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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與

教育專業課程的能力指標分析

吳淑I禎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以及教育專業課程所能

達成的能力指標分析。本研究探文件分析法、調查法以及訪談法，探討41所師

資培育學校的課程發展特色、 290位師資生﹒以及 1 ，538位大一學生對課程特色的

知覺與期待。其次，了解課程實施概況並分析10個教育專業科目所能達成的能力

指標。本研究顯示，各校對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包括教育專業、

教學態度、實務與實習等19項特色，其中，實務與實習是師資生知覺與期待的特

色。其次，訪談發現:一、現行教育專業課程從科目出發，未能要求具體能力指

標，難與實務接軌;二、考試領導教學，影響實質教學，三、遴選與教師檢定方

式，無法有效評量教師能力。研究也顯示，教育基礎與教育方法等10個課程科

目，可達成規劃、教學、管理、評鑑'以及專業發展等五個層面、 12個向度、 35

項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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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and to analyz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dicato扭曲at these programs achieved.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documents,

surve抖，and interviews.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program curriculums from 41 colleges

as well 扭曲e perception and expec個tion of 290 pre-service teachers, 1,538 freshmen,

and 22 exper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was characterized by educational specialty, teaching attitude, practice

and internsh中， etc. Especially, practice and internship were not only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real perception but also their expec旭tion. The rese叮ch also found that: (1)

the subject-based curriculum lacked competen臼 indicator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urrent practice; (2) the exam-driven teaching influenced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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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methods of certificating祖d selecting failed to measure new teachers' abilitie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also indicated that 10 courses in educational foundations 祖d

teaching methods could achieve 35 competence indicators in 12 dimensions,including

planning, teachin皂， management, evaluation ，個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petence indicators ,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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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970年代，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

Scientific and Cultureal Organization, UNESCO) 在「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案」

(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出eS個個s of Teachers)中，即肯定教師是專業人員

(楊深坑、黃嘉莉、姚佳雯， 2011) 0 1990年代之後，教師素質更成為教育改革

的重點，世界各國除了肯定教師的專業地位，更以教師專業標準做為教師素質提

升的指引。諸如荷蘭、英國、澳洲、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紐西蘭等國，

也都訂有教師專業標準'做為理想教師的圖像以及具體的職能( competence) 指

標(楊深坑等， 2011 ; Gil時， Clement, Laga, & Pauwels, 2008; Koster, Dengerir此，

Korthag凹， & Lunenberg, 2008) 。國內對於教師專業標準，亦有何福固與羅瑞主

(1992)、張俊紳 (2000)、張德銳等人 (2004)、潘慧玲等人 (2004)以及教

育部委託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2007)研訂各師資類科的專業標準。

相對於國外教師素質的改革，圍內在師資培育的量與質方面，也有重大的轉

變。就量的角度來看，自1994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實施之後﹒師資教育政策便

已邁向開放與多元，師資培育機構以及師資生人數皆不斷的增加。在質的方面，

2004年，教育部頒布{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委託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完

成「師資培育政策建議書J 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後，於2006年訂定並推

動「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提出標準本位師資教育政策，致力於師資素質的

全面提升(教育部﹒2006)。在此一政策下，教育部企圖建立教師專業標準，

引導師資培育的課程設計、教學實施以及學習評量，並將教師從「技術人員」更

積極的定位為「專業人員J (吳清基等， 2007 ;孫志麟， 2005 ' 2010 ;黃嘉莉，

2003 )

為檢視教師專業標準與課程的連結情形，教育部將「師資培育課程規範」修

正為「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J

原則中國重列教育專業課程的科目名稱與學分，但仍以尊重各師資培育機構，依其

師資及系所發展特色，開設師資培育課程必、選修科目為主要精神(教育部，

2003)。惟在執行方面﹒可以發現圍內的教師專業標準'側重在管理功能，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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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的功能相對而言較為薄弱(孫志麟. 2010)

潘慧玲等人 (2004)指出，目前師資培育課程的設計，主要以科目為導向﹒

讀學生學習各項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以成為一名準教師，雖然體系完

整，但缺乏能力指標做為檢核。另外，張俊彥等人(2006)也指出，以分科授課

為主的師資培育方式，落實到九年一貫課程所著重的領域教學，不僅將課程設計

與教學方式肢解，也造成理論與實務之間出現裂縫(葉興華.2005) 。而李田英

等人 (2008)也表示，現有的教育專業課程看不到階層性的結構安排，例如要修

習「課程發展與設計」之前，應先對該課程的理念、學生的特質、教材特性、教

法，以及教學評量有所認識﹒才能發展設計課程，但現有課程並未予以規範。

Royer與Feldman (1984) 強調，成功的教師最重要的是必須真正喜愛教職，

而且有耐心、對學生的需求敏銳、充分備課。簡茂發等人(1997)研究教師應具

備之特質，包括普通素養、專業知能、專業信念與態度、人格特質﹒以及專業學

科素養。其中，普通素養包含人文與科技素養;專業知能包含專業知識、專業能

力。其次﹒林建福(2001 )表示，一位理想的教師，其首要的根本條件是具有與

學生建立教育關係的態度與能力，其中包括教育愛、信任、希望、接納、等待

等特質，倘若沒有這些教育氣質，學生人格的陶冶或教育理想的實現將成為不可

能。顯然﹒學者們對於理想教師圖像，都強調專業知識、技能，以及熱忱與承諾

等專業精神與態度的重要性。

就師資培育而言，教師專業化是指個人將做為一個教師應有的專業知能、專

業態度與專業精神，內化於其人格當中的歷程(周春美、沈健華.2004) 。高黨

芳 (2005)從客戶開係管理導向探討師資培育品質的系統建槽，強調師資培育機

構應界定其理想師資之內涵與特色，以及職前教育課程規I'J1I!涵蓋多元化、順序

性、教學知能、專業精神，以及終身學習能力之培養。

{師資培育法}實施至今已有16年之久，雖然沈宗瑞(1996)曾就中央大學

等六所學校進行課程發展特色探討﹒並歸納出強調實習、資訊素養、多元化、

教育專業知識，以及本土化等課程特色。但師資培育的課程、教學、評量和機構

評鑑之間的連結，是否與師資教育標準一致，亟待探討。尤其是教師專業，不論

採用何種標準，或多或少都有其限制。然而，若能進入實踐層次，探討現有師資

培育的課程規割特色、實際的教育專業課程實施概況及其所能達到的師資專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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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對於課程與師資專業標準的連結，將可提供最實質的佐證，以縮短政策與執

行之間的落差。因此，本研究試圖調查現有中等師資培育課程規111的特色，並探

討當前教育專業課程實施概況，並對教育專業課程所能達成的專業能力指標進行

探索，提供課程改革之參考。綜言之，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有三:

一、了解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

二、探討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的實施概況。

三、了解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可達成之能力指標。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專業標準的發展

師資培育理念在1960年代受行為主義影響，強調能力本位的師資培育，將教

學活動轉化為可測量的認知、情意等行為目標，用以訓練未來的教師，雖然目標

明確，可以及時回饋，但忽略教師人格教育以及批判和改造社會文化的角色與地

位。在1980年代之後，師資培育逐漸受到知識本位概念所影響，進而注意到整體

(holistic) 點的重要，並發展出教師專業標準。

教師專業標準的發展，使得教師素質所凝景的圖像有了具體的內涵。

Ingvarson ( 1998)表示，教師專業標準意指教師需要知道以及能夠做到之職能﹒

它通常來自多人的共識與同意。在應用上，更可做為專業成長、教師評鑑，以及

課程檢核的指引，諸如 Huntly (2008) 以其做為初任教師職能評量的依據; Tang

(2008 )用來促進教師專業成長;Schmid與Kiger (2003) 則用於課程目標的建

構 Koster等人 (2008)依據專業標準﹒提供師資生明確的學習目標，並依其個

人認知、行為以及與他人分享等三個向度進行表現評量，以檢視其達到標準的

程度; Brouwer (2007)將標準本位用於師資生遴選依據，並從總結性評量的角

度，檢視師資生達到標準的程度，做為是否晉升的給證標準。由此可知，教師專

業標準已成為師資培育專業化與優質化的主軸。

為此，本研究參考國內外文獻，包括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2007)

何福固與羅瑞玉(1992 )、張俊紳 (2000 )、張德銳等人 (2004 )、楊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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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20 II )、潘慧玲等人 (2004 )、 Gilis等人 (2008) .以及Koster等人

