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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的話

新學期是舊學期的延續，同時也是舊的變革，除舊

迎新，是我們每一個人心中最迎頸期盼、最美好的願

望。

曾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說過：「播下一個行動

，收穫一種習慣；播下一種習慣，收穫一個種性格；

播下一種性格，收穫一種命運。」教育家孔子也說：

「少成若天性，習慣自然成。」在這期電子報中，我

們可以看見許多教育系系友屢屢創造無數的不可能，

透過傑出系友無私慷慨的經驗分享，促使吾輩從中獲

得啟發與學習，進而持續共同努力創造佳績與榮耀。

一路以來，教育系在所有師生的努力與堅持下，建

構出屬於自己的獨特之處。不論在校生或畢業校友，

教育系系胞們的優異表現皆能獲得外界高度的肯定與

榮耀；不論走到哪裡，因為有我們平日所培育的好習

慣，往往為我們插上成功的翅膀，不經意的助我們一

臂之力。

期待新學期，將會有更多更意想不到的系列活動

與傑出校友捎來令人驚豔的好消息，奉獻自己的心力

，與教育系一同成長卓越。

主任 張奕華

2021.03



雙營才會贏

營隊
特輯

張德聰教授、張奕華系主任、闕金治助教與2021燃料工廠

愛育營、2021浩瀚星辰教育營全體營隊成員合影



營隊
特輯

浩瀚星辰、展現熱忱
2021浩瀚星辰教育營於110年1月30日到2月6日在台南市立將

軍國民中學舉行，教育學系詹志禹教授(政大教育學系教育營創辦

人)於二月上旬專程前往探視。

本次營隊活動一如往年，隊輔幹部們都經過一學期的教案模

擬、活動準備與教學演練。因應疫情，本營隊配合政大課外組事

先進行風險評估，將軍國中校方表示學生人數不多加上都有量體

溫、噴酒精等確實的防疫措施，因此如期舉辦。

營隊輔導員、幹部們於1/30（六）抵達台南市將軍國中，開

始部署與準備。將軍國中學生於2/1（一）上午開始參與營隊活動

，受到熱情歡迎。詹志禹教授於2/1（一）下午抵達，除了參觀教

學活動之外，並向將軍國中的校長、主任們致謝，也討論偏鄉國

中的教育。



營隊
特輯

浩瀚星辰、展現熱忱
詹教授參觀教學活動時，恰逢「主題式跨領域授課」活動，

三個中隊的課程包括：台南民俗與文化、台南觀光英文、台南的

美食與一日遊等，雖然包裝得很輕鬆並能

吸引學生，其實課程內容扣緊12年國教課綱

的目標，並連結到歷史、文化、英文、經濟

學與飲食文學等知識技能，跨域教學頗為

成熟自然。

詹教授與將軍國中校長與主任們一群人在教室後面觀摩教學

，授課的隊輔幹部應該頗有壓力，但是他們仍然表現穩健，不受

干擾，保持讓國中學生高度參與。一位正在台上授課的隊輔幹部

，利用一盤食物在台南將軍區的售價與

在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的售價之比對，說明

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謝元入校長小聲

向詹教授說：「她用的是真實的例子，

很在地化，很用心！」



營隊
特輯

浩瀚星辰、展現熱忱

稍後，謝校長並帶領詹教授參觀學校設施、介紹學校

的行政同仁，該校團隊是一個很用心、很投入教育工作的

