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洪偉欽 學院 師範學院 

 

系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職稱 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運動科學博士 

經歷 中學教師、大學講師、副教授、教務處組長、體育室組

長、運動代表隊教練 

實習指導經驗分享(面向陽光，陰影就會落在背後) 

    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國力，而接受學校教育則是學生們承接社會重擔前的準備，因此

政府主導機關需妥善地來規劃，這點是責無旁貸的。觀察目前的學校教學現場，老師們

將過去習得的知識與經驗，教導給現在的學生，讓他們去面對未來未知的社會。然而今

日知識爆炸的時代，如果各階段學校教師一味的在固守自己的「主科」學門知識傳授，

極可能使學生在龐大過往知識大量灌注之下，早早便失去了對「求知」的慾望。需了解

「求知」的「求」所代表的是追求。追求新知、追求真理是一種能力，只教給知識而不

培養能力，學生畢業出社會工作，將不易符合職場需求。據此，實習課程的設置與實施

便異常之重要。 

    實習課程提供了一個應用所學知識的職前舞台，然而學生們能如何來運用所學，卻

是制度的問題。國家在大學階段對每個師資生投注相當多的培育經費、學生與家長對自

身與子女的期盼以及耗費的心血，因為不彰的各項變革而使得理想與努力一再受挑戰。

實習學生的負擔與壓力來自於多個層面、在職缺甚少的今日，常令人為他們感到不捨，

同時也督促我扮演好「惡水上的大橋」，思索並提供更有效而且更多元的學習方式、努力

讓國立嘉義大學的師培生能在較愉悅的實習心態下學習、且更具有競爭力，成為勝任並

具有傳承卓越特質的教師：一位真正能積極面對陽光而走出困頓環境陰影的教育生力軍。 

    個人參考校內專業領域前輩專家的模式與本身教學經驗，歸納出的實習指導理念如

下： 

第一、因應實習學生的特質與需求給予適當的支持。 

第二、教育實習半年是專業成長社群，小組夥伴透過分組座談面對面心得分享、 

    網路溝通社群（Line、Facebook等）交流，以及教學觀摩時鄰近夥伴共同 

    支持、成長、學習。 

第三、發現問題立即反應，要尋求雙贏不要兩面損失。 

第四、了解到學習成為「老師」的過程，對未來職涯亦是難得的歷程與經驗。 

第五、以學習者的角色融入學校社群，成為專業教師而非校內利益派系團體。 

第六、不定期提供時事與多元文化相關資訊並座談討論。 

    每次的分組實習座談會都是一次相當好的學習機會，除課業的勉勵叮嚀與教學心得

的分享之外，會不定期提供時事與多元文化相關資訊，來幫助提升生活品德教育與同學

個人專業成長。 

 

 

 

 

 

 

 



所提供分享討論文章內容參考如下： 

（一）嚴長壽的激勵法寶:待遇、學習、看到新未來。 

（二）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 

（三）吳凱琳:找到良師，職涯發光。 

（四）代間的省思-陳長文給畢業同學的一封信。 

（五）賴忠義:藤條永不上場。 

（六）沒有禮貌比沒有專業更糟糕。(商周網路文章) 

    （七）智慧填滿不了道德的空白。(商周網路文章)  

    在此過程，有實習學生在實習過程結束之後，雖已經在其他職涯規劃中發光發熱，

一有機會仍然積極義務參與學校、班級各種活動，是令人相當感動的。這也驗證了對於

實習生給予:面向陽光，陰影就會落在背後的實習精神，以及對於自身的積極鼓勵陪伴實

習生成長的態度與心情。 

    國家的教育政策能決定國民未來的競爭能力，也同時顯現出社會與文化的進步情

形。因此如果民生經濟的貧富懸殊，道德標準的認知低落，是否反應出一個國家的整體

教育無法和社會發展相銜接，或者是國民教育的方針設計不切實際？要知道國力與競爭

力並不是一兩個國際競試名次或分數排名即可代表，在教育改革口號空轉多年後的今

日，我們依然存在著這樣的迷思。我想，我個人能努力的，唯有信賴學生，做好師範傳

承的工作。本人有幸於壹百零壹學年度榮獲「教育部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感謝本校師

範學院與師培中心的肯定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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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陳淑美 學院 生命科學院 

 

系所 水生生物科學

 

