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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茶會



這是107師培學會與新生共襄盛舉的第⼀個活動
學會熱烈地歡迎新生的來到~~

同學們邊報到
邊領學習護照
累積護照點數
可才能畢業喔

新生還很害羞
但也有些同學
開始進行交流



透過茶會，除了讓大家相互認識外，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讓大家瞭解師培以及修業規定喔!

今年適逢教檢實
習新舊制轉換，
特別邀請中心的
助理來為新生們
解說!





師培週
及

教師節活動



師培週活動時間為:2018/09/25~28 的中午，
配合教師節活動讓同學可以寫卡片感謝老師

以及打卡參加抽獎活動。



李俊儀老師
及

師培學會會⻑陳宇庭

師培學會於2018/09/28(五)當天送出大家對於老師們的祝福及感謝。

謝曉慧老師
及

師培學會幹部胡植喜

宋佩芬老師
及

師培學會會⻑陳宇庭



吳璧純老師
及

師培學會幹部胡植喜

林維能老師
及

師培學會會⻑陳宇庭

謝謝大家對於師培學會的支持!!!



電影日及短片日

短片日為兩部
教育部所拍攝的特教影片



試著用影片來增加師培生的性別平等觀、
以及對於特教的概念



除了性別平等，我們也希望能推動
更宏觀的平等給未來的老師，
在教學現場上，必然能夠使學生有更好的學習對象



2 0 1 8 年 暑 假
日 本 教 育 見 習

經驗分享員：
歷史四吳翊慈・行政四蔡鈞穎

行政四胡淑萍・ 財政四王美善・應外四許絜欣



18天的海外見習，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體驗，
這會是一趟難能可貴、難以忘懷的旅程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的分享吧～



翊慈：
最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學生的
溫柔。日本小一到國二的學生，
即使不喜歡上課，上課也不會
吵鬧、講話，並且還會依照老
師指令配合課程安排，這對我
來說是一件很溫柔的事情，因

為感覺到日本學生不會故意
惹老師不開心或難過，他們是
在乎你的心情的。

絜欣：
各種臨時狀況都讓我印象深
刻。例如：由於事先無法預測
學生們的中文能力，因此需
在營期重新設計教案；結業
式時，投影機影片無法放映
等等。

這次的日本見習，你們有舉辦營隊，請問在營隊期間，
有什麼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鈞穎：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孩子們彼此
互助合作的溫暖；我發現橫濱
中華學院高年級的孩子都是相
當願意帶低年級的孩子們！尤
其在第一天營隊活動採混齡分
組的破冰闖關部分，更能看見
這樣溫暖與感動的畫面。活動
當中，高年級組對低年級組的
耐心與領導，加上低年級組對
高年組的信任，此場景很是令
人感動！在臺灣的營隊中，很
少能看到高年級與低年級的此
般互動。或許是因為橫濱中華
學院多元文化組成的環境下，
讓孩子們有互助合作的精神，
因此令我印象深刻。



這次的日本見習，你們有舉辦營隊，請問在營隊期間，
有什麼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淑萍：
這次營隊大多數的學生都是
小學生，面對他們應清楚地
設立界線，像是遇到調皮搗
蛋的小學生，我會問：「你可
以自己收好玩具嗎？還是老
師要幫你收好玩具？」而非
問：「你把玩具收起來 『好不
好』？」

美善：
1. 學生特質：所接觸到的日
本學生上課幾乎都非常遵守
秩序，如桌上沒有擺放課外
物品或是見到老師的禮儀等。
另外，營隊以小學中低年級
學生為多數，他們稚氣的臉
龐與天真無邪的童言，讓人
覺得很可愛。
2. 環境氛圍：
(1)校園環境乾淨整潔，教室
內每張椅子下都有防災用安

全帽。
(3)學生午餐菜色豐富，很有
日本的風格。
(4)相較於台灣沒有午休的習
慣，半數以上學生用完午餐
會到操場運動。
(5)學生組成多元，從小接觸
多元文化、語言。



絜欣：
跟各種不同個性的人相處，並從中學習。 在日本的生活中，
接觸到不一樣的人，也學習到很多：北大同學用心準備每一
堂課程，使我省思過去自己面對挑戰不正確的態度；體大學
生面對教學的態度，點燃我對教育的熱情。

