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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的話
PREFACE

親愛的 TFT 家人、貴人、好朋友們：
轉眼間，TFT 三歲了！

我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個下午，拿起筆、又放下筆，千頭萬緒，不知從何寫起。

一個三年，我們期許 TFT 能站得更穩，除了能陪伴更多

老實說，寫下這段文字的此時，我其實已坐在桌前一整

這三年來，看著 TFT 成長，彷彿真的陪伴著一個孩子從
出生、牙牙學語、邁出第一步、跌倒再站起來、淚水混
著笑聲，長成一個健康、充滿生命力的組織，我心中的
感受、感恩、感動，難以言喻。

這一年，TFT 見證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第一屆的 9 位

老師們全數完成兩年的任務。在 8 月 6 日的畢業典禮，
我站在舞台的後方，看著每一位老師輪流上台，從一位

位貴人手上接下成為「校友」的信物 -- 從台南、台東來
獻上祝福的校長、老師，還有遠從南投、台東趕來的王
政忠老師、陳俊朗陳爸⋯⋯再看見特地北上來給他們的
老師驚喜的孩子們，緊緊的在台上擁抱、彼此說著「謝

謝你」... 縱然這幾年我多次在腦中預演著這個時刻，但
真正見證時，才領悟「生命影響生命」的深刻與真實悸
動是遠遠超出我們原本所能想像的。

在 TFT， 我 們 相 信 每 個 孩 子， 不 論 出 身， 都 值 得
有 一 個 為 他 奮 鬥 的 英 雄（Every child deserves a
champion）。看似單純的願景，這三年一路走來，不

論老師或是後勤，我們每一天都更感受到那份不容易。

盤根錯節的系統性挑戰、陪伴孩子面對生命議題的沈
重、更甚有冷漠與不看好的眼光與聲音。但在每一個想
要放棄的時刻，我們仍能有足夠的力氣選擇走下去、以

至於有機會看見改變一點一滴真實的在發生，不是因為
我們有多偉大、勇敢，而正也是因為我們也有一群為我
們奮鬥的英雄。

謝謝 TFT 的英雄們，從至今超過 250 位不求回報付出的
志工們、毫無保留的分享與提攜的老師督導們，到努力

讀書、把成績進步的 100 元獎學金捐給 TFT 的國中生、
以及窮盡資源支持我們的企業、基金會、與個人⋯⋯當
然，還有在第一線每一天共同努力的校長、老師、家長

當然，距離「革命成功」，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

孩子，也能在 TFT 校友的帶領下，扮演「航空母艦」的
角色，在需要變革的各個環節，從教室、學校到社區與
社會，都能協助帶動更多願意捲起袖子投入的人，用專
業、用行動、用心，串連出更大的影響力。

最後，我想引用我相當喜歡的一本書，美國教育學家

Parker Palmer 所寫的「教學的勇氣」中的引言：「獻

給那些在工作中有歡笑、有眼淚的教師們，那種眼淚與
痛苦是源自於對某種事物的熱愛。」一路走來，從 TFT

的後勤到第一線的老師，在歡笑與眼淚中彼此支持，絕
不只是互相取暖，而是讓我們各自更勇於面對自己的不
足與生命的課題、擁有面對與解決困難的力氣與能力，
才有機會打破我們的孩子所面對的不公平循環。

這三年來，我看見這份熱愛不是只是一份浪漫的熱血，
而是扎實在建造更美好的未來。就如同我總是引用的德
雷莎修女說的：「讓我們的心破碎，好讓世界可以湧

入。」每一次走入教室，在每一雙發亮的眼睛中，我都
實在看見你們正帶來的豐盛祝福，痛苦終究昇華成不可

取代的美麗。而在 TFT 成立一千多天後的今天，這份熱
愛不僅沒有削減，反而更深植在越來越多每天加入「我
們」的人們心中，這是多麽的難得與不容易，是值得我
們用力去捍衛的。謝謝你們，我深深地以能與你們一起
奮鬥為榮。

下一個三年，願也有每一位你、妳與您，一起再跨過一
個新的山頭。

誠摯的，

安婷與全體 TFT 團隊
2016 年 11 月 24 日

與孩子們。是因為您們的成全與信任，給我們盼望，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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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成果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這個建置令人感動之處在於它來自一次次不斷修

正與超越的企圖心，時空條件再也無法圈限這塊
土地上的教育熱情，讓每個 TFT 老師與督導們成
為作戰夥伴，一起正面迎向每個教學疑難，在孩
子的需要上一起細緻琢磨，一起勇敢承擔。
——蔡佩芳，高雄市民權國小老師
（TFT 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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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總體成果綱要

（201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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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計畫屆數

服務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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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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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85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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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 校友透過教學在教育現場留下長期影響力，
也開始在不同的領域持續努力，改善台灣教育不平等。

第一屆教師計畫成果

第一屆 TFT 教師兩年服務成效

於 2016 年 8 月全數圓滿完成 2 年服務，成為 TFT

初步研究成果指出：

歷時 2 年深入偏鄉教育現場的第一屆 9 位 TFT 教師，
教師計畫的第一群「校友」。這群 TFT 校友透過教
學在教育現場留下長期影響力，也開始在不同的領
域持續努力，改善台灣教育不平等。

9 位第一屆 TFT 校友目前發展

持續服務偏鄉學校

攻讀教育研究所

朝政策倡議發展

企業人力資源領域

深耕在地社區組織

TFT 委託第三方學者評估第一屆教師服務成效，
TFT 教師對學生產生正面影響

師生互動良好、教學策略多元、注重學生理解
TFT 教師為學校及社區帶來正向氛圍

與親師及學校同儕互動良好、引進新資源
TFT 教師計畫成功因素

(1) 有效的教師招募甄選制度

(2) 兼具體制內外優點的教師培訓與支持制度

對政策與教育體制之影響
在各界共同的努力下，2016 年 10 月 19 日教育

部部務會報通過「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教
育部師資藝教司司長張明文表示，政策將開放

以赴偏鄉服務 2 年折抵教育實習，此政策就如

同「公版 TFT」，為偏鄉的孩子挹注可貴的教

師人力資源。預計最快 107 學年度起，師培生
參加 TFT 兩年教師計畫亦計入教育部承認的正
式實習 1。
第一屆校友徐凡甘：「TFT 的 2 年讓我體會身為一名教師的使命，
與偏鄉社區真實的處境。希望未來能成為扭轉偏鄉教育的政策倡

議者，讓偏鄉教育不再只是弱勢教育，而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自 105 學年度起，TFT 與教育部、國立台北教
育大學教育系三方合作，彈性開放教育課程之

時間、內容，協助有意願續任教師之 TFT 校友
能取得正式教師證，協助更多優質教師能在偏
鄉地區深耕長期服務。
1

教育部新聞稿：https://goo.gl/eKmMfC

聯合報新聞報導：https://goo.gl/uk6N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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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是學校最重要的資產，當孩子們有位熱愛
學生、熱愛教學、且有教學專業能力的老師，

對偏鄉教育是最有效的保障。我看見 TFT 的老

師真實地用生命去影響孩子的生命，看見孩子
們因為老師們的陪伴，而找到願意努力的理由，

願意一大早到老師的宿舍敲門吵著寫作業。我
為你們感到驕傲，為孩子們感到幸福。

——伍麗華，前屏東縣地磨兒國小校長

（連續參與兩屆 TFT 教師評審，深耕偏鄉教育

超過 20 年，2016 年 9 月轉任屏東縣原民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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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故事

「 為 台 灣 而 教 」(Teach For Taiwan,
TFT) 是一群關心台灣「教育不平等」

議題的行動者。我們夢想著有一天，台

灣所有的孩子，不論出身，都能擁有

優質的教育與自我發展的機會。2013

年開始，一群平均 25 歲、有著不同專
業的夥伴，尋找著務實又前瞻的答案，
決心投入這場溫柔的革命。

在實踐過程中，我們與在地的老師、
校長、孩子、家長、捐款人、NGO 組

織、政府部門攜手合作。現在在教室
裡，一個孩子、一位老師、一本書、

一支筆，就足以改變世界。未來在教室
外，一個個校友串聯影響力，從學校、
社區、學術研究、政策、到社會創新，
就可以撼動未來。

教育無他，愛與榜樣而已。我們以孩
子為核心，相信「教育是一世代的使
命，改變是一輩子的承諾」。
我們，為台灣而教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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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 看見的問題

台灣孩子的出身，決定他的選擇機會

在台灣，許多人曾經相信人人只要努力，「黑手

也能變頭家」。但實際上，背景弱勢之學生不只
面對家庭中的許多挑戰，原本應擁有的均等「受
教權」，也面臨龐大的落差。尤其，偏遠、弱勢

的學校年年面臨「教師荒」，孩子們的學習嚴重
受阻，在「不公平」的教育機會中，眾多孩子只
能被環境選擇，無法脫離弱勢的循環。

15

台灣同齡學生學習落差，世界第一

2012 年的 PISA 評比 顯示，台灣學生之學習落

6

差極大。若以數學為例，表現最好和最差的學生
之間的學習落差，相當於 7 年的教育程度，是所

3

有受測國家中差異最懸殊者。

台灣學生的成績與學生家庭社經背景高度相關，
且影響程度高於 OECD 各國平均，教育公平性為
亞洲鄰國中最低之一。

拉拔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

面對這些龐大的不平等，改變不只可能，還是必
須。如同哈佛知名社會學家 Robert Putnam 在

《階級世代》一書中所提：我們必須將所有孩子

都視為「我們的孩子」，以集體的力量來養育，
用不平等對待不平等。但，改變何其難；千頭萬
緒，該從哪裡開始？

2016 年六月號的經濟學人指出：優秀老師消弭

貧富差距。教室，是個讓奇蹟發生的所在，要讓
奇蹟發生，必須有優秀的老師。

然而，在台灣，「偏鄉教師荒」是長久以來無奈

8.3

9

1

弱勢家庭學生易落入低學習成就

12.8

12

8.5

9.1

10.8

11.1

3.8

0

1

PISA 評比是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每三年大規模舉行的測驗，

目的在評估 15 歲青少年的閱讀、數學和科學素養。2000 年起，參與
PISA 的國家從 40 個增加到 68 個，涵蓋九成的世界重要經濟體，全世

界已有超過一百萬名中學生接受過評量。世界各國在制訂、調整教育政
策時，都會以 PISA 為重要的參考依據。台灣於 2006 年第一次參加。

我們捐了許多愛心，但或許最難捐的，就是自己
──自己的時間、青春與未來。

錢、衣服、電腦、圖書館都很重要，但若沒有夠
多對的「人」，它們都沒有辦法發揮最大價值。

確實，孩子最需要的資源，是「人」，是有愛與
榜樣的老師。

Teach For Taiwan 期許從這裡開始，成為創造改
變的一員。

的常態。開學前，往往需要由校長四處拜託教師
來任教，來到學校的教師又未必能符合學校的需
求，且當有其他機會，學校難以留住優質教師。

孩子最需要的資源，是「人」。

11

TFT 的願景

願有一天，台灣所有的孩子，不論出身，都能擁有優質的教育與自我發展的機會。

TFT 的改變理論

招募青年人才

教室內的改變

教室外的改變

長期影響力

教師領導特質的青年人

程和支持架構，我們期

老師帶動學生學習的重

將會帶著在第一線累積

TFT 招募多元領域和具

才，到有需求的偏鄉國
小擔任正職教師至少兩
年。

兩年期間，透過培訓課
待 TFT 教師擁有卓越的
教學力和領導力，協助
孩子建立健全之自我認

同、提昇其學習動機與
成效。

12

學校、家庭、社區都是
要夥伴，走入孩子的生
活環境與文化脈絡，從
中找尋契機，帶動周遭

人們協力為孩子創造更
多可能。

走過兩年歷程，老師們
的能力和視野，成為轉
動社會的巨大齒輪，共

同終結台灣教育不平等
的問題，讓孩子的出身
不再限制他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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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 的使命
孩子

