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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為強化教師與學生互動關係，除落實
各班導師制度外，固定召開幹部座談會。本中心
已於 102年 10月 4日召開師生幹部座談會，會
中選舉出 102學年度教育學程學會幹部，並進行
師生意見溝通交流外，藉此增進各班感情交流。

102 年度教育史懷哲
關懷鄉里服務計畫
本中心自 7月 15日（一）至 8月 2日（五）

辦理為期 15日之弱勢學童課業輔導，參與學生共計
本校師資生 20位及嘉興國小學童 31位，本活動受
到雲林縣大埤鄉嘉興國小賴科錞校長讚許與支持。

仲夏日的冒險與成長仲夏日的冒險與成長

酷暑炎夏，流金鑠石，是連太陽都熱得發懶的暑假，在
雲林的大埤鄉進行著為期三周，由國立嘉義大學於雲林縣嘉
興國小辦理之「大學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經
過了十五天充實的課程與活動，包含了國語和數學的課業輔
導、多采多姿的晨光時間到豐富有趣的全校活動，相信不論
是參與志工老師們抑或是小朋友們，都是懷抱著滿溢的收穫
和美好的回憶，結束這段精彩的夏日冒險故事。

文 / 總召 郭哲銘

這是史懷哲計畫第一次與嘉興國小合作，初來乍到，一
切陌生，感謝嘉興國小賴科錞校長、張延圭主任熱心的給予
很多幫忙與意見，也感謝師資培育中心的成和正主任、蔡福
興組長、劉小姐的指導協助，102年史懷哲計畫在八月二日
順利落幕。

此外，還要特別感謝各位工作夥伴們，因本次史懷哲來
到了不熟悉的學校，在很多事務上難以立即調整，例如班級
混齡上課、校園有外來人士、狂犬病疫情升溫，校園中卻有
兩隻校狗等問
題，感謝各位
夥伴的配合和
鼓勵，多方面
的提供意見和
分工合作，在
很多問題上應
急變通，給了
我很大的支持
和協助，非常
感謝！

此外，在本次史懷哲計畫中，曾舉行了三次的全校性大
活動，感謝學務長弈心的運籌帷幄，分配任務恰當適宜，每
位志工老師都能適得其所，發揮最大的才能，帶領小朋友們
進行一項項有趣新奇的活動，從第一周的大地闖關、第二周
的水世界，到第三周工程浩大的黃金傳奇，每周三下午的全
校時間相信不僅讓小朋友們感到歡樂無限，更會讓志工老師
們因小朋友們的歡樂感到心滿意足。

在課程設計方面，除了高年級班級外，低、中年
級的班級都是混合著兩個年級的學童，因此上起課來
格外辛苦，但看見各位老師不辭辛勞，努力設計出符
合兩種年齡的課程，甚至是分成兩個班級個別指導，
一切以小朋友們學習為重，並甘之如飴。

最後一天成果展，由低年級小朋友們帶來的「阿
爸牽水牛」的帶動跳惹得現場的老師與學長姐們哄堂
大笑；中年級的戲劇演出則是簡潔精彩又趣味橫生；
高年級改編的「空城計」一劇更是豐富可觀，道具齊
全，可看性十足！最後，由全體師生在操場的「全校
大逃殺」活動將氣氛帶
到了為高點，並也為這
三個星期來多采多姿的
史懷哲計畫畫下了一個
難以抹滅的句點。

這短短的三個禮拜，小朋友們也許從課堂裡、活
動中，甚至是老師的言行舉止、談吐話語中得到了些
成長和啟示，而身為師資生的我們更是從這些和孩子
們相處的過程中，不斷的反思、自省，檢討自己、精
進自己，希望從中得到更多。教學相長，互利互得，
更要從中學習到關懷弱勢、學習到奉獻，和日日不斷
砥礪求進，而這，便是史懷哲計畫精神，也是我們需
銘記在心的事實。

1 0 2 年度幼童軍服務員
木 章 基 本 訓 練

本中心特請嘉義市童軍會於 102.6.22~6.24至校民雄校區
辦理童軍服務木章基本訓練，以培養師資生強化教師基本素養，
結合童軍教育的方式與精神，應用於教學當中；培養設計童軍教
學活動的能力，使教學生動活潑，提升教學的品質。本活動於本
校人文館前空地辦理，報名參加學員共計 34位，活動圓滿成功。

