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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 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後 

1 培育對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其他教育

專業人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2 用詞定義 師資培育機構 師資培育之大學 

3 師資類科劃分 
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 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

校（班）、中小學校 

4 
中小學校師資

類科規劃 

（無） 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一、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課程之修習。 

二、教師資格檢定之實施方式與內容。 

5 
辦理教育學程

之專責單位 

教育學程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6 教育學程定義 
大學校院所規劃經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

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合稱教育學

程 

7 師資培育課程 
普通科目、專門科目及教育專業科目 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

實習課程 

8 
專門課程之核

定 

由各師資培育機構自行認定 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擬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 



9 
教育專業課程

之核定 

教育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由各校訂定，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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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教育實習課程

之辦理 

初檢後取得實習教師證書，實習一年，發給

實習津貼 

半年教育實習課程屬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一部分，師資培育之大學得向學生收取相當

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11 
參加教育實習

之身分 

實習教師 學生 

12 
教育實習之期

間 

當年七月至翌年六月（重大疾病或不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不受實習起訖年月之限制） 

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或二月至七月 

13 
訂定教育實習

實施規定 

師資培育法授權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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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作為辦理教育實習之依據。 

教育實習屬職前課程，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訂

定實施規定辦理。 

14 

未修畢師資職

前 教 育 課 程

者，可否參加

教育實習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始得以參加教育

實習。 

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

程，未參加教育實習課程者，得自行向師資

培育之大學申請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15 

持國外大學以

上學歷實習、

檢定之方式 

依「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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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一、國外學歷之查證認定：由直轄市及縣

（市）教師檢定委員會辦理。 

二、初檢：由申請人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

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申請初檢。 

三、教育實習：自覓師資培育機構輔導參加

教育實習。 

四、複檢：由師資培育機構彙總實習成績，

並造具名冊，報師資培育機構所在地之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複檢

合格後，轉報教育部發給合格教師證

書。 

另定「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定修畢普

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標準」辦

理： 

一、國外學歷之查證認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辦理。 

二、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認定

委員會辦理。 

三、教育實習：認定已修畢普通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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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育實習。 

四、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參加教師

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教師證書。 

16 檢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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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初、複檢，係

屬書面形式審查。 

另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

檢定辦法」辦理，係採筆試行之。 



17 
加階段別之資

格條件 

合格教師、任職滿一年以上、修畢其他教育

階段別、領域專長、科（類）別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及服務證明文件、報請所在地直轄

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審查、免實習

及檢定 

與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最大之差異在於： 

1.無須任職滿一年以上 

2.需參加半年教育實習 

  

18 

加其他任教學

科、領域專門

課程之資格條

件 

中等學校合格教師、修畢他科、領域專長教

師專門科目、任教期間辦理、免實習及檢定 

與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最大之差異在於： 

1.未有任教期間之限制 

2.得免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 

19 

資格取得適用

師資培育法修

正施行前規定 

師資培育法第十八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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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條 

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 

20 
相 關 子 法 訂

（修）定 

1.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2.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3.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標準 

4.師資培育自費、公費及助學金實施辦法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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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 

6.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

修辦法（廢止） 

7.師資培育機構從事地方教育輔導辦法（廢

止） 

  

1.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修定） 

2.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定） 

3.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修定） 

4.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

定） 

5.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

定辦法（新定） 

6.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定修畢普通

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標準（新定） 

7.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稚園教師進修認可辦法（新定） 

8.幼稚園及托兒所在職人員修習幼稚園教

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法（新定） 

21 
師資培育法施

行之日期 

自公布日施行 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行政院令定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及

第二十六條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

施行；其餘條文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一日施行。） 

附註：本表係九十二年度「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輔導、地方教育輔導及教師在職進修研討會」會議提供。 

 

 



經驗分享與交流(一) 

英語系 91 級李宜勳 

  

