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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長的話 
最後一分鐘 

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考上教程的同學，是為當老師的理想起個步。到

最後一分鐘，檢查萬事妥當的話，則是決定另一半的成功，是決定勝負的

時刻。 

    那麼，想成功的人，只需起步及結尾努力嗎?  不!  

凡事要成功的話，須按步就班的注意每一個階段，若某一步不小心則可能要重來，

就前功盡棄了 

最後一分鐘，是檢查的時刻;最後一分鐘，不是開始做事的時候，若是，成功的機

會很低。 

    在西子灣用功的同學們，期中考、期末考能否交出傲人成績，視乎能否由開學到期

末不斷累積付出，而不是臨渴掘井的於最後一分鐘才做功課。「這一份功課未存檔又忘

了列印」、「趕功課弄到睡眠不足大感冒」、「休息不足駕車不小心弄到出車禍」、「電腦中

毒最後一分鐘交不出功課」等等事情，通常都發生在一些平日不預先安排的同學的身

上。在中山修教程的同學們，別讓以上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更要爭取理想的成績(本

科系的也好，教程的也好)。 

在外面進入實習階段的同學們，相信現在已調整為教師角色，更有不少已安排教

學觀摩。梁老師正在想念優秀的實習生們，特別在西子灣寫一番話為大家加油打氣，更

相信大家能為中山大學教程學生建立有氣質的形象，自信的面對每一階段的挑戰。 

    中山大學教程同學，代表成績在別人的前面又有教育理想的一群，當然是那一群會

為「好的開始」打算，不會只有五分鐘熱度，並且會分秒必爭的趕進度，如期做完規定

好的大小任務，取得「美的 Ending」。這一群令自己滿意而別人又欣賞的同學，代表

愛自己、孝順父母又尊敬師長的盡責學生。 

梁老師歷年來的觀察，能成為正式的教師，是持續到最後一分鐘不放棄的一組，

於秋風氣爽的校園與同學共勉，預祝中山的同學們，到最後一分鐘均成為勝利者。 

 

/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06.11.22 

好



 

 第 2頁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實習通訊 

二、專題：社會變遷與教師角色 
作者/高雄市教育局副局長   蔡協族 先生 

 

一、社會變遷的現象 

科技化造成國際化，而國際化促進民主化、多元化。 

（一）科技化 

  手機與電腦、網路是影嚮現代人生活方式的兩大發明。 

（二）國際化 

  通訊方便而使得交通便利，天涯若比鄰。 

（三）民主化 

  因國際化、知訊發達而讓各國人民近距離接觸、了解機會增多，彼此分享生活

型態、民主思潮、生活型態越發受到肯定 

  民主特徵：顛覆傳統、挑戰權威、由下而上形成決策。 

（四）多元化 

  民主社會可存在多采多姿的生活、婚姻型態，而現今教育體制中的「多元入學」

則希望培養學生具備帶得走的能力。 

二、社會變遷對教育的衝激 

（一）學校功能受質疑 

  網路發達、社會對教師的期待越來越高，若干特殊型態學校的產生，如毛毛蟲

學校、森林小學、錫安山。 

（二）教師地位受挑戰 

  家長教育程度高，老師能力受質疑。 

（三）教育目標的省思 

  學生是否只是成為考試機器？ 

（四）校園民主的需求 

人員進用民主化，如校長遴選機制 

三、教育工作者應有的體認 

教育責任重，應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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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教學方式、評量專業化，好的老師能運用專業的行為改變技術、班級經營方式，並

