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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榜單 

師培中心新聞 

103學年度主任交接，由謝曉慧副教授交接至宋佩芬主任。 

主任為密西根州立大學課程、教學與教育政策博士，專長

為社會科/歷史課程與教學、師資培育、多元文化教育及全球

/國際教育等，如果想多認識主任或請教的同學歡迎與主任聯

繫！(偷偷說！34期學訊有主任小訪問喔！有興趣的同學可

以到中心網站或師培中心觀看！) 

恭喜以上的學長姐們！ 

大家一起加油！ 

向她們看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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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高中 張錫勳校長訪問 

 

離臺北大學不遠處，有一所著名的完全中學，它是我們的好夥伴──明德高中。今年八月張

錫勳校長接任該校長，同時為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制訂國中組委員及教育部中小學師

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規劃組委員，如此豐富的經歷令人由衷佩服，想多認識校長對教育

的想法、用心，請隨著這次的訪問一同學習。 

一、請問校長的教育理念及目標是什麼？ 

學校經營當然要有願景及目標，例如學生學習、學校特色、

在地化、社區營造、與國際接軌等。我的教育理念是要營造一

個讓學生能夠獲得成功經驗，拓展多元潛能的快樂學習園地。

學生有了成功的經驗就會有強烈的學習動機，也才能主動積極

的參與學習。所以我服務過的學校，都希望營造一個豐富的學

習環境，讓學生感受學校的美好，並能透過多元整合的課程規

劃、老師有效教學的實施，給予學生真正的公平待遇，保障每

位學生的學習權益。 

二、請問校長希望明德高中在您的帶領下成為一所 

怎麼樣的學校？ 

明德高中是一所深具特色的學校，我與教師團隊在良好基

礎上，希望攜手共創明德成為卓越典範學校的未來遠景。以下

列舉本校目前推動的校本特色課程說明： 

1.體育教育：明德歷年來為國家培育出許多傑出的體育人才，但除了培育菁英之外，更希望讓每位學

生透過完善的體育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及體適能。藉由體育教育的厚實基礎奠

定學生健康的身心，讓明德的學子都能面對未來人生的挑戰。 

2.探索教育：利用學校廣大的校地資源，結合綜合活動領域，長期推動探索教育體驗課程，豐富學生

的生活經驗。此外，探索教育為本校高關懷課程的重要內涵，希望經由探索課程的引導，幫助一時迷

失的孩子重新找回生命的意義，回到學習的正途。  3.三角湧課程：三峽原名三角湧，先民在這塊土

地上胼手胝足，辛勤墾拓，留下了許多古老的建築及精緻的廟宇藝術等歷史見證。其中保有的純樸風

貌和社區生態，蘊藏豐富的傳統人文精神，都是值得珍視並保護的。本效期望藉由三角湧校本課程的

推動，引進在地豐富的文化資源，透過每年的新生三峽文化之旅、梅樹月活動(李梅樹動態美展)，和

三角湧鄉土選修課程等，讓每位明德學子能深入了解三峽在地文化，培養立足鄉土，放眼世界的未來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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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鑑識科學課程：有鑒於國內鑑識科學人才的需求與培育不易，本校自民國 102年試辦開設鑑識科學

選修課程，此為國內高中創舉；103年透過特色招生，正式招收刑事鑑識和財經鑑識各一班學生，聘

請大學教授與本校師資協同教學。配合 12年國教新課綱即將實施，未來鑑識科學班將調整朝向全校

高一和高二鑑識科學選修課程，永續發展成為本校最具特色課程，落實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適性揚才的

精神理念。 

三、請問校長認為十二年國教會對教師造成怎樣衝擊？該如何因應？ 

十二年國教立基於九年國教，希望藉由全面免試的入學方式改革，解除國中長期考試領導教學的

桎梏，翻轉課堂教學的型態，提升教育品質，落實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教育理念，適性揚才，成就每一

