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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新聞室 NTPU TEC NEWSROOM 

 

師培新氣象 The New Look 

 

 

 

 

 Ready Go─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增能相關準備措施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自 103年起我國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目的即在促進國中教學正常化、回應學生學習需

求、繼而引導學生多元適性發展、適性展才。而能成功推動的關鍵在於高素質的教師，唯有高素質的

教師才能有效轉化及落實教育理念。因此，教育部推動了一連串的師資增能研習與課程，培育基本教

學專業能力，同時提供教師專業支援系統，協助教師做好準備。 

在職前師資養成階段，已於 102年 6月 17日訂定發布「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

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規範強化師資生適性輔導、差異化教學及多元評量的能力。在職教師專業成

長方面規劃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研習五堂課、差異化教學增能方案， 

 

 北大高中(北大附中預備學校)最新訊息 

師培記者綜合報導 

 每一個偉大的城市，都應該有舉世聞名的指標高中， 

為全世界培養具備未來能力的人才。位於三峽北大特區的 

龍埔國中於今年(102年)8月正式改制為「新北市立北大高中」 

預計在明年(103年) 通過教育部審核後，成為「北大附中」。 

而北大高中薛春光校長表示，北大附中將以全人教育、 

名揚國際理念規劃，提供國際化雙語教學，希冀創建台灣教育新典範。因此將會成為新北市第一所雙

語中學。將於 103年 8月開始正式招收高中部高一新生 6班 240人，104年預計設立國中部。 

 

 

 

 

 

 

 主任交接！ 

102 學年度師培中心主任交接，由謝曉慧老師來兼任本中心的主任。 

 

 主任的話： 

學習是指透過老師教授、個人體驗，而獲得知識、技能、態度或 

價值的過程。關於學習這件事情，不僅可以在課堂上進行，透過課堂外的活動，也能有許多的收

穫。《禮記》一書中有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人往往在學習之後，才知道自己能力

※還想多了解一些嗎？翻到後面還有 

北大高中薛春光校長的面對面採訪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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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夠之處；教學之後，才知道自己學識上的貧乏。希望同學們於接受師資職前教育的過程中，

不論是在老師授課的講堂上，或中心、學會提供的活動裡，都能夠把握機會，努力地充實自己，

藉以厚植自己的實力，為將來成為一位稱職的老師，做好準備。 

希冀同學們在師資培育的這片園地中，能勤加深耕，以壯碩即將獨立高飛的翅膀，使自己在

教育這條路，可以走得更好、更遠。更期盼，未來有一天，同學們除了能將教育工作，當成是一

份職業之外，更能將教育工作當成是一項事業，甚或一種志業來經營。 

加油！未來的教育界就等著你們的參與！ 

 

 新老師！ 

今年師培中心的大家庭加入了一名新成員，那就是─宋佩芬老師！ 

拍手歡迎！！！相信大家一定想多認識一下老師吧！就讓小編來幫大家問問老師囉！ 

 

- 小編問(簡稱編)：老師為什麼會決定走上教育這

條路呢？ 

- 宋老師答(以下簡稱老師)：其實是想解決自己在

教育上所受到的不快樂吧！其實是跟自己的教

育經驗有關，在成長的過程中大部分會感到不了

解為何學這些東西，我的腦袋大多時候感到是空

的，期待在大學會得到一些改善或找到答案，但

發現並沒有(笑)。所以我就決定出國讀書。整體

而言，就是為了解決自己人生中的問題。 

-  

- 編：老師的專長是？ 

- 老師：碩士時念得是教育政策與行政，希望從一位領導者或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來探討教育。

而唸完碩士之後，發現只從制度面來看是不夠的，後來念博士時，就回到了課程教學，其中

的 program 是課程教學與教育政策。因為就算政策變了，但老師本身的思維、作為卻沒有改

變，這樣是無效的一個改革，所以想從能老師的執行面來看所制定的政策是否能得到大家的

認同，真的能使教育越來越好，而非只是一時的風頭，內在的思維都沒有改變。後來我的研

究比較偏向社會科教學方面的，所以社會領域也是我的專長之一。 

-  

- 編：老師想對北大師培生們說的話？ 

老師：想鼓勵同學，擴大自己的視野，加強自己的思考能力， 

有的時候會覺得同學太乖了(笑)。我覺得身為教師，其實很重要 

的是內在底蘊，而這是一種日積月累下來的。特別是品格、視野、 

思考及表達能力，其實不只是老師這份職業，各式職業也都會很受 

用的。而很多的師培同學也都很年輕，大二、三還有很多時間可以 

加強培養這方面的能力！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持之以恆！ 

 

