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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師資生擔任數位學伴線上課輔教師對其教師專業發展之影響，採

質性研究法運用半結構式訪談、參與觀察法、及文件分析法進行本研究資料之蒐

集。經研究資料分析結果得知，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教師因課前準備數位教材，

在線上進行教學，使得其教學及課程發展的能力有所增進，因與學生的線上互

動，其教學輔導學生的能力亦有所提升；並且因此對教師專業角色的省思，理解

到身為一位教師的工作與責任。可知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教師對其第一階段之教

師專業發展有正向的影響。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針對師資生、承辦「數位學伴線

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的學校、師資培育中心、以及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師資生、線上課輔老師、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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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how preservice teachers’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After School Online Tutoring Project influence 

thei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ven preservice teachers who had been 

participated in the project were invited as the subject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xperiences of preparing instruction materials, teaching and 

counseling students online, writing reflective teaching journal, and discussing 

teaching experience with peers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to pre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ltimately,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developed knowledge, 

skills, and disposition of teaching. Based on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future study are provided. 

Keywords: preservice teachers, online tutoring teache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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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科技造就人類文明的進步，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的環境與工作方式，而網際網

路的普及，造就 e時代的來臨，使得資訊快速成長，對教育也形成新的挑戰（Marsh, 

1993）。利用科技縮短城鄉教育差距及學習機會不均的情況，是全球關注的教育

議題，也是我國教育近幾年的重點計畫，教育部於 2006年起開始推動「偏鄉地區

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運用網路教學方式，由大學生進行線上課業輔

導中部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學生，提升偏遠地區學生學習成效，促成學習機會均

等。2010 年教育部調整計畫名稱為「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整合

更多學習資源，為偏鄉學生打造優質的網路課業輔導學習環境。2016 年更接續

原計劃辦理「偏鄉數位應用推動計畫」，持續培訓大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學習，

透過線上即時陪伴偏遠地區學童進行學習，提升其學習動機與興趣(教育部，

2016a)。 

饒見維（2003）認為師資培育階段是師資生教師專業發展的第一階段，而研究

者本身曾修習教育學程，目前是中等合格教師，深切體認到師資生在成為學校教師、

擔任學生各方面的行為楷模與表率之前，師資培育階段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時

段。因此關切師資生參與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的機會，實際經歷教學活動，接觸

地處偏遠、經濟不利與文化刺激較都市缺乏的偏鄉學童，對師資生的教師專業知能

造成了怎樣的影響與改變。因此本研究透過參與課業輔導服務計畫之師資生教學經

驗，瞭解並且探究其從線上課輔教學經驗的成長，藉此研究結果以建議未來是否能

鼓勵更多師資生參與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並根據研究結果對師資教育提出建

議。 

貳、文獻探討 

一、 教師專業發展之意涵 

教師專業發展隨著時代的改變而逐漸受到重視，諸多研究也得出教師的專業

發展是促進教育進步之動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教師專業一詞所提出的定義

為教師以嚴謹的態度，不斷地進行教學研究，獲得的專門知識與特別技能。教育

部長潘文忠指出教師專業的素質，不但是教育品質的保證，更是學生學習成效的

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教師需與時俱進，朝著專業不斷精進發展（教育部，2016b）。

National Staff Development Council (2001）認為教師專業的發展應該是目標導

向、具持續性、以及和教師日常工作情境相連結，Guskey（2002）指出教師專業

發展是增加教師終生學習能力的過程，以促進所有學生達到高標準的學業成就以

及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因此教師專業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改進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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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uki（2009）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為了改進其教學知識和技能，參與校內

外正式和非正式的過程和活動。 

饒見維（2003）認為教師的工作是專業工作，教師可以透過持續的學習與探

究歷程提昇其專業水準與表現，因此從師資培育階段至在職教師階段直到離開教

職為止，教師都必須持續學習，以發展其專業內涵，因此他將教師視為專業人員、

發展中的個體以及一位學習者及研究者。郭諭陵（2005）也提到教師為一專業工

作人員，必須具備專門的知能，而教師專業是指教師此一角色所具備的一些教育

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精神及態度等。黃政傑（1996）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

指，教師能夠利用各種機會，持續的學習成長並增進專業知能，提高其專業精神

與態度的過程，透過學習提升教師之專業發展與表現。 

歐用生（1996）主張師範教育應由職前教育導入教育而發展到在職進修教

育，重視教師在職的持續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強調教師能做什麼，將教師視為專

業人員，培養教師批判和創造力，提升研究意願和技能。陳美玉（1999）提出教

師專業發展有教師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教師自我了解的發展、教師生態改變

的發展、教師生涯過程的發展四個面向，上述四個面向應由師資生、實習教師、

新任教師、經驗教師等四個階段提供支持系統，教師專業化的落實有賴教師在不

同階段持續進修成長，使專業能力獲得不斷的開展。 

學者（單文經，1990；劉兆達，2003）指出教師專業的內涵有普通素養、專

業知能、專業態度、人格特質及專門學科素養等五項。普通素養又可分為人文素

養及科技素養，所指的是教師不僅要對學生及社會環境瞭解，必要體認新思想、

文化及藝術表現價值，所以教師應具備相當程度的人文及科技的素養；專業知能

是指教師需要專業的知識及專業的能力，能幫助學生有效地成長；專業態度是教

師要擁有對教育之責任感、教育熱忱、奉獻精神及學習的信念及態度；成功的教

師具有一些獨特的人格特質，包括：個性、情緒、健康及待人處世之道，發展人

格特質可以幫助教師更了有效地教學，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效果；而專門學科素養

是教師在專業科目要有相當程度的暸解，也要瞭解何種教材、知識、教法，可以

適合學生的程度，以達到最好的教學效果。 

另外饒見維（2003）認為教師專業內涵應具備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

業知能、與專業精神四個方面。通用知能包括通用知識與通用能力（人際關係與

溝通表達能力、問題解決與個案研究能力、創造思考的能力、批判思考的能力）。 

學科知能是謂教師在任教某一學科時，對該學科內容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能整

體掌握學科精髓，並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幫助學生發展出相關知識與技能。教育專

業知能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課程與教學知能（一般課程知能、一般教學

知能、學科教學知能）、心理與輔導知能、班級經營知能、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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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精神包括對工作的認同、承諾、投入與意願。教育部在 2016年公佈

