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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華夏園丁大聯歡是每年二岸四地教育人員歲末相聚的盛事，今年已經是

第 22屆，由吉林省教育廳主辦，常春師範大學承辦，來自港、澳、台、新加

坡及中國各省教育園丁代表共 400位教育人員參加。 

今年的主題是「覽長白冰雪,聚華夏英才」在冰雪的吉林省常春市辦理教

育論壇並參觀各級學校。 

教育論壇部份「校長園長組」計有桃園市建德國小黃從孝校長、中壢國

中羅新炎校長及香港、澳門、大陸代表共六人發表；同時參訪東北師範大學

附屬小學，來自四方教育園丁的熱情融化了吉林的冰雪。 

 

貳、出國人員名單 

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謝秀娟校長。 

二、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曾金美校長。 

 

參、考察目的 

一、促進海峽二岸四地華人教師教育交流，展現教育園丁的風采。 

二、感受吉林多元的民族風情，了解吉林的歷史文化，領略晶瑩剔透的冰雪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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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過程 

  一、活動行程表 

第二十二屆華夏園丁大聯歡官方網站：http://hx.1vator.com/index.html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第一天 12 月 26 日（星期六） 

        搭乘南方航空 CZ3052 桃園／長春 12:20／15:45。 

        住宿：長春華天大酒店  電話：86- 431-8780-9999 

        地址：吉林省長春市綠園區景陽大路 2288 號 

報 到 各地園丁代表報到，晚餐（飯店自助餐） 

第二天 12 月 27 日（星期日） 

07:00—08:00 早餐 

08:30—09:10 開幕儀式（華天大酒店會議室） 

09:10—10:00 全體代表及嘉賓合影、茶歇及交流時間。 

10:00—12:00 
講壇： 

吉林省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專題報告。 

12:00—13:30 午餐 

14:30—17:30 

分組進行論壇的交流： 

①校長園長組：（提升教育理念，蘊育師生美好未來） 

②中學教師組：（創新教學模式，實現中學生自我發展） 

③小學教師組：（豐富教學方法，促進小學生個性發展） 

④幼兒教師組：（提高保教質量，促進幼兒快樂成長） 

18:00—19:30 歡迎晚宴 

20:30—22:00 乘車前往長影演出中心觀看文藝演出 

第三天 12 月 28 日（星期一） 

07:30—08:30 早餐 

09:00—11:30 統一乘車，分組參觀長春市中小學及幼兒園 

12:00—13:30 午餐 

13:30—16:30 參觀東北民族民俗博物館 

17:00—19:00 晚餐 

20:00—21:00 台灣代表閉幕聯歡彩排 

第四天 12 月 29 日（星期二） 

07:30—08:30 早餐 

09:00—11:30 參觀偽滿皇宮博物院、東北淪陷紀念館 

12:00—13:30 午餐 

http://hx.1vator.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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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4:00—16:30 參觀淨月潭風景區（淨月雪世界） 

17:00—18:30 晚餐 

第五天 12 月 30 日（星期三） 

07:30—08:30 早餐 

09:00—11:30 參觀長春中國光學館 

12:00—13:30 午餐 

14:00—18:00 閉幕聯歡採練及採排節目 

18:00—21:00 閉幕式暨聯歡晚會（華天大酒店會議室） 

第六天 12 月 31 日（星期四）  

07:30—08:30 早餐 

08:30—09:00 各地園丁離會 

09:00—11:30 拜訪長春師範大學交流、參觀長春師範大學東北少數民族博物館 

11:30—12:30 午餐 

14:30—16:30 參觀歐亞賣場（單體規模世界第一大購物中心） 

17:00—19:00 晚餐自理 

第七天 1 月 1 日（星期五）  

07:30—08:30 早餐 

09:30—11:30 參觀吉林市北山公園 

12:00—13:00 午餐 

13:30—15:00 參觀隕石博物館 

15:30—16:30 

參觀有吉林小外灘之稱的松江中路，觀賞冬季東北地區唯一的一條不

結冰的河流——【松花江】（滿語：松阿裏烏拉），松花江是中國的第

六大河流，由於吉林市松花江段上游 15 公里建有豐滿水電站，將松

花江攔江截流，因此常年奔流不息。在松江中路上還可瀏覽東北地區

保存最完好的哥特式建築——【天主教堂廣場】，【共和國廣場】 

18:00—19:00 晚餐 

第八天 1 月 2 日（星期六）  

＊04:00—04:30 退房集合、04:30 準時出發至機場搭機返台＊ 

南方航空 CZ3051 長春／桃園 07:55／11:20，返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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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交流照片 

（一）報到開幕、教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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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參觀東北師範大學附屬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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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參觀東北師範大學附屬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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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歡迎晚宴及晚會師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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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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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驗吉林冰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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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晚宴暨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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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考察心得 