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效率。 

（二）落實國民教育理念 

  如林來發先生所說：國民教育對象為全體國民，教育方法為因材施教，教育目

標為人盡其材、適性發展。 

將每個學生帶上來，不以智育掛帥，關注、了解學生，欣賞優點、包容缺失。 

（三）積極鬆綁教育窄制 

  許多不合理的禁制，已逐漸鬆綁，如：髮禁、鞋禁。 

  教育應是：「沒什麼不能做，沒什麼一定要做」只要學生好即可。 

（四）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教師應多照顧弱勢學生 

四、改革浪潮中教師應扮演的角色 

（一）校務參與者 

  教師應積極參與校務、教師會、教評會等組織，推動校務。 

（二）課程設計者 

  教師應使課程生動、有趣，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三）能力引發者 

  應幫助學生掌握語文表達能力、外語、邏輯、資訊等能力。 

教師應自作榜樣，建立學生尊重包容、欣賞接納、待人接物的正確觀念。 

（四）終身學習者 

學校不可能教完學生所有能力、知識，因此推動終身學習念，教師自己應有終身學

習的能力、習慣、方法，使社會成為終生學習的社會。 

（五）快樂工作者 

  教師應以感恩服務、分享、喜悅從事工作，學生才能快樂學習。 

五、結語：願為教育清流 

  悲觀者抱怨風向，樂觀者期待風向，惟有細心、積極的人能調整風帆，享受乘

風而行，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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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緣起不滅－教育週活動 
 

 活動 內容 

01 學術演講 

1.11/22 星期三下午四點到六點： 

如社會變遷與教師角色 

2.11/24 星期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教師甄試面面觀 

02 卡拉 ok 大賽 
11/24 星期五晚上 6:30 開始 

於西 2001 舉行 

03 電影欣賞 
11/23 星期四晚上 6:20 開始 

於西 2001 播放「搖滾教室」 

04 
板書檢定 

11/22 星期三晚上 6:30-8:30  

於西 2002-1 會議室 

05 攝影展 
主題：展望未來 

報名時間為 11/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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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新聞 
經建會：投入 27億元 縮減城鄉數位落差 

中央社  記者唐佩君  95/10/09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表示，電子化程度是 21 世紀國家競爭力重要來源，為縮減

台灣城鄉數位落差，政府 2005 年至 2008 年投入新台幣 27 億元，在偏遠鄉鎮陸續建

置數位機會中心，目前實際使用人數累計達 3 萬 2 千人次，政府有信心可逐漸縮減城

鄉數位落差。 

經建會表示，電子化程度是 21 世紀國家競爭力來源，但台灣目前使用電腦及網路

人口比例出現明顯落差，尤其是城鄉差距大，如果不立即處理，長遠將會拖累國家競爭

力。 

據行政院研考會調查，國內曾經使用「電腦」人口比例前 3 名縣市分別為台中市

76.7%、台北市 76.4%、新竹市 73.4%；末 3 名為嘉義縣 52.5%、雲林縣 52.9%、澎

湖縣 54.2%。 

至於曾經使用「網路」人口比例前 3 名為台中市 72.5%、台北市 72.2%、新竹市

70%；末 3 名為嘉義縣 48.6%、澎湖縣 49.3%、雲林縣 49.5%。顯示都會區民眾使用

電腦與網路比例高於偏遠地區。 

經建會指出，為避免偏遠地區民眾因為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生活環境差異，造成

資訊應用能力落後都會區，政府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的「數位台灣計畫」

中已規劃「創造偏鄉數位機會」計畫。 

計畫內容是由教育部結合研考會、原民會、環保署等，從 2005 至 2008 年投入

27.2 億元，在全國 168 個偏遠鄉鎮建置 300 個數位機會中心，提供偏遠地區民眾學習、

應用資訊科技機會。 

在實際進度上，至目前已建置 50 個偏鄉數位機會中心，主要分布在彰化、雲嘉、

屏東、澎湖、及原住民地區等；據統計，數位機會中心累計使用人數已達 3 萬 2313 人

次；參與各種資訊課程民眾達 7032 人；學生接受課後照護人數累計 560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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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表示，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執行這項大型計畫，全力協助偏遠地區民眾增進

