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Super

教師獎專題報導

(下)

文◎編輯群

遴選過程簡記
2017新北市SUPER教師獎遴選，從去年收到全教總106年度SUPER教師獎計畫
開始進行前置作業，包括擬定2017新北市SUPER教師獎計畫、於本會網站公告計畫
及發文新北市各級學校SUPER教師獎計畫等，鼓勵老師踴躍參加，截至2月18日報名
截止，報名件數為國小組9件、國中組7件、高中職組2件。
本屆遴選委員共計7位，於2月22日召開第一次遴選委員會會議，依參選類別及人
數區分為國小、國高中組共2組現場訪視。訪視過程除觀察老師實際教學外，亦於訪
視當天進行行政訪談、家長訪談、同事訪談以及學生訪談等。
訪視時間自3月6日展開，3月24日結束，整個訪視期程時間雖短，但可以感受到
參賽老師的用心及學校的熱情推薦。3月30日進行決選會議時，經過不斷的討論，終
於遴選出2017新北市SUPER教師獎得主。
在整個遴選過程中，我們感受到的是這些老師們無伐善、無施勞的謙虛；我們感
染到的是老師們源源不斷的活力與朝氣！我們看到了教育ㄧ點ㄧ露的愛心，時時滋潤
著每一位學生的心靈！
後記：
令人更開心的是，新北市推薦的6位SUPER教師，經過「全教總」密集慎重地訪
視與評選，在107年9月23日的頒獎典禮上，後埔國小的陳俊利老師獲得全國SUPER
教師國小組首獎。俊利老師精進課程教學，以自創自製教具，引導孩子發揮想像力寫
作，啟發學生獨立思考。服務35年教學熱忱不減，不斷的精進自己
的教能，更成為帶動同仁一起共好、向善、向上的一股動力。再
對照遴選委員到校訪視後熱烈肯定，俊利老師能獲得全國SUPER
教師的殊榮，可說是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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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

2017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2017SUPER教師獎遴選結果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SUPER 教師獎遴選結果
2017新北市SUPER教師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

2017 新北市 SPECIAL 教師

2017新北市SPECIAL教師
國小組：
國小組：
(1) 魅力無限作育英才 獎： 謝朝祥 老師 安和國小；
(1) 魅力無限作育英才
獎： 謝朝祥
安和國小；
(2) 杏壇芬芳傳薪引領
獎： 老師
林錦昭
老師 三峽國小；
(3) 因材施教情藝領航
獎： 老師
林煌閔
老師 新埔國小；
(2) 杏壇芬芳傳薪引領
獎： 林錦昭
三峽國小；
(4) 潛移默化生活領航
獎： 老師
吳初惠
老師 永平國小；
(3) 因材施教情藝領航
獎： 林煌閔
新埔國小；
(5) 教學熱忱化雨領航
獎： 老師
林俊標
老師 建國國小；
(4) 潛移默化生活領航
獎： 吳初惠
永平國小；
(6) 悠遊教學卓越領航 獎： 鄭昌閔 老師 江翠國小；
(5) 教學熱忱化雨領航 獎： 林俊標 老師 建國國小；
(7) 熱情奉獻行動楷模 獎： 魏俊陽 老師 上林國小。
(6) 悠遊教學卓越領航 獎： 鄭昌閔 老師 江翠國小；
國中組：
(7) 熱情奉獻行動楷模
獎： 魏俊陽
上林國小。
(1) 科學領航熱情奉獻
獎： 老師
楊伯原
老師 溪崑國中；
國中組：
(2) 創意教學魅力無限 獎： 王冠婷 老師 光榮國中；
(1) 科學領航熱情奉獻
獎： 楊伯原
溪崑國中；
(3) 傳薪引領術德兼修
獎： 老師
郭耀文
老師 尖山國中；
(4) 創意前瞻潛力無限
獎： 老師
高靖岳
老師 永和國中；
(2) 創意教學魅力無限
獎： 王冠婷
光榮國中；
(5) 激發潛能卓越領航
獎： 老師
陳彥豪
老師 三重高中。
(3) 傳薪引領術德兼修
獎： 郭耀文
尖山國中；
(4) 創意前瞻潛力無限 獎： 高靖岳 老師 永和國中；
伯樂獎
(5) 激發潛能卓越領航 獎： 陳彥豪 老師 三重高中。
安和國小教師會、三峽國小教師會、新埔國小教師會、莒光國小教師會、永平國小教
伯樂獎
師會、建國國小教師會、後埔國小、江翠國小教師會、上林國小促進會、溪崑國中教
安和國小教師會、三峽國小教師會、新埔國小教師會、莒光國小教師會、永平國
師會、光榮國中教師會、尖山國中教師會、土城國中教師會、永和國中教師會、福和
小教師會、建國國小教師會、後埔國小、江翠國小教師會、上林國小促進會、溪崑國
國中教師會、三重高中教師會、三重商工教師會。
中教師會、光榮國中教師會、尖山國中教師會、土城國中教師會、永和國中教師會、
福和國中教師會、三重高中教師會、三重商工教師會。
網路票選人氣獎
永平國小吳初惠老師、永和國中高靖岳老師
網路票選人氣獎
永平國小吳初惠老師、永和國中高靖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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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2017新北市SUPER教師得獎感言
•新北市super教師得獎感言
三重高中

