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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新住民班級經營有別於普通班級，授課教師當注意混齡教學、文化差異與文化禁忌等

事情。 

二、班級經營的意義在於教師能綜合評估教室的內、外情境，並運用此些資源，發展經營

自己班級的一套方法，以讓學生在此一環境之中做有效率的學習活動。 

三、班級經營的目的在於形塑一個班級的框架，使得學生在既有的規範與常規自覺之下，

進行各類科的學習活動。 

四、授課前準備：班級學生中文名字加以翻譯為新住民語，並留意名單內之特殊生。 

五、學期初培養學生學會新住民語課程的上課禮儀、用語和肢體動作，以讓學生進入課堂

脈絡之中。 

六、導引學生看見自己為何要學新住民語的內在動能與目標。 

七、班級重要規範事項應儘量於開學第一堂課與學生溝通並加以規定。 

八、配合混齡教學，不同年紀的學生，教師在溝通語彙上當應有所調整。 

九、上課後5分鐘內，如果學生尚未到達指定教室，教師應指派一位學生到該班詢問。 

十、如果上課中有學生不斷搗蛋且屢勸不聽，除課後單獨與該位學生溝通之外，可與該位

學生導師聯繫，了解該生平時在班級中的上課情形，也可適時書寫該生聯絡簿，以讓

家長了解其在校表現情形。 

十一、如果上課中，學生發生意外因而受傷，若狀況較為輕微，可請一位學生陪他到保健

室請護理師包紮，並於下課後到保健室關心。但若情況較為嚴重，則授課教師立刻

帶學生到保健室，並請一位學生到教務處尋求代課教師的支援，另須通知該班導

師。上述兩者都須填寫聯絡簿告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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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上課方式應活潑、具體與多樣化，讓新住民語不僅是課堂中的學習知識，更是生活

中的一部分。 

課程重點 

壹、班級經營的意義與目的 

貳、新學期前的課堂準備 

參、班級經營參考事項 

肆、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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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班級經營的意義與目的 

一、班級經營的意義 

班級經營的英文名稱為 classroom management，過去有學者將此翻譯為「班級管

理」或「教室管理」，然而，「管理」一詞層面較為狹隘，且有使學生服從、不尊重學

生之感。而「經營」一詞意思較為正向，所以，後期學者多以「班級經營」做為其翻

譯之詞（周新富，2006）。 

周新富（2006）認為班級經營意指在教師有計畫、有組織、有策略的安排之下，

能營造出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以供學生能在此一環境脈絡當中，自主進行學習活動。

張民杰（2007）則指班級經營為對於影響班級運作的所有人、事、時、地、物做有效

的管理。 

綜上所述，班級經營的意義為「教師能綜合評估教室的內、外情境，並運用此些

資源，發展經營自己班級的一套方法，以讓學生在此一環境之中做有效率的學習活

動。」 

二、班級經營的目的 

班級經營為教學的一部分，其重點就在於維持學生的常規秩序與養成行為的自

律，讓教師的教學活動能夠順利推行，以達到教育的目的（周新富，2006；張民杰，

2007）。換言之，班級經營的目的在於形塑一個班級的框架，使得學生在既有的規範

與常規自覺之下，進行各類科的學習活動。 

貳、新學期前的課堂準備 

一、學生名單翻譯與學生狀況的確認 

於前一學期期末，各校教務處註冊組，均會彙整想要選修新住民語的學生名單，

並且會在新學期初將選課學生名單交給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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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師拿到名單時，要先檢視哪些學生的中文字是比較不會唸的，要預先查字典

