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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人際互動，是實習生能否成功的度過教育實習階段，
以及其專業發展的關鍵。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了解實習生與輔導老師進行人
際互動情形、影響二者互動的因素和實習生在與輔導老師人際互動的歷程中獲得
的專業成長以及實習生獲得心理建設與支持的情形，以便提供未來的實習生、輔
導老師及實習學校在實習或輔導的過程中些許的建議，進而提昇實習生專業成長
的素質。本研究採開放式問卷、個別訪談及實習生的省思札記，對一位公費實習
生進行資料蒐集。
本研究發現，實習生在教學前後、班級經營有問題以及看見輔導老師與家長
溝通時，會主動請教輔導老師；輔導老師也會利用空堂和批改作業時指導實習
生，實習生對輔導老師的回饋表示滿意。二者互動方式是互相尊重與關懷、二者
大而化之與熱情的個性及教學理念是相似的、二者的年齡雖有差異但並不影響互
動品質、二者互信程度高等，都是影響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人際互動的因素。實習
生在二者互動過程中獲得相當多的專業成長；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也有良性的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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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教育實習制度在國內已行之有年，與教育實習有關的研究所在多有，此領域
所包含的範圍很廣，尤其是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攸關實習生的專業成長，是
教育實習過程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有很多的研究專注於輔導老師對實習生的影
響，也有很多學者指出，學校的實習輔導老師對於新進教師或實習生的影響，包
括老師們的社會化，對於職業的滿意度、專業角色的看法、教學理念、教學實務
以及決定是否繼續在教學場域工作等（Achinstein & Barrtt, 2004; Britzman,2003;
Brouwer & Korthazen,2005; Goodfellow,2000; Hamman,Fives & Olivarez,2007;
Kelchtermans & Bellet,2002）。
Waters（2005）的研究發現，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之間有效的溝通技巧、彼此
互相信任給實習生有獨立自主的空間以及提供適當的回饋，都能使實習生獲得專
業成長。學者 Youngs （2003）以及 Lazousky 和 Reichenberg （2006）的研究也指
出，對實習生而言，輔導老師扮演著情緒支持以及提供學校相關知識的角色。因
此，實習生在實習期間的各種學習表現甚或與學校相關人員的互動情形很值得深
入探究。茲就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加以說明如下。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實習制度在師資培育過程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師資生修讀完職前訓
練課程之後必須接受一段時間的實習，幾乎是全世界各國共有的制度。我國的教
育實習制度，從早期一元化師資培育的占缺實習；修畢師資學程之後，到各實習
機構從事一年的實質性的實習，其中也曾有代課抵實習的彈性作法；再修改為取
消代課抵實習，進行為期一年領取一個月八千元津貼的實習。目前所謂新制半年
（九十二學年度起入學的師資生）的教育實習，除取消每月八千元的津貼之外，
還要繳交四學分的學費。教育實習歷經如此多次的變革，都有其時代背景或政策
的考量。但目前學生前往實習機構實習半年之後，再參加國家舉辦的教師資格檢
定考試，已成為我國最新的教育實習制度。
在教育實習演進的過程中，有不少學者針對過去教育實習制度與現象及面臨
的困難或實習生的專業成長等議題，進行相關的研究與探討。然而，國內對於實
習輔導制度及現象的探討，多半著重於制度面與現況、成效的探究，如陳利玲
（2001）、黃香玲（1997）等。劉筱寧（2000）認為，教育實習的師徒關係是經
由資深者與資淺者之間的互動交流所產生，藉此關係可給予資淺者心理支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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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展與角色模範的功能。這和以往企業組織中所盛行的師徒制非常類似，而實
習生和輔導老師的關係也與此大致相同。另一位研究者林懿德（2000）指出，實
習生的專業發展是動態的，每一階段有不同的發展重心。實習生在實習的過程當
中，與輔導老師的互動情形，大大的影響實習生未來從事教職的意願。如果兩者
的互動不佳、或對教學工作感到困擾、挫折，實習生甚至會有厭倦、恐懼而產生
退出教育職場的念頭。
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是實習生能否成功的度過教育實習階段，以及其
專業發展的關鍵。McIntyre 和 Hagger （1996） 的研究指出，當實習生接受指導
時，總希望有安全的感覺。因此，Flesch （2005）就更加明確的強調，輔導老師
必須先獲得實習生的信任，唯有如此，實習生的學習才能開始。由於從九十三學
年度開始才有半年制的實習生，與它有關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很少見，特別是，
這新制實習生專業成長歷程及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情形，都還未見較為嚴謹
的研究報告。Hamman,Fives 和 Olivarez（2007）研究指出，輔導老師與實習生互
動對於教育的影響在文獻上很少提及，對於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之研究也不
多。國內在此領域的嚴謹研究更是少之又少。
研究者擔任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十餘年，常聽實習生提及與輔導老師相處情形
的多樣化及複雜性，如能把兩者的互動情形加以歸納探討或有助於提升兩者互動
的品質並朝向積極正面的發展。到底實習生是如何與輔導老師互動的？實習生與
輔導老師互動的內涵有那些？實有待關心此領域的學者們進行研究，此為本研究
最主要的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了解實習生與輔導老師如何進行互動、影響二者
互動的因素及二者互動在輔導的過程中發揮了什麼樣的功能，以便提供未來的實
習生及輔導老師在實習或輔導的過程中些許的建議，進而提昇實習生在實習過程
中專業成長的素質。
基於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下列幾個問題。
1.

