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Ɣ ����Ἑᡂ㛗௧⇯ྊ

Ɣ 㝙కᛶ㉁ⓗᐙᩍ䠄�蔣舆舆ଞ�蔣蘿跍赒誦誦ஃ
Ɣ ᐃᮇ⮳ぶᏊ㤋᭹ົ

ᐿ⩦அᮇチ

⥂㐣ୖᏥᮇ⯅᭶ு⌜ⓗ┦䠈ㆸᡃ⮴ゎẗᗂඤⓗ≉㉁⯅ẗ㐌ୖ༗ⓗసᜥὶ⛬䠈ᅾ

㏺ḟⓗ୕㐌ᐿ⩦୰䠈ᮇチᡃ⬟⮯咖ⷸㆉ䵚㦃䂀䤓抲俟᧨₵Ⅳ便屏㟨ズ䙼侩倢䑮咖ヅ䙼㿊
ືⓗ᪉ᘧ䠈ຍୖ✚ᴟᥦၥ⯅༠ຓ⌜⣭ົ䠈ᮇᚅ⬟᭷᭦ከᖔ㡿⌜⣭ᛶάືᡈᏥ⩦༐ᖔ㡿➼

ᐿົ⥂㦩ⓗ⣼✚䚹ᕼᮃ⬟⏝⮬ᕫᡤᏥ⤖ྜ⌧ሙⓗἣ䠈ᏝᏊ಼୍㉳ᡂ㛗୍㉳Ꮵ⩦䚹

୕㐌ᐿ⩦┠ᶆ䠖

� 㓄ྜ⌜⣭సᜥ⯅㢟㐺ᖔ㡿㎈㖱䚸㢟䚸蔀緝萡ଞ踕藞纀輥肆ଟ

� ᭦ὶᬸⓗ⏝ྠ⌮⯅㰘໒ྃᆺ⯅ᗂඤື䚹

� ⏝㮚ᯫᘧᥦၥᘬ㉳ᗂඤ᭷ព⩏ⓗᏥ⩦䚹

� ᇵ㣴ᩄ螔縻诣脇缝臋罁褒荍翯脇ଟ



ᇶᮏ㈨ᩱ ↷∦

ጣྡ ᗺె⨾

⸤ྡ�ᬾ✃� す⡿

ฟ⏕ᖺ᭶᪥ ��������

㟁ヰ�ᐙ㟁� 䠄��䠅���������

㟁ヰ�ᡭᶵ� ������������

ಙ⟽ 8��������#JR�XWDLSHL�HGX�WZ

ಶᛶ ⁈䚸㈇㈐䚸㛤ᮁ

⯆㊃ ┳㟁ᙳ䚸᪑⾜䚸ⅸ䚸ᡭᕤ⸤

ᑙ㛗 蔀緝萡ଞ謉試蘴ଞ蕻縒螌

┦㜝⥂Ṗ

� ����ྥ᪥ⵇ೫掘㦜╨䑮椙⮞ⅳ䑮初⸲俓ᇬ嫷䆣塬嫢嵁䲚俓
� ����ྥ᪥ⵇ೫掘㦜╨䑮椙ⅳ䑮初⸲俓栆ᇬ嫷䆣塬嫢嵁䲚俓栆
� ᭯௵⿵⩦⌜పᖺ⣭⨾ㄒ㒊ຓᩍ

� ᭯௵ᗂඤᵹ㧗ㄢ⛬⪁ᖌ

� 㝙కᛶ㉁ⓗᐙᩍ䠄�蔣舆舆ଞ�蔣誦誦ଞ�蔣粱粱ஃ
� ᐃᮇ⮳ぶᏊ㤋᭹ົ

ᐿ⩦அᮇチ

ୖᏥᮇ⮳᭶ு⌜ぢ⩦㐌ᚋ䠈ᡃᑞ᭶ு⌜᭷᭦ከⓗㄆ㆑䠈㏺Ꮵᮇᕼᮃྍ௨㏱㐣ᐿ㝿ཨ

⯅ᗂඤᅬᩚኳⓗ⏕ά䠈᭦ຍ⌮ゎᗂඤᅬஅὶ⛬䠈୪ᑘᖹㄢᇽஅᡤᏥ⤖ྜ⌧ሙ䠈ᐿ㝿㐠

⏝⯅ᛮ䠈ஓᏥ⩦ཎ⌜ᩍᖌ⌜⣭⥂⇯䚸ᖌ⏕ື䚸ᥦၥᘬᑟ⯅ㄢ⛬つ⯅タィஅᢏᕦ䠈ᅾ᭷

ၥᡈἲஓ⬟⯅ᦚ⌜ཎ⌜ᩍᖌ㐍⾜ウㄽ⯅ಟṇ䚹

ᮇチ⮬ᕫ⬟⮯㦃┯䚕屲ㄋ⏡䤓榏㻑᧨₵俵℗拸䠅䤓ㆤ⺝咖⥭㑘᧨ₜ㡆⸇剡咖拁㷴᧨㦬呹
ᕫ⌮ⓗᗂඤᅬᩍᖌ๓㐍䟿

୕㐌ᐿ⩦┠ᶆ䠖

� 㓄ྜ⌜⣭సᜥ⯅㢟㐺ᖔ㡿㎈㖱䚸㢟䚸蔀緝萡ଞ豬翯蛹踕藞纀輥肆ଟ

� ⬟ⓐ⌧ẗᏝᏊⓗ㟂せ䠈୪ྜ㐺ⓗ᠕ᑞ⯅ᏝᏊ┦䚹

� ㏱㐣ྠ⌮䚸㰘໒䚸ᡃイᜥ➼羧蠦ஆ茝苊蹒覐谚膱蛹舩耶詶⥴ၥ㢟䚹

� ㏱㐣ᘬᑟ⯅ウㄽ䠈ᇵ㣴ᏝᏊゎỴၥ㢟அ⬟ຊ䚹

� ᇵ㣴㌟Ⅽ⪁ᖌⓗやᐹຊ⯅᠕ㆰ⬟ຊ䚹



ɲ



F!c

ໂΌӃ₨།ߔዑ߇ɴɦם⣴⓾ᱢሚ➴➴㙡
ँભᱢ⣳Ԟɝᓀᔺɝᓀ֯પ㙡
᳘ᳫⵆˎᲹഘऴˀₖ㙖

ޭӚᄁડഓ㙡ໂΌɝ⫽ޭ㆓ʗໂΌ
།Ӛᱢ➴➴㙡ɲɫ؋⤷ँભໂΌᆒ
⡜།Ӛᱢď٭ߔ

ሔഓໂΌૠ།Ӛᱢሚ➴➴⪨ߔዑ߇
㙖ߊߛ➴➴ɣ㙡πҾଟᅃໂΌᱢߊߛ



F c

∻మӗᮅ໘ᱢᅁೆ㙡⨸ໂΌˀₖ⣳⣏᷋જ
ɝ·➴➴ᱢੱמˎᗿต٭ʣᦽബď
ໂΌʏ⤠⦧Ҿ⣏᷋જ➴➴ᱢੱמˎኰሏĎ
ɣኰĎᲹᦛὣὣ㙡ɦⳊໂΌߔߔᄁડ
⋔πᱢᆒӗᮅሏ̺།།Ჹ㙖

࿕┑ໂΌᮅӃ₨ኰሏᱢᅁೆ
།།ໂΌɦᵊⳏᱢ➴Ӛׇ
ʴ㓒ੱמ㙡םᆜʏ༗།Ӛᱢ
⪲ᄩ⤩⻁ɤ̺ď

ሔഓໂΌɣӃʬໂΌ૨₨ኰሏ
ᱢ₯ኁ㙡ᱜँભⵆሚ།Ӛഏࣻ
➴➴ᱢੱמ㙡̂ᆒߔӃʬഓᱜ
ሚʣ₨ӕᱢᗰɦःɝᐥ㙡ᤎᦛ
⭅ሏᱢᦽബʏሚʣɦם㙡ˎໂ
Όᗁሚ᷋જѽⴵ➴➴ᱢੱמď

ˎ∻మ༗ໂΌ།Ӛᱢ➴ز
ᗁ᷋જᱢ➴πແᙜ㙡⨸
ໂΌߔઆ∖յᱢᆜˎ↊
↕ᮅሏ།➴ᱢੱמď



F c

�ⲩᆒໂΌ₾੫⻁ኰሏ⪲⤞ᱢ⻁⠊㙡ഓ
̺᪺₇∻మ₾ໂΌ⨣⦉્҅ˎ₾Ừᱝ₆
⨸੫ᱜညऴ㙡ˎໂΌ⣯ഘཤ┑ᤎᦛ
⎁ሏɝ·ɝ·ᔺ૦㙡ҍ⨸˂Όᤎ⍭ఋᱢᗰ
⤩⻁ɤ̺֒ď⨸˂Όᤎ⍭ఋᱢᗰ⤩⻁ɤ
ď̺֒

ᲹߔᲹሏʃӭ㙡੫ᱢὭይⵆ≯ᣧˎ➴ೊ૧੫⦉Ҿɦᵊⳏᱢߔ�������
ᦛĎɣኰ㙡ሔഓໂろᣮӗᮅʃӭሚ੫ߔ⦀ᄠյ།Ӛᱢ⃞㊜⨸੫Ӛ
ᆒⲩʣⱧᗰⵆᆒँʳĕ⦊ˎӗᮅሏ㙡̂∻మ₾ໂΌᱢޭㇻᆒໂΌˎ
⣏ౕᱢ㙡ሚᗁሚʴ㓒ᆒໂΌ૨ˎ⍭ఋઓແʗ㙴Ėⲩᐥڭㅾˎሌ≯
ᣧ㙡੫ΌʏⰔ⋔ࣽҾɦםᱢᅁᗰď

