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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路來的堅持與陪伴

廖亭雅 老師 
台南市忠孝國中 
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業 

Email：noll-4@yahoo.com.tw

身為導師......

 擔任導師，似乎就像八爪章魚，要樣樣張羅。從開學要繳交的各項單子、
班規的建立、班風的塑造；學期中的各科考試安排、隔夜露營的活動、運動會
的布置與練習、各類型的比賽；學期末輔導記錄卡、寒暑假各項注意提醒等等，
加上教育局三不五時推動的各項計畫，只能說導師真的得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面對包羅萬象的班務時，即便在慌亂之中仍需整理出頭緒，用有效率的方式來
經營班級。 

 作為一位導師，都有對班級的期許。我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培養孩子尊重、
團結與負責，因此我在每個階段都設有一個短期目標，在接下來的日子與孩子
共同成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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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團結 負責

我在每個階段都設有一個短期目標，在接下來的日子與孩子共同成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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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一家人

 

 每個班級主要常規的⼤大⽅方向都很類似，如：上課
不遲進教室、上課不⼲干擾秩序、愛護公物不破壞。但
我會和孩⼦子討論較細節的約定，雖然有些看似瑣碎，
但卻是責任⼼心培養的⽅方法。如繳交表單此事，它牽扯
到各處室，若若未在期限內繳交，可能會造成⾏行行政上的
困擾，耽誤到學校的運作，尤其是攸關學⽣生權益或升
學⽅方⾯面的部分。此外，也能從孩⼦子繳交與填寫各項表
單狀狀況，⼤大致就可以瞭解孩⼦子的個性是屬於拖拉⾺馬虎
型或是具效率責任⼼心的，更更可以看到家長的配合度。
針對繳交表單，我會⽤用積極肯定的⽅方式來來提升孩⼦子的
責任感，孩⼦子準時繳交滿幾次，就會有優點⽅方式來來激
勵孩⼦子，若若當次全班都準時繳⿑齊，我⼀一定會利利⽤用時間
⼤大⼤大讚美全班，並特別肯定那些常常遲交的孩⼦子這⼀一
次的進步，讓他們有被重視的感覺，下⼀一次他準時繳
交的機率就會增加，這些看似枝微末節的⼩小事，卻也
是培養責任感的⽅方法之⼀一。

【⼀一年年級】常規養成、建立默契 

 通常新接⼀一個班級是最勞累的，除了了要瞭解孩⼦子
的個性特質、⽣生活背景，應付各處室接踵⽽而來來的表單，
還要盡快讓孩⼦子們步上軌道，是重要的關鍵期，更更是
與孩⼦子們⾼高度磨合的階段。 

 常規其實就是⼀一種尊重與責任的表現，且也是奠
定⼀一個班級風氣的第⼀一步。因此常規要簡單明瞭，賞
罰分明，有憑有據，絕對不能依照教師的喜好⽽而隨意
更更改，當然仍要有彈性空間，只是不能讓孩⼦子覺得隨
便便。⼀一開始，會告訴孩⼦子我的階段⽬目標，和孩⼦子共同
制訂「班級約定」，或許⼀一開始會有不⾜足之處，也可
能會因為班級屬性不同⽽而在學期中有所增加或刪減，
但孩⼦子有參參與「班級約定」的制訂，通常他們會比較
⽢甘願接受。

帶班階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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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年級】團結合作、培養認同 

 基本上⼀一年年級主要是讓要孩⼦子先認識同學並適應國中⽣生活。⼆二年年級的⽬目標則是凝
聚班級向⼼心⼒力力，讓孩⼦子學習團隊合作精神。⾝身為導師的我，經過與孩⼦子⼀一年年的相處過
後，⼤大致就可以知道這個班級的屬性，是屬於⽂文靜穩定亦或是活潑外放的，再針對班
級屬性搭上不同活動來來讓孩⼦子團結⼀一⼼心。 

