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



簡報大綱
○ 教育學程簡介

○ 教育學程申請及考試

◦ 教育學程申請及考試流程

◦ 國小教師資格取得流程

○ 心得分享

○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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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

師培
機構

資格考及
教甄

成為國小教師之路…



Hello!
醫生救人命、宗教家救人心靈

教師影響生命





“考上師培

報名、筆試、
口試

修習至少46學分

國民小學教育
學程課程(至少

46學分)

畢業門檻檢定、
服務、中心相

關活動

半年實習

修畢職前課程，
參加6月舉辦的
教師資格考試

通過教師資格考

到國小進行半
年(8月-次年1月)

的教育實習

 通過國語文、數學學科知能考試(基礎級)

 通過板書及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教育服務學習30小時
 每學期參加二場師培中心辦理之研習會



修讀須知
○修讀年限：2年以上，至多4年

○繳交學分費：每學分為新台幣1,544元

○修習學分：46學分



國小教師教
育學程學分

類
別

1.教育基礎課程 2.教育方法課程

3.教育實踐課程 4.教學基本學科(專門課程)

必
修

課程-教育心理學、教育的基礎、教學原理與學習評量、課程發
展與設計、班級經營、輔導原理與實務、教育議題融入教學、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國語文
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英語文教材教法、國音與說話、普通數學

選
修

課程-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初等教育、教育行政、教育法規
與實務、比較教育、教育電影賞析、教學媒體與應用、特殊教
育導論、教育研究法、兒童發展與輔導、適性教育、性別教育、
補救教學、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
法、兒童英語、寫字與書法、兒童與青少年文學、閱讀與寫作、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自然科學概論、兒童英語讀寫教學、兒童
英語聽說教學、史懷哲精神教育實踐、國內外教育見習





評鑑結果 本中心通過教育部104年度大學
校院師資培育整體評鑑（國民小
學師資類科，六大項目皆通過認
可）





教師檢定通
過率

本校第十七屆結業生參加109年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
達64.29%，遠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54.39%。

本校第十三屆結業生參加106年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
達69.23%，遠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54.59%。

本校第十四屆結業生參加107年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
達65.2%，全國平均通過率53.3%。

本校第十五屆應屆結業生參加108年3月教師資格檢
定通過率達82.05%，全國平均通過率60.256%。

本校第十五屆應屆結業生參加108年6月教師資格檢
定通過率達70%，全國平均通過率50.68%。

本校第十六屆應屆結業生參加108年6月教師資格檢
定通過率達62.07%，全國平均通過率50.12%(各類科)。

本校第十七屆結業生參加110年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
達78.57%，遠高於全國平均通過率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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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國小教師甄試的錄取率

資料來源：2019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文藻外語大學新
聞稿
中華民國110年8
月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傳捷報，在今年全臺北市公立國小正式教師甄
選中，目前已有10人(次)考取正式英語及一般教師。

○今年公立國小教師甄選結果錄取名單：

○臺北市英語教師：張筱若(多國語複譯研究所)、徐永真、許善榛(以上為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胡鏸方、蕭詠禛(以上為英國語文系)、王乃
萱、許庭瑜、黃意汝、蘇雅騏(以上為外語教學系)，計9名師資結業生考
取臺北市國小正式教師。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教師：陳芃儒(英國語文系)。

共10人次。

110學年度考取10人次



文藻外語大學新
聞稿
中華民國109年8
月22日發稿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傳捷報，在今年全國各縣市公立國小正式教師
甄選中，目前已有51人(次)考取正式英語及一般教師。

今年全國各縣市公立國小教師甄選結果錄取名單：羅玉珊（越南胡志
明市臺灣學校）、王蕙琪（新北市、臺中市）及呂孟軒(高雄市)，計4人
次。錄取正式英語教師的名單為：李家妮（臺北市、臺南市）、石桓豪
（臺北市）、楊以琳（臺北市、臺中市）、邱怡瑄（臺北市）、王思晴
（臺北市）、李天敏（臺北市、臺南市）、賴佳楓（臺北市、新北市）、
梁芳緩(桃園市)、張涵茵（桃園市）、李竑陞（桃園市、臺南市）、邱瑞
瑩 (桃園市、臺南市)、李佳靜 (桃園市)、甄方俞（桃園市）、陳婉菁
（桃園市）、卓郁苹（新北市）、孫偉婷（新北市、臺南市）、郭士華
（新北市、臺南市）、廖苡廷（新北市、雲林縣）、張綺文（新北市）、
王昱婷（臺南市）、葉亭麟（臺南市）、林昱嘉（臺南市）、林琬晴（臺
南市）、王郁婷（臺南市）、卓佩穎（臺南市）、翁欣羽（臺南市）、曾
毓玲（臺東縣）、唐崇育（雲林縣）、粘淳婷（雲林縣）、王家偉（臺中
市）、張雅婷（臺中市）、曾嘉予（臺中市）、鄭伃涵（臺中市）、黃鈺
淳（臺中市）、林宜萱（新竹縣）、洪宜瑄(新竹縣)、馬述宏（苗栗
縣）、陳靜儒（苗栗縣），共51人次。

