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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2013
102 年度
項目

摘要

一、 發布《師資培
育白皮書-發
揚師道、百年
樹人》
，培育新
時代良師以發
展高品質教育

教育部適逢政府組織改造，於民國 102 年成立「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
統合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業務並承續過往師資培育成果，凝聚社會各界共
識，研擬「師資培育白皮書」
（以下簡稱本白皮書）
，並於 101 年 10 月 23 日
發布，其結合黃金十年國家發展藍圖，以「師道、責任、精緻、永續」為核
心價值，從「師資職前培育」
、
「師資導入輔導」
、
「教師專業發展」及「師資
培育支持體系」四大面向，擬定 9 項發展策略與 28 個行動方案，建立兼具
「專業標準本位」與「師資培用理念」的師資培育體系，配合優質專業教師
的培育，以「培育」與「致用」合作的循環機制作為理想的師資培育圖像核
心，展望未來的黃金十年，教育部要以前瞻的視野與穩健的腳步，逐步達成
以下 12 項十年後的師資培育新境界：
1.建立教師專業標準統攝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
2.形塑重視師道與關懷倫理的教師文化。
3.強調以研究與證據為本的師資培育政策。
4.年年菁英頂尖師培公費生重振師資培育發展。
5.師資培育的對象擴及文教產業人員、新住民、海外僑校師資及國際師資。
6.建立優質實習階段體制以確保培育高素質師資。
7.形成系統化教師專業發展體系與實踐本位的教師學習系統。
8.推動精緻師資培育大學與師資培用合作體系。
9.規劃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工作內容以統整推動師資培育政策。
10.強化不適任教師的輔導與處理作為。
11.建立專業發展學校制度以協同培育高素質師資。
12.推動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二、 發布師資職前 1.教育部於 102 年 6 月 17 日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77866B 號令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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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103 學
教育課程教育
年度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適用。
專業課程科目
及學分對照表 2.經統計，至 102 年底，各師資培育之大學配合上開要點修正校內適用之教
實施要點
育專業課程共計 16 校。
三、 修正發布中等 1.教育部於 102 年 6 月 24 日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70582B 號令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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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各任教學
施要點》第七點、第八點及第三點附表一（新增「土木及建築群-空間測
科領域群科師
繪科」
、
「設計群-多媒體應用科」
、
「食品群-烘焙科」及修正「英文科」專
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對照表）。
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對照表實 2.經統計，至 102 年底，各師資培育之大學配合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修正校內
施要點
適用之專門課程共計 26 校 303 科。
四、 辦理教育實習 1.教育部 101 年 5 月 9 日臺中(二)字第 1010072025 號令發布《教育部教育
實習績優獎及獎勵要點》
，並請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於 101 年 6 月 15 日前函
績優獎，型塑
送推薦人選。
教育實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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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
項目

摘要

四、 辦 理 教 育 實 2.教育部 102 年 9 月 12 日臺中（二）字第 1020133441 號函公告教育實習績
優獎得獎名單，評選「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4 名、
習績優獎，型
「教育實習輔導教
塑教育實習典
師卓越獎」5 名、「教育實習學生（教師）楷模獎」32 名等共計 41 名，並
於「102 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公開頒獎表揚，同時邀集得
範(續完)
獎者共同編輯《102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示例彙編》
，以供辦理教育實習單
位及師資生參考。另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102 年度教育部全國優質
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分享研習會」分享經驗，以建立永續優質教育實習觀摩
學習平臺。
五、 核定大學校院 1.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申
請調整師資培育學系案，經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102 年 7 月 24 日
調整師資培育
第 87 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2 年 8 月 15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20122641
學系申請案
號函核定在案：
(1)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碩士班」自 103 學年度起停
止辦理中等學校類科師資培育，改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2)國立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自 103 學年度起停止辦理
國民小學類科師資培育，改為「非師資培育學系」。
(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申請更名為「機電工程學系」，
及「應用電子科技學系」申請更名為「電機工程學系」
。
2.國立臺南大學美術學系自 103 學年度起更名為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保留
師資培育學系)，經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103 年 4 月 7 日第 89 次會
議審議通過後，於 103 年 5 月 15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30072667 號函核准
在案。
六、 教育學程之停 1.樹德科技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103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經教育
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1 日第 88 次會議審議通過，於 102 年
招、停辦與開
11 月 20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20172859 號函核准在案。
設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申請自 103 學年度起開設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
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教育學程，經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102
年 4 月 26 日第 86 次會議審議通過，於 102 年 11 月 20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2071877 號函核准在案。
3.靜宜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103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經教育部師
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103 年 4 月 7 日第 89 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3 年 5
月 15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30072616 號函核准在案。
4.國立臺東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自 103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並調整
師資生員額至幼兒教育學系，經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103 年 4 月 7
日第 89 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3 年 5 月 16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30072754
號函核准在案。
七、 精進公費生培 1.教育部考量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公費生之生活背景及環境與臺灣本島及城市
有明顯落差，業於 102 年 11 月 5 日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59538B 師資號
育制度
令修正發布《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給予離島地區及原住民
籍公費保送生第一學年學業成績調適期。
2.教育部以以 102 年 10 月 3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60771 號函核定 103 學
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274 名；另以102 年11 月11 日臺教師
（二）
字第102016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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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
項目
七、 精進公費生培
育制度(續完)