優良團隊，對於本次教育營活動協助甚多，詹教授也介紹

了一些政大在偏鄉教育方面的可用資源。

營隊活動於2/6順利圓滿落幕，營長（教三）劉品翰

是一位穩健、溫和、支持型的領導者，營隊的輔導員/幹

部們對於這半年的努力（無論是教案或企劃）最後終能付

諸行動，感到無比欣慰而有成就感，也學習到很多人際相

處與教育現場經驗。將軍國中對於本次活動的用心準備、

溝通態度與課程教學等，也都非常肯定。



營隊
特輯

當我們一起走過
當營長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著大家閃閃發光的樣子。

2021浩瀚星辰教育營總是被我們自定義為很特別的一年，

無論是在人員的編制組成，或是過程中遭遇的種種危機，以及

努力想要創新、改變營隊氛圍和風格的決心。同時也因為所有

人的付出與執行，讓走完教育營三年旅程的我有煥然一新的感

覺。

起初在接下營長的最一開始，只有我和副營長的兩人團隊

，加上去年因為疫情沒有順利出隊，讓肩膀上承載的壓力更加

難以負荷。最最感謝的就是其他四位營本願意和我們一起接住

這裡、願意嘗試改變、共同打造專屬我們六個人建立的溫暖營

隊，感謝我們的和諧、也感謝我們的共識跟默契，帶領著三個

截然不同的中隊，三條路線可能有所差異，但都在一步步往前

走。你們說：「留第三年真的很值得！」、「從來不後悔留第

三年！」謝謝曾經的猶豫懷疑，這段旅途因為有你們更有意義

，也讓我更有力量和勇氣，一起在最後一年教育營燦爛綻放。

營長：劉品翰



營隊
特輯

帶著11個沒有出隊經驗的幹部前進也富含挑戰性，很幸運

在營長路上遇到優秀、負責、創意的11位幹部，不斷付出最大

努力去填補我對你們的要求。

想起你們擔任學員時的緊張、無措、懵懂；幹部面試的未

知、疑惑、自我懷疑，到現在每個人都圓滿完成份內工作。一

路上的成長與進步都看在眼裡，即便有時對你們要求嚴格或高

標準，你們總是會尋找方法解決問題。出隊的你們在舞台上演

戲、在講台上授課、在營隊幕後默默撐起一切，就像11顆不同

的星星，各司其職卻也照亮彼此，建築了一整片絢爛星空，在

我眼中璀璨閃耀。

我最擔心的九人學員，籌備期間看著你們跌跌撞撞，路途

中蜿蜒崎嶇，教案大改後還是大改、活活課活試玩後又功虧一

簣，對這裡充滿抱怨與反感，其實就像看見大一的我。

對你們有既定的高要求，卻因為感同身受又充滿心疼。還

記得我第一堂社課說過希望你們在教育營獲得的三份禮物，現

在感覺大家都已經滿載而歸。

當我們一起走過 營長：劉品翰



營隊
特輯

很高興這裡能成為你們的歸宿，有一群合作的夥伴，打拚

出最深刻的革命情感，有一群知心的好友，見過彼此最醜陋也

最真實的樣貌。感謝你們願意成為拼湊出教育營的最後一塊拼

圖，在出隊期間保有最豐富的熱忱和衝勁勇敢盛放。

感謝營隊路上的各種不完美，沒有這些缺陷可能就無法顯

現教育營的珍貴，沒有留下遺憾也就無法呈現教育營的獨一無

二。因為這些不完美，讓我們成就一場最完美的浩瀚星辰教育

營。未來的大家，即便任務結束後，還是要在各自的道路上閃

閃發光。

清晨眼前一片籠罩的白色霧氣、感受明顯的巨大日夜溫差

、不時飄來一股刺鼻的紅蘿蔔腐爛味，將軍國中的環境特色其

實就像我們對於出隊的想像：有點模糊沒有方向、期待卻又備

感壓力的情緒起伏、擔心結果不如預期。

將軍國中的學生們是一份珍貴的寶藏，純真善良的性格、

樸實無華的個性、積極進取的態度。即便三個班級的組成來自

不同班級的七八年級學生，也發展出專屬三個中隊的獨特氛圍

