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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發掘在基層默默耕耘的優良教師，本會舉辦Super教師獎選拔，這個別具意義的活動

在本年度已邁入第十屆。在評審老師多次開會討論各位候選者所呈現的書面資料、辛勞的多

次實地訪視參訪候選者的教學實況，最後給得獎者實至名歸的鼓勵。此活動除了彰顯得獎者

平日教學的用心之外，也希望能夠影響並鼓勵更多願意專注認真、抱持理想、奉獻己力於教

育界的好老師投入。

　　本期會訊將參與評審委員在評審過中所觀察到的點點滴滴呈現給各位會員，也期望藉此

引起更多的想法與共鳴。

評審團隊名單：

新北市教育局督學室主任　蘇珍蓉

新北市中小學家長會長協會常務理事　李榮隆

新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副理事長　羅祖欽

社團法人新北市中小學校長協會昌隆國小校長　江旭立

民義國小　幼教　李孟洙

中園國小　國小　李佳玫

重慶國中　國中　陳彥成

鶯歌高職　高中　詹坤熾

退休教師　葉劉淑貞

退休教師　張美英

Super教師特別報導（評審委員篇）
文˙新北市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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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北市教師會訊

　　『幼兒如花草，老師如園丁』，我們在

這塊芬芳的幼教園地裡播種、耕耘、灌溉，

而沉浸在幼教的桃花源之中，甘之如飴、樂

此不疲；幼兒的燦爛笑容、純真的眼神與爽

朗的笑聲，是「幼教園丁」堅守在這個「幼

教花園」的原動力，期待花園裡的花朵都能

朝氣蓬勃、欣欣向榮。

　　在此次Super教師獎的訪視中，兩位參

與Super教師的幼教代表均有豐富的教學經

驗與良好的班級經營及親師關係，更讓我感

佩她們的優質的專業能力與無私的服務熱忱

，讓幼兒快樂的學習與成長。列舉莒光國小

、安坑國小Super教師代表的教育理念與教

學特色及教育奉獻，敘述如下：

莒光國小　賴美玲老師

　　美玲老師有26年幼教資歷，教學認真積

幼兒如花草 老師如園丁
文˙第十屆Super教師獎遴選委員　李孟洙

極，落實協同教學，用心規劃教學活動，營

造多元學習環境，尊重幼兒個別差異，重視孩

子品格教育。

　　發揮特教專長，協助園內身心障礙幼兒

，提供特殊幼兒家長專業諮詢與服務，鼓勵

一般生學習尊重與接納特殊幼兒，以身教來

疼惜這些慢飛天使，讓他們得到更多的關懷

，廣受家長喜愛與好評。

　　積極參與園內行政事務教，協助推廣園

務不遺餘力，利用假日熱心義務投入園內圖

書、教具之整理工作，推展閱讀護照活動，

有良好的成效，深得學校同仁、園內師生與

家長的肯定。

安坑國小　顧妮寶老師

　　妮寶老師有30餘年的幼教資歷，101年

幼托整合後擔任幼兒園專任主任，期間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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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義工學習區」、「跨班教學」及「親

子共讀」。

　　不斷創新教學，規畫自然生態教學，推

展本土語、原住民教學，並將多元課程教學

融入各領域之教學計畫中。

　　參與「新北市幼兒品德教學手冊-品德新

芽」一書研發，與親子教育結合，編輯「安

坑寶貝」親子手冊，將品德、健康、閱讀，

透過親子共讀、學習單...與家長做親師交流。

　　善用社區資源與志工，多方爭取經費，

改善園內各項設施，美化園內環境，親力親

為，參與設計與施做。

　　歌德曾說：『快樂是享受工作過程的結

果』。

　　那麼，美玲與妮寶就是快樂的老師，她

們幫助每個孩子都能快樂的學習，當孩子的

貴人，與孩子相戀一輩子。感謝新北市教師

會給我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在訪視與遴選

的過程中似乎也感染到每一位Super老師候選

人對教育的執著、熱情與無私的奉獻，這是

一趟豐富之旅，也是一趟學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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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北市教師會訊

