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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研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科學教師實施探究教學所展現的實務知識內涵與認知結

構、影響因素與形成機制。並依據研究結果，對於科學師資培育以及教師專業成長

提出建議。 

 

本研究以兩位國中科學教師進行個案研究，藉由課堂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

析等方法，分析詮釋的重點在了解兩位個案教師的共通性與差異性。研究結論如下： 

 

一、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涵括教師對科學、教學、學習，和

學生等相關部分所融合的知識與信念。這些知識彼此交織運作，並透過教師信 

念的篩選和增強，使得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以自我知識的內涵進行理解轉化與調 

整而成為教師個人的 PCK。 

 

二、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結構，係以科學探究意象指引，形成課堂 

教學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環環相扣。在教學意象的指引下，不斷地透過教師 

信念與教學省思的交互作用，而後運作於實際教學中，形塑自己的科學探究教 

學風貌。 

 

三、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係由教師個人因素與當前教學 

環境因素交織而成。其中成長背景與求學經驗和面對教育改革的態度是影響個 

案教師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發展的重要因素。 

 

四、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主要包含教師個人的默會致 

知，以及教師社群的知識轉化傳遞螺旋等不斷的教師自我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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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依據結論，針對科學教師實施探究教學、科學教師專業發展以及

未來研究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科學教師實施探究教學方面，建議運用小組學習

引導學生從事探究活動，循序漸進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科學教師專業發展方

面，職前培育課程建議加強貫穿實務的課程以提升教學實務能力，以及加強跨領域

的課程以發展素養導向教學能力；教師在職進修建議引導教師經由默會致知理論化

個人實務知識以提升中小學教師的專業性，以及經由教師社群的知識轉化傳遞螺旋

創新中小學教師專業知識。未來相關研究方面，建議增加課堂觀察時間、加強探索

個案教師的 PCK 面向之間的互動情形，以及與其他層面實務知識的關聯、研究對象

可擴及小學，高中或新手教師。  

 

 

 

 

關鍵字：科學探究教學、探究教學、教師實務知識、國中科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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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inquiry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The main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wo junior high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scientific inquiry teaching context.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was to illustrate the component of science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the structure of practical knowledge, the factors affecting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ractical knowledge .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was conducted to elicit data needed.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sed, research findings were listed as follows:    

1.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case teachers are formed by the teachers‘ knowledge 

and beliefs about science, teaching, learning, and students.These aspects of teachers‘ 

knowledge are intertwined through the filters and amplifiers of teachers‘ beliefs, and 

shaped by self-knowledge, then be transformed into teachers' personal PCK.      

2. The structure of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case teachers are guided by their 

images of scientific inquiry teaching, which formed the practical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their teaching practices, informed by ongoing interaction through teachers‘ beliefs 

and instructional reflection, then gradually shape their own science inquiry teaching 

style. 

3.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case teachers are emerg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teacher‘s personal factors and current milieu of teaching teaching 

factors. Among them, the growth background,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 

towards education reform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s scientific inquiry teaching practical knowledge.    

4. The mechanism of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case teachers that formed mainly 

includes the teacher's tacit knowing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d teachers, enriching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arning by doing experience,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lesson syudy, etc.) and the knowledge spiral of the teacher community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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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 to form a 

growing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 suggestions for the science teachers to the implement 

of scientific inquiry teach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For 

science teachers to implement scientific inquiry teach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struct 

group learning activities, to engage gradually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inquiry ability. 

In term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e-service teachers‘ education courses 

emphasize actual practices to improve teaching practical ability,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to develop competency-based teaching ability; for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rough tacit knowing of personal practical theory, 

innovat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rough 

the knowledge spiral of the teacher community. Future research , including increasing 

classroom observation time, strengthe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CK aspects of 

exploring the cases, as well as relevance to other levels of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objects that can be extended to elementary, high school, 

or novice teachers. 

 

 

 

 

Keywords: scientific inquiry teaching, inquiry teaching ,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junior high school scienc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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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說明研究主題的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研究範圍

與限制，共分四節論述。期藉本章確立研究方向，為後續研究工作奠立基石。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研究背景  

 

本節陳述研究問題的背景，包括教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探究教學研究的重要性、

教師實務知識的研究價值。   

 

一、 教學研究的發展趨勢  

 

教學乃教育的核心工作，有關教學的研究一直是教育研究者關心的議題，從早

期的「教師特質」研究（教師應該是什麼）、「教師效能」研究（教師應該做什麼），

逐漸轉向「教師認知思考」研究（教師在教學前/中/後如何思考、如何決定）、「教

室生態學」研究（師生如何互動、如何學習），以至晚近興起的「教師知識」研究（教

師應具備什麼知識，如何在教學中運用知識）。教學研究（research on teaching）從

心理學單一觀點，走向整合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等的多重觀點，教學

研究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與蓬勃發展可見一斑（林進材，1999；林佩璇，

2002a；簡紅珠，1992a、2002）。 

 

教學研究早在 20 世紀初業已展開，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美國教育研究學會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 ）大約每隔十年將教學的相關

研究與檢討編輯成《教學研究手冊》（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影響所及，

教學研究日益豐盛，傳統的研究方法經過不斷地檢討與修正漸趨成熟，新的研究典

範也相繼衍生出來。過去教學研究的主要典範是量化的「過程一結果」與質性的「教

室生態學」研究 (Shulman , 1986a)，這兩種研究典範都強調發展一種有系統而且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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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的教學知識體系，卻忽略教師在生產教學知識的角色（Cochran-Smith & Lytle, 

1993）。 

 

當教學研究從外顯的教師特質和行為逐漸轉向探討行為背後內隱的教師思考

與態度時，影響教師決定的教師知識（teachers‘ knowledge）與信念（belief）即被重

視探討，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以後蔚為研究的新焦點，及至 80 年代，美國教育心

理學家 Shulman（1986b , 1987a）首先提出教師應具備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1
 的概念之後，有關教師知識的本質與內涵，以及教師如

何獲得、發展、儲存和利用知識，知識如何影響教學等問題的探討，在教學研究領

域掀起一股新浪潮，國內外相關的論述與研究者眾，採用多樣研究方法，提出多種

觀點，也引發各樣討論（潘慧玲，1999b；簡紅珠，1992a、2002；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 

  

教師是影響學生學習的最主要關鍵，教師所展現的教學效能，不但影響教師的 

教學表現，也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林進材，2000；Hattie, 2012）。究竟教師需

要具備哪些專業知識內涵才能夠勝任教學工作，扮演好教師的角色，對於這個問題

的答案，Fennema 與 Franke（1992）認為應該把焦點放在教師知識，因為教師知識

的品質不僅會影響教學，亦會影響學生學習（引自卓益安、金鈐、邱顯義，2015，

頁 30）。然而傳統教學研究領域認為教師是無知識體系的工作者或知識的使用者，

教師並不參與知識的產生，尤其是正式、原理原則、或學科基礎的知識

（Cochran-Smith & Lytle, 1993）。理論（theory）與實踐（praxis／practice）2
 間的鴻

溝成為實務工作者最不能釋懷的關鍵（林佩璇，2002b）。 

 

                                                      
1
 PCK 一詞乃 Shulman 於 1985 年在芝加哥召開的全美教育研究學會（AERA）年會中首次提出。國 

內對於 PCK 的中譯不一，例如：學科教學知識、教學內容知識、教材教法知識等（卯靜儒，2015）。 

本研究採用「學科教學知識」。 
2
 「實踐」英譯 praxis 或 practice。praxis 源自古希臘哲學家 Aristotle 所提出的概念。Aristotle 將 praxis 

提升為一個專屬於人類的哲學概念，賦予其反思人類和指引人類追求善與德行的哲學意義。 

Willower 表示古希臘人使用 praxis（實踐）這個單字時，通常其意義是含有比 practice（實際／ 

實行）更具思想表達性、較有目的性以及更深思熟慮的涵意。（引自葉天喜，2004，頁 91）。此外， 

Freire（1970, 2003）尌批冹論的觀點，當一個人的活動含涉了行動（action）與反思（reflection）， 

便是一種實踐（praxis）。本研究對於 practice 指涉的意涵，含括實踐、實際或實務的概念，和 praxis 

並未特冸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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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受到建構主義思潮影響，認為知識是個人在與社會互動中主動建構，故

沒有外在於環境、實務者而能在真空中形塑的理論，理論是透過參與獲得的，實務

是理論的真正意涵，理論本身即為實務，一種實踐智慧（Gadamer, 1982）。於是，

許多關切教師角色的學者紛紛表示肯定教師擁有自行建構知識的可能性與能力，開

始支持教師在慎思（deliberate）、實際的（practical）課程脈絡中，是一個重要而且

具有自主性的角色。例如 Schwab（1969）從「課程即實務」（the practical）的觀點，

肯定教師對於課程發展過程的貢獻；3 Connelly（1972）視教師為「使用者－發展者」

的觀點，確認了教師在採用、修改、發展適合教學的材料上有作決定的功能；Elbaz

（1983）認為教師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的概念是了解教師角色的重要因

素；Wilson、Shulman 與 Richer（1987）指出教師同時具備理論及實務知識；

Cochran-Smith 與 Lytie（1993）堅信教師因為身處教學場域中，能扮演教學知識的

生產者，教學的知識基礎／知識庫（knowledge base）應該由教師自己來建構；Webb 

(1995）說明教師確實知道他們自己的工作，更知道如何了解自己實務上的問題，教

師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更能從經驗和反思中，作為一個擁有知識的主動個體；甄

曉蘭（2003）則期許教師，透過個人的教育哲學思維、與他人的對話，分享自己的

實務經驗與生活故事，讓自己的教學實踐有知識後盾與行動意向，積極促動新的教

學實踐。    

 

基本上，教師的教學是一種有意圖的認知行動（intentional activity），是一種經

過慎思熟慮且具有意識的行動，更是一種具有批判省思意味的實踐（簡紅珠，1992b；

Greene, 1974）。教師每天面對課堂中層出不窮的學生問題，需要靈活運用自身擁有

的知識以激盪出有批判力和創意的實踐行動（甄曉蘭，2003，2004）。教師知識的建

構交織在個人真實經驗（lived experience）的網絡中，是將在實務工作經驗中所累

積的原則、慣例或事例、訣竅和有效做法，加以分析、轉化後，成為「行動中的知

識」(knowledge in action)，這是一種內隱的個知人識（personal knowledge），是教師

在職業生涯中逐漸獲得的實務知識（陳美玉，1996；Shulman, 1986b；Van Manen, 

                                                      
3
 Schwab（1969）提出提醒大家，課程的發展與實踐受到行為科學的「理論性」所支配，教師在課 

堂中形成的「實務性」的聲音瀕臨死亡。因此，開始了教師實務知識的研究和「救亡」的行動（陸 

靜塵、李子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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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誠如甄曉蘭（2003，頁 87）所言：   

  

無論是個案研究、敘事研究、傳記研究、或行動研究，都涉入了許多教師 

內在的反省思考與內隱的意識或心路歷程，藉由分享生活故事與實務經 

驗，教師企圖重返或尋回深藏在腦海中的過去經驗或內隱知識。 

   

Goodlad（1969）有感於教育研究者對教室中所發生的事件知道的太少，極力 

呼籲教育研究應該對教室層級的課程實踐與教學轉化付出更多的關切（引自甄曉蘭，

2003，頁 79）。Thiessen（2000）認為對於教師知識的研究最有前景，因為這種研究

把教師的教學活動看作是一種知識的工作，這種研究強調要把實務知識與理論知識

並列起來使用。Shulman（1987a）提出呼籲，知識的發展若能經由學者、研究者、

及實務工作者共同合力探究，不僅可累積各層面的成果，更能幫助教師們了解不同

的教育現象，增進教學效果。 

 

綜合上述教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教師的角色已不再局限於課程的執行者，而是 

負有教育使命的轉化型知識分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和公眾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Giroux , 1994, 1988），能主動、負責地檢視並改善學校的課程與教學 

實務。因此，唯有深入教學現場體會和反思析辯，才能發現教師實務知識的真諦與 

內涵，及其對教學的意義和影響。 

 

換言之，教學研究應從教師實務者的觀點（teacher's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探

究教學實務為出發點，研究的焦點由理論轉向實務，並呼應社會科學家的詮釋理解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以及情境 (context) 與意義 (meaning) 兩個重要概念

（高敬文，2002），深入了解教師如何進行教學工作（how teacher know），以及教師

實務知識的內容組成、性質與結構（what teacher know）。簡言之，教室內所發生的

實務問題都應回到教師的實務知識去釐清，強調教學轉化歷程，重視教師個人的實

務理論（personal practical theory）與來自經驗的知識 (experiential knowledge)，4 經

                                                      
4
 每位教師在進行教學決定或行動時，其實會受其教育信念所支配。這項內在信念，可稱為行動理 

論，也可稱為個人實務理論，它是教師個人關於教學的知識、態度和價值（郭重卲，2018；林淑 

梤、張惠博、段曉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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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師將內在實務知識轉化成與外界互動及實踐的心智思考，及其對自己教學行動 

的深層批判反省與理解形成的課程意識（curricular consciousness）（甄曉蘭，2003， 

2004），進而促進理論與實務的相互證成，同時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ing）教師 

應有的角色與功能，在教師個人實務理論基礎之上，開展教師實務知識的各種可能 

性。   

 

二、 教師實務知識的研究價值      

 

1966 年 10 月 5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共同審議通過了《教師地位建議書》（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5
 文件中首度提出教師應視為專業工作的主張。6 既然教師工作被視為一

種專業性，教師理應俱備專業知識，在面對複雜性、不確定性的教學情境時，能以

其專業知識妥善處置，教師專業知識的成長也就成了反映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指

標。  

 

檢視我國教育基本法與教師法，雖均明列有教師專業自主應予尊重的條文，7
  

但是對於教師職業的專業性卻仍爭論不休，尤其是中小學教師常被貶抑為一種技藝

式專業（craft profession)，8
 所需要的只是技藝方面的知識（craft knowledge），而非

                                                      
5
 建議書針對教師的權冺與義務、師資培育教育與在職教育、招募與聘用、有效教學與學習的條件 

等事項，提出國際一致的遵守標準，成為全世界教師專業與教師權益的重要國際規範。為了紀念 

此一教育史上的一大步，UNESCO 在 1994 年宣佈，將 10 月 5 日訂為「世界教師日」。 

資料來源：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6/001604/160495c.pdf  

http://www.worldteachersday.org/map/index.php/page/index/1 
6
 原條文內容（UNESCO, 1966）：  

Teaching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rofession: it is a form of public service which requires of teachers  

expert knowledge and specialized skills, acquired and maintained through rigorous and continuing  

study. 
7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略以：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冺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 

自主應予尊重。教師法第 16 條第 6 款略以：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 

專業自主。 
8
 臺灣的教師專業與一般認為需要具有特定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等面向均有關係，但其更偏向於 

一種技藝（craft）式的專業，其不專注於持有絕對的知識體系，而更是一種綜合性的專業（張鈿 

富，1992）。但將教師專業視為技藝式的專業，使教師成為「受雇」的工匠，而非具反省能力與 

良善德行的道德工作者（陳仲翰，2011）。詹棟樑（2005）指出，需要將專業精神視為基本道德， 

這樣才能讓教師將自身的專業能力（包含知識與技能）完全呈現出來。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6/001604/160495c.pdf
http://www.worldteachersday.org/map/index.php/page/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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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與獨具特色的學術知識（academic knowledge）（張鈿富，1992；陸靜塵、李子

建，2011；簡紅珠，2002）。究其因，中小學教師常是日復一日的執行專家設計的套

裝課程(prepackaged curriculum)，依據教科書照本宣科，沒有時間與機會進行反思。

當實踐被化約為技術，教師用許多新方法和新技術來裝點課程以證明自己的專業，

而所謂的「專業｣可能只是撰寫教學計畫、填寫檢核表、會議記錄等忙不完的書面工

作，以及不斷增加被視導被監督的任務（周淑卿，2004a）。這種意義下，教學不過

是教導學生已分類好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又環繞在效率、管理、控制的形式之上，

幾乎走不出一條康莊大道（Aronowitz & Giroux, 1993）。歐用生（2003）即直陳「去

理論化」甚至「厭惡理論」是國內中小學課程實踐上的嚴重問題，導致教師失去課

程主體，淪為課程奴役的技術員，毫不猶疑地接受別人決定的優先性，為教科書所

役。不過歐用生（2003）認為教師雖然輕忽理論，重視實務和立即的經驗，但他們

並不是沒有理論，他們仍依據理論的假定，只是他們或許不覺知。 

 

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主導教師教學的知識，並非全是教學理論的知識，而是 

一種融合個人過去的生活經驗、專業理論知識、和價值與信念的統整性知識，這種

經過轉化的統整性知識，具有解決教學實務的實用性功能（Elbaz, 1983; Clandinin, 

1985）。Polanyi（1958）最早提出「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的知識論觀點，

Shulman（1987a）也認為教師面對複雜的現實情境與多方面需要，而發展出較為完

善的教師個人知識體系。個人知識多為內隱，隱含在實務中，弄清它們並非容易

（Schön, 1983）。實務的問題往往是某個特定情境、脈絡下產生的，有特定的人及其

特質，理論無法直接解決實務情境的個殊性問題（周淑卿，2002a）。歐用生（2003）

主張教師應該是課程理論者，因為他每天都在處理課程的問題，每天都在做課程與

教學的決定。甄曉蘭（2004）直陳教師必須能夠將其知識轉化成為回應教學情境的

行動實踐，藉以建構一個適合的、實用的教學理論，來決定和引導個人的教學實踐，

才能稱得上真正擁有知識。儘管教師在日常實務工作中可以創造出個人理論，但這

並不意味教師對於自己的個人理論是清晰自知的，教師經常忽視本身的專業知識，

造成教師無法分享與應用這些個人化的知識（Hargreave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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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者們紛紛採取不同策略來鼓舞實務工作者表達他們的個人理論。

Stenhouse（1975）率先提出「教師即研究者」（teacher as researcher）的觀點，強調

教師要進行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一起來探索自己例行化的教育實踐，重新審

視自己的生存狀態和職業生活，在實踐中反省和批判。Schön（1983）提倡教師在行

動中反思，將行動中的個人理論外顯化。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8）鼓勵教師運

用敘說研究（narrative inquiry）方式成為課程設計者，發展自己的課程，說出自己

的故事。職是之故，教師必須正視對教育實踐的覺醒，不間斷的反省修正自身的位

置，結合過去經驗，從經驗和反思中作為一個有知識的主動個體，一個反思的實務

工作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s）。誠如 Giroux（1988）呼籲，教師要扮演一個轉化

型知識分子，發展一套屬於教師本身的理論架構與實踐行動，並建構未來的行動策

略（Giroux, 1988；Aronowitz & Giroux, 1993）。 

 

陸靜塵、李子建（2011）指出對於教師實務知識領域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價值取

向：其一，長久以來從事基礎教育教師的專業性一直受到質疑，認為這個職業沒有

特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此有必要對基礎教育的教師知識和教師實務知識進行研

究和探析；其二，教師實務知識作為教師得以開展其職業行為的一種行動知識或者

經驗，其所包含的內容和影響因素有哪些，相互關係如何，實際運作過程又是如何

等，這些問題的探討有利於人們深入了解教師知識、乃至教師實務知識的存在。理

論與實務的辯證（dialectic）關係，一直是教育研究上的重要議題，如果教學研究仍

依據科學典範，輕忽實際情境的複雜性，結果並沒有打開「實際」的黑箱（歐用生，

2012）。簡紅珠（2002）認為，不納入教師所認識的教學、所認同的研究程序、以及

所扮演的教學知識生產角色而編纂出來的知識，是相當有問題的。Eisner（2002）

強調，課堂是複雜的、動態的場域，理論並非無用，但它們只能引導，不能指導。 

  

教師的實務理論具有高度的默會性、脈絡性與個殊性，唯有藉由教師本身「聲 

音」的呈現，經驗的引出，透過研究者與教師的密切合作，針對教師個人實務理論

與經驗進行描述、論辯、反省與批判，不斷透過研究者與教師實務觀點的辯證與對

話，進行理論與實務的相互補充與修正，在實務中試驗理論，深入探索處於默會（taict）

狀態的教師實務知識，了解教師個人理論產生的過程、特性和轉化機制；教師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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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對話的過程，對個人所持的教學假設與價值，以及廣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之影響，

進行理性且深入的省思，並以此反觀自身的教育實務活動，促進內隱知識的外顯化。

此種研究，將有助於教師個人實務理論的發展，對教師的專業成長亦具有重要的意

義（陳美玉，1996，2004；Hargreaves, 2000）。潘慧玲（1999a）提出呼籲，教育研

究必須重新考量不同型式知識的價值性，中小學教師在實務工作上所生產的知識應

有其地位，且不應與大學本位（university-based）的知識涇渭分明。只有讓中小學

教師致力於教學研究與知識的生產，良好的教育政策才有真正落實的可能。 

 

三、 科學探究教學研究的重要性              

 

從過去到現在，探究一直是科學教育社群主要關心的議題之一(DeBoer, 1991)。

國內外有關科學教學與學習的研究發現，運用探究式教學（inquiry-based teaching）

模式對學生理解科學本質、科學探究技能與推理的過程，以及科學素養的培養都有

正面影響，因此學者咸認為探究是科學教學和學習的最佳策略（毛松霖、張菊秀，

1997；劉宏文、張惠博，2001；邱榮章，2006；陳桂香，2007；Chase & Gibson, 2002；

Hinrichsen & Jarrett, 1999；Jarrett, 1997; Kanari & Millar, 2004；Marx et al., 2004；

Sandoval & Morrison, 2003；Tamir, Stavy & Ratner, 1998； Trumbull, 2005）。 

 

然而，探究式教學長期以來並無法取代傳統課堂「傳遞－接收」的講述式教學

型態和食譜式實驗教學的形式，而成為普遍存在的課室現象（毛松霖、張菊秀，1997；

佘曉清，1999；王靜如、周金燕、蔡瑞芬，2006；Abd-El-Khalick et al., 2004；Roehrig 

& Luft, 2004）。教師重視的是學習活動的開展、何時進行活動以及為何要有這些活

動（Ford & Wargo, 2007），教學的重點偏重在事實的學習，教師將科學知識直接傳

遞給學生，強調科學知識的獲得，忽略科學概念的理解與應用，學生習得的是前人

研究的舊知識和舊觀念，從未深究科學知識的產生方式，因此與科學教育的目標相

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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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學教育目標的嬗變，探究的概念已成為科學教育的本質（Keys & Bryan, 

2001），科學家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的過程被視為是一個探究的過程，探究能力的培

養成為重要的國民科學素養（教育部，2003b）。1960 年代以降，以探究作為科學教

學的方法蔚為趨勢，科學教育界逐漸體認探究的重要性，並極力推動探究式教學的

實施（洪振方，2003）。1980 年代前後，美國大力提倡培養具備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的現代化公民，影響所及，探究成為許多先進國家科學教育改革的重要元

素，奉為科學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林樹聲，1999）。美國科學促進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AAAS ], 1989, 1993）9
 、美國國家科學

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NRC ], 1996, 2000）10
 等提出的科學教育改

革重要文件中皆指出，科學教學應提供學生較多探究自然的機會，學生以「探究與

實作」的方式學習科學，不僅能協助學生理解科學概念、科學知識的發展，以及科

學探究的歷程與重要性，並從中培養科學探究的能力。 

 

教育部於 2000 年推動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倡導培養學生成為現代國民

必需具備的十大基本能力（教育部，2003a）。2002 年 12 月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

科學教育會議，針對科學教育目標、策略、與願景進行討論，於 2003 年公佈《科學

教育白皮書》，強調培養全民科學素養，揭櫫中小學科學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乃在培

養學生科學探究能力，使每位學生能運用探究能力及科學知識來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教育部，2003b）。繼九年一貫課程開啟以「基本能力」為主軸的課程連貫與統整

發展，2014 年啟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承續以「核心素養」

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冀求透過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實踐，涵育自發、互動與共

好的現代公民，落實適性揚才的全人教育精神（教育部，2014）。檢視《國民中小學 

                                                      
9
 AAAS 於 1985 年開始啟動《2061 計畫》(Project 2061)，計畫的目的旨在培養面對廿一世紀的國 

中小學生科學素養。計畫中所涵蓋的科學素養包含有科學的世界觀、科學的探究方法和科學內 

容。自 1985 年開始歷經 4 年，率先出版《全美科學素養》（AAAS, 1989），書中明確的指出科學 

素養的理念與內涵，並於 1993 年再出版《科學素養的基準》（Benchmarks for Science Literacy）， 

把科學素養的目的轉化成學習目標，或 K-12 年級的基準（王鑫，2014；邱美虹、周金城，2005）。  
10

 NRC 於 1996 年出版《國家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NSES），提出 

以「探究」為中心的科學教育理念，強調科學素養與科學探究的重要性，認為應以探究的方式 

進行科學學習，讓學在「做科學」中理解科學並且培養和發展探究能力。NRC 在 2000 年出版 

的《探究與國家科學教育標準》（Inquiry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一書，描 

述在科學教育中進行科學探究的基本概念與要點，列出 K-12 各學習階段的科學探究標準，並認 

為探究式的學習為其課程的核心（王鑫，2014；邱美虹、周金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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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簡稱九年一貫課自然領綱），強調經

由探究活動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 

 

學習科學，讓我們學會如何去進行探究活動：學會觀察、詢問、規劃、實 

驗、歸納、研冹，也培養出批冹、創造等各種能力。特冸是以實驗或實地 

觀察的方式去進行學習，使我們獲得處理事務、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了解 

到探究過程中，細心、耐心與切實的重要性。（教育部，2003a，頁 1）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簡稱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則進一步闡釋經由

科學探究能力的培養以建構學生的科學素養： 

 

自然科學課程應引導學生經由探究、閱讀及實作等多元方式，習得科學探究 

能力、養成科學態度，以獲得對科學知識內容的理解與應用能力……根據各 

學習階段學生的特質，選擇核心概念，再透過跨科概念與社會性科學議題， 

讓學生經由探究、專題製作等多元途徑獲得深度的學習，以培養科學素養。（教 

育部，2018）  

  

綜觀自然領綱，無論九年一貫課程抑或十二年國教課程，其課程設計理念都揭

示，自然科學培養的基本能力為「探究能力」，最好的學習方式是「探究與實作」，

以發現問題、規劃研究、論證建模、表達分享進行實作，由「做中學」結合所習得

認知概念，以邏輯、理性之正確觀念實踐於生活中（陳竹亭，2015；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5）。探究教學已成為我國當代科學教育的重要核心，主張以科學探究的方式

進行教學與學習，以期經由探究學習活動激發主動探索與研究精神，使學生獲得相

關的科學知識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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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導學生主動從事探究學習有許多的優點，Anderson (2002) 提醒科學教

師使用探究應審慎，如果只單方面注意探究教學，而未注意學生是否有能力進行探

究學習活動，以及學生是否擁有思考工具或思考策略，那麼學生將不一定有理想的

探究學習表現，因此科學教師應該注意探究的教與學之間可能存有的落差。職是，

為避免產生無意義的探究學習，科學教師必須揚棄「講述—教科書」的教學方式，

從學生探究學習的角度檢視理想科學課堂學習的特徵，透過適當的探究教學策略，

安排學生能夠主動地進行有意義的、具認知涉入的探究學習，包括如何將提升學生

探究能力的培養融入課程與教學之中、如何建置合適的探究學習環境從而引領學生

進行探究活動、如何布題以激發學生在探究活動中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如何培養

學生在探究活動與問題解決過程精煉批判思考與創造思考、如何在探究結果的交流

中淬煉學生的論證與表達的能力等。 

  

同時，從過去科學教育改革失敗的教訓中，發現只重視教師學習教學技能，而

未考量教師既有的知識、信念、與態度，仍會阻礙科學教育的改革。爰此，針對中

小學科學教師在科學本質、探究教學實施、探究學習內容，和學生相處等相關的實

務知識與信念加以深入研究，乃是刻不容緩。 

 

貳、 研究動機 

 

近年來，從九年一貫課綱到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紛至遝來的教育改革方案，終須

落實於學校，而教師乃是學校中實際執行改革方案的關鍵者，許多教師因而覺得壓

力沉重，感受到教師這個行業不再是大家所稱羨的「鐵飯碗」工作（周淑卿，2002a）。

甄曉蘭（2003）即指出： 

 

課程改革多為目的取向，常被視為學校革新的工具，教師則是居間促成預 

期課程改革目標的重要推手，常被置於衡量「教育意圖」與「教育結果」、 

「課程政策」與「課程實施」落差的影響因素，若學校課程發展與實施的 

成效不彰，教師便常常成為被批冹的對象，被指為課程改革的最大阻力與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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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改變雖然影響學生學習的焦點與結果，但是教師對課程的詮釋、轉換與

實施，才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關鍵。面對當前紛至沓來的教育改革行動，唯有將焦點

轉移至教師身上，才能確保改革的成效（Fullan, 1993），教師對於課程改革所抱持

的態度、涉入的思維、產生的覺知與行動，關乎改革的成效，也牽引著教學實踐的

走向（甄曉蘭，2003，2004）。教師既然是教育改革的落實者，有關教師教學的研究

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Schwab（1969）肯定現場教師的知識，主張研究者應該以一

種邁向實際的研究模式來了解教師的行為與反應；Goodlad（1969）提出呼籲，教育

研究應對教室層級的課程實踐與教學轉化付出更多該有的關切；Clandinin 與

Connelly(1992）批評大部分有關教學研究、教師思考等論述，大都從「研究意象」

(images of research）的基礎來對教師角色提出分析與說明，而不是以「教學意象」

（images of teaching）的基礎來予以解說（陳國泰，2006；甄曉蘭，2003）。鑑於此，

教育研究者開始注意教師實務者的觀點（teacher's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不再堅

持理論研究者的觀點（theoretical researcher's perspective）（陳國泰，2006）。換言之，

教育研究者應該揚棄外在理論架構，轉而探尋存在於教師思考的內在結構，藉此呈

現觀察不到的教師思維或內隱知識。    

 

有感於教育研究者對教室中的教學實務知道的太少，Jackson（1968）透過《教

室中的生活》( Life in classroom) 揭露教室中寫實的課程故事與教學實務，展現教育

研究應對教師的教學實務有所了解。Elbaz（1983）進入課堂去探究教師的教學實務，

發現教師教學所運用的知識不全然是理論知識，而是融合個人生活經驗、專業理論、

價值與信念的一種統整性知識。為了要了解教師教學表現背後的複雜因素，Elbaz

（1983）提出了教學意象（teaching image）的概念，從教師個人對教學整體與隱喻

的意象，來了解其課堂上的表現與決定。這樣的概念也引發教育研究者對教師實務

知識的關注，或從實務現場去了解教師的工作及處理實務的問題，或透過教師實際

教學經驗與生活故事，從教師的觀點來描繪教師的教學意象，敘說教師的實務知識

（Clandinin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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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教學實踐是一個複雜的教師思考與教學行為的交互作用歷程，需要

一連串的決定與行動。為何有些教師能從實務經驗中建立一套個人有用的實務知識

體系，而有些教師卻無能為力?是故，在探討教師課堂教學的同時，必須了解教師如

何看待／思考自己的教學，如何將相關學理知識融入個人知識體系，進而產生自己

的一套教學推理（pedagogical reasoning）與行動，包括教學前的備課、教學設計、

教材編製、教學活動安排、教學策略選擇及根據學生特性所做的教學調適等（卯靜

儒，2015a；Shulman, 1987a）。    

 

基於上述，本研究關注國中科學教師實施探究教學的實務知識展現，希冀了解

實務知識在實際教學中的運作情形及對教學的影響，是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課堂情境具有多面性（multidimensionality）、同時性（simultaneity）、即時性 

（immediacy）、不可預測性（unpredictability）、公開性（publicans）以及歷史性 

（history）等特質（Doyle,1986）。教師面對如此複雜多變、問題層出的教學情境，

想要直線式地將所學的教學理論知識運用於教學過程中，實屬不易。因此，新手教

師（novice）面對全新的課堂情境時，常有置身於一個陌生、訊息繁雜且不明確的

環境裡，強烈感受到「理論無用」的現實震撼（reality shock）（林生傳，1993；張

芬芬，1984；Jesus & Paixao, 1996）。相較於新手教師的慌亂，經驗豐富的專家教師

（expert）又是憑藉著什麼知識來進行教學？這些知識和他們所學的理論知識有何不

同？如何生成？Thiessen（2000）指出，對於教師專業知識的研究最有前景，這種

研究把教師的教學活動看作是一種知識性的工作，強調要把實踐性知識（如日常規

範、程序和方法）與命題性知識（如學科的理論和概念、教學原則、特定的規定）

並列起來使用（引自陸靜塵、李子建，2011，頁 52）。職是，有關教師實務知識的

研究乃是研究者和現場教師共同立足在教育實踐中的一項協作課題，追求達成理論

與實務的融通與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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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Peretz（1995）告訴我們，要獲得教育學的洞察力，可以藉著回顧自己的教

學、個人過去的經驗與成就，並且回想重要的事件。研究者服務教育界逾 30 年，經

歷臺灣教育變革最劇烈的時期，從師資培育制度的改革、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乃

至十二年國教課程的啟動，對於國中教師的際遇與遭逢的問題，有深刻的體察。回

首研究者的教學生涯，歷經國中科學教師（生物科、理化科）與行政職務（組長、

主任、校長）的角色經驗，這一條漫漫教育長路既熟悉又陌生。午夜夢迴，「教師即

陌生人」（teacher as stranger）（Greene, 1973）在內心呼喚，聲音雖然微弱，卻是隱

含另一層深意，暗喻研究者已然成為返鄉遊子的陌生人，要帶著陌生人的全面覺醒，

以陌生人的視域，透過自我意識的澄清與提升，反思自我的存在，重新審視過去習

焉不察的教學經驗，才能驚奇的「看見」（seeing）教室生活中的實際與挑戰（歐用

生，2008）。11
 研究者長期在與許多經驗教師的互動過程，發現他們的談話中隱含

許多個人的實踐智慧，究竟他們在教學現場是如何生成這些知識，展現教學專業？

從教師的研究中，又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啟示？ 

 

鑑於此，研究者走入課堂，重新審視教學場域的現象，張開「慧眼」（enlightened 

eyes）尋惑／解惑，希冀「看見」教師在理論與實務的辯證中所展現的實務知識，

包括實務知識的內涵、結構、影響因素、以及形成機制，是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11

 看不一定看見。看的方式同時也是看不到的方式，也尌是說，要將一般的「看」（looking）轉變 

為特定的「看見」（seeing）。一般的「看」是工具性的，尚未探討其素質之前，尌不看了；但「看 

見」需超越日常生活的注意形式來看，並由此創造意義，才能看到東西的素質。看見是一種創 

造性的活動，尌像過去沒有看過一樣，這不僅是視覺的問題，已經加上了知識和視域。這是一 

種看到內在的看見，要用慧眼（enlightened eyes），或用「第三隻眼」來看，或用敏感的耳朵來 

「看見」（歐用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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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節依據研究動機，提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科學教師實施探究教學所展現的實務知識在實際教學中的

運作情形及對教學的影響。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與認知結構。  

二、探討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與形成機制。 

三、依據研究結果，對於科學探究教學、科學師資培育以及教師專業成長提出建議。 

 

貳、 研究問題 

 

基於研究目的，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 兩位個案教師在科學探究教學中所展現的實務知識內涵為何? 

二、 兩位個案教師在科學探究教學中所展現的實務知識結構為何? 

三、 兩位個案教師實施科學探究教學之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為何?  

四、 兩位個案教師實施科學探究教學之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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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涉及之重要名詞，為使其意義更為明確，進行如下定義： 

 

壹、 科學探究教學 

 

科學探究教學（scientific inquiry teaching）是以學生的科學探究活動為核心， 

透過教師營造一個開放的問題探究情境，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認清問題

所在，提出可能的假設，並研擬可行的解決方案，驗證假設並獲致結論。學生經由

問題解決的過程體會探究的經驗，除能幫助學生習得科學知識以及科學過程技能之

外，同時亦能使其經歷科學家探究自然界以形成科學知識的過程，從中理解科學本

質，修正並增進科學思考與論證能力，促進科學態度的正向發展，以進行有意義且

主動的學習，並能將所學應用在日後的生活經驗中（張靜儀，1995；劉宏文、張惠

博，2001）。  

 

本研究兩位個案教師採取之科學探究教學類型，並非強調單一探究教學模式，

而是針對其任教學科的特定教學主題╱單元，依據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所實施的多

樣化引導式探究教學策略，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能像科學家一樣的從事探究活動，

並經由探究學習的歷程培養應有的科學態度及素養。此外，對於學生有興趣的生活

議題也能進一步透過探究與實作，進行推理論證、批判思辨、討論與傳達，引導學

生應用所學知識解決日常生活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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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實務知識 

 

本研究的教師實務知識（practical knowledge），12
 係指兩位個案教師「居」於

科學探究教學情境脈絡中展現的教學專業知識，由教師個人持續進行教學實踐與反

思，逐漸發展形成的知識，包含教師信念、學生知識、教學情境知識、任教學科的

知識（學科知識、一般教學知識、學科教學知識）、以及自我知識等層面。這些知識

涵括教師對科學、教學、學習，和學生等相關部分所融合的知識與信念（Van Driel et 

al., 2001），彼此交織運作，透過教師信念的篩選（filters）和增強（amplifiers），使

得教師選擇性地接收某些知識，在教學實務中以自我知識的內涵進行理解轉化與調

整而成為教師個人的 PCK，不但會影響教師對於教學理論及經驗的詮釋，也會影響

教學計畫，更會決定教學行為（Kagan, 1992；Nespor, 1987；Clark & Peterson, 1986；

Stuart & Thurlow, 2000）。   

 

兩位個案教師的實務知識是理論與實務證成的一種實際支配教師從事科學探

究教學專業活動的「實務用知識」（kowledge-for-practice），是教師透過身體化的默

會致知所擁有的內在於行動中的「實務中知識」（kowledge-in-practice），更是教師形

成智慧行動必需具備的實踐智慧與技能的「實務的知識」（kowledge-of-practice）

（Cochran-Smith & Lytle, 1999）。其知識的形成與轉化是一個動態的教師學習歷程，

會隨著兩位個案教師新知的吸收、認知的調整、以及經驗的累積而有所變動（陳美

玉，1996；陳國泰，2011；Duffee & Aikenhead, 1992；van Driel et al., 2001）。  

 

 

 

 

 

 

 

 

                                                      
12

 國內學者對於 practical knowledge 有不同的中文名稱，例如實務知識、實際知識、實踐知識、實作 

知識等的譯名（簡紅珠，2002）。本研究採「實務知識」，有時概稱之為「實踐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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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說明本研究之範圍以及各項限制因素。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兩位個案教師任教於北部不同公立國中，分別擔任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國二理化課程（A 師）與國一生物課程（B 師）之教學。資料蒐集的地點為個

案教師任教班級課堂，蒐集的範圍涵蓋課堂教學實務，聚焦於科學探究教學情境中

所展現的教師實務知識，包括實務知識的內涵、認知結構、影響因素、形成機制等。

本研究範圍不擴及教師實務知識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質性個案研究，研究者希望能全面且長期的探討研究對象的實務知 

識發展體系，使得研究結果更具參考價值。但囿於時間、人力等因素，本研究結果

之應用須注意下列適用性的限制： 

 

一、 研究者的限制 

 

研究過程中會因研究者的主觀認知與研究對象不同，必須回到研究對象的主 

體意識上，與其溝通和澄清，並能自我省思以避免研究者的個人偏見。此外，研究

者長期擔任學校行政領導工作，對於教師教學實務的體察，需較多時間與研究對象

建立信賴關係，並適時提供支持性回饋與公平回報，將有助於研究結果的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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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選擇兩位北部公立國中科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其所 

處的教學情境、學校文化、學生特質、社區環境，以及教師信念等皆有其殊異性，

選取個案的差異將影響研究結果。  

 

三、 研究時間的限制 

 

本研究由前導研究到正式研究，起迄時間自 2018 年 10 月至 2019 年 10 月， 

為期一年時間，以有限時間和人力較難兼顧所有面向的探討與描述。因此，有關教

師實務知識發展的歷程全貌不在本研究的重點。 

  

四、 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個案教師觀點」來探究教師實務知識，並未深入了解學校人 

員、學生、家長的想法。此外，個案教師對其生活經驗或教學經驗等生涯歷程之回

溯，以訪談法蒐集的資料或因歲月消蝕記憶而未能完全掌握，但透過參與觀察與文

件分析等多重資料的三角檢證，仍有助於資料分析的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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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科學探究教學、教師實務知識等之意蘊，以及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

討，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科學探究教學意蘊探析 

 

隨著科學教育改革演進，「探究」的概念已然成為科學教育的本質（Keys &  

Bryan, 2000）。1990 年前後，無論國內外的科學教育目標，皆日益強調探究式教學

的重要性，許多國家的科學課程文件已將「科學探究」納入課程與教學的準則，探

究能力的培養成為重要的國民科學素養（教育部，2003a，2003b；AAAS, 1989, 1993；

NRC, 1996, 2000）。NRC（2000）即指出探究為本（inquiry-based）的教學是學生學

習科學知識的有力手段，探究活動是科學教學的中心策略，教師在與學生互動時，

應聚焦和支持探究活動。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簡稱九年一貫課綱）的基本理念開宗明義指出「教育

是開展學生潛能，培養學生適應與改善生活環境的歷程。」（教育部，2008），而自

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教學實施更明白揭示「應以學生活動為主體，引導學生做科學

探究，以培養學生進行科學探究與問題解決的能力。」（教育部，2003a）此外，教

育部於 2018 年 11 月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簡稱十

二年國教自然領綱），對於中小學各學習階段所要培養的科學探究能力更有明確的主

張，包括在「思考智能」方面要使學生能具備想像創造、推理論證、批判思辨和建

立模型，在「問題解決」方面則要能夠觀察與定題、計畫與執行、分析與發現以及

討論與傳達，引導學生透過探究、實作及閱讀等多元方式，習得科學探究能力、培

養科學的態度與本質，以獲得對科學知識的理解與應用能力，呼應十二年國教新課

綱之「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理念（教育部，2018a；黃茂在、吳敏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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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以探究的方式學習科學已經成為國際科學教育改革趨勢，但要翻轉傳

統上將科學視為知識的組體，學生經由教師直接的傳遞方式來學習科學，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教師本身必需具備足夠的科學探究與探究教學等的相關知識、

信念與信心（Gengarelly & Abrams, 2009）。本節針對科學探究教學意蘊進行探

析，歸納成科學探究的底蘊、科學探究教學的底蘊、科學探究教學的實施等三

個主要部分進行概念梳理。  

  

壹、 科學探究的底蘊 

      

科學探究（scientific inquiry）一直是科學教育領域的熱門議題，提倡探究式 

教學（inquiry-based teaching）已是國際基礎科學教育的共識（教育部，2003a，2003b，

2018a；AAAS, 1993；NRC, 1996, 2000）。探究式教學在學校科學課程中具有一定的

份量，其時間不超過百年，自 Dewey（1859-1952）於 1910 年提出「探究」作為「思

考」方式與認知態度，直至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以探究作為科學教學的方式才

逐漸蔚為趨勢（王鑫，2014；邱美虹、周金城，2005）。NRC（1996）在《國家科

學教育標準》（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NSES）中，建議教師要培養學

生科學探究必須的能力與對科學探究的理解。NRC 繼而於 2000 年出版《探究與國

家科學教育標準》（Inquiry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INSES），提

出科學探究的基本概念與要點，並揭示探究學習為其課程的核心。   

 

科學探究是科學教育的核心，人們對科學本質的認識不斷深化，對於科學探究 

也賦予不同的意義，主要意義在於以知識的尋求來取代知識的獲取。探究式教學的

確有助於學生理解科學本質、科學過程技能與推理的過程，並能培養正向的科學態

度（張惠博，1993；陳均伊、張惠博，2008）。探究式教學的精神與內涵並非亙古不

變，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目標的轉變，探究式教學的模式也不斷地被修正與精鍊

（王晶瑩，2011；洪振方，2003；邱美虹、周金城，2005）。而同樣是科學探究，科

學家的科學探究與中小學生的科學探究就有不同程度的意義與目的（洪文東，2007），

因此，實施科學探究教學，首先必須了解科學探究的真諦及意涵，才能掌握科學探

究的精神落實在教學活動設計中，適切運用探究教學策略以達成科學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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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究的意涵 

   

探究（inquiry）13
 源於好奇，是人們為了滿足好奇心、澄清疑惑或解決問題的

自發性認知思考與學習方式，也是科學家研究自然與理解自然的方法。Piaget

（1896-1980）從心智發展的觀點，認為孩童有自發性探究學習的能力；Vygotsky

（1896-1934）提出社會文化層面的觀點，強調個體認知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認

為個體並非僅依循既存的舊經驗去再製新的認知學習，孩童也具有主動學習與主動

改變外在環境的動力（引自黃茂在、吳敏而，2016，頁 73）。基本上，探究可說是

學生獲得知識、了解科學概念與方法的重要途徑。14
 

   

「探究」雖然是科學教育耳熟能詳的詞彙，由於學者存有諸多歧見，對於探究

的定義莫衷一是（Anderson, 2002；Barrow, 2006；Jeanpierre, Oberhauser, & Freeman, 

2005）。也因探究具有多重意義與內涵，有些過於簡略或模糊難懂，導致不同類型、

學科內容的課程採用不同形式的探究教學，其中是否有所混淆或迷思，值得深究。

本研究綜整學者和官方文件有關探究的定義，如表 2-1。 

 

表 2-1  

「探究」釋義綜整表 

學者／官方文件 定義說明 

Dewey 

（1910, 1933） 

最早提出在學校科學教育中要用探究方法，並將探究納入 K-12

科學課程，為其教育哲學之核心： 

･ 教師要使用探究為主要的教學策略，提倡學生從做中學，透過

在真實世界解決問題和與人討論延伸的經驗中學習。   

･ 在《我們如何思考》（How We Think）書中提出完全的思考行動

（complete act of thought），亦即問題解決的「演繹－歸納」模

式，可說是探究活動的原初模式。主要步驟：（1）問題的確定

與定義、（2）假設的建立、（3）資料的搜集、組織與分析、（4）

結論的陳述、（5）考驗假設，將假設予以證實、拒絕或修正。 

                                                      
13

 「探究」其實有不同的稱呼，除了 inquiry 或 enquiry，另外如 exploration 或 discovery 等，而且意 

義上有時不同學者的說法也有些微差異（陳美玲、王淑琴，2004）。 
14

 本研究的「探究」概念主要指涉自然科學領域的探究，可以和「科學探究」相互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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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ne 

（1963） 

提出學習階層理論（hierarchy of learning）： 

･ 以學習階層為基礎所發展出之基本科學過程以及統整科學過程

技能課程。 

･ 被視為學習者進行探究學習之雛形。  

Bruner 

（1960, 1966） 

提出發現學習理論與模式（learning by discovery）：  

･ 強調應鼓勵學生藉著一些探究科學的活動來發展直觀（intuitive）

和分析（analytic）的技巧。 

･ 強調兒童扮演的角色不僅為知識接受者，更應是主動探究者。 

Schwab 

(1962) 

將探究分為穩定式探究（stable enquiry）和動態式探究（fluid 

enquiry），目的和方法都不同： 

･ 強調運用科學探究來學習科學及解決問題。 

･ 強調學生學習的過程和成果，而非單純探究能力的訓練。 

･ 結合生活，真實將探究運用於生活當中，來解決問題。 

･ 提倡開放式的上課方式，亦即「探究的探究」，鼓勵學生多發問、

多觀察、記錄、轉換資料，並應在學習階段結束時發展出屬於

自己的暫時性結論。 

Suchman 

（1966） 

提出五段模式－探究訓練模式（inquiry training model）： 

･ 以挑戰性問題邀請學生來探究科學。 

･ 發展「探究能力的訓練模式」，就像是科學家用以探究自然現

象，發現新知識建立新原則過程模式的縮影。 

･ 分為五個階段，（1）提示問題，說明探究步驟與規則；（2）確

認問題中的物體與情境的本質；（3）實驗，分辨變因；（4）建

立假設；（5）探究過程分析，發展更有效方法。 

Lunetta &Tamir 

（1981） 

任何探究活動都至少必須包含三個基本階段： 

･ 問題意識的產生：提出有意義的問題。 

･ 探究歷程：解題活動。 

･ 評價與監控：對問題意識與探究歷程的評估。 

Kass,Burke, 

Blevis & 

Williamson

（1993, 1994） 

･ 探究不僅是用以幫助學生理解學科知識的教學方法，同時也是

一種值得學生學習的精神。 

･ 以探究為理念的課程，能協助學生經歷科學家探索自然界及形

成知識的過程，並從中習得一連串的社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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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2002） 

將 NRC（1996）中所提到探究的意義加以詮釋： 

･ 探究學習（inquiry learning）：探究學習是科學學習的中心方式，

探究是一種學生主動參與的學習過程。探究學習應該要反應出

科學探究的本質。  

･ 探究教學（inquiry teaching）：探究應該是科學教學的主要方式。

教師要讓學生經由探究真實問題的活動中，發展其科學知識及

對科學概念的理解，並藉此了解科學家是如何研究這個世界的。  

･ 科學探究（scientific inquiry）：指科學家對自然界進行研究，依

據其蒐集到的證據及形成解釋的多元方式。 

Abd-EiKhalick 

et al.(2004) 

「探究」不僅是一種教學方法，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精神： 

･ 探究是動態的問題解決歷程。 

･ 當中包含了用以判斷假設成立與否的科學知識、解決問題所採

用的方法策略、實驗方法的選擇與數據資料的解釋、成立假設

及最後形成知識等階段。 

Hosfstein  

& Luneta  

(2004) 

･ 探究是一種擷取自科學家使用證據去研究自然世界而研讀、思

考與詮釋的方法。 

･ 強調學習者能夠主動研究、提出觀點、基於證據而詮釋結果並

且為自己陳述做辯駁論證。 

Sandoval  

 (2005) 

･ 探究必需在課堂中建立一個如同科學家的實務社群。 

･ 將學生投入於「真實的」（authentic）科學探究活動中，讓學生

進行類似科學家所進行的實際活動，經歷知識建構與知識合法

化的歷程。 

AAAS 

（1993） 

學生進行探究應該具有四個主要特徵： 

･ 主動研究自然事物與現象，經過探究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 為了研究自然而培養所需要的探究能力。 

･ 有效的認識自然基礎的科學概念。 

･ 培養探究未知自然的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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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C 

（1996, 2000） 

科學即是探究（science as inquiry），探究是科學學習的核心： 

･ 探究是多面向的活動，包含進行觀察、提問、以所知概念及實 

驗資料檢視資訊，使用工具蒐集、分析、解釋資料，提出解答、 

解釋、預測並溝通所獲得結論。 

･ 探究需提出假設、使用批判、邏輯思考、及溝通不同的觀點。 

･ 探究包含了基本的及整合的「科學過程技能」和「科學知識」。 

･ 在探究過程中，學生藉由結合科學知識與推理思考技能主動的 

發展他們的科學理解。 

CIRES
15

 

（2010） 

探究應該包含三種層次的意義： 

･ 探究的能力：是一種技能及過程知識，學生應該加以運用在科 

學實作上，如設計實驗並進行探索歷程； 

･ 對探究的理解：科學即是人類建構知識的步驟，如科學家利用 

數學或科技等不同探索方式以回答不同型態的問題； 

･ 探究教學及學習策略：探究是一種有效的科學教學方式，也是 

學習者學習重要科學概念的有效方法。 

九年一貫 

課綱 

（2003a）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的基本探究理念：  

･ 學習科學要學會如何去進行探究活動：觀察、詢問、規劃、實 

驗、歸納、研判，也培養出批判、創造等各種能力。 

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 

（2018） 

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的基本探究理念： 

･ 探究能力分為思考智能與問題解決兩類。 

･ 思考智能包括：想像創造、推理論證、批判思辨、建立模型。 

問題解決包括：觀察與定題、計劃與執行、分析與發現、討論

與傳達。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學者在前，官方文件在後，依時間排序） 

  

綜合表 2-1 的分析，探究具有多元的概念與定義，誠如 Bybee（2000）的看法，

儘管對於探究的意義可能與當代略有差異，卻無法否定探究在科學學習上的重要性

（引自林勇吉、秦爾聰、段曉林，2014，頁 2）。探究的主要意義在於尋求知識，而

不是獲取知識，是學生主動參與獲得知識的過程，而非教師把現成的答案知識直接提

供給學生（王美芬，2006；張惠博，1993）。近年來，探究議題在科學教育相關研究

中普遍受到重視，藉由探索、資訊蒐集、討論與論證等活動的進行讓學生體驗科學知

                                                      
15

 美國環境科學研究合作機構（Cooperativ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s）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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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成的歷程，此即為探究的真正意涵。    

 

探究是一個複雜、嚴謹、細膩的歷程，不僅在深入觀察之後加以組織，更具有絕

大彈性，不是教科書所提列的固定科學步驟／實驗步驟，亦非單純做實驗，更不僅限

實驗室進行（黃茂在、吳敏而，2016；AAAS, 1993；NRC, 1996, 2000）。一般而言，

探究即是尋找問題、解決問題的多面向活動，包含進行觀察、提問、以所知概念及實

驗資料檢視資訊，使用工具蒐集、分析、解釋資料，提出解答、解釋、預測並溝通所

獲得結論（NRC, 1996）。基本上，探究活動大致包含幾個向度：（1）定義研究問題；

（2）形成研究假設；（3）計畫實驗；（4）觀察結果和收集資料；（5）分析資料；（6）

結論和傳達；（7）修改問題或假設和重複實驗（Ben-David & Zohar, 2009）。 

   

整體而言，探究過程中包含了用以判斷假設成立與否的科學知識、解決問題所採

用的科學過程技能、實驗方法的選擇與數據資料的解釋、成立假設及最後形成知識等

階段（Abd-El-Khalick et al., 2004），展現出探究過程中的科學精神，使得科學學習更

有效、更具意義。探究學習是一種動態的問題解決歷程，源自於學生對自然現象的好

奇，並努力透過探索拼湊出真知的全貌（Branch & Oberg, 2004），期望學生在科學學

習上，能投入科學性導向的問題中、以證據來回答問題、由得到的證據來形成解釋、

將解釋與科學知識連結、以及傳達並辯證所提出的解釋（NRC, 1996）。 

 

二、 科學探究的意涵 

  

科學探究的概念由 Schwab 於 1961 年在哈佛大學的專題報告「探究的科學教 

學」（teaching of science of enquiry）中首次提出。16
 Schwab（1966）認為科學探

究主要有穩定式探究（stable enquiry）和動態式探究（fluid enquiry）兩種形式，

由於這兩種探究形式的不斷轉換，促進了科學知識的持續修正與發展（引自韋冬

                                                      
16

 Schwab 對於探究的用字是 enquiry 而不是 inquiry。Schwab 希望使用 enquiry 以區冸教育心理學 

關注孩童問題解決策略活動指涉的 inquiry。Schwab 對兩者的界定原文如下（引自陳鏗任、蔡曉 

楓，2012，頁 75）： 

The study of enquiry is study of what passes for the rational, logical, or intellectual content and  

Patterning of efforts to solve problems.  

The study of inquiry is study of why people are not satisfied with some things-as-they-are, what 

things-as-they-are they tend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and what behaviors for altering them come 

―most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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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2015，頁 30）。17
 誠如鄭湧涇（1987）所言，生物科學並不是生物學知識的

累積，而是連續的穩定探討（stable inquiry）和流動探討（fluid inquiry）交替進行

的過程，生物教學必須切合這項特性，符合生物科學發展的歷程，學生才不致於

產生「誤解」。職是之故，「科學」這一最有價值知識的傳授，被廣為接受的方式

便是科學探究（scientific inquiry），為了獲得科學問題的答案，科學家們必須運用

不同的方式來獲得證據，並針對問題提出解釋論證，這些過程就是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涉及到課程內容、教學策略、學生學習活動等多個面向，在基礎科

學教育領域，科學探究不論作為一種教與學的方式，或是教學目標與內容，都有

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價值取向（Flick & Lederman, 2004）。1980 年代以前，科學探

究較強調過程技能，注重探究的方法；1980 年代之後，除了強調科學探究的過程

技能外，研究者也開始重視對觀察的結果必須具備合理的解釋及透過社會論證的

考驗（Pappas, 2000）。根據 NRC（1996）對科學探究的定義： 

 

科學探究是科學家們透過多種途徑對自然界進行的研究，並從證據提出解釋。 

科學探究也是指學生們透過學習活動，發展知識、理解科學觀念，以致於認 

識科學家們研究自然界所用的方法。 

 

NRC（1996）的定義說明科學探究同時表達了兩個層面的重要意義：作為課程

內容的探究，與作為教學方式的探究。作為課程內容的探究，是將探究訂為教學目

標，強調科學即探究，科學不是知識的堆積，而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這種認識

方式的具體內涵體現在探究能力和對探究的認識兩個方面。作為教學方式的探究，

要求 K-12 科學教師認識探究是學生必須發展的一系列認知能力，科學家從事科學

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有助於學生學習科學探究、發展探究能力、理解科學概念的多

種教學策略（王晶瑩，2011；NRC, 1996）。NRC（2000）進一步指出課堂中的科學

                                                      
17

 穩定式探究是將教化式的教育作為知識的整體教授給學生，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科學原理指導下， 

冺用常規的研究方法，發現並積累關於某個問題或現象的科學知識的過程，目的是獲取科學知 

識。動態式探究沒有現成的科學原理或方法作為探究實踐的依據和效仿的物件，它常出現在穩定 

式探究遇到問題的時候，即當穩定式探究冺用現有理論或方法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結果常引發帶 

來的科學革命。Schwab（1966）認為動態式探究才是真札的探究，這樣的方式才真札符合科學自 

然發展的規律（王晶瑩，2011；韋冬餘，2015；Schwab,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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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具備五項基本特徵：（1）學生提出或討論科學調查的問題；（2）學生決定證據

的類別並收集相關資料；（3）學生依據與所探究之科學問題的相關證據，形成科學

解釋；（4）學生考量不同的科學解釋，評鑑其所發展之科學解釋，並求其與現今科

學知識一致；（5）學生對其所提出之科學解釋進行溝通與辯解。  

  

綜合上述，科學探究無論是科學家從事的科學研究，抑或教師進行的探究教學

與學生的探究學習，探究的過程都是一種從問題發現到問題解決的循環歷程，絶非

僅是提出假說、進行實驗驗證、形成結論等簡單的步驟而已（Kyle, 1980）。在探究

的過程中，需將自己的實驗結果提出與他人討論，藉由不同人的批判過程，最後產

生一個最有效解決問題的理論（張惠博，1993；洪文東，2006）。換言之，科學探究

活動的重點在探究歷程而非僅是探究的結果，從問題的發現開始，經由探究過程尋

求問題的解決，在探究過程中涉及科學概念知識、過程技能與科學態度等的綜合運

用，以求得問題的解決。科學探究是一種有系統的探究能力，這種能力會經過探究

學習的歷程，將科學知識與科學過程技能結合在一起，因此科學探究的探究歷程與

能力是密不可分的。科學探究不僅可以使學生習得科學概念和理解科學知識產生的

過程、增進從事科學活動的方法和技能，更可以培養科學思維的習慣、實事求是的

科學態度、以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歐陽鍾仁，1987；楊秀停、王國華，

2007）。 

  

整體而言，科學探究具有多面向活動的特性，方法相當多元，進行科學探究活

動時的各項特徵要素，依據學者的觀點，不外乎形成問題、假設、設計方法、觀察、

蒐集資料、詮釋與解釋資料、溝通、再修正等，如表 2-2。真實的科學探究除了提

出問題與精緻化問題、計劃與設計探究活動、進行科學探究、蒐集與分析數據和資

料、進行論證與建模、形成結論、表達與分享研究發現之外，尋找背景資訊以重新

凝聚問題焦點、回答問題、設計探索活動或解釋結果的歷程，也是真實的科學探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歷程，且這些特徵之間並非線性關係，而是彼此互為網絡關係

（KrajcikBl, umenfeld, Marx & Soloway, 2000）。職是，課堂中的實驗活動並不等於

探究活動，實驗過程技能也不等於探究能力，探究應產生於學生想主動願意追求問

題真相的同時，而不是在某種特定的實作活動中都能使所有學生探究，也不是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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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特定情境才能發生探究。探究不應侷限實驗室中，舉凡任何能激發學生主動學

習意願的教學活動，都能促動學生產生探究。  

 

總之，科學探究讓學生有機會從實際學習過程中，發現問題、蒐集資料、澄清

問題、提出研究假設、設計實驗調查、進行實驗蒐集資料，進而解決問題，獲得結

論並將成果展現出來，這些過程對學生而言，就像親身經歷如科學家針對問題規劃

科學活動和思考的歷程，充滿教育的意義與價值。綜觀九年一貫課綱與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的理念精神，科學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不同學習階段，選擇性的呈現不同面

貌的科學，在教學活動中刺激學生思考，而不只是傳授學生科學知識，更要強調讓

學生從「探究與實作」中學習科學，培養科學探究的能力，有助於學生提昇科學過

程技能及預測、解釋、推理等的探究能力，奠定良好的科學素養基礎。 

 

表 2-2  

科學探究活動的特徵要素表 

科學探究要素 

學者的觀點 

Dewey 

(1910 

1933) 

Schwab 

(1962) 

Herron 

(1971) 

Trowbridge 

& Bybee 

(1990) 

Martin-Hansen 

(2002) 

定義和確立問題 

建立假設 

設計或選擇實驗方法 

蒐集、分析資料 

解釋資料 

考驗假設 

陳述結論或形成知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引自顧炳宏、陳瓊森、溫媺純（2011，頁 259） 

 

貳、 科學探究教學的底蘊 

  

Dewey（1933）認為主動探究應是學校課程的中心與主要的教學方式，鼓勵 K-12

的科學教師使用探究為主要的教學策略，提倡學生從做中學，透過在真實世界解決

問題和與人討論延伸的經驗中學習。他所提出探究思考、問題解決的「演繹—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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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及反省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等概念，18
 成為後續發展的各種探究教學

法之依據（Crawford, 2000）。而後，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期間，科學家對於科學

探究的歷程開始有一些轉變。以 Gagne（1963）的學習階層（hierarchy of learning levels）

理論為基礎所發展出之基本科學過程以及統整科學過程技能課程，被視為學習者進

行探究學習之雛形（陳毓凱、洪振方，2007）。 19 Bruner（1966）提出發現學習理

論（learning by discovery），強調教學中兒童扮演的角色不僅為知識接受者，更應是

主動探究者（引自洪振方，2003，頁 166）。另一位極具影響力的科學家是 Schwab

（1909-1980），他大力鼓吹科學教師以探究的精神來進行科學教學。Schwab（1962）

在生物科學課程研究中提倡「探究的探究」（enquiry into enquiry）的開放式上課方

式，即是教師提供學生關於研究的材料，鼓勵參與到問題、資料、技術、解釋、科

學家得出結論等方面的討論中，進行多種解釋、實驗、關於假設的爭論、事實的運

用等，並應在學習階段結束時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暫時性結論（王晶瑩，2011；洪振

方，2003；韋冬餘，2015；陳鏗任、蔡曉楓，2012；Schwab, 1962）。   

 

晚近許多從教學、學習、評量以及課程發展等相關領域的科學教育研究均重視

探究為主的教與學，因為探究教學可協助學生將以往著重事實記憶的學習轉為對學

科知識與技能進行深層理解與應用的學習（Hodson, 1990, 1992; Gibson & Chase, 

2002）。許多研究指出，實施科學探究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有其正面影響，包括增強

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生科學過程技能及解釋資料的能力、提高問題解決能力及與

他人溝通的技巧（毛松霖、張菊秀，1997；劉宏文、張惠博，2001；Mattheis & Nakayama, 

1988）。以探究為主的教學已不再只侷限於實驗室的情境，教學的場域同時可在實驗

室與課堂場景中實施，教學方式可同時包含歸納（inductive）與演繹（deductive）

的方式，藉此學生得以將整個科學學習的經驗視為一個知識建構與應用的歷程，學

                                                      
18

 Dewey（1933，p.185）明示：反省思考的功能乃是將所經驗到的費解之處、疑難困惑、矛盾衝突 

及紛亂失調等情境，轉變為清晰、條理、穩定與和諧。Dewey（1910:237, 1933:121）將反省思考 

分為五個「步驟」（steps）或「方面」（phases），更據以指出思考訓練之要在確立延緩下結論的態 

度，掌握各種尋找新材料或新事實的方法，俾便確證或反駁先前出現的聯想或觀念。這種維持疑 

惑狀態，並執行系統探究的作法，即是思考的真諦。Dewey 似亦有將反省思考與反思探究二者交 

互使用的趨勢。Geiger（1964）認為，在 Dewey 心目中，「探究」與「思考」二者同樣重要，無 

論如何，面臨疑惑、困難、問題或不確定的情境時，主動尋求化解，是為 Dewey探究或思考意義 

主張的真諦。 
19

 洪振方（2003）認為依據學習階層理論所發展課程之缺點在於欠缺介紹完整的知識結構，因此 

課堂內的探究工作淪為無意義的「動手做」活動，而缺乏理解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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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探究的成果除了以紙筆的方式進行評量外，並可透過口頭以及寫作等多元方式展

現（蔡執仲、段曉林、靳知勤，2007）。探究教學的實施端賴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PCK），

包含如何對學生提問、鼓勵學生發問、引導學生進行討論與科學文本的閱讀理解等，

有足夠學科教學知識的教師能為學生準備更多的經驗以發展其對概念的理解

（Magnusson & Palincsar, 1995)。Serianz（1999）建議科學教師教學時，要能考量科

學本質與學生學習間的一致性，才能將科學知識轉換為學生可以接受的形式，再呈

現給學生學習。  

 

一、 探究教學的意涵  

  

探究式教學（inquiry teaching）可溯及 Dewey（1910, 1933）提出問題解決的「演

繹–歸納」模式。正如探究定義的分歧，探究教學的意涵迄今亦相當模糊，缺乏一

致的、特定的描述，因此，探究教學研究者通常依據其研究的目標和需求等，選擇

一個合宜的描述（Anderson, 2002）。探究教學為一種讓學生從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

的過程中學習知識和技能的教學方法，學生經由探究的過程發現問題，認清問題所

在，提出可能的假設，擬定可行的解決方案，驗證假設並獲致結論（張靜儀，1995）。

探究所涉及的技能並不是分離的、不相關的，為使學生了解探究的本質，在探究教

學中，教師必須投注更多的時間與心力，以提供學生更完整的探究經驗。   

  

由於探究式教學和發現式教學（discovery teaching）之間的界線和區別並不那

樣明顯（如表 2-3），加之以探究的定義與其在教學上所扮演的角色不明，因此常有

將兩者混合使用的情況（顧炳宏、陳瓊森、溫媺純，2011；Anderson, 2007）。Trowbridge

與 Bybee（1990）認為，倘教師僅是讓學生運用其心智過程，諸如觀察、分類、測

量、預測、描述與推理等，自行去發現科學概念或原理，則屬於發現式教學，發現

是探究歷程的一部分，探究乃包含了發現的過程（引自顧炳宏、陳瓊森、溫媺純，

2011，頁 261）。20 Crawford（2000）進一步以教師關注與投入教學的程度，來說明

                                                      
20

 Trowbridge 與 Bybee（1990）指出，發現是一種理解概念或原理的過程，它包括了觀察、分類、 

測量、預測、描述與推理等；探究則是一種定義及研究問題的過程，包含了形成問題、構思假設、 

設計解決方法等，也包括觀察、分類、測量、預測、描述與推理等過程（引自顧炳宏、陳瓊森、 

溫媺純，2011，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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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教學與發現式教學之間的區別，如圖 2-1（引自陳均伊，2006，頁 16）。  

 

圖 2-1. 不同教學方式教師的關注與投入程度（Crawford, 2000） 

資料來源：引自陳均伊（2006，頁 16） 

表 2-3  

發現式教學與探究式教學比較表  

發

現

式

教

學 

釋義 教學形式 教學內涵 

 教師以學生將要學習的教材 

作為提問的依據，提供學生一

些事實(例)和問題情境，讓學

生在探索的過程中發現既定

的原理原則。 

 發現學習中學生掌握的知識

指的是學習者未知而他人已

知的知識。 

引導發現式教學 

在學生進行探索前或探索

的過程中給予指示和引

導，以提問的方式與學生互

動，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學

習，經由觀察、操作、實驗、

討論、推理、歸納和綜合等

學習活動，將教材組織為有

用的形式，讓學生在探索的

過程中發現原理原則。 

探

究

式

教

學 

 為一種讓學生從發現及解決

問題的過程中學習知識和技

能的教學方法。學生經由發現

問題，認清問題的所在，提出

可能的假設，擬定可行的解決

方案，選擇合適的方案，驗證

假設並獲致結論。 

 探究學習中待探究的結果是

開放的，可能是已知的也可能

是未知的，可能有一個結果也

可能有多個，因此往往可以學

到全新的東西。 

引導式探究教學 

相較開放性探究，屬一種層

次較低的探究教學形式。可

以是 Herron (1971)分類法

中的第 2 層次探究：問題給

定、方法和答案則不提供予

學生。 

資料來源：修改自顧炳宏、陳瓊森、溫媺純（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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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當前科學教育的發展與改革，強調在教與學的關係中同時融入探究理念，

這種課程走向可將學生的學習由以往注重記憶表層事實的學習，轉變為對科學知識

與技能進行深層理解並加以應用於生活之中（教育部，2003a，2003b；AAAS, 1989, 

1993；NRC, 1996, 2000）。我國的科學教育傾向將探究教學視為一種引導學生發現

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教學策略／教學模式，主要以學生的探究活動為中心，教師透過

學習情境的布置，引導學生發現問題，認清問題所在，提出可能的假設，擬定可行

的解決方案，選擇合適的方案，驗證假設並獲致結論，經由問題解決的歷程，讓學

生體會到探究的經驗，並在解題的過程中學習到科學知識與技能（張靜儀，1995；

劉宏文、張惠博，2001）。  

 

二、 科學探究教學的意涵 

 

科學教育的主要目標在發展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與提升對探究的理解，培養學

生如科學家般思考問題，而非只會複製科學家的思考及知識，已是國際科學教育的

共識（Abd-El-Khalick et al., 2004）。在 1900 年之前，多數的科學教育學者將科學視

為知識的組體，學生經由直接的教學來學習這些知識。對於此種觀點的強烈批判，

來自 Dewey 於 1909 年寫給美國 AAAS 的一封信中剴切指陳科學教學過於強調訊息

的累積，而對科學即是思考的路徑及心智的態度這方面的教育顯得欠缺，Dewey

（1910）認為學生學習科學不應只是學習知識而已，同時也要學習過程和方法（引

自洪振方，2003，頁 166）。此後各國科學教育都強調在進行科學課程設計或是教學

時，應包含以探究為主的教學策略（教育部，2003a，2003b；AAAS,1989, 1993；

NRC,1996, 2000）。 

 

基本上，科學探究教學雖然強調讓學生做科學的重要性，但其真實意涵卻有別

於動手做的活動、實驗教學或發現式教學等。一般而言，傳統的實驗教學傾向於驗

證與找尋正確的概念，然而，科學探究教學則強調讓學生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並

從中建構其理解。教師除了提供合適的素材，讓學生能實際動手操作之外，尚須協

助學生進行探索，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收集資料與形成解釋等，俾獲得科學探究的

知能，甚或，了解科學知識的本質與發展歷程。Schwab（1962）即指出科學探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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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應該包含兩個主要的探究內涵：（1）科學即探究（science as enquiry），指對科學

知識本身的探究，科學被視為探究過程的指導；（2）探究式教／學（teaching by 

enquiry），指教與學過程的教學方法與方式的探究，教與學的過程本身即是一種探

究。Schwab（1962）的觀點是科學是不斷探究的，科學是發展的，科學具有多樣性，

科學知識不是固定不變的真理，具有可修正性。因此，他主張科學探究教學的課堂

應該是「探究的探究」（enquiry into enquiry），學生是主動積極的探究者，教師是具

有反思能力的指導者，也是探究者，引導學生探究科學本質的多樣性，不把單一結

論直接傳授給學生，而要結合知識產生的情境讓學生理解科學知識。 

 

然而有學者直陳，學生建構科學知識的歷程與科學家從事研究的方法是不盡相

同的，學生對自然現象的觀察與解釋，在方式與評價的標準方面，皆可能與科學家

有所差異（陳均伊，2006）。NRC（2000）也認為，探究教學應提供學生動手做的

活動，協助學生將思考聚焦，並在一定的範圍中探索，避免偏離課程內容的主題，

但是，這並不保證學生是在從事科學探究。職是，學生在課堂中所進行的探究活動

是有別於科學社群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探究教學並非僅重視讓學生精熟科學方法，

或純粹探索與驗證科學知識，更重要的是，協助學生在探究的歷程中，將自身的先

前概念（preconception）21
 與科學知識相連結，以拓展其生活經驗與發展問題解決

的能力。 

 

參、 科學探究教學的實施 

 

我國過去的科學教育雖然強調學生需具備科學探究能力，但在實際教學現場的

教與學，大多停留在傳統的講述式教學，聚焦於科學知識的內容，要求學生學習教

科書中的事實和原理原則。情況較佳的課堂雖有發生師生對話，但多停留在教師啟

動（initiate）問題，學生產生回應（respond），然後教師再做評估（evaluate）回應

是否正確的 IRE 模式，極少重視解釋與結論的形成，學生之間的對話、論辯以及考

                                                      
21

 本研究依據林陳湧、徐毓慧（2002）的研究，採用 Ausubel、Novak 和 Hanesian (1978)所使用的 

先前概念（preconception），因其較為中性，不帶有貶低的意義。科學教育學者更指出學生所擁 

有的先前概念對學習科學知識有深遠的影響，是幫助學生進行有意義學習的起點 

（Ausubel,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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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另有的解釋等，則大多被忽略（毛松霖、張菊秀，1997；佘曉清，1999；王靜如、

周金燕、蔡瑞芬，2006；Windschitl, 2004）。  

 

科學探究教學的實施要以學生的探究活動為核心，透過教師營造一個開放的問

題解決情境，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並研擬可行的解決方案，獲得結論並

驗證之，經由問題解決的過程，讓學生從中習得解決問題的技能，並提供機會給學

生進行討論與分享（張靜儀，1995；劉宏文、張惠博，2001）。科學知識的形成是透

過多種途徑，科學家對自然事物或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可以依問題的性質，設計為

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相關性（correlational）研究或實驗性（experimental）

研究等多種形式，因此教師應避免在教學中將科學探究簡化為「實驗證明」（假設演

繹法）的單一科學方法（劉湘瑤，2016）。   

  

Pearson, Moje 與 Greenleaf（2010）指出科學實作是科學探究學習的第一手經驗，

透過動手實作直接建立觀察、假設、分析、統整的能力；科學閱讀則是科學學習的

第二手經驗。第一手經驗所建立的知識進一步轉化為文字元號的表達，學生不用透

過實驗操作才能獲得知識，而是能夠直接閱讀文本語意去建構科學知識，顯然，科

學閱讀是一種進階的科學探究（引自陳世文，2018a，頁 5）。探究學習不只是動手

做科學，更少不了閱讀科學，閱讀在科學探究教學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訊息

資料的判讀必須仰賴學生的閱讀與理解，倘若學生無法閱讀訊息，將其轉換成足夠

的證據，將難以支持探究活動的結論，尤其有些自然現象的探索是學生在課堂中無

法實際觀察和操作，常藉由閱讀來進行學習。學生的閱讀能力會影響其探究學習的

表現，教師若能善用教學方法協助學生發展閱讀策略，將有助於學生產生有效的閱

讀理解。因此，Schwab（1962）、Suchman（1964）、NRC（2000）等皆曾針對探究

教學提出可行的教學模式，這些模式展現了閱讀在探究歷程中的角色（張瀚中、陳

均伊，2010），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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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閱讀學習在科學探究教學中的角色 

提出者  探究教學模式 閱讀學習的角色 結合閱讀的探究教學架構 

Schwab 

(1962) 

科學探究 ･ 活用知識以解決問題。 ･ 形成問題、驗證想法。 

Schman 

(1964) 

探究訓練 ･ 蒐集訊息和支持探究歷

程。 

･ 閱讀文本、驗證想法、 

 發表分享。 

NRC

（2000） 

探究教學   

 

･ 使用其他來源的科學知

識，以澄清概念和解釋。 

･ 閱讀文本、驗證想法、  

發表分享。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瀚中、陳均伊（2010） 

 

依據表 2-4，融入閱讀策略的科學探究教學歷程包括（1）閱讀情境：營造閱讀

情境，提高學生閱讀的動機；（2）閱讀文本：從教科書、科普書籍或網路中，蒐集

與探究教學主題相關的閱讀資料，並和學生先備知識產生連結，以形成探究問題；（3）

形成問題：在閱讀科學文本的歷程中，界定問題範圍，以形成探究活動的主題；（4）  

驗證想法：針對其探究主題進行資料分析與統整，檢視資料中的有力證據，以完成

探究活動，並形成說法；（5）發表分享：口頭發表其探究內容與解釋，並討論探究

發現。 

 

2013 年 4 月，NRC 發布了美國《新一代科學教育標準》（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NGSS），提出「科學實踐」取代了之前的「科學探究」。NRC（2013）指

出其中轉變的重要意義：（1）科學探究重視完整的探究過程，科學實踐則關注具體

的學生探究活動；（2）科學探究與科學知識是並存的，科學實踐與科學知識是融合

的；（3）科學探究模式依探究活動開放程度區分，科學實踐則可按學生的科學知識

理解程度在每個學習階段中展開。科學實踐並不否定科學是一個探究的過程，只是

更加關注探究過程中產生知識的具體活動。 

 

NRC（2013）從科學家和工程師完整的探究過程出發，將學生需要參與的探究

活動分為三個層面，將科學實踐融入探究和設計中，如圖 2-2 所示。第一個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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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是學生在真實世界展開的調查研究，包括提出問題、進行觀察、進行實驗

和測量等活動，主要是學生的探究實作活動。第二個層面的探究活動是學生應用科

學理論和模型進行的認知思維活動，包括想像、推理、計算和預測等活動，主要是

對調查研究結果形成假設和提出解決方案，引導進一步的探究。介於兩個探究活動

層面之間，是學生交流和論證／批判／分析的評鑑活動，主要是改進解釋或完善解

決方案以獲得結論。 

 

 

 

 

 

 

 

 

 

 

 

圖 2-2. 科學探究的三個活動層面示意圖 

資料來源：NRC（2013） 

 

簡言之，從科學探究到科學實踐，傳遞的意涵是以實踐（practice）的概念來強

調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科學探究與問題解決完整歷程的重要性。實踐不只是動手操作

（hands-on），除了建構知識以外，社會互動、討論、分析與推理都是實踐的一部分，

用「科學實踐」取代「科學探究」，是為了更好地給科學探究正名（黃茂在、吳敏而，

2016；盧姍姍、畢華林，2015；NRC, 2013）。科學探究教學的典範轉移，將帶來新

一代的科學教育什麼樣的改變與影響，值得深究。因此，本研究探討國中科學教師

探究教學的實務知識，亦可了解科學教師對於探究教學的理解與課堂實踐情形，希

真實世界 
  

 

 

 

 

 

 

 

 

第三層面 

探究活動 

 

評鑑活動 

 第二層面 

探究活動 

理論和模型 

 

提出問題 

進行觀察 

展開實驗 

進行測量 

 

 

   想像 

推理 

計算 

預測 

蒐集數據 

測試解決方案 

形成假設 

提出解決方案 

第一層面 

探究活動 

調查研究 

發展解釋 

解決方案 

論證 

批判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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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有助於開啟國內科學探究教學，從科學探究轉向科學實踐的新視野 

 

一、科學探究教學的類型 

 

探究教學是綜合許多教學法而成的，有一定的思考階段和順序，注重協助學生

經由探究而得到知識，從探究過程培養解決問題和繼續探究的能力，但沒有一定的

教學模式（歐陽鍾仁，1987）。Keys 與 Kennedy（1999）曾指出教師對於探究的意

涵有其個人的觀點，並據此形成其獨特的探究教學方式。因此，科學探究教學的實

施方式相當多元，沒有絕對固定的模式，探究的各個步驟也沒有特定的順序性，學

生有可能在資料分析之後，決定重新設計調查活動，資訊搜尋也可能與主題的討論

同時進行（NRC,1996, 2000）。無論何種方式的科學探究教學，教師應在教學的過程

中，營造一個自然、安適、愉快的環境，引導學生思考問題，再經由層層詰問，並

鼓勵學生深入思考，以期能激起學生內在的興趣，獲得有意義的知識（歐用生，1989）。

早期對於科學探究教學的進行方式給予比較多的限制，認為科學探究的進行方式必

須是開放的（Furtak, 2006），學生必須像科學家一樣，從提出問題、規劃探究的方

式，到實際進行問題解決，皆須由學生自己獨立完成。然而，近年來，科學探究教

學的實施方式則較有彈性，可依據教師引導程度的多寡進行分類。 

 