我國教師專業的標準，指出教師應具備教育專業知識並掌握重要教育議題、具備

領域/學科知識及相關教學知能、課程與教學設計、教學策略有效教學、運用適

合方式進行學習評量、班級經營效能營造支持學習環境、掌握學生差異相關輔

導、善盡教育專業責任、致力教師專業成長、與協作領導能力等十項能力（教育

部，2016c）。 

綜上所述，教師被視為是一專業工作人員，因此需具備一些教育專業知識、

專業技能、擁有專業精神及專業態度等。同時教師為了保有這項專業必須不斷地

利用各種機會持續學習，透過學習提升整個教師的專業精神與表現。教師專業發

展涵蓋了從師資培育階段至成為教師之後的在職進修，是一個沒有中斷的過程，

教師在這過程當中唯一主動的學習者，必須持續進修，並能透過教學與學習以及

他人的互動及對話進行中自我反省檢視。本研究所指之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師

在其工作過程中不斷學習，進行反省思考，所發展之教學知能與態度。 

二、數位教學的意涵 

因科技進步，數位學習已成為新的學習方式，因為網路學習的方便性、開放

性、共享性、與互動性，使得人們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許資訊，透過科技，許多

學者認為科技數位學習，可以提升教育的品質（周宣辰，2016；劉修豪＆白亦方，

2016；孫志麟，2004；Jonassen, 2000)。徐新逸、林燕珍（2004）以教師應用資

訊科技於教學模式與步驟，將科技融入教學依照教學過程的進行分為教師課前教

學準備、教師上課教學展示、教師使用科技工具引導學生學習、建構虛擬學習館、

師生線上互動（非同步）、視訊即時教學（同步）、社群式學習、專題式合作學

習等下列八種科技融入教學模式。Mills＆Tincher（2003）主張在教學環境中應

檢視科技在教學中發揮的功能，而非僅是資訊科技的應用，科技融入教學主要是

運用資訊科技的特性，以改善傳統教學的限制， 並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與

能力，藉以提升教學效果。若是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在學習效益上不比傳統教學方

法好，也不能盲目地使用。李世忠（2000）認為擔任線上教師必須有高度的熱忱

與耐心，瞭解每個學習者的不同，還需具有課程設計規劃、教材設計製作、科技

運用素養、上課教學技巧、教學與行政管理、教學評鑑等六個層面的專業能力。

沈中偉（2004）也認為科技是學習的輔助工具，教師的教學設計是才是科技融入

教學的關鍵。 

以遠距教學而言，是一種有系統的教學及學習活動，教材與教學活動由教育

機構事先製作完成，在教育的情境中教師與學生可以是非同/同步，透過科技媒

體來連結教師與學生，使得教師、教材與學生之間得以互動，而能達到預期的教

育目標（黃孟元、黃嘉勝，1999；Moore & Kearsley, 1996）。徐加玲（2007）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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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位學習課程可以區分模擬式、演講式、瀏覽式、群組互動式四種。沈中偉

（2004）主張在網路課輔教學的過程中，課輔教師不再是像在傳統課室教學中與

學生實際接觸的教育方式，而是透過視訊系統一對一的教學，因此在此教學過程

中，課輔教師應扮演教材整合者的角色，在教學前，實施系統化教學設計時，教

師在需根據教學目標，配合學生的起點行為或先備知識，來蒐集、整理與設計教

材，選擇適當的教學方法、設計教學活動、選擇與製作適當的教學媒體。楊家興

（1998）主張擔任遠距教學線上教師為達到有效的教學目的，應該自編網路教學

的網路教學的教材，多使用問答與討論方式，而非講述的方式去教學，啟發學生

的思考。 

教育部為推動科技融入教學，縮短城鄉之數為落差，自2006年起開始推動「偏

鄉地區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2010年教育部為擴大服務面向將課輔對

象擴及於家庭經濟弱勢學童，調整計畫名稱為「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

畫」，數位學伴教學進行的模式有「一對一」、及「一對多」模式，大學與中小

學校方提供電腦教室及設備，定點、定時、課輔老師與學童一起上線進行課業輔

導，輔導科目包括國語、數學、英語及電腦；網路課輔模式是使用同步遠距教學

系統，透過網路視訊方式進行學生課業輔導。輔導模式為一對一輔導，一位課輔

老師負責指導一位學童，原則學生集中在學校電腦教室或由學校安排在其他適當

地點接受輔導；學生住家離學校較遠或行動不方便學生得以安排在學生家中接受

輔導。一對一輔導的教學方式，為每位學生擬定個別課輔學習計畫與進度，課輔

重點科目為國語文、數學、英語，輔以其他學習領域的科目，以增進課輔學童的

學習成就，建立學習信心，提高學習興趣為主。 

教學課輔平台系統使用太御科技所代理的JoinNet軟體，該軟體是由美國 

Home Meeting公司所開發的產品，是一套以軟體為架構、多人多點即時互動的多

媒體通訊工具，所提供的多種數位教學功能已結合在單一、可靠、容易管理的平

台上，並具備強大的安全功能。提供電子白板與網頁瀏覽、即時影音、即時通訊

等功能外，也包含了隨堂錄影功能，方便老師與家長以及課輔團隊深入了解課輔 

狀況與學童學習情形（太御科技，2003）。Join Net數位教學工具利用網路連線建

立虛擬教室，在虛擬教室裡面教師與學生皆為相同的介面，然教師為主持人故擁

有最多功能權限，學生為一般參與者故擁有之功能權限有限。教師得以藉由數位

教材工具上傳教材或新增空白頁面於教學區白板，上傳的數位教材格式可以為圖

片檔、PDF檔、Word 檔案、或PowerPoint檔案；然後再利用上課工具在白板上

的教材進行書寫、繪圖、標註或指示來進行講課。文字訊息對話框為隨時皆可使

用之功能，但學生之視訊影音僅有在開啟發言權時才得以顯示或以麥克風對話。

利用可以整合各種媒體形式的數位電腦網路來進行遠距課輔，除了可以克服師生

地理的距離之外，也可以讓輔導老師不需要往返於教室與住處之間，省下不少時

間與通勤上的消耗。因為這種特性，讓有心參與計畫的輔導老師可以不受時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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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與學生進行輔導活動，進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蘇彥衍、杜振亞、邱才銘，

2009) 。 

每週兩次的教學過後，課輔教師須紀錄課輔日誌，此項遠距課輔日誌系統是

由輔仁大學所開發，主要能夠讓輔導端及受輔端的帶班老師即時填寫帶班日誌。

課輔教師也可以透過課輔日誌做簽到、簽退的動作，不但可以掌握課輔教師的上

下課時間，更要求每位課輔教師在課輔結束後填寫當日的上課狀況，並且設有輔

導老師即時回覆日誌的機制。如此一來遠端小學的校長及導師可以透過課輔日誌

系統了解學生遠距課輔情形，也可以隨時了解課輔教師的上課情形適時介入輔

導。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之選取 

本研究主要探討師資生參與「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之實踐歷

程，了解師資生參與課輔教學的經驗與教師專業成長，本研究偏向實際事件之描

述，以及研究範圍涵蓋師資生內在思考、教學態度、教學歷程的情況，以及對週

遭人、事、環境等價值觀念傳遞。如同胡幼慧(1996)認為質性研究所關注的是社

會事實的建構過程與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與解釋。故本

研究選擇質性研究方法，以參與中部某大學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之師

資生為研究對象，透過田野觀察、半結構式訪談、及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資料，

進行研究。 

二、研究場域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場域為中部某綜合大學，該大學自 2008年參加教育部「偏鄉中小學

