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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華岡校友丶文大家長及全體教職員生，
大家好！今年開春恰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蔓延，全國上下無不繃緊神經、認真以對，讓
大家都度過了一個很不一樣的寒假，文大同仁
也未鬆懈，隨時緊盯著疫情發展，並依照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等的指示，依據最
新疫情變化擬具相應防疫措施，務求阻絕病毒
進入校園。
  在這段期間，我除了召集各單位及學生代表
舉行了多次應變會議，並作出延後至 3 月 2 日
開學，展延於 2 月 26 日起舉行的創校 58 週

年大會丶運動會等相關慶祝丶紀念活動等重要
決議。
  3 月 l 日文大校慶，源於 1962 年 3 月 l 日
董事會成立，創辦人張其昀博士遂訂是日為建
校紀念日。此後每年 3 月 l 日及 3 月校慶月活
動，也成為全體華岡人凝聚向心力的重要節
日。今年因肺炎疫情嚴峻不得不延後，遺憾之
餘，也衷心感謝同仁丶學生籌備活動的努力；
因此造成的不便，亦請各界及校友諒察，並盼
繼續給予文大支持及指導。
  於此同時，為讓學生安心學習，學校除備妥
紅外線體溫感測儀、額溫槍、口罩、消毒水等
防疫物資，並已規畫彈性修業機制，希望能將
疫情影響降至最低；另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有部分境外學生於學校宿舍內或校外居處進
行 14 天的「居家檢疫」，萬分感謝這些同學
的配合及家長的體諒，校方也保證務必會做好
相關宿舍的清潔消毒工作，還請同學及家長安
心。
  如今終於順利開學、步上正軌，最大的變化
是，全體教職員生每天都必須於量測體溫後才
能進出各大館樓上課；另為防範病毒於開學後

入侵校園，也請師生務必詳實填寫「健康關懷
問卷」，還請大家配合，以確保大家的健康安
全。 
  肺炎疫情對於國家、社會乃至文大來說，既
是危機也是轉機，它不僅是考驗著我們的緊急
應變能力，也是對人性以及社會關懷的一場試
煉。企盼全體華岡人攜手併肩，以關懷的愛
心，共體時艱，打贏這場防疫戰爭，早日讓校
園步上正軌！

文／徐興慶校長

全校落實防疫  華岡人攜手併肩 
徐興慶校長：以關懷的愛心共體時艱 打贏防疫戰爭

在服務深耕超過三十年，這裡的每一步、每一景、每一個人，都深深烙印心裡，對文大從陌生到熟悉，每位師生無不將自己的青春投入在這
樣的校園之中，對文大懷著滿滿的感謝。

紡織工程學系 王權泉

紡織工程學系 郭文貴  

總務處出納組張文玫組長 學生事務處許嘉纓約聘組員理學院林琦又秘書

俄文系 王愛末中文系文藝組 陳妙如

圖書館 翁德駒

華岡弦歌三十載

回首向來蕭瑟處

心上溫馨生感激

年年歲歲有今朝

歲歲年年人不同

老驥伏櫪

退休續譜夕陽曲

蒼松傲雪

餘生再唱春牛歌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三十年於華岡教學

研究的回顧，內心除

了感恩還是無限的感

恩 此 一「 華 岡 大 家

族」，總覺得於華岡

之人（無論是師長、

同事、甚至於天真無

瑕的莘莘學子）事地

物等彼此互動間無數

美麗、動人的故事均

賦予我生命成長的動力與養份遠遠多於個人

渺小的付出與奉獻。自 1987 那年懷抱著滿

腔熱血、奉獻杏壇之志趣，以及無限欣喜與

興奮心情來到了中國文化大學，而三十年來

無數的學子經過師長不時的啟發與叮囑、如

親情般的真情互動洗禮後均能成為社會的中

堅、嶄露頭角且貢獻才華，甚至也都能懷著

感恩的心及回饋母校，此乃吾人最感欣慰、

最難忘的經驗與成就。茲亦願 「華岡大家

族」源遠流長，及所有華岡人平安喜樂。

  甫升遷本校總務處出納
組張文玫組長，認真刻
苦，盡責配合，工作積極
主動，態度謙遜有禮，
每逢新舊學年度、計畫前
後，更以準時放款為最主
要目標，秉現優異，獲
108 學年度行政特優殊
榮。

