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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怡權、林如美、顏嘉慧 得獎類別 姓名 系所 任教學校 /實習學校 教育階段

教育實習學生

楷模獎

顏嘉慧 數位所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中教
(第 4名 )

趙怡權 幼教系
(師培小教 )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小教
(第 1名 )

林如美 特教系 彰化縣泰和國民小學 特教
(第 1名 )

教育實習學生

優良獎

吳念真 教育系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小教

唐佳妏 特教系 嘉義市大同國小 特教

黃思婕 幼教系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幼教

羅伊伶 幼教系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幼教

教育實習輔導教師

卓越獎

李佳芳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小教

胡茵音 南投縣埔里國民小學 特教

趙怡權、林如美、顏嘉慧
榮獲教育部104年度「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

賀
　　教育部 104 年 12 月 10 日在師資培育大學主管聯席會議頒發「教育實習績優獎」，本校計有 3
位獲得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2 位獲得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實習學生楷模獎方面，修習師培小教學
程的趙怡權榮獲小教組第 1 名，特教系林如美榮獲特教組第 1 名，中教組則由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
學系碩士生顏嘉慧獲得第 4 名。教育實習輔導教師方面，嘉義大學推薦的嘉大附小李佳芳老師及南
投埔里國小胡茵音老師也上台接受卓越獎的表揚。
　　實習學生楷模獎小教組第 1 名的趙怡權，在嘉大附小實習表現優異，對他而言只有不被理解的
孩子，沒有壞孩子。他透過自編的繪本，讓孩子將「部首表義，部件表音」的觀念建構起來，幫助
孩子生字的學習。除了繪本以外，趙怡權同學也將「故事」包裝到課程中，讓孩子在聽故事的時候
傳遞自己所要教導的知識，透過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讓孩子樂於學習，在學習中獲得自信。他認
為孩子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就像草一樣，不斷的向上生長，教師並不是一台除草機只讓草地平整一致，

同學

（圖二）（圖一） （圖三） （圖四）
師培中心成和正主任 ( 中 )、蔡明昌老師 ( 左 3) 與楷模
獎得獎學生顏嘉慧(左1)、趙怡權(左2)、林如美(右1)
及輔導教師卓越獎李佳芳老師(右3)、胡茵音老師(右2)
合影

教育部張明文司長 ( 左 )
頒發 104 年度教育實習學
生楷模獎給實習學生林如
美 (右 )

實習學生楷模獎得獎者
趙怡權 ( 左 ) 與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張明文司長 (右 )合影

教育部張明文司長 ( 左 )
頒發 104 年度教育實習學
生楷模獎給實習學生顏嘉
慧 (右 )

▲▲ ▲ ▲

教育現場應該是澆花、施肥、不灑農藥、不除草的多元環境，唯有讓孩子自
由地規劃自己生命中的藍圖，才不會使孩子變成墨守成規、思想箝制的小機
器人。
　　特教系林如美除了自身的熱忱與知識以外，對於特教學生的個別差異也
十分注意，她藉由情境式教學、實物表徵、多元感官等不同的方式，讓學生
能夠理解比較抽象的數學概念。在彰化市泰和國小實習期間，主辦潛能教室
「走出去」計畫，在萬聖節、感恩節、聖誕節等節日，帶領特教學生走出教
室，讓這群孩子們也有能力成為「給予」的小天使們，而不只是接受協助的
人。除此之外，林如美的實習計畫能持續新增修正並加以省思，並能從研習
活動將翻轉教室的理念落實到教學設計，課程架構充滿創意點子，因此得到
特教組第 1名的肯定。
　　顏嘉慧則在高雄市鼓山高中實習，她在「資訊科技概論」課程中，透過
翻轉教學將抽象化為具體，運用更有趣更好玩的活動來訓練學生的邏輯思考
能力，她認為上課就像出演一場「舞台劇」，讓觀眾 ( 學生 ) 身歷其境，老
師則像導演一樣完美地導出這場戲。她翻轉學習課程設計的理念、教材設計
課程藍圖及省思作為，也獲得教育部肯定。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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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9 月 25 日 ( 星期五 )、10 月 23 日 ( 星期五 )、11
月 6日(星期五)、11月 20日 (星期五) 、12月 7日(星期一)、
12 月 18 日 ( 星期五 ) 在本校民雄校區舉辦「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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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位講者分
別講述各師資類科專題內容（如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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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

