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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進階認證指標之具體指南

壹、結論

Jilt-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教學觀察或檔案

評鑑的指標，除各校既有的工具外，可參用

區域中心提供的版本。北北基區域中心提供

102學年度進階評鑑人員認證參用的受評教

師自評表，包含 4層面 18項評鑑指標，其下

再羅列若干參考檢核重點(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 2013) 。然而，評鑑指標或參考檢核重

點的文字敘述抽象籠統，教師難以掌握該如

何觀察或展現。

有鑑於此，針對各該評鑑指標或參考檢

核重點，具體提示教師可以在何時、何處，

觀察或表現哪些行為，或者提交哪些物件

等，以舉證自己能夠符合各該指標的訴求，

或者提供受評教師參考建議，當為教師迫切

需要。限於篇幅，本文僅針對「課程設計與

教學」層面提出具體指南。

貳、指標之具體指引

新版進階評鑑人員認證的受評教師自

評表，其「課程設計與教學」層面包含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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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光真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設計能力、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精熟

任教學科領域知識、清楚呈現教材內容、運

用有效教學技巧、應用良好溝通技巧、運用

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等七項評鑑指標、 31

項參考檢核重點。以下逐項提出教師可以觀

察、自評或準備之具體指引。

一、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一)選編適合任教班級學生的教材

教師要證實所選編的教材能適合學生，

應該透過提出學生分析文件、提出教科書評

選文件、提出學校本位調適作為以及檢附自

編教材等作為來進行舉證。

1.提出學生分析文件

本檢核重點中的「任教班級學生 J '可

放寬以「任教學生」來思考。教材選編

要能適合任教學生，前提是能對學生有

系統性的基本認識。在各學年度入學學

生不會有重大變異的假設下，個別教師

或教學團隊應以近幾學年學生為對象，

針對其一般性及學科領域相關的背景與

能力狀態，例如家庭社經背景、入學成

績相對地位、能力集散、學科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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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與成績表現等，進行量性及質性的