以方便點名，再者，教師應將此些名字翻譯成新住民語，並在第一堂課點名時與中文

名字一起使用。 

有些學校的教務處承辦人會在名單上，註記該生的特殊狀況，例如患有哪些特殊

疾病、資源班學童或情緒障礙等，教師可藉由此份資料預先了解該班學生的狀況。 

二、教室位置確認、教室內硬體設施的操作與課室布置 

不同學校在空間配置上均有所不同，如果所任教的學校有安排科任教室供新住民

語教師使用，那麼建議新住民語教師可於學期開始之前，先行到教務處詢問所分配的

教室在哪裡，以避免正式上課時發生找不到教室的窘境。 

再者，到了所欲任課的教室後，應先行到該教室了解硬體設備並做打掃，且將教

室整理到位，例如：電子媒體當如何操作與播放、教室後方布告欄應張貼哪些說明語、

重要海報或世界地圖，或班級經營所須規範的說明語，學生課桌椅應該要如何擺設等

等，如此，在進行第 1 節授課時，才不會手忙腳亂，學生第 1 次上課走進教室時也才

不會覺得不舒服。 

建議授課教師於布告欄上，張貼自己國家的地圖、國旗以及當地照片，照片內容

可以是特色料理、漂亮的風景照、重要人物肖像等等；教師也可以在教室的一個角落，

擺放一些當地國家的物品，例如：服飾、帽子以及當地特色名產等等，藉由這些情境

上的布置，將可讓修課的學生較能理解與感受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 

如果授課教室為與其他科任教室共用，那麼可與其他科任教師協商，規劃屬於各

自的學習角落，在有限的空間裡做適度的布置，新住民語教師亦可隨授課主題的改

變，更換教室裡的情境，讓學習語文不僅是語文的學習與影片的播放，更可看見實際

的物品，甚至可藉由實際的物品進行戲劇的安排或口語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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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班級經營參考事項 

一、座位的安排 

對於多數國小學生來說，座位的安排十分重要，因為這關乎自己的人際喜好；又

對於授課教師而言，不同的授課方式，就應搭配不同的座位安排。 

（一）學期初始建議的座位安排方式 

學期初始上課，由於教師對學生多不了解，所以，可單純依據身高、性別

與視力做座位分配的考量即可。建議處理方式如下： 

1. 請全班學生到走廊排隊，男生排一排，女生排一排，並請自行依照身高順序

排列。 

2. 教師再行調整學生的身高順序。 

3. 請男、女生依序錯開進教室。 

4. 班級教室座位參考圖（前方 1、2 排參考圖） 

 

5. 等到所有學生就定位後，教師請看不清楚黑板文字的學生舉手，再行微調座

位。 

6. 教師若欲採取分組座位者，則也應依照性別與身高作排列。 

由於學生對於座位的安排特別感到興趣，多數學生想要跟自己較好的朋友

分配在一起，但是如此的結果，便是學生秩序不易掌握，且會造成部分學生因

為人際關係較不好而遭到排擠，所以，班級座位或小組成員的安排，老師需要

格外留意。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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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教學方式當有不同的座位安排 

隨教師教學活動的開展，座位可以有不同的安排，如為講述式授課，可採

排排坐的方式，但若採討論式授課，可為分組方式排列。前者的優點，在於學

生聽課專注性較強，後者的優點在於方便小組討論。 

          

  
圖 1 排排坐的方式適合講述式教學與施測 圖 2 分組座位形式學生較易進行討論 

 
圖 3 結合排排坐與分組座位形式的討論模式 

二、教師自我介紹 

於座位安排妥當後，教師即應在黑板上寫上自己的中文名字與新住民語名字，以

方便學生將授課教師的名字抄在課本上。由於本堂課是新住民語課，所以教師應介紹

自己本國的名字，並說明自己來自於哪個國家的哪個地區，當地的特色是什麼，以及

大概的生長背景與經歷，由於多數學生對於教師的生長背景是感到好奇且有興趣的，

所以，教師可以藉由此一述說自己生命故事的機會，拉近與學生的距離，也減少學生

對於來到陌生班級所可能產生的陌生與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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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教師的中文名字與新住民語名字，在臺灣可能多數學生都會以老師的姓來打

