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特優導師

堅持目標、勇往直前
電子系 陳振聲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放下傳統的老師權威，對待同學如朋友談心、如長輩關懷。
溫和的態度與語氣，使同學了解到老師是關心他們的，進
而卸下心防，達到良好溝通。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目前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對於未來較無明確目標，因此，
儘早讓同學確立未來目標，應該有助於同學再次激起學習
意願。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記得去年剛接下導師工作，在輔導高關懷同學中，A同學
個性內向、但對未來應該有美好憧憬。提起他想當一個優
秀工程師，但因為學業並不是很好，覺得自己無法達成此
目標，因此，在其內心造成不少壓力。經過多次交談後，
鼓勵同學對於未來課程特別是實務課程，一定要去理解原
理、操作及實作，在暑假時也特別請他來學校學習電子的
基礎實務，例如：焊接、電路板製作、儀器認識等。目前，
這位同學在課餘時間，皆會來老師實驗室幫忙及學習各種
儀器，由於面對未來目標明確，心態上也較以往朝向正面
前進。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堅持目標、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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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你所愛，愛你所選
資工系 傅日明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讓學生學習思考，思考畢業之後要做什麼?若是想要賺錢，
那你想怎麼賺錢?若是你是老板，而有這樣的人要來應徵，
你會給他多少薪水?有什麼問題就要提出來，想想有什麼
方法可以解決。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學生不知道為什麼要學習，不知道要學什麼。有問題也不
會提出來。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目前是沒有什麼印象較深刻的，但是倒是有在使用FB使，
會有畢業的學生傳訊息聊天，他們會說老師你之前講的都
是對的，但是當時我們都不會想，不在意。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選你所愛，愛你所選。



106學年度特優導師

人為善，福雖為至，禍已遠離；
人為惡，禍雖為至，福已遠離。

工管系 高子傑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現在帶班以四技為主，則升學研究所及證照輔導就成為輔
導經營的重點；但是輔導的對象始終是學生，只要用心，
學生自然會感受到老師的關懷與熱誠，自然會有所回饋與
互動，所以我的理念與做法即是「彼此尊重，亦師亦友，
用心對待，全力以赴」。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受到數位科技影響，現在的學生可以說是進入了「滑世代」，
人手一機(智慧手機)的情況下，上課過程要吸引學生聽講自
然成為班級經營困難的原因之一。舉凡修課的規定、專業知
識的傳授、人生經驗的分享過程，看似專心聽講的學生，大
部分還是滑著自己的手機，專注地沉浸在自我的網路世界中，
所以如何拉近彼此距離自然是目前班級經營最大的困難。唯
有以耐心循循善誘，才能達到學習成效，秉持”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 will always stand by you.” 的精神，
才能得到學生的信任，輔導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去年畢業班學生的表現讓我印象深刻，學生在我輔導授課
的專業科目上努力學習，其中有六人取得工業工程師證照，
這個成績是系上歷年來表現最好的一次，再次證明只要師
生同心，一起努力，一定會開花結果。另外，升學國立科
技大學研究所的人數也是系上空前佳績。學生親製的畢業
謝卡感謝之情溢於言表，這是給老師多年付出所給予的最
大回報。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人為善，福雖為至，禍已遠離；
人為惡，禍雖為至，福已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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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個性的種子，你會收割命運

