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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自己的力量～我的棒球班 

孩子平日品格行為的表徴，一定會被看到、被注意，如果只是視為自然、

談論後沒提出可行方案、或提出方案沒有作為，就好像雨和雪一樣，很快就會習

慣或消失不見，而要有效的避免這些錯誤發生，記錄很需要。 

常常聽到有人說:萬事起頭難。個人認為，起頭反而比較容易。一件事情的

開端，可以有很多方向與選擇，設定好目標，沒有規定的程序，只要依循自己的

能力、規劃，踏實的做，不難創作出成功的模組。 

看見自己的力量～我的棒球班，成功的班級經營就從班級教養薄開始，這

本成功的教養簿包括了:(一)平日行為表徴細微必需記錄(二)記錄是品格習慣塑

型的藥方(三)好品格習慣的養成需要引導(四)好孩子的成長蛻變需要等待等四

個重要內涵。 

發現問題，設立目標 

喜歡用中醫問診的情境的來做比喻～「望、聞、問、切」。找出問題，就能

引導出方向，對症下藥。憑藉多年來的教學體驗與相關文獻的研究，找到了孩子

的問題類型: 

(一)課業沒有信心，學業成就明顯落後，大部分的學生上課不專心，缺乏

讀書的動力，和老師鬥嘴引以為樂、上課發呆、睡覺是常態。 

(二)書本和文具亂放、沒有做筆記的習慣，典型的上課一條蟲下課一條龍

(而且是很吵的蟲跟龍)。 

(三)精力充沛，常有肢體上的接觸，下課追來追去，打來打去。 

(四)喜歡拿他人家人的名字做為挑釁同學工具，過動、好動、以和同學互

嗆為樂，常一言不和起爭執。 

(五)攜帶的球帶、書包隨意放置地上，脖子上經常掛有運動毛巾，一有時

間就會揮舞毛巾或做投手投球練習。 

(六)愛喝含糖飲料及油炸零食，隨意丟垃圾、沒有習慣做資源回收，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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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懶直接把可以回收的東西丟進垃圾筒內，生活常規普遍不佳。 

(七)喜歡跟著同學瞎起哄，說話不知分寸沒大沒小，唯恐天下不亂，不高

興就擺臉色。 

目標是前進的方向，新接一個班級，要把孩子帶往何處，塑造成何種類型，

期許孩子擁有那些能力等等，是任何事成功的重要開端，而看見自己的力量～我

的棒球班的班級經營，依上列問題類型設定了五個目標，包括: 

(一)轉化愛球場、尊敬球場之心；進化愛教室、尊敬教室之行動。 

(二)每日前進一點，清除環境的垃圾，進而清除自己心裡的垃圾。 

(三)靜心、強化閱讀力，改變運動選手好動、愛嗆人的不宜舉止。 

(四)維護健康，調整孩子愛吃油炸食物，愛喝含糖飲料的不好習慣。 

(五)建構正確的態度，培養積極的人生觀，擁有個人的生涯規劃。 

班上的孩子 

本文是我擔任體育班導師的部份歷程，能把一些問題多多的孩子們，轉化

成人見人愛的班級，成功的經驗借助的是看見自己的力量。 

(一)外顯的問題可以改進，隱藏的錯誤卻難以引導: 

曾擔任體育班的數學科任老師，每次上課前，總是先要花個近二

十分鐘的時間，要求同學環境打掃乾淨，把抽屜與教室整理整齊。孩

子維持功力不夠，隔天上課，教室還是很亂，隨地的圾垃，不注意就

會踩到或踢到，每天都要求打掃，即使大掃除之後，還是會留有一些

不好聞的味道，原本以為是在教室累積太久的垃圾，清除之後所留下

來還沒散去的異味，仔細瞭解後才發現異味久久不散的原因。 

一般老師上課時，都會要求學生桌上不可以擺放飲料，所以學生

習慣順手把未喝完飲料放在桌腳，被置於桌腳的奶茶和紅茶，常被不

小心移動的桌子或經過同學的腳踼到，濃稠的飲料就此留在地上。如

果當時是上課時間，因為沒即時處理，通常被發現時，已經被經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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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踩踏留下腳印，整間教室的地板都會溼溼黏黏的，久而久之，飲料

