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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與環境教育已列為中、小學課程重大議題之一，以融入既有學科領域課程的方式進

行教學，教師必須有能力選取適當素材、運用有效的教學法並選擇適當的時機在課室中實施，

因此凸顯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本研究規劃一個以建立海洋環境教育實務社群為目標的專業

成長方案，分成招募期、媒合期和協作期等三階段。本研究報導此專業成長方案在招募階段

對 29位參與者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據以推估其持續參與專業成長方案和實施教學的意願。

報名前施以問卷結果顯示，多數教師參與本研習課程的期望是充實海洋與環境議題的內容知

識和蒐集可用的教學資源。運用關注階層問卷診斷教師對議題融入教學的關注類型，結果顯

示僅七位參與者屬於有經驗的使用者，能關注此類教學對學生產生的影響和尋求合作管道，

其中六位能積極投入專業成長方案；多數參與者仍屬於非使用者，處於覺察和資訊的關注階

層，較低比例願意加入實務社群。本研究結果驗證理論模式，當參與者對革新課程的關注階

層愈高，則持續參與專業發展的意願也愈高。建立實務社群作為專業成長方案的目標，可因

應高關注階層的參與者對於尋找合作機會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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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四面環海，無論是在氣候、生態、文化及經濟產業等方面都與海洋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居住在這個島嶼上的人民理應對海洋有所認識。然而，受到歷史和政治因素的影響，

使得我國國民教育教材中一直缺乏海洋相關的內容，學生無法從課程中體驗每日生活與海洋

的關係，更遑論投身於海洋科技研究的專業（邱文彥，2013；歐慧敏、李坤崇，2008）。直至

本世紀初，政府才開始訂定海洋政策及教育推動方案，自 2001年行政院頒布《海洋白皮書》，

其中強調海洋教育的重要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考會〕，2001），至 2007

年教育部頒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2007），於次年將海洋教育列為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重大議題之一，自此海洋教育終於正式納入學校教育，以提升學生海洋基本

知能與素養為教育目標（教育部，2008）。近年受到《環境教育法》（2011 年正式生效）的加

持，學校課程已或多或少融入環境相關課題，而海洋環境與資源利用是廣義的環境課題，因

此在實務推動上，學校或可依區域特性及需求將海洋教育視為是環境教育的業務。 

環境教育的內涵隨著時代演變，從自然體驗教育到生態保育教育，轉變為當今的永續發

展教育。永續發展強調環境、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各個面向的整合思考，而海洋教育課程綱

要所列的五個主題軸，包括「海洋科學」、「海洋資源」、「海洋社會」、「海洋文化」與「海洋

休閒」（教育部，2008），反映出永續發展教育的多元面向，且議題的範疇更從陸域延伸至廣

大的海洋。海洋議題不僅是國際議題也是地方性議題，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問題逐漸受到關注，

海洋資源利用的議題也應運而生。漁權和漁獲關係著許多國家的經濟產業，島嶼國家的文化

習俗更與海洋息息相關，由此可見，海洋環境議題具有複雜且跨學科領域的特性。如今將海

洋教育列為中、小學課程重大議題之一，以融入既有學科課程的方式，希望教師在適當的時

機、援用海洋相關的素材、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從事此類議題的教學，然而，卻鮮少探討教

師是否具備議題教學的能力（如：林樹聲，2006；林樹聲、靳知勤，2012），更缺乏相關研究

以瞭解教師從事海洋環境議題教學的專業成長需求。 

在現行的課程綱要下，環境教育和海洋教育並沒有特定的科目，採融入式的課程設計，

此類學習內容又具有跨領域的特性，對於教學者是極大的挑戰。各學習領域教師是否關切環

境議題、願意深入瞭解議題的多元面向且具備足夠的議題教學能力，是此類學習內容能否出

現在課堂教學的關鍵因素（Liu, 2015）。由此可見，若欲有效推動學校海洋環境教育，教師培

育和專業成長方案必須符合教師從事議題教學的需求。針對教師專業發展需求，在 1970到 1980

年代，美國德州大學一群教育領導研究的學者們提出了關注本位採用模式（Concern-Based 

Adoption Model, CBAM），用以探討教師面對新興教育議題或課程變革時的態度和信念（引自

Hall & Hord, 2015），依此理論基礎所發展的關注階層（Stages of Concern, SoC）研究工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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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已獲得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可用於診斷教師參與和使用創新課程所關切的面向，藉以推

估其對專業成長方案的需求形式（George, Hall, & Stiegelbauer, 2006）。 

根據研究者對於海洋教育課程綱要的理解，以及所從事的初探研究，針對願意從事海洋

教育的學校教師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於文獻探討詳述），並參考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文獻，

本研究於是規劃一個以建立海洋環境教育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為目標的專

業成長方案。建立實務社群是一種有效的專業成長模式，教師們透過長期的、合作式的參與，

教學實務經驗的分享與討論，因而營造同儕指導的互動情境以發展專業知能（Putnam & Borko, 

1997; van Driel, Beijaard, & Verloop, 2001; Wee, Shepardson, Fast, & Harbor, 2007）。本研究設計

的專業成長方案是先以研習課程招募對海洋環境教育有興趣的參與者，預期當參與者經歷的

課程內容符合其專業成長需求時，會較有意願與研究團隊建立長期合作和相互支持的社群，

進而達成共同實施海洋環境議題課室教學的目標。本研究主要報導此專業成長方案在招募階

段對參與者所做的問卷調查和量表測量結果，並觀察其持續參與專業成長方案的意願，故本

研究具體的研究目的有二：第一，瞭解參與者報名參加海洋環境教育專業成長課程之初，其

所抱持的參與動機和需求為何。第二，依據關注階層量表分析結果，描述參與者對於海洋環

境議題融入學校課程的關注類別，進而探討關注類別是否與持續參與專業成長方案有關。 

貳、文獻探討 

一、我國海洋環境教育發展與教師專業之相關研究 

海洋教育一詞最早曾在 1962 年出現於我國的媒體（〈海專升格案〉，1962），當時所關切

的僅是培養海事（maritime）專業人才的教育計畫，無關於海洋題材的普及教育，也未觸及國

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與教學。直至二十世紀末，始有環境教育學者基於人類永續發展的目標，

認為臺灣為四面環海的島嶼，應將海洋教育視為全民的「基本文化素養」之一（張子超，1998），

另有教育者建議將海洋教育的理念、目標、內涵、教學與評量融入義務教育的課程綱要（黃

嘉郁，1999）。後續於 2001 年行政院頒布《海洋白皮書》中，第三項總目標提及「加強海洋

人文、教育宣傳，奠定海洋意識基礎」，有關中、小學教育的部分，也明列應發展「基礎海洋

生態、本土環境、海洋科學技術等教育課程和教材內容」（行政院研考會，2001），此為官方

首度提到中、小學海洋環境教育。同年教育部訂定「四年教育施政主軸」，納入「確立海洋臺

灣的推動體系」行動方案，增列推動海洋教育策略，在編撰海洋教育課程教材方面，則有發

展教師培訓教材、教學示例，以及研編具備海洋臺灣特色之環境生態等補充教材。 

行政院續於 2006 年頒布《海洋政策白皮書》，提出第五大主軸為「深耕海洋文化，形塑

民族特質」（行政院研考會，2006），揭示海洋教育的內涵。2008年 5月 28日，教育部公告《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海洋教育）》（教育部，2008），綱要的架構分為「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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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海洋社會」、「海洋文化」、「海洋科學」與「海洋資源」等五大主題軸。根據綱要內

