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班級經營的理念與實踐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賴光真 

中山醫學大學 



班級經營 

【講述目標】 

1.了解大學教師應重視並從事班級經營的理由信念。 

2.認識大學班級及師生關係的特性，面對困境，尋找 

  班級經營的對策。 

3.觀摩若干簡易可行、不耗費教師過多時間心力的班 

  級經營方法或技巧。 

4.開啟從事班級經營的意識與意願，激發興趣與動 

  力，願意做更廣泛、創新、適應個殊情境的經營思 

  考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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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別挨罵了！ 

那不是中小
學的玩意兒
嗎? 

 
聽都沒聽過 



 

 

 

壹、班級經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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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家庭需要經營，那我們任教/擔任導師的班級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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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班級經營 

的眾多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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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學班級經營 

的核心事項 

師 
生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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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重視班級經營？ 

為何要重視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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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望提升「教學」績效 

    1.教材教法之外，決定教學績效的關鍵微小 

       因素。    

    2.從「受傷的教科書」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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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望維繫恆久的師生關係 

  1.學生會長久記得的是什麼？ 

  2.從「老師，一個專有名詞」談起。 

    【參考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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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望無愧於「大學教師」名銜 

    1.E. Spranger六種「人格原型/追求價值」： 

         理論型(真)、政治型(權)、社會型(愛) 

         審美型(美)、經濟型(利)、宗教型(聖) 

    2.大學教師應踐履的人格與價值： 

       (1)研究、部分的教學：理論型，追求「真」。 

       (2)教學、輔導、服務：社會型，追求「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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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我們期望提升「教學」績效 

(二)若我們期望維繫恆久的師生關係 

(三)若我們期望無愧於「大學教師」的名銜 

 
 

應該重視營造優質的師生關係 

 

營造優質師生關係的主要管道：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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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營困境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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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班級特性與經營困境 

(一)大學班級與師生關係的特性 

  1.班級的特性 

    (1)「變形蟲」式的組織：多變的組合。 

    (2)具有虛擬社群性質的實質團體：聚少離 

       多的組合。 

    (3)鬆散的結構：非衝突性的小團體或孤立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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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師生關係常見的現象 

    (1)疏離：學生人際焦點轉移的延續。 

    (2)對立：無可避免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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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教師班級經營的困境 

  1.每週課堂時段短促，office hour等無人， 

    導生聚會興趣缺缺，師生能實體互動的時 

    間和空間相當有限。 

  2.班級組合多樣，結構鬆散，班級幹部缺乏 

    或難為，無法有效協助教師經營班級。 

  3.學生對教師的作為經常缺乏回應，沈默旁 

    觀，雙向互動意願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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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窮……             

       →窮則變，變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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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前述大學班級及師生關係之特性及 

    影響，教師可以採取怎樣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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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教師班級經營的對策 

  1.當實體互動不必然可得時…… 

     →虛擬：以網路線上虛擬社群輔助經營。 

  2.當學生協助經營不必然可得時…… 

     →自助：教師自立進行班級經營。 

  3.當雙向互動不必然可得時…… 

     →不放棄單向主動的關懷作為。 



 

 

 

參、方法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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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虛擬社群，輔助班級經營 

(一)評估選用適當的網路平台 

  1.依需求與可及性選用。 

     →基本條件：能提供「資訊功能」及「互 

      動功能」。 

  2.幫平台取個吸引人的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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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選擇 

  ＊學生e-輔導/關懷系統。 

  ＊網路家族系統：雅虎奇摩家族等。 

  ＊網誌Blog：無名小站、雅虎奇摩部落格、 

      facebook等。 

  ＊教師教學網頁。 

  ＊網路教學平台：旭聯智慧大師、Moodle、 

      Blackboard等。 



班級經營 東吳大學e關懷系統 



班級經營 網路家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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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誌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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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網頁 



班級經營 網路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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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家族系統：雅虎奇 

       摩家族等。 

   ＊網誌Blog：無名小站、   

       雅虎奇摩部落格等。 

   ＊教師教學網頁。 

   ＊網路教學平台：旭聯智 

       慧大師、Moodle、 

       Blackboard等。 

社群為主，
教學為輔 

教學為主，
社群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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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資料，熟悉學生背景 

  1.設計學生基本資料調查表格，分發學生填 

    寫、回收彙整。【參考附件一】 

  2.閱讀並強記資料，對學生有基礎認識，應 

    用於各種與學生的互動機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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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導提問，創造交流機會 

1.製發課堂提問表或問卷，引導學生提出課 

   程、學習或生活生涯相關問題，積極回覆， 

   藉此創造交流機會，並做到個別關懷。【參 

   考附件二】 

2.對未提問的部分學生，主動給予關懷輔導的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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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郵卡傳情，不時叮嚀問候 

  1.以電子郵件(或網站留言)，適時表達對學 

    生的問候與叮嚀。 

    時機：開學(前)、考前、長假前或長假 

          中、天候變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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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製發紙本或電子卡片：生日卡、一元復始 

