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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目的、定義及規劃架構 

一、背景與目的 

我國自民國 83 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後，採行多元培育師資政策，透過市場競爭機制，讓學校得以遴聘優質教師，迄今未曾改變。

為持續落實多元培育師資並提高教師素質的政策方向，106 年 6 月 14 日修正公布《師資培育法》，教育部依法訂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與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以促進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更加多元發展，並確保師資培育品質與教師素質。教師專業素養指引與課程基準的施行，

其目的有四： 

(一)引導師資培育之大學發展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以確保師資培育學生（以下簡稱師資生）具有教師專業知能與態度。 

(二)引導師資培育之大學與中小學/幼兒園安排師資生進行教育實踐活動，以涵養其教育熱忱與教師專業責任感。 

(三)確保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內涵，兼具理論與實務經驗，以有效評量師資生之專業教學能力。 

(四)作為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師資生參加教師資格考試與辦理師資培育評鑑之參考，以確保師資培育成果品質。 

 

二、定義  

(一)教師專業素養 

教師專業素養，係指一位教師勝任其教學工作，符應教育需求，在博雅知識基礎上應具備任教學科專門知識、教育專業知能、實踐

能力與專業態度。 

 

(二)課程基準 

課程基準，係指中央主管機關對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最基本、必

要及共同的規範。 

 

三、規劃架構 

(一)完備教師培育專業化 

為確保我國師資培育品質與教師素質，在教師培育專業化過程中訂定各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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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教師培育專業化 

應用於各項師資培育制度。於師資職前教育階段，訂定課程基準確保師資培育課程品質、透過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機制評核各師資類科

培育品質及成效、辦理教師資格考試檢核師資生學習成效；於教育實習階段，落實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及教學演示，確保師資生教學與教育

實務能力。具體概念架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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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素養規劃理念原則 

本次公布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應用於師資職前教育階段，引導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與安排實踐活動，其規劃

原則有四： 

1.為國家教師之概念，各教育階段之師資生共同具有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2.為師資生得以習得且是整體環境所能提供的學習內容。 

3.師資培育之大學可以透過各種評量方式，確認師資生知識、技能、態度及程度。 

4.與教育實習階段和在職階段相互連結，具有階段性、發展性、連貫性及整體性之教師專業化歷程。 

 

貳、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包含 5項教師專業素養及 17項教師專業素養指標。師資培育之大學應依據師資培育法所揭櫫

培育教師具博雅及教育志業精神之共同課程上，規劃教育專業與專門課程，以培養符合表 1所列各項教師專業素養： 

表 1  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1 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實務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 

2 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

習需求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3 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

評量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量。 

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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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及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 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5 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參、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一、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類別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係指師資生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前，依《師資培育法》應修畢之各種課程，包括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包含

教育基礎、教育方法及教育實踐課程）及普通課程。 

 

二、各師資培育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總學分及各類課程學分數原則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原則說明如下：（如表 2） 

（一）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修畢至少「教育專業課程」26 學分、專門課程 26 學分至 5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二）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修畢至少「教育專業課程」36 學分、專門課程 1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並兼顧強化國

民小學教師包班及跨領域教學能力。 

（三）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修畢至少「教育專業課程」46 學分、專門課程 4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分為 3 種，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證書課程、註記次專長(學科/領域/群科/需求專長)課

程及雙師資類科教師證書課程，說明如下：  

1. 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證書課程(特殊教育學校(班)類師資應修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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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心障礙組： 

○1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中等學校師資

職前教育「教育專業課程」1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2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國民小學師資職前

教育「教育專業課程」1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3 幼兒園教育階段：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業課程」16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

課程。 

(2)資賦優異組： 

  ○1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業

課程」1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2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業課

程」1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2.註記次專長(學科/領域/群科/需求專長)課程(特殊教育學校(班)類師資加修課程) 

(1)身心障礙組： 

  ○1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以下擇一修畢) 

    a.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

業課程」10 學分、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26 學分至 50 學分或輔系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b.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

