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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言 
这是一本有关辅导教学的小册。学习辅导(以下简称辅导) 可以被理解为由非专

业的教师通过互动的， 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方式来帮助和支持其他人的学习。

辅导中的导师可以是父母，其他成年监护人， 兄弟姐妹，亲戚，同龄伙伴以及

各种各样的志愿者。 
 
研究表明辅导能够产生非常好的效果。对于缺乏专业教师的某些国家和地方，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不仅如此，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即便是在发达的国家，

仅仅依赖专业教师来获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就辅导而言，并非所有尝试都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成功的辅导需要充

分的构思，有序的组织和细心的监测。导师们要对如何正确地启迪学生有清楚

的认识。 

 

本小册将具体讨论如何有效地进行辅导，其中大部分内容(特别是一到七章中的

“实践应用”)是为导师编写的。但八到十章则侧重介绍如何组织辅导教学。 

 

本小册是由国际教育学院组织编写《教育实践丛书》的一部分，丛书的发行工

作则由国际教育署和国际教育学院共同负责。国际教育学院的创院宗旨在于更

好地促进世界各地教育的交流和发展，因此它在这套丛书中综合地阐述和讨论

了多项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教育课题的研究。本册是《教育实践丛书》中的第五

册。 

 

本册作者是苏格兰邓迪大学心理系成对学习中心的主任 – 基思⋅托宾教授。该中

心以“由父母，同龄以及电脑来扮演导师角色的智能教学体系” 为研究重点。它

设计辅导方案并评估各种方案在不同情况的有效性。情况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

辅导的内容上(比方说，阅读，创作，思考，拼写，数学，科学等等)，也体现

在学生的年龄和背景的不同(例如，学生可能是初中生，高中生或大学生，也可

能是参加社区学习，远程教学或工作培训的人)。托宾教授作为一个教育心理学

方面的权威，已经成功地编写了 15 本书籍和超过 175 种其他形式的出版物(包

括许多针对在职培训和远程教学的多媒体刊物)。他积极地参与国际间的合作和



研究并提供有价值的演讲，培训和咨询。请访问

www.dudee.ac.uk/psychology/kjtopping 获取免费的辅导教学材料。 

 
国际教育学院的官员们意识到这本小册将以在发达国家中所进行的研究为基

础。因此小册在编写的过程中，着重讨论那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的辅

导教学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将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

展有帮助。即便如此，在采用本册建议时，各国还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

适当地修改。总而言之，在任何的教育环境下，任何有关教育实践的建议和指

导方针需要不断地被评估并被灵活和合理地应用。 
 
赫伯特.J.沃伯格 

IAE 教育实践丛书编辑 

芝加哥的伊利偌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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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辅导可以被理解为由非专业的教师通过互动的， 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方式来帮

助和支持其他人的学习。它通常是以一对一的模式展开的。 

 

辅导中的导师可以是父母，其他成年监护人， 兄弟姐妹，亲戚，同龄伙伴以及

各种各样的志愿者。五岁大的小孩已经具备有效辅导他人的能力。每个人都可

以成为导师 – 人人都能在某些领域帮助他人。而在辅导过程中，导师们常常也

会有新的收获。 

 

辅导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辅导已普遍地流传，它甚至被记

载于更古老的经文中。 随着时光的流逝，虽然辅导的普及程度有升有降，可它

从未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导师们并不要是他们所教授的内容和技巧方面的专家。但 好能比学生们懂的

多一些(注：英文 “Tutee” 指受辅导者但是译文中用“学生”代替)。值得一提的

是，假设导师们所知道的大大超过学生所懂的，那么， 他们也许对教学内容会

感到厌倦，结果自己也无所得。 

 

教学过程并不一定要特别的辅助材料。而导师们由于自身背景知识的局限性，

也不必刻意地去模仿专业教师的教学方式。 

 

辅导者不应该以追求所谓的‘正确’答案为出发点对学生进行帮助，提示或甚至给

予有束缚性的引导。导师的职责也包括挑战学生原有的思维定式，从而扩展学

生的知识面。条条道路通罗马，也许正确的答案并不只一个。 

 

辅导可以有效地在不同情况下，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目标。与专业教学相

比，其优势在于它能提供： 

 

• 更多的实践； 

• 更灵活和更丰富 

• 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 更多提问的机会 

• 更简明的语言 

• 更多的模拟和演示 

• 更多贴近实际生活的例子 

• 更少的误解 

• 更多的提示和自我更正的机会 

• 更迅速的反馈和表扬 

• 更多总结和归纳的机会 

• 对事物的所以然有更深的洞察力 

• 更多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控和自主能力的锻炼 

 

