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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師範學院 

一、組織系統 

 

教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博士班) 

輔導與諮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 

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幼兒教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教學專業碩士國際學程(碩士班，103學年度貣) 

          測驗評量與調查中心(輔諮系) 

                中心     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輔諮系)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輔諮系)    

          特殊教育中心(特教系) 

二、編制與員額 

本學院 102 學年度教師人數共有 92 人，其中教授 28 人，副教授 37

人，助理教授 24 人，講師 3 人。95%具博士學位，專長多元，並具有

教學、研究、服務之熱忱。 

本學院 102 學年度共有學生數 2,067 人，包括大學部 1,446 人(含進

學班 346 人)，佔 70%；碩士班 583 人(含碩士在職專班 236 人)，博士班

38 人。其次本學院學生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師資生，另一類為一般生。

師範學院包括 5 個師資培育學系，教育部每學年核定本學院 160 位 師

資生：包括教育學系 40 名、輔導與諮商學系 20 名、體育與健康休閒學

系 20 名、特殊教育學系 40 名及幼兒教育學系 40 名。師資生人數合計

720 人，佔日間大學部學生的 65%。另在教育學系及特殊教育學系有外

加公費師資生名額 15 名，以及四個師資培育共有 48 位同學領有教育部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師

範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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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教師 學生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學士班 進修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 

在職專班 

博士班 

教育系 - 2 5 8 166 - 43 65 38 

輔諮系 - 3 4 7 221 6 104 118 - 

數位系 - 4 3 2 186 - 33 - - 

體健系 2 8 6 5 194 218 42 45 - 

特教系 - 4 3 3 144 - 46 - - 

幼教系 0 5 3 1 219 - 53 58 - 

教政所 - 2 3 2 - - 28 26 - 

數理所 - - 5 2 - - 57 - - 

合計 2 28 32 30 1130 224 406 312 38 

 

三、年度工作目標 

本學院除培育師資外，並負責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本學院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優雅的環境，培養學生具

備專業 (Professionalism)、多元 (Diversity)、創新 (Innovation)、關懷

(Caring)、領導(Leadership) 五大基本素養。本學院優秀的師資、優雅的

校園，空間與圖書設備充足，是學習的好地方。未來在全學院師生努力

下，將以建構「師資培育與教育創新的重鎮」為發展願景。 

在既有基礎上，展望未來，本學院將持續課程改革，提升教師教學

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推動國際化與科技化，並強化教育學術研究與推

廣服務功能。下列為未來展望與工作目標： 

(一)落實PDCA與雙迴圈的課程改革模式：從課程規劃(P)、課程實施

(D)、課程評鑑(C)至課程改進(A)。其次，除內部的課程檢討外(內

部回饋)，也從業界需求(外部回饋)檢討課程，持續落實課程革新。 

(二)因應職場需求，開設學分學程：為因應職場需求的快速改變，引導

各系所開設各種學程，以應需要。 

(三)繼續加強見習實習，增進學習效果：除在學期間的校外參觀見習

外，並鼓勵學生利用寒暑假期間，前往職場或學校進行全時的見習

實習。 

(四)持續推展教學科技之運用，以提升教學效果：鼓勵教師運用電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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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與使用智慧型教室，以改變教學方式。另外，加強教師使用教學

輔助平台之能力。 

(五)持續加強師資生教學基本能力，培養優質教師：規定每位師資生至

少頇通過3項教學基本能力檢定。 

(六)鼓勵教師研究，提升研究能量：鼓勵教師爭取國科會研究計畫，發

表期刊論文及研討會論文發表。同時鼓勵學生申請大專生參與國科

會專題研究，以提升學生專題研究能力。 

(七)持續提供推廣服務，善盡社會責任：本學院地處雲嘉地區，長久以

來，協助縣市政府、學校機構推展教育，也辦理在職進修學程，滿

足地區教育人員進修需求。 

(八)提升國際化程度：增加招收僑外生，擴大師生赴國外學術交流。該

學院並自103學年度貣增設「教學專業國際學位學程」(Global Master 

Program of Teaching Profession)，預定招收10名外籍生，是本學院

國際化的重要一步。同時亦持續推動與大陸地區大學及研究機構的

交流。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教學方面 

本學院大學部學生佔 70%，碩博班學生佔 30%。大學部學生中，約

有 60%為師資生。教學模式必頇依不同學習階段與性質學生而異。本學

院在教學成果摘述如下： 

1.重視課程革新，導引教學方向：各系所每年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修

訂必選修科目，並建立網路課程系統，方便學生了解課程目標與內

容。 

2.鼓勵學生經由輔系、雙主修、微學程，修習第二專長，因應職場需求，

特別是師資生，希望學生能具備第二專長，以應付職場所需。本學

院開設7個微學程，幼兒教育學系開設藝能教學微學程，體育與健康

休閒學系開設高齡健康體育休閒促進微學程，教育學系開設公職考

試教育行政類微學程，輔導與諮商學系及特殊教育學系開設發展遲

緩兒童輔導微學程，數理教育研究所及特殊教育學系開設數理資優

教育微學程，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開設數位化人力資源培訓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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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數理教育研究所及教育學系開設師資生數理知識增能學程。 