1

提升學習能力｜

藉由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方法，促進學生有效學習，提升成效

建立自我定位｜

使學生探索並認識自我潛能，建立方向與目標，
並嘗試採取行動，培養自我效能感

學校

2

帶動校園正向氛圍｜

主動分享多元創新的教學理念與方法，使校園同儕感染教學熱忱

整合教育資源｜

為學校帶入多元創新的資源，提供學生多元視野的機會

社區

3

改善家庭教育｜

提升家長教育參與度，協助家庭發揮教育功能

提升社區價值｜

幫助學生認識社區議題，建立社區認同，創造社區進步的機會

4

提升教師價值｜

改善社會對教師工作的定位與期待，鼓勵優質人才投入教育工作

積極為教育相關議題發聲｜

能提出對教育相關議題的批判性觀點

社會

在不同領域持續發揮正向影響力｜

能發揮領導力帶領自己與他人創造正向改變

我們的團隊核心價值

坦誠

以

13

TFT 的模式

Teach For Taiwan 是兩年全職教學專案計畫，招募具使命感與能力的青年投入有師資需求的偏
鄉國小，提供專業的培訓與支持系統，成為台灣優質教育的推動者，共同發揮長期影響力。
1 ｜ 教師歷程架構

以 TFT 願 景 為 核 心， 核 心 價 值 為 本，

以 過 去 兩 年 教 師 成 效 為 據， 參 考 各 國

教 學 領 導 力（Teaching as Leadership,

TAL）課程架構．邀請各界顧問建構並
發展在地化課程框架及培訓支持系統。

2 ｜ 招募甄選

以核心特質能力為篩選要件

嚴謹、持續優化的甄選流程

相互辯論而來，不單看「技術」與「知識」，更

試三階段，聘請不同領域代表（教育界、企業界、

TFT 定義之核心特質係與校長、學者多次觀察、
看申請者的使命感、人際成熟度、同理心、溝通
能力、問題解決等「特質能力」。

14

TFT 甄選過程分為書面審查、網路面試及現場面
TFT 代表）擔任外部評審，找出最有潛力造成正
向影響的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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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TFT 教師對學生和學校都產生正面積極的影響，
這要歸功於 TFT 有效的教師招募制度，以及兼具體制內外
優點的教師培訓和支持系統。

3 ｜ 教師配對

與校方、社區和教師充分溝通，重視信任之合作
善用小部隊策略，強化教師在地網絡
以教師專長與地域連結做最後配對

TFT 教師必須承諾兩學年的教學，TFT 將持續給
予培訓及支持，幫助教師在校耕耘。合作學校需

承諾兩年的教學機會（依需求及教師條件以代課、
代理、課後輔導等方式聘用），並指定至少一名

TFT 教師並非無薪志工，由合作學校提供基本薪資
（如代理、代課、課後輔導鐘點費，依各校狀況

而定），經教育部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
任辦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要點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

法聘用教師，TFT 則出資計畫期間 TFT 教師之培
訓、支持與教學津貼。

學校教師擔任在校督導，協助其教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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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教師培訓支持

由 TFT 團隊、資深督導、外部資源緊密的結合，共同支持 TFT 教師現場教學，提供
孩子更扎實的學習及更寬廣多元的學習視野。

TFT

以教學力、領導力為核心的培訓課程

KNOW

TFT 教師核心能力包含兩大面向：

「領導力」與「教學力」。要發揮
同心圓的影響力，我們需要能創造
長期改變的領導者，因此「領導力」

是 TFT 教師需培養的關鍵能力。為

使兩年期間給孩子有品質的教學，
培訓還包含「教學力」的專業課程，

培養教師教學知能、班級經營、教
學實務等。

兩年間超過 500 個小時的培訓課程

領導力與教學力並非截然獨立，而是

相輔相成，搭配 TFT 教師成長歷程，
利用寒暑假及學期中周末，透過知識
學習、實務演練及自我反思與改進，

在孩子、學校、社區、社會層面發
揮正向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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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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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校友發展
校友發展藍圖

改善「教育不平等」的問題，需促成長期、系

統性的改變，我們極需跨領域的人才，以不同
的角色、多元的策略影響教育生態系。每一個
TFT 老師，是促成這個未來改變的關鍵；兩年
計畫的結束，更是長期影響力的起點。

▶️ TFT 期盼校友跨足各領域發展，共同發揮同心圓影響力

TFT 教師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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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組織架構 2

後勤全職夥伴

執行長｜劉安婷

普林斯頓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管理顧問公司

執行長

從小在台中成長，作為小學老師之女兒，始終

對教育有濃厚興趣，學生時期大量參與不同型
態的教學與教育研究，看見「教育無他，愛

與榜樣而已」。2012 年開始思索如何能協助改善台灣教育不平等問
題，2013 年返台正式創立 TFT。

人力資源暨行政組 組長｜何采桑
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台大藝術季藝術行政總監

金門人，因為重視人跟土地的關係來到 TFT，

希望讓每個地方的人都能找到自我存在的價
值。加入 TFT 一年來，看見這裡匯聚了有志

一同的夥伴朝共同目標邁進，期待在不斷成長、學習的路上，能與

團隊一起協助 TFT 成為看見需要、投入需要，並帶來改變的有機體。

行銷企劃組 組長｜張維芳
杜倫大學策略行銷碩士

2

TFT 為正式立案之非營利組織，2013 年註冊為「社團法

人台灣為台灣而教協會」。2016 年中為使組織運作更健

全、永續，送件申請立案「財團法人為台灣而教教育基金

會」，預計 105 學年度期間完成程序，屆時將公告並說
明業務轉移。在此所列之組織架構與董監事會名單為最新
呈交申請基金會之版本。

董監事名單
董事會名單

方新舟／ 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白崇亮／台灣奧美集團董事長
伍麗華／ 屏東縣原民處處長

李吉仁／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林妍希／前 DDI 美商宏智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 亞太區董事顧問

甄曉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劉安婷／ Teach For Taiwan 為台灣而教創辦人
監事

王俊凱／財團法人見性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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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Dunhill 行銷企劃

曾背包旅行 26 國 70 個城市，在柬埔寨、印度、
台東部落擔任志工的過程裡體認到教育不平等
議題的嚴重性，相信人與人的聯結陪伴像魔法

一樣可以改變命運。另一個身份是攝影師，有過兩場個人攝影展和
一場在香港的 TED 演講。

招募甄選組暨訪校配對組 組長｜張一安
台灣大學地理系學士

信義房屋不動產經紀人

就學時期因參與偏鄉志工服務隊，開始長期關

注偏鄉教育議題。畢業後從事信義房屋仲介業
務，觀察到世襲之貧富差異加劇，城鄉教育資

源不均使弱勢者難以翻身。一直以來認為教育是翻轉出身發展的最

佳途徑，因此希望能實際參與教育議題，透過 TFT 貢獻己長，翻轉
世代不平等，讓孩子的出身不再限制他的未來。

對外關係組 組長｜鍾艾凌
東吳大學法律系學士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專員

兩個孩子的媽媽，大學期間即走遍台灣各個角
落進行法治教育，在孩子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
使命，在投入需要中發現自己的價值。致力於

散播歡樂散播愛，願傾盡一己之力，讓所有的孩子都能好好地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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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部 總監｜施惠文

研究追蹤組 組長｜陳語寬

曾獲台大最佳教學 TA 獎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助理

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

牛津大學經濟學碩士

大學期間就讀人類學與社會學，走訪台灣

過去經濟學的訓練中，看到其他地方的社

許多偏鄉社區與部落，長期關注社會不平
等議題，相信教育是改變的關鍵，因此自

草創時期加入 TFT，希望付出一己之力串連更多正向力量，為
台灣的下一代創造更為平等而多元的機會與未來。

會科學家如何透過嚴謹的研究推展我們對
教育的認識。期許自己能透過研究逐步累

積扎實的證據，作為 TFT 未來決策與精進運作模式的實證基礎。

財務組 組長｜李孟璇

校友發展組 組長｜林普晴

台積電財務部門管理師

美國會計師考試合格

台灣大學會計學碩士

台灣大學會計系學士

喜歡五花八門的新鮮事物的逐夢者。正在

只要開始走了，就會離終點越來越近。我

學習同理心，相信夢想中的社會正義可以
透過每個人多參與一點點而得到落實。

相信孩子生命的無價、相信眾志成城的力

行銷企劃組 設計師｜

培訓支持組 教學領導力督導

台灣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

陳星穎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研究追蹤組 資深專員｜
陳妍希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發展碩士
美國救助兒童會專案助理

人力資源暨行政組 專員｜
宋品儀

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台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學生輔導員

人力資源暨行政組 專員｜
林晏履

中興大學森林系學士

興大志工隊第四屆執行長

量，願投入一己之力，與夥伴一起讓更多

孩子擁有人生的選擇權。

劉晨慧

優兒親子教育集團老師

培訓支持組 教學領導力督導
彭怡婷

東吳大學法律系學士
補教老師

培訓支持組 教學領導力督導
李思慧

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學碩士
TFT 第一屆教師

培訓支持組 專員｜
黃孟熙

澎湖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學士
TFT 第一屆教師

如果你想走得快，就一個人走；
如果你想走得遠，就一群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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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 教師簡介摘選

