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課輔教師 活動感想 

1 數學系     莊亞璇 第 193 頁 

2 國文學系    黃歆怡 第 195 頁 

3 國文學系    林芳儀 第 197 頁 

4 國文學系    蔡翔宇 第 198 頁 

5 國文學系    陳星妤 第 199 頁 

6 電子工程學系  郭冠村 第 200 頁 

7 美術學系    劉瀚鄖 第 201 頁 

8 體育學系    蔡耀庭 第 202 頁 

9 音樂學系    鍾依寰 第 203 頁 

10 科技管理研究所 張鈞琳 第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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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莊亞璇 系級 數學系 學號 49531233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一班，二年一班 

� 教學科目 數學（一年一班，二年一班）、 英文（二年一班） 

� 教學方式 1．一年一班數學：配合內門國中數學銜接教材上國小與國中銜接

課程。 

2．二年一班數學：配合內門國中數學老師課用講義複習國一課程 

3．二年一班英文：以 kk 音標為主要教學內容，訓練學生運用 kk

音標來協助自己背單字。次要教學內容為單字補充及英文歌曲

教學，以遊戲及競賽的方式進行。 

� 參加感想 經歷了這一個月的洗禮，當我坐下來，靜靜的回想這四週以來

的瑣事，竟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今年，實在是太具挑戰性了！ 

今年的課輔與往年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教學以外，夥伴們也承

接各班的導師工作，從學生入學第一天開始，就是由我們站在第一

線，與學生相處。 

當我還是學生時，對導師的印象是，每天早修進教室來催促我

們打掃、讀書，午休時間到教室來陪我們吃飯，偶爾巡堂，開開班

會…直到自己接下導師這個角色，實際一做才發現，當一個導師並

沒有我想像中這麼簡單。學生問題無所不在，這一節課某某甲和某

某乙打架了、下一節課某某丙對老師不禮貌、昨天某某丁身體不舒

服、今天某某戊心情不好吃不下飯…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要導師去

處理。這每一件狀況，都在在考驗著夥伴們的耐心與細心。我們常

常會抱怨，哪個孩子老是闖禍、哪個班級簡直像惡魔班…但是當問

題發生時，夥伴們仍然會立刻從座位上彈起來，第一時間到班上關

心。我覺得我們做的不比學校老師差，因為大家都是拿真心在對待

這些孩子們。 

往年的三民國中課輔，在課程的安排上，完完全全是交由我們

自己的夥伴來計畫。但是今年，內門國中安排了多節課是由學校老

師來上課，課程規劃變得複雜許多，我們要如何去安排各科節數、

課表的規劃、課程的設計是由自己來發揮還是要配合學校老師…這

些問題一環扣著一環，著實也讓我們費了很多精神。 

今年的任務較以往更「棘手」， 課輔老師所擅長的專業科目重

複性很高，導致許多學科必須由非專業的夥伴們兼任，這也讓很多

非本科的夥伴們壓力倍增…不過，我倒是發現了一個很可愛的秘密 

！大家準備起非本科的課程，反而還比自己的專業科目更用心喔！

就像依寰和我，為了準備二年一班的英文課，幾乎每天都在討論新

的 idea，想了好多好多遊戲和活動，讓我們的英文課增色不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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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這一輩子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可以教英文了，但是這一個月的回