3.加強見習實習增進理論與實務結合：從大一開始，每班都能至校外見

習實習，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增進理論學習效果。 

4.規劃適於系所特性之服務學習方式：規劃適於系所特性之服務學習方

式，加強學生社區服務學習，如「向日葵兒童劇團」、「說故事團體」、

「中輟邊緣學生輔導工作」、「參與嘉義啟智學校學生學業及生活輔

導計畫」、「教育部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補助計畫」、「協助資源不利地

區學童閱讀講座」、「數位系民雄圖書館服務學習」、「數位志工隊嘉

義縣更寮國小暑期研習營隊」、「數理夏令營」，「國小高年級數理遊

戲與創意學園」，以促進與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素養，充實學生理論與

實務的結合。 

5.強化實習與實務之結合：增加學生實習機會，強化實習與實務間的一

致性，師範學院各學系為強化實習與實務之結合，配合學校規定辦

理，各系所課程架構規劃如下： 

(1)教育學系「英文兒童文學」及「繪本與故事教學」等科目，每學

期頇專業服務校外社區國民小學4-6小時；「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

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

教法」、「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教法」等科目，第三學年第二

學期「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等科目，每學期到國民小學見習

6-8小時。大學部四年級開設「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上學期

著重外埠見習參觀，下學期著重於集中實習。為加強本職學能，

落實實務經驗，辦理寒暑假至國小見習活動。 

(2)輔導與諮商學系採循序漸進方式進行實作及實習課程，頇滿足先

備課程之修習，再從服務學習-見習-課程實習到專業實習等。在實

作課程由任課教師依據課程目標設計相關實作活動，包括參訪、

見習、協助心理測驗等。實習課程之規劃則遵照學群領域概念如

大學部「學校諮商實習」、「社區諮商實習」上、下學期實習時數

為60小時；碩二「諮商實習」每學期諮商實習總時數為200小時（含

直接服務、間接服務與行政實習）；碩三「諮商心理實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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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諮商實習總時數為1,500小時，全職實習以專職為原則，時

程為期至少一年，每週實習時數以32小時為原則。系上並透過系

務會議法制化實習審議小組的設置要點，也透過實習審議小組掌

理實習相關辦法的擬定及與實習有關之相關實習事務與實習輔

導。  

(3)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增加學生實習課程中「專案管理」、「專

業實習」，並於暑假期間前往數位學習相關企業實習、「畢業專題」

與業界合作製作，以增加學生理論與實務結合，提高學生就業競

爭力。大學部三年級總計有33名同學，於7-8月份前往數位學習相

關機構，進行6-8週的暑期專業實習，計有台灣知識庫、艾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大愛電視台、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大林分

院教學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 

(4)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運動法律學」、「休閒活動概論」、「適應體

育」、「國民小學教學實習」等課程，學生需至業界見習，課程安

排參訪國家體育場、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亞柏會館、品皇咖

啡觀光工廠、嘉義啟智學校、雲林維多利亞小學、台中清水國小、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及嘉義縣溪口鄉柳溝國民小學集中實習，讓學

生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 

(5)特殊教育學系實務實習進行包括參觀、見習、試教、實習等方式。 

A.參觀：配合大一和大二基礎特殊教育課程，由任課教師融入課程

教學活動，以增進該系學生對特殊教育教學現場的了解。另配合

大四「特殊教育教學實習」課程辦理外埠教育參觀活動。 

B.見習：配合「服務學習」和「特殊教育教材教法」等課程，進行

長時間的觀摩學習。「服務學習」課程每學期至少安排半天時間，

至特殊教育場所進行觀摩學習；「特殊教育教材教法」課程的見

習活動納入課程活動，學生於課程進行期間，利用課餘時間到特

殊教育學校或國民小學特殊教育班級進行至少五天的教學與級

務見習。其他專業課程，一學年累計五天，實際亦得視需要規劃

見習課程。 

C.試教：配合各類學生教材教法課程安排試教活動，方式包括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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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演示或至特殊教育班級進行試教活動等。 

D.實習：實習包括教學實習、評量實習、實作實習 

(A)教學實習配合「特殊教育教學實習」和「資賦優異教育教學

實習」課程進行。實施方式包括課程教學實習和集中實習，

課程教學實習由各任課教師規劃，集中實習依本校「國立嘉

義大學師資培育大四學生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辦理。 

(B)評量實習配合「特殊教育學生評量」課程辦理實習。 

(C)實作實習配合該系各實作課程辦理，由任課教師納入課程活

動進行實作實習。 

(6)幼兒教育學系為增加學生實習及觀摩的機會，課程安排如下，「幼

稚園教材教法（I）」、「幼稚園教材教法（II）」進入園所實際試敎，

並視部分課程需要，由授課老師不定期安排學生到幼稚園見習及

觀摩；「幼稚園教學實習I」、「幼稚園教學實習II」安排學生實際進

入職場進行為期二週之觀摩及實習。幼稚園課程設計及工作科敎

材教法之課程中，安排學生至幼稚園試敎2次，另為使學生能將理

論基礎與實務經驗相結合，學生頇於本校附幼，進行為期一週的

集中實習。幼教學系學生組成「向日葵兒童劇團」，透過戲劇表演

方式，進行一系列巡迴演出，學生利用課堂所學理論與實務加以

運用於表演中，演出方式增進與小朋友之互動；幼教學系葉郁菁

教授與國泰慈善基金會長期合作，由該系志工於每週三與週五中

午，前往嘉南地區托兒所和國小帶領新移民子女的說故事團體，

將課堂上所學相關知識及技巧，運用於實務上，培養新移民家庭

子女的閱讀習慣並提升語言能力。大學部學生於暑期舉辦「小蝌

蚪幼小銜接成長營」免費服務新移民、弱勢家庭子女，為期兩週

課程及活動設計，將所學發揮回饋鄰近地區。 

(7)數理教育研究所「數理教育活動規劃與指導」及「非制式數理學

習」課程，安排學生校外參訪，並由學生規劃數理夏令營及科學

168等活動，結合理論與實務，培養非制式數理教育人才。 

6.學院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就業競爭力，辦理六項基本能力研習與檢

定。累計歷年來通過檢定學生人數統計如下：硬筆字183人；板書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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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故事287人；電子白板21人；自然科實驗操作35人；教學活動

