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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明華

熱血  教授篇

在
國立中山大學任教逾三

十載，現任物理系教授兼

副校長蔡秀芬，去（2017）年榮

獲被視為教育界最高榮譽的「師

鐸獎」，得獎消息傳回學校，全

校師生都與有榮焉。除了教學領

域受肯定，她的行政資歷也相當

豐富，一路走來寫下中山大學創

校以來首位女性學務長、教務

長、主任秘書及副校長的輝煌紀

錄。

引進創新思維

翻轉高教體制

身為中山大學有史以來第一位

女性行政主管，責任感重、工作

能力強的蔡秀芬對自我要求也相

當高，積極推動多項行政創新，

為大學體制挹注更多彈性與活

力。她在任職學務長時，為了提

高對學生的輔導與關懷成效，任

內特別推動「多元導師制度」等

創新機制，良好成效不只深受學

生好評，更讓中山成為全國典範

學校，而她自己也獲頒教育部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殊貢獻

人員獎」。

後來接任教務長同樣引入創新

思維，積極推動「高高屏區域教

學中心」，整合大學資源與不同

領域的教師專長，藉此翻轉既有

的高教體制，亮眼表現亦讓蔡秀

芬榮獲教育部101年度優秀教育

人員獎項。

大刀闊斧推動組織改革、提高

行政效率的行事風格，不只讓蔡

秀芬的行政能力有目共睹、獲獎

連連，「拼命三娘」般的親力親

為精神更令她在學校同仁間博得

了「中山阿信」美名。

懷抱物理夢

任教三十餘年樂在其中

而這樣的創新精神不只展現在

行政工作，更顯現在她的求學與

學術研究上。談起為何會投身

「男多女少」的物理領域，蔡秀

芬笑著說，或許跟從小就不愛背

擁有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博士學位、

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主任秘書及副校

長的蔡秀芬，不僅是中山大學有史

以來第一位女性行政主管，在教學

領域表現也十分亮眼，多次獲得校

內優良導師、傑出教學獎，並榮獲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殊

貢獻人員」獎項（2005年）、「教

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優秀公務人員

及教育人員」（2012年），更榮

獲被視為教育界最高榮譽的「師鐸

獎」（2017年）。

個人小檔案

點燃學生學習熱情
「中山阿信」蔡秀芬敲響師鐸 

（張明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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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強記知識的個性有關，加上升