在舉辦營隊或是在日本華語學校的觀課過程，
你學習到最多的是什麼呢？

美善：
(1) 強化與來自不同領域背景的人們共事溝通合作的技巧。
(2) 讓自己保持彈性、不要設限，能隨時調整適應動態環境，
同時強化跨領域教學專長。
(3) 團隊觀課後的會議討論時得出如此結論：教師所具有多
元的風格魅力、班級經營方式、授課教學方法等是需要時間
歷練，每位學生可接受的教師風格都不同，重要的是我們要
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教學特色。



在舉辦營隊或是在日本華語學校的觀課過程，
你學習到最多的是什麼呢？

鈞穎：
我想是對於自己未來教學圖像的建構，不管是在營隊的教學過
程，或是在觀課學習的部分，都在促使自己思考對於將來的教
學風格以及帶班的方式。在營隊中是你培養自己帶班能力的好
機會，在你教學過程中，你要如何使學生跟著你的上課的步調？
如何使學生專注於你的課堂上？或是班級經營的技巧要如何
應用於實際教育現場？都是身為將來教師的一大課題；觀課過
程，除了可以觀摩有經驗的老師是如何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外，
還可以欣賞到各種具不同教學風格老師的控班過程，我想這樣
一個對於自己教學過程以及帶班風格的反思，是我見習過程中
學到最多的部分。



淑萍：
學習到最多的：學生年齡從小學一年級到國中二年級，因此
準備了低年級和高年級兩份不同的教案，跳脫一般的講述法

教學，嘗試用討論教學法進行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我發現
只要老師有充足的引導，討論教學法是可以運用在課堂上的，
透過互相討論刺激學生思考，並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
同時老師也可以了解學生的看法。

在舉辦營隊或是在日本華語學校的觀課過程，
你學習到最多的是什麼呢？



在舉辦營隊或是在日本華語學校的觀課過程，
你學習到最多的是什麼呢？

翊慈：
學到最多的還是溫柔，是日本老師的溫柔。日本老師上課是不
會發脾氣的，也沒有威脅性用詞，比如「同學安靜！」這也是不
會說的，相對台灣老師常常不穩定的情緒（例如「再吵給我試試

看」、罵學生不用功這種的），日本老師情緒是非常穩定的。而
且我觀察到處罰學生的情況幾乎是沒有的，不會有罰寫、被罵
考不好等等的情況發生，當然罰站是被日本法律禁止的，其他
體罰更是不可能發生的。這一切都讓我覺得日本把教學變成一
個很溫柔的環境，沒有處罰、沒有嚴厲，而學生也能溫柔回應
老師，讓我覺得學到非常多！讓我更加深信溫柔的老師會教出
溫柔的孩子這樣的道理。





聖誕聯歡會

叮叮噹 叮叮噹

鈴聲多響亮~~~



又來到一年一度的聖誕節，
在這普天同慶的日子裡，學會也邀請大家齊來同樂

在這裡
我們準備了美味的餐點，
使大家可以盡情享用；
另外為了應景，大家還
用心準備了聖誕禮物



老師也和我們一起共襄盛舉，
勉勵及祝福大家在未來的日子都能順心

這次學會也賣力表演著，
雖然不是特別厲害，
仍舊給予最熱烈的掌聲



到了交換禮物的時間，我們大家圍了個圈，
隨著輕快又響亮的音樂演奏著，我們匆忙地
將手中的卡片傳遞著；音樂止息的那一刻，
卡片對應到的禮物就是你的啦～～～



即使再冷峻的冬…

師培仍舊是滿懷溫馨的~



實習那檔事兒~
實習老師經驗談

實習，是所有師培生的必經之路。
要成為一個稱職的教師，我們有熱情，
但仍需經驗的積累，方有足夠的能力解決問題。

接著就讓在前線作戰的學長姐們來分享
實習的甘苦與學生的每好回憶吧~~~~



國文科-
羅敏

Q1進入師培學習或實習後所遇到的困難或阻礙？為什麼？

實習的難點是角色定位跟時間分配，學校每位老師、行政
人員對實習生的工作認定不相同，期待也不一樣，因此剛
開始在協助事項時會有疑惑，要花一段時間相處後，了解
其人其事才能有比較好的協助，自己才會有屬於自己的的
角色定位。



Q2在實習時遇到最難忘的回憶為何？ 為什麼？

實習最難忘的回憶當然是學生！
實習導師班一個、教學班2個加上補救教學一個班，其實接
觸到的學生不算特多但也不少
以完整的「三個」班來說，每個班的特質都不一樣，跟他
們相處的方式也會有所差異，但是共同都會流露出「貼
心」，期末的時候三個班不約而同都有為我準備驚喜、祝
福卡片，發自內心跟我說說話，真的很可愛，是一群很討
喜的孩子。

