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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本教學在師資培育上的應用

以「班級經營」為掰

王千倖

摘要

本研究是藉由教學行動研究，探究給本在「犯被經營」的應用，研究參與者

是 90位修課的大學生。以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分析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

期末自我評量、期末考和期末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如下 (一)大學生喜歡閱讀繪

本，且從繪本獲得心靈的成長;(二)大學生相信繪本可以幫助他們更瞭解青少年

的想法與感受: (三)繪本「寓教於樂」的特質，使大學生能夠發白內心的接受害

中所蘊藏的道理與觀念: (四)透過繪本閱讀，大學生肯定繪本的教育價值;(五)

繪本教學的核心是，在皂白民主的學習氣氛中，j;)、開放性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建

構多元觀點，透過創意約學習活動，增進繪本閱讀的樂趣與教育價值;(六) r教

學實踐」勝於「理論教導J' 繪本閱讀的推廣，師資培育者當以身作則，於課程中

靈活運用繪本進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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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Picture .Books to Teach Prospective
Teachers How to Manage their Classrooms

Chien-Hsing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use of picture books to teach prospective teachers

nee自S缸y classroom management skills. In Taiw阻'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Education, 90 students who were enrolle位 in a classroom 血anagement course

pated in this qualitative action research. The data collected include students'

self-evaluatio肘， final examina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er has found

(1) education students like to rea吐 picture books and feel they c組 gam greater

maturity from them; (2) students believe that picture books may help them to

understand adolescents' perspectives and feelings; (3) teaching with picture

very effective as a form of “ teaching wi吐lout preac趾ng，" so that students accept

they 自ad 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 (4) students affmn 也e educational

plctur，間; (5) this teaching strategy guides students to be more open in their

and questionin草， to construct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a free and democratic

gain pleasure as well as educational value from reading picture books; (6)

learning is more e在'ective than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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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韓輯

一、擁抱烤箱讀書會

20日2 年 6 月初閱讀學j清彥 (2002) 所著烤箱讀書會，第一次發琨給本的主題

是如此的豐富，唯因該書僅就繪本主題介紹，所以對給本的內容與特質所知十分

有限。 6 月底，北上拜訪在小學級務的好友芳蘭，論及繪本的應用，她大力推薦

並分享自己應用繪本的教學經驗，在她家閱讀擁抱這本給本，薄薄的一本書，郤

蘊含著深切的人際互動哲學，觸動我心深處!感動之餘，不禁聯想到當今的社會

亂象，其中青少年犯努行為日益殘酷兇狠，甚至浪滅人性;學生不服教師管教毆

打教師成傷:校園暴力、恐嚇、勒索事件頻傳，反映出青少年的人際互動出了嚴

重的問題，價值觀遭到嚴重主的扭曲。心中頓時閃過一個念頭 or為什麼不用繪本教

導青少年。這不正是他們需要的嗎?在短短的文字和生動的屬畫中，蘊含人生的

哲理，郤叉毫無說教的意味，對於在圖像世界長大，厭惡成入說教的青少年，應

該是最佳的教材。如果中學教師能夠使用繪本教導他們的學生，或許可以解決部

分班級經營的問題，改善師生關係。」

二、實當教師自殺身亡

七月中傳來本校一位實習教師燒炭皂殺身亡的噩耗，遺書表示自己好累想休

息。我愣住了，與這個孩子是在 f電腦與教學」課程中結緣，雖僅是一門課，但

師生情豈宜並未因課程的結束而終止，這孩子偶而會和我分享他的人生抉擇和自我

期詐，路上偶然相遇也總不忘閱一下老卸的玩笑。猶記得最後一次對話是在六月

下旬，他告知為了女友更改實習學校，俏皮的話語，猶言在耳，一點也看不出有

自殺的傾向，為何竟在短短的兩三星期之後，選擇死亡這條長眠之路?

痛心之餘，不禁反省自己的教學，我到底給了學生什麼?這些外表成熟的大

學生當中，多少人是因為奉父母之命或時勢所逼而修教育學分，實際上自己並不

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許他們心中對於自我、生命、理想......仍有諸多的迷惘，

在文憑至上的社會價值觀中，讀大學僅是為了那一張薄薄的文憑，然而，面對經



他們在功利社會中日漸消逝的人文素養，作為生命發展的基右。如果希冀未來的

教師，能夠以繪本為「班級經營J 的利器，引導青少年白我探索、尊重生命、關

心社會，達到前述「斑紋經營」的目標，的資培育者應該先引導修習教育學程的

大學生進入繪本的學富世界，讓繪本幫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出口，使他們的生命獲

得全人的發展，具備足夠的力量。此外，藉出親身經歷繪本教學的魔力，強化他

們於臼後的教學中運用繪本協助青少年的動機與能力。因此，我決定以繪本為教

材，嘗試將部分九年一冀的六大議題融入「班級經營J' 讓「班級經營」不再只是

強調「獎懲」與「控制」的理論性學科，而是啟迪生命智慧，提昇心靈力量，自

助助人的全人教育學科。

臣、大學生不排斥器譚繪本

雖然，以繪本作為 r班級經營」教材的心意己決，然而，心中仍不免有所疑

慮，畢竟大多數人心中對繪本的刻板印象﹒繪本是給小孩子看的童書。鼓夢已繪本

閱讀的學者們再強調，繪本是老少咸宜的文學作品，成人從繪本所獲得的感動

與滿足，絕對不亞於兒童;成人從繪本所獲得的啟發，因著成人豐富的生活經驗，

將超乎個人所能想像，予人意外之喜(林煥彰， 1998 ;松居直， 1996 ;侯秋玲，

1997 ;郭恩惠， 1999 ;陳玫娟， n.d. 賴秀美， 1999; BIoe血， n.d.; Henry & Simpson,

2001; Hurst, 1997; Smallwood, 1991 , 1992; Young, n.d.)。然而，圍內關於繪本教學、

詮釋和讀者心靈成長的研究與推廣，莫不以兒童或幼兒為對象(吳淑玲， 2001 ;

李培鈴， 2002 ;周紫芸， 2001 ;林雪卿， 1993 ;林敏宜， 1999 ;林禎]I I ' 2002 ;

高秀君， 2002 ;徐季玲， 2001 ' 2003 ;翁儷綺， 1998 ;黃麗瓣， 1999 ;劉美玲，

2002 ;劉苓莉， 1998 ;劉惕君， 2001) 。換言之，國內鮮有tJ、大學生或成人為對象

的繪本研究。如果要在「班級經營」課程中，針對大學生實施繪本教學，是否會

因為對繪本的刻板印象而排斥，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呢?

懷著志志不安的心，在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初次以繪本作為「班級經營」的

學科教材，實施為期一學期的繪本教學。雖然學期初，曾有一位學生在網路上提

出質疑: c ﹒...我到書店去的時候，卻發現大部分的繪本好像都用在小學生身上，

所看到的實倒也都是小學生，我妹妹念師院，他們也是相當強調繪本對小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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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不景氣，大學文憑已不再是工作的保證時，他們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他們

像青少年→樣需找到屬於他們的夢想與生命的出口。豆子為師資培育者的我，文能

為他們做些什麼?