    紅包、賀年卡、耶誕或其他各種節慶卡 

    等。【簡易電子卡片製作方法參考附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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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撰寫信函，分享生命感觸 

  1.針對班級普遍性問題，或生活感觸、所見 

    所聞，個人生命故事，撰寫短文或公開信 

    發送給學生課餘閱讀(取代上課閒聊)。 

    【參考附件四】 

  2.不同專長教師可以使用不同的媒介工具， 

    例如漫畫、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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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值批閱，試卷更添人味 

批改試卷、作業、報告時，除了給分數或等第 

之外，再加上肯定、鼓勵或關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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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返老還童，暖化班級氣氛 

運用中小學教師常用的若干策略，對待「童年 

夢已遠」的大學生，暖化班級氣氛，增添課堂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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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糖果：例如課堂考試完畢，繳卷同學可以 

    摸糖果兩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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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圖章：運用於試卷或作業報告之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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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獎卡獎品：製發教師個人風格或元素之卡 

   片獎品，頒贈績優或努力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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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設計：將課程設計成競賽形式，設立名 

  目頒發各式獎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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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戶外參訪，舒展筋骨憶難忘 

  1.若課程屬性適當，安排課堂之戶外參訪活 

    動，例如冬日暖陽下授課，參訪鄰近的社 

      會福利機構、藝術人文場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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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排課餘假日的休憩旅遊活動，例如「高  

    美溼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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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師母出馬，以柔化剛添話題 

  1.基本：在網站平台適當功能區(例如寫真集) 

    中，呈現家庭生活之動態或影像。 

  2.進階：適當引入配偶及子女 

    等，參與和班級學生的互動。 

 男性教師特別適用 



動物園 

樟山寺 



   
 
 
 
 
 
 
 
 
 
    東吳大學98學年度校慶     



   

 

 

 

 

 

 

        東吳師培教育專業砥礪營1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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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虔誠祝禱，神秘力量來加持 

  1.透過宗教或非宗教方式，表達對學生日常生 

     活或重要事務的虔誠祝福。 

  2.例如為準備參加重要考試的學生祭拜文昌帝 

     君，祈求「考試順利」御守，購贈「追分成 

     功」車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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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寺祭文昌帝君
101年12月21日 



班級經營 

小結：抄襲、轉化與創新 

  1.抄襲：沿用曾經見聞的各種做法。(也是一 

    種創意：小小c的概念) 

  2.轉化：針對師生或學科特性，適當調整實 

    施方式或內涵。 

  3.創新：發揮原創精神，發展其他獨特且有 

    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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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師生關係 



 

 

 

肆、分析與展望 



班級經營 

一、成本分析 

  1.需要額外付出些許時間心力，但是不如想 

    像中那要沉重。 

項  目 每學期次數 每次所需時間 

經營網路虛擬社群 每日 約10-30分鐘 

建立及閱讀學生基本資料 1次 約2小時 

撰寫短文或公開信 2次或更多 每篇約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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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每學期次數 每次所需時間 

電郵或網路留言叮嚀問候 5次或更多 約10分鐘 

加值型作業(試卷)批改及蓋章 部分科目3-4次 約多花費0.5-1小時 

製發賀年或假期祝福卡 1次 約2*3小時 

製發及回覆課堂提問表 每科2次 約2小時 

戶外踏查參訪 依課程而定 融入課程 

家人參與與學生之互動 隨機 視活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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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多可利用附加方式、零碎時間完成。 

     (2)部分可以藉助TA、其他人力、或財力物 

        力等，更有效率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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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先挑選認同、做得到的少數幾項來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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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益分析 

  1.可以提升教學績效，有助於維繫 

       恆久師生關係，對得起大學教師 

       的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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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
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考試  作業  

  2.可以展現「高關懷」，以緩和學生對「高 
    倡導」的負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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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學期教學評量 

 

     寫字                     4.85 

     教學實習(一)             4.77 

     教學原理                 4.64 

     課程發展與設計           4.64 

     學習策略與創造力(通識)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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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學期教學評量 

 

     教學實習(二)             5.00 

     班級經營                 4.74 

     教育概論                 4.74 

     鄉土語言與教育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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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學期教學評量 

 
     教學實習(一)             4.84 
     班級經營                 4.78 
     寫字                     4.77 
     教學原理                 4.73 
     學習策略與創造力(通識)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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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學期教學評量 

 
     教學實習(二)             4.79 
     教育概論                 4.52 
     課程發展與設計           4.61 
     鄉土語言與教育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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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99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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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分耕耘，幾分收穫？ 

    (1)成效或影響也許僅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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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黃昏時，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個人煙稀少 
的墨西哥海灘散步， 走著走著，他看見遠方有一 
位當地的墨西哥人正不斷地從地上撿起一些東 
西，並丟向海中，等他走近時，他發現這個墨西 
哥人撿的是海星，這些海星被海浪沖到岸邊，而 
這個墨西哥人正一個一個地將這些海星撿起並丟 
回海中。  