上國中後受到任課老師的啟發，

開啟她對自然及數學等學科的興

趣，所以考上高雄女中後，就決

定選讀自然組。而數理成績優異

的她不只在高中物理老師「慧眼

識英雌」的鼓勵下參加科展，更

因為常和老師討論物理相關的科

學發展，而逐漸醞釀出心中的

「物理夢」。

考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後，蔡秀芬更一路朝物理研究領

域邁進，不僅以優異成績進入國

立清華大學物理系碩士班就讀，

更以短短兩年半時間攻讀博士班

並拿到博士學位，讓老師、同儕

都不禁佩服她的過人毅力。

如今的她，儘管位居副校長之

位，但在中山教學歷程長達三十

多年的蔡秀芬始終無法忘情對學

生傳達物理知識的快樂與成就

感，因此，即使行政工作再忙

碌，她仍堅持繼續教授物理課

程，在此也特別分享自己一路走

來的教學歷程與授課心法。

教學法寶第一招：

點燃心中的學習熱情

「熱情是點燃學習的重要動

機，也是樂此不疲的原動力。」

蔡秀芬談到，過去我們往往認為

只要老師上課認真，把內容教得

清楚明白，學生自然而然就會專

心聽講；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現

在的學生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老

師教什麼、學生就學什麼，老師

必須想方設法點燃學生內心的學

習火種，才能激發出學習熱情與

動力。

以物理來說，蔡秀芬會讓學生

了解物理學絕非是高高在上的學

問，而是一門與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的知識。她笑著說，物理系之

所以吸引她就讀，就是因為「物

理在生活中無所不在！」就連我

們每天上廁所沖馬桶的水流方向

也蘊藏科氏力的物理原理在其

中；像是北半球的馬桶水流就在

科氏力影響下呈現逆時針流動，

而南半球則是順時針流轉。

而古人千百年前就已經在觀看

的星象與蒼穹之美，箇中更蘊含

現代天文物理學的概念。由此可

知物理與我們日常生活多麼密切

相關，因此上課時，她總會舉許

多日常生活的案例來說明物理學

科的有趣與動人之處，以勾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

第二招：

錄製開放式課程影片

不同於有些學科可以片段式學

習，蔡秀芬談到，物理學本身就

像是一個「疊床架屋」的學習架

構，如果中間有一個地方或理論

聽不懂，就會影響到後面的學習

歷程，因此想要把物理學好，也

必須具備良好邏輯思維。但也正

因為物理學是個連續性的邏輯推

演過程，若學生發現自己有些地

方聽不懂時，也會影響後面的學

習進度，甚至因而想中途放棄、

不願繼續學習。她即經常看見有

些學生會一直重修物理這門課。

類似情況讓她開始思考「有沒

有什麼方式可以幫助學生提高學

習成效？」想著想著，靈光乍現

的她突然想到：何不效法史丹佛

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等海外

知名學府推動的「開放式課程」

模式，將老師的教學內容錄製成

影片，讓學生可以反覆觀看，找

出自己不懂的地方「對症下藥」，

藉此打通學習的任督二脈？

有了這樣的想法後，蔡秀芬立

刻向當時的系上主管提出建議，

不過也引來會不會因為錄製教學

影片而讓學生有恃無恐、反而不

想來上課的疑慮。儘管如此，她

還是獨排眾議力推開放式課程，

認為不僅有助於學生事先預習，

還能事後複習；因此，儘管當時

系上支持的老師不多，她仍決定

教師
加油站

教學就像灌溉，老師就像教育園丁，須引導每位學子找到安身立命的目
標，勇於接受挑戰、突破挫折，以及懷抱邁向目標的膽識。

蔡秀芬的關鍵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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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自己做起。結果開始錄製後，

效果出乎預期的好，不僅學生的

學習成績提升了，缺課率也變

低，尤其當她的「普通物理電磁

學」授課時間是在大學生最常遲

到或不來上課的「早八」――也

就是早上八點鐘第一堂課時，這

樣的學習成效更令她喜出望外。

第三招：帶頭示範

激發創新教學風氣

蔡秀芬帶頭示範錄製「開放式

課程」教學影片的方式，不僅獲

得學生的好評回饋，更在中山大

學校園裡激起如漣漪般的跟進效

應。良好成效開始吸引其他科系

老師的注意與效法，也紛紛投入

錄製開放式課程的教學影片。

「對老師來說，錄製開放式課

程影片可說是一舉兩得的好方

法，不只幫助到學生，也對自身

教學大有助益。」她談到，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盲點，老師也不例

外，教學影片正好提供了一面鏡

子，讓老師可以攬鏡自照，找出

教學過程的改進之處，幫助自己

教學相長。蔡秀芬以自身為例，

她也是從觀看自身的教學影片過

程中發現必須要加強自己與學生

的眼神交流，以藉此提高學生上

課的專注度。

不只如此，她談到多年前擔任

教務長時，剛好當時校內有位老

師獲選傑出教學獎，她請該老師

錄製一段教學影片，結果老師告

訴她，也是在觀看教學影片後才

發現原來自己在教學上還有很多

可以改進的地方。老師的回饋說

明了教學影片帶來的成效。  

第四招：

從單向教學轉為雙向互動

為了不讓老師在台上唱獨腳

戲，蔡秀芬會在上課上到一半時

拋出問題給學生回答，並且預留

時間讓學生討論與發問，以增加

師生間互動。或許有人會說，即

使老師丟出問題，學生也不見得

會舉手回答。對此，她的作法是

「將問題轉化為選擇題」，讓學

生選擇與回應。

例如，她會在課堂上詢問「一

根球棒的質心（質量的中心）位

置在哪裡？」並列出A、B、C、

D等四個位置點讓學生舉手選

擇，一方面可藉此了解學生懂了

多少，另一方面則是藉此將授課

方式從單向教學轉為雙向互動，

讓老師可以獲得教學回饋，並幫

助學生在第一時間就釐清理論與

觀念。

第五招：

讓學生為報告打分數

長期以來，都是老師為學生打

分數，學生只能被動接受，但隨

著教學與時俱進，也應該讓學生

擁有「學習主動權」。為此，蔡

秀芬會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並上

台報告，且由學生來當評分老

師、為分組報告打分數。

蔡秀芬笑著說，讓學生扮演老

師的角色，為同學的上台報告打

分數，其實是培養學生專注力很

好的方式，因為要幫同學打分數

以及提出問題，所以坐在台下的

學生就會特別注意聽講、不容易

分心。而透過學生上台報告亦有

助於訓練理組學生表達能力與邏

輯思考，藉此培養穩健台風，這

對口條能力不夠好的理組學生來

說，是很好的實際練習方式。

▲在中山大學任教逾三十載的蔡秀芬認為，老師的使命就是點燃學生內心

的火種，激發學習熱情與動力。（國立中山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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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物理概念是日積月累、循

