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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校師資培育目標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自 95 學年度成立以來，即一直秉持本校「師資培育為本」之特色，

建立認知、培養技能與涵詠情意為用，為國家社會培育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幼兒園良

師為目標。103 學年度本校整併為一般大學，基於「誠、愛、禮、群」之校訓，訂定

「品德力、創新力、自學力、宏觀力、就業力」等五大教育目標，及培育教育專業人才

的校務發展願景，訂定全校性的師資培育目標，包括人文關懷、專業展能、創新卓越等

三大項師資培育目標。 

 

 

 

 
 

本校總體定位和師資培育目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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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關懷 

  強調透過社會參與和反省能力、多元包容的能力及團隊合作能力的培養，有效

協助本校師資生在本職學能養成的過程中，能夠藉由人文關懷的情操和實踐，更加

成就職場上的能力。在此目標項下，學生應具備關懷與社會參與的能力、教育愛的

理念與動能以及具備多元包容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二）專業展能 

  強調透過完整且專業化的師資培育課程，培養本校師資生在課程與教學、班級

經營、行政與輔導等方面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能。進而能夠在班級經營能力、課程教

學設計能力，以及教育綜效展現能力上，充分發揮所學，展現教育專業的核心價

值。在此目標項下，學生應具備教育基礎課程的專業知能、教育方法的專業知能以

及具備任教領域的專業知能。 

（三）創新卓越 

  強調教學卓越、不斷追求創新的重要性，透過多元課程的規劃，開啟本校師資

生的宏觀視野，持續針對批判思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以及主動探究和終身學習

能力的涵化展現高度的關注與檢視，並具體落實在工作和學習之中。在此目標項

下，學生應具備國際觀與多元創新的能力、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具備主

動探究與終身學習的能力。 

 

貳、師資培育中心簡介 

一、師資培育中心簡介 

  本中心係師專時期的實習輔導室及師院時期的實習輔導處改制而來。目前本中心係

直屬校長管轄之一級單位，底下依業務性質分成實習組及輔導組、教育學程組二組。全

中心由主任一人、組長二人、行政組員、行政專員若干人組成。 
 

二、師資培育中心各組業務 

1. 教育學程組：包括教育學程相關法規研修，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學生遴選、 

      課程規劃、授課師資安排等相關業務。 

2. 實習及輔導組：包括實習之相關業務例如公費生分發、實習推介、職前教育、 

       返校座談、合格教師證書之核發等；此外亦包括辦理地方教育 

       輔導業務，例如到校輔導、教師專長檢定之認證、卓越師資培 

       育獎學金之甄選、培訓與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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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培育中心組織架構（110 學年度） 

 

 

 

參、師培增能講座 

師資培育中心會於每學期舉辦一系列師培增能講座，邀請各類校外專家學者、在職教

師、校友到校演講，主題豐富多元，包含實習、教檢、教甄經驗分享、班級經營、有效

教學、教育政策與法令等，提供本校師資生增進各類教育專業知能。 

相關網址：https://cte.nptu.edu.tw/p/412-1023-74.php?Lang=zh-tw 

師培中心
陳雅鈴主任

- 教育學程組 -
陳奕璇組長

#22100

【#22101】
教程生甄選考試

(生涯、職業)工作坊研習
各項計畫

【#22102】
什項業務

【#22103】

教程生業務
教程修課

教程學分修畢證明

【#22300】
行政什項業務

- 實習及輔導組 -
莊念青組長

#22200

【#22201】
地方教育輔導

師培獎學金
增能講座

教師資格考模擬考
實務能力檢測

【#22202】
教師資格考
首張教師證

另一類科教師證書
師培學系修畢證明

【#22301】
教育實習相關

偏鄉課輔

【#22302】
專長加註教師證書

公費生業務
隨班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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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課程修課  
  資訊及法規 

※本課程及法規僅供參考，應以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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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本校 110 年 04 月 08 日 10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教育部 110 年 04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28907 號函同意備查 

一、專門課程：至少修習 10 學分 

類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備註 

本開課時間表為預定，將

會依照授課教師、開課情

形作調整。 

111 112 

上 下 上 下 

專 
 

門 
 

課 
 

程 

語文 

領域 

國音及口語表達【必修】 2 2 

1.至少修習 4 個領

域 10 學分，並以

非主修領域優先

修習。 

2.國音及口語表

達、普通數學為

必修。 

V V   

寫字及書法 2 2 V    

寫作 2 2 V    

兒童文學 2 2  V   

兒童英語 2 2  V   

本土語言(閩南語) 2 2 V    

本土語言(客家語) 2 2  V   

本土語言(原住民族語) 2 2  V   

新住民語言 2 2 V    

數學 

領域 
普通數學【必修】 2 2 V V   

自然科學 

領域 
自然科學概論 2 2 V V   

社會 

領域 
社會領域概論 2 2 V V   

健康與體育

領域 
健康與體育 2 2  V   

藝術 

領域 

藝術概論 2 2  V   

表演藝術 2 2 V    

音樂 2 2 V    

鍵盤樂 2 2  V   

美勞 2 2 V    

綜合活動 

領域 
童軍 2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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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習 36 學分 

類

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備註 

本開課時間表為預定，將會

依照授課教師、開課情形作

調整。 
111 112 

上 下 上 下 

(

一)