容，海洋教育連同環境教育等其他六個議題，皆採取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為實施的主要策略，

因此建議：（一）學校課程計畫應將七大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並顧及七大議題的橫向整合；

（二）學校規劃學年教師共同空堂進行專業對話，就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深入研

議（教育部，2008）。在不增加新的科目或領域的狀況下，海洋教育目標以融入方式達成，雖

然可以得到靈活性、機動性與全面性的表面效果，但也有學者擔心，海洋教育將繼其他重大

議題一樣，最後聊備一格、成效不彰（羅綸新、王力中，2009）。更且，針對學校教師如何具

備海洋教育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的教學專業知能，並無充分的政策規劃，關於教學現場實施

海洋教育的方式，更缺乏實徵研究的支持。 

在海洋教育課綱公布前所做的教科書分析研究（吳靖國、李秀卿，2005）指出，中、小

學教科書內容所含括的海洋教育內容常偏重少數面向，缺乏各年級間縱向的連貫，無法呈現

完整的海洋環境概念體系及架構。研究者的初探研究曾以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的「海洋學校

計畫」（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2010），在 2007年到 2010年 4年間收錄教師設計的 70個教學

單元為教材分析對象，該計畫中參與教案設計的學校遍及本島與離島各地。若將教學單元主

題所涵蓋的概念內容與海洋教育課程綱要的五大主題軸比對，初步分析可發現教師特別偏好

「海洋資源」的教學主題，而有關「海洋科學」和「海洋社會」的教學設計則相對較少。由

此反映出教師較擅於將人類對於海洋資源的使用，以及環境生態保育等相關題材納入學科單

元，但對於海洋應用科學和海洋法政這類主題相當陌生，因此相關的教案也付之闕如。有關

教師專業與課程教學設計的實徵研究，許籐繼（2011）運用專家座談、德懷術和層級分析法，

建構國小教師海洋教育能力指標，得出四層面 12 個向度與 41 個細項指標，其中教學過程層

面經專家評斷為重要性最高，指標項目則有海洋教育議題融入或主題教學、教材教法的運用

和教學活動的實施能力等；該研究結果對於海洋教育師資的證照制度和教師專業評鑑具有參

考性，但對於研擬師資培育和專業成長課程並無具體建議。王大修（2006）分析基隆兩所國

民小學的海洋教育課程發展歷程和教師專業成長經驗，研究發現，教師無法明確掌握海洋教

育課程架構，所設計的教學活動缺乏嚴謹的學科知識背景，對於有效引導學生學習的教學法

運用亦有待加強；該研究建議應從瞭解教師與學校的背景和需求，以及教師如何關切海洋教

育的實施和學生學習著手，進而鼓勵教師與學校建立海洋教育的課程共識和教師專業成長的

誘因。 

研究者於 2014年間以問卷調查法進行一項初探研究，於該年度四場海洋環境教育相關的

研習活動中，發放調查問卷給參加的學員，共蒐集 103 份有效問卷。問卷內容和分析架構包

括參加海洋教育研習動機、海洋教育政策的理解程度、海洋教育推展的需求以及教學實務等。

調查結果發現，參加研習的學員多是因課程內容與充實知識而報名。至於對政策的理解程度，

超過五分之四的學員自述對於海洋教育課綱內容有初步的瞭解。至於海洋教育議題融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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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將近一半的學員認為應整合各領域設計海洋課程，即主題式的教學設計，而認為應

發展成學校本位課程的學員則占少數。在推展的需求層面，學員執行海洋教育時最偏好的協

助管道是海洋相關的博物館，而認為個人在實施海洋主題教學時最需要獲得協助的是海洋專

業知識，但對於認識海洋教育理論基礎的需求卻相對較低。有73%的學員自述曾實施過海洋教

育相關的教學活動，但在實施的方式上，大多以參觀（博物館）或靜態的（課堂講述、多媒

體教學）方式進行，最少使用模型和標本等較具有科學性質的教學方式。在教學上最有把握

的細項為「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生態旅遊」，而最沒把握的是「海洋法政」與「海洋物理

與化學」等海洋教育課綱細目。由此推測，學員除了具備海洋資源保育方面的知識之外，對

海洋科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如：海洋物理、氣象、應用科學等）所知有限，也無法有效運用

海洋科學實作性教學活動於課室教學中。基於先前調查研究結果，本研究規劃的研習課程即

試圖加強海洋科學和海洋社會等主題，並著重實作教學活動案例的介紹。 

二、以組成實務社群為目標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 

在面對社會變遷迅速與價值日益多元的新興教育議題，教師必須透過專業成長的途徑，

持續保持高度的專業知能與態度，而本研究探討的海洋環境教育即為我國近年新興的教育議

題。過去傳統的教師專業發展多採用研習進修的方式，或聆聽有關教學知識和技能的演講，

然而，這種技術性取向的教師發展降低教師作為專業者的主動性（譚彩鳳，2011）。另有研究

指出，短期研習活動對於教師專業的提升相當有限，其主要原因係教師在參與研習後，常因

缺乏來自專業成長團體或學校行政的持續支持，甚少會將研習內容應用於課室實務中

（Lavonen, Jauhiainen, Koponen, & Kurki-Suonio, 2004; Wee et al., 2007）。有效的專業成長模式

必須是長期的、合作式的，營造同儕指導的互動情境，透過身體力行實踐新的想法，再經由

分享、討論和反思以獲致專業成長（van Driel et al., 2001; Wee et al., 2007）。  

實務社群的概念發展於 1990 年代，源自管理學界所主張的，透過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激發個人與組織的潛能，成為推動組織改進的動力，而這個概念旋即被應用到教

育上，建議組成教師學習社群以有效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和學生學習成效（Vescio, Ross, & 

Adams, 2008）。雖然不同領域學者使用不同的名稱代表此類社群的目標和特性，包括：專業學

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孫志麟，2010；DuFour & Eaker, 1998; Hord, 1997）、

實務社群（Wenger, 1998）及學習者之社群（community of learners）（Shulman & Shulman, 

2004），但所強調的內涵及本質非常相似，本研究採用實務社群這個名詞以描述教師專業成長

的理想途徑。Wenger（1998）以情境學習理論為基礎，將實務社群定義為：一群人藉由持續

的互動，分享利害與共的事情、共同的問題與熱情，以獲得該領域更深入的知識和專業。社

群成員在一起時會分享資訊、看法和建議，幫助彼此解決問題，也可能創造工具、規範、工

作手冊或其他文件，或是發展出共用的內隱知識（Wenger, McDermott, & Snyder, 2002）。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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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社群的概念是透過建立學習機制和合作文化，讓社群成員可對教學任務進行較多的探

