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107 學年度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資

生外語說故事比賽 
一、主旨：為提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加強英、日語     

  說故事能力，特制訂本辦法。 

1.說明：比賽時間與地點 

  (1)時間： 說故事比賽於 10月 31日星期三下午 15:00 

  (2)地點： N 403 教室 

2.評審：由中等學程陳素連助理教授﹑應英系張韶華助    

  理教授﹑應日系桑澤悟史助理教授擔任。 

3.評審標準：發音 (50 %)﹑語調和表情 (20 %)﹑流暢性  

  (20 %)﹑台風 (10 %)。 

4.每位參賽學生發表時間為 3 ~ 5 分鐘。每超過或不足    

  30 秒扣總分一分。 

5.各項比賽前三名及優勝者發給獎狀及獎金。 

二、獎勵辦法： 

第一名 (獎狀乙紙）獎金陸佰元 

第二名 (獎狀乙紙）獎金伍百元 

第三名 (獎狀乙紙）獎金參百元 

優勝兩名 (獎狀乙紙) 獎金各貳百元 

三、比賽程序：參加決賽者請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2：50 至本中心抽籤決定號次順序；未到者由中心代為 

  抽籤，不得異議。抽籤結果公佈於學程公佈欄，參賽者 

  需依序上台，並報告自己的姓名及題目。自開口發言起 

  即開始計時．計時員於講述時間三分鐘按鈴一次，四分 

  鐘按鈴二次，之後每三十秒按鈴一次，滿三次強制結 

  束。 

四、注意事項：報名表請於 107年 10月 20日前至 google

表單填寫報 https://goo.gl/forms/ttIhBJeT3Zs6el0E3 

(需先登入南臺 gmail帳號才能填寫報名) 

 

貳、師培中心第三屆學會選舉公告 

一、宗旨：依據南臺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學會組織

章程第九條及第十三條規定，學會會長、副會長選舉

每年 12 月前由各學會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學會設

學會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任期一學年，自二月一日

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屆滿得連選連任一次。 

二、候選資格如下： 

1.候選人須為師資培育中心學程學生 

2.上一學期學業總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者 

3.上一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者 

4.上一學期無小過(含)以上處分 

三、選舉及投票方式： 

 

 

 

 

 

 

 

 

 

 

 

1.候選人推舉：由師資培育中心小學學程及中等 

  學程各班導師於導師時間宣導，並由各班推舉     

  出具備候選資格且有服務熱忱的候選人。候選 

  人於 107 年 11 月 13 日前填寫《師培中心學會 

  候選人基本資料表》(附件)，繳交至師資培育 

  中心辦公室，師培中心將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 

  中心網頁公告候選人名冊。 

2.投票人資格：所有修習小學及中等學程的學生 

  皆具備投票人資格。 

3.領票及投票時間：107 年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上午 10：00-12：00及下午 14：00-15：30)至 

  師資培育中心 N104領取選票及投票。 

4.投票方式：請攜帶您的學生證或身分證，至師 

  培中心領取選票並投票，一人一票。 

5.唱票及公告：師培中心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當 

  天上午 11：30 進行公開唱票，採多數決，唱完 

  票後即將票數及當選人公告於中心網頁。 

 

 

 

 

 

 

 

参、107 學年度師資生「良師典範心得寫作」實

施計畫 

一、目標：建立新世紀良師典範，以孕化教育志業良   

師，型塑師道專業典範。  

二、內容：由學生選擇古今中外表現優良的教育家為

典範，撰寫其事蹟並抒發自我心得，以發揚尊師

重道優良傳統，提振專業精神，激勵服務熱忱。  

三、參加對象：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在校師資生(107

學年新生均須參加，舊生自願參加)。  

四、實施時間：107 年 11 月 1 日至 12月 25 日。  

   收件時間：107 年 12 月 11 日至 12月 25 日。  

五、實施方式：  

   1.由學生自選典範，撰寫其事蹟與心得。字數以    

     1,500至 3,000字為原則，以 Word 排版，設定     

     A4 規格，1.5 倍行高，標楷體 12 號字體，橫      

     式繕打。另請製作封面(封面格式如第二頁)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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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基本資料，文章內文中，切勿出現相關基本 

