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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感言心得感言
本次史懷哲計畫

中，舉行了兩次的全體
大活動，第一週的大地
團康遊戲、第二週 RPG
角色扮演闖關遊戲；這
活動安排及進行，讓每
位孩子與老師們更進一
步的接觸和心靈交流，
使小朋友對於活動的期待，讓小朋友們感到歡樂至極！

在課程設計方面，除
了高年級外，低年級、中
年級都是混班制教學且程
度不一，都能盡其所能設
計共同的課程教學；課堂
雖有反應較慢的孩子，我
們利用個別指導及教學，
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的愛！

老師們的用心，學生都能體會；在這過程中，學生充滿
喜怒哀樂的情緒，都是表現在臉上，只要用心及耐性，
能改變孩子們冰冷的臉龐及情緒！因為孩子們的內心最
純真，他們有如白紙，在孩子幼年時期，老師的行為和
舉止，會影響孩子啟蒙及
成長。

最後一天的成果發
展，首先，中年級以童話
改編及歌唱，演出不一樣
的風味；高年級則是杯子
與桌子的節奏敲擊，帶來
活動的高潮；低年級運用
閩南語課堂所教學的童謠
及帶動跳的舞蹈，展現給
師長及家長欣賞；活動的
尾聲，則是我以照片做成
影片，讓他們回顧，畫下
這三星期難以忘懷的句
點。

教育，不僅自我成長、反思、檢討自己的開始，更
能改變原有傳統填鴨式的教育，增加現有的教育文化；
因為現在的科技不斷的進步，不能只有課本上的教學內
容，更要運用小遊戲與科技做為改變，才能引領學生對
於學習上的樂趣！就如聖賢  孔子所言：「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說明「學習新的知識卻要不斷地更新，時
時刻刻的複習，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溫故而知新」
說明「溫習已學過的東西，從中體會出新的涵義，並學
習未學過的新學問」。這兩句更能說明了從傳統的教育
內容中，體會出新的涵義，並新增現有的教育與科技的
運用！

踏入教育的路程，曾經在國中時期，受到理化老師
的影響；這位理化老師並不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師，而是
一位差勁的老師；因為他不僅僅用以填鴨
式教學及壓迫學生的方式，且他有歧視
意識，使有些同學害怕理化課及厭惡理
化！因此，決定想要踏入教育，讓我的
學生在學習上是愉悅的、具有豐富的影
響力！驅使他們可以自發性的學習，也
愛上從學習中獲得快樂！ 

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是自願性的服務團隊，是孩
子弱勢團體學習的好地方；而我預先踏入教育的實習經
驗，帶著滿懷熱忱的心，參與第一次史懷哲教育計畫服
務，運用之前曾任總召的經驗，承辦與規畫整個活動經
驗，來幫助孩子們共同學習及解決暑假作業的難題，並
一起度過短暫三個星期的暑假。

在嘉義縣民雄鄉東榮國小進行三星期的「史懷哲關
懷鄉里服務計畫」，而這酷熱的暑假，能有緣與大家認
識及充實自己的這十五天裡，抱著滿懷的熱情與豐富課
程內容授課給東榮國小的小朋友們，包含課程內容有國
語和數學的課業輔導、各科輔助教學，以及晨光時間、
閩南語閱讀、每日一句進行至全體的綜合活動；這十五
天與老師們、學生們的教學相長，實在受益良多。

此次史懷哲計畫第
一次與東榮國小合作，首
先感謝劉主任贈送教學課
本，讓我們瞭解學生課程
內容及狀況。起初，對於
環境感到陌生，感謝教務
主任  劉育志主任的引領
我們熟悉環境，且更要感
謝東榮國小校長 簡素枝
校長，讓我們有機會服務
貴校，充滿歡樂的回憶！
另外，感謝師培中心主任 
成和正主任、蔡福興組
長、劉小姐及輔導老師中
的林郡雯老師、蔡明昌老
師指導與協助，103年史

懷哲教育計畫在七月二十五日成功及順利結業！
此外，感謝各位夥伴們這三週的努力與配合，都帶

著熱血、熱忱、耐性的心，填滿了我七月份充實的美好
記憶。這過程中，副召兼總務哲維的相輔相成及提點，
是團隊的主要核心之一，幫忙團隊中的經費及事務，以
及教務長霞娟文件整理、國為資料彙整。在三星期的過
程中，有著歡笑、有著悲傷及小小的摩擦；可是這三週
的相處，思想交流，要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教師，教育
每位孩子擁有獨有特質的樂趣！