鄭雅心｜服務於雲林縣古坑鄉

林宜融｜服務於屏東縣三地門鄉

領有小學教師證

曾任 MOD 寰宇新聞二台新聞主播

紐約大學教育領導與政策倡議所碩士

台南大學教育系畢業後，選擇到距離臺
灣一萬三千公里外的紐約念書卻心繫台
灣。看到台灣教育現場面臨的問題，也

皇家音樂學院音樂系學士

在成為 TFT 老師前，主修音樂的我，從

學生時期開始音樂教學，面對不同的學
習對象，我學會因材施教，試著讓學生

因此更渴望為台灣的教育與未來帶來些許改變，在紐約大學兩

從學習中，找到目標與樂趣。看見台灣教育不平等的問題，期

聲，必須要先實際地、全心全意地投入。

想，透過教育，幫助學生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才能。

年的訓練，讓自己更瞭解到，要為一群人發聲、為一項政策發

許自己能幫助偏鄉的孩子們愛上學習，相信自己，一起發掘夢

何雪菁｜服務於台南市後壁區

邵恪玄｜服務於屏東縣獅子鄉

曾任原聲協會志工

曾任臺灣大學研究助理

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

因擔任原聲協會志工而有機會走入偏鄉，
也因而了解台灣島嶼上嚴重的城鄉差距
等議題。渴望走進孩子的世界，希望自

臺灣大學農藝所碩士

國中起受恩師啟蒙，成為一名教育者遂
成為我的志業。學生時期下鄉協助農務
及鄉村服務之經驗，讓我看見了臺灣鄉

己能更切實體認到他們需要什麼、可能給出什麼，希望能在參

村的獨特活力，也看見了鄉村教育資源不平等的現象，促使我

有一群人、一個支援系統在共同運作，為了改善台灣的教育不

陪伴學生，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與熱忱。也期待能發揮所長，

與之後尋得未來努力的方向，而選擇加入 TFT，因為知道這裡
平等而努力。

張渝婷｜服務於雲林縣古坑鄉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學士
蘋果動新聞編輯記者

學習傳播出身，看見許多前輩甚至毫無
傳播相關背景的單位，為改變台灣媒體
生態不斷努力，期望自己能從閱聽眾的

角度出發，帶領孩子發展發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使媒體識讀
教育在台灣推廣從小紮根。

宋婉榕｜服務於雲林縣斗六市
體育大學技擊運動技術學系學士
亞運國家代表隊選手

從小由奶奶一手撫養長大，國中時遇到
將自己視如己出的教練。除了教導跆拳
道以外，他更是一位人生導師，用愛與

陪伴，使學生的成長更加完整、豐富。期望自己能有足夠的能

力付出與奉獻，用愛的力量，讓孩子在成長路上能變得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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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 TFT 老師，期待在資源不足的第一線教育現場，以同理心
帶領學生深入農業議題，寫下他們自己獨特的故事。

許淙閔｜服務於屏東縣三地門鄉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士
屏東原民部落小頭目

身為台灣原住民，親身見證台灣因教育
不平等而導致孩子在學習上的弱勢，認
為我們需要一個媒介去平衡或者調整這

樣的狀況，使學校與家庭之間能夠打造適合孩子成長與學習的
環境，而這個媒介就是一個個的好老師。

黃家俊｜服務於台南市下營區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所碩士

期望在未來從事科普教育的初心，讓我
和 TFT 相遇，在成為 TFT 老師之前，我

曾經當過課堂助教，對課程規劃與教學
並不陌生。不過進入國小任教，對我來

說仍然很新鮮，作為一個新手老師，怎麼和小學生溝通互動，
建立關係是我首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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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汶靜｜服務於屏東縣恆春鎮
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TFT 教師名單

曾任南大附小代理老師

第二屆｜

到偏鄉任教的種子，加入 TFT 讓這顆種子發芽，期待在教學

鄭雅心 陳嬿婷 李科賢 何雪菁

在國小代課時觀察到教育資源分配失衡的現象，在我心中埋下
與陪伴的過程中，我能盡己所能去傾聽孩子們的心聲與需要。

楊斯婷｜服務於台南市龍崎區
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學士

小時候種下對於「老師」這個職業的憧憬，在一次次因緣際會

下我始終圍繞著「教育」努力，跟著學校的實習團隊前往金門、
彰化、高雄及桃園本地的國小開辦各式體育育樂營或運動會。
已經忘記第一次聽聞 Teach For Taiwan 是處於什麼時空、什

麼場景，只記得某一個晚上像上癮般花了幾個小時把創辦人劉安婷在各大網絡媒體
的影片、演講、訪問、報導通通瀏覽了一遍，尤其在 TEDxTaipei 的演說更是不知道

重複撥放了幾次。當下心中是激動的：為社會付出的渴望，應該透過教育來達成。
這是我加入 TFT 最大的動機。

朱孟欣｜服務於雲林縣古坑鄉
華盛頓大學心理學系學士

宋婉榕 胡 茵 張渝婷 劉宜靖
連又萱 夏于涵 陳憶萩 施佩岑
吳筱涵 蔡欣芬 陳珮樺 謝侑廷
楊馥綺 文國士 許淙閔

第三屆｜

游舒甯 朱孟欣 宋亭緻 王玄如
湯景皓 楊斯婷 胡質安 廖淑茹
陳惠芳 游芷筠 黃譽婷 黃家俊
廖彥迪 岳

彤 黃允則 吳博雅

陳玠安 杜雅玲 鄧涵文 何佩璇
黃晴雯 何至柔 楊汶靜 林宜融
卓麗月 邵恪玄 湯燕箏 鄭琇錚
林京佳

曾任 AEON 英文老師

申請 Teach For Taiwan，是因為我想要陪伴孩子。在我的成長

過程當中，我一直很感恩能有愛我的父母、好老師的教導和在
學校讀書的機會。我對偏鄉教育懷抱熱忱和期望，想要回饋我

所享有的資源，將「多元化學習」的概念注入教學現場。因為有機會住過不同國家

（台灣、中國、美國、丹麥、日本），經歷過不一樣的教育體制，我期待能帶著孩
子體驗更多元的教育方式：不僅學習知識，也能了解不同文化，用更廣的視角看待
台灣以外的世界，並從中學習各個文化的優點。

何佩璇｜服務於花蓮縣富里鄉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學士

從小在台中鄉下長大，看見身邊許多同學因著原生家庭的侷

限、或「成績就是一切」的價值觀，而放棄讀書、放棄自己。
我希望透過自身的投入，付出愛與關懷給相對缺乏教育資源的

孩子，讓他們能體會到自己的生命的獨特。過去的服務經驗讓

我知道如何與孩子相處、與他們拉近距離，也因為擁有一顆愛孩子的心，讓我更願
意傾聽他們的想法，並陪伴他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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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群

第三方研究團隊

國家教育研究院 吳慧珉副研究員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系 呂明蓁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 李雅婷教授

國立台東大學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張如慧副教授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陳香如副教授
非營利領域

林業生基金會 林宜蓉董事長
孩子的書屋 陳俊朗創辦人

公益平台基金會 嚴長壽董事長
政府領域

屏東縣教育處 王慧蘭處長

國家教育研究院 柯華葳前院長
教育部師資藝教司 張明文司長
教育領域

南投爽文國中 王政忠老師
花蓮玉里國中 林國源校長
雲林華南國小 陳清圳校長
台中大元國小 蘇明進老師

學術領域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系 江志正前系主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吳毓瑩 院長
國立台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曾世杰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詹志禹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葉丙成教授
企業領域

聯合報系人事線上 沈瑋前總經理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 林立莉執行長
台灣嬌生 張振亞前總經理
新竹物流 陳榮泉前營運長
福特六和汽車 范炘總裁
中磊電子 王煒總經理

璞園團隊 璞永建設 楊岳虎董事長

台積電 何麗梅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104 人力銀行 唐元熙 前人資長
法律領域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 黃蓮瑛、陳品妤律師
財務領域

正義會計師事務所 謝欣芸會計師
科技領域

痞客邦 共同創辦人 朱皇韋總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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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與實習生

TFT 自 2013 年起每年招募實習生，三年來累計有
116 位志工、82 位實習生參與，貢獻多元專長 ( 如設
計、影像、行政、行銷、研究、資訊等 )，成為 TFT
團隊的有力後盾。

這是一個匯聚幸運，

不同領域人才為共同理想努力的地方。

在 TFT 這裡，

沒有人是有所保留的。

2015- 16 年度志工｜鄭婷羽

2016 暑期實習生 培訓支持組｜何政毅

我曾對台灣的教育感到困惑，然而深深相信教

在這的每位正職後勤都付出大量心力

台灣大學心理系三年級

育的重要性與可能性，因此不斷在思考自己可

以做些什麼？於是，我來到 TFT 成為年度志工。
在這一年內，我更加了解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模
式，並且以更多元的角度去探討教育議題。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四年級

時間陪伴教師們的成長。在這的每位
資深督導都渾身解數將畢身所學所知

傳到教師們身上。在這，沒有人是有
所保留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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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成果

ACHIEVEMENTS

從 TFT 培訓現場回來，這幾年總是被這群年輕生
命所撼動，一直想起初任教師的自己。那總是遇到

挫折、不願被擊倒、心心念念想著學生的初衷，
一直撼動著教書許多年的我們。

——蘇明進（老厶ㄨ），台中市大元國小教師
（親子天下知名專欄作家，TFT 督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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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我們的成果

ACHIEVEMENTS

2013
初期研究團隊形成 ｜ 02

第一批核心志工加入 ｜ 05

團隊正式核准設立為社團法人台灣為台灣而教協會 ｜ 11
TFT 之友會（2013.10- 2014.01 每月一次）

2014
03 ｜ 第一屆教師招募說明會

（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台東共六場）

07 ｜ Teach For All 代表來訪

｜ 與 Teach For Australia 及 Teach For India 交流

09 ｜ 9 位第一屆 TFT 教師開始兩年教學旅程
（台東、台南）

11 ｜ 舉辦 TFT 之友會

2015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共五場）

第二屆教師招募說明會 ｜ 03

（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台東共八場）

後勤團隊自使用近兩年之台大共同工作空間 ｜ 04
遷至第一間獨立辦公室

19 位第二屆 TFT 教師開始兩年教學旅程 ｜ 09
（屏東、台南、雲林）

舉辦 TFT 之友會（台北、台中、台南共三場）｜ 12
與第一屆 Inside Day 計畫 ｜

2016
01 ｜ 第三屆 TFT 教師招募開跑

03 ｜ 舉辦 TFTx 曾宇謙 公益募款音樂會

08 ｜ 首次舉辦大型公開展覽「你拿幸運做什麼」
與創意講座「快閃教室」、「新師論壇」
於華山 1914 文化園區，超過一萬人參與

08 ｜ TFT 與國北教合作之創新師培專班開始

｜ 第一屆 TFT 教師畢業典禮暨第三屆教師啟程儀式
｜ 部分後勤與 TFT 教師至 Teach For Australia
參訪交流

09 ｜ 29 位第三屆 TFT 教師開始兩年教學旅程
（花蓮、屏東、台南、雲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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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成果

1 ｜ 招募甄選
6 場招募說明會
3 場校園徵才博覽會

參與人數超過 1200 人次
線上參與超過 1600 人次
共收到 357 份申請書

邀請多元領域顧問擔任外部評審，包括大學教

授、偏鄉國小校長、企業代表與 TFT 代表，最後
錄取 35 位進入暑期培訓。暑期密集培訓，最終

送出 29 位老師進入現場服務，平均 25 歲，20%
有碩士學位。

2 ｜ 教師配對
實地拜訪超過 70 間學校
舉辦 10 場拓點小型說明會

新增花蓮區合作學校，目前合
作區域包含花蓮、屏東、台南、
雲林

舉辦 4 場區域入校會議
27

3 ｜ 培訓支持
超過 100 堂不同主題培訓課程
督導線上諮詢系統

5%

外部資源媒合平台

10%

督導講師資料庫

每星期至少 10 小時多元主題專業諮詢
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正式合作：TFT 蒐集過去兩年

培訓課程回饋，廣邀師培大學教授、資深現場教
師、跨專業領域單位或 NGO 團體合作開設課程。

20%
50%
15%

培訓課程廣邀各界開設課程，拓展並深化教師多元視野與教學
內涵。

a.

a. 暑期培訓實習營隊透過專業督導群反饋
與及時修正，增進 TFT 老師教學技巧

b. 統一超商好鄰居基金會閱讀積點及好
鄰居教室，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c. 新竹物流愛的書庫，拓展學生視野

d. 福特汽車提供熊熊車，讓偏鄉教師路
程安全便捷

e. 顧瑜君老師藉由五味屋的故事背景，綜
觀家庭教育與教育不平等的現況

f. 哈佛校友會邀請業界前輩分享職涯規劃

g. 伍麗華校長從原住民視角探討教育不平

28

b.

c.

e.

f.

