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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辅生在高中适应期中的心理特点及教育对策 

 

文/李玮心 

前言 

一般说来，高中课程及老师的教学模式与初中相比较，皆有很大的转

变。对特辅生而言，他们离开了熟悉的初中环境，要回流到普通高中，他

们的心理一方面会因新的人生阶段而雀跃；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将面临新

的学习要求和人际关系而焦虑，或者心里还特别怀念以前的班集体。因此，

探索特辅生在高中适应期的心理特点是有需要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特辅高中生1的现况，笔者利用课余时间，对特辅高一

和高二生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并尝试从特辅高中生及校方提出

相应的对策。 

 

1. 研究方法 

1.1 走访调查：深入校园，从高中班主任、特辅高中生捎来的讯息，

了解特辅高中生的心理特点。 

1.2 问卷调查：设计“辅生升入高中后的学习与适应等问题之调查问

卷”2，总结他们的心理特点。 

 

2. 结果与分析 

2.1  2014 年 9 月，笔者对本校特辅高一和高二生进行问卷调查，把特辅

高中生的心理特点按具体情况分为四大类总结，结果如下： 

    2.1.1 关于选科 

    2.1.2 关于课堂学习 

    2.1.3 关于人际沟通 

    2.1.4 个人担忧与期望 

 

2.2 问卷内容主要是围绕特辅生升入高中前的选科事项，包括选科的因

由、升上高中后就读的心情感受等。课堂学习方面，问卷设计包括

                                                           
1 顺利升上高中的特辅生，文中统一称为“特辅高中生”。 
2 调查问卷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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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困难的科目和事情。人际沟通方面的调查，包括与同学的相处，

及师长的关怀与接纳层面。 

   笔者共发放 36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34份。 

    通过调查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本校特辅高中生在学习过程中，基本上

有以下心理特点： 

一、关于选科 

  在回收的 34 份有效问卷中，有 20 位是高一生，14 位是高二生。在

34 位学生中，16 位进入文商班（47%），10 位在餐理班（29%），7 位在

美设班（21%），1位在理科班（3%）。 

  在初三年末进行选科时，75%学生是自己决定选科，18%学生是经由与

父母协商后方作出决定。对于选科所考虑的因素，有 45%学生对目前所选

择的科系有兴趣，36%学生觉得选择此科对将来找工作时比较有力，19%学

生乃是因为初三总平均不达标而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约有一半父母与老师对特辅高中生的期待，与他们初中时代一

样，20%左右父母和老师对孩子要求与期待很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30%

特辅高中生认为，父母及老师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关注。此外，约有一半特

辅高中生表示，他们对于父母与师长的期待皆感觉有一点压力。 

二、关于课堂学习 

    在 34份问卷调查中，有 53%在籍特辅高中生表示在高中学习过程是快

乐的，38%感觉一般，9%表示不快乐。 

   以下图表显示 34位特辅高中生最感困难的三个科目： 

 

图表 1特辅高中生最感困难的三个科目 

科目 人数 巴仙率 备注 

国文 26 76%  

 

 

在 34 位学生中，16 位是文

商生，10 位是餐理生，7 位

是美设生，1位是理科生。 

数学 26 76% 

英文 13 38% 

簿记 9 26% 

华文 7 21% 

地理 5 15% 

历史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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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人数 巴仙率 备注 

烘焙 2 6%  

经济 2 6% 

高数 1 3% 

物理 1 3% 

餐饮管理 1 3% 

厨房理论 1 3% 

书法 1 3% 

美术 1 3% 

    另一方面，有 35%特辅高中生觉得，令他们在学习中最感困难的，是

无法了解课堂上的学习内容。26%同学觉得高中各科的考卷试题太难，而

且他们也无法独立完成老师所交代的课堂作业。此外，有学生表示高中某

些科目的功课量比较多，有时候也跟不上该科课堂的学习。 

    对于课程满意度而言，有 53%特辅高中生表示，对目前所就读的高中

课程是满意的，而且正符合他们之前的期待。 

三、关于人际沟通 

    特辅生基本上与原班同学会因不同的选科，而被拆散到不同的高中班

级去。初期，他们会因为环境的转变而感到不适应。调查显示，有 41%高

中特辅生（特别是高一生）表示，他们跟目前班上同学的相处情况一般，

没有十分融洽；而 6%同学觉得他们很难跟同学融合，反之喜欢孤独一人。 

   反之，升上了高二的特辅生大都觉得自己和班上同学相处融洽，学习

也相对的快乐。以下为特辅高中生有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各项期待： 

 