工管系 陳君涵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常常有人分享說，這輩子最好的朋友就是在校園裡結交到
的！因此，為了不讓自己班級的同學錯過結交到一輩子好
朋友的機緣，也為了讓新生班級的同學可以早點互相熟悉，
我很喜歡鼓勵同學舉辦班級活動、成立讀書會…等，一起
學習與成長！看到許多已經畢業的同學們還會熱絡的互相
關心與互相提攜幫忙，真的很高興！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現在的通訊軟體十分普遍與方便，但是方便的背後也藏著
許多困擾，同學們會覺得很多老師交代的事務沒聽清楚也
沒關係，改天再用通訊軟體跟老師詢問即可，大家輪流個
別詢問的情況下，時間真的很不夠用！此外，同學們逐漸
從”說一事做一事”的層次，退步到”說一步做一步”的
層次，也會快速的耗盡老師的精神，期許同學們可以勉勵
提升自我層次，相信對同學們也會是很好的訓練和學習！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韓愈《師說》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常常有
學生說老師課堂上教的東西我全忘了，但是老師說的一些
為人處事的道理，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老師給我的關心和
鼓勵，我到現在都還覺得很溫暖！原來自己不經意的一番
話語，不經意的一番關心，卻點亮了學生的心，讓我深深
體會到多多鼓勵與關心學生的重要性！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英國哲學家普德曼說：
播種思想的種子，你會收割行為；
播種行為的種子，你會收割習慣；
播種習慣的種子，你會收割個性；
播種個性的種子，你會收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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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生命的最佳可能性

我在進入教育界之前在產業已有15 年的工作經驗，接
觸到的層面有工廠管理、工廠儀電設備運維、建廠工程
設計施工專案；對於台灣工程界、儀電設備製造業、石
化工業界都有接觸。因此，我常利用跟學生晤談的機會
先試著去了解同學的特點、興趣及專長，整理學生較具
發展潛力的產業、工作項目等與學生共同商討，讓他們
了解也引導學生自己嘗試著去琢磨、規劃未來的方向。
當學生已經初步確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接著會要求學生
設定中
年後，例如50 歲時的職涯目標，為了要達成這個目標
往後30 年每一年或每5 年應該完成或者達到甚麼樣的
次目標，也就是規劃好未來每一階段的奮鬥方向與目標
並依當階段達成之狀況及當時的外在環境動態的調整。

電機系 沈鎮南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1)學生未能掌握方向造成生活迷惘及學習困擾
(2)外界誘因太多，學生無所適從，沉迷於無關學習的事物
(3)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價值觀偏差
(4)家長有時期望太高未能深入了解自己小孩

(1)學生對讀書沒有意願，興趣在實作想儘早進入職場，
但父母親雙方意見不一，又不能傾聽孩子的心聲，導致
休學。
(2)學生在大一大二階段已確定自己的方向，勇往直前，
畢業當年高分考取經濟部國營事業新進職員進入台電公
司服務。

認識自己、善盡本分、掌握人生、實現理想、發揮生命
的最佳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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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青春，不負青春，珍惜青春
金融系 陳叡箴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每隔四年，迎來了新的一班，內心總勾勒出一些念想:
想著新的一代的想法、需求，更想給新的學生有一個
和樂的班級，享受大學生活，更享受青春，也讓青春
充實滿滿，學得專業知識與能力。但每個人都是老天
特別訂作的，都是那麼獨特。面對不同的學生，自是
有不同的方式，但又得公平對待每一個學生，要面面
俱到是身為導師除了授業解惑外的一大修煉。看到學
生有所長成，看到學生有所憂思，年輕時，內心總會
跟著學生的情況起起伏伏，現在雖說也仍起伏，但則
是會比從前成熟穩健的陪伴學生;一心只願學生平安成
長，健康快樂，與人和睦相處，順利畢業，拿到理想
工作所需的證照，也順利就業。從18歲的小朋友成為
22歲獨立自主的成年人。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好像不少，但過去就過去了，不用去回想，也不要被
牽絆。就當作人不輕狂，枉少年吧。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希望我的孩子們享受青春，不負青春，珍惜青春。