�������ໂΌӗᮅ໘ԑ̖ᢨೊ⫽Եᑋ㙡ʏⳐӚໂΌఙሦ੫ˎૡᗿ
➴➴ᦽബ⣳ᱢⴵӃ㙡̂∻మ⨣ߔೊ⫽੫⎂⬙ഓ㙡ˎ༗ഓ
リʏሌઓᄑ㙡ᆒ༗།ሏĎᔺ૦ᱢⳊầʏҾ̺㙡᮰̖੫ὣ
ὣˎֳ∼ൣ㓒།ሏᱢᅁೆ㙡ɦᣮ੫્҅ᗁሚӗᮅ⤞ඬㆌᄠሲ
ᱢ⎄⃞㊜㙡Ҿ̺ˎ⨸੫ʗ⤂ኰሏᱢᅁᗰď
�������ሔഓӨᆒˎᄑໂΌ།Ӛᦽബᱢँᅁע㙡हࣸࠆĎㆁ�⏋Ď
∋⌞ὣ㙡⨸੫Ѩɝ·ˎ⣳ᱢリע㙡ʃഓ།ᱢᆜΔ੫
ˎሌᵊⳏഝ٭⡜ɤď



F c

ޯᢨໂΌӃʬᆒӃंⲹ⟺ᱢ㙡ˎໂΌʏഝɴɝ
ᓀɝᓀɦᔣჭۊໂΌᱢᄁઆᅁᗰ㙡⨸ᄑ·Ⳋầ⬇
̺⬇ᙂᇙ㙡ʏ⨸ໂΌมֻӚᄁઆᆒഝ⻥⦄ɴઆ
∖㙡ɝᓀᔺɝᓀⲹᓱᆒഏँᱢცởʗ㙖

�������ὑɝं૨₨ኰሏઓӻɝ㓧ᆜໂΌ⳱⦟҅ɴɝ₨ɣӃʬແ
ኁ㙡ɲ⨸ँભᲹᲹᆒ⭅ᤎᦛɴᱢɝᐥ㙡̂ഓ̺ໂΌ൱∼ӚӃ૨
₨ӃʬᗁⱧᗰ⨸੫ሚɦם₨ʃᱢᔺⰔ㙡ˎໂΌᖬજᅼंᮅ
➴̺᮰Ӄʬᱢㅒ㙡ޯᓰ∻మ⦉हኁ੫⤠⦧Ҿ̺ᱢ⪲ᄩᆒカ⣏
∻మᄑⳊᱢ㙡્҅ˎɦᮅ᮰ंӃʬ㙡ˎὣ∻మᄑⳊഓだ
ंҍᮅⰔऴᱢᅁೆ؊ď
������ሚӃ₨ᆜໂΌˎ༽፧੫زℏ㙡⨸੫ᵊⳏᅁעᱢ̇⇉㙡
ⲩᐥ੫ɦሖɝᲨഉӭ⨸ɤሚʣ੫Ჹɦᛇď�

�������ὑʚᓀӃʬᆜໂΌჭແˎ➴ᢨ۫̇Ӄʬ㙡̂ᱜहኁם
ɝぷ➴ഏࣻ₨།Ӛᱢ⥡カഏࣻ₨ɣⲰແᙂầᔺⰔҔ⿅㙡
ჴ∻మ⨣だंˎӃɼ㙡⨸ᔶ₨ⵆሚɣᱢᑋሖ㙡҅˂
₨Өᮅ⡘ѥᱢᅁೆ̺Ӕᄿ།ᱢ➴૦ɦ૦ď
������ἢ̇ໂΌჭແᮅ፧੫༽ᔿℏ㙡ⲩᐥ፧੫ˎ⨸੫ᵊⳏ
⥢ἢᱢߛᅁˎֶ᮰̖ଐḞኋ㙡̂ໂΌʏᱜᔿℏયᆁ⓾㙡
ჴ∻మ⨣ˎჭແՑℏ⾍ď
����⻁ᅁೆໂΌᮅᲨ࿕⤩⻁ߔᤎᦛᅆ⳺㙡̂∻మ⨣ໂ
ΌˎࣻӗᮅߊАᱢᅁೆ⤩⻁ď

!*

 *

"*

�������ὑɢᓀӃʬԠɣӃⶍɼʃഓᄑ·Ⳋầⲹ⟺ഘⰔᙂ
ᇙ㙡ɫ̎̇ჭແՑℏ⾍ഓɦሖɝᲨ⓾ʗď⻁ᅁೆໂ
ΌʙѨᜡϫʗᾝㅭ㙡᮰੫⦉Ҿᦽബᆜ㙡ໂΌ⦟੫ૠᾝㅭ
ᛇᲹӚɲむɴᗿตԞďˎᤎᦛɣ㙡⨸ँભߔ⪩
ᆜँભ⤠⦧ᱢםӃʬⳊầໂΌᱜ੫ⳅӚต⣕ɦߔ̂�������
ഏ᤹㙡ሔഓろᣮᗁሚ₯⦧㙡�̂ޯᢨໂΌ⨸੫⍭ఋ།
ҾὭይ㙡ჴໂΌѨསͱᮠฺ౼㙡∻మ⦉ⲩᆜΔໂΌˎⷵ૦
੫ᱢ⣳Ҿི໗㙡⡯ⲰɝʣᵄᲰ㙡⨸੫ⷵ૦ɦםᱢ
ᅁעⲹ⟺൱∼㙡ⲩᐥʃഓ⨸੫ߔઆ∖յ།ᱢᆜΔˎ
ᱜҾɦםᱢᗰď



F c

ޯᢨໂΌӃʬᆒӃंⲹ⟺ᱢ㙡ˎໂΌʏഝɴɝ
ᓀɝᓀɦᔣჭۊໂΌᱢᄁઆᅁᗰ㙡⨸ᄑ·Ⳋầ⬇
̺⬇ᙂᇙ㙡ʏ⨸ໂΌมֻӚᄁઆᆒഝ⻥⦄ɴઆ
∖㙡ɝᓀᔺɝᓀⲹᓱᆒഏँᱢცởʗ㙖

#*
Y

ሔഓໂΌૠ੫Ӄ₨ኰሏᱢ₯ኁπແ
ᙜ㙡⨸੫ߔˎઆ∖յᆜಹ↕
ᘼԵ㙡ɲӗᮅ᪺ɣᱢᩉՉӟ౼ĕⷬవ
੫Ė̺㔊Չ།Ӛ➴➴ᱢ੫ď



F"c

ໂΌᲹӚӭⲸֲዑ߇།➴ഓઓແᱢ➴➴ߛ
Ჹˎ➴ɴʴ㓒߇ᱢዑ⏹⓮ߔ㙡ໂΌᵊⳏߊ
Ӛሔࣻᓀ㙡ሚʳӚໂΌˎӃㆌ࿅࿅Ჹ㙡≂
ɫ࿅Ҿ̺ʏˎሚɦɝᐥᱢᅁೆ㙡ˎᖬજ⣏
Ӄ₨Ԅ̖ଟᅃ⍭ఋᱢ➴➴࿅⟺Ꮗ㙖

ໂΌ༗ᔶɝ₨ᱢᙜଐḞ₾ँભᲹ㙡ʏ⳱⦟ँભɣӃʬ⡯
̖Ⳋầ㙡ʏᱜʗ̺֩⡯̖࿅⟺Ꮗ⣏૦㔴ӭリĎᗿตɦ⣏ᮠ
ỪつĎʏߊᮬˎໆᆒᄕੱ⨸ँભˎሌયᆁᲹຍď
ӃʬᱢᆜΔ҅˂ʳʏ⊀ഘऴૡᗿĎऴ⥶᳃㙖

ँભɝ⫽⤠⦧⣏ൣ㓒πᙜ
ˎ⨸ӕʳɝ᳘ᲹҾʴ
㓒➴ˎᲹӚሔࣻᓀď
ໂΌɝ⫽Ӄఄ̖י㙡ሚʳ⪐⪛㓛⌴
ᕾĎሚʳ⪐⪛ӃㆌĎሚʳ⪐⪛⪨ɣ
ֲ㙡ँભⵆҾʗזẽɦםᱢᅁᗰ㙡
⡯̖Ҿɦɝᐥᱢ➴➴࿅⟺Ꮗ㙖
ऴረഌ⊀Ӛז₨Ӄʬ㙡ᲹᲹ
ँભᆒൣ㓒؊ᱢؑ㙖



F"c

ᳰӭᄆᓱᱢᆜΔᱜʃӭໂΌ⣳ᱢ㓝㏈
❙ౣ➴ɦ⣕ʗ㙖
ໂΌ⣯ഘ⋔ᆒဴભĎֲ།ቝ⣎ו㙡ໆ
ᆒ⠸ंᄒხ႞ʗďሚʳӚ⦉ɦજໂΌ
⣳ᱢߔˎሙʯ᪺㇐➴㙡ⲩᐥߔˎ
ᆜΔ⣳㙡̂ᆒໂΌʏ⤠⦧Ҿɦᆒۜᓭ
ˎ༝➴㙡➴➴ᱢᮀاʏഏ⪠㙡ˎ
⣏ऴऴᤎ㆓⟺ď

F"c



F"c

ޯໂΌ᪺ᢨँɴ૨ᚿ㕇㙡ჴߔ૨₨Ѽሚʣ੫ሖᔺ
ⰔᗁሚⱧᗰૡᗿःʀໆֳ⎁⤠⦧㙡ⲩᆜ∻మᱢೊ૧
͘ഏⷨ⣏㙡ໂΌˎ⳱⦟੫Ӄⶍఄ̖₾ँભ㙡⨸
ᔶɝ̇੫ⵆᵊⳏ⍭ఋˎ૦₨ӕሚ⪒ᩪď

