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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7 年度 SUPER教師獎甄選】 

各組首獎教師介紹 

    一年一度的臺南市 SUPER 教師獎甄選，經過評審團嚴謹的書面審查、到校訪視

及激烈的決選討論之後，評審結果已產生。首獎名單如下：幼兒園組～博愛國小附

幼鄭兆利老師；國小組～西港成功國小陳秀梅老師、麻豆國小武君怡老師；國中組

～南新國中王志霖老師、復興國中游淑媛老師；高中職組～慈濟高中吳宗原老師；

大專組～南臺科技大學李博明老師。以上七位教師將代表本市參加全國 SUPER 教師

獎甄選。 

    各組首獎教師在教學、班級經營、課程研發等各有所長，茲介紹如下： 

用心教導、樂於分享、勇於承擔，擁有正向能量的鄭兆利老師 

  

東區博愛國小附幼鄭兆利老師 兆利老師與學生合照 

  博愛附幼鄭兆利老師具有滿滿的正向能量特質，能快樂並有耐心的投入幼兒的

教學，讓幼兒的學習也變得快樂且專注。她能細心觀察每個孩子的特質，依孩子的

天性循循善誘，用心教導，並能導引家長對教育觀念的改變，不只重視孩子的學業

和才藝，更重視品格、衛生教育及生活自理能力的培養。 

    對於幼兒園的戶外教育，不像一般坊間採外包制，而是由兆利老師號召，鼓勵

家長熱烈響應、共同參與，促進親師生三方的情感交流。她也關心新進教師，不讓

其孤軍奮戰，也不以長官的角色要求，而是不厭其煩地教導。善於鼓勵教師，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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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承擔，獲獎不居功，是學校團隊的粘著劑。 

    博愛國小屬自由學區，有不少學生跨區就讀博愛國小附幼(需抽籤)。而學生在大

班畢業後，由原本不到 10 人留讀國小部，人數逐年增加，到今年已有 22 人留讀(幼

兒園畢業人數 44 人)。能留住學生在原校就讀，家長說，兆利老師搭起家長對學校

的信任橋樑，功不可沒。 

    兆利老師於 106 年帶領博愛國小附設幼兒園團隊，以「臺南老車站 博愛好厝邊」

方案，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她樂於分享，受到家長的肯定、學生的喜愛、

同事的歡迎。這樣充滿教育熱情的老師，值得推崇表揚，以引發教育進步的連鎖反

應。 

    對於幼兒園的戶外教育，不像一般坊間採外包制，而是由兆利老師號召，鼓勵

家長熱烈響應、共同參與，促進親師生三方的情感交流。她也關心新進教師，不讓

其孤軍奮戰，也不以長官的角色要求，而是不厭其煩地教導。善於鼓勵教師，遇事

勇於承擔，獲獎不居功，是學校團隊的粘著劑。她，就是這樣一位不折不扣的 SUPER

教師！ 

視如己出、耐心引導、自我精進、勇於挑戰的陳秀梅老師 

  

西港區成功國小陳秀梅老師 秀梅老師與學生合照 

  西港成功國小陳秀梅老師從幼教領域跨足國小教學，對教育充滿熱忱，時時導

入生活所學；結合教材，深入資訊輔具的開發與應用，落實學生基礎學習根基。教

學過程中，常以思考式引導，作視覺互動管理，教學內容多元，連結生活時事、科



           會址：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 2號 

電話：06-2512020 (傳真 06-2525395) 

會務信箱：tneu001@gmail.com 

工會網址： http://www.tneu.org.tw 

教師會網址：http://www.tnta.org.tw 

2018.04.23 (第 334期)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教育前線報告第 3 頁，共 9 頁 

學、夢想啟發，愛心用心耐心合一的鼓勵式教育，讓學生在學習成長過程中，建立

安全感及自信心！ 

    秀梅老師積極與臺南市教師工會暨教師會之學習共同體社群共備教案設計。勇

於任事，主動申請教育部資訊融入教學，帶領全校師生共同成長。為了更好的教育

效益，自掏腰包採購多項器材，如電子白板、大型螢幕、雷射雕刻機......等，不讓距

離空間的阻隔，限制學生學習成長的機會，對於教育，以育樹育種的細膩、誠意、

新意、執行力的態度，實為大格局的領導教學風格。 

    對班上的特殊生視如己出，無微不至的照顧，班上學生常叫秀梅老師一聲：「媽

咪！」對學生課業的指導，有燈塔式的效應，常告訴學生一句話：「會一題，勝過千

百題，要是亂寫，寫再多也沒用。」處理學生紛爭，很有耐心的聽完雙方的陳述，

然後開導學生，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念。 

    學生家長認為秀梅老師教學重啟發，耐心引導，非高壓管理，孩子與老師之間

的互動自然，真情流露，是真正能夠發掘學生問題的老師。而學校同事也認為她是

一位勇於接受挑戰，自我精進，樂於分享，不可多得的一位良師。 

    從學生們熱愛與老師相處，家長充滿感恩的陳述，同儕間的肯定與讚賞，還有

先後兩位校長積極參與訪談推薦過程中，足見秀梅老師的人緣與教學均優。充分表

彰良師價值，獲選 SUPER 教師，實至名歸！ 

開心+開竅，難得的學習雙效，這就是武君怡老師 

  