實習生與輔導老師如何進行互動？

2.

影響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互動的因素有哪些？

3.

實習生在與輔導老師互動的歷程中獲得了哪些專業成長？

貳、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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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探討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及其影響二者互動的
因素，進而提昇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專業成長的素質已如前述。茲分別就相關的
研究文獻中有關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內涵及影響兩者互動的因素、實習生與
輔導老師的互動型態以及實習生與輔導老師最重要的互動---會談 (conference)加
以說明如下。

一、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內涵及影響兩者互動的因素
學者Kremer-Hayon和Wubbels（1993）曾就輔導老師與實習生互動行為對實
習生的影響進行研究。他們發現，輔導老師與實習生的互動，如果表現出領導的、
協助性的和友誼性的以及了解性的等行為，會讓實習生感覺到滿意。相反的，實
習生如果感受到輔導老師展現出不確定性以及對實習生表示出不滿意的行為
時，會讓實習生對輔導老師的看法表示不滿意。
Liebhaber（2003）的研究發現，透過指導實習生的歷程，輔導老師與實習生
都能夠從對方獲得教育專業的成長。Freeman（2005）根據自己曾是輔導老師的
經驗以及多年的研究發現，實習生要從輔導老師處獲得更多，以便成為有效能的
老師，二者之間的關係是很重要的。Napper-Owen和McCallister（2005）認為，實
習生應經常觀看自己所扮演老師的角色，當他們有機會觀看自己在教學之中與學
生互動的錄影帶時，比較能深入的了解自己對學生的影響。學者Freeman（2005）
也主張，實習開始之一、兩個月，實習生感受到輔導老師的信任度將大大影響未
來兩者關係之建立。Freeman進而指出，輔導老師對實習生的支持度、對實習生
同情的情形、兩者溝通的頻率與時間等，是二者互動所關切的主題。他的研究還
發現，影響二者互動關係的因素為：
1. 學期之初二者的模糊關係是二者關係發展最重要的
2. 輔導老師是成功的互動關係之鑰
3. 輔導老師過去輔導實習生的經驗會影響互動關係
4. 清楚及經常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5. 實習生的自信程度
另一個複雜的影響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互動的因素，是實習生把教室中的各種
活動都當作是輔導老師評量的依據時，她們就比較不會認真的學習或探究教學的
實務 （Bertone , Chalie＇s, Clarke & Me＇ard,2006）。實習生有此想法之後，她們
就變成只想順從輔導老師的旨意而不會想要透過資深輔導老師的協助來提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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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教學專業能力 （Bertone et al.,2003；McNally,Cope,Inglis 和 Stronach,1997)。
Everston 和 Smithey（1999）也發現，如何給實習生回饋而不傷及他們的專業
自主，對於輔導老師是一大挑戰。因此，輔導老師要能勝任與稱職是要花相當的
功夫。Landt（2002）則指出，輔導老師敞開心胸接納實習生時，兩者都能獲得教
育專業知識的成長。雖然，輔導老師並不期待如此。而 Maltas 和 McCarty（2006）
認為，支持實習生是輔導老師的重責大任，老師們都很認真的思考扮演一位好輔