Schwab 與 Brandwein（1962）最早將科學探究活動區分為開放式探究（open 

inquiry）和引導式探究（guided inquiry）兩類，將實驗活動依實驗問題或假設、實

驗步驟、實驗結果分類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最簡單的實驗活動層次，在進行實

驗活動時，待答問題、實驗方法及步驟由教師提供，學生只要照著給定的方法及步

驟即可找出問題的答案；第二層次為實驗活動層次，在此層次中教師仍然提供問題，

而實驗方法、步驟及答案則由學生自己去探究、建構；第三層次為完全探究層次，

實驗的問題、方法、步驟及答案全部都要由學生去思考、設計，完全藉由自行探究

的方式來解決所面對的問題。Herron（1971）依 Schwab 與 Brandwein 的分類再加上

另一個「零層次」，即問題、方法、步驟和答案均提供給學生，學生只是驗證已知的

結果而已（如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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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科學探究活動開放程度分析表 

層次 問題 方法 答案 開放型式名稱 開放程度 

0 

1 

2 

3 

提供 

提供 

提供 

開放 

提供 

提供 

開放 

開放 

提供 

開放 

開放 

開放 

驗證式實驗／食譜式實驗 

結構式探究 

引導式探究 

開放式探究 

低 

 

 

 

高 

資料來源：修改自 Herron（1971）  

 

Trowbridge 與 Bybee（1990）研究也指出，如教師給予學生較多的引導與協助，

師生之間的互動與溝通模式呈現「教師—學生—教師」的情形（如圖 2-3），則學生

進行探究的開放程度較低；反之，在「學生—學生—教師」的討論模式中（如圖 2-4），

學生擁有較多自主探究的機會，透過與同儕的合作學習形成共識，再與教師進行對

話，以修正或精煉其想法。 

 

 

 

 

 

 

 

圖 2-3.  開放程度較低的科學探究教學模式（Trowbridge & Bybee, 1990） 

資料來源：引自陳均伊（2006，頁 22） 

 

 

 

 

 

 

教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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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開放程度較高的科學探究教學模式（Trowbridge & Bybee, 1990） 

資料來源：引自陳均伊（2006，頁 22） 

 

綜合上述，科學探究教學的實施方式相當多元，沒有單一、特定的模式提供教

師使用，教學內容亦不需要全部以探究的方式呈現。教師宜針對教學目標、教學內

容、概念主題的屬性等，選擇合適的科學探究活動，甚且，亦須考量學生的先前知

識、能力與態度等，選擇不同開放程度的科學探究教學模式，給予學生適當的引導

（陳均伊，2006）。不同類型的探究活動實際上並無優劣之別，教師取捨應以學生的

認知發展、先備知識與需求等為主要考量，並非開放程度越高，就是越好的探究教

學。Hinrichsen 與 Jarrett（1999）曾指出缺乏教師引導的探究教學，將可能成為毋需

動腦筋的活動。在教師提供的教學活動中，學生通常能展現出做活動的樂趣，卻難

以獨力將個人的經驗與課程內容相連結，或是，由進行活動的過程中習得重要的概

念、技能或科學探究。學生必須對於所欲學習的事物是有知覺、有意圖的，學習才

能發生。因此，教師進行探究教學時，可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讓學生主動建構屬於自

己的科學知識，這些科學探究要素如形成問題、建立假設、設計實驗、蒐集資料以

驗證假設等自然成為探究教學中的主要核心活動，探究活動的開放程度，即來自於

針對這些核心活動的思考，如表 2-6（顧炳宏、陳瓊森、溫媺純，2011）。 

 

 

 

 

 

 

 

教師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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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科學探究活動分類依據向度與科學探究要素雙向對照表 

科學探究活動分類依據向度 科學探究要素 

問題 
發現問題 

定義和確立問題 

方法 

建立假設         

設計實驗或選擇實驗方法  

蒐集、分析資料  

解答 
解釋資料 

陳述結論或形成知識 

資料來源：引自顧炳宏、陳瓊森、溫媺純（2011，頁 260） 

 

在科學探究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是共同研究者的關係，一起發現研究問題、

尋找解決策略與提出解釋，而不是讓學生獨立完成探究活動，不同開放程度的探究

教學形式，其差別主要在於教師提供引導與協助的多寡。教師必須了解不同開放程

度的探究教學之差異與優缺點，配合不同的學生背景、學科本質與教學內容，以選

擇適切的方式來進行科學探究教學。做為探究學習的生手，大多數的中小學學生無

法在缺乏教師輔助下，立刻進行獨立的探究活動（Krajcik, Czerniak, Berger, 1998；

NRC, 2000）。因此，Bybee（2000）提出在進行科學探究教學時應思考學生能做到

什麼以及對於科學探究的本質應有的理解，以便設計合宜的教學。對教師而言，從

事科學探究教學的最大挑戰，或許是如何營造問題情境。對於年齡層較低或探究能

力尚顯不足的學習者，「結構式的探究」較為適合，教師可以提供學生具體的研究問

題，指導學生規劃出合適的研究過程。「引導式的探究」則是教師布置一個主題情境

或方向，引起學生的問題意識，最後由學生決定具體的研究問題，並且設計研究流

程。「開放式的探究」則適合探究能力較高，且興趣、動機較強的學習者。布置的問

題情境宜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有些教學案例常採用新聞時事中的科技爭議事件；

有些則透過科學文本或（科學史）故事的閱讀；當然也可以由校園在地或社區環境

問題的探索，引導學生形成探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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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學探究教學的影響因素 

 

探究是科學教學與學習的核心，無論國內外科學教育改革皆強調探究教學的重

要性。然而，科學教師普遍對於設計與實施探究教學感到困難（Eick & Reed, 2002），

教師對於探究教學的深刻理解、具備科學教學及科學探究的能力，實施探究教學的

態度、策略等，皆是影響教師是否實施與如何實施探究教學的關鍵（Jeanpierre et al., 

2005；Lavonen et al., 2004)。說明如下： 

 

(一) 教師的科學探究教學信念  

  

Cronin-Jones（1991）指出，教師若相信科學是事實知識的實體，他們將認為沒

有必要讓學生進行探究。Keys 與 Bryan（2001）也指出教師對於探究教學的理解，

會受其在學科與教學方面的知識、課室的環境、學生的年齡與需求等因素影響建構

出不同的探究教學實務，而教師的科學探究教學信念是影響教師願不願意實施探究

教學的主要因素。許多研究證實教師信念與教學實務關係密切，教師信念不但會影

響教師對教學理論及經驗的詮釋，也會影響教師的教學計畫和學習情境的營造，更

會決定教師的教學行為。Wallace 與 Kang（2004）整理近 20 年的科學教育研究發現，

教師的實務工作倚賴的是教師核心信念系統（core belief systems）而非專業知識，

教師實際上所做的，就是表徵其信念。Featherstone（1992）指出教師由實務經驗所

形成的信念經過幾個過程：環境的潛移默化、關鍵事件的省思、舊有經驗與現今情

境的相互連結，以及某一個教學困難的掙紮突破。綜言之，教師信念是長時間累積

的一種價值觀，許多個人的成長歷程和經驗都可能是教師信念的源頭，包括教師的

養成教育，個人成長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個人經驗等，在特定情境脈絡中交互

影響著（李麗君，2005；簡紅珠，1998；Stuart & Thurlow, 2000；Tobin & Fras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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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的科學探究教學知識 

 

探究教學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以探究為基礎的教學有助於學生理解科學本質、 

科學探究技術與推理的過程，並培養正向的態度（Hinrichsen & Jarrett, 1999; Kanari & 

Millar, 2004; Marx et al., 2004; Sandoval & Morrison, 2003）。雖然如此，探究教學仍

尚未普遍於中小學科學課堂中實施，究其原因，教師對於科學探究教學的認知是影

響其是否實施與如何實施的關鍵（Gengarelly & Abrams, 2009）。例如，張惠博（1993）

指出探究教學未被普遍採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師認為探究式教學缺乏足夠的結構，

如對教學活動的選擇、組織、準備、安排、帶領、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等，且對大

多數的學生而言是過於困難的。Windschitl（2004）研究揭示，部份教師對於探究教

學的觀點與真實的科學探究一致，有些則無，甚至有些抱持迷思概念，認為探究教

學即是讓學生發展可試驗的問題、設計實驗、收集與分析資料等，然而卻極少重視

解釋與結論的形成，甚且，學生之間的對話、論辯以及考量另有的解釋等，則大多

被忽略。 

  

因此，教師能體認科學探究的意涵並進行探究教學，除了必須轉換其知識論及

教學信念外，也必須擁有指導學生進行探索活動的學科教學知識（曾崇賢、段曉林、

靳知勤，2011）。2004 年一項針對課堂科學探究教學實施的成效召開的國際科學教

育會議，結論是各國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情況各有差異，並且在實施中都遭遇種種

問題，結果也都未臻預期目標。究其因，關乎教師的科學探究教學認知主要有：（1）

教師對科學探究存在不一致的理解甚至誤解，例如，許多教師認為科學探究是學生

學習科學的唯一方式，科學探究就是讓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科學探究重過程而不重

視結論等；（2）教師缺乏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教學知識，在學生的探究活動中，無

法給予有效的指導與協助；（3）學校環境不具備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條件，例如，

教學時間限制了科學探究的充分開展、班級規模及學生人數限制了小組合作的科學

探究、學校缺乏適合科學探究的課程及場所等（盧姍姍、畢華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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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實施探究教學的其他影響因素 

  

有關科學探究教學實施成效的研究都指出許多影響教師實施探究教學的因素，

陳均伊（2006）綜合相關研究發現，影響教師實施探究教學的因素大致可分為教師、

學生和學校文化等三個類別。教師因素包括：對於探究教學的認識不足、缺乏科學

探究的學習經驗、實施探究教學的技巧不夠純熟、缺乏對於實施探究教學的正向態

度；學生因素包括：探究知能未臻成熟、缺乏主動探究的意願；學校文化因素包括：

高利害關係的考試、教學進度過於倉促、教學素材與設備不足。2004 的國際科學教

育會議結論也指出，學校環境是影響教師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關鍵因素之一，例如

教學時間限制了科學探究的充分開展、班級規模及學生人數限制了小組合作的科學

探究、學校缺乏適合科學探究的課程及場所等（盧姍姍、畢華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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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實務知識意蘊探析 

          

傳統教師知識研究總是認為教師應學習由教育學者所創造出來的理論知識，期

望他們能應用這些知識改進教學，教師的專業是建立在如何有效地應用學術研究知

識於自己教育實務的基礎上，很少鼓勵教師視自己為知識的起源。在傳統學術研究

規範下，教師的工作偏重技術性的任務，當教師在努力以赴達到外在標準時，反而

矮化自己的專業地位（林佩璇，2002b）。隨著知識觀的嬗變，近來許多研究支持教

師在實際教育脈絡中具有自主性的角色，教師不只是外在知識的傳遞者，更能從經

驗和反省中，作為一個有知識的主動個體（Stenhouse, 1975）。誠如 Cochran-Smith

與 Lytle（1993）直陳，教師知識研究可以改變，不僅是增加現場（local）的知識庫

╱知識基礎，並且將探究／實務和探究／改革聯繫起來，研究與教學的關係明顯是

非線性的，教學內外都產生了重要的教學知識（Cochran-Smith & Lytle, 1993）。教師

知識研究重新回到實務現場去理解教師的實際工作，關注教師個人所衍生出來的實

務知識，思考教師知識的內涵及其建構歷程。教師實務知識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無

疑是學者們對教師專業化問題的再思。  

 

面對錯綜複雜的教學工作，為何有些教師能從教學經驗中建立一套個人的專業

知識體系，有些教師卻無能為力?到底教師需要具備那些知識，以及如何獲得、持續

學習以增加或更新自己的知識，才能成功地扮演好教師的角色？本節針對教師實務

知識進行探析，歸納成教師實務知識的底蘊、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與認知結構、教

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與形成機制。 

 

壹、 教師實務知識底蘊 

 

中小學教師常被貶抑為一種技藝式專業（craft profession），充其量只被視為半

專業，所需要的僅是技術方面的知識（張鈿富，1992；陸靜塵、李子建，2011；簡

紅珠，2002；Hoy1e, 1987）。從認識論的觀點而言，教師具有知識是因為擁有某種

技巧或能力傾向，用以解釋教育現象或對教育實踐進行判斷，但他們並不參與知識

的產生，尤其是學科基礎的知識（Cochran-Smith & Lytle, 1993）。因此，教學若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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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像醫師那樣的專業，其專業知識基礎又該是什麼？教師必須具備什麼教學知識？

這種知識如何產生與確認？教學知識的合宜性與完整性又是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深

思的問題（張鈿富，1992；陸靜塵、李子建，2011）。 

  

教師實務知識與教師知識是二個緊密聯繫的概念，教師知識中的教師實務知識

作為教師得以開展其職業行為的一種行動知識或者經驗，其所包含的內容和影響因

素有哪些，相互關係如何，實際運作過程又是如何等等，這些問題的探究將有助於

釐析教師實務知識的底蘊。 

 

一、 教師知識的意涵 

    

在解析教師知識意涵之前，首先爬梳知識的概念。不可諱言，知識是教育的傳

承內容，也是教育的核心，知識與教育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何謂「知識」是

知識論（epistemology）亙古不變的話題，知識的內涵，古今中外學者的論述莫衷一

是，對於知識的範疇與界定各有不同的描述。長久以來，知識被視為普遍的真理，

絕對必然的概念（湯仁燕，2005），並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特別是經過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與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推波助瀾，一種客觀主義的知識論更

成為人們看待知識的主要觀點，對知識合法性的設定，也就是把合法的科學知識看

成超然、全然客觀、且與個人無關的知識，導致存在著重視科學知識而輕忽來自個

人的、實務的知識的現象，人們覺得普適性的理論不拘泥於具體的時間空間，所以

顯得更好（郁振華，2001；鄒川雄，2008；陸靜塵、李子建，2011；Schwab, 1959）。 

 

西方理性偏枯化發展的結果，造成理論與實踐割離，實踐化約為技術，技術淩

駕實務，使得教育偏離正道，無法開展健全人格（楊深坑，1999）。直至 20 世紀 50

年代末，隨著認知心理學與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興起，物理學家對於科學的絕對性

有了批判性的思考，對於知識的可驗證性、客觀性提出質疑， 更揭櫫了知識是由人

類自行建構的觀點（Kuhn, 1970；Popper, 1968；Toulmin, 1972, 1982；引自王靜如、

張靜儀，2001，頁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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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知識的概念 

 

教師為因應教學行動，必須事先建構起與教學有關的知識。這些因教學行動 

所需而形成的知識稱之為教師知識（teacher knowledge）（Carter, 1990）。影響教師的

教學表現包括教師知識與教師行動（Grant, 1991），舉凡教學資料的蒐集、教案的製

作、教材的累積、教學現場的教學活動等，所從事的都是知識性活動（林珊如，2002；

Thiessen, 2000）。教師可說是學校中最典型的知識工作者，知識無疑處於教師專業

發展的核心地位。 

 

由於教學是一項複雜的認知技能，學者們嘗試從不同的研究向度來對教師知識

的概念下定義。22 基本上，教師知識涵蓋有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與

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同時也融合著指導教師行動的信念（belief），

包括教師對教學的認知、態度、意圖、直覺和價值觀等，由於知識與信念是分不開

的，因此信念也被視為是促進教師達成教學目標的一種知識形式（林樹聲、靳知勤，

2012；簡紅珠，2002）。教學的陳述性知識是「知道什麼」（knowing that）知其然的

知識，表現為一系列的概念命題、法則、定理和理論等，亦即了解教學本身的知識，

通常指涉有關教學的原理原則等理論性知識，是可以用語言、圖片、影像等各種方

式來表述和傳達的顯性知識。教學的程序性知識是「知道如何使用」（knowing how）

一種知其所以然的內在思維方式或實作技能，是表現技藝（craft）時所需的技能，

包含了動作技能、認知技能以及認知策略，這類型的知識通常是內隱的，存在於教

學程序、日常例行事項等工作循環裡，即在特定的情境脈絡裡，可以透過經驗傳承

而獲得（簡紅珠，2002；Tamir, 1990）。Grundy（1987）指出教師的工作如果只是藉

由技術興趣來提供知識時，其工作往往會流於工匠技藝表現，教師工作必須取決於

實務者的實踐判斷（引自楊深坑，1998，頁 5）。因此，教師知識的形塑除了與個人

成長經驗、教育背景、生活環境有關，更著重於教學情境中對於實務工作的反思實

踐，也就是所謂的「行動中的知識」或「內在於行動中的知識」（Schön , 1987）。 

                                                      
22

 國內外研究者從多元的觀點來界定教師知識，這可從他們使用不同的名稱來描述教師知識這一 

點看出來，例如：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 

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技藝知識（craft knowledge）、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情 

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現場知識（local knowledge）等（簡紅珠，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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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認知型式影響個人獲取與建構知識的方式。Bruner（1985）提出兩種認

知型式：典範式認知（paradigmatic knowing）與敘說式認知（narrative knowing），

來闡示人們整理經驗、建構現實、組織記憶以及過濾知覺刺激的方式。典範式認知

型式是邏輯一科學的，強調經由因果關係去尋求放諸四海皆準的通用律則與原理，

科學知識被公認為是典範知識。相較之下，敘說式認知型式則是情境脈絡化的而且

具有個殊性，在敘說式認知中，人們追求個人經驗的意義性。Grossman（l995）以

Bruner 的論點將教師知識區分為典範的教師知識形式（pragmatic forms）與敘說的

教師知識形式（narrative forms）兩種知識形式。典範知識強調概括性的原理或原則，

能類化運用於不同場合情境，是一種被證明可以應用到各種不同情境的教學知識，

這種教學知識可透過有效教學的實徵研究而獲致，教師應該學習這些具有科學基礎

的教學原理與原則並應用於教室中。敘說知識內涵於教學實務中且極具個人性質，

多內隱於教學程序、及日常例行事項等工作循環裡，是存在特定的脈絡化與特殊情

境，顯現於教師個人的案例或敘說故事中，保有教師的聲音與觀點（洪文東，2000；

簡紅珠，2002）。職是之故，教師知識範疇及組成包含的層面廣泛，並非都是抽象的、

概括性的理論知識，且各類型知識之間是相互關聯的，亦非單獨存在，當教師進行

教學活動時，常受到不同的知識影響，且充滿個人色彩、情境依賴，亦會隨著時空

或外在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二) 教師知識的內涵 

   

教師知識的研究可溯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Gage, N. L.（1963）在其主編的 

《教學研究手冊》（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第一版以「教師知識及其發展」

為主題，充分闡述了教師知識以及如何發展教師知識的問題，這是教師教育領域首

次出現教師知識的概念。到了 80 年代，世界各國掀起教師專業化的浪潮，教師知識

成為研究焦點，尤其自 90 年代以降，研究者常把教師知識研究置於教師專業發展的

背景下進行，主要關注教師實務知識，詳實描述教學的複雜性，以及教師專業活動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與改革指標。在連結教師知識與教學實務的研究中，證明

教師知識對於教學內容與歷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教師專業化已成為教師教育革新

乃至教育改革的主軸與主要方向，就某種意義而言，教師知識的探究是將教學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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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的重要基石（邱憶惠，2003；潘慧玲，1999b；Elbaz, 1983；Shulman, 1986b；

Wilson, Schulman, & Richer, 1987）。  

 

教師知識的研究領域有兩個重要的陣營，一是以 Shulman 為首的研究社群，另

一是以 Connelly 為首的研究社群。Shulman 與其同事曾藉由大量的教室觀察資料進

行了許多有關教師知識基礎的研究，提出教師教學應具備的七類知識：學科內容知

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對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對教育

情境的知識、以及對教育目的價值及其哲學與歷史淵源的知識（Shulman, 1986b , 

1987a ; 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其中，學科教學知識（PCK）乃學科（content）

與教學法（pedagogy）的融合物（amalgam）23，是學科知識在教學過程中進行轉化

的歷程，使教師知道如何針對學生的能力和興趣來將特定的教學主題予以組織、表

徵及轉化提供學生學習，以利教學的進行。Shulman（1986b）認為以往的教學研究

重視教師思考的歷程，完全看不到「學科」的影子，忽略學科內容才是整個教學的

重點，教師如何在教學中表徵學科知識、選用教材和計畫課程，均無法從過去的研

究中得知，於是將教師學科知識受到忽視的研究取向，稱之為「失落的典範」(missing 

paradigm)，呼籲教學研究應該重視教師的 PCK。Shulman 領導的研究揭示了教學歷

程的複雜性，也凸顯教師知識研究的重要性。24 

 

教師知識的範疇、類別雖已有相當的研究，但至今並無定論，學者們對教師知

識的分類各有不同觀點，其目的則都在建立一套屬於教師的專業知識體系（林樹聲、

靳知勤，2012；邱憶惠、高忠增，2003；周健、霍秉坤，2012；張世忠、蔡孟芳、

陳鶴元，2012；黃龍欽，2015；Grossman, 1990, 1995；Reynolds, 1992；Shulman, 1986b, 

1987a ; 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本研究綜整如表 2-7。 

                                                      
23

 學科知識如何融合教學知識，進而產生學科教學知識，在 Shulman 的研究中並無說明清楚。教 

師融合或轉化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極具挑戰（Van Driel & Berry, 2012），尤其是在教學生涯之初， 

教師需經歷一次次不斷變化、挑戰的迴圈，方能有效整合或轉化這些知識而將之用於教學之中 

（林靜雈，2015）。 
24

 PCK 的概念雖然是由 Shulman 首先提出，但是該詞的相關概念卻是源自 Dewey 強調的學科內容 

心理化（psychologized）。Dewey 認為教師關切的不是為學科增加新的事實，而是關心學科內容在 

兒童經驗發展中的某個特定時期或階段，要如何引導其重要的個人經驗歷程。亦即教師所關切的 

是將學科內容轉變為學習經驗的方法，冺用學生既有的知識與學科教材作連結（Dewey, 1969；引 

自鍾榮進，201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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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教師知識分類比較表 

教師知識內涵 
Shulman 

1986b,1987a 

Smith 

Neale 

1991 

Reynolds 

1992 

Grossman 

1990, 1995 

Borko 

Putnam 

1996 

學科內容知識 

 

一般教學知識 

 

學科教學知識 

 

課程知識 

 

關於教育手段、目的、哲學

或歷史基礎的知識 

 

關於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 

 

關於教育情境脈絡的知識 

 

其  他 

◎ 

 

◎ 

 

◎ 

 

◎ 

 

◎ 

 

 

 

◎ 

 

◎ 

◎ 

 

◎ 

 

◎ 

 

◎ 

 

◎ 

 

 

 

◎ 

 

 

 

教師 

理念 

◎ 

 

◎ 

 

◎ 

 

◎ 

 

◎ 

 

 

 

◎ 

 

 

 

教學的道德

與倫理 

◎ 

 

◎ 

 

◎ 

 

◎ 

 

◎ 

 

 

 

◎ 

 

◎ 

 

自我 

知識 

◎ 

 

◎ 

 

◎ 

 

◎ 

 

◎ 

 

 

 

◎ 

 

◎ 

 

教師 

信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表 2-7，雖然學者們對於教師知識的分類方式不盡相同，不過與 Shulman

提出的教師知識內涵大同小異，所以如此劃分，只是便於研究者可以針對各類型教

師知識基礎與教學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提供教師教育者更好地從事職前及在職的

師資培育工作。誠如 Shulman（1987a）所言，教師知識的研究出自於對學校教育、

社會組織、人類學習、教學和學生發展等的研究，亦源於對教師教學有影響的社會

與文化現象的研究，這些研究為教師知識提供了理論依據，教師知識乃生成於教師

的實踐智慧。自從Shulman提出PCK的概念之後，許多學者（如Tamir, 1988；Grossman, 

1990；Marks, 1990；Glick, 1992；Geddis, 1993；Cochran, DeRuiter & King,1993；

Gess-Newsome & Lederman, 1995；引自鍾榮進，2014，頁 4）開始對 PCK 的內涵加

以延伸或提出不同看法，觀點雖然不盡相同，基本上都以 Shulman（1986b, 1987a）

的概念為主軸加以擴充，分別納入學生、課程、評量、教學目標、教學信念、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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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等知識。整體而言，PCK 的內涵包括學科內容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

評量知識、學生知識、學校情境與文化知識等領域知識之融合（段曉林，1995）。 

 

Shulman（1986b, 1987a）認為教師必須知道如何把本身所知道的知識轉化為學

生理解的表徵方式，如此才能使教學成功，所以教師必須擁有任教領域／學科的

PCK，才能勝任教學。有經驗的科學教師其科學知識是以「教學」的觀點來組織的，

用來幫助學生理解科學概念；而科學家的知識是以「研究」的觀點來組織的，是用

來發展及建構領域／學科的新知識。兩者結構知識的方式、核心有所不同，故而 PCK

是教師專業知識的特殊形式，是教師知識的核心，也是教師之所以成為學科教師而

非學科專家的關鍵因素（Cochran et al. 1993），因此被視為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的重要

指標，亦可以作為辨識教師是否為該領域專業亦或僅是教書匠的方式之一（Shulman, 

1987a）。專家教師能依據教學內容及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採用適切的教學方法與

策略，將教學主題、概念、問題、議題及論點等，加以適當地組織、表徵及改編，

以達成教學任務（Verloop,Van Driel,＆de Vos , 1998；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 

 

有經驗的科學教師除了具備充足的自然領域學科知識外，亦深知各種有效教學

知識，更知道如何在真實的教學情境中將這些教學知識轉化成具體的教學策略，針

對特定的主題或問題予以組織、呈現及調整，以符應學生的能力與興趣，使學生易

於理解自然科學內容與了解科學本質。當科學教師在教學中或進行教學準備時，心

智中不斷的將數種領域知識融合，並以全方位的角度思考學科教學時，PCK 已然形

成（王靜如，2003；段曉林，1996）。質言之，PCK 的發展是在實際教學中養成，

每一位教師的 PCK 會隨著教學經驗和情境的不同而做出調整和發展，意即教師的

PCK 形成與變動是離不開教學經驗與情境脈絡的（張世忠、蔡孟芳、陳鶴元，2012）。

因此，Verloop、van Driel 與 Beijaard（2001）認為 PCK 也是一種教師實務知識（引

自林樹聲、靳知勤，2012，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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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知識的默會性 

 

英國著名科學哲學家 Polanyi（1891-1976）首先強烈質疑 Descartes（1596-1650）

以降理性主義（rationalism）對於知識的技術理性觀點，首先提出「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理論觀點，25
 試圖挑戰傳統知識論的「命題偏見」（propositional bias），

26 認為所有的科學知識都是個體參與的，都包含著個人的因素，他用「默會知識」

來指陳科學知識中的這些個人因素（徐雅萍，2005Polanyi,1958）。Polanyi（1958）

指出，人們對知識的關注通常只限於言傳知識，實際上，言傳知識背後還存在著真

正在認知活動中處於主導地位，起著決定作用，卻無法言傳的知識。為了打破這一

邏輯鴻溝，他將人類知識區分為兩類，可以用文字記錄的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和存在於實際行動中難以用文字記錄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許

澤民譯，2004；郁振華，2001，2012；傅秉康，2013；Polanyi,1958）。27
 

      

Polanyi（1966）假定默會知識的不可言傳源自一個基本的知識論事實「我們知道

的遠比我們能說得多」（許澤民譯，2004；Polanyi, 1966），有別於「凡是知道的尌一

定能言說」的實證主義觀點（郁振華、劉靜芳，2005）。28
 默會知識由於不易口語化

與形式化，只能意會難以言傳，很難透過演講、資料庫、教科書或手冊來傳播與檢索，

必須透過實務活動來表達，由實際操作、真實體驗、反省思索、身體力行及不間斷地

嘗試錯誤中累積經驗，以沉默的形態內化（interiorization）於身體記憶之中，在個體

內在獲得領悟而理解，因此具有高度個人化的特質（彭淮棟譯，1985；郁振華，2012；

郁振華、劉靜芳，2005；Collins, 2010）。然而 Polanyi（1966, 1969）看待知識的結構

                                                      
25

 參閱許澤术譯（2004），Polanyi（1958）著《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冹哲學》。 
26

 西方傳統知識論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命題偏見（propositional bias），認為最重要的、最值得關注的 

知識是命題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凡是知識都應該能夠作語言的表達，所謂「我們既 

然知道，那麼也一定能夠說出來」，知識的本質是內在心靈對外在世界的客觀表徵，知識是客觀 

的脫離主體而存在，從而陷入主客體分離的泥淖（郁振華，2001；郁振華、劉靜芳，2005）。 
27

 顯性知識又稱外顯知識、明確知識、明言知識。本研究概稱之為「顯性知識」。由於 Polanyi 措辭 

的曖昧性，tacit knowledge 至今仍無一致性的概念，學者的觀點不盡相同，有稱隱性知識、內隱知 

識、默會知識、緘默知識。本研究基於行文，以隱性知識、內隱知識、默會知識等交互使用。 
28

 實證主義將知識看成是完全客觀的、靜態的立場，認為知識是理性客觀對於認知對象的表徵， 

因而所有的知識都可以用概念、命題形諸言說。Polanyi 的默會知識理論是對實證主義的一種挑 

戰。對於「我們知道的遠比我們能說得多」這個命題，他區分出對細節（subsidiaries）和整體（focal） 

的認識，提供了不少的案例，其中最經典也最完整的表述要屬「用鐵錘敲打釘子」的例子（郁 

振華，2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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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截然二分，認為人類知識實際上就是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總合，顯性知識只不

過是知識冰山的一角，所有知識不是默會知識，就是根植於默會知識，一種完全明確

的知識是不可思議的。默會知識是顯性知識的基礎，每個人都具有一種天生的能力，

以默會方式對事物的整體理解，理解是人類把握顯性知識的前提，就默會知識本質而

言，就是一種理解力，一種領會、把握經驗、重組經驗以期達到對它理智的控制能力

（彭淮棟譯，1985；Polanyi, 1966, 1969）。 

           

鑒於理論與實務的知識鴻溝，Polanyi（1958）提出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的

觀點來闡述人類的致知／認知（knowing）歷程。默會致知是以焦點意識（focal 

awareness）與輔助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的雙重意識知識結構來說明人們的致

知活動，基本上是將內在的輔助意識線索，經過攝悟關係（from-to relation）29
 整合

到對外在物體的焦點意識中，致知活動即在輔助意識交融於焦點意識中完成，一切知

識的取得就是默會致知的運作（許澤民譯，2004；郁振華，2001，2007；Polanyi, 1958）。

30
 輔助意識的輔助成分無所不在，但並不直接出現在當下的行為或認知的經驗中，

而是在以往的學習中已經「身體化」（embodiment）成為一種默會能力。31
 Polanyi（1966, 

1969）特別強調「身體」因素，認為身體化是默會知識的重要構成要素，許多知識在

學習過程中，都必須帶著身心合一的「身心狀態」積極投入、身體力行，內斂而致知

（knowing by indwelling），對於種種局部細節都能充分了解，內化成身體的一部分，

才能夠習得希望掌握的知識（彭淮棟譯，1985；郁振華，2007；傅秉康，2013）。 

                                                      
29

 Polanyi 認為「了解」是一種行動，也尌是一個含攝（comprehend）過程，它可以將各個不相連的 

的部份整合成一個可以了解的整體（此稱為攝悟），而個人的認知可以經由個人對於行動的經驗 

加以含攝後而獲得。換句話說 「知識」是由獲得知識者（致知者）在個人行動中所圕造出來的 

（引自許澤术譯，2004，頁 10）。 
30

 Polanyi 認為當我們在了解一件事情時，一開始時我們會將注意力的焦點放在整體中各個組成上，

這些組成稱為「細部」，經過了解的過程後，會逐漸將注意焦點轉移，並且對各個「細部」整個

結合後，給予新的意義。因此，因為我們看見這些「細部」，我們才能夠看見整體。但是經過了 

解後，產生新的意義或新的詮釋，這又會改變我們意識到之前細部的方式。此時我們對細部的意 

識稱為「輔助意識」，而因為細部間而形成的意識，稱為「焦點意識」。例如，在用鐵錘敲釘子的 

實踐中，包含兩種意識：一是將注意力鎖定在釘子上的「焦點意識」，另一是整合骨骼、肌肉、筋 

膜、神經等複雜生理機制的「輔助意識」，好讓人們可以執行一手拿釘子，一手揮動鐵揯的動作。 

如果沒有輔助意識的存在，人們的焦點意識尌無法順冺執行，如會造成揮動鐵錘卻敲到手指，或 

是無法固定釘子導致鐵錘揮空等情況（郁振華，2001，2007；引自許澤术譯，2004，頁 11）。 
31

 20 世紀 60 年代，默會知識論已趨成熟。Polanyi 注意到自己的學說和其他哲學思想之間的關聯， 

現象學（phenomenology）即是其中之一。默會知識理論和現象學的關聯，具體表現為與現象學 

三大觀點的交會：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世（being-in-the-world）和身體化（embodiment） 

（郁振華，2007）。  



 
 

- 55 - 
 

人們要達到的主要目的即「焦點意識」，從知識的角度而言，屬於比較容易說得

出所以然的知識，而「輔助意識」雖屬工具性的功能，也是為了達成目的所必須有的

知識，然而個人在攝悟過程中（從輔助意識轉化進入焦點意識的過程）常常「隱默不

覺」，或者被人們所忽略，也不容易說出它的內涵，此即所謂的「內隱知識」（陳美玉，

2006）。由於輔助意識的難以言傳，默會致知的過程必然是默會的，說明了為何教師

總是無法清楚地說明自己的教學行為表現，也印證了「我們知道的遠比我們能說的多」

（許澤民譯，2004；Polanyi, 1966）的真理。 

  

對有實務經驗的教師而言，以前學過的教學知識已經內化成為一種覺察與經驗外

在事物的「輔助意識」工具，教學時的「焦點意識」會放在教學後的成效上。教師透

過不斷的教學行動累積了許多教學現場的實務經驗，然而不同的教師在教學時，因為

個人覺知外在的經驗不同，因此關注的「焦點意識」也會不同，當然，採取的教學行

動也就跟著不同。換言之，教師個人所累積的知識經驗都深具個人性，都與真實的教

學情境相關連，唯有在教學情境出現時，才會不斷的從個人經驗中湧出，平常是隱默

於心中，並不會展現，也很少與人訴說。這種蘊含在行動中，未被語言表達的默會知

識，就是 Schön（1987）所謂的「行動中的知識」（knowledge in action）或「內在於

行動中的知識」（action-inherent knowledge），強調的是唯有透過默會致知才能夠被個

人默會地掌握，並且內化為身體的一部分，變成一種默會能力（郁振華，2007，2012；

陳美玉，1996；傅秉康，2013；Koskinen, Pihlanto & Vanharnta , 2003）。這種知識即

是個人職業生涯中逐漸積累獲得的實務知識，也是經驗教師與新手教師在處理教學實

務上的差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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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實務知識的意涵 

 

理論（theory）與實務（practice）的斷裂現象可溯自 Aristotle（384 -322 BC）

將知識分成理論知識（episterne）與實務知識（phronesis）兩種。32
 理論知識關注

「通則」能否外推到其他各種情境，重視普遍性的原理原則；實務知識係指在實際

處境中，辨別和決定應如何為人處事的智慧，是「行動的智慧」，稱之為「實踐智慧」

（practical wisdom）（黃源河，2010）。Korthagen 與 Kessels（1999）提出學理理論

（epistemic）與實務理論（phronesis）的觀點，33 試圖在理論與實務之間搭起連結

的橋。學理理論可以幫助教師知道更一般的情境，實務理論則強調在特定情境的察

覺，這種在具體情境中的察覺可以幫助教師去發現可以使用的方法和策略（引自李

源順，2005，頁 55）。Grundy（1987）認為理論對實務而言是個引導（guidance）而

非指導（direction）；Schwab（1969）指出，實務人員必須了解理論也要視狀況調整

理論，不能誤以為理論可以直接解答實務中的問題；Freire（1970, 2003)進一步指陳，

知識乃來自實踐（praxis）過程，並在人際互動中獲得意義。實踐並非只是理論的單

純應用，理論活在實務中，而實務是理論衍生的（歐用生，2003），真正的實踐智慧

唯有在實際溝通行動，且考慮到現實才有可能發生。誠如 Buchmann（1983）所言，

實務知識是為了形成智慧的行動（wise action），而不是對於事物的普遍性理解（引

自陸靜塵、李子建，2011，頁 54）。 

 

教育是一個不斷變革的歷程。以往，教育改革的步伐緩慢，無法因應社會快速

變遷的需求，探其原因在於傳統教育改革的基礎大多建立在技術理性的研究立場，

教育實務工作者相信專家學者會使用科學及技術真理作為引導教育革新的工具，教

師的角色是技術性的空腦袋（technocratic mindlessness）（Bullough et al.,1984；引自

林佩璇，2002b，頁 197）。Habermas（1973）強調，理論是行動的依據，除了技術

理性之外，更應發揚價值理性，使人引發自覺，進而在實務中創造更大的價值。因

                                                      
32

 理論（theory）的字源是 theoria，意義是沉思（conternplation or speculation），強調的是深思（to  

think）；相對地，實務（practice）的字源是 praxis，係指行動（action)，強調的是實際行動（to do）， 

凸顯出理論與實務的不同（黃源河，2010；Habermas, 1973）。Habermas（1973）批冹希臘以來 

所謂的理論是純粹為知識而知識的觀點，他強調理論是行動的依據，除了工具理性之外，更應 

發揚價值理性，使人引發自覺，進而在實踐中創造更大的價值。 
33

 Korthagen 和 Kessels（1999）回顧 Aristotles 的 episteme 和 phronesis 概念的差異，並將之區分為 

學理理論（epistemic），以及實務理論（phronesis）（引自李源順，2005，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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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將實務當作既有的規則或理論應用到實際生活世界，則有把實務化約為技

術之危險，而使得實務活動成為「手段–目的」關係（楊深坑，1999），實務如果是

理論的技術性應用，則未必會產生教育學智慧（Van Manen, 1982）。不可諱言，教

師固然學習許多行動的原理原則，但應用到實際情境時，則因變數太多，原理原則

不一定適用，面臨特殊情境該如何行動時，反而有賴實務經驗的累積（王金國，2016；

黃源河，2010）。因此，教師大量依賴實務知識做為每天教育決定的基礎，實務知識

是教師透過真實教學問題的理解與解決所累積而成的經驗性知識，教師需要充足的

實務知識才能做出專業的判斷，針對不同情境，設計最適合的方式來幫助學生學習，

並進行合宜的班級經營管理 (王金國，2016；黃源河，2010；Eick & Dias, 2005; Munby 

et al., 2000) 。 

 

(一) 教師實務知識的概念 

 

將上述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放在師資培育的脈絡下，理論知識代表教育學者生

產的「研究知識」（research know ledge），是由命題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

所組成，具有充分向外推廣性的學理理論，可應用在不同的情境或解決不同的問題。

實務知識則是教師自行建構的實務理論，係藉由課堂中與學生的互動，生產出「經

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 ，是教師個人關於教學的知識、態度和價值，關注

特定具體的教學案例，以及找出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34
 這種由教師個人所發展的

實務理論，通常是針對特定的情境，並且和他們所發展的脈絡相關聯。許多教學研

究也指出，教師面對真實教學情境時會有一個概念性的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

作為實際教學的參考，此概念性架構整合了學科本質、學生學習、教師教學等方面

的知識與信念 (Brickhouse, 1990; van Driel, Beijaard, & Verloop, 2001) ，並且具有情

                                                      
34

 知識論者對於到底有幾種不同的知識型式或類型並沒有定見，但最常被提及的則是命題知識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與技能表現知識(performance knowledge)。命題知識有時簡單地被認為 

是「knowing that」的知識，而技能表現知識則被冠以「knowing how」的知識。命題知識通常被 

指稱為科學知識或理論知識，技能表現知識則是一種代表知道如何製作的知識，是表現技藝 

（craft）時所需的技能。命題知識與技能知識之間是否有主從關係，學者看法分歧。]ohnson（1989） 

以為沒有必要將「knowing that」和「knowing how」二分，以免強化理論與實務的對立。 

Fenstermacher（1994）認為命題知識與技能知識雖是各自獨立，卻相互依賴。楊深坑（1999） 

認為 Aristotle 所提之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中，實務知識已被扭曲為技術知識，實務知識不能等 

同於技能知識（引自簡紅珠，2002，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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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化與個人化等的特質。35
 

 

自從 Feiman-Nemser 與 Floden 在 1986 年出版的《教學研究手册》（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指出教師的實踐性知識研究是前所未有的新領域之後，教

師實務知識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教師的實踐性知識由於學者的多元理解與詮釋而

產生不同的名稱，常和教師的教學觀、教學導向，甚至是教師信念等混用，造成名

稱混亂與使用不便（Kagan,1992）。常見的具有教師實踐性知識意涵的概念有 Elbaz

（1981, 1983）的「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Clandinin（1985, 1986）的「個

人實務知識」（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Schön（1983）的「行動中的知識」

（knowing in action）、Schwab（1971）與 Shulman（1987a）的「實踐智慧」（wisdom 

of practice）、Sanders 與 McCutcheon（1986）的「教學實務理論」（practical theory of 

teaching）、Cornett 等（1990）的「教師個人實務理論」（teacher personal practical 

theories）、陳美玉（1996）的「教師專業實踐理論」等多種，雖然名稱大異其趣，

但指涉的概念所涵蓋的內容卻很接近，皆可做為本研究教師實務知識的視域。教師

實務知識的相關概念釋義彙整如表 2-8。 

 

 

 

 

 

 

 

 

 

 

 

                                                      
35

 學者們對此架構的定義與涵蓋的內容大都一致，但在名稱上各有看法。例如 Brickhouse（1990） 

提出教師的概念性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Fang（1996）稱之為教師所持的理論（teacher‘s  

Theories），Munby、Cunningham 與 Lock（2000）用教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professional  

knowledge），van Driel 等人（2001）則是直接以教師實務知識來涵蓋（引自簡頌沛、吳心楷， 

2010，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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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教師實務知識的相關概念釋義彙整表 

學者 教師實務知識的概念 學者的觀點 

Schwab 

（1969, 1971） 

･ 教師實務知識是從實際教學

經驗中所錘煉出來的。 

･ 實務（the practical）的特徵是

慎思的藝術（art of 

deliberation）與折衷的藝術（art 

of eclectic）。 

 

･ 教師「實踐智慧」的觀點。  

･ 教師在課堂中的言行雖然極具實務

傾向，但仍有其專業的理由與依據。 

･ 實務人員必須善於採納各種知識，

了解理論，也要視具體狀況調整理

論，不能誤以為理論可以直接解答

實務問題。 

･ 研究者應該以一種邁向實務的研究

模式來了解教師知識。 

Elbaz 

（1981, 1983） 

･ 實務知識是教師以其個人的

價值、信念，統整其專業理論

知識，且依實際情境為導向的

知識。 

 

･ 將價值、信念置於實務知識的核 

心。 

･ 強調實務知識的整合性、實踐性與 

情境性。 

･ 實務知識是動態的、會變的。 

Clandinin 

（1985, 1986） 

･ 教師實務知識與個人專業訓練

背景、特質、信念、態度和價值

等，可能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因此首先稱之為「個人實 

務知識」（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 教師實務知識具有「個人化」的特

質，和教師個人的情意及個性有相

當大的關係。 

Shulman 

（1986b） 

･ 教師對課程的詮釋以及實際的

教學實踐，深受其專業知識、學

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的影響。 

･ 教師應融合學科知識與教學知

識，成為學科教學知識（PCK），

進行課程決定，建構學生學習經

驗，幫助特定學生建立更深入的

學習理解。 

･ 個人實踐智慧（the wisdom of 

practice itself）的觀點。 

･ 首先提出PCK的概念，特別強調

PCK的重要性，稱之為「失落的典

範」（missing paradigm）。 

 

Schön 

（1983, 1987） 

･ 實務知識隱藏於藝術的、直覺

的過程中，是個人經驗與專業

經驗交互作用的結果，也是理

論與實踐、客觀與主觀教學因

素之整合。 

･ 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 

和行動後反（reflection-on-action） 

的觀點。 

･ 教師從行動中的反思過程，可以 

對自己的行動產生更深的理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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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並不是簡單地將理論知

識運用到自己的教學實務

中，而是在反思性實踐中逐步

形成自己的實務理論，是一種

行動中認知的默會致知。 

擴展專業能力。 

･ 行動後反思是個體對已經發生的 

行為的回顧性思考，其中也包括 

對行動中反思的結果與過程的反 

思。 

Connelly 

Clandinin  

（1988, 1990） 

･ 教師實務知識是信念的集合

體，源於經驗、親近的人、社會

與傳統。因此包含了個人的過往

經驗、對目前情境的回應，與對

未來方向的考慮。 

･ 實務知識存在於個人的經驗

中，當前的心智及身體中，也在

未來的計畫和行動中。此種知識

在情境中形塑也在情境中實現。 

 

･ 實務知識具有時間的向度（顧及過

去經驗、回應目前情況，以及考量

未來趨勢），也具備價值觀、情感

與美學之成份。 

･ 實務知識具有個人化的特質。處 

於相同情境、面對同樣的學生、 

使用同樣的材料，不同的教師可 

能會有截然不同的教學實踐。 

･ 實務知識並不是客觀獨立的， 

也不完全是專業知識，而是教師所

關心的、經驗的、實務的，以一種

獨特的情境建構過去及未來的意

象以處理當前的情境經驗。教師透

過敍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以

敘說故事的形式來解釋與建構個人

的以及與社會的互動的經驗。 

Fenstermacher

（l994） 

･ 實務知識是教師透過教學經驗及

教學反思所獲得的個人化知識，

受時間和情境脈絡框限。 

･ 將教師知識分成兩類，正式知識及 

實務知識。 

･ 技能表現知識只是實務知識的一部 

份而己，實務知識的涵義大於技能表 

現知識。 

Beijaard 

Verloop 

（1996） 

･ 教師實務知識是教師素質的核

心，決定和指引著教師在實踐中

的行動。 

･ 教師實務知識不是理論知識與

科學知識的二元對立，而是包含

大量的理論性知識，並在教學 

理論和教學實務之間發揮著媒

介功能。 

･ 不再拘泥於教師實務知識本身的研 

究，而是把研究視野擴展到具體的學

科教學、教師評價、新手教師和經驗

教師的比較等方面。 

\Cochran-Smith 

Lytle 

（1999） 

･ 實務用知識

（kowledge-for-practice） 

實務中知識

･ 教師學習取向（orientation of 

teacher learning）的觀點。 

･ 依據知識與實務之間的關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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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in-practice） 

･ 實務的知識

（knowledge-of-practice） 

教師知識分類 

  

陳向明 

（2003，2011） 

･ 教師實務知識內生自教師的

行動，來自於教師的個人經

驗，處於內隱的狀態，不被教

師自己所明確意識到。 

･ 教師實務知識具有特殊性和

個人化傾向，但也可以運用於

廣泛的場景，並類推到類似的

情境。 

･ 將教師知識分為兩部分，理論性知

識和實務性知識。 

･ 教師需要的是能夠貼近自己教育教

學實務的、自身的理論，這種理論

稱之為教師的「實務理論」。 

歐用生 

（2003） 

･ 實務知識是教師自己在實踐

中試煉出來的知識，就是「實

務的理論」或「實踐智慧」。 

･ 強調理論和實務產生辯證，並實 

踐到教學現場。 

･ 好的理論存在於教師的行動中，教

師要成為研究者，研究自己的實

務，生產知識，採取行動，並在行

動中反省，質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問題，批判未被考驗的信念或假

定，成為反省的實務工作者。 

陳美玉 

（2004） 

･ 實務知識是教師在教學活動

及課程發展中，用來指導專業

行動的一套知識體系。  

･ 實務知識不但具有情境的個

殊性，同時因個人的生活史、

經驗性質與專業知識來源

等，可建構成不同的理論內

涵，作為個人理解與解釋教育

現象之依據。 

･ 教師專業實踐理論的觀點。 

･ 該理論建構於教師真實自我、實踐

反省認識論上，乃在幫助教師專業

自主性的建立。 

甄曉蘭 

（2003，2004） 

･ 教師的知識是一種動態主動

的實務知識覺知，需要透過教

學實踐來予以檢驗與強化。 

 

･ 教師必須能夠將其知識轉化成為回

應教學情境的行動實踐，藉以建構

一個適合的、實用的教學理論，來

決定和引導個人的教學實踐，才能

稱得上真正擁有知識。 

･ 教師唯有正視自己的角色與生活， 

重新檢視過往習焉不察的教學實

踐，激發課程意識，才能促進教學

實踐上的更新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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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學 

（2010） 

･ 具有創造性與經驗豐富的教

師是慎思熟慮的教師，也就是

所謂的反思性實踐者，會在教

學實踐中進行絕妙的反思與

判斷，透過對經驗的反思而獲

得知識，這樣的實踐智慧正是

教師專業性的精髓所在。 

･ 教師既是在複雜的知性實踐中尋求 

高度反思與判斷的專家，同時也是 

透過經驗積累練就了經驗與智慧的

踐行教育實踐的巧匠（craftsman）
36。  

･ 專家型教師的實踐思考與智慧， 

多以默會知識的形式發揮作用， 

充滿不確定性，主要依靠經驗的 

反思。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國外學者在前，依時間排序） 

 

綜合表 2-8，學者從不同視野對教師實務知識的概念提出自己的觀點與詮釋，

但都強調所謂實務知識，乃是教師在面對實際教學情境時，結合理論知識與實務經

驗、個人特質所形成的一種實務導向的知識，目的在解決實際的問題，並使教學順

暢（陳國泰，2006）。綜言之，實務知識係源自教師本身過去的經驗，受當前教育的

脈絡、情境與事件以及個人價值、信念等的影響，從實務中建立的一套個人獨特的

內隱準則，使個人的教學行動更有效、更有意義。這種經過教師反覆不斷錘煉而形

成的實務知識，既非純粹理論，也不純然實務，而是融合理論與實務的統整性知識，

是教師的實踐智慧，行動中的知識，具有高度的默會性、脈絡性與個殊性的教師專

業實踐理論（陳美玉，2004），指引著課堂教學的重要準則，具有解決當前教學事務

的實際性功能。 

 

整體而言，教師教學的發展過程和專業成長，端視其如何將所學的理論知識轉

化成能夠指導解決自己實務問題的實務知識，透過不斷的反思性實踐，詮釋目前在

獨特情境脈動中的個人意義，分析、澄清、並考驗個人信念，有助於提升對教育實

踐的覺知，並建構未來的行動策略（林佩璇，2002c）。Schwab（1969）透過《實務：

一種課程的語言》（the practical: a language for curriculum）大聲疾呼，理論語言

                                                      
36

 「巧匠」即日語中的「職人」，意味著高超的技藝，是最高級的技術工作者。作為巧匠的教師 

性格特質表現在「傾聽」上。一方面，透過傾聽學童的言語或緘默的聲音、傾聽教材中隱性的 

聲音、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教師得以探究當前學習展開的潛在可能性，札如木匠從每塊木料 

中看到其潛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透過傾聽，教師能夠完全接納學童，接受教材的課題、接 

受自己內部的聲音，形成課堂中對話式的交流，提升自身的工作。巧匠與教書匠是截然不同的。 

教書匠往往是因循守舊、以自我為中心的，由於聽不到來自學童、教材和自身的聲音，他們的 

工作馬虎，毫無認真細緻可言（陳靜靜、鍾啟泉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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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of theory）與知識滲透於整個課堂，教師在實際課堂中形成的實務語言

（language of practice）與知識瀕臨死亡，呼籲恢復教師發展中的實務語言，主張實

務中的理論（theory in the practice）。「實務」的概念躍升為教育領域中的重要語言，

也影響課程及教學的意義，使得向來以理論專家的抽象意念為核心的定義方式，轉

變為以師生實際的教室生活經驗為取向（陳美玉，1996）。對於實務語言與理論語言

存在的差異，佐藤學（2003）指出，承認實務語言與理論語言的相對獨立性，意味

著在教學研究中，不僅是「理論的實務化」（theory into practice），更可說處於核心

地位的「實務的理論化」（theory through practice）或「實務性理論」（theory in 

practice）。 

 

(二) 教師知識與實務的關係 

    

教學是一門兼重理論與實務經驗的折衷藝術，越來越多有關教師知識的研究都

深信教師的生活故事與實務經驗中，隱含許多實踐智慧與理論，可以為描述教師所

知（what teachers know）、教師教育知識的獲得與使用提供恰當的術語（Buchmann, 

1983）。藉由教師敘說分享教師的生活故事與實務經驗，不但得以窺見他人教學經

驗中的智慧，更可以從中回溯自我的生命經驗，反省自我的教學信念、態度以及價

值觀，進而覺醒／提升課程與教學的批判意識，並重返／尋回深藏於腦海中的過去

經驗或默會知識，重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生命經驗，以避免陷入習以為常或理所當

然的思維與習性（habitus），如此得以拓展個人的內在視野，使自己成為具有反思

能力的專業教師（甄曉蘭，2003）。 

 

Cochran-Smith 與 Lytle（1999）從教師學習取向（orientation of teacher learning）

的觀點，嘗試釐清教師知識在專業實務中的意象，並從教師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歸納

出三層面教師知識概念：實務用知識（knowledge-for-practice)、實務中知識

（knowledge-in-practice)、實務的知識（knowledge-of-practice）。37 說明如下（邱憶

                                                      
37

 教師知識與實務關係的三種概念（for／in／of），國內研究者有不同的相對應中文名稱，例如邱 

憶惠（2003）譯為「實用知識、實際知識、實務知識」；賴秀芬（2003）譯為「實務上的知識、 

進行實務時所產生的知識、實務中的知識」；黃龍欽（2015）譯為「應用於實務的知識、實務中 

的知識、從實務中萃鍊的知識」。本研究譯為「實務用知識、實務中知識、實務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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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2003；賴秀芬，2003；黃龍欽，2015；Cochran-Smith & Lytle, 1999）。 

 

1. 實務用知識（knowledge-for-practice)：實務用知識是課程研究者和學科領域

的專家學者所發展出來的正式知識（formal knowledge）與理論，包括學科

知識、班級經營、教學原理、教學評量、教育哲學等的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可提供教師使用並改善其實務工作。由於實務用知識的產生係透過

科學方法，因此實務用知識成為知識基礎的主要建構中心，強調教師如何利

用知識基礎以解決實務問題、表徵學科內容，以及處理每天的班級事務。在

實務用知識概念下的實務意象，專家學者為知識的產生者與規劃者，而教師

則是教學知識的接受者與運作者。這些源於權威的實務用知識使教學成為一

種專業，專業教師的意象就是教師於每天實務中正確地使用實務用知識。  

  

2. 實務中知識（knowledge-in-practice)：實務中知識的概念強調教師知識來自

於教師日常實務經驗，是行動中的知識，是教師從教學實務與反省中所獲得

的知識，但是沒有經過有系統地檢驗。38
 實務中知識與其他研究者（例如

Connelly & Clandinin, 1985；Elbaz,1983；Duffee & Aikenhead, 1992）所使用

的「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其意義相同，強調教師如何在教學過

程中創造知識、做出明智的抉擇，以及為學生製造許多學習的機會。此時的

教師可說是知識的產生者，依據當時教學情境脈絡調整而進行教學，也就提 

升了實務知識的地位。 

   

3. 實務的知識（knowledge-of-practice）：實務的知識概念認為知識的產生是在

情境脈絡裡被建構，與知者緊密連結。強調教師身處於各種情境脈絡中，與

學生、家長、同事，或其他專業人員相互凝聚彼此的關係，深具轉化、廣闊

的實務觀點，為了有良好的教學而產生現場知識（local knowledge），並理

論化、建構其工作，同時連結社會、文化、與政策。教師在自己的學校與班

                                                      
38

 是否所有的經驗都是有價值的呢？評斷經驗價值的標準又是什麼？Dewey（1997）明確的表示， 

相信所有真札的教育（genuine education）是透過經驗而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經驗是適當的和 

等同於教育的。經驗和教育彼此之間並不直接是可以畫上等號，有些經驗甚至是錯誤的教育 

（mis-educative）（引自吳木崑，2009，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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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如同研究者，學習去建構特定的實務知識，因此教師就可說是教學知識

的建構者和創造者，擴大了此類知識的範圍。在「實務的知識」概念下的實

務意象已擴大範圍，較前述兩種概念具有濃厚的情境脈絡與探究、轉化的意

味，且範圍亦較大。實務的知識概念強調教師在學校中的實務工作應擴展至

其他理論與研究上，使教師能夠跨越其專業生活的廣度，理論化實務，連結

社會或政策性的議題，以及與其他教師、研究者、廣大團體相互合作，共同

建構知識的主要情境脈絡。學校不論是新手教師或是經驗教師均可以形成合

作的探究社群（inquiry community），對於教學、學習、學科內容、課程、

學校、學校行政等進行有系統的質問與探究，並對專家學者所制定的知識提

出質疑或是詮釋。教師在探究社群中彼此合作，相互凝聚彼此間的關係，有

系統探索與檢驗從教學實務得來的知識，使得知識的範圍擴大。透過探究，

改變課程，改變教師工作的本質，改變學校與班級內外的教學文化，教師宛

如知識轉化的智者，教師不再只是一種被動的知識傳授者角色，進而成為一

位專業知識產生的研究者、理論家、教學領導者。   

 

從學習取向的觀點來梳理教師知識與實務之間的關係時，「實務用知識」

（knowledge-for-practice)關注「什麼知識對教學是必要的、是教師所應具備的」，強

調教師如何使用知識基礎來解決實務問題才足以勝任教學工作。「實務中知識」

（knowledge-in-practice)關注「教師知道什麼」（what teachers know），強調教師如何

在行動中做明智的選擇，和為學生製造學習機會等層面所產生的知識，亦即教師實

務知識。「實務的知識」（knowledge-of-practice）則強調教師社群的重要性，教師之

間相互支持，以探究立場（inquiry as stance）來探索「教師從每天的工作與教學經

驗中所產生的知識」，直指教師因身處各種情境脈絡裡，並與學生、家長、或其他專

業人員等相互凝聚彼此間的關係，使得知識的範圍擴大，教師宛如轉化的智者。 

  

綜觀現今真實的教學世界，教師知識的來源已經多元化，前述三層面教師知識

概念之間的界線已經相當模糊，亦無所謂高低地位之別，Cochran-Smith 和 Lytle（1999）

試圖打破傳統正式知識與實務知識的二元對立，強調「現場知識」（local knowledge）

的重要性，教師知識的地景（landscape）應該由這三層面教師知識概念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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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該致力尋求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辯證關係，以改善／精進教學實務工作。職是

之故，本研究對於教師實務知識的再概念，乃屬於教師學習取向的三層面教師知識

觀點（Cochran-Smith & Lytle, 1999），是理論與實務證成的一種實際支配教師從事教

學專業活動的「實務用知識」（kowledge-for-practice），是教師透過身體化的默會致

知所擁有的內在於行動中的「實務中知識」（kowledge-in-practice），更是一種植基於

日常教育活動現場（local），是教師形成智慧行動必需具備的實踐智慧與技能的「實

務的知識」（kowledge-of-practice）。研究者透過與兩位個案教師建立協作的新關係

去發現教師的實務語言，藉由教師本身「聲音」的呈現，經驗的引出，針對教師的

專業實務理論與經驗進行描述、論辯、反省與批判，使教師繁雜的實務經驗變得更

有系統且更具體，甚至可在研究者的協助下進而實現實務的理論化（theorization），

邁向教師的專業實務理論（佐藤學，2003；陳美玉，2004）。 

 

(三) 教師實務知識的性質 

 

實務知識多來自教師本身擁有的真實經驗（lived experience），具有情境化與 

實務性的特質（Carter & Doyle, 1989）。由於教師主要的時間都在實行知識，不在於

描述這些知識，因此教師不習慣表達出自己所具有的實務知識內容，通常處於默會

狀態，因熟練而緘默，經常「日用而不知」，難以覺知和言傳，其中究竟有什麼，唯

有透過對教師真實的經驗不帶偏見的深入體會和分析反思，才能發現其中的真諦及

其對教學的意義和影響（Van Manen, 1997）。此外，實務知識是教師在實際教學情

境中表現的再認知的知識，因此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客觀性通則或原理，具有變動的、

反思的、整體的、直觀的、和理由化的個人敘事性質（林佩璇，2002c），亦如陳美

玉（1996，2004）提出的教師專業實踐理論具多樣態特性，包括反省性、情感性、

策略性、道德性、隱喻性、開放性和經驗性。 

 

整體而言，教師實務知識大致具有如下性質（林佩璇，2002c；郭玉霞，1997；

陳美玉，1996，2004；陳國泰，2011；Clandinin,1986；Van Driel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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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境性：教師實務知識生成於實際教學脈絡中的師生互動，是依存於情境 

的經驗性知識，可以反映出教師所處教學現場的特性（特定的教室、特定 

的教材以及特定的學生）。 

2. 經驗性：教師所建構的實務知識是個人與情境脈絡互動的經驗性產物。經 

驗是動態、變異的，所以實務知識會經由個人對真實的震撼、反思或重新 

詮釋，而有所修正與更新。 

3. 實用性：為使教學順暢或解決當前的教學難題，教師必須以最實用、最合 

乎現場教學需求，但不見得是純粹教學理論所主張的知識去處理教學實 

務，表現為教師對實務情境的機智掌握和做出適時合宜的教學行動。   

4. 個人性：實務知識乃教師面臨特定的教學情境所產生的詮釋性思考，往往 

融入了教師個人對教育的信念與理想、情感與價值觀，明顯帶有教師背景 

印記的個人知識。Clandinin 和 Connelly（1995）指出，強調教師在教學實 

踐中的行動知識（Knowing action）具有「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 

的特徵，要避免兩種誤解：（1）知識的個人化並不意味著其遠離社會和個 

體生活的環境；（2）知識的個人化並不意味著私人擁有，或者成為個人的 

隱私，事實上，教師實務知識雖然內隱性，但卻是可以透過個人的行動或 

對話交流得以外顯表現的。 

5. 反思性：實務情境是混亂、模糊、矛盾的，充滿不確定性、獨特性、價值 

衝突，宛如 Schön（1983）所謂的「沼澤地」。教師要回應如此複雜的教學 

實務情境，唯有對其教育知識、教育價值和教育實踐行為的過程與結果不 

斷的加以反思修正。反思鏈接了教師在教育實踐中的知、行、思，同時也 

使「知行合一」成為可能。教師從反省自己的教學經驗中，去累積或重新 

定義自己的教學方法或策略，以利下次教學。 

6. 統整性：教師實務知識涵蓋了關於學生、課堂、教學、學校和社會教育等 

層面，隱含著教師對於教學情境的整體性認識，由教師個人的信念和價值 

觀所統整的，也是教師實踐智慧的展現。教師在行動中反省或是對行動的 

反省，都需要對整體現象的覺知，覺知是一種主動和意義建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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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與認知結構 

 

以下綜整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並探討實務知識的認知結構，以了解教師如何 

將暗默的教學思維轉換為外顯的教學行動的運作歷程。 

 

一、 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 

 

教師實務知識來自於教師實際的教學情境當中，環繞著實務問題而組織，所

涉及的知識基礎甚為廣泛、多元且複雜，具有許多的特殊性質。而且在真實的教學

情境中，教師實務知識的內涵是涵蓋整個教學實施與作為，各個知識彼此之間互為

關聯，無法單獨存在而運作（陳國泰，2000）。有些學者認為教師實務知識事實上是

源自於教學的知識基礎，只是更加強調其「實用傾向」的性質而已。因此，教師實

務知識的內涵大致和教師知識的分類相類似，不過學者意見頗為分歧。研究者整理

如表 2-9。 

 

表 2-9  

教師實務知識內涵比較表 

學者 教師實務知識內涵 

Elbaz 

(1981, 1983) 

･ 自我的知識。 

･ 教學環境的知識。 

･ 學科知識。 

･ 課程發展的知識。 

･ 教學法知識。 

Grossman

（1995） 

･ 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情境脈絡知識、

自我知識。 

･ 自我知識不同於其他領域，具有個人化的特質，如同濾網般，透過它可

詳察出抽象的概念或理論知識，大大影響了學習教學的過程、教室難題

之協商與實務之反省，以及教師所使用之隱喻。 

Beijaard 

Verloop

（1996） 

･ 學科及教學知識。 

･ 問題解決及高層次思考。 

･ 協助、管理、監督及評鑑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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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理解。 

･ 對象目標（學生）的學習方式。 

･ 自我反思。 

郭玉霞

（1997） 

･ 教學（學科教學與一般教學）、班級經營、學生、兼任工作、同仁相處、

家長溝通等方面。 

･ 以教學方面的實務知識內容最多。 

陳國泰

（2000） 

･ 教師實務知識內涵應該依據研究蒐集資料之性質與種類，來決定分類的

方法，不宜套用現成的分類模式去分析複雜多變的資料。 

･ 研究發現新手教師實務知識發展的共同重心為學習者知識、如何做好班

級經營、一般教學法知識，以及學科教學法知識等。 

･ 建議將「自我知識」歸屬於其他各類知識的「後設層次」知識，即教師

所採取的知識乃在其自我知識的監控之下運作而成，因此自我知識不應

歸納在實務知識的內容中，而應視之為實務知識的最高層後設認知機制。 

林佩璇

（2002b） 

･ 環境知識、學習者知識、學科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自我知識。 

･ 這些知識有實務的面向，有個人的面向，也有理論層面。 

･ 實務知識的內涵建立在情境、個人、社會、理論等的基礎上，而活絡於教學

實務情境中。 

陳向明

（2003，

2011） 

･ 教師的教育信念，主要指有關的教育價值觀念。 

･ 教師的自我知識，包括自我概念、自我評估、自我教學效能感、對自我

概念的認識等。 

･ 教師的人際知識，包括對學生的感知和了解、熱情、激情等。 

･ 教師的情境知識，主要透過教學機智反映出來。 

･ 教師的策略性知識，主要指在教學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對理論性知識的了

解和掌握。 

･ 教師的批判反思知識，主要表現在教師日常有意圖的行動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國外學者在前，依時間排序） 

 

綜合上述，雖然學者們對於教師實務知識內涵的分類不一，實質上與 Elbaz（1981, 

1983）關心的內涵並無二致，只是之後的研究者陸續增添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包

括：學習者知識、教育目標知識等。本研究認為，教師實務知識內涵的分類並非絕

對，且各類知識之間是互相關聯的，甚至是存在著包含關係。總之，教師需要充足

的教學知識才能做出專業的判斷，針對不同情境選擇適切的教學方式來幫助學生學

習，並進行合宜的班級經營。這類知識也在教學意象指引下，經由後設認知歷程進

行辯證、過濾、修正、相互調整而形成，然後才運用到實際教學活動之中（陳美玉，

1996；陳國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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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前導研究發現，教師每天身處複雜多變的教學情境，想要直線式地將過

去所學的理論知識運用於教學中，實屬不意。教師所面臨的教學實務情境宛如「沼

澤地」，充滿不確定性、獨特性、價值衝突（Schön, 1983），要回應如此複雜的情境，

無法將所學理論直接套用到教學現場（周淑卿，2002a）。在這種情形下，教師必須

透過自己既有的知識、教學經驗、信念、與態度等，對各種理論知識加以過濾篩選、

反省修正、調整轉化，加以融會貫通，以適合當前情境需要，有意識地回應問題，

以期達成教學目標。此外，研究指出教師面對真實教學情境時會有一個概念性架構

（conceptual framework）作為實際教學的參考（簡頌沛、吳心楷，2010）。此概念性

架構不只整合了學科本質、學生學習、教師教學等方面的知識與信念，還具有情境

化與個人化的特質（Brickhouse, 1990; van Driel, Beijaard, & Verloop, 2001）。也就是

面對不同班級教授同一單元時，教師會依照當時的授課情境，從架構中選出最適合

的實務知識來進行教學 (Carter & Doyle, 1989; Kagan, 1992)。 

 

二、 教師實務知識的認知結構 

  

Elbaz（1981）認為教師實務知識並非雜亂無章，因此假定這些知識具有某種結

構，使知識與行動之間表現出一致性。她以一位資深的英文教師為對象，透過深度

訪談與觀察，結果發現個案教師的實務知識具有內容（content）、取向（orientation） 

和結構（structure）三種類別。其中，結構是實務知識的核心，包含實務規則（rule 

of practical）、實務原則（practical principle）以及意象（image）的三階層性，由具

特定具體到較廣泛抽象，提供了一個了解教師實務知識結構的架構，圖 2-5 表示三

者關係，表 2-10 提供示例。Elbaz（1981, 1983）提出的意象概念與對實務知識的指

引作用，揭示了教學意象（teaching image）與教學行動間的密切關係，更為日後研

究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郭玉霞，1997；陳國泰，2000）。以下援引相關文獻簡述

之（林佩璇，2002b；李正義，2005；陳國泰，2006；黃龍欽，2015；Elbaz,1981,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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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意象：意象是概念性的，既抽象且涵蓋範圍最大，包含了教師的情感、 

價值、需求和信念，並以一個隱喻的敘述來說明教師對於教學的理念，形成 

了教師個人的教學取向，也是能夠主導教師原則及規則的實施，直接影響教 

師處理現場教學問題所採用的方法。意象常常以直覺的方式就各種實務事件 

來決定對策與採取行動，最能反映出教師教學的心理圖像、對教學的看法以 

及對教學情境中實務事件的觀點。Elbaz（1981, 1983）強調，意象可以了解 

教師個人課堂上的表現與決定，是指導教師實務知識與實務規則運作的後設 

因素，亦為教師實務知識的來源。 

 

(二)  實務原則：指在教學意象下，教師對教學中經常遇到的事件或狀況，會從 

過去的經驗中形成有效的方法或策略，是一種比較概括的、較多涵蓋，未 

明確說明的處理原則。實務原則反映出教師採取行動背後的原因和目的， 

是一較廣且具有理念性的陳述，原則的使用也包含了反省。  

 

(三)  實務規則：指教師處理教室或教學特殊情境時所採取的行動，是簡短且明 

確的敘述，說明在實際教學的某些特定情境中，教師應做什麼或如何去做。 

使用規則時，也會一併考慮行動的結果和目的。 

 

 

 

 

 

 

 

 

          圖 2-5.  Elbaz（1981）教師實務知識認知結構 

資料來源：引自陳國泰（2000，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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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教師實務知識結構示例（以本研究 A 師為例） 

意象 實務原則 實務規則 

探究

教學

是引

導學

生心

智探

險的

活動 

1. 學生為學習的主體。 

 

 

 

 

2. 教師扮演協助者的角色。 

 

1-1 激發學生探究學習的興趣。 

1-2 提供科學素材，讓學生主動探索與解

決問題。 

1-3 學生將想法和結論與同儕公開交流。 

 

2-1 提供探究學習資源。 

2-2 協助學生評估方法的可行性。 

2-3 協助學生形成與科學概念相符的 

結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Connelly、Clandinin 與 He（1997）延伸 Elbaz（1981）的實務知識結構，在意

象、規則、原則之外，另提出隱喻（metaphors）、個人哲學（personal philosophy）、

循環與節奏 (cycles and rhythms)、敘事單元（narrative unity）等幾個構成實務知識

的要素，成為教師實務知識作為一種身體語言（embodied language）的表徵形式。

其中，「隱喻」指個人的概念系統，類似於意象，不同的是它具有更多的語言特性，

賦予意象一個表演的空間，使得實務知識得以探究更深層的智慧；「個人哲學」是教

師個人本身的思考方式，包括價值觀與信念；「循環與節奏」說明教師的教學鏈結生

活循環系統，是由節奏所形成的一種規律性；「敘事單元」是個人經驗之中的連續體，

穿插於個人生活中，就像一條繩索，穿過所有對經驗的描述，使得實務工作中的意

象、原則、規則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被看透，協助教師建構個人生活及教學故事（林

佩璇，2002b；郭玉霞，1997；黃龍欽，2015；Connelly et al., 1997）。然而，Connelly

等人雖然發展出七個實踐語言的詞彙，但並未具體指出這七個實踐語言間的關係（賴

秀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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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教師在執行教學前，心中並非空無一物，而是可能早已存有一種 

「上課應該像怎樣」的意象（image）、或心象（mental script）、或隱喻（metaphor）

（陳國泰，2000）。而當教師在面對真實教學情境時，則會有一個概念性的架構作為

實際教學的參考，這個概念性架構整合了學科本質、學生學習、教師教學等方面的

知識與信念，提供教學時的重要準則，讓教師可以依照當時的情境，從架構中選出

最適合的實務知識來進行教學（簡頌沛、吳心楷，2010）。換言之，教師教學的概念

性架構乃植基於教學的意象，教師實務知識即在教學意象的指引下，經由後設認知

歷程進行辯證、過濾、修正、相互調整而形成，然後才運用到實際教學活動之中（陳

美玉，1996）。職是，對教學意象進行探析，有助於了解教師實務知識的實際運作情

形。 

 

對於意象的意涵，學者觀點分歧，不同學者定義為態度、隱喻、概念，或後設

認知（邱憶惠，2003）。例如：Beattie（1995）認為 Elbaz（1983）並未將屬於個人

的經驗賦予在意象當中。Clandinin（1983）將意象概念化，以作為理解教師個人實

務知識之語詞。Calderhead（1988）運用 Brown（1987）的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概念，將意象概念化成個人後設認知層次的組織架構，在反省過程中接受挑戰、辯

證，或調適。Cochran-Smith 與 Lytle（1999）認為意象代表了教師的教學基本態度，

為教師知識的主要一般概念。郭玉霞（1997）和池叔樺（2001）在分析教師的實務

知識結構時均發現，實務知識的結構可分成意象、實務的原則，以及規則三個層次，

池叔樺（2001）並認為如果把教師個人的實務知識視為一個整體，則意象可以視為

是教師實務知識的一個統整的中心概念，意象影響了教師教學實務上的各項事物，

因此如果能夠了解教師教學意象的運作，將有助於窺見構成教師實務知識的中心思

想。陳國泰（2000）則認為意象是由個體的先前經驗及這些經驗對個體本身的意義

演化而來，在教師的實務知識認知結構中，自我知識居於後設監控地位，影響著教

學意象，教學意象又透過後設認知過程而形成實務知識，而在實際教學之後，透過

實際教學的回饋又形成新的意象，如此循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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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教師經由實際的教學經驗形成的實務知識，具有實務的規則、原則

以及意象三個不同認知層次的結構，說明教師在實際教學中是依據實務的原則及規

則進行教學行動與反思，意象則提供教師一個心中理想的教學藍圖來協助其達成教

學目的。教師的教學意象源自於過去的經驗，表現在當下的思考與行動，引導著未

來的行動與方向，是一個連續、動態、理論與經驗辨證之後所得的結果，為教師實

務知識中最重要的結構。當實際教學未能符應原本的教學意象時，教師將重新思考

與修正，形成新的教學意象，而新的教學意象將產生新的實務原則以及實務規則。

教師實務知識的發展即依此結構形成一個循環迴路，不斷的調整、修正、更新。總

之，教師實務知識結構中的各種實務相關概念與行動是一個整體的、互動的以及有

機的知識體系，同時包含了過去、當前與個人的教學圖像，交織於意象、隱喻、原

則、規則、敘事單元或是個人哲學中，能充分反映出教師教學的先備知識與實務知

識的全貌，影響教師個人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的運作（陳美玉，1996；陳國泰，2011）。 

 

本研究採取 Elbaz（1981, 1983）的觀點，認為教師實務知識可能的認知結構為

教學意象、實務原則、實務規則所形構，由抽象以至於具體，環環相扣。其中教學

意象指的是個案教師認為理想的探究教學應該像什麼的教學概念，實務原則為個案

教師採取課堂教學行動的理由及目的與價值，實務規則是個案教師在特定教學情境

中所採取的具體措施與行為。從教學意象到實際教學的運作過程，必須考量教學情

境中的重要因素，包括教師本身、學科、課程、學生、教學策略等，而這些要素都

在教學意象的指引下，不斷地透過教師信念與教學省思的過程進行辯證、過濾與調

適，進而產生可用的教學實務知識，而後運作於實際教學中（陳美玉，1996），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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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本研究教師實務知識認知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Calderhead（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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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與形成機制 

 

教師實務知識需透過教學實務來累積，而且形成的過程可視為一種知識的重構 

(reframing)，包括對於問題的反思，對於本身既有知識的回顧，既有知識與現行教

學實務的整合。一旦這樣的反思發生，反思的結果就能納入教師原有的知識架構中，

或是整合出新的知識並在往後的教學中被使用。因此在實務知識形成發展的過程中，

教師對於教學行為的反思是實務知識形成的重要關鍵。 

 

教師實務知識結合了理論與實務的部分，其知識的形成和轉化必然是一個動態

歷程，會隨著新知的吸收、認知的調整及經驗的累積而有所變動。教師的教學轉化

是一系列的認知處理過程，受到多種因素影響，例如早期學習經驗、專業課程教育、

課室內的實踐、情境因素及教學實施後的反思等，這些因素間接相互影響教師的知

識、信念、態度、隱喻及意象等（許美華，2004；孫志麟，2003）。Gunstone（1999）

認為不論是哪一種知識來源或影響因素，若沒有透過教學實踐與反思的過程，教學

知識就無法發展出更有組織、更具實用功能的形式。 

 

一、 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 

 

E1baz（1983）認為影響教師實務知識形成／發展的因素有專業訓練、學校文

化及個人的教學信念。Clandinin（1985）認為過去的專業訓練、個人的生活經驗、

學校的求學經驗及個人的教學信念是主要的影響因素。Lloyd（2002）認為教師對於

學生如何參與活動（學生如何學習）的信念，是影響教師使否願意設計與實施探究

教學的關鍵。無疑的，教師對於學生與學習的信念，將是影響探究教學的關鍵，因

為當教師對於學生的認知如何發展有所感受時，教師才能預期哪些種類的教學活動

內容，能夠幫助學生的學習（Even & Tirosh, 1995）。教學信念為教學實務的基礎，

可讓教師界定教學任務，選擇合適教學策略，並合理地運用知識經驗，有效解決教

學現場瞬息萬變的問題，更助於教育工作者對於自身角色的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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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Duffee 與 Aikenhead（1992）針對六位教師實施 STS 教學的研究發現，

39
 教師採取的評量方式深受教師個人教學經驗、自我評估、家庭以及與同事互動的

影響。Duffee 與 Aikenhead 根據 Elbaz（1983）提出的實務知識三層次結構的看法，

認為教師實務知識是一種流動的知識，其形成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包括教師過去

的經驗、當前的教學情境以及教師個人教學的心理圖像／教學心象，如圖 2-7（引

自黃龍欽，2015，頁 49）。 

 

(一) 教師過去的經驗：包括正式教育階段的學習經驗、教育專業成長訓練，以及 

家庭生活、宗教信仰、交友情形、旅遊見聞等生活經驗，都是建構個人知識 

庫與經驗形式的基礎。教師經由以往所累積的經驗中，能發展出一套屬於自 

己教學的價值、信念和實務規則，形成了教師實務知識的一個主要構面，足 

以影響教師的教學決定。 

 

(二) 當前教學情境：教師對目前教育情境的知覺，會經過實務原則的濾鏡，符合 

者才會導致進一步的教學行動。換言之，教師在採取教學行動時，會因應當 

前的教學情境而有所調整，這些情境因素包含現有的教育法規、課程內容、 

教學資源的提供、外界物理環境、社區特性、學生特質、學校同事等因素的 

影響。 

 

(三) 教學的心理圖像：Duffee 與 Aikenhead（1992）提出教學心象的概念取代 Elbaz 

（1983）的教學意象，用來描繪教師心中「理想的教學樣子」的心理圖像。 

教師的教學行動決定會受到自身價值觀、信念、實務規則及原則的指引，朝 

著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教學樣子」而努力，與 Elbaz 的教學意象並無不同。 

整體而言，當教師做成教學行動決定前，當前教學情境及相關問題都會透過 

教學心象，獲得再思與確認；實際教學中也會視當前教學情境而重新調整其 

教學心象，使其更有利於教學，並作為教學行動的依據。職是，教師實務知識 

                                                      
39

 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教學是以真實世界中的一些社會議題，或是人們所關心的事 

情為起點，藉由公术的角色扮演，提供學生運用科學的機會。經由對地方性、區域性及國際性 

問題的調查研究，以培養具有科學素養的公术，使其能對公眾問題作出明智抉擇，並採取適切 

的行動，以解決問題（蘇宏仁，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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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乃是一個不斷積累且交互作用的發展歷程。  

 

 

 

 

 

 

 

 

 

 

 

 

 

 

 

 

 

 

 

 

      圖 2-7. 教師實務知識影響因素示意圖（Duffee＆Aikenhead, 1992）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龍欽（2015） 

  

圖 2-7 中，實線／虛線箭頭只是不同因素的影響方向，代表的是教師教學決定 

的一個重要特色。具體而言，當前的教學情境與教師個人過去的經驗、價值觀、信

念、實務規則及實務原則形成互動，然後再透過教師個人的教學心象做成行動決定

而影響課堂實務。同樣的，教師個人的教學心象也會受到此二者因素的交互影響。 

 

