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辦法總說
明
依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十六條規定：
「(第一項)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有實習就業輔導單位，辦理教育實習、輔
導畢業生就業及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第二項)前項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得包括教師在職進修，並結合各級主管機關、教師進修機構及學校或幼
兒園共同辦理之；其實施方式、內容、對象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提供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
遵循之實施方式、內容、對象及其他相關事項，爰訂定「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對象及內容。(第二條)
三、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實施方式。(第三條)
四、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整合校內單位及結合相關單位辦理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第四條)
五、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輔導區劃分及任務。(第五
條)
六、師資培育之大學應編列經費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及中央主管機
關應編列預算補助。(第六條)
七、師資培育之大學擔任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教師，得支給經費或減授
授課時數。(第七條)
八、各級主管機關對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績效卓著之人員或單位得
予敘獎之規定。(第八條)
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列為師資培育評鑑之指
標。(第九條)
十、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第十六條第二 依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
項規定訂定之。
育法第十六條規定：「(第一項)師資培育之
大學應有實習就業輔導單位，辦理教育實
習、輔導畢業生就業及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第二項)前項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得包括教
師在職進修，並結合各級主管機關、教師進
修機構及學校或幼兒園共同辦理之；其實施
方式、內容、對象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明定本辦法之法
源依據。
第二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得以高級中等以下 一、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係指對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之教育輔
學校、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及辦理非學
導工作，爰於本條序文明定地方教育輔
校型態實驗教育者為對象，辦理下列地方
導工作之對象，另考量辦理非學校型態
教育輔導工作：
實驗教育者，亦有教育輔導之需求，故
一、結合各級主管機關推動課程及教學政
將其納為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對象。另
策。
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亦包括實驗教育學
二、辦理教師在職進修，支持教師專業發
校，爰不予特別規範。
二、第一款至第七款明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
展。
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內容，分述如下：
三、進行教材教法研究及推廣，發展各領
（一） 第一款及第二款係考量師資培育之
域或群科教師專長進修課程。
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包括
四、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發展
協助推動國家教育政策及中小學教
學校本位課程，並進行評鑑及研究。
師教學專業成長，爰明定地方教育輔
五、協助原住民族地區學校與幼兒園、偏
導工作之內容包括結合各級主管機
關推動課程及教學政策、辦理教師在
遠或特殊地區學校及偏鄉或特殊地區
職進修，支持教師專業發展。
幼兒園，進行教學活化及創新。
（二）
第三款係為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投
六、提供領域、群科及重大議題之國內外
入教材教法研究，並將其研究成果推
教育資訊及發展趨勢。
廣至中小學及幼兒園。另因應各教育
七、 其他有助於地方教育發展之工作。
階段各領域或群科教師教學專業成
長所需課程，師資培育之大學亦應整
合校內各單位發展專長進修課程，以
協助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教學專業
成長。
（三） 第四款係因應新課綱學校應思考及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爰師資培育之大
學應就其師培專業協助中小學及幼
兒園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進行評鑑
及研究，以落實新課綱。

第三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實地輔導。
二、駐點服務。
三、諮詢服務。
四、資料提供。
五、教師在職進修課程之開設及師資之提
供。
六、其他相關教育輔導。

第四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應整合校內師資培育各領域、學科
或群科課程相關學術單位，結合各級主管
機關、教師進修機構及各級各類學校或幼
兒園之人力與資源共同為之。

