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調整為除了負責班級帶領及教學活動外，還可以

擴大服務範圍及影響力，關係疆界已從孤立轉為互

動分享的同儕夥伴關係，而職責疆界亦已擴大到協

助同仁及學校，因此在教學輔導教師制度運作下，

教學輔導教師無形中已打開了自己的生命疆界。

工作塑造理論強調不論從事任何行業或職位的

人們都可以重新框架自己的角色，重新思考自己的

工作可以如何影響他人。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有助

於催化教師重新框架自己的角色，同時教師宜隨時

審視自己的職責疆界、關係疆界與認知疆界，以觀

照自我的期許為何。此外，筆者以為在三種疆界中，

認知疆界的突破應是最為關鍵，因為認知調整了，

職責疆界及關係疆界也將會隨之鬆動擴大。

總括地說，我們的想法影響我們的行動，爰此

經由本文關於工作塑造理論的闡述後，更加肯定教

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另一潛在價值與功能，且可提供

教學輔導教師一個檢視的架構，並體認當我們在校

園裡打開認知疆界、關係疆界及職責疆界時，也就

是在打開我們的生命疆界，而有了不同工作職涯境

界及生命價值。

打開生命疆界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工作塑造理論的觀點

臺北市是國內首善之都，在教育方面更是其他縣

市政策學習的主要對象，其中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之教

育政策深耕多年且成效卓著。近幾年來，筆者有機會

參與此一制度之學校諮詢輔導，更能親自體察這個制

度的諸多優點與好處。循此，本文擬進一步從工作塑

造理論 (job crafting) 來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對教師

所帶來的潛在價值。

工作塑造一詞最早是由 Amy Wrzesniewski 及

Janes E. Dutton 於 2001 年所提出，係指個人對工

作任務和關係疆界做出的改變。渠等以醫院之清潔工

日常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有的清潔工，對於自己的

工作不是只限於被規定的職責範圍，而是還會關心病

患與家屬，並自許為清潔大使及專業人員的一份子，

藉此帶來工作表現上的正面效果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因此工作塑造理論告訴我們，不必急

於轉換職場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現有的工作職

場找到自己的工作意義並擴大影響，即主動改變自己

每日工作的疆界。具體而言，工作塑造行為包括職責

疆界、關係疆界及認知疆界，透過積極的工作塑造後

個人會有更為正向驚人的行為表現。更確切地說，一

切在於你對自己的工作所抱持的心態與認知。質言之，

工作塑造理論指出將工作視為「工作」(job)、「職業」

(career) 或「天職」(calling) 都是可以由自己來主

動界定的。

進一步從工作塑造來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如圖

所示，在此制度下擔任教學輔導教師者，認知疆界應

國家教育研究院 / 蔡進雄教授         

職責疆界
為學生做更多，
還可幫助同仁及學校

關係疆界
師生關係外，
還與同儕互動分享

認知疆界
培育人才並擴大
服務範圍及影響力

教學輔導教師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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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國小 / 楊玲珠校長
日本著名的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曾著

書暢談「專業」是未來各行各業的唯一生存之道，教

師是否為專業的職業 ? 因每個人對於「專業」的標準

不一，答案也因人而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教師尊嚴來

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的實踐，能因

材施教、順勢引導學生成為有正確人生與價值觀的有

為者，而教師專業即是教師尊嚴的起點，而延續專業

精神則來自棒棒傳承的專業發展。

本校位處於雙溪河畔景觀第一排的河堤邊，是一

所隱密於都會巷弄的社區型小學，就地理位置與校舍

空間，硬體有一定的極限，但自民國 95 年起，落實

教師專業發展與經營，所營造出學習文化的氛圍彌補

硬體的不足。香蕉俱樂部即是在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

上搭上臺北市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而產生有理

念、有制度的教師專業發展團隊。

命名～團隊精神的初衷

本校第一屆教學輔導教師在儲訓的過程中，適逢

香蕉盛產而滯銷，為了響應政府照顧蕉農，教師研習

中心午餐的水果，天天都是香蕉，一來紀念儲訓與創

團胼手胝足同心的歲月，二來莫忘教育雪中送炭、樂

於助人的價值；「香蕉」取與「相交」相同的諧音，

代表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能交心，回到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的意義與夥伴教師在教學專業上更多的交集

促發更多的教學想法，成就學生、成就夥伴；團隊參

與的成員大手牽小手在愛中快樂成長與學習，參與每

次的聚會如同參加俱樂部一般的歡愉。此為「香蕉俱

樂部」命名的由來及團隊理念的初衷。

啟動～教學輔導教師團隊的運作

每一年教務處於規劃新學年度的行事曆時，就開

始著手新學年度香蕉俱樂部的運作的工作，例如：香

蕉相見歡、熟嫩香蕉配對 ( 一對一或一對多 )、預定

諮詢輔導日期、團隊運作總計畫行事曆、各組運作計

畫的擬定與執行、各組成果分享、熟香蕉擔任領域召

集人或學年主任或社群召集人安排的邀請、推薦儲訓

名單的擬定與程序。

俱樂部固定辦理的活動有相見歡、期初期末會

議、諮詢輔導會議，採固定月份辦理，例如：8 月備

課日辦理相見歡、12 月辦理諮詢輔導會議、學期開始

與結束前二週辦理期初期末座談會。每次的會議皆始

於輕鬆聊天的餐敘，結束於「感恩說出口」與心情分

享，滿滿的愛與動力，持續手牽手向前行。教務處對

於各組的運作，採取關心但不干預的做法，在目標大

原則的引領下，相信熟香蕉的引領，保有各組運作的

特色與彈性。

本校自 106 學年度起，推動雙語實驗課程，並逐

年轉型為雙語小學，全校共分綜合、健康、科學遊戲

( 校訂課程 ) 三大組，研修雙語自編課程，教學輔導

教師擔任各組召集人，引領各組教師每月至少進行一

專業時代的穩定力量～牽起專業尊嚴的雙手
香蕉俱樂部的運作故事

實務經驗分享實務經驗分享

香蕉俱樂部相見歡 1 香蕉俱樂部相見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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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雅國中 / 林億清主任

教學輔導教師@蘭雅

次共備對話、教學研修，從學生的學習表現滾動式修

正課程與教學，真真實實的成為學校教師專業發展的

穩定力量。

期許～

教師專業發展要能得到他人的信服，必須要有一

定的專業作為和形象，融合學理與實務經驗，才能真

正落實教學輔導的意義。至今，我們仍舊推薦優良的

嫩香蕉踩著穩定的步伐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儲訓，接棒

熟香蕉的任務，擔任學校專業發展上最重要的領頭羊

角色，持續肩負培育新進、初任教師成為文昌的一份

子。

在熟香蕉無私奉獻溫暖的雙手下，牽引著嫩香

蕉，看到嫩香蕉蛻變為熟香蕉，在不同的領域或他校

綻放光芒，是多麼令人驕傲的一件事。相信，在文昌

的這塊土地上，這股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將永續綻放

教師專業發展的芬芳。

本校自 97 學年度起連續 11 年

申辦「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歷年透

過此方案讓教學輔導教師傳承豐富教學經驗、傳遞教

育熱忱，讓新進的夥伴教師熟悉學校文化，精進課程

與教學活動設計，進而更能適應教學現場。

壹、實施過程
學期開始前，由教務主任協助安排教學輔導教師

與夥伴教師配對，並在第一次召開工作會議時，和所

有夥伴教師及教學輔導教師討論，依共同的專業成長

需求訂定整學期的成長目標。團隊運作過程簡述如下：

一、擬定計畫與配對確認

配對原則為同科或同領域、任教共同班級、同年

級、同辦公室等以增進平時互動。除此之外，以家族

制度分組更可以收及時協助、全面關照，達成團體輔

導之功效。

二、每月 1-2 次家族聚會

本方案的實施有兩項行政配套措施：(1) 教學輔

導教師每週減授一節課；(2) 參與本方案的老師每週

五第 3、4 節不排課。在這共同空堂安排有助提升班

經或教學知能的專業分享，如：教學實務知能分享、

教育政策解析、校本彈性課程發展、期末成果發表與

檢討等各種自主共備研習與活動，以提升教師專業知

能。

三、相互觀摩學習的專業回饋

由教學輔導教師和夥伴老師共同擬訂專業成長計

畫，討論各種教學輔導策略，教學輔導教師運用各種

教學觀察技巧進行教學觀察，提供回饋與建議，協助

夥伴教師精進教學，提升教學效能。

貳、辦理成效
本校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藉由專業社群的運作模

式，設計與安排多元並符合教師專業成長需求的內

容，以下就推動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的辦理成效綜述如

下：

一、適應學校生活環境，凝聚優質學校文化

因為有團隊組織做後盾，有一系列的成長活動，

更有一份專業責任，所以，教學輔導教師能積極主動

諮詢輔導會議 諮詢輔導委員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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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思考