三、喚醒大學生 1生命力的「班級經營」

近年來，班級經營問題 直是初任教師的夢麓，教卸的班級經營能力更是各

校聘任教師的重要考量，因此「班級經營」是資師培育課程中，教育方法學的熱

門學科。就理論而言， c班級經營」是教師透過科學的、人性化的方法原則，處理

班級中的人、事、物，減少學生的偏差行為，提供學生祥和、生動活潑的學習氣

氛，使教師能充分發揮教學的效果，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促進學生人格正向發

展〔蔡志妃， 1995) 。

就個人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實務面而言， c班級經營」應是一種藝銜，奠基於

對生命的尊重，培養學生透過理性的思考與自我情緒管理達到自律，以促進人際

互動的和諧。有效的「班級經營」讓師生在其所共同營造混馨愉悅約學習氣氛與

環境中，享受學習的樂趣，滿足人類與生俱來的學習渴望，協助個人在團體中找

到自己的定位、凌納白我，進而獲得自我實現。換言之， c班級經營」是一種藝f前，

需要教師的創造力來營造。

如果僅將「班級經營」的理論，以講述的方式呈現，不僅無法引起學生的興

趣，無法幫助學生理解「班級經營」的精神與藝舔了，更不能深入學生的生命曆程，

與他們一起尋求夢想，尋找生命的出口。倘若自己能夠在教學中「以身作則 J' 靈

活運用「班級經營」的理論，讓自己成為活教材一一扭過創意的教學與多元的素

材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強化師生的互動，運用傾聽的技巧，以包容與接納的態

度，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藉由對話引導學生思考，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

力。相信在經歷盡這樣的洗禮之後，學生對「班級經營」的理論會有更深的領悟，

生命也得以獲得成長。

經過深切的自我看思，深覺「班級經營」應該貼近大學生的生命需求，給予

本文中所指的大學生專指修習教育學分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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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1彥習「班級經營」的 90 位大學生為研究參與者，他們分別來自輔諮、地理、國

文、英文、美術、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商教、資管、金管、工毅、電機、

電子等系所。

一、研究步聽

2 繪本教材主要是以烤箱讀書會書中所推薦的繪本為主，並未使用無宇繪本。

3 影片主要取自春日軍公哥所發行:r老師 1 上課 T ! J' I 我遇見一位好老師」和「爸爸媽蜻聽

我說」三個車列的影月為主。

4 專書以老師怎樣跟學生說話和學童紀事為主，每個學生都能成功與孩子過招十七式為輔，

下學期更新增教師效能訓練。

5 少年小說主要是以劉清彥先生，依據教學主題所推聶的書單中挑選而得。

教學行動研究是行動計畫、實際行動、觀察與反思的循環研究(閱恥， 2000) ,

研究歷程是行動與反思交織而成，行動計畫是隨著教學反思隨機而修正，礙於論

文篇幅的限制，僅就整體行動計畫與具體教學行動概略描述。

(一)教學行動言十主

有鑑於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繪本教學成效未如預期，此次的教學研究除仍以

繪本2作為主要的教材，保留部分影片3和專書4教材之外，輔以少景的漫畫、少年

4、說5 使教材更為多元，並旦針對學習活動進行調整。因為此次的教學行動研究

旨在探究繪本在教學上的應用，所以，學習活動之設計與發展是以繪本主要核心。

上、下兩學期所使用的繪本大致樣，上學期 23 本，下學期 25 本;上學期影片

的部，下學期影片;成為 4部，但下學期增加 7 本少年小說和 3 集家裁之人漫畫。

在學習活動上，除了於討論教學中增加少量的學習單，變化討論教學的形式之外，

更依據主題性質，採用角色扮演、繪本教學演示、男與女的對話 ﹒等多元化的

教學 o 除了短片之外，所有的影片皆語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自己到圖書館視聽室

觀賞。關於 91 學年度上、下雨學期的學習主題、活動和教材之比較，請參閱表 1 0

由於 91 學年度上學期，少數學生抱怨借不到繪本，所以，教學研究者於研究期間，

將漫畫、給本及少年小說設為「教授指定ffl書 J' 只准在圖書館內閱讀，不准外倍，

以解決借閱不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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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的繪本教學區境與研究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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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議討

功能，但我似乎很少看到有繪本針對函中生來進行班級活動的...... J '所幸，期末

的問卷調查顯示，學生並不排斥閱讀繪本，有些甚至表示非常喜歡閱讀繪本，而

且當初提出質疑的那位學生，在期末的白我反思中肯定繪本的教育價值﹒「我覺得

從繪本中可以思考很多東西，老師所介紹的繪本，很多地方都提醒我要從弦子的

角度來看這個世界，而且繪本的主題也能夠符合所要進行的課程，所以我很喜歡，

在討論「過程」中，開放討論如何應用一本繪本，對我的教學有很大的幫助。 J

雖然學生不排斥閱讀繪本，但是，繪本的應用並未發揮預期的成效。在整個

學期的教學觀察中發琨，雖然閱讀繪本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與精力，但是，仍

有不少學生，未能在課前完成指定閱讀的進度，在期末的問卷和自我評量中，也

看不出他們從繪本閱讀中獲得的學習效果及心靈的成長。顯然，單單以繪本作為

教材，搭配討論教學，並無法明顯看出學生的心靈成長和知識成長。換言之，我

必須修正自己的教學模式，方能使繪本發揮預期的功能，成為大學生全人教育發

展的暴石。因此，本研究旨在從學生的觀點，探究繪本在「班級經營」的教學應

用。

本研究主要探究給本於教育方法學中的「班級經營」學科之應用﹒(一)以繪

本生動有趣的特質，提昇大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透過繪本營造開放的思考學習

環境，培養大學生的多元思考能刀; (三)以繪本教學為發展全人教育方法，促進

大學生心靈與生命的成長; (四)透過師資培育者靈活的繪本創意教學，讓修習教

育學程的大學生種情「創意教學」和「多元思考」於「班級經營」的重要性與可

行性，掌握給本教學的特質，建構「班級經營」的概念。本研究旨在解決 91 學年

度第一主要期於班級經營中實施繪本教學所遭遇的困境，建構繪本教學江澤用於「班

級經營 J 之實踐知識，因此，採用行動取向的質性教學研究，以教學研究者所任

教的「班級經營」之三個時段的班級為奇修E情境，研究期間為 91 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是以學生的學習感受、學習態度和學習收穫作為檢稅繪本教學成效的

主要依蟻，因此，資料蒐集來白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期末自我評量、期末考和

期末問卷調查，且所有資料皆為電子檔。學習歷程檔案包括學生的閱讀心得、個

人在網絡討論版上所張貼文章、小組作業、上課筆記或學習札記，期末自我評量

是針對出席率、學習態度、具體學習成果、學習的白我反思與檢討等i句度的文字

(二)繪本教學活動

本次教學行動研究採用繪本，希望藉由繪本之開放性思考空間的特質，激發

學生的思考能力，出此，無論小組討論或全班性的討論皆以與主題相闋的開放性

向題為主，所討論的問題，也會隨著學生的百應，而有所謂整，並且儘可能地從

學生的生活經驗作為討論的起點。此外，教師並不針對每個討論問題下 明確的

結論，而是在討論過程中分享自己的觀點，或是以反話的方式挑戰學生的想法，

抑或是以抉擇性的思考問題作為結束，留給學生自由思考機會。例如兩位議題

討論活動之進行，以學生過去的經驗為起點，分享他們中學時期班上的向學被稱

為「娘娘腔」或「男人婆」的實例、他們自己對這些同學的觀感、自己當時所表

現的行為、當時班上同學對這些同學的觀感，以及以現在的自己對當時的行為與

態度的省思。叉如: r肯定自我與自我實現」主題之討論活動，出教師與學生合力

演出「毛頭小鷹」故事，隨著故事的發展，教師穿插抉擇性與挑戰性的問題，隨

機指定學生扮演其中的角色，回答問題。例如:故事毛頭小鷹喜歡模仿，教師隨

機請兩三位學生回應，如果他們是毛頭小鷹的媽媽或爸爸，會如何教育毛頭小鷹，

教師順著學生的回應提出挑戰性的問題(例如:現實環境、社會價值觀的考量﹒..... )