等議題

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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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校友發展

校友發展組成立，協助校友之專業發展、建立發揮長期影響力之路徑。目前校友人數共 9 人。

第一屆校友目前發展

校友計畫階段性成果

與國北教大研究所合作／

跨領域座談／

系三方合作，開放修課時間、內容之彈

教室等，拓展 TFT 教師對教育的想像。

TFT 與教育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

性，協助有意續任教師之 TFT 校友能
取得正式教師證。
教練與顧問／

提供 TFT 教師專業教練 (Coach) 與領
域顧問，訂定職涯規劃、發展專業。

邀請包含華德福學校、五味屋、雲門

此外亦邀請企業合作夥伴（BCG、中
磊電子、新竹物流、台積電、奧美公

關等）分享教育人才可發揮之影響力。
職涯發展課程／

校友發展課程包含職場素養、履歷面
試輔導等。

公辦民營學校師培合作／

獎學金／

(KIPP-Inspired School in Taiwan) 學校

金，降低其進修經濟壓力，鼓勵其取

與 關 注 弱 勢、 理 念 相 近 之 台 灣 KIST
合作，參與規劃師資培育與接軌。

針對進修教育學程之 TFT 校友獎助學
得正式教師資格。針對續留原校第三

年之校友提供教學津貼，延續對學校、
社區的影響力。

29

5 ｜ 國際網絡

為澳洲而教參訪交流

TFT 的 模 式 受 成 立 超 過 25 年 的 為 美 國 而 教 (Teach For
America) 啟發，目前約有 40 個國家參考此模式，致力於改

善各地教育不平等。其中創設 7 年的為澳洲而教 (Teach For

Australia，簡稱 TFA) 在各方面皆成果卓著。2016 年 8 月，

16 位 TFT 第二屆教師與後勤成員前往交流，也拜訪 TFA 合
「 我 與 TFA 校 友 的 交 流， 發 現 他 們

作學校、其校友創設之教育機構、墨爾本大學教育所等。

選擇了長期想解決的問題、並全心投
入，更讓我看見領導力如何應用在教
室之外，對長期影響力的想像有更清
楚的輪廓。」

——第二屆教師 張渝婷

「我真實地看見教育不平等的議題是
全球性的，透過觀摩、對話，了解在
不同的教育體制下、面對來自截然不
同文化的學生，我們如何實踐對教育
的共同信念。」

——第二屆教師 夏于涵

▶️ TFT 成員拜訪 TFA 辦公室，與其後勤、校友交流請益

美國 KIPP 學校參訪交流

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是 由 為 美 國 而 教
(Teach For America) 兩位校友於 1994 年創辦，目前是美國

最大公辦民營特許學校聯盟，在美國共有 200 所 KIPP 學校，
服務八萬名學生。2016 年 4 月 TFT 創辦人劉安婷、教學發

展部總監施惠文至美國 KIPP 學校觀課、請益其師資培訓模

式。8 月時，劉安婷、第二屆教師鄭雅心在公益平台基金會
資助下，代表 TFT 參與 KIPP 年會，了解 KIPP 學校環境如
何達成品格、學科教育雙軌目標，幫助弱勢學生扭轉未來。

▶️ 劉安婷、施惠文與 KIPP 共同創辦人 Mike Feinberg 合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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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第三方評估初步摘要

TFT 相信，要朝著改善教育不平等的
使命前進，除了不斷精進運作模式的
規劃與執行，也需要客觀而謹慎的檢
視我們的成效。

為此 TFT 自第一屆教師計畫起，便委
託教育學者研究並撰寫嚴謹的學術報

告，除了作為調整模式的依據，也可

供大眾檢驗 TFT 的努力及成果。關於
第一屆 TFT 教師之兩年質性研究甫完

成，以下摘錄重點，精簡版報告全文
請見附錄。

TFT 這群年輕人以熱情與專業，
已成功地開啟了第一步，並讓
大家看到體制外與體制內對教
育的關懷是可以結合，為偏鄉
產生更大的教育動力。

一、TFT 教師對學生產生正面影響

1 ／良好師生互動：多數學生因感受 TFT 老師真心關懷、陪
伴及引導，學習動機提升。

2 ／多元教學策略：TFT 教師以多樣教具及教學活動，引發
學生動機並幫助學生學習。

3 ／注重學生理解：TFT 教師教學注重學生理解，多數中低

年級學生表達能理解上課內容，也願意主動完成作業，明顯
提升學業自我效能感。

二、TFT 教師為學校及社區帶來正向氛圍、引進新資源

1 ／與共事的學校教師互動良好：多數教師同儕對 TFT 教師

的共同評論為：認真備課、關心學生、願意付出、有熱情、
有想法、人際溝通能力佳、積極支援學校事務。

2 ／主動走進社區，建立良好親師關係：有些 TFT 老師會於

課後繼續輔導社區孩子和居民、參與社區組織，或是支援社
區臨近學校。

三、TFT 教師計畫成功因素

1 ／有效的教師招募甄選制度

▶️ 所有受訪者皆高度肯定 TFT 教師非常努力，兩年服務熱

情不減

▶️ TFT 教師彼此相互鼓勵和支援，且對 TFT 有高度向心力
▶️ TFT 教師遇到困難時勇於接受挑戰及突破

上述 TFT 教師展現的特質，和 TFT 招募教師的篩選之人

格特質評估指標幾乎吻合，顯示 TFT 教師招募甄選制度有
效，能篩選出具有教育使命感和承諾的教師。

2 ／兼具體制內外優點的教師培訓與支持制度
▶️ TFT

教師培訓課程廣納教育體制內外、具創意熱情的教

育工作者，長期支持與指導 TFT 教師，對現有師培制度形
成良性刺激。

▶️

專職協助 TFT 教師兩年歷程的教學領導力督導及其他

TFT 組織成員，長期支持 TFT 教師，使 TFT 教師能與組
織成員真誠交流教育現場的感動及體驗。

31

對外活動精選
首次舉辦「公益募款音樂會」

——小提琴家曾宇謙為偏鄉教育而奏

轉載自親子天下｜李京諭，聽見台灣的聲音！曾

宇謙、TFT 用音樂感動為偏鄉加油

2016 年 3 月 5 日，「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簡稱 TFT）特別邀請到全球古典樂壇最
受矚目的小提琴演奏家曾宇謙，以及知名音樂人

兼主持人劉軒，舉辦了 TFT 第一場的「公益募款
音樂會」。音樂會全程 2 小時，表演廳裡不是迴
盪著曾宇謙扣人心弦的琴聲，就是響起觀眾如雷
不絕的掌聲，許多觀眾更因感動，頻頻拭淚。
這場音樂會，集結了許多人的「第一次」。

▶️ 曾宇謙與光榮國小的孩子一同演奏

這是為偏鄉學校尋找好老師的 TFT 成立 3 年以來，
第一次舉辦募款音樂會。跟過去多是自籌自辦的

活動相比，這次規模更大、與會的貴賓更多、準
備的時間更長，但 TFT 依然保持讓每位來賓感覺

窩心的個別化服務。從去年十二月起， TFT 團隊
就從目前合作的 21 所學校當中，選出位於台南市
左鎮區的光榮國小的小提琴隊，並帶曾宇謙一起
前往當地教孩子們練習小提琴。

這也是光榮國小的九位孩子，第一次登上大型舞
台。為了和宇謙哥哥合奏演出經典台語歌〈黃昏

▶️ 曾宇謙與光榮國小的孩子在後台準備

的故鄉〉，他們事前足足練了 3 個月的小提琴。
當天清晨六點就從台南北上，他們卻一點也不覺

得辛苦，反而因為第一次搭高鐵、第一次來台北、
第一次踏入音樂廳而興奮不已。

用生命影響生命，用音樂打開孩子的視野

面對許多的「第一次」，TFT、曾宇謙、台南光榮
國小的孩子們在緊張之餘，仍不斷挑戰自己的極

限：曾宇謙在原先預定的 8 首曲目外，加碼 2 首

很有台灣味的曲目〈出外人〉、〈望春風〉；TFT

32

▶️ 曾宇謙與光榮國小的老師與孩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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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球星林書豪合辦見面會
團隊在短短半小時內，便印製出新版的曲目單；

光榮國小的學生更緊抓空檔，主動要求多彩排一
次。

光榮國小校長蔡坤良打趣的說，過去學校利用有
限經費，發給孩子們一人一把小提琴、每週六加
開音樂課，但孩子練琴都興趣缺缺；在曾宇謙來

與近百位偏鄉師生相見歡

在 2016 年 6 月，趁 NBA 籃星林書豪返台之際，
安排 TFT 合作學校一百多位師生，於高雄義大進
行閉門見面會。林書豪親身為學童解答問題、互

動，並利用個人經歷勉勵學童。TFT 老師也藉此
機會，事前將活動融入課程，引發孩子學習動機。

訪後，孩子們的學習動機才真的被點燃了。「曾
宇謙願意付出行動、實際到偏鄉來，其實我真的

非常感動，」蔡坤良有感而發的說，「教育，就

是讓孩子在環境中耳濡目染，他就會深受影響。」
一直秉持「用生命影響生命」理念的 TFT，不僅

讓曾宇謙用音樂打開孩子們的視野，當天的音樂
會也保留了近一半的位子給 100 位 TFT 老師與孩

子。TFT 理事長劉安婷說，「其實每一個老師平
日在各自的崗位上，很孤單也很辛苦，只為給孩
子更好的陪伴，」她用美妙的音樂向各位老師們
致敬也致謝。

「每一個音符背後，都是無數的努力付出。每一

份努力付出的背後，都是老師無數的鼓勵和支

持。」主持人劉軒最後的閉幕結語，為當天的音
樂會做了最好的註解。

教育，
就是讓孩子在環境中耳濡目染，
他就會深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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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拿幸運做什麼」為台灣而教特展
——將三年成果一次展現
｜ 8500+ 觀展人數

