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造力與教學輔導

在現今全世界宛若一個地球村的知識經濟時代

裡，培育未來世界公民的創造力刻不容緩。聯合國貿

易發展會議 (UNCTAD) 於創意經濟報告 (The Creative 

Economy Report) 指出 2011 年世界創意產品和服務貿易

總額達 6240 億美元，比 2002 年多出兩倍以上，而且，

全球創意產業外銷額於 1996-2005 年期間由 2270 億

美元成長至 4240 億美元，總共成長 1970 億美元，成

長幅度高達 87%，充分顯現創造力在現今競爭時代的

重要性。

《教育基本法》第二條指出「教育之目的以培養

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愛

國教育、鄉土關懷、資訊知能、強健體魄及思考、判

斷與創造能力……」，近年來政府相關教育與經濟政

策，例如：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國民教育階段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與知識經濟發展方案等，皆一再

強調創造力培育的重要性。此外，世界各國亦相繼提

出提升人民創造力之相關政策，其中，歐美等先進國

家更強調創造力教學的重要性，例如紐西蘭與美國的

大學，不僅創設創新學院，更頒給創造力學位，在在

揭示創造力教學的全球教育趨勢。

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指出目前創造力

教材仍不夠充足，並鼓勵教師發展創造力之教材教

法，將創造力培育融入各領域教學中。數學可作為

學生發展創造力的有效平臺 (Nadjafikhah, Yaftian & 

Bakhshalizadeh, 2012)，如何在數學教育中培養學生的

創造力已成為現今教育的重要課題，誠如 OECD(2012)

指出，數學教育扮演提升學生創造力的關鍵角色。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 Guilford(1967) 認為創造力

與問題解決乃一體之兩面，文獻指出在數學教育

中，培養學生的數學解題能力有助於其創造力的培

養 (Nadjafikhah, Yaftian, Bakhshalizadeh, 2012; Silver, 

1997)，數學解題為數學教學與學習的重心，普受國

際重視的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數學素養評量即主

要評量學生應用數學解決生活情境問題的能力。

因此，在學校方面，可以經由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的方式，透過教師彼此的合作與努力，研發創造

力之教材教法，將創造力融入各領域教學中；另外，

亦可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運作，經由教學輔導

教師和夥伴教師之間的對話和省思，以培養教師的

數學解題教學能力，藉以提升學生的數學解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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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如有需要請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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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 經驗分享
尋找巨人的肩膀

劍潭國小 /鄧美珠

「每一位教師都可以成為一位卓越的教師」，而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正是幫助教師成為卓越教師的一個

有效作為。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最基本的精神是教師的

接受與主動參與，而校長的重視、鼓勵與支持，是提

高教師參與意願與接受度的關鍵，在民生國小擔任主

任以及在劍潭國小擔任校長期間，一直積極辦理此制

度，從成立「教學輔導教師專業社群」，遴選教師參

加「教學輔導教師」研習，到一連串的參訪、進修活

動等，教師們彼此凝聚共識、研究改進教學輔導策略，

提昇實施成效，十五年來，幫助了許多初任、新進教

師。茲將推動作法分述如下：

一、辦理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說明會

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最重要的是尊重教師意

願，因此公開說明設置教學輔導教師之目的與實施內

涵，讓教師明白輔導的意義與功能，透過更多教師的

參與，了解教學輔導的意義並進一步擴大實施。

二、成立教學輔導教師專業社群

在社群中辦理相見歡活動、安排教學觀察回饋工

作、辦理專業成長座談研習及校外參觀成長研習等，

提供教學輔導教師對夥伴教師的專業成長協助、具體

觀察結果與未來專業發展的規劃等。

三、遴選教師參加教學輔導教師研習

在遴選過程中，為了要讓夥伴教師獲得實質的支

持與協助，因此訂定教學輔導教師遴選標準：具有豐

富學科知識、課程設計與示範有效教學能力、具備良

好人際溝通技巧等，還要具有良好的教育理念與人格

特質和協助同儕教師專業成長的意願。而校長除了公

開邀請有意願的教師參與外，更親自邀請優秀教師參

與，還有透過問卷鼓勵校內已經擔任實習輔導教師及

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自願參與，敦請資深優秀退休教

師回校參與辦理。

四、安排配對人選與教學輔導時間

為了落實實施教學輔導工作，在安排教學輔導教

師與夥伴教師的配對工作上要費心安排，除針對教學

領域、年級、班群、人格特質等，在編配教師職務時

即作配對考量，並特別於每週排定共同研習、參觀、

研討、對談、實施輔導工作時間，透過讀書會、書面

（E-mail）往來、小組會談、班群合作、教學視導、

領域研究小組、行動研究小組、教學觀察、教學錄影

回饋等多元方式進行教學輔導工作。

五、辦理教學輔導教師在職成長

為教學輔導教師安排到教師研習中心研習，學習

人際關係與溝通、課程教學與創新、教學觀察與回饋、

教學檔案與教學省思等訓練課程；也為夥伴老師安排

至研習中心研習，研習內容包括教學輔導系統的認

識、教學檔案的製作，以及觀察工具的介紹。另外還

邀請學者專家到校輔導，以協助學校順利推動教學輔

導工作、解決實施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

六、結合教學觀察三部曲共同成長

為配合有效教學的實施，同教學輔導教師和夥伴

教師透過教學觀察三部曲，經由觀察前會談、教學觀

察、回饋會談，亦即和夥伴教師一起「備課」、「觀

課」、「議課」，透過觀察技術入班觀察，提供觀察

所見的記錄與夥伴教師對話，以引導其省思自己的教

全校老師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成長

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經驗分享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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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學