業課程」10 學分、需求專長課程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2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以下擇一修畢) 

    a.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業課

程」10 學分、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1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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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業課

程」10 學分、需求專長課程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3 幼兒園教育階段：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業課程」16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

課程、需求專長課程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2)資賦優異組： 

  ○1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

業課程」10 學分、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26 學分至 5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2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專業課

程」10 學分、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1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3.雙師資類科教師證書課程：(特殊教育學校(班)類師資加修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需取得另一類科修習資格後修習) 

(1)身心障礙組： 

   ○1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及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2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及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3 幼兒園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及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2)資賦優異組： 

   ○1 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及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2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應修畢至少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調整教學知識 10 學分及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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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育職前教育課程：應修畢至少「教育專業課程」40 學分、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教學基本學科

10 學分、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之專門課程 26 學分至 50 學分及各校自訂之普通課程。 

（六）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依專業自主與學校特色，自行規劃課程之名稱及學分數，並鼓勵提高學分數，開設跨指標、跨類別、跨領域/

學門課程，惟所開設之課程應能對應所有的教師專業素養指標。 

 

表 2 各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總學分數及各類課程學分數原則 

2- 1 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及幼兒園師資類科 

師資類科 職前教育課程總學分數 

(最低學分數) 

 

各類課程最低學分數 

教育專業課程最低學分 
專門課程 

最低學分 

普通課程 

最低學分 
教育基礎 

最低學分 

教育方法

最低學分 

教育實踐

最低學分 

中等學校 

師資類科 

教育專業課程 26學分 

+專門科目 26學分 
4學分 8學分 8學分 

26-50學分 

※(依任教科目) 

由各校 

自訂 

國民小學 

師資類科 

教育專業課程 36學分 

+專門科目 10學分 
4學分 8學分 12學分 

10學分 

(教學基本學科) 

由各校 

自訂 

幼兒園 

師資類科 

教育專業課程 46學分 

+專門科目 4學分 
15學分 17學分 14學分 4學分 

由各校 

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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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3 種課程 各類課程最低學分數 

教育專業課程最低學分 
 專門課程最低學分 普通課程 

最低學分 

特殊教育學校(班)

教師證書課程 

(特殊教育學校

(班)類師資應修

畢課程：48/44

學分) 

身
心
障
礙
組 

(1)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10 學分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 10 學分 

(3) 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16 學分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 

特殊需

求領域

及領域/

科目調

整教學

知識課程 

10 學分 

(中等學

校及國

民小學

教育階

段) 

 無 

 

 

由各校 

自訂 

 教育

基礎

最低

學分 

8 學

分 

教育

方法

最低

學分 

8 學

分 

教育

實踐

最低

學分 

8 學

分 

資
賦
優
異
組 

(1)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10 學分 

(2)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10 學分 

註記次專長課

程(加修課程) 

可擇一修畢：

○1 學科/領域/  

  群科次專長 

  課程 

○2 需求專長課 

  程 

身
心
障
礙
組 

(1)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10 學分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 10 學分 

(3) 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16 學分 

次專長-需求專長 

課程學分 

 

次專長-學科/領域/群科專長

課程學分：  

 (1)依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

門課程學分數(26-50 學

分)或輔系學分數 

(2)依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

課程學分數10學分 

由各校 

自訂 

 

資
賦
優
異
組 

(1)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10 學分 

(2)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10 學分 
 

次專長-學科/領域/群科專長

課程學分： 

(1)依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

門課程學分數(26-50學分) 

(2)依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課

程學分數10學分 



9 
 

持雙師資類科

教師證書課程

(加修課程，需

取得另一類科

修習資格後修

習) 

 

身
心
障
礙
組 

(1)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26 學分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 36 學分 

(3) 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46 學分 
 

 (1)依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門

課程(26-50 學分) 

(2)依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

課程 10 學分 

(3)依幼兒園師資類科專門課

程 4 學分 

由各校 

自訂 

 

