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學年度績優導師-輔導學生心得分享表 

科別：   護理科        班級：  37                  

    每五年擔任新班級導師，重新認識一個世代，新世代的環境

科技更好，所以開學前先組班級群組及家長群組，雖然有回答不

完的問題，但可以跟著一起了解家長和學生最在意的事情，也可

以從問題和態度中，認識不同個性的家長和學生特質。 

     新生開學後，建議在家長群組提供學校相關訊息於群組中，

如學生留宿狀況、施打疫苗時間及課程調整、期中考成績等，有

助於家長掌握學生情況而較安心。 

     新生本身情緒狀況包含自傷、憂鬱等，需要輔導室專業協助

和家長了解與配合，是導師輔導一大挑戰，感謝舍監老師們、教

官、生輔組及輔導室的協助與支持。 

    善用學校團體競賽活動如詩歌比賽、班呼比賽、啦啦隊比賽

等機會，協調意見不合、吵架，準備餐點、飲料等慰勞學生的努

力和投入，可以創造班級的共識及凝聚班級向心力。 

    成為績優導師無他，了解、引導及陪伴學生，現在我們牽著

他們向前，未來他們會扶著我們前行。 

請於 01/20(四)前繳至學輔中心，謝謝！   簽名：    孫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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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學年度績優導師-輔導學生心得分享表 

科別：視光科          班級：4-1                    

非常感謝學生們的支持，很榮幸可以被選為優良導師。在當導師的過程中，

從學生的想法與行為慢慢去瞭解他們，也開始調整我自己的想法與處理問題

的方式，跟學生一起成長，輔導學生的過程中常會遇到需要與學生溝通或是

行為導正的問題，我覺得傾聽是很重要的第一步驟，可以跟學生建立信任的

關係，再來是會找機會陪伴學生，陪伴學生的過程中可以更瞭解學生的個

性、想法跟需求，最後我會分享自身的經驗來引導學生。下面簡單分享平常

與學生相處的方法。 

l 傾聽 

這個技巧是最重要的開始，當學生來找我聊天的時候，我會放下主觀的想法

與偏見先聽聽學生的想法，由此可以快速的建立和學生的關係。這階段青少

年的心思敏感，當他們願意找師長聊天時通常是希望尋求協助或是獲得支持

的力量， 

l 陪伴 

完全瞭解學生的想法與訴求後，學生不一定希望老師能完全解決他們的問

題，常常只是希望有人陪伴和支持他們，這幾年的觀察發現青少年內心很寂

寞，缺乏家庭的關心和引導，導致他們沒安全感、自信心非常低落，因此我

會藉由陪伴提供他們安全感並增加他們的自信。 

l 分享經驗 

學生有時候無法很清楚瞭解我們想表達的觀念，因此我會分享自身的經驗還

有具體改善的步驟跟方式來增加學生的理解力，這樣分享的效果非常好，通

常學生會很快明白導師希望他改善的方向，大幅度減少師生之間對不上頻率

的問題。 

 

最後真心地將學生當成朋友，是我輔導學生的最終方式，當師生變成朋友的

關係時，他們會完全不保留的跟老師分享任何事情，對於班級的經營管理會

有很大的幫助，越瞭解自己的學生就能帶領他們往我們希望他們發展的方向

前進。 

 

 

 

請於 01/20(四)前繳至學輔中心，謝謝！   簽名： 郭奕萱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學年度績優導師-輔導學生心得分享表 

科別：      護理科           班級： 五年七班                   

  首先感謝很有榮幸可以榮獲 109 學年度績優導師獎。 

  其實進入校內有五年時間，但是真正從一年級帶班到五

年級，我還是第一次。但是說真的我也不知道如何帶班，

所以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把這群學生當我的小孩對待。當

然在這五年的相處，我希望和這些學生不要有距離，所以

我希望我像他們的朋友，這樣不論喜怒愛樂學生們就會來

和我分享，也因為分享所以我可以清楚學生們的困境，這

時則適時的出手。所以我每學期會在期中考後陸陸續續詢

問同學一些生活瑣事，並且一一聯絡家長並且填寫輔導記

錄單。也因為有這習慣所以學生生活瑣事只要他們願意告

訴我，我都知道。所以我帶班主要交心，雖然不是最好

的，但是至少學生們是喜歡我的，這樣一切都值得。 

 

 

請於 01/20(四)前繳至學輔中心，謝謝！   簽名：      李瑾婷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學年度績優導師-輔導學生心得分享表 

科別：    護理科        班級：    5-1 班 (1-4 班)     

我喜歡與學生互動，我喜歡帶班。 

    109 學年度身為護理科 5 年級的導師，協助 1-3 年級課業不及 

格的同學重新安排課表，輔導學生選擇升學或就業、安排畢業的 

學姐提供過年人的經驗供參酌。面對五年級上學期半年實習的壓 

力，傾聽、陪伴、指導其實習作業的書寫；五年級下學期配合高 

教深耕計畫申請開設「護理師證照課輔班」，於每周五中午安排證照 

課程考試，成績優異前五名頒發獎學金；護理師執照考班級考照率 

96%；也協助經濟弱勢、考上護理師執照的學生得以申請報名費補 

助及專業證照獎勵金。進入職場後，關心職場新鮮人的適應情 

形，傾聽她們的喜怒哀樂…，也謝謝學生帶給我的成就感! 

