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1：留任相關教學人才 

績優實習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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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實習指導教師 

師範學院 

陳政見 教授 

 

 
 

 

 

 

 

 

 

 

 

 

 

 



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陳政見 學院 師範學院 

 

 

系所 特殊教育學系 職稱 教授/圖書館館長 

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育學博士 

經歷 

教育行政乙等特考及高考一級及格，國小教師兼組長、中等學校教師

研習會輔導員及副研究員，南投縣文化中心演藝組組員兼代組長、新

竹縣政府薦任科員兼代督學，嘉義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兼任組

長(組主任)、中心主任、系主任及所長、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 

從到嘉大(嘉師)服務，個人指導過的實習生或實習教師普通班實習教師、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實

習教師及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的實習生等三類型。普通班實習教師是自 2003-2006 達四年之久，主要

是將在師專的實習經驗加上近六年的小學教學經驗，融入到實習指導工作，是很值得懷念的經驗，也

算是得心應手的工作。然而，因為是屬於一年的實習指導工作又是大班型的指導，在教學觀摩方面一

天下來是相當勞累的。 

    其次是在特殊教育資賦優異組實習教師的實習指導。這是任卸下系主任後，擔任特教系大五一年

的實習指導工作。資賦優異組實習指導的經驗有別於前者，乃實習教師的實習學校分配在中部以南各

縣市，堪稱幅員廣大，比起普通班實習教師集中在某縣(是)某區而且同一學校可能有三、四位來講，

開車南北來回奔波就比較辛苦多了。 

    而近三年所指導的是特殊教育身心障礙組的實習生，實習學校的特教生從輕度到極重度，班別有

學習障礙的資源班,有智能障礙的集中是特教班，有多重障礙的特殊教育學校，完全是極端「個別差

異」，實習教師雖然只有十一、二位，卻分布在南部七縣市，這比起資賦優異組的實習指導又更加複

雜與困難。 

    不過每一種實習指導都有其甘與苦，個人僅提出幾項心得供大家參考： 

    首先將實習指導理念與系所核心概念結合，例如以特殊教育學系共同理念專業、 真誠、同理、

自律，而實習指導理念則以實踐教學理論、培養教育熱誠、團隊合作精神、型塑優良品格作為呼應。 

    其次是實習指導階段規劃，個人將實習指導分成六個階段:(一)準備階段，以了解實習學生背景

及確立訪視輔導事項為主。(二)歷練階段：利用暑期時間進行行政工作實習。(三)教學觀察與試探階

段：聯繫實習學校與輔導老師協商輔導內容。(四)教學演示階段：確認教學演示時間與順序，及發函

至各實習學校。(五)實習成果驗證階段：以教案撰寫、教學演示、期中工作報告及學習心得(實習週

記成果冊)作為評量依據。(六)教師檢定輔導階段：以教師檢定考試策略指導為主。 

    至於實習指導策略應用方面，個人覺得參考的有(一)建立實習學生聯絡網，先選出組長及分區聯

繫人，組長最好以位在區域中心點的同學為佳，分區聯絡人則案區域分成南北兩組，讓實習生更易聯

絡。(二)利用 facebook及 line 建立聯繫網站作為訊息分享的通訊網。(三) 教學演示輔導方面，實

習生先與輔導老師商討教學設計(簡稱教案)主題與內容，並在一周前寄給實習指導老師閱修；此外，

也要求製作邀請卡 (Invitation)邀請校長、主任及相關專業教師參與，這是一種社會化

(socialization)學習的演練；另外特別要求教室教學主題布置等。(四)教學演示反思與檢討方面，



個人都會建請實習學校依照下列順序進行：(1)校長致詞與勉勵。(2)實習生針對當天教學演示實境與

準備過程，進行優劣是自我省思。(3)實習輔導教師提供教學改進意見。(4)實習指導教師針對實習習

提供教學優、弱勢分析，特別會針對教學過程與理論結合之處提供較多意見，以利實習學生在教檢時，

針對情境題和理論的應用產生連結。(5)校長總結或是綜合研討。所有實習學校的輔導老師及行政人

都覺具體有方向，而且可以從不同角度提供改善意見。 

    此外，也有一些需要檢討與省思的地方，包括：(一) 擬定實習計畫的時間，通常要拖到實習學

校開學，才能和輔導教師討論，對於實習生而言，很難如期擬出完整計畫並準時繳交時間。(二)由於

交通因素，實習指導很難如集中實習一樣，可以隨時到現場觀察教學實習現狀，並作立即指導，常有

｢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三)實習生無公費保障，教檢與教甄成為學生最關切的焦點，導致實務演練

反而成為應付的事項，於是準備考試變成實習的重點，有違設計實習課程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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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實習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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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楊 惠 芳 學院 師範學院  

