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與日本弘前大學 Hirosaki University 簽約締結姊妹校，
持續拓展國際交流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弘前大學是位於日本青森縣弘前市的國

立大學，於 1949年設立，目前學生人數 6,800
人，該校設有理工學院、醫學院、教育學院、人

文學院及農學院等學術領域，並附設幼兒園、小

學及中學，並與本校有相似之師範學校前身背

景。

為擴展雙方交流合作及學生交換方案，兩

校進行洽談聯繫多時，於今（2022）年完成簽署
合作協議，未來鼓勵本校師生與弘前大學進行各

方面之學術交流，深化合作機會。

本校已有多所日本姊妹校，每年提供許多

名額供本校學生申請互惠交換至日本就讀，也歡

迎日本姊妹校學生前來本校交換就讀，共享國際

化校園。

♥ 了解更多弘前大學： https://www.hirosaki-u.
ac.jp/en/

♥ 本校赴外交換學生心得分享：https://orad.ntue.
edu.tw/zh_tw/4/Ex_students_out/Ex_students_
out_experience

♥ 了解更多本校姊妹校訊息： https://orad.ntue.
edu.tw/zh_tw/3/Partner_Institutions

♥ 了解更多學生出國交換訊息： https://orad.ntue.
edu.tw/zh_tw/4/Ex_students_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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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弘前大學座落於日本本州北部的

青森縣，美麗的校景隨著四季不

同變換。



走進自主學習的實際—見習德國學校的 excellent教育
◎教育學系　周玉秀副教授

本校教育學系榮獲 110年度教育部補
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

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走進自主學

習的實際—見習德國學校的 excellent教
育」。由教育學系周玉秀、林偉文教授共

同主持，並由周玉秀老師帶領教育學系

學、碩班 7位師資生，於 111年 8月 22
日至 9月 9日遠赴德國，完成為期 3週的
國外教育見習；另外，囿於 Covid-19疫情
一直無法成行的 4位學海築夢學員也特別
參與此次難得的見習。

團隊於德國柏林頂尖的洪堡大

學 及「 德 國 學 校 獎（Der Deutsche 
Schulpreis）」的獲獎小學，體驗跨文化師
資培育、組織運作、資源、課程、學習、

班級經營暨開放空間等。

文獻中讀過的四個年級的混齡教學、

個別化教學、自主學習之實務案例與教師

差異化教學策略等知能，都在入班觀察與

實地教學中得以印證，學員以英文加上德

文翻譯，嘗試在混齡班級中體驗實作取向

的教學。

09

學術頻道

 ▲洪堡大學特為見習團開設「如何實施實作取向的數學思

考教學」，課後團員拿著黏土教具與授課教師 Lilitakis
（最後 1排）開心合影。（右方著黃衣者為本校帶隊老
師周玉秀副教授）

 ▲本校周玉秀副教授（左 2）第 2次率團參訪德國不萊
梅 Pfälzer Weg小學，團員與雅好中文的 Oberwinkler
校長（右 5）合影。

 
▲

團員於 Pfälzer Weg小學混齡
班教授臺灣文化，以數學融

入藝術的視角設計課程。學

童在課堂上完成並分享自己

設計的幾何圖形，班級老師

讓大家在課後將自己的幾何

圖磚拼貼，做成窗花佈置。

 ▲柏林的 Victor Gollancz小學以學生
「人人用媒體、個個玩音樂」自豪。

音樂老師利用積木引導學童玩音樂，

Krage老師（中）先彈唱一段水手船
歌，再請學生用不同形狀的積木敲擊

地板，打出節奏與音高。



11位團員出發前，拍攝剪輯了 15分鐘的
「臺灣小學生一天」影片，在德國 3所學校至少
分享超過 10次，不萊梅 Pfälzer Weg小學校長還
以學員的影片在校內進行 2次校長公開課，引起
許多討論提問，相互學習反思沒有課本的教學、