 
短短的寒假過後，隨著春天的腳步，學校馬上如往常般運作，時序很快進入五月，當我還不太適應南台

灣的陽光時，實習生涯已告尾聲，辦公室的氣氛也不一樣了。幾位實習老師的身影越來越難得見到，也較

少聽見大家討論或抱怨班上的情況和學生的問題，大部分的時間每個人總是埋頭苦讀。近來遇到幾位主任

時，他們也會關心地詢問教甄準備得如何，除了教師甄試，身邊的事務似乎變得微不足道。除此之外，有

人努力讀英文準備留學去，有人孕育著第二個新生命，而有人正準備丟紅色炸彈，結束實習的同時每個人

即將邁入新階段，此時此刻大家都在為自己的未來努力著。 

  

          行政實習 

校刊校稿 

每年出版之校刊其中一部分是學生的英文園地，因此英文實習老師便負起校稿責任，儘管改英文

作文總是令人傷腦筋，尤其學生寫作像在聊天，句意不完整又缺乏邏輯，往往讓我們啼笑皆非。最讓

人驚訝的是現在學生之熱情大方，勇於表達，寫英文情書決不羞於請教老師，更有情詩堪稱佳作。 

會議紀錄長見識 

會議記錄大概是行政實習最普遍的差事，不過這次很特別，承蒙主任抬愛，我和另一位實習老師

有機會參與，對我們而言，這是感覺很重大的會議。地點在台南市市政府，與會者為台南市各國中校

長或主任，及教師會代表，主要議題是教師介聘甄選作業日程和各組工作報告，嗯…這不是每個實習

老師最想了解的嗎？除了會議內容感覺很「內幕」之外，最難得的是看到較正式的會議流程、發言禮

貌，還能訓練耳明、手快、思路清楚之本事，也學到如何做完善的會議記錄。 

全中運盛況 

這學期的重頭戲莫過於四月下旬的全中運！「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是台南市今年的盛事，二十

多年來再次獲得主辦權，各校全心投入，主任也說我們很幸運，難得有機會參與如此大型活動之舉辦，

希望我們多看、多學。我也感受到幾位承辦老師的壓力，因為我們學校不但負責典禮組同時也是選手

村和跆拳道比賽場地，幾乎是全校總動員（除了三年級）。上學期我們就聽取過簡報，校內的設備也開

始維修更新，這學期則開始具體行動，包括開、閉幕預演，製作吉祥物，場地佈置。開幕典禮時我們

必須集結運動員，掌握進場時間，為了配合煙火施放並避開民航機，開幕程序以秒計算，絕不能拖延。

閉幕典禮在本校舉行，除了會場佈置，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引導學生的啦啦隊。啦啦隊的練習持續了

將近一個月，雖然只是坐在看台上配合音樂和表演活動歡呼並喊口號，一次又一次地演練實在要感謝

學生們的努力，而老師們最大的挑戰是讓上千位學生動作一致，口號齊聲，表現出抖擻精神。為了準

備選手村，全校大掃除並製作歡迎海報，最重要的是結束後全校大消毒，以防 SARS 有機可趁。能參與

如此盛會我與有榮焉，相信每個人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導護老師日記 



由於全校有上百位老師，輪值導護老師的機會不多，這學期剛好我的導師輪值，我也體會了三天

神經緊繃的生活。導護工作主要為上、下學交通維持，及升旗和午休時間的秩序評分。我主要協助評

分和早上的交通導護，因此七點以前就必須到校，執勤時和訓導處一位老師和糾察隊配合，指揮學生

動線並且維護學生安全和交通順暢。因學生人數多，每天起碼站半小時，雖然要忍受空氣污染和陽光

的考驗，看見家長的笑容和學生的問候我就滿足了，這一天又充滿了朝氣！評分工作則能訓練眼明手

快的功夫，通常升旗時間不長，如何公平的為 35 個班評分也是一次經驗。午休評分自然得犧牲點休息

時間，並且把全年級走透透，雖然有點累，但評分老師握有「生殺大權」，難得在學校可以過過癮享受

這種權威感。 

  

