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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教育學程甄選說明會
107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說明會共計 2場，辦理時間、

地點分別為107年5月2日(星期三)中午12時至13時(蘭
潭校區圖資大樓演講廳 )、107 年 5 月 9 日 ( 星期三 )中午
12 時至 13 時 ( 民雄校區科學館 106 教室 )，由課程組蔡福
興老師主講，會中針對學生提問，逐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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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固定召開師生幹部座談會。

本中心已於 107 年 3 月 9 日及 107 年 4 月 20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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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甄選重要日程表

107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筆試考試科目及範圍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
師資生專題演講 (I)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師資生專題演講 (II)

中心於107年4月13日(星
期五 ) 上午 10 時 10 分辦理師
資生專題演講，邀請國立嘉義
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陳佳萍
老師進行演講，演講主題「師
資生教案設計技巧」。

中心於 107 年 5 月 23 日
( 星期五 )上午 10 時 10 分
辦理師資生專題演講，邀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劉世雄教
授蒞校演講，演講主題「師
資生教案設計技巧」。

107 年 3 月 9 日 師生幹部座談會 107 年 4 月 20 日 師生幹部座談會

日  　　期 辦　　　理　　　事　　　項

107.0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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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5.14（星期一）
　　至
107.06.08（星期五）

受理修習教育學程申請（初審）。

107.06.13（星期三） 公告甄選初審通過名單。

107.06.13（星期三）
　　至
107.06.20（星期三）

報名、繳費、及繳交書面資料期間，報名請逕至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 報名
※一律網路報名，如有報名問題，請於辦公時間來電洽詢，電話：
05-2263411~1751-1753。

※開放網路報名及線上生涯發展性向測驗（複審）。

107.06.21（星期四）
報名費繳交截止
※ 報名完成後請繳費，並於 107 年 6 月 21 日前上網查詢繳費是

否完成。

107.06.21（星期四）

考生郵寄繳交書面資料截止日。(含學生基本資料表、個人簡歷、
性向測驗結果、回郵信封 )

※請於 107 年 6 月 21 日前以掛號寄出（郵戳為憑）。
※ 自行送件者須於 107 年 6 月 21 日下午 5 時前送達教育學程招

生甄選委員會。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科學館 3 樓 
師資培育中心。

※逾期一律不受理，請考生自行考量送達方式。

107.06.26( 星期二）
至

107.07.3（星期二）

准考證下載（107年6月26日上午9時起至7月3日上午10時截止，
請考生自行下載，不另行寄發）。

107.07.2（星期一） 上網公告筆試、面試時間及地點。

107.07.3（星期二） 上午 10 時進行筆試，下午 1時進行面試。

107.07.3（星期二） 下午 5時公布試題及選擇題答案（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107.07.6( 星期五 ) 試題疑義受理截止 (中午 12 時前 )

107.07.10（星期二）
至

107.07.12（星期四）
寄發成績通知單並受理成績複查。

107.07.19（星期四） 上午 9時公告正備取名單（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107.07.20（星期五） 正取生報到（上午）。
備取生唱名分發與報到（下午）。

筆試地點及試場座次表公告：107年 7 月 2 日（星期一）公告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筆試日期：107年 7 月 3 日（星期二）

考  試  科  目 考試時間 題型 備        　　   註
一、國語文 ( 題目 25 題

占 50%)（含閱讀理
解測驗）

二、教育常識（題目 25
題占 50%）

10：00-11：20
（共 80 分鐘）

選擇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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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常識考試範圍包含教育概論
及教育時事。



