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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得獎名單（修正） 

一、 實習指導教師 

（一）典範獎 5名  

姓名 推薦學校 教育階段 

吳靜宜 國立臺灣大學 中等教育學校 

陳琦媛 中國文化大學 中等教育學校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民小學 

陳佳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民小學 

孔淑萱 國立清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校 

(名單依教育階段與姓名筆劃排序) 

（二）優良獎 4名   

姓名 推薦學校 教育階段 

呂依蓉 東海大學 中等教育學校 

莊千慧 國立臺南大學 國民小學 

張如慧 國立臺東大學 國民小學 

吳佩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校 

(名單依教育階段與姓名筆劃排序) 

二、 實習輔導教師 

卓越獎 4名 

姓名 推薦學校 服務學校 教育階段 

林慧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中等教育學校 

黃雪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

學 
中等教育學校 

陳俊利 臺北市立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張晏甄 國立屏東大學 臺南市立仁德幼兒園 幼兒園 

(名單依教育階段與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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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習學生 

（一）楷模獎 20名   

姓名 推薦學校 教育實習機構 教育階段 

邱婷君 淡江大學 新北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邱邑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莊書喬 中原大學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劉玳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吳家安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 
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劉佩芫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陳瑞婷 國立臺南大學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附設幼

兒園 
幼兒園 

吳妙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幼兒部 特殊教育學校 

王綺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李冠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中等教育學校 

游沂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蔡宗豪 國立中山大學 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蔡嘉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劉懿萱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 
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郭俊澤 國立清華大學 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張鶴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顏銘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郭姿瑩 國立屏東大學 臺南市立仁德幼兒園 幼兒園 

黃宜君 國立東華大學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國民小學附設

幼兒園 
幼兒園 

高于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 特殊教育學校 

(前 8名依各教育階段審查積分排序，餘依教育階段與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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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良獎 40名  

姓名 推薦學校 教育實習機構 教育階段 

李佳璇 國立臺北大學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中等教育學校 

李欣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林乙安 中原大學 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邱建翃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 
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林敬恩 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連芸珮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陳易柔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陳思元 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陳俞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雲林縣立口湖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陳涴沁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中等教育學校 

張惠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莊惠銓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張詩君 東海大學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中等教育學校 

黃曉君 大葉大學 桃園市內壢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楊苡軒 國立中央大學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 中等教育學校 

楊雅茹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廖品筑 東海大學 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臧蘊涵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蕭佳宜 淡江大學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饒芳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中等教育學校 

江世筠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李乙萱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呂芯卉 國立清華大學 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洪昭如 國立屏東大學 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張可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桃園市楊梅區瑞塘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陳妍伶 國立屏東大學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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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推薦學校 教育實習機構 教育階段 

陳妍容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陳詩涵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買紓娸 國立嘉義大學 嘉義市垂楊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 

黃琦恩 國立東華大學 
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高

級中等學校附設國小部 
國民小學 

余珮琪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

新科技大學 

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幼兒園 

柯維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幼兒園 

胡毓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幼兒園 

陳怡瑄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

新科技大學 

新竹市陽光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

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辦理） 
幼兒園 

張苡蕙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幼兒園 

蕭育婷 國立臺東大學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國民小學附設幼兒

園 
幼兒園 

林玫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 

陳兆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中市北區太平國民小學 特殊教育學校 

劉怡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特殊教育學校 

魏佳樺 國立東華大學 臺南市北區開元國民小學 特殊教育學校 

(名單依教育階段與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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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 

（一）同心獎 5組 

推薦學校 教育實習機構 團體成員 教育階段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 

實習指導教師：林延輯 

實習輔導教師：巫佳陽、陳芳儀、 

蔡義誠、蕭煜修 

實習學生：簡子嘉 

中等教育學校 

輔仁大學學校財

團法人輔仁大學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

學 

實習指導教師：陳俞志 

實習輔導教師：張素惠 

實習學生：張雅雲  

中等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 

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

小學 

實習指導教師：顏佩如 

實習學生：吳茵琪、曾暐丰 
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 

實習指導教師：劉述懿 

實習輔導教師：林瑞吉 

實習學生：李晨筠 

國民小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

業學校 

實習指導教師：張家瑞 

實習輔導教師：徐士喬、張毓慧、 

黃詩涵 

實習學生：佘曉樺、張彥肜 

特殊教育學校 

(名單依教育階段與學校筆劃排序) 