系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系 職稱 教授 

學歷 美國紐奧良大學人類表現健康促進系 

經歷 

課外活動組副主任 11 年 

教務處出版組 2年 

實習輔導處輔導組 2 年 

研究組 2年 

進修部教務及註冊組 2年 

體育室主任半年 

通常我會鼓勵學生抱著一顆充滿熱誠的心來學習，且努力充實自己，勤於向校內外教師切磋學

習，更希望教學理念中，是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要讓學生在尊重、快樂、豐富的

環境中學習;更能努力營造出理想的環境、給予學生最好的、只有不斷追求提昇，才是適任教師、得

到提名即是鼓勵，感謝各位為教育工作努力付出的辛勞；再三感謝。 

指導教育實習工作已逾二十年，本著默默耕耘的心，帶領著學生實習體驗教育工作，實習教師需

完全聽從實習學校的規定與分配，加上我及實習機構本校三者相互配合下，指導實習時學生的認真態

度與人際關係上建立融合的態度，故學校分配教學實習份量重或者行政實習多寡，即時得到肯定及喝

采，實在非實習指導教師之功，希望能夠本著培養教學專業能力，並獲得家長的肯定，愛護學童的心，

能發現學童學習上問題，並尋求解決問題，鼓勵作行動研究；一來改善當下問題做有意義的探討；二

來做自己實習期間作實驗與研究的代表；它日考研究所也有證明自己的研究能力；本計畫代表作外個

人指導行動研究代替心得報告，已行之有年故分成兩部分指導教育實習計畫內容如下： 

一、實習教師於第一次分組座談，告知未來實習指導計畫內容，教育實習計畫的重要事項，包括實習

指導內容及進度、教育指導實施原則，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實習期間應遵守之規定事項。 

二、指導實習教師如何擬定年度教育實習計畫書，並提供本校實習輔導處之教育實習計畫書範本，其

中內容包括：教育實習、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和返校座談等等。 

三、以聯絡方式選派小組長擔任總負責人，以縣市附近學校再分組，成為小小組長及行動研讀資料和

聯絡小組。 

四、規劃相關的教育實習研習活動，與學校配合返校座談會：辦理教師研習活動和每學期至少三次返

校座談會，並指定紀錄人記載內容。 

五、有統一規定及分配理當謙虛學習，實習成績評量為師資培育機構教授和實習輔導老師評分，細目

如學校給的格式，最後每月實習進度與內容每月實習進度與內容隨實習學校記錄，最後要有本人

輔導教師教務主任校長和輔導教授簽名完整才是完整的實習計畫。 

六、建立學生部落格閱讀讀書計劃表。 

輔導寫作行動研究部份；除事先教導、討論、修改、完備才印製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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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實習指導教師 

師範學院 

陳美瑩 助理教授 
 

 

 

 

 

 

 

 

 

 

 

 

 

 

 

 



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陳美瑩 學院 師範學院  

系所 教育學系 職稱 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課程與教學博士 

經歷 

泰國 Yonok大學講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講師。 

國小教師、行政人員負責師生保險業務。 

國中英語教師、資源班召集人、導師。 

原住民教育與產業中心教育組組長。 

僑外組組長。 

 

 

 

 

1.感恩與驕傲：(1)感謝民雄國小全體師生對於我班實習老師的肯定，且老師們都能細心教導。

行政人員更親自教導我學生如何批閱公文，處理一些行政業務。（2）幾乎全班都能寫出不錯的詳案，

把自己的教學流程和評量等仔細寫出，其實是很辛苦的，但是他們都能完成；在教學和民雄國小行政

配合宣導方面都值得讚許。真是感恩。雖然，部分學生在檢討會時提出，不見得要寫詳案，因為在小

學的教學現場會有很多出人意料的狀況，新手還是得按部就班一步一腳印累積教學能量，但如果沒有

寫詳案，教學成效和實習教師的教學氛圍掌控會有不同。（3）樹立良好的嘉大品牌，校長蒞臨，建立

學生在校外就是代表嘉義大學的態度，因此，各項事宜都要主動求好、做好，要能顧念自己並做好學

弟妹的模範，且讓實習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留下良好印象。（4）整班能同心協力完成一年實習課的