位學生，厚植國家競爭力。因此，十二年國教的改革契機在於教師課堂教學的新思維，老師應該要認

真思考，如何因應學生的差異調整課程設計，給予每位學生適切的差異化教學，拔尖扶弱，扮演好稱

職的學習指導者角色，屏棄傳統教科書知識傳輸的教書匠角色，成為學生學習旅途的朋友良師。 

十二年國教希望改變老師的課堂教學，進而發揮教師的本質功能。而當教師面臨巨大轉變的衝擊而徬

徨無助時，學校行政應該給予教師最大的支持協助，提供相關資源、安排校本精進課堂教學工作坊、

成立教師專業社群，透過教師群體的智慧，共同面對新課綱的挑戰，落實新課綱精神，開創國教新頁。 

四、請問校長會給有志於擔任老師的同學那些建議？ 

要成為一位稱職的經師人師，除了精熟本身任教學科的專業知識外，更要熟稔各種的教學策略/

模式/方法，才能在課堂教學中得心應手的應用。許多教育理論必須經由教學者在教學現場的實踐驗

證，才能成為真正的實踐智慧(所謂的 PCK)。例如：新手教師面對難以預料的教學現場，因為無法掌

握每位學生的學習差異性，對於各種教學策略/模式/方法也尚未嫻熟運用，常常鎩羽而歸，導致滿腔

教育熱血很快煙消雲散，甚至早早退出教育行列，殊為可惜。 

因此，我認為要成為良師不難，首先應該捫心自問，是否真的喜歡教育工作？對於教育是否滿懷熱情

並且能夠始終堅持？學科專業知識足夠嗎？能否持續精進？各種教學策略/模式/方法如何適切運用

於教學？是否了解學生的學習差異？如何因應？能否充分備課？每堂課後能否進行反思、修正？願意

參與教師社群的專業對話或分享？最後，要問問自己，願意打開課堂，邀請同儕觀課議課以精進教學

嗎？因為教師面對的是具有各殊性、差異性與多樣性的「人」，沒有教育摯愛、開闊心胸、不斷精進、

自我反思、合作分享，無法成就經師人師。 

現代教師已無法再用「一招半式」或一個 SOP教學流程而能安渡教學生涯。踏上教育旅途，老師不僅

是教導者，也是學習者，從學生身上學習，陪伴他們共同進步成長，這就是老師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給北大有志擔任老師的同學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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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師培生的你，對於自己在師培學習歷程之中要獲得的基本素養、修習課程及學分總數有多少

的了解呢？你知道師培中心所要求的基本素養有哪些？其中所開設哪些課程？又分別想給予師培生

們哪些能力？還好，我們擁有「課程地圖」隨著它的指引，邁開我們的腳步來了解師資培育這段旅程

中，我們有哪些需認識、到達的所在！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修習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至少需 

修滿 26 學分，其中包含： 

 

1. 教育基礎課程為必修課程，至少 2 科 4 學分。 

 

2. 教育方法課程為必修課程，至少 3 科 6 學分。 

 

3.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為必修課程，依師資生擬任教科別分別修習，2 科共 4 學分。 

※ 小叮嚀：「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之先修課程為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各一科

為原則；一定要先修完「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課程才能選擇「分科/分領域(群科)

教學實習」 

※ 例如：你預定未來任教於國文科，就要先修習國文科教材教法，之後再選國文科教學實習的

課程 

 

4. 選修課程至少修習 12 學分，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之超修科目得列入選修課程學分數計

算。 

※ 小叮嚀：例如我已經修習教育基礎課程中的三門課，就可以把其中一門的學分移轉至教育相

關能力課程的學分中。 

 

5. 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須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

至少 54 小時之實地學習，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6.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專門課程科目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 小叮嚀：有些科目如果已經算在本科的專業課程學分之內，就無法於教程中二次使用喔！ 

※ 例如：輔導原理與實務、團體諮商、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設計、體育課程設計及學校輔導工作

等，都是容易發生上述問題的科目！還請會修習到的同學多多小心！ 

師培中心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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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頁的地圖中，提到了六大課程主軸。但這些課程主軸想傳達的中心思想，或我們稱它「解開

地圖謎團的線索」你了解嗎？答案如果是：否，差一點你就可以更深入了解其中所有的珍貴訊息了！

讓小編來告訴你其中所隱含的意義吧！ 

 

1. 教育專業核心能力：教育專業核心能力的課程主軸，以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學程為核心，強

