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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學系甄選作業日程表 

 

工作項目 日期 辦理/受理單位 備註 

公告簡章  110.5.3起 師資培育中心 
公告資訊詳見師資培育

中心網頁及校園首頁。 

報名資料繳交及審查 

(初審)  
公告日起至110.5.21止 各師資培育學系 

報名學生須將報名表及

應繳文件送至所屬學系

辦理初審。 

面試(複審)  110.5.24~110.6.17 各師資培育學系 

學系須於 110.6.18(五) 

下午5時前將複審結果成

績冊繳至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及認證組。 

召開甄審委員會 暫訂 110.6.28~110.7.29 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

員會決議錄取名單。 

公告錄取名單  

俟教育部來函核定本校獎

學金名額後，召開甄審委

員會經決議通過後，於7月

30日前公告錄取名單 

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通過且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錄取名單。錄

取生須依公告之報到期

限及方式完成報到，逾期

未報到視同放棄。 

 

※備註: 

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如下： 

輔導與諮商學系、特殊教育學系、英語學系、國文學系、美術學系、地理學系、數學系、物理系、生

物系、化學系、運動學系、公育系、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442/177822621.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442/697500266.doc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437/1050511.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438/1060802ch.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442/1050802-1.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16/1060720-1.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438/1040212-6.pdf
http://practice2.ncue.edu.tw/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442/172232400.doc
http://practice2.ncue.edu.tw/ezcatfiles/b007/img/img/16/10507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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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師資培育學系甄選作業日程表 

工作項目 日期 辦理/受理單位 備註 

公告簡章  110.5.3起 師資培育中心 
公告資訊詳見師資培育

中心網頁及校園首頁。 

報名資料

繳交及審

查(初審)  

(1)報名學生

填寫報名表

送所屬學系

初審 公告日起至至110.5.21

止 

所屬學系 

報名學生須將報名表及

應繳文件送所屬學系辦

理初審。 

(2)報名學生

繳交報名表

件至師培中

心 

師資培育中心 

報名學生將系所初審完

成之報名表及應繳文件

送師資培中心課程與認

證組完成報名程序。 

面試(複審) 
110.5.24~110.6.17依師

培中心公告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 

相關面試公告資訊詳見

師資培育中心網頁公告

或通知。 

召開甄審委員會 暫訂 110.6.28~110.7.29 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

員會決議錄取名單。 

公告錄取名單  

俟教育部來函核定本校

獎學金名額後，召開甄

審委員會經決議通過

後，於 7月 30日前公告

錄取名單 

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通過且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錄取名單。

錄取生須依公告之報到

期限及方式完成報到，

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 

 

※備註: 

本校非師資培育學系如下： 

機電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會計學系、企

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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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甄選資格：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一、本校 110學年度二年級以上大學部在學師資生（含師資培育生及教育學程生），前一

學年或申請當學期休學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申請人於 110學年度需為二年級以上大

學部在學師資生，因此涵蓋目前在學之大學部學生(包含 109學年度為大學部一年級學

生)]。 

二、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三、109學年度上學期成績： 

(一)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5 分以上，或上學期班排名為前 25％。 

(二)上學期操行成績達 85分以上，且在學期間無記小過以上紀錄。 

四、已領有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者不得重複請領，惟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

金，不在此限。 

五、獲錄取後因前一學年度檢核未通過而有停發獎學金情形者，喪失錄取資格由備取生遞

補；惟不可歸責於受獎生並提出佐證資料，經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同意者，不

在此限。 

六、前一學年或申請當學期休學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七、獲本獎學金曾因檢核未通過而有停發獎學金情形者，不得申請；惟不可歸責於受獎生

並提出佐證資料，經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貳、甄選類別及名額：  

一、類別及名額：依教育部核定予本校之名額為準。 

二、本年度甄選依學生所屬學系別分配方式經 106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通過，第一類名額係依弱勢保障原則計算，如有不足額錄取得與第二類相

互流用；師資培育學系及非師資培育學系間如有不足額錄取者，其所餘名額亦得相互

流用。 

三、本獎學金甄選以弱勢師資生為優先，其所占名額以本校總核定名額之 30%為原則，未足

額錄取者，得流用於一般師資生甄選。 

參、報名費用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詳簡章日程表(p.2、3) 

二、報名費：免費。 

三、報名流程：  

(一) 師資培育學系 

1、 簡章下載：請自行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網頁下載 

 https://reurl.cc/X6q050 

2、 報名應繳資料：  

（1） 甄選報名表(附錄一)：須經學系審查(初審)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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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正本，須註明班上排名。 