，但每個中隊都是無與倫比的存在。

當我們一起走過 營長：劉品翰



營隊
特輯

今年身為營長，幸運擔任中隊長，讓我有更多機會能近距

離和學生相處接觸。多元的學生組成，也讓我更能體會每位孩

子的獨一無二。很開心親眼看見隊輔們都能夠和學生們打成一

片，隊輔們的一舉一動，也許在潛意識中成為學生的學習對象

。

五天的時間可以定義為短期的營隊，短時間內我們無法改

變學生長久以來建立的校園生態、人際關係、班級環境，不過

我們能做的永遠是要教學生正確的事情。在帶班的過程中，發

生一件人身攻擊的事件，我有點嚴肅的和學生們說明錯誤的行

為舉止，也讓他們回答自己的錯誤，正視問題所在並修正是我

們在五天內僅僅能提供給學生的最大幫助。我們都知道也許營

隊結束了，這些問題依舊存在，我們沒辦法扭轉局面，但如果

能讓學生漸漸意識到自身的行為所代表的含義，那就是很大一

步的成長了。教導學生的同時，我也不斷在學習與探索，重複

思考自我的定位是營長、中隊長還是老師。

當我們一起走過 營長：劉品翰



營隊
特輯

睽違兩年終於再次和國中生接觸，有點陌生但又有點熟悉

的感覺、那道距離剛剛好的年齡隔閡、聽著一口流利道地又順

暢的台語，加上實際面對學生感受到的人情溫度、聯絡簿上溫

暖的關心和真摯的交流，都讓我一點一點拾起對教育的熱情。

從社會化的迷惘過程中，一下被時空拉進步調緩慢的鄉村

地帶，讓我重新思考接下營長的初衷，當初想留下的那份熱情

與感動也在和孩子們接觸的過程中重新湧現，一路上的忙碌與

心血也隨著學生們的熱愛逐漸走向值得。

營長是一個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職位，但在營隊期間，學生

簡單一句表示喜歡今天的課程和活動、一張感謝隊輔們的小卡

片、一個充滿力量與溫度的擁抱，或是積極參與課堂的踴躍發

言、期待每天早上跳營舞的心情、課程成果發表會上的穩重與

成熟，這些回饋對我來說都是滿滿的成就感，同時也肯定全體

營隊人員的努力與付出，是讓教育營持續進步的動力。學生對

營隊的喜歡真的就是最無價的回報了！

也許我們還是不習慣聞著腐爛的紅蘿蔔味，不過他就跟教育營

一樣，是印象深刻的滋味。

當我們一起走過 營長：劉品翰



營隊
特輯

馬光愛育營、教育一定贏
2021燃料工廠愛育營正式上營！

由愛育營的大一學員為孩子精心設計了與能源相關的大富翁遊

戲、還帶著孩子們自製布袋戲玩偶、一同架設布袋戲的戲台供孩子

們盡情演出，讓孩子們邊玩邊學，孩子們專注玩遊戲的神情真是令

人著迷！

2021年2月3日，教育系王素芸教授專程前往雲林馬光國小探視

「愛育營」，並且致贈「鹿樂平台」（國教署為偏鄉學校募集資源

之計畫）的相關資料，希望對該校有所助益，能夠善加利用。



營隊
特輯

當天由張家禎學務主任招待王教授，

張家禎主任非常稱讚政大教育系營隊，

馬光國小學生參與非常踴躍，只好以抽籤

方式辦理，但仍有少數當天由家長帶來參

加者，學生們也加收。張主任非常感謝

政大教育系。而王教授、張家禎主任

及愛育營營長（廖苡茵，前副總幹事）

一起合照留影，為歷史留下記錄。

校長胡光漢為了籌備今年百週年校慶，規劃了一個打卡的點，

王教授和胡校長在打卡點前合影留念。

馬光愛育營、教育一定贏



營隊
特輯

今年的愛育營於雲林縣馬光國小舉辦，考慮到營隊人力的負荷

量，招生時原訂招收60名小朋友，然而小朋友報名人數非常踴躍，