第 二 版 教育實習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國民小學教師 (102 名 )
姓名 系所 備註
王良智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非應屆實習者
吳政澤 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吳紹萱 外國語言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林玉慈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林亮淳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夏麗玲 幼兒教育學系 (進二技 ) 非應屆實習者
張文英 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張霈恩 音樂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許芸瑄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郭靜如 中國文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陳全柏 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陳奕雯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非應屆實習者
丁俞均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方念庭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王文成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王妍霏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王敏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伍純佑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朱珮瑜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江季韓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江旻娟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余國芳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吳佩芯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吳怡欣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吳玟謙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呂怡錚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李坤儒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李青闐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沈質心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周子筠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周宛蓉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巧雯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正勳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宏銘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林依萱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林禹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晏伃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林雯琪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蓁芳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邱祈雅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邱純玉 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邱僅棠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邱聖友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施典均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施霽庭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柯欣瑩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洪玉芬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洪蕙心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韋雅琪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孫佩鈺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徐千媚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殷雅玲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實習者
高曼育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張佳佳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張莉琳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張勝凱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張舒婷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畢雅筑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莊皓瑋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許乃方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許嘉芸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郭思遠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孟妤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品文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陳姿妤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宥彤 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陳思頴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耶如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貞竹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家安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淑鳳 音樂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陳惠雯 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馮綵瑜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姵瑜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婉婷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凱威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黃程偉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舒敏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黃鈺婷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慧娟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鄒玲箏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廖于萱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熊明珈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趙御邦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劉宜婷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劉庭妤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劉懋傑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歐俐妤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潘珮綸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蔡易澄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蔡青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應屆實習者
蔡毓芳 中國文學系 應屆實習者
蔡懿禎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鄭伊雯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應屆實習者
鄭宜珮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鄭凱文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鄭蕙馨 外國語言學系 應屆實習者
賴盈諭 輔諮系 應屆實習者
謝佳樺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謝涵淳 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蘇莉婷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中等學校教師 (43 名 )
姓名 系所 備註
呂冠泓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非應屆實習者
林煜鈞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非應屆實習者
張洧菘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非應屆實習者
梁凱茵 視覺藝術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許家逢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非應屆實習者

楊閔淑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非應屆實習者
董欣晧 教育學系碩士班 非應屆實習者
鎖鳳琴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非應屆實習者
丁淑婉 教育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江姿瑩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何曙安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吳昱慧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實習者
吳博超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呂沂臻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李子敬 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實習者
周怡君 教育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周鴻霖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林來進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實習者
柳柏任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洪汶雅 應用數學系 應屆實習者
徐銘鴻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翁汝儀 應用歷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張忠強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張明坤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實習者
張瑜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梁建弘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郭旆辰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亦柔 中國文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羽汶 中國文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心慧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行銷管理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黃映甄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葉奔塵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葉致寬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葉時滔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廖烽均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蔡雨恬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蔡淳安 中國文學系 應屆實習者
鄭沛晨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鄭荃寅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應屆實習者
盧姿廷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薛雅云 輔導與諮商學系 應屆實習者
謝沛欣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蘇政偉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應屆實習者

幼兒園教師 (29 名 )
姓名 系所 備註

吳佩芳 幼教專班
幼教專班經教
學演示及格者
免修教育實習
課程

翁慧雯 幼教專班
幼教專班經教
學演示及格者
免修教育實習
課程

蔡妮蓓 幼教專班 非應屆實習者
王依靖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包采璉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江頴燕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吳芷儀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吳憶玲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呂芳瑀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沈佩儀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季萱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易俊廷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佩儀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為促進本校實習生瞭解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準備內容，本中心於 107 年 5 月 21 日 ( 星期
一 ) 上午在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402 會議室舉辦「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生返校座談研習
會」，活動圓滿成功。會中邀請本校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校友羅翌丹針對「如何準備教檢、教甄及
Q&A」；也安排本中心教育實習組陳麗芷組長為實習生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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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本校 107 年度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榜單 (各類科依姓氏筆畫排序 )

本校教育系、輔諮系、體健休系、外語系英教組及幼教系、特教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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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改進教
學策略；在級務導師實習方面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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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實際了解班級經營方式；在行政實習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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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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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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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怡菁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紓晴 幼教專班 應屆實習者
林詩瑜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郭怡妏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宥圻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辜敬婷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筱雲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靜萱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葉憶姍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趙羽柔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劉德諭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歐雨欣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蔡晨宣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盧恩慈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賴揚名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謝孟珈 幼兒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特殊教育教師 (37 名 )
姓名 系所 備註
李昂家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李昕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林昱辰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林胤吟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陳佳意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陳采瑜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楊蕓如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歐冠杏 特殊教育學系 非應屆實習者
方彥涵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王郁翔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吳家瑄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李孟穎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以柔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孜芸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思汎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林家貝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張鶯臻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許乃心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許心瑜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郭于榛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乃嘉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芳宇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陳儀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姿蓉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昭慈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黃唯嘉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楊筠崧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葉俊言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廖威碩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劉芷璇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蔡雅婷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鄭皓宇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蕭舜文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戴宇杰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謝佳倫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鍾士豪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蘇廉閎 特殊教育學系 應屆實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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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20

外語系英教組 莊閔惇老師 民族國小
4/16-4/27
5/14-5/16

輔導與諮商學系 張高賓老師 福樂國小 4/30-5/1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余坤煌老師 興中國小 5/7-5/18

