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三 

附錄三 訪談逐字稿舉隅 

 

受訪者編號：03（社會領域教師－兼導師） 

訪：先請問老師，在教育界服務多久了？ 

受：今年是第 19 年。 

訪：所以經歷了新舊課程？ 

受：對，已經換過好幾版。 

訪：那在教七年級之前，是否參加過相關研習？ 

受：有，那時候辦了很多，有的是學校辦的，有的是新莊地區辦的，就是

台北縣。它有一個公民科的⋯，就是一所學校主辦一科，像我們新莊是

英文，公民科是在頭前國中。那時候有一陣子我們段考的下午都要去參

加研習。 

訪：這樣做很好，一個學校鑽研一個領域，然後再交換，不用每所學校都

要研究所有領域。 

受：對。那時候參加很多研習。現在我們每隔一陣子就有一個教師專業對

談。 

訪：那是作什麼的？ 

受：就是請學者專家來演講，談些九年一貫的。上次還請劇團來教一些肢

體的表現。 

訪：因為現在有個表演藝術。 

受：對，範圍還蠻廣的。這是九年一貫課程有的新的東西，它就來教你怎

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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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那您在擔任七年級教師以前，學校有沒有要求一定的研習時數？ 

受：沒有。 

訪：所以是看老師自己願意投入多少？ 

受：對。這些研習比方說學校辦的，每幾個禮拜一次，比如說專業對談，

就算做是研習時數，這些也是研習。 

訪：是，但不是外面要求的。 

受：對，也可以藉這個機會研究有關九年一貫的，對新的教材提出一些意

見，或是大家交換一下心得。 

訪：那專業對談是一個學期三次？ 

受：這學期比較少，上學期是隔一個禮拜就辦一次。 

訪：它都有定主題呀？ 

受：對，像第三次又要看下學年的計畫。我相信這可能是教育局的規定吧？

學校才會這樣辦。讓老師多多交換意見，就是充充電的意思。 

訪：對呀，不然課程發展委員會也不知道要討論什麼。 

受：課發會呀？ 

訪：對，就是請老師表示意見，大家再討論。 

受：我上學期是課發委員。 

訪：老師是領域召集人嗎？ 

受：對。其實我覺得很多課發委員都不知道自己的權力多大。 

訪：喔？為什麼？ 

受：事先都沒有宣導，在會中也都聽學校照本宣科，宣佈一些政策。但是

有一次我印象比較深刻，是定社會科時數，社會科分享 2-4節，所以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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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理、公民各一節，總共三節，還多一節。一、二年級歷史、地理、

公民都是一節，所以沒有排到滿。但是三年級是排歷史、地理兩節，公

民一節。 

訪：這樣不就五節？不過三年級還沒有實施九年一貫。 

受：對，它有利用到別的⋯ 

訪：名目？ 

受：對，比如說彈性學習課程這些，把自習課拿來挪用。 

訪：不過去年九年一貫只到二年級而已。 

受：對呀，它是先定好三年。所以那一次我拿到就嚇一跳，說為什麼歷史、

地理是兩節，公民卻變成一節。那時候我就提出來，教務主任是說，因

為「教師結構」問題，所以不能排那麼多。 

訪：意思是說人數太少？ 

受：對。我那時候就想說，這個結構是一直存在的，舊課程的時候可以排

兩節，那為什麼新課程就不行？兩個人有點小小的爭執。因為我是課發

委員，代表公民科，我不能讓步。不然你也知道，我開會很少說話。 

訪：是，但是事關重大。 

受：對，沒辦法。那時候我就跟他爭執了。 

訪：那最後結果如何？ 

受：開完會他還是說，再研究研究。我下去就跟他們講，用情理，我說同

樣社會科，歷史、地理排兩節，公民排一節，你叫我回去怎麼跟他們交

代？何況公民一節上得完嗎？他們說因為怎樣怎樣⋯，說了半天還是沒

講到重點，為什麼同樣社會科，歷史、地理排兩節，公民要排一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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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民科不重要嗎？或是公民的內容比較少？後來第二天，我分碰到教