導老師的角色。Hudson（2005）及 Zanting,Verloop,和 Vermunt（2003）等學者的研
究發現，輔導老師扮演著示範者、教學者、輔導者、實習生教學觀察之回饋者、
評量者、支持者與挑戰者等角色。很多學者也主張，輔導老師在提供回饋給實習
生時，要有明確具體的目標(Christensen,1991；Hudson，2005；Mclaughlin,1993；
Monk & Dillon,1995；Showers & Joyce,1996)。但事實上，輔導老師被遴派來指導實
習生，通常很少有心理準備或經過訓練，所以，要如何扮演好上述的角色是個很
大的問題。可惜的是，輔導老師的訓練並不是擔任輔導老師必備的條件（Waters，
2005）。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中，輔導老師享有絕對優
勢的角色，對於實習生的影響很大。尤其當實習生把輔導老師的所有互動行為與
評量連結在一起的時候，實習生將會表現出只有順從，而不會有更深入的互動行
為產生。如此一來，對於實習生的專業發展就不是有利了。
再者，輔導老師與實習生關係的建立、對於實習生的責任、輔導老師所扮演
的角色等等，都可了解到影響兩者互動的因素相當複雜。如何由彼此建立信任的
關係開始，進而各自扮演好恰當的角色，以使實習生的實習順利成功，其中又牽
涉到很多複雜的心路歷程，實有待更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二、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型態
Borko 和 Mayfield（1995）指出，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型態有兩種，這
兩種型態都植基於輔導老師對自己幫助實習生所扮演的角色之看法。一種型態的
輔導老師認為，他們必須很主動的指導實習生的學習，這種類型的輔導老師會定
期安排與實習生會談(conference)，且會談的時間較長。實習生對這種互動型態的
輔導老師之影響的看法是比較正面，且延伸到教學活動的計畫和學科教學知識等
等。另一類型的輔導老師，並不主動涉入實習生的學習，而是讓實習生自己摸索
學習，這類型的老師較少與學生會談，且會談的時間比較短。實習生對於輔導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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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指導他們如何學習教學的看法，也比較少有正面的。這個研究也發現，輔導老
師自己對實習生影響的看法也會影響到他們與實習生會談的效果。輔導教師如果
認為他們對實習生的影響是積極正面的，他們就會積極的去看待與實習生的會
談，反之亦然。
另有些學者如 Hamman,Fives 和 Olivarez（2007）以及 Hamman 等。
（2006-2007）
的研究則發現，輔導老師與實習生互動的型態，一為模仿，另一為指導。模仿型
是指輔導老師與實習生之間對於教學方面比較低層次的合作，輔導老師並不理解
實習生的需求，而讓實習生自己去摸索學習。因此，實習生只有透過觀察來模仿
輔導老師的教學行為。指導型則為輔導老師與實習生的較高層次互動。這種型態
的輔導老師會直接指導實習生教學，實習生有如學徒，輔導老師對於實習生的學
習扮演著積極指導的角色。此處的模仿型態與前述 Borko 和 Mayfield（1995）所
指第二類型輔導老師較不主動涉入實習生的學習相似。而指導型態則與 Borko &
Mayfield 所稱輔導老師主動的指導實習生的學習較相近。
雖然文獻指出有以上二種類型的互動型態，但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其實
是相當複雜的。二者的互動也一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再者，實習生與輔導老
師的互動也不只限於以上所提及的兩種類型。或許，有些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
動型態是兩者兼具的。這都有待更多的研究來探討。