摘要
號函同意增列核定高雄市政府所報國民小學一般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5 名、102
年 11 月 2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76811 號函同意增列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所報師資培育公費生 2 名、102 年 12 月 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80402 號
函同意增列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報原住民師資培育公費生 6 名，爰 103 學年師
資培育公費生核定名額共計 287 名。

八、 核發師資培育 1.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 17 條規定：
「各師資培育之
大學，為鼓勵家境清寒或成績優異之自費生，應設立師資培育助學金；其
助學金
數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前項助學金，公立學校，由各大學校院自行
編列預算支應；私立學校，由中央主管機關按年度編列預算酌予補助」。
2.為提升本案經費執行效益及師資培育素質，培養具有教育關懷之師資生，
教育部補助各私立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師資培育助學金」條件包括：成
績優異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 5 名、清寒優秀學生：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為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應檢附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本「師資培育助
學金」之發放標準，係依教育部核定各私立師資培育大學修習教育學程學
生總人數之 10%核定補助，補助金額以每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4,000
元核計，每月至多服務 40 小時。
3.至 102 年度計有 20 校、526 人次申請補助經費總計 1,255 萬 2,000 元。
九、 辦理「德智體
群美五育理念
與實踐之教材
教法設計」徵
選活動

為強化師資生及中小學教師了解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理念內涵，具體
落實《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的課程與教學策略，教育部於 99 年首
度辦理「
《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教材教法設計徵選」活動，102 年賡
續辦理，徵選活動主題為：以德、智、體、群、美五育之融通為主，或以德、
智、體、群、美五育中至少融通二育以上之教材教法設計。此外，教育部於
101 年度新增幼兒（稚）園教師組，102 年 3 月起至 7 月完成 6 場次「德智
體群美五育」教材教法設計工作坊，總計 452 人參與，於 102 年 11 月 26 日
假國立嘉義大學舉辦五育敎材教法設計徵選頒獎典禮暨教學經驗分享會
議，完成製作「五育融通教學典範示例影片」DVD 寄送全國各公私立國民小
學、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各公私立高中職及各師資培育大學，寄送學校總計
3,917 所，另建置「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影音網站，提供線上觀賞
及訂閱頻道（https://www.youtube.com/user/fullfive5/featured）提供中小學教師
教學運用，並於 103 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15 日，邀請本次教材教法設計或特
優及優選共 6 組團隊，分別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
學、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APA 藝文中心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台中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辦理 4 場次德智體群美五育理論與實踐教案設計徵選成果分享
研習，使五育理念與實踐能從教育職場由點擴展到面。同時彙集本（102-103）
年度獲特優作品成冊，建置於網頁，增進師資生及中小學教師精進國民教育
所需德智體群美五育知能。

十、 調控師資培育 1.教育部以 102 年 4 月 22 日臺中(二)字第 1020046793A-B 號函核定 102 學年度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培育學系及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培育名額：
數量
(1)102 學年度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名額，除學校確未依
據師資培育法等法令規定妥善辦理師資培育發生行政疏失致損及學生
權益，經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決議調整名額外，皆以各校函報不
超過 101 學年度師資生核定名額所規劃 102 學年度師資培育數量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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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
項目