麻豆區麻豆國小武君怡老師 小武老師與學生合照 

  麻豆國小武君怡老師以開放式互動教學，導入五感體驗設計，運用鼓聲節奏管

理，結合一人一故事的閱讀心得創作與啟發，將語詞學習以肢體動態方式教學，激

發思考延伸，同時導入國際、生態、環保內容，並時時關注每位同學的反應，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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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未來性與格局培養的引導，讓學生有效學習，提升學習動機，建立自信。 

    小武老師的課堂教學圍繞核心素養提問，能切中學習要點，讓學生迅速掌握重

點。透過遊戲活動進行教學課程，融入教學目標，方式自然活潑，學生學習興致高

昂。教學豐富多樣化，以小鼓為道具，掌控全場。分組學習，促進團隊合作。以戲

劇演出培養膽識。 

    每個月辦理班級烹飪，藉此凝聚親師生的向心力，邀請學生家長到班上教越南

菜，拓展學生國際文化視野。每年舉辦班遊，帶學生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幫助學生

體驗在地文化，增進生活技能。 

    小武老師容許學生的不完美，是一位可以「等待」學生的老師。她讓學生覺得

在教室裡有安全感，樂於學習。她的教學有創意，善於尋找資源，利用不同媒材，

讓上課變得生動有趣，學生敢發言、有笑聲，使學習變成一件有趣的事。 

    小武老師樂於分享自己的教學資源，主動協助與告知訊息，深受同事好評，帶

動教學研究風氣，擴增教學效益能量。同時長期參與社會學習，充實知能，結合社

區社團營造，讓教學的內容不斷活化，符合創新潮流。遇到挫折不退縮，堅持教育

夢想，在同事與家長間都有好人緣。如果這不是 SUPER，那什麼才是 SUPER？ 

全人教育、心靈導師、典範楷模、無私奉獻的王志霖老師 

  

新營區南新國中王志霖老師 志霖老師與學生合照 

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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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霖老師經常以故事串起學生學習活動，提升學習興趣及效果，喜愛學生、善

於讚美學生、關心學生的生活及情緒，且配合教材，安排活動，加深學生學習印象，

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訓育輔導： 

    志霖老師了解學生的個性及能力，給予適切的表演舞台，儘量讓每個學生有獨

當一面的機會。他與學生維持良好的關係，盡力讓學生感到幸福，也促進學習的成

果。了解學生的個性及能力，給予適切的表演舞台，儘量讓每個學生有獨當一面的

機會。他與學生維持良好的關係，盡力讓學生感到幸福，也促進學習的成果。 

班級經營： 

    志霖老師對於任何授課班級，皆充滿活力，發揮正向影響力；公平對待每個學

生，學生們如沐春風，感佩不已。 

行政服務： 

    志霖老師極力推動友善校園，設計各類體驗活動，輔導拒學、各類偏差行為學生。 

同儕領導： 

    志霖老師對於學生、家長、學校同仁隨時都願意伸出援手，是同仁們的心靈導

師。不管是教學知能、服務熱忱、與學生互動……等等，都是同仁眼中的楷模！由

訪視當日有十幾位同仁自願到場，就可看出同仁們對其之肯定與感恩！ 

親師溝通： 

    志霖老師積極研究，推動善巧引導、設計各類活動，如：觀功念恩、善行小水

滴、吃下家人的菜也嚥下了家人的愛、做家事，讓所擔任課程班級的學生重拾與家

庭、家人的愛，深獲家長的肯定！ 

公共參與： 

志霖老師樂於分享自製教具、教材及教育理念。104、106、107 年擔任教師課

室經驗傳承研習講師。六年來協助學校六位國文代課、實習老師通過教師甄試成為

正式老師，結束他們的流浪生涯。近期還接獲臺南市教育局與下營國中邀約，希望

志霖老師進行教學分享。獲選 SUPER 教師，志霖老師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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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勇於嘗試、服務負責的游淑媛老師 

  

東區復興國中游淑媛老師 淑媛老師與學生合照 

課程教學： 

    淑媛老師擔任特教班老師，經常提供豐富多元的體驗課程，並透過創新教學，

讓課程按部就班，逐步完成教學目標，令人感動！如：潔牙、水上運動、職業教育、

園藝、音樂才藝、校外參觀教學、體驗戶外活動……等，充實學生的學習機會，也

增進學生職能與自理能力。 

訓育輔導： 

    淑媛老師能有耐心的對待每個特殊生，針對不同需求與個別特徵的孩子，提供

必要的協助與教導，能因材施教。 

班級經營： 

    淑媛老師對班上孩子的關懷無微不至，其理念是：絕不錯過任何孩子成長的機

會。透過定期舉辦慶生會、同樂會、畢業歡送會，充分凝聚班級同儕情誼；且重視

休閒教育，積極參與活動，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如：射箭、溜冰、游泳、拔河、

保齡球等。 

行政服務： 

    淑媛老師對學校的行政工作都會全力支援，甚至主動接下學校園藝的經營與管

理，使其成為學習場域之一。 

同儕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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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媛老師勇於實踐自己的想法，一一克服困難，逐步協助孩子完成平時無法嘗