的汁液被磨石子地的毛細孔吸收，教室的地板就會變黑，甚至發臭。 

教室是學生生活學習的地方，乾淨的教室，對學生的學習情況一

定會有正向的助益。孟母三遷，是為了使孩子擁有一個真正好的教育

環境。外顯的垃圾很好清理，但是隱藏在地板毛細孔的垃圾確很難清

理的。就如孩子的心，如果表露於外在的行為，容易對症下藥導正，

隱藏內在的不為人知的未爆彈，是很難預防與注意的。 

(二)知道孩子不足的地方，就努力想辦法補足: 

擔任體育班導師並非預期之事。七月中旬接到學校的臨時通知，

要我接任體育班的導師，接受任務之後，學務主任開始告訴我這些孩

子的狀況。主任說：這個班的組成成員來自六個不同的小學，球技還

不錯，所以在小學時花了很多時間在比賽，擔誤了很多本來要學的課

業。而且這些孩子普遍活潑好動，生活常規必須要花多一點的時間與

精力去整合管理。 

學校新生報到當日的時程之一:智力測驗。負責監考班上的老師

氣沖沖的回到辦公室，老師說:大部份孩子寫不到十分鐘就趴在桌上

睡覺，沒有睡覺的同學根本坐不住，老師糾正他們，還和老師頂嘴為

樂，很難控制，監考老師提醒要注意這些孩子的行為，並表示這將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也是一個困難的差事。 

暑假的新生始業輔導，是我接任體育班導師對學生第一次接觸，

全班 20位同學，因為還有 9位同學還在北京比賽，所以並沒有辦法

看到每一個同學。始業輔導的上午，班上的第一個事件就發生了:來

參加始業輔導的 11位同學，有 6位同學集體霸凌一位同學。據調查

是因為互嗆所引起的爭端，被霸凌的同學哭著來找我，把兩方人馬叫

來問個清礎，彼此都在指責對方的不是，當下覺得，你一言我一語不

是一件好事，所以給孩子稿紙叫孩子用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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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小時過去了，七位同學，寫最多的也只有三行，約五十個字。

如果用五十個字就可以把這件霸凌的事件交待清礎，也是一件很讚的

事。無奈不僅文詞不通就算了，五十個字裡，還超過十個以上的錯別

字，而且是非常不可思議的錯誤：『在教室用乒乓球傳「街」球，他

跑來搶，撞到我的手「背」……』，由這裡判斷，孩子的學業能力可

能大都停留在小學三年級。 

(三)做對的事，改變一個壞習慣，就能前進一步: 

教務處同事說：棒球班孩子的學習態度與習慣表現是否能和田徑

隊一樣好。顯見，棒球班學生在校的生活表現，已經讓學校教職員標

上了不佳的評價。當下我直接回答，這是肯定的，而且一定會更好。

當時的直覺，這是理想，要達成目標，應該要花費更多的心力與用對

的方法。但實際瞭解後，我有不一樣的認知。 

棒球班的孩子其實很不一樣，孩子清晨七點就要到球場練體能，

八點收操開始換裝，拿好書包回到班上，第一節課已經開始，如果任

課老師要求比較嚴格，早餐十點吃完是正常的事。 

孩子中午吃飽飯後要整理球具，午休起床後換裝準備第一節下課

後到球場練習。到球場後，同學會協力把裝備車裡的球與球具搬下車，

在球場上擺放整齊。接著拿著熱身，在熱身前，球隊隊長會集合全體

隊員，集體在球場問好。其實棒球班的孩子在球場上很守記律與規矩

的，規律的生活、充足的營養、紮實的訓練，這三點每一個孩子都要

奉為圭臬，缺一不可。 

棒球的精神與禮儀，教練都奉為最高指導原則，並嚴格執行。在

這種高標準的要求之下，每一個隊員都能遵守。可是為何一離開球場

就忘了，學生的表現並未能在家中與學校表現出該有的態度與紀律。 

找出在學校表現不好的原因，是因為自卑所引起的。因為大部份

的棒球隊的孩子，課業普遍都不太好，沒有自信，加上精力充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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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時聽不懂，學生無事可做，不是睡覺就是搗蛋，加上老師沒有

