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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六日

時間：103年 3月 7日 (星期五 )
           下午 1：20-3：10
地點：民雄校區科學館 I106教室
講者：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教授 根津朋實博士
主題：日本學習共同體與合作學習的對話

近年來，學習共同體在國內蔚為風潮，受到中小學
教育實務現場的重視和採納。此次專題演講特地邀請日
本國立筑波大學根津朋實教授，講授日本的學習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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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專題演講（II）

時間：103年 5月 9日 (星期五 )
          下午 1:10-3:20
地點 : 民雄校區科學館 1樓 I106
講者 :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蔡佳蓉老師
主題 : 兩小時就上手的班級經營心得

此次師資生專題演講，特別邀請國立苑裡高中音樂
科的蔡佳蓉老師，講授班級經營的實務經驗和心得的分
享，簡報內容十分精彩，搭配適當的影片和歌曲，帶給

理念和內涵、以及和合作學習之間的異同，並由師資培
育中心林明煌老師同步翻譯，內容精彩，現場盛況空前，
座無虛席。

參與學生豐富的心靈饗宴；蔡老師除了分享經營班級的
訣竅之外，也現場示範如何生動活潑的喚醒睡覺學生的
技巧，讓大家經歷一場如沐春風的心靈旅程，受益良多。

參加成員：
師範學院丁志權院長及師資培育中心成和正主任率領帶隊 1位行政助理、各師資培育學

系 5位指導老師及 18位學生
出國期間：103年 01月 19日至 103年 01月 23日
參訪行程：

1.參觀湯布院金鱗湖、湯布院藝術小鎮及宇佐神宮，體會日本山野美景與藝術風光，
瞭解日本神社參拜的文化與禮儀。

2.參訪平川幼稚園，觀察幼兒活動、師生互動情形及校園環境並帶領活動與幼兒同樂。
3.參訪山口大學附屬小學，觀察學童打掃、教師上課的情形及校園環境，並於觀察結
束後進行座談。進一步與山口大學師生進行交流，瞭解日本與台灣文化的差異及兩
國教育法規與制度的差異。

4.參訪山口大學附屬幼稚園 (全森林幼稚園 )，觀察幼兒活動、師生互動情形及校園環
境，並帶領活動與幼兒活動同樂。

5.參訪山口市教育委員會向我們介紹日本幼兒教育的現況及面臨少子化的問題，並在
介紹完畢後進行詢答交流。

6.參觀太宰府天滿宮，瞭解神社參拜的文化與禮儀。
預期效益：

這次的海外參訪預期效益是能讓參訪師生能瞭解日本如何因應少子化實施教育的方針，
期望我們能學習別人的長處來加以改良，增進我國的教育政策，而非一昧地效仿他國，而是
要找出適合我國教育模式的方針，實際地提升我國的教育品質。

透過這次的參訪與交流，可從中瞭解並學習到了以下 5點：
1.山口縣當地幼稚園及小學的學童活動、師生互動情形及校園環境。
2.兩國小學與幼兒教育法規與制度的異同。
3.日本大學及小學與幼兒教育的現況。
4.日本小學與幼兒教育面臨的少子化與幼小銜接問題及其解決之道。
5.日本與台灣民俗文化的差異。

心得：
這次的海外參訪學習到了不少有關於日本如何實施教育的方針，在幼稚園部份與現在教

育部所推的幼托整合有些類似，另外在幼稚園的教學方式則注重在遊戲中學習，安排自己喜
歡的活動與活動的主導性，完全不強調紙筆練習與背誦，另外對自己整理遊戲區域也是他們
學習的主體。在小學部份的打掃課程，是非常嚴謹且執行情況良好，尤其對於打掃的細緻部
份更是讓人耳目一新，學校提供不同且多樣的清掃工具讓學生們使用，對於廁所得打掃則是
非常徹底，而且全國人民一致贊同這樣的服務工作，在教育委員會的介紹與解說看來，日本
相當積極地重視教育，且不停地讓自己國家的教育方法更完善，如少子化的衝擊及老化的議
題。期望我們能學習別人的長處來加以改良，尤其是幼稚園的不重視紙筆背誦課程，小學的
打掃服務課程，另外對於少子化情況的因應策略，但並非一昧地效仿他國，而是要找出適合
我國教育模式的方針，實際地提升我國的教育品質。