109 學年度擔任實習副主任，我不放棄每一位實習的學生。因

實習導致的壓力負荷，逃離現場成了唯一選擇。結合導師及家人

的力量，主動聯絡學生，施以輔導及勸說，適時調整實習計畫，

順利完成實習。學期間至實習機構訪視，與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討

論及輔導學生於實習期間有關技能、學理、態度、健康、適應等

相關問題，提供臨床實習指導經驗供實習指導教師參酌，解決學

生實習期間的問題。下班後透過電話、社群軟體與學生連繫，處

理實習大小事，適時連絡家長協同關心學生、了解實習困境或課

業疑問，共同找到解決方法；每梯次實習結束，召開實習總檢討

會，透過實習學生經驗分享，了解學生的實習感受；辦理實習成

果展，表揚實習學生之實習成效。 

110 學年度擔任護理科一年級導師。面對一年級的新生，透過

會談，了解每一位學生的問題。經濟弱勢的學生，提供學校資源



協助；課業表現不佳的學生，連絡家長協同關心；成立班級讀書

會，引導對解剖學的理解，增強學習動機；參與班級活動，凝聚

向心力。 

在教師責任繁忙之餘，身為導師角色，必須處理學生層出不

窮的問題，雖是辛苦，卻也是一種甜蜜負擔的責任。 

請於 01/20(四)前繳至學輔中心，謝謝！   簽名：     王金淑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9學年度績優導師-輔導學生心得分享表 

科別： 應用外語科    班級：  二年一班      
得知在 109學年度榮獲績優導師實在是有點惶恐。學校裡面優秀的導師好

多，大家都有各自的長處和經驗，也是我效法的對象。我記得多年前李紋綜老

師獲得績優導師時，他分享了他的做法和經驗，令我印象深刻。其實我自己有

一些做法也是學習(抄襲)他的。在此要非常感謝他當年的分享。 
其中，我覺得受益最深的，是和家長的聯繫方式。在這個年紀的孩子，其

實很多事情還是由家長決定，而家長的意見和看法也會深深地影響孩子。老師

和家長的溝通管道暢通，學生也會知道他在學校的表現，家長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的班比較特別，因為是應外科的最後一屆的一班，因此我也很清楚知道，一

定要幫助學生好好地畢業! 要是有人需要留下來延畢或重修，都會是件很麻煩
的事。我猶記得在撕榜後拿到學生的聯絡資料，我便開始了我的聯絡工作。因

為我知道很多家長看到陌生電話是不會接的，所以我先用簡訊通知各個家長，

之後再個別打電話給他們。個別聯絡後就是立刻成立 Line群組。家長有問題，
我都會盡量很即時地提供清楚且正確的答案。一般來說，第一年的時候，家長

因為不熟悉學校的運作，所以初期的問題一定比較多。但是我覺得花的時間和

精力向家長解釋，其實很值得。而漸漸到了第二年後，當大家都很進入狀況時，

就根本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建立起與家長的良好關係，並保持溝通管道暢通，

也就等於在實施班務上幫了導師自己許多的忙。 
除了家長以外，學生也更是重點。他們一進學校，我覺得我做了一件事情

是很值得的：就是我買了一個鎖手機的箱子（淘寶買的）。也很明確告知全班，

一進班上課就是要交手機，並請風紀股長上鎖，並每日拍照回傳手機交回的情

況。學生剛進學校，幾乎所有規定都會照單全收。不過當所有家長知道這個措

施時，每個都非常感謝我。在我的觀察中，我發現收手機至少能有二個好處。

一、學生上課變得很專心。二、學生中間下課會彼此交談、玩耍，班上同學的

感情也會建立地很快。手機其實真的是這個世代的大問題，手機看似隨時可以

連結起每個人，但事實上拿著手機的人都變成活在自己世界的人。有時候看著

他們下課打打鬧鬧、彼此追逐玩耍，同學間的感情不就是這樣子培養出來的

嗎？當然，這個年紀的小朋友，也會有許多煩惱。五專的學生，升學壓力的感

受不會那麼大，或那麼快來臨，功課往往不會是學生煩惱的重點。反而是人際

關係、感情交往，是他們最容易苦惱的事。班上有些狀況特殊的孩子，就是需

要特別關注的對象。有時候不做判斷的傾聽，就是他們最需要的。但如果需要

我們的意見，千萬也不要倚老賣老地給予「最佳」建議。學生或許需要的是有

同理心、能體諒他們個別情況的一些看法和分享。如果真的無法解決，科內也



有許多同仁能請教，而且我們學校還有強大的輔導中心團隊，在第一線導師專

業不那麼足的情況下，幫忙輔導班上學生。感謝在此之前曾經分享過的每位優

良導師，還有我曾經求助過、曾經幫忙過我的每位同仁。 

請於 01/20(四)前繳至學輔中心，謝謝！   簽名：   梁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