綜合上述，可知教師實務知識來自許多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這些影響因素係

由個人與環境交織而成，其中有個人因素（包括個人特質，過去生活經驗、正式教

育經驗、師資培育經驗、教學經驗，教學省思，專業訓練、教學意象等）及當前教

當前的教學情境 過去的經驗 

教學心象／教學的心理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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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規 / 課程內容 

教學資源 / 學校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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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情境（如社區、行政、學生、同事、法令、課程、設備與資源以及物理環境）的

影響。而促進教師知識成長的途徑亦相當多元，舉凡教師參加研習、工作坊、讀書

會、聆聽演講、與同儕交流、自行閱讀等皆是。此外，時代變遷、新興科技的知識

及問題、全球化趨勢、多元化價值觀和社會層出不窮的議題，也都是今日教師必須

建立的知識（林樹聲、靳知勤，2012）。時值十二年國教課程啟動之際，教師必須花

費更多心思於教學準備，以因應新課綱實施的教學。這也提醒研究者在進行教師實

務知識探究時，需深入影響因素，才能洞悉其中的交互關係與影響力量。 

 

二、 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 

 

Shulman（1987a）認為教師知識主要來源為（1）學科領域的學術研究：包括 

研究成果與文獻累積，即知識本質的哲學性與歷史性探討；（2）教學媒體與教育團

體：前者指課程、教材、和教具等，後者如教育機構或教師專業團體；（3）正式的

教育學術研究：係指教育學所累積的知識；（4）實踐智慧：如學科教學知識的累積。

Grossman 與 Richert（1988）發現新手教師知識的主要來源有五類（1）中學與大學

的本科教育；（2）師資培育課程；（3）師資培育課程裡的實習；（4）教科書；（5）

其他教師。其中 1 至 3 項屬於職前教育的正式知識，4、5 項則是新手教師在實務工

作上所獲得最直接、最有用的實務知識。新手教師的知識建構以學科知識為主，理

由在於新手教師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在於如何應付當下的教學，不僅必須盡快熟悉學

科單元中的知識，而且必須把這些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組織起來，以便在課堂中表

現出自己的專業（Pigge & Marso, 1997）。新手教師雖有教育學相關知識，卻不知如

何與學科內容知識結合，只好依他們被教的方式教育下一代（李田英等人，2008；

Shulman, 1986b）。而對經驗教師而言，經過多年的教學歷練，幾乎已精熟多數的學

科知識，也知曉如何配合教學知識的採用，所以他們反而會重視如何幫助學生達成

更佳的學習狀態、減少學習上的困難，因此經驗教師會將重點聚焦於學生的知識建

構，藉此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教學境界（林樹聲、靳知勤，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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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Freire（1970, 2003）的知識論觀點，知識來自人類認知行動的實踐（praxis） 

過程，並在人際互動中獲得意義，意即實務知識係由個人在實際行動中所建構，且

在持續改變與演進當中。Eisner（1996）從經驗的觀點來說明知識生成的過程，認

為個人在知識的生成過程中，並非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能選擇與組織所認知世界

的主動促動者（active agent），意即實務知識具有建構性與經驗性，可經由個人的主

動作為在不斷建構與形塑經驗的過程中逐漸豐富與擴充。Popper（1962, 1989）亦認

為知識不可能無中生有，必須經由人類的不斷努力而成長，需要公開的接受批判檢

查，使知識得以在系統的理性批判過程不斷精進。Schön（1983）提出「反省實踐的

知識論」，強調實務者必須以「行動中認知」（knowing-in-action）與「行動中反思」

（reflection-in-action）等較默會且充滿熟練的判斷智慧方式，才能夠生成實務知識；

意即實務知識乃是人們經過慎思過程的個殊性建構（idiosyncratic constructions），實

踐者必須透過反省才能夠使此種生成自重覆經驗的默會理解浮現出來，並且賦予嶄

新的意義，給予此項經驗全新的描述，或因而建構出個人理論（陳美玉，2003）。 

 

上述知識論者的觀點，都強調實務知識的生成無法透過專業的訓練，唯有經過

自我不斷努力學習、反省與理性批判既有的知識，才能促成知識的成長與自我的超

越，所獲得的知識，最少受到矇蔽與扭曲，才是最接近真理的知識，進而才能建構

出有效的自我知識，發展個人理論（陳美玉，1996）。綜述之，教師實務知識是一種

流動的知識，其形成受到下列因素影響： 

 

(一) 教師個人的默會致知 

 

學校是傳承和創造知識的場所，教師則是知識轉化和建構的主要推手。研究顯

示，教學知識的學習必須經過一段 Polanyi（1958）所謂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過

程才能真正學會教學。教學理論或書籍所能記載的教學知識，或是經驗教師口述的教

學經驗，都只是教學知識的冰山一角，有更多知識是看不見的，很難用言語、文字及

符號等方式來描述清楚，這些知識內化在每個「會」教學的教師身體裡面，必須仰賴

其他的方式來學習（陳國泰，2000；邱珍琬，2003；鄭明長，2005）。換言之，默會

知識是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而不是從理論中學習，是直接藉由與擁有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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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專家接觸與觀察，而並非無人協助（Wong ＆ Radcliffe, 2000）。新手教師要邁

向專家教師的成長之路，必須經歷一段默會致知的漫漫學習旅程，向經驗教師／專家

教師學習如何將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融會貫通的轉化運用在實際教學現場上，才能成

為一位「會」教學的教師。 

 

Polanyi（1966）認為默會知識可以經由一段長期的師徒關係而由一人移轉給另

一人。Nonaka 與 Takeuchi（1995）也認為默會知識可以透過師徒制（mentoring）或

做中學來取得（楊子江、王美音譯，2000）。Choo（2000）描述默會知識是可以被分

享，它可以暗指或顯示透過豐富的談話方式，包括：類比的使用、隱喻、模型、透過

師徒制的學習與故事的集體分享。Berry（1987）提出「認知」、「產生關連」、「自主、

自發性」三階段模式說明顯性知識與隱性知識的運作；其中「認知」、「產生關連」兩

個階段為顯性知識的運作歷程，個體可以分別透過「指導或觀察學習」、「從實作中學

習」獲得知識，「自主、自發性」階段則是個體在「心領神會」、「了然於心」的狀態

中實踐默會知識（引自胡郁珮，2016，頁 57）。 

 

(二) 教師社群的知識螺旋 

  

學校組織文化中，大部份的教師其教學模式皆儲存於個人心智中，當教師一旦 

離職或退休，所擁有的教學經驗也將隨之消逝而去。為了讓知識能夠在學校持續的 

傳承下去，學校中有共同願景的教師們一起進行組織學習，促進教師專業的提昇，教

學的創新，形成一個相互投入和共用資源的實務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林

孟郁、鍾武龍、張月霞，2015）。實務社群是一個理想的學習環境，能夠提供具體的

組織基礎建設，以實現學習型組織的夢想，教師藉由實務社群的運作與互動進行知識

管理，讓所有的成員透過知識共用、轉化與擴散，教師知識的成長都會呈現在這個實

務社群裡（王為國，2007）。 

 

組織本身不具有學習的能力，真正學習的主體乃是組織中的成員並具有集體學

習歷程之意涵（林孟郁、鍾武龍、張月霞，2015）。至於知識如何在組織中被轉化進

而創新，Nonaka 與 Takeuchi（1995）基於 Polanyi（1966, 1969）的知識轉化概念，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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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多位學者的論點，提出知識螺旋理論（the knowledge spiral theory），40 進一步詮釋

知識的轉化與創新模式，乃經由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間有效的互動與應用，形成一個

不斷成長的螺旋性創新歷程。 

 

Nonaka 與 Takeuchi（1995）提出組織知識轉化模式的四種型態：共同化／同化

（socialization）、外顯化／外化(externalization)、組合／結合化 (combination) 與內隱

化／內化（internalization），簡稱 SECI 模式（如圖 2-8、表 2-11），被廣泛運用於探究

學校、教育、企業、文化等領域的知識管理（楊蘭映，2007；林美英、趙振瑛，2003；

楊子江、王美音譯，2000；陳佳香、陳世欽、蘇偉成，2005）。說明如下：    

 

1. 共同化（S）：個人之間的隱性知識分享是默會知識公共化的歷程，重視的是 

共同經驗的建立，意即透過身體的實踐來領悟與體驗默會知識成為同理知

識（sympathized knowledge）的過程。例如教師可以利用公開授課（lesson 

study）機會，41
 交流分享彼此共同課堂事件的經驗，使彼此心有靈犀，身

歷其境般地體悟其中奧妙。新手教師也可以透過師徒制的觀察、模仿、意

會、演練等方式，從資深教師身上學習豐富的教學經驗。 

2. 外顯化（E）：個人的隱性知識藉由社群成員的討論對話，具體表達出來，進 

而將隱性知識轉變成顯性知識，是知識創新的關鍵。例如在公開授課的議 

課活動中，資深教師將其教學的觀點，藉由隱喻、假設、類比、重新詮釋、

敘說(narrative)或說故事（storytelling），等方式，表達為顯性的概念知識

(conceptual knowledge)，向新手教師明白陳述、清楚地展示傳遞。  

3. 結合化（C）：組織成員將各種顯性知識加以整合、連結轉化，形成更複雜 

系統的顯性知識後，透過社群活動中交流分享，即是將顯性知識公共化的

                                                      
40

  Nonaka（野中郁次郎）和 Takeuchi（竹內弘高）為日本知識管理的先趨，在其所撰寫的《創新 

求勝－智價企業論》（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一書中，認為知識創造之鑰在於內隱 

知識的運用與轉化，也尌是說組織內知識的創造是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持續互動的結果，組織 

本身不能創造知識，個人的隱性知識才是組織創造的基礎（陳佳香、陳世欽、蘇偉成，2005）。 
41

 有許多途徑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公開授課即是其一。公開授課是指教師參與共同備課、公開 

觀課和集體議課，打開教室的門，在友善、互信的氛圍下進行專業對話，看見自己教學的不同 

面向，亦即教育部（2017）「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倡導的教學觀察三部曲。這個三位一體的 

教師公開授課模式蘊含著能幫助教師專業永續發展的密碼，激發改進的成長動力，並提升課程 

與教學的視野（卯靜儒，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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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例如教師從學校內部與外部蒐集到的有關公開授課的辦法、推動策

略、觀課工具、配套措施等各類顯性知識，加以重詮釋整合成的系統知識

(systemic knowledge)，透過演講、會議、研習活動等方式傳播。 

4. 內隱化（I）：將顯性知識轉變成隱性知識，是一種學習新知識的過程。內化 

的原動力來自於「做中學」，個人將前述三個知識轉化歷程中所學習到的知

識，透過實踐活動邊做邊學，將知識內化為個人具意義性的運作知識 

（operational knowledge）。例如新手教師經由公開授課的默會致知歷程，追

求理論與實踐的辯證與融通共建，消弭理論無用的「現實震撼」，進而產生

內化，創造屬於自己有用的教學實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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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8.  知識轉化螺旋圖（SECI 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 Nonaka & Takeuchi（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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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教師實務知識的轉化傳遞與學習方式  

知識的轉化傳遞方式 知識的學習方式 

共同化（Socialization） 

隱性知識→隱性知識 

･ 知識的共同化為同理性知識（sympathized knowledge）。 

･ 需倚賴個人在社群中日常生活之體驗或感受，本身是一

種透過社會化來傳遞知識的活動。 

外顯化（Externalization） 

隱性知識→顯性知識 

･ 知識的外化，屬於概念性知識(conceptual knowledge)。 

･ 將知識建構成可書面化、文字化的知識型態。  

結合化（Combination） 

顯性知識→顯性知識 

･ 知識的結合化，為系統性知識(systemic knowledge)。 

･ 將可文字化的知識再以其他文字或符號等型態，系統性

地傳遞給組織成員。 

內隱化（Internalization） 

顯性知識→隱性知識 

･ 知識的內化，係對個體與社群間，具意義性的運作性

知識（operational knowledge）。 

･ 透過身體力行與經驗分享而獲得。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整體而言，透過知識的轉化傳遞與學習方式，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產生不同的

互動，進而創造新知識。換言之， 當知識轉化能力提高，便可以增加知識的吸收能

量，激發創新能力。是以，教師必須將自身置入於課堂實在（reality）之中，透過顯

性知識認識教學實務的整體、細節與特點，再將其與自身的身心統合、內化，形成隱

性知識，進而創造出個人理解的教學意象或模式。換言之，在教學情境中不論是顯性

知識或隱性知識，並非各自獨立分開運作，而是不斷地互動循環、相輔相成的，唯有

透過互動的過程，一種螺旋式過程（spiraling process），這兩種知識的交互作用才能

導引出新知識的創造，在質與量上同時獲致擴展。42 SECI 模式並非以線性的方式進

行，專家教師可依據教案內容、學生的學習狀況與情境做彈性的變化，將顯性與隱性

知識透過不同類型的活動加以轉化、實踐。   

 

 

                                                      
42

 Nonaka 強調組織知識之流動有其一定之先後步驟，即社會知（共同化）→外部知（外顯化）→結 

合知（結合化）→內部知（內隱化）。例如新手將專家的經驗，透過共同化、外顯化學習等過程， 

進一步結合各種顯性知識，隨之產生的尌是內隱化，進而創造屬於個人的默會知識（楊子江、王 

美音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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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教師社群中的知識轉化傳遞與學習是一種螺旋過程，如圖 2-9，由個

人層次開始，逐漸上升並擴大互動範圍，最後超越整個社群的界限，此種循環不斷在

社群中交流著，形成循環不已的知識螺旋（胡郁珮，2016；楊子江、王美音譯，2000；

陳佳香、陳世欽、蘇偉成，2005）。 

 

(一) 共同化通常由設立互動的「活動範圍」開始：促進實務社群成員透過分享、反

思共同教學事件的經驗，閱讀、討論故事，觀察與模仿的活動，彼此的心智模

式與技術性技巧能共同化，使個體與社群間能產生共鳴，形成具個殊化、亦能

在社群間交流的默會知識。 

 

(二) 外顯化通常由「對話或集體思考」開始：利用適當的隱喻、假設或類比協助成

員說出難以溝通的默會知識，使其能清楚明白。換言之，默會的概念性知識能

在社群中以對話、集體思考的模式，促使成員能省思、依其經驗創造出屬於自

身、或社群間全新的詮釋。 

 

(三) 結合化模式是提昇顯性知識的重要歷程：結合化知識轉換的重要表徵為教師能 

將既有的顯性知識加以結合與重組，使其成為創新的知識，並於正式會議或非 

正式場合中，透過口語的傳遞、討論，以及文件資訊等方式分享。 

 

(四) 內隱化的原動力來自於「邊做邊學」：透過實作的做中學體驗性活動，將顯性知 

識意義化於自身或與他者互動而得的實務經驗中，使系統化的知識能內化於個 

體，成為實際有用的教師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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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教師社群的知識轉化傳遞螺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楊子江、王美音譯（2000） 

 

綜合上述，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其中最大的挑戰之一在於「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

年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教育部，2014）。

因此，學校教師如能主動積極投入教師社群的運作，啟動知識轉化傳遞與學習的知識

螺旋，將能形成與掌握公開授課的教師實務知識，對教師而言，不啻是一個全新的教

學專業知識成長歷程，不僅可以將教師個人的默會知識轉移為教師社群共享的顯性知

識，還能在整合不同層次的知識系統後，加以傳遞擴散，精進課堂教學，進而影響十

二年國教課程改革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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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科學教師實務知識相關研究 

 

Van Driel 等人（2001）認為科學教師的實務知識包括教師對在科學、教學、學

習，和學生等相關部分所融合的知識與信念。在教師知識範略中，最常成為研究主

題的是學科教學知識（PCK），其定義涵蓋了知識與信念（Magnusson, Krajcik, & 

Borko, 1999; Mulholland & Wallace, 2005）。PCK 是一種必須進行教學推理並轉化學

科內容形成各種形式的學科表徵，在轉化和推理的過程中，教師還必須使用其他知

識，例如學科知識、一般教學知識、學生知識、課程知識等理論知識和技能知識，

因此是一種統整理論與實務的教師知識（簡紅珠，2002）。 

 

職是，本節主要針對科學教師之學科教學知識與教師實務知識，就國內外相關

研究進行探析。 

 

壹、 學科教學知識研究綜述 

    

自 1985 年 Shulman 於美國教育研究學會（AERA）年會上，首次提出教師應具

備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 PCK）的概念，並指出 PCK 有助

於理解教師如何將學科知識轉化為教學知識並與學生的學習產生聯結，有關教師知

識的本質與內涵，以及教師如何獲得、發展、儲存和利用知識，知識如何影響教學

等問題的探討，在教學研究領域掀起一股新浪潮，相關論述與研究者眾，採用多樣

研究方法，提出多種觀點，引發各樣討論（潘慧玲，1999b；簡紅珠，1992a、2002；

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也使得教師專業教育逐漸由對教學知識的重視，

轉向如何提高教學品質及教學的有效性，對於教師專業發展及師資培育造成重大影

響（周淑卿，2004a）。 

 

PCK 研究受到廣泛關注，許多學者陸續投入此一領域進行研究，就 PCK 的內 

涵結構、教師的 PCK、應用 PCK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等議題投入大量研究。不過，

學者對於 PCK 的概念、內涵及定義的認定並不完全一致，有的學者以 Shulman 的理

論為依據加以發展，有的學者則提出其他不同的見解（鍾榮進，2014）。此外，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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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PCK 的研究也日益受重視，許多研究均以 PCK 作為科學教師教學能力評估及

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向（張世忠等人，2012；楊薇、郭玉英，2008；Loughran, Mulhall, 

& Berry, 2008；Verloop et al. 1998）。研究者從《ERIC》43 輸入關鍵字「science teacher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獲取國外相關研究資料，在過去 20 年間約 28926

筆，其中與中學科學教師有關約 2336 篇，占 8%；再從《ERIC/ProQuest》平臺，搜

尋美加地區碩博士論文，與科學教師有關 1782 篇，其中國中科學教師 339 篇，占

19%。國內研究資料部分，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輸入關鍵字「學科

教學知識」，共 168 筆，其中與國中科學教師有關研究 6 篇，占 4%；另從國家教育

研究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輸入關鍵字「學科教學知識」，獲得期刊論文、研討

會論文、專案研究報告等相關研究資料共有 56 筆。44
 顯見國內有關科學教師 PCK

的發展與實際運作研究有待加強（張世忠、蔡孟芳、陳鶴元，2012）。近數十年來，

關於科學教師 PCK 內涵的研究廣受重視，然而，有些學者也指出 PCK 研究的不足。

其一不足是少關注探索實務教師在特定主題的教學實例，致使研究結果甚少成為教

學實務的核心層面以引導教師有目的性精煉教學技藝；另一不足是很少完整的探索

PCK 面向之間的統整（Loughran, Berry, & Mulhall, 2006；Park & Chen, 2012；引自

黃平屯、郭重吉、張惠博，2016，頁 86）。綜整 PCK 相關研究如下： 

 

Shulman（1987a）認為教師的 PCK 是知道如何根據學習者的不同興趣與能力， 

將特定的主題、問題和事件組織起來，以教學方式呈現，其核心是學科知識的教學

策略和表徵、學生學習的困難和概念的理解。教學是一種持續推理與創造的過程，

Shulman（1987a）首先建立了一個「教學推理和行動模式」（model for pedagogical 

reasoning and action，MPRA）（圖 2-10），作為了解教師如何運用知識基礎形成教學

行動的架構；透過理解（comprehension）、轉化（transformation）、教學（instruction）、

評量（evaluation）、反思（reflection）、新理解（new comprehension）等步驟，其呈

現順序並非固定不變，而是一連串循環的教學活動，經驗才能被轉化為 PCK。 

 

                                                      
43
 全名「Educational Resource Information Center」（教育資訊資源中心）。是美國在 1960 年代最早 

開發的電子資料庫之一。截至 2000 年 ERIC 資料庫中書目資料和全文文摘已超過一百萬筆。資 

料來源：吳美美（2001）。美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ERIC）資料庫今昔。教學科技與媒體， 

55，92-103。 
44

 資料庫檢索日期均為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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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Shulman 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MPRA 模式） 

資料來源：Shulman（1987a） 

 

自從 Shulman 提出 PCK 的見解之後，一些學者從概念內涵知識庫的觀點對 PCK

內涵加以延伸或提出不同的看法，其目的不外乎對 PCK 的特質加以界定及釐清（鍾

榮進，2014）。Tamir（1988）基本上認同 Shulman 對 PCK 的概念，並將其加以擴展，

從課程、教學、學生，以及評量等方面來討論，再細分成知識與技能兩個面向。Marks

（1990）曾就Shulman及其他後繼研究者對PCK所做的概念定義，提出修正的建議，

提出的 PCK 結構包含了四個主要的領域：教學使用的學科教材、學生對該學科的理

解、教該教材時使用的媒體，以及該學科教學歷程等四方面的知識，此四種領域之

間有緊密的聯結，經由整合而形成了 PCK。 

 

Grossman（1990）是第一位將 Sulman（1986）提出的教師知識基礎系統化的學

者，並在其教師知識模型中表徵了 PCK 的概念（如圖 2-11）。在這個模型中，PCK

居於中心位置，被視為是學科內容知識、教學知識、教學情境知識的轉化，存在著

教師的知識和信念，因此可以解釋 PCK 的形式和實務特性。Grossman（1990）運用

其教師知識模型分析六位初任中學英文師的教學專業知識，認為教師在從事教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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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自問三個問題：「為何要從事（英文）教學？」、「教師必須要教什麼？」、「學生

理解的知識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關乎教師的教學信念、教學情境與學科知識。

也就是說，當教師面臨不同類型的課程選擇或教學材料時，均會影響其教學決定，

有些教師會選擇以學生的興趣為主要考慮的依據，有些教師則會依據自身對教材相

關知識的了解來作考量，而教室情境亦是影響的因素之一。 

 

 

 

 

 

 

 

 

 

 

 

 

 

 

 

 

 

 

 

 

圖 2-11.  教師知識模型圖（Grossman 模型） 

    資料來源：Grossman（1990） 

 

Cochran、DeRuiter 與 King（1993）修正 Shulman 的 PCK 觀點，以「knowing」

取代「knowledge」，提出「學科教學知解」（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PCKg）

的概念（如圖 2-12），將 PCK 從靜態知識體系轉變成建構主義觀點的動態發展歷程。

學科內容知識 

實質結構 學科內容 章法結構 

一般教學知識 

學習者 

與學習 

課堂 

管理 

課程 

教學 

其 

他 

PCK 

學生理解

的知識 

課程 

知識 

教學策 

略知識 

學科內容教學目標的構思 

教學情境知識 

社區 學區 學校 



 
 

- 91 - 
 

Ball 與 Bass（2000）即指出，雖然 PCK 將學科知識和學習者、學習以及教學綑綁

（bundle）在一起，綑綁後的知識可以提供教師教學的一個重要資源，包含教師預

期學生可能遭遇的困難和多樣化的處理方式；但是綑綁的知識不能夠永遠賦予教師

面對所有教學困境時所需的彈性。Cochran 等人（1993）主要強調教師的 PCK 在組

織與運作「學生、學科內容、教學及教學情境」等四種知識過程中，因為經驗的不

斷累積與反省修正，而促使 PCKg 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發展擴充的動態性質（陳國泰，

2006）。圖 2-12 中各有重疊不可分的部份，當重疊部分越來越擴張時，表示教師 PCK

越趨成熟，最終成為一個完整的教學知識體系。 

          

 

 

      圖 2-12. PCKg 結構圖（PCK 發展模型） 

資料來源：Cochran et al.（1933） 

 

Magnusson、Krajcik 與 Borko（1999）提出科學教師 PCK 應涵蓋的五大面向（1）

科學課程知識（knowledge of science curricula, KSC) ：特定主題或單元的教學實務

中展現的課程知識，包括教材知識、主題有關之垂直（縱向連貫）與水準（橫向統

整）的課程知識、核心課程知識、課程目標、課程計畫知識、對科學有用的課程資

（深黑）欠缺教學經驗 

（中灰）教學經驗不足 

（淺灰）擁有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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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使用標準來指引計畫和教科學；（2）學生理解科學的知識（knowledge of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KSUS）：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或需求、潛在性學習困難、

先備知識和迷思概念、學生能力；（3）教學策略知識（knowledge of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KIS）：教師以學生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現教學內容的知識；（4）科學素

養評量的知識（Knowledge of assess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KASL）：評量方式、

評量內容、評量策略和時機、評量結果的解釋；（5）科學教學取向（Orientation to 

science teaching，OST）：是教師對教學、學習、學習者的通則性觀點，常見的內涵

有教學目標、教學信念、教學圖像、教師角色、科學本質教學。Magnusson 等人（l999）

的研究僅強調科學教師的 PCK 是科學教學取向與四個面向的相互影響、形塑而成，

但忽略面向之間彼此的影響（黃平屯、郭重吉、張惠博，2016）。Magnusson 的科學

教師 PCK 結構如圖 2-13。    

 

 

 

 

 

 

 

 

 

 

 

 

 

 

 

 

 

圖 2-13. 科學教師 PCK 結構圖（Magnusson 模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 Magnusson et al.（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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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l（2007, 2008）整合最常用的 Grossman（1990）教師知識模型（圖 2-12）

和 Magnusson 等人（1999）的科學教師 PCK 模型（圖 2-14），提出一個科學教師知

識模型（圖 2-14），這個模型增加了重要的科學教師知識基礎的組成，以及 PCK 的

結構，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教師知識模型。 

 

 

 

 

 

 

 

 

 

 

 

 

 

 

 

 

 

 

 

 

 

 

 

 

  圖 2-14. 科學教師 PCK 結構圖（Abell 模型） 

         資料來源：Abell（200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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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與 Oliver（2008）探查三位資深科學教師在 3 個教學單元中展現的 PCK 面

向，發現科學教師 PCK 展現六個面向，且相互影響，稱之為 PCK 六角形模式，如

圖 2-15。該模式呈現教師效能的展現，PCK 的整合性，反思的重要性，以及對學生

角色作為 PCK 內涵重要性的體認（Park＆Oliver，2008）。六角形模式雖以 PCK 面

向間的相互影響來描述面向關係，卻呈現出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關係，以科學課程知

識為例，此模式僅能呈現其和「科學教學取向」與「學生理解科學的知識」的直接

影響，和其他面向的關係則呈現間接影響（黃平屯、郭重吉、張惠博，2016）。 

 

 

 

 

 

 

 

 

 

 

 

 

 

 

 

 

 

圖 2-15. 科學教師 PCK 結構圖（Park 與 Oliver 六角形模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 Park＆Olive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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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在美國科羅拉多州（Colorado）召開的 PCK 高峰會議（PCK summit），

來自 8 個國家的 30 位科學教育領域 PCK 研究人員，就 PCK 的概念定義達成共識，

提出了包含 PCK 在內的科學教師專業知識和技能模型，該模型後來被稱為共識模型

／峰會模型 （consensus model／summit model）（Helms & Stokes, 2013；

Gess-Newsome & Carlson, 2013；Fernandez, 2014），如圖 2-16，這是目前最新的科學

教師 PCK 模型。 

 

共識模型界定了五個主要的教師專業知識基礎層面：（1）學科知識；（2）評量

知識；（3）學生的知識；（4）課程知識和（5）教學知識。這五個知識基礎層面受到

特定主題專業知識的影響，這些專業知識包括教學策略、教學表徵、學生理解、科

學實踐和思維習性。這些特定主題的專業知識透過教師信念、教學取向、先備知識

和教學情境等的篩選（filters）和增強（amplifiers），在課堂實踐中進行轉化與調整

成為教師個人的 PCK。這些知識經由學生的信念、先備知識及行為的篩選和增強，

最後透過學生的成績進行評估，而學生成績會影響教師個人的 PCK，和特定主題的

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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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PCK 共識模型圖（峰會模型） 

         資料來源：Fernandez ( 2014) 

   

 

 

 

 

 

 

教師專業知識基礎／知識庫 

 

學科知識 評量知識 學生的知識 課程知識 教學知識 

特定主題的專業知識 

教學策略、教學表徵、學生理解、科學實踐、思維習性 

篩選／增強 

教師信念、教學取向、先備知識、教學情境 

課堂實踐 

 
個人 PCK 課堂情境 

篩選／增強 

學生的信念、先備知識、行為 

 

學生學習成績 



 
 

- 97 - 
 

綜合上述研究，學者們對 PCK 組成的面向內涵之觀點不盡相同，然基本上皆

以 Shulman（1987a）強調的融合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為概念核心加以擴充，分別納

入學生、課程、教學、評量、教學取向、教學信念、教學情境等知識，常見的面向

包括：教學取向、對學生學習理解的知識、課程知識、教學策略和教學表徵知識、

評量知識等內涵。 

 

段曉林（1996）綜合各學者對 PCK 的看法，從微觀和巨觀的觀點來討論 PCK

的內涵。從微觀的觀點，PCK 是教師在課堂教學情境中，針對特定主題／單元所具

備的 PCK，其內涵為（1）學科知識、（2）學生對特定單元的學習知識、（3）表徵

方式與教學策略、（4）課程知識、（5）評量知識、（6）情境與文化之知識。若從巨

觀的觀點而論，PCK 的範疇源自於教師的學科內容知識、一般教學知識、課程知識、

評量知識、學生知識、教學情境知識等領域知識之融合產物。換言之，教師從微觀

的 PCK 發展成巨觀的 PCK，甚至以此為基礎，不斷的發展與擴充其任教領域／學

科的教學專業知識。 

 

貳、 教師實務知識研究綜述 

   

對於教師實務知識研究在過去 20 年間成果頗豐，然而較少與科學教師有關的 

研究。研究者從《ERIC》輸入關鍵字「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獲取國外相

關研究資料，在過去 20 年間約有 1908 筆，其中與科學教師有關研究約 71 篇。國內

研究由於起步較晚，成果不如國外。研究者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輸

入關鍵字「實務知識」，獲取相關學位論文資料，在過去 20 年間共有 152 筆資料，

其中與科學教師有關研究 18 篇，國中科學教師有關研究僅 5 篇；另從國家教育研究

院《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輸入關鍵字：「實務知識」，獲得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

專案研究報告等相關研究資料，共有 66 筆。45 以下就國內外教師實務知識研究情形

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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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檢索日期均為 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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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實務知識的研究主要有兩派，一是以 Elbaz 以及 Connelly 與 Clandinin 的研 

究為代表；另一是以 Schön 之反省實踐觀念為主的研究（簡紅珠，2002）。教師實

務知識研究的開創者是芝加哥大學的科學教育家 Schwab，其「實務」（the practical）

的觀點，對後來的實務知識研究產生重大影響（陸靜塵、李子建，2011）。當 Shulman

等人致力於教師知識探究的同時，一些學者對他們的研究結果提出批評，認為他們

提出的教師知識過於抽象籠統，並且在實際教學中界限不明顯，經常是交織的，教

師並不是分別根據這些知識來處理教學實務。此外，雖然學科知識對教學有影響，

但影響是間接的，是教師透過教學策略、方法等的選擇來影響教學（Hiebert, J., 

Gallimore, R., & Stigler, J. W., 2002；McNamara, D., 1991）。直至 Feiman-Nemser 與

Floden 於 1986 年指出教師實務知識是教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之後有關教師知識

的研究乃於 1983 年至 1992 年間大量興起，主題即在探究教師實際上知道些什麼，

以及教師知識如何影響教學。  

  

以 Connelly 為首的研究社群開始關注教師自己在實際教學中所形成的、運用的

實務知識。Elbaz 是最早對教師實務知識開展系統研究的學者。Elbaz（1983）透過對

一位教學經驗豐富的高中英語教師進行的個案研究，首先揭示了教師實務知識的存在，

賦予了教師作為實務者的知識生產者和使用者的角色，為教師專業研究開啟了新視野。

Clandinin（1992）透過敘事探究方式，研究專家教師及新手教師的教師個人實務知識。

Connelly、Clandinin 與 He（1997）透過教師專業地景進行教師知識探究，經由心象、

規則、原則、隱喻、個人哲學、節奏、敘事單元等七個要素進行分析，深入了解教師

知識如何在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工作場域上形成及發展。 

 

Connelly 指導的學生（如 Elbaz、Clandinin 等人）探討的重點即在教師實際教

學經驗中到底建構了何種知識，這樣的研究方向也促使教師研究從知識基礎取向轉向

實務知識取向（潘慧玲，1999b）。知識基礎取向主要關注教師透過正式教育等方式所

獲得有關教學的理論知識，是教師為了表現教學專業所需具備的一個綜合知識體系

（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實務知識取向關注的是教師在實際工作中所累

積的經驗法則、慣例、事例和有效措施等，加以分析、整理，錘鍊形成的行動中的默

會知識（tacit knowledge- in- action），這類知識是教師為了實際教學需要產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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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師在個人教學實務中不斷的反覆練習、累積教學經驗，逐漸獲得的默會知識（林

進材，1999；邱憶惠、高忠增，2003；簡紅珠，1992a；Clandinin, 1986；Clandinin & 

Connelly, 1995；Elbaz, 1983；Grossman & Richert, 1988；Shulman, 1986b, 1987a；Van 

Manen, 1997）。Connelly 領導的研究貢獻不僅在於他們對教師實務知識表徵的全新演

繹，以及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方法的深入拓展，更重要的是他們從「賦權」

的角度賦予了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個人知識的合法地位，提供教師實務知識研究的新取

向（李利，2012；陸靜塵、李子建，2011）。另外，來自荷蘭 Leiden University 的 Beijaard、

Verloop 與 Meijer 等人也是教師實務知識重要的研究團隊，他們不再拘泥於教師實務

知識本身的研究，而是從具體的學科教學、教師評鑑、教師的知識基礎、新手教師和

經驗教師的比較等方面，進一步拓展了教師實務知識的研究領域（姜美玲，2008）。 

 

反觀我國有關教師實務知識研究，起步較晚，成果亦不如國外豐碩。國內最早

有關教師實務知識的專書為郭玉霞（1997）的國小新手教師實務知識個案研究；最早

的學位論文為羅明華（1996）分析國小新手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與發展、影響實務知

識發展的因素研究；之後陸續有陳國泰（2000）針對三位國小新手教師實務知識發展

所進行的研究，穀瑞勉（2001）針對兩位初任幼兒教師進行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形

成、發展研究等（引自黃龍欽，2015，頁 56）。研究者檢索國內學位論文，在過去 20

年間與國中科學教師有關研究僅 5 篇，相較國外研究成果，國內研究尚待加強。  

 

綜觀國內外關於科學探究教學與教師實務知識的相關研究，獲致如下重要結論：

（一）教師實務知識的研究主要探討實務知識的內涵、認知結構、影響因素、形成機

制或發展歷程等的研究方向及重點。國內對於教師實務知識研究雖已蔚為風氣，但對

於國中科學教師有關科學探究教學之實務知識的研究尚待加強；（二）PCK 具有非常

複雜的結構，可視為教師專業知識的核心要素，是教師隨著時間和經驗不斷發展的一

種任教學科的內隱知識，教師會身體力行這些知識，但難以具體表達其內涵與結構，

研究者必須透過長時間的課堂觀察和訪談得以洞見。次外，PCK 的研究應該關注在

特定主題╱單元的教學實務，以引導教師有目的性的精煉教學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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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綜整相關文獻觀點，並植基前導研究的啟示，建立「國中科學探究教學 

之教師實務知識架構圖」，如圖 2-17 所示。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包

括教師信念、學生知識、教學情境知識、任教學科的知識（學科知識、一般教學知

識、學科教學知識）以及自我知識等層面，涵括教師對科學、教學、學習，和學生

等相關部分所融合的知識與信念（Van Driel et al., 2001）。這些知識是彼此交織運作

的（簡紅珠，2002），透過教師信念的篩選（filters）和增強（amplifiers），使得教師

選擇性地接收某些知識，在教學實務中以自我知識的內涵進行理解轉化與調整而成

為教師個人的 PCK，不但會影響教師對於教學理論及經驗的詮釋，也會影響教學計

畫，更會決定教學行為（Kagan, 1992；Nespor, 1987；Clark & Peterson, 1986；Stuart 

& Thurlow, 2000）。 

 

1. 教師信念（teacher belief）：46 係個案教師所持個人信念系統的一部分，是教

師對「教育的信念」與對「教學」教育相關因素等的內在態度、想法、經驗、

價值觀（Dick, 1997；Kagan, 1992； Pajares, 1992），直接影響教師的科學探

究教學信念與行動，可謂居於上層的自我監控地位，深深影響著其他層面的

教師知識。 

2. 學生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指有關國中學生身

心發展的知識，包括學生的學習特性、科學學習興趣、以及科學學習態度

等的了解。 

3. 教學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the milieu of teaching）：指個案教師對其所處教

學環境背景的了解，包括學生所在的學校、班級、家長等的學習情境特徵， 

這些知識影響教師的教學行動。 

4. 任教學科的知識：指個案教師對其任教的自然科學領域所展現的學科專業知

識內涵，包括學科內容知識（CK）、一般教學知識（PK）、學科教學知識（PCK）。

其中，PCK 是指個案教師融合轉化 CK 和 PK 所形構的教學專業知識，展

現在科學教學取向、學生的科學理解、科學課程、科學探究教學、科學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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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對於「教師信念」的研究，在名詞定義上尚未達成共識。通常互用的名詞大致包含有「教師 

信念」、「教學信念」、「教育信念」，另外亦有採用「教師專業信念」的說法（許孟琪、蔡明昌， 

2009）。本研究以「教師信念」含括「教育信念」和「教學信念」等指涉的個案教師個人科學探 

究教學信念系統。 



 
 

- 101 - 
 

究評量等五大面向的實務知識內涵，且與其他教學專業知識之間存在著密

切互動的關係。  

5. 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包含個案教師的角色認同、自我概念、以及自

我效能等的知識。 

 

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係受到教師個人以及當前教育環境等

因素的影響，前者包括教師的成長背景、求學經驗（正式教育、師培教育等）、教學

經驗等因素，後者包括教師同儕、學生家長、教育改革等因素。至於教師實務知識

的認知結構，係以教學意象指引，形成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由抽象以至於具體，

環環相扣。教學意象是個案教師對於探究教學的心理圖像，實務原則為個案教師採

取探究教學策略的理由和行動選擇的信念與價值，實務規則指個案教師所採取的具

體措施與行為。此外，教師透過默會致知與教師社群的知識螺旋，進行理論與實務

的辯證、調適與修正，進而發展形成「實務中知識」或「實務的知識」，而後運作於

課堂教學實務，形成個人教學實務經驗，如此促進了教學實務知識的動態調整與變

動，甚而產生新的教學意象，持續精進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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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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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四節，依序是研究方法的選擇、研究設計（包括研究架構流程、前導

研究╱確定研究對象、實施歷程、對正式研究的啟示）、執行步驟（資料蒐集與資料

分析）、研究的嚴謹性、研究倫理等四節。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的選擇 

      

由於教師實務知識的產生來自教師自身與周圍人群、社會環境的互動，同時受

到學校教育穩定持續的影響，具有高度的脈絡關聯性與默會性、不易被教師言說描

述的特質，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直接訪談或量化取向的問卷調查等方式難以窺見全

貌，完整蒐集到教師真正擁有的實務知識。因此，一些學者（例如 Elbaz, 1991；

Grossman, 1995；Clandinin & Connelly, 1987）認為教師實務知識的研究最好是以教

師的教學故事為素材，探究的重心由典範形式知識轉向敘說形式知識，採用如個案

觀察、深度訪談、敍事探究等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進行，這

樣的研究方法不僅可以保留教師自己的觀點與聲音，更有效地揭示教師實務知識中

的特點和性質。 

  

質性研究乃是一種回復人性本質的研究取徑，關心人類對各種現象的經驗，包

括日常生活所接觸的人、事、物、及每天的生活經驗，在自然、實際的情境下，選

擇資訊豐富之個案（information-rich cases）做深度的研究，最終目的是對社會現象

做詳盡的描述，勾勒出事件脈絡，揭露象中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近而理解

問題的全貌（高淑清，2000；張育誠、吳鴻昌、李清潭，2015）。正因為質性研究是

一個複雜、多元概念，選擇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也代表研究者的方法論立場。過

去有關教師的研究，通常採用現象學的觀點，長期密集地觀察小樣本的教師，現象

學有時甚至被視為是質的方法或自然主義探究（naturalistic inquiry）的同義詞（Patton, 

2002；引自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頁 52）。Merriam（1998）認為質性研究有以

下的意涵：（1）從參與者而非從研究者的角度了解現象；（2）研究者是以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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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去蒐集資料並進行資料分析；（3）研究者需要進行實地考察；（4）主要應用歸

納的研究策略；（5）因為關注研究過程、意義及理解，所以產出的成品描述豐富。 

  

個案研究（case study）是質性研究多種型態中常被使用的一種，可以為單一個

人、行動或事件做縝密而深入研究的一種方法。Yin（1994）認為個案研究比較適合

「如何」（How）與「為什麼」（Why）的研究問題，尤其是當研究者無法對事件有

所控制，以及研究者的焦點是關切發生在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中當時的現象時，可以

運用個案研究方法。個案研究因為充份描述了現象發生的脈絡和交互影響的情境，

致使其易於把複雜性、綜合性的現場因素和過程，具體而微的呈顯出來，如此可以

幫助研究者在無法操控變項下釐清特定的真實情境脈絡，達成整體而通盤的了解（林

佩璇，2000；邱憶惠，1999 ；Yin,1994）。具體而言，個案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個

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實際行動，研究者必須在不干擾個案的自然情境下，深入個

案的生活複雜面，並透過豐富資料的收集過程，進行有關現象或行動的理解與意義

建構，以了解其真實經驗及啟發。故 Dyer 和 Wilkins (1991）認為個案數目不一定要

多，也不一定要比較異同（跨個案分析），重點在描述故事情節，豐富人物動態，能

讓人深刻體會到問題核心。Patton（2002）也指出，質性研究的取樣重點是樣本一

般都很少，有時甚至只有單一個案， 但需要有深度（in depth)的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集中深入的研究（引自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頁 102）。 

   

基於上述，本研究從質性取向的觀點，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基於下列觀

點：（1）研究者不控制整個課堂教學事件的發生；（2）深入了解課堂教學事件的過

程與原因；（3）重視課堂生活情境中，現象發生的意義；（4）研究結果提供整體性、

深刻描述與即時現象的詮釋（hermeneutics）。本研究以兩位國中科學教師進行個案

研究，屬於多重個案研究（multiple case research）。47 Yin（1994）認為單一個案與

多重個案研究兩者之間沒有顯著的分界，均為同一研究方法；Stake（1995）則認為

為了還原研究現象之本質，研究者必須透過採取多重個案研究來加以分析，以深入

探討其差異性。本研究主要透過跨個案的綜合討論，並與理論進行相互證成以發現

                                                      
47

 個案研究的對象並非只能是一個，研究者視研究問題與目的，作為單一個案（single-case）或多 

重個案（multiple-case）選擇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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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深層意涵，因此最後的結果僅呈現兩位個案的共通性與差異性，任何主觀地

二分比較對本研究而言並無意義，亦非本研究意圖。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身做為研究的基本工具，在自然、實際的情境脈絡下，採用

觀察、訪談、及文件分析等多重資料蒐集方法，深入「以為熟悉卻又陌生」的科學

課堂進行整體性（holistic）的探討，從課堂的視域（horizon）關注教學現象與問題，

48
 注重研究對象的主觀意義、研究參與者的內在觀點，及對課堂問題實體性質、特

質或屬性之種種現象的理解與詮釋（黃瑞琴，1999），以期對教師實務知識的探索更

具深度、開放性，且詳盡周密。職是，研究者必須去除自身既存的理論框架，對一

切可疑之事予以擱置，置入括弧（bracketing）回到課堂示現的當下，研究對象的主

體意識得以在毫無預設的前提之下，以原初的方式顯現於與研究者直接遭逢

（encountering）的存在行動（existential move），致使研究者能作為旁觀者

（disinterested onlooker），保證對事物的中立態度（neutral attitude），帶著一顆開放

的、敏銳的、自省的心靈，傾聽研究對象的聲音（汪文聖，2001；施偉隆，2009；

吳靖國，2010），張開慧眼（enlightened eyes）看見（seeing）教師實務知識的真實

面貌，才能了解教師實務知識的深層意涵，解開教師實務知識的黑盒子（歐用生，

2008）。   

 

 

 

 

 

 

                                                      
48

 視域（horizon）係指「背景」，背景呈現出對象，對象由背景來對之把握。當對於物體作凝視時， 

物體始有其「隱藏的部份」，這些隱藏的部份可以是有關物體的過去與未來於當下所能呈顯的景 

象，以及所有觀看角度下的面貌與細節。視域是開放的，以視域作為探索便是一種要求、邃請， 

我們受邃要去對我們的視覺場的界限作超越。因此，作為引導概念的視域使得我們能夠將出於自 

己的環境的事物上的那些隱而未顯的意義予以揭示出來，而這種揭示是為一種戮力、不懈怠的追 

逐，在具體確定與激烈的強度之間不停地作窮究。從 Husserl（1859-1938）提出的視域概念開始， 

到 Merleau-Ponty（1908-1961）對之再作的繼承與發展，「視域」概念意涵已然是一種與主體有關 

的「能力」，是一種身體能動性的自我超越，「回到事物本身」尌是要去到知覺場裡進行描述。相 

遇一場，即是一種最遙遠的接近（引自胡德术，2001，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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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節主要說明研究架構流程、前導研究、執行步驟等三部分。研究架構流程是

本研究的實施過程方向，前導研究包括確定研究對象、實施歷程、對正式研究的啟

示，執行步驟包括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分述如下。  

  

壹、 研究架構流程  

 

本研究架構流程如圖 3-1，主要有五個研究階段：（1）根據研究主題進行文獻 

探討，提升研究者的問題意識以界定研究目的與問題；（2）根據研究主題找尋合適

的研究對象；（3）進行前導研究以選取研究對象，並獲得正式研究的啟示，並為進

入研究現場前的準備；（4）進行正式研究，進入研究現場蒐集資料，並加以建檔管

理；（5）進行資料分析與解讀詮釋，歸納出結論與建議；（6）最後撰寫研究報告。 

 

本研究期程，自 2018 年 7 月確定研究主題至 2019 年 1 月完成試探性前導研究，

歷時約半年時間。而後自 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6 月進入研究對象課堂教學現場，

為主要觀察期，逐步展開質性研究，歷時約一個學期的課堂教學時間。自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進行蒐集資料的分析與解釋，持續與研究對象確認研究資料的意

義，最後形成結論與建議，並撰寫研究報告。整體而言，本研究全部歷時約二年時

間，研究流程大致上依據研究對象的學校行事曆，進行過程並非呈現直線性，各階

段步驟乃是連續不斷、反覆的一種動態循環歷程，持續與文獻對話與研究者的省思，

相互證成，此即為質性研究取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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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本研究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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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前導研究 

 

前導研究（pilot study）有助於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建立信賴關係，及對課堂觀察 

與訪談能力的訓練，亦能熟悉課堂情境，為進入研究現場前的準備工作。以下說明

前導研究的實施，包括選取研究對象、實施歷程、對正式研究的啟示。 

 

一、 選取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選擇能夠提供研究問題最大資

訊量的研究對象。基於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科學教師實務知識的相關問題，本研究

設定研究對象的條件為：（1）現職公立國中具 10 年以上（包含 10 年）教學資歷的

自然科學領域經驗教師、（2）對於研究問題能夠提供豐富資料、（3）研究對象參與

本研究的意願與態度。 

 

本研究選取 A 師和 B 師為研究對象，選擇的理由除符合本研究對象條件外， 

尚有下列因素：（1）A 師目前擔任國中自然領域輔導團專任輔導員，研究者亦為輔

導團的研究教師，與 A 師有許多教學研究經驗，彼此有良好的信賴關係；（2）B 師

目前服務的學校為國家教育研究院（簡稱國教院）2014 年度「整合型計畫二」的研

究合作學校，49 研究者自 2014 年至 2018 年參與該研究計畫，經校長力薦 B 師為本

研究個案。A 師和 B 師的基本資料如表 3-1。  

  

表 3-1  

個案教師基本資料表 

研究對象  性別 教育程度 任教學科 職務 教學年資 

A 師  女 碩士 理化 專任教師 25 

 B 師  男 碩士 生物 專任教師 1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9

 整合型計畫二名稱：十二年國术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國术中學實施之課程轉化探究。2017 年度結 

案。資料來源：https://rh.naer.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Na8tq/record?r1=5&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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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要使「事物被看見」（making things visible）的最好方式，便是把事件

的背景、牽涉到的人物與其所扮演的角色作最詳盡的描述，以便讓隱晦難明的社會

現象可以浮現出來。以下描述兩位個案教師的背景資料。 

 

(一) A 師的背景描述  

  

A 師來自教育世家，父母親都是小學教師，姊姊也是國中教師。自由開明的家 

庭教育養成她獨立自主的個性。1993 年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以優異成績畢業，

選擇成為公立國中自然科學領域理化教師。A 師在國中任教 6 年後，復於 2001 年回

到母校取得科學教育碩士學位，旋即獲聘兼任國中自然科學領域輔導團員，2017 年

轉任專任輔導員。 

   

A 師服務迄今已屆 25 年時光，教學經驗豐富，充滿教學活力與自信，更熱愛

學習新知，輔導團的經歷讓她獲得許多專業成長機會持續精進教學能力，如以教師

的專業能力表現和教學經驗標準評定，A 師堪稱專家教師（expert teachers）（簡紅珠，

1996）。Berliner（2001）指出專家教師的教學能力是經過反覆練習與反省而產生的，

Shulman（1987a）也認為經驗教師的教學實務在多年的經驗累積下，已有相當的實

踐智慧，這些實踐智慧是寶貴的經驗資產，可供新手教師學習與參考。面對一波波

的教育變革，A 師向來抱持積極的態度：「很多人抱怨教改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我倒覺得，教改像月亮，讓我變得不一樣。」（訪談_A 師_20181016_2）A 師的專業

能力與敬業精神，深受同儕敬重，經常帶領自然領域教師共同備課，或擔任公開授

課教師，分享教學經驗，克盡輔導員的職責。   

       

A 師目前任教於北部一所都會地區的大型國中，目前每週只有一個國二班級 

（以 A808 班稱之）的理化課程教學節數，其餘時間以公假支援方式帶領團員精進

教學專業知能及從事教學輔導工作。該校設立僅 20 餘年，是一所年輕的國中。學校

重視科學教育，為教育局指定的國中自然領域輔導團召集學校，擁有豐富的科學教

育資源。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科技新興領域，學校近年成立科技創客教室，積

極推展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A 師每年都會協同校內創客社群教師規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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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實作闖關活動，讓學生體驗科學探究精神。 

 

A 師反思學生時代所受的教育影響，重新審視自我的教學信念「把學生當作自

己的孩子來教……教他們讀書的方法和為人處世的道理」，經常提醒自己「不能再用

國中時的老師那種填鴨教學方式，……應該要做到以學生的學習為主體」。而且根據

輔導團的經驗，她發現「推動小組學習可以維持學生學習的專注力，學會和同學合

作學習，也尌沒有不想學的孩子」，並且「實施探究教學可以讓學生變得更主動、更

積極的來學習科學」。因此，她認為最重要的責任就是「打造一個學生喜歡的探究小

組學習環境」。（訪談_A 師_20181023_1-2） 

 

(二)  B 師的背景描述  

    

B 師來自南臺灣鄉村大自然滋養長大的「庄腳囝仔」，言談舉止流露著「道法 

自然」的童心。2002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2009 年回母校取得教

育哲學碩士學位。50 B 師經常以教師哲學的觀點自省：「只有保持童心，才能感受

到孩子們的純真世界」（訪談_B 師_20181107_1）。 

 

B 師大學畢業後，先留在高雄服務 10 年時間，5 年前才轉任到北部一所鄰近

都會地區的中小型國中。學校設立將近 40 年，受學區人口外移和少子化影響，不少

學生來自隔代教養的家庭，面臨的學習問題需要教師更多的支援與協助。近年來學

校積極提倡閱讀風氣，獲選教育部學校閱讀磐石獎，並自 2016 年起參與教育局試辦

學習共同體前導學校計畫，以及國教院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研究合作學校，希冀開

創學校教育的新願景。B 師也感受到學校正在蛻變的契機：   

 

學校目前參加許多教育計畫，我知道的尌有教育局的學體共同體以及國教院的 

自主學習工作坊。上個學期末時（2018 年 6 月 15 日），學校冺用晚上辦理一場 

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看到我國一教過的孩子，能夠表現得那麼有自信，勇敢 

地在許多家長來賓面前解說他的專題研究，而且說得很清楚，感覺只經過短短 

                                                      
50

 研究者從訪談中得知 B 師的碩士論文主題是關於教師形圕自身教師哲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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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年時間，孩子尌已經有了很不一樣的變化。我們這邊的孩子雖然程度沒那 

麼好，不過可以感覺學校札在努力地改變，而且是往更好的方向在改變。（訪談 

_B 師_20181107_2-3）   

 

B 師目前擔任國一五個班級的生物課程教學，研究者經前導研究的課堂觀察結

果，決定選擇其中一個班級（以 B706 班稱之）做為正式研究的場域。選擇的理由

是基於 B706 班為學校推動學習共同體的「基地班」，學生習慣以小組學習方式進行

合作學習，具有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和課堂討論的氛圍。B 師對於學生的學習觀察：    

     

706 班是本校學共（學習共同體）的基地班，學生比較主動，學習能力也不 

差。通常我會用分組上課，學生是異質性分組，小組長會帶組員討論，如果 

遇到小組裏面學習狀況有問題的孩子，我尌會過去協助。班上其他任課老師 

也都會用分組方式，看起來學生還蠻習慣這種學習方式。（訪談_B 師 

_20181107_3）  

 

B師的教育信念是，期許自己做為一位稱職的教師園丁「帶著孩子走向大自然，

教導他們向大自然學習」。（訪談_B 師_20181107_1）所以他最關心的是「每個學生

在課堂中都能學到什麼，要想辦法讓所有的學生都學會如何學習」，因為他認為「不

少孩子離開學校後是不再學習的」。（訪談_B 師_ 20181107_3）B 師充分展現科學哲

學家的詩性智慧，是一位頗受學生歡迎的循循善誘經驗教師。 

 

二、 前導研究的歷程     

 

本階段研究自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間進行，研究者進入教學現場觀察

兩位個案教師的課堂教學實務。研究者以「完全觀察者」的角色進行課堂觀察，不

涉入課堂情境，主要目的是熟悉課堂情境、降低觀察者效應／新奇效應（novelty 

effect）、了解教師的教學風格，以及學生的學習情形。前導研究的初步結論與文獻

相互檢證，獲得正式研究的啟示，指引正式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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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導研究的啟示 

  

(一) 確定研究對象 

 

前導研究的課堂觀察發現，兩位國中科學教師雖然身處不同的學校情境，在日

常教學工作上都秉持教育信念與熱誠，默默奉獻於基礎科學教育工作，各自展現不

同的教學風格與特色。A 師以專家教師的身影盡情在教學舞臺上揮灑，經常運用 POE

等多樣化的引導式探究教學策略，在小組學習中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能像科學家一

樣的來從事探究活動。B 師宛若科學哲學家的身影，了解每個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

性，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循序漸進地主動發現學習，善用提問討論的教學策略，邀

請學生參與討論，輕聲細語地提問，樂於傾聽，從不隨意打斷學生的發言。    

     

此外，透過訪談了解個案教師的相關背景，包括家庭狀態、生活經歷等生命履

歷，及求學經驗、教學經歷、學校同事、專業成長等教學履歷，並與個案教師建立

信賴關係。前導研究發現兩位個案教師對自己的教育信念與角色認同的詮釋是與漫

漫教學生涯緊密關聯，每天維繫課堂教學的知識體系絕非一蹴可幾，而是在實際教

學情境脈絡中逐漸形塑發展的個人實務知識。至於教師實務知識的內涵、結構如何？

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如何形成？這些都是有待正式研究的問題。 

 

(二) 正式研究的啟示 

 

研究者從訪談中也獲得許多啟發，注意到一些訪談時容易忽略的細節，例如訪

談地點的選擇、時間的安排、錄音設備的問題等，增進對於正式研究的掌握。整體

而言，前導研究對本研究有以下啟示：（1）質性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過程

是一種「人與人」的信賴關係，展現尊重、協商溝通的質性研究本質；（2）研究者

必須去除自身既存的理論框架，對一切可疑之事予以擱置，置入括弧，回到課堂示

現的遭逢，關注情境脈絡與問題，才能揭露教師實務知識的真相；（3）研究者作為

旁觀者，抱持對待事物的中立態度，帶著一顆開放的、敏銳的、自省的心靈，傾聽

研究對象的聲音，才能看見現象發生的真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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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步驟 

 

本研究階段正式進入研究現場，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工作。實施計畫如表 3-2。 

 

表 3-2  

本研究實施計畫表 

研究 

方式 

研究 

對象 
研究場域 實 施 期 程  研 究 重 點 

課堂 

觀察 

A 師 A808 

2019 年 2 月-6 月 

 課堂科學探究教學活動。 

 課堂科學探究學習活動。 

 課堂教學情境╱氛圍。  

 師生互動情形。 

 學生學習情形。  

 教師展現的實務知識內涵。 

 教師實務知識的結構。 

 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 

 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 

B 師 B706 

深度 

訪談 

A 師 服務學校 

2019 年 1 月-12 月 

B 師 服務學校 

文件

分析 

A 師 服務學校 

2019 年 2 月-6 月 

配合課堂觀察，蒐集教師教學活

動設計與學生學習成果等相關

文件資料。 
B 師 服務學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 資料蒐集階段 

  

由於質性研究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只有研究者本身作為研究工具才能順應這 

種多變的研究情境。故而，研究者的經驗，背景、訓練、能力及技巧是否能嚴謹而

有系統的進行研究，都是資料蒐集的主要基礎及成敗關鍵（王文科，1994；吳芝儀，

2000；Lincoln ＆ Guba, 1985）。誠如黃瑞琴（1999）所言：「質性研究問題若缺乏

研究者個人的省思、關懷為基礎，很可能會流於空洞無物或索然無味」。簡言之，質

性研究者對於研究問題並非只是客觀地檢視文獻資料，而是要經常醞釀於研究者個

人過去或者目前生活經驗的省思或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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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研究者以自身經驗做為研究的基本工具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對於

種種現象的理解與詮釋歸納出具體結論。研究者曾接受質性研究的訓練，並實際做

過個案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期刊或學術研討會。51 此外，研究者具有 8 年國民教

育輔導團國中組總召集工作經驗，並自 2014 年起兼任國中自然領域輔導團研究教師，

與現場教師的合作經驗豐富。研究者基於長期從事國民教育工作的了解，有感於教

師教學的品質攸關國民教育發展，對於教師際遇亦有深刻體認，促使研究者深入現

場探索教師的實務知識，希冀研究成果有助於國中科學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與實

施。    

 

本研究資料蒐集歷時將近一年，時間始自 2019 年 1 月，結束於 2019 年 12 月， 

以下說明蒐集資料的方法與資料的管理。  

 

(一) 蒐集資料的方法 

 

黃瑞琴（1999）指出，質性資料的蒐集最好採用多重方法，以交相比對，獲得 

資料多元的來源、了解與證據。因此，本研究資料蒐集兼採參與觀察、深度訪談、

及文件分析等多種方式獲取研究對象的相關資料，並在資料分析時交相印證。說明

如下。 

 

1. 參與觀察： 

 

觀察研究（observation survey）是指在自然的或控制的情境下，根據研究

目的對現象或個體的行為做有計劃、與有系統的觀察，並依觀察記錄，對現象

                                                      
51

 學術期刊： 

･ 差異化教學的桃花源：國中課堂學習共同體的差異化教學設計與實踐。（中等教育第 67 卷第 4

期。2016 年 11 月） 

･ 十二年國教普通高中校訂課程的規劃與實施。（教育研究月刊第 289 期。2018 年 5 月） 

･ 科學概念為本的探究教學實踐：一位國中科學教師邁向素養導向教學的第一哩路。（教育研究

月刊第 310 期。2020 年 2 月）  

學術研討會：  

･ 運用活動理論探究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在國中課程轉化詴行。（2015 年 12 月 12 日國教院「邁

向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第一哩路：從課綱轉化到學校課程的系統性變革」學術研討會）  

･ 初探教師公開授課的默會致知。（2018 年 12 月 1 日國教院「21 世紀人才培育：教育系統之自

主‧跨域‧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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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個體的行為做客觀性的解釋（郭生玉，2001）。質性研究者要進入真實的情境

脈絡，接觸研究對象的實際經驗，才能直接取得這些有意義的資料，因此觀察

法在質性研究中被廣為使用（黃政傑，1996）。觀察法依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

係，有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非參與觀察法（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兩種類型。52
 至於研究者在觀察中扮演的角色，依涉入情境程度，

有四種身分：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觀察者即參與者

（observer-as-participant）、參與者即觀察者（participant-as-observer）、完全參與

者（complete paritcipant）。而參與程度的不同，觀察可能是外顯的或內隱的進

行，獲致結論當有差異（王文科、王智弘，2017；黃瑞琴，1999）。53
 

  

現象學者建議社會科學要回歸生活情境與基礎，研究處於「此時此地」（here 

and now）的個體，描繪生活情境（life situation），反映局內人的經驗（Van Manen, 

1984）。職是，基於教師實務知識具有情境脈絡的個殊性，本研究採「參與觀察

法」蒐集研究對象課堂教學實務資料。當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協同規劃研究場域

的教學活動時，係以「觀察者即參與者」╱局內人（emic）的立場，去理解研

究對象（當事人）的語言或行為結構上的特殊意義，除去最隱私的資料，研究

者大致可以獲得「完全觀察者」╱局外人（etic）很多無法取得的資料，不致一

廂情願地採取語言或行為表面特性上的局外人觀點而忽視當事人感受，整體再

現其所處生活世界的觀點，應可避免自我與他者間由於位置問題引起落差，造

成對當事人在道德、倫理與政治權力上的蘄傷（王文科、王智弘，2017；黃瑞

琴，1999；Abu-Lughod, 1991）。    

 

此外，研究者必須以較長時間置身研究場域，深入「以為熟悉卻又陌生」

的課堂現象，用慧眼或敏感的耳朵來「看見」（seeing）研究對象教學實務的整

體（holistic）再現。研究者透過參與觀察，不僅可以對於教學情境脈絡有具體、

清楚的認識，更可以深入了解研究對象或課堂現象的內在文化，及其對教學表

                                                      
52

 參與觀察法是由人類學者發展出來的一種質性資料蒐集方法，最早由英國文化人類學者 

Bronislaw Malinoswki 於 1914-1921 年間，調查研究太平洋 Trobriand Islands 當地土著而發展出 

來的研究方法（胡幼慧，1996）。 
53

 參與程度愈深，觀察便成為內隱的，雖可獲致較有效的發現，但未獲研究對象同意，恐有悖研 

究倫理，且愈可能滋生偏見，有違研究旨趣（王文科、王智弘，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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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或現象意義的詮釋（陳向明，2002），得以了解個案教師真實展現的科學探究

教學實務知識與實際運作情形。以下說明課堂觀察實施計畫（如表 3-3-1、表

3-3-2）。 

 

(1) 觀察期程：大致上依據個案教師的學校行事曆，自 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6 月，歷時一個學期。 

(2) 觀察場域：個案教師的教學班級，包括 A 師的 A808 班、B 師的 B706 班。 

(3) 觀察主題：研究者協同個案教師，規劃科學探究教學的主題╱單元。 

(4) 觀察重點：個案教師的課堂教學表現，包含教學計畫（教學活動設計與流 

程安排）、師生互動、教學氛圍等三個層面（黃儒傑，2008）。 

○1  教學計畫：教學前的備課，例如教案設計、教材編製等。 

○2  師生互動：教師引導學生學習的教學行為表現，例如提問討論、回應 

／回饋、探究活動、實作活動、及發表分享等。 

○3  教學氛圍：營造有利於科學探究學習的氛圍，例如教師熱忱、師生對

話、小組討論、教師支持與鼓勵等。 

(5) 觀察方式：研究者以「觀察者即參與者」的角色，趨向「局內人」的觀點 

進行參與觀察，視教學活動性質，採取較有彈性的非結構性觀察 

（unstructured observation）方式。54
 

(6) 觀察工具：課堂觀察以錄影為主，視教學活動的內容輔以錄音。 

(7) 觀察流程：觀察時撰寫觀察記錄／描述性的田野筆記（field notes）。觀察 

後視研究需要，輔以教師或學生的非正式訪談，進行觀察資料的立即跟隨 

（follow-up），藉以確認、澄清、交互檢視（cross-checking）觀察紀錄。此 

外，檢視影音資料，撰寫觀察筆記／田野日誌（field diary），除觀察心得 

外，主要為觀察過程中逐步成形的理念，或理論關聯的一些反思性的深度 

思考（卯靜儒，2015a）。 

 

                                                      
54

 觀察研究的工具，依其結構性可分為結構性觀察及非結構性觀察兩種，兩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冸。 

所謂結構性觀察，是指依據研究前確定的目的，在一定程序之下，使用結構觀察工具，觀察與研 

究目的有關的行為；至於非結構性觀察，即指在比較沒有明確研究程序與工具之下，實行的一種 

較具有彈性的觀察，其中以人類學和社會學使用的田野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王文科，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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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A 師課堂觀察實施計畫表 

觀察期程：2019 年 2 月－2019 年 6 月。每節觀課 45 分鐘。 

教學主題名稱 觀察日程 觀察節次 觀察工具 

主題（一）化學反應 2 月 4 節 

影音器材 

觀察記錄 

觀察筆記 

主題（二）氧化還原反應 3 月 16 節 

主題（三）電解質和酸鹼鹽 3-4 月 12 節 

主題（四）反應速率與平衡 4 月 12 節 

主題（五）有機化合物 5 月 8 節 

主題（六）力與壓力 5-6 月 4 節 

資料來源：國中八年級第二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翰林，2018） 

 

表 3-3-2  

B 師課堂觀察實施計畫表 

觀察期程：2019 年 2 月－2019 年 6 月。每節觀課 45 分鐘。 

教學主題名稱 觀察日程 觀察節次 觀察工具 

主題（一）生殖 2-3 月 5 節 

影音器材 

觀察記錄 

觀察筆記 

主題（二）遺傳 3-4 月 10 節 

主題（三）演化 4 月 3 節 

主題（四）地球上的生物 4-5 月 6 節 

主題（五）生態系 5-6 月 8 節 

主題（六）人類與環境 6 月 6 節 

資料來源：國中七年級第二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康軒，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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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度訪談： 

 

訪談是研究者與受訪者為特殊目的而進行的談話，主要著重於受訪者個人

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彼此的對話，研究者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

受訪者個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Minichiello et al., 1995）。由於並非每一特定的

問題都可以藉由觀察蒐集深入而完整的資料，因此有時必須藉由訪談的協助以

獲得研究對象對於問題的看法、信念系統與知識（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

Patton, 2002）。面對面的訪談相較於其他調查方法而言其回覆率可能較高，但

其研究過程的信度、效度經常被質疑，研究者通常靠著與受訪者建立信賴關係

的溝通，但過度的親密關係對研究的客觀性也會造成影響，因此如何建立客觀

的訪談者角色是訪談的重要議題（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    

 

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一種較不具結構性，讓受訪者有更大自由，

可以引導訪問方向的訪談方式，主要目的在透析受訪者的主觀觀點及其真實經

驗感受，必須如同抽絲剝繭般層層向內探索，因此要花費更多時間，但其結果

可以提供深入的資料以做為資料分析的憑據（李美華等譯，1998）。Wimmer 與

Dominic（2011）指出深度訪談法的特性：（1）樣本數較小；（2）提供特殊問題

回答的詳細背景資訊；（3）可對受訪者的非語言反應進行較長時間的觀察；（4）

訪問的時間通常很長；（5）可能受到訪問情境的影響。 

 

教師實務知識的形塑過程受到個人與環境交織的影響，其中個人因素包括

正式教育、師培教育、專業訓練、教學經驗、教學意象、教學省思、生活經驗、

宗教信仰、同事交友等的影響；教學情境因素例如教育改革、教育法規、學校

特色、教師同事、以及學生家長、社區情境等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深度訪

談方式，針對兩位個案教師的探究教學實務知識，蒐集豐富詳盡而完整的資料，

並且在長時間與個案教師的直接遭逢（encountering），得以避免對於資料的錯誤

解讀詮釋。以下說明深度訪談的實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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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訪談時間：自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研究者與個案教師約定時 

間進行，每次訪談至少 2 節課的時間（以個案教師沒有課務的備課時間 

為主）。 

（2） 訪談地點：個案教師服務學校的適宜場地，注意干擾訪談的環境因素，

如位置、人員進出等。 

（3） 訪談方式：針對研究問題設計半結構（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開放性

的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二），訪談前先提供個案教師了解，如有特殊研究

問題（例如科學探究教學相關問題）也會提供詳細背景資料，以便個案

教師能在訪談時充分表達。  

（4） 訪談工具：徵得同意使用錄音及紀錄訪談內容。  

（5） 訪談流程：訪談前，應表達研究者遵守研究倫理及保護訪談資料的隱私

權。訪談中，研究者保持中立客觀的態度，依據訪談大綱提問，問題的

型式或討論方式採取較具彈性開放的方式進行，並視實際情況適時調整

問題內容；過程中的重要詞語、關鍵字及重大發現即時紀錄。訪談後，

將訪談錄音檔轉譯繕打成逐字稿（verbatim），並送請兩位個案教師確認

內容是否符合原意。  

 

3、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目的在於檢核並多方驗證其他的資料來

源，作為觀察與訪談的佐證，以提高質性研究的嚴謹度（黃瑞琴，1999）。此外，

文件分析所獲初步結果，亦可提供訪談繼續深入探索或確認的研究問題。質性

研究的資料來源是相當多元，除了現場直接觀察、訪談的資料外，尚有文件資

料等，文件資料不限於書面，還可包括錄音、錄影、照片、光碟等資料，可擴

展書面資料的面向，增進研究者的理解、分析與解釋（黃政傑，1996）。 

 

由於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深受個人因素與教學情境因素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廣泛蒐集兩位個案教師的教學檔案、和研究場域學生的學習檔案等文件資

料（如表 3-4），以增加研究的豐富性與信實度：（1）教學檔案，如教學活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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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評量活動設計、補充教材、延伸學習材料、專題報告、教學反思等；（2）

學習檔案，如小組學習成果作品、學習單、課後作業等。   

 

表 3-4  

文件資料表 

 資料類型 資 料 內 容 資料索引 

教學檔案 

教學活動設計、評量活動設計、補充教材、

延伸學習材料、專題報告、教學反思等。 

示例 

學習檔案 小組學習成果作品、學習單、課後作業等。 示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資料的管理 

  

質性研究中，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必須同時進行，由初步分析所得的暫時性結論

可以成為下次進入研究現場時的待答性問題（歐用生，1995）。因此，本研究在資料

蒐集前，就擬定好管理原則，建立資料管理架構（如圖 3-2），將資料依其屬性分類

整理與編號，做有系統的建檔管理，俾便資料的管理與分析達到最有效整合。資料

管理編號方式如表 3-5：（1）觀察紀錄的編號方式「對象觀紀錄/西元日期」；（2）觀

察筆記的編號方式「對象觀筆記/西元日期」；（3）訪談逐字稿的編號方式「對象訪/

西元日期/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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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資料管理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3-5  

資料管理編號表 

資料來源  編號方式      示例說明 

觀察記錄 觀紀錄_對象_時間 
示例：觀紀錄_A 師_20181025 

2018 年 10 月 25 日 A 師的課堂觀察紀錄。 

觀察筆記 觀筆記_對象_時間 
示例：觀筆記_A 師_20181025 

2018年10月25日A師的課堂觀察省思筆記。 

訪談逐字稿 訪談_對象_時間_頁碼 
示例： 訪談_A 師_20181023_2 

2018年 10月 23日訪談A師的逐字稿第 2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資料管理架構 

課堂觀察資料 

訪談 

資料 

文件 

資料 

A 師 B 師 

課堂錄影 課堂錄音 觀察紀錄 觀察筆記 

A 師 

B 師 

補充教材 

訪談錄音 

訪談逐字稿 

教案設計 

學生作品 

B 師 

A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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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分析階段 

 

質性研究的重點不在於求證假設，而是在於探索事件中的意義與現象（胡幼 

慧，1996）。質性研究者必須從蒐集的龐雜資料中，找出對研究問題有意義的內容，

並為資料所呈現的實質內容建立出架構（吳芝儀、李奉儒譯，2008；Patton, 2002）。  

質性研究資料易於蒐集但難於分析。質性研究進入資料分析（data analysis）階段時，

需要與資料進行探索性的互動，其過程往往是迂迴的、零碎的，相當繁複，質性研

究者必須展現良好的科學素養。資料分析是質性研究過程中的關鍵步驟。因為文字

資料比數字資料複雜且豐富許多，要萃出其中精華，引出意義以回答研究問題，過

程需要按部就班地將文字資料分門別類、去蕪存菁、抽絲剝繭，逐步提昇資料的抽

象層級，最後牽引出有憑有據的研究結論（張芬芬，2010；鍾聖校，2003）。 

 

有關資料分析方法者眾，Miller 和 Crabtree（1992）整理為四類：準統計式／

內容分析法（quasi-statistical／content analysis）、模版式（template analysis style）、

編輯式（editing analysis style）、融入／結晶式（immersion／crystallization analysis style）

（引自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頁 132；張芬芬，2010，頁 92）。張芬芬（2010）

認為四類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不同使用目的，提供質性資料分析寶貴的啟示：（1）

資料分析所需的分類系統是有彈性的，可預建、可半預建、可不預建；（2）分析的

程序可標準化、可半標準化，也可採比較無明顯程序的鬆散方式；（3）分析判斷時，

考採整體直觀式，著重以領悟或洞視辨識資料中的類別、進行歸類、認出關聯性；

也可採用較嚴謹的邏輯推理。對於資料分析方法的選擇，Miller 和 Crabtree（1992）

認為主要依據：（1）研究問題與目的；（2）與研究問題相關之已知知識與浮現知識

的多寡；（3）蒐集資料的方法；（4）研究報告的讀者（引自張芬芬，2010，頁 95）。 

  

綜合上述，本研究資料分析彈性採用多種模式，研究初期先以主觀性、直覺性、

非標準化程度最高的結晶式，研究者宛如探索者或省思者，長期浸淫在文字資料中

以求融會貫通，獲得領悟，提煉結晶，顯示文本中的關聯性，逐步形成分類系統，

然後進行資料的詮釋；研究中後期再運用模版式或編輯式，進行資料分析與文獻的

印證。模版式是由研究者先準備一份模版（template），即預建的分類系統，然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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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地對文字資料進行歸類，以詮釋方式說明文字資料中的關聯性，再回到文字資

料中去驗證，最後提出報告；採編輯式時，研究者如編輯者般處理文本，先閱讀文

本，辨識分析單位，逐步發展出有意義的分類系統，然後以詮釋方式說明文本中的

關聯性，回到文本驗證後，最後提出報告（林本炫，2007；林金定、嚴嘉楓、陳美

花，2005；張芬芬，2010）。 

 

本研究的資料整理與分析同時進行，由初步分析所得的暫時性結論可以成為下

次進入研究場域時的待答性問題（歐用生，1995）。分析步驟援引張芬芬（2010）的

質性資料分析五階段論，55 基於本研究目的不在形成教師個人理論，因此不做理論

化分析，分析步驟如圖 3-3。其中，文字化階段主要是資料整理工作，其餘階段才

進入資料分析詮釋（interpretation）階段，讓資料獲得意義。實際進行資料分析時，

並不會如此線性，過程中，研究者常需要不斷往返，意義之網才會逐漸浮現。 

 

 

 

 

 

 

 

 

圖 3-3. 研究資料分析的步驟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芬芬（2010） 

 

 

 

 

 

 

                                                      
55

 張芬芬（2010）認為 Carney（1990）的抽象五階梯圖深具啟發性，是由資料轉型（data transformation） 

的觀點看分析過程。因此略予調整，並再概念化，提出更易理解的五階論：文字化、概念化、命 

題化、圖表化、理論化等五階段步驟。 

文字化 

概念化 

命題化 

圖表化 

分析文本／原始資料整理、編號 

分類系統／原始資料轉型、編碼 

形成命題／尋找資料主旨、趨勢 

綱舉目張／輔助思考與提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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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字化 

 

本研究蒐集資料與產生文字的方式有三種：觀察、訪談、及文件資料。 

 

1. 觀察資料：觀察後，檢視影音檔，進行觀察記錄與觀察劄記的文字化工作， 

整理產生可供分析的文本，編號後建檔管理。編號方式如表 3-5。 

2. 訪談資料：訪談後，訪談錄音檔經轉譯繕打成逐字稿（verbatim），送請個 

案教師確認內容後，編號建檔管理。編號方式如表 3-5。基本上，訪談的逐

字稿應詳實紀錄談話的內容、語氣、表情等語境。而本研究主要在探詢教

師的實務知識，因此逐字稿中省略口語的停頓、語助詞等無關分析資料，

無須完整呈現全部訪談內容。 

3. 文件資料：蒐集的文件資料有二類，教學檔案、學習檔案。資料整理如表 

3-4。 

 

(二) 概念化 

 

概念（concept）代表著各種現象的抽象元素，是構成理論的基本單位。在質 

性資料分析中，概念化是將原始資料予以轉型（transform），將原本具體指涉某人事

物的文字，轉化為抽象的概念。意即將某個「概念」賦予某段文字資料，亦即進行

編碼（coding）。編碼是將一個「代碼」（code）貼在一段文字上，而這個代碼就是

一個概念。概念是擁有意義的元素，當某段文字被貼上一個概念後，這段文字便擁

有了這個概念的意義。基本上，文字化所反映的是具體的研究對象／現象，文字只

算是原始資料（raw data）。概念化（conceptualizing）則將原始資料予以轉型

（transform），當一個個抽象的概念貼在一段段文字上，這些文字就獲得了意義，原

本具體指涉人事物的文字，轉化為抽象的概念，可進一步進行命題化、理論化的工

作，最後編織成一張「意義之網」（web of meanings），有助於對現象的理解（林明

地，2000；張芬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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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依其性質可分為三種：描述性代碼、詮釋性代碼、主旨代碼（patterncode）。

描述性代碼屬於低詮釋性的事實描述；詮釋性代碼可以進一步解釋描述性代碼，涉

及較為深層意義的掌握；主旨代碼的推理性與解釋性更高，可以浮現出主題或組型

（林本炫，2007）。代碼的來源，可以是預建的、半預建的，或完全開放式。資料分

析時，可依研究目的預建一項「主代碼」，再由資料中逐漸浮現出「子代碼」。一般

而言，資料分析編碼系統 (coding scheme) 的產生有兩種方式，一種是資料導向，

透過蒐集資料的反覆閱讀，探索資料中所呈現的特徵，歸納出概念或類別以做為代

碼；另一種是文獻導向，根據理論或文獻所提供的架構為基礎，檢視蒐集資料的內

容，針對資料的特性來增減編碼系統內容（吳心楷、辛靜婷，2011）。對於編碼程序，

Glaser 與 Strauss（1967）主張必須透過開放編碼（open coding）、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和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等三個步驟，提煉概念類別，並透過分析，探討這些

概念類別彼此的關係。反應了資料分析之拆解、比較、組合的思考歷程（引自林本

炫，2007，頁 6）。    

 

本研究僅利用開放編碼和主軸編碼進行資料分析，未涉及選擇編碼，並同時混

合上述兩種導向來形成編碼系統。首先透過開放編碼，將深度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

擷取出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字詞形成代碼清單，再將代碼清單提煉成數個代碼類別，

這些類別即是用來代表資料中所象徵的特殊意義；最後進行主軸編碼，目的在於將

開放編碼中所找到的概念（或主題）做歸類的動作，使形成更抽象的代碼，即主旨

代碼，以對研究問題的某種現象做更精確深入的詮釋。而為了使編碼具有信實度，

在資料分析過程中，除研究者自身外，本研究另邀其他質性研究者協同編碼，以符

合方法論中的研究者三角檢證（researchers triangulation）的要求。編碼程序如表 3-6，

示例如附錄三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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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資料編碼程序表 

步  驟 重 點 工 作 說                  明 

開放編碼 

‧編流水號 ‧閱讀文字資料，並為行數／段數編流水號。 

‧初步編碼 ‧在段落旁／下，寫下描述性／開放性代碼。 

‧整理代碼清單 ‧累積代碼形成代碼清單。 

‧形成初步代碼系統 

‧檢視代碼清單。 

‧將代碼分類分層，形成類別與層級。 

‧累積類別與層級，形成初步代碼系統。 

主軸編碼 
‧分析性編碼 ‧結合數個類別成為一個新的類別。 

‧尋找主旨代碼 ‧尋找更抽象的主旨代碼／主軸編碼。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1. 開放編碼：研究者首先閱讀文字化產生的可分析文本，包括觀察紀錄、觀 