ሚ׆ह̏⡯̖࿅⟺Ꮗᆜ㙡ໂΌɝ⿐३⦧⤠ߔ
ⲢⳊ׀ㅭᱢ⤠⦧㙡̂ᆒໂΌᱜࣻᄕᱢ੫
ᗁሚⱧᗰ⭅ɣໂΌᱢᗰ㙡ჴໂΌཤʗ᷏⾍
⎁ᱝቫ̺π҆⩠՞ᱢ؊㙡⨸੫ˎ્づ
ᱢᲹӚ⎁ẟԵ᷏⾍̺⤠⦧ह̏⡯̖࿅⟺Ꮗď

ᱢ➴➴⪨₆ޯᢨሚ㓧૨㙡ໂΌ₾੫ᮅ̺⡯̖ᙜߔ
ሚʣᤎᦛሖ⨸੫ᲹɦःᛇӚᆒʴ㓒➴ď
ɫ͊ⲩʣᤎᦛᆜ્҅ɦカ⣏Ҿ➴ᱢੱמ㙡ˎ⨸
੫͌ᤎᦽബ̺ૠ➴➴ⲹ⟺Ӄㆌ⎁㓛⪨ď

اᮀ⤒੫࿕⨸ˎᱢᆜΔ㙡ໂΌఙሦ➴㇐ˎɦ⦧⤠ߔ
ᄁ⊣㙡లҾᔶɝ·ᮀاⵆഏ᪥⪠㙡ໂΌຓ⥢⣏ऴऴ૦ഌΌ
ⲩɝ㓧㙡̂ᆒߔೊ૧ɣ֗ᗁሚᦽӕ⦕Ӛⲩɝ㓧㙡ʏ⨸ໂΌ
൱∼᮰∻మߔೊ૧੫൱∼ᆜ㙡ɲㅔѨᛇ∻మɼ⣏ᱢต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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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 ಟ␌ᗂඤᅬᩍಖᑙᴗ▱⬟ㄢ⛬��Ꮵศ䚹