 如屬於⽂文靜穩定的班級，就可以在靜態競賽⽅方⾯面發揮，如每學期的班級佈置與運
動會場佈，所有佈置會盡量量讓每個孩⼦子都能參參與，即便便只是剪剪貼貼，只要有參參與，
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有付出，⾝身為導師的我也會積極指導，也會告訴孩⼦子要做就要做到
最好，跟孩⼦子建立共同⽬目標－得獎。雖然我們常說志在參參加，不在得名，但若若能讓孩
⼦子在全班參參與的狀狀況下榮獲獎項，絕對會對於班級向⼼心⼒力力的提升有⼀一定助益。 

 ⾄至於活潑外放的班級，運動會或是隔夜露營的表演活動就是讓他們發揮的時刻。
運動會屬於動態，活潑外放的班級⼤大部分的組成分⼦子就是好動，坐不太住，也都具有
表演慾望。通常這種風格的班級，我就會⼤大⼤大⿎鼓勵他們放開⼼心去嘗試。尤其是⼤大隊接
⼒力力，更更是讓他們向⼼心⼒力力爆表的重頭戲，我會讓孩⼦子⼀一起討論策略略，反覆練習，即便便是
加油啦啦隊，也會⼀一起想著⼝口號，讓他們有參參與感。⽽而隔夜露營的表演，我們⼀一起討
論表演的爆點、道具等等，我的積極參參與，是⼀一種以⾝身作則，⽽而全班每⼀一個⼈人的意⾒見見
或付出，⼀一定給予回饋，讓⼤大家都能⾃自認⾃自⼰己是班上很重要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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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年級】⽣生涯規劃、穩定軍⼼心 

 很現實地，按照現在的教育制度，國三⽣生必須⾯面臨臨升學考試的壓⼒力力。當然在⼀一⼆二
年年級就得累積實⼒力力，如體適能測驗、各項競賽加分、志⼯工服務時數等等，在⼀一⼆二年年級
時，就必須提醒他們將分數拿到。⽽而三年年級就是全⼒力力準備衝刺刺會考，給予升學⽅方向，
穩定軍⼼心，挑戰會考是我三年年級的階段任務。 

 現在的孩⼦子雖然接觸到的刺刺激很多，但⼀一個班級中，能很確切知道⾃自⼰己⽅方向的孩
⼦子真的少之⼜又少。於是我會根據他們在學校的表現與個性，利利⽤用時間和每個孩⼦子進⾏行行
溝通分析，甚⾄至會請以前畢業的學長姐回來來，和班上孩⼦子聊聊他們上的學校、科系等
等。⽽而在每⼀一次的模擬考後，再與他們⼀一起反省，讓他們清楚⾃自⼰己的不⾜足，才能加以
彌補。 

 為了了培養讀書風氣，教室的情境布置要舒適，利利⽤用標語激勵學⽣生，
各項升學資訊要放在醒⽬目的地⽅方。另外，也可以適當安排競賽活動增
加讀書動⼒力力，⽽而每過⼀一段時間，就必須更更換競賽⽅方式，才能保持孩⼦子
的動⼒力力。如組成同質⼩小組，讓成績相當的孩⼦子組成⼀一組，每科都需競
賽，若若在同組中最⾼高分，即可獲得⼀一枚獎章，每組最多枚獎章者便便有
獎勵；也會實⾏行行異異質性分組，⽤用合作學習的⽅方式來來提升較弱勢的孩⼦子，
每次考試後，進步分數最多的那⼀一組便便有獎勵。同樣地，退步最多的
同學或組別就必須留留下幫忙清掃教室。



給學弟妹們的話

 我⼀一直認為國中導師，最重要的任務不是教「書」，⽽而是教「⼈人」，
⽽而「⼈人」⼜又是最難掌握控制的。⾯面對變化多端的環境、龐⼤大⼜又很雜碎的
各項事務，以下提供幾個⽅方法，讓班級經營更更有效率：