設計25人。 

7.各系所均著重教學與研究，持續提升教學設備與資源，改善學生學習

環境，教師及學生在國內重要會議或參加競賽所獲獎榮譽事蹟如下： 

(1)教育學系大二林雅筑同學參加「102年度全國語文競賽-作文項

目」，榮獲教育大學及大學教育學院學生組第三名。 

(2)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莊春貴老師獲選「遠見雜誌2013年平民教育

英雄」。 

(3)教育學系學生參加本校102學年度業界見習、實習心得比賽，表現

優異，業界見習心得獲選名單:金作獎陳珮樺、銀作獎陳宜廷、佳

作徐舒琳。業界實習心得獲選名單:銀作獎吳念真，佳作林宛萱。 

(4)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劉傑閔(指導教授:洪如玉教授)榮獲國科會補

助赴澳洲墨爾本參加「2013年PESA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5)教育學系學生於11月23日-24日參加「102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教育

系盃賽」，榮獲桌球冠軍。 

(6)教育學系博士生蕭淳元榮獲「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第五屆

優秀博士論文獎」(論文題目:家長式領導與差序式領導對學校效能

之影響-以調節焦點與學校組織文化為中介變項，指導教授:李茂能

教授、吳金香教授)。 

(7)教育學系學生林羿寧利用寒假期間參加偏鄉地區服務，榮登103年

2月17日自由時報新聞。 

(8)輔導與諮商學系楊雅婷同學榮獲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102年度蔣

建白獎學金。 

(9)輔導與諮商學系榮獲2013年大心盃羽球團體賽殿軍。 

(10)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學生廖茂年、楊美娟、楊芊慧、及林靜

等4位共同製作「認識安寧病房--互動式電子書在數位醫療上之應

用」，由王佩瑜老師及王秀鳳老師指導，參加經濟部工業局、教

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主辦「2013第十

八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榮獲「產業電子書

創新應用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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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學生王遐齡、鄭嘉瑩、廖茂年、許雅涵、

及張愷珉等由林菁老師指導，拍攝具交通安全宣導意義又不失趣

味的微電影，榮獲聯合報「願景在地」工程「暢行台灣」道安交

通微電影競賽榮獲第2名，及獎金2萬元。 

(12)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大三同學參加ECIC2014 Yahoo!奇摩全

國大專電子商務創意競賽，獲得高達7個獎項：最佳營運獎優等: 

Cow最牛的堂；最佳產品創意與設計獎特優:老伴背背；最佳產品

創意與設計獎優等:Chia No嘉の、購斯特酷奇；最佳文創獎優等: 

Vege & Fru；最佳影片行銷獎優等: Cow最牛的堂；最佳在地關懷

獎優等: Chia No嘉の 

(13)體育健康休閒研究所二年級曾敏豪代表亞柏球團出賽103年第1

次全國羽球排名賽勇奪男雙、混雙冠軍。 

(14)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楊惠芳教師榮獲102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

優獎第一名。 

(15)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陳信良教師榮獲102年度獎勵運動科學研究

及發展優等作品 

(16)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一年級研究生莊峻岳榮獲大專院校

102學年度角力錦標賽-大專男子公開組希羅式(80公斤)第一名。 

(17)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103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四年級楊正偉同學

榮獲公開男子組田徑推鉛球第三名；曾敏豪及盧怡君榮獲公開混

合組羽球混合雙打第二名；盧怡君及陳瑩榮獲公開女子組羽球雙

打第二名。 

(二)研究方面 

1.師範學院102年度各系（所）、中心，獲教育部專案、研究計畫、補助

計畫及其他機關委託計畫，合計17件，計經費達11,893,929元。 

2.師範學院積極鼓勵教師參與研究，102學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共計37

件通過，共計26,465,700元。 

3.師範學院為培養學生國際觀並加強學生外語能力，積極鼓勵學生以英

文撰寫論文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以達到教育國際化目

標，102學年度計有38位學生於國際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共計5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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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洪如玉教授榮獲本校傑出研究教師獎。教育學系洪

如玉教授、輔導與諮商學系黃財尉教授、數理教育研究所楊德清教

授，榮獲102年度教育部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5.師範學院為促進兩岸中小學教育學術交流與合作，與教育學系、教政

所合辦「2013年海峽兩岸中小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於11月18-19日在

民雄校區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由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陳國良

院長率領大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曉莊學院等校學

者專家與中小學校長、主任等共33人出席會議；國內學者專家及中

小學校長、教師及學生與會者約有200人，探討兩岸教育評鑑理論觀

點與政策，教育評鑑實施現況與未來發展，從彼此的分享與激盪中，

提升教育評鑑的品質，促進中小學教育的發展。 

6.師範學院丁志權院長、陳聖謨主任、黃國鴻老師、林明煌老師於102

年11月24－28日前往日本香川大學參與102年第二屆雙邊學術研討

會，進行師生論文發表及學術交流。 

7.教育學系於103年1月16日辦理102學年度碩博士班研究生論文發表

會，計12篇論文發表。 

8.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2年12月2日邀請香港教育曙光學報資深主編賀

國強教授主講「如何投稿香港期刊要領」，以增進研究生國際投稿能

力。 

9.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2年12月2日邀請任職於West Portal Counseling 

Associates 之資深實務專業學者Lauren Cunninghan 博士進行「沙遊

個案督導-我是誰？」及「沙遊個案教學—找到新(心)的方向」，以提

升研究生國際沙遊諮商技巧能力與廣度。 

10.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2年11月28-29日辦理第16屆海峽兩岸家庭教育

學術研討會暨2013「現今家庭與社區中的關係經營:人際的創傷與修

復」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目前任教於伊利諾Governors State 

University）成癮研究學系Dr. Mark T. Blagen 與目前擔任伊利諾

Governors State University諮商與心理學系的楊瑞珠教授，及分別來

自東北、北京、上海、廣州、卲林、江蘇等21位家庭教育專家學者、

台灣家庭教育及諮商輔導等專家學者等共計43人進行專題演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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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論壇、論文發表及實務分享，與現場約280位學員相互激盪，藉