幹部座談會
102 學年度教育學程學會幹部名單

職    稱 姓  名 職                  掌

會長 唐若雅

一、總理中心學會會務，掌握活動方針、策劃、服務等。 
二、對外代表本中心學生參與各項活動及會議。
三、負責與指導老師（中心主任）報告各項活動內容。
四、擔任中心學會各會議之召集人、執行學會重大決議。
五、協調幹部編制年度計畫及經費預算。

副會長 方怡鈞
一、協助會長從事對外或對內事宜。   
二、督導各股於活動前一個月交企劃書。 
三、監督各股活動之進度。

活動股股長 馬天敏
一、規劃中心上各大小活動。
二、主要活動： 師生座談會

總務股股長 彭   羽 負責各項財物工作。

美宣股股長 蔡孟娟
一、各項海報宣傳品之製作與張貼。   
二、支援其他各股之美宣活動。
三、相關活動各類卡片之製作。

文書股股長 羅   茵
一、中心上各項活動資料檔案及影像記錄與收存。  
二、各項會議資料整理與收存。
三、各大演講活動紀錄拍照。

聯絡股股長 張靖敏
一、負責中心內外各項活動之聯繫。  二、舉辦茶會與各項招待事宜。
三、主要活動：師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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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於 102年 11月 26、27日 (星期二、三 )於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圖書館演講廳）及嘉義縣名都飯店
辦理「102年度師培主管聯席會議」暨教育實習績優獎、＜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教材教法設計徵選頒獎典禮。
與會人員包含教育部人員、師資培育之大學校長、師資培育相關系所、中心主管、受獎人員及媒體記者等約 2百多名。

本次會議，教育部特別邀請＜親子天下＞雜誌總編輯何琦瑜進行專題演講，以「翻轉教育：未來的學校、未來的
學習、未來的孩子」為講題。 

本次會議也針對下列兩大議題進行討論，包括「師資培育之大學如何培育符應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需求的師資」，
以及「啟動『培育』與『致用』合作循環機制，型塑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發展典範」。第一項議題包括「師資培育之
大學如何培育具足國小包班教學知能之教師」，以及「因應未來技職產業變化需求及職業類科更迭，培育職業群科所
需師資」兩項子題，分別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楊思偉校長和嶺東科技大學徐昊杲副校長進行引言。

第二項議題則有五項子議題，包括「德國師資培育制度考察分享及對我國之借鏡」、「國小師培聯盟推動成果及
未來展望」、「教師專業標準之規劃及師資培育之大學因應之道」、「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五堂課如何轉化運用
於教學現場」、以及「師資培育之大學推動差異化教學可行策略」，參與的專家學者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楊思偉校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翁聖峯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甄曉蘭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謝寶梅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系陳淑芳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張素貞教授進行引言。

此外，教育部也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報告，包括國家教育研究院李俊仁主任針對「103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命題方式」進行專題報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王麗雲教授的「台灣師資培育資料庫建置推動現況與調查研析成果」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許天維教授的「教育大學與師資培育機構教授升等方案革新之研究」。

除了上述議題討論及專題演講外，國民小學師培聯盟也應邀於會場中呈現歷年成果。 
透過本次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教育部希冀透過多方溝通交流，凝聚師資培育大學共識，讓各師資培育

大學主管與教育部共同籌劃培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師資，開創輝煌教育未來，成就每一個孩子，期許老師的老師，
培育出熱愛學習、具備關鍵能力的師資。

102 年度師資培育主管聯席會議

中心於 102
年 11月 29日邀
請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王
雅玄教授至本校
演講，演講題目
為課程建築學的
班級經營與教學
策略，活動圓滿
完成。

新 生 說 明 會
本中心於 102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時 30分於科學館
I106階梯教室辦理
102學年度教育學
程新生說明會，會
中介紹各組工作執
掌、各專兼任教師
學經歷、各班導師
名單公佈並說明相
關修習辦法、學分
抵免要點等。會中
大約 120人出席，
師生相互溝通交
流、互動十分熱烈。

師資生專題演講師資生專題演講

教育部蔣部長偉寧致詞
頒獎典禮：
102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及《德智體群
美五育理念與實踐》教材教法設計徵選

敬師月辦理成果簡介：
報告人：教育部師資藝教司徐科長振邦

專題演講：
翻轉教育：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學習、   

未來的孩子
主講人：親子天下何總編輯琦瑜

討論子題：
師資培育之大學如何培育具足國小包班教
學知能之教師。
◎引言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楊校長思偉