幼兒教育學系

孫麗卿老師 嘉大附幼
垂楊國小附幼
幸福幼兒園
聖彼得幼兒園
景仁幼兒園

5/7-5/18
簡美宜老師

特殊教育學系
簡瑞良老師 大同國小

興中國小
5/14-5/25

張美華老師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大四集中實習一覽表

另外，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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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輔導科、生物科、化學科、農業群科、美術科、體育科、家政群科、資訊科
技概論科、生物產業機電科等共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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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學生集中實習活動花絮照片：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師資培育中心教學實習課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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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繼仁老師 43 人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 

3/16-5/18

化學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2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4/13、4/20、4/27、5/4、5/11、5/18、
5/25、6/1

生物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3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4/10、4/17、4/24、5/1、5/8、5/15、5/22

美術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3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4/11、4/18、4/25

4/12、4/19、4/26

輔導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11 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4/2、4/19、4/26、5/3、5/10

4/11、4/18、4/25、5/2

4/12、4/26、5/3、5/10、5/17

3/27、3/28、3/30、4/10、4/11、4/13、
4/17、4/18、4/20

3/27、3/28、3/30、4/10、4/11、4/13、
4/17、4/18、4/20

4/11、4/25、5/2、5/9、5/23

4/11、4/18、5/2、5/9、5/23、5/30、6/6

資訊科技概論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1人 南投縣立宏仁國民中學 4/2-5/15 的週一、二

家政群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4人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4/9、4/16、4/23、4/30

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
業學校

3/23、4/13、4/27、5/3、5/4、5/11、
5/18、5/24、5/25、5/31、6/7

數學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3人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4/11、4/18、4/25、5/2、5/9、5/23、5/30

嘉義市私立輔仁高級中學 3/6、3/13、3/20、3/27、4/3

雲林縣立福智國民中學
3/21、3/22、4/11、4/12、4/18、4/19、
5/2、5/3、5/9、5/10

生物產業機電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1人 國立民雄農工高級職業學校 4/9、4/16、4/19、4/23、4/26、5/3

農業群科教學實習 曾素秋老師 2人 國立民雄農工高級職業學校 4/17、4/24、5/1、5/8、5/15、5/22

國文科教學實習

林郡雯老師

16 人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4/20-6/15

英文科教學實習 8人 3/9-4/27

地理科教學習習 3人 4/20-5/11

體育科教學實習 6人 3/30-5/25

總計 14 科 106 人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集中（實地）實習教學活動

◎ 5月 21 日實習生返校座談研習會  傳授教檢準備要訣

◎ 107 年度教育實習說明會暨分組座談將於 6月 22 日登場

◎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將於 8月 31 日前公告得獎名

　　教育部主辦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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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獎 20 名 ( 前 8 名獎金 2 萬元、其餘 12 名
獎金 6 千元 )、優良獎 4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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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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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獲此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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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尤利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類科

教育實習學生

柯欣瑩 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類科
陳思穎 高雄市勝利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類科
賴凰真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中等學校類科
謝沛欣 嘉義縣立民雄國民中學 中等學校類科
郭怡妏 新北市江翠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幼兒教育類科

　　為使 10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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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的事
項與至學校報到之相關程序，本中心預訂於 107 年 6 月 22 日 ( 星期五 ) 上午於本校民雄校區大
學館演講廳舉行「教育實習說明會」及「分組座談」，會中邀請本校黃繼仁教授、嘉大附小研究
處邱家偉主任進行專題演講，並由本中心教育實習組陳麗芷組長說明教育實習輔導費繳納、教育
實習期間實習生之職責、有關法令規定及實習資格審核表格填寫等各種相關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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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級實習生（欲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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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系 106 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縣民雄國民小學

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 106 學年度大四集中
實習─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106 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縣福樂國民小學

幼兒教育學系 106 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市垂楊國小附設幼兒園

幼兒教育學系 106 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市幸福幼兒園

特殊教育學系及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106 學
年度大四集中實習─嘉義縣興中國民小學

特殊教育學系 106 學年度大四集中實習－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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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4 月 10 日「106 學年度公費生甄選第 4次研商會議」
暨「107 學年度公費生甄選第 2次研商會議」

107 年 5 月 30 日「106 學年度公費生甄選第 5次研商會議」
暨「107 學年度公費生甄選第 3次研商會議」

　　審議各系擬訂之本校「106 學年
度師資培育公費生乙案（甄選大學師
資生）甄選一般生偏遠地區 1 名」暨
「107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乙案（甄
選大學師資生）甄選一般生偏遠或特
殊地區 5 名、原住民生 2 名」甄選簡
章，並確定實施期程。