憶，我永遠永遠都不會忘記。 

這一個月對我來說，有太多太多的挑戰。先是學生和我的摩擦 

，讓我幾乎心灰意冷…但轉念想想，這是擔任導師很可能會遇到的

困難，現在是，將來也是，如果我能夠在這一次的挫折中學到些甚

麼，那當我成為正式老師，接任班導時，一定可以處理得更好。我

想我需要調整自己的班級經營方式，面對這個年齡層的孩子，我應

該多一些包容和傾聽。不過還好，這件事算是安然度過囉！ 

本來以為隨著時間往前進，這項任務會愈來愈順利…但事實上 

，卻是一關比一關難過。進入第三週以後，夥伴之間開始有了不滿

的聲音，溝通不良，以及認知的差別，讓問題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大 

。但是，我覺得夥伴之間最珍貴的，就是大家朝著同一個目標努力

的信心。我相信衝突是為了讓成果更豐碩，也讓這段回憶更有聲有

色。 

今年的夥伴們是幸運的！比起往年，今年我們要負責的工作變

多了，相對的責任也變得更重，但這無非是給了我們一次學習的機

會，學著如何站在講台上，用專業和自信去面對學生；學著如何用

E Q 去解決孩子們的問題；學著如何去和學校溝通…這都是在書堆

當中無法學到的實戰經驗。謝謝學校給我們這些滿腦子理論的菜鳥 

，一次真真切切的震撼。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1．建議盡量以科系專業來安排課輔教師，跨科教學對課輔教師而

言，畢竟不是自己的專業領域，除了要花更多心力備課之外，

可能也無法抓住重點，不能以最清楚的方式教給孩子。 

2．建議安排課表時，注意每一位課輔教師的上課時數，不要讓課

輔教師負擔太大。 

3．建議安排課程時，盡量從自己的導師班先任課，可避免日後課

輔教師製作學生觀察記錄時的困難。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招募課輔教師時可請曾經參與史懷哲計畫的課輔教師到各系所宣傳 

，播放活動紀錄影片及經驗分享可吸引更多同學注意。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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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黃歆怡 系級 國文系四年甲班 學號 49611118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一班、二班、三班 

� 教學科目 國文（一年三班）、 英文（一年一班）、 社會（一年二班） 

� 教學方式 講述教學法、分組討論法 

� 參加感想 繼寒假參加的內門國中品德教育營後，這是我第二次到內門國

中參加課後輔導活動，回到熟悉的學校，看到熟悉的師長以及熟悉

的學生面孔，大大的降低了我對這次艱鉅任務的恐懼感，心情上也

能以較為放鬆的態度來面對。 

縱使已經做了許多心理建設，開始上課之後，教學現場接二連

三的突發狀況仍然讓我應接不暇。 

在實際與學生接觸以前，我對於教學計畫的構想都是較為理想

化，設計教材時，總會希望能帶給學生盡可能多的知識，讓他們足

以應付未來國中的課業。然而，在實際教學上，學生學習動機低落

是最需解決的問題，我發現對大部分的學生而言，都不認為課堂上

的知識能帶給他們什麼實質上的幫助，教師在面對這樣的情形時，

只能降低教學目標，避免與學生的期待有太大的落差。 

上課秩序方面，這群準國中生顯得玩心較重，也還帶有國小時

期的孩子氣，教師若無法控制課堂上的秩序，則連上課都成為不可

能的任務，剛開始時幾乎每堂上課都要花很大部分的時間在管理秩

序，這對於新手老師的我來說要算是最大的挑戰了。 

但是這樣的情形隨著與學生的感情越來越好，也慢慢有了改善 

。剛開始和學生不熟悉時，學生和老師之間有極大的代溝，上課時

氣氛較為沉重。慢慢學生開始熟悉老師、喜歡老師以後，上課氣氛

就變得活躍許多，師生之間的互動增加，上起課來也變得輕鬆，不

再需要花多餘的時間管秩序了。 

在實際帶班以前，我以為一天中吃飯和午睡會是老師最輕鬆的

時刻，本來還想利用這段時間好好休息，沒想到，每天的中午時間

根本就是惡夢，光是打飯、分配掃地工作、要學生安靜午睡就可令

我忙得不可開交，更遑論有課的下午！不過藉由課餘時間和學生相

處，脫去了課堂上嚴肅的面具，學生常會利用這段時間親近老師、

和老師聊天，這也是我和導師班學生聯繫感情最好的管道，所以我

很感謝有這樣的機會和學生近距離接觸，我才得以真正了解他們內

心的想法。 

綜觀這次的史懷哲計畫，雖然緊湊的課程、層出不窮的班務在

當下令我們忙得焦頭爛額，但事後回想起來卻覺得收穫遠大於付出 

。要不是這次有這麼長的時間待在內門國中，我不會知道實際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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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差距與我原本想像的大不相同、我不會因為在純樸的鄉村中

