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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生活的動向，

教授們研究、教學

的理念，藉著「教

行報」呈現在大家

的面前。希望以此

為橋樑，增進師生

們與系所的聯繫，

以及凝聚系所的力

量。 

過去，本系

學生雖各有成立系

學會及所學會承接

應屆相關事務，但

對彼此間的資訊並

不流通。因此，為

了使師生了解系所

相關資訊及各項活

動，特創立這一份

屬於教行系(所)的

資訊交流電子報。 

對此，我們

是充滿了期待與盼

望的。即使『教行

報』並不是什麼有

名、專業的報刊，

卻記載了大家生活

週遭所發生的點滴

風情。學生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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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多看教育性質的期刊，這樣

對你下筆會更有想法! 

至於口試的部分，其實就

是要拿出你的優勢來應對教

授們的問題。我覺得最重要

的就是要凸顯你的優勢，而

將你的劣勢想出如何補救來

讓老師知道你有心想補足的

決心，這樣你還是很優秀

的。  

的活動，相信本系是非常注

重這方面的能力，因此這是

我的優勢。所以我開始著手

我的研究所推甄資料。我也

很建議往後學弟妹可以問問

看老師推甄資料如何準備。 

至於甄試考試，其實就去

考吧!用兩個月的暑假來複

習自己四年的科目及蒐集各

校的考古題，最重要的就是

所以我建議學弟妹們，先

瞭解自己的優勢後，想辦法

去突顯它，再說出自己比別

人強的地方在哪?不要只選

擇推甄或只選擇考試，兩者

都去嘗試，才可以讓自己有

更多機會唷!! 

科目一同前進，給自己兩年

的機會等於更充實國考準備

的時間!! 

目前對我來說，兩年的

研究所中，姑且不要說往後

會有甚麼用處，但給自己更

充實國考的科目，期許自己

可以更言之有物，且我得到

了更高的學歷。   

[我要推甄,還是考試呢?] 

基本上,我先分析自己這

三年來的成績及有什麼比別

人還要更好的優勢。 

這三年的成績，我並沒

有特別的突出，但是我瞭解

自己擁有參與學生會、系學

會、社團等領導人頭銜及這

三年參與大大小小服務志工 

與教育改革的新聞很有興

趣，所以我決定再花兩年充

實自己，再給自己兩年找尋

自己的價值的機會。 

[我是否能兼顧國考/研究所] 

我很慶幸的是，我想考

的國考及我讀的研究所性質

是相同的，所以我的論文研

究方向可以隨著國考考試的

升大三的暑假，對於自

己畢業後要做甚麼?也是感

到非常的迷惘。由於對系上

的「教育行政」及「領導管

理」這兩塊專業領域上，我

由衷的希望自己可以再更深

的研究及學到更多的學問，    

因此大學最後一年的暑

假，我下定決心：我要讀研

究所!! 

首先,我必須瞭解「我適

合讀研究所嗎?」、「我想

要走本科系或跨科系考

呢?」、「研究所的兩年，

是否可以國考跟研究所兼顧

呢?」、「我要推甄,還是準

備考試呢?」。  

其實這年暑假，對於大

四的我們，都是很焦慮及充

滿不確定的，對於未來充滿

了疑問句?但這些卻是我們

務必去深思熟慮想清楚，然

後再做決定的，為的就是不

要讓自己人生中重要的階段

產生遺憾。  

 

[我適合讀研究所嗎?] 

以現在的人力資源市場

來看，並不是學位越高，而

收入、成就就會一起升高，

所以你必須瞭解兩年的研究

所生活要追求什麼? 

「我喜歡讀書嗎? 」 

說真的，我不知道這個

問題怎麼回答，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對於教育問題批判 

文/蔡玉婷(日間班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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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繼續進修 

本系研究所嗎? 

 

正在苦思該如何 

準備甄試或考試嗎? 

 

就讓有經驗的學長姐 

來做個經驗分享吧! 