教
育
基
礎
課
程 

教育基礎 I【必修】 2 2 

1.至少修習 10 學分。 

2.教育基礎 I、教育基

礎 II、教育心理學、

兒童發展與輔導為必

修。 

V V   

教育基礎 II【必修】 2 2 V V   

教育心理學【必修】 2 2 V V   

兒童發展與輔導【必修】 2 2 V V   

特殊教育導論 3 3 V V   

教育史 2 2   V  

(
二)
教
育
方
法
課
程 

教學原理【必修】 2 2 
1.至少修習 12 學分。 

2.教學原理、課程發展

與設計、學習評量、班

級經營為必修。 

3.教育議題專題(包含

藝術與美感、性別平

等、人權、環境、海洋、

品德、生命、法治、科

技、資訊、能源、安全、

防災、家庭教育、生涯

規劃、多元文化、閱讀

素養、戶外教育、國際

教育、原住民族、新移

民、媒體素養育及其他

新興議題等各類教育

議題，並依當前教育趨

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

時調整）。 

V V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修】 2 2  V V  

學習評量【必修】 2 2  V V  

班級經營【必修】 2 2 V V   

輔導原理與實務 2 2  V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2 V V   

教育議題專題 2 2   V  

跨領域課程與教學設計 2 2   V  

學校行政 2 2  V   

實驗教育 2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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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數
備註 

本開課時間表為預定，將

會依照授課教師、開課情

形作調整。 
111 112 

上 下 上 下 

(

三)

教
育
實
踐
課
程 

國民 

小學 

語文 

教材 

教法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必修】 2 2 

1.至少修習

14 學分。 

2.國民小學

教 材 教 法

至少3~4個

領域 8 學

分。 

3.國民小學

國 語 教 材

教法、國民

小 學 數 學

教材教法、

教 學 實 習

為必修。 

 

  V V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閩南語)
◎建議先修習本土語言(閩南語) 

2 2   V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客家語)
◎建議先修習本土語言(客家語) 

2 2    V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原住民

族語)◎建議先修習本土語言(原住民族語)
2 2    V 

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 
◎建議先修習新住民語言 

2 2   V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建議先修習兒童英語 

2 2   V  

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必修】 2 2   V V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建議先修習自然科學概論 

2 2   V V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建議先修習社會領域概論 

2 2    V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建議先修習音樂或美勞或表演藝術或鍵盤樂或藝術

概論 

2 2   V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建議先修習健康與體育 

2 2   V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建議先修習童軍或輔導原理與實務 

2 2    V 

國民小學資訊教材教法 2 2   V  

教學實習【必修】 4 4    V 

補救教學 2 2    V 

適性教學 2 2   V  

說明 

一、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需修習至少 46 學分，含專門課程至少修習 10 學分，教育專業課程

至少修習 36 學分。 

二、本表自 110 學年度起修習國民小學師資類科之師資生適用，109 學年度(含)以前得適用之。 

三、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4 條規定，須於修習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期間完成

職業教育與訓練、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之修習，但不計入教育專業學分。 

四、先修課程規劃如下表： 

科 目 名 稱 須 先 修 習 科 目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國音及口語表達 

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 普通數學 

教學實習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

(二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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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連結：https://cte.nptu.edu.tw/var/file/23/1023/img/1391/707374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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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列表 

一、專門課程：至少修習 10 學分 

類

別 
科目名稱 教師專業素養 教師專業素養指標 

專 
 

門 
 

課 
 

程 

語文 

領域 

國音及口語表達【必

修】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寫字及書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寫作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兒童文學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兒童英語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本土語言(閩南語)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本土語言(客家語)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本土語言(原住民族

語)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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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語言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數學 

領域 
普通數學【必修】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自然科學

領域 
自然科學概論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社會 

領域 
社會領域概論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健康與體

育領域 
健康與體育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藝術 

領域 

藝術概論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表演藝術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音樂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鍵盤樂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美勞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綜合活動

領域 
童軍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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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習 36 學分 

類

別 
科目名稱 教師專業素養 教師專業素養指標 

(

一)

教
育
基
礎
課
程 

教育基礎 I【必修】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 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

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

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

生福祉 

教育基礎 II【必修】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

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

生福祉 

教育心理學【必修】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

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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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與輔導【必修】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

以促進適性發展 

特殊教育導論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

程，以提供適切的教育與支持 

教育史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

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

二)

教
育
方
法
課
程 

教學原理【必修】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

生福祉 

課程發展與設計【必修】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學習評量【必修】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班級經營【必修】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

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輔導原理與實務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

以促進適性發展 

教學媒體與運用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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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議題專題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

程與教學 

跨領域課程與教學設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

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學校行政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

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實驗教育 

1. 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 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

以利教育機會均等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

程，以提供適切的教育與支持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

程與教學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力 



15 

(

三)

教
育
實
踐
課
程 

國民 

小學 

語文 

教材 

教法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必修】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

教法(閩南語)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

教法(客家語)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

教法 

(原住民族語)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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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新住民語文教

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必修】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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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程、教學及評量 

國民小學資訊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

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

學原理，以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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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學及評量 

教學實習【必修】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

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力 

補救教學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

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

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

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

願與能力 

適性教學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

以利教育機會均等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

化背景的差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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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本校 107 年 12 月 20 日 10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8 年 5月 1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65324 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 108 年 6 月 13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8 年 8月 2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2075 號同意備查 

本校 109 年 6 月 11 日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109 年 7月 2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94463 號函同意備查 

類別 科目中文名稱 
學
分 

時
數 

備註 

教 

育 

專 

業 

課 

程 

教育 

基礎 

課程 

幼兒發展【必修】 3 3

至少修習 15 學分 

特殊幼兒教育【必修】 3 3

幼兒觀察【必修】 2 2

幼兒園行政【必修】 2 2

教育心理學【必修】 2 2

幼兒教保概論 2 2

幼兒健康與安全 3 3

教育社會學 2 2

教育 

方法 

課程 

教學原理【必修】 2 2

至少修習 17 學分 

幼兒遊戲【必修】 2 2

幼兒園課室經營【必修】 3 3

幼兒園課程發展【必修】 2 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3

幼兒學習評量 3 3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3 3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2 2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2 2