討論子題：
因應未來技職產業變化需求及職業類科
更迭，培育職業群科所需師資。
◎引言人：嶺東科技大學徐副校長昊杲

專題演講：
103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命題方式
主持人：教育部師資藝教司張司長明文
報告人：國家教育研究院李主任俊仁

討論子題：
德國師資培育制度考察分享及對我
國之借鏡。
◎引言人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楊校長思偉

討論子題：
德國師資培育制度考察分享及對我國之借鏡。
◎引言人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翁主任聖峯

討論子題：
國小師培聯盟推動成果及未來展望。
◎引言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楊校長思偉

專題演講：
台灣師資培育資料庫建置推動現況與調
查研析成果
報告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王教授麗雲

專題演講：
教育大學與師資培育機構教授升等方案
革新之研究
報告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許教授天維

討論議題：啟動「培育」與「致用」合作
循環機制，型塑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發展
典範。
◎主持人：教育部師資藝教司張司長明文

討論子題：
教師專業標準之規劃及師資培育之
大學因應之道。
◎引言人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甄主任曉蘭

討論子題：
教師專業標準之規劃及師資培育之大學
因應之道。
◎引言人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謝寶梅教授

討論子題：
教師專業標準之規劃及師資培育之大學
因應之道。
◎引言人 3：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系陳教授淑芳

討論子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五堂課如
何轉化運用於教學現場。
◎引言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
輔導處張副教授素貞

教育部業務報告 &綜合座談
主持人：郭副司長淑芳
報告人：劉科長鳳雲、陳科長彥潔

教育部業務報告 &綜合座談
與會主管提問

討論議題：
師資培育之大學如何培育符應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需求的師資
◎主持人：教育部師資藝教司張司長明文

師資培育大學主管大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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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楊惠芳老師、李璧瑩實習學生、賴宥兆實習學生、 

附小龔佳穎老師榮獲 102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參加教育部主辦之 102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表現亮
麗，在 134件參賽作品中，榮獲 1名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1名教育
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2名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之佳績，並於 11月 26日
在「102年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中，獲教育部長蔣偉寧頒獎表揚。

榮獲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的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楊惠芳副教授，
輔導經驗豐富，此次以指導實習學生融入在地教學與人文思考，導引行動研
究，有效提升實習生的教育解決能力，其輔導紀錄代表作，詳載每位實習生
之建議、解決方式與實質關懷，可作為新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

嘉大附小龔佳穎老師與實習學生間有良好互動，有系統的安排實習學
生多樣地學習，促進其專業成長；與實習學生的互動歷程中，能以實習學生
為主軸，不但耐心指導並用心輔導，且自我反省精進，成為教育實習輔導教
師卓越獎之一。

師培中心實習學生李璧瑩實習期間，研發撲克牌英文單字遊戲規則，
強化學生發音、背單字技巧，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賴宥兆則設計理念清晰、
架構明確的教學內容概念圖及學習單。兩位均從 111位申請者中脫穎而出，
獲得 102年度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肯定。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成和正表示，本校在 101年度也獲得 1名合作團體
獎及 2名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的肯定，102年再度得獎，未來將繼續努力，
強化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的三聯關係，加強與實習學校
合作，以增進教育實習效能，提升師資培育素質。

教育部蔣偉寧部長頒發 102
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
獎給楊惠芳老師

教育部蔣偉寧部長頒發 102
年度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
給附小龔佳穎老師

教育部蔣偉寧部長頒發 102
年度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給
實習學生李璧瑩

教育部蔣偉寧部長頒發 102
年度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給
實習學生賴宥兆

102 學年度實習生 ( 教師 ) 師資職前教育研習－增進師資生檢定考試應試知能

為增進本校實習生實務知能及參加檢定考試，本中心於 102
年 9月 27日 (星期五 )、10月 14日 (星期一 )、10月 18日 (星
期五 )、11月 15日 (星期五 ) 、12月 2日 (星期一 )在本校民
雄校區舉辦「102學年度實習生 (教師 )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
活動圓滿成功。會中邀請 16位講者分別講述各師資類科專題內
容（如附表一），讓參與此次活動的本校實習生（教師）藉由各
專科領域講師專題講授，能掌握應試技能，並將其所學有效應用
在檢定與甄試過程中。

附表一、教檢研習課程表

研習日期 9 月 27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18 日 11 月 15 日 12 月 2 日