          教學實習 

雖然上學期從第二次段考後就一直有教學的機會，這學期上台前仍非常緊張，一段時間的放假自

然會較生澀，畢竟我的教學經驗才剛開始。我的教學實習主要是二年級兩個班，上學期採輪流的方式，

即我同時觀摩一個班級並在另一個班教學，最大的優點是可以邊看邊學，學得指導老師的技巧時馬上

可以現學現賣，而自己遇到瓶頸時也較容易從觀摩中發現自己的缺失，此種方式讓我感覺有明顯的進

步。下學期老師體諒我要準備甄試，給我較少教學時數，和老師協調後也換了另一種方式，以每次段

考為期，我負責前半段，並且同時教兩個班，最大的感受是突然多出好幾節課，實在有點累，不過冷

靜想想，目前的上課節數，不過是指導老師的一半，自己應該趕快適應，記得指導老師說過，當老師

的要件之一是培養充足體力，一點都沒錯呢！這學期的分段方式雖然會讓我辛苦一陣子，但馬上有較

長的休息期間，休息幾星期要再上陣自然會怠惰，加上準備甄試的壓力大，教學效果似乎不如上學期。 

製作大家說英語學習單 

鑒於學生於早自習時間收看大家說英語之效果不彰，這學期英語科多了此項新任務，自然就由實

習老師輪流設計。每人一個月負責三天的節目，負擔不算太大，能夠藉此磨練出題技巧則是最寶貴的

經驗，學校老師也不吝提供意見和出題技巧，例如盡量運用國中一千字出題，另外配合收看之目的，

選擇題為較理想的題型。 

  

          導師實習 

這一年來我都在同一個班級導師實習，因此進入第二學期後和學生們愈來愈熟，雖然對導師所建

立的常規管理模式我也較能掌握，然而學生卻因為我缺乏「威脅性」，常常把我的話當耳邊風，尤其幾

位較世故的男生。不提實習老師的難處，這也因為我的個性使然，我從不想對他們大呼小叫，也不想

拿導師或記名子來壓他們，看著他們有時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有人為了維護髮型總是不戴帽子，有些

人拿起掃把就像在幫地板搔癢，而拿起濕托把在教室繞一圈就算扥地，想想這些幾乎是每天的例行事

務，老師卻必須不斷提醒，這大概是當導師最惱人的部分吧！ 

帶班風格之我見 

指導老師樂觀開朗的個性使我和她相處愉快，在她的帶領下班上總是有快樂的學習氣氛，學生們

和她有說有笑，她也能帶到每個學生的心。不過對於秩序和整潔的要求老師也比較大而化之，從不斤

斤計較那一點點扣分，因此班上幾乎沒有拿過整潔或秩序比賽的名次，漸漸地，大家也失去了爭取榮

譽的動力，自然就不用心在打掃工作。每天緊迫盯人當然不是最聰明的方法，我也一直思考採取放任

態度是否為對班上最理想的方式，以及如何取得寬、嚴之間的平衡點。我想一般國中生的自制力還不



夠成熟，在某方面導師仍須明確要求，否則容易養成散漫的態度，學習情形也受此影響。一年來，我

覺得這是班上最明顯的毛病，不過在快樂學習和嚴守常規之間，郭老師已有所取捨。我想當導師最重

要的是找到適合自己的帶班風格，並且依學生狀況隨時調整，原則上先嚴後鬆，標準自在老師心中。 

全職導師紀實 

最近一個星期我的指導老師請公假，雖然學校指派有代導師，郭老師把班務都交給我，除了不好

意思麻煩其他老師，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已熟悉班上事務，而老師也信任我的能力，我很高興有此機會，

