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隨

班附讀補修學分資格如下： 

一、97學年度(含)以後修畢師資職

前課程(不包含教育實習課

程)之畢業師資生，申請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時，依取

得師資生資格時，本校經教育

部核定或備查之適用版本課

程辦理採認、抵免，有超過 10

年致教育專業學分失效情形

者。 

二、依師資培育法第 12 條，已具

教師證並於本校申請辦理加

另一類科教師證書，依本校經

教育部備查最新課程版本採

認、抵免，有不足及超過 10

年致教育專業學分失效情形

者。 

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申請其他任

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

格認定，符合師資培育法施行

細則第 5 條規定已取得中等學

校類科合格教師證書，申請認

定中等學校類科其他專門課程

資格，以申請日經教育部核定

或備查之最新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為認定依據，如經本校認定

專門課程學分不足，得向本校

申請隨班附讀。 

以上除第一項第一、二款不受修

習學分數之限制外，第三款本校

已畢業師資生修習專門課程並以隨班

附讀補修學分者，其修習及採認學分

至多為本校該師資類科專門課程應修

學分數四分之一為限；其餘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並以隨班附讀補修學分

者，其修習及採認學分至多二門科目

第七條 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隨

班附讀補修學分資格如下： 

一、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定

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者，符合師資培育

法第 9 條規定，並經教育部認

定僅缺分科/分領域（群科）教

材教法及教學實習學分者。 

二、92 年 8 月 1 日以後取得修習教

育學程資格之本校畢業師資生

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未

取得第一張教師證，申請核發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之學

科(領域專長)，如不符現行國

民中學、高中(職)課程綱要需

求師資，並經協助轉認相關學

科及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學分不

足，並報請教育部同意隨班附

讀者。 

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申請其他任

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

格認定，符合教育部 93年 6月

24 日 以 台 中 （ 三 ） 字 第

0930072672A號令釋資格，並經

本校認定專門課程學分不足，

得向本校申請隨班附讀。 

以 上除第一 項第 二款 不受修 習

學分數之限制外，其他各款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並以隨班附讀補修學

分者，其修習及採認學分至多二門科

目(至多六學分)。隨班附讀修業年限

皆應於 2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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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暨依教育部