適時的引導，要掌控好這些小搗蛋，的確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如何

把孩子在球場上的精神與禮儀，成功複製到學校與家中，是生活習慣

養成的重要關鍵。 

九月一日開學，終於所有同學到齊了，原本八點同學們就會進教

室，到福利社買早餐，拖拖拉拉，超八點三十分，同學才手拎的早餐

走進教室。聽地理科任葉老師說：同學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教室，好不

容易有了正確的指引，同學還嚷嚷的說，先上完廁所再進教室也不遲。

顯見孩子缺乏責任心，守時守法的觀念也要加強。 

針對孩子的種種問題，我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列出了學生要修正

調整的部份，針對問題一一尋找解決方法，努力一個學期之後，成果

豐碩，令自己也感到驚訝，原來棒球班的學生，只要用對方法，孩子

的可塑性比一般學生來得高，來的有效率。 

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之後：學生的轉變老師看見了；學生的轉變家長看見了；

學生的轉變同學自己看見了，這種看見自己的力量，是內發且是孩子品格塑型的

重要因素。 

現在班上的孩子，每日上學進班時，都會大聲和老師親切問好，而進教室的

第一位孩子，也都會主動將門窗開至定位。吃完的早餐，已養成了隨手清洗，資

源回收的習慣。孩子在校的各項表現，令所有老師、家長甚至是同學，刮目相看。

才一個學期的時間，讓學生變的有氣質，而且聽話、懂事的核心概念是：讓孩子

看見自己、認識自己。讓家長看見孩子、信任孩子。讓師長看見孩子、讚揚孩子。 

借力使力、對症下藥 

找出問題、依循目標的方向，開始執行有用的藥方。 

(一)每天做一點，簡單的事，持續做，就能擁有強大的力量：每天陪學生練

球，在球場上用文字與相片記錄孩子的成長；並和前來球場看孩子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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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長隨時做意見的交換： 

1.陪孩子練球，用照片記錄孩子的成長，除將照片以資料夾分座號儲存

外，並定時放至社群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710MLB)，

讓家長都能看到孩子的練習狀況，也讓孩子看到自己在球場上的身影，

如此對提升孩子的自信心有顯著的效益。如圖 1-1、1-2。 

 

 

 

 

 

 

 

圖 1-1 孩子專屬照片資料夾 

 

 

 

  

 

 

 

圖 1-2 承樺同學的資料夾 

2.每天到班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每一個同學的臉色，這不僅可以瞭解

孩子昨天是否有睡好，今天的心情如何，及時掌握，及時協助。每天

回家依時間回想今天在學校的記憶，有那些要調整、修正、改進的部

https://www.facebook.com/710M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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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用紙筆記錄下來。如圖 1-3。 

 

 

 

 

 

 

 

 

圖 1-3 班級教養簿 

3.將孩子的照片作成年曆和月曆，讓讓孩子看見自己、認識自己；讓家

長看見孩子、信任孩子；讓師長看見孩子、讚揚孩子。如圖 1-4。 

 

圖 1-4 班級月(年)曆 

(二)訂定合宜的班規，師生合作確實執行：七年學生級剛入校，老師如果能

瞭解孩子的特質，明訂班上學生應遵守的規準，且不打折扣的確實執行，

學生的可塑性超過八成。訂定的班規，除非不適宜，否則可以容許做的

不夠好，不宜降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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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生活學習記錄本，記錄孩子的臉色、態度、與生活學習狀況：認識

每一個孩子的特質，記錄每一個孩子的生活習慣，每天不厭其煩的去

調正、修正，潛移默化中讓孩子自發性的習慣成自然，養成好習慣，

享受好習慣。 

1.製作:學校日撥放學生成長影片，讓家長瞭解孩子優質的另外一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bP50re8JQ 

2.當孩子有不悅表情，或者說話沒有禮貌時，不要急著罵。學生只是在

傳達心裡的感受，先理解學生是用何種語言與師長溝通。或許是孩子

沒有睡好，也或許是有事心情受影響，也有可能這是孩子的正常習慣

反應，先理解瞭解後，設法讓孩子說，再來和孩子討論，等問題緩和

後，陪孩子到鏡子旁，讓孩子理解臉色和悅對自己及對別人的幫助。 

3.和學生的關係是嚴師、是慈母、也是朋友，彼此溝通沒有代溝，當同

學發生問題時：陪伴、思考、溝通、引導、叮嚀、檢視、回饋是處理

學生問題的程序。同學表現好就大大讚揚，讓學生知道自己是個優質

的好學生，端正的好形象。 

4.每日中午用餐時間，輪流播放英文聽力練習與棒球週棒，鼓勵同學努

力求學、見賢思齊，而棒球隊總教練也都會陪學生吃飯，督促學生的

飲食均衡，並教導孩子愛物惜物之心。 

5.在班上設置意見箱，鼓勵孩子勇於表達，提出建議。把表現好的事或

不對的事都說出來，包含班級需要改進或老師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四)運用學生在球場上守紀律的特性，借力使用：結合教練與科任老師的力