石牌國中 /梁東民

互評夥伴教學觀察前進行會談

互評夥伴教學觀察後進行回饋會談

互評夥伴入班進行教學觀察

一、前言

常常聽到有人在問：「表演藝術在教什麼？」接

著再問：「表演藝術都怎麼上課的？」或著又問：「教

表演藝術課程都很好玩吧？」表演藝術課程在一般人

的觀念裡或許是，還未開始教學，課程就已經活化了。

事實上，在現有的體制下，國中階段的表演藝術教學

發展至今約已十多年，其課程涵蓋範圍甚廣，如：偶

戲、讀劇、相聲、化妝、京劇、歌仔戲、廣播、電視、

電影、戲劇、舞蹈…等，不勝枚舉，大概想得到的通

學，找到專業成長途徑，以精進有效教學專業，促進

學生學習成效。

七、定期檢討評估教學輔導困境與因應

定期召開教學輔導會議檢核評估辦理成效，由校

長召集教學輔導教師進行輔導前會議，共同討論教學

輔導相關內容、輔導時間安排與困境事項；同時間夥

伴教師也進行輔導前會議，共同討論切身需要的教學

輔導相關內容與合適的輔導時間，並提出研習成長的

需求，接著召開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聯席會

議，分別提出並討論出雙方都認可的教學輔導相關內

容、輔導時間安排，以及研習成長的需求等，並針對

問題提出解決因應之道。

八、校長應成為教學輔導的推手

校長應重視教師的專業進修，對於初任、新進教

師的輔導更要關心，不僅要具備教學輔導觀念，鼓勵

教師參加教學輔導研習，並領導、參與教學輔導教師

活動，才能順利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工作。此外，鼓勵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組成專業社群團隊，更能發

揮輔導成效。

教學輔導教師的熱忱令人感動，他們利用空堂、

課後時間與教學者討論，還要用空堂時間觀察教學，

甚至不惜調課，無怨無悔不求一絲一毫的補償，教學

輔導教師除能得到專業的認證、肯定，希望校長們能

給予鼓勵與激勵，讓他們能更有尊嚴地協助他人專業

成長。

表演藝術的活化教學

通被歸納在表演藝術的範疇中，而且都得要上臺呈現

或展演，只因在現有政策中，它是個非常多元的「綜

合藝術」課程。

二、有效

而在國中諸多類型表演藝術的活化教學要如何進

行操作呢？在教學過程中，不再全由教師講述、學生

聆聽與抄寫。首先，還是要以學生為學習中心，並且

得要先「確立」學習何種藝術類別的「基本能力」而

活化教學，「構思」在課堂有限的時間內，「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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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不斷學習與成長

提升教學與評量之核心發展策略圖

確立核心價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

從學習到應用—世界藝術報告

首先，由分科召集教師統籌規劃，透過領域例行

會議，討論學期教學目標、多元能力、評量標準、政

策宣導、分科備課及專業研習等，來進行教師專業成

長，以增進教學專業能力。其次，定期公開觀課：事

前共同訂定評量標準，觀課時關注學生的學習歷程。

觀課後，進行專業對話與討論，作為教學經驗分享。

另外，分科共同備課：針對各科教學內容設計、教學

策略、評量檢核等分科進行。最後，配合宣導政策及

校園活動，進行相關藝文展覽或表演，如：性平歌曲

創作比賽、校慶藝文展、教孝月舞蹈比賽等校內外展

演，以拓展學生視野及生活經驗，以發揮有效教學功

能與活化教學目的。

學生該如何思考與學習以達成教學目標；其間教師可

透過創意「策略」，如：分組、限時、競賽、情境模

擬與轉換或角色扮演等，來「完成」活化教學的目的。

最後透過多元「評量」的方式，再參閱標準本位評量

的表現標準後，設計出符合教學目標的評分規準，以

檢視學生的課程學習及教師的教學設計是否相符，或

者需要再次修正與調整，以強化教學歷程的完整性。

三、活化

活化教學為教學注入一股新的元素，它是有效教

學的關鍵所在。活化教學能否展現效果，不假外求，

最重要的是老師是否具有活化教學的能力 ( 吳清山，

2014)。所以，「活化」的定義應是在於教師的決心

與改變。前英國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1874-

1965) 也曾說：「態度雖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帶

來的影響卻是無窮 Attitude is a little thing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因此，校內教師的共識可說是活化

教學的重要前提，故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相當重

要的一環。今以本校表演藝術教師為提升教學與評量

有效教學之流程與方式，核心發展策略說明及圖示如

下：

四、成效

( 一 ) 以學生日常生活經驗為素材，從了解到分析，

將藝術作為理解生活和促進自我成長的媒

介。

( 二 ) 循序漸進的有效教學方式，從個人到團隊、

由藝術到生活、由抽象到具體，從學習到應

用。

( 三 ) 從認識、賞析到了解本土與他國文化藝術，

以培養寰宇全球與宏觀世界的國際藝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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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藝術到生活—學生競選海報 從個人到團隊—小組呈現