擔任這次教育部承辦「2014年史懷哲關懷鄉里教
育計畫」總召一職，從行前會議、行前訓練至始業式及
課程開始上課的策劃；一開始的始業式創新展開，受到
東榮國小與嘉義大學師
培中心老師們的青睞，
促使我更有動力把整個
活動的完美結業！

總召一職外，也是
低年級的閩南語老師；
一開始在課堂中，以講
述教學方式，讓學生沒
有太大的興趣；在其他
課堂之中，發掘自己的
小缺點，慢慢的改變自
己上課方式；後來，運
用歌曲童謠及小遊戲的
進行，並讓學生有個自我
表現機會，他們淺移默化
的印入腦海裡！

系所 姓名 錄取縣市或學校 人數

幼
兒
教
育
學
系

江佳蓉 屏山附幼正式教師

17

余亭儀 高雄市興達國小附幼

胡芳綾 左營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劉淑惠 高雄市公幼正式教師

陳淑君 台北市公幼正式教師

陳淑君 新竹市公幼正式教師

蔡佳珍 台北市公幼正式教師

劉于綺 台北市公幼正式教師

李詠恩 新竹市茄冬附幼正式教師

黃筱瑜 台東縣大溪附幼正式教師

徐維欣 台北市公幼正式教師

吳依芸 台北市公幼正式教師

陳毅銘
萬華區新和國小附幼正式
教師

林欣怡 新北市公幼正式教師

黃建誠 新北市國小正式教師

張依婷 基隆市附幼正式教師

曾薈羽 台北市國語實小正式教師

特
殊
教
育
學
系

邱 瑩 台南市國小正式普通教師

23

蕭伍宏
台北市系統管理師 
台南市系統管理師

鄭如意 台中市國小正式普通教師

謝芸茵 苗栗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李慧雅 高雄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周香君 台中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潘張榮梅 屏東縣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陳宇堂 苗栗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李佩珊 高雄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陳俞君 台中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羅郁雯 台中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黃敬惠 台中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李睛茵
台北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新北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陸瑋婷 苗栗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鄧華緻 高雄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黃靖雲
台中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桃園縣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杜思岑 新北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趙芳瑩 台中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林鈺程 嘉義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黃毓涵 台北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高珮珊 彰化縣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郭仕芸 嘉義市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曾凱群 新竹縣國小正式特教老師

教
育
學
系

黃瓊瑤 苗栗縣國小正式教師

11

黃珮瑄 臺中市國小正式教師

林芊吟 臺中市國小正式教師

王孝萱 新竹市國小正式教師

劉恩琦 新竹市國小正式教師

洪翠韓 嘉義市國小正式教師

陳俐樺 新竹市國小正式教師

羅儀婷 桃園縣國小正式教師

吳涵儒 桃園縣國小正式教師

李欣怡 嘉義市國小正式教師

簡珮羽
台北市私立康橋國小
正式教師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潘慧綺 高雄市專任輔導教師

17

蘇芳儀 台南市專任輔導教師

李盈瑩 彰化縣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林世清
嘉義市北興國中
輔導活動科教師

楊子鐳 彰化縣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賀湘邦 台中市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王意媛
花蓮縣花崗國中
專任輔導教師

戴亞純 彰化縣國小專任輔導老師

林佳葭
台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
專任輔導教師

蔡宗達 彰化縣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楊少頤 南投縣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王坤鈜
嘉義市國小英語類
專任教師

吳孟純 新北市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楊杰青 新北市國小專任輔導老師

李緯琪
屏東縣新埤國中
專任輔導教師

蔡美娟
桃園縣立觀音高級中學
輔導科教師

任韋誠
新竹市、高雄市國小
專任輔導教師

103 年度教育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畫
本中心自 7月 7日（一）至 7

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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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東榮國小學童 30
位，本活動受到嘉義縣民雄鄉東榮
國小簡素枝校長讚許與支持。

文／總召  張依詩

1 0 3 年度幼童軍服務員 本中心特請嘉義市童軍會於 103.6.21~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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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位，活動圓滿成功。