調理論與實務並重，旨在培養學生具備教育基本專業知識及相關能力。 

 

2. 現代公民素養：現代公民素養的課程主軸，主要在於學生理性思辨、社會關懷以及公民實踐能力

的培養。 

 

3. 個人成長及輔導知能：個人成長及輔導知能的課程主軸，主要從不同向度協助個體成長，並培養

準教師的輔導知能。 

 

4. 多元與創新教學能力：多元與創新教學能力的課程主軸，在於培養學生多元觀點，提昇課程與教

學創新的能力。 

 

5. 教育專業統合能力：教育專業統合能力的課程主軸，是讓學生在修習教育基礎課程、方法學課程

與其它教育相關能力課程之後，有機會體驗、表現並統整教學實務工作。 

 

 

 

師培學習護照改版 

在北大教育學程中，想領到合格證書，除了必須具備有 26

學分的教育專業課程、專業科目學分之外，還有什麼是必須的

呢？是的，就是「學習護照」！ 

 在今年八月，學習護照改版了，從原本 A5大小的手冊，改

為黃色小摺頁，更輕巧好攜帶，能讓同學容易帶著走，隨時隨地

參與師培所舉辦的各式課程，能馬上累積點數！ 

 一道提醒大家，學習護照的積分制度並沒有改變喔！教育學

程的畢業生，在畢業時總積分須達 40分以上，並每一項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力都需要有至少一分！還請大家多留意囉！ 

 就如同主任所說「透過各式的活動，擴展同學的視野、激發

同學的潛能、點燃同學對教育的熱情、培育同學的教學技能又發

揮同學的服務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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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師培學生中，有一群人，他們除了與你我一般修習教育學程之外，他們還花額外的勞、心力與

時間為同學們付出，讓大家在進入師培後不感到無聊，有親切仔細的課程說明會，凝聚大家感情並主

要負責學習護照活動的承辦，他們就是師培學生會成員！ 

在今年六月，由前任會長手中承接下棒子的是金融三的林亮吟同學，非常親切又充滿活力的她身

邊又有哪些一起工作的夥伴呢？而今年學會又有哪些願景及活動呢？編輯來整理為大家介紹。 

 

 

  會長 金融三 林亮吟 副會長 企管四 顏光兌 財務組 中文四 賴以璇 

   

活動組 社工三 蕭聿呈 活動組 文獻與民藝所民藝組三  

蔡坤龍 

文書組 企管四 梁翠雯 

   

美宣組 社工三 謝杰吟 美宣組 社工三 黃尹蕙 機動組 歷史所一 胡均為 

   

師培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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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歡迎同學們加入師培這個大家庭! 

從你們成為正式的師培生後，學會即將與你們有密切的關係。學會除了能作為老師、行政、學生

三方面溝通的橋樑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為大家製作了一本學習護照。在學期當中，我們將舉辦許多的

活動，每個活動都是依據師培中心訂得宗旨去設計內容。希望除了正式的課程外，還可以透過活動將

專業知識融入生活經驗，溝通合作中培養公民素養，從中激發同學的潛能以及對教育的熱忱。 

這學年，我們會舉辦許多的活動。其中，電影日及閱讀月的安排是希望能藉著影片及文章，來反

思在教學技巧上以及未來的教學現場中我們要如何改變 ；師培金頭腦的活動將藉著小組的合作來達

到闖關成功 ; 國際文化交流也將請到僑生，藉著他們的演講來擴大我們的視野，比較他國和台灣在

教育方面的差異性 ; 另外還有板書比賽，教案比賽…等等，都期盼同學的熱情參與，相信這些活動

對同學們在未來的教職這條路上都將有所助益。更歡迎各位同學有任何的建議或者是問題都能向學會

提出，學會裡的每位幹部都十分樂意幫大家解惑，不足之處我們也將盡全力改善。 

教育的百年大計，由我們生根，由我們茁壯，期盼對教育都擁有一份熱情的你我，一起加油努力！ 

 

103 學年度師培學生會會長  

林亮吟 

 

【103 學年度上學期師培學會活動一覽表】 

10/3  (五)    