由抽象到具體—概念建立

景美女中 /張淑惠

一、前言

一般而言，高三的課程受到升學壓力的影響，經

常是不停地趕進度、複習、考試、解題，難道沒有放

鬆心情、抒壓一下，又有學習效果的活動嗎？翰林版

的國文，在第六冊選文中嚴肅而帶有悲情的文章不

少，更讓學習氣氛雪上加霜。於是傳統講學、或者學

思達、翻轉教室……各式各樣的教學法在心裡打轉，

內心一直有個聲音，想擺脫苦悶、無聊的氛圍。在《被

討厭的勇氣》中說：「決定要怎麼生活的，是我們自

己。」以此類推，決定課堂氣氛的也是我們自己。於

是，我決定拿下升學考試的緊箍咒。

二、構思

現代詩選裡頭兩位詩人作品：席慕容《蒙文課―

內蒙古篇》、瓦歷斯 ․ 諾幹《教室 (1925)》、《風

中的名字 (1931 年 5 月 6 日》除了提到蒙古族群與漢

民族間的衝突、日治時期日本人與原住民的民族衝突

這個大議題之外，三首詩裡隱藏了詩人的創作元素―

「名字」、「教室」，因此在「族群」的大議題下，

選擇先從「名字」、「教室」入門，設計了兩堂課的

新詩創作活動。

三、實作、觀察、省思

活動目標包括：

( 一 ) 認知：了解詩有凝練的語言、豐富的意象。

( 二 ) 技能：能團隊合作寫出一首完整的新詩。

( 三 ) 情意：能用具有感情的語調朗誦創作的詩。

因為不想設限，所以在還沒進入詩篇前，直接點

五、結語

所謂活化教學，指的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

善用多元教學方法，激起學生學習動機，進行提昇學

習成效（吳清山，2014）。所以，活化教學不只是

歷程，更是教與學之間相輔相成，達到教學相長的有

效途徑。而有效教學不是唯一的教學方式。有效率的

教，更需要有時間的學，才能夠吸收、內化至體認。

因此，教學絕不是速成而有效果的，而應是專業有計

畫的準備、規劃有層次的目標、富含有脈絡的涵養，

從校園、家庭及生活經驗中出發，才能達到真正教學

相長的終生學習。To improve is to change, to be perfect 

is to change often. (Winston Church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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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講解創作詩的理念

和小組創作的詩合影留念

和嵌入小組成員名字的詩拍照留念

小組愉快地討論詩作

明這一課的三首詩都出現了名字，場所可能是「教

室」，所以我們以「名字」、「教室」為元素，進行

新詩創作，以排為單位，分為八組，「名字」、「教

室」擇一元素，詩名可以自訂，第一節課創作，時間：

40 分鐘。第二節課發表。發表方式：(1) 朗誦新詩；(2)

解說。

這二節課不再有人因為無聊、苦悶而睡覺，各組

動了起來―選擇主題，上網查詞彙……，在規定時間

內發揮創意，努力完成滿意的創作。

因為有學妹對學校的服儀規定不滿，利用媒體謊

稱為多數學生意見，身為高三學姊的她們，礙於升學

壓力沒有時間和餘力反應意見，藉著這次的新詩創

作，其中幾組把想法寫在新詩裡，用了 FB 裡的英文

名字，加上收尾一句「不是奴性是紀律」，有畫龍點

睛之效呢！另一組還利用了名字創作了藏頭詩，對學

妹的舉動表示無法認同。雙關修辭在這次的創作中，

突然被大量運用。

課堂中大家朗誦了自己的作品，盡情發揮創意，

利用寫詩抒解了課業壓力，發表了對校園生活的意

見，一起享受了非常舒服的兩堂課。下課前五分鐘，

老師請大家省思：這兩堂課的創作沒有要打成績、也

沒有加分，可是每個人都非常投入，享受了創作的樂

趣，這就是超越分數的學習收穫，要記得這種感覺，

一種單純學習的快樂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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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高中 /許惠姍

一、前言

學習應該不是單向的，不論教學方法如何，教與

學都應該是雙向互動建構而成。也因此，在眾多教學

方法的轉換中，這學期筆者嘗試在課程中穿插學生扮

演老師的方式，角色交換的同時，也是雙方重新雙向

建構學習的新體驗。

本次教學活動期許扮演老師的學生能嘗試主動學

習課程內容，也期待臺下的學生看到同學擔任老師所

帶來的新鮮感讓學生對於投入課程更有興致。另一方

面，老師的角色變成臺下聽眾的同時，更需要強化提

問的能力，藉由老師扮演學生的提問，檢視臺上的學

生是否真正理解課程，也藉由提問，讓全班同學更加

清楚課程的重點。

二、課程活動

( 一 ) 活動說明

1. 活動名稱：培養歷史老師接班人

本次學習活動是請同學上臺報告課程內容，

但平鋪直述的說明方式無法吸引學生參與，也因

此老師把課程活動包裝成「培養歷史老師的接班

人」，這對學生而言更有吸引力。

在介紹活動時，因為是要培養老師接班人，

所以可以和學生談談：歷史老師在上課有什麼特

質是有助於你學習歷史的？這讓老師可以更清楚

學生對老師的想法，並理解學生對何種上課方式

是感到有效果的。老師藉由這樣的討論過程告訴

學生平常採取一些上課方式或者技巧的原因；進

一步可以和學生提示：學習是雙向的，不論老師

如何教學，都應該是師生雙方互相了解、互相努

力以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效。

2. 活動概況

(1) 分組技巧：全班分組，每組人數約四人，確

保學生參與。鎖定班上歷史成績中下同學擔

任組長，設計成抽籤擔任組長。（組長必需

統籌歷史課活動，以此增加中下學生的責任

感與歷史課參與度）。由組長輪流選出組員

兩名（搭配大聯盟選秀說明，讓選組員更刺

激）。最後一輪同學由抽籤進入各組（避免

人緣不好學生被孤立）。

(2) 選擇主題：教師從一學期或一學年課程挑選

適當主題。每一主題宜明確但內容不要多，

並告訴學生以課本為主軸，自行閱讀吸收後，

向同學說明，若有餘力可尋找資料協助理解

課程。對於課程呈現方式沒有任何侷限，期

待學生能有創意呈現。

(3) 評分方式：講述內容完整性 50％，和臺下學

生的互動 30％，臺下學生參與度 20％。評分

除了內容外，著重報告學生和臺下學生的互

動，避免學生自顧自的講述。因為臺下同學

參與度會影響臺上同學成績，可藉由同儕的

壓力讓學生更認真參與。

( 二 ) 老師角色

1. 扮演學生，在臺下根據學生的發表不斷提問

學生有時只是將各種名詞說出來而非理解，

因此教師要不斷的根據學生所言提問，以確認臺

上學生是否真的理解每個環節，也讓臺下學生能

夠停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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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時的根據臺上學生的講述，提醒臺下學生搭配