職稱 副教授 

學歷 
國立海洋大學水產養殖所  博士 

經歷 

嘉義大學副教授 

嘉義大學生科院特助 

嘉義大學講師 

嘉義農專助教 

林口長庚醫院胃腸科技術員 

實習指導經驗分享(請教師針對指導學生實習之經驗及收穫撰寫，文字為 1,000-1,500

字) 

    校外實習的目的是培訓學生實務技能，使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就業能力，這是目前

高等教育極需加強之處。在薦送學生至校外實習時有三項工作必須完成，其包含：（一）

前置準備作業，（二）實習期間訪視與調整，（三）檢討與改進。 

（一）前置準備作業：應是三項工作中最重要的，包括： 

1. 了解學生學習態度與基本知能程度並作篩選 

2. 了解實習環境，包含實習場所之安全性與方便性 

3. 實習單位之實習內容與安排說明 

4. 家長同意意願書 

5. 媒合與行前教育 

其中學生學習態度是最重要的，在決定將學生送至業界實習前一定要了解學生是否很用

心以及能吃苦耐勞，因為就本系的業界實務實習而言，實驗分析、飼料製程與養殖實務

操作是重點學習內容，心態上若不用心及勤勞，是無法完成實習工作的。另外，經過行

前教育告知學生應有的學習態度後，再安排學生去實習，是必要的，此讓學生能確實了

解實務實習的內容與應有的態度，也能確實考量自己是否合適，同時也需要告知家長，

讓家長確實了解其子弟實習的相關內容。此有助於媒合成效，也比較不會有抱怨之聲。

另外，行前時習環境的告知也是必須的，這部份指導老師須與業界作事前溝通與確認，

並確實告知學生，例如住宿環境、費用等，往後也比較不會有糾紛。 

（二）實習期間訪視與調整：包括 

1. 確認學生報到及安頓 

2. 訪視及了解學生實習狀況，並做適當調整或安排 

3. 確認實習單位安排之實習內容符合規定 

此期間的重點是藉由實地訪視，確認學生是否有認真學習，表現是否 OK，以及實習機構

是否有確實指導學員實習，實習場域是否安全等，此結果將作為往後學生實習與機構篩

選之重要參考依據之ㄧ。 



（三）檢討與改進：實習結束後必須進行 

1. 學生實習心得報告與檢討 

2. 實習單位回饋意見之檢討 

藉由實習心得報告可以了解學生在實習期間之收穫，且經由報告過程也讓學生學習到資

料之搜尋與整合。而業界的回饋單則是提供學校(系上)教學改進之意見。例如本系之實

習學生一般是大二升大三之學生，有很多實習單位的回饋意見是-學生很認真但是專業

知識與經驗不足。而就此問題系上即將課程開放至大四，也鼓勵高年級學生參與實務實

習。 

前置作業之工作最重要，尤其在確認學生實習態度與媒合實習廠商需要多花些心

思，最好能多詢問導師與任課老師對學生之表現及推薦，如此比較能達成雙贏的成果，

對於未來荐送學生至業界工作才有加分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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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蔡忠道 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系所 中文系 職稱 教授 

學歷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 

經歷 
嘉義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實習指導經驗分享(請教師針對指導學生實習之經驗及收穫撰寫，文字為 1,000-1,500

字) 

實習，是縮短學用差距的方法之一，透過實習，讓學生了解專業領域的相關工作，

拓展學習視野，強化就業競爭力。 

本系配合大三選修課「編輯採訪與寫作」，規畫學生的校外實習。首先，找到長期

與本系合作的萬卷樓圖書出版公司，在與梁總經理密集磋商之後，敲定暑假期間，遴選

修習「編輯採訪與寫作」的大三同學，到台北萬卷樓實習三周。此外，也接洽大陸學界

友人，找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出

版社，願意提供 2-4個名額，讓系上同學實習一個月。接著，在系務會議凝聚共識，決

定大陸實習的同學，每人補助機票費 8千元，並接洽實習單位安排宿舍等便宜又安全的

住處，華東師範大學提供員工宿舍，北京則住在傳媒大學的國際學生宿舍。在實習辦法

公告之際，我也鼓勵同學把我難得的實習機會，同學反應相當熱烈。 

101年，8位中文系三年級學生赴大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中國傳媒大學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出版社實習。我們也，遴選 20位中文系三年級同學參加萬