課程內容
教育原理與制度
( 以教育心理學與
教育制度為主 )

小教 中教 幼教 特教 小教 中教

數學科目
研習 I、II

實務經驗
分享

幼兒園課程
與教學

特殊教育課程與
教學

數學科目
研習 I、II

中等學校課程
與教學

主講人
主講人：
林明煌 老師

主講人：
楊德清 老師

主講人：
何玉惠 老師

主講人：
王立杰 主任督學

主講人：
唐榮昌 老師

主講人：
楊德清 老師

主講人：
吳瓊洳 老師

課程內容
國語文能力測驗
（含作文）

教檢經驗
分享

實務專業知
能研習

幼兒發展與輔導
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與評量

兒童發展
與輔導

青少年發展
與輔導

主講人
主講人：
王玫珍 老師

主講人：
賴宥兆 同學

主講人：
吳永銘 老師

主講人：
王立杰 主任督學

主講人：
林玉霞 老師

主講人：
蔡明昌 老師

主講人：
郭俊豪 老師

課程內容
教育原理與制度
( 以教育哲學與
教育社會學為主 )

班級經營
實務

國民小學課程
與教學

教甄經驗分享

主講人
主講人：
林郡雯 老師

主講人：
林淑貞老師

主講人：
黃繼仁 老師

主講人：
劉書妤 老師

102學年度實習生 (教師 )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
增進師資生教檢專業科目應試知能（102.9.27）

與會人員簽到情形 教育心理學與教育制度 林明煌老師

國語文能力測驗（含作文）王玫珍老師 教育哲學與教育社會學 林郡雯老師

102學年度小教、中教類實習生 (教師 )師資職前教育研
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102.10.14）

數學科目研習 I、II 楊德清老師

實務經驗分享 何玉惠老師 實務專業知能研習  吳永銘老師

班級經營實務 林淑貞老師
(雲林縣嘉興國小 )

102學年度幼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
增進師資生專門科目應試知識（102.10.18）

成和正主任  致詞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幼兒發展與輔導 
王立杰老師

102學年度特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
增進師資生專門科目應試知識（102.11.15）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唐榮昌老師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與評量
林玉霞老師

102學年度小教、中教類實習生 (教師 )師資職前教
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教師資格檢定

之準備及教師甄試能力（102.12.2）

數學科目研習 II
楊德清老師

兒童發展與輔導
蔡明昌老師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黃繼仁老師

102學年度小教、中教類實習生 (教師 )師資職前
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教師資格

檢定之準備及教師甄試能力（102.12.2）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吳瓊洳老師

教甄經驗分享 劉書妤老師

1 0 2 學年度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
為使 102學年度新制師資生了解遴選教育實習學校程序與要

領，並輔導師資生遴選適宜之教育實習學校。本中心於 102年 10
月 25日 (星期五 )在本校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舉辦「102學年
度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邀請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孫校長
忠義及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張校長哲彰進行專題演講，
會中由兩位校長說明遴選教育實習學校之要領與經驗談，演講內容
豐富實用，與會同學也獲益良多。專題演講結束後，由本中心蔡秀
純組長向師資生說明遴選實習學校相關行政程序，會後並請預計參
加 103.2.1或 103.8.1教育實習之同學領取遴選實習學校表件。

102學年度新制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學校說明會－
中、小、特、幼教（102.10.25）

演講專題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張哲彰校長

數學科目研習 I（數學能力
測驗模擬考）學生測驗情形

賀

教檢經驗分享 賴宥兆同學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郭俊豪老師

與會人員簽到
演講專題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孫忠義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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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於 102年 11月 13日辦理「專業知能琴法檢定
研習」，邀請本校音樂系陳千姬老師主講，琴法檢定相關規
範及注意事項。讓師資生可以有方向的準備本中心 103年 3
月 19日舉辦之琴法專長能力檢定。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輔導座談會

本中心於 102年 10月 23日舉行 101學年度卓越
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輔導座談會，提醒 20名新受
獎學生及 39名續領受獎學生相關權利與義務，並特別
講解有關申請教育部核發卓越儲備教師證明書之規定。

1 0 2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本中心於102年10月23日起陸續辦理多場電子白板操作研習，活動規劃表如下：