聽見雨後蛙鳴而感覺內心的平靜、我不會知道城鄉的差距而發現自

己的幸福，這些都得感謝學校和內門國中給了我這個機會，讓大學

生涯的最後一個暑假變得如此與眾不同且意義非凡。 

課輔時間 無。 

課表安排 學校老師的排課每週落差很大，有時一個禮拜四、五節，有時一個

禮拜完全沒課，班與班之間的差異也是如此。 

行政支援 這次學校給課輔教師的辦公室較小間，空間不足。 

課輔學校 無。 

分組 各科教師的比例不太平均，造成在排課上常常要兼授非本科系的專

業科目，對課輔教師的壓力較大。 

� 
 

建 

議 

其他 無。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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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林芳儀 系級 國文系四年甲班 學號 49653004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二班、三班 

� 教學科目 國文（一年二班）、 英文（一年三班） 

� 教學方式 國文：講授銜接教材、閱讀學習單、學習評量。 

英文：講授銜接教材、英文歌教唱、學習評量、單字遊戲。 

� 參加感想 很高興有機會能參與這次的活動，能夠服務偏遠地區的學生並

能增加自己的教學實務經驗，在這短短的四週裡學習到很多東西，

無論是教學方式、帶班方式都有新的體悟，讓我更了解現在的學生

需要什麼，該用什麼方法跟學生相處。也從夥伴中學習到許多共事

的方式，從討論開會裡了解到如何一同解決問題，除了表達自己的

意見外還必須更有包容及同理心，如此才能使事情順利解決。 

滿懷熱忱抱負的開始，希望用這樣的心情帶給學生無比的希望 

，當然教學現場沒有想像中的順利，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在解決

困難的同時也覺得自己成長了許多，不斷的反省自己，也不斷的在

阻礙時學會堅強，最終度過了這難忘的四週服務。 

學生的回饋中帶給我滿滿的感動，許多學生提到因為這四週的

學習而愛上了英文，或者是因為老師的教導終於學會了如何背單字 

、不再害怕唸英文等，這段日子以來常常思考到底要帶給學生什麼 

？到底該如何教學才能達到學習的目的？如何才能提起學生學習的

興趣？因而時常反省教學活動並時時改進，而從回饋得知大部分的

學生都能喜歡這門課並樂在其中，這對我來說是一大鼓舞，並提醒

著我來服務的初衷為何，我想孩子們能樂於學習，這就是我在內門

四週最大的收穫！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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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蔡翔宇 系級 國文系三年甲班 學號 49711146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一班、三班，二年一班 

� 教學科目 國文 

� 教學方式 開放而不失原則 

� 參加感想 能完成如此有意義的事，對我而言非常高興。 

課輔時間 可以延長至六或八週。 

課表安排 希望是課輔整個暑期輔導的課程。 

行政支援 無。 

課輔學校 內門國中可以繼續作為服務對象。 

分組 無。 

� 
 

建 

議 

其他 無。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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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陳星妤 系級 國文系三年甲班 學號 49711135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一班、二班 