系所 姓名 錄取縣市或學校 人數

體
育
與
健
康
休
閒
學
系

邱偉嘉 高雄市國小正式教師

9

韋念慈 高雄市國小正式教師

莊豐駿 苗栗建功國小正式教師

高惠慈 高雄南梓國小正式教師

蔡明純 桃園國小正式教師

溫笙銘
嘉大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專案講師

邱育琳 高雄青山國小正式教師

楊芬林 嘉義市崇文國小正式教師

林明儒
嘉大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外
國
語
言
學
系

王竣民
台南市正式國中英語教師 
台南市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新北市三芝國中英語教師

16

葉姿琳 彰化縣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郭姿廷 新竹縣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姚佳妤 台南市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張曉一 新北市正式國小普通科教師

張凱筑 新北市三重高中英語教師

鍾馨慧 台中市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蕭雅婷 彰化縣國小英語教師

王繪評 嘉義市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賴佩函 南投縣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魏培真 新北市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劉心瑜 新竹縣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郭伊潔 台南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謝翠霞 新竹縣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游安淇 台南市正式國小英語教師

李彥樵
嘉義市輔仁中學
專任英文科教師

數
理
教
育
研
究
所

林妙鞠
台北市景興國中正式教師 
彰化縣鹿鳴國中正式教師

3
陳孟愉

台中市梧棲區中正國小
正式教師

陳民中 新竹縣鳳岡國小正式教師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小
教

黃書瑢
苗栗縣苗栗市文華國小
正式教師

6

鄭恩賜
台中市太平區坪林國小
正式教師

喻思婷 基隆市中和國小正式教師

林湘敏 高雄市鳳陽國小正式教師

陳怡然
新北市石門區石門國小
正式教師

黃偉誠
金門賢庵國小垵湖分校
正式教師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中
教

蔡美娟
桃園縣觀音鄉觀音國中
正式教師

23

潘慧綺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國中
正式教師

賴冠汝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中
正式教師

蘇芳儀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國中
正式教師

賀湘邦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國中

羅惠玉 南投縣水里鄉民和國中

蘇詩雅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中

王竣民
台南市南區南寧中學
正式教師

楊喻評
金門縣金沙鎮金沙國中
正式教師

吳依亭
嘉義市東區嘉義商業職業
學校正式教師

王意媛
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
正式教師

李彥樵 嘉義市輔仁中學正式教師

廖惠旻 臺東縣賓茂國中正式教師

林妙鞠
台北市景興國中正式教師 
彰化縣鹿鳴國中正式教師

李盈瑩 彰化縣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林世清
嘉義市北興國中
輔導活動科教師

楊子鐳 彰化縣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賀湘邦 台中市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王意媛
花蓮縣花崗國中
專任輔導教師

李緯琪
屏東縣新埤國中
專任輔導教師

蔡美娟
桃園立觀音高級中學
輔導科教師

張凱筑 新北市三重高中英語教師

李彥樵
嘉義市輔仁中學
專任英文科教師

國立嘉義大學 103 年通過
教師甄試人數統計表

木 章 基 本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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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校實習學生參加教育部主辦之 103年度教
育實習績優獎表現優異，今年度有 44所師資培育
大學推薦 154人 (組 )參賽，經過嚴謹的審查，遴
選出20名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本校即囊括3位－
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歐大榮、應用數學系陳珈
惠、教育學系陳姿妤，其中歐大榮更榮獲中教組第
一名。得獎者於 11月 18日在「師資培育之大學
主管聯席會議」中獲教育部吳思華部長頒獎表揚。

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的歐大榮來自澎湖，
原本以棒球國手為目標，在高二那年因嚴重的運動
傷害而不得不放棄當國手的夢想，但他不因此而氣
餒，而選擇繼續在熱愛的體育領域擔任一名教師。
歐大榮在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實習期間，引用佐藤學
的「學習共同體」概念進行課程創新，設計以學生
為主體的教學活動－樂活足球王，結合健康及競技
體適能的要素、運動處方的指導方針及運動訓練的
原則，採取樂趣化教學，將足球的基本動作、技
巧、戰術及規則，透過活動、遊戲或團隊競賽，讓