等。

總之，此次繪本的討論活動，並不像傳統的討論教學，侷跟在預定的討論題

目，並且強調有一明確的結論。棺反地，繪本討論活動的展現方式十分多元，而

且是以學生的思考為主的自然流動趨勢，學生透過繪本聞言賣、同儕或師生對話和

自身經驗所產生思想，是導引討論方向的主要核心力量，教學研究者僅掌握自由

思考、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和挑戰學生的既有想法為主的討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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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1 學年度上、下學期學習主題、活動及教材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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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學年度上學期 91 學年度下學期

主題 活動 教材 主題 活動 教材

溝通的藝術 短片欣賞 專書、繪本 溝通的藝術 短片欣賞 專蓄、繪本

(GTO) +討 (GTO )討論

E三iii +學習單

青少年人際關
討論

繪本、影片 青少年的人際討論+學習單 少年小說、繪

係 關係 本

青少年的兩性短片 給本 兩位議題(娘男與女的對話 繪本

議題(同性戀討論 娘腔與男人

和兩性的相 婆)

處)

青4 年的情緒
討論

繪本、學生自情緒管理 討論+學習單 給本、學生白

管理 己蒐集資料 己蒐集資料

生命教育
討論

影片 生命教育
討論

少年小說、繪

寫作(摹誌本、影片

銘、生命與生

命教育的定

義，生命教育

短文創作)

青少年的自律短文討論 思考與自律
討論

少年小說

班級、經營的=講述+討論 中草草生的問題討論+學習單 家栽之人漫畫

大基石一信望 及案例討論

愛

家庭暴力
討論

影片÷剪報 肯定自我與自角色扮演十詰繪本、少年小

我實現 論十繪本教學說、影片

演示

教室觀察分享
討論

觀察記錄分旱說說的代價 抉擇遊戲 影片

專書討論 專書

小組報告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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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生對課程、繪本與學習收穫滿意度統計數據

課程滿意度 繪本滿意度 學習收穫滿意度

非常滿意 37.93% 63 .22% 40.23%

滿意 60.92% 34.48% 51.72%

普通 1.15% 2.30% 8.05%

不滿蔥 0.00%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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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位學生最後一堂課缺席，未填寫期丰問卷，所以實際填寫問卷總人數為自 7 人。

一、繪本聞啟聞單樂趣讓學習零負擔

因為繪本以大量的圖畫搭配淺顯易懂且稀少的文字，大幅減少閱讀時間，對

忙於打工、社團活動而無暇「讀書」的大學生而言，是投資報酬率非常高的學習

素材，不會構成學習負擔。由於繪本沒有密密麻麻的文字，使預習指定教材不像

「唸書 J ， e 閱讀」也不再是一種「煎熬」。相反地，閱讀繪本成為令人愉快的休詢

活動，牽動他們沈寂已久的閱讀興趣，重溫幼年時期的閱讀樂趣，讓不喜歡讀書

的學生也變得喜歡閱讀繪本，使預習不再是「用功」學生的專利。再者，所謂「好

圓勝千言 J' 繪本藉出生動的關畫，傳達作者的思想與意念，對於這些在圖像世界

中長大的大學生而言，這種圖像閱讀非常符合他們的閱讀品味，藉出反覆閱讀更

能引發他們深層的思考，獲得新的啟發與感受，並且深刻在他們的心中。

......看繪本讓我戚到很有趣，說實話我是不喜歡看書的人，因為每次一打

開書本，都是密密麻麻i的字，我真的看到都會頭暈，更別說是吸收上面的

知識了，而簡鑄草草的繪本，讓我很輕鬆地看完它而且還會有很多的是主示，

這真的是我想看的書!其實一些知識並不需要很冗長的字才能表示，簡簡

單單的幾個區畫、幾個字就能給我們無限的故發(fe074 )

上了「班級經營 J' 我覺得我找回了以前那份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自從考

上大學後，變的很不認真，一有空就和同學出去遊玩，不然就是蹲在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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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e ﹒期末自我評量， sw 學習歷程檔案中的文件， fe 期末考， fq 期末問卷調查。

論。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敘述，期末考別是描述個人在「班j級經營」課程中的學習歷程，以及令其印象最

深刻的事物。期來問卷分兩部分，量化的滿意I!t調查，以及陳述個人對學習活動

及教材的觀點、感受與建議之文字資料。文字資料採用質性的資料分析方法，

步採開放性編碼技巧，其次針對繪本與學習活動部分，彙整出下列的分析主輯:

繪本對學生學習負擔的影響; (二)繪本教學所需之學習情境， I 一

與生命成長; (四)學生建構的「班級經營」知識。文字資料代碼的編輯規則如下﹒

前兩碼是英文字母代表6 以區分資料來源，後三碼的數字則是學生的編號。

滿意度調查的量化資料，則以百分比的統計數據呈現。

表 2 的期末問卷統計數據顯示，有九成以上的學生對整體課程、

自己的學習收穫感到非常滿意或滿意，值得一提的是，表示對繪本學

的學生市的 22% '遠高過對課程的滿意度，顯示多數學生非常喜歡繪本閱讀

外，文字資料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覺得以繪本作為主要教材的學習是輕鬆、

快且零負擔。教師所展現的教學態度，以及包容、接納和尊重學生觀點約教學

為，讓他們覺得課堂的學習氣氛充滿了民主自由的氣息，促進師生良好約互動。

在民主自由的學習氣氛中，教師以繪本為引子，扣緊學習主題，

引導他們思考，挑戰他們既有的觀念與價值觀，讓他們更瞭解自己、接納自己

心靈上獲得提昇'生命獲得成長。最後，他們更從教師創意的多元化教學實踐吽

體悟「班級經營」的真正意涵，觀察到「班級經營」的技巧實務應用。

對(-)繪本開啟閱讀樂趣讓學習零負擔; (二)繪本教學首重民主自由的學習氣氛;

(三)繪本促進學生心靈與生命的成長; (四)有效的「班純經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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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營造出一種問放、無壓迫鼠的氣氛，我發現隨著課程的進度，有

愈來愈多的同學開始敢在課堂上發表自己的意克，這是我上大學二年以來

覺得很難得的事，因為經歷這麼多階段(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會發

現很多人變得只吸收老師教的知識而不會去思考、去發悶，但是上過老師

的諜，卻發現這種情況有所改善，我想這和一個老師所管造的班級氣氛是

開放、包容、接納有所相關(f e033 )

第一次和許多不同益的同學一起上謀和討論'J.1X.覺蠻新鮮的，不論是討論

的過程或是討論的內容。不同的車所著重的方向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就

不呵，得到的結呆也就不向，真的很有趣。雖然大多同學對於老師所提出

的問題的看法，太多是正向的反應，但也有同學提出質疑的地方。這令我

想到，或許，我們是因為某種原因，或因為我們無意識中照著我們所期望，

或是心理的理想去看問題，因此，我們所得到的，大多是正向的結論，倘

若，我們換一個角度去思考，或者我們所獲得的答案，將不同以往 (sw036)

第一次看待〔紙袋公主] '看不懂，不明白為啥公主要罵王子「大爛人 J ?

