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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壹、環境 

一． 社區環境簡介：東大附中位於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上的

東海大學校內，緊鄰台中工業區，附近有大型賣場、商店圈，

與東海附幼、附小為東海大學的附屬學校。附中校園臨近東海

大學的「東海湖」及「實習農牧場」，環境幽美，共享東海大

學教學資源。東海附中由東海大學部導入各項教育資源，將附

中、附小及附幼之行政組織整合，成為全國唯一由幼兒園、小

學、國中、高中、乃至大學及研究所皆備的一貫學制教育學園。 

 

二． 學校環境簡介：東大附中地處東海大學校內，是一座沒有圍牆

的學校。校園雖小，但應有的設置都有，圖書館、水彩專業教

室、籃球場、升旗台…，周圍綠樹林立，環境幽美。學校的室

外活動場地有小型操場、籃球場、攀岩、運動場…僅鄰東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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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大操場，共享資源之便。  

 

  

  

三． 教室平面圖：東海附中的教室很大，內有影音投影設備可以觀

看影片，每間教室外有開放式且獨立的打掃間，內部規劃有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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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檯與垃圾桶放置區，有助教室整潔工作維持與衛生習慣的建

立。 

 
 

 

貳、 教育理念： 

一、 敘述學校的教學理念。 

東大附中的教學理念，以善良人性為本，施行仁愛教育，建立同學人

本關懷情操，發揮因材施教、有教無類之精神，實現全人教育、適性

發展之理想。 

除此之外，亦希望能透過教育強化學生統整創新能力，培養其民主素

養，養成其鄉土與國際觀，落實其終身學習觀念，使其成為具備理性

思維、富有感性創造、身心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 

二、 敘述學校的教學特色。 

    配合東海大學附屬中學整體計畫，確定辦學方向與特色，加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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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及其他系所合作，以培養學生的視野，並探索

學術研究的多元領域。繼續充實高科技現代化的教學設備，配合優美

而富人文氣息之校園景觀規劃，使本校成為軟硬體兼備之一流學府。 

    中學教育、大學期許，對課程單元多採互動式的教學方式，評量

多元化，以達經驗分享，教學相長的績效。 

    加強英文教學，每年舉辦英文歌唱及朗讀比賽，全校學生加開英

文會話課程；與東海大學合作多年的普林斯頓大學每年將派三位外籍

畢業生到本校任教。 

    男女合校合班：已實行四十餘年，同學們在班上能純潔大方，如

兄弟姐妹般相處。 

    將來對男女共處之環境應付自如，男生皆有君子之風，女生更有

淑女之態。 

    學生家長與教師聯誼會：每年每班至少舉行一次，全體老師參

加，家長出席踴躍。 

    極力推展學生社團活動，培育五育均衡發展的健全國民。 

    穿便服：週三學生穿著便服。(1)彼此觀摩什麼衣服適合身份年 

            齡。 

            (2)讓學生有一種自由、輕鬆的感覺。 

三、 請透過訪談，敘述見習輔導老師的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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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見習的輔導老師為東大附中美術科的劉佩蓉老師。在她的課堂上

可以感受到老師的活力與熱情，除了讓班及氣氛保持活潑，也更能引

起學生們的學習動及興趣。在訪談過程中佩蓉老師強調她認為好的班

級經營主要便是要讓孩子們輕鬆、喜歡上課，同時老師也能享受在其

中。然而不能隨便，所有班級上得輕鬆、自由都應建立在尊重彼此的

基礎上。因此學期初的原則建立十分重要，當老師與學生間建立了依

定的默契與信任，在往後的班級上課便能十分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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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行事曆與作息： 

一、 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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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息表：請紀錄見習班級一週作息及每日的作息流程。 
 

東大附中        一 O 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課表        班級課表 

班級:國二庚       導師:劉佩蓉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早課 07:4 
08:0 

     

