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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實習為師資培育制度的重要環節，師資生在實習導入過程，將師資垮

育職前課程學習的理論運用至班級教學實務上，因此，教育實習的經驗對於師

資生的教學能力之發展，實有重大影響力。本研究皆在探討師資生在參與教

育實習後教學能力改變的狀況，針對不同類別、師資培育機構類型、學碩士階

段之師資生的教育實習參與情形，以及實習後教學能力改變之自我知覺進行比

較，從中了解師資生的教育實習經驗。使用研究方法主要條運用「臺灣師資堵

育資料庫 J 97學年度畢業後一年之調查資料進行量化分析，並從問卷中選取待

進一步深究的題目，再各選擇五位師範大學及師資培育中心 102學年參加甄選

進入職場任教之教師，進行深度訪談，綜合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整體研究結

論如下:

(一)教育實習對於實習學生教學能力及班級經管助益性高，學士階段之實習古

學生專業能力獲益大於碩士階段;「設有師資垮育相關學系之大學」實

習學生專業能力進步優於「設有師資垮育中心之大學」及「師範/教育

大學 J '幼稚園和特教老師的能力成長優於中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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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任實習學生前後，體認師資培育職前課程提供理論基礎，教育實習則

接軌實務，將職前課程轉化到臨場應變，尤以和學生互動後，挑戰所學

的班級經營、課程設計和教學原理等課程。

(三)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戚受到「時間分自己」、「校方行政要求」、「實習

學校教師文化」、「實習學生身分跟課之角色和定位」、「本抖的專業

知能不足、實務經驗薄弱」、「欠缺完整一學期和不同年級的學習」之

困擾。

(四)教育實習制度對於增進實習學生教學能力尚有改進空間，以實習輔導老

師的幫助最大，須受到更多激勵和專業化，此外，實習津貼、檢定考試

時間、召開實習學生工作會議、增加上臺機會、指導行政服務等都是改

進項目。

(五)教育實習之整體收穫良多，尤以確定教職是興趣與專長結合的最佳職

業;專業豐富的實習機構影響終身的教學態度;教學實習、行政和導師

實習都要兼顧且機動因應;學習了解學生、滿足差異;磨練專業的教學

技巧、發展教案的能力，以及製作教其的耐性。

以上所獲致之研究結論與建議，提供師資培育相關單位調整教育實習制度

的參考。

關鍵詞:師資培育、教育實習、教學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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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internship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During this stage, pre-service teachers get to apply the theories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in ac仙al classroom settings. This is why having

internship experience crucial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bilities among

pre-service teache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ow the teaching abilitie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change after they have participated in teaching internships. It considers the

participative situation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t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chool

levels and compares the changes these pre-service teachers' abilities undergo in terms

of different fields and types of education training institutions to understand theu":

internship experiences. The prima叮r research methodology used i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urvey from “Taiwan Teacher Education Database," conducted on

graduates one year after they graduated in 2008. The study also conducted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five teachers each, from both normal university and teacher

training centers, who participated and were selected in the 2013 teacher recru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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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asking them questions selected from the range of questions in the survey.

A丘er collating the results and undertaking several discussions, the stud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Teaching internship provides a lot of learning benefits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erms of teaching abilitie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Basically, undergraduate

pre-service teachers found the internship more beneficial than their graduate school

counte中arts. Interns from universities, which have “set up a 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or any other Teacher Education-Related Departments" show greater

skill improvement than those from universities, which set up a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or from normal or teachers' universities. The abilities of ki且dergarten an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were more enhanced than those of their colleagues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 l.

2.A立er becoming interns, pre-service teachers were able to better comprehe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provided by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With theo月r linked

to practice and after their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interns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more effectively in courses dealing with classroom management, curriculum

design, and educational theories.

3.During the internsh中， pre-service teachers experience anxiety over issues such

as “ time allocation,"“administrative demands of the school,"“culture of intern

school teachers,"“the role and positioning of shadowing as an intern,"“inadequat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professional aspects of the subject," and “ inability to

甘ain for an entire school year or in different grade levels."

4.There is definitely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far as the teacher internship system

~1proving the instructional skills of interns is concerned. Currently, counselor

interns would benefit most 企om such improvements, requiring more motiv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in their field. In addition, issues including intern subsidy,

licensing test time frames , convening intern work meetings, creating more teaching

opportunities, mentoring services would necessitate more improvement efforts.

5.As a whole, teaching internship results in many benefits, especially in confuming

that it is the best profession for combining individual interest and expertise.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institutions are in a pivotal position to affect an intern's

teaching attitud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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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internship should be s甘ategic enough to cover all grounds: understanding

students, addressing differentiation, honing professional teaching techniques,

developing lesson planning abilities, and patience in producing teaching aids.

The study hopes that the abov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can be

provided to relevant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adjustments

in their teacher internship programs.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teaching internship, teach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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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前言

實習為師資培育的重要環節，是指

師資生在有經驗的指導者督導下，進人

真實的現場學習。其主要目的是幫助師

資生從現場中獲得真實的經驗，將所學

之理論與實際情境脈絡做結合，以期了

解兩者間差距，減少師資生對未來真正

進入現場工作時之衝擊。「教育實習」

在師資養成教育中被視為重要的學習經

驗，是統整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程及各

式學習經驗的綜合應用。有助於師資生

運用理論至班級與教學實務上，因此，

「教育實習」的經驗對於師資生的教學

能力專業發展，實有重大影響。

本研究主要條探討師資生在參與教

育實習後教學能力改變的狀況，針對不

同類別、師資培育機構類型、學碩士階

段之師資生的教育實習參與情形，以及

實習後教學能力改變之自我知覺進行比

較，從中了解師資生的教育實習經驗，

目步師資培育相關單位調整教育實習課

程的參考。主要研究目的有五:

一、探討教育實習對於實習學生教學能

力之進步情形。

二、比較擔任實習學生前後，對於所修

習師資培育專業課程之看法。

三、探討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受到限制

或遇到困擾概況。

四、分析教育實習制度對於增進實習學

生教學能力之改進空間。

五、探討實習學生完成教育實習之整體

收穫。

貳、文獻探討

一、教育實習制度的意義、演變

與問題

教育實習在教師生涯發展的歷程

中，扮演承先歐後的重要角色。黃炳煌

(1995) 認為教育實習是實習教師將其

在修習教育學程中所習得的理論、知

能、原則，有機會在教育實習當中加以

對照、比較、驗證和應用，並從不斷的

反思、探索中，修正、轉化成靈活的教

學知能的關鍵階段。其主要任務包含:

教育信念之探討與建立、教案的設計與

實施、班級經營的見習、人際溝通能力

之培養，以及經驗分享與反思，作為教

育實習的預備課程，協助師資生逐漸成

功進入「正式任教階段 J (高強草，

1996)。根據過去研究，初任教師忙於

在學校和教室裡掙扎求生存，對於他們

自己的工作和授課會戚到困擾，對於教

室管理方面有時亦會有失控的焦慮，形

成所謂的「現實震攝J ( reali ty shock)

(張德銳， 2003 ; Veenman, 1984) 。因

此教育實習對無實務經驗的教學新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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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可幫助他們從現場獲得第一手的真

實經驗，以減少未來進人現場工作之衝

擊。

為發揮教育實習的功能，有關教

育實習的內容與作法皆有明文規範。自

1994年〈師資培育法〉公布施行後，國

內師資培育正式進入多元化制度，教育

部配合師培發展公布〈高級中等學校以

下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

法〉作為教育實習依據，其中詳細規定

實習內容、實習輔導方式、實習教師職

責、實習成績評量等。但該實習制度實

施後衍生出許多執行上的問題，如:歐

用生(1 996 )指出當時的教育實習辦法

在實施上有缺少管制，品質堪膚、;實習

機構配合的意願不高;由於實習教師的

身分和定位不明，遂致榷力義務不清;