     資料，否則取消資格。  

   2.紙本資料請於收件時間內繳交給小學教育學程    

     黃國城同學，也可以放置於師培中心入門左邊， 

     鐵櫃上方的比賽專用紙箱；並將電子檔 E-mail   

     至黃國城信箱（ma71f102@stust.edu.tw），主 

     旨請寫「107 良師典範心得寫作」，檔名請註 

     記學程、學號、姓名，傳送後請向黃國城同學   

     確認。 

   3.由師資培育中心遴聘導師評閱。  

   4.評閱標準：  

     (1)內容與思想：占 50%。 

     (2)創意與實踐性：占 30%。 

     (3)結構與修辭：占 20%。 

六、獎勵辦法：  

   各頒發獎金或等值獎品，第一名（獎金 600 元） 

   、第二名（獎金400元）、第三名（獎金300元） 

   、優等 5 名（獎金 100元）。 

 

肆、史懷哲精神服務營隊師資生增能課程 
一、日期：107年 06月 13日 

二、地點：N403 

 

 

 

 

 

 

 
 

 

 

 

 

 
 

 

 
107年度科技領域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啟動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聯絡人：吳佾其 電話：02-77365543 

電子信箱：yichi@mail.moe.gov.tw 

    因應新課綱新增科技領域，為協助教師具備推動

新課綱教學知能並充裕師資來源，教育部於 106 年開

始推動科技領域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教師在職進修進

修增能學分班及第二專長學分班。107 年度更依縣市

需求，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就近開辦，預計開辦 33

個班，招收 1,083 名教師參加，將陸續於暑假開班，

以利教師進修。 

    教育部為確保學分班課程品質，使進修教師確實

具備科技領域教學知能，分別委請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及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擔任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開班總

召學校，辦理大學授課教授教學工作坊，確保學分班

授課教師都能清楚掌握課程的學習內涵，並於第二專

長學分班設有擋修及檢測機制，以整體提升教師科技

領域教學能力。 

    另教育部考量偏遠地區教師進修不易，107 年度

特別協調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於澎湖地區開辦生活科技

第二專長學分班、於臺東地區開辦生活科技增能學分

班、國立東華大學於花蓮地區開辦資訊科技第二專長

學分班及增能學分班，以利花東離島地區教師就近進

修。在開班時間方面，更希望開班學校以寒暑假或學

期中假日開班為原則，並於學分班首度規劃部分課程

採線上同步課程，減少偏遠地區教師來回奔波往返時

間。 

    考量教師安排暑假進修時間，107 年度提早啟動

相關規劃作業，已於 3 月底公布開班地點及時間，並

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所轄學校師資結構薦送教師

參加，相關課程將陸續於暑假展開(參加對象及班別

如附件)。未來教育部將持續依據縣市需求，協調開

辦科技領域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協助在職教師具有

新課綱科技領域課程教學核心知能，培養與時俱進的

科技教師。 

 

「袋著祝福」觸動心靈的深層迴響 2018年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聯絡人：陳聖蕙   

電子信箱：una0517@mail.moe.gov.tw 

 

 

 

 

 

 

 

 

    為鼓勵兒童圖畫書創作，發掘及培育學生圖畫書

創作人才，由國立臺灣藝術教育館辦理「全國學生圖

書創作奬」迄今第 13 屆，自開辦以來累計已近 2 萬

名學生參賽，107 年全國共計有 216 所學校 1,628 名

學生參與，今(29)日下午 2 時於國立臺灣藝術教育館

盛大辦理頒獎典禮，得獎作品於 107 年 9 月 29 日至

10月 28日於藝教館第 1、2展覽室展出，歡迎民眾免

費參觀。 

    本獎項除每年擇選適合 3 至 12 歲兒童閱讀的特

優作品出版套書及電子書外，更將歷年優秀作品數位

化及互動化，另建置圖畫書親子互動體驗區及圖畫書

故事屋－「南海路創藝島：數位兒童藝術基地」，免

費開放親子及一般民眾參與。 

    國小低中年級組特優陳聿陞、陳聿泓兩兄弟以色

紙剪貼方式共同創作「聖誕大冒險」，故事富創意，

情節有節奏、有趣味，文圖配置亮麗完美。國小高年

級組特優項詩敏同學「萬里洄游 蠵望龜來」描述討

海青年，與一隻綠蠵龜間 20 年生命歷程的情誼，試

圖在環保的老題材中，注入生態情感，讓讀者感受到

人類並非是地球上唯一的成員，人們不能因為一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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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任意破壞環境，是一本富含生態的優秀作品。   

