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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年十月十八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二十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1 年 9 月 18 日台(91)師（二）第 91137688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三月二十四日教務會議再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 年 4 月 21 日台中(二)字第 0920057502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一月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 年 2 月 10 日台中（二）字第 0930015575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九月二十六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 年 10 月 19 日台中（二）字第 0940142044 號函同意備查 

96 年 11 月 16 日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12 月 2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7 年 2 月 21 日台中（二）字第 0970027260 號函同意核定 

99 年 9 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六、八條 

100 年 3 月 14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六、七、八、九、十、二十一、二十三條 

教育部 100 年 5 月 2 日臺中(二)字第 1000073651 號函同意核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及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經教育部核准培育中等學校

師資。 
第三條 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大學日間部、進修部(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院各學

系(學位學程)之四年制二年級以上與二年制學生，以及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學生，於報考教育學程時具有本校學生身分，且成績符合本辦法

第六條規定者，得申請參加教育學程甄試。 
第四條 每學年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之名額為準。 
第五條 凡本校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向師

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概不受理。 
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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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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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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凡本校或他校當學年度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如擬繼續

修習相同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依本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修習

與學分採計等相關規定辦理。他校師資生如欲移轉相同師資類科資格繼續

至本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須經兩校之同意，且確認他校有經教育部

核定與本校培育相同類別與學科，得移轉師資生資格，入學後由本校輔導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本校當年度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他校之碩、博士

生，如擬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該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

確認他校有經教育部核定與本校培育相同類別與學科，並經兩校同意後，

始得移轉資格。由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校不再辦理師資生缺額遞補。 
第八條 師資生因學籍異動轉學擬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應確認轉出與轉入兩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類別及學科，

並經轉出及轉入兩校同意，得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轉入本校之師資生由本校妥為輔導修課，若由本校轉出之師資

生，本校不再辦理師資生缺額遞補。 
第九條 本校師資生欲至他校跨校修習相同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確認本校

與他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准開設相同之類群科別，並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始

得辦理；其學分之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比例等，依據本校學則及本中

心相關規定，由本校辦理之；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

屬原校名額，並納入教育部核定之師資生名額總量內。 
第十條 教育學程甄選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甄選要點之規定辦理，該

要點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一條 原住民籍學生參加教育學程甄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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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至多以三人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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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本學程修業年限應至少二年，另加半年全時教育實習，每學期至少修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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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學分，至多以不超過 8 學分為原則，延畢生則不受至多 8 學分之限制。因

修習教育學程而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年

限一至二年；其延長之年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細則所定延長修業年限內計

算。 
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依本校學則及相關

規定採計學分，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抵免

學分數以各類師資培育學程專業科目應修學分之四分之一為上限，其教育

學程修業年限自經甄試通過後起算應逾一年以上，另加半年全時之教育實

習。 

教育學程學分扺免或採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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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件。 

有關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扺免辦法另訂之，據以辦理。 
第十四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申請延長修業年限者，其每學期修習主、輔系及教育

學程學分數合計未達九（含）學分者，應繳交學分費；合計在九學分以上

者（研究生論文學分另計），應依學校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第十五條 本學程課程規劃為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習 26 學分(含必修至少 14 學分：包

括教育基礎課程必修至少 4 學分且至少 4 科選 2 科；教育方法學課程必修

至少 6 學分且至少 6 科選 3 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按各群科修習至

少必修各 1 科共 4 學分；以及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

課程所修群科別應與半年全時教育實習群科別相同。 
師資生第一年應先修習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第二年方可修習

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 
第十六條 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其必修所超出之科目及學分數，可計入選

修科目及學分數內。 
第十七條 延長修業年限之學生及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期得以修習該學期所開設之教

育課程學分為上限，惟學生各學期修習總學分數，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修習教育學程期間，若學業成績不及格之學分數達 8 學分，或記大過以上

之處分者，應予註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並須親至師資培育中心填寫放棄

修習教育學程切結書。本校不再辦理缺額遞補。 
第十九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單科缺曠課時數達該科目授課時數三分之一

以上(含)者，該科目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學生並不得要求退還所繳之費用。

第二十條 教育學程授課時段以安排於日間授課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視情況安排於夜

間或週六授課。 
第二十一條 核准修習本學程者，應於公告期限內繳交規定之費用，完成選課程序，逾

期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註冊程序，依規定刪除其教育學程資格，且所修之

學分不予承認，本校不再辦理缺額遞補。 
第二十二條 

 
依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第四條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必須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始得參加半年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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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非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本辦法所指普通課程，係指各相關系所規定之所有畢業應修課程及學分。 
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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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各系學生修滿規定年限，並修滿各該系規定

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方得畢業，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自願延長修業年限者，得

切結自願延長修業年限同意書。如因其它因素必須放棄修習教育學程，則

應於學期加退選期限內（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同意後送教務

處審查核可後，註銷其修習教育學程資格；經註銷之師資生缺額，本校不

再辦理遞補。 
第二十四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學生，依大學法規定，取得畢業資格者，得不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先行畢業。 
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學畢業生，修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者，稱為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得自行向本校或其

他開設有相同師資類科之師資培育大學，申請參加半年教育實習課程，成

績及格者，由本校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但本校已停招或停辦者，

得由辦理教育實習課程之師資培育大學會同本校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 
第二十五條 本校辦理半年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得依規定向學生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

教育實習輔導費；有關本學程教育實習課程之實施規定及相關細則另於實

習輔導辦法中訂定之並據以辦理。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行細則、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

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教育部相關函示意

旨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理。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