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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我在文藻 

 教學與行政工作 

90學年度：企業管理科、秘書室 

92學年度：企業管理系、研發處 

98學年度：國際企業管理系、教務處 

105學年度：國際事務系與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務工作—進修部導師 

企業管理系(4)、國際企業系(5)、英文系(4) 

 不見天日晝伏夜出 

 



班級動力—導師的角色 

 導師做什麼工作? 

輔導(個人觀點)： 

學校學習情形 

學校生活情形 

工作狀況 

家庭狀況(外宿?) 

身心狀況(感情) 



班級動力—導師的角色 

 導師的輔導知能從何而來? 

專業知能來自學校的研習課程 

 導師的角色為何能扮演好? 

授課教師 

必修課：一個星期至少全部見面一次 

授課內容的助益：人力資源管理、組織理論與行為 

非授課教師 

班級幹部 

社群媒體 



班級動力—導師的角色 

 小結：班級動力 

概念來自團隊： 

團隊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所組成 

他們有共同想實踐的意圖目標 

彼此間會因此相互依賴且會透過互動  相互影響 

會互相負責以求達成共同目標 

瞭解認知他們自己是同一社會群體 
 



班級動力—導師的角色 

 小結：班級動力 

班級： 

班級是一群學生所組成 

他們有共同想實踐的意圖目標畢業、求知、交朋友 

彼此間會因此相互依賴且會透過互動相互影響會，正

反面都有 

會互相負責以求達成共同目標不一定會，但有機會 

瞭解認知他們自己是同一社會群體如果能建立起來，

會是一個很棒的班級 
 



班級動力—導師的角色 

 

 小結：班級動力 

班級是學校內一群學生所組成，畢業拿到學位是他們的

共同目標；透過班級動力的建立，可以建立同一社會群

體(班級)的認知，在相互信賴基礎上可以相互幫助，以

求達到共同目標。 

動力來源： 

學生自主(大學生自主喔) 

導師的協助(甜蜜的負擔vs沉重無比的負擔) 



導師工作 

 依據學校導師規定推動工作 

一、班級經營 

二、導生輔導  

三、協助事宜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一、班級經營 

(一)學期間每個月至少開班會一次，指導學生幹部上台報告班
級事務，轉達學校重要規定與發生事項，提醒同學相互勉勵
，一起營造美好的大學生活。 

Tip:配合學校活動開班會；配合學生時間開班會；班代主持
會議(大學生自主)。 

(二)建立班級社群媒體LINE群組，藉由該群組的即時性，在
期中、期末考階段提醒學生應注意加強課業，並分享一些導
師所看到的有意義訊息來鼓勵學生 

Tip:LINE是一個很好用但是也很惱人的軟體；時間點很重要
，不要一直貼…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一、班級經營 

(三)指導康樂幹部舉辦班級康樂活動，聯繫情誼、展現才藝；
藉由進修部舉辦的班級趣味競賽(投籃比賽)活動，鼓勵學生組
隊參加，也鼓舞班級士氣。 

Tip:找對人去舉辦、組隊參加 

(四)在選課期間，透過班會的舉辦，跟導生們一起說明系上畢
業門檻的選課相關規定，要求同學們必須確認自己的選課規
劃必須符合畢業門檻，方能順利畢業。 

Tip:對系的畢業門檻等規定要有基本認識，不清楚的地方請
教進修部教務組。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一、班級經營 

(五)班會上說明、協助及推廣鼓勵導生使用 W-Portfolio，以
建構完整的學習歷程。 

Tip:教師有自己的W-Portfolio 

(六)出席進修部所排定的班級活動，例如校外來賓的演講等，
與同學一起參與聆聽。 

Tip: Not available 

(七)出席導師會議及導師知能研習會議，並參與導師社群媒體
LINE群組，掌握校務相關資訊，運用於班級經營事務當中。 

Tip: 了解學校發展情形、長官們的決策，及吸收專業資訊。
【轉發】。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二、導生輔導 

(一)每學年至少跟學生晤談一次：並於校務資訊系統
中登錄輔導資料，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對於高關懷需求的學生，則晤談更多次。 

