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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1-2期初大會 
    

主題：教育學程期初大會 

時間：2013.02.27  16:30 

地點：社 2001室 

 

簽到情形 

期初大會活動海報 
 

等待大會開始 

時數補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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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利銘老師勉勵大家 

行政助理馨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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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學務長洪瑞兒老師勉勵大家 
下圖：周珮儀老師勉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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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鄭雯老師勉勵大家 下圖：副校長鄭英耀老師勉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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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師資生 

史懷哲計畫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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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洪瑞兒老師分享 下圖：洪瑞兒老師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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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史懷哲計畫同學與師長合照 

課程助理淑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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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助理硯羚報告 

學程學會會長瑞琪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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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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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生服務學習心得分享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期末心得報告 
學程編號 EA002013 系所 音樂所二 

姓名 林煜屏   

在服務學習課程中，我獲得的最大快樂與痛苦/挫折各是什麼？  

（建立友誼？幫助他人？被需要？服務對象有進步？不知道如何接近服務對象？時

間不夠？期望過高？對服務對象態度的感受？） 

 

最大的快樂為在小孩身上看到單純的心，願意順服帶領，練習各樣的要求和作業，

在各樣的活動上操練準時與預備好的態度。挫折為隊上的小男生有時得不服管教，

需要預備更多的方法以應付各種不同小孩的需要，能使他們順利的進入課程。 

服務學習課程中，我最大的收獲/學習是什麼？ 

（包容力、尊重他人、了解服務真諦、服務技巧進步、反思與追求社會正義） 

 

學習尊重他人，在小朋友身上看到彼此包容、相親相愛；雖有吵架，但不久後便願

意反省，道歉和好。身為大人的我們，也要以此為榜樣。 

以你所修之師培課程融入到服務課程，是否理論於實務相輔成？還是不足之處?我

能試著去發現學童的長處嗎?如何做呢? 

 

兒童長處各有不同，反應能力也不一樣，然而課程有一定的進度壓力；但以同理心

的角度，只要我們願意放下心中的標準與成見，便能看見兒童的長處。 

相對於同單位服務的志工?有哪些是我可以改進的?哪些是可以發揮所長、協同合作

的?  

 

在事務的幫忙上，可更細心的觀察到需要，及時的補上人力的付出。 

因著喜歡和人相處，藉著這樣的課程，與身旁的同伴配搭課程、活動、照顧孩子，

在合作上彼此幫忙，互相切磋，也在愛裡扶持，彼此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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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期末心得報告 
學程編號 EA002021 系所 中國文學系四年級 

姓名 陳韻琪   

在服務學習課程中，我獲得的最大快樂與痛苦/挫折各是什麼？  

（建立友誼？幫助他人？被需要？服務對象有進步？不知道如何接近服務對象？時

間不夠？期望過高？對服務對象態度的感受？） 

我覺得在服務的過程當中最快樂的就是看到小朋友的進步，每個小朋友都有不同的

特質，他們或許不會在第一時間就有所反饋，但是他們會慢慢的進步，在每一次陪

伴他們寫作業的時候，當我看著他們完成困難的作業時的笑容，看著他們在學習的

過程中成長、進步，讓我覺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有價值了。 

服務學習課程中，我最大的收獲/學習是什麼？ 

（包容力、尊重他人、了解服務真諦、服務技巧進步、反思與追求社會正義） 

在陪伴孩子寫作業的過程中，時常會遇到孩子有情緒上的問題，一開始的我會很無

奈，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常常覺得很自責，但是在與孩子有長時間的接觸之後，

讓我學習到應該用更大的包容力對待他們，他們並不是無緣無故的發脾氣，找出讓

他們心情不好而發脾氣的原因，陪著他們想辦法解決困難，或許在這過程中會遇到

很多挫折，但我覺得看著孩子們不管是在課業或品行的進步，讓我覺得這就是我這

一學期以來最大的收穫了。 

以你所修之師培課程融入到服務課程，是否理論於實務相輔成？還是不足之處?我

能試著去發現學童的長處嗎?如何做呢? 