重要大事，而且表現很好，真的覺得驕傲。 

2.多元智慧和多元文化主義的運用：從教案書寫須包含互助合作學習和多元智慧運用於課程設

計、教學和評量，似乎理念有了，但實踐還很難。不過，連我自己身為大學教授都很難實踐如此理念，

何況是大學部的實習老師呢？此外，每一班的學生都有高低成就之分，那如何要讓高成就的學生繼續

延伸學習；讓低成就的學生能夠加強學習變成中成就的學生，因為時間短暫學生表示無法得知，但是

所有的學生都有此熱誠，願意試試看，這也令人感動。 

3.對實習學校有貢獻：利用在校所學習的各項學習理論和教學知能，善用個人專長，補充原班級

教師因為個人時間之有限，來從事製作各方面教育，設計創意活潑課程，並利用 2~3人一組的人力資

源，能夠細膩的觀察學生的表現，透過原班級教師的協助，以實習教師為親切大哥哥、大姐姐的形象，

更加深入輔導需要更多關愛的學生。 

4.教學：（1）要求盡量掌握當節課的重點，盡量不要看課本，熟悉自己的教學。但是，部分學生

還是依賴課本，未能熟悉教學內容，有待改進策略。有趣的是，在嘉義大學課堂的模擬教學都能夠按

照教案或不看課本，但是實習是需要。雖然提醒要多演練，但是可能是時間有限，還是有些落差。以

後再帶實習，可能得再多鼓勵。（2）教具上有資訊融入教學，也有自做教具，但後者可以再複雜些。



（3）板書需再多加要求，雖然系上和班上常鼓勵，但是效果不彰，需要有必修課程以強化板書。 

5.班級經營：大部分學生都還得再磨練，不過他們也試著和同學、實習教授或國小輔導老師溝通

學習，結束時，大家似乎有些心得，而起有意猶未盡的感覺。可惜的是，最初沒想到跟民雄國小商量，

讓學生可以從半天到一天，都是自主班級經營處理學生事務，觀察到似乎仍然都是原班級導師處理所

有事項。另外，有些學生的教育理念、班級經營策略與原班教師有些差異，但因礙於種種因素，學生

只是存著困惑，還好事後我和學生有些深入的溝通。或許可以跳脫原有老師的框架，建立屬於自己風

格的班級經營。 

6.人際關係：「小手牽大手」與「傳承」：首先感謝民雄國小葉振學校長和主任能夠在三下時確定

如何合作，並能以「師範傳承」之精神，拜託民雄國小師長對於學生之指導，營造互助合作和雙贏之

成果。實習教師也都能虛心受教，大部分學生也能就自己的理論學習和實務經驗，經過與原班輔導教

師的同意和指導，嘗試自己的創意，使學生受益更多。能夠對學生有「1+1〉2」之成效。 

7.緊急事件或危機處理之教導需要更細膩。平日利用機會教育，但緊急事件每次都可能不同，處

理方式也會有異。記得有天同學因有老師要求觀摩教學，而在早修時間召集會議商量對策，並抽籤決

定演示教學之實習老師，以示民主公平。實習教師還沒理解，在實際教學現場，校長和行政人員遇到

緊急狀況，是可以透過小組緊急會議而決定行事方向。就此事件，個人了解狀況後，分享因為早修導

師必到，故可緊急小組會議再請託相關教師協助。因此，平時溝通和建立良善同事關係也是關鍵。  

8.互相教學觀摩學習：台灣教師比較不習慣做教學觀摩，但因為在美國留學當助教時，系上規定

每學期每位講師和助教都需要受觀摩、也觀摩他人，並開檢討會，覺得受益良多，故決定實驗看看。

除了觀摩同組實習老師外，也鼓勵多觀摩其他實習教師，個人觀察到隨時都有同學利用時間互相學

習，其實這也是現在教師專業評鑑必須的。實習教師之間好像也習慣了有人觀摩。相信日後他們會樂

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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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實習指導教師 

人文藝術學院 

康世昌 副教授 
 

 

 

 

 

 

 

 

 

 

 

 

 

 

 

 



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康世昌 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系所 中國文學系 職稱 副教授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 

經歷 

實踐大學講師、花蓮師範學院副教授兼出版組組長、嘉義師範學

院副教授、國立嘉義大學副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一、實習指導理念： 

長期以來，我國綜合大學多半重視學生專業學術上的學習與訓練。然而，近年來，學用之間廣受

社會的關注，認為可以加強部分學生的社會應用能力，以便於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與工作接軌，並實

現學以致用的理想。為達成該項目標，並協助本系學生轉換專業標準理論為社會上應世之實踐力，爰

於 102年 6月通過「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落實學生校外實習之依據。 

二、實習指導規劃： 

    本系與北京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簽有交流協定，連續兩年都派學生前往該校出版社進行實習。除

了學生暑期實習之外，本校與該校互為姊妹校，學生可以赴該校為交換生，所修學分雙方予以承認。

另外本系所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都邀請該校教授參與發表論文，互動頻繁。102 年遴選四位同學前

往實習，多半是第一次踏出國門，必須由老師帶領，並安排住宿、實習等相關問題。也順道洽談兩校

系交換生啟動實施，以及兩校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交流與互動。 

        102年度，帶中文系學生前往北京傳媒大學出版社進行實習，主要有五個任務： 

    第一，帶領實習生前往實習。安排實習生住宿、瞭解周遭生活、視察實習場地。 

    第二，洽談往後實習相關合作事項。 

    第三，洽談兩系院交換生相關交流與規範。 

    第四，洽談本系 102年度申請前往該校交換生相關事宜。 

    第五，加強兩校系未來學術上的多方交流。 

三、實習指導過程： 

    (一)訂定本系暑期實習要點。 

    (二)溝通實習相關規範與作業－校內國際事務處、校外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 

    (三)確認實習期間與實習人數，甄選大三同學實習名單，確定實習相關經費來源與補助問題，安 

        排同學實習期間相關食宿問題，徵詢系上老師帶隊實習，辦理機票預訂作業。 

    (四)傳媒大學來函邀請前往該校實習。帶隊老師：康世昌老師。實習同學：陳嘉臨、張庭嘉、莊 

        語涵、陳識圓（4人）。 

    (五)國外實習行前說明會：102年 6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5：10，因逢暑假在即，選期末考最後一 

