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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新聞稿】   發稿日期：105年 9月 24日 

SUPER典範  活力、無私、堅持、創新、專業 

105年度全國 SUPER教師獎結果出爐 

為發掘深耕基層的好老師、樹立不同特質好教師典範，藉此影響並鼓勵認

真、抱持理想的教師持續投入教育工作，自 2003 年起全國教師會開始舉辦

「SUPER教師獎」選拔活動，並從 2013年由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接續辦理，

今年已邁入第 14個年頭。每年本會都會選擇在 928教師節這個屬於老師的節日

前，辦理全國 SUPER 教師獎活動，目的是透過這樣的機會，讓大家看到每個地

方都有一群願意默默付出的好老師。 

今年各縣市教師工會推薦參加全國決選的縣市 SUPER 教師獎得獎老師有

46人，本會特別邀請 25位評審，至各地逐一訪視每一位參選教師，評審團由歷

屆 SUPER教師、校長、學者教授及關心教育的社會人士組成，以兼顧專業與多

元，今年評審團主席由評審團共同推選鄭邦鎮老師擔任。SUPER 教師獎選拔之

最大特色在於，評審委員們必須實際到校訪視各參選老師，觀摩一至二堂課之

教學，且必須直接聽取學生之意見，加上對參選者之同事、家長、社區人士等

蒐集、徵詢意見後，作為推薦決選之依據。如何在不同特質的老師當中決定出

全國首獎，是評審團遭遇到的最大的難題，在最後決選會議中，歷經長達 12小

時的激烈討論後，慎重決定出各組全國 SUPER教師獎得主，並在割捨不下的情

境當中選出兩位評審團特別獎得主。 

105 年度全國 SUPER教師獎得主如下：【幼兒園組】彰化縣忠孝國小附幼

的沈綵淋老師，設計以「愛我彰化 健康久久」為主題的系列課程，讓孩子了解

家鄉文化，運用家鄉農特產品製作成健康飲食，建立正確的健康飲食習慣。她

同時擅長於溝通與協調，關心公共事務及熱愛教學的心 30年如一日。【國小組】

臺中市上石國小張格逢老師堪稱學校的精神堡壘，堅守「團隊精神，互助共好」

的教育理念，他自己的信念是「在教育上沒有人可以阻止你的付出，除了你自

己以外」帶動所有人付出能量、互相協助、共享成果。【國中組】臺南市南化

國中陳岱均老師，不滿 30歲的她，教學年資不長，卻積極嘗試各樣的教學策略

及方式，陪伴著偏鄉的孩子，從不會到會的學習過程，足為新時代 SUPER 教師

之典範。【高中職組】國立金門高級中學林偉倫老師秉持著「有學生問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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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學生」的信念，陪伴金門學子一起向前進。他從自身做起的教育行動，

不但是「多元適性」的實踐典範，在本島/離島資源差異的歷史結構中，更創造

出另類發展的變革空間。【大專組】臺南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黃煥彰老師，被

稱為「土地的守護者」的他，體認到土地的戰爭需要專業，不斷呼籲土壤的安

全比食品的安全更為重要。更引導學生進行融入式的行動學習及服務學習，讓

教學過程轉化成學生關心人權、理解環境、參與公共服務及社會議題的有效平

台。 

本屆 SUPER 教師經評審團討論決議，另頒發評審團特別獎給兩位老師，分

別是宜蘭縣三民國小林妗鎂及彰化縣伸港國中李亞珊。 

今年 SUPER 老師的共同特質，活力、無私、堅持、創新、專業，不僅

嘗試各種有效的教學策略，不斷精進創新自己的教學，更願意為學生創造

展現能力的舞台，找回他們的自信與光彩。他們都勇於面對困境並堅持到

底，因此能散發出堅定力量的光芒，點燃教育的火花。 

105年度「SUPER教師獎」全國得獎名單 

幼兒園組   沈綵淋 彰化縣忠孝國小附幼 

國小組   張格逢 臺中市上石國小 

國中組   陳岱均 臺南市南化國中 

高中職組   林偉倫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大專組  黃煥彰 臺南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評審團特別獎   林妗鎂 宜蘭縣三民國小 

評審團特別獎   李亞珊 彰化縣伸港國中 

※得獎老師的簡介及得獎感言請見 P3-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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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全國「SUPER教師獎」得主簡介》 