上課時，聽了大家的分享才驚覺比繪本的寓意頗深﹒ ..聽到大家的分享，

覺得大家好棒喔!都有自己的想法及見解，能夠看到我所看不到的，我覺

得自己也不賴，我懂得欣賞。這一學期下來，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很特別，

本來我只覺得「我最棒 1 J or I 我最差! J' 但現在我覺得這世界好好玩，

同樣都是人類，我們卻有如此多樣性的想法，一個人真的就像一本書，有

好多故事喔 (sw003 )

(二)挑戰誼人E芷若觀念的洗禮

學生在民主自由的學習環境中，聽取不同系所的同儕對同一繪本或觀念的不

同詮釋，不僅發動白己多元思考的輪軸，更在教師以詞放性問題為策略的思考引

王千倖

學生的解讀，讓課堂的繪本的主題討論得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所以學生得以

在多元觀點的對話中，啟動思考的輪軸，學習尊重不同於己的觀點，嘗試從多元

的角度詮釋自己所面對的事物。

不里打電動遊戲，會看書也是因為快考試了才會把書本拿起來，因此都成到

書本很沉重。由於課程指定要去圖書館閱讀繪本，結果才去看了一次我就

愛上了看繪本，我覺得裡面的東西都很平常也很普通，

受它而不會戚到排斥，在閱讀繪本待會成覺到我自己心平靜下來，彷彿變

回 T 小孩子一樣，裡面的圈畫，都是那麼地有趣，每次看完一本繪本，都

是那麼?地滿足，我想以後我還是會一直去題書館看繪本世已(fe078 )

二、繪本教學首重昆主自由的學習氣氛

在教師所營造的包容、接納與尊重主的學習氣氛下，

想像空閑中自由發揮。因為教師珍視學生個人對繪本的詮釋，

的心得與觀點，學生得以沈浸在多元觀點的學習情境中，

啟動。此外，由於教師j;)、開放性問題引導學生思考，挑戰彼此既有的觀念，使他

們在這場思考挑戰中，發現自己思考上的盲點，重新檢親自己既有的觀念與行為。

(一)啟動三吾先是考的輪軸

繪本的文字少，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情境脈絡，給予學生更大的想像空間，

境隨人而易，讓學生的思想自由飛翔，心胸更為闖關。如此白

習延展性，在教師所營造的民主自由學習氣氛中獲得滋養。每個學生的詮釋都受

到教師的尊重，每個學生的觀點都被視為是啟發其他同儕新觀念的媒介，

課堂上享有絕對的發言權，教師並不j;)、自身的詮釋、價值觀和論點，限制或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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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學生對閱讀繪本的感受，呼應松居產( 1996) 的論點﹒繪本創造享

受語言和閱讀的樂趣，繪本是讓讀者感受快樂和喜歡的書。郭麗玲(1991)也指

出，繪本透過溫馨愉快的故事內容，讓孩子在快樂中學習。本次的研究顯示，不

僅是兒童可以透過繪本快樂學習，大學生也同樣可以從繪本中獲得快樂的學習經

驗。此外，繪本讓圖畫本身自己說故事的特質(陳玫婿， n.d.) ，不僅吸引這些大

學生，其所造成的心靈震撼和效果，就如i'~煥彰(1998) 所言，是更強、更大.fl.

更深遠。所以，繪本以其精簡易懂的文字，生動的圖畫，閱啟大學生閱讀的樂趣，

使他們的學習零負擔，學習印象更深刻。



這是我第一本看的繪本【擁抱]，看完之後的J.t<.覺是:這不就是我嗎?看完

之後使筒始在反省自己，也許我像刺堉一樣防衛心很重，可是最重要的一

點，就是在出發點上我根本沒有敞間我自己的心胸與別人交遊。我會慢慢

改正的 (sw075 )

門鈴又響了，這是很緊張刺激的一本繪本呢， ......當最後一次門鈴響起時，每

個孩子，包括身為讀者的我們，想必都很緊張吧!到底，按門鈴的人會是誰呢。

怎麼辨。再多幾個人的話，餅乾就不夠分了......當你我在聽到最後一次的門鈴

聲時，是不是都曾經產生過這樣的念頭 r別讓他進來!讓我們趕快把手上的

餅乾吃掉吧!或者把餅乾藏起來! ~畢竟，我們心中，還是會存在著一點點的

自私念頭的。但又有誰知道，這次門鈴響所會帶來的戲劇性變化呢?我相信，

在人生旅途中，我們常無可避兔的必須要經歷這樣的考驗，替自己做必要的抉

擇。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考量，分享固然是美好了，然而當自己也匿乏不足的時

三、繪本促進學生心靈與生命的成長

從學生的分享與回應中發現，繪本非常貼近他們的生活，彷彿是自己約生活

經驗的寫照，頗能引發他們的共鳴;故事中的人物，道出了他們長久以來無法表

達的心聲:藉自繪本閱讀，他們經歷了心靈與生活的對話，產生心靈的悸動，而

書中潛穢的概念，更幫助他們以不同的態度和觀點，重新詮釋生命中的悲苦經驗，

找到生命的出口;書中人物所展現的毅力與態度，讓他們學會重視和接納自己，

因而更能夠面對真實的自己，且顯意嘗試擁抱自己的夢想。總之，他們的心靈獲

得提界，生命也因此獲得成長。

(一)貼近真實生活的學習經驗

郭麗玲( 1991)指出，繪本提供孩子接近真實的生活經驗，讓書本走入孩子

的生活中。事實上，繪本不僅貼近兒童的生活，研究發現，繪本也貼近大學生的

生活世界。學生在繪本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書中的描述不是脫離現實情境的事物，

而是真實發生在自己生活周遠的事物，所以，閱讀給本讓他們有人心有戚戚焉」

的感受，更能接受書中所傳達的觀念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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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干 F' 促使他們重新省思既有觀念，反思以往的行為，重新調整既有觀念與行為，

在觀念挑戰的洗禮中，釐清觀念，看到個人思考的盲點，思想因而獲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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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紋經營J.t<.覺上，一直在思考一些東西，把原本已經沉積已久的價值觀，

拿出來重新才會視，看看原來的想法是對的嗎?如呆不是，那什麼才是對的

呢?老師在過程中並不會直接告訴我們答案，而是一直以問題的方式，來

引導我們。最後留在我們心中的，是我們自己想到的，會永遠的記得(自己的 4)

繪本故事沒有唯約演繹方法，讀者未必會完全接收作者的原意，甚至會在

作品中領略到一些並非作者想表達的訊息，因此，作者並:不是解釋其作品的唯一

權威，閱讀故事不會絕對客觀，而是透過個人過去的經驗理解故事，開啟故事的

主持意義(郭志丕， 2003 )。因此，繪本教學應充分進行討論，鼓勵分享彼此的看法，

使兒童在主題詮釋時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使思考更具周延性;透過腦力激盪的

效果，呈現作品的多元風貌，改變一個故事僅有一個主題的「刻板印象 J (林禎

川， 2002) 。換言之，繪本教學所應注重的，並不是給孩子你所想要給的東西，而

是以繪本為媒介，給予孩子創造的空閱(黃慶惠， 2003) ，成人的介入應以引導思

考為蠢，切勿喧賓奪主，扼殺孩子自然的詮釋與天生的創造力和想像力(高秀君，

2002)' 此外，繪本的閱讀應給予孩子聆聽多種意見約聲音，從個人立場的基礎上，

轉移至他人的立場，聆聽故事和現實世界之崗的對話(郭志丕， 2003) 。周紫芸

(2001 )的教學行動研究發蹺，透過思考、同儕的Ie得分享和共同討論的繪本教

學，有助於學生釐清個人的觀念和疑惑，使學習收穫得以根植於;[.、。

此次的教學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肯定教師所營造開放、包容、接納、尊重

約討論空間，讓他們得以在此尊重多元的學習氣氛中，體驗與欣賞不同經驗背景

的詮釋差異，獲得以不同角度思考的學習經驗，開啟自己的思考之門，提昇自我

反省的能力。顯然，千主效的繪本教學應尊重學生的詮釋，在愉悅的氣氛中鼓勵分

享個人觀點，不可拘泥單一主題的線性思、考，並應以開放性問題引導學生從不同

的角度思考或逆向思考，提昇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換言之，繪本教學的核心不

是「給」知識，而是問啟學生的「思考J 之鬥。



繪本的內容大多很有趣，也很能做發我們去思考一些問題像是{1藍的禮

物}中，我學習到無私的愛，在看這本書的時，我正好有一位十分要好的

朋友因車禍逝世，我心中由原本的澎游直至平靜，因為我懂，他的愛一直

在，永遠不會忘，永遠不會忘(f，己的0)