　　為使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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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0 月 30 日 ( 星期五 ) 在本校民雄校區大學
館演講廳舉辦「104 學年度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會中邀請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林校長文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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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1 或 105.8.1 教育實習之同學領取遴選實習學校表件。

與會人員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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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能力測驗（含作
文）王玫珍 老師

演講專題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林文河 校長

演講專題 -國立嘉義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張哲彰 校長

簽約程序說明─本中心教育實
習組蔡秀純 組長

研習
日期

9月 25 日 10 月 23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20 日 12 月 7 日 12 月 18 日

對象 小中特幼 幼教 中教 小教 特教 中教 小教 特教

課程
內容

教育原理
與制度

(以教育心
理學與教育
制度為主 )

幼兒園課
程與教學

從心虛到
虛心

班級經營
實務分享

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
與評量

中等學校
課程與教

學

教甄攻心
策略

特殊教育
課程與教

學

主講人
主講人：
林明煌
老師

主講人：
王立杰
主任督學

主講人：
鍾信宏
老師

主講人：
陳鴻傑
老師

主講人：
林玉霞
老師

主講人：
吳瓊洳
老師

主講人：
陳姿妤
老師

主講人：
吳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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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檢教甄
經驗分享

課程設計
-從翻轉
教育談起

青少年發
展與輔導

國民小學
課程與教

學

主講人
主講人：
林郡雯
老師

主講人：
王立杰
主任督學

主講人：
顏嘉慧
老師

主講人：
陳佳萍
老師

主講人：
郭俊豪
老師

主講人：
黃繼仁
老師

課程
內容

國語文能
力測驗

（含作文）

實習暨教
檢經驗分

享

兒童發展
與輔導

主講人
主講人：
王玫珍
老師

主講人：
趙怡權
老師

主講人：
蔡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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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104.9.25）

教育原理與制度
林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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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陳鴻傑 老師

課程設計 -從翻轉教
育談起 陳佳萍 老師

實習暨教檢經驗分享
趙怡權 老師

學生上課情形

104 學年度中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104.11.6）

104 學年度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104.9.25）

104 學年度小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104.11.6）

從心虛到虛心
鍾信宏 老師

教檢教甄經驗分享
顏嘉慧 老師

學生上課情形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黃繼仁 老師
教甄攻心策略
陳姿妤 老師

兒童發展與輔導
蔡明昌 老師

104學年度小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104.12.7）

104 學年度幼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
習會（104.10.23）

104 學年度特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
研習會（104.11.20、104.12.18）

幼兒園課程與教學
王立杰 老師

幼兒發展與輔導
王立杰 老師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與
評量 林玉霞 老師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吳雅萍 老師

104 學年度中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
研習會（104.12.7）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吳瓊洳 老師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郭俊豪 老師

賀 趙怡權、林如美、顏嘉慧

　　為使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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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0 月 30 日 ( 星期五 ) 在本校民雄校區大學

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陳鴻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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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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及 1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召
開 2次師生幹部座談會，進行師生意見溝通交流，藉此增進各班感情交流。

104 年 9 月 25 日師生幹部座談會

104 年 11 月 20 日師生幹部座談會

　　師資培育中心於 104 年 9 月 9 日 ( 星期三 ) 上午 10 時 30 分於科學館 I106 階教室辦理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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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導師名單公佈及說
明相關修習辦法、學分抵免要點…等。

　　本中心於 104 年 10 月 12 日 ( 星期一 ) 上午 10 時 10 分於科學館 I106
教室辦理師資生專題演講，邀請南華大學林原賢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性
騷擾及性侵害的認識及防禦─以校園實際個案為例」。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師資生專題演講 (I)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師資生專題演講 (Ⅲ )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師資生專題演講 (II)

　　本中心於 104 年 12 月 04 日 ( 星期五 ) 上午 10 時 10 分於科學館 I106 辦
理師資生專題演講，邀請嘉義市僑平國小賴玟馨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走
進閱讀  遨遊寫作」。