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自今已邁入第八個年度，每年招募學校大學生擔任課

輔老師， 於每週二及每週四，從下午四點二十分至五點五十分，參與課輔活動，，

以網路教學的方式輔導偏鄉山區之國小學童，並于每學期期末舉辦一次課輔老師

與偏鄉學童相見歡活動。  

為求研究內涵豐富，研究者訴諸自己的觀察判斷，有目的的進行抽樣，選出 

最能符合研究的目標的樣本(王文科、王智弘，2007)。本研究旨在探究師資生參

與「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課輔教學的經驗與教師專業發展，因此從

曾參與過年度課輔計畫的課輔教師並具備師資生身份的大學生，為參與研究對

象，立意選取 7位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之詳細資料請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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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資料之搜集與分析 

（一）田野參與觀察記錄 

在 2009學年度「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開始的每週兩次線上課

輔教學現場，研究者觀察擔任課輔老師的師資生與偏鄉小朋友教與學的互動、以

及課輔老師每次課後 20分鐘的教學檢討與討論、還有進行相見歡等活動，進行

田野觀察及撰寫課輔日誌以及課輔老師教學討論的紀錄，以增加研究資料的多面

性。 

（二）半結構式訪談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文獻閱讀的結果，編擬正式訪談大綱。研究者於訪談

前，將談邀請函、研究同意書、及訪談大綱各一份，寄給受訪者，使受訪者在訪

談前瞭解整個訪談過程以及於訪談內容，訪談的前一週，研究者以電話聯繫被訪

談之對象，確認訪談時間與地點。訪談時，研究者先向受訪者解釋本研究計畫、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詳細解說受訪談者之個人與學校資料，皆以匿名方式

處理，錄音內容工作論文研究之用，不會外流，受訪者同意後始進行約 60分鐘

訪談與錄音。訪談雖依訪談大綱進行，但會依受訪者之回應適時對話內容，對於

不理解受訪者的論述，研究者即時詢問並加以澄清，且於訪談結束後，立即將訪

談之內容騰為逐字稿。 

本研究進行訪談後製作低推論描述，取得參與者之逐字敘述，最後進行研究

的分析與推論。研究者將訪談過程之內容逐字轉錄成書面資料，為保護受訪者個

人隱私權利，所有相關背景資料將予以刪除。資料內容轉錄完成後，研究者將逐

字稿回覆予受訪者，請受訪者協助確認內容是否無誤，或是應補充的部份。研究

者亦按照受訪者的代號將轉錄完成的逐字稿依序編碼，進行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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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編號 研究參與者 
輔導年級 

姓    名 輔導科目 輔導經驗 

T1 小君 
小  四 

小薇 數學 一學期 

T2 小婷 
小  四 

小兆 數學 一學期 

T3 小怡 
小  五 

小欣 數學 一學期 

T4 小慈 
小  三 

小榮 國語 四學期 

T5 小佳 
小  六 

小美 國語 一學期 

T6 小璇 
小  五 

小珍 國語 一學期 

T7 小岑 
小  四 

小辰 
國語 一學期 

 

（三）文件蒐集 

撰寫課輔日誌是課輔老師每次線上課輔結束之後必須完成的動作之一，課輔

日誌裡面包含了：課程、教學單元進度與教學目標、教學流程及教法、學童吸收

狀況與教學檢討、教材等等項目，課輔老師需就當天線上輔導教學的整個流程及

學生吸收狀況等逐一填寫，詳實紀錄教學的呈現以及學生的反應還有心得感想，

等於是課輔老師對自己每次的線上教學的紀錄。而研究者除了對受訪的課輔老師

做訪談及課室觀察之外，進行文件蒐集，以多方面的資料蒐集來對課輔老師的線

上課輔活動做一個較為全面性的瞭解。 

（四）研究資料編碼與分析 

研究者將訪談資料謄寫成逐字稿後，依受訪者所陳述的內容按照順序編碼，

以利訪談資料的分析。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每位研究參與者以代號代替受訪者

之真實姓名以保障個人隱私，如 T1/小君、T2/小婷。另外，研究參與者訪談資料

分析的資料編碼方式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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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析資料編碼 

資料來源 資料代碼 代碼意義 

訪談資料 T1訪-101-103  表示因用第一位參與者訪談逐字稿第 101行

至第 103行的文字內容 

課輔日誌 2009/11/12/T4課

輔日誌 

表示為 2009年 11月 12日師資生所寫的課輔

日誌之紀錄。 

觀察札記 2011/03/17觀察

札記 

表示為 2011年 3月 17日研究者所撰寫之觀察

紀錄。 

 

研究者將所有研究資料之要素歸納完成之後，進一步比較、歸類，將屬性相

似之要素歸為次類別，再將次類別整合，最後發展核心主題，並予以編碼進行結

果分析與討論。 

肆、結果與討論 

經本研究資料分析結果得知，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教師所經歷之教學經驗，

與教師專業發展如下： 

一、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老師之教學經驗 

（一） 課輔活動前之準備經驗 

1. 搜尋網路資料 

這些擔任課輔老師的師資生皆以學校的講義教材為主，再輔以網路上蒐尋到

的適合資料來指導學生，像小璇就表示她通常設計教學活動時，搜尋教學網站的

資源： 

ＸＸ網站有電子教科書，裡面有一整排的內容還包括習作的部分，…我剛開始都

用網路上的資源，因為它給的東西都滿完整的，有課本習作還有評量方面都有。(T6

訪-49-50) 

除了ＸＸ教師網的資源豐富之外，課輔老師們尋找網路其他合適教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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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當多元，如小婷表示參加課輔活動之後，會在 Facebook或 YouTube搜尋相

關的資料：  

有時收轉寄信…或是去搜尋有關的主題，現在 Facebook 就有很多這類的東西了。

(T2-訪-83-84) 

由上所述，能瞭解到課輔老師們在線上教學前皆投入不少時間於準備課程

上，尤其尋找合適的課本講義教材或上網搜尋大量的相關資訊影片資料等等補充

教材就是期望給予學生最豐富的教學內容，讓學生有最完整的課輔學習。 

2. 製作數位教材 

由於線上課業輔導活動不是傳統的面對面教學，而是運用電腦透過網際網路

來進行，因此課輔老師，要在教學前將所有課程內容編製成數位教材，教學資料

轉化成電子檔，進行線上課輔教學。課輔老師們製作教材的型式相當多元，但大

部分的受訪者皆表示將教學內容製作成投影片 PowerPoint 的方式最為方便線上

教學： 

…做 PPT 就想很多東西了阿，再來就是掃描那些，還有怎麼把東西放上去…所以

最後我就自己製作 PPT。(T4-訪-08-10) 