在閱讀指定教材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繪本，因為自己可以從種面敢發想法，

也進而影響自己的言行，例如在「你很特別」這本書中讓我意識到自己也

常常當「貼標籤」的人，太過於在乎別人的想法，也習慣給予別人評價，

在得失心之問遊盪，曾聽過一句話 ;r 書本是以最不尷尬的方式提醒我們 J'

這些書目每一本都有其安排的目的，讓自己以閱讀的方式學習到許多

(fe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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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無助的烏鴉，一隻想唱歌卻不能唱的烏鴉......這飽問題說實在的困擾著

我很久，一直到現在(f，己的 2)

王千倖

(三) -.也靈與生活的對話

繪本透過圖畫讓孩子真正接觸到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或社會現象(曹俊彥，

1999) ，包羅萬象的圖畫內容，涵蓋生活當中所有的入事物，孩子可以藉白繪本觀

察事物，從中學習生活，讓自己的心靈與生活對話u凍玫娟， n.d.)' 創造出最純

粹的心與心的交流(林雪卿，1993) ，引導孩子以不同的方式面對生活，協助其釋

放緊張的情緒。繪本主日同一把開啟心門的鑰匙，在不說教約前提下，兒童可以透

過繪本，認識自己，改變角度接納臼己的缺點，珍視自己同時欣賞別人，發揮所

長進而自我肯定，堅持理想主i遂自我實現，學習分享以增進人際互動的技能，活

出真實與學富的生命(林敏宜，1999)。因此，繪本是最佳的心靈治療師(吳淑玲，

2001)。研究結果顯示，繪本成為他們的心靈治療帥，繪本反映他們自己的生活經

驗，藉出繪本閱讀，他們觀察到面對生命平日生活的不同態度與方式，使他們得以

重新詮釋自己的生活經驗，找到生命的出口，開始自己與自己的心靈對話。他們

感受到過度在乎他人的眼光，只會使白己的發展受限，相反地，接納自己建立真

正的自信，才是使自己受人喜歡的最佳方式，唯有愛自己的人，才能愛別人。

候，大多數人通常會選擇r對自己好-，~&.n ' 個人的價值觀差異，我們無法以

自己的價值觀去評斷這樣的決定是好是壞。當每一次人生的門鈴響起時，不妨

稍微思考一下這個小故事吧!相信這會有助於我們做每一個抉擇(se004)

其實因為太突出而自大是不受歡迎的，要能把自己的想法和別人分享，進

而提昇別人的 Level ，這樣才能讓別人認同。我覺得我以前好像故事中的彩

虹魚，因為自己太突出了，所以得不到別人的認同。函中時候的我，因為

在班上成績特別好，又特別聰明，所以就特別驕傲，導致我的人際關係處

理的不是很好，後來我也有察覺到自己的問題，就像故事中的彩虹魚一樣，

把自己的鱗片和別人分亭，以獲得別人的認同。我也是，之後的我就常常

在課餘的時候，教同學功課，把同學不懂的地方都幫他們解答，慢慢的，

他們就發現我其實也是很好相處的，所以之後就慢慢接受我了 (sw080)

記得有一次老師在討論一個題目是有關於將來職業的問題。由於我將來的

職業銀當老師根本就是格格不入、是為碼子的事，於是老師便叫我上臺念

一本繪本名叫「烏鴉愛唱歌f 於是我不太甘願的唸了。起初只是覺得沒什

麼，但是唸到後來，我開始發現，我的處境跟那隻烏鴉愈來念相似 7i 到

後來我根本就是那隻烏鴉，一隻愛唱歌的烏鴉。我那時候真的眼淚快決堤

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再全班面前顯露出我軟弱的一面，那時候的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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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出了 T回人的，ι星星

繪本是人類心靈世界的再現(林煥彰， 1998) ，從兒童的閱讀反應，可以瞭解

兒童個別的認真l與心理發展，以及他們對世界的看法〔郭恩惠， 1999) ;繪本的內

容可以反映孩子的心情與海望(方素珍， 1994) ，透過給本教學可以引發孩子的情

感反應(劉美玲， 2002) 。其實，繪本不僅反映兒童心中的渴望，在現今功利取向

的社會價值觀中，繪本也道I±J大學生潛藏內心深處最深切的心聲 c 閱讀繪本時，

學生以自身的經驗建構故事的意義，透過自己的觀點進入書中的世界，與書中的

角色共同經歷生命的悲喜，開展另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學生因而受到感動，

因為書中的部分內容描繪出自己曾經經歷或者是目前的真正處境。



四、學生建構的「班級經營」概念

繪本透過簡潔的文字和筆畫，以短短的十幾頁描繪人生的經驗及因應的智

慧。白此，繪本閱讀猶如進入一個有深度的空間，讓讀者自己在此空間中，找尋

自己所喜歡的位置與吸引自己的事物，自行解讀與汲取深藏於繪本中的無限智慧

(幸曼玲， 1999) 。研究結果顯示，繪本描繪出大學生的人生終驗與挑戰，貼近他

們的生活，給予他們心靈的感動，問啟他們的心門。他們在£~繪本中所挖掘到的生

活智慧，帶領他們重回兒時的純真，幫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出口，讓他們更篤定的

面對自己、生活和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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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學期我學到了不少東西，而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麗書繪本。我從來

沒想、過用這個東西來上課，但是這一個學期的豆豆陶，我發現上課的方式多

不吵鬧之類的，但是上丁班級經營之後，才體會到，一個好的老師，把課

上得好之外，更要去關心學生的各種問題，不單單只是注重課業，也要關

心他們的心理層面，雖然在升學主義的環境下，不論是家長或老師，可能

都希望孩子、學生把書唸好比較重要，不過如果孩子在其他方面遇到了問

題，也很需要師長來牽引教導的呀!我想這就是我在班級經營這堂課中學

習到最多的部份(fe058 )

以前可能認為班級經營就是營造班上融洽的上課氣氛，老師好土諜，學生

我學];'1 T 以後如何帶領一個班紋，在課堂上，我覺得老師跟學生的互動真

的非常重要，一個光是會教書的老師並不是一位成功的老師，老師更必須

與學生有良好的互動才行，學生在學校所要學習的除了知識外，如何與人

相處更是重要的課題(fe025 )

知識的目的，然而，經過一學期另類的「班級經營」課程的洗禱，他們的觀念改

變了， r班級經營」不單只是把課上好，在升學主義肆虐下，更需要關心學生的心

理層面需求，嘗試瞭解、尊重學生的想法是絕對必要的。幫助學生透過理性思考

達到自律，擴展自身的包容力，在比較分析中，激盪出更多的新看法，建構自己

的觀點，才是「班級經營」的終極目標。

(二) r 斑紋經營」的策略一一一創建教學與繪本書文學

重注意教學:學生從教師多元化的創意教學活動中發現，原來教學也可以如此

的多元、如此地有創意。創意的教學營造出歡樂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的良性互

動，強化學生的參與動機，達到班級經營的目的。因此，教學不應拘泥於制式化

的教學活動與教材，多元化的教材與創意教學才是班級經營的重要關鍵。

本教學的結合，才更是「班級經營」的不二法門。

(一) r 斑紋經營」的目標一一-1呆守學生的也

學生對「斑紋經營」既有的概念是:透過有效約「秩序一管理」達到傳授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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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在去年十一月中安祥的離開了我們，雖然不像書中主角的爺爺一樣教導我