由實務反饋開拓研究範疇，落實研究與實務之相輔相成。 

11.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5月24日辦理2014年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

研討會，邀請  Ada Sinacore (Mc Gill University)，主題論壇為

Employing a Social Justice Framework in the Context of  School 

Guidance，並邀請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監事及各大院校輔導相關

領域博、碩士研究生計250名參與。 

12.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黃國鴻教授帶領大學部4位同學，前往立陶

宛修雷大學，進行合作計畫。商談院及校層級之學術合作計畫，作

為未來師生交換之國際交流合作。 

13.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3年5月16日假本校民雄校區樂育堂舉辦

「2014樂齡體育、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其宗旨在增進樂齡體

育、健康、休閒之相關領域知識及搭配實務經驗分享，以促進台灣

樂齡體育、健康、休閒之發展。 

14.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3年7月26日至8月4日由張家銘教授帶領該

系4位教師及3位研究生，參加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體育專業委員會於

雲南師範大學舉行之「2014年全國高校體育教育科學論文報告會」

學術發表，增進雙方學術交流，進而共同促進體育學術發展。 

15.特殊教育學系暨特教中心於103年2月22日假本校民雄校區圖書館國

際會議廳，辦理「2014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印第

安納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教授 (前國際輔助溝通學會理事

長)Erna Alant及韓國全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主任趙洪仲進行專題演

講，參加學員為全國各大專校院相關科系之學者專家、研究生、中

南部地區各級學校機構之教師及行政機關之特殊教育行政人員，共

約120人。 

16.數理所於103年6月18日辦理「跨國性國小數學教科書比較研究」研

習，希望將相關研究與實務結合，以提供國內國小教師了解跨國教

科書內容特色，做為未來教學參考之依據。 

17.數理所102學年度接待南京曉莊學院趙東金副教授及徐敬標副教授

來台學術訪問，期能促進二校學院間的學術交流與相互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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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數理所與永齡希望小學於103年5月29日邀請澳洲墨爾本大學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Dr. Kaye Stacey蒞臨進行學術交

流及專題演講，講題： E-learning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mathematics。 

(三)輔導方面 

1.師範學院積極爭取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獲教育部20

名獎學金，受獎學生每月獎學金8,000元，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行

列，帶動卓越師資培育制度，發揮教育大學在師資培育之中堅穩定

功能，形塑師資培育之典範。 

2.系所定期辦理週會、師生座談會及各項師生聯誼活動，各系所師生座

談會每學期至少1次，並辦理送舊、迎新會、冬至等活動餐會。 

3.學系為協助學生瞭解未來生涯準備，並激勵學生及早替未來做好規劃

與準備，舉行系列演講活動，其演講資訊如下: 

(1)教育學系與教政所於102年10月3日(四) 15:20~17:10合辦邀請國家

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中心─曾大千副研究員蒞臨碩博士班

進行演講，以「十二年國教政策之法律概念與理解」為題，為同

學說明現今十二年國教的主要概念與展望。 

(2)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9日(三)13：20~15：10邀請高苑科技大學曾

燦燈校長以「大學生的人際溝通」為題蒞臨演講，勉勵各位同學

能有效做好教育現場的人際溝通。 

(3)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23日(三)13：20~15：10邀請台中市大元國小

─蘇明進老師蒞臨演講，以「打造希望教室，讓潛能大大發光」

為題，與學生分享教學經驗。 

(4)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24日(四)15：20~17：10邀請考選部高普考試

司專委─黃立賢博士以「高普考發展趨勢與準備之道」為題蒞臨

演講，為學生說明高普考試發展趨勢與準備方向。 

(5)教育學系與教政所於102年10月31日(四)15：20~17：10合辦邀請台

東大學─汪履維講師蒞臨演講，以「分組合作學習與學習共同體」

為題，為學生說明分組合作學習與學習共同體在教學上的應用與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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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育學系於102年11月27日(三)13：20~15：10邀請嘉大附小老師─

黃琦智老師蒞臨演講，以「教師職涯與教學智慧累積」為題，分

享自身教師職涯經驗，鼓勵學生從生活中累積知識與智慧，並關

心身邊所發生的事。 

(7)教育學系於102年11月29日(五)18：30~20：10邀請嘉義縣政府教育

處王建龍處長以「地方教育發展與趨經驗分享-教師角色與嘉義縣

教育發展特色」為題蒞臨演講，為同學介紹嘉義縣現今教育發展

與特色，讓同學更瞭解教師角色，以及未來如何規劃自己的職涯

發展。 

(8)教育學系於102年12月4日(三)13：20~15：10邀請嘉義市政府教育

處林良慶處長以「地方教育發展與趨勢」為題蒞臨演講，勉勵學

生在教育現場能有好的表現，並介紹嘉義市現今教育職場狀況，

讓同學知道目前的職場概況。 

(9)教育學系於102年12月11日(三)13：20~15：10邀請考選部高普考試

司黃立賢專門委員以「公職考試的發展趨勢與準備之道」為題蒞

臨演講，介紹公職考試的趨勢，及如何有效準備公職考試，以得

心應手赴試。 

(10)教育學系於102年12月12日(四)15：20~17：10邀請臺灣首府大學

教育所所長郭添財以「台灣教育競爭力」為題蒞臨演講，勉勵學

生及早準備未來職場規畫，期許在未來能夠有好的表現，並介紹

臺灣現今教育職場競爭力，讓同學更瞭解目前的職場概況。 

(11)教育學系於103年1月2日(四)13：20~15：10邀請清華大學教務處

陳信文教務長以「生涯成長分享」為題蒞臨演講，分享自身求學

與求職的歷程，並鼓勵學生將志向放遠，勇敢築夢。 

(12)教育學系於103年2月27日(四)15：20~17：10邀請日本篠原清昭教

授以「東亞國家主義與教育改革」為題蒞臨演講，並請林明煌老

師進行及時翻譯，使學生更瞭解目前國際上教育的改革與脈動，

提升學生之視野。 

(13)教育學系於103年3月13日(四)15：20~17：10邀請政治大學鄭同僚

教授以「家族口述歷史的故事與書寫」為題蒞臨演講，鼓勵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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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貣用平民觀點寫自己的歷史、詮釋歷史。 