        天舉辦行前說明會。除實習同學之外，特別請去年赴北京實習的大四莊宛宸、碩一羅佳韋同 

        學分享實習經驗，並叮囑當地生活食、衣、住、行等注意事項，體現經驗傳承分享的重要。 

    (六)102年 7月 2日，帶隊前往北京實習。 



    (七)學生返國，撰寫實習感言。 

    (八)102年 9月 17日舉辦中國文學系國內外暑期實習成果分享。 

四、實習指導成果： 

    中文系傳統課程與目標，多半強調涵養、閱讀、研究、寫作，這些固然是我傳統學術的重要訴求，

至今仍是我繼承傳統發揚固有文化的中文系不能不加強的學生基本目標。然而因應就業市場的多元

化，課程設計的務實傾向，以及學生畢業面臨的工作需求。學校近年來加強學與用的連結，課程設計

希望與業界需求相互吻合，於是推動一系列的課程與實習的設計。 

    本系實務課程原來就比較少，近年開設的「編輯與採訪」是與平面媒體、出版業界較為相關的課

程，系內空間規劃也有專門的編輯採訪教室，但校外實習的落實直到 101年暑假才開始，而且去年在

前主任的規劃下就建構國內萬卷樓圖書公司、大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北京中國傳媒大學等三處之校

外實習。可以說打下了良好的校外實習互動機制。 

    102年本人帶隊前往北京實習，除了幫助同學安排旅行社，出入境，安頓實習生在北京相關食衣

住行的規劃，主要還在與相關單位洽談往後實習生的推動、交換生的制度建立、教師學術活動交流等。

時間雖短，卻有豐碩的收穫。 

    過去戒嚴時期，台灣中文系所的功能，在維護我固有文學，發揚我固有文化，鮮少有機會向外拓

展與學習。如今兩岸關係緩解，前嫌有逐漸冰釋的現象，本系所學所思都與大陸時空背景密切相關，

對中國的文學原本有高度的興趣，而大陸廣大的學校與單位也同樣引頸企盼與外面的世界交流。在種

種有利條件之下，很容易就促成本校系與大陸相關校系的交流與互動。 

   近兩年本系與校外單位之互動，初步以出版、編輯相關事業體之實習為主。未來如果可能的話，

應該再往語文相關的應用與推廣方面努力。終究中國文學系在語文相關的應用上是具有無限的可能與

空間的，如果能透過多面向的實習與交流，或許能為本系學子開拓出前所未有的康莊大道。 

五、實習指導省思： 

    校外實習尤其是海外實習的推動與實施，仍在起步階段，面臨的問題比較多，相關配套措施仍未

完備，以下針對這兩年來的實施經驗，略總結出下列幾點省思與建議： 

(一)學生前往國外實習交流，應及早建立校與校之結盟關係，如此將有利於校院系對校院系的所有學 

    術、課程、實習等多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二)國內實習方面，學校與校外單位機關的實習設計與過程，應撰寫完整的計劃與流程，並審慎選擇 

    實習對象。 

(三)實習經費的籌措與運用，應注意源流的管控，兼顧公開公平，把握務實、可行之久遠為原則。 

(四)實習生的來源、甄選與補助，應建立完整明確的制度與程序。 

(五)實習帶隊老師的甄選委派，建議給予公假出差，以鼓勵全系教師熱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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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余曉靜 學院 管理學院   

系所 財金系 職稱 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博士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碩士 

美國喬治梅生大學學士 

經歷 

國立嘉義大學助理教授 

長庚大學助理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奧克蘭大學助理教授 

 
一、前言 

   獲得學校 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這項殊榮，心中感到非常榮幸，但也覺得惶恐之至。因為，

