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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5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

招生甄選說明會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師培中心網址：http://tec.nkuht.edu.tw/

幼兒園 國民小學

<本校>
高級中等學校

師資培育

師
資
培
育
類

特殊教育
高級中等學校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理科）

類
別

通過招生甄選，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

1.修畢規定之教育專業科目學分(至少26學分)及專門科目學分(至少30分)
2.擬任教類科實地學習時數54小時
3.業界實習18小時(不包括於各級學校或短期補習班之教學經驗)
4.教育專業服務學習時數30小時
5.每學期參加若干場師培中心辦理之研習會(二年至少參加八場以上)
6.修業年限至少二年四學期(不含寒暑修且有修課事實)

中學教師資格取得流程

33
參加各校教師甄選

教育實習(半年全時)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合格
(約每年3月)

（取得合格教師證書）

（畢業）

教育實習(半年全時)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合格
(約每年3月)

（現行） （預定）

（取得合格教師證書）

修習資格
經招生甄選合格者，始可修習教育學程

大學部

二年級以上

研究所碩、博士班
一年級以上

4

（四技二或二技一）

（日間部及進修部）

（四技二或二技一）

（日間部及進修部）
（含在職專班）（含在職專班）

＊大六、碩四、博七不可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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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年度招生錄取名額

中等學校師資培育班：一班45名

5

教育學程甄選流程

105.06.06

至

105.07.27

網路報名暨

105.08.04
公告符合
甄選資格

105.08.16
參加
學程考試

105.08.31
公告錄取
名單

報到報到
105.09.05105.09.05、、
105 09 06105 09 06

6

送交紙本

資料

甄選資格
名單

名單 105.09.06105.09.06

甄選項目：筆試+面試+書面資料審查

申請教育學程甄選資格

報名期程：105/06/06上午9時至105/07/27下午4時止。

報名資格：(未具本校學籍者不得報考)
＊大學部在校生：前一學年中任一學期（不不含校外實習學期）學業成績

達全班前50%，以及操行平均80分以上且未有大過以上紀錄者。

＊二技新生：入學考試成績排名為該班前50％(以榜單為準)，且入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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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新生 入學考試成績排名為該班前50％(以榜單為準) 且入學前
一學年之大專操行成績平均80分以上者。

＊研究所在校生：前一學年中任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全班前70%或平均成績
達75分以上，以及操行平均80分以上且未有大過以上紀錄者。

＊研究所新生：前一教育階段學業成績平均達75分以上且操行成績平均
達80分以上者。

報名流程

網路報名作業網路報名作業
招生資訊網： http://exam.nkuht.edu.tw

報名費報名費800800元元（郵政匯票）（郵政匯票）

報名表、郵政匯票及依規定繳交資料等報名表、郵政匯票及依規定繳交資料等

88

((含備審資料含備審資料)) 以考試專用信封裝好以考試專用信封裝好

以上文件請繳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以上文件請繳至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或掛號郵寄或掛號郵寄

以上流程須於105/06/06上午9時起至07/27下午4時前完成

(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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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報名

本校招生資訊網： http://exam.nkuht.edu.tw/

甄選項目-筆試

筆試日期：105年8月16日（星期二）

考試科目 預定考試時間 題型 備註

ㄧ、教育綜合測

驗(60%)
（含教育時事測驗）

二、國語文

(40%)

09：00-11：00 選擇題
問答題

1.教育綜合測驗可參考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所
規範的命題內容為範
圍。

2.國語文考試內容主要
以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國語文能力測驗）所
規範之命題內容為範
圍（但不含作文）。

甄選項目-面試

 複審: (2)面試面試日期：105年8月16日（星期二）

面試時間：預定下午1點30分開始，
每人約5-6分鐘

11

教育理念

表達能力

儀表態度

專業成長

修課計畫與生涯規劃等

甄選項目-書面資料審查

自傳

修課計畫

繳交期限：105年6月6日至7月27日與報名表件一併繳交

12

修課計畫

相關證照

服務證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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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計算：

筆試成績佔40﹪

面試成績佔40﹪

書面審查成績佔20％

成績計算及錄取標準

13

總成績相同時，優先參酌順序：

1.筆試 2.面試 3.書面資料審查

書面審查成績佔20％

• 依總成績高低依序錄取

報到日期、地點

• 105年8月24日寄發成績單。

• 105年8月31日於本校招生資訊網及師
資培育中心網站公告錄取名單。

105年9月5日 9月6日於師資培育中心• 105年9月5日、9月6日於師資培育中心
辦理正取生報到。

1414

大三及大四學生報考注意事項

• 大三學生考取師資生資格，該學年因須進
行校外實習課程，故依規定須於報到後辦
理保留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之手續。

• 另依規定教育學程應修習二年以上，故大
三、大四考取者，若要修完教育學程將會
延畢；而學生若於大四時考取本校研究所，
則得提出繼續修習教育學程申請。

錄取生注意事項

• 通過招生甄選之正取生，須於公告報到期間至
師資培育中心辦理報到，未報到或未完成報到
者視同放棄，其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

• 除因校外實習及休學辦理保留修習教育學程者，
完成報到之正取生即應於105學年度第1學期開
始選修教育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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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規定 (1/3)
• 教育學程修業期程至少二年四學期

(必要時得延長一至二年，其延長年限併入各學制所定

之延長修業年限內)

• 教育學程每學期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2~8
學分(3學分課程以9學分計)，其學分數計

17

學分(3學分課程以9學分計)，其學分數計
入各學制每學期修習學分數上限計算(大
學部每學期至多28學分；研究所一年級生
每學期至多18學分，二年級以上至多28學
分)。

修業規定 (2/3)
•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數至少26學分。

• 教育專業課程須額外繳交學分費，其學分費比照當學
期大學部學分費標準(104學年度為900元/時)。

• 教育學程學分不列入各系所應修最低畢業學分數。

• 修習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學生應同時修畢教育
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始能請領教育專業課程學

18

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始能請領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成績證明及任教專門課程認定學分成績證明。

• 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由師培中心
開課；專門課程部分，修習教育學程同學應自行
到相關學系修習，本中心不負責開課。

修業規定 (3/3)
• 已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生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並符合教育學程修業年限至少2
年，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含論文)，方可申
請參加半年之教育實習課程。

105學年度甄選錄取之師資生其教育專業課程與專門

1919

• 105學年度甄選錄取之師資生其教育專業課程與專門
課程一律依照最新版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習。

• 師資生各項修課內容及規定請參見師培中心網站
(http://tec.nkuht.edu.tw/)課程資訊。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學分
• 必修18 ＋ 選修8 = 26學分

• 課程總表
類 別 應修學分數

教育基礎課程 4

教育方法課程 10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

20

• 教育專業課程內容包括實地學習54
小時(非半年全時教育實習)

20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 4

選修課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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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備 選備 總計

觀光事業科 10 20 30

餐飲管理科 10 20 30

專門課程科目學分

2121

※相關法規規定請以師培中心公告實施之版本為準

• 專門課程內容包括業界實習18小時
謝謝聆聽

歡迎加入教育的行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