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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生們到底都在做什麼？

  畢業之後，
  他們又會遇到哪些挑戰？

在這裡就由特派記者帶您一同認識
師培中心主任、史懷哲營總召們、
紐西蘭三位見習生以及正在現場的
實習老師，一起揭曉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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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儀主任 北大師培中心中心主任
105學年度通識評鑑第一名老師
AMA團隊開發者之一
簡報教學工作坊講師

對北大師培有什麼願景嗎
    師培的願景是希望透過各種正式課程
與非正式課程，培養出具備教育專業與教
育熱情的未來教師。

如果選一句話勉勵北大師培生，
您想說什麼

「在教育上要莫忘初衷，
在教學上要回歸初學者狀態。」

為什麼是這句話呢

5

    教育是需要高度熱情的志業，是生命影響生命
的過程，走這條路前，需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為何
要當老師? 教學則需站在初學者的角度，能被學生
吸收與處理的才是資訊，唯有想辦法讓學生理解與
應用資訊，才有可能喚起學生沉睡的智慧。結合以
上兩者，我們的師培生就同時具備教學熱情與專業
，就算未來遇到很大的挑戰，也必能一一克服，成
為一位明師。



黃詩涵
105年首屆史懷哲營隊總召

「史懷哲營讓我找到了教學的熱情。」

「老師」在營隊中扮演的角色為何？
是朋友還是教師？

    史懷哲和其他營隊最大的不同是：我是身為
一名老師的身分來教導學生但跟同學間的相處則
偏向朋友間互動的感覺，會勾肩搭背、肢體接觸
、會直呼老師名字等等。但有過這次遊走老師朋
友身份的尷尬體驗，對未來是蠻有幫助的，以實
習來說，會以比較成熟的姿態進入實習，也會把
自己當作是真正的老師。 

想要對未來參加的師培生說什麼呢？
    我們在營隊過程中，除了能夠好好探究朋友與
教師角色轉換的問題之外，每個人在參與營隊活動
時都有不同的動機期望或目的，不管只是為了時數
；或是有其他遠大夢想的目標。但如果你是跟我一
樣保持著一種職場體驗的感覺，首要之務就是：努
力好好的在這個營隊中學習。最棒的事情是，你可
以從中確認究竟在教學現場有沒有身為一名老師的
特質，如果找到自己的目標，恭喜你！請繼續保持
；如果找不到，也恭喜你，淘汰了一條選擇。
    你可以開始思考自己適不適合與學生接觸，能
否在學校的環境待下去。當初參加史懷哲時其實並
沒有說要去特別找到這股熱忱，但是萬幸的是，我
自己在第一次上台教學時，在課堂的種種感覺，讓
我認為我找到了教學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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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聖文
106年第二屆史懷哲營隊總召

「這將會是一個增加教學經驗
以及磨練並挑戰自我的暑假。」

請問連續兩年都參加史懷哲營的心得是？
    第二次參加時很榮幸能擔任營隊的總召，相較於第一次
的經驗，這次接觸了很多不同的事物，不論是臺北大學的行
政流程、與尖山國中校方行政人員的交涉以及人力分配上，
都讓我學習到很多。這一次的運作模式與上一屆有很大的差
別是，這次以偏向營隊的模式進行，整個營隊加上包裝，包
含豐富的大地活動、學生的成果發表，這些元素讓這一次的
營隊活潑許多。
    我也期望下一屆的史懷哲營，能設計出更多元的課程，
並使學生能在有趣的教學中獲得新知。期望讓參加每一屆史
懷哲營的師資生，都具備創新規劃課程的能力，這將會是一
個增加教學經驗以及磨練並挑戰自我的暑假，快來參加史懷
哲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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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2017年暑假紐西蘭21日教育見習

專訪：應外四簡嘉妤
行政四王玉燕
 行政四 李 江

    在這場訪問開始前，先聽到兩位女生定義這段異
國學習之旅，相信他們的回答都足以解釋這次紐西蘭
之旅的驚奇、美好與成長。

王玉燕：
   踏出舒適圈的第一步，便是成長

   簡嘉妤：
     如進桃花源般的新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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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紐西蘭印象深刻的事情是