不仅如此，师生之间可以相互鼓励，共同交流与学习社会技能，扩大社交圈，

提高与人沟通的能力(倾听，阐明，提问以及概括)，增强自信心。 

 

简单的辅导专注于怎样掌握正确的学习方式并加以练习，而没有进一步挖掘辅

导的潜力。然而，辅导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弊病。 

 

导师与专业教师相比，就在帮助学生方面而言，虽然帮助的次量超过专业教

师，但其教学质量却明显的低于专业教师所提供的。在纠错和消除误解方面，

导师的可靠性也不如教师。导师更有可能把一些实际上是错误的东西灌输给学

生，也就是说，从而加深了错误的认识。导师们有时也会变得不耐烦，把答案

直接告诉学生或是替他们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所得到的将十分有

限。 

 

教学辅导致力于帮助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及其它形式的学习任务。遗憾的是，

导师也许不清楚完成某些任务的确切方式，特别是如果导师个人已离开学校很

长一段时间。要注意的是，并不要期望导师们懂得一切。导师应随时准备说‘我

不肯定’或者‘这是我的方法，但也许这并非唯一的途径。’ 

 

竟管辅导教学存在着潜在的缺陷， 可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它是十分有效的，并且

是一种非常合算的方式来取得成效. (参见 Bloom, 1984; Cohen, Kulik & 
Kulik,1982; Devin-Sheehan, Feldman & Allen, 1976; Levine, Glass & Meister, 1987; 



Rohrbeck 等人, 1999; Sharpley & Sharpley, 1981; Topping & Ehly, 1998; Walberg 

& Haertel, 1997)。 

 

权衡上面所提到的潜在优势和缺陷，辅导教学仍然是有组织的和高质量的教学

方式。 但是字面上的有效性并不能保证实践中的成果。执行的质量是关键。 导

师应清楚如何去帮助学生。 

 

本小册将阐述和讨论研究中所发现的开展有效辅导的准则。这些准则可分为三

类： 

 

导师辅导的准则(一到四章)； 

针对怎样辅导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的准则(五到七章)； 

为教师和筹办辅导教学的人所准备的，关于如何组织辅导教学的准则(八到十

章)。 

 

小册 后还附带参考资料和深入阅读的建议。 

 



第一章 生活目标 
 

针对学生的生活目标，制定一个可持之以恒的时间表，并且合理调节帮助和挑

战的比例。 

 

研究成果 

 

高质量的学习主要取决于怎样合理地安排时间。经常性简短的学习远比偶尔长

时间的来得有成效。 

 

学生对自我生活目标的追求能够激发其 大的潜力。然而目标本身也许是短期

的，或者只专注于如何解决当前问题。因此怎样辅助学生确立长远目标就变的

很有必要。 

 

辅导应以学生当前所掌握的知识为出发点。因而导师要对这出发点有清楚的认

识，并及时发现有关的误解。在此基础上，辅导应循序渐进地展开。 

 

与死记硬背相比，学习方针显得更为重要。学校老师没有充裕的时间跟每个初

学者讨论他们的学习方针，或是对深奥的知识进行探索。在这种情况下，辅导

就变得特别有用。(参见本丛书中第一和第三册；Gage & Berliner, 1998; Topping 
& Ehly, 1998). 
 

实践应用 

 

有连贯性和有规律的时间表。导师和学生应对辅导的时间安排取得共识。一周

多久见一次面？每节课要多长？总共有多少周？在哪里？切记不要开始做你将

无法持之以恒或无法完成的事。经常的见面有助于建立一个互信和融洽的教学

关系。 

 

针对学生真正的生活目标。 许多学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的地方。可

是，这些意识却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学生更关注于如何‘正确’地完成作业(这

样老师就不会发脾气)，而忽略了对科目或事物的真正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虽



然导师应以学生当前所忙于的事为起点，但是导师也有必要与学生讨论其生活

目标，激发他们去思考并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拓展知识面。导师需要找出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而学生们对自身知识面的评

估通常是不准的。交谈有益于加深认识。通过探讨各种例子以确保学生能够在

不同情况下充分应用其知识去解决问题。 

 

循序渐进。学习讲究循序渐进。不要期望学生的学业会突飞猛进。 导师常忘

记：消化和吸收所学的知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合理调节帮助和挑战的比例。辅导致力于帮助学生理解。但是导师不应只给学

生正确的答案，或告诉和演示如何去做某些事。这些方法虽然有帮助，但它们

只能使学习变为机械性的囫囵吞枣。 重要的是掌握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因此辅导不应局限于反复地实习和实践。有时导师会发现学生的思维太狭