103 年培育卓越師資生赴日本海外參訪交流

參訪行前說明 登機前師生合影

與平川幼稚園老師合影 幼教系同學為平川幼稚園孩子帶活動

平川幼稚園園長介紹幼兒作品 丁院長代表頒發嘉大錦旗予山口大學附屬小學

山口大學附屬小學數學課老師與學生討論情形 與山口大學附屬小學老師合影

與山口大學教育學部學生分組交流 與山口大學教育學部老師合影 山口大學附屬幼稚園園長玫贈人偶節紙雕 山口大學附屬幼稚園幼童表演活動

與山口大學附屬幼稚園老師合影 山口大學附屬幼稚園師生歡送情形 丁院長代表頒發嘉大感謝狀及錦旗 山口市教育委員會簡報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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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幹部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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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3月 7日及
103年 5月 9日召開 2次師生
幹部座談會，進行師生意見溝
通交流及藉此增進各班感情交
流。

日  　　期 辦　　　理　　　事　　　項

103.05.19（星期一） 簡章公告。          ※本校未印製紙本簡章，亦不發售，請考生自行上網下載參閱！
103.05.19（星期一）至
103.06.16（星期一） 受理修習教育學程申請書（初審）。

103.06.19（星期四） 公告甄選初審通過名單。

103.06.19（星期四）至
103.06.25（星期三）

報名期間（一律網路報名，如報名有困難，可電 05-2263411~1751-1753 洽詢）
開放網路報名及線上性向測驗（複審）。

103.06.26（星期四） 報名費繳交截止※報名完成後請繳費，並於 6月 26日前上網查詢是否完成繳費。

103.06.26（星期四）
考生郵寄繳交審查資料截止日
（自行送件須於 6月 26 日下午 17 時前送達師資培育中心，快遞或郵寄者，以 6 月 26 日郵戳為憑。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科學館 3樓，逾期一律不受理。）

103.06.30（星期一）至
103.07.03（星期四） 准考證下載（103 年 7 月 3 日上午 10 時截止，請考生自行下載，不另行寄發）。

103.07.02（星期三） 上網公告筆試、面試時間及地點。

103.07.03（星期四） 上午進行筆試，下午進行面試。

103.07.04（星期五） 公布選擇題標準答案（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103.07.08（星期二）至
103.07.11（星期五） 寄發成績通知單並受理成績複查。

103.07.16（星期三） 上午 9時公告正備取名單、報到分發與備取生遞補時間（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103.07.17（星期四） 正取生依成績、志願唱名分發與報到（上午）。
備取生依成績、志願唱名分發與報到（下午）。

國立嘉義大學 103 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甄選重要日程表
中等教育學程修習主要學科（領域、主修專長） 相 關 系 所

藝術與人文學科
（領域、主修專長）

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 -音樂藝術 音樂學系暨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科 音樂學系暨研究所

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 -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學系暨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視覺藝術學系暨研究所

語文學科
（領域、主修專長）

（國 /高中 /高職）國文科 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國 /高中 /高職）英文科 外國語言學系暨研究所

數學學科
（領域、主修專長）

（國 /高中 /高職）數學科 應用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社會學科
（領域、主修專長）

（國 /高中 /高職）歷史科 應用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學科
（領域、主修專長）

（國中）化學專長
（高中）化學科

應用化學系暨研究所
數理教育研究所

（國中）物理專長
（高中）物理科

電子物理學系暨研究所
數理教育研究所

 (國 /高中生物科 ) 數理教育研究所
生命科學院所屬系所

健康與體育學科
（領域、主修專長）

（國 /高中 /高職）體育科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暨研究所

輔導學科
（領域、主修專長）

（高中 /高職）生涯規劃科 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輔導及高中職輔導

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概論科 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
農業群科

農場經營科
園藝學系暨研究所
農藝學系暨研究所

園藝科
園藝學系暨研究所
農藝學系暨研究所

畜產保健科
動物科學系暨研究所
獸醫學系暨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幼兒保育科 幼兒教育學系暨研究所

103 學年度甄選中等教育學程之相關學系所一覽表

筆試地點及試場座次表公告：103年 7月 2日（星期三）公告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筆試日期：103年 7月 3日（星期四）

