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 第一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 一、一百零六年六月十四日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
四條第五項及教保服務人 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員條例(以下簡稱教保條
四條規定：「(第一項)本
例)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
之。
五月二十日修正之條文
施行前已於立案之幼兒
園實際從事教學及保育
工作並繼續任職者，於一
百十三年一月三十一日
以前由中央主管機關協
調師資培育之大學，專案
辦理教育專業課程，提供
其進修機會。(第二項)前
項人員修畢教育專業課
程成績合格者，由師資培
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第三
項)依前項規定取得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
取得大學畢業學歷，且其
最近七年內於立案之幼
兒園、幼稚園或托兒所實
際從事教學累計滿三年
以上表現優良，經教學演
示及格，得免依規定修習
教育實習，並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七年一月三十一
日以前適用之。(第四項)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三
年五月二十日修正之條
文施行前，已依幼稚園及
托兒所在職人員修習幼
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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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辦法規定修習幼教
專班，且修正施行後仍在
職者，得準用前項規定。
(第五項)第一項及第三
項應修課程、招生、免修
習教育實習之認定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一百零六年四月二十六
日制定公布之教保服務
人員條例(以下簡稱教保
條例)第九條規定：「(第
一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協
調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
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提供於幼兒園實際從
事教保服務工作滿三年
且現職之園長、教保員進
修機會，取得參加幼兒園
教師檢定資格。(第二項)
前項人員修畢幼兒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
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
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其具有大學畢業
學歷，通過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且完成教育實習成
績及格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發給教師證書。但最近
七年內於幼兒園（包括托
兒所、幼稚園）任園長、
教保員累計滿三年以上，
表現優良，經教學演示及
格者，得免教育實習。(第
三項)本條例施行前，已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修習
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且於本條例施行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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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者，得準用前項免教
育實習之規定。(第四項)
第一項及第二項應修課
程、招生、免教育實習之
認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爰將教保條例列為
本辦法之法源。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所 第二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所 一、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定已於立案之幼兒園工作 定已於立案之幼兒園工作 二、 配合一百零六年四月二
並繼續任職者，應符合下列 並繼續任職者（以下簡稱幼
十六日制定公布之教保
條件：
兒園在職人員），應符合下
條例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一、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 列條件：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
月三十一日以前已於立 一、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幼
案之幼兒園實際從事教
月三十一日以前已於立
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學及保育工作，並繼續
案之幼兒園實際從事教
提供於幼兒園實際從事
任職。
學及保育工作，並繼續
教保服務工作滿三年且
二、按月支領專任人員待
任職。
現職之園長、教保員進修
遇，具備足資證明文件。 二、按月支領專任人員待
機會，取得參加幼兒園教
教保條例第九條第一
遇，具備足資證明文件。
師檢定資格。」增列第二
幼兒園在職人員，以
項，明定教保條例第九條
項所定現職之園長、教保
明列於幼兒園報經直轄
所定於幼兒園實際從事
員，應符合下列條件：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教保服務工作滿三年且
一、於幼兒園實際從事教保
服務工作滿三年。
之幼兒園教職員工名冊內
現職之園長、教保員，應
二、按月支領專任人員待
者為準；未在名冊內而具
符合之條件。
遇，具備足資證明文
有在職證明或其他足資證 三、 現行條文第二項移列修
明之文件，經直轄市、縣
正條文第三項，並酌作文
件。
（市）主管機關認定者，亦
字修正。
前二項人員（以下併稱
幼兒園在職人員），以明列
同。
於幼兒園報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之幼兒
園教職員工名冊內者為準；
未在名冊內而具有在職證
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認定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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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幼兒園在職人員，符 第三條 幼兒園在職人員，符 一百零六年四月二十六日制
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者，由 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者，由 定公布之教保條例第九條第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幼兒 中央主管機關於中華民國 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
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 一百十三年一月三十一日 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幼
育專業課程(以下簡稱幼教 以前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提供
專班)，提供其進修機會： 開設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 於幼兒園實際從事教保服務
一、具大學畢業學歷。
課程之教育專業課程 (以 工作滿三年且現職之園長、教
二、具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 下簡稱幼教專班)，提供其 保員進修機會，取得參加幼兒
學校畢業學歷，取得大 進修機會：
園教師檢定資格。」就幼教
學學籍，並於大學修畢 一、具大學畢業學歷。
專班已無開班年限之限制，故
三 十 二 個 普 通 課 程 學 二、具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 刪除開設幼教專班年限之規
分。
學校畢業學歷，取得大 定。
學學籍，並於大學修畢
三十二個普通課程學
分。
第四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 第四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 本條未修正。
理前條所定幼教專班之招 理前條所定幼教專班之招
生，應擬訂相關規定，報中 生，應擬訂相關規定，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載明於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載明於
簡章；其招生應以公開考試 簡章；其招生應以公開考試
方式為之。
方式為之。
第五條
幼兒園在職人員修 第五條
幼兒園在職人員修 一、第一項未修正。
習幼教專班，應依本法第七 習幼教專班，應依本法第七 二、第二項第二款係配合教
保條例第十條第三項授
條所定課程基準之規定，修 條所定課程基準之規定，修
權訂定之辦法修正，且教
畢幼兒園教育專業課程學 畢幼兒園教育專業課程學
保相關系科之認可，依其
分，修習年限至少二年。
分，修習年限至少二年。
申請時點不同，而適用不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於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於
同法規，爰修正第二項明
本法所定師資培育之大學 本法所定師資培育之大學
定其應適用之法規。
修習前項幼兒園教育專業 修習前項幼兒園教育專業
課程者，得免修習幼兒園教 課程者，得免修習幼兒園教 三、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育專業課程之教保專業課
程；其修習年限至少一年：
一、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七
月三十一日以前入學，
於國內、外專科以上學
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
之相關系、所、學位學
程、科畢業。