图表 2特辅高中生有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期待 

各项期待 人数 巴仙率 

父母可以多了解我 15 44% 

老师可以多关心我 13 38% 

班上同学可以接纳我 11 32% 

常与特辅毕业班同学聚会 18 53% 

班主任、辅导老师及特辅老师可以多跟我聊天 11 32% 

希望转校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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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以了解，大部分特辅高中生都希望能得到师长和同侪的关爱，

也希望可以常与人沟通或倾谈。 

四、个人担忧与期待 

  除了共通的心理特点之外，特辅高中生也有个别的心理负担。其中，

62%同学最担心自己的学习会跟不上，而被留级。此外，也有因社会问题

而感觉不安，因没有人陪伴和人际关系不好而感到孤单寂寞，或担心会犯

错而令师长失望等。 

     针对自己的学习与人际现况，特辅高中生都希望未来的自己是有所

提升或有所改善的。下表显示了特辅高中生希望改变自己的事项。 

 

图表 3特辅高中生最想自我改善的事项 

项目 人数 巴仙率 

上课态度 15 44% 

交作业态度 13 38% 

言行举止 9 26% 

生活习惯 18 53% 

人际沟通 15 44% 

     由上可见，特辅高中生对自己的行为态度、习惯和人际关系是有所

要求的，而他们也相当清楚自己所要改善的地方。 

 

3. 问题与讨论 

3.1 高中特辅生生活烦恼的表现： 

3.1.1 困惑：常会恐惧或担心自己比别人弱。 

3.1.2 精神不济：上课提不起劲，选择伏在桌面或睡觉。 

3.1.3 逆反：犹如捆绑后的解放，经常做与校方和师长要求相背道的事。 

3.1.4 孤僻：喜欢自己一个人，不愿与他人接触，沉默寡言。 

3.1.5 情绪波动：容易因为他人言语或举止而情绪波动，动怒。 

     

3.2  特辅高中生烦恼的原因 

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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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平时对子女过问很少，一旦子女出问题时往往沉不住气，采取简

单或粗暴或放任自流的方法对待；此外，父母也很少倾听孩子的诉说，平

时没有时间和孩子沟通和作思想交流。 

 很多时候，孩子进入高中之后，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只停留在学

业成绩（学术总平均），尤其年末的升留级的结果更是家长惟一在乎的。

因此，对孩子来说，家长注意的往往是他们的学习“结果”而非“过程”。 

二、 学校 

 本校对特辅班的管理乃是“分而治之”的。如何理解“分而治之”的

概念呢？除了学会活动时间，特辅生四年来均被安排在另一栋楼学习。陪

伴他们成长的，乃是同一班同学，以及特定的班主任及科任老师群。如此

管理的好处是：一批弱势学生在初中四年备受关注。然而，其造成的影响

是由于他们长期被如此提醒、处处被叮咛，以致在初中时期没有培养好自

治和自学的能力，间接造成他们升上高中后，面对紧张的学习生活节奏而

无法适应。 

 另一方面，初中特辅的课程是否能与高中课程作好衔接？而特辅生是

否在短短四年中就能“速成式”的扎稳小学各科的根基，并掌握好初中课

程？就算本校特辅教育办了十年有余，这问题依然在探讨之中。 

三、背景与生活环境 

 在现今华人社会，少子化已经不是新课题。甚至乎在华人家庭中，有

不少孩子是独生子女，所以在三代共处下，他们往往是比较特殊的一代。

他们有的出身条件好，缺少困难与挫折的磨练，也缺乏兄弟姐妹的亲情体

验，人际关系单一；有的出身在破碎家庭，无论情智发展或家庭经济，他

们都处在弱势一隅，上述两种局面在客观上容易造成这些孩子比较脆弱和

缺乏责任感，遇到环境变化就更缺乏足够的应付能力。 

 此外，他们对家庭和学校以外的世界是懵懂的。在高中时期，他们也

许已经觉察到自己的不足，因而造成他们对将来感到不知所措和不安。也

许，有的同学因没有做好生活规划而惶惑；也许他们因为自己是特辅生，

曾经一度被标签为“弱势”，以致一直以来始终以“弱势”自居而难以面

对他人的目光？这些，其实都是同学对未来还未建立自信所致。 

 

4.教育对策 

http://www.xuexifangfa.com/gaozhong/
http://www.xuexi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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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高中生在不同年级存在的心理问题及原因3 

高一年级：新环境的适应问题、学习目标不明、人际交往敏感、与家

长的代沟问题、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对自我的评价不完整

等。  

高二年级：学习负担与焦虑问题、自我形象设计与校规冲突问题、价

值观的形成与文化多元性难以调和问题、亲子关系淡漠问

题、敏感性与教育要求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问题等。  

高三年级：学习负担重与学习适应不良、理想的期望与现实的能力之

间的差距造成的心理困惑、各种心身疾病，如焦虑症、神

经衰弱、考试或毕业恐惧症等。 

 