全校各教學單位，真心關懷學生、用心指導實習教學的老師很多，而且『績優實習指導』並無一定之

評選準則，甄選規定可能因系所而不同，因此能獲此獎勵，衷心感謝校內同仁的謙讓與支持，尤其是

在教學及學生輔導方面的經驗還需要跟許多前輩們多加學習，在未來的教學生涯中還有很多需要改進

的地方，在此謹將個人淺薄的心得整理如下。 

二、實習指導心得分享 

(一) 豐富課程規劃與完善實習流程 

在學生行前提供完善的實習流程與豐富的內容規劃，經由實習流程的經驗傳承，系上也在後續的

學期中安排多門實務課程，加強學習理論的內容，更聘任校外有業界經驗的老師教授實務課程與分享

工作經驗。 

(二) 有效率的實習成果回饋 

在實習指導前，我非常擔心學生的表現會影響主管們對本校系的印象，等實習期間過後，在與主

管們開會討論改進檢討事宜時，他們對於同學們的良好表現給予了高度肯定，讓我頓時如釋重負。

而學生也表示雖然對實習內容還無法非常熟悉，但是經由練習增進了專業技能，從學生的實習報告得

知他們終於瞭解到如何把學校學到的知識真正運用到現實生活。學生也意識到如何訓練及學習好口才

以及開拓及經營人脈的重要性，這些想法在幾年的大學課程中師長們的耳提面命都不如幾星期實習生

活的親身體驗。 

(三) 培養學生自信心 

在實習成果展當日，我非常高興看到學生們實習體驗後所展現出來侃侃而談的專業技巧及能獨

當一面的無比自信，那是我在平常學習課程難得看到的情景，這樣的學習收穫，應該會讓同學們一

生受用無窮。 

(四) 實務技巧磨練 

學生在實習期間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處理，包括與上司、主管、同事、以及客

戶，常常面臨很大的壓力，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必須從以往被動消極的學習模式，改變成積極處理面

對的態度，有同學因無法承受壓力，感到挫折，而中途退出實習，然而學生也因此學會面對職場中嚴

峻的挑戰，藉此磨練實務技巧。 

(五) 做中學，學中做的實習內涵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9&cad=rja&ved=0CFcQFjAI&url=http%3A%2F%2Fsos79521.pixnet.net%2Fblog%2Fcategory%2F1825932&ei=vEtfUou3EIW7lAWk9YCICQ&usg=AFQjCNEK8jLARpHujq66bcgqgs0nfbS2aA


我很高興參與實習指導課程，而學生們也從中瞭解到做中學，學中做的真理，對於在教室中傳授

的理論，也提供了最佳的驗證管道。日後希望能開發及商談一些不同的實習單位，讓學生能擁有更多

元化的學習管道。 

三、結論 

以上藉著「豐富課程規劃與完善實習流程」、「有效率的實習成果回饋」、「培養學生自信心」、「實

務技巧磨練」、「做中學，學中做的實習內涵」等實習指導心得的分享，期望能彼此交換意見，讓自己

不斷成長並讓嘉大學生的實習課程持續進步。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9&cad=rja&ved=0CFcQFjAI&url=http%3A%2F%2Fsos79521.pixnet.net%2Fblog%2Fcategory%2F1825932&ei=vEtfUou3EIW7lAWk9YCICQ&usg=AFQjCNEK8jLARpHujq66bcgqgs0nfbS2a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9&cad=rja&ved=0CFcQFjAI&url=http%3A%2F%2Fsos79521.pixnet.net%2Fblog%2Fcategory%2F1825932&ei=vEtfUou3EIW7lAWk9YCICQ&usg=AFQjCNEK8jLARpHujq66bcgqgs0nfbS2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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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趙清賢 學院 農學院 

 

系所 動物科學系 職稱 教授 

學歷 畜產學博士 

經歷 

嘉義農專講師、副教授 

嘉義技術學院副教授 

嘉義大學副教授、教授 

一、實習指導理念： 

因動物科學系課程設計採理論與實務並重為原則，除著重基礎智能外，特別著重加強動物產業專

業知識與技術之傳授，及如何實際運用到產業相關之技能，期望學生能具有實務操作的能力。規劃學

生須至校外相關機構（國內外各研究單位之實驗室、動物研究機關、觀光農牧場與動物養殖場等）進

行至少 4 週的校外實習，充分的實習課程與多元實務經驗，加強專業知識與技能。 

二、實習指導規劃： 

1. 親自與教學助理（TA）電話聯繫校外機關可接受學生實習之日期、條件與人數 

2. 瞭解班上學生未來發展與想法，依個別需要輔導選擇適合實習機關 

3. 協助學生了解至實習機關的認識與完成事情準備 

4. 實習期間的紀錄，以做為成果撰寫與心得分享之依據 

三、實習指導過程： 

實習前： 

1. 瞭解班上學生未來發展想法 

2. 協助選擇適合實習機關並完成推薦 

3. 實習前相關專業知識之加強 

4. 實習安全與校外生活安全之輔導與聯繫 

實習期間： 

1. 實習訪視 

2. 實習相關問題之記錄與即時建議 

實習返校： 

1. 指導實習成果撰寫 

2. 實習心得分享與建議 

四、實習指導成果： 

鼓勵與指導學生將校外實習成果，撰寫心得投稿於本校業界見習與實習徵文與本系畜牧獸醫校友

會期刊，並安排幾位學生於系週會分享校外見習經驗。學生普遍認為能至校外各動物場學習，可以增

加不同的實務經驗，並能與課堂所教授的專業知識相互印證。另選派學生至泰國湄洲大學動物科學技

術學院，該院與泰國商業動物生產場有良好建教合作，設有大型動物生產場（種雞場、豬場、乳牛場



與肉品處理場等），增加學生瞭解規模化經濟生產的實際經驗。 

五、實習指導省思： 

辛勤的付出才能有深刻的體會與收穫，學生在 4 週的校外實習經常需要進行動物的飼養照顧工

作，一開始的壓力可能較重，需要適度探視並給予關心與指導，適時調整學生實習態度與心情，可協

助解決實習所遇到的疑惑。而經由實習單位循序漸進的教導，大多能體會到經營動物事業所應具有的

踏實精神。專業知識與實務的互相配合，讓學生對動物生產的實際層面有所認知，有助於畢業前擬訂

未來發展方向，並在返校上課學習時，能知道不足之處或想加強的專業方向，再充實相關專業知識技

能的動機可以更高。雖然每一年必須面對不同的實習單位，但指導的過程可瞭解學生近況與提升師生

感情，亦能加強與實習單位或業者的互動，具有教學相長的收穫，值得實習指導老師付出時間去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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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林裕淵 學院 理工學院 

