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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時論篇 分享篇

    看完了〈當有人逝去〉這篇文章時，心情是很沉重的，感覺這篇文章的形式上猶如教學指南，分點
分項的告訴讀者應對他人和處理心情的方式，然而教學的內容卻是每個人一輩子都得面對的人生大事—
死亡。
前幾個月，我的大姑姑因為胰臟癌住院，發現時已是末期。雖然和她並非常常見面，但她卻深刻地存在
於我的童年記憶中。看著她唯一的兒子 ( 我的表哥 ) 臉書的動態，從事發到喪禮結束，每天一字一句在
鍵盤敲打著這一路上的心路，面對摯親的死亡，要放下確實不是那麼地容易。幾個月後，大姑姑死於胰臟癌，
參加了我有記憶以來第一個親人的喪禮。從那一刻開始，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重量。表哥雖然
已是出社會一陣子的大人，從前段大學的研究所畢業，現任於某個電子公司的工程師。但在死亡面前，
即便再聰明、擁有再多金錢的他似乎也無能為力，當時的我深諳他的脆弱與無助，卻完全不知該從何安
慰他，好像說什麼都無法使他感覺好一點，但不說甚麼又覺得自己好沒用。
我覺得這篇文章環繞在一個主軸，就是不要讓死亡的人後悔，無論今天死亡的是自己或是他人，在生前
和曾吵架的人和解、與親友拍照、留下指紋模型，抑或是錄音，不要在過世後才遺憾當初沒有留下甚麼。
生命固然有它的終點，但能夠在人世間留下足跡，或至少不要留下後悔、破碎的關係，離開時能安心的走，
這樣也算是為生命畫下一顆圓滿的句點。
    死亡雖然於我而言仍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閱讀完這篇文章後，它給了我一些建議去勇敢面對，除
了該做什麼外，我想更重要的是面對離別的心態。既然死亡是固然會發生的事情，就不要害怕去面對，
而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做到不要後悔，並且用更正確的心態去正視死亡這個議題。而當面對他人因
摯親離開而難過時，我也期許自己可以說點甚麼能讓他們好一點的話語，或是為他們做點什麼，即便他
們只覺得更好一點點而已，我也心滿意足了。

「當有人逝去」讀後心得分享    為達成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的行政減
量、單一窗口、資源共享、尊重教學現場實踐等
目標，提供更貼近現場教師專業成長需求，促進
教育品質的提升。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將於 107 年度啟用「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
」，目前已進入第一階段測試，預定於明年開始
進行各縣市的模組應用與推廣，協助各主管機關
及學校進行虛擬化的資源流通與功能整合。初期，
本平臺以支援十二年國教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專業學習社群及其相關支持系統之輔導作業的模
組建立為重點。接下來將針對使用者上傳分享的
資料，透過大數據分析技術了解現場的專業成長
需求以及執行情形，回饋給主管機關，讓政策能
確實回應教學現場需求，以支持現場教師的專業
實踐並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專業成長。

    教育部為加速推動臺灣地方政府教育單位、
學校、教師、建築師、設計師和社會大眾，一同
激發思考校園美感環境教育營造的必要課題，並
了解近年來國際對於校園「境教」議題所展開的
教育政策和實際作為，舉辦 2018 年「校園美感
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暨「國際校園美感環
境教育論壇」，邀請包括「德國、日本、比利時、
奧地利」等 4 個國家計 6 所國際學校，與臺灣執
行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計 6 所成果績優學校，
合計 12 所學校共組經典案例參展，在 107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25 日，於臺北松山文創園區第五
號倉庫盛大展出。
    本次國際文件展將介紹國內外學校的設計理
念與案例手法，剖析各國政府單位與校方如何創
造環境教育精神，並呈現各案例中學校如何融入
社區環境，營造跨種族、語言、文化、宗教的校
園規劃策略實例，讓校園真正成為「培養公民美
學的場域」，落實「境教」精神讓校園成為一座
充滿師生共同談「美」的記憶發源地，實踐可以
體驗他人訴說故事的地方。

