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修部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班會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法治教育宣導專題」
討論題綱：1.擔任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神？
2.其他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治推行順利？

內容摘要：

班級

題綱 擔任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 其他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
神？
治推行順利？

機械四甲

扮演師生溝通橋樑。協助推展有品的
選舉負責的班級幹部。遵守班級公約的規
校園文化。將學校規定帶回班上，協
定。與班級幹部多溝通。
助學校推動班務

電機四甲

負責任，積極。

企管四乙

真心地想為大家付出，並與同學多互 同學應該要自己自知之明，配合幹部，不要
動。認真對待每件事情。無公無私的 怠惰自己的責任。幹部宣導應認真聽，自知
大愛。
之明。服從幹部將心比心。

企管四丙

協助班級和老師的工作，更是一個服
風紀股長協助秩序管理。服務股長協助環境
務學習的機會，發揮熱心服務精神及
整潔。總務協助班上金錢事宜。
建立溝通及管理的各項能力。

幼保四甲

幹部的精神，是讓對群體的意識、責
任與榮譽感在孩子的心理發軔，在於
學習自我管理，彼此陪伴，在團體中
練習領導，自我組織凝聚共識創造，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團隊。

資管四甲

資管四乙

聽從幹部宣導事項，討論並且配合。

建立友善，願意互助的團體。看看幹部背後
隱含的意義。挖掘幹部的角色特質，並和自
身對照，優秀的幹部群能帶動全體班級學習
的氣氛;不稱職的幹部群，也同樣會帶動班
級的氛圍，只不過是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奔馳
而去。
盡早完成交代事項。認真聆聽報告事項。當
以大家常用的通訊軟體公告事情。上
值日生時當日不請假早退，將垃圾處理乾
課時跟老師借課發佈訊息。
淨。
主動替同學服務。解決同學提出的問 同學與幹部互相配合，共同討論班級自治的
題。
相關事宜。

應外四甲

當同學有需要幫忙時，可以主動幫助
學校有公告事項時，班代可公告在班上群
關心，或者有獎助學金活動辦法主動
組，並詢問同學是否做到。
告知需要的同學。

休運四甲

各盡其責，互相鼓勵。

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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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題綱 擔任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 其他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
神？
治推行順利？

休運四乙

同學有問題，班級幹部幫忙協助處
遵守學校相關規定。配合班務運作。
理。即時傳達任課老師的相關訊息。

觀光四甲

每個班級都有很多幹部，每個幹部有
各自份內工作，有安排值日生，讓教
室保持整潔，或每學期幫老師統計數
量買書的等，每個幹部做好自己的本
分。

我們有 line 的班級群組，幹部們都會在
line 群裡告知任何事或今天哪位同學是值
日生，或總務可以在裡面統計買書人數，老
師有些宣導事情… 等，同學們可以透過
line 群去配合幹部們讓各種宣導可以互相
告知互相提醒。

觀光四乙

熱心。身體力行。盡心盡力。

服從。聽令。互相提醒配合。開會凝聚共識。

觀光四丙

要有犧牲自己，及助人為快樂的心態。

支持班級幹部，所推行的事務。配合各項事
務，通力合作，既能順利推行。

妝彩四甲

協助同學處理。請老師幫忙。完成分 給予回應建議。記得宣佈時間內容，準時參
內工作。
與配合。

妝彩四乙

積極樂觀不怕困難，努力溝通協調， 以同理心體諒幹部工作的辛勞，盡量配合班
完成團體工作事務。
級自治事務，不要造成團體進度的問題。

創意四甲

幹部過於草率，直接由老師指定。團 先聽班上的意見再來整理。不要太懶散，不
體中練習領導。
要不負責。

餐飲四乙

積極，盡力的完成老師交代的事。

自己也要有警覺性，當有重要的事宣佈。會
希望大家能傾聽，能尊重幹部。才會使整件
事有著落。

電子三甲

同學離開教室時可以自行收拾自己座位附
天氣炎熱時，班級幹部可提前進教室
近的垃圾。班級可以訂立班規，全班一起討
開空調，讓教室不要太悶熱。
論訂定自治的規則。

電機三丙

熱心服務的精神，並一視同仁。

企管三乙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帶人要帶心。積極處理
多留意同學它是否需要協助幫忙。主
班級事務，多傾聽同學需求。日久大家也會
動關心同學。
較團結。自治推行也會較順暢。