師徒之間「三人三重奏 J (意指指導教

授、輔導教師與實習教師三人之間的關

條)變調;輔導制度急需加以整合;理

想與現實的差距有待彌補等諸項盲點。

另外亦有行政實習流於形式(周水珍，

1998)、輔導教師不知如何指導，致指

導功能有限(洪志成， 1998 ;饒見維，

1998)、實習津貼過低又造成財政負擔

(林信榕， 2000a) 等問題。

為有效解決舊制實習問題，其後相

關辦法歷經多次修訂，而其變革幅度最

大者，為2003年8月修正公布之《師資培

育法施行細則> '包括:將教育實習課

程的時間由一年改為半年;建立教師專

業證照檢定制度，往後師資生須通過教

師檢定考試方可取得證照;身分由實習

教師轉為實習學生;實習津貼予以取消

等。新制實習制度不但減輕政府財政負

擔、改善教育實習資格複檢流於形式的

弊病，且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地位，但

相關研究發現新制實習制度仍有部分舊

制時期的各項問題(薛梨真、朱潤康，

2007) ，並又衍生出半年實習時間恐過

短(洪志成， 2011 ;張茂源， 2006)

實習教師面對認真準備教學實習或教

檢、教甄的兩難(陳寶山，2011 )等問

題。

綜上所述，教育實習對於實習教師

在未來能否勝任教育工作，可說居於關

鍵的階段，實習教師在實習階段裡所獲

得的經驗再再影響其對於教學工作的認

知、情意與技能，且攸關其進人學校任

教的意願與熱忱。為符合教育環境的變

化，教育實習制度也經過多次調整，然

新制實習實施至今已滿十年，卻仍有相

當大的改善空間，未來如何落實與改善

f、
教育賞習，發揮師資培育功能，則有待

主管機關、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學校的

共同配合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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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教師 1教學能力的變化

教師的職責與工作內容幾乎是圍

繞著教學而來，教學能力可說是教師專

業之中最為關鍵的能力，其核心包括課

程規劃、教材設計、教學方法、學習評

量、班級經營、學生輔導等專業知能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 2005 ;潘慧

玲等人， 2004 ;潘慧玲、張德銳、張新

仁， 2008) ，因此，在師資培育課程之

設計上偏重於培養教學能力的養成，教

育實習課程所規劃的內容與活動，亦以

提升實習教師教學能力為主要目的。

當師資生進人實習階段面臨教學現

場時，才會體認自己的教學能力仍不足

以應付實際教學。從教學表現來看，有

經驗的專家教師將學生學習視為目標，

重視師生互動及考慮學生的個別差異，

能夠適時彈性地調整教學，並利用自己

的經驗來解釋班級訊息的意義，注重問

題的潛在因素;相較之下，實習教師注

作目標，常拘泥於原先設定的教學

流程，較缺乏彈性，對問題也只看表

面(吳青蓉、張景媛，1997 ; Berliner

,1988; King et 址， 2001 )。對此時的實習

教師而吉，因教學與班級經營技巧生疏

而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待實習教師教學

l 本研究將實習教師與實習學生視為同一名詞，

交互運用。

技巧漸趨成熟後才能顧及學生的學習成

效。

形成實習教師與專家教師之間在

教學上差距的主因，在於專家教師擁有

實習教師所缺乏的實務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0 Elbaz ( 1983)認為實務

知識是指教師以其個人的價值、信念而

統整其所有的專業理論知識，且依實際

情況為導向的知識。Clandinin ( 1986 )

指出:源於實務的教師教學實際知識主

要受教師的背景、特質、環境與教學經

驗的影響，因此具有濃厚的個人色彩與

主觀成份。由此可知實務知識是指以個

人價值觀結合理論知識、實際經驗及個

人特質所形成的一種實務性知識，教師

在教學情境中，並非只依賴教學理論，

且被動對外在做出反應，而是主動透過

真實教學問題的解決形塑出個人忱的知

識，用以解決教學實際問題。教學是師

生互動的過程，在這過程當中，教師必

須配合課程內容和學生的特別需求以及

能力，不斷地創造或調整方法策略(簡

紅珠， 2006) ，但教學現場並非一成不

變，教師會面臨各種突發狀況，必須運

用實務知識針對情境進行專業判斷，以

解決當前教學事務，故專家教師因比生

手教師真有較豐富的實務知識，得以對

現場作出較佳的理解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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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知識必須透過教學實務來累積

( Clandin血， 1986; Eick & Dias, 2005 )

且在發展實務知識的過程中，教師對教

學行動的反思是建構實務知識的重要機

制(徐綺穗， 2009) 。當教學經驗不斷

提供教師反省與修正教學的重要線索，

教師從實際教學經驗中省思學生的學習

情形與策略，因而增進對學生理解，同

時也因應學生的學習情形與策略，而強

化或修正了原有的教學策略(陳國泰，

2006 ; Jenkins & Veal , 2002) 。教育實習

對實習教師教學能力的意義，便在於提

供了一個場域，讓實習教師能夠從實務

中進行反思，將理論原則轉他成靈活的

教學實務知識。原已具有教學知識的師

資生，在進人實習階段開始接觸教學實

務後，透過自我嘗試、實習指導教師或

其他資深教師的協助、以及實習同儕的

討論，使原有的知識結構在與環境互動

過程中進行調整與修正，其內隱知識的

成長繼而表現於教學，成為能夠真正提

供學生學習需求的教師。

三、影響教育實習成效的因素

教育實習對實習教師專業成長的正

面效果是教育人員共同肯定的，然男一

方面，每個實習教師的實習經歷差真頗

大，不同學校甚至班級都會帶給實習教

師截然不同的體驗。由於個人與環境的

交互影響深遠，實習教師在實習期間可

能會因為受到個人背景、學校環境、實

習輔導教師或整體實習制度的影響，使

得教育實習成效有所不同。

檢視國內影響教育實習成效之相關

研究，包括:林信榕 (2000b) 曾針對中

等學校實習教師進行抽樣調查，發現學

生、師傅、實習作業、指導教授、職前

教育、實習政策、人際關係、熱忱等八

個因素，皆與「教育實習成效」達統計

顯著水準的正相關。蔡碧瑾 (2004 )發

現實，習教師優質實習歷程影響之因素包

括:實習教師與輔導教師看法一致性、

習教師價值澄清的程度、開放及正向

的實習環境、主動溝通的人格特質，及

行動的教育信念等五項因素。

透過了解實習教師在實習過程所

面臨的困境，對提升實習成效及擬定實

習輔導策略有正向助益，國內對實習

教師的工作困擾、關切事項或輔導需

求等相關研究，包括:李建彥、張德勝

(2003 )發現國小初任教師工作輔導需

求有:學校教學、學校課程、學生管理

與輔導、學校行政與運作、與同事的人

、
際溝通與互動、與家長及學生的人際溝，

通與互動、身心壓力與負擔、個人生涯

與規劃等八個層面。張碧蘭(2002)調

查國小初任教師的工作困擾，以工作負

擔的困擾最高，人際關係的困擾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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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困擾的主要原因為教師角色負荷過