    107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將於 107 年 3 月 4 日（星期日）舉行，
報名即將開始。本檢定考試報名採先網路登錄後
郵寄相關報名表件方式進行，網路登錄報名時間
自 107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至
107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截止，報考
人務必於規定時限內至檢定考試網站 ( 網址：
https://tqa.ntue.edu.tw) 完成網路報名登錄。
    107 年度檢定考試試務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承辦，試務單位特別提醒應考人報名本次考試需
上傳個人照片電子檔，其規格需符合「面貌清晰，
頭髮不得遮蓋眉毛及眼睛」、「最近 3 個月 2 吋正
面 脫 帽 半 身」及「數 位 攝 影 像 素 不 少 於
450×600pixels 或掃描解析度介於 300dpi 至
500dpi 之高階彩色影像」等條件。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是國內重要的學生藝術競
賽活動，對臺灣藝術人才的培育與養成具獨特的
重要性。106 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頒獎典禮於 106
年 12 月 30 日 ( 週六 ) 下午於國立臺灣藝術教育
館南海劇場舉行。學生參賽作品中，題材深具環
境及社會關懷，且風格相當多元。國立臺灣藝術
教育館館長吳津津表示，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競爭
相當激烈，今年各縣市入選的初賽優勝作品總計
達 8,800 件，包含繪畫類、西畫類、平面設計類、
水墨畫類、書法類、版畫類及漫畫類等 7 大類、
共55組。經縣市初賽，再進入決賽，評審過程嚴謹，
最後有 100 名學生脫穎而出獲得「特優」獎，實
屬難能可貴。本次全國學生美展，將於國立臺灣
藝術教育館展出，除 100 件特優作品外，也將展
出參與本次學生美術比賽的評審委員之作品，展
期自 106 年 12 月 23 日至 107 年 2 月 21 日，展覽
時間為每週二至週日上午 9 時到下午 5 時，歡迎
師生、民眾免費參觀。     

（資 料 來 源：取 自 教 育 部 全 球 資 訊 網，網 址：

http://www.edu.tw）

國文系三年甲班  梁珈瑄

本期學程通訊的主題為生命教育，聚焦在「當有人逝去」此主題。此文是Helen Signy發表

在讀者文摘的文章，講述該如何扶持我們所受的人好好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以及如果當親友喪

失摯愛時，我們要如何給予陪伴。編者在一百多位同學對本文的心得中，選出十二篇編輯在後，

希望同學對此您我都會遇到的人生議題，有更深入的體悟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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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蘇素美老師寫在編輯之前

107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報名開始！

    在看完這篇文章後，心情是沉重的。類似這樣的議題，平常根本不太容易被提起。甚至在某些傳統
的觀念裡，生前討論這樣的話題，是非常觸楣頭的。但當它立即發生時，我能有足夠的心裡去面對嗎？
    就我有記憶以來，最親近卻又最陌生的逝去，是爺爺。只是那時候的我，還在寫國小生字簿，數學
還不會分數，根本不知道大人間的人生議題，只知道哭。對，聲嘶力竭的哭。因為一個人就這麼從世界
上消失了，而我好像什麼都來不及和他說，只因為當時的我是小孩，大人要我少去醫院。
    漸漸的我思考，當成熟的我再次遇見這樣的事情時，我能在親人的逝去前，說什麼、做什麼。答案是：
陪伴和傾聽。但就像數學只記得公式，不會運用一樣。我不知道怎麼開口，甚至是以怎樣的方式去表達，
才不會傷到即將逝去的人的心。
    而文章裡提出了好多觀點與實際表達話語，如：「我愛你，我希望事情可以照著你的意思做」、「我會
盡我所能幫你，讓你舒服一點，不要受太多苦」，甚至教導了我如何創造回憶的方法〈如：在畫布上留下
手印和腳印、寫一段話，繫在氣球上，在親友過逝時讓它飛上天際……等〉，讓我真的學習到了好多，也
知道談話要往哪個方向去進行，讓回憶能夠被保留，遺憾能被減輕停留，美好能夠一直擁有。

