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不只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更
是藉由企業核心能力的發揮，改善企業所在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環境。財

團法人翰林文教基金會 (以下簡稱本會 )係由翰林教育集團於民國 87年
捐助成立迄今，以「推動文化發展，提升教育水準」為宗旨，主動積極

投注文化與教育相關活動，均已卓然有成。

　　近年來本會與社區型公益陪讀班的互動過程中，有感於陪讀班的學

業輔導需求，本會遂結合集團核心能力，以共享價值的精神，與社團法

人台灣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合作，辦理翰林線上公益課輔班 (以下簡稱
本班 )，運用雲端學習系統及輔助教材，在課輔過程中，帶入成長思維，
同時提供多面向知識領域數位學習課程，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能力，裨

益學生的學習競爭力。

　　本班自 108年 2月開班迄今，我們提供助學金讓課輔班學生能無後
顧之憂的學習，亦透過舉辦課外活動讓學生得以塑造成功經驗，更重要

的是藉由適性化的教材與輔導，使學生能在學習歷程檔案中，看到自己

的成長，進而強化其對於學習的想望。未來我們將持續發揮翰林核心能

力，繼續為教育扎根，期能與全國小、中、高教師以及關心教育的人士，

攜手前行，見證美好的教育願景。 

1  這次英語有及格，班上好
多人都嚇到，感覺超爽的。

台南市延平國中．小祥

2  有時候我還能教同學不會 
的題目，讓我對學習更有

興趣。

台南市民德國中．阿偉

3 我現在每天都會花 30 分鐘預習
隔天學校要上課的內容。

台南市大橋國中．文文

4  在這個專案中，這些弱勢家庭
的孩子，不是學知識，而是學一 

個能帶走的能力，一套屬於自

己的讀書方法。
社團法人台灣黃絲帶愛網關懷協會．

執行長蔡文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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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國中英文課輔教練葉盛

暘，在翰林這套學習系統中，我

們使用線上系統來輔導經濟弱勢

的孩子，系統會根據已做的題目

提供分析表，從每次的指定題目

練習中，整合出學生個別數據，

讓教練能夠快速地追蹤每位學生

的狀況，打破了傳統教室的學習

模式，讓學習更有效率，也更加

精準打到學生的弱點。

二  線上學習的優勢
　　線上學習是一股新興的風

潮，因為線上學習能夠「隨時隨

地」且省去交通時間，而且在講

求大數據的網路時代，翰林系統

的分析更直接提供教練與學生在

各個章節的學習弱點，教練就可

以直接在課堂上配合題庫，完成

學生的弱點複習，除此之外，更

有一系列的學習影片讓學生可以

點閱，教練也可指定學生使用影

片複習。

三   線上系統與學習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線上系統，就像是輔

助工具，可以是近視學生的眼鏡，

讓不懂的地方更清楚，也可以是

起步速度較慢的學生之加速器，

讓學習更有效率且慢慢跟上同學；

更有大量的題目練習，教練更在

一旁輔助，針對較弱的章節重複

練習，讓學習不再只是一個人面

對著書本與教練，而是有更多方

法來幫助學習，體現學習不只是

書本與自己。

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 葉盛暘

線上輔導心得分享
國中英語

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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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線上系統對輔導過程的好處

　　對我而言，這套系統的實質

幫助更是不勝枚舉，在實際上課

時，題庫中的大量題目更是幫助

我省去挑題目的時間，搭配每題

詳細的解析，讓學生可以清楚地

瞭解，若是學生在看了解析後，

仍不甚明白時，這時才需要教練

去解題；除此之外，更有「錯題

複習」、「錯題標靶」等一系列

有系統提供學生在面對錯題時的

複習方法，這套系統提供了詳盡

的學習方法，讓教練更能掌握學

生的學習進度。

五   陪伴之外，應回到時間效益 
 與銜接課程的重點

　　在進入這套學習系統之前，

我曾在家扶中心的課輔班擔任課

輔老師，一樣是幫助弱勢孩子在

暑假時，完成暑假作業，並銜接

下一學年的課程，然而因為缺少

系統性的教材，所以我們只能放

更多的心力，陪伴孩子過完暑假

時光。

　　許多孩子在暑假快結束時，

都表示暑假過的很快樂，但我不

禁擔憂孩子在未來課業上可能會

遇到的種種問題，因此就時間運

用而言，用暑假來打基礎是必要

的，因為這些弱勢孩子基礎較為

不穩，需要更多的預習，而翰林

這套學習系統，完整的提供脈絡

清晰的學習教材，雖然在硬體上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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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有些要求，但是依我在這段時間中，對學生的觀