概況分析，並整理成學生分析文件。

2. 提出教科書評選文件

提出教科書評選歷程相關文件，包含前

項所述的學生分析文件，證明教師對學

生背景、需求與能力狀態等能有基本認

識，然後才進行教科書評選。此外，若

教科書評鑑表(個人所填及教學團隊彙

整的評鑑表)以及教科書評選會議紀錄

等，不被界定為機密資料，亦可提出檢

附，藉以展現評選程序的嚴謹性。

3. 提出學校本位調適作為

基於學校本位考量，包含考慮到學生的

背景、需求與能力狀態，教師或教學團

隊可能對所選教材進行增刪、抽換或整

合。若有此作為，則可提出諸如學科領

域會議討論記錄等文件，證明教師在教

科書選定後，尚有為求適應學生而做的

調整。

4. 檢附自編教材

教師自編教材，通常隱含針對任教學生

特性需求而發展適用教材之意義。教師

若有自編教材，自應加以檢附。

(二)研擬並檢視任教科目教學進度

教師各學期初例行提交的授課計畫書，

其中即含有教學進度，只要加以檢附，即可

滿足研擬教學進度之要求。

至於教學進度的檢視，則以提交之學

期授課計畫書為本，在計畫書各週教學進度

欄位之末尾，增闢教學進度檢核欄位，設計

「超前、符合、落後」選項，定期勾選，即

可展現定期檢視與掌控教學進度之作為。

二、研擬適切的教學計量

(一)依攘教學目標與學生程度，編寫

符合學習需求的單元教學計畫

為證實教案之設計對教學目標及學生程

度有所考量，教師在教案上應透過教學流程

編寫呼應教學目標以及敘寫學生先備條件等

來進行舉證。

1.教學流程編寫呼應教學目標

單元教學計畫即所謂的教案。在教案基

本資料處應列舉單元教學目標，國中尚

需加列分段能力指標。教案教學流程左

方的教學目標欄位，則應以代碼標示各

教學段落或活動可達成的單元教學目標

或分段能力指標。若能做到基本資料處

所列目標，在教學流程處能至少出現一

次，即可說明教案編寫能呼應符合教學

目標。

2. 敘寫學生先備條件

教案基本資料處有「學生先備條件」

欄，最佳寫法是「學生曾在第幾冊第幾

課某某單元，學過某某知識、技能或情

意 J '例如「學生曾在七上第三章一元

一次方程式單元中，學過元、次概念，

及一元一次方程式解法 J '若無法如

此明確敘寫，則採取「某階段的學生普

遍其備某某能力或經驗」的寫法，例如

「高中階段學生普遍具有參觀名勝古蹟

的旅遊經驗」。此欄若能適當敘寫，即

可展現教師能先了解學生程度，然後才

編寫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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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量學生個別差異擬定教學計畫

為證實教案設計對學生個別差異有所

考量，教師在教案上應透過呈現分組安置作

為、呈現差異化教學作為，以及兼用多元方

法媒材等作為來進行舉證。

1.教案呈現分組安置作為

教師對學生做成同質或異質性的分組安

置，在教學全程或部分時段，進行區隔

性的教學，或引導不同能力的學生合作

學習，即意味著對學生的個別差異有所

考量。若有此種作為，在教案準備活動

之「課前準備」或其他適當處，即應將

相關規劃敘寫出來。

2. 教案呈現差異化教學作為

在同一份教案中，要同時呈現基礎教

學、進階教學、補救教學等規劃。其中

以基礎教學為主，針對所有學生進行教

學。進階教學係針對績優學生規劃，但

通常不實質佔用上課時間，而是提供教

材或學習機會，鼓勵這些學生課餘額外

自學。此外，必須針對學習落後的學生

規劃補救教學，教案中應敘及教師會在

批閱完畢各節或單元的試卷或作業後，

檢視評量或作業結果，界定出特定學

生，並安排補救教學。

3. 兼用多元方法媒材

個別差異不僅指學科領域學習能力或成

就，還包含多元智慧、不同認知風格

等，教師應同時適應滿足之。最佳的適

應滿足策略，是兼用多元教學方法與媒

材，同時提供多元的學習內涵與訊息刺

激，即較能照顧到不同智慧或認知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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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

(三)針對教學計畫作省思與改進

教師選擇每日性、單元性或階段性的，

利用紙本、Blog或FB等，進行課程教學的反

省札記。總結性或階段性評量結束，則進行

量性的成績統計分析，解讀統計數據，並進

行質性反省。若設計有「課程教學反省檢核

表 J '定期填寫，更可發揮系統檢視省思的

效益。

前述各種省思若發現有缺失或待精進

處，必須對應進行教案的修改。教師只要能

呈現教案初稿、修訂版(二版)、修訂二版

(三版) ，或 100學年度版、 101學年度版、

102學年度版等，即可證明教案不斷檢討改

進。

三、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一)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無論在自編教材、教案及教學中，均應