摘要
(2)為因應師資供需現況及符應優質師資培育原則，請學校確實建立師資
生必要之輔導及轉出/淘汰機制，並請其中培育中等學校類科師資之學
校，參考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年報師資供需資料妥善規劃與調整各
領域群科專長之培育名額；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情形不理想
之師資培育學系，須請評估隔年招生、停止招生或停止辦理，同時建
議學校於不影響校內教學資源規劃之前提下，可適時降低修習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班級人數以維持教學品質。
(3)各校如另有特殊需求，得採專案報部核處方式辦理。

十、 調控師資培育
數量(續完)

2.教育部 93 年 12 月函頒之《我國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業於 96 學年度
執行完成，96 學年度核定師資培育數量計 10,615 名，較 93 學年度核定
數量 21,805 名減少 51.3%，已達該方案減量目標。102 學年度核定師資生
數量計 8,330 名，較 93 學年度減量更達 61.79%。
3.教育部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60611 號函核准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之化學系、生物學系、物理學系、美術學系、數學系等 5 學系
之碩士班，可培育中等學校師資。
4.為充裕且健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高中以下學校)教師
來源與結構，同時因應少子女化人口趨勢，教育部研訂「我國師資培育數
量第二階段規劃方案」
，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 101 年 11 月 12 日第 84 次
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10229424 號函
頒推動。教育部持續研議師資供需評估機制，參酌師資培育供需各面向之
數據資料，包括：各領域(群科)之班級數、在職教師人數、以近 5 年 46
歲以上在職教師人數之平均數及公立代理代課人數之平均數，預估未來 5
年平均一年出缺(遞補)人數及近 5 年取證之儲備教師人數，以首登專長為
主，總專長及各科教師甄選情形(含報名人次、錄取人次及錄取率)為輔，
評估分析各領域(群科)教師供需情形，以研擬師資培育相關規劃策略。
十一、 進行師資培 1.為強化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庫功能，並配合《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
強化師資培育品質相關策略推動，教育部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建置師資
育長期追蹤資
培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進行各學年度，以掌握師資素質現況並研議因應策
料庫調查作業
略。
2.102 年度完成 100 學年度大三、四技三師資生、100 及 101 學年度應屆畢業
大學、碩士、博士師資生、99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大學、碩士、博士師資生
與 100 學年度新進師資生等調查作業，100 學年度大三、四技三師資生、100
學年度應屆畢業大學、碩士、博士師資生、99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師資生與
100 學年度新進師資生調查等描述性分析報告，以及 100 學年度大三、四技
三師資生、100 學年度應屆畢業大學、碩士、博士師資生、99 學年度畢業
後一年大學、碩士、博士師資生與 100 學年度新進師資等調查議題分析報
告；建置進階性統計線上分析系統（https://das.cher.ntnu.edu.tw/tted），並定
期發行師資培育電子報（https://tted.cher.ntnu.edu.tw/）提供師資培育資料庫
調查數據統計指標、文獻摘要、評論及名詞介紹等新知。
3.教育部以 103 年 1 月 8 日臺中(二)字第 1020184679 號函委請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執行「中小學師資資料庫建置、維護及應用計畫」，旨在進行師
資培育相關資料庫之資料整合與加值運用，逐步整合「中華民國師資培育
統計年報資料庫」
、
「師資培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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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
項目
十一、 進行師資培
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調查作業
(續完)

摘要
等資料庫，並於資料整合後進行師資培育重要議題分析，提供本部政策研
議及師資培育大學辦學參考，且未來將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規定
及資料庫資訊安全管理原則之前提，釋出資料開放使用，擴大資料庫建置
效益。其中，師資培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整合型調查計畫(第五階段)為該計
畫之子計畫二，包括 100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101 學年度應屆畢業與 101
學年度新進大學師資生等問卷調查，以及各項師資培育重要議題分析(綜
合相關調查結果及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庫資料)，開放試用進階線上分
析系統，繼續推動新進師資生個人完整師資培育歷程檔案系統及發行師資
培育電子報(含統計指標、文獻摘要與評論等)，且辦理師資培育調查分析
工作坊並妥善維護本資料庫資訊安全。目前刻正進行問卷調查與資料彙
整，未來將據以分析相關重要議題。