招呼或做區別，例如：曾老師好，但是由於越南有超過 40％的人口幾都是姓阮，所

以，在越南，學生會以老師的名字來做區別或打招呼，會說「女香老師好」，因此，

未來遇到新住民語老師時，請以老師的新住民語名字與用法來跟老師打招呼。 

三、上課儀式用語、儀式和禮貌的教導 

在臺灣鐘聲響後，學生習慣性的會聽班長口令「起立、立正、敬禮」，在東南亞

多數國家亦是如此，所以新住民語教師當須依照該國文化教導學生該國上課禮儀，以

越南為例，越南人在說話之前都會先說「敬語」以表示禮貌，對男老師或女老師也有

不同的問候語，而當全班學生起立時，當以肢體動作抱胸來表示對同學與教師的尊重。 

當全班學生都已學會如何以該國語言與動作來進行上課儀式後，未來每節上課時

也都應該如此，一方面告訴學生準備上課了，另方面也是讓學生知道這堂課是新住民

語課，當以新住民母國的方式來上課。 

四、學生名字教授與學生自我介紹 

授課教師一一教導學生的新住民語名字，並鼓勵其他學生跟著記誦，以方便班級

活動的進行，並提醒學生未來教師進行上課時，只會叫學生的新住民語名字，而不是

學生的中文名字，如此，學生浸淫於新住民語言世界中較能有效學習。 

待學生熟記自己的新住民語名字後，請學生一一上臺作自我介紹，介紹重點可包

括自己的新住民語名字、自己的爸爸或媽媽來自於哪個國家的哪個地區，自己對於那

個地區的印象是什麼，最讓人懷念的又是什麼呢？例如：美食、爺爺、奶奶或遊玩故

事等等。 

由於學生才剛集合在這一班，加上又是混齡授課，所以，對於某些較為害羞的學

生來說，心中難免緊張，因此，對於不太敢上臺自我介紹的學生而言，教師不需要強

迫他一定要上臺報告，待他對這個環境比較熟悉之後，再上臺與同學們分享他爸爸或

媽媽原鄉的故事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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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增強學生學習新住民語的動力 

由於新住民語對於部分學生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並非常常使用，加以他選修此堂

課，有可能是出自於家中長輩的要求，所以，學習動能可能不佳，面對此，建議教師

別急著以大人的語言或觀點來做說明，可以先從美食的角度做出發，例如：老師刻意

以越南語說某道越南道地菜餚，並搭配圖片顯示，當學生看見這些菜餚是他曾吃過或

知道時，自然會心生認同感，並想要舉手發言與同學分享，說說他吃過的經驗是如何？

此時，也就給了老師介入的機會，試想若你也覺得很好吃，但如果你不會說越南語，

哪一天你回去探親時，你要怎麼點菜呢？ 

再者，可請學生說說他們回去爺爺或奶奶家是如何與親戚做互動的，多數學生也

都會主動想要分享許多有趣的故事，但可惜的是卡在語言不通，在溝通上是不是也就

產生了隔閡與不方便呢？ 

此外，每年移民署或地方政府也會舉辦新住民語歌唱或演講比賽等等，如果你用

心學習，且願意參加比賽，不僅可以代表學校參加比賽，還可以拿到獎狀或獎金等等，

這不是一件兩全其美的好事嗎？ 

教師也可從未來就業的角度作思考，當你除了熟悉中文與英語之外，還能多會一

種語言，那麼在求職上將會比別人更具競爭力，教師可找尋良好案例，讓學生可以做

楷模學習，並讓學生體悟到，學習新住民語除了方便自己回到爸爸或媽媽的原鄉之

外，對於自己的未來更有莫大的幫助。 

六、教師說明班級重要規定 

每位教師各有其不同的帶班特質與對學生的要求。而第一堂課，往往是學生對於

班級最感陌生、聽講專注度最高的一堂課，所以，教師可以利用此一契機，說明最為

重要的幾項班級規定，原則上規定不要說太多，以避免學生分心或無法了解教師對此

事的在乎程度。 

以筆者為例，每每在新接班級的第一堂課，便會以較為嚴肅的口吻與學生分享老

師最重視的兩件事，一是「不說謊」，二是「不排擠同學」，接下來請全班學生複誦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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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抽問班上一、兩位學生，請他們說出哪兩件事是班級內最重要的規定，如此藉