1 08:1 
09:0 

數學 

陳曉丹 

理化 

張博超 

地理 

廖玟雯 

英語 

王麗珺 

理化 

張博超 

2 09:1 
10:0 

英語 

王麗珺 

英語輔導 

王麗珺 

歷史 

許筠如    

分組 

Jenny 

Chris 

家政 

廖玟雯 

3 10:1 
11:0 

國文 

李笑白 

理化 

張博超 

數學 

陳曉丹 

藝術與人文 

 

國文 

李笑白 

4 11:1 
12:0 

數學實作 

陳曉丹 

健康教育 

劉佩蓉 

英語 

王麗珺 

藝術與人文 英語輔導 

王麗珺 

中午  12:3 
13:0 

     

下午 5 12:1 
14:0 

公民 

劉佩蓉 

體育 

許燕容 

分組 

Jenny 

Chris 

體育 

許燕容 

數學 

陳曉丹 

6 14:1 
15:0 

理化 

張博超 

童軍 

許筠如 

分組 

Jenny 

Chris 

藝術與人文 

李笑白 

數學 

陳曉丹 

7 15:1 
16:0 

藝術與人文 輔導活動 

吳嘉錡 

國文 

李笑白 

分組 

Jenny 

Chris 

空白課程 

劉佩蓉 

8 16:0 
16:5 

藝術與人文 圖書館時間 

李笑白 

理化 

張博超 

國文 

李笑白 

班週會/綜

合活動 

劉佩蓉 

 
 
三、 課室管理的紀錄： 

(1) 請任選一天記錄當日從早到晚的作息流程。 
(2) 班級學生的午餐、休息的時間 地點是否有其他特別的要求？ 

午餐的地點在班上，休息時間一率按照學校規定、按表操課。 
(3) 觀察或訪問見習班上的老師，這班的班規、學生穿著、頭髮為何？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415.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508.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61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310.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508.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310.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310.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604.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61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10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508.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415.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10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415.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80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310.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310.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80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807.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807.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415.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508.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604.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10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415.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907.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10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10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508.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102.HTM
http://140.128.107.190:8080/classes/96summer/T00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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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該達到什麼標準？ 

學生穿著帽 T 外套時，不能將帽子戴上，若是在教室中戴上帽子，

老師馬上會嚴厲的糾正，頭髮不染不燙、不奇形怪狀為原則。皮鞋

要求為黑色為主，球鞋沒有要求顏色與形式。 

(4) 觀察或請教該班老師何為有效控制/管理秩序的方法？並描述其使

用時機、學生反應及是否真正能達到其秩序管理的目標。 
老師本身威信已建立，當班上一有躁動時，老師馬上口頭制止，皆

能讓班上安靜下來，屢犯者老師會讓其下課進行打掃工作或交代其

他任務。 
老師的獎懲制度也會作適時的調整，會請違規的同學罰站，同時也

會給予機會讓他回答問題或者有甚麼其他的貢獻換取自由。 
(5) 學生是否有課輔班？或其他….其規定及辦法如何？ 

有，學校有夜自習，可以決定是否參加。但住宿生一定得參加。 
(6) 私底下與 3 位學生聊天，以了解學生喜歡什麼 a)類型師長、b)偶像、

c)流行歌曲，d)髮型及服裝打扮，為什麼？ 
A:師長類型:開明、能溝通、幽默好笑、帥氣漂亮的老師 

  偶像:聖結石、周湯豪、彭于晏、防彈少年團、畢書盡、宋仲基、 

      這群人、頑童、TWICE、SpeXial、EXO、 

  流行歌曲:等你下課、告白氣球、體面、幾分之幾、辣台妹、永不 

           失聯的愛 

    髮型及服裝打扮:ROOTS、A&F、Superdry、Armani Jeans、 

                  ea7 系列、NIKE、ADDIDAS，沒有為什麼，就是流 

                  行。 

 

肆、教學資源： 

一、 學校內資源： 

教學媒體:投影機、投影幕、電腦、筆電、DV、單眼相機、類單眼 

教具:地圖、 

自然教室:實驗器材、標本、地球儀 

美術教室:版畫機、石膏像、畫架、材料 

音樂教室:鋼琴、樂器 

圖書館:各類書籍、電影 DVD 

 

