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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使用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公園廣場違規記點表 

 違規情形 記點處分

1. 活動現場未自備垃圾袋 1 點 

2. 車輛違規停放，經勸導而未改善者 1 點 

3. 活動攤位數超過本館規定數目 10% 1 點 

4. 活動使用發電機未以圍籬阻隔，或發電機延伸之電線未全以線槽包覆 1 點 

5. 活動未經同意逕行使用本館水電 2 點 

6.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核准計畫不符 2 點 

7. 活動攤位數超過本館規定數目 20%以上 2 點 

8. 活動使用範圍，未經核可超過本館規定範圍 2 點 

9. 活動在地面打釘、打樁等損毀本館公共設施 2 點 

10. 
現場使用明火、瓦斯、油炸、熱湯、爆竹、噴灑粉塵（末）、氫氣灌充氣球、熱

氣球及危險化學藥劑等影響民眾安全者 
3 點 

11. 活動噪音分貝超過臺北市政府環保局規定 3 點 

12. 使用危險物品或遇突發事故有危害公共安全之顧慮者 3 點 

13. 活動造成地面污染或垃圾堆積，至當天下午 10 時仍未清理乾淨者 3 點 

14. 活動撤場超過規定時間 1 小時以上者 3 點 

15. 
活動造成人員受傷或發生危害食品衛生安全等情事，經審查會議審查後認定可歸

責於申請單位者 
5 點 

1. 若單次活動違規記點累計 2 點，將沒收 1/10 保證金。 

2. 若單次活動違規記點累計 3 點，將沒收 1/6 保證金。 

3. 若單次活動違規記點累計 5 點以上，保證金將全數沒收，並對場地申請單位處以永久停權處分。 

 

公告及送達 

教育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0 日 

臺教師（二）字第 1060119192A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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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教育部。 

二、修正依據：「師資培育法」第 26 條。 

三、 「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

址：http://edu.law.moe.gov.tw/），「草案預告論壇」選項下。 

四、 配合「師資培育法」106 年 6 月 14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80051 號修正公布，相關子

法需於 6 個月內完成修訂，修正內容配合先資格考後實習之制度酌整文字，爭議性較

小，且「師資培育法」定自 107 年 2 月 1 日施行，故縮短本公告期間為 21 日；對於本

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21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

詢： 

(一) 承辦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5 號。 

(三) 電話：(02)7736-5668。 

(四) 傳真：(02)2397-6919。 

(五) 電子郵件：cpg1030120@mail.moe.gov.tw。 

部  長 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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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係於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訂定發布，歷經五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係一百年一月四日。查師資培育法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公

布，本次修正在制度上有多項變革，包括以學生學習權取代國家教育權，師資培

育之目標調整為以學生學習為中心(Learner-centered)之教育知能、調整教師資格

考試與教育實習之順序，改變為先考試後實習之制度、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教師

專業素養指引與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鬆綁相關規範，改為授權師資培育大學

得自行訂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以及開放偏遠地區代理教師與海外學校教師得以

二年年資折抵教育實習等。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係師資培育法授權訂定，配合師

資培育法之重大變革，爰擬具「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

下： 

一、 師資培育之大學合併規劃中小學師資類科應經師資培育審議會通過之事項。

（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教育學程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得申請修習教育實習之條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由原師資培育之大學或

由辦理教育實習之師資培育大學依本法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

證書。（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取得國民小學類科合格教師證書，於修畢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特定領域專門

課程者，得取得教師證書之規定，及規範其他專門課程之規劃與備查程序。

（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 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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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師資培育

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

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師資培育

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

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六條規定：「本法施行

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爰修正本辦法授權條

文之條次。 

第二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合

併規劃之中小學校師資類

科，其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修習、教師資格考試之

實施方式與內容及教育實

習之修習，經師資培育審

議會審議通過後，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合

併規劃之中小學校師資類

科，其教育專業課程、教育

實習課程之修習及教師資

格檢定之實施方式與內

容，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一、 配合本法第七條第二

項師資培育之大學得

合併規劃中小學師資

類科修正條次及本法

先資格考試再實習之

原則，酌作文字修正。 

二、 另配合本法第五條修

正師資培育審議委員

會之名稱為師資培育

審議會。 

第三條 教育專業課程及教

育實習，合稱教育學程。 

第三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普通課程：學生應修

習之共同課程。 

二、專門課程：為培育教

師任教學科、領域專

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三、教育專業課程：為培

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

需教育知能之教育學

分課程。 

四、教育實習課程：為培

育教師之教學實習、

導師 (級務) 實習、行

政實習、研習活動之

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

程。 

      前項第三款教育專業

課程及第四款教育實習課

程，合稱教育學程。 

一、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項

已移列於本法第三條，

爰予刪除。 

二、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二項

移列，因應學校師資培

育中心開設課程、辦理

教育實習輔導之相關辦

法條文用語之需要，保

留合稱教育學程。 

 

第四條 通過教師資格考

試，且依大學法規定，取

得大學畢業資格者，始得

申請修習教育實習。 

第四條 依本法第八條、第

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修正得申請修習教育實

習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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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始得參加半年之教育

實習課程：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

大學畢業資格，並修

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且非第二款之在校

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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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學畢業後，依本法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修