國文系三年甲班  陳立夫

教育部啟動單一窗口平臺 
連結教師專業發展 促進資源擴散分享

超越圍牆的「校園公共美學教育場」 
臺灣校園美感環境再造運動與
歐日四國案例文件展暨論壇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得獎作品展現環境與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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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六項指南後，心中有許多感觸，讓我回想起前幾年舅舅被診斷出癌症的那段時光。因為在醫
院檢查時，被診斷約莫剩下三個月的時間，這過程過於震驚和倉促，故得知消息後，當時的我不知如
何面對，也不知能和舅舅說什麼。每次探病時，家人總是避開死亡的話題，和舅舅閒話家常。現在想
起來，說不定舅舅不是樂觀面對，而是在等我們開口、等我們接受事實……。
    舅舅已逝世多年，現在揣測他當時的心境已於事無補，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留下來的家人。人難免一
死，將來我可能會再度面對死亡，但希望自己能按照這六個步驟去因應那些噩耗。
而這六個指南我認為不僅僅在「面對死亡」時可實行，除了失去生命，很多情感、事物、機會等的消
逝，皆可以採取這些步驟去傾聽與開導那些「正在失去」的人。以下依照六大指南改寫面對失去之人
的應對措施：
1.很多時候，對方陷入情感負面的漩渦，我們可以陪伴對方接受事實，並讓其重建情感，或許能重建信
心，並發現其實不是自己的過錯
2.進行對話。對方可能會不斷鬼打牆及無線迴圈，但我們不能因而厭煩或拒絕對話，而是接受並包容對
方的不安
3.創造回憶。我認為可以陪伴對方創造新的回憶，因為失去是件很痛苦的事，也難免會一直陷在過去的
回憶中。我們可以陪伴對方更新那些回憶，或進行某項儀式將它們好好地收藏
4.讓對方實際處理問題。時間持續前進，真正該面對的還是自己的人生，所以只耽溺於過去是無法進步
的，故開導對方好好面對生活、實際處理問題
    其實這些步驟不是唯一也不是絕對的，我認為不管是面對死亡還是失去，最重要的是溫暖的關懷和
陪伴，就算嘴拙，只要一個擁抱，也可以讓對方感受到你的誠心。無論如何，要讓對方知曉，他絕對
不是孤單的存在，這便夠了。

國文所碩士班四年級  賴亭如

    死亡的確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也是每個人都會碰到的一大課題。照理來說，人們應該早已準備好
並接受它，但當死亡來臨時，人們反而變得膽小，甚至想要逃避。或許是因為發生的太突然，或許是
因為還有很多願望還沒實現，或許是因為擔心身邊的人更加難過。
    從我懂事以來，面臨兩次的離別：第一次是我阿嬤去世，第二次則是我舅舅。依稀記得小學一二年
級上下學接送都是阿嬤來載我和姐姐，回到家只要把功課寫完就能看電視。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和阿嬤
下象棋，從不會到會，再到屢戰屢勝，都是阿嬤教我的。以前也常陪阿嬤去打四色牌，現在玩牌時的
拿法也都是阿嬤的精隨，我想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共同回憶。小時候懵懵懂懂，好奇為什麼大家都來我
們家上香或摺蓮花，長大後回想才意識到原來阿嬤已經不在了。以為隔天還會再見，卻再也見不到、
摸不到，連最後一句「我愛你」都沒能說出口。總會想著要是能重來，我一定要告訴阿嬤我有多愛
她，告訴她「她是最優秀的阿嬤」。現在再次回想，已經不那麼悲傷了，因為我知道阿嬤一直都在我
的心中陪伴我。
    升上大學後的第一個生日怎麼也開心不起來，因為那天舅舅逝世了。雖然平常相處時間不多，但在
我印象中，舅舅總是那麼幽默、帥氣。還記得在舅舅拔管後回家休息時去探望他，我就只是靜靜地看
著他，反倒是舅舅拚了命的想說話，想逗我們開心。很慶幸舅舅自己早已接受事實、沒有畏懼，反倒
是外婆和媽媽處於悲傷憤怒中。再一次見面就是看到冷冷的軀體，想堅強卻做不到，眼淚不停落下，
到現在我的LINE裡始終存著舅舅的帳號，彷彿舅舅不曾離開過。
    死亡或許對他們是好的，但對身邊的人卻是痛苦的，那些曾經的習慣都已變得不習慣。常常想到如
果今天是自己面臨死亡又會怎麼處理，我想我也會是那個最理智的一角吧，安慰著家人別難過，好好
創造回憶，讓他們知道我有多愛他們，我要他們都好好的。反倒如果今天是我摯親面臨死亡課題，我
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那麼冷靜面對，是否有那份勇氣接受，但我絕對會盡自己能力讓他們放心，幸福
滿足的走完最後一哩路，因為有他們我的人生才因此完整。 
  ———把握當下的每一刻，勇敢去愛———