108年 10月 23日臺

教 師 ( 二 ) 字 第

1080141280 號函，

訂定辦理課程採認

及學分抵免後不足

之科目及學分，得申

請隨班附讀之資格

及學分數規定。 

二、依教育部 108年

4月 1日臺教師（二）

字 第 10800322635

號函暨 109 年 1 月

22 日臺教師(二)字

第 1080192702 號函

說明二(二)修正申

請隨班附讀之對象。 

三、經本校 109年 5

月 27 日教務會議討

論通過後，於 109年

6 月 5 日師培字第

1091000300 號函報

教育部，教育部以

109年 7月 6日臺教

師 ( 二 ) 字 第

1090083119 號函復

修正第 7條第 1項第

1款、第 2款。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至多六學分)。隨班附讀修業年限皆

應於 2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 

第八條 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包括： 

一、必修科目：教育基礎課程、教

育方法課程、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二十二學分。各類型課程

如下： 

(一) 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修習二

科，共四學分。 

(二)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修習四

科，共八學分。 

(三) 教育實踐課程：包括分科/

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

習，應各修習至少一科，共

四學分，其餘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修習六學分。 

二、選修科目，至少修習二科四學

分。 

綜上，其應修學分總數至少二十六

學分。 

本校普通課程悉依通識教育中心

規定修習。 

第八條 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包括： 

一、必修科目：教育基礎課程、教

育方法課程、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十八學分。各類型課程如

下： 

(一) 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修

習二科，共四學分。 

(二) 教育方法課程：至少修

習四科，共八學分。 

(三) 教育實踐課程：包括分

科/分領域（群科）教材

教法、分科/分領域（群

科）教學實習，應各修

習至少一科，共四學

分，其餘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修習六學分。 

二、選修科目，至少修習二科四學

分。 

綜上，其應修學分總數至少二十六

學分。 

本校普通課程悉依通識教育中心

規定修習。 

本校中等教育專業

課程必修科目為二

十二學分，爰文字修

正。 

第九條 本校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

程，包括一般教育專業課

程、特殊教育專業課程及特

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

整教學知識課程，資賦優異

組至少修習四十八學分，身

心障礙組至少修習四十八學

分：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

修至少十學分。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

修至少二十八學分。 

(一) 教育基礎課程應修

第九條 本校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

程，包括一般教育專業課

程、特殊教育專業課程及特

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

整教學知識課程，資賦優異

組至少修習四十八學分，身

心障礙組至少修習四十八學

分： 

一、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至

少十學分。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依中等

學校師資類科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1. 依本校特殊教育

教師(中等學校

教育階段身心障

礙組) 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草案修

正。 

2. 依本校特殊教育

教師(中等學校

教育階段資賦優

異組)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草案修

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至少九學分。 

(二) 教育方法課程應修

至少九學分。 

(三) 教育實踐課程應修

至少十學分。 

三、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

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

程：至少十學分。 

所列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職業教

育與訓練、教育議題專題中

選列。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至

少二十八學分。 

(一) 教育基礎至少八學

分。 

(二) 教育方法至少八學

分。 

(三) 教育實踐至少十學

分。 

三、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

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

程：至少十學分。 

第十五條    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

限，應至少二學年（至少四

學期，不含寒、暑期修課，

且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之事實)。 

本校非師資生修習本校教

育專業課程，經教育學程甄

選通過並經該師資類科學

分抵免後，其教育專業課程

修習年限自甄試通過後次

一學期起算，應逾一學年

(即三學期，不含寒、暑期

修課，並具實際修習教育專

業課程之事實)。 

本校學生，已取得另一類科

合格教師證書，經教育學程

甄選通過並經該師資類科

學分抵免後，其教育專業課

程修習年限自甄試通過後

次一學期起算，至少應達一

學年(至少二學期，不含

寒、暑期修課，並具實際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之事實)。 

第十五條    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

限，應至少二年（至少四學

期，不含寒、暑期修課，且

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

事實)。 

本校非師資生修習本校教育

專業課程，經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並經該師資類科學分抵

免後，其教育專業課程修習

年限自甄試通過後次一學期

起算，應逾一年(即三學期，

不含寒、暑期修課，並具實

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事

實)。 

本校學生，已取得另一類科

合格教師證書，經教育學程

甄選通過並經該師資類科學

分抵免後，其教育專業課程

修習年限自甄試通過後次一

學期起算，至少應達一年(至

少二學期，不含寒、暑期修

課，並具實際修習教育專業

課程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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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規定，作文字

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  本校師資生具備以下條

件者，得向所屬系所及師資

培育中心申請核發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 

一、學士班師資生修畢本辦法第

三章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且成績考核及格者。 

二、已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

班師資生，修畢碩、博士畢

業應修學分(不含學位論文) 

及本辦法第三章規定之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且成績考核及

格者。修畢碩、博士畢業應

修學分(不含學位論文)之規

範適用自 109 學年度起具修

習教育學程資格碩、博士班

師資生。 

第二十六條  本校師資生修畢本辦法

第三章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且成績考核及格，得向

所屬系所及師資培育中心申

請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 

依教育部 109年 1月

22 日臺教師(二)字

第 1080192702 號函

說明三(一)修正有

關 分 別 就 學 士 階

段，以及碩、博士階

段取得師資生資格

者，明定核發渠等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條件及適用期

程。 

第二十七條  已取得師資培育法第 7

條其中一類科合格教師證

書，修畢另一類科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並取得證明書或

證明者，由中央主管機關依

師資培育法第 11 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發給該類科教師

證書，免依規定參加教師資

格檢定。 

第二十七條  已取得師資培育法第

12 條其中一類科合格教師

證書，經甄選通過且修畢另

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並經本校審

核通過取得證明書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

教師證書，依規定免修習教

育實習課程及參加教師資

格檢定。 

1. 修畢另一類科師

資職前教育課

程，並取得證明

書或證明者，發

給教師證書依據

修正。 

2. 依教育部 109 年

1月 22日臺教師

( 二 ) 字 第

1080192702 號函

說明三(二)文字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