｜ 24000+ 線上觀看人數
｜ 6 場老師接力分享
｜ 8 位跨領域講師

2016 年 6 月，第一屆的 9 位 TFT 老師完成兩年的
服務，踏上畢業之後的校友之路，並要由新進的

30 位第三屆老師接力，到更多有需要的學校，陪
伴與教育更多的孩子。在這樣一個畢業與啟程的

交會點上，透過 7 月 30 日至 8 月 6 日在華山藝文
園區的「你拿幸運做什麼？ TFT 特展」 我們帶著

豐厚的回憶與更謙卑的態度，與更多人分享 TFT

機會的學生，我們共同相信的是教育無非就是創
造一個場域，表演後，學生更是興奮的告訴雅玲

老師：「老師，我長大以後也想來當 TFT 老師！」
除了 TFT 的老師，8 月 1 日至 8 月 2 日，我們也
打造了一間快閃教室，邀請到跨領域的鮮師，為

近 400 位觀眾展現出課本以外的驚奇風景。共 8
位鮮師，包含金馬影展紀錄片導演楊力州、貝殼
放大創辦人林大涵、國會助理苗博雅、台灣吧創

辦人 DJ Hauer、五味屋創辦人顧瑜君、誠致教育
基金會執行長呂冠緯、TFT 第二屆老師文國士與
張渝婷。

一路上遇見的人、經歷的事與造成的改變。

從展覽以來，我們反覆地提問——你覺得你幸運

嗎？你覺得幸運是什麼呢？從千百個答案裡，看
見了好多關於幸運的形塑，然而，對許多台灣的
孩子而言，從人生的起跑點，甚至往後一路走過

的風景裡，選擇的機會從不曾出現，「被選擇」
成為了共同而無奈的選項。

而我們期待當人們看見自身所擁有的幸運後，能
進一步的開始探討教育不平等，讓「你拿幸運做

什麼？」不只停留在問句，而成為真正帶來改變

▶️ 第一屆老師巫家蕙於新師發表會分享

的行動。

展覽期間，第一屆老師齊聚一堂舉辦了為期兩天、
接力式的「新師發表會」，九位新師們將累積兩
年、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故事娓娓道來，觀眾時而

被孩子的童顏童語逗笑，時而被老師們最溫柔也
最堅定的精神感到的掉下眼淚。

活動最後，服務於台南白河區的石雅玲老師，更

將自己的舞台讓給他一群熱愛跳舞但從未有表演
34

▶️ 楊力州導演、張渝婷老師與劉安婷於快閃教室擔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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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特展在淚水與祝福中圓滿落幕。畢業典
禮上，小巫老師分享「生命充滿著變數，也因為

這些變數讓我們更能享受與他人相處的時光，更
了解自我。我們總在挑戰中成長，在錯誤中學習。
謝謝大家願意相信改變，改變一但開始，就會不

斷地發生。」TFT 教學領導力督導也勉勵大家「堅
持很難，放棄很簡單。謝謝你們願意選擇堅持，

永遠要記得你心中那個敢作夢的傻瓜，並且仔細
地傾聽，世界不會因為你的放棄而改變，卻會因
為你的堅持而不一樣。」

從現在起，第一屆教師成為「TFT 校友」在各領
域繼續奮鬥，透過校友網絡的串聯，從體制內、

外發起改變， 期許能夠共同終結台灣教育不平等，
讓一個孩子的出身不再限制他的未來。

同時，第三屆教師結束為期六週的密集培訓，在

啟程儀式上，教師們堅定的眼神與充滿決心的分
享告訴大家「我們準備好了！」他們承接 TFT 的
使命，將幸運的種子散播至更多地方，前往學校
陪伴孩子們成長與茁壯。

一個人的幸運是一筆運氣，然而，一群人的幸運

是一場接力，而我們真心期待能夠一棒接著一棒，
將幸運傳出去，讓我們一起，為台灣而教！

世界不會因為你的放棄而改變，
卻會因為你的堅持而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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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 故事棧

你走入每個孩子的家庭，你的陪伴讓孩子找到願
意努力的理由。（文／伍麗華）

來自屏東、擁有原住民血統的伍校長，深耕偏鄉

為那裡需要你。一個人最強的時候，就是感到被

也作為兩位 TFT 老師（文國士、許淙閔）的校長。

壯到足以保護我們。

教育超過 20 年，連續參與兩屆 TFT 教師的評審，

2016 年 2 月，她在自己的社群網頁上，寫了一封

給 TFT 文國士（國國）老師的信。
親愛的國國：
早安！

那天，你開始嘗試了「全英語教學」，我跑去紀
錄下這歷史性的鏡頭後便離開。不過我猜想你一
定希望我留下來看。晚上，你把教學錄影放上臉
書，請我們給你一些指教。

我的回應遲到了十天。我不是忘了，而是在每天

需要的時候。依照你目前的狀況，我相信你已強

我昨天去了隔壁縣市的某個深山小學觀課。我看
著那位英文老師和她教室裡的四位孩子，心裡竟

想著你，想著你教室裡的「溫度」和「味道」。對，
教育失去了「人味」就不是教育，這就是為甚麼

我選擇這時候回應你的原因。在你的教室、你的

教學，我看見你讓孩子愛上你、專注在你，這當
中是用了什麼教材、教法，我想那是一種藝術，
而你已經找到了。

我為你們感到驕傲，為這裡的孩子們感到幸福！

的等待著適當的時機。我相信你一定很在乎我的
回應，因為你是如此的渴望著成為一位好老師。

而我想告訴你：我比不上你。這是我的肺腑之言。
當年的我比不上現在的你，現在的我比不上未來
的你，確實是如此。

去年，我在 TFT 的甄選中見識到你們的「好」，
而我的任務是幫孩子找到對的人，然後將你們帶

來孩子的身邊。這半年，你沒讓我漏氣，你確確
實實地在用生命去影響孩子的生命。我看見孩子
們深深的愛上你，連同他們的家人也都不例外。

我在你背後安靜地欣賞這一切，這是我所能想到、
所能見到最美的姿態──愛一旦發生，一切終將
變得簡單。

我看見你的六個寶貝，有五位拼了命考出 100 分；
我看見其中一個寶貝蛋，一大早來宿舍敲門吵著

寫功課……，這都是因為你啊！你走入每個孩子
的家庭，你的陪伴讓孩子找到願意努力的理由。

親愛的國國，我將你遺留在海拔 850 的分校，因
36

實際參與 TFT 教師甄選，
我發現 TFT 能有效找到適合當老師的人，
是體制內在甄選教師時很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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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們對孩子及家長所付出的一切，學校因為
有你們而更活潑且更年輕化。（文／陳智偉）

來自 TFT 於屏東獅子鄉合作學校的陳智偉主任，

剛開始，因為他們太年輕，所以對 TFT 成員抱持

2016 年的教師節，他收到了來自該校三位 TFT 老

在甄選時的表現讓我驚豔連連。更榮幸的是，其

長期深根在地，自己的孩子也是學校的學生。在

師共同寫給他的感謝卡，並溫暖的在自己的社群

網路上寫下以下的文字。

或許只是一張小小的卡片，然而寫卡片的三位同
仁，在這短短的一個月左右，改變了整個學校的
親師生。

教學方面：以多元化、樂趣化、活潑化的課程，
提升了孩子們對學習的興趣與態度。

著懷疑的態度；還好，感謝校長堅持引薦，果然
中一位是我孩子的班導。

恪玄弟弟、燕箏同胞、琇錚妹妹，謝謝你們對孩
子及家長所付出及努力的一切，學校因為有你們

而更活潑，更有朝氣，且更年輕化。為了學校，
大家相互扶持，相互鼓勵，讓這裡成為孩子們快
樂學習、有效學習的大家庭！

品格方面：總是以正面與鼓勵代替責罰，甚至循

循善誘讓孩子發現自己的錯誤，並提供方法讓孩
子學習「將功補過」。

親師方面：針對較需關心的孩子，除了善用聯絡
簿，還會利用下班時間電話詢問或家庭訪問，先

了解孩子的環境與背景，再找出適合孩子的教育
方法。

自我要求：每晚及每個假日都會事先準備教具，
若發現有不足的地方，即使距離再遠，也會騎機

車去買。一人上課，二人做記錄，課後討論並回
饋，多完善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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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陪伴這個孩子經驗付出努力卻失敗的結果

呢？我們都需要學習好好地失敗。（文／張渝婷）

TFT 第二屆老師張渝婷任教於雲林古坑，在今年

三月的曾宇謙音樂會之前，上了一堂精彩的「失

敗課」。

「我想再努力看看。」

孩子，你可知這句話對你我意義有多重大？

TFT 與曾宇謙合作的音樂會前夕，當得知可以推
薦班上的兩位孩子參與時，原本想自己挑選，後

來還是決定給每個孩子機會，讓他們去爭取這難
能可貴的機會，於是我設計一堂課，讓他們回家
寫學習單，告訴我為什麼他值得去，一開始的想

法僅是當作整學期的引起動機，找回他們學習的
動力。我讓這件事醞釀一個禮拜，最後交給不認

該怎麼陪伴這個孩子經驗付出努力卻失敗的結果
呢？我們都需要學習「好好地失敗」。

在夥伴的幫助之下，我今天和孩子們，有了一堂
特別有意義的課。

「我們來上一堂『看見未來』的課吧！」我告訴
他們。我用咖啡館的形式，請他們去輪流去分享
四個問題，分別是：

1. 當聽到曾宇謙音樂會的活動時，我的感覺是
，因為

。

2. 得知音樂會只有一個名額可以參加時，我決定
要去／不去，我的感覺是

，因為

。

識他們的老師們投票。

3. 當老師公布音樂會的人選時，我的感覺是

我當初心有所屬的孩子，過程中，我也的確看到

4. 如果下次還有類似的機會，我會選擇參加／不

結果出來之後，我的心情沈重無比，因為都不是
獲選孩子的努力和企圖，包括每晚打電話來問我
這樣寫可不可以、和媽媽一起討論，甚至寫到凌
晨還不放棄。而一開始希望給他們機會的孩子，
我也曾經將學習單退給他們修改⋯⋯

但當時的他們告訴我：「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我心裡十分著急，卻只能對孩子們說：「好，這
是你的選擇。」