資訊應用能力，將可有效縮減甚至消除城鄉間數位落差。 

技專考招變革 今年試辦技優入學新制 

中央社  記者劉嘉韻 95/10/08 

技專校院考招入學制度將有重大變革，教育部今天表示，為鼓勵技藝優異學生入

學，九十六學年度起將試辦「技優入學」新制；九十八學年度起，高中職學生升學四技

二專，將分為甄試入學、技優入學與分發入學三種管道。 

教育部說，九十六學年度技優入學途徑，分為保送入學及甄審入學兩種，不採用四

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其中，獲得國際技能競賽與全國技藝技能賽前三名獎項的學

生，將可依照志願直接保送入學，甄審入學條件為，相關競賽獲獎者或持乙級（含）以

上技術士證照者，參加學校辦理的指定項目甄審後入學。 

教育部指出，同時符合保送入學及甄審入學資格的學生，都可報名申請，錄取後只

能擇一報到。 

配合九十六學年度開始試辦四技二專技優入學，教育部修正發佈「中等以上學校技

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技專校院各系組以外加百分之五的招生名額，

作為技優入學申請，符合技優入學條件的考生如有相關問題，可洽詢技專校院招生策進

總會，電話：（零二）二七七七三八二七，或上網 www.techadmi.edu.tw。 

閩南語羅馬拼音 拍板定案 

中時電子報  記者王超群  95/10/16 

教育部昨日公布「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始終無法統一的閩南語拼音系統

就此定案，國中小閩南語教材將根據此方案研訂，教育部將出版部編本閩南語分級教材。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童春發表示，多年來，閩南語教育缺乏共同的拼音

系統，不同的教科書使用不同拼音法。經學者專家反覆討論獲得共識，整合國際語音符

號（ＩＰＡ）、台羅拼音系統（ＴＬＰＡ）與教會羅馬字三大系統，推出「台灣閩南語

羅馬字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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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年開始，國中小閩南語教科書統一採用該拼音系統，教育部將編輯適合孩童學

習的部編本閩南語分級教材，供學校選用。 

明年三月底前規畫相關培訓與研習工作，研發線上教學及學習資源網，加速師資培

訓工作。 

之前部分學者和民間社團抨擊教育部將閩南語定於一尊，忽視已在部分地區行之有

年的通用拼音系統。國語會指出，為閩南語拼音系統之準確性、語言傳承，教育部有必

要推行閩南語拼音教學標準化工作。 

「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公告後，今年十一月底前，教育部編纂完成拼音系

統使用手冊（含系統、ＩＰＡ及注音符號對照表），今年底前完成編纂中的《臺灣閩南

語常用詞辭典》網路試用版音標系統並上網，供閩南語教學參考。 

教育部明年起補助國中開辦鄉土語言選修課 

中央社  記者翁翠萍 95/10/07 

教育部今天宣布，明年九十六年度起，將補助國中鄉土語言教學外聘或支援教師鐘

點費，以鼓勵各國中突破困境，積極開辦鄉土語言選修課、成立鄉土語言社團，以活潑

化、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推展鄉土語言，不增加學生學習負擔。 

鄉土語言從九十學年度國中小學納入正式課程以來，已經滿五年，小學生在國小階

段經過六年學習，升入國中卻往往因課程開設不成而難以延續。 

教育部分析說，開課不成的原因是國中的升學競爭、課業壓力大，不想讓學習鄉土

語言又成為學生壓力來源，課發會就不易通過，加上國中鄉土語言師資不足，外聘師資

缺乏經費，如有開設，也多以社團方式辦理。 

因此，教育部審慎研議後，決定全額補助國中鄉土語言外聘或支援教師鐘點費，具

體鼓勵各國中積極開辦鄉土語言選修課、成立鄉土語言社團。 

教育部說，已有部分縣市國中採用社團方式推動鄉土語言教學，像是採取「詩詞吟

唱」、「戲劇（如布袋戲、歌仔戲、話劇、歌舞劇）」、「廣播社（鄉土語言）」、「傳統歌謠

（台語歌謠、客家山歌、山地歌謠）」、「諺語、俚語介紹、散文詩歌導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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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並特別推薦台北縣做法，認為相當值得各縣市參考，即定期辦理鄉土語言社