避免出現概念性、資訊性、事實性的錯誤，

教學中亦應避免口誤。

若對所選教科書的錯誤或爭議，有所發

覺與整理，或者曾對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

業者提出反映，亦可檢附相關文件或事證資

料。

(二)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插或技能

為使教學能連結學生新舊知能，教師在

自編教材或教學上，應透過設計前導組織、

敘寫學生先備條件、複習或提及舊學習經驗

等作為來具體展現。

1.自編教材設計前導組織

自編教材各單元之首，可設計安排



Ausubel ( 1980)倡議的「前導組織」

(advance organizer) 。以約莫一頁的圖

文篇幅，首先回顧相關的舊學習經驗，

其次簡要提示即將學習的新學習內容，

最後則提示新舊學習經驗間的關係，例

如是顛推、對照或相反等，以利學生在

舊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新單元的學習。

2. 敘寫學生先備條件

教師對學生先備條件有所了解與掌握，

除有利立足於學生既有基礎上編寫教學

計畫之外，亦有助在教學時能隨時連結

學生新舊知識或技能。因此，若能妥善

敘寫教案基本資料處的「學生先備條

件」欄，亦可證明教師規劃新單元的教

學時，能先了解與掌握學生的舊經驗。

3. 複習或提及舊學習經驗

教案及教學中有許多時機點可連結舊學

習經驗。單元教學開始之初，應複習相

關舊學習單元的重要概念;教學過程

中，應隨時提及過往所學，或整合過往

所學與新學習內容，例如常說「老師以

前不是講過......日馬J '或者「我們以前

學過...... J .在教學之末，亦可進一步

預告未來相關的後續學習單元。如此便

能使新舊學習經驗間，彼此承先啟後、

環環相扣。

(三)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教師經常與學生相處互動，對學生的

生活經驗應有所掌握與理解，在教案及教學

中， I"解說」或「舉例」儘量與學生生活經

驗相結合，即可滿足此項訴求。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與學生生活經驗無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認誼指標之具體指南

直接關聯之學科領域或教學單元，例如外國

地理、古文、歷史等，不宜僅止於講授外國

地理、古文或歷史，應發展並實施連結本士

或現代的討論，例如學完「六國論」後，應

討論此篇古文對於當代臺灣族群關係有何啟

發等。

四、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一)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有助於引導學

生形成「心向 J '進入學習準備狀態。在教

案及教學中，準備活動之引起動機完成後，

進入發展活動之前，應透過口語方式告知學

生該單元或該節的學習目標或重點;或者以

「揭示」方式，給予片刻時間，指示學生瀏

覽之。學習目標或重點通常條目眾多，可酌

予整{并，只要讓學生有模概印象即可，無須

花費過多時間逐一唸誦。

若教師自編教材，應在單元起始適當

處呈現學習目標或重點，例如條列單元教學

目標、分段能力指標等，或以「學完本單元

後，您應該可以...... J 方式包裝呈現。

(二)有組織條理量現教材內容

若依照教材順序撰寫教案及實施教學，

通常便能具備邏輯順序性，做到有組織、有

條理的呈現教材內容。惟若在教學時對所選

教材有順序上的調整，例如先教第三頁，再

回頭教第一、二頁，則應在教案基本資料處

的「教材分析」欄提出說明，陳述如此調整

方能讓教材內容更有組織條理之理由。

(三)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除了要透過口頭清楚講解各項概念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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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錯類型或者錯誤的價值觀念等。在單元教