課本閱讀

臺上學生在講述時，不會停頓等待臺下學生

吸收，也不擅長搭配課本。教師可適時介入，讓

臺上的教和臺下的學有更好的連結。

3. 最後統整說明

學生負責講述的通常是單一事件，教師主要

是在訓練學生將單一事件說清楚，最後仍需要教

師統整貫穿許多相同概念。

( 三 ) 教師觀察分享

1. 學生有能力將課本內容系統化

在平常的教學，教師花很多時間在幫學生系

統化課程內容，但這次活動中，不斷的驗證學生

是有能力自行系統化課程內容。也因此讓教師反

思，如果學生有能力自行做這些基礎學習，教師

是否可改變教學重心，花更多時間在其他深入的

歷史議題探討呢？

2. 老師的提問很重要

學生表達或許不夠有條理，但在老師詰問的

帶領下，可協助學生表達更有邏輯；老師的提問

能讓學生重組所學所知。另外，許多學生在回答

老師提問時，才顯現出是有主動尋求其他資料進

行閱讀的，這時更需要給予正向鼓勵。

三、教學現況示例

( 一 ) 學生上課：義大利的統一建國

學生以分工的方式在黑板上畫上義大利

地圖以及義大利統一前的情況筆記。學生設計

的課程大綱如下三點：

1. 義大利統一前的發展

學生根據過去所學自行進行的整理，根據此

部分，很清楚的看到學生有能力將自己過去所學

進行統整。

2. 推動義大利統一的三大力量

學生依課本分類簡短帶過，這時就需要老師

介入。老師藉由扮演學生來提問：「你認識的馬

志尼是什麼樣的人？」學生回答：「有野心的

人。」老師問：「什麼是有野心？拿破崙也有野

心啊，他們一樣嗎？」學生想想後回答：「不一

樣，馬志尼不斷的鼓吹民族主義，還要復興古羅

馬光榮ㄟ，他就是很理想化的想要讓義大利成為

統一自由的民主國家。」

在這樣的帶領下，學生回答出理解後的內容

而不只是課本的句子：理想派推動民主的馬志

尼。

以上例子驗證，有時候學生順口帶過無法確

認學生是否理解，但經由老師提問，老師可以更

確認學生是有吸收的。

3. 義大利的統一過程

學生配合義大利地圖清楚的說明義大利領土

統一的過程，學生根據戰爭時序取回領土的過

程，將地圖一部分一部分的畫上顏色。老師這時

介入，請臺下同學搭配課本圖表畫線，可以更清

楚臺上同學的解說脈落。

事實上，臺上同學雖然說明的時序很清楚，

但細節太籠統。

根據說明依序著色的地圖學生配合板書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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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提出統整問題協助學生釐清觀念：「所

以，義大利是靠什麼手段達到領土統一？」

學生回答：「軍事。」

老師問：「完全是軍事嗎？這些戰爭都是靠

他自己打的嗎？」

學生馬上反應：「不是喔，啊！還靠外交，

他很會和其他國家結盟。」

沒錯，學生可能在報告時無法進行歸因，但

你藉由提問，他思考後會知道答案，甚至你進一

步請學生歸納加富爾的外交手段，他也能將史實

說得很清楚。

( 二 ) 老師總結

在總結性的課程中，因為學生已學習過

內容，最適合採取提問的方式協助學生學習統

整性的思考。提問開始先以簡單的題型，刺激

學生發言，老師必須從學生簡易的答覆中與課

程重點進行連結，或者是提示學生試圖由所學

中回應問題。

譬如說，學生在學習過德國和義大利的

建國過程後，老師先行跳開課程，直接詢提

問：「如果現在的臺灣是四分五裂的，你會如

何推動國家的統一？」學生的回答通常很簡

單，例如：攻打、說服、金錢、宗教、凝聚向

心力、宣傳。

教師可以根據學生回覆再度提問，例如：

1. 說服，是用什麼說服呢？應該是指你有什麼優勢

要讓大家加入你？

2. 金錢是什麼？是收買嗎？那你哪來的錢？

其實，從上述的連續提問下，可以引導

到學生進入課程內容。例如：

1. 你有什麼優勢可以說服大家？學生回答民主。老

師再提問，那義大利和德國統一的過程中，有沒

有人也和你一樣，想用自由主義的政治吸引大

家？

學生可以回想到之前上課提到的 1848 年日

耳曼民族主義者結合自由主義者（主張民主改

革）激發許多革命運動，最後失敗。

學生也可以回想到義大利統一建國中自由主

義革命派的馬志尼，就是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

2. 要用金錢收買大家，哪來的這麼多錢？學生馬上

會提出賺錢這個概念，可引導學生提到提升經濟

力這件事，其實也就是用經濟力來說服大家。老

師再提問，歷史上的德義建國統一過程是否有注

意到這方法呢？學生可以連結到日耳曼地區統一

前的關稅同盟，促進日耳曼地區的經濟合作。

四、結語

學生為新世代的教師，多元的教與學是老師必須

接受的挑戰，每個教師都應該有能力發展出適合自己

的各種教學方法，並讓各種教學方法不斷的在課程中

交替使用。上述僅為個人的教學分享，或許不夠成熟

不夠完善，只期許這樣的分享能刺激更多人在教學上

有更好的構想。

學生整理的先備知識筆記

搭配課本圖表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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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記號」的學習與對話
至善國中 /陳品妤