(2008) .針對前述荷蘭、英國、澳洲、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紐西蘭等

國以及國內學者所發展之教師專業標準內涵，整理如表l及表2 。歸納表1與表2所

列標準可以得知，各國理想教師，必須兼顧「經師」與「人師」的條件，若以

Spencer與Spencer ( 1993)的冰山理論來看 r經師」即教師在冰山水面上的知

識 (knowledge) 與技能( skill) .而「人師」則是沉潛於水面下的潛在部分，

包括動機 (motive) 、特質(trait) 、自我概念(selιconcept) 等主要特質，由

澳洲

專業知識與理 l

解

專業實是吾與技

能

3 專業特質

美圍

了解教學主題並

知道如何將內容

教導給學生

2 有管理及監督學

習者的責任凰

3 有系統化的思考

教學實務並從經

鐵中學習

4 教學及學習者具

有責任威

5 是學習社群中的

成員對學生承諾

新加坡 紐西蘭

l 專業知識 l 專業知識

2 專業技能 2 教學專業領域

3 專業價值(包 3 專業領導

括以學習者為 4 專業實踐

中心、教師認 5 專業關係

同、對教育專

業與社區服

務)

日本

l 教學

2. 製作教材

3 指導學生

4 班級經營

5 理解學生

6 具有認知多

元、社會常

識、人際關係

與溝通能力

7 能夠對學生關

懊與責任，L、

專

業

標

準 德國

民 I 學科知識與教學

- 2 營造學習情境

3. 促進學生學習能力

4. 問題解決

5. 診斷學生學習問題

6. 記錄學生學習成就

7 認識學生

8 支持學生

9 了解教師特殊責任

與義務

10 持續學習

II 參與學校的改革等

表 1 各國教師專業標準模式內涵

荷蘭 英國

I 內容知識 l 專業知識與理 1

2 教學知識 解

3 組織能力 2 專業實務與技 2

4 團體動力與溝通能 能

力 3 專業特質

5 個人發展與成長

6 教師態度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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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師範

教育學會

l 教師專業基

本素養

2 課程設計與

教學、

3 班級經營與

輔導

4 研究發展與

進修

5. 敬業精神與

態度

潘蕙E毒等人強億銳等人張偉紳

表 2 圍內各學者發展的教師專業標準模式內容

何福田輿

鐘瑞玉

1 教師專業知 l 安排學習情 l 掌握教學目 l 規劃能力

能 境 標 2 教學能力

2 教師專業訓 2 培養學生正 2 活用教學策 3 管理能力

練 確的價值判略 4 評鑑能力

專 3 教師專業組 斷 3 營造學習環 5 專業發展

空 織 3 秉持熱誠、 境

立 4 專業服務 認真的教學 4 善用評量日

占 5 教師專業倫 態度等 68 項 饋

容理 能力。 5 增進有效溝

6 教師專業自 通

主

7 教師專業成

長

資料來璟:出自何福田與蟲瑞五 (1992) ;張俊紳 (2∞0) ;張德銳等人 (2004) ;潘

慧玲等人 (2ω4)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 (2007)。

此顯示，教師專業並不只侷限於單一科目，而是多元與綜合的能力，尤其是要有

高度的專業承諾與認同。

檢視這些專業標準模式的發展，六都以德爾菲法 (Delphi) 專家訪談方法

為主，其中，美國全國教師專業標準委員會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 以及國內的專業標準發展，在德爾菲法之外，也有

現場教師的參與(潘慧玲等. 2004 ; Gillis et aI., 2008) 。惟單以德爾菲法專家訪

談，雖然可以有效地反映教師能力剖面圖，但因缺乏教學現場的教師一起參與，

因此，常常無法在實際應用時獲得了解與認同。換言之，教師專業標準的發展，

需要有現場的實務經驗做為基礎，才能讓標準具有「逼真可用J (living) 的價

值( Ter Wee & Loog, 2005)。其次，在功能方面，有些國家將專業標準做為教

師遴選或評估的使用工具，諸如美國與澳洲皆將專業標準做為教師評鑑與認證的

準則，但也有些國家將其做為課程與職能達成度的檢核依據﹒例如荷蘭即是如此

作法 (Koster et aI., 2008) 。另外，各國對於專業標準的架構形式 (form )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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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其中，以英國、澳洲的專業標準較為抽象，而荷蘭最為具體明確，並同時

對知識、技能與態度進行等級區分，以檢視職能達成程度。只是抽象讓人模糊難

解，而具體表列卻又容易讓人誤解教師圖像就是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加總，究竟

該如何選擇，端視各國的使用目的而定( Gillis et aI., 2008 )

綜合上述各專業標準模式的比較，可以了解到，標準本位的建立其實遭遇

許多批評與爭論 (Cochran-Smith， 2001; Korthag凹， Jo嗯， & Swennen, 2004; Valli &

Rennert-Ari前" 2002; Zuzovsky & Libm曲， 2003) ，例如，專業標準的內涵，是否

來自專業人士所發展、強制施行專業標準'卻未獲認同﹒或形成對外在規範的

依賴，以及統一的專業標準'失去對多元與特殊性的尊重精神。另外，專業標

準本身無法兼顧教育與學習的複雜性與不可預測性。然而，Zuzovsky與Libman

(2003)強調，專業標準本位雖然受到許多學者的評論，不過﹒這些學者卻一致

認同專業標準對教師專業發展具有重要的引導價值。

回顧國內的教師專業標準，已有多位學者進行建構，惟尚未進入實踐階段，

因而未有一致的標準。孫志麟(2010) 表示，要求全國統一性的標準﹒恐怕會失

去對學校與教師差異性的考量以及多樣性的尊重。惟本研究為能檢視教育專業課

程所達成的教師專業標準，必須在多種專業標準模式中擇一做為參照依據或另行

歸納整理。經評析國內各標準模式與本研究目的，本研究以潘慧玲等人(2004 )

所發展的教師專業標準模式做為依據，主要理由在於.此一模式發展具備與現場

教學連箱的特性，其研究方法融合專家與現場教師的觀點;其次，在架構形式方

面，該模式具有階層概念，且不同層面的概念具有明確的定義與具體的指標，有

利於課程能力指標達成度的對照，另外，本研究執行單位與潘慧玲等人 (2004 )

的模式發展，皆歸屬同一校區，具有在地化與地域便利性，有助於檢視此一校區

的課程設計與實施落實專業標準的程度，同時也兼顧到研究延續性與應用成效檢

視 a 茲就此一模式的五個層面及其內涵能力向度，概述如下:

(一)規直到能力﹒包括課程規I~與教學規劃﹒強調教師在課程發展上由過去

的執行者及被動接受者的角色﹒轉變為研究者、詮釋者、規直到者及評鑑者等更豐

富多元之角色。

(二)教學能力.包括教材呈現的方式、教學方法的展現及學習評量的實

施，係指教師擁有與教學相闋的知識、技能與理念，可以因應不同教學情境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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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以達成教學目標的能力。

(三)管理能力:包含班級經營與資源管理，係指教師為營造良好的學習環

境，並達成教學效能，因而將相關的人、事、物和時間等要件加以規劃、執行、

處理和管制的能力。

(四)評鑑能力:包括課程評鑑能力和教學評鑑能力，係指教師從事課程及

教學評鑑所應具備的能力，特別涉及教師對課程及教學評鑑之基本概念、實施過

程及結果運用等方面的表現。

(五)專業發展:包括自我發展、專業成長、專業態度﹒係指教師表現符合

專業精神與專業要求的能力，偏重在個人成熟、專業投入與專業倫理的部分，而

非指一般教學行為的表現，屬於對教師從事教育工作較高層次的要求，也貼近專

業工作的核心要義，有別於朝九晚五、照表操諜的行為表現，代表對教學工作品

質的注重。

二、師資培育課程的教育專業課程設計

國內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以及教

育實習課程﹒而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與教育實習課程合稱師資培育課程，

其中，教育專業課程著重在培育具備教育專業精神，並能勝任教學之教師。教育

部規定中等學校教師必須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遠26學分，共同必修課

程至少14學分，選修至少12學分;共同必修除了教育實習課程，包括分科教材教

法、分科教學實習，共四學分之外，教育基礎課程主要有四科，包括教育心理

學、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等四科，每個科目為兩學分;教育方法學

課程則包括教學原理、班級經營、教育測驗與評量、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發展

與設計，以及教學媒體與操作等六科，每個科目為兩學分，其中，教育基礎課程

必修至少四學分(即四科至少還兩科) ;而教育方法學課程必修至少六學分(即

六科至少還三科) (教育部. 2003) 。

至於國外部分，本研究參考張惠博、王國華與龔心怡(2009) 以及戴嘉南、

張新仁、方德隆與丘愛玲 (2003 )等文獻，整理美國、日本、法國、德國，以

及英國的師資培育課程，發現其課程設計也具備教育基礎課程科目、教育方法課

程科目，以及教材教法及實習等內涵(如表3) .惟部分課程科目有所差異，諸



課程研究

(未列學分

或小時)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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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國耶魯大學特別將教育心理學獨立為一項課程類別，而且開設「學習心理