量，讓孩子看到自己在球場上的紀律與在球場的自信，進而成功的複製

到學校的生活與學習。 

1.棒球隊的精神： 

(1)團隊靠精神。(2)寧輸贏球品。(3)不願詐得勝。(4)服從顯風度。(5)

公事勝私事。(6)攻守求有方。(7)流汗勝流淚。(8)文武要兼備。(9)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bP50re8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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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必雙修。(10)領先當落後。(11)互勉多喊聲。(12)失誤少責罵。(13)

練球當賽球。(14)領先當落後。(15)失常多鼓勵。(16)多做求經驗。(17)

規則如法律。(18)後補熱身待。(19)快跑換攻守。(20)公物如己物。(21)

手套奉如神。(22)誤判可申訴。(23)贏球不可驕。(24)低潮要求教。(25)

勝敗即人生。 

2.棒球隊的禮儀： 

(1)論輩不論歲。(2)新人多提拿。(3)晚輩選後座。(4)儀容要整齊。(5)

聽訓要脫帽。(6)遇長脫帽禮。(7)指責不還口。(8)球迷罵要忍。(9)加

油點頭謝。(10)球具不亂拋。(11)球棒不踩摔。(12)打擊舉手禮。(13)

進退場敬禮。(14)抗議先脫帽。(15)傷人脫帽歉。(16)抗議要辭婉。(17)

客來笑迎人。(18)集合不遲到。(19)物齊再離場。(20)拾淨再離開。(21)

球鞋保潔淨。(22)進餐莫多言。(23)場禁菸檳榔。(24)謙恭眾人敬。( 25)

禮儀旺棒運。(資料來源：謝國城棒球文教基金會) 

(五)認真做好每一件事，把過程按步就班的完成，就會有成果：國中是孩子

品格塑型的重要階段，讓學生知道老師的所有要求，都是為了要對孩子

的品格塑型，共同建立師生互信與互助的機制。 

1.棒球班的同學每天早早就要起床，準備到校七點的晨操。學生每天跑

操場二十圈是必備的功課。收操，換回衣服，到教室來已經快要上第

一節課，所以學生通常在第一節課吃早餐，加上所吃的早餐幾乎都是

外面早餐店買的，所以如果不清洗就丟在資源回收箱，除了散發臭味

外，引來的蒼蠅與果繩更是衛生條件不佳的主因。所以要求學生不喝

含糖飲料與愛清潔，做好環境衛生是體育班班級經營的第一步驟，也

是成功的重要指標。 

2.以身作則，培養孩子看到垃圾隨手檢，東西放定位自然反射動作。 

3,屬於球場，不屬於教室的所有裝備，除非有教學的或其他需求，否則

一律不可以帶到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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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於喜歡用別的同學家人的名字嗆同學的孩子，會請孩子寫一封信給