（二）優良獎 2組 

推薦學校 教育實習機構 團體成員 教育階段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大學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

民小學 

實習指導教師：林偉人  

實習輔導教師：王章嘉 

實習學生：呂惠寧、李紜瑄、 

陳暐婷、葉晴 

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大學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

民小學 

實習指導教師：陳宏淑、鄭錦桂、

劉述懿 

實習輔導教師：李春梅、阮麗蓉、

許淳瑩、許育慧、陳美玲、 

陳政凱、葉宇紹、鍾雅如 

實習學生：方郁婷、王心宇、 

余孟樺、許瑜珉、黃仰慧、 

黃偉銘、蔡郁瀅、蕭又寧 

國民小學 

(名單依教育階段與學校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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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績優事蹟簡要說明 

姓名 績優事蹟 

吳靜宜 

1. 進行指導教育實習課程前，先進行「召喚初衷」活動，試圖喚醒每位學生「為

什麼想當老師」初衷，調整準教師心態，確切了解並認識每位實習學生。 

2. 從了解實習學生成長歷程及特殊經歷中，發現亮點並實習學生鼓勵成為自我特

色、邁向教師之路。簡述實習前、中、後指導實習學生內容。 

3. 呼應師培中心實習指導教授的職責，並予以實踐，可從其所付之「事項和時程

彙整表」看到與學生的互動的實踐歷程。 

陳琦媛 

1. 擔任教育實習機構與實習學生間的溝通橋樑管道，讓輔導教師盡所能給予指

導，實習學生用心自在學習成長，並規劃強化實習生理論與實務的教育實習指

導，形成架構圖呈現，有助於實習生快速掌握重點。 

2. 教育指導典範事蹟：五項典範事蹟呈現擔任教育實習指導教師不間斷，已指導

142位實習學生。用心指導實習學生積極參與教育實習績優獎與教案比賽獲獎，

八成實習學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不放棄任何一位實習學生，幫助其建立自信

與專業成長。 

王金國 

1. 對實習指導工作執行落實，對學生教學活動課前共備指導與課後回饋都能本於

專業，扎實提供有意義的引導與協助；訪視輔導紀錄詳實呈現，並能在每個歷

程呈現輔導省思；半年實習結束後仍持續關懷輔導，用心值得肯定。 

2. 對實習輔導與師培推動很用心，典範事蹟呈現多樣化的輔導典範：除對實習生

的直接指導、關懷及規劃辦理海外教育實習，協助師資生拓展國際視野外，並

透過實習輔導行政規劃及研究分享發表等途徑，對教育實習指導與輔導工作提

供間接但更廣域的支持，殊為可貴。 

陳佳君 

1. 教育實習指導理念與目標清晰，指導計畫內容與進程規劃完整，指導過程執行

落實，指導學生能依計畫銜接學理知能及實務經驗，並有明確的指導紀錄及實

習生回饋資料可稽。 

2. 針對指導實習時所發現之教學現場疑難問題，找到適切的改進方式，有效整合

理論與實務，有助提高教育實習之指導成效，更將所得成果與啟發撰成專文分

享發表，擴大與深化影響力。 

孔淑萱 

1. 實習學生每次返校都有精進的主題:例如國中技藝班、轉銜、差異化教學、行

為功能入和社會技巧教學等主題分享。且有提供一份實習生個別輔導紀錄。 

2. 能利用社群媒體及時與實習學生互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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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績優事蹟簡要說明 

姓名 績優事蹟 

林慧萍 

1. 對於實習老師的教學演示均有細膩的觀察，並對於實習老師的優缺點均能一一

詳列並給予建議。 

2. 分三階段「導入與觀察、設計與規劃、授課與反思」進行指導過程，各階段的

指導說明條列清晰，在反思檢討建議針對實習學生精進之處，提供適切回饋，

培養實習學生的自我成長能力。 

黃雪嬌 

1. 實習輔導老師能看待學生的多元面向，並提醒實習老師對於學生不應先入 為主

或有刻板印象，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2. 教育實習輔導代表作：以成就他人協助教育實習學生成為良師為輔導理念，分