 

系所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職稱 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系 博士 

經歷 
Research Scholar,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2002/8 ~ 2004/7) 

本人在 102學年度共安排過 2次校外實習。第 1次是在 102學年度第 2學期，安排 8名大四學生

至業界進行為期一整個學期(18 週)之校外實習；第 2次是在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安排 21名大四學

生至業界進行為期 10天之校外實習。各次情形說明如下。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配合通識教育中心開授之「國立嘉義大學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課

程，本人共計安排 8名大四學生至業界進行為期一整個學期之校外實習，名單如下。 

 

姓名 聯絡電話 實習期程 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 

電話 

徐品立 0918039102 103/2/7～103/6/20 黃嘉瑞結構技師事務所 0930995485 

陳彥儒 0963194739 103/2/7～103/6/20 五洋營造公司 05-2781428 

涂溢倫 0963142068 103/2/7～103/6/20 五洋營造公司 05-2781428 

陳冠穎 0988760369 103/2/7～103/6/20 翁壽生建築師事務所 05-2713367 

林歆凌 0978771590 103/2/7～103/6/20 翁壽生建築師事務所 05-2713367 

吳佳玟 0932104772 103/2/7～103/6/20 翁壽生建築師事務所 05-2713367 

陳邦麟 0921309120 103/2/7～103/6/20 翁壽生建築師事務所 05-2713367 

葉政偉 0988322491 103/2/7～103/6/20 翁壽生建築師事務所 05-2713367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配合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辦，由勞委會臺南職訓中心補助之 102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其中，環境永續工程人才培育學程需 80小時(10天)之職場體驗

(校外實習)。此次，本人共計安排 21名大四學生至業界進行 10天之校外實習，名單如下。實習時間

為下列 10天：102/09/28，102/11/23，102/11/30，102/12/07，102/12/14，102/12/14，103/01/20~22， 

103/01/23~24。 

 

姓名 學號 實習期程 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 

電話 

郭國偵 0992907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林于玄 0992921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陳邦麟 0992930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范雅聞 0992919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陳彥儒 0992906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林歆凌 0992945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黃中駿 0992865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徐品立 0992849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葉柄宏 0992871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于翔任 0992879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李秩華 0992880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徐韻雯 0992860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吳佳玟 0992845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林鉦潔 0992884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王銘敬 0992872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余晟驥 0982905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陳浚碩 0992876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王則涵 0992929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涂溢倫 0992859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王璽鈞 0992862 102/9/28～103/1/24間 10天 宏威營造公司 05-2713103 

 

102學年度第 2學期，配合通識教育中心開授之「國立嘉義大學校訂選修『專業校外實習』」課

程之期中訪視時間如下。 

 

姓名 實習機構 期中訪視時間 

徐品立 黃嘉瑞結構技師事務所 
103年 4月 29日(星期二) 

 上午 11時 30分 

陳彥儒 
五洋營造公司 

103年 4月 28日(星期一) 

 上午 10時 30分 涂溢倫 

陳冠穎 

翁壽生建築師事務所 
103年 3月 19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林歆凌 

吳佳玟 

陳邦麟 

葉政偉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配合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辦，由勞委會臺南職訓中心補助之 102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之訪視有兩次，第一次為 103年 1月 22日(星期三) 上午 10時，

第二次為 103年 1月 24日(星期五) 上午 11時。 

實習指導理念： 

使學生熟悉土木與水資源工程產業之實務，透過實習直接參與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等實務，同

時了解土木與水資源工程產業的環境、發展與競爭，以激發學生在相關專業上的學習，增加職場競爭

力及順利與職場接軌。縮短學用落差，加強學校教學成效與產業人才需求之接軌，提早啟動產學連結，

提供專業校外實習之實務經驗，以期提早讓學生適應職場環境，提高畢業生之就業機會與發展。 

實習指導規劃： 



1. 先通知大四學生老師有意願安排一整個學期的校外實習，課名為「專業校外實習」，並在 10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中午 12 點在工程館土木系三樓教室舉辦說明會，有興趣或有問題的同學歡迎