在表面積的教學過程中，學生會大量觀察正方體

與長方體的展開圖與視圖，然後計算形體的表面積，

如果能夠將所學運用在禮物的包裝盒設計，並且計算

出所需要的紙張 ( 也就是表面積 )，才是真正符合素

養的數學教學。

二、表面積停看聽

從面積過渡到表面積，讓學生就字義推敲表面積

的教學內容，並寫出自己所學過的面積公式。

學表面積有什麼用？

的提供夥伴教師班級經營或教學問題上的協助，並時

時給予關懷與支持，讓新進教師及早熟悉校園環境、

學區背景，進而適應教學現場。 

二、同儕輔導教學相長，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每學期所安排的活動內容都是教學輔導教師和夥

伴教師共同設計安排，並搭配當年重要議題及教育政

策。因此，每一位教學輔導教師都積極就自己專業領

域分享教學經驗與傳承教育熱忱。當一群樂於分享的

教學輔導教師碰到一群樂於學習的夥伴教師，便形塑

學習型組織的教師團隊。

三、形塑專業發展模式，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本校歷年推行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的過程中，已形

塑夥伴學習的成長模式，提升教師同儕輔導的能力。

諮詢輔導委員指導社群運作 教學輔導教師分享教學策略

請學生寫出自己的先備知識 1

成德國小 / 江芃琬老師

活化教學活化教學

從校長、行政同仁到教師會及家長會，對於推展此

方案皆非常認同，並給予人力、物力資源的協助與支

持。

參、省思與期望
持續推動教學輔導教師方案可以建構學校教師重

視專業發展的自主學習氛圍。藉由師徒學習或同儕輔

導的方式，讓教師的專業經驗得以在實際的教學現場

中傳承，減少夥伴教師摸索與挫折的機會。透過教學

輔導教師制度得到專業成長的除了夥伴教師之外，教

學輔導教師也因「教學相長」而有許多專業成長與收

穫，期待透過此方案的持續深耕，形塑校園學習型組

織文化，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共

創優質創新的蘭雅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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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名稱 特  徵

正方體 6個面一樣大；邊長只有 1種長度。

長

方

體

長方體
2 個一樣大的正方形 (上下底 )，側面

4個長方形一樣大；邊長有 2種長度。

長方體
3 組大小相同的長方形 (上下同、左右

同、前後同 )；邊長有 3種長度。

（一）分類

正方體與長方體的包裝方式充斥在我們生

活周遭，請學生蒐集正方體或長方體的盒子來

學校進行分類。透過觀察分類如下：為了方便

溝通，長方體又可分為長方體和長方體。

（二）用符號簡記

課本在解說過程中會不斷地以展開圖與視

圖輔助學生了解算則的意義。因此在教學過程

中，老師也會要求學生依據看到的形體畫出其

展開圖，投影在白板上難免有誤差，因此要提

醒學生注意形體上的長度數字。我們用約定的

符號來記錄這些形體的表面積算則。如此一

來，當題目出現，學生可以馬上依據分類進行

有效計算，也有助於之後複合形體表面積算則

的溝通。

三、符合數學素養的評量

（一）事前的準備

老師準備各種小物品，有手機、手電筒、

及各式瓶瓶罐罐的保養品，並發給學生每人一

張千格版。請學生幫自己拿到的小物品設計一

個包裝盒。

（二）設計前的思考

1. 先請學生觀察課本展開圖示的細節 ( 哪些地方

要預留黏貼處？ )。

2. 接著思考禮盒的長寬高是否應該和物品的長寬

高一樣？ ( 學生表示禮盒長寬高須大於物品長

寬高，東西才放的進去。為了不浪費包裝的紙

張，紙盒的長寬高大於物品，以最接近的整數

公分為主。)

3. 老師發下的物品皆非四邊形，如何找出底面適

合的長度與寬度呢？ ( 量出物品底部最長與最

寬的地方，把它當成底面的長度和寬度。)

請學生寫出自己的先備知識 2

用顏色表示相對的面；

用符號寫出可以算出表面積的方法

在千格板上測量物品長度繪製展開圖 

請學生寫出自己的先備知

識剪下展開圖並黏貼

連複雜形體的小貓香水

也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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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做」印象更深刻

落實在生活中的數學知識才是符合素養的教學

將學過的數學知識內化後再產出，一樣的教學內容，卻有不一樣的作品呈現

加上繽紛塗鴉更吸睛
（三）學生回饋 （四）重點整理

學生自己出題，以圖示、算則紀錄，加上

文字解說，寫下計算表面積的重點，以及解題

過程中大家容易犯錯的地方。

四、教學省思

為什麼要學表面積？每一次進入新的單元前，我

總是如此的問自己。要讓學生對數學學習有感覺，就

要讓他們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中數學無所不在的魅力，

而不是只為了在考試時正確算出答案。禮盒包裝，讓

學生手動、腦動然後心動，大大提升學習的效度與深

度，從實做中發現與學習，進而歸納統整，讓學生領

受到數學學習可以讓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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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繩我最行 閱讀閱快樂

再大的夢想，只要分段去做，總有一天能達成；   

    再小的夢想，如果都不行動，哪裡都到不了

                                  ～嚴長壽

特殊需求的學生，由於能力上的限制，對於學習

通常缺乏動機與信心，也不易獲得成就感；筆者開始

思索如何透過點滴的積累，使特殊需求學生獲得成就

感，並促進學習表現。

詹元碩教授指出運動可增進孩子的體適能，亦可

促進大腦血流量、提升腦部微血管密度，長期運動會

改變腦部結構且運作功能提升；洪蘭教授表示人的大

腦會不停地因環境的需求而改變內在組織結構及神經

的連接，實驗顯示閱讀、運動、遊戲是促使神經連結

最好的三個方法。

受限於資源班的服務型態，能陪伴學生運用的時

間甚是瑣碎，僅能利用短暫的下課時間，藉由小份量

的運動與閱讀活動協助學生建立好習慣，進而提升整

體學習。

「Give me 5, more than fine ！」的學習任務

是利用下課五分鐘，陪伴學生運動或閱讀書籍，透過

易完成的小任務建立學生的自信，並使用紀錄表呈現

學生努力的軌跡，使學生能體驗努力後的成功經驗產

生成就感，進一步培養運動與閱讀的良好習慣。考量

場地限制、能於短時間內達到一定的運動效果，以及

學生是否具備基本能力，因此選擇了跳繩活動作為運

動項目；閱讀的書籍則考量內容多樣化，以及學生的

閱讀能力與喜好，於學校圖書館選取適合的繪本、小

說，置於資源班供學生進行閱讀。

紀錄表的內容，筆者應用 SMART 原則（specific

明 確、measurable 可 衡 量、achievable 可 達 成、

relevant 相關、time-bound 時限），與學生共同討

Give me 5 ,  more than f ine ！

蓬萊國小 / 林湘琪老師

跳繩紀錄表閱讀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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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訂立長短程目標以及達成時可以兌換的獎勵。內容