簡嘉妤：
    那邊很多人不喜歡穿鞋子。 晚上的星空真的非常非常美。
有些家庭真的有養牛跟馬。我覺得很多家庭的故事都很特別，像
有一個家庭，他們領養了一位柬埔寨女孩，他們為了把她帶回紐
西蘭，跟柬埔寨當地政府抗爭了許久，而他們女兒未來的夢想是
當軍醫，那個家庭的媽媽也是開醫院救護車的志工。

李江： 
    在海中央時停泊，一起釣魚。在紐西蘭的見習生活中，我最
感謝的就是寄宿家庭對我的照顧。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即是每
天晚上與寄宿家庭坐在客廳，喝著紅茶配著小點心，一起交流許
多不同的事情，帶我體驗紐西蘭的生活，甚至在休假日中，寄宿
家庭的爸爸與哥哥帶領我體驗當地的休閒生活。事前工作準備好
之後，我們開著遊艇，在海中央時停泊，一起釣魚，享受這美好
的時刻。

王玉燕：
    我覺得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場景那畫面 在紐西蘭，處處都是美
景。但如果只讓我挑出一個最印象深刻的場景的話，我會選烘媽（home 
mother）帶我們去的一個金礦坑，「Martha mine」。那裡的景象，我
只能用「震撼」一詞形容。即使現在回想，依然還是滿滿的震撼感。那
金礦坑和我們的九份金瓜石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直接往地底下開挖好
幾公里深，無論長度、寬度、深度都是空前盛大的規模。當時我站在站
在高處看，感覺就像地板破了一個超級無敵大的洞一樣。我覺得我永遠
都不會忘記，那場景那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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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一個在當地遇到
有關教育的小故事或人
事物？

簡嘉妤： 
   老師跟我們說不會叫小朋友
書讀好就好，他覺得他們更重要
的角色是要幫他們找到人生未來
的方向，並且協助他們踏上實踐
夢想的道路。
  我記得一位數學老師有提到學
校還是政府規定80%的學生須通過
某個檢定而他班上的學生都有達
成，不過他覺得不應該只停留        
在80%而是要去關注可以為那20%
的學生多做些什麼，有跟這位老
師的學生談過，他們就有提到         
感受的到這位老師對於教學的熱
情，而老師也會讓學生相信自己
是可以做到的。

王玉燕：
    有一次，我和嘉妤在旁看著
烘弟(home brother)寫作業。他
主動提起他想學他的名字翻成中
文的寫法。烘弟的名字是Nicolas
。於是，我們就直翻然後在紙上
寫出「尼古拉斯」。他看到後馬
上很認真的抄寫。沒想到，他寫
出來的長成「尼古扌立其斤」因
為英文單字習慣是一個字一個字
分開的，所以他就把他們也都分
開來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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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嘉妤： 
   老師跟我們說不會叫小朋友
書讀好就好，他覺得他們更重要
的角色是要幫他們找到人生未來
的方向，並且協助他們踏上實踐
夢想的道路。
  我記得一位數學老師有提到學
校還是政府規定80%的學生須通過
某個檢定而他班上的學生都有達
成，不過他覺得不應該只停留        
在80%而是要去關注可以為那20%
的學生多做些什麼，有跟這位老
師的學生談過，他們就有提到         
感受的到這位老師對於教學的熱
情，而老師也會讓學生相信自己
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當下看到
，第一反反應是大
笑。可是沒想到，
我們大笑沒多久，
他居然哭起來。我
覺得我們可能傷到
他的自尊心了....
所以事後我們覺        
得對他有些不好意
思，因為當時他很
認真的抄寫，但我
們忽略我們大笑的
反應可能讓他難過
。但是我們後來也
有向他解釋當時大
笑不是嘲笑他寫的
不好，純粹是覺得
他很可愛，居然把
字拆開來寫。 