由教師說明、全班學生統答以及抽點，學生當可感受到這兩件事是班級內最重要的事

情。 

不同的教師就會帶領與塑造出不同的班級型態與氣氛，所以，授課的教師應當在

學期開始前思考，什麼是自己最在乎的班級規定，並利用第一堂課與學生說明老師為

何做這樣規定，並請學生說說教師這樣規定的理由是什麼，讓學生理解，老師的規定

並非不講理與不溝通，而是為了班級整體的授課品質所做的考量與決定。 

七、班規說明的技巧 

由於新住民語課程，學校是依語言能力分班，而非依年級分班，教師在說明班級

規定時，初始階段儘量以較為初淺的語言，細膩的講述老師的要求，以及為什麼如此

做，又這麼做可以讓班上變得如何，從正向的論述中，導引學生做思考，如此，無論

是年齡層為何，他們是可以接受的，畢竟，班級規定並非老師單方面的認為，而是彼

此的互相尊重。 

再者班級經營除了全班性的規定之外，更需要依個人不同而定。換句話說，除非

是重要規定，班級內許多事情是因人而異，例如能力佳者，考 80 分是需要被適時警

告的，但是能力弱者，考 80 分是需要被獎勵的，但教師何以如此做，而不被學生說

老師不公平，教師自需要有一套說詞，並向學生做說明，畢竟學生自己需超越過去的

自己，而非他人來超越自己，或自己與他人比較，而教師就需在許多的相處中，慢慢

了解每位學生的特性，給予不同的指導。 

八、同個班級內相同規範不同說理方式  

同樣的意思，面對不同年級的學生，當要有不同的表達技巧。原則上越是高年級

學生，越需要讓學生了解，老師為何這麼做？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又是否有先跟他

們做溝通，如此，未來如果學生因為表現不佳而受到懲罰時，學生自己及其同學對此

比較不會反抗教師或責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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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學生對於教師所提出的班級規範，大多不太會去反駁教師對他們的要求，

但教師仍需要以較為具體的語言，跟他們解釋為什麼教師會這樣要求他們？目的又是

什麼？藉由清楚且明確的解釋，學生不僅會從教師的立場來遵守規則，有時更會以更

高的標準來要求同學，此時教師反倒要留意，低年級學生容易犯了過度要求別人，但

卻輕忽自己犯錯的缺點，尤其是打小報告這件事的處理，這點是教師需要留意的。 

九、關於混齡學習分組 

多數學校會於期初依照學生語言能力予以分班授課，但由於高年級學生的語文學

習能力與速度普遍較中、低年級快，因此，在分組時，應儘量讓每小組均有不同年級

的學生在裡頭，以方便進行各種小組活動，如：組內自學、組間自學、小組上臺表演、

對話活動等等。 

十、獎懲規定的訂定內容與技巧 

（一）關於獎賞 

1. 由即增強緩進到延宕增強 

凡事起頭難，新住民語能力較弱者，由於一開始面對新的語言符碼心中

可能會有較多的膽怯，所以，獎懲越需要立即性，對於教師所說的語言不容

易懂，所以，必須要藉由具體的獎賞來建立起較為正確的道德觀與上課秩序。 

舉例言之，當一位教師想要鼓勵學生能夠一上課走進教室時就能安靜的

坐在位子上安靜的看書，而非聊天與嬉鬧，教師可以試著在鐘響後到 1 分鐘

內，默默的坐在教室後方觀察學生並記錄哪些學生有做到這一點，等 1 分鐘

過後，即走上講臺請這些學生起立，當眾鼓勵他們，並發給小糖果，藉由這

樣的舉動，當可一次次的強化學生的正向言行，漸漸的，學生就會朝教師所

要求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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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需要留意的是，這樣立即性的增強，需要隨著時間做調整，慢慢將

獎勵的時間延後，也要逐漸將物質性的獎品慢慢轉變成為精神上的鼓勵或點

數與分數的核給。 

但如果學生對正向行為有逐漸鈍化的跡象時，應適時的縮短獎勵的頻

率，並給予實質的獎勵，當學生又回到常軌時，則應逐漸將時間拉長，經由

多次循環，班級經營應可達到不錯的成效。 

2. 期末個人與小組獎勵 

即增強與具體獎勵品的發給雖可帶給學生立即性的刺激與酬賞，短期效

果佳，但終究無法將此成效遞延以修正學生言行，所以教師當從立即性的獎

勵給予，轉向為點數的核給與口頭的獎勵，而此些點數於期末時，再以各種

形式轉化成為分數或獎勵品，而所準備的獎勵品應儘量為當地的特色小糖

果，如此，學生在吃的時候，教師可以分享這類糖果的該國名稱，又引起學

生對於當地的興趣，或引發學生說說在當地吃此類糖果的經驗與故事。 

⑴點數轉化為個人分數形式 

可以是每 10 點加平時總成績 1 分，又或每人平時成績均以 80 分為起

點，每 10 點加 1 分或扣 1 分。此一分數轉換，端看每位教師評分的想法，

並無一定的規定。 

⑵點數轉化為個人期末獎勵品 

無論學生多麼調皮、不乖或成績不佳，但終究是我們的學生，教師對

學生應從愛與關心的角度作思考，所以，在期末時，建議安排兌換點數的

活動，一種是依點數高低進行兌換，由最高者選擇他所喜歡的獎品，依此

類推，這樣的活動雖具公平性，但是對於低成就或調皮的學生而言，似乎

會覺得我是挑別人剩下來的，如果處理失當，恐怕會造成學生自尊心的受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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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議教師採抽獎方式辦理，例如：學生以每 10 點可以換一次