很多事，因為爺爺一直以有我這麼一個會讀書的孫子為榮，但爺爺對人生的態

度是我這一生學習的榜樣，自從爺爺走了以後，我常常想起爺爺，我在別人面

前甚至是自己家人面前我絕少哭泣，但卻常常在想爺爺的時候晴自吞淚，在看

了這本書〈地球的禱告〉後我學著去聆聽風的聲音、去傾聽地球的禱告(sw06f)

從小到現在，爺爺一直是我最親的人，小時候我常繞著爺爺打轉，爺爺書讀的

不多，但懂得很多，爺爺很和善很樂天知命-﹒而爺爺也偉、書中主角的爺爺一

教育研究集中j

學生從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中，親身感受到繪本的教育價值，改變對繪本既有

的刻板印象一指小孩子看的書，深切體1討會本的小故事大道理，更適合忙碌的

現代人，以及在圖像世界長大的青少年，因此，繪本是老少咸宜的優良教材。學

生相信繪本可以幫助他們更瞭解青少年和兒童的心，讓他們學習從青少年和兒童

的觀點思考。他們也發現，繪本教學絕不是單純地唸故事給孩子聽，或讓孩子自

己閱讀，相反地，繪本教學的核心是透過繪本引導學生獨立思考，讓孩子在思考

中，建立自己的價值觀。此外，任課教師在「斑紋經營」的教學實踐，讓學生深

深的體錯， r班級經營」不單是管理教室秩序，而是保守學生的心，創意教學與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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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課堂上呈現繪本的方式，讓我學到(1)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引發學

生動機; (2)豈是學生當作暫時性的老師，有助於使學生能更深入的思考; (3)

老師在課堂上的問答方式，可以使學生處於別人的角度去想，唯有設身處

地站在別人立場去想，學生才有可能學習到體貼與尊重; (4)走入學生之

這些繪本讓我很多反省的機會。我想這種讀物能夠幫助我們有效的教學，

這或許比我們在臺上講的口沫橫飛還有用吧!這些繪本篇橘並不長可以在

很短的時間內看完。函中，區小的學生很少有耐心坐在教室裡看完一本書，

繪本就變他們很好的課外讀物，並不用花太多的時間，也不會有太多的情

節，單一個思想不夾雜，簡而易懂 (sw059)

(三)繪本教學的校，，~.一一一給孩子一挖，監考的鑰匙

學生從任課教師約教學實踐中發現，繪本雖然可以給予孩子無限的想像空

間，讓孩子在繪本閱讀過程中藉由本身的經驗，創造多元的意義，然而，若沒有

教師適切的引導，讓孩子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繪本教學將失去主主義，學生的收穫

可能十分有跤，甚至導致無效的教學。換言之，藉由教師的引導提昇孩子的思考

能力，是繪本教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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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做發，而不是它是不是適合我們年齡層閱讀的環物，我覺得閑言棄這樣

的書籍仍是讓我從中星星受到很多，我想或許在我們漸漸長大約時候，我們

也忘了最初那份最單純的悸動或成覺，而且用那些簡單的話語所表達出來

的，我想是史深的涵義，有時候簡單本身就是一種學問 (sw043 )

一開始拿到教學計畫表的特候，我戚到非常的疑悉﹒「我們已經是大學生了

耶，上課討論繪本?繪本有什麼好討論的?不就是陪伴小孩子的枕邊故事

書嗎? J 一學期下來，詮明我錯了，而且錯得離譜。繪本不但言簡意買車，

而且它所隱含的道理是不會明白表述在字裡行間的，也就因為這樣，所以

一本繪本可以得到的故發通常都不會只有一個。原來啊，要教導學生人際

關條、生命教育、情緒管理等很傳統的課題，也是可以透過很不傳統的方

式來進行的 (se069 )

王千倖

我覺得看繪本也是幫助我們去釐清一些觀念、想法的好方式，雖然它看起

來很簡單，可是卻包含很多想像空筒，而且它所要表達的主題也都是我們

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情形，我認為要在乎的是 它能不能對我們

到已經脫離了我的境界，超出了我的想像。以前曾想過以不同的方式來上

課但兔不了受到傳統束縛，現在我體會到一個不同的境界，應該說是從井

底跳出來，從課本、故事書、遊戲，影片、生活......等來看學習，來比較

效果，嘗試。不緊要創出一個人風格也要從過去人的經驗來思考，這讓我

對未來的教學充滿了期待 (se059 )

在整門課上下來的同時，我覺得讓我改變最多的是，我對於學習的觀念，

有了很重大的改變，在傳統的觀念中，認為學習可能就是很制式化的，很

八股的，沒有趣的，可是，在老師的教學上，我完全沒有看到這樣的現象，

因為老師把教學給趣味化了，而這種趣味，並不是說就讓我們吵，讓我們

悶，上完課之後，什麼都沒學到。而是老師把自己對於班級經巷中的想法，

用很簡單的方式，讓我們瞭解，進而去思考，而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個人人

生觀，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收穫 (fe080)

從問學以來的自我介紹、分組討論、影片欣賞、少年小說、繪本閱讀、漫

畫成緒，我這才暸解，原來一個課程的多元化，並不會去損益課程本身的

統整性。相反地，我好喜歡這樣的一種上課方式，因為這有別我之前在專

業領域的被動灌輸 o 我修這門課的學習歷程，就這樣從「疑怠」到「新奇 J'

由「新奇 J i'1 c 遊戲活動 J' 再由「遊戲活動」至 '1 c 主動學習 J' 最後使由

「主動學習」推衍至 '1 r 內心的探索 J' 這樣一路層層推進。就好像武俠小說

中的由外而內，打通了奇筋八脈一般 ， """i1通體舒暢 (fe02l)

繪本教學雖然學生剛開始曾對「班級經營」以繪本教材感到疑惑，認為這

種小孩子看的書，怎痠可以作為大學生的教材，也無法理解繪本和f 班級綴營」

的關係。然而，經過一學期繪本創蔥、教學的洗禮，他們對繪本徹底改觀，繪本pff

草草含的人生哲理，有助於觀念的釐清與思想的啟發，更是日後教學可採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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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慵儷和道曬

諒不日接納青少年的想法，給予青少年理性思考的能力和生命發展的智慧。最後，

要達到這樣的班級經營效果，創意的繪本教學更是「班級經營」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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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值行動取向的教學研究，教學行動研究者的自我批判性反思是整個研