  張文玫組長工作職務，協助總務長綜理全
組業務。財務報表審核、支票、取款憑條用
印。辦理銀行存款等各項資金之轉撥及電匯、
結匯等事宜。辦理往來銀行借款請款、繳款、
開戶、印鑑變更、銷戶等事宜。
  張文玫組長工作積極主動，態度謙遜有禮，
除出納組的本職業務負責盡職外，往往能主
動配合會計單位及協調處理全校師生，不論
指定業戶獲交辦事項，接能本於維護學校的
權益思考，克盡職守，不畏艱難，並能尋求
最佳、圓滿的方式，表現優良。
  與同仁相處融洽，並能與同仁一起加班完
成任務，更能主動關心新進同仁對於工作的
適應情形，個性認真，做事負責，足為行政
長官之典範。

  行政基層之光！學生事務
處許嘉纓雖為約聘組員，但
到任校學校九年以來，展現
高度服務熱忱，完成多種重
大計畫，其職務服務於教學
卓越辦公室、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擔任本校性別平等教
育窗口，直至目前擔任學務
處秘書，每一項工作表現亮
眼傑出，獲得 108 學年度行
政特優殊榮。

  許嘉纓其待人處事圓融、具有服務熱忱且對人高
度關懷，對於自己主辦及管理之業務或對於處內各
組織業務皆盡心協助瞭解，並能提出具體改進措
施。
  學務工作繁雜多元，配合教育部建議，辦理各項
研討會，認真負責，獲高度肯定，包括辦理 106 年
度全國大專校院學務與輔導創新 - 校園美感教育之
發展與精進研討會、辦理 106 年度北區九所私立大
學優九 ( 後改優久 ) 聯盟學務輔導工作經驗研習活
動、辦理 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生活輔導組主管會
議、擔任本校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代表勞方參與
會議與資方和平溝通，致力於校內、校外各項業務
的溝通協調，能分擔長官業務，足為同仁表率。

  理學院林琦又秘書
大學畢業後就選擇留
校服務，擔任理學院
祕書迄今超過 20 年，
歷任三位院長的更迭，
仍不減其服務熱誠，
認真負責態度，默默
耕耘的精神，成為華
岡一抹最美的人文風
景，更獲 108 學年度
行政特優殊榮。

  林琦又秘書在職期間，擔任學術與行政良好
的溝通的橋樑，對於交辦事項認真負責使命必
達。負責態度工作認真，不求聞達。負責業務
包括完成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相關事務推動、
理學院相關事務工作及推展、深耕計畫辦理及
管控、教師評鑑相關配合事項。
  她並完成理學院內部相關事務，積極推展配
合辦理深耕計畫及管控，並擔任環安衛委員會
資源回收再利用工作小組承辦人、擔任民防團
及自衛消防編組人員迄今。
  對於學校業務配合度高，擔任環安衛內稽人
員及辦理地科論壇學術研討會、擔任海洋研究
發展中心兼任助理。

感恩學生時期恩師的
提拔，才有機會在華
岡一待三十多年，承
接老師們的棒子、奉
獻自己的所學。看著
學校的發展、蛻變到
如今的規模，唯願所
有的華岡人均持續努
力成為母校驕傲的一
員。

華岡，地靈人傑，環
境優美；
藏書資訊豐富；良師
益友眾多；
是教與學的好地方。
華岡，惠我良多，感
謝，感念！

30 年了嗎？回想 30 年
前懷著一顆忐忑的心
由館長陳碧蓉老師親
自面試的過程似乎仿
佛昨日。30 年的感想
簡單說就是感謝二字。
感謝陳故館長的提攜，
感謝華岡給了我一個
安身立命學以致用的
好環境，更感謝這 30

年來共事過的長官和同事們所給予我的幫助。

華岡弦歌三十載 無風雨也無晴

感恩華岡大家族　賦予生命養分

與同仁齊心 使命必達 致力溝通協調 分擔長官業務 足為同仁表率默默耕耘 華岡最美一抹風景！

唯願華岡人持續努力成為母校驕傲華岡，惠我良多，感謝，感念！

感謝華岡給我安身立命學以致用的環境

優秀行政特優同仁 積極努力使命必達  齊心打造最美華岡

姓名 職稱 單位

江雯娟 組員 職發組

黃彩蓮 組員 出納組

張文玫 組長 出納組

翁德駒 組員 圖書館

丁香勻 組長 會計室

王俊彥 教授 中文系

陳妙如 教授 文藝組

方献洲 副教授 日文系

王愛末 副教授 俄文系

程思誠 教授 物理系

閻嘯平 教授 政治系

葉澄芳 秘書 農學院

郭文貴 教授 紡織系

王權泉 教授 紡織系

蕭素翠 講師 新聞系

黃惟馨 教授  戲劇系

吳慧君 教授  技擊國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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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土資系 陳怡君 助理教授 1

