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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新聞稿】   發稿日期：109年 9月 19日 

SUPER典範  多元熱情、成就學子、影響力十足 
109年度全國 SUPER教師獎結果出爐 

為發掘深耕教育的良師、樹立不同特質的人師典範，藉此影響並鼓勵抱持

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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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辦理，今年已邁

入第 18個年頭。每年本會都會選擇在 928教師節前，舉辦全國 SUPER教師獎頒

獎典禮，讓大眾能看到這些無私付出的好老師，並藉此表達感謝與敬意。 

今年各縣市 SUPER 獎得主並獲教師工會推薦參加全國決選的縣市 SUPER 教

師獎得獎老師有 42 人，本會特別邀請 35 位評審至全省各地逐一訪視。今年評

審團主席為楊朝祥委員擔任，評審團由歷屆 SUPER 教師獎得主、校長、教授、

現任教師及關心教育的社會人士組成，兼顧專業與多元。從 109 年 4 月開始，

評審委員們實際到校訪視各參選老師，觀摩課堂教學，訪談學生、同事、家長、

社區人士等，從不同角度紀錄參選老師的付出與影響，以作為推薦參加決選會

議的依據。 

今年參選的老師皆是蘊藏豐沛生命力的教學者，能以多元且宏觀的教育哲

學為基石，與學生共創課堂對話，為學生創造各式舞臺。不斷精進創新自己的

教育專業，能協同家長陪伴學子成長，亦能與同仁攜手落實教育的核心價值；

能堅守本份熱情付出，更是胸懷教育遠見的前瞻者。 

歷經長達 2天決選會議中熱烈討論後，評選團慎重決定出今年全國 SUPER教

師獎各組得主，並在難捨的情境中，選出兩位評審團特別獎得主。109年度全國

SUPER教師獎得主如下： 

【幼兒園組】金門縣金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陳雅馨老師 

雅馨老師用自己的教學熱情影響著同事，進而學習烏克麗麗組團作公益，

也帶領幼兒手繪家鄉的習俗、文化，並透過閩南語唸謠認識在地文化，更集結

成書義賣捐給慈善團體，讓幼兒透過自己的手作義賣捐款，家長也一同響應，

實質幫助弱勢團體，這樣的義舉成就孩子，也成就了自己。讓人感動的，不光

是雅馨老師帶領幼兒參加泉州閩南語童謠比賽榮獲第一名，讓人動容的是雅馨

老師帶領幼兒走入社區、深入在地文化探究，讓家長與幼兒認同自己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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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家鄉之美，這才是能長久留在幼兒心中感動孩子、撼動家長的教育精神！