重。陳易芬 (2009 )指出國小實習教師

的關切事項，包括:教學(教學法、教

材、教學理念)、班級經營(班務處

理、學生問題處理、親師溝通)、學

校環境(非教學的工作太多、行政實

習)、人際互動(角色定位、人際關

條)、未來展望(準備教師甄試或轉換

其他工作、未來教育體制的演變)等五

大方面。

由上述可知，實習教師除7本身

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實務能力尚待磨練，

在面對教學現場可能會遭逢挫折外，其

在學生與教師之間的角色轉換適應、與

其他學校人員的互動等方面，都需要他

人精神上的鼓勵與實質上的協助，才能

讓教育實習達到理想的效果。在整個教

育實習活動中由「師資培育機構/實習

指導教授」、「實習學校/實習輔導

教師」與「實習教師」構成的鐵三角中

(Ganser, 1996) ，實習教師的實習經驗

很大一部分受到前兩者所左右，而前

兩者則有較大的資源能改善教育實習成

效，因此，透過本研究也可讓相關單位

與輔導人員了解，如何運用支持系統，

給予實習教師應有的協助，以提升實習

品質。

參、研究設計及方法

本研究之方法以問卷調查法、深度

訪談法為主，問卷調查係運用教育部委

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

心，執行「臺灣師資培育資料庫J 97學

年度畢業後一年之調查進行量他分析之

資料，採用次級資料進行，還取填寫第

仁部份「師資培育」相關經驗中，對於

「教育實習」的部份加以分析;訪談方

式、訪談對象則採便利取樣，以兩位分

別任教於不同師資培育機構之研究者，

所教的師資生中各選取五位，於102學年

度參加教師甄試而成為正式教師或代理

教師;訪談前先設計題綱，主要條依據

問卷題目，並參考實習學生於實習歷程

中的能力變他與實習問題之相關文獻，

設計待進一步討論的題目進行深究，為

提高其效度，乃先將初步設計的訪談問

題，邀請研究者之一的師培中心同儕協

助提供意見並完成修正，訪談題綱詳如

附件一。

資料分析時，由於所使用之量化資

料，條採次級資料分析，首先即進行清

理資料，總計3098位，區分學/碩士不

同學歷師資生、不同師資培育機構、國

高中(職)/國小/特教/幼教/多重

五類師資生，以探討其對於教育實習相

關問題之看法，分析時以描述統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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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及百分比，再以卡方考驗了解教育

實習階段能力進步大與小在不同學歷、

不同師資類別、師資培育機構之差異

性;至於質化資料之分析，則區分其畢

業於師範大學及師培中心兩類，先將訪

談者之訪談內容轉譯成訪談紀錄，並經

受訪者確認以提高信度，再就受訪者之

受邀順序、訪談題項進行編碼，師範大

學類編【A】-【E】五位及師培中心類五

位編【F】-【 J】，編碼如:【A-01 】表

示A類第一題，訪談時間分別為102年10

月及 103年4月，訪談對象如表l及表2 。

表 l 訪談對象一覽表一一師範大學組

另由於受訪者皆為102學年度參加教師甄

試後之正式或代理教師，且皆於中等教

育階段之學校服務，故本研究透過訪談

所得資料，仍有其推論限制。

肆、研究初步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分析

(一)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之能

力進步分析

根據表3顯示，將選項中「非常多」

姓名 代碼 服務單位 畢業/實習學年度 教師甄選學年度

楊00 A 臺北市00高工 應屆100學年度碩士 102學年度

吳00 B 高雄市00國中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許00 C 臺北市00國中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享~OO D 臺北市00國中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林00 E 臺北市00圈中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表2 訪談對象一覽表一一一般大學設師資培育中心組

姓名 代碼 服務單位 畢業/實習學年度 教師甄選學年度

郭00 F 新北市00商工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
王00 G 新北市00高中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曾00 H 新北市00高工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翁。。 臺中市00國中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j番。。 J 桃園縣00國中 應屆101學年度學士 102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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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學歷實習學生能力進步之差異性分析表

題項 看法 學士 碩士 總和 卡方值

N 357 179 536
少

% 11.6 5.7 17.3
( 1)教材相關

N 1851 711 2562
知識熟悉 多 34.593***
程度 % 59.7 23.0 82.7

N 2208 890 3098
總和

% 71.3 28.7 100.0

N 461 224 685
少

% 14.9 7.2 22.1

( 2)班級經營
之二~

N 1747 666 2413
11.044***

能力 % 56.4 2 1.5 77.9

N 2208 890 3098
總和

% 71.3 28.7 100.0

少
N 493 243 736

% 15.9 7.8 23.8
( 3)課程設計

N 1715 647 2362
與發展能 ;夕二'9

%
12.973***

力
55 .4 20.9 76.2

N 2208 890 3098
總和

% 71.3 28.7 100.0

少
N 344 177 521

% 11. 1 5.7 16.8

( 4 )有效教學
J二~

N 1864 713 2577
能力 %

9.919**
60.2 23.0 83.2

N 2208 890 3098

。
總和

% 71.3 28.7 100.0

N 680 300 980
少

% 21.9 9.7 31.6

( 5)多元評量
之二~

N 1528 590 2118
能力 %

8.057**
49 .4 19.0 68 .4 \

N 2208 890 3098
總和 - "

% 71.3 28.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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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看法 學士 碩士 總和 卡方值

少
N 929 399 1328

( 6)特殊或偏 % 30.0 12.9 42.9

差行為學
多

N 1279 491 1770
生輔導能

0.021
% 4 1.3 15.8 57.1

力 N 2208 890 3098
總和

% 71.3 28.7 100.0

少
N 728 335 1063

% 23.5 10.8 34.3

( 7)行政工作
J二~

N 1480 555 2035
能力

0.557
% 47.8 17.9 65.7

總和
N 2208 890 3098

% 71.3 28.7 100.0

少
N 1157 465 1622

% 37 .4 15.0 52 .4
( 8)與家長溝 N 1051 425 1476

通互動能 多 0.173
力 % 33.9 13.7 47.6

也會、和
N 2208 890 3098

% 71.3 28.7 100.0

少
N 507 202 709

% 16.4 6.5 22.9

( 9)對教育工
:二~

N 1701 688 2389
0.034

作的熱忱 % 54.9 22 .2 77.1

總和
N 2208 890 3098

% 71.3 28.7 100.0

**p<O.Ol ***p<O.OOl

和「多」加總視為「能力進步多」的看

法，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能力進步最大

的前三項目，分別為「有效教學能力」

83.2% 、「教材相關知識熟悉程度」

82.7% 、「班級經營能力 J 77.9% ;將

選項中「不太多」和「很少」加總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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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進步少」的看法，進步少的前

三項分別 r 與家長溝通互動能力」

47.6% 、「特殊或偏差行為學生輔導能

力 J 57.2% 、「行政工作能力J 65.7% 。

以不同學歷之研究對象，對於教育

實習期間能力進步多與少差異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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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所包含之九項能力中，有五項

「教材相關知識熟悉程度」、「班級經

營能力」、「課程設計與發展能力」、

r;有效教學能力」、「多元評量能力」

達顯著差異，其中學歷為學士者相較於

碩士者，認為能力進步多>少達差異

性，即學歷是學士的實習學生優於碩士

之實習學生。

根據表4顯示，以不同師資培育機

構對於教育實習期間能力進步多與少差

異之分析，問卷之九項能力皆達顯著差

異， r 師範/教育大學」、「設有師資

表4 不同師資培育機構實習學生實習期間能力進步之差異性分析表

未開設師 設有師資
設有師資

題項 看法
資職前教 師範/教 培育相關

培育中J心 總和 卡方值
育課程之 育大學 學系之大

學校 學
之大學

N 3 338 102 93 536
少

% 0.1 10.9 3.3 3.0 17.3
( 1)教材相 N 1432 656 473 2562
關知識熟悉、程 力二'9 44.899***
度

% 0.0 46.2 21.2 15.3 82.7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1 24.5 18.3 100.0

N 3 428 120 134 685
少

% 0.1 13.8 3.9 4.3 22.1

(2 )班級經 N 1342 638 432 2413
多 51.060***

營能力 % 0.0 43.3 20.6 14.0 77.9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1 24.5 18.3 100.0

N 3 454 147 132 736
少

% 0.1 14.7 4.7 4.3 23.8

9) 課程設 N 1316 611 434 2362
多 34.364***

計與發展能力 % 0.0 42.5 19.7 14.0 76.2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1 24.5 18.3 100.0
一

N 3 320 108 90 521
、\..可

少
% 0.1 10.3 3.5 2.9 16.8

一，
(4) 有效教 N 1450 650 476 2577

多 34.999***
學能力 % 0.0 46.8 21.0 15 .4 83.2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1 24.5 18.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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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設師 設有師資
設有師資

資職前教 師範/教 培育相關

題項 看法
育課程之 育大學 學系之大

培育中心 總和 卡方值

學校 ~
之大學

N 3 628 183 166 980
少

% 0.1 20.2 5.9 5.4 31.6

( 5)多元評 N 1142 575 400 2118
量能力 多 54 .493***

% 0.0 36.9 18.6 12.9 68 .4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 .1 24.5 18.3 100.0