(14)教育學系為「發揚樹人精神」，傳承樹木儀典，鼓勵學生種樹愛

地球，於103年3月12日12:00~12:30在初教館後方花圃種植兩棵楓

香，也期許學生能像楓香一樣具有多元功能，將來能貢獻社會成

為有用的人。 

(15)教育學系於103年4月9日13:20~15:10邀請中興文教事業機構黃意

堯執行長以「補教事業的現況與趨勢」為題蒞臨演講，分享現今

補救教育領域的趨勢與現況，鼓勵同學多充實自我專業能力。 

(16)教育學系於103年4月10日15:20~17:10邀請台中教育大學陳盛賢

教授以「當前我國教師評鑑法治作業與政策」為題蒞臨演講，分

析目前我國教師評鑑法之內容、實施與政策走向。 

(17)教育學系於103年4月24日15:20~17:10邀請國立暨南大學楊洲松

教授以「媒體文化與媒體素養教育」為題蒞臨演講，解說我國與

各國媒體生態、文化，鼓勵培養解讀、思辨媒體之能力。 

(18)教育學系於103年5月14日13:20~15:10邀請台南市永信國小郭香

妹老師以「創造自己的未來-活出生命的驚嘆號」為題蒞臨演講，

說明如何利用教學現場的人、事、第、物將表演藝術融入教學，

並鼓勵學生在職場中盡心盡力，活出生命的價值。 

(19)教育學系於103年5月15日15:20~17:10邀請系上洪如玉老師分享

至盧森堡進行半年研究之心得分享，鼓勵學生多多前往國外進行

研究、交流。 

(20)教育學系於103年5月28日13:20~15:10與幼教系合辦，邀請繪本大

師郝廣才老師以「好繪本如何好」為題蒞臨演講，透過犀利風趣、

精闢獨到的剖析，更加清楚創作的脈絡和方向，讓喜愛繪本的人

能重新閱讀繪本的另外一個層次，並都能建立正確完整的「繪本」

觀。 

(21)教育學系於103年5月22日15:20~17:10邀請Teach for Taiwan發貣

人劉安婷老師以「給自己一個冒險的理由：為台灣而教」為題蒞

臨演講，透過自身經歷分享，並鼓勵大家為夢想而努力。 

(22)教育學系於103年5月29日15:20~17:10邀請倫敦大學博士海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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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所王嘉陵副教授以「生態型大學理念及其對高等教育學習觀點

之啟示」為題蒞臨演講，分析台灣大學現況、與大學教育學習趨

勢。 

(23)教育學系於103年6月5日15:20~17:10邀請法國Rouen大學客座助

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許宏儒博士以「法國佛賀內(Freinet)教育學

與公立佛賀內學校」為題蒞臨演講，介紹法國教育觀點與學校制

度。 

(24)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2年10月23日邀請嘉義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邱信凱諮商心理師主講「生涯就業輔導實務層面經驗分享」。 

(25)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2年12月4日邀請黃焙平系友主講「分享如何

考取司法人員考試-觀護人經驗談」，提供學弟妹準備考試方向。 

(26)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2年12月17日邀請謝琬婷系友主講「分享從

國際志工至專業成長之經驗談」，鼓勵並提供學弟妹利用寒暑假

期間充實國際志工經驗及團體帶領服務能力。 

(27)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2年12月21日邀請任職於淡江大學學生輔導

中心方將任系友主講「校園危機」及「個案管理」，以其職場經

歷實務經驗進行分享。 

(28)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2年12月14日邀請清華大學諮商中心講師林

祺堂諮商心理師進行「敘事治療」主題工作坊。 

(29)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3月12日邀請該系王以仁教授擔任講

師，講題為「面對挑戰—自我的成長與學習」，以老師自我學習

經驗提供學生參考並經驗分享。 

(30)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4月26日邀請陽光心靈診所王紫光醫師

主講「NLP神經語言學」，提供學生另一方向諮商技巧體驗。 

(31)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4月30日邀請金鴻兒童文教基金會陳嘉

文執行長主講「青年學子憑甚麼競爭? --厚植實力、創立自我價

值」，提供學生未來進入社會前應具備何種能力之參考與建議。 

(32)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5月7日邀請系友李尚航(任職於嘉義市

嘉北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及吳宛真(任職於嘉義市興嘉國小專任輔

導教師)系友，返校為學弟妹分享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在實務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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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33)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5月28日邀請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

南部園區辦事處郭春暉處長，主講「投資自己-掌握南科高科技產

業發展現況暨就業趨勢」，提供學生未來進入南科之準備方向。 

(34)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5月30日至6月1日邀請亞洲大學心理學

系吳秀碧教授進行為期3天之團體諮商工作坊進階班，以加深學

生對於團體諮商更深層的體驗。 

(35)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5月31日邀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與

藝術學系藝術治療碩士學程吳明富助理教授進行「表達性藝術治

療工作坊」。 

(36)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6月14至15日邀請美國心理劇考核委員

會認證之導演與準訓練師／諮商心理師林慈玥老師進行心理劇

訓練初階團體課程。 

(37)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6月21日邀請系友郭秋時校長（協志高

中），主講「Home？House？Family？談家庭教育的意義、內涵與

實務分享」，提供學生家庭教育實務實行經驗。 

(38)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於103年5月14日，邀請程如晞老師專題

演講，講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9)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於103年5月14日，邀請溫嘉榮老師專題

