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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文件分析、訪談、問卷調查、焦點團體座談等方法，了解各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認定審查作業機制。首先，探討

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之法令依據;其次，了解各校作業現況，提出標準作業協程。

最後，分析各校辦理時遭遇之問題或困難，並提出六項改善建誦。

關鍵詞:教師資格檢定與審查、{彥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

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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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documental analysis, interview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and documents

of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for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n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is study inquire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should be obeyed. Secondly, it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 for applying teacher certificate,
and improved these processes and documents. Thirdly, it understood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doing these task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re are

six suggestions recommend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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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為符應多元開放社會的需求，我國自民國83年公布施行「師資培育法 J .師

資培育制度從「一元、封閉、公費、計畫管制 J .轉為「多元、開放、大多數自

費、市場機能」模式，希冀透過多元儲備、自由甄選方式，提升教師基本素養與專

業知能。惟師資培育制度變革以來，師資養成與教師專業固然呈現了嶄新的面貌，

但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李麗玲、陳益興 ·2009 ;林新發、王秀玲、鄧珮秀，

2007)

為確保優質而專業的師資，教育部於民國91年修正師資培育法，原本修畢教育

學程取得實習教師資格，參加一年教育實習後，就可以取得合格教師資格，變成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要以實習學生身分參加半年教育實習，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通過後，始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部.2002) 。修正後之師資培育法第7條規

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

其中普通課程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由大學畢業資格來認定;教育實習

課程則另訂師資培育之大學(以下簡稱師培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規範。而

專門課程和教育專業課程，在師培大學擬定後，還要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才能實施，

不再像修正前民國84年到91年期間，只要大學自行擬定報部備查即可。

上述規定的變動，雖可使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核定更趨標準化，然因師資生修習

年度不同，適用的新舊法規也不同，加上各校核定的版本和年度亦不同，以至於在

教育專業課程和專門課程認定上繁複，有許多法規和版本適用上的困擾。教育部乃

於民國99年4月 22日公布「教育部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證書核發作

業要點 J (教育部 ·2010) .即期待各師培大學在核發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專

門課程認定證明書、申辦教師證書時，能做好認定及審查的工作。

然而各校在辦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時，到底遭過到什麼問題或困難?辦理是

項業務時，應該具備哪些作業流程呢?又是依據哪些法令辦理，法源依據何在?本

研究即在釐清上述問題，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依上述研究背景，有以下三項:

(一)蒐集各師培大學辦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作業之法令依據與現況。

(二)建立各師培大學辦理此項業務的標準作業程序，以為各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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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各師培大學辦理此項業務遭過之問題或困難，提出改善建議。

貳、研究方法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採用文件分析、訪談、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

座談等方法進行，說明如後。

一、文件分析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蒐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之相關法令規定及函釋，分析

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相關證書核發之法令依據。另蒐集各師培大學訂定之相關法規

及證書格式，以做為分析現況的參考。

二、訪談

本研究抽樣訪談師培大學的承辦人，訪談方式是根據主題，採取半結構式訪談

大綱，訪談一般公立大學、教育大學、科技大學、一般私立大學及師資培育國外學

歷審查小組之作業承辦人各1人，共5個單位人次。訪談內容包括四大面向: r辦理

教師資格認定之類型」、「辦理教師資格認定之法源依據」、「辦理教師資格認定

之審查流程」、「辦理教師資格認定遭過之問題或困難及相關改善建議」。

三、開卷調查

本研究針對現有54所師培大學進行問卷普查，每校l份。調查對象為各校承辦

人，調查內容包括:學校辦理教師資格認定情形、學校辦理舊制師資生資格認定情

形、教師檢定暨登記審查相關組織運作情形、承辦人基本資料等四部分，總計回收

到份問卷，回收率為100% 。針對各校填答問卷內容有疑義者，並再以電話確認和

諮詢。

四、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分別於臺灣北區(併東區)、中區、南區三場焦點團體座談，邀請各校