N 3 814 261 250 1328
少

% 0.1 26.2 8.5 8.1 42.9
( 6 )特殊或

N 956 497 316 1770
偏差行為學生 多 46.692***
輔導能力 % 0.0 30.9 16.0 10.2 57.1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 .1 24.5 18.3 100.0

N 3 660 247 153 1063
少

% 0.1 21.3 8.0 5.0 34.3

( 7 )行政工 N 1110 511 413 2035
多 40.361 ***

作能力 % 0.0 35.8 16.5 13.3 65.7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1 24.5 18.3 100.0

N 3 1028 300 291 1622
少

% 0.1 33.2 9.7 9.4 52 .4

( 8)與家長 N 742 458 275 1476
多 116.802***

溝通互動能力 % 0.0 23.9 14.8 8.9 47.6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1 24.5 18.3 100.0

N 3 453 154 99 709
少

% 0 .1 14.6 5.0 3.2 22.9 qJ
( 9)對教育 N 1317 604 467 2389
工作的熱忱 多 4 1.804***

% 0.0 42.5 19.5 15.1 77.1

N 4 1770 758 566 3098
總和

% 0.1 57.1 24.5 18.3 100.0

***p<O.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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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相關學系之大學」、「設有師資培

育中心之大學」三類師資培育機構實習

學生對於教育實習期問九項能力，進步

「多」與「少」看法達差異性，整體而

言， r 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諾夫之大學」

的實習學生，對於九項能力之進步，優

於「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及「師

範/教育大學」。

根據表5顯示，以不同任教類別對

於教育實習期間能力進步多與少差異之

分析，問卷之九項能力皆達顯著差異，

「幼稚園」、「國民小學」、「中等教

育」、「特殊教育」、「多重師培」五

類任教類別實習學生，認為教育實習期

表5 不同任教類別實習學生實習期間能力進步之差異性分析表

題項 看法 幼稚園
國民 中等 特殊 多重

總和 卡方值
小學 教育 教育 師培

N 38 193 191 9 105 536
少

% 1.2 6.2 6.2 0.3 3.4 17.3
( I )教材相 N 280 885 768 58 571 2562
關知識熟悉程 多 27.382***
度 % 9.0 28.6 24.8 1.9 18.4 82.7

克思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和 % 10.3 34.8 31.0 2.2 21.8 100.0

N 41 172 315 12 145 685
少

% 1.3 5.6 10.2 0.4 4.7 22.1

( 2 )班級經 N 277 906 644 55 531 2431
多 189.614***

營能力 % 8.9 29.2 20.8 1.8 17.1 77.9

也會、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和 % 10.3 34.8 31.0 2.2 21.8 100.0

N 38 288 266 9 136 737
少

% 1.2 9.3 8.6 0.3 4 .4 23.8

訐f與:3，)發課展程能力設
N 280 790 693 58 540 2361

多 109.129***
% 9.0 25.5 22 .4 1.9 17.4 76.2

生!會、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和 % 10.3 34.8 31.0 2.2 21.8 100.0

N 35 164 199 6 117 521
~少

% 1.1 5.3 6.4 0.2 3.8 16.8 、
(4) 有效教 N 283 914 760 61 559 2577

多 50.140***
學能力 % 9.1 29.5 24.5 2.0 18.0 83.2

總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 和 % 10.3 34.8 31.0 2.2 21.8 1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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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看法 幼稚園
國民 中等 特殊 多重

總和 卡方值
小學 教育 教育 師培

N 73 322 359 20 196 980
少

% 2.4 10.7 11.6 0.6 6.3 31.6

( 5)多元評 N 245 746 600 47 480 2118
多 64 .434***

量能力 % 7.9 24.1 19.4 1.5 15.5 68 .4

總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和 % 10.3 34.8 3 1.0 2.2 21.8 100.0

N 133 439 507 11 238 1328
少

% 4.3 14.2 16.4 0.4 7.7 42.9
( 6)特殊或 N 185 639 452 56 438 1770
偏差行為學生 多 143.962***
輔導能力 % 6.0 20.6 14.6 1.8 14.1 57.1

總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和 % 10.3 34.8 31.0 2.2 21.8 100.0

少 N 119 436 239 25 244 1063

% 3.8 14.1 7.7 0.8 7.9 34.3

(7)行政工 多 N 199 642 720 42 432 2035
作能力

120.735***
% 6.4 20.7 23.2 1.4 13.9 65.7

也會、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和 % 10.3 34.8 3 1.0 2.2 21.8 100.0

N 108 543 614 29 329 1623
少

% 3.5 17.5 19.8 0.9 10.6 52 .4

( 8 )與家長 N 210 535 345 38 347 1475
多 179.672***

溝通互動能力 % 6.8 17.3 11.1 1.2 11.2 47.6

也會、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和 % 10.3 34.8 3 1.0 2.2 21.8 100.0

少 N 47 291 222 11 138 709

% 1.5 9.4 7.2 0.4 4.5 22.9

( 9)對教育 多 N 271 787 737 56 538 2389

工作的熱悅
52.687***

% 8.7 25 .4 23.8 1.8 17.4 77.1 (
串串、 N 318 1078 959 67 676 3098
和 % 10.3 34.8 31.0 2.2 2 1.8 100.0

***p<O.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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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緊接在後的「教學經驗與專業成長」

也達36.5% '這些困擾都可供未來規劃實

問之九項能力進步多>少達差異性，且

幼稚園和特教老師的能力成長優於中小

學教師，而小學階段又優於中學教師。 習制度做參考。

(三)教育實習期間三種實習及參加

研習活動收穫之分析

(二)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之困

擾情況分析

根據表7顯示，將選項中「非常多」

和「多」加總視為正向看法，實習學生

「沒有困擾」的前三根據表6顯示，

於實習期間三種實習及參加研習活動收

穫最大的項目為「教學實習」佔 86.1% '

「導師實習 J 78.8% '將進項中「不太

多」和「很少」加總視為負向看法，則

以「行政實習J 33.8%為最高。

「任教

「與實習學校

「稍戚輔導教師的互動關係J 8 1.3% ;

困擾」、「非常困擾」和「頗為困擾」

項分別為「與家長溝通 J 85.2% 、

科目不盡符合 J 82.9% 、

加總皆視為有困擾，其前三項分別為

「時間分配 J 43.5% 、「校方行政要求」

「實習學校教師文他 J 36.9% '39.2% 、

表6 全體參與者於教育實習期間之困擾情況分析表

沒有 | 稍廠

困擾 | 困擾

1954 I 822

總和棉
臨
一η

為
擾

-
u

頗
困

-
2

3098

100.02.67.826.563.1

3098

叫
一
些
叫
一
則
一
則

1042518591884

制
-
m
-
u

一
捌-
m

3.4

53

廿
一
的
一
的

3.5

69374

2.212.1

309832944032569

100.01.03.013.082.9

8.1

107

N
一%
-
N

一%
-
N

一%
-
N

一%
-
N

一%
-
N

對實習困擾之看法

( 1)實習學校教師
文化

們
一
的
一
山

(2) 校方行政要求

(3)與實習學校輔

導教師的互動關係

U 與家長的關像

(5) 任教科目不盡

付合

3098

1,
832378041969( 6 )教學經驗與

專業成長(如教學

時數太少或太多、

回饋指導不足或過

當、缺乏研習機會

等)

100.02.77.726.163.6%

3098

100.0

95

3.1

296

9.6

954

30.8

1753

56.6

N

%
(7)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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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全體參與者教育實習期間三種實習及參加研習活動收穫之分析表