ż �������⏦ㄳ⮹ᕷ❧Ꮵᗂඤᩍ⫱◊✲ᡤ�ᗂඤᩍ⫱⤌�䠈ṇྲྀ䚹

ż �������ྲྀᚓᩍ⫱㒊ᐙᗞᩍ⫱ᑙᴗேဨ㈨᱁䚹

Ɣ ◊✲ᡤ������⮳�ᑵㆫ⮹ᕷ❧Ꮵᗂඤᩍ⫱◊✲ᡤ�ᗂඤᩍ⫱⤌�䚹
ż �������ᗂඤᅬᩥㄢ⛬ᕤసᆓຓ⌮䚹

ż �������⪃ྲྀ$GREH�3UHPLHUHㆇ↷䚹

ż �������᧴௵ᗂඤᏥ⩦⎔ቃタィᩍᏥຓ⌮䚹

ż �������᧴௵ⰼⶈ❧ᚫ㝃ᗂ㧓⬟◊⩦ຓ⌮ㅮᖌ䚹

ż �������᧴௵ྎ༡᪥᪂㝃ᗂ㧓⬟◊⩦ຓ⌮ㅮᖌ䚹

ż �������⪃ྲྀಖẕேဨᢏ⾡ኈㆇ↷䚹

ż �������ྎᕷ❧ⴙⰾᅧᑠ㝃タᗂඤᅬ㐍⾜୍㐌ぢ⩦䚹

ż �������᧴௵ᗂඤ㌟㧓ືసㄢ⛬㈨※ᡭቃ⧙ᅯ⪅䚹

Ɣ ྎᕷ⯆㝯ᅧᑠ㝃タᗂඤᅬ௦ㄢᩍಖဨ䚹

ᐿ⩦அᮇチ

ᮇチ⮬ᕫᢕᥱ㏺୕㐌ⓗᐿ⩦䠈ᇵ㣴⯅ᗂඤஅ㛫ⓗືᶵ᭳䠈௨ཬやᐹ⪁ᖌⓗ⌜⣭⥂⇯䚸ᖔ

㡿ᢏᕦ䠈୪ቔຍ⮬ᕫᅾ㎈㖱άື䚸ᑠ⤌άື䚸ᅰ㧓άືⓗᖔ㡿ᶵ᭳䠈☻⦎⮬ᕫⓗᩍᏥᢏᕦ䠈ㆸ

⮬ᕫ㝖⇍ᜳᑙᴗⓗ▱⬟䠈ஓྍ௨ᑘ㟰ά㐠⏝䠈ᐿ㝿ᐿ㋄ㄢ⛬ᩍᏥ୰䠈ቔຍ⮬ᕫྛ᪉㠃ⓗ

⥂㦩䠈௨᧦᭷ᐿⓗ୕㐌ᐿ⩦⏕ά䚹



��୕㐌ㄢ⛬ⓐᒎ

Ɣ 㢟�♫༐⿹ⓗ౽ၟᗑ

Ɣ ㄢ⛬羧蠦缝艘訝�

㉮㐍♫༐䠈ⓐ⌧ᑠᑠⓗⴙⰾ♫༐⿹ᑵ᭷ᅄ㛫౽ၟᗑ䠈ከᶏⓗ᭹ົᖔ⤥ᒃẸ಼

ᚇⓗ౽䠈ᅉṈ㏱㐣ㄢ⛬䠈ᖔ㡿ᏝᏊ಼᥈⣴♫༐⿹ⓗ౽ၟᗑ䠈ゎ౽ၟᗑᡤ㈍㈽

ⓗၟရ✀㢮ཬᥦ౪ⓗ᭹ົ䠈୪᥈ウ㔜せᛶ䠈㐍⪋㛤୍ᐙᒞኴ㝧⌜ⓗ౽ၟᗑ䚹



�୕�ᩍᏥ┬ᛮ

➨୍㐌せ㔪ᑞ౽ၟᗑⓗᗑဨ㐍⾜῝ධⓗやᐹ䚸ゎ⯅⣖㗴䚹㝖ᐿᆅⓗゼ㩴᧨ㄋ
ඤ಼ᅇ฿ᩍᐊᚋஓ㐠⏝㔞ⓗᅯ␓䚸ᐿົཤᛮ⪃䠈ᑘᡤ᭷やᐹ㎈Ⅽᐿ㝿ⓗ㧓㦩䚹㐌

๎㐍⾜ᅬᛶⓗάື䚹ᅬᗂඤ฿άື୰ᚰや㈹ᐿ⩦⪁ᖌ಼ⓗᡛ₇ฟ䠈௨ཬᚊືά

ື䚹

⏤ᐿ⩦ⓗ➨୍㐌䠈ᡤ௨ᑞᩍᏥୖᡃ಼㒔㑏᭷ᚇከ㟂せᅾ⦎⩦⇍ᜳⓗ䠈≉ู㏺

ḟᡃ಼➨୍ḟᖔ㡿ᏝᏊ಼እฟཤやᐹ䠈ⓐ⌧ᐿእฟᐿᆅ᥈ゼཎẚᡃ಼ᡤⓗ᭦ල

ᣮᡚᛶ䠈ᅉⅭᏭ᭷ูᅾᏥᰯ䠈⪁ᖌẚ㍑ዲ᥍ไᏝᏊ಼ⓗ≪ἣ䠈እฟ๎᭦⪃㦩⪁ᖌ⮫

ᶵ᠕ㆰⓗ⬟ຊ䠈⪋ୟஓせ᭦ὀពᏝᏊ಼ⓗᏳ䠈ᑞᡃ಼蔀藷襮耵聒註ଟ

ୖ㐌ᕬ⥂ᑞ౽ၟᗑⓗᗑဨ᭷ึṉㄆ㆑䠈➨㐌せ⪹↔౽ၟᗑⓗᐈேཬ౽

ၟᗑⓗၟရ㏺ඳಶ㠃ྥ㐍⾜᥈⣴䚹ᐿᆅゼ㩴⚛㲲䤓㢾栚⟮ㄋ⏡⸇剡䤓桫昄᧨択拝屏᧨
ᖔⴭᗂඤ┳ぢᐈேⓗᾘ㈝⩦័䚸౽ၟᗑ㈍၎ⓗၟရ䠈௨ཬⴭᡭタィྍ௨ᑘ㏺லグ

㗴ୗⓗ⾲᱁䚹⾲᱁ᮏ㐌Ꮵ⩦ⓗ୍㔜㯶䠈⪁ᖌᖔ㡿ᗂඤ㏱㐣ㅮゎ䚸㐟ᡛ➼ⓗ᪉ᘧᛮ

⪃⾲᱁ྍ௨ዴఱ䞱⒉᧨倢拝⮩㶰䤓≽㷲᧨ㄋ⏡ₜ⍔⺜嫷㫋㦘ℕ屲᧨⃮⸇㦒Ⱁ⇤∎䞷₵⋩
グ㗴䚹

⾲᱁ᑞᏝᏊ಼蔀藷菲繳縀羌讽舕蒥訝肉蓁ஆ襜诅蠔蛰踇䞱⒉♙∎䞷嫷㫋㢾抨拀
ẚ㍑ⓗᅔ㞴䠈ణᚘᩍᏥ୰ᡃ಼ஓ┳฿ㆸᏝᏊაヨ⮬ᕫⓗἲ୪ୟᐿ㋄ⓗ㔜せᛶ䠈

ᅉⅭ㏱㐣ᏝᏊ಼⮬ᕫაヨ⏝⮬ᕫⓗ᪉ᘧグ㗴䠈↛ᚋⓐ⌧㘒ㄗᡯ᭳㐍⪋ᛮ⪃せዴఱᨵ㐍䚹

⪋ୟᅾᩍᏥ୰⪁ᖌஓせὀព฿ᏝᏊ಼ⓗᏥ⩦≪ἣ䠈ᅉṈᅾ➨୍ḟ⏝⾲᱁ゼၥ㐣ᚋ䠈ᡃ

಼ஓᖔⴭᏝᏊ಼ḟⓗಟṇཬᐿᆅゼၥ䠈⥂㐣➨ḟⓗಟṇᑵⓐ⌧ᏝᏊ಼ᑞ⾲᱁᭦Ⅽ

⇍ᜳ䠈໙ฟⓗ⤖ᯝஓ᭦Ⅽṇ☜䚹



᭷๓ඳ㐌ⓗᐿᆅ᥈⣴䠈➨୕㐌ṇᘧ㐍ධᮍせ㛤౽ၟᗑⓗつ䚹ᡃ಼⯅ᏝᏊ಼

ウㄽ㛤ᗑ๓㟂せ᭷ီல‽ഛ䠈୪ୟ㑋ㄳᏝᏊ಼୍㉳タィᗑⓗᣍ∩ཬᗑဨ᭹⿶䠈᭱ᚋᐙ

ᢞ⚊㑅ฟ᭱႐ṅ᭱ྜ㐺ⓗ䠈୪ᅾᏥ⩦༐㛤ጞ〇స㛤ᗑせ㈽ⓗᮾす䠈ໟྵ┿ⓗྍ௨ྚⓗ

⬟ྚⓗᮾす䚹

᭷๓ඳ㐌ⓗᩍᏥ⥂㦩䠈ᡃ಼むᚓ⮬ᕫᅾᩍᏥୖ㒔᭦Ⅽ⇍⦎䠈⪋ᅾ㏺㐌᭷ඳኳⓗάື

㒔᭷㐝฿せᢞ⚊ⓗ㒊ศ䠈ᚘᢞ⚊୰ᡃ಼Ꮵ฿䠈ᅾᢞ⚊๓せඛᑘつ๎蔀舰Ύᴆ䠈≉ู㑅

᧪ⓗᶆ‽䚸つ๎䠈ᅉⅭᏝᏊ಼㏻ᖖ㒔᭳㑅᧪⮬ᕫⓗ䚸ᕼᮃ⮬ᕫⓗ᭱㧗⚊䠈ణせዴఱ

ㆸ಼▱㐨㑅᧪ⓗᶆ‽ྈ㑅᧪⮬ᕫⓗ䠈⪋せ㑅᧪᭱㐺ྜⓗ䠈ᡃむᚓ㏺ಶάື

ⓗ୍ᣮᡚஓ᭱㔜せⓗ୍㒊ศ䚹



䚸⸛ኳ⌜

䠄୍䠅⮬ᡃ⤂

⸛ኳ⌜ᐿ⩦⪁ᖌ

ᇶᮏ㈨ᩱ ↷∦

ጣྡ 螞衖綃

⸤ྡ�ᬾ✃� ㏸⤥

ฟ⏕ᖺ᭶᪥ ��������

㟁ヰ�ᐙ㟁� �����������

㟁ヰ�ᡭᶵ� ����������

ಙ⟽ OXUDOXUDZX#JPDLO�FRP

ಶᛶ 㛤ᮁ䠋ㄆ┿䠋ᵹᣮᡚ

⯆㊃ ┳ᒎも䠋᪑⾜䠋ᨡᙳ

ᑙ㛗 〇స⾀⇵䚸Ọ⏕ⰼ䠋ᙕ㗰⍆

┦㜝⥂Ṗ

⇯㝲᭹ົ

Ɣ �����⮹ᕷ❧Ꮵྥ᪥ⵇኟ௧⇯

Ɣ �����⮹ᕷ❧Ꮵྥ᪥ⵇ௧⇯

Ɣ �����⮹ᕷ❧Ꮵᑠ❺ኟ௧⇯

ᕤస⥂Ṗ

Ɣ ⯆㝃ᗂㄢᚋ␃ᅬຓᩍ��ᖺ༙

Ɣ ᧴௵㝙⋵ኰక

䚔 ��蔣�	���蔣��紨袎
䚔 ��蔣���������紨袎
䚔 ��蔣���������紨袎
䚔 �蔣����������紨袎

ᐿ⩦அᮇチ

Ɣ ⬟᧸ྠᗂඤⓗ㟂ồ䠈⤥ண᭱㐺␜ⓗ༠ຓ

䚷䚷㏺Ꮵᮇᅾཨ⯅Ꮵ⩦༐䠈ᡃⓐ⌧൷⟶ᖺ㱊ྠⅭ�蔣ஆ莙縧袳虃訝紨荑苨訸藷袼鲾耵
ⓗⴠᕪ䠈ྠᶏⓗᩍල᭷லᗂඤ⬟㍝ୖᡭ䠈᭷ல๎㟂せⰼୖ㛫䠈㏺ಶやᐹᡃព㆑฿



䠈ᅾ㠃ᑞྠ㟂ồⓗᗂඤ䠈ᚲ㡲᪇ㄪᩚ⮬ᕫⓗᩍᏥ䠈ᡃㄆⅭ⮬ᕫᑞ⬟ྰᅾ䛂ᜦ␜

ⓗᶵ⬟⤥ண᭱㐺␜ⓗ༠ຓ䛃㏺௳ᑦᚅຍᙉⓗ䠈ᅉṈᡃᮇチ⮬ᕫᅾᮍⓗ୕㐌ᐿ

⩦୰䠈⬟ᅉ᠕ྠ㟂ồⓗᗂඤ䠈㐺ⓗ㎈ㆰᡈㄪᩚ⮬ᕫᩍᏥⓗ᪉ྥ䚹

Ɣ タィⓗᩍᏥάື䠈⬟ᜦ␜ⓗᑘᗂඤⓗ᪂⯈⥂㦩㐃⤖㉳

䚷䚷ᑠ⌜ⓗᗂඤ䠈ᅉᖺ⣖ᑦᑠ�䠈⏕ά⥂㦩┦㍑䚸⌜⪋ゝ䠈ྍ⬟ᚓ㍑ᑡ䠈ᅉṈせዴ

ఱᚘ⏕ά⥂㦩୰䠈ᑜᢍྍᘏ⧰ⓗ㆟㢟ᡈ⥂㦩䠈ᕬㆸᗂඤⓗᏥ⩦᭷⬦⤡㐃㈏ᛶ

ⓗ䠈ᑞᡃ⪋ゝ୍ಶᚇⓗᣮᡚ䠈ᡤ௨ᡃᕼᮃ⮬ᕫᅾ୕㐌ᡤタィⓗㄢ⛬άື䠈⬟⮯
➢ྜᗂඤ┿ᐿ㟂ồⓗ䠈┿ⓗ⬟ᑘ᪂⯈⥂㦩స㐃㈏䠈಼ⓗᏥ⩦⬟⥂⏤⥂㦩ሁ

ᘏ⧰ⓗ䚹



䠄䠅୕㐌ㄢ⛬ⓐᒎ

Ɣ 㢟䠖✀Ꮚ

Ɣ ㄢ⛬羧蠦缝艘訝ஔ᭷ೃୗ༗ⓗ㯶ᚰ᭳Ỉᯝ䠈ᗂඤⓐ⌧ⴵⴇ䚸ᶲᏊ����⿹㠃ᛠ㯟

᭳᭷ⓑⓑⓗᮾす䠈᭷லᗂඤ▱㐨㏺ಶ✀Ꮚ䠈᭷லᗂඤ๎Ύᴆ䠈ᅾᗂඤⓗ⏕ά

୰䠈✀Ꮚ㞉ྍぢ䠈⟶ୖᏥⓗ㏵୰䚸ᅾᐙ⿹ᡈᏥᰯ䠈㒔⬟┳฿Ꮽⓗ㋶㊧䠈ᅉ

Ṉ⸘⏤ㄢ⛬άື䠈⯅ᗂඤ୍ྠ᥈✲✀Ꮚ✲❵ொ㯟䠛✀Ꮚ⬟ᅾီ⿹ᢍ฿䠛௨ཬ

✀Ꮚⓗຌ⏝䚹





䠄୕䠅ᩍᏥ┬ᛮ

䚷䚷➨୍㐌᭱せⓗ᰾ᚰᴫᛕ䠖䛂✀Ꮚᅾီ⿹䠛䛃䠈ᅉṈ㤳

せ⯅ᗂඤ୍ྠウㄽⓗ䠈౽฿ᗏせཤီ⿹ᢍ✀Ꮚ䠛⪋ᗂඤ

ⓗᅇそⰼඵ㛛䠈ᥦฟྍ௨฿බᅬ䚸ᐙ⿹㝃㏆䚸㛛ཱྀ䚸

᧯ሙཬྖ௧ྎᚋ㠃ᑜᢍ✀Ꮚ䠈␜ᗂඤᥦฟྍ௨⮳ᐙ⿹㝃㏆

ᑜᢍ✀Ꮚ䠈ᩍᖌ␜ୗ⤥ணⓗᅇ᠕䛂ᐙ⿹ኴ㐲䠈ᡤ௨ᡃ

಼ྍ⬟ἄ㎨ἲཤ䚹䛃䠈൷⟶ẗᗂඤⓗᒃᡤ᭷㐲᭷㏆䠈㐣

ᐿᗂඤᅾᒃᡤ㝃㏆☜ᐿ⬟⮯土楕Ⓙ䲽䤓᧨ㄋ⏡♾
௨ᑘᅾᐙ⿹㝃㏆ᡤⵔ㞟฿ⓗ✀ᏊᖔᏥᰯศா䠈ྈ㐣ᅉ

Ⅽἄ㎨ἲ୍୍ཤẗᗂඤⓗᒃᡤ㝃㏆䠈ᅉṈᅾᅇそᗂඤ㏺

ಶᅇ᠕䠈ྍ௨ྥᗂඤΎᴆ⾲㐩Ⅽொ㯟⾜䠄ἄ㎨ἲ୍୍

ཤẗಶேⓗᐙ⿹㝃㏆䠅䠈୪ୟ⤥ணᗂඤ⫯ᐃ䠈⪋ᗂඤྛ⮬

ᅾᒃᡤ㝃㏆ᡤⵔ㞟฿ⓗ✀Ꮚྠஓ⬟⮯⬭┯䙼ₙ㓏土楕
ⓗ䛂✀Ꮚ䛃அከඖᛶཬ㇔ᐩᛶ䚹྄እᅾᥦၥ᪉㠃ஓྍ䛂㏣᰿

✲ᰌ䛃ⓗュၥᗂඤⓗᅇ⟅அ⦁⏤䠈ㆸᗂඤᑘ羧蘴訝萷編赱

㐣ゝㄒ⾲㐩ฟ䠈௨ᇵ㣴ᗂඤⓗཱྀㄒ⾲㐩⬟ຊ䠈㐣ஓせ

౫ᗂඤⓗㄒᩥⓐᒎ≪ἣㄪᩚ䚹

䚷䚷౽ᩍᖌ๓㡸ഛⓗ㔜せᛶ䠈ᅉⅭᅾ㏺୍࿘᭳฿ྛ

ಶᆅ㯶ᑜᢍ✀Ꮚ䠈ᅾᖔ㡿ᗂඤ⮳ᰯ㛛ཱྀᑜᢍ✀Ꮚᚋ䠈ⓐ⌧ᕥ

ഃⓗⲡᆅ༐ᚇ㞴ⓐむ✀Ꮚⓗ㊊㊧䠈⪋ᅾ྄୍ഃᶵ㌴༐ⵔ㞟✀

Ꮚⓗᗂඤ䠈๎⁹㍕⪋ṗ䠈ᅉṈᅾᐿ㝿ᖔᗂඤ㋃㩴ⓜ᧨㟨ズ
ྍ௨ඛሙᆅⓗ຺㩴᧨⏗䭉崜Ⰼ❹K⦿㡈♾厌㦘㹣憒⮩䤓䲽
Ꮚ䠈␜ᗂඤᢍ฿䠈ஓྍⅭᣦᘬ᪉ྥ䚹྄እᅾ㐍⾜ᑜᢍ

✀Ꮚⓗάື䠈㞪↛᭷⯅ᗂඤ蔀輥肆訝茻袕ஆ莙縧襜Ⅽྈ᭷

⏝ᡭ⛮ᚤᣦ୍ୗᴫⓗ᪉ྥ䠈ຍୖ୪ἄ᭷ᥦ฿ᶼྥⓗ㝈ไ

⠊ᅩ䠈ᅉṈ᭷୍ඳྡᗂඤ㊝฿㊬㉺୍ಶ㉮㐨ⓗ༐ᇦ䠈␜᠕ヱせᐿ㝿㉮฿ᡤᣦⓗ᪉ྥ䠈

௨ཬ⯅ᗂඤ蔀舰譙翯觥胪諆聨腉譄訝纀蜅輥肆ஆ觧翯輑荦袳虃訝輥肆茻袕藷ᩍᖌ⬟⮯
ᤸᥱⓗ䠈ᡯ⮳ㆸᗂඤⓗே㌟Ᏻ㝢༴ᶵ୰䚹

䚷䚷➨㐌せ᥈✲䛂✀Ꮚ㛗ொ㯟ᶏᏊ䠛䛃䠈㏱㐣ㄢ⛬

άືᏳㆸᗂඤ᭷ศ㢮ⓗᴫᛕ䠈௨ཬヨⴭ᭦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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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集中教學實習總心得 

  這次的三週實習是我們第二次作為實習老師，跟的兩週實習相比，足足多了一個禮拜，我們對

幼兒園的工作內容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雖然僅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卻讓我們收穫滿滿，不僅各

方面能力的提高，也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將理論帶進園所中，清楚看見孩子們的成長。 

  通過實習，我們能直接與幼兒互動，看見幼兒園中的日常，老師與老師、老師與幼兒、甚至老

師與家長、幼兒與家長之三方互動，這對於實習生來說都有很大的充實作用，讓我們除了能更能認

識幼兒園之生態及工作內容外，也能將這些練習成為生活中的日常。 

  這次大家都練習帶領全天之活動，體會了作為一名幼兒園老師時，除了事前的準備、教具製作

發想、教案書寫外，正式試教時幼兒不可預測的行為及反應，也是我們作為老師時需要隨機應變，

並即時解決的。 

  通過實習，我們各方面的能力有很大提高，謝謝各班指導老師與教授的指導，提出很多受用的