    國中組林品希同學創作靈感來自街頭遊民，「袋

著祝福」故事從一隻提著塑膠袋的手帶入，若自我放

逐在街上，表情呆滯的遊民是自己親人，居無定所不

僅受到歧視，更時常遭遇人身安危問題，面對社會的

排斥與邊緣化，問題出在哪？作品巧妙的運用灰色階

表現出今日社會人與人之間冷漠的沉重心情，觸動人

心！ 

    高中(職)組特優「百變怪小布」是由顏子晴、李

蓓君同學所創作，故事描述主角運用許願果，將別人

的優點，集中呈現在自己的身上，結果變成一隻怪物。

作者運用色鉛筆及淡彩充分表現出想像力及趣味性，

誇張幽默的造型，細膩而有層次的演變過程，充分地

掌握了圖畫書的圖像特色優勢，深獲好評。 

 

    「南海路創藝島：數位兒童藝術基地」，免費開

放親子及一般民眾，以動手作來體驗圖畫書與兒童文

學之美，讓本獎優秀作品從平面展示，升級至數位互

動，賦予本獎全新的面貌，期望帶動更大的藝術教育

功能。今年為推廣兒童文學，結合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得獎作品，辦理聯合巡迴展出，地點除臺北之外，更

安排於宜蘭、高雄等地巡迴展出：11月 16日至 27日

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12 月 1 日至 16 日於國立高雄

科技大學。相關巡迴展訊息也可至藝教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查詢，歡迎全國喜愛圖畫

書及創意故事的大小朋友一起享受天馬行空的想像魔

力，免費入場參觀！   

 

 

教育家部落格人物典範 卓楓國小許素娟老師

投入偏鄉教育是起點也是終點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聯絡人：莊秀貞 電話：02-7736-5649  

電子信箱：ed1376@mail.moe.gov.tw 

 
 

 

 

 

 

 

 

 

 