　　審查確定各師資培育類科錄取名
單：
音樂學系 2 名、幼兒教育學系 1 名、
特殊教育學系 2 名、教育學系 2 名、
外國語言學系 1名。

107 年 1 月 17 日 
雲林縣土庫鎮埤腳國小

邀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蔡清田教授，提升教師對學
校本位課程理念及思考學校
本位課程轉化方向。

學校本位課程研討及精進
(二 )

107 年 3 月 14 日
國立嘉大附小

邀請教育研究院鄭章華博士
研究員（數學領綱編寫人
員），建立前導學校成員對
於素養導向任務設計的了
解，並以實作、討論、共備
的方式，提升現場教師對於
素養導向 - 國語文領域教學
設計的能力。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 -
數學教學設計工作坊

107 年 3 月 14 日
嘉義縣中埔鄉沄水國小

邀請嘉義市興安國小李佩珊
老師授課，因應多元文化及
特殊需求學生的課程調整與
正向支持班級經營。

教師專業成長與對話 -
班級經營

107 年 3 月 28 日
嘉義縣六腳鄉北美國小

邀請嘉義縣梅山鄉梅北國小
楊秀如教務主任建立教師對
學校本位閱讀學習環境營造
及閱讀理解教學策略，輔以
工作坊進行實作設計，發表
演練，提升現場教師閱讀教
學能力。

活化教學進修 -
營造學校本位閱讀學習環境

107 年 4 月 11 日
國立嘉大附小

邀請新北市國教輔導團甘文
淵老師，建立前導學校成員
對於素養導向任務設計的了
解，並以實作、討論、共備
的方式，提升現場教師對於
素養導向 - 數學領域教學設
計的能力。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課程 -
跨領域教學設計工作坊

107 年 5 月 28 日
嘉義縣阿里山鄉十字國小

邀請嘉義縣梅山鄉仁和國小
方正一校長授課，增強學校
教師混齡教學能力。

混齡教學教師增能研習

　　107 年 6 月 7 日召開 106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檢討
會議暨 107 學年度雲嘉地區國民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協調會議。

　　雲嘉地區國民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乃本中心年度
重點工作項目之一，106 學年度雲嘉地區國民中小學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計畫內容除依照教育部實施項目類型、範圍及
方式等規定，並依雲、嘉縣（市）政府及嘉大附小所提需
求規劃。

　　本中心於 107 年 3 月 7 日舉行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卓獎生與師獎生輔導座談會，提醒 72 名續獎學生達成各
項審核基準及規範。

　　107 年 1 月 17 日辦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床教學成果
報告暨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床教學計畫評審會及實施細節
座談會，會議通過幼兒教育學系簡美宜、教育學系王清思等 2
位老師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施臨床教學，藉由臨床教學
計畫，驗證教育理論與實務，並將所得經驗應用於師資培育
教學上。
    107 年 4 月 10 日通知本校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及本
中心所屬教師，邀請有意者於107年6月6日前提出有關「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床教學」的申請，並於 107 年 6 月 27 日辦
理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床教學成果報告暨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床教學計畫評審會及實施細節座談會。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 實施成果

臨床教學學校：

　嘉大附小附設幼兒稚園

課程主題：

　幼兒空間概念之教學

幼兒教育學系 

　簡美宜 老師

教育學系　

　王清思 老師

課程主題：

兒童哲學引導者培育
之臨床教學計畫一

臨床教學學校：
　興中國小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107 年 2 月 27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得續領獎學
金審查會議
72 位同學審查通過 7 位淘汰

教 育 部

臨
床

教
學

地方教育輔導成果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受獎學生輔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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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7 年 培育卓越師資生
赴日本海外參訪交流

全體團員於上越教育大學前合影

觀課 :上越教育大學附設小學
體育課

黃院長代表本校致贈
上越教育大學紀念品

拜會上越教育大學
附設中學副校長

教師於上越教育大學
附設幼稚園前合影

本校學生參與上越教育大學
附設中學英語課程的討論

聽取上越教育大學
附設幼稚園園長解說

本校教師與上越教育大學
商討兩校交流合作事宜

觀課 :上越教育大學附設小學
創作課程

本校學生與上越教育大學
學生交流情形

師資生專業成長工作坊
主　題：教案設計工作坊
主講者：雲林縣斗南鎮僑真國民小學 塗瑀真主任
時　間：1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20 分 -15 時 10 分
地　點：民雄校區科學館Ｉ 109 教室