序漸進的過程，為了解學生是否

真的了解箇中觀念，蔡秀芬還會

在課堂舉行考試，平均一學期會

考三到四次，藉此讓學生進行複

習，釐清錯誤觀念。

第六招：閱讀科學家傳記

思考生涯方向  

不只如此，為幫助學生思考自

己未來的生涯規劃，以及考慮是

否真的想要投身科學研究之路，

蔡秀芬會要求大一學生每學期閱

讀兩本科學家的人生傳記，站在

前人的肩膀上認識科學世界，並

且撰寫心得報告，談談這本傳記

對自己的啟發與未來生涯規劃的

影響。

她語重心長的說，有些學生會

進入某些科系就讀，不見得完全

是興趣使然，而是成績剛好達到

入學門檻，尤其科學研究之路往

往要投入許多時間，希望學生能

透過閱讀科學家傳記，幫助自己

大一時就能早點知道自己的興趣

與熱情所在，思考接下來的生涯

規劃，早一步為人生方向定錨。 

也因如此，蔡秀芬向來鼓勵學

生適性發展，過去曾有學生因對

動畫比較有興趣，而決定申請休

學，經過長談後，她批准了休學

申請，鼓勵學生勇敢追夢，結果

這名學生後來成為美國迪士尼公

司首席動畫師，成功圓夢。

第七招：回歸教育本質

幫助新進教師站穩腳步

不同於中小學體制教師，大學

教師不僅要研究，也要教學，對

剛進入高教體系任教的教師而

言，如何做好備課工作是一大挑

戰。對此，蔡秀芬深有同感的表

示，新進教師因為剛進入大學任

職，對教學、研究與教育體制都

處於摸索階段，在還沒完全適應

的情況下，各大學應給予更充分

的時間，讓新進教師做好準備，

避免一下子教太多課，尤其不能

因為他們還是「菜鳥教師」就要

求兼任行政工作，才不會影響教

學品質。

因此，早在六、七年前，她就向

校方提議讓新進教師在教學節數

上減量，希望讓高教體系回歸教

育本質，協助新進教師站穩腳步。

對此，蔡秀芬也特別分享自身

備課方式供新進教師參考，教師

可以先針對課程擬出教學目標，

並進一步思考如何結合小組討

論、課堂報告等多元方式提升學

習動機，引導學生有效學習，並

從學生回饋中找出教學上的改進

之處，進而達到教學相長之效。

教學行政兩相宜

改革高教助師生

談到如何在教學與行政工作間

取得平衡？蔡秀芬談到，雖然自

己熱愛學術研究，但身處大學體

制多年，也深刻體會到，透過行

政職務可以更有機會推動高教改

革。像是因應不同教學方式打造

適合的情境教室，例如外語學系

常會讓學生上台朗讀英語詩集，

此時傳統階梯教室就不太適合，

需要結合行政資源進行教學軟硬

體設備的更新與改造，這些都是

行政主管可以好好發揮的地方，

只要多用點心，同樣能為高等教

育開啟更美麗的風景。

不只如此，為了幫助經濟弱勢

學生有機會出國研修，她還特別

發起「乘風萬里、轉動人生」清

寒獎助學金計畫，透過向社會募

款，讓清寒學子也能到海外開拓

視野。

「對真正經濟弱勢的學生，要

出國當交換生或到海外留學是遙

不可及的夢想。」蔡秀芬有感而

發的說，雖然教育部有學海惜珠

等計畫補助，但名額有限，為讓

更多弱勢學生可以透過出國來翻

轉人生，她決定向校長提議發起

「轉動人生」計畫，以全額補助

方式提供學生機票與生活費。去

年上半年，中山大學就補助多名

學生前往德國、美國、日本、中

國大陸等地當交換生。

當看到學生們能因開拓國際視

野而對未來懷抱更多希望與目

標，蔡秀芬總是高興不已，對她

來說，這正是擔任行政主管工作

帶來的最大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