包含每日 / 周 / 月 / 學期跳繩與閱讀的次數、每次的

時間 / 頁數 / 跳躍量，以及累積的時數 / 冊數 / 跳躍

量等。藉由每日 / 每周檢視記錄成果，適時的給予鼓

勵，並引導思考閱讀的書籍內容意涵。

所謂「樂在其中，才會成功」，利用下課五分鐘

進行小規模的跳繩與閱讀任務，因為任務時間短、容

易完成，學生大多能立即從活動中獲得自信，透過記

錄表單視覺化線索，使學生能看見自己的努力，具體

感受點滴累積的進步成就。常聽到學生回饋：「5 分

寫信給十年後的自己～我們玩真的

什麼樣的教學讓孩子感受深刻？什麼主題的作文

讓孩子自動自發，努力寫到自己最滿意的樣子？

六下康軒習作當中，有一個屢見不鮮的作文主題：

寫信給二十年後的自己。對於自己的事情，每個人都

會有興趣，然而，能寫的太多，到底該揀選哪些素材

才好，卻是許多孩子沒有把握的。在我宣布最後一篇

作文要寫這個主題後，有幾個認真的孩子在課後預先

找我討論作文素材，其中一個孩子，他捨棄了我認為

更值得記錄的素材，只因為他覺得「不好寫」。這讓

我反思，原來對學生來說，這篇作文能否一氣呵成、

得高分，比起讓二十年後的自己感受深刻更重要。

於是，我思考了一天，想著怎麼讓孩子們正視這

篇作文，我希望他們不只是把這篇文章當成作文，而

是深切思考與自己有關的議題，進而從中獲得啟發、

成長。最後，我想出兩個密技。密技一，隔天，我向

國語實小 / 吳必濃老師

全班宣布：「作文主題改為『寫信給十年後的自己』，

十年後，老師會把這封信寄給你們。」此舉並非創

舉，但卻「有效」。好幾個學生瞪大眼睛看著我，一

副不可置信的模樣；一位平常愛開玩笑的學生說：「老

師，你說的是真的嗎？」我說：「真的……所以你們，

要努力把文章寫好。假如十年後的你剛好遇到什麼瓶

頸，或處於低潮，或執迷不悟，誰來安慰、勸說都沒

有用，這封信說不定會幫到你。」接下來孩子提問各

種可能收不到信的情況，在我一一解答後，他們終於

放心，接著開始進入作文引導教學。

當這件事「玩真的」的時候，我明顯感受到學生

的積極投入，本篇作文評量標準如下：(1) 第一段問

候語與二、三段事件相呼應；(2) 二、三段文章通順，

過渡得宜，抒情用語貼切合理；(3) 末段總結前文，

以流暢語句表達期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二、

鐘怎麼這麼快就過去了？」、「我已經累積了好多下

的跳繩。」如今學生來到資源班教室，已能主動利用

下課 5 分鐘進行跳繩或閱讀活動；挫折容忍度亦有所

提升，對於不擅長的事物願意主動嘗試、加以練習。

習慣是一種頑強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

生～ Francis Bacon
「習慣的力量」能激發無限潛能，利用零碎時

間，放進符合學生能力的任務，耐心陪伴學生持續的

執行，便能形成習慣。積沙能成塔，每個孩子只要有

機會，都可以享受成功的經驗！

孩子將作文謄到信紙 將信一筆一劃認真寫到信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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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當全班共同討論二、三段信件內容時，學生的

靈感源源不絕，如：曾讓自己興奮、後悔、愧疚、疑惑、

有成就感的事或自己個性、表達、學習、交友上的缺

失，以及想記住的人、想提醒自己的事、小時候曾下

過的決定、許下的夢想等等。黑板上滿是素材，此時，

祭出密技二：只能寫兩件事。一張張稚嫩的臉龐，盯

著作文紙，顯得格外嚴肅，只能寫兩件事，要精挑細

選才行，教學最美的風景便是此刻。

批改作文時更是感動，許多孩子對十年後的自己

是殷殷期盼、諄諄教誨，擔心十年後的自己個性不好、

不花時間陪伴家人、待人不誠懇，或不思進取等。我

也才知道，原來平常的千叮萬囑，孩子確實銘記在心，

只是年紀還小，還需要時間做到。教育，是用生命影

響生命的歷程，此刻，我身在其中。
家長被孩子的十年之信感動

My Body, My Health 之 My Plate ～

英語創新教學：

明道國小 / 林雅婷老師

一、設計緣起

明道國小為結合學校願景及資源，發展辦學特

色、落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除進行學校本位之

英語創新課程外，更發展雙語實驗課程，以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方式

發展以健康為主軸的校本特色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學

習機會同時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以英語團隊為始，

針對校本課程主軸「My Body, My Health」中二年級

的「My plate 我的健康餐盤」核心概念，與健康老

師、導師一起設計課程、共同構思教材、教學方法與

策略，由英語老師與導師進行協同教學，課後再行討

論，針對課堂教學的學生學習狀況，進行檢討與修正。

二、教學活動設計

以培養學童能在日常生活中選擇健康的飲食習慣

為目標，設計跨英語、生活、健康、數學等領域的統

整課程，發掘孩子的不同優勢能力。透過用餐的過程、

擺盤餐墊的製作、歌曲學習英語句型與字彙、闖關的

遊戲評量等方式，引導學生主動學習，享受學習的樂

趣。

本次活動的課程架構如下：

My plate
我的健康餐盤

英語8節

食物字彙/句
型/歌曲

繪本與閱讀理
解策略

生活4節

桌墊編織與午
餐共享

健康2節

(協同教學)

Junk Food VS.
Healthy Food

數學2節

(協同教學)

由加法到乘法
的計算

生活實踐

藉由實際取餐
觀察學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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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評量方式

本課程對於學生學習成效評量，除評量學生

的 英 語 文 基 礎 溝 通 能 力 (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外，另以闖關活動評量學

生的學科認知能力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最後在期末中午用餐時，提供健康食

物與垃圾食物選擇，觀察學生實際取餐狀況，衡量學

生於生活中健康飲食習慣的實踐力。

本次課程設計內容包含英語、生活、健康、數學

等領域，在評量學生學習成效時，除每堂課程進行時

的隨堂活動評量外，在最後一次課程進行時，更設計

了統整四項領域及 16 節課程內容的闖關評量，以多

元差異化設計為出發點，進行五關的設計，包含健康

或垃圾食物分類、食物英文單字配對、數學圖表閱讀

填答、數學計算連加應用、六大類食物分類法。學生

帶著自己顏色的學習單，以輪站的方式，到各關進行

自我挑戰闖關。闖關題目的部分共分成四種顏色，包

含三種程度，其中，粉紅組為 low achiever，藍、黃

組為 middle achiever，綠為 high achiever，闖關

題目設計如下：

附錄：闖關題目 
 Pink Version Blue Version Yellow Version Green Version 

Station 
1 

    
Station 

2 

    
Station 

3 

    

Station 
4 

    

Station 
5 

    

 四、教學省思

第一次要執行跨領域的合作其實有些焦慮，對於

自己英語學科能夠掌握並知道學生程度及能力，但其

他健康、數學等部分有所不足，十分感謝二年級的共

備夥伴們，包含導師、健康老師及行政同仁的強力支

援，才讓這次跨領域課程能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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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程的發想到執行，中間經歷了很多討論，夥

伴們沒有固定開會的共備時間，只要一想到有哪些能

夠讓課程進行更順利或是更完善的點子，大家都不吝

嗇地分享，我們的討論不被場地時間侷限，空堂、用

餐時間，或在走廊碰到彼此，甚至在 line 上也都有

討論紀錄，讓我們深深體會到共同備課的重要性，在

過程中，透過討論持續的微調課程內容、教學及評

量方式，活動一切都以學生為出發點，以「My body, 

my health」為主題，進行統整學習，包含:故事教學、

勞作、餐盤分類、三明治製作、數學練習，讓上課變

得更有趣。

在課程設計及執行上，每次會碰到的問題不同，

從一開始課程與學習單的設計上就遇到了不少次修

正，畢竟平時只是教授二年級英語科任，對孩子其他

科目的認知與國語書寫能力還不太能掌握。需要透過

與導師的合作來解決問題，讓課程更順利，像是製作

三明治的課，我們事前特別請教兩位導師對於學生分

組及發放材料要注意的事項，當天執行課程果然十分

順利，小朋友開心的完成他們的健康自製三明治。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是以「核

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核心素養」是指一

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

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

實踐力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由此觀點看待本校

的英語創新課程，其課程設計選擇與學生生活經驗有

所聯結的題材，恰恰符應了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

程理念與 CLIL 的精神。感謝主任、老師們的彼此激

盪、分享付出，跨出了 CLIL 與重新建構校本課程的

第一步。一直很喜歡「協力同行」這四個字，也期待

明道國小的夥伴們在引領學生學習的路上，都能貢獻

一己之力，互為領導、協力同行！

一起來唱歌學英文

教師進行長條圖統計教學

美味 Buffet 取餐，記得要營養均衡喔 !