窄或有偏差。这时导师要通过文雅和有帮助的方式对学生的定式思维提出挑

战，这有助于其思想的解放，重组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第二章 提问与鼓励 
 

提问，并给予充裕的思考时间，然后加以鼓励。 

 

研究成果 

 

长时间的讲学并非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 要辅导发挥真正的效应，就要在时间

安排上予以保障。导师和学生可以选择各种的任务，讨论解决相应任务的不同

方法，这样他们就不会对学习感到厌烦。不同的提问方式往往会对学生产生不

同的影响。导师应给予学生充裕的时间去思考问题或任务，这样学生就有机会

把当前的问题或任务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制定出一个切实的计划。鼓励是

有程度的，依据任务的难度而变化，但要取得预期的效果，鼓励是必不可少

的。(参见本丛书第一册；Good & Brophy, 1995; Topping & Ehly, 1998)。 

 

实践应用 

 

避免长篇大论。不要给学生冗长，复杂的解释。一切尽可能简明扼要。指示要

确切地交代如何做事情。不宜强调不应该做什么。如有必要用不同的方式再解

释一遍。 

 

复习。概括性地复习上节辅导课的内容是非常有帮助的。 

 

集中注意力。专注于手头上的事，勿要一心二用，谈论一些无关的事。辅导时

间是宝贵的。要充分利用。当然也要注意寓教于乐。 

 

多样性。把简单的和困难的任务，有层次的和灵活的问题，谈论，阅读和创作

结合起来。 

 

提问。提问的目的并非要寻求一个事实或简短的答案。问题应是无限制的而且

能引发导师和学生间的讨论。但是也不要把问题弄得太复杂。 提问是为了激发

学生的思维和发现他们已经知道或还未懂得的知识。问问题促使学生应用，分



析，估计，分类，综合，证明和评估他们所学的知识。有些问题有不只一个的

答案。猜测是没有帮助的，要引导学生去思考。 

 

思考时间。不要期望学生立即回答所提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些思考时间。导师

可以给予学生充裕的思考时间，而学校教师通常不可能。 

 

激励。不要告诉学生答案。给他们一定的提示。提示可以是进一步的阐述，也

可以是一个草图或一个姿势。给予学生恰当的支持使他们能成功地完成任务。 

 

 



第三章 找出和纠正错误 

 
观察学生的表现，找出他们所犯的错误，确保所有的错误都被及时纠正。 

 

研究成果 

 

发现错误是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但是如果错误被轻易地忽略，那么它就会对

学习产生负面影响。错误通常和有缺陷的学习方法相联系。与学校教师相比导

师有更多的时间去发现错误。 然而他们也可能不擅长正确地指出错误。 

 

导师还比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去通过某种形式介入并激励学生自我纠错。自我纠

错是迈向学习知其所以然(知道你应怎样学)和自控的重要一步。 

 

与教师不同，导师不大可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当导师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时，他们要积极地翻阅权威著作去寻找正确答案而不能凭空想象，误人子弟。

(参见本丛书第一册；Topping & Ehly,1998)。 

 

实践应用 

 

仔细观察学生的表现。如果错误不能被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那么许多学习方法

上的漏洞就会产生。有些错误或许只是由于一时的粗心。可是其他许多错误是

认识上的错误。 

 

找出错误。当你发现一个错误的时候，尝试着以乐观的态度去介入。避免只说

‘不’。首先，向你的学生建议说他们有可能已经犯了一个错误。鼓励他们去找出

错误。假如他们找不到，试着给他们一点提示，帮助他们找到错误。 

 

促进自我纠错。一旦学生找到错误，与他们讨论错误的本质。为什么错了？为

什么会犯这个错？怎样才能把它改正确？通过这样的讨论，你给学生一个自我

纠错的机会。这对他们的学习和自信都有很大的帮助。 

 



纠错的步骤。 假使学生们尝试着去改错但还是失败了，那么你还需要更积极地

介入。如果以上的方式都没法取得成效，你可能需要演示或模拟正确的方法；

引导或鼓励学生去主动地归纳出正确的方法；确认学生能够依据它自主地取得

正确的结果。 

 

确保正确的纠错。导师并非无所不知的。因此忧虑就在于导师可能会忽略学生

所犯的某些错误。更糟的是，他们有时会把真正对的答案误认为是错误的，抑

或是，虽然他们发现了学生的错误，但在试图改正的同时自己也无意中犯了

错。当辅导牵涉到需要‘绝对正确’的答案时(例如数学问题)导师们 好先参考一

下权威资料(比方说，标准卷或是书后的正确答案)。由于每个导师对于所教的

内容的理解能力不同，这样做也许非常有必要。 

 



第四章 讨论与表扬 
 

讨论，表扬，总结和复习 

 

研究成果 

 

讨论可以促使学生们主动地利用信息并加深理解，从而避免死记硬背。 

 

表扬是一种有效的反馈形式，特别是当表扬来自于与学生有着亲密关系的人。

研究揭示了能使表扬更加有效的方法。 

 

辅导课的 后应包括一个总结性的讨论。复习刚学过的重要的内容能够帮助学

生记忆。接着计划下节课的内容。(参见本丛书第一册；Brophy, 1981; Good & 
Brophy 1995; Topping & Ehly 1998). 
 