大氣系 王嘉琪 副教授 2

大氣系 周昆炫 教授 1

大氣系 張瓊文 副教授 1

大氣系 劉清煌 副教授 1

大氣系 蘇世顥 副教授 2

大傳系 王台瑞 助理教授 1

大傳系 孫慶文 助理教授 1

大傳系 楊祖珺 教授 1

化材系 張玲玲 教授 2

化材系 曹春暉 教授 2

化材系 陳文智 副教授 1

化材系 陳景祥 教授 2

化材系 雷健明 副教授 3

化學系 游錫榕 兼任副教授 1

化學系 蔡振彥 助理教授 1

化學系 鄭豐裕 副教授 1

化學系 賴昱衡 助理教授 10

化學系 蘇平貴 教授 5

文學組 廖一瑾 兼任教授 1

文藝組 嚴紀華 教授 1

史學系 林冠群 教授 1

史學系 連元 副教授 1

生技所 林彥昌 副教授 4

生科系 吳賜猛 教授 3

生科系 巫奇勳 副教授 1

生科系 詹伊琳 副教授 3

生科系 廖政 教授 2

生應系 陳欣怡 副教授 1

生應系 陳彥呈 副教授 4

全商系 徐銘甫 助理教授 5

地理系 謝雨潔 副教授 1

地質系 郭欽慧 副教授 1

地質系 陳柔妃 副教授 2

地質系 劉佳玫 助理教授 1

地學所 周昆炫 教授 1

地學所 盧光輝 教授 1

行管系 王順文 副教授 1

行管系 邵建民 副教授 1

行管系 陳潁峰 副教授 1

行管系 傅岳邦 副教授 1

行管系 蘇子喬 教授 2

行銷所 謝艾芸 助理教授 2

法律系 李寧修 副教授 2

物理系 王建亞 副教授 1

物理系 陳繩義 教授 2

物理系 程思誠 教授 1

社福系 洪明皇 教授 1

社福系 陳正芬 教授 1

社福系 廖明鈺 副教授 2

建築系 江益璋 副教授 1

建築系 林家暉 助理教授 1

建築系 楊欣潔 副教授 1

政治系 林炫向 教授 1

政治系 梁裕康 教授 1

哲學系 林斯諺 助理教授 1

哲學系 洪嘉琳 助理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哲學系 曾春海 兼任教授 2

哲學系 黃藿 教授 2

哲學系 黎惟東 兼任教授 1

師培中心 王等元 教授 1

師培中心 單文經 教授 4

紡織系 賴秋君 教授 6

紡織系 王權泉 教授 1

財金系 王譯賢 教授 3

財金系 洪瑞成 教授 1

財金系 梁連文 教授 2

財金系 楊馥如 教授 1

財金系 沈高毅 教授 3

國企系 張志宏 副教授 1

國企系 許嘉霖 教授 7

國企系 陳彥君 教授 1

國企系 陳曉天 副教授 1

國企系 賴素鈴 教授 1

國企系 戴依 教授  3

國企系 顏敏仁 教授 3

國術系 吳慧君 教授 4

國術系 宋玉麒 副教授 1

國發所 趙建民 教授 2

國貿系 李政德 教授 1

國貿系 郭國興 教授 1

國貿系 鄧為丞 副教授 1

國貿系 駱少康 教授 2

教育系 游振鵬 教授 1

都計系 游政諭 副教授 1

森保系 胡正恒 助理教授 1

森保系 蘇夢淮 副教授 1

園生系 阮素芬 副教授 1

園生系 林冠宏 教授 6

園生系 陳麗如 副教授 1

園生系 黃盟元 副教授 6

園生系 熊同銓 副教授 2

新聞系 江淑琳 副教授 1

新聞系 郭文平 教授 1

新聞系 羅彥傑 副教授 2

會計系 王茂昌 教授 2

會計系 呂學典 助理教授 2

會計系 林欣瑾 教授 4

會計系 陳富祥 教授 3

會計系 劉朝陽 教授 4

經濟系 洪乙禎 副教授 1

經濟系 馬泰成 教授 3

經濟系 張瑞雲 教授 2

經濟系 陳宛君 教授 1