我的朋友覺得很疑惑，他問這位墨西哥人說： 
「先生，你好，請問你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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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將這些海星丟回海中，現在正在退潮， 
如果我不將它們丟回海中，它們會缺氧而死」墨 
西哥人答道。  

我的朋友說：「我知道，但這海灘上起碼有上 
千隻海星，你是不可能將它們全丟回海中的，而 
且在這沿海又有多少的海灘，每個海灘都可能發 
生同樣的事，你這樣做和沒做又有什麼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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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墨西哥人聽了微笑並彎腰再撿起一隻海星 

丟回海中，回答說：「你瞧，對這隻而言，就有 
差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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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對這隻而言， 

就有差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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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的學生對我們的所作所為，可能 

        沒有什麼反應。 

        但只要有5%的學生能有感應，這些作 

        為能夠影響5%的學生，就值得我們繼 

        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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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總有迴響：沈默但受到影響的學生比想 

       像中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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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您好： 
每次閱讀老師所寫的文章， 
總能讓我擁有更大的勇氣面對未來的生涯規劃。 
希望藉由我的例子，能給予學弟妹們不一樣的想法! 
對於將來的人生規劃， 
我也已規劃幾個方向， 
也期許自己可以朝這些方向繼續努力， 
不因幾次挫折失敗而放棄。 
                                     芷瑩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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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真老師好: 
 
謝謝老師的文章分享, 
其實我每次看了多少都有所感觸,只是不好意思回信給您, 
最近到老師教學網頁,下載了很多資料,教哲跟教概的講義, 
老師您的東西永遠都讓人覺的很驚艷,既豐富又完整, 
也很感謝老師特地把這些講義掛在網頁,讓我們沒有修課的 
同學也能下載…… 
  
                                                               筱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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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真老師，您好： 
最近學校教課和學生都還好嗎？很久之前就想向老師說聲謝謝的   
直到剛考完初等考  才有心靜下來跟老師說 
自從離開學校後 經過實習 檢定考 國家考試   
即使都離開學校那麼久了   
可是老師以前在課堂最後發的A4心得分享  都一直是我的寶物唷 ^ ^ 
每次閱讀後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總覺得有人可以瞭解我們內心的想法、處境  
總是可以激勵人心 繼續勇敢踏步往前走 
謝謝老師一直以來對學生的細心、耐心和教誨   
  
祝老師 福虎生豐 身體健康   
                                          學生 美嫻 敬上  



班級經營 

感激光真老師！ 
光真老師是在下目前看過最認真的大學教授 
設計卡片..題庫..設立家族...，甚至提醒要多穿點衣服， 
社工系的同學都給老師很正面的評價，包括我在內… 
真的是有夠認真的老師，呵呵！ 
我不是拍馬屁啦，只是看到老師的信from教學原理的信有 
感而發。 
上老師的課考試固然多， 
但是您的認真，真的是讓人感動莫名。 
想給您點回饋。老師辛苦您了！ 
                                         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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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真老師： 
一直很想謝謝老師， 
因為老師一直讓我感受到「老師的模範」 
老師一定不知道 
我都用不愧是「老師的老師」來介紹我們師培中心的光真老師  
我想，我一定不會忘記老師的「身教」。 
祝  老師 
       平安順利 
 
                                            學生  文如 
 
 



班級經營 

老師～*∩﹏∩* 
收到您的回信真的超開心，好感動....... 
最近開始準備國考的科目， 
大大發現您過去給我們的訓練真的很紮實， 
很多老師教導的知識會再從腦袋裡被喚醒， 
雖然課程有些比較理論， 
但是後來才發現這些理論有助我們結合教育現場解決問題， 
好感謝老師努力幫我們打基礎， 
又教得很仔細很用心，老師真是東吳的無敵強棒！ 
 
……                                      琬琪敬上 
Sun, 8 Oct 2006 00:34:47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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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真老師： 
…… 
校長拿起麥克風，誇獎了我一番，她說：「這是在行政實習中，最有 
口碑、最受誇獎的實習老師，常常都是笑臉迎人，做事認真。」她只 
誇獎我一個人。這樣的榮耀，我第一個就想和您分享。…… 
因為您的一句話，而讓我改變了我的態度。我記得是在鐵皮屋上班級 
經營的時候吧！老師您說：「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樣，但是以我的個性 
，在一個環境裡面，我會想要做一個很突出的人，而不是平平凡凡。 
」那時候，我就告訴自己，我也要變成一個跟老師一樣的人。…… 
所以我真的要好好謝謝老師您的教誨。  
 
                                           學生  昀萱敬上 
Sat, 27 Jan 2007 18:44:01 +0800 (CST) 



班級經營 

   (3)把愛傳下去：潛藏於未來、及於第二 

        層、第三層的影響力！ 



班級經營 

  4.最後的小秘密…… 

    很少大學老師在做， 

      只要多做一點點～～ 
 

     你便可以很特別！ 



班級經營 

      

祝 中山醫學大學的老師… 

   都成為學生心目中 

   很特別的好老師！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