3、 經濟弱勢及區域弱勢證明(欲報考第一類學生須檢附，請參閱附錄二及附錄三說明，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報名時驗正本收影本])。 

4、 繳交報名表件：依日程表規定時間將上述文件送繳交至所屬學系。 

※備註：考生應詳閱本獎學金相關規定，於報名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

所交之審查資料概不退還。所附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冒用、不實等情事，一經查

獲即取消其錄取資格，並應自行負法律責任。 

 

(二) 非師資培育學系 

1、 簡章下載：請自行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網頁下載 

https://reurl.cc/X6q050 

2、報名應繳資料：  

（1） 甄選報名表(附錄一)：須經學系審查(初審)核章。 

（2） 109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正本，須註明班上排名。 

（3） 經濟弱勢及區域弱勢證明(欲報考第一類學生須檢附，請參閱附錄二及附錄三說

明，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報名時驗正本收影本])。 

3、繳交報名表件：繳交至進德校區教學大樓 4樓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辦公室。 

※備註：考生應詳閱本獎學金相關規定，於報名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

所交之審查資料概不退還。所附各項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冒用、不實等情事，一經

查獲即取消其錄取資格，並應自行負法律責任。 

肆、複審甄選地點、日期、項目及計分方式  

一、 面試時間、地點 

(一)師資培育學系：依各學系公告或通知辦理。 

(二)非師資培育學系：依師資培育中心公告，地點為本校進德校區教學大樓。 

 

二、 項目與成績計算 

複審項目 
(佔總成績比率) 

 評分參考標凖 同分參酌順序 

109學年度上學期學業成績 
（30%-50％） 

1. 報名表 
2. 109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 

(1) 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5 分

以上，或上學期班排名為前 25

％。 

(2) 上學期操行成績達 85 分以上

且在學期間無記小過以上紀

錄。 

依各學系或師

資培育中心複

審委員會決議

辦理。 

面試(30%-50%)： 
教育理念、未來展望等 

如：教育理念、服務抱負、表達
能力、儀容舉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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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0%-40%) 
筆試或適性測驗等相關規則由系
所自訂。 

伍、面試注意事項： 

一、師資培育學系：依各學系公告或通知辦理。 

二、非師資培育學系： 

(一) 依師資培育中心公告或通知辦理。 

(二) 面試考生應試前請攜帶學生證或其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國民身分證、有效期

限內之護照、駕駛執照、健保卡，其餘證件概不受理)應試。 

(三) 超過 30人以上面試得採分組進行審查及面試。面試得採分組 T 分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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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錄取方式 

一、各主辦單位依複審結果將一般師資生及弱勢師資生分別計算總成績，依成績高低排序，

各主辦單位得訂定達甄準基準之各類「經濟弱勢」及「區域弱勢」師資生優先錄取條件

及順序。 

二、 如有 2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依各主辦單位所訂之同分參酌順序比較成績高低，成績較

高者優先錄取；備取生遞補原則之同分參酌順序與正取生相同。 

三、「面試」成績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不含違規扣至零分者)，不予錄取。 

四、委員會審議：由師資培育中心召開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審議正備取名單，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甄選錄取結果。 

柒、報到及備取遞補 

一、正取生應於依公告時間填妥「錄取報到單」(詳附錄四)及學生本人存摺影本依公告方式

洽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辦理報到手續。 

二、正取生未報到之缺額，由備取生遞補，備取生遞補事宜，依序以電話通知。 

捌、獎學金核發及取消規定 

一、 本獎學金每學年度甄選一次，至多核發一學年，自甄選通過 8 月起具受領資格，獎學金

額度每人每月新臺幣 8,000 元，當學期可支領之月數及獎學金金額於次一學期審查通過

後一次發放。 

二、 受獎生受領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未符合者取消受獎資格，審查基準如下： 

(一)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二) 修習完成通過本校各系所及通識中心開設「人文關懷系列課程科目一覽表」任一門課程。 

(三)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學，每學期至少

三十六小時。 

(四)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中心主辦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五) 每學年參與至少一次師資生潛能測驗。 

(六) 建置個人學習歷程檔案，於每學期結束前繳交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做為

檢核之依據。 

(七) 不得重複請領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但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此

限。 

三、 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前款任一規定者，將依未符合之款數計算獎學金停發之月數，每

一款停發一個月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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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領期間有退學、休學、放棄、轉系或喪失師資培育生資格情事者，僅得領取至發生事