 

 開課科目： 

教育哲學 

教育概論 

教育行政 

社會學習領域課

程設計 

教育議題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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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環境！ 

身為一位北大人，我們跟他校朋友談起校園時，總是會感嘆一聲「唉！可惜就是少了一棟圖書館。」 

但！就在民國 102年 11月 25日北大的圖資大樓正式啟用了！而大家有發現嗎？本期學訊的封面是由

北大草皮看向圖書館，而封底則是由圖書館往外看出，還沒有去過的你，趕快前往吧！ 

以「OPEN」作為設計主旨的圖書館共七層樓高，而目前樓層使用規劃如下： 

樓層 空間 簡介 

B1 自修室、討論室 提供學生自修及輕聲討論的空間 

多功能室 提供校內外單位辦理講座、表演之場地 

1F 多媒體及閱報區 

新書展示區、資訊檢索區 

提供資訊檢索、影片欣賞、閱報空間，另陳列新進圖書資料展示 

學校特色專區 設置「職涯博覽專區」、「通識悅讀專區」、「寰宇開卷專區」、

「教師成長專區」四大專區，形塑北大學術特色 

中日文現刊區 陳列當年度中日文現刊 

學習資源教室 圖書館導覽、教育訓練、推廣活動場地 

流通櫃檯 提供借還書、讀者諮詢服務 

行政區 閱覽組辦公室、推廣服務組辦公室 

2F 學習共享區 本區為資訊蒐集整理與知識討論交流的共享空間，可進行小組課業

討論與報告製作。提供電腦、視聽設備、影印機、白板及電源插座

等設備。 

藝文展覽區 提供校內外單位辦理藝文展覽之場地，以推廣藝術文化教育 

新綠智道 連貫圖書館、資訊中心與心湖，綠意盎然之通道 

3F 中文書庫區 陳列中文圖書 

Fun空區 短暫休憩、手機通話、觀景區 

4F 外文書庫區 陳列西文圖書 

日韓文圖書區 陳列日文、韓文圖書 

安靜閱讀區 本區禁用筆電、計算機等會干擾旁人之設備，提供讀者享有完全安

靜之閱讀空間 

Fun空區 短暫休憩、手機通話、觀景區 

5F 期刊、學位論文 

參考資料區 

陳列西文現刊、中外文過期期刊、學位論文及參考資料 

Fun空區 短暫休憩、手機通話、觀景區 

6F 研究小間、討論室 

團體視聽室 

提供師生借用相關空間供研究、討論、影片欣賞、教學等用途 

排練室 社團排演、簡報演練之空間 

校史館 陳列校史文件、實物及數位影音資料 

時光長廊 通往校史館、緬懷往昔時光之通道 

行政區、會議室 館長室、秘書室、採編組辦公區 

7F 校方保留區 委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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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教師 

鄭歆琍  

台東縣立都蘭國民中學 

石佳儀  

苗栗縣立泰安國民中學 

黃宜嫻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國中部 

林瑋羚  

台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蔡文汝  

台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 

林耿震  

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黃郁婷  

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吳孟璇 

苗栗縣立造橋國民中學 

陳儷文 

桃園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楊逸玲  

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 

劉一君  

桃園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張詠慈  

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

國中部 

蕭帆妤  

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 

湯琦均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

職業學校 

 

  

 代理教師 

周玉芬  

台中市立光正國中 

曾慶文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顏毓鈴  

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學 

曹軒慈  

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陳沂君  

台北市立興福國中 

陳思羽  

台中市立光榮國中 

曹瑜芳  

新北市立佳林國中 

胡美妃  

新北市立五股國中 

張仁鳳  

嘉義市立民生國中 

陳柏涵  

台北市立民族國中 

蔡雅倫 

新北市立柑園國中 

周雅瑜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 

賴思伃  

新北市立尖山國中 

葉士銘  

新北市立尖山國中 

陳熏勻 

連江縣立介壽國中 

孫婉婷  

台南市立建興國中 

林承億  

宜蘭縣立吳沙國中 

王大元  

雲林縣立二崙國中 

卓咨廷  

新北市立光武國中 

錄取 

14 位！ 

教師甄試錄取榜單 Admission List 

錄取 

1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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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人物有約─薛春光校長 
 