� 教學科目 國文（一年二班）、 數學（一年一班） 

� 教學方式 穿插小遊戲提振精神，增加對學習的興趣。 

� 參加感想 自己還有好多地方需要加強的：音量、語調、板書、課程的流

暢度。我很喜歡上國文課，可以教自己想教的內容，而且有許多有

關成語方面的遊戲可以和學生互動：成語比手畫腳、成語故事、成

語畫中有話、成語謎語…覺得時間不夠把想教的分享給學生呢！ 

這次最大的收穫大概是自己上臺和觀摩其他課輔教師的教學，

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有具體的模範讓自己去學習，我覺得很棒！ 

課輔時間 ok 

課表安排 有時要連堂比較好，可以教需要多一點時間且有連貫性的課程。 

行政支援 麥克風。 

課輔學校 ok 

分組 人數多一點當然更好，有些課輔教師同時教兩個主科，挺辛苦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因為是助輔，所以有時會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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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郭冠村 系級 電子系二年級 學號 49874024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一班、二班、三班 

� 教學科目 自然（一年一班）、 英文（一年二班）、 數學（一年三班） 

� 教學方式 主要是參考其他課輔教師如何教學，並加入自己的想法。 

� 參加感想 我是第二次來內門國中，上次的夥伴也有兩位參加。不過這次

比較偏向正式課程，我教起來反而沒有上次那麼起勁。而且這次我

不知好歹的接下三個班級，80多人。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大挑戰。 

我的導師班是一年三班，教數學。大概是因為上次教數學比較

愉快所以就選了一年三班。沒有想到我的班牛鬼蛇神最多，一開始

又沒有自知之明覺得教這班真好，大家都願意跟我當朋友，結果週

末檢討會之後，仍無法把學生秩序拉回來，從此這班就變成大家的

夢魘。不過有些學生像怡佑、彩琪、佑祈都是我的好幫手，俊閔、

柏凱這對寶每週三都來夜市報到。一年三班還是很不錯的一班，只

是我沒有掌握好，讓他們背了個惡名。 

一年一班是整體來說最像國中生的一班，而自然課又有鈞琳學

姐幫助，我都能照計畫完成每週進度。但總覺得是由學姊主導，沒

有成就感。不過有幾個上次就認識的學生還是很熱情的第一天就和

我打招呼。 

一年二班是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一班。大概是因為學生也不是

很懂英文，所以我慢慢的教，他們慢慢的學。但在教 KK 音標時還

是出了一些問題，唱歌也不唱，背英文單字零零落落，可是我還是

覺得這班教起來像喝了蠻牛一樣精神百倍。 

這一次來內門國中長達四週，周圍都已遊覽過，也常常遇見可

愛的學生們，雖然他們每次看到我們都閃到一邊，不過我們要離開

時還是有人特別留下來陪我們，我想這就是我還會再去內門國中的

原因吧！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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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劉瀚鄖 系級 美術系二年級 學號 49891032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一班、二班、三班 

� 教學科目 美術（一年級）、 自然（一年二班、三班） 

� 教學方式 讓學生分小組 

� 參加感想 誤打誤撞的參加史懷哲計畫，我是夥伴中經歷最淺的吧，從史

懷哲夥伴中學到很多，認識了我所不知道的我，原來小孩子是這麼

樣的可愛，看著他們快樂的在操場上跑步，在司令台上打滾，天真

又活潑；雖然有時會犯錯被處罰，可是他們還是很討人喜歡的。 

我們是以一種類似正式老師的感覺面對學生，也擔任班級導師 

，而不是像一般課後輔導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樣和他們玩在一塊，要

很注意他們的行為，有偏差即要馬上處理。史懷哲的夥伴在晚上時

也會一起分享帶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有好玩的、挫折的、溫馨的 

、生氣的…，然後大家一起想解決方法，發現有問題都會不吝於指

教，所以我學到了不少的班級管理。 

活動中我也感受到學校給予我們蠻大的自由，也給予很大的協

助；學習怎麼安排課程讓學生能夠快樂的學習，建立他們的信心，

又能達到學到東西的目的，是我們所努力的目標。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202-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蔡耀庭 系級 體育系四年級 學號 49657018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一班、二班、三班 