當然也感受到責任重大。幸運的是那幾天為段考前的日子，學生較安分於讀書，而代導師也很謹慎負

責。尤其目前 SARS 肆虐中，學生必須每天量體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代導師仔細核對每個學生的體

溫，雖沒人發燒，但發現體溫偏低的同學即要求再三測量，加上第一天就有學生因感冒發燒請假在家，

在非常時期，導師必須掌握每個學生的健康狀況，我要感謝代導師提醒馬上以電話聯絡，在代導師嚴

密監督下，我也能順利向學校填報疫情。小小一件事，我感覺到老師重大的防役責任。幾天來我的桌

上堆滿家庭聯絡簿和週記，不斷提醒自己交代大事、小事和考試，一整天我幾乎不得閒，尤其如何在

週記裡給學生評語真像在考驗老師的作文能力（英文老師因此警覺自己中文程度之脆弱），此時此刻

我更加敬佩每位認真盡責的導師，辛苦了，各位！ 

  

          尾聲 

一年來的確「認清」許多第一線教學工作的真面目，有甘甜有辛苦，曾經感到失望也看見了希望。

無論如何，我的實習生涯是值得且對我有實質幫助的，最後要向每位老師和實習老師說聲，謝謝！ 

 

經驗分享與交流(二) 

英語系 91 級詹湘君 

 
我在竹北國中實習近一年以來，收穫良多，尤其是在班級管理方面。以下就提出幾件事例，來說明我從

當中獲得的寶貴經驗和心得感想。 
笑

容 使我拉近與學生的距離 

�     緣由： 

一方面是為了維持老師的身分，也為了便於掌控班級，加上我的導師班一年九班滿散漫的，所以我採取

的管教和教學態度也就是比較嚴肅和嚴格的。經過一段時間後，雖然班上的成績表現不差，但也有學生開

始反映「老師好嚴肅喔！」，「老師要常笑喔！」，加上劉靜月老師也建議我，在建立起老師的威嚴後，可以

試著放下身段和學生互動，而我最需改進的便是要「常保笑容」！ 

�     過程： 

我開始試著多笑。和學生說話或講課時，試著讓自己微笑並放下身段和學生互動，多以學生的立場來為

他們著想。我也發現不僅是笑容，偶爾開開小玩笑也會讓學生更靠近自己！舉例來說，午休時，為了要求

學生趴下睡覺，我就會笑著說：「趕快趴在桌上睡覺，周公要找你們討論英文囉！」，學生們聽到總是哈哈

大笑，也會配合地趴下，這時的我覺得滿有成就感的。我想，比起處罰不睡的人，這個方式真是好太多了！ 

�     結果： 



1.    學生越來越會主動與我親近，互動更多了！ 

2.    我管理起來比較得心應手，學生更願意聽我管教。 

3.    學生成績普遍提升很多。 

4.    班級氣氛變的更好。 

�     心得： 

經過上學期的班級管理和教學後，我發現該嚴肅時，要保持適度的威嚴，例如訓誡學生的時候。但不可

否認的，「笑容的確是拉近與學生間距離的最佳方式之一」。微笑不但讓學生感覺到你的親切，也讓自己的

心情跟著愉快起來，教學也更生動。到了學期末時，我收到許多學生送的卡片和紙條，上頭寫著「老師我

好喜歡妳」、「希望二、三年級都給老師教英文」等……，還有學生寫著「您每次都要我們和周公討論英文，

但是無論我多麼認真去睡，就是夢不到周公耶！因為我很想知道周公現在長的怎樣？」，看到這些話，我就

會感到很窩心，而開學時和學生間莫名的疏離感也頓時消失了許多！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偷偷偷偷