歐大榮、陳珈惠、陳姿妤同學榮獲教育部 103 年度「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賀
球賽變得有趣，甚至讓一場足球賽有兩顆足球，增
加學生踢到球、參與球賽的機率，學生因此愛上體
育課，翻轉了學生對於體育課的傳統觀念。

應用數學系的陳珈惠在桃園縣楊明國中實習，
除了在數學教學上設計有趣活動，使用分組合作學
習及數學競賽等方式，提高體育班及技專班學生對
數學的學習興趣，展現教學專業能力外，在導師實
習與行政實習亦全心投入，協助指導之實習班級榮
獲諸多獎項，其中指導學生參加微電影拍攝亦獲佳
作，教育實習成果豐碩。

教育系畢業的陳姿妤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在
嘉大附小實習，希望培育出具有同理心、善良、溫
暖的學生，在實習期間以繪本教學及連絡簿中的親
師溝通實現教育實習理念。另外在國小一年級的國
語課中融入閱讀教學策略，從學習者分析開始、教
材分析、到教學方法與教具製作，融合相關理論的
應用，並設計『部件翻翻書』、e化教學等，而獲
得評審的肯定。

師培中心成和正主任 (左 2)與獲獎學生歐大榮
(右 1)、陳珈惠 (右 2)、陳姿妤 (左 1)合影

103 學年度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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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試知能，本中心於 103年 9月 26日 (星
期五 )、10月 24日 (星期五 )、11月 3日 (星期一 )、11月 14日 (星期五 ) 、12月 5日 (星
期五 )在本校民雄校區舉辦「103學年度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活動圓滿成功。會中
邀請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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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吳思華部長
頒發 103年度教育
實習學生楷模獎給
實習學生陳珈惠

教育部吳思華部長
頒發 103年度教育
實習學生楷模獎給
實習學生陳姿妤

研習日期 9月 26日 10月 24日 11月 3日 11月 14日 12月 5日

對象 小中特幼 幼教 中教 小教 特教 中教 小教

課程內容
教育原理與制度

(以教育心理與教育
制度為主 )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中等學校課程
與教學

實習暨教檢
經驗分享

特殊教育課程
與教學

教檢暨實習
經驗分享

班級經營
實務分享

主講人
主講人：
林明煌老師

主講人：
王立杰主任督學

主講人：
吳瓊洳老師

主講人：
江曉灣老師

主講人：
唐榮昌老師

主講人：
歐大榮老師

主講人：
蔡俊廷老師

課程內容
教育原理與制度

(以教育哲學
與教育社會學為主 )

幼兒發展與輔導
青少年發展
與輔導

國民小學課
程與教學

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與評量

教甄經驗
分享

課程設計―
從翻轉教育
談起

主講人
主講人：
林郡雯老師

主講人：
王立杰主任督學

主講人：
張楓明老師

主講人：
黃繼仁老師

主講人：
林玉霞老師

主講人：
吳依亭老師

主講人：
陳佳萍老師

課程內容
國語文能力測驗
（含作文）

12年國民教育
課程網要分析

兒童發展
與輔導

弱勢學生與
補救教學

主講人
主講人：
王玫珍老師

主講人：
秦葆琦副研究員

主講人：
蔡明昌老師

主講人：
鄭勝耀老師

課程內容
數學能力測驗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

主講人
主講人：
劉祥通老師

103 學年度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教檢專業科目應試知能（103.9.26）

與會人員簽到情形 始業式成和正主任 教育原理與制度 林明煌老師

學生上課情形 數學能力測驗 (國民小學
師資類科 )劉祥通老師

數學能力測驗上課情形

103 學年度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教檢專業科目應試知能（103.9.26）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幼兒發展與輔導

兒童發展與輔導
蔡明昌老師

103 學年度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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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3）

學生上課情形

103 學年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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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3）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吳瓊洳老師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張楓明老師

12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分析
秦葆琦副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

實習生參與情形

103 學年度中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實務專業知能（103.12.5）

教甄經驗分享
吳依亭老師

弱勢學生與補救教學 
鄭勝耀老師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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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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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小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
研習會－增進實務專業知能（103.12.5）

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蔡俊廷老師

課程設計―從翻轉教育談起
陳佳萍老師

教檢暨實習經驗分享
歐大榮老師

教育部吳思華部長
頒發 103年度教育
實習學生楷模獎給
實習學生歐大榮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黃繼仁老師