學」、「見童及青少年心理學」、「發展心理學 J .以及「心理衛生」﹒此與國

內將其視為教育方法學課程科目之一，且為綜合的「教育心理學」不同。其次，

法國的訓練課程包括見童心理學、教育制度的認識、學校功能的認識、教師專業

的準備，以及班級管理、家長關係等教學專業知識的加強，此與國內的教育方法

課程相似。另外，德國的學校實際的學習，係指學校實習。比較特別的是，日本

的「總和演習」課程﹒類似國內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J (張惠博

等. 2009)

表 3 各國中等學校師資III前專業課程規IiJ比較表

法國大學 英國學士
美國馬里美國日本亞細 德國師資 英國教育

，濁 IUFM師資 後教育誼
間大學耶魯大學亞大學 鐸程 • 學士

鐸程 ,
教育基礎教育基礎教育基礎教育基礎教育專業教育科學教育基礎教育研究

課程 (4) 課程 (6) 課程 (6)理論相關第 1 年 21 的學習(未課程(未(未到學分

科目 (6) 小時.第列學分或列學分或或小時)

2 年 12 小小時) 小時)

峙。

(合計 33

小時)

教育方法教育方法課程及教教育課程訓練課程學科教學

學課程 學課程 學方法 及指導方第 1 年 66 法的學習

(6) (6) (6) 法(12) 小時，第2 (未列學分

年 104 小或小時)

時。

(合計 170

小時)

分科/分分科/分其他諒程總合演習教材教法基礎學校教學實習賣聲教學

領域教材領域教材(教育實 (2)/ (290 小相關的學(未列學分技能(未

教法 (2) 教法(3)習6 - 12 教育實習時) 習(未列或小時) 列學分或

與教學實與教學賣學分) (5) 學分或小 小時)

習 (2) 習(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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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邦課程(未列明(未列明

內涵並不合計學分合計學分

相同，其或合計小或合計小

學分數在時) 時)

32 ~ 40 學

分之間

其他

(12)

表 3 各國中等學校師資職前專業課程規IU比較表(續)

法國大學 英國學士
美國馬里美國日本亞細 德國師資 英團教育

薑濁 IUFM師資 種教育誼
蘭大學耶魯大學亞大學 囂程 - 學士

體程 ,
領域專題教育心理教職的意教學實習學校實際

(6) 學課程 義與相關題(357 小的學習(未

(6) 科目 (2) 時，分三列學分或

梯次) 小時)

學生指導

教育諮商

進路指導

等相關科

目 (4)

26 學分 33 學分 24 ~ 30 31 學分 合計 850

學分 小時

再就課程的學分與時數來看，多數國家以學分計算，惟法國以每週上課時數

計算，而英國的課程則未列明是以學分數計算或小時計算。從文獻所得資料可以

概略得知，每一學分係指每週上課一小時，但無法確切得知各國一學分的合計時

數是否與國內以18/J、時相一致，或不同課程科目對於一學分所要求的修習時數會

有不同。但若以學分為單位，從表3可以得知，美國耶魯大學所要求的24學分最

少，德國的40學分最多，至於薑灣要求的學分數則為26學分，居於中間位置(張

惠博等 ·2009 ;戴嘉南等. 2003)

綜合各國表列課程內涵與學分數可以發現，各國對於師資人才的培育，著重

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有了學習基礎之後，再循序進行實習，反映教師專業養

成是一個歷程，且有階段性，同時重視教育現場的實務經驗，即強調親身體驗與

實踐。其次，各國的課程規劃分別有其強調重點，因此，對課程科目與學分數的

規III有所差異，諸如日本特別重視教師對學生的輔導諮商，因而特別加列該項課

程。另外，課程規劃也反映各國對教師定位的看法﹒例如，法國重視專業理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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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的結合﹒因此，將第一階段的教師資格檢定安排於學程中間階段，再透過學

程結束之後的第二階段資格檢定考﹒授予教師「文官資格」。由此反思，各國對

於理想的教師圖像，可以更具體的反映在課程規IIJ之中，同時也從養成的時間，

包括學分數與時數，體現教師專業的重要，並且提醒各師資培育機構需要規劃具

有在地特色、符合國惰的課程，以及要有實際的檢驗行動，以便了解課程達成理

想教師圖像所需具備能力的程度。

三、教育專業課程的實施成效分析

由於圍內專業標準尚未真正落實，因而現有教育專業課程的實施成效，多數

仍從滿意度或課程助益程度進行評估。例如，戴嘉南等人 (2003 )調查國內69所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對中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數的看法，有高達八成

以上的受試者對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表達認同，但建議部分科目要做整

合，並調整比重。紀金山與黃毅志 (2005 )調查 1 ，618位學生，探討其修讀師資

培育課程經歷lf.t受上的評價，其中，有77%認為值得. 16%不確定，僅有7%認為

不值得，他們進一步比較從事教職與否的差異時，從事教職者認為值得的比例達

80% .認為不值得者為6% ;而沒有從事教職者，認為值得的比例達67% '認為不

值得者也僅占9% 。換言之﹒無論有無取得教職，大多數的參與者仍肯定修讀師

資培育課程的價值﹒至於各科目實際讓師資生學到哪些能力，則仍有待探討。

其次，紀惠英 (2006 )訪問28位已畢業師資生有關師資培育課程的幫助，

其中. r教材教法 J 被認為助益最大，其他則依序是「班級燈管」、「教育心

理學」、「特殊教育導論 J '以及「輔導原理與實務」。再次，張俊彥等人

(2006)以實習教師為對象，調查他們對師資培育課程的強化需求，結果顯示，

實習教師最想要加強的是課程規IIJ 、評量、班級經營，以及輔導的能力。

另外，季田英等人(2008)以任職園內各中等學校的3 ，757位教師為對象，

調查其師資培育課程的選修人數與成效，結果發現，教育基礎科目的選修人數，

以「教育心理學」為最高，占98.3% 、其他依序是「教育概論J 占 95.3% 、

「教育哲學J 占64.8% .以及「教育社會學J 占 50.7% 。在教育方法課程方

面﹒則以「教學原理」的選修人數最多，占92.5% '其他則依序為「輔導原理與

實務」﹒占73.5% 、「教育測驗與評量」﹒占7 1.9% 、「班級經營J 占 7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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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媒體與操作」﹒占66.6% '以及「課程發展與設計」﹒占52.4% ;至於課

程的效益，在教育基礎科目方面，也以「教育心理學」為最高，有4 1.6%表示同

意，但「教育概論」、「教育哲學」﹒以及「教育社會學」的同意程度則在20%

左右;男外，在教育方法課程的助益方面，以「班級經營」為最高，占49% ﹒其

次為「教學媒體與操作 J 占45% 、「輔導原理與實務」﹒占38% 。此一研究並

指出 r班級經營」以及「輔導原理與實務」是現任教師最希望再進修的科目。

對照選修人數以及幫助效益的同意人數，皆存在明顯差距，例如，有高達92.5%

的學生修習過「教學原理 J '但只有34%的人覺得對教學有幫助，此一差距，也

反映出各科目可達成的能力有待探討。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以文件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焦點座談法、德爾菲法專家訪談，

進行資料蒐集。其中，文件分析主要是蒐集設有中等師資培育課程的學校，其登

錄在網頁的課程重點特色，並以問卷調查法，針對文件分析所歸納的特色，了解

師資生與大一學生對師培課程特色的知覺與期望。另以焦點團體訪談，探討國內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的實施概況，再以德爾菲法專家訪談，探討教育專業課程

可達成之能力指標。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有四部分，在文件分析的部分，以41pJT設有中等師資培育課程的

學校網頁為對象，進行師資培育課程特色調查;另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 ，538位

大一學生以及290位目前正在修習師培課程二至四年級的師資生為對象，以問卷

調查其知覺與期待師資培育建立的特色。其次，在焦點座談的部分，計有12位學

者專家參與;至於德爾菲法專家訪談，則延續焦點團體12位受訪者﹒男增加{師

資培育法}施行後才成立師資培育中心的l叫立師資培育教授，合計22位學者參與

專家問卷訪談，研究進行皆經研究說明及同意書簽訂後，才開始進行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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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德爾菲法專家訪談以及問卷調查範圈，基於研究經費與人力限制，未能