資
賦
優
異
組 

(1)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26 學分 

(2)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

專業課程 36 學分 

 (1)依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門

課程(26-50 學分) 

(2)依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

課程 10 學分 

備註 

1.表 2-1 及 2-2 各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最低學分數）為 3 類教育專業課程最低學分數與各校自主規劃 3 類教育專業課程最

低學分數之總和。 

 2.表 2-2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之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對應任教教育階段修習。 

 

三、教育專業課程內涵與開設原則 

（一）教育專業課程分為教育基礎、教育方法、教育實踐、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只適用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四類。 

1.「教育基礎課程」，係提供師資生擔任教師應具備教育理論，中小學、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質，教育行政、政策與法

規等相關知識課程。 

2.「教育方法課程」，係提供師資生了解中小學及幼兒園課程綱要/大綱內容、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學生輔導及班級經營等

知能。 

3.「教育實踐課程」，係提供師資生於在學期間熟悉教育實務之機制；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應列必修科目，依領域、群科性質規



10 
 

劃領域(群)教材教法或領域(群)-學(群)科教材教法，課程規劃應符合課程邏輯安排，並重視跨領域教學，各類科規定如下： 

(1)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各學科/各領域/各群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採合流培育方式，前兩階段兩類科目均須分別修

習，不得抵免。 

(2)幼兒園師資類科統整各領域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 

(3)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各(跨) 領域/學科/群科之教材教法以及教學實習： 

○1 身心障礙組：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教學實習。 

○2 資賦優異組：國民中小學分散式資源班教學實習、高中教育階段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教學實習。 

4. 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係提供特殊教育學校（班）類科師資生具有瞭解特殊教育學生學習需求之相關課程，

以及符應中小學課程綱要規範所做之課程調整知能與教學策略，屬「教育方法課程」或「教育實踐課程」範疇。 

5. 需求專長課程，係指提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生加深加廣修習特殊教育學生身心及特殊學習需求課程，為特殊教育師資類

科加註次專長課程，其學分數及課程內容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教育專業課程設計應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以涵養師資生具備教師專業素養，可採跨課程整合規劃科目，惟應符合最低學分

數，其中教育實踐課程應達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 1/3 為原則，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學分數可併入特殊教

育專業課程。 

（三）各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涵蓋課程核心內容(表 3)。 

 

四、專門課程內涵與開設原則 

專門課程是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群科知識之課程，各師資培育之大學須培養師資生具備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知識及專業

素養，以符合中小學課程綱要/幼兒園大綱所需師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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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指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中等學校專門課程培育系所及學分數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指教學基本學科。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應將語文領域(國語文)、數學領域之教學基本學科課程至少各一門課列為

必修。 

(三)幼兒園師資類科: 指統整學科（或學習領域專門）課程知識。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指加修註記次專長課程，依任教育階段擇選 

1.身心障礙組: 

(1)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依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門課程，其學分數依專門課程或輔系學分數。 

(2)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依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2.資賦優異組:  

(1)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依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2)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依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五、普通課程內涵與開設原則 

（一）普通課程是為培育教師具有人文博雅知識及教育志業精神之共同課程。 

（二）各師資培育之大學針對師資生之普通課程規劃，應與通識課程緊密結合，並得與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整合。 

（三）普通課程學分不得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六、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與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核心內容對應表 

    各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在共同基礎上，有其獨特性，各師資類科課程核心內容分述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強調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能力，重視能夠與其他學科進行跨領域及跨領域合作能力，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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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強調（跨）領域教學知識和能力，俾利進行包班制教學；重視擔任導師角色所需的知識、技能及態度；素養導

向課程教學與評量。 

（三）幼兒園師資類科：強調統整性課程的規劃與實踐，重視對於幼兒需求的診斷與協助，同時也強調親師溝通和事件的處理。 

（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強調對特殊教育學生的評估、課程、教學及輔導，重視特殊教育學生的學習成效與生涯發展，同時強調親師溝