經營小方法
 

3 先處理理情緒，問題必解 

 ⼈人⼀一定會有情緒，當情緒來來襲時，都有可能會出
現衝動的話語或⾏行行動。尤其是正值⾎血氣⽅方剛、橫衝直
撞的國中⽣生，若若孩⼦子有情緒時，老師⼀一樣⽤用情緒性的
⾔言⾏行行回應，衝突絕對升⾼高，也讓事情更更加難以處理理。 

 當孩⼦子有情緒，我會想讓他抒發，不管是哪⼀一⽅方，
都有抒發情緒的權益（若若⼀一⽅方在抒發時，另⼀一⽅方插嘴，
我便便會⽰示意要先聆聽）。當孩⼦子將事情的經過透過情
緒性的話語講出來來後，通常情緒已經降到⼀一半，倘若若
情緒還是依然⾼高漲，我會請孩⼦子先到旁邊冷靜獨處，
先離開當下的情境。 

 當孩⼦子都抒發完後，我便便會引導，讓他們瞭解對
⽅方的情緒可能是因為⾃自⼰己的哪些⾔言⾏行行⽽而挑起的，在試
著請他們⽤用同理理⼼心對感受對⽅方，⽬目的是要讓他們懂得
傾聽對⽅方，修補關係，以免衝突過後，更更加反⽬目成仇
或是冤冤相報。 

4 要保持彈性，放過彼此 

 每個⼈人都有堅持，尤其是導師要經營⼀一個班級，
⼀一定有⾃自⼰己的原則，在⼤大原則下要試著有彈性空間，
這樣可以讓你和學⽣生處於較愉快的學習環境中。如有
些孩⼦子家庭背景的關係，他的回家作業沒有⼀一天能準
時完成，這時若若每天追著他的作業跑，你和孩⼦子都會
很痛苦，但並非就放棄他。⽽而是你可以⽤用彈性地放寬
他的標準或是減量量，⾄至少要讓他有機會達成⼀一些⼩小⽬目
標，他才有繼續進步的動⼒力力，⽽而你也會有成就感。

1 依班級屬性，發揮長處 

 班級的組成份⼦子不同，所表現出來來的班級風格⼀一
定迥異異。經過觀察後，要找機會讓他們發揮長處，增
加⼀一些班級得獎經驗（即便便只是⼩小獎，都會讓學⽣生有
成就感），肯定⾃自我，只要多次的⾃自我肯定，便便能凝
聚班級向⼼心⼒力力。但要注意的是，在任何⼀一項競賽中，
絕對不能讓任何⼀一⼈人置⾝身事外，或有排斥感。 

2 培養御⽤用軍，事半功倍 

 在班級經營的過程中，⼀一定會有摩擦，包括教師
和學⽣生，學⽣生和學⽣生之間。此時，班級的得⼒力力助⼿手就
非常重要，就是導師要有「御⽤用軍」，所謂的「御⽤用
軍」不是學⽣生的「抓耙⼦子」，⽽而是⼀一個可以適當調節
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靈魂⼈人物或團體。通常我會找⼈人緣
佳且具有正向⼒力力量量的孩⼦子，與他建立良好關係（切記
不能要他們凡事跟你打⼩小報告，這樣他的⼈人緣會被你
毀掉）。三不五時，和他們聊聊天，找機會肯定、讚
美他們，甚⾄至當你對班上有情緒時，也可以適當表達
給「御⽤用軍」知道，讓他們知道老師很在乎，透過他
們的⼒力力量量去傳達給其他孩⼦子知道，你也可以透過「御
⽤用軍」知道現在班上的氛圍，才能解決或應對問題。
總之，「御⽤用軍」就是要能和你站在同⼀一陣線上，協
助你處理理班務，不然單打獨⾾鬥經營班級真的太辛苦了了。

親愛的學弟妹們： 

相信各位想進教育圈的學弟妹都充滿著熱忱，為教育界注入新的力量。但在教育
職場上，可能會遇到不少挫折，有時也會很失落，此時，也別忽略自己的情緒和
狀態，教師不是萬能也不是完人，要找到情緒的出口並調整自己的步伐以迎接各
種班級挑戰，唯有健康快樂的教師，才能帶出健康快樂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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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儒 老師 