三、實習生與輔導老師最重要的互動---會談 （conference）
相當多的學者指出，教學之後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會談對於師資培訓是相當
重要的(Bertone,Chalies ,Clarke & Meard,2006；McCaughtry & Rovegne,2003；Meijer,
Zanting & Verloop,2002；Tang,2003；Weiss & Weiss,2001)。這種會談對於建構教學
專業知識也很有助益(Bertone,Meard,Euzet,Ria & Durand,2003； Hascher,Cocard &
Moser,2004；Oosterheert & Vermunt,2003)，然而，學者們對於此種會談對於實習生
專業成長的影響並沒有一致的看法(Broko & Mayfield,1995；Bullough et al,2003；
Chalies & Durand,2000；Feiman-Nemser,2001；0Paris & Gespass,2001)。
有些研究顯示，教學後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會談只是讓輔導老師感到她們有
責任提供實習老師情感上的支持（Arredondo & Rucinski,1998；Stanulis & Russel,
2000）。學者 Abell,Dillon,Hopkins,McInery 和 O＇Brien（1995）則發現，在會談時，
輔導老師意在提供機會使實習生感覺到輔導老師像是個同事，且儘量忽視教學上
的困難與錯誤。Brouillet 和 Deaudelin （1994）以及 Edwards（1997）的研究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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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時輔導老師常會嘗試維持特定的人際距離以免使實習生感到沮喪。因此，
有些研究發現，實習老師經常不願意與輔導老師討論自己的困難所在（Bullough et
al.,2003；Edwards,1997；Paris & Gespass, 2001）。更甚者，Gonzalez 和 Carter （1996）
指出，實習生常無法認清自己的困難所在，而把教學的成敗歸之於小朋友使然。

參、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個別訪談和省思札記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再輔以開
放式的問卷調查來進行資料的蒐集。本研究的個別訪談和省思札記與國內多位研
究者採用敘說分析或敘說探究作研究相類似，例如：范信賢（2003）、柯禧慧
（2005）、杜宜儒（2006）、林俊傑（2007）和賴玫美（2005）等曾在研究中採
用深入訪談及自我省思的方式來蒐集研究的資料。國外學者 Caires & Almeida
（2007）採用自我省思的方式，調查 240 位實習生有關他們對小學輔導老師和大
學指導教授，對於實習輔導作為的看法。Ｇillentine（2006）也曾對於十位在職進
修的老師，採用敘述分析和自我省思的方式，了解合作的專業發展課程對他們的
影響。研究者透過老師們描述分析以及自我省思來蒐集研究的資料，發現這兩種
方法對於提升老師的教學很有幫助。
茲就研究對象、資料蒐集方法及資料分析及研究限制加以說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個案是研究者在九十六學年度所輔導的實習生，畢業於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女性，前往另一所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實習的公費生。這位實習生
在校的學業成績常是全班每學期的前三名。由於自己是公費生，在教育大學就讀
時就有強烈的學習動機，並展現出一股要成為優秀國小教師的慾望。該名公費生
之所以選定教大附小作為實習場所，是因為她認為可以在教大附小老師身上學到
很多未來擔任教職時的教學和班級經營知能。這位實習生是在該教大附小一年級
一位女老師的班上實習。
本研究個案對於教育有高度的熱忱，學習當一位稱職的老師更是自我期許
的目標。在教育大學附小實習期間，會主動的向學校教師們學習，而不只是向原
班的輔導老師學習而已。她會徵得輔導老師的同意之後到其他班級觀看其他老師
的教學，同時請教一些班級經營與教學的實務以及自己所遇到的難題。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這位個案曾利用全校教室佈置比賽完成之際，到各個班級拍攝教室佈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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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況，並製作成光碟供以後帶班時的參考。虛心學習與認真的態度已成為教大附
小老師對個案的印象。

二、資料蒐集
本研究採用一份開放式問卷、個別訪談及實習生的省思札記，來蒐集這位
個案與輔導老師互動歷程的資料。資料蒐集時間，自九十六年十月第一次小組會
談起至九十七年一月第四次小組會談為止。開放式的問卷是研究者分析相關文獻
之後，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所擬定，於九十七年一月請這位實習生作答。包含個
別訪談，一為利用每次的小組會談之後，研究者與個案進行個別晤談，每次大約
二十分鐘，共計四次（小組會談為研究者所指導的十三名實習生一起進行二小時
的會談，由研究者主持，每位實習生分享在各校與輔導老師相處、學習、收穫的
情形）；另外為二次前往個案實習的小學，進行面對面的深入訪談，每次大約一
個小時。因此，個別訪談共進行六次（訪一至訪六），個別訪談及小組會談均透
過錄音以蒐集較為完整的原始資料。省思札記則為研究者規定實習生的作業之
一，每兩週要分別寫出自己在教學、行政、級務實習的經過、優缺點分析、收穫、
以後遇到類此情形該如何處理等內容，特別是與輔導老師相處互動的經驗。九月
交一次，十、十一、十二月各交二次，一月交一次，共計交省思札記八次。