    美麗的偏鄉學校，是許多年輕教師的中繼站，也

往往是日後教學生涯中最難忘的一站。但對從小在花

蓮鄉下長大的許素娟老師來說，獻身偏鄉學校，卻是

她投入教育工作的起點，也是終點。 

    「一開始我就決定選擇位於原住民部落的偏鄉小

學，總覺得資源少的地方才更需要教育工作者的投

入。」這個決定，讓許素娟老師在花蓮偏鄉一待就是

17 年，即使在婚後，先生殷殷期盼她能轉回玉里鎮

上服務，許素娟老師仍不為所動。 

    卓楓國小目前以布農族孩子為主，每個年級僅有

一班，每班人數皆在個位數。人口外流導致的生員減

少、學校整併，以及教師流動率高、代課老師比例偏

高等問題，幾乎是偏鄉學校的共同宿命。 

    許素娟說，偏鄉孩子的家庭，除了單親、隔代教

養的比例偏高，即使是一般家庭，父母多半為了三餐

而奔波，難以顧及孩子的各種狀況。「所以，每個老

師都是身兼父職、母職，甚至阿公、阿嬤職，把每個

學生當自己孩子看待。」 

    聽許素娟老師說得輕描淡寫，事實上，在家庭功

能失衡比例偏高的偏鄉中，父母的經濟和情緒問題嚴

重影響孩子學習情況者，並不在少數。「曾有孩子因

單親的父親借酒澆愁，常被訓話到半夜，長久下來不

僅影響學習狀況，更造成身心的問題。」許素娟說

道。 

    也因為看到這些問題，許素娟在 5年前決定利用

暑假到東華大學進修輔導學分，這讓她在教務組長、

訓育組長、教導主任、總務主任等歷任職務之外，又

多了一項資格－－輔導室教師，可以將輔導工作「攬

到」身上來。 

    許素娟坦言，原本提出申請兼任輔導室教師時，

校長是不太贊成的，因當時身為總務主任，在學校有

重大工程進行的情況下，校長擔心她負擔太重。但因

當時一個五年級生小榮的狀況特殊，校長最終仍同意

了許素娟老師的提議。 

    小榮四年級剛轉到卓楓國小時並沒有異樣，但五

年級時，逐漸出現手指萎縮的情況，甚至連握筆寫字

都很吃力，上體育課時也無法握球。由於小榮的狀況

特殊，在花東缺乏相關醫療資源的情況下，必須送到

臺北就醫診治，以便能爭取到後續特教資源。但小榮

家中經濟狀況不是很理想，沒有心力可以讓孩子就

醫。 

   「很幸運的，我們爭取到臺北一個退休老師的協

助，湊了一些錢，讓孩子有機會到臺北就醫，才診斷

出小榮疑似因肌肉病變導致肌肉攣縮，是屬於相當罕

見的疾病。」許素娟說，由於當時小榮不僅手指蜷

曲，連腳趾也逐漸呈現彎曲的現象，為他申請殘障手

冊並爭取特教資源，成為迫在眉睫的事。 

從進醫院做切片檢查，到成功申請殘障手冊，足足經

過一年多的時間。在這期間，小榮的母親因要一肩挑

下四個孩子的生計，根本無暇他顧，於是許素娟師便

一手攬下小榮的就醫及聯繫工作。 

    「幸好在六年級時，小榮已被納入特教生的服務

對象，除了每週三天有特教輔導老師、職能治療師與

物理治療師到校進行諮詢與復健工作，平常也可在鄰

近的醫院進行復健療程，讓小榮的狀況不至於再惡化

下去。」許素娟說道。 

    身處偏鄉學校，許素娟看到許多弱勢家庭的孩子

正面臨著人生的逆境與困境。她認為，所謂的困境，

或許是為師者過度的擔憂，孩子其實都有著旺盛的生

命力。有時，有些現實因素也的確不是自己能力所

及。但身為教育工作者，只希望能盡自己所能，帶領

孩子越過偏鄉的藩籬，讓他們有機會透過多元的學

習，建立自信與成就感，讓孩子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多

的期許。 

  這幾年，許素娟老師又再兼任學校的鄉教育會總

幹事，將推動教育的觸角伸得更遠了。身兼很多重要

又繁重的工作，難道不會累嗎？許素娟說：「在卓楓

http://www.art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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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們就是一家人。建構一個溫馨的學習環境，不

離不棄的對待每一個孩子，這是我從事教育的初衷與

信念，也因為有這些孩子們，讓我的生命更加豐富，

人生更有意義。」 

 

-良師典範心得寫作- 
106級師資生/應英四甲 王雅萱 

    今年的我剛進入南臺師培的小教學程修讀，由於

師培辦了一場熱血老師翻轉學生「教育愛」座談會，

讓我初次認識這位來自彰化縣鹿鳴國民中學的楊志朗

老師，也因此對楊老師的教育方式與理念感到印象深

刻。楊志朗老師任教於偏鄉學校，剛畢業的他初到鹿

鳴時，他觀察到學校學生的「精神糧食」是網路、電

視與漫畫，普遍沒有讀書風氣。然而，經過十幾年的

時光，他以推動閱讀，鼓勵他的孩子們每天利用零碎

的時間閱讀，長期下來累積了大量的知識寶庫，促使

大部分的孩子們都在學業上獲得不錯的成績，更重要

的是，他們獲得的不只是優秀的成績，而是透過閱讀

養成的習慣，將是他們未來得以運用以及持續深造的

一大利器。 

 

 

 

 

 