直到了最後一刻，我也曾經猶豫，心想：「是否
黑箱作業算了，就帶我想帶的孩子去⋯⋯」

後來，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希望和孩子們一起
去面對最真實的結果。果然公佈的當下，我在意
的那位孩子哭了。

當天晚上，他又打給我問說：「老師⋯⋯為什麼

不是我？」我輕輕地跟他說：「明天我們一起看
看其他人的學習單，我們一起來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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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

參加），因為

。

我也刻意把獲選的人、落選的人、沒有參加的人

分組，分配到四個問題桌，這些孩子意外地特別、
特別安靜，思考桌上的問題，然後認真地寫答案。
沒參加的孩子大多都承認，一開始覺得很難，所

以就沒有參加，而落選的孩子也誠實的描述他們
的難過。

我最在意的問題是：「下次如果有類似的機會，
我願意參加嗎？為什麼？」整理大家的回答時，
看完其中一張時我就哭了⋯⋯

因為，每一張、每一張，都沒有漏掉，都寫著要
參加、願意再試試看。

而那個哭著打電話給我的孩子，也寫著：「我想
要再努力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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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萬顆懸在半空中的心總算落下，這群孩子
真的太棒了，他們不被失敗打敗，把這次的經驗

成為他們人生中的養分。我該如何感謝你們給我
的感動呢？

後續還有一個孩子分享完後，就崩潰哭了，因為

他真的真的很後悔自己沒有交出學習單，我更欣
賞他的是，他很直接的說很嫉妒和羨慕獲選的人。
待他冷靜後，他重新思考自己真正放棄的原因，

這群孩子真的太棒了，
他們不被失敗打敗，
把這次的經驗成為他們人生中的養分。

然後笑著和我說：「我下次一定要交學習單！」

39

40

04
未來展望

PROSPECT

棒球夢：阿其，去追吧！

阿其是個有 ADHD 的孩子，常常無法控制自己的
情緒及行為，於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練習感受及

分享，盡可能地給予關愛及溫暖，安定他的內心。
因為體育方面表現出色，有棒球隊到學校來挖角
阿其。剛開始，他總是跟我說他不要轉學。

在阿其終於決定加入球隊的某個午休，我讓他坐
在我旁邊靜靜的趴睡。他似乎因為要離開，顯得

更需要愛。我輕撫他的頭，就像母親對孩子有著
擔心與期盼那樣。

我知道阿其長大了，他會勇敢地去追求他的棒球

夢。我們會記得孩子傷感、不想離開大家的部分，
成為他才華光芒之下柔軟的襯影，同時，我們也
要他勇敢走向陽光。

阿其，我真心祝福你。加油，我的孩子！
——李科賢，第二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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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嚴謹奠基，確立系統效度與品質

發展校友網絡，實踐長期影響力

師，初步成果受第三方研究者肯定，申

在不同的角色推動改變。在未來三年內，TFT 將累積超過 50

TFT 的前三年，送出了三屆近 60 位教

請合作學校數亦持續增加。後勤團隊分

工也更細緻，建立完整的制度、提升內
部人員專業，力求不斷提升計畫品質與
成效。

此外，TFT 的新型態師資招募、培育模

式，也間接對政策與體制造成正面影
響。除引發社會大眾對教育之關注、鼓
勵青年社會參與外，也受邀至教育部偏
鄉教育相關會議參與討論，並頻繁至全

長期而言，欲改善弱勢孩子的人生選擇權，需要多元的校友，
位校友；我們將投注資源協助 TFT 校友，不論是在第一線繼

續當老師、或成為校長引領校園革新、社區工作者在地深耕、
政治家為教育政策倡議、意見領袖為弱勢孩子發聲 ... 等，

藉由發展更綿密的校友網絡，集結出橫向跨域與縱向紮根的
力量，發揮環環相扣的影響力，實踐我們改變的承諾。
TFT 教師

人數成長圖

台各教育大學分享交流。

透過對品質的高要求，前三年的 TFT 規

模不大，卻已初步達到「槓桿」效果，
用行動為教育發聲。

穩步成長，回應第一線需求

在承先啟後的第四年，TFT 將鞏固更完
整的內部資源、專業與系統，同時持續
回應第一線的師資需求。第四屆預計送

TFT 學生

累計人數

出約 35 位教師，服務約 1,050 個孩子。

TFT 校友

累計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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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註：平均每位老師
負責之學生數約為
30 人，影響學生人
數以此為粗估之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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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不是我們要去的方向，
而是我們出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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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經費

FINANCIALS

孩子，謝謝你讓我更清楚你可以！

我喜歡坐在台下看著孩子努力成長的模樣。

他是龍哥，總是抗拒或忘記我派的作業。但上禮
拜我請他上台幫全班複習課程內容時，他不再拒
絕了。今天他甚至把事前準備好的題目拿來給我
瞧，我十分感動，百分千分萬分。

記得曾經有小朋友這麼問我：當老師最讓妳開心
的事情是什麼？

一切莫過於看到你們因發覺自己進步而開心了。
——吳筱涵，第二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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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經費 1
FINANCIALS

1

經費計畫概覽

104學年度實際支出

12,825,282

第一、二屆教師（共28位）及後勤支持所需經費。

106學年度預計支出

40,625,000

第三、四屆教師（共約64位）及後勤支持所需經費。

105學年度預計支出

32,145,940

2017.2 重新排版

第二、三屆教師（共48位）及後勤支持所需經費。擴大研究追蹤、校友發展及提升教師培訓支持品質。

104 學年度收入與支出報表 （2015 年 7 月～ 2016 年 6 月）
43,209,651

100.0%

198,416

0.5%

42,641,686
106,482
263,067

0.2%
0.6%

12,825,282

100.0%

3,024,620

23.6%

9,526,044
2,191,000
996,193
24,427

2,651,312
638,492

2,395,269
204,373

1,765,235
425,661
903,969
849,519
54,450

6,000,000

24,38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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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74.3%
17.1%
7.7%
0.2%

20.7%
5.0%

18.7%
1.6%

13.8%
3.3%
7.0%
6.6%
0.4%

捐贈作為教師計畫、後勤支持用途。其中44%為個人捐贈、56%為企業／基金會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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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支出分配圖
18.7%
74.3%

7%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
王彥鈞會計師自2016年接受委任，查核
2016年1月～12月年度財務報告，並將於

後勤支持支出

2017年出具會計師簽證報告書，屆時將公
告至TFT官方網站。

專案計畫支出
教師計畫支出

教師計畫支出分配圖

包含教師培訓（寒暑假、期中培訓兩年
共約500個小時）、定期教師訪視、國際
Teach For組織交流參訪（約5天）、教
學Mentor座談、校友計畫晤談、與校方
期初期末會議等。
教師計畫相關人員之薪資、保險、成長課
程費用，與志工支持、人力招募等支出。
TFT依據教師入校方式（代理老師或代課老師），保障教師於兩年合約期
間之穩定薪資與勞健保權益：代課老師於學期間月薪為學校發放之鐘點薪
資，另三成為TFT補貼之教學津貼（學期間每月補貼6000-9000元、寒假
每月22000元、暑假每月28000元）依合約統一標準發放。

蒐集與分析資料，研究教師計畫成
效雨影響。
教師計畫之辦公費用，含租金、印
刷、金流匯費與手續費、郵資、文
具等。
建置網路報名系統、舉辦全省招
募說明會、進行實體及網路影片
行銷宣傳、邀請專業評審進行三
階段甄選。訪察各區學校了解需
求、訪問教育局處、簽約確立合
作共識等。

資源儲備與責信措施

TFT將穩步擴張規模，持續回應現場需求。為確保學生獲
得穩定的師資，TFT皆會提前募款，預留約相等於未來一

年開支之經費，以確認財務狀況穩健無虞。若收入出現非
預期劇減時，TFT仍有足夠資金，使計畫能夠繼續如期進
行。因此，104學年度之結餘款為預留至105學年度之待使

用專款，同時我們仍需持續募集106學年度之經費。TFT
需要您持續的支持，才能繼續推動改變教育的齒輪。

TFT 非常珍惜每一份得來不易的資源，務求透明、公開、有效地使用每一塊錢。教師計畫是 TFT 的核心任務，為了

讓孩子有好的教育品質，我們積極招募多元人才、以貼近現場需求的核心特質為篩選要件、以注重「教學力」與「領
導力」的課程培養教師、以提供專業即時的支持系統維持老師之教學品質與熱情、並以嚴謹的方法評估計畫成效。

同時，我們也相當重視組織的永續性，並期望用專業支持使命，因此在行政、財務、資訊與內部人才選用育留等各
面向上都竭力不斷提升，讓每一塊錢發揮最大的效益，是我們對自我的要求，也是對捐款人負責的態度。如您對支
出的項目與用途有任何疑問，非常歡迎您隨時與我們聯繫，我們很樂意提供您更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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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US

大家可能會以為偏鄉教育是教育問題，但它其實
是社會問題的濃縮版。TFT 扮演一個角色，就是

從學校跨出到社會，然後把這個力量從偏鄉的校
園報導到社會上去。

——林國源，花蓮縣玉里國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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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US

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孩子是未來的希望

聽聽支持夥伴怎麼說

育形塑台灣社會未來的樣貌；每個孩子

TFT 秉持以孩子為核心的概念，建立優質的師資招募與培訓

教育是一世代的百年大業，下一代的教
的成長歷程只有一次，每個孩子都不
該被放棄，每個孩子都應該擁有接受
優質教育的權利。面對教育不平等的巨
大問題，我們需要誒培育優秀的老師，
讓教室成為奇蹟發生的所在。
投資人才，推動改變的齒輪

長期影響力的發揮，有賴於人才的穩定
耕耘與資源的長期投入。

我們深切期待能邀請您成為長期投資

者，共同見證孩子、教師、社區、總

體教育環境的改變。誠摯地邀請您，
與 Teach For Taiwan 共同參與一場用

生命影響生命、用世代影響世代，點亮
台灣的教育與未來的美好過程。

浩然基金會

系統，使具備熱忱與教學力的教師進入偏鄉，培養學童的學
習習慣與生活態度，改善教育資源不平等的現況。期待 TFT

帶來的改革能持續發揮影響力，達成孩子、學校與社會的三
贏局面。

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林啟昌

很榮幸合作參與 TFT 推動偏鄉教育與勵學計劃，從老師的熱

情與堅持，及孩子被燃起的潛能與自信，看見無限的希望與
未來。感謝 TFT 及參與的老師們，台灣的教育有你們真好！
台積電 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何麗梅

一位好老師可以改變孩子的一生！很高興在台灣有這麼多優

秀的年輕人，願意離開舒適圈為偏鄉教育注入活水，TFT 讓
我們看到台灣教育的新希望。

財團法人見性社會福利基金會 執行長 王俊凱

「問題在朝廷，答案卻在江湖」，TFT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有
活力的江湖，用有創意的方式，去面對台灣的教育問題。
璞園團隊 璞永建設董事長 楊岳虎