 

 

本期學訊所訪問的是與我們最切身相關

的一所學校北大高中(北大附中預備學校)主

理人 

─薛春光校長 

校長用他的人生經歷為我們示範了何謂

投注生命於教育志業中。不僅僅是擔任教職、

行政方面的工作，也編有教育相關書籍(《全

方位導師手冊》、《班級經營調色盤─藝術與人 

文班級經營手冊》、《班級經營潤滑劑》、《班級

經營三人行》、《看見生命之光》及《青春，逆

轉勝！》等皆由幼獅文化出版)為教師們解惑，

報章雜誌的投書也不在少數，同時身兼了中華

民國校長協會理事長等職務。令人佩服做到了

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就讓我們來與

校長來一場約會，近距離的學習校長的風範

吧。 

請問老師的教學經歷？ 

從高師大化學系畢業後，接著來到台灣師

大化研所的四十學分班。然後有著 13年教學

現場的經歷，特別是任導師(11 年)及 2年的專

任老師。學務主任 4年半、教務主任 1年半。臺北縣立石碇國中校長(兼任石碇高中籌備主任)、臺北

縣立竹圍國中校長、臺北縣立板橋國中校長。臺北縣中小學校長協會第 3、第 4 屆理事長。中華民國

中小學校長協會籌備主任及第 1、2屆理事。 

 教學理念─教學要像廚師一樣，為了不同客人的口味，菜色要有創意、又要變化多端： 

 (上一項提到有)13年在教學現場的經驗，擔任了 11年的導師，再加上 2年的專任。對我來說那

2年的專任時間是我教育生涯中的黑暗期。大家可能都會好奇，這不是反而落得輕鬆嗎？但對我來說

這就像少了一個「歸屬感」像是少了根一般。你沒有辦法有力，深入的對學生們的內在做一些改變。 

剛開始任職於板橋國中時，每天我去上班，一群學生往我的反方向走。這樣你要怎麼改變呢？當時要

怎麼提升一所學校在社區中的評價。因此剛開始接任時，我並非主打升學，而是多元發展，這才是一

個能一步一步完善學校的方法。曾經有老師當面對著我說：「校長好像不太重視升學喔。」但我覺得

一步一步的環節做好了，學校就會好，學生也願意待，自然學校的氣氛就會提升，升學率也會自然變

高。在剛接任時，曾學區一個一個里，一所一所小學的去宣導，當時還正在 SARS 期間呢！也曾碰過

工作人員比家長多的情況，但現在板中已經是在地有口皆碑的學校了呢！ 

希望北大附中在您的帶領下成為一所怎麼樣的學校？─合菜還是套餐？ 

 就讓我們從具體面來談，第一，這是一所雙語學校。第二，它是一所完全中學，雖然很多人質疑

不同年齡層的孩子要如何管教，但我相信教育的方法是不分年齡皆適用的。最後一項，如何使三鶯地

區的孩子能夠留下，在地就學。我十分心疼這群孩子為了受教而付出的心力，每天一大早出門、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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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才回到家，一天至少花一個半小時在通車上頭。而我要如何讓這群學生願意放棄往外求學，讓在

地就學成為他們的首選並在回顧這段經歷時不感到後悔。這樣我的教育理念就慢慢浮現，哪些是針對

全體的合菜，哪些是針對個人的套餐。因為是北大附中，所以希望充分運用北大的資源。如學生社團，

希望與大哥哥、姐姐們合作，帶領他們去探索；專題研究則與教授、老師合作；自主學習方面，配合

北大的圖書館落成，我們鼓勵學生善用資源，如視聽設備、課程來進行雙語課程，一起用北大的資源

來共創一個好的教與學環境。 

 

請校長對師培生們說一段勉勵的話！ 

我想不只是對北大附中，對所有學校來說，老師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老師，第一，你要愛你的

學生。學生一定會犯錯，你要如何有包容的胸襟來面對他的錯誤、包容、指導他。畢竟你想，沒有學

生哪來的老師？你的付出學生們是感受得到的。第二，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你願不願意付出。這不是

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一份需要付出長時間陪伴的工作。第三，這是一份團隊工作，而不是你有

多好、多強，就算你把另一個人罵得狗血淋頭，但他一定有優於你的地方，大家該攜手一起為學校努

力，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目標。記住，熱誠、保有團隊精神還要愛你的學生。 

 