实践应用 

 

讨论。本册中第二章所提到的提问教学以及第三章中的促进自我纠错都与精心

构思的讨论相辅相成。它们有利于加深和拓展学生甚至是导师对知识的理解！ 

 

表扬。 大部分导师对学生表扬的次数比他们想象的要少。相反大部分导师对学

生批评的次数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尝试去认真观察你自己的辅导课。辅导是在

互信的前提下的一种私人化的教学模式。因此在公众场合表扬他人和受表扬的

尴尬在辅导中并不存在。所以尽可能给予更多的表扬。 

 

表扬的时机。对成功地解决特别难的问题或是完成艰巨的任务进行表扬。对学

生主动地自我纠错给予表扬。当没有错误的时间逐渐增长时，抑或为了肯定学

生的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表扬是非常有效的。即使学生做的并不非常

规范，但不要忽略了他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当学生显得日益独立时表扬他

们。每节课末，对全体予以肯定。把表扬纪录进任何形式的课堂档案中。 

 



有效的表扬。表扬的同时点明其原因-学生到底在哪方面做得好。尽可能地对表

扬的用词进行变化。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是否有更多的表扬词汇。表

扬要尽可能像是由衷的-声音和脸部表情上要显得喜悦！ 微笑是必不可缺的。 

 

总结/复习。在辅导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课末，让学生在某些关键时刻总结或

复习刚学过的要点。学生所认为的要点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你应此必要提醒

他们一两件他们似乎已经忘了的重要的事。然后做 后的讨论并在那些要点上

取得一致。不要以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塞给学生太多的‘要点’。课末的强化理解为

下节课开始的复习和概括做准备。 

 

下三章(五到七)将给予关于如何辅导阅读，创作和数学的准则和意见。 

 



第五章 阅读：支持与复习 
 

当学生遇到有挑战性的课文时，导师应予以支持并及时地与他们一同讨论和复

习以确保后者能够顺利地理解。 

 

研究结果 

 

阅读辅导通常是非常有效的。（参见 Cohen, Kulik & Kulik, 1982; Fuchs & Fuchs, 

1998; Wasik & Slavin, 1993）然而要想取得 好的成果，就得对辅导方法进行精

心构思。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对话阅读模式，也就是一种经过特别构思的成对阅读

的模式。它是被 广泛， 深入地研究的教育发明之一。在研究文学中，有许

多关于此类研究的重要回顾点评。（Topping, 1995, 2001b; Topping & Lindsay, 

1992; Topping & Whiteley, 1990）。但这些研究文学中还包括其他在所有市内中

小学进行的各种教育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中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有些是失败