一、華夏教育園丁大集合 

華夏園丁大聯歡活動自 1992 創辦至今，每年的 12 月底來自中國各省

及港、澳、台、新加坡等地的華人教師都會聚集一堂彼此交流，今年已

邁入第 22 屆。去年 21 屆在陽光海南舉辦，今年移師東北吉林，同樣中

國卻是不同的氣候，但相同的是都由師範大學來承辦，各省教育廳吉承

辦的師範大學師生莫不卯足全力接待來自二岸四地的華人教師，其規劃

籌備期常達一年之久，可以知道這個活動已成為教師交流的盛事，深受

教育工作者的歡迎。 

二、教育論壇 

     本次教育論壇分為四組進行交流，分別為：  

(一)校長園長組：提升教育理念，蘊育師生美好未來。 

(二)中學教師組：創新教學模式，實現中學生自我發展。 

(三)小學教師組：豐富教學方法，促進小學生個性發展。 

(四)幼兒教師組：提高保教質量，促進幼兒快樂成長。 

個人參加校長園長組，計有桃園市建德國小黃從孝校長、中壢國中

羅新炎校長及香港、澳門、大陸代表共六人針對「提升教育理念，蘊育

師生美好未來」進行發表。分述心得如下： 

1、桃園市建德國小黃校長以「談學術樂觀促進學生成就表現之可行    

性」為主題，黃校長認為：老師帶著樂觀的信念就能帶領學生學

習，樂觀的文化能促進學生的成就效能，重視學業並設定高度成

就表現，掌握趨勢脈動轉為學習者中心，便能促進學生的學習成

就。 

2、桃園市中壢國中的羅校長以中壢國中為例，透過翻轉教育、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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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等教學方式，讓學生自主學習。 

3、澳門商訓夜中學鄭洪光校長分享「推動回歸教育創新發展，建構   

澳門學習型社會」，其學生年齡為 16-60 歲，類似臺灣的成人教

育，其目的在鼓勵提高學歷並推動終身學習。 

4、來自香港啟思中國文化研究及推廣中心潘加惠主任談論香港教育 

的缺失，覺得香港人心胸太狹窄，香港教育的社會地位太低，期

盼重建中國文化，把教育還給教育。 

5、吉林省常春市第八十七中學馬廷芳校長以「實施人文教育，潤澤 

杏壇桃李」為主題，強調提升學生非智力因素，重視教師專業發

展及學生的多元智慧，期做法類似臺灣推行的九年一貫教育。 

6、來自湖北的趙本處長致力於「提升教育理念，蘊育師生美的未來」 

其工作不但是培訓湖北省的優秀教師，並努力推動美的文化，強

調教育四美：「夢想炫爛之美、事業芬芳之美、心靈溫潤之美、

歲月靜好之美」。 

三、參訪東北師範大學附小 

東大附小為吉林省的名校，共四個校區 9 千多名學生，由於東北的

冬季寒冷，期校舍設計為外觀為封閉式，但因著重於適性教育、開放教

育及國際教育，校舍內的空間寬敞，均為開放式可因應教學調整的空間。 

學校肩負著實驗性及任務性，教學共分 12 個科目，所有科目都有其

特色，各科教學並不照表宣科，依照實際狀況改編教材，全校 800 多名

教師半數以上擁有碩士學位，並超過 30 名的特級教師，因此全國各校紛

紛前來參訪取經，是中國名校之一。 

四、參訪長春師範大學 

長春師範大學為本次活動的承辦學校，大會活動結束後臺灣參訪團

專程到校參訪，由趙驥民校長親自接待簡報。趙校長讚賞臺灣的開放教

育，學校與世界各大學簽訂合作交流，其中包括臺灣的亞洲大學，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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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車上服務的學生義工曾在大二時為亞洲大學交換學生，在亞大幼教

系學習一學期。趙校長也曾經帶領 300多位教職員工包機前來臺灣進行

吉臺兩地高校研究交流。 

趙校長也提到每年畢業 80萬師範生，但需求只有 20萬名教師，因

此也會產生類似臺灣的流浪教師，所以如何鼓勵學生多元就業也是師範

大學和臺灣的教育大學一樣重要的輔導工作。 

 

陸、考察建議 

一、這次的參訪活動由臺灣海峽兩岸教育交流促進協會承辦自費前往，雖在 

學期當中感謝教育局仍願意給校長公假。這樣的參訪受益匪淺，並能瞭

解兩岸四地的教育與華人教育工作者彼此交流，桃園市這次有將近 20

位校長參加，建議教育局明年可以鼓勵更多的現職校長前往交流。 

二、對岸中國的教育受到物聨網及互聨網的影響，教學方式逐漸資訊科技化， 

再加上原本的教師分級制，每位教師非常重視教師專業發展，強調學生

的學習效能，中國學生的競爭力不容小覷。而臺灣的教師工會卻強調教

師應有的權利，忽略教師應盡的義務，不願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希

望取消課室觀察，長久下去，臺灣學生未來的競爭力恐怕無法和對岸學

生相提並論，另人憂心。建議應持續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提升老

師的專業藉此翻轉教育，讓孩子更受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