這兩年參與 TFT 活動，深受 TFT 團隊及教師們的熱情所感動，
在安婷的領導下展現出年輕一代的行動力，讓我們看到偏鄉

教育的希望，也影響了教育單位的政策，進而改變無數偏鄉
孩童的未來，相信台灣的未來因為有 TFT 會變得更好！
中磊電子 總經理 王煒

面對偏鄉兒童教育資源短缺，中磊除了贊助 TFT 計畫並組成

志工隊，給予偏鄉老師實際支持與助力。我們認為 TFT 彌補

了教育資源不足，讓偏鄉孩子也能透過教育翻轉未來，同時
TFT 引領新世代有理想、有熱情的年輕人投入偏鄉教育，為
社會培育出創業精神領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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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案

捐款方式

支持一個老師前往有需求的學校，用愛與專

01

業陪伴孩子，一年所需的費用約為 30 萬元。
支持一個 Teach For Taiwan 老師，不只是

幫助一個人。我們所支持的，是他所影響的
每個孩子。我們所支持的，是一個個肩負使
命的青年、對台灣實踐改變的世代運動。我

官網線上捐款（單筆或定期定額）
信用卡、Web-ATM、超商條碼｜

https://web.npois.com.tw/npopay/tft/donate.asp

02

們所支持的，是我們共同的未來。

匯款

匯款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為台灣而教協會

匯款銀行／新光銀行向上分行 ( 代號 103)
匯款帳號／ 0912-50-016523-2

您可以

03

郵政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為台灣而教協會
劃撥帳號／ 22770108

04

美金支票捐款

透 過「 世 台 聯 合 基 金 會 (STUF United

Fund Inc.)」捐款。世台為在美國登記成立

之非營利慈善機構，為美國聯邦政府核可
之 501(c)(3) 組織。由世台基金會開立的捐

贈收據，在美國都可依法扣抵聯邦所得稅。
1 ｜ 支票中須備註指名捐贈

Donor-designated fund - Teach For
Taiwan

2 ｜ 填寫「Pledge Form」

TFT 非常感謝不同金額、形式的支持，如您
有任何支持 TFT 的想法，歡迎與我們聯繫。

tft @ teach4taiwan.org

3 ｜ 完成此表後，連同支票寄到以下地址
STUF United Fund
P.O. Box 520511

Flushing, NY 11352

02-2738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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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YOU

TFT 團隊充滿無限的正向力量，夥伴們願意互相

傾聽、彼此包容，既溫柔又堅定。來到 TFT 讓我

能夠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為台灣的教育努
力，也以更多元的角度去探討教育議題。

我們深信一個簡單的理念：「看見需要，投入需
要」。加入 TFT，無論是成為教育現場的老師或

是成為後勤團隊的夥伴，我認為在 TFT 就是關懷
台灣這片土地最好的實踐。

——陳姿年，TFT 年度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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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 - 201610

TFT 為非營利組織，我們歡迎並感恩來自各方的參與及支持，不論種族、性別、階級、宗教或政治傾向
及其他受法律保護之面向。同時，為確保 TFT 能堅定實踐其成立之使命，在道德與法律的規範下，TFT

之決策須以為其使命努力為目的，不受任何政黨、教派、政府或私人企業或機構之支配。另，考量個資法，
為保護捐款（物）之善心個人，本感謝名單不列名個人。
Anchor

核心贊助夥伴

國富文教
基金會

焦點贊助夥伴

VIP 贊助夥伴

天使贊助夥伴

協力夥伴｜

協力夥伴｜

協力夥伴｜

迷客夏綠光主題飲品
世贏國際有限公司

教育部
台東縣政府教育處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大學
台中教育大學
台東大學
台南大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國家教育研究院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台灣微軟
親子天下
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
小眼攝影
FrameBox Studio 映像盒創意製作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
關鍵評論網
美感細胞＿教科書再造計劃
台灣文創平台發展基金會
宏信數位有限公司
宙和通商

營業額固定比例贊助

NGO 合作夥伴
財團法人台北市台灣三洋電機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漢儒文教基金會

54

林業生基金會
高雄飛揚福利服務協會
台東孩子的書屋
社企流
公益平台基金會
誠致教育基金會
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樂施會

政府、教育單位

捐贈物資或專業

學學文創
CLBC
閱樂
KKTIX
女人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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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學年度領域專長導師講師群

2016 年暑期實習生

方德隆 伍麗華

李佩珊

王政忠

王智弘 王瑀玲 王勝忠 王慧蘭
江至正

朱 瑛 曲智鑛

宋挺美 沈佳霓 何鳳珠 李尉成

李政勳

李崇建

李雅婷 李綠梅 李金生 李 暉

吳慧珉

吳承典 呂明蓁 呂靖儀 林宜政

邱鏛玉 吳毓瑩

吳淑華 吳念倫 吳彗瑜

林奕希 林怡辰 林欣宜 林麗慎 林國源
施信源 胡哲瑋 胡錦秀 茅雅媛 侯美芳
徐式寬 徐超聖 孫碧津 莊春貴 張馨怡
張如慧 張美玉 張儷齡 張嘉云 鄭栢堯
詹永名 郭至和 陳清圳

陳長士 陳穎慧

陳權滿 陳美瑩 陳麗雲 陳佳靖 陳碧祥
陳俊朗

陳香如

楊雅芬 楊琬琳 楊俐容

楊凱琳 楊惠如 黃 婷 黃慧琳 曾世杰
曾榮華 曾慧佳 葉丙成

詹志禹

廖雲章

廖淑惠 廖世璋 蔡雅泰 蔡佩芳 蔣佳玲
甄曉蘭

賴雅芬 蕭怡君 謝秀月 謝百淇

戴惠貞 顏冠明 魏坤賓 戴劭芛 簡維瑩
羅婉瑜 蘇明進

蘇偉馨 蘇銘祥 顧瑜君

王文煦

王怡方

王冠云

田筱薇

何政毅

吳姿槿

李介中

許齡文

陳力韶

陳芊卉

陳怡蓓

陳姿年

陳禹晴

陳逸柔

陳靖文

李耘笙
曾慕恬

鄭雅分 黎癸佑

李翊萍
黃子芹

周佳蓉
黃日泓

謝大洋 鍾雅竹

2015-16 學年度志工

林冠嘉
潘秋如

徐明楓
鄭栢元

張維家
鄭婷羽

于京彤 王安妮

王妍方

王偉任

余佩欣

吳東懋

李至偉

林谷諺

林坤民

林怡婷

林家荷

林晏履

柯呈錦

洪鈺婷

張維家

張瓊尹

梁丹瑜

許冠偉

許淳涵

郭凱妮

陳文媛

李姍靜
范詠晴
陳思圻
楊曉莉
蔡承達

李孟蓉

韋之洛
陳星穎
溫邦宇
蔡明勳

魏佩儀 張簡逸中

李俊廷

徐宏鎰
陳登俞
鄒宗翰
蔡欣樺

李開成

高郡悅
陳語寬
鄒適齊
鄭婷羽

杜

瀛

崔立薇
馮安琪
廖亭羽
鄭瑋津

林立薇
張淳甯
黃于庭
劉建貞
蕭志浩

林沛君

張維元
黃啟賢
蔡丹桂
薛琛妤

曾宇謙公益募款音樂會顧問
蘇彥豪

雷建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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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從今天起，我已肩負起許許多多生命的
重任，在這個神聖的崗位上，我的每個言行舉止
都會是學生的楷模標竿。

我承諾，在未來兩年的時光裡，我會無私地奉獻

所有，幫助孩子學習，用優質的教育，激發孩子
的無限可能，用愛心喚起家長信心，讓每個孩子
都成功。並在未來持續發揮我的正向影響力，共
同翻轉下一個世代的未來。
教育，是一世代的使命；
改變，是一輩子的承諾。

讓我們一起，為台灣而教。
——TFT 教師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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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成效評估精簡報告：第一屆 TFT 教師兩年質性研究
研究緣起

在台灣教育及社會革新脈絡裡，TFT 的興起呈現其獨特
性及發展性。為評估其教師計畫成效，TFT 委託台東大

學張如慧教授及台南大學呂明蓁教授研究團隊，以第三
方教育學者身分，探究第一屆 TFT 教師於兩年服務期
間在學校產生的影響。研究目的分三部分：（1）探討
TFT 教師教學及對學生產生的影響；（2）探究 TFT 教

師在學校之同儕關係、校務參與、親師關係及社區參與；
（3） 探究 TFT 教師計畫成功因素及面臨的挑戰。
研究方法

TFT 教師所派往之偏鄉國小學生數規模有限，加上各校

對 TFT 教師工作、課程安排、受教學生人數及時間等
有所差異，難以進行量化研究，故第三方研究團隊採用
質性訪談及觀察方法，以兼顧各校脈絡，並增進蒐集資
料豐富度。第一屆 TFT 教師計畫為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共有 9 位 TFT 教師分別派往 8 所台東、台南偏
鄉國小服務（4 位在台東，5 位在台南）。配合第一屆

TFT 教師服務期間與地點，研究團隊定期至各校蒐集相
關訪談及觀察資料。訪談資料共蒐集 3 部分：（1）每

學期訪談學生 1 次，每校 10 位；（2）每學年訪談 TFT

教師各 1 次；每學年每校訪談 2 位學校老師各 1 次；（3）
每學年舉辦 1 次區域校長座談。觀察部分，每位 TFT 教

師每學年接受研究者 2 次課堂觀察，並在觀察後與教師
進行討論。此外，研究者亦視情況參與 TFT 教師培訓課
程或相關活動，蒐集觀察資料。
研究發現

一、TFT 教師對學生產生正面影響

本研究成果顯示，TFT 教師經過兩年駐地教學，以良好
師生互動、多元教學策略及注重學生理解等方式，確實
讓學生展現正向學習動機及學業自我效能感。
58

（一）良好師生互動：本研究發現，多數學生因感受
TFT 老師真心關懷、陪伴及引導，學習動機提升，特別

是低年級學生，常展現因喜歡該位老師而更喜歡上課的
想法。從研究者課堂觀察中也發現，進入 TFT 教師教學

第二年，多數學生都能在教師協助下，維持在學習中的
狀況，並在時間內完成作業要求，顯示具備學習動機。

TFT 教師教學驗證學者 Sonia Nieto 研究論點：教師與
學生關係親近，肯定學生表現，關懷學生，對學生抱持
高度期望，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