 

然後最重要的是想要考

研究所要趁早做準備，因

為三個科目除了英文是平

時要具備的能力以外，其

他兩項科目，相關書籍都

有相當的分量，所以盡早

確立目標，提早準備， 就

以我個人而言，我先向

系上老師詢問考科書目，

然後開始自修， 不懂地

方，圖書館提供了很多相

關書籍，當然問老師也是

很好的途徑。 

 

有比較大的機會成功。 

最後要感謝大學所有教

師的提攜，讓我能夠順利

的到東華教行所就讀，也

祝各位未來不論選擇哪條

道路，都能順利。 

經驗分享 

費基本上兩到三年的時

間；而我選擇教行所的原

因，是我對行政和管理方

面有興趣，並且想深入去

研究相關的內容。 

以下是準備方式，要

考研究所有兩條途徑，而

我是透過考試入學的，我

們所上考試科目有： 

1.教育研究法 

2.教育行政與政策 

3.英文 這三個科目，

準備的方式有很多種。  

回到正題，考研究所

之前，必須先想好你的目

標是甚麼，想要考哪個方

向(當然不能和自己大學相

關離太遠)。 

所以當你確立好目

標，研究所這條路將會花

 

 

考研究所，是在大三

下學期時所閃過的一個念

頭，並沒有多去想像，有

考研究所的想法是到了大

四上學期，面對未來的出

路，已經剩不到一年的時

間。 

 

對於男生來說，大學

畢業只有兩條路，一條就

是先去當兵，另一條就是

繼續讀書。 

當然還有例外(例如：

出國、延畢、教師實習等

等…)，每個人的選擇方向

都不盡相同。  

 

文/古騏豪(日間班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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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繼續進修 

本系研究所嗎? 

 

正在苦思該如何 

準備甄試或考試嗎? 

 

就讓有經驗的學長姐 

來做個經驗分享吧! 



 

 

 

 

 

 

 

 

對教育本質的理解影響

到一個教師本身的”教育信

念”；教育目的是指引一個

教師”教學信念”的重要方

向，老師的想法、信念架構

會決定他要帶學生到什麼地

方去。 

個人以為”教育本質上

是引人為善，並在主事者定

義的成長下，朝其目標走的

歷程，然其中卻充滿複雜、

不確定性，甚至結果也非能

讓人預期的，所以本身即是

目的而非結果，然而所重者

為學童對所屬環境的適應，

且在自我表現的需求下，進

一步開發出道德應然面，最

後目的是和諧地發展人類本

性中的力量和能力來促進人

性”，基本上結論是有些偏

向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和

身、心、靈的自由人理念，

不過也揉合了混沌理論和鬆

懈結合的教育哲學思想在

內。  

據此，個人引發出來的

教育目的是希望培養出一個

能有自主性思考能力的個

體，並能完整瞭解自己的能

力和世界上資源的應用與共

處之道。 這自然不是一個

容易達成的目標，但探索自

己和探索世界是最大、最複

雜的挑戰， 如果學生盲目

地沉迷在一件又一件繁忙的

課業中，而忘記這只是手段

而非目的，那等他成了一個

成熟的個體時， 

 