的。这使我们更好地体会真实生活中的效率水平，但即使是这样的效率水平仍

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部分此类研究是以分析结果为主，通过不同的方式

衡量阅读能力的提升。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牵涉到把受过辅导教学的小组与其

他同等能力但未受过辅导的小组相比。随后的进一步测试结果还表明辅导带来

收益是持久的（Topping, 1992）。深入的研究表明这类方式会促使学生：减少

的抵触情绪（更强的自信心）更流利，更有效地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事物；更可

能自我纠错；减少错误产生机率（正确率提高）；发音更标准。 
 
在近期发表的二十种阅读辅助方式的有效率评估中(Brooks 等人，1998)，对话

阅读独占鳌头。其他的一两个模式虽然取得一些更惊人的成果，但是它们只适

合少数的儿童参与。对话阅读模式被证明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许多国家数以百计

学校中的大部分儿童。导师和学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掌握这种方法。此模

式适用于各种教学材料而且具有灵活性强和成本低的特点。 
 
实践应用 
 



选择材料。让学生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材料。材料的难度应高于学生独立阅读水

平但要比导师的低。 
 
共同阅读。通过一起朗读单词来帮助学生。调整你的阅读速度使其于学生的保

持一致。学生需要阅读每一个单词。 
 
纠错。当学生读错单词的时候，为了让整个阅读过程能够顺畅，只要告诉学生

单词的正确发音，而不要中断阅读去解释为什么这样发音。学生要正确地重复

发音，然后阅读可以继续。总用这种方式纠错，不要用其它的办法。 
 
停顿。然而突然介入并纠正发音也是不可取的。为学生停顿四秒钟。如果他们

能自己发现正确的读音，就没有干预的必要。（当阅读的人的速度偏快的时

候，停顿的时间就应适当的减少，指出错误的字词。） 
 
共同决定表示单独朗读的信号。决定好表示停止共同朗读的信号，这是为当学

生希望单独读一段较简单的章节时而准备的。信号可以是一种声音，一个标志

或是握一下手。信号一发出，导师就得立即停止共同朗读。 
 
恢复共同朗读。学生在单独朗读后不久可能就会犯他们自己在四秒钟内无法纠

正的错误。按照上面提到的方法进行改错然后恢复共同朗读。 
 
继续。照这样，在‘共同’和‘单独’之间互相转换，在任何时候给学生不超过适当

范围的帮助。随着学生阅读材料的难度的提高，共同阅读就越来越有必要。 
 
表扬。针对以下情况对学生进行表扬：准确地阅读困难的字词；主动地发出单

独阅读的信号；单独阅读的无错时间增长；准确地阅读在句子中的每个词；自

我纠错。尝试着用不同的表扬词语并显得欣慰。 
 
复习。 讨论刚读过的书。它为什么有趣？解释困难词句的意思。书主题是什

么？是以什么顺序表达的？ 
 
对话阅读模式已被延伸并发展成为思考模式，这种模式更强调深入的理解和批

判性思维。关于这种模式的具体内容可以在 

http://www.dundee.ac.uk/psychology/ReadOn 上找到。 在网页上有专门为训练儿

童阅读和思考而编写的故事 – 拿提委达和托雷多历险记。该故事已被翻译成西

班牙语，中文及德语以便读者阅读。http://www.dundee.ac.uk/psychology/N&T   



第六章 创作：构思和编辑 
 
帮助学生寻找灵感并把其想法有组织地表述成文字，然后对初稿进行编辑。 
 
研究成果 
 
在当今校园中，同龄伙伴间相互评比文章日益普遍。虽然关于‘共同创作’的报道

络绎不绝，但详尽的，牵涉到学龄儿童的成果分析却极少。在戴尤特

（Daiute）1989 年发表的关于九到十二岁共同创作的论文中清楚地提到儿童创

作要有计划性（文章内容和层次上要精心组织和安排）并且有趣味性（以儿童

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把这种质朴纯真的感觉在文章的主题和用词中体现出

来）。在 1990 年的报告中戴尤特指出男孩对文章的趣味性和计划性的平衡是成

功的。与此同时，女孩倾向于过分注重文章的计划性。在 1993 年戴尤特与戴

尔顿(Dalton)对七到九岁低智商儿童单独和合作创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让两个

同等能力或是不同水平的儿童合作是非常有益的。 

 

这里所提到的建议是以 “成对创作” 模式为出发点。(关于成对创作的具体内容

请参见 Topping, 1995, 2001b)。这包括系统地研究许多被公认的有实践价值的基

本原理。有三项关于这种模式的重要研究已被发表。其中一项研究包括让十一

岁的儿童扮演导师的角色来辅导崭露头角的五岁“小作家”，在辅导的过程中相

互取长补短(Nixon & Topping)。 结果表明这种方法下的五岁学生与其他同龄学

生相比有明显进步。 另一项研究中导师和学生的角色都由八岁的学生来扮演

(研究把学生分两组， 一组让能力高的辅导能力低的， 另一组进行同等水平之

间双向学习，然后比较两组结果)。在这种方法下，两组中的 “导师们” 和 “学生

们 ”都在之后的个人创作取得显著进步。但是在不同水平组中扮演“导师”角色的

学生的进步成果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而第三项研究的重点在于十岁同龄组不

同水平之间的双向辅导(Yarrow & Topping)。无论在成对创作模式下扮演导师或

学生的儿童与其他同龄学生相比又一次展现出明显的优势。 

 

实践应用 

 