 

 

 校友回娘家─感激彼此所帶來的美好，珍惜這短暫的萍聚 

                                         11月 2日，這一天是臺北大學的生日， 

                                同時是已畢業的校友重聚的珍貴時刻。 

                                         大家相約於這冬天，為臺北大學慶生， 

                               也為師培中心喚回了好久不見的朋友們。 

                                         看見照片的你是否也有回來與我們一同團聚呢？ 

                                      不論有或沒有，都期待你有空就回來中心看大家喔！ 

 參訪活動─桃園育達高中 

102年 11月 28日前往參觀位於桃園的「育達高中」這所辦學成績優異的學校，連續 8年得到

了評鑑優等。在交流過程之中，得知了育達的辦學理念、師長們所付出的努力及學生們不負眾望

的好成績，想必也讓師培中心的同學們有深刻的印象，對教育這條路有了更多的看法與動力向前

進。 

 

 

 

 

 

  

師培中心活動 Te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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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檢定及教師甄試專題講座─妳/你為什麼想當老師? 

102年 11月 22日邀請到了現在於南門國中任教的翁智仁學長來與同學分享要如何準備教師檢

定考試和面對教師甄試時的應答技巧，並實際模擬教師甄試問答，讓大家了解教師甄試的流程及回

答技巧。 

 

 

 

 

 

 

 

 
 

 

12月 20 日則邀請到在都蘭國中任教的鄭歆琍學姐及於格致中學任教的蔡文 

汝學姐。她們兩位分別分享自己如何認定志向、全心準備教甄的心路歷程。 

 
 

 

 
 

 

 

 

 

 

 教育實習返校 

102年 8月~103年 1月教育實習的同學回來啦！從全台各地實習學校回來！真是好久不見了

耶！來跟好久不見的大家 SAY HELLO吧！祝福各位實習同學們能在其中得到滿滿的收穫！ 

 

 

 

 

 

 

 

 

 

 

 

大家有沒有像

主任一樣認真

做筆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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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 
實習學校：新莊國中 

實習老師：莊玳翎 

指導老師：謝曉慧 

 

    實習前，曾耳聞許多學長姐實習的經歷，有歡愉的、疲累的，也有中途發現不適合自己而中止實

習的，這些消息都替未知的半年實習生活帶來忐忑與不安。還在為了畢業的分離感傷，時間已悄悄來

到八月的初夏，還記得那個晴朗的早晨，加上我總共七個實習老師在教務處門外等待，那樣初見面的

尷尬，誰都沒想到半年後又得因為分離，再傷感一次。 

    經過主任們的一番討論，最後，我是落腳在教務處本部。半年來，在教務處所學到的東西，不亞

於教學與導師實習，或許有人覺得行政實習佔的比分並不大，不需要花太多心力及時間，然而我認為

這些都是實習的一部份，與其計較哪些事情值得做，倒不如把每件事情都做好，這種想法不是認命也

非狗腿，是一種認真看待的態度，。很幸運地，我的實習同事們也是如此，哪個處室需要支援，大家

便一起幫忙，即使動用到下班時間，大家也沒有怨言，共患難、同甘苦的日子，更培養出我們的革命

情感。 

    在教務處的實習生活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有熱心帶著我認識各處室的老師、不厭其煩教導我註冊

組事務的阿姨、讓我協助幫忙各項競賽的老師，還要特別感謝教務主任，感謝主任願意教導我許多東

西，不僅是技術上的知識，還有待人處事的態度，我永遠記得主任在開會時說的一席話，「把別人的

事當成自己的事，把學生看成自己的孩子。」這樣想，就能更用心地付出，並且設想周到。 

    我的教學實習與導師實習，因為有一班活潑可愛的孩子，以及不吝指導的老師，顯得多采多姿。

我喜歡與孩子們共進午餐，聽聽他們聊天的話題，分擔他們的小煩惱；我喜歡上課，他們的熱切反應

總讓課堂充滿笑聲與活力；我喜歡批改連絡簿，與他們對話、加油打氣。感謝能與他們相遇，那一群

小星星照亮我的實習生活。 

    這些經歷與大四下學期的教學實習完全不同，半年來，我看到更多面向的學校生活，尤其是攜手

計劃課程讓我在這段時間有更多的學習與體悟。 

    在攜手班裡，很多都是在班上不被看見的小星星，一開始也曾因他們的低調、調皮愛講話而失落，

但是當我試著了解他們，發現他們並不是其他人所說的不乖或不聰明，只是步調慢了些，面對這些孩

子，不能因為他們走得慢就放開手，或許我們該停下腳步，牽著他們的手，慢慢前進。 

    每顆星星都擁有耀眼的光芒，有的是一等星，總是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也有的是六等星，必須