訪問及調查所有師資培育之授課教授與學生﹒因而在訪問對象之選擇上，納入區

域與公、私立學校差異的考量，受訪對象包括北、中、南地區，以及公、私立大

學等學者專家，每位受訪教師對教育基礎課程或教育方法課程，皆有實務教授經

驗。其次，在問卷調查方面，則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主要調查範圈。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使用工具如下述:

(一)文件兮析與周瞥個資

為達成研究目的一，本研究應用文件分析與問卷調查進行資料蒐集，在文件

分析方面，以41所設有中等師資培育課程學校豈有範圈，蒐集其登錄在網頁上的師

資培育課程特色。在問卷調查的部分，參考師資培育課程等相關文獻與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97年第二專長調查(周愚文、方永泉. 2008) .編定「臺師大98學年度

大一學生修習中等師資培育課程意願調查」問卷，做為本研究的工具，此一工具

經師資培育領域專家，針對各題問項所要測量的內容、語意、選項、題數及其適

用性進行審核與修正，來回五次修改，具有良好專家效度.Guttman折半信度也

達.675 .已經符合Robinson 、 Shaver與Wrightsman (1991) 所建議的0.6標準值。

(二)焦點團姐座談

為達成研究目的三，本研究探討國內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的實施概況，在

焦點座談的部分，邀集北、中、南四所傳統師資培育學校(包括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的教授、主任以

及中教司教育決策人員，進行座談。主要的訪談綱要如下:r 現有師資培育課

程分為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以及教育實習課程三類必需課程，是

否足夠?需要增加什麼?減少什麼嗎。」以及「您對目前師資培育走向有何看

法? J '藉以了解各師資培育機構教師及行政主管對目前師資培育教育實施的觀

點。

(三)專家周巷訪談

為達研究目的三，本研究以德懷術法進行兩輪專家問卷訪談，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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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輪德爾菲法專家訪談

由於大學強調教師專業自主，同一課程科目常因教授不同，展現不同能力指

標的達成，即使是任教同一所學校或同一門課程科目，也是如此。然而，標準本

位的師資培育，在重視多元化能力的發展之外，也同時強調來自不同學校的師資

培育，其具備之教育專業知能，皆具有基本以上的水準以及一致可信任的品質。

為此，本研究在進行各科目可達成的能力分析之前，先行蒐集國立臺灣大

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多所學校在教育基礎與教育方法等10個課程科目的授課

大綱，進行分析與歸納不同學校在前述10個課程科目的課程目標，並請三位相關

領域教授檢視各課程科目共通的課程目標(如表4) .做為第一輪問卷填答的科

目教學目標說明。

表 4 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目標簡述示例:第一輪問卷填答示例

科目 韓程目標簡述 科目 課程目標闡述 科目 課程目標簡述

教育 l 了解教育觀對人的教育1.認識各種學習理論教育1.了解現代教育思潮

概論 影響 心理的基礎與應用 哲學與哲學的關係

2 認識教育理論 學 2 了解未來教學對象 2. 了解教育哲學與教

3 培養對教育主作的 之身心發展 育目的的關係

熱忱及專業精神 3 了解未來教學對象 3 認識知識的性質與

4 認識當前各級教育 的個別差異現象 形式

現況與發展 4 建立學生結合教育 4 了解學習、教學與

5 找尋和運用教育相 心理學理論與實務 教學的哲學模式

關文獻資諒的能力 的能力 5 認識教育倫理學

6 對教育時事議題的 5 培養學生關心教育 6 修改意見:

敏感度與分析能力 IL哩學議題的興趣

7 修改意見: 6 修改意見:

接著，再進行各科目所能達成的能力指標分析，以潘慧玲等人 (2004 )的教

師教學專業標準模式，依其層面、向度及各向度能力指標與教育基礎課程及教

育方法課程建立對照衰，形成第一輪問卷(如表5) .以面對面或電話配合信函

說明研究目的、評選方式，邀請專家學者就各項能力指標，可由哪些課程科目達

成，進行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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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育基磁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可達成何種能力指標:第一輪問卷墳答

示f§tJ
專業

能力
能力 能力指標

向度
層面

被核重點
適合開授的師資培育課程名稱

請在口中勾選(可種選)

1 了解學校課程計畫

的理念與架構

了解學校 2 了解學校課程計畫

規IIJ 課程課程計畫 與內容

能力規劃的理念與 3 了解領域之課程回

架構 標與分段能力指標

4. 了解學校課程的縱

向銜接與橫向連結

口(I)教育概論 口 (2) 教育心理學

口 (3) 教育哲學 口 (4) 教育社會學

口 (5) 教學原理 口 (6) 班級經營

口 (7) 教育測驗與評量

口 (8) 輔導原理與實務

口 (9) 課程設計

口 (10 )教學媒體

口 (11) 其他

2. 第三輪專家問卷訪談

研究者根據專家學者第一輪問卷訪談所得之結果，加以彙整、歸納與分析﹒

列出每一門課程所需達成的能力指標做為題目，各題目並依重要程度，分為重要

程度100% 、重要程度 80% 、重要程度60% 、重要程度40% 、重要程度 20% ﹒以及

重要性。%的六個等級，並增列建議欄，進行第二輪專家問卷訪談(請見表 6)

表 6 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可達成能力指標及其權重:第二輪專家

問卷訪談填答示例

教育

基礎

課程

規課程

雇主塹
力教學

規劃

( 1)教育概請能力指標

l 了解學校課程計畫的理念與架構

2 參與學校課程的發展

J.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2 規ITJ適切的教學計畫

重要重要重要

程度程度程度

100% 80% 60%

6 5 4

654

6 5 4

6 5 4

重要重要

程度程度

40% 20%

3 2

3 2

3 2

3 2

要
度
地

重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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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網路資科部分

根據本研究在網頁所蒐集各校中等師資培育課程發展特色與重點，進行閱讀

並找出資料內容所蘊含之意義與主題，予以編碼命名，接著再將屬性相同的碼歸

為同一類，然後反覆閱讀各類別的資料，並進行統整、刪修﹒最後統整出課程的

主要特色。

(二)各師資增賞歸程發展特色調查

主要以描述統計中的次數分配、百分比與排序，就上項(一)所列課程特色

進行計算，另針對所調查之大學生(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師資生與大 學生)

對課程規劃特色的知覺與期待進行統計。

(三)焦點座談

將焦點座談結果﹒轉牆為逐字稿，並將參與者進行編蜀，共有三個寓，第一

碼是參與者的代號，從01 3jU21 ;第二嗎則是每位受訪者逐字稿的頁碼，從01到

的;第三嗎則是行數，即該頁的第幾行，從01到35 。本研究逐行進行開放性編

碼，並將相同概念整理為類別，接著反覆閱讀各類別的資料，以期找出其間的脈

絡與闕係。

(四)籠廟菲5是專家訪談

將第一輪訪談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中的次數分配，計算所有受訪專家勾選

各教育科目分別可以達成的能力指標及其次數，並整理成為依重要程度進行勾

選的第二輪問卷，並將文字建議進行歸納整理。至於第三輪問卷，由於各科目

被勾選的能力指標甚多，本研究以獲得專家共識最多的能力指標，做為該課程

科目應達到的能力指標，而指標選取之依據係參考Lindeman (1975) 、 Muπy與

Hammons (1995) .以及Salmond ( 1994)的權重計算方式﹒必須達到下列兩項

標準，包括:1.重要性的平均數全 4且眾數在4 (含)以上，表示重要性程度高;

2.標準差豆1. 5且每一題被勾選具有重要性的同意程度，需達所有參與專家 75%以

上成員之同意，表示專家們已達成一定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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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

本研究目的之一為欲了解的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且經文件分

析結果顯示，各校師資培育機構規劃的發展特色計有 19項(如表7)。其中，教

育專業、教學態度、實務與實習為各師資培育機構最重視的前三項特色，至於第

四項則是資訊科技，第五項則同時有多元化、創新、人文與生命關慎，以及和學

校建立合作關係等並列。

表 7 各師資培育機構在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暨學生對師資培

育課程的知覺與期待

41 所師資培育機

備在中等學校師團立薑渴師範大 團立薑濁師值大學大一新生興師資
資培育課程的發學師資生對課程 生對課程規'。特色的期待

師資培育 屢特色 的實際知覺

發展特色

校數 師資生人數 大一學生 師資生
(百分比)排序(百分比) 排序 人數 排序 人數 排序

(百分比) (百分比)

I.教育專業
36 195 812 134

4
(88% ) (80.6% ) (53% ) (55% )

2 國際化
10

9
21 794

2
128

6
(88%) (8.9% )

15
( 52%) (52.9% )

3 多元化
12

5
58 790 144

(88%) (24% )
8

(51%)
3

(59.5% )