被嗆同學的家長(附本給寫信同學的家長，請家長協助督促改進壞習

慣)，請家長諒解，並表達一定會改進的決心。 

5.若有同學有嗐起哄的情形發生，處理方式是請輔導或表藝老師，針對

主題，請同學負責排演一個話劇表演，從生活學習中，瞭解自己的不

宜的行為，進而調整改進。 

6.引用文獻，並且以實例讓學生瞭解油炸食物與含糖飲料對運動員的傷

害。另讓孩子實際體會，喝完含糖飲料與吃完油炸食物時，所產生的

煩躁感，及流汗時的黏稠感。 

7.與學生約法三章，告訴孩子，因為喝含糖飲料，吃油炸食物會阻礙孩

子的成長，也會影響學生的思考。所以當日有喝含糖飲料或吃油炸食

物的同學，必須利用下課時間跳繩 500下，並背 30個英文單字(國中

基本 2000英文單字)，來補充加速成長與智慧。 

(六)和在球場一樣，進入教室與離開教室都要尊敬教室，並擁有強烈的學習

欲望：與科任教師建立默契，所有老師要求一體，學生上課要抄筆記，

不可以趴在桌上，上課講話要舉手，建立本來就應該如此的規準。 

1.請各科科任老師協助，要求同學上課一定要抄筆記。學生上課有事做，

就沒有時間和老師鬥嘴、睡覺或想辦法搗蛋。另外請棒球隊的教練幫

忙，每日學生上課的筆記，一定要在球隊練習前完成，如未完成，必

須完成後，才可以加入球隊的練習。 

2.以身作則，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申請自提專案研究，營造和同學共

學的氛圍。 

3.利用班輔課帶全班至圖書館閱讀，培養孩子靜心、閱讀的好習慣。 

4.教導孩子知識上架的能力，推廣自主管理，讓孩子生活規律化、習慣

正常化。 

5.訂做隊服，經常和同學穿一樣的棒球外套，增進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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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看見老師的笑容，看見孩子笑容，提升自信心，強化競爭力：隨時讓學

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當家長知道孩子在做什麼，讓師長知道學生在

做什麼。 

1.在孩子暑假集訓時，經常到棒球場去看孩子練球，也跟很多家長有了

第一次接觸，彼此了解學生的狀況和家長的期許，很快的就能抓到重

點。加上棒球隊的家長，不管是來自台北市的那一所學校，學生家長

大都很熟，只要第一次接觸給家長好的印像，那麼很快就會傳開，所

有的家長都知道。而且從學生家長那裡瞭解其他孩子的家裡狀況，和

一些國小時常見的問題，比較容易，開學後，自然對學生的掌握度就

會比較高。所以擔任棒球班的導師，在孩子暑假集訓時，一定要抽空

至球場看孩子練球，親師生互相瞭解。 

2.針對學生的問題與父母溝通時，僅敍述事實，並表共同研議解決方法，

目的是協助孩子成長，不宜評論孩子的對與錯。 

3.將垃圾筒與資源回收箱置放於老師教室辦公桌旁，老師隨時可見學生

資源回收的狀況，從垃圾中也可以明白學生所吃的零食習慣，便於加

以約束與勸導。 

4.公務櫃置放衛生紙，除了方便同學使用外，也可以減少同學抽屜與書

櫃的空間及避免不必要的雜亂。 

5.獎學金班費制。同學表現好或成績達到標準，老師會把要請同學吃東

西的錢轉成班費，供大家使用。 

看到孩子的成長 

(一)師長對孩子的讚揚: 

師長 情境 對孩子的讚揚 

棒球隊教練 球場 今年的棒球班孩子，有禮貌，態度好，練球情緒高，

也很少發生像以前七年級學生時常發生的問題。 

學校護士 新生 從新生健康檢查時發現，今年棒球班的學生，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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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 七年級學生中最守記律，最乖的。 