演講，講題為「數位化教學的趨勢」。 

(40)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於103年5月14日，邀請林世勇導演專題

演講，講題「BBS鄉民的正義：幕前與幕後」。 

(41)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於103年6月4日，由許于仁老師帶領40

名大學部學生，參訪高雄市米蘭創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KBOX，以開拓學生學習視野，增進專業知能並提升專業領域

學習之動機，由產業現況之參訪瞭解職場實況、對於科技創新上

是如何管理其知識，精進教學與學習效果，並達成學以致用目標。 

(42)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2年10月17日邀請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

公司游國謙副董事長，以「成為好還要更好的人才」進行專題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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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2年10月23日邀請小茶壼劇團蔡勝德團

長，於表演藝術課程以「表演藝術教學活動設計」進行專題演講

及經驗分享。 

(44)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2年11月8日舉辦教學助理培訓，邀請成

和正教授，以「健走與健康」進行專題演講。 

(45)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2年11月12日舉辦教學助理培訓，邀請

成和正教授，以「體育多媒體教學介紹與操作」進行專題演講。 

(46)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3年1月20-24日舉辦實驗儀器操作研

習，由陳信良及林明儒2位教師主講，主要研習內容為能量代謝

量測系統及等速肌力測試訓練儀之操作。 

(47)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3年5月28日邀請畢業校友以「找尋人生

新方向」及「國小教檢經驗分享」進行專題演講。 

(48)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3年6月3-4日舉辦實驗儀器操作研習，

由林明儒教師主講，研習內容為Biopac Mp150多功能訊號記錄及

多關節訓練測試系統之操作。 

(49)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3年6月7日舉辦碩士論文格式檢查員TA

研習，由張家銘教師及李麗卿助教主講，強化學生撰寫論文格式

的正確性。 

(50)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於103年5月8日至6日12日運動休閒管理課

程邀請業師鶯山溫泉葉耀禎副總經理協同教學，講解休閒產業各

方面的休閒管理及行銷策略成功失敗的探討。 

(51)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3日辦理研究生專題演講，邀請臺南市

副市長蔡炳坤主講「特教從業人員應有的行政思維 

(52)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9日舉行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之B3-2畢業生就業關懷與業界回饋：傑出系友座談會，邀請臺

中市益民國小黃雅祺老師，分享實務經驗。 

(53)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17日舉行碩士班專題演講，邀請鄭敦

元產品專員，主講「行為觀察室之操作與應用」。 

(54)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19日辦理2013特教系友回娘家-業界

教學實務研習活動，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賴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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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主講「如何強化職場人際網絡」、臺南市歸仁國民小學主

講「業教教師教學經驗分享」，並請畢業系友提供在校生職場資

訊與職涯發展經驗，共計277人參與。 

(55)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23日舉行大學部專題演講，邀大紀元

時報作者專圈圈工作室陳霆主講「走進他們的世界」。 

(56)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0月30日舉行專業知能板書研習，邀請中

國文學系康世昌老師主講，共計62人參與。 

(57)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1月6日辦理大學部專題演講，邀請嘉義大

林慈濟醫院兒科王聖凱主治醫師主講「認識伊比力斯(癲癇)教育

課程」，共計62人參與。 

(58)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1月15日辦理C6產學連結專題演講，邀請

瑪利亞文教基金會傳愛大使莊馥華女士主講「讓夢想誠為力

量」，參與人數共計52人。 

(59)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2月4日舉行專業知能板書檢定，邀請中國

文學系康世昌老師及陳靜琪老師擔任評審，計有89人參與檢定，

通過率為96%。 

(60)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12月11日舉行系週會，邀請陳惠貞老師主

講「食品健康與安全」。 

(61)特殊教育學系於103年1月10日辦理大學部專題演講，邀請嘉義市

港坪國小鄭雅文老師主講「教甄分享」。 

(62)特殊教育學系於103年1月22日辦理模擬教甄試教與口試研習，邀

請該系吳雅萍助理教授及嘉義縣興中國小江俊漢老師主講「教師

甄試試教與考試技巧」。 

(63)特殊教育學系於103年1月28日辦理碩士班專題演講，邀請陳思涵

老師主講「高科技AAC的研究與應用」。 

(64)特殊教育學系於103年3月26日辦理「系友回嘉暨傑出系友座談

會」，邀請嘉義市港坪國民小學鄭雅文老師與大四學生分享經驗

談。 

(65)特殊教育學系於103年4月9日舉行系週會，邀請雲林縣崇德國民

中學劉佳玲老師主講「特教班班級經營與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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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特殊教育學系於1 03年4月13日辦理模擬教甄試教與口試研習，邀

請臺南市歸仁國小林志政校長、嘉義縣興中國小陳宇水校長、臺

南市勝利國小林和秀老師、臺南市安慶國小張紋菱老師，指導模

擬口試及試教。 

(67)特殊教育學系於103年4月30日舉行專業知能板書研習，邀請中國

文學系陳靜琪老師主講，共計33人參與。 

(68)特殊教育學系於102年5月9日及5月16日辦理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四版研習，由該系林玉霞副教授擔任講座，並於5月16日至嘉

義縣附設實驗小學進行實作施測。 

(69)特殊教育學系及特殊教育中心於103年5月21日辦理「大專校院身

障生個別化服務支持計畫工作坊」，由北科羅拉多大學Dr. Lewis 

Jackson及 Dr.Harvey Rude擔任講師。 

(70)特殊教育學系於103年5月24日辦理碩士班專題演講，邀請美國匹

茲堡大學復健科學博士主講「行動輔具的新發展」。 

(71)特殊教育學系於103年5月28日辦理專業知能板書檢定，邀請中國

文學系康世昌老師及陳靜琪老師擔任評審，計有55人參與檢定，

通過率為100%。 

(72)幼兒教育學系於103年3月20日邀請雲林縣好收國小附幼教師侯

孟志系友分享求學過程及準備教師檢定、甄試等技巧，激勵學弟

妹盡早規畫及準備。 

(73)幼兒教育學系於103年6月12日替大四學生舉辦教檢模擬考及大

五學長姐返校座談，和學弟妹分享如何準備教檢科目及實習中應    

注意事項。 

(74)幼兒教育學系為提升師資生就業準備度，於103年5月7日舉辦「故

事說演能力檢定研習會」聘請嘉大附幼楊文子教師講授故事說演

技巧。並於103年5月14日進行「故事說演能力檢定」共計80人報

名，64人通過，通過率約8成。 

(75)幼兒教育學系為協助學生考取保母技術士證照，特於103年3月

8、9日舉辦研習會，聘請專業講師翁祺雯、王玉芳老師針對術科

進行加強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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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分別榮獲本校102學年度合唱團比賽第4名、