幼兒輔導 2 2

教育 

實踐 

課程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必修】 2 2

必修 14 學分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必修】 2 2

教保專業倫理【必修】 2 2

幼兒園教保實習【必修】 4 8

幼兒園教學實習【必修】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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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科目中文名稱 
學
分 

時
數 

備註 

專門課程 

幼兒戲劇 2 2

至少修習 4 學分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2 2

幼兒數學與科學之探索與遊戲 2 2

說明 

一、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需修習至少 50 學分，其中包含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各類別課程應

修學分數為： 

（一）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 15 學分。 

（二）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 17 學分。 

（三）教育實踐課程，應修 14 學分。 

（四）專門課程，應修至少 4 學。 

二、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依據教育部「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規定辦理。 

三、本表自 109 學年度起修習幼兒園師資類科之師資生適用，108 學年度(含)以前不得適用之。

四、先修課程規劃如下表： 

科  目  名  稱  須  先  修  習  科  目 

特殊幼兒教育  幼兒發展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幼兒教保概論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幼兒園教學實習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幼兒學習評量  幼兒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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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列表 

課程類別 課程代碼 科目名稱 教師專業素養 教師專業素養指標 

教 

育 

專 

業 

課 

程 
 

教育 

基礎 

１５ 

學分 

ECE3519 
ECE3519A 
ECE3519B 

特殊幼兒教育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歷程，以提供適

切的教育與支持。 

ECE1212 
ECE1212A 
ECE1212B 

幼兒發展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

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ECE1213 
ECE1213A   
ECE1213B 

幼兒觀察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

求與發展。 

PEC1101 
PEC1101A   
PEC1101B 

教育心理學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ECE2607 
ECE2607A 
ECE2607B 

幼兒園行政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

與實務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

育實踐基礎。 

ECE3520 
ECE3520A   
ECE3520B 

幼兒教保概論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

與實務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

建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

育實踐基礎。 

ECE1214 
ECE1214A 
ECE1214B 

幼兒健康與安全 

1、 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

與實務 

2、 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

適性輔導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

育實踐基礎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

求與發展。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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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3207 
PEC3207A 
PEC3207B 

教育社會學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

與實務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

建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教育 

方法 

１７ 

學分 

PEC2102 
PEC2102A 
PEC2102B 

教學原理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ECE2511 
ECE2511A 
ECE2511B 

幼兒遊戲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

求與發展。 

ECE2309 
ECE2309A 
ECE2309B 

幼兒園課室經營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

適性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

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生良好品格有效。 

ECE2523 
ECE2523A 
ECE2523B 

幼兒園課程發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ECE2524 
ECE2524A 
ECE2524B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設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ECE2214 
ECE2214A 
ECE2214B 

幼兒學習評量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ECE3919 
ECE3919A 
ECE3919B 

幼兒園.家庭與 

社區 

3、 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

與實務 

3、 規劃適切的課程、教

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

適性輔導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利教育機

會均等。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

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生良好品格有效。 

ECE3918 
ECE3918A 
ECE3918B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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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4911 
ECE4911A 
ECE4911B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1、 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

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

發展與學習需求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利教育機

會均等。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ECE4920 
ECE4920A 
ECE4920B 

幼兒輔導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

適性輔導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教育 

實踐 

１４ 

學分 

ECE3312 
ECE3312A 
ECE3312B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ECE3313 
ECE3313A 
ECE3313B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ECE4919 
ECE4919A 
ECE4919B 

教保專業倫理 

1、 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

與實務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

倫理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

育實踐基礎。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ECE3109 
ECE3109A 
ECE3109B 

幼兒園教保實習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

倫理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

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ECE4308 
ECE4308A 
ECE4308B 

幼兒園教學實習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

倫理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

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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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門 

課 

程 
 ４學分

ECE2403 
ECE2403A 
ECE2403B 

幼兒戲劇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ECE3521 
ECE3521A 
ECE3521B 

幼兒數學與科學之

探索與遊戲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ECE3211 
ECE3211A 
ECE3211B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

緒表達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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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本校 109 年 12 月 17 日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教育部 110 年 05 月 0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46009 號函同意備查 

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必選修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習至少 10 學分) 

共同課程 

11

選

5 

教育基礎 I 2  2  選 

教育基礎 II 2  2  選 

教育心理學 2  2  選 

兒童發展與輔導 2  2  選 

學習評量 2  2  選 

教育議題專題 2  2  選 

跨領域課程與教學設計 2  2  選 

學校行政 2  2  選 

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 2  2  選 

班級經營 2  2  選 

輔導原理與實務 2  2  選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習至少 28 學分) 

教育基礎必修 9 學分 

共用課程 

特殊教育導論  3  3  必 

特殊教育行政與法規  2  2  必 

融合教育理論與實務  2  2  必 

資賦優異教育概論  2  2  必 

教育方法  (應修習至少 9 學分) 

共用課程 

特殊教育學生評量  3  3  必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理念與實施  3  3  必 

專業合作與溝通  2  2  選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2  選 

身心障礙組 

正向行為支持  2  2  選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3  3  選 

學習困難與策略  2  2  選 

資賦優異組 

資優教育模式  2  2  選 

特殊族群資優教育  2  2  選 

資優學生生涯輔導  2  2  選 

區分性課程與教學  2  2  選 

多元智能理論與應用  2  2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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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踐  (應修習至少 10 學分) 

共用課程 
特殊教育班級實務  2  2  必 

巡迴輔導實務  2  2  選 

必修課程 

身心障礙組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4  4  必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4  4  必 