教務處幹事 請假

補考 

第一次看到學生來教務處段考補考，寫考卷時寫到最

後一分鐘，學生認真的態度，令她刮目相看。 

教學組長 作業

抽查 

七年級作業抽查，體育班沒有缺繳，全班通過，而且

來幫忙的同學，有規矩，有禮有節，態度很好，做事

很認真。 

科任教師 教室 每天教室都能維持整潔、乾淨是件難得的事。 

路過教師 學校 七年級體育班的學生很讚，看到老師都會大聲問好，

而且很自然，有禮貌。 

七年級導師

辦公室老師 

其他

導師 

今年體育班的同學守規矩、愛乾淨、有禮節，學生個

個陽光力十足，讚。 

註冊組老師 學校 班上有位同學段考全校排名前十，課業與球技並重，

值得大大按讚，很棒。 

監考老師 段考 難看到棒球班的孩子在段考時，非常認真、專注寫考

卷，雖然可以看得出來學生的程度不是很好，但是認

真、尊重、堅持的態度令人激賞。 

歷史老師 補救

教學 

七年級棒球班同學的補救教學作業，是所有七年級第

一個繳的，而且全都繳齊，很棒。 

國文老師 國文

抽背 

從學期初到學期末，學生的國文抽背都過關，而且作

文都可以完全完成，認真的態度令人激賞。 

英文老師 英文

筆記 

請孩子背好英文後，寫在發下去的格子裡，每個學生

整齊的字跡工整，認真的態度，令人讚揚。 

註冊組長 學校 七年級棒球班的學生來教務處，不論補考或繳交資

料，孩子都很有精神，而且有禮貌，積極的態度都令

人不由自主的抬起頭來多看一眼。 

學校護士 健康

檢查 

七年級棒球班的孩子，一學期長高五至十公分，減輕

五至十公斤，真是個健康活潑的好孩子。 

路人 河堤

便道 

104年 3月帶學生至新生球場為學生學長比賽加油，從

學校沿河堤步行至新生棒球場，沿途所遇路人都報以

稱讚的眼神，言談之中讚揚這些孩子有氣質，守規矩，

儀態好、舉手投足都帶有朝氣。 

英文老師 學校 孩子英文筆記，全班字跡工整，GOOD。 

國文老師 學校 同學的作文，大家都全力以赴，很認真的表達，表現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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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勤學與好習慣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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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見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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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處遇過動、好動的孩子，首要引導孩子有禮有節，並且訂定固定的原則，

原則可以容許做不好再加油，但不能隨意改變。 

還沒開學，就接到班上有二個孩子有嚴重過動的傾向，對老師沒有禮貌，

還把老師氣哭。我對這二個孩子特別注意，也請教過校護如何教養這類型的小孩。

校護跟我說了很多學理與造成過動的原因，其實我都聽不懂，重要的是她提醒我，

教養這類的小孩要有固定的原則，而且不能變。 

接受的校護的建議，從開學開始，一直對這二位小朋友的管教原則，維持

平衡沒有改變，而且只要孩子一有不合宜之處，就開始糾正。 

當孩子有不當行止發生時，我會要求孩子罰站，而罰站的時間不會超過五

分鐘，目的是要讓孩子思考，並告訴孩子，老師正在幫他塑型，是提醒他錯誤的

地方，要孩子記住。 

簡單的事持續做，我和孩子強調，老師一定會持續下去，而且不會放鬆。

也因為這二位小朋友的關係，我對全班的同學也同等要求，才開學二週，班上孩

子過動、好動的狀況改善很多，孩子的生活常規也趨向規律、正常。 

(一)讓孩子看見自己、認識自己；讓家長看見孩子、信任孩子；讓師長看見

孩子、讚揚孩子。 

(二)七年級剛入校，老師如果能瞭解學生特質，明訂好班上學生應遵守的規

準，且不打折扣的確實執行，學生的可塑性超過八成。 

(三)善用生活學習記錄本，記錄孩子的臉色、態度、與生活學習狀況：認識

每一個孩子的特質，記錄每一個孩子的生活習慣，每天不厭其煩的去調

正、修正，潛移默化中讓孩自發性的習慣成自然，養成好習慣，享受好

習慣。 

(四)結合教練與科任老師的力量，讓孩子看到自己在球場上的紀律與在球場

的自信，進而成功的複製到學校的生活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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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中是孩子品格塑型的重要階段，讓學生知道老師的所有要求，都是為