使得我們先後針對兩百多名報名人數進行兩次抽簽，才確認最終的

名單。如今回想至此，不經使我感嘆道，或許我們在籌備期都曾因

不斷的開會與撰寫企劃感到疲憊，甚至對自己的付出產生懷疑，但

是同時，在雲林有兩百多位小朋友正期待著擁有一個意義非凡的寒

假。我想，這便是我們在愛育營中需要學習承擔的責任，雖然沉重

卻也是甜蜜的。

甜蜜的負荷 營長：廖苡茵



營隊
特輯

「不同視角下的愛育營」

第三年在愛育營擔任營長的角色，大多數時間處理的是班級以

外的事務，並不會進到教室中與小朋友互動，卻也因此得以從不同

的視角看見更全面的愛育營。有時會開玩笑說擔任正副營長很沒成

就，我們無法和中隊成員感情變好、感受不到執行企劃的成就感，

甚至因為與小朋友相處的時間較少，較不容易被他們記住更不會收

到來自小朋友的小卡。

然而到了出隊後，當我看見下課時小朋友們拉著大哥哥在操場

奔跑、放學時大姊姊與小朋友擁抱，或是洗完澡後聽見大家有說有

笑的討論著當天班上的狀況，這些瞬間都讓我漸漸感受到這正是擔

任正副營長最大的收穫，我認為自己很幸運能夠看見如此美好且珍

貴的畫面，即便自己並未參與在其中，但是看見大家開心的樣子，

心裡也會感到滿足，因為這正是我們希望愛育營能帶給大家的，那

就是即便在將來我們可能會忘記小朋友的名字，但是當回憶起與大

家相處在一起時的種種，臉上仍會不禁露出會心的一笑。

甜蜜的負荷 營長：廖苡茵



營隊
特輯

「愛育營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對我來說，愛育營是一個可以讓我們看見彼此成長的地方。在

營期中，當我看見自己過去在大一時的教案夥伴，如今已經能獨當

一面擔任中隊長指揮小朋友們排隊時，我深深感受到了他這三年在

愛育營的蛻變與成長，我們從大一教案試教不斷被學長姐回饋台風

不穩、上課不夠生動，到現在他已經可以管理一個班級，這是一個

多麽難得的機會，我們得以用三年的時間參與彼此的成長並且創造

共同的回憶。期望未來的愛育營也能繼續提供學弟妹們這樣的機會

，讓大家陪伴著彼此走過三年的愛育營旅程。

甜蜜的負荷 營長：廖苡茵



專題
報導

有一種霸氣叫做「吳靜吉」
沒有圍牆的擺渡人

「你的衣服沒有紮進去!」潘文忠部長向吳靜吉教授開玩笑地

說著。

「你是體制內，所以你的衣服要紮進去；我是體制外，所以

我可以不用紮進去。我今天是

代表所有的非正式教育工作者

來領獎。」吳靜吉教授不疾不

徐地說道。

本系民國51年畢業系友、

教育系名譽教授、創造力講座

名譽教授吳靜吉，榮獲109年教

育部第七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終身成就獎」，師生向致力於

深耕藝術教育的實踐者吳老師表

達祝賀與感謝之意。

吳老師集教育心理學學者、作家、演說家、企業管理顧問、

表演藝術工作者等於一身。自本校教育學系畢業後，至美國明尼

蘇達大學取得教育心理博士，回臺後與金士傑等人一同創辦臺灣

第一個業餘實驗劇團──蘭陵劇坊，培育出眾多優秀的藝術工作

者，從而衍生屏風表演班、優人神鼓、表演工作坊、紙風車劇團

、如果兒童劇團等，門下桃李無數，甚至雲門舞集、明華園等也

都可見他在幕後大力推動的身影。



專題
報導

有一種霸氣叫做「吳靜吉」
沒有圍牆的擺渡人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曾提及「沒有吳博士，蘭陵劇坊、新