索、反思與實驗（Darling-Hammond & Friedlaender, 2008; Shulman & Shulman, 2004; Wenger, 

1998），藉由經驗分享以改進對學科本質及教學的觀念（Akerson, Cullen, & Hanson, 2009），調

整及解決教學的問題（Park, Oliver, Johnson, Graham, & Oppong, 2007; Shen, Zhen, & Poppink, 

2007），推動課程創新及評估制度的實施（Cardno, 2002; Hannay, Erb, & Ross, 2001），以及提高

教學效能（Robertson, 2007; Shen et al., 2007）。由此可見，規劃新興教育議題的專業成長方案

時，若能以組成實務社群為目標，將可提高此教育議題在課室中實踐的可能性。 

有關教師實務社群研究，國內、外各有不同的焦點，國外研究所探討的社群範圍較為多

元，使用質化與量化的取向，說明並呈現教師實務社群的脈絡與運作成果。舉例而言，Akerson

等（2009）針對不同學校教師如何組成實務社群進行科學本質教學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透過安排密集暑期工作坊活動、各校每月例行工作坊會議與相關支援協助等社群活動，教師

願意分享教學所面臨的困難，並建立給予彼此協助與支持的社群環境。Roberston（2007）探

討不同學校教師與多方利害關係人組成實務社群之運作情形和成果，其研究結果顯示，溝通

時間、社群成員共有的願景、理解他人觀點與相互合作的環境等因素，皆有利社群的發展與

運作。Howe與 Stubbs（2003）探討三位科學教師參與為期 6年的 SCI-LINK課程（教師、科

學家與科教學者所組成的學習社群）成為領導者的歷程（包含專業與個人的成長、支援網絡）

與重要因素，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方法，分別描述三個個案所呈現的歷程與脈絡；研究發現此

專業成長課程具備四大特徵，包括：挑戰任務、成員相互尊重、實務社群的建立、給予扮演

領導者角色的機會等。國內有關教師實務社群的研究屬於起始階段（譚彩鳳，2011），搜尋到

的研究文獻以學位論文為主，鮮有發表於正式期刊的實徵研究。多數研究運用問卷調查，研

究小學教師學習社群的類型、策略與教師專業表現之間的關係，推動學習社群之有效途徑與

面臨的困境。簡頌沛與吳心楷（2008）是以實務社群的三個面向：互相投入、共同事業、分

享資源，作為框架以觀察個案實習教師參與教師社群的情形與其教學實務轉變的關係，該研

究著重於探討個案本身在社群中的參與度和角色轉換。高博銓（2009）以個案形式探討校內

教師學習社群的發展及困難，研究結果建議，社群結構雖鬆散，但社群所營造的成長文化具

有催化作用，有助於促進學校教育的改革。 

上述研究結果肯定教師學習社群發展對改進教師專業、促進教師之間的學習有很大幫

助，然而，由於華人文化的教學觀念與教學文化較為保守，改革及與人合作的意願不高（王

素芸，2000），欲建立有效的教師學習社群並不容易（譚彩鳳，2011），需要對社群的組成與運

作進行妥善的規劃與安排。本研究參閱前人的研究，欲以建立海洋環境議題融入教學的實務

社群為目標，透過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習課程吸引教師參與社群，期望長期的合作和提供教學

支援，能真正滿足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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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從事議題教學的能力與對新興課程的關注程度 

海洋教育與環境教育皆被列入國中、小課程之重大議題，建議以融入於各學習領域的方

式進行相關內容的教學，意指各學習領域的教師都需要有能力帶入海洋和環境題材於適當的

教學單元中。從事議題融入教學的教師必須對於議題有深入的瞭解和具備足夠的內容教學知

識，能善用多元的資源及教學策略幫助學生從不同的角度、觀點分析議題的爭議性，以培養

他們思考判斷的能力。然而，教師從事此類具爭議性和複雜議題的教學時，其教學信念會受

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一是傳統上教師被期望對爭議性議題保持價值中立，特別是環境議題

免不了影射某些政治立場，因此教師會避免納入這類題材（Oulton, Dillon, & Grace, 2004）。

其次是科學領域的教師可能因缺乏社會、政治、經濟和倫理方面的背景知識，且有關的論證

資料來源零散或不足，因而教學意願不高（Pedretti, 2003）。再則，有些教師會因不熟悉議題

教學技巧，或對教師角色定位有所質疑而卻步（Reiss, 1999）。因此，透過實徵研究瞭解教師

從事議題教學可能面臨的困境和專業發展的需求，實有迫切性和必要性。林樹聲（2006）的

研究觀察到個案教師在實施爭論性科技議題的教學時，即使教師本身具有該議題的專業學科

背景，對議題教學內容的熟悉度仍顯不足，且就算有多年教學經驗，在教學時也會出現時間

掌控不良的情形，可見教師從事此類教學的專業成長需求很高。 

教師面對新興課程和教育議題的接受度，往往是決定變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因此，

探討教師對於議題教學的態度和關注類別，可作為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方案之依據，亦可用以

推估未來在學校實際執行的可能性。「關注本位採用模式」於 1970年代提出，其研究動機即

基於要能成功地推動創新改革（innovation），必須先瞭解教師面對或採用這些創新改革時的

感受、動機、觀點和思慮等心理狀態，而創新改革的範疇可小至一個新的教材、教具的使用，

大到新的課程方案、課綱和教育制度（Hall, George, & Rutherford, 1977）。美國德州大學教育

學者們以關注本位採用模式為理論基礎，研發出一系列用於診斷參與者（通常是學校教師）

需求特徵的工具，包括：關注階層量表（Stages of Concern Questionnaire, SoCQ）、使用階層

晤談（Level of Use Interview）和創新配置圖（Innovation Configuration Map）（Hall & Hord, 

2015）。上述的三套工具中，SoCQ是最常被使用的工具，除了因為它是簡易的紙筆填答問卷

外，其設計的題項通用性高，很容易修改成適用於各個對象和所要探討的創新變革項目。該

問卷問世 30多年來，不斷地使用在許多研究計畫的方案評估上，也有論文針對工具的信度與

效度深入研究（如：Cheung, Hattie, & Ng, 2001; Christou, Eliophotou-Menon, & Philippou, 

2004），原研究團隊近期出版此問卷的使用手冊，詳細說明此研究工具的施測、分析和使用

限制等（George et al., 2006）。 

每個人對事件的關注程度會隨著個人的背景、經驗、性格、動機、需求、感受和在事件

中的角色、立場所影響，通常個人對某項事物的參與程度愈高，關注程度也會愈高，對創新

內容具備愈多的知識和能力，則關注的強度也愈高（王令宜、高熏芳，1995）。關注階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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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主要用來描述教師面對實施課程改革或創新教學時的感受和動機，共分為七個階層。Hall

等（1977）定義最低階層（Stage 0）為不關心（unconcerned），但 Anderson（1997）則用較

為正面的詞—覺察（awareness），因參與者填答問卷時應已被告知創新改革的內容，但屬於

此階層者，應停留在獲知訊息，但對該訊息不具有充分的認知。階層 1 到 6 依序為資訊的

（informational）、個人的（personal）、管理（management）、效果（consequence）、合作

（collaboration）和調整（refocusing），以發展進程的方式解讀教師對創新改革的關注程度，

階層 0到 2是屬於自我（self）的關注類型，階層 3關注管理的問題，則屬於工作任務（task）

的類型，階層 4到 6所關注的是影響力（impact），各階層說明如表 1所示。 

表 1 

創新改革的關注階層 

關注 

類別 
關注階層 特徵說明 

6調整（refocusing） 
探討有什麼方法可從創新改革中獲得更大的效益，包括更大幅度

的改變或更有力的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5合作（collaboration） 關心在實施新課程時，如何與他人協調合作。 