林其良

我相信每一個老師都是Super教師，就在臺灣各個角落，
堅持為孩子上創造最大的可能性，堅持在學識上給自己多元學
習提煉精粹，堅持在教育上保有初衷邁向夢想。
教師生涯這九年來旅程，可謂如坐針氈，如履薄冰。夢想
很像長滿了刺的北冰洋浮冰，容易飄移，容易碎裂熔化，容易
刺傷自己。在嘗試創新前衛與保存傳統價值之間，用力抓緊滑
不溜丟的夢想，讓人血跡斑斑，一旦放手就摔在地上破裂熔化
消失無形。感謝在任教的這條路上惠我良多的教育先行者以及一同hold住夢想的夥伴
，是您讓夢想加厚加硬，有如南極大陸般的亙古屹立!
謝謝臺大國發所吳秀玲教授的身教及嚴加管教；謝謝新北高中趙祐志主任的開拓
視界、謝謝許益祥老師的用心栽培；謝謝大直高中楊全琮主任的授權與陪伴；謝謝三
重高中陳瑛姍校長的信任及支持、謝謝王基根老師的提攜及心靈雞湯；謝謝新北市教
師會林金財、鄭建信、林松宏老師的教師典範並堅持為所當為。
謝謝飢餓543的孩子們，有我們的第一個飢餓30活動，才有我現在上演的教師舞
台。謝謝重高畢業生們組織的大乳牛團隊，帶給三重高中6年的寒暑假創意營隊，熱
血翻騰教育現場。謝謝三重高中第17屆三孝孩子，讓我們一起探索全人教育的真諦和
服務弱勢、貢獻社會，5位世大運掌旗手，你們讓世界看到了臺灣。謝謝三孝家長下
工夫在親子與親師關係，支持並參
與班級活動。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家人，謝謝
爸爸，您一直是我的楷模標竿，我
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您的身
教與言教而來，謝謝媽媽讓我從小
到大能依賴著您的照顧，謝謝太太
的體諒與全力守護這個家，謝謝兩
個小女兒給我的童心與熱情不滅。
Super教師獎獻給你們，實至名歸！
不能忍受平庸，堅持做對的事！～
我會持續在這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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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
三重商工

施雅芳

為人師的這些年以來，一
直秉持著一個信念---讓孩子及
球員快樂學習!而在教育現場
遇見許多弱勢的孩子，我的能
力有限，但我有充沛的、滿滿
的愛，我用愛來感化每一個孩
子，期望我的孩子懷抱著對未
來的夢想與希望，以樂觀的態度面對一切挑戰，我
認為這對孩子才是最大的幫助。謝謝所有球員及學
生讓我有機會不斷在教學中淬鍊成長，期盼自己繼
續成為孩子生命中的一盞明燈，是他們的「明師」!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肯定我的人。