卷樓圖書出版公司的暑期實習。中文系三年級的同學有超過一半參與暑假的實習。 

第一次辦理學生實習，又有同學在大陸實習一個月，系上承擔極大的壓力，我親自

帶領同學到上海、北京，安頓他們的生活，並洽談詳細的實習課程，包括實地參訪、校

稿、編輯時務等內容。至於台北的實習，我請系上老師就近探望，個人也多次拜訪出版

社，關心同學的實習情形。 

實習結束後，參與的同學在系週會與大家分享實習的成果，引發相當大的迴響，大

家都非常期待來年的校外實習。此外，在台北萬卷樓的實習同學徐曉文，因表現優異，

就直接進入出版社工作。遠赴大陸實習的同學，雖然不一定從事出版工作，對於大陸的

出版現況有更多了解，也開拓了更寬廣的視野。 

102年，本系校外實習持續辦理，有 17位同學到台北萬卷樓、2位到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4位到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非常感謝嘉義大學，尤其是中文系師生，我們一起建立系上校外實習的機制，對中

文系，以及未來的學弟妹都有很大的饒益。 

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蔡忠道 
 



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侯金日  學院 農學院  

 

系所 農藝學系 職稱 副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農學博士、國立台灣大學農學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學士、國立嘉義農專農藝科 

經歷 

國立嘉義農專農藝科助教、 

國立嘉義技術學院與嘉義大學農藝學系講師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組長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 

國立嘉義大學總務長兼環安中心主任 

 

實習指導經驗分享: 

    自從嘉義農專乃至嘉義技術學院時代，當時校外實習為必修課程，於五專部學生 3

年級升 4 年級時暑假及寒假實施，本人及負責實習指導業務，接洽校外農業實習單位與

分配學生校外實習，無怨無悔、任勞任怨，甚至帶部分學生至實習單位實習，這段時間

學校與科系方向為培養更務實之農業人才，約有 10年之時間。 

    89 年本校改制為綜合大學後，招收的為高中畢業生，課程之安排實習課減少，也無

校外實習，基於 96年系所評鑑評鑑委員之建議，本系學生需校外實習，將理論與實務結

合，以迎合產業界之需要，於 98 年系務會議制定辦法，於 97 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即

需校外實習且為必修課程，本人於 97年 8月接任系所主管，99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即由

我開始負責推動與指導，當時本系學生對需校外實習態度是持保留的，認為剝奪他們暑

假時間、且又沒地方住要租房子、又要保險、校外實習好累、可能天天曬太陽等等，經

溝通與試驗場所聯繫後順利完成第一年學生校外實習。有了第一年經驗，100學年度第二

年規劃安排就比較順手，學生反應之意見也能適時之解決，100 學年度 57 位學生大部份

皆在 7 月底前完成實習工作，尚有 45 天左右之暑假學生可安排其他工作。100 學年度大

型之私人農企業，蘭花生物科技公司也作適度安排，讓學生除公家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外，