Tip:閱讀先前資料、寫關鍵字、立即寫下內容 

(二)提供校內資源給需要的學生：如外診中心以及圖
書館的語言學習資料庫等；想要當老師的，可以去
考文藻師培中心 

Tip:要先了解校內有哪些軟硬體資源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二、導生輔導 

(三)輔導學生轉到日間部：導生學習程度很好、有很強的進取
心者，適時予以鼓勵接受日間部的教育，有成功轉到日間部
者，恭喜她們。 

Tip:了解校內轉日間部規定，或直接請學生洽商進修部 

(四)主動追蹤學習落後的學生：有少數學生因為生活作息不佳
導致學習落後，導師會要求其改變作息並定時向導師報告，
對於已經承諾會改善生活作息但卻沒有向導師匯報的同學，
導師就主動打電話聯繫，手機不通就打家裡，追蹤其行為，
要求其兌現承諾。 

Tip:堅持立場，讓學生認同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二、導生輔導 

(五)關心賃居生：賃居生住宿校外，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導
師要求每一個賃居生必須報告其賃居情形。 

Tip:學生填寫進修部的表格後，直接與該生進行訪談 

(六)關懷轉學生：轉學生面臨許多難題，諸如環境適應、選課
困難、認識新同學等。 

Tip:第一次班會先請他們到台前自我介紹給同學們認識；優
先列入約談名單；建議學生與課程老師約時間認識認識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二、導生輔導 

(七)透過社群媒體LINE，即時聯繫學生：特別
是在周末假日期間，可以無距離的跟學生連繫
與輔導。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三、協助事宜 

(一)協助聯繫相關教師。例如106學年度第1學期有導生因身
心障礙導致期中考試不佳，家長來電請求協助，導師代為聯
繫請授課教師協助酌予考慮補考機會。 

Tip:授課老師名單與email請向進修部聯繫 

(二)當學生遇有重大問題與突發事件時，予以協助聯繫。例如
學生發生交通事故，需要申請保險，導師代為聯繫進修部請
予以協助處理；學生身心出現問題，導師請輔導老師予以協
助；學生出現學習問題，導師請外診中心予以協助。 

Tip:了解相關人員聯繫方法 

 



導師工作：這一年來的回顧 
- 

三、協助事宜 

(三)透過班會與班級社群媒體LINE，就學校特殊事件發生進
行聯繫，例如校安通報，均能立即轉發提醒學生加強注意；
協助調查地震後同學是否有受傷或災害損失情形。 

 

(四)協助校方行政事宜：鼓勵學生下載學生護盾、填寫台泰日
大學生學習滿意度調查問卷以及行政滿意度調查。協助進修
部辦理班級遠距教學學習成果的前測與後測兩次考試。 

 

 



導師工作：過去歷年來的回顧 

依據個人經驗的導師輔導工作歷年回顧 

一、學生學習 

二、學生生活  

三、學生生涯 

四、學生心理 

五、學生健康 
 



導師工作：過去歷年來的回顧 
- 

一、學生學習 
(一)國企管系專任教師+系進修部班級導師 and 必修+選修課 

對全體導生的學習情形有第一手的觀察與了解 

獎勵學習優良的學生TA；鼓勵學習有落差的學生see(二) 

(二)提供文藻各類學習資源：進修部學生在校時間不長，對於
文藻的各項資源相對陌生，要主動將相關資源介紹給他們，
例如圖書館藏書、圖書館遠端資源、文藻英外語學習診斷中
心等相關資源介紹給導生與學生，讓學生可以善用文藻的資
源。 



導師工作：過去歷年來的回顧 

二、學生生活  

(一)依據缺曠表列出優先約談的學生，討論其在校生活情形：
進修部重視學生的出缺勤，導師都會拿到每一週出缺勤紀錄
。導師依此列出優先約談名單，瞭解缺勤紀錄較多的學生的
在校生活，訂定改善計畫；出缺勤紀錄也是導師判斷學生的
學習情形是否有所改善的重要依據。 

