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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手重建攜手重建攜手重建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年年年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補助補助補助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延長執行期限延長執行期限延長執行期限延長執行期限）））） 

壹壹壹壹、、、、計畫緣由與依據計畫緣由與依據計畫緣由與依據計畫緣由與依據 

一、響應 鈞部 98.8.19 台中（二）字第 0980142403 號函之號召。 

二、持續對「八八水災」嚴重受創的高雄縣那瑪夏鄉三民國中及民權國小學

生給予關懷。 

三、關懷偏鄉與原住民等弱勢族群之教育學習。 

四、經統計高雄縣那瑪夏鄉三民國中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共 120 名參與此次

課輔活動；民權國小一年級至四年級共 40 名。兩校合計約 160 名（實

際參與人數以執行時出席人數為準）。 

（10 月中計算經費，除可支應高雄縣那瑪夏鄉三民國中及民權國小課輔所需，

亦可再增加 1 所服務學校；經聯繫中教司同意，再增加 1 所同樣於「八八水

災」嚴重受創的課輔學校–高雄縣甲仙鄉小林國小。） 

貳貳貳貳、、、、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一、落實史懷哲精神之教育情操： 

（一）關懷弱勢的人道精神； 

（二）專業知能的奉獻服務； 

（三）無私無我的人倫大愛。 

二、實現誠、敬、宏、遠之校訓。 

三、建立學生實踐關懷弱勢的決心與毅力，以全面提升師資生素質，以涵養

師資生的社會關懷及人文精神，發揮教育大愛。 

四、強化師資培育機構與地方教育聯繫，建構教育社群。 

參參參參、、、、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 

教育部 

肆肆肆肆、、、、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協辦單位：高雄縣政府教育處、高雄縣立三民國民中學、高雄縣立民權國

民小學、高雄縣立小林國民小學 

伍伍伍伍、、、、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 

一、服務地點與對象：如附件一。 

二、服務期間：總計 157 小時。 

1．三民國中部分自民國 98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28 日止，

每週六上午 8 時 20 分至 12 時，下午 13 時 20 分至 16

時 20 分，共 8 小時，總計 9 次，共 7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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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權國小部分自民國 98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

每週一、四、五，三天下午自 13 時 30 分至 16 時，每

日 2.5 小時，每週 7.5 小時，總計 67.5 小時。 

3．小林國小部分自民國 98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27 日止，

每週五下午自 13 時 30 分至 16 時，每日 2.5 小時，共 7

日，總計 17.5 小時。 

三、服務內容： 1．秉持照顧「偏鄉弱勢」原則。 

2．服務對象以三民國中一至三年級學生、民權國小一至四

年級學生、小林國小一至四年級學生為主。 

3．對學生之服務以對原住民鄉鎮地區國中、小學生之課業

輔導為主，並涵蓋品德、生活及生涯規劃輔導。 

4．為落實服務效能，本校先辦理服務地區學校需求調查。

受服務之國中學生的課業輔導以國文科、英語科、數學

科、自然科及社會科為原則。 

四、服務人員之招募：凡本校師資生不分系、所，只要認同服務奉獻之精神

者皆可報名，經審核甄選後錄取，以高年級與在校表現

優良者優先，最多預計 22 名。 

陸陸陸陸、、、、教育與行前研習教育與行前研習教育與行前研習教育與行前研習 

凡經錄取參與服務之本校教師與學生在出發前往服務地點前必須參加教育

及行前研習，未參加者視為未錄取。 

研習課程內容以服務學習理念與實踐研習課程內容以服務學習理念與實踐研習課程內容以服務學習理念與實踐研習課程內容以服務學習理念與實踐、、、、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輔導知能輔導知能輔導知能輔導知能、、、、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及了解史懷哲生平與被服務地區的文史背景為主及了解史懷哲生平與被服務地區的文史背景為主及了解史懷哲生平與被服務地區的文史背景為主及了解史懷哲生平與被服務地區的文史背景為主。每項主題研習時間至少兩