　　非常感謝新北市教師會，熱情的邀請與

細心的安排，讓我參與第十屆 Super 教師獎

的遴選工作，不但收獲滿滿、感動久久，更

讓退休後離開教育現場的我，重回那段汗水

與淚水交織和許多情義相挺的夥伴們並肩陪

著一群孩子們共同成長的難忘時光…。本次

任務圓滿達成，每位參與的 Super 教師代表

都有其超策略、超獨特的優質教學；無我無

私、無怨無悔的超熱情奉獻教育，不但激發

學生熱愛生命，尊重自然，導引學生生命正

向發展，更帶動同儕專業成長，正面影響教

學品質，共同建立優質校園文化！以下列舉

這些 Super 教師代表的教育理念、教學特色

、教育奉獻。

義學國小　簡辛如老師

　　滿腔求知及教學相長的堅定信念，她進

行不同課程設計與教學磨練，無時無刻不在

累積自己的能力，充分享受『學習→應用→

修正→再學習』的建構歷程。以情意技能認

知，激發孩子學習動機、熱情、態度！

莒光國小　魏美玲老師

　　積極進取、認真負責、樂於助人，用心

規劃教學活動，營造多元學習環境重視孩子

品格教育，尊重孩子個別差異，她有個美麗

的綽號 ~ 特教之母，對這群慢飛天使關愛有

加，永遠作每位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莒光國小　曾國堅老師

　　謙和熱誠指導學生，樂音樂藝術感受生活

，讓生活處處有藝術；培養學生正確人生觀及

優良品德；公平對待每位學生隨時給予充分表

演舞台，建立充足自信心！與時俱進的教學題

材及教法，不斷專業成長並吸收新知！

溪洲國小　李秀晶老師

　　全心投入教學，提供各種面向學習經驗

，不斷改進教學技巧，只為孩子有多元展能

機會，看見自己的亮點；鼓勵學習落後學生

永不放棄，成就不凡！心智圖運用在國語科

、社會科，以關鍵字找到大意及主旨，起承

轉合條理分明的生動教學，學生及家長給予

高度肯定與讚賞！

安和國小　王天威主任

　　誠如『安身立德和樂向學』的校訓，他

尊重包容、無私奉獻營造優質教學氛圍，多

元學習環境 ( 辦理安和之星、多元社團藝文

成果、發表運動表演會 )，關懷扶助低成就

弱勢學生 ( 圓夢計畫 )，提拔栽培後進不遺

餘力！

安坑國小　顧妮寶主任

　　身為幼兒園專任主任，她豐富的行政經

驗、環境設計、活動企劃、課程設計、教具

製作、班級經營、親師溝通、保育工作，都

是專業強項，所以辦理過新北市 ( 台北縣 )

多次大型幼教活動，並榮獲 102 學年度績優

園主任，行政及辦學績效傑出優異，教學創

新，令人敬佩！

思賢國小　魏勝賢主任

　　從建築專業訓練的工程師到以教育為當

責的老師，他始終牢記初衷、看清價值、信

念堅強；有感於閱讀 ~ 決勝未來的關鍵能力

！培養學生閱讀力、享受閱讀樂趣，系統性

整理閱讀理解教學策略，積極分享與推廣，

始終不遺餘力！

春風化雨  杏壇之光
文˙第十屆Super教師獎遴選委員　葉劉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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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國小　賴弘政老師

　　發揮兼任輔導教師及桌球教練專業，介

入輔導及生活協助；善用體育專長，推動體

育教育；發揮教育專業，協助校務推動；運

用多元智慧教學，成就學生榮譽佳績；長期

犧牲假日及平常下班時間，出錢出力，陪學

生訓練、比賽，並積極對弱勢學生之學習及

生活照顧！

自強國小　葉美英老師

　　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 班級經營異質班

，六二傳奇 ) 備受稱讚。離開教學組長職務

後，毅然接下全校沒人敢接的惹事生非、作

威作福、四處遊蕩的後母班，她堅信，閃爍

我的教育愛、激勵學生人性光；美術才藝班

多元潛能發展 ~ 數來寶、打竹板融入各科教

學精彩又活潑；公共關係與行政合作 ( 戮力

從公不怠慢，負責盡職事圓滿 )；課程發展

融合社會及語文領域，教學績效卓著！

網溪國小　吳華正主任

　　教育工作與生活結合，營造優質學習環

境，親師生快樂學習；盡心盡力扮演各種角

色，無怨無悔、犧牲奉獻、善解人意、充滿

創意凝聚全校向心力；積極推動樂齡終身教

育、寓教於樂；深耕生命教育連續兩年榮獲

雙和分區績優學校殊榮！

　　在密集的訪視行程中，身為遴選委員

的我們，何其有幸能親身實地的與每一位

Super 老師候選人，學校的團隊和家長們，

共同訪談、分享、讚嘆！

　　每位老師都可以成為春風化雨的杏壇之

光 ~ 教育界的魔法師，創造無限可能的希望

工程師！讓孩子的成長學習在每位老師不斷

精進下，成為一盞盞能引領自己的光明燈！

期許每位老師都能成為超策略、超獨特、超

熱情、超感應、超效能的 Super 老師！老師

之愛～無所不在的光和熱、典範與價值，將

薪火相傳、無遠弗屆、歷久彌新！決定人類

未來命運的老師們！一起加油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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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北市教師會訊

