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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特辅教育氛围的营造及其对特辅学生的影响浅谈特辅教育氛围的营造及其对特辅学生的影响浅谈特辅教育氛围的营造及其对特辅学生的影响浅谈特辅教育氛围的营造及其对特辅学生的影响 

////杨桂丝杨桂丝杨桂丝杨桂丝、、、、刘翠雯刘翠雯刘翠雯刘翠雯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尊孔独中秉持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于 2003 年开办

特辅班，为学习能力低下及学习基础差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至

今，尊孔特辅班在不知不觉中已成立九年。2009 年在吴建成校长的引领下，

特辅班制度运作的雏形也逐步形成，该年是由谢映红老师作为特辅班老师的

召集人，为特辅班教师核心团队的组织奠下基石。 

 

 2010 年，尊孔成立特辅部。学校将旧楼原有的环保室及小舞台进行改建

为特辅部教师办公室，并将特辅班级从新楼移至旧楼。在行政架构上，特辅

部有主任李玮心老师、育人助理杨渂清老师、陈菱蔚助理以及八位特辅班的

班主任。 

 

1.1.1.1. 特辅班发展的“理想”与“现实”特辅班发展的“理想”与“现实”特辅班发展的“理想”与“现实”特辅班发展的“理想”与“现实”    

 为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学校将所有的特辅班级（2011 年共八班）搬迁至

旧楼，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同时也方便特辅老师

集中管教、规范特辅生。再者，特辅班与普通班的学生之间有空间上的隔离，

可以避免特辅生与普通生之间作比较与异样的眼光。另外，学校也希望能够

在旧楼这个空间上建立起属于特辅生的小天地，让他们有一个自由的活动空

间，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从 2010 年始，特辅班集中于旧楼的安排已落实了两年，在空间的规划

上老师们发现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目前面对的问题，就硬体方面来说，

旧楼的课室空间是非常狭小的。虽说特辅班属小班制，平均一班的学生人数

不超过 31 人，但是当旧楼的课室内排满学生的座位用具、橱柜、教师电脑

桌后，学生在班上走动的空间变得更加局限，间接导致学生在班上容易发生

碰撞，所以在旧楼的班级打破玻璃、公物损坏的频率是满高的。尤其旧楼在

今年增加了高中班级的学生，更让旧楼的空间变得更拥挤，学生的活动空间

也就相对的减少了。 

 

 从环境氛围的营造上来说，我们发现，由于大部分的特辅生的学习能力

较弱，各班的学习氛围不佳的相互影响下，学生对于学习的意愿也不高，而

且缺乏正面的影响力和学习对象。另一方面，特辅班同学比较好动、活泼、

爱玩闹，他们在下课时间只有永无停止的吵杂声，让整栋旧楼显得异常“热

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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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方面，本部所面对的问题是缺乏一位专业的辅导老师，很多时候班

主任需要处理各类“特色”的学生问题，在这方面，班主任缺乏辅导专业的

支援。目前特辅部大部分的个案主要都是由育人助理及特辅部主任在协助处

理，但是两位老师必须同时协助处理八个班的个案，而且还需要监管整个旧

楼的秩序，包括高中班级和初中特辅班，所以在问题接踵而来的情况下分身

乏术。以上提出的各种问题，都是老师们经过两年来的观察与经历，所做的

经验总结。 

 

2.2.2.2. 目前特辅部教育氛围的营造目前特辅部教育氛围的营造目前特辅部教育氛围的营造目前特辅部教育氛围的营造    

    纵然面对上述种种的问题，特辅部由 2010 年成立至今，在特辅部老师

团队一直不断想方设法下，希望可以将“教师互助，学生学习”的特辅教育

氛围建立起来。在此，我们将之归类成下列几点进行叙述。 

 

2.1 2.1 2.1 2.1 特辅部教师之间的支援模式特辅部教师之间的支援模式特辅部教师之间的支援模式特辅部教师之间的支援模式    

老师之间的支援模式主要分成两种： 

1. 协助管理班级秩序； 

2. 老师们的情绪安抚与舒缓 

 

2.1.12.1.12.1.12.1.1 协助管理班级秩序协助管理班级秩序协助管理班级秩序协助管理班级秩序    

    由于特辅班集中在旧楼，而特辅办公室就位于班级的底层，所以老师们

在进班上课时，或是在回办公室的途中常常会经过其他特辅班级。若此时班

级发生任何的纪律问题，老师们都会及时制止甚至是给予训话或是直接处罚

学生，再直接向有关班级的班主任汇报学生姓名及犯错的事项。举例说，在

换节时间，学生会常常出现在门口“看风景”和聊天的状况，或在班级内大

声喧哗甚至打架等。特辅班老师们看到这些状况会要求他们立刻进班，或以

眼神或口头直接警告学生，要求他们安静。若情况严重则会将他们带下特辅

部办公室惩罚。 

 