「職責確認、有效教學、班級經營」三階段流程指導實習學生。 

3. 在行政實習、導師實習及教學實習各輔導中，都能提供實習學生具體的學習策

略。 

陳俊利 

1. 實習輔導認真盡責，各項輔導工作均能確實到位，各階段紀錄詳實，表列清楚，

有效協助實習生成長，值得肯定。 

2. 在整個教育實習輔導的歷程中扮演「鷹架」的角色，除了傾囊相授之外，更能

透過引導方式、給予自主發展之空間，故在歷程之中，每每可以看到實習生創

意教學與深度反思的成長軌跡，相當不易。 

張晏甄 

1. 輔導紀錄詳盡豐富，省思深刻並能將省思轉化為行動，回應幼兒的發展與學

習，能顯示出實習輔導教師在輔導過程中對實習生之關注與培育熱忱。 

2. 實習輔導老師在幼教專業方面著有傑出表現，包括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

獎，擔任幼兒園專業輔導老師等，依其專業表現，能在實習輔導方面持續貢獻

心力，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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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楷模獎績優事蹟簡要說明 

姓名 績優事蹟 

邱婷君 

1. 教學創新作法運用「事實性」、「推論性」與「評論性」提問引導學生進行多層

次思考，加強閱讀理解策略之後設認知，並進行多元及差異化的學習評量。 

2. 校園人際互動和諧、主動協助行政工作，關懷同事。導師實習勉勵自己落實關

愛教育，撰寫學生輔導紀錄表與彙整每一位學生最棒的人格特質、注意事項，

且指導學習弱勢學生與學生競賽有成。 

邱邑函 

1. 深具反躬自省的實踐能力，可有助於永續未來教師生涯發展。 

2. 教育生涯的期許與發展具體踏實，教育實習檔案(心得)優異，值得分享。 

3. 許多創新智慧課程，以生活化教學為教學目標，有新新人類的教學活潑性，相

當引人入勝。 

莊書喬 

1. 實習成果豐碩，且無論自己或所帶學生均有豐碩成果，相當值得肯定。 

2. 教育實習計畫完整能勾勒發展、成就優異。 

3. 教學方法採多樣策略，雖然都是基本型變化，但執行得很深刻。對實習老師而

言，做得好比做得多更重要。扎實訓練才是行遠志誠的好方法。 

劉玳君 

1. 能於課前課後向諸位老師請益，並與輔導教師共同反思實習整體表現，討論後

續發展方向。 

2. 教育實習計畫具系統性，能劃分不同進程階段規劃，並包括實習前之準備方向

及內容，並且以表格呈現實習計畫每個月的例行事務與須注意的重點事務。 

吳家安 

1. 實習楷模事蹟豐富多元，分類描述清晰，從實習、學習和服務三個面向整理自

己的實習楷模表現，且能兼顧理念學養、行動實踐與態度價值層面，又能與學

習檔案中其他部分的內容呼應，有助掌握並更深入理解各項優良表現的特色。 

2. 能做重點式的歸納整理與呈現，對實習心得亦能清晰完整呈現，可看出該生在

教學實習、班級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各項目中的實施歷程與脈絡、學

習成果與收穫，相當精實，頗有啟發性。 

劉佩芫 

1. 實習檔案實習理念明確，架構清晰，內容豐富、詳實，將教育實習分為「實習

摘要」、「楷模事蹟」、「課程設計」、「教學創新」等十一階段，有助於系統說明

如何成為優秀教師；楷模事蹟豐富多元，分類敘述且能加上圖片佐證，對教學

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等均能清晰紀錄、加以反思並提出期許，

足見該生之用心。 

2. 課程設計與教學創新豐富多元：課程設計五瓣花(齊慎敏思涵)，充分融入各項創

新教學方式(情境式教學、遊戲融入教學、圖像融入教學、資訊融入教學、議題

融入教學)，以發展學生五力(合作力、反應力、觀察力、思辨力、表達力)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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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績優事蹟 