109學年度考取51人次



文藻外語大學新
聞稿
中華民國108年7
月22日發稿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傳捷報，在今年全國各縣市公立國小英語教師
甄選中，有45人次考取正式教師。在目前教師甄試的激烈競爭下，文藻師
資生的整體表現非常突出。

今年全國各縣市公立國小英語教師甄選結果出爐，文藻外大師資培育
中心結業生錄取正式教師的名單為：王函溱（桃園市、臺北市、臺南
市）、廖柏勳（桃園市）、柯怡欣（桃園市、臺中市）、黃光音（桃園
市、臺南市）、林季湄（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許芸蓁（桃園市、
臺中市）、莊揚量 (新北市)、林心慧 (新北市)、柯惇惠 (新北市、屏東
縣)、蕭辰秝 (新北市)、賴庭苡 (苗栗縣)、曾佳瑩 (金門縣)、余曉若
(金門縣)、林詩瑾 (金門縣)、莊凱茹 (南投縣)、張育真 (南投縣)、劉
宇蓁 (嘉義縣、臺南市)、林雲雀 (嘉義縣)、白芳綺 (嘉義市)、李如玢
(屏東縣、臺南市)、許芳瑄 (臺南市、高雄市)、陳珮瑄 (臺南市)、楊曼
弘 (臺南市)、陳易姍 (臺南市)、洪啟恩 (臺南市、高雄市)、蕭凱元
(高雄市)、鄭郁蓉 (臺北市、新北市)；文藻外大師資培育中心結業生錄
取音樂教師的名單為:柯嵐馨 (桃園市)；文藻外大師資培育中心結業生錄
取資訊專長教師的名單為:黃鐘賢 (屏東縣、高雄市)；文藻外大師資培育
中心結業生錄取一般教師的名單為：曾淑娟 (新北市)、陳慈恩 (金門
縣)。

108學年度考取45人次



教師甄試

師培中心結業生考取108學年度各縣市公
立國小正式教師榮譽榜
☆桃園市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音樂教
師：
王函溱、廖柏勳、柯怡欣、黃光音、
林季湄、許芸蓁、柯嵐馨

☆臺北市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
王函溱、鄭郁蓉

☆新北市公立國小正式教師、英語教師：
曾淑娟、莊揚量、鄭郁蓉



教師甄試

師培中心結業生考取108學年度各縣市公
立國小正式教師榮譽榜
☆新北市偏遠地區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
林心慧、柯惇惠、蕭辰秝

☆苗栗縣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
賴庭苡

☆金門縣公立國小正式教師、英語教師：
陳慈恩、曾佳瑩、余曉若、林詩瑾



教師甄試

師培中心結業生考取108學年度各縣市公
立國小正式教師榮譽榜
☆臺中市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
林季湄、柯怡欣、
許芸蓁(第一名)雙語教師音樂專長

☆南投縣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
莊凱茹、張育真

☆嘉義縣公立國小英語教師：
劉宇蓁(第一名)、林雯雀



教師甄試

師培中心結業生考取108學年度各縣市公
立國小正式教師榮譽榜
☆嘉義市偏鄉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
白芳綺

☆屏東縣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資訊教
師：
柯惇惠、李如玢、黃鐘賢

☆臺南市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
王函溱、許芳瑄、李如玢、陳珮瑄、
林季湄、黃光音



教師甄試
師培中心結業生考取108學年度各縣市公
立國小正式教師榮譽榜
☆臺南市偏遠地區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
劉宇蓁(第一名)、楊曼弘、陳易姍、
洪啓恩

☆高雄市公立國小正式英語教師、資訊教
師：
蕭凱元、許芳瑄、洪啓恩、黃鐘賢



其中，王函溱、柯怡欣、黃光音、林季湄、許芸蓁、
柯惇、李如玢、許芳瑄、洪啟恩、鄭郁蓉則同時考取
二個以上縣市的正式英語教師。在目前教師甄試的激
烈競爭下，文藻外大師資培育中心的教學成效倍受外
界肯定。