【幼兒園組】沈綵淋老師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綵淋老師有想法、行動力強，積極

推動本土語言及在地化課程，幫助每個

孩子都能用閩南語開口說唱，設計以「愛

我彰化 健康久久」為主題的系列課程，

讓孩子了解家鄉文化，運用家鄉農特產

品製作成健康飲食，建立正確的健康飲

食習慣 

綵淋老師善用空間，重新設計園

區，進行整體規劃以利教學，為強化幼

兒對美感的覺知與深化，在校園規劃菜

園區，創造孩子接觸大自然的環境，也

將洗手台精心設計成彩繪塗鴉，原本老

舊的幼兒園校舍，因整體設計與重新規

劃，而煥然一新，社區民眾誤以為是公

園，因此受到社區家長的認同與關注，

增進教師、學校與家長及社區的互動。 

多才多藝的綵淋老師，創作多首台語作品，帶領孩子參加本土語言演講比

賽，屢獲佳績。更能熱誠助人，建立良善的同儕關係。綵淋老師因為個人優秀

的特質，為學生建立良好的教學氛圍，並關心各項教育議題，積極參與公共事

務，對於凝聚彰化縣幼教界的團結，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國小組】張格逢老師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 

格逢老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質，就是堅守「團隊精神，互助共好」的教

育理念，並具體在教育現場行動實踐。格逢老師用詞平實清晰，是校園集體創

作的主要發動機，能帶動所有人付出能量、互相協助、共享成果。 

在班級經營面：建立幹部、小老師輪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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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及小天使制度，讓孩子們互相關心，共學

互助，個人獲得自信，集體取得向心力。對於

落隊失學的貧窮孩子，他發動「黃絲帶行動」，

動用社會資源，讓孩子在畢業前返校。這是班

級建立橫向連繫，將愛的力量擴展到最大的表

現。 

格逢老師以美術長才在重建校園空間及核

心課程，帶動全校同事共同參與。設計學校文

創產品系列，及一間間美麗有特色的教室，都

是和同事們共同的創作，為校園注入更具有活

力、有感染力的生命能量。經過美學巧思的校

園，不管是星空、地球村、漂書、耶誔壁畫，

都在各角落展露光芒！ 

作為藝術行動發動者的格逢老師，集結各種人脈力量，共同創作！他的美

術教育與創作，不是個人化的成就，而是凝聚眾人之智與行動付出的成果展現。 

【國中組】陳岱均老師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岱均老師嘗試分組合作學習、點數增強模

式等教學策略，致力協助學生理解社會學科內

容，引起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從被動的接受

者轉為主動學習者，並藉由啟發式教學的問與

答，提供學生思考歷史發展的脈絡。多元化的

活動與情境式的教學法，讓公民課程不再只是

紙上背誦，而是生活化的運用，也能加深學生

課程學習的印象。岱均老師還推動學生市長選

舉與實際投票、參觀法院與開庭，在有限時間

內融入時事的教學，讓學生成為關心生活角

落、關懷社會的世界公民。 

岱均老師的班級經營以讀報教育為起點，激發學生的求知慾，從編撰班

報、校報，甚至也編撰社區報，融合語文教育的聽說讀寫能力，讓學生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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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與世界的位置與連結，立身南化，放眼天下。 

健康是人生至寶，岱均老師利用放學時間與學生一起慢跑，培養學生的專

注力與堅持到底的精神，並經由參與路跑活動，教導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經

費不足，要厚著臉皮募款、行程規劃、體能訓練等），增強學生體力與個人意志，

與學生一起學習成長。岱均老師足為新時代教師的楷模、SUPER教師之典範。 

【高中職組】林偉倫老師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金門高中長期為金門在地指標性、家長

高度期待的「最高學府」，然因外來的勞動

人口增加，高比例的臺灣原住民學生及外配

家庭，以及校內學生 PR 值極大落差之教育

現實與複雜性，深刻牽動著學校的教育目標

與過去的傳統。先理解這客觀的動態現實，

方能感知偉倫老師教學實踐的特殊性。 

偉倫老師透過個人的熱情、堅持陪伴學

生，無論颳風下雨，長期陪伴田徑隊學生、

注重體育團隊的學習紀律，讓體育團隊獲得

尊嚴，因此逐漸改變金門高中校風，和資深

教師保持和諧互動的連結關係。 

在師生與家長的眼中，他一直在努力的扭轉學校文化，協助不同的學生在

體育成就中「找到自己」與人格養成，透過體育課程與社團活動，主動連結各

項島內外資源，開拓校內學生的視野，更吸引鄰近國中學生，並提供參與其中

的學生足以自主學習的護持性空間，讓學生的多元生涯與自我探索得以展開。

偉倫老師從自身做起的教育行動，不但是「多元適性」的實踐典範，在本島/離

島資源差異的歷史結構中，更創造出另類發展的變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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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黃煥彰老師  臺南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煥彰老師感知眾生平等萬物有情，從教育者的立場發現台灣諸多自然生態