  根据特辅部的处理机制，特辅班学生若在上课中出现干科任扰老师上课

的状况（直接和老师顶撞、和同学打架、学生情绪不稳定等等），会立即将

学生送到特辅部，由班主任、育人助理或主任协助处理。若此时班主任、育

人助理或主任都在上课，其他在办公室内的老师则会协助处理。 

 

其基本的处理原则如下： 

A了解状况； 

我们会询问科任老师或是班长发生什么事情，再和学生沟通。若学生

的情绪极为不稳定，例如大哭大闹或是大发脾气，我们会让学生坐着

或是站着冷静下来，才开始和学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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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决定处理方式； 

 I 若学生的状况较轻微，科任老师会直接处理； 

 II 若学生的状况比较严重，班主任接手处理； 

III 若是严重的个案，我们会让他们写违纪，然后透过育人助理或主任先

处理，然后再呈交到训导处处理。 

 

C 向班主任汇报。 

 

    基本上当学生被带下来特辅部时，除了班主任和育人助理之外，在场的

老师也会关注学生发生了什么状况。若发现有些学生完全不认为自己有犯

错，自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些“自然反应”、“正常现象”或是因为“死

爱面子”的关系而拒绝承认错误，其他老师会介入处理。我们在处理此类型

的状况时，基本模式可以归纳成“连续轰炸，软硬兼施”、“分散攻击”、“妈

妈唠叨”等等。若学生因为上课时和老师起冲突而被带到特辅部，很耍个性

的拒绝承认错误时，现场老师会视当时师生沟通的气氛、情况而配合使用不

同的模式，例如： 

 

1.“连续轰炸，软硬兼施” 

几位老师采用不同的态度（严厉责骂、柔性劝告、体谅心疼等等）连续

和学生对谈，让学生的态度软化，了解自己的问题。比如说： 

 

I   当一位老师在很严厉的责骂学生时； 

II  另外的一位老师则会扮演温和劝说的角色； 

III 也有老师是完全站在学生的角度，询问学生是否在师生冲突的过程中受  

了什么委屈或是发生了什么误会。 

 

    通过以上的方式交替和学生沟通，老师以不同的角度向学生说明为什么

我们不接受他的行为表现，以便让学生可以明白他所犯的问题，并勇敢的承

认他们的错误以及坦然的面对他们应得的处罚。 

 

2.“分散攻击” 

    若当时在场只有一位老师，师生沟通的气氛僵硬时，我们会让学生站在

一旁“自我反省”，其他老师上课回来后发现学生站在办公室内，会主动询

问学生发生什么事情，让学生将他所犯的错误从头到尾重述一遍，巨细靡遗。

之后另一位老师再次让学生仔细说明他所犯的错误。如此轮回数遍，学生常

常会在不断的重复叙述中发现本身的错误，然后态度会逐渐缓和，也因此感

到心虚，进而达致自省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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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老师们也可以常常透过此过程，发现有些学生前言不对后语，扭

曲事实以自保，就可避免发生被学生糊弄的状况。此时，再由班主任、育人

助理或主任再次和他谈话处理会比较顺利。之后，我们再综合老师们的意见，

才决定学生的处罚模式。 

 

3.“妈妈唠叨” 

    学生犯错、记过处理之后，老师会不定期的约见，询问学生的近况。若

学生的进度欠佳，老师会苦口婆心的劝告，甚至是“碎碎念”。给学生一些

压力，让学生知道我们有一直在关注他。 

 

    基本上，我们觉得每一位老师都有不一样的特质，有的严厉、有的严谨、

有的温和、有的循循善诱，而每一位学生也有不同的个性，透过上述互相配

合的方法，我们可以制造一个师生之间的缓冲区，减少班主任、科任老师和

学生之间的直接冲突，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2.1.2 2.1.2 2.1.2 2.1.2 教师情绪的舒缓与安抚教师情绪的舒缓与安抚教师情绪的舒缓与安抚教师情绪的舒缓与安抚    