三、資料分析
研究者將開放式問卷的答案加以歸納、整理，再把個別訪談及省思札記相
互對照之後加以整理分析而得。在分析過程中，特別針對各項資料是否一致性加
以考量。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對於一位實習生進行她與輔導老師互動的資料蒐集，未能對她的
輔導老師蒐集兩者互動的資料。因此，所蒐集到的單方面的資料無法印證是否都
如個案所敘說的一般，有待分析資料時根據個案所呈現的問卷答案和個別訪談及
省思札記加以詳為驗證。再者，本研究的個案是一位教育大學的公費實習生，與
非公費生或一般大學教育學程的學生背景不同。因此，其實習心態或努力學習的
情形也應與上述實習生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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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論
研究者將資料分析之後，分為三個面向來說明 1.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
2.影響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互動的因素 3.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互動過程中所獲得的教
學專業成長

一、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
本小節分別就實習生主動請教輔導老師的情形、輔導老師主動指導實習生
的情形以及實習生對輔導老師回饋的滿意程度三方面加以說明。

（一）實習生主動請教輔導老師的情形
1.

在班級進行教學之前
實習生會在教學之前，將教案拿給輔導老師過目並與老師討論教學內容及重

點，請老師給予建議，加以修正。（訪 4）可見，實習生會利用教學前的教案設
計請教輔導老師教學的問題。而輔導老師也會針對教學過程、細節給予建議。這
種實習生願意在教學之前請教輔導教師的精神，會讓輔導老感受到實習生的主動
學習慾望，更加喜歡指導實習生。
2.

班級進行教學之後
對於班級教學之後，實習生請教輔導老師的情形，她在省思札記寫得非常詳

細。

「老師會針對我在教學現場的表現給予建議，包含教學內容、台風、語速及
用語等等。例如：老師曾提醒我教學的流暢度須注意，因為低年級學生的耐
心不足，如果等待時間過長，讓學生覺得煩悶，學生的情緒及秩序很容易失
控。另外，我曾在生活課教過「地底下的小動物」此單元，當時上課狀況不
佳，雖然我已備課，但對於內容稍嫌生疏，教學流程也不順暢，加上班上有
一位小朋友對地底下的小動物很有興趣，甚至可以算是頗有研究。他的問題
如排山倒海而來，讓我有些招架不住。老師在課後就表示，我對自然科學方
面的涉獵要加強，自己教學時準備充足而有信心，要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專
業，並以專業讓學生懾服。此外，活動設計要多變，當學生很浮躁時，可以
讓他們做做手寫的活動，安定他們的心。當然低年級更需要動態活動，所以
設計活動時要注意。」（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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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實習生在教學完後，誠懇的向輔導老師具體的請教，獲得相當實用的
回饋。而且，實習生在教學之後能先檢討自己，發現問題之所在，再請教輔導老
師之後，所得到的收穫必定大於被動的接收。
3.

擔任課輔班導師有班級經營的問題或是處理學生個案的情形發現問題時
這位實習生也擔任課輔班的導師。她詳細的指出獲得輔導老師幫助的情形。

她說：

「擔任課輔班導師時，獲得曾老師的幫助很大，由於課輔班的班上有一位小
朋友上課秩序很差，這位孩子並不是我原班級的學生，而是同學年隔壁班的
同學，他在情緒管理方面有滿大的問題，常常因為小事而大發雷霆，甚至故
意摔東西摔得很大聲。例如：這位小朋友曾經因為舉手較慢，老師沒有請他
發表，他就生氣的摔鉛筆盒、書本等等，之後的幾節課情緒都很不穩定，還
到教室外面走來走去。每天上課輔班時，生氣至少超過一次，當時這位小朋
友讓我們幾位實習生頭疼不已。詢問曾老師過後，老師提供了她以前的寶貴
經驗。曾老師表示以前也曾有這樣的學生。只要有比賽或是競爭，只要是他
們那一組沒有得分，他就會歇斯底里的亂打人。老師使用的方法是，如果是
能夠預期的情況，要先與他約法三章。例如，如果知道等一下要比賽，比賽
前老師一定會先跟他說好，請他不能生氣否則就不能參與遊戲。如果他表現
良好，情緒控制得很好，就給予獎勵。」（訪 6）