企管三丙

盡到幹部應盡的責任。同學遇到相關
聽從幹部宣達之事項。幹部轉達事件時，勿
問題時，盡力幫助同學解決。適時舉
使用手機及講話聊天。
辦同學會拉近同學之間的距離。

依據幹部給的資訊，實際行動及告知其他同
學，請幫忙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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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題綱 擔任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 其他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
神？
治推行順利？

幼保三甲

主動發現班上的問題，給予幫助。不 對班上的班務要有責任心，把班級當自己的
求回報的精神來服務。
家。每個同學的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

資管三甲

時時關心同學，不論是課業上或以外
身為幹部推動任何的教育或宣導，都應身體
的事物都可以多一點關心及幫助。學
力行，以身作則，班級同學自然而然地會配
校辦理的校內活動也可鼓勵同學多多
合執行。
參與。

資管三乙

同學有問題多幫忙。

應外三甲

有耐心的服從，順從幹部的指示，領導，並
熱心的服務，關心大家。自發性的詢 且熱心的詢問幫忙的事物，多多協助班上同
問同學，關心。
學，也幫助幹部推行班上事務，讓事情推行
順利。

金融三甲

熱心宣佈學校要傳達的資訊。

休運三甲

服務股長主動在班群 PO 值日生告知 若同學吵鬧，可出聲提醒，請旁邊同學協助
且記得倒垃圾。學藝主動去系辦借磁 提醒該吵鬧同學。垃圾、電燈、黑板、冷氣、
卡供老師用。
電扇，值日生要記得。

休運三乙

時常關心了解同學。

資工三乙

學習自我管理，彼此陪伴，在團體中 目標達成時，別忘了謝謝同學支持配合，服
練習領導，創造好的團隊。
務心態要轉變。

觀光三甲

接收訊息後，如有需要應立即告知負責的幹
重要事情第一時間，告知同學。隨時 部。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同學可踴躍參
注意資訊。除了確實做好自己的本分 加。對於開班會時所提出的問題，同學應主
外，也可幫助各項班務進行。
動提出疑問。同學的配合能讓事情更加順
利。

觀光三乙

當班上任何一位幹部自在群組或是其他地
班代:留下檢查教室是否關電，發注意
方 po 上重要事情請同學要確實打開閱讀清
事項通知同學。副班代:協助班代各項
楚，當班代在台上宣部事情時要注意聽，以
事情。服務:叮嚀值日生做事。學藝:
免跟自己有關的權益損失，這也是尊重班
準時繳交班會紀錄。
代，讓幹部們好做事。

觀光三丙

幹部以身作則。

請同學注意班級聯絡群組裡的消息。

幹部在宣佈事情的時候認真聽，不要講過又
一直問。

幹部說的話要聽，能幫忙就一同幫助幹部。

大家團結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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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題綱 擔任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 其他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
神？
治推行順利？

認識班級幹部的職責+內涵。了解幹部本身
職掌及工作方法。

妝彩三甲

各幹部實施該幹部負責班務。

妝彩三乙

開會完後的最新資訊跟班上同學告
同學應認真聽，幹部講解。
知。

數位三甲

班長及幹部們，關心同學們，出勤及
對於幹部分派的工作，都能確實執行完成，
學業狀況，如果同學有困難，都會立
無怨無悔。
即反應給老師，尋求解決的方法。

數位三乙

確實傳達學校訊息讓同學們知道。盡
力幫助同學們了解學校和老師傳達的
訊息中，不懂的地方。關心身旁的同
學們在校，是否遇見甚麼問題或難
處，幫忙同學了解分析或解決。帶領
同學完成份內事物。

電子二甲

將自己身為幹部該做的事情做好，並
隨時注意班級幹部有無重要事項公佈，若有
且督促同學完成學校或老師交代的事
要注意時間並確實做到。跟同學互相提醒。
項。

機械二甲

班長:負責管理班級事務，並領導各股
同學上課時要保持安靜，不要講話。要配合
長推動班務。副班長:協助班長處理班
幹部，以免影響上課秩序。幹部在宣佈事情
務，班長不在時，代理班長。風紀股
時，要認真聽講。
長:協助管理班上秩序及紀律執行。