對實習收穫看法 很少 不太多 多 非常多 總和

N 54 378 1750 916 3098
( I )教學實習

% 1.7 12.2 56.5 29.6 100.0

(2) 導師(級務)實習
N 118 539 1549 892 3098

% 3.8 17.4 50.0 28.8 100.0

N 212 838 1394 654 3098
(3)行政實習

% 6.8 27.0 45.0 2 1.1 100.0

N 194 785 1555 564 3098
(4) 參與研習活動

% 6.3 25.3 50.2 18.2 100.0

表8 全體參與者對於教育實習期間相關支持之助益程度分析表

對實習收種看法 沒有幫助 略有幫助 有幫助 很有幫助 總和

( 1)師資培育中心(系 N 303 822 1355 618 3098
所)的實習指導教師 % 9.8 26.5 43.7 19.9 100.0

( 2)師資培育中心(系 N 310 1077 1300 411 3098
所)提供的資源與活動 % 10.0 34.8 42.0 13.3 100.0

(3)實習學校的實習輔導 N 67 307 1329 1395 3098
教師 % 2.2 9.9 42.9 45.0 100.0

N 163 659 1526 750 3098
(4) 實習學校的行政人員

% 5.3 21.3 49.3 24.2 100.0

N 207 430 1396 1065 3098
(5) 實習學校的實習同儕

% 6.7 13.9 45 .1 34 .4 100.0

(6) 修過的教育專業課程 N 162 897 1580 453 3098
(如教育概論、班級經營

% 5.2 29.0 51.1 14.7 100.0
等

(四)教育實習期間相關支持之助益

程度分析表

根據表8顯示， r很有幫助」、「有

幫助」加總最高的前二項目，分別為

「實習學校的實習輔導教師 J 87.9% 、

「實習學校的實習同儕 J 79.5% 、「實

習學校的行政人員 J 73.5%; r 沒有幫

122 中等教育第66卷第l期

助」、「略有幫助」項目則以「師資

培育中心(系所)提供的資源與活動」

44.8% 、「師資培育中心(丟失所)的實習

指導教師J 36.4%及「修過的教育專業課

程 J 34.2%為較高者之項目。



師資生參與教育實習教學能力改變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Ability Change of Pre-service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Teaching I.ntemships

二、訪談分析

(一)教育實習的一學期當中，在教

學能力方面之收穫

有關教育實習過程中，主要獲得哪

些收穫?兩類受訪者計10位皆能侃侃而

談，綜合歸納大家的意見，提及學會與

教師同儕、學生家長和學生溝通者， 10

位皆有表述;另在教學過程的掌握與班

級經營能力的提升，亦是 10位受訪者皆

有觸及，至於教學活動的設計規劃、教

材敦法與教學評量的精進，則分別有 7 、

8位受訪者提到，茲分別歸納為以下幾個

要點，並各列舉 2-4位較具代表性之表述

者如下:

1.學會與學生相處及與學生對談、溝通的

方式

實習階段最直接的收穫就是學會與

學生相處，唯有洞悉學生才能知道怎樣

是對學生最好的(師範 -A-Ol )

透過這些經驗，我可以更加深入了

解事同學對談以及溝通的方式(中心-F

01)

2 建構個人教育理念及探索、了解個人的

教學風格及對自我教學能力的認知

......我可從中建構自己的教育理念

和原則(師範-A-Ol )

實習期間一學期累積二十多堂課的

教案，發現潛能是可以被激發的;透過

觀摩模索出自己教學的風格，以利決定

日後的教學方向(師範-E-Ol )

觀察不同老師的教學方法以及想

法，讓我從多位老師的身上了解個人的

教學風格很重要(中心-1-0 1)

從課前備課、課堂教學及課後撿

討，可讓我對於自我教學能力有了更深

一層的認知(中心-J-Ol) 。

3.研發貼近學生需求的教材，學習臨場教

學控制時間、消化教材，解決教學現場

實際的問題和調整教學

實習期間有機會自編教材，學習讓

教材貼近學生需求，對於教材發展有很

多創新和敢發(師範-D-0 1)

教學能力十足進步，體會如何將專

業內化、演譯到轉化，學習到如何臨場

教學控制時間、消化教材，也在輔導教

師的指導下學到評量基準研訂和教素的

編寫(師範-B-Ol )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學習如何解

決教學現場實際問題，以及根據實際教

學和設計上的落差調整教學(中心 -H-

01)

4.掌握最新的教學趨勢，透過共同備課提

出不同的教學操作方式，找到適合的教

學方式及7解教學能力上的優缺點和改

進方式

從研習中得到最新的教學趨勢，

並且能使自己有所成長， ......課堂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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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備課，提出不同的教學操作方式(中

心-1-01 )。

我找出自己適合的教學方式，並能

有趣的舉例說明(中心-G-01 )

大學指導教授及辦公室許多老師給

予指教批評，使我能了解自己在教學能

力上的優缺點，及改進的方式(中心-H

01 )

5 累積班級經營的經驗、提升解決學生問

題能力，以及學習建立良好師生關係

一學期下來累積班級經營的經驗，

以及試著學習用更好的講述和運用教學

資源，咬引學生進入課程，以及掌握班

級氣氛(師範-C-01 )

觀摩教師如何應對解決學生問題，

從中學習(中心-H-01 )

一個成功教學活動的進行，教師

必須先要與學生建立起良好的師生關條

(中心-J-01 )。

6.7解整學期的課程進度之安排，並學習

透過教材敦法與課程設計引發學習動機

整個學期的課程規劃，可以實際參

與一整個學期課程的安排，了解真正校

園中的課程安排進度(中心-G-01 )。

學習動機的引發和維持特別重要，

實習期間觀察到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必

須由教材教法與課程設計著手(中心-J

01)

(二)擔任實習學生前後，對於所修

習之師資培育專業課程的比較

有關回應實習前修習各門專業課

程，到後來進入學校實習，在理論與實

務這兩者之間是否能相互印證的問題，

兩類各5位的受訪者，全部都認為理論與

實務雖有落差但會相互影響，惟卻也各

有關注的焦點與意見，如「師範類」的

受訪者提及課程與教學的議題較多，且

類似或相關的問題，竟有3 、 4位提及，

而「中心類」則對班級經營的表述較熱

烈，茲分別歸納為以下幾個要點，並各

列舉幾位較具代表性之表述意見如下:

l 理論與實際是有落差的，但兩者相互影

響

實際接觸到教學現場深深成受到

理論與實際是有落差的，但兩者相互影

響，特別在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是成受

到理論的影響，教程的課程之班級經警

和教學課程需要設計得當才能有效果

(師範-A-02 )

教材教法和課程設計會因現場教

學的問題以及遇到的諸多因素，而使課

程的教學理論無法實際的實現(中心七

02)

學校特色、學生氣質所營造的校園

氛圍和特徵，與當初學校內學到的有所

差異(中心-F-02 )

紙上談兵 j~ 實際執行落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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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曰:課程設計，潭、本偏向寫出理想的教

案，但實際執行後，會因班級特性或突

發狀況而有變動，課程設計就需保有彈

性，執行時也要考慮很多現實層面;班

級經營範圍廣泛，很多問題無法預設和

標準答案，是需要透過經驗累積的(師

範-E-02 )

2.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是建構自身教學原理

原則的重要基礎，傾向廣泛性的介紹專

業知能偏向理論，與教學和班級經營的

關像是問接的，參與教育實習後，則較

能關注到問題的深人和思考解決辦法

實習後特別戚受到職前教育專業課

程是建構自身教學原理原則的重要基礎

(師範-A-02 )

大學所學偏向理論，與教學和班

級經營的關佛是間接的，體會實際的經

驗，方能處理千百種的學生狀況(師

範-C-02 )

師資堵育職前課程傾向廣泛性的

介紹專業知能，是「上課」的成覺較理

的參與教育實習後，則較能關注到問

題的深入和思考解決辦法，也才真正知

道教學方法和教材如何巧妙地運用(師

範-D-02 )

3.教學實習之教學演示如同報告跑流程，

教育實習則從報告轉化成真正的教學

修習師資培育職前課程之前，問

題似乎發生在文本，成為實習學生後，

發現所有問題是活生生的呈現在眼前，

教學實習之教學演示如同報告跑流程，

教育實習則從報告轉化成真正的教學，

並將教學建構在與學生互動基礎上(師

範-B-02 )。

4.學生差異及臨場產生的問題非教育課程

可學到的，在教學方法上，並沒有看到

現今社會所要求的多元教法或以學生為

主體，但體會教師須有更大的包容心，

以及在教學上投入比以往更多元的教學

與評量方式

教學現場學生的差異及臨場產生的

問題並非教育課程可學到的(中心 -F-

。2)