    在管理特辅班时，班主任有时候会被一小部分态度恶劣的学生激怒，导

致老师心情低落甚至无法在进入班级上课。其他老师会慢慢安抚老师，让老

师倾诉他们的情绪和叙述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例如：当某一个老师踩着急促

而有力的脚步声回办公室，重重的放下课本时，办公室内的老师会很有默契

的互相对望心领神会，关心的问一句：“老师，你还好吗？”让老师倾述她

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既可以让老师透过讲述将情绪发泄出来，也可以让我们

了解事情发生的原由。然后我们会“兵分两路”：班主任或是育人助理会接

手处理问题学生。 

 

    若有需要，其他老师会尽量协调代为进班，好让老师有时间调整情绪；

其他老师会及时给予陪伴与支持。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在老师情绪平伏后提

供一些建议或是分享我们各自的经验，从中互相鼓励、互相学习。教师团队

间的互相扶持是工作上的加油站，它让情绪低潮的同侪倍感窝心，也让我们

知道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有人相伴而教师也不需要一人孤军奋战。 

 

2.2 2.2 2.2 2.2 礼仪文化氛围的塑造礼仪文化氛围的塑造礼仪文化氛围的塑造礼仪文化氛围的塑造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逐渐发现一些学生常会和老师起冲突，除了是因为

学生的态度欠佳之外，也是因为学生不知道或是不习惯用比较好的语气和用

词来表达自己心里所想。这个其实也和学生的家庭背景有关。有部分学生受

家庭的影响，说话比较粗俗甚至是满嘴粗口。我们也发觉学生不懂得一些基

本礼仪，例如：对待师长说话的语气、碰面时的文案等。此外学生常常在办

公室自进自出，视若无人，毫无尊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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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建立模式和共识，慢慢培养学生的礼貌和礼仪，让

他们学习如何自律。从原本一种“强迫式”的行为模式，慢慢内化为个人的

一种习惯，并希望在将来可以将它潜移默化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社会上，

希望学生可以表现出对人和场合的尊重，也借此呈现出学生能够服从和适应

社会、公司、社团的规则而非强调个人主义。 

  

    要完成此目标，特辅班结合了读经科的要求，让同学能够将课内所学到

的礼仪实践在生活中。另一方面，我们以“进门四部曲”的培养为例，借此

培养学生的礼仪和礼貌。 

 

进门四部曲 

1整理仪容 

2敲门 

3向老师问好 

4说明来意 

  

    在此四部曲落实之前，我们只要求学生敲门，然后问好才能进入办公室。

我们之所以会要求学生“说明来意”，是在今年期末考期间学生禁止进入办

公室期间逐渐形成的。直到期末考后，我们才正式实施“进门四部曲”。老

师们都有共识和默契，会不断的重复要求每一位想要进入办公室的学生必须

确实完成“四部曲”。 

 

    在现阶段，四部曲当中的“敲门”和“问好”是大部分学生做得比较理

想的部分。无论如何，我们还需要常常提醒学生将他们的仪容整理好，以及

指导学生如何以完整和有礼貌的态度说出他们进入办公室的目的。 

 

上述方案落实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大部分特辅班学生都能够接受我

们的要求。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一行为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在往后的日子里，

让学生内化和逐渐运用在生活中。我们希望，每种行为的规范到后期都是个

人礼貌的自然表现。尊孔礼仪文化氛围的塑造，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建立起来。 

 

2.3 2.3 2.3 2.3 旧楼活动空间的增设及布置旧楼活动空间的增设及布置旧楼活动空间的增设及布置旧楼活动空间的增设及布置    

    

2.3.12.3.12.3.12.3.1 晤谈室晤谈室晤谈室晤谈室    

    2010 年，特辅教师办公室间隔出一间小小的空间作为晤谈室，主要是以

提供师生之间一个安全且舒服的沟通环境。当学生面对一些私人问题的时

候，加上不便于在开放的场合谈论，老师们就可利用“晤谈室”这个小空间

来进行面谈。或者老师们也可利用晤谈室约见学生和家长、辅导以及追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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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学生。晤谈室的增设，无疑打破了师生之间的隔阂，并进一步达致育人的

目的。 

 

2.3.22.3.22.3.22.3.2 新特辅教师办公室新特辅教师办公室新特辅教师办公室新特辅教师办公室    

    经过 2010 年，我们发现由于教师办公室的空间狭小，下课时间，教师

办公室都挤满了学生，非常拥挤。因此造成有些较为害羞或被动的学生不太

愿意进入办公室，甚至有些学生会以办公室“很挤”为由，就算有事要找老

师面谈或有突发状况需要报告时，他们都不到办公室去找老师。在健身室搬

迁后，校方挪出了半间课室的空间作为第二间教师办公室，而旧有的教师办

公室则作为特辅部主任和助理的办公室及多用途空间，以改善之前办公室拥

挤现象。下课或放学的时候，学生涌进办公室找老师时，就有相对足够的空

间和位置。 

 