電子資源提供:國文科 

國文 e點通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搜文解字-文國尋寶圖 三國大本營 

古典文學館 國家台灣文學館 

http://www2.nsysu.edu.tw/ezchinese/net.htm
http://www.sinica.edu.tw/info/ftms/00menu.html
http://wen.ling.sinica.edu.tw/
http://www.ylib.com/sango/
http://cls.hs.yzu.edu.tw/classic/home.htm
http://www.nmt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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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字典 全球華文網路教育中心 

唐代文史研究資料庫 古文字的世界 

台灣師大圖書館【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 傳統中國文學 

史學連線 國台英語經典朗讀 

高中職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源網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電子資源提供:英文科 

Dictionary Cambridge Dictionaries Online 

Oxford Dictionaries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台灣英語網 

台北時報 Taipei Times Taiwan News 

英文中國郵報 The China Post Answers 

英文維基百科 VoiceTube 看影片學英語 

The Free Dictionary   

 

電子資源提供:線上學習資源 

 
二、 校外資源： 
學校常用的校外資源，皆在網路上作詳盡的提供，有需要者直接下載資料進行報

名。 

FRC機器人指導營開幕活動 

• 日期 : 2018-04-16 

• 分類 : 行政公告、 

• 單位 : 教育資源中心 

• 393511000U0000000_A09540000Q107110193200-1.pdf 

 

 

 

高中學科中心 教育大市集 中學生網站 

教育部愛學網 教育部教育雲 中小學題庫網 

磨課師入口平台 中小學磨課師 k12 camdemy 

教育百科 教育媒體影音 學習拍 

均一教育平台 Pagamo 可汗學院 

英語線上學習平台 Coursera TED Talks 

隨選視訊系統 

  

http://www.gotop.idv.tw/student/all.asp
http://edu.ocac.gov.tw/index.htm
http://www.cc.nctu.edu.tw/~lccpan/newpage1.htm
http://ultra.ihp.sinica.edu.tw/~bronze/
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http://www.literature.idv.tw/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liutk/shih/
http://www.classics.com.tw/music.htm
https://market.cloud.edu.tw/hsmaterial/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
http://www.dictionary.com/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
https://www.oxforddictionaries.com/?view=uk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
http://www.ldoceonline.com/
http://www.english.com.tw/
http://www.taipeitimes.com/
http://www.etaiwannews.com/etn/index_en.php
http://www.chinapost.com.tw/
http://www.answers.c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https://tw.voicetube.com/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
http://www.hn.thu.edu.tw/web/unit/announcement_detail.php?department=9&cid=9&id=1896
http://www.hn.thu.edu.tw/download.php?type=announcement&id=1896&c=file1
http://adapt.k12ea.gov.tw/?page_id=1653
https://market.cloud.edu.tw/
http://www.shs.edu.tw/
https://stv.moe.edu.tw/
https://cloud.edu.tw/
http://exam.naer.edu.tw/
http://taiwanmooc.org/
http://portal1.k12moocs.edu.tw/moocs/
http://k12.camdemy.com/
https://pedia.cloud.edu.tw/
https://video.cloud.edu.tw/video/
https://learningpilot.cloud.edu.tw/index_edu.jsp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https://www.pagamo.org/
https://www.khanacademy.org/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https://www.coursera.org/
https://www.ted.com/talks?language=zh-tw
http://vod.lib.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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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林冠婷見習紀錄-個人觀察報告 

一.教學見習紀錄 

二年級一般生的視覺藝術課(非美術班) 