� 教學科目 休閒活動（一年級）、 數學（一年二班）、 英文（一年三班） 

� 教學方式 各科不同，培養學生發問及主動舉手回答，勇於發表自己意見以及

尊重他人發言權利。課堂上視情況調整進度，學生程度差異盡量以

同儕間的幫忙達到學習效果。 

� 參加感想 這次的經驗讓我學到很多，有別於以往一天兩、三節課，這次

要擔任的還有導師，讓我學到很多實務的經驗，如何排解學生間打

架問題，如何有效處理學生間程度落差，而其中也很感謝有讓我們

安排課表的空間，讓我體育專長能有實務經驗帶領學生上休閒活動

課，那可不像一般人所想像中的容易，如何整隊，如何以有限的器

材來發揮最大效益，尤其是物資較缺乏的學校。 

而整整一個月跟學生相處，也建立了彼此的默契，班級常規的

成功建立與否也是能否成功帶班的一大關鍵，很高興能參與到這次

的服務活動，它讓我學習到了很多別的營隊或者服務團隊所學習不

到的東西，這次的經驗與回憶將讓我的人生更充實，對於未來的教

學實況有更深入的了解。 

課輔時間 OK 

課表安排 OK，很高興能與學校取得共識，讓體育系的學生得以發揮所長。 

行政支援 很滿意。 

課輔學校 OK 

分組 OK 

� 
 

建 

議 

其他 行前研習時間由於人數不足通知的有點倉促以及延期，住的比較近

還沒關係，如果需要較久車程的人勢必會不太方便，如果能早點通

知或者維持原期會較恰當。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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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鍾依寰 系級 音樂系 學號 49592011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一班、二班、三班，二年一班 

� 教學科目 音樂（一年級）、 表演藝術（一年級）、 英文（二年一班）、 

社會（一年一班） 

� 教學方式 以遊戲帶入課程 

� 參加感想 這是一個收穫滿滿的夏天。 

老實說，剛開始的第一個星期就想要回家！因為天天餵蚊子喝

自己剛製造的新血又不懂得點蚊香、面對無理取鬧吵翻天的小鬼頭 

、向 7-11 報到、感覺沒做什麼大事卻累的半死…。種種的不適應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反而像倒吃甘蔗似的，變成美麗的回憶。 

對於「老師」這個職業，也有較深刻的體會與認識–原來這是

一個看似不起眼，卻偏偏很重要的工作！每天都要有無窮境的活力 

、耐心、創意，還不見得能兼顧到每個孩子。在每天上課的同時，

也學到了很多課堂外的東西。 

課輔時間 建議星期日能夠晚一點上山，這樣準備比較充份，上去後也不會沒

事做。 

課表安排 同一班課表最好不要做太大的變動。 

行政支援 很棒！電腦可不可以有 word 2003，不要那麼先進…如果能有個喇叭

更好！ 

課輔學校 希望不要再淹水！防疫消毒可以再多一點。女生廁所可能需要刷子 

，用水沖有點難。希望視聽教室器材及冷氣能快快修好！音樂教室

如果有投影設備更好! 

分組 建議不要把兩個「溫柔」的人排在一起當導師（無關性別）， 至少

要一個強勢，不然會大亂。打掃和收拾（排值日生）職權分配一開

始就要講好，不然很容易吵架…。 

� 
 

建 

議 

其他 學校支持我們一切，真的很感謝！ 

� 備 註 希望以後還能看到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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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奉獻與反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執行 99年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感感感感 想想想想 
 