福和國中

黃淑君

「黃老師是我第二個媽媽.....」Alina在越洋電話那頭，哭
著跟台灣的阿嬤說。六年前任教的導師班來了一位不會中文的
Ａlina，她對學習的焦慮與不安，勾起我童年時期遇到啟蒙教
師李阿雪老師的回憶，老師對來自缺乏文化刺激家庭背景的我
，給予無盡的疼愛與信任，翻轉我的人生。阿雪老師的典範
----看見需要，投注需要----也成為我擔任教職永不忘本的初心。
參與Super 教師的遴選過程，是一段美好的回顧，看著這
二十年來學生與我的照片及卡片，真
的很感謝每一 個學生給予我的回饋，
因為學生的鼓勵，使我在教學上不斷
精進，充分享受每一次創新教學帶來
的成就感，這個殊榮也屬於每一個與
我相遇的學生，老師感覺很幸福能參
與你們生命中這段青澀時光。
謝謝教師會及福和國中同仁們的肯
定，我會更加努力，期許自己能成為
更多孩子的光,，照亮屬於他們的康莊
大道如同當年李阿雪老師點燃我的生
命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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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土城國中 蔣慧琳
敝人能接受優良教師的推薦並獲選2017年新北市supper教
師，心中真是萬分感激。首先，感謝教學工作的啟蒙學校――
台中嶺東高中的王學財校長、黃鴻毅主任，因為你們的熱忱付
出讓我看見教育工作的重要，讓我堅定的走上了教學這條路；
更要感謝土城國中鄧文南校長、曾春榮校長、李家銘主任、郭
玉辰組長，長久以來對我的栽培、支持與協助。
去年11月，學校告知推薦我參加106年的supper教師評選
，要我準備相關資料呈報時，心中納悶：「自己夠資格嗎？該怎麼準備資料呢?」後
來，在準備資料過程中，學生認真學習的眼神、孩子們受挫時的淚眼、學生間爭執的
火爆場景、班級競賽獲勝的笑容、往事歷歷，一幕幕鮮明的浮在眼前，彷彿昨日。從
以前的學生眼中的「年輕美女老師」到現在學生喚我「阿嬤老師」，瞬間推移了20多
年，這七千多個日子裡似乎也在教育崗位上略盡了棉薄之力，個人覺得這其實是份內
之事 ，微不足道的。
校園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舞臺，我戰戰兢兢的堅守著自己所喜愛的工作崗位，秉
持著「成就不必在我，學生才是主角」的信念，全心投入教師的職責，除了教授課業
之外，更協助學生開啟潛能、探索未來， 積極幫學生找亮點、找出路。在這歷程中
難免會遇到波折，但我相信「成就學生是老師存在的意義」!我要秉持著信念堅持到
底，盡力在我的舞臺上扮演好我的角色。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一直要求自己要扮
演多面向的老師: 知識的啟蒙者、學生的心理輔導師、關懷學生的媽媽、能和學生聊
心事的朋友 ......，要求自己竭盡所能地擔任這個神聖的工作，做學生最好的扶助者。
教師對學生的心靈和性格都有很深的影響，尤其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多一點的關心
、 付出，多幫他們開一扇窗，就可以翻轉他們的人生。一個老師的價值，在於他對
教育的態度與用心。教育的工作，是個需要充滿熱血又需要經得起挫折考驗的工作，
我一直秉持著「把每一個孩子都帶上來」的理念走到現在。教育的工作，成就不必在
我，我希望我的學生學生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正確的方向，盼望著他們能日益茁
壯且開出屬於他們想望的燦爛，盼望著他們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我任教的土城國中設立於工業區旁，多數學生來自基層勞動家庭，約有30%學生來
自低收、中低收、單親、隔代教養、原住民、新住民等弱勢家庭，家長多急於拚經濟
，故而孩子在學習上較顯弱勢，因此我們肩上的責任更為沉重。有感於周邊環境劣勢
，土城國中團隊積極以柔性濡化教養，穩定學生之衝動情緒，加強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探索知識、嶄露自信，期待能帶領學生追求知識、拓展視野，追求更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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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
我真心覺得這份榮耀是屬於土城國中全校教職員和
全體同學們的! 因為若不是土城國中團隊超熱誠、超專業
、超策略、超效能；若不是土城國中學生們出色的表現
，我也不可能得到這個獎項。所以我是代表土城國中全
校師生來領這份榮耀，謝謝大家對土城國中的支持與厚
愛。
教育可貴之處在於「用生命感動生命」，我懷著感
恩的心，真心感謝大家對我的肯定與信任。最後還要感
謝我所有任教過的學生，因為你們豐富了我生活，精采
了我的生命。更要感謝家人支持我的教學工作。獲獎是
一份榮耀，也是責任的加重。往後我將在這項榮耀的激
勵之下，繼續往我的教育理想邁進，竭盡所能帶好每一
位同學，讓孩子們能發展自我優勢、活出自信，朝著正向
的人生道路前進。