適逢五月母親節的來臨，老師讓班上同學畫「我的母親」的素描肖像

畫，並藉由此次課堂上的創作，也作為徵選展覽作品的前哨站。一開

始的八開圖畫紙畫出心目中的媽媽，畫完成之後翻面，開始以媽媽的

照片為依據，進行第二次有所依據的媽媽肖像畫。 

1.發問與回答的方式與技巧。 

  學生會舉手跟老師說:「老師，我覺得這裡好奇怪唷!好醜唷!」老

師的回答一開始都是給予肯定，找出畫面中的亮點，然後再進行切入

可以改進的點。 

2.引起動機的方式與技巧。 

    老師鼓勵同學盡力完成此幅素描，完成的人等同拿到展覽的門

票，每人記一支嘉獎，若是被老師選上可以展覽的，再加計一支嘉獎，

也就是合計共兩支。利用這樣的增強物吸引同學學習的動機，並努力

嘗試做它們不擅長的人物素描畫。 

3.情境佈置及氣氛掌握技巧。 

    教室佈置基本上是各班的特色，無法因為美術課而變化成美術課

的樣子，但教室的氛圍主要是老師的帶領，此堂課的氛圍輕鬆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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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老師也是很強調秩序，若是表現良好，下堂課給予聽音樂的福利

(兩堂視覺課連著上)，因此學生會為了想聽音樂而在第一堂課表現良

好。老師會一排排的走向前去指導。 

4.教具教材準備的內容與呈現方式。 

  老師準備另一個班三位同學的媽媽肖像畫，並張貼在黑板上，也是

沒有學過素描的同學，讓這個班的同學可以有學習的目標 

5.表情音調音量及肢體語言的運用。時間的安排及掌握技巧。 

  老師在台上講話時都有麥克風可輔助，老師的聲音有抑揚頓挫，並

配合生動的表情，能夠吸引同學的注意。時間的安排剛剛好，老師很

能掌握上課的節奏，下課前三分鐘會讓學生進行清掃環境。 

6.評量的方式及技巧。 

   老師會依照臉部線條、明暗層次以及背景的氣氛營造作為評分標

準。 

7.隨時留意學生的反應並給予適時的回饋技巧。 

   有些學生很頑皮，會把自己的媽媽畫得很醜，卻跟老師說他的媽

媽很美麗，老師對於惡搞的同學，也是會用開玩笑的方式要他重新改

過，擦掉重畫一次，並且親自教他如何修改，老師也會協助修改。 

 

二年級導師班的公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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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佩蓉老師導師班的公民課，一開始上課為下午第一節，學生還昏

昏沉沉，老師會請學生快去洗臉。接著請同學翻開課本。 

1.發問與回答的方式與技巧。 

老師請學生唸課文，並回答老師的提問。首先會巡堂檢查是否有畫重

點，請沒有畫重點的同學起立，並且在課堂當中，老師會問問題答對

了才可以坐下。 

2.引起動機的方式與技巧。 

以社會新聞、實際的案例來跟同學分享，並且進行討論。若在討論過

程中發現同學有奇怪的思想老師會請他在下課期間跟老師進行協談。 

3.情境佈置及氣氛掌握技巧。 

由於老師以時事新聞切入，大多能激起學生的興趣，因此討論地如火

如荼，上課的氛圍很歡樂。 

4.教具教材準備的內容與呈現方式。 

教科書及板書為主，以及時事新聞。 

5.表情音調音量及肢體語言的運用。時間的安排及掌握技巧。 

老師的聲音鏗鏘有力，說話速度偏快，但能夠吸引學生的興趣，有幽

默感也是挺重要的一項特質，讓學生喜歡上老師的課。 

6.評量的方式及技巧。 

課堂當中課本有練習題，老師會抽問同學，再來做詳盡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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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隨時留意學生的反應並給予適時的回饋技巧。 

老師的眼神會隨時掃射四周，並會請精神不濟的同學叫起來罰站，待

回答問題正確時再讓他坐下。 

公民課時常會觸及有爭議性的政治和時事議題，老師會給予空間讓學

生勇於說出自己的觀點，若是遇到學生的想法非常人時，會約定下課

後進行約談。 

 

二之一、班級見習日誌 

1.今天我在班級看到了什麼? 