文藻外語大學新
聞稿
中華民國108年7
月22日發稿



學生競賽表
現優異

專業英文聽力組 個人獎 專業英文詞彙組 個人獎
亞軍 黃光音 冠軍 黃光宇
金腦獎 林純瑾 季軍 黃光音
金腦獎 黃光宇 金腦獎 李孟穎
金腦獎 呂岱儒 金腦獎 邱思佳
金腦獎 徐筱茜 金腦獎 陳珮瑄
金腦獎 李孟穎 金腦獎 徐筱茜
金腦獎 陳珮瑄 金腦獎 呂岱儒
金腦獎 邱思佳 金腦獎 莊揚量
金腦獎 王家偉 金腦獎 李如玢
金腦獎 黃意汝
金腦獎 殷郁涵



教育部補助
計畫

○公費生

本中心獲教育部核
定，於110學年度起
可培育公費生。

○海外實習

106、107學年度，
共有6名師資生前往
越南胡志明台灣學
校進行半年海外教
育實習。





畢業出路
國小教師
補教業老

師

教育相關
研究所

投考公職
人員

擔任國小教師：初任國小教師薪水即超過

四萬元(44935)，考上代理老師也有

43135元，若擔任導師再加導師費3000
元。比一般大學畢業生初任私人企業僅約
二萬八高出許多; 工作穩定，教愈久，薪
水愈多。



雙語小學將是趨勢，
因此英文教師缺仍是相對多數。

〔記者蔡亞樺／台北報導〕北市教育局昨宣布，東新、文昌國小將轉型為雙
語小學，藝能與生活領域採英語授課，比重占總節數三分之一，是北市首推
公辦公營的雙語學校，也是全國首例。教育局表示，兩所小學九月起從小一
試辦，預定一一二學年度小一至小六全面試辦，若試辦成功，可望縮短在三
年內全校實施。

2017-02-09



雙語小學將是趨勢，
因此英文教師缺仍是相對多數。



You can insert graphs from Google Sheets

教育部推動本項國小教師證書加註英語專長制度更
具時代意義。
縣市政府優先聘用加註英語專長教師、研議介聘加
分措施、調查各縣市國民小學現職一般教師進修需
求，辦理教師培訓，以及積極協助現職國小英語教
師取得加註英語專長等作為，並將評估推動成效。

http://www.google.com/sheets/about/


未來還有機
會成為正式
老師嗎？

想想自己，如果你有意願想成為
國小教師，這是一個大好機會。
因為如果文藻畢業後，要想取得
正式教師資格，就難上加難了。





教育學程申
請及考試流
程

符合

報考資格

下載

招生簡章

前往

師培中心報名

參加

教程考試

放榜 報到

請於師資
培育中心
網頁下載

現場報名6月8日~8月17日

通訊報名至8月17日

9月6日 9月8日



教育學程申
請及考試流
程

報名
時



考試資訊

○考試日期：

111年8月30日( 星期二)

○考試時間：

09：00 ~ 18：00

○考試地點：111年8月29日14:00公告於師資培育
中心

項目 考試時間

師資生潛能測驗 111年8月22日(一)至8月30日(二)

線上進行

筆試

教育基本知識 09:00--09:50

學科基本知識 10:00--11:00

英文 11:10--12:00

面試
中文 13:00--18:00

（詳細時間公告於師資培育中
心網頁）英文



成績計算
方式

甄選項目 滿分 佔總成績比率

師資生潛能測驗 作為面試參考依據，不列入成績計算。

教育基本知識 100

70%

第二順位

學科基本知識 100 第一順位

英文筆試 100 第四順位

中文面試 100

30%
第五順位

英文面試 100 第三順位

證照審查 8(上限) 額外加分 檢附證明文件

＊各項分數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



如何準備教
育科目

 連結師培網頁，參閱歷屆試題。
http://c035.wzu.edu.tw/

 其他相關教育書籍

 教育時事新聞

 「學科基本知識」之「國語文」命題內容
包括字形、字音、字義、詞彙、文法與修
辭、篇章結構、風格欣賞、內容意旨、國
學常識與應用文等。

 「學科基本知識」之「數學」命題範圍為
國中小程度之數學。

http://c035.wzu.edu.tw/


Thanks!
Any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