十二、 彙編「中華 1.為使師資培育資訊更臻完善，教育部建置師資培育供需評估機制，委請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編印《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進行年度高級中等
民國師資培育
以下學校師資培育各層面分項、分齡、分區、分科之現況統計，提供全國
統計年報」
師資人員職涯規劃、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政策研議及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
學參考。
2.本年報 101 年版業以 101 年 9 月 25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6134 號函發行在
案，本年報 100 年版重新安排章節架構，整合《中華民國教師在職進修統
計年報》重要主題，同時掌握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師資職前培育及教師專
業成長情形，以完整師資培育歷程為主軸，彙整各類數據資料，分篇、分
章、分節規劃編輯架構，呈現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與教師甄選、
在職教師概況、依「師資培育法」培育與核證師資任職、公立學校代理代
課與離退職教師及在職教師進修等現況篇章。至 101 年度，在職教師具碩
士學位者占全國在職教師比率較 100 年（39.55%）提高 4.2%，而具博士學
位者占全國在職教師比率亦較 100 年（1.02%）提高 0.07%，可見在職教師
教 育程度持續 提升；依師 資培育法培 育核證師資 人員之總任 教率 為
64.66%，近 3（98、99、100）年師資人員整體就業（含任教）率依序分別
為 88.31%、87.37%及 88.6%，呈現穩定狀態，顯見所培育之師資人員同時
具備各行各業就業競爭力。
3.教育部以 103 年 1 月 10 日臺中(二)字第 1020194602 號函賡續委請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辦理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102 年版編印計畫，包括：
(1)年報架構以完整師資培育歷程為主軸，整合教師職前培育與在職進修
之完整統計資訊，同時掌握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師資職前培育及教師
專業發展情形，彙編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與教師甄選、在職
教師、依「師資培育法」培育與核證師資人員、公立學校代理代課與
離退職教師及在職教師進修等現況篇章。
(2)完成建置且妥善維運本年報資料庫及其動態查詢系統，於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法》規定及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程序與規範
之前提下，完成本年報線上統計分析系統規劃與測試及使用申請規範
與程序，協助申請審核且開放提供遠端資料連結以進行歷年統計數據
之動態分析查詢，並協助建置並維護運作全國高中以下學校師資人員
資料整合系統。
(3)根據本年報資料庫資料，完成師資培育重要統計指標之研定及協助部
分重要師資培育議題之探究，做為高中以下學校及幼稚(兒)園師資結
構及供需之評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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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
項目

摘要

十二、辦理大學校 1.為確保各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辦學品質，強化輔導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教育部每年度辦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以下簡稱評鑑），定期檢
院師資培育評
視各校師資培育辦學績效，獎勵辦學績優、輔導需要改進、停辦成效不佳
鑑
之培育單位，並運用評鑑結果作為核定調整師資培育規模，或施予停辦、
停招及經費獎勵、補助之參據。94 年至 99 年運用評鑑結果核減之師資培
育數量計約 1,400 名。102 年運用評鑑結果核減之師資培育數量 120 名。
2.教育部業於 100 年 5 月 4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00067134C 號令修正發布評
鑑作業要點，並於 100 年 5 月 19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00080897 號函公告
101 年起實施新一週期評鑑之規劃與實施計畫。101 年度下半年 13 所師資
培育之大學共計 22 個師資類科，其評鑑結果經受評學校申復程序及「師資
培育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於 7 月 23 日公告在案，
「通過」計 9 校、18 個師
資類科，
「有條件通過」計 4 校、4 個師資類科，並後續進行申訴作業。102
年度上半年 1 所師資培育之大學共計 4 個師資類科實地評鑑作業已於 4 月
23 日完成，其評鑑結果經受評學校申復程序及「師資培育評鑑認可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由評鑑中心於 12 月 10 日公告在案，
「通過」計 1 校、
4 個師資類科。另 102 年度下半年 5 所師資培育之大學共計 6 個師資類科實
地評鑑作業已於 11 月 26 日完成，刻正進行受評學校申復程序。
3.評鑑中心之評鑑申復要點及評鑑認可程序作業要點業經教育部師資培育
審議委員會 101 年 2 月 9 日第 81 次會議審議通過，以完善評鑑申復與認
可程序之規範；另 103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業由教
育部於 102 年 9 月 9 日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14366C 號函委請評鑑中心
辦理。
4.教育部 102 年 5 月 2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70154B 號令修正發布大學
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第 7 點。部於 101 年 8 月 23 日以臺中(二)字
第 1010145273 號函委請評鑑中心辦理。
，共核定補
十三、 辦理《 102 1.「102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
50
校辦理。
年教育部推動
大學師資生實 2.102 年度約有 1,245 名師資生參與，90 所國民中小學約 4,570 名國民中小
踐史懷哲精神
學生受惠，有效協助弱勢學童課業學習，強化師資生教育專業素養，並與
教育服務計
受惠學校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畫》
十四、 辦理《師資
培育之大學精
緻特色發展計
畫》