資賦優異組
資賦優異教材教法  2  2  必 

資賦優異教學實習  4  4  必 

資賦優異組 
創新教學與教學檔案  2  2  選 

高層思考訓練  2  2  選 

特殊需求領域及領域/科目調整教學知識課程  (應修習至少 10 學分) 

共用課程 

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2  2  選 

創造力教育  2  2  選 

新興議題融入特殊教育課程  2  2  選 

身心障礙組 

輔助科技應用  2  2  選 

生活管理  2  2  選 

社會技巧  2  2  選 

溝通訓練  2  2  選 

功能性動作訓練  2  2  選 

定向行動  2  2  選 

資賦優異組 

情意發展  2  2  選 

獨立研究  2  2  選 

領導才能教育  2  2  選 

說明 

一、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至少修習 48 學分，包含： 

1.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至少修習 10 學分。 

2.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至少修習 28 學分。 

3.  特殊教育各類組（身心障礙組或資賦優異組）特殊需求領域及領域/科目調整教學知識

課程，應至少修習 10 學分。 

二、本表自 110 學年度起修習特殊教育學校(班)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師資類科之師資生適用，109

學年度(含)以前得適用之。 

三、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4 條規定，須於修習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期間

完成職業教育與訓練、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之修習，但不計入教育專業學分。 

四、先修科目規劃如下表： 

課程名稱 先修課程名稱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理念與實施 特殊教育導論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理念與實施 

(至少應同時修習)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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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校(班)身心障礙組幼兒園教育階段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必選修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得至少 16 學分) 

共用課程 

6 

選

5 

教育基礎 I  2  2  選 

教育基礎 II  2  2  選 

教育心理學  2  2  選 

學習評量  2  2  選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2  選 

教學原理  2  2  選 

必修課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2  2  必 

幼兒遊戲  2  2  必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6 

選

1 

幼兒觀察  2  2  選 

兒童發展與輔導  2  2  選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2  2  選 

幼兒園課程發展  2  2  選 

幼兒體能與律動  2  2  選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  2  2  選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習至少 29 學分) 

1. 教育基礎  (必修 11 學分) 

特殊教育導論  3  3  必 

特殊教育行政與法規  2  2  必 

融合教育理論與實務  2  2  必 

資賦優異教育概論  2  2  必 

早期介入概論【必修】  2  2  必 

2. 教育方法  (應修習至少 8 學分) 

特殊教育學生評量  3  3  必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理念與實施  3  3  必 

專業合作與溝通  2  2  必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2  選 

正向行為支持  2  2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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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實踐  (應修習至少 10 學分) 

特殊教育班級實務  2  2  必 

巡迴輔導實務  2  2  選 

學前特教教材教法  2  2  必 

學前特教教學實習  4  4  必 

說明 

一、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應至少修習 45 學分，包含： 

1.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至少修習 16 學分。 

2.  特殊教育教育基礎課程，應至少修習 11 學分。 

3.  教育方法，應至少修習 8 學分。 

4.  教育實踐，應至少修習 10 學分。 

二、本表自 110 學年度起修習特殊教育學校(班)身心障礙組幼兒園教育階段師資類科之師資生

適用，109 學年度(含)以前得適用之。 

三、先修科目規劃如下表： 

課程名稱 先修課程名稱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理念與實施 特殊教育導論 

學前特教教材教法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理念與實施 

(至少應同時修習) 

學前特教教學實習 學前特教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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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列表 
特殊教育教師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列表 

類別  科目名稱  教師專業指標 教師專業素養指標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習至少 10 學分) 

共同課程 

11

選 

5 

教育基礎 I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教育基礎 II 

1. 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教育心理學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

發展 

兒童發展與輔導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學習評量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教育議題專題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跨領域課程與教學設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

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0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學校行政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班級經營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輔導原理與實務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習至少 28 學分) 

教育基礎必修 9學分 

共用課程 

特殊教育導論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特殊教育行政與法規 
1. 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

實踐基礎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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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理論與實務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5 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

建 

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資賦優異教育概論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以提供適切

的教育與支持 

教育方法 (應修習至少 9學分) 

共用課程 

特殊教育學生評量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以提供適切

的教育與支持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理念與實施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專業合作與溝通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

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課程發展與設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

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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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身心障礙組 

正向行為支持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

發展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以提供適切

的教育與支持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學習困難與策略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

發展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資賦優異組 

資優教育模式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特殊族群資優教育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

展 

資優學生生涯輔導  4 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

展 

區分性課程與教學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 

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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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多元智能理論與應用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

發展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教育實踐 (應修習至少 10 學分) 

共用課程 

特殊教育班級實務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

構自身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

實踐基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巡迴輔導實務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

實踐基礎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必修課程  身心障礙組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

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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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

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資賦優異組

資賦優異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 

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資賦優異教學實習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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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資賦優異組 

創新教學與教學檔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高層思考訓練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特殊需求領域及領域/科目調整教學知識課程 (應修習至少 10 學分) 

共用課程  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

異，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

發展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

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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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教育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新興議題融入特殊教育課程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身心障礙組 

輔助科技應用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生活管理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社會技巧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溝通訓練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

發展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功能性動作訓練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定向行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資賦優異組  情意發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

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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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獨立研究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領導才能教育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

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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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身心障礙組幼兒園教育階段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對應之素養指標列表 

  

類別  科目名稱  教師專業指標 教師專業素養指標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得至少 16 學分) 

共用課程 

6 

選

5 

教育基礎 I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構自身

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異，以作

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劃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教育基礎 II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構自身

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異，以作

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劃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教育心理學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劃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學習評量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教學媒體與運用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 