後埔國小

陳俊利

「讓學生站上舞台發光發熱」-- 肯定自我價值，是驅使我
堅守不斷在教育崗位上努力的動力；「創新教學方法」--誘發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參與熱情，讓我永保熱忱並享受教學樂趣；
「推展家庭訪問」-- 老師、家長、學生緊密聯繫三位一體，督
促我努力當親師生的黏和劑；「班級、家庭讀書會的成立」-透過閱讀的力量，開拓孩子視野，讓我找到翻轉孩子未來的鑰
匙。
得到「super教師獎
」的肯定，使我堅信推展教育發展的方向—設
定目標，勇往直前持續為理想邁進；也更堅信
擬定班級發展的教育策略及施行營造良善的學
習情境，是駛向正向發展的方向。
一路走來，每當有新構思的教學內容，學
生始終好奇的探究並熱情參與，才能順利達成
教育目標，落實教學過程；每當有家庭訪問，
家長盛情招待餐點飲食，並拿起課外書籍陪孩
子閱讀，有家長的情義相挺，才能導引學生生
命能量正向拓展；每當有教材研發的教學活動
，學校校長、主任、老師們傾囊相授，共同建立同儕夥伴相知相長的優質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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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一切為教育努力付出的學生、家長及教育界人士，由於有你們的陪伴提攜，
教育的路程才能行走順遂。感謝有你！ 因為有你們，才能成就真正的「super」教師
。真勞力（tsin lóo-lat）！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莒光國小

鄭雅文

感謝教師工會舉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給予認真用心的老
師們莫大的鼓勵；同時也感謝評選委員們對我的肯定，您們辛
苦了！再來要感謝莒光國小的好夥伴們，在工作上願意與我並
肩合作，同甘共苦，一起為教育而努力不懈，還有莒光教師會
前理事長—李昭誼老師，要不是您用力的把一向低調的我推出
去參加校內票選，陪伴我一路上過關斬將，就不可能會有今天
的我。最後，我要深深的感謝最親愛的家人，尤其是我的一對
子女，媽媽總是一頭栽進工作，沒有太多時間煮晚餐給你們吃，沒有力氣唸床邊故事
給你們聽，但是你們都很懂事，總是默默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從不讓我操心，媽媽
只要負責簽聯絡簿就好了，你們的獨立與貼心，以
及從不抱怨，讓我既放心又心疼，沒有你們，媽媽
不可能得到這項殊榮！
相信許多人小時候都寫過這一篇作文「我的志
願」，我從幼稚園開始就立志要當老師，迄今過了
40多個年頭，這個志願依然沒變，理由很簡單，因
為我從小就非常崇拜老師，覺得當老師是一件很了
不起的工作，長大後，我還發現當老師是一件可以
幫助人，甚至改變人，使之向上向善的神聖工作，
我非常熱愛它，它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能得此殊榮，我要把榮耀獻給一位我最敬
重的教育前輩—莒光國小第二任校長鄭端容校長，
她是我來到莒光的第一位校長，鄭校長的言教與身
教深深的影響著我以及當時所有的莒光老師，現在
已84歲高齡的她，仍然四處接受邀約，到各校帶領著老師們推動學共精神與實作，並
且時常私下關心我、勉勵我、鼓舞我，是我在教育工作上最重要的精神領袖，是她引
領我成為一位認真優秀的好老師，現在，我也以鄭校長常勉勵我們「莫忘初衷」這四
個字來與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共勉，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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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
2017新北市SPECIAL教師簡介
國小組(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列)