察劄記、訪談逐字稿、文件資料等文本，為行號寫下流水號。接著在文本

中重要事件段落行號附近，寫下代碼，以提供研究者初步對於文本的最初

理解。閱讀資料過程中，研究者保持客觀中立開放的態度，讓概念（代碼）

得以從資料中浮現出來，此即開放編碼的精神。完成初步代碼後，則進行

代碼清單整理（參見附錄三），並將代碼分類分層，建立初步的代碼類別，

形成初步代碼系統（參見附錄四）。 

 

2. 主軸編碼：當開放編碼產生眾多層次較低的初步代碼後，即進入主軸編碼 

階段。研究者細究初步代碼系統，將相關的概念加以類聚，引出更抽象的

代碼，此即主旨代碼。故而主旨代碼可將初步代碼中被割裂的資料再加以

類聚起來，以建立更統整的代碼系統（參見附錄五）。 

 

(三) 命題化 

 

命題（proposition）是指一個表達判斷的語句，即一個具有真假意義的語句。 

基本上命題是由概念組成的。概念化階段的每一編碼程序，貼代碼、代碼清單、初

步代碼系統、主旨代碼、統整的代碼系統等都有助於命題的成型。命題化階段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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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整個資料中的主旨與趨勢，用命題的形式呈現此主旨或趨勢。此命題即是暫時

的研究假設，有待進一步去驗證。 

 

(四) 圖表化 

 

圖表是經過整理的一種具有條理的東西，可凸顯清晰的焦點，讓研究者仔細 

比對，找出相同與相異處，進一步指出疏漏、類型、主旨，看出趨勢等，有助於提

取文字中的精華，發揮輔助思考的功能。圖表必須搭配分析性文字解說圖表，從而

形塑出意義。本研究階段就資料中的重要命題繪為圖表，以圖表繼續分析資料，尋

找資料裡的關係、重點、或疏漏之處。 

 

總之，資料分析是一個繁複的過程，研究者必須不斷反覆檢核、交相驗證所蒐

集的資料，穿越文字叢林，從中探析意義，考驗研究者的思辨能力。 

 

第三節 研究的嚴謹度 

     

質性研究的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問題，是長久以來被質疑的議

題（王文科、王智弘，2010）。量化研究重視研究結果的信、效度，量化研究者認為

質性研究不夠嚴謹（rigor）、不夠客觀（objective），無法對研究現象產生精確、無

偏誤的測量，無法產生研究測量工具的信度考量與測量結果效度的考量（潘淑滿，

2006）。然質性研究目的不在於搜尋證據以檢驗或證明理論，而是對研究的現象進行

深刻的理解或探討（Strauss & Corbin, 1998），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交互關

係，著重於研究對象經驗的重要性，不少質性研究者因而忽略信、效度問題。站在

研究的立場，質性研究仍需強調研究的信、效度，才能獲致理想的結果（高淑清，

2002）。 

 

質性研究採取與量化研究不同的術語來探討信、效度問題，兩種研究典範信賴

程度之對應關係，如圖 3-4。Lincoln 和 Guba（1985）主張用「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

來描述質性研究的效度問題，包括四個標準：可信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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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可依賴性（dependability），和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王文科、王智弘，2010；胡幼慧、姚美華，1996；Lincoln & Guba, 

1985）。王文科和王智弘（2010）援引其他學者的不同觀點，認為可靠性應屬於信度

的範疇，可確認性則與客觀性較有關聯。 

 

綜合上述，本研究參照王文科和王智弘（2010）的觀點，採用適當方法進行研

究過程與結果的可信性、可轉換性、可靠性、及可確認性等之檢核，代替量化研究

的信、效度分析，以達成研究的嚴謹度。  

 

 

 

圖 3-4. 質性與量化研究信賴程度對應關係圖 

資料來源：引自潘淑滿（2006，頁 85） 

 

壹、 研究的效度與信度 

 

質性研究者真正感興趣的並非量化研究所指的「客觀現實」的「真實性」本身，

而是研究對象眼中所看到的「真實」、看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以及研究者和研究對象

之間的互動關係對理解研究對象眼中的「真實」所發揮的作用。質性研究的效度指

的是一種關係，即研究結果與研究其他部分，包括研究者、研究問題、目的、對象、

方法和情境之間的一種一致性（王文科、王智弘，2010；陳向明，2002）。質性研究

多以可信性（credibility）代表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以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代表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以下說明本研究對於提高效度與信度的做法。 

 

 

 

 

 

質性研究        信賴程度       量化研究 

可信性 

 

真實性 

 

內在效度 

可轉換性 應用性 外在效度 

可靠性 一致性 信 度 

可確認性 中立性 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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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信性 

 

可信性是指研究資料的真實程度，研究者能否觀察到所希望觀察的部分，以及

研究者是否充分而適當地呈現研究對象對實務的多元觀點。為確保可信性，本研究

採取如下策略（王文科、王智弘，2010；胡幼慧、姚美華，1996）： 

 

(一) 長期涉入：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蒐集資料將近二年時間，且觀察兩位個案教師

完整的一個學期的課堂教學，得以克服對情境的偏見或曲解，亦可對情境豐厚

描述與洞察。  

(二) 參與觀察︰研究者以「觀察者即參與者」的局內人身分進入研究課堂，真實而

完整地記錄個案教師的教學實務，獲致真實性的證據。 

(三) 田野日誌：田野日誌除研究心得外，主要為研究中逐步成形的理念，或理論關

聯的一些反思性的深度思考。研究者在觀察及訪談過程中，將遇到的疑惑、問

題、發現、感想及省思等隨時記錄，以協助研究者多方檢證蒐集的資料。 

(四) 研究對象回饋：訪談逐字稿請個案教師確認內容的真實性之後，才進行資料分

析。研究結論摘要亦請個案教師表達意見，持續調控研究者的觀點和偏見，以

獲得指涉或詮釋適當性的證據。  

(五) 專業性協同：向國教院專家學者請益諮詢、請質性研究者檢核資料編碼，協助

研究者澄清概念、發現問題，透過專業性協同，提高研究的可信性。  

(六) 三角檢證：本研究採 Denzine（1978）建議的三角檢證模式：方法三角檢證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資料三角檢證（data triangulation）、研究者三

角檢證（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以及理論三角檢證（theory triangulation）

等四種類型，如圖 3-5（引自 David Hales ,201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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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研究資料三角檢證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1. 方法三角檢證：使用多種資料蒐集的方法，包括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 

文件分析法等，藉以交相檢證資料的真實性。 

2. 資料三角檢證：在同一種蒐集資料的方法中，檢證不同資料來源的真實性。 

例如參與觀察法的資料來源，包含個案教師的課堂觀察紀錄、研究者的觀 

察筆記；深度訪談法的資料來源，以個案教師的訪談逐字稿為主。文件分 

析法的資料來源，有個案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和學生的學習成果。 

3. 研究者三角檢證：由不同研究者角度的檢證，增強研究結果的可信度。例 

如透過研究對象檢核訪談逐字稿，以獲得指涉或詮釋適當性的證據；透過 

國教院專家與研究同儕的專業性協同，協助研究者獲致真實性的證據。 

4. 理論三角檢證：本研究的實施過程並非呈現直線性，各步驟階段乃是持續 

與文獻對話的相互印證，針對研究問題的情況／現象進行實務與理論的辯 

研究資料 

三角檢證 

 方法三角檢證  資料三角檢證 

 理論三角檢證  研究者三角檢證 

觀察紀錄／觀察筆記 

訪談逐字稿 

教學檔案／學習檔案

參與觀察法 

深度訪談法 

文件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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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關係，獲致學理適當性的證據。 

 

二、 可轉換性 

 

本研究提高研究結果可轉換性的策略如下： 

 

(一) 詳細的描述性資料：訪談錄音資料採用逐字稿轉譯繕打，轉換為文字化可分析

文本，忠實而詳盡的描述研究對象的經驗與感受，有助於研究結果的自然類推。

此外，透過文件資料分析，亦有助於類似情境的應用。 

(二) 跨個案研究：採取兩位個案教師的跨個案研究，透過跨個案的綜合討論，增加

研究結果在類似自然情境或脈絡的可轉換性。 

(三) 多元資料來源：本研究以跨個案、多重資料來源、多種資料蒐集方法，提高研

究結果在類似情境或脈絡的可轉換性。  

 

貳、 研究的客觀性 

 

質性研究則強調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的互動影響，因此並不堅持研究者的中立，

而是強調資料是否為可驗證的，意即研究對象內部的一致性（intra-subjective 

agreement）。質性研究關注的是蒐集的資料和從中所獲致的結論，是否為探究相同

情境的其他研究者的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本研究提升可確認性的方法，包括

專家審核、三角檢證、研究者反思等，以排除研究者的個人偏見、評斷或過度詮釋，

追求研究結果的客觀性。 

 

 

 

 

 

 

 



 
 

- 132 - 
 

第四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是指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必須遵守社群對研究行為的道德規範

與要求，也是評估研究者的行為是否合於社會客觀原則的標準（林天祐，1996；潘

淑滿，2003）。研究倫理主要包括自願和不隱蔽原則、尊重個人隱私和保密原則、公

正合理原則、公平回報原則等（王玉麟，2004；林天祐，1996；潘淑滿，2003）。研

究倫理有三個基本要求：（1）研究所涉及的風險必須微小、（2）能在事前告知的部

分必須事前告知、（3）在研究程序結束後儘早將真相告知研究對象，並致力取得研

究對象的諒解及減緩其心理上的不適（林正介、陳祖裕，2010）。 

 

質性研究的倫理議題實際上存在於研究的各個方面和全過程中，極其複雜（陳

向明，2002）。由於質性研究者自身也是研究的工具，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一

種互動關係，透過互動來理解研究對象的行為及意義詮釋，因此，在研究過程中，

必須考量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對研究的影響。研究者唯有尊重研究對象和

遵循研究倫理，才能獲得研究對象的支持與理解，從而使研究更貼近真實，有利於

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此外，質性研究係透過對個人的思想和內心深入的挖掘以

獲取直接資訊，忽略倫理議題將導致研究對象的莫大影響與傷害（賀靜，2014）。 

  

本研究採用質性個案研究方法，研究者與研究對像是在課堂的自然生活情境中

建立關係，有其情感、相處上的模糊地帶。職是，研究倫理乃存在於研究的每個階

段，並且關係到研究中的各方面，甚至影響研究的最後結果。研究者省度倫理議題

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採行的處理原則說明如下。 

 

壹、 自願和不隱蔽原則 

 

研究前，與研究對象簽訂知情同意書（參見附錄一），清楚告知本研究目的、 

性質、參與時間、研究方法、保密處理、以及雙方之權利義務等。在資料不外流且

不另做其他用途的保證下，尊重個人意願自由決定是否參與研究，並保證若因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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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隨時退出的承諾。 

 

貳、 尊重個人隱私和保密原則 

 

研究者清楚傳達所有蒐集資料只用於學術研究，尊重及保障研究對象個人的隱

私，凡論文中涉及到學校、人員以及學生的部分，均以匿名的方式敘述與呈現。研

究者進入研究現場前，即表明是一位「觀察者」角色，課堂觀察在自然、不干擾教

學的原則下進行，使影響達到最小。對於訪談資料之處理，受訪者採匿名方式，凡

涉及個人隱私資訊嚴格保密，避免其權益損傷或受到傷害。 

 

參、 公正合理原則 

  

研究中與研究對象建立良好的公平互賴倫理關係。研究者必須去除自身既存 

的理論框架，對一切可疑之事予以擱置，置入括弧回到課堂示現的當下，不帶偏見

與與預設立場，致使研究者保持對事物的中立態度，帶著一顆開放的、敏銳的、自

省的心靈，傾聽研究對象的聲音，合理解讀詮釋資料中所呈顯的意義，忠實報導事

實真象，不致刻意隱瞞或遺漏。 

 

肆、 公平回報原則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獲得了利益，然對於研究對象而言，如何給予公平回報是

彼此關係倫理的關鍵。回報時機可以在資料蒐集過程中體現，也可以在資料分析階

段給予回報。研究者透過回報行為體現了對研究對象的尊重與關懷，符合質性研究

回復人性本質的理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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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科學教師實施探究教學展現的實務知識之內涵與認知結

構、影響因素與形成機制。本章第一節說明個案教師的教學設計與實施，第二節說

明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與認知結構，第三節說明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

與形成機制。   

        

第一節 個案教師的教學設計與實施 

   

本節依據蒐集的資料，主要針對兩位個案教師的科學探究教學信念、科學探究

學習情境營造、自然科學領域學科（理化科／生物科）教學計畫、課堂教學實施，

以及教學省思等層面，進行描述與分析。 

      

壹、 A 師的教學設計與實施 

   

一、 科學探究教學信念 

 

A 師從小熱愛科學，但在國中教育階段曾經遭遇填鴨教育的負向學習經驗： 

 

…老師整堂課都在填鴨，不是抄筆記、背公式、做題目，尌是要我們畫課本重 

點，很無聊又聽不懂，更不用說讓我們動手做實驗啦，我原本最喜歡的自然科 

幾乎要放棄了，…幸好高中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很好的物理老師，我才沒有放 

棄自然科…（訪談_A 師_20181023_2）      

  

教師的教學信念是長時間累積而成的一種價值觀，許多過去經驗都可能是教師

教學信念的源頭，包括職前的師培教育，甚至更早之前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個

人經驗等（李麗君，2005；Stuart & Thurlow, 2000）。這些來自過去的負面學習經驗，

時時提醒著 A 師： 

 



 
 

- 136 - 
 

不能再用國中時的老師那種填鴨教學方式，要學生死背公式是沒辦法學好理化 

的。…應該要做到以學生的學習為主體，要讓學生親自動手去做每一個實驗， 

但並不是按照課本步驟的食譜式操作，而是要讓學生像科學家一樣的研究精神 

和態度來啟發學生的科學興趣，建立札確的科學觀念…（訪談_A_20181023_2-3）  

   

A 師反思學生時代所受教育的影響，重新審視自我的教學信念，經由理論與實

務的辯證，進而影響其科學探究教學信念與教學行動，所有的教學活動設計都指向

探究的核心，揚棄緊握知識傳輸的導管（conduit metaphor），56 轉向引導學生的心智

探究與知識的主動建構，開啟教與學的新視野： 

 

…我發現探究教學可以讓學生變得更主動、更積極的來學習科學。透過教學 

設計讓學生經歷整個探究的過程，學生可以學到如何觀察和歸納出科學的定 

理，而且在探究的過程中，學生還可以學習到科學方法和科學態度。以我的經 

驗我覺得探究教學實際上不是如此的困難，我站在引導協助的立場，然後隨著 

學生的能力進步之後，引導尌可以慢慢減少，尌讓學生去主動探索學習。…探 

究教學已經變成我的主要教學方法，我希望可以讓學生更喜歡理化。（訪談_A 

師_20181023_4） 

 

二、 科學探究情境的營造 

 

A 師的教室位於自然科教室，空間寬敞，採光良好。教室放置七張大桌子， 

提供學生進行小組學習使用，教室中央架設一部投影機，黑板前方懸掛一塊銀幕，

左側角落有一個機櫃，裡面有電腦、網路等視聽器材設備，方便教師進行 E 化教學。

教室左側靠窗有一排長約二公尺的置物櫃，可以配合教學主題／單元佈置探究情境，

後面牆壁有一面長約三公尺的公告欄，可以展示學生的探究學習作品。教室陳設與

學生座位安排如圖 4-1。   

 

                                                      
56

 Clandinin 與 Connelly（1992）主張教師不應只是傳遞既定課程目標的導管（conduit），希望提升 

教師參與課程實踐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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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A 師教室陳設與學生座位安排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建立教室學習常規 

  

教室管理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室學習常規以維持高品質的學習。A 師認為理想的

科學課堂是一個：「具有探究情境，可以讓學生像科學家一樣從事探究活動，老師和

學生都能享受探究的樂趣。」因此，「每學期開學的第一堂課，都要先用一些時間和

學生一起制訂上課的班級常規」。（訪談_A 師_20190304_2）A 師和學生共同建立的

教室學習常規，冀求營造一個師生共同擁有的科學探究課堂，可以共用探究的樂趣

與成就感：  

 

 

 

第一組 

銀幕 

教師講桌 

黑板 

探究學習成果展示區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後門 

第七組 

錄影機 研究者 

探

究

情

境

佈

置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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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堂秩序：學生備妥課本、筆記本、文具用品，準時進入教室。課堂上不

出現隨意講話聊天的干擾行為。分組討論時注意控制音量，以不影響小組

學習為原則。 

2. 師生互動：師生相互理解，相互依存，彼此投入。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勇

於發表意見；老師尊重學生的想法，鼓勵、肯定、讚美，建立學生的自信。  

3. 學習態度：學生像科學家一樣的在小組學習中從事科學探究活動，透過同

儕之間的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完成學習任務。 

 

(四) 建立小組學習常規 

 

A 師認為小組學習可以維持學生學習的專注力，因此經常運用小組學習的方 

式來引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活動。小組學習採異質性分組，每組 4 人，原則上每次

定期評量後調整小組組員，組員角色與任務分工如表 4-1。A 師通常在第一次上課

時和學生共同建立小組學習的常規：   

 

1. 學習任務：組長一人，其餘成員依問題學習內容分派不同的學習任務。 

2. 表現機會：隨機抽選組員上臺發表，其他成員補充分享自己的表現。 

3. 相互依賴：小組成員積極參與，專注傾聽，主動分享。並適時尋求協助，

互相幫助，彼此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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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學習小組的角色與任務分工表 

學習角色 主要任務 

大寶組長 

･ 主持小組討論、維持小組秩序。 

･ 掌握討論流程或實驗進度。 

･ 協助組員。 

･ 實驗操作。 

二寶組員 

･ 協助組長。  

･ 檢查小組學習單及實驗紀錄。 

･ 實驗操作。 

三寶組員 

･ 領取小組學習媒材。 

･ 紀錄討論結果。  

･ 實驗操作。 

四寶組員 

･ 領取實驗器材。 

･ 協調小組的發表分享。 

･ 實驗操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理化科教學計畫 

 

傳統以學科知識內容為主的教學最被詬病的問題，在於學生所學知識脫離了 

其所處的實際生活情境，使得學生空有知識卻不知如何應用與實踐。因此，A 師強

調透過與生活情境的連結來建立學習的意義：  

 

自然科學應該是與真實生活情境結合，而不是灌輸艱澀難懂的科學知識。我通 

常會鋪陳一個生活情境，讓學生知道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用得到這個科學概 

念，或冺用這個概念可以解決什麼問題。比如學過「氧化還原」的概念之後， 

尌讓學生探討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蘋果褐變的問題。（訪談_A 師_20190304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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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內容的組織 

   

理化科的教學內容（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計有六大主題：化學反應、氧化 

還原反應、電解質和酸鹼鹽、反應速率與平衡、有機化合物、力與壓力。A 師的完

整學期實際教學總共進行 17 週（不包括三次定期評量週），每週教學時數四節課，

每節課 45 分鐘。各週教學內容簡要如表 4-2。 

 

表 4-2  

A 師各週教學內容簡要表（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週

次 
實施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一 2/11~2/15 

一、化學反應 

 

1-1 化學反應與 

質量守恆 

･ 化學反應常見的現象。 

･ 質量守恆定律。 

･ 化學反應的質量關係。 

･ 實驗 1-1 化學反應前後質

量變化。 

 影片教學：化學反應。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X3HldIVIITA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表徵教學： 

以紅糖顆粒表徵粒子（原子

或分子）概念，紅糖的顆粒

數即相當於粒子數。 

 POE 教學：實驗 1-1  

 概念澄清。 

 概念建立。 

二 2/18~2/22 
1-2 原子量、分 

子量與莫耳 

･ 原子量與分子量的概念。 

･ 莫耳與亞佛加厥數的概

念。 

三 2/25~3/1 

1-3 反應式與化 

學計量 

･ 亞佛加厥學說。 

･ 化學反應式的寫法與應

用。 

･ 化學反應方程序係數的

意義。 

四 3/4~3/8 

二、氧化還原反 

應 

 

2-1 氧化反應與活 

性 

･ 常見金屬元素活性大小

及其氧化物水溶液的酸

鹼性。 

･ 常見非金屬元素活性大

小及其氧化物水溶液的

酸鹼性。 

･ 實驗 2-1 金屬的氧化。 

 表徵教學： 

 示範實驗：碘與大蘇打水的

氧化還原反應。 

 氧得失的角色扮演活動：白

色紙牌代表鎂元素（Mg）、

黑色代表碳元素（C）、紅色

代表氧元素（O） 

 POE 教學：實驗 2-1。 

 概念澄清。 

 概念建立。 

 實驗設計教學：蘋果美白大

作戰。 

 

五 3/11~3/15 

2-2 氧化與還原 

 

 

 

2-3氧化還原應用 

･ 氧化還原反應的意義。 

･ 從金屬化合物中還原出

金屬元素的方法。 

 

･ 金屬（鐵）的冶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HldIVII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HldIVI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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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實施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六 3/18~3/22 

三、電解質和酸 

鹼鹽 

 

3-1 電解質 

 

 

3-2 酸和鹼 

 

･ 電解質與非電解質的定

義。 

･ 電離說。 

･ 實驗 3-1 哪些物質的水

溶液可以導電。 

 

･ 酸的通性。 

･ 強酸與弱酸的定義。 

･ 鹼的通性。 

･ 強鹼與弱鹼的定義。 

･ 實驗 3-2 酸和鹼性質。 

 POE 教學：實驗 3-1、實驗

3-2。 

 概念澄清。 

 概念建立。 

 科普閱讀教學：人體重要的

電解質–鈉鉀氯。 

 

教材來源：高雄福山國中 

www.fsjh.kh.edu.tw › 教材網

› 領域網頁›人體重要的電

解質–鈉鉀氯 

 

七 3/25~3/29 第一次定期評量 

八 4/1~4/5 

3-3 酸和鹼的濃度 ･ 體積百分濃度標記法。 

･ 莫耳濃度標記法。 

･ pH 值的意義。 

･ 常用的酸鹼指示劑。 

 POE 教學：實驗 3-3。 

 概念澄清。 

 概念建立。 

 科普閱讀教學：多吃「鹼性

食物」幫助體內環保？ 

 

教材來源： 
https://m.healthylives.tw/arti

cle/wjos3g5hxi5.html 

 

九 4/8~4/12 

3-4 酸鹼反應 ･ 酸鹼中和反應。 

･ 各種鹽類的性質與應用。 

･ 實驗 3-3 酸鹼中和的化

學反應。 

十 4/15~4/19 

四、反應速率與 

平衡 

 

4-1 接觸面積、濃 

度對反應速率 

影響 

･ 化學反應速率意義。 

･ 接觸面積對反應速率的

影響。 

･ 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 實驗 4-1 接觸面積、濃度

與反應速率。 

 影片教學：粉塵大爆炸。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KgKx_cUkpvU&list=

PL7Q32YH06jenVm5VneW

jOBpNqKCQgcFco&index=

3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表徵教學：以學生在教室及

走廊走動，表徵粒子的運

動，建立學生對於動態平衡

的概念。 

 實驗設計教學：影響反應速

率大蒐秘。（結合實驗 4-1、

4-2）  

 

十

一 
4/22~4/26 

4-2溫度對反應速 

率的影響 

 

 

 

4-3催化劑對反應 

速率的影響 

･ 溫度對反應速率的影

響。 

･ 實驗 4-2 溫度與反應速

率。 

 

･ 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響。 

･ 日常生活中催化劑的應

用。 

十

二 
4/29~5/3 

4-4 可逆反應與平 

衡 

･ 化學平衡的定義。 

･ 改變化學平衡的因素。 

十

三 
5/6~5/10 第二次定期評量 

十

四 
5/13~5/17 

五、有機化合物 

 

5-1 有機化合物的 

介紹 

 

5-2 常見有機化合 

物 

･ 有機化合物的定義。 

･ 認識烴類、石油、煤和天

然氣。 

･ 實驗 5-1 竹筷的乾餾。 

 

･ 認識醇、有機酸、酯。 

 

 影片教學：有機化合物。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jbtG0gJH24A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表徵教學：肥皂去汙。 

http://www.fsjh.kh.edu.tw/
https://m.healthylives.tw/article/wjos3g5hxi5.html
https://m.healthylives.tw/article/wjos3g5hxi5.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tG0gJH24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tG0gJH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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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實施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十

五 
5/20~5/24 

5-3 聚合物與衣料 

纖維 

 

 

 

 

5-4 有機物在生活 

中的應用 

･ 聚合物的性質及用途。 

･ 認識醣類、蛋白質與脂

類。 

･ 認識天然纖維與人造纖

維。 

 

･ 皂化反應的原理。 

･ 肥皂的去汙原理。 

･ 常用的清潔劑。 

･ 實驗 5-2 皂化反應。 

 

去汙原理動畫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oifuHnk3wzg 

 POE 教學：實驗 5-1、實驗

5-2。 

 概念澄清。 

 概念建立。 

 科普閱讀教學：吃代糖能減

重？ 

 

教材來源： 

天下雜誌＞觀點＞照護線

上 

https://www.cw.com.tw/artic

le/article.action?id=5097704 

 

十

六 
5/27~5/31 

六、力與壓力 

 

6-1 力 

 

6-2 力的測量與合 

成 

 

 

･ 力的意義、種類。 

･ 力的三要素、力圖標記

法。 

 

･ 力的測量。 

･ 虎克定律的意義及其應

用。 

･ 兩力平衡條件與合力。 

･ 實驗 6-1 力的測量。 

 影片教學：力的平衡。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5E8Y3i_AiE0 

 影片教學：紙張之間神奇的

摩擦力。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EPGBk2M6gno 

 影片教學：觀察大氣壓力的

作用（鋁罐被壓扁）。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Ss8ue7jkXq4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POE 教學：實驗 6-1、實驗

6-2、實驗 6-3。 

 概念澄清。 

 概念建立。 

十

七 
6/3~6/7 

6-3 摩擦力 ･ 摩擦力的意義。 

･ 靜摩擦力、動摩擦力。 

･ 影響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 實驗 6-2 摩擦力存在與影

響因素。 

十

八 
6/10~6/14 

6-4 壓力 ･ 壓力的定義及其影響因素 

･ 水壓力的意義。 

･ 大氣壓力意義及影響。 

十

九 
6/17~6/21 

6-5 浮力 ･ 浮力的定義。 

･ 影響浮力的因素。 

･ 阿基米德原理。 

･ 實驗 6-3 浮力與阿基米德

原理。 

二

十 
6/24~6/28 第三次定期評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fuHnk3wz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fuHnk3wzg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7704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77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8Y3i_AiE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8Y3i_AiE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GBk2M6gn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GBk2M6gn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8ue7jkXq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8ue7jkX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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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4-2，綜整 A 師對於理化科特定教學主題╱單元所採取的科學探究教學

模式如表 4-2-1。以下關於 A 師的教學設計與實施，將選取教學主題╱單元案例說

明之。 

 

表 4-2-1  

A 師在特定教學主題╱單元的科學探究教學模式彙整表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科學探究教學模式 

一、化學反應 

 

 

1-1 化學反應與質量守恆 

1-2 原子量、分子量與莫耳 

1-3 反應式與化學計量 

 影片教學。 

 表徵教學。 

 POE 教學：實驗 1-1。 

二、氧化還原反應 

 

 

2-1 氧化反應與活性 

2-2 氧化與還原 

2-3 氧化還原應用 

 表徵教學。 

 POE 教學：實驗 2-1。 

 實驗設計教學：蘋果美白

大作戰。 

三、電解質和酸鹼鹽 

 

 

3-1 電解質 

3-2 酸和鹼 

3-3 酸和鹼的濃度 

3-4 酸鹼反應 

 POE 教學：實驗 3-1、實

驗 3-2、實驗 3-3。 

 科普閱讀教學：人體重要

的電解質–鈉鉀氯。 

 科普閱讀教學：多吃「鹼

性食物」幫助體內環保？ 

四、反應速率與平衡 

 

 

4-1 接觸面積、濃度對反應 

速率影響 

4-2 溫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4-3 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4-4 可逆反應與平衡 

 影片教學。 

 表徵教學。 

 實驗設計教學：影響反應

速率大蒐秘。（結合實驗

4-1、4-2） 

五、有機化合物 

 

 

5-1 有機化合物的介紹 

5-2 常見有機化合物 

5-3 聚合物與衣料纖維 

5-4 有機物在生活中的應用 

 影片教學。 

 表徵教學。 

 POE 教學：實驗 5-1、實

驗 5-2。 

 科普閱讀教學：吃代糖能

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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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科學探究教學模式 

六、力與壓力 

 

 

6-1 力 

6-2 力的測量與合成 

6-3 摩擦力 

6-4 壓力 

6-5 浮力 

 影片教學。  

 POE 教學：實驗 6-1、實

驗 6-2、實驗 6-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 

 

A 師在構思教學活動時，審慎思考教學目標及對學生的學習期望： 

 

…為了幫助學生學會重要的概念，依據教學目標設計有學習任務的探究教學活 

動是必要的，不只可以引起學習興趣，有時候也能統整不同教學單元的內容， 

這樣一來，那學生獲得的概念尌會更清楚、更完整。如果能再設計一些有關生 

活的科學問題，讓學生去應用學過的科學知識概念來解決，那麼從這些延伸活 

動中將會學到更多的科學新知。尌拿「氧化還原應用」這個單元來說，學生尌 

可以用氧化還原的概念去探索許多自然現象或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不過教科 

書很少有這個部分的內容，所以我通常都會設計一個學生經常碰到的問題，那 

尌是切開後的蘋果曝露在空氣中尌會變得好像生鏽一樣，其實這尌是蘋果氧化 

產生的褐變現象。這個問題從小學到國中的科展一直都很熱門，不過能參加科 

展的學生畢竟是有限，我希望在我的課能夠讓每一個學生都有機會來探索這個 

屬於他們自己生活經驗的問題。（訪談_A 師_20190304_2-3） 

 

此外，A 師強調探究對於學生學習的意義與重要性，因為課堂中的探究活動，

師生才得以掙脫來自教科書的束縛：  

 

…通常老師要學生做實驗，往往是依照課本的實驗步驟按順序去操作，尌像「看 

食譜做菜」一樣，學生不但興趣缺缺，對於了解整個實驗或科學原理幫助有限。 

食譜式的實驗操作，無法讓學生像科學家一樣的體會發現科學知識的樂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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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實驗課或討論問題時，尌常用 POE（預測－觀察－解釋）的方式來引 

導學生思考。我發現，POE 可以讓學生手、腦、口並用，由於學生做預測時可 

以不受標準答案的影響，可以鼓勵平常不善表達或討論的學生也能勇敢地說出 

個人的看法，也可以改善食譜式實驗的缺點，增加實驗的挑戰性，學生也覺得 

實驗課上起來有趣許多。（訪談_A 師_20190304_3） 

 

綜觀 A 師的理化課堂，基本上是圍繞在一個有教學目標和學習任務的教學活 

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中進行。教學過程中，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影片教學、表徵教學、科普閱讀教學等引導式探究教學模式

（guided inquiry）（參見表 4-2）。以下分析說明。 

 

1. POE 教學：教學主題二「氧化還原反應」教學案例 

 

(1) 教材分析：57 A 師認為教學活動設計前進行教材分析，可以有效掌握教學

主題的知識性結構，以及教學內容的核心概念（core concept），58 有助於提

升教學品質： 

 

…通常我會先對教材內容做出理性的選擇，哪些才是要多花時間的重點， 

也尌是必頇掌握的單元核心概念，核心概念可以將零散的小概念串起來， 

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比如說「氧化還原反應」這個主題一共有 3 個 

教學單元，參照課綱去分析，尌可以抓到整個主題的知識性結構，還有「氧 

化反應和還原反應」這個最核心的概念，也尌是說，在教學中要能夠讓學 

生都能清楚什麼是氧化反應，什麼又是還原反應的概念。（訪談_A 

_20190326_2-3） 

                                                      
57

 教材分析指涉的意義是教師針對原型教材（例如教科書）轉化為教學教材的析理，析理出原型教 

材所蘊涵可提供教學採用的各種結構類型知識。教學活動所使用的教學教材，乃是原型教材經過 

教材分析後的成品，從教學活動設計的角度而言，教學活動設計必然要冺用到教材分析的結果 

（洪文瓊，1997）。 
58

 Erickson、Lanning 與 French（2017）闡述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理念，提出以概念透鏡（conceptual  

lens）作為組織教學單元的學習活動與素材，將學習聚焦於核心概念及相應的原理與定律上，從 

記憶事實轉向概念的理解，提供學生深度的學習。國內的自然科學領域亦強調要根據學生特質， 

選擇核心概念（core concept），透過跨科概念與社會性科學議題，讓學生經由探究、專題製作等 

多元途徑獲得深度的學習以培養科學素養（教育部，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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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自然領綱，「氧化還原反應」包含物質的活性、氧化反應與還原反應、 

氧化劑與還原劑等重要的核心概念（教育部，2003，2018a），知識性概念結構 

如圖 4-2（Erickson, Lanning & French, 2017）。如何使學生能充分理解這些核心 

概念，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有賴課堂中提供學生探究與實作的機會。 

 

 

 

 

 

 

 

 

 

 

 

 

 

 

 

       

             

        

        

圖 4-2. 氧化還原反應的知識性概念結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概念學習 

核心概念 

一、 物質活性愈大愈容易氧化。  

二、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呈鹼性。 

三、 非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呈酸性。 

四、 氧化反應：物質與氧結合。 

五、 還原反應：物質失去氧。 

六、 生活中常見的氧化劑：氯氣、臭氧、次氯酸鈉。 

七、 生活中常見的還原劑：二氧化硫。 

八、 生活中常見的抗氧化劑：胡蘿蔔素、維生素 C 和 E。 

九、 生命世界的氧化還原反應：光合作用、呼吸作用。 

十、 氧化還原的應用：工業煉鐵。 

教學主題：氧化還原反應 

氧化反應╱還原反應 氧化劑╱還原劑 

 
物質的活性 

得氧／失氧的反應 氧化性／還原性 
物質對氧的 

活性大小 

氧化還原反應方程式 科學原則 

特定主題 

科學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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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活動設計：教學主題二「氧化還原反應」共有 3 個教學單元，教學活

動設計簡要如表 4-3。  

 

表 4-3  

「氧化還原反應」教學活動設計簡要表 

教學單元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學習任務 

2-1 

氧化反應

與 

活性 

･ 能說明元素對

氧的活性大小

與其氧化物活

性大小和彼此

間能否反應的

關係。 

･ 能將元素對氧

的活性，依大小

順序排列，說明

其氧化物和彼

此間能否反應。 

 表徵教學： 

･ 示範實驗：碘

與大蘇打水

的氧化還原

反應。 

･ 氧得失的角

色扮演活動。 

 POE 教學：實驗

2-1。 

 實驗設計教學：

蘋果美白大作

戰。 

 

  

･ 角色扮演活動： 

氧化還原反應的概念

學習。 

･ POE 探究活動： 

實驗 2-1 鎂帶氧化反

應。 

･ 實驗設計活動： 

如何減緩蘋果的褐

變反應。 

･ 學習成果發表分享。 

･ 學習評量活動。 

 

2-2 

氧化 

與 

還原 

･ 能了解氧化反

應、還原反應的

意義。 

･ 能了解氧化劑

與還原劑的意

義，與元素對氧

的活性大小的

關係。 

2-3 

氧化還原

應用 

･ 能運用氧化還

原的概念，探索

自然現象或解

決日常生活的

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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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流程安排：實驗 2-1「鎂帶氧化反應」教學案例 

 

A 師認為「食譜式的實驗操作，無法讓學生像科學家一樣的體會發現科學 

知識的樂趣」（訪談_A 師_20190304_1）因此，實驗課或討論問題時，經常

透過 POE（預測／prediction－觀察／observation－解釋╱explanation）探究

教學策略來引導學生進行探究與實作，主動建構科學知識概念。過程中，A

師首先要求學生對科學現象進行預測並提出支持預測的理由；然後學生進

行實驗，仔細觀察並具體描述實驗結果；最後學生要對實驗結果進行解釋，

並試圖去調解預測與觀察之間的衝突，設法使兩者達到一致（White & 

Gunstone, 1992）。以實驗 2-1「鎂帶氧化反應」為例，如表 4-4。 

 

表 4-4  

「鎂帶氧化反應」的 POE 教學流程 

實驗目的：  

一、 學生從鎂帶在二氧化碳中會繼續燃燒的實驗觀察中，了解物質對氧的活性 

大小對氧化還原反應的影響。  

二、 從鎂帶在熱水中也會反應的實驗觀察中，引導學生探討金屬活性、溫度等 

因素對氧化還原反應的影響。 

探究問題： 1.  鎂帶在二氧化碳中會燃燒嗎? 2. 鎂帶在熱水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探

究

活

動

流

程 

P 

預測燃燒的鎂帶在二氧化碳中

可能發生的現象，並說明預測的

依據。 

預測鎂帶在熱水中可能發生的現 

象，並說明預測的依據。 

O 觀察並記錄燃燒的鎂帶在二氧

化碳中發生的現象。  

觀察並記錄鎂帶在熱中發生的現象。 

E 
比較預測與觀察現象的異同，並

提出合理的解釋。 

比較預測與觀察現象的異同，並提

出合理的解釋。 

挑戰問題 當鎂帶製造工廠起火時，能否以二氧化碳來滅火？請說明理由。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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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設計教學：「蘋果美白大作戰」教學案例 

 

A 師在「氧化還原反應」的最後一個單元，設計了「蘋果美白大作戰」的延

伸探究學習活動： 

  

學生都知道蘋果切開後放一段時間會漸漸變成黃褐色，有人說是蘋果生鏽 

了，不過這是普遍的迷思概念。這是一個有趣的生活議題，可以讓學生把 

學過的生物科知識和現在理化科的氧化還原概念結合起來，應用在生活中 

問題的驗證和解決。也可以讓學生了解無論自然現象或生活中的問題其實 

都是不分科的，或者可以說是跨科的。（訪談_A 師_20190326_1-2） 

 

延伸探究學習活動以實驗設計的方式進行教學，A 師的設計理念與構思： 

 

這幾年我在 2-3 單元（氧化還原應用）通常都會設計這個「蘋果美白大作戰」 

的延伸活動，希望同學一方面能理解蘋果褐變的真札原理，並且知道如何 

設計實驗來探討減緩蘋果的褐變速率。最主要是想教學生如何做實驗設 

計，要教學生做科學探究，我想最重要的尌是要先教他們如何設計實驗方 

法、實驗過程，如何應用科學知識形成假設推理，設計操縱變因加以驗證， 

知道如何控制實驗條件，以及實驗結果的分析等等，這些都是培養學生的 

探究能力，很重要的思考智能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具體表現。（訪談_A 師 

_20190326_3）   

 

(1) 教學活動設計：A 師希望學生的科學概念「觸及生活實際問題的探究」（蘋

果的褐變現象），使科學知識得以自縱向連貫的學科學習（理化的氧化還原

反應的核心概念），到橫向學科間的連結（生物的細胞構造與酵素作用的核

心概念），並將其所學應用在生活中問題的驗證與解決「無論自然現象或生

活中的問題其實都是不分科的，或者可以說是跨科的」。（訪談_A 師

_20190326_3）因此，教學活動採取跨科（生物科╱理化科）設計模式，強

調自然科學領域的「物質與能量」與「交互作用」等共同核心概念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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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美白大作戰」的知識性概念結構如圖 4-3（Erickson, Lanning & French, 

2017），學習重點（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分析如表 4-5（教育部，2018a）。  

 

(2) 教學流程安排： 

A 師首先提出探究的問題，並針對問題進行科學原理的論證；接著說明實驗 

設計活動的關鍵步驟，包括：依據科學原理形成假設推理、確定實驗目的、

設計實驗步驟，之後學生進行實驗和相應的實驗結果，最後各組口頭發表

分享以及教師的回饋。教學 

 

 

 

 

 

 

 

 

 

 

 

 

 

 

 

 

 

 

 

  圖 4-3. 蘋果美白大作戰的知識性概念結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 

 

 

探究主題：蘋果美白大作戰 

生活中的氧化還原反應 

物質與能量 交互作用 

多酚類的氧化反應 

多酚氧化酵素的作用 

 

多酚氧化酵素活性 

接觸氧氣的濃度 

多酚類的含量 

 

抗氧化劑的作用 

隔絕空氣的作用 

壹、 蘋果切開後置於空氣中，會漸漸轉為褐色。  

貳、 浸泡鹽水、糖水、自來水等，可以減緩褐變。  

參、 檸檬酸、蘋果酸、維他命 C 等，可以減緩褐變。 

肆、 蘋果泥會加速褐變。 

多酚類化合物＋O2  醌 類 與蛋白質反應 

                  化合物     產生褐色物質 

生物的酵素性褐變反應 減緩褐變的方法 影響褐變速率的因素 

核心概念 

跨科概念 

科學原理 

 延伸探究 

科學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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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蘋果美白大作戰」的學習重點分析與教學流程安排 

 

 
學習表現向度 

探究能力 科學態度 

思考智能 問題解決 培養科學 

探究興趣 
 
 

 

ai-Ⅳ-1 

ai-Ⅳ-2 

養成應用科

學思考與探

究的習慣 
 

 

ah-Ⅳ-1 

ah-Ⅳ-2 

學 

習 

內 

容 

向 

度 

跨科

概念 

國中階

段學習

內容 

想像 

創造 
 
 

ti-Ⅳ-1 

推理 

論證 
 
 

tr-Ⅳ-1 

批判 

思辨 
 
 

tc-Ⅳ-1 

觀察與 

定題 

 
 

po-Ⅳ-2 

計劃與 

執行 
 

 

pe-Ⅳ-1 

pe-Ⅳ-2 

分析與 

發現 

 

pa-Ⅳ-1 

pa-Ⅳ-2 

 

討論與

傳達 
 
 

pc-Ⅳ-1 

物 

質 

與 

能 

量 

生物經由

酵素的催

化進行新

陳代謝，

並以實驗

活動探討

影響酵素

作用速率

的因素。 

問題的提出 

 

 蘋果削完皮後 

會有什麼變化? 

 是什麼原因造 

成這個現象? 

 有哪些方法可 

以防止或減緩 

這個現象? 

 

 

 

確定探究原理 

 

 學生從閱讀資料中

獲得蘋果褐變現象

的科學概念。 

 教師解釋蘋果褐變

的機制。 

 蘋果褐變的氧化還

原反應中，氧化劑

和還原劑分別是什

麼?並說明原因。 

 多酚氧化酵素的作

用是什麼?少了它

會有什麼影響? 

  

確定實驗目的 

  

 預測可以減緩

蘋果產生褐變

的方法，說明依

據的原理。 

 確定想要探究

實作的問題，找

出影響蘋果褐

變的因素。 

 

 

進行實驗設計 

 

 針對探究的問

題 進 行 實 驗

計，寫下實驗目

的和步驟。 

探究與實作 

 

 進行實驗，觀察並 

記錄實驗結果。 

 分析歸納、使用資

訊及數學等方法，

整理實驗數據。 

 運用科學原理、思

考智慧等方法，從

實驗數據中，形成

解釋、獲知因果關

係、解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題。 

 

發表 

分享 

 

 各組分

享實驗

設計。 

 各組進

行結果

的討論

並提出

合理的

解釋。 

 

 從探討如

何減緩蘋

果產生褐

變現象的

生活議題 

可以激發

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

探究興趣 

 

 各組報告

分享科學

發現的樂

趣。 

 對於坊間常

見防止或減

緩蘋果褐變

的方法，透過

課本習得的

科學知識，進

行 探 究 驗

證，養成應用

科學思維與

探 究 的 習

慣，可以促進

學生科學素

養的培養。 

   

交 

互 

作 

用 

生活中常

見的氧化

還原反應

與應用。 

實驗認識

化學反應

速率及影

響反應速

率的因素 

例如： 

本性、 

溫度、 

濃度、 

接觸面積

及催化劑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教育部，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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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片教學：單元 4-1「接觸面積、濃度對反應速率影響」教學案例 

   

21 世紀的網路世代，教學影片唾手可得，影片教學蔚為風潮。將影片與教 

學設計結合，以特定的教學目標為導向，結合討論、分享等教學相關活動，適 

時援引，闡釋引導，不但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亦有助於教學目標的達成（陳 

建榮，2006）。A 師的設計理念與構思： 

 

不少網路教學平臺上可以找到很不錯的教學影片，尤其是一些有危險性的 

化學實驗，或者抽象的科學概念，都有用特殊的方法或器材做出來，內容 

相當豐富，可以輔助教學。不過在挑選影片時要依據教學目標，結合課本 

教學單元內容的需要，也尌是說要和學習內容要有密切的關聯，並且可以 

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建構重要的科學概念。只是準備影片還真的需要 

花時間和體力，如果老師能夠共備，大家分工合作，那尌更好囉。（訪談_A 

師_20190415_1-2） 

 

A 師運用方便取得的網路教學影片，設計結構化的提問討論教學模式，讓學 

生在短時間內對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有初步的概念。過程中，透過影片的鮮活 

例證，引導學生形成假設、進行思考與推論，乃至獲得結論，有助於學生鞏固 

科學知識。 

 

(1) 選擇教學影片：A 師選擇影片的依據，包括教學目標的達成、與教學內容有

密切的關聯、符合學生程度可以激發學習動機，和建構重要的科學概念。例

如，在單元 4-1「接觸面積、濃度對反應速率影響」，A 師選擇一段「粉塵

大爆炸」的實驗影片，59 讓學生宛如身歷其境，感受「奔向」火源的麵粉瞬

間產生爆炸的震撼，引發學生探索自然現象的強烈動機，有助於促進科學概

念的學習。 

 

                                                      
59

 影片來源：公共電視流言追追追／驚傳粉塵大爆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

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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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提問討論：影片觀賞後的提問討論活動，是提升學生批判思辨能力與省

思的關鍵： 

 

…上課前挑選適合學生學習程度的影片，再找出其中可以輔助教學的片 

段，製作學習單或設計討論的問題，學生上起課來顯得很有興趣，也比較 

容易達到你想要的教學目標，或是教學效果。……（訪談_A師_20190415_4） 

 

A 師透過關鍵問題的提問設計，引導學生討論影片內容與教材間的連結關 

係，協助學生進行概念的澄清、理解與建構。 

 

4. 表徵教學：單元 2-2「氧化與還原」教學案例 

 

表徵教學係教師針對教學目標，將各個主要概念以多種教學表徵加以組織、

呈現，讓不同學習特質的學生得以依其差異進行學習。A 師的教學活動經常運

用多種的表徵（representation）形式來進行概念教學，60 例如類比、示範、模

擬遊戲、角色扮演等（參見表 4-2）。A 師認為：「對於抽象的科學概念，若單

純只用言語講解，很多學生勢必難以想像其中意義。」因此經常思索「可以使

用的表徵方式，如何選擇適當的教學表徵來促進學生的概念學習」。（訪談_A 師

_20190312_2） 

 

Shulman（1987）提出表徵教學（representational teaching）的四個階段建議：

（1）準備：教師先分析及詮釋教材內容，並澄清自己的教學目標；（2）表徵：

思考學科概念可以使用的教學表徵形式；（3）選擇：教師考量教學目標、學科

本質、教學情境、學生特質等因素之後，從中選擇適當的教學表徵，然後將教

材內容再加以組織；（4）適應和調整：依據教師對學生特性的了解，來調整教

學表徵方式。以單元 2-2「氧化與還原」的教學案例說明： 

 

                                                      
60

 表徵指的是將外在現實世界的事物以另外一種較為抽象或符號化的形式來代表的歷程（張春 

興，1994）。由於我們見不到知識結構的內涵，所以只能根據知識呈現在外的形式，即表徵的方 

式，間接去推論得知（餘术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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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現行國中階段的「氧化還原反應」教材內容僅涉及「氧得失」

的概念定義，亦即對氧活性大的物質易奪取氧，是還原劑（本身被氧化／

產生氧化反應）；對氧活性小的物質不安定易放出氧，通常是氧化劑（本身

被還原／產生還原反應）（教育部，2003）。 

(2) 表徵形式：國中階段的科學教材大都是以巨觀的形式介紹呈現給學生，教

學時也缺乏適時呈現微觀的粒子觀點，因此學生不僅只停留在巨觀層次的

學習，同時也缺乏想像微觀世界的粒子行為（Devetak, 2009; Johnstone, 1993；

引自邱懿歆，2013，頁 17）。因此，A 師在進行「氧化劑」和「還原劑」的

概念教學時，就設計一個角色扮演的表徵形式，「讓學生透過氧得失的角色

扮演動，去想像、思考那個微觀的粒子世界的變化」（訪談_A 師_20190312_2），

來領悟「氧化與還原」的科學本質。  

(3) 表徵教學：A 師運用 5E 學習環（5E learning cycle）探究模式，61 進行「氧」

得失的角色扮演表徵教學，包括投入、探究、解釋、精緻、評量等五個學

習階段，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氧」得失角色扮演表徵教學設計 

學習階段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 

投入 

E1 

設置問題情境 

引起動機 

 準備活動 

･ 認識元素的特性。 

･ 認識化學式的符

號表徵。 

･ 指派元素角色。 

･ 認識化學式的角色扮演 

 

探究 

E2 

學生透過活動任

務構思問題解決 

 概念建立 

･ 氧化反應的發生。 

･ 還原反應的發生。 

･ 進行氧化反和還原反應

中，「氧」得失的角色

扮演活動。 

                                                      
61

 1980 年代後期，美國生物科學課程研究（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 BSCS）根據 Bybee  

Landes（1988）的研究，於出版的教材中廣泛運用 5E 教學模式，分冸為投入參與（engagement）、 

探索（exploration）、解釋（explanation）、精緻化（elaboration）、評鑑（evaluation）等五個教學 

階段（王美芬、熊召弟，1995；Bybee & Lande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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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E3 

教師引導學生陳

述概念的理解 

 概念澄清 

･ 氧化與還原反應

的定義與澄清。 

･ 氧化劑與還原劑

的定義與澄清。 

･ 學生解釋活動中蘊含的

科學概念。 

･ 教師定義概念與澄清學

生錯誤概念。 

精緻化 

E4 

提供學生延伸挑

戰與概念應用的

機會 

 概念精熟 

･ 氧化還原的應用。 

･ 生活中的氧化劑

與還原劑。 

･ 進行碳和氧化鐵反應的

角色扮演活動，探究冶

鐵的原理。 

評量 

E5 

評估學生概念理

解的程度與能力 
 概念理解評估 ･ 學習單評量活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 

 

5. 科普閱讀教學：「多吃鹼性食物可以幫助體內環保嗎」教學案例 

 

由於 A 師擔任國中自然領域輔導團專任輔導員，肩負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 

動使命：「我們自然團今年（108 年）的工作重點是推動科學探究教學、科普閱 

讀教學、以及素養導向的教學和評量。」（訪談_A 師_20190219_1）其中，在推 

動科普閱讀的做法上，A 師認為應首重科學新聞的閱讀教學： 

 

…學生離開學校教育之後，接觸科學知識的途徑有許多是來自新聞媒體。

不過由於現在的媒體環境，科學新聞的娛樂性往往高過於札確性，甚至有

些是未經查證的報導或是誤導术眾的偽科學新聞。所以說，在學校的時候

尌應該要教導學生具備媒體的冹讀能力，看懂科學新聞，而且能用札確的

科學知識去冹斷新聞報導的真假，我認為這是科學教師應該要重視的一件

事情。（訪談_A 師_20190416_3） 

 

(1) 選擇教材：A 師選擇科普教材主要是依據單元的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的需要，

選擇生活相關的科學新聞或科普資料。例如：單元 3-1 的「人體重要的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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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鈉鉀氯」、單元 3-4 的「多吃鹼性食物可以幫助體內環保嗎」、單元 5-4 的

「吃代糖能減重嗎」等。 

(2) 自主學習：教師提供閱讀理解策略，引導學生運用科學方法自主閱讀科普教

材，並協助解答學生閱讀上的問題或疑義。62 

(3) 小組討論：學生在小組中將自主閱讀發現的問題提出討論，並形成小組繼續

探討的共識問題。 

(4) 焦點討論：教師彙整各組的共識問題，形成全班進一步討論的焦點問題，循

序漸進的引導學生思考，深入問題核心，以澄清概念或建立新知識。 

 

四、 課堂教學實施 

 

A 師展現專家教師的教學專業，精準地掌握教材結構、教學重點與教學節奏，

適切地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影片教學、表

徵教學，以及科普閱讀教學等引導式探究教學形式。所有的課堂教／學的活動都指

向科學探究的核心，透過行動中反思面對課堂的實際與挑戰，將行動中的個人理論

外顯化（Schön, 1983）。 

 

(一) POE 教學：單元 2-1「氧化反應與活性」教學案例 

 

A 師經常針對學習單元，先提出一個概念衝突的問題情境，再藉由 POE 探究

教學策略，引導學生經由探究的過程，將問題與知識聯結，主動建構出有意義的科

學概念或修正迷思概念。以單元 2-1「氧化反應與活性」為例： 

 

1. 概念衝突問題情境：概念改變教學 

 

單元 2-1 的核心概念包含：金屬的氧化、非金屬的氧化，和物質對氧的活性 

等主要的學習內容（教育部，2003a，2018a）。A 師首先提出一個關於物質燃燒 

現象的衝突概念（conceptual conflict）問題情境： 

                                                      
62

 A 師的科學閱讀理解策略，引用 2012 年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團編輯之「國小高年級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科學閱讀資源集」，其中摘自黃茂在、陳文典（2011）科學閱讀的想法與實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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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不是所有的物質都可以燃燒?  

生：（多數同學異口同聲）是阿!  

生：（有些同學發出質疑的聲音，不過顯得微弱許多）不一定吧…鐵可以燒 

嗎？是阿…真金不怕火煉，不尌是說黃金不怕火燒嗎？  

師：好的，多數同學持肯定答案，不過也有同學質疑。那我們今天尌先來 

做課本實驗 2-1（金屬的氧化），提醒注意，要先預測看看可不可以燃 

燒、會發生什麼變化?實驗的時候要仔細觀察燃燒的現象，並且記錄下 

來，最後我們再來探討是不是所有的物質都可以燃燒。   

（觀紀錄_ A 師_20190304） 

 

對於問題的設計，A 師表示： 

 

國中生對於物質是否可燃，通常是根據生活經驗的觀點。所以如果只是按 

照課本的實驗操作，學生對於燃燒現象的理解還是片段不完整的，甚至不 

符科學原理。所以實驗前才會先拋出「是不是所有的物質都可以燃燒」這 

個問題，希望能引起學生想去探討物質燃燒的種種條件，以及可能的變化。 

（訪談_A 師_20190304_1） 

 

「燃燒」是基本的化學概念之一，也是生活中常見的現象。研究顯示，國

內中小學生對於燃燒存有不少的迷思概念（鄭豐順，1997；許良榮、王瓏真，

2003；張容君、周進洋，2001）。 

 

2. 探究與實作：核心概念教學 

  

A 師接著引導學生，透過 POE 的探究教學策略進行實驗： 

 

(1) 預測（ P）：學生首先預測各種物質燃燒時可能產生的現象，以及預測的理

據。A 師提供學生思考的方向，例如可不可燃、燃燒產生的氣味、火焰顏色

等等，目的在協助學生問題脈絡的分析推理，和解決問題的思辨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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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O）：學生仔細觀察物質燃燒的情形，並認真記錄觀察到的現象及實

驗最後的結果。探究過程中，A 師鼓勵學⽣嘗試利用不同的方法去驗證預測

結果。 

(3) 解釋（E）：學生最後依據實驗結果，解釋預測與結果之間的差異，並且提

出合理的解釋。此歷程具有認知衝突的特色，學生根據探究過程中所發現

的結果和所記錄的現象形成的研究結論，進⾏差異的比較和推理論證，可

以提升學生的批判思辨能力。 

 

三月的晚春乍暖還寒，不過 A 師的課堂已如初夏洋溢著驕陽的熱情。每個

學生就像個科學家一樣地「思考」科學和「做」科學，好奇地預測各種金屬（鈉、

鎂、鋅、銅）和非金屬（硫粉、碳粉）燃燒時可能產生的現象，專注地操作實

驗及記錄。過程中，A 師走動觀察各組學生的表現，並且不時發出「注意燃燒

匙的位置」、「酒精燈的火焰太大了」、「做得很棒」之類的提醒或讚美。實驗後，

學生發現銅箔看不到燃燒的火焰，但是表面卻有黑色的物質產生。最後 A 師再

利用學生的這些實作經驗，引導學生回歸課本去學習教科書裡的關鍵知識與概

念，這樣的學習才能在學生的心中產生意義，同時也讓學生經歷了科學家探究

與實作的過程。 

 

師：銅在加熱過程中，有沒有看到火焰？ 

生：沒有。 

師：你們的預測相同嗎？ 

生：相同。 

師：所以囉，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銅在加熱過程中不會產生變化。對嗎？ 

生：（有些學生提出質疑）…可是上面有黑黑的東西啊!   

師：課本上說黑色的東西是什麼？ 

生：氧化銅。 

師：怎麼來的？ 

生：銅加熱後產生的。 

師：是不是代表銅在加熱過程中產生了變化？這個變化是什麼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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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嗯…氧化反應。 

師：可以說得更清楚嗎？ 

生：銅得到了空氣中的氧…銅和氧結合變成了氧化銅…銅被氧化了。 

師：所以囉，燃燒金屬的銅，雖然不像其他金屬一樣可以看到火焰，但是 

還是會產生氧化反應。                 

（觀紀錄_ A 師_20190304） 

 

透過提問討論的思辨，A 師引導學生建立氧化反應的正確概念：銅不易燃燒，

但在加熱過程中表面會生成黑色的氧化銅產物，表示還是有氧化反應發生。最

後，A 師補充說明物質燃燒產生火焰的現象：「氣體燃燒才會產生火焰，固體

或液態物質燃燒時如果能夠轉變成氣態物質，也會產生火焰。」（觀紀錄_ A 師

_20190304）學生發表意見時，A 師直視發言者，多用微笑、點頭表示自己的

理解與肯定，沒有質問與評論。這樣的課堂氛圍對於重視討論、發表、分享的

探究教學而言尤其重要，教師也能夠從學生的發言表現中掌握到他們的學習狀

況。 

 

3. 挑戰性的問題：伸展跳躍學習 

 

第二節的課程延續上一節的實驗活動，為能深化教學目標的達成，A 師另 

外設計了二個有關鎂帶氧化反應的挑戰性問題：「點燃的鎂帶在二氧化碳中會 

繼續燃燒嗎?鎂帶在熱水中會發生什麼事情?」多數學生預測：「鎂帶在二氧化 

碳中會熄滅，鎂帶在熱水中沒有反應。」但實驗後，學生發現異於預測的實驗 

結果：「燃燒中的鎂帶放入含有二氧化碳的瓶中，會產生更強的火花和黑色的 

敤點」，「一小片鎂帶在熱水中會跳舞，最後消失不見」。（觀紀錄_A_201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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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源自於生活，學生感知這些異於日常經驗的科學現象，興致昂揚的跟 

著老師挑戰超越教科書更高程度的「伸展跳躍」（jump）學習。63
A 師表示：   

…以教科書提供的學習內容為基礎，再設計超越教科書具有挑戰性的問 

題，不但可以保障所有學生的基礎學習，更可以提供學生挑戰更高程度的 

學習機會，這種向更高程度挑戰的學習，換成現在流行的學共（學習共同 

體），尌是佐藤學的伸展跳躍學習。（訪談_A 師_20190306_2）   

 

課堂教學要能植基於適當的情境脈絡，將學習置於真實情境之中，這些情境包

含來自學生日常的生活問題，或未來將面對的實際問題。研究者經與學生課後的交

談中發現，A 師課堂創設的問題情境，易於激發學生的思考，讓學生體現科學與生

活的緊密連結，提供學生修正迷思概念的機會，也能深入探究自然現象背後的科學

本質，促進學生的概念發展，具有建構學生科學素養的重要意涵。（觀省思_ A 師

_20190306） 

 

對教師而言，從事探究教學的最大挑戰之一是探究模式的設計。A 師針對國二

學生的探究能力，採取「引導式探究」模式（guided inquiry），立基學生的先前概念，

佈置一個認知衝突的問題情境，將相關的概念轉換成核心問題，引發學生的問題探

究意識，引導學生經由 POE 的探究歷程，主動發現與其原有認知不一致的衝突現象

而產生概念改變，再藉由提問的對話論證，強化或精緻學生的科學概念。此外，除

了課本上的基礎內容學習，A 師還設計超越教科書程度的挑戰性問題，不但可以保

障所有學生基本程度的學習，更可以提供學生挑戰更高程度的深化學習機會，實為

一種提高課堂教學品質的科學探究教學模式。（觀省思_ A 師_20190306） 

 

 

 

 

 

                                                      
63

 佐藤學（Manabu Sato）認為除了課本上的基礎內容，還應設計具挑戰性的伸展跳躍課題，提高深 

度。伸展跳躍課題可以是教科書內容的延伸，也可以是與相關生活經驗的擴展，透過同儕間的鷹 

架作用，激盪多樣的思考，深化學習（引自李涵鈺，2015，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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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設計教學：「蘋果美白大作戰」教學案例 

 

A 師為了給學生完整的時間來進行實驗設計活動，課前告知研究者「蘋果美白

大作戰」將調整為連續的二節課。研究者當天提早進入校園，迎著清新的晨風，帶

著 Eisner（1985, 1994）「教育鑑賞」的想像，這是學生與「實驗設計」的第一次遭

逢（encountering），結果令人期待。 

 

上午 8:20，學生們準時進入教室，依照自己的組別就坐。A 師首先說明「實驗

設計活」的關鍵步驟，包括：依據科學原理形成假設推理、確定實驗目的、設計實

驗步驟，接著說明實驗變因的操作，以及相應實驗結果的分析，最後確定發表分享

的形式之後，課堂開始洋溢著探究的氣息。 

 

1. 問題的提出： 

 

師：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氧化還原反應的原理，可以舉幾個例子嗎? 

生：（翻看課本回答）有很都耶…自來水用氯消毒、游泳池的水用氯消毒、 

衛生筷用二氧化硫來漂白、食品添加抗氧化劑啦、… 

師：所以說，我們的生活還真的離不開氧化還原反應。生物的生命作用有 

關係到嗎? 

生：…嗯，植物的光合作用，還有呼吸作用也是啦。 

師：大家喜歡吃蘋果嗎?切開蘋果後放一段時間，會發生什麼變化? 

生：會出現一些黃褐色敤點，看起來髒髒的…我媽說是蘋果生鏽了。 

師：這是科展常常拿來研究的蘋果褐變問題。切開的蘋果變色後看起來尌 

是不好吃的樣子，今天二節課，我們尌來一起研究有哪些方法可以讓 

蘋果美白一下囉。 

（觀紀錄_ A 師_201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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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A 師提出的探究問題是：設計一個可以「減緩蘋果褐變速率」的實

驗，並提出可能的實驗結果和相應的實驗結論。 

 

2. 科學原理的論證： 

   

A 師一方面讓學生閱讀學習單上的內容，也提醒學生上網搜尋相關資訊。 

大約 5 分鐘之後，師生開啟對話，探索蘋果產生褐變的科學原理。A 師拋出許 

多深思的關鍵問題，讓學生對於科學原理與實驗目的有更清晰的認知，也讓課 

堂回到相互理解、真誠互動的師生關係，更回到人與環境的關係： 

 

師：蘋果美觀又好吃，而且還砸了偉大的科學家牛頓的頭…（學生哄堂大 

笑）。但是切開的蘋果一個不留神，尌好像生鏽了一樣。蘋果真的生鏽 

了嗎？ 

生：嗯…我媽常說是蘋果生鏽了…不過剛才讀完老師給的資料，好像也是一 

種氧化還原反應耶。 

師：可以說得更清楚嗎？ 

生：蘋果中含有一種叫什麼酵素的… 

師：什麼酵素？ 

生：對啦，多酚氧化酵素啦，蘋果尌是被它「黑」的…（學生哄堂大笑） 

師：這個酵素對蘋果做了什麼事情？可以說的再清楚一些嗎?  

生：…蘋果裡面有一種多酚類的東西，還有一種多酚氧化酵素。當你切開蘋 

果以後，這兩種東西尌相見了，酵素尌會加速多酚類的東西被空氣氧 

化，最後會變成一種讓蘋果看起來髒髒的東西。 

師：說得很清楚，拍拍手!所以媽媽會將蘋果泡鹽水、或者用保鮮膜包起來 

的目的是什麼？ 

生：隔絕接觸到空氣吧?!  

師：那磨成泥的蘋果會比切塊的蘋果更容易變色嗎？為什麼？ 

生：嗯…根據增加接觸空氣的面積，氧化速率尌會加快的道理，蘋果泥應 

該會更快變色。 



 
 

- 163 - 
 

師：講得很棒喔，拍拍手!還有其他辦法可以防止蘋果變色嗎？今天我們尌 

一起來研究看看，各組最後要提出你們的最佳方法來分享。  

（觀紀錄_ A 師_20190313） 

3. 實驗設計活動： 

 

學生對於這個延伸活動顯得興致高昂，紛紛提出可以減緩蘋果褐變速率的 

各種方法，並動手設計實驗來驗證他們的假設推理。小組討論的過程中，A 師 

走動觀察學生的表現，不時發出「不錯嘛」、「人才耶」之類的讚美，多用微笑、 

點頭表示自己的理解與肯定。 

 

(1) 依據科學原理形成假設推理：假設推理影響蘋果褐變速率的各項變因 

綜整各組學生的實驗設計，都能掌握科學知識的應用原理。歸納如表 4-7： 

 

表 4-7  

各組學生的假設推理彙整表 

組別 形成假設 推理依據 
學習成 

果示例 

2 浸泡不同的溶液，產生褐變速率不同 溶液種類會影響反應速率 第 2 組 

1、3、7 溶液的濃度越大，產生褐變速率越慢 溶液濃度會影響反應速率 第 1 組 

4、6 大小不同的切片，產生褐變速率不同 接觸面積會影響反應速率 第 4 組 

5 提高蘋果溫度，產生褐變速率會變慢 溶液溫度會影響反應速率 第 5 組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結果顯示，學生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 

象，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符 

合自然領綱國中階段學習表現之「推理論證」（tr-Ⅳ-1）、「批判思辨」（tc-Ⅳ-1） 

的思考智能表現（參見表 4-5）。學習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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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第一組： 

 

第四組： 

 

第五組：  

 

 

(2) 確定實驗目的：確立探討影響蘋果褐變速率的變因 

結果顯示，學生能辨別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決的問題 

（或假說），並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形成明確的

探究目的，符合自然領綱國中階段學習表現之「觀察與定題」（po-Ⅳ-2）的

問題解決能力表現（參見表 4-5）。學習成果示例：  

 

第二組：

 

第一組： 

 

第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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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 

 

 

(3) 設計實驗步驟：規劃應用科學知識與科學方法的變因操作實驗步驟 

結果顯示，學生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概念，經由團體探索與討論的過 

程，想像當使用的觀察方法或實驗方法改變時，其結果可能產生的差異，

並能正確安全操作器材儀器、科技設備，進行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符合自然領綱國中階段學習表現之「想像創造」（ti-Ⅳ-1）、「計劃與執行」（pe-

Ⅳ-2／pe-Ⅳ-2）的問題解決能力表現（參見表 4-5）。學習成果示例： 

 

第二組的實驗操縱變因：溶液種類  

第一組的實驗操縱變因：溶液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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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的實驗操縱變因：接觸面積  

 

 

 

 

 

 

 

 

 

第五組的實驗操縱變因：溫度 

 

 

 

 

 

 

 

 

 

 

4. 變因操作和相應的實驗結果：進行實驗，獲致假設推理的合理性結論 

 

各組應用所學知識與探究技能，聚精會神地進行實驗，獲致可以驗證假 

設推理的相應實驗結果，並經小組討論後，自信地做出合理的結論，符合自然 

領綱國中階段學習表現之「分析與發現」（pa-Ⅳ-1／pa-Ⅳ-2）的問題解決能力表 

現（參見表 4-5）。學習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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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的實驗結論：溶液種類會影響蘋果褐變速率 

 

 

 

 

 

 

 

 

 

第一組的實驗結論：溶液濃度會影響蘋果褐變速率 

 

 

 

 

 

 

 

 

第四組的實驗結論：接觸面積會影響蘋果褐變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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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的實驗結論：溫度會影響蘋果褐變速 

 

 

 

 

 

 

 

 

 

 

5. 發表分享：實驗設計的想法，以及實驗結論的解釋 

   

「蘋果美白大作戰」終於進入尾聲，第二節課在 09:20 開始進行學生的分 

組報告。報告時小組成員都要上臺，推派一位成員主持發表，提出合理有據的 

想法或意見，其他成員可以補充說明，分享科學發現的樂趣，符合自然領綱國 

中階段學習表現之「討論與傳達」（pc-Ⅳ-1）的問題解決能力表現，以及培養科 

學探究的興趣（ai-Ⅳ-1／ah-Ⅳ-2）、養成應用科學思考與探究的習慣（ah-Ⅳ-1 

／ah-Ⅳ-2）的科學態度表現（參見表 4-5）。 

 

A 師和學⽣從發表分享過程中，比較不同組別的研究發現或想法，也從中檢 

視是否學到應該學到的科學知識，師生共用精彩的科學探究饗宴。 

 

 

 

 

 

 

 

 

 



 
 

- 169 - 
 

 

 

 

 

 

 

 

 

 

 

學生發表分享活動總共進行了大約 20 分鐘，最後 A 師針對各組的報告給 

予回饋意見，並針對實驗方法與實驗結果之間的符應情形，進行檢核，並提出 

可能的改善建議：  

 

今天二節課上下來，大家都很認真，都能活用課本學過的知識，自己動手 

設計實驗來探討如何減緩蘋果褐變的產生，也得到了一些看起來很有意思 

的結果。好，那大家給自己拍拍手…（課堂響起掌聲與歡笑聲）不過老師 

對於你們今天有些組冸所得到的結果，還是會有一些些的保留態度，比 

如說第二組，你們的結論是「舒跑的效果最好」，果真的如此，那可能尌 

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喔（哇…厲害…學生一片嘩然）。老師給第二組的建議 

是，要找時間繼續設計實驗去驗證你們今天的結論的札確性，以及背後的 

科學原理。還有，其他各組也都要再冺用時間，到學校圖書館或上網去蒐 

集一些在科展曾經做過的實驗，國中小有許多同學都做過關於蘋果產生褐 

變的研究，比較一下這些作品的實驗設計、實驗方法、設備條件、實驗結 

果，和你們的實驗設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如果科展用的是 

和你們相同的操縱變因實驗，得到的結論和你們相同嗎？如果不同，那原 

因是什麼?這個作業尌是這個實驗設計活動的成績喔，要在第二次段考後完 

成，大家加油! 

（下課鐘聲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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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你們的實驗設計都很有想法，老師要向你們學習。 

生：我們這一組還想補充報告，可以嗎？ 

生：下一次的實驗設計是什麼時候? 

（觀紀錄_ A 師_20190313） 

 

Tamir（1976）提出支持實驗教學的理由（引自林秀蓁，1995，頁 35）：（1）科

學包括高度抽象及複雜的主題，國中學生在沒有操作事物的機會時，將無法了解科

學；（2）實驗的工作可以提供學生鑑賞科學方法及精神的機會；（3）實際的經驗增

進了科學技能的發展，有廣泛的類化效應；（4）學生一旦喜歡實驗活動，將更有興

趣於科學的學習。A 師透過實驗設計教學的探究與實作，引導學生掌握相關的科學

方法與過程技能，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應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學生

經由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並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

享科學發現與問題解決的樂趣，印證了 Tamir（1976）支持實驗教學的理由。 

 

自然領綱明白揭示國中小學生學習科學，應學會如何去進行探究活動，特別是

應以實驗或實地觀察的方式去進行學習，讓學生獲得處理實際事務、解決問題的能

力（教育部，2003b，2018a）。A 師的實驗設計教學的確可以促進學生對科學探究的

方法、科學過程技能、分析推理，以及科學知識建構過程的深層理解，實為一種增

進學生探究能力的引導式探究教學模式。 

 

(三) 影片教學：單元 4-1「接觸面積、濃度對反應速率影響」教學案例 

 

A 師先播放一段「粉塵大爆炸」的實驗影片，64 讓學生宛若身歷其境，感受「奔

向」火源的麵粉瞬間產生爆炸的震撼，引發學生探索自然現象的強烈動機，有助於

促進科學概念的學習。  

 

                                                      
64

 影片來源：公共電視流言追追追／驚傳粉塵大爆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

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gKx_cUkpvU&list=PL7Q32YH06jenVm5VneWjOBpNqKCQgcFco&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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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播放教學影片：粉塵大爆炸 

  

師：這堂課要教的是接觸面積、濃度對反應速率影響。老師會先播放一段 

影片，是公共電視製播的科學節目，剛好與我們今天的單元有關。不 

過影片蠻長的，有 25 分鐘左右，所以不會讓你們從頭看完，那差不 

多要下課了，所以大家在看的時候要注意影片中的重要細節，最好記 

下來，我會隨時停下影片來討論。 

生：（專心觀看，並記錄重點）…。    

 

2. 提問討論活動： 

 

A 師透過關鍵問題的提問，引導學生討論影片內容與教材間的連結關係， 

協助學生進行概念的澄清、理解與建構。 

 

師：（影片暫停在 3:06）好，大家先預測看看，點燃靜置桌上的麵粉、糖 

粉會不會發生爆炸？  

生：（顯得猶豫）…會吧!...我猜不會! 

師：（繼續播放影片）好，讓我們看下去。 

師：（影片暫停在 3:22）好，有發生爆炸嗎？ 

生：沒有耶。 

師：為什麼？有誰知道？ 

生：（陷入苦思）… 

師：（繼續播放影片）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師：（影片暫停在 4:11）好，有看到麵粉爆炸了嗎？ 

生：有耶。 

師：為什麼？有誰知道？ 

生：…好像是先讓麵粉飛起來再噴火尌爆炸了。 

師：答對了。有誰可以解釋其中的原理？ 

生：（陷入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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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繼續播放影片）好，我們來看解答。 

師：（影片暫停在 4:45）麵粉飛揚起來後，改變了什麼？ 

生：接觸空氣（氧氣）的面積。 

師：所以說，相同質量的麵粉，靜置時和飛揚時，是什麼因素改變了反 

應速率？ 

生：接觸面積。 

師：很好…大家翻開課本，我們來探討接觸面積和反應速率的關係。 

（觀紀錄_ A 師_20190417） 

 

A 師對於融入影片教學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與心得：  

 

現在網路上很方便取得合適的教學影片，例如 YouTube 平臺、均一教育平 

臺、教師專業發展支揰系統分享平臺（教育部計畫）、CWISE 科學探究課 

程平臺（科技部計畫）等等。影片選擇的依據是要和學習內容有密切的關 

聯，並且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建構重要的科學概念。影片教學絕 

對不是讓老師按下播放鍵，然後躲在教室角落享受片刻的休息，學生茫然 

地看著銀幕，或者聊天嬉戲，…為確保學生的學習，影片播放前一定要設 

計討論的問題，播放中要適時地引導學生做推理與思考，對學生了解重點 

或概念才有幫助。（訪談_A 師_20190417_1-2） 

   

影片教學能提供豐富的情境，視覺化或情境化的教學工具可展示抽象的概念

及口語難以清楚表達的情境，能幫助學生達成有意義的學習（張國恩，2002）。教育

部於 2002 年制定了「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希冀教師能將媒體教育融入教學，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四) 表徵教學：單元 2-2「氧化與還原」教學案例 

 

A 師在進行概念教學活動時會運用多樣表徵形式，讓學生可以藉由教學表徵 

方式了解科學概念的意義。例如，氧化還原反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理解氧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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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的原理，有助於學生對日常生活現象進行解釋或探究。不過對國二學生而言，

氧化與還原是高度抽象的科學概念，必須輔以「像是譬喻、示範、角色扮演等等不

同的表徵教學方式，來協助學生理解科學概念或原理」。（訪談_A 師_20190311）。

Bruner（1966）認為表徵呈現的順序可以從學生的經驗著手，運用比較生活化及具

體的表徵形式，然後再逐步往圖形、符號及語言等表徵進行抽象思考（引自藍治平、

簡秀玲、張永達，2002，頁 44）。 

 

1. 示範實驗： 

 

A 師先利用 5 分鐘時間進行示範實驗，一方面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並對氧化與還原有初步的體認：  

 

師：大家注意看，老師要變個魔術。 

生：好喔…（學生一陣騷動，顯得很期待） 

師：首先滴幾滴碘酒到燒杯裡面的水，水變成什麼顏色? 

生：黃褐色。 

師：為什麼? 

生：嗯…應該是碘酒的顏色。 

師：好，注意喔，我再加幾滴大蘇打水，又變成什麼顏色? 

生：哇…（學生一陣驚呼）顏色不見了。 

師：知道是什麼原理嗎?  

生：…或許是氧化還原（學生有些遲疑） 

師：是的…這尌是我們這個單元要學的氧化與還原。 

 

2. 角色扮演活動： 

 

學生接著進行「氧」得失的角色扮演活動。過程中，所有學生都動了起來，

拿到代表自己所要扮演的元素紙牌，依照老師虛擬的情境，經由投入、探究、

解釋、精緻、評量等五個學習階段，來領悟氧化還原反應的科學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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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拿出許多不同顏色的紙牌）每一組的三寶來前面領取紙牌和小白板。 

拿到紙牌後，大寶分派組員的元素角色，白色代表鎂元素（Mg）、黑 

色代表碳元素（C）、紅色代表氧元素（O）。 

師：（螢幕上呈現虛擬活動情境）有一天，生性活潑的「鎂」，遇到了憨厚 

老實的「二氧化碳」，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生：（進行紙牌遊戲）每次打出一張白牌，代表 1 個 Mg 元素；同時要一張 

黑牌和二張紅牌，代表 1 個 CO2 分子。  

生：（嘗試可能的新組合）一張白牌會吃掉一張紅牌，形成 1 個新的 MgO 

分子，或是一張白牌會吃掉二張紅牌，形成 1 個新的 MgO2 分子？ 

師：看看課本第一章化學反應式怎麼寫的。 

生：知道了，應該是 MgO 才對。 

師：很好，鎂發生了什麼反應？ 

生：氧化反應。 

師：為什麼？ 

生：（哄堂大笑）吃了…喔，搶了氧。 

師：二氧化碳發生了什麼反應？ 

生：還原反應。 

師：為什麼？ 

生：哈哈…被搶去了氧。 

師：很好，我們再來整理一次，鎂遇到二氧化碳後，發生了什麼變化？ 

生：鎂發生氧化變成氧化鎂，二氧化碳還原變成碳。  

師：厲害耶…那，繼續詴詴看碳和氧化鐵的反應，探討一下冶鐵的原理。 

 

3. 提問討論： 

 

活動進行了大約 15 分鐘，接著 A 師透過關鍵問題的討論，解說氧化還原 

反應的科學原理，協助學生概念的澄清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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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為什麼鎂帶可以在二氧化碳中燃燒? 

生：鎂的活性比較大。  

師：可以說的更清楚一些，好嗎?  

生：…（陷入沉思）  

師：那…好，大家想一想前面做過的實驗，最後在二氧化碳瓶子裏面， 

你們看到了什麼? 

生：有黑色的顆粒。 

師：那是什麼？怎麼來的? 

生：是…碳，二氧化碳來的。 

師：對啦，尌是碳顆粒。這可以證明什麼事情? 

生：喔，明白了，鎂的活性比碳大。 

師：賓果。（全班大笑）老師再問你們，這個反應中，二氧化碳是還原劑? 

或是氧化劑?  

生：（顯得猶豫）氧化劑吧…還原劑才對。 

師：那…好，大家回到課本，把氧化劑與還原劑那一段仔細讀一讀。 

生：…（學生閱讀中） 

師：懂了沒，什麼是氧化劑?  

生：（大聲念出）本身發生還原的物質，具有氧化另一物質的能力。 

師：好，大家想一想，碳顆粒從哪裡來的? 

生：二氧化碳。 

師：很好，這證明二氧化碳發生了什麼變化? 

生：喔，明白了…還原反應。 

師：太棒了，你們終於明白了，所以二氧化碳是還原劑，還是氧化劑? 