影
響
力

 

4效果（consequence） 

關心創新改革課程實施對學生產生的影響。其考量的事項包括課

程與學生的關聯性、如何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和能力，以及提升

學生學習成果所需的變革。 

任
務

 

3管理（management） 
關心落實新課程的歷程和工作任務，以及使用資訊和資源之最佳

方法。特別關心效率、組織、管理和時程等議題。 

2個人（personal） 

對於新課程的要求、因應方式，以及在實施新課程時個人所扮演

的角色等問題還不是很清楚。所考慮的問題通常是組織給予的獎

勵回饋、個人可作主的範疇、新課程與現存學校結構或個人承擔

責任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也會考量新方案對自己及同事在經費

和地位上可能產生的效應。 

1資訊（informational）

個人對新事物有一般性的覺知，且有興趣學習更多的細節。此時

個人似乎並不在意自己與新事物間的關係，只是對新事物的一般

特性、效益、使用需求等實務方面感興趣。 

自
我

 

0覺察（awareness） 個人對新事物僅有少許的關切及涉入。 

註：譯自 Measuring Implementation in Schools: The Stages of Concern Questionnaire (p. 8), by A. A. 

George, G. E. Hall, and S. M. Stiegelbauer, 2006. Austin, TX: SEDL。 

關注階層量表常用於探討在職教師對於課程革新或新興教育議題的態度和教學知識，例

如 Rakes與 Casey（2002）的研究調查教師對使用教學科技的關注狀態，其調查對象為 659位

任教於不同教育階段的在職教師，根據量表累積總分推論教師們對使用教學科技的關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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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最低的階層 0。國內推動資訊科技融入課程之際，魏川祐與壽大衛（2010）曾調查臺北市

56 位國小資訊教師對於運用自由軟體實施電腦繪圖教學的關注程度，其以總樣本之量表得分

平均分高低及最高階層次數分配，發現最高點落於階層 4，表示這群教師最關心此教學能否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鄰近的韓國近年推動科學－科技－工程－藝術－數學（STEAM）統整

課程，Cho 與 Park（2013）亦使用關注階層量表進行大樣本調查統計，結果顯示該國國小教

師對課程革新的關注程度落在最低階層，對 STEAM 課程所知有限。Charalambous 與

Philippou（2010）除了使用量表，也搭配訪談的質性資料分析，發現國小教師對數學課程改

革的關注高點為資訊階層，最低點則落在管理的階層，但所有接受訪談的教師皆提及新課程

造成時間分配管理上的問題，亦即量表與訪談結果不一致。以上這些研究皆將量表中對應各

階層的題目得分加總，將調查對象視為同質，探討整體的關注程度，較忽略個別教師的差異。

George 等（2006）回顧之論文中亦不乏有運用關注階層量表描述個別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或

觀察關注程度的改變，如此的量表分數並非用於大樣本統計分析，而是成為群組分類的特

徵。 

參、研究設計 

一、海洋環境教育教師專業成長方案 

前述文獻探討指出，傳統以演講為主的短期研習方式，對教師專業成長和教學實踐的效

果有限（譚彩鳳，2011；Lavonen et al., 2004; Wee et al., 2007），因此，本研究規劃一個以建立

海洋環境議題教學的實務社群為目標的專業成長方案，提供教師長期參與社群的機會，而研

習課程亦減少知識性的講演，加入實際體驗操作或教學案例示範的活動。研究者將此方案粗

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招募期，自 2016年 1月開始，主要重點在於吸引有志於從事海洋

議題教學的教師參與，以研習課程補足教師從事海洋環境議題融入課程所需的專業知能，包

括主題知識和教學方法。本階段選擇在海洋主題博物館舉辦 2 天密集式的工作坊，規劃之研

習課程內容（表 2）乃參考研究者先前從事的初探研究結果，特別加強「海洋應用科學」主題

細目之講演與示範；另在教學法方面，有鑑於調查結果發現，學校教師多半採用課堂講述、

影片觀賞等較為靜態的學習活動進行海洋環境教育，本研習課程則商請每位講師示範科學性

的動手操作活動。第二階段為媒合期，在工作坊的最後場次利用博物館場館體驗之餘，引導

參與的學員寫下可融入其教學科目中的海洋環境議題，經由分享後組成議題小組，期望小組

成員可以激發出後續合作開發的教學主題；隨後，研究者邀請學員繼續參與教師社群，並提

供他們獲得資訊或支援協助的管道。第三階段為協作期，於密集工作坊舉辦後 3 個月，進行

一場教學實務座談會，其間亦安排與「海洋法政」主題細目有關的演講，並搭配議題探索，

讓參與者實際體驗當面對海洋相關的爭議性事件時，個人思考判斷和立場抉擇的歷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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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密集式工作坊研習課程主題 

講題 內容概述 

船舶科學及水下滑翔

機操作 

以問答方式澄清浮力迷思概念，再介紹浮力原理，引導學員計算浮力並操

作船舶重心的實驗；示範水下滑翔機的原理與製作，並讓學員實際製作水

下滑翔機。 

海洋永續不難教： 

烏魚小班告訴您 

簡介我國海洋漁業資源的管理與利用，並提出永續經營的建議方式；以實

例介紹如何運用遊戲方式，引導學員進行資源管理的決策。 

海洋動畫： 

線上課程的實務 

從認知心理學與科學教育的角度出發，提出設計海洋動畫的原則和實驗教

學研究的發現；示範海洋動畫線上課程。 

影響氣候的推手： 

海洋溫鹽環流漫談 

此講題為海洋物理重要主題，以特製教具模擬，讓學員觀察水因溫度與鹽

度分布不均而產生流動，進而理解海洋溫鹽環流與氣候的關係。 

綠島新視界： 

海洋保育經驗分享 

利用豐富的影像紀錄，介紹臺灣的海洋生態環境，並分享國外海洋休憩管

理案例。 

人與海洋的對話： 

區域探索館深度導覽 

解說導覽探索館周邊環境以及鄰近社區，比較漁港的今昔樣貌，再讓學員

自行閱覽探索館內漁業文化展示；之後利用場館空間，讓學員小組討論，

分享教學構想。 

動手玩海洋： 

海洋教育的實作 

以板塊運動拼圖與燈籠魚紙模型等簡單教具，實例分享海洋教育教學實

作。 

 

則由參與實務社群的教師分享其教學案例，特別介紹研究者協同開發並實施的教學活動。在

座談會之後成立新媒體協作平台（臉書社團），持續分享教材、教具模型、教案、實例等資訊，

也結合海洋學科專家以及從事海洋研究或教育的機構與民間團體的專業人員，在協作平台上

建立提問和解惑的交流管道。依此，研究者與參與教師們建立實務社群，長期合作發展教學

活動，至今仍在進行中。從第一階段的招募到最後仍繼續留在實務社群的參與人數，必然會

遞減，本研究有興趣追蹤他們在初始參與此專業成長方案時對海洋議題教學的感受、動機和

觀點，並探討其持續參與的主要因素為何。 

二、研究工具與資料蒐集方式 

由於本研究之教師專業成長方案的協作期仍在進行中，本研究提出的研究結果以招募期

對參與者實施的問卷作答作為主要的分析重點，並針對目前仍留在實務社群的參與者之作答

類型和表現，進而討論此專業成長方案可能造成的影響。 

首先在招募時期，工作坊的課程資訊公布於教師研習網，研究者在課程資訊的文件中特

別闡明本專業成長研習課程的背景與目的，其中的關鍵陳述包括：「海洋教育課程綱要建議以

融入方式實施」、「海洋相關題材涵蓋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與人文社會而具有跨學科特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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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設計深入淺出的動手操作活動」、「提供後續的諮詢並支援教具製作」和「在團隊合作的