在毫無光害的地方，才能見到。每個人都是一顆星星，一顆閃耀著獨特光芒的星星，如何讓躲在烏雲

後的小星星們露出臉來，是比讚揚耀眼星星更有意義的。 

    半年過去了，很開心可以順利完成這個階段的任務，不敢說自己付出了甚麼，但是一定獲得了很

多很多。教育似乎便是如此，師資培育中心與實習學校的老師牽引著我們，幫助我們更快熟悉老師的

身分，接著，便是我們牽著孩子們的手，帶他們往前邁進。 

   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我會牽著你的手，但是路要自己走，面對選擇的時候，聽聽心底寧靜的角

落，有一天我會放手，因為路要自己走，失去方向的時候，記得抬頭仰望，清澈的天空。」感謝一路

提攜老師們，當您們鬆開手的那一天，相信也是我自己可以獨當一面，牽著另一雙手的時候。 

 

 

 

 

 

教育實習心得手札 Internship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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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六十五個與孩子共同成長的日子〉 
實習學校：南山中學 

實習老師：游欣梅 

指導老師：謝曉慧 

 

    總歸教育實習這將近半年的時間，實際進入了教學現場，學到、看到、體會到了許多，不只是教

學技巧上的觀摩充實專業知識；還有，與學生分享經驗連絡感情；同時，進一步瞭解了行政處室的運

行模式。當然，人際上的磨練也是重要的一環，與長官、同事或學生相處，都需要智慧，而且要不斷

調整自己的角色及態度。但總歸一句，就是「勤勉認真」與「誠懇待人」。 

    因緣際會，行政實習所待的處室輾轉來到輔導處，在此時，暫且拋開了教學與考試業務的教務處，

也拋開學生活動與問題的學務處，我來到了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地方，學生時代其實很少接觸到

輔導處，而這半年我在這邊體會到了升學與考試以外的東西。每天面對來來去去的學生，看著輔導老

師如何諮商、聽聽學生遇到的問題、聽聽老師在班級經營上遇到的困難，深刻體會到「教育」真的很

偉大，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都必須做好情緒管理與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心靈上的成長是除了教

學以外的。我在輔導處得到的收穫，也暗暗期許自己成為一個不但能幫助學生解決問題，並且面對未

來也可以讓自己身、心靈更上層樓的老師。 

    至於在教學上，很慶幸在南山實習的半年中有很多的上課機會，尤其當有屬於「自己的學生」時，

教學上的歸屬感會更強烈。除了輔導老師給予我在導師班每個禮拜一節課以外，也擔任「夜間精熟課

程」的授課老師，分別帶了國三、普一跟普二共三個班的學生。我很喜歡上課，很喜歡學生，從每週

上課的過程中，不但可以磨練自己帶班的能力，也可以藉機與不同年齡層的學生有更多的接觸與瞭

解。 
    導師實習方面，其實很喜歡有到班的機會，可以藉機跟學生多多相處，進而瞭解班上孩子的習性

和特性，而指導老師給我很大的空間和時間，也讓我多了一點能和學生獨處、談話的機會。除了例行

性的班務，學校有大活動時當然也是不能缺席，經由這些全班共襄盛舉的活動，除了增加班上同學的

向心力，也使我慢慢融入班級、融入學生，與學生逐漸培養出深厚的情感。能和孩子互相分享生活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除了自己有個管道抒發情緒、傳承經驗以外，也可以從孩子身上得到正面能量，希

望這份情誼可以持續到永遠。 

    學生時代學了許多教學技巧和理論，但畢竟教學現場有太多狀況不是我們可以預期的，雖然只有

短短半年的時間，但不管是行政、教學還是導師實習都多少有了點接觸。能在第一線工作是很開心的

事，就算遇到困難會沮喪、會不知所措，但靠自己力量去解決問題後的成就感是無可言喻的，尤其當

收到學生的正面回饋，更是驅使自己繼續在教育這條路上努力的重要動力。不管備課多麼辛苦，只要

學生反映喜歡自己的課、反映自編講義很有幫助，一切都值得了！我想也是因為這樣的正面回饋給了

我很多能量，才能讓我一步步往「教師」這條艱辛的路邁進，很貪心地希望未來都能不斷獲得正面能

量，我也期許自己終生擁有這樣的教學熱忱！ 

 