需良善維護，唯有從教育進行實作體驗，才能培養學生對於環境與生命的體認，

因此在個人教學歷程中，實踐環境保育的行動。煥彰老師成功塑造出身體力行

的典範教育，不僅將專業研究成果與教學內容結合，更以身教與言教帶領學生

走出課堂進行戶外教學，實地了解農民種植山葵危害原始山林、老農溪的越域

引水工程，造成原民的家屋與原生地形成無數土石流……，帶領學生親身體驗

關懷生命、愛護環境的必然與實然。 

長期關切環境保護議題的煥彰老師，透過與非營利組織、社區大學及相關

網絡成員之夥伴關係、有系統的社會公民運動參與，例如：長期廢棄物調查監

測、探討基因改造食品、觀察人工濕地等，引導學生進行融入式的行動學習及

服務學習，讓教學過程轉化成學生關心人權、理解環境、參與公共服務及社會

議題的有效平台。 

長年奉獻個人資源及承擔來自不當利益集團之壓力的煥彰老師，始終堅持

投入社會公益運動，將教學工作與個人志業有效整合，帶給學生積極正面的人

格示範，既為經師亦為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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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團特別獎】林妗鎂老師  宜蘭縣礁溪鄉三民國民小學 

 

 

 

 

 

 

 

 

 

妗鎂老師擔任四年級導師，明瞭孩子們都有其特色及個別差異，其活潑多

樣的教學風格，利用個人統整語文、藝文、社會等不同學科領域，以課本為劇

本，用活動包裝課程，豐富創新教學內容，喚起孩子體內的戲劇魂，這種經由

師生思想能量交流而生的教學歷程，在課堂上創造出良善的師生互動。 

妗鎂老師利用做中學，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參與熱情，擴充校內校外的

生活經驗，培養靈活且團結合作的班級氣氛，每天的讀報閱讀理解，啟發學生

智慧培養分析能力；漂亮心智圖、畫畫猜生字、小組說大意等教學活動，能鼓

勵學生們能寫、能畫、能說，落落大方、侃侃而談，展現出每個孩子的多元智

能。 

妗鎂老師用心備課教學，用數位器材記錄班級活動，不斷精進自己，落實

班級經營，幫助孩子「有力量」，希望孩子未來能幫助社會、改變社會，透過看

見每位孩子的優勢，讓孩子開心上課、有思考力去解決問題。妗鎂老師也致力

於親職教育，更是擁有包容與支持特殊生觀點的好老師。其教育心念與行動均

令人讚嘆，值得其他教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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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團特別獎】李亞珊老師  彰化縣立伸港國民中學 

 

 

 

 

 

 

 

 

 

亞珊老師的教學內容多樣且活潑，包括：寫明信片到國外、背包客等英語

教學課程計劃，讓學生對英語課程充滿期待，亦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使英

語學習的過程變得有趣；學習到的知識，也能與日常生活結合，可直接在生活

中運用，藉此培養學生的國際與世界觀，透過教學與課程的內容，開啟學生的

心靈與眼界。 

亞珊老師在英文歌曲教學的課程設計，能幫助學生貼近英文本質，也幫助

不少學生在課程與學習中，找到自己的學習定位，不會看到英文就放棄。亞珊

老師在英語的各種教學設計，皆有亮點，非常值得鼓勵並與其他教師進行分享。 

亞珊老師多元豐富及生活化的英語課程教學，雖也影響了幾位同科的英文

科教師，但因學生的學習成效上較未能展現預期成果，因此於推動全校課程的

努力上會感到些許挫折感，個人也略顯疲備，希望在教學環境中能有支持團體，

成為亞珊老師教學的後盾，讓亞珊老師這樣具教學熱情的教師，能夠因為有更

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協力，為我們的教育現場注入無限活力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