考試科目 考試時間 題型 備           註

一、國語文 (50%)
（含閱讀理解測驗）

二、教育原理與制度（50%） 
（含教育時事測驗）

10：00-11：20
（共 80分鐘）

選擇題

1.國語文考試內容以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國語文能力測 
驗＞所規範之命題內容為範圍（但不含作文）。

2.教育原理與制度可參考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所規範的命
題內容為範圍。

103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筆試考試科目及範圍

103 學年度教育學
程甄選說明會
103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說明會，第 1

場於 103年 5月 7日 (星期三 )中午 12時
至 13時舉行 (蘭潭校區圖資大樓 B1演講
廳 )，第 2場於 103年 5月 14日 (星期三 )
中午 12時至 13時舉行 (民雄校區科學館 1
樓 I106教室 )，會中學生出席踴躍，由課程
組黃繼仁組長針對學生提問，逐一回答。

103 年 3 月 7 日師生幹部座談會 103 年 5 月 9 日師生幹部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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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六日

特殊教育教師 (37 名 )

應考姓名 畢業系所 應(非)屆
王竣毅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王意惠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吳彥蓉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李美蓉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周玲珠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林芯慈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林俊明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林恩銘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林鈺程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林鴻竹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邱莉翔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孫君蕙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孫淑均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高世榮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莊雅慈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許皓媛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陳怡馨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陳邵雯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陳俐伶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陳奕君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陳姿萍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陳盈竹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陳盈蓉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陳胤樺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陳家楹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陳國輝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陳雅貞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黃佳祺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黃婷琪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黃靖婷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趙芳瑩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劉佩伶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劉啟光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蔡易修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蔡惠淳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鄭伊妏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

謝承諺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

幼兒園教師 (27 名 )

應考姓名 畢業系所 應(非)屆
尤琬珺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王淑芳 幼托專班 應屆

王曉薇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余亭儀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吳佳蓉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吳欣璟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呂佩蓮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周沅蓉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林芳毓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林姿辰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邱薇庭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姚靜宜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張怡婷 幼兒教育學系 非應屆

張芷瑄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許欣瑜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許智婷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陳品蓉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陳秋玲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陳家柔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陳靜儀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彭婕妤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黃育涵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劉姵旻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蔡逸蓁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鄭佳芳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賴鈺婷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蘇于珊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

◎ 5 月 23 日教育實習職前就業輔導研習會  傳授教甄準備要訣

為促進本校實習生 (教師 )瞭解教師甄試之各種準備內容，本中心於 103年 5月 23日 (星期五 )上午在本校
民雄校區科學館 I402室舉辦「102學年度第 2學期新舊制實習生 (教師 )職前就業輔導研習會」，活動圓滿成功。
會中邀請嘉義市世賢國民小學張佳華老師、台中市外埔國民小學趙虹嵐老師分享「如何準備教師甄試及 Q&A」，
演講內容生動活潑，搭配豐富的投影片內容，贏得滿堂喝采，同學們也從中獲益良多。主題演講結束後，由本中心
教育實習組蔡秀純組長為實習生說明「教育實習業務及 Q&A」，會後並祝福各位實習生順利取得合格教師證，如
願通過教師甄試，成為學校正式教師。

◎ 103 年度新制教育實習說明會暨分組座談將於 6 月 13 日登場

為使 103年度新制實習學生瞭解申辦教育實習課程審核程序，並提前瞭解教育實習所應注意的事項與至學校
報到之相關程序，本中心預訂於 103年 6月 13日 (星期五 )上午假本校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舉行「103年度新
制教育實習說明會」，會中邀請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研究處呂文雅組長演講教育實習相關議題，並由
本中心蔡秀純組長說明教育實習注意事項、繳費、相關表格的填寫等，同時進行問題討論與交流，再於會後安排
各組實習指導教師進行教育實習的分組座談。請 103級實習生（欲於 103年 8月 1日前往已簽訂教育實習學校實
習之師資生）務必參加，以免影響教育實習權益。