實前之月份，受領期間有畢業情形者受領至學位證書月份。 

五、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成立「師資培育獎學金續獎審查小組」，由中心主任及各師資培育學

系系主任擔任審查委員，於學期結束後召開會議，審查受獎生當學期執行情形及核定可

受領之月數。 

六、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於受獎學生通過全學年各項檢核後，發給「師資培育獎學金檢核通過

證明書」。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 報名資料不齊者，不受理申請，亦不接受立切結書補繳資料。 

二、 報名手續未完成，或經申請資格審查不符申請資格者，不得參加甄選。 

三、 報名時所繳驗之經濟弱勢與區域弱勢証明文件驗正本繳影本，其他證明文件不予退還。 

四、 遇颱風警報或其它不可抗拒之重大天然災害時，得緊急調整考試時間，以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及彰化縣政府公告為準，順延辦理時間由師資培育中心另行於網站公告之。  

五、 考生對本簡章內容若有疑義，請電話洽詢：(04)7232105轉 1122～1125師資培育中心課

程與認證組。 

六、 有關修習教育學程相關規定請至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網站

（https://practiceweb.ncue.edu.tw/p/412-1007-700.php?Lang=zh-tw）參閱。 

七、 所繳資料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不實情事，經錄取後發現者，應即撤銷錄取資格；涉

及刑事責任者，得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八、 錄取生受領獎學金相關規定悉依本校「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原則」辦理(詳附錄五)。 

九、 受領獎學金師資生畢業後如未通過教師資格考試，由師資培育中心主動通知其返校報名

參加本中心辦理資格考試相關工作坊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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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0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報名表 

甄選

類別  
□第一類：弱勢生(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   □第二類：一般生   (請擇一勾選) 

姓名  
學系 

班別 
 學號 

 
 

□師培生 

□教程生 

聯絡

電話 

住家： 

手機： 

身分證

字號  
e-mail 

 

※報名切結事項：本人未領有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低收入戶不在此限)，並已詳閱且了解

本獎學金之相關規定，所附各項證件如經查獲有偽造、變造、冒用、不實等情事，願自行負相關法律責

任。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報名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學
系
審
查
欄
位 

109學年度上學期成績 

(請附成績單正本) 

 1.學業成績條件二擇一勾選 

  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分(須達 85分以上) 

  上學期班排名     % (須為前 25％) 

 2.上學期操行成績       分 

    (須達 85分以上，且在學期間無記小過以上紀錄) 

□經濟弱勢 

□區域弱勢 

(報考第一類者須填寫， 

請擇一勾選，並須檢附證明文

件，驗正本收影本） 

經濟弱勢：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領有身障手冊學生   

□4.父或母領有身障手冊 □5.原住民  □6.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7.領有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清寒、急難證明者。 

區域弱勢： 

戶籍地：    縣（市）    鄉（鎮） 

（係指戶籍地設於區域弱勢地區，詳本簡章附錄三） 

□ 同意學生參加甄選       

□ 不同意  

  原因：                    

 

導師簽名或蓋章：               

□ 同意學生參加甄選       

□ 不同意  

  原因：                    

 

學系承辦人簽章：                  

學系主管簽章：                   

(以下訊息及欄位僅適用於非師資培育學系學生) 
※非師資培育學系學生須於 110年 5月 21日當日下午 5時前將報名表及應繳文件送師
資培中心課程與認證組。 

師資培育

中心 

審查欄位 

報名資料審查  



1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 

附錄二：經濟弱勢及區域弱勢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類別 身 分  檢 具 資 料  

經
濟
弱
勢 

1.低收入戶 

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核發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正本及「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

內正本，驗正本，繳影本） 

2.中低收入戶 

1.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核發之中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驗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 

3.領有身障手冊者 學生本人身障手冊影本（驗正本，繳影本） 

4.父母領有身障手冊者 

1.持有國稅局核發 109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資料清單，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 220萬元。 

2.學生本人與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三個月內

戶籍謄本。（驗正本，繳影本） 

3.父或母之身障手冊影本（驗正本，繳影本） 

5.原住民籍學生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驗正本，繳影

本） 

6.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區公

所開具之特殊境遇家庭身份證明文件（驗正

本，繳影本） 

2.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 

7.清寒、急難證明者 
領有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清寒、急難證明

（驗正本，繳影本） 

區域

弱勢 
8.區域弱勢 

戶口名簿（驗正本，繳影本）或戶籍謄本（最

近三個月內正本），行政區範圍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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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區域弱勢」之行政區範圍 