生：賓果…氧化劑。 

師：所以說，哪一個是還原劑？ 

生：尌是鎂囉。  

師：很好…那，最後用 5 分鐘時間完成學習單上的題目，測詴一下自己 

對於氧化還原反應的理解。 

（觀紀錄_ A 師_201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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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教學要如何促進學生對於科學概念的理解呢？Shulman（1987b）認為表徵

教學具備兩重特點︰一是能在教學中產生最大效用的教學手段；另一是能轉化特定

教學主題，促進學生理解。A 師藉由鮮活的表徵教學，引導學生將經歷的外界事件

進行解讀與認識而轉化成內在擁有的知識內容。透過表徵方式，激發學生的探究思

維，讓學生從具象中引入抽象的科學概念世界，同時也為自主地發現氧化與還原的

概念而感到欣喜。（觀省思_ A 師_20190311） 

 

(五) 科普閱讀教學：「多吃鹼性食物幫助體內環保嗎」教學案例 

  

這是 A 師的第二次科普閱讀課程。A 師先在銀幕上提供學生一些閱讀的思辨方

向，引導學生用科學方法來閱讀（黃茂在、陳文典，2011）：（1）資料的真實性如何？

（2）專有名詞是怎麼定義的?（3）你是依據什麼理論來接受資料的說法（論述）？

（4）資料所引用的因果關係有依據嗎？可信嗎？（5）資料依據的觀點或證據，是

否足以做出「結論」？（6）假如你想進一步確認這些資料的可信程度，你會繼續怎

麼做？65
 

  

1. 自主學習：  

 

A 師首先利用約 20 分鐘時間，引導學生自主閱讀科普教材「多吃鹼性食物 

幫助體內環保嗎?」。過程中，引導學生應用第一次的科學閱讀（人體重要的電 

解質-鈉鉀氯）中所學到的閱讀策略，如何從文章段落中找出核心主題，並運用 

預測、劃線、摘要、自我提問等策略來理解文本。此外，並隨時提醒學生銀幕 

上的閱讀思辨方向，遇到任何問題，或是有任何想法，都要隨時記錄下來在小 

組中討論。 

 

 

 

                                                      
65

 A 師提供學生的科學閱讀策略引自 2011 年黃茂在、陳文典的科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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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組討論： 

 

學生小組利用約 10 分鐘時間，討論組員閱讀中發現的問題，A 師隨時注 

意各組的討論，適時提供協助。最後各組提出最想繼續討論的共識問題。 

 

3. 焦點討論： 

  

A 師彙整各組的共識問題，排除一些有關專有名詞的定義，或是對於文字 

詞彙疑義等的問題，發現大家最想進一步探討的焦點問題：鹼性食品可不可以 

改善酸性體質? 師生進行了 15 分鐘的思辨論證，熱烈的對話交流： 

 

師：作者陳述了哪些主要的觀點？ 

生：人體的血液本身是緩衝溶液、人體血液的 pH 值會維持在恆定的範圍 

內、血液的 pH 值不會因為食物的攝取而被改變… 

師：還有嗎? 

生：可以透過呼吸系統和泌尿系統來維體內的酸鹼平衡。 

師：所以囉，酸性食品或鹼性食品吃多了會改變身體的酸鹼平衡嗎? 

生：應該是不會的。 

師：但是為什麼多吃高蛋白飲食會增加腎結石的風險呢? 

生：那是因為高蛋白飲食會降低尿液的 pH 值，所以囉，尌可能增加腎結 

石的風險。 

師：大家表現都很精采，給自己掌聲鼓勵吧! 

 

（觀紀錄_ A 師_20190410） 

  

A 師教導學生用科學方法來閱讀課本之外的科學資訊，學生運用科學閱讀理解 

策略，嘗試思辨這些資訊中的「觀點」、「證據」、「結論」。學生如科學家般的閱讀，

經由閱讀而學習科學新知。這是一個師生彼此投入共同營造的科學閱讀課堂，洋溢

著濃濃的探究學習氛圍。探究學習不只是動手做科學，更少不了閱讀科學，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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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會影響其探究學習的表現，科學閱讀可謂是一種進階的科學探究（陳世文，

2018a）。 

  

科學教育常有教科書的迷思，大部分的教師與學生視教科書為既定教材，以為

所有知識都在課本中（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靳知勤，2007；劉新、張

永達，2003；Davis & Krajcik, 2005）。但事實上，要獲取科學新知最便捷的方法就

是閱讀，讀得懂報紙、雜誌、網路上新的科學資訊，能說清楚自己對科學相關事務

的看法，即能提升科學素養。教室中的科學教育多與基礎的科學知識有關，科普閱

讀是補足教室內科學教育的重要管道，透過科普閱讀來更新科學知識，更有機會回

應整體科技社會的真實樣貌，可謂厚植學生科學素養的重要課題（黃俊儒，2016）。 

 

五、 科學評量活動 

 

A 師在評量學生的科學探究學習與探究能力時，兼顧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與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evaluation），不只重視學習結果，也重視學習

歷程： 

 

…評量過程或者說評量本身尌是學習的一部分，透過適當的評量設計，進行評 

量的過程同時也尌是學生的學習過程。形成性評量可以了解學生的概念學習的 

起點、歷程及進步情形；總結性評量可以了解學生完整的學習成果。（訪談_A 

師_20181023_5） 

 

整體而言，A 師採取的科學評量方式，除了一般教師常用的紙筆測驗、學習單

或學生作業、課堂上的口頭評量或分組報告之外，更特別針對學生的探究學習能力

進行評量。A 師的評量活動讓學生了解表現要求（performance requirements）與評量

規準（evaluative criteria），讓學生知道透過努力就能達成表現要求與評量規準，使

其願意投注心力，以增加自信心。以 POE 的評量活動和實驗設計的評量活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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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學探究教學的形成性評量：POE 教學的探究學習評量案例  

 

A 師改變傳統課本食譜式操作的實驗教學模式，以學生的探究學習為主，透過

POE 的探究教學策略，引導學生發展探究與問題解決的能力（Staer, Goodrum & 

Hacking, 1998）。以實驗 2-1「鎂帶氧化反應」為例，POE 各學習階段的表現要求（評

量項目）及評量規準如表 4-8。 

 

1. 預測階段：學生依據學習單，進行實驗的預測，並說明預測的論據。 

2. 觀察階段：學生仔細觀察，並詳實記錄觀察結果。 

3. 解釋階段：學生解釋預測與觀察或結論之間的矛盾現象。 

 

表 4-8  

POE 各學習階段的表現要求（評量項目）與評量規準 

探究問題：鎂帶在二氧化碳中會燃燒嗎? 

階段 學習流程 
表現要求 

評量項目 

評量 

規準 

預

測 

預測燃燒的鎂帶在

二氧化碳中可能發

生的現象，並說明

預測依據。 

無作答。 0 分 

完成預測，但無說明預測原因。 10 分 

完成預測，但預測原因內容錯誤或不完整。 20 分 

完成預測，並說明預測原因，且內容大致完整。 30 分 

觀

察 

觀察並記錄燃燒

的鎂帶在二氧化

碳中發生的變化。 

無作答。 0 分 

有觀察並紀錄實驗結果，但無描述現象變化。 20 分 

有觀察並紀錄實驗結果，但現象變化描述不完整。  30 分 

有觀察並紀錄實驗結果，且完整描述現象變化。 40 分 

解

釋 

解釋預測與觀察

結果的差異情形。 

無作答。 0 分 

解釋不完整或不正確。 10 分 

解釋大致完整正確。 20 分 

解釋完整正確（甚至有新發現）。 30 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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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學探究教學的總結性評量：實驗設計教學的探究學習評量案例 

 

A 師在每一個主題或單元的教學活動完成之後，依據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規

劃總結性的探究學習評量活動，據以了解學生的探究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情形，

以及同儕間的相互支援與合作程度，對於學習理化有很大的影響（Tobin, 1990）。以

「蘋果美白大作戰」的實驗設計教學為例，採行的評量資料來源相當多樣，包括學

生的學習單、實作報告、口頭發表、小組學習檢核等項目。表現要求（評量項目）

及評量規準如表 4-9，小組學習檢核表如 4-10。 

 

1. 實驗設計階段： 

 

以學習單方式進行評量，檢視學生的探究思考智慧，包含研究問題的設 

定、實驗設計要素的掌握（控制變因、操縱變因）、實驗設計的想法與創意、 

問題解決策略的可行性、預測結果的解釋與論點等。 

 

2. 實作活動階段： 

 

以實驗設計報告進行評量，檢視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包含問題解決的步

驟、科學的過程技能（實驗器材的選擇與使用操作）、實驗結果的討論等。 

 

3. 分享發表階段： 

 

以小組學習檢核表進行評量，檢視小組的分工合作學習、討論或實作時間 

的掌控、小組學習的秩序維持、遭遇問題時的解決方式、口頭發表與討論的 

回饋意見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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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實驗設計教學的表現要求（評量項目）與評量規準 

學習表現 
表現要求 

評量項目 
評量資料 

評量規準 

優異 良好 
再 

加油 

探 

究 

能 

力 

思考

智能 

 研究問題的設定 

 實驗設計要素的掌握 

（控制變因、操縱變因） 

 實驗設計的想法與創意 

 問題解決策略的可行性 

 預測結果的解釋與論點 

學習單 

完 

全 

符 

合 

評 

量 

項 

目 

大 

部 

分 

符 

合 

評 

量 

項 

目 

多 

數 

評 

量 

項 

目 

需 

再 

加 

強 

改 

進 

問題

解決 

 問題解決的步驟 

 科學的過程技能 

 實驗結果的討論 

觀察記錄 

實作報告 

學習成效 

 小組學習的分工合作 

 討論或實作時間的掌控 

 小組學習的秩序維持 

 遭遇問題的解決方式 

 口頭發表與討論回饋 

小組學習檢核表（表 4-10）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 

 

表 4-10  

小組學習檢核表（含規準） 

  組別    

檢核項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小組的分工合作學習         

討論或實作時間的掌控        

小組學習的秩序維持         

遭遇問題的解決情形         

口頭發表與討論回饋        

檢核規準： 

O：表現優異  Δ：表現尚可  X：表現再加油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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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省思 

 

唯有當教師札視自己的角色與生活，從新的觀點與思惟重新檢視過往視為當 

然的課程實務與習焉不察的教學實踐，進而讓課程產生個人意義，採取積極行 

動，並落實在教室的教學實踐中。（Greene,1973；引自甄曉蘭，2003，頁 72） 

 

研究者帶著陌生人嶄新的視野體悟 A 師課堂生活的每一天，洞見其如何面對 

課堂教學的實際與挑戰，透過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教學省思，讓理論與實務產生辯證

關係，在辯證關係之中擴大理解，所有的教學活動都指向探究的核心，詮釋了科學

探究教學的真諦。A 師自在游移（in-between）於理論／實務之間，不斷發展科學探

究教學實務知識，展現實踐智慧（phronesis）：  

  

…讓學生動手做不一定會有探究，探究與實作是不可分的!探究活動要適合學生 

的探究能力，老師才能放手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去設計實驗驗證想法，然後老 

師提供適度的引導和協助，最後的解答是由學生主動去發現。如果沒有適當的 

練習與老師的引導，尌要直接完全由學生自己去探究問題是會有困難。…透過 

探究活動，我有比較多的時間和學生互動，可以聽到學生的想法或者了解他們 

的能力，有時會還會發現學生的一些迷思概念，所以嘛也可以幫助學生建立札 

確的科學概念。（訪談_A 師_20190326_4）  

 

A 師以專家教師的身影盡情在教學舞臺上揮灑，經常運用 POE 教學、實驗設

計教學、影片教學、表徵教學、科普閱讀教學等多樣化的引導式探究教學策略，讓

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能像科學家一樣的來從事探究活動，讓學生在探索的過程中發現

原理原則。對於有興趣的生活議題也能進一步應用所學知識，透過實驗設計、實作

活動、推理論證、批判思辨，獲得新知識與技能。A 師與學生創建一個師生共同擁

有的課堂新風貌，每個學生的學習都因而獲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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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B 師的教學設計與實施 

 

一、 科學探究教學的信念 

 

基本上，B 師的生物課堂傾向問題本位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66
 

的教學取向。他表示： 

 

…我尌像牧者，帶領學生優遊知識叢林中，陪伴照顧學生探究能力的成長，一

起享受探索知識寶藏的樂趣。所以啦，我的課堂不會是靜悄悄的，而是充滿探

究知識的生機。我經常會拋給學生一些很難直接從課本中找到答案、也沒有固

定解答的問題，學生很有興趣也很熱烈的在小組中討論，想盡辦法去解決這些

問題。生物不像理化，課本的實驗活動比較少，也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做出結果

來，所以課堂上要讓學生有比較多的探究活動，除了課本的活動外，適時地配

合教學單元設計一些與日常生活相關的開放性問題讓學生去討論，主動去發現

問題的真相與提出解決的辦法，我相信才能達到科學教學的目標，這也是我長

期堅持的教學信念。（訪談_B 師_20181107_2） 

 

教學信念與教學實務之間並非簡單的因果關係，有時會出現教學信念與其教學

行為之間不一致的情形，這是因為新手教師還沒有很多機會透過實際教學去檢視自

我教學信念，因而在教學信念與教學行為之間無法產生一致的連結（Grouws & 

Koehler, 1992）。B 師反思其初任教學工作時的教學信念： 

 

記得我服務的第一所學校是南部一所升學名校，看到老師們都很拚，經常給 

學生很多的考卷和題目，無形中尌給了我很大的壓力。雖然很想嘗詴讓學生 

多一些的探究學習的機會，不要整堂課都是老師在教，回想我國中老師的「背 

多分」教法對成績還是蠻有效的，剛開始也尌跟著大家一起用最傳統的教法 

來拚成績，實驗活動也是按照課本的步驟進行。（訪談_B 師_ 2018110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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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L 於 1960 年代源起於醫學教育，後來普及到其他各學科領域，其為一種在團體中，共同經歷 

遭遇問題、解決問題、獲得與累積新的經驗與能力的循環，進而建構個人的學習（洪志成、洪慧 

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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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師初任教學工作時雖然抱持「學生中心」的教學信念，然而在其教學實務上

卻是「教師中心」的教學決定或行動： 

 

成為札式老師的第三年，有一次，幾位同學下課後來找我，告訴我他們上課 

聽不懂，覺得生物課很難也很無聊。這給我很大的 shock，我開始認真的反 

省自己的教學，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學生為什麼會學不來、沒有興趣。經驗豐 

富的老師是怎麼教學的？我慢慢明白，講述法的確是不適合的，本來生物課 

對國一學生來說應該是有趣的，但是課堂上只聽老師講，而且課本內容比起小 

學有更多的專有名詞，對許多同學來說，當然覺得生物課無趣又困難。（訪談 

_B 師_ 20181107_2-3） 

   

B 師經由反思自我的學習經驗與專業成長行動，教學信念轉向探究教學取向： 

 

…回想我國一時的生物老師，上課常用投影片補充許多課本以外的知識，有時 

也播放一些自然生態影片，打開我們的眼界。課堂上不會像其他老師一直講 

課，她經常帶我們討論問題，帶我們到校園觀察生物，到學校旁的田野觀察生 

態環境，練習做紀錄寫心得，覺得生物課是令人期待的課。…我也請教了學校 

一位教學經驗豐富，優秀的學長前輩，同意讓我進他的課堂觀摩學習。發現學 

長有一個和我國一生物老師相同的特點，尌是會不斷地拋問題，學生忙著想問 

題、回應老師的問題，課堂不再只有老師的聲音，而是可以聽到許多學生不同 

的意見和想法。不僅如此，他還會設計真實情境的問題來激發學生解決問題的 

能力，這樣的課堂充滿著活力，學生是課堂的主人。從此，我也開始嘗詴探究 

教學，課堂上多一些時間讓學生能夠主動的找出他們想要知道的問題的答案， 

不再去擔心進度問題，也會針對課本重要的觀念，設計一些和生活有關的問題 

讓同學去做課後的自主學習。後來學生都表示生物有趣多了，學生對於這樣的 

學習方式感到興趣，讓我有信心地繼續做下去。（訪談_B 師_ 20181107_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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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師由於新手教師階段面對學生逃離學習的「現實震撼」，深切地思索自我身

處的境遇及挑戰，反思要成為一位「會」教學的教師，必須經歷向經驗教師學習的

成長之路，學習如何將理論知識轉化運用在實際教學現場。B 師教學信念的轉變，

是自我反思能力的表現，也印證教學知識帶有個人信念／行動的反思性質。 

 

二、 科學探究情境的營造 

  

B 師的教室位於三樓，教室正前方為教師講桌，後門入口處是導師的辦公桌。 

B 師希望營造的是一個「探索大自然的教室，引導學生主動積極的去思考問題」（訪

談_B 師_ 20181107_3），因此，利用教室左側靠窗的學生置物櫃，展示與教學主題

／單元相關的圖片、圖書或教學模型；後面牆壁有一面長約三公尺的佈告欄，用來

展示學生的探究學習成果。學生分組以「學習共同體」的「ㄇ」字形座位安排，讓

學生彼此都能看到對方，除第六組五人外，其餘四人一組。67 教室陳設與學生座位

安排如圖 4-4。   

 

(一) 教室學習常規的建立 

  

B 師強調：「良好的班級經營，可以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滿足，進而專心 

的投入學習過程。」（訪談_B 師_ 20181107_2）為了營造良好的課堂秩序以保障每

位學生的學習權益，B 師秉持教室常規的建立原則：   

 

1. 建立時機：學期開始的第一節課。 

2. 建立方式：和學生共同訂定。 

3. 常規內容：正向積極，具體可行。 

4. 執行原則：公平對待，前後一致。 

5. 執行方式：公開獎勵學生優良表現，並及時排除干擾學習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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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師服務的學校自 2016 年起參與教育局詴辦學習共同體前導學校計畫，本研究場域班級則是該 

校詴辦學習共同體的基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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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組學習常規的建立 

 

B 師採取異質性分組，每組 4 至 5 人。學習小組只安排一位組長，其餘組員不

再分派角色任務，希望每位組員都能透過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以完成學

習任務。B 師秉持建立小組學習常規的原則： 

 

1. 積極互賴：每一個組員都應該共同努力，以完成學習任務。 

2. 正向互動：組員彼此相互鼓勵，努力完成任務、達成共同目標。  

3. 績效責任：除了強調小組的整體表現外，同時也強調個人的績效。 

4. 人際關係：相互接納與支援，溝通互動化解衝突。 

5. 團體歷程：隨時檢視小組的運作情形，發揮小組學習效能的展現。 

 

 

 

 

 

 

 

 

       

 

 

 

 

 

 

 

 

圖 4-4. B 師教室陳設與學生座位安排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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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物科教學計畫 

  

B 師強調，生物教學不應是生物學知識的累積： 

 

…對國一學生來說，生物應該會比理化更有趣許多，不過有許多學生還是覺 

得生物很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國一學生接觸到的生物課本，和他們在小學的 

自然課本差很多，一下子出現許多的生物學知識，專有名詞啦，課本的難度 

自然提高許多。如果老師只是教給學生許多的生物知識，而沒有教學生如何 

去思考這些知識和人自己、和其他生物、和大自然的關係，那也只是知識的 

累績，學生不知道如何應用，很快地也尌遺忘了。所以說，生物課如果只照 

著課本教，學生當然會覺得很困難和無趣。（訪談_B 師_20190329_3-4） 

 

研究指出多數國一的學生尚未具備形式操作期的認知能力，因此在抽象思考、

比例推理和變因控制等思考方面，顯得困難（鄭湧涇，1982）。教師如能運用適當的、

具體的教學媒材，將抽象複雜的概念具體的表現出來，就可以幫助學生完成推理思

考（黃台珠等人，1994；郭人仲、徐順益、王國華，1995；何秋萱，2005），將有助

於學生的興趣提升與促進概念的理解： 

 

所以我會多找一些和課本有關的影片或是補充教材，網路上很容易找得到， 

書商也有提供一些，然後配合課本設計一些問題，除了講述之外，有時要用 

一些不同的教法，像是 PBL、影片討論、融入科學史、科學閱讀等等，讓學 

生有機會主動去探討其中的重要觀念，學生覺得新鮮感，這樣生物課上起來 

尌有趣多了，學生也可以學到更深入的科學概念和科學新知。（訪談_B 師 

_20190329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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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內容的組織 

 

B 師生物科的教學內容（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計有六大主題：生殖、遺傳、 

演化、地球上的生物、生態系、人類與環境。整個學期的實際教學活動總共進行 17

週（不含三次定期評量週），每週教學時間三節課，每節課 45 分鐘，各週教學 

內容簡要如表 4-11。 

 

表 4-11  

B 師各週教學內容簡要表（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週次 
實施 

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一 2/11~2/15 

一、生殖 

 

1-1 生殖的基礎 

･ 生殖的意義和重要性。 

･ 同源染色體的定義。  

･ 細胞分裂的過程及意義。 

･ 減數分裂的過程及意義。 

･ 細胞分裂和減數分裂的

異同。 

 影片教學：體細胞分裂的染色

體變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

4aKFC12Ic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二 2/18~2/22 

1-2 無性生殖 

 

 

 

 

 

1-3 有性生殖 

･ 無性生殖的特徵。 

･ 無性生殖的方式。 

･ 活動 1-2 觀察植物的營

養器官繁殖。 

 

･ 有性生殖的特徵。   

･ 受精的方式。 

･ 胚胎發育的方式。 

･ 動物的繁殖行為。 

 影片教學：單細胞生物的分裂

生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

mxpTH693os  

 影片教學：孔雀魚生小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

qzfO0X5cs&list=PLebGgdm585I16cti

Ck6Gg1f-flNnhFPzl&index=4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實作活動：活動 1-2。 

 

三 2/25~3/1 

1-3 有性生殖 ･ 人類的生殖。 

･ 開花植物的有性生殖。 

･ 活動 1-3-1 蛋的觀察。 

 科學閱讀教學： 

 概覽全文：全班學生閱讀課本

內容，掌握文本重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4aKFC12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4aKFC12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xpTH693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xpTH693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qzfO0X5cs&list=PLebGgdm585I16ctiCk6Gg1f-flNnhFPzl&index=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qzfO0X5cs&list=PLebGgdm585I16ctiCk6Gg1f-flNnhFPzl&index=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qzfO0X5cs&list=PLebGgdm585I16ctiCk6Gg1f-flNnhFPzl&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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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實施 

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四 3/4~3/8 

･ 活動 1-3-2 花、果實和種

子觀察。 

 圖表連結：學生分組討論圖表

與課文連結的意涵。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

思考討論，協助概念的澄清與

建立。 

 PBL 教學： 

 探究問題：既然存在無性生

殖，為什麼還要有性生殖？ 

 問題解決：問題結構分析表。 

 自主學習：課後實作。 

 成果發表與評量。 

 實作活動：活動 1-3-1、活動

1-3-2。 

五 3/11~3/15 

二、遺傳 

 

2-1 孟德爾遺傳 

法則 

 

 

2-2 基因與遺傳 

･ 孟德爾的實驗設計。 

･ 孟德爾的實驗過程。 

･ 孟德爾的研究精神。 

･ 棋盤方格法的應用。 

 

 

･ 遺傳因數、基因、DNA

與染色體的意義及之間

的相互關係。 

･ 基因控制性狀的遺傳。  

･ 孟德爾的遺傳法則。 

･ 基因型和表現型定義及相

互關係。 

 融入科學史教學： 

 科普閱讀：教科書上沒說的

孟德爾遺傳實驗。 

B 師整理自： 

 阿簡生物筆記 

http://a-chien.blogspot.com/2011/0

3/blog-post_17.html 

 孟德爾的豌豆實驗 

http://163.20.10.23/awk/6b/%E9%

81%BA%E5%82%B3/inherit_rule/

inherit_rule.htm 

 探究活動： 

 豌豆實驗設計。 

 豌豆研究過程與研究發現。 

 孟德爾的貢獻。 

 概念教學： 

 遺傳概念的澄清。 

 遺傳概念的建立。 

 

六 3/18~3/22 

2-3 人類的遺傳 ･ 單基因遺傳和多基因遺傳 

･ 個體間遺傳性狀表現的

差異。 

･ 人類 ABO 血型遺傳方式 

･ 人類性別的遺傳方式。 

･ 活動 2-3-1 我們像不像 

･ 活動 2-3-2 美人尖遺傳 

 科學閱讀教學： 

 概覽全文：全班學生閱讀課本

內容，掌握文本重點。 

 圖表連結：學生分組討論圖表

與課文連結的意涵。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

思考討論，協助概念的澄清與

建立。 

 實作活動：活動 2-3-1、活動

2-3-2。 

 

七 3/25~3/29 第一次定期評量 

http://a-chien.blogspot.com/2011/03/blog-post_17.html
http://a-chien.blogspot.com/2011/03/blog-post_17.html
http://163.20.10.23/awk/6b/%E9%81%BA%E5%82%B3/inherit_rule/inherit_rule.htm
http://163.20.10.23/awk/6b/%E9%81%BA%E5%82%B3/inherit_rule/inherit_rule.htm
http://163.20.10.23/awk/6b/%E9%81%BA%E5%82%B3/inherit_rule/inherit_rul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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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實施 

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八 4/1~4/5 

2-4 突變 

 

 

 

 

 

 

2-5 生物科技的 

應用 

･ 突變的意義。 

･ 造成基因突變的原因。 

･ 人類遺傳性疾病及發生

的原因。 

･ 優生和遺傳諮詢的重要。 

 

･ 生物科技的意義。 

･ 基因轉殖應用的實例。 

･ 生物複製應用的實例。 

･ 生物科技可能衍生的問

題。 

 科學閱讀教學： 

 概覽全文：全班學生閱讀課本

內容，掌握文本重點。 

 圖表連結：學生分組討論圖表

與課文連結的意涵。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

思考討論，協助概念的澄清與

建立。 

 PBL 教學： 

･ 探究問題：基因改造該不該？ 

･ 問題解決：問題結構分析表。 

･ 自主學習：課後實作。 

･ 成果發表與評量。 

 

九 4/8~4/12 

三、演化 

 

3-1 持續改變的 

生命 

･ 物種的演化。 

･ 拉馬克的用進廢退說。 

･ 達爾文的天擇說。 

･ 天擇和人擇間的異同。 

･ 活動 3-1 天擇的探討 

 融入科學史教學： 

 科普閱讀：達爾文傳奇。 

資料來源：學生作品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

009/10/2009102318511546.pdf 

 影片教學：世界著名科學家系

列-達爾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

kfWKYQy7X0 

 探究活動： 

 達爾文的生平。 

 達爾文的發現。 

 達爾文的貢獻。 

 概念教學： 

 演化概念的澄清。 

 演化概念的建立。 

 實作活動：活動 3-1。 

 

十 4/15~4/19 

3-2 窺探岩石中 

祕密 

 

 

3-3 穿梭演化時 

空隧道 

･ 化石形成的過程。 

･ 化石是演化的直接證據 

･ 生物的演化方向。 

 

･ 各地質年代（古生代/中

生代/新生代）優勢物種 

 科學閱讀教學： 

 概覽全文：全班學生閱讀課本

內容，掌握文本重點。 

 圖表連結：學生分組討論圖表

與課文連結的意涵。 

 學生分組討論圖文意涵。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

思考討論，協助概念的澄清與

建立。 

 PBL 教學： 

 探究問題：演化是如何發生

的？ 

 問題解決：問題結構分析表。 

 自主學習：課後實作。 

 成果發表與評量。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09/10/2009102318511546.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09/10/2009102318511546.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fWKYQy7X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fWKYQy7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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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實施 

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十一 4/22~4/26 

四、地球上的生 

物 

 

4-1 生物命名與 

分類 

･ 生物命名原則與分類的

意義。 

･ 現行的生物分類系統。 

･ 病毒的特性。 

･ 活動 4-1 做一個簡易分

類檢索表。 

 科學閱讀教學： 

 概覽全文：全班學生閱讀課本

內容，掌握文本重點。 

 圖表連結：學生分組討論圖表

與課文連結的意涵。 

 學生分組討論圖文意涵。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

思考討論，協助概念的澄清與

建立。 

 實作活動：活動 4-1。 

 

十二 4/29~5/3 

4-2 原核生物與 

原生生物 

 

 

4-3 真菌界 

･ 原核生物的特徵與種類 

･ 原生生物的特徵與對人

類的影響。 

 

･ 真菌的特徵與種類。 

･ 真菌對人類的影響。 

 科學閱讀教學： 

 概覽全文：全班學生閱讀課本

內容，掌握文本重點。 

 圖表連結：學生分組討論圖表

與課文連結的意涵。 

 學生分組討論圖文意涵。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

思考討論，協助概念的澄清與

建立。 

 

十三 5/6~5/10 第二次定期評量 

十四 5/13~5/17 

4-4 植物界 ･ 植物界特徵及包括種類 

･ 蘚苔植物的特徵及種類 

･ 蕨類植物的特徵及種類 

･ 種子植物的特徵及種類 

･ 裸子植物。 

･ 被子植物。 

･ 活動 4-4 蕨類植物觀察 

 科學閱讀教學： 

 概覽全文：全班學生閱讀課本

內容，掌握文本重點。 

 圖表連結：學生分組討論圖表

與課文連結的意涵。 

 學生分組討論圖文意涵。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

思考討論，協助概念的澄清與

建立。 

 實作活動：活動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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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實施 

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十五 5/20~5/24 

4-5 動物界 ･ 動物界中的分類系統與

主要的各門。 

･ 刺絲胞動物門的生物與

其特徵。 

･ 扁形動物門的生物與其

特徵。 

･ 軟體動物門的生物與其

特徵。 

･ 環節動物門的生物與其

特徵。 

･ 節肢動物門的生物與其

特徵。 

･ 棘皮動物門的生物與其

特徵。 

･ 脊索動物門的生物與其

特徵。 

 影片教學：奇怪動物紀錄片-

七個不可思議的動物建築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

B4GXSycLw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科學閱讀教學： 

 概覽全文：全班學生閱讀課本

內容，掌握文本重點。 

 圖表連結：學生分組討論圖表

與課文連結的意涵。 

 學生分組討論圖文意涵。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

思考討論，協助概念的澄清與

建立。 

 

十六 5/27~5/31 

五、生態系 

 

5-1 生態系的組 

成 

 

5-2 能量的流動 

･ 生態系的組成層次。 

･ 生態系的變化。 

･ 活動 5-1 族群個體數目

的估算。 

 

･ 生態系中能量的流動。 

･ 能量的耗損與能量塔的

意義。 

 影片教學：生態系的組成（動

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

wWUPzzPMdE&list=PL6dYNlRnXy

TcR8qXHoYE8KWP0u_XD3016 

 影片教學：能量塔（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

9AKUkYHFDo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實作活動：5-1。 

 

十七 6/3~6/7 

5-3 物質的循環 

 

 

 

 

5-4 生物的交互 

關係 

･ 物質循環的意義。 

･ 水循環的歷程。 

･ 碳循環的歷程。 

･ 氮循環的歷程。 

 

･ 造成競爭關係的原因。 

･ 共生和寄生。 

･ 生物間交互關係的利用 

 影片教學：物質循環（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

WiqrJl61dc 

 影片教學：生物間的關係（動

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

wTQWu2xwcE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B4GXSycL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B4GXSycL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WUPzzPMdE&list=PL6dYNlRnXyTcR8qXHoYE8KWP0u_XD3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WUPzzPMdE&list=PL6dYNlRnXyTcR8qXHoYE8KWP0u_XD3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WUPzzPMdE&list=PL6dYNlRnXyTcR8qXHoYE8KWP0u_XD3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AKUkYHF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9AKUkYHFD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iqrJl61d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iqrJl61d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TQWu2xw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TQWu2xw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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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實施 

期間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教學重點 教學內容紀要 

十八 6/10~6/14 

5-5 多采多姿的 

生態系 

･ 生態系的類型與區分法 

･ 水域生態系的類型與特

徵。 

･ 陸域生態系的類型與特

徵。 

･ 活動 5-5 校園生態的觀

察。 

 影片教學：台灣生態系-海洋生

態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Ay

P4LYg2_0 

 影片教學：台灣生態系-森林生

態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0pz

I9WZ0Tc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PBL 教學： 

 探究問題：我們的校園生態保

育怎麼做？ 

 問題解決：問題結構分析表。 

 自主學習：課後實作。 

 成果發表與評量。 

 實作活動：5-5。 

 

十九 6/17~6/21 

六、人類與環境 

 

6-1 生物多樣性 

與其重要性 

 

6-2 維護生物多 

樣性 

 

6-3 人類與自然 

的和諧 

･ 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 

･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 生物多樣性的危機。 

 

 

･ 國際間為維護生物多樣

性的努力。 

･ 我國的保育現況。 

 

･ 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 節能減碳。 

･ 欣賞自然之美。 

 影片教學：為什麼生物多樣性

如此種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

K_vRtHJZu4&list=PLCPquoo16gFkZ

598NtJTpO9k95YzNO5Po 

 引起動機。 

 概念教學。 

 PBL 教學： 

 探究問題：節能減碳怎麼做？ 

 問題解決：問題結構分析表。 

 自主學習：課後實作。 

 成果發表與評量。 

 

二十 6/24~6/28 第三次定期評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依據表 4-11，綜整 B 師對於生物科特定教學主題╱單元所採取的科學探究教

學模式如表 4-11-1。以下關於 B 師的教學設計與實施，將選取教學主題╱單元案例

說明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AyP4LYg2_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AyP4LYg2_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0pzI9WZ0T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0pzI9WZ0T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_vRtHJZu4&list=PLCPquoo16gFkZ598NtJTpO9k95YzNO5P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_vRtHJZu4&list=PLCPquoo16gFkZ598NtJTpO9k95YzNO5P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_vRtHJZu4&list=PLCPquoo16gFkZ598NtJTpO9k95YzNO5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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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  

B 師在特定教學主題╱單元的科學探究教學模式彙整表 

教學主題 教學單元 科學探究教學模式 

一、生殖 

 

 

 

 

 

1-1 生殖的基礎 

1-2 無性生殖 

1-3 有性生殖 

1-3 有性生殖 

 

 影片教學。 

 科學閱讀教學。 

 實作活動：活動 1-3-1、活動

1-3-2。 

 PBL 教學：既然存在無性生殖，

為什麼還要有性生殖？ 

二、遺傳 

 

 

2-1 孟德爾遺傳法則 

2-2 基因與遺傳 

2-3 人類的遺傳 

2-4 突變 

2-5 生物科技的應用 

 科學閱讀教學。 

 實作活動：活動 2-3-1、活動

2-3-2。 

 PBL 教學：基因改造該不該？ 

三、演化 

 

 

 

3-1 持續改變的生命 

3-2 窺探岩石中祕密 

3-3 穿梭演化時空隧道 

 

 融入科學史教學。 

 科學閱讀教學。 

 實作活動：活動 3-1。 

 PBL 教學：演化是如何發生的？ 

四、地球上的生物 

 

 

 

 

4-1 生物命名與分類 

4-2 原核生物與原生生物 

4-3 真菌界 

4-4 植物界 

4-5 動物界 

 影片教學。 

 科學閱讀教學。 

 實作活動：活動 4-4。 

 

五、生態系 

 

 

 

 

5-1 生態系的組成 

5-2 能量的流動 

5-3 物質的循環 

5-4 生物的交互關係 

5-5 多采多姿的生態系 

 影片教學。 

 實作活動：5-1、5-5。 

 PBL 教學：我們的校園生態保

育怎麼做？ 

六、人類與環境 

 

 

6-1生物多樣性與其重要性 

6-2 維護生物多樣性 

6-3 人類與自然的和諧 

 影片教學。 

 PBL 教學：節能減碳怎麼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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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 

   

B 師依據教學目標和單元教學內容，而有不同的教學活動設計，協助學生主動 

建構科學概念。這樣的教學準備工作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然而 B 師卻樂此不疲： 

 

傳統的生物教學，往往要求學生能記誦課文中重要的內容，課本的活動只是 

讓學生驗證課文內容的食譜式操作，這樣的教學模式能否讓學生達到概念學 

習的成效，值得三思。所以，在我的課堂裡，我會盡量冺用多元方式設計問 

題，學生必頇藉由小組討論、查資料等等管道來尋求答案，如此獲得的學習 

結果，一定比單純只是老師給答案來的更深刻，因為那是學生主動建構出來 

的結果。（訪談_B 師_20190329_1） 

 

1. PBL 教學：「基因改造該不該」、「節能減碳怎麼做」教學案例 

 

B 師在每個教學主題之後，設計有多樣的 PBL 的探究學習活動。B 師表示： 

 

…第一次接觸 PBL 這種教學模式，除了是向學長前輩觀摩學習以外，大概是

5 年前我來到○○服務（B 師現在任教學校）以後參加的一個創新教學工作

坊。當時研習的主要內容是PBL的教學設計以及教學分享，受到很大的衝擊，

感受到面對 PBL 的一種新境界，也真札體會到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索式

教學的魅力和激情，之後我又上網找了國內外有關 PBL 的一些教學影片來汲

取我所需要的養分。2016 年學校參加教育局的學共（學習共同體）計畫，我

的班級札好又是學共的基地班，所以尌冺用這個機會做 PBL。剛開始只在期

中時給學生一個問題去嘗詴，發現這邊的學生雖然程度普通，但其實蠻認真

的，學習動力也蠻強的，不少同學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年（2017 年）開

始，尌在每個教學主題結束之後，都會設計一個 PBL 的教學，…學生對於這

樣的學習方式感到興趣，讓我有信心地繼續做下去。（訪談_B 師

_20190329_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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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學始自學生真實生活可能遭遇的，或是與其真實生活相似的案例問 

題（Glen & Willie, 2000），問題的呈現在於刺激引導學生學習，而非只當作是學 

習後的應用或練習（Barrows, 1996）。B 師設計的 PBL 問題是與教學主題關聯的 

議題，形式相當多元化，例如：既然存在無性生殖，為什麼還要有性生殖?（生 

殖主題）、基因改造該不該?（遺傳主題）、演化是如何發生的?（演化主題）、我 

們的校園生態保育怎麼做?（生態系主題）、節能減碳怎麼做?（人類與環境主題） 

（參見表 4-11）。以「基因改造該不該?」和「節能減碳怎麼做?」為例說明。 

 

(1) 問題編製：B 師與其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教師共同備課，首先針對教學主題進

行教材分析，再分別以「生物科技的發展與隱憂」（遺傳主題）和「人類與

自然的和諧」（人類與環境主題）兩個核心概念，編製與真實生活有關的案

例問題情境，提供學生應用教學主題有關的科學知識，透過分組合作學習的

方式進行探究，以提出問題解決的行動計畫。問題情境陳述如下： 

 

問題一：基因改造該不該？ 

 

現今生物科技突飛猛進，特別是近年來市面上出現許多的基因改造食品， 

雖然可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問題或改善人類的生活，但超越自然演化法則 

的基因改造工程，是否也會對人類及自然生態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值得 

深思。對於「基因改造該不該」這個問題，我們該如何選擇和妥善處理呢? 

 

問題二：節能減碳怎麼做？ 

 

全世界正面臨能源短缺及地球溫室效應日益嚴重，已造成環境前所未有的 

衝擊。雖然世界各國紛紛提出節能減碳或替代能源方案，但依舊難擋能源 

耗竭的巨大壓力。對於「節能減碳怎麼做」這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妥善因 

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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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編製是 PBL 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PBL 是一種學生透過問題解決而學 

習的教學策略，PBL 的問題宜為結構模糊（ill-structured）的問題，通常是真實 

生活的反射，但並未提供足夠的訊息讓學生直接找到問題的解答，具有較高的 

開放性、複雜度和挑戰性，能激發學生興趣與更深層的好奇心，讓學生發現各 

種不同的解決方案，並加以探究和驗證（Barrett, 2005；Delisle, 1997； 

Hmelo-Silver, 2004；Barrows & Tamblyn, 1980；Mauffette, Kandlibinder, &  

Soucisse, 2004）。 

 

(2) 問題結構：Delisle（1997）建議教師提供問題結構／問題的分析架構，使學

生能建立他們的行動計畫，透過問題結構，也能顯示學生在問題情境中如何

思考及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問題結構可來自四個成分的描述：想法、事實、

學習議題、以及行動計畫，有助於學習者對整個問題解決過程建立一幅藍圖，

具體化後續問題解決的進行（陳毓凱、洪振方，2007；Delisle, 1997）。B 師

設計的問題結構如表 4-12。   

 

表 4-12  

PBL 問題結構表  

想法 事實 學習議題 行動計畫 

問題應該 

怎麼解決？ 

從問題陳述 

知道什麼？ 

解決問題 

還要知道什麼？ 

如何找到解決問題

的資料和方法？ 

學生腦力激盪出對

於解決問題的可能

想法，以及為了進 

一步了解問題而必

須知道的資訊。 

學生列舉出由問

題陳述所獲得的

資訊，確認有待 

解決的事項或需

要進一步釐清的

問題。 

學生討論解決問

題必須知道的訊

息，或者需要進

一步學習的議題 

學生規劃實際執

行解決問題的策

略和步驟。 

（小組記錄討論後的結果）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B 師教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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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流程安排：Delisle（1997）提供 PBL 完整的教學流程，包括呈現問題、

聯結問題、分析問題、從事研究、呈現結果及評量表現等六步驟。PBL 的

教學流程並非一成不變，可以配合課程需求與教學資源彈性組合（Boud & 

Feletti, 1991；引自陳琦媛，2017，頁 71）。教師可衡量本身的教學能力、對

PBL 的熟悉度、課程設計、教學時間及資源等條件調整 PBL 的教學模式，

以達到不同的教育目標（楊坤原、張賴妙理，2005；Barrows, 1996）。囿於

教學時間，B 師的 PBL 做了調整改變： 

   

…要讓學生執行完整的 PBL 有時間和進度上的壓力。因此，課堂上我會先

配合課本有關的內容進行教學，讓學生對於要解決的問題先具備一定程度

的知識背景，比如什麼是基因轉殖、生物複製，還有生物科技等等…再冺

用一節課的時間讓學生分組完成問題結構分析。學習議題需要進一步蒐集

資料的部分，學生冺用課後時間去完成…再找一節課讓各組討論確定行動

計劃，然後各組上臺報告分享，各組進行互評，我也評量學生的表現。大

致上我的 PBL 都是這樣進行的。（訪談_B 師_20190329_5）  

 

○1  小組學習：課堂上以小組學習方式進行 PBL 問題的分析思辨，引導學 

生探究問題的方法。 

○2  自主學習：PBL 問題需要進一步學習的議題，由小組成員於課後時間， 

針對自己負責的部分進行自主學習。 

○3  發表分享：課堂上各組發表分想學習歷程和成果，並回應教師和同學的 

提問或回饋意見。 

  

PBL 教學定錨於真實世界與脈絡，強調透過小組討論及分工合作進行探究 

學習，學生從運用所學知識實際解決問題中，得以連結舊知識與新概念，深入 

探究知識及認知結構，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Delisle,1997；Chin & Chia, 2004； 

Glen & Willie, 2000）。此外，PBL 的學習歷程強調學生主動探究的自主學習精 

神，而不是在教師主導下的食譜式活動（Savin-Baden, 2004）。經過 PBL 教學的 

學生將成為自主學習者，能自我規劃學習的需求，有能力選擇及使用資源去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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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他們的學習需求（Barrows & Tamblyn, 1980）。 

 

2. 影片教學：單元 6-1「生物多樣性與其重要性」教學案例 

 

B 師經常使用影片融入教學單元中，例如 1-1 生殖的基礎、1-2 無性生殖、

1-3 有性生殖、3-1 持續改變的生命、4-5 動物界、5-1 生態系的組成、5-2 能量

的流動、5-3 物質的循環、5-4 生物的交互關係、5-5 多采多姿的生態系、6-1 生

物多樣性與其重要性等單元（參見表 4-11）。B 師的設計理念與構思： 

 

…網路上有許多精彩的生物影片，如果能夠結合教學目標適當的運用，清 

楚掌握所要關注的議題，扣緊學習內容，而且能和學生的經驗連結，學生 

上起課來一定覺得有趣，容易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使他們更能專注於學 

習。使用影片教學可以在最有效的時間點內帶動學生進入討論，讓學生指 

出影片中所描述的與課本有關的內容，給學生澄清重要概念或是迷思概念 

的機會，學生更容易建立重要的科學概念。（訪談_B 師_20190329_4） 

 

(1) 選擇影片：影片具有快節奏、生動、娛樂性與提供真實情境的特性。提供富

教育意義的影片，可增加學生閱讀的動機，更有助於興趣的發展（葉俐君

2009）。B 師選擇影片的依據，包括教學目標、可以清楚掌握所要關注的議

題、能夠扣緊學習內容、能和學生的經驗連結。以單元 6-1「生物多樣性與

其重要性」為例，B 師選擇一段「為什麼生物多樣性如此種要？」的動畫影

片，68
 透過色彩繽紛的畫面，生動的描繪自然生態環境的脆弱與無助，激發

學生探索自然現象的動機，引導學生對於生物多樣性概念的理解與重視，有

助於促進科學概念的學習。 

 

 

 

                                                      
68

 影片來源：TED-Ed 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_vRtHJZu4&list=PLCPquoo16gFkZ598NtJTpO9k95YzNO5P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_vRtHJZu4&list=PLCPquoo16gFkZ598NtJTpO9k95YzNO5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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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問討論：B 師認為使用影片教學可以在最有效的時間點內帶動學生進入討

論，給學生澄清重要概念或是迷思概念的機會，使學生更容易建立重要的科

學概念。因此，B 師設計影片的關鍵問題學習單，學生透過小組討論，合作

完成學習任務。 

 

3. 融入科學史教學：單元 2-1「孟德爾的遺傳法則」教學案例 

 

科學教學融入科學史可以提供真實的科學情境，使學生了解人類科學發展 

的歷程，促進學生對科學概念與科學本質的理解（Klopfer, 1969; Wang & Marsh,  

2002；引自林陳湧、鄭榮輝、張永達，2009，頁 95）。因此，科學史知識本身有 

其內在的價值，可當成科學教學的重要素材（Rutherford, 2001）。然而科學教科 

書不是不夠重視科學史，就是沒有呈現給學生足夠完整的科學家工作及影像 

（Brush, 2000; Justi & Gilbert, 2000；引自林陳湧、鄭榮輝、張永達，2009，頁 

95）。 

 

因此，B 師「依據教學目標，考量選擇的科學史料是否符合學生程度，能否 

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與認知衝突」，採取融入式（integrated）的單元設計，將「科 

學家研究發現的歷史情境脈絡與教科書的教材內容相互結合」，並透過關鍵問 

題的論證思辨，以期能「促進教學目標的達成，增進學生對於科學本質的了解」。 

（訪談_B 師_20190329_5） 

 

(1) 選擇困難的教學主題：生物學習主要的困難之一是來自於許多生物概念屬於

廣泛性的概（Gunstone & Mitchell, 1998）。B 師認為：「對國一學生而言，遺

傳和演化是比較困難學習的主題。」（訪談_B 師_20190329_5）學生對於遺

傳概念明顯存在廣泛的不確定和混淆（朱幼倩，2009），而演化論的學習困

難，困擾著教師、學生，也是生物教育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Chi, 2005）。  

(2) 梳理教學主題的歷史脈絡：選定融入科學史的教學主題之後，便著手尋找相

關資料。B 師的設計以科學事件為主軸進行充分的揭示，讓學生能了解科學

家發現科學原理的完整脈絡。例如遺傳單元中，融入孟爾豌豆研究的科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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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演化單元中，融入達爾文小獵犬號航海探險的科學研究故事（參見表

4-11）。  

(3) 選編融入科學史教材：Arons（1989）建議整個科學史教材的組織應該圍繞

在一條核心的故事軸線，呈現一連串的科學史事件以呈現其內在的價值（引

自林陳湧、鄭榮輝、張永達，2009，頁 95）。B 師選編融入的科學史教材包

含科學（家）故事、影片、學習單等。 

(4) 安排融入教學的時機：結合教科書的教學單元，以融入式來進行教學活動。

B 師特別強調融入的時機：「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澄清學生的迷思、補充

相關的科學史教材。」（訪談_B 師_20190329_5）例如，單元 2-1「孟德爾遺

傳法則」，結合課本內容適時引介孟德爾豌豆實驗的故事來建構學生遺傳法

則的概念；單元 3-1「持續改變的生命」，則以達爾文的小獵犬號環球航行

的故事，來澄清學生演化的迷思概念，讓學生了解達爾文提出天擇說的科學

理據。 

(5) 教學流程安排：以單元 2-1「孟德爾的遺傳法則」為例 

 

○1  自主學習：學生個人閱讀科學史教材「教科書上沒說的孟德爾遺傳實 

驗」。 

○2  小組學習：小組討論孟德爾的實驗設計、研究過程與研究發現、孟德 

爾的貢獻等焦點議題。 

○3  提問討論：教師運用「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69 聚焦於科學發現的 

探究歷程，引導學生有關遺傳重要概念的澄清與建立，並能體會科學家

的研究精神。 

 

科學史資料經常含有知識內容與科學活動的動態過程，這些資料提供豐富 

的資訊刺激學生去探討科學知識發展的過去與現在（Roach & Wandersee,  

1995），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吸引學生投入科學的探究，亦可使學生了解 

                                                      
69

 Lu 等人（2007）首先提出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強調「提問」是鷹架教學的重要媒介，當不 

知如何深入探究問題時，尌可藉由 5Why 來進行分析；藉由不斷詢問「為什麼」，一層一層地深 

入支解問題，持續找出最後根本的原因為止。5Why 鷹架式提問只是一個廣義的代名詞，教學者 

會視學生當下的學習情境而進行提問，有時可能 4Why 或 6Why，目的是要學生看到問題的所 

在，所以在提問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有 What 與 how 的問題（引自盧秀琴、徐于婷，2016，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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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不定性、可變性，能認識科學中較不為人知的一面，看到科學家並不全 

然是理性客觀的，可以了解科學知識發展的本質（Collins & Pinch, 1994； 

Matthews, 1994）。B 師融入科學史的教學可以增進學生對科學概念、科學家的 

思考歷程、科學本質等能有更深刻的思考與認識，以因應未來的生活世界有能 

力學習如何學習、並選擇有效解決問題的策略（洪振方，1998）。 

 

4. 科學閱讀教學：單元 2-5「生物科技的應用」教學案例 

 

科學家透過語言與文字來分享他們的發現，科學教師透過教科書與教材來 

進行科學教學，學生則透過這些符號表徵來學習科學（李松濤，2018）。回到 

教學現場，最直接而普遍的科學文本是教科書，對學生而言，學習科學最主要 

的教材就是教科書。B 師的設計理念與構思： 

 

…國中自然教科書對許多國一學生來說是，比起小學時困難多了，除了有 

大量的文字詞彙、圖表，還有許多科學術語。這些圖表、科學術語都含有 

特定的科學意義，如果沒有老師的教導，學生自己是不容易閱讀理解的。 

另外，強調科學事件因果關係的說明，課本內容中經常在前一句描述科學 

事件發生的原因，下一句便直接說明科學事件發生的結果，造成學生有時 

難以真札理解其中的因果關係。所以我會挑選課本中有比較多文字陳述的 

單元內容來做科學閱讀教學，比如 1-3 有性生殖、2-5 生物科技的應用， 

還有第四章的許多單元。我的教學目標是要訓練學生的閱讀檢索能力，幫 

助學生學會如何閱讀理解科學教科書或科普教材。（訪談_B_20190329_5-6） 

  

B 師的科學閱讀教學活動設計以學習單和提問討論的方式進行。其中，學 

習單的設計是讓學生練習從課文中摘記重點，培養學生的檢索能力；提問討論 

以小組討論和全班討論的型態進行，在討論的過程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辨能力， 

促進學生的閱讀理解。教學流程安排如下： 

 

 

 



 
 

- 203 - 
 

(1) 概覽全文：指導學生個別閱讀課本內容，掌握課文重點。 

(2) 圖表連結：引導學生理解課文中圖表連結的意涵關係。 

(3) 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理解思辨，協助重要概念的澄清與建立。 

 

科學教科書依據自然領綱，組織與編排科學知識架構，提供具有關聯性的 

圖表，以及具評量作用的問題或練習題，不只是告知新的訊息或概念，同時具 

有協助及促進學生理解的積極功能。不過科學教科書所描述與解釋科學概念的 

文句有其特定的文法結構及組織，教師如能做系統性的閱讀教學，引導學生思 

考，與生活經驗做連結，探究文章的意義，將可增進學生閱讀興趣，提升閱讀 

技能與自然科學習成就（洪文東，1996；陳世文，2018b）。 

 

四、 課堂教學實施 

 

綜觀 B 師的生物課堂，主要依據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而有不同的教學活動設 

計與教學流程安排，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BL 教學、影片教學、融入

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等引導式探究教學模式。 

 

(一) PBL 教學：「基因改造該不該」教學案例 

 

這是 B 師進行的第二次 PBL 教學課程。在正式課程之前，B 師先向學生說明

PBL 的學習目標，以及學習流程、問題結構表（參見表 4-12）的使用、學習評量等

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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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組學習： 

 

(1) 呈現問題：B 師先播放一段新聞影片「食品怪物：基因改造農作物」，70
 要

學生從影片中找出與 PBL 有關的問題，促進學生對問題的關注，引發探究

動機，並引導學生進入問題情境。接著透過銀幕以文字和圖片呈現 PBL 問

題，回應學生對問題情境的疑義。 

 

(2) 分析問題：小組成員互相激盪，儘可能提出他們解決問題的任何想法，記

錄在問題結構表（參見表 4-12）的「想法」欄；接著根據問題情境陳述和

先備知識，提出任何關於問題的已知事實，填寫在「事實」欄；再將小組

成員對於問題訊息感到困惑的、好奇的、想要進一步了解的事項都逐一列

在「學習議題」欄，並且成員要從中選擇自己負責的議題進行課後自主學

習；最後，小組成員擬訂試行的問題解決方案寫在「行動計畫」欄。B 師為

協助學生問題的分析，不斷巡迴各組之間，引導學生思考策略，例如「這

個想法依據的原理是什麼？」、「這些方法可行的證據是什麼？需不需要做

些修札？」、「還有其它解決問題的方法嗎？」（觀紀錄_ B 師_20190322）B

師充分發揮PBL學習的引導者與促進者的角色，學生成為真正的學習主體。

（觀筆記_ B 師_20190322）     

 

2. 自主學習： 

 

小組成員針對自己負責的學習議題，依小組擬定的行動計畫，於課後時間 

進行自主學習。B 師提供學生一些自主學習的方法，例如可以透過網路、圖書 

館、請教教師或家長等途徑，收集解決問題的相關資訊。學生將蒐集的資料加 

以閱讀、摘要和整理後，形成對自己負責的學習議題的見解。最後再讓各組進 

行發表分享學習歷程和成果。 

 

                                                      
70

 2011 年 6 月 13 日术視即時新聞報導：「全世界天氣異常，有很多農作物的產量銳減，糧食荒讓 

基因改造農作物再度受到重視，國內到目前還沒有開放種植，只有開放玉米和黃豆兩種基改農 

作物進口，到底基因改造的農作物有什麼優缺點，透過以下的報導，我們一同來揭密。」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MI6zH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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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表分享： 

 

「基因改造該不該?」的 PBL 教學旅程，在經歷課堂的小組學習與課後的自 

主學習之後，終於來到學生期待的發表分享。當天的課程，B 師有邀請學生家 

長參與，出席的家長看到孩子的表現，留露出欣慰感激之情，也一掃家長之前 

對於 PBL 課程的疑慮。（觀紀錄_ B 師_20190328） 

B 師結合「遺傳」主題最後的教學單元（2-5），利用 30 分鐘的時間，學生 

分組上臺發表學習歷程和成果，並回應教師和其他小組的提問。學生們的想法 

很開放，觀點也很多元，是今天課堂最精彩之處。例如：第四組肯認生物基因 

改造科技的發展，科學家利用各種工具和方法修改基因，可以解決人類所面臨 

的問題或改善人類的生活；第七組則認為人類超越自然演化法則的基因改造科 

技發展對人類及自然生態的影響深遠，福禍難料，不可不慎。第二、三、六組 

都擔心基改食品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第一組和第五組則擔心人類利用基因改造 

農作物是否會造成物種的消失?最後，B 師依據各組的學習表現給予回饋鼓勵， 

並總結學習成果。課程結束前，B 師要同學自我評量，填寫小組同儕互評表（如 

表 4-13）以及學習自評表（如表 4-14）。（觀紀錄_ B 師_20190328） 

 

回到 Jackson（1968）揭露的傳統課堂裡，學習只是被動的活動，鮮少有學生能 

親自去檢視問題、發現問題背後真相的機會。研究者穿梭於 B 師的 PBL 探究課堂，

從一幕幕的討論畫面，以及學習投入的觀察，「看見」（seeing）B 師提供學生高層次

思考的機會，在問題情境中，學生學習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分析思辨問題，經由自主

學習的過程來探究問題的解決，並自我監控與評估學習目標的達成，無形中增進學

習的廣度與深度，也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這就是 PBL 給予學生批判思辨能力的訓

練機會，訓練學生擁有問題意識與自主學習意識，並且能與他人合作共同探索解決

問題，也是探究能力的基礎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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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片教學：單元 6-1「生物多樣性與其重要性」教學案例 

 

1. 播放教學影片：為什麼生物多樣性如此種要？ 

 

師：等一下要播放的是一部有關生物多樣性的動畫，是外國的，用英語解 

說，不過不用擔心，有中文翻譯的字幕。大家要專心看，然後要將你 

認為關鍵的概念或名詞寫在筆記簿，看完後一起來討論。（影片長度 

4:18） 

生：（專心觀看，並記錄重點）… 

師：好，大家已經看完影片了，現在各組討論一下，影片內容和課本那些 

地方有連結，還有影片中提到的相關概念的解釋。 

生：（進行小組討論）… 

 

2. 提問討論： 

 

師：這部影片和我們課本中的那些內容是有連結的? 

生：課本 160 頁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 

師：還有呢? 

生：還有…161 頁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 

師：還有嗎? 

生：（翻看課本）… 

師：影片中不是有提到，如果珊瑚礁受到某一些因素的破壞，將會有很嚴 

重的後果產生。這部分和課本哪些內容有關係?（提示線索） 

生：應該是…162 頁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危機。 

師：很好…那我們再來討論幾個問題。影片中說，什麼原因會造成某種 

生態系變強，另一種生態系變弱? 

生：生態系容易崩解。 

師：這是結果，我問的是原因，再想想看。   

生：（有同學很有把握地說出來）…知道啦，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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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將影片倒回到問題討論的地方）對啦…我們再看一次影片怎麼說。 

生：還是不太懂咧…為什麼有些會變強，有些會變弱？ 

師：有沒有同學可以解釋？ 

生：（同學苦思答案）… 

師：（回歸教材進行概念學習）我們回到課本，看看課文怎麼說吧! 

 （觀紀錄_ B 師_20190619） 

 

研究顯示，影片與教學的整合，其學習成果及學生滿意度都有很重要的影 

響（蔡銘修、楊雅清，2016）。B 師透過影片輔助與結構化的提問討論教學模式， 

以「影片」營造課堂探究情境，以「提問」引導學生批判思辨生物多樣性對自 

然生態的影響，讓學生在短時間內對生物多樣性有初步的概念。過程中，透過 

師生緊密地雙向互動，B 師了解學生是否能解決學習困難，學生也不再受制於 

「應試教育」（exam-oriented education）的填鴨式學習，而是主動積極的探索生 

物知識的寶藏，不但覺得課堂時光飛逝，甚至期待著下一次的生物課。（觀省思 

_ B 師_20190614）   

 

(三) 融入科學史教學：單元 2-1「孟德爾的遺傳法則」教學案例 

  

1. 自主學習： 

 

學生利用約 5 到 8 分鐘時間，自行參照課本「2-1 孟德爾實驗」的內容，閱 

讀科學史教材「教科書上沒說的孟德爾遺傳實驗」。過程中，B 師不斷走動觀察

學生的自學情形，並且提醒學生：「將你認為的重點畫起來或做筆記。遇到不懂

的地方或是有想到的任何問題也要記下來，等一下可以和同學或老師一起討論。」    

 

2. 小組學習： 

 

學生利用大約 10 分鐘時間，分組探討孟德爾的實驗設計、研究過程與研究 

發現、孟德爾的貢獻，以及閱讀中遇到的問題。B 師走動各組，了解學生的討

論情形，不時發出「課文中有沒有」、「想一想」、「厲害喔」、「終於發現啦，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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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拍拍手」之類的提醒或讚美。 

 

3. 提問討論： 

 

教師利用 20 分鐘時間，進行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聚焦於科學發現的探 

究歷程，引導學生有關遺傳重要概念的澄清與建立，並體會科學家的研究精神。  

 

師：（what）讀完老師給的教材後，你們有沒有發現孟德爾的實驗和課本 

內容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生：（發言踴躍）真的耶，課本的圖畫的是小剪刀而不是老師的教材上說 

的鑷子…還有，課本說孟德爾為什麼要用豌豆做實驗寫得沒那麼清楚… 

還有，我本來以為孟德爾的豌豆實驗只有課本上的七種性狀，原來並不 

是…我也以為代表高莖的英文字一定要用課本的「T」，原來孟德爾是用 

ABC，我猜他英文不怎麼好（全班哄堂大笑）…課本沒給孟德爾的豌豆 

實驗數據，老師的有，而且我才明白課本上為什麼說大約是 3:1 的意 

思… 

師：（how）孟德爾怎麼做豌豆實驗?誰可以補充一下課本的內容? 

生：老師的教材寫的比較清楚…先用攝子將成熟但尚未爆裂的花藥摘除， 

然後用毛筆把選好的花粉沾到要被授粉花的那一朵豌豆花的柱頭上，然 

後把花苞切口關好，避免昆蟲攜帶冸朵花的花粉侵入。 

 

透過提問，師生熱烈地進行對話交流，課堂上洋溢著濃濃的學習氛圍。幾

分鐘後，B 師開啟「5Why」鷹架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藉由不斷詢問「為什麼」，

幫助學生更能深入了解孟德爾如何透過豌豆實驗數據，歸納推測出「遺傳法則」

的探究歷程。 

 

why1：孟德爾為什麼選用豌豆為實驗材料? 

why2：孟德爾為什麼只挑選豌豆七種性狀來做實驗比較？ 

why3：孟德爾在種皮顏色的實驗中，是依據什麼結果來做冹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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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4：孟德爾的實驗有用到對照組嗎？對照組的目的是什麼？ 

why5：你認為孟德爾對遺傳研究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觀紀錄_ B 師_20190313） 

 

綜觀 B 師的融入科學史教學方式相當多元，不僅是靜態的閱讀指導與教師 

講授，並採用外顯的提問討論活動，明確的引導學生去探究科學本質 

（Abe-El-Khalick & Lederman, 2000；引自林陳湧、鄭榮輝、張永達，2009，頁 

93），以促進科學素養來看，B 師應用融入科學史的教學兼具工具與內容的功能 

（Rutherford, 2001）。 

 

(四) 科學閱讀教學：單元 2-5「生物科技的應用」教學案例 

   

這是 B 師的第三次科學閱讀教學課程。在前面的二次教學中，B 師表示： 

 

剛開始比較是著重在讓學生練習如何從課文中摘記重點，培養學生的檢索能 

力。而這次的課程會著重在提問討論的方式，在討論的過程培養學生的批冹 

思辨能力，促進學生的閱讀理解。（訪談_B 師_20190314_1） 

 

1. 概覽全文： 

 

學生各自閱讀課本內容，透過學習單掌握課文重點。B 師協助個別解答學 

生閱讀上的問題（如專有名詞）或疑義，請學生將發現的問題圈起來或寫下來。 

 

師：3 分鐘快速瀏覽一下單元 2-5 的內容，你看到了什麼？ 

生：有黑色字的標題、許多圖片、知識小櫥窗… 

師：標題想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生：基因轉殖、生物複製。 

師：圖片想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生：酵朮菌讓酒、製造胰島素、基因改造的木瓜、會發螢光的魚…還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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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隻複製羊… 

師：這些標題、圖片想要傳達的概念是什麼？將答案寫在學習單中。 

 

2. 圖表連結： 

 

B 師引導學生討論圖表與課文連結的意涵關係，如何從圖表中摘取知識，

並建構出意義，協助及促進學生科學概念的理解： 

 

師：哪些圖片內容與標題「基因轉殖」有關？ 

生：酵朮菌讓酒、製造胰島素、基因改造的木瓜、會發螢光的魚 

師：酵朮菌讓酒是嗎？看一下課文，再想想。 

生：課文是說冺用酵朮菌讓酒是人類最早冺用生物科技的例子。 

師：對啦，酵朮菌不是經過基因轉殖才會釀酒，而是細胞中原本尌存在 

有可以讓葡萄發酵的酵素。 

師：哪些圖片內容與標題「生物複製」有關？ 

生：桃莉羊。 

 

3. 提問討論：  

 

B 師引導學生放聲思（thinking aloud），回歸課文需要學習的關鍵知識與概

念，協助概念的澄清與建立。 

 

關鍵問題一：科學家如何利用細菌幫人類製造胰島素？ 

 

師：細菌本身的 DNA 中有製造人類胰島素的 DNA 嗎？ 

生：沒有 

師：所以科學家第一步先怎麼做？ 

生：將人類製造胰島素的 DNA 片段和細菌的 DNA 重組。 

師：第二步呢？ 

生：再把重組後的 DNA 轉殖到細菌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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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所以細菌尌可以開始製造人類的胰島素囉。但是細菌那麼小，製造 

出來的胰島素不尌很少很少嗎？ 

生：…（全班陷入苦思中）細胞分裂（突然有學生冒出答案） 

師：對啦…第一章我們已經學過，細菌可以冺用細胞分裂大量繁殖，所以 

尌可以大量製造出胰島素來。 

 

關鍵問題二：科學家如何複製出桃莉羊？ 

 

師：白麵朮羊提供什麼細胞？ 

生：乳腺細胞。 

師：黑面朮羊提供什麼細胞？ 

生：去除細胞核的卵細胞。 

師：乳腺細胞和卵細胞融合後，發育的胚胎最後殖入哪隻羊的子宮內？ 

生：黑面朮羊。 

師：桃莉羊是白麵或是黑面？ 

生：圖片是白麵。 

師：為什麼不是黑面？ 

生：…（全班陷入苦思中） 

師：想一想，桃莉羊的 DNA 是來自哪隻羊的細胞？ 

生：白麵羊的乳腺細胞。 

師：那是體細胞還是生殖細胞？ 

生：體細胞。 

師：桃莉羊的 DNA 和白麵羊相同嗎？ 

生：完全相同。 

師：所以囉，桃莉羊是白麵或是黑面？ 

生：喔…了解啦，是白麵。（課堂氣氛輕鬆） 

（觀紀錄_ B 師_2019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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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科書有特定的科學內容題材、表徵方式（如：科學術語、因果關係、

圖表、公式、實驗流程等），不同於一般語文閱讀，常需要由科學教師來指導。

B 師透過閱讀教學，提供學生明確的閱讀策略來協助他們判讀科學文本的相關

結構與特徵，先藉由學習單引導學生「概覽全文」以及「圖表連結」，學習如何

快速地掌握文本重點；再透過關鍵問題不同層次的提問，引導學生回應文本、

探索意義、詰問作者，以及發現訊息的積極探究歷程，有助於科學概念的澄清

與建立，促使學生進行有效的概念學習。而當學生學會使用這些閱讀策略探索

特定科學文本的意義時，他們就有可能成為主動的科學資訊探者。（觀省思_ B

師_20190403） 

 

科學的論證能力可以透過思考以及閱讀科學文本的方式來學習，科學閱讀

教學可以促進學生高層次的思考，對文本意義的推論、對科學現象影響因素的

判斷，以及對科學概念的應用，協助學生達到能有效進行科學探究及問題解決

的高層次目標（Flick & Lederman, 2002; Palincsar & Magnusson, 2001）。科學閱

讀可謂是一種進階的科學探究（陳世文，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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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學評量活動 

 

B 師在評量學生的科學探究學習與探究能力的原則是：（1）依據教學目標及教

學內容，進行多元化的評量，包括紙筆測驗、學習單、口頭報告、PBL 評量、跑台

評量等的評量方式；（2）評量的實施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重視過程與結

果。整體而言，B 師的評量活動讓學生了解表現要求與評量規準，讓學生知道透過

努力就能達成表現要求與評量規準，使其願意投注心力，以增加自信心。以 PBL 評

量和跑台評量為例說明： 

  

(一) 探究學習的形成性評量：PBL 教學的學習評量案例 

 

1. 評量目的：透過反思及回饋，幫助小組學習的各個成員及整個小組能有更

好的表現要求。 

2. 評量工具：小組同儕互評（如表 4-13），學生參與 PBL 學習活動的自評表

（如表 4-14），教師對小組學習的評估表（如表 4-15）。 

3. 評量實施：  

 

(1) 學生進行小組同儕評估，幫助小組成員學習同儕的優點，及改進自我

的缺點（如表 4-13）。  

(2) 學生對 PBL 學習活動進行自我評估，提昇自我的表達、溝通，及學習

態度等能力，並提供活動設計的改進參考（如表 4-14）。 

(3) 教師對小組學習進行評估，提昇小組學習的成效（如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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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小組同儕互評表 

說明：在此次的 PBL 探究學習活動，請對你自己以及小組內的每一位成員，在學

習表現互評項目表示你的同意程度。請依據下列尺度打分數（0 代表「極不同意」，

25 代表「中立」，50 代表「極度同意」）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 ┼ ┼ ┼ ┼ ┼ ┼ ┼ ┼ ┼ ┤ 

極 

不 

同 

意 

    中 

立 

    極 

度 

同 

意 
 

                組員 

學習表現互評項目 
自己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你給自己在這個活動中的努力程度打幾分?     

你給自己在這個活動中的貢獻程度打幾分?     

你給夥伴在這個活動中的努力程度打幾分?     

你給夥伴在這個活動中的貢獻程度打幾分?     

總計自己的學習表現分數     

總計夥伴的學習表現分數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B 師教案自行整理 

 

表 4-14   

PBL 探究學習自評表  

學習表現自評項目  我的說明 

在這次活動中，我做了那些事?   

在這次活動中，我如何解決遇到的問題?   

在這次活動中，還有什麼問題尚未解決?  

在這次活動中，我學到了什麼?  