案中，可以在基本資料的「教材分析」欄列

舉之。

無論有無在教材分析欄中整理呈現，教

案教學流程或實際教學中，都必須發展出對

應的教學活動或問題討論等，預防性的或補

充性的，來處理前述迷思概念、錯誤類型或

價值觀念。

(六)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

學情境

為引發學生願意參與課堂之思考與討

論，教師應透過設計議題以及設計氣氛與環

境等作為來具體展現。

1.設計議題

4

引發學生思考討論，首重設計思考討論

的議題。議題必須是屬於應用、分析、

綜合、評鑑、創造等較高層次的討論議

題，或是與本土/現代連結的議題，或

者是類似PISA等較具情境背景之思考討

論問題。課堂中騰出的時間，應致力於

思考討論這類議題。至於有標準答案的

問答，應改用學習單或測驗評量等，引

導學生課餘複習，不必佔用課堂寶貴時

2.設計氣氛與環境

除了設計議題外，教師在教案或教學中

應透過口語表達，營造氣氛，激發學生

參與思考討論的興趣或意願。若可配合

討論主題變更教室佈置，讓學生置身思

考討論的環境氛圍中，並預先盟釀相關

議題。

間。

外，應做到能用書面方式清楚講解各項概念

知能。

所謂用書面清楚講解，意指應以「詳

案」方式撰寫教案。教師若沒有機會展演教

學給他人觀看，則應把握教案此項溝通表現

管道。若僅寫簡案，往往只能看到教材大

綱，教師教學的精緻或創意，他人無從知

悉。因此，在認證、評鑑、競賽或者其他重

要場合或時機，教師要就特定單元撰寫詳

案，透過詳實的文字呈現講述的內容與歷

程，讓第三者即使不觀察我的教學，僅透過

教案的閱讀，也能窺知教學的豐富、精采、

精緻、創意等。

(四)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在教案及教學中，盡量安排學生實作

或練習機會，便可符合本檢核重點之要求，

而進一步的重點是對練習教學法的操作應紮

實到位。練習教學法依序應有認知期、定位

期、自動期三階段，對應的具體步驟為說明

示範、模仿校正、獨立或反覆練習(王秀

玲， 2000 ;高強華， 1990) ，教師應花費較

多的時間與心力做好說明示範、模仿校正，

不宜太快跳至學生獨立或反覆練習o

某些學科領域(如歷史)或單元，未必

適用實作或練習，則改以「教學活動」概念

取代實作或練習。只要適當安排或引導學生

參與問答、討論、發表等，即能符應此項訴

求，未必需要以避戲、競賽方式進行。

(五)澄清迷恩概念、易錯誤類型或

引導價值觀

基於經驗的累積，教師將逐漸能意識並

掌握各單元中，學生可能產生的迷思概念、

第64卷第4期166 中等教育



(七)適時歸納總結學習重點

在教案及教學中的五個時機點，應安

排複習回顧段落或章節學習重點。第一，單

元教學之初，應複習相關的舊學習經驗之要

點;第二，各節教學中，各教學段落或活動

告一段落時，應小結該段落或活動之學習重

點;第三，每節課堂末尾幾分鐘，應複習回

顧本節學習重點;第四，單元次節教學開始

之初，應複習前節之學習重點;第五，單元

教學之末，應複習回顧整個單元之學習重

點。

五、運用有放教學技巧

(一)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引起動機活動乃為單元開場之首，牽涉

學生後續學習動力，並足以讓人留下深刻的

第一印象，因此應精心設計並實施。教案及

教學中，應選用趣味、感動、挑戰、認知失

衡等某種策略取向，針對單元主旨，設計並

實施3-5分鐘簡短有力的引起動機活動。

單元教學往往跨越數節課，因此還要思

考如何維持學生後續的學習動機。後續學習

動機可以透過教師精采教學，或者學生學習

成就感來維繫外，亦可思考在教學段落與段

落之間，活動與活動之間，採取「小的引起

動機」策略。以「師說」單元為例，課文第

三段講授完畢，教師小結段落意義之後，提

示學生「韓愈當時也並非完全無師，但一般

眾人所擇之師，與韓愈心目中的師，卻是有

相當程度的不同，為何如此」。藉由這樣的

處理或提出疑問，帶出第四段教學，同時也

激發學生的探究好奇心'維持學生後續學習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認證指標之具體指南

的動力 o

(二)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1.規劃設計多元的教學活動

教師教學仍以傳統教學方式為主，無可

厚非，亦無不當，但建議應勉勵或勉強

自己，開始撥出部分比例的單元、節次

或時間，導入新的嘗試。例如要求自己

除了講述、問答、練習、討論、視聽教

學等基本教學技術外(國語文、藝術類

科另應加上欣賞教學法) ，各單元能使

用至少一種高階教學方法，例如探究、

發現、問題解決、創造思考、批判思

考、道德討論、價值澄清、角色扮演、

合作學習、問題導向、案例等教學法，

讓教學活動與方法能更趨多元與提升。

2. 變化教學設計

教師亦可適當變化教學設計，除前項所

述變化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與技術之

外，尚可考慮變化使用不同的教學模

式或程序(例如學習共同體、翻轉學習

等) ，變化教師組織或學生組織，變化

教學面孔，變化教學場地等。在某些單

元或某單元的某些節次中，略作不同的

變化，整個學期累積起來，教學設計便

會顯得豐富多元。

(三)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簧略的

指導

所謂的學習策略，主要包含閱讀理解、

記憶保留、課堂學習、安定專心、時間管

理、環境資源運用等策略，以及應試準備、

應試答題技巧等。教師教導學生學習策略，

最典型的便是歷史教師提示學生八國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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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