象活動中心、雲門舞集，這三個為臺灣表演藝術奠基的團體必然

不會像現在的成就與影響力。」優人神鼓創辦人劉若瑀亦提到，

吳博士是這個時代的「擺渡人」，自美國回來後，他帶回來紐約

最前衛的劇場呈現方式，等於也是對相較傳統的劇場訓練方式，

算是有一個非常大的顛覆。

「這幾年他陪伴我們，看到我們的問題，用他的方式告訴我

們如何解決。不管你的年紀抑或是資歷，都能夠看見博士溫柔的

一面，用更謙虛、更寬敞心胸去接受各種不同的建議跟想法。」

青藝盟負責人余浩瑋娓娓憶起吳老師待人處事的態度與感受。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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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霸氣叫做「吳靜吉」
沒有圍牆的擺渡人

從事戲劇、教學工作之餘，吳老師也非常關注偏鄉孩子的

藝術教育，為紙風車319／368兒童藝術工程、青少年反毒戲劇

工程列車發起人之一。在擔任亞洲文化推展聯盟理事34年期間

，致力將臺灣表演藝術團體推廣至國際，對臺灣的藝術教育、

表演藝術發展具有長遠的貢獻與影響。

在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工作期間，與臺美

兩地的政府和民間機構合作，創辦藝術文化交流工作，豐富臺

灣藝術文化、創作展演和學術行政之人才。2018年學術交流基

金會設立「傅爾布萊特──吳靜吉藝術文化獎助金」，促進臺

美藝術文化人才交換。

吳教授自比為擺渡人，認為此概念是

社會上的教育工作者，把很好的知識或者

是技能，由已知者傳遞給未知者。這四十

多年來他熱心傳遞薪火，門下學生開枝散

葉，讓藝術人文的種子，在臺灣社會紮根

，長成一棵又一棵茂盛的大樹。

資料來源：教育部



海倫凱勒曾說：「面對光明，陰影就在背後。」曾幾何時

，我們都沉浸於失敗與沮喪中卻又無濟於事。然而樂觀的家敏

，超越來自於缺陷與外在困境的障礙，時時懷抱著希望，最後

勇於實踐，前往無限的世界。此次邀請到生命鬥士─就讀本系

教育二的許家敏來分享她的心路歷程，一同勉勵教育系的夥伴

們「面對陽光，陰影就在我們背後」。

很高興能夠在電子報上，用文字和各位讀者見面，我想分

享關於其他人(尤其是家人)對於我、或是看待身障者的態度對

我的影響。

可試著想像，倘若各位聽到這句話，有何感受：

「今天大學能夠唸政大，代表老天爺在這一生特別眷顧。」當

下我認為這不適用於我身上，回顧自身經歷種種，不論是出生

背景、考試上的準備，抑或是生活能力上的學習，與「眷顧」

這兩個字總是搆不上邊。即便如此，我仍抱持感激之情，因為

這一路上雖然艱辛，但能遇到許多好人和貴人，這句話對我來

說也是影響至深。

我家人對待我的態度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的爺爺曾在企業

上班，奶奶則是小學老師，過去常接觸啟聰班的孩子，這樣的

職業在當時可說是「高知識份子」。奶奶常耳提面命，說著姑

丈的故事：「姑丈當時為了考上醫師，祈求佛祖，以一段時間

不吃牛肉作為交換條件，最後如願考上醫師。」

面對陽光，
陰影就在我們背後

專題
報導

姓名：許家敏



面對陽光，
陰影就在我們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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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念讓我很掙扎，我總希望自己的命運可以掌握在