迎新茶會及謝師活動 

 

10/13(一)    

第一次師培電影日 

10/27(一)    

第二次師培電影日 

11 月         

師培閱讀月 

11/21(五)    

國際文化交流 

12/12(五)    

師培金頭腦 

12/22(一)    

第三次師培電影日 

 

 

師培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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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說，從前人所得來的經驗是可貴而該好好珍惜的，本期學訊邀請到師陪學會前會長及副會長， 

她們在今年六月從北大畢業，八月就開始了她們的實習生涯。到現在也已經三個多月，實習教師時

光也過了一半，想必有很多想法、感觸跟大家分享，請跟著她們真摯的心，順著文字一起了解。 

 第一位是由中國文學系畢業的吳辰莉學姐，同時也是上一屆的學會長，來為大家説她現在正在

國中擔任國文科實習老師的經驗吧！ 

一、現在在哪裡實習？ 

台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是全台中占地最大的一所國中唷！也是我的母校。 

二、現在一天的實習老師作息為何？有哪些職務呢？ 

每天七點三十分前到校，從七點三十到八點十分為學生早自習時間，確定學生到校時間以及人

數，若有早自習考試也會稍微負責監考。 

十一點半左右，若沒有跟著班上吃（十一點五十分下課），則可以至午餐廚房用餐。班級用餐結

束時間是十二點十五分，此時也可以回班級，觀察班級處理桶具、打掃狀況。十二點半為午休時間，

休息至下午一點十分。 

上課時間，若有跟課就會在班級一起上課教學觀摩，若沒有則會待在處室幫忙處理該處室事務，

然而不一定會有事情需要協助，此時則會讀教檢相關考試，或者與指導老師於辦公室討論班級狀況

或者教學指導。 

由於目前待在輔導室，能夠協助的職務事實上並不多，幫忙接電話、通知需輔導學生、影印等…… 

其他也會幫忙指導老師列印考卷或檢查訂正小考考卷，事實上依老師需要協助之項目為主，因此並

不一定。有時其他處室像是學務處或教務處，需要支援也會協助，諸如圖書館櫃台、運動會活動相

關事務，也是因應處室所需為主。 

三、目前實習生活中，有哪件印象最深刻的事？為什麼？ 

由於每個處室所執掌的學生事務皆有不同，目前較長期待過的學務處與輔導室都有相當有趣或

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學務處的生教組主要負責學生外顯行為的處理，總有幾次班級導師帶著有問題的學生來與生教

組長共同管教該學生，有時情節嚴重者會請家長過來一同協商處理。常常會有學生被老師痛罵的情

況，實際看到確實很不一樣。 

輔導室則曾協助一位聽障學生練習朗讀比賽，練習過程中瞭解指導非一般生要有不同技巧，甚

至更需要耐心。最後該生獲得佳作，內心事實上相當激動也感動。 

四、給未來要實習的朋友一些建議？ 

一開始進入學校對一切事務會陌生是一定的，盡量的

觀察與詢問是絕對需要的，如果被交代事務，確認好步驟

以及內容再執行，減少錯誤發生的機會。不用擔心自己的

一無所知，用心學習以及去瞭解，就可以學習到很多事情，

並隨著時間熟悉。 

至於班級經營以及教學技巧，在跟班上細心觀察，與

指導老師討論，固定時間練習試教，都可以大大的進步。

好好規畫自己的實習行程，固定的累積就會有所收穫。真

誠用心是原則，相信來到這裡，即將準備實習的朋友們，

絕對不缺少這一點。在學習過程中意識自己所短並補

足——無論行政或是教學——不用害怕錯誤，盡力而為。 

實習訪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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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上 7點睜開眼睛，難得悠閒的假日又因為生理時鐘而無法睡到中午，在床上翻滾後拿

起手機，發現昨晚 11點編學訊的學妹傳了訊息(那時候我早睡了)，讓我分享一下到目前為止的實習

心得。所以，就讓我來說說實習老師的生活，讓你們這些還在師培念書的幸福學生感受一下！ 

容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張家瑜，由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畢業，為高中公民與社會科的