激发灵感。讨论写作的目的及作品所针对的读者。与学生们讨论他们对自己作

品的想法。尝试着通过提问题来激发学生的灵感(比方说，故事的主人公是谁？



他们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在哪儿发生的？时间？怎么发生的？为什么？- 

根据具体的情况以适当的顺序提问题)。然后用简洁的字词把学生的想法记录下

来。 
 
组织想法。回顾记录下的想法，让学生把这些想法进行合理的排序。抑或把这

些点子分组，然后在每组中进行排序。把相关联的点子用线连起来，从而产生

一张“点子图”。如有必要用色彩和下划线来强调。这张“点子图”为进一步的辅导

做准备。 
 
打草稿。根据提纲，写出一份初稿。在这过程中，学生应当表述他们所要试图

传达的东西，与此同时，导师则依据学生的情况来决定他们所需要介入的程

度。导师可以：帮学生写初稿；或是只在初稿中写出比较艰深的词汇；抑或由

导师写出这些艰深的词并让学生将它们抄到初稿中去；再则让学生学会如何写

这个词。在这个阶段暂时不考虑写法、发音以及语法。 
 
阅读。导师大声地把初稿读出来，在朗读的过程中，尽量强调正确的表述方法

和发音。然后要求学生按这样做一遍。 
 
编辑。与学生一起讨论初稿。让学生思考初稿中不足的地方。用彩色笔把有问

题的词句标示出来。通常初稿中 需要改进的是一些意思模棱两可地方。其次

是一些层次不清的语段，再考虑书写正确与否， 后考虑标点符号。而后导师

可以就如何修改提出一些额外的建议。如有疑问，参阅字典。 
 
完稿。因为之前的思考过程是创作的困难所在，所以由谁书写出终稿并不重

要。有可能是导师或者学生或者两者共同写出，但也可能由其他人把改正过的

初稿打出来。终稿是导师和学生共同创作的结果。 
 
评估。导师和学生可能在之后检查和评估他们的成果。终稿可能与其他人的成

果互相交换，进行相互评估。尝试地给与更多的表扬。这样将有助于学生提高

他们的写作水平。 
 



第七章 数学：让数学更贴近生活并更有代表性 
 
让算数问题更贴近生活，通过进一步探讨问题总结和归纳生活中的数学 
 
研究成果 
 
研究表明在数学教学上应用辅导方式有显著的成效（例如 Cohen， Kulik & 

Kulik, 1982）。布利兹(Britz 1989) 对 1980 年到 1989 年间发表的针对数学教学

中的辅导方式的研究进行回顾。结果指出同龄之间的双向辅导会更有效地帮助

提高“导师”和“学生”的数学水平,这种教学方式适用于成绩低下或者中度残疾或者

社交能力差的儿童。海勒和凡图索证明同龄双向教育辅以父母辅导对于 10 到

11 岁的学生的数学教育有很大的帮助。 
 
数学辅导教学不应当只局限于机械的填鸭式辅导。导师不应当替学生解决问题

或仅给他们正确答案。重要的是导师应当有时间与学生进行探讨并纠正他们的

错误理解。 
 
数学不仅仅是简单的算术。由于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以至于有时辅导教学需

要借助于数学性的游戏或其他经过精心构思的教材（参见 Topping & Bamford, 

1998a, 1998b）。想设计出一种单一的辅导教学模式来应付所有的数学问题并且

不借助任何特殊教材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依据全新的教学设计的原理以及深

入地研究专业教师和学生在数学教学中一对一的互动，近年来这个困难被成功

地克服了。这项研究成果被称为对话数学（Topping, 2000），以下的建议也是

以此项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实践应用 
 
倾听。让学生有足够时间来阐述他们的困难所在不要武断的地判断他们的困难

所在。 
 
理解。当学生有理解上的困难时导师应当帮助他们理解并检测他们的理解程

度。 
 
提问。导师应当有选择性地问问题，这些问题要能给学生一些线索来激发和引

导学生的思维，并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比方说：“这是什么类的问题？”；“我



们在试图算什么？”；“你能否用不同的词或另一种方式来重新描述这个问

题？”；“我们已经掌握了哪些重要的资料？”；“这个问题能不能分步解决？”；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你的结论有依据吗？”；“你知道你对在哪里错在哪里

吗？”；“你认为你犯的是哪类错误？”。不要仅仅说“这是错的”，尝试着通过问

另一个问题给学生一些新的线索。问“为什么”。试着避免：答案只要求“是”与

“否”的“消极”问题；或是要求死记硬背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答案的问题；像“你