電機二甲

讓班上團體能夠團結一心，學習自我
管理，能夠領導大家，維護乾淨舒適
的環境，了解同學們的狀況，能夠使
大家積極參加各項比賽。

電機二乙

榮幸被推舉，用心服務其職務。親力
同學間配合班務須自動自發。同理心為幹部
親為。當成人生一個階段性的訓練和
著想。隨時 follow 班級群 line。
磨練。

電機二丙

多加宣導。

如幹部發號或宣導 事務有任何問題或不
當，勇於發言討論，不要私下作亂解決。一
個班一條心，不該覺得幹部們用職權，欺負
同學們，而私下造反，幹部也是人，我們也
不願意這樣要求同學們注意這注意那，如果
有什麼不適當的地方，大家提出來討論，找
到兩全其美的方法。

能夠準時到課，勿遲到。缺課勿超過三之
一。環境整潔要做好。上課及點名時要有秩
序。積極參加比賽爭取班級榮耀。作業準時
交，考試勿缺考。

大家一起執行，互相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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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題綱 擔任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 其他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
神？
治推行順利？

工管二甲

班上的同學都已是大學生了，都會主動配合
主動參與幹部，調整心態，學校是難
班級幹部，每位同學都有機會擔任幹部，所
得訓練的機會為同學和校園服務應是
以要有同理心，竟然是班上的一份子，要有
一種榮幸，畢業後在職場也有很大的
向心力。班級同學不管在校園或畢業後都能
幫助。
是很好的夥伴，所以互相幫忙，配合幹部。

建築二甲

班級幹部應相互幫助，許多幹部是業
界人士，有許多經驗，可多幫助在課 服務股長很盡責，請同學配合保持教室整
業上有問題的同學，幹部應善用 line 潔，晚上若有用餐，應自行清理乾淨。
群組通知同學課業，作業缺失部分。

企管二甲

輪流當值日生時，將教室垃圾撿乾淨、擦黑
學校公告的重要事項轉告公佈給班上
板、倒垃圾，學校公告的重要事項在規定時
同學。服務股長確實檢查教室整潔。
間內完成。

資管二甲

幫助班上有需要的同學。以公平公正
的態度，賞罰有據，互相接納。不應
帶頭做亂，互相尊重，將心比心，待
人誠心。

資管二乙

大家在同一個班級就是有緣相互成 幹部宣導事項盡速完成。環境清潔靠每位同
長。讓大學生活留下美好回憶。
學維護。

應外二甲

當幹部有事情宣佈時，同學可以專心或安靜
適時的能為班級傳達重要的資訊。幫 的領聽，算是對彼此的尊重吧!將心比心，
助同學或者班上的大小事。可帶領同 幹部盡心盡力的為了班級，同學能適時的幫
學參加活動。
助或者配合幹部指示。配合幹部所下的指
示，互相幫忙，團結完成工作。

金融二甲

責任。

休運二甲

對團體認同提升班級凝聚力。加強班
尊重班級公約。注意公告事項並配合。因事
級幹部領導能力。認識班級幹部的職
無法到校請同學代理。
責。

觀光二甲

班代:負責管理本班事務，並領導各股
務必每天倒垃圾，擦黑板。班代交代的事務
長推動班務。傳達並執行學校及導師
確實做。
交辦之事項。

幹部說什麼盡量配合，大家同心協力。帶頭
讓全班同學互相合作，心更一致。培養學生
自動，自愛精神，提高學生幹部之領導才
能，協助學校訓練。

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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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擔任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 其他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
神？
治推行順利？

妝彩二甲

需要關心同學。

時尚二甲

在同學有問題的時候，第一時間去幫 班級幹部與同學相互配合，以便推行班級自
助或協助同學。
治。

餐飲二甲

班代要有些威嚴，要能管控班級的整個大小
班級要有凝聚力。班代是一個很重要
事。當然也需要每一個同學的配合，才能有
的角色。
一個好的班級。

機械一丙

班上同學有困難時主動給予幫忙。

利用投票的方式給同學選擇投票。

電機一甲

態度積極，並保持著負責任的精神。

幹部如有提出一些要求，同學都應該盡量去
配合，因為彼此之間都要替對方著想。

電機一乙

幹部的精神，是讓對群體的意識。責
任與榮譽感在心裡發軔。學習自我管
理，在團體中學習領導，自組織凝聚
共識，創造一個團體，具有向心力的
班級團隊。建立友善，願意互助的團
體。