氛圍中推動海洋教育」等。公布課程資訊的同時，研究者在報名流程中設定審核機制，欲報

名參加工作坊者需先填寫一份調查問卷，才得以核准參加。此項問卷調查題項共六題（附錄），

目的在於瞭解他們的學科專長、學校工作職務、推動海洋教育的專業需求，以及參與本工作

坊的動機，其中關於推動海洋教育的專業需求之調查題項（第 4和 5題），與研究者於 2014

年間的初探研究題目相同。問卷最後一題開放式問題，則意圖引導參與者先行瞭解課程內容，

並檢視有哪些主題與其專業需求有關。透過此報名過程，研究者可篩選去除某些參與動機不

高的報名者，亦可初步分析參與者的背景和需求，以便於安排實作活動內容。 

第二項資料蒐集工具為 SoCQ，其理論基礎已於前段文獻探討中說明，此工具發展至今已

30多年，經歷多方的檢視、評論與修正。George等（2006）出版 SoCQ最新版使用手冊，說

明其團隊於近 5 年間再次投入此量表的研發，如何從 544 個問題陳述濃縮至 195 個題目，經

過反覆預試，最後形成 35題可大量施測的量表，對應七個關注階層，每個階層各有五題對應

的題目。此量表的建構效度是經與使用階層晤談（CBAM 的另一份診斷工具）評分結果比對

達顯著正相關，後續截至 1991年為止數個大樣本測驗研究（樣本數最少 388最多 1,585），測

得各階層量表試題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60 到 .87 之間。該使用手冊詳細規範問卷題目的

出現順序以及各題記分方式，本研究使用的問卷工具，乃翻譯自使用手冊所附的問卷試題

（George et al., 2006, pp. 80-81），當題目中出現 innovation這個字詞時，則以「海洋議題融入

教學」一詞取代，以符合本研究的情境。翻譯之問卷題目經熟悉中英文翻譯的專業人員校正，

並經海洋教育和科學教育的學者審查，以確定工具的效度。 

三、資料分析 

報名前問卷的目的主要是調查參與者的背景資訊，故依題項設計之內容歸類和計次，初

步瞭解參與者的特性。分析參與者在開放式問題的作答文字，主要觀察的重點有二，一為課

程資訊文件提供的關鍵陳述和工作坊課程講題被提及的次數，其二為對於參與此專業成長課

程的期望，採用質性資料處理方法之編碼和摘記進行作答內容分析（Babbie, 2009）。 

SoCQ計分方式是遵照前述的使用手冊（George et al., 2006, pp. 26-29）中有關手寫計分的

流程（另有電腦計分軟體，但原作者並不推薦），將每位受測者原始問卷作答結果，填入手冊

附錄二的計分表（George et al., 2006, p. 86），將各對應的關注階層題目之原始分數轉化為標準

化百分位數，再將每位參與者在各個階層的標準化分數，繪製成折線圖，形成個別的關注階

層側寫（profile）。隨後將具有相似圖形趨勢的個案歸類，觀察第一高點座落的階層，有時可

搭配第二高點的情形，給予命名和詮釋。George 等人在使用手冊中提出關注階層發展的假設

性模式（圖 1），典型的非使用者（nonuser）的 SoCQ 得分高點會落在階層 0 和 1，無經驗的

使用者（inexperienced user）得分高點可能落在階層 3，較關注於工作任務上有關管理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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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關注階層發展的假設性模式。引自Measuring Implementation in Schools: The Stages of 

Concern Questionnaire (p. 36), by A. A. George, G. E. Hall, and S. M. Stiegelbauer, 2006. Austin, 

TX: SEDL。 

題，而有經驗的使用者（experienced user）則落在階層 4和 5，關注於成效與合作的面向，若

得分高點落在階層 6，其命名為重建型的使用者（renewing user）。然而，理論模式所呈現的假

設性得分落點，在真實測量中鮮少有完全符合的圖形，因此可依據實際個案的特徵共同性，

參照理論模型的主要概念，另作描述和命名。本研究報導參與者的質性回答或得分類型時，

皆以其報名時的編號前加上 T作為個案的標示。 

肆、結果與討論 

一、參與者背景和參加動機 

本節所敘述的資料分析來源是以工作坊報名前問卷調查的結果，除了瞭解參與者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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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和背景之外，主要是對應第一個研究目的，探討參與者在報名參加以海洋環境教育為主