務主任和教學組長，他們就跟我講，「我們昨天後來考慮了一下，覺得

公民還是排兩節好了。」那這樣就好了。 

訪：他們也知道自己理虧。 

受：對呀，要不然課發會定下來就定案了，以後三年級都變成一節課了。

人家歷史、地理排兩節，我們公民排一節。 

訪：是。所以就像您說的，有意見就要反映。 

受：對。照他的規範來講，課發會是作課程發展，它的彈性很大，就是我

們學校的課程要如何發展，包括節數、走向，都可以定，都由課發會決

定。 

訪：是。而且是老師可以參與比較多的場合。 

受：但是因為我們都習慣以前那種上面規定、下面就聽；教務處說，我們

就做。要改變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它至少是一個起步，讓老師可以有自

主。慢慢我想大家會知道，權力得來不易！ 

訪：是。 

受：從那次我就知道，還是要小心，因為這個事關重大。課發委員不能隨

便亂當的。 

訪：不過，老師，那個一的節數，是怎麼定的呀？不是要先公民科這邊提

計畫出來？所以應該是二、二、二嗎？ 

受：是教務處訂的。 

訪：節數是教務處訂的？ 

受：他已經訂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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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那領域代表開會就不用帶資料了？ 

受：不用，是他準備資料給你，然後你看看，他問說有沒有意見，再提出

來討論。反正學校都幫你做得好好的，給你委員看。 

訪：教務處作的？ 

受：對。說好聽一點是教務處很努力，作了很多準備工作，說難聽一點就

是他們一手主導。老師如果不自知的話，就會變成行政主導。那還是跟

以前一樣，變成行政主導一切。 

訪：所以審查意思是說，還是要檢查一下。 

受：對。要就你自己的科目來作最好的建議。 

訪：喔。那這樣子和我想的不一樣。我以為是老師這邊先開始。 

受：沒有。現在的做法，說難聽一點，跟過去也沒什麼不一樣，只是換了

一個名稱而已。書商依照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編了書，原則上我們也要

編，所以最早有要求我們去寫。 

訪：那兼公民的老師會不會來幫忙寫？ 

受：不會。所以你說心理能不能平衡？權利，沒有多。義務，多。 

訪：是。一種不公平的感覺。 

受：嗯。而且好多年了。我們也沒辦法。我們現在能爭取什麼？就是學校

說，結構是這樣子，難道你要叫這些老師走人嗎？ 

訪：是。不過其實編教材… 

受：但是如果說以學生的立場來說，這種方式不錯。畢竟每一科老師專長

不一樣。當然有的國文老師也教得不錯，但不是每個國文老師都這麼專

業或說樂於公民教學。有的人不會教，跑來問我們，我們跟他們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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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裡等等，他就馬上跑去教了。站在學生的立場，這種方式不好。沒

辦法。那麼多年，不動如山。去年第二段考，有個題目，老師改答案，

變成兩個答案都對，我們三個老師就研究一下，覺得不對嘛！原來的才

對，後面的應該不對。但是因為有人質疑，他就改了。我是覺得，當然

多一分少一分事小，怎樣讓學生得到正確的觀念比較重要。但他就這樣

把答案改了。所以我們本來提說以後要改答案的話，要知會公民科的⋯

至少召集人。 

訪：老師要改答案都沒有知會你們嗎？ 

受：沒有。學校慣例是出題老師最大。出題老師說要改答案就可以改。 

訪：那老師要改答案沒有找別人討論嗎？ 

受：他可能有跟別的老師討論，但沒有跟公民老師討論。所以我們三個都

不知道，而且是學生提出來的，我才知道。 

訪：這聽起來蠻不可思議的。 

受：那像自己的班，我可以跟他們解釋為什麼，別的班可能就⋯照道理，

公民科的教學研究會非常重要，大家交換意見，問題是大部分教公民的

老師不會來開，永遠是我們三個。 

訪：我記得以前是和國文科一起開，那現在是單獨開嗎？ 

受：我們現在是社會科，所以是跟歷史、地理一起。說難聽一點，公民跟

歷史、地理的關係好像沒那麼深。因為歷史、地理老師不會來上公民，

所以我們跟國文老師比較深，因為他們有很多是配公民課，應該是一起

來討論，但是從來沒有。剛開始有一些國文老師跑來開會，後來就⋯所

以我們沒辦法討論，因為每次都是：出題老師？沒來！出題老師？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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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我們也很無奈。以前我們跟國文科開會的時候，已經習慣了帶本書