垃圾食物或是健康食物怎麼分

學生挑戰三明治計算 (配合數學連加 )

看我們在自己編的餐墊上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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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課程架構圖

課程架構圖

讀寫引導歷程－預習單

( 二 ) 讀寫引導歷程

1. 以「預習單」開啟各課文本之閱讀

在每一課的起始階段，運用循序漸進的策略

提問，引導孩子一步步理解文本之內涵。「預習

單」之實施頻率為逐課實施，透過階梯式的循序

提問，期望孩子養成在閱讀歷程中，持續深入思

考的習慣。

明道國小 / 林敏雅老師

「讀寫結合策略」寫作課程 

一、緣起

「老師 ! 我不會 !」－故事的開端，是源自一張

張無助的小臉蛋。

置身教育現場，每到作文課的鐘聲響起，常是教

室裡「哀鴻遍野」的艱困時刻。孩子的閱讀量不足、

質不精，以致面對文本中每一個語詞，都宛如「專有

名詞」，都需要名詞解釋，這是「讀不懂」的困境；

練筆機會有限，語句精練度低，提筆千萬難，病句滿

滿滿，這是「不會寫」的難題。

站在講臺上，面對一張張無助的小臉蛋，筆者持

續思索－要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及資源下，陪伴孩子面

對困境、解決難題。

二、背景分析

三年級，就「閱讀」面向而言，是「學習如何讀」

(learn to read) 的成熟階段；就「寫作」面向而言，

是孩子們開始嘗試「成篇作文」的起始階段。在這樣

的關鍵時刻，筆者嘗試以課文文本為基礎，透過閱讀

引導逐步搭建鷹架，同時運用「讀寫結合策略」，讓

孩子在閱讀的滋養下，進一步發展寫作能力。

三、課程設計與實施

本課程之具體實施方式如下：以國語教科書各課

文章內容為本，針對各文本內容設計逐課的「預習單」

及「任務單」，進行課文文意理解與結構分析之循序

引導；而在單元寫作進行前，則以「讀寫結合練習單」

引導孩子從解構文本出發，嘗試創意發想、架構寫作

內容，進而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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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任務單」分析各課文本之結構

在每一課的總結階段，運用圖像式的架構設

計，帶領孩子嘗試分析各文本的寫作結構，並探

討各段落之寫作重點。「任務單」之實施頻率為

逐課實施，經由「讀者角色」進行文本分析的反

覆練習，期盼孩子在往後提筆的當下，也能將架

構了然於胸。

4. 以「充分對話」之愉悅情境迎接作品的完成 

此歷程承接「讀寫結合練習單」，為各篇作

品最後的產出階段，也是孩子們露出滿足笑容的

時刻。教室裡，孩子們拿著老師批閱後的「讀寫

結合練習單」，或與老師對話；或與同學分享，

在彼此相互陪伴的愉悅氛圍下，在稿紙上，一格

又一格的寫下自己的成長。讀寫引導歷程－任務單

讀寫引導歷程－讀寫結合練習單

3. 以「讀寫結合練習單」搭建寫作的鷹架

在國語各單元結束之前，選擇該單元中，班

上孩子們最感興趣文本，進行「讀寫結合練習

單」之設計，嘗試轉化文本的養分，陪伴孩子產

出作品。「讀寫結合練習單」之實施頻率為單元

實施，從文本出發，引導孩子活用閱讀所得，一

步一步架構屬於自己的創作。

讀寫引導歷程－完成文章

教學輔導心頻道  13



有效教學─

政府，應該做什麼？

仁愛國中 / 陳淑娟老師 

社會領域教師到場公開觀課

四、學習與省思

「好像沒有那麼難耶 !」－故事所以繼續，是因

為一張張豁然開朗的笑靨。

這是一套「客製化」，專為班上孩子的學習需求

量身打造、彈性調整的寫作課程－以「讀」為基礎，

用「閱讀」帶動「寫作」，在「讀寫結合策略」的運

用下，「寫作」是閱讀的延伸運用，既鞏固「閱讀」，

又進一步促進「閱讀」。

歷經一年的設計與實作，目睹孩子從原本的眉頭

緊皺，到後來的豁然開朗。筆者所獲致之學習與省思

如下：

(一 )學習

1. 運用「讀寫結合策略」進行寫作課程，無法讓全

數孩子的寫作表現達致巔峰，但可以讓多數孩子

一、前言

相較於七年級的公民內容─「自我、家庭與社

區」，八年級的政治課程對學生而言，較為陌生且難

度加深，在學生需精熟各科學習的壓力下，如何在每

週一節課的有限時間裡，幫助學生維持學習動機，進

而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果，就成為公民科政治課程設計

時的主要方向，本次分享八年級民主政治課程中「中

央政府 ( 五院 ) 的職權」課程設計，透過講述、課堂

問答、同儕討論與學習單撰寫的教學歷程後，總複習

時利用五院字卡，輔以 e 化工具評量，確實達到提升

學生積極參與的效果，落實有效教學的理念。

二、教學實施歷程

( 一 ) 教學目標─學生能知道的知識 (knowledge)

學生能分辨中央政府(總統、行政、立法、

司法、考試、監察 )五院的職權。

(二 )學生經驗

1. 學生已學過中央政府的職權，但因為課程內容

龐雜，學生不易記憶與精熟。

2. 此次授課班級的特性為：某些學生課堂學習參

與度佳，與教師互動氣氛熱絡，相較之下，部

分較安靜的孩子，其學習行為不外顯，對於五

院職權的理解狀況值得關注。

3. 部分在公民課堂上勇於發問的學生，其紙筆評

量成績與課堂參與情形相比，明顯不如預期，

因此希望趁第一次段考前，利用不同的評量方

式，加強學生對課程內容記憶的精熟度。

(三 )公開授課

邀請社會領域教師觀課，針對需要關注的

學生，客觀紀錄與觀察，協助授課教師找出學

生的學習問題。

的寫作品質脫離低分群的範疇。

2. 運用「讀寫結合策略」進行寫作課程，不僅能提

升孩子的寫作能力，還能讓孩子的閱讀能力更臻

成熟。

( 二 ) 省思

1. 讀與寫的關係是互生的 

閱讀與寫作密不可分，讀為寫之基礎，寫為

讀之延伸。在國語課的課堂裡，應將閱讀與寫

作，視為一體之兩面。

2. 1+1 ＞ 2：讀寫結合＞讀寫分流

在教育現場有限的時間及資源下，若能妥善

運用讀寫結合策略，引導孩子學習，必然可收事

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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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分組討論學習單

學生對照字卡查閱課本

發字卡複習中央政府的職權

學生貼字卡並複習中央政府的職權

學生利用平板登入 Kahoot 系統

( 四 ) 形成性評量─

五院職權字卡 + 線上即時回饋 Kahoot 系

統段考前的總複習，主要著重在協助學生對考

試範圍內容的精熟，透過以下方式來進行：

1. 以直排為一組的方式，每人發下 1～ 2 張中央

政府職權的字卡，讓學生查找課本，確定手上

的字卡屬於何機關的職權。

2. 搭配學習單題目練習，進一步增加精熟程度。

3. 透過 Kahoot 線上測驗的方式，即時得知學生的

學習狀況，對於混淆的概念，立即加以釐清，

並透過事後的資料分析，得知個別學生的學習

盲點，單獨加強其尚未學會的重要概念。

三、教學省思

( 一 ) 透過分組討論，有助學生對五院職權課程裡龐

雜又艱澀的概念如「彈劾、覆議」等，更易理

解。

( 二 ) 課堂上的多元評量，相較於紙筆評量，可以對

大部分學生產生適度的壓力，運用在段考前的

總複習，有助於短期記憶的加強。

( 三 )「字卡」可以在不同主題上 ( 以政府或以學生

為主題 ) 交換評量，重複使用，運用在需要反

覆記憶的課程內容時，功能性佳。

( 四 ) 對於作答速度較慢的孩子，在有秒數限制的線

上測驗系統中，可能因過於焦慮而影響其作答

的正確性，可輔以口頭問答等評量方式，讓學

習成果的呈現更客觀。

( 五 ) e 化媒材的使用，對新世代的國中生能產生一

定程度的學習誘因，如何恰如其分地融入課程

之中，活化教學，有效教學，是老師們可以精

進的參考方向。

統計學生答對與答錯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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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卡牌一覽 抽到的身份別 抽到的身份別