題的專業成長課程之初，其所抱持的參與動機和需求為何。而此問卷調查之目的並非用於量

測，而是用以描述教師參與研習的現象，故調查結果並不用於預測參與者後續的投入程度，

但可作為個案分析時的參照。 

透過教師研習網和研究團隊宣傳管道報名，並填寫完成調查問卷，經審核通過參加此工

作坊的人數共有 40 人，實際報到且全程參與者計有 29 人，為本研究主要分析的對象，其中

25 人在學校任職，四人為教育自由工作者（指在非制式教育單位工作者，如博物館、民間團

體等）。在學校任職的參與者中有一位為幼教老師、六位高中職教師、三位國中教師，其餘 15

位皆為國小教師。根據問卷調查結果，11位參與者具有理、工、農領域的專長，其餘 18位的

學科專長與海洋科學科技較無關；在學校的職務僅四位有擔任行政職務，其餘學校教師多為

科任教師和導師。第 4 題調查報名參加的原因，為複選題，參與者不論複選多少項目，皆無

人選擇是因上級或學校薦派，亦即皆為主動參與此研習課程；參加的主要原因依圈選次數多

寡排列依序為充實知識（26 人）、對海洋議題有興趣（25 人）、提升教學能力（22 人）、課程

內容有趣（17 人）、與同好交流（六人），另有一位圈選其他，並加入其參加原因是「希望瞭

解跨學科教學融入海洋課程（T14）」。第 5題問及推動海洋教育需要協助的項目，同樣為複選

題，經選擇次數統計結果得知，排名前五名依序為海洋專業知識（22人）、相關教具（19人）、

戶外教學（18人）、動手操作的活動設計（15人）和教案開發（12人）。與先前的初探研究結

果相似，較少數的參與者提及需要協助的項目是海洋教育理論基礎（九人）或外部資源如：

經費（五人）、圖書（七人）和校外專家（八人）等。 

最後一題開放式問題詢問本工作坊有哪些主題內容符合其專業成長的需求，29 位參與者

中有 21位在問卷中直接指出對某些特定主題有興趣，表 2所列的課程主題，統計被提及的次

數多寡，依序為「海洋永續不難教：烏魚小班告訴您」（13人）、「影響氣候的推手：海洋溫鹽

環流漫談」（12人）、「綠島新視界：海洋保育經驗分享」（10人）、「動手玩海洋：海洋教育的

實作」（10人）、「海洋動畫線上課程的實務」（八人）、「船舶科學及水下滑翔機操作」（四人）

和「人與海洋的對話：區域探索館深度導覽」（三人）。研習活動宣傳文件中的課程表僅提供

主題名稱和講者資訊，當他們在回應問卷時，並不知道每個主題實際進行的方式，僅從名稱

上推想可能的內容。排名前三名的主題與現今普遍受到關注的海洋資源保育和氣候變遷的議

題有關，提及這些主題者多半表示希望藉此增加海洋教育所需的內容知識。由博物館所提供

的透過實作學習海洋科學技術理論知識以及場館體驗，則相對而言比較不吸引參與者。其餘

與教學實務有關的動手實作和線上動畫教學資源介紹則介於中間。 

第二個分析重點是參與此課程的動機與期望，如同前兩題調查參加的原因和專業成長需

求項目得到的結果，多數參與者皆提及希望提升自己的海洋專業知識和教學知能，從他們的

開放式問題作答內容亦可歸類為「充實內容知識」和「蒐集教學資源」兩大類。有 16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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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強調希望透過此研習活動獲得更多有關海洋議題的訊息和知識，以便運用於課程設計和教

學，例如：「期待在操作中熟習相關知識，進而將相關知能帶回教學與學習現場」（T12）、「課

程可以增加教師的科普知識、環境保育推動實務的認知，對於教師返校後不論是進行環境教

育宣導，或者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講述到相關議題時，可以給學生更豐富、更深入的

資訊」（T30）、「希望藉由吸收新知與實際操作增加海洋教育知識的廣度」（T32）等。歸類為

「蒐集教學資源」的作答內容乃明確提及希望透過實作性的活動增進教學能力（10人），以及

認識博物館資源以設計戶外課程（兩人），有參與者特別強調希望知道海洋教育的教具，例如：

T34 除了期待能獲得正確豐富的海洋知識外，「也想多瞭解……老師在課堂上可以運用甚麼教

具讓學生更容易明白」，另一位參與者則對海洋教育的教具感到好奇，「畢竟以我接觸到的海

洋教育研習，大部分都是以投影片或影片為主，所以很想知道海洋教育的教具是什麼，並學

習製作教具的技巧」（T38）。研究者提供的課程資訊文件中，僅在研習目的項下說明「提供後

續的諮詢並支援教具製作」，課程講題中並無明顯標示有教具製作的內容，實際在課程主題「動

手玩海洋：海洋教育的實作」中，確實有教具使用的案例分享，參與者似乎已能從文件中的

敘述自動連結相關訊息，勾勒出對此研習內容的想像。此外，課程資訊文件中的「本研習設

計深入淺出的動手操作活動」關鍵陳述，被一位國小教師使用在文字回應中：「深入淺出的教

學活動，讓海洋教育兼具趣味，更適合國小學生」（T14）。由此可知，本研究招募期的課程資

訊文件確實引起參與者的注意，再加上利用調查問卷蒐集意見，可進一步判斷參與者的需求

與期望是否與規劃的講題內容相符，課程宣傳文件搭配調查問卷成為主辦者和參與者之間第

一個溝通的介面。 

二、教師對海洋議題融入課程的關注階層 

本研究以 SoCQ為工具，診斷教師對於海洋議題融入課程此項教育革新的關注程度。如工

具開發者在使用手冊中所做的先前研究回顧，此工具可用於量化和質性的研究類型，有不少

研究者針對 30 人以下的焦點團體或參與研發計畫的教師成員實施此問卷（George et al., 

2006）。SoCQ蒐集的作答結果雖為量化數值，但用於質性研究時則可將數值轉換為類別特徵，

即以得分較高的關注階層作為個案的歸類依據，用以診斷教師準備就緒的程度（readiness）而

推估教育革新可能遭遇的障礙（Dass, 2001），或用以瞭解教師不同的需求而規劃適合的培訓計

畫（Burns & Reid, 1998）。本研究使用此工具即欲達到上述兩個目的，因此，SoCQ施測的時

機是在參與者於工作坊報到後到研習課程正式開始前，總計有 29人完整填答問卷。 

依據 George等（2006）的使用手冊所提供的計分方式，計算每位參與者在各個階層的標

準化得分，初步統計 29位參與者在七個關注階層的最高得分次數（表 3），由於各個參與者有

可能於多項關注階層同時得到最高分，故次數統計的總數會大於總人數。由表 3 可發現，多

數的參與者最高的關注階層是落在「資訊」階層，表示這些自願報名參加此專業成長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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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參與者對海洋議題融入課程關注之最高階層次數分配 

關注階層 覺察 資訊 個人 管理 效果 合作 調整 合計 

次數  7.8 14.7 3.. 0 2.3  6.8 0  32 

百分比 21.9 43.7 9.3 0 6.3 18.8 0 100 

 

教師們有興趣進一步認識海洋環境議題融入課程相關的細節，但因尚未有太多這方面的教學

實務經驗，因此並未連結自己與革新課程之間的關係，只對此類課程的一般特性和使用效益

等資訊感興趣。次高者是「覺察」階層，有七人，再其次為「合作」階層，有六人，而「管

理」和「調整」等兩個階層皆為 0。除了從關注階層的總次數瞭解參與者對此議題關切情形的

整體表現，另將個別參與者在七個階層的標準化分數繪製成圖，當作個別的側寫，再將具有

相似側寫特徵者歸類。前述圖 1 所呈現的關注階層發展模式乃假設性的推估，而本研究無任

何側寫是完全符合圖 1的重建型使用者的類型，故應從實際施測結果尋找此樣本的典型模式。

以下段落說明本研究參與者 SoCQ 側寫所歸類出的五個類型，依人數多寡依序介紹。 

（一）類型一：訊息需求者 

歸類於此類型者之 SoCQ得分最高點僅落在階層 1「資訊」（圖 2），共有 13位參與者，占

總參加人數比例最高。圖 2的範例中，T11在「管理」的關注階層也有個明顯的得分低點，在

此類型 13位當中有九位與 T11具有類似的趨勢，表示這群參與者對於落實海洋教育議題融入

課程這項任務，有關時程、組織、資源利用等管理層面的問題並不在意。另一個典型範例 T26，

其得分趨勢呈現出顯著得分低點落在階層 0，不同於 Cheung等（2001）與 George等（2006）

的研究認為階層 0和 1相關性很高，本研究中屬於類型一的這群參與者，階層 0的得分都相對

較低，表示他們並非不關注此革新課程，相反地，反而對從事此類教學的相關資訊有強烈需求。

呼應在問卷調查中所觀察到，參與者對於海洋議題的內容知識和教學資源的需求度很高。 

 

  

圖2. 訊息需求者的SoCQ作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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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型二：尚未關心此教學議題者 