(二)幫助學生找出所需資源、穩定學生生活。導師會協助他們
詢問與介紹校內工讀機會；協助學生申請各類獎助學金，寫
推薦信。目的：經濟援助，安心學生生活，也獎勵其在校的
優良表現，鼓勵其繼續保持。 



導師工作：過去歷年來的回顧 

二、學生生活  

 (三)參與學生在校的重要集會活動。進修部精心安排許多演
講與集會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學的授帶與畢業典禮，導
師不僅全程，授予代表文藻的祝福，與同學一起拍照、紀念
在文藻的最終收穫。 



導師工作：過去歷年來的回顧 

三、學生生涯 

(一)畢業學長姊的建言。邀請已畢業的學長姊抽空回到學校，
跟在校生分享過去求學生活以及畢業後的工作情形。例如邀
請企業管理系進四技第一屆同學到班級分享。 

  

(二)邀請業界人士提供建議。例如邀請長期在安泰人壽擔任訓
練主管、現任保險經紀人公司的總經理到「人力資源管理」
課程進行經驗分享。 

  



導師工作：過去歷年來的回顧 

三、學生生涯 

(三) 生涯發展諮商。由於導師在專業課程方面講授管理學、
人力資源管理等課程，導生會找我談他們未來發展的方向，
以及各自考慮的因素。導師多會聆聽他們的意見，再給予相
關建議。譬如2014年畢業的同學，面臨連鎖小吃攤創業與大
型經金融機構就業的選擇，導師就利弊進行分析提供參考，
在畢業前寫給導師的卡片反映出導師對她的建議有一定程度
的幫助。 

(四)幫學生寫推薦信。學生在生涯發展過程中，需要各類型的
推薦信，不管是在校生或是已經畢業的校友，導師都很樂意
協助撰寫推薦信，以利他們未來的生涯發展。 



導師工作：過去歷年來的回顧 

四、學生心理 

(一)關懷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其實很不錯，導師
一方面關心、肯定他們的努力，也向班級同學說明這些學生
的狀況，希望他們能共同協助這些同學。 

例子：邀請導師去參加婚禮、探望出生的兒子；生病住院想
到導師，請導師去探望。 

(二)關懷復學生、轉學生：心理上需要被鼓勵與調適；導師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學年第一次開班會的時候，特別邀請他們
上台，介紹他們給班級同學認識，請班代及副班代或是班上
比較熱心的同學多加協助，讓他們可以迅速融入班級當中。 



導師工作：過去歷年來的回顧 

五、學生健康 

(一)鼓勵學生舉辦室內與戶外活動。鼓勵他們優先考慮舉辦室
內活動。結合班會舉辦室內康樂活動，舒緩身體、讓身體動
起來(照片：聖誕趴、台語比手畫腳)。其次，鼓勵寒暑假期間
舉辦戶外活動，諸如踏青與泛舟。 

(二)鼓勵學生參加文藻舉辦的活動。文藻進修部精心安排許多
活動，例如籃球比賽、歌唱比賽與趣味競賽等，導師當然鼓
勵學生組隊參加，不僅讓身體動起來，也拉近班級同學的情
誼。 



回到文藻本身思考 

•本校校徽為一棵斜坡上
的小樹，校旗以該樹為中
心，象徵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小樹在艱困的的
環境中生長茁壯，終能
枝葉茂盛，生意盎然；同
時也象徵著一個個生命，
在文藻「敬天愛人」校訓
的陶冶下，總能不畏橫逆，
日新又新，在艱困中開創
新機，不斷追求進步。  

• 吳甦樂(URSULA) 

– 中古歐洲大學的主保 

• 月桂樹(LAURUS) 

– 吳蘇樂會學校常用的標誌 

– 在希臘神話故事扮演重要角色 

– 月桂葉被放在奧林匹克勝利者的
額頭 

• 月桂環冠也用於詩人的額頭上 

– 學士學位 Baccalaureate 

(Bachelor) – 傳遞月桂莓果 

– Bacca + laureate 

– Berry +Laurel 



回到文藻本身思考 

• Serviam = I will serve 

–吳甦樂會學校辦學的信念 

• Do you want to serve in 

your team? 



• 謝謝聆聽 

• 多多指教 

• 敬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