教學原理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劃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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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課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劃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同發展

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幼兒遊戲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一般教育專業課

程 

6 

選

1 

幼兒觀察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兒童發展與輔導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異，以作

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 

幼兒園課程發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同發展

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幼兒體能與律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

表達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同發展

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

能，以進行教學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習至少 30 學分) 

1.教育基礎 (必修 11 學分) 

特殊教育導論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構自身

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異，以作

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特殊教育行政與法規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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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融合教育理論與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異，以作

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資賦優異教育概論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2-1 了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異，以作

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以提供適切的教育

與支持 

早期介入概論【必修】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

礎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2.教育方法 (應修習至少 9學分) 

特殊教育學生評量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以提供適切的教育

與支持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理念與實施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規劃素

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量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專業合作與溝通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課程發展與設計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同發展

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

能，以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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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行為支持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

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3.教育實踐 (應修習至少 10 學分) 

特殊教育班級實務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1 了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理論或思想，以建構自身

的教育理念與信念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

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

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巡迴輔導實務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

礎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學前特教教材教法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同發展

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

能，以進行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學前特教教學實習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4.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協同發展

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

能，以進行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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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理，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

習環境，以養成學生良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倫理，以維護學生福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省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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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領域專長專門課程 

本校加註各領域專長課程 開課單位 課程資訊連結 

網站連結：https://cte.nptu.edu.tw/p/412-1023-12967.php?Lang=zh-tw 

輔導專長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英語專長 英語學系 

 

自然專長 科學傳播學系 

 

資訊專長 資訊科學系 

 

客家語文專長 
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

位學程 

 

原住民族語文專長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

程原住民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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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加註次專長課程 

 

專長加註 
培育學系 

/開課單位 
適用師資類科 

民族教育次專長 
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專班 

國民小學、幼兒園師資類科 

雙語教學次專長 師資培育中心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幼兒園特殊教育次專長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園師資類科 

特教「輔助科技需求專長」 特殊教育學系 

限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身心障礙組師資生 

※108 學年度（含）以前取

得師資生資格，且已具特殊

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身心障

礙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者，申請辦理加註需求次

專長課程得不受與所修習特

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重疊 2 學分之

原則限制。 

特教「學科次專長」 

教育學系 

＊師培中心開設課程也

可選修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國

小階段 

※適用對象為 108 學年度後

取得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國民

小學階段資格之師資生，107 

學年度前者因課程架構不

同，故不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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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連結： 
專長加註 課程資訊連結 

網站連結：https://cte.nptu.edu.tw/p/412-1023-12974.php?Lang=zh-tw 

民族教育次專長 

 

雙語教學次專長 

 

幼兒園特殊教育次專長 

 

特教「輔助科技需求專長」 

 

特教「學科次專長」 

 
 
  



 

46 

 

國立屏東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103年10月9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4 年 4月 15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40032676 號函同意核定 

104年10月29日本校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5年2月23日臺教師(二)字第1050017247號函同意核定 

108年6月13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0月24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8年11月28日臺教師(二)字第1080171662號函同意備查 

110年10月21日本校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10年11月08日臺教師(二)字第1100151555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提供學生修習國民小學、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類科

教育學程之需要，特依師資培育法及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等

相關規定，訂定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統籌辦理及開設經教育部核准

之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 

本辦法所稱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係經教育部核准之國民小學、幼

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類科教育學程。 

前項所稱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類科包括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

類組及幼兒園教育階段身心障礙類組。 

第三條  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錄取人數應依教育部核定師資培育名額為限，

且每班人數以不超過四十五人為原則。 

第二章  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第四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各學系(學位學程)大學部二年級以上及碩、博

士班在校生。 

第五條  學生甄選修習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應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

要點辦理。申請時應檢具「修習教育學程申請書」，並經所屬系所主

管同意。 

前項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應報請教育部備查。 

學生欲完成修習或採認任一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應經甄選

通過取得該類科師資生資格。 

第六條  大學部非師資生欲申請甄選修習第二類科教育學程，前一學期成績

應達全系(學位學程)前百分之二十且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後始得辦理申

請。 

第三章  成績、學分  

第七條  教育學程師資生應修習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其應

修學分數如下： 

一、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至少修習四十六學分，包括： 

(一)專門課程必修至少十學分，並以非主修領域優先修習；本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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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就領域均衡開設。 

(二)教育基礎課程必修至少十學分。 

(三)教育方法課程必修至少十二學分。 

(四)教育實踐課程必修至少十四學分。 

 二、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至少修習五十學分，包括： 

(一)教育基礎課程必修至少十五學分。 

(二)教育方法課程必修至少十七學分。 

(三)教育實踐課程必修十四學分。 

(四)專門課程必修至少四學分。 

 三、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 

(一)幼兒園教育階段至少修習四十五學分，包括： 

 1.一般教育專業課程必修至少十六學分。 

 2.特殊教育專業課程必修至少二十九學分： 
  (1) 教育基礎必修課程至少十一學分。 
  (2) 教育方法必修課程至少八學分。 
  (3) 教育實踐必修課程至少十學分。 

(二)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至少修習四十八學分，包括： 

 1.一般教育專業課程必修至少修習十學分。 

 2.特殊教育專業課程必修至少二十八學分： 
  (1) 教育基礎必修課程至少九學分。 
  (2) 教育方法必修課程至少九學分。 
  (3) 教育實踐必修課程至少十學分。 