通與跨專業合作。 

課程核心內容（如表 3-1 至表 3-3）為師資生擔任教師最基本應習得課程內容，為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以為各師資培育大學規劃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教學之用。各校得視其發展特色及師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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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等學校與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核心內容對應表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1 了解教育發展

的理念與實

務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

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

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

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

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

礎。 

(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 

(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 

(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5)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理念、實務與改革 

(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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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2.了解並尊重學

習者的發展與

學習需求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

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

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

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

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

支持。 

(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4)學習策略 

(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 

(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7)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 

(8)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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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3 規劃適切的課

程、教學及多

元評量 

 

3-1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

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

課程、教學及評量。 

3-2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

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

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

量。 

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

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以進行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

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

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

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

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 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 

(2) 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 

(4)12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

展及實踐 

(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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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4 建立正向學習

環境並適性

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

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

以養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

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

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1)主要輔導理論 

(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 

(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 

(4)學生輔導倫理與主要法規 

(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 

(6)學生自律與自治 

(7)親師生關係 

 

5 認同並實踐教

師專業倫理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

維護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

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

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

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 

(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 

(3)教師角色與社區關係 

(4)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 

(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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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幼兒園師資職前課程核心內容對應表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1 了解教育發

展的理念與

實務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

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

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

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

務，以作為教育實踐基礎。 

 

(1) 幼兒教保理論與思潮 

(2)幼兒教保服務與社會階層化、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化與弱勢教育 

(3) 幼兒園、家庭及社區環境與幼兒教育與照顧 

(4) 主要幼兒教保服務政策、法規及實務 

 



18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2 了解並尊重

學習者的發

展與學習需

求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

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

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

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

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2)幼兒健康促進、安全與保護、常見健康問題及照護方法 

(3)多元文化差異及其在幼兒教育的實踐 

(4)遊戲相關理論與幼兒遊戲發展 

(5)幼兒觀察 

(6)特殊需求幼兒身心特質、教學及輔導 

(7)幼兒園融合教育理論與實施 

(8)特殊教育幼兒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3 規劃適切的

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量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

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

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

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量。 

(1)幼教課程取向 

(2)課程發展、課程設計的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3)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規劃與實踐 

(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 

(5)幼兒遊戲 

(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7)幼兒學習環境的理論基礎及規劃原則 



19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

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

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

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8)家庭和社區參與及教保課程 

(9)幼兒學習評量與教學評量 

(10)幼兒園課程規劃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11)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教材教法的應用 

 

4 建立正向學

習環境並適

性輔導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

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

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

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1)幼兒園師生互動與班級文化 

(2)幼兒園親職教育、家園合作及社區協力 

(3)幼兒行為理解與輔導 

5 認同並實踐

教師專業倫

理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

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

認教師專業角色。 

(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2)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溝通與決策及終身學習 

(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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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

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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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職前課程核心內容對應表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1了解教育發展的

理念與實務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

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

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

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

務，以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 

(1)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 

(2)國內外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重要議題及其影響 

(3)我國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主要法規與重要政策 

(4)教育系統的行政組織運作與學生輔導 

(5)教育相關支持服務與支援系統的連結與運用 

 

2了解並尊重學習

者的發展與學習

需求 

 

2-1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

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

輔導的依據。 

2-2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

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

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1)特殊教育學生的身心特質與學習需求 

(2)多元背景下特殊教育學生的殊異性及服務調整 

(3)特殊教育學生篩選與轉介的協助 

(4)特殊教育學生轉介前介入的協助 

(5)特殊教育學生的鑑定方式與工具 

(6)跨專業鑑定工作的實施 

(7)特殊教育學生權益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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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3規劃適切的課

程、教學及多

元評量 

 