多了許多選擇。101學年度增加亞蔬與拜耳農業藥品之私人企業公司，使學生們到實習單

位能更加多樣化選擇，且實習單位對本系之實習學生評價愈來愈高。102 學年度本系校外

實習由本人與黃文理主任負責，實習範圍更加多樣化，有四位學生志願至亞蔬—世界蔬

菜中心為期 2 個月之實習，因該中心為全球最主要從事蔬菜研究發展的國際農業研究機

構，可訓練英文且期末實習成果報告須用英文報告，繳交之實習報告也以英文撰寫，同 



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 侯金日 

學之學習精神使我感到敬佩。 

另有 7位實習生寧願租屋至農委會農業試驗所不同研究室為期 2個月實習、7位實習生則

到私人有機農場或農企業為期 6週進行農業經營之見習農場實習。 

    擔任校外實習指導老師，看到學生對實習之轉變是感到最大欣慰的，因剛開始推動

校外實習時，學生聽說校外實習要一個月(4週)都感覺好久哦，可不可以實習 2 週就好，

或寒假實習 2週、暑假實習 2週是否可行，巴不得實習時間愈短愈好。至第 2(100學年)、

3(101 學年)年時此種聲音已經不見了，今年(102 學年度)農業試驗所之暑假實習大部份

研究室要實習 2 個月，調查時相當擔心沒有學生要填，結果竟然有 7 位學生志願實習 2

個月，當我約談學生確認時，他們認為一個月之研究室實習太短了學不到東西，2個月能

學習更多課堂學不到之專業知識。農委會推動 6 週見習農場實習，調查時也很擔心沒人

填，結果也有 7位學生參加，經媒合後皆至理想之私人企業農場實習。 

    實習輔導訪視對學生實習而言，可激勵學生實習士氣，因此於學生實習期間進行實

習訪視，自行開車跑遍全台灣確實花了相當多之心力與精神，但本著關心學生了解學生

之實習狀況，實地實習訪視給學生加油打氣、也藉由訪視實習學生時感謝實習單位的協

助，讓本系校外實習之推動能更加順利。 

    學生學習之成果希望能由課堂上之理論基礎，配合校外實習之實務經驗將理論與實

務充分結合，對本系畢業生畢業後從事農業方面之工作，將藉由校外實習更加扎根，實

習指導成果之展現除數量上人數之增加外 ，也希望在學生專業知識之培養、實務經驗之

累積、實習場所多樣化等質量上也能增加，使實習成果能從學生身上看出具體績效。 

四年來擔任校外實習指導老師有甘有苦，聯繫實習場所、協調實習場所，尤其是實

習場所各校學生來的太多時，如何與單位協調也須相當耐心與恆心。無論如何，學生專

業知識之獲得與對暑期校外實習完全之認同，不怕實習時間太長，反而怕實習時間太短

而學的不夠，如此之轉變是擔任實習指導老師的我感到相當欣慰的。 



 

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張淑媚 學院 師範學院 

 

 

系所 教育學系 職稱 副教授 

學歷 德國杜賓根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經歷 
教育部公費生、師範學院院長特助 

實習指導經驗分享(請教師針對指導學生實習之經驗及收穫撰寫，文字為 1,000-1,500字) 

2005年 2月，進入嘉大成為大學教師之時，我已經 37歲了。面對即將到臨的中年，

對衰老的恐懼在每個突然的瞬間流竄，開始學著塞進大量的保健食品，也開始學著用面膜

擦保養品，努力想挽回青春流逝的腳步。後來才發現自己很幸運地待在大學校園，每天所

接觸的幾乎都是年輕人，身在其中很容易忘記自己的年紀，縱然時間是殘酷的，但是跟年

輕人一起我找回了自己的生命力，同時看到年輕人的成長也帶給我心靈的充實與滿足。而

最直接幫助年輕人成長的就是「教學」。其中『大五實習』這門課對我而言是最困難的，

他們實際的場域不是課堂而是國小，而我與學生接觸的機會只有一個月一次，但是卻得在

實際的教學以及帶班經驗上帶領他們成長。因而從 2006 年帶實習以來一直在揣摩與摸索

如何帶實習。 

 

    我本身上教育理論的課程，所學所知多半為理論層面的知識。然而帶領實習課，跟現

場的實習教師對話，本身必須持續累積教學實務與經驗，我沒有直接在小學任教的經驗，

但是透過多元方式累積自己和小朋友互動與教學的經驗。除了加入南飛劇團，去國小進行

演出，增加與孩子互動的機會，這幾年也陸續從劇團、從演講、從實習學校中結識深具創

意與教學熱誠的現場教師。與他們相互討論，交流彼此的經驗，讓我在與實習生的互動上

更加與實務經驗結合。也學習在教會上兒童主日學的課程，這樣的實務經驗讓我對於理論

性的知識有更進一層的省思與調整。也在帶領實習生時，更能了解他們所分享的班級問

題，同時也能提供班級情境上實質的建議。 

    

   除了每個月一次的返校座談，課餘時間輔導學生學習對我來說也是重要的一環。學生

遇到教檢上的問題，我會私下幫忙學生回答。還曾經有很認真的實習生在返校座談後，接

著跟我討論了兩個多小時的各類考試問題。為了迎向網路時代，使用最親近學生的媒介，

也不時用電子郵件以及臉書私訊的方式和學生溝通；有兩位實習生找我想進行模擬口試，

我想到民小校長為人熱心，同時有實際擔任口委的經驗，因而請民小校長和主任幫忙進行

模擬口試，讓實習生對於口試更有把握。 

  

    回顧這幾年帶實習的歷程，我覺得自己比較擅長的是學生輔導，在返校座談時歡迎實

習生有問題私下找我諮詢，也個別針對不同的學生問題、針對不同的學生個性給予不同的

輔導與幫助：對於準備認真但是面對考試心情很緊張的實習生，我會鼓勵與肯定他的努



力，勸他考前幾天放下書本好好放鬆；如果是平日都不看書的實習生，我會製造緊張氣氛

勸他趕緊抱佛腳，利用最後的時間衝刺。對生涯發展徬徨的實習生，則是引導他思考自己

的渴望與需求，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判斷，鼓勵他自行做選擇，並且負責。 

我在研究所畢業後不論參加博班考試或是公費留學考試，連續三年都挫敗。這三年考試的

過程曾經是我生命中的最低潮，失去信心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斷懷疑自己是否還要繼