我的教學之路－從導師到兼輔老師

「 我要當一位教學活潑有趣的老師 」 

「 我要當讓學生愛戴的老師 」 

「 我希望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 

「 我要讓我的學生擁有正向思想 」 

「 我希望讓學生樂於學習、擁有夢想 」

決定好當一位怎樣的一位老師了嗎？ 

尚未當上正式老師的你們想好答案了嗎？ 

在我當上正式老師前，對於教職這份職業，我有著上述的期許，

經過了十四年後，我很慶幸時間並未澆熄我的夢想，除此之外，

我也因此得到了滿滿的學生回饋、結交到志同道合的同事，並將

自己的學習精進落實在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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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嘉興國中  
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業 / 台灣⽂文學所在職專班 

E-mail：luny@seed.net.tw



我將自己的吉他彈唱融入在教學中，除了教學外
也常支援學校表演活動。

 
教學就是⼀一⾨門表演藝術 

 初任教職時，我以「教學就是⼀一⾨門表演藝術」
以及「要永遠保有教學熱忱」來來做為我的教學宗旨。
選擇這種原則的原因，是因為我本⾝身樂於表演，無
法走上歌⼿手之路路的我認為藉由教學舞台來來達成我的
夢想也不錯，就這樣，除了了上課偶爾配合課程吉他
彈唱之外，我也使⽤用活潑⽣生動的教學⽅方法，上課語
調快且有節奏、常能抓住學⽣生的笑點、上課說學逗
唱樣樣來來，這樣的教學之下，每屆的學⽣生幾乎都會
幫我取了了⼀一些奇奇怪怪的綽號，例例如：「女神」（因
為我⾃自稱）、「⾃自high姊」（上課狀狀況）、「美女
（霉女）」、「鉛筆盒老師」（因為我整節課教他
們如何準備鉛筆盒的⽂文具）等綽號。我很享受學⽣生
與我親近的關係，下課時學⽣生總能圍在我⾝身邊分享
他們的歷史知識、跟我分享⽇日常⽣生活、並且常常給
予我正向的回饋，這些⾯面向讓我感受到相當⼤大的成
就感並更更樂在其中。

教學任務：培養學⽣生的歷史興趣及能⼒力力 

 然⽽而，我的教學⽣生涯也有遇過⼀一些困擾，例例
如：段考結束時，教務處向老師們宣布段考成績的
時候。剛擔任教職的我，常因班級⼀一點點的班平均
低落落⽽而受影響，進⽽而否定⾃自⼰己、質疑⾃自⼰己，「教學
⼀一定要因為分數打學⽣生嗎？」、「輸了了幾分平均的
班級真的比較差勁嗎？」、「我任教班級分數表現
不理理想是因為我教學不⼒力力嗎？」…等，我⼼心中常因
這些念念頭⽽而感到不開⼼心，但隨著教學經驗的增長，
這些質疑會慢慢找到解答，我透過研習、同事分享
⼼心情、閱讀教育書籍(例例如侯⽂文詠的相關教育書籍)
等慢慢地對這個現象釋懷，然⽽而我也會留留意每次段
考成績，進⽽而來來調整⾃自⼰己的教學。「讓學⽣生對歷史
有興趣且有⾃自信」成為我⾝身為⼀一位歷史老師的使命，
然⽽而檢視段考分數的重點應該不是在與他⼈人班級比
較之上，⽽而該回歸到學⽣生本⾝身是否進步、到底教會
了了學⽣生多少歷史知識上。想通了了這點後，原來來的困
擾不再是困擾，教學本⾝身能變得有成就⼜又開⼼心。