〈 滿 懷 感 謝 的 日 子 --從 做 中 成 長 〉  
實習學校：海山高中 

實習老師：張雅琪 

指導老師：謝曉慧 

 

猶記得實習在八月初才剛剛展開，轉眼已經到了新年度，１月底即將來到。韶光荏苒，這些半年

的光陰融在學生的笑容中；老師、組長及教授們的指導中，心中充滿著無限的感謝及富厚的收穫。 

還記得正式到教務處教學組報到時，處室正在大搬家，一切都還沒就定位。沒過多久，逐漸熟悉

處室的人員，還有學校的行政作息。接著，第一次與實習輔導老師見面，談論著開學後的相關事宜，

以及開始準備要跟學生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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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學會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開學後，上台向學生自我介紹，心中無限緊張。第一次家長日，還是向家長們介紹自己，雖然緊

張，但也逐漸克服。第一次返校，與師資培育中心的老師同學們座談，說著各自的班級及行政業務、

自己在學校中的大小事。漸漸地，從初次教學、協助處理班務和班上同學參加各種活動；與教學組同

仁共事，參與學校大小活動；與各科實習老師交流，相互加油砥礪……，不知不覺時光就如此的飛逝。 

還記得，與班上同學一起參加新北市單車成年禮，帶領著同學完成 80公里的路程。第一次要騎

這樣長的路程，還要一路注意、照顧學生。看到學生盡最大的力量去完成這段路程，忍著摔傷、抽筋、

車子故障的種種狀況。一路上伴著學生，和怡蓉老師相互打氣完成路程。雖然辛苦，但卻是十分難得。 

12 月底，同學們自主辦理同樂會，一開始張羅中有點小混亂，等到同學們陸續就位，開始認真

的表演時，一改平日的沉靜。讓我覺得，這跟上課的情況反差也太大，但是細想自己曾經也是高中學

生，表現也沒有特別熱絡，或許這就是學生的共通性。新手教學總是會寄望太多的美好，但是這些美

好要一點一滴累積，並非一蹴可及。沒想到，在交換聖誕禮物前，學生準備了特別節目，班上同學邀

著我和怡蓉老師就座，還是在教室中間。我心中暗暗揣想，是不是要玩甚麼遊戲，感覺七上八下。沒

想到，是孩子們致感謝詞以及卡片、禮物。這些動作並不特別稀奇，但在我心中卻有最特別的感動。

這些孩子，雖然表現較為靜默，但他們的良善、細膩的心思其實都牽動著我的感受。聽到他們感謝的

致詞，心中五味雜陳，閃著淚光既是感動也是開心，因為這段時間是這樣的短暫而可貴。 

幾個月以來，真的非常感謝學校裡每位親切的同仁、共同努力的實習老師們，以及在導師與教學

上一直給予支持鼓勵的盧怡蓉老師、行政與生活中無限關懷指導的教學組潘蕙芬組長，還有綜理師培

研習業務的吳璧純老師，以及一路辛苦指導我的謝曉慧老師。更感謝的是海山高中 201班及 207班的

所有同學，兩班同學真的非常的貼心、可愛。這些點點滴滴，一切是這樣順利圓滿，如同源源活水，

溫暖我的心田。 

教育是一條長遠的路程，只有共同努力、一同在這條路上耕耘、學習才能嚐到最甜美的成果。希

望在未來，我能將我所學習到的一一回饋到學生身上，讓我們的孩子都能快樂學習、健康成長。 

 

 

 