從以上的引述可以看出，這位實習生只要遇到教學或班級經營的問題，都會
主動的請教輔導老師，而輔導老師所給的建議，實習生似乎也聽得進去。
4.

擔任代課老師出現班級秩序管理問題時
實習生曾因代課時不易進行秩序管理而請教輔導老師。她寫著：

「老師先鼓勵我，表示科任課的班級經營本來就不易，而我又只是代課一
節，叫我不要放在心上。但是老師也提供我幾個管道，例如：代課前先請教
原班級導師平常的加扣分制度或是班級特性，了解班級生態，教學時也比較
容易上手。」（問卷）

10

東 海 教 育 評 論 2009，2，1-22

一位實習生敘說與輔導老師人際互動之個案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輔導老師除了給予實習生鼓勵之外，也能提出具體的改善班
級經營之道，相當難得。
5.

看見老師與家長的相處狀況
該實習生主動詢問老師處理的方式以及聯絡家長的原因。例如：聯絡簿的處

理或是學生之間衝突的解決等等。（訪 2）這位實習生已體認到親師溝通的重要
性。她在省思札記中提到

「親師溝通其實是級務學習的重要一環，所以當老師打電話或與學生家長談
話後，我都會再向老師請教。」（札 4）
這位實習生會主動觀察輔導老師的親師溝通方式，而且用心的學習，相當難
得。

（二）輔導老師主動指導實習生的情形
這位實習生提到輔導老師主動指導她的情形有下列四點：（訪 5）
1.

利用早上的空堂時間及下午的時間與實習生討論學生狀況及教學要點。

2.

作業批改時，輔導老師會給予指導及提示改作業簿的技巧，並提醒應注意的
內容，以確認學生是否釐清觀念。

3.

教學前，輔導老師如對課程有特別的想法或是對教學內容有輔助或是補充的
教具，不論是實物或是多媒體（如 ppt）都會先告知，並與實習生討論要如
何使用。

4.

教學過後，輔導老師會提醒實習生關於哪些教學重點沒有提到，需要加以補
充等等。
這位實習生在省思札記中也多次提及輔導老師主動指導她的實況。

（三）實習生對輔導老師回饋的滿意程度
對於輔導老師的回饋，實習生覺得相當受用，而且也感受到輔導老師的善意
及關懷。她在小組會談之後的晤談時提及，

「我的輔導老師都是以比較正向的方式鼓勵我，但在課程或是教學安排有問
題時，她也會直言不諱的告訴我，並以實際具體的方式指導我下次遇到同樣
情形可以怎麼處理。輔導老師不曾對我的請教產生不耐煩或是負面的情緒，
反而每次都非常有耐心的，盡量抽出時間與我討論，即使是早晨的唯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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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輔導老師也願意撥出時間與我分享她的經驗或是看法，我覺得自己非常
幸運能遇到這麼用心的輔導老師。」（訪 3）

這位實習生能感受到輔導老師的用心，兩者的互動想必是良性與可取的。而
輔導老師能無私的指導實習生，更令人敬佩。

二、影響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互動的因素
本小節將就二者的互動方式、人格特質、教學理念、年齡以及信任感對於二
者互動的影響說明之。

（一）二者互動方式
這位實習生指出，兩人的互動方式是相互尊重且關懷的。她在問卷中寫著

「曾老師從不曾在學生面前直呼我的名字或是稱呼我為「實習生」。因為曾
老師知道學生其實對於導師、實習生以及科任老師的態度是不同的。尤其實
習生的角色本來就不易定位，也難在學生面前建立權威感。所以曾老師總是
在學生面前稱呼我潘老師，小朋友習以為常的也會將我當做正式的老師看
待，給我同樣的尊重。曾老師也曾在小朋友面前提起，他與我是夥伴的關係，
我認為曾老師真的將我當作教學夥伴，一路關心我，指導我，而不只是將我
當作一個實習生而已。」（問卷）