寶貴意見，讓我們在實習中雖然疲憊，但卻收穫滿滿，看見孩子的笑容也被治癒，相信透過實習，

我們都更確定未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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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集中教學實習教學互動照片紀錄 

集中實習學校：臺北市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班級：星辰花班 

說明: 團討時間藉由說故事介紹下一週

學習區會加入的新素材 
說明:帶領學習區前的團體討論 

  

 

班級：朱槿花班 

說明：帶領全班幼兒大肌肉活動 說明：帶領學習區時間前後的團體討論 

  

說明：帶領學習區時間後的團體討論 說明：帶領幼兒大肌肉活動後的收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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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繡球花班 

說明: 帶幼兒到荷花池觀察樹葉並紀錄

後的團體分享與討論 
說明:帶領學習區團體討論 

  

 

 班級：百合花班 

說明:帶領幼兒大肌肉活動前的熱身 
說明：與幼兒一同討論恐龍迷宮的搭建

方法 

  

說明：帶領幼兒進行假日分享 說明：引導幼兒進行毛線編織器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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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向日葵班 

說明:帶領幼兒大肌肉活動前的熱身 說明:與小木片區幼兒討論搭建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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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集中教學實習成果照片紀錄 
 班級：星辰花班 

說明: 繪製自己設計的故事 
說明:幼兒用自己做的棒偶與背景說故

事 

  

 

 班級：朱槿花班 

說明：積木區軌道參考圖卡、建築物挑戰

圖冊及幼兒作品 
說明: 畫臉區五官圖卡及海報 

  

說明:大肌肉活動時可運用的皮筋跳繩 說明:樂高區挑戰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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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繡球花班 

說明: 樹葉蓋印挑戰卡 
說明:樹葉蓋印步驟圖(邀請彩繪區幼兒

一同完成) 

 

 

 

 

 班級：百合花班 

說明：教學演示與與恐龍合照 說明：幼兒使用毛球編織器完成精靈球 

  

說明：幼兒使用毛線編織器完成毛球項鍊 說明：幼兒使用毛球編織器完成毛球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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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向日葵班 

說明:幼兒使用六行六色完成的圖案 說明:幼兒觀察圖片蓋出的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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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成果紀錄 

(一)自我介紹 

集中實習學校:臺北市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班級：星辰花班 
基本資料  照片  

姓名   邱育姍   

    

暱稱  阿秋  

聯絡電話   0975120967  

信箱  u10708018@go.utaipei.edu.tw  

個性  溫和、耐心。努力  

興趣  閱讀、畫畫  

專長  畫畫  

相關之經歷  

l. 營隊經歷  

1.2018台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向日葵營隊」  

2.2019台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向日葵營隊」 

l. 實習經歷  

1.一週見習：修德國小附設幼兒園  

2.兩週實習：蘭雅國小附設幼兒園  

3.五週見習：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l. 就業經歷  

1. 南港幼兒園課後留園助理老師（六個月）  

實習之期許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希望能夠學習到更多班級經營的方式與跟孩子溝通的技巧，特別是

在老師如何引導孩子參與學習區活動與課程的部分，同時磨練自己的反應能力與增加自己

碰到現場可能狀況時的應對經驗。同時也練習如何設計符合幼兒需求與興趣的學習區，並

練習觀察幼兒的發展變化所需要的更動或引導協助。  

我也希望日後可以學習更多親師溝通的有效途徑與方法，因為親師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

部份，並讓這些知識與經驗為未來實際踏入職場時做好準備。  

 

  

mailto:u10708018@go.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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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朱槿花班 
實習生基本資料 照片 

姓名  葉穎曈  

 

暱稱 西西 

聯絡電話  0906335618 

信箱 u10708027@go.utaipei.edu.tw 

個性 溫和、有耐心、隨和 

興趣 旅遊、攝影、聽音樂 

專長 跳舞 

相關之經歷 

 營隊經歷 

˙ 2019「向日葵偏鄉服務營隊冬令營」隊輔組、烹飪課程組、故事組 

˙ 2019「向日葵偏鄉服務營隊夏令營」美宣組、烹飪課程組 

˙ 2020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兒童夏令營隊輔 

 見實習經歷 

˙ 新北市立淡水幼兒園一週見習 

˙ 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見實習 

˙ 臺北市立光復國小附設幼園見實習 

 工作經歷 

˙ 兒童 EQ教育連鎖機構相關打工經驗 

˙ 臺北市北投親子館館場志工 

實習之期許 

    透過上學期的五週見習，更加了解光復附幼朱槿花班的班級經營、環境規劃等，這學期除了

期許自己能與班級幼兒建立更緊密的師生關係，與幼兒有正向的互動並嘗試帶領班級作息之外，

因為自己較缺乏學習區的環境規劃及課程設計等實務經驗，因此希望在未來的三週集中實習當中

能夠嘗試積木區之連貫性歷程規劃，培養依據幼兒學習反應，適當應變、提問並即時回應幼兒需

求以及規畫、調整學習區發展歷程之能力，並從與實習班級老師討論、省思以及實際操作的過程

中獲得相關經驗。 

以下是本次三週集中實習之目標：  

˙ 掌握適當轉銜時機並培養帶領班級之能力 

˙ 培養幼兒行為觀察及分析之能力 

˙ 培養學習區連貫性教案設計之能力 

˙ 培養鷹架提問技巧及引導幼兒探索學習區歷程之能力 

˙ 培養帶領小組、團體討論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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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照片 

姓名   蕭羽淇 

   