（四） 第五款係考量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及
幼兒園、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及偏鄉
或特殊地區幼兒園相關教師專業成
長資源較為缺乏，教師進修較為不
易，為協助其教師教學活化及創新，
師資培育之大學專業力量可透過地
方教育輔導工作實地到校陪伴，在地
深耕協助。
（五） 第六款係考量師資培育之大學就師
培專業角色應能獲得領域、群科與重
大議題國內外教育資訊及發展趨
勢，爰規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應透過地
方教育輔導工作將該等教育資訊及
發展趨勢提供予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之對象。
（六） 第七款係為保留師資培育之大學辦
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彈性，爰明定
其他有助於地方教育發展之工作亦
為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內容。
明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之實施方式得包括實地輔導等六項，分述如
下：
一、 地方教育輔導之精神在於在地深耕及就
近協助，爰於第一款及第二款明定實施
方式為實地輔導及駐點服務。
二、 考量第二條所定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對象
之需求，爰於第三款及第四款明定需提
供諮詢服務及資料。
三、 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師資
培育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地方教育
輔導工作得包括教師在職進修，爰於第
五款明定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方式包
括教師在職進修課程之開設及師資之
提供。
四、 另為保留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
輔導工作之彈性，爰於第六款明定其他
相關教育輔導亦為實施方式。
有鑑於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
作內容涉及層面包括各領域、學科或群科課
程及教學等，爰明定應整合校內相關學術單
位資源及專業師資共同主動投入，非僅限於
師資培育中心。另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
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得包括教師在職進修，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師資培育之大
學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劃定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輔導區；必要時得設
分區。
輔導區劃定後，輔導區內各師資培育
之大學應共同推選一所師資培育之大學擔
任召集學校。
召集學校應邀集同一輔導區內各師資
培育之大學、各級主管機關、教師進修機
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特殊教
育學校，統籌下列任務：
一、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之擬訂，並得
視實際需要進行跨區輔導工作之規
劃。
二、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之分工及協調。
三、依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內容及對象需
求，妥善規劃實施方式。
四、召開檢討會議或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
作之成果分享。
前項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之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計畫，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並結合各級主管機關、教師進修機構及學校
或幼兒園共同辦理之，爰明定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結合之對象。
一、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在地化協助地方教
育發展之理念並利資源有效運用，以劃
分輔導區，採在地深耕及就近協助等方
式推動。查現行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輔
導區劃分方式係先依師資類科區分後，
再依直轄市、縣(市)及師資培育之大學
所在地進行劃分，爰於第一項明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劃定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之輔導區。另為避免輔導區
資源過於集中，爰明定必要時得設分區。
二、 為避免各師資培育之大學重複邀集各級
主管機關等單位討論，爰於第二項明定
輔導區內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應共同推選
一所師資培育之大學擔任召集學校。
三、 第三項明定由召集學校邀集同一輔導區
內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及各級主管機關等
單位統籌各款任務，說明如下：
（一） 為確認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辦理方
向，爰於第一款明定召集學校應統籌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之擬定。另考
量師資培育之大學因培育師資類科學
科、領域、群科之不同，爰規定得視
實際需要規劃跨輔導區之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
（二） 為利資源有效分配，達分工合作之
效，爰於第二款明定召集學校應統籌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之分工及協調。
（三） 為使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切合實際需
求，爰於第三款明定召集學校應依地
方教育輔導工作內容及對象規統籌劃
實施方式。
（四） 為精進或推廣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成
效，以作為未來規劃之參考，爰於第
四款明定召集學校應統籌召開檢討會
議或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成果分
享。
四、依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師
資培育法第十六條規定，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為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辦理事項，爰
於第四項明定各校之工作計畫應報中央

第六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編列經費辦理地
方教育輔導工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視需要籌措經費配合辦理，所屬學校
並得編列預算與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合作
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經費，依各校計
畫需求，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
第七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擔任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之教師，得支給相關經費或減授授課
時數。
前項相關經費之支給，應依教育部補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
定或師資培育之大學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減授授課時數之規定，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定之。

第八條 對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績效卓著
之人員或單位，各級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函
請師資培育之大學予以敘獎。

第九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應列為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之指
標，其成果作為師資培育之大學校務發展
之參考。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
一日施行。

主管機關核定。
一、 為落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有經費支
持始能有效推動，爰於第一項明定師資
培育之大學應編列經費辦理地方教育
輔導工作。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所屬學校亦得籌措或編列經費配合
推動。
二、 為協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避免因經費短缺而無法推動，
爰於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
經費補助其辦理。
一、 為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教師參與投入地
方教育輔導工作，爰於第一項明定擔任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教師得支給相關經
費或減授授課時數之規定。
二、 查地方教育輔導工作除由師資培育之大
學自行辦理者外，尚有由本部補助或委
辦者，爰於第二項明定由本部補助或委
辦者，其支給相關經費應依本部補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理。至師資培育之大學自行辦理者，
其支給相關經費則依師資培育之大學之
規定辦理。
三、 有關師資培育之大學擔任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之教師減授授課時數部分，係大學
自治範圍，爰於第三項明定減授授課時
數之規定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
為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人員積極投入辦理地
方教育輔導工作，爰明定各級主管機關得自
行或函請師資培育之大學對績效卓著之人員
或單位予以敘獎。所定敘獎不包括發給獎
金，併予敘明。
為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將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列為學校重點工作，爰明定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應列為師資培育評鑑
之指標，其成果並作為師資培育之大學校務
發展之參考，以落實推動。
依行政院院臺教字第一⃝六⃝⃝二二二一六
號令，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師
資培育法，除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自一百
零七年十二月一日施行外，其餘條文自一百
零七年二月一日施行，爰配合明定本辦法之
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