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生教學基本能力認證項目一覽表 

105 年 04 月 20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學系 項目 內容 辦理單位 備註說明 

國文

學系 

語文 
能力 
檢定 

全校語文競賽 本校國文學系 參與全校語文競賽各項

目並至少入選者。 
全國語文競賽 由全國各縣市政府輪流舉

辦。 
參加全國語文競賽並至

少入選者。 
南風文學獎 本校國文學系 文學獎包含古典詩、古典

詞、古典散文、流行歌

詞、現代詩、現代小說、

現代散文等相關競賽，參

加並至少入選者。 
南風劇展 本校國文學系 現代詩、古典詩、古典小

說等相關演出競賽，參加

並至少入選者。 
各類型語文檢定 由全國各單位所舉辦之語

文檢定測驗 
包含英文、中文、閩語、

客語或其他語言均可。 
其他 若不在以上項目，但經過

本系認定通過者，不在此

限 

 

教學 
能力 
檢定 

簡報比賽 本校國文學系 參加並至少入選者 
試教比賽 本校國文學系 參加並至少入選者 
板書比賽 本校國文學系、教育學系 參加並至少入選者 
板書基本能力檢定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參加並至少入選者 
教材教法設計檢定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參加並至少入選者 
教育專業知能檢定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參加並至少入選者 
教學演示檢定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參加並至少入選者 
其他 若不在以上項目，但經過

本系認定通過者，不在此

限 

 

英語

學系 

語文 
能力 
檢定 

英語文競賽 參加校內外之英語文相關

競賽成績優異者 ( 如：

spelling bee 拼字比賽、說

故事比賽、小英劇比賽、

大專英語演講比賽或參與

大英劇公演演員….等) 

英語系/語文中心/校外單

位 

CEF 英語文能力檢

定考試 
國際標準化英語文測驗成

績須達相當於 CEF B1 級

（中級）以上 

高高屏英檢測驗平台、語

言 測 驗 中 心 、 ETS 、

IELTS、CAMBRIDGE 等

等 
英語領隊/導遊 參加專技人員領隊及導遊

考試 
考選部 



學系 項目 內容 辦理單位 備註說明 

中英文翻譯能力檢

定考試 
檢定考試分筆譯、口譯兩

大類 
教育部/ LTTC 

生物

科技

系 

語文

能力

檢定 

英語能力 本校或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或其他測驗中心

等 

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

學、評量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

定及格證書。 
其他外語能力 本校或其他測驗中心等 1. 如日語、韓語、西班牙

語、法語、徳語等其他

外語能力。 
2. 經本校認可之其他外

語能力相關檢定或證

照。 
國語文能力測驗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閩南語檢定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客語能力認證 客家委員會…等  

資訊

能力 

資訊素養認證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其他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經本校認可之資訊能力

相關檢定或證照。 
急救

及運

動證

照 

游泳檢定 本校或教育部學生游泳能

力分級標準檢定…等 
 

其他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經本校認可之急救及運

動相關檢定或證照。 

教學

能力

檢定 

板書基本能力檢定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經本校認可之教學能力

相關檢定或證照。 
教材教法設計檢定   
教育專業知能檢定   
教學演示檢定   
其他   

物理

學系 

語文

能力

檢定 

英語能力 本校或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或其他測驗中心

等 

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

學、評量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

定及格證書。 
其他外語能力 本校或其他測驗中心等 1. 如日語、韓語、西班牙

語、法語、徳語等其他



學系 項目 內容 辦理單位 備註說明 

外語能力。 
2. 經本校認可之其他外

語能力相關檢定或證

照。 
國語文能力測驗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閩南語檢定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客語能力認證 客家委員會…等  

資訊

能力 

資訊素養認證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其他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經本校認可之資訊能力

相關檢定或證照。 

急救

及運

動證

照 

各項教練、裁判證及

幼兒體育指導員(C
級以上) 

各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急救員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等  

游泳檢定 本校或教育部學生游泳能

力分級標準檢定…等 
 

其他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經本校認可之急救及運

動相關檢定或證照。 

教學

能力

檢定 

板書基本能力檢定 本校或其他學校或其他經

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經本校認可之教學能力

相關檢定或證照。 
教材教法設計檢定   
教育專業知能檢定   
教學演示檢定   
其他   

鋼琴

檢定 
各類鋼琴級數檢定 山葉鋼琴級數檢定、河合

鋼琴級數檢定…等 
 

金融

相關

證照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教育

學系 

教育

與輔

導專

業能

力 

教具設計能力檢定 教育學系  
板書能力檢定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教案設計能力檢定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童子軍木章基本訓

練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張老師儲備訓練(研
習後通過筆試) 

張老師基金會/救國團  

補救教學 18 小時研

習證明/補救教學 20
學分證明書 

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學系 項目 內容 辦理單位 備註說明 

硬筆字比賽 各縣市政府…等  

英語

能力 

全民英檢(初試及複

試皆須合格)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TOEIC Bridge  美 國 教 育 測 驗 服 務 社

(ETS)…等  
 

TOEIC  TOEIC…等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

學能力證書  
教育部   

托福測驗(TOEFL)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劍橋職場英語檢測

(BULATS)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全 民 網 路 英 檢

(NETPAW)  
中華民國多媒體英語文教

學學會ROCMELIA  
 

全球英檢(GET)  全球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中

心  
 

通用國際英文能力 
分級檢定G-TELP  

美國通用國際測試服務中

心  
 

LCCI 英 國 倫 敦 商 會 考 試 局

(LCCIEB)  
 

GRE GRE    
GMAT GMAT   
IELTS 澳洲國際文教中心(IDP)及

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  

 

TESOL TESOL   
TESL TESL Canada Recognised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TOPEC ESP Development Center 
lnc.  