去看吧。想起來的時候就討論一下公民，忘了就完全沒討論。 

訪：老師，那三科用同一本書，學生不會奇怪說，老師為什麼一直教後面

那幾頁，前面那些呢？ 

受：不會。他們都知道，他們九年一貫上來，已經知道教材就是這樣。習

慣了。教材都分好了。 

訪：但是完全不會有重疊嗎？ 

受：有，那些部分就給歷史、地理老師去教了。 

訪：意思是說，告訴學生「這一句話我不解釋」，然後繼續教下面嗎？ 

受：喔，有，像講到立憲的歷史過程，因為我看到前面歷史部分有，就大

致上帶過去，詳細的狀況就沒講，因為時間不夠。真的不夠！一個小時

很快就過去了。 

訪：嗯，時間變成從前的一半。 

受：時間少一半，差很多。所以剛開始我們班還補課，自修課拿來上公民。 

訪：因為有太多東西沒有講。 

受：真的是這樣。沒辦法。像現在講到法律，自己是學法律，所以會講很

多。這是毛病。 

訪：時間這麼有限，所以還是只能用講的？ 

受：沒錯！他們準備了很多東西，很多材料，甚至還有大富翁等。哪有那

個時間！課程介紹都沒有時間了。如果有補救教學，讓上課有趣味的

話，可以增進學生的了解。可是只有一小時，怎麼辦？怎麼上啊？你說

放幻燈片嗎？操作機器也要好幾分鐘。沒辦法，像他們歷史老師，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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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講台就霹靂啪啦開始講話，沒辦法，沒有時間。 

訪：為什麼還是有進度壓力？ 

受：有啊！說難聽一點，它的教材是比較縮減，但是內容你還是要介紹，

它寫幾句話你就講半天。你要不講嘛，就唸課本。但是不行啊，你還是

要講，要解釋，就是有系統的整理，才會有完整的概念。所以我們社會

科三科都變一小時，都縮減一小時，共同的問題就是很趕，沒辦法講別

的。光是介紹課文就要接近一節。在社會科角度來說，九年一貫是時間

的壓縮。 

訪：因為它覺得只要學到基本能力就好，不用知道那麼多。 

受：基本能力是不錯，但是概念要完整給他。要連貫起來，要介紹啊，需

要時間。 

訪：那訂基本能力對老師來講沒有實質的意義，該教的概念還是要解釋清

楚。 

受：這是一定要啊！我覺得教育就是這樣子，因為我們不是補習班，

告訴他這個很重要、一定會考、這個背起來⋯我們不能啊。像你講到憲法，

要不要提憲法的歷史？為什麼得來不易？大家要珍惜國家主人的權利？都

要講啊。 

訪：課本上三言兩語，老師就要講一大篇。 

受：這就是共同的困擾。我上學期還沒有這麼困擾。因為上學習的自修課

我都有去上。所以我自己感覺壓力很大。 

訪：可是進度不是自己訂的嗎？ 

受：進度是自己訂的，可是是說那麼多裡面，你是要早上吃、中午吃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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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吃，這可以自己訂，但是總共要吃多少沒辦法自己訂，它排給你了。 

訪：一定要做到總量。 

受：對呀。總量不是我們能控制的。所以你說的時間減半真的差很多。 

訪：是。我上禮拜六參加研討會，聽創新教學團隊成果發表，我就問他們，

遇到的困難是什麼？他們只回答說，時間不夠。我現在才知道是說上課

時間不夠。 

受：對，因為它有進度，如果說今天是隨你教，每個老師自己去考，那很

簡單，我們就玩遊戲、看幻燈片、有獎徵答，寓教於樂，我們也可以這

樣教。可是沒有時間⋯一個小時一下就過去了，連廢話都不敢講。像我

上自己班上的課，難免講兩句班上的事，就趕快拉回來上課。 

訪：是。雖然是這樣趕課，不過總體來說，您的課程負擔變少了嗎？ 

受：沒有，應該是說它簡化很多。 

訪：每個禮拜的節數沒有減少嗎？ 

受：節數我剛剛講了，變一節課。 

訪：是說整個授課時數，沒有減少？ 

受：沒有，一樣。班級數變多了，節數不變。 

訪：真的？ 

受：原來專任老師來說，鐘點底數是 22，以前是兩節的時候，要上十一個

班。現在變成一節課，所以專任老師完全上九年一貫的班的話，要上二

十二班。因為去年通過一個新規定，社會科老師減一堂課，所以還是要

上二十一個班。 

訪：所以它說要減輕學生負擔、縮減學習時數，老師沒有感覺到負擔變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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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受：沒有。你想想看，教二十一個班，我連記學生的名字都很吃力，每天