師資培育主管及業務承辦人(註:與訪談對象不重複)，針對本研究結果擬定之初

稿進行討論，並提供修改意見。

三位研究者與團隊成員，每月定期將文件分析、訪談、問卷調查和焦點團體座

談研究結果，加以整理、討論、比較和分析，歷經一年半撰寫成研究報告及改寫成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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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將研究結果分為:現行辦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之法令

依據、各校審查作業現況、本研究建立之標準作業流程、各校辦理遭遇的問題與困

難，整理如下:

一、現行辦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之法令依據

(一)核發麓申辦讀書依據之法令

自民國91年師資培育法修正後，目前各師培大學核發之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

作業相關證明文件，包括 r 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辦教師證書」、「申辦中等學校階段其他任教

學科、領域教師證書」及「申辦另一類科教師證書」等六種情形。前三種由各師培

大學自行核發;後三者各師培大學僅申辦，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發。以下就

各類證書核發及申辦之法源依據，條列如表卜

表 1 各校辦理新制教師資格認定相關證明書之法源依據

「 證書類型 | 法案名稱 I.嘆號 | 條文內容 1
修畢師資臘前教育體閉， 師資培育法 9之4

7聽話任教棚、“II 鳴ZL法

教師m﹒(通過.定之-JI 師資培育法 II "之1
一賀信.>

,.教育專業課程誼明，
2. 專門課程認定種明， 師資培育法 "之3

3. 另一類科教師妞，

註:法案之版本， 1.師資培育法 (1 )民國91 年7月 2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144670號令修正公

布; (2) 民國94年12月 2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400212591號令修正公布。2.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1 )民國84年2月 22 日教育部 (84 )臺參字第008123號令訂定發布; (2) 民國100年1 月 4 日教育部臺

參字第0990222671C號令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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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發及申辦讀書涉頂之相關法令

在核發這些證書或申辦請領教師證書的同時，須注意以下可能涉及的法令(教

育部中教司. 2010)

1.師資培育法:自民國83年公實施布以來，期間經十次修正，其中民國91年將實

習由一年改為半年，且實施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是最重大的一次修正。條文中第

9條、第10條、第11條是教師資格認定最重要的法源依據。

2.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係依師資培育法第25條規定定之，其自民國84年2月 22

日公布實施以來，期間經四次修正，計有條文14條，為師資培育法之子法，目的

在對師資培育法做更細節性之規定。其中第7條規定了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教

師證書事宜。

3.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乃依師資培育法第5條第3項規定定之，自民國84

年6月 26日公布實施以來，期間經三次的修正，計有條文15條，目的在規範各大

學成立師資培育中心之設立要件、課程內容、組織規定及違法處分等內容。

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係依師資培育法第11條第2項

及教師法第8條訂之，自民國92年7月 31 日公布實施以來，期間經一次修正，計

有條文I l{l碟，目的在規範教師資格檢定之辦理時程、報考資格及應試規定等內

容。通過教師資格檢定，為師資生取得教師證書的必要條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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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教育部於民國96年5月 3 日令公布(教育部·2007a) .目的在規範師

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採認及抵免，應符合之內容。此要點為中等學校各任教學

科、領域群科教師證書取得必須依據之法規命令。由於各師培大學報請教育部核

定專門課程之時間不同，各師培大學之師資生並須依當年度核定之版本採認專門

課程，乃目前辦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作業最複雜的一部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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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係依師資培育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定之，自民國92年7月 31 日公布實施以來，期

間經四次修正，計有條文8條，目的在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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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業流程等內容。

二、各校教師資格認定茂密查現況及作業游程

(一)各輯教師資輸認定及審查現況

以下歸納文件分析、訪談、問卷調查結果，各校在核發及申辦相關證書之現況

說明如下:

1.各校核發教育專業課程現況:整體而言，不論是師範校院、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切temb前， 2011 Sec刺的 Education ~5 7毫



或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師培學系或師培中心) .基本上在發放「教育專業課

程證明書」時，受理單位、審查單位、發證單位大部分相同，且核發流程不會超

過二個單位，其審查的品質較易掌握。

2.各校核發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現況:中等學校才有「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之