自己手裡，而非聽天由命。

記得以前剛上大學時，爺爺奶奶知道我暑假回來學校了，

擔心我的安危，還特地打電話給我，提醒我晚上沒事別出門；

而當我有「豐功偉業」時，不停地向親朋好友訴說我的表現。

家庭的傳統觀念與行為，也影響到了我對未來職涯的選擇，過

去家人總是希望我考取公務員，有份穩定的工作就好，但我深

知自己的性格可以去做其他更適合我的工作，我費了一番功夫

，才讓家人放棄繼續說服我的念頭。

小學的時候，都是由爺爺奶奶親自接送，忽略人際關係的

經營，等到我了解人情冷暖的時候，才驚覺錯過人際關係培養

的黃金期。

為什麼這麼說呢？那時候爺爺奶奶只要聽到我被欺負，就

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和別人理論一番；只要聽到誰對我好，就無

所不用其極的送禮物。第一次在學校上全天課時，奶奶會去陪

我吃飯，但她陪伴的方式，不是教導我如何自己學會吃飯，而

是全部幫我做好；去臺中惠明學生活自理的時候，每周都心疼

地接我回家，認為我是去受苦的。

發生的種種，我都很感謝爺爺奶奶對我的呵護與照顧，但

現在回想卻也有點可惜，因為在這段生長過程中，我很少被教

導如何處理事情、如何和同學互動才能夠贏得同學的尊重。

姓名：許家敏



面對陽光，
陰影就在我們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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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如此，在我需要陪伴時，爺爺奶奶也很用心地陪伴我

，尤其有段時間，我的二胡老師是到我家上課的，那時候奶奶

都在旁邊陪伴我；學鋼琴的時候，常是奶奶彈給我聽和教我的

；不僅如此，還會邀請我元宵和冬至一起搓湯圓，嘴裡雖然常

常會嫌我動作慢，仍然讓我放膽嘗試去做。若不是有爺爺奶奶

，我想我也不會嘗試那麼多有趣的事物。

接下來是我外婆、媽媽對我的態度，在我出生時，外婆就

和所有的家人說，我是來幫大家擋掉一切災難的，所以要把我

當寶貝。外婆為了讓我爸媽可以無憂上班，每天把我從花蓮市

郊區的家，開車送我回鯉魚潭。只要回到外婆的家，她就會煮

我最喜歡的食物給我吃，一邊看報紙，一邊和我說說笑笑。

外婆在製作艾草糕、包粽子等傳統食物時，他也願意耐心

陪伴，在我緩慢的速度下，讓我一同與家人享受製作傳統糕點

的樂趣。充滿好奇的我，也時常向舅舅請教像芋圓、地瓜圓或

仙草的製作方式，舅舅也樂於分享。

雖然我外婆的學歷不高，但外婆卻帶給這個家很大的影響

力，是一個溫暖、無拘無束、健康快樂的環境，也間接影響我

媽媽對我的看法。

姓名：許家敏



雖然常常對我犧牲假日參加樂團不情願，但仍全力支持我

；總是跟學校老師說要像教一般同學般的教我；會抓題庫讓我

練習社會科、想盡辦法教我數學；幫我報名視障活動；即便對

我的轉系決定有所擔心，仍全力支持我的決定。隨著我開心的

時間增加，更清楚我知道自己要過怎樣的生活。

今天能念到政大，不僅要感謝我的爺爺奶奶，更要感謝我

外婆和媽媽，他們樂觀的心態影響我非常地大。

無論是進入教育系後修習的課程，或是閱讀過王政忠老師

、宋怡蕙老師等教育相關書籍，甚至是TFT的相關講座，還是台

灣創新教育獎的影片等與教育相關的貼文，都讓我看到有許多

人希望能夠讓每個人都有個有愛、溫暖，甚至是衣食無缺、想

學什麼就能學什麼的成長環境。我認為一定還有更多的孩子，

是沒被這個社會注意到的，當我想到這時，都會覺得如果自己

可以盡點心力，就有更多人可以得到愛。很感謝教育系的教授

，給我很多實作機會，可以讓更多人得到實質的愛，同時也讓

我感受到教育系的「教育愛」。

寫了這麼多，我還是想好好地感謝所有遇見的貴人，與他

們互動的過程都是我學習的基石，人不是完美的，但我希望我

們都可以活出真正的自我。

面對陽光，
陰影就在我們背後

專題
報導

姓名：許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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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奕華老師的邀稿，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能夠成為和學弟妹

