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
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標準修正總說明
現行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
業課程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係於九十八年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為
健全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
程審查機制，爰修正本標準，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列申請人如於國內就讀大學校院，得檢具符合應修科目及學分規
定之國內課程學分合併申請認定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申請日期，刪除原檢附相關文件之規定另定於作業須知，並明
文規定以同一國外大學以上學歷及相關資料申請認定同一師資類科
教育專業課程或同一任教專門課程學分時，應同時提出申請，且以
一次為限；所申請認定之師資類科，並以一種為限。
（修正條文第四
條）
三、增列各項審查基準，並明定認定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之
規定，及認定通過者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參加半年教育實習事
宜，以保障申請人權益。（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增訂申請人初審未通過而不受理之情形，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
理初審之師資培育大學通知申請人不受理之決定。（修正條文第七
條）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
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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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師資培育 第一條 本標準依師資培育 本條未修正。
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之。
第二條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 第二條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 一、現行第一項及現行第二
歷依本標準規定申請認定
歷 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
項合併為第一項，並酌作
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
文字修正。
教育專業課程前，應先由中
程者，悉依本標準規定辦 二、現行第三項移列為第二
央主管機關辦理國外學歷
理。
項，內容未修正。
依 本 標 準 規 定 申 請 認 定 三、增列第三項規定，申請人
之採認。
前，應先由中央主管機關辦
前項國外學歷之採
得檢具符合應修科目及
理國外學歷之採認。
認，準用大學辦理國外學歷
學分規定之國內課程學
前項國外學歷之採
採認辦法第三條至第十二
分合併申請認定。
認，準用大學辦理國外學歷
條之規定。
採認辦法第三條至第十二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依本
條之規定。
標準規定申請認定修畢普
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
業課程者，得檢具符合應修
科目及學分規定之國內課
程學分合併申請認定。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 一、第一項將認定委員會修正
理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者
理持國外大學以上學歷者
為認定小組，以下條文依
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此體例修正。
教育專業課程之認定事宜
教育專業課程之認定，應成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應成立認定小組。
立國外大學以上學歷普通 三、現行第三項係內部規範，
前項認定事項之初審，由
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
毋庸規定，爰予刪除。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師資培
課程認定委員會 (以下簡
育之大學成立審查小組辦
稱認定委員會) ，並得委託
理。
師資培育之大學成立審查
小組 (以下簡稱審查小
組) ，辦理初審事宜，每次
委託辦理以二年為原則。
前項認定 委員會及審
查小組之組成及作業規
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每年一 第四條 依本標準申請認定 一、為配合國外學制，學生留
者，應於每年七月或十二月
學回國時間多為十二月
月或七月填具申請表及審
當月內填具申請表及審查
份，爰將第一項之收件日
查表，並檢具相關文件資
表等，並檢具下列文件資
期十二月修正為一月；另
料，向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
所定檢附相關文件之規
理初審之師資培育之大學
料，向審查小組提出：
定刪除，納入作業須知中
提出申請。
一、經我國駐外使領館、代
規定。
前項文件資料有偽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
造、變造、登載不實或報告
外交部授權機構 (以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酌作文字
修正。
有抄襲、剽竊等情事者，經
下簡稱駐外館處) 驗
認定小組審議確定，除不再
證之國外學歷證件影 三、依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教育專
受理其申請外，有違法事實
本及中譯本各一份。
業課程與專門課程係屬
者，應依各該有關法規辦理
二、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之
不同知能，審查基準亦有
之。
國外學歷歷年成績證
不同，爰第四項明定教育
第一項之申請，應繳交
明影本及中譯本各一
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應
審查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
份。
同時提出申請，並以一次
機關定之。
三、所持學歷就讀期間之學
為限；又以各階段師資培
申請人以同一國外大
校行事曆。
育制度及各類科課程均
學以上學歷及相關資料申
四、內政部入出國主管機關
屬不同，爰增列所申請認
請認定同一師資類科教育
核發之入出境紀錄。
定之師資類科，以一種為
專業課程或同一任教專門
五、所修讀大學校院普通課
限。
課程學分時，應同時提出申
程之科目名稱、成績證
請，並以一次為限；所申請
明影本及中譯本各一
認定之師資類科，並以一種
份。
為限。
六、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
程之國外教科書封
面、目錄、教學課程大
綱或相關修課內容等
資料。
前項文件資料有偽
造、變造、登載不實或報告
有抄襲、剽竊等情事者，經
認定委員會審議確定後，除
不再受理其申請外，有違法
事實者，應依各該有關法規
辦理之。
依本標準申請認定
者，應繳交審查費；其費