教材除了以 PowerPoint 的投影片方式呈現外，課輔老師也運用其他方式製

作教材，如小慈就是利用數位相機拍下實體教材的內容，再加以修改製作成自己

的教學檔案： 

用照相機照起來製作程電子檔上傳，或去網路上抓題庫，…，可以照一下參考書，…

也可以找到其他版本的參考書題目，參考書做得都還不錯而且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T2-訪-02-04) 

綜上所述得知，由於目前並無一套完全適合課輔數位學習的教材，因此大多

教材都是由課輔老師自行整合製作，運用各種適合線上教學的電子媒材來輔導學

生，擔任課輔老師之師資生蒐集好教學內容後，最重要的部分便是整合所有教學

資源，製作成電子檔案，完成數位教材，才能藉由電腦網路進行線上課輔的動作，

這對擔任課輔老師的師資生來說都是增進將科技融入教學能力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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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線上課輔活動中之教學輔導經驗 

1. 線上協助課後復習，進行補救教學 

本研究線上課輔教師認為協助學生複習及進行補救教學是整個課輔活動中

最重要的一環，小佳就認為課輔老師的職責就是幫忙輔導學生進行課後的練習或

是完成作業，在學生遇到困難時予以協助完成跟上進度： 

在他們學校老師上完後，我其實主要做一個課後複習的動作。…我發現小朋友可能

是會說可是不一定會寫，大概能說出意思但無法講得很完整，或是詞語方面表達不

完全，所以就是根據這方面加強。(T5-訪-14-16) 

除了複習，有的課輔教師會在線上進行課前預習： 

我通常都會在前一堂課問說你們的進度上到哪邊？然後我就先預告說下次我們要

上到那邊，跟著進度走，然後後來都超前了，就先幫她預習這樣，就用一些習題給

她運算這樣。(T1-訪-26-27) 

課輔的老師認為學生在學習時若能把握課前預習、課後複習這兩個原則，他

們在求學的路途上就會輕鬆許多，因此課輔老師就帶領學童一步步完成學校老師

交代的功課、補強不足的觀念或事先預習課文，透過經驗師資生了解到學生的學

習節奏以及困難點所在，能給予最好的課輔教學。 

2. 線上補充相關知識，建立正確觀念  

本研究課輔老師認為與學童的分享與對話，可以促進學童們對這多彩的世界

更認識瞭解。像小璇進行線上教學時，就先從時事談起，引導學生們關注社會上

發生的消息，藉機引導學生正確的觀念： 

我就是大概補充一下最近社會發生的事件，因為平常有在看新聞，所以主要是看社

會上目前有哪些社會事件是會造成小朋友認知錯誤的新聞報導，有跟他談過的是日

本海嘯、塑化劑…我會問她你知不知道這新聞？或你對這新聞的感覺是什麼？或有

沒有同情日本這樣，問她的感想。(T5-訪-21-25) 

除了時事，本研究輔導教師也常補充相關資訊，將課程延伸得更多，希望擴

充小朋友的課外知識： 

我有補充一些比較跟國文沒關係但課文裡面有的部分，比方說之前有提到太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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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想說讓她理解一下之前是九大行星現在是八大行星。(T6-訪-37-38) 

協助偏鄉學童課業輔導的同時適時加進時事與生活花絮及感想，藉由與課輔

學童談天說地中的對話當中，師資生能更瞭解偏鄉學童的內心世界與渴望，讓學

生的課業能與日常生活作連結，給學生最完整的內容。 

3. 線上引起學習動機，促進學習動力 

由於線上輔導學生身處遠端，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是線上課輔老師的教學挑戰

之一，本研究之師資生認為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是教學重點，像小怡舉出她以擬人

化進行數學教學，讓數學跟學生生活有連結，使學生不再害怕進而喜愛上數學： 

例如小數的加法不會，我就會趕快跟她講，譬如說 0.31+6 她會變 0.37 她會誤以為

+0.06 我就說不是喔 6=6.0，我就說小數點它隱形了，它會變身阿，零會隱形，因為

點點在那邊，妳要想像點點是一道牆，它只是把它藏起來而已，可是妳把點點翻開，

它變身，然後她就會很開心，然後我都會以比較有趣的方式….，她小數點會點錯

位置，我都比喻小數點是降落傘，我說欣欣準備好了嗎？降落傘準備好不要降錯位

置，她就點點點寫在這裡，我就說非常好安全降落 100 分，就讓她覺得有趣印象深

刻。(T3-訪-84-91) 

教學除了是經驗的累積之外，這些課輔老師也掌握到學生的心理，把握大原

則，運用一些教學技巧，更利於學生的學習效果：像小慈就利用小朋友喜歡擁有

自主權的心理，讓他自己挑選題目作答，於是小朋友便心情愉悅地開心作答： 

教學平台有放掃描的考卷…如果整張考卷貼上去的話字會很小，小榮沒辦法專心

的去看，所以就把每一段剪下來，你要他寫的那段剪下來，然後貼到上面給他看，

可是我不會讓他全部做，我會讓他挑幾題做，像跟他說你只要挑五題做就好，然

後他就會很開心的趕快做。(T4-訪-98-101) 

像小璇就寓教於樂，找到一些跟課程有關的遊戲，讓小朋友在遊戲中複習所

學到的內容： 

會提供題目但是遊戲化的形式，他有提供課文做成題目…若選錯答案的話那磚頭就

會爆炸，若答對的話就會再疊一塊磚頭上去，就一直蓋起來這樣子，這個遊戲比較

有趣，我還有用一個氣球的遊戲…。就複習的時候就用這方式。(T6-訪-42-47) 

許多偏鄉學童學習上的障礙在於學習動機的低落，或是沒有將學校學得的知

識與現實生活作連結，因此課輔老師加強引導學童的學習動機，只要引起他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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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學童之後遇到再困難的挫折，也打消不了他主動學習的熱情。 

4. 線上的傾聽陪伴與鼓勵 

本研究師資生認為除了線上進行課業輔導之外，陪伴與關懷偏鄉學童也是重

要的工作，如小君認為課輔時首先要關照學生的情緒，協助他們將心情安定好

了，學生們才有辦法將心思放在學業上： 

就是要照顧到小朋友的情緒，課業倒是其次，要讓她們願意還想參加下一次的課程

就成功了，教學的互動不能都是，我就是老師你就是學生，你要聽我的這樣，你要

跟她們變成朋友，然後就是盡量教她們學校不會教的東西，透過網路的功能，作一

些互動…你可以跟她們講說還有哪些地方，什麼東西你可以在網路上學，在告訴她

們更多的資訊這樣，然後就是當個朋友的角色，傾聽她們的心聲。(T1-訪-111-116) 