像走馬燈一樣轉來轉去。它現在還叫你打成績的時候要附評語，比如說

公民老師要給每班八號，學生我也沒認識幾個，給評語啊？給完以後還

要加上七個不指定號碼，一共給八個人評語，有一個是指定號碼，其他

不是。 

訪：這些要求之前都沒有問問老師可不可行嗎？ 

受：沒有啊。你想想，教二十一個班，你有辦法每一個都認識嗎？ 

訪：不過這是學校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所以我想很多基層的聲音都沒辦

法傳到決策者。 

受：沒辦法。決策者不都是由上往下，官僚體系？ 

訪：而且專業可能不是教育。 

受：這個我是不大清楚啦，也許他們有找大學教授，我就不知道了。至少

基層的聲音沒有。第一線衝鋒陷陣的人，感受最深刻。 

訪：像他本來堅持一定要合科教學，現在都改回分科了。 

受：你想想看，合科有辦法嗎？不要說別的，歷史老師來上公民，能教嗎？ 

訪：所以這是老師抗爭成功？ 

受：這不是抗爭，這是遷就事實。因為老師的養成教育並不是合科，突然

說要合科，又不能變魔術，一點就會。養成一個老師沒那簡單。對不對？

教學這個東西不是這麼⋯叫老師唸課本嗎？它應該是說，比如說，十年

後，再合科教學。這十年大家去修第二專長、第三專長，去養成。沒有，

兩年後。真的要站在學生立場來說，老師要很專業。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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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要專業。你也知道，如果自己準備不充分的話，會心虛，心虛怎麼

發揮專長？其實本來我想，如果真的要合科教學的話，對我來說困難會

稍微小，因為我在高職教過歷史地理。原則上，皮毛那一部份我還可以。

但是反過來說，他們要上公民，怎麼上？怎麼合科教學？ 

訪：可能沒辦法。 

受：對呀！我聽書商說，現在很多合科的都教不下去了。當然如果要以學

生為主體的話是沒錯，但透過老師，要不要讓老師有時間去培養？ 

訪：是。如果是協同教學呢？ 

受：協同教學？要看行政那邊怎麼安排。 

訪：老師自己沒辦法安排嗎？ 

受：對呀。就是說，同一個時間，要協同的老師，要排什麼班，就跟行政

那邊配合啊。我覺得如果行政那邊能夠這樣排，我們應該也可以配合。

但如果這樣，又跟分科的感覺一樣了。所以問題在老師的專業，除非說

師範或大學的師資培育管道是社會科一個科目，以後出來的老師才能這

樣合科。 

訪：所以九年一貫很有理想，但是在實行上還有一條漫長的路。 

受：唉⋯對呀。所以大家唉唉叫說，大家都是白老鼠。這一屆是白老鼠，

白老鼠第一屆。我聽英文和數學老師說，學生的能力成兩個高峰，一個

是能力很強的很多，一個是能力很差的很多，就是二分，好像沒有中間

那些不好不壞的。就是比如說小學那邊學過、有補習，英文就好。完全

沒學過的人，挫折感就很重。 

訪：是。那接下來跟您請教，這兩年來您跟家長的互動有沒有增加？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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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新課程實施對您和家長的溝通有沒有什麼影響？ 

受：沒有。大概會跟家長溝通是因為學生的行為。是因為班級的關係，而

不是因為課程。而且我的印象，也沒有任何一個家長會過問這些。 

訪：那課發會的時候，家長代表都沒有說話？ 

受：沒有家長代表。 

訪：啊？沒有？真的嗎？可是有規定！ 

受：只有各領域代表。 

訪：也沒有社區代表嗎？ 

受：也沒有。 

訪：但是有規定… 

受：有沒有規定我不清楚，至少我去開會的時候沒有看到。我去開會的時

候只有各科召集人、級導師和主任他們。 

訪：那為什麼家長會要一個辦公室？ 

受：大概是時代潮流吧？突顯家長也有教育決定權。 

訪：但是沒有人啊。 

受：家長會長有時會在重要場合出現。聚餐他也來過。甚至以前開會啊，

他也會來。 

訪：校務會議嗎？ 

受：對，他有來過。照道理說，他可以參與學校的經營，但是也要看人，

有的家長會長事業繁忙，可能就參與少一點，有的可能比較關心的，就

來參與。 

訪：他們有沒有因為有間辦公室就積極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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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這我就不清楚了。反正學校提供他們辦公室，是表示一種尊重，家長