由於明天是東大附中五十九周年校慶，今天的班級進行的是明天園遊

會的注意事項討論，同學與老師看得出來為了明天的小吃攤的營業額

抱有極大的期待。全班一起為著一件事努力的團結力讓我覺得感動。 

2.今天有什麼班級事件?(記錄一件班級事件) 

園遊會販賣的職務上做調動與分配。並表決明天全班的服裝要穿體育

服還是班服。由此可以看出老師給予很大的彈性。 

3.今天我在班級經營學到了什麼? 

老師與學生間的互動亦師亦友，因此當被指正時，學生也能虛心領

教，這樣的互動需要長時間的默契培養，並且需要老師與學生的關係

必須達到一定的信任程度。教師必須擁有高效率同時安排並進行任務



[鍵入文字] 
 

[鍵入文字] 
 

的差派，必須針對不同學生的個性與長才進行任務的差派。 

4.今天我獲得什麼經驗? 

在園遊會中要販賣什麼樣的食物以班上同學的強項為首要考慮的要

點，像是此班有位同學的煎肉技術很棒，因此他們有一樣菜單是嫩煎

雞胸肉沙沙醬沙拉!讓同學在此次園遊會擔任了重責大任，由此看出

學生的嘴角揚起自信的笑容。 

 

二之二、行政見習日誌 

輔導室 

我的第一站來到輔導室，一映入眼簾的是書架上學生面試的備審資

料，滿滿的資料庫，讓學生的生涯出現迷茫時可以有所依循的方向，

期間有許多學生來輔導室，跟輔導老師的關係融洽，詢問升學問題，

後來上課鐘響，又有三位高三學生進來輔導室，高三生已考完試，等

待放榜的同時，內心焦躁不安，輔導老師在當中告訴他們在這段期間

可以如何的預備自己，也可以在暑假期間預備一個「壯遊」好迎接接

下來的大學生活。看見學生跟輔導室的關係密切讓我明白，原來輔導

室就是要讓學生喜歡上這裡，願意來把心事跟老師聊聊，聊聊的過程

中慢慢地釐清迷惘，可以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因此這樣的心靈休憩

小站在學校生活中的確扮演著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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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除了生涯探測的工作項目之外，最看重的是「人」的關係，對

人不對事是這裡的重點，因此在輔導學生的過程中他們會先顧慮的是

學生的感受與心情，待情緒處裡完了，再來協助解決事情。不過在解

決事情方面，通常就會轉介給班導師或是學務處。 

教務處 

我來見習的這天，適逢他們國高中的學生報到期，因此教務處的老師

好忙碌的登入資料以及電話聯繫，我無法訪問，因此只能在一旁靜靜

地觀察教務處的工作項目，教務處就是舉凡註冊、排課、安排學生的

課表以及老師的課表、還有教具上面的借用使用許多繁雜的工作都需

要藉由此處室來做處理。 

學務處 

我來學務處時辦公室辦公的人員僅剩三人也都非常的忙碌，並透露出

生人勿近的肅殺之氣，因此我就地利之便，詢問了坐在我前方的身教

組長有關於學生事務的工作項目，主要就是管理學生的出缺勤還有管

理學生的常規，一般來說身教組長主要是針對國中部的學生，高中部

則是由教官(生活輔導組)來進行管理。 

違反校規會有所謂的記過處分，也有銷過的辦法，銷小過時間為 18

小時，大過為 54小時，分別是使用中午午休的期間以及早自修的時

間來做愛校服務，或是週六早上可以到校服務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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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長說由於此校父母的社經地位都較高因此學生在犯錯的事物