方案与对策 

针对上述高中生问题，初三特辅生在升入高中前可以先做好以下准备4： 

一、吃苦的准备 

    步入高一，要面对不少概念性、抽象或难以理解的课程学习，也许会

面对更激烈、更紧张的竞争环境。所以，高一同学要树立起学习意识，做

好承受压力、经受挫折、忍耐寂寞的心理准备。 

二、适应新环境的准备 

    步入高中，特辅生将离开四年的同窗。也许高中的人际环境较以前复

杂（学生人数跟以前相比是倍增的）。在对高中生活充满憧憬之时，心中

难免也会产生种种心理困惑和不安。因此，特辅高中生要先作好充分思想

准备，学习以自信、宽容的心态，尽快融入新团体，适应新同学。 

三、心理调适的准备 

高中特辅生一般上有这样的心理落差：觉得比自己优秀的大有人在，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自己的存在，这种普遍的失衡是正常的心理。实际上，

步入高中时，大家都站在同个起跑点上，彼此有 3 年的时间不断提升。因

                                                           

3
 《高中生心理问题及家庭教育对策》，中文语文教学资源，http://www.ruiwen.com/news/24946.htm 

4
 参考詹翠君等，《高一学生生活烦恼调查及对策研究》，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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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家要明白“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要尝试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和

短处，让自己有沉淀的空间。在有必要时，可以找同学或师长倾谈，尽可

能调适自己的心情。 

4.2 高中生未能适应学习的原因 

高中生大都来自不同的初中，面对新的班集体，需要有一个逐步熟悉

和适应的过程。他们迫切需要与高中老师、新同学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关

系。可是对旧有的学习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依恋，又制约和延缓了他们对环

境的适应及新的人际关系的建立。 

 其次，高中课程及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初中大有不相。高中课程明显增

多，除了三语和数学，还有个别科系的主要科目，如理科班的生化、物理

和高数；文商班的簿记、商业学和经济；美设班的设计、绘图和美术史；

餐理班的烘焙、厨房理论和餐饮管理。如此看来，高中的课程不但增多，

而且内容更多元，难度加大，教学进度快，知识原理抽象，各学科的知识

都有很强的系统性和一定的深度。在教学方法上老师不可能像初中时那样

仔仔细细地讲，手把手地教。 

 另外，高中的教学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可能超出了原本大纲的范围，

这是因为高中生需要有更大的视野，以及对知识统整、分析和融会贯通的

能力。因此，学校会要求学生改变初中时的学习方法，同时还要具有较强

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记忆能力和自学能力，更要有良好的学习自觉性、

主动性和计划性。 

然而，通过调查发现，有不少高中生都沿袭初中时的学习方法来应付

高中学习。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会希望高中老师像初中老师那般对他

们有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可能还未能自觉的去做复习、做笔记和规划学

习。 

 

方案与对策 

   ——未来文盲不是没有知识的人，而是那些没学会学习方法的人。 

高中的教学内容多、进度快。因此，高中生学习成绩好坏与其会不会

学习有很大关系。高中生需养成自觉预习的习惯、上课认真听讲、勤于思

考、积极发言、认真做笔记、独自完成作业，把学到的知识系统地加以整

理。同时，也要对自己形成必要性的制约，不违规、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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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校方的教育理念对个体的影响很大，而素质教育的成功之一

就是要塑造出心理健康的学生。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基本上不外是“填

鸭式”的授课，为了满足课纲要求和达到合格成绩而实施的教学，最后培

养的学生只是懂得“如何考试”。我们常常埋怨高中生不念书，责怪他们

不做作业、不自爱。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有的学生不懂得抓学习

重点（没有好的读书方法，最后读不懂而放弃）、他们做不完作业、他们

不懂得爱人、更不懂得自爱。 

     校方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应有更大的包容度，承认学生的差异，分层

别类，因材施教。对高中生而言，他们期望得到老师的尊重、关心和抚慰，

同时又不喜欢刻板的和婆婆妈妈的教育,也不能接受老师对自己的冷漠和

放任不管。二，老师在学生心中不再像小学那样，将老师看成绝对的权威,

而更多把老师看作获得知识技能的辅助力量。三，中学生开始用分析的眼

光看待老师的言行,对老师的要求和期望更高、更全面、更深刻5。他们会

用理想化的标准来比较现实中所接触的老师，这些评价有时会直接影响他

们与老师的交往：对他们所喜欢的老师更加亲近,对不喜欢的老师愈加疏

远，甚至因为这样而放弃该科目的学习。有时候，教师对学生的缺乏尊敬

而动怒，这往往是师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结论 

对特辅高中生而言，他们跟普通高中生一样，希望初中不成熟的那个

“自己”已经蜕变，而他们希望获得老师们和同学们的重新认识。这种心

理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初中，特辅生被外人看来是“被照顾”和“被喂养”的一群小孩。