我覺得理論跟實務上還是有些許差距的，但是在過程中我學習到如何將課本的理論

實踐到我的教學當中，並且在教孩子的過程中逐步調整自己的步調，在與孩子的互

動中發現他們擅長與不擅長的部分，對於他們所提出的疑難問題加以教導，在這過

程中我覺得自己學到很多課本中學不到的寶貴經驗。 

相對於同單位服務的志工?有哪些是我可以改進的?哪些是可以發揮所長、協同合作

的?  

我認為自己在教小朋友寫作業的方面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在相同單位中的每一

位志工老師都很有經驗，他們對於小朋友們的反應與情緒問題也都處理的很得當，

我覺得自己在處理孩子們的情緒問題時，還是需要更多的經驗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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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之音 
    

 

證嚴法師說故事 – 多疑的公鳥 
 
有一棵大樹，上面有個鳥巢住了兩隻鳥──一隻公的，一隻母的。  
牠們為了儲存冬季的糧食，採了很多水果回來，將巢放得滿滿的。  
有一天，因為陽光很強，這些水果被曬得脫水而使體積變小了。  
公鳥從外面採果回來時，看到原本滿滿的水果，怎麼變少了呢？  
就對母鳥說：「我們一同辛苦地採水果，為什麼你獨自吃了而不告訴我？」  
母鳥說：「我沒有吃啊！」  
公鳥說：「水果明明減少了，你怎麼說沒有吃呢？」  
母鳥委屈地說：「我真的沒吃啊！」  
公鳥一生氣就起了瞋恨心，用嘴一直啄母鳥，啄得牠遍體鱗傷。  
母鳥受不了這樣的虐待，傷心地飛走了。  
之後，忽然下了一場大雨，水果因雨水浸泡又膨脹起來，和原來一樣佔滿了鳥巢。  
這時公鳥才知道自己誤會了母鳥，覺得很後悔！  
 
牠在鳥巢旁一直啼叫，希望呼喚母鳥回來。  
雖然晝夜不停地呼喚，但是再也看不到母鳥的蹤影了。  
這則故事，可以警惕我們：  
「信任」，是待人處事不可或缺的因素。  
凡事要冷靜思考，要懂得包容、體貼他人；  
莫讓「疑念」佔據自己的心而言行失當，造成遺憾。  
有寬大的心量，做人做事才能圓融，也才能保持心境的安寧自在。  
希望大家時時多用心，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自我鍛鍊開闊、坦誠及慈悲的胸襟。 
 

寬恕是對自己的仁慈 

◎吳淡如 

  我曾經碰過一個讓我覺得哭笑不得的婚姻個案。先生和太太都是誠懇又平凡的市

場商販，求助的問題則使人忍不住感歎「怎麼會有人這樣？」 

  丈夫的困擾是：二十多年來，太太完全不准他回家看父母，也不讓孩子看祖父

母，跟婆家完全鬧翻了。那還不打緊，太太每日照三餐對他叨念婆婆家過去的罪行，

重複再重複也不厭倦，有時半夜心血來潮，還會把丈夫叫醒來叨念一番，丈夫已二十

年未曾睡好覺、吃好飯。 

  這位太太是一位「長男的媳婦」，向來勤儉持家，做牛做馬。婆家到底有多麼對

不起太太呢？對不起是一定有的，但聽來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說：兄弟妯娌間

曾合夥做生意，錢分得不公平，所以太太一直記得先生的大姐積欠她一整年的豆腐

錢，「豆腐三十三塊，豆腐乾十五塊、豆腐皮十塊錢」，說好要給她的，但一直都沒

有還，太太銘記在心，每天都在腦中重撥了一次算盤，竟沒有一天能忘。 

  還有，婆家並沒有好好地幫太太坐月子，使她備覺委屈，這也是後來她不肯讓孩

子認祖父母的理由：生出來的時候你們都沒有好好照顧我，憑什麼養大了之後要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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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認你？是她的邏輯。 

  先生早期處理得也不得當。太太一抱怨先生的家人，先生基於孝道，就先把她打

一頓再說，後來發現「打了還是繼續念」，終於不敵，轉而變成一個受害者。以前他

打她，現在她念他，好像也是挺公平的。然而，她已經五十多歲了，在一個多小時的

訪談過程中，提起的舊恨依然是豆腐乾與坐月子，聽久了讓我覺得很荒謬。連我都快

把她的豆腐價錢背起來了，她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咬牙切齒，陳述著自己的怨恨。 

  其實，年過半百的這一代台灣婦女，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九，都走過婆家與先生的

許多個對不起，她的遭遇，絕對不是最悲慘的，一大早走進公園裡訪問正在跳舞或練

氣功的歐巴桑們，你一定可以找到不少命運比她壞幾倍的女人。 

 