上沒有太大的問題頂多是小錯不斷，校園當中也比較沒有所謂的幫派

份子問題，較為一般公立學校單純許多。 

圖書館 

圖書館每個月都會採買新書，書一個學期有 10 萬元的經費，同學有

想看的書可以寫推薦書單，經圖書館員審核過後沒有問題大多會進行

採買。除了書籍之外還有許多的電影 DVD 可供借閱，學生可借 

兩本書、兩部影片、兩本期刊，期限為兩週。 

圖書館也協助管理全民英檢的報名以及檢定核可過後的奬賞，我得很

棒的是同學都有學習護照，會針對閱讀或是跟課程有相關的閱讀書籍

寫下心得可以獲得點數，甚至是鼓勵看展覽，留下票根以及寫下心得， 

還有鼓勵到校園進行觀察拍照寫下感想也能獲得點數，學校有要求每

學期至少進行 15點的點數累積。雖然 15 點是強制性的希望同學可以

來做閱讀，但我相信慢慢地會讓學生習慣閱讀這件事，並愛上閱讀這

件事。 

三、總見習心得 

見習期間個人的情緒起伏或感想。 

一開始得知要見習必須排開許多的工作以及課程的確會讓我覺得有

很大的不方便，因為本身在學校服務所以一旦請假就必須請老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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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要麻煩的人很多然後薪水也因此減少了許多，所以會有壓力是必

然的。見習當中學習到許多從前不知道的事有許多的新鮮感，也從中

學習到學校行政方面的事務讓我覺得有所收穫。 

期間不斷地趕場也是讓我覺得既緊張又刺激，但是附中老師的協助讓

我覺得很溫暖，有種被師傅領進門的感覺，雖然在過程當中他們的工

作很繁忙，常常也怕打擾他們而不好問東問西，或是問問題就會變得

簡短有力，透過觀察也能夠學習到許多東西、看見許多學校行政事務

上的樣貌。 

見習給我的成就感(挫折感、衝擊、喜悅) 

看見佩蓉老師的美術教室滿滿的美術作品以及牆上有許多老師的示範

圖讓我更加的明白身為一個美術老師專業的知識技能以及技巧一定要

達到爐火純青才有辦法讓學生信服，這個衝擊很大讓我不禁思考自己 

還要再更多更多的精進自己的知識與技巧、補充知識以及練習繪

畫......這些事更是不能停止學習的。 

我看到其他老師的或學生的優、缺點。 

一個有效的學習必須要讓學生喜歡老師，老師也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展

現她的熱情與活力，教與學真的是相輔相成的，我看見佩蓉老師身上

的熱情以及她跟學生關係的融洽讓我明白學生會愛上藝術首先要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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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師，這樣才會對這位老師所教授的科目感興趣。老師的優點也是

我要好好學習的部分。 

學生給我的啟示。 

學生在備受肯定跟讚美的時候眼睛會發光，因此在這些見習的過程當

中我看見當老師對學生有更多正面的讚美是激起學生想要好好學習的

慾望，因此讚美是很重要的一個正向能力。 

多多鼓勵學生，用讚美取代責罰，相信學生會更喜歡學習。 

從見習中印證的理論內容有哪些? 

杜威的「從做中學」，藝社課程除了老師的講述法還有透過許多的十座

去明白老師所講述的概念，透過手做達到學習的目標與意義。 

王政中老師的「正增強」概念，藉由老師的讚美，其實也是個增強物

不斷地補給，以及利用嘉獎來做的增強物，著實能像個胡蘿蔔般吸引

學生追逐增強物，達到有效地學習。 

對教育理想實踐的看法?我對教育工作的看法? 

教育是一生的使命，唯有透過教育才能夠翻轉人的價值觀以及影響 

社會，我想一個國家要強盛，必定要從教育上好好扎根，我想成為一

個幫助學生好好扎根的灌溉者，期待透過一個個的生命互相連結與彼

此影響可以改變世界，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我覺得自己在教育專業知識、技巧及情意方面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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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繪畫技巧上面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做練習，以及必須要補充許多有關

輔導學生的課程，理論跟實際操作面上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希望自己

可以有更多實務上的學習與經歷。 

以往的見聞與此次 16 小時見習經歷的比較。 

這次的見習多了園遊會的活動，讓我看見有別於以往的觀課見習， 

看見活動的籌辦，以及學生在攤位上的巧思與設計，著實讓我備受感

動。甚至這次到各處室的見習能夠讓我知道學校運作的環節，各個層

面都是缺一不可、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透過每個行政單位的互相支

持與協助才能夠讓學校有很好的運作我很喜歡這次的 16 小時見習讓

我收穫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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