續考下去? 還是要另外轉換跑道? 經過請教他人經驗的結果，後來也發現自己寫問答題的

方式需要大幅調整，因此在帶實習課程時，我會特別理解這些實習生日後要參加教檢、甚

至參加教甄的焦慮與不安，我會分享自己的考試歷程與心情的起伏，同時也會跟實習生特

別挪時間回饋與檢討問答題的寫作方式，期待他們日後考試不在這方面跌跤。 

 

 期末返校座談我會將場地挪到舒適的團體輔導室，大夥席地而坐，利用圖卡讓同學抽

取其中反應自己心情的圖案，跟大家分享實習的心路歷程，同時也針對自己未來的期待抽

出圖卡進行分享，兩年的實習課下來，發現透過圖卡分享自己的心情，讓不習慣分享自己

心境的男性實習生同樣也可以侃侃而談，對於學生整理自己實習前後的心情有所助益。 

 

    在帶領實習的路程中，會看見不同的實習生，與他們一起經歷不同的風景，期待自己

和實習生一路上相互激盪的成長與收穫!! 

 
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 張淑媚  
 



 

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經驗文稿 

姓名 郭濰如 學院 農學院 

 

系所 園藝學系 職稱 講師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學士、碩士、博士 

經歷 
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園藝學科助教 
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園藝學系助教、講師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園藝學系講師 

實習指導經驗分享 

本人除擔任園藝學系蔬菜學實習、園藝植物育種學實習、園藝場實習等校內實施課程

外，自 98學年度起，開始負責本系學生暑期校外實習之課程，暑期校外實習為本系大

學部必修課程之一，學生於二年級暑假期間至校外公民營機構，進行為期四週以上之實

習，旨在讓學生能實際接觸園藝作物之生產與研究，體驗園藝產業之運作，以印證學校

課程內容，加深學習效果，也可探測學生本身在園藝領域之性向，確立未來發展方向，

歷年來均能輔導學生順利完成實習，102年也輔導本系大三和大二學生共 6人，參加行

政院農委會之「農場經營見習試辦計畫」，達成預期學習目的。 

因修習暑期校外實習學生須於暑假期間至校外機構實做實習，與以往在校內上課之課程

不同，學生對此課程之進行均感陌生，所以在學生認知、實習單位選擇、實習進行與成

績考核等，均須有較多之準備與輔導，本人之作法為先收集可提供實習之各公民營農業

試驗研究機關資料與資訊，於實習之前一學期上課期間，利用排定時間和班週會等機

會，對將實施校外實習班級講解課程內涵與實施方式，也統合各單位接受實習之能量，

公布可提供實習公營機構之位址與實習內容，指導學生考量學習興趣與實習期間交通膳

宿安排，選擇適當實習機構，對於選擇之民營公司實習，則依據具營利事業登記、與園

藝相關產業、非學生本人三等親內開設、在國內執業等之原則，審核能有效提供學生學

習能量者，才接受申請。而輔導中，也邀請本系大三學生進行經驗分享，介紹曾去實習

單位之特色、實習內容及注意事項等，提供將實施實習之學弟妹參考。在學生確定意願

實習單位後，則先以電話與實習單位聯繫媒合，經同意，再以正式公文送交實習時間、

學生資料等。在學期結束，學生前往實習前，會再次與實習單位連繫，確保實習順利進

行，並提醒學生準時報到，而在同一單位有多位學生一起實習時，也會指定一位班級幹

部或學生為組長，負責聯繫與照應。實習期間，除定時與各實習單位學生組長聯繫，掌

握實習狀況，也安排行程，至各機構進行訪視，探訪並協助學習與生活上之問題，並與

指導實習之專家學者會談，了解學生實習情況，作為日後教學與輔導實習之參考。 

收獲上，於輔導學生選擇實習單位，可了解每一位學生之興趣領域，實習期間之訪視，

也能看出學生在經本系二年之訓練，在實作能力與肯作精神上獲得實習單位之好評，確

知學校教學方向與品格要求之成功，而從負責指導之專家對學生之評語，更可知道未來

在教學中，受肯定而仍須維持之優點與該改進之缺失，另也因實地訪視，能更深切認識

各公民營機構之地理環境與運作內容，建立與各領域專家之人際關係，了解園藝產業發

展現況與人才需求，對未來畢業學生就業能有更深廣之資源。 

 
101學年度績優實習指導教師： 郭濰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