一、構想緣起

每學期初，拿到學校發下整學期的行事曆時，你

的反應是什麼？你是仔細地逐一檢視，把跟自己相關

的重要日期用螢光筆畫記，甚至還另外記錄下來避免

遺忘？還是隨意看個大概頂多留意何時放假，就擱在

一旁了？

任課班級的孩子升上了九年級，肩負著與「會考」

這位大魔王應戰的任務，平常時候還要應付衍生而出

的其他小魔王：段考、複習考、模擬考……，似乎九

年級的日子，就是為了準備考試而活。

而同時間也聽到其他老師的抱怨，面對未來多元

的升學管道，需要留心的報名與考試日期，九年級的

孩子似乎漠不關心，反而是大人在一旁窮著急。

我思考著，能否透過課程，陪孩子認真檢視自己

接下來要面對的日子，留心與自己有關的重要日期？

能否藉由課程，陪孩子度過這段會考前的壓力期，幫

孩子找到適合自己調適壓力的方法？因此我設計了一

套桌遊與孩子互動。

二、桌遊內容介紹

這套桌遊共有 4 種顏色的卡片，分別代表不同的

類型卡片，有重大事件卡、身份類別卡、壓力調適卡、

特殊情境卡。

(一 )重大事件卡：

卡片上標示日期與重要的記事，並有相

對應的壓力值（例：第一次複習考，壓力值

+10；畢業旅行，壓力值 -8），而事件內容也

與學生的身份別相關。

(二 )身份類別卡：

除了一般生的身份之外，還會有科學班、

體育班、藝才班等其他的身份，當擁有的身份

越多，需要留心的重要日期也越多。

(三 )壓力調適卡：

卡片上標示可以降低壓力的方式，與降低

的壓力值（例：運動、打球，壓力值 -2）。另

有空白卡，可讓孩子自行填寫，分享自己的舒

壓方式。

緊急狀況卡：亂入於壓力調適卡的卡牌中，

當孩子抽到緊急狀況卡時，必須馬上抽特殊情

境卡，了解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

(四 )特殊情境卡：

列出了額外造成壓力的情境，會額外增加

壓力值，並造成某些壓力調適卡效果打折扣

（例：班上小團體林立，且互看不順眼。壓力

值+8，並造成友情卡功效減半，且優先使用）。

三、遊戲方式

( 一 ) 學生進行分組，每組先抽身份類別卡，確認遊

戲的身份。

( 二 ) 每位學生遊戲一開始時，會得到一張壓力調適

卡，遊戲過程中若有出牌，可再抽取一張卡片。

( 三 ) 順著時間軸逐一公布重大事件卡，每一事件可

發動三張壓力調適卡降低壓力，與事件相關身

份者需優先出牌。

(四 )若抽到緊急狀況卡，需再抽取一張特殊情境卡，

並根據卡片上的指示出牌。

民生國中 / 邰思瑀老師

用桌遊陪伴孩子面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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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正在抽緊急狀況卡 孩子閱讀緊急狀況卡的情境

學生正在統計壓力使用完壓力調適卡後，重新抽卡

( 五 ) 我以「苔小雨」（假想人物，老師的分身）作

為遊戲的主角，當遊戲結束後，苔小雨的壓力

累積值 90，即挑戰任務失敗；若苔小雨的壓力

值 <90，則挑戰成功。

四、 課後省思

這套桌遊遊戲的重點並不在遊戲的結果，而是在

遊戲過程中學生與老師間擦出的火花與對話，才是老

師想要引導孩子去思考的內容。

遊戲一開始，老師公布重大事件，造成壓力值上

升，班上隨機三位孩子出牌，讓壓力值下降，過程進

行的十分順利；當其中一位孩子抽到緊急狀況卡，老

師說明面臨到的特殊情境，孩子面臨到壓力值攀升，

而壓力調適卡的效果卻大打折扣時，有些孩子就開始

感受到壓力的存在了。

隨著需要留心的事情越來越多，緊急狀況接二連

三，壓力值一路往上飆升，孩子們開始有其他的對話

與不同的聲音：

案例一：

生：「老師！苔小雨為什麼要搞這麼多的身份，

每個報名都跟她有關，每個考試她都要參加，她還能

專心準備會考嗎？」

師：因為苔小雨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阿！她只

想要趕緊脫離這個考試的地獄，所以只要有機會，她

都想去試試看，覺得自己可能因此就有學校可唸，但

變成每個都想要，卻每一個都無法好好的準備，造成

壓力值累積越來越高……。如果是你，你知道自己想

要的是什麼嗎？你也會像苔小雨做出一樣的選擇嗎？

案例二：

生：「老師！可以請苔小雨不要再有狀況了嗎？

壓力值快要爆了！打球、跟聽音樂消除的壓力值有限

啊！」

師：平常打球、聽音樂的確是抒解壓力的好方法，

但是如果今天有問題沒有去好好的解決，你們會發現

打球、聽音樂只是暫時逃避現實而已，問題沒有消失，

壓力就會一直存在，甚至是產生惡性的循環，造成狀

況越來越多……。

你們有發現苔小雨的問題在哪裡嗎？而你是否也

有跟苔小雨類似的問題呢？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去解

決這問題呢？

當孩子願意去思考自己的問題，找出適合自己解

決問題的方法，調適自己不斷攀升的壓力值，我想這

遊戲就順利完成了它的任務。還有些孩子，願意下課

找我聊他自己的故事。藉由傾聽、回拋問題讓孩子思

考，偶爾給點建議，我透過這堂桌遊課，更了解孩子

的內心，也陪伴孩子走過這段充滿不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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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人生閱讀計畫—實境走讀 法律與人生閱讀計畫—實境走讀

有效教學：走讀與文本閱讀

民權國中 / 劉雨家老師

去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我在公民課上有

備而來地插播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的活動，

以關注議題為始，採取行動為終，鼓舞同學寫一張明

信片聲援人權受侵害者，用文字的溫度與美好傳遞正

能量，與世界串連，讓改變發生。這節課剛好學校另

一位公民老師來觀課，她事後給我的回饋是「學生注

意力高度維持，課堂中沒有多餘的雜音，但卻能在這

樣的安靜中感受到充滿活力的教室氛圍」、「整節課

學生百分之百在工作中，是一堂『共同參與、個別啟

發、動態發展、用心交流』教與學的饗宴。」這次「番

外篇」的成功，讓我開始正視學生對課堂變化的期待，

以及對具挑戰性的活動的渴望。

於是，八下的法律課程一發不可收拾，簡稱「法

律與人生閱讀計畫」。在閱讀與書寫中，同學們紮實

的體驗課本知識的應用、思考法律的極限與人生的無

奈、學習在人性的大哉問裡表達自我的觀點，並嘗試

在討論與交流中醞釀出同理心與社會共識，這種種讓

八下的公民課如宇宙大爆發般的精采且充滿意義。    

一堂好課能讓學生的靈魂復甦！這幾次的經驗幫

助我更加看清教師的本業，那就是「課程設計」。在

15 年的教學生涯，總想著各式各樣立竿見影的方式，

曾經我也崇尚打罵教育、權威管理，或為了自己上課

順利，把課堂中不服管教的學生直送學務處來個眼不

見為淨。好多的跌跌撞撞，才慢慢明白「教育，是一

種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也是生命感動生命的旅程」，

哪能求什麼「立竿見影」？就像「北風與太陽」的故

事，權威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只會加劇孩子對學習的

厭惡感，我們要期許自己是太陽，把「專業」變成我

們的光芒，用有料的課程和有效的教學去感染學生一

起熱血，讓他們主動地褪下那些毫不在乎、感覺冷漠、

消極被動的外衣，這些外衣原本是他們自我保護的屏

障，是心理防衛的機制，但當我們真誠以待，學生會

把這層盔甲通通卸掉，用行動回應你，「其實我在

乎」。

「有效教學」是每位教師的使命，也是每位教師

應具備的能力。在我自己的經驗裡，有效教學是照顧

到大多數孩子的最佳辦法。在學生舊有的文化基礎

上，啟發他們對教材的意義感與興趣，吸引他們進入

學習情境，使新舊經驗相互交融，進而主動去探索、

體驗知識、自由思考、表達自我，拓展廣闊的理解力

和想像力。當學生的上課態度從「要我學」變成「我

要學」後，自然就能避免掉許多不必要的教室衝突。

但太陽再怎麼大也有照不到的角落，這時候，就拿起

探照燈吧！去看看那裡發生了什麼事？去確保在那兒

的孩子沒有喪失勇氣，即使喪失了勇氣，也要幫助他

們重新獲得信心。這就是教師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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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回饋

1. 了解空氣品質指標說明後，你往後願意關注當

日的空氣品質嗎？以「願意」所佔的比例最高。

2. 透過上網查詢法規，有幫助你了解法律在生活

上的應用嗎 ? 以「非常有幫助」所佔的比例最

高。

3. 觀看 VR 影片後，你有了解國家公園成立的意

義嗎？以「非常了解」所佔的比例最高。 

非常了解 
了解 
不了解 

法律與人生閱讀計畫—延伸書展 法律與人生閱讀計畫—文本閱讀

臺灣山與水的滿滿大平台！
仁愛國中 / 林晶晶老師、吳祐瑄老師

教學概說

在七年級第一學期地理課程的「環境問題與環境

保護」單元中，將要帶學生探討環境問題形成的因素

與對應的保護策略，並培養永續發展概念。此單元重

視友善對待生態環境的情意目標，因此在教學活動上

以 e 化教學方式，利用影片播送加上操作載具，讓學

生將課本知識應用在生活上，也有助於學生對課程全

面地掌握與理解，了解臺灣生態環境永續發展概念與

你我息息相關，進而激發學生對環境保育的關心與同

理，隨時關注周遭身邊的相關議題，並從日常生活中

簡單的小動作做起，以行動實踐讓臺灣生態環境永續

發展。

教學設計

課程融合時下最受關注的空汙議題，讓學生以載

具搜尋當日的空氣品質指標，並了解空汙指標的內涵

與意義，使課堂知識應用於生活周遭；另外以《海洋

汙染防治法》的法律內容切入，拉近法律與學生之

間的距離，讓學生了解法律設定之必要性，以及法律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性。在國家公園特色之課程重