塑造有⾃自⼰己風格的導師班 

 擔任正式老師後，除了了教學之外還有⾏行行政的
職務，⽽而我當了了四屆的導師。當導師與當專任教師
有很⼤大的不同，頓時變成了了⼀一群⼩小孩⼦子的媽媽，對
他們的期許不⽌止在歷史科、社會科、各學科的成績、
課堂表現、交友狀狀況，連他們與家⼈人的互動也要關
⼼心。這時常常就必須學著轉換⾃自⼰己，從⼀一個搞笑的
老師變成隨時會抓狂的老師、從⼀一個像⼤大姊姊的老
師變成管東管⻄西的老媽⼦子，但遇到教⾃自⼰己班級歷史
課時，⼜又會變回搞笑幽默的阿儒，導師班的學⽣生也
常常練就看到我的表情就能有所因應的功⼒力力。 

 雖然當導師需要付出⾃自⼰己相當⼤大的精⼒力力，但
從中也往往能收穫最多。我在擔任這四個班的導師
期間學習的事物，也讓我的學⽣生參參與，讓孩⼦子跟著
我⼀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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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我也常做出⼀一些學校沒有提出的
措施，例例如在國三時籌辦假⽇日基測衝刺刺班，無償陪
伴孩⼦子讀書，許多畢業的孩⼦子分享，當初如果沒有
我的這些舉動，他沒有辦法拿到⼤大學畢業的⽂文憑，
有學⽣生的這些肯定更更讓我樂於付出。 

 第三屆導師班的時候，我開始熱衷路路跑，也
帶著學⽣生在空⽩白課程的時候跑3000公尺的校園，
排球、閱讀、跑步等薰陶之下的第三屆學⽣生，是我
覺得個性最穩定、最善良的⼀一屆，也堅定我繼續讓
導師班孩⼦子們擁有這些正向興趣之決⼼心。

 

每屆導師班的排球都很拿⼿手 

 第⼀一屆導師班的時候，我迷上了了排球，因此
在班級球賽的時候，我積極的帶領他們練習，跟著
學⽣生教學相長。此後的四個導師班，我均⾃自⾏行行舉辦
下課分組競賽，這些舉動往往讓本班的孩⼦子全班投
入，也讓其他的班級感到羨慕，班級也越來來越有向
⼼心⼒力力、凝聚⼒力力。從排球活動中，我的學⽣生學到了了「⿎鼓
勵」、「合作」、「不求回報的付出」、「努⼒力力」、
「請教」等價值觀。每次的排球練習後，我都會給
予學⽣生除了了球技之外，品格上的建議。舉例例來來說，
排球對打時，⼤大多數學⽣生總是不願意撿球，每次撿
球時就會將團體的眼光落落到了了少數願意撿球的學⽣生
⾝身上，對於這個⼩小動作，我以⾝身作則主動快速撿球、
多爭取那多⼀一點點的練習時間，事後並利利⽤用導師時
間，將我的觀察告訴了了我的學⽣生，班上的孩⼦子漸漸
不⾃自私並能主動付出，「排球」成為了了我帶班中塑
造好品格的⼀一個媒介，孩⼦子也對我越來來越信服。除
此之外，許多孩⼦子畢業後，⾼高中、⼤大學期間也主動
參參與排球校隊，簡單的⼀一個興趣讓他們培養出⼀一⽣生
的運動習慣，是當我導師班學⽣生珍貴的收穫。

 接著在接任第⼆二屆導師班的時候，我從成⼤大
台⽂文所畢業，我開始提倡閱讀，成立了了擁有班級圖
書400多本的班級書庫，閱讀讓活蹦亂跳的孩⼦子可
以靜下來來。透過晨間閱讀時間，我也帶著學⽣生分享
⾃自⾝身閱讀後的觀點，有位單親⺟母親曾經私下回饋說
她的孩⼦子與她的衝突減低了了，會主動關⼼心單親⺟母親
的感受，不再以⾃自⾝身的觀點來來看輕⺟母親。有了了家長
回饋讓我更更明⽩白：當⼀一位陪伴孩⼦子成長的導師真的
很重要。