在目前的情勢下，視到學

校受教育僅是求一紙文憑的

人大有人在，因此我個人的

教育理念很簡單，便是要在

尋求最佳傳遞模式的情況

下，使受教者真正能使用傳

遞線上的知識，落實教育的

真正意涵。  

此外，由於本身是修小學

組課程，所以覺得，在初接

觸正規教學課程的學生，觀

念的培養十分重要，我希望

能以引導者的身份，給予受

但更為重要的卻是其傳達方

式，一個有十分實力的老

師，如果只能傳達出五分的

功力使大家理解，那不如一

位七分的老師，實實在在的

傳達出七分的功夫。 

縱觀目前教改的緣由，其

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學生視

學習無趣、與生活脫節，其

實，知識本身是和生活習習

相關的，但如沒有好的引起

動機，再好的知識、再博學

的老師都無法真正對學習者

有所助益。  

教者「自主學習」、「樂於

學習」的人生觀，了解教育

學習是終身的事，而非存在

學校體制下強迫所為， 因

為目前資訊進展的潮流十分

迅速，僅靠固有的知識是絕

對不敷使用的，因此，有正

確觀念的人、懂得快速擷取

運用資訊的人才得以真正知

如何去「學」，如何去

「用」！  

理念分享 

教學理念就我而言可分為

心理上和教學技巧上，首重

心理層面的塑成－讓每個學

生覺得自己是重要的人物，

當他們肯定自己時，就能喚

起榮譽心和想像力。 

我一直認為對學習者而

言，所有的學習如果不帶有

情感，則永遠難以成功，老

師如果忽視情感，而一味來

訴諸冗長的解說及作業的要

求，學習便瞬然而退其熱

情。所以尊重每一個學生、

就事論事，不要給予負面評

價，就能激發學生學習的欲

望－因為老師信任他好，他

就會對自己有信心，對學習

無所懼，進而發揮潛能！ 

在教學技巧上，從小到大三

十個年頭，其中有二十五年

的時間都在學校中渡過，以

此為準點，我認為，一個好

的老師，其自身素養和實力

固然重要， 

 也會同樣的陷入處理事件

的困境之中！這不是我希望

培育出來的學生，在現今社

會中”學習能力”已經超

過”學了多少”，而在一次

又一次的社會考驗下，能幫

助自己瞭解方向的便是對自

己和對周遭環境的清楚瞭

解，唯有此，才能讓個體一

次又一次的在關鍵時刻做出

正確的選擇而非無所依！  

 

文/蘇鈺楠(新進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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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質

為何？ 

 

教育的目的

又是什麼？ 



 

 

 

 

 

 

 

 

 

 

民國 82 年台東師範學

院畢業，派任瑞穗鄉鶴岡

國小服務，民國 85 年調任

瑞穗國小。從基層老師、

兼任組長、主任到甄試校

長，18 年教職生涯，瑞穗

滋養我、栽培我。今年八

月，能遴派到瑞穗地區，

校史最悠久的百年老校─

瑞美國小，不僅是榮譽更

是重大的教育責任的開

始。     

營造五心級學校─以歡

喜心接納孩子、尊重心對

待同事、同理心認同家

長、創意心經營校務、圓

滿心成就教育，是我教育

的理想。未來在校務經營

上，將聚焦於「創新卓

越、專業精進、關懷成

長、友善校園、夥伴合

作、資源整合」六大面

向：  

童」，翁玉將與全校教職

員共同努力，做好國民教

育工作重責大任。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支

柱，教育亦是促進社會向

上流動的基石。 

偏遠學校除了是社區教

育中心亦須兼具教養機構

功能，「一切為兒童，為

兒童一切，為一切兒

理念分享 

(三)實踐學生團隊能健康

成長，有效學習，發展多元

風貌的學習機會與成果。 

(四)建構美綠化、安全無

礙、友善賦人文氣息，處處

可學習的友善校園環境。 

 

(五)促使家長團隊能熱心

參與校務，發揮教育合夥人

的精神，積極參與各項教育

事務。 

(六)善用社會資源，整合

校內外人、物力資源，幫助

學生有效學習。 

 (一) 發展以服務為導向

的行政管理模式，展現行政

效能與積極面服務教學。 

(二)領導教師團隊發展精

緻教學，透過不斷的專業成

長，展現卓越的教學效能。 

 

文/翁玉(瑞美國小校長) 

教育的本質

為何？ 

 

教育的目的

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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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是人類的希望