資工系 劉仲鑫 副教授 1

資傳系 戴維良 教授 2

資管系 江長唐 助理教授 1

運健系 戴旭志 副教授 2

運健系 蘇俊賢 教授  3

電機系 王明浩 副教授 5

電機系 李克怡 教授 2

電機系 杜翰艷 教授 5

廣告系 邱于平 助理教授 1

廣告系 顏惠芸 副教授 1

機械系 江沅晉 副教授 4

機械系 林建宏 副教授 2

機械系 張達元 教授 1

應數系 何志昌 助理教授 1

應數系 黃朝銘 教授 1

應數系 鄭文巧 教授 1

營養系 翁德志 助理教授 4

營養系 施明智 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營養系 游宜屏 副教授 1

韓文系 許怡齡 副教授 1

體育系 邱逸翔 助理教授 1

體育系 彭賢德 教授 4

體育系 盧俊宏 教授 2

體育系 羅興樑 副教授 2

觀光系 林欣儀 副教授 1

觀光系 楊增華 副教授 1

學術研究成果獎：

凡經發表之研究論文、專書、

藝術及設計創作或研究計畫、

建教合作等得依本校學術研究

成果獎勵辦法申請獎勵。107

學年度獲獎之教師如下：

藝術及設計創作獎：

專書獎：

研究計畫獎勵 :
1. 連續 3 學年獲得科技部研究

計畫經費補助

2. 指導本校學生執行科技部大
專生研究計畫之研究報告，
經科技部審定成績優良且有
創意者：

單位 姓名 職稱

化材系 曾梨子 教授

資工系 洪敏雄 教授

資工系 楊泰寧 助理教授

資工系 洪敏雄 教授

機械系 江沅晉 副教授

機械系 柴昌維 副教授

機械系 蘇國和 教授

機械系 鐘文遠 教授

哲學系 蔡龍九 副教授

日文系 沈美雪 副教授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教學特優教師：認真教學研究與輔導 春風化雨暖華岡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美術系 林金標 教授 1

音樂系 呂文慈 教授 1

音樂系 林天吉 助理教授 ( 技 ) 2

音樂系 洪千貴 教授 1

音樂系 孫小媚 副教授 1

國樂系 黃好吟 兼任教授 1

國樂系 吳宗憲 副教授 ( 技 ) 2

國樂系 樊慰慈 教授 2

國樂系 鄭曉玫 副教授 ( 技 ) 1

國劇系 謝俐瑩 助理教授 1

舞蹈系 林郁晶 副教授 1

戲劇系 李柏霖  講師 4

戲劇系 紀家琳 副教授 1

戲劇系 徐堰鈴 副教授 ( 技 ) 2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大傳系 王毓莉 教授 1

行管系 余小云 教授 1

行管系 蘇子喬 教授 1

俄文系 安多麗 副教授 1

政治系 閻嘯平 教授 1

哲學系 曾春海 兼任教授 1

師培中心 王等元 教授 1

國劇系 劉慧芬 教授 1

德文系 許書珊 助理教授 1

戲劇系 紀家琳 副教授 1

戲劇系 劉效鵬 兼任副教授 1

體育成就獎 :

發明專利獎 :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體育系 余清芳 教授 1

國術系 宋玉麒 副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機械系 柴昌維 副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韓文系 許怡齡 副教授