� 基本資料 姓名 張鈞琳 系級 科管所碩二 學號 69863006 

� 課輔對象 高雄縣內門國中 一年二班、三班，二年一班 

� 教學科目 自然 

� 教學方式 1．引領式教學啟發學生思考、簡易實驗操作（國一：蛋的魔術–

醋蛋；國二：粗鹽精製）。 

2．共同科目： 

一、二年級的課程中都含有實驗操作，雖然沒有高度的危險，

但仍要培養學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心思與習慣，所以前兩

堂課都是以「認識實驗室」為主，主以新聞實例與我過去曾有

的經驗來強調實驗室規則的重要性，讓學生可以簡單明瞭的知

道危險無所不在，但是只要小心、細心、耐心的態度就可以避

免掉很多隱藏的危機；更希望藉由培養學生們做實驗的謹慎態

度來幫助他們對其他科目的學習方法能更有條理、更有效率。 

3．國一科目【生物】： 

國一的自然科以生物為主，但是為了避免課程太過乏味與沉重 

，所以加入『蛋的魔術』此單元實驗，增加學生學習的動力與

興趣。此科目主要教材為學校老師準備之書面檔案，我再去尋

找相關圖片結合生活實例引領學生逐步理解，並完成老師事先

給予的學習單。 

4．國二科目【理化】： 

理化科是令很多國中生感到害怕的科目，覺得很難、很複雜。

但是，理化科的本質是很耐人尋味的，如果用對方法去學習此

科目應該是可以得心應手的。所以，跳過基礎的運算，我從認

識物質的章節引領學生認識理化科是如何以它的性質去分類、

怎樣分類…等，教導學生如何去學習理化的脈絡，雖然很雜、

內容很多，但是如果先教導學生一些學習的工具，那一個大章

節的內容其實可以整理出一張圖表來呈現，學生也會印象深刻 

、靈活運用。 

� 參加感想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麼長時間的連續性課輔，雖然不是班導師

但責任卻也很重大，在短時間內要記起四個班級的學生姓名與特性 

，真的是很累人。 

幾個禮拜的課輔彷彿自己就像是真的學校老師，面臨很多新生

磨合時的衝突、學習的落差，幸好這一路上都有校長跟兩位主任引

領著我們學習，不斷的在分享他們寶貴的經驗供夥伴們參考，持續

的給予我們很多協助與幫忙，讓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上軌道 

；師長們對我們這群史懷哲課輔教師更是無微不至的照顧，提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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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很好的休憩環境與支援，真的很謝謝校長、主任們。 

課輔過程中我們面臨了很多第一次的問題，夥伴們就會在小會

議室裡提出來共同想解決的方法或是思考該怎麼做會更好，互相加

油打氣，這是令我獲益良多的地方；隊長亞璇、副隊長依寰真的非

常有正式老師的氣勢與魄力，無論是教學上、處理事務上，都非常

的從容不迫又井然有序、條理分明，並在適切的時機提供夥伴們意

見或是幫助，她們的表現令我非常欽佩! 然後，在教學的過程中我

非常感謝跟我同組的夥伴瀚鄖、冠村，他們提供我非常多的協助，

尤其是在實驗課的時候幫我瞻前顧後的保護學生們，提供很多寶貴 

、有趣的意見，真的很謝謝他們！一路上陪伴我的其他夥伴們也是

非常的謝謝你們，無論是課輔內容、生活起居，都有你們的幫忙與

協助，讓我在內門課輔的日子過的很踏實，收穫很多，更肯定了自

己除了原有專業領域外的價值，真的很謝謝你們！ 

最後，要謝謝高師大的師長們給予我這樣的機會，可以去學習

怎樣服務、怎樣有效的教學、怎樣提升自己的教學品質等，是很好

的學習管道與自我提升的機會。陪我們走過這漫長的課輔期間的辛

苦功臣莫過於天助老師與君珍助理，每個禮拜五中午天助老師就會

跟著遊覽車來帶我們下山回高師大，每個禮拜日中午君珍助理就會

拿著幫我們準備好的教學器材送我們去內門，還時時的與我們保持

聯絡，提供我們協助，真的很辛苦他們、很謝謝他們對所有夥伴們

的照顧。 

課輔時間  

課表安排  

行政支援  

課輔學校  

分組  

� 
 

建 

議 

其他  

�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