◎ 103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將於 8 月 31 日前公告得獎名單

教育部主辦之 103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將錄取「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 6名 (獎金 2萬元 )、優良獎 6名；
「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 13名 (獎金 2萬元 )、優良獎 13名；「教育實習學生 (教師 )」楷模獎 20名 (前 8
名獎金 2萬元、其餘 12名獎金 6
千元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同
心獎 6組 (獎金 10萬元 )、優良
獎 6組。本校已於 5月 14日推
薦人選至教育部，推薦名單如下
表，教育部將於 8月 31日前公
告教育實習績優獎得獎名單，預
祝本校推薦之人選能獲此殊榮。

詹文貞 美術學系 應屆

廖意稜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劉文雪 音樂學系 非應屆

劉姿辰 教育學系 應屆

劉羿廷 音樂學系 應屆

潘怡蘋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蔡佩璇 教育學系 應屆

蔡昀庭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鄭若均 教育學系 應屆

鄧君怡 輔導學系 非應屆

盧清銓 體育學系 非應屆

蕭有智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蕭雅琦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簡珮羽 教育學系 應屆

藍怡汶 教育學系 應屆

顏美娟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羅筱弦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蘇柔卉 教育學系 應屆

蘇姵文 教育學系 應屆

中等學校教師 (49 名 )

應考姓名 畢業系所 應(非)屆
王心俞 應用數學系 應屆

王楚云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

田憶萍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應屆

白豐源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

何宜軒 園藝學系碩士班 應屆

何致妤 生物資源學系 應屆

余姵妤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應屆

余家蓉 史地學系 應屆

吳雨潔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應屆

李建興 史地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

杜以平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應屆

林世清 家庭教育與諮商所碩士班 應屆

林育如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應屆

林家榮 樹位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非應屆

林婉如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

林華生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

邱安琪 音樂學系 應屆

邱冠儒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

侯琇菁 幼兒教育學系 非應屆

柯義娟 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 應屆

洪子涵 音樂學系 應屆

洪珮文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

洪詩媛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應屆

徐珮娟 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應屆

張瑩栩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

莊育達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許瀚文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應屆

郭佳淇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非應屆

陳妍均 外國語言學系 非應屆

陳其凱 史地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非應屆

陳怡然 音樂學系碩士班 應屆

陳冠穎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應屆

陳彥伶 視覺藝術學系 應屆

陳珈惠 應用數學系 應屆

陳德瑜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

陶怡璇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

賀湘邦
輔導與諮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

黃建方
食品科學系暨
生物藥學研究所

應屆

溫邦成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應屆

廖怡貞 音樂學系碩士班 應屆

歐大榮 體育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

潘慧綺 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 應屆

蔡玄俊 體育學系碩士班 非應屆

蔡尚廷 園藝學系 應屆

蔡美娟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賴冠汝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謝雅方 行銷與運籌研究所碩士班 應屆

謝瑋婕 音樂與表演藝術研究所 非應屆

蘇芳儀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國民小學教師 (90 名 )

應考姓名 畢業系所 應(非)屆
尤紹帆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王佑琪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王郁珊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王珮珊 教育學系 應屆

王憶婷 史地學系 應屆

古思敏 教育學系 非應屆

朱家煌 教育學系 應屆

江琇婷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江曉灣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

何品萱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余庭瑗 教育學系 應屆

余雅涵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吳明憲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吳欣蓓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呂奕葶 音樂學系 應屆

李文哲 教育學系 應屆

李孟儒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李易儒 教育學系 應屆

李郁穎 音樂學系 應屆

李淑寧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李雅容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李維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卓姿君 教育學系 應屆

林千葉 教育學系 應屆

林子祺 教育學系 應屆

林俐君 教育學系 應屆

林冠妙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

林姵君 輔導與諮商學系 非應屆

林倖羽 教育學系 應屆

林舒眉 教育學系 應屆

林雅淳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邱鈺茜 企業管理學系 應屆

侯谷霖 教育學系 應屆

姚佳妤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非應屆

施馨怡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洪佳萍 教育學系 應屆

翁子涵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馬宗宇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馬牧芸 教育學系 應屆

張于庭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張芝綾 教育學系 應屆

梁軒慈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許艾棋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郭彥伶 教育學系 應屆

郭柏毅 體育學系 非應屆

陳乙豪 教育學系 應屆

陳小雅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陳以真 教育學系 應屆

陳妍靜 外語學系英教組 非應屆

陳俊呈 視覺藝術學系 應屆

陳冠汝 教育學系 應屆

陳姿妤 教育學系 應屆

陳韋其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陳翊瑄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陳琦玲 教育學系 應屆