懂了吗”之类的问题。避免回答你自己所提问的问题，不要向学生暗示任何一个

步骤的困难程度。 
 



第八章 挑选和组对 
 
认真地挑选并搭配学习伙伴 
 
研究成果 
 
各种挑选导师的不同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被系统地研究。在美国，学生成

为导师并赚取薪水也是很平常的。而在欧洲，更强调的是自愿的辅导教育。人

们认为参加自愿辅导能更激励导师投入工作。但这种激励能够持久吗？这就牵

涉到一个问题，辅导教育到底是不是专业教育的一种替代品，抑或是一种有价

值的、与专业教育不同的互补教育方式。 
 
导师与学生之间所存在的能力差异也是关键所在。有些研究表明，如果由特定

方面的专家来担当导师，这样的辅导教学将对学生有非常大的好处。然而，如

果导师的本身的水平远远超过辅导所涉及的内容，他们就会很快地感到厌倦，

因为他们本身无法从中获得知识和启发。与此相比，假设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水

平差距较小，这样的辅导教学对导师更具有挑战性并使其更加地投入。在这种

情况下，学生们可能学到的并不多，但导师却可能取得额外的收获。近年来，

人们对导师在辅导教育中取得的收获越来越感兴趣。并且与学生差距较小的导

师对学生是一种非常好的鼓励，因为他们更能让学生懂得只要付出努力，成功

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参见 Cohen, Kulik & Kulik,1982; Sharpley & Sharpley, 1981; 

Topping & Ehly, 1998）。 
 
研究表明，在辅导教育中年龄差异远不及能力差异重要，虽然两者常常同时发

生。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的成果，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特定

情况下，特别是当辅导男性学生时，男导师会比女导师获得更大收益(Topping 

2001a)。当然，在某些国家，由于文化的因素，由年轻学生辅导年长学生，由

女性辅导男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实践应用 
 
导师应当无偿还是有偿辅导？早一步决定导师是否会得到经济上的奖励，因为

这会影响招收到的导师的质量。 
 



征求家长同意。在辅导开始前，要考虑是否就学生参加辅导教育取得家长同

意。 
 
提出明确的目标。导师和学生就学习目标取得一致，不要好高骛远。 
 
对于不知道的东西要勇于承认。没人无所不知，导师（和辅导教育的组织者）

应当随时准备说“我不知道”。教一些错误的东西对导师和学生都有害。 
 
判断能力的差异。判断导师和学生在辅导教育中所存在的能力差异的大小。衡

量各种利弊。 
 
考虑个人的性格。在配对的同时，性格和关系的冲突也是需要考虑的。比方

说，不要把一个非常害羞的学生与一个非常有主导性、要求严格的导师配对。

好朋友合作起来可能更有默契，或者他们因为只谈天说地而误了工作。不要完

全以学生对导师的个人喜好为参照标准。 
 
单向或双向教学。即使师生间的能力差别大，为了测试学生是否真正的掌握了

知识，让他们尝试着去“教”他们的导师会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 
 
安排联系时间。导师和学生多久见一次面？在哪里？每节课有多长？多少周？

对于这些问题，导师和学生要有清楚地认识，并能守时。 
 
处理缺席问题。考虑在导师或学生的缺席情况下如何应付。你可能预备一个导

师来应付这种情况。 
 



第九章 提供培训和教材 
 
明确辅导方式提供培训以及相应教材 
 
研究成果 
 
回顾以往有关辅导教学的研究，不断有证据表明在培训中接受有确切的培训方

法的导师更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成果（参见 Cohen, Kulik & Kulik,1982; Sharpley & 