標，其設計相當符合目前 12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與宗旨。 

陳瑞婷 

1. 實習計畫整合校方、園方、自身理念及期待，完整且系統地規劃不同階段的實

習學習重點和目標。 

2. 結合專長設計課程活動，增添課程多元、活潑、有趣的元素。課程設計具備統

整性、連續性及銜接性，教學意圖和活動設計具關連性。 

吳妙蓮 

1. 實習楷模事跡不限於實習班級內，透過多元活動拓展視障幼兒的視野。能擴展

至整體校園與社區。 

2. 課程設計架構完整明確，且記錄詳實。創新教學，能考慮特殊幼兒之需求與限

制將抽象概念具像化、經驗化，幫助幼兒之學習。 

3. 在實習期間能夠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落實將理論實踐於教學中，例如:美感教學、

多感官教學、統整學習歷程，進行班級和全園的合作教學，引導幼兒進行班級

情境的布置，各種節慶籌辦及布置校園環境。 

王綺玟 

1. 以登山者的心路歷程比擬自我的教師生涯，認識自己、用愛陪伴、繼續上坡，

值得肯定，且能積極參與校內外研習，增進自我教育知能。 

2. 於實習學校導師、行政及教學實習都能用心參與，特別是跟學生的互動能展現

其深刻投入的歷程和績效，並提出個人的見解。 

李冠儀 

1. 深具自我反省及實踐能力，未來優質教師生涯發展可期。 

2. 課程設計具體可行與教學創新教學的作法能活化教學，實習表現優異，議題融

入國文各單元亦為特色。 

游沂醍 

1. 教育生涯的期許與發展具體踏實，教育實習檔案(心得)優異，值得分享。 

2. 教學導師行政實習配比適當，且具自我反省實踐能力，對未來教師生涯發展有

所助益。 

蔡宗豪 

1. 積極協助行政事務，掌握機會增進自己，並將自己的成長與努力，心得與省思，

整理得非常好。 

2. 教育實習計畫具系統性，能劃分不同進程階段規劃，並清楚說明教學、行政及

導師之不同實習內容。 

蔡嘉宇 

1. 教材與教學頗具創意，且能融入重大議題於教學實踐之中，值得嘉許。 

2. 課程設計具體可行與教學創新教學的作法能活化教學，實習表現優異。 

3. 在實習過程可以接觸資優教育的課程設計與執行邏輯，是非常棒的經驗，而你

看得出來也有好好把握學習的契機。 

劉懿萱 

1. 具自我反省實踐能力，對未來教師生涯發展有所助益。 

2. 校園人際互動佳、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專業研習等成果及心得皆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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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緒單元三節課設計連結角色扮演、牌卡與日常生活實例脈絡清楚。 

郭俊澤 

1. 實習楷模包含活動策畫與形象設計，內容豐富多元，教育實習理念清楚，並融

入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與共好等素養導向理念，能夠落實於教學之中。 

2. 該生與教育實習夥伴共同策畫的主題書展、實習生的畢業典禮，以及在教學歷

程中雙語教育、跨領域課程探究、「一張沒有既定框架的學習單」實施的理念與

活動設計，不僅充分展現其具備創新思考的能力，亦能顯示其具備問題探究與

反思能力，值得嘉許。 

張鶴眉 

1. 教學創新運用「一課一創新」、「班遊趣」與「主持與支援」等活動，提問與引

導學生進行趣味化學習，成效頗佳。班級經營時能觀察學生問題並尋求解決問

題之策略與方法，頗見用心。 

2. 教育實習歷程中除教學課程的反覆練習，對於學校師長與學生的感恩、自我充

實與愉快互動等，可增進實習教師多元完整的體驗學習，也能增進良好師生關

係。 

顏銘霆 

1. 實習楷模事蹟內容豐富多元能涵蓋課程教學、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特殊生指

導、行政參與、個人學習態度與實踐反思等不同層面，展現實習期間全方位學

習的成果；實習計畫經重組整理，能以理念及目標為基礎，再規劃各項實習的

項目與進程，架構完整，更有系統也更清晰。 

2. 課程與教學的運作中，能積極運用多元的教學與學習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的內