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第五條  本法第八條、第九

條第三項及第十條第一項

所定半年教育實習，以每

年八月至翌年一月或二月

至七月為起訖期間；其日

期，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十條第四項，

相關事項由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育實

習辦法訂之。 

第五條 依本法第八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依

大學法規定，取得畢業資

格者，得不繼續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先行畢業。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所

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

學畢業生，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稱為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並通過教師

資格考試者，得自行向原

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其他開

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

培育之大學申請修習教育

實習。 

      前項教育實習成績及

第六條 依本法第八條、第

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學生，依大學法規定，取得

畢業資格者，得不繼續修

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先

行畢業。 

      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

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

學畢業生，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稱為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普通課

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

課程者，得自行向原師資

培育之大學或其他開設有

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

大學，申請參加半年教育

實習課程，成績及格者，由

一、條次變更。 

二、本法修正前之第八條有

關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之修業年限業已刪

除，故配合於第一項刪

除第八條文字，並配合

本法第九條改列第八

條，調整第一項及第二

項援引條次。 

三、第三項前段配合本法先

資格考試再實習之原

則，修正內容。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後段移

列修正條文第四項，並

配合本法第十一條規

定，修正現行之發給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為造

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

關發給教師證書，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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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由原師資培育之大

學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造

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教師證書。但原師資

培育之大學已停招或停辦

者，得由辦理教育實習之

師資培育之大學會同原師

資培育之大學依本法第十

一條規定造具名冊，送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

書。 

原師資培育之大學核發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但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已停

招或停辦者，得由辦理教

育實習課程之師資培育大

學會同原師資培育之大學

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 

程序更臻明確。 

第六條 已取得本法第七條

中等學校類科合格教師證

書，並修畢中等學校階段

其他專門課程者，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發給任教專門

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

程學分表，並造具名冊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

科教師證書，免依規定參

加教師資格檢定。 

      已取得本法第七條國

民小學類科合格教師證

書，並修畢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特定領域專門課程

者，得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及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合格教

師，得準用前二項規定辦

理。 

      第一項之其他專門課

程得由各師資培育之大

學依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自行規劃，並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第七條 已取得本法第六條

中等學校類科合格教師證

書，並依本法第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修畢中等學校階

段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

門課程者，由師資培育之

大學發給任教專門課程認

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

表，並造具名冊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

證書。 

      國民小學合格教師修

畢國民小學階段任教領域

專門課程者，得準用前項

規定辦理。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及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合格教

師，得準用前二項規定辦

理。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參考本法第十二

條規定：「已取得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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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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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

神，因同一師資類科普

通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相同，維持同一師資類

科免重複修習，經修畢

其他專門課程，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發給任教專

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

門課程學分表，免依規

定參加教師資格檢定取

得第二張教師證書之現

制作法，酌作文字修正。

另刪除「任教學科、領

域」之文字，因本法第三

條已針對專門課程定義

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

領域專長之專門知能課

程。 

三、為確認國小類科合格教

師證書登載事務之用語

及範圍，修正第二項國

民小學類科合格教師證

書於修畢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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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特定領域專門課

程者，得準用前項規定

辦理。 

四、第三項未修正。 

五、為使本條其他專門課程

符合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

準，增列第四項，規範其

他專門課程之規劃與備

查程序。 

 

第七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所定偏遠或特殊地區學

校，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按學校位置或不足

類科師資需求認定後，報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八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所定偏遠或特殊地區學

校，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按學校位置或不足

類科師資需求認定後，報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援引之條

次。 

第八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所定實習就業輔導單

位，應給予畢業生適當輔

導，並建立就業資訊、諮詢

及畢業生就業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

師資培育之大學共同劃定

輔導區，辦理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 

第九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

項所定實習就業輔導單

位，應給予畢業生適當輔

導，並建立就業資訊、諮詢

及畢業生就業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

師資培育之大學共同劃定

輔導區，辦理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第一項援

引之條次。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

遴選辦理教育實習課程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

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以

下簡稱教育實習機構) ，

共同會商簽訂實習契約

後，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

配合辦理全時教育實習。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十條第四項，

相關事項由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育實

習辦法訂之。 

 第十一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

為實施教育實習課程，應

訂定實施規定，其內容包

括下列事項： 

一、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

指導教師、教育實習

機構及其實習輔導教

師之遴選原則。 

二、實習輔導方式、實習

指導教師指導實習學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十條第四項，

相關事項由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育實

習辦法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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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數、實習輔導教

師輔導實習學生人

數、實習計畫內容、教

育實習事項、實習評

量項目與方式及實習

時間。 

三、學生實習時每週教學

時間、權利義務及實

習契約。 

四、教育實習成績評量不

及格之處理方式。 

五、其他實施教育實習課

程相關事項。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

量，應包括教學演示成績，

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

實習機構共同評定，其比

率各占百分之五十。 

 第十二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半年之教育實習課

程，得依本法第十八條規

定，向學生收取相當於四

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十條第四項，

相關事項由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育實

習辦法訂之。 

第九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依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設

教師在職進修專責單位辦

理之各項進修，其授予學

位或發給學分證明書，除

依本法相關規定外，並依

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相關

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

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所

設教師在職進修專責單位

辦理之各項進修，其授予

學位或發給學分證明書，

除依本法相關規定外，並

依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相

關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援引之條

次。 

 

第十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施

行。       

第十四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施

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施行日期修正

本細則之施行日。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修

正條文施行日期之規定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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