究非常重要的部分，身為教學行動研究者，學生的正向回績和課堂中的歡笑聲，

確實帶給我非常愉悅的教學經驗，以及繼續繪本教學的信心。但是，在整個歷程

中仍有令人遺憾之處，願藉些許文字分享個人的部分心路歷程與教學成長。

一、觀意教學賦予繪本教學生命力

相較於 91 學年度上學期的繪本教學，此次的繪本教學可算為一次成功的出

擊，分析兩者之潤的差異，其中最大的瞬鍵在於創意且多元的學習活動設計。 91

學年度上學期的教學主要以傳統的分組討論為主，並且強調學生在討論中，思考

主叫可與青少年分享所閱讀的繪本，整個教學予人一種例行公事的感覺。此次的繪

本教學則是變化多端，讓學生有一種「老師今天叉要玩什麼把戲」的期待心情，

提昇他們的學習動機。在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中，透過少量學習單的書寫，強化課

前預習對於課堂活動參與的重要性。此外，不善表演的我，更不惜犧牲色相，運

用角色扮演的部分技巧，扮演毛頭小鷹繪本中的小鷹，並以思考性的問題穿插其

中，讓學生扮演小鷹的爸爸和媽媽，說出自己的想法，以及可能的做法，自福生一

搭一唱的演出，不僅妙無的氣氛，也讓學生認真檢被自己的價值觀。這樣的教學

方式，不僅讓學生耳目一新，更讓發生對繪本教學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一原來繪本

教學也可以是如此，不僅充分反映所欲探究的學習主題一一肯定自我和自我實

現，也為當天的學習活動一一多元化的繪本教學技巧揭聞完美的序幕。從這次的

繪本教學行動中，我深深髏悟，繪本教學需要自 j意約學習活動，方能達到幫助學

生自我探究、成長，以及開啟閱讀樂趣的目的。而且教學者教學實踐遠勝過理論

性的教導，因為學生從我的繪本教學實踐中自己發琨'實施給本教學應具備的創

意性。

當教師以繪本為教材做教學時，可以以多元化的呈現方式來表現，例如﹒

唸故事給全班聽並將繪本國丹攤給學生看、改編故事結局、以故事接龍的

方式創造出另一個故事、以戲劇方式呈現故事情節，利用有趣的

引學生注意、吸引動機，接著可以更進一步引導學生更深入思考，試著讓

學生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劇中人物的遭遇與做法，讓他們能站在不同立場

為別人著想，開拓視野，並且要求他們上臺發表自己的看法，藉由不同的

想法激發更多的忠、考，我覺得以兒童繪本為教材的教學非常地好，

重要的是教師要學習去激發、引導學生更深入的思考，如呆沒有更深入的

思考，這種教學實質上意義就會減弱許多，不僅學生學不到東西，老師在

教學土也會覺得無力 (se009 )

老師，扮演的角色正是一個統整、引導學生思考的人，傳統的教師都只是

單向的傳輸知識給學生，但千倖老師讓我暸解到，老師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除了設計教學內容以外，更重要的是呈現的方式，要怎麼樣做才能夠使學

生獲得更多，或是引發其主動思考、主動找尋的能力 (swOOS)

中，有助於提高班上學生的參與戚，可適時的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並喚回不

專心的學生 (sw009) 。

綜上所述，此次的繪本教學研究，給予大學生零負擔的學習經驗，讓他們以

輕鬆愉快的心情參與學習 c 其次，繪本言簡意買車且富含深意的文學風格，

自由的學習氣氛下，啟動大學生多元思考的輪軸，並在教師開放式問題的引導下，

挑戰他們既有的觀念，促使學生在多元觀點與自省的理性思考中，發現自己的盲

點，進而改變既有的想法。再者，因為繪本的內容主題貼近大學生真實生活，

殃他們的內心世界，引發他們情感的共鳴。透過心靈與生活的對話，他們學歪

視與接納自己，活出自己的豐富生命。此外，大學生從教師創意的耗

中，改變他們對繪本的刻板印象一一童書，進而肯定繪本是幫助有效進行「

經營」的工具。他們對「班級經營」的觀念，也因著這次另類「班級經營」

習經驗，而有新的詮釋: c班級經營」必須透過有效的師生互動與溝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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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心靈的力量，提昇理性的思考能力，使他們不致於做出令人傷痛、損人損

己或損人不利己的抉擇(例如:自殺..... ) ，是我教學多年來的另一個困境。

(二)繪本改變了學生和我的觀主主

值得慶幸的是，此次的繪本教學解決了上述兩個教學困境。在期末自評和問

卷中，幾乎沒有學生抱怨作業壓力太重，指定閱讀的課前準銷活動，並未成為他

們「讀書」的壓力，引發不悅的情緒。相反地，繪本閱讀讓他們產生愉悅的情感，

讓他們享受到閱讀的樂趣，讓「閱讀」成為另種休閒活動。此外，茵為繪本閱

讀是削尖而輕鬆，所以，他們比較能夠主動閱讀，所以，大多能依照進度完成，

Illl或偶有延遲，也會主動補上，而不會棄之不理。也於學生的課前準備功夫做得

完整，課堂的學習參與自然較為主動，著重多元觀點與思考的氣氛自然容易形成，

教師言堂的頻率自然下降，學生聽到更多的觀點，更容易激發其思考的動機，

學習收穫自然提昇，學習動機也隨之升高，形成正向循環。身為教師的我受到學

生正向學習行為的感動，在教學上更能以愉快輕鬆的心情與他們互動，學生以實

際的行動所給予的正向回應，讓我在設計學習活動持，少了一份擔心，多了一才

信心，教學創意的點子也隨之水漲船高。例如.針對兩性議題，以「奧立佛是值

娘娘控」不日「紙袋公主」兩本繪本為引子，以男女雙方對話的方式，探討傳統的

頂住到版印象，這項活動引起學生很大的迴響，令他們印象深刻。從激烈的對話

中，他們自己體悟兩性在思想和觀念上的懸殊差異。就連身為教師的我也因著學

生的經驗分享，有了新約認識，原來在男性的中學生世界中，娘娘腔的男學生不

單只是會被排斥，甚至會遭到暴力的對待，這是我始料未及之處，我也因此獲得

認知上的成長。從這樣的教學成果我學習到，輕鬆愉快的學習才能給予學生更大

展現空筒，讓師生雙方同時獲得知識的成長。

此外，繪本貼近真實生活的多元化主題，讓學生所關切的人際關係、生命教

育、兩性、自我肯定、自律與思考等議題，以最自然的方式融入課程中。這些議

題是他們在成長歷程中必須面對的人生課題，但是，在升學主義的壓迫下，他們

甚少有機會思考，如今，透過繪本教學他們得以在安全的環境中用心省思，在師

生與同儕之間的對話中，產生疑惑、激蓋章出多元的觀點，發現自己的問題與盲點，

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價值觀，提昇他們的心靈能力。我對自己的教學期許: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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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死回生的繪本教學

(一)現實興致賀T言:金的衛叉

歷年的教學總會在期末，請學生針對自己的學習自我評量，偶而也會言育學生

填寫自己設計的問卷調查， 1-;1、作為個人的教學設計的修正依據。學生回饋所出現

的共同現象是，抱怨、作業太多、壓力太太，最為，出現的說法是 :C在這門課我的學

習收穫很多，可是作業壓力真的是好大」、「我覺得自己給這麼高的分數是應該的，

因為相較於其他的教育學分課程，這是我花最多時問做作業的一門課諜。 J 、「人

總是有惰性的! J 顯然，為數不少的學生覺得作業壓力遠勝於學習收穫。他們之

所以自認非常用心，主要是因為他們大部分的教育學分課程以「講述法」為主，

學生不需有太多的準備和學習參與。相較於自己一直堅持執行「學習者中心」的

學習活動，經常需要學生有充分的課前準備，以利課堂活動進行。可是以教師的

角度檢視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生的學習準備經常未達預期，事實上，大多數學生

根本沒有預習或是敷衍了事，不僅使得課堂活動失去應有的效果，有一時甚至會覺

得是一種無效的學習。面對這樣的情境總是令我非常無奈，有時甚至覺得自己精

心設計的活動，因著學生被動的學習態度而被糟蹋了。自己所堅信的理念 「天

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用心的付出才能獲得豐富的學習成果 J '成為自己與學生之