不愧是 SUPER教師！ 

【國小組】桃園市永順國民小學曾靜怡老師 

靜怡老師初任教師時即用心琢磨班級經營技巧，塑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並

主動參與課程創新設計，和其他科目授課教師共同合作，實施跨領域教學，因

而擴展自身視野，從跨領域課程中看見不同孩子的特色和價值。擔任行政工作

後也以一股熱忱，積極協助其他處室，共同支持第一線老師的教學，在同事眼

中，靜怡老師主動積極，熱心協助其他教師，做事有條理、有技巧，符合十二

年國教中自發、互動及共好的精神。靜怡老師用心投入於教學過程，掌握時代

脈動，積極學習教育相關新知，設計智慧課堂的教學模式，活用科技載具，激

勵學生學習，是桃園市內推動智慧學習的領導教師，並藉由校內外的研習分享，

協助更多教師學習使用數位工具，以提升教學效能，這樣的教學熱情令人感動。 

【國中組】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陳純瑩老師 

純瑩老師熱情並積極邀請行政夥伴以及其他領域的老師，規劃以學生為學

習核心，向外擴及環境與展望未來的縱向課程，達到「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

化」的目標。例如：透過「減塑課程」來讓美術課跳脫傳統，與生活和重大環

境議題相結合，而「夢想的履歷表」則試圖啟發學生對未來職涯的探索與規劃，

幫助孩子找到現在值得努力的方向，其『打開記憶的寶盒-光陰的故事』的創作

教學，開啟親師生共學的契機，讓學生有機會去了解長輩過去的生活故事與環

境變遷，除了加強學生對於家庭的記憶與情感連結之外，也讓孩子懂得知足與

感恩的心情，真是令人感動且印象深刻！ 

【高中職組】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邱得全老師 

得全老師秉持著「沒有報酬的付出最有價值」以及「正向面對所有問題」

的信念，不斷透過身教傳遞著愛與關懷，帶給周遭所有人正向的能量。他善於

觀察學生，因材施教，像父親一樣的關心著學生，奉獻付出不遺餘力，他也帶

領著偏鄉的孩子勇敢追夢，進行全省巡迴練習，讓他們不會因為資源少就放棄

夢想，並且從過程中獲得喜悅與自信，除了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更帶領學生

走出校園展現服務的熱忱。他總是不畏辛苦堅持努力，因為他深深體會到孩子

需要更多用心的陪伴，因此往往會在孩子最沮喪的時間點伸出援手，讓孩子感

受到溫暖的心意，因此也願意對得全老師敞開心胸，就像面對自己的家人一般，

得全老師真是一個願意犧牲奉獻，展現無私大愛的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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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中臺科技大學陳韋陸老師 

韋陸老師年輕有活力，與學生互動良好，積極運用各種創新教學方法引發

學生學習動機，製作優良教案並建立相關網站，利用有效適性的教學策略融入

改進教學計畫中，因此連續 6 年獲獎並得到相關單位的補助，其樂觀積極的態

度也深獲同仁讚賞與學生愛戴。受聘擔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期間，韋陸老師協

助教師成長、推動實務教學、設計創新課程、推廣數位教學、舉辦師生成長活

動、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建構以學生為中心之學習環境等等，樂於分享又深

具服務熱忱。韋陸老師也榮獲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的肯定，並獲得 2018大學教

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特優、台中市 108年優良教學人員、106學年度校級

優良教學教師及指導學生參加競賽榮獲佳績等多項優良表現，堪稱教師之表率。 

本屆 SUPER 教師經評審團討論決議，另頒發【評審團特別獎】給兩位優秀

的教師，分別是：領導多位教師進行跨領域教學，並用積極行動改善周遭教育

環境的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周書宇老師，以及總是正向熱情全心投入、

教學精彩熱愛生命的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陳盈利代理老師。  

 

109年度「SUPER教師獎」全國得獎名單(※得獎老師的簡介請見 P3-P9) 

幼兒園組   陳雅馨 金門縣金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國小組   曾靜怡 桃園市永順國民小學 

國中組   陳純瑩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高中職組   邱得全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大專組  陳韋陸 中臺科技大學 

評審團特別獎   周書宇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評審團特別獎   陳盈利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臺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    TEL：02-2585-7528 

NFTU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4 

《109 年度全國「SUPER 教師獎」得主簡介》 

【幼兒園組】陳雅馨老師  金門縣金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用「認真工作認真生活」這八個字來形容雅馨老師是再貼切不過了，將生活

的專長融入工作，將工作的內容與生活結合， 兩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雅馨老

師樂在其中，也願意用自己的影響力去感染著園裡的其他老師，凝聚教育圈善

的力量與循環， 持續為家鄉的教育努力著。 

雅馨老師用自己的教學熱情影響同事，透過學習烏克麗麗組團作公益；帶領

幼兒手繪家鄉的習俗、文化，並透過閩南語唸謠認識在地文化，更集結成書義

賣捐給慈善團體。也讓幼兒透過自己的手作義賣捐款，獲得家長認同一起響應，

實質幫助弱勢團體，這樣的義舉成就孩子，也成就了自己。 

讓人感動的，不光是雅馨老師帶領幼兒參加泉州閩南語童謠比賽榮獲第一

名，得獎只是一時的榮耀，更令人動容的是雅馨老師帶領幼兒走入社區、深入

在地文化探究，讓家長與幼兒認同自己的家鄉，發現家鄉之美，這才是能長久

留在幼兒心中感動孩子、撼動家長的教育精神 ! 這才是 SUPER 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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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曾靜怡老師  桃園市桃園區永順國民小學 