 
縣市 鄉鎮 縣市 鄉鎮 縣市 鄉鎮 縣市 鄉鎮 

新北市 石碇區 臺南市 楠西區 臺東縣 成功鎮 澎湖縣 馬公市 

 

坪林區 

 

南化區 

 

卑南鄉 

 

湖西鄉 

 

平溪區 

 

左鎮區 

 

東河鄉 

 

白沙鄉 

 

雙溪區 

 

龍崎區 

 

長濱鄉 

 

七美鄉 

 

烏來區 高雄市 旗津區 

 

鹿野鄉 

 

西嶼鄉 

 

貢寮區 

 

田寮區 

 

池上鄉 

 

望安鄉 

宜蘭縣 大同鄉 

 

六龜區 

 

綠島鄉 金門縣 金湖鎮 

 

南澳鄉 

 

甲仙區 

 

延平鄉 

 

金沙鎮 

桃園市 復興區 

 

杉林區 

 

海端鄉 

 

烈嶼鄉 

新竹縣 峨眉鄉 

 

茂林區 

 

達仁鄉 

 

烏坵鄉 

 

尖石鄉 

 

桃源區 

 

金峰鄉 連江縣 南竿鄉 

 

五峰鄉 

 

那瑪夏區 

 

蘭嶼鄉 

 

北竿鄉 

苗栗縣 南庄鄉 屏東縣 琉球鄉 

 

大武鄉 

 

莒光鄉 

 

獅潭鄉 

 

滿州鄉 

 

太麻里鄉 

 

東引鄉 

 

泰安鄉 

 

三地門鄉 花蓮縣 鳳林鎮 嘉義縣 番路鄉 

臺中市 和平區 

 

霧台鄉 

 

玉里鎮 

 

大埔鄉 

南投縣 中寮鄉 

 

瑪家鄉 

 

壽豐鄉 

 

阿里山鄉 

 

國姓鄉 

 

泰武鄉 

 

光復鄉 

  

 

信義鄉 

 

來義鄉 

 

豐濱鄉 

  

 

仁愛鄉 

 

春日鄉 

 

瑞穗鄉 

  

 

鹿谷鄉 

 

獅子鄉 

 

富里鄉 

  

   

牡丹鄉 

 

秀林鄉   

     

萬榮鄉   

     

卓溪鄉   

備註: 
※資料來源：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網頁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721&is_history=0&pages=0&sn_f=35318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721&is_history=0&pages=0&sn_f=3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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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 

附錄四：錄取報到單 

甄選 
類別 

□第一類：弱勢生(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   □第二類：一般生 

姓名  學號  
學系
年級  

身份 
證號  

手機 
號碼  

e-mail  

□ 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 未領有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

此限）並依學校規定受領奬學金。 
      
此     致 
 
師資培育中心 

郵局或

臺灣銀

行帳號 

需檢附學生本人 1.□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或 2.□ 臺灣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1.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 
2.臺灣銀行帳號：                                    

※匯入師資培育獎學金用，須為學生本人帳戶 

考生簽章  受託人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本錄取報到單須於公告期限內依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公告方式辦

理報到手續，以免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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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原則 

106.09.06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通過 

107.04.13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08.27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04.12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04.23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04.20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為扶助清寒優秀學生及鼓勵成績優秀學生參與師資培育，培育具社會關懷及教育熱忱之優

質專業教師，發展本校師資培育特色，形塑師資培育良師典範，特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申請資格： 

(一) 對象 

本校二年級以上大學部在學師資生，可分二類提出申請：第一類為經濟弱勢與區域弱

勢學生(以下統稱「弱勢師資生」)；第二類為一般師資生。 

(二) 條件：以下三項皆需符合 

1.申請之當學年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5分以上，或上學期班排名均為前 25％。 

2.申請之當學年上學期操行成績達 85分以上，且在學期間無記小過以上紀錄。 

3.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三) 前一學年或申請當學期休學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四) 獲本獎學金曾因檢核未通過而有停發獎學金情形者，不得申請；惟不可歸責於受獎生

並提出佐證資料，經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 已領有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者不得重複請領，惟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

金，不在此限。 

(六)獲錄取後因前一學年度檢核未通過而有停發獎學金情形者，喪失錄取資格由備取生遞

補；惟不可歸責於受獎生並提出佐證資料，經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同意者，不在

此限。 

三、獎學金名額： 

(一)本校師資培育獎學金總名額以教育部每學年核定公布為準，各學系分配名額之分配由師

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討論決定。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由副校長、學務長、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與師資培育學系系主任組成之。 