小時。 

柒柒柒柒、、、、擬請補助經費擬請補助經費擬請補助經費擬請補助經費 

一、參與服務之本校學生其交通、食宿及保險費用由教育部全額補助。 

二、教育部亦視需要提供受服務國中、國小學生教材或文具。 

三、參與服務與督導之本校教師其交通、食宿及保險費用由教育部全額補助。 

捌捌捌捌、、、、獎勵措施獎勵措施獎勵措施獎勵措施 

凡參與本項服務計畫之本校學生除學校頒發服務證明外，另服務期程達四分

之三以上的人員，提出教育服務檔案，經學校認可後，將報請教育部核發「大

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服務證明」。 

玖玖玖玖、、、、經驗檢討經驗檢討經驗檢討經驗檢討 

延長計畫結束後立即召開檢討會，彙整執行經驗與缺失做為下次實施之參考。 

拾拾拾拾、、、、撤離措施撤離措施撤離措施撤離措施 

本計畫執行期間如遇天然災害，由帶隊教師考量安全原則下並徵得服務學校

校長同意後，撤離服務地區。 

拾壹拾壹拾壹拾壹、、、、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准，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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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高雄縣國民中、小學參與 

「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教育部補助大學 

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延長執行期限）」   名冊 

 

學校全銜 校長姓名 聯絡人 地  址 電話 

高雄縣立三

民國民中學 

王世哲 顏添福主任 

曾建瑋組長 

高雄縣那瑪夏鄉瑪雅

村平和巷 171 號 

（於「八八水災」遭

土石流淹沒） 

目前借用高雄

縣佛光山普門

中學上課 

07-6561626轉

16 

高雄縣立民

權國民小學 

吳庭育 林月貞組長 高雄縣那瑪夏鄉瑪雅

村平和巷 1 號 

（於「八八水災」遭

土石流淹沒） 

目前借用高雄

縣內門鄉觀亭

國民小學上課 

07-6674891 

高雄縣立小

林國民小學 

王振書 洪國祥主任 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忠義路 58 號 

（於「八八水災」遭

土石流淹沒） 

目前借用高雄

縣甲仙鄉甲仙

國民小學上課 

07-675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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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參與 

「攜手重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8年『教育部補助大學 

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延長執行期限）」   名冊 

 

服務學校、年級／科目／時間 

高雄縣立 

三民國中 

高雄縣立 

民權國小 

高雄縣立 

小林國小 

序

號 

姓 

名 

性

別 
系所／年級 

年級 科目 時間 年級 時間 年級 

備註 

 

1 陳慧娥 女 
教育系碩士班 

二年級 
國二 國文 -- -- -- --  

2 張荃蓁 女 國文系四年級 
國一 

國三 
國文 -- -- -- --  

3 蔡翔宇 男 國文系二年級 
國一 

國三 
國文 -- -- -- --  

4 蔡涵禎 女 英語系碩士班 
國二 

國三 
英文 -- -- -- --  

5 張愷羚 女 英語系四年級 國一 英文 週一 低年級 週五 中年級  

6 莊亞璇 女 數學系四年級 國一 數學 -- -- -- --  

7 黃淑貞 女 教育系三年級 國二 數學 週五 低年級 -- --  

8 陳彥伯 男 數學系三年級 國三 數學 -- -- -- --  

9 鍾依寰 女 音樂系四年級 
國一 

國二 

音樂與

表演藝

術 

週五 
中年級 

(代課) 
-- -- 

民權國

小代課 

10 黃智偉 男 
電子工程系 

二年級 

國二 

國三 
理化 -- -- -- --  

11 陳姿羽 女 地理系四年級 -- -- 週一 低年級 -- --  

12 楊憶雯 女 教育系三年級 -- -- 週五 低年級 -- --  

13 洪紫珊 女 教育系三年級 -- -- 週五 中年級 -- --  

14 郭哲呈 男 數學系三年級 -- -- 週五 中年級 -- -- 
低年級

代課 

15 王信傑 男 國文系四年級 -- -- 週五 
中年級 

(代課) 
-- -- 

代課老

師 

16 王珮馨 女 地理系三年級 -- -- 週五 
中年級 

(代課) 
-- -- 

代課老

師 

17 張鈞琳 女 
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一年級 
-- -- -- -- 週五 中年級  

18 施孟瑩 女 英語系二年級 -- -- -- -- 週五 低年級  

19 吳彥叡 男 英語系二年級 -- -- -- -- 週五 低年級  

20 葉家俊 男 英語系二年級 -- -- -- -- 週五 
中年級 

(代課) 

代課老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