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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5新北市Super教師頒獎典禮於九月十八日假莒光國小春暉館舉辦。本會特別邀請教

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黃靜怡及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張旭政蒞

臨致詞頒獎，共計五位教師獲得Super教師獎、七位教師獲得Special教師獎及十二個校教師

會獲得伯樂獎。為求典禮慎重，在表揚創意教學、無私奉獻、熱情付出的SUPER教師，本會

另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共襄盛舉，見證這溫馨感人的一刻，更希望透過活動讓社會各界認識現

今教育的真實狀況，教師在工作崗位上的努力與付出。

　　本屆Super教師獎獲獎者共有五人，幼兒園組江翠國小附幼羅慧玲老師；國小組修德國

小陳麗雲老師、八里國小宋

挺美老師；國中組土城國中

沈淑梅老師、永和國中陳秀

琪老師等人獲獎。另Special

教師獎獲獎者國小組有五人

，國中組有二人。頒獎過程

穿插各表演團體所帶來的節

目，使得整個典禮隆重溫馨

。

　　Super教師評選活動，除

了表揚本市教學優秀的老師

之外，更感謝本市全體教育

人員在工作崗位上的努力不

懈。活動邀請各界人士參與

，藉由這樣的活動讓社會各

界對現今教育的狀況能有更

多的認識，期待往後持續的

教育改革過程中，社會各界

能更加支持教師的工作。

新北市 Super 教師專題報導
文˙編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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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uper教師頒獎典禮精彩畫面　

各組Super教師獎得主如下：

幼兒園組江翠國小附幼羅慧玲老師

國小組修德國小陳麗雲老師

國小組八里國小宋挺美老師

國中組土城國中沈淑梅老師

國中組永和國中陳秀琪老師



新北市教師會N
E

W

  T
A

IP
EI

  
CITY

  

TEACHERS’

  

ASSO
C

IA
T

IO
N

10

三、Special教師獎頒獎剪影
各組獲獎Special教師得主下：

國小組SPECIAL教師獎
激發潛能作育英才獎頂溪國小吳美玲老師

藝 文 春 風 化 雨 獎中園國小鄭羽彤老師

熱情奉獻術德領航獎安和國小劉貞似老師

行動楷模情誼領航獎義學國小林衍均老師

創意教學魅力無限獎莒光國小李宗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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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SPECIAL教師獎
生活領航獎新莊國中李美蓉老師

心藝領航獎福和國中楊麗珠老師

四、伯樂獎
獲獎學校如下：

江翠國小教師會、修德國小教師會、頂溪國小教師會、八里國小教師會

中園國小教師會、安和國小教師會、義學國小教師會、莒光國小教師會

土城國中教師會、新莊國中教師會、福和國中教師會、永和國中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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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的背後，往往是很多人幫你堆砌而成的

！』幼教職場的這二十七年，獲獎無數。每每在獲

獎的時刻，我總是不忘並感謝那些在背後支持、協

助我的好長官、好同事、好朋友及家人。慶幸自己

是個有福氣的人，有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不但能

學以致用，更能發揮所長。這一路走來，這些助力

和推力總是默默在背後推著我往前，推著我向上。

不是自己厲害，實是很多貴人的扶持，而成就了我

。這份「榮耀」我要與這些幕後功臣共享。

　　總覺得自己好幸運，可以在課堂上感受生命影

響生命的故事，見證孩子們涓滴成長、漸漸茁壯的

歷程。孩子，是最好的老師，感謝陪伴我走過每一

段生命歷程的孩子們，讓我看見自己存在的價值。

　　身為教師，是希望的工程師，是孩子隱形的翅

膀，陪伴他們看見生命的日出，這是多幸福的事啊

！

　　可以做一棵大樹，就不要只做一片葉子。人生

，沒有等出來的美麗，只有走出來的輝煌。期許我

們都是一枝彩色的粉筆，為臺灣教學的天空，彩繪

美麗的顏色。

　　當選 SUPER 教師，是一份榮耀也是一份責任！

　　僅將這份榮耀，跟所有教導過的學生及我的家

人、同事們分享。

　　由於他們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得以教學相長。

感謝他們的信任與肯定，無論是在我擔任導師或兼

任行政職務時，都能讓我盡情揮灑閱讀融入創意教

學、務實課程的美好風景。

　　這份責任將期許自己，繼續激發更多的教學創

意、激發孩子的多元潛能，能陪著孩子們的學習節

奏不斷前進，是一件既感恩又幸福的事！

新北市 Super 教師獲獎感言
文．編輯群 

幼兒園組Super教師獎

羅慧玲老師

國小組Super教師獎

陳麗雲老師

國小組Super教師獎

宋挺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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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孩子，積極和家長聯繫溝通