也應該有參與權。但有沒有運用就看家長了。這反映時代的潮流吧！家

長、老師、還有什麼？行政？ 

訪：還有社區，里長那些的。 

受：社區從來都沒有⋯ 

訪：因為現在有一個政策，「社區有教室」，意思是說，老師可以運用社區

的資源，比方說要參觀機構、和地方人士聯絡… 

受：這應該是可以的，但是現在都沒有這樣做。比方要去參觀，沒有時間。 

訪：嗯，時間的問題。 

受：一出去就要半天吧？其他課怎麼辦？ 

訪：它可能是，比如說，一群老師，把他們的課湊在一起，比如一個下午。 

受：這可能要行政那邊，倒是沒有任何人提過。 

訪：比如說老師今天下午要上兩個班，那就兩個班一起帶去參觀市議會，

可行嗎？ 

受：不可能。那那個班非公民課的老師怎麼辦？ 

訪：老師沒辦法安排嗎？ 

受：這沒辦法。要靠行政安排。比方說他如果訂星期三下午是社會科出訪

時間，就會安排，而且可以互相配合。這很好，問題是目前排課狀況下

沒辦法作到，帶出去時間會來不及，而且其他課怎麼辦？牽涉太多老師

了。其實比如像介紹立法院的課，可以去參觀立法院。 

訪：對呀！立法院有導覽，很專業的。 

受：對呀！比上一百遍還有效。但是我們做得到嗎？沒辦法。這個理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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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但沒辦法，問題出在這裡。你說國外為什麼做得到？他們公民教

育很紮實，我們公民教育就變成是虛化。 

訪：可能是升學壓力？ 

受：對。所以變成談道德、空泛的講一講。像我以前上矯正教育、感化教

育。有一年辦研習，我們就去參觀桃園少年輔育院，吸收他們的專業意

見。後來我在講那個部分的時候，就可以引用那些，把來龍去脈講得非

常清楚，真的很好。所以實地參觀是一個非常好的教學方式，問題是沒

辦法，真的是沒辦法，除非行政安排。 

訪：可以利用彈性學習時間嗎？ 

受：它現在只有自修兩節。 

訪：啊？所以新中也沒有在作彈性學習規劃囉？ 

受：它盡量把它分掉，比方說三年級的彈性課程就分給歷史、地理。 

訪：一二年級的彈性課程也沒有嗎？ 

受：好像有一個表演藝術，其他就不是了？ 

訪：是。 

受：照道理不是還有母語教學嗎？ 

訪：鄉土語言。有在教嗎？ 

受：這裡沒有嗎？之前不是還有招考鄉土語言教師嗎？我記得有一個認識

的人也去考試了。 

訪：果然沒有。 

受：所以理想是理想，但落實在實際上的話⋯。 

訪：但還是有改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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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可能吧⋯你想想看，一個體制已經那麼多年了，你要突然把它一百八

十度轉變，很難轉。就像個巨人一樣，你要他轉彎也要慢慢轉。 

訪：是。那接來是這份新中教育願景與目標。請問老師看過嗎？ 

受：喔，有。在課發會的時候看過。 

訪：它那時候就長得這樣子了嗎？ 

受：那時候⋯好像比較簡單吧？而且還有一張表，是分析新莊國中的優勢

啊⋯ 

訪：SWOT分析？ 

受：對、對！ 

訪：但那個東西是教務處給的？ 

受：對。 

訪：那您認同這個願景嗎？ 

受：說實在我們也不太了解。 

訪：那更別說是把它融入教學了？因為提願景的用意是說讓老師認同、融

入教學，使學校跟其他的學校作出區隔。 

受：說實在的，有做到嗎？我覺得它是一個紙上作業。 

訪：是交差用的。 

受：我不能說它是交差用的，但是是一個紙上作業。並沒有為了這個讓很

多老師去討論、研究⋯ 

訪：它不是老師討論出來的是不是？ 

受：這是他們自己訂出來的，然後就公告說我們有這個願景、目標。 

訪：然後公告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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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對，就是知道有這個而已。 