老師：有誰可以告訴我，科學記號怎麼表示 ? 要怎麼用一個通用公式 ? [ 提問 ]

曉婉：不可以小於 1，也不可以超過 10，42000 要變成 4.2×104 。[ 聆聽 ]

老師：曉婉表達得很清楚，但曉婉寫不出通用公式，有誰會呢 ?( 宣輝舉手 ) [ 轉問 ]

宣輝在黑板上寫：42000=4.2×104 ，有 3 個 0，a×10n+1 ，1 ＜ a ＜ 10 

老師：老師想要請問一下 a 可不可以等於 1? 因為你們說 a 要個位數字啊，1 是不是個位數字 ? [ 深究 ]

學生 ( 全 )：是

老師：所以宣輝這裡要寫等於 1 喔！ ( 老師修改宣輝寫的科學記號 1 ≦ a ＜ 10) [ 老師提問、釐清、探究串 

               聯曉婉和宣輝的想法 ]

老師：還有什麼條件 ? 誰還有發現 ? [ 轉問 ]

小宇：n 要是整數。[ 聆聽 ]

老師：小宇好棒，那請問什麼是整數 ? [ 深究 ]

偉縉：正負 1、2、3、4。[ 聆聽 ]

老師：整數只有偉縉說的正整數和負整數嗎 ? [ 深究 ]

瓷珍：還有中性數。[ 聆聽 ]

老師：瓷珍好棒，我就是在等這個答案，剛才我們觀察的右式中有 ，指數也可以是 0，還記得嗎 ?10 的 0 

               次方等於 1，所以還有 0 這個中性數，聽懂了嗎 ?

105 年 5 月 26 日上午參加臺北市 105 年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方向與規準宣導說明會，教育部師資培育

及藝術教育司郭淑芳副司長提到「教與學難以完全複製，教師必須考量學習者的特點與差異，在教學脈絡中不

斷反思與調整，才能達到有效教學。」

參加陽明高中跨校共備研習時，針對 7 年級較抽象的科學記號單元進行教學反思，考量本校學生的特點而

設計出下列學習單。利用公開授課不斷提問，串聯學生思考，讓學生自己建構〈科學記號〉的表示法。

科學記號的寫法 ~ 位數調整

觀察下列各式，說說看你發現了什麼 左式和右式的關係是……

左式 右式

42000×1 42000×100

4200×10 4200×101 我的其他發現……

420×100 420×102

42×1000 42×103

4.2×10000 4.2×104 科學記號的表示法

0.42×100000 0.42×105

0.042×1000000 0.042×106

0.0042×10000000

0.00042×100000000

0.0042×107

0.0004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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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師提問、探究串聯小宇、偉縉和瓷珍的想法，並給予正向回饋和返回。]

學生 ( 全 )：懂

老師：同學們的科學記號已經掌握到囉！

老師在黑板上寫 [ 返回總結 ]

科學記號的表示法： 

條件：1 ≦ a ＜ 10，n 為整數。

數學課程教學的活化，我採取本土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模式，深深感受到老師透過提問、有計畫的引導學生

思考，在學生思考被激發回應的同時，積極聆聽，表達尊重和理解，並運用轉問、反問、釐清、提示、深究等

理答技巧，串聯學生思考。遇到學生的論述偏離主題或學生的學習感到困惑時，返回重述，將能掌握學習的重

點與進度，順利達成學習目標。

金華國中 /許珮甄

跨領域課程整合與國際教育融入

活出課堂，畫出精彩—

這幾年倡導活化教學、有效教學、翻轉教育、國

際教育、創客教學等課程上改革，從這一系列的倡議

中，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教育逐漸看重以學習者為中心

去思考課堂上的教與學，並期待在課室中能夠培養學

生面對未來社會所需的素養能力。

在這一系列的改革中，金華也開始嘗試規劃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並將國際教育的元素融入與

進行實踐，當年身為教學組長的我，有幸與校內優秀

的美術老師、代課老師們，透過世界河流專案進行了

社會與美術的跨領域共備共學，展開了一場小型課程

實驗之旅。

英國文化協會世界河流專案，期待透過兩城市中

的河流介紹，牽起兩國學生共同探討河流對城市人民

所帶來的不同影響，包括環保、職業、城市意象、文

化、建築……等等面向，最後將這些成果透過駐校藝

術家協助學生創作，並製作成海報在泰晤士河旁的藝

術館進行展覽。

我們這幾個教師就在網站社群開始共備並規劃起

世界河流專題的課程架構。我們以欣賞齊柏林的紀錄

片「看見臺灣」戶外教學做為引子，以社會領域關於

淡水河的文化背景作為前導課程，最終以美術課程實

作做出視覺呈現。期間搭配資訊課程，與夥伴學校進

社會領域上課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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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造手工紙

學生自造橡皮印章

經過了前導課程的介紹，緊接著美術課程也同時

開始進行，美術老師設計出一系列美術學習課程地圖

如下。利用水墨課程設計臺灣創意輿圖，利用手工造

紙與橡皮雕刻雕繪城市意象，並將成品寄送給英國的

學伴，最後和駐校藝術家合作，共同設計與打造臺北

城市新未來的海報作品。

行自我介紹與書信往來，交換彼此的伴手禮與實作成

果。

社會領域的課程架構是搭配歷史科第一冊的課文

內容，從瑠公圳談到淡水河，再從淡水河談到臺北城，

並銜接友伴城市倫敦及泰晤士河的歷史背景介紹。

在前導課程中，教師也嘗試著讓學生思考河流的

改造與環境的營造，如何彰顯出這個城市的意象，於

是請學生根據韓國清溪川的改造經驗，設計了簡單的

河川改造圖。

河川改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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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將學習的成果，透過書信往來與伴手禮寄送，增進了與英國