歸類於此類型者之 SoCQ得分最高點皆落在階層 0「覺察」（圖 3），共有七位，其中一位

具備理論模式中的典型非使用者，階層 0 和階層 1 皆為得分高點。依照關注階層架構，教師

在階層 0 的得分較其他階層高時，表示對革新課程僅有少許的關切及涉入，僅止於聽過或察

覺議題的存在，當提供革新課程相關訊息時，只有在不影響到其原有事務的前提下，才有意

願入門瞭解。圖 3 提供兩個典型的範例，如 T16 教師的圖形中，在「管理」的關注階層有個

明顯的得分低點，T5教師亦同。這七位當中除了一位（T23）的得分次高點落在個人和管理等

兩個階層，其餘類型二的參與者對管理層面的關注程度皆相對較低。 

 

  

圖3. 尚未關心此教學議題者的SoCQ作答趨勢 

（三）類型三：強調合作者 

歸類於此類型者之 SoCQ 得分最高點皆落在「合作」的關注階層（圖 4），共有五位參與

者屬於此類型，其中有兩位為教育自由工作者，兩位則是高中職教師，一位任教於臺灣地區

以外的學校。屬於此類型的參與者中沒有任職於國內的國中、小學教師，範例 T1是任教於海

事高級職業學校，T41是長期從事海洋教育相關的推廣活動，由於其工作屬性，對於海洋環境

議題融入課程已有一定程度的經驗，因而其關注的重點在尋找合作對象。此外，從 SoCQ作答

趨勢看來，T1和另一位高中教師（T36）的得分第二高點落在效果階層，表示他們關注重點在

於革新課程的影響力，其餘三位參與者的得分第二高點仍落在「資訊」階層，他們的背景雖

與海洋教育有關，仍對海洋議題融入教學的相關資訊有所需求。 

（四）類型四：關注學習成效者 

歸類於此類型者之 SoCQ 得分最高點皆落在「效果」階層（圖 5），代表他們較關切海洋

議題融入學校課程對學生所產生的影響，共有兩位，分別是國中和高中教師。海洋教育雖納

入九年一貫課程重大議題，但現行國、高中的學校教學仍受到高風險測驗，如國中會考和高

中學力測驗的牽制，當教師有意帶入新興議題於教學中，常必須考量對學生學習可能產生什

麼效果，才能有充分的理由說服自己實施此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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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強調合作者的SoCQ作答趨勢 

  

圖5. 關注學習成效者的SoCQ作答趨勢 

（五）類型五：關心個人定位者 

歸類於此類型者之 SoCQ 得分最高點皆落在「個人」階層（圖 6），屬於這類型者較關心

個人能否因應海洋教育課程，推動此類課程對其責任和地位是否產生影響，共有兩位學校教

師的作答屬與此類型，且都是男性教師。 

 

  

圖6. 關心個人定位者的SoCQ作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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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從前述的 SoCQ 側寫範例中，應可觀察到本研究參與者在「管理」的關注階層得分明顯

最低，29人中有 17人的作答趨勢具有此特徵，此現象值得進一步討論。在其他研究中（如：

魏川祐、壽大衛，2010；Charalambous & Philippou, 2010），亦曾觀察到整體關注階層的得分低

點落在「管理」階層。魏川祐與壽大衛（2010）的研究調查對象對於該新興教學議題可視為

是使用者，Charalambous與 Philippou（2010）的研究則有量表和訪談結果的差異。階層 3「管

理」屬於「任務」的關注類別，量表試題的內容涉及是否擔心革新課程會造成工作負擔增加、

時間管理困難、協調工作複雜等問題。本研究參與者多為負責教學的教師，少有兼任行政職

務，且海洋教育雖視為九年一貫課程的重大議題，但並未對學校造成全面執行的壓力，更未

納入高中課程，因此，在本研究中有超過半數的參與者會在「管理」的關注階層有個顯著低

分點。  

三、關注類型與持續參與意願的關係 

先前有文獻指出，對某項事物的參與程度與其對該事物的關注程度有正向關係（王令宜、

高熏芳，1995），經由 SoCQ關注類型的分析，進一步探討不同關注類型的參與者持續參與本

專業成長方案的情形。SoCQ施測時機是在招募期工作坊課程前，研究者並未立即分析施測結

果，以避免對個別參與者產生偏見。本方案的媒合期，即工作坊的最後場次設計有小組活動，

讓參與者彼此分享參與心得和日後可能採用的教學主題，營造合作互動的夥伴關係。工作坊

結束時，研究者正式邀請參與者加入實務社群，有意願者即簽名留下聯絡資訊，研究者也建

立專業需求的支持系統，包括：成立社群網站提供海洋議題資訊和教學案例、支援協同設計

教學活動、辦理教學實務座談等。 

分析各關注類型的教師有多少比例願意繼續參與本專業成長方案，用以回應關注程度與

參與程度的關係。有 13位參與者登記繼續參與本專業成長方案，約占全程參與工作坊人數的

45%，表 4統計各關注類型參與者繼續參與的比例。屬於類型四的兩位參與皆同意參與後續方

案，類型三的五位參與者中有四位亦持續參與，另一位未能持續參與乃因工作地點不在臺灣

本島而無法加入社群。屬於類型三和四的這兩群為關注階層較高者，經過工作坊課程後，有

八成以上繼續參與本方案。參與者在參加本成長方案之初，對於海洋環境議題教學的關注程

度屬於類型一訊息需求者和類型二尚未關心者的人數較多，經過工作坊課程後，有六位願意

繼續參與專業成長方案，約占該類型人數三成的比例。屬於類型一訊息需求者的四位持續參

與者中有三位（T11, T12, T22）的得分次高點落在效果階層，T12在報名前問卷的參加動機僅

勾選對海洋議題有興趣，但其開放問題作答內容提及「期待藉由理解實際經驗，將故事帶回

學習現場，讓孩子的學習更立體」。屬於類型二尚未關心者的兩位持續參與者為 T5和 T16，其

SoCQ作答趨勢呈現於圖 3，T5的得分次高點是落在個人階層，在報名前問卷的開放問題寫道

對海洋動畫的主題有興趣，因為「數位資訊結合海洋教育議題對我的教學有幫助」。整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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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師關注類型與繼續參與專業成長的關係 

關注類型 人數 
繼續參與的人數 

（占本類型人數的百分比） 

（一）訊息需求者 13 4（ 31%） 

（二）尚未關心者  7 2（ 28%） 

（三）強調合作者  5 4（ 80%） 

（四）關注學習成效者  2 2（100%） 

（五）關心個人定位者  2 1（ 50%） 

 

此結果驗證前人所提出教師對課程革新的接受和投入程度，可由其關注程度來推估（王令宜、

高熏芳，1995；George et al., 2006），亦即關注階層愈高，持續參與的意願亦愈高。另一方面，

參與者所關注的面向也可能因參與研習課程獲得更多資訊，或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而有所不

同，然而，本研究重點並非評估工作坊對參與者產生影響的實驗性設計，因此僅從這幾位持

續參與的個案資料，觀察其投入程度是否可由關注階層的量測結果作為推估。 

進入專業成長方案的協作期，這 13 位有意願持續參與者實際投入社群的積極度則有不

同，有七位加入社群網站獲取研究者和海洋專家提供的資訊、發言回應或討論，其中五位是

屬於關注階層較高的類型。有四位參加教學實務座談，其中兩位與研究者共同研發教學活動

並已實施協同教學，這兩位分別為關注類型三的 T1和關注類型四的 T15，T1在座談會中分享

其於社群中協同設計教學活動的經驗，T15則是在該校以海洋為主題發展社團活動。另兩位參

與者分別是類型二的 T16和類型五的 T8。T16的 SoCQ作答情形除了對管理的階層之關注程

度非常低之外，其餘各階層得分相當接近且偏高，其工作地點位於中部地區，要到達本方案

活動舉辦地點是相對較遠的，雖然在參與實務座談時屬於聆聽者，但願意排除距離的困難來

參與，顯見其對此議題已有一定程度的關注。T8 是國小教師，時常參加自然科學相關的研習

課程，本身亦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在社群中屬於訊息接收者，亦曾提出需要教具製作的支援，