　　有幸擔任新北市教師會第十屆Super教

師獎遴選委員，透過審視資料及訪談，接觸

到這些充滿超熱情，運用超獨特的超策略，

與學生家長超感應，達到教育超效能的老師

們，在在令人驚豔讚嘆。對老師而言，受推

薦是教育生涯的肯定，自我成就的提升，對

我而言，則是人生視野的開拓。站在家長的

角度，我多麼欣喜看到還有這些充滿Power

的老師，在教育崗位辛勤耕耘，努力不懈；

我多麼雀躍看到還有這些如此Super的老師

，在教育園地貢獻心力，捨我其誰。在這一

場滿懷感恩與企盼的盛宴中，我更衷心期待

有更多的Super老師，灑下更多的種子，在

不久的將來遍地開花結果。

新興國小　賴弘政老師

　　弘政老師運用了他的體育專長及輔導專

業，為弱勢的孩子鋪陳了另一條康莊大道。

賴老師長期以來投入輔導工作，觀察並體恤

到弱勢家庭及學童的困境，他們可能無法在

一般教育體制下出類拔萃，卻能經過訓練在

體育領域找回自信與得到認同。尤其令人感

動的是，賴老師長期不支薪擔任球隊教練，

更出錢出力幫助孩子，他一本初衷，繼續且

努力的堅持令人感佩。

自強國小　葉美英老師

　　美英老師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老師，指導

學生參加比賽獲獎無數，成績斐然。更難得

的是對孩子的用心和對家長的體貼，在班級

經營上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即使是資深老

師，都不放棄進修與成長的機會，葉老師努

力與時俱進，留下一步一腳印的深刻步履，

時時刻刻以身作則，帶頭領銜，為孩子的教

育盡心盡力，勇於承擔，足為後進的楷模。

莒光國小　曾國堅老師

　　國堅老師深信音樂的力量，正如藝術可

以美化人生，他用音樂消弭了分數的高低，

他用音樂化解了溝通的對立，他用音樂創造

了一個美好的世界，是大人和小孩都樂於參

與的世界。在他的教學生涯中，唯一不變的

理念就是要當個好老師，我們也從曾老師的

堅持，樂見他的理想一一實現。

安和國小　王天威主任

　　天威主任在教學歷程上經歷級任、科任

、組長、主任等職，這一路走來，他始終如

一，在不同的工作領域適切的扮演好各種角

色，在每一個位置上都發揮最大效能，為學

生爭取最大權益，他在校園內策劃多項活動

，打破原來的設限，勇於挑戰和創新，有這

樣的行政人才，是師生之福，是安和之福。

網溪國小　吳華正主任

　　一踏入網溪國小，就可以感受到吳主任

的好人緣，這當然與吳主任服務的驚人年資

有關，也可看出他長期在學校用心經營的成

果。吳主任充分利用在網溪國小努力多年累

積的人脈，在每個行政職位上竭盡所能的幫

助學生，貢獻教育，只要是對教育有意義的

事，他就是義無反顧，做就對了。

溪洲國小　李秀晶老師

　　秀晶老師經驗豐富，長期擔任級任老師

並樂此不疲，樂於經營班級視為最高成就，

積極努力進修並將所學發揮，指導學生比賽

，每每過關斬將頗獲好評。嘗試用有趣的方

法，讓孩子快樂的學習，對研究教材教法別

具用心，以自己的興趣和專長，在工作崗位

上兢兢業業，值得感佩。

心中有愛  人生無礙
文˙第十屆Super教師獎遴選委員　羅祖欽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9NEW  TAIPEI  CITY  TEACHERS’  ASSOCIATION

思賢國小　魏勝賢主任

　　轉換跑道的魏主任，從工程師到教師，

人生的轉折有如故事般引人入勝，如果不是

對教育的高度興趣及殷殷期盼，魏主任一定

不會下如此重要的決定。魏主任抓住時代的

脈動，深深體會「閱讀力」的重要，推廣閱

讀不遺餘力，不但身先士卒，更廣用資源蔚

為風氣，對語文教育貢獻功不可沒。

義學國小　簡辛如老師

　　辛如老師年資不多，卻有著初生之犢不

畏虎的精神。他的「自然筆記」令人印象深

刻，他對自然的投入和熱情，一樣令人難以

忘懷。他將深奧的自然理論，以深入淺出的

教授方式，帶領孩子走進自然，尊重自然，

進一步愛上自然，是一位成功的專業老師。

安坑國小附幼　顧妮寶主任

　　顧主任的名字取得真好，彷彿就是天生

要來照護大家的寶貝，而他豐富的年資和經

驗，也不負眾望的達成所託，完成各種使命

，著實令人敬佩。顧主任長期為幼教政策定

調執行並推動各種活動，帶領後進一起耕耘

幼教苗圃，為百年樹人大計奠立基礎，值得

喝采。

莒光國小附幼　魏美玲老師

　　美玲老師是莒光的「特教之母」，對慢

飛天使的努力付出與照顧，實在是孩子和家

長最大的福氣。他不但自己投入幼兒園的工

作，還帶著家人一起分攤園務，利用假日休

息時間整理學校庶務，他身教言教的示範，

是孩子最好的學習對象。對特教兒童的用心

照拂與指導提攜，殊堪嘉許。

　　綜觀上列十位老師的優秀表現，在各自

的領域頭角崢嶸，擁有一片天，為教育注入

源源活水，生生不息。我們期待更多優質的

老師，在混亂的世代中撥亂反正，給社會帶

來正向的光明與願景，也期許Super老師傳

承精神，一屆一屆傳唱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