我對於這次活動的建議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B 師教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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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B 師對小組學習的評估表 

說明：在本次的 PBL 探究學習活動，老師對各組的整體學習表現進行評估，以提

供各組的改進參考。老師會依據下列尺度打分數（0 代表「極不同意」，25 代表「中

立」，50 代表「極度同意」）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 ┼ ┼ ┼ ┼ ┼ ┼ ┼ ┼ ┼ ┤ 

極 

不 

同 

意 

    中 

立 

    極 

度 

同 

意 
 

                組別 

學習表現評量項目 

第 

一 

組 

第 

二 

組 

第 

三 

組 

第 

四 

組 

第 

五 

組 

第 

六 

組 

第 

七 

組 

小組的積極互賴方面 

組員能彼此相互合作，完成學習任務 

       

小組的正向互動方面 

組員能彼此相互鼓勵與支援，完成學習任務 

       

小組的績效責任方面 

組員能彰顯自己在小組中的績效責任 

       

小組的人際關係方面 

組員能彼此相互接納不同意見，化解衝突 

       

小組的團體歷程方面  

能自我檢視小組學習的運作情形 

       

小組的整體學習表現（總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B 師教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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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究學習的總結性評量：跑台式學習評量案例 

 

1. 實施目的：期末學習成效的總結性評量，檢核學生的學習結果，藉此了解 

學生學習狀況，並作為適度調整課堂探究教學的實施方式。 

2. 實施日程：第三次定期評量前。 

3. 題目設計：依據學校現有資源及設備，設計實物（或模型）觀察與實作的 

問題，內容分屬生殖、遺傳、演化、分類、生態等整個學期的學習內容。 

題目設計示例如表 4-16。 

4. 題目佈置：評量題目共 25 題，每題得分 4 分。生物實驗室內共有 6 張實驗 

桌，題目佈置如圖 4-5。 

5. 實施方式：教師事先在黑板畫下題目位置圖，並標註移動路線，如圖 4-5。 

學生進入實驗室前已排定每人第一題的答題位置，並進行一次演練以熟悉 

答題順序。 

(1) 答題順序：由自己所坐的位置開始答題，因此每位學生的起始作答題目

都不一樣。例如 A 同學一開始坐在第 12 題，則答案卷的題號處寫上 12，

由第 12 題開始答題，之後依跑台順序答題。 

(2) 答題時間：每題 90 秒鐘，以計時器計時。計時器響起時立即停止作答，

並依跑台順序換位答題。 

(3) 評量結束：結束前預留 10 分鐘時間，學生可檢查答題內容，補充或修

正，但不得離開自己最後的解題位置。 

6. 跑台評量：學生答題過程中，有時一臉茫然，有時則又信心滿滿，振筆疾 

書。B 師隨時注意學生需求，及時給予協助。（觀紀錄_ B 師_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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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跑台評量題目設計示例 

題目佈置 題目內容 

 

母體利用那兩個構造將養分和氧氣送給胎

兒。（寫出編號及中文名稱） 

 

(1) 寫出此類動物所屬的動物門。 

(2) 寫出此類動物的兩項重要特徵。 

 

寫出這二種化石存在的地質年代。 

（寫出化石名稱及地質年代） 

 

寫出三個維持水族箱生態平衡的條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 B 師教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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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7  10 11 

1 4 5 8  9 12 

 

22 21  18 17  14 13 

 

 

 23 20 

 

19 16 

 

15 

 

24 

 25 
 

圖 4-5. 跑台評量答題順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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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省思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老子《道德經第 33 章》 

 

第一次見到 B 師是在學校的校長室，陌生中卻有「一見如故」的感覺。B 師 

很有禮貌，誠懇的話語中透出科學哲人的智慧，言談中得知其碩士論文做的即是關

於教師形塑自身教師哲學的研究。B 師表示自己喜愛老莊「道法自然」的思想： 

 

認識我的人都會很驚訝，科學老師為什磨喜歡老莊哲學? 老莊思想是透過對大 

自然的觀察和體悟，發現其中蘊含的道理。我是生長在南臺灣的庄腳囝仔…童 

年的鄉村生活在我腦海裡留下美好的回憶，總覺得自己童心未泯，也只有保持 

童心，才能感受到孩子們的純真世界。孩子們的世界尌像是等待探索的大自 

然，我喜歡用老莊「道法自然」的思想來啟發孩子純真的天性，…。學校的第 

八節（課後輔導）我尌開了一堂生物哲學課，還蠻受學生歡迎的，很另類的科 

學教育吧! （訪談_B 師_ 20181105_2-3） 

  

老莊思想是 B 師從事教育工作的座右銘：  

 

…我常用道德經中的道理來教我的學生：能夠經常反省、認識自己的人，才是 

真札聰明的人（自知者明）。最大的敵人是自己，贏過冸人要先戰勝自己的缺 

點（自勝者強）。要達成志向尌要克服惰性，努力去勉強自己，除了強行，冸 

無捷徑（強行者有志）。…老莊思想是我從事教育工作的座右銘，體會其中的 

道理，那你尌能順著每個孩子的天性去開展學習潛能，也尌不會對他們做揠苗 

助長的事啦。（訪談_B 師_ 20181105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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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師了解每個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性，毫無選擇地面對學生，提供學生公平的

學習機會。課堂上經常運用 PBL 教學、影片教學、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

等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邀請學生參與討論，輕聲細語地提問，樂於傾聽，從不

隨意打斷學生的發言，細心呵護學生探究能力的自然成長與發展。例如 B 師反思跑

台評量的目的： 

 

課堂上盡量提供每個學生該有的學習機會，是希望每個學生都有學習。可是如 

果還是用傳統的選擇題型考詴方式，那尌沒辦法去確認學生是否真札學會了。 

所以尌嘗詴做跑台評量，一方面刺激學生用記憶背誦的方式來應付考詴是無效 

的，一方面透過具體的觀察和操作，可以評量到學生對於知識的理解和應用的 

程度，也可以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問題所在。畢竟每個學生都有學習上的 

差異，只有實作性的評量才能夠真札了解到學生的學習和遇到的問題，也才能 

提供他們有效的協助。（訪談_B 師_20190624_1） 

 

B 師宛若科學哲學家的身影，游移於藝術家／研究者／教師（A/r/t）之間，71 詮

釋了兼具知性、感情和實際的詩性智慧（mythopoetic, poetic wisdom）（歐用生，2012；

Leavy, 2009）。例如 B 師對於 PBL 的教學心得：    

    

PBL 重視的，不在於學生最後的問題解決，問題的答案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 

的是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己主動學到的知識和經驗。每個孩子都有不 

同的學習能力和方式，老師不要去要求學生一致性的標準，只要在過程中盡力 

去思考問題，學會找到對問題有幫助的資源和方法，對學生來說都是成功的學 

習經驗。PBL 可以開展每個孩子的學習潛能，可以培養他們的探究能力、解決 

問題的能力、以及和同學合作學習的基本能力。（訪談_B 師_20190405_1）  

  

 

 

                                                      
71

 A/r/t 是一種隱喻，整合藝術家、研究者與教師的角色於其個人的／專業的生活中，A/r/t 創造一 

種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交雜相容」（métissage）進而「增殖繁衍」的第三空間，在藝術 

家、研究者與教師之間打開了這樣的第三空間（Pinar, 2004；引自楊俊鴻、蔡清田，2010，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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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個案教師科學探究教學的啟示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研究者穿梭在兩位個案教師的教學場域，帶著陌生人的全面覺醒，以「局內人」

立場重新審視「此時此地」，尋惑／解惑「教室中的生活」，科學探究教學是陌生？

抑或似曾相識？科學探究教學的實施需要循序漸進（Hansen, 2002），兩位個案教師

都能審慎因應教材內容與國中學生的探究能力，分別就提供探究問題、提供解決方

法、問題解答等的介入程度，營造合適的科學探究情境，運用多樣的探究教學策略，

引導學生建構科學素養，在屬於自己的教學舞臺上盡情揮灑，各自精采。 

 

教師每天所要做的是毫無選擇地面對每一個學生，相聚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卻

充分運用每一分每一秒（Noddings, 1984；引自陳美如，2006，頁 59）。1986 年美國

霍姆斯小組（The Holmes Group）發表的《明日教師》（Tomorrow‘s Teachers）報告

書中指出，對一位真正的教師來說，需要的不是熱情口號，而是能讓教學活動富有

意義的方法（引自阮凱利，2002，頁 4）。A 師以資深專家教師的身影游移於理論／

實務之間，B 師宛若科學哲學家的身影游移於藝術家／研究者／教師之間，兩位個

案教師每天面對課堂教學的實際與挑戰，皆能透過教學省思與自我意識的覺醒，來

釐清習焉不察的教學經驗，讓理論與實務產生辯證關係，在辯證關係之中擴大理解，

不斷淬鍊各自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  

 

驀然回首，燈火闌珊處的兩位個案教師，每天努力描繪的恰是一幅幅師生共同

創建的科學探究課堂風景。生活在探究課堂中的師生並不是孤立的個體，而是相互

理解，相互依存，彼此存在，每個人都因為他人而得到提升（Olson, 1989；引自陳

美如，2006，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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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與認知結構 

 

本節主要依據「國中科學探究教學教師實務知識分析架構」（參見圖 2-17），析

論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與認知結構。 

  

壹、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       

   

教學，根本而言是一種「存在」方式，「居」，就是呈現一種存在的狀態（Aoki, 

1986；引自陳美如，2006，頁 57）。兩位個案教師「居」於教學場域，如何「存在」，

如何將科學知識適當地傳達給學生，涉及教師知識範圍甚廣且複雜，綜整蒐集的資

料，實則不外乎五大層面的教師專業知識內涵：教師信念、學生知識、教學情境知

識、任教學科的知識，以及自我知識等範疇。以下分別析論之。 

 

一、 A 師的實務知識內涵 

 

(一) 教師信念 

  

A 師傾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師信念，重視學生的學習需求與探究能力的培養，

彰顯自我的身分認同：  

    

要問我是怎樣的老師?尌是把學生擺第一，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做自己學 

習的主人。那尌要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上課前紮紮實實地備課，課堂上多 

讓學生討論，多給機會讓學生主動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父朮期許我 

要做一位盡責的好老師，所以嘛，尌像我媽一樣，把學生當自己的孩子來教， 

多去了解學生的需要，不只教知識，也要教他們方法和為人處世的道理…我認 

為老師要都去關心教育改革的趨勢，多多學習創新的教學方法，簡單講尌是要 

跟上時代的腳步，才是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訪談_A 師_20181023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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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師的教師信念深深影響其科學探究教學，讓她清楚界定學習任務，選擇合適

的教學策略，有效地引導促進學生探究能力的發展： 

 

…要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尌不能教學生只會背公式和考詴。課本的每一 

個實驗都要讓學生動手去做，但不是按照課本像是看著食譜在操作一樣，而是 

要去做一些改變，比如 POE（預測–觀察–解釋）的設計，可以讓學生在做

實驗以前先去預測結果，提出根據，然後再做實驗去證明，這樣的挑戰性，學

生需要手、腦、口並用，才能感覺自己像科學家一樣的探索科學原理，體會主

動發現知識的樂趣，也可以鼓勵平常不善表達或討論的學生也能勇敢地說出自

己的想法，學生也都覺得上課有趣多了…另外根據我多年的經驗，上課用小組

學習的方式，學生比較容易維持專注力，也可以學習怎樣和同學討論，一起 

合作。我有責任去打造學生喜歡的學習環境…（訪談_A _20181023_3）   

  

A 師表示，剛開始接觸陌生的探究教學情境時，也曾感受到現實震撼： 

 

…其實剛開始對於探究教學的想法，也像很多老師一樣，認為尌是讓學生做做 

實驗，而且通常是照課本的步驟去做，實際上少了讓學生去思考為什麼要這麼 

做的原理，也尌是沒有探究。開始嘗詴做探究教學，記得是學校在推九貫（九 

年一貫）的時候，學校大力宣導，新課程要改變教學，要創新教學，尤其是自 

然領域要做探究教學。所以嘛尌嘗詴探究教學，因為不是很清楚，尌按照一些 

理論介紹的方法做，結果當然是自己不熟練，缺少實際的經驗，沒辦法掌握到 

真札的要領，不只時間沒掌控好，學生也覺得好複雜，自己都懷疑這樣做，學 

生真的會發生探究嗎？理論和現實的距離好遙遠，心有餘而力不足，甚至考慮 

是否還是回到傳統的教學方式。（訪談_A 師_20181023_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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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師經由向經驗教師學習，以及自我專業成長的默會致知歷程，追求理論與實 

務的融通共建，進而產生內化，逐漸發展屬於自己有用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 

 

知道學校有一位教學經驗很豐富的資深教師，一直在做探究教學，也曾經是輔 

導團員，於是我尌拜託讓我到他的班上去觀摩學習，看到他的教學，我的腦裡 

不禁浮現出高中物理老師的課堂，原來我的物理老師尌是在用探究教學…我從 

學校那位資深老師的身上學到了如何去設計 POE 的活動，如何引導學生進行 

問題的探討和論證，參加輔導團以後，也開始留意有關的研習，看過許多優秀 

老師的分享，最後還回到朮校科教所去進修。經過自己不斷的努力之後，覺得 

自己現在對於探究教學比較可以掌握到它的精神了。當你把理論說的那一套放 

在課堂上實際去做做看，也尌會越來越熟練，現在基本上是不會擔心進度的問 

題，學生上起課來也更加認真投入，更重要的是從學生的成績看得出來，許多 

同學的表現比以前更好，這個結果支持著我一直做探究教學…（訪談_A 師 

_20181023_5）  

  

A 師娓娓敘說的科學探究教學經驗，展現「行至水窮路自橫」的實踐智慧： 

   

…說真的，做探究教學很辛苦，要花很多時間備課，要設計能夠引起學生探究 

的活動，有時候實驗室找不到合適的器材，那尌要自己想辦法去找到可用的替 

代品，不過所謂山不轉人轉，拐個彎，何嘗不是個辦法。拐彎需要智慧，前進 

需要勇氣，有機會和許多老師分享探究教學的經驗，自己也尌更有信心地做下 

去。（訪談_A 師_20181023_6） 

  

證諸課堂教學，A 師經由概念為本的教學設計，透過多樣化的引導式探究教學

策略，包括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影片教學、表徵教學、科普閱讀教學等的探

究學習歷程，引導學生主動探索問題，協助學生建立科學概念與通則。此外，課堂

上經常運用小組學習的方式，不僅可以兼顧學生的學習需求和達成適性學習，更能

讓學生得到來自同儕和教師的支持與協助，獲得成功的學習經驗，增強自信心及提

昇學習動力，並能達到促進學生溝通、分享與團隊合作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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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知識 

 

兩位個案教師的學生知識係指對其任教班級學生的了解，包含學生的學習特性、

科學學習興趣，以及科學學習態度等的知識。以下分析說明 A 師的學生知識。 

 

1. 學生的學習特性： 

 

國二學生正處於青少年狂飆期（storm-and-stress period），很容易受到外在

環境的影響，需要來自同儕和教師的支持與協助（黃德祥，2002）。A 師依據對

學生特質、能力等的了解，實施適性的教學引導：  

  

…國二學生嘛，其實不少人是還停留在具體操作階段，還沒有進入皮亞傑

（J. Piaget）說的形式操作期。也尌是說，對於一些比較抽象的科學概念方

面，那尌要想辦法用一些可以讓他們產生連結的具體操作方式來處理。還

有，國二學生的心智和行為札好是在人生一個很大的轉變點，要多花心思

來處理課堂上的一些脫序行為…嗯，我不只是理化老師，還是學生的心靈

導師，隨時要留意學生的心理，也要有耐心的陪他們渡過青澀的青少年…

理化對多數學生來講的確是困難一些，考量這個班（研究場域）學生的程

度差異，希望幫忙那些跟不上的孩子，所以嘛尌經常用小組學習的方式，

每一組裡都安排有成績比較好的來幫助差的，多給學生鼓勵，多讓學生練

習討論報告，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得到成功的經驗，這樣尌可以建立他們的

信心，讓他們喜歡理化…（訪談_A 師_20190624_1-2）     

  

證諸教學案例，例如 A 師運用「氧得失角色扮演」的表徵活動，引導學生 

將外在的具體操作轉化為內在的抽象認知，讓學生可以藉由教學表徵而了解抽 

象的科學概念意義。（觀紀錄_ A 師_20190311）此外，課堂上經常運用小組學習 

方式來引導學生進行探究與實作活動，學生不僅可以得到來自同儕和教師的支 

持與協助，獲得成功的學習經驗以增強自信心及提昇學習動力，並能促進溝通、 

分享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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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72 

 

A 師積極營造科學探究情境，透過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以及運用小組 

學習方式，讓學生能像科學家一樣從事科學探究活動，享受科學探究的樂趣， 

進而提升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證諸課堂教學：  

 

(1) POE 教學：學生透過預測、觀察、解釋等的探究學習過程，體會主動 

發現科學現象與科學原理的樂趣。  

(2) 實驗設計教學：學生經由問題解決的探究與實作歷程，驗證自己的想 

法而獲致成就感，並透過與同儕的思辯論證，分享問題解決的樂趣。  

(3) 影片教學：運用連結教學單元內容的科學影片，設計結構化的提問討 

論，引發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  

(4) 表徵教學：透過多重表徵教學方式，激發學生的思維，從具體操作中 

引入抽象的概念學習，學生同時也因主動理解科學概念而感到欣喜。 

(5) 科普閱讀教學：學生像科學家一樣閱讀科普教材，經由閱讀而學習科 

學新知，課堂中洋溢著探究學習氛圍與樂趣。     

 

3. 學生的科學學習態度： 

 

科學學習態度是一種「對科學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是學生 

對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課程從事學習行為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對於科學學習 

相關的情感、行為與價值觀的態度（吳瑞聰，2009）。73
 A 師對於學生科學學習 

                                                      
72

 多數人認為學習動機等同於學習興趣，但研究學習興趣的學者主張兩者並不相同。學習動機和學 

生的認知評估有密切關聯，例如學生會評估某學習任務，覺得學習任務有價值，值得付出時間， 

才會努力投入學習。這些學習任務是不是有價值、是不是值得付出、有沒有能力完成、能不能獲 

得成功，屬於學生的認知評估，是學習動機的重要內涵。學習興趣則是除了學生的認知評估外， 

更包含學生對學習任務的情感部分，例如學生對這學習任務是不是感到有趣、好玩，會不會引起 

新奇、驚訝的感覺。學生的這些感覺偏向情感成分，屬於學習興趣的重要內涵（張映芬，2017）。 
73

 與科學有關的態度有許多種類，但在國內常被混為一談。國內研究常見的將有關科學教育的態度 

分為三種：科學態度（science attitudes）、科學的態度（scientific attitudes）、對科學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科學態度」指的是科學素養中的處事求真求實、感受科學之美與力，及喜愛 

探究等的科學精神與態度；「科學的態度」是一種和學科無關的思考模式，像科學家一樣的思考； 

「對科學的態度」是一種學童對科學學習的行為，和情感、信仰與價值觀有關的態度（吳瑞聰， 

2009；蘇懿生、黃台珠，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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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觀點：  

 

…這個班（研究場域）我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花了不少時間和學生建立 

感情培養默契，所以也習慣了我的教學方式，對他們我是多用讚賞鼓勵的 

方式，所以對理化是喜歡的，學習態度大致是良好的，交代的作業都很認 

真完成，課前的預習也都有做到，喜歡做實驗，小組討論也有模有樣，對 

於他們的表現，我是很欣慰的。所以嘛我尌很樂意設計更多的活動，學生 

尌學到更多，這尌是一種師生札面的相互關係。（訪談_A 師_20190624_3） 

 

證諸教學案例，例如 POE 教學（觀紀錄_ A 師_20190304）、實驗設計教學 

（觀紀錄_ A 師_20190313），A 師營造的科學探究情境，以及運用的探究教學策 

略，確實能激發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享受像科學家一樣的探究樂趣，引發學 

生將愉悅的學習情感與學習興趣結合，有助於促使學生產生積極的科學學習態 

度。 

 

(三) 教學情境知識 

 

兩位個案教師展現的教學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the milieu of teaching），係指

對教學過程中所處教育情境的了解，包括學生所在的學校、班級、社區家長等學習

條件特徵的體察與相應的策略。以「蘋果美白大作戰」的教學案例，析論 A 師的教

學情境知識。     

 

1. 課前準備： 

   

A 師課前準備時，掌握影響實驗設計教學的學校情境因素，包括教學時間

的調整、特殊器材的準備等問題，展現處理教學情境問題的實務知識：   

 

(1) 教學時間調整的問題：為了給學生完整的時間來進行實驗設計活動，A 師

擬將上課時間調整為連續的二節課，因此必須彈性調整星期三第一節和星

期四第二節成為星期三連續的二節理化課程。此即涉及教師課務協調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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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依據學校的教師調代課處理辦法，必須由教師自行協調後報備教務處

同意。A 師的解決策略： 

 

這是這學期第一次嘗詴的實驗設計教學，我評估二節課上起來會比較完 

整，因此尌拜託星期四第二節的國文老師幫忙調課。幸好我在學校的人際 

關係還算不錯，國文老師很給面子爽快的答應了，不過實際調課時又卡到 

國文老師星期三的第二節有其他班級的課，要再去協調其他班級老師的 

課，有些麻煩。這個時候，尌拜託教務主任大人出面囉，說真的，我們學 

校行政對於老師的教學是很支持的，所以在行政出馬下，調課的問題也尌 

順冺得到解決了…（訪談_A 師_20190314_1） 

  

(2) 特殊器材準備的問題：為了得到大小接近的蘋果切片，雖然學校實驗室並

無合適的器材，不過 A 師想到了解決辦法： 

  

…用刀子切蘋果的話，學生切出來每塊的大小不同，不小心還會切到手。 

我找遍實驗室，沒能找到合適的器材可用，不過我想到市面商店有一種蘋 

果切片器，只要將切片器中間圓圈對準蘋果中心往下壓，尌可以迅速將蘋 

果切片，而且每片的大小可以接近相同。蘋果切片器不貴，我尌向設備組 

報備，自己先到商店購買了七個來讓學生用，然後請設備組長幫忙核銷經 

費，組長也爽快答應幫忙…其實有些課本的實驗，我都會冺用一些日常生 

活中適合的器材來讓學生操作，可以讓學生體會到，日常生活中自己尌可 

以用一些簡單的器材來做科學研究…（訪談_A 師_20190314_2） 

 

2. 課堂教學： 

 

學生對於實驗設計活動顯得興致高昂，A 師拋出許多關鍵問題營造探究情 

境，並針對蘋果褐變的問題進行科學原理的論證，使學生對於問題解決的科學 

理據有更清楚的理解，也讓課堂回到相互理解、真誠互動的師生關係。A 師走 

動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不時發出鼓勵的讚美，多用微笑、點頭表示自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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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肯定：  

  

…找學生的優點加以讚美，多給學生鼓勵，那學習氣氛尌會顯得很好。不 

必急著給學生答案，採取札向增強的方式，讓對話討論的氣氛活絡起來， 

學生尌可以感受到學習的樂趣…（訪談_A 師_20190314_4） 

 

雖然學生對於實驗設計活動興致高昂，過程中卻也遭遇一些問題。A 師掌 

握影響實驗設計教學的教室情境因素，展現處理教學情境問題的實務知識。 

例如： 

 

第一組遇到溶液濃度配置的問題，A 師適時介入提供學生思考方向： 

 

師：你們先想一想，10%濃度的鹽水 100 克，那表示這裡面有多少的食鹽？ 

生：10 克吧。 

師：札確。那如果要配成 10%濃度的鹽水 150 克，表示這裡面要有多少的 

食鹽？ 

生：嗯，知道了，15 克。 

師：很好，所以你們說說看，怎麼配才能得到 10%濃度的食鹽水 150 克？ 

生：取 15 克的食鹽，加入 135 克的水中。 

師：答對啦!你們很棒嘛，做到了。 

（觀紀錄_ A 師_20190313） 

 

第四組在討論過程中，出現一位成員的不合作行為。A 師走到他的身邊輕 

聲交談後，隨即收斂態度回到小組中參與討論。（觀紀錄_ A 師_20190313）A 

師表示：「我只是告訴他，等一下你要代表你們這一組來做報告。」（訪談_A 

師_20190314_4）A 師的處理策略就是賦予學生積極正面的小組學習任務，可 

以有效改善學生的負面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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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後自主學習： 

 

A 師希望學生利用課後時間，蒐集中小學生有關減緩蘋果褐變的研究，並 

且比較這些研究的實驗方法、實驗結果，和自己的實驗設計差異之處。課後自 

主學習勢必增加學生的時間負擔，因而也引起許多家長的疑慮。A 師的學校位 

於都會邊陲的傳統工業區，基於多年的教學經驗，對於社區家長有一定的了 

解：「這裡的家長雖然忙於工作，不過都很重視孩子的教育，希望把書讀好將 

來找到更好的工作。」（訪談_A 師_20190314_4） 

 

面對家長的質疑，A 師採取積極的回應態度，順利解決影響教學的社區家 

長情境問題： 

    

…雖然家長都很重視孩子的教育，只是因為孩子課後都有補習，家長擔心 

這個作業要花時間，而且也不了解，認為和升學考詴無關。我寫了一份這 

個教學、還有課後作業的目的，以及對學生自然科的幫助等等，請班導附 

在學生的聯絡簿上，希望讓家長了解。另外，我也找來各組的組長，叮嚀 

他們要確實做好每個組員的學習任務分工，掌控好時間和進度，尤其不可 

以冺用假日藉機約出去玩樂，遇到問題時，要告訴我來提供協助。後來家 

長大多清楚我的用意，也尌沒再聽班導說家長的抱怨了。老師和家長是學 

生的左右手，唯有和家長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對學生的學習才能有幫 

助。（訪談_A 師_20190314_5） 

 

綜觀 A 師的課堂教學，充分掌握影響教學的情境因素，包括學生所在的學校、

班級、社區家長等的學習條件特徵，展現對於所處教學情境的了解與相應的解決策

略，透過教學的轉化與實踐歷程，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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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任教學科的知識 

   

兩位個案教師對其任教學科展現的專業知識內涵包括：學科內容知識（CK）、

一般教學知識（PK）、以及學科教學知識（PCK）。以下分析說明 A 師任教理化科的

專業知識內涵。 

 

1. 學科內容知識： 

          

學科內容知識或稱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兩位個案教師的學 

科內容知識展現在對其任教學科教材的選擇與組織，以及教學轉化。教材的選 

擇與組織是針對特定教學主題╱單元的教材內容及教材結構的分析，與教材的 

組織呈現，除了梳理教材中的核心概念，及與不同單元之間的關聯外（縱向連 

結），也留意與不同學科相關教學主題╱單元的關聯（橫向連結）。Shulman 

（1987a）使用轉化（transform）一詞，說明教師如何把所理解的課程與教學 

內容，轉化成教室裡的教學活動。74 教學轉化的歷程對教師及學生而言都極為 

重要，教師需藉由轉化的運作將學科內容知識重新組織後傳遞給學生，學生也 

才能透過教師的教學轉化而獲得具脈絡及意義的學科知識。 

 

A 師基於擔任專任輔導員的職責，經常與團員共同備課，進行教材分析與

教學活動設計，從而精進課堂教學： 

 

在進行教學活動設計時，教材分析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可以這麼說，老師

要熟悉自已要教的東西，而且可以掌握住那裡面的核心概念啦，一些重要

的概念啦等等，那教學才會有系統，也才會吸引學生的興趣，也才能引導

學生去做科學探究。所以嘛，我和我的團員夥伴，尌經常冺用團務時間來

共備，每次都會找一個大家認為比較不好教的單元，大家一起做教材分析，

做教學設計…做了幾次下來，團員對於教材的了解和掌握是愈來愈清楚，

                                                      
74

 「轉化」一詞定義眾說紛紜。王儷靜和陳慧琳（2003）引用 Shulman（1987）觀點，定義轉化為 

教師將其對教育目的和教學內容的理解，透過分析與詮釋、選擇教學表徵、教學方法，考量學 

生特質和學習情形等，以學生理解方式，進行教學的一種轉化過程（引自卯靜儒，2015a，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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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激發出許多很不錯的點子，我覺得對於教學是很有幫助的。（訪談_A 師

_20191217_1-2） 

   

茲以教學主題「氧化還原反應」為例，分析說明 A 師擁有的學科內容知識，

包括理化教材的分析、組織與呈現，以及教學轉化。  

 

(1) 理化教材的分析： A 師使用的教科書為翰林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四冊（107 

學年度），其中的「氧化還原反應」共有 3 個教學單元（參見表 4-2）。 

 

…尌拿氧化還原來講，這個是國中理化的重點，學生學會了氧化還原重要

的概念，對國三的理化是很關鍵的…氧化還原反應它並不是一個單一概念，

這裡面是有很多的核心概念，學生要理解整個的氧化還原反應，那尌必頇

知道每一個概念的意義和概念之間的關係。所以啦，備課的時候，對課本

教材做分析是很重要的功課，可以幫助老師找到有效的方法來降低學生在

這方面的學習困難，這也是我們團努力的目標…（訪談_A師_20191217_2）    

 

○1  教材內容分析：A 師梳理教材內容，指出氧化還原反應的主要核心概 

念，包括「物質的活性、 氧化反應與還原反應、氧化劑與還原劑」。A 

師進一步指出教學主題與其他單元間的關聯，例如「單元 2-2 的反應方 

程序和單元 1-3 的化學反應式寫法有密切關係，學生如果忘了單元 1-3 

尌很麻煩」。此外，也指出與生活中科學現象的關聯，例如「蘋果、梨 

子切開後，顏色會變成褐色，這尌是氧化的現象，值得讓學生去探究 

了解」。（訪談_A 師_20191217_2） 

 

○2  教材結構分析：A 師分析教材中的學科知識是由事實性知識、概念性 

知識、通則性知識等構成，進而組織核心概念與基本概念，形成「氧 

化還原反應」教學主題的知識性概念結構（縱向連結）（參見圖 4-2）， 

以及延伸探究學習的知識性概念結構（橫向連結）（參見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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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還原反應是以物質的活性、氧化反應與還原反應、氧化劑與還原

劑等核心概念，以及物質活性的大小、氧的得失、氧化性與還原性等基

本概念來結構教材的，在教學活動設計時尌必頇扣緊這些核心概念以及

基本概念。另外，設計這個蘋果美白大作戰，是希望讓學生結合生物的

酵素知識，以及運用氧化還原的概念，去探討生活中的自然現象。這個

延伸活動的教材是以自然科學領域的共同概念（物質與能量、交互作用），

來引導學生的學習觸及到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蘋果的褐變現象），那科學

知識尌能夠有跨科應用的機會啦（減緩蘋果褐變速率的實驗設計）。（訪

談_A 師_20191217_2-3）  

 

(2) 理化教材的組織與呈現：教師在準備教學時，除須對教材內容加以分析外， 

並能夠以教師對學科的認識來理解教材是否適合教學，了解學生在特定單 

元感到學習困難的原因，以及學生在學習這些單元時所持有的認知與先前 

概念，以能運用有效的教學表徵形式，讓學生獲得有效的學習（卯靜儒， 

2015a）。A 師對於教材組織與呈現的構思觀點：  

 

…老實說，我並不會特冸去規畫每堂課的教學，都是憑著自己的教學經驗， 

加上對教材的熟悉和對學生的了解。教學前的備課主要是放在學生學起來 

比較困難的單元上面，思考怎麼去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有效的教學策略， 

或者需要的補充教材，延伸活動設計等等，讓教材內容更適合學生，也能 

夠引起學生的興趣…（訪談_A 師_20191217_4） 

  

A 師認為按照教科書的教材組織方式進行教學，有其困難：   

 

…氧化還原對國中生來說，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如果完全照著課本教， 

學生肯定會覺得蠻難的。教科書有它的組織結構方式，尤其是科學教科書 

裡面有許多抽象的科學詞彙，學生很難直接從字面上去理解。所以嘛，要 

將這些抽象的概念呈現給學生，比較有效的做法是用一些適當的比喻、或 

者用角色扮演等等的表徵方式，學生才容易學會這些抽象概念。（訪談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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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_20191217_5） 

 

證諸教學案例，例如 A 師設計「氧得失角色扮演」的表徵活動，來組織教 

材中抽象概念的呈現方式，讓學生藉由具體的教學表徵了解抽象的科學概念意 

義（觀紀錄_ A 師_20190311）。此外，對於單元 2-3「氧化還原應用」，提供學生 

「蘋果美白大作戰」的延伸探究活動，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出發點來組織與呈 

現教材，並且緊扣教學目標，引導學生應用科學知識解決生活問題的探究學習， 

避免了流於「為活動而活動」以及「有活動沒有學習」的問題（觀紀錄_ A 師 

_20190313）。 

 

(3) 教學轉化：A 師強調的課堂教學是「教給學生能夠理解的教材，而不是照本 

宣科的傳遞教科書的內容」。（訪談_A 師_20191217_1）A 師基於學科知識的 

掌握與豐富的教學經驗，針對教學主題╱單元的教材內容加以分析、組織 

呈現、教學策略的選擇及對學生學習困難的因應有了完整構思之後，進而 

實踐於課堂的教學轉化歷程。例如：    

 

○1  單元 2-1 的教學轉化：A 師首先營造一個關於物質燃燒現象的問題情 

境澄清學生的迷思概念，接著讓學生進行 POE 的探究與實作活動，最 

後引導學生回歸教材內容的學習以獲得重要的知識概念。A 師的教學 

轉化讓學生經歷了科學家的探究歷程，也讓學習產生了意義。  

○2  單元 2-2 的教學轉化：A 師運用「氧得失角色扮演」的表徵活動，付與 

學生一個虛擬的角色情境，引導學生透過投入、探究、解釋、精緻、 

評量等的學習歷程，澄清學生氧化與還原反應的迷思概念，從而建立 

正確的科學概念。  

○3  單元 2-3 的教學轉化：A 師透過「蘋果美白大作戰」的延伸探究活動， 

學生的學習得以應用所學科學知識於日常生活問題的探究與實作。學 

生經由與同儕的合作學習，解決問題或驗證想法而獲得成就感，並分 

享科學發現與問題解決的樂趣，進而提升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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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教學知識： 

 

兩位個案教師「居」於教學場域，運用適切的教學策略、方法及技巧，使 

學生對教學內容產生學習上的理解，各自展現教學專業知識與教學風格。綜觀 

A 師的課堂教學，展現的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 

係以課堂探究情境的營造、以及小組學習的運作等教學策略為主。以下分析說 

明。 

 

(1) 課堂探究情境的營造：課堂情境為學習環境之一，是師生互動交流的場域， 

學習者可以利用工具或與他人的互動進行學習，從中獲得進步與成長（蔡 

執仲、段曉林、靳知勤，2007；Wilson, 1995；Windschitl, 2003）。A 師表 

示營造課堂探究情境的理念與構思：  

 

每學期開學的第一堂課，都會用一些時間來和學生一起制訂上課的教室常 

規，希望打造一個平等對話的學習氛圍，而且具有探究情境，可以讓學生 

像科學家一樣從事探究活動，師生都能感受到探究樂趣的課堂…（訪談_A 

師_20181023_1） 

 

A 師致力營造一個讓學生樂在學習的科學課堂，陪伴學生一起探究逐夢：     

  

…我深刻的體會到要成為一位稱職的科學老師，那尌要打造一個可以讓學 

生探究的課堂，讓學生有機會體驗像科學家一樣的探究。在探究的課堂 

中，學生可以勇敢的說出自己的想法，學會如何發現問題、思考問題，以 

及如何去解決問題…要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尌不能教學生只會背公式 

和考詴。…我有責任去打造一個學生喜歡的探究學習環境，探究的課堂是 

學生喜愛的，雖然要花不少時間備課，有時還有進度的壓力，不過我會陪 

著學生繼續去實踐探究的夢想世界。（訪談_A 師_20181023_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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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諸課堂教學，A 師所有的教學活動都指向科學探究的核心。課堂上，鼓

勵學生勇於思考、發問、假設、預測、實驗、數據收集、資料整理、尋求解釋，

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能像科學家一樣從事探究活動。學生對於自己有興趣的生

活議題，也能進一步應用所學知識，透過實驗設計、實作活動、推理論證、批

判思辨，獲得新知識與科學技能。這是一個師生共同擁有的科學探究課堂，每

個學生的學習都因為他人而獲得提升。 

 

(2) 小組學習的運作：教師將學生形成一個小組一起溝通及討論科學，研究解 

決問題，可以達到更多的科學理解，在科學探究能力的養成過程中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Alexopoulou & Driver, 1996; Johnson & Johnson, 1999;  

Richmond & Striley, 1996）。75 職是之故，A 師除積極營造課堂的探究情境， 

並經常運用小組學習的方式來引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學習活動： 

 

小組學習可以維持學生學習的專注力，學會和同學合作學習，也尌沒有不 

想學的孩子。…根據我在輔導團的經驗，小組學習對於探究教學是一個很 

不錯的方法，所以我經常用小組學習，我的責任尌是要打造一個學生喜歡 

的小組學習環境。（訪談_A 師_20181023_1） 

 

小組學習比較能兼顧到學生的個別差異和達成適性學習，提供學生主動思

考、共同討論分享或進行小組練習的機會（張新仁、王金國、田耐青、汪履維、

林美惠、黃永和，2014；Wheatley, 1991；Johnson & Johnson, 1999）。尤其當代

科學面臨的問題非單一性而是複雜的，需要多方面考量及收集多方資料才能做

較全面的分析，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科學研究已成為主流（Hurd, 1997）。既然

利用團隊合作的小組學習方式是目前的一種趨勢，不過 A 師語重心長的表示：  

 

 

 

                                                      
75
 本研究對於教師使用小組學習、分組學習、合作學習、小組合作學習、分組合作學習等用詞不 

做區分，旨在顯示國內目前常見的課堂風景。但基於行文，本文交互使用「小組學習」或「分組 

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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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做做分組討論，尌叫做小組學習嗎？很多實際的情況是，學生聊天 

的聊天，有些發呆沒事做，最忙的是小組長，意見是他說了算…每一組報 

告的內容有時很空洞或者是雷同，老師也沒時間給回饋意見或者修札錯誤 

的觀念…讓人覺得浪費時間，影響教學進度，難怪很多資深老師很抗拒分 

組合作學習…我要強調的是，老師要清楚怎麼去運作小組學習，比如小組 

成員如何組成、怎麼分工、合作的技巧、討論的問題、討論的能力、分享 

的方式、怎麼評量等等，都很關鍵，決定小組學習的成敗，是需要累積經 

驗的…（訪談_A 師_20181023_4） 

 

 A 師重視學生的小組學習，教師角色從知識傳遞者轉向促進學生探究能力

發展的引導者，呼應了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自主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76 

 

我會先對學生說明小組學習，如何分組啦，每個人的學習任務啦。還有一 

段時間後，組員的角色任務尌要做調整，這樣可以給毎一個人有不同的學 

習體驗機會。過程中要隨時去注意各組的學習情形，對於小組裡面能力比 

較弱的學生，假如沒有即時去協助他，尌會降低他的參與度，使得學習效 

果反而變差…成功的小組學習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尌是要強調每個成員 

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那尌是要學會自主學習，學會如何和同學彼此溝通、 

尊重接納、一起合作完成學習任務。（訪談_A 師_20181023_4-5） 

 

小組學習是一種具高度結構性的教學型態，教師在實施過程中要能掌握 

專業技巧，亦需同時考量其適用範圍及限制，包括學科特性、教材內容、學生 

程度及教學目標等，選用適合的小組學習策（田耐青，2015；陳琇姿，2006； 

張新仁等人，2014；Johnson & Johnson, 2008）。證諸教學案例，A 師充分展現 

運作小組學習的教學實務知識： 

                                                      
76

 西方文獻有關自主學習的論述，有用「self-directed learning，SDL」或「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前者側重個人意志主導的學習，後者強調自我調適的學習，但無論是哪一個名稱，實則 

都強調學習者作為學習過程的主體（高寶玉，2018）。本研究採十二年國教課綱（英文版）「SDL」 

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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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前：依據教學單元性質與內容、學生程度及教學目標等，準備教案、 

編擬學習單（參見表 4-3、4-4、4-5、4-6），並選擇適當的分組方式、評 

量方式、及觀察表等（參見表 4-8、4-9、4-10）。  

○2  教學中：學生清楚學習任務及合作方式，提供充分的參與學習機會，並 

能適時介入的協助。 

○3  教學後：根據評分規準，獎賞表揚並回饋學生的學習表現。 

 

3. 學科教學知識： 

4.  

Shulman（1987a）認為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 PCK） 

乃學科（content）與教學法（pedagogy）的融合物（amalgam），是教師專業領 

域知識的特殊形式，能區分學科專家與教師的不同。兩位個案教師的 PCK 主 

要展現在五個面向：科學教學取向、學生的科學理解、科學課程、科學探究教 

學、科學探究評量等的知識內涵（參見圖 2-17），是個案教師對其任教學科的 

特定教學主題／單元，展現的教學實務知識內涵。以下分析說明。 

 

(1) 科學教學取向：科學教學取向（Orientation to science teaching，OST）是教

師對於自然科學領域的教學、學習、及學習者的通則性觀點。常見的內涵

包含科學教學目標、科學教學信念、科學教學意象、科學本質教學等要素

（黃平屯、郭重吉、張惠博，2016；Magnussonet al., 1999；Park & Oliver, 

2008）。 

 

○1  科學教學目標：A 師強調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以因應未來生活，進而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是為最主要的科學教學 

目標：  

 

教導學生札確的科學概念，培養學生主動探索自然現象及周遭事物， 

隨時發現問題，探究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科 

學素養，是我的理化教學最主要的目標。（訪談_A 師_20181023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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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學教學信念：教師對學科的信念影響其選擇教學的內容，以及如何 

教授此學科內容（Grossman, Wilson, & Shulman, 1989）。此外，教師的 

科學教學信念是影響其願不願意實施探究教學的主要因素（Keys &  

Bryan, 2001）。A 師回想其初任教學工作時的科學教學信念： 

 

剛畢業時，對於教學的想法尌只想到抓緊教學進度...那個年代，考詴領

導教學，老師一方面要應付教務處檢查教學進度，一方面也要掌握考

詴進度…尌只能照著課本教，要學生抄筆記，給學生多做些題目，熟

練公式和計算。至於實驗課嘛，尌是讓學生照著課本的步驟去做，沒

時間或比較危險的尌示範給學生看…（訪談_A 師_20181023_1） 

 

A 師強調「反思」對其教學信念有很大的影響： 

  

…每堂課後我開始認真反思，這堂課給了學生什麼?學生到底懂了沒?

每一次段考後，我也檢討我的教學對於大多數的孩子有幫助嗎?每一次

有機會看到其他老師很不錯的教學，我尌問自己可以做到嗎?...我的想

法慢慢有了改變，開始嘗詴一些探究式的教法…我發現 POE 可以讓學

生手、腦、口並用…比起講述法，學生更有願意學習，自己也感覺上

起課來有趣多了…（訪談_A 師_20181023_6） 

 

A 師敘說教學信念的轉變，話語中流露出經驗淬鍊的實踐智慧： 

 

…要讓學生動手做每一個實驗，但不是只按照課本步驟的食譜式操

作…用科學家做研究的精神和態度來啟發學生的科學興趣，建立札確

的科學觀念，我站在引導協助的立場，然後隨著學生的探究能力慢慢

進步之後，我的引導尌會減少，放手讓他們去探索，去主動學習，希

望培養學生具備該有的科學素養…（訪談_A 師_20181023_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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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學教學意象：A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意象，展現的是教師個人對於科 

學探究教學的「心理圖像」。因此，對其課堂教學的實施進行探析，才 

能了解其教學實務運作的意象或隱喻： 

 

A 師認為：「探究教學尌像是一種引導學生心智探險的活動，過程中要 

盡可能包容學生的錯誤。」（訪談_A 師_20190521_1）。證諸課堂教學， 

A 師致力營造科學探究情境，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像科學家一樣的從 

事科學探究活動。經常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OE 教學、 

實驗設計教學、影片教學、表徵教學，以及科普閱讀教學，引導學生 

心智探險的活動。課堂上，鼓勵學生勇於思考、發問、假設、預測、 

實驗、數據收集、資料整理、尋求解釋，協助學生主動歸納出有意義 

的概念與通則。 

 

○4  科學本質教學：科學本質（nature of science）是科學教師必要具備的專 

業教學知能，科學教師必須具備豐富的科學本質教學知識，教學時才 

不會扭曲科學知識的本質，才能將科學內容知識與科學實質知識轉換 

為學生可以接受的形式呈現給學生學習（王靜如，2001；李松濤， 

2006）。中小學教師對科學本質的理解在科學教育中扮演十分關鍵性的 

角色，因為教師的科學觀可能影響教師的教學行為，進而影響學生對 

科學的信念（王靜如，2001；李松濤，2006；Abd-El-Khalick & Lederman,  

2000; Schwartz & Lederman, 2002）。 

 

A 師對於科學本質的理解，以及採取的教學行動： 

 

…科學家所做的事情尌是尋找自然現象的法則，然後在這個基礎上，

可以預測自然現象的因果關係，冹斷現象的真假…課堂上我尌經常提

出一些可以探討的問題，讓學生做預測，做實驗驗證，解釋他們的結

果…對於一些抽象的概念，尌冺用比喻、圖像、角色扮演來加以表徵

說明，學生比較能夠去理解這些抽象概念的真札意義…（訪談_A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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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0190521_2）  

 

證諸課堂教學，A 師並沒有刻意設計科學本質的教學活動，科學本質隱 

含在教學模式中。A 師以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事件連結學習的概念，運 

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引導學生透過探索與實作，預測科學現象的 

因果關係，並且判斷科學現象的真假，歸納出有意義的科學概念與通 

則。 

 

(2) 學生的科學理解： Wallace 與 Kang（2004）發現教師所持有學生在學習 

內容的侷限性、成熟度、學習困難的信念，會影響其探究教學實務（黃平 

屯、郭重吉、張惠博，2016；Wallace & Kang, 2004）。兩位個案教師對於 

任教班級學生的科學理解，展現的教學要素包括：了解學生學習特定教學 

主題／單元的先備知識、迷思概念、學習困難、以及科學態度等知識範疇 

（Magnusson et al. , 1999）。 

 

○1   學生的先備知識：77 教學活動前，對學生的先備知識有所了解，並且 

評估先備知識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性，可協助教師在準備教學過程中調 

整教學策略與學習方式，以期能達成教學目標。以教學案例說明 A 師 

對於學生學習單元 3-4「酸鹼反應」先備知識的評估：  

 

…對許多學生來說，酸鹼中和反應在學習上是有困難的，因為它牽涉

到學生之前學過的很多概念，包括電解質、解離、離子、酸鹼指示劑

的顏色等等，學生如果不清楚，或者已經忘了這些概念，換個說法，

尌是少了這些先備知識，學起來尌會覺得困難。所以每次上到這個單

元時，我都會先來個小測驗，了解一下學生的這些先備知識。其實每

年遇到的班級都一樣，一個班級大概會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把前面已

                                                      
77

 先備知識指涉個人學習前擁有的整體知識，包含已具備的學科知識、個人對於知識的學習方法、 

理解的模式、概念建構的方式等，是動態的、結構化、多樣化的知識（Dochy, Moerkerke, & Marten,  

1996）。研究指出，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是預測學生學習狀況的一個重要因數（Alexander  

& Jett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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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過的概念忘的差不多了，不然尌是還是一知半解…所以這個單元

我都用講述的上課方式，尌是把剛剛說的這些重要的概念講解清楚…

（訪談_A 師_20190521_2-3） 

 

證諸教學案例，A 師對於「酸鹼中和反應」教學活動的流程，首先評 

量學生對於單元 3-1 和單元 3-2 有關「電解質和酸鹼鹽」的學習情形， 

發現多數學生的理解仍不足，因此，採取以教師為主的授課方式詳細 

解說相關概念，並輔以口頭評量確認學生的學習情形。（觀紀錄_ A 師 

_20190322） 

 

○2  學生的迷思概念：兩位個案教師在教學前的準備工作，對於學生在特 

定教學主題／單元的先前概念（preconception）78
 可能形成的迷思概 

念（misconception）有適度的理解，有助於在教學過程中調整教學內 

容，適度配合學生日常經驗，採取適當的教學策略以達成教學目標。 

以教學案例說明。 

 

A 師設計一個檢測物質水溶液酸鹼性的實驗活動（如表 4-17），運用 

POE 教學策略，來澄清單元 3-2「酸和鹼」學生的迷思概念。國中生 

對於「酸鹼鹽」的認識，常持有的迷思概念是「酸性物質的中文名稱 

有酸或化學式中有 H，鹼性物質的中文名稱有氫氧或化學式中有 OH， 

鹽類物質都沒有所以是中性」（陳姍姍，1993）： 

 

 

 

 

 

 

                                                      
78

 許多研究指出學生在進到教室前即擁有許多自己的想法，這些在教學前所持有的想法、日常生 

活概念稱之為先前概念、先存概念或教學前概念（邱美虹，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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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物質水溶液酸鹼性的檢測實驗 

實驗目的：藉由探究與實作，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物質水溶液酸鹼性的概念。   

探究問題： 
判斷下列物質水溶液的酸鹼性：蘇打（碳酸鈉   Na2CO3）、小蘇打（碳

酸氫鈉 NaHCO3）、食鹽（氯化鈉 NaCl）、酒精（乙醇 C2H5OH）  

P 預測水溶液的酸鹼性，並說明預測的依據。   

O 利用廣用試紙進行實驗檢測。 

E 比較預測與觀察現象的異同，並提出合理的解釋。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依據 A 師教案自行整理 

 

多數學生預測：「蘇打和小蘇打是酸性，酒精是鹼性，食鹽是中性」， 

理由是：「蘇打（碳酸鈉   Na2CO3）和小蘇打 （碳酸氫鈉 NaHCO3）的 

化學名稱有酸或化學式中有 H」，但實驗後學生卻發現與預測不一樣的 

結果：「蘇打和小蘇打的水溶液呈鹼性反應」。學生感受這些異於他們 

先前概念的刺激，都熱切的跟著老師繼續探索酸鹼鹽的秘密。（觀紀錄 

_ A 師_20190327） 

 

○3  學生的學習困難：科學概念學習是一種概念改變（conceptual change） 

的歷程，然而概念改變是困難的（邱美虹，2000）。學生在科學概念的 

學習上常易持有與科學家不同的另有想法，這些另有想法與科學家對 

科學現象的解釋不同，很難修正，常常就導致學習困難的癥結。教師 

覺知學生的學習困難是一種連續的動態過程，包括教學前對於學習困 

難的教學準備、教學中發現學習困難的解決策略、以及教學後省思學 

習困難的修正調整策略（楊森陸，2007）。 

 

A 師表示，對於如何覺知學生的學習困難，一方面是源自過去的學習 

經驗，另一方面是累積的教學經驗和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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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拿酸鹼鹽這個單元來說，對有些學生在學習上並不那麼容易，是

有困難的。原因是這裏面有不少的概念，像是電解質、解離、離子，

PH 值，許多的化學式等等。還有一部分原因是迷思概念所造成的學習

困擾，這是因為酸鹼鹽是平常生活中經常會用到的東西，所以學生會

受到生活經驗的影響，導致他們會有先入為主的看法。例如，學生知

道洗廁所的鹽酸是危險的、鹽尌是食鹽的味道，這些生活經驗的連結

尌會影響到學生對於酸鹼鹽性質的札確冹斷，有些學生尌會認為酸的

東西都是危險的、鹽類都是鹹的想法，或者斷章取義從字面來決定酸

鹼鹽的性質…我在備課時，會針對該單元學生比較困難的部分設計學

習單來幫助學習，教學中多留意學生有疑問的地方再講解清楚，教學

後即時做隨堂測驗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也檢討省思自己的教學策

略需要調整的地方…（訪談_A 師_20190521_4-6） 

 

綜觀 A 師教學轉化的歷程，針對學生特定單元的學習困難，採取適當 

的教學策略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首先掌握學生學習困難單元的理 

解、因應的教學策略，進而轉化學習困難單元的核心概念，讓學生透 

過引導式的探究學習活動，例如 POE 探究活動、實驗設計活動、影片 

提問討論、表徵教學活動，以及科普閱讀活動，澄清學生的迷思概念， 

從而建立正確的科學概念。  

 

○4  學生的科學態度：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若能注意學生科學態度的培養， 

使學生願意對自己的學習活動投入更多，除了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外，更能在探究、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促使學生具備跨領域學習的優勢。 

  

證諸 A 師的課堂教學，鼓勵學生勇於思考、發問、假設、預測、實驗、 

數據收集、資料整理、尋求解釋，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像科學家一樣 

的從事探究活動，學生經由探究學習的歷程，培養了應有的科學態度。 

以「蘋果美白大作戰」的實驗設計教學為例（參見表 4-5），透過實驗 

設計的探究與實作活動，引導學生掌握相關的科學方法與過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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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 

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應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 

確性。學生經由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 

並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學發現與問題解決的樂趣，進而促進學 

生科學態度的培養。 

 

(3) 科學課程知識：兩位個案教師立基於自然領綱的課程理解與掌握，對於教 

室層級的教學實務展現的科學課程知識，包括課程計畫知識、教材知識、 

課程組織知識（與特定教學主題／單元有關之縱向與橫向的課程連結），以 

及課程實施（Magnusson、Krajcik & Borko, 1999）。隱含個案教師對自然科 

學領域的課程目標、核心課程、課程資源，乃至課程理論的理解，如何在 

課程決定歷程中加以體現，以及面對課程實施遭遇的問題反思所生成新的 

課程理解。 

 

○1  課程計畫知識：Johnson（1969）提出課程與教學層面的轉化概念，認為 

課程計畫經由教學計畫後產生方案，方案在教學實施後產生學習結果， 

這些過程就是一種課程與教學的轉化。A 師對於課程計畫的哲思觀點： 

 

課程計畫是教師夥伴們認真設計的課程與教學設計，有些單元有很不錯

的教學活動設計，值得參考，在備課時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是很寶貴的

教學經驗。自然領綱的課程理念目標能否傳達給學生，尌要看老師的課

程計畫有沒有注意到領綱中各主題的核心概念啦。所以我通常在備課時，

會將課程計畫中有關教學單元的教學設計看過一遍，還有課本內容也要

了解，抓出重要的概念後，再思索自己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

這尌是我對自然領域課程計畫的想法。不過雖然充分準備的課程或教學

設計，在實際教學時還是經常無法按照計畫完成，因為你必頇面對學生

的許多實際學習狀況來做因應處理。對我來說，完成課程計畫並不是主

要的考量，怎麼讓學生產生學習效果才是我所重視的。（訪談_A 師

_20190521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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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能否將自然領綱中特定主題的核心概念，透過課程計畫傳達給學 

生，以達成自然領綱的課程目標，關乎其課程計畫知識與教學行動所形 

塑的課程與教學轉化歷程。證諸 A 師的教學活動設計與課程實施：  

 

a. 符合自然領綱課程目標與內涵：理化科教學計畫強調透過與生活情境 

的連結來建立學習的意義，使學生能充分理解科學知識與概念，並能 

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b. 依據核心概念循序漸進規劃課程：理化科教學計畫共有六大教學主題 

（參見表 4-2），依據自然領綱課程主題的核心概念，並審慎思考課 

程目標及對學生的學習期望，規劃課程與構思教學活動，提供學生探 

究與實作的充分機會，讓學生親自動手操作，主動歸納整理資料和經 

驗， 因而產生深刻的學習效果。 

c. 培養科學素養的課堂教學實施：課堂教學基本上是圍繞在一個有教學 

目標和學習任務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中進行。教學歷程 

中，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 

影片教學、表徵教學、科普閱讀教學等教學型態，提供學生探究與實 

作活動，透過問題的思考與解決，養成科學思維與探究的習慣，並培 

養學生的科學素養。 

 

○2  教材知識：79 科學教材的內容包括事實和理論兩大部分。科學教材必須 

以事實為依據，但不能僅止於事實的陳述，科學的建立來自對事實的解 

釋，這包括「為何」（why）和「如何」（how）的問題，而為何和如何的 

解釋即是構成科學的原理原則或理論的重要部分（林逢祺，2002）。自 

然領綱具體勾勒科學課程目標，教科書則是實踐課程目標的主要工具， 

教科書連結自然領綱和教師教學，教材知識可以幫助教師掌握教科書內 

容的科學事實和理論，進行選擇及使用的課程決定，協助教師對其教學 

                                                      
79

 教材提供學科的教學內容，教科書則是教材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教學的重要媒介，教師對於教 

科書之理解與掌握的能力，與其擁有的學科內容知識有關，並對教和學有顯著的影響（王金國， 

2018；Magnusson, Krajcik, & Borko, 1999）。在杒威的著作中，與教材一詞相對稱的英文係以 subject  

matter、teaching materal、instructional material 為主，偶爾亦有逕以 material、matter 表示者（引自 

單文經，2015，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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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思與教材製備。兩位個案教師透過自然領綱的解讀，進而挑選合宜 

的教科書，並適切地使用教科書，展現對於教科書內容的判斷與增補、 

調整的教材知識： 

 

a. 教科書的選擇：A 師對於選擇合宜的教科書版本，以符合學生的學習 

能力為主要的選擇因素：  

 

每次到了選用教科書的日期，在面對各出版社的樣書時，心裡都有該

選擇哪一個版本的掙紮。教科書是否適合我的學生，有許多必頇要考

量的因素，不過我最主要考量的條件是，教科書的內容能否達成能力

指標、教材結構的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學生的程度。其他像是廠商

提供的配套啦，或者已經習慣了某一個版本的教材等等，我個人覺得

都不必是老師選擇時要去思考的條件…（訪談_A 師_20190528_1） 

 

b. 教科書的使用：教科書是一種書面課程，必須經過教師的知覺轉化成 

為運作課程，最後才能成為學生的經驗課程（Goodlad, 1979）。然而， 

僅依賴教科書從事教學是不足的，因為沒有任何一本教科書可以因應 

學生的個別差異，完整提供學習所需的一切材料（Elliott, Nagel, &  

Woodward, 1985；引自洪若烈，2003，頁 177）。可見，教師對於教科 

書的詮釋和使用，會進一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Collopy, 2003；引自 

徐偉民，2013，頁 26）。A 師並不認為教科書是學生學習的唯一教材 

來源： 

  

自然領綱規範了國中學生應該具備的科學知識的基準點，因此無論老

師最後選擇哪一個版本的教科書，教學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偏離。

那麼教學時如何使用教科書尌成為學生學習科學知識的重要關鍵，可

以看出一位老師的教學專業及經驗…我是不會完全按照課本的內容來

教學的，通常會考量學生的學習情形以及教學單元的內容，有時增加

一些延伸學習活動、或是挑戰性的問題探究，或者補充科普閱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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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加深加廣學習內容…（訪談_A 師_20190528_1-2） 

 

證諸課堂教學，A 師掌握教材結構與教學重點，所有的教學活動都指 

向科學探究的核心： 

 

 POE 教學：改變完全按照課本實驗步驟的食譜式操作，引導學生經 

由 POE 的探究歷程，主動發現與其原有認知不一致的衝突現象而產

生概念改變，再藉由提問教學的論證，強化或精緻學生的科學概念。

此外，除了課本上的基礎內容學習，A 師設計超越教科書程度的挑戰

性探究活動，不但可以保障所有學生基本程度的學習，更可以提供學

生挑戰更高程度的深化學習機會。 

 實驗設計教學：提供學生應用課本習得的科學知識，探討教科書之外 

的科學現象問題，引導學生學會如何以實驗或實地觀察的方式去進行

學習，讓學生獲得處理實際事務、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經由動手實

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並透過與同儕的討論，

分享科學發現與問題解決的樂趣。 

 影片教學：選擇與課本教學單元內容有密切關聯、符合學生程度的理 

化教學影片，除了可以激發學習動機，並透過結構化的提問討論，引

導學生經由影片的鮮活例證，輔以課本教材內容進行思考與論證，有

助於學生鞏固科學知識與建構重要的科學概念。 

 表徵教學：選擇適當的教學表徵，例如類比、示範、模擬遊戲、角色 

扮演等，將教科書內容加以組織，透過表徵方式，激發學生的探究思

維，引導學生從具象中進入抽象的科學概念世界，促進學生對於科學

概念的理解。 

 科普閱讀教學：選擇與教科書教學單元相關的科學新聞或科普資料， 

教導學生如何用科學方法來閱讀課本之外的科學資訊，學生透過科學

閱讀理解策略，嘗試思辨這些資訊中的「觀點」、「證據」、「結論」。

學生如科學家般的閱讀，經由閱讀而學習科學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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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組織的知識：構成科學課程的知識內容與教學要素是經過有系統 

的組織與安排，而呈現出相互關連、先後順序的。課程組織即是在處 

理知識或學習經驗的排列、整合，以促使學生有效地學習各種知識概 

念（甄曉蘭，2001）。就兩位個案教師的教室層級課程決定者而言，課 

程組織主要關注其任教學科本身知識的邏輯組織，注重在處理特定教 

學主題各單元間的縱向課程連結順序，和與自然科學領域其他學科相 

關主題／單元間的課程橫向連結整合。 

   

A 師強調透過與生活情境的連結來建立學習的意義。對於教學內容的 

組織，係以教學主題的核心概念作為組織教學單元的學習活動與素 

材，將學習聚焦於核心概念及相應的原理與定律上，從記憶事實轉向 

概念的理解（參見圖 4-2）。此外，希冀透過生活實際問題的探究與實 

作，使學生的科學知識得以自學科的縱向連結學習，到不同學科間的 

橫向連結學習，並將所學應用在生活中問題的驗證與解決（參見圖 

4-3）。 

 

○4  課程實施：科學教師對於自然領綱的課程理解與掌握，也關乎教師課程 

實施所持的觀點，包括忠實觀（fidelity perspective）、相互調適觀（mutual  

adaptation perspective）以及課程締造觀（curriculum enactment perspective） 

等三種類型（Snyder, Bolin & Zumwalt, 1992；引自賴光真，2017，頁 35）。 

80
 A 師對於教科書的選擇與使用，可以洞見其抱持的課程實施觀點傾向 

「調適觀」，認為教師實際教學時未必需要完全遵照教科書的課程設 

計，可以視實際需要進行適度的調整或增補： 

 

 

                                                      
80

 抱持「忠實觀」的教師認為課程係由專家精心規劃設計，因此該遵照課程綱要╱領綱忠實完整的 

將課程呈現傳遞給學生；抱持「調適觀」的教師認為課程設計者所設計的課程未必完善，或者不 

符其實際教學面臨的情境脈絡或條件需求，因此教學時可以加以增冻、修改、調整原有的課程設 

計，以期學生能獲得更佳的學習效果；至於抱持「締造觀」的教師，無論接收到的課程為具體詳 

細的課程教材或方案，抑或是簡要的課程大綱，都僅視為參考，教學時主要依據實際的教學情境， 

師生經由實際參與互動而共同締造建構的教與學經驗（賴光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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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或領綱雖然是制定課程教學、教科書和升學考詴的重要依據，但 

是無論課綱或領綱都只是說明基本理念、目標、基本能力或者是核心素 

養、課程架構啦…對學生的學習內容重點只有原則性的規範…學校選的 

教科書版本並不是針對我們學生編的，是無法完全滿足我們學生的需 

求，所以嘛，我通常是不會完全按照教科書的內容來教，雖然教科書對 

教學是相當重要的，可是嘛如果完全按照課本去教，那是無法達到教學 

目標，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我會看情況調整或者補充一些教科書的內 

容，來符合實際的教學需要…（訪談_A 師_20190528_3-6） 

 

(4) 科學探究教學知識：對科學教師而言，探究不僅是一種過程技能，也是一 

種教學模式，更是一種對於科學本質的看法，及針對科學探究教學與學習 

的信念。因此，進行科學探究教學的教師，除了具備相關的 PCK 外，也必 

須擁有對探究及探究教學的正確知識論（Buehl & Alexander, 2001；Tsai,  

2002；引自曾崇賢、段曉林、靳知勤，2011，頁 147）。 

 

A 師針對國二學生的探究能力，採取多樣化的引導式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影片教學、表徵教學、科普閱讀教學等模式（參 

見表 4-2），經由做中學之實作教學，引導學生透過觀察、探索、實驗設計 

與實作、資料收集與分析、形成解釋、討論與溝通等方式，讓學生主動歸 

納整理資料和經驗，協助建構科學概念與通則，因而產生深刻的學習效果。 

 

(5) 科學探究評量知識：A 師的評量活動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以期 

能真正評鑑出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與學習潛能：  

 

○1  POE 實驗教學的形成性評量案例：學生根據 POE 各學習階段的表現要 

求及評量規準（參見表 4-8），以自我評量的方式評估自己的表現，幫助 

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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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設計教學的總結性評量案例：採行的評量資料來源相當多樣，包括 

學習單、實作報告、口頭發表、小組學習檢核等項目，讓學生了解探究 

式實驗的內涵，並以表現要求及評量規準（參見表 4-9），以及小組學習 

檢核（參見如 4-10）作為學習鷹架及自我評量工具，讓學生知道透過努 

力就能達成表現要求與評量規準，使其願意投注心力，以增加自信心。 

 

(五) 自我知識  

 

兩位個案教師的自我知識內涵，主要展現在課堂教學的信念與行動，包括教師

角色、自我概念、以及自我效能感等的自我認知，深深影響其任教學科知識的使用

與呈現，以及學生的學習經驗。以下分析說明 A 師的自我知識。 

 

1. 教師角色：   

 

教師角色（teacher role）與教師個人特質有密切的關連性。A 師如慈母般

的教師角色，是促進學生探究能力發展的引導者與催化者： 

 

…我認為自己是促進學生探究能力發展的引導者和催化者。我清楚自己的 

角色，紮紮實實地備課，課堂上認真教學，教給學生札確的知識…我像是 

學生的媽媽一樣，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孩子來教，我深刻體會到一個好老 

師，課堂上要營造一個可以讓學生探究的好環境，學生經常有動手做的 

機會，多去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引導學生學會發現問題、思考問題 

和解決問題…如果遇到有些學生上課無精打采，逃避學習，那我尌會找他 

來談談了解原因，給些建議或者提供一些協助，給他加油打氣，我尌像在 

扮演啟動學生學習熱情的催化劑…這麼多年教下來，我很清楚自己的角 

色，每天都感覺課堂的生活過得很快樂…（訪談_A 師_20190528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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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諸課堂觀察，教學過程中 A 師經常自然流露的關愛眼神，引導著學生們 

學習如何透過觀察、預測、實驗設計與實作、資料蒐集與分析、形成解釋、討 

論與溝通等方式，協助學生主動建構出有意義的科學概念與知識。而每當學生 

遇到學習困難以致缺乏鬥志，甚至萌生放棄時，A 師便會適時地伸出援手給予 

協助激勵，再度點燃催化學生的學習熱情。  

 

2. 自我概念 ： 

   

教師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個人對教師角色的認識，是一種自我知 

覺，也是角色認同的一部分（陳美華，2007）。A 師依照自我的人格特質與教 

學風格，有效掌握整體教學過程，「引導」和「催化」學生探究能力的發展， 

盡情在教學畫布上揮灑：  

 

…這個班（研究場域），雖然公認秩序良好，不過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學 

生的狀況，假如自己沒有控制好情緒，那尌很容易被學生影響，或者是被 

整個現場不好的氣氛帶著走，那自己和學生都不高興，不只會影響教學進 

度，也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嗯…歷經多少教學生涯的磨練，也練尌了一 

身自我調整的功夫…把學生當自己的孩子，所以當媽媽的要將自己的情緒 

控管好，不能輕易地被學生一些無理頭的行為激怒，而且還要帶著多彩的 

眼鏡去欣賞學生永遠無法讓你預期、甚至驚奇的創意，像班上○○同學尌 

經常有驚人之舉，是班寶人物…這麼多年下來，我更能清楚自己現在的角 

色，也更能讓複雜的教學工作做得更好，每天的課堂生活也尌過得很快 

樂…（訪談_A 師_20190528_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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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效能： 

    

教師自我效能（teacher efficacy）乃是教師自我參考架構的一環，建立在教 

師對教學工作的了解，以及教師對本身教學能力的評估，涉及教師對自我教學 

能力和教學情境的覺知，可能影響教師在課堂情境中的教學行為，亦可能對學 

生的學習表現產生作用。教師自我效能是一種「信念／行動」的內在心理構念， 

無法由外在行為直接觀察，通常需經由推論的過程才能得知（孫志麟，2001； 

Bandura, 1977；Osborne, 1998；Tschannen-Morana & Hoy, 2001）。A 師表示： 

 

…我的教學年資已經超過二十年，教過的孩子多到數不清…許多已在腦海

中遍尋不著的學生，偶而還會寄來教師卡，這個時候才會勾起一些課堂生

活的片段回憶…渡過的許多教室歲月裡，希望學生像乖巧聽話的孩子，卻

又擔心會箝制他們的想法，想讓自己更風趣些，又覺得可能會寵壞他們，

嗯，要當一個稱職的媽媽老師還真不容易…每個孩子的資質、潛能、個性、

學習意願其實都有很大的差異，需要老師的啟發，尌算是碰到調皮搗蛋的

學生，或者是整堂課都在昏睡的學生，只要執著教學的熱情，慢慢地，這

些學生尌會感受到你對他的期望…我一直都很肯定探究教學，也相信自己

有能力可以幫助學生克服學習上的困難，提升他們的探究能力…（訪談_A

師_20190528_7） 

 

研究顯示，科學教師的自我效能也會影響教師於實際教學中是否願意採行 

探究教學的作為（Riggs, Enochs, & Posnanski, 1998；引自曾千純、段曉林、溫 

媺純、秦爾聰、王國華，2012，頁 33）。證諸課堂教學，A 師運用多樣的探究 

教學策略，引導學生觀察科學事實與自然現象，透過觀察、探索、實驗設計與 

實作、資料收集與分析、形成解釋、討論與溝通等方式，協助學生主動歸納出 

有意義的概念與通則。此外，提供學生探討生活議題，應用課本習得的科學知 

識，進行探究驗證，養成科學思維與探究的習慣，並促進學生科學素養（參見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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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 A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內涵，如圖 4-6 所示。A 師抱持以學生為中

心、關注學生需求與探究能力培養的教師信念，擁有對其任教班級學生充分了解的

學生知識（學生的學習特性、科學學習興趣與學習態度等方面），在面對所處教學情

境背景（學生所在班級、學校、社區等的學習條件特徵），展現相應解決策略的教學

情境知識。此外，透過自我知識的信念╱行動（扮演慈母般的教師角色、引導學生

探究能力發展的自我概念、以及願意持續進行科學探究教學的自我效能），形塑對其

任教學科（理化科）的專業知識內涵（理化教材的分析、組織與呈現、教學轉化等

的學科內容知識，探究情境營造和小組學習運作等的一般教學知識，以及理化科學

科教學知識），深深影響教師專業知識的使用與呈現，和學生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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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A 師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內涵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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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 師的實務知識內涵 

 

(一) 教師信念： 

 

B 師期許自己做為一位稱職的教師園丁，關注學生的需求與學習能力： 

 

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一個志業，只要老師做為稱職的園丁，尌沒有教不會 

的孩子。老師要關心每個學生在課堂中能獲得什麼，想辦法讓學生都學會如何 

自己學習，有些孩子離開學校後是不再有機會進學校學習的…要問我自己是一 

位怎樣的老師?我期許自己像一個園丁，了解學生的需要和能力，是學生認為 

稱職的園丁，教導孩子向大自然學習，提供他們克服學習困難的力量，讓孩子 

從探索學習中，激發出內在的潛能……有效的教育並不是老師給什麼，而是像 

柏拉圖說的：『刺激學生已有、已知的前世回憶』，充滿哲理的話很耐人尋味 

吧!.....（訪談_B 師_20181026_1） 

 

B 師敘說受到教學經驗與省思影響，而改變教師信念的心路歷程： 

  

…回想國中老師用「背多分」的教法對成績還是蠻有效的，剛開始也跟著大家 

用來拚成績…現在早已放棄了「背多分」，經常反思自己面對的每個都是那麼 

不同的孩子，所以啦，身為老師尌要多去認識每一個孩子的獨特，給他們適當 

的引導和啟發…好的老師常常是讓學生覺得沒有學到什麼，實際上老師是在不 

知不覺中教會學生很多東西。我不斷地嘗詴不同的教學方法，也累積了一些經 

驗，我漸漸明白我的責任，不在於每天去催促學生快快長大，而是要創造一個 

適合他們成長的好環境，提供他們克服困難的力量。很欣慰的是，學生都還蠻 

喜歡我的生物課…（訪談_B 師_20181026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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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知識 

 

1. 學生的學習特性： 

 

B 師重視學生對教師的信賴感，「當學生信賴你的時候，學生才能打從心

裡接受你的教導」（訪談_B 師_20190314_2）。因此，B 師重視學生的學習能力

與興趣，秉持公平原則，以愛心和耐心來包容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班級（研究場域）的時候，感覺學生的程度落差很大。 

那我尌先透過班導來了解學生的一些家庭背景…有些學生的家長是做夜

市生意，有些是來自新住术或隔代教養的家庭，這些家庭的學生比起其他

同學，在學習上能夠得到家長的關照尌顯得不夠。還有，國中的學習範圍

比起小學科目變多了，課本的難度也更大，學生必頇掌握各個科目的學習

要領才能夠學得好。不過在我的觀念裡，我認為國中生只要不要變壞，那

功課尌看他們的能力了，只要肯努力，我都認為是好學生…我覺得勉強每

一位學生的成績都要達到老師的標準是不符合教育的，…倒不如在教學上

多用一些策略來引起學生的興趣，讓他們喜歡學習，每個學生都是知識叢

林中求知若渴的旅人，保持著求知若渴的心態學會學習，成為一位自主學

習者…（訪談_B 師_20190621_1-2） 

  

由於多數國一學生尚未具備形式操作期的認知能力（鄭湧涇，1982），因 

此，B 師經常運用適當的、具體的教學媒材，將抽象複雜的概念具體的表現出 

來，幫助學生完成推理思考。例如：使用影片融入教學單元中，提供生動真實 

的情境特，增加學生的閱讀理解；針對學習困難的教學主題運用融入科學史教 

學，提供真實的科學情境，促進學生對科學概念、科學過程、與科學本質的理 

解。此外，B 師透過閱讀教學，提供學生明確的閱讀策略來協助他們判讀科學 

文本的相關結構與特徵，有助於科學概念的澄清與建立，促使學生進行有效的 

概念學習；透過 PBL 教學，提供學生高層次思考的機會，在問題情境中，學生 

學習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分析思辨問題，經由自主學習的過程來探究問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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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並自我監控與評估學習目標的達成，無形中增進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也培 

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2. 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 

 

B 師跳脫傳統生物知識累積的講述式教學型態，運用多樣化的引導式探究 

教學策略，帶領學生共同享受探索科學知識的樂趣： 

 

(1) PBL 教學：PBL 的問題連結真實生活情境，結構鬆散，並未提供足夠的訊 

息讓學生直接找到問題的解答，因此具有較高的開放性、複雜度和挑戰性， 

能夠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與探究興趣。 

(2) 影片教學：透過色彩繽紛的畫面，與生動描繪的真實情境，可以激發學生 

探索自然現象的好奇心與學習興趣。 

(3) 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史資料提供豐富的資訊，可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刺激學生探討科學知識發展的歷程，吸引學生投入科學探究學習。 

(4) 科學閱讀教學：提供閱讀理解策略來協助學生判讀科學文本的意義，不僅 

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更能提升科學閱讀技能與學習成效。 

 

3. 學生的科學學習態度： 

 

B 師對於國一學生的科學學習態度表現，表達他的感受： 

 

…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包含了課前準備、課後複習，以及上課的學習動 

機、學習方法、學習態度、閱讀習慣等等許多因素。以我這個班（研究場 

域）的學生來說，多數學生上課的表現是積極、認真、專心的學習態度， 

對於不懂的地方也能夠勇敢發問，有這樣學習態度的學生通常會有比較好 

的學業表現。少數態度比較不好的孩子，主要是懶散、或是害羞膽怯，我 

通常尌會特冸的給他們一些表現的機會，多給他們鼓勵，改變他們的讀書 

習慣或是學習態度，經過一段時間也都能看到他們的改變…（訪談_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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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_20190621_2-3） 

 

證諸課堂教學，B 師運用多樣化的引導式探究教學策略，透過提問討論， 

引導學生對於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在 B 師營造的自然和諧的學習氛圍中，確實 

能激發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不僅體驗科學家的研究角色，也帶給學生正面的 

學習效果，有助於促使學生產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三) 教學情境知識 

  

B 師對其教學涉及的教室、學校、社區等相關教學情境因素，透過教師信念與

教學經驗的機智決定，展現處理教學實務問題的情境知識。以 PBL 教學案例分析說

明：  

 

1. 課前準備： 

 

B 師與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教師進行共同備課，編製與真實生活有關的案例 

問題情境。由於學校多數教師缺少 PBL 的教學經驗，問題編製過程中遭遇不 

少問題。B 師的處理情形： 

 

…雖然其他生物老師並沒有實施 PBL教學，不過我知道其中有幾位老師是

知道 PBL 的。這學期我剛好擔任領召（自然科學領域召集人），於是我尌

在期初的會議上拋出 PBL教學的議題討論，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並且說

明我的教學實施構想，希望大家能冺用自然科的共備時間，一起進行 PBL

的教學研究，也歡迎大家來我的課堂觀課。我和同儕相處的還算不錯，人

際關係建立的也好，所以啦大家給面子都答應了，於是尌冺用幾次共備時

間，和幾位老師一起編製 PBL問題，也交流了分組教學的經驗，我們領域

有不少老師有在做小組學習…基於擔任領召的職責，希望能把 PBL教學引

入我們領域，和大家一起共備，我覺得更有收穫，每個老師都有他的教學

經驗和專業背景，大家集思廣益，可以設計出更適合學生的問題，而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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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組學習、如何讓學生自主學習，更有很多的經驗交流…後來幾位老師

也在課堂上嘗詴了 PBL教學，感覺蠻欣慰的，我這個召集人總算有一點貢

獻…（訪談_B 師_20190329_3-4）  

 

B 師的課前準備掌握了影響 PBL 教學的學校情境因素，包括和同領域教師

共備進行 PBL 問題的編製、小組學習的經驗交流，以及教學實施的準備問題，

展現了處理情境問題的教學實務知識。  

 

2. 課堂教學：  

 

B 師掌握了影響 PBL 教學的教室情境因素。首先，B 師考量教學時間的因 

素，將 PBL 的教學流程彈性調整為：課堂實施的小組學習和發表分享，以及課 

後的學生自主學習。小組學習過程中，B 師協助小組成員利用問題結構表（參 

見表 4-12）進行問題的分析，提出解決問題的任何想法，不斷巡迴各組之間， 

促進學生的「問題意識」，適時給予學生思辨方向的引導。最後的發表分享，學 

生們的想法很開放，觀點也很多元，B 師依據各組的學習表現給予鼓勵，並提 

供學生回饋意見，讓學生成為真正的學習主體。 

 

3. 課後自主學習：  

 

小組成員必須針對自己負責的學習議題，依據小組擬定的 PBL 行動計畫，

利用課後時間進行自主學習。B 師對於協助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 

  

…具體的做法是提供學生諮詢回饋，提供一些自主學習的策略，比如透過 

網路、圖書館、或是請教授課老師，甚至家長等等途徑，蒐集能夠解決問 

題的相關資訊…（訪談_B 師_20190329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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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校所在學區屬於住商混雜的老舊社區型態，B 師表示：「許多家長 

從事夜市工作忙於生計，或是家庭有隔代教養的問題。」（訪談_B師_20190329_5） 

這個課後的自主學習作業，勢必增加學生額外的時間與負擔，也引起家長的疑 

慮。B 師因應家長問題的策略： 

 

…一方面和班級導師溝通，讓導師了解 PBL 自主學習的目的，也請導師協

助和有疑慮的家長幫忙說明。一方面了解各組的學習議題以及分工情形，

指導組長如何做好時間進度的掌控，並且協助安排相關授課老師的諮詢時

間。另外，更要緊的是，提醒學生如果要冺用假日進行，要事先在各組的

筆記本上寫上時間、地點和內容，並且小組成員也要寫在聯絡簿上，會知

導師和家長，避免學生藉機冺用假日出去玩樂。（訪談_B 師_20190329_6） 

 

B 師充分掌握影響教學的情境因素，包括學生所在的班級、學校、社區家長等的

學習條件特徵，展現對於所處教學情境的了解與相應的解決策略，使學生對教學內

容產生學習上的理解，並促進科學思維與探究的科學素養。 

 

(四) 任教學科的知識 

 

1. 學科內容知識： 

 

B 師經常利用網路或參與教師社群的研修活動，汲取其他教師在教材分析 

及教學活動設計方面的經驗：      

 

…對於教材的精熟度是老師的基本教學能力。如果對於教學內容不熟悉的

話，那尌比較會照本宣科…我常常在教師研習活動中或者是網路上，看到

很多教學表現很優秀的老師分享他們的教學經驗，像阿簡老師啦、月玲老

師啦，這些優秀的老師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尌是他們的學科知識和教學

經驗都很豐富，而且能夠轉化在對於教材的分析和教學活動設計當中…所

以我在備課的時候，尌會去留意教材內容，去分析教學內容的特性，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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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比較有效的教學方法，畢竟生物有許多的概念對國一學生來說，也不是

那麼容易理解的…（訪談_B 師_20191122_2） 

 

B 師使用的教科書為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二冊（107 學年度），教材內

容涵蓋：生物體內的能量與代謝、生態系中能量的流動與轉換、細胞的構造與

功能、動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生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調節、生物圈的組成、生

殖與遺傳、演化、生物多樣性等主要學習內容。略從各週教學內容（參見表

4-11），可以了解 B 師展現的學科知識梗概。茲以「融入科學史教學」的教材

分析、教材組織與呈現，以及教學轉化為例說明。 

 

(1) 教材分析：B 師對於單元 2-1 孟德爾遺傳法則，以及單元 3-1 持續改變的生 

命，採取融入科學史的教學策略，係以科學家研究發現的歷史脈絡為主軸 

梳理教科書的教材內容，可以讓學生的概念學習更能深入，不至於停留在 

文字表面的學習。 

 

○1  教材內容的分析：B 師對於生物科教材內容的理解與掌握，了解遺傳學 

主題的學習，涉及生殖、演化等概念的連結（縱向連結），能夠呈現科 

學知識發展的動態歷程。再者，演化概念的學習也涉及自然科學領域中 

其他相關學科（例如地球科學）的概念基礎（橫向連結）。B 師認為遺傳 

和演化都是學生覺得困難的單元： 

 

…遺傳的教材內容中，有許多抽象的概念，例如基因、性狀、顯性、隱

性、遺傳法則等等，對於國一學生來講是蠻困難。其中遺傳法則是孟德

爾很幸運的選用豌豆作為實驗材料所發現的，但是在孟德爾那個年代根

本還沒發現細胞中的染色體和基因，也尌是說，孟德爾當時並不知道遺

傳因數究竟是什麼組成的。課本對於孟德爾的實驗雖然做了一些描述，

不過內容僅僅是想要交代所謂的遺傳法則，我覺得學生很難體會出孟德

爾這個偉大發現的科學思維脈絡…演化的教材內容牽涉到地質年代、化

石形成的物理化學變化過程，也是蠻困難的。至於達爾文的重點是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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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的天擇說內容，其他有關達爾文的生平、對於物種起源以及生命

演化等等的探究歷程，教材很少，學生很難體會達爾文的科學家研究精

神。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單元有必要補充科學史的教材，一方面可以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當然更重要的是加強學生對於科學家探究歷程的了

解…（訪談_B 師_20191122_3-4） 

 

○2  教材結構的分析：B 師認為遺傳和演化是比較困難學習的主題，如果採 

取融入科學史的教學策略，可以提供真實的科學情境和豐富的知識，促 

進學生對科學概念、科學過程、與科學本質的理解。但是現行國中自然 

與生活科技教科書中有關科學史的內容，大多介紹科學家的生平和個人 

特質，鮮少描述科學知識的真實發展過程，或過於簡化且線性地呈現科 

學知識演進的過程（潘菁瑩，2010）。因此，B 師融入科學史教學的教材 

結構，係為科學史教材製備與教科書內容相互結合的融入模式： 

 

…由於教科書的精簡的文字特性，很難讓學生可以充分地去了解科學家

的探究歷程，以及重要的學說是怎麼被發現和提出來的，體會科學家的

研究精神。所以說，學生的科學學習很多時候是要「聽」老師說科學家

的故事。既然如此，我想那安排課本缺少的科學史教材尌很重要囉，透

過讓學生閱讀和討論活動的安排，是可以培養學生在科學史資料中檢索

出形成科學理論的種種證據，並統整這些證據資料，產生符合邏輯的解

釋…（訪談_B 師_20191122_5） 

 

(2) 教材的組織呈現：B 師對於融入科學史的教材組織與呈現，有其個人觀點： 

 

…國中課本有關科學史的教材內容還是太少，太簡略，不太受到重視。以

我多年的教學經驗，我發現國一學生其實還蠻喜歡科學家的故事，科學史

融入教學，不僅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使學生經歷科學家面對問題

時的思考或實驗探究的歷程，有助於學生領悟解決問題的方法、了解科學

家的研究精神及態度，也可以讓學生更能了解科學的本質。科學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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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許多地方獲得，例如網路、科普圖書、雜誌等等，不過要注意符合

學生的程度，太難或者過於簡單，都無法達到教學目標…（訪談_B 

_20191122_5）  

 

B 師經常利用網路或參與教師社群的研修活動，平時的教學準備就已建 

置了許多可用的科學史教材。配合遺傳的單元，除安排孟德爾的生平介紹， 

主要針對孟德爾豌豆研究的歷程進行充分的揭示；在演化單元中，則安排 

了小獵犬號環球航行的探險故事，讓學生了解達爾文提出天擇說的科學理 

據。B 師從編選適宜的科學史融入教材著手，再設計問題讓學生分組討論， 

希望引導學生「能有機會深入了解科學發展的情境，增進遺傳和演化學習 

的成效，進而提升科學素養」，強調的是教科書缺少的科學事件的歷史脈 

絡，「讓學生能夠感受科學家的探究歷程，體會科學家的研究精神」。（訪 

談_B 師_20190412_2） 

 

(3) 教學轉化：以單元 2-1「孟德爾的遺傳法則」教學案例說明： 

 

B 師原來規劃的教學流程包括：科普閱讀（孟德爾的豌豆實驗研究）、影片 

教學（孟德爾的故事）、小組學習（分組討論）、全班學習（提問教學）等 

活動，企圖將孟德爾的研究歷史做完整的呈現，但「考量教學進度，以及 

不想額外增加學生的課業負擔」，因而採取「在現有的課程中以融入的方式 

來加強教科書的科學史內容。」（訪談_B 師_20190314_1） 

 

調整後的教學流程刪去影片教學的部分，更聚焦於「孟德爾遺傳法則」發 

現程歷的探討，在關鍵處以 5Why 鷹架式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藉由不斷詢問 

「為什麼」，層層深入探析問題，幫助學生更能深入了解孟德爾如何透過豌豆實 

驗數據，歸納推測出「遺傳法則」的科學歷程，明確的引導學生去探究科學本 

質，進一步構建自己的科學概念或探究技能。（觀紀錄_ B 師_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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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教學知識： 

 

綜觀 B 師的科學課堂，展現的一般教學知識主要以激發學習動機、以及提

問教學等教學策略為主。以下分析說明。 

 

(1) 激發學習動機的策略：學習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為學習者自然而有 

意願參與學習的一種態度。學習動機可大致區分為學習者內在本質的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以及學習者外在因素的動機（extrinsical motivation） 

（Lumsden, 1994）。81
 研究顯示，學生從國小進入國中階段，其學習動機、 

學習表現以及對科學的學習興趣會隨著年級的增加而呈現下降的趨勢（蔡 

執仲、段曉林，2005）。B 師深表同感： 

 

…老師都希望從學生的眼光、反應和互動中，感受到教學的樂趣與成尌 

感。老師最大的滿足感尌是上了一堂學生喜歡的課，最大的成尌感尌是讓 

討厭上課的學生變得開始用心地上課…不過現在的國一學生在學習動機 

方面真的是落差蠻大的，很多時候，雖然你很認真備課，但卻不能保證全 

班學生都能投入學習，這是令老師感到沮喪的事情…（訪談_B 師 

_20181026_2） 

  

教師如表演者，總是希望教學時看到學生眼中散發出的光芒，與學生能產

生一種相互理解且期望彼此提升的關係，但 Sarason（1999）指出教師經常是以

讓觀眾想掉頭就走的方式做出表演（引自陳美如，2006，頁 58）。雖然 Jackson

（1968）的《教室中的生活》仍在許多教師的課堂中繼續演出，不過 B 師認為： 

 

 

 

 

                                                      
81

 內在本質的動機在於強調學習者會因自己本身的喜好、感覺以及興趣來引發學習的動機；而外在 

因素的動機則是學習者為了獲得一些獎勵、讚美或是避免一些懲罰等 外在因素而被動式的產生 

學習動機（Lepp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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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站上講臺，尌像一個演員，好的演員會讓觀眾跟著他的表演而情緒 

起伏，好的老師不也是應該讓你的學生眼中發出樂在學習的光芒？! 對我 

的課堂來說，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嘗詴過的方法 

很多，比如呈現教材的方式要多變，不能只靠板書，有時要使用視聽媒材 

的刺激，或是讓學生做分組，講課的語調也不能一成不變，要有節奏感， 

甚至可以因應現場氣氛來個即興演出，帶動學習氣氛…老師真的像表演 

者，要從課堂的第一分鐘表演到最後一分鐘，而且還要能博得滿堂彩，所 

以嘛要當一位學生喜愛的老師還真不容易!（訪談_B 師_20181026_3） 

 

具有學習動機的學生在科學學習上持有正向態度，能將學習視為享受科學

的過程，並能主動、積極的建構知識，並且持續的參與而完成學習任務（Lee & 

Anderson, 1993; Lee & Brophy, 1996）。因此，激勵學生學習動機是教師進行有

效教學的專業知識基礎要項，教師應深入了解如何激勵學生學習動機，並採取

有效的激勵策略，使其投入學習活動（張春興，2007；Hofer, 2006；Keller, 1983）。 

 

激發學習動機有許多具體策略，Keller（1983）提出 ARCS 動機模式，認為

有助於教師激勵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的教學活動設計必須配合四項要素：引起

注意（attention）、切身相關（relevance）、建立信心（confidence）、獲得滿足

（satisfaction），這四項要素適用於所有年紀的學習者。Keller（1983）將教學

與學習歷程分成兩大輸入（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與一輸出（學習者的努力、

表現、學習結果），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模式，稱之為「動機、表現與教學作用

模式」（a model of motivation , performance, and instructional influence），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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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 4-7. 動機、表現與教學作用模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Keller（1983） 

 

綜觀 B 師的課堂教學，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BL 教學、影

片教學、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等引導式模式（參見表 4-11）。這些

教學策略都具有產生激發學習動機的教學策略，可從 Keller（1983, 2010）的

ARCS 動機模式加以分析探討：  

  

○1  引起注意（A）：Keller（2010）指出，要激發學生的注意力並不難，真 

正的挑戰是要如何維持下去。教師可藉由知覺的喚起（perceptual  

arousal）、問題的探究（inquiry arousal）、提供變化性（variability）等 

三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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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知覺的喚起：B 師經常使用影片融入教學，提供豐富的視覺化或

情境化，不但能喚起學生的專注力，亦能在最有效的時間點內帶

動學生進入討論，給學生澄清重要概念或是迷思概念的機會，幫

助學生達成有意義的學習。 

b. 問題的探究：B 師在每個教學主題之後，設計有多元的 PBL 探究

學習活動。設計的 PBL 問題是學生真實生活可能遭遇的，或是與

其真實生活相似的案例問題，具有較高的開放性、複雜度和挑戰

性，能激發學生興趣與更深層的好奇心，讓學生發現各種不同的

解決方案，並加以探究和驗證。  

c. 提供變化性：B 師依據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而有不同的教學活

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呈現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與多元的探

究學習方法，避免一成不變的教學，例如自主學習、分組合作學

習、提問討論、發表分享等，皆可促進學生更加願意投入學習。 

 

○2  切身相關（R）： Keller （2010）指出，一個成功的教學者必須能夠有 

效地將教材內容與學習者的需求與期待緊密聯結，使其產生積極的學 

習態度。教師可使用三種策略，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配合學 

生的動機需求（motive matching）、連結熟悉事物（familiarity）： 

 

a. 目標導向：B 師的教學活動都具有明確的教學目標與學習任務。

當學生認知到習得的新知識或技能將有助於達成學習任務，通常

會展現出較高的學習動機。例如 PBL 的教學目標是提供學生真實

生活可能遭遇的，或是與其真實生活相似的開放性問題，應用有

關的科學知識，透過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探究，來培養學生

主動探究、解決問題、及與人溝通等的基本能力。學生經由分析

問題、探究問題、從事自主學習以及呈現學習結果，既能體驗科

學家的研究精神，又能在小組學習中促進溝通、分享與團隊合作

的能力，並增進解決問題與提升探究學習的能力，帶給學生正面

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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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配合學生的動機需求：整體而言，B 師能洞悉學生的學習興趣與