靜怡老師初任教師時即用心琢磨班級經營技巧，塑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並主

動參與課程創新設計，和其他科目授課教師共同合作，實施跨領域教學，因而

擴展自身視野，從跨領域課程中看見不同孩子的特色和價值。擔任行政工作後

也以熱忱積極協助其他處室，共同支持第一線老師的教學，提供後勤補給， 讓

行政上的付出成為教師的堅強後盾！而在跨領域教學及跨處室的合作中，靜怡

老師自陳學會謙卑，並鍛鍊極佳的心理素質和抗壓性，積極面對挑戰，也在無

數挫折後仍能堅強站起，朝自己的教育理想邁進！ 

在同事眼中，靜怡老師主動積極，熱心協助其他教師，做事有條理、有技巧，

符合十二年國教中自發、互動及共好的精神。靜怡老師用心、用力於教學上，

掌握時代脈動，積極學習教育相關新知，設計智慧課堂的教學模式，活用科技

載具，激勵學生學習，是桃園市內推動智慧學習的領導教師，並藉由校內外的

研習分享，協助更多教師學習使用數位工具，以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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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陳純瑩老師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純瑩老師所規劃以學生為學習核心，向外擴及環境與展望未來的縱向課程，

達到「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目標， 此外，他也熱情並積極邀請行政夥

伴以及其他領域的老師，共同投入跨領域橫向課程的設計與執行，例如：透過

「減塑課程」來讓美術課跳脫傳統，與生活和重大環境議題相結合，而「夢想

的履歷表」則試圖啟發學生對未來職涯的探索與規劃，幫助孩子找到現在值得

努力的方向；此外，純瑩老師也帶學生走出校園，進行戶外教學，實地體會驗

證課堂所學，進行跨越領域、時間及空間的素養導向課程，進而形成綿密的教

學網絡，支持學生在各領域所展現的學習表現。 

純瑩老師熱衷於教學，勇於跨出創新的每一步，挑戰困境，不輕言放棄，看

見學生的學習需求，與家長合作，建立學習與拓展潛能的資源；特別是『打開

記憶的寶盒—光陰的故事』的創作教學，開啟親師生共學的契機，讓學生有機

會去了解長輩過去的生活故事與環境變遷，除了加強學生對於家庭的記憶與情

感連結之外，也讓孩子懂得知足與感恩的心情，令人感動且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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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組】邱得全老師  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秉持著「沒有報酬的付出最有價值」以及「正向面對所有問題」的信念，得

全老師透過身教傳遞著愛與關懷，帶給周遭所有人正能量。他善於觀察學生，

因材施教，像父親一樣的關心著學生，奉獻付出不遺餘力，帶領著偏鄉孩子勇

於追夢，進行全省巡迴練習，讓他們不會因為資源少就放棄夢想，並且從過程

中獲得喜悅與自信。得全老師不畏辛苦堅持努力的精神， 也成為孩子學習的典

範。 

得全老師是默默付出的一位老師，擔任體育班導師時，他觀察到班上有很多

單親或家中有狀況的孩子，甚至是生活缺乏照顧，每當孩子有困難時，他總是

優先顧慮孩子的感受，在不動聲色的狀況下給予協助，他深深的體會到這群孩

子需要更多用心的陪伴，因此往往會在孩子最沮喪的時間點伸出援手，讓孩子

感受到溫暖的心意，所以願意對得全老師敞開心胸，就像面對自己的家人一般。

得全老師是一位願意脫離舒適圈，勇於承擔的優質老師，除了提升學生的學習

能力，更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展現服務的熱忱，同時他也會引導學生展現課本學

習以外的人文關懷，並時時關心班上學生平時的表現，以及許多學習低落與弱

勢的學生狀況，是一個願意犧牲奉獻，展現無私大愛的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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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陳韋陸老師  中臺科技大學 

