所 雋永樓 8602 教室 

教育系 教育大樓 1504 教室 

特殊教育系 

蔡明富老師：7418 教室，黃桂君老師：7410 教室 

李永昌老師：7410 教室，王敏行老師：7113 教室 

吳咸蘭老師：7111 教室 

工教系 
江文鉅老師：活動中心三樓會議室 A 

謝士英老師：活動中心三樓會議室 B 



朱耀明老師：活動中心二樓大禮堂 

張勝茂老師：活動中心二樓大禮堂 

陳芳慶老師：活動中心二樓大禮堂 

劉金泉老師：活動中心二樓大禮堂 

體育系 體育館視聽教室 

教育學程中心 

謝季宏老師：教育學程中心，邱愛鈴老師：教育學程中心 

方金雅老師：教育學程中心，吳明隆老師：教育學程中心 

金堂老師：教育學程中心，郭隆興老師：1107 教室 

陳九五老師：高雄醫學大學 CS805 教室 

王惠亮老師：雋永樓 8602 教室 

廖麗貞老師：雋永樓 8602 教室 

葉欣誠老師：活動中心二樓大禮堂 

王志鉦老師：4408 教室，劉嘉茹老師：4405 教室 

方金祥老師：4408 教室 

  

徵稿： 

1.本刊物因經費拮据，沒有稿費，請實習教師支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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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心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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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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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