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入學第一哩

學習第三哩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師培處與系所規劃各類證照、公職考試增能活動，邀請校友或專家進

行經驗分享講座，以增進學生未來就業選擇。

社團領導專業證照與公職講座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108至110年度共有44件科技部大專生研究案獲得補助，分布於自然、

理工、科教、教育及人文各領域。凡通過申請者，科技部補助每位學

生每月新臺幣六千元研究助學金，共補助8個月。

社團領導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案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各系所

執行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為使學生畢業後可與職場工作接軌，持續推動（非師資生）專業實習

課程、（師資生）教學實習課程等雙實習。

鼓勵學生面對未來所需的連結力，倡導將大學期間所學知識，經過對

知識的解碼、交融、重組與創新，產出創新的學習作品，多元地在「

立體實物」、「平面圖表」、「動態展演」及「價值對話」等四類作

品類型中展現。

社團領導
教學實習、專業實習

智慧創客競賽

體適能指導員學分學程

東南亞區域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分學程

體育學系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校務研究中心

學程名稱設置單位

110學年度計有5個學系設置15個跨域專長模組，自原有課程架構內

依照特定專長規劃專長模組，供他系或他組學生跨域修習，修畢者得

向設置單位申請核發證明書；如為修畢他系跨域專長模組者，另可申

請於學位證書加註專長。

執行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跨域專長模組

110學年度總計開設36個微型學分學程。學生修習各微型學分學程規

定之科目達6~10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設置單位申請核發微

型學分學程證明書。

執行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微型學分學程

1. 特殊教育學系

2.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3.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4.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5. 資訊科學系

1-1. 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與教學跨領域專長模組

2-1. 文化研究跨域專長模組

2-2. 文創行銷跨域專長模組

2-3. 文創設計跨域專長模組

3-1.國小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模組

3-2.物理專長模組

3-3.生物專長模組

3-4.化學專長模組

3-5.地球科學專長模組

3-6.自然科學專長模組

4-1. 數學與教學增能跨域專長模組

4-2. 資訊教育創新跨域專長模組

5-1. 網路與多媒體跨域專長模組

5-2. 計算機系統跨域專長模組

5-3. 智慧型科技跨域專長模組

學系 專長模組

通識教育中心

教育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臺灣文化研究所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1. 品德、思考與社會領域：

      1-1. 跨域法學 

      1-2. 教育議題

      1-3. 思考與學習

      1-4. 原住民語言與文化

      1-5. 性別議題

  2. 文史哲領域：

      2-1. 台灣文化

      2-2. 文學 

      2-3. 哲學

  3. 藝術美感與設計領域：

      3-1. 藝文賞析

  4. 數位科技與傳播領域：

      4-1. 數位科技創作與應用

  5. 環境與自然科學領域：

      5-1. 永續發展

  6. 生涯職能領域：

      6-1. 創新創業

  7. 外國語言與文化領域：

      7-1. 日本語文與文化        

      7-2. 韓國語文與文化

      7-3. 東南亞區域人才培育(印尼)

      7-4. 東南亞區域人才培育(泰國)

      7-5. 東南亞區域人才培育(越南)

  8-1. 師資生跨領域教學增能課程

  9-1. 學習扶助 9-2.實驗教育 

  9-3. 跨領域統整教於學

10-1. 社會創新

11-1. 多媒體創作與動畫 

12-1. 教育行政 12-2. 法律專業 12-3. 領導發展

13-1. 華語文教學

14-1. 藝術終身學習 14-2. 策展與藝術史論

14-3. 經典創作  14-4. 產品設計  14-5. 消費設計

14.6. 工藝創作

15-1. 台灣文化應用與創新

16-1. 運算思維教育

16-2. 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設置單位 微型學分學程UCAN職業興趣探索

系所職涯百工圖3.0

學習地圖

系所就業資訊

境外學生學伴制度

僑生學習學伴制度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由各系職涯導師入班，利用教育部UCAN平台之職業興趣探索測驗

施測與解測，協助大一學生透過興趣、特質與偏好適合從事哪一類

型的職業等分析，協助找到自己最適合的職涯類型，儘早預備大學

四年專業養成計畫。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職涯百工圖影片」呈現各系所特色亮點與優勢，以輕鬆的採訪短

片整合菁英校友職涯經驗分享，引領同學了解各系所的未來出路。

執行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針對各系所之課程必選修、教育目標、生涯職涯等，進行有系統的

統整，並與系所職涯百工圖鏈結，呈現完整學習進路，學生可依個

人需求，獲得完整的學習及職涯支持資訊。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整合「職涯百工圖」、「未來就業職種與平均薪資」、「就業調查

報告」、「師資生資訊」、「職涯導師」等就業相關資訊，提供學

生規劃未來就業方向。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

給予境外學生（學位學生、交換學生）友善的校園環境，建立學伴

制度以提供必要之輔導，協助其適應在臺生活、融入在地文化及提

供學業輔導。

執行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為協助本校僑生(含港澳生)語言及學業適應，建立學習學伴制度以