魅力無限作育英才獎：謝朝祥 老師(安和國小)
朝祥老師具前瞻性的教學理念，啟發學生求知慾，延伸學習效果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能力。語文教學透過齊讀領讀，指導
學生朗讀課文，語詞書寫硬筆指導。
關心學生，適時協助學生解決困難，並時常鼓勵學生，激發學生
的潛能，尊重個別差異，發掘每個孩子的優點，與家長建立伙伴關係
，親、師、生共學共勉，協助孩子健康成長。
傻瓜老師，抱持用心、耐心、關心、信心、熱心，全方位的付出
與奉獻，除平日認真教學和訓練田徑隊外，假日寒暑假無怨無悔付出
，帶學生像帶自己的孩子，從課業，語文，書法或田徑，找到自信與
榮譽；並建置教學與田徑隊網頁，搭建親師、校友情誼與橋樑。

杏壇芬芳傳薪引領獎：林錦昭 老師(三峽國小)
錦昭老師在數學教學上，創新教學方法，啟發學生思考，善用各
種教學媒體或媒介促進教學效益，讓學生理解，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班級經營方面，透過獎勵制度，時常鼓勵學生，激發學生的潛能，並
爭取校內參加英語讀者劇場和樂樂棒球的代表權，提供學生多元展能
。班級學生良性競爭，彼此鼓勵，建立自動自發的精神。照顧弱勢和
輔導特教學生，適時協助學生解決困難。
錦昭老師積極從事進修活動與教學研究，專研數學教材成立貢獻
平台，校內外分享數學閱讀教學，協助社群發展，取得教學輔導教師
認證。17年始終如一，深獲家長肯定，秉持活到老學到老的教學熱誠
，發揮教育愛，造福學子。

因材施教情藝領航獎： 林煌閔 老師(新埔國小)
煌閔老師善於營造學習情境，引導學生探究、思考，研發適性化
教材與教法，並增加課外故事或親身經驗，讓上課更有趣，提升學生
學習效能。
班級經營方面，獎勵制度多元，深受孩子的喜愛，營造好玩的午
餐時間，利用飯菜作畫，學生覺得好玩有趣，午餐特別好吃。 對孩
子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每生閱讀至少榮獲校內小碩士。
優良教師的楷模，高度熱忱，幽默耐心，讓學生發光發熱。校內
語文競賽全學年團體第一名，幫孩子找到適合的項目，指導練習。曾
榮獲全國科展國小組生活與應用科學科大畫獎第一名。並曾擔任資源
班老師，樂於分享對特教生的輔導，並獲選優秀認輔人員。關懷弱勢
學生，捐助衣物，課後補救，深獲家長讚揚。