學伴的相互理解，成為無可取代的國際交流經驗。海報作品後來在英

國進行展覽，臺北市教育局也特地為這次專案舉辦園遊會，金華的學

生更進一步將自己設計的城市意象做成文創商品，在園遊會中販售，

這樣的設計更符應了學習者中心與創客製造的精神。而我們這群共同

策畫討論的老師們，也同時在這個教學社群中得到更多跨領域的理解

與相互共學的美好經歷。

書信的往來

臺北市教育局園遊會

海報作品

英國總監訪問

對方的回信卡片學生設計臺灣創意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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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教學需常實施分組，而合作學習法亦是採用

小組學習的方式，透過彼此的溝通、相互解釋，腦力

激盪的過程，擴大自己與他人的學習，藉由此合作學

習的過程讓學生更容易達成學習目標。一開始夥伴教

師對於合作學習採取觀望的態度，主要原因可能擔心

班級秩序問題及影響教學進度，所以我們討論依教材

的屬性選擇適合的教學法，在適當的內容進行合作學

習，不適合的單元以小活動或影片輔助傳統教學法，

以不同教學法交替進行，提升學生注意力及學習成

效。在教學現場，小白板是一個好用的工具，能讓學

生透過筆來表達小組的想法，且在張貼討論的過程當

中達到互相觀摩的效果。將學生分成 4~5 人一組，每

個人都有工作編號，學生可自行選擇主持人、操作員、

秩序長、紀錄員等工作。老師點某編號，該號的學生

就是書寫小白板的回答者，其他同學則為智囊團。此

活動能檢視學生的回答情況，且透過輪流機制讓每位

同學皆有機會能參與。九上理化運動學加速度單元，

由老師出題，小組討論畫出 v-t 圖。例題：小誠於直

線河濱公路等速度騎著腳踏車，發覺前方路口是綠

燈，以等加速度煞車後，再讓單車等速度滑行，不久

後變成綠燈了，再以等加速度回到原先的速度。

九上電學單元提及電壓與電流之應用，進一步讓

學生至實驗室操作串聯和並聯的電路。與夥伴教師討

論出新穎的評量方式，學生兩人一組使用 ipad 畫出電

路圖，觀察學生使用電子教具的學習表現及參與度。

因夥伴教師較無使用電子產品的經驗，故本次由我示

範教學。上課前講述 ipad 使用規則，每台機器上皆有

編號，先由小老師登記，使用中兩人一起手畫電路圖，

下課歸還前關機。教師以其中一位學生的 ipad 連結至

電子白板螢幕上當示範組，學生點選 smartnotebook 軟

體，即可觸碰螢幕畫圖。先以兩題練習題熱身，讓學

生熟悉電腦繪圖方式及電路基本元件。後兩題為計分

題，畫完學生舉手，老師立即評分與指導。例題 1：

電池兩顆、燈泡兩顆，正常發亮且最亮的情形。例題

2：電池兩顆、燈泡兩顆，正常發亮但最暗的情形。

加分的過程中請學生上臺分享他的想法與電路圖。最

自然的饗宴 -

龍山國中 /薛淑尹理化科活化教學

小組討論，依照題目畫出 v-t 圖

小白板張貼，彼此間互相觀摩

學生熱烈討論並以 ipad 繪畫電路圖

有效利用 ipad 學習， 大幅提高課堂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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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翻轉教學的風潮席捲全臺教育圈，身為