動機需求，運用適當教學策略以增強並提高其學習動機。例如 PBL

採取課堂的小組學習、發表分享，以及課後的自主學習；影片教

學主要以提問討論方式進行；融入科學史教學的策略是自主學習、

小組學習、提問討論；科學閱讀教學採取學生個別學習的閱讀理

解，以及全班共同學習的閱讀理解。 

c. 連結熟悉事物：B 師充分了解學生的先備知識，結合學生過去已

習得的知識、概念，讓學生對教材產生親切感，而有切身相關的

感知。例如教學單元 2-2「基因與遺傳」的實施程序，首先透過口

頭提問，喚起學生「染色體」概念的舊經驗，之後採取講述的授

課方式，詳細解說課本內容，輔以模型、比喻等表徵方式，並口

頭評量確認學生的學習情形。（觀紀錄_ B 師_20190322） 

 

○3  建立信心（C）： Keller (2010)指出，教師應進一步提供難易適中的教 

材，幫助學習者建立對成功的正向期待。有三種策略可供教師運用：學 

習的必備條件（learning requirements）、成功的機會（success  

opportunities）、操之在己（personal control）： 

 

a. 學習的必備條件：B 師在評量學生的探究學習與探究能力兼顧形

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重視過程與結果，讓學生了解表現要求

與評量規準，讓學生知道只要透過努力就能達成表現要求與評量

規準，使其願意投注心力，增加自信心，對學習成功產生正向的

期待。    

b. 成功的機會：B 師創造多元的學習情境，設計具挑戰性、又能讓

不同程度的學生都能勝任的學習任務，使學生能夠獲致體驗成功

的機會。例如 PBL 的探究問題、融入科學史的議題、影片教學的

關鍵提問討論、科學閱讀的關鍵提問討論等，並且 B 師經常邀請

學生參與討論，樂於傾聽，從不隨意打斷學生的發言，以堅定其

學習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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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操之在己： B師藉由PBL設計問題解決情境，具有較高的開放性、

複雜度和挑戰性，能激發學生興趣與更深層的好奇心，引導學生

認知到，學習是源自於自身的努力與有效學習策略的成果，經過

PBL 教學的學生將成為自主學習者，能自我規劃學習的需求，有

能力選擇及使用資源去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 

 

○4  獲得滿足（S）：Keller（2010）指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運用增強 

技巧，使學習者獲得內在與外在酬賞的滿足。教學時可運用的教學策 

略包括自然的結果（natural consequences）、正向的結果（positive  

consequences）、維持公平性（equity）： 

 

a. 自然的結果：例如 B 師藉由 PBL 問題情境的開放性、複雜度和挑

戰性，激發學生興趣與更深層的好奇心，引導學生應用有關的科

學知識，透過分組合作學習而獲致問題解決，讓學生認知到學習

是源自於自身的努力與有效學習策略的成果，對學習內容產生學

以致用的滿足感，進而激發出學習動機。 

b. 正向的結果：教學歷程中，B 師與學生充分互動，經常邀請學生

參與討論，樂於傾聽，從不隨意打斷學生的發言，引導學生對於

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學生在 B 師營造的自然和諧的學習氛圍中，

展現主動積極的正面學習態度，帶給學生正向的學習結果。 

c. 維持公平性：B 師期許自己可以善盡「教師即園丁」的教育承諾，

毫無選擇地面對每一個學生，了解每位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性，

提供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並給予無限的希望，細心呵護學生探

究能力的自然成長與發展。 

 

B 師正視學生是在其生活世界中獨一無二的個體，有責任激勵學生的學習

動機，並對於學生有高度的期望，展現激發學習動機的教學專業知識，致力營

造一個可以滋養學生探究能力自然成長與發展的學習環境，達到激勵學生學習

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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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問教學的策略：研究顯示提問是僅次於講述的教學方法，提問是課堂中 

最常運用的教學策略，屬於教學活動的重要環節之一（Cotton, 1988； 

Graesser & Person, 1994）。師生透過教室言談，共同建構意義，而非藉由 

教師的權威傳遞訊息，或學生純粹經驗的獨白（Wells & Chang-Wells,  

1992）。因此，提問不必拘泥於某種形式，師與生、生與生之間都可以透 

過提問討論來學習新知（柯華葳，2013）。 

 

倘若科學教師能進行高層次的提問，提出具思考性的問題，引發高層思維，

引導學生探究問題的核心，幫助學生澄清概念，就可以促進學生對於科學內容

及特定科學用語的理解，不僅能使學生學習科學新知識、產生概念改變，亦能

培養學生的學習科學方法與過程（knowing in science），進而達成教學目標（吳

敏而、黃茂在，2009；鄭嘉惠、楊芳瑩、連筱萍、洪逸文，2019；King, 1994；

Ernst-Slavit & Pratt, 2017）。教師的提問能力與其對於自身專業領域的表達能力

有關（Roth, 1996），教師無論以何種方式的提問都說明了提問教學知識的重要

性。B 師對於提問教學的理念與經驗：  

 

教師不尌是幫助學生問出更多好問題的人嗎？如何善用提問教學，有很多 

細節值得討論，不過我相信學習是從提問開始的，提問的目的不在於使學 

生獲得問題的標準答案，而在於養成觀察現象與問「為什麼」的思維習慣。 

學科知識可以從老師、課本、網路，很多來源獲得，但是思維習慣是啟發 

學生的創造力，並且建構解決問題的能力…我重視對學生的提問討論，無 

論學生的程度如何，我認為良好的提問策略都可以促進學生的思維能力， 

養成思維的習慣，提問是課堂中重要的教學活動…（訪談_B 師_20181026_3） 

 

一個好的問題是能夠依據學生的經驗引發其對於此一問題的想法，並且對 

於此問題產生創造性的思考與詮釋（King, 1994），但前提是學生要有足夠的學

習動機與先備知識，並養成良好的應答習慣（趙志成，2007）。可是對於學習態

度與學習能力偏低，甚至於是先備經驗不夠的學生而言，教師又該如何提問或

引導呢？綜觀 B 師的課堂教學，提問教學不時地穿插在教學歷程中進行，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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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發學生高層次思維的提問策略，可以引導學生探究問題的核心，幫助學生

澄清與建構科學概念： 

 

○1  提問時機：B 師在進行各個單元的教學時，在不同的時間序列中皆會 

穿插提問，使用提問的時機主要包括進行概念的澄清，進行概念的學

習及理解學生的學習情形，目的在「喚起學生的舊經驗，刺激學生學

習，並確認學生是否有跟上教學進度」。（訪談_B 師_20181026_3）學生

藉由提問來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況，教師也藉由提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

果與自己教學，做為下一次教學改進的參考。例如： 

 

a. 使用影片教學時，在最有效的時間點內帶動學生進入討論，給學生 

澄清重要概念或是迷思概念的機會。 

b. 科學閱讀教學透過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回歸課文的理解思辨，協助 

重要概念的學習。 

c. 融入科學史教學，透過關鍵問題的論證思辨，理解學生對於困難的 

教學主題（遺傳、演化）的學習情形。 

 

○2  提問環境：B 師經常邀請學生參與討論，輕聲細語地提問，樂於傾聽， 

從不隨意打斷學生的發言，營造的是一個平等對話的提問環境。透過

不斷提問對話論證，刺激學生思考，適時給學生發表的機會，學生展

現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與精神。讓學生在平等對話的環境中學習，有

助於學生學習動機的維持，容易對學習結果產生一種正面的評價，而

使學生獲得學習的滿足感。   

 

○3  提問類型：B 師以提問搭建低、高層次的思維橋梁。課堂上的口頭提 

問比較偏重在知識（knowledge）與理解（comprehension）等層次的問

題。「知識」層次的問題係針對學生對於單元學習內容事實性知識的回

憶或識別，「理解」層次的問題旨在了解學生是否能夠把握單元學習內

容概念性問題的意義，進而將之遷移成為本身能加以運用的「知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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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與技巧」（Bloom, et al, 1956）。例如： 

 

a. 科學閱讀活動讓學生練習從課文中摘記重點，屬於「知識」層次的 

問題。 

b. 影片教學和融入科學史教學的關鍵問題討論，具有澄清學生的迷思 

概念，引導學生對於概念的理解與建構，有助於促進科學概念的學 

習，屬於「理解」層次的問題。 

c. 至於 PBL 的問題編制與真實生活有關的案例情境，具有較高的開放 

性、複雜度和挑戰性，能激發學生興趣與更深層的探究，引導學生 

發現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並提出問題解決的最佳行動計畫。職是 

之故，PBL 的問題涵蓋了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綜 

合（synthesis）與評鑑（evaluation）等較高層次的「知識的能力與 

技巧」（Bloom, et al, 1956），可以幫助學生達到伸展跳躍的學習。 

 

○4  提問技巧：當 B 師進行提問，或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時，經常使用多樣 

的提問策略，引導學生思考，幫助學生能更深入探究問題的核心，發

想出不同的解答，並澄清或建構科學概念。例如： 

 

a. PBL 的探究課堂，B 師為協助學生對於問題的分析，不斷巡迴各組 

之間，引導學生思考策略，例如「這個想法依據的原理是什麼？」、 

「這些方法可行的證據是什麼？需不需要做些修札？」、「還有其它 

解決問題的方法嗎？」（觀紀錄_ B 師_20190322） 

b. 單元 6-1「生物多樣性與其重要性」，B 師透過影片輔助與結構化的 

提問討論教學模式，以「影片」營造課堂探究情境，以「提問」引 

導學生批判思辨生物多樣性對自然生態的影響，讓學生在短時間內 

對生物多樣性有初步的概念。（觀紀錄_ B 師_20190619） 

c. 單元 2-1「孟德爾的遺傳法則」，B 師採取融入科學史教學方式，進 

行 5Why 鷹架式提問，藉由不斷詢問「為什麼」，幫助學生更能深入 

了解孟德爾如何透過豌豆實驗數據，歸納推測出「遺傳法則」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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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歷程，引導學生有關遺傳重要概念的澄清與建立，並體會科學家 

的研究精神。（觀紀錄_ B 師_20190320） 

d. 單元 2-5「生物科技的應用」，B 師採取科學閱讀教學方式，透過關 

鍵問題不同層次的提問，引導學生放聲思（thinking aloud），回歸課 

文需要學習的關鍵知識與概念，協助概念的澄清與建立。（觀紀錄_  

B 師_20190328） 

 

○5  激勵與回饋：研究者進入 B 師課堂觀察的日子裡，總是看見 B 師帶著 

兄長般的眼神看著坐姿百態的學生，輕聲細語地提問，有時雖然沒有

得到「熱烈回響」，但人群中還是有著「善意回應」。當學生回應欲言

又止時，B 師不斷追問，刺激思考。學生進行小組學習時，B 師走動 各

組，了解學生的討論情形，不時發出「課文中有沒有」、「想一想」、「厲

害喔」、「終於發現啦，給你們拍拍手」之類的提醒或讚美。（觀紀錄_ B

師_20190320）B 師在教學過程中，配合學生個別的能力水準給予不同

回饋，透過語言、態度、獎勵、稱讚或是給予鼓勵的訊息，協助學生

建立學習的自信心及達成學習目標的期待，皆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不過，從教學歷程中卻也發現，在實施初期學生並不習慣問題討論的學習 

方式，「小組討論時經常出現冷場和各自為政的情況，有時學生的發言引不起其 

他成員的回饋，或是由組長掌控發言，逕自作成結論等狀況」。（觀紀錄_ B 師 

_20190320）在經由 B 師耐心的穿梭各組之間，參與小組討論，引導和提供小組 

討論回饋，結果顯示，「課堂中的提問討論活動漸入佳境，教師能掌握學生的學 

習需求和困難給予及時的回饋與協助，小組學習的討論活動也能聚焦問題，提 

出具有學理依據的結論或解決策略」，學生合作學習的同儕關係已然建立（觀紀 

錄_ B 師_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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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科教學知識： 

 

(1) 科學教學取向： 

 

○1  科學教學目標：B 師強調啟發學生獨立思考與創造的能力以因應未來 

生活，進而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是為其科學教學目標： 

 

啟發學生獨立思考與創造的能力，應用科學方法、科學概念、科學態

度去面對與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了解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交互作

用的影響，進而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是我的生物教學的目標…（訪

談_B 師_20181107_1） 

 

○2  科學教學信念：B 師回想其初任教學工作時的科學教學信念： 

 

…記得我服務的第一所學校是南部一所升學名校，老師們都很拚，經

常給學生很多的考卷和題目，無形中給了我很大的壓力。雖然很想嘗

詴讓學生多一些的探究學習，不要整堂課都是老師在教，不過看到大

家用「背多分」的教法對成績還是蠻有效的，所以我也跟著這樣做，

畢竟他們還是要面對升學考詴啊!實驗活動也尌按照課本的步驟做一

做，探究教學是遙不可及的理想…（訪談_B 師_ 20181107_1-2） 

 

B 師在敘說自己的教學經歷時，可以發現反思帶給他的教學信念轉變： 

   

…我開始認真的反省自己的教學，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學生為什麼會

學不來、沒有興趣…。回想我國一時的生物老師，…課堂上不會像其

他老師一直講課，她經常帶我們討論問題，…最後終於發現，老師一

直講課的教法的確是不適合的…所以啦，我開始給學生比較多的討論

和提問，也經常針對課本重要的觀念設計一些和他們生活有關的問題，

讓同學分組去討論…原來覺得生物課無聊的同學，後來都表示有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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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績也有明顯的進步…（訪談_B 師_ 20181107_3）   

 

訪談中，B 師流露的是如科學哲人般的詩性智慧： 

 

…我尌像牧者，帶領學生優遊知識叢林中，牧養照顧學生的探究能力， 

一起享受探索知識寶藏的樂趣。我的課堂不會是靜悄悄的，而是充滿知 

識饗宴的生機。…我相信才能達到科學教學的目標，這也是我長期堅持 

的教學信念…（訪談_B 師_20181107_2-3） 

 

○3  科學教學意象：B 師認為探究教學就像「帶領學生優遊知識叢林中， 

牧養照顧學生的探究能力，一起享受探索知識寶藏的樂趣」。（訪談_B 

師_20181107_2）證諸課堂教學，B 師經常運用 PBL 教學、影片教學、 

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等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與學生充分 

互動，扮演學習促進者的角色，透過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對於問題的思 

考與解決。學生經由分析問題、探究問題、從事自主學習以及呈現學習 

結果，既能體驗科學家的研究精神，又能在小組學習中促進溝通、分享 

與團隊合作的能力，並增進解決問題與提升探究學習的能力，享受探索 

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樂趣，帶給學生正面的學習效果。  

 

○4  科學本質教學：B 師對於科學本質的理解，以及採取的教學行動： 

 

…對國一學生來說，生物應該會比理化更有趣許多，不過有許多學生

還是覺得生物很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國一學生接觸到的生物課本，和

他們在小學的自然課本差很多，一下子出現許多的專有名詞，課本的

難度自然提高許多。因此生物課如果只照著課本教，學生當然會覺得

很困難和無聊，所以我會多找一些和課本有關的影片或科學史教材，

然後配合課本設計成有關的問題，讓學生去探討其中重要的科學觀念，

這樣生物課上起來尌有趣多了，學生也可以更深入了解科學發現的歷

程與科學知識的意義和價值。（訪談_B 師_20191107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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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諸教學案例，B 師教學實務並沒有刻意設計科學本質的教學活動，科 

學本質隱含在教學模式中。例如運用 PBL 的探究教學策略，引導學生體驗 

科學家的研究角色；藉由研讀科學史事例，使學生了解科學的不定性、可 

變性（Matthews, 1994），使學生看到科學家並不全然是理性客觀的，可以 

了解科學知識發展的本質（Collins & Pinch, 1994）。 

 

(3) 學生的科學理解： 

 

○1   學生的先備知識：例如 B 師對於學生學習單元 2-2「基因與遺傳」先 

備知識的了解： 

 

遺傳對於國一學生是比較困難的部分，尤其是基因更難教…遺傳涉及

到不同層次的知識概念，比如說觀察生物特徵的時候，像身高啦、豌

豆花的顏色啦等等，是屬於巨觀的層次；但是提到染色體和基因時，

又是進入另外一個微觀和分子的層次了…要學好這些複雜的概念真的

不容易，學生必頇有足夠的先備知識。所以對這個單元，我通常都是

用講述的，加上 DNA 的模型輔助，題目習作練習，以我的經驗效果

還可以…（訪談_B 師_20190329_1-2） 

  

證諸課堂教學，B 師對於「基因與遺傳」教學活動的流程，首先口頭 

詢問學生「染色體」的概念，喚起學生的舊經驗，之後採取講述的授課方 

式，詳細解說課本內容，輔以 DNA 構造模型、譬喻等教學表徵方式，最 

後以學習單評量確認學生的學習情形。（觀紀錄_ B 師_20190322） 

 

○2  學生的迷思概念：研究指出學生對於生物的演化常持有「朝更好、 

更進步的方向進行」的迷思概念（柯佳利，2009；韋寧均，2005）。 

B 師運用影片教學與提問教學策略，來澄清單元 3-1「持續改變的生 

命」中，學生對於「物種演化」的迷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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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師播放「史前巨大昆蟲」和「生存在洞穴中的盲魚」影片。82 學生觀 

看後展開討論，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昆蟲經過漫長時間的演化，身軀比起 

古代更小型，好處是對少量的食物即可滿足生存需求，也更有利於躲藏逃 

避敵害」，以及：「洞穴魚類在黑暗環境中生存，視力功能逐漸演化而喪失。」 

修正了「生物演化都是朝向更好、更進步的方向進行」的迷思概念。 

 

師：演化會讓生物變得更完美嗎？ 

生：會!（多數學生回答） 

師：那…你們說說看，怎樣更完美? 

生：身體變得更大!更強壯!跑得更快!眼睛更好!（學生紛紛表達他們的 

想像）  

師：如果已經很完美的生物，還會不會再演化呢? 

生：…（課堂一片沉寂，學生露出困惑的表情，顯示出對於老師的問 

題無法立即有把握的回應） 

師：大家對這個問題暫時無法有答案，沒有關係，等一下老師會先播二 

段影片，大家要仔細看，並且記下影片內容的重點，然後再分組討 

論，最後各組要提出你們對於生物演化的看法，以及你們根據的理 

由。  

（觀紀錄_ B 師_20190417） 

 

○3   學生的學習困難：對於如何覺知學生在特定主題／單元學習困難的理 

解，B 師均表示一方面是來自於自己過去的學習經驗，另一方面是累 

積的教學經驗與教學省思： 

 

…生物對國一學生來講，是比國小的自然困難多了。舉個例子，在遺傳

這個部分，國中的教材尌多了許多的專有名詞，像是細胞分裂和減數分

裂、染色體和染色質、DNA 和基因等等，還要用到數學的機率概念，

                                                      
82

 史前巨大昆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U9Pjtj39TU 

洞穴中的盲魚：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BfG1uBjuR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U9Pjtj39T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BfG1uBju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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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自己在國中時也沒有弄得很清楚。學生因為不熟悉的專有名詞或不

了解意義，造成學習是死記背誦，而不是真札的去理解。所以我會針對

教材中學生學習上比較有困難的部分設計學習單，課堂上一方面可以引

導學生概念學習，一方面也可以做為課後作業以了解學習情形。如果發

現學習效果不佳，那當然尌要省思調整修札…（訪談_B 師_20191107_4-5） 

 

B 師強調他的課堂教學是：「讓學生能夠感受科學家的探究歷程，體會 

科學家的研究精神。」（訪談_B 師_20191107_2）綜觀 B 師教學轉化的歷程， 

首先對於生物科教材內容的掌握，了解學生概念學習所涉及的先備知識， 

以及學生覺得學習困難單元的因應策略，可以讓學生的學習不至於停留在 

文字表面的理解。課堂上經常運用 PBL 教學、影片教學、融入科學史教學、 

科學閱讀教學等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教學歷程中與學生充分互動，扮 

演學習促進者的角色，透過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對於問題的思考與解決， 

澄清學生的迷思概念，從而建立正確的科學概念。 

 

○4  學生的科學態度：B 師主要依據教學目標和單元教學內容，而有不同的 

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BL 

教學、影片教學、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等引導式探究教學模 

式，這些教學模式都具有產生激發學習動機的教學策略。教學歷程中， 

B 師與學生充分互動，扮演學習促進者的角色，透過提問討論，引導學 

生對於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學生經由分析問題、探究問題、從事自主學 

習以及呈現學習結果，既能體驗科學家的研究精神，又能增進解決問題 

與提升探究學習的能力，並培養了應有的科學態度。 

 

以「科學閱讀」教學為例，B 師透過閱讀教學，提供學生明確的閱讀策 

略來協助他們判讀科學文本的相關結構與特徵，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快速地 

掌握文本重點，回應文本、探索意義、詰問作者，保持懷疑批判的科學精 

神與科學態度，有助於科學概念的澄清與建立。（觀紀錄_ B 師_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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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學課程知識： 

 

○1  課程計畫知識：B 師對於課程計畫的設計與實施的經驗與哲思觀點： 

 

每位老師都有機會參與領域課程計畫的設計。記得剛開始在設計課程

計畫時，由於自己對課程缺乏統整性的了解，大多以書商提供的教學

指引作為設計的主要依據…隨著教學經驗的增加，在教學考量上漸漸

從以教師中心轉向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主，所以在課程計畫和教學活

動設計時，尌會先去了解自然領綱的規範，先清楚領綱中的課程目標、

課程架構、課程內容、核心概念等等重要的規範，在教材的選擇運用

上也會彈性地增補相關教材以發揮學習成效，這尌是我對於課程計畫

比較關切的重點與任務…（訪談_B 師_20191107_5-6） 

 

證諸教學設計與課堂教學實施： 

 

a. 符合自然領綱課程目標與內涵：生物科教學計畫強調生物教學不應 

是生物學知識的累積，而要重視學生學習的主體性，並增進解決問 

題與提升科學探究的能力。 

b. 依據核心概念循序漸進規劃課程：生物科教學計畫共有六大教學主 

題（參見表 4-11），依據自然領綱課程主題的核心概念，並根據教 

學目標和單元教學內容，而有不同的教學活動設計，協助學生主動 

建構科學概念。 

c. 培養科學素養的課堂教學實施：課堂上運用 PBL 教學、影片教學、 

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等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教學歷 

程中，與學生充分互動，扮演學習促進者的角色，透過提問討論， 

引導學生對於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學生既能體驗科學家的研究精 

神，又能增進問題解決與科學探究的能力，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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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知識： 

 

a. 教科書的選擇：B 師表示對於教科書版本的選擇，是以符合學生的 

學習能力為主要的考量因素： 

 

…在教科書選擇的過程中，會先去充分了解各版本的特色、教科書

的內容結構、用字譴詞的清晰度等等，當然最主要的考量因素還是

教材內容的難度是否符合學生的能力程度…（訪談_B_20191107_5） 

 

b. 教科書的使用：B 師並不認為教科書是學生學習的唯一教材來源： 

 

…不同版本的教科書雖然都是依據領綱編纂的，不過在教學內容上

還是各有特色差異，都可以做為教學時很好的參考，以及補充教材

的來源…學生在國三時要參加的會考，教科書是考詴題目的依據，

學生還是要學好教科書。不過我並不會受限於教科書照本宣科的教

學，我會看學生的學習需要以及課本內容，做一些彈性的處理，比

如整合不同版本的內容製作補充教材、增加科學史的教材、或在每

個主題後面增加一個 PBL 的問題探究活動等等，幫助學生更有效的

科學概念學習…教科書雖然是學生會考的主要依據，不過老師不能

完全只依賴教科書教學，而是要視學生的需要做適度的調整或補充，

這對於學生最後的學習表現才會有真札的幫助…（訪談_B 

_20191107_5-6） 

 

證諸課堂教學，B 師強調生物教學不應是教科書知識的累積，依據 

教科書教學單元內容而有不同的教學活動設計，以協助學生主動建構科 

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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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L 教學：在課本每個教學主題之後，設計 PBL 問題的探究學 

習活動，提供學生高層次思考的機會，在問題情境中，學生透過 

小組學習的合作方式分析思辨問題，並經由自主學習的過程來探 

究問題的解決，無形中增進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也培養終身學習 

的能力。 

 影片教學：經常選擇可以扣緊教科書學習內容、能和學生的經驗 

連結，提供富教育意義的生物教學影片。以「影片」營造課堂探 

究情境，激發學生探索自然現象的動機，以「提問」引導學生對 

於生物概念的理解，有助於促進科學概念學習。 

 融入科學史教學：選擇困難的教學主題（例如遺傳和演化），設計 

以科學事件為主軸的科學史教材，融入課本教學內容中，讓學生 

能了解科學家發現科學原理的完整脈絡，增進學生對科學概念、 

科學家的思考歷程、科學本質等能有更深入的思考與理解。 

 科學閱讀教學：透過閱讀教學，提供學生明確的閱讀策略來協助 

他們判讀教科書文本的相關結構與特徵，學習如何快速地掌握文 

本重點，引導學生回應文本、探索意義、詰問作者，以及發現訊 

息的積極探究歷程，有助於科學概念的澄清與建立，促使學生進 

行有效的概念學習。 

 

○3   課程組織的知識：B 師強調生物教學不應是教科書知識的累積。對於 

教學內容的組織（參見表 4-11），係以問題本位作為組織教學單元的 

學習活動與素材，將學習聚焦於各教學主題的學科知識概念，並考量 

困難的教學主題（例如遺傳和演化）各單元間的連結順序，提供真實 

科學情境的科學史教材，以促進學生對科學概念、科學過程、與科學 

本質的理解。此外，在每個教學主題之後，設計 PBL 問題的探究學習 

活動，提供真實生活可能遭遇的，或是與其真實生活相似的案例問 

題，學生從運用跨越學科整合的科學知識於實際解決問題中，不僅深 

入探究知識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也養成自主學習者，能自我規劃學習 

的需求，有能力選擇及使用資源去滿足自我的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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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實施：B 師對於教科書的選擇與使用，可見其抱持的課程實施觀 

點亦傾向「調適觀」： 

 

…雖然課綱或領綱很重要，主任在開會時也要大家多多閱讀了解，但

是多數老師並不會很重視，只是在選用教科書版本的時候，大家還是

會認真地比對一下領綱的教學內容重點規範…不過我對領綱的課程目

標、要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以及教學實施要點還是很重視的，我認

為了解清楚有助於跟上課程改革的步調，也才清楚教科書缺漏或不足

的部分，需要老師加以補充或調整的。尌像科學史的內容，各版本仍

是不足或是不夠完整，這時尌要自己製作科學史融入的教材來因應

了…（訪談_B 師_20191107_5-6） 

 

(5) 科學探究教學知識：B 師針對國一學生的探究能力，採取多樣化的引導式

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BL 教學、影片教學、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

學等探究模式（參見表 4-11）。過程中都能經常透過提問，耐心的引導學

生依據問題性質，探討問題解決的策略，增進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 

 

(6) 科學探究評量知識：B 師的評量活動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1  PBL 教學的形成性評量案例：學生進行同儕互評（參見表 4-13），幫助 

小組成員學習同儕的優點，及改進自我的缺點；學生進行 PBL 探究活 

動的自我評估（參見表 4-14），提昇自我的表達、溝通，及學習態度等 

能力；教師對小組學習進行評估，提昇小組學習的成效（參見表 4-15）。 

 

○2  探究與實作的總結性評量（跑臺式評量）案例：旨在評估學生的整體 

學習成效，藉此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作為適度調整探究教學的實施 

方式。評量項目包含實物（或模型）觀察與實作的問題，內容分屬生 

殖、遺傳、演化、分類、生態等整個學期的學習內容（參見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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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我知識 

 

1. 教師角色： 

 

B 師如兄長般，扮演呵護學生探究能力自然發展的教師園丁： 

 

記得有這麼一段話『好的老師尌像園丁，他的任務不是命令植物長大，而 

是創造一個適合生長的環境』。…我期許自己要像園丁，而且是一位學生認 

為稱職的園丁，帶著孩子走向大自然，教導他們向大自然學習，自由的感 

覺提供他們克服困難的力量，讓孩子從探索學習中，激出內在的潛能，學 

會解決問題…。（訪談_B 師_20181107_1） 

 

B 師清楚自己在探究教學中所要扮演的教師角色：  

 

…探究教學必頇考量學生的能力，避免揠苗助長，老師不能，也不該催促 

學生能力快快成長…我的職責是要提供學生合適的學習環境，提供他們克 

服困難的方法。我對學生的要求不會去勉強每一個學生達到相同的標準， 

而是學生有沒有盡力做到自己應該達到的標準…生物課對國一學生來說其 

實是有趣的，因為探討的是生命的問題，但是在學生進行探究時，我認為 

不是放手完全讓學生去主導，老師應該扮演協助的角色，當學生無法繼續 

往前時，老師尌要給方向和支持。所以課堂上，我會給學生比較多的時間 

去討論和提問，給學生機會，給學生時間讓他們能夠去思考，目的尌是希 

望每個同學都能學習如何探究問題，學會如何探索自然，更重要的是，學 

會如何和大自然和平共處…（訪談_B 師_20181107_3-5） 

 

課堂上 B 師總是帶著兄長般的眼神看著坐姿百態的學生，輕聲細語地提 

問，傾聽、參與學生的討論，從不隨意打斷學生的發言。在 B 師營造的自然 

和諧的學習氛圍中，學生展現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與精神，經由分析問題、探 

究問題、自主學習以及呈現學習結果的問題解決探究歷程，不僅體驗了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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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角色，促進團隊合作的能力，並且增進解決問題與提升自我的探究能 

力。  

 

2. 自我概念 ： 

 

B 師期許自己成為一位稱職的「教師園丁」，毫無選擇地面對每一個學生， 

了解每位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性，提供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細心呵護學生探 

究能力的自然成長與發展，盡情在教學畫布上揮灑： 

 

…我每天面對學生，一整天帶下來，什麼狀況都可能遇到。記得剛踏入教 

學現場，不僅要適應學校文化，也需要在教學實務經驗不足的情況下，面 

對各種問題的挑戰…十多年的磨練下來，很慶幸，有許多機會跟著很棒的 

師傅老師不斷的摸索學習，比如班級管理、蒐集教學相關資源、準備教材、 

規劃教學活動、了解學生個冸差異的情形及發展上的需求等等。沿著前人 

的腳步一路走來，對於自己的教學能力有很大的進步，也越來越覺得當老 

師其實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我是快樂的園丁，每天陪著學生一起生活 

成長，毫無選擇地面對每一個學生，了解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性，察覺學 

生的需求，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順應孩子的差異給予適當的教導，以同 

理心面對孩子的犯錯，避免揠苗助長，我自認自己是一位稱職的教師園 

丁…（訪談_B 師_20181107_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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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效能： 

 

B 師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無論採取 PBL 教學、影片教學、融入科 

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過程中都能經常透過提問，耐心的引導學生依據問 

題性質，探討問題解決的策略，增進學生主動探究的能力，帶給學生積極正向 

的學習效果，展現高度的自我效能： 

 

…經常問自己，如果有同學不想上課，我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他們?學生的 

家庭背景複雜，要如何幫助他們？教某個班的感覺很好，而另一班的感覺 

卻很差，怎麼辦？面對教育政策的改變，我要如何去調整因應?透過這些評 

估，當發現自己的欠缺不足時，尌留意一些教師研習的機會多學習教學新 

知，或是上網搜尋一些優秀的老師分享的教學策略。我把學生當成是自己 

的家人，我是他們的兄長，他們尌像樹苗，我尌是園丁，我相信自己有能 

力可以提供他們成長的養分，教導他們探索大自然的能力，學習生存能力， 

不管將來長大後的材質如何，每個孩子的頭上都會有擁有自己的一片藍 

天…（訪談_B 師_20181107_3-5） 

 

綜整 B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內涵，如圖 4-8 所示。B 師抱持學生中心、

重視學生自主學習與學習能力的教師信念，擁有對其任教班級學生充分了解的學生

知識（學生的學習特性、科學學習興趣與學習態度等方面），在面對所處教學情境背

景（學生所在班級、學校、社區等的學習條件特徵），展現相應處理策略的教學情境

知識。此外，透過自我知識的信念╱行動（教師園丁的教師角色、照顧學生探究能

力成長的自我概念、以及願意持續進行科學探究教學等的自我知識），也形塑了對其

任教學科（生物科）的專業知識內涵（生物科的教材分析、教材的組織呈現、教學

轉化等的學科知識，激發學習動機策略與提問教學策略等的一般教學知識，以及生

物科學科教學知識），深深影響著教師信念、學生知識、情境知識、任教生物科的知

識等之使用與呈現，與學生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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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B 師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內涵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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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內涵的綜合分析 

 

…有兩件事，越加思考，越是彌新：一是我頭上的浩瀚星空，一是我心中的道

德律則… 

— Kant（1724-1804）墓誌銘節錄   

 

教室就是一個實踐的地方（Schwab, 1969, 1971, 1973），身為轉化型知識分子的 

教師，負有開啟學生心智良知，通向智慧之路的教育使命。研究者深入教學場域，

審視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真諦，洞見兩位個案教師面對課堂教學實際的道德律則。 

 

(一) 教師信念 

   

教師信念是教師角色認同的基礎，是行動的意向，是行為的主要決定因素，是

教學過程中重要的因素（Brown & Cooney, 1982；Chan & Elliott, 2004）。教師心中抱

持著什麼樣的教育信念，會直接透過教學的過程影響學生（張佩瑛、蔣治邦，2000）。

兩位個案教師皆抱持「學生中心」的教育信念，積極面對教育改革的趨勢，體察改

變需要來自對教育信念與實務工作的深刻反省，並且合理地運用知識經驗，有效解

決教學現場瞬息萬變的實務問題。A 師關注學生的學習需求與探究能力的培養，B

師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與科學探究能力的自然成長，都直接影響他們的科學探究教

學實務，讓他們更能清楚的界定探究學習任務，選擇合適的探究教學策略，促進學

生探究能力的發展。 

 

教師信念在教師發展實務知識的過程中也具有濾鏡（filter）的功能，使得教師

選擇性地接收某些知識，讓教師以自我的知識內涵來理解轉化教學知識，不但會影

響教師對於教學理論及經驗的詮釋，也會影響教學計畫，更會決定教學行為（Kagan, 

1992；Nespor, 1987；Clark & Peterson, 1986；Stuart & Thurlow, 2000），可謂居於上

層的自我監控地位，深深影響著其他層面的教師知識。兩位個案教師都能積極面對

教育改革的趨勢，體察改變需要來自對信念與實務工作的深層反省，唯有秉持自己

的教育信念，面對自身的處境與困難，反思回觀自我的教師角色，才能回到從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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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的原始動力與應有的執著，就是初衷，莫忘初心。 

 

教師信念是長期累積來的一種個人的價值觀與態度，許多過去經驗都可能是教

師信念的源頭，教師一旦建立了信念，便會變得不易動搖（李麗君，2005；Huang, 

2014）。信念與實踐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教師對信念的堅持，經常也會隨情境及時空

的改變而有轉化，甚至出現彼此衝突的現象，亦即教師信念會受其經驗與反思的影

響而改變（Carrington & Moss, 2010；Richardson, 1996；Tobin & Fraser, 1989）。誠如

B 師初任教學工作時雖然抱持「學生中心」的教學信念，然而受到學校教師同儕的

影響，在其教學實務上卻是趨向於「教師中心」的教學決定或行動。在理想與現實

產生不一致的結果後，B 師經由反思過去的學習經驗與專業成長行動，教師信念終

於轉向探究教學取向。B 師教學信念的轉變，是自我反思能力的表現，也印證教學

知識帶有個人信念／行動的反思性質。 

 

(二) 學生知識 

 

1. 學生的學習特性： 

 

兩位個案教師都能充分理解國中生的學習特性與個別差異，對其任教班級 

學生的背景、特質、能力等的了解，給予適性的教學引導，並且透過耐心與愛 

心的陪伴，讓學生從參與學習活動中覺察自己的能力與教師的期望。A 師希望 

能縮短學生之間的差異性，運用小組學習與引導式的探究教學策略，積極的給 

予支援協助，提供成功的經驗以幫助學生提升自我效能感。B 師則接受學生現 

狀的學習特性，不設定任何標準來勉強學生學習，但是透過多樣化的教學策略 

來引導學生喜歡學習與學會學習。 

 

學生帶著自己的學習者角色認同到學校，展現的學習活動是隱含在學習者 

角色認同的外在表徵（Wortham, 2004）。學習者角色認同特徵是「選擇式映襯」 

（selective reflection and against），意旨學生從教師期望的實踐與否歷程中顯現 

自己實際的學習表現（李逢堅、濮世緯，2014）。課堂上，兩位個案教師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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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之間不斷的提問討論對話，『學生的老師（the teacher-of-the students）與 

老師的學生（the students -of-the teacher）的關係不再存在，而是一組新的關係 

產生了：作為老師的學生與作為學生的老師（teacher-student with  

student-teachers）』（Freire, 1970, 2000）。這是一種相互理解且期望彼此提升的 

新的師生關係，是教師在幫助學生擁有課堂，這是一個共用的空間，教師和學 

生的存在瀰漫於空間之中，而且每個個體都將因為他人而得到提升（陳美如， 

2006）。 

 

2. 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 

 

兩位個案教師都致力營造能影響學生對科學課程的情境興趣因素來幫助學 

生學習。具體而言，這些能促發學生情境興趣的因素，在教學活動設計方面， 

例如 A 師的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B 師的 PBL 教學、融入科學史教學等， 

皆包含有科學探究活動對學生具有新奇的刺激、探究活動對學生具有意義，以 

及能提供充分的實作機會。在一般教學策略運用方面，例如 A 師的小組學習運 

作策略，B 師的提問教學策略等，皆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可源自個人自身的偏好（個人興趣），或源自個人與情境環境間 

的互動後，產生的一種正向心理狀態（情境興趣），提供個人進一步的學習動機 

（Hidi , 2001）。Hidi 與 Anderson (1992) 指出，學生帶著各自不同的「個人興趣」 

來到學校學習環境，對教師而言，要直接影響或改變學生的個人興趣與教學目 

標一致是困難的，然而教師可以設計有利於學習的環境及教學策略等來引發學 

生的「情境興趣」（引自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1，頁 5）。國內有些研究 

也證實自然科學習興趣會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因而對於自然科學習更有動力 

（洪振方、謝甫宜，2010；莊雪芳、鄭湧涇，2003；童鈺能，2011）。Wolk（2007） 

研究發現，在學校科學教育過程中學生逐漸喪失對科學的熱忱與興趣，使學生 

普遍不想投入研究的工作，抑或即使投入科學也無法從其中體驗探究科學的樂 

趣。國內以 TIMSS 研究分析也顯示，83 臺灣國中學生的數學及科學學業成就表 

                                                      
83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尌趨勢調查（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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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優異，但是對學校科學學習的興趣與自信心卻沒有很高（李哲迪，2009；林 

柏妤，2011）。綜觀兩位個案教師都能根據學生的學習準備度、學習特性及學習 

興趣三方面來調整教學（Tomlinson, 1999），增加學生的內在動機，促使學生願 

意持續投入學習，享受學習的樂趣因而喜歡學習，即使遇到困難也不輕言放棄， 

對於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與科學態度的提升有所幫助。 

 

3. 學生的科學學習態度： 

 

兩位個案教師都能體察愉悅的學習情感若能與科學興趣結合，將有助於促 

使學生產生積極的學習態度。A 師致力營造的平等對話學習氛圍，以及運用多 

樣化的引導式探究教學策略，確實能激發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享受像科學家 

一樣的探究樂趣，引發學生將愉悅的學習情感與科學興趣結合，有助於促使學 

生產生積極的學習態度。B 師營造的自然和諧的學習氛圍中，確實能激發學生 

的科學學習興趣，不僅體驗科學家的研究角色，也帶給學生正面的學習效果， 

有助於促使學生產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Germann（1988）研究發現，在學童的學習經驗中，科學學習態度扮演協 

調者的角色，如果學童從事感到興趣的學習活動，可以促使學童具有正向的「對 

科學的態度」，進而提昇學習能力與吸收科學知識、以及科學過程技能的獲得。 

Osborne（2003）的研究也認為，對學校自然課程的看法和對工作行為的情感， 

將決定學生 16 歲之後是否繼續從事科學學習的行為。學習態度是一種潛在的課 

程，教師可以從幾個方向來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首先讓學生感受到 

被教師以及同儕所歡迎和接納，而後建立課堂的秩序規範，給學生一個安全和 

諧的學習環境，使學生能順利融入教學活動中，最後協助學生建立起對課業積 

極正向的學習態度，並幫助學生運用合適的學習方法，尋找更多的學習資源 

（Marzano, 1992；Towle, 1982）。 

                                                                                                                                                              
TIMSS）是國際教育學習成尌評量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fo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的計畫案之一，其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各國學生數學及科學學習成尌及其各國 

文化背景、學習環境、教師因素等影響因數之相關性；同時亦可對連續參加的國家進行縱向的趨 

勢比較，以協助參加的國家了解其在教育改革或課程改革的成效。從 1991 年開始推動，每 4 年 

舉行一次，2007 年是 TIMSS 第四次舉行施測，全球超過 42 萬名學生參加（林柏妤，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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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情境知識 

 

教育現場並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情境中的時、空、人、事、物所組成的，是變

異的更是變動的，Schön（1983）使用「行動中反思」 (reflection-in-ation)即表示實

務者對情境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獨特性，以及價值衝突處理的一種藝術（引自

林佩璇，2002b，頁 200）。兩位個案教師對其課堂教學所涉及的教學情境因素，包

括學生所在的班級、學校、社區等的學習條件特徵的認識、理解與相應的處理策略，

透過教師信念、教學省思與教學經驗的機智決定，展現了解決實務問題的教學情境

知識，誠如甄曉蘭（2003）所言：「教師的專業知識需轉化為回應教學情境脈絡的行

動與實踐。」 

 

有意義的教師知識必須建構在真實的工作中，教師知識來自於相關的情境脈絡，

無法從情境中單獨隔離出來，知識之間的關連性必須有適當的情境連結與整合。簡

言之，教學受到複雜的情境脈絡影響，教師欲使教學順利進行，須先掌握教學情境

因素，經由長時間與情境的互動和個人反思所學習到的知識，才能轉換及應用到其

他的問題情境之中。 

 

(四) 任教學科的知識 

 

教師在構思及進行教學時，應該了解學生認知（knowing）及理解（reasoning）

的歷程，反思自己對知識的界定，思索應該教授的教材內容，並以學科教學法來進

行教學（施宜煌、賴郁璿，2010）。 

 

1. 學科內容知識方面： 

 

不同的學科具有不同的知識內容結構的方法，此即 Schwab（1978）所稱 

的學科實質結構（substantive structure）與章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84 教 

                                                      
84

 實質結構知識是在學科內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將基本的概念和原理與其事實知識結合，用來引 

導探究，與資料的解釋。而章法結構知識則指對於學科中真偽、有效無效結果的確認方式，用來

決定在一個學科領域中何種論點是合宜的，何種是不合宜的（段曉林，1995 ；Schwab,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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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但要了解任教學科本身的知識內容，還應了解該學科的實質結構與章法結 

構，亦即教師不僅要告訴學生知識本身，還要能解釋知識的合理性和學習知識 

的意義，以及與其他知識的關係。學科教材基本上是經過挑選以提供學生循序 

習得有系統的知識，它並不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是可以因應時代的需要及關注 

的面向而調整、改變的（Greene, 1973），若不經過教師適度的安排，讓學生的 

經驗與這些教材取得連繫，學生就可能會望教材而興嘆（單文經，2015）。誠 

如 Dewey（1916）所言：『一般教材提供的是明晰的標準，意在使教師理解學 

生必頇努力學習的方向』，然而這些教材若不經過教師適度的調整，就會讓學 

生視之為與其『所見、所感或所愛的東西缺乏有機聯繫，…內容完全形式化 

和符號化』的東西（Dewey, 1902）（引自單文經，2015，頁 77）。由此可見， 

教師的學科內容知識會影響他對教材的理解與掌握，也會影響他的教學轉化， 

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 

 

A 師強調她的課堂教學是：「教給學生自己所理解的教材內容，而非照本 

宣科的傳遞教科書的內容」。（訪談_A 師_20190326_1）A 師基於個人學科知識 

的理解及豐富的教學經驗來進行教學的轉化歷程，對於文本的準備、教學策略 

的選擇及對學生學習困難的因應，有了初步的構思後，進而針對所要教授主題 

單元的核心概念有所聚焦。 

 

B 師強調他的課堂教學是：「考量教學進度，以及不增加學生的課業負擔 

下，以融入方式來加強教科書的科學史內容。」（訪談_B 師_20190314_1）例 

如單元 2-1 孟德爾的遺傳法則的教學案例，原來規劃的教學流程包括科普閱 

讀（孟德爾的豌豆實驗研究）、影片教學（孟德爾的故事）、小組學習（分組討 

論）、全班學習（提問教學）等活動，企圖將孟德爾的研究歷史做完整的呈現， 

調整後的教學流程刪去影片教學的部分，更聚焦於「孟德爾遺傳法則」發現程 

歷的探討，在關鍵處以 5Why 鷹架式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藉由不斷詢問「為 

什麼」，層層深入探析問題，幫助學生更能深入了解孟德爾如何透過豌豆實驗 

數據，歸納推測出「遺傳法則」的科學歷程，明確的引導學生去探究科學本質， 

進一步構建自己的科學概念或探究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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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教學知識方面： 

 

一般教學知識泛指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所使用的與教學內容無直接關聯的 

知識（content-free knowledge），係指學科間共通性的教學原則、方法與策略， 

例如班級經營與組織、學習情境的營造、學習動機的啟動、提問引導的技巧、 

評量方法等一般化的教學知識（邱憶惠，2002；郭玉霞，1997；陳國泰，2000； 

黃龍欽，2015；Elbaz, 1983; Grossman, 1995; Shulman, 1986b, 1987a; Tamir, 1988;  

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Shulman（1896b）強調在教學現場要能有 

效執行教學，有三種教學知識型式是教師必備的：命題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案例知識（case knowledge）、策略知識（strategic knowledge）。85
 

 

一般教學知識帶有個人信念／行動的反思性質，乃在自我知識的監控之下 

運作形成（陳國泰，2000；邱憶惠、高忠增，2003）。兩位個案教師面對不同 

的課堂教學處境，如何以適當的教學策略、方法及技巧，將教學內容轉化，使 

學生對教學內容產生學習上的理解，並「居」於教學實務中的反思（reflection） 

與證成（justification），各自展現教學專業知識與教學風格。 

 

(1) A 師以經驗累積的科學探究教學實踐智慧（命題知識），經由「蘋果美白 

大作戰」案例教學的協助學生連結舊經驗於實際生活情境運用（案例知 

識），而當面對學習小組運作的問題時能即時產生調整作用，有效弭平教 

學理論與現場實際教學間的鴻溝（策略知識）。 

 

 

 

                                                      
85

 命題知識是指經驗累積的實踐智慧；策略知識指當面對問題情境中理論與原則相違背時，所能產 

生調整作用的知識；案例知識指將原理原則置放於情境脈絡中，透過案例的推理以掌握連結理論 

於實際情境運用的知識（劉佩雉、沈羿成，2013）。Shulman（1896b）指出，教師以案例教學獲 

得的案例知識，可以補充說明命題知識，並發展出策略知識，作為實務和理論之間的橋樑。基於 

教學是複雜且非結構化的領域（Shulman, 1992），教學歷程是一種在動態且交錯複雜情境下進行 

的活動，教師是使教學活動能順冺進行的主導者，在教學現場要能有效執行教學，教師僅有命題 

的知識是不夠的，更需依賴案例知識與策略知識，因為沒有案例知識尌沒有理論的理解，更遑論 

策略性的運用（劉佩雉、沈羿成，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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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驗累積的科學探究學實踐智慧（命題知識）：透過概念為本的教學設 

計，運用 POE 探究教學策略，引導學生主動觀察科學事實與探究自然 

現象。經由觀察、探索、實驗設計與實作、資料收集與分析、形成解 

釋、討論與溝通等探究學習歷程，協助學生歸納出有意義的概念與通 

則。 

○2  協助學生連結舊經驗於實際生活的課堂探究情境（案例知識）：「蘋果 

美白大作戰」的實驗設計教學案例，透過連結科學原理與實際現象的 

延伸探究活動，提供學生探討有關的生活議題，應用課本習得的科學 

知識，進行科學驗證，促進學生思考與推理能力培養，並提升科學素 

養。    

○3  面對學習小組運作的問題能產生調整作用（策略知識）：透過小組學習 

方式進行探究教學活動，歷程中，引導與催化學生積極主動探索知識 

的意義，思辨解決問題情境的認知衝突，從而建構新知識。   

 

(2) B 師以經驗累積的科學探究教學實踐智慧（命題知識），經由 PBL 的教學 

案例協助學生連結舊經驗於實際生活情境（案例知識），而當面對學習動 

機與提問教學的問題能即時產生調整作用，有效弭平教學理論與現場實際 

教學間的鴻溝（策略知識）。 

 

○1  經驗累積的科學探究教學實踐智慧（命題知識）：B 師在教學歷程中， 

與學生充分互動，透過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對於問題的思考與解決。 

學生經由分析問題、探究問題、從事自主學習以及呈現學習結果，既 

能激發學習動機，又能體驗科學家的研究精神，增進解決問題與提升 

探究學習的能力，帶給學生正面的學習效果。 

○2  協助學生連結舊經驗於實際生活情境（案例知識）：PBL 教學案例強調 

透過小組討論及分工合作進行探究學習，學生從運用所學知識實際解 

決問題中，得以連結舊知識與新概念，深入探究知識及認知結構，以 

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從一幕幕的討論畫面，以及學習投入的觀察，洞 

見 B 師提供學生高層次思考的機會，在問題情境中，訓練學生擁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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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意識」，並自我監控與評估學習目標的達成，無形中增進學習的廣度 

與深度，也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3  面對學習動機與提問教學能產生調整作用（策略知識）：課堂上，B 師 

經常邀請學生參與討論，樂於傾聽，從不隨意打斷學生的發言，在 B 

師營造的自然和諧的學習氛圍中，學生展現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與精 

神。例如 PBL 教學，學生經由分析問題、探究問題、自主學習等的探 

究歷程，不僅體驗了科學家的研究角色，並且增進解決問題與提升自 

我的探究能力。科普閱讀（孟德爾的豌豆實驗研究）在關鍵處以 5Why 

鷹架式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藉由不斷詢問「為什麼」，層層深入探析 

問題，幫助學生更能深入了解孟德爾如何透過豌豆實驗數據，歸納推測 

出「遺傳法則」的科學歷程，進一步構建自己的科學概念或探究技能。 

 

3. 學科教學知識方面： 

 

PCK 是一種必須進行教學推理並轉化學科內容形成各種形式的學科表 

徵，在推理和轉化的過程中，教師還必須使用課程知識、學生知識、一般教學 

知識等理論知識與技能知識，經驗才能被轉化為 PCK（簡紅珠，2002）。PCK 

非靜態呈現，而是隨著教學活動不停地建構、不斷地發展（Cochran、DeRuiter、 

King ,1993）。 

 

鑑於此，探索 PCK 所有知識面向彼此之間的互動情況與統整關係，將更 

能洞悉教師 PCK 發展的本質，以及教師如何落實自我的教學實踐（黃平屯、 

郭重吉、張惠博，2016；張世忠、蔡孟芳、陳鶴元，2012；Park & Chen, 2012； 

Park & Oliver, 2008）。以教學案例綜合分析兩位個案教師的 PCK 面向之間的關 

聯，如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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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個案教師展現的 PCK 面向內涵和關係表 

教學案例：A 師／氧化還原反應、B 師／基因改造該不該 

 

 

 

 

 

 

PCK 面向 
PCK 面向內涵 

PCK 面向間的關聯 
A 師 B 師 

科學教 

學取向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培養學生的

科學探究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用科學家做研究的精神和態度

啟發學生科學興趣與科學態度。 

 科學探究是引導學生心智探險

的活動。 

 教師扮演引導者與催化者角色。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啟發學

生獨立思考與創造的能力。  

 教師如牧者，帶領學生優遊

知識叢林，享受探索知識寶

藏的樂趣。 

 教師即園丁，善盡照顧學生

探究能力成長的職責。 

 以學生為主體的

教學取向影響所

有其他面向。 

 學生理解科學的

知識影響科學課

程知識、教學策

略與評量知識。 

 科學課程知識影

響教學策略與評

量知識。 

 教學策略與評量

知識都受其他面

向影響，且此兩

者相互影響，顯

示教師從評量結

果及時回饋教學

策略。 

學生理解

科學知識 

 氧化與還原教學主題先備知識。 

 物質燃燒的迷思概念。 

 氧化與還原的迷思概念。 

 遺傳教學主題的先備知識。 

 基因與遺傳的迷思概念。 

 遺傳的學習困難。 

科學課 

程知識 

 掌握教學主題的知識性結構

（參見圖 4-2、4-3）。 

 改變完全按照課本實驗步驟的

食譜式操作。 

 設計超越教科書程度的伸展跳

躍學習活動。 

 掌握「生物科技的發展與隱

憂」的核心概念，編製與真

實生活有關 PBL 問題情境。 

 PBL 問題具較高的開放性、

複雜度和挑戰性，能激發學

生興趣與更深層的好奇心。 

科學探究

教學知識 

 運用多樣的引導式探究教學策

略：POE 教學、「氧得失角色扮

演」表徵教學活動、「蘋果美白

大作戰」實驗設計教學。 

 運用 PBL 教學策略，引導學

生探索與解決生活實際問題。   

 PBL 學習歷程強調學生主動

探究的自主學習精神。 

科學探究

評量知識 

 POE 探究學習評量（參見表

4-8）。 

 實驗設計探究學習評量（參見

表 4-9、4-10）。 

 PBL 探究學習評量（參見表

4-13、4-14、4-1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科學教

學取向 

學生理

解科學

知識 

科學課  

程知識 

科學探

究教學

知識 

科學探

究評量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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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我知識 

 

Grossman（1995）強調教師是「人」，處於多變的教室場域中，或是發生在課

堂中的實際案件，往往不是透過理論能夠運用、處理的，教師在教學情境中是主動

積極且與教學情境不斷互動的個體，教師可以透過這一種「由內而外」的自我知識，

來處理理論無法處理的課堂事件。職是之故，有些研究乃認為自我知識屬於後設認

知的主要角色，擔任串連其他知識發展之間的關係並相互影響（陳國泰，2000；邱

憶惠、高忠增，2003），教師在自我知識的監控下，展現個人的教學行為與風格。 

 

1. 教師角色：   

 

Jackson 在 1968 年敘說一幕當代真實的《教室中的生活》（Life in 

Classrooms）：『…那一張相同的老講桌前，坐著一群相同的學生；相類似的 

黑板前，站著一群類似的教師…』（Jackson , 1968）。Jackson 揭露的是傳統 

僵化教育一成不變的刻板現象，突顯教師無奈的聲音，誠如周淑卿（2004a） 

所言，從古至今，對於教師角色的界定，幾乎是否定教師的自我： 

 

成為一位教師尌意謂成為你「原本不是」的那個人。被假設出來的角色造 

成了疏離的認識，而教師若要順冺生存下來，尌得將自我沈浸到既定的刻 

板意象中…不同對象不只是期望他們「做不同的事」（doing），而且是要他 

們「成為不同的人」（being）。（周淑卿，2004a，頁 5）  

 

時至今日，兩位個案教師的角色隱喻，描繪的卻是一幅現代課堂不斷創新

與開展的風景，在教學舞臺上盡情揮灑，各自精采。如慈母般的 A 師由於學

生時代的填鴨式教育際遇，因而期許自己要做一位可以「引導」和「催化」學

生探究能力發展的科學教師，提供學生多元的視野，開展出自己的學習潛能。

而如兄長般的 B 師崇尚自然，深受老莊哲思的啟發，期許自己成為一位稱職

的「教師園丁」，毫無選擇地面對每一個學生，了解每位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

性，提供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細心呵護學生探究能力的自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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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角色與教師身分認同（self-identity）是相關連的概念，角色認同是教 

師信念的起源（黃騰，2005；顏靜筠，2015；Beswick, 2007）。教學是複雜的師 

生互動歷程，因此在教育的隱喻中，有關教師角色的隱喻甚多， 說明了「我們 

如何看待教師」的社會期望，以及「教師如何看待自己」的自我認同，造成教 

師常面臨角色期望與自我認同不一致的掙紮與挑戰。86 職是，兩位個案教師都 

能體察教師角色有著根本的模糊性，若要實現教育的價值理想，教師應重新審 

視自己的角色及境遇，要關注學生是獨特的生命個體（Greene, 1973），教師必 

須跨越角色規範的侷限性，尋求自我內在的認同意義，展現出「經師兼人師」 

的「良師」角色典範（張春興，2007）。 

 

2. 自我概念： 

 

Greene（1973）主張教師須透過哲思來釐清自我意識，促進自我的意識覺 

醒，且應如返鄉遊子般，以嶄新的視野來覺察生活中的每一天（施宜煌、賴郁 

璿，2010；Greene , 1973）。許多教師從過去的默默工作，到現在的眾聲齊放， 

似乎看起來教師已經能夠找到自己，不再作為一個被動的角色或工具（黃騰， 

2005）。 

 

兩位個案教師「居」於教學場域，跳脫傳統教師角色的框架，充分展現自 

我（self, ego），依照自我的人格特質與教學風格，有效掌握整體教學過程，盡 

情在教學畫布上揮灑。87 誠如 A 師期許自己是一位可以引導學生探究學習及 

催化學生學習熱情的專業教師，每天陪伴著學生「安居」於探究學習的課堂， 

「引導」和「催化」學生探究能力的發展。B 師期許自己可以善盡教師即園丁 

的教育承諾，每天陪伴著學生「樂居」於探究學習的課堂，提供一個可以滋養 

                                                      
86

 Scheffler (1978)曾對四大教育隱喻「教育即接生」、「教育即圕造」、「教育即雕刻」、「教育即生長」 

進行解析，不難從隱喻中窺見教師的角色：教師即產婆、教師即藝術家、教師即園丁。郭丁榮 

 (2003 )探討教師在社會脈絡中的角色，解析出社會對於教師的多維影像：教師似受雇者、教師 

似朮親、教師似技術的專家、教師似勞工、教師似有機的知識分子、教師似新興的小資產階級、 

教師似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代理人、教師似獨立的技藝匠、教師似轉化型的知識份子、教師似文 

化工作者（引自施宜煌、賴郁璿，2010，頁 115）。 
87

 相較於 Descartes（1596-1650）以「我思」作為自我的基礎，Maine de Biran（1766- 1824）則以 

意志為基礎，而自我乃是一種努力，我思（cogito）不是表像作用、也非智性作用、不是「我思 

想」，而是一種「我能夠」（引自黃冠閔，2009，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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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探究能力自然發展的學習環境。 

 

3. 自我效能： 

 

影響教師自我效能的訊息，除了語言說服、替代經驗、生理激起和精熟成 

就等來源之外（Bandura, 1977），亦可能受到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表現、教師的 

自我反思、專業成長、同事支援、教學情境的改變等的影響。Park 與 Oliver 

（2008）即指出教師在發展 PCK 的過程中，教師的自我效能主導教師教學策 

略知識、課程知識、評量知識、對學生理解知識與教學取向（參見圖 2-16）。 

 

高自我效能的教師會以開放的態度接受新的想法，比較可能會透過關鍵性 

的反思來進行教學策略的改變，所以比較會使用動手作（hands-on）的教學方 

法來教導學生（Riggs & Enochs, 1990）。A 師對待學生如自己的孩子，而 B 師 

就像學生的兄長，基本上，兩位個案教師都擁有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對於自我 

專業能力的評估具有自信，洋溢教學熱情，願意持續投入科學探究教學工作。 

此外，他們也都能表現正向積極的教學行為，能夠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容忍 

學生的學習問題，給予適時的回饋與讚美，並經常提供學生練習或探究與實作 

的活動，使學生獲得有意義的學習。 

 

綜整兩位個案教師的自我知識內涵，包含教師角色、自我概念、以及自我效能

感等三大面向，彼此交織形成緊密關聯的概念完形（conceptual gestalt)，88
 整體

（grouping）再現教師如何超越自我的存在（to be）／存有（being）、行動（doing）

和發展（becoming）。兩位個案教師都擁有高度的自我概念與自我效能，各自「居」

於教學現場，皆能超越教師角色的存在／存有，實際展開教學專業的行動（doing），

並透過自我反思的過程，提升整體教學效能，不斷淬鍊發展（becoming）自己的實

                                                      
88

 完形（Gestalt）是德文，原意為形狀、圖形，和英文中的 form、configuration、structure、shape、 

pattern 等有相似意義。人類對事物的知覺並非根據此事物的各個分離的片斷，而是以一個有意 

義的整體為單位。因此，把各個部份或各個因素集合成一個具有意義的整體，即為完形。Gestalt 

在心理學上代表的尌是所謂「整體」（the whole）的概念。完形心理學的基本前提是，人類本質 

乃一整體，並以整體（或完形）感知世界。 

資料來源：參見 Kurt Koffka 原著，黎煒譯（2000）：《格式塔心理學原理》（臺北市：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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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智慧。   

 

Gallagher（1992）認為自我知識是一種「自我理解」，而不是「懂得如何操作」：  

 

「自我理解」總是面對著考驗，在關乎世界的學習過程中面對挑戰。……自 

我理解無法被教導，……，而是透過與師生同儕與材料間的邂逅，在自我理解 

當中成長。（Gallagher, 1992；引自葉文傑，2006，頁 16） 

 

自我知識表徵「教師如何看待自己」的形式，教師要深切地思索自我身處的境

遇及挑戰，重新界定教師的應然與實然角色。如果能從教師自身來思考其主體性，

才能跳脫「教師角色」產生過度的認同，避免淪為執行由上而下的教育任務的工具，

並回過頭來反思原有的「教師角色認同」的問題，開展更多創新教學的可能（黃騰，

2005；Greene, 1973）。兩位個案教師體察現代教師的「自我」已不再像 Popkewitz

（1998）所說的那樣受外在專家知識論述的左右，而是經常得返回自我的內在參照

（internal referentiality）（引自黃騰，2005，頁 106）。換言之，兩位個案教師透過重

新審視「教師自我」，洞察教師不再是固定的天秤，而是可以依靠自身對支點位置的

決定，就像是找尋一個可以自在移動的支點，千變萬化的尋求各種可能的能動者，

避免一成不變的教學型態，才能從中獲得經驗及感受，甚至建立自我更合宜的教學

立論，開啟嶄新的教學視野。 

 

 

 

 

 

 

 

 

 

 



 
 

- 302 - 
 

貳、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認知結構 

 

教師實務知識是個人與情境脈絡互動所產生的經驗性產物，會經由個人對真實

的震撼或反思或重新詮釋而有所修正或更新，因此需要在脈絡關聯中才能界定其意

義、發現其價值、探究其結構（林佩璇，2002b；陳向明，2011；Elbaz, 1981, 1983）。

教師實務知識有其自身的表徵形式，透過這些特殊的表徵方式，內隱的教師實務知

識得以外顯化，並為人們所理解（陳向明，2011）。89 Elbaz（1981）首先提出教師

實務知識的三階層性結構，由具特定具體到較廣泛抽象分成實務規則（rule of 

practice）、實務原則（practical principle）與意象（image），作為教師實務知識的表

徵形式。 

      

綜觀兩位個案教師經由教學經驗形成的個人實務知識，有著認知層次的不同結

構，同時也影響著教師個人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的運作。職是，基於了解個案教師教

學表現背後的實務知識結構，首先探悉教師個人對教學整體與隱喻的意象，進而在

課堂教學情境中洞察其體現教學意象的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參見圖 2-6）。分述如

下。 

 

一、 A 師教學實務知識的認知結構 

 

綜整 A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內涵，得以洞見其實務知識結構的表徵形

式，如圖 4-9，以教學意象指引，形成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環環相扣。教學意象

是 A 師對於探究教學的心理圖像，實務原則為 A 師採取探究教學策略的理由和行動

選擇的信念與價值，實務規則指 A 師在特定教學主題中所採取的具體措施與行為。 

 

 

 

 

                                                      
89知識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與知識表徵（knowledge representation）、認知模式（cognitive model）、 

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等語意、意義相近，都重視知識在個人心理的結構、狀態，而直接 

影響學習、思考和問題解決等活動（饒見維，1994；Pines,1985）。由於無法直接看見知識結構的 

內涵，因此只能依據知識呈顯於外的形式，即表徵方式，來間接推論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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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A 師的教學實務知識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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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意象 

 

從教師所具備的教師信念、價值和知識，及其本身對於教師角色的看法，可以

闡明 A 師對教學整體與隱喻的意像：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課堂是學生心智探險的場

所、教師如引導者和催化者，並以此意象來進行課程的安排和教學。分別敘述如下： 

 

1. 學生是學習的主人： 

 

A 師強調「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而要讓學生成為學 

習的主人，也就「不能再用傳統方法來教學生只會背公式和考詴，課本的每一 

個實驗都要讓學生親自動手做」。（訪談_A 師_20190326_2）證諸課堂教學，A 

師致力營造一個平等對話的學習情境，讓每個學生都能充分的參與探究學習活 

動，並且積極主動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最終整體提升教學效果與學習成效的目 

的。 

 

2. 課堂是學生心智探險的場所： 

 

A 師認為「探究教學尌像是一種引導學生心智探險的活動，過程中要盡可 

能包容學生的錯誤」（訪談_A 師_20190326_2）。證諸課堂觀察，A 師致力營造

提供學生有意義的科學探究情境，所有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都指向

科學探究的核心。並且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引導學生心智探險的活動，

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能像科學家一樣的來從事探究活動。 

 

3. 教師即引導者與催化者： 

 

A 師如慈母般陪伴學生探究能力的成長，教師角色的意象是「學生都說我像

媽媽一樣，是促進學生探究能力發展的引導者與催化者」。（訪談_A_20181023_3）

證諸課堂教學，A 師經常自然流露的關愛眼神，引導著學生們學習如何透過觀

察、預測、實驗設計與實作、資料蒐集與分析、形成解釋、討論與溝通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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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主動建構出有意義的科學概念與知識。而每當學生遇到學習困難以致

缺乏鬥志，甚至萌生放棄時，A 師便會適時地伸出援手給予催化激勵，再度點

燃學生的學習熱情。 

 

(一) 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 

 

1. 學生對自己學習負責： 

 

A 師抱持「學生是學習的主人」的教學意象，這樣的意象引導著 A 師的教

學信念與行動，而「學生對自己學習負責」即成為其課堂教學的重要實務原

則，並且反映在以下實務規則的表徵形式：  

 

(1) 教師少講，學生多做：A 師不再使用傳導式教學模式，緊握著知識傳輸的 

導管，照本宣科一字不漏的傳遞給學生，而是轉向引導學生的心智探究活 

動與知識的主動建構，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像科學家一樣去進行探究與實 

作，主動尋找解答，教師的任務即是適時給予回饋和指引方向。 

 

(2) 學生主動完成學習任務：A 師的課堂基本上是圍繞在一個有教學目標和學 

習任務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中進行，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去參 

與探究學習活動，主動完成學習任務，並且對學習負責。  

 

(3) 教師做更多的回饋工作：在教學過程中，A 師走動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 

不時發出鼓勵的讚美，多用微笑、點頭表示自己的理解與肯定，適當的給 

予回饋，並且指導學生正確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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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視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培養： 

 

A 師對於科學探究教學的意象是「課堂是學生心智探險的場所」，這樣的 

意象引導著 A 師的課堂教學，而「重視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培養」即成為其 

實務原則，並且反映在以下實務規則的表徵形式： 

 

(1) 營造科學探究情境：A 師致力營造一個學生樂在學習的科學探究課堂，在

這個探究的課堂中，「學生可以勇敢的說出自己的想法，可以學會如何發現

問題、思考問題，如何去解決問題。」（訪談_A 師_20181023_3）課堂上，

A 師鼓勵學生勇於思考、發問、假設、預測、實驗、數據收集、資料整理、

尋求解釋，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能像科學家一樣的來從事探究活動。  

 

(2) 多樣化科學探究教學：A 師展現專家教師的教學專業，精準地掌握教材結

構、教學重點與教學節奏，適切地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影片教學、表徵教學，以及科普閱讀教學等，所有的

教學活動都指向科學探究的核心。 

 

(3) 像科學家般的探究與實作： A 師營造的科學探究情境，以及運用的探究教

學策略，確實能激發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讓學生能像科學家一樣從事科學

探究與實作活動，享受科學探究的樂趣，有助於促使學生產生積極的科學學

習態度，進而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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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回應學生的學習需求： 

 

A 師對於科學探究教學的教師角色意象是「引導者與催化者」，這樣的意 

象引導著 A 師如慈母般陪伴學生探究能力的成長，而「積極回應學生的學習 

需求」即成為其實務原則，並且反映在以下實務規則的表徵形式： 

 

(1) 學生需求為本的教學設計：A 師在構思教學活動時，審慎思考教學目標及

對學生的學習期望，並且掌握學生的學習背景，包括考慮學生的學習特性、

理解學生對於相關科學概念的先備概念或迷思概念。此外，除了課本上的

基礎內容學習，A 師還設計超越教科書程度的挑戰性問題，不但可以保障

所有學生基本程度的學習，更可以提供學生挑戰更高程度的深化學習機

會。  

 

(2) 平等對話學習情境的營造：透過提問討論的思辨，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科

學概念。學生發表意見時，A 師直視發言者，多用微笑、點頭表示自己的

理解與肯定，沒有質問與評論。這樣的課堂氛圍對於重視討論、發表、分

享的探究教學而言尤其重要，教師也能夠從學生的發言表現中掌握到他們

的學習狀況。A 師用柔軟的姿態與學生對話，讓學生感受到對話是可以溝

通學習的，因此展現出來的學習風貌是和諧的、專注的氛圍。 

  

(3) 小組學習方式的運用：小組學習可以兼顧學生的學習需求和達成適性學習，

更能讓學生得到來自同儕和教師的支持與協助，獲得成功的學習經驗以增

強自信心及提昇學習動力，並促進學生溝通、分享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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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 師教學實務知識的認知結構 

 

課堂上，B 師宛若科學哲學家的身影，攜手學生不斷淬鍊「向大自然學習」的 

科學探究課程。綜整 B 師的教學實務知識內涵，得以洞見其實務知識結構的表徵形

式，如圖 4-10，以教學意象指引，形成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環環相扣。教學意象

是 B 師對於探究教學的心理圖像，實務原則為 B 師採取探究教學策略的理由和行動

選擇的信念與價值，實務規則指 B 師在特定教學主題中所採取的具體措施與行為。 

 

  

 

 

 

 

 

 

 

 

 

 

 

 

 

 

 

 

 

 

圖 4-10.  B 師的教學實務知識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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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意象 

 

1. 教師即園丁： 

 

B 師期許自己可以善盡「教師園丁」的教育承諾：「帶著孩子走向大自然， 

教導他們向大自然學習，自由的感覺提供他們克服困難的力量。」（訪談_B 師 

_20181107_2）。職是，B 師營造自然和諧的學習環境，課堂上經常透過提問討 

論，引導學生對於問題的探究思考與解決策略，順應學生個別差異給予適當的 

教導，避免揠苗助長，細心呵護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自然成長與發展。 

 

2. 教師如牧者：  

 

B 師認為自己就像帶領學生優遊在知識叢林中的牧者，一起享受探索知識 

寶藏的樂趣：「我尌像牧者，帶領學生優遊知識叢林中，陪伴照顧學生探究能 

力的成長。」（訪談_B 師_20181107_3）職是，B 師如牧羊人般，毫無選擇地 

面對每一個學生，了解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來察覺學生的需求，提供學生 

公平的學習機會，以愛心和耐心為學生的學習需求而努力。 

 

3. 學生是求知若渴的旅人：    

 

B 師期待每個學生都是：「知識叢林中求知若渴的旅人，保持著求知若渴的

心態學會學習，成為一位自主學習者。」（訪談_B 師_20181103_3）職是，B 師

運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讓學生經由分析問題、探究問題、從事自主學習以

及呈現學習結果，既能體驗科學家的研究精神，又能在小組學習中促進溝通、

分享與團隊合作的能力，並提升科學探究能力，享受主動探索知識和解決問題

的樂趣，無形中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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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 

 

1. 順應學生探究能力的自然發展： 

 

B 師抱持「教師即園丁」的教學意象，這樣的意象引導著 B 師的教學信念 

與行動，而「順應學生探究能力的自然發展」即成為其課堂教學的重要實務原 

則，並且反映在以下實務規則的表徵形式： 

 

(1) 營造自然和諧的探究學習環境：B 師在教學歷程中，與學生充分互動，經

常邀請學生參與討論，樂於傾聽，從不隨意打斷學生的發言，引導學生對

於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在 B 師營造的自然和諧的學習氛圍中，確實能激發

學生的科學學習興趣，也帶給學生正面的學習效果，有助於促使學生探究

能力的自然發展。 

 

(2) 多樣化的科學探究教學：B 師課堂上經常運用 PBL 教學、影片教學、融入

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等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引導學生對於問題

的思考與解決，學生既能體驗科學家的研究精神，又能增進問題解決與科

學探究的能力，同時亦促進科學素養的培養。 

 

(3) 學生探究能力自然成長：B 師表示提昇學生探究能力是教學的目標，但是

「探究教學必頇考量學生的能力，避免揠苗助長，老師不能，也不該催促

學生能力快快成長」。（訪談_B 師_20181107_3）證諸課堂教學，例如 PBL

探究活動始於學生的興趣，協助學生連結舊經驗於實際生活情境，以教師

引導探究為主體，透過 PBL 問題結構表（參見表 4-12），協助學生漸進而

有系統的發展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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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善待學生的差異： 

 

B 師抱持「教師如牧者」的教學意象，這樣的意象引導著 B 師的教學信念 

與行動，而「公平善待學生的差異」即成為其課堂教學的重要實務原則，並且 

反映在以下實務規則的表徵形式： 

 

(1) 正視學生的個別差異： B 師正視學生是在其生活世界中獨一無二的個體， 

重視學生的學習能力與興趣，秉持公平原則，以愛心和耐心來包容不同程 

度學生的學習。  

 

(2) 提供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B 師了解每個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性，課堂上 

提供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經常透過提問討論，引導學生勇於表達自己對 

於問題的思辨與論證，並且運用小組學習以兼顧學生的個別差異和達成適 

性學習。 

 

(3) 積極回應學生的差異：B 師認為身為一位教師應該了解每一個孩子是獨特 

的，應該給予引導和啟發「好的老師常常讓學生覺得沒有學到什麼，實際 

上老師是在不知不覺中教會學生很多東西」。因此，他對於學生的學習要 

求是：「不會去勉強每一個學生達到相同的標準，而是學生有沒有盡力做 

到自己應該達到的標準。」（訪談_B 師_20181107_4） 

 

3. 學生學會自主學習： 

 

B 師抱持「學生是求知若渴的旅人」的教學意象，這樣的意象引導著 B 師 

的教學信念與行動，而「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即成為其課堂教學的重要實務原 

則，並且反映在以下實務規則的表徵形式： 

 

 

 

 



 
 

- 312 - 
 

(1) 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覺醒：對於如何教導學生學習，B 師最關心的是「每

個學生在課堂中都能學到什麼，要想辦法讓所有的學生都學會如何學習」。

（訪談_B 師_ 20181107_4）證諸課堂教學，例如 PBL 的學習歷程強調學

生主動探究的自主學習精神，而不是在教師主導下的食譜式活動。PBL 問

題需要進一步學習的議題，由小組成員於課後時間，針對自己負責的部分

進行自主學習。經過 PBL 教學的學生將成為自主學習者，學生擁有自主

學習意識，能自我規劃學習的需求，有能力選擇及使用資源去滿足他們的

學習需求。  

 

(2) 建立學生合作學習的同儕關係：從教學歷程中發現，在實施初期學生並不

習慣問題討論的學習方式，「小組討論時經常出現冷場和各自為政的情況，

有時學生的發言引不起其他成員的回饋，或是由組長掌控發言，逕自作成

結論等狀況」。（觀紀錄_ B 師_20190320）在經由 B 師耐心的穿梭各組之

間，參與小組討論，引導和提供小組討論回饋，結果顯示，「課堂中的提

問討論活動漸入佳境，教師能掌握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困難給予及時的回饋

與協助，小組學習的討論活動也能聚焦問題，提出具有學理依據的結論或

解決策略」，學生合作學習的同儕關係已然建立。（觀紀錄_ B 師

_20190320）。   

 

(3) 建立師生共同學習的夥伴關係：課堂教學中，B師經常運用自主學習策略，

例如 PBL 教學、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陪伴學生一起自主學

習，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策略以及諮詢回饋，建立師生共同學習的夥伴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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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與形成機制 

 

本節主要依據「國中科學探究教學教師實務知識分析架構」（參見圖 2-17），析

論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與形成機制。 

 

壹、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 

  

兩位個案教師實務知識來自許多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所涉及的知識基礎甚為

廣泛、多元且複雜，結合了理論與實務的部分，其知識的形成和轉化必然是一個動

態歷程，會隨著新知的吸收、認知的調整及經驗的累積而有所變動。這些影響因素

係由個人與環境交織而成，包括教師個人因素（如成長背景、求學經驗、教學經驗

等）以及當前教學環境因素（如學校文化、學校同事、教育變革等）。以下分析說明。 

 

一、 教師個人因素的影響 

 

(一) A 師的個人因素影響  

  

1. 教師家庭背景，影響 A 師的教師信念與教師角色： 

 

A 師的父母親都是小學教師，姊姊也是國中教師。教師家庭的家世背景 

無形中影響 A 師踏上教師之路： 

 

我出生在教師家庭，父朮都在同一所小學當老師，姊姊也畢業於師大成

為國中英文教師，我們家可說是一個教師家庭。我爸教的是自然科又兼

主任行政，我媽是級任導師。記憶中，上小學之前，每個星期三父朮都

會帶著我去他們的學校，學校可說是我小時候的遊戲場，琅琅書聲是我

童年最深刻的記憶，也許尌是這樣影響著我立志長大後也要當老師。…

我一直記得大學畢業那天，父朮特地邃來了許多親朋好友，為我辦了一

個餐會，席間父朮親充滿著信心與期待，訓勉我要成為一位好老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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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_A 師_20181023_1）   

    

縱然歲月倏忽，不過 A 師一直謹記父母親的訓勉，也漸漸從他們身上體 

悟良師之道，深深影響其教師角色與信念：   

  

…嗯，歲月不饒人，轉眼間父朮都早已退休了，而我也教了 25 年，再過

幾年也可以退休了…我一直牢記他們的訓勉，每天都很認真在自己的工

作上，深怕對不起他們。…現在回想起來，小時候總覺得父朮每天都很

忙碌，那現在我終於可以體會到，這尌是他們人生中奉獻給學生最寶貴

的時光了。我爸常對我說當老師啊，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更是一種志

業，要對學生負責，更要對自己負責。那我媽尌是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孩

子那樣，對於班上弱勢家庭的學生，每每私底下給他們許多的資助，現

在我終於體會到朮親的用心，原來這麼做是要避免這些孩子受到同學異

樣的眼光。…自己當了老師以後才漸漸明白，原來我不知不覺中從父朮

身上學習如何成為良師的道理，把學生擺第一的想法（信念），而且，我

不只管學生的功課，也很在意學生的行為啦、心情啦等等，所以每個學

生和我處的都不錯，都有話聊，他們把我當媽媽一樣（教師角色），真的

受到父朮很深的影響，這尌是他們給我的資產…（訪談_A_20181023_2-3）     

 

2. 自由開明的家庭教育，影響 A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意象與實務原則： 

 

A 師回顧童年的家庭教育，父母秉持的是循循善誘，自由開明的教導方 

式，深深影響其教學意象與實務原則： 

  

…社會上普遍有這麼一個看法，那尌是老師的孩子要承受社會現實較大

的壓力，所以功課會受到父朮高標準的嚴格要求。不過，我覺得父朮對

我的教育態度是蠻開放的，他們並不會特冸要求成績要達到如何如何，

倒是在功課上給我最大的自主空間，讓我自己訂目標，只要求我要對自

己的學習負起最大的責任，要能夠達到自己所訂的目標尌好，還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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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成績目標要逐漸提高。父朮教育我的態度，讓我從小養成獨立自主，

還有為自己的學習負責的態度，現在我也給學生當自己學習的主人（教

學意象），不去強迫他們，給最大的空間，只要學生能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實務原則），有效的方法都願意去嘗詴…（訪談_A 師_20181023_4）  

  

此外，A 師表示從小就對於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心，父母扮演了潛移默化 

的推手，深深影響其科學探究教學意象與實務原則：   

 