102年 10月 23日網奕資訊科技集團郭勝憲專案經理
介紹「IRS即時反饋系統的運用」。

辦理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講師

102年 10月 23日
上午 10:10-12:10 

IRS即時反饋系統
介紹工作坊

科學館 I402
微型教室

網奕資訊科技集團
郭勝憲專案經理

102年 11月 29日
上午 8:10-10:10

桌上遊戲在教育上的
應用研習會

科學館 I206教室
中華民國圖板遊戲
推廣協會主任講師
劉力君小姐

102年 12月 6日
下午 14:00-17:00 

電子白板在理化教學
的應用研習會

大學館演講廳
台北市龍山國中
鄭志鵬老師

102年 12月 13日
上午 8:10-10:10 

IRS即時反饋系統在
教學上的應用研習會 1

科學館 I106
階梯教室

嘉義大學附小孫
尤利老師、賴秀珍老師

102年 12月 13日
下午 3:20-15:20 

IRS即時反饋系統在
教學上的應用研習會 2

科學館 I106
階梯教室

嘉義大學附小
周盈秀老師、謝佳鳳老師

102年 12月 13日
下午 15:20-17:20 

IRS即時反饋系統在
教學上的應用研習會 3

科學館 I106
階梯教室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國中
楊澄祥老師

102年 12月 20日
上午 8:10-10:10 

數位遊戲在教學上的
應用研習會 1

科學館 B01-302B
電腦教室

學騰教育有限公司執行長
洪國勳博士

102年 12月 20日
下午 13:20-15:20 

數位遊戲在教學上的
應用研習會 2

科學館 B01-302B
電腦教室

學騰教育有限公司執行長
洪國勳博士

102年 12月 20日
下午 15:20-17:20 

數位遊戲在教學上的
應用研習會 3

科學館 B01-302B
電腦教室

學騰教育有限公司執行長
洪國勳博士

教育部「第 1 期中小學初任教師基本專業知能研習計畫」

師培中心於 102年 8月至 11月陸續辦理雲、嘉縣（市）102年教師甄選與公費分發之初
任教師基本專業知能研習，包含高中職教師、國中教師、國小教師、幼兒園教師、特教老師、
專任輔導師，共計分別於雲林縣及嘉義縣辦理「初任教師基礎研習課程」、「初任教師精進研
習課程 /課程班級經營工作坊」、「初任教師精進研習課程 /教學觀察工作坊」等 3場研習活動。

102年度「雲嘉地區中小學學習共同體
教學典範暨實習輔導教師精進研討會」

壹、依據國立嘉義大學 102年度地方教育輔導暨教育實習輔導活動計
畫辦理。

貳、目標：邀請專家學者分享學習共同體典範教學之經驗及實習輔導
精進探究，以提升國民中小學教師之精進教學與實習輔導能力。

叁、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辦理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伍、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陸、研習地點：國立嘉義大學附小 (嘉義市林森東路 46號 )
柒、研習日期：102年 11月 6日 (星期三 )下午 1:20-6:00
捌、研習對象：雲嘉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師 100人 (含實習輔導教師 )。
玖、研討會流程：

「初任教師基礎研習課程」

102年 8月 12日至 14日於國立嘉義大學
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初任教師基礎研習課程」

102年 8月 7日至 9日於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圖書大樓 1樓新會議室

「初任教師精進研習課程 / 課程班級經營工作坊」

102年 10月 5日於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圖書大樓 1樓新會議室

「初任教師精進研習課程 / 課程班級經營工作坊」

102年 10月 6日於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初任教師精進研習課程 / 教學觀察工作坊」

102年 11月 24日於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初任教師精進研習課程 / 教學觀察工作坊」

102年 11月 23日於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視聽教室

實施計畫

        項目
時間

流 程 地 點 主 持 人

13:20-13:30 報到

嘉大附小

育英樓 4樓
視聽教室

嘉大附小團隊

13:30-13:40 開幕式
嘉義大學師培中心主任

嘉大附小校長

13:40-17:30
學習共同體理念、

實務、實習輔導應

用探究發表與研討

發表人：

嘉大附小張哲彰校長

博愛國小顏怡欣老師

嘉義國中許淑萍老師

嘉大附小陳佳萍主任

17:30-18:00
問題與討論

綜合座談

嘉義大學師培中心主任

嘉大附小校長

102年 11月 29日中華民國圖板遊戲推廣協會主任講師劉力君小姐
介紹「桌上遊戲在教育上的應用」。紹「IRS即時反饋系統的運用」。

琴法檢定
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