發放，其受理及發證單位大部分為師培中心，而其審查單位在中等學校教師方

面，絕大部分都在各學系，認定的流程常超過兩個以上單位，審查品質需要做嚴

謹的掌控。

3.各校核發{彥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現況: r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是每位

師資生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必須取得的證明書，取得此證書後，方能參加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而其受理、審查、發證單位幾乎都是師培中心(少部分在師培學

系或教務處) .因為是師資生修畢「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

程 J (中等學校教師)後，方能核發，是師培大學所核發最關鍵之證明書，應力

求嚴謹，仔細校對、確認，因其是教師資格認定至關緊要的流程。

4.各校申辦第一張教師證書現況:教師證書申辦，乃在教師檢定考試通過後，理

論上只要是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復以通過教師檢定考試即符合資

格。因此只要先前審查嚴謹無誤，此申辦作業之審查僅係複核性質，並無太大之

問題，而其校內申辦之權責單位基本上與校內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

書」之單位相同。

5.各校申辦其他任教學科、領域教師證書現況:申辦其他任教學科、領域教師

證書，係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所特有業務，其法源係來自「師資培育法施行細

則」第7條(註:唯一規定在施行細則發放之教師證書) .理論上其校內申辦流

程應與「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之發送流程相同，最後申辦教育部(中部辦公

室)之單位與申辦「教師證書」之單位相同。

6.各校申辦另一類科教師證書現況: r 另一類科教師證書」之發放，基本上該師

資培育之大學須有二個類科以上之教育學程始其備此項發放資格。(註:目前教

育學程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幼稚圍四個類科)。而其申辦資料必

須具備男一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 J '中等教師教育學程還要「專門課程

認定證明書」。因此，其審查流程需同時經過上開二項證書之審查流程，而最後

申辦單位也應與申辦「教師證書」之單位相同。

(二)各位教師資搗認定茂審查作糞讀程

由於核發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及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係作為申辦教師證書之

用，因此以下研究者整理: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

教師證書、男一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修畢其他任教學科嶺域專長合格教師證書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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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的作業流程和須檢附資料，如下表 2 。

表2 各師資培育之六學核發及申辦相關讀書作業流程及須檢附資料一覽表

證書類型 作業流程 須檢附資料

1. 修，師資圓眼前教育 (l)確認學生取得師資生資格，辦理 (l)教育專業銀程審查申請衷。

種閉， 學分揖兔及探紹。 (2H專門課程審查申請表(中等學

(2)師資生申請教育實習，召開絞肉 校)

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委員.會核 (3)教育實習成績及格體明。

教師資格。

(3)師資生實習成績及格，發種單位

核發修，師資攤前教育種阱..

2. 中，以下壘且-•••aE.及.組• (1)...生竄，師資生資格﹒"運 (1)...資.蘭教育.種越明·1
..﹒合格，覺御自E﹒ ，分蝠兔法自接.. (.前來鬧鐘，笠...分看﹒

(.-頓噓.) (2)師.~申鶴教育...召開絞肉

教師資緒認定及.畫.員..被 A. 普遍，種血啊.(依各校織建au

. " 被獨資格﹒ ~大學以上﹒*妞，越明) •
(3)師資金....及穗，種種單位 B. 教育...程，分越明﹒ 1
穗...師資"蘭教育..啊.. C.. 門.，里，分..明〈中縛 ·l嘻嘻 " , 司 !" "