2.3.32.3.32.3.32.3.3 多用途空间多用途空间多用途空间多用途空间    

    所有班主任都搬迁到新的办公室后，旧特辅办公室除了是主任办公室之

外，也多了一个活动空间供老师和学生们使用。在这里，我们增添一张大桌

子和数张椅子，这个空间就成了特辅部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多用途空间。“多

用途空间”的用途如下： 

    

a.a.a.a. 特辅部的小型会议室特辅部的小型会议室特辅部的小型会议室特辅部的小型会议室    

特辅部主任常常都会召集特辅班班主任商讨一些事项，为了方便召集，多

数都会利用这个空间进行会议。此空间同时也是老师与学生之间及学生与

学生之间的一个小型会议室及一个交流的平台。 

b.b.b.b. 老师接见家长的空间老师接见家长的空间老师接见家长的空间老师接见家长的空间 

有时候，班主任约见家长谈孩子的问题，也会利用此空间与家长面谈。 

c.c.c.c. 留堂区留堂区留堂区留堂区    

很多时候，老师要处理一些懒惰不做功课的学生，就会电联家长，要求学

生放学后留堂完成功课。在这里，科任老师常常也会相伴，让学生在这里

完成作业。 

d.d.d.d. 学生的温习区学生的温习区学生的温习区学生的温习区    

临近校内考试及统考时期，会发现学生在放学后，或者备考天回校做温习，

为考试做最后的冲刺，此时，也方便学生可以直接请教老师。 

 

    目前，特辅部助理正在进行协助办公室的美化工作，在办公室内的白墙

上画壁画，以增添办公室的色彩，达到美化的效果。同时，这里可以帮助舒

缓老师们繁忙和压力的情绪，也可让学生感觉进到办公室不再是恐惧与严肃

的，也不再抗拒进入教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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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3.42.3.42.3.4 中庭花园增添石座椅中庭花园增添石座椅中庭花园增添石座椅中庭花园增添石座椅    

    尊孔独中的校地虽小，但五脏俱全，发挥了尊孔“地尽其用”的精神。

在 2011 年，学校为中庭花园添购了几套石桌椅，摆放于花圃中央，利用这

个小小的空地，为学生增添一个可供他们休闲的地方。在早上上课之前或休

息时间，学生们都会坐在石桌椅上，看着周围绿色的花草，吃吃东西和聊聊

天，放松一整天上课紧绷的心情。特别是靠近花圃楼梯的两班，石桌椅已成

为他们下课聚会聊天的地方。 

    

2.3.5 2.3.5 2.3.5 2.3.5 旧楼四处个角落张贴静思语旧楼四处个角落张贴静思语旧楼四处个角落张贴静思语旧楼四处个角落张贴静思语    

    为美化旧楼环境，特辅部在旧楼的走廊四周及课室内张贴静思语，在动

态的环境中，四处可以看到一两句的静思语，目的是为营造一个有礼及温馨

提醒的氛围，同时也有渲染作用，以达启发“旧楼人”思维及价值的效用。

生活中师生常会面对一些困境和想不通的事情，只要环周四望，墙上的静思

语就能够帮助自己找到正面的能量。 

    

2.4 2.4 2.4 2.4 晨读运动的推展晨读运动的推展晨读运动的推展晨读运动的推展    

    基本上八班特辅班在晨读时间，各班已经能够达到“静”文化，但是真

正认真投入阅读的同学，各班的班主任皆表示只有约半数的同学是真正在阅

读的，其余的同学都是属于应酬式的在阅读，表面上是翻开书本在看，但实

际却没有用心在阅读。以下是经过向各班班主任了解各班学生阅读的书籍类

型，所得出的总结。 

 

特辅各班晨读书籍的类型：特辅各班晨读书籍的类型：特辅各班晨读书籍的类型：特辅各班晨读书籍的类型：    

  基础班：漫画类。如：哥妹俩、探险、科学奥秘、九把刀和许友彬的小说

书籍、兴趣类的书籍。如：武器等、神话故事选读、中学生刊物。 

初一特辅：漫画类。如：哥妹俩、探险、科学奥秘、惊悚小说、兴趣类的书

籍。如：星座、下棋棋谱、钓鱼、武器等、九把刀和许友彬的小

说书籍、翻译小说、聊斋故事。 

初二特辅：百科全书、科学性质的冒险漫画、十万个为什么、哲学故事，如：

人生鸡汤、小说，网络小说、英文书（少数）。以文字为主的刊

物、考试前复习课本或优秀作文。 

初三特辅：散文或小说类。后期临近统考时间，允许学生做统考复习。 

 