歷史事件年代的記憶編碼，除此之外，數學

教師提示學生某些解題口訣，各科教師教導

學生筆記方法或心智圖繪製等，亦均為學習

策略的指導。在教案及教學中， I視單元特

性，敘寫並教導學生適用或必要的學習策

略。

(四)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教案及教學中，教學段落或活動之間，

應敘寫與實施適當的「橋段語言」。例如學

生學會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第一種「代入

消去法」後，教師要清楚告知學生「代入消

去法」暫告一段落，接著提示學生有些問題

情境不適用「代入消去法 J '接下來便要教

導學生學習第二種「加減消去法 J '利用

「加減消去法」可以快速求解某些二元一次

聯立方程式。

透過類似這樣的引導，清楚「收束」前

一教學段落或活動，提醒學生注意即將「過

渡」到次一教學段落或活動，並且提示學生

次一教學段落或活動的學習目標或重點，不

但也能發揮小的引起動機效果，整個教學活

動的轉換與銜接，也能顯得連貫而順暢。

(五)有效掌握時間分配與教學節奏

在時間分配方面，在教案或教學中，對

各單元、各教學段落或活動的時間分配應合

理，合理與否可用「不會被有經驗的同儕質

疑」為參考標準。實際教學時，則應大體依

據教案分配之時間進行教學。

在教學節奏方面，宜以緊湊明快為原

則。若能探悉課堂中學生的「注意曲線」

發覺學生注意力集中所在時段與變化，配合

學生學習曲線，安排教學重點與節奏，使得

重68 中等教育第64卷第4期

學生的「注意曲線」與教師「教學曲線」能

彼此配合(符碧真， 2013) ，則是更進一步

的精進做法。

(六)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教師教學時除應把握並展現適當的提

問、候答、理答、追問、轉問等原則與技巧

外，由於高品質的發問問題，通常難以臨時

產生，因此應預先構思，並在教案教學流程

的各該教學段落或活動處，具體羅列預備發

問的問題。

(七)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在教案基本資料處的「教學資源」欄

位，應列出單元教學會運用到的教學媒材，

並優先列舉那些必須特別製作、蒐集或準備

者，例如學習單、補充講義、討論題綱、評

量試卷、海報、語詞卡、網路影片、 PPT 、

DVD等，力求多元多樣，避免總是侷限於課

本、習作、教師手冊而已。而所列舉之教學

媒材，在教案教學流程處，必須至少有一次

以上的運用或提及。

(八)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實胞教學活動

此項應對應 r A-2-2考量學生個別差異擬

定教學計畫」實施。在A-2-2 '若能考量學生

個別差異而設計教案，此處僅須依據教案實

施教學，便可達到此項訴求。

六、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一)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教師教學應或多或少有所板書，除注

