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點 為提供本校學生辦理中等學

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定之

依據，依「中華民國教師專

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及

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訂定

本要點。 

第一點 為提供本校學生辦理中等

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

定之依據，依「中等學校

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

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及

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訂

定本要點。 

依教育部 109 年 1 月 20

日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80192698 號函說明二

(一)修正依據法規。 

第三點 本校師資生須符合本學分一

覽表所列之專門課程培育之

學系所(含雙主修、輔系)資

格，並修畢「本學分一覽表」

所列該各任教科別規定之專

門課程科目要求之總學分

數。研究所師資生如非專門課

程培育系所者，須具足擬任教

學科培育學系輔系應修之課

程及學分，並由培育學系審核

通過認定後，視為具備擬任教

學科培育學系之資格。 

(略) 

第三點 具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習

資格之師資生，須符合教

育部發布之中等學校各學

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對照表所列相關系所(含

雙主修、輔系)資格，並修

畢「本學分一覽表」所列

該各任教科別規定之專門

課程科目要求之總學分

數。 

(略) 

具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

師資生，經審查通過得修

習「本學分一覽表」所列

各任教科別規定之專門課

程科目及學分，修習名額

及條件以當年度本校公告

為主。 

1.第一項依據教育部課

程基準及 108 年 10 月 15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80134532 號函說明二

修正。 

2.依教育部 109年 1月 20

日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80192698 號函說明二

(二)修正師資生須符合

培育學系所資格。 

第四點（略） 

（一）具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習資

格之師資生及申請其他任教

學科（領域、群科）之中等

第四點（略） 

（一）具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

習資格之師資生，修畢

前點第一項規定之學分

1.第一項第一款依教育

部課程基準及 109年 2月

13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90016285 號函說明二

修正增列加科申請專門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校合格教師，修畢前點第

一項規定之學分數，得申請

「中等學校任教專門科目認

定證明書」。 

（二）具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

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師資

生，經前點第一項審查通

過，並修畢該科專門課程科

目要求之總學分數者，得申

請「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

學校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

書」。 

數，得申請「中等學校

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

書」。 

（二）具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之師資生，經前點第二項

審查通過，並修畢該科專

門課程科目要求之總學

分數者，得申請「特殊教

育學校(班)中等學校任

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

書」。 

科目認定證明書之規定。 

2.第一項第二款依本要

點第三點第一項規定審

查，爰文字修正。 

第五點 本校師資生修習本校中等學

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以修

習專門課程規劃學系規劃開

設之課程為主。若非修習上

述課程(含於他校或本校課

程)，應檢附所修習課程科目

之教學大綱及內容送交課程

規劃系所辦理專門課程科目

之採認及抵免，必要時由規

劃系所主管召開會議審查，

系所審查標準或依據須送師

資培育中心存參。 

(略) 

第五點 辦理專門課程科目之採

認及抵免，須附修習該課

程科目之教學大綱及內

容送交課程規劃系所進

行審查，必要時由規劃系

所主管召開會議審查，系

所審查標準或依據須送

師資培育中心存參。 

(略) 

明定師資生修習之專門

課程性質，以及採認及抵

免規準。 

第七點（略） 

（四）申請採認之專門課程科目須為

本校已規劃且經教育部核定培

育之類科，…（略）。 

（六）欲申請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

專長) 所需之教育專門課程學

分認定者，其專門科目及學分之

採認，以其申請日向前推算 10

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於具修

習教育學程資格當學期起，檢

附證明資料向申請之該任教學

第七點（略） 

（四）申請修習專門課程科目須

為本校已規劃且經教育部

核定培育之類科，…（略）。 

（六）欲申請加註其他任教學科

(領域專長) 所需之教育專

門課程學分認定者，其專門

科目及學分之採認，以其申

請認定時向前推算 10 年內

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於具

修習教育學程資格當學期

1.第七點第一項第四款

係依教育部 109年 1月 20

日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80192698 號函說明二

(三)文字修正。 

2.第七點第一項第六款

及第七款係依教育部 108

年 6 月 26 日臺教師(二)

字第 1080062061B號令訂

定發布「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

事項」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略以，以申請日經教育部

核定或備查之最新職前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科培育系所辦理認定，不受前

項第四款及第六款 10 年之限

制。 

1. 申請日向前推算 5 年內累計達

3年(6學期)任教於相同師資類

科學科領域或具備相關實務工

作經驗，且現仍在職或進修者。 

2. 申請日已取得該任教學科領域

相關之較高學位，並具 2 年(4

學期)以上任教於相同師資類

科學科領域或具備相關實務工

作經驗，且現仍在職或進修者。 

3. 申請日向前推算具 6 年(12 學

期)相同師資類科學科(領域)

專長任教經驗者。 

（八）師資生得持國外、香港、澳門

地區修習通過之師資類科專門

課程學分向課程規劃系所申請

專門課程科目採認及學分抵

免。 

起，檢附證明資料向申請之

該任教學科培育系所辦理

認定，不受前項第四款及第

六款 10年之限制。 

1. 申請時向前推算 5年內累計

達 3 年(6 學期)任教於相同

師資類科學科領域或具備相

關實務工作經驗，且現仍在

職或進修者。 

2. 申請時已取得該任教學科領

域相關之較高學位，並具 2

年(4 學期)以上任教於相同

師資類科學科領域或具備相

關實務工作經驗，且現仍在

職或進修者。 

3. 申請時向前推算具 6 年(12

學期)相同師資類科學科(領

域)專長任教經驗者。 

教育課程為認定依據，爰

配合修正文字。 

3.第七點第一項第八款

係為使本校師資生擴大

國際視野，得以交換生身

份至國外、香港、澳門地

區修習之課程，如有符合

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可

申請採認及抵免，爰新增

本款規定。 

第八點（略） 

（二）逾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

職前教育注意事項第十條規

定之期限申請認證者，須重

新辦理認證並以其申請認證

之當學期版本。 

第八點（略） 

（二）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

定之期限申請認證者，須

重新辦理認證並以其申

請認證之當學期版本。 

依教育部 108 年 6 月 26

日 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80062061B 號令訂定發

布「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略

以，以申請日經教育部核

定或備查之最新職前教

育課程為認定依據，爰配

合修正。 

第十點 符合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第七條資格者，得申請隨班

附讀補修專門課程科目及學

分。 

第十點 符合本校教育學程修習

辦法第八條資格者，得

申請隨班附讀補修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 

配合本校教育學程修習

辦法條次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