潛移默化生活領航獎： 吳初惠 老師(永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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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惠老師教學方式活潑多元，能誘發學生學習熱情，透過老師說
明與學生討論，激發學生熱愛生命，尊重自然，導引學生正向發展。
透過創新教學的方式，體驗種菜，啟發學生求知慾，感恩農夫的辛勞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初惠老師有活力，態度積極，經驗傳承。活動安排與課程設計，深化
孩子的心靈，堅持輔導孩子的理想，成立導護志工。
初惠老師是全方位生命教育的導師，在校內校外，傳遞生命教育與永
續環境的理念。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坊與品德結合，協助永平電視台節
目製作。擔任自然科任，協助中度智障學生，擔任生命的守護者。培
訓食育志工，協同教學，讓永平食育發光發熱。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教學熱忱化雨領航獎： 林俊標 老師(建國國小)
俊標老師教學方式活潑多元，透過引導式發問，善用分組教學與
討論，誘發學生學習動機與參與熱情，研發適性化教材，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秉持教學相長的認知，建立親、師、生學習共同體的理念。
班級經營方面，建立班級獎勵制度，凝聚全班學生上進的動力，和家
長建立line群組，親師溝無礙。幫助弱勢學生，照顧低收入戶學生，
輔導強迫症學生，從挫折中站起來。
帶動同儕專業成長，語文和數學教學研究，增益學校教師之教學，正
面影響教學品質，落實與分享班級經營，形塑班級典範，造福同仁，
共同建立優質校園文化。秉持對教育的堅持，感佩俊標老師期望服務
至65歲退休，再到偏鄉服務。

悠遊教學卓越領航獎： 鄭昌閔 老師(江翠國小)
昌閔老師閩南語的教學方式活潑多元，研發適性化教材，吸引學
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與參與熱情。統整不同學科領域，
善用各種教學媒體或媒介促進教學，豐富並創新教學內容，啟發學生
智慧，並擔任數學融入均一教育平台區級公開課研習講師。
昌閔老師幽默風趣，活力十足，引發學生熱愛生命與展現生命力。協
助情緒障礙學生，陪伴學生學習；參加比賽榮獲獎金，捐款仁愛基金
，協助弱勢急難學生。
昌閔老師退而不休，繼續研發校本教材，並通過教育部閩南語中高級
認證，退休後返回學校擔任鄉土語言支援教師。未來展望，利用閩南
語至做自然生態導覽影片。

熱情奉獻行動楷模獎： 魏俊陽 老師(上林國小)
俊陽老師在教學上實施低年級混齡本土語教學，教學方式活潑多
元，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參與熱情，讓每個孩子都有發表的機會，
營造溫馨、和諧、愉快的學習氣氛。
行政經歷上歷練四個處室業務，樂於經驗分享，協助推動校務。
引進外部資源協助學生閱讀，讀報與寫作教學，促進學習發展；也引
進桌球師資，下課後與學生切磋球技，並時常鼓勵學生，激發學生的
潛能。同時協助邀請英語和音樂老師到校，指導英語歌曲演唱，榮獲
全市低年級組優等第一名。
俊陽老師發覺學生學習困難，辦理鑑定，申請資源幫助學生，並
介入輔導情緒障礙學生，解決導師的困難。並擔任本市閩南與輔導團
和中央輔導團本土語組輔導園，分享教學經驗。

國中組(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列)

科學領航熱情奉獻獎： 楊伯原 老師(溪崑國中)
伯原老師教學方式活潑，重視實驗操作歷程，以能力分組合作學
習方式，引導學生發表並訓練其解說及表達能力，並善用攝影機留下
學生上台影像；推動科學教育不遺餘力，有教無類，零拒絕地指導學
生投入科展，改變中輟生的生命力與學習動機，以言行帶領學生熱愛
科學研究。
伯原老師熱愛科學、熱愛數學，成立科研社，近20年持續不間斷
的指導學生科展，獲獎無數，深信以科學知識可以提升社會，也堅持
不斷的身體力行。
伯原老師活力十足，博學多聞是知識的寶庫，積極進修，在國內
外刊物發表論文，對基層深耕很用心，給同儕正向的激勵，帶動同儕
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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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師會
創意教學魅力無限獎： 王冠婷 老師(光榮國中)
冠婷老師熱愛教學，教材教案能因應主題需求變化設計，教學風格
活潑，發揮創意設計教學活動與教具，採用分組學習方式，尊重學生選
擇師傅和徒弟，師徒共學，增加同學學習間的互動，豐富三年的國中生
活。不辭辛勞為學生安排生涯探索及校外教學，無距離的和學生相處，
受到學生喜愛與信任，放學後也會留跟不上進度的孩子進行個別輔導。
熱情的投入受到家長學生的肯定與信任，104年度被推選為優良導師
，與同事互動良好，利用下班後的時間與同領域老師共備，分享創意與
經驗。
冠婷老師年輕有活力，任教4年就有精彩的展現，持發光發熱，當能
期望未來大有所為。