來參加。因本課程有 9 學分，請有意修習學生多方考量後再選修，勿因中途退選或停修影響自身

之學期學分數計算。 

2. 請有意願的同學填寫申請表，留下聯絡 e-mail、電話及想要去實習的公司類型。絕大部分的同

學都填寫營造廠。 

3. 洽各公司，詢問是否可讓本系大四同學去實習一整個學期。共聯絡了五間公司(1).懋霆聯合土木

技師事務所、(2).黃嘉瑞結構技師事務所、(3).宏威營造、(4).五洋營造公司、(5).承營營造公

司。 

4. 103年 2月初，分別安排有興趣的同學至各公司與負責人(或主管)座談，順便看一下公司環境，

並鼓勵學生準備履歷資料，以利相互了解。座談後，私下請公司負責人(或主管)，將屬意的人選

排序。 

5. 在 102 年 2 月 13 日(四)下午(開學前)將所有有意願的同學找至系會議室，依學生意願並配合公

司負責人的排序，決定出學生實習公司。2月 17日(一)開始實習。 

實習指導過程： 

大部分都是實習單位的人在指導他們，學校老師這邊主要是期中訪視、期末訪視，收實習週報表，

或是有特別的情形經同學反應再去處理。例如，有次在五洋營造公司的陳彥儒同學，因為星期五晚上

要上課，但公司主管要請他去參加一個會議，陳同學打電話來跟我說明，我再打電話去跟該主管解釋，

這樣他就可以去上課了。期中訪視時會先單獨詢問同學實習狀況，公司對待情形；再單獨詢問公司主

管，實習學生在出勤、工作態度或學習能力方面有無問題。 

實習指導成果： 

同學與實習單位主管的反應多為正面，同學都覺得學到很多東西。 

實習指導省思： 

校外實習確實對準備就業的同學幫助頗大，可讓學校的教學成效與產業人才需求之接軌，提早讓

學生適應職場環境，提高畢業生之就業機會與發展。但是學生出去校外實習，安排實習的老師則在學

校內祈禱學生別出問題。103年 1月 24日(星期五) 早上上班時間，也是該批實習的最後一天，有一

個學生騎機車摔倒，送聖馬爾定醫院，讓我嚇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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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蔡若詩 學院 生命科學院 

 

系所 生物資源系 職稱 助理教授 

學歷 

1997學士/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系 

2000碩士/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 

2007博士/美國德州理工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經歷 

2008- 2011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野生動物生態及保育系博士後研

究員 

2000-2001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技術員 

2011-2012 德州魚類及野生動物合作研究單位博士後研究 

2012-     國立嘉義大學助理教授 

機緣 

有機會開始參與指導系上學生實習，一切都要從「環境教育」的機緣開始。傳統上來說，雖然廣

義上與生物資源系相關的生態產業不算少，但並沒有一個明確且完整的產業，因此實習的機會並不像

其他應用科系來得多。兩年前生資系因應環境教育法的通過，為了讓本校的學生未來在就業上有更多

的選擇，開設了環境教育學程。我加入生物資源系的行列後，開設了學程中一門核心課─環境倫理，

慢慢接觸到環境教育本身以及環境教育法通過後的相關產業發展。也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從之前以

學術研究為主的就業導向，慢慢了解相關生態及環境教育產業的方向。同時正好有系上之前的畢業生

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主動聯絡幾位系上教授環境教育學程的老師，才開始了這一段旅程。當有這樣