教師的我們，雖然知道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但在教

學上，常常仍以自己為教學主體。透過政策的推行、

社群的運作支持，才開始逐步實踐將教室還給學生的

風景。這些教育新知，只是不斷的提醒我們要：有效

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要實現有效教學的想法，

需要教師有步驟的安排：

一、充足備課，找出教材亮點

不論是網路備課社群或是學校領域社群，我們已

經清楚知道，教育不用一人單打獨鬥，可以透過與同

儕共同備課，擴充與深化對教材的認知，進而找出教

材的亮點。不同於以往將生字語詞、課文概覽、課文

深究、形式深究、習作指導……都要放入一課教學中

的大雜燴，而是在進行文本分析後，依據文本特色，

找出該課要教的亮點。一課一重點，不僅減輕教師教

學負擔，也讓學生學習更有焦點。在準備〈走過了就

知道〉的教學時，就發現透過這一課可以綜合整理之

前教過的許多閱讀理解策略，於是我決定利用這一課

統整適合的閱讀理解策略。

後一題加分題，有許多種組裝方式，題目是：電池 4

顆、燈泡 4 顆，每個燈泡兩端電位差為 3 伏特。學生

腦力激盪的過程中，可觀察到學生對於電池及燈泡串

並聯的應用，教師待答時間加長，設計開放式的問答

題，讓學生絞盡腦汁思考，並達到合作學習之目的。

整節課下來，學生皆能有效利用 ipad 學習，大幅提高

課堂參與度，減少教室客人的產生，並與教師產生良

好且即時的互動。 

每次觀課完皆與夥伴教師充分討論，身為教學輔

導教師的我從各項的研習中充實自己，更從夥伴教師

的教學中，反思自己的教學，亦讓自己的教學更多元

化。彼此的討論過程不計較、不藏私，期待每次討論

的時刻，讓教學歷程更加事半功倍。

二、設計教案，實踐教學目標

接著，教師要根據所設定的教學目標，進行三～

五節課的教案設計。本課的教學從「整併意義段→課

文內容討論、排序→課文細節整理→了解人物性格與

事理、整理閱讀策略」，一共分成四節課進行。

三、活化教學，強化學生學習

其間的每個步驟，我都不忘提醒自己，要將學習

主權還給學生，確認每位學生的學習成效。

接著運用學習單，讓孩子整理「課文中對於害怕

及不害怕的描述」，學習情緒如何反應在身體的描寫，

並「對照整理後的內容，找出兩種情緒中描述的相同

部位，反應有何不同？兩次同樣都是作者一個人獨自

走過墳場，為什麼作者的反應會有差別呢？請你提出

合理的解釋。」透過整理、比較到整合詮釋，進一步

深究課文。最後，整理全課所學習運用的閱讀策略。

四、進行評量，檢核教學成效

在前一堂學習過後，下一課請學生自學，發揮課

堂學習成效。

走過了就知道~
一堂教孩子學習的語文課

小組討論後的成果再經全班討論修正 將課文內容排序 (心情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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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省思考，教與學的新起點

「給孩子魚吃，不如教他釣魚」，語文教學不再只是教語文知識，更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如何學」的能力，

讓孩子具備學習能力，才能因應不同學習項目有所調整。

排時間序，找出關鍵事件  

整併意義段並寫出段落大意

結合課文分析作者性格

學習轉化，多角度的排序理解文本

學生上臺發表 將課文內容排序 (地點序 ) 將課文內容排序 (路線序 )

教學輔導心頻道  16



龍山國小 /歐玲宜

讓孩子成為學習的主人 ~

近年來在學校中有許多不一樣的教學法被提出

來，包括學思達、學習共同體、MAPS……等，筆者

去參加過各教學法的研習、觀課、討論。覺得不論是

哪一種，最重要的核心觀念就是從以往的「教師怎麼

教」改變為「學生怎麼學」，從「教學進度」改變為「學

習進度」。因著觀念的改變，上課的面貌因此不同，

備課時的思考方向也就有很大的改變，除了充分掌握

課程之外，會不斷問自己，要怎麼引導訓練學生有能

力去學會 ? 而不只是把知識教給學生。當然在教學法

之前，班級經營的重要性，我想身為老師的都會明白，

再好的教學法，沒有好的班經是無法發揮效用的。筆

者目前在班上使用分組教學，採異質性分組，依照學

生的學業成績、個性特質讓每一組皆有不同性質的成

員，分組的方式是參考大聯盟選秀法，讓每一位組員

都有其身份和任務。

以國語教學來說，筆者認為「預習」是學生要有

的學習能力，但如何預習 ? 要達到哪些目標 ? 教師必

須在課堂上要讓學生學會這些方法和策略 ，透過討

論、整理、提供足夠的資料，讓學生學會閱讀的策略，

進一步能夠自己預習課文和生字，最後能針對課文提

出問題。完成後進行後測活動來檢視學生學習的狀

況，配合小組及個人加分制度鼓勵，習得預習的能力。

( 以下分享的學習單是參考了許多前輩老師寶貴的教

學設計，謝謝他們無私的分享 )

預習單：由學生從生字裡造詞出題，教師不畫圈詞

提供資料貼在課本

生字造詞，配合生字甲乙本

課文提問、學生的提問、語詞的應用

談活化課程談活化課程

讓孩子成為學習的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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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預習後，學生對當課課文內容已有基本的概

念，接著在課堂上進行說課文，大意的討論、發表，

並藉由提問讓學生對課文內容更加深入了解，提問時

有時抽組員回答，有時分組完成表格上臺報告，下面

聆聽的學生可以針對報告提問並給分，最後可讓小組

共做心智圖，等到學生熟練後可以回家自己畫。

討論後做成表格，上臺發表

語詞賓果：上臺選詞造句

自己完成心智圖

製作生字卡 (桌遊 )融入

封面預測寫作

寫作的部分從剛開學時的封面預測寫作、語詞短

文、從課文長課文……等都是很好的方式，寫完文章

可以讓幾位學生上臺唸，或是彼此交換觀摩，寫下評

語、優美的句子，是互相學習成長的好方法。

分組提問及摘要大意

共做心智圖並上臺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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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蘆國小 /石諺群

這次，我們要騎去哪裡？

《莊子•列禦寇》裡有這

麼一段話，朱泙漫向支離益

學習屠龍的技術，耗盡了千

金的家產，三年後學成了屠龍的技術，卻沒有什麼機

會可以施展這樣的技巧。如果耗費了那麼多的金錢和

時間學成了絕世武功，卻無法施展，相信對一個學生

來說，是毫無「成就感」可言的。而在馬斯洛的需求

層次理論中，自我實現需求正是最高的層次，由於經

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當學生不再被生理、安全、

社交及尊重需求所激勵時，讓「自我實現需求」成為

學生學習的動機，就成為教師必定要使用的方法。

因為我任教的班級是五年級的體育班，為達到

「適性揚才」的目標，就開始著手規劃校外教學時是

否可以騎單車到參訪的目的地，一來可以讓學生強身

健體，養成「多運動」的習慣。二來可以節能省碳，

落實真正「愛地球」的口號。三來可以讓家長有機會

參與學生的學習。

於是在五年級上學期時，我開始調查班上的學生

是否會騎腳踏車，可能是因為學校就位於淡水河旁，

所以會騎腳踏車的學生高達五分之四，大約只有五分

之一的學生不會騎腳踏車或是不熟練。我安排綜合課

的時間，來到了臺北花卉村的單車棧，將學生分成五

組，每組都有一位不會騎腳踏車的學生，讓學生「分

組合作學習」，透過會騎腳踏車的學生分享自己的「已

知」來拓展不會騎腳踏車的「未知」。這一天，不但

全班學生都會騎腳踏車，並且順利完成了環繞「社子

島」一圈，更透過環境教育讓學生認識生活周遭的自

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

接著，在五年級下學期時，剛好社會課本有「十三

行文化」的課程，全班學生深感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因此在級會時討論前往參訪十三行博物館的可行