涵與經驗，引導學生朝向素養導向與終身學習力的方向前進；本身具備數學以

及加註輔導專長的知能。 

郭姿瑩 

1. 課程設計過程中，能分析幼兒之起始程度，並續接以教學內容分析與引領適切

的教學，並進行深入的省思，以實習生之專業發展階段觀之，表現不凡。 

2. 將個人在幼教現場的課程實踐經驗，整理投稿，與人分享，共學共好。 

黃宜君 

1. 參與幼兒園輔導計畫，將學習區期初到期末的轉變、各個學習區環境改造歷程，

前中後拍照記錄分析，內容詳實，十分寶貴的經驗。 

2. 在學習區時間，懂得觀察幼兒的學習，給予陪伴和鼓勵，適時給予提示，掌握

與孩子互動時鷹架其學習內容，發展幼兒個人或小組獨特的方案。 

高于淇 

1. 確實於嘗試創新教學，運用學生喜歡活動及影片將概念具像化，幫助學生之學

習。 

2. 充分做到由參與中學習，相關紀錄之撰寫條理清楚，內容完整。 

3. 實習內容任務的記錄仔細且明確，並且能夠進行自我反思，對個人有所期許，

樂見其邁向專業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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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同心獎績優事蹟簡要說明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 績優事蹟 

師資培育之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實習機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團體成員: 

實習指導教師：林延輯 

實習輔導教師：巫佳陽、陳芳儀、蔡義誠、

蕭煜修 

實習學生：簡子嘉 

1.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之互動學模式具清晰的架構性

及創新性，例如依規定成立輔導小組，並規劃五

階段進程。另外，設置實習輔導小組，建置專屬

研討室，成立專業社群，同儕合作成長共好。 

2. 師大扎實提供學生大量教學演示及模擬教甄的機

會，師大附中則提供大量研習，彼此相輔相成，

都為實習教師提供很好的練習與進步的機會，非

常令人感動。 

師資培育之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輔仁大學 

教育實習機構: 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 

團體成員: 

實習指導教師：陳俞志 

實習輔導教師：張素惠 

實習學生：張雅雲 

1.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建立相融的實習

輔導制度，包括三方實體和線上互動 

如:教學演示的備觀議課、聯繫會議、實習訪視、

專業成長團體，以及 Line互動。 

2. 教育真正的意義就是看見學生的改變與勇敢。這

份報告完整體現了教育的真諦。最後提出的具體

效益更令人動容。完全呈現三贏的局面。相信這

是一個可複製的合作模式。 

師資培育之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實習機構: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 

團體成員: 

實習學生：吳茵琪、曾暐丰 

1. 實習指導教師用心投入，運用多元的媒材，且申

請教育部專案，依據實習學校校本課程規劃大學

創新課程與教材資源，結合了校內課程、相關專

案的資源，來輔助實習生的學習和成長。 

2. 能運用圖表將實習三聯關係完整呈現，並在師培

大學、實習學校與實習生三聯關係中融入科技運

用，由大學和小學合作進行虛擬實境相關的教學

與研究。這樣的創新模式，頗有參考價值。 

師資培育之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實習機構: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 

團體成員: 

實習指導教師：劉述懿 

實習輔導教師：林瑞吉 

實習學生：李晨筠 

1. 師培大學及實習學校對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均有長

期且完整的制度規劃與合作經驗，基礎穩固，運

作落實。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生

互動良好，且課程規劃、焦點座談、研習進修等

及回饋與互動情形之記錄均完整詳實，成效頗佳。 

2. 實習輔導教師對實習輔導工作經驗豐富，理念清

晰，做法精緻明確，投入積極，對實習生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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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合作團體 績優事蹟 

獲得實習生具體的肯定。實習生課程準備、觀課、

議課及省思等敘述詳細具體，且均能虛心接受實

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的指導，收穫頗豐。 

師資培育之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實習機構: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

校 

團體成員: 

實習指導教師：張家瑞 

實習輔導教師：徐士喬、張毓慧、黃詩涵 

實習學生：佘曉樺、張彥肜 

1. 以 ACTION模式作為師培大學、實習單位與學生

三方之願景與互動關係頗具特色，架構具體、目

標明確，對個別創新作法描述詳細。 

2. 提出「ACTION」的模式的精神與行動，並訂定

指標維持三聯關係的正向互動，透過三聯關係發

展出實習輔導的可推廣模式。 

3. 三聯關係的人都能夠持續的互動，透過教師專業

社群、線上共備和各科資源共享，落實相互合作

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