竊竊竊竊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     發生經過： 

12 月 6 日星期五這天，因為班導劉靜月老師參加研習，所以由陳莉茲老師和我擔任一年九班的代班導

師。下午打掃時間時，兩位學生蔡軒萱和林靜宜突然跑到我面前，軒萱氣憤的告訴我，黃琦茹誣賴好友靜

宜偷她的兩張小卡片，一旁的靜宜也否認有拿琦茹的東西。於是在他們離開去打掃後，我走到正在哭泣的

琦茹身邊，詢問她這件事。她告訴我，她的小卡只有給郁潔和靜宜看過，而她相信郁潔沒有拿走小卡，一

定是靜宜偷的……。 

�     處理方式： 

1.    既然只有兩位同學看過小卡片，我就先找來我就先找來我就先找來我就先找來郁郁郁郁潔潔潔潔，，，，並讓並讓並讓並讓琦琦琦琦茹茹茹茹蒐蒐蒐蒐她的座位她的座位她的座位她的座位、、、、書包等書包等書包等書包等，，，，而我在一旁檢查而我在一旁檢查而我在一旁檢查而我在一旁檢查。。。。結

果沒有找到小卡。 

2.    接著找來靜宜到她的座位旁，也讓讓讓讓琦琦琦琦茹茹茹茹蒐蒐蒐蒐她的書包她的書包她的書包她的書包等，不一會兒，就找到不見的兩張小卡片就找到不見的兩張小卡片就找到不見的兩張小卡片就找到不見的兩張小卡片。。。。 

3.3.3.3.   一開始，靜靜靜靜宜宜宜宜推說原本就打算等一下就將卡片還給琦茹，但在我的訊問下，她最後終於承認是她拿走小她最後終於承認是她拿走小她最後終於承認是她拿走小她最後終於承認是她拿走小

卡片卡片卡片卡片，，，，並且還說謊並且還說謊並且還說謊並且還說謊。。。。 

4.    我原本要她放學後留下，接受處罰，但因為考慮到她要補習，加上數學老師已經在教室門口等著準備上

課，所以匆忙地決定等星期一劉老師回學校時，再決定如何處罰她。 

5.5.5.5.   星期一在我告知劉老師這件事後，劉劉劉劉老師要求老師要求老師要求老師要求靜宜靜宜靜宜靜宜寫自白書寫自白書寫自白書寫自白書，，，，又因為她經常說謊又屢勸不聽又因為她經常說謊又屢勸不聽又因為她經常說謊又屢勸不聽又因為她經常說謊又屢勸不聽，，，，所以決定所以決定所以決定所以決定

記她警告記她警告記她警告記她警告，，，，並聯絡家長並聯絡家長並聯絡家長並聯絡家長。。。。 

�     檢討與心得： 

1.    我我我我應該找班上應該找班上應該找班上應該找班上的領的領的領的領導者班長來負責導者班長來負責導者班長來負責導者班長來負責蒐蒐蒐蒐書包書包書包書包，而不是由當事人琦茹，以避免靜宜反過來說是琦茹栽贓的可

能性。 

2.    證明是靜宜偷竊後，我應該要立刻要求她寫自白書立刻要求她寫自白書立刻要求她寫自白書立刻要求她寫自白書，清楚的描述事情經過，並經過我的檢查，還要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3.    面對學生犯規，應該要當下妥善處理應該要當下妥善處理應該要當下妥善處理應該要當下妥善處理，盡量不要拖延。 