Q3有什麼想要提點學弟妹或是想對學弟妹說的話？

提點不敢，想跟學弟妹說
新制上路大家要提前準備考試，大學課業及教檢準備雙頭
忙，要加油囉！
不過這樣實習時便能全心全意享受、體會、學習、琢磨自
己想要成為的「老師」，也是很棒、很幸福的一件事，希
望大家都能保持「初衷」，一起加油！



公民科-
莊明錡

進入國中實習主要會有行政、導師與教學實習，以最重要
的教學實習來說，最耗力的事情就是備課，以及上臺帶領
學生學習的能力，常會有一種感覺：當我們還在分科練習
試教的時候，很少有機會能做到真實的互動，因此我們都
能假定學生可以回答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但是在實際教學
時，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或甚至文化刺激較弱的學校都
會有不同的狀況，有時自己曾經講過的觀念，或是自認為
是該科的基本常識而要學生回答時，學生總答非所問，或
甚至完全沒任何概念，這時原本建立更高層次的認知目標，
往往只能架空，先回到基礎，把底層打好。
加上又礙於時間限制，若要進行活動來認知學習，就

必須犧牲掉後續的進度。在備課時，常常陷入一種認知失
調的情境，因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使自己不得不用稍微
「傳統」的方法進行教學，或許這可稱之為困難，但這樣
的「現實」，才是實習之際要去平衡自己於師培學習理論
的差距。

Q1進入師培學習或實習後所遇到的困難或阻礙？為什麼？



Q2在實習時遇到最難忘的回憶為何？ 為什麼？

在安溪國中的指導教師在待了第19年的生涯中，第一次
接到要帶領整整半年的實習生，我與教師都有一些徬徨，
導師似乎不知可以帶給我什麼。但其實在課程設計的開
展上，我總是大開眼界，而有時透過教師設計精采又充
實的課程活動，我異想天開地想到許多有趣的教案，而
教師亦不反對這些創意的開展，而後看到自己精心設計
下的課程，學生能夠愉悅買單，自己總有股成就感。
在整段實習的過程中，與學生參加了許多的活動，

我有時會一廂情願的覺得能透過參與各式各樣的校內比
賽來與學生培養感情，或是甚至透過實習教師的參與，
讓學生之間的凝聚力有所提升，而自我應驗看起來似乎
是有效果，我們在校慶運動會的當天比賽中拿到了四面
錦旗，並且在大隊接力的比賽中獲得第一名，而因此代
表本校八年級去參加新北市三鶯區的比賽，而我也有所
貢獻的是，在創意進場的時候我也當作主角，賣力的在
校長與來賓面前跳我們班一起努力練習的編舞，加上教
師的創意裝飾，讓我們獲得了第一名，實在與有榮焉！
在這短暫的實習中，盡可能地帶給大家美好的回憶，

但其實常常我們努力獲獎的那些記憶，都是學生們自己
所創造的，而我常覺得只是去沾光的！實習的最後又與
教師聊到帶實習的感受這一塊，她總說：「也許我不能
帶給實習生甚麼知識上的進步，但也許就是那份教育愛
吧！」實際想想，甚麼樣的堅定心態能夠在大學畢業後，
就一直待在同一間國中持續19年呢？我想答案不言而喻。



Q3有什麼想要提點學弟妹或是想對學弟妹說的話？

現今的師資培育制度將檢定跟實習對調過來，如此一
來，對於實習的態度可能就不太一樣。若是之前的舊
制，可能會因為教檢卡在實習之後，而有種心有餘而
力不足的感覺，既想讓教檢考過，又想在實習期間讓
自己熟悉與充實教學的流程和教材；而若是改成新制，
考過教檢之後實習，則我們更能心無旁鶩地熟諳這半
學期的所有事情，認真地享受你帶給孩子們的知識，
以及他們帶給你意想不到的反應與回饋。
透過漫長不長的教育實習，思考看看自己是否真

實有一股教育愛的熱忱，教學過程中總有時會有低潮，
就算實習後決定不當教師，也好過在踏入社會後虛無
縹緲的找尋自己的下一步要好，所以在那段時間，好
好思考自己是個甚麼樣特質的人，內省要是相當重要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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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學院九樓 

Tel:(02)8674-1111 #66910 

Fax:三峽(02)8671-4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