陳毓彬
數位學習設計與
管理學系碩士班

非應屆

陳瑩甄 教育學系 應屆

陳靚姿 教育學系 應屆

曾婉柔 財務金融學系 應屆

曾琬妤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黃巧慧 外語系英教組 應屆

黃宛菁 輔導與諮商學系 非應屆

黃宛慧 教育學系 應屆

黃怡華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黃琳筠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黃暄育 教育學系 應屆

楊少頤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

葉欣宜 外語系碩士班 應屆

葉芷源 教育學系 應屆

葉俐吟 教育學系 應屆

葉凱仁 教育學系 應屆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集中實習教學活動
本校教育系、輔諮系、體健休系、特教系、幼教系及外

語系英教組共 6班於大四下學期的「教學實習」科目安排了
兩週的「集中實習」，同學們全天體驗實習學校和班級的生
活，並實際上台教學，將大學三年半來所學的教育理論，透過
實際參與教育現場的機會，來增進班級經營、各領域教學的技
能及學校行政實務經驗。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集中實習期間以全天在實習學校進行
實習為原則，兩週的集中實習內容包含教學實習、級務實習與
行政實習。在教學實習方面，同學們可將在校所學習的教育理
論與教學法實際運用於課程教學的現場，藉著師長現場的指
導，同學可藉此改進教學策略；在級務導師實習方面，同學們
由學習批閱家庭聯絡簿的技巧、調解班上學生的糾紛及與家長
溝通等班級事務的處理，可實務了解班級經營方式；在行政實
習方面，同學們藉著接觸各處室主任與執行輔導老師交代的校
內活動時，可了解學校各處室內部運作與決策的過程。同學們
每天一早就到實習學校，學習怎麼做一個正式老師，雖然只有
短短的兩個禮拜，但「做中學」的經驗相信令人深刻難忘。

今年（102學年度）的集中實習期間安排兩週，各班集
中實習指導老師、實習學校、集中實習日期詳如下表，各班活
動圓滿成功，師資生均表示獲益良多，經過這次寶貴的歷練，
不但成長了一大步，更堅定了從事教育工作的心意！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大四集中實習一覽表

班級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學校 實習日期

教育學系 陳美瑩老師 民雄國小 4/21-5/2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余坤煌老師 柳溝國小 4/28-5/9

幼兒教育學系

吳光名老師 協同附幼

嘉大附幼

吳鳳幼兒園

4/28-5/9
謝美慧老師

吳 椒老師

孫麗卿老師

輔導與諮商學系 劉俊豪老師 嘉大附小 4/28-5/9

特殊教育學系
張美華老師 嘉義啟智學校

嘉北國小
興中國小

5/19-5/30
簡瑞良老師

外語系英教組 周煥臣老師 興中國小 5/19-5/30

(各類科依姓氏筆畫排序 )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修課
學生數

實地實習學校 實地實習時間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林明煌老師 27人 嘉義市立僑平國民小學 3/21-5/16

國 /高中國文科教學實習 黃繼仁老師 6人 嘉義縣立大吉國民中學 3/7-4/25

國 /高中英文科教學實習 林郡雯老師 13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3月 -5月

國 /高中數學科教學實習 姚如芬老師 7人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3/14,3/21,4/11
4/18,5/23,6/6

國 /高中歷史科教學實習 詹士模老師 1人 嘉義縣私立協志
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4/21-6/5

國 /高中地理科教學實習 陳美鈴老師 7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3/10-4/11

國 /高中輔導科教學實習 楊育儀老師 8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2/17-6/20
國中物理科教學實習 陳均伊老師 1人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3/1-6/1
高中物理科教學實習 陳均伊老師 1人 雲林縣私立文生高級中學 3/1-6/1
國民中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生物科教學實習
林樹聲老師 2人 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 4/7-5/30

農業群科教學實習 林樹聲老師 2人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4/7-5/30

國中音樂藝術 /
高中音樂科教學實習

黃靖雅老師 3人 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4/11-5/23

國中視覺藝術 /
高中美術科教學實習

簡瑞榮老師 2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4/11-6/6

國 /高中體育教學實習 成和正老師 9人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3/20-5/20