除了傾聽外，本研究師資生也常鼓勵學生勇於說出自己的看法，表達自己的

感想，像小君就在聽到小朋友的夢想之後給予她建議，指出一個可以努力的方

向，鼓勵她逐夢踏實： 

就跟她閒聊，問她以後想做什麼？她就說以後想當歌手，因為她很喜歡唱歌，可是

她媽媽都會說她唱歌很難聽，我就會說不會呀，那妳以後紅了發片的時候要跟我講

一下，...我就趁機跟她講說：妳以後上高中，因為上高中是要考試的嘛，或是上大

學你可以去哪一間哪一間，就開網頁給她看介紹一些學校，因為音樂系裡面有什麼

什麼專業阿，就給她一個願景，讓她知道要朝哪裡發展這樣。(T1-訪-86-93) 

可知，線上課輔除了課業上的教學之外，課輔老師也對偏鄉學童們的行為態

度特別給予輔導，傾聽、給予正向積極的鼓勵等方式輔導學童。 

（三）課輔活動後之經驗 

1. 課輔後的討論分享活動 

每週線上課業輔導活動結束後，大學端的帶班老師會讓課輔老師留下來一起

討論當日的教學狀況；有時會訂定一個主題，大家分組討論腦力激盪，思索出解

決問題的辦法，或是互相分享各自課輔教學的心得。從研究者的觀察手札中得知

課輔老師討論的主題雖然相當多元，然而大都聚焦於線上課輔時學生會發生的狀

況、會遭遇到的情形，例如： 

如何改善學生粗心大意的情況（2010/01/12 觀察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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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複雜的數學題目沒耐性看完就馬上計算（2010/02/18 觀察手札） 

小朋友心情浮躁時如何安撫（2011/05/05 觀察手札） 

此外，課輔老師們彼此互相交流好用的教學資源(如：康軒教學網、昌爸數

學網、安安教學網等等)等網路學習資源： 

課輔老師也會分享教學技巧，分享學習口訣、解題方式（2010/06/10 觀察手札） 

 

在面對學生問題時該如何應對，以及討論一學期舉辦一次的相見歡地點、流程該如

何進行等等交換意見（2011/03/17 觀察手札） 

 

I-message 的應用、分享有關如何教學、教養等等的好文章，以及適合教學的教材

也都提供給各位課輔老師參考（2011/03/15 觀察手札） 

本研究之課輔老師表示討論分享對促進教學有很大的幫助，像小君就談到她

之前完全沒有教學的經驗，討論分享讓她較清楚該從什麼樣的地方開始著手準備

教材，以及如何跟小朋友做互動： 

有…因為我以前沒有經驗，一開始還不是很清楚狀況，我們ＸＸ那群感覺有一半以

上都是老手，就聽她們經驗分享，所以自己面臨一些問題時，就跟她們討教，她們

會分享怎麼解決，就覺得幫助很大。(T1-訪-36-38) 

可見課輔後討論活動，能協助課輔新手進入教學狀況，同樣的小璇與小怡也

提到同伴可以互相諮詢教學方式，汲取了他人的經驗，提升了自己關於教學的想

法能夠快速增進教學技巧的方法： 

剛開始進去會覺得問可以其他人意見比較好，就稍微知道其他人的小朋友狀況是什

麼，這例子可不可以用在我的小朋友身上，有一些經驗分享還不錯。(T6-訪-81-82) 

每次大家都會討論說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然後學生會有什麼狀況，….她們都會

給一些建議，就知道說她們的方法還不錯，像有的老師說教學要非常的隨機應變讓

教學變得有趣，這還蠻有影響的啦，大家在討論時就會覺得還滿有道理的耶。(T3-

訪-164-170) 

透過經驗分享交流，一起討論意見或互相給予建議，能開展輔導教師的視

野，小岑認為如果沒有跟其他課輔老師交流，會很容易陷入只有自己單打獨鬥的

孤單感，參與課後的討論能增進教學能力之外，也能增加教學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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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只有我一人在挫敗，只有我一人有很多空白的時間，結果發現ㄟ大家都有

嘛，那還好啦。我覺得課後的座談討論還是有幫助的，因為會分享一些資源阿，至

少我可以知道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有這情形，這是普遍的情形，那我也可以不用一直

覺得自己怎麼那麼不好這樣。(T7-訪-119-122) 

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樣的課後討論能促進教學效能，但她們也提出不少建

議希望這樣的討論主題性能夠再更強一些，而不只是單純的分享教學狀況，經驗

交流，討論應對方式或是單純的閒聊： 

要看課輔老師參與的意願，若不想參與就有一盤散沙的感覺。有時有些人沒來可能

是覺得沒有特別的需要。可以限定一個時間像是分享心得的感覺，..可能沒東西可

說。(T6-訪-85-86) 

感覺大家有點鬆散，沒有硬性規定某個時間一定要留下來討論，就是大家要一起討

論，有了大家的分享與討論，在面對學生的各式各樣狀況時知道要如何處理，怎麼

解決，是看書得到靈感的還是跟誰學的這樣，可以學到教學技巧或其他教學資源或

其他課輔老師的支援。(T3-訪-289-291) 

所有課輔老師都肯定課後討論所帶來的實質效應不論在教學或是心理上皆

是相當明顯及有幫助的，這也說明建立一個交流討論的平台與進行一個檢討反思

的動作對老師來說都是獲得回饋與精進教學很重要的部分。課輔老師討論的主題

相當多元，大都聚焦於線上課輔時學生會遭遇到的情形，也彼此互相交流教學資

源、分享教學技巧、學習口訣、解題方式，或是有經驗的課輔老師跟新手教師經

驗傳承。 

2. 課輔後課輔日誌的撰寫 

本研究擔任課輔老師的師資生皆認為課輔日誌的撰寫，能夠幫助自己停下來

思考自己的教學表現以及學生的學習狀況，像小慈就表示她從每次每次的課輔日

誌中去檢討自己的步驟，同時調整自己的教學方法： 

可以看看你的課輔日誌，從課輔日誌去作調整這樣…我從課輔日誌去檢討自己，我

可以說下次我要教什麼東西，我應該要加強什麼東西這樣子。…我都會在日誌上寫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什麼東西比較好，什麼東西比較不好，就是一個檢討，也算是

紀錄我的一個發展歷程，這樣以後回來看也是有很多感想。(T4-訪-23-37) 

課輔日誌給予課輔老師一個檢討教學效能的地方，有了這個反思的動作能讓

師資生在每次教學時都依據上次的狀況作調整改善，讓自己的輔導教學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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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協助學生學習。 

