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UESTION MATTERS
「有問題-就沒問題」

一個研究教師與校訂社群參與教師的探索成長故事

新湖國小 張佩琳



緣起



最新教改提案：「2032計畫」重視學生獨立追
求知識的能力

1998年荷蘭第二次教改：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1993年荷蘭第一次教改：強調基礎生活教育

趨勢變動：AI世代來臨



互動
共好

自發

開創新局：12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啟動



英雄匯聚：一同探索成長的社群夥伴

106學年度
圖資領域社群

林芳如校長



夥伴的疑惑：我們需要做什麼準備?

從學「知識」過渡到學「能力」
素養教育究竟跟傳統的教育有什麼不同？
….最大挑戰：教材、師資和社會共識

iPhone10年，賈伯斯遺孀推動美國素養教育

作者：親子天下 2018-11-13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flip-columnist/37


研究內容



匯聚107英雄團隊

社群成員
圖資領域教師、研究教師

社群活動
共備/教/觀/議課：社群共備小組備課協同教學/觀課小組議課
增能：參加校外研習+文獻研討探究



社群運作

研習 社群

小組

學生
學習

以106運作模式為基礎



Why

How
What

培養思考能力 • 習慣思考
• 勇於表達
• 問好問題

 透過思考可視化(Visible Thinking)
活動設計建立學生思考的架構

 發展促進學生思考的師生提問模式

培養終身學習者 • 學生能自主學習
• 交予學習主導權
• 能思考才能主導

確認問題：新世代需要新戰力

*思考可視化(Visible Thinking)：參考Making Thinking Visible: How to Promote Engagement, Understanding, and 
Independence for All Learners    By Ritchhart, Ron/ Church, Mark/ Morrison, Karin/ Perkins, David 



確認問題：新世代需要新戰力

成為終身學習者

具備思考能力

 透過思考可視化(Visible Thinking)
課程設計建立學生思考的架構

 發展促進學生思考的師生提問模式

思考可視化課程
Visible Thinking

1. SeeThinkWonder...

師生提問模式
(對話、討論模式)



確認問題：新世代需要新戰力

•學習提問
•學習傾聽
•學習回應

老師需要有什麼準備?

發展「促進學生思考的師生提問模式」



發展「促進學生思考的師生提問模式」

提問

Q
傾聽

L

回應

R



• Facilitating and Clarifying Thinking

啟發／釐清學生的思維  多問“啟發性問題＂

老師能傾聽掌握學生的意見與觀點，作為對話的起點

提問 (Questioning)

Making Thinking Visible (p30-36)

• Making an Interest in Ideas

讓學生對「想法」產生興趣  多問＂真實性問題＂、＂形成性問題＂

• Constructing Understanding

建構學生的理解  多問＂建構性問題＂



傾聽 (Listening)
No listening, no good questions
透過傾聽提出好問題

回應 (Response)
Responsive instruction
以延續學生發言做回應的指導方式

Making Thinking Visible (p36-37)



檢核：老師與學生的對話型態
三種類型的教師回應：

 只回應對或錯；沒有進一步對話。

 給予更多的解釋或發展學生的答案、或解釋為何

答案是不對的；由教師延續對話。

 教師要求學生發展他們的答案、重新思考、或進

一步解釋；將對話權轉移給學生。
高效閱讀 P159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以共同研發「思考可視化」的課程為起點，透過
共備、*共教、互觀、共議的四步歷程，檢視教師
原有的傳統提問習慣，一起發現能夠促進學生思
考的提問方式，並共同練習。

•嘗試找到可供跨領域教學參考之模組或資料。

*共教：研究教師向校訂課程教師借班上課



研究目的

•欲了解夥伴在參加社群之後，三項能力(提問、聆聽、
回應)有無提升?

•探討研究教師在校訂課程社群中的角色為何?