但未與社群分享其課室中實施海洋環境議題教學的案例。這些持續參與者在實務社群中有不

同程度的投入，參與之後對此革新課程的關注階層是否有所改變或提升，將可進一步追蹤探

討。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每當新興教育議題或課程變革發生時，總能引起學校教學現場一定程度的擾動，教師的

參與和實踐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海洋教育與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課程之理念，於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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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課程綱要中即已明示，然因此類教育具有複雜且跨學科領域的特性，教師必須有能力選

取適當素材、運用有效的教學法和選擇適當的時機在課室中實施，因此凸顯教師專業發展的

需求。以招募參與海洋環境教育實務社群為目標所規劃之研習課程，乃依據先前調查的實徵

資料所設計，除了透過實作體驗提升教師「海洋應用科學」內容教學知識之外，更試圖引發

參與者依其興趣和需求組成跨校跨域的合作團隊，建立以「反思、對話、分享、實踐」為歷

程的社群組織（孫志麟，2010）。 

招募教師參與研習課程時所設計的課程文宣，搭配報名前問卷調查，引導參與者思考研

習內容是否符合其需求，同時，方案規劃者亦可從作答內容判斷參與者的動機與期望，可視

為方案規劃者和參與者雙方在課程方案尚未啟動前的第一次溝通對話。課程文宣中揭示此專

業成長方案將「提供後續的諮詢並支援教具製作」，以及讓參與者「在團隊合作的氛圍中推動

海洋教育」，作為工作坊的設計理念，也傳達了組成海洋議題教學實務社群的目標，但不能預

設參與者在參與課程前皆抱持與規劃者相同的動機與目的，因此報名前問卷調查可提供重要

訊息。從調查結果可看出，多數參與者的期望是充實海洋與環境議題的內容知識並蒐集可用

的教學資源，主要仍以取得資訊為目的，當研習課程內容能提供其實際體驗和具體操作案例

時，則可提高參與者持續投入的意願。本方案營造小組討論分享教學構想的機會，進而結合

教師與大學端研究團隊共同形成專業發展社群，建立協作平台和支持系統（Akerson et al., 

2009），才能滿足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海洋環境議題教學也才有可能在課室中實現。 

以關注本位採用模式為理論基礎發展的 SoCQ，可用於診斷教師對於海洋環境議題融入教

學所關切的面向，且成功地推估其在專業成長方案的投入程度。從參與者參與初期的 SoCQ作

答側寫可歸類出五種關注類型，以 George等（2006）的分類（表 1）和假設性模型（圖 1），

本研究的類型一、二和五相當於「自我」關注類別中的非使用者，仍占參與者的多數，部分

個案對於此課程議題的影響力也有一定的關注程度，因此有可能受到本專業成長方案所吸

引；類型三和四則相當於有經驗的使用者，能關注此類教學對學生產生的影響和尋求合作管

道，由於本專業成長方案著重於具體操作和實際案例的分享，符合這些參與者的關注期望，

因此更能吸引他們持續參與。本研究結果驗證理論模式，當參與者對海洋環境議題融入教學

的關注階層高，則持續參與專業發展的意願也愈高；而專業成長方案若能符合高參與意願者

的需求，也才能吸引他們持續投入。 

二、建議 

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結果主要是參與此專業成長方案者的初始動機、觀點和關注層面，

此方案目前仍在進行中，後續可針對持續參與實務社群的教師，進一步追蹤其關注類型、使

用階層和創新內涵（Hall & Hord, 2015），是否因參與此方案而有所改變或提升。本研究所觀

察到的教師對海洋環境教育融入教學的關注類型僅限於這些自願參與專業成長方案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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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適用於所有學校教師，然而，即使是主動參與特定主題研習活動的教師，仍有多數屬

於非使用者或僅止於獲得訊息的階段，反映出大多數學校教師對課程革新議題的態度和觀

感。本研究在招募階段透過課程資訊文件和報名前問卷，促使參與者檢視個人對革新課程的

專業成長需求和期望，可視為是引起參與者關注的策略之一，亦可作為課程成效評估之依據。

本方案設計以組成實務社群為目標，符合高關注階層參與者的需求，使得此類群有較高比例

願意持續進入協作期，然而，結合資訊提供和實作經驗的研習課程仍能吸引部分較低關注階

層者的長期參與，故建議研習課程可增加教師實作體驗的活動。此外，此類課程革新議題或

創新教學的教師研習或專業發展課程，可運用 SoCQ工具初步瞭解參與教師的關注階層，以規

劃符合教師關注需求的課程內容；亦可針對課程改革議題大量施測 SoCQ，探討教師們普遍接

受和關注的程度，以評估該項改革在教學現場推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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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海洋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報名前問卷 

 

1. 學科專長：   

□文科  □法商科  □理工科  □農科 

 

2. 您的職務是（可複選）：  

□科任教師 □組長 □主任 □導師 □校長   

 □其他：                                    

 

3. 若您的工作並非教職，請問工作是                            

 

4. 您參加本研習的原因是（可複選）： □上級或學校薦派 □充實知識   

□提升教學能力 □對海洋議題有興趣 □課程內容有趣 □與教學同好交流  

□其他（請說明）                                     

 

5. 您推動海洋教育時，最需要協助的方面是（可複選）： 

□海洋專業知識  □動手操作的活動設計 □教案開發 □戶外教學引領  

□教具（模型、標本、實驗器材等） □經費支援  □校外專家  

□海洋教育書籍  □海洋教育的理論基礎  □其他                   

 

6. 本次研習課程中，有哪些內容吸引您參加？請寫下這些研習內容可能對您有哪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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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a crucial topic that should be addressed by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a. Teachers are expected to be capable of implementing marine education 

by adopting appropriate materials and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Consequ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need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consider this educational field.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was designed in this study to meet 

this need. The program has three phases: recruitment, stimul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reports the survey results of 29 participants collected during the teacher recruitment phase. In 

the recruitment survey,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expressed motivation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regard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well as to gather teaching resources.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tages of Concern (SoC) questionnaire revealed that only seven participants considered 

themselves experienced at teach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These participants were either 

concerned about the effect on students of teaching in this field or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others. 

Six out of these seven participants continued to be active in the CoP program. Unfortunate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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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presented nonuser traits, had the highest concerns regarding stage 0 

(awareness) or stage 1 (informational), and were less willing to remain in the program. This study 

endors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SoC, finding that the higher level of concern a participant has, 

the more likely he/she will be to continue to engag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CoP as the goal of a professional program may fulfill the demands of experienced users 

regarding collaboration and improving learning outcomes. 

Keywords: community of practice (CoP), marin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ages of concern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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