總結以上研究分析得知，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老師獲得了以下三方面的教學

經驗。首先是線上課輔的課前準備需要先搜尋網路資料以及製作數位教材，才算

完成備課的動作。接著線上課輔的教學活動主要是協助課後複習，進行補救教

學；適時補充相關知識，建立正確觀念；並且引起學習動機，促進學習動力；除

了教學之外利用傾聽的陪伴、正向的鼓勵、行為的導正來為偏鄉學童們進行行為

態度的輔導；最後線上課輔的課後活動包含相見歡的親身陪伴輔導，以及參與課

後討論分享彼此的教學經驗與教學技巧，並且要完成課輔日誌的撰寫反思當日教

學的流程狀況與學生的反應。 

二、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老師所發展之教師專業  

（一）提升科技融入教學能力 

有別於一般親身面對面的教學，「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的課輔

活動是藉由網路視訊教學，輔導老師無法跟學生有面對面，只有透過電腦上安裝

的鏡頭傳達臉部表情以及眼神交流，整個教學流程皆靠網路傳輸，與平時熟悉的

班級教學活動大大不同，因此必須熟悉電腦操作模式，像小君就表示這樣的課輔

活動學到了相當多教材數位化的方式： 

就是你無法直接這樣跟她面對面，還有就是教材的部分，如果面對面一對一，你手

邊有教材有個東西可以直接指給她看，可是視訊你一定要準備東西不然你真的沒有

辦法上課，一定要先準備，畢竟是用電腦呈現。一定要先弄成數位化、弄成電子檔

案。(T1-訪-97-99) 

線上教學如果教材的編選只是用一般教科書的體例結構，學生則不容易有系

統的瞭解、吸收教材的內容，因此教學者往往依教學策略，自編數位教材，以達

有效的教學目的（楊家興，1998）。參與本研究之課輔老師表示，因為自編數位

教材，科技的能力提升： 

（科技能力）進步滿多的，因為做 PPT 就想很多東西了阿，再來就是掃描那些，

還有怎麼把東西放上去，或是電子書等這些。就是ＸＸ電子書，我覺得超難用的！

因為我們的設備不是特別先進，它的速度超慢的，我覺得超難用，所以最後我就自

己製作 PPT。(T4-訪-145-147) 

透過課前製作數位教材，本研究之師資生除了獲得有關科技教學的能力，也

了解視訊教學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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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電腦上課一定有它的困難度，譬如有些東西我面對面講一定比較生動些…要突

破這個困境，所以我都會動作比較大一點，我就會說：欣欣你看這個零阿，你要怎

麼樣做…。就在鏡頭前把零比給她看…其實有時候你在白板上面講你也不太能確定

她是不是在看，她可能有時在等你的答案，無法確定她是否在思考，而且有時我在

看著白板寫給她看，我就不能看她的臉，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有理解還是在發呆這樣

子，有時候我不太確定是否欣欣懂了。(T3-訪-181-189) 

線上教師必須有高度的熱忱與耐心，瞭解學生的不同 (李世忠，2000)，例

如小君就提到設計教材時，準備的內容一定要十分充足，要能變化不同的教學素

材，盡量貼近學生的喜好興趣，如此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致。她說: 

參考網路上的資料，就類似康軒教師網，先去看一下人家的教材或是題庫，才去設

計教材，然後教材不要太過死板，若圖是正方形的話可以多變一些色彩，或用立體

的，我那時設計教材時背景全部都是用她喜歡的偶像明星圖片，她就會猜說下一張

是誰？就每一個都用不一樣的，因為我也會怕上課無聊，而且一定要準備夠多，若

一個小時的課程就要準備一個半小時的課程內容，如果上不完可以下次再上，就不

要剛剛好，若一直叫她做練習她也會覺得很無聊，就要一直找資源來增加上課內

容。(T1-訪-139-144) 

參與課輔的師資生學透過輔導工作學會尋找合適的數位教材、運用電子書、

製作電子教學檔案是個很大的收穫之外，然而課輔老師也認為視訊教學，師生的

互動透過遠端，對於小朋友的動態，老師無法及時掌握住，學生的學習狀況，因

此相較於傳統面對面的教學，如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是這些課輔老師們最常

思索、努力的部分，像小君就表示： 

你要先吸引她的注意，然後就是要哄她開心阿，要是面對面一對一你就可以馬上家

她抓過來。其實我覺得視訊教學比現場教學更難，因為你就是要真的很有趣她才會

乖乖坐在電腦前面上課，要不然她就會在那邊假瘋，或是鏡頭轉開。(T1-訪-103-105) 

視訊教學對本研究擔任線上課輔教師的師資生造成了一些衝擊，使她們對科

技融入教學有了不一樣的想法。雖然小怡同意數位化教學是一種趨勢，而且是永

遠無法回頭的改變(孫志麟，2004)，但透過線上課輔經驗，她也提出用運新穎的

科技教學方式是否適合所有學生的疑惑，她說： 

我覺得數位化很有可能是個趨勢…，雖然科技那麼進步，但它不能全然取代老師親

自去輔導小朋友的感覺，那部份我覺得還滿重要的，在互動當中你在一個個教學

上，你會知道說原來她在算，而線上教學我不知道她算得怎麼樣，所以有時她寫在

白板上是答案，我不知道她過程，…我覺得老師親自去教會比較好耶…，我覺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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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真的發達了，但有真的幫助嗎？…真正的面對面教學我覺得是不太能取代的。

(T3-訪-191-200) 

由此可知，師資生從擔任線上課輔教師的工作，增加科技融入教學的技能知

識與態度，發展科技融入教學的教育專業知能。 

(二) 增進教學輔導能力 

在傳統的現場教學，教師容易照顧到學生的情緒，但本研究的師資生隔著一

台電腦，面對的是液晶螢幕上所顯示的學生動態影像，無法直接有眼神接觸是和

傳統教學裡很不一樣的一點，因此如何和遠端的學生做互動，正考驗師資生的輔

導能力。透過擔任線上課輔，本研究之師資生理解教師教學輔導需具備同理心、

輔導注意個別差異、需保持亦師亦友的角色、輔導需循序漸進。 

1. 教學需具備同理心 

小佳在輔導學生方面的學習是，教師要能有同理心，能理解學生的需求，她

說： 

就是要在乎學生的需求，站在學生的角度去想她們在想什麼，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夠

去體察學生的心情。(T5-訪-54-55) 

小怡也談到她的受輔學生程度與其他學生差異相當大，也跟小怡自己本身學

習能力很強的情況大不相同，剛開始她十分驚訝學生的理解力是如此的緩慢，但

後來她領悟到每個人的學習基準是不同的，吸收能力也有快慢的差異，因此調整

好自己的心態，從學生的狀況來思索，該如何教學才能促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以前我會認為你這怎麼不會？你就繼續去算，你怎麼連這都不會？怎麼這麼誇張！