英語系三年乙班  謝惇珈     「死亡」是人生必經之事，只是早晚的問題。年老自然會走向死亡一路，但當死亡的時候，並非因年
老所致，勢必會引來悲痛，以及難以接受和釋懷的心情。這篇文章，教了我們面對死亡時，可以做的事。
前年，我大學同學的男朋友，因為血癌過世。當我們接受到消息時，是震驚的，他女朋友則是徹徹底底的
崩潰。看著她非常的低潮，我們很想幫助她，卻無能為力。讀到這篇時，我才知道原來我們當時講的話，
都是錯的。我們常對她說：「時間會治癒一切的。」提到但這其實是不應該說的話。我們也對她說「加油
」，但她曾回應：「我知道要加油，但我真的做不到。因為人都不在了，是要加油什麼？」當下我很挫
折，也很低落。就像是看著她快速的往下墜，想要救她，卻什麼事都無法做的感覺。看完文章後，我才了
解，原來對她說話時，應該要有「同理心」，並且在話中加入她的感受，這樣對她而言，才是有幫助的。
好險當時，我們還理解到「陪伴」是最好的療效，不常讓她一個人，陪她走走，也傾聽她的心聲，讓她發
洩。如同文章所言：「說話有助沉澱情緒」。現在的她逐漸走出低潮，決心邁向新的人生，雖然偶爾還是
會低落。讀完這篇後，學習到許多事，我想當她再陷入低潮時，至少我不會再像以前一樣，覺得無能為
力。

國文所碩士班三年級  廖偉翔

    死亡一直都是我最害怕面對的議題，因為它意味著失去，並且是永遠的失去。在我目前的人生中，曾
有過幾次身邊的人離開的經歷，但每一次都沒能在對方離開前道別，只有在告別式時才能跟對方在心裡說
上幾句話。我常在想，如果我能夠在他們臨終前見他們一面，我會說些什麼？我想我會傾聽、陪伴，讓他
們可以安心地離開。這個過程中，支持與鼓勵是必要的，但我認為陪伴他們經歷面對死亡的恐懼跟悲傷更
重要。
    文章中我尤其認同「創造回憶」這一點，一起與對方創造一些共同的回憶，雖然在對方離開之後，我
們回憶時可能會難過心痛，但會感到欣慰，因為我們一起擁有了無可取代的記憶。即便隨著時間的流逝會
逐漸淡忘場景，但當下的感覺必定會永存心中。
    不論是臨終者或是陪伴者，都會經歷很煎熬的過程，但與其去避免那些痛苦，不如共同面對真實的情
緒，互相支持。希望往後我遇到這個情境時，也能克服我的恐懼。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諮商心理組一年級  陳淑萍

    這次藉由閱讀「當有人逝去」這篇文章，從許多實際的案例經驗、研究，了解到在身邊親近的人面臨
生命終站時的真實情形。在閱讀過程中，發現在「當有人即將離開時」，應注意的事情主要有兩項：陪伴
與傾聽、完成未盡事務。
    在文章中所列出的「可以說些什麼話」，會發現這些話其實都只是簡易的話語，看似平常、容易，但
在對親近的人時，卻從未說出口。這些簡單的話語，或許對陌生的、不熟悉的人沒有什麼難說的，但在與
親近的家人、朋友，卻是如此困難。一句「我愛你/妳」、「謝謝你/妳」、「對不起」、「原諒我」，上
次說出口的時候，是多久之前了呢？
    在得知一個人來日不多的時候，當事者和親友一開始都是陷入緊張、無助與恐懼，而應如何「接受事
實」，這才發現多一些陪伴、傾聽，就是心靈上最有益的慰藉。人與人之間免不了會有齟齬留在心中難以
釋懷的時候。而「修補情感裂痕」，雙方把話說開，以避免未來沒有機會時，彼此的遺憾與後悔。在了解
未來時日有限時，「艱難對話」，一樣是傾聽，讓對方藉由「說出來」而獲得心理上的舒坦，也一起發現
過往的種種價值，或許有了美好、有價值的回憶，在未來釋懷的路上，會比較容易面對吧！
    生命中突然傳來的噩耗，總是讓人手足無措，認為仍有許多未完成的事，不論現在要面對的事實、或
是將來的規劃...等等，在臨終時刻，如何藉由堅強的心情一同解決，也是文章中帶給我們的指南。
    人們總是在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殊不知原來幸福一直在身邊，想要實踐也不須繁瑣，但卻常常難以
跨出那步伐。很慶幸能讀到這篇讀者文摘，讓我能比他人更早了解到，小小的舉動，原來有這麼大的正面
作用！