育專業課程之教保專業知
能課程；其修習年限至少一
年：
一、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七
月三十一日以前入學，
於國內、外專科以上學
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
之相關系、所、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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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八
月一日以後入學，於符
合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
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
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
第二條或一百零七年三
月三十一日修正施行後
之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
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第
三條規定經認可之國
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幼
兒教育、幼兒保育之相
關系、所、學位學程、
科、輔系或學分學程（以
下簡稱教保相關系科）
畢業，且修畢教保專業
課程。
前項以外人員，曾於前
項第二款所列教保相關系
科修習之部分教保專業課
程或其他相關科目，除教育
方法課程及教學實習課程
外，得核實抵免。但抵免學
分數以三分之二為上限，修
習年限至少一年。

程、科畢業。
二、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八
月一日以後入學，於符
合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
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
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
第二條規定經認可之國
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幼
兒教育、幼兒保育之相
關系、所、學位學程、
科、輔系或學分學程（以
下簡稱教保相關系科）
畢業，且修畢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
前項以外人員，曾於前
項第二款所列教保相關系
科修習之部分教保專業知
能課程或其他相關科目，除
教育方法課程及教學實習
課程外，得核實抵免。但抵
免學分數以三分之二為上
限，修習年限至少一年。

第六條
幼兒園在職人員符 第六條
幼兒園在職人員符 本條未修正。
合前條規定之資格者，由師 合前條規定之資格者，由師
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 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七條
幼兒園在職人員取 第七條
幼兒園在職人員取 本條未修正。
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得依本法第十條規定， 書，得依本法第十條規定，
參加教師資格考試；通過 參加教師資格考試；通過
者，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 者，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
請修習半年全時教育實習。 請修習半年全時教育實習。
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
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
格，並符合本法第十一條第 格，並符合本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資格者，由中央主 一項規定資格者，由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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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八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 第八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 一、查一百零六年四月二十
項與第三項及教保條例第九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幼兒
六日制定公布之教保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幼兒園 園在職人員依規定修畢幼
例第九條第三項立法意
在職人員依規定修畢幼兒 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
旨，係針對本條例施行
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通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經原師
前，已依師資培育法規定
過教師資格考試，經原師資 資培育之大學認定符合下
修習幼兒園師資職前教
培育之大學認定符合下列 列條件者，免依規定修習教
育課程，且於本條例施行
條件者，免依規定修習教育 育實習：
後仍在職者，得準用前項
實習：
一、最近七年內於立案之幼
免教育實習之規定。該項
一、最近七年內於立案之幼
兒園、幼稚園或托兒所
人員不限於修讀幼教專
兒園、幼稚園或托兒所
實際從事教學累計滿三
班者，亦包括正規培育
實際從事教學累計滿三
年以上表現優良，並由
(即於師培大學完成幼兒
年以上表現優良，並由
服務單位出具證明文
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服務單位出具證明文
件。
程)但尚未參加教育實習
件。
二、參加教學演示成績及
之幼兒園在職人員。爰修
二、參加教學演示成績及
格。
正第一項，將教保條例第
格。
前項第一款實際從事
九條第三項納入本條適
前項第一款實際從事 教學累計滿三年之年資證
用範圍。
教學累計滿三年之年資證 明文件，應由服務單位報請 二、新增第四項，依一百零六
明文件，應由服務單位報請 其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年六月十四日修正公布
其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核通過。
之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
管機關審核通過。
第一項第二款教學演
項規定：「依前項規定取
第一項第二款教學演 示成績，由原師資培育之大
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示成績，由原師資培育之大 學評定之。
明書者，取得大學畢業學
學評定之。
歷，且其最近七年內於立
第二條第一項幼兒園
案之幼兒園、幼稚園或托
在職人員，依本法第二十四
兒所實際從事教學累計
條第一項規定，修習一百十
滿三年以上表現優良，經
三學年度以前開設之幼教
教學演示及格，得免依規
專班者，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定修習教育實習，並於中
七年一月三十一日以前，適
華民國一百十七年一月
用第一項免修習教育實習
三十一日以前適用之。」
之規定。
將得免依規定修習教育
實習之適用期限，明列於
第四項，以茲明確。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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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督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督 本條未修正。
導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教 導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教
學演示。
學演示。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
教學演示，以自行辦理為原 教學演示，以自行辦理為原
則，每年至少辦理一次；並 則，每年至少辦理一次；並
得與設有相同幼兒園師資 得與設有相同幼兒園師資
類科之師資培育之大學合 類科之師資培育之大學合
作辦理。
作辦理。
前項教學演示之報名
前項教學演示之報名
程序、報名費用、教學演示 程序、報名費用、教學演示
項目、日期、地點、成績評 項目、日期、地點、成績評
量方式、成績通知等相關事 量方式、成績通知等相關事
項，應於教學演示舉行二個 項，應於教學演示舉行二個
月前，載明於報名簡章並公 月前，載明於報名簡章並公
告。
告。
第十條
行。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配合教保條例之施行日期，明
一百零七年二月一日施行。定本辦法之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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