4.    要懂得保護自己要懂得保護自己要懂得保護自己要懂得保護自己。（這次事件最讓我驚訝的是，靜宜回家後竟然翻供，向父母說是琦茹栽贓她的，導致

她的媽媽不相信老師，而且態度冷淡。所幸劉老師已要求靜宜寫好自白書，加上清楚的說明，家長最後

也坦然接受，表示自己教子無方，深表慚愧。經過這件事後，我了解到自白書的重要，也是保護自己的



證據。）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自自自自

殘殘殘殘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一） 

�     發生經過： 

11 月 15 日星期五這天，因為我們一年九班的班導劉靜月老師參加研習，所以由我第一次獨自擔任班導

師，但是卻發生了我實習以來最大的挫折。 

中午和班上同學一起吃過午餐後，一年八班的班導姜淑敏老師突然來告訴我，我們班下午的自修課要改

由生教組長邱秀梅老師上一堂生命教育。我感到很疑惑，後來才經由同學口中得知是因為林紫萱林紫萱林紫萱林紫萱割自己的割自己的割自己的割自己的

手腕手腕手腕手腕。我立刻找到紫萱，詢問她這件事。她給我看了她手臂上十多刀的割痕，還告訴我是因為英文單字背

不起來，所以才割手臂。我很震驚，也很自責，心想也許是因為我逼的太緊，要求不及格的要放學留下背

單字或課文，所以造成紫萱壓力過大而自殘。 

然而，星期一一早，我立刻告知劉老師這件事，才知道原來紫萱早就有這種傷害自己的習慣，而且主因

是和同學處不好，所以心情沮喪，以割手臂來發洩情緒。英文單字背不起來只是個藉口，因為她不想讓同

學知道她和別人不合。 

�     處理方式： 

1.當我一得知紫萱傷害自己的行為後，立刻找她來詢問是否屬實，以及自殘原因，並加以勸導和糾正此錯

誤行為。 

2.由邱組長上了一堂生命教育，告訴同學正確的情緒發洩管道。 

3.告知劉老師這件事。 

4.我打電話聯絡紫萱的媽媽，並和她溝通以了解紫萱的情緒和學習狀況。 

5.聯絡輔導室，給予紫萱心理輔導。 

�     檢討與心得： 

1.要更注意班上學生的行為。 

2.不要立刻相信學生犯錯的理由，因為很可能就像紫萱一樣，只是一時推託的藉口。（我還因為她一時的藉

口，難過了很久呢！） 

3.紫萱的媽媽是很明理的家長。她說對我很抱歉，也希望我能一視同仁，該留紫萱背書就留，只是不要留

的太晚，以免危險。 

4.一開始原本決定不再放學後留學生背書，但經過思考並和劉老師討論後，決定繼續督促學生，因為這樣

可以激勵學生讀書。 

5.班級經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還有很多要學習呢！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自自自自

殘殘殘殘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二二二二）））） 

�     發生經過： 

12 月 6 日星期五這天，因為班導劉靜月老師參加研習，所以由陳莉茲老師和我擔任一年九班的代班導

師。就在下午打掃時間，也剛好在林靜宜偷竊事件之前的幾分鐘，林紫萱突然跑到我面前，問我一個奇怪

的問題：「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如果有人告訴妳他想死的話如果有人告訴妳他想死的話如果有人告訴妳他想死的話如果有人告訴妳他想死的話，，，，你該怎麼辦呢你該怎麼辦呢你該怎麼辦呢你該怎麼辦呢？？？？」我一聽她這麼說，直覺就認為紫萱也許有

自殺的念頭，因為她有割手脕的不良習慣。 

�     處理方式： 



1.立刻規勸規勸規勸規勸紫紫紫紫萱萱萱萱，告訴她人生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待她去發掘，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折而想放棄生命，絕

不要有輕生的念頭。 

2.告知劉老師這件事。 

3.3.3.3.聯絡家長聯絡家長聯絡家長聯絡家長。電話告知林媽媽紫萱的情況，並希望多加注意她的言行舉止，預防不幸的事發生。 

�     檢討與心得： 

1.我應該避免過於主觀的想法。因為在我經過和林媽媽的電話聯絡後，得知紫萱的表姐於前幾天自殺，所

以也許紫萱的那番話可能不是想輕生的念頭，而是受她表姐的影響。 

2.劉靜月老師建議我，將來如果再遇到類似的事件，除了當面立即規勸學生，也應該通知家長通知家長通知家長通知家長 

或輔導室幫忙注意和處理或輔導室幫忙注意和處理或輔導室幫忙注意和處理或輔導室幫忙注意和處理，，，，以防萬一以防萬一以防萬一以防萬一 

 