可見得輔導老師在尊重實習生的情形之下，兩者的互動將是良性、自然又坦
誠的。

（二）二者的個性與人格特質
二者的個性大而化之與開朗熱情是相似的，實習生指出自己有些脫線則為與
輔導老師不同之處。她指出，
「曾老師是一位充滿創造力與想像力的老師，每一次上課總會有新的教法、
新的活動讓學生連同我在內驚嘆不已，所有的孩子都期待上課討厭放假。曾
老師個性活潑開朗，具有孩子的童真率直也有成人的細膩心思。面對孩子
時，能以孩子的角度想事情；處理問題時，又能處變不驚，是一位相當令我
敬佩的老師。由於老師的大而化之，不計小節的個性使我能從容自在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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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海 教 育 評 論 2009，2，1-22

一位實習生敘說與輔導老師人際互動之個案研究

及觀摩老師的教學。我的個性和老師相同之處不少，較為大而化之且比較開
朗熱情。但我有時候甚至可說是有些脫線，承蒙老師的照顧及指導，幸好沒
有犯過什麼大錯或是釀成什麼大禍。」

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感情相當不錯，輔導老師對實習生可謂亦師亦友。（訪
6）從以上的描述可知，即使輔導老師與實習生二者的個性或人格特質不見得完
全相同，但只要一個樂意指導，另一個願意學習，就能夠有最好的結果。

（三）二者的教學理念
實習生指出輔導老師的教學理念為：
1.

培養孩子具有優良的性格：活潑、快樂、沈靜、專注、勇敢、自信、愛勞動、
關心人。

2.

尊重孩子的獨特性及個別差異，重視多元智能發展，採取多元評量。

3.

鼓勵閱讀，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養成主動求知的學習態度。
實習生的教學理念為：

1.

「我愛故我在」---愛是最佳良方，煩躁是老化毒藥。以愛心及耐心陪伴孩子
成長，培養孩子獨立思考、主動學習及關愛他人的能力。了解學生的個別差
異，發掘潛能，每位孩子都是一顆閃亮的星星。

2.

我學故我在---活到老，學到老。教師主動學習，提升教學品質及精進教學策
略，與孩子們教學相長，營造雙贏局面。
她在問卷中寫道：

「我想我與曾老師的教學理念不謀而合，發掘每位孩子的能力，注重學生的
個別化及獨特性，以多元方式評量，著重孩子們的學習態度及精神。除了學
科方面的學習，培養學生關懷他人、自信及正面積極態度等人格教育，更是
教學中重要的一環。」（問卷）

可見實習生已經體會出輔導教師的理念，並有自己的看法，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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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者的年齡
輔導老師 39 歲，算是學校的資深教師，任教時間已超過 20 年，而實習生
則為 24 歲。實習生認為，二者雖然相差 15 歲，但是卻沒有疏離感。她說：

「曾老師對我來說亦師亦友，不僅與我分享教學上的經驗，也與我討論生活
中家庭及各方面的事務。」（札 8）

由此可見，年齡的差距並不一定影響二者的互動。

（五）二者的信任感
實習生在深入訪談時提及：

「我對曾老師相當信任，信任老師對我的指導，也信任老師在其他方面給我
的建議。例如：老師與我討論到未來的人生規劃或是生活中的私人事務(如：
結婚或是進修等等)，我也會與老師分享我的想法以及家庭或私人的事情
(如：與父母親的相處及與異性交往的情形)。曾老師對我也很信任，老師會
主動與我分享他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以及與父母親的相處狀況。另外，老
師對我的教學也給予肯定及信任，有一次老師要請公假領獎，原先學校安排
外校的代課老師，曾老師主動要求學校讓我擔任班級代課導師。」（訪 5）