與學生一起打排球是我每屆導師班學生最開心 
及感到驕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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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導師班時開始熱衷路跑， 

也帶著學生一起跑步。

營造樂於閱讀、運動的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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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為了了後⺟母班的導師 

 第四屆導師班是個特別的班級，是本校的招
牌－美術班，也是⼀一個因家長意⾒見見多進⽽而更更換導師
的班級。接這樣的班級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除了了要
讓學⽣生信服之外，還需要讓家長願意接納。然⽽而，
只要⽤用正確的信念念對待孩⼦子，他們所給予的回饋反
⽽而更更多。

順應孩⼦子特性調整帶班⽅方式 

 這個班級創意有活⼒力力，跟我本⾝身的風格很接
近，我帶著這群孩⼦子主動在班級舉辦了了許多創意的
活動，例例如：聖誕Party、萬聖節變裝活動；並⿎鼓
勵孩⼦子們參參與各項活動，例例如：⼗十⼈人⼗十⼀一腳⼤大競賽、
監理理站海海報比賽，創意運動會……，這班的孩⼦子們
總能有最積極的參參與並有最棒的表現。看到了了孩⼦子
們的笑容及回家後與家⼈人的分享，原本反對導師最
盛的家長成為了了我帶班的最⾼高⽀支持者，他們除了了資
助學校各項經費，更更聚集起來來⼀一起帶著孩⼦子比賽及
主動舉辦家長聯聯誼會，並在升國三暑假下午成立⾃自
習班，輪輪流來來看班上⾃自習。這當中，我感受當導師
並不孤單，有⼀一群家長最好的⽀支持讓我感到無比窩
⼼心。畢業後，家長還⽤用我的例例⼦子寫報告，並跟我分
享，令我感到無比欣慰。

 

跟著孩⼦子⼀一起學習書法， 
讓我多了了⼀一項專長 

 擔任美術班導師期間，我陪伴學⽣生⼀一起上書
法課，書法課的氛圍與其他課程不⼀一樣，老師要求
嚴格，上課安靜⼜又嚴謹，每週也有額外的作業要求。
只要輪輪到上書法課的⼀一週，美術班學⽣生往往哀聲連
連(單週上書法、雙週上陶藝)。因此，我經過書法
老師同意後，開始跟著⼀一起上課，我開始培養出書
寫的興趣，每週的主動完成的作業量量也往往是學⽣生
的好幾倍。有了了我以⾝身作則的學習，學⽣生不再抱怨
書法作業，⽽而開始更更努⼒力力以學長姊的姿態努⼒力力著，
⾄至今，美術班學⽣生已畢業兩兩年年，我仍持續學習書法，
這是我額外的收穫與成長。

班上孩子表演、舞蹈樣樣行，露營時打扮成腦筋急轉彎的

跟著美術班的導師班孩子們學習書法，至今 
學生畢業後仍持續學習，已有三年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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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經歷讓我注重「系統合作」 

 不能說「個案中⼼心」的輔導⽅方式無效，但也因
此讓部分個案的導師不甚了了解個案在輔導後的改變，
甚⾄至認為個案離導師越來來越遠（事情只跟輔導老師
說，不跟導師說，甚⾄至造成師⽣生更更多衝突）。具有
⼗十幾年年導師經驗的我，認輔學⽣生時則較注重系統的
合作，我會與導師甚⾄至家長有所接觸與互動，⽽而不
是讓⼯工作只在「諮商室」中開始與結束，我希望輔
導的成效得以被看⾒見見。漸漸地，許多同事開始了了這
種⼼心態，教學永遠都有變化，永遠都不無聊。給予
我肯定並增進了了我對「輔導」的興趣，因此我開始
修輔導第⼆二專長的課程。踏入輔導界後，我發現除
了了學⽣生之外，同事、朋友或其他⽣生活圈的朋友們，
會開始相信我的輔導能⼒力力，對我傾訴許多煩惱的⼼心
情，朋友們常說與我對談本⾝身就能抒壓。我開始發
現老師這個⾝身分擁有許多改變⼈人的魔⼒力力－⾝身為導師
能當起叛逆期學⽣生與家長中溝通的橋樑；擔任輔導
老師⼜又當起了了認輔學⽣生與導師、家長間的橋梁。教
學⽣生涯⼗十四年年過去了了，當初那個希望能永遠保有教
學熱忱的菜⿃鳥⾄至今仍能擁有熱忱，我想這是因為在
這當中我不斷地學習新的事物並落落實在教學中，有
了了這種⼼心態，教學永遠都有變化，永遠都不無聊。 