法律系 李寧修 副教授

行管系 蘇子喬 教授

社福系 陳正芬 教授

政治系 林炫向 教授

經濟系 馬泰成 教授

經濟系 廖志興 副教授

財金系 沈毅 教授

國企系 許嘉霖 教授

國企系 陳彥君 教授

國貿系 駱少康 教授

會計系 林欣瑾 教授

數媒學程 鄭慕尼 助理教授

心輔系 邱發忠 教授

師培中心 單文經 教授

師培中心 劉語霏 副教授

國術系 吳慧君 教授

教育系 游振鵬 教授

華語文學程 方麗娜 教授

體育系 彭賢德 教授

體育系 盧俊宏 教授

大氣系 王嘉琪 副教授

大氣系 周昆炫 教授

大氣系 洪夢白 助理教授

大氣系 張瓊文 副教授

大氣系 劉清煌 副教授

大氣系 蘇世顥 副教授

化學系 陳輝龍 教授

化學系 鄭豐裕 副教授

化學系 蘇平貴 教授

地質系 郭欽慧 副教授

地質系 陳柔妃 副教授

地質系 黃瑞德 教授

地質系 劉佳玫 助理教授

光電物理系 王建亞 副教授

光電物理系 程思誠 副教授

光電物理系 蘇莉真 副教授

應數系 鄭文巧 教授

大傳系 王毓莉 教授

新聞系 江淑琳 副教授

新聞系 郭文平 教授

新聞系 羅彥傑 副教授

資傳系 李天任 教授

資傳系 謝翠如 副教授

廣告系 顏惠芸 副教授

土資系 李家儂 教授

建築系 江益璋 副教授

都計系 王思樺 副教授

景觀系 張琪如 副教授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國企系 鄭耿翔 助理教授 1

資傳系 謝翠如 副教授 1

園生系 林冠宏 教授 1

中國文化大學 58 週年校慶 中國文化大學 58 週年校慶

研究論文獎：

外語學院英文系 蔡佳靜助理教授農學院生技所 黃鵬林教授 理學院化學系 鄭豐裕副教授

工學院化材系 雷健明副教授

新傳學院大傳系 王毓莉教授

商學院國貿系 黃月霞副教授

教育學院教育學系 游振鵬教授

  “No Child Left 
Behind”( 有教無類 )
是我一直秉持的教學
理念，每位學生都是
一個個體，他們的程
度、需求及學習方法
都不盡相同，若是以
同一種方式來教學，
則無法滿足學生們的
需求，學生也可能會
失去學習的動力，甚

至放棄學習。因此，了解及尊重個別差異，
提供適性教育，依學生的能力、興趣、學習
方式，給予合宜及公平的學習期望與目標，
採用多元化教學策略及評量，適時的融入數
位學習工具，讓學生發揮自己的潛能，提升
自我效能。此外，和學生間要建立良好的師
生互動關係，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和學生聊天，
了解他們喜歡的事物及學習的困難處，藉以
改進教學設計，也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
及興趣。
  能夠當選 108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要
感謝的是整個外語學院及英文系同仁們的努
力，老師之間的互相學習及積極參與各項研
習活動，營造出一個和樂積極的教學環境，
使我能夠更正向、更努力的改進我的教學。

  有教無類、因材施
教、將積極的生命觀
與專業研究成果融入
教學是我的教育理
念，更是我對教學的
堅持與態度。
  能夠當選為 108 學
年度校教學特優教
師，感到無比榮幸。
在此特別要感謝農學
院全體教師的疼惜與

推薦；其次也要感謝農學院葉秘書及生技所
郭助教的鼎力相助。當選特優教師，是一種
榮譽，也是一種責任，在平靜的教研生活中，
好像肩膀上多了一項負擔，然而教學是我一
生的志業，往後我仍然會樂觀進取並全力以
赴；我也體認當代教師最重要的任務，是培
養學生成為有禮貌、負責敬業的文明人。

  學無止境，在學習
的道路上，每一個人
應當謙卑努力學習，
即使是已身為老師的
我，也要持續不斷地
學習。素質好的學生
要教，素質較差的學
生更要教！素質好的
學生，其學習成果較
佳，也更容易獲得關
注與掌聲，對其學習

所付出的努力容易獲得回報。但素質較差的
學生，較不易獲得關注與掌聲，即使努力過
也較不能獲得相對應的回報。此時，更應對
他們付出關心，鼓勵他們多參與學習。心態
是學習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學生的心
態若改變，其學習態度就會跟著改變；學習
態度的改變，就會引發學習習慣的改變。
  因此，個人常鼓勵學生培養努力學習的態
度及自我思考，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就可
能改變學生的人生。素質較佳的學生就像是
一隻兔子，可以鼓勵他們追求更進一步的學
問，而且目標是要讓他們成為一隻不會在半
途中睡覺的兔子；相反的，素質較差的學生
就像是一隻烏龜，要對他們有充分的關心與
鼓勵，並利用適當的教學方式讓他們提升學
習效果及增加學習的信心，其目標是要讓他
們成為一隻勤奮且不會偷懶的烏龜，在一樣
的道路上，只要不間斷的學習，就能勝過一
群偷懶的兔子。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是教育
兩個重要的原則，個人也還在努力學習當中，
在此以這兩個原則與所有老師和教育家共勉
之。