這一個學期之中，大家有沒有參與師培學會所舉辦的有趣活動呢？像是溫馨感恩的謝師週、熱鬧

豐富的新生茶會、好看又富有成長意義的電影週還是好好玩的百萬師培堂！大家知道是哪些辛苦的同

學們來幫我們籌備的嗎？先讓我們先為辛苦的他們鼓掌，接著介紹他們吧！ 

今年學會成員們有： 

會長：吳辰莉 

副會長：張家瑜 

活動組：林亮吟、顏光兌、黃于庭 

總務組：賴以璇 

採購組：吳翊君 

以下是來自成員們的訊息： 

。會長辰莉： 

歡迎各位來到這個大家庭，加入師培。期盼著 

加入師培的每一位夥伴們都能在加入師培後發現自己，找到自己 

藉由參與學會活動，能得到更多元學習，認識如何成為一名教師 

，並且更加瞭解自己的性向。加入學會，打從內心感到歡喜能與 

優秀的同伴們一起為師培學會服務，我以身為學會成員一份子，以及師培生為榮。希望學會能夠成為

幫助每個師培夥伴的助力，也希望大家不要錯過師培學會所舉辦的師培活動。在此祝福大家。 

。活動光兌： 

你我都是一個個終生學習者，我們都在學習當中尋找屬於自我的概念，以及相信一個屬於自己的

亮

吟 辰

莉 

家

瑜 翊

君 

以

璇 

于

庭 

光

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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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我曾經懷疑自己身為學生的原因，我有時也迷惘在成為老師這條路，或許哪天我在商界找到自

己了，也或許哪天我不再相信教育了也不一定，但我仍會堅信學習的重要性，學習數學、學習物理、

學習語文、學習藝術、學習運動……什麼都好，感官與想法才能證明一個人的繼續存在。我絕對不忍

心看著孩子呆坐在位子上，行屍走肉地進出教室，「枉費你作為人，上帝給了你腦袋要思考啊！傻孩

子！」我想我會這麼告訴他們。 

誠如現在的我們，是否仔細聆聽？是否用心思考？每天學習一點點，想想所學、想想自己，也想

想如何讓未來的學生活潑地習得知識。從學習當中找到自己，並改變自己，學習改變填鴨、改變僵化。

新的學期，即便不能直接從教育現場做起，但也期盼這半年的學習，透過師生互動，與自我的激盪，

能夠助益良多。期許自己，也期許各位夥伴們在師培的修習能快樂於順境，奮發於逆境。 

學會活動！ 

    也讓我們來回味一下這學期有哪些精采的活動吧！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內容 

102學年度新生茶會 10/02 文 F1101 迎新、教師陣容介紹、師培中心相關修課規則簡

介、設備簡介 

師培電影週 10/14~10/17 文 F413 《永不妥協》電影撥放欣賞，填寫心得學習單認

證學習護照核心能力 

師培電影週 11/25~11/28 文 F416 《人間師格》電影新撥放賞，填寫心得學習單認

證學習護照核心能力 

師培金頭腦 12/18 師培教檢題目搶答比賽 

 謝師週 

師培生怎麼可以忘記了我們最重要的節日─教師節呢！而本次學會也收集了大家對師培中心老

師們的感謝，一起在謝師週把新意傳達給老師！一起來看溫馨的大合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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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茶會 

又到了一年一次迎接新生的時刻啦！舊生們有沒有覺得好像也看到了當年的自己啊(笑)！ 

今年度新生茶會非常豐富啊！有漂亮會長來為大家解說，還有豐富的餐點，相信大家一定都是吃

得飽飽的吧 (摸肚子狀) ！但也別忘記了老師們所提醒的一些修業規定喔！ 

 

 

 

 

 

 

 

 

 

 師培金頭腦 

眾所期待的師培金頭腦，終於出擊！你，有沒有參加？ 

希望讓大家藉由此有趣的活動對於自己在師培的所學、所知能靈活運用！ 

本次可謂之高潮迭起、歡笑聲連連！就讓我們一同來回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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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革命的最前線：在學習共同體中找回孩子的幸福 

。作者：佐藤學 

。譯者：黃郁倫、鍾啟泉 

。出版社：天下雜誌 

 本書在第 32期學訊採訪福營國中張國冀校長時，就曾被張校長大力 

推薦！他說：「這是佐藤學教授花了幾十年所印證出的道理，現在日本也 

漸漸的去實行這一套方法。我特別要推薦給你們這些教育界未來的中堅！」 

內容介紹： 

日本教育界大師、東京大學教授佐藤學，深刻剖析東亞國家共同面臨 

的教育危機，並且提出以「學習共同體」為目標的改革建議。從中小學到大學，學生學力急速崩壞。

於是乎，傳統勢力呼籲要求恢復過往的模式：加深加難、更多精熟、背誦、考試，但走回頭路也沒有

辦法挽救學生學習崩壞的土石流。於是，佐藤學在日本創建、推動「學習共同體」革命。「學習共同

體」讓學生彼此對話、相互幫助；老師「少說多聽」、教室打開大門，成為可以共同觀摩學習的現場。

透過合作學習、分享表達，讓孩子找回學習的樂趣，老師找到成長的動力，更間接提升整體的學力表

現。 

本書綜整了佐藤學近十年來的四本重要著作，從他對亞洲各國現況與困難的分析，到「學習共同

體」理論的建構，乃至於他親自訪視一萬所學校的現場經驗，以及帶領學校成功的改革歷程。佐藤學

從理論與實踐上證明，唯有「從教室開始的革命」，才能保障每個學童的「學習權」，真正實現「教育

公平」的理想。 

 