 以上經歷勉勉勵各位學程的學弟妹們，積極的去
學習有興趣的事物，將⾃自⼰己的個性、興趣、閱歷融
入在教學中，教學⽣生活可以過得開⼼心⼜又豐富。

 

轉任兼輔老師 

 當了了四屆的導師後，我覺得⾃自⼰己的⼈人⽣生因
為這些孩⼦子們更更充實、更更豐富了了，與孩⼦子、家長溝
通的經驗也讓我對⾃自⼰己的溝通能⼒力力更更具信⼼心，因緣
際會之下，我擔任了了兼輔老師。擔任學校的兼輔老
師通常需要有輔導科教師證或修畢輔導40學分的
資格，但因為本校編制內教師無⼈人有此資格，因此
便便成為⼀一個暫時缺，讓學校的老師得以短暫接觸⼀一
下認輔學⽣生的⼯工作。除此之外，本校只有⼀一個專職
的輔導老師擔任專輔。擔任專輔的老師通常⼀一踏入
教職就擔任專輔，他們⼀一週基本鐘點不多(0-4
節)，亦並無太多擔任導師的經驗，輔導學⽣生的⽅方
式也常以「個案中⼼心」來來進⾏行行。

角色。

給學弟妹們的話

親愛的學弟妹們： 

處在新課綱、新政策時代下的你們辛苦
了！想當初我們這個世代也遇到九年一
貫政策所帶來的焦慮，上頭沒有學長姐
可以請教，實習制度又變來變去，能不
能當上正式老師也是個未知數；然而後
來每個夥伴都陸續達成夢想。改變是漸
進的，別慌張，保持不斷學習的心態、
跟你們的夥伴一起成長，無論如何，一
定會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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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特報

實習歷程檔案競賽 

記錄下實習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在將來回首時，便能想起當時渴望成為老師的初心。 

寫下屬於你的實習故事吧！

實習歷程檔案獎勵： 

獎⾦金金：第⼀一名1000元，第⼆二名600元，第三名300元（皆有獎狀狀） 
前兩兩名將額外獲得專家諮詢⼀一次，並代表成⼤大參參加比賽哦！ 

請於107年年12⽉月31⽇日前，將實習歷程檔案交給實習指導/輔導老師 
並於108年年01⽉月18⽇日前，將實習歷程檔案繳交⾄至本校師培中⼼心

對象：實習中的成⼤大師資⽣生 
活動⽇日期：108年年01⽉月11⽇日(五) 08:50-16:00 
試教名額：12⼈人  /  觀課名額：30⼈人 
試教範圍：翰林林版1-3年年級上冊，試教前30分鐘抽題 
試教時間：15分鐘 
獎勵：第⼀一名3000元、第⼆二名2000元、第三名1000元 
參參加獎：參參與證明、⽂文具禮券200元 
報名截⽌止：107年年12⽉月10⽇日中午12:00⽌止 
報名及詳細資訊：https://nckucte-practiceteacher.weebly.com

教學演示競賽 

實習過後，各位師資生都將面臨教甄的考驗， 

這次的模擬試教舞台、專業的評審回饋、同學們的議課討論， 

都是累積經驗的絕佳機會！ 

別猶豫了趕快報名吧！

https://nckucte-practiceteacher.weebly.com
https://nckucte-practiceteacher.weeb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