我不是已經講了很多遍嗎？你就是去練習，我現在教欣欣就是用她的角度去思考去

想，我比較不會強迫她說：妳一定要去練。若她覺得很困難，累了想休息，那我就

是慢慢地講給她聽。(T3-訪-04-07) 

就欣欣整個學習狀況來說，她的理解力比較慢，所以當我跟她說幾千要被幾百除的

時候，她會說：姐姐這數字好大喔。因我學心算的，所以我覺得這些應該還好，我

都直接手算幾百萬除以幾百萬那樣。…不可以這樣鄙視她。我說：那沒有關係，姐

姐跟妳說，體積是不是長乘以寬乘以高？妳就先除以長，再除以寬就剩下高度了。

就慢慢這樣一步步帶她算出來，我就根據小朋友的狀況來調整教學。(T3-訪-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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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小怡參與這個課輔計畫後，她發現自己的教學態度主變，並教學

方法已有所調整，學會從學生的角度去思考，以同理心調整教師的教學輔導策略。 

2. 教學輔導需注意個別差異 

小君認為教學輔導學生得先瞭解受輔學生的需求，再依據他的需要協助的部

分給予加強扶助，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只要能喚起他的動

機，求學路上如果遭遇困難，學生也會有強烈的動力繼續學習下去： 

要先了解學生的狀況要先知道她真正需要什麼，然後再根據這個東西再去衍伸其他

各個部分，重點是要引起她們的興趣，就是她們要願意聽你跟著你學，才有效果，

要引起她們的學習動機，如果沒有動機要學習就很困難。(T1-訪-135-137) 

小璇也同意教學輔導時要注意學生不同的狀況，給予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

協助： 

輔導的功能，若小朋友沒有什麼問題的話希望他可以學到一些東西，以麗珍來說是

教學的功能大於陪伴的功能，因為感覺上他情緒沒有很大的困擾而且他也不會主動

說他怎麼樣，上課表現也滿自然的，所以我知識方面的提供比較多。(T6-訪-143-145) 

3. 輔導需保持亦師亦友的角色 

擔任線上課輔老師的師資生都一致認為他們在這活動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最

好是將自己定位在學生的哥哥姐姐或朋友等的角色，會比老師更能貼近學生的生

活，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小婷就感受到相較於課業，學生較缺乏的是關心與陪

伴，以哥哥姐姐的身分輔導他功課及關心他生活是這些課輔老師感受到這個線上

課輔計畫的最大功能。 

感覺扮演姐姐的角色比較多，…網路上較無法展現老師的威嚴，我們有點伴讀的感

覺，比較是陪伴，因為他也不需要你去教他什麼，自己其實就 OK 了。(T2-訪-42-44) 

小君也提到： 

就是要照顧到小朋友的情緒，課業倒是其次，要讓她們願意還想參加下一次的課程

就成功了，教學的互動不能都是我就是老師你就是學生，你要聽我的這樣。你要跟

她們變成朋友，然後就是盡量教她們學校不會教的東西，透過網路的功能，作一些

互動…然後就是當個朋友的角色，傾聽她們的心聲，小朋友都叫我姊姊，這樣比較

親切。(T1-訪-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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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老師除了擔任一個伴讀的角色去陪伴小朋友外，小慈認為最重要的是教

導學生行為的準則、給予良好品行的培養： 

因為我覺得有些部分他需要磨，所以有個人陪在他身邊跟他講：這樣不好喔！或者

是：怎麼怎麼樣，這些事情不要這樣做阿，你可以怎樣做阿。你跟哥哥講話不可以

這麼直接喔！就要有人提醒他。(T4-訪-124-126) 

由以上可知，師資生透過擔任線上課輔教師對於教師在進行教學輔導時，要

扮演亦師亦友的角色，才能對學生循循善誘，給于指導。 

4. 輔導需循序漸進 

本研究師資生透過線上輔導工作了解，遇到小朋友舉動異常時就要給予特別

的關切，在詢問時也要注意關切的方式，若問得太積極也可能適得其反，輔導時

最好能循序漸進。小怡就表示雖然她很想瞭解小朋友的家庭狀況，但也怕問得太

唐突會影響小朋友情緒： 

因為我也不清楚小朋友家裡狀況怎樣，所以我也不敢問說你爸爸媽媽怎樣，爺爺奶

奶怎樣阿，就看他想聊什麼再跟他聊，以這樣的方式去聊才不會太突然去提到這些

事這樣。(T3-訪-77-78) 

小君提到當她遇到學生身體不適時的對應方式： 

有的時候她上課時會趴著，我就問她怎麼了，她就說今天上課很累，也沒有說她心

情不好，只說今天很累想睡覺，一開始我也不知道原因也不敢直接問：你怎麼了你

怎麼了？因為當時是上課時間我就說我們先上一點點課，等一下就讓你做你想要做

的事情，然後等她心情比較好一點的時候，像中間下課我就問：ㄟ~阿你今天是？

就等她心情比較好的時候再問她。就先讓她緩和一下情緒，先觀察之後再慢慢問

她。(T1-訪-79-84) 

但每個小朋友身體或情緒反應不好時的表現方式很不同，像小慈遇到的小男

生心情不好時就不太說話，剛開始小慈會很急切地想找出原因，引導他說出問題

所在，但幾次之後發現，老師對於小朋友的情緒不用太在乎，他們很容易就被轉

換情緒，等他心情恢復之後再慢慢試著跟小朋友聊聊事情的原委，然後再給予輔

導，協助他改善問題： 

他心情不好就是很冷淡不太說話，就說：喔。恩。對呀。沒有。講話很簡短。有時

候阿不用問他太多事情，然後過一下他就好了，就跟他說：小榮，我們來看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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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如果他沒興趣，就說那不然我們來先看這個好了，然後他就好了。他的情緒

好像翻臉比翻書快(笑)…他如果不想講就算了，他如果想跟你講，他就會批哩趴啦

一直跟你講…。(T4-訪-108-119) 

由以上分析可知，師資生透過擔任線上課輔教師的工作，了解務輔導教師要

使遠端學習者能感受到教學者的熱忱、對學習者的關心及學習的進展，才以消除

學習者的時空距離，進而建立彼此的師生情誼。如同中華民國教師專業內涵所勾

勒出的理想教師圖像中，教師應該要具備掌握學生差異進行相關輔導的能力（教

育部，2016c)， 師資生透過擔任線上課輔教師的工作，理解學生的差異，並能

發展對學生輔導實務的能力。 

（三）發展教師的敬業精神與態度 

專業化教師應有教育專業的反省和思考的能力與習慣，（陳美玉，1999；饒

見維，2003），而本研究之師資生除了從課堂上學習到的教師該有的表現之外，

能從實際線上輔導教學中，反思教師的角色與態度。 

1. 教師應以身作則 

像小慈從這樣的教學中就發現，當一位好老師最重要的就是作為學生的好榜

樣，並且陪伴在他的身旁給予協助及指導，她說： 

做個好榜樣吧，你要好好表現不要在他面前罵髒話阿，他講不好聽的話時你要糾正

他等等之類的…我覺得在陪伴學生這塊比較重要吧，因為好的老師並不一定會教出

成績很好的學生，但好的老師通常可以教出品性很好的學生，品行這方面的培養是

比較重要的。身教言教是比較重要的。(T4-訪-161-165) 