班上的和諧相處是身為導師一直所追求的，但具獨特
性的每個人又來自不同的成長環境，又有不同的追求
目標，但也可能還沒找到目標，大學生活又是自由自
主學習的環境，有人忙社團，有人忙打工，有人重朋
友，有人忙學業，有人無所忙，要把一個班級凝聚在
一起，隨著學生的年級增長，愈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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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能更上一層樓
金融系 蔡雪惠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溝通與信任。
現代的學生都很聰明，應為資訊發達取得知識也容易，必
須跟他們用同年齡層心態做溝通，學生比較容易接受，其
次是信任，在面對面溝通時，我會以完全信任傾聽，讓學
生得到信賴感，但會讓學生有依賴的感覺，會輔導他們要
有自主及信心。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同學有兩極化，自主的同學就比較不會讓人操心，另一
種是慢不精心，無所謂就必須時常去叮嚀，學習態度也
是兩極化。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一位學生必須自己工作自己繳學費自己生活，同學因打工
而起不來缺課很嚴重，常常一大早需打電話叫他起床，最
後即將被退因缺課過多，經晤談學生就學意願很高，用了
很多方法來補救讓他可以不被退學。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同學的努力是有目共睹，希望繼續努力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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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限

企管系 李秀玉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由愛出發:班級經營的心法無它，惟由「愛」出發而已，
只要導師對學生的教導與管理都是出於愛他們的心，愛就
能夠傳達到學生的身上，學生是需要鼓勵和關懷的，將心
比心把學生視為自己的小孩，所以上課睡覺及滑手機老師
都會特別提醒及關心。
可造之才:「人人皆是可造之才」的教育理念，了解同學
的不同之處，引導他們發揮自我，在班級中找到屬於自己
的位子，讓同學在班級內有歸屬感，在這個團體中，互相
提醒，彼此幫助。將每個學生放在可用的位置上，對於任
一項活動或任務均能分工合作，藉以訓練每個人的能力與
責任心，提高學生自信心。
積極學習: 強調「態度」才是真正的學習，要有好的學習
狀況，一定要保有好的態度，從生活態度學習讀書的要領，
潛移默化的引導學生。
善用工具:善用line群組可以很快完成導師的相關工作，
例如:學期期初未完成註冊原因關懷，賃居情況填報，自
主選課輔導等。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學生延畢導師沒有直接聯絡家長告知延畢情形，學生也沒
有告知家長，沒有辦理休學沒有辦理緩徵，等到學生當兵
時家長接到學校寄發之未完成註冊通知才知道學生沒有畢
業，家長來學校抗議，還好處理得當，家長總算可以諒解。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不設限，則人生中就沒有限制你發揮的藩籬

學習態度不夠積極，沒有熱忱，自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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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說好話，出手做好事

妝彩系 廖素珠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1.班級經營理念：
(1)用熱情激發孩子學習的能量。
(2)用執著掌握孩子學習的方向。
(3)用原則塑造孩子生活的品格。
(4)用耐心灌溉孩子良善的心田。
2.做法：
(1)建立Line群組輔助班級經營。
(2)了解孩子的個別差異和學習潛力，透過觀察、晤談等
技巧來認識孩子、細讀童心、了解學生性向、興趣。。
(3)郵電或卡片傳情，適時叮嚀問候。
(4)揚善棄惡，多勉勵少責罰。
(5)盡心盡力的將班級經營得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使學
生能感覺到彼此互相照顧、互相合作，讓師生隨時保持和
諧溫馨的境界。
(6)透過觀察、晤談了解學生性向、興趣，凝聚共識及建
立良好的價值觀。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某同學剛入學時，對學校學習生活適應有所困難與惶恐
及失去學習信心，經多次懇談，舉例些成功故事與她分
享，並適時關心他的生活與學習狀況，及適切的引導她
報名美容乙級檢定，利用課餘時間指導，該生也沒有辜
負我對她期望，順利取得美容乙級證，該生也逐漸建立
自信心，並在畢業年度考取本校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研
究。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出門走好路，出口說好話，出手做好事。
一個人有了目標之後,全世界都會為他讓路。