點，運用手機與 APP 觀賞 VR 環景相片，加深學生課堂

上所學的知識之印象，以感官經驗連結記憶型知識，

具體化課文文字內容使知識活化，達到加倍的學習效

果。活動過程透過分組討論引導學生以邏輯觀點歸納

重點，上臺分享成果。

 
非常願意 

願意 

不願意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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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看 VR 影片後，小組互相討論並上台分享，有

提高溝通技巧與表達能力嗎 ? 以「同意」所佔的

比例最高。

5. 觀看 VR 影片後，有幫助你記憶課本知識嗎？以

「非常有幫助」所佔的比例最高。

6. 使用載具來查詢上課相關資訊，有提升你的學習

興趣嗎？以「非常同意」所佔的比例最高。

教學省思

只要教師提到課堂中學生將使用平板或手機上

課，學生的眼睛就會發亮發光，對課程充滿期待。在

課程活動時，學生學習氣氛熱絡，且根據課後回饋了

解到學生學習的動力也大大提升。一來是新鮮感，學

生對於新鮮的事物總是充滿好奇與想像；二來是 e 化

教學更能增加學生學習動機，因為資訊科技使取得知

識的距離縮短到最小，縮短時空成本相對增加學生與

老師即時的互動與回饋，這次藉由 AR2VR APP，減少

連網路與搜尋環景相片的時間，增加資訊素材的穩定

性，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觀察國家公園環景相片，提

升學生在教室的主體性，以主動發現知識的方式替代

過去以老師為主體的被動式教學。再者讓學生實際操

作載具查詢相關知識，將知識應用於生活中，才能讓

他們了解課本知識是與生活息息相關，增加主動學習

知識的動力。課堂期間透過小組互相討論與分享活動

的設計，達到團隊合作與表達能力的訓練，讓 e 化教

學結合 5C 能力，培養學生有解決複雜能力、溝通協

調力、創造力、團隊合作力、獨立思辨能力，全方面

能力的健全發展同時，也將地理課堂格局加深加廣。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沒幫助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使用平板查詢《海洋汙染防治法》

使用平板查詢 PM2.5 指標

使用 VR 眼鏡觀看環景相片

互相討論與歸納，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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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哥哥蒞校分享偏鄉服務故事各班以班級為單位捐贈愛心鞋盒

鞋盒禮物為宜蘭學童帶來耶誕祝福 活動期間學生帶著鞋盒入校門的身影

108年國中教育會考甫於5月下旬結束，名為「青

銀共居，好家哉？」的寫作題目引起廣泛討論，命題

扣合著新課綱素養導向，也期待學生藉此論述自己對

高齡化社會、青銀共居……等議題的理解和想法。「跨

世代和諧共存」，對國中生來說，並不是一個容易發

揮的考題，但對學校來說，卻是一個擴充校園生命教

育的契機。

校園裡生命教育的樣貌—

除了宣導，我們還能如何實踐生命教育？

筆者自 105 學年度擔任景美國中輔導組長，規劃

校內生命教育活動時，一直在思考著校園生命教育可

以有什麼樣貌？除了引導師生對自我、對關係有更深

刻的理解與尊重外，更期待這份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可以具體實踐於生活中，變成一場校園裡的助人運

動。

故 105 年 12 月，景美國中仿效民間偏鄉送暖的

募資善行，與財團法人宜蘭芥菜種愛鄰全人關懷協會

合作，辦理景中第一屆「鞋盒送暖-傳愛偏鄉」活動。

為了讓這個活動「不只是活動」，輔導室特別邀請合

作單位的志工哥哥們，於週會時間藉由影片與故事，

分享他們在偏鄉服務的工作和見聞。輔導老師們更進

一步於課程中融入弱勢關懷的生命教育主題，帶領

孩子們思考如何略盡綿薄之力？如何分工合作準備鞋

盒禮物？輔導室也鼓勵孩子們將活動訊息轉知家長，

讓這波助人運動激發更多漣漪，相信每個參與活動的

人，得到的收穫和快樂，肯定遠遠大於這個鞋盒；親

師生一同共襄「善」舉，在付出的過程中更加知福惜

福。

愛「募」者— 
      一場助人的校園運動

景美國中 / 朱麗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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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鞋盒送暖到實物銀行—

除了偏鄉，我們的助人運動還能幫助誰？

隔年，這份愛的力量，因為華山基金會的加入，

而更豐盛感人。

有感於 105 學年度鞋盒送暖活動引發熱烈迴響，

並為了深化本校生命教育的深度與廣度，106 學年度

除再度與宜蘭縣芥菜種愛鄰全人關懷協會合作外，另

加入華山基金會的物資募集活動，期許師生不只傳愛

偏鄉學童，更將助人熱忱遍及文山區獨居老人。分別

於導師會報、朝會、週會時間進行活動宣導，亦融入

七年級輔導活動課程中。利用朝會時間回顧 105 學年

度活動成果，並邀請華山基金會蕭如君社工師分享獨

居老人故事，讓學生設身處地去理解弱勢學童與老人

的困境，進而體認助人的必要性，並落實於「鞋盒送

暖」與「實物銀行」的具體行動中。

導師大力支持，全班捐贈愛心物資

景中愛心物資送往華山文山天使站

景中師長、家長會代表與華山社工合影

國文老師帶領同學們書寫祝福小卡

不只是愛自己—更要把眼光拓展到社會

生命教育的五大核心素養是「終極關懷、價值思

辨、靈性修養、思考素養、人學探索」。108 新課綱

並未將生命教育訂為獨立科目，而是與所有課程共融

( 共榮 )。景美國中自 105 年開始，在校園中落實生

命教育，透過「鞋盒送暖/實物銀行」將「人際關懷」

從校園擴展到偏鄉與社區。讓學生透過助人行動，知

道自己年紀雖小也可以量力而為的參與善舉，進而落

實全人教育，並涵養生命教育的核心素養。日後，我

們將年復一年的推動校園裡的助人運動，讓這些正向

力量溫暖校園內外的人我關係，引導學生對自我、對

他人有更深刻的理解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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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製作書衣

中山國中 / 陳逸芬老師

一、前言

本校國文領域老師們利用學校共備的機會，集思

廣益為孩子設計一系列教學活動，期待學生能結合知

識、態度、技能，進而培養其擁有自主學習、溝通互

動、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

領域教師希望七年級的學生能大量閱讀多元的文

本，進而認識重大議題，並且建立正向價值觀。有了

對文本的基本理解與爬梳後，企盼學生能結合欣賞劇

本與相關藝術的能力，甚至讓學生可以運用各類表演

藝術的形式，進行文本的再詮釋。於是我們讓學生先

進行書衣製作，認識並介紹書籍，接著創作劇本，利

用不同元素建立出故事架構，並且將自創劇本藉由戲

劇方式具體地呈現在舞台上。

二、教學活動

我們以「好書戲劇分享」為主軸，加上延伸活動，

以豐富且活化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溝通

互動與參與。首先，我們進行書衣製作，由國文老師

協同美術老師進行教學活動，國文老師會讓學生先選

定書本類型，再由美術老師說明版面的設計、構圖及

排版，美術老師會對於每位學生進度與書衣作品檢查

與指導，並讓同學間欣賞彼此的作品，並利用一節課

讓學生口述創作理念。

接著，由各組同學挑選一本曾經閱讀過、適合推

薦給大家的書籍讀本，在國文課進行共讀與討論，選

出想改編的書籍後，全組一起進行劇本創作並發表。

待學生欣賞完各組劇本後，全班票選最佳劇本，做為

班級好書戲劇的演出依據。

最後，全班會依據上學期票選的最佳劇本，表藝、

音樂老師也一同協助學生，讓學生進行劇本人物選

角，並分編道具組、編劇組、音效組、服裝組與旁白。

學生們必須互相溝通討論，對劇本進行道具製作與服

裝搭配設計，而旁白、演員們也要不斷練習與修正、

彩排，在校內好書戲劇分享的時間粉墨登場，這可是

本校七年級學生重大盛事之一。

下學期的延伸活動則是搭配校內閱讀知識王的競

賽，本校各領域教師會根據閱讀主題提出相關書單，

並設計問題讓學生能共讀討論、辯論與發表，也藉此

活動讓學生學習辯論、發表的技巧。

閱 s h o w 躍創意

教學輔導心頻道  23



好書戲劇分享 1

好書戲劇分享 3 好書戲劇分享 4

好書戲劇分享 2

三、結語

我們藉由跨領域的協同教學，不同層次的引導，

讓學生先從簡易的書衣製作引起動機；接著再讓學生

以共讀討論方式，讓學生浸濡在書香世界中；也讓學

生討論進行劇本創作，最後讓學生以戲劇演出方式呈

現。

在課綱中提到的素養，其實學生在平常的課堂學

習中早已經落實，學生們探討的就是文本。當要挑選

出全班有興趣的文本來進行戲劇演出時，其實學生都

頗期待，而歷程中的發表與討論，道具、服裝與音樂

設計等，能培養學生的溝通與多元能力，透過老師的

引導提問，也自然的融入課堂情境中。學生原本對於

閱讀文本會有抗拒感，但藉由不同層次、主題性的教

學活動，讓閱讀文本有了不同的進行方式，也讓學習

有了不同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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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科 心 智 圖 教 學