第5名。 

5.持續辦理學生課業及生活適應的輔導與協助。 

6.積極營造非正式課程的環境與內涵，如「服務學習」、「中輟邊緣學生

輔導工作」，以促進與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素養。 

7.網路設置學院信箱，針對學生意見及詢問適時答覆。 

8.配合學校舉行與學生輔導有關之各項活動。 

9.新聘專任教師需協助系所行政業務，以熟悉系務及學校行政業務之推

動。 

(四)推廣服務 

1.102學年度教育學系辦理碩士在職專班2班；教政所碩士在職專班1

班；幼教系碩士在職專班1班；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班，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班。 

2.教育學系接受嘉義縣政府委託，順利完成10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

主任甄選。 

3.教育學系接受雲林縣政府委託辦理「103年度雲林縣中小學校務評

鑑」，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於3月底協助進行雲林縣中小學校務評

鑑，共評鑑10所中學、29所小學。 

4.教育學系協助雲林縣政府辦理「103年度教育人員著作審查」，共審查

48篇教育著作。 

5.教育學系協助嘉義縣政府辦理103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甄試「筆試命

題」及「聘請試教委員」等試務工作。 

6.輔導與諮商學系於103年1月21-24日假民雄校區舉辦「第九屆輔諮營

Stay Calm, You will be STRONGER!情緒與壓力管理學習營」，全國公

私立高中職共96名在校學生參加，並規劃一系列活動，以期能幫助

現今的高中生們體認到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的重要性，並學會掌握

好自身的情緒，同時也能提早接觸輔導諮商相關專業，進而宣揚本

系之特色。 

7.輔導與諮商學系103年4月26、27日假嘉義縣民雄鄉福樂國民小學舉辦

「輔諮假日營」，主題為「福樂Go Go Fighting～輔諮假日營」，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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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生共同參與體驗。 

8.輔導與諮商學系與國立後壁高中簽署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

進計畫合作意願書，共支援「教師成長團體」八場次、教師輔導知

能講座二場次、「個案研究」（二場次）。 

9.輔導與諮商學系王以仁老師至大陸3所台商學校主講「良好互動-親子

溝通的藝術」推展親子教育活動。 

10.輔導與諮商學系教師擔任各縣市政府25場以上家庭教育相關研習講

師。 

11.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協助執行教育部補助「102年度受刑人家庭支持方

案」經費新台幣25萬元。 

12.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執行嘉義市政府補助102年度「『友善校園』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中輟邊緣及中輟學生復學輔導服務計畫」，經費

新台幣16萬元。 

13.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執行嘉義市政府補助102年度「『友善校園』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中輟生輔導役男研習實施計畫」，經費新台幣6

萬元。 

14.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數位學習志工隊由王佩瑜老師帶領學生於

103年7月1-5日前往嘉義縣六腳鄉更寮國小，舉辦暑期營隊。103年1

月20－24日前往嘉義縣三江國小，舉辦寒令營。數位志工隊已連續

5年舉辦寒暑期數位學習志工隊，服務偏鄉弱勢學童。硏習營利用

電腦營隊方式，設計電腦知識及電腦樂高積木程式的學習課程，協

助偏鄉國民小學及鄰近學區之弱勢學生，使用學校內既有之電腦設

備，以嘉大學生專長輔導弱勢學童，彌補弱勢學生學習資源不足之

困境，加強科技資訊知能及培養團隊默契。 

15.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二年甲班學生於102年12月21日協助嘉義縣民

雄鄉興中國民小學98週年校慶運動會競賽，負責各種競賽的裁判及

工作人員。 

16.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及體育室承辦103年7月6日新港奉天宮「2014

跑出金虎爺全國路跑賽」，該活動是為慶祝虎爺農曆聖誕及推廣全

民健康休閒運動風氣路跑活動，讓鄉親參與此盛會，及全國民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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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在地傳統工藝、品嚐地方美食與享受田園之美。 

17.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黃芳進教授於102年10月9日擔任嘉義縣政府舉

辦「102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健康與體育領域國中組運動欣賞暨民

俗體育教學研習」講師。 

18.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楊惠芳教師於102年10月30日擔任嘉義縣政府

舉辦102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初賽評審委員、102年8月13.14日

擔任「102年度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

甄試評審委員。 

19.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楊惠芳教師於102年11月至雲林縣台西鄉溪頂

社區辦理「台西第一樂齡學習中心」指導有關健康老化、活躍老化

之課程。 

20.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丁文琴及楊惠芳教師擔任嘉義縣政府103年家

庭教育宣導「愛家515-GO!-愛家舞一舞舞蹈競賽」活動評審及諮詢

委員、嘉義市103年度慈孝家庭月「愛家515-GO!」愛家舞一舞舞蹈

比賽評審、雲林縣政府102學年度第5屆國中小學生普及運動-健身操

比賽裁判、嘉義縣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舞蹈資賦優異班

鑑定術科測驗委員。 

21.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侯堂盛及楊惠芳教師擔任台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103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社群-“視”應體育」執行案之指導教師。 