1.每週課堂時段短促，師生聚會部份學生興趣缺缺，
實體互動的時間和空間相當有限。
2.班級組合多樣，結構鬆散，班級幹部難為，協助教
師經營班級功能有限。
3.學生對教師的作為經常缺乏回應，沈默旁觀，互動
意願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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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耐勞，認真學習
餐飲系 劉文得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很多人都說現在的學生很難教，自我意識的抬頭，加上家
長的寵愛，學生變的罵不得，也不像從前的學生那樣，會
聽信老師的建議與教導，當然這有好有壞，在科技發達的
現在，學生可以從很多地方學習到知識，不再只局限於學
校，若能因此而互相學習也是件很棒的事，在大學面對的
學生都已經是成年人了，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老師教
導的方式也不能與國高中一樣，嚴厲指責與限制，我崇向
比馬龍效應的理念來進行我的班級經營，也就是告訴學生
我相信你們做得到，所以你們一定做得到，也有一種吸引
力法則的概念，只有自己相信自己能做到，成功就離他們
不遠。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曾經有一位我的學生，從高職開始就一直是我的學生，一
直都後來他出社會再回來進修，又當了我在大學任教的學
生，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有毅力的學習，餐飲就是師父引
進門，修行在個人，而他自己不斷的努力，加上虛心受教
的心情，讓他也再度得到金牌，後來也踏入教界成為我的
左膀右臂。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刻苦耐勞，認真學習，成功就在不遠處。

如前提所述，現在的科技發達，學習場所不再只局限於
學校，學生吸收知識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讓學生不再只
視老師為知識的嚮導，導致學生在學校時會無心學習，
加上學生自我意識的抬頭，導致學生很有自己的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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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你所愛，愛你所選
應外系 黃耀鋒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新世代學生已經不能再用傳統威權式的管理，我會勉勵他
們要盡學生的本分，準時上課，按時交作業及考試。由於
我一個禮拜才上他們一次課，沒有辦法注意到每一位同學
的問題，我會請同學有問題主動Line我，或跟我約時間見
面，盡力解決他們的問題。學期初請幹部吃飯時，我會請
幹部若注意到其他同學有異狀，一定告知我協助，算是功
德一件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教書教了二十幾年，通常苦口婆心都沒啥效果，學生大多
會執迷不悟，但是只要能改變一兩個學生，我覺得就足夠
了。我還是會繼續的對學生碎唸，因為我把他們當成自己
的孩子一樣看待。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案例是在他們大一
時，有一位女同學經常不回宿舍睡覺而被教官記過，當時
覺得她應該沒多就會休學了，經過多次的訪談後，沒想到
她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班上熱心助人，成績也突飛
猛進，我不知道是否是我改變了她，但結果是令人愉悅的。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大學四年可能會決定你未來會過什麼樣的日子，你還要繼
續浪費時間嗎?

我們班的學生還算乖巧，我講的話大多會聽，但是還是
有少數同學不夠認真，甚至經常曠課，聯繫家長也不見
改善，只能繼續緊迫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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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腳踏實地

餐飲系 廖瓊雯老師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我常將自己比喻成一位園丁，學生就好比花園中的花朵，
每種花的綻放時間不同，其中；有些種子可能一輩子都不
會開花，仔細觀察，才會發現原來他不是花，而是一顆百
年松樹。因此，觀察班級成員之間的差異並針對不同的需
求，輔導給予協助，如同園丁般耐心等待他們的成長，一
一挖掘出他們的價值，是我所秉持的態度。在班級經營做
法上，我會找出班上比較熱心、有能力且有意願的學生擔
任幹部，協助關懷班上同學的狀況，藉由同儕的力量，讓
班上的學生能在班級裡找到歸屬感。另外，利用課餘時間
舉辦班級集會與聚餐，營造與學生互動的機會，也讓同學
間能彼此聯絡情感。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大學生活除了鍛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公眾利益
的考量也相當重要。我覺得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是
在與學生的想法達成一個平衡點，並且灌輸他們正
確的觀念與態度。所謂教學相長，這也是我還在努
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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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想勉勵學生的話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印象最深的是，我曾經有輔導學生參加檢定，輔導課程中有位
小老師叫小韋，在班上擔任班長人緣又好。記得那一年，他的
生日剛好是我的課，他們班上的同學為了給他一個難忘的生日，
來找我商量能不能給他一些驚喜，希望我能在他生日當天上課
時說重話罵他。當下，我是拒絕的，理由是：他很好，我為何
要罵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熱心又有責任感的學生。說
來也很巧，當天，小韋居然跑來找我，問我說：「老師這陣子
上課，您覺得我們班狀況如何？」我突然想到同學的要求，就
臨時配合演出，對他說：「你最近沒有做好先前檢查的準備工
作，我有點驚訝和失望，原本認真負責的小韋變了。」