瑠公國中 / 李聖宏老師

一、前言

在過去個人的教學經驗中，上歷史課的模式多為

老師教，學生學，但在這樣的授課方式中發現學生有

時會出現下列幾種情形。第一：國三的歷史是世界史，

大多數的學生對於課程是陌生的，每次上課的內容對

於學生而言都是首次接觸，因此聽過容易遺忘；第二：

學生過於依賴參考書的重點整理，缺乏自己整理歷史

脈絡的能力，也喪失了加深印象的機會；第三：在閱

讀課本時，有些學生僅限於用「看」的，並未動手畫

重點或加註關鍵字，甚至有時看完後也找不到關鍵字

之所在。

基於上述原因，再加上受到領域內教師的教學影

響，因此試著在這學年的歷史課程中進行調整，改變

以往以講述為主的上課方式，改為運用心智圖教學，

期望能夠提升學生掌握重點的能力，並透過不同的方

式來了解歷史的脈絡，以增進自身的歷史知能。

二、教學活動

由於是首次運用心智圖教學，所以在這學年的第

一堂課先向學生說明運用心智圖上課的模式，製作心

智圖的方式，以及事前預習，課中補充，課後整理的

流程。

實際在教學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在上歷史課時，先讓學生運用五至十分鐘的時

間預習今天要上的內容，原則上是兩個小節，

並在課本上畫重點。

學生預習上課內容，並畫重點

心智圖上課情形

（二）接著在說明課程時，會發一張 A4白紙給學生，

邊說明內容，邊帶學生運用心智圖整理每一章

節的重點。

（三）課程結束後，讓學生完成該章節的心智圖重點

整理，於隔天收回批改，並給予學生適當的建

議或補充。

（四）於下次上課時，表揚製作心智圖精美且完整的

學生，並補充說明學生遺漏的概念。

經過幾次的心智圖教學後，發現由於歷史課每週

的授課時數有限，如果每節都讓學生在課堂上閱讀該

節進度有時會壓縮到上課的時間，因此後來就調整教

學模式，請歷史小老師在上課前一天提醒同學回家先

預習並畫重點，隔天上課時就直接進入主題，如此一

來即可充分運用上課時間。

三、結語

經過一學年的實施後，學生在學習上有明顯的變

化。由於學生事前已經預習過該章節課程內容，所以

在上課時，較以往有反應，且能夠明顯感覺學生跟得

上教學的節奏，不會因為作筆記而漏掉部分內容。

再來，這樣的方式可以培養學生擷取重點的能

力。此能力不只可運用在閱讀歷史課本時，也可以運

用在其他科目，甚至考試時對於掌握題目的關鍵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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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智圖作品

有幫助。而且發現有些學生在繪製心智圖時還融入了

個人的創意，建立一套自己的心智圖模式。

最後，在以講述為主的教學中，比較適合學習者

類型裡的「聽覺型」學生，而運用心智圖教學時，藉

由將課程內容轉化成心智圖的過程，一方面跳脫傳

統筆記抄寫的型態，另一方面學生在上課時能動手操

作，將自己的思路做整理與繪製，所以除了聽覺型學

習的學生，對於「視覺型」和「動覺型」學生的學習

成效也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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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拍即合

覓得 Mr. Right & Miss Perfect 擊掌

石牌國中 / 李俐麗老師

《遇見》~「全等」

聽見 冬天的離開 我在某年某月醒過來

我想 我等 我期待 未來卻不能因此安排

陰天 傍晚 車窗外 未來有一個人在等待

向左 向右 向前看 愛要拐幾個彎才來

青春期的國中生，尋覓合適的同伴、學習合宜的

表達、做出明智的抉擇，都是必學的課題，此時師長

若能陪伴在旁或提供一些方向，都能點亮一盞明燈。

這次，筆者帶上孫燕姿的《遇見》準備跟學生來個「一

拍即合」，一同過篩、找尋那些具有相同特質的同伴，

一起藉由摺紙操作和比對，體現數學概念─《遇見》～

「全等」。

我遇見誰 會有怎樣的對白  

我等的人 他在多遠的未來

我聽見風 來自地鐵和人海  

我排著隊 拿著愛的號碼牌

在茫茫人海中，要遇見心目中的 Mr. Right/Miss 

Perfect，我們往往會設定一些條件，接著有人一旁

等待，有的主動出擊，但任誰也沒把握能找著，然而

一旦遇上媒合了，那是多麼愉悅爽快哪！《遇見》～

「全等」的課堂上便是如此鋪陳，透過提供的六大條

件，學生從中挑選，待一一開誠布公後，具共同特質

的人逐漸浮出檯面，頓時同學們的臉上個個露出靦腆

的笑容，一位學生在回饋中寫道：「……藉由找同伴

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誰和誰的思考是類似的……」哈

哈！一拍即合，這或許是未來一路同行的好夥伴，向

前擊掌去吧！

《遇見全等 3S》學生依據所給定的條件，將塑膠

接條組合出一個三角形，接著透過辨識比對的媒合過

程，找到與自己大小形狀完全相同的全等三角形後，

群聚坐下，其依序限定條件為：(1) 限定一條邊是某

種特定顏色的塑膠接條；(2) 限定兩條邊是某兩種特

定顏色；(3) 限定三條邊為某三種特定顏色。透過辨

識比對的媒合過程與條件限制的增加，學生能體會到

條件限制愈多，媒合的組數減少，但同質性增加，直

到第三種限定條件出現，學生所組成的三角形便唯一

確定，全班一體─這即是 SSS 全等。

塑膠接條 SSS 全等

《遇見全等 S 和 A 之一》跳脫具象的塑膠接條，

學生得透過摺紙，將兩個已知角和一個邊組合成一個

三角形，除了考驗學生的抽象操作能力之外，也一起

習得兩個 A 和一個 S 的所有組合可能。用紙摺出 45

度角，可算是一塊蛋糕般容易！再摺出 60 度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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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摺紙經歷尋覓全等三角形的課堂老師解說透過摺紙操作全等三角形的課堂

南港高中 / 葉玉玲老師

老師是專業嗎？
淺談教師專業資本

教育新知教育新知

的《遇見》～「全等」課程設計與實作之後，筆者發

現將抽象的數學概念具體化，再透過具體操作學習抽

象數學概念，對老師、對學生來說都是一項挑戰，但

最後教與學的雙方彼此獲利。一位學生如是說：「這

次操作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拍即合的那段。以前

我總不知道為什麼那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

里斯多德這種哲學家，能與數學並存。如今我懂了！

數學不單只是推算答案，更是推算人生的一門學問。」

沒錯，這就是筆者想帶給學生的數學生活！

電腦當機的時候，我們會尋求專業的資訊工程人

員拯救我們的硬碟；面對法律問題時，我們會找專業

的律師諮詢法律常識；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我們會找

專業的醫生治療我們的疾病。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專

業人員提供我們協助與服務，然而，老師是一種專業

嗎？

從學科的角度來看，老師是傳授該領域知識的專

業人士，他必然是一種專業的象徵。例如不會寫文章，

我們就找老師學作文；不會算數學，我們就找老師學

心算；看不懂藝術品、不會做科學研究、不會煮菜，

我們就找老師學畫畫、指導科展、學烹飪……。韓愈

在師說裡提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

授業、解惑也……。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

而已。」因此，從古至今，「老師」這個名詞，指的

就是一種專業。

在變化快速的今日，老師在教育現場所需具備的

專業，仍只是領域知識嗎？ Hargreaves 與 Fullan 在

2012 年提出教師專業資本（professional capital）

的概念，認為教師的專業包括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判斷資

非所有學生都能勝任，但透過等邊三角形結合對稱的

概念提示與帶領，學生都能完成任務，接著再搭配上

悠遊卡的一邊長度，該如何組成一個三角形？這下子

同學們可傷透腦筋了！

過程中，討論、求教，造就成功的操作結果，疊

合比對、找到與自己全等的三角形，《遇見》～「全

等」的課程內容就在操作經驗中習得了。一名體驗過

這堂課的學生表示：「……雖然 ( 大家的 ) 方法不

同，但似乎有人的想法和朋友的都會一樣呢！喜歡這

種 "Hand Made" 的數學課，變好玩了呢！」這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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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decision capital）三個部分，是有效教學的要