4. 創新
12

5
11 773 117

( 88%) (4.5% )
17

(50%)
4

(48.3% )
9

5. 實務與實 19
3

135 699 141
習 (46% ) (55.8% )

2
(45% )

5
(58.3% )

2

6 未來性 16
18 677

6
136

3
(2%) (7 .4% )

15
(44%) (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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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師資培育機構在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暨學生對師資培

育課程的知覺與期待(續)

41 所師資培育機

構在中等學校師圖立薑濁師範大 團立臺灣師範大學大一新生興師資
資培育譯程的發學師資生對輯程 生對鐸程規111特色的期僧

師資培育 展特色 的實際知覺

種層特色

校數 師資生人數 大一學生 師資生

(百分比) jj~序(百分ttl 排序 人數 jj~序 人數 jj~序
(百分比) (百分比)

7 教學態度
21 125 633 127

(51%)
2

(5 1.7%)
3

(41% )
7

( 52.5%)
7

8 資源整合
2 44 498 94

(5%)
14

( 18.2%)
10

(32%)
8

(38.8%)
12

9. 情緒管理
75 454 103

(2%)
16

(10.3% )
6

(30%)
9

(42.6%)
11

10 品性
3 41

12
437

10
79

14
(7%)

13
( 16.9%) (28%) (32.6% )

11 與學校建
12 88 436 130

立合作關

(29%)
5

(36.4%)
5

(28%)
11

(53.7%)
5

係

12 人文與生 12 51
9

383
12

104
10

命關懷 (29%)
5

(21.2%) (25%) (43%)

13. 反思與批 9 43 375
13

123
8

明J (22%)
10

(17.8%)
11

(24%) (42.6%)

14 終身學習
4 25 371 88

(9%)
12

(10.3%)
14

(24%)
14

(36.4%)
13

15. 資訊科技
18 67 327 67

(44%)
4

(27.7%)
7

(21%)
15

(27.7%)
15

16 與學程校 28 245 61
友聯繫 (2%)

16
( 11.6%)

13
( 16%)

16
( 25.2%)

16

17 服務學習
7 96 222 42

17
( 17%)

11
(39.7% )

4
(14%)

17
( 17.4%)

18. 行動研究
2 13 180 29

18
(5%)

14
(5.4%)

16
( 12%)

18
( 12%)

19. 其他
2 6 2

(5%)
16

(4%)
18

(3%)
19

(9%)
19



吳淑禎 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特色與教育車業課程的能力指標分析 21

前述由機構角度所呈現的課程特色﹒本研究續以其中一所學校(即國立薑灣

師範大學學生)為對象﹒以了解學習者所知覺到的特色是否與規IiJ單位相近，結

果發現，本研究受試師資生所知覺的前三項特色，與各師培機構一致﹒皆指向教

育專業、教學態度、實務與實習。由此顯見，這些受試對象能夠明確知覺到各師

資培育機構對這三項課程規劃的特色﹒惟前述對照比較，因只以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學生為學習者觀點，故所得結果僅能供該所大學參考，並不適合推論至未參與

調查的其他大學。

基於研究對象的對應關係﹒本研究續以該所大學所得之調查資料，進行下列

兩種分析:其一是，針對該所大學同一對象(即師資生) .進行其對師資培育

課程的實際知覺與期待的比較，亦即檢視同一對象其實所鼠與心中所期待的一致

性，結果發現，實務與實習既是師資生所期待的特色，也是其實際知覺到的特

色，兩者完全相符;然而，師資生期待的多元化、未來性，卻出現期待與知覺的

落差，而且期待排序在前，但實際知覺的排序在後，亦即師資生想要的課程特

色，在其實生活中並沒有明確的被察覺到。有鑑於此，提醒師資培育機構對於學

生的需求要多做了解與傾聽，並應有效的傳達其課程規I'J之重點。

其二是，比較此所大學大一學生與師資生對師資培育課程的期待差異，亦即

檢視尚未取得師資生資格與已開始修習師資培育課程兩種對象，其對師資培育課

程特色的期待﹒是否有所不同。結果發現﹒大一學生對教育專業與國際化的期待

較高，而師資生則對實務與實習與多元化的期待較高。

綜合本研究調查所得之各校師資培育課程的19項特色，包括教育專業、實務

與實習、教學態度等項目﹒顯示國內多數中等學校的師資培育課程已具備各教師

專業標準所共同強調的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之內涵。其次，各校所發展的課程

特色與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所主張的師資培育重點﹒皆提及科技化、人本化、

國際化，以及本土化的重要性，同時也顯示後現代主義所重視的創新概念已受到

各師資培育機構的重視(溫明麗. 2006) 。惟這些特色如何轉化為課程所建立的

標準內涵﹒並無法和戴嘉南等人 (2003 )、紀金山與黃毅志 (2005) ，以及紀惠

英 (2006) 發現之教育專業課程獲得師資培育教授與已畢業師資生肯定的質量置研

究結果，建立其體的連結與對應，亟待後續研究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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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的實施概況

關於研究目的二 探討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的實施概況，本研究歸納焦

點座談結果，分別從師資培育機構的功能、課程實施、遴選與教檢，以及培育方

式等角度，進行下列結果描述:

(一)師資堵，徵構嬰能發揮功能

自{師資培育法}開放後，帶動各校成立師資培育課程的熱潮，展現師資培

育百家齊放的多元特性。然而，受訪者強調，師資培育機構能否發揮功能要比其

所屬層級更為重要。

依我的看法，師培中心也不一定要是一級單位﹒它只要是專賣單位就可

以了﹒像是教育系，所以專職的機構一定要，但是不是一級單位，我覺

得可以看學校，看各學校的組織怎樣去調整，只要能發揮功能就好。

( 070405-08 )

如果跳脫現有師資培育中心的培育形式，有無可能仿儉學院形式，建構專貴

的師資培育學院，或是統整現有的師資培育中心與教育學院﹒成為一個師資培育

單位，這是目前師資培育定位的替代思考。

.. .如果我們能夠配合少子化的走向，師資培育能夠變成比較優質培

育的方式， ....•. .所以我理想中的想法是以一個院.......把師資培育學

院架構架起來，然後好好應用教育部松定的名額選擇良好的師資生。

( 180612-0717)

.....把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統整起來成為一個師資培育的單位，除了

負責師資培育，教育文化和人員培育當然也可以做為其功能之一.......。

(1 81124-26 )

成立專責培育師資機構或統聲現有的師資培育中，心與教育學院為單一師資培

育單位，雖有助於功能發揮，但仍需借鏡國外經驗，以周詳各項配套規劃。

美國現在這是有專門師資培育的中心，也有教育學院，基本土來說，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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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分間還是並行，美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像是數理科老師﹒他們要培養出

好的數理科老師不太容易，因為這些都是在教育學院裡面，他們的學科能

力其實是比較弱的，所以要很多配套措施去思考﹒他們有時候反而是美暮

我們這邊培疊出來數理科老師的學科能力。( 0411 05-09 )

(二)輯程從科目出發，朱紅要求具體的紅力，蝕與實務接軌

能力標準對於課程科目可以提供明確的學習目標，並有助於教師檢視教學成

效。然而，目前以課程修畢、通過考試即取得學分的評量，較難具體說明課程科

目讓師資生學會哪些教學能力。尤其九年一貫課程所建構的領域學習，與目前師

資培育課程依科目進行教學，出現落差，因為領域包含的範團要比科目的範區來

得大。

我們現在的師資培育，包括職前課程跟教轍，甚至教甄，基本土來講，他

出現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理論和實務沒辦法接軌，我們學校裡面教了那麼

多學生一些教學知識，可是實際到現場去教﹒現在中小學的大學校都是分

科教學，小學校就是領域教學，而現在大學師資培育培養出來都是分科教

學的。 (041010-14)

(三)嘿程以學群(相增)區兮﹒且豈能建立階層結構

各課程科目所能達成的能力或有重壘，而同一能力也可以由不同科目學習而

得，如果從領域的觀點出發，可以將類似課程歸類為同一領域，有利於時數與學

習權重規劃。

在課程結構部分，我.們也看到各學校會依學校師資的狀況去開設一大串選

修. ..大學的狀況也是這樣子，整個學院的老師會來支援選修課程﹒對

於選修課程的版本，我悶了幾個老師，他們認為說選修當中是不是應被要

有學群的觀念，例如心理的部分，像有兒童心理、發展心理，都是同質性

很高的課程，所以是不是在選修的部分可以透過學群的方式，而且同樣的

科目是不是能訂進階，像是資訊融入教學課程是不是能夠重T進階課程，這

樣老師在授課和學生在還課會比較能夠區隔出來。 (02022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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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教師專業能力的養成需有先後順序，基本功是基礎，之後能夠循序而