臨床實習後，很深刻的體會教師須

有更大的包容心，且在當前的教學上，

亦要投入比以往更加多元的教學與評量

方式(中心-J-02 )。

實際的教學現場時，學生因其家

庭、學習背景，反應會更加不同，外

力口，面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不足高度

挑戰班級經營(中心-H-02 )

在教學方法上，並沒有看到現今

社會所要求的多元教法或以學生為主體

(中心-G-02 )

(三)教育實習受到限制或遇到困擾

之概況

訪談此問題，比較屬於開放性與個

別性，惟有關教育實習身分的問題，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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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數受訪者提到，至於其他問題，則

歸納性質相近者，列出以下幾個要點:

1.實習學生負責實質教學與班級經營，身

分矛盾且尷尬

教育實習期間戚到有限制的應該

就是身分，以實習學生的身分在學校當

老師，會有矛盾的產生，心態上也多少

會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待事件，不敢太

直接的下決定或是做任何事，擔心影響

到整個學校或是班級上原有的運行方式

(師範-A-OS)

教育實習時，既是實習教師也是實

習學生，一方面是教學者，另一方面是

學習者，身分界定不明(師範-B-05 )

覺得角色很尷尬，輔導老師就像帶

了一個小跟班觀察如何帶班，只能紀錄

卻無法去管教學生(師範-C-05 )

實習生的地位其實很尷尬，無法

掌握大權，很容易跟學生變成朋友的關

條，對於要求學生會產生困擾(師範-D-

。3)

在教育實習的過程中，雖然被學生

尊稱為老師，但畢竟還是屬於學生身分

(中心-J-05 )

2.實習學校行政缺乏系統性指導，淪為

「于丁雜」和另類任務

實習學校行政應有系統的指導，但

卻淪為「打雜 J '也因為是學生身分不

能說「不 J '但又沒有收穫(師範-B

05 )

實習大半時間都是在協助行政人員

處理雜務，相對地，也減少了教學與導

師實習的時間與機會(中心-J-05 )

行政工作過多，往往去跟課完之

後，桌上會堆疊需要完成的任務(中

心-F-05 )。

3.跟課有如坐在後面教室監督，並非每位

老師都願意

跟課的性質就像是有人坐在後面

監督、看著你上諜，老師們難免會覺得

不自在，因此就會有點不好意思，也不

是每個老師都願意開放教室讓人跟諜的

(師範-C-05 )

在實習時，遇到原本的輔導老師不

給聽課，因而只好請主任協助，才得以

透過不同方式至別的教師課堂聽課(中

心-I-OS)

4.教育相關知能缺乏、本科的專業知能不

足、實務經驗太薄弱，信心受挫有待加強

我覺得遭遇的困難是在實習的時

候，總覺得自己對於教育相關知能很缺

乏，本抖的專業知能也不夠充足，加上

實務經驗太薄弱，所以在教學的過程中

自己的自信心很容易受到打擊(師範-D

05 )

自己的因素，因還有許多不足，非

常期許自己能做得更好(中心-H-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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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限於無法完整帶完班級全學期之課

程，想、教得太多課堂數卻有限

教學實習的時候，我是受限於沒

有辦法完整帶完某一班級整個學期的課

程，變成可能會影響到自己想要的教學

進度。此外，我所遇到的教學困難，例

如想教得太多，但課堂數卻有限，變成

要有所取捨(師範-E-05 )。

6.教育實習缺乏津貼成本太高，影響全心

投入教育實習的可能性

參加教育實習沒有任何收入，成本

實在太高了! (中心-G-05 )。

實習津貼取消影響部分實習生需要

獨立生活的可能性，以及全心投入的程

度(師範-A-06 )。

(四)現有教育實習制度對於增進實

習學生教學能力之改進空間

有關現有實習制度是否有改進的空

間? 10位受訪者各有意見，惟比較緊焦

在指導教授與輔導教師的遴選、教育實

習的內容與重點這兩個問題，其各有5位

又訪者提及，至於其他問題，則各有2 、

3位關心，茲彙整且列舉相關之表述意見

如下:

1.師培制度並非保障修畢教育學程學生的

未來，其會削弱想當教師者追求教職的

欲望

現行的師堵制度並非保障修畢教

育學程的學生未來，但往往會削弱想當

教師者的追求教職欲望，呈現一種模稜

兩可的戚受，這一點大大影響了教師在

教育實習時投入的認真程度(師範-A

06)

2 審慎產生教育實習指導教授和教學實習

輔導老師

教育實習指導教授和教學實習輔導

老師的產生，應該是受到慎重的思考、

討論與選擇，方能有助實習學生的學習

(師範-B-06 )

..至於教學能力的增進，我認為

大部分還是要靠實習生自己去吸收與學

習，不過，建議實習學校在安排輔導老

師的選擇上要再更謹慎些，才會發揮實

質的功能(師範-E-06 )。

因實習的大學指導教師及輔導教

師、學校環境氣氛，對於實習教師真

的非常重要，務必慎選啊! (中心 -H

06)

3 增多實習學生上臺機會及教學現場必須

要具備充分的時間，方能更快速增進實

習學生教學能力

j£t課跟再多都沒有實際上臺教課學

得快，所以我建議若是要讓能力增進得

更快，應該要安排一個班給實習老師上

課，讓他親自掌握班級教學進度與教學

狀況(師範-C-06 )

給予實習教師的教學現場必須要具

備充分的時間，讓老師和班級經營溝通

M訂ch，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127



認識才能真正提升能力(中心-F-06 )

4 教育實習後緊接著教師檢定，實習期間

要兼顧準備考試，導致心理壓力大

對於教檢時間之過切性，實習之後

要考教撿，對於「心理壓力」有蠻大的

影響，會很擔心念不完書所以沒辦法全

心投入實習(師範-D-06 )

5.規定實習學校，每月都要召開實習學生

工作會議，以利明確掌握指導事項及學

校重要行事曆，進而串聯導師、行政、

教學三方面的指導老師，加強縱向、橫

向之聯繫

實習學校對於實習老師的制度我也

有想法，如果可以規定實習學校，每個

月都要開實習老師工作事宜報告和檢討

會議，可以更明確的掌握實習老師所做

的事項，以及給予及時的幫助;導師、

行政、教學這三方面的指導老師，如果

有更好的串聯會更好，因為實習生要面

對的窗口很多，有時候真的會分身乏

4材! (師範-D-06) 。

彼此多溝通有助於掌握學校段考及

各項教學進度的...... (中心-H-06 )

6.明確規定及劃分教學、導師、行政

習，並以教學和導師實習為主

我認為現有的教育實習制度，應

該明確地規定並劃分教學、導師、行政

實習三大部分的時間，並且以教學、導

師實習為主、行政實習為輔(中心 -J

06)

現在的實習老師到學校去，主要的

仍是協助於行政工作，但在教學上，課

堂的實習以及班級管理才是老師們最主

要面對的問題，故應多將實習的重心擺

放於教學及班級經營(中心-1-06 )

(五)擔任實習學生完成教育實習之

整體J心得與成想、

10位受訪者皆能暢談其對一學期教

育質習的感想與心得，只是內容應是大

同小異，即都說充滿酸甜苦辣，是一項

難忘的回憶，且也都認為收穫良多，由

是特列舉個人比較與眾不同的說法，茲

摘錄如下:

l 半年之教育實習，確定自己想追求教職

是興趣與專長結合的最佳職業

半年來，確定自己想追求教職是興

趣與專長結合的最佳職業，返回母校實

習真正體悟到每個老師的用心之處與偉

大，以及老師的言行無時無刻影響到學

生，鼓勵尚未參加實習的學弟妹用心體

會去悟出道理(師範-A-O? )