「對Pere來說，學生會是我們最大的收穫」
李江：
    在紐西蘭見習的日子裡，我很感謝每個願意
讓我觀課的老師們，因為他們讓我對於紐西蘭教
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我特別感謝的老師則是
Pere，她對於教育的熱忱與活潑開朗的個性，令
我印象深刻。
    Pere老師提供我教材以及網路資源，期盼我
在紐西蘭的見習日子裡，能夠看見不同的教育風
景，帶回台灣與同學們分享，並且成為未來我教
學的養分。Pere老師的課堂總是充滿歡樂，師生
的互動極佳，對她來說，學生是她最棒學習對象
，亦師亦友的關係，是她所期盼的。
    Pere也與我分享紐西蘭教育，她提及老師並
不會給學生太大的壓力，她們反而希望學生培養
學生自主的能力，而非一昧的灌輸。她更想看見
的是學生的適性發展，期待他們未來在社會上都
能夠充分的發揮自己的潛能，一學生一課表即落
實此想法，透過多元的選修課程，使得孩子們發
掘自己的興趣所在。
    最後，Pere老師鼓勵我，未來在教育這條路
上，雖然很辛苦，但記得保持熱忱，學生會是我
們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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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也常常覺得對實習一頭霧水呢？
實習是師培生的大事，但卻常常在毫無頭緒的情況下出發
應戰，這樣真的是不能容忍的啊！學會特派記者特別專訪
兩位正在實習中的北大師培生，為！您！解！惑！

實習究竟在做些什麼？

黃詩涵
公民科實習老師

    首先要釐清的是，我們不是專任老師，所以不會一直在上課，
通常實習有三個種類，分為行政實習、導師實習和教學實習。「教
學實習」的部分，可以自己安排教學實習的內容，我自己是跟著指
導老師協調我想要試教幾堂課，或是哪個時段的課而來安排試教單
元。
    另外還有教學演示，除了要邀請學校中同領域的老師以外，大
學的指導教授也必須邀請來觀課，其他像是處室主任，組長等等人
員也都要禮貌性的邀請。指導老師會協助我設計，上完之後會立刻
討論甚麼地方教的好或不好，給予即時的回饋。「導師實習」是在
學習導師班級經營的能力，實習老師在這塊比較尷尬的點是：比起
導師，我們管理學生可能不會這麼容易，所以我在這時會把自己定
位成「觀察者」，純粹學習如何管理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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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來自家長的「客訴」，這一塊的管理是在實習當中最需要
累積的經驗，有任何問題都盡快和老師一起協調，我會把我所知與
請教老師的問題都紀錄下來，以後若有遇到就有一套處理的標準程
序。

教檢與實習的取捨？

    雖然106學年之後師培的同學可以選擇新制，但是留有舊制的
實習同學們都還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利用實習的時間準備教檢
。我自己是把上班和休息時間切開的，不會混在一起，且打算先在
實習時間把第一遍教檢要考的部分瀏覽完，等到次年1月把實習檔
案資料告一段落後，再來開始準備。
    剩下兩個月的時間，在已經看過一遍的基礎下還蠻充裕的。一
定要強調的一點是：實習期間沒有薪水，老師們通常都會接一些補
救教學能有不無小補的收入，除此之外，兼差家教都使實習的時候
「外務繁忙」，但是如此既可以賺錢，又可以幫助你累積一些經驗
，至少不會覺得有空忙一場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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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所學的理論落實在學校帶來的改變？

    那些改變，想做的老師就會去做，像我實習的學校有老師用學
習共同體上課，而她也有接校外的研習，讓其他老師或校長前來觀
課，因此有時有幸也能看到老師在前線的翻轉。沒有變革這麼多的
，結合了講述的方式，也是會帶許多活動（例如闖關遊戲）來引起
學習動機。
    我自己對於翻轉教學的定義是把學習主導權還給學生，對我而
言「學共」是比較接近我翻轉的理想，加上108課綱的改革，許多
老師還是會漸漸的朝向活潑、改革的方向去努力。
    我自己的規劃是以準備教檢為第一步，假設考過之後，我會給
自己一到二年的時間考教甄，如果沒有考上的話就會先去當代課老
師，再更久遠的事情還沒有想過，但當然也不僅限於都市。

萬長玉
輔導科實習老師

輔導科實習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阻礙？

    基本上沒有什麼困難，要看遇到的老闆如何。像我之前曾
經被主任阻止觀課，那時還滿不愉快的，後來是我極力爭求，
主任才說好吧尊重我，雖然後來沒事，但我心裡壓力很大，畢
竟他是我老闆還要每天見到面。總務處被安排要歸檔，學務處
要幫忙打掃評分。圖書館要幫忙整理一堆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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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長玉自己所在的實習學校的狀況或特色是什麼？
與其他在不同學校的輔導科實習生比較的話有沒有
什麼差異？
    海山是完全中學，所以有時行政事務也會要處理到高中部。學
校對於實習老師的態度都還滿好的，但還是有幾個老師似乎不太照
顧自己的實習生，我覺得這很看個人遇到什麼老師。  自由度還算
高，平常不太會管你，但自己都還是會乖乖待在自己的處室，如果
老師請你幫忙做什麼，照理說都不太會拒絕(也不敢拒絕)，到目前
為止，行政方面，我最常做的就是設計海報、整理資料、講座活動
協助。
    我覺得自己要多主動利用時間增進自己想學的東西，要多問，
不然老師們很忙，也不太會理你。
    我不太知道其他學校的輔導科狀況，應該都大同小異，輔導科
跟其他主科比較不同的地方，大概就是我們要接個案諮商、高關懷
課程以及帶小團體活動，以後若是正式老師，還要演講一些親職講
座之類的。