教育部業於 100 年 12 月 16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0020723C 號令修正發布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作業要點》，並於 102 年 12
月 2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67714 號函核定補助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校
辦理精緻師資培育機制實驗計畫 4000 萬元，延續規劃國小包班教學六年精
緻師資培育。

十五、 辦理落實教 1.教育部依據《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要
點》，補助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之通訊輔導、諮詢輔導、返校
育實習輔導工
座談、研習活動及巡迴輔導等經費。
作
2.101 年度補助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共 53 校），總計新臺幣 535 萬元。
3.為精進教育實習制度，教育部補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協助辦理「101 年度
教育實習課程與評量學術研討會」1 場，於 101 年 9 月 7 日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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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
項目

摘要

十六、 辦理「 102 1.依據《師資培育法》第 24 條及《幼稚園及托兒所在職人員修習幼稚園教
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法》之規定辦理。
學年度幼稚園
及托兒所在職 2.教育部於 102 年 5 月 31 日召開「102 學年度幼稚園及托兒所在職人員修習
人員修習幼稚
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協調會議，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擔任
園教師師資職
試務主辦學校；102 學年度計有朝陽科技大學開辦 1 班，計 24 人註冊修習，
前教育課程專
依法提供幼稚園及托兒所在職人員修習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班」
十七、 辦理國民小 1.教育部於 101 年 4 月 30 日以臺中（二）字第 1010067948C 號令修正發布《國
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
，做為各
學教師加註各
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規劃國民小學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之參據。
領域專長
2.經統計，截至 102 年 12 月底止計有 9 所師資培育大學核定國民小學教師
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計 5 所師資培育大學核定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
專長專門課程；計核發 1486 張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證書，28 張加註輔導專
長張教師證書。
十八、 順 利 完 成
「102 年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稚園教師
資格檢定」

102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業於 102 年 3 月 10
日辦理完竣，並於 4 月 11 日放榜。本年度檢定考試應考人數 8,971 人，到
考人數 8,591 人（指 4 科均不缺考者），到考率 95.76％，與去(101)年應考
人數 9,439 人，到考人數 9,074 人（指 4 科均不缺考者）
，到考率 96.13％相
較約減少 0.37％。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
第 8 條規定，本檢定考試須總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應試科目未有 2 科成
績未滿 50 分，且未有 1 科成績為 0 分者為及格，本次及格人數計 5,136 位，
通過率 59.78％(通過率以到考人數計算)，未通過計 3,455 位，與去(101)
年通過率 61.8％相較，約減少 2.02％。

十九、 鼓勵各師資 1.辦理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102 年度核定 14 所師資培育大學，開設教
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計 78 班，招生名額 1,634 人；以逐年提升高級
培育大學辦理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學歷至碩士層級。
教師在職進修
學分班、學位 2.辦理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因應高中課程改革，核定師資培育大
班及研習動
學辦理公民與社會、藝術生活、生命教育及生涯規劃相關之教師在職進修
第二專長學分班，以協助教師辦理加科登記。102 年度總計核定 7 所師資
培育大學，開設 12 班次第二專長學分班。
3.辦理活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學分班：102 度共核定 6 所師資培育大
學開設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學分班(6 學分班、26 學分班)，共計 23
班次，提供 845 人次進修名額；以加強國民小學教師英語聽說讀寫知能，
強化英語教學專業能力。
4.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學分班：102 度首度核定 3 所師資培育大
學開設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學分班(6 學分班、26 學分班)，計 13
班次，提供 625 人次進修名額；以培育國民小學輔導教師人力。
5.辦理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
(1)因應教師教學本位進修需求，開設各領域/類課專長增能學分班，如：
英語創意教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增能、閱讀理解與策略教學、中小學
教師科學培訓計畫、提升高中教師物理實驗能力計畫等。
(2)結合教育重要議題，辦理增能學分班：如海洋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環境教育、人權教育、資訊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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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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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鼓勵各師資
培育大學辦理
教師在職進修
學分班、學位
班及研習動
(續完)