分享自己一路上經歷的其中一人。在大學的四年中，雖然默默地

過著大學生活，但沒有教育系及政大給我的資源及養分，也不會

造就現在的我。考教甄的過程中是孤獨且充滿挫折感的，尤其決

定回家鄉工作，周遭同是英文科的夥伴更是少之又少，中途難免

會興起想放棄的念頭，也一度離開了教育現場，但「短暫離開」

才能體悟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也才能更下定決心找回想當老師的

初心，重返學校體系任教。以下想和學弟妹分享的是在我畢業後

的這段期間，比較值得學弟妹參考的一些經歷及建議：

(一) 實習期間：

不要小看實習期間的所學，都會化成未來進入教育現場的能

量！由於現今師培改制成先考教檢再實習，因此相信學弟妹更能

在實習時好好學習實務經驗。

1.行政實習：

我的實習學校學生數多，且學校常常協辦許多校內外活動，

雖然我是被分配到輔導室資料組，且實習期間並沒有輪處室，但

常常各處室間都需要相互支援。

下定決心，找回初心

姓名：徐逸晴
簡介：政大教育系99級

現職：
新竹市成德高中國中部
英語教師兼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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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實習期間並沒有輪處室，但常常各處室間都需要相互

支援。有實習夥伴真的可以彼此協助，尤其是教務處及學務處

所舉辦的活動，常常需要全體實習老師加入支援。當時教務處

及輔導室所辦的活動，甚至需要週六來支援半天，如果沒有事

就來幫忙吧！實習學校會給予你補休，建議補休在實習結束前

的寒假再放比較適當，寒假學校活動通常比較少，影響層面較

少。實習期間所協辦的大小活動都請拍照並記錄下來，對於想

要應屆上榜會有很大助益，且代理期間也不見得有協助行政的

機會，實習階段的行政實習會有助於教甄複試的口試應答。

切記：多看，多觀察，多學習，不怕事！

2. 導師及教學實習：

當時學校幫我安排的導師及教學指導老師是不同人(且教學

指導老師也是導師)，我認為是利大於弊，雖然有時會有協助導

師班還是教學班的掙扎，但只要是班際活動就以導師班為主，

亦可觀察教學指導老師如何帶班，同時觀察兩位導師的帶班風

格及班級經營，因此如果實習學校幫你安排不同的老師，我認

為是蠻幸運的！

下定決心，找回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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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實習的部份要好好利用早休及午休階段觀察，尤其我

跟的導師接手國一班，更能看到老師一開始如何認識學生及處

理班務，對於現在接手導師的我很多都是取經於當時呢！

教學實習部分，我的指導老師主要讓我觀看她的國一導師

班，並安排第二次段考期間讓我完整地教學她的導師班。實習

階段真的要把握時間多向前輩們請益挖寶，因此我又另外觀課

了四位老師，看到不同老師的教學模式，對於自己未來的教學

真的很有助益！

最後跟學弟妹們分享實習時可能大家常常會遇到的兩難，

當行政處室希望你多留在處室幫忙，這時你又想去觀課或是去

導師班，到底該如何取捨呢？我認為自己還是要規劃出一定的

時間去觀課及導師班，如果同處室的實習老師不只你一個，那

就大家協調，不要大家同時都不在，讓組長老師們找不到幫手

；當你要離開處室時，一定要告知該處室的其中一位老師或是

實習夥伴。重點還是要多觀察！當這陣子處室沒有要事(如研

習活動、校慶或評鑑等)需要全體支援時，就好好把握時間去

觀課或導師班吧！

下定決心，找回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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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理及工作期間：