107 年度
教育史懷哲關懷鄉里服務計畫

　　自 7 月 2 日（一）至 7 月 20 日（五）於嘉義縣梅山大南村大南國小辦理為
期 15 日之弱勢學童課業輔導，參與學生共計本校師資生 21 位及大南國小學
童50 位。
行前會議：6 月 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於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I501 研

討室辦理。

培訓講座：6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20 分 ~16 時 10 分於本校民雄校區創
意樓 301A 電腦教室辦理因材網操作工作坊。

　　　　　7月 1日上午（星期日）8時至 12 時於大南國小辦理教育訓練。

訓練日期：107 年 6 月 29 日 ( 星期六 )至 7月 1日（星期一）

訓練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人文館

報名時間：6/12 前

報 名 費：1,100 元整

報名及繳費地點：

※凡非教育系學生請向師資培育中心地方教育輔導組報名

※教育系學生請向教育學系報名

結業證書：全程參加者可取得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頒發之結業證書

備　　註：報名表請詳細填寫（英文姓名與護照相同）

嘉義市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

參加成員：師範學院黃月純院長及師資培育中心蔡明昌主任率領帶隊各師資培育學系 8位
指導老師、1位行政助理及 25 位學生。

出國期間：107 年 01 月 21 日至 107 年 01 月 26 日

參訪行程：

1. 參訪上越教育大學附屬幼稚園觀察幼兒活動、師生互動情形及校園環境。
2. 參訪上越教育大學附屬中、小學觀察教師上課情形、教室設備及校園環境，並於觀察

後進行座談，進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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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訪上越教育大學，向我們介紹學校的制度與現況並兩校師生分組交流。
4. 參觀善光寺、輕井澤、聖保羅教堂、日本小江戶風貌代表 ‧ 川越、時代之鐘～菓子

屋橫丁，體會日本不同地區的藝術風貌，瞭解日本文化與歷史。

目標：

    這次的海外參訪交流主要目標是瞭解日本上越教育大學、及其附屬中學、小學、幼稚
園等，了解其教育現況，並探討日本各級學制對於當前日本社會變遷及全球化趨勢現況的
改變的各種教育變革及因應措施。

預期效益：

這次的海外參訪預期效益是能讓參訪師生對於國內教育環境的變革，能瞭解與比較日
本如何因應世界變局之配套實施教育的方針，期望我們能學習別人的長處來加以改良，以

熟悉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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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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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越教育大學學生及
附屬中學的學生們，為了這次的交流報告做了充足的準備，不僅努力的讓我們體驗了
日本的文化，也讓我們從中發現了日本的特色，像是遵守紀律、對待他人恭敬、有禮
貌的態度等等，實在非常佩服日本人對於民族性的堅持以及紀律的遵守。

2. 在各級學校參訪部分，日本與台灣的教育中充滿了許多相似點，經過這次的交流，了
解日本實施的政策與對教育所推行的方針後，也讓我們回過頭來思考台灣的教育，更
從相關議題的討論與問答中，發現台灣教育尚有許多向日本教育學習與改進的地方，
期待政府與教育人員能夠對教育事業投入更多心力，努力讓台灣的教育變得更好。

3. 上越教育大學附屬幼稚園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教育的態度，上越教育大學附屬幼稚園落
實翻轉教育及讓孩子從遊戲中學習的理念。強調幼兒自主學習、強調學生的生活常規
與待人處世的態度，這裡的學生可以盡情的玩、開心投入地玩，這裡的小孩會在雪地
上玩耍、會種植花草、會玩雪，就算衣服、褲子髒了也不用擔心會被老師責罵。

4. 上越教育大學附屬小學提供學生一個到處都是學習機會的學習場域，而不是僅限於教
室的課題之中，學校提供相當豐富的資源讓學生去操作運用，我想在這麼一個資源豐
富的環境裡學習，學習到的知識也會是相當豐富且多元化的，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的部分。

5. 透過上越教育大學的師生交流，了解日本的師範體系如何運作，並在與台灣做比較，
了解其中的差異，由這幾天的參訪觀摩，充實我們所有師生對教育的想法。經過了這
麼一趟知性之旅，團員們在吸收新知後也與之前所學的舊經驗相互結合，應該有極大
的收穫。期望能在此次的參訪旅途中，團員們對於教育能有更深層的省思，並確認對
於教學、教育概念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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