 

FLPT (英語)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  
 

BULATS  Cambridge ESOL   
Anglia高級英語測

驗(安吉利國際英語

評鑑)  

Chichester College of 
England  

 

Anglia商業英文(安
吉利國際英語評鑑)  

Chichester College of 
England  

 

CITE國際教師英語

認證(安吉利國際英

語評鑑)  

Chichester College of 
England  

 

其他

語文

能力 

國語文能力測驗 臺南大學…等  
閩南語檢定 教育部、成功大學台灣語

文測驗中心…等 
 

客語能力認證 客家委員會…等  
日本語文能力測驗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http://www.toeicbridge.com.tw/
http://www.toeicbridge.com.tw/
http://www.toeic.com.tw/
http://www.edu.tw/BICER/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14864
http://www.toefl.com.tw/
https://www.gept.org.tw/
https://www.gept.org.tw/
http://sz.allbest.org/rocmelia/
http://sz.allbest.org/rocmelia/
http://www.ndi.org.tw/get/gindex.asp?Page=ndx_0/ndx0_01.htm
http://www.ndi.org.tw/get/gindex.asp?Page=ndx_0/ndx0_01.htm
http://www.g-telp.com.tw/client/
http://www.g-telp.com.tw/client/
http://www.lccieb.com.tw/
http://www.lccieb.com.tw/
http://www.ets.org/gre
http://www.mba.com/
http://www.idp.com.tw/main.php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
http://www.tesoltaiwan.com/tesol-main.php
http://www.chiefesl.org/matesl.html
http://www.chiefesl.org/matesl.html
http://www.topec.nl/
http://www.topec.nl/
http://www.lttc.ntu.edu.tw/JLPT.htm
http://www.lttc.ntu.edu.tw/JLPT.htm
http://www.acumenbec.com.tw/bulats/index
http://www.anglia.org/tw/index.php
http://www.anglia.org/tw/index.php
http://www.anglia.org/tw/index.php
http://www.anglia.org/tw/index.php
http://www.anglia.org/tw/index.php
http://www.anglia.org/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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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日 本 語 檢 定 協 會

(J-TEST)、日本留學測驗…
等 

韓國語文能力測驗

(TOPIK) 
韓國教育課程評價院…等  

西班牙語文能力測

驗(DELE) 
DELE 在臺測驗中心、財團

法人語言訓驗中心…等 
 

法語 (DELF) 鑑定

文憑 
財團法人語言訓驗中心、

臺灣法國文化協會…等 
 

德語 臺灣德國學術交流留學資

訊中心、歌德學院、財團

法人語言訓驗中心 

 

東南亞各國語文結

業證書 
經本校語文教學中心或其

他法定機構核發之結業證

書 

 

其他語文能力檢定 經本系認可之相關語文能

力證照 
 

資訊

能力 

資訊素養認證 新竹教育大學…等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及助理規劃師 
EEC(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

鑑定)…等 
 

IC3 國際性認證 certiport…等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

發展協會 
MOCC 資訊應用、文書處

理、知識應用、整合型證

書…等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TQC 辦公室軟體應用類、

網頁設計類、影像處理

類、多媒體設計類、工程

製圖類、資料庫應用類、

程式設計類…等 

 

微軟認證 Microsoft …等  
思科認證 Cisco…等  
Sun Microsystems Sun Microsystems …等  
Prosoft Learning Prosoft Learning Corp …等  
EC-Council EC-Council…等  
Oracle Oracle…等  
Sybase Sybase…等  
Sniffer 
Teachnologies 

Sniffer Teachnologies …等  

Juniper Networks Juniper Networks…等  
Red Hat Red Hat…等  
其他資訊能力 經本系認可之相關資訊能

力證照 
 

急救

及運

救生員證 水中運動協會、水上救生

協會、中華游泳救生協

 



學系 項目 內容 辦理單位 備註說明 

動證

照 
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等 

水上安全救生相關

證照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各項教練、裁判證 各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急救員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游泳檢定 教育部學生游泳能力分級

標準檢定…等 
 

體適能指導員 中華民國體育協會…等  
健走教練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等 
 

AFAA  A- PIC 國

際基本有氧教練 
AFAA…等  

其他運動類證照 經本系認可之相關運動證

照 
 

特殊

才藝

能力 

書法專長檢定 台中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

工會…等 
 

樂器專長檢定 河 合 音 樂 教 室 檢 定 、

YAMAHA 音 樂 教 室 檢

定…等 

 

其他特殊才藝檢定 經本系認可之相關特殊才

藝能力證照 
 

其他

各類

證照 

其他 經本系認可之相關證照  

教育學系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生每學年度至少需取得一項由政府機關、師資培育機構之

大學或民間團體(以政府合法立案之單位或團體為限)核發之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合格證明；惟

其他各類證照，請於認證前事先向教育學系報備。 
工業

科技

教育

學系 
語文

能力 

全民英檢（初試及複

試皆須合格）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心…等 
 

TOEIC TOEIC…等  
托福測驗(TOEFL)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客語能力認證 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  
閩南語能力認證 教育部  

其他

各類

證照 

國家專門技術人員 考選部  
各項中華民國技術

士 
行政院勞委會中部辦公室  

其他 經本處認可之相關證照  

資訊

能力 

微軟認證 Microsoft…等  
AutoCAD Autodesk  
Autodesk Inventor   
 TQC、MCAS/MOS 各項電

腦能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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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

及運

動證

照 

救生員證、基本救命

術(BLS) 
紅十字會、中華民國水上

救生協 
 

音樂

學系 
鋼琴

檢定 
各類鋼琴級數檢定 山葉鋼琴級數檢定  
 河合鋼琴級數檢定  

其他

語言

能力

認證 

客語能力認證 客家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