，將心比心，放下身段，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

這些是我投入教育界多年的心得與堅持。

　　這次獲獎，感謝平時協助與鼓勵我的校長和同

事，也謝謝在教職生涯中支持我的家長，更感恩和

我一路走來的學生，從你們身上，讓我學到用寬廣

包容的心來看待世界，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事情

，你們都是我的貴人，有你們，真好﹗

　　能獲得新北市11屆Super教師獎的殊榮，心情是

雀躍欣喜的，但肩負的責任也相對增加，我一定不

會讓大家失望，今後會更加努力教育下一代，讓課

堂永遠充滿歡笑聲成為孩子學習的天地。今日的得

獎真的要感謝家人支持，永中教師會的舉薦，永中

陳玉芬校長及教師會徐俊龍理事長全力幫忙，732可

愛的同學及家長們熱情相挺，再多的話語也無法表

達我心中的感激之情，只能說有你們真好。既然成

為super教師，希望能將永和國中締造成最super的

學校，最幸福快樂的學校。

　　用謙卑的心擁抱孩子，尊重教育的本質且身體

力行。放低我們的身段與孩子並肩學習，才能提高

教育的高度和視野。

　　對教學內容和課程重新作另一種詮釋，有效幫

助低成就孩子的教學方法，我們的孩子才能由改革

的客人成為改革步調的主人。

國中組Super教師獎

沈淑梅老師

國中組Super教師獎

陳秀琪老師

國小組Special教師獎

吳美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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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挫折或悲傷，在事過

境遷後，會發現那是來自生命的寶貴禮物。

　　對曾歷經低潮期的我，因一群願意給予空間、

尊重與信任的中園國小師生，擁有了回收傷心、轉

化自我成長的力量--讓我感受自己也能過得幸福，

讓我知道自己也能活得堅強，讓我明白重新站起後

的自己更能慷慨付出。

　　如同嚴冬中截斷的殘枝，會在春天發出更美的

新芽。感謝這段奇妙的境遇，讓我能以不同視角看

待班上孩子，從他們身上發掘不同天賦，體會獨特

而美麗的光芒。

願這份榮耀，獻給始終溫馨陪伴、友善支持我共渡

兌變歲月的中園國小。

　　教育是既有趣及具挑戰力的工作，孩子給我力

量，讓我能轉化成為教育他們的愛與能量，在接受

挑戰的過程中，每每看見孩子認真的笑容與成長的

軌跡，得到的回饋是無以言喻的。而教育更需要持

續不斷的熱情與努力，才能注入更多的活泉，教學

生涯十八年，此次獲得「熱情奉獻術德領航獎」備

感興奮與欣慰，也感謝學校同事的青睞與愛戴，我

將更有能量繼續挑戰下去。

　　在教育的路上走了十年，在不斷學習的旅途中

，總是能幸運的在困惑時遇到給予提點的同儕，每

一個經驗的共享與活動的共做，都讓衍均在教育的

領域中能不斷與自己對話，釐清自己的心中：教育

也許是什麼。有趣的是，每一個里程都會得到一部

分的答案。這次得到了新北市教師會的special獎，

訪談的過程我似乎理解了教育其中一個部分：熱情

。我們的熱請是會被我們的教育合作者感動的，未

來也期許自己持續省思自己，是否遺失了熱情。

國小組Special教師獎

鄭羽彤老師

國小組Special教師獎

劉貞似老師

國小組Special教師獎

林衍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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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謝新北市莒光國小同仁們對我的厚愛，

讓我能夠參加此次新北市教師會第十一屆 SUPER 教

師獎選拔，並能榮獲國小組 special 教師獎，在此

十分感謝新北市教師會與評審委員給我這個機會，

這對身為代理教師的我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和肯

定。

　　我從不認為我教學的技巧有比別人好，但我對

教育工作的熱愛絕對不輸給其他人，教育是一份默

默耕耘的工作，我相信在未來的漫長的教學日子裡

，我仍能保有現在對教育的熱情，讓每位孩子們都

能樂於學習。

　　教育路上，一路走來並不孤單！對我無限關懷

與包容的家人、志同道合的優秀教育夥伴、全力配

合與協助的家長及相互成長的孩子們，因為你們成

就了這一切，同時感謝學校行政團隊的牽成及評審

的厚愛，得獎榮耀歸屬於大家，與大家一同分享！

　美術老師是我的職業，以藝術服務學校，以藝術

教育學生，都是我的職責與義務。所以得獎是意外

的禮物，只有感謝與感恩。感謝福和的團隊鼓勵我

、支持我，包括曾慧媚校長的賞識與推薦，洪駿源

組長的鼎力相助；還有感恩承讓給我這個機會的福

和老師們，有你們精神層面的聲援與加油，一路相

挺才能得到Special教師的心藝領航獎。所以這份榮

譽應該是屬於福和的全體師生共享，大家就「藝」

起來enjoy幸「福和」樂吧！

國小組Special教師獎

李宗憲老師

國中組Special教師獎

李美蓉老師

國中組Special教師獎

楊麗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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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Super 教師評選過程報導
文．編輯群

　　本會舉辦Super教師獎選拔，這個具有

特殊意義的活動已邁入第十一屆。為能確實

的了解各位參賽者，評審委員分組到各校進

行教學觀摩，了解參賽者的教學實況；透過

座談會，從行政、教師、家長及學生認識參

賽者平時實際的表現。委員們多次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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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恭喜各位獲獎教師之外，也感謝參與本屆

Super教師評選的委員，在百忙中抽出時間

，為本次活動做出完美的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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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評審團隊：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督學室主任蘇珍蓉

新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　教育總召李文良

新北市中小學家長會長協會　板土區副總會長俞正信

新北市中小學校長協會　中角國小校長蔡建文

新北市教師會　理事陳彥成

新北市教師會代表 副理事長黃學仁

新北市教師會代表 總幹事潘富教

新北市教師會代表 活動部主任王雅萍

新北市教師會代表 教學部主任鄭天福

社會公正人士　議會遊說主任游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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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新北市 Super 教師頒獎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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