抽獎機會，點數越多抽獎機會就越高，每支籤都會有禮物，最低獎為小糖

果一顆，在人人有獎且頗具運氣成分的遊戲機制下，學生不僅在享受自己

努力的成果，也在參與這有趣的一堂課，過程中不僅刺激，學生也會覺得

本學期我的努力可以藉由這個方式換得更多的抽獎機會，如此，將可強化

學生下一學期的學習動能，也可鼓勵表現較弱的學生，期望他們能在接下

來的學習路上更加投入，以換取更多的抽獎機會，讓自己更有可能抽到自

己想要的禮物。 

（二）關於懲罰 

此外，如果學生有較為調皮的語言或行為，在上課期間，除了言語制止之

外，可以請不專心的學生，站起來回答老師的問題，藉此提醒學生上課要專心，

如果學生回答不出來，應請學生站 3 到 5 分鐘，並向學生解釋，老師並不是要

故意的懲罰你，而是提醒你上課不專心，再者，這不是罰站，而是請你陪陪老

師站著，並語帶幽默的說著：「我知道你很愛我，所以願意陪我站對不對呀！」

此時，全班學生便會笑成一團，被懲罰的學生也就會跟著笑著。 

又例如，國小學生經常會在上課中玩小玩具、尺或著筆，教師可以藉由巡

視行間時，拍拍他的肩膀提醒他，如果屢勸不聽，則建議授課教師將其暫時保

管，於下課時與該學生晤談後交還。 

所以，懲罰和言詞責備可以是負面的，但也可以用詼諧的語言來包裝此些

負面的語詞，畢竟，一旦教師怒罵學生，或者過於嚴厲的懲罰學生時，雖然可

以收到短暫之效，但是卻也撕裂了師生之間的情感。此外，經常性的責備也會

讓懲罰的效果逐漸鈍化，不僅無助於班級經營，更讓師生的距離變得更遙遠。

所以，在授課過程中，並非教師不能懲罰學生，而是要讓被懲罰的學生知道我

為何被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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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果學生犯了較為嚴重的過錯，除了上課即刻制止之外，更應該利用下

課時間將學生留下來，與之對談，讓學生自己說說他做了什麼？又這件事如何

的影響到班級其他同學。此時的教師應儘量讓學生自己去說，而非又是單方面

的訓示學生，畢竟，多半學生被留下來已知自己哪裡做不好，如果老師又是一

陣狂罵，有時學生不僅不太去認錯、道歉，甚至反而覺得教師很煩並怨恨老師，

如此的輔導方式，不僅沒有收到成效，反而造成反效果，對師生雙方都是種傷

害，所以需要儘量避免。 

十一、課程進度安排與分數計算的說明 

（一）課程進度安排 

在進入正式課程之前，教師應該告知學生教師的上課模式是如何？課程

進度又是如何安排？如果學期當中有需要進行什麼樣的操作活動，例如：美

食烹飪或傳統服飾製作等等，更應該及早告知，讓學生可預先做準備，也讓

學生對課程有所期待。 

（二）分數計算的說明 

此科總成績究竟如何計算，應該於學期初時確切與學生說明並討論。分

數計算的類別除了傳統的紙筆評量、聽力與口說測驗、上課參與度之外，授

課教師亦可試著將部分評分的權力交給學生自己，讓學生在自評的過程當

中，細心審視自己的表現，並藉由分數的核給，看見那個原本的自己。 

團體分數核算，如果教師想採此方式，必須要先做到異質性分組，也就

是每一組的能力需要大略相同，而且必須要做到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擠

對方，所以，在運用此方式進行小組比賽時，在學期初需要特別留意學生的

言行，如果有過於激動而出現輕蔑對方的語言時，教師就需要停下活動，予

以勸誡。 

在學期中與期末時，教師應給予學生做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量，前者的目

的在於藉著互相評鑑，讓自己省思他人在小組活動中做到了哪些，又對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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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貢獻；而後者的目的在於讓學生自我反省，自己在小組活動中扮演的