上，教師的專業品質才能種固。

......課程和教學設計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能力。按著就是老師如何教學的

能力，包括表達能力、反思能力. ...... ，各校其實都還是有一些差異性，

所以這就涉及到怎樣去教學或是課程結構的調整'4\覺得基礎理論還是重

要，只是比較沒有辦法顯現出來，所以有一些小小建議，就像是這張課

表能不能有一些規範，劃分為幾個領域，能讓各個師資培育機構有一個自

由度可以去自行規"J他自己的特色課程﹒這樣就可以根據學校師生或實習

學校的意見來規劃課程，像是哲學課可能更重要的是個人的哲學、教學信

念，可能一般教育哲學比較少提到這個﹒但是這些單是覺得對於教師而言，

還是很重要的。 (070321-0402)

另外，對於不易量化或客觀評量的基礎課程，同樣要顧及它的重要性。

在課程本身﹒我個人認為可以有四種課程導向可以去注意到，第一個是技

街，也就是能力，第二個是專業生涯規劃，第三個是省思部分，第四個

是通識部分。以前林;青江老師做了一個研究﹒他發現老師有兩種能力是比

較缺乏的﹒一個是研究能力﹒一個是常識。我認為過識部分、倫理方面的

課程應該要加以重視，即使是用非正式課程或是活動的方式呈現都可以。

(060222-27 )

(四)現行的逃避，無5圭遭到過兮的師資生

教師是一項專業，必須具備專業知識、專業態度與專業技能，才能確保教育

晶質，亦即在師資培育的輸入、過程與輸出，都要注意質的提升。惟目前各校

師資生的選擇，多數仍以學習成績或紙筆測驗做為師資生資格取得的選擇參照，

但成績表現良好，並無法確認其個性、特質、興趣或性向是否適合成為教師，因

此，這部分便成為職前教育輸入端把閥的限制。

......包括初檢和甄試部分，比如在職前部分，像"大分為兩塊:一塊是

讓各單自己去決定誰是師培生，誰是非師培生，另外，師培中心有些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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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考試的，但是我們面臨到一個困難就是﹒這樣的考試有時候沒辦法遭

到好的學生，我有一個疑息就是，我們能不能拒絕某些學生來考，因為在

學生考完以後，我們也做過性向 ill1駿，但是來評鍾的委員有些認為這個不

妥，可是在考進來之後，我們發現有些學生有"症，這些有時候在學是

看不出來。這樣考試有時候還不到適宜的學生，進入課程後，會讓我們覺

得非常累，像是以前簡章規定不能考.. .但現在只能很保守地講，請你

審慎考慮，可是，我覺得在選擇師資時，這部分還是要注意。( 060202-09 )

(五)考試領導致學，同時教師被定與甄過方式無法測出數師的能

力

教師專業包含教育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但現有的教師檢定以及教師甄選

考試機制，基於人力限制以及出題方式，無法檢測出教師真正的能力。

教師按定考試涉及能力的問題. ......這部分的考試好像太僵化 T 一點，

可能受限於人數眾多，成千上萬人要來A考，所以我們會用大量的選擇

題. .•...• .因此這些甄試好像沒辦法T 解教師的核心能力，我是很擔心我

們的出題方式會培育出僵化思考的教師，考試的出題教師為T使答案具有

不可爭議性，就要出那種記憶性的題目，這種很事實性的題目，所以很難

測高層次的能力，僅能測出記憶能力。所以我覺得教師按定考試的部分，

我認為還有可以再思考和改進的地方。(010121-29)

再者，考試機制牽動現實的通過率問題﹒而且影響課程正常教學，教師專業

能力的養成與通過考試孰重孰輕，成為教學面臨的兩難，當學生能夠通過考試，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修課信心以及學習動機之增強，但課程也因此不再是課程，反

而成了領導教學的犧牲品，使得教育補習化。

.....教按這部分，因為牽涉到學生的出路，所以可能會變成考試領導教

學，因為題目都是選擇趣，我們會覺得師資培育過程中，更重要的能力都

被這些客觀的測驗給取代，到後來變成是我們教學生不得不重視記憶和背

誦。 (060212-15)

針對選修教育專業科目架構的部分，我們常發現﹒跟考科相關的科目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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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爆滿，學生特別喜歡來修，可是義們其實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選

修科目會跟著教按導向走. .....• .像我自己本身上的課，好像在上補習班

喔! (061421-28)

(六)培賣方式嬰有踴因

教師需求減少是不爭的事實，少子化現象更是當前面臨的情況，這些變化也

反映在市場調控機制對師資培育方式的衝擊以及好人才對師資培育的選擇信t心受

到動搖，因此，應增加師資需求量，提供實質的誘因，以提升學生選擇師資培育

的信心及學習動機，才能讓適合的人才願意對教育做出承諾。

現在老師的需求是很少的，這會影響到學生在接受師培課程時的信心和向

心力，學生會時常搖擺不定到底要不要好好念這些東西﹒所以這恐怕會變

成未來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按照教育部的統計資料，師資的需求

還有一段時間是會逐年遞減的﹒是不是能夠適當地去幫助師培學生建立信

心，因為有些師培生會認為自己上的課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會降低其學習

意廟。 (060226-33)

原有先實習後檢定的機制，若能考量師資生所面對的經濟壓力與生涯焦慮，

變更為先檢定後實習並提供適度的津貼，對師資生的需求以及教師生涯的認同，

將能提供正面的支持與回應。

我們是希望可以先槍定後實習，我認為這樣比較可能落實實習，因為

目前實習生到學校實習還要準備教梭，可能會對他的心理產生一點影

響。...... .考不過的人等於明年還要再來。如果先按定f虛實習﹒津貼的發

放也會變得比較可行，這也是一個誘因，就是考過了會有一點點的津貼，

這樣也可以收到比較多優秀的實習生來就讀。 (070410-17)

綜合上述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受訪者對師資培育機構的功能發揮相當重視，

進而有成立專賣機構的想法。其次，對於課程的實施﹒根據前述調查資料顯示，

各師資培育機構以教育專業為課程發展特色﹒其中，受訪者也知覺教育專業為課

程發展特色，然而﹒落實到課程教學上，卻遇到現實的考驗。目前單以筆試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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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機制，忽略了實務經驗，依考試結果所篩選出來的教師可能僅是會讀書的教

師，而非具有專業教學知能的教師;師資生在務實考量下，不得不偏重筆試的準

備(林育瑋、林妙真 ·2006 ;楊慧玲 ·2006 )。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用意在於，落實師資檢定政策、管制教師素質、維護學

生受教權(洪志成. 2002) 。溫明麗 (2006 )強調，師資培育機構若只重視如何

讓學生都能順利的考取「教職的證照」或取得教職，而不培養其價值觀與習慣，

也未在過程中強化人文和品格﹒將無以深化師資生的人文素養。如此一來，考試

領導教學的大環境現況﹒將虛化了教師專業標準本位的理想，考試成為一切的依

歸，師資生必須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只有考上才有出路，而教育所重視的「專

業精神」、「民主素養 J 以及「品格陶冶」的培養，恐怕淪為口號，無法落

實。

三、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可達成之能力指標

本研究依據前述資料分析所設定之選取標準，逐一計算每一專業課程科目

在潘慧玲等人 (2004 )對專業標準模式中各層面所列能力指標的平均數、標準

差、眾數，以及22位受訪者對科目能否達到對應之能力指標的同意程度。例如，

教育概論有七項能力指標被受訪者評定為非常重要，其平均數介於4.0~5.0之間

(孟 4) 、眾數介於4~6之間(注4) .標準差介於1.20~ 1 .42之間(至1.5) .而

且前述能力指標至少有93%~100%的成員同意可由教育概論科目達成(高於75%

以上的成員同意) .因而判定教育概論可達成七項能力指標;至於其他九個科

目，也依此程序進行標準的選取，總計研究目的三所欲了解 10個教育專業課程

科目可達成的能力指標，共取得五個層面、 12個向度、 35項能力(重複出現的指

標，只列計一次) .茲分述結果如下:

(一)雪u育基礎科目

就教育基礎科目而言，包括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以及教育社

會學四門課程﹒共計選取20項能力指標(重複出現的指標，只列計一次) .集中

在專業發展能力層(包括自我發展、專業成長，以及專業態度向度)、教學能力

層(包括教學方法、學習評量，以及教材呈現向度)、管理能力層(以班級經營

向度為主) .以及評鑑能力層中的教學評鑑向度(參見表8) 。其中，有六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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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釋程各科目與可達成能力指標對照表