團成果發表會，讓學生有展現學習成果的舞台，藉此讓學習鄉土語言、運用鄉土語言成

為生活的一部分。 

教育部強調，國中小鄉土語言教學是為使國民能從語言傳承，瞭解本土文化價值，

培養人文關懷，進而瞭解並尊重不同族群，體認多元文化價值。 

高中新課程  23學科中心將研發教學資源 

中央社   記者翁翠萍 95/10/06 

教育部今天表示，普通高中新課程九十五學年剛開始實施，全國二十三個學科中心

也積極協助新課程實施與九十八學年度正式課程綱要的訂定，剛開始的第二期計畫將針

對各學科領域課程規劃研發教學資源，協助各學科教師專業成長。 

教育部同時公布其中十一個學科中心規劃的學科教學資源特色與重點。例如，國文

學科將建置普通高級中學寫作指導網站及文言文學習網站，以提升學生學習文言文與寫

作的興趣。歷史學科依教科書章節進度提供教材補充資料，每週發表史學小論文於公共

討論平台。 

英文學科配合新課程增列選修科「閱讀與寫作」，將研發教導學生瞭解英文文體架

構的教材，高一著重句型練習，高二為單一段落寫作，高三著重二段式作文。 

地理學科研發新課程各單元主要概念的教學方法與補充教材設計，從世界各主要網

站收集核心教材相關時事、地圖、照片與文獻，翻譯成中文提供全國老師參考；也建置

鄉土資源中心，提供圖書、文獻、地圖等供教師參考；彙整研發地圖成果與野外實察課

程，辦理 GIS 基礎與進階研習，提升全國教師地理 GIS 技能。 

物理學科鎖定以物理觀念較易混淆的單元，選定二十項進行研發演示教材。化學學

科將撰寫重要單元優良教案、研發有趣的化學實驗、透過電腦資訊與化學的結合，製作

教學媒體。生物學科提供教師最需要的輔助教材分享、優良教學示範、補充生物多樣性

與生態工法等新課程內容的多媒體資料。 

生活科技學科將針對傳播科技、動力與能源科技、營建科技、製造科技、運輸科技、

生物科技、資訊科技、創意設計與製作等八類組新課程進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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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科依新課綱內容蒐集「樂器演奏」、「即興與音樂創作」、「音樂型態」、「民族

音樂」、「合唱教學」等五大類教學資源，供教師撰寫創意教案參考。數學科教學資源研

發推廣小組研發以課程中新增或教學脈絡有調整的議題為重點，如信賴區間、交叉分析

與遞迴關係。生命教育學科中心邀請教師、學科專家共同研發新課程教學資源及教案。 

高中新課程二十三個學科中心負責學校是國文，北一女；歷史，中山女中；數學，

建國高中；美術，大同高中；化學，高雄高中；基礎地科，高雄女中；英文，左營高中；

生涯規劃，中正高中；綜合活動，文華高中；公民與社會，台南一中；物理，台中一中；

生物，新竹高中；地球與環境，新店高中；地理，台中女中；體育，竹山高中；健康與

護理，蘭陽女中；生命教育，羅東高中；家政，台南女中；音樂，三重高中；藝術生活，

台師大附中；生活科技，板橋高中；國防通識，新竹女中；資訊，台南二中。 

教育部: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  11月上路 

中央社   記者翁翠萍 95/10/06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預定十一月上路，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師大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為「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試辦三年，修習經過認證的非正規教育課程，累計達

四十學分以上的民眾，列入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資格，並將鼓勵大學校院承認經認證的課

程學分，辦理學分抵免。 

教育部依據終身學習法已經發佈「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明定終身學習

機構申請認可的非正規教育課程，分為學分課程與非學分課程，民眾修習學分課程經認

可者，發給學分證明；持非正規教育學分證明者，入學後得依各校規定申請抵免學分。

希望使正規、非正規教育活動產生交流，營造終身學習環境。 

經過審慎規劃，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師大成人教育研究中心為「非正規教育課程認

證中心」，預定十一月開始試辦三年非正規教育課程的認證，接受依法設立的社會教育

機構、社區大學、文教性質的人民團體及文教基金會等申請，先以人文、藝術、社會科

學及自然科學（不涉及實驗、實習）大學程度的學分課程進行認證。 

修習通過認證課程的學員，凡具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或年滿二十二歲以上，

修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缺課未超過總上課時數六分之一，將核發學分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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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誘因，教育部除鼓勵大學校院承認經認證的課程學分，辦理學分抵免外，亦

將修習經過認證的非正規教育課程，累積達四十學分以上的民眾，列入報考大學同等學

力資格。 

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試辦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將登載在 http://140.122.96.1 非

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網站，民眾若對課程認證規範有疑問，請洽課程認證中心，電話

（０二）二三六六０八四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