     楊志朗老師說：「我覺得不是一直教課本內的

東西，而是教一個方法、一個環境，所以我比較基於

營造一個環境。」，平常在教室裡，他把流行歌曲、

電影帶進課堂，讓這些孩子們比較感興趣的材料變成

國文課的語文教材；於是王菲的＜棋子＞、＜天空＞

及許多其他歌手的歌曲，一一成了類疊、譬喻、轉化

等修辭學的教材。孩子們在哼哼唱唱同時，也開始

「讀」歌詞，而當學生拿著周杰倫的歌詞來問他這是

轉化還是譬喻時，他知道學生不再只是被動的接收，

也開始主動學習了。在楊志朗老師班級的教室裡，擁

有上千冊的課外書，這是楊老師在任教的數十年中，

經常會帶著學生到學校附近的書店去選書、買書，日

積月累、持續累積下來的。但是學生們在享受這些書

籍的同時，還必須接受老師嚴格的圈書檢察，楊老師

會詢問學生關於閱讀過書籍的一些基本問題，例如：

這本書的作者是誰、它所傳遞的情感是什麼、表達的

情思是什麼等等，當然，若是學生用心讀過這本書，

一定能回答老師的問題。在楊志朗老師眼中，孩子就

像一本本的故事書，想要理解，就要打開書，去了解 

、去感同身受。為了使閱讀能夠和生活互相結合，楊

老師也會帶著學生們到戶外教學，當學生們看到書中

的文字，轉變成真實的建築、物品、畫作等呈現在他

們眼前時，就更能理解真實的樣貌及產生深刻的連結 

，這樣才真正達到教學的目的。 

    楊志朗老師在他任教十幾年的時光裡，讓自己全

心投入在推動孩子們的閱讀上，並且把家庭環境不太

好、成績總是沒有起色的孩子帶回家，藉由他的身

教，坐在他們旁邊，陪伴著他們一起讀書：因為他認

為要先能靜下心、才能閱讀，當你讀進入之後，就會

開始思考。楊老師不認為閱讀課外讀物與升學考試會

有衝突，因為事實上，孩子們的成績表現，充分證明

了大量閱讀是有助於多方面思考的，他的學生們有很

多人都上了第一志願或是不錯的學校。當然孩子們都

很感激老師不求回報的付出，有一次楊老師生日時，

他的一群孩子們就跑到家裡幫他慶生，慶生後，他還

載著其中幾個孩子到山上看夜景。 

    年輕時候的我，並不喜歡閱讀，小時候，我的父

母也很少讀故事書給我們聽；進入學校後，也覺得學

校的教科書非常地乏味。因此，求學期間的我，不認

為讀書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對於各個科目的學習上雖

然能夠維持在不算太差的成績，但是對於學習總是提

不起太大的興趣，甚至找不到一個屬於自己嚮往的目 

標。因此在二技畢業後，有一段時間我感到相當徬 

徨、無助，對自己的表現毫無自信。後來，經過朋友

的鼓勵、支持，我嘗試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特殊

教育教保員，在那個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中，我重拾

了自我價值感，以及人生中不同方向的看法，也慢慢

懂得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路。於是，我決定回學校進

修，也開始學習其他人的讀書方法，把別人成功的經

驗套用在自己的學習當中；我也開始培養自己的閱讀

習慣，找一個舒服的空間、讓自己能靜下心來閱讀，

漸漸地，我越來越能體會閱讀所帶來的美好。閱讀我

所喜愛的書籍時，我喜歡拿著書本感受它的溫度，觸 

摸著每一行文字，彷彿它是真實呈現在我面前的畫 

面。閱讀時，能從作者寫作的表達方式，而感同身 

受、產生共鳴；閱讀時，能藉由筆者靈活、生動的描 

繪，而感到驚艷。 

    在我眼中，楊老師是一個會了解他的孩子，能找

到吸引孩子進入學習的方法，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甚至能像父母一樣陪伴著孩子成長的好老師。聽完楊

志朗老師的教學分享，我由衷希望在讀書時期能夠遇

到一位，能引導我開啟閱讀習慣的老師，培養閱讀習

慣聽起來雖然是一件輕鬆平常的事，但是對於許多人

來說，如果缺乏能用身教影響或是能夠陪伴我們一起

閱讀的人，閱讀對他們來說也許就永遠進入不了他們

的世界。未來，我期望自己在成為一群孩子們的老師

時，能夠扮演一個引導孩子們進入閱讀世界的引導

者；時常鼓勵他們多嘗試閱讀各種領域、不同主題、

內容的書籍，我相信透過大量、多元的閱讀，孩子們

可以發現自己對什麼樣的主題或內容感興趣，進而深

入地去閱讀相關的書籍，以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並在

未來達到自我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