(4)館資金通過教師資繕.~考試， 被)
- -，已 -'-..,

段內.貨單位四個.艘......, ,

f f l，"~1
(5)采通過教師資格被定:lIf1it.'過 (3)飾，賢.l。教育踴穗，圈，置教育部核

.;1. 祠，心，自?‘甜" lit列w· 建之公文﹒

(4)取縛..師資.to教育"種資格 1

之扭呵，文件﹒
a

3. 另一類科合裕教師 (l)師資生申請另一類科教師資格， (l)合格教師妞，。
詔書

受理單位檢核申請人是否備齊相 (2)教育，軍樂課程認閑書。

關文件。 (3)專門課程(中等學校)認定誼明

(2)審查單位進行資格審查，發妞，且 書及學分表。

位核發教育專業課程體閉，、. (4)取得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資格

門踴種認定誼啊，及普通謀程超 之誼胡文件。

明.(初稿) (依各校規定或以 (5)師資..前教育課程報經教育部核

大學以土，錐體，經明)。 定之公艾。

(3) 召開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委員會

並發髓。

4科..、-SEaea-s佳-績會.', (1)..~"軒"加科JtE·§..位 (1)食棚". |
續擻..人矗否..績"文件﹒ (2)專門.，盟(中，學校〉留定..明

穗... (紗..單位，理專門，喔..及， .洹:h.·

定'....位績，中..役"段 (3)專門，種(中，學校)..教育

t 揍他餒..科、......門" ..擴建之公文﹒
U 8圖畫眉間.(初稿)﹒ (4)其他:..教育筒，真定之教師在

‘ , 必寸 【3)霄，被.簣，費留定及，章，且﹒ ...hE 、摳，教育，分班
並8.. ﹒ .，相閻公文"喧鬧文件﹒

-ι--'

缸，占"""，，，，"-""，，~

資料來源:依本研究結果繪製

表2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四種證書取得應經過之作業流程及須檢附之文件。本研

究並將此標準作業流程，繪製成流程圖，限於篇幅僅列出「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

合格教師證書 J (第一張證書)審查流程，如圖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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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表學或注意事項作業流程權貴單位或人員

得申請，分緝兔或採認

(教育尊重I.禮、專門課程)
確認取得師資生資格

修，教育專業鏢程及任教專

門餵程並取得大學，誰資格

依申請經審查核售量

教育尊重E課程及專

門課程之學分鐘桐

否

重
新
修
課
或
放
棄

依申請裳，審查教育尊重量轉程、專門課

程，並安排實習(中等教育買賣科見審查

任教學科、領域辦科及教材教法、教學

實習是否與教育，習科別相間)

:確認學生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及:

:專門課程是否符合應修學分數，

;及學生是否取得大學畢業資格

;在此階段應淘汰未符合者 :

否

召開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委員﹒進行資格審核

否

再次召開殺師資格認定及審查委員﹒進行資格，核
自確認學生實習成績是否及格，在自

;此階段應淘汰未符合者 「

否

發給修，師資磁前教育體閉，

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再次召開會查﹒髓，進行資格審查
!確認學生是否具備核發教師證書 i

;資格，在此階段應淘汰未符合者- -

不具教師資格
否

造具申請教師妞，名冊、電子檔、並檢附相棚妞

胡文件，函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發教師妞，

圖 1 教師讀書審查流程圖

※本流程表適用 92年8月修正之「師資垮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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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大學辦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作業之分析

An analysis on the processes and documents of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帥的n for teachers' qual ifications

三、各校辦理作業通過間題或困難的討論興建話

依照研究結果，各校辦理此項作業遭遇的問題或困難，計有以下五方面:

(一)核發讀書之時機E直接式

1.核發證書之時機

新制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所核發之法源依據，係規定在

「師資培育法」第11條及「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7條，即學生申請加註其他任

教學科、領域教師證書或另一類科教師證書者，才需取得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及專

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因此，學生在取得教師證書(第一張證書)前，依「師資培育

法」第9條規定僅需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而不需核發教育專業課程證明

書及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2.證書之樣式

教育部於民國96年9月 17日曾以公文規範各師培大學開具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相關證明文件及中文格式樣本(教育部，2007b) ，供各師培大學參考。在上開文

件中，教育部說明各師培大學應依「師資培育法」第9f!茉或第10條發給「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J '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發給「學分證明」及「教

育實習成績及格證明」。並提供各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之中文格式樣

本，當中規範該證書須載明之要件，包括:正面註明該證書核發所依據之法規，背

面條列學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中等學校)，及教育實習課程之修習科

目、年度、學分數、成績及教育部核准之課程版本依據。

然本研究發現各校核發之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其法源依據、條號、名稱及格式多不一。尤以中等學校師資