教育基種標程 教育方法課程

可遭到能力指標可連到能力指標

教學原理

課程設計

教學原理

教育測驗與評量

課程設計

教學原理

教育{.'、理學 課程設計

教學媒體

教學原理

教育心理學 教學媒體

教育概論 班級經營

課程設計

E 向廣 能力指揮

課程1.了解學校課程計畫的理念與架構

自珊 2 參牌棚里的發展

暨教學 I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一規liJ 2 規劃適切的教學計畫

l 適切呈現教材內容

教材
2 善用教科書

呈現一一一一一一一
3 清楚講解教學內容

教 I 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

學教學
2 掌握學習原則進行教學

能方法

Jj 3 善用教學資源輔助教學

l 適當說明學習評量的實施

學習

2 適切實施學習評量
評量

3. 善用學習評量結果

l 營造良好互動的班級氣氛

班級
2 營造安全旦有助於學習的情境

管經營

理 3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

能 l 有效管理個人時間
力資源

2 有效運用教學資源
管理

3 有效管理教學檔案

1 具備課程評鑑的基本概念

課程 2 參與教科書的選用與評鑑

評鑑 3 參與學校課程評鑑的規劃與實施

盈 4 運用學校課程評鑑結果改進課程品質

能 l 具備教學評鍾的基本概念

教學 2. 參與學校教學評籃的規直到與實施

評鑑 3. 進行教學自我評鑑

4. 運用教學評籃結果改進教學晶質

教育J心理學

教育，心理學

教育社會學

教育概論

教育測驗與評量

教學原理

班級經營

輔導原理與實務

班級經營

教學原理

教學媒體

課程設計

教學原理

教育測驗與評量

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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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原理與實務

班級經營

教育哲學

教育概論

教育概論

教育社會學

表 8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頭程各科目與可達成能力指標對照衰(續)

I 維持成熟穗定的情緒 班級經營
自我 教育心理學

2 反省與悅納自我 輔導原理與實務
司發展 教育社會學

專 3 善於與他人溝通合作

吾吾 l.追求專業成長

里專業玄頁高百芽王Eg業工作，心得
gt:成長
力 3 因應教育變革

專業l.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

態度 Z 信守教育專業倫理

力指標，在不同課程中重複出現兩次，出現的向度集中在專業發展能力層的專業

成長與專業態度向度、教學能力層的教學方法向度，以及管理能力層的班級經營

向度。各科目課程，所達成之能力指標﹒分述如下:

1 教育概論:計有7項能力指標符合選取標準﹒分布在專業發展層面中的專

業成畏向廣(追求專業成長、與同儕分享專業工作心得、因應教育變革)、專業

態度向度(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信守教育專業倫理)以及教學方法向度中的掌

握學習原則進行教學與教學評鑑向度中的具備教學評鑑的基本概念，能力指標偏

重在專業發展層最多。

2.教育心理學:計有13項能力指標符合選取標準，包括教學方法(運用有效

的教學方法、掌握學習原則進行教學、善用教學資源輔助教學)、學習評量(適

當說明學習評量的實施、適切實施學習評量、善用學習評量結果)以及班級經營

(營造良好互動的班級氣氛、營造安全且有助於學習的情墳、建立有助於學生學

習的班級常規)三個向度所涵蓋的9個能力指標、教材呈現向度中的適切里教材

內容、清楚講解教學內容以及自我發展向廣中的維持成熟穩定的情緒和反省與悅

納自我;能力指標最為注重教學能力膺，其次是管理層。

3 教育哲學:計有2項能力指標標符合選取標準﹒為專業態度向度中的願意

投入時間與精力以及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能力指標以專業發展層為主。

4 教育社會學﹒計有4項能力指標符合選取標準，包括專業成長向度的與同

儕分享專業工作心得、因應教育變革，自我發展向度的善於與他人溝通合作，

以及班級經營向度中的營造安全且有助於學習的情境;能力指標以專業發展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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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 )教賣方法課程
合計六門教育方法課程﹒包括教學原理、班級經營、教育測驗與評量、輔導

原理與實務、課程設計、教學媒體，計達成 34項能力指標(重複出現的指標，只

列計一次) .涉及的專業層包含規劃、教學、管理、評鑑以及專業發展能力(參

見表8) 。其中﹒有23項能力指標，在不同課程中重複出現 2至4次﹒出現的向度

集中在規劃能力層中的課程規1' 1向度、教學規 IIJ向度;教學能力層中的教材呈

現、教學方法向度;管理能力層中的班級經營與資源管理向度;評鑑能力層中的

教學評鑑向度;以及專業發展能力層中的自我發展向度。各科目課程所達成之能

力指標，分述如下:

l 教學原理:計有 19項能力指標，包括課程規劃向度(了解學校課程計畫的

理念與架構、參與學校課程的發展)、教學規 I~向度(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規

劃適切的教學計畫)、教材呈現向度(適切呈現教材內容、善用教科書、清楚講

解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向度(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掌握學習原則進行教學、

善用教學資源輔助教學)、班級經營向度(營造良好互動的班級氣氛、營造安全

且有助於學習的情境、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教學評鑑向度(具備

教學評鑑的基本概念、參與學校教學評鑑的規直到與實施、進行教學自我評鑑、運

用教學評鑑結果改進教學品質)內所有能力指標以及資源管理向度中的有效運用

教學資源以及有效管理教學檔案兩項能力指標。能力指標以規 111層面為主，其次

是教學能力膚，然後是評鑑層，本課程同時也是能力指標項目評選最多的課程。

2.班級經營:計有 12項能力指標﹒包括班級經營(營造良好互動的班級氣

氛、營造安全且有助於學習的情境、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資源管

理(有效管理個人時間、有效運用教學資源﹒以及有效管理教學檔案)、自我發

展(維持成熟穩定的情緒、反省與悅納自我、善於與他人溝通合作)等三個向度

的所有能力指標，以及專業態度中的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和教學方法向度中的運

用有效的教學方法以及掌握學習原則進行教學。能力指標著重管理能力層面，其

次是教學能力與專業發展層面。

3.教育測驗與評量:計有 9項能力指標，包括學習評量向度(適當說明學習

評量的實施、適切實施學習評量、善用學習評量結果)、教學評鑑向度(具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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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鑑的基本概念、參與學校教學評鑑的規IU與實施、進行教學自我評鑑、運用

教學評鑑結果改進教學品質) .以及教學規劃(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規劃適切

的教學計畫)等三個向度所涵蓋的能力指標。能力指標偏重評鑑層、教學層和規

直到!膏 。

4 輔導原理與實務:計有10項能力指標，包括班級經營向度(營造良好互

動的班級氣氛、營造安全且有助於學習的情墳、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

規)、自我發展向廣(維持成熟穗定的情緒、反省與悅納自我、善於與他人溝通

合作)、專業態度向度(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信守教育專業倫理)的所有能力

指標以及專業成長向度中的追求專業成長、與同儕分享專業工作，心得等能力指

標，著重專業發展層與管理層。

5 課程設計:計有15項能力指標，包括課程規會l向度(了解學校課程計畫的

理念與架構、參與學校課程的發展)、教學規f1J向度(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規

直到適切的教學計畫)、教材呈現(適切呈現教材內容、善用教科書、清楚吉普解

教學內容)、課程評鑑向度(具備課程評鑑的基本概念、參與教科書的選用與評

鑑、參與學校課程評鑑的規劃與實施、運用學校課程評鑑結果改進課程晶質)的

所有能力指標、教學評鑑向度中的參與學校教學評鑑的規直到與實施、進行教學自

我評鑑、運用教學評鑑結果改進教學晶質，以及教學方法向廣中的善用教學資源

輔助教學。能力指標以規直到層、評鑑層為主，其次是教學層。

6.教學媒體:計有8項能力指標，包括教材呈現向度(適切呈現教材內容、

善用教科書、清楚講解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向度(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掌撞

學習原則進行教學、善用教學資源輔助教學)中的所有能力指標，以及資源管理

向度中的有效運用教學資源以及有效管理教學檔案。能力指標著重以教學能力層

為主，其次是管理能力層。

一如前述所言，圍內師資培育機構尚無共同認定的教師專業標準﹒因而在檢

視各課程科目所能達成的能力指標時，受訪專家也針對本研究所參照的潘慧玲等

人 (2004 )發展的教師專業標準模式，提出建議如下:

1 潘慧玲等人 (2004 )所發展出的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共有五個層面﹒包括

規劃、教學、管理、評鑑，以及專業發展，要規範教育專業課程，架構有狹窄的

疑憊，對於教育基礎課程，諸如教育哲學，或許以「專業理念與視野 J 指標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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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當，教育社會學可參照「社會關懷」指標等。