（二）多元教學策略及注重學生理解：TFT 教師願意嘗

試自培訓習得的多樣教具及教學活動策略，以遊戲、多

元媒材等方式，引發學生動機並幫助學生學習。TFT 教

師亦常運用正面肯定讚美及回饋制度增強學習動機。此
多元教學策略帶來的正面效果，反映在研究者進行學生
訪談時，學生表達上課經驗是愉快的。本研究也發現，

TFT 教師教學注重學生理解，多數中低年級學生表達能
理解上課內容，也願意主動完成作業，明顯提升學業自
我效能感。學生會真誠得意地告訴研究者，上了 TFT 老

師的課覺得「頭腦變好、成績有進步也會認真寫作業。」
二、TFT 教師為學校及社區帶來正向氛圍

本研究觀察指出，TFT 教師兩年在校期間，在同儕互動、
引進資源、親師關係及參與社區等方面有所努力，為學
校及社區帶來正向氛圍。

（一）良好同儕互動、引進新資源：研究者訪問多位與

TFT 教師共事的學校教師，發現多數對 TFT 教師的共同

評論為：認真備課、關心學生、願意奉獻付出、有熱情、
有想法、人際溝通能力佳，甚至認為他們比很多現職教

師還認真。TFT 教師主動積極支援和協助學校事務，透
過 TFT 組織引進新資源至學校，也和同樣理念的學校教

師成為夥伴，發展出亦師亦友的情誼，以熱忱活力激發
更多教師教學熱情，共創正向學校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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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走進社區，建立良好親師關係：無論是否擔

動和學校教師討論面臨的問題，且學校對 TFT 老師的專

生在學校及家庭的狀況。即使工作忙碌，但有些 TFT 老

例如將其工作改為科任，並配合 TFT 教師專長配課等。

任導師，TFT 老師都會主動與家長互動，與家長交流學
師仍會積極帶領學生走入社區、於課後繼續輔導社區孩
子和居民、參與社區組織，或是支援社區臨近學校。
三、TFT 教師計畫成功因素及面臨的挑戰

透過兩年訪談與觀察，本研究歸納 TFT 教師計畫成功因

素主要有 2 部分：（1）有效的教師招募甄選制度；（2）
兼具體制內外優點的教師培訓制度。另外，研究者也整
理 TFT 教師兩年服務期間面臨的兩項主要挑戰：（1）
教學能力仍需精進；（2）需釐清在校定位。
（一）TFT 教師計畫成功因素

1. 有效的教師招募甄選制度：所有受訪者皆高度肯定

TFT 教師具備教師專業特質；此外， TFT 教師非常努力，
兩年服務熱情不減，彼此會相互鼓勵和支援，且對 TFT
有高度向心力。即使遇到困難時，他們也勇於接受挑戰
及突破。上述 TFT 教師展現的特質，和 TFT 招募教師的
九大人格特質評估指標幾乎吻合，顯示 TFT 教師招募甄
選制度有效，能篩選出具有教育使命感和承諾的教師。

2. 兼具體制內外優點的教師培訓與支持制度：TFT 教

師培訓課程師資多元，廣納教育體制內外、具創意熱情
的教育工作者，長期支持與指導 TFT 教師，亦對現有

師培制度形成良性刺激。TFT 教師亦有出國參訪教育組
織機會，開拓視野並見習成功經驗。另外，TFT 組織成

員，包括專職協助 TFT 教師兩年歷程的教學領導力督導

(LDO)，長期用心陪伴與支持 TFT 教師，使 TFT 教師能
與組織成員真誠交流教育現場的感動及體驗。
（二）TFT 教師面臨的挑戰

1. 教學能力仍需精進：本研究發現，有些 TFT 教師教

導校內學力較弱的學生，需處理的學生問題比一般學生
更複雜，因而對 TFT 教師的教學專業和效能形成直接挑

戰。此外，部分 TFT 教師擔任代理老師，代理教師被視
為正式教師，在包班制小學中，要熟悉所有科目，備課

壓力大，加上班級經營的挑戰，還要協助其它學校行政
業務，工作任務多又精力有限，因此在累積教學經驗和
技巧方面，仍有繼續充實的空間。不過多數 TFT 老師在

第二年都有很明顯的大幅進步，這是因為 TFT 教師能主

長和能力慢慢更了解，所以能調配適當的工作和職務，
2. 需釐清在校定位：雖然 TFT 和學校簽有合作共識書，
但 TFT 教師在各校仍有不同聘雇狀況。若 TFT 教師擔

任補救教學教師，薪水以鐘點計算，比代理教師少很多，
且其薪資來源及發放不穩定，也造成學校行政人員困
擾。若 TFT 教師擔任代理教師，責任等同正式教師，因
此 TFT 教師必須快速適應學校行政環境，有時也因相關
經驗不足面臨許多挑戰與質疑。因 TFT 教師在學校內的
定位不是非常清楚，學校或 TFT 教師在第一年都在摸索

彼此的角色和合作方式。研究者觀察，當兩方都更清楚
定位後，TFT 教師會有更大的彈性發揮他們的角色。
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TFT 教師計畫成效包括：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及自我效能感 ；有效招募具專業特質及熱情的
教師回應學校師資需求，並帶動學校及社區正向氛圍；

培訓與支持制度兼具體制內外優點，維持教師熱情與提
升教師專業，也對現有師培制度形成良性刺激。因此本

研究認為，若未來有更多資源投入，TFT 可繼續並擴大
辦理教師計畫。另外，TFT 教師計畫協助可減少學校自

覓代理代課教師的風險，且可協助學校獲得不同的校外
資源。

TFT 教師計畫也需回應第一屆教師面臨的挑戰。即使具
備相當熱情和能力，不少 TFT 教師教學經驗仍有限，與

一般學校實習老師和新進教師一樣，必須不斷充實教學
專業能力，研究者建議 TFT 仍需透過現場經驗豐富之教

師協助，輔以相關資源，進行長期教學專業學習與發展。
研究者身為師培教育工作者，也能透過此研究反思傳統

師培制度如何更好選拔學生，激發師培生對教育的熱

情、對孩子的愛。本研究並無意質疑現有師資培育價值，
而是期盼透過研究發現，鼓勵多元觀點及多元背景的人
關注並投入教育現場。

最後，TFT 是否達成當初企圖翻轉教育不平等的理想

呢？研究者認為，TFT 這群年輕人以熱情與專業，已成

功地開啟了第一步，並讓大家看到體制外與體制內對教
育的關懷是可以結合，為偏鄉產生更大的教育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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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劉安婷成大畢業典禮全文：

找個值得耕耘的地方，種下你的幸運。

不至於陷入失望，因此每個人都可以讓自己的幸
運成為他人的幸運。

https://goo.gl/ZS9lRz

偏鄉教育不是浪漫想像

親愛的畢業生，大多數的人可能都會告訴你，
外面的世界很殘酷，所以就算你很幸運，最好

https://goo.gl/iDDT2Z
20160801

如果我們看看周遭，其實我們都看過很多害怕

For Taiwan，簡稱 TFT)」種子教師，服務於台南

20160615

死命抓住它，不要讓別人搶走了這份幸運。但

別人奪走幸運、把幸運抓死，可是卻患得患失，
讓他自己的幸運到頭來沒辦法為他帶來滿足或

快樂，這一群原本很幸運卻一點都不滿足的人。
如果可以給你什麼建議的話，我想鼓勵你：找
一處值得耕耘的地方，放開手，把自己的一點

幸運種下去。一開始，你真的可能會覺得你失

去了你的幸運。你看著那個土，很想罵髒話，
你什麼都看不到，好像什麼動靜都沒有。你可

能開始想罵自己笨，當初幸運就留給自己享受
就好了，我為什麼要分給這些人，為什麼要種
下去？

徐凡甘：走出學校特色 將學生帶回偏鄉

談到偏鄉教育，擔任第一屆「為台灣而教 (Teach
某國小的徐凡甘表示，很多人以為偏鄉教育最缺
乏的是軟硬體資源，實際上當地孩童更需要的卻

是老師的陪伴。對於偏鄉教育的發展，徐凡甘說，
偏鄉學校必須走出跟都市學校不同的路，才能吸
引學生回流。

徐凡甘表示參與 TFT 後，讓他有機會看見與自己
成長脈絡不同的生活，並以老師身份去真正體會
偏鄉教師在教學現場的困境及熱情。對於未來目
標，他希望自己未來能成為扭轉偏鄉教育的政策
倡議者，讓偏鄉教育不再只是弱勢教育，而有更
多發展的可能性。

你拿幸運做什麼？

我們都渴望感覺自己很重要！

https://goo.gl/x5rOfe
20160731

https://goo.gl/kiOZor

偏鄉教育展 看見更多可能

偏鄉孩子最需要的資源是「人」。Teach For

Taiwan 為台灣而教團隊（TFT）招募「對的人」
擔任第一線老師，3 年來送出超過 55 位熱血老

師，服務 1500 名偏鄉孩子，昨起在華山文創園

區舉辦「你拿幸運做什麼？」特展，希望讓更
多人看見青年投身偏鄉的教育故事，分享彼此
的幸運、讓生命影響生命。

這次特展取名為「你拿幸運做什麼？」，劉安

婷說，生活有很多不滿，但因為有選擇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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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家蕙引導學生 發現彼此亮點
20160802

將知識與生活連結及讓小朋友獲得成就感，是巫
家蕙提升同學學習興趣的不二法門，於是有趣的
課程誕生了！為了教導公共運輸的社會科單元，

她帶領四年級同學規劃小旅行，包括：路線規劃、
地點、費用等都由他們自己決定。在旅途過程中，
她發現除了認識交通工具的特色外，更開心的是
看到小朋友在課堂上無法展現的能力。

「孩子的改變不是立即的，但教育就像種下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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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我相信改變會慢慢地、不斷地發生，我
一直這樣相信。」巫家蕙堅定地說。

感謝其他媒體夥伴之報導

從處理情緒做起！

蘇文羚：每件平凡小事 都是孩子的大事
https://goo.gl/yo3vPS
20160803

每個孩子都有優點，差別只在大人有沒有看見。
或許外人看來是件平凡的小事，「但對每個孩

子而言都是大事。」TFT 第一屆教師蘇文羚像
打磨原石的工匠，細心發現孩子的小優點、循
循善誘地磨亮。「我覺得預防勝於治療」蘇文

羚相信，在一個人還小時，讓他知道，關心、
願意陪伴，學習看到自己的優點，將帶來正向
的改變。

李吉仁 X 劉安婷：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https://goo.gl/ZOVOA6
20160128

不一樣的職涯選擇：從回應需求到改變自己！
https://goo.gl/TBlqLn
20160304

林書豪關懷偏鄉學童 共度午茶時光
https://goo.gl/Lc7Ygb
2016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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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會計師查核報告

2015 年度完整查核報告，請至 TFT 官網下載 103 學年度報告書或與我們聯繫。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如欲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您可以：

1. 填妥右方欄位，掃描紙本並 E-mail 至 tft @ teach4taiwan.org

2. 掃描右方 QR Code，至 TFT 的捐款頁面線上填寫信用卡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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