工程，而小學教育更是基礎

教育，需要盡心盡力的經

營。面對二十一世紀教育，

必須積極塑建發展「全人教

育」願景，培養「健康」、

「尊重」、「關懷」、

「責任」、「創新」的新

世紀國民，為追求教育的

核心價值。具體而言，我

的辦學的理念為：  

壹、落實人文精神： 

一、重視組織氣氛，凝

聚學校團隊精神：良好的

組織氣氛可以增進學校教

職員工間的默契，凝聚共

識，建立團隊精神。校長

應以謙虛、關懷、負責、

無私、服務的心，與教職

員工建立良好情誼。 

二、尊重家長會意見，

協助學校辦好教育：學生

家長會的建議，應予以尊重，但

如牽涉教師專業自主權，應給予

適當的說明。結合家長資源，共

榮並進，開創未來。 

三、時時想到學生，讓孩子

喜歡上學：藉多元課程，讓每個

孩子能有適性發展，以學生生活

與經驗出發，滿足學生需求，讓

學生覺得到校上課是一種樂趣，

學校是孩子樂園。 

四、強化品德教育課程活動

內涵：透過經驗課程讓孩子學習

合作、分工、等待、專心去認識

與體驗品德核心價值，與培養良

好的態度與行為習慣。  

展因應社會變遷的能力。 

肆、拓展國際視野 

一、扎根外語能力：引

進外語人才，提供教職員

工、社區民眾及家長學習

外語的機會。擁有外語基

本能力，取得打開世界之

窗的鑰匙。 

二、進行校際交流：利

用寒、暑假時間，組隊參

訪結盟學校進行學生、學

生家長、教師的參訪，提

升學校每一份子的視野。 

2.能從各類文章中建構意

義。 

3.能從閱讀中學習。 

4.參與閱讀社群活動。希

望透過閱讀打開孩子的另一

扇窗。 

二、善用電腦資源：熟悉

電腦操作，經由網際網路延

伸學習觸角。與城市的學校

結盟，進行遠距交流，為未

來的相互參訪預作規劃。 

三、孕育終身學習：引導

養成良好的求知態度，以發

三、參與全球行動：關心全

球環境議題，全球思考，在地行

動，盡地球村一份子的責任。  

身為學校的掌舵者，應把學

生送上正確的方向與軌道，讓教

師走向專業與自信，提昇家長對

學校的參與及信任，帶領學校邁

向卓越的教育舞台。所以，校長

要在做事與待人二方面，展現出

理性與感性的交疊。誠如，我的

輔導校長訓勉：「做事要把感情

隱藏在理性之中，待人要把感情

表現在理性之上」。  

理念分享 

貳、關懷環境生態與校園

安全 

一、探索自然環境奧

秘：藉由了解校園生物奧

秘，配合校本課程，學習

尊重生命，欣賞自然之

美。讓校園呈現多元自然

生態，蘊藏無限教育意

義。 

二、懷抱敬天愛地：經

由人與環境互動，學習以

謙卑及無私的心延續土地

的生命力。從愛物惜物的

觀念，讓兒童知道地球面

臨的危機，從自身重視環保，愛

惜地球資源做起。 

三、校園空間管理與安全：

在維護師生安全的前提下，設置

校園死角的安全措施；並重視學

童遊戲區、徒步區、觀賞區的空

間規劃，以維護校園的安全。 

叁、厚實資訊、閱讀能力 

一、培養閱讀習慣：藉由閱

讀增進語文及各種學習能力，並

豐富心靈智慧。透過以下幾個方

式，提升學生閱讀素養： 

1.能理解並運用書寫語言的能

力。 

五、浸潤愛鄉情懷，花

蓮出發：結合課程設計，聘

請地方耆老，有計畫的將在

地文化融入課程，讓孩子們

能對花蓮有更深層認識。 

六、重視教師的專才，

提供發揮長才的機會：除教

學之外，學校提供教師展現

長才的機會(年段分享或外

聘專家)，不僅教師能在其

中獲得自我實現與自我肯

定，對學生而言，亦獲得多

樣化的學習機會，教師與學

生均獲其利。 

文/郭瑛忠(富里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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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質

為何？ 

 

教育的目的

又是什麼？ 



 

新學期，新氣象! 

來到新的環境， 

難免會不安。 

想要快速了解 

「新家」的生態習俗， 

當然不能錯過 

重要的迎新活動啦!! 

 即

將

迎

接大學新生活的學弟

妹們，對於東華大

學、教行系，應該有

很多好奇以及期待吧!

為了

讓學

弟妹

們能夠預先了解學校

的開學

狀況，

以及適

應新的

班級環境，北、中、

南、

東四

區的

學長

姐們特別為各區學弟

妹們籌辦了迎新茶

會，

藉此

讓學

弟妹

們能夠更快融入大學

新生活、教行大家

庭。  

同

的

學

習

環境，必須當一個主

動的學習者，學會自

我管理、善用時間。

跨領域的涉獵、挖掘

知識的寶庫，努力完

成一項有意義價值的

為了使即將加入教育

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

班的新生們，能夠更

快的融入這個大家

庭，特此舉辦新生座

談會。 

研究

所，是

一個與

過去不

學術研究。希望未來

兩年，各位能秉持著

快樂積極的研究態

度，刻劃出一段難忘

的研究歲月。  

迎新茶會--那一年，我們在『教行』初次相遇! 