　　本中心於 104 年 12 月 4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 時 20 分於科學館 I106 辦理
師資生專題演講，邀請嘉義市垂楊國小程可珍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課文
本位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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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1 月 11 日 ( 星期三 ) 下
午1時20分 -3時 10分辦理師資生字音字形研習，104年 12月 2日(星期三)
下午 1 時 20 分 -1 時 4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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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教育學程新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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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層級教師志業導入研習

104 年度地方教育輔
導成果

　　配合教育部「104 級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知能研習實施計
畫」，本中心於 104 年 8 月 13 日（四）於本校民雄校區大
學館演講廳辦理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高中職以下「中
央層級教師志業導入研習」，共計 129 位初任教師參加。

簽到實際況，各個學員都滿懷期待
的到來

課程：新世代國家的志業良師
吳財順前常務次長分享教學實務經驗，

熱情、風趣、認真，實為典範

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 (三 )- 國中
組雲林縣立崇德國民中學劉佳玲老師與

大家分享教學的經驗

學員在羽毛書籤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課程：教育政策與重要法令
學員觀賞初任教師應具備之教育工作重

點與教師專業發展簡報

課程：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二 )-
國小組嘉義縣水上鄉北回國民小學林進
富主任與大家分享課程與教學的經驗

教師志業承諾與綜合座談
成和正主任為大家講解教師志業的精隨

始業式師培中心成和正主任開場致詞

課程：有朋自遠方來開始下午第一堂
課，嘉大附小陳佳萍主任的經驗分享正

式開始

主持人蔡福興老師先和學員們介紹課程
內容

學員在羽毛書籤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學員利用午餐時間讓學員觀賞教育

課程開始前，主持人蔡明昌老師與大家
淺談

宣崇慧組長為學員說明教師專業發展
FB 粉絲團專頁

始業式主持人吳煥烘副校長說明教師要
性及研習之精神與內涵

課程：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一 )-
幼兒園組嘉義市蘭潭國小附設幼兒園吳

亭儀老師的用心經驗分享

課程：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四 )-
高中職組嘉義縣東石高級中學陳科仁老
師以專業探討並分享教育熱忱的重要性

成和正主任帶領學員進行教師志業宣言

臺北市立大學劉淑雯教授致詞

主持人宣崇慧老師與學員之間的討論

主持人黃繼仁老師帶領進行討論

教師宣誓志業承諾

　　本校獲教育部核定 104 學年度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35
個名額，依據本校 104 年 10 月 7 日召開名額分配會議決議，師資
培育學系大一新生 28 名（教育學系 7 名、特殊教育學系 4 名、幼
兒教育學系 7 名、輔導與諮商學系 5 名、外國語言學系 2 名、體
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3 名）；大二以上師資生名額 7 名（特殊教育
學系大二生 1 名、外國語言學系大二生 2 名、師資培育中心大二
以上學程生 4 名），104 年 10 月 22 日召開甄選委員會會議確認
錄取名單。
　　遴選作業各系自行辦理並統一於 10 月 17 日前完成，師資培
育中心於 104 年 10 月 17 日舉行遴選作業，早上進行筆試，下午
進行面試。

　　本中心於 104 年 10 月 7 日及 11 月 11 日舉行 104 學年度卓越
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輔導座談會，提醒 40 名續領受獎生及 35
新獲獎生相關權利與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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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APP 融入教育現場研習
主　講：臺南市立新東國中  葉志青老師
時　間：104 年 11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新增獎學金名額甄選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輔導座談會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輔導座談會

師資生專業成長研習師資生專業成長研習

104.11.11 國立嘉大附小

教室教學的春天 - 分組合作學
習教學典範研討會

邀請教育部分組合作學習亮點
教師民生國中陳明君校長、嘉
義國中莊裕庭主任及嘉大附小
陳佳萍主任等分享教室教學的
春天 ~ 分組合作學習理論與實
務。

104.12.16 雲林縣南陽國小

網路霸凌的認識與輔導策略　
　　

邀請雲林縣維多利亞實驗高級
中學黃金地副校長及雲林縣北
港鎮南陽國民小學洪錫欽校長
講授認識網路霸凌及學習處理
的方式與態度。

104.12.25 雲林縣九芎國小

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探討
與規劃

邀請南投縣國姓鄉長福國小廖
婉雯教導處主任講授學校本位
課程與特色課程探討與規劃。



第 版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卅一日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4 年度教育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畫