台灣為民主社會，故各項班務，均透過投票
表決決議少數服從多數。平時要求幹部作為
班上的楷模，凡事以身作則，才能夠使其他
同學信服。若同學與幹部發生衝突，導師可
從中協調，公平處理。利用班會時間，以「角
色扮演」的方式，使不服幹部領導的同學進
行角色揣摩，同理班級幹部的辛酸。

工管一甲

負責任。比同學早到比同學晚走。

聽幹部說的話。如果無法配合，馬上和幹部
協調。

企管一甲

大學，大家都成年了，該學習與人相處，尊
重上者。無論是工作，同事間都得互相配
幹部們互相配合，互相合作。聯合帶
合，才不會惹人厭。一個班級要好，就得配
動班上，雖說各有各的職務。但還是
合幹部，同學間適時給予幹部意見及建議，
將自己份內的事完成，協助其他需要
但不得以自我為中心。要以大家為中心，互
幫忙的幹部，使運作更加順暢。
相配合，給予建議，適時發表意見，已達成
班上成功的營運。

企管一乙

同學只要服從班上的各項宣導事項，有什麼
身為班級幹部，服務班上同學是應該
要同學幫忙的，同學能配合，盡量做到，我
的，做到自動自發和主動提供班上的
們身為班級幹部在推行學校的活動、事項、
同學，學校最新的資訊。
工作，就會容易許多。

幼保一甲

請大家踴躍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應
自動自發，合群參與配合班級事務的推動。
做好自己幹部的基本工作。

不要故意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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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題綱 擔任班級幹部，該如何發揮服務的精 其他同學要怎樣配合班級幹部，使班級自
神？
治推行順利？

資管一甲

把老師的事告訴班上，有學校消息要
同學互相幫忙，一起協助班級幹部。
發佈。把份內事情做好。

資管一乙

見到他人有困難，發揮待人如待己，
積極參與班上活動，讓班級幹部好做事!促
視別人如自我。或者是班上同學在學
進同學之間的和樂，增進同學之間的感情，
習時遇到不會的問題，能適時的給予
讓同學之間有更多的互動。
幫助，解決困難。

金融一甲

優秀的幹部群，能帶動全體班級學習
的氣氛，幹部要有責任與榮譽感，在
團體中練習領導，才能凝聚共識。成
立班級幹部群組，使得幹部互相傳達
班務訊息並方便互相幫助，才不會有
該宣告事項沒傳達至同學的情形。

大家要有同理心，放棄自私感，多為別人
想，才能創造團結。加強群體的意識，創造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意識。當發現有人不
顧別人，活在自己小世界的時候，勇敢站出
來，善意提醒他一下發現自己的狀態。

休運一乙

團結做事。

多配合。

觀光一丙

確實督導同學，做到完善。

聽進去班級幹部的話，盡到責任。

時尚一甲

我們班班級幹部有部分是自願的，有
部分是同學提名票選的，不論是哪一
種，都是同學及老師肯定並讚賞的，
才有機會擔任幹部。希望幹部能不負
眾望，發揮熱心的精神服務同學，把
幹部的事情當作自己該做的一部份，
助人又能學習，何樂而不為呢?

同學要做好環境整潔，互相叮嚀提醒，幹部
比較不費神，也能順利推行班級自治。每個
人都有機會擔任幹部，知道幹部們的辛勞與
付出，就比較能體諒幹部們，增加班上的向
心力，有共識的經營班級自治。

數位一甲

積極做份內的工作，幹部之間要有團 遵守幹部們的指示，班上的氛圍才能更加的
結心，班級才能更有向心力更團結。 進步。

餐飲一乙

認識正確的團隊理念。體驗共同建立
團隊目標。高效能團隊的特性。團隊
潛力激發。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如何
在團隊中建立自我角色。有效地在團
隊中傳情達意。

不要因為跟某些同學特別好就偏袒他們。要
注意，幹部要公正。如果同學不聽幹部的
話，盡量避免生氣，反而應該要好好地跟他
們說，或者是下課時間跟他們討論，找到一
個大家都能接受的限度。要記得不管在做甚
麼事情，時常保持微笑，微笑為讓人放鬆心
情，而且也會比較能夠把幹部的話聽進去。

妝彩一甲

幫助同學。多幫老師的忙。看班上誰 聽幹部的話。幹部講的事要配合。多幫幹部
遇到困難幫他。
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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