 在推行晨读计划之时，各班的班主任皆面对棘手的状况，那就是同学常

常会没带晨读读物来。各班的班主任，针对各班没有带书的同学的处理方法

各有不同。以下是各班处理不带书的同学的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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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罚站 

二、没收椅子，拿回椅子的时间会依学生不带书的次数而定。 

三、晨读时间在篮球场上罚站，让主任“训话”。 

四、在晨读时间老师给予题目让他们写作文或感想。 

五、下半年凡不带书超过三次或以上的提交于训导处记书面警告处理。 

六、若学生忘了带读物，他们可各领文章到中庭花园阅读。 

 

 在特辅备课会议上，主任与老师们针对晨读计划做检讨，大家都认为处

理晨读的问题让班主任很吃力，在老师们的集思广义下，大家得到一个统一

的处理方法，那就是找一些好文章，分派给各班。每当学生没带书，班主任

就让他到花圃中央的石桌椅阅读这些文章，同时也将曾阅读该文章的学生名

字记录下来。这样一来，就能统计哪些同学常常不带书，而且不会让同学浪

费晨读时间。二来，让学生带着文章到石桌椅阅读，看似舒服，可以看风景

和吹风，但实际学生会认为自己很怪异和丢脸，因为每个人经过都会用奇异

的眼光看自己，大家都在班上阅读，而自己却在外面。所以，最后渐渐地晨

读不带书的学生减少了，也减轻了班主任的工作。 

 

3.3.3.3.对未来的展望对未来的展望对未来的展望对未来的展望    

 特辅部成立两年，整体的育人机制运作已逐渐步上轨道，特辅班的核心

教师团队也逐渐凝聚，而各学科的特辅课程编写也逐步完成。对于未来，我

们期待： 

 

3.1 3.1 3.1 3.1 空间规划空间规划空间规划空间规划    

目前的活动空间、办公室及课室能够进一步扩大，以改善特辅班学习空间狭

小的问题，营造一个更好的学习氛围，让特辅班学生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3.2 3.2 3.2 3.2 专业辅导老师的加入专业辅导老师的加入专业辅导老师的加入专业辅导老师的加入    

希望能够增加一位专属特辅部的辅导老师，以协助班主任处理个案问题及辅

导追踪工作。 

 

3.3 3.3 3.3 3.3 培养自信的孩子培养自信的孩子培养自信的孩子培养自信的孩子    

特辅班的学生仍然会面对被其他普通班级学生标签的压力，虽然学生之间在

空间上是隔离了，接触的机会变少了，但是有些时候难在其他场合免还是会

有接触，变得特辅班的孩子都会被其他同学标上“统一的标签”，再加上特

辅生对自身也是表现出缺乏自信的一群，常常会自认为自己是比别人“笨”，

是“烂苹果”。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孩子们自我的信心及

对人、事、物的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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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4 3.4 3.4 德育培养德育培养德育培养德育培养    

我们亦希望能够培养学生有礼的美德。学生对师长恭敬，学生对同学有礼，

师长对学生说理，孕育一个充满爱及和谐的环境。爱我们的学生如同爱我们

的孩子，在一个彼此包容的环境下，彼此互助成长。 

    

3.5 3.5 3.5 3.5 和谐的理念和谐的理念和谐的理念和谐的理念    

期待尊孔的特辅教育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好让尊孔“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教育理念的种子，能发育萌芽，茁壮成长。尊孔全体同仁，由上至下，大家

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不分彼此和睦地成长。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经过两年来特辅班搬迁至旧楼的实施，我们特辅部已建立起具有凝聚力

的核心教师团队。老师们互相协助与支援，能够更有效地管理班级的秩序和

安抚老师的情绪。我们尽可能利用办公室的空间来处理班级个案、留堂催收

作业、让师生进行开会协商等活动。我们也希望透过晨读、张贴静思语、进

门四部曲等活动培养孩子们的礼貌礼仪，改善孩子的说话态度和提高孩子们

的学习意愿和能力。虽然，学生的活动空间有限，但我们期望能善用这有限

的资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最后，这份报告未臻完善之处，希望可

作为往后继续探讨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