的機會出現，沒有想太多就秉著替學生創造機會的心情踏出這一步。以下從實習的過程及結果來談談

這段歷程中的心得與學習。 

上路 

 在幾場學校對校外專業實習課程的說明後，我開始透過班會時間向大三及大四同學舉行說明會、

並邀請相關產業的系友學生說明課程理念和內容，評估學生對此新課程的接受度及未來參與度。在說

明會後，有不少學生表達參與的意願。然而，這樣的實習課程能否真正執行，還必需有相關業者的配

合。其中三位森林系修習環境教育學程的學生順利與系友所開設的「PCR優質概念零售商」達成共識，

是第一批配對成功的學生。另外兩位系上學生分別與農村鎮園藝行以及魔菇部落談妥。五位同學的業

界屬性皆與環境教育相關。而其他有多位學生在自行接洽了多家業者後宣告放棄，從這個角度來看，

系上老師與業界的關係及連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對我而言也是相當重要的刺激。 

在與三家業者多次洽談的過程中以及辦理相關手續時，學到許多相關的眉眉角角，如雙方的權利

義務、簽約內容等議題。並且體會到業界工作對學生的期待與要求，確實與學業有些許的落差，因此

透過業界工作實習，的確是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領導能力以及責任心的好機會。 

 而實習開始日的到來，才是挑戰的開始。剛開始透過實習週記了解學生狀況，即時掌握學生每週

的工作近況，儘早了解實際與預期中的落差與調適。其中也做了幾次的訪視，到現場了解學生實習之

實際狀況，並與業主面對面的接觸，充分了解雙方的立場及互動模式。過程中學生反應最多的，應該



是工作的期待以及與業者溝通。 

 由於五位學生分別在三個單位實習，我也在期中安排聚會，藉由讓學生們互相分享，可以對不同

實習單位的做法、方向及想法有不同的衝擊，再藉由討論來修正可能調整的方向。從結果來看是個很

不錯的方式。 

成果 

在學期中的學生心得分享中，問了五位學生：「是否認為這學期修習此課程是正確的決定?」並給

自己的實習成果打分數。五位同學都肯定實習的價值，並認為修習此課程是正確而不後悔的決定。雖

然學生也同時認為實際的實習內容與預期有一定程度的落差，但都推薦學弟妹在未來參與類似的課

程。從這些學生的反饋來看，我想對學生而言是正面的，而自己在與業主及學生的溝通過程中，也見

到大家對於此試辦性質的課程有高度的肯定，我想這是這學期第一次接觸這類課程中，一項重要的成

果。 

反思與學習 

以指導老師的角度來看，實習課程的精髓是實作以及檢討，並在做中學。而此原則對指導老師而

言未嘗不是如此。對我說來，之前主要著重在研究，與學術單位有較多的接觸，而對業界的狀況並不

了解，對業主的態度及視野也不熟悉。但在這次的機會，我看到了產業連結與連結學生就業的可能性，

也在與業主的接觸中，有機會對產業有不同層面的了解。 

這學期的五位學生，都選擇了以「環境教育推廣」領域為主的實習工作。本人在系上教授環境教

育學程中「環境倫理」這門課時，之前較著重在概念的傳遞以及教案的練習。但有了與業界的接觸機

會，對課程授課也有一些不同啟發。希望未來能透過這樣的學習機會，能將教學、研究及產業做更進

一步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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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魏佳俐 學院 生命科學院  

 

系所 生化科技學系 職稱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1. 國立嘉義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2007 年 2

月迄今。 

2. 揚生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經理 2002年 8月

至 2007 年 1 月。 

3. 台北科技大學生物科技所 兼任助理教授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1 月。 

4. 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1 月。 

 
本年度之職場實習是配合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在 102 學年度補助本系之「生技產業人才培訓

就業學程」，共完成 17 位同學分別在 4 家公司進行 10 個工作天（80 小時）的職場體驗。這也是忙碌

一年的就業學程中，覺得對學生最有幫助也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在實習指導規劃上，從學生及提供職場實習工廠的角度來規劃。在學生方面，尋找能提供學生多

樣且深入該公司核心價值之工作內容，避免成為僅是執行重複事物之技術人員，才能達到實習目的，

同時使學生能提早體驗社會大學文化，調整從學生轉入工作者的負責、學習及應對等態度。在工廠方

面，由於僅有 10 個工作天，很難有具體貢獻，因此選擇關係密切且熱心的工廠，甚為重要。而集中

10 個工作天，避免過度打擾工廠，必要時，尚須建議工廠學員可發揮所學，對工廠和學生都能有所

助益的工作內容。另一方面，先邀請該工廠至學校演講，讓學生先瞭解工廠核心價值及產品，再選擇

有興趣之工廠實習，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4 家公司的實習指導過程簡述如下： 

1. 台北揚生生化股份科技有限公司 6 名：由於揚生公司是我進入嘉大前的任職公司，且一直維持密

切合作關係。因此，公司董事長及公司同仁都非常支持我們的需求，不僅出動 5 人次共計 18 小

時至本校上課，更為讓同學確實學習，為每位上課同學（超過 20 人）各準備近 30 個精油樣品，

而這準備工作，即由工廠督導人帶領實習生完成的。而學生也因為上課後，更瞭解公司，而紛紛

提出實習意願，而該公司董事長亦有求必應，所以實習人數由當初簽約之 1 人增至 6 人。同時，

該公司督導人員，擔心學生無法確實學習，所以寧可增加其工作量，也希望我們能安排每次實習

人數不要超過 2 人。而學生更將每天多樣化的實習內容及雀躍心情「直播」在臉書上，除讓負責

的老師安心外，更有學員因此加入後續的職場體驗。 

2. 長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 名：督導人配合學生生化背景，特地安排果凍產品開發，讓學生興致勃

勃地投入實習工作，更提出延伸至學程另一「生技產品開發與模擬習作」課程。 

3. 屏東緯豐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名：學生實習的第一天，剛好遇到漁場搬家，接下來幾天就開



始看老師傅如何飼養魚、挑魚的大小、出貨…等。學生表示這些可不是在課本可以學習到的東西，

雖然實習只有短短十天，但也看到了老師傅如何在這漁場打拚，這些寶貴實習的經驗，將有助於

學生日後出社會的工作。 

4. 嘉義伍鑫酵素工業有限公司 1 名：伍鑫公司是目前與我密切合作的公司，廠務以生產為主，為擴

展學生的學習項目，特別跟廠方建議除生產外，生化系學生可能有所助益的不分，例如網站上之

檢驗內容、研究報告等補充。而該工廠最後更提供 2名的工作機會。而未來擴編之生技部門更期

望本校學生之參與。 

整體而言，雖然本次之職場實習因這屆大四學生很多是同步參與學校 2 個學程，外加尚須準備研

究所考試，所以能配合的時間有限，僅能完成就業學程對職場體驗最低要求之 80 小時，甚至最後一

批的 7 人於長威公司實習，因人數過多對工廠和學生而言都非常不妥當，所幸督導人員的熱心和包容

而即將完成職場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