教檢教甄經驗分享
江曉灣老師

103 學年度幼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
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
（103.10.24）

王立杰老師

國語文能力測驗（含作文）
王玫珍老師

教育原理與制度 林郡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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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導入資訊科技之創新教學案例探究」

主講：雲林縣立麥寮高中 林雲龍老師
時間：103年 12月 10日

師培中心板書研習與檢定
本中心為增進師資生教育專業知能，於 103年
11月 19日辦理師資生板書研習，研習活動邀請
本校中文系退休教授蔡勝德老師擔任講座講師，

103年 12月 17日辦理師資生板書檢定，邀請蔡
勝德老師及本校中國文學系蘇子敬老師擔任檢定

評審老師，檢定合格者，發予檢定合格證明書。

師培中心字音字形研習與檢定
本中心為增進師資生教育專業知能，於 103年
11月 19日辦理師資生字音字形研習、103年
12月 3日辦理師資生字音字形檢定，邀請本
校中國文學系王玫珍老師擔任講座講師及評審

老師，檢定合格者，發予檢定合格證明書。 
師資生專題演講 本中心於 103年 11月 28日 (星期五 )上午 10時 10分辦理師資生專

題演講，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林永豐教授蒞校演講，

講題為「十二年國教課程設計的新模式―從能力指標到雙向細目表」。

本中心於 103年 12月 15日 (星期一 )上午 10時 10分辦理師資生專
題演講，邀請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授紀潔芳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從

心動、行動到撼動―談生命關懷」。

新生說明會
師資培育中心於 103年 9月 17日 (星期三 )上午 10時 30分於
科學館 I106階梯教室辦理 103學年度教育學程新生說明會，會
中介紹各組工作執掌、各專任教師學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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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人出席，師
生相互溝通交流、互動十分熱烈。

幹部座談會
師資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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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日、11月 14日中午 12時召開 2次師生幹部座談會，會中選
舉出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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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 姓名 職掌

會長 張依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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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哲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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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傑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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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佩姍 負責各項財物工作。

美宣股股長 梁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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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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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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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教育學程學會幹部名單

103 學年度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
    為使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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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0月 24日 (星期五 )在本校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舉辦「103
學年度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會中邀請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民小學陳校長宇水及國立嘉義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林校長文河進行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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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1或 104.8.1教育實習之同學
領取遴選實習學校表件。

與會人員簽到
演講專題―嘉義縣民雄鄉  
                  興中國民小學
                  陳宇水校長

演講專題 -國立嘉義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林文河校長

簽約程序說明―
本中心教育實習組
蔡秀純組長

師資生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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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0月 1日子計畫一「思考
教學的方法與應用」-協同教學

103年 10月 13日
第三次工作會議

課 程：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 -  
              國小組
主持人：本校師培中心蔡明昌副教授
講 座：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楊文菁 
              老師

楊文菁老師與大家分享課程與教學的
部分經驗。

課 程：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 -                    
              國中組
主持人：本校師培中心林郡雯
              助理教授
講 座：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邱瓊暖老師

1 0 3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多面向師資培育創新協作策略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行政窗口

子計畫一
創新閱讀寫作教學法融入教學實習的全面性學習計畫：

以大學與小學的夥伴協作精進師資素質
教育系王清思副教授
師培中心黃繼仁副教授

葉慈瑜

子計畫二
以戲劇融入英語教學實習的全面性學習計畫：
以大學與小學的夥伴協作精進師資素質

外語系顏玉雲主任
外語系張淑儀副教授

林家安

子計畫三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與教學實習的全面性
學習計畫：大學與幼兒園的協作模式

幼教系謝美慧助理教授
幼教系葉郁菁主任

黃美榛

子計畫四
多年級教室（multi-grade）的師資專業增能與課程

發展協作：偏鄉小校教學創新模式之建構
教育系陳聖謨主任
教育系張淑媚副教授

簡至悅

子計畫五
發展心因性學習障礙診斷與處遇策略訓練方案：

以英語數學科學習障礙為例教學為例
輔諮系曾迎新主任
輔諮系張再明教授

楊雅琪

本中心提 103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
計畫－師範與教育（含轉型）大學組，經精要版審查、詳細版審查
及決審會議 3階段審查結果，本校獲教育部部補助總計畫經費 200
萬元整，學校自籌 20萬元整。總計畫名稱為多面向師資培育創新協
作策略，共分 5個子計畫，期程自 103年 8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
執行團隊如下 :
總計畫主持人：師範學院丁志權院長
共同主持人：師培中心成和正主任
總計畫管考：師培中心地方教育輔導組宣崇慧組長、張劉華芬組員
各子計畫主持人：