沒想到下課後，有一位不知道我們在演戲的學生跑來找我，
跟我說小韋很難過，他在哭。我很驚訝問(他說)：「為什麼? 」
他說：「老師，小韋說您從來沒有說過他一句重話，今天居然
說他沒做好工作，他很自責，認為自己沒有把事情做好，在反
省懊惱中。當然，後來把原委說明後，他釋懷了，小韋也確實
過了一個很難忘又驚喜的生日。
這件事也讓我深刻的體認到，老師的一句話，對認真負責的學
生影響到底有多大？
心理學說的畢馬龍效應，你所期待的樣子，學生會朝您所期待
的方向發展。如同我對小韋一直是秉持正向的態度來相處，他
也一直在我的期待中成長。

大學生活很重要，這幾年將會決定你的未來，當
你還在玩樂享有自由時，其實有不少人已經開始
琢磨自己的未來，好好把握這稍縱即逝的歲月，
生活要認真，做學問也要認真，腳踏實地。

認真，腳踏實地

餐飲系 廖瓊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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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妝彩系 陳盈汝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教育是為了創造人生的可能性～」
我個人對班級經營理念是以「鼓勵代替責罵」，學習

和學生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用學生角度來思考事情，過
程中我進步了，學生也跟隨著一起進步。在講台上課是我
的職責工作，但課後能對學生關心更是班級經營中最重要
的一環。

教育本就以服務學生為目的，能夠身為導師是值得驕
傲的，因我們是學生的心靈導師，教學生認清自己，努力
做對的事，創造好的結果，也是我對教育的堅持。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學生曾因在學習過程中遇到挫折想放棄學習，我選擇課後
陪伴練習並從中發現問題予以協助，鼓勵學生參加活動，
協助她克服學習的瓶頸，學生因此從中獲得解決事情能力
與自信心，看到學生的成長銳變，是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路是人走出來的，凡努力過必留下痕跡，因機會永遠是
留給有準備的人。」

對我來說班級經營是一種藝術，21世紀的學生們生活在
一個民主自由的世代，學生們自我意識過於強烈而無法
融入團體中，所以如何建立學生團體合作精神是班級經
營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一環，如何讓學生學習和建立師
生與同儕間彼此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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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目標，認真做
應外系 周怡君老師

班級經營理念與做法

面對新世代學生，我覺得在班級經營上，需要多一份同
理心:以新世代學生的思考邏輯、不同的成長背景及人格
特質及去面對他們的行為。以學生能接受的語言及表達
方式，達成充分的雙向溝通，進而培養他們守法、負責
任、及尊重他人的態度。

現今班級經營的困難

印象最深的學生輔導個案

在學生輔導案例，不乏許多印象深刻的案例。看到孩子們
因我們的一席話，觀念及行為上的扭轉及改變，十分有成
就感;但也深感家庭、同儕、及整個社會氛圍對年輕人影
響的重要性。

最想勉勵學生的話

最想勉勵學生的一句話: 設定目標，認真做就對了!不要
怕困難;怕困難和麻煩，你就輸了!

由於同學在學業、生活(如工讀及課業之間的拉鋸戰及時
間的管理)、及個性上問題的多元化，增加了現今班級經
營的困難及複雜度。老師們往往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觀察
了解個案;以適合溝通的方式及技巧，針對個案去協助同
學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