  其他更歹命的人可以在事過境遷後開開心心過自己的日子，而她卻不能，問題在

哪裡呢？在她一波又一波的泣訴下，頭皮開始發麻的我只有一個結論，那就是：她的

怨恨多年來一直累積，並沒有因為口頭的發洩而宣洩，她的記恨能力和生命力一樣堅

強，已成了打不死的蟑螂。 

  有時我覺得，記恨能力很像基因遺傳，有些人天生健忘，什麼國仇家恨都無所

謂，有些人就是喜歡此恨綿綿無絕期。 

  這位太太說到後來，還把自己的關節炎以及靜脈曲張所帶來的疼痛，算進公婆沒

有好好幫她坐月子的帳裡。她的恨意像細菌，在她的擴張解釋中分裂生殖，威力無可

抵擋。 

生活圈子不大的人，眼界不寬，記恨能力也會特別強。 

  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記取經驗和教訓是好習慣，但可不要光記恨而

已。因為記恨是划不來的。恨比愛花力氣，沒有投資報酬率，還會讓周遭的人喘不過

氣，愛會生愛，而恨會生恨，這是不變的道理。這些年來，她為恨所花的力氣，必然

超過妯娌欠她的豆腐錢了吧。恨，那麼花力氣傷身體。 

  有些人的一生，似乎是為了來學習寬恕這個課題。命運對她並不仁慈。她和我的

年齡差不多，卻已歷盡滄桑。她是我在廣播節目中，訪問過的一位朋友，湯秀璸小

姐。 

  我看了她的書「逆風飛舞」，主動爭取訪問她的機會，而她雖然費盡全力與末期

癌症抗爭，卻也大方的克服萬難，來接受訪問。她進廣播室的第一句話是：「你看完

我的書，覺得這個女人很笨吧。」依然柔嫩美麗的臉龐上，掛著洞然世事的微笑。 

我不想說假話，我對她點了頭。 

  我很早就在報紙上看過她的個案。她自幼有類風溼性關節炎，在戀愛路上，雖然

遭到家人反對，仍堅持與她的第一個男人Ｊ在一起。Ｊ是個醫學院學生，也是個優柔

寡斷的男人，既想以「家人反對」理由和她分手，卻又不捨多年感情放下她，反反覆

覆、波瀾起伏，卻還是瞞著家人結了婚。 

  結了婚，卻不承認。常寫滿紙濃情蜜意的情書或紙條給她，卻同時又以未婚身分

與數位女子暗通款曲。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Pro"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14 

  這個婚姻，之所以會鬧上法庭，使人人震驚，是因為湯秀璸在得了初期乳癌時，

曾經請教過自己在某大醫院擔任家醫科總醫師的丈夫，丈夫卻多次告訴她沒關係，且

阻止她就醫，直到癌症末期、已難治癒。 

  看在法律人的眼裡，這無疑是一場蓄意的謀殺。 

  Ｊ曾為了離婚，用盡方法，而湯也為了挽回婚姻，不斷委屈求全，各種讓我覺得

「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不應如此」的手法：比如，因為無法生育，跟妹妹要一個

孩子當成自己的，要丈夫視為己出，想挽回外遇丈夫的心。替丈夫跟他追求的對象談

判，願意接納他的齊人之福……這一切努力，當然拴不住一顆已經離開了的心。 

  最後忍無可忍的她控告丈夫，這件事情進入司法程序時，因這位醫師的醫德令人

髮指，有不少律師熱心幫忙。然而到了後來，湯秀璸卻選擇了寬恕，還向法官求情。

官司未完，她已決定釋放。 

  在與最難纏的病魔纏鬥時，她將她的經歷寫成書。「逆風飛舞」就是她用生命寫

成的記事，坦誠且深刻。讓我心疼她的痛苦，也歎息她在漫長歲月中曾有的天真。 

  他使她的病情無可挽回，且她卻選擇寬恕，且她的寬恕並不膚淺，她說：寬恕不

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它是不斷的來回擺盪，需要時間耐心的學習、滌除、釋放。 

  她的寬恕，最大的意義並不只是原諒那個傷害她的人，而是放過自己。不再為傷

害自己的事情受苦。不想再將自己剩餘的人生也賠上。花了那麼多時間，她體認到：

「幸福可以有各種模式，不是非得把自己的人生依附在另 

一個人身上才能得到幸福，生命的寬廣及可能往往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不是她。但誰都知道，被傷害到這樣的地步，寬恕好難。 