類科部分，因科目繁多，故各校仍多分別開立「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J '背面驢列

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科目、年度、學分數;「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背面驢

列師資生修習專門課程之修習科目、年度、學分數;及「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 J '背面註明學生教育實習成績及格字樣。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時，需三張證明

書核對方知學生整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情形，如此做法有其不便，且每位師資

生均需開立前揭三項證書，與師資培育法第11條規定只需開立「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不同。

3.關於證書核發時機與樣式的討論

衡酌法令規定及相關人員訪談結果，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1)證書正面載明之法源依據須正確:在名稱方面，建議統一各項證書名稱及

確立法源依據。在師資生取得教師證書之前，明定校內需核發之證書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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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J .其他則為「學分證明 J .如:修習普通課

程學分證明(或以大學畢業證書代替)、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

明、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學分證明及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證明，以符法

制。

( 2 )證書背面所載事項依證書名稱而有所調整:前三項學校發放之證書，各校

如果還是要保有自主權限，就要有校內規定格式及製作程序，作為辦理相關

教師資格認定證明之用。在各項相關證明文件背面應可充分看出師資生修習

「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應修且及格之科目與學分數，以及教育實

習課程及格與否字樣，以利審核。

( 3 )證書載明修習各類課程之起迄時間:為符應教育部民國99年公布之「教

育部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要點 J (教育部，

2010) .規範各校申請辦理教師證書所需檢附相關表件，應提供學生修習教

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起迄年限之要求，以了解師資生修習

教育學程是否至少二年，另加半年教育實習。因此，建議於各項證明書背面

增加欄位註明學生修習之起迄年限，如此也利於核對修習課程之版本及適用

法規。

(二)相關組織起作蔑承辦人員

師培大學核發前述三類證明書及申辦三類教師證書時之辦理方式，係以公文會

辦方式，由受理單位受理申請，會辦審查單位予以採認、抵免等之審查，再送至受

理單位(或發證單位)辦理發證或申辦工作。如果認定單位涉及二個單位以上，有

時無法對個案之細節、問題或爭議，做立即和深入的面對面溝通。如能在發證或申

辦之前有會議方式進行審查，可增加嚴謹程度。而承辦人員業務熟槍程度，亦有助

於審查品質。以下針對相關組織運作及承辦人員現況加以說明:

1.教師資格認定審查委員會相關組織的設置

依據教育部98年8月 21 日書函規定，各師資培育單位應成立加科及加男一類科

教師資格審查委員會，且造冊函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發教師證書時，應檢

具此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教育部.2009) ，亦即教師證書核發名冊陳報教育部

(中部辦公室)前，需經該委員會審核通過。

各校實際運作現況，經問卷調查發現，大部分學校均將該組織設置在師培中

心、或該大學負責師資培育之單位，如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中心)，僅有五校

未成立該組織，而以相關會議代替。雖然校內設立相關組織，可以面對面討論審查

之個案，能提升審查品質，惟該組織僅以教育部書函規範，各校審查組織名稱不

一、隸屬層級、組成人員及開會時間亦不相同，該組織之功能有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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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校承辦人基本資科分析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均為本項業務之主要承辦人，針對填答者基本資料可以了

解業務承辦人的背景，如表 3 。

( 1 )服務單位:以師培中心(含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中心)古92.3 %最

多，可見本項業務權責單位均在此單位，只有單設師資培育學系之大學，則

由該系負責。

( 2 )職務名稱:有72.2%是學校編制內行政人員或長期約聘人員古大部分，這些

人員在辦理相關師資認定及審查作業時品質較易掌握，經驗也較豐富。然而

也有27.8%是短期約聘人員 (2年內)或其他，可能就不易有上述效果。如

果僅以學校編制內行政人員來看，只有37% .不到四成，會否影響資格認定

及審查的晶質，有待注意。

( 3 )教育程度:在教育程度方面，承辦人員均有大專以上學歷，足堪勝任本項業

務。

( 4 )年賣方面:在校服務年資10年以下約占六成，而在單位服務年資在5年以下

約占七成，而現職服務年資5年以下近六成，足見承辦人員年資較淺，尤其是

承辦此項業務的時間，可能較缺乏經驗，對相關業務有講習或訓練之必要。

表3 本項業務承辦人基本資料分析表

「 項目 | 組別 | 人數 |百分比- • ~

承辦人數

...位

盟主i
長期約聘人員

主j~D

教育程度

在校風務年資

圳
宮
附
一
缸
圳
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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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