提供必要之生活及學習協助，提供中文學習或課業學習支持。

學習第二哩

學習策略講座

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

學生社團活動

專業英文通識課程

執行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為推動教與學專業新知，提升教學與學習品質，鼓勵各系所舉辦符

合系所需求之專業講座課程，如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促進學生學習

成長、利用科技輔助教與學等，聘請專業領域上具有豐富實務經驗

或貢獻之講者，提供有效學習策略，增進學習成效。

執行單位：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組

為協助學生了解生活的適應狀況，每年10月提供心理健康量表施測

，並提供後續協助或輔導。

執行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本校學生社團依成立宗旨分為「學術性」、「學藝性」、「服務性

」、「體能性」、「康樂性」與「綜合性」6種類型。

為達社團經營傳承完備，每學年辦理「社團幹部訓練」、「社團博

覽會」，以及「社團觀摩」，輔導社團組織發展，提升社團品質及

落實薪傳工作。

執行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為提升學生全球競爭合作能力，通識中心規劃多門專業英文課程來

培養學生在不同專業領域所需的英文跨文化溝通能力。目前中心已

開設教學專業英文、會展專業英文、科技專業英文、媒體英文等多

門課程供學生適性學習。這些專業英文課程與本校必修英文及英語

授課之專業課程共同提升本校學生全球競合力。

與系所規劃辦理各類職涯輔導講座，邀請各領域專家、人資主管分

享徵才任用經驗，了解產業發展趨勢、人才需求、職場經驗等，及

早做好就業準備。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職涯輔導講座

與系所規劃辦理企業參訪見習活動，藉由實際參觀職場環境與各部門

人員交流，增進對營運概況、產業實務的認識。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企業參訪

執行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團活動，透過社團學習，提升其溝通表達、團隊

合作、創新創造，以及問題解決等能力，深化核心競爭價值。

設有28個「學分學程」供本系及他系學生修習，修畢者得向設置單

位申請核發證明書，並可申請於學位證書加註專長。

社團領導

執行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學分學程

法律專業學分學程

兒童正念教育學分學程

學習扶助學分學程

實驗教育學分學程

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分學程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學分學程

教保專業學分學程

幼兒園雙語課程學分學程

領導發展學分學程

兒童整合療育實務學分學程

社會創新學分學程

專業內容策展學分學程

創客特色人才學分學程

編輯與採訪學分學程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英文秘書技能組合學分學程

表演藝術學分學程

台灣文化應用與創新學分學程

新媒體跨域學分學程

當代藝術創作與實踐學分學程

藝術史論與美術館學分學程

產品設計學分學程

手創概念學分學程

智慧科學創新學分學程

智慧互動設計學分學程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語文與創作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音樂學系

臺灣文化研究所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理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理學院、數位設計科技學系

學程名稱設置單位

圖示者，為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執行項目

補助學生通過外語能力檢定，含英文、日文、韓文、法文、德文、

西班牙文、印尼文、越南文、泰文等；獎勵其報名費之二分之一，

每項獎勵費用不超過1,000元，每位學生每種語文每年以獎勵一次

為限。

外語檢定獎勵 執行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標示



理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10年8月版

1067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886-2-2732-1104
+886-2-6639-6688

http://www.ntue.edu.tw

學習最後一哩 貫穿每一哩支持系統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本校與Career就業情報合作，運用「職業適性診斷測驗」(CPAS)工

具施測，幫助大三學生進一步瞭解自我「適性工作」的傾向、「領

導潛能」的強弱及「職場性格」的特質，進而結合自身優勢，確立

未來發展方向。

CPAS職業適性診斷
執行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提供社群經費補助，鼓勵學生能依各種學習主題或興趣，共同籌組

學習社群，如外語、跨領域學習等類型。透過同儕學習與知識分享

的能量，不斷精進學習成效。

學生學習社群

執行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針對學習有需要之學生提供課業協助，由大二以上課業表現優異的

同學擔任課業精進夥伴，定時在本校圖書館創意未來學習中心、系

所辦公室等指定地點輪值，提供課業諮詢。

課業精進夥伴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

每系（所）、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學位學程（在職專班除外）

每學年補助單一課程或跨課程以1案為原則，規劃赴海外實地學習

，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15,000元，大洋洲地區每人至多補

助新臺幣22,500元，美洲、歐洲、非洲地區每人至多補助新臺幣

37,500元。

海外實地學習課程

執行單位：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組

每學期辦理心理輔導相關講座，包括情緒與壓力管理、自我探索、

人際關係及生涯規劃等主題。

心理輔導講座

執行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為協助學生了解未來生涯與職涯發展、生活上的適應情形、課業上

的學習狀況，各班導師皆有安排「導師時間」，提供同學各方面的

諮詢服務，也藉此增進師生間彼此的互動與情感交流。

導師晤談時間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

為鼓勵本校優秀學生出國研修，每年1-3月協助學生申請教育部「

學海飛颺計畫」、「學海惜珠計畫」等，補助額度為50,000-300,000

元；另有「學海築夢計畫」、「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則由教師提

出申請，教師帶領優秀學生赴海外專業實習，補助額度為國際來回

經濟艙機票款和生活費(計畫主持人生活費最多不超過14日)。

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各系均有專屬「全球職涯發展師」(GCDF)專業證照之專任教師，以