…或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啊，小時候尌對自然科學很有興趣。記得小時

候我的玩具很少是一般女生喜歡的洋娃娃，父親最常買的是一些科學玩

具。我爸說我一拿到玩具尌喜歡動手拆掉這些玩具，然後想辦法再去組

裝回來原來的樣子，每當看到我把玩具拆了又能組回來，尌給我大大的

鼓勵。朮親啊她說尌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我盡情玩弄滿足好奇心。

現在回想起來，嗯，原來我從小尌喜歡探究與實作喔，所以嘛，我的課

堂尌像是引導學生心智探險的活動（科學探究教學意象），過程中要盡可 

能包容學生的錯誤。還有我尌是不喜歡讓學生完全照著課本步驟去做實

驗，而是要讓學生像科學家一樣，學會如何去分析問題，然後再透過實

作來解決問題，這尌是我的教學原則（實務原則）。（訪談_A 師

_20181023_5） 

   

3. 國中教育的學習經驗，影響 A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原則： 

 

1984 年 A 師就讀北部的一所學區國中。1980 年代是臺灣政治轉型劇變的 

年代，也是教育改革運動開始興起的年代（林新發，2001），但仍無助於減輕當 

時國中教育的升學壓力：  

 

…記得我讀國中的那個年代，公立高中應該是沒有超過 10 所的，比起現

在的升學壓力更是嚴重多了。學校在國三時多有能力分班，雖然當時我

是被分在升學班，不過這是痛苦的開始，每天從早考到晚，回家還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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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的作業。上課時，只要是升學的科目，老師不是拼命的趕進度，尌

是圔給你一大堆說是考詴很重要的功課。尤其是理化課，老師整堂課都

在填鴨，不是抄筆記、背公式、做題目，尌是要我們畫課本重點，很無

聊又聽不懂，更不用說讓我們動手做實驗了，我原本最喜歡的自然科幾

乎被毀了，回想起來簡直是一場學習的噩夢…。（訪談_A 師_20181023_3） 

  

來自國中教育階段的負向學習經驗，時時提醒著 A 師「不能再用國中 

時的老師那種填鴨教學方式，要學生死背公式是沒辦法學好理化的」（訪談_A 

師_20181023_5）。職是，A 師不再使用傳導式教學模式，致力營造激發學生學 

習動機的科學探究情境，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課堂上提供學生充分的 

機會能像科學家一樣的從事探究學習活動，展現其「重視學生探究能力培養」 

的實務原則。 

 

4. 高中教育的重要他人，影響 A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     

 

國中畢業後，A 師順利考上北區第一志願高中，遇見了開啟她成為科學 

教師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深深影響其科學探究教學實務工作：  

 

…班上人才濟濟，大家在國中時候都身經百戰，都是考詴高手，但是導

師告訴我們，從現在開始要拋棄應付考詴的讀書方式，她不會干預我們

的學習，每個人都要能夠找到一套屬於自己適合的讀書方法。導師教國

文，她教我們如何閱讀，要我們自己訂閱讀計畫，並且要去大量閱讀自

己有興趣的書，不能把自己侷限在課本的學習。記得我的目標是一年至

少要讀完 12 本科普的書或者雜誌，高一的暑假我真的達標了，大量科普

閱讀也對我高二的自然科幫助很大。…嗯，高中導師可說是教會我怎麼

去學習的貴人，我真札體會到讀書的樂趣，也用這樣的方法教我的學生，

希望他們也能感受到讀書的樂趣，不是自己國中過過的那種每天應付考

詴的生活。（訪談_A 師_20181023_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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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師除了導師教會她自主學習之外，也很幸運地遇到了一位引領她進入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世界的物理老師，深深影響其科學探究教學信念與教學行 

動： 

  

…高中物理老師的教法不是國中老師的那一套應付考詴的方式。她會拋

出問題，給我們一些時間，一些線索，一些方法，然後讓我們自己去思

考問題，去理解問題背後的科學原理，最後自己能夠找到問題的解答。

她的課堂充滿挑戰性，絕無冷場，大家都很有精神，她讓我們動手做每

個實驗，學會如何去分析數據、解釋數據，可以自己歸納出結論，也培

養了科學論證的能力。高二的時候，我還被老師選中參加科展，從她身

上學到更多的科學研究方法…物理老師可說是啟發我成為科學老師的貴

人，對我的教學工作我自己覺得有很深的影響，…讓學生親自動手去做 

每一個實驗，但並不是按照課本步驟的食譜式操作，而是要讓學生像科

學家一樣的研究精神和態度來啟發學生的科學興趣，建立札確的科學觀

念。……探究教學已經變成我的主要教學方法…（訪談_A 師_20181023_4）  

 

5. 高等教育的專業洗禮，影響 A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發展：  

 

由於從小深受父母的影響，以及高中物理老師的科學教育啟蒙，A 師大 

學選擇師範大學物理系，實現成為國中科學教師的志向： 

 

…高中畢業那一年，我的成績是可以上臺大物理系的，不過最後還是選

擇了師大，因為從小尌以父朮為榜樣，尌是立志要當老師。大學四年嘛

是修了不少的學分，學了不少的專業知識，也跟著教授做了一些研究，

自認在專業知識方面是足夠的，教國中理化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吧! （訪

談_A 師_20181023_5） 

 

科學教育研究所的涵養，奠基 A 師科學探究教學的專業知能，深深影響 

其科學探究教學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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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時候，對於如何做探究教學其實並沒有特冸的了解，倒是學會

概念圖、Vee 圖、教案設計等等…。等到自己想嘗詴做探究教學，剛開始

真的很難掌控課堂秩序，不知道要如何去引導學生討論，課本的實驗都

有步驟，要怎麼做才像是探究，這些問題對我來講都是挑戰，如果不想

用傳統的教法，那尌得自己去克服。在摸索的過程中，開始留意有關的

研習，也去觀摩其他老師的課，還回到朮校科教所進修…在研究所的時

候，學到比較多的探究教學，我的論文尌是做如何用 Vee 圖教學去促進

學生探究能力的研究…這幾年我比較沒再用 Vee 圖，因為我發現用 POE

啦、或者是實驗設啦計等等，學生更有興趣，也更容易讓學生去主動的

進行探究和實作。（訪談_A 師_20181023_6-7） 

 

6. 新手教師的現實震撼，影響 A 師邁向專家教師之路： 

 

A 師接受的師培教育是 1994 年「師資培育法」頒布施行之前，屬於適用 

「師範教育法」的舊制師範體系年代，師大畢業後以公費生身分，逕行分發到 

北部一所國中擔任理化科正式教師。A 師第一堂課馬上感受到「理論無用」的 

現實震撼：   

 

…第一堂課尌踢到鐵板，我上的那一班是國三理化，所謂的後朮班…一 

進教室尌直覺多數學生大概已經放棄理化了，加上他們看我是剛畢業的 

菜鳥老師，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不是趴睡，尌是聊天講話，只有少數 

幾個學生有在上課。腦海中雖然閃過許多曾經學過的學生（輔導）知識、 

班經（班級經營）知識，……讓我感到很沮喪的是，學校學的這些教學 

理論知識完全用不上，因為當下的情況是不可能有時間讓你去思考要用 

哪個理論或策略去處理學生的行為的。一堂課下來，自己不知道教了些 

什麼，當然也不知道學生到底懂了沒？光是處理學生的行為尌讓我精疲 

力盡，…當老師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要做到像父朮一樣的良 

師…。（訪談_A 師_20181023_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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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師反思學生時代所受的教育影響，重新審視自我的教學信念，經常提 

醒自己「不能再用國中時的老師那種填鴨教學方式，……應該要做到以學生的 

學習為主體」。經由理論與實務的辯證後發現「探究教學可以讓學生變得更主 

動、更積極的來學習科學」，進而影響其教學行動「在摸索的過程中，開始留意 

有關的研習，也去觀摩其他老師的課，還回到朮校科教所進修」。（訪談_A 師 

_20181023_3） 

 

A 師促進自我專業成長的致知歷程，從新手教師邁向專家教師的成長之 

路，係在「邊做邊學」中，不斷藉由行動中反思╱教學省思的過程，學習如何 

將理論知識融會貫通的轉化運用在實際教學現場，心領神會課堂教學的默會性 

知識，漸漸成為一位「會」教學的教師，自在游移於理論／實務之間，展現專 

家教師身影盡情在教學舞臺上揮灑，所有的教學活動設計都指向探究的核心， 

揚棄知識傳輸的傳統教學，轉向引導學生心智探究與主動建構知識的探究教 

學，開啟科學探究課堂新風貌，展現實踐智慧，不斷發展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 

識。 

 

 

 

 

 

 

 

 

 

 

 

 

 

 

 

 



 
 

- 320 - 
 

(二) B 師的個人因素影響 

 

1. 向大自然學習的鄉居歲月，影響 B 師的教師信念與教師角色：  

B 師的童年在南臺灣的鄉村渡過。回憶鄉居歲月，受農村滋養長大的「庄 

腳囝仔」，B 師言談舉止中流露出「道法自然」的童心：  

 

…我是生長在南臺灣鄉村的庄腳囝仔，父朮都務農維生，辛苦養大我們

五個兄弟姊妹，我有二個姊姊、還有弟弟和妹妹。我那個年代小時候的

鄉下還沒有所謂線上電玩遊戲或 3C 產品，大自然尌是最好的老師，我常

常帶著弟弟、妹妹和鄰居朋友一起在田野中玩耍，盡情奔跑、在泥土裡

翻滾，張開眼睛耳朵、伸展手腳盡情探索，認識許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拜訪漫天飛舞的甲蟲和蝴蝶，有時小麻雀和白頭翁也會圍繞著我們歌唱。

玩累了尌坐在大樹下發呆，迎著陣陣清風真是一種享受。童年的鄉村生

活在我腦海裡留下美好的回憶，總覺得自己童心未泯，只有保持童心，

才能感受到孩子們的純真世界，家長也願意和我分享他們孩子很多的事

情。也許這是我喜歡老莊「道法自然」的性格吧!.....（訪談_B 師

_20181107_2-3） 

 

B 師的鄉居生活經驗，培養其道法自然的純樸個性，也形塑「向大自然 

學習」的教師信念，更期許自己善盡「教師園丁」的教師角色承諾： 

  

…我期許自己要像園丁，而且是學生認為稱職的園丁，帶著孩子走向大

自然，教導他們向大自然學習，自由的感覺提供他們克服困難的力量，

讓孩子從探索學習中，激出內在的潛能，學會解決問題…（訪談_B 師 

_20181107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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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純樸的家庭教育，影響 B 師的教師角色與科學探究教學意象： 

 

B 師回顧童年的家庭教育，父母秉持的是農夫樸實的教養方式，自然單 

純中蘊含著智慧的人生哲理，深深影響其教學意象： 

 

…我爸常對我說：「孩子，一枝草一點露，大自然的每個生命都有它的價

值，你要靠自己努力生活。」父親的用意是要我自己能擔起責任，讓我

擁有責任心。那我媽常說的一句話是：「孩子，做事容易做人難，珍惜冸

人尌是愛護自己，傷天害理的事一定不能做。」朮親的用心是要我明白

品德是做人的第一要件。他們相信，自然單純的人生道理，會成為孩子

一輩子最寶貴的資產。我一直都沒忘記，現在也用這個簡單的人生道理

來教導我的學生…我要求自己要像園丁，像牧羊人，給學生一個很自然

的學習環境去成長，園丁尌不該去揠苗助長，牧羊人要公平對待照顧每

一個孩子的成長能力。所以我不會去勉強每一個學生達到相同的標準，

而是學生有沒有盡力做到自己應該達到的標準…（訪談_B_20181107_3-4） 

  

自然純樸的家庭教育，在大自然中找回孩子最原始的單純，帶給 B 師一

個以自然為師，激發學習潛能的全人生活，深深影響其探究教學實務工作： 

 

…父朮並沒有受過很多的教育，二個姊姊高職畢業後也都出外工作了，

所以我的功課遇到的問題都是自己去想辦法解決的。父朮都很開明，雖 

然也很希望我將來能夠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不過他們並不會特冸要求

我的成績一定要達到多好，只是鼓勵我盡力去做尌好了。也因為如此，

我從小尌學會如何自主學習，如何去解決課業上的問題，而且讓我有時

間可以去探索一些我有興趣的事。…所以嘛，課堂上我最關心的是每個

學生在課堂中都能學到什麼，想辦法讓所有的學生都學會如何學習。（訪

談_B 師_20181107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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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中教育學習經驗，影響 B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原則：   

 

1992 年 B 師就讀南臺灣鄉下的一所國中。90 年代的臺灣隨著社會的開放 

與政治的民主，教育改革運動風起雲湧，這股教改風潮也吹向鄉村學校的課堂： 

  

學校不大，鄉下嘛人本來尌比較少，每個年級只有 2 班，所以啊都是升

學班，當然考科（升學考試科目）的老師為了幫助學生，尌大部分還是

用「背多分」的方式，雖然對成績還是蠻有效的，不過總覺得上課很無

趣。記憶中雖然是鄉下學校，不過教室也有視聽設備，有電視、銀幕，

還有投影機，只是剛開始老師很少在用，一直到國二，不知道為什麼很

多老師上課尌常用這些設備，感覺上起課來不會那麼無聊了。後來才明

白，原來是當時教育部札在大力推動視聽教育。…說真的，如果老師在

上課前有好好的做規劃設計，適度的使用視聽媒體，那對於學生的學習

的確是有幫助的。90（訪談_B 師_20181107_5） 

 

國一生物老師的教導，無形中影響 B 師踏上教師之路，也深深影響其科 

學探究教學實務原則： 

 

…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國一的生物老師。她很年輕，很有耐心，上課

常用投影片補充許多課本以外的知識，有時也播放一些自然生態影片，

打開我們的眼界。課堂上不會像其他老師用「背多分」的方式一直在講

課，她經常帶我們討論問題，帶我們到校園觀察生物，到學校旁的田野

觀察生態環境，練習做紀錄寫心得，她用這種方式來取代令人厭煩的考

卷，生物課是我國中最喜歡的課，也影響我後來高中到大學，一直都對

生命科學感到興趣，甚至是我的教學都有受到生物老師很大的影響。（訪

談_B 師_20181107_5-6） 

 

                                                      
90

 自术國 82 年起，教育部補助全國中小學校建置視聽教室，購置視聽媒體器材，鼓勵教師運用教 

學科技來輔助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資料來源：王緒溢(2000)。教室裡的科技─電腦在教學上的 

應用。取自 http://www.lgp.ks.edu.tw/m107/bb/qq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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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教育學習經驗，影響 B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原則：  

 

B 師對於高中時期的老師沒有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究其因，高中階段

的老師認為高中生應該要學會獨立自主的學習方式。不過對於自然科學研究社

團指導老師所設計的探究與實作課程，留下深刻的學習經驗，影響其科學探究

教學實務工作： 

 

…高中老師都說我們長大了，他們不會像國中老師褓朮般那樣，大小事

情都幫我們準備好，也不會緊盯功課，要自己知道如何去準備考大學，

自己要努力去把握機會！現在想起來也蠻有道理，畢竟溫室的花朵是禁

不起大風大浪的，孩子越早學會獨立自主，也尌越能激發出學習的潛能，

所以啦，我讓學生在小組中去學習如何和同學合作學習、學習如何去自

主學習…要說高中印象比較深刻的，那是我參加的自科社（自然科學研

究社），裡面有許多志同道合的人，喜歡探索大自然，遇到問題時，可以

一起做做實驗去印證，或者有新想法時，可以提出來一起腦力激盪。尤

其是指導老師，是一位有點年紀的化學老師，雖然我沒上過他的化學課，

不過我覺得他帶的方法比其他老師的化學課有趣多了。他都先讓我們動

手用日常生活中的器材去實作一些有趣的科普實驗，比如沉浮的葉子小

艇（用打洞器製造圓形葉碇測量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神奇的七個杯子

（碘的氧化還原反應以及酚酞的顏色變化）等等，然後去探討印證其中

我們已經學過的科學知識，這不尌是今天 12 年國教強調的探究與實作! 

（訪談_B 師_20181107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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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等教育的專業洗禮，影響 B 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發展： 

  

B 師並非從小就立定志向要當老師，由於深受國中生物教師的影響，加

上父母的鼓勵與支持，大學時選擇踏上教師之路：  

 

…我原本希望是當醫生，鄉下醫療資源缺乏，很多病人都必頇到都市大

醫院，所以想當醫生，可以為家鄉服務。不過爸媽希望我可以當老師，

一方面學醫對家裡是很重的經濟負擔，而且也是很辛苦的工作，另一方

面他們認為老師的工作比較穩定，而且當老師在鄉下是很好的工作，是

很讓人尊敬的…其實國中生物老師對我的影響也蠻大的，記得她都一直

鼓勵我將來當老師，可以奉獻給鄉下孩子的科學教育…尌這樣啦，我最

後尌選擇了當老師的師大生物系…（訪談_B 師_20181107_6-7） 

 

經過大學科學教育的專業洗禮，以及教育研究所的哲思涵養，奠定 B 師 

投身基礎科學教育的基石，深深影響其教師信念與教學實務： 

 

…大學讀的是生命科學，符合自己從小喜歡探索自然的興趣，大學中接

觸許多學術專精的師長們，他們的研究態度和精神真是令人敬佩，從他

們身上我不只學到做科學研究的方法，也體會到經師和人師的道理。…

研究所比較特冸，讀的是教育所的課程哲學，探討的主題是有關教師形

圕自身教師哲學的研究…教育哲學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想想自己做過的

教師研究，更能進一步體會老莊思想的影響…到現在教了十幾年的書，

對待學生的態度一直都是順著每個孩子的個性讓他們自然去發展，不希

望去揠苗助長…（訪談_B 師_20181107_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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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手教師面對學生逃離學習的現實震撼，影響 B 師邁向經驗教師之路：    

 

B 師接受的師培教育是 1994 年「師資培育法」頒布施行之後，採行師資 

儲備方式的多元開放養成體制。因此 B 師大畢業後，先選擇家鄉一所國中擔任 

實習教師一年，通過教師檢定取得合格教師證照後，留在原實習學校代課一年， 

之後通過教師甄選成為國中生物科正式教師。從實習教師、代課教師到成為正 

式教師的歷練，帶給 B 師難忘的新手教師經驗：  

 

…實習那一年，遇到的指導老師是一個快退休的資深男老師，看起來很

嚴肅，不過對我蠻照顧的。他的教學是比較傳統的講述，不過講得蠻清

楚的，板書也很工整，雖然年紀有點大，可是學生上他的課是認真的，

不太敢造次，從他身上我體會到嚴師的特質。記得指導老師要讓我接手

上課的那一刻，我還信心滿滿的，我在想，尌是國一的生物嘛，應該還

難不倒我…哪知上了台，才發現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我盡其所能地演

出，不過台下的觀眾並不那麼捧場，有的面無表情、有的兩眼無神、有

的夢見周公…總之，那是一堂混亂的課，讓我明白要讓每個學生都能進

入學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自己需要向有經驗的老師多多學習…（訪談

_B 師_20181107_7）  

 

實習教師若能在實習期間針對課堂、學校及教育系統持續地進行實務探 

究，不僅可培養其對教學具有自我反思的能力，進而改進其課堂教學（林淑梤、 

張惠博、段曉林，2008）。B 師代課的一年是在南部一所升學名校，「老師們都 

很拚，經常給學生很多的考卷和題目」，無形中帶給他很大的壓力，「看到我的 

輔導老師和許多老師用背多分的教法對成績還是蠻有效的，所以也尌不得不跟 

著做」（訪談_B 師_ 20181107_7）。B 師雖然抱持「學生中心」的教學信念，很 

想嘗試讓學生多一些的探究學習，然而受到學校教師文化的影響，在教學實務 

上卻採取「教師中心」的教學行動。B 師表示，經由反思帶給他教學信念的轉 

變：「反省自己的教學，也想起國中生物老師的教學方式，…老師一直講課的 

教法是不適合的。」（訪談_B 師_ 20181107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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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師由於新手教師階段面對學生「逃離學習」的挑戰，深切思索自我處 

境，反思要成為一位「會」教學的教師，必須學習如何將理論知識轉化運用在 

實際教學現場： 

 

…還在南部學校的時候，尌請教了一位教學經驗豐富，優秀的學長前輩，

同意讓我進他的課堂觀摩學習，學長有一個和我國一生物老師相同的特

點，尌是會不斷地拋問題，學生忙著想問題、回應老師的問題…。調回

新北的時候，剛好遇到我教的一個班級的導師，她長期在做分組合作學

習，也讓我到她的課堂觀摩，學到很多如何帶學生討論的方法，我在生

物課也嘗詴著做，去驗證理論和實際的運用，也開始嘗詴探究教學，…

後來學生都表示生物有趣多了，學生對於這樣的學習方式感到興趣，讓

我有信心地繼續做下去…第一次接觸 PBL 這種教學模式，除了是向學長

前輩觀摩學習以外，大概是 5 年前我來到○○服務（B 師現在任教學校）

以後參加的一個創新教學工作坊…現在每個教學主題結束之後，都會設

計一個 PBL 的教學…學生對於這樣的學習方式感到興趣，讓我有信心地

繼續做下去…（訪談_B 師_ 20181107_7-8） 

 

B 師持續探究自我專業成長的致知歷程，從新手教師漸漸邁向「會」教 

學的經驗教師，每天面對課堂教學的實際與挑戰，透過教學省思與自我意識的 

覺醒，讓理論與實務產生辯證關係，宛若科學哲學家的身影，游移於藝術家／ 

研究者／教師之間，將理論、實踐和創造統整起來，盡情在教學舞臺上揮灑， 

展現詩性智慧，不斷發展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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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前教學環境因素的影響 

  

兩位個教師在採取教學行動時，會因應當前教學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所調整， 

包括教師同儕、學生家長、教育改革等的相關因素。以下分述之： 

 

(一) 教師同儕因素，影響個案教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 

 

研究指出教師同儕是新手教師的「重要他人」，經由與同儕的互動，新手教師 

獲得專業的認同（王錦珍，1994；Edgar & Blod , 1969）。當新手教師任教一段時間

之後，其教學態度與學校教師同儕往往就有了很大的相似性（王錦珍，1994），誠

如 B 師雖然抱持「學生中心」的教學信念，受到學校文化和輔導教師等因素的影響，

改變了原來的教學信念，教學態度亦趨向於權威與保守： 

 

…雖然很想嘗詴讓學生多一些的探究學習，不要整堂課都是老師在教，不過看 

到我的輔導老師和許多老師用「背多分」的教法對成績還是蠻有效的，所以也 

尌不得不跟著做，畢竟他們還是要面對升學考詴啊! （訪談_B 師_ 20181107_2） 

  

而當新手教師遭逢理論與實際差距的「現實震撼」，對教學產生焦慮與力不從

心，此時學校有理想教育信念的經驗教師就是「重要他人」，可以提供情感性的支

持與專業性的協助，以致有機會成為「會」教學的教師。兩位個案教師都經由向學

校經驗教師學習，以及自我專業成長的默會致知歷程，追求理論與實務的辯證與融

通共建，進而產生內化，並改善教學困難的成功經驗，有助於個案教師科學探究教

學實務知識的重建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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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家長因素，影響個案教師的教學情境知識 

 

家長踏進學校、走進班級已是時代趨勢，家長不再是教育的旁觀者，課程實施 

需要爭取家長支持及參與（教育部，2014）。因此，如何與家長進行親師合作，以

利孩子的成長學習，是教師進行有效教學的重要課題。兩位個案教師如何面對眾多

價值觀及期望不同的家長，如何建立親師合作的關係，各自經歷不同的心路歷程： 

 

1. A 師的親師互動實務知識發展： 

 

(1) 第一次面對家長的挑戰： 

 

A 師回想初任教學工作的一個班級是國三的理化課程，所謂的「後母班」： 

 

…後朮班的好處是，如果前一個老師建立的學習常規還不錯，那接手的老 

師只要蕭規曹隨尌好了。可是如果前一位帶得很差，那你可能尌要全副武 

裝，心力交瘁啦。我接的這個班，尌是屬於讓我心力交瘁的一個班。一進 

教室尌直覺多數學生大概已經放棄理化了，…不是趴睡，尌是聊天講話， 

只有少數幾個學生有在上課…（訪談_A 師_20181023_6） 

 

A 師表示自己謹記父母的期待與訓勉，基於懷抱成為「良師」的初衷，因

此對於學生的課業要求非常嚴格，深怕影響他們的考試成績。第一次段考後有

一天接到導師告訴她：「我們班家長都在問，學生功課那麼多，為什麼理化成

績還是很差？」（訪談_A 師_20181023_6）家長的質疑，無疑是一記沉重的打

擊，A 師首先和導師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多數學生的程度其實還好，

只是國二的理化是代課老師，上課比較悶，學生不喜歡」（訪談_A 師

_20181023_6）。此外，A 師也反思自己的教學「不能再用國中時的老師那種填

鴨教學方式，要學生死背公式是沒辦法學好理化的」（訪談_A 師_20181023_6），

因而驅使她積極謀求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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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A 師在導師的建議下，出席了班親會，當面和家長溝通說明自己的教

學計畫： 

 

…對於家長的質疑我並沒有退縮。我先和學生溝通，了解他們的學習需 

求，也和學生約定教學改善計畫，希望一起努力，有信心可以讓他們的成 

績起死回生。班親會當天，學生家長來了不少，他們看到我是年輕的老師， 

又是師大本科畢業的，不是代課的，對我尌比較信任。我把我的教學方法、 

對學生的要求，還有希望家長配合的，都說明清楚，也當面回答了一些家 

長的問題。這是我踏入社會第一次面對家長，對我來說是一次寶貴的學 

習，這可是學校沒修的學分，讓我學會如何面對家長，掌握如何和家長溝 

通的技巧…（訪談_A 師_20181023_7）  

 

(2) 建立積極回應家長的態度： 

 

A 師表示，有了第一次實際面對學生家長的良好互動經驗，從此讓她勇於

面對家長，建立積極回應家長的態度，親師互動的實務知識日益豐富。職是，

當「蘋果美白大作戰」的課後自主學習活動引起學生家長的疑慮時，A 師採取

積極的回應態度，順利解決影響教學的情境問題： 

 

…我寫了一份這個（實驗設計）教學、還有（課後自主學習）作業的目的， 

以及對學生自然科的學習的幫助等等，請班導附在學生的聯絡簿上，希望 

讓家長了解這個課後作業的重要。…家長大多清楚我的用意，也尌沒再聽 

班導說家長的抱怨了…（訪談_A 師_20190314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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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師的親師互動實務知識發展： 

 

(1) 亦師亦友的互動經驗： 

 

B 師成長於純樸的鄉間，培養其樂觀開朗的個性，待人親切誠懇。初任教 

學工作就承擔導師的責任，與學生及家長建立了亦師亦友的夥伴關係： 

 

鄉下地方的家長對老師都很尊敬，我又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人，班上很多家 

長都認識我，所以放學後只要有空，我尌會約學生到他們家去和家長聊一 

聊，看看家長有什麼意見或者是需求，也了解學生放學後的學習情形。家 

長對我都很友善，遇到地方有節慶時都很熱情的邃請我去作客，我和家長 

的關係尌像是朋友一樣，對我的班級經營有很大的幫助…（訪談_B 師 

_20181107_7）  

 

B 師言談舉止中自然流露的童心，並未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失去，他說：「只 

有保持童心，才能感受到孩子們的純真世界，家長也願意和我分享他們孩子很 

多的事情。」（訪談_B 師_20181107_6）因為喜歡孩子的純真世界，B 師與學 

生家長建立了「亦師亦友」的夥伴關係，得以相互提攜、共同成長。  

 

(2) 建立合作的親師互動關係： 

 

B 師初任教師與學生家長的互動經驗，讓他學會「同理」與「傾聽」的溝 

通方式，幫助自己去了解家長的想法與需求，和家長建立良好的親師合作關 

係： 

 

…遇到家長的質疑時，我的做法是先不急著去表達意見！天下父朮心都一 

樣，所以啦，你要先用同理心去傾聽家長的想法，聽聽他們擔心的是什麼 

問題，清楚以後才能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和家長保持合作的關係，對於 

班級經營和教學都有很大的幫助。像之前我遇到的 PBL 課後自主學習的問 

題，當我知道有家長提出質疑時，一方面和班級導師溝通，讓導師了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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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目的，也請導師協助我和家長取得溝通說明的機會，最後的發表分 

享也邃請家長來參觀…（訪談_B 師_20181107_7-8） 

 

「基因改造該不該?」的發表分享活動，當天出席的家長看到孩子的表現， 

欣慰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也一掃家長之前對於 PBL 課程的疑慮。（觀紀錄_ B 

師_20190328） 

 

(三) 教育改革影因素，響個案教師的教師信念與教師角色 

 

教育改革涉及對教師角色與工作的重新定義（陳伯璋，2001；歐用生，2000； 

Fullan, 1998）。我國最顯著的例子是九年一貫課程改革，許多學者認為九年一貫課

程改革徹底改變社會對教師的角色期望，包括從官訂課程的執行者轉換成課程的設

計者、從被動的學習者轉換成主動的研究者、知識的傳授者轉換成能力的引發者（陳

伯璋，2001；歐用生，2000；饒見維，2001）。2002 年（91 學年度）九年一貫課綱

在國中階段正式實施，兩位個案教師當時正值擔任國中科學教師時期，面對課程改

革的衝擊，皆抱持積極的態度面對挑戰。 

 

1. 從學科教師到領域教師角色認同的挑戰：  

 

九年一貫課程的核心理念之一是由學科本位轉向領域統整（教育部，2008），

解構了既有的教師專業認同，對國中教師造成很大的衝擊。A 師當時正好參加

自然領域輔導團，由於身為輔導員，較早得知新課程的重大改變。言談中可以

感受 A 師勇於接受挑戰的敬業精神： 

  

…我並不會抱著以不變應萬變的想法。早一步知道九貫（九年一貫）對老 

師會有翻天覆地的影響，那你尌要改快學會去調整自己的腳步嘛，抱怨是 

解決不了問題的。……現在想起來，很多人抱怨教改像月亮，初一十五不 

一樣，我倒覺得，教改像月亮，讓我變得不一樣。（訪談_A 師_20181016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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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師「走在前面」也讓她獲得更多專業成長的機會，形塑新的教師專業認 

同： 

 

身為輔導員，我尌告訴自己，要多去參加研習，多去了解新課綱，教科書 

會怎麼編，領域教學要怎麼做等等，自己清楚才能協助老師改變，生物、 

理化、和地科本來尌都是自然科學，從原來單獨分科到把它們擺在一起， 

應該有它的道理，課程做統整的設計，可以讓學生有機會應用科學知識去 

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生活問題是不會單獨用生物、理化或地科的知識 

來處理的。我喜歡自己現在的身份，我是自然領域老師…（訪談_A 師 

_20181016_2-3） 

 

B 師表示當時是初任教師工作，在師培階段便已接觸九年一貫課程，奠定

自己對領域認同的新使命： 

 

…記得教授告訴我們，九年一貫課程對很多國中老師造成很大的衝擊，形

成一波退休潮，要我們把握機會，認識了解領域的課程和教學，爭取成為

札式老師的機會。那一年我回到實習的學校代課，聽到很多前輩老師的抱

怨，都說不知道要怎麼教。我看過新課綱，對於能力指標也有些認識，上

課前認真的準備，除了學校選的課本，自己再從朋友那裏找到其他版本來

參考，對於課本中的一些跨科主題設計深入的去了解，然後去設計教學，

這些努力對我幫助蠻大的，很快尌調整自己一開始像其他老師的背多分教

學方式，很快找到領域的教學方法。要問我對於領域的看法，我是蠻認同

的，現在自然領域的課本也不會比我國中的時候差，畢竟把自然科學分得

太細太專業，在國中階段是不需要的。（訪談_B 師_20181107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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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教師中心到學生中心的教師信念轉變：  

 

教育改革所倡議的典範轉移，促使教師對教學專業基本價值的重行定位，

而「以學生為主體」是我國近年來教育改革的主要訴求之一（余安邦，1999；

范信賢、黃茂在，2003）。綜觀兩位個案教師皆抱持「學生中心」的教育信念，

積極面對教育改革的趨勢，體察改變需要來自對教育信念與實務工作的深刻反

省，掙脫升學主義的桎梏，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科學探究教學信念，也讓他們更

能清楚的界定探究學習任務，選擇適當的探究教學策略，並且合理地運用知識

經驗，有效解決教學現場瞬息萬變的實務問題。 

 

A師期許自己是一位可以引導學生探究學習及催化學生學習熱情的專業教

師，依照自我的人格特質與教學風格，有效掌握整體教學過程，如慈母般的教

師角色，引導和催化學生探究能力的發展。證諸課堂觀察，A 師針對國二學生

的探究能力，採取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包括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影

片教學、表徵教學、科普閱讀教學等引導式探究模式，引導學生觀察科學事實

與自然現象，透過觀察、探索、實驗設計與實作、資料收集與分析、形成解釋、

討論與溝通等方式，協助學生主動歸納出有意義的概念與通則。 

 

B 師期許自己成為一位稱職的「教師園丁」，毫無選擇地面對每一個學生， 

了解每位學生的獨特性與差異性，提供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細心呵護學生探 

究能力的自然成長與發展。B 師運用多樣化的探究教學策略，無論採取 PBL 教 

學、影片教學、融入科學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過程中都能經常透過提問， 

耐心的引導學生依據問題性質，探討問題解決的策略，增進學生主動探究的能 

力，帶給學生積極正向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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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影響因素的綜合分析   

 

…我的工作是讓教師說出他的故事，幫助教師了解自己所經驗的事物；…我的 

工作同時也是做為主動的傾聽者，將聽到的賦予輪廓，將他們的故事轉變成我 

們的故事。（Robert Coles, 1989；引自吳慧貞譯，2001，頁 25）91
 

  

影響教師實務知識的因素極為錯綜複雜，舉凡教師的個人因素，以及與所處教

學情境的互動關係等，無所不在地影響著教師的思維與教學行動。職是，教師的教

學專業發展過程因人而異，每個人的故事都是獨特的。綜整兩位個案教師實務知識

的影響因素，如圖 4-11。   

   

A 師成長於教育世家，自由開明的家庭教育，以及父母親的良好身教和言教， 

無形中影響其踏上教師之路，也深深影響其教師信念與教師角色。求學期間，受到

高中導師的自主學習、物理教師的科學探究教學啟發，以及大學和研究所科學教育

的專業洗禮，都深深影響其教師信念與科學教學實務工作。初任教學工作遭遇「理

論無用」的現實震撼，經由自我的教學省思與不斷地促進自我專業成長的致知歷程，

心領神會課堂教學的默會性知識，從新手教師逐漸邁向專家教師。此外，A 師在採

取教學行動時，能因應當前教學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所調整，包括向學校經驗教師

觀摩學習、積極回應家長的態度、勇於面對教育改革的挑戰等相關因素，不忘懷抱

成為「良師」的初衷。 

 

B 師童年的鄉居生活經驗，以及自然純樸的家庭教育，培養其道法自然的個 

性，也深深影響其教師信念與教師角色。求學期間，受到國中生物教師的探究式教

學影響，高中階段的自主學習經驗，以及大學科學教育的專業洗禮和研究所哲學思

維的啟迪，都深深影響其教師信念與科學教學實務工作。初任教學工作遭遇「學生

逃離學習」的考驗，經由自我省思與向經驗教師的觀摩學習，心領神會課堂教學的

默會性知識，從新手教師逐漸邁向「會」教學的經驗教師。此外，B 師能因應當前

教學環境因素的影響而積極調整教學行動，包括雖然受到教師同儕的影響，教學態

                                                      
91

 Robert, Coles.(1989). The Call of Story. 臺北：遠流。（吳慧貞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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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趨向於於權威與保守，但經由向經驗教師的學習而有所調整、與學生家長亦師亦

友的互動經驗，和家長建立良好的親師合作關係、認同教育改革理念等的相關因素，

不忘克盡「教師園丁」的初衷。 

 

 

 

 

 

 

 

 

 

 

 

 

 

 

 

 

 

 

 

 

 

 

 

 

 

 

 

圖 4-11.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B 師 

 向大自然學習的鄉居歲月，影響教

師信念與教師角色。 

 自然純樸的家庭教育，影響教師角

色與科學探究教學意象。 

 國中教育學習經驗，影響科學探究

教學實務原則。 

 高中教育學習經驗，影響科學探究

教學實務原則。 

 高等教育的專業洗禮，影響科學探

究教學實務知識發展。 

 新手教師考驗，影響邁向專家教師

之路。 

A 師 

 教師家庭背景，影響教師信念與教師角

色。 

 自由開明的家庭教育，影響科學探究教

學意象與實務原則。 

 國中教育學習經驗，影響科學探究教學

實務原則。 

 高中教育重要他人，影響科學探究教學

實務原則。 

 高等教育的專業洗禮，影響 A 師的科學

探究教學實務知識發展。 

 新手教師的現實震撼，影響邁向專家教

師之路。 

 教師同儕，影響個案教師科學探究教學實務。 

 學生家長，影響個案教師教學情境知識。 

 教育改革，影響個案教師信念與教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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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 

  

綜觀兩位個案教學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主要包含教師個人的默會致知，以及

教師社群的知識螺旋等不斷自我專業成長的歷程。以下分析說明。  

    

(一) 教師個人的默會致知 

 

教學實務知識是一種流動的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以一種內隱程度不一 

的形式存在於教師個人心中，難以透過專業的訓練產生，唯有經過自我不斷努力學

習、反省與理性批判，才能促成實務知識的成長與自我的超越（陳美玉，1996，2006）。

Polanyi（1966）稱內隱知識的傳遞行動為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引自彭淮棟

譯，1985，頁 59），Schön（1983）則強調實務者必須以行動中認知（knowing-in-action）

和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等較默會且充滿熟練的判斷智慧方式，才能夠

使此種生成自個人經驗的默會理解浮現出來（引自陳美玉，2003，頁 81）。    

  

A 師在經歷新手教師「理論╱實際」差距的現實震撼之後，反思學生時代所受

的教育影響，重新審視自我的信念，為她帶來自我專業成長的能動性： 

 

第一次當老師第一堂課的震撼教育，當下覺得是有些沮喪。回想自己當學生時 

後的學習經驗，以及要成為好老師的初衷，當然得振作起來尋找出口……我媽 

告訴我，有機會尌多去看看其他老師的教學，向有經驗的人學習是最有效的方 

法，因為課堂中有許多的細節是沒有辦法直接講清楚的，需要自己親身在現場 

去觀察，去體會人家是怎麼教的，遇到問題是如何處理的…。所謂魔鬼藏在細 

節裡，當我去觀摩會教學的專家老師，看看他們的 POE 實驗教學啦、實驗設 

計教學啦、小組學習運作啦，我終於明白會教學的老師是要將重點放在學生的 

學習上面…現在我在教學的時候，心裡主要想的不會是教學理論的知識，這些 

知識只是用來幫助我教學的工具（輔助意識），我會把眼光放在學生的學習上 

面（焦點意識），學生學會了沒，遇到什麼問題，要怎麼立即去排除影響學生 

學習的路障…看過許多會教學的老師都有一套自己的「法寶」，這一套法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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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之寶，沒有辦法直接說清楚來傳授，必頇得自己親自去心領神會，而且還 

要實際去做做看…（訪談_A 師_20181016_2-3） 

 

B 師由於新手教師階段面對學生「逃離學習」的現實震撼，深切地思索自我身

處的境遇及挑戰，反思要成為一位會教學的教師，必須經歷自我的專業成長之路，

學習如何將理論知識轉化運用在實際教學現場： 

 

…理論和實際是有很大的落差，記得在學校實習的時候，師傅老師尌曾經告訴 

我，先不去管理論吧!仔細去觀察課堂現場的狀況，然後依照你看到的情況再 

想想怎麼處理，理論能用尌用看看，或者去看看相同的情況冸人是怎麼處理 

的…我走過的這一條悠悠長路是來自偶然的邂逅，伴隨著邂逅是一系列意義的 

發展…現在我比較能夠體會到教學的世界是很複雜，有很多知識很難說得清楚 

（默會知識），尌像你（研究者）問我 PBL 的教學，我想自己可能不完全說的 

出理論的東西，不過我可以分享如何引導學生的方法…我想教學的重點不在於 

板書啦、語調啦、儀態啦等等的細節，更重要的如何去引導學生產生學習理解， 

如何協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題，這些重要的工作並不是套用哪個理論尌可做 

到的，而是要經過經驗的累積和自己不斷的教學反省和改進…（訪談_B 師 

_20181107_6） 

 

綜整兩位個案教師從新手教師邁向經驗教師的成長之路，都經歷個人身體力行

的默會致知歷程，如圖 4-12： 

 

1. 向經驗教師學習：兩位個案教師在新手教師階段，都透過師徒制（mentoring）

的觀察、模仿、意會、演練等方式，從經驗教師身上學習如何精進科學探

究教學，係隱性知識內隱化的過程。例如 A 師主要學習「怎麼做 POE 實

驗教學、實驗設計教學、小組學習運作的方式」（訪談_A 師_20181016_2-3），

B 師主要學習「PBL 教學、科學閱讀教學、提問教學、激發學習動機的策

略等等」（訪談_B 師_20181107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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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實教學專業知識：A 師透過研習活動、參與自然科學領域輔導團、就讀

科學教育研究，B 師透過自然科學社群的交流分享、就讀教育研究所等方

式，學習將各種顯性知識加以整合、連結轉化，充實自我的教學專業知識，

係顯性知識外顯化的過程。 

 

3. 做中學的體驗：兩位個案教師都從教學計畫的撰寫、教學策略的運用等實

際教學活動中，將命題式知識逐漸內化為個人具意義性的操作型知識，係

顯性知識內隱化的過程。   

   

4. 公開授課活動：兩位個案教師藉由公開授課活動（A 師經常辦理輔導團公

開授課活動╱B 師亦曾擔任公開授課教師），將其個人的隱性知識，藉由

敘說（narrative）或說故事（storytelling）等的討論對話方式，明白陳述、

清楚地表達為顯性概念，具體表達出來，進而將隱性知識轉化成顯性知識，

是教學實務知識創新的關鍵。  

  

綜觀兩位個案教師促進自我專業成長的致知活動，係在「邊做邊學」中，不斷

藉由行動中反思的過程，將輔助意識（教學的知識）經過轉悟關係（from-to relation）

交融於焦點意識（教學的實際成效）中，内化（interiorization）於身體記憶之中，

漸漸成為「會」教學的經驗教師，進而邁向專家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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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2. 個案教師的默會致知歷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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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社群的知識螺旋 

 

教師每天不斷的進行教學行動、解決問題、教學反思，必定累積了許多教學 

現場的實務經驗。然而不同的教師在教學時，因為個人覺知外在的經驗不同，因此

關注的「焦點意識」也會不同，採取的教學行動也就跟著不同，呈現的教學風格與

實務知識當然也就不同。 

 

兩位個案教師主動積極投入教師社群的運作，啟動知識學習與傳承的知識螺 

旋（knowledge spiral）模式／SECI 模式（如圖 4-13），經由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之

間有效的互動與應用，形成一個教師知識不斷成長的螺旋性轉化創新歷程（Nonaka 

&Takeuchi, 1995；引自楊子江、王美音譯，2000，頁 128），不僅可以將教師個人的

默會知識轉化為社群共享的顯性知識，對於教師的專業成長亦有莫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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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個案教師社群的知識螺旋示意圖（SECI 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 Nonaka & Takeuchi（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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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師的知識螺旋： 

 

A 師目前擔任國中自然領域輔導團專任輔導員，輔導團的經歷讓她獲得較 

多的專業成長機會持續精進教學能力。因此，面對一波波的課程變革，A 師向 

來抱持積極的態度面對絕不逃避： 

 

因為輔導團的關係，有機會參加很多的研習，我是很喜歡參加研習，可以

學到許多新知識，很值得。大家都說「教改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不

過對我來說是「教改像月亮，讓我變得不一樣。」（訪談_A 師_20190219_2） 

 

A 師經常帶領自然領域教師社群共同備課，或擔任公開授課教師，分享教 

學經驗，克盡專任輔導員的職責： 

 

…參加輔導團以後，有機會和團員夥伴一起做探究教學，輔導團也有教授 

指導，也看過許多優秀老師的分享，這幾年覺得自己對於探究教學還頗有 

心得，有機會也會和團員或是他校老師做分享…輔導團尌像是一個大家 

族，裡面有學養俱佳的年輕老師、教學經驗豐富的資深老師、陪伴的教授， 

這個輔導團社群沒有所謂的專家，每個人都是專家，大家聚在一起研究教 

學、研究評量，交流檢視教學經驗，如何讓教學工作更有效、更美好，這 

些集眾人智慧的知識尌成為我們輔導團的知識寶藏，有機會尌分享給老 

師，持續的經驗傳承，尌是要盡到自己的責任嘛…（訪談_A師_20190219_2） 

 

2. B 師的知識螺旋： 

 

B 師期許自己做為一位稱職的教師園丁，經常利用網路或參與教師社群的 

研修活動，從中精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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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教師研習活動中或者是網路上，看到很多教學表現很優秀的老 

師分享他們的教學經驗，像阿簡老師啦、月玲老師啦，這些優秀的老師都 

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尌是他們的學科知識和教學經驗都很豐富，而且能夠 

轉化在對於教材的分析和教學活動設計當中…在社群平台中，大家可以分 

享交流自己的知識和教學經驗，也可以檢視自己的教學經驗，有時候可以 

發現自己從來沒去注意的東西，甚至是自己從來沒注意的，習以為常的錯 

誤觀念。（訪談_B_20191122_3-4） 

 

B 師基於擔任自然領域召集人的職責，在自然科學領域教師社群中帶領教 

師進行共同備課，分享 PBL 教學經驗： 

 

…這學期我剛好擔任領召（自然科學領域召集人），於是我尌在期初的會 

議上拋出 PBL教學的議題討論，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並且說明我的教學 

實施構想，希望大家能冺用自然科的共備時間，一起進行 PBL的教學研究， 

也歡迎大家來我的課堂觀課…從觀議課的討論當中，真的可以學到很多， 

有些可能是自己習以為常從來都沒去注意到的小細節，經過夥伴們提出 

來，可以讓自己好好地去反省思考改進…後來幾位老師也在課堂上嘗詴了 

PBL教學，感覺蠻欣慰的…（訪談_B 師_20190329_3-4） 

 

揆諸本研究，兩位個案教師參與教師社群的公開授課活動，主要有四種型態的

知識螺旋，包括課堂的理解、情感的共鳴、經驗的系統探索與檢驗、實務知識的發

展與創新。 

 

1. 課堂的理解：公開授課中，經驗教師將其教學經驗或教學意象等，藉由隱

喻、假設、類比、敘說或說故事、重新詮釋等方式，將隱性知識轉變成顯

性知識，明白陳述、清楚地展示傳遞，促使他者╱新手教師省思感知而創

造出屬於教師個人或社群對於課堂新的理解或詮釋，是知識創新的關鍵。 

2. 情感的共鳴：公開授課中，教師交流分享彼此共同的課堂事件經驗，使彼 

此心有靈犀，身歷其境般地體悟其中奧妙，新手教師也可以透過師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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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ing）的觀察、模仿、意會、演練等方式，從經驗教師身上學習豐 

富的教學經驗。教師藉由分享隱性知識從而達到創造隱性知識的過程，重 

視的是共同經驗的建立，意即透過身體的實踐來領悟與體驗默會知識的過 

程，使彼此的心智模式與教學思維共同化，產生共鳴的知識。  

3. 經驗的系統探索與檢驗：新手教師和經驗教師形成合作的公開授課探究社 

群（inquiry community），有系統探索與檢驗從教學實務中得來的「實務中 

知識」（knowledge-in-practice），並對專家學者所制定的「實務用知識」 

（knowledge-for-practice）提出質疑或是詮釋，使得知識的範圍擴大，從而 

產生現場（local）的「實務的知識」（knowledge-of-practice），使教師能夠 

跨越其專業生活的廣度，理論化實務，連結社會或政策性的議題。教師在 

探究社群中透過探究，改變課程，改變教師工作的本質，改變學校與班級 

內外的教學文化，教師宛如知識轉化的智者，教師不再只是一種被動的知 

識傳授者角色，進而成為一位專業知識產生的研究者、理論家、教學領導 

者（Cochran-Smith & Lytle, 1999）。 

4. 實務知識的發展與創新：教師個人在課堂教學的實務活動中，透過師生互 

為主體的知識探究過程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也使得彼此間有了對話的可 

能，教學內容不再只是知識系統的載體，固定不變的內容，而是經由師生 

的理解與對話，建構生成新的知識和意義，不斷發展形成個人經驗所獲得 

的「實務中知識」。此外，教師從參與社群的公開授課活動中，有系統探 

索與檢驗從教學實務得來的「實務中知識」，建構創新的「實務的知識」。 

對於公開授課而言，是教師經驗的串連和個人知識擴展的一個重要歷程， 

教師宛如知識生產的智者，不再只是一種被動的知識傳授者角色。 

 

綜合上述，兩位個案教師實施科學探究教學之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與發展，如

圖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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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與發展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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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兩位個案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與發展，本研究援引 Cochran-Smith 與

Lytle（1999）教師學習取向（orientation of teacher learning）的觀點，構建「國中科

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發展示意圖」如圖 4-15。兩位個案教師都有效應用「實

務用知識」（knowledge-for-practice)持續精進教學；透過科學探究教學情境的實務活

動（practices），不斷發展形成個人經驗所獲得尚未經過系統檢驗的「實務中知識」

（knowledge-in-practice)；抑或從參與教師社群中，有系統探索與檢驗從教學實務得

來的知識，建構「實務的知識」（knowledge-of-practice）。兩位個案教師宛如知識的

生產者與轉化的智者，不再只是一種被動的知識傳授者角色。  

 

此外，A 師基於專任輔導員的研究立場（inquiry as stance），帶領輔導團員形成

合作的探究社群（inquiry community），教師之間相互支持，以探究立場來探索教師

從每天的工作與教學經驗中所產生的知識，並加以有系統探索與檢驗，使教師能夠

跨越其專業生活的廣度，理論化實務，對於教學、學習、學科內容、課程等進行有

系統的質問與探究，並對專家學者所制定的知識提出質疑或是詮釋，使得知識的範

圍擴大，連結社會或政策性的議題，以及與其他教師、研究者、廣大團體相互合作，

進而產生現場（local）的「實務用知識」（knowledge-for-practice)，成為一位專業知

識產生的研究者、理論家、與教學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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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5. 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發展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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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歸納前述對於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相關探討，提出本研究

結論，並據以對教師專業成長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綜合第四章之分析討論，歸納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 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內涵，涵括教師對科學、教學、學習， 

和學生等相關部分所融合的知識與信念。這些知識彼此交織運作，並透過教 

師信念的篩選和增強，使得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以自我知識的內涵進行理解轉化 

與調整而成為教師個人化的 PCK。 

 

科學教師如何將自然科學領域知識適當地傳達給學生，所涉及教師實務知識範 

疇甚廣且複雜。本研究發現，兩位個案教師任教學科（生物科／理化科）的知識（學

科知識、一般教學知識、學科教學知識三者互相交錯在一起）是教師能否掌握科學

探究教學精神的核心知識，而教師信念會受到經驗與反思的影響而改變，在教師發

展實務知識的過程中具有濾鏡的功能，不但影響教師對於教學理論及經驗的詮釋，

也會決定教學行為，可謂居於上層的自我監控地位，且和自我知識的交互作用，更

是影響科學教師願意實施探究教學與實施成效的關鍵要素。 

  

(一) 教師信念方面 

  

兩位個案教師個人的過去經驗（成長背景、求學經驗、教學經驗）都是教師信

念的源頭，影響其科學探究教學信念與行動。兩位個案教師皆抱持「學生中心」的

教育信念，A 師關注學生的學習需求與科學探究能力的培養，B 師重視學生的自主

學習與科學探究能力的自然成長，都直接影響他們的科學探究教學實務，讓他們更

能清楚的界定探究學習任務，選擇合適的探究教學策略促進學生的探究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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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知識方面 

  

兩位個案教師都擁有高度的自我概念與自我效能，能依照自我的人格特質與教 

學風格，盡情在教學畫布上揮灑，帶給學生積極正向的學習效果。A 師如慈母般的

教師角色，引導和催化學生探究能力的發展。B 師如兄長般的教師角色，期許自己

成為稱職的教師園丁，提供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細心呵護學生探究能力的自然成

長與發展。此外，兩位個案教師都皆能超越「教師角色」的存有（being），A 師以

專家教師的身影╱B 師宛若科學哲學家的身影，實際展開教學專業的行動（doing），

並透過反思的過程，避免一成不變的探究教學型態，提升整體的教學效能，不斷淬

鍊發展（becoming）自己的實踐智慧，開啟科學探究教學的新視野。 

 

(三) 任教學科的知識方面 

 

1. 學科知識方面：兩位個案教師植基於個人學科知識的理解及豐富的教學經

驗來進行教學的轉化歷程，對於教材的準備、教學策略的選擇及對學生學

習困難的因應，有了初步的構思後，進而針對所要教授主題╱單元的核心

概念有所聚焦，明確的引導學生探究科學本質，進而構建自己的科學素養

或探究技能。 

2. 一般教學知識方面：A 師的課堂教學展現的一般教學知識，係以科學探究

情境的營造、小組學習的運作等教學策略為主。B 師主要以激發學生科學

學習動機、提問教學等策略為主。兩位個案教師都能充分理解國中生的學

習特性與個別差異，對其任教班級學生的背景、特質、能力等的了解，給

予適性的教學引導，並且透過耐心與愛心的陪伴，讓學生從參與探究學習

活動中覺察自己的能力與教師的期望。  

3. 學科教學知識方面：A 師精準地掌握教材結構、教學重點與教學節奏，運

用 POE 教學、實驗設計教學、影片教學、表徵教學，以及科普閱讀教學等

多樣的引導式探究教學模式。B 師主要依據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而有不

同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流程安排，運用 PBL 教學、影片教學、融入科學

史教學、科學閱讀教學等多樣的引導式探究教學模式。兩位個案教師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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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堂教學活動都指向科學探究的核心，面對課堂教學的實際與挑戰，透

過行動中反思，不斷淬煉其任教學科的 PCK。兩位個案教師的 PCK 充分展

現在科學教學取向、學生對科學的理解、科學課程、科學探究教學、科學

探究評量等五大面向的知識內涵，且與其他教學專業知識之間存在著密切

互動的關係。  

 

二、 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結構，係以科學探究意象指引，形成課堂 

教學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環環相扣。在教學意象的指引下，不斷地透過教師 

信念與教學省思的交互作用，而後運作於實際教學中，形塑自己的科學探究教 

學風貌。 

 

(一) A 師對科學探究教學整體與隱喻的意像，例如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課堂是學生 

心智探險的場所、教師如引導者和催化者，並以此意象來進行課程規劃和教學 

實施，展現自己的 PCK：  

 

1. 在「學生是學習的主人」的意像指引下，積極回應學生的學習需求即成為

重要的教學實務原則，並且反映在以下的實務規則：學生需求為本的教學

設計、平等對話學習情境的營造、小組學習方式的運用。 

2. 在「課堂是學生心智探險的場所」的意象指引下，重視學生科學探究能力

的培養即成為重要的教學實務原則，並且反映在以下的實務規則：營造科

學探究情境、多樣化科學探究教學、像科學家般的探究與實作。 

3. 在「教師如引導者與催化者」的意象指引下，學生對自己學習負責即成為

重要的教學實務原則，並且反映在以下的實務規則：教師少講，學生多做、

學生主動完成學習任務、教師做更多的回饋工作。 

 

(二) B 師對科學探究教學整體與隱喻的意像，例如教師即園丁、教師如牧者、學生 

是求知若渴的旅人，並以此意象來進行課程規劃和教學實施，展現自己的 

P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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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教師即園丁」的意象指引下，順應學生探究能力的自然發展即成為重

要的教學實務原則，並且反映在以下的實務規則：營造自然和諧的探究學

習環境、多樣化的科學探究教學、學生探究能力的自然成長。 

2. 在「教師如牧者」的意象指引下，公平善待學生的差異即成為重要的教學

實務原則，並且反映在以下的實務規則：正視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學生

公平的學習機會、積極回應學生的差異。 

3. 在「學生是求知若渴的旅人」的意象指引下，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即成為重

要的實務原則，並且反映在以下的實務規則：學生自主學習意識覺醒、建

立學生合作學習的同儕關係、建立師生共同學習的夥伴關係。 

 

三、 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影響因素，係由教師個人因素與當前教學 

環境因素交織而成。其中成長背景與求學經驗和面對教育改革的態度是影響個 

案教師科學探究教學實務知識發展的重要因素。 

 

兩位個案教師的實務知識來自許多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所涉及的教師知識基 

礎甚為廣泛、多元且複雜，結合了理論與實務的部分，其知識的形成和轉化必然是

一個動態歷程，會隨著新知的吸收、認知的調整及經驗的累積而有所變動。這些影

響因素係由個人與環境交織而成，包括教師個人因素（如成長背景、求學經驗、教

學經驗等）以及當前教學環境因素（如學校同事、學生家長、教育改革等）。  

 

A 師成長於教育世家，自由開明的家庭教育，以及父母良好的身教和言教， 

無形中影響其踏上科學教師之路；求學期間，深受高中物理教師的科學教育啟蒙，

影響其科學探究教學信念與教學實務。B 師童年的鄉居生活經驗，以及自然純樸的

家庭教育，培養其向大自然學習的個性；求學期間，深受國中生物教師的探究式教

學啟迪，影響其科學探究教學信念與教學實務。 

 

兩位個案教師都能積極面對教育改革的趨勢，體察改變需要來自對信念與實務

工作的深層反省，唯有秉持自己的科學探究教學信念，面對自身的處境與困難，回

觀自我的教師角色，才能回到從事教育工作的原始動力與應有的執著，就是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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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師懷抱成為「良師」的初衷，B 師克盡「教師園丁」的初衷，在採取教學行動時，

都能因應當前教學環境因素的影響，合理地運用教師知識基礎，有效解決教學現場

瞬息萬變的實務問題。  

 

四、 國中科學探究教學之教師實務知識的形成機制，主要包含教師個人的默會致 

知，以及教師社群的知識轉化傳遞螺旋等不斷的教師自我學習歷程。 

 

兩位個案教師的默會致知包括向經驗教師學習、充實教學專業知識、做中學的

體驗、參與教師社群公開授課活動的學習經驗，在「邊做邊學」中，不斷藉由行動

中反思的歷程，將輔助意識（教學的知識）交融於焦點意識（教╱學的實際成效）

中，内化於身體記憶之中，漸漸成為「會」教學的經驗教師，進而邁向專家教師。

此外，兩位個案教師皆主動積極投入教師社群的運作，啟動知識轉化與傳遞的知識

螺旋，經由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之間的互動與應用，形成一個教師知識不斷自我學

習成長的創新歷程，不僅將教師個人的默會知識轉化為社群共享的顯性知識，對於

自我的專業成長亦有莫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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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主要分成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科學教師實施探究教學方面建議，第二部

分為科學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建議，第三部份為未來相關研究方面建議。 

 

一、 科學教師實施探究教學方面建議 

 

無論九年一貫課程抑或十二年國教課程，自然科學領域課程設計理念都揭 

示，自然科學培養的基本能力為「探究能力」，最好的學習方式是「探究與實作」， 

主張以科學探究的方式進行教學與學習，以期經由探究學習活動激發學生主動探索

與研究精神，使學生獲得相關的科學知識與技能。本研究結果發現，引導式探究教

學模式對於國中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確實有其教學成效，以下提出建議。 

 

(一) 運用小組學習引導學生從事探究活動   

 

兩位個案教師經常運用小組學習的方式，不僅可以兼顧學生的學習需求和達成

適性學習，更能讓學生得到來自同儕和教師的支持與協助，獲得成功的學習經驗，

增強自信心及提昇學習動力，並能達到促進學生溝通、分享與團隊合作能力的目的。

小組學習是一種具高度結構性的教學型態，教師在實施過程中要能掌握專業技巧，

亦需同時考量其適用範圍及限制，包括學科特性、教材內容、學生程度及教學目標

等，選用適合的小組學習策。在科學探究教學活動中，學生的小組討論發表能力或

相關經驗將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探究與實作的進行需要小組的合作、溝通與協

調，一個好的小組學習模式可以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能像科學家一樣的來從事探究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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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循序漸進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 

  

學生科學探究能力的培養需要長期且循序漸進的教學累積而來，建議教師每學 

期研訂完整的教學計畫，以學生日常生活體驗及既有科學知識或經驗為基礎，選擇

教科書適當的教學主題╱單元內容設計多樣的探究學習活動，依據學生的探究能力，

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推理分析，歸納或演繹，以迄問題解決，並應重視學生的個別

差異進行多元化的評量，以此逐漸引領學生建立科學探究的信心，培養其解決問題

的探究能力，達成習得新知識或新概念的課程目標。  

 

二、 科學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建議 

 

教師教學專業學習和發展，不但關乎教師的終生學習和專業成長，也是提升 

教學成效、和落實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環，無論世界先進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或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

都強調教師教育品質的重要性，而職前培育與在職進修乃是教師專業發展之關鍵所

在（吳清山，2017；郭重吉，2018）。 

 

教師專業發展應該為理論與實務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教師才得以將其教學

信念外顯於教學實務上，進而協助學生進行學習，完善學生學習成就表現（沈冠名、

彭紫羚，2011）。以下提出建議。 

  

(一) 科學教師職前培育課程規劃芻議 

  

探求精進科學實習教師教學表現的實習輔導方式一直是國內科學教育研究者 

關切的焦點（林淑梤、張惠博、段曉林，2008）。師資生的職前教育乃是教師終身發

展的起始階段，也是影響教師日後能否順利發展專業的關鍵過程。我國於 1994 年訂

頒《師資培育法》，促使中小學師資培育制度走向多元化，師資品質管控機制也走向

市場擇優汰劣機制，目的為增進中小學教師的競爭力，維持中小學教師素質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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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玉，2003；林新發、王秀玲、鄧珮秀，2007）。 

 

師資培育長期以來最被關注或指責的是有關理論與實務脫節的問題（王金國，

2016；符碧真、黃源河，Loughran & Hamilton, 2016）。揆諸本研究，兩位個案教師

從每天例行教學實務的探究過程中（practical inquiry），建構出具體性、脈絡性、特

殊性的個人實務知識，做為實務行動準則，教學內容不再侷限於教科書，能夠判斷

什麼樣的教學策略對學生的學習最有成效，面臨的教學情境如何讓理論／實務產生

辯證關係，並由此辯證關係發展自己的實務知識，成為具有教學研究能力的專業教

師。以下提出對我國教師職前培育課程的建議。  

    

1. 貫穿實務的職前培育課程，提升教學實務能力：  

  

傳統的師資培育未能培養職前教師使其具備處理複雜現實的課堂生活和 

日常課堂中不確定或曖昧模糊的事情。師資培育機構對於課程規劃與教學實 

施，應考量師資生已具有的學科知識基礎，提供相關的臨床和實務體驗課程， 

將教育理論、研究、學科及現場實際教學等課程，融合成為一個貫穿實務的 

完整課程（符碧真、黃源河，2016；Ching, 2014）。讓師資生從課堂真實問題 

出發，透過實際參與、演練或是教學案例研討等的問題導向教學法，強化一 

般教學知識、學生知識、教學情境知識，並藉由與教學實務問題的互動、探 

究、反思、做中學等過程，不斷試煉理論知識，才能了解理論知識的真諦， 

縮短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落差，從教學實務的問題解決來提升教學知能，消弭 

新手教師的「現實震撼」。 

 

師資生唯有從實際的經驗與問題出發，從理解教師在特定主題的「學習 

策略」和「學習困難」知識開始，盡早體驗現場實際教學經驗，熟悉學校文 

化、教師每天的實務工作，再探索對應的教學策略和表徵與評量作法，及早 

了解理論／實務的斷裂問題，克服教育理論與教學實務的隔閡，俾便可以調 

整自己的教育信念及行動，進而改變教師教學取向的「科學教學本質」、「教 

師角色」觀點，藉由理論與實務的辯證關係發展自己的教學實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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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領域的職前培育課程，發展素養導向教學能力： 

 

基本上，師資生最需要是統整能力，能夠整合所學的知識到未來教學之 

中，才能彰顯師資培育的功能。隨著社會變遷和學生多樣性，跨領域的學習 

具有其迫切性，提供跨領域課程，也將是未來師資培育課程革新的要項之一， 

對於提升師資生的跨領域的知能和相關素養，將可看出其效果（吳清山， 

2017）。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理想願景的落實繫於師資準備度，為因應十二年國 

教素養導向教育的發展趨勢，教育部倡議素養導向的師資培育，師資培育機 

構必須在 108 學年度前依據課程基準，自行規劃職前教育課程（教育部， 

2018b），不啻是一項重大挑戰。 

 

職是，我國師資培育的課程規劃，應加強結合教學現場常見的真實問題 

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以所學各領域理論知識探究並提出解決方案，接著執 

行方案，形成結論，讓師資生親身經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探究過程中， 

具備將理論應用於實務的「功能性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及團隊合作解 

決問題、溝通表達等非特定學科、橫跨各學科的高層次「共通性能力」 

（subject-independent, generic, transversal competences）（符碧真，2018）。師 

資培育課程讓師資生從真實情境的「現象」學習各種知能，也能將所學應用 

到各種情境，親身體會理論知識在解決問題上的妙用，經由這樣培育出來的 

教師，才能建立專業認同與信心，面對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的挑戰。 

 

(二) 科學教師在職進修課程規劃芻議 

 

教師在職進修的專業成長過程中，對於個人的知識╱信念╱態度、教學實務、

外在資源和明顯的成果等四個層面相互連結，尤其是從執行（促成）和反思（回饋）

兩個不同方向，呈現四者彼此之間的交相影響（郭重吉，2018；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面對當前十二年國教課程改革，在核心素養備受關注的背景下，探究式教學

的價值日益凸顯，對於科學教師需要的在職進修課程規劃，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 356 - 
 

1. 經由默會致知理論化實務知識，提升中小學科學教師的專業性： 

 

對於默會知識的理解應用與反思實踐，是創新知識的關鍵所在，也是教 

師專業成長的實踐智慧（陳美玉，2006）。因此，在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中， 

唯有將自身置於實在（reality），透過身體力行的默會致知，建構自己的實務 

理論（personal practical theory），作為個人行動的指引，才能成為「內在 

於行動中的知識」（action-inherent knowledge），處理每天教學實務上的問題 

（黃源河、符碧真，2010；Schön,1987）。 

 

揆諸本研究，兩位個案教師不斷透過自我的默會致知活動，包括向經驗

教師學習、充實教學專業知識、做中學的體驗、公開授課活動，藉由教學反

思的過程，在「邊做邊學」中發展實踐智慧，漸漸成為一位「會」教學的經

驗教師╱專家教師。教師從每天例行的實務工作中，建構出具體、有脈絡特

殊性的個人實務理論（personal practical theory），旨在培養教師具有獨立思考、

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帶著「探究、研究」的眼光，處理每天面臨的

教學實務問題。在此基礎上，教師在教學現場所做的每一項教育決定，都能

說出合理的理由，因此提出的論述不只是跟著感覺走的直覺性論（intuitional 

Argumentation），而且是能根據教育學理的理性論點（rationalargumentation），

同時也能透過教學的過程，對自己所持的理論保有較高的反省意識，進行實

徵的檢視與修正，使個人理論隨時與新經驗產生有意義的聯結，最終成為有

反思能力的實務理論專業教師（黃源河、符碧真，2010；陳美玉，2004）。 

 

2. 經由教師社群的知識轉化傳遞螺旋，創新中小學科學教師專業知識：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最大的挑戰之一，在於「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 

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教育部， 

2014）。公開授課是指教師參與教師社群的共同備課、公開觀課和集體議課 

等的教學觀察三部曲，打開教室的門，在友善、互信的氛圍下進行專業對話， 

看見自己教學的不同面向（教育部，2017）。有許多途徑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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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授課即是其一，這個三位一體的教師公開授課模式蘊含著能幫助教師專 

業永續發展的密碼，激發改進的成長動力，並提升課程與教學的視野（卯靜 

儒，2015b）。 

 

揆諸本研究，兩位個案教師參與教師社群的公開授課，主要有四種型態 

的知識螺旋，包括課堂的理解、情感的共鳴、經驗的系統探索與檢驗、實務 

知識的發展與創新。整體而言，教師公開授課是一種置身「實在」的專業成

長活動，透過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三位一體的教學行動研究，引領教師回到

「以為熟悉卻是陌生」的課堂，重新審視習焉不察的教學經驗，反思自我的存

在際遇，使得教師彼此心有靈犀，彷若身歷其境地體悟理解課堂的奧妙，形成

具個殊性、亦能同儕批判交流之實務知識。教師經由公開授課的知識螺旋，以

理性思維結合默會的心智運作，整合理論知識反思實踐於實際教學中，內化為

行動中的實踐智慧，透過這樣的過程，教師可以解決實際課堂中遭遇到的問題，

並且獲致解決，是一條指引教師通往個人專業發展的默會致知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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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相關研究方面建議 

 

以下針對研究時間、研究內容及研究對象等三方面，對於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 

議如下所述。 

 

(一) 研究時間方面 

 

本研究顯示教師實務知識的形塑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歷程，適合長期探究。本研 

究基於時間因素，將課堂觀察與資料蒐集時間限縮為一個學期，稍嫌不足，未來可

增加課堂觀察時間為一個學年，以期能更精確地捕捉教師實際教學行動的意象、實

務原則與規則，更完整地掌握教師個人的實務知識。 

  

(二) 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情境主要在個案教師任教學科的特定主題╱單元教學，結果呈現個案教 

師主要的 PCK 面向內涵與其他層面的實務知識之關係。Magnusson 等人（1999）

認為研究 PCK 面向的內涵是必要的，但是理解面向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影響教學也

是同樣重要。據此，後續研究可加強探索個案教師在特定主題╱單元教學的 PCK 面

向之間的互動情形，以及與其他層面的實務知識的關聯，將更能洞察 PCK 性質對教

學的影響，也將有助於設計師資教育學程的架構和科目以支持教師專業發展（Park & 

Chen, 2012）。    

 

(三)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為自然科學領域╱物理科、生物科教師。後續可針對化學、地球科 

學等學科背景的教師進行類似研究，可與本研究結果相互檢證。此外，本研究對象

主要為國中科學教師，其形成的實務知識與國小或高中科學教師可能不盡相同，未

來研究可以國小或高中科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科學探究教學之實務知識異同。

另外，本研究對象俱為經驗教師，未來亦可探究新手科學教師實務知識的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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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研究者的關照與省思 

 

傾聽兩位個案教師的故事，尌如綻放在小王子心中那朵珍貴的玫瑰花，願意無 

怨無悔用心照顧，成尌獨一無二的玫瑰。如果每個老師都像小王子一樣擁有莫 

忘初衷的赤子之心，教學工作是不是尌會變的單純許多？只有睜開慧眼才能真 

札看見兩位個案教師為他們的學生所付出的努力，學生在他們的生命中顯得如 

此的重要。（研究手本_20200412） 

   

淡出研究現場脈絡後，A808／B706 鮮活的課堂現象歷歷在目，而研究者也在此

時才能仔細思維自己的「看見」（seeing），研究心境如此，研究場域也是令人牽掛。

教學是複雜的師生互動歷程，在教師實務知識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洞見個案教師

與學生之間互動的文化傳承，隱含著知識、價值、信仰、行動規則的教學文化。課

堂是教師和學生共有的，這是一個師生共享的空間，彼此存在，而且每個個體都將

因為他人而得到提升（Olson, 1989）。因此，想要了解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擁有課堂，

師生每天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彼此追求成長，教學文化的研究應可視為教師實務知

識的後續。  

 

質性研究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交互關係，著重研究對象經驗的重要 

性，研究者是蒐集質性資料的研究工具，也是詮釋研究結果的主體，職是，研究者

的主觀意識向來受到質性研究的批評與質疑。因此，研究者必須經常自省，去除自

身既存的理論框架，對一切可疑之事予以擱置，置入括弧回到課堂示現的當下，研

究對象的主體意識得以在毫無預設的前提之下，以原初的方式顯現於與研究者直接

遭逢的存在行動，致使研究者能作為旁觀者，保證對事物的中立態度，帶著一顆開

放的、敏銳的、自省的心靈，傾聽研究對象的聲音，張開慧眼「看見」教師實務知

識的真實面貌。研究者縱然謹守研究倫理，畢竟研究對象與研究者的工作是一致的，

在詮釋上，難免有時從研究者自身教學經驗出發，而致影響分析的客觀性及品質。

此外，研究歷程中，研究者雖不斷的與文獻進行反思與辯證，然而如何將理論與實

務做更適切的融合轉化，尚待研究者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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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研究對象知情同意書 

 

親愛的老師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參與我們的研究，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要了解科學教師在

探究教學中實踐的情形，您的幫助對於科學教師的培育與專業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有關課堂觀課錄影及教師訪談內容，除了研究者，不會有其他人看到您的訪談

內容，請您放心。訪談內容之回應沒有所謂的對或錯，請您依據實際情形作答即可，

謝謝您。 

 

訪談進行方式為： 

一、研究者將與您約定時間見面訪談，每次約 1~2 小時，事先會提供 您訪談大綱，

針對您的課堂教學相關之教學實務，依據訪談大綱做成訪談紀錄。 

二、訪談過程以錄音及紀錄方式進行，經過文字後以匿名方式於論文中分析呈現。 

三、研究者每次訪談時，針對前次訪談內容以複述方式確認，期待您給予意見回饋。 

 

本研究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分析之用，受訪老師在研究中均以代號呈現，以保

護您的隱私。在研究過程及論文內文呈現上，研究者將會嚴格遵守以下專業倫理： 

一、訪談的目的只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研究相關人員承諾對訪談內容保密，也不會 

在任何書面或口頭報告中洩露您的姓名及身份之資料。 

二、在訪談或研究過程中，若是您改變心意，可以隨時終止參與本研究。 

三、訪談中如遇有任何議題是您不想觸及或深入談論的，研究者會尊重您的決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班 

指導教授 甄曉蘭教授 

研究生 張錫勳 敬上 

----------------------------------------------------------- 

  同意人：                 （親筆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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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架構與訪談大綱 

 

一、 前導研究訪談架構 

(一) 個案教師的成長背景。 

(二) 個案教師的求學經驗。 

(三) 個案教師的教學經驗。 

(四) 個案教師的實習經驗。 

(五) 個案教師的教師信念。 

(六) 個案教師的科學探究教學經驗。 

(七) 個案教師目前服務的學校特色、教師文化、社區特性等，對自己教學的影響。  

(八) 個案教師現在的教學和過去有哪些不同？為何有這樣的轉變？ 

(九) 個案教師的專業成長情形。 

(十) 個案教師對自我的了解情形。 

 

二、 正式研究訪談架構 

(一) 個案教師科學探究教學的信念／信心。 

(二) 個案教師科學探究教學的理想圖像。 

(三) 個案教師課堂教學的備課情形。  

(四) 個案教師課堂實施科學探究教學規劃。  

(五) 個案教師課堂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教材編製情形。  

(六) 個案教師課堂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策略╱模式。  

(七) 個案教師學生參與探究學習活動的情形。 

(八) 個案教師課堂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評量方式。 

(九) 影響個案教師課堂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因素╱如何克服。   

(十) 個案教師實施科學探究教學必須具備的相關知能。  

(十一) 個案教師對於任教班級學生的了解情形。  

(十二) 個案教師對於任教班級學生最主要的一般教學策略。 

(十三) 個案教師對於任教班級學生家長意見的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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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個案教師對於國中課程總綱與自然領綱的了解情形。 

(十五) 對於教科書的內容與使用觀點。 

(十六) 個案教師學生家長的意見處理情形。 

(十七) 個案教師同儕實施科學探究教學的情形。  

(十八) 個案教師對於教育改革政策的掌握情形／因應策略。 

(十九) 個案教師參與公開授課的經驗／收穫。  

(二十) 個案教師參與本研究的心得與意見。 

 

三、正式研究訪談大綱 

･ 您所抱持的教育／教學信念是什麼？有改變過嗎？受到什麼因素影響？ 

･ 您對科學探究教學抱持何種想法？  

･ 您認為理想的科學探究教學像什麼？ 

･ 您的探究教學曾經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如何克服？ 

･ 您認為可行的探究教學策略／模式是什麼？ 

･ 您最常用的探究教學策略／模式是什麼？ 

･ 如何才能讓學生產生科學探究學習? 

･ 您如何進行備課／規劃探究教學實施? 

･ 您對課程綱要／自然領綱的了解情形?如何落實在您的教學中? 

･ 您對教科書的使用抱持什麼樣的觀點? 

･ 您對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表現有什麼樣的期待？ 

･ 您如何激勵學生的科學學習動機／興趣？ 

･ 課堂上你會採取那些原則／規則來促進學生學習？這些原則／規則和您所學過

的理論有關係嗎？有何差異？如何調整／修正？ 

･ 您如何評量學生的科學學習成效？  

･ 學生進行實驗教學／探究與實作會遭遇那些問題？如何克服？  

･ 對您的探究教學最有幫助／最需耍的知識是什麼？如何取得？ 

･ 您認為那些理論對你的教學／探究教學有幫助？如何運用於教學？ 

･ 您認為課堂上要進行探究教學最主要的困難因素是什麼？如何克服？ 

･ 您在職前師培階段，對於探究教學獲得哪些的專業訓練?足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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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階段，您接受過那些有關探究教學的研習／培訓／專業教育？ 

･ 您如何處理學生家長有關教學的意見？  

･ 您對於教育改革抱持什麼樣的態度／如何因應? 

･ 您經常從那些地方獲取你需要的教學專業知識？ 

･ 您如何確認你的教學經驗是正確的／對學生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 您對於參與教師公開授課的經驗／觀點?對您專業成長的幫助情形? 

･ 經過研究者一段時間的參與，對您的課堂教學或實務有那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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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開放編碼╱整理代碼清單示例 

行號 文字化：訪談_A 師_20181015_1-2 開放性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我大學畢業於師大物理系，研究所也是師大，不過念的是

科教所。因為我想做純物，對我來講已經太慢了。你問我

為什麼選擇念科教，我在想，大學畢業也好幾年了，既然

我是科學老師，也蠻喜歡老師的工作，倒不如就讀科教，

對於教學也有幫助。研究所論文做的是"V 圖"（學生繪製

V 圖對國二理化實驗教學之影響），應用在幫助學生探究

實作效果還不錯。大學成績很好，所以畢業後，有機會選

擇到當時很熱門的○○國中，四年後才調到現在的學校。

我都已經教了 25 年囉，○○四年導師，○○五年導師、

五年專任。研究所畢業後才進入自然團到現在十一年了，

今年（2018）才接專輔。輔導團的工作就是帶教師社群、

到校輔導、分區輔導、做公開課、幫教育局辦很多活動，

忙的很。課程一直再改，我因為輔導團，有機會參加很多

研習，我是很喜歡參加研習，可以學到新東西，對我來講

不辛苦，很有趣。說句玩笑話，大家都說：教改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樣，對我來講是：教改像月亮，讓我變得不

一樣。而且看到學生改變，也覺得很有收獲。我每年都會

辦一場科學園遊會趣味競賽，和生活科技老師一起設計活

動。你問我為什麼會選擇當老師，學生時期有沒有受到影

響的老師？我想了想，高中時的一位物理老師的風格應該

對我最有影響，他是名師，上課很精彩，講得很清楚，不

過要求很嚴格的一位老師。我現在也是要求學生在課堂上

要專心學會，我認為學生只要專心就能學習，分組學習是

維持學生學習專注力的好方法。老師的責任就是要努力營

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 臺師大物

理系畢業 

 

･ 臺師大科

教碩士 

 

 

･ 理化教師 

･ 擔任導師、

專任教師 

･ 輔導團專

任輔導員 

 

･ 持續參加

教師研習 

･ 不抗拒教

改 

･ 每年辦理

科學活動 

･ 受到高中

物理老師

影響 

･ 學生專心

就能學習 

 

資料來源：2018 年 10 月 15 日 A 師的訪談逐字稿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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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開放編碼╱形成初步代碼系統示例 

初 

步 

代 

碼 

系 

統 

代碼類別 開放性代碼 行號 

專業發展 

臺師大物理系畢業  1 

臺師大科教碩士 4 

持續參加教師研習 14 

求學經驗 受到高中物理老師影響 20 

教學經歷 

國中理化教師 8 

擔任過導師、專任教師 9 

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11 

每年辦理科學活動 18 

教育改革 不抗拒教改 16 

教學信念 學生專心就能學習 23 

資料來源：2018 年 10 月 15 日 A 師的訪談逐字稿第 1-2 頁 

 

附錄五：主軸編碼╱形成主旨代碼示例  

主旨代碼 代碼類別 開放性代碼 行號 

正式教育的求學經驗 
專業發展 

臺師大物理系畢業 1 

臺師大科教碩士 4 

持續參加教師研習 14 

求學經驗 受到高中物理老師影響 20 

教學經驗 教學經歷 

國中理化教師 8 

擔任過導師、專任教師 9 

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11 

每年辦理科學活動 18 

價值觀與信念 
教育改革 不抗拒教改 16 

教學信念 學生專心就能學習 23 

資料來源：2018 年 10 月 15 日 A 師的訪談逐字稿第 1-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