3-1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

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

教學及評量。 

3-2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

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

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量。 

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

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

行教學。 

3-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

課程與教學。 

3-5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

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

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依學生特質、能力及需求課程調整與適性教學 

(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跨）領域/科目/群科的課程與教學 

(3)特殊需求領域的課程與教學 

(4)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的擬定與執行 

(5)研究驗證之有效教學原理與方法 

(6)多元且適性的教學與評量 

(7)教學媒材與輔助科技的應用 

(8)學生學習成效的持續檢視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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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4建立正向學習環

境並適性輔導 

 

4-1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

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

養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

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1)適宜教學環境的規劃 

(2)正向學習環境的營造 

(3)親師生關係的建立 

(4)學生認知與情意的輔導 

(5)學生自主學習與自我決策 

(6)相關人員的合作與支援 

(7)正向行為支持與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8)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與行為問題的預防與處理 

(9)轉銜輔導與服務的提供 

5認同並實踐教師

專業倫理 

 

5-1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

學生福祉。 

5-2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

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

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

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1)自我調適與穩定的情緒管理 

(2)創新與自我成長 

(3)理論與實務的整合以解決問題 

(4)專業合作與諮詢 

(5)良好夥伴關係的建立 

(6)終身學習與跨領域專業知能的擴展 

(7)特殊教育服務熱忱 

(8)特殊教育學生福祉與權益的維護 

(9)特殊教育理念的推廣與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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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課程核心內容與參考科目 

     以下四類科所列參考科目，僅供各校規劃課程時參考，各校可考量本身師資、特色及發展方向，根據專業素養、專業素養指標及課

程核心內容自訂合適之相應科目。 

 

一、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一 

(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 

(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 

(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5)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理念、實務與改革 

(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教育概論、教育哲學、教育史、現代教育思潮、德育原理、

美育原理 

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教育議題專題、多元文化教育 

教育行政、學校行政、教育法規(令)、中等教育 

素養二 

(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4)學習策略 

(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 

 

教育概論 

教育心理學、發展心理學、青少年心理學、青少年問題研

究、教學心理學 

學習原理、學習心理學、認知心理學 

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回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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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7)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 

(8)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 

特殊教育導論、特殊需求學生教育、資優教育導論 

素養三 

(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 

(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 

(4)12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

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 

(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教育概論 

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理論與實務、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育議題專題、現代教育思潮 

教學原理、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適性教學、學習

策略、學習共同體與教學 

學習科技與應用、電腦與教學、教學媒體、教學媒體與應

用、電腦輔助教學 

學習評量、學習的發展與評量、課程教學與評量、心理

與教育測驗、教育評量與測驗、學習輔導、補救教學、

E 檔案發展與設計 

學科/領域/群科專門知識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探究與實作 

素養四 

(1)主要輔導理論 

 

輔導原理與實務、輔導活動、行為改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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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 

(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 

(4)學生輔導倫理與主要法規 

(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 

(6)學生自律與自治 

(7)親師生關係 

 

生涯規劃、生涯輔導 

班級經營、 

教育概論、德育原理、教育哲學、美育原理 

素養五 

(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 

(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 

(3)教師角色與社區關係 

(4)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 

(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教育概論 

教師專業倫理 

教育哲學、德育原理、教育史、教育社會學 

教學實習、教育見習 

教師專業社群、教育行動研究、教育研究法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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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一 

(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 

(2)主要教育理論與思想 

(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 

(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5)學校與教育行政制度的理念、實務與改革 

(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教育概論、教育哲學、教育史、現代教育思潮、德育原理、

美育原理 

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教育議題專題、多元文化教育 

教育行政、學校行政、教育法規(令) 

素養二 

(1)主要身心發展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2)主要學習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3)主要學習動機理論及其教育應用 

(4)學習策略 

(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異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 

(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識 

(7)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鑑定歷程 

(8)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輔導計畫 

 

教育概論 

教育心理學、發展心理學、青少年心理學、青少年問題研

究、教學心理學 

學習原理、學習心理學、認知心理學 

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回應教學 

特殊教育導論、特殊需求學生教育、資優教育導論 



28 
 

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三 

(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理論。 

(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 

(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量的重要政策 

(4)12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領域統整/跨科統

整)課程、教學及評量的發展及實踐。 

(5)課程、教學與評量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領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 