與學生家長接觸的機會多嗎？能夠與學生進行私下
輔導之類的嗎？

    不太會有跟學生家長接觸的機會，畢竟我們只是實習老師，
那些會有需要來輔導室的個案，大多是滿有問題的學生，這些個
案不會交到我們手上處理，自然就不會跟家長有接觸，通常我們
只是陪伴學生而已，所以也不太會有私下輔導這些問題，頂多是
下課時，學生會跑來找你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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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主任李俊儀副教授，以「AMA教學訊息設計專案」榮獲遠見．天下文化教
育基金會所頒的【未來教育 臺灣100】，此殊榮由大家一同為主任喝采吧！

未來教育 臺灣100是什麼呢？

是一個徵求全臺灣100個最具影響力的創新教學方法，提案內容以「教學方法」、「
教學內容」、「教學工具」、「教學環境」、「評量方式」或其他面向為主軸之創新專案

，評審方向則將以「創新性」、「可複製性」、「學習效益」、「影響力」，進行評比。

簡介主任得獎作品：AMA教學訊息設計專案

本專案內容主要有兩部分，一為心法、另一則為技法，教師須有效結合心法及技
法，以心法作為技法的支持，製作出對學生有實質幫助的教學簡報。「心法」是教
學展演的理論，背後以大腦認知歷程為學術基礎理論，並以發展歷程中SOIL為框
架發展出教學訊息設計的四原則：明確、關聯、結構與脈絡；「技法」則是使用
PowerPoint搭配交大團隊設計出的外掛增益集「AMA」做為使用工具，此特殊之
處在可以使用「觸發式動態呈現」以及「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大師就出沒在師培中心

說了那麼多，是不是勾起了你的好奇心了呢？大師就在我們身旁，歡迎大家踴躍
修習俊儀主任的教學媒體或是教學簡報課，來一窺心法以及技法結合的美妙吧！

新聞大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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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一場電影，讓一個人改變0.01，這種改變持續70次，也
總會大於2。」
        你想過嗎？為甚麼要當老師？背後的動機你可曾問過自己？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是教育界有名的王政忠老師(劇中由
是元介飾演)之真人真事。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那場南
投芮氏規模7.3的大地震，當學生無助地問著他：「老師，你會不
會回來？」時，一股震醒王老師對教育的關懷、以及使命感的心
情，使他留在當初實習的南投爽文國中，一待就是18年至今。

命運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但愛讓生命化為不可思議的奇
蹟！他是奧吉，一個遺傳罕見基因，天生臉部有殘缺的男孩，卻
憑著旺盛的生命力活了下來，不過卻經過了大大小小的面部整
容手術。
 

十歲的奧吉第一次踏進學校 ，進入了和別人稍有不同就會被霸
凌的殘酷青春期，就在他即將融入新學校之際，一場萬聖節的
惡作劇把奧吉的自信打到谷地。
惡作劇背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這些你不可錯過
「I have a dream.」-Martin Luther King JR. 這句在經典不

過的台詞，總縈繞在現代許多以平等為號召的運動中，也充
斥在你我的生活中。
        在政忠老師新出版的書中，那種夢想，正是他長期在偏
鄉所做的事情。透過此書，試圖透過夢N工作坊的其他老師
一同分享學習方法，強調由下而上的教學改革、體制革命，
不再落於傳統教學的窠臼之中。

        你也總覺得，課堂管理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嗎？
        我們學習的總是廣泛的理論，實際卻不知道該怎麼運作？
        此書教老師非常實用的方法，面對問題學生不頭痛，融合
了各種輔導手段、心理層面的探討，和顏悅色的讓學生束手就
擒，是一本為班級經營苦惱的各位新手老師提供出口的教戰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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