訪：所以它的結果看起來很好，可是過程就沒有經過充分討論。 

受：這個願景，我懷疑說，學校有沒有去宣導，或是讓大家有共識，要追

求。 

訪：而且它的過程…。 

受：就是發下來大家看，並沒有讓老師參與，而是被告知，只是讓大家看

看。 

訪：那願景也是類似的？ 

受：嗯，很有九年一貫課程的味道，目標都放進去了。書面作得很漂亮。 

訪：可是沒有發揮它的影響力。 

受：你看課程設計就知道了，你怎麼樣讓它多元啊？每個禮拜二十一節課，

想多元都多不起來，一元就弄不完了⋯ 

訪：那麼這樣談一談，就是九年一貫課程這個政策宣示成分很大，因為它

實際上對老師的日常作息沒有太大的改變，甚至可能造成新的困難，比

方說每班減成一節課。 

受：它是讓我覺得有改變，但是基本的沒改變。比方說課縮短了，時間變

少了，這種改變我們感受到了，有切膚之痛。所以內容，還是以前的那

個好，比較有嚴謹。現在民間版的都比較凌亂。 

訪：聽說以前舊課程都是有先經過專家學者編寫之後，再去中正預校試教，

有問題的話修一修，修過再拿去正式教。 

受：都有這樣做嗎？ 

訪：聽說。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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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喔，你說舊課程，是國立編譯館的？我相信政府應該有一套程序，但

是現在民間版的，有沒有這樣做？ 

訪：他們可能沒有這樣的資源吧！ 

受：因為我們一看就知道，它的嚴謹程度差，裡面會有很多問題，有一些

基本上的錯誤。而且他們改版改得很嚴重，像南一版，最嚴重的是康軒

版，他們第一次提出來的七年級，大家都批得很厲害，上學期就上經濟

學、法律、政治，太難了。所以現在他們都往部編版去靠，國立編譯館

編的那一版。 

訪：啊？國立編譯館編又恢復他以前編課本的工作？ 

受：先不管國立編譯館編是不是又恢復，就是書商都知道⋯ 

訪：他們拿以前的來參考？ 

受：對，他們就往那個方向去走。 

訪：請教老師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您會期待這個政策有一天宣佈停止執行

嗎？如果它喊停的話，您的看法是什麼？ 

受：我是覺得以公民科或社會科來說，如果它能夠恢復一個禮拜兩小時，

是比較合理的。如果這樣來作，所謂多元化就比較能夠達到。但是如果

課程份量一樣多，但是時間刪一半，那如何達到多元呢？就是它的很多

願景，我是覺得都可以去考慮。它有些理想其實是很好，是蠻好的，就

是實際上又有差異。就像以我們社會科來說就是時間變少，內容要怎麼

辦？ 

訪：這個時間變少是沒有辦法解決？ 

受：這是上面規定，社會科分享二到四，看學校怎麼安排了。沒有辦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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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九年級，三個科各兩小時，時間不夠，會超過。你說要怎麼辦？其實

他們行政也是⋯ 

訪：難為他們了。 

受：然後這三個科是不是一定要在一起？真的要合科可以，就是師資培養

要先作，師資培養不合科，後面硬要合怎麼合？所以我覺得這套很好，

可是要放久遠、拉長一點，準備期要長一點。等師資都培養了，朝這方

面走了之後，再去實施就沒問題，歷史地理公民都可以上。 

訪：您是覺得… 

受：我是覺得現在實施太早了。學生不用講，老師都沒準備。專業能力不

是一天就跑出來的。 

訪：其實行政也是面對到很大壓力，工作份量增加很多。 

受：所以基層還是一片唉唉叫。 

訪：不過行政工作的壓力可以靠專業人力來幫忙，比如說… 

受：電腦操作⋯ 

訪：喔，不是只有打打字，而是說助理人員增加人力的話 

受：助理人員？ 

訪：對，像國小有教師助理員。 

受：那國中有嗎？ 

訪：受限於人事，學校沒辦法聘。但是可以找有這方面專長的義工。但哪

裡找呢？ 

受：實習老師！ 

訪：喔，實習老師非常好用，可是它本質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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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對呀，實習老師本業就是來學習教學，不是作行政工作，除非是行政

人員的實習。 

訪：而且應該是要在學校可長可久的人力，不是像實習老師一年就走了。 

受：對呀，實習老師培養出能力，一年之後就走了。 

訪：嗯。像剛講到深耕計畫，很多學校派出去是實習老師，我就想說，這

個學校可能是放棄這個課程了吧？ 

受：派什麼？ 

訪：就是派去研習呀，當種子教師。對呀，派實習老師去，真的是放棄這

個學校。 

受：派不出人嘛！所以你會發現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訪：是啊。謝謝老師談這麼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