沒有鈴聲的教育、學生議會、下課次數、整潔工

作與學生午睡等學校文化。

 見習前，7位同學申請學習社群，進行半
年的自主學習，根據教授與德國學校給予的任務

研讀資料與問題思考，了解德國文化、混齡教學

理念與參訪學校辦學特色。

德國交流第一站，邀請到柏林頂尖大

學—洪堡大學 Humboldt-Universität教育學系
的 G. Lilitakis老師在系上的數學實驗室給同學
們紮實地示範了 2堂實作取向的數學思考課。另
外安排 3所國民學校參訪，旨在讓學員理解德國
學校教育引導學生自我認識的本質：學生喜愛

音樂與媒體教育的都會重點學校 Victor Gollancz
小學、以學生自主學習於 2011年獲獎的不萊梅
am Pfälzer Weg小學，2021年 5月於疫情中獲德
國優質學校「教育正義」特別獎的 Dichterviertel
小學，該校有七成的新住民學生，學校與課後安

親班、家長會及校外團體友善合作，帶入寬容與

尊重的價值觀，將弱勢轉化成人人可學習的沃

土。

學員們充分掌握進入德國小學見習的機

會，嘗試在每所學校試教，成功地開啟了雙向的

參訪交流。

此行的額外收獲是參訪的 am Pfälzer Weg小
學和 Alemannenschule中學因著我們分享了臺灣
學校的影片，表達與國內中小學實質交換的高度

興趣，國內實驗中學或國小若有意願與該二校交

流者，歡迎與本校教育學系周玉秀副教授聯絡

（電郵：anna514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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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Gollancz小學近幾年推動媒體素養教學有成，上課
時各班學生 2人共用 1台平板電腦，操作自如；學童使用
3C設備合作學習，提升了學科成就與社會溝通能力。

 ▲團員於Mühlheim的 Dichterviertel小學參與課
後安親與家長會協辦的世界咖啡館，以平板電

腦向親師生解說臺灣的教育文化。

 ▲見習結束，團員親筆

揮灑「春風化雨」等

教育箴言之書法字幅贈

予 Dichterviertel小學，
新生代的副校長 Groß
女士（後排左 1）代表
Küppers校長（新冠肺
炎確診隔離中）感謝團

員們的創意。



日本千葉大學交換遊學心得

◎音樂學系碩三　簡志行

千葉大學建校於 1949年，是位於千葉縣千
葉市的一所著名研究型國立綜合大學。為日本文

部科學省指定的『超級國際化大學計畫』投資的

一流大學。其政經學部、園藝學部、看護學部是

國立大學裡獨有的學科，醫學部是舊制六大醫科

大學中之一。而我所就讀的為教育學部。校內海

外留學生眾多，設有 English House國際交流設
施，提供千葉大學本校生與留學生們交流、小組

討論的空間，留學制度也相當充實。

校內也設有國際教育中心，簡稱 ISD，一般
留學生的日文課程都在 ISD進行，ISD也以留學
生為對象，提供可以自由使用日語教材、電腦的

空間，中心內也設有家教輔助留學生，另外，若

有學業或生活上的問題也皆可到中心 1樓的 ISD
尋求協助。（註 *）

我本科專業是聲樂及音樂教育，希望能夠

透過更多元的角度，為學生帶來活潑有趣的音樂

課。「成為一位成功聲樂家及音樂教育家」，是

我目前努力的目標，所以我對日本的音樂教育非

常感興趣。千葉大學在日本全國排名屬於前段大

學，不僅科系眾多，對於中小學教師訓練方面的

課程也非常完善。他們與臺灣不同的是，臺灣

將教育和系上專業科目結

合，而千葉大學則將各種

專業科目分成教育學部旗

下的選修，稱為「小学校

教員養成課程の選修」，讓學生可更深入地學習

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及教學法。

我是在 108學年度出國交換的，交換期
間修習的課程有：千葉大學教育學部音樂科的

「小学校音楽科教育法」、「歌唱表現」、「合

唱」；我的指導教授教育學部英文科本田老師的

「英文學研究法」；通識課日籍老師授課的「法

文」及 ISD的日文文法、口語表達、漢字等課
程。最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課程為「小学校音楽