 3.特殊教育各類組(身心障礙組或資賦優異組)特殊需求領域

及領域/科目調整教學知識課程必修至少十學分。 

 修畢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規定之教育課程學分之師資生，得向本中

心申請該師資類科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始得

核發。 

第八條  學生經甄選通過修習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應依據甄選通過當學年

度本校已報教育部核定或備查之教育課程及學分數修習，經錄取後

不得任意變更。 

第九條  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應依本校學雜等費收費退費要點繳交學分

費，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學分費依大學部(日間學士班)教育學院學

分費標準收取。 

第十條  師資生修習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及幼兒園師資類科教育學

程，每學期以十二學分為限。師資生如已修畢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

分數或因不可抗力之因素導致選課困難，得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經

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得核定加修至多四學分，惟其仍應符合教育學程

修業期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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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學業成績及所修學分總數，仍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理。

暑期修習教育學程之學分，另依本校暑期修課要點辦理。 

第十一條  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之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數，係指其在主修、輔

修系所(學位學程)外，加修之科目及學分，不計入主(輔)修系所(學位

學程)畢業應修學分數內。 

第十二條  師資生於大學就讀期間因學籍異動轉學，或應屆畢業錄取本校或他

校之碩、博士班，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類科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應依以下原則辦理： 

一、 師資生因學籍異動轉學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修習相同類科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須經由轉出與轉入兩校同意，並確認兩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

相同類別及學科。經轉出後轉出學校不得再辦理師資生缺額遞補，且應由

轉入學校妥為輔導修課。 

二、 本校或他校之師資生，如於當學年度應屆畢業錄取本校之碩、博士班，經

確認本校與他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類別及學科且經本校與他校兩

校同意後，始得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至本校修習相同類科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其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應依本校學則及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等學

分採計相關規定辦理，並由本校妥為輔導修課。 

三、 本校師資生，如於當學年度應屆畢業錄取他校之碩、博士班，移轉相同類

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向本中心提出申

請，並確認兩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類別及學科，且經兩校同意

後始得移轉師資生資格。經轉出後，本校不再辦理師資生遞補，轉入之師

資生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由轉入學校妥為輔導。 

四、 凡依本條文規定，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類科之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其具原校師資生資格所修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及其

修習期程，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依本辦法第十五條及第十六條之規定辦

理，惟仍應依規定修足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修學分數，並應依規定修滿教

育學程課程修業期程。 

第十三條  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成績考核及格並經本校審核通過者，得向本中心申

請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四章  學分抵免、修業年限  

第十四條  教育課程科目於前一學位已採計為主修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應修學分

數者，不得辦理抵免。 

第十五條  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得提出抵免教育學程課程學分之申請： 

一、本校在校師資生，依規定經甄選通過同時修習兩師資類科教育

學程者。 

二、曾在他校修畢（習）與本校相同師資類科教育學程學分，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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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原校相同師資類科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且其欲

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類科師資生資格後所

修習，且不計入畢業學分數規定。 

三、曾在他校修畢（習）與本校不同師資類科教育學程學分，經本

校與原校不同師資類科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且其欲

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類科師資生資格後所

修習，且不計入畢業學分數規定。 

四、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非幼兒園師資類科之教

育課程學分，經教育學程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 

五、校際選課修習教育課程者。 

六、他校師資生依規定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修習相同類

科教育學程，且其欲抵免之原校所修課程學分確為取得原校該

師資類科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者。 

七、已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本校師資生，應屆畢業錄取本校碩、

博士班，依規定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師資類

科教育學程者。 

八、已持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合格教師證書教師，且經本

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修習另一類科教育學程者。 
九、曾修畢幼兒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以下簡稱教保課程），依規定經

甄選通過幼兒園師資類科教育學程者。 

十、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幼兒園師資類科教育專

業課程及修畢教保課程，依規定經甄選通過幼兒園師資類科教

育學程者。 

第十六條  符合第十五條各款之抵免學分上限及修業年限如下： 

一、符合前條第一款者，經審核通過後總抵免學分以該師資類科教

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二分之一為限，如為特殊教育學校(班)師

資類科與其他師資類科教育學程課程學分相互抵免，則經審核

通過後以抵免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三分之一為限，且各師

資類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不得抵免；其於原師資類科修業年

限至少二學年（即至少四學期，並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

實，且不包括寒、暑期修課），自第二師資類科起每師資類科教

育專業課程，應修習一學年以上。 

二、符合前條第二款者，經審核通過後總抵免學分以該師資類科教

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二分之一為限；其修業年限自取得師資

生資格後起算至少三學期（並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

不包括寒、暑期修課）。 

三、符合前條第三款者，經審核通過後總抵免學分以該師資類科教

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四分之一為限；其修業年限自取得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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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格後起算至少三學期（並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

不包括寒、暑期修課）。 

四、符合前條第四款及第五款者，經審核通過後總抵免學分以該師

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四分之一為限；其修業年限自

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至少三學期（並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

事實，且不包括寒、暑期修課）。 

五、符合前條第六款者，其資格移轉前已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得

辦理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唯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不得抵免；

其於轉入學校之修業年限，應至少一學年（即至少二學期，並

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不包括寒、暑期修課。 

六、符合前條第七款者，其已修習學分數經審核通過後得併入計

算。 

七、符合前條第八款者，每一門抵免課程學分之成績不得低於七十

分，且其經審核通過後總抵免學分數以該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

程應修學分數二分之一為上限，且各師資類科教材教法與教學

實習不得抵免；其修業年限應自取得該師資類科師資生資格後

起算一學年以上（即至少二學期，並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

實，且不包括寒、暑期修課）。 

八、符合前條第九款者，得申請幼兒園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之課

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三十二學分為限；其修業年限自取得師

資生資格後起算至少三學期（並應有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

且不包括寒、暑期修課）。 

九、符合前條第十款者，其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扣除教保課程

採認抵免之學分數至多三十二學分後之總學分之四分之一為

限；其修業年限自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至少三學期（並應有

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不包括寒、暑期修課）。 

第十七條  抵免學分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 本校未經甄選之非師資生，在校期間經本中心同意修習之教育課程，於通