實習老師，結束！ 

一、現在在哪裡實習？ 

 我在新北市三峽區的明德高中當實習老師，這間學校是完全中學(能一次見識到六個年級學生的

不同)，位於新北市和桃園的交界，屬於郊區設校，因此有提供住宿。 

 明德到目前為止給我的印象是，環境清幽(四周都是山)，老師們非常親切，學生也很活潑，校

內體育活動、社團風氣相當盛行，是一間充滿活力的學校。 

 

二、現在一天的實習老師作息為何？有哪些職務呢？ 

 實習老師的作息時間，基本上就是回到高中時代。 

 

時間 作息 備註 

06:30 起床  

07:20 到校  

07:30-07:50 跟導師班早自修 因為我跟得班級是高三，大部分

時間學生都在考試，因此不會每

天去。 

08:00-16:00 教學實習： 

上課時間有課就去跟課，以及

進行試教。 

我跟的課算多，一天大概 4~6堂

課。 

行政實習： 

沒課的時候就留在辦公室做行

政實習的工作或是念書。 

但能念書時間真的很少…… 

導師實習： 

中午午休去看班，叫學生安靜

念書或趕快睡覺。 

 

課間時間： 

走在走廊上偶爾需要管學生亂

罵髒話的情形。 

 

16:00-17:00 有課：補救教學或第八節 

沒課：回家 

 

補救教學主要是帶國二和國三的

學生寫作業。(各校不同，有些學

校要進行教學。) 

17:00-22:00 備課  

22:30 睡覺 真的已經無法熬夜了！ 

 

  

實習訪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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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實習生活中，有哪件印象最深刻的事？為什麼？ 

 印象最深的事當然就是第一輪進行試教的時候。 

我第一次試教的班級中有一班是語文資優班。我的教學老師在這一班推行「拼圖法教學(註1)」，

因此這班的學生在進行教學前都已經閱讀過課本，且對於課程有一定的認知。所以，要上這一班之

前我非常緊張，深怕自己會講解得不夠清楚，或是不小心講錯了，再加上這班有幾個熟識的學生，

讓上台前的我完全是手心冒汗、心跳加速。上了台後，我看見了每一個學生直挺挺的坐著、瞪著水

汪汪的大眼睛，專注的聽著我講課，整間教室只迴盪著我的聲音，當我看到這樣的情景，腦子還真

的不爭氣的當機了。那瞬間突然一片空白，我竟忘了要講解的內容，靜了三秒後，手默默地伸向講

義，勉強的繼續完成這一節課。 

 下了課之後，真的是萬念俱灰，這時立刻有一位學生衝過來跟我說：「老師妳教得很好！」，我

卻也只能苦笑地看著她。回到家之後又看到另一位學生傳訊息跟我說：「老師妳教得很好！只是有點

緊張，加油！」，並附上一張之前的合照。當下心裡真的覺得學生很貼心，但更多的是對自己的表現

感到慚愧，這樣的心情也激發了我要更加用心備課的動力。在我卯足全力後，他們班的後四堂課，

學生上課反應非常熱烈，教學老師也說我上的不錯，總算是對得起他們和我自己了！ 

註 1： 

拼圖法係為合作學習的教學方法之一，其實施方式可依照學生不同的能力、性別等特質，將學生進行適當的分組（以每

組 2-6人來進行異質分組）以進行各項學習的活動，教師分派給每一小組相同的作業，小組內每一位成員被指定完成完

整作業中的一部分作業。後由各組負責同一部分作業的成員先一起練習，完成後再回到各自組別教導其負責部分的作業

內容，這種將學習材料如同拼圖般地從分散負責到團體集結即是拼圖法的主要特徵。 

 

四、給未來要實習的朋友一些建議？ 

 認真的告訴大家，在師培的期間善用師培的資源！！！ 

1. 對於自己本科的課程讀熟、唸熟，實習前課程引起動機的方法、講義、ppt先準備起來放，不

然等到實習期間要忙的事情太多了，真的會沒時間準備這麼多！ 

2. 在師培時能上台盡量上台試教，因為這時台下是你朋友，表現不好、講錯大家相互指正學習，

不然等你實習後下面坐的就是一票學生，表現不好你想找個洞鑽下去都沒得鑽。 

3. 可以修一些輔導相關的課。因為我在面對一個疑似被排擠的學生時，我想不出任何方法幫助他，

這才驚覺我沒有修過輔導相關的課程！ 

這半年你將從坐在台下聆聽老師授課的學生，變成了準備要上台授課的老師，這種轉變令人既

緊張卻又興奮。實習生活，是成為老師的前奏，也是讓師培生好好去準備和感受身為老師的生活，

歡迎成為實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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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作者： 林明進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4/01/04 