單位服務年資

現臘服務年資

咐，到，---------， E E吉協副••白--

本表來源、:由研究者依研究結果繪製

3. 相關組織運作及承辦人員現況的討論

(1)建議將組纖法制化:建議教育部未來修法時能明文納入各師培大學設置教

師資格認定及審查組織，並將名稱予以統一，建議名稱可為:roo大學中等

以下學校暨幼稚園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委員會」。其中組織成員應含受理單

位(窗口)、審查單位、發證單位之主管為該組織委員，委員包括固定委員

(師培中心專任教師)及浮動委員(申請教師證書就讀學系行政主管)，業

務承辦同仁列席，並由各開會單位之主管為召集人並擔任主席。辦法明定相

關證書核發之審查時間、收費標準及應繳文件，使該組織功能有效發揮。而

各校申辦教師證書之收發文單位應為權貴單位，統合校內受理單位及審查單

位，避免各單位間權責不明。

( 2)承辦人員的專業知能充實:經上述調查發現，各校教育專業課程審核多由

師培中心人員進行，專門課程則多由各系所審查，但因師培中心人員人力少

且流動頻繁，專門課程之採認審核，除非是全師培之學系，也並非學系之主

要業務，倘承辦人對相關法規不嫻熟，將造成疏漏，致影響教師資格審核之

公信力。建議每年定期舉辦相關法規適用說明會，對相關業務承辦人進行教

育訓練，使審核作業更加嚴謹，較佳之訓練時間為:每年4月底檢定考試放

榜後，針對該年度證書申辦相關規定及表格進行宣導說明，及每年10月彙整

該年度辦理案例及利弊得失，進行檢討說明。

(三)職取行政規費方面

現況調查時發現，教師資格的認定及審查與證書的核發，需投注不少人力、財

力，是否收取工本費或行政規費有所爭議，依據證明書核發的法源依據、時機和對

象，本研究歸納各師培大學行政規費收取情形，有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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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申辦教師證書建議兔破費

由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核發時機是師資生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時，身

分為剛完成教育實習課程之實習學生，建議不予收取行政費用。而第一張教師證書

之申辦，是在師資生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也代表師資培育歷程的完成，各師資培

育大學有責任為該校培育出來的師資提出證明，因此建議在取得第一張教師證書前

之各項證明文件，免予收費。

2.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及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可酌收工本費

目前核發此兩種證明書之時機，前者僅在根據「師資培育法」第 11條，已取得

第6條其中一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修畢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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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證明書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免依規定修習教育實習課程及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後者除前揭時機外，尚有依據

「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 7條，已取得師資培育法第 6條中等學校類科合格教師

證書，並依同法第 11條第3項規定修畢中等學校階段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門課程

者，由師培大學發給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並造真名冊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俗稱加科登記)時。由於係第二張以上之教師

證書，建議師培大學對於該校師資生可酌收工本費(註:調查結果收取之大學，大

部分收新台幣 100元)