法令規章法令規章法令規章法令規章 

  

教育部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台中（三）字第 0920145078 號函 

主旨：貴校請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後，

中等學校合格教師申請辦理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長教師資格相關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校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實字第０九二０００六三七二號函。 

二.有關中等學校類科合格教師修畢第二專長學分，其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由何單位

開具乙節，查新修正發布之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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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大學校院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

在職進修學分班計畫審查要點」規定，大學校院辦理教師第二專門科目學分班，應由相關系（所）開設，

其課程規劃應依各師資培育機構自行認定之專門科目一覽表辦理。是以，依上開要點規劃開設教師第二

專門科目學分班之學校，即應依規定開具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 

三.至取得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修讀「領域教學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者，於修畢該學分班領域專門課程，

擬辦理國民中學領域專長教師資格時，究由學校開具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或檢附

本科合格教師證書及修畢之學分證明乙節，查領域教學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之開設，係為配合九年一貫

課程之推動而規劃，以協助各地區國民中學教師充實其主修專長之教學知能，並增進國民中學教師發揮

九年一貫課程精神之教學能力，中等學校合格教師修畢該班次課程，例如：具有中等學校體育科合格教

師證書之教師，修畢體育主修專長領域教學學分班課程，得檢附該科合格教師證書影本、修畢該班次之

領域核心課程及同領域其他主修專長科目應修學分之證明辦理。 

 

 

 

 



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辦理複檢繳交資料注意事項 

適用對象 繳交證件 

本校 

大學部畢業生 

1.照片一吋的五張（脫帽最近三個月照片），照片背面用油性細字筆或鉛筆書寫：

系別、實習科別及姓名。 

2.複檢申請表。(請帶私章及紅色小印泥於 12/26 當天返校填寫即可) 

3.身分證影印本。(正反兩面分開，攜帶膠水以便浮貼於申請表，加蓋本人私章並

註明「與正本相符」) 

4.實習教師證影本乙份。(背面加蓋本處處戳及「與正本相符」章) 

5.大學成績單正本乙份。(並能於成績單上顯示出所修習教材教法與初檢科別一致) 

註：物理系及化學系之實習教師實習科別為「理化科」者，教育系實習教師實習科

別為「非輔導活動科」者，均須附上檢定科別之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

定證明書影本乙份。 

本校 

進修部畢業生 

1.照片一吋的五張（脫帽最近三個月照片），照片背面用油性細字筆或鉛筆書寫：

系別、實習科別及姓名。 

2.複檢申請表。(請帶私章及紅色小印泥於 12/26 當天返校填寫即可) 

3.身分證影印本。(正反兩面分開，攜帶膠水以便浮貼於申請表，加蓋本人私章並

註明「與正本相符」) 

4.實習教師證影本乙份。(背面加蓋本處處戳及「與正本相符」章) 

5.大學成績單正本乙份。(並能於成績單上顯示出所修習教材教法與初檢科別一致) 

6.教育專業科目學分證明書影本乙份。 

物理系二技班 

進工教二技班 

高醫學程班 

研究生 

國小學程班 

1.照片一吋的五張（脫帽最近三個月照片），照片背面用油性細字筆或鉛筆書寫：

系別、實習科別及姓名。 

2.複檢申請表。(請帶私章及紅色小印泥於 12/26 當天返校填寫即可) 

3.身分證影印本。(正反兩面分開，攜帶膠水以便浮貼於申請表，加蓋本人私章並

註明「與正本相符」) 

4.實習教師證影本乙份。(背面加蓋本處處戳及「與正本相符」章) 