當代理老師的期間，我認為這很看代理學校的風格，我的

代理學校給予老師們很大的空間，首要就是把學生及班級帶好

即可，對老師們並沒有額外太多的要求或給工作。

我認為選擇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學校勢必會有比賽或一些

計畫，希望老師們可以參與或帶比賽(非強制)，我會評估自己

若是帶學生比賽或參加計劃是否會帶給自己壓力或是會影響教

學，因此我所帶的比賽及參加的計畫原則上不會帶給我太大的

負擔，過程中都是開心且真的學到很多，而事後也證明了，這

些帶比賽及參加計畫的經歷對於教甄複試都是很大的加分！

但每個人擔任代理老師的心態不同，由於我會投注太多心

力在學生身上，導致這幾年教甄都沒有考得太理想，因此在原

代理學校因為某些因素減代理名額時，我就決定離開學校現場

，到補習班闖一闖。

下定決心，找回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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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是抱著求工作穩定的心態到了補習班，但在補習班

教學的感受真的就是少了師生的真情交流互動，因此決定把握

時間準備教甄，由於補習班上班時間為下午到晚上，因此早上

空下來的時間可以好好唸書，在補習班的教學其實也幫助我練

習全英教學，很高興離開學校現場一年，我又回來了！

結語：

關於考教甄的經歷，其實沒有太多可以跟學弟妹分享的，

很感謝幸運之神願意站在我這邊，讓我得以幸運地回到了學校

現場。想讓學弟妹知道的是「擇己所愛」且「審慎評估」，擔

任代理老師絕對是在上岸前的首選，但適合多數人的路真的不

見得就是適合自己，評估並選擇對自己最好的路，並相信自己

的選擇是對的！

最後，無論你最後做了什麼決定，要對自己保持信心，並

時時替自己打氣，祝大家一切都好！

下定決心，找回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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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吊車尾的我，推甄研究所連面試的機會都得不到，根本

沒有想過有機會到政大求學，甭提爭取公費留學，只是為了兵役

緩徵以準備教檢和教甄，才報考了政大教育所，對於考試一竅不

通的我，四處請教同學、學長、教授，與具有成功經驗的人對談

，確是勝讀十年書，「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善用之」，或許就

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同時準備許多考試和應徵真可謂苦不堪言，

是真的準備到連作夢都在練習試教，但一次全力以赴的準備，換

得了教師證、正式教師資格以及研究所的門票，還拿了教師資格

申請到專長替代役，至日本橫濱中華學院教書，不管準備的過程

有多苦，都絕對可以算是事半功倍，「多工處理」應能算是成功

的第二要素。

從碩一開始，邊修課、邊寫論文、邊讀英文、邊準備資料，

無數杯的咖啡陪著我到天亮，才好不容易申請到去美國交換的機

會，紙本的入學證明都已經飄洋過海來到我的桌上，卻因為疫情

的爆發而宣告計畫終止，急轉直下的狀況逼著我咬牙簽下放棄同

意書，只覺得萬念俱灰，美國夢就此幻滅。

去做，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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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無意間與同學們的對談中知道了公費留考，而我因為

準備交換的關係，已備齊了所有公費留考所需的資格與文件，那

還等什麼呢？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準備好自己」應為成功

的第三要素。

上網查資料、看影片、分析考題、探討文獻、四處求教、大

量閱讀、接觸時事……書桌上成堆的書籍、硬碟裡充斥的資訊已

讓人難以消化，每天還要早起去學校上班，面對天真無邪卻總是

調皮搗蛋的學生們，還要在下班後提起精神準備考試，真的是十

年寒窗無人知，完全是靠著一股傻勁去做、去行動；在與許多同

儕聊天的過程中也發現，我從來都不是最聰明、最幸運的那個，

但多數人並不意外我拿到了公費，因為我總是充滿「行動力」，

這項特質，應該是成功的關鍵要素。

從吊車尾變成學霸，是始料未及、意想不到的，而能幸運的

「成功」考取公費留考，有賴平時的積累，這樣的過程，我想就

是上述四個要素的展現。總歸一句─「去想，做不到；去做，意

想不到。」

去做，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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