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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一個故事談起

1935年奧地利物理學家厄文‧薛丁格提出一個著名的問題:
一隻貓怎麼能同時又是死的又是活的？

想像一隻貓被關進一個封閉的箱裡。箱內裝置有少許的放
射性物質、一臺計數器和一個裝有致命氰化氫的燒瓶。
假使放射性物質中的一個原子發生了衰變，偵測到衰變
的計數器將會啟動繼電器，導致箱內的榔頭打破這個含
氰化氫的燒瓶，釋放毒氣，然後殺死貓。

• 放射性原子完全不可預測。在箱內的放射性原子也許下
一秒鐘就發生衰變，也許過一年都不會。因此，既然沒
有人知道箱子裡的狀況為何，也就沒有人知道這個原子
是否已經衰變，加上這個箱子用一塊布蓋住，也就是說:
這一隻貓處於同時又是死的又是活的狀態。

教育就是種介入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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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ön, Donald A. （ 1983）,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 Basic Books, New York, 

實踐者允許自己去經驗獨特的、不確定的情境帶給他的訝異、
困惑或不一致，他對眼前的現象提出反映，亦對隱然存在於
自己行為中的先前理解進行反映。他執行了一項實驗，以尋
求同時生產出對現象的一個新理解，以及在情境中的一個改
變。當某人在行動中反映時，他便成為實踐脈絡中的一位研
究者，他不依賴寄存的理論與技術類別去行動，反而是去建
構一關於獨特案例的新理論。他的探究不受限於因先前對目
標的協議而設想考慮的方法。他不讓方法與目標分離，而是
在框定一問題情境，互動地界推演其作法而作出決定定出兩
者。他不把思考由行動中單獨分出去，而是，並於稍後將此
決定轉化成行動。因為他的實驗是一種行動，所以實驗的施
行是被建構到他的探究之中的。因此，即便在不確定或獨特
情境中，「行動中反映」亦能前進，因為他不受科技理性的
二分法所限制。

假設 策略 結果





社群

• 1.以新進教師為主

• 2.跨領域

• 3.共四人

• 4.平均教學年資約5年

• 5.皆為1980-1990出生

• 6.引導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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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領域:問出好問題

• 研究焦點為何:確定一個所要探究的範圍，且
確定你能作一些和它有關的事。

• 為什麼選擇這個議題，作為研究焦點

提問（Questioning）指引發他人產生心智活動，
並作回答反應的語言刺激。提問具有有效的刺
激作用(effective Stimulation)，將能引起
學生的注意與思考。提問可使得學生在回答後，
可獲得來自教師或同學的回饋作用。

Sanders, N.M. (1966). Classroom questions: What 
kin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張玉成，1999)

• 課堂提問的功能:

一.引起學習動機.

二.幫助學生學習

三.引發學生參與討論

四.診斷與評鑑

五.引起回饋作用

六.啟發學生思考



桑達士(N. M. Sanders)提問的分類

• 1. 記憶性問題
路標有什麼作用？

• 2. 轉譯性問題(Translation)
這個交通標誌代表什麼意義？

• 3. 解析性問題(Interpretation)
這兩個路標有什麼異同？
• 4. 應用性問題(Application)
路面上與路標有關的東西有哪些？
• 5. 分析性問題(Analysis)
交通意外的發生，是因為路標的設計不好嗎？
• 6. 綜合性問題(Synthesis)
如果沒有了路標，世界會怎麼樣？
• 7. 評鑑性問題(Evaluation)
駕駛者必須遵守路標的指示嗎？為什麼？



選擇領域:問出好問題

• 建國中學學生學術取向強，博學深思。提
問式教學會比傳統講述法，更能啟發學生
們，讓他們獲得更為深入且積極的學習

假設:教師在課堂上多提問且強化提問技巧，將
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素養，更能幫助學生進行
有效學習。



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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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資料

• 4位夥伴教師

• 每人任教班級數量與
年級都不同

• 每人抽2班，全班同學
進行問卷施測



組織資料

‧學生與教師

‧釐清問卷的差距與相關
問題

‧期待能看到增能課程的
運用

‧看到教學互動的實況，
作為行動的參考

‧學生與教師

‧前後測

‧記錄自己在行動中的省思，覺察
自己的假設「行動中反映」。

‧藉由行動覺察自己對情境的不確
定性或獨特性產生新的理解，記

錄「實踐中認識」。

日誌 問卷

訪談觀課



分析與詮釋資料

• 問卷
• 分為學生與教師
• 是種具有侵入性的介入

行為
• 在施測時雙方都曾引發

一些反彈
• 問卷中部分項目教師與

學生認知出現差距

• 2教師提出的問題，會讓
我更有興趣於課程的學
習。

• 3.教師提出的問題，會
讓我更積極投入課程的
學習。

• 4.教師提出的問題，會
循序漸進地引導我進行
理解和回答。

• 9.教師提出的問題，會
讓我發現自己所忽略的
觀點。

訪談教師
1.皆提到師培教育中，提問似乎並未為專門課程
2.目前發現學生會出現學習阻礙:玩手機、看別科、
吃東西、睡覺、出現沒興趣無感狀態....
3.教學運用提問技巧，最常感受到時間的壓力
會在第一節課末提出一個問題，讓學生在下課時繼
續討論，但似乎討論者寡
有時學生回答歪樓，想要加以釐清，又怕時間不夠，
容易出現自問自答現象
有時想提出一些具有深度，可澄清迷思的問題，但
常出現差異化現象，都是同樣一群人在回答



採取行動
• 1.修正假設:年輕的夥伴教師都體認提問的重
要性，學生亦覺察教師在上課常常提問。

• 2.學生端的確出現學習無感、分神與差異化現
象；教學端感受到時間壓力，但似乎未清楚體
認學生學習態度的低落，想要問有深度的問題，
但有實施的困難，且未覺察欠缺循序漸近的提
問引導。

• 3.社群活動中，設計增強讓學生有感的提問技
巧與循序漸進提問模式的支援協助。

• 4.後側時問卷應將題目區分提問技巧與加入學
生成效問題，以求看出兩者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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