介紹： 

本書的作者，本身是一位在建國中學任教的老師。也許我

們都認為建中的學生就是優秀、聰明，然後沒有任何煩惱的，

但從他的觀察告訴我們，依然存有各式各樣的故事，傷心、悲

憤、孤單……一一現形。老師不是聖人，當然會有在第一時間

無法理解、認同的時刻，但重要的是，老師會改、能設身處地

為了了解學生。教學，教的其實並不是那份學科，而是面對生

命的學問。 

也許你問「這些事不是特例嗎？」在書中舉的例子，林林

總總加來 30 多年的時光，但這些事件背後隱含著的意義、對

生命的省思歷久不衰，直到現在仍是校園中所隱含、懸而未決

的問題，值得大家好好深思這些發生在教育現場的事件。 

 

 

《記得這堂閱讀課：偏鄉教師楊志朗 用閱讀翻轉孩子的人生》 

 

作者： 楊志朗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14/02/26 

介紹： 

  彰化縣鹿鳴國中國文科教師楊志朗，了解在資源總是

困窘的偏鄉，唯有靠著閱讀與陪伴，才能翻轉孩子的人生。

於是打從十四年前，便不斷想方設法，在班級、校內打造

易於閱讀的環境。這種對教育的前瞻性是令人佩服的，在

當地的孩子，說實話，課業上取得成就並無法讓他們逃離

現實的困境，但，書本可以。在其中能抵達一個未知、想

像的世界，一個完美的避風港。 

  楊老師就是用這一本本書、真摯的陪伴，使孩子們找

回人生的正途。是什麼樣的信念支持老師走下去？如何的

無私奉獻？歡迎大家閱讀此書，來找出這答案。 

 

  

師培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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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捕手》 

影片年份：1997年 

片長：121分鐘 

劇情簡介： 

 Will Hunting一名大家眼中的問題少年，其實是愛因斯

坦再世。只是因為他從小生長環境、對人的不信任感隔閡他，

讓他不知如何與世界和平相處。但就在一次，他輕鬆解開了

M.I.T教授所下的數學難題，而踏上突破圍牆之途。 

 教授有感於他的對人生的憤恨難平，用盡各種方法希望

Will能夠重拾自己的人生目標，但許多授請來為他做心理轉

導的心理學家，卻都被這個毛頭小伙子洞悉心理反被羞辱，

紛紛宣告他已「無藥可救」。 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求

助教授的大學同學及好友 Sean Maguire，希望他來開導這個

前途汲汲可危的年輕人。 

 在這段旅途中，Will與 Sean兩人不只是師生的關係， 

他們互相拯救了對方，師生關係不只是單向的交流，而來自

雙方真摯心靈的互動，突破困住他們的圍牆。 

 

 

《女孩第一名》 

影片年份：2000年 

片長：120分鐘  

劇情簡介： 

十七歲的少女諾維莉和母親合不來，懷著身孕和男友蹺

家想到加州尋找自己的天空。但等著他們的不是一片彩虹，

是殘酷的冬天。途經一家超市稍事休息時，她男友改變主意

不想結婚，便腳底抹油跑了。而諾維莉身上僅剩不到八塊美

金，而她的小孩即將出世，她只好暫住在超市，直到她生下

小孩那一天才被發現。 

生下小孩之後，她不因為辛苦生活而放棄她對人生目標

的追求，一路上需要克服的障礙很多，不只是自己的情感、

家人的背叛都再再考驗著她，但還好一路上總有著貴人相伴。

生命總充滿著考驗，就看你如何去面對、突破這些看似銳不

可擋、橫亙在路的障礙。 

師培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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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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自：歷史四 高鈺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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