文 /總召  林蓁芳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畫，我想給我無限力量
讓我願意再次參與這個活動、並承接下總召這個重責大任的動機是去
年 2014 的史懷哲計畫，去年參與史懷哲計畫時，我正站在人生的抉擇
路口，起初我對自己的未來有很多的不確定也對自己產生很多疑惑，
我不知道教育這條路是不是我想做為終生職業的路，我也不明白我有
沒有教育熱誠，一切都還在摸索當中，畢竟當時的我只有大一。但是
在經歷了去年的史懷哲計畫後給了我很多溫暖跟感動，讓我重新思考
人生並且釐清自己的方向與價值，從弱勢的孩童中看見自己的責任；
從跟孩子的相處中發現自己的重要性，我才體悟到我有多喜歡教育這
條路。所以當今年再次辦理史懷哲計畫時，我毫不猶豫付出全部接下
這個使命，即便放棄所有都在所不惜，我覺得我是用生命在支撐這個
計畫。因為我知道這樣做有多值得，打從接下這個使命的那一刻，我
就告訴自己我要把這個計畫帶好，從那一刻我不曾輕忽與怠慢過，因
為我身上背負了一個重大責任。而在帶領團隊的過程中我所在乎的是
傳遞我所獲得的愛與感動，而總召這個頭銜其實只是一個稱呼，對我
而言更重要的是信念的傳承。

偏鄉教育一直是大家忽視的，許多偏鄉弱勢孩童所受的教育權總
是被剝奪，無論是環境或者資源都不及都市學校，而這些孩子總在階
級複製中度過他的人生，有的孩子是低收入戶，有的是隔代教養、單
親家庭、新住民子女，還有一些是家庭功能失彰的。他們沒辦法改變，
因為他們缺乏機會，他們也缺少生命中的貴人。我不敢說史懷哲是個
多偉大的計畫，我也不敢保證參與這個計畫後的孩子會多有成就。但
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計畫確實給了孩子很多改變的機會。對於偏鄉弱
勢的孩童來說暑假是最漫長的也是最無趣的，他們總是騎著腳踏車在
鄉村中亂晃一日渡一日，抑或者在家中幫忙做代工、手工製品賺取生
活費。因為他們沒有金錢能夠像都市孩童上補習班或安親班學習，所
以教育往往被他們給忽略了，也忽視自身學習的可貴。史懷哲計畫讓
這些偏鄉弱勢孩童能在暑假中進行免費的課業輔導以及品德教育，讓
他們重視暑假學習的黃金時期，並且把原先薄弱的概念進行釐清、整
合，我一直認為這些都是計畫裡最可貴的。

我還記得有一位教授曾跟我說過，做偏鄉教育是辛苦的，卻也是
最值得的，因為當你幫助了一個孩子，讓他能夠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學習正確知識、並建立正確價值觀，你就是救了一個人，甚至是救了
他們整個家庭或是整個家族，因為他們可能因為這一個孩子而顛覆了
階級複製，而走向光明人生。所以我在做史懷哲計畫時總是秉持著這
個信念，我告訴自己我要讓這一個月產生無限價值，我要讓學生能夠
擁有改變的機會、讓他能夠迎向更好的人生。

除了給偏鄉弱勢孩子機會外，我認為也給了大學師資生一個很大
的機會，我想身為師資生大家都在琢磨自己適不適合當老師，也在學
習怎麼當一個好老師，在這條路上大家能參與這個計畫，一定能揭開
一些疑惑或是對自己內心的質疑，史懷哲計畫讓師資生能夠實際站在
教學現場上，擁有整個班級經營與課程規劃的主導權，讓未來的老師
們能夠先了解、適應自己的工作環境以及教學現場。讓大家能在釐清
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後更堅定自己心中的信念。我想除了造福偏鄉
弱勢孩童外也是造福師資生。