察，讓學生使用系統後，所帶來的學習效益遠超過所要求

的硬體設備。

六   期許

　　我認為翰林這個學習系統，無論是對教練或是對學生

都是很大的幫助，在這四個多月中，當我們把系統使用在

不同學生的身上時，或多或少會有些不適合，但我認為這

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沒有任何一套系統能夠符合所有人

的需求，我也相信系統也將會在未來不斷整合使用經驗與

經歷，力求讓每位使用系統的學童或教練，都能夠受益且

得到良好的學習體驗。 

18國中英語線上輔導心得分享



一  引言

　　資訊時代的來臨，遠距教學

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不管是視訊

教學、開放式課程平台或是各式

各樣的教學影片，線上教育的發

展不僅是為了突破時間和地點的

限制，我想更重要的是打破傳統

教學的框架，如何讓學生跳脫體

制下安排的課程，不局限於制度

的規範，去思考自己的學習動機，

想學習什麼，以及為什麼學習。

　　十分榮幸能有此機會擔任

翰林線上課輔班的數學教練，在

這一個學期的課程中，除了讓我

在教學能力上有很大的提昇，也

使我對線上教育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以下，我將分享我在進行線

上教學這段時間得到的經驗和學

習到的知識。 

二  線上形式的優勢與劣勢

　　在翰林線上公益課輔班中，

學生是在課輔班進行線上學習，

因為教室中有課輔班老師和教室

長監課，所以一旦硬體設備、學

生態度或是學習專注力發生問題

時，我們都可以馬上進行反應，

因此學生的學習情況是可以掌握

的；其次線上學習補課容易，當

學生或是教師請假時，只需要另

外安排一段適當的時間，就可以

馬上進行補課，讓人力、物力及

時間獲得最妥善的分配。

　　然而方便補課的機制，有時

也會成為阻礙，因為在家補課時，

一旦學生當天精神不佳時，沒有

現場人員協助，學生學習受到影

響，甚至因為硬體設備不足而被

迫中斷，因此穩定的硬體設備以

及充足的個人體力是提升線上輔

導成效的要件。

文  國立高雄大學數學系學生 蔡昀蒨

教育不應該是被動的接受，而是主動的學習。

國中數學線上輔導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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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上學習必須有人監督

　　有人監督的線上學習，確實

會直接降低遠距教學的彈性，正

常來說，當我們輔導端進行畫面

共享時，學生應該認真的看教練

共享的畫面，但是目前所接觸到

的學生，因為定性不足，所以當

學生在家補課或現場監督人員不

在課堂時，學生會在老師共享畫

面的狀態下，自由地切換畫面，

這影響學習專注力，因此我認為

一個有效的線上學習，系統監督

以及課堂監督都是必要的措施。

四  翰林線上系統優勢與劣勢

　　談完硬體和輔導流程相關進

行方式，我覺得系統內容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環，在這系統中，學

生可以得到大量的題庫和解析、

知識點分析以及課程教學影片，

資源非常豐富。

　　相對於學生，翰林派題系統

對於輔導人員而言，是一個相當

利於學生學習的設計，教練可以

根據學生弱點和能力，進行客制

化的派題；更重要的是，當學生

完成練習後，系統可以即時閱卷，

並且讓學生即時錯題複習，詳細

的解析也讓學生可以解決自己的

問題，我認為這些設計都是可以

持續提升和發展。

五  解析限制思考框架
　　詳細的解析，好處是可以立

即性給予學生思考方向，卻也會

侷限學生的思緒，如果學生總是

依賴解析，並且每當訂正錯題時，

學生都在讀解析，那麼問題就產

生了，因為解析是作者自己的思

考邏輯，並不是學生自己思考過

的，所以當學生一昧地讀解析，

那麼一旦題目稍有變化，錯題還

是一樣會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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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反思：課後練習的必要性

　　在這段時間中，有時候我會

思考「課後練習」這件事情，因

為當我看見學生在一份十五題的

課後練習中，僅花費不到十分鐘，

甚至五分鐘，就完成考卷作答時，

我會思考幫學生安排練習的意

義在哪裡，如果說是學生自己不

願意學習，那麼我們應該去想是

不是要把決定權還給學生，畢竟

教育是要幫助學生成為獨立自主

的人，在課堂上的學習，是基礎

知識的建立，但是在其他時間，

學生應該要去思考自己想學習什

麼，而不是在課後仍由我們來決

定他要練習什麼。

七  期許

　　結合以上優缺點，究竟線上

課輔適合那種類型的學生？自主

性高的學生必定適合，但是當一

個學生自主性高時，不管何種線

上教育模式都會適合他，只是適

合程度上的區別，過去我總會想

要調整這套系統和制度，去迎合

不同類型的學生，但是每一次都

會回到原點，因為無法迎合所有

人。

　　以傳統教育來說，老師帶給

學生的是知識與概念，但我認為

在這個線上課輔班中，除了知識

和觀念，我必須盡到身為一名線

上課輔班數學教練的使命，意即

「教練應該要帶給學生什麼」，

我必須讓學生知道「如何學習」，

讓學生懂得「如何思考自己想學

習什麼」，甚至讓學生「成為一

位可以自主學習」的學生。

　　因此我認為我們還是回到線

上教育的初衷，讓學生去思考自

己的學習理由，進而提升學習動

機，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去思考誰

適合或誰不適合。如此一來，我

相信當學生有了「自己為何而做」

的信念後，知識也將一點一點地

累積起來，他的視野及他的未來

將會更加廣闊。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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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公益課輔專案精彩照片

線上公益課輔專案精彩照片

▲ 課輔系統新生訓練說明會

▲ 學生課前預習 ▲ 學生進行學力測試

▲ 學生計算數學習題 ▲ 黃絲帶課輔班遠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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