研究歷程



從老師想要的改變出發

• 確認問題：社群教師與研究教師一同檢視既有的提問習慣，尋找較佳的提問方式

• 文獻探索：研究教師查閱文獻，經社群確認方向及理論，共同研討探究以精進內化

• 實作應用：社群教師與研究教師在課程中實作，進行共備、共教/互觀、共議四部曲

• 檢討修正：社群教師與研究教師檢視效果，研習增能，修正調整，計畫未來



運作

研習

小組

學生
學習

社群

社群教師+研究教師

確認問題
文獻探索

實作應用

檢討修正

檢討修正



實作運用之小組社群成員與課程名稱

• 圖書館真好玩：圖書
館獅子(繪本)

• 性平教育：朱家故事
(繪本)

雪萍老師

• 大眼睛看世界(一)：
不一樣的房子 (短文)

• 大眼睛看世界(二)-：
25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Unusual Journeys 
to School in the 
World (網路文章)

惠湘老師

• 公益夢行者-沈芯菱：
-初衷(廣告影片)

• 台大創校以來最年輕
EMBA畢業典禮致詞
貴賓─沈芯菱(youtube

影片)

• 三篇關於沈芯菱短文

林穎老師



小組探索…ING
雪萍老師 惠湘老師 林穎老師

研究老師

暖身 圖書館獅子(繪本) 不一樣的房子(短文) 初衷(廣告影片)

導入
生：STW
師：QLR

朱家故事(繪本) 大眼睛看世界：25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Unusual Journeys to School in the World(網路文章)

台大創校以來最年輕EMBA
畢業典禮致詞貴賓─沈芯菱
(youtube影片)

修正 朱家故事(繪本) 大眼睛看世界：25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Unusual Journeys to School in the World(網路文章)

三篇關於沈芯菱短文



小組探索…ING
雪萍老師 惠湘老師 林穎老師

研究老師

暖身 圖書館獅子(繪本) 不一樣的房子(短文) 初衷(廣告影片)

導入
生：STW
師：QLR

朱家故事(繪本) 大眼睛看世界：25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Unusual Journeys to School in the World(網路文章)

台大創校以來最年輕EMBA
畢業典禮致詞貴賓─沈芯菱
(youtube影片)

修正 朱家故事(繪本) 大眼睛看世界：25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Unusual Journeys to School in the World(網路文章)

三篇關於沈芯菱短文



「朱家故事」的SeeThinkWonder

小組議課發現問題：

1.低年級需要練習傾聽別人的
發言。
2.觀察部分應給予鷹架，例如
提供類別的概念。
3.發言容易偏離主題，需要提
醒：「問題是什麼?」

雪萍老師與104同學

研究老師與101同學



「大眼睛看世界」的SeeThinkWonder
小組議課發現問題：

1.學生發言踴躍，但不容易有深層觀點
2.討論進行中偶有針對性的言語，需要位學生建立友
善的討論氛圍。
3.偶有某位同學提的問題引起討論，但同時其他同學
也有其他議題想討論，有時間不夠的狀況。再來嘗試
以分組討論的方式同時展開。
4.如何提取課程的概念也是老師需要探索的重要課題。

惠湘老師與501同學



「公益夢行者」的SeeThinkWonder

小組議課發現問題：

1.高年級學生大多能有切中核心的觀點，但發
言集中於少數學生。
2.素材是否能符合學生興趣對學生參與思考的
程度似乎有影響。
3.部分提問的表達尚未能精準。
4.提問的內容深淺程度落差大。

林穎老師與605同學

研究教師與601同學



雪萍老師 惠湘老師 林穎老師

研究老師

問題
/

困境

1.低年級需要練習傾聽別人的
發言。
2.觀察部分需給予鷹架，例如
提供類別的概念。
3.發言容易偏離主題，需要提
醒：「問題是什麼?」。

1.學生發言踴躍，但不容易有深層觀點。
2.討論進行中偶有針對性的言語，需要位學生建
立友善的討論氛圍。
3.偶有某位同學提的問題引起討論，但同時其他
同學也有其他議題想討論，有時間不夠的狀況。
再來嘗試以分組討論的方式同時展開。
4.如何提取課程的概念也是老師需要探索的重要
課題。

1.高年級學生大多能有切中核心的
觀點，但發言集中於少數學生。
2.素材是否能符合學生興趣對學生
參與思考的程度似乎有影響。
3.部分提問的表達尚未能精準。
4.提問的內容深淺程度落差大。

問題研討…ING

師生對話模式 課程概念提取



期 許

學習不懼改變
思考提問添素養
擁抱學生自主
並肩迎向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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