意不要出現錯誤或錯別字，字體力求工整之

外，黑板使用應有所規劃。直書者由右到

左，橫書者將黑板分若干區塊，由左到右，



有次序的使用。各節教學之初，應板書單元

的大、小標題。此外，鑑於課堂時問寶貴，

學科領域的教學若非強調解題過程，板書應

以書寫關鍵字詞為原則。長篇內容應以教學

海報、 PPT 、講義、學習單等替代，避免長

時間背對學生板書。

(二)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教師口語表達未必需要字正腔圓，但至

少應清晰可辨，並力求展現「能說善道」的

功力。至於音量，則視環境與需求，斟酌使

用擴音設備，應做到讓教室後排學生能清楚

聽見講課。

(三)運用肢體語言，增加師生互動

面對看綜藝節目長大的現代學生，教師

授課不能像老學究講經說道一般，必須做到

「愛秀敢演」。具體言之，在教學中應有略

大的肢體動作，適度誇張的表情。教師教學

時應展現熱情活力，自己要先夠high' 才能

帶動學生學習士氣。

而要能增加師生互動，首先要多安排師

生之間的問答、對話。其次，則是必須著眼

於平日的班級經營，營造良好師生關係，讓

學生在教學時能義氣相挺，願意互動，氣氛

熱絡，而叉能收放合宜。

(四)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教師教學眼神應力求關照到全班學生，

另外適度的進行教室走動。不過其中應以眼

神關照為主，尤其是教師講授時，原則上應

站在教室前方中間位置，以利全班學生得見

教師的肢體動作與表情。不宜一邊講課，一

邊如鯊魚般在學生座位問不停邊巡。教室走

動應僅限使用在特殊時機，例如學生獨立練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認譚指標之具體指南

習、分組討論，或者督導特定學生注意秩

序、投入學習時。

七、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

成毅

(一)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

習情形

在教案及教學中，應以教學段落或教

學活動為單位，安排與實施簡便可行的形成

性評量。例如搭配教學進度，穿插使用學習

單、習作等，不但能讓學生打鐵趁熱，即時

進行練習，也能讓教師即時檢視學生學習情

形，發揮形成性評量的效果。若每一個教學

段落或活動之末，均能安排與實施，便能有

適當的頻率，時機亦顯得適切。

(二)教學結束後，選擇學習評量方

式檢視學習成效

在教案及教學中，應於各節次之末或

單元之末，安排與實施適當的總結性評量或

作業活動。此處進一步關切能否在多元評量

方法中，選用適當的評量方法。教師仍可使

用紙筆測驗為主，但建議依據單元或段落性

質，開始嘗試選用其他非紙筆測驗(例如口

考) ，以及檔案評量、概念構圖評量、實

作評量、真實評量等(余民寧， 2002 ;蔡克

容， 2000) 新興評量方式。

(三)根撮學生學習評量結果適時進

行補救教學

此項檢核重點應呼應、A-2-2 '並為前項

A-7-2的後續處理作為，特別關切的是「適

時」的「補救教學」。在教案及教學中，應

真體呈現教師能在「各節」或「單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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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剪貼

的試卷或作業批閱完畢後，檢視評量或作業

結果，從中界定出特定學生，並安排進行補

救教學，以符合本項訴求。

(四)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檢視預期學習目標有無達成，最簡便的

做法就是複製教案所列單元教學目標、分段

能力指標，採54321或「完全達成一一大部

分達成......完全未達成」等量尺，設計成檢

核表或評定表，即可做為檢視工具。

檢核表或評定表可以由教師自行填答，

填答完畢檢視檢核或評定情形，並做成反省

檢討札記。若安排學生填答，經過統計分

析，再加上教師自己的填答，綜合一併檢

視，並做成反省檢討札記，則是更周延的做

法。

參、結語

本文參考教學原理、教材教法、課程

設計、測驗評量等相關學理，針對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課程設計與教學」層面，具體建

議教師可以在何時、何處，觀察或表現哪些

行為，或者提交哪些物件等，以符合各該指

標的訴求。這樣的指引，可以有效解決評鑑

指標或檢核重點敘述抽象龍統，參加進階評

鑑人員認證之教師不知如何觀察或展現的困

擾。

惟這樣的解析未必盡善盡美，區域中心

或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學校，在參考應

用之餘，可依據實際需求進行補充或調整。

此外， ，.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

進修」、「敬業精神及態度」等層面，教師

170 中等教育第64卷第4期

面臨同樣的困擾，亦應進行類似的解析，以

提供教師更具體的指引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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