角色是什麼，做到了哪些，又需要改進什麼呢？學生從省思中看見自己與他

人，如此將可養成學生從他人的角度看事件，而非僅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 

十二、鐘響後5分鐘內的課堂安排 

鐘聲響後的幾分鐘內，由於學生從各班走來，或從操場遊戲中跑來，心情難免

較為浮躁，所以，剛上課時可以請較負責的學生帶同學念課文，藉由朗誦課文讓學

生情緒平復，也讓學生漸漸進入學習的情境之中。 

對於遲到進教室的學生，應詢問其理由，若某些學生經常性遲到則應該給予適

度的勸告。上課後 5 分鐘內，如果有學生尚未到班，就應該立刻請班上較負責的學

生到該班找尋，如果找不到，就應立即通報學務處廣播，請該生立刻回到教室上課。 

十三、上課中非有必要儘量不要將學生送回原班 

當學生到該班上課時，學生的管教權即歸該班授課教師所有，原班導師則可利

用該時段批閱學生作業並進行備課工作。因此，如果該生在新住民語課調皮搗蛋不

聽勸告，科任教師切勿把學生送回該班導師班級，不僅會造成該班導師的困擾，也

會讓學生覺得科任教師在管教學生上是不夠專業的。 

如果有學生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十分不好的言行錯誤，科任教師可適時與該班

導師聯繫，並請教該班導師此學生在班上的上課情形，又或該生拿聯絡簿給授課教

師，由授課教師書寫聯絡簿告知家長。 

十四、課堂中有學生受傷當應立即處理 

若於上課過程當中，學生發生意外以致受傷時，如果僅是表皮擦傷等輕微傷

勢，可請班上較為負責的同學，陪同受傷的同學到保健室。授課教師於下課後應立

即到保健室關心受傷的學生，且應通報該生導師，並書寫聯絡簿告知家長發生的原

因與後續處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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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發生的意外較為嚴重，則授課教師應立即隨受傷學生到保健室，且請一位

學生通報教務處尋求課務上的支援，若須轉送至醫院，則應與導師協調，由其中一

位教師陪同學生到醫院就診，後續處理方式同前項說明。 

十五、總結性評量應儘量避開學校期考當週 

評量大致可分為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多於課堂詢答當中完成，考

核學生的學習態度、當下的學習情形，以及小範圍的認知熟悉度；總結性評量範圍

較大，施測也較為嚴肅，一般來說所占學期總成績的比例也來得比較高，因此，對

於多數學生來說總結性評量的壓力大於形成性評量。 

因此，建議總結性測驗，應該儘量避開學校期中或期末週，以避免加重學生學

科知識以外的壓力。 

又為配合導師製作學生成績單，所以，期末總成績應儘量於期末考前一週計算

完成，並依照學校規定，將成績登錄於網路上或以紙本方式繳交，如此，導師即可

在學校的規範下，如期完成此項工作。 

十六、新住民語課可行的上課方式 

（一）教師在授課前應詳盡準備教案與教材，並確認自己的中文用語是否有誤，以

避免課堂中遭學生質疑。 

（二）於介紹具體形象單字詞時，應儘量搭配實際物品或圖卡，以方便學生進行學

習。 

（三）多讓學生團體對話或演戲，藉由多樣的練習，讓學生覺得上課是可以有趣的，

也藉由不斷的開口練習，學生在發音與聽力上也可以持續進步。 

（四）為讓活動有趣，教師可以藉由骰子，讓學生決定小組表演的順序，不但活絡

了課堂氣氛，也減緩學生覺得不公平之感。 

「教師教得少，學生學得多」是教學上必要的信念，有時老師用力的教反而會

收到反效果，所以，講臺應儘量讓出來，讓學生上臺，是演戲、是猜謎語、是玩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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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都好。教師站在教室後方出題主導活動的進行，當個活動的主持人而非活動的主

角，如此，學生將會更有興趣的參與課堂學習，學習效果將會大大的提升，對師生

彼此都是一段很棒的課堂共學時間。 

肆、問題與討論 

一、班級經營的意義是什麼？ 

二、班級經營的目的是什麼？ 

三、學期開始之前，教師應先行準備哪些項目？ 

四、座位安排與上課模式有什麼樣的關連性？ 

五、整學期最為重要的班級規定，應儘量於何時向學生陳述、溝通與規定？ 

六、心智年齡較低與較高學生，此二者間的獎勵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區別？ 

七、心智年齡較低與較高學生，此二者間的懲罰與常規建立，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八、上課後 5 分鐘，學生依舊未到班，教師應當如何處置？ 

九、如果學生在上課時不斷搗蛋並且屢勸不聽，下課後，教師可以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輔導

該位學生呢？ 

十、如果學生在上課時發生意外因而受傷，教師當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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