開設課程或預約諮詢方式，提供學生職涯發展之諮詢與輔導。

職涯導師提供專業諮詢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畢業前辦理求職準備系列活動，包含履歷自傳撰寫技巧、面試指導

、職場彩妝、勞動權益等主題，指導學生全方位求職技巧，幫助一

般生順利轉銜至職場。

求職準備系列活動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每年固定為大五教育實習學生辦理豐富、多元的教育實習活動，包

括：大五集體返校專題講座、教師資格考試應試增能計畫、教師資

格模擬考試、教師甄試模擬上台試教與面試等活動，藉以提升師資

生的競爭力。

教檢、教甄增能活動

專題實作能力檢核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基於「專業標準本位」師資培育政策與理念，積極推動師資生「教

學基本能力」檢核機制，強化各師資培育類科的教師之教學專業。

師資生在畢業前至少要通過三種教學基本能力，其中「教學演示能

力實作評量」為校級共同項目、第二項由各學系指定，第三項為師

資生自選，確保未來成為能教、會教、願教的優秀師資。

教學專業能力檢核

執行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參考各系所未來就業職種，邀請相關企業到校辦理徵才說明會或就

業博覽會，拓展學生多元就業管道，以順利投入職場。

徵才說明會/就業博覽會

各師資類科必選項目

教學演示能力實作評量（三週教學實習）

師資生自選項目

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幼兒園教育學程

特殊教育教育學程

教育學系

心理與諮商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音樂學系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體育學系

師培學系指定項目

特教知能基本能力檢定
普通數學檢定
板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

特教知能基本能力檢定
板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
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

國語文能力分級鑑定-語文綜合發展能力項目

國語文能力分級鑑定-語文基本能力項目

國語文能力分級鑑定-語文識別能力項目

板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

英文板書基本能力鑑定

板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
視覺藝術基本能力分級檢定

鍵盤能力分級鑑定

自然科學基本知能鑑定

普通數學檢定
數學科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說故事基本能力檢定
圖畫故事書賞析基本能力檢定

體育術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

特殊教育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資訊科學系

特教知能基本能力檢定

社會科戶外教學設計基本能力檢定

健康技能教學基本能力鑑定
普通數學檢定

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

三
擇
一

三
擇
一

四
擇
一

二
擇
一

二
擇
一

學海飛颺計畫、學海惜珠計畫

學海築夢計畫、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或各班排名之前百分之三十。

外國語言能力（校內審查用）：

1. 須為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研究所或大學部在學學生
  （不含境外碩士專班）。

1. 英語組：具備英語能力測驗TOEFL iBT 71分以上、TOEFL CBT 197     
分以上、TOEFL PBT 527分以上、TOEIC 750分以上、IELTS 5.5分以上
或其他同等能力測驗B1以上程度，並檢附有效證書影本。

3. 韓語組：具韓國語能力測驗(TOPIK)3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能力測驗B1
以上程度，並檢附有效證書影本。

2. 出國研修期間，仍需依規定註冊繳費為本校在學學生。

2. 日語組：具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3級以上或其他同等能力 測驗B1
以上程度，並檢附有效證書影本。

凡已通過研發處國際事務組、各院系辦理之交換學生甄選，或自
行申請國外大學已取得入學許可者，皆可提出申請。

4. 法語組：具法語鑑定測驗(DALF)B1級以上、法文基礎測試(TCF)
TCF3以上或其他同等能力測驗B1以上程度，並檢附有效證書影本。

5. 德語組：具德語初級考試(ZD)合格、德福考試(TestDaf)TDN3、歌德
(Goethe-Zertifikat)B1以上或其他同等能力測驗B1以上程度，並檢附有
效證書影本。

6. 越語組：國際越南語認證(International Vietnamese Proficien   cy 
Test; Kỳ Thi Năng Lực Tiếng Việt Quốc Tế) B1中級以上或其他同等    
 能力測驗 B1 以上程度， 並檢附有效證書影本。

計畫主持人：需為本校專任教師，得聘共同主持人1名（本校
專任或兼任教師）。

每一計畫案以規劃於單一國家實習為限，得列5個實習機構，
並排定優先順序。

選送生於國外專業實習機構實際從事實習期間，不得少於30天
(不含來回途程交通時日)，赴「印尼」實習者，於國外實習機
構實習期間，不得少於25天(不含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選送生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2. 需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
    職專班生。

3. 實習期間需為本校在學學生(未休學)。

4. 具最近2年內海內外外語語言能力檢定成績與證明文件者。本校為創新創業友善校園，支持學生發揮創造力解決問題，具創意

、創新與創業知能，儲備創業職涯；開設培力課程，舉辦創業競賽

，選拔潛力團隊與後續輔導；實體空間上，設置No.90創夢空間為

活動基地，助創新創業圓夢成功。

創新創業支持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