  然而，寬恕卻是一個被嚴重傷害的人，能夠送給自己的最寶貴的禮物。 

  什麼是寬恕？寬恕不是忘記對方的錯，也不等於赦免。不是告訴自己，對方沒有

錯。是拒絕他的繼續傷害，絕不表示他還可以傷害你。不是自責。也不等於跟對方和

好。只是放棄以生氣來折磨自己，不再對憤怒說：歡迎再度光臨，不想再把往後歲月

葬送給不美好的記憶。這才是寬恕。 

  我們不是湯秀璸，未曾受過那麼深的傷害，但人人都明白，寬恕多年前心靈上被

砍傷的那一刀已經很難很難。 

  但是，學會寬恕，最受益的還是自己。 

  美國史丹福大學曾經開設過一個學習諒解的課程，近三百名成年人發現，上完課

後，他們的精神壓力減輕了，莫名其妙的頭痛和腸胃不適都不再侵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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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訊息 
    

102學年度教育學程招生重要日程表(草案) 

日   期 星 期 辦        理       事       項 

102年 4月 29日 一 公告 101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簡章 

102年 5月 3日 五 招生說明會(下午 3時~4時) 

102年 5月 26日 日 繳費截止日。 

102年 5月 30 日 四 報名：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102年 6月 27日 四 試場公告 

102年 6月 28日 五 考試(上午筆試，下午面試) 
期末考後一週 

102年 7月 18日 四 公告榜單、寄發成績通知單 

102年 7月 25日前 四 成績複查申請（以郵戳為憑） 

預計 102年 9月 13
日 五 錄取生報到 

預計 102年 9月 25
日 三 新生說明會 

※以上行程皆為草案，實際請依照招生簡章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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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教育實習辦法修訂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93.02.27 92 學年度第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05.20 93 學年度第6 次行政會議通過 

95.11.15 95 學年度第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6.12.26 96 學年度第7 次行政會議通過 

98.09.30 98 學年度第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06 .13 99 學年度第128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10.15 101 學年度第13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03.19 101 學年度第135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及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

習作業原則」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實習課程係指師資培育法第八條及其細則第三條第四款所稱之半

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第三條 申請修習教育實習課程者，應依本校公告時程辦理登記，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

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三、大學畢業後，依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者。 

第四條 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年，上學期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卅一日 

止；下學期自二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止；向教育實習機構報到日期為起始日期八月一日或

二月一日。實習學生因重大疾病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經教育實習機構及本校核准者，

得不受前項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及實習起迄年月之限制，惟未於前項規定日期辦理報

到者，應與教育實習機構協商補足教育實習日數。 

第五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之遴選原則如下： 

一、具教育實習專業素養者。 

二、有能力指導教育實習者。 

三、有意願指導教育實習者。 

四、具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一年以上之

教學經驗者（含臨床教學）。 

第六條 實習指導教師之實習指導鐘點，依照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規定支給。 

第七條 實習指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轉達實習學生之意見予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實習機構。 

三、對每位實習學生進行到校輔導至少乙次。 

四、主持或參與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五、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及報告。 

六、評閱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檔案。 

七、評定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八、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 

第八條 教育實習機構以主管機關公告所轄適宜辦理教育實習及願意提供實習機會之機構 

名單為原則，所簽訂實習契約學校其條件如下： 

一、 地理位置便於到校輔導者（本校輔導區域為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市、台東縣市及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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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組織健全，合格師資充足及軟硬體設施齊備，足以提供充分教育實習環 

境者。 

三、 曾獲主管機關校務評鑑評定優良或通過基礎評鑑者。 

四、 首長具合格教師證書者。 

五、 近三年無重大違規事件經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第九條 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其遴選原 