這足以看出輔導老師與實習生彼此的信任程度，信任程度愈高，愈能交心。

三、實習生與輔導老師互動過程中所獲得的教學專業成長
（問卷）
實習生在填答的問卷中非常詳細的寫出與輔導老師的互動獲得教師技巧、評
量技巧、作業批改、班級氣氛、親師溝通、聯絡簿的處理、教室佈置、教室整潔、
吃飯小技巧、師生關係、班級活動、導師協助科任老師、班級網頁的建置等方面，
有十分踏實的學習。限於篇幅只能在此簡單說明，具體詳細的資料，研究者已加
以妥為保管，將可提供有興趣人員參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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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論
從以上的結果看來，這位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歷程幾乎全是正向、積
極、良性與肯定的。在研究者訪談這位實習生及批閱她所繳交的省思札記中，可
以感受她已經體驗到從九十七學年度開始，就要接受分發，前往國民小學任教，
展現出一股強烈的學習慾望。輔導老師也能感受到實習生這一股渴望學習的動
機，願意傾囊相授，在此氛圍之下，兩者的互動朝積極面發展似乎並不令人意外。
再者，能夠到教育大學附小擔任教職的老師，都經過一番嚴挑細選，素質
比一般國小來得優秀，且附小的老師具有比起其他國小較為豐富的指導實習生之
經驗，所以探討附小的輔導教師與一位公費實習生之互動是相當特殊的。
然而，本研究中所看到的兩者良性互動也並非必然。這從以往全部公費生
的實習狀況就可略知一二。因此，本研究指出的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情形以
及影響兩者互動因素之探討，似仍有一些值得實習生與輔導老師或關心此領域的
專家學者深思之處。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實習生在教學前、後，班級經營出現問題、以及看到輔導老師與家長溝通
的情形時，會主動的請教輔導老師，希望獲得一些學習。
（二）輔導老師會利用空堂、作業批改、以及教學的前後主動的指導實習生。
（三）實習生認為輔導老師的回饋相當有用，且能感受到輔導老師的善意與關
懷。
（四）影響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的因素，包括互動方式是相互尊重且關懷
的、兩者的個性與特質是相似的、教學理念雷同、年齡的差距並不影響二
者的互動、彼此是互相信任的。
（五）在二者互動的過程中，實習生在教學專業成長方面獲得十分豐碩的成果。

二、建議
本研究根據以上的結論，對於實習生及輔導老師和未來的研究提出些許建
議藉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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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於實習生
1.

要獲得輔導老師的真心指導，自己要表現出認真與主動。

2.

在實習時，要多找機會觀摩，請教輔導教師。

3.

實習過程中，把所見所聞寫成省思札記，將有助於自己的教學成長。

（二） 對於輔導老師
1.

把實習生當作同事看待，給予適度的尊重與關懷。

2.

當實習生表現出高度學習意願時，請能傾囊相授。

（三） 對於未來研究的建議
由於本研究僅針對一位公費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歷程作一些探討，以
後的研究似可把輔導老師的看法與實習生的意見相互對照來進行研究。再者，其
他不同特質的實習生與輔導老師如何進行互動也可以進行探究，例如，教育大學
自費生與教育大學附小輔導老師的互動或一般大學教育學程的實習生與附小或
一般國小輔導老師的互動等。當然，不同實習階段別的實習生與輔導老師的互動
情形，例如：幼稚園實習生、國高中實習生與其輔導老師的互動歷程都可以是未
來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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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an intern’s description of personal
interaction with her mentor
Ji-Chyuan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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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an intern and her mentor is the key to whether
the intern can successfully experience the student teaching process and develop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pers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an intern and her mentor,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interaction, the
professional progress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
and her mentor, and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obtained by the intern,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nterns and mentors on their student teaching and
advising process and further advance an intern’s professional progres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n open questionnaire, individual interview, and an intern’s reflective
journals on her government-supported intern experienc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ern actively consults her mentor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when problem arises in class, and when she observe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her mentor and students’ parents; the mentor also advised the intern during
recess or when grading assignments; the intern was satisfied with her mentor’s
respons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 and her mentor include
the mutual respect and care,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easy going and passion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y of teaching philosophy, the interaction quality not affected by
the age difference, and the high degree of mutual trust. The intern made much
professional progr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action with her ment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 and her mentor is also very positive. The study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interns and mentors as well as the intern schools.
Keywords: intern, mento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profession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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