韋陸老師年輕有活力，與學生互動良好，積極學習運用各種創新教學方法引

發學生學習動機，並將教案製作及成立網站這類有效適性的教學策略融入改進

教學計畫中，因此連續 6 年獲獎並得到相關單位的補助，其樂觀積極的態度也

深獲同仁讚賞與學生的愛戴。受聘擔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期間，韋陸老師協助

教師成長、推動實務教學、設計創新課程、推廣數位教學、舉辦師生成長活動、

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建構以學生為中心之學習環境等等，樂於分享又深具服

務熱忱。 

除了改進教學計畫獲得補助，韋陸老師還榮獲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的肯定，

也擁有 2018 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特優、臺中市 108 年優良教學

人員、106 學年度校級優良教學教師及指導學生參加競賽榮獲佳績等多項優良

表現，堪稱教師之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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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團特別獎】周書宇老師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書宇老師本身負責社群召集人的身份，協調國英社自體藝等21 位跨領域跨學

科的老師以及校內的營養師，設計並推動『食在有學問』這個學習主題，讓學

生從食材到上桌整個過程進行科學性主題探究，無論是種菜、施肥澆水、採收、

料理甚至到食物的營養成分進多面向的探討，眾多老師同心展開跨領域學習課

程的設計與執行，相當不容易。另外在『輪轉科學』這個教學主題上，書宇老

師也與 18 位自然科教師攜手合作，並邀請自行車行老闆分享實務經驗、幫助

學生實際動手操作，帶領學生走出校園壯遊及探索，無論從課程設計到實際運

作執行都有相當困難度與複雜度，但書宇老師不怕困難，常走在教學最前端，

也因此得到許多夥伴的肯定。 

雖然書宇老師所任教的是很多學生頭疼的物理科，但他在課堂上會利用有趣

的科普新聞時事、科學家的生平故事以及許多新奇有趣的科技發明等，試圖將

生硬的科學理論和生活中的現象做連結，拉近學生與物理的距離，除了進行課

本上提到的實驗之外，他也會帶著學生 DIY 一些小小科學作品製作，以多元面

向切入來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書宇老師特別注重學生物理學習邏輯概念的連

貫，培養孩子不只是成為考試機器，而是保有學習動力和熱情，才能習得真正

帶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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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團特別獎】陳盈利老師 臺中市立日南國民中學 

盈利老師目前服務於臺中市日南國中，是位兼具「言教」與「身教」令人感

動的良師，雖然他目前的身分仍只是一位代理教師，但盈利老師的所做所為，

比起許多正式教師毫不遜色甚至猶有過之，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好老師，不論擔

任導師、專任教師或是行政的職務上，他都能發揮自身影響力，帶動同領域教

師來配合校務推動與發展，並總是抱持著捨我其誰的態度與豪氣，堅持努力去

完成任務。 

盈利老師的眼神中總是充滿自信與熱情，言談之間展現出對教學的熱愛與積

極的態度，上課時，他往往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設計，有效運用周邊教學資

源，配合豐富有趣的教學簡報與影片，試圖點燃孩子的求知欲望，並期待孩子

能親身感受到學習過程所帶來的樂趣，讓孩子彷彿手持一把鑰匙，堅定喜悅地

開啟學習的大門。滿滿服務熱誠的盈利老師，則會透過童軍團的活動指導與歷

練，以身作則帶領孩子珍愛生命並展現生命價值，他真的是一位有愛心、有同

理心、具有良好人際關係、關心教育議題與社會脈動、積極參與學校各項行政

事務與校際活動的教育好夥伴，也同時是一位讓學生感到溫暖且令人信服的好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