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實地學習實施要點
【修正後全文】
102 年 9 月 25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審議通過
105 年 3 月 30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審議通過
106 年 10 月 18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 102 年 6 月 1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77866B 號函發佈「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辦理。
二、本校學生修習中等學校（含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需參加實地學習至少
54 小時，內容包括至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班)擬任教類科見習、試教、實習、補救
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
三、認定權責單位：本校師資培育學系之師資生實地學習時數由師資培育學系認定；非師
資培育學系之師資生實地學習時數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認定。
四、實地學習認定範疇包括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範圍如下：
(一) 正式課程
1. 採計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實地學習時數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與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課程之內容包括見習、
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均可納入實地學習時數。授課教師必
須事前規劃實地學習時數與內容，並明列於課程綱要，由各師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與
就業輔導處依據課程綱要認定。
2. 採計分科/分領域（群科）教育服務學習課程實地學習時數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育服務學習課程之內容包括見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
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均可納入實地學習時數。授課教師必須事前規劃實地學習時數與內
容，並明列於課程綱要，由各師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依據課程綱要認定。
3. 採計其他教育專業課程實地學習時數
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與選修課程規劃之之內容包括見習、試教、實習、補救教
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均可納入實地學習時數。授課教師必須事前規劃實地學習
時數與內容，並明列於課程綱要，由各師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依據課程
綱要認定。
(二) 非正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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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計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辦理之師資培育相關活動。其內容包括見習、試教、實習、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均可納入實地學習時數。
2. 採計各學院師資培育委員會或師資培育學系辦理之師資培育相關活動。其內容包括見
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均可納入實地學習時數。
3. 採計其他本校學術及行政單位辦理之師資培育相關活動，例如青年踏尋孔子行腳、史懷
哲計畫。其內容包括見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均可納入
實地學習時數。
4. 採計學生自行至校外參與之師資培育相關活動。其內容包括見習、試教、實習、補救教
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均可納入實地學習時數。本項活動採事先報備制度，學生
應主動將活動相關資料於一週前送至師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審查，核可
後予以同意採計，事後檢具相關證明至師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認定，始
可採計為實地學習時數。
五、實地學習時數認定程序
(一) 本校師資培育學系之學生（含公費生、特殊績優表現師資生、卓越獎學金師資生、外
加師資生、一階生）於取得師資生資格，並於學士班 2 年級第 1 學期後，或參加教育
學程甄選通過取得師資生資格後，始得進行實地學習。
(二) 本校師資培育學系之學生（含公費生、特殊績優表現生、卓越獎學金師資生、外加師
資生、二階生）於取得師資生資格，並於學士班 2 年級第 2 學期後，或參加教育學程
甄選通過取得師資生資格後，始得進行實地學習時數認定作業。
(三) 每學期實地學習累積達 18 小時，可於每學期期中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至師資培育學系
或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申請認定。每學期認定日期另行公告於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處網頁。
(四) 經權責單位審核通過後，由權責單位送請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登錄實地學習時數於
學生個人成績單。權責單位須留存師資生實地學習相關資料至師資生取得教師證書，
以備教育部稽核。
(五) 師資生實地學習時數之計算以 1 小時為單位，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者，凡累計滿 18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實地學習（一）」；累計滿 36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實地學習
（二）
」
；累計滿 54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實地學習（三）」
，其成績各顯示為 P。修習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者，於成績單顯示「實地學習（A）」
、
「實地學習（B）」
、
「實
地學習（C）」，其成績各顯示為 P。
(六) 實地學習時數之認定期程可於一學期集中或分散至多個學期完成，師資生須於畢業前
完成實地學習 54 小時以上，始能申請參與教育實習。
(七) 師資生可多參與實地學習，然超過 54 小時之實地學習時數不予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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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師資生已修習實地學習時數，將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明列「實地學習時數
已達 54 小時以上」，以符合教育部規定。
七、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增列實地學習，始得申請本處相關實習
經費補助。其他教育專業課程增列實地學習者，於申請本處相關經費時，得予以優先
補助。
八、本要點相關作業之書件格式，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定之。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本要點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適用，103 年 8 月 1 日前
修習者得適用之。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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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實地學習實施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因應本校辦理畢業生離校政策，且為明確認定審查修習中等學校師資
類科、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生之實地學習成績，爰擬具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配合本校辦理畢業生離校政策，實地學習成績須於每學期畢業生領取
學位證書起始日前即登錄完畢，以確保畢業生離校成績單正確無虞，爰
調整每學期實地學習時數認定時程。認定時程由現行每學期暑假或寒假
開始前兩週，提早調整至每學期期中，至每學期詳細認定日期，另行公
告於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實地學習專區網頁。(修正條文第五點第一項
第三款)
二、依現行實地學習認定作業程序，各權責單位於每學期提交師資生實地學
習時數彙整表，經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查核後，登錄於學生個人成績
單，爰修訂實地學習成績登錄之業管單位。(修正條文第五點第一項第四
款)
三、為明確認定審查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師資生之實地學習成績，爰增訂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實地學習
成績代碼，以資識別。(修正條文第五點第一項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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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實地學習實施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五、實地學習時數認定程序
……略
(三)每學期實地學習累積達 18
小時，可於每學期期中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至師資培育
學系或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處申請認定。每學期認定
日期另行公告於師資培育
與就業輔導處網頁。
(四)經權責單位審核通過後，由
權責單位送請師資培育與
就業輔導處登錄實地學習
時數於學生個人成績單。權
責單位須留存師資生實地
學習相關資料至師資生取
得教師證書，以備教育部稽
核。
(五)師資生實地學習時數之計
算以 1 小時為單位，修習中
等學校師資類科者，凡累計
滿 18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
「實地學習（一）」
；累計滿
36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實
地學習（二）」；累計滿 54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實地
學習（三）」
，其成績各顯示
為 P。修習特殊教育學校
(班)師資類科者，於成績單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配合本校辦理畢業生離
校政策，實地學習成績須
於每學期畢業生領取學位
……略
證書起始日前即登錄完
(三)每學期實地學習累積達 18
畢，以確保畢業生離校成
績單正確無虞，爰調整每
小時，可於學期結束前一週
學期實地學習時數認定時
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至師
程。認定時程由現行每學
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與
期暑假或寒假開始前兩
就業輔導處申請認定。
週，提早調整至每學期期
中，至每學期認定日期，
(四)經權責單位審核通過後，由
另公告於師資培育與就業
權責單位送請教務處登錄
輔導處網頁。
實地學習時數於學生個人
成績單。權責單位須留存師 二、依現行實地學習認定作業
資生實地學習相關資料至
程序，各權責單位於每學
師資生取得教師證書，以備
期提交師資生實地學習時
數彙整表，經師資培育與
教育部稽核。
就業輔導處查核後，登錄
(五)師資生實地學習時數之計
於學生個人成績單，爰修
算以 1 小時為單位，凡累計
訂實地學習成績登錄之業
管單位。
滿 18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
「實地學習（一）」
；累計滿
三、為明確認定審查修習中等
36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實
學校師資類科、特殊教育
地學習（二）」；累計滿 54
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
小時，於成績單顯示「實地
生之實地學習成績，爰增
學習（三）」
，其成績各顯示
訂特殊教育學校（班）師
資類科實地學習成績代
為 P。
碼，以資識別。
五、實地學習時數認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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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實地學習（A）」
、
「實
地學習（B）」、「實地學習
（C）」，其成績各顯示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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