(7)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教育概論 

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理論與實務、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育議題專題、現代教育思潮 

教學原理、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適性教學、學習

策略、學習共同體與教學 

學習科技與應用、電腦與教學、教學媒體、教學媒體與應

用、電腦輔助教學 

學習評量、學習的發展與評量、課程教學與評量、心理

與教育測驗、教育評量與測驗、學習輔導、補救教學、

E 檔案發展與設計 

學科/領域專門知識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素養四 

(1)主要輔導理論 

(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 

(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 

(4)學生輔導倫理與主要法規 

 

輔導原理與實務、輔導活動、行為改變技術 

生涯規劃、生涯輔導 

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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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 

(6)學生自律與自治 

(7)親師生關係 

 

教育概論、德育原理、教育哲學、美育原理 

素養五 

(1)教師專業、倫理及其承諾 

(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利與義務 

(3)教師角色與社區關係 

(4)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 

(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教育概論 

教師專業倫理 

教育哲學、德育原理、教育史、教育社會學、師生關係 

教學實習、教育見習 

教師專業社群、教育行動研究、教育研究法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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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兒園師資類科 

 

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一 

 (1)幼兒教保理論與思潮 

(2)幼兒教保服務與社會階層化、教育機會均等、多元文化與

弱勢教育 

(3)幼兒園、家庭及社區環境與幼兒教育與照顧 

(4)主要幼兒教保服務政策、法規及實務 

 

幼兒教保概論、幼兒教育思潮、教育哲學/史 

教育概論、教育社會學、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幼兒園行政、學前教育政策與法規 

 

素養二 

(1)幼兒發展理論及其應用 

(2)幼兒健康促進、安全與保護、常見健康問題及照護方法 

(3)多元文化差異及其在幼兒教育的實踐 

(4)遊戲相關理論與幼兒遊戲發展 

(5)幼兒觀察 

(6)特殊需求幼兒身心特質、教學及輔導 

(7)幼兒園融合教育理論與實施 

(8)特殊教育幼兒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幼兒發展 

幼兒健康與安全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幼兒遊戲 

幼兒觀察 

特殊幼兒教育 

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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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三 

(1)幼教課程取向 

(2)課程發展、課程設計的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3)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規劃與實踐 

(4)幼兒園領域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 

 

 

 

 

(5)幼兒遊戲 

(6)學習理論與教學理論及其在幼兒教育的應用 

 

(7)幼兒學習環境的理論基礎及規劃原則 

(8)家庭和社區參及教保課程 

(9)幼兒學習評量與教學評量 

(10)幼兒園課程規劃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11)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及教材教法的應用 

 

學前教育模式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幼兒園課程發展 

 

 

幼兒文學、幼兒藝術、幼兒體能與遊戲、幼兒音樂 

幼兒數學與科學之探索與遊戲、幼兒戲劇 

幼兒社會探究與情緒表達、幼兒健康促進 

幼兒語文發展與學習 

 

幼兒遊戲 

教學原理、教育心理學、教學心理學、認知心理學、幼兒

認知發展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幼兒學習評量、教學評量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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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四 

(1)幼兒園師生互動與班級文化 

(2)幼兒園親職教育、家園合作及社區協力 

(3)幼兒行為理解與輔導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幼兒輔導 

 

素養五 

(1)教師自我省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2)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溝通與決策及終身學習 

(3)教保專業倫理及專業承諾 

 

 

幼兒園教材教法 I、II 

幼兒園教保實習 

幼兒園教學實習 

教保專業倫理 

教師專業發展 

教育研究法 

人際關係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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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一 

(1)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 

(2)國內外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重要議題及其影響 

(3)我國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主要法規與重要政策 

(4)教育系統的行政組織運作與學生輔導 

(5)教育相關支持服務與支援系統的連結與運用 

 