2.半年之教育實習，在教學技巧、寫教案

的能力、製作教真的耐力顯著改變

短短半年讓我看到自己的改變，增

加了過去所沒有的歷練......磨練自己的

教學技巧、寫教素的能力、製作教具的

耐力等等(師範-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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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業足夠且還要能深入淺出、輔助教具

讓學生真正理解

發現自己多麼的不足，也了解自己

還有好多好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很多時

候不是專業夠就能夠教，更重要的是如

何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學生學，所以對

於教學內容吸收之後，還要再做自我轉

換，解碼成學生理解的語言，並且用圖

片、影片等來輔助教學，吸引學生進入

課程中(師範-C-07 )

4.對於家庭失能及特殊行為學生應與家長

聯繫

擔任導師的不容易，不只是要面

對學生，還要聯絡家長，尤其夫能的家

庭，其小披在學校的表現與特殊行為都

是需要導師密切關注的，真是非常辛苦

(師範-C-07 )

5.行政沒人敦的要主動摸索和詢問以解決

問題

行政工作也是相當辛苦，就算沒人

教你，你還是要主動摸索，觀察學習，

極的去間，才會有所學，因為沒有人

會主動教你，被安排任務後就是自己的

事情了，要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師

範-C-07 )

6 慶幸到專業豐富的學校實習，雖累但是

很有代價

慶幸自己來到一所很豐富的學校，

實習學校老師對教學的熱情，還有對於

教材的品質要求，以及藝能料的專業被

看到，雖然很累但是有代價(師範-D

07)

7.體會「人之兒女，己芝兒女」之意涵，

藉以提醒看見學生的可愛及優點

實習期間發現，以00大學創辦人

所說的以「人之兒女，己之兒女」話語

提醒自己，便能看見學生的可愛及優點

(中心丑-07 )

8.與學生及家長建立良好的關條有助於教

學成效的提升，對於實習中所發現的不

足，能加以檢討和精進

在導師工作的部分，我體悟與學生

及家長建立良好的關條，對教學是有助

益的;此外，我也從實習中發現自己的

不足，並加以按討、改進，精進自己的

學養和教學能力(中心-H-07)

9 半年之教育實習，體會良好的溝通能力

很重要，再者，教學技巧是可以磨練和

觀摩的，但是教師的特性和態度才是影

響教學的關鍵

忙碌了半年之後，我認為在那段時

間，我的確學到了不少。其中，最讓我

印象深刻的是，就算一些教書教了十幾

年的老師，如果缺乏良好的溝通能力，

還是很容易在教學現場出批漏。因此我

認為，教學技巧是可以磨練和觀摩的，

而教師的特性和態度才是會影響所有事

情的關鍵(中心-F-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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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半年之教育實習，體會充實專門知識

的重要性

半年來，體會專門知識很重要，在

強調活化教學的社會脈絡下，要有更充

實的專業學識涵養，才能創造出更符合

學生需求的教學方法(中心-G-07 )

三、綜合討論

(一)實習輔導教師對於實習生影響

甚大，如何慎選及激勵擔任意

願?

根據調查結果，有87.9%的實習學

生認為「實習學校的實習輔導教師」對

本身在教育實習期間的相關支持「很有

幫助」、「有幫助 J '接受訪談之受訪

者意見亦相近，表示教學現場的實習輔

導教師對於實習生的影響最為直接且幫

助大，此與林信榕( 2000b) 、蔡碧禮

(2004)等研究指出實習輔導教師會影

響實習學生的實習歷程及效果有一致的

觀點。目前實習機構產生實習輔導教師

多半考量的是類科、意願及熱忱，至於

所遴選之實習輔導教師是否普遍優質且

能指導實習生，則含有機運的成分，

來如何促使其普遍能發揮指導的功能，

是否宜朝建立制度設計選薦方式，並透

過專業增能與認證，以確保其專業性?

至於激勵措施，雖現況師資培育機構透

過頒發聘書、提供校園優惠或優先進修

的機會等方式鼓勵任實習輔導教師者，

但若能從學校專業體系結合教學輔導教

師整體思考，在學校提高其專業地位，

或許對於實習輔導教師而言是一項更佳

的激勵，自然提高其擔任的意願!

(二)教育實習結束接著教師檢定，

是否影響實習生的學習?

研究透過訪談發現，實習學生在

教育實習結束約2個月後，緊接著參加

教師檢定，因此實習生承受實習和準備

檢定考試兩方面的壓力，導致上臺試教

無法充分準備及學習各項事務。此與陳

易芬 (2009)以國小實習教師為對象的

研究結果相符，且面臨陳寶山(2011 )

所指出實習教師應認真準備實習抑或準

備考試的兩難。未來是否有調整的可能

性，讓實習生在實習機構的學習，方不

至於受到檢定考試的牽制!

(三)行政實習「助益不大」原因何

在?宜由誰來指導?又該如何

學習?

本研究發現，實習學生認為教育實

習期間，三種實習及參加研習活動收度

之中，填「不太多」和「很少」的負向

看法，以「行政實習 J 33.8%為最高。訪

談結果也支持此觀點，行政實習對於多

數的實習生而言淪為「打雜 J '也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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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期間產生的極高困擾項目。此與周水

珍( 1998)指出行政實習流於形式、陳

易芬 (2009 )指出實習教師有太多非教

學的工作及行政實習等研究結果相符。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情形，或許是來自

於實習機構將實習生當作「行政助手」

運用，且行政工作常來自於臨時或時間

迫切，並未事先規劃也缺乏指導所致。

然而，教育實習是理論與實務接軌的關

鍵期，教學、導師及行政實習都需要有

專人指導，才能真正進行學習。若由處

室主任或組長負責規劃行政實習應較為

理想，但務必有實質指導，且應召開實

習學生工作會議，強化學校行政縱向和

橫向的聯絡，如:設計行政工作的SOP 、

計畫的撰寫等，實習生未來初到校任教

幾乎都可能會擔任行政工作(張素貞、

張明文、林和春， 2012) ，從策略和方

法切人指導，讓實習生發生學習，避免

被認為是打雜或無關的任務!

(四)實習學生之身分是否會影響執

J 行教育實習的教師角色功能?

本研究還發現:以實習學生的角

色在教學現場擔任教師教學的工作，實

習學生反映立場尷尬且不知如何要求

學生，也無法進行教學決定。歐用生

( 1996)曾指出由於實習教師的身分和

定位不明，遂致權力義務不清;陳易芬

(2009)也指出實習教師面臨角色定位

的問題，而本研究結果與其相符，代表

雖實習制度在近十幾年雖屢有變動，但

此問題仍存在於實習現場。對此，未來

對於實習學生之名稱和實習任務該如何

界定及引導，應有再討論及改善的空

間。

(五)誰來確保實習學校的專業性和

正向教學的態度與文化?

本研究透過調查結果發現，實習

機構的教師文化是實習生戚到困擾的前

三項，現場教師多數是具有正向教學態

度者，但是亦有負向消極者。由於實習

輔導教師所建構出開放及正向的實習環

境，對實習學生的實習歷程有莫大影響

(蔡碧礎， 2004) ，如何讓實習學生獲

得專業且正向的學習，並且由誰來確

保，確實是需要再研議的。根據問卷之

分析，實習指導教授對實習生的助益性

僅達六成左右，建議實習指導教授可多

著墨於此，鼓勵實習生的實習日誌內容

根據實習所見所聞提出待澄清之問題，

再陪同實習生深度討論，或許會有些許

助益!