在這活動中擔任總召的職務是很辛苦的也是煎熬的，從起初的第
一次史懷哲行前籌備計畫一直到編排年級與老師、課程的設計與教學
進度表安排，每個事物都讓我費盡腦汁，很怕疏漏了哪個細節，因此
時時刻刻警惕自己要專心盡力，因為這不像是一般的營隊，而是一個
計劃，時間也不像一般活動一樣短暫而是長達一個月，要撐起這個計
畫，需要做好很多周全的準被備，也需要花很多心思。過程中我總在
想總召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 總在抉擇該怎麼帶團隊氣氛 ? 總在思考下
一步該怎麼走，就怕走錯了誤了大家。害怕把計劃帶的像營隊，害怕
把老師的身份搞的像營隊哥哥姐姐，每一次都無限掙扎，有時候還覺
得自己的理念跟想法快要不能鞏固，甚至擔心快要脫軌。但是最後還
是堅持住了自己想傳達的信念跟價值。    

在過程中除了領導經驗外每一次的教學經驗都讓我變得更茁壯，
也讓我了解自己的不足與弱點，在史懷哲中我體悟到當老師及領導人
的辛勞，並且更尊重這個職業的偉大性。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學習讓我
能更接近夢想的道路。我知道用心就可以讓世界變得不一樣，所以我
願意用所有心力在這個活動中，讓史懷哲計畫的意義與價值能夠實踐

並且達到最大成效。雖然我們的人數不多、活動期限也僅僅只有一個
月，但是我們為孩子一點一滴的付出他都能感受的到，或許就是我們
的一點影響力而能改變他整個未來，甚至帶給他什麼人生轉變，他是
一幅名畫或是一張廢紙真的都是看大家付出的多少，每個付出都能在
他們心理留下一道美麗的痕跡。 

除了擔任總召外此次我也身兼四年級的數學老師，對我而言也是
新的考驗，去年的我所負責的科目是低年級的國語課，而我也侷限在
只會教學國語課科目，今年必須負責原先認為在教學進行中較困難的
數學科目，我也做了很大的改變與突破，在教學的途中有些學生對數
學產生排斥感，學生認為數學枯燥乏味、甚至害怕數學，所以我想了
很多方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在 7 月 16 日數學課時我舉辦了一場數學
跳蚤市場的活動，並邀請一到五年級的班級加入活動，透過跳蚤市場
的遊戲讓學生改觀數學，並且推翻以往刻板的數學教學方式，讓學生
喜愛數學並保有好奇心、思考力、創造力。在這活動中我發現學生開
始從遊戲裡啟發了對數學的好奇，開始願意去學習與參與數學，改變
了原來的學習態度，也讓我非常的驚訝與喜悅。也讓我得知，教育方
式可以改變學生學習習慣。

我們每個人都很平凡 , 我們每個人也都很渺小，但是聚集在一起
的我們就變得無限很大。很多東西都是從一個渺小的影響力而聚沙成
塔。22 個老師 22 顆心結合再一起，就讓愛無限延伸。也成就了一個完
整的計劃。謝謝團隊的夥伴，總是任勞任怨的付出，比起用嘴說，他
們則是拿出滿滿的愛與用心去做，很多時候我只是提醒了他們一些小
步驟，他們就會把事情做得很好甚至比我原先預期的更多，一直以來
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忙，甚至主動關心我，從來不會等我分配工作才做。
這是除了學生外，我的教學團隊給我很大的感動。

在史懷哲裡除了教學外，最快樂的事情就是認識了一群跟我一樣
擁有夢想的人，我們走在相同的夢想道路上，彼此相處起來有很多感
觸與感動，有相同的信念，帶起計劃來心就非常地貼近，很快地就變
成了好朋友。在這一個多月的相處下，我們相知相惜，雖然有爭吵也
有誤會，但是最後都愉快地解開了，也同心協力想把團隊營造得更美
好，我想在一起經歷了大風大浪後的我們也更勇敢更堅強了。 一日夥
伴終生好友 !