实际上，他们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 

在入学基础班后的第三个月（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他们开始发现

独中教育果然“名不虚传”，因为他们不能像小学生那样在课室中“窜来

窜去”，他们不能不交作业，他们缺课就一定要请假，他们务必出席学会

活动……他们小学犯规时不用写违纪，现在却要面对许多的扣分制度。后

来，他们渐渐要像普通班学生那样。他们被逼要“追上”普通班学生也觉

                                                           
5 参考郭爱华《高中生心理问题及疏导策略》山西省汾阳中学 ，

http://www.ncneedu.cn/qitabaokan/2013-10-24/12397.html。 

http://www.ncneedu.cn/qitabaokan/2013-10-24/123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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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难”的课程，他们也要面对普通班学生也觉得“残酷”的统考，还

有，他们也一样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升上高中。 

特辅高中生很多时候没有机会选入自己高中第一志愿。他们选读餐理

或美设也许是可以留在学校的惟一机会。 

在高中，他们要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教学模式，他们

甚至比其他同学更害怕留级，这是因为早在初中时候，特辅班老师已经将

“留级”变成“恐吓”学生的“王牌”，这是何等残忍的事！实际上，在

高中特辅生的心底这种恐惧早在数年前扎了根。 

有时候，他们面对考试不及格，如何努力也听不懂的情况，大家都

“体谅式”的说：“没关系，因为你们曾经是特辅班的学生。”他们松了

一口气，一方面觉得被体谅；但他们的心也被纠结，因为在很多人心里，

他们“还是弱势”。 

特辅高中生需要的，也许正是一般高中生所需要的，不外是他人给予

的机会和爱；但他们的历练和所要突破的，并不一定是一般高中生会经历

的。因此，走近他们，尽我们所能去了解和协助他们。尊孔独中特辅教育

不应只做到初中，但也不意味要“护送”他们升上高中、直到高中毕业。

相对欧美和中港台学府，独中的弱势教育只在开步阶段，未来要探索的，

应该要更深、更远。这篇报告仅是发掘特辅生在高中适应期中的心理特点，

即表面又粗浅，希望将来能有更深入的探讨，以及尽己绵力，为弱势学生

多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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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问卷调查   

同学们，祝贺大家已经完成了高中选科的过程。以下是一份关于特辅生升入
高中后的学习与适应等问题的调查问卷，希望同学们用心回答，谢谢。 

请在选项的格子内打√ 

 

1.性别：    □男       □女 

 

2.级别：    □高一     □高二 

 

一、关于选科 

 

3.我选择了：□餐理科      □美设        □文商       □理科 

 

4.高中选科是谁的决定？ 

  □父母的决定      □自己的决定     □与父母协商后共同的决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选择这个科目的原因是： 

  □好朋友也选此科              □以后容易找工作 

  □不容易留级                  □对此科有兴趣 

  □成绩不达标，没有其他选择 

 

6.父母对你的期待如何？ 

  □很高。          □跟初中时一样。       □没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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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针对父母对你的期待，你有什么感受？ 

  □感觉有压力。    □感觉有一点压力。     □感觉一般。 

 

8.高中师长对你的期待如何？你感觉如何？ 

  □很高。          □跟初中时一样。       □老师没特别关注。 

 

9. 针对高中师长对你的期待，你有什么感受？ 

  □感觉有压力。    □感觉有一点压力。     □感觉一般。 

 

 

 

 

 

二、关于课堂学习 

 

1.在高中学习过程中，你是否觉得快乐？ 

  □ 快乐      □不快乐      □一般 

 

2.在高中学习过程中，我最感困难的 3个科目是： 

  ①             ②               ③          ③       

 

3. 在高中学习过程中，我最感困难的事是： 

  □无法独立完成老师所交代的作业     

  □无法了解课堂上的学习内容 

  □考卷试题太难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我对现在所读的高中课程的满度为： 

  □满意。符合我之前所期待的 

  □不满意。与我之前所期待的不同 

 

三、关于人际沟通 

 

1.我与同班同学的相处： 

  □很融洽         □一般         □我喜欢孤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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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希望：（复选题） 

 □老师可以多关心我          □同学可以接纳我 

 □父母可以多了解我          □辅导或特辅班老师可以多跟我聊天 

 □常与特辅毕业班同学聚会 

 

四、简答题 

 

1. 升上高中后，你最担心的事是什么？       

 

2. 升上高中后，你最想要改变的是自己的    。 

（上课态度/交作业态度/言行举止/生活习惯/人际沟通）*可以复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