教行所(日間班)--新生座談會  

接另外一次的旅途。為

能讓大一新生更快適應

新環境，也為了拉近他

們跟學長姐間的情感，

我們

準備

各項

活動，

期盼各

新鮮人

們能用輕鬆、愉快的心

情了解彼此；用遊戲的

方式拉近彼此間的距

離。  

迎新晚會--驚聲尖「教」  

新的生

活開

始，伴

隨著學

校的鐘聲漸漸展開，每

個大一新鮮人都懷著既

期待又緊張的心情，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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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學弟妹更快熟

悉彼此、相處得更融

洽，並體驗團隊合作

精神、認識花蓮在地

文化，教行系第四屆

系學會特別精心籌畫

「教」我「行」家–

迎新宿營，結合信

任、互助、創新、想

像力等一連串活動內

容，期許大一新生能

愛上花蓮、戀上東

華。  

特別指導本系系學會

舉辦文藝週專題演

講，我們很榮幸邀請

到國風國中張文權老

師，針對準備教甄的

經驗和教學觀和各位

同

學

做

分

本

系

教

育

行政與管理學系自去

年起正式成為師資培

育學系，系主任為幫

助本系學生確立生涯

方向及對教師甄選準

備方式進一步了解，

享，期望能增進本系

學風、培養系上凝結

良好讀書風氣的目

標。  

迎新宿營--『教』我『行』家  

十月文藝週--演講主題 : 我的教師甄選經驗與教學觀   

新學期，新氣象! 

來到新的環境， 

難免會不安。 

想要快速了解 

「新家」的生態及習俗， 

當然不能錯過 

各項活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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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 

100.11.18教行系教師學術分享-吳清山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  

100.11.19學術研討會  

100.12.02教行系教師學術分享-蘇鈺楠老師  

100.12.16教行系教師學術分享-陳成宏老師  

100.12.30教行系教師學術分享-范熾文主任/林俊瑩老師(幼教系) 

近期活動預告 

本系教學目標 

本學系以學程化方式來規劃課程，學程包含通識學程、教育學院基礎學程、本系核心學程、與三個專業選修學

程。通識相關課程規定、教育學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為必修課程，專業選修學程學生為選修課程。如此將足

夠讓學生在寬廣視野的課程輔助下，學生可獲得主修領域與第二專長或次專業方面的知識，增加就業競爭力。在

教育學院基礎課程下，強化學科領域之核心學識，學生便可依個別興趣或結合生涯規劃自由運用，不僅可以獲得

專業學程證明，同時可以修習跨學系之專業學程，使得畢業學分仍維持至少 128 學分的規定下，還能獲得其他專

長，也增加了修輔系、雙主修的空間。本系學士班素以培養優秀中小學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為目標，碩士班則以

培育具備教育專業研究人才為宗旨。依據設系目標與宗旨，本系課程架構分類如下： 

＊ 國小師資培育類：培養學生成為卓越的國小教師必備的基本知能，並輔導學生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與教師甄

試，提供「教育理論類」、「課程教學類」及「實務類」課程，涵育「教育人」氣質。 

＊ 行政與公務職類：培育教育行政（含學校行政）、一般行政、一般民政、人事行政等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能力

為核心，建立具有本土化實務內涵視野，進而延伸理論接軌世界觀。 

＊ 文教事業經營類:有志從事文教事業之學生，加強培育有關「文理補習班」、「安親班」、「才藝班」等之專

業知能。  

地址： 974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 號 / 電話: (03)863-4912  / 傳真: (03)863-4910  / e-mail ： 610087009@ems.ndhu.edu.tw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Dep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對此報內容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連絡! 

交流活動 

100.11.28~100.12.04大學部系學會十一月文藝週  

100.12.05~100.12.11大學部系學會班際盃運動週、傳情週 

100.12.23 大學部系學會歲末感恩系員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