Sharpley, 1981; Topping & Ehly, 1998）。 
 
辅导教育需要一个清楚的程序。这种程序可能适用于各种教材，但有时由于教

材的局限性，这个程序将会以有限的教材为基础。如果这个程序适用于大范围

的教材，那么更明确地指出导师该怎样做就显得更为重要（Topping, 2001a）。

对于第一次采用辅导教学的导师，建议采用已被证明为十分有效的“综合”方法

（有关“综合”方法的内容参见五到七章）。 
 
如果辅导教学没有建立在有组织的教材基础之上，师生们就将需要借助于一些

其它材料，比如一些阅读材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取得教材又是十分

困难的。 
 
实践应用 
 
明确辅导方式。对于什么是好的辅导教学要有清楚的认识。辅导方式应该以什

么方式为主—全面的？特殊的？还是两者兼用的？辅导程序是不是以特殊材料

为基础的？ 
 
培训。如有可能，把老师和学生放在一起培训。告诉他们该怎样做，然后演示

给他们看，接着给他们一个书面材料或者是图画来帮助他们理解。然后立即让

他们按照这种辅导方式进行练习。练习中可能需要一些材料，观察并检验他们

是否做得正确。如有必要，给予额外的表扬和帮助。 
 
全面辅导技能的培训。比方说，如何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如何阐述问题；如

何给予明确的解释；如何问问题；如何传授技巧；如何鼓励和引导学生去模

仿；如何检测学生的表现；如何给予反馈和表扬；如何发现连贯性的错误；如

何做进度表。 



 
特殊辅导技能的培训。根据各人情况，并依据所采用的辅导方式和辅助材料来

制定相应的特殊辅导方针。 
 
订协议。导师和学生之间或许有必要达成某种协议，协议包括他们工作的具体

内容。 
 
教材的使用。针对特定的辅导教学采取特别的教材。当然辅导教学也可以采用

普通的在课堂中使用的教材，或者是大众化的材料（图书馆的书，或是因特网

上下载的材料）。如果辅导教学是以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为基础，那么学校就

有可能提供这方面的辅导教材。有时，这些教材是定制的。他们也可能是由辅

导师生共同制作的，或由志愿者抑或行政人员按照指南所制作的。在每堂课之

前，师生们需要能够得到新的辅导材料。而取得新材料的过程需要是经常的，

快速的，简单的。师生们知不知道他们所选择的教材的难度？按照哪种顺序去

学习这些教材？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第十章 观察和给予反馈 
 
观察，给予反馈并通过干预优化效率 
 
研究成果 
 
在过去关于辅导教育的报告中，它被认为是一种很有效的教育方式（参见

Cohen, Kulik & Kulik,1982; Sharpley & Sharpley, 1981; Topping & Ehly, 1998）。

然而在已出版的文学报告中，有一小部分的辅导教学项目的效率却令人失望

（值的一提的是文学报告偏向于正面的和重要的统计结果）。辅导教学虽然非

常有效，但不意味着它是万能的。 
 
要想优化效率，首先学要使用一种被研究证明为有效的方式。辅导组织者在设

计辅导方案、培训师生和提供教材的时候的时候需要特别细心。同样重要的是

监督辅导教学，给予反馈，在必要的时候介入。 
 
实践应用 
 
监控的目的。监控的目的在于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发现并解决问题。寻找合适

的机会给与表扬；确保在辅导过程中，导师能够坚持按照他们在培训中所学到

的方式来辅导学生；确保师生间的关系良好；确保教材安排由易到难；回顾学

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自助指南。制定针对在辅导教学中常出现的问题的自助指南。并且您可能需要

不时地扩充这个指南的内容。在辅导教学的研究报告中，可以找到关于如何发

现“综合”教学中缺陷的方法。 
 
寻求帮助。导师和学生应知道在辅导过程中遇到短暂性的困难是很正常的，这

种困难并不是由于导师或学生的错误而引起的。当任何一方抑或是双方都遇到

困难时 (困难可能涉及特定的事物，也可以是辅导方式以及沟通上的问题) ，要

明确地知道向谁寻求帮助。在向一位教师求教前，他们可以试着向其他辅导搭

档寻求帮助。 
 
记录。师生应把他们的进展记录下来，这样有助于进行监控的教师或辅导的组

织者随时了解辅导的进展。 



 
讨论。在辅导计划会或情况汇报会上，与导师和学生们讨论他们的辅导近况。

讨论可以是单独的，也可是以团体的形式展开(有时把导师和学生安排到不同的

小团体，有时让小团体即包含导师也包含学生)。 
 
直接观察。认真地观察辅导过程。即使是 聪明的导师也可能无法察觉他们犯

了错。一张记载着辅导技巧的清单有助于使这种观察更有组织性和连贯性。你

也可以让“多余”的导师按这张清单来监测其他辅导过程。对辅导进行录象或录

音不仅能给予个人或团体更好的反馈，这也为今后的训练项目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 
 
进一步训练。如果有一些师生遇到困难，也许另一个“巩固”训练课会有帮助。 
 



后记 
 
辅导教学是有效的，但这种教学的有效性取决于使用它的人。那些尝试家教的

家长有时会变得失望和暴躁。家长们也许按照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方式来教

孩子，而这种方式也许以不再为当今的学校所采用。因此，当家长们试图“帮

助”他们的孩子(特别是针对那些年长的，有更困难的作业的孩子)时，要意识到

其中的危险。在家教前，应与学校的相关教师讨论这个问题，并征求他们的意

见。 
 
你可能发觉本册中所提供的建议使辅导教学看起来很复杂。万事开头难，辅导

教学也不例外。这本小册为了防范于未然，提到了许多辅导教学中潜在的问

题，只要读者有了认识和准备，它们是很少发生的。 
 
这本小册只是一个出发点，参考资料和深入阅读所需的书籍将在稍后列出。 
 
当你阅读本书之后，试着观察现实生活中的辅导教学，对其进行比较和评估。

尝试着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本册中所提到的辅导准则有多少被遵守，有多少被

违背？” 
 
与你的朋友和同事讨论本册中的建议并制定出一个辅导方案。接着按这个方案

来进行辅导教学，共同研究这个摹拟辅导所取得的成果。然后试着把你所学到

的教给其他人，这样你就能真正地掌握辅导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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