科教育法」，因為我可以直接學習日本的音樂師

資培育課程，在課堂中老師會配合日本國小音樂

教育課綱以及自編的講義來授課，分組撰寫教案

並在期末試教。對於學習教育的我們都是相當棒

的經驗，因為可以看到與臺灣不同的教育現場，

更可以透過這些機會了解日本學生在師資培訓與

設計試教課程時與臺灣學生有哪些異同。

千葉位於日本關東地區，交通比起臺北更

為方便，離宿舍最近的稻毛車站，走路 10分鐘
就到，而且 45分鐘就能直達東京車站！班次也
非常頻繁，即使誤點了，各班車的時間會一致往

後推遲，方便車次銜接，不致因班車轉乘浪費更

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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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隅田川的櫻花。

 ▲與皇居外苑的銀杏。



獨自一人在國外生活是很有趣的經驗，從

郵局開戶、健康保險、買腳踏車⋯⋯等等，日常

生活的大小事都必須自己處理，雖然大學四年也

是離家獨自在臺北讀書，但對我而言，在異國生

活是個蠻新奇的體驗。例如，當我牽著腳踏車到

警察局去做防犯登入（防盜登記）時，警察們非

常親切，聽到我們來自臺灣，還主動跟我們聊起

旅居日本的臺灣棒球球員。當然，我也結交了許

多外國朋友，更體驗了各種不同的文化，和大家

一同出遊，一起煮晚餐⋯⋯等等，還有參加日本

大學校園祭，與臺灣的交換生們一同去為中華隊

加油，一起去賞楓葉、銀杏、櫻花等。這些若是

沒有長期待在一個地方，是很難體驗到的。雖

然後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提前在 109年 4
月 30日返臺，改成在臺灣上日本線上課程。但
這七個月的旅日生活歷練讓我成長許多，留下了

美好的經驗，不論在課業上或生活上都讓我獲益

良多，我相信這會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且可貴

的一段日子。小時候就憧憬能有日本生活經驗，

現在彷彿夢想實現了一般，也學到了跟自己專業

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在日本這段時間經歷的，讓

我更加認識日本，知道了日本的方便與美好，以

及日本民族文化的壓抑與不完美的地方，知道並

非所有的一切都能如我們想像的那樣理想，去日

本玩跟在日本生活真的是兩回事。不過我相信所

有事情的回憶都會留在我心中，在我未來成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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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葉大學早上 9點的上學潮。 

 ▲千葉大學學生餐廳的餐點。

 ▲在日臺灣留學生一同至 ZOZOマリンスタ アム為臺灣

中華隊加油。（前排右 2為本文作者）

 
▲

小 校音 科教育法

「核心概念」。

 
▲

小 校音 科教育法

「對樂曲感受的形容

詞」。



育工作者的道路上為我提供養分。如果經濟許可

的話，我強力建議學弟妹們能夠在大學期間出國

交換，因為能夠拓展我們的國際視野，使我們更

清楚自己的目標，也因為這些經驗使我更珍惜臺

灣的一切。趁有那股衝勁的時候，一鼓作氣地衝

吧！

 █註：資料參考來源：https://www.ufjapan.com.
tw/classview_231.html（UF JAPAN 日本留學

中心網站）

疫情可以隔絕人際間的實體接觸，卻擋不

住心靈間的對話與交流。

2022年「芝山咖啡館—教師論壇」將

於歲末舉辦多場講座，歡迎舊雨新知踴躍報

名，活動資訊請上本活動官網查詢。此外，

因應 COVID-19疫情的不確定性，活動將採
線上方式舉辦，意者敬請至活動官網報名。

• 活動資訊：
https://ce.ntue.edu.tw/web/activity/activity_
in.jsp?apid=AP1664508311263

•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MeLwxUR8bf4hQep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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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於上野公園

拍攝的楓葉。

 ▲作者於千葉大學國際學生宿

舍與朋友慶祝感恩節。（後

排右 1為本文作者）

▲秋天於上野公園

 ▲活動訊息  ▲報名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