念教育的這兩年，我總在思考教育的意義何在，也一直再找生命
的答案，史懷哲給了我很大的省思與解答，讓我看見教育的意義，我
想就是那股熱血注滿我的心，讓我裝滿勇氣大步向前，教育是條很漫
長也很艱辛的路，過程中總是跌跌撞撞，每一次都跟自己內心無限掙
扎，有的時候會因為一些挫折澆熄了對教育的熱誠，但是史懷哲計畫
總是能讓我拾起最初的夢想、並點燃教育希望的燭光、再每一次我失
去教學的熱誠與動力時，讓我能把持住自己並且找回初衷，讓我相信
這些付出與愛都是值得的，我想，過了很久以後我都還會記得，當初
的那些愛與感動。或許哪天再回頭一看，還會記得這個暑假所發生的
一切還有每個孩子的笑容。我始終相信這個暑假小朋友擁有的幸福與
感動並不會隨著時間消滅，他們會一直記在心理，等到哪天希望的種
子會發芽茁壯，而開出最美麗的花蕊。這就是史懷哲計畫的魔法。

史懷哲計畫給我的實在太多了，有感動，有歡樂，也有淚水，還
有夢想。最後看著孩子們離開的背影，堅強的我還是留下了閃閃的淚
光；最後的鐘聲響起，告別的場景永遠會記在我記憶深處。兩年來史
懷哲計畫總是在我心中留下美麗的印記，三個禮拜很短暫，但是回憶
卻是永恆。這些是任憑任何人都沒辦法奪走的寶貴記憶，也是最獨一
無二的。 

這是我第一次接下教育部的大活動擔任總召，也是我最後一年參
加教育部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畫，總召能做的事情看似很多，但其
實最重要的就是讓史懷哲的教育精神與愛能延續傳遞。而今天我覺得
我做到了 ! 不求未來能有多大的貢獻，只希望持續實踐教育服務的精
神與熱誠，讓這股感動蔓延下去。這個世界不會為了我們而改，但是
教育就是一點一滴的再轉動世界，所以這條路我會一直堅持走下去。
而史懷哲計畫給我的回憶與感動也會伴隨著我繼續下去，我想這一次
又讓我更抓緊夢想，走在那條正確的路上！ 

時間總是過得非常快，一轉眼故事就要進入尾聲，最美好的風景
不適鏡頭前的那些畫面，而是你的心，親愛的孩子們再見，我們相約
在最美的未來見。感謝所有為史懷哲計畫盡心盡力貢獻的人，以及東
榮國小熱情參與的小朋友，謝謝教育部、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東榮國小的全程協助，因為你們的付出而讓孩子的未來變得不一樣。
時間會流逝，然而回憶可以陪伴一輩子 ! 希望以後在教育的路途中無
論遇見什麼難題，我都不會忘記史懷哲曾經給我的希望跟感動。即便
走累了、想放棄了，還會回想起小朋友離別前所說的那句話 :「老師你
明年還會再來嗎 ?」

史懷哲永遠是我們心靈最大的依靠，也是師資生心靈的避風港，
這裡是我們永遠的家。獻給所有心中有夢想的人，團結再一起愛就無
限大 !

國立嘉義大學 104 年通過教師甄試人數統計表

幼兒教育學系  錄取 9名

　李卓青  台北市立公幼 
　殷瑋慈  台北市立公幼 
　陳淑雯  桃園市公幼 
　莊雁涵  新竹市公幼 
　紀鈴鈺  新竹市公幼 
　盧姿伶  台中市公幼 
　李欣頤  宜蘭縣公幼 
　許淑君  宜蘭縣公幼 
　謝佳宜  高雄市公立中學 

特殊教育學系  錄取 22 名

　黃瑞杰  新北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白又文  新北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林郁婷  新北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羅彩萍  新北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陳怡臻  新北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鍾宜芬  桃園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游雯琁  桃園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陳家楹  台中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陳慈婕  高雄市 國小身障類教師 
　鍾筠榆  雲林縣 國小身障類教師 
　楊淨茹  台東縣 國小身障類教師 
　卓詩婷  台東縣 國小身障類教師 
　唐為寧  台東縣 國小身障類教師 
　潘吟筑  台東縣 國小身障類教師 
　賴彥均  惠明盲校 國小身障類教師 
　楊足滿  惠明盲校 國小身障類教師 
　黃婷琪  惠明盲校 國小身障類教師 
　李宜玹  南投縣 國小身障類教師 
　李美蓉  苗栗縣 國小身障巡迴輔導教師 
　王峻毅  新竹縣 國小身障類教師 
　蔡至甯  國小身障類教師 
　林美杏  新北市 國小學前特教科教師、
　　      高雄市 國小學前身障類教師 