（一）幼兒園教育階段：依「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

程基準」所列之教育基礎與教育方法等課程類別中

參考科目。 

（二）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依「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專

業課程基準」所列之教育基礎與教育方法等課程類

別中參考科目。 

（三）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依「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

業課程基準」所列之教育基礎與教育方法等課程類

別中參考科目。 

共同科目：特殊教育導論、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特殊教

育論題與趨勢、比較特殊教育、早期介入概論、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身心障礙權益促進、身

心障礙福利、身心障礙者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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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二 

(1)特殊教育學生的身心特質與學習需求 

(2)多元背景下特殊教育學生的殊異性及服務調整 

(3)特殊教育學生篩選與轉介的協助 

(4)特殊教育學生轉介前介入的協助 

(5)特殊教育學生的鑑定方式與工具 

(6)跨專業鑑定工作的實施 

(7)特殊教育學生權益促進 

 

 

A 共同科目：普通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兒童認知與學習

概論、教育統計學、教育測驗與統計、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與評量、多元評量（動態評量、

檔案評量、實作評量、課程本位評量）、特殊

教育學生評量實務、特殊幼兒教育 

B 資賦優異組科目：資賦優異教育概論、特殊族群資優教

育、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學術性向

資優學生評量與實務、藝術才能資優

學生評量與實務 

C 身心障礙組科目：智能障礙、學習障礙、自閉症、情緒

行為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視覺

障礙、聽覺障礙、溝通障礙、身體病

弱、腦性麻痺與肢體障礙、重度與多

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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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三 

(1)依學生特質、能力及需求課程調整與適性教學 

(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跨）領域/科目/群科的課程與教

學 

(3)特殊需求領域的課程與教學 

(4)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的擬定與執行 

(5)研究驗證的有效教學原理與方法 

(6)多元且適性的教學與評量 

(7)教學媒材與輔助科技的應用 

(8)學生學習成效的持續檢視與回饋 

 

 

A 共同科目：特殊教育學生課程規劃與實施、特殊教育課

程設計、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跨

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議題融入特殊教育教

學設計、科技在特殊教育之應用、 

 

B 資賦優異組科目：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各(跨) 領域

/ 科目/群科之教材教法。國民中小學

分散式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學實習、高

中教育階段集中式資優班/分散式資

源班教學實習。資優教育模式、區分

性課程與教學、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

畫、創造力教育、領導才能教育、情

意發展教育、獨立研究指導、高層思

考訓練、語文資優教育、數學資優教

育、科學資優教育、藝術資優教育、

資優教育支援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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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C 身心障礙組科目：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各(跨) 領域

/ 科目/群科之教材教法、各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分

散式資源班教學實習、個別化教育計

畫的理念與實施、生活管理、社會技

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

點字、點字與視覺輔具、定向行動、

輔助科技應用、適應體育、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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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四 

(1)適宜教學環境的規劃 

(2)正向學習環境的營造 

(3)親師生關係的建立 

(4)學生認知與情意的輔導 

(5)學生自主學習與自我決策 

(6)相關人員的合作與支援 

(7)正向行為支持與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8)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與行為問題的預防與處理 

(9)轉銜輔導與服務的提供 

A 共同科目：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特殊教育班級實務、

巡迴輔導與在家教育、專業合作與溝通、親

師合作與家庭支援。 

B 資賦優異組科目：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資優

學生生涯輔導。 

C 身心障礙組科目：應用行為分析、正向行為支持、嚴

重問題行為處理、身心障礙學生生

涯與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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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核心內容 參考科目 

素養五 

(1)自我調適與穩定的情緒管理 

(2)創新與自我成長 

(3)理論與實務的整合以解決問題 

(4)專業合作與諮詢 

(5)良好夥伴關係的建立 

(6)終身學習與跨領域專業知能的擴展 

(7)特殊教育服務熱忱 

(8)特殊教育學生福祉與權益的維護 

(9)特殊教育理念的推廣與倡議 

 

共同科目：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教育研究法、專題探

究與實作、專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