103年 11月 13日子計畫三「幼兒園教學實習」-協同教學

103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
新增獎學金名額甄選

103學年度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本校獲教育部核定 25名額，依據本
校 103年 12月 2日 103學年度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名額分配會議決議：師
資培育學系大一新生 20名（教育學系 6名、幼兒教育學系 4名、輔導與諮商學系
3名、外國語言學系 4名、體育學系 3名）；幼兒教育學系大二生 2名；師資培育
中心大二生以上 (含碩士生 )3名。本中心於 103年 12月 13日舉行遴選作業。

地方教育輔導成果 本校 103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103年度
自 9月起共規劃 5場活動。

103.10.08 嘉義市蘭潭國小

補救教學與差異化教學知能研習

邀請嘉大附小輔導處謝佳伶主任
探討補救教學與差異化教學的概
念、理論、政策與實務做法，充
實教師實施補救教學知能與差異
化教學知能，並能於研習過程中
進行實作演練。

103.09.24 嘉義縣達邦國小

閱讀推廣實作與分享

邀請國語日報郭嘉琦講師分享閱
讀推廣及閱讀指導策略與方法，
充實教師閱讀相關專業能力，並
將閱讀融入教學之實作能力，以
增進閱讀指導之教學知能。

103.10.29 雲林縣泉州國小

善用教師教學檔案提升教學效能

邀請嘉義市北園國民小學蘇念慈
老師授課讓教師從教學檔案整理
增能，提升在課堂上的教學應
用，使教學能更有效能。

103.11.12 國立嘉大附小

翻轉教育教學典範研討會

邀請張哲彰校長、林哲瑋老師、官意千老師、陳佳萍主任
等翻轉教育理論與實務經驗教師分享其翻轉教育教學情
形，透過持續實踐的精神與經驗，營造更優質的學習效益。

103.11.19 嘉義縣山美國小

從教學觀察探究課堂中的適性輔導策略

邀請嘉義市北園國民小學蘇念慈老師授課
強化教學觀察知能，並透實教學案例影片
觀察與實作，來提昇教師適性輔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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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層級教師志業導入研習
配合教育部「103級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知能研習實施計畫」，本中心於 103年 8
月 14日（四）於本校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辦理雲林縣、嘉義縣、市高中職以下
之「中央層級教師志業導入研習」，共計 124位初任教師參加。

琴
法
檢
定
研
習

本中心於 103年
1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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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3 月 18
日舉辦之琴法專長能
力檢定。

學員簽到 學員簽到時問問題 師培中心成和正主任開幕致詞

課 程：始業式
主持人：台北市立大學
              劉淑雯教授致詞

課程：新世代國家的志業良師
講座：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湯志民院長

湯志民院長分享教學實務經驗，熱情、
風趣、認真，實為典範，各個學員努力
聽講，汲去精華，聽得津津有味。

三大願景 -成就每一個孩子、提升
教學品質、厚植國家競爭力。

用膳時各個學員也不忘彼此交流 課 程：有朋自遠方來
講 座：嘉大附小陳佳萍主任

陳佳萍主任的經驗分享及學員分享
自己的經驗和其他初任教師交流。

課 程：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 -
             幼兒園組
主持人：本校師培中心黃繼仁副教授
講 座：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附設
             幼兒園簡玉柔主任

課 程：各個學員認真聽講， 
              簡玉柔主任所分享的     
              寶貴經驗。

邱瓊暖老師認真地與大家分享經驗及
和大家進行交流。

課 程：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 -
              高中職組
主持人：本校師培中心蔡福興副教授
講 座：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游淑英校長

游淑英校長個人介紹及簡談
演講內容。

課 程：教師志業承諾與綜合座談
主持人：本校吳煥烘副校長

吳副校長分享自身故事，勉勵各位前來的學員，
反思自身教學信念，做出自己的教師志業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