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資培育中心



申請對象



✭申請對象：

預計參加110學年度教育實習之同學。

✭第1學期實習（110.08.01～111.01.31）

✭第2學期實習（111.02.01～111. 07.31）



申請條件



申請條件：

✭教師檢定：

107學年(107.02.01)後進入教程同學，適
用新制實習(先檢後實)制度，必須通過教師
檢定始可參加實習。

110年度教師檢定考日期：110.06.05(六)



申請條件：

✭確認110.7.31與111.1.31前能修畢下列3類
學分（缺一不可）
1、教育學分-26學分(必修至少14學分，選修至少12學分)

2、專門科目認證學分(並取得實習科目之專門認證)

3、原系、所畢業學分(大學部須取得畢業證書)

✭完成學習護照

✭請參照「符合教育實習資格自評確認表」所
列項目評估，符合規定者，始得申請參加
110學年度教育實習。

102evaluation.doc


申請條件：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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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參加教育實習。



教育實習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先自覓後分發

教育實習申請作業以學生自覓實習學校為原
則。

✭自覓有困難者(或是申請大安高工)，始由本
中心輔導分發至桃園以北之實習合作學校(時
程較晚，而且分發結果未必為第一志願，建議以自覓優先

考量)。



教育實習合作學校名單



合作名單：
✭不論自覓或分發，請由「本校實習合作學校名單」中選擇
實習學校。
實習合作學校名單：

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校

6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11 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2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

7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12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3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
業學校

8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13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4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
事職業學校

9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14 國立新店高級中學

5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

10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15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學校名稱 

16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27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38 國立彰化師大附屬高工 

17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28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9 國立華南高級職業學校 

18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29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40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9 
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 

30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1 國立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0 
新北市私立能仁高級家
事商業職業學校 

31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42 國立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21 
新北市私立智光高級商
工職業學校 

32 國立桃園農工職業學校 4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22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33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 4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23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 

34 國立台中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45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 
國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35 國立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6 
國立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化工科、資訊科) 

25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 

36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47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26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 

37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教育實習申請流程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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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作業流程表規定時間，辦理各項實習事宜。

✭每位同學之教育實習，原則只開放1次申請機會。凡未
申請、放棄分發或撤銷者，均不再受理其教育實習之
申請。

✭ 110學年度教育實習，依選擇第1學期實習或第2學期
實習，分2梯次申請。

選擇第1學期實習：應於109年10月至110年2月申請

選擇第2學期實習：應於110年03月至04月申請

申請流程：

102schedule.doc


✭檢視是否具有實習資格？

✭欲申請110學年度教育實習之同學，請先填寫「教
育實習自評確認表」，符合相關要求者才能申請
實習。

✭107學年以後進入教育學程之同學，須通過教師資
格檢定考始得申請110學年教育實習。

教師資格檢定考日期：110年6月5日(六)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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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自覓)：

✭請攜帶「教育實習同意書」和「實習生履歷表」
向實習學校教務處(實習處)聯繫。

✭獲實習學校同意者，請逕行填妥「教育實習同意
書」與「教育實習自評確認表」，送至實習學校
核章後繳回師資培育中心。

✭繳回時間：

選擇第1學期實習：110年03月02日(二)前

選擇第2學期實習：110年04月23日(五)前

101agre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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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自覓)：

✭繳交「實習同意書」與「實習自評確認書」後，
不得無故終止實習。

✭若因故需申請停止實習者，要提出書面資料向師
培中心和實習學校說明。

101confirm.doc
101confirm.doc


申請流程：

✭欲至大安高工實習者，請於11/06(五)or110年03
月(未定)前提出申請。

✭繳交「分發實習學校申請表」、「教育實習自評
確認表」與「實習生履歷表」至師培中心。

102apply.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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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非實習簽約學校申請)：

✭現任教職，擬於任教學校實習者，需提出服務證明書

✭父母親重病需人照應者，需提診斷證明書

✭擬隨配偶居住者，需提戶籍謄本

請於01/04(一)前(申請上學期實習)或4/19(一)前(申
請下學期實習) 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
及欲實習學校、科別之簡介、交通資訊、最近一年教
育部評鑑等資料。



申請流程(及早確認報到時間)：

✭實習申請結束後，建議於教育實習開始的1個月-1星
期前，及早向實習學校教務處聯絡以確定報到時間
及瞭解各校之要求。

第一學期實習者：110年06月

第二學期實習者：110年12月



教育實習輔導費



學分費：

✭依教育部規定，需繳交教育實習輔導費等同4學分費

(4040元，每學分1010元)。

✭實習學分費繳費時間(請依通知而定)：

第一學期實習者：110年7月底前

第二學期實習者：110年12月底前



教育實習相關訊息



相關訊息：

✭申請實習所需表格均可於師資培育中心網頁下載。

✭相關事項亦將陸續發布於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http://www.tec.ntust.edu.tw/ 

✭請務必隨時確認實習信件通知!!

http://www.tec.ntust.edu.tw/


問題與討論



✭請問現在可以先考教檢後再實習嗎??

A.師資培育新法已於107/02後開始實施，107學年進
入教程者請於110年6月5日(六)參加考試。106學年
(含)之前進入教程亦可參加「先檢後實」

✭我們自己去跟實習的學校單位聯繫嗎？

A.請先電話聯繫實習學校(實習處or教務處)敘明身份
(oo學校oo科師資生)及詢問實習名額(oo科於o學年o
學期是否仍可招收實習生)後約定簽立同意書時間。



✭實習學校能否自己找，如果不在學校簽約名單內的
要怎申請?

A.請依申請辦法辦理，因個人因素申請非簽約學校者
請於每月中心會議前1週提出申請單並檢附下列資料。

1.申請表: 可至師培中心網頁表格下載→申請表

(請敘明申請原因、學校簡介、實習科目簡介)

2.檢附實習學校最近一次教育部評鑑結果

3.中心會議時間:10/12、11/16、12/14



感謝大家參與!
如有問題歡迎至師培中心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