性。其實新北市八里區說遠不遠，就在臺北市士林區

的對岸，但是經由大漢溪左岸自行車道要從葫蘆國小

騎到十三行博物館的距離將近五十公里，而來回則將

近一百公里，因此，除了平時加強體能的鍛鍊外，行

前的安全講習也是不可或缺的。

這一次的校外教學，時間需要一天，早上先安排

了關渡自然生態公園，在一邊騎單車，一邊欣賞河岸

教學流程參考（請老師依照班級學生狀況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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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博物館，澄清問題反思教學

社子大橋，了解教學與班級脈絡

風光外，學生也紛紛就自己看到的，自己聽到的，開

始跟老師及同學們討論起來，如：老師，那是什麼鳥

啊？我們到哪裡了啊？那是什麼聲音啊？此起彼落的

聲音不絕於耳。雖然傍晚回程時，大家的雙腿已經十

分痠痛，但是一問他們，下次還要騎單車嗎？他們又

再度以精神飽滿的聲音回應著說「要」。

在六年級上學期時，由於前兩次都是向北騎，於

是有人表達是不是可以反向思考，在熱烈的討論下，

選定了鶯歌陶瓷博物館作為這次的地點。還記得出發

前，就已經陰雨綿綿，但是超過半數的學生希望還是

騎腳踏車前往，於是沿著淡水鶯歌腳踏車車道開始向

南騎，逆著風向前騎，已經分不清臉上流的是雨水還

是汗水，但是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滿足的笑容。沿

途騎經過大稻埕碼頭、新月橋以及鹿角溪人工溼地，

到達鶯歌陶瓷博物館時，已經是下午一點了。陶瓷博

物館陳春蘭館長聽到我們是從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小

騎到這邊，也不禁佩服這群小騎士，短暫的休息之後

是精彩的導覽，每個人都津津有味的聆聽製陶的歷史

與過程。

這幾次的「鐵馬行」校外教學，讓我「從做中

學」，有幾點想跟大家分享：

一、同樣一門學科，學生在需要操作的狀況下，會比

單純記憶或背誦有興趣。如單車發生故障時，學

生會嘗試自己解決問題，確認自己無法處理後，

會請求協助。

二、家長透過與孩子參與學習，可以瞭解自己孩子的

長處，也可以促進親師之間的信任。例如在過程

中，有家長發現原來自己的孩子耐力比自己強，

也有家長發現自己的孩子會主動去幫助別的孩

子。

三、學生自己會從錯誤中不斷的進步，如：剛開始第

一次水帶的量不夠多，等到第三次，大家帶的水

都足夠了。

兩年來，兩百多公里的長度，是學生的成就感所

在，也開創了屬於自己的「騎」績。而今蟬聲響起，

鳳凰花開，不到一個月就是畢業典禮了。已經有學生

不斷地來問我：老師，這次，我們要騎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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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黃琦婷

教學新知

學習領導

近來之教育改革都更關注於學生之學習表現，歐

盟亦提出八大終身學習所需之核心能力，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倡導學習五大支柱概念，提出在面對世紀的社

會需求時教育應培養學生學習認知、學習做事、學習

與人相處、學習生存與學習改變自己與社會等五種基

本能力。綜合上述之目的，為培養出具有關鍵能力之

學生，建立以學生為本的教育，讓學生在畢業之前能

有帶得走之能力，以便於適應這快速變遷的世界。

學校領導者之用來提升學習表現的方法都可稱為

學習領導，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透過與教職員的合作

中不斷地學習與改進，幫助教師提升教學，除了重視

教師的教學也關注在學生學習的需求，並展現相關之

行動與行為，增進領導行為與學生學習的連結，進而

增進學生之學習表現。

學習領導的實踐要設法改善傳統教育領導理念所

產生的問題，以及目前學生學習方面所顯現的困境。

傳授學生知識的是老師，老師對學生之學習可說是最

直接且最具影響力的人，藉由教師之教學來增進學生

之學習表現。換言之，學習領導是以學生學習為導向

之教師領導，教師為學生學習之領導者，教師可透過

教專社群、同儕對話、教學觀察等方式來提升教師之

領導能力，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習領導可以建

立學校成員之間有更密切的互動，共同營造出良好的

學習環境，給予教師在教學上做全面性的檢視及反

思，找到自我的盲點，並藉由與他人討論之過程當中，

針對問題給予指導與協助，以精進教師之教學專業並

友善改善教學品質，提升教師本身之專業知能，運用

多元之教學策略，以及協助教師瞭解課程實施成效。

教學輔導教師也是學習領導者，身為教學輔導教

師具有較強之領導意願與能量，教學輔導教師會提供

初任教師、自願成長教師及教學有困難教師諮詢、協

助與精神上的支持，引領教師在教學上能更上一層

樓，發揮薪火相傳，成為學校發展之正向力量。由此

可以推論，在學校裡設置教學輔導教師，推動教學輔

導教師制度，是展現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而努力之

學習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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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
各辦理學校與訪視輔導委員分配表

一、國小：共 84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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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共 46 校

三、高中、高職、特殊 校：共 16 校

註： 105 學年度辦理學校合計 14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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