高中 (職 )資訊科技概論
科教學實習

蔡福興老師 1人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4/25-6/6

家政群科教學實習 謝美慧老師 2人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4/15-5/2
總計 16科 92人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中心教學實習課程一覽表

另外，102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教學實習課程共有：國民小學教
學實習、中等學校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歷史科、地理科、輔導科、
體育科、音樂藝術 /音樂科、視覺藝術 /美術科、國中生物科、國中物
理、高中物理科、家政群幼保科、農業群科、高中職資訊科技概論科
等共計 16門。實地實習日期由各類科授課教師安排，藉由實地教學實
習，同學們可以充實教師通用知能 (普通課程所培養 )、專門學科知能、
教育專業知能與教育專業熱忱，以精進磨練自己的教學技巧，增加教
學實務經驗。師資培育中心教學實習授課老師、學生數、實習學校、
實地實習日期詳如下表：

本校 103年度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榜單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民小學

教育學系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嘉義縣民雄國民小學

幼兒教育學系 (公幼組一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市立吳鳳幼兒園

幼兒教育學系 (公幼組二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屬幼兒園

幼兒教育學系 (私幼組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縣協同高級中學附設幼兒園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參賽類別 姓名 任教學校 /實習學校 教育階段

教育實習輔導教師 謝欣孜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小 國民小學類科

教育實習學生

(教師 )

陳姿妤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小 國民小學類科

陳如郁 新北市後埔國小 國民小學類科

歐大榮 國立馬公高中 中等學校類科

陳珈惠 桃園縣楊明國中 中等學校類科

林鈺程 嘉義市嘉北國小 特殊教育類科

吳彥蓉 台南市勝利國小 特殊教育類科

特殊教育學系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特殊教育學系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市嘉北國民小學

特殊教育學系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2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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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2 月 27 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

得續領獎學金審查會議，58 位受獎同學均審查通過

本中心於 103年 3月 26日辦理「專業知能琴法檢定」，邀請本校音樂系
陳千姬、黃久玲、艾嘉洋等 3位老師義務擔任評審。

「Haboard 互動式電子白板

操作研習會」

4/8上午 8:10-10:10於本校民雄
校區科學館 109教室
網奕資訊科技集團郭勝憲專案經

理介紹 Haboard互動式電子白
板及 IRS設備之操作方法。

「翻轉教室在教育上的應用研習會」

5/23上午 10:10-12:10於大學館
演講廳

臺中市光榮國中鍾昌宏老師介紹

翻轉教室策略結合電子白板在生

物科教學的應用。

「桌上遊戲在教育上的

應用研習會 2」

5/28下午 13:20-15:10於
科學館 I4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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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子 白 板 操 作 能 力 研 習
本中心為辦理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

師資生教學基本能力專業成長」，辦理 3場研習，提昇本校師資生，運用電子白板
結合即時反饋系統等創新 E化科技之專業技能。

師資培育生 志工招募

請至師培中心最新消息網頁下載報名表

 服務內容如下：

 (1)活動時間為 103/7/18 至 103/7/23 每日 8：30 至 17：00

 (2)每日中午備有午餐，每位參與者發給服務證書以利於日後同學們認證。

 (3)可選擇想要服務的日期，每日以8小時計算服務時數。

    ﹝可選擇每日服務、擇期到場服務，或是半日服務﹞

 (4)活動服務主要為科學遊戲闖關活動指導、闖關兌換物品等。

嘉義市科學168科學教育博覽會嘉義市科學168科學教育博覽會

師資培育生 志工招募

2014 國立嘉義大學「Scratch 數位遊戲融入教學之設計競賽」實施要點

一、競賽目的：為了推動互動式電子白板之互動教學，透過競賽之激勵，鼓勵師資生將資訊科技應

用於電子白板教學，提升運用 IWB的教學能力，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亦提供師生教學之資
源，以產出適合我國中小學之優秀教材教案作品。

二、競賽內容：以高中職與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內容為範圍，由參賽者融入創意教學，利用Scratch軟體創
作出符合教學使用的教育性電腦遊戲。

三、競賽類別：(1)個人組  (2)團體組 (以 2-5人為限 )
四、參賽資格：本校全體師資生 (可同時參加個人組及團體組競賽，每人每組參賽作品以一件為限 )
五、競賽期程：收件日期：103年 3月 3起日至起至 103年 5月 31日 16:00前
                         成績公布：103年 6月 15日前
六、收件方式：在收件截止日前，將作品電子檔 (光碟片 )與參賽報名表（請至師培中心網頁最新