素，也是教師在面對教學現場各種挑戰時，所應提升

的重要成份。其中，人力資本指的是存在於人類中，

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和技能，可透過投資來增加其經

濟效益，例如學校教育本身即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

資，目標是多年後為國家社會帶來的經濟效益。教師

利用再學習與職業訓練來提升自己的知識與技能，增

加輔導或教學專業能力，即是一種增加人力資本的方

式。

社會資本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間的一項資源，透

過提高成員之間的互動和信任，凝聚共同的願景，並

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以增加組織績效。在教師之間，

透過同儕教師組成的社群，或教師間的專業交流，可

協助教師克服長期以來教師獨立教學的傳統，甚至進

一步增加教師的人力資本。研究顯示，促進教師的社

會資本，有助於教育改革的推動，提升教師的教學技

巧以及學生學習成效。個人的行為表現常是由群體形

塑，因此提升社會資本的策略將是將各種學習轉換為

專業表現的重要基石。

在網路發達，各式各樣的知識唾手可得的今日，

教師的專業還應包含什麼？應該是累積了許多教學實

務經驗之後，面對教學現場各種狀況時 ( 學生、課

程等 )，如同醫生與律師一樣，能獨自並快速作出最

佳決定。做決定—這就是判斷資本。而教師如何累

積判斷資本？教學的年資越長就能擁有更好的判斷能

力嗎？葛拉威爾的書中提到一萬小時定律：「錘煉任

何人從平凡變成超凡，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需要

10000 小時」，此定律近幾年有人提出修正的概念，

如艾瑞克森就提到：「光有練習的『量』是不夠的，

還必須兼具練習的『質』，亦即必須正確的刻意練習，

才是決定個人成就高低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並

不是年資長了就能一定能有比較好的判斷能力，教師

必須能正確的練習如何判斷，才能累積判斷資本。透

過人際網路中，教師同儕分享自己所遭遇的事件與個

案處理方式，在其中吸收每個人的經驗，並內化成為

自己的能力，未來在課室中獨自面對學生的差異時，

才能因地制宜，擁有最佳的判斷能力。而這也就是專

業教師的圖像。

新進教師通常剛從學校畢業，帶著大量的知識與

良好的教學技能進入教育界，然而對於教育現場的陌

生，實務經驗的缺乏，常讓擁有滿腔熱情的新進教師

陷入困境。教學輔導教師提供教師在教學上有系統、

有計畫的協助，是主動媒合教師關係，提升教師社會

資本的良方。經過專業培訓且擁有合格認證之教學輔

導教師，可協助初任教師了解學校及學生的現況，增

進初任教師的判斷資本；而新進教師帶來的知識與教

學技能，也能在互相討論與觀摩下，提升彼此的人力

資本。提升判斷資本，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教學輔

導教師即為有效提升教師專業資本的一項利器。

教育是一項長時間的投資，而教師能力是促進學

生學習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一項重

要的投資。高品質的教師能帶來高品質的教學，也才

能將教育的投資有效轉化為學生的能力。期待教育當

局能持續投資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專業資本，以

促進學生學習，讓下一代能有更充足的能力，持續推

動國家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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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共 63 校

序號 行政區 校名 諮詢委員 序號 行政區 校名 諮詢委員 

1

士林區 

三玉國小 詹寶菁 34

文山區 

武功國小 謝紫菱 

2 天母國小 林進山 35 指南國小 許籐繼 

3 文昌國小 李心儀 36 辛亥國小
＊
 李心儀 

4 百齡國小 李心儀 37 景美國小 熊  曣 

5 士東國小 林曜聖 38 景興國小 趙曉美 

6 福林國小 林進山 39 萬興國小 趙曉美 

7 劍潭國小＊ 蔡進雄 40 實踐國小 蘇意雯 

8
大同區 

日新國小 李心儀 41 興華國小 張  純 

9 延平國小 林曜聖 42 興隆國小 張  純 

10 雙蓮國小 鄭玉卿 43 溪口國小 徐超聖 

11
大安區 

仁愛國小 蘇意雯 44 明道國小 黃旭鈞 

12 龍安國小 吳麗君 45 博嘉實小 郭昭佑 

13 幸安國小 吳麗君 46 永建國小 郭昭佑 

14

中山區 

大直國小 黃旭鈞 47 北投區 關渡國小 吳岱融 

15 中山國小 張芬芬 48
松山區 

民生國小 林建銘 

16 永安國小 張芬芬 49 民權國小 林建銘 

17 大佳國小 詹寶菁 50 健康國小 徐超聖 

18 濱江國小 鄭玉卿 51

信義區 

永春國小 吳茜茵 

19 懷生國小 梁雲霞 52 光復國小 吳茜茵 

20 吉林國小 高翠霞 53 信義國小 吳茜茵 

21 五常國小 高翠霞 54 福德國小 邱世明 

22

中正區 

市大附小＊ 蔡進雄 55 興雅國小 萬家春 

23 忠孝國小 葉興華 56
南港區 

胡適國小 邱世明 

24 東門國小 熊  曣 57 修德國小 林建銘 

25 南門國小 熊  曣 58  

 

萬華區 

 

 

西門國小 劉怡華 

26 國語實小＊ 梁雲霞 59 東園國小 劉怡華 

27  

內湖區 

 

內湖國小＊ 曾慧佳 60 華江國小 葉興華 

28 南湖國小＊
 曾慧佳 61 新和國小 萬家春 

29 康寧國小 方志華 62 萬大國小 方志華 

108學年度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

辦理學校與諮詢輔導委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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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校名 諮詢委員 序號 行政區 校名 諮詢委員 

30  

內湖區 

新湖國小＊ 蔡進雄 63 萬華區 雙園國小 謝紫菱 

31 麗湖國小 林吟霞    

32 西湖國小 林吟霞     

33 東湖國小 許籐繼     

(二)國中：共 34 校

序號 行政區 校名 諮詢委員 序號 行政區 校名 諮詢委員 

1
士林區 

天母國中 陳琦媛 19

文山區 

木柵國中 張民杰 

2 福安國中 陳琦媛 20 北政國中 張民杰 

3 蘭雅國中
＊ 濮世緯 21  景興國中＊ 林偉人 

4
大同區 

民權國中 黃  騰 22 景美國中 丁一顧 

5 忠孝國中 黃  騰 23 實踐國中 邱錦昌 

6 蘭州國中 王淑麗 24

北投區 

石牌國中 洪仁進 

7

大安區 

仁愛國中 王淑麗 25 明德國中 林劭仁 

8 金華國中 何希慧 26 桃源國中 林劭仁 

9 懷生國中 吳岱融 27 北投國中 洪仁進 

10 大安國中 林偉人 28
松山區 

 介壽國中
＊ 何希慧 

11 中山區 新興國中 劉春榮 29 民生國中 劉春榮 

12

中正區 

中正國中 黃嘉莉 30 敦化國中 張素貞 

13 古亭國中＊ 溫明麗 31
信義區 

永吉國中 張素貞 

14 南門國中 溫明麗 32 瑠公國中 丁一顧 

15 弘道國中 黃嘉莉 33 南港區 誠正國中 濮世緯 

16
內湖區 

內湖國中 謝如山 34 萬華區  萬華國中＊ 張德銳 

17 明湖國中 謝如山    

18 麗山國中 王淑俐     

(三)高中、高職、特殊學校：共 11 校

序號 學制別 校名 諮詢委員 序號 學制別 校名 諮詢委員 

1

高中職 

 南湖高中＊ 王淑俐 7
高中職 

建國中學＊ 林梅琴 

2 內湖高中 邱錦昌 8 景美女中 林梅琴 

3  木柵高工＊ 邱錦昌 9
特殊學校 

文山特教 陳淑瑜 

4  成淵高中＊ 鄭淑惠 10 啟智學校 陳淑瑜 

5 明倫高中 鄭淑惠 11 啟聰學校 陳淑瑜 

6 大安高工 王淑俐     

註：1.108 學年度辦理學校合計 108 所。

2.校名「＊」代表有辦理研究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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