(二)每學年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之甄選，以弱勢師資生為優先，其所占名額以本校總核

定名額之 30%為原則，未足額錄取者，得流用於一般師資生甄選。 

四、甄選程序：  

(一)初審作業：由學生向所屬學系提出書面申請，由所屬學系依據本原則第二點申請資格

或學系自訂之相關規定進行初審，初審通過始得參加複審。 

(二)複審作業：由師資培育中心公告各學系當學年分配之弱勢師資生及一般師資生名額與

辦理期限，依下列方式進行複審。 

1.複審主辦單位： 

        (1)師資培育學系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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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師資培育學系辦理：包括特殊教育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公共事務與公民

教育學系、國文學系、英語學系、美術學系、地理學系、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

系、生物學系、運動學系、財務金融技術學系、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2)非師資培育學系甄選：  

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包括機電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資

訊工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2.複審甄選委員會： 

(1)師資培育學系：應成立複審甄選委員會以辦理甄選事宜，委員會置委員 3至 5人為

原則，系主任為當然委員，甄選委員產生方式由各系自訂之，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

互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委員名單應送師資培育中心備查。 

(2)非師資培育學系：應成立複審甄選委員會以辦理甄選事宜，委員會置委員 3至 5人，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甄選委員由師資培育中心推薦非師資

培育學系教師，並經由校長核定後聘任之，任期一年，續獲推薦得連任之。 

3.複審項目： 

(1)當學年度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30%-50%)。 

(2)面試成績(30%-50%)。 

(3)其他筆試或適性測驗等相關規則由系所自訂(0%-40%)。 

(三)錄取方式 

1、各主辦單位依複審結果將一般師資生及弱勢師資生分別計算總成績，依成績高低排

序，各主辦單位得訂定達甄選基準之各類「經濟弱勢」及「區域弱勢」師資生優先

錄取條件及順序。 

2、如有 2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依各主辦單位所訂之同分參酌順序比較成績高低，成

績較高者優先錄取；備取生遞補原則之同分參酌順序與正取生相同。 

3、「面試」成績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不含違規扣至零分者)，不予錄取。 

4、委員會審議：由師資培育中心召開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審議正備取名單，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甄選錄取結果。 

五、獎學金核發及取消規定 

(一)本獎學金每學年度甄選一次，至多核發一學年，自甄選通過次月起具受領資格，獎學金

額度每人每月新臺幣 8,000元，當學期可支領之月數及獎學金金額於次一學期審查通過

後一次發放。 

(二)受獎生受領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未符合者取消受獎資格，審查基準如下： 

1.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2.修習完成通過本校各系所及通識中心開設「人文關懷系列課程科目一覽表」任一門課

程。 

3.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學，每學期至

少三十六小時。 

4.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中心主辦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5.每學年參與至少一次師資生潛能測驗。 

6.建置個人學習歷程檔案，於每學期結束前繳交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認證組，做

為檢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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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得重複請領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但低收入戶學生之獎助學金，不在

此限。 

(三)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前項任一款規定者，將依未符合之款數計算獎學金停發之月數，

每一款停發一個月之獎學金。 

(四)受領期間有退學、休學、放棄、轉系或喪失師資培育生資格情事者，僅得領取至發生事

實前之月份，受領期間有畢業情形者受領至學位證書月份。 

六、輔導及審查措施 

(一)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或師資培育學系每學期辦理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引導師資生專業學習。 

(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或師資培育學系每學期結合教學現場人員辦理工作坊。 

(三)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或師資培育學系每學年輔導學生參與師資生潛能測驗。 

(四)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成立「師資培育獎學金續獎審查小組」，由中心主任及各師資培育學系

系主任擔任審查委員，於學期結束後召開會議，審查受獎生當學期執行情形及核定可受

領之月數。 

(五)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於受獎學生通過全學年各項檢核後，發給「師資培育獎學金檢核通過

證明書」。 

七、本原則如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

作業要點」暨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原則經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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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系及非師資培育學系一覽表 

學院 學系 學系屬性 

教育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理學院 

數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物理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生物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化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文學院 

英語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國文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地理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美術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社會科學暨體育學院 
運動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師資培育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非師資培育學系 

會計學系  非師資培育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非師資培育學系 

工學院 

機電工程學系  非師資培育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非師資培育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非師資培育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非師資培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