間，在觀念上無法跨越的鴻溝。而自己所堅信的建構主義信念，強調「學習者主

動建構J 的「學習者中心」之教學設計，反而使自己陷入教學困境。一次次的失

敗，一再地自我修正，都無法實踐白己所深信的理論。

再者，對於平日以閱讀為主要休閒娛樂的我i而言，實在難以體會學生對閱讀

的厭惡之惰，我不禁要問﹒「讀書真有這麼苦鳴。 y 同樣是在升學主義下成長，

求學時代的聯考錄取率遠低於今日的各種聯考，競爭遠比今日激烈，但是，這一

切並未扼殺我的閱讀興趣，棺反地，我常從書中獲得面對生活困境的力量，在不

算順遂的人生道路上，繼續努力向著樣竿直跑。我深信「閱讀」是個人心靈力

的重要泉源，是給予人成長的重要動力，是培養理性思考的基石，而且是一種令

人愉悅的活動。因此，經常在自己的課堂中，推薦自己閱讀過的好書，然而，學

生的回應總是十分冷淡。因此，無法將自己的閱讀樂趣與學生分享，讓他們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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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令我仍不滿足的是， r教育學分」在學生心中，依然無法擺脫「次等公

民」的形象。雖然學生的表現已經十分用心，但是，在他們的自我評量中，仍可

清晰看到，期中考之後，因為各個諜程的報告考試接鍾而歪，特別是系上的課程，

在時間的排擠下，他們能夠花在「班級經營」課程的時間相對減少。我一直致力

於倡導「學科專業」與「教育專業」並重的理念，然而， !lIJj更是此次的繪本創意

教學深受學生肯定，但是，依然無法撼動他們根深蒂固只以「學科專業」為重的

觀念。

繪本「話中有S: J 和「畫中有話」的特質，深深吸引大學生，重燃他們的閱

讀興趣，讓他們再次體驗閱讀的樂趣。藉由書中的人物和情節，戶斤串連的故事，

把生活教育意象化和具體化，引發他們的情感共鳴，經歷場心靈的自我探索，

並立藉由書中人物的經驗，幫助大學生以新的態度和思品佳面對生命中的痛，找到

生命的出口。在「班級經營」課程中實施繪本教學，改變大學生對繪本既有的刻

板印象一一童書，他們肯定繪本教學是幫助他們更瞭解青少年的想法，建立與青

少年互動，更有效的經營班級策略。依據上述的教學研究結果，所得的結論是

一、繪本閱讀不是幼童的專利，大學生從繪本閱讀活動中所獲得的心靈成長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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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伍、結

王于倖

我擔Ilt'、在這樣的環境中，貿然讓學生分享自己生命中的沈痛經驗，會對當事者再

度造成傷害，因而不敢再使用第次上課的模式，而只能回歸與其他班級一樣的

方式。然而，我深深的感受第一次上課的成員中，有些人需要更深入的對話，而

非僅就主題進行討論部可，他們更需要的是對自己生命的再認識與思考，倘若有

更深的對話，他們會更投入，收穫會更多。或許是自己缺乏冒險的勇氣，我實在

無法在毫無信任基礎的大團體，引導這些大孩子進行生命深層的對話。因此，自

己深覺那個班級的教學成效並不大，學生的感動並不深刻，這是這次教學行動研

究中最感無力的地方，也是最大的遺憾。

由、未能擺動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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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人性和有生存下去的毅力，終於在此次的教學行動研究中獲得些許的進步。

(三)意外之墓

令我深受鼓舞的是，我不必以說教的方式，告訴學生要以愛心、耐心和信心

進行經營班級，也不必再強調教學創意之於班級經營的重要性，更不必面對他

們質疑: r在升學主義、文憑至上的社會價值觀下，這套「人本」的教育理想有用

嗎? J 他們在我的教學實踐中，所感受到的人本主義之於「班級經營」的價值，

親身經驗創意教學對學生學習的正面影響，在潛移默化中，使他們更能接納我的

「班級經營」理念，教學成效遠勝過使用制式教科書所能產生的效果。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倍學生在期末的時候，送給我一本她和另一位同學合

製的繪本作為紀念，她負責文字部分，另一位則負責圖畫部分。兩位學生分別修

習我 91 上、下學期的「班級經營」課程，在她們兩個身上，我看到更深一層繪本

教學的影響。在她們自己所創作的繪本中，我看到她們正透過繪本表達了自己，

描述自己的成長經驗。我真的好感動!這遠遠超過我當初的預期，這給予我更深

的啟發一一繪本創造也可以成為生命的出口。因此，這次的教學研究對我而言是

一次愉悅且令人振奮的教學經驗。

三、學生未能滿足的需求

雖然這次的教學研究可以算是成功的出擊，但是，其中仍有些詐的遺憾。參

與研究的 90 位學生分屬三個不同的上課時段，其中星期三持役的犯級，若能j;)成

長區髓的方式進行，或許學生的收穫會更多，因為那一個班級中，有幾位有著一

段令他們覺得不堪的求學與成長經驗。事實上，星其自三時段的第一次上課，十分

令我感動，因為第一次上課時，修課學生不到十個，我們每個人有充分的時潤分

享彼此的生命故事，短短的兩節課，我知道當中的有些孩子有過令他們沈痛的生

命經驗(例如.中較、類似幫派、破碎的家庭﹒ .. ) ，他們也知道我在教學上的痛

苦經驗，那一次的上課彷彿是一次成長固體。當時，覺得這一個班級應該是一個

可以有更多實際青少年問題分享的班級，我們將因親身經歷的分享，而更認識部

分與我們不阿拉界的青少年的心情與想法。可惜的是，學校選課加退選之後，

級人數增加為二十幾個，而且因為加選的學生不會參與我們第一次的會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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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收穫'是十分豐富且驚人的，是閱啟他們閱讀樂趣的鑰匙，二、繪本是開啟心

靈世界的鑰匙，是建立大學生與青少年之問觀念溝通的橋樑，幫助大學生更瞭解

青少年的感受，三、繪本將生活教育、人生哲理穩竅於簡單的文字和生動的題畫

中，讓大學生在與繪本的互動中，藉由自身的經驗與詮釋，挖掘自己所需的智慧

寶藏，此種「寓教於樂」的方式，使大學生能夠發區內心的接受書中所蘊含的道

理與觀念，四、在「班級經營 J 課程中實施繪本教學，幫助大學生對繪本有更深

刻的體吾，肯定給本的教育價值。

其次，藉由創意的教學活動，讓繪本教學的方式多元化，提昇大學生的學習

參與動機。在包容、接納與尊重的自由學習氣氛中，以開放式的問題引導大學生

思考，啟動他們多元思考的輪軸，挑戰彼此既有的觀念，讓學生在自省中突破自

己的盲點，強化他們理性思考的能力。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所得的結論是，實施繪

本教學時，教師必須一、營造自由民主的學習氣氛，二、以閱放性問題引導學生

思考，強化繪本內容的延展性與多元意義的特質;三、以創意的方式呈現繪本，

增加給本閱讀的樂趣與教育價值。換言之，繪本的討論活動，不應侷限於傳統的

討論教學形式。相反地，繪本討論活動的呈現方式應多元化，例如於討論活動

中，藉由對話式的角色扮演，激盪學生的思考，或是製造兩性之間的主 J話，凸車里

兩性之問思考觀點的差異，增進彼此的瞭解與接納等，都是強化繪本教學成效的

有效方法 e 此外，繪本討論活動態以學生的思考為主，學生透過繪本閱讀、同儕

或師生對話和自身經驗所產生思想，是導引討論方向的主要核心力量，教師的責

任在於掌握自由思考、綜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和挑戰學生既有想法為主的討論原則。

最後，任課教師以身作則的「班級經營」教學實踐，讓修習教育學分的大學

生從「身教」中，親身經歷繪本教學的多元性，同時改變既有的「班級經營」觀

念，重新建構「班級經營」的知識。這樣的研究結果再次凸顯，師資培育課程中，

「身教」重於「言教 J ' r 教學實踐」與「理論教導」並重的事實，因此，繪本教

學的推廣需要師資培育者「以身作則 J '率先在師資培育課程中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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