試或體驗的課程或活動，讓同事們相當敬佩。 

親師溝通： 

    淑媛老師與家長間互動良好，善用 LINE 與家長保持聯繫，並分享上課學習的

情形與照片；聯絡簿更是用心書寫，每天除例行的提醒事項外，更與家長分享孩子

在校學習的點滴。另外，能引進外部資源，幫重度學生進行復健，同時教導家長在

家協助復建的技能，深獲好評！ 

公共參與： 

淑媛老師帶領極重度班的孩子們在各地留下許許多多成長的足跡：按圖索驥尋

找成大校園、便利超商購物趣、速食店學習用餐禮儀、欣賞臺南百花祭；還有府城

古蹟巡禮：延平郡王祠、安平樹屋……等，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SUPER 教師的

精神，淑媛老師發揮得淋漓盡致！ 

有熱忱、甘願做、人緣好，走讀府城的吳宗原老師 

 

 

慈濟高中吳宗原老師 宗原老師與學生合照 

慈濟高中吳宗原老師認為教育應與在地連結，要能感動學生，教學才會成功。

考試不是評量學生學習成績的唯一方法，多元學習才能適應未來生活。 

「封閉自己，眼前就是你的世界；走出校園，世界就在你的眼前。」宗原老師積極

推動慈濟中學以【走讀府城】為特色課程之一，設計出優質化、多元學習的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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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教材，並實際帶領學生與家長進行戶外教育。以身作則，不斷投入府城古蹟與

廟宇的田野調查，並影響其他教師進行跨科合作，例如：融入美術教學，讓學生繪

畫府城之美；融入地理教學，讓學生畫出住家周遭的社區地圖；融入英文教學，讓

學生以英文短文介紹府城……等。 

  宗原老師充滿服務熱忱，長期擔任教師評審委員會與性平委員會委員，以法律

的觀點協助老師與學生處理性平與霸凌事件。「有熱忱、甘願做、人緣好」，是宗原

老師人格特質的最大亮點。他對於課程內容的設計非常精緻細膩，且多元彈性，課

堂上的演示幽默風趣，很能引起學生共鳴。 

宗原老師對於校務工作多能給予正向的建言及協助，並能激發同儕能量的投

入，進而共同導引學生的學習活動力。其用心於自我能力及專業知識的提升，積極行銷

社區服務。說起 SUPER 教師的影響力，宗原老師無庸置疑！ 

以身作則、多元專業、陪伴學生探索的李博明老師 

  

南臺科技大學李博明老師 博明老師與學生合照 

南臺科技大學李博明老師認為外國重視工匠的職人文化，臺灣教育卻缺乏匠的

精神，故主張技職教育應該訓練學生實作的能力。上課時以實作教學為主，理論教

學為輔，全程上機操作，輔以 Linux 相關理論教學。 

    為了提升學生競爭力，以身作則，先取得紅帽認證工程師證照(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RHCE)。再鼓勵學生取得國際證照，截自 2017 年 3 月為止，已推動學生取

得 47 張 RHCE 證照。 



           會址：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 2號 

電話：06-2512020 (傳真 06-2525395) 

會務信箱：tneu001@gmail.com 

工會網址： http://www.tneu.org.tw 

教師會網址：http://www.tnta.org.tw 

2018.04.23 (第 334期)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社團法人臺南市教師會教育前線報告第 9 頁，共 9 頁 

    博明老師要求學生至校外業界實習，並與廠商簽訂產學合作案，保障學生之收

入及工作安全。積極研究 3D 列印技術，並開設校內課程，舉辦 3D 列印體驗營，以

推廣 3D 列印這項熱門技術。 

博明老師在同儕深獲肯定，是一位具有高度熱忱，且堅持親自動手操作的老師。

不僅具有多元廣度的專業能力，並能在課堂教學上鼓勵學生專業證照的取得，並對

學生進路做有效明確的建議和導引。 

SUPER教師獎甄選愈來愈受到本市教師的重視，今年國中組報名情況尤其踴

躍。本會希望透過SUPER教師獎的甄選，真正鼓勵長期默默耕耘教育福田，表揚對教

學工作有熱忱、教材研發有創意、班級經營有活力、學校興革有助益、弱勢關懷盡

心力，深受學生、同事、家長喜愛，對教育有深刻影響力之教師。 

 

  

臺南市107年度SUPER教師獎決選會議 臺南市107年度SUPER教師傳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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