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以同一國外大學以上
學歷及相關文件申請認定
同一師資類科教育專業課
程或同一任教專門課程學
分者，以一次為限。
第五條 審查小組辦理初審 第五條 審查小組辦理初審
之方式如下：
之方式如下：
一、普通課程：由審查小組
一、普通課程：由審查小組
依申請人修讀之大學
依申請認定者修讀之
所訂定要求學生修習
大學所訂定要求學生
之共同課程辦理初審。
修習之共同課程辦理
二、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
初審。
程：由審查小組分別送
二、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
設有該教育階段別、科
程：由審查小組分別送
(類) 別、領域專長別
請設有該教育階段
師資培育之大學助理
別、科 (類) 別、領域
教授以上之學者三人
專長別師資培育之大
初審。
學助理教授以上之學
者三人初審。
前項審查基準規定如
下：
一、依申請人國外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入學日之國
內當時教育專業課程
與專門課程應修科目
及學分規定審查之。
二、申請人修習之各科目學
分數高於或等於規定
之學分數時，採計該科
目規定之學分數。
三、申請人修習之各科目學
分數低於規定之學分
數時，不予採計該科目
之學分數。
四、申請人提出申請認定之
科目得多科併同採認
單科，不得單科重複採
認多科。

審查小組依前項規定
辦理初審後，應將初審結果
提報認定委員會審議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前二項初審及審議，均
採書面審查方式辦理。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列第二項，明定審查之
基準：
（一）第一款明定申請人應依
國外修習教育專業課
程入學日之國內當時
教育專業課程與專門
課程應修科目及學分
之規定，填列申請表及
審查表等提出申請。
（二）第二款及第三款以教育
部歷次規劃供各師資
培育之大學依循之教
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
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均規定各科目應修學
分數，爰增列審查後採
計各科目學分數之規
定。
（三）第四款規定申請人提出
申請認定之科目得多
科併同採認單科，但不
得單科重複採認多
科，以免造成科目重複
採認。
（四）第五款，因國內外各校
均有為社會大眾開設
非取得學歷學位之進
修學分班或相關課
程，例如推廣教育課
程，惟上開課程修習方
式較為容易，且與正式

五、非屬取得學歷所附成績
證明（單）登載之課
程，不予採認。
審查小組依前項規定
辦理初審後，應將初審結果
提報認定小組審議後，由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並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認定結果；認
定通過者，得向師資培育之
大學申請參加半年教育實
習，成績及格者，由該師資
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
前三項初審及審議，均
採書面審查方式辦理。

之教育學程所開之課
程有極大之差異，為確
保教師素質，且符合本
標準係持國外大學以
上學歷申請認定之意
旨，爰規定申請人需提
出學歷所附成績證明
（單）登載之課程始得
申請採認。
三、現行第二項修正移列為第
三項，並於後段增列認定
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以
書面通知之規定，及認定
通過者後續參加半年教
育實習事宜，以保障申請
人權益。
四、現行第三項修正移列為第
四項並配合酌作文字修
正。

第六條 以遠距教學方式修 第六條 以遠距教學方式修 本條未修正。
習之專門課程，不得超過認
習之專門課程，不得超過認
定學分之三分之一，教育專
定學分之三分之一，教育專
業課程不得超過認定學分
業課程不得超過認定學分
之十分之一。
之十分之一。
第七條 申請人有下列各款
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辦理初審之師資培
育之大學為不受理之決定：
一、國外學歷採認不通過。
二、持國內非依大學法、私
立學校法等相關規定
立案學校之學歷及學
分。
三、普通課程非大學所訂定
要求學生修習之共同
課程。
四、申請認定之類科，非國
內學校現有之任教類

一、 本條新增。
二、增訂申請人初審未通過而
不受理之情形，並由本部
委託辦理初審之師資培育
大學為不受理之決定。

科。
五、所填列學科與申請採認
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明顯不符。
六、申請表所填列學分數不
足專門課程及教育專
業課程規定之學分數。
七、資料不完備，經審查小
組通知於發文之日起
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
正。
第八條 依本標準規定申請 第七條 依本標準規定申請 條次變更，內容酌予修正。
認定，經認定小組審議結
認定，經認定委員會審議結
果，僅缺分科 (分領域) 教
果，僅缺分科 (分領域) 教
材教法及教學實習學分
材教法及教學實習學分
者，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
者，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
請以隨班附讀方式補修學
請以隨班附讀方式補修學
分，修畢後由接受補修之師
分，修畢後由接受補修之師
資培育之大學輔導參加半
資培育之大學輔導參加半
年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
年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
由該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
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九條
行。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第八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 條次變更，以本次係全案修
九十二年八月一日施行。 正，爰刪除第一項及修正第二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 項為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布日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