教育學系  錄取 16 名

　康庭瑜  基隆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黃品秀  基隆市 104 年度高級中學教師 (國文專長 ) 
　陳冠汝  新北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美術專長 ) 
　薛羽珊  新北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洪嘉璘  新北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林宛臻  新北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劉婉愉  桃園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台中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王亭乃  桃園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張雯絜  新竹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蘇珍慧　新竹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蘇郁婷　台中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陳姿妤　台中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陳勇旭　雲林縣 104 年度國民中學教師 (專任輔導科 ) 
　陳國偉　嘉義縣 104 年度國民中學教師 (英文專長 ) 
　蔡汶伊　高雄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吳佳峰　高雄市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英文專長 ) 

輔導與諮商學系　錄取 26 名 

　王意媛　全國高中職聯招輔導科
　黃莕雯　全國高中職聯招輔導科 
　盧樺熠　台北市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榜首
　　　　　嘉義縣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雲林縣蔦松國中專任輔導教師
　王煜凱　新竹縣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花蓮縣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賴辰宇　台中市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許珮琦　台中市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嘉義縣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 
　洪常晟　南投縣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余羿萩　雲林縣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高雄市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張秋玉　嘉義縣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柯柔安　高雄市國中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許仲宜　新北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蘇意喬　新北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郭柏宜　新北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邱采芊　新北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盧宛君　新北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吳明憲　新北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卓郁辰　桃園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李雅容　桃園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樊姝伶　新竹市國小聯招普通科輔導專長榜首 
　羅　鳳　新竹市國小聯招普通科輔導專長 
　許智傑　台中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榜首 
　呂坤政　台中市國小聯招專任輔導教師 
　邱采芊　高雄市國小聯招榜首 
　卓郁辰　高雄市國小聯招 
　杜家綺　屏東縣國小聯招普通科 
　林思瑩　台南市國民小學專任英語教師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錄取 5名

　吳漢仁　台南市安慶國小
　陳冠傑　新竹縣北埔國小 
　林佑達　台中市大肚國小 
　歐大榮　南投普臺國中 
　蔡明純　台南市永福國小 

外國語言學系　錄取 29 名

　李俐慧　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榜首
　　　　　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
　　　　　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黃彥綾　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 
　陳姿穎　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 
　江長鴻　臺南市國小英語教師 
　簡  婕　南投市國小英語教師榜首 
　王佑琪　台南市國小英語教師榜首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陳韋其　高雄市國小英語教師 
　王郁珊　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 
　尤婉如　新北市國中英語教師 
　林瑋茹　高雄市國小英語教師 
　陳雅瑜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高雄市國小英語教師 
　華李君　新竹縣國小英語教師 
　陳妍均　新北市國中英語教師 
　蔡雅婷　新北市國中英語教師榜眼 
　陳怡雯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 
　江郁萱　嘉義縣國小英語教師 
　許祐禎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林群皓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李宛靜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 
　林銘慧　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 
　陳盈綺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陳靜霖　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李嘉祥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程寶萱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鍾維芳　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公費》 
　李沛樺　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臺南市國小英語教師
　馬睿均　桃園市國小英語教師
　　　　　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蘇楷婷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楊灼華　臺中市國小英語教師 

數理教育研究所 錄取 2名

　沈明勳　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麗雲　台東女中數學教師 

師資培育中心  小教  錄取 4名 

　謝馨儀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小
　沈欹婷　台中市西屯區大仁國小 
　李郡寧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國小 
　簡　婕　南投縣信義鄉人和國小 

師資培育中心  中教  錄取 15 名

　廖芳如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國中
　陳建智　臺中私立衛道中學 
　尤婉如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中 
　蔡雅婷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國中 
　王意媛　雲林縣麥寮鄉麥寮高中 
　黃家揚　嘉義市嘉義高中 
　何宜軒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商工 
　柯柔安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國中 
　劉婉愉　台中市大雅區上楓國小 
　謝佳宜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小附幼 
　許珮琦　台中市太平區中平國中 
　王煜凱　新竹縣關西鎮關西國中 
　江長鴻　台南市仁德區仁和國小 
　盧樺熠　嘉義縣番路鄉民和國中 
　歐大榮　南投普臺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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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教育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畫104 年度教育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畫

本中心自 7 月 6 日（一）至 7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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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位及東榮國小學
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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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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