小岑、小佳則是從中體認到，雖然擔任課輔老師的時間不長，但是這段期間

就是小朋友的老師，身為一位老師就要謹記自己老師的身分，做到與自己身份相

符的行為，要幫學生有效學習，她說： 

我覺得雖然課輔時間只有一下下，但你也不要抱著他只是妳的過客的心態，還是

要認真帶，…你要記得你還是要幫一個小朋友上課。(T7-訪-83-84) 

我們現在進行偏鄉課輔，這樣也會對她們的成長所幫助，我們的一言一行對她們非

常重要，我覺得教得怎樣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對她們要有耐心的態度。(T5-訪-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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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應給予學生正向肯定 

小怡談到找出學生的優點給予正向的肯定與適時的引導輔助是擔任老師一

項很重要的責任： 

人在學習的時候鼓勵的成分如果多過於壓迫、辱罵，其實這個學生他在學習方面

他會沒有自信，覺得他讀了沒有什麼信心，…我覺得老師去做這引導跟輔助的角

色就非常重要，就我覺得維果斯基講的鷹架理論講得非常有道理，而且他說的最

近發展區，我覺得這概念真的受用無窮。(T3-訪-242-246) 

另外，小岑深深體悟到，適時幫學生設立他能夠達到的目標，然後不厭其煩

地為他鼓勵加油朝目標前進，一定要比學生堅持，展現出絕佳的耐心，堅定告訴

學生他一定能達到預設的標準，學生發現老師如此看重自己，也會激發出前進的

動力，努力完成任務： 

就預設他可以達到的目標然後不斷鼓勵他朝目標前進，我覺得這理論不管在哪個

階段都很有效，就先 c 跟他說我覺得你一定可以阿之類的，有時候他就是會寫可

是他會耍賴說我不會寫阿這樣，我就說你是詹ＸＸ耶你怎麼不會寫，我就會一直

說你一定會寫阿之類的，到最後也不知道是被煩到或是備鼓勵到，他就寫了。(T7-

訪-57-61) 

總結本研究結果得知，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老師所獲得的教師專業可得出三

個面向的發展。在課程與教學的發展上，因為課前準備數位教材，在線上進行教

學，使得其科技教學及教材設計的能力都有所增進；在與學生互動輔導的發展

上，師資生在進行線上輔導與參與相見歡活動時，能耐心陪伴仔細傾聽學生的心

聲、並不時給予學生正向鼓勵、而對學生不良行為須給與導正，這顯示擔任線上

課輔老師的師資生在對學生的輔導與互動的能力都有所提升；在教師的角色上有

所省思，透過擔任課輔老師的經驗，師資生理解到身為一位教師應當以身作則，

做為學生的表率，並且樂於和學生相處，盡其所能地教導學生分享新知，此外多

多鼓勵學生，適時給予學生正向的肯定都是身為一位稱職的老師該做到的。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歸納出幾點結論，分別敘述如下： 



 

東海教育評論 第 12期 《研究論文》 

 

92 

一、師資生擔任數位學伴之線上課輔教師獲得課前準備、教學活動、課後活動等

三方面經驗 

線上課業輔導之課前準備，師資生需搜尋網路，接受正式開始課輔前需接受

教育訓練，學習如何操作 JoinNet等等的線上教學設備，資料、製作數位教材。

這樣的準備過程使得師資生在教學方式還有設計教材上以及將其數位化的能力

都有所進步增加。進入到教學活動，與學生互動及為其輔導的發展上，師資生在

進行線上輔導並且參與相見歡活動時，皆耐心陪伴這些偏鄉學童，同時也仔細傾

聽學生的心聲、並且適時給予學生正向支持與鼓勵、此外在面對學生發生不良行

為時立即給予糾正，盡其所能導正學生的行為態度，這些都顯示擔任線上課輔老

師的師資生都盡量增加與學生的互動，並帶給這些偏鄉學童積極正向的觀念態

度，在輔導學生時都把握住適情適性的原則，輔導的能力都有因擔任線上課輔老

師而有所提升。在課後活動部份有相見歡的陪伴輔導、課後討論以及撰寫課輔日

誌增加師資生之反思能力。  

二、師資生擔任數位學伴線上課輔教師經驗後所發展之教師專業  

師資生透過擔任線上課輔老師所發展的教師專業，不但提升他們科技融入教

學的能力，同時也使得師資生了解進行教師教學輔導須有同理心，且要注意學生

個別差異，與教師應扮演亦師亦友的角色，進行循序漸進的教學輔導。另外，師

資生也了解身為一位教師應當以身作則，做為學生的表率，並且樂於和學生相

處，盡其所能地教導學生、多多鼓勵學生，適時給予學生正向的肯定。因此從本

研究結果得知之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老師能獲得實務經驗的管道，從做中學，教

學相長，驗證理論，也就是師資生擔任數位學伴線上課輔教師經驗後對其課程與

教學、輔導學生、及省思教師角色的教師專業發展等方面皆有其正向的幫助。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參與「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的師資生在課

程與教學、與學生的互動輔導、在教師角色的省思等方面都有所提升，從而得知

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教師的教學輔導實務經驗對於發展教師專業方面有相當正

向的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建議如下： 

一、建議師資生多多參與課輔教學活動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參與「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的師資生在課

程與教學、與學生的互動輔導、在教師角色的省思等方面都有所提升，從而得知

師資生擔任線上課輔教師的教學輔導實務經驗對於發展教師專業方面有相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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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影響。因此建議師資生能多多參與這類型的課輔教學活動，以增進自身的教

師專業發展。 

二、建議承辦「數位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之學校選取師資生為數位學伴

線上課輔老師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師資生因為在教育專業方面有先備的知識，在從事線

上課輔之輔導教學較易上手，可提高偏鄉學生之學習成效，因此建議承辦「數位

學伴線上課業輔導服務計畫」之學校選取數位學伴線上課輔老師，能以師資生為

優先考量，與師培中心培育之學程配合，並多為課輔教師舉辦幾場教學相關的講

習，以及請資深教師指導教學技巧、分享教學經驗，以便師資生能於教學實務中，

進行第一階段之教師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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