過甄選後得申請抵免，抵免學分數以各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

四分之一為上限，且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之學分不得修習及抵免。 

二、 抵免以相同學分數抵免為原則，已修習學科之學分數低於擬抵免學科之學

分數者，不得抵免；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三、 抵免之課程科目名稱以相同為原則，如科目名稱不同但性質相近者，則由

本中心會同本校相關學系專家之學者進行專業審核。 

四、 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教育課程科目應分別抵免之。 

五、 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或採計應經本校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教學目標、課程

內涵與成績要求等)，並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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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各師資類科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不得抵免。 

七、 申請學分抵免者僅得以本辦法第十五條其中一款資格條件提出申請。 

八、 教育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年內所修習之科目及

學分為限。 

(一) 師資生以國外、香港、澳門地區之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申請課程

採認及學分抵免者，以各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之四分之

一為限。 

(二) 各專門課程與各教育專業課程不得重複採認學分。 

(三) 推廣教育學分不得申請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之課程採

認及學分抵免。但經教育部專案核定者，不在此限。 

本校學生跨校修習他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科目，得依本校相關辦

法及本辦法之規定採認其學分。申請採認跨校選修教育學程課程學

分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採認之學分不得超過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應修學分之四分之一

。 

二、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不得跨校選修。 

三、申請學分採認應於次一學期開學後一週內辦理完畢。 

第十八條  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應於公告期限內檢具下列資料，向本中心提出

申請，並經所屬系所主管同意後辦理： 

一、各師資類科「修習教育學程科目及學分抵免審核表」。 

二、歷年成績單正本。 

三、原修習課程當年度之教學目標、課程大綱或相關證明。 

四、已修畢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者，需檢附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 

第五章  錄取資格保留與放棄  

第十九條  本校在校師資生申請甄選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每人每學年度限申

請一師資類科，經甄選通過之正取生，應於甄選通過後第一學期辦

理教育學程選課，且自一零三學年度起正取師資生每學期至少應修

習一門課，如因特殊且不可抗力之因素未能於第一學期辦理教育學

程選課者，應經本校教育學程委員會審核同意，於開學日起算三個

工作天內至本中心辦理師資生資格保留，否則以放棄資格論，該資

格保留以一學期為原則，如有放棄資格所留師資生名額本校不再辦

理遞補，且資格保留之該學期不計入教育學程修業期程。 

第二十條  已辦理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學生，其教育學程科目學分得依主修

系所(學位學程)之採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數內。 

第二十一

條  

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學生於修業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則取消或

喪失其師資生之資格，本校不再辦理名額遞補： 

一、連續二學期教育課程平均未達 70 分者，予以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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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違反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情形遭記大過以上處分

者，或經學校師長發現其行為嚴重偏差，不宜擔任教職者，得

由本中心推選教師，會同學務處及相關單位人員組成小組瞭

解，作成報告，提經教育學程委員會決議取消其師資生資格。 

三、經本校學則規定予以退學、開除學籍或因故辦理退學者。 

教育學程委員會之定位、組織與職掌，另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

置辦法」及「教育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定之。 

第六章  停修  

第二十二

條  

學生申請停修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皆依本校選課須知辦理，逾期不予

受理。 

第七章  跨校修習課程  

第二十三

條  

本(他)校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師資生跨校選修他(本)校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應經本校及他校同意，並應確認兩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之

相同師資類科。 

二、教材教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不得跨校選修。 

三、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屬原校名額，納入原

校核定師資生名額總量內。 

第二十四

條  

師資生跨校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由原校辦理修習、採認、

抵免等相關事宜。 

第二十五

條  

本校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分數，經本中心審核通

過後依本校校際選課要點及本辦法第十五條及第十六條抵免規定辦

理。 

附則  

第二十六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

「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

師資格檢定辦法」等相關法令規定、本校學則相關規定，以及教育

部相關函示意旨辦理。 

第二十七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備查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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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修習教育學程選課及修課要點 

 
103 年 8 月 21 日本校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103 年 10 月 9 日本校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年 5 月 24 日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106 年 6 月 8 日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提供學生修習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類科教育學程

（以下簡稱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之需，依據本校學則、研究生共同修業要點、

選課須知及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校修習教育學程選課及修課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於修習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專班之學生。 

三、 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之選（修）課均規劃二年之課程，全體學生應依據師資培育

中心開設之專班課程選修，不得於一般大學部選（修）課程，除非有特殊原因，

經師資培育中心同意後始得辦理。教育學程開班人數依本校增修課程暨開排課辦

法辦理，採隨班附讀之學生不在此限，惟若有特殊情形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辦理。 

四、 因選課人數未達開班人數或特殊原因而停開某一科目時，改選其他科目者應於公

布期限內至師資培育中心辦理，逾期不予受理。 

五、 重覆修習已及格之科目，其重複修習之學分與成績均不予採計。 

六、 有連續性或先後修習之科目，除有特殊規定者外，未修畢及格先修科目者，不得

修習相關進階科目。 

七、 特殊原因需至大學部或全校共選修課之認定依相關規定辦理。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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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學程相關申 

    請表及申請流程 
※申請表及流程不定期修訂，應以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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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程組各式申請表單： 

※申請表及流程不定期修訂，應以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主 

申請書名稱 申請書連結 

紙本申請 

教育學程學分採認/抵免

申請表 

https://cte.nptu.edu.tw/p/412-1023-6200.php?Lang=zh-tw 

 