則如下： 

一、教學成績優良，具教育實習指導熱忱及能力。 

二、具三年以上教學經驗之專任合格教師，並具學科或領域專長者。但如有特殊 

情形，經教育實習機構主動推薦並經本校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實習輔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輔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三、協調提供實習學生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四、輔導實習學生心理調適問題。 

五、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或報告。 

六、評量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及綜合表現成績。 

七、對實習學生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八、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及主管機關辦理之相關活動。 

第十一條 教育實習之輔導得採下列方式辦理： 

一、平時輔導：實習學生須配合教育實習機構全時之作息，由實習機構給予輔導。 

二、定期輔導：由師資培育大學，辦理返校座談或研習活動，並以每月一次為原則。 

三、通訊輔導：編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供實習學生參閱。 

四、到校輔導：由師資培育大學之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指導。 

五、研習活動：參加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師資培育機構、教育 

實習機構及教師研習進修機構辦理之研習活動。 

六、其他：如網路輔導等。 

第十二條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開始前，與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及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

師研商訂定教育實習計畫，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實習學生基本資料。 

二、教育實習機構概況。 

三、教育實習重點項目：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四、教育實習重點項目之目標、實施方式、活動內容、預定進度及評量事宜。 

前項實習計劃經實習指導教師認可後，由本中心建檔列管，以作為實習輔導 

及評量的依據。 

第十三條 實習學生之各項實習活動應有正式教師在場指導。 

實習學生不得從事下列事項： 

一、單獨擔任交通導護。 

二、單獨帶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三、單獨照顧身心障礙學生。 

四、代理導師職務及行政職務。 

五、擔任專職工作或進修學位。 

六、其他於實習機構課後打工、兼差等情事，須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審議同意。 

第十四條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由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為之，雙方各佔百分之五十，以總

成績六十分為及格，成績及格者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不及格者，以重修處

理。成績不及格者，得經原教育實習機構同意後在原校重新實習，或由本校輔導至其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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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實習機構重新實習。在原機構重新實習者以一次為限。 

辦理教育實習單位（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相關人員，如涉及評量其子女之教

育實習成績等行為，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自行迴避；如輔導教育實習單位未發現，實

習學生亦應主動告知。 

第十五條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於實習結束當月十五日之前完成評量項目及比例如下： 

一、教學實習（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四十五。 

二、導師（級務）實習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行政實習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四、研習活動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評量表格另訂之。 

第十六條 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如下： 

一、中等學校：不得超過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二分之一。 

二、國民小學：不得超過十二節。 

實習學生除前項教學實習時間外，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 

第十七條 本校應與教育實習機構共同會商擬訂實習學生應享之權利及應盡之義務，以為

簽訂實習契約之準據。 

第十八條 實習學生應依相關規定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已辦理其他保險拒絕加保者，本校

應通知實習學生簽署切結書，並同時以書面通知學生家屬。 

第十九條 實習學生半年實習期間請假日數如下： 

一、事假：三個上班日。 

二、病假：七個上班日（連續二日以上之病假應檢附醫生證明）。 

三、婚假：十個上班日。 

四、娩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五、流產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六、喪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第二十條 實習學生全勤者，其成績得酌予加分。請假日數超過十個上班日者，其實習成

績不得超過八十分；請假日數超過二十個上班日者，其實習成績不得超過七十分。 

第二十一條 實習學生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應請而未請假者，以雙倍計算。請假超過

四十個上班日者，應停止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請產假（包括：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陪產假）累計超過四十日或代表國家參加國際

比賽等活動請假累計超過十日者，應依超過請假日數補足教育實習。 

第二十二條 申請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應於申請時繳交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

費，其收費標準比照本校當學期教育學程（教育學分）班學分費收費標準。繳費後，教育

實習課程實施前放棄實習者，全額退費；實習二個月內中止實習者，退費三分之二；實習

四個月內中止實習者，退費三分之一；實習四個月後中止實習者，所繳費用均不退還。 

第二十三條 實習學生實習成績不及格、重大疾病或事故停止教育實習者，得重新申請教

育實習並繳納教育實習輔導費，必要時得召開本校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經評估教育 

實習機構環境及輔導機制後方得重新申請，但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四條 本校為辦理實習前資格審查、教育實習課程實施方式審查及教育實習成績審

查等應成立「教育實習審議小組」，其設置要點另定之。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法

令規章辦理。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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