傳薪引領術德兼修獎： 郭耀文 老師(尖山國中)
耀文老師教學有熱誠，能協助學生找到自信心，教學中帶入人生經
驗啟發學生，適時提示重點，帶出寫作技巧從基本功練起。輔導學生的
經驗豐富，真心關懷學生，不惜付出時間、金錢資助學生，對已畢業的
學生也持續關心，輔導成果佳值得肯定。
運用武術專長於帶班策略，有效導正行為偏差學生，以活潑的方式
與學生互動，分享人生經驗鼓勵學生，學生把老師當偶像，敬重老師，
賞罰分明為學生信服，並透過武術隊的陶冶與生活教育，以言行影響學
生正向發展。
耀文老師用愛深耕尖山，用生命照顧尖山學生，終身奉獻教育愛的
精神令人敬佩。武術專長亮點更是表現優異。

創意前瞻潛力無限獎： 高靖岳 老師(永和國中)
靖岳老師認真設計教學活動，教材備課均十分用心，準備適切的教
具，帶領學生動手實作，上課輕鬆活潑有趣，進行分組操作練習，適時
巡視，針對較不熟練的組別加強示範，並於授課過程中適時發現學生的
潛能，提升學生學習的信心。
與學生零距離，主動關心學生，能給予學生安全感，隨時給予學生
協助，得到家長與學生的信任。推廣生活科技與創客，帶動跨領域整合
課程，協助小學、偏鄉共享資源，發展課程與共備，協助成立創客基地
學校計劃，引進師大資源增益學習，辦理創客相關課程，與校內外老師
分享。
溫文儒雅的默默付出，秉著信念與熱忱，持續推動動手實作與活用
知識的創客教學，提供學生多元的成就舞台。

激發潛能卓越領航獎： 陳彥豪 老師(三重高中)
彥豪是位積極認真的老師，諄諄教誨學生，讓學生歡喜學數學。傾
聽學生的聲音，時時刻刻關注學生的課業與他們成長的心靈。透過分組
合作學習，帶領科展及資優教育，展現彥豪老師的亮點。
不間斷的自我充實，嘗試新的教學策略與方式，參與教育局資優工
作坊，並將資源帶回校園，開設數學營，大受親、師、生好評，以細膩
的心與勤奮的態度和學生一同成長。
彥豪老師具熱情和正向能量，也發願繼續到台中師院學資優教育，
鞭策自己進修， 改變翻轉教學策略勇於創新終身學習，資深老師讚嘆他
非常有智慧，像海綿一樣精進學習有吸收力，是非常有潛能的老師，也
啟動他們再研討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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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SUPER 教師獎頒獎典禮花絮
文◎編輯群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貴賓雲集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評審委員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精彩表演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貴賓致詞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頒發伯樂獎

參選 SUPER 教師的學校教師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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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教師頒獎

頒發 SPECIAL 教師獎項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 - 最佳人氣獎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最佳主持人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高中組施雅芳老師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高中組林其良老師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國中組蔣慧琳老師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國中組黃淑君老師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國小組
鄭雅文老師親友團合影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國小組
陳俊利老師親友團合影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得主合影

2017 新北市 SUPER 教師得主與出席
貴賓合影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貴賓合影

SUPER 教師頒獎典禮工作人員貴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