暱稱 淇淇 

個性 熱情、細心、負責、認真 

興趣 閱讀、看影集、聽音樂、運動 

專長 打藍球、拉二胡 

相關之經歷 

• 營隊經歷 

1.2019 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夏令營低年級隊輔 

2.2020 臺北市立大學進修推廣處夏令營低年級隊輔 

• 實習經歷 

1.一週見習：中平非營利幼兒園 

2.兩週實習：蘭雅國小附設幼兒園 

3.五週見習：臺北市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 工作經歷 

1.私立互仁幼兒園打工(兩個半月) 

2.陪玩 2-3 歲幼兒(兩週/一個半月) 

3.低年級家教(兩個月) 

實習之期許 

  希望藉由這次的三週集中實習我能更嫻熟地發揮要試教的內容，也能更全面地掌握所有幼兒的

動向，在帶班級討論/分享時也盼望能夠再更加深入地引導幼兒，讓他們說出更多自己的想法，班級

經營方面也希望能學到更多技巧，帶學習區活動時也要從幼兒的舊經驗出發，再疊加他們有興趣的

主題，嘗試帶領幼兒進行有趣的活動。期望自己帶半日及全日的作息時可以順利進行，面對幼兒的

情緒、紛爭等等的突發事件也能使用正面的方式，溫柔且細心的引導他們。實習結束也希望能與朱

槿花班老師討論，看有哪些須再調整以及能再進步的地方。 

本次三週集中實習之目標：  

˙ 培養帶領班級之能力及掌握轉銜活動之時機 

˙ 培養帶領小組、團體討論之能力 

˙ 培養引導幼兒探索學習區歷程之能力 

˙ 培養視幼兒經驗調整活動之敏銳度 

˙ 掌握全班幼兒之動向、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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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繡球花班 
實習生基本資料  照片  

姓名   陳薏帆  

   

暱稱  月月  

個性  細心、溫和、耐心、負責  

興趣  繪畫、閱讀、彈吉他、旅遊  

專長  繪畫、手作  

相關之經歷  

# 營隊經歷  

2018、2019 臺北市立大學向日葵夏令營、冬令營－隊輔老師、故事長  

2019 臺北市立大學愛與希望故事團初階培訓  

# 見習經歷  

一週見習：南海實驗幼兒園  

兩週實習：蘭雅國小附設幼兒園  

五週見習：臺北市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特幼三週實習：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小附設幼兒園  

# 工作經歷  

北市大附幼課留班－特教助理(一學期)  

忠義國小附幼課留班－助教(一年)  

陪玩兩歲妹妹(三個月)  

教會陪玩(一年)  

實習之期許  

  經過上學期的五週見習，觀察到繡球花班的班級經營與環境規劃，看見老師們循著幼

兒的生活經驗進而提供多層次、豐富的學習活動。這學期期許自己能與班級建立更緊密的

關係，與老師、幼兒有正向的互動，除此之外，由於對實際規劃學習區較不熟悉，因此希

望在未來的三週集中實習當中能夠練習連貫性歷程規劃，在過程中觀察幼兒的學習歷程並

調整引導的方式，也期待能與班級老師學習到帶領班級、營造自然情境引發幼兒學習的能

力。  

本次三週集中實習之目標：   

1. 培養帶領班級之能力   

2. 培養鷹架及引導幼兒探索學習區歷程之能力  

3. 培養視幼兒經驗而調整活動的敏銳度  

4. 培養帶領小組、團體討論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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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百合花班 

實習生基本資料 照片 

姓名 王慧慈 

 

學校系級 臺北市立大學幼教系四年級 

連絡電話 0903080286 

緊急連絡

人(關係)

與電話 

陳意超(母親) 

0928580385 

Email a8700527@gmail.com 

相關之經歷 

見習經歷： 

一週見習─新竹市立幼兒園 

雙週實習─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 

五週見習─臺北市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實習之期許 

  希望自己在三周實習更深入了解幼兒園教師的生活及日常，與現場老師有更多交流與觀摩的

機會，同時藉由教案討論聽取不同的意見及建議，讓我在教案設計的部分能夠更精進；另外，期

許自己能成為一位溫柔而堅定的老師，孩子在與我相處時是開心、快樂的，但卻不隨便。 

以下為本次實習之目標： 

1.觀察到老師與孩子遇到衝突時的解決模式，如何找到並解決問題。 

2.觀摩與學習其他教師的教學技巧與經驗。 

3.觀察老師帶班、提問的技巧。 

4.學習主動補位。 

 

  

mailto:a8700527@gmail.com


 

15 

 

基本資料 照片 

姓名  張沛璿 

 

暱稱 熊熊 

聯絡電話  0952531577 

信箱 u10708011@go.utaipei.edu.tw 

個性 活潑、外向 

興趣 編織、聽音樂、玩解謎遊戲、桌遊 

專長 唱歌 

相關之經歷 

見習經歷： 

一週見習─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中附設幼兒園 

雙週實習─臺北市立北投幼兒園 

五週見習─臺北市光復國小附設幼兒園 

實習之期許 

大四的三週實習，我想注重的部分大概分為兩點： 

1.如何進行有效的師生互動 

  我發現當幼兒有爭吵等社會性的問題出現時，常會找老師處理，而有時找到我卻做不出甚麼有

效的處理方式，備受挫折。這學期我看了一些班級老師在處理爭吵等問題的方式，期待下學期能夠

實際運用，並記錄成效如何。 

2.進行學習區設計 

  我記得以前我以為學習區的教具都是由老師親手製作的。但這學期我看到其實有部份也是老師

用購買的，我改變了我的認知，其實教具的來源並不是重點，能夠達成教育目的，真的能展現老師

的意圖才是重要的。那我也會針對我的理念以及對應的指標找到最適合的素材，給與幼兒更加確實

的學習機會。 

 

  

mailto:u10708011@go.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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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向日葵班 

實習生基本資料 照片 

姓名 蘇佳和 
 

暱稱 盒子 

個性 有活力、開朗、積極、好學 

興趣 唱歌、球類運動、發掘新事物、 說故事 

專長 網球、說故事 

相關之經歷 

⚫ 每年寒暑假都會參與教會的寒暑期營隊，帶領幼兒園至國中的孩子能夠 在營隊中學習與人相

處及如何服務比自己更小的孩子  

⚫ 大一、大二也有參與系上的向日葵營隊服務偏鄉小孩，將自己在系上所 學的教學方式實際應

用在營隊中  

⚫ 參加愛與希望故事團培養說故事的能力以及現場經驗。  

實習之期許 

目前自己在與幼兒的互動上有許多的經驗但是在如何在學習區中引導幼兒的學習上還有所欠缺，

因此想在這次的三週實習中學習到更多不同方式去引導幼兒，並且嘗試將自己想像為老師而非實

習生，在實習過程中不斷觀察幼兒的需求調整自己的教學步調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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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週課程發展歷程 
班級：星辰花班 

實習生：邱育姍 

 

 

班級：朱槿花班 

實習生：葉穎曈 

  



 

18 

 

實習生：蕭羽淇 

週次  

第三週 

第二週 

第一週 

 

班級：繡球花班 

實習生：陳薏帆 

 

班級：百合花班 

實習生：王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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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以 GIGO做迷宮的挑戰不曉得孩子能否成功，孩子可能會在做道路的部分卡關，除了要做出

立體的路線外，還需考量到參考圖是縮小、孩子的 GIGO是放大的，我想我可以讓孩子作出差不多的

圖形後，不斷地使用他們已經完成的恐龍上迷宮比一比、走一走，看迷宮需要再放大還是縮小，不

過孩子還可以想出有刺的圍欄真的讓我很意外；另外，還需考量到原本 GIGO區的孩子，他們玩的陀

螺非常吸引孩子們的注意，這三位在挑戰迷宮的孩子很喜歡玩陀螺，若有分心的樣子須隨時提醒。

第二週：孩子們想出之前一起玩過的迷宮，而不是被我印給孩子們的迷宮而侷限，能想出遇到岔路

時要往上畫，不然會被看到，這些都是老師協助時需要忍住、有耐心、相信孩子他們做得到的課

題，看著孩子們一次一次的試，可惜的是待在園所的時間太短，無法看到孩子們未來的想法，不過

這也是一種學習，老師學習相信孩子們在未來會成功畫出屬於他們的迷宮，甚至畫出讓我意想不到

的，也學習在他們的心中播下種子，無論會發芽與否，都是長大的養分。 

 

實習生：張沛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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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向日葵班 

實習生：蘇佳和  

週次 第 1週 第 2週 第 3週 

 

 

幼兒

自由

挑選

了解

建築

各部

實際

觀察

建築

從彼此

的建築

中發現

思考

建築

穩固

觀察

幼兒

使用

提供

建築

各部

引導

幼兒

發現

引導幼

兒觀察

其他幼

運用時事

與幼兒討

論建築穩

思

考

要

發

展

的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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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省思 
班級：星辰花班 

實習生：邱育姍 

實習老師回饋：金瑞芝教授 

1. 一開始的手指謠韻律沒有發揮出來，可以在動作上增加戲劇感，讓其更活潑。 

2. 團討時繪本故事與學習區內容連結性不夠，繪本加入目的不明顯。 

3. 學習區延展的部分，團討讓孩子有機會用自己的作品說故事，讓故事性能被全班看見。 

4. 在引導負責學習區時有時候方向性會沒有出來，同時也可以更多邀請同儕來協助其他幼兒。 

5. 教具示範角度要注意，避免效果不佳。 

6. 分享可以先選大班分享，架構分享較清楚也可以分享之後創作的架構，避免冷場。 

觀摩實習生回饋：蘇佳和、葉穎曈 

1. 在團討時，可以跟其他幼兒稍微提到現在紙工區在進行什麼。 

2. 會依照幼兒年齡調整引導方式，能彈性調整，且會循序漸進給予提示，並使用提問引導幼兒

思考。 

3. 使用繪本與幼兒作品引起學習動機與興趣。 

4. 熟悉並靈活運用班級小默契，吸引幼兒注意與專注。 

自我省思 

    這是我第一次設計一個學習區的內容，在這過程中與班上的老師有過很多次的討論，也一直在

修改教學內容。在真正開始學習區活動時，我發現有時候幼兒雖然有能力可以達成設定的挑戰，但

是會因為具有一定難度而開始無法專心在創作上；經過這一次經驗我學到有時候可以讓幼兒先重複

練習自己已經學會的技能，等到非常熟練之後在進行下一步或許會更好，也可以先與幼兒訂定每日

小目標或是小約定，讓幼兒有完成作品的動力。我注意到自己有時候會忘記可以運用同儕來協助學

習區的運作，而在這一次有讓同儕協助之後，我能夠離開主交學習區到別區進行協助與巡視也更順

利了。 

    這一次的實習經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檢視自己的機會，希望我未來可以記得這些經驗，讓自