消息下載），繳交到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地方教育輔導組（民雄校區科學館 3樓 I308辦公室），
註明參加：『Scratch數位遊戲融入教學之設計競賽』，逾期不予受理。

七、作品規範：

（1）檔案內容需包含Scratch軟體檔案。
（2）參賽報名表須註明該遊戲適用的科目與設計之目的等描述。
（3）作品限為原創性作品，未曾獲得任何獎勵，未曾自行或提供他人用於直接或間接之營利目的作品；若

參賽的教材中有運用到非自己創作的圖片、音效等素材必須註明出處來源。

八、評選重點：將由本校師培中心委請校外專家進行作品審查，評選重點如下：

評審團評選重點 評分比重
遊戲作品可玩性 40%
遊戲作品教育性 40%
遊戲作品創意 20%
作品創意表現 100%
總計 100%

九、競賽獎勵：分個人組及團體組，每組獎勵如下：

個人組 :第一名：一名，獎金新台幣 3000元，獎狀一紙 
第二名：一名，獎金新台幣 2000元，獎狀一紙
第三名：一名，獎金新台幣 1000元，獎狀一紙
佳作：入選人數視參賽作品質量調整，獎金新台幣 500元，獎狀一紙

團體組 :第一名：一組，獎金新台幣 5000元，獎狀一紙 
第二名：一組，獎金新台幣 4000元，獎狀一紙
第三名：一組，獎金新台幣 3000元，獎狀一紙
佳作：入選組數視參賽作品質量調整，獎金新台幣 2000元，獎狀一紙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更正並公告之。

琴法檢定

2014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白板融入教學之心得寫作競賽」實施要點

一、競賽目的：為了推動互動式電子白板之互動教學，透過競賽之激勵，鼓勵師資生將電子白板

與相關資訊科技應用於實務教學 (如教學實習課程或教材教法等課程之試教演練 )，提升運用
IWB的教學能力，以增進學生實務教學效果。

二、競賽內容：以高中職與國中小進行電腦白板融入之實務教學為範圍，由參賽者寫作其使用電子白板融入

教學之作法、過程、及省思感想等。

三、競賽類別：以個別參賽為主。

四、參賽資格：本校全體師資生 (每人參賽作品以一件為限 )
五、競賽期程：收件日期：103年 3月 3起日至 103年 5月 20日 16:00前
                         成績公布：103年 6月 6日前
六、收件方式：在收件截止日前，將作品 (書面與光碟 )與參賽報名表（請至師培中心網頁最新消

息下載），繳交到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地方教育輔導組（民雄校區科學館 3樓 I308辦公室），
註明參加：『電子白板融入教學之心得寫作競賽』，逾期不予受理。

七、作品規範：

（1）參賽作品須以Word軟體編輯撰寫（字數3千字以內），內容必須描述使用電子白板教學之任教類科
(高中職、國中或小學 )、教學領域或科目名稱、及教學實施時間等，並須具體描述使用電子白板融入
教學之策略與教學過程，且須附上佐證照片，同時，若有相關的學習單、教案、簡報、或電子白板軟

體檔案等也能一併附上。

（2）作品限為原創性作品，未曾獲得任何獎勵，未曾自行或提供他人用於直接或間接之營利目的作品。
八、評選重點：將由本校師培中心委請校外專家進行作品審查，評選重點如下：

評審團評選重點 評分比重
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做法 30%
電子白板融入教學心得 50%
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相關教學資源 20%
總計 100%
總計 100%

九、競賽獎勵：

第一名：一名，獎金新台幣 3000元，獎狀一紙 
第二名：一名，獎金新台幣 2000元，獎狀一紙
第三名：一名，獎金新台幣 1000元，獎狀一紙
佳作：入選人數視參賽作品質量調整，獎金新台幣 500元，獎狀一紙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更正並公告之。

得獎名單將於民國 103年 6月 15日前
公佈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得獎名單將於民國 103年 6月 15日前
公佈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輔導座談會
本中心於 103年 3月 5日舉行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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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名續領受獎學生達成各項審核基準及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