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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甄選簡章 

壹、 依據 

依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及教育部 103 年 5 月 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30054539A 號函辦理之。 

貳、 甄選資格 

一、 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大學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含在職專班)各系、所、學

程之學生(四技生得於二年級開始修讀)，於修習教育學程時具有本校學籍，且成績符

合第二項條件者，得申請參加教育學程甄試。 

二、 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必須符合以下基本條件： 
(一) 大學部各學制一般學生： 

1. 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前百分之

五十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二) 研究生： 

1. 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5(含)以上或大學在學期間學業總平

均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3. 復學者，以其休學前一學期成績計算之。 

(三) 參加國際級競賽而取得甄審入學之大學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1. 大學部學生： 

(1) 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68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前百分

之六十五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2. 研究生： 

(1) 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3(含)以上或大學在學期間學業總

平均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四) 二技新生與碩、博士班新生，於原校畢業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

以上者，始可參加甄試。 

參、 招收人數 

本年度教育部核定招收 2 班共 58 名師資生，外加每班最多 3 名原住民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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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修習年限及學分數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要求總學分數 26學分，必修學分數 18學分及選修學分數 8學分，相

關修習之規定如下： 

一、 每學期至少修習 2學分(全學期至校外實習者除外)，最多 8學分(延畢當年除外)。 

二、 應先修習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 12學分(含)以上，次學年方可修習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須先修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後修分科

/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三、 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之超修科目學分數得列入選修課程科目學分數計算。 

四、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若與專門課程科目相同或相似，僅能擇一採計，不得重複採

計學分。 

五、 本校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中等學校實地學習至少 54小時(實地學習內容包含學校

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

教育專業知能，始可申領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實地學習之認證

辦法另訂之。 

六、 曾在他校以師資生身分修習中等教育學程者，可於錄取後依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抵免辦法辦理抵免。 

伍、 修習費用 

修習教育學程須另繳學分費，其費用依本校公告工學院學分費收費標準計算。 

陸、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  
 103 年 6 月 3 日(二)至 103 年 6 月 30 日(一) 

週一至週五 08:30-12:00 / 14:00-17:00。 
 103 年 8 月 1 日(五)至 103 年 8 月 25 日(一) 

週一、二、四 08:30- 16:00 /週三、五 08:30-12:00。 
二、 報名地點：師資培育中心（人文大樓 2 樓 11-0202）。 
三、 報名費用：新台幣伍佰元整；凡家境清寒者免繳報名費（須檢具：低收入戶證明及戶

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四、 報名手續： 

(一) 請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 
(二) 填妥報名表至各系所主管簽章。 
(三) 至師資培育中心繳交報名表及資格審查文件（成績單暨相關證明文件，含註冊收據

或銀行就學貸款辦妥之證明）。 
(四) 繳交報名費伍佰元。 
(五) 領取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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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甄試程序 

一、 筆試 
(一) 筆試時間：103 年 8 月 28 日(四) 09:00 至 12:00 整。 
(二) 筆試內容與配分比重： 

國語文（選擇題 75%，作文 25%）40%； 
教育理念與時事（選擇題 75%；申論題 25%）60%。 

(三) 注意事項：應考時，務必攜帶准考證，無准考證者不准應考。 
二、 面試 

(一) 面試時間：103 年 8 月 28 日(四) 13:30 至 17:00 整。 
(二) 面試內容：教育理念與價值觀、未來規劃、履歷及讀書計畫。 
(三) 注意事項：應考時務必攜帶 2 份履歷及讀書計畫，未攜帶者不准應考。 
(四) 筆試及面試地點：103 年 8 月 27 日(三) 17:00 前公布於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三、 備註 
    為培育具有傑出技藝之教師，參加國際競賽而取得甄選資格入學者，可不考筆試，

直接參加面試。 

捌、 錄取方式及標準 

一、 總成績以筆試及面試成績合併計算之，筆試占 60%、面試占 40%；因國際競賽而取

得甄選資格入學者，面試成績占總成績 100%。 
二、 由「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錄取標準，以擇優錄取為原則。

錄取順序依甄試成績總分高低決定之；最後一名總分相同時，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

取；若筆試成績仍相同，以筆試科目「教育理念與時事」較高者優先錄取。錄取名

單由師資培育中心公告於中心網頁。正取生於報到後如有缺額時，由備取生於通知

後三日內依序遞補。 
三、 因國際競賽而取得甄選資格入學者採取單獨決定錄取標準，依面試成績高低，按全

體錄取率四捨五入之比率，擇優錄取；若面試成績相同，以學業成績較高者優先錄

取。 
四、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試（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

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

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五、 筆試或面試成績如有任一項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六、 未達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 

玖、 放榜暨報到事宜 

一、 放榜日期：103 年 9 月 5 日(五) 17:00 前公佈於師資培育中心公佈欄暨網頁。 
二、 成績查詢：若對成績存有疑慮，請於成績公佈後三日內至師資培育中心查詢。 
三、 報到日期：正取生請於 103 年 9 月 9 日（二）上午 9:00 至 12:00 整親自攜帶准考證

至師資培育中心完成報到事宜，未能完成報到者視同棄權，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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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其他規定 

依據教育部核定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科目一覽表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專門科目學分認定，詳細附表請至師資培育中心網頁→課程資訊→專業科目一覽表內下載

（網址：http://cte.csu.edu.tw/）。欲報考同學務必詳閱本校截至報名前已奉教育部核定之類

科，以確定日後擬任教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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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學程甄試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學 號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1.請黏貼最近兩個月內

二吋正面光面半身脫

帽照片乙張於此欄。 

2 另用迴紋針夾上同式

照片乙張，背面書寫

系所及姓名，以便製

作准考證用。. 

系  級 

□日間部  □進修部  □進修院校  □在職專班 性別 □男   □女 

 
□研究所  □二技  □四技  
 
                      系(所)           年級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    ) 手機號碼  

最高學歷  

E-MAIL  □ 原住民籍生(請附證明) 

報名資格 

(請擇一勾選) 

□一、大學部學生 
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70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前百分之五

十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二、研究所學生 

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5(含)以上或大學在學期間學業總平

均成績達 70分(含)以上。 
3.復學者，以其休學前一學期成績計算之。 

□三、參加國際級競賽而取得甄審入學之大學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1.大學部：（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68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前百分之六十五者(原住
民籍學生除外)。 

2.研究生：（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
學業成績平均達 73(含)以上或大學在學期間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分(含)
以上。 

□四、日間部和進修部的二年制新生與碩、博士班新生 
    於原校畢業總成績達 70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分以上者。 

擬任教 

科  目 

□高職                 科 

□國中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主修體育專長 

本人確已瞭解「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科教師專門
科目一覽表」之規定，如經錄取修習本校教育學程，將依
規定修滿教育學分、並修足專門科目學分，倘因未按規定
修足，致辦理教師初檢發生問題時，願自行負責。 

                     
                     報考人簽章：                   

 

 

報名手續 系所主任簽章 報考資格審核 擬任教科別審核 收  費 核發准考證 

審 

核 

簽 

章 

 符合報名資格 

(    )項。 

 

 

 

審核人： 

□符合   

□須申請修習輔系 

□不符合 

依本校專門科目一覽

表規定。 
 

審核人： 

□已收費 

□免收費 

   (低收入戶證明) 

 

 

審核人： 

核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