己的教學更進步 

 

班級：朱槿花班 

實習生：葉穎曈 

實習指導教授、觀摩同學回饋： 

優點 

1.引導幼兒觀察並手指點數六形六色圖卡，協助幼兒覺察需要的數量與形狀，以

及自己做的與圖卡有何不同。  

2.會在幼兒成功達成/完成作品時即時給予鼓勵和肯定。  

3.邀請有經驗的同儕示範如何使用編織區工具  

4.能以準確的用詞引導幼兒，對每個學習區都很熟悉，適時換區引導不同幼

兒。  

5.在幼兒遇到困難時，邀請幼兒ㄧ起思考並嘗試新方法。  

6.團討內容很有趣，問題問得很精準。  

7.利用小聲的手指謠讓幼兒靜下來。  

8.團討時引導幼兒觀察細節，並利用現場活動讓幼兒學習新的名詞。  

9.主教團討時情緒穩定，可以穩定幼兒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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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1.學習區時間容易被幼兒帶去別區，可以請幼兒先等待。  

2.可以引導語文區幼兒的握筆正確姿勢。  

3.當幼兒爭論時，可以引導幼兒先將答案放心裡，並在之後加入實際照片與幼兒

討論。  

4.畫臉的示範圖卡有點小。  

5.畫臉的用色技巧可以實際示範在手上(皮膚)讓幼兒觀察。  

6.團討時間過長。  

實習生自我省思： 

  回顧教學觀摩時自己在學習區探索時間所進行的幼兒觀察與引導，當時幼兒在語文區中創作小

書，而我在語文區引導並協助幼兒紀錄故事內容，其中一位幼兒停了很久都沒有說出故事內容，因

此我給予該幼兒時間先想一想，我也發現幼兒的小書上沒有書名，因此我請他觀察一下語文區中繪

本的封面，並請幼兒幫自己的小書取名字。在引導的過程中我注重在幼兒如何創作小書上，我卻忽

略了語文區幼兒的握筆姿勢不正確這部分，透過教學觀摩檢討中老師、同學的回饋才注意到這點，

因此也提醒了自己往後在語文中區可以多加觀察握筆姿勢這個引導重點。另外經由老師、同學的回

饋後才發現自己在學習區時間確實很容易因為幼兒前來求助而離開原本引導的學習區，雖然教師應

在各區之間來回觀察、提供協助，但我應提醒自己可以適情況請前來求助的幼兒回到原本的學習區

等待或請他自己再嘗試看看，當目前引導的幼兒穩定後再前去了解問題並給予幫助。 

  學習區結束後的團體討論時間，由於畫臉區的幼兒在畫臉時可能會沒有表現出造型的重點，因

此希望透過參考圖卡、幼兒作品等進行團體討論以引導幼兒探討畫臉時的造型特徵及用色技巧。但

過程中我有發覺到自己在面對預設情況以外的突發狀況時，較無法熟練的應變及處理，也可能導致

團討的焦點偏離，當幼兒開始對某個問題爭論不休時，我可以試著引導幼兒先將自己所認為的正確

答案放在心裡，並可以將今天所發現的問題以及經驗作為之後的課程發展、延伸活動進而放入新的

相關素材等並與幼兒討論。 

 

實習生：蕭羽淇 

實習老師回饋：金瑞芝教授 

1.就算一個人也能很好的掌控全體幼兒，與幼兒也都有互動。 

2.對跳出特別跳躍的幼兒有開心的笑給予肯定。 

3.有發現幼兒的個別差異，在輔導上是有差別的，這點做得不錯。  

4.很注意幼兒，但幼兒跨跳時並沒有做出跳得比較高的動作，這點老師應該示範給幼兒看。 

5.有讓幼兒自由發揮的機會，給予幼兒很多鼓勵這點很棒。 

6.團討時可請後方幼兒在往前，免得中間有空位，後方幼兒也無法將注意力集中在老師身上，團討

時間拉得也稍微有些長，可再縮短時間。 

7.最後收操請幼兒互相幫忙按摩有溫馨的感覺，但要特別注意性平的問題，若是相互按摩小腿則不

恰當。  

8.臉部表情過於嚴肅、站姿也過於放鬆，這兩點教甄時需特別注意。  

觀摩實習生回饋：王慧慈、張沛璿 

1.有連接到幼兒的舊經驗：以幼兒聽過的故事作為情境入戲，情境包裝能使幼兒更加融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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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多元的小默契很新穎，也更能確認幼兒有聽到老師給的指令，同時清楚幼兒聽懂指令後才給

予回應，小默契中有許多可愛動作（比愛心、比耶、比花、眨眼睛），能讓幼兒認識更多的不同姿

勢！  

3.雖說小默契多元且豐富，但還是要適時應用，以免造成反效果。  

4.協同老師補位速度快，使每位幼兒都有被照顧到，但有時會有主教站在協同位置，協同站在主教

老師位置的感覺。 

5.運用視覺提示，讓幼兒根據場地現有的線繞圈是很好的方法。  

6.老師有細心關照能力較弱、想不到動作的幼兒，並適時給予幼兒鼓勵、耐心等待幼兒想出動作。  

7.中間幼兒無法自己想出動作依然做出跟先前一樣的動作時，應該將所有活動暫停後再進行說明，

而非於還在活動時說明。 

 

班級：繡球花班 

實習生：陳薏帆 

實習老師回饋：金瑞芝教授 

1. 學習區活動中的引導都很順暢且貼近幼兒，不會直接告訴幼兒應該怎麼做，而是以提問的方

式引導幼兒自己想出解決辦法。 

2. 在學習區團討的方式比較特別，有邀請同儕給予幼兒回饋，同儕的力量其實對於幼兒學習很

重要，善用同儕間的力量。 

3. 在帶團討的時候很穩定，中間雖然有一小部分節奏有點亂掉，但也很快就掌控回來，讓幼兒

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團討上，幼兒也都很積極發表想法。 

4. 有個可以延伸討論的部分沒有把握住，紙工區的那位小朋友分享時，有其他幼兒說他蝴蝶太

高，他解釋是因為蝴蝶飛遠了，應該把握機會讓幼兒討論「遠近會造成視覺上有何差異」。 

觀摩實習生回饋：王慧慈、張沛璿 

1. 引導幼兒時不會直接告訴方法，而是會觀察幼兒的問題在哪，以提問的方式去引導。 

2. 以開放式的問題去引導幼兒，像是在小葇拆不開 gigo的時候，沒有直接幫忙，而是先問「你

覺得可以怎麼解決？」，讓小葇說完嘗試過許多方法之後還是沒有辦法，才協助將積木拆

開。 

3. 在和幼兒說話的時候很有耐心而且語氣溫柔，願意等待幼兒，與幼兒一起發現問題、嘗試解

決。 

4. 彩繪區的素材布置得很完整，還有加入自己做的挑戰卡，讓幼兒可以挑選任務去完成。 

自我省思 

  我覺得這次在帶團體討論時，已經能理解老師先前告訴我的「在學習區時間就要觀察幼兒做作

品的過程，老師腦袋要先有想要分享的內容」，上次在練習帶團討時因為對於所有幼兒的作品沒那

麼熟悉，於是沒有明確的引導方向，而這次在帶團討前，都有先觀察幼兒的操作過程，腦中有一些

想要特別提出的問題，於是在帶團討時就會順利很多，而且整個團討能視情況依照幼兒回應、老師

預設去引導討論方向。除此之外，我覺得自己在接續幼兒提出的問題、想法時，應變能力還沒有很

迅速，這是需要很多經驗去練習的，也需要很了解班級幼兒才能給予更深入、更適合幼兒的引導，

期許自己未來能越來越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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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自己的優勢是能敏銳發現幼兒的問題點在哪裡，能想出如何以幼兒聽得懂的方式進行引

導，也能視情況決定是否直接告訴幼兒答案，這樣的判斷能力是我有信心的部分，我會堅持不論未

來到哪個階段都能如此有耐心的陪著幼兒慢慢進步。 

 