  以適性為出發，由
學生角度，用引導的
方式，從基本做起，
是我在教育的堅持與
理念，基於此，我努
力執行教學相長的學
習精神。謝謝文化大
學給予自己肯定。
  沒想到轉眼間，到
文化任教也進入第
十五年了，除了感嘆

時光的飛逝，回首往事點滴在心頭。這些年
來，要特別感謝學校、院長的提攜，讓我有
機會擔任行政服務；感謝主任、院秘與助教
的幫忙，讓我能夠推動我的教學構想。讓個
人除了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努力外，還能
夠獲得獎項鼓勵，真是令人十分感動。”教
學”是一條漫長的”相長”之路，除了同事
間的相互幫忙外，我自已也從學生上面學到
很多。最後也要感謝我的學生，有他們的相
伴讓我的人生更加豐富。

  啟蒙思考力、激發
潛在力、提升行動力
是我的教育理念。很
意外能夠在相隔九年
後，二度受到全校教
學特優獎的肯定！如
同一直以來期許同學
的觀念：「人的潛力
無限，竭盡全力，相
信自己，那麼就沒有
不可能的事！」個人

以為大學之道除了協助同學建構各學門的專
業知識與專業實踐力外，更重要的是「啟蒙
思考」，特別是在此真假資訊爆炸與言論場
極化的年代，明辨事實與意見、培養獨立批
判思考能力、涵養異地而處的同理心思考，
是現代大學應該引領同學的方向。

  尊重學生的差別個
性與興趣之調和發
展。期許自己日後要
秉持「專業不帶壓力」
教學，不以「考試成
績」作為唯一的學習
評量。鼓勵同學「跳
脫慣性」，「擴大自
我舒適圈」，勇於開
發「 自 我 能 力 和 自
信」。倡導學生寒暑

假要找實習機會且要去跟國貿領域相關的企
業實習，提早理解何謂「學以致用」。協助
輔導對「貿易經營和全球貿易行銷」有意願
且富學習動機的學生，以「教學為先」、「行
政支持與企業資源挹注為輔」、成就學生「體
驗學習和豐富學習」的歷程，達到「學會做
人、做事、品德與知識發展並進」的目標。
同時顧及「暫時」找不到學習動機和無興趣
的同學，相信他們的潛力，給予多元學習、
見習且富彈性的教學環境，耐心等待學生們
找到適合自己學習的方法 / 方向 / 領域。
  感恩成長歷程，深受許多好老師的啟蒙指
導，諸多先進前輩們熱情給予提攜和磨練機
會。往後仍是一本教育初衷，樂意分享教學
實作或產學合作經驗。謹記未來教學莫忘用
「寬容心」欣賞/發掘學生多方優點，善用「企
業資源」灌溉外貿教學環境，靜心讓「時間」
持續地鼓勵學生萌芽茁壯。

  以本校學生為例，
班上成績處於後段的
同學，較少有成就感，
可能成為教室的「客
人」。有鑑於此，個
人在與同學互動中，
會真誠、平等地關心
他們，再加上我會記
住每位修課同學的姓
名，在喊出他們的名
字並關心他們的學習

與生活時，同學們會覺得受到尊重，也會感
到窩心，無形中學習動機與成效就會提升。
  運用「蘇格拉底對話教學法」：在授課課
程中，個人會針對該週的上課主題提出相關
問題，並經學生澄清、確認欲解決的問題之
後，進入正式討論階段。在此階段中，所有
修課同學經由提問，逐步分析問題，並檢視
所提出的解答。採行「學習共同體」的學習
模式：個人的教學向來是在對話與聆聽的基
礎上，形成互為主體的學習。我的作法為：
實施異質性分組→開展小組成員間的對話與
聆聽關係→進行討論活動、協同、反思→重
視學習者主體的體驗學習→注重多樣性與差
異性的學習→營造互學關係。

改進教學設計 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教無類積極的生命學習態度 改變學生學習心態 引發內心學習習慣

適性教育 引導學生落實學習態度與精神

竭盡全力 相信自己 沒有不可能的事

保持初心 始終維持教學熱誠

記住每位學生名字 關注真誠平等對待

為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教學成效特優教師，每年表彰特優教師，今年有七位老師獲肯定，獲頒全校特優教師及獎勵金 12

萬元，春風化雨溫暖華岡，老師們認真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具卓著貢獻，足為師生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