22.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張家銘教授擔任台南巿政府教育局「老人教育

輔導團」輔導委員。 

23.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郭進財教師擔任「中華民國103年全民運動會籌

備會」委員。 

24.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張家銘老師擔任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台灣

統計方法學學會及台灣高齡健康休閒發展協會等理事。 

25.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出版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第十二卷二、三

期、第十三卷一期。 

26.特殊教育中心於103年4月16日辦理「特殊教育之性別平等教育教材

教法工作坊」，由本校特殊教育系江秋樺教授擔任講師。 

27.特殊教育中心於103年5月28日辦理「雲嘉嘉國教階段健體領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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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成果發表會」，由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林玉霞教授、雲林縣政府

教育處林冠廷老師、嘉義縣東石國小陳哲文老師、嘉義市大同國小

盧志榮老師、嘉義市嘉北國小陳姿婷老師及嘉義市育人國小周宜儒

老師擔任講師。 

28.特殊教育中心103年5月31日辦理「ICF研習」，由臺灣師範大學復健

諮商所吳亭芳教授、大同技術學院資源教室許育菁老師擔任講師。 

29.特殊教育中心103年7月4日辦理「情緒(精神)障礙學生輔導工作

坊」，由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蔡明富教授擔任講師。 

30.特殊教育中心103年7月8-9日辦理「學習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坊」，由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王瓊珠教授擔任講師。  

31.特殊教育中心103年7月31日辦理「資優教育工作坊」，由嘉義大學特

殊教育系陳偉仁教授、臺北市士東國小資優班黃楷茹老師、南投縣

光華國小資優班吳青陵老師及桃園縣桃園國小特教組鄒韻淇老師

擔任講師。 

32.幼兒教育學系與國泰慈善基金會於103年1月18日民雄校區教育館3

樓合作舉辦「2014小蝌蚪回娘家」，邀請2013年暑期參與「小蝌蚪

成長營」之新移民家庭子女、家長、志工返校交流及繪本閱讀分享，

共計約50人參加。 

33.數理教育研究所於103年7月4-5日，在民雄校區科學館，辦理數理夏

令營，共有40位國小學童報名參加，由本所碩一研究生負責設計課

程及規劃內容，期望以「做中學」方式，啟發學童對數學與科學的

學習興趣。 

34.數理教育研究所研究生於103年7月18-23日參加嘉義市103年度「創

意諸羅城 科學168」科學及創造力博覽會，擺設攤位：「光的魔術

師」，讓學生看到魔術效果、腦筋思考科學原理、進一步動手學習，

以有助於孩子的記憶。 

(五)行政方面 

1.修訂本學院中英文簡介，提供招生及宣傳使用。 

2.籌劃教育學系、數教所及教政所合併，於102年10月17日召開第1次聯

合會議；102年12月12日召開第2次聯合會議，103年8月1日貣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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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數理所各設一位召集人。 

3.召開院務會議5次，完成相關委員會委員代表之推選、新增系所、開

設學分班審議、本學院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空間規劃等事項。 

4.召開系所行政主管會議9次，完成系所經費分配、系所行政相關事宜。 

5.召開院教評會10次，審議教授休假3件、教師升等10件、新聘教師2

位、新聘專案教師4位、兼任教師聘任案、特聘教授等。 

6.召開院課程委員會2次，審議本學院各系所及相互支援授課課程，以

利各系所規劃課程與排課事宜。 

7.各種會議結束後，將紀錄迅速傳閱院內教師同仁了解並公告上網，追

蹤各項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各系（所）亦透過系（所）務會議

召開推動系（所）務工作。 

8.為順利推動各項行政業務，推行行政業務之標準化與效率化。 

9.學院網站之資料更新及維護，並將法令規章、會議紀錄、研討會及最

新訊息公告上網。 

10.縮短公文處理時效、申辦案件等候或處理時間，已配合學校採行公

文簽證管理、電子傳遞系統。各系、所公文時效統計在每月發文均

能在6日內辦結，待辦公文件數均能符合文書管理程序及時效。 

11.提升服務行為友善性與專業性。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師範學院丁院長於103年4月25日（星期五）帶領本學院各系所及外

語系、音樂系主管及教師計18人前往台南市世一文化教育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參訪，由該公司莊董事長接待及導覽，並就未來產學合作

事項初步交換意見。 

(二)本校與嘉義縣溪口國中、大卲國中、安東國小、大鄉國小聯合簽署

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協議及揭牌典禮，於103年3月31日上午10時在安

東國小舉行，由本校邱校長與嘉義縣張縣長主持。 

(三)本校於103年6月24日在本校蘭潭校區行政大樓第1會議室與嘉義啟

智學校締結教育夥伴關係協定，結合兩校師資、課程和設備等資源，

促進特殊教育優質發展，也提供嘉大實習場所，達到學用合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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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103年教師資格檢定增考數學，本學院開設師資生數理知識增能

學程，供本校師資生修習，以增進師資生之數理學科知識。102學年

度第一學期開2門：數學解題（數與量）34人選修，科學實驗（物理

與地科）15人選修；102學年度第1學期開三門4班：科學概念學習(物

理科學) 20人選修，科學實驗(生物與化學) 2班，分別有23及24人選

修，數學解題(統計與機率)40人選修。 

(五)教育學系申請103學年度雲林縣政府2位、嘉義縣政府1位(原住民公

費生)及嘉義市政府1位公費生名額，共計4名，已獲教育部核准。該

系所為建立公費生養成標準，提升公費生素質，並依據本校「國立

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輔導計畫」，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

院教育學系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提升公費生學習品質，保障畢業

後公費生師資素質，以期提升本系招生之報到率。 

(六)特殊教育學系為強化學生國際視野，於102學年度第1學期聘請美國

匹茲堡大學Hill博士與陳明聰老師合開「科技在特殊教育之應用」。

另聘請Alicia博士與江秋樺老師合開「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教學策

略與實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