班級：百合花班 

實習生：王慧慈 

金教授回饋： 

1. 情境經營請考量幼兒課程經驗，使用幼兒有經歷過的繪本內容或經驗而且情境要有邏輯性。 

2. 分組時要求幼兒就定位，請充分利用周遭具體的標示(或資源)，例如其他老師、地標、標示物

等 。 

3. 老師的指示語聲量要大、盡量用具體行動示範(慧慈有做到)、且盡量在幼兒眼前，而不是跑到遠

處示範。 

4. 體能活動設計，只有第一種活動是有用到大肌肉，回收和收集樹葉都不算合宜的體能活動，且不

會出汗，課程設計要更精進。 

5. 能跟幼兒回顧活動歷程，聽取幼兒想法，不錯！但教師應該在歷程中，仔細觀察幼兒學習活動表

現，例如有孩子違規用跑的、有些孩子會跌倒等，教師的思考為何？是否要設計幫助幼兒抬腳的動

作活動？是否要跟孩子討論違規？等教學思考，教師要觀察與省思！ 

6. 教師肢體不夠活潑、顯得僵硬，且和幼兒有距離感！宜將自己教學歷程錄影，自行觀看錄影帶，

感受自己肢體動作的靈活度！ 

陳薏帆回饋： 

1.引導幼兒排隊時以小火車包裝，吸引幼兒注意力，有條理的整好隊，能看出與幼兒有一定的默

契。 

2.請沒有參與意願的幼兒擔任小幫手，沒有忽略掉任何一位幼兒。 

3.用恐龍介紹關卡很吸引幼兒注意，整個活動與班級進行的活動有連結，包裝完整，幼兒投入在其

中。 

4.幼兒玩的很開心！ 

*建議 

1.做操時可以搭配口語，請幼兒跟著一起數。 

2.時間的分配，實際上出汗的時間較短，可以讓幼兒多跑幾趟，同樣的關卡重複玩可以讓幼兒更熟

練。 

葉穎曈回饋： 

1.活動的學習目標及指標中有提到與他人合作，而活動設計透過分組合作的方式緊扣目標。 

2.活動時間以及運用大肌肉的時間有點短。 

3.有考量小中大班的能力進行分組，也有邀請不太參與活動的幼兒當小幫手，使其有參與感。 

4.透過手偶、印章、情境故事等方式及素材引起幼兒興趣。 

5.透過老師及幼兒示範，幫助幼兒了解活動內容。 

6.善用小默契吸引幼兒注意。 

7.綜合活動中的團體討論幫助幼兒回顧活動，並引導幼兒思考遇到困難的解決方式。 

8.教學者鼓勵的語態營造正向班級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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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活動規則說明清楚明瞭。 

10.整體教學活動流暢，情境設計以及使用的素材、器材非常豐富，是很完整的活動，很用心！！ 

實習班級老師回饋： 

1.善於利用周遭器材作為障礙物，增加活動趣味性。 

2.第一個活動孩子玩的很盡興，且可讓孩子動到大肌肉，可以視情況讓孩子多玩幾次。 

3.透過遊戲讓孩子ㄧ起收器材，增加孩子的參與度也節省了許多時間。 

4.因在戶外，在講解規則時音量可再大聲ㄧ點，讓後面的孩子也可以聽清楚遊戲玩法與規則。 

5.時間的掌控上，若發現時間許可，可透過某些遊戲多玩幾次來增加大肌肉活動的時間。 

6.做暖身操時透過吹哨子提醒孩子換動作，可以吸引大部分孩子的注意，也可以保護老師的喉嚨。 

7.透過與孩子建立的默契（親愛的百合花-有有有），讓孩子更專注也更有參與度。 

心得自省： 

 事前準備 

帶領孩子暖身的過程中思考如何讓孩子排隊，想到可以先圍圈圈、再拉成直線，沒想到第一步驟的

圍圈圈就很困難，「我不想跟他」、「你不是我的好朋友」，被拒絕的難受、被指派去跟別人的委

屈，百合的女生又比較早熟，那個傷心落寞著實難受，原本想作罷想想別種方式，因此詢問小如老

師，但老師說這些挫折、被拒絕、不想跟誰，本來就是必經的過程，連大人都會不想、也會被拒

絕，那孩子何嘗不須體驗？但須在這些過程中與孩子提出來討論，找朋友的方法讓他們被拒絕幾

次、受挫幾次，就像小木片區的孩子蓋了好高好高，第一次倒塌他們也好挫折好難過，但現在倒了

他們可以拍拍自己說沒關係，在隔天的學習區時間馬上就做出一個新的，還是改良過後的唷！ 

禮拜五帶了第一次大肌肉活動的遊戲，九人一組、拿著呼拉圈折返跑，與下一位擊掌後換人，這對

孩子來說好像太沒有挑戰性，以至於孩子較無興趣，老師們建議我可以加入情境、儀式感（最後一

位綁頭帶）、同一隊蓋印章、或加入障礙等。 

 出汗性大肌肉時間過短 

昨天與孩子遊戲時重複了兩次障礙賽，三次支援前線，與孩子磨合的時間過長，因此我將教案的遊

戲修改成障礙賽、支援前線都只有一次，沒想到今天活動意外的順利，出汗性的障礙賽只有短短五

分鐘，而支援前線也只有十分鐘。 

 與孩子關係生硬 

綜合活動的提問時，我鮮少與孩子有肢體互動。 

 多利用地標 

暖身活動時我用手比出火車，但我需要三排火車，卻只有兩隻手，因此全部看起來還是有點凌亂，

教授建議可以善用地標，例如：紅色線、協同老師、排頭等。 

 邀請旁邊的孩子。 

有一位孩子較少參與團體活動，謝謝瑞鳳老師提醒我，建議我讓他成為我的小助手，他今天幫我當

暖身小幫手與計分小助手。 

 

實習生：張沛璿 

金老師回饋： 

1.盡量不要用手點幼兒，點幼兒主要是希望他專注聽自己說話，若是幼兒有在聽了就不要一直點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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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帶領幼兒回顧時盡量把作品也能讓他們看到比較具體。 

3.在討論陀螺時可以討論一個變項就好，一次討論一件事 

4.幼兒如果不覺得自己的作品有問題，教師的提示可以緩一緩，不要讓幼兒失去了動機。 

5.分享時可以請幼兒事先拿好作品或教師先把作品放到前面，省去拿作品的時間。 

6.祖汕分享的水母可以變陀螺是幼兒額外發現的，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引導，為甚麼水母會可以變陀

螺？因為有一個支點而不是平面的，所以可以轉。 

7.泓元展示鬱金香時可以轉角度讓幼兒們看得更加清楚。 

8.陀螺可以如何延伸，目前變項太多，老師可以透過引導讓幼兒把變項先固定再來進行比較。 

9.陀螺的部分可以幫幼兒記錄下討論的內容，也可用拍照方式貼在學習區，整理目前的脈絡。 

實習生（陳薏帆、蕭羽淇）回饋： 

1.頭上有配戴以毛線製成的髮飾，將自身與要帶的主題相結合這點很棒。 

2.對幼兒都有給予鼓勵與肯定。 

3.有讓幼兒自己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並給予幼兒挑戰，最後也有回去 GIGO區觀看幼兒想出的解決

方式。 

4.可讓幼兒觀察編織區旁邊寶可夢球的成品，讓幼兒自己發現黑色的腰帶應該黏在哪裡。 

5.最後修剪毛線球，可以先幫幼兒修一部分，剩最後一點點讓幼兒自己嘗試看看。 

6.分享時間可以拉一張桌子再分享幼兒的旁邊，讓幼兒的 LAQ水母置於桌上，這樣後方幼兒較能看

得清楚。 

7.分享黏土鬱金香時可以請台下幼兒觀察後再回應(分享其他作品也一樣)。 

8.在觀看 GIGO陀螺決鬥時也先與幼兒定規則，這點很棒。 

9.分享 LAQ時，當幼兒變得比較躁動時，與幼兒說:「想請認真聽的小朋友分享小秘訣」，用這種方

式間接提醒幼兒請安靜，是個很好的方式。 

10.當要分享的幼兒去拿自己要分享的作品時，有些幼兒開始亂動，是以稱讚坐的好的幼兒，而非指

責沒坐好的幼兒，來讓幼兒坐回原本的座位，這點很厲害。 

 

班級：向日葵班 

實習生：蘇佳和  

實習班老師省思：金瑞芝教授 

1. 學習區開始前的故事可以跟學習區活動有更多的連結。  

2. 說故事時可以將講到的地方用手指指出來讓幼兒可以更知道故事的內容及重點。  

3. 在小木片區與幼兒對談時語速可以慢一點。  

4. 與所有小木片區的幼兒互相分享各自搭建的狀況很棒。  

5. 當幼兒遇到困難時適時提供幼兒的舊經驗，如：曾經挑戰過的圖片。  

6. 多角度觀察幼兒的建築很棒。  

實習生省思：邱育姍  

1. 有先詢問幼兒創作的內容在一幼兒說的內容給予建議與引導。  

2. 利用提問引導幼兒思考如何修正作品或增加作品的細節。  

3. 有隨時關心幼兒的狀況並給予回覆。  

4. 說故事時會提醒幼兒坐下與注意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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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省思：蕭羽淇  

1. 講故事時幼兒有跟著唸書名、作者這點我覺得很棒，也能加深幼兒對此本繪本的印象。  

2. 故事開始時有幼兒一直想站起來看，老師有小聲請他坐下，無論是該位幼兒還是老師的提醒都

無干擾故事的進行。  

3. 故事進行到一半好像有看過這本繪本的幼兒一直大聲的猜是什麼動物，老師使用了「小幫手」

這個詞，請他先乖乖的待著老師待會會請他幫忙，這種方式我覺得很不錯。  

4. 說故事時眼睛有一直盯著幼兒，故事畫面也會繞一圈，讓旁邊的幼兒也能清楚看見畫面的呈

現。  

5. 故事結束時的提問，幼兒的回應老師可以再重複一次，因為有些幼兒的回答太小聲或回應的內

容較不清楚，此時老師就可以再幫忙補充，使句子變得更完整。  

6. 在小木片區引導時，有給予幼兒肯定及鼓勵幼兒，讓他們能去完成在自己能力所及的挑戰。  

7. 對於說不出話、沒想法的幼兒也會耐心引導。  

8. 一開始進去小木片區時可以一個一個去詢問各幼兒在做什麼，全部一起問的話這樣最初也只能

專注在一位幼兒身上，其他幼兒只是在旁邊乾等，若改為一個一個問，在問的同時其他幼兒也

能繼續完成自己的作品。  

9. 除了讓小木片區的幼兒給建議外，可以在分享時間請全班幼兒一起給建議。  

10. 以著重在小木片區，但其他區還是要去走走看看、給予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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