地理系四年級  廖子淵

「當有人逝去」讀後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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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是每個人生命中的必經歷程，無論是自己的親朋好友亦或是自己的。許多人視「死亡」一詞
為忌諱，但在歷經生命消逝的過程中，我們最需要的，是面對及陪伴。
    快過世的人是哀傷的，他們往往不願面對現實，因為他們將不再有未來、沒有目標，與所有人的緣
分也慢慢走到盡頭，強烈的失落與孤獨感是一定的，我們應給予多一點的陪伴與傾聽，抱著接納的心情
和同理心，幫助他們接受事實，聆聽他們想說的話，並在他們生命的尾端，盡力協助他們修補感情的裂
痕與完成未了的心願。
    若是身旁有人喪失摯愛，因悲傷而手足無措時，親身陪伴與聆聽，比任何想說的話都更有力，我們
可以成為最好的傾聽者，讓他們用說話的方式沉澱情緒，宣洩心中的悲痛。
    生命樂章之後，我們在世的、陪伴的，就該好好照顧自己和需要我們的人，讓逝者能放心的走，不
會因過度的悲痛而影響原來的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當下珍惜身邊每個人，願我們在死亡來臨時，是
笑著面對它。

英語系二年乙班  唐德愛

    面對親人的離世，是我們所有人都逃不過的一門課。時間流逝，身邊重要的人如果離去，究竟我們
該如何自處。當這件事發生在我們的朋友身上，我們又該如何幫助他呢 ? 這樣的問題，是我從未思考過
的，而這篇文章，給了我一些啟發。
    第一，在安慰他人時，我們往往會認為自己不善言語，不知道從哪裡說起，但比起能言善道，對方
需要的，其實只是一種「同理心」。不需要無力的論述，只需要親身的陪伴與聆聽。倘若有一天，我身
邊的朋友真的遭遇如此困境，我願努力做個體貼的聆聽者，陪伴他一同度過難關。
    第二，與臨終者道別，也是一種撫平傷痛的辦法。當我們向臨終者告別，同時向他保證自己會好好
過生活時，是一種對臨終者的交代，同時也是對自己的承諾，承諾自己會繼續往前走，為自身的旅途看
向未來。
    這篇文章教會我們告別的方法，但我想，即刻擁抱身邊的人，更是我們該做的，不想懷抱遺憾，就
要勇敢地珍惜當下。那些爭吵及傷害，都該在最短的時間互相和解。「人間的面，是見一面，少一面。」
願我們都能珍惜生命中，每一個深愛我的及我深愛的。

電子系三年級  林宇婕     書上的道理我們都懂，但要實際做到，往往無法達成。這篇文章讓我感觸很深，因為我曾經在爺
爺臨終前到病房看他。在這種時刻，大人們總要小孩說些能使人安心離開的話，我也懂必須說點什麼。
可是當我進入病房時，看著爺爺身上插著許多管子，消瘦的身形，眼淚便直接從眼眶流了出來。明知
道要好好跟爺爺說話，可是內心的難受壓抑不住，開始哽咽，完全無法順利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這是我第一次面對死亡，還有好多話還沒說，回想起來都非常後悔。我們都知道死亡，就是生命結束。
但沒有人教導如何面對死亡，因為這是許多人閉口不談的事。事實上我們應該好好正視它，才能在有
限的時間，做更多的事。不止讓摯愛的人安享最後的時光，也讓陪伴的人內心坦然。因此不要在心中
留下遺憾，畢竟明天和死亡不知道哪一個先到，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與機會可以對人生做最後的交代。