各師資類科教育課程用途

更正申請表 

https://cte.nptu.edu.tw/p/405-1023-

127713,c6199.php?Lang=zh-tw 

 

職業教育與訓練＆生涯規

劃課程採認申請表 

https://cte.nptu.edu.tw/p/405-1023-

127714,c6199.php?Lang=zh-tw 

 

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錄取

資格保留、移轉申請書 

https://cte.nptu.edu.tw/p/405-1023-

127689,c6197.php?Lang=zh-tw 

 

教育學程放棄切結書 https://cte.nptu.edu.tw/p/405-1023-

127690,c6197.php?Lang=zh-tw 

 

國立屏東大學加註次專長

/專長專門課程修習申請

表 

https://cte.nptu.edu.tw/p/412-1023-1307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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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 

申請書名稱 申請書連結 

教育課程跨單位修課申請 

 如要跨單位修習師培學系

(教育系、幼教系、特教

系)課程者，請填寫本表

單。 
 每學期得申請跨單位修習

3 門課，如有特殊急迫情

形需跨單位修習超過 3 門

課請另行通知承辦人。 

每學期的開學前一周公

告於師培中心網站， 

得填寫至每學期選課作

業結束。 

※線上填寫表單申請即

可 

 

教育課程超修學分申請 

 
 教育課程學期以 12 學分

為上限，申請得加修 4 分

學分，共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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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抵免／採認申請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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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師資類科教育課程用途更正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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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與訓練＆生涯規劃課程採認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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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錄取資格保留、移轉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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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資格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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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加註次專長/專長專門課程修習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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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te.nptu.edu.tw/p/412-1023-
6201.php?Lang=zh-tw 

各師資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證明書申請流程 

 

※ 請於修課最後學期中(學期結束即修畢)，至中心網站表單下載最新版本的各

師資類科學分證明書申請表，並依中心公告繳交期限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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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教育學程相關 Q & A 

Q A 

Q1.教育學程最快幾年可以

修完？ 

1.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業期程應各至少二年（即至少四學期，並應有

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事實，且不包括寒、暑假修課）。師資生未能於規

定修業期程內修滿教育學程應修課程科目及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程

至多二年，但應併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2. 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 15 條、第 16 條及第 17 條規定由本校審

核通過經學分抵免者，其教育學程修業期程依所符合之抵免資格配合

其修業年限之規定。 

Q2.教育學程排課時段會不

會跟系上課衝堂? 

教育學程排課時段與系專業排課時段不同，多會依照全校共選時段排

課，原則上避免造成衝堂。 

Q3.例如音樂系同學已在系

上修了類似課程，還要

再修一次嗎？ 

自 108 學年度起，國音及口語表達與普通數學皆列為必修課程，故一

定要修習。除科目後列為必修者以外之科目，則以非主修領域優先修習。

Q4.先修科目跟教材教法的

課可以同時修嗎？ 

有連續性或先後修習之科目，除有特殊規定者外，未修畢及格先修科目

者，不得修習相關進階科目；請依照各師資類科課程的先修規範修課，

例如國小師資類科，修習「國民小學數學校材教法」前必須先修習普通

數學、修習「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前必須先修習「國音及口語表達」。

詳情請參閱各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的說明備

註。 

Q5.請問教育學程的課，每

學期最多可以修多少學

分？ 

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 10 條：師資生修習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校(班)

及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每學期以十二學分為限。師資生如已修畢

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或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選課困難，得向本中

心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得核定加修至多四學分，惟其仍應符

合教育學程修業期程之規定。 

每學期學業成績及所修學分總數，仍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暑期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分，另依本校暑期修課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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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Q6.可以選大學部選(修)或

共選的課程來當作學程

的課程嗎？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及特殊教育學程學生應依據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之專

班課程選(修)，不得於一般大學部選(修)課程，除非有特殊原因，經師資

培育中心同意後始得辦理。幼兒園教育學程學生採隨班附讀方式不在此

限。 

Q7.請問什麼時候可以辦理

學分抵免？ 

抵免作業只限一次為原則，欲辦理抵免科目者，請於次一學期開學後 1

週內完成辦理作業，逾期不予受理，各類科抵免作業請依據本校「教育

學程修習辦法」辦理。 

Q8.如何辦理錄取資格保留

與放棄？ 

經甄選錄取之正取生，應於錄取後第一學期（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

理教育學程選課，如因特殊因素未能於第一學期辦理教育學程選課者，

應於開學日起算 3 個工作天內至師資培育中心辦理錄取資格保留，否

則以放棄錄取資格論。但保留錄取資格以一學期為原則。 

Q9.修習教育學程之學分，

是否包含在最高學分數

內？ 

是的。含教育學程之學分大學部最多可修習 25 學分，研究所則依各系

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相關辦法或要點辦理。 

Q10.選課時要注意甚麼? 選課時請務必點選「課程用途別」選項，若沒有點選，後續更改作業繁

複，須至中心表單下載「各師資類科教育課程用途更正申請表」填妥後

依序繳交申請及補繳學分費。 

Q11.何謂「課程用途別」? 課程用途別有「國小學程」、「特教學程」、「幼教學程」三種，學生須依

所修習之師資類科點選其課程用途別，修畢後成績單上會顯示學生所修

習的學程類別。未來師培中心在審核學分時，會依照學生歷年成績單上

的學程類別去採計學分數。若無點選「課程用途別」，成績單上不會顯

示所修學程類別，師培中心則不予採計其學分，所以要非常注意。 

Q12.何謂「實地學習」? 自 108 學年度起各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已取消 72 小時或 54 小

時之實地學習作為必要門檻，但仍建議師資生利用課程或暑假期間至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實習，提昇教學專業知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