(3)配合新興議題，結合民間文教團體資源，辦理教師增能活動：如博物
館利用教育、GreaTeach 全國創意教學獎與 InnoSchool 全國學校經營
創新獎等。
(4)102 年度總計補助 15 所師資培育大學開設 76 班次增能學分班，提供
2,035 人次進修。

二十、 建置全國教 1.為提供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資訊、教師在職進修時數認可
及紀錄電子化、建立教學資源機制，102 年委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建置全
師在職進修資
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總計新臺幣 845 萬元，並由該校邀集各地方教育行
訊網及推廣中
政主管機關代表等相關單位召開工作會報暨技術研討會，配合推行教師在
心
職進修相關政策事項。
2.現已有約 18 萬 6,000 名教師帳號，為擴展教師進修，已與「臺北益教網」
、
「知識大講堂」
、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臺」及臺北市等 7 個縣市建
立教師單一帳號漫遊機制。
3.協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教師研習數據統計：協助統計十二年國民基
本教育五堂課其中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理念與實施策略、國中有效教學、
多元評量、差異化教學、國、高中職適性輔導達標值統計。
二十一、強化英語 1.教育部為增進教師英語知能，提升教師英語口說能力，活化國中小英語教
師英語教學能力，乃進行英語教學觀念性改革及開設中等學校英語活化研
師資，促進英
習班，總計 12 班次，招生名額 300 人。
語教學國際化
2.教育部於 102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9 日選送國中、高中職英語文科教師共 3 組，
計 60 人，國中組將前往美國西華盛頓大學(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 高 中 組 將 前 往 加 拿 大 西 門 菲 沙 大 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高職組將前往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Dublin City University,Ireland)
進行為期 5 週英語(文)專業研習，進行為期 5 週之海外研習。
3.英語文教學觀念改革，增進英語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海外研習教
師結合海外所學及國內教學現場，擬定實務演練計畫，並實際運行於教學
現場一學期，於 102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於北中南分區各舉辦一場回國經驗
分享會，約 450 位英語文教師參加，以推廣分享其學習經驗。
二十二、 102 年度 1.為利申請單位了解法令規範、申請流程及相關規定，教育部委請社會教育
機構或法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進修認可審查小組
社會教育機構
於 102 年 7 月 25 日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說明會。
或法人辦理高
級中等以下學 2.教育部依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
校及幼稚園教
進修認可辦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102 年度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辦理高級
師進修認可作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稚)園教師進修認可訪評」
，訪評作業於 102 年 10 月
業
22 日 29 日、11 月 19 日順利辦理完竣。本次訪評共計財團法人蒙特梭利
啟蒙研究基金會、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吉的堡網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等 5 單位「通過」、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為「待改善」。
二十三、補助直轄 102 年度補助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所屬教師研習中心經費，總計 19
市 政 府 、 縣 縣市新臺幣 793 萬元。
(市)政府教師
研習中心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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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102 年度師資培育重要記事

102 年度
項目

摘要

二十四、 補助師資
培育大學辦理
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

為協助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加強推動地方教育輔導，提升師資培育及地方教育
品質，教育部 102 年度核定補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 33 校辦理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經費計新臺幣 818 萬 0,850 元，以增進中小學在職教師教學學科知
能，協助原住民地區之中小學學校解決教育問題，提升實習輔導教師對實習
生之指導能力。

說明：1.本表為 102 年 1 月至 12 月之師資培育重要事項。
資料來源：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於 103 年 7 月 18 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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