3.如係校外人士、遺失補發、加註其他任教學科嶺域群科、另一類科，可

考慮般取行政規費

依據規費法第7條第3款規定，各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理證明者，可

徵收行政規費。因此，如係校外人士、申請者遺失補發、加註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

科、男一類科，因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避免隨意提出審查、採認與抵免事宜，建

議各校可予收取行政規費(註:調查發現有收取之大學，大致在新台幣 1 ，000元到

2 ，000元不等) ，並將收取之費用，回饋給負責審查、採認與抵免事宜之學系或師

培中心，如此可提升核發作業之品質。惟建議在校內相關作業要點或流程，明確規

定收費情形，以俾依循。

(四)教師盡書與教師頭說之配合

目前各縣市政府辦理教師甄試，發現有招考類科與現行師資培育類科不一致之

情形，即各校實際開缺的教師類科與法令規範培育類科不一致。為此教育部曾於民

國96年6月 15 日公文函復各縣市辦理教師甄試時，可依各國民中學課程實際需求甄

選其中等學校任教學科或領域專長合格教師證書者(教育部， 2007c) ，更使這樣

的情形更趨嚴重。

建議教育部可再函釋各縣市政府或中小學於辦理教師甄試時，報名簡章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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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慮相關專長其教師證書名稱之更送(例如. r 國中理化科」改變為「國中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物理專長和化學專長 J ) .同時載明為可應考之對象，以免於報名

時徒增困擾。例如:教育部於100年4月 29日函釋，持有中等學校電腦科(含計算

機概論及電子計算機)合格教師證書者，同意視為具高級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概論科

教師資格(教育部. 2011) .即是一例，如此可以解決教師甄試實際開缺的額科

與現行師資培育額科名稱不一致的落差。

(五)普通課程界定間題

依照「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3條所稱普通課程，指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

程。目前現行審查方式，普通課程證明書多以大學畢業證書代替。依照「師資培育

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實習前應具備大學以上畢業資格，故各校在審核學生可

否參加實習時，乃以其是否修滿畢業應修學分為依據。故以大學畢業證書足以證明

師資生已修畢業總學分當中之普通(共同)課程學分。

然而各師培大學對共同課程的界定不一，範間應為各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

不只是國文、英文或中華民國憲法等狹義之共同課程。因此建議修正該條文定義為

「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程(含通識教育).且至少應修習28學分」。至於普通課程

之科目及學分採認或抵免，則建議交由師培大學共同科或通識教育中心審查。目前

教育部研議規劃特識課程，例如:«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 (張繼寧、游齡

玉. 2011 . 3月;陳益興. 2007) .作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普通課程，以別於一

般大學生修習之通識課程，亦為可行的規劃方向。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以下綜合之結論與建議:

一、結趟

師培大學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認定審查作業，須參考的相

關法令計有: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培中心辦法、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圍教師資格檢定辦法、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續域群科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等，並包含教育部中教司與中部辦公室所函

示的公文，辦理業務之承辦人應加以熟唸。

辦理的流程可以依證明書核發與教師證書申辦加以制定，校內核發之證明書計

有. r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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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大學辦理教師資格認定及審查作業之分析

An analysis on the processes and documents of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for teachers' Qualificat 叩門 S

明書」三種，送教育部的計有: r 申辦教師證書」、「申辦中等學校階段其他任教

學科、領域教師證書」及「申辦另一類科教師證書」三類。因「教育專業課程證明

書」、「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之核發，係申辦教師證書過程之一，因此作業流程

之制定應一併考慮，可以依本文表 2提到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辦

教師證書」、「申辦中等學校階段其他任教學科、領域教師證書」及「申辦另一頓

科教師證書」等四種情形來加以制訂，圖 l之標準作業流程圖可為參考。

而目前各師培大學辦理本項業務時，遭遇到的問題或困難，計有五方面，包

括:核發證書之時機及樣式、相關組織運作及承辦人員現況、行政規費收取與否、

教師證書與教師甄試的配合、普通課程界定問題等。

二、建議

歸納本文對法源依據，作業流程及各校辦理作業時遭過的問題或困難之分析與

討論，提出的建議有以下六點:1.各校應確實依據相關法令核發證明書。 2.各校應

訂定申辦教師證書標準作業流程。 3.各校之審查機制宜分為書面審及會議審，教育

部並可研議修訂相關法令，使作業更嚴謹。 4.教育部應定期辦理業務人員講習或相

關辦理經驗交流，以提升辦理品質。 5.教師證書與教師甄試之配合。 6.普通課程之

科目及學分應該更明確化。如此可使各師培大學辦理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圍教師資

格認定及審查作業時，更具品質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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