2.要看整體的學程脈絡，每一科目的範團可寬可窄﹒以教育方法學課程而

言，若未開設「班級經營」﹒則該課程的能力指標在「教育心理學」就要加重;

如果該學程已經有開「班級經營 J .則「教育心理學課程」就不需要涵蓋「班級

經營」的能力指標，以免重複。

3.師資培育學程的內容結構與分工合作的重要性﹒較之某些指標能力必然適

合或不適合某些課程科目更為重要。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教育專業課程計有10門課程科目可達成潘慧玲等人

(2004)對於教師專業標準中的12個向度、 35項能力。其中，教育基礎課程，

包括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以及教育社會學，總計選取20項能力指

標，大都集中在專業發展能力膺，其次是教學能力膺，然後是管理能力層。至於

教育方法課程，總計選取34項能力指標，涉及的專業層包含規劃、教學、管理、

評鑑，以及專業發展能力a

前述各課程科目所達成的能力指標，若從教師專業標準來看，可以得知標準

本身即存在階層結構，亦即，能力指標可萃取出共同的向度特質，此即為一階

概念。而不同向度，即一階概念，可以再萃取出二階因子。此一階層概念﹒若應

用於師資培育課程檢核，可以發現目前以科目為導向的師資培育課程設計，會出

現不同課程科目所能達到的能力是一致的，亦即，凸顯科目之間缺乏統整，導致

不同科目所能達成的能力互有重疊性﹒諸如教學原理、課程設計、教育測驗與評

量等三種不同課程科目皆可達成規1'1能力;而教學能力也可由教學原理、課程設

計、教學媒體、教育心理學、教育測驗與評量、教育概論、班級經營等不同課程

科目達成。

由此可知，當前師資培育課程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是﹒將可以達成相同能力指

標的課程科目，整併為新組成的科目或領域，以解決前述葉興華(2005)所反

應的問題:師資培育課程的分科授課，無法落實九年一貫所著重的領域教學需

要。惟新組成的科目或領域與現有科目若有差異，可以再往低階概念，即向度和

向度之下的能力指標，進行溝通討論，並據此建立課程階梯﹒進而能改善李回

英 (2008)對當前教育專業缺乏階層結構安排，影響師資生系統化有效學習的

擔心。當然，各校仍需考量其獨特的課程脈絡﹒針對每一個科目的範團寬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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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自主判斷與調整。例如，以教育方法學課程而言，若未開設「班級經營 J

則該課程的能力指標在「教育心理學」就要加重;如果該學程已經有關設「班級

經營 J .則「教育心理學課程」就不需要涵蓋「班級經營」的能力指標，以免重

複。換言之，各校師資培育機構在課程結構與分工合作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尤

其大學教授對各科目所應具備的能力指標，因其受訓背景與經驗不同，對科目所

需達成的能力指標難免會有觀點差異，因此，要以單一的指標模式規範教育專業

課程，架構各科目所應具備的關鍵能力，亦有孫志麟 (2010 )在前述文獻所提及

的擔心，亦即，統一化的標準本位可能會抹煞了創意、自主、多元、專業等標準

本位的核心價值，也可能會否定多樣化帶給教師持續發展的動力，所以，要落實

教師專業標準於課程和教學，尚需凝~共識，以兼顧學科特性及教師專業自主。

四、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發展特色與課程實施概況舉隅

本研究接續前述整體結果分析之後，續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例，就其網頁

資料、特色調查、焦點座談以及德爾菲法專家訪談等不同類別資料來源，進行交

互檢證與探討。首先，從課程規IIJ單位所提供的網頁資料來看，國立薑灣師範大

學在表7所列 19項師資培育課程發展特色中，提到品性、教學態度、創新、教育

專業、實務與實習、與學校建立合作關係﹒以及終身學習等7項特色。其中﹒教

學態度、教育專業以及實務實習與師資生實際知覺的前三項特色，完全吻合;此

外，也與師資生所期待的實務與實習充分連結，惟師資生期待的多元化、未來性

並不在網頁所列的特色。

另外，表8所列各教育專業課程科目所能達成的專業能力，經個別化分析﹒

顯示受訪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反應教育基礎課程科目所能達到的能力指標，

以專業發展的向度為首，包括自我發展、專業成長與專業態度;至於教育方法課

程科目，則以規劃、教學、管理等向度為主;前者著重專業認同，後者強調專業

知能，與教學態度、教育專業皆有連結。

綜觀上述來自課程規IIJ單位、師資生以及師培教授等三種對象，對師資培育

課程發展特色與課程實施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對於師資培

育課程發展特色已經涵蓋「經師 j 與「人師」的專業標準﹒JlPSpencer與Spencer

(1993 )冰山理論所陳述的外顯專業知能以及內隱態度與動機。惟該校在焦點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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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結果，也反映當前師資培育課程從科目出發，缺乏領域(學群)與階層結構﹒

以及考試領導教學等挑戰(例如訪談摘錄。20228-34與060212-15) .以致無法得

知該校如何將課程特色轉化為課程標準'而此一情況也在本研究其他受訪學校的

研究結果中看到相似的情況﹒值得後續研究深入探討。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中等學校師資培育課程的規劃特色以及教育專業課程所能達

成的專業能力指標。其中，研究目的一所得結果顯示:現有41所學校師資培育課

程規ItJ .著重教育專業、教學態度、實窮與實習等19項特色，這些特色顯示各師

資培育機構所規f1J的課程已具教師專業標準所強調的內涵。其次，師資生實際知

覺的特色與師資培育機構所強調的前三項特色相當一致，皆是教育專業、實務與

實習以及教學態度，反映特色理念之傳達相當落實。惟由於特色過於多元，反而

不易讓師資生掌握師資機情所要傳達的各種特色，因而出現許多排序上的差異。

推測師資生與大一學生對師資培育機構的期待，可能因為所處階段不同﹒需求也

因而不同，惟師資培育機構對學生所期符的特色項目，諸如未來性與國際化，其

排序存在明顯差異，顯示規劃單位與學習者兩種角度，需要再多加溝通。至於研

究目的二，則由專家訪談結果顯示，現行課程從科目出發，未能要求具體能力指

標，難與實務接軌，且考試領導教學，影響課程的實質教學;再次，現行制度未

能有效遴選適合的師資生，且以筆試為主的檢定，未能有效了解教師的能力。最

後，研究目的三所探討的教育基礎課程與教育方法課程，合計10門科目的能力指

標分析，總計可達到規劉、教學、管理、評鑑以及專業發展等五個層面、 12個向

度、 35項能力指標。其中的教育基礎課程，包括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哲

學以及教育社會學，總計選取20項能力指標，大都集中在專業發展能力層，其次

是教學能力層，然後是管理能力圖。至於教育方法課程﹒總計選取34項能力指

標，涉及的專業層包括規劃、教學、管理、評鑑以及專業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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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探討各校第實中等師資培賞課程攏"J棕色的具體方法與成效

國內中等師資培育課程規劃﹒具備專業、實務、創新、科技等19項特色，顯

示其已具備教師專業標準的內涵，惟各校如何落實所規劃之特色，在具體作法與

成效方面尚無相闋的實證結果或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就各校的實際作法與效益

進行評估，並就課程規劃、教師以及學生層面等不同觀點，進行深度了解﹒以做

為師資培育政策的參考。

(二)規範教買車型骨課程的核，也能力標主體

本研究發現，不同課程科目皆有其所能達成的能力，但同時也發現所達成的

部分能力是相同的，建議可將達成相同能力指標的課程科目，整併為新組成的科

目或領域，惟新組成的科目或領域與現有科目有差異時，可以再往低階概念，即

在向度和向度之下的能力指標，溝通討論，以確立各科目主要達成核心能力的標

準。

(三)建立教賓專常課程的階層結擒

各教育專業課程所能達成的能力指標數量不同﹒顯示各科目的重要性及比重

存在差異，宜全面考量科目選修的先後順序，建立學習的還輯結構。

(四 lIt!!.課程興能力槍核的朋聯恤，改善考試筒早早教學現象

本研究結果顯示，各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發展特色已具備專業知識、技能與

態度等內涵，且研究也羅列各科目所能達成的能力指標，惟與課程及評量的銜

接，會受到考試領導教學以及檢定、甄選方式的影響，無法有效檢視教師的能力

並選出合適的人選，因而本研究建議，可以此模式的能力指標做為檢核工具，在

課程學習過程中，納入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壘，同時教師檢定的內涵需以前述

能力指標為依據，另增加遍性測驗，做為遴選與檢定之參酌資料。

it謝:本研究經費來源為 97學年度教育部補助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計畫串串號:

1-4強化教育專業課程，增能準教師基本能力)

001: 10.3966/1028870820111257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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