 我是馬拉拉 (I Am Malala) 

。作者：Malala Yousafzai,Christina Lamb 

。譯者：翁雅如,朱浩一 

。出版社：愛米粒 

 馬拉拉，這是一個你不能不知道的名字。 

 1997 年出生於巴基斯坦。11歲時便在 BBC英國廣播公司網站發表 

寫作，內容是介紹關於她在塔利班組織下的生活，與塔利班阻止她 

受教育的情形，因而受到國際大眾的關注。她常以筆名 Gul Makai講述 

在這樣的社會下，她家庭裡的女孩的生活狀況，並為女孩應平等受教育的 

權利而奮戰。16歲的女孩，為了捍衛自己的受教權，不惜成為了塔利班政府 

的眼中釘。在她上學的路上，被蓄意開槍打中頭部，但奇蹟似的存活下來。 

 2013 年 7月，康復後的第一場公開演說，就是於聯合國，她說：「讓我們開展一場對抗文盲、貧

困和恐怖主義的壯麗戰爭，讓我們撿起我們的課本和筆，它們才是威力最強大的武器。一個孩子、一

位教師、一本書和一枝筆可以改變世界。教育，是唯一的答案。」 

師培推薦書籍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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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培電影日 

這次電影週的選片可說是「金光閃閃」，分別由兩位著名的奧斯卡影帝、后所主演。 

分別是由奧斯卡影后茱莉亞蘿勃茲所主演的《永不妥協》改編自真人真事，故事感動、激勵無數人。

而《人間師格》則是由歷史上最年輕的奧斯卡影帝， 安卓亞布洛迪(Adrien Brody)所主演的，赤裸

的藉由教育場景揭露了現代人心中的無助。兩部大作都是備受好評。錯過沒有關係，現在有著電影的

推薦、介紹讓錯過的朋友也可以了解劇情喔！ 

 

 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 

。本片介紹： 

此片改編自真人真事。艾琳是一位帶有三位孩子的單親媽媽，  

而在律師事務所擔任檔案管理員，某日她無意間看到幾件牽扯房地產 

和醫療保險的案件。她接著鑽研這幾分訴訟案件，發現並不完全，她 

深入調查。經過多番的調查之後，她發現辛克利小鎮水質受到六鉻重金屬 

離子污染，嚴重威脅區民的生命健康，但這些事實卻受到隱瞞，而罪魁禍 

首就是太平洋瓦電公司（PG&E）。經過艾琳長時間的努力之後，終於伸張 

正義，重重地打擊 PG&E，辛克利小鎮的居民因此得到大量的賠償金。 

艾琳並未受過什麼高等教育，但是她勇於找出真相及鼓勵、集結眾人 

意志的能力，捍衛正義的心，是我們值得學習、效仿的。 

 

 人間師格(Detachment) 

。本片介紹： 

「在失序人間放逐自我，試圖尋覓走失的靈魂。」 

Henry，一個因為悲傷童年而決定擔任漂泊不定的代課教師， 

在這一次的工作之中來到了一個這裡聚集著一般所稱的「放牛班」 

學生、無法可管的老師、只想爭權奪利的督學和民代……他用一種 

冷然、理性的態度來面對。本片並不是一部好萊塢式的熱血片，但他 

卻是用最貼近真實世界的視角來看教育的真實面目。 

本片的參與人員皆為獨立製片界的一時之選。他們藉由本片使這些在 

現實教育界天天上演的情形現於眾人眼前，藉由 Henry的眼，使大家 

不在被所謂的幸福快樂結局所蒙蔽，而是赤裸裸地見到。 

 

 

 

師培推薦電影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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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１５１號 

人文大樓九樓 

連絡電話：(02)8674-1111 #66910 

E-Mail：tingjung@gm.ntpu.edu.tw 

網站：http://www.ntpu.edu.tw/tec 

Facebook：搜尋「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封面封底照片來自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