了要對孩子的品格塑型，建立良好的師生互信與互助的機制。 

(六)與科任教師建立默契，所有老師的要求一體，學生上課要抄筆記，不可

以趴在桌上，上課講話要舉手，建立本來就應該如此的規準。 

(七)每天到班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每一個同學的臉色，這不僅可以瞭解孩

子昨天是否有睡好，今天的心情如何，及時掌握，及時協助。每天回家

後，依時間回想今天在學校的記憶，有那些要調整的、修正的、改進的

用紙筆記錄下來，以為明日調整管教的依循。 

(八)當孩子有不悅表情，或者說話沒有禮貌時，不要急著罵。學生只是在傳

達心裡的感受，先理解學生是用何種語言與師長溝通。或許是孩子沒有

睡好，也或許是有事心情受影響，也有可能這是孩子的正常習慣反應，

先理解瞭解後，設法讓孩子說，再來和孩子討論，等問題緩和後，陪孩

子到鏡子旁，讓孩子理解臉色和悅對自己及對別人的幫助。 

(九)和學生的關係是嚴師、是慈母、也是朋友，彼此溝通沒有代溝。當同學

發生問題時，陪伴、思考、溝通、引導、叮嚀、檢視、回饋是我處理學

生問題的程序。 

(十)認真做好每一件事，把過程按步就班的完成，就會有成果：國中是孩子

品格塑型的重要階段，讓學生知道老師的所有要求，都是為了要對孩子

的品格塑型，建立良好的師生互信與互助的機制。 

後記 

當一個好老師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最大心願。國中沒有好好用功讀書，畢業

後進入中正預校就讀，一直到政治作戰學校畢業，所學所長偏向有關軍中的知能。

雖然如此，並沒有阻擋我當老師的心願。政戰學校畢業後，在軍中歷練八年退伍，

我選擇重考大學，很幸運讓我考上高雄師範大學，也開始了我當老師的生涯。 

任教以來，基於我的求學背景與任教經歷，我明白國中階段求學是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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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個好老師、好環境、好班級，不僅可以造就一個有成就的孩子，無形中

也蘊育了整個家庭的幸福。其責任之重大，讓我一點也不敢鬆懈。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帶班以來，每日以照片記錄孩子的練習；以文字記

錄孩子的成長，在問題上架的前提下，有效的協助孩子改善不良的習慣，進而建

立更有價值的態度與特質………列舉文字記錄孩子成長的方式： 

(一)下午三點，子愉從球場打電話給我，他告訴我：老師您可不可以到教室

一下，教室裡有驚喜，老師等你到教室的時候，如果沒有發現驚喜，再

打電話給我，我會告訴您。來到教室，教室如同往常一樣，並沒有什麼

特別。我打電話給子愉，驚喜在何處。子愉說：老師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我的錢包是否在教室，我再問驚喜呢!子愉說，祝人為快樂之本。拿到了

錢包送到球場，才知道教練派子愉回母校國小陪學弟練球，深怕孩沒錢

回家，請教練聯絡國小教練，確認孩子回家沒有問題，才安心回家。 

(二)和往常一樣，三點半來到了球場看孩子練球，博均跑來告訴我，承樺因

為過敏人不舒服回家了。我問博均，承樺怎麼回家去。博均說：應該是

走路回家了。擔心孩子是否安全到家，於是打電話給承樺，承樺家裡一

直沒有人接電話，照理來說，即使慢慢走，孩子也應該到家了。不放心，

車載承樺的哥哥回家看看，承樺哥哥回家上樓查看時，我在門口等，過

了五分鐘還沒下來，心裡很緊張。約莫一分鐘，看到承樺背著球袋往家

門走去，我問承樺去那裡了，承樺說：沒去那裡，我一直在學校保健室

休息。原來承樺在中午起床之後就覺得肚子不舒服到保健室休息，並沒

有到球場，可是第五節課的老師沒有告訴我，校護也沒有告訴我，因為

每天都會去球場，所以學生離開學校練球時，不會特別點名，我會等到

去球場點名，在陰錯陽差的狀況下，虛驚一場的震憾教育就此展開，孩

子是大家的寶貝，當老師的我應該更細心、更認真。 

(三)天氣逐漸熱起來，學生開始開電風扇，為了學生的健康，中午打掃時間

請全班學生將椅子拿起來，把教室好好的打掃拖地。全班各司其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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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打掃，只有四個同學不在，學生在黑板上寫了未到同學的座號，並自

靠奮勇的要去找那些學生。學生回來報告說:教練要他們在地下室坐重量

訓練。四位學生回來之後，我問學生是那一位教練要你們做重量訓練，

同學都默默無語，顯見這些是推拖之詞。我要孩子站在教室後面，可以

討論如何處罰自己。二分鐘後，學生代表說:罰站一星期。我告訴孩子，

同學在打掃，你們卻在偷懶，罰站是處罰你們，對班上並沒有助益，想

想看你們能為班上做些什麼。學生討論後說:打掃教室一星期，我認為可

以，接著就讓學生回去休息了。處罰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要讓學生記

住自己所犯的錯誤，進而改進自己的缺點。……………………………。 

擔任體育班導師，看到孩子在球場上，在烈日下奔跑練習，汗流，執著是

為的是創造自己人生的幸福之路，而如何將孩子在球場上的自信與專注，成功複

製應用於平日生活習慣與充實自己的學識上，是一個很棒的挑戰。 

學期中，棒球隊總教練拿了球隊的帽子給我，跟我說：身為球隊的一員不

僅是榮耀也是責任。現在的的我自信滿滿，因為我已找到了方法與答案：『讓孩

子看見自己，因而產生擁有自信的力量，就是專業。』只要不怠惰，全力以赴，

學生的未來會是彩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