March,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131



恆、研究結諧與建議

一、結論

(一)教育實習對於實習學生教學能力

進步之影響甚大，尤以「有效

教學能力」、「教材相關知識熟

悉程度」、「班級經營能力」三

項，特別是藉由與學生互動，臨

場因應的教學實務性知能之建構

有最深的體悟，九項能力進步之

「多」高於「少 J '而在不同學

歷中有五項達顯著差異，不同師

資培育機構、不同師資類型則九

項能力皆達顯著差異。

(二)擔任實習學生之前後，對於所修

習師資培育專業課程之看法，發

現理論與實務落差大，理論有其

價值，師資培育職前課程提供理

論基礎，教育實習則接軌實務，

將職前課程轉化到臨場應變，尤

以和學生互動後，挑戰所學的班

級經營、課程設計和教學原理等

專業課程。

(三)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期間確實有

所困擾，從問卷分析顯示困擾

的前三項分別為「時間分配」、L~校方行政要求 J ' r 實習學校

教師文他」。然而，在訪談中發

現實習學生身分跟課之角色和定

位、學校行政服務淪為打雜、本

科的專業知能不足實務經驗薄

弱，以及欠缺完整一學期和不同

年級的學習等為困擾內容，綜合

兩者，探討其關連性據以作為規

劃實習制度參考。

(四)教育實習制度對於增進實習學生

教學能力尚有改進空間，整體

而吉，以實習輔導老師的幫助最

大，顯示其關鍵性，更需要受到

激勵和專業他，未來在教育實習

之實習輔導老師的產生，應該是

受到慎重的思考、討論與選擇;

此外，實習津貼、檢定考試時

間、實習學校召開實習學生工作

會議、增加學生上臺機會，指導

行政服務等都是改進的項目。

(五)實習學生完成教育實習之整體收

穫良多，尤以確定教職是興趣

與專長結合的最佳職業;專業豐

富的實習機構影響終身的教學態

度;教學實習、行政和導師實習

都要兼顧且機動因應;學習了解

學生、教學深入淺出滿足差異;

磨練專業的教學技巧、發展教案

的能力，以及製作教真的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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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對師資生的建議

1.實習前統整專業課程的學習。

2.增加教學見習經驗，及早接觸教學

現場。

(二)對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l 強化實習指導教授的指導功能。

2.探討和提升指導師資生跟課、聽

課、觀課的專業知能。

(三)對實習機構的建議

l落實召開實習生指導工作會議。

2.檢視實習學生的行政實習內涵，並

提供實質指導。

3.營造實習機構的專業文忱。

(四)對主管師資培育政策的機關建議

1.提高並強化實習輔導教師的專業地

位和知能。

2 健全實習輔導教師專業認證制度。

附件一

。訪談題綱

一、你覺得在教育實習這一學期當中，

在教學方面有哪些收穫? (諸如:

班級經營、課程設計、教材教法、

自我教學能力的認知﹒.....等)

二、你覺得擔任實習教師之後，和你在

大學修習師資培育課程時的想法

(諸如:班級經營、課程設計、教

材教法、教學評量......等)比較，

有何不同?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

三、你覺得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中，主要

的教學知識來源和解決問題的技

巧，來自哪裡(如:大學指導教

師、輔導教師、大學同學、學校中

其他實習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學

校中其他教師......等) ?是透過什

麼樣的方式增進?

四、對於這些教學能力的變化，你認為

對參加教師甄試是否有所助益?

五、在教育實習方面，你是否覺得受到

限制或遇到困難?若是，受到哪些

限制或困難?

六、你覺得現有的教育實習制度對於增

進實習教師的教學能力，是否還有

改進的空間?為什麼?

t 、請你談談，過去一年你擔任實習教

師有什麼心得與感想?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 (2005 )。各師

資類科教師專業表現之標準。教育

部中教司委託專案研究成果報告。

李建彥、張德勝( 2003 )。國民小學

初任教師工作輔導需求量表編製

報告。測驗學刊'50 (1) , 111

142 。

March,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133



吳青蓉、張景媛( 1997) 。英語科專家

/生手教師課堂教學之研究。師大

息報:教育類， 42 , 17-33 。

林信榕 (2000a) 。影響中等學校實習教

師教育實習成效相關因素之研究。

載於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

編) ，願景與承諾一一展望新世紀

的師資培育(頁207-231 )。臺北

市:臺灣書店。

林信榕 (2000b) 。影響新制中等學校實

習教師專業發展相關因素研究。教

育學刊，時， 73-103 。

周水珍( 1998)。國民小學實習輔導之

研究一以花蓮縣、宜蘭縣為例。

臺北:師大書苑。

洪志成(I998 )。從實習教師眼中看新

制輔導教師的專業支持。教育研究

資訊， 6 (4) '100-121 。

洪志成( 2011 )。師資培育的危機與生

機。教育研究月刊 '2日， 16-27 。

高強華 (1996) 。師資培育問題研究。

臺北:師大書苑。

徐綺穗 (2009 )。學生反思內涵的分析

及其對教學實習課程的歐示。教書

研究與發展期刊， 5 (I) '35-58 0

張茂源 (2006 )。師資培育制度的檢討

與展望。研習資訊， 23(2) '95

98 。

張碧蘭 (2002)。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工

作困擾及其因應方式之研究一以

臺中市為例。國民教育研究集刊，

10 ' 273-274 。

張德銳 (2003 )。中小學初任教師的教

學困境與專業發展策略。教育資料

集刊，詣， 129-144 。

張素貞、張明文、林和春( 2012 )。師

資培育的「售後服務?J 地方教

育輔導功能與運作之研究。新竹教

育大學教育學報，93-130 。

陳易芬 (2009)。國小實習教師關切事

項之探究。臺中教育大學學報，

23 ' 51-76 。

陳國泰 (2006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資深專家教師實務知識的發展之個

案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

19' ( 2 ) , 31-64 。

陳寶山 (2011 )。師資培育素質提生政

策執行評析。載於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主辦之「建國百年教育行政與評

鑑:挑戰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會議

手冊暨論文集(頁 103-123) ，臺

北。

黃炳煌 (1995) 。師資培育多元化後師

資專業化可行方案之研究。教育部

委託研究專案計畫。臺 jt :教育

部。

歐用生( 1996)。新教育實習制度的盲

點與突破，載於中國教育學會主

134 中等教育第66卷第l期



師資生參與教育實習教學能力改變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Ability Change ofPre-service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Teaching Internship

編:師資培育制度的新課程。臺

北:師大書苑。

潘慧玲、王麗雲、簡茂發、孫志麟、張

素貞、張錫勳、陳順和、陳淑敏、

蔡潰如 (2004 )。國民中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能力指標之發展。教育研

究資訊， 12 (4) '129-168 。

潘慧玲、張德銳、張新仁(2008)。臺

灣中小學教師評鑑/專業標準之

建構:歷程篇。載於潘慧玲(主

編) ，教師評鑑理論與實務(頁229

28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評鑑與發展研究中心。

蔡碧瑾 (2004)。建構實習教師進行優

質實習歷程影響因素之探究。教育

與心理研究， 27 (2) '283-3的。

薛梨真、朱潤康 (2007)。半年全時實

習問題探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

刊， 3 (1) '209-237 。

簡紅珠 (2006 )。優質教學釋義與

敵示。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2

(.J (2) '1-17 。

饒見維( 1998)。綜論新教育實習中的

「實習輔導教師」。載於教育部主

辦「師資培育多元化與新制教育實

習制度」學術研討會。臺中:臺中

師範學院。

Berliner, DC (1 988).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tise in Pedagog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ED 298

122)

Clandinin, D. J. (1 986). Classroom practice.

Teacher images on action. NY: Falmer.

Elbaz, F. (1 983). Teacher Thinking: A stu吵

ofpractical knowledge. N.Y: Nichols.

Ei此， C. , & Dias, M. (2005). Building the

authority of experience i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through coteaching in

inquiry classrooms. Science Educati帥，

8夕， 470-49 1.

Ganser, T. (1 996), The cooperating teacher

role. The Teacher Educato月 31(4) ， 283

29 1.

Jenkins , J. M. , & Veal , M. L. (2002).

Preservice Teachers' PCK Development

during Peer Coaching.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 22 (1),

49-68.

King, K., Shumow, L., & Lie妞， S. (2001).

Science education in mban elementary

school: Case studies of teacher beliefs

and classroom practices. Science

Education, 85, 89-110.

Veenman, S. (1 984). Per ceived problem

of beginning teache r.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4(2), 143-178.

March, 2015 Secondary Education 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