電子系三年級  陳郁芳

    「死亡」是每個人一生中必定會面臨的事情，然而「死亡」這件事情對於生者或是將死之人都是突然
且令人措手不及的。本文提了六點指南，其中令我最有感觸的是「修補感情裂痕」。
生而為人，總是會跟許多人發生衝突以及恩怨，當彼此都還活著時，總是想著：「又沒差，反正我不差這
麼一個朋友（親人）」又或是「反正他（她）沒有先低頭，我為何要先認輸？」但常常因為這些倔強以及
不肯低頭的心態，失去了摯愛的親人（朋友）。文中提到「時間一去不返，何不著手聯絡？否則抱憾終身。
」世界上有多少人因為一時的拉不下臉而錯失與重要他人告別或解開誤會的機會，卻要等到那個他過世
後才無限懊悔？
    另外一點則是「創造長久回憶」，文中提到「鋪陳出尋常的生活經驗與簡單的快樂是重要的事」，我
認為有時人們會太在意「生活就該轟轟烈烈的過」，因而忽略了「平凡的日常」才是最簡單的美好。雖然
本篇是著重在「當有人逝去」時的指南，但我認為上述令我印象深刻的兩點都是可以由日常生活中做起，
不需要等到真的有人即將死亡才開始思考自己哪裡做得不好。
因此，珍惜當下，珍惜每天再平凡不過的日常，都是我們可以從自身做起、從現在做起的重要大事。

英語系三年乙班 蕭筠

     生離死別往往是人生中最不願意面對的，面對著摯愛的親人離開，心中的不捨與矛盾，往往是心
中最大的障礙。看著快過世的親人，承受過世前的極大痛苦與哀傷，身為家人或至親，看著他苟延殘喘
努力求生，但又不忍看著他受到病魔的折磨，面對心中的矛盾，作為親友只能默默在旁陪伴著。
當死亡來敲門時，將要臨終的病患，抱持著否定的心態，難以接受事實，將自身的憤怒遷就於關愛他的
親人。身為親友除了要面對自己的至親將要離開的無奈，還得面對他們不理性的發洩憤怒。身為親人，
最好是能當傾聽者，抱持著同理心去感受臨終者的感覺，雖然臨終者所表達的內容往往都是『絕望、感傷』
等負面情緒，但臨終者不就是最希望有人可以訴苦，釋放心中的壓力。
我們不用怕觸及臨終者的傷感，刻意迴避死亡的話題。當人生接近終點時，再怎麼不甘心、不甘願，都
得無奈的接納，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滿足他。
   當人生走到終點時會回顧過往歷程，會領悟到只有在那時候才會懂的事，會發現這輩子無法放下的
仇恨，甚至一輩子不可原諒的人，在這世界中只不過滄海一粟，所有的悔恨都能漸漸放下。任何放不下
的事，都能釋懷；再貴重的稀世珍寶，在死亡面前就如垃圾般無用，唯有在親友陪伴下離開，才是最珍
貴的寶物。
    我時常在思考，當我走向人生的盡頭，我會後悔什麼 ?我會遺憾什麼 ?我會感慨什麼 ?到時候的我，
是否會有家人陪伴在身邊 ? 還是一個人孤單地離開 ? 我會因病魔纏身而痛苦離開嗎 ? 還是在睡夢中靜悄
悄地離開 ? 到時候我會以什麼樣的心情面對死亡 ? 我能放下所有的仇恨嗎 ? 這些誰也不知道，往往要走
到人生的盡頭，才會領悟到。我只希望那天能慢一點到來，而我現在能做的，便是好好的珍惜活著的每
一天。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碩士班工程組二年級  楊昆霖

1.自107年2月1日起由教育系丘愛鈴教授擔任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一職，丘處長曾任職於考選部及

教育部，具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定能為本處帶來新的朝氣與活力。

2.2017年12月27日舉辦數學教材教法研習，王聖昌老師運用教材演示精彩的一課，全場座無虛席。

3.2017年12月22日舉辦教學演示，邀請朱麗玲校長與鄭秀萍主任擔任評審，為實習教師提供寶貴意見。

課程組訊息

「當有人逝去」讀後心得分享

圖 1-1 師就處丘愛鈴處長 圖 1-2 1062 師就處專兼任教師會議 圖 2 學生運用數學教材實作

由左向右

圖3-1 教學演示評審與課程組

      老師合影

圖3-2 實習教師蕭秀芸教學演示

圖3-3 實習教師張孟庭教學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