5.大學成績單正本乙份(並能於成績單上顯示出所修習教材教法與初檢科別一致)。 

6.教育專業科目學分證明書影本乙份。 

7.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影本乙份。（具有國小學程身分者免繳交） 

8.大學畢業證書影本乙份。 

9.研究所畢業證書影本乙份。（具有研究生身分者須繳交） 

非本校大學部

畢業生 

1.照片一吋的五張（脫帽最近三個月照片），照片背面用油性細字筆或鉛筆書寫：

系別，實習科別及姓名。 



2.複檢申請表(請帶私章及紅色小印泥於 12/26 當天返校填寫即可)。 

3.身分證影印本。(正反兩面分開，攜帶膠水以便浮貼於申請表，加蓋本人私章並

註明「與正本相符」) 

4.實習教師證影本乙份。 

5.大學成績單正本乙份，並能於成績單上顯示出所修習教材教法與初檢科別一致)

或教育專業科目學分證明書影本乙份。 

6.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影本乙份。 

7.大學畢業證書影本乙份。 

代理代課教師 

除了以上各種對象應繳交證件外還需繳交下列證件： 

1.        聘書影印本乙份〈加蓋學校關防章或人事單位主管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

加註〝經公開甄選〞或另開〝經公開甄選〞證明書也可以，或於敘薪通知書註明

〝經公開甄選〞。 

2.        高雄市各級學校代理、試用、技術教師學年評量表（12/26 由本處發給填寫） 

註：1.所有繳交之影本除實習教師證書影本外除實習教師證書影本外除實習教師證書影本外除實習教師證書影本外，一律註明「「「「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與正本相符」」」」，並請加蓋本人私章加蓋本人私章加蓋本人私章加蓋本人私章。 

2.相關資料請放置於貼足五十二元郵票五十二元郵票五十二元郵票五十二元郵票之(34.5cm【上下】*26cm【左右】)公文封內，封面填寫收件人收件人收件人收件人

及住址及住址及住址及住址須於九十三年七月以後十三年七月以後十三年七月以後十三年七月以後可收到為準。 

3.繳回方式：如未能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返校時繳回，務必請於九十三年元月十六日以前九十三年元月十六日以前九十三年元月十六日以前九十三年元月十六日以前親自

回到學校繳交。 

4.十二月二十六日繳交至本處的"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只需影印本乙份即可,但需

註冊組加蓋"與正本相符"之章。請儘量能抽空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至註冊組親自辦理較妥當。(李先

華) 

  

九十二年度各系校友返校座談會一覽表九十二年度各系校友返校座談會一覽表九十二年度各系校友返校座談會一覽表九十二年度各系校友返校座談會一覽表 

學系 座談日期 座談地點 主講人 服務學校 

國文系 
10/24 
15：40-17：30 

本校活動中心 

二樓演講廳 
丁文祺校長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美術系 
10/24 
15：40-17：30 

本校活動中心五樓

六五一 0 設計教室 
許雯婷老師 桃園縣立永豐高級中學 

數學系 
10/24 
15：40-17：30 

本校理學院宏遠廳 
康木村主任 

歐志昌組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音樂系 
11/28 

10：30-12：00 

本校音樂系 

六一四四教室 
周妍妏老師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英語系 
11/28 

10：30-12：00 

本校文學院 

小型劇場 

蘇筱琳老師 

陳學霖老師 

顏碧真老師 

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高雄縣立五甲國民中學 

地理系 
11/28 

10：30-12：00 

本校文學大樓 

三二一六教室 
曾晶慧老師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工教系 
11/28 

10：30-12：00 

本校活動中心 

二樓大禮堂 
楊茂青組長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特教系 
11/28 

10：30-12：00 
本校特教系館四樓 林俊彬老師 屏東縣立東港國民中學 

物理系 
11/28 

10：30-12：00 

本校物理系 

階梯教室 
陳勇志組長 台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國文系 
11/28 

13：30-16：30 

本校活動中心 

二樓大禮堂 

彭貴琳老師 

覺佩瑜老師 

許嘉哲老師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高雄縣立文山高級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