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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自發性教師團隊發展創意教學的發展歷程，以

及行政組織教師團隊發展創意教學的歷程與相關策略；探究以上兩種不同

模式的教師團隊之互動圖像，分析影響教師團隊發展創意教學的相關因

素。 

本章之內容共分為兩節，第一節係根據前一章的研究結果與討論作成

結論，並於第二節提出相關的建議，以作為未來相關單位與學校教師團隊

發展創意教學之參考，以及本研究相關主題之後續研究。 

 

第一節   結論 

    以行動研究的方法，經過兩年的參與與資料的搜集，發展自發性教師
團隊與行政組織教師團隊，分析兩種不同的團隊運作模式，依據本研究的

目的，歸納研究的發現與結果，提出以下結論。 

 

壹、自發性教師團隊的發展歷程 

一、團隊發展性質為自我導向的教師團隊 

    自發性教師團隊的發展，是因為共同的目標與強烈的企圖心，為凝聚

共識而組成的教師團隊，為一種自我導向的教師團隊，是一種基層教師自

發性的組合，若是行政支持教師團隊，相對減少團隊運作的困難與阻礙。 

二、成員共同建構團隊知識系統、目的系統與心理支持系統。 

    教師團隊需要專家學者建構知識系統，共同承諾的目的系統與成員彼

此有信心的心理系統的支持。自發性教師團隊的成長更能激發成員個人的

成長能量：1.創意教學專業成長的動力；2.自省與回饋能力的提升；3.增

進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 

三、教師團隊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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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團隊歷經「形成期」、「建立期」、「發展期」、「衝突期」與

「成效期」；教師團隊的發展歷程中，初期形成的磨合與接近末期的衝突

期是團隊的考驗，其中「時間」與「教師團隊的獎賞制度」是團隊面臨的

最大挑戰。 

四、成員合作大於個別成員投入總和之高效能團隊運作模式 

    自發性教師團隊，其成員專長互異，針對團隊共同目標充分協同合

作，為「雁行團隊」的最佳模式，為共同分享與承擔責任的自主彈性組織。 

五、對於學校文化的影響 

    自發性教師團隊對於學校組織有不小的影響，除了營造樂於經驗分享

的校園文化，同時促進具有創意風氣的校園氣氛，皆為正向的影響，但是

在初期易產生次文化團體的負面影響。 

 

貳、行政組成教師團隊的情形 

一、團隊發展性質為規劃之團隊 

    由行政單位設定團隊目標，團隊的發展方向為由上而下的直線權力關

係，為一種設計團隊，非成員自願性的組織團隊，每位成員對於團隊的看

法與態度迥異，因此，學校行政單位在凝聚共識與向心力，則需要「時間」

與「策略」，設計提供團隊建構目的系統、知識系統與心理支持系統。 

二、成員態度決定團隊成效 

    依團隊成員態度可分為「獨立領導者」、「強力推動者」、「積極參

與者」、「消極嘗試者」、「冷眼觀望者」與「局外人」；結果積極參與

者順利完成創意課程，並獲得肯定；配合行政消極嘗試者，順利完成創意

課程，但並未參與競賽之發表；冷眼觀望者與局外人，未完成團隊目標。 

三、行政整合人力資源之策略，發展全校創意課程與校務： 

（一）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規劃本位課程藍圖，協助團隊設計

創意教學課程主題方向，提供團隊目的系統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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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設定團隊目標，分組之後由各組教師進行課程研發，提供

成員專業自主空間與決策模式。 

（三）規劃專業成長的機會與時間，提供教師知識系統的支持，充實

教師創意教學專業知能。 

（四）集中教學研討時間，可以讓團隊成員充分討論與反思，避免時

間零散。 

（五）協助教師參與研習與進修等機會，建立課程發展諮詢管道與情

感支持。 

（六）安排教師資訊與數位媒體應用知能的研習，幫助團隊教師教學

歷程保留與存取、以利紀錄與回顧，得以協助思考課程意義。 

（七）提供教學相關資源與人力的支援，包括學校、社區、社會的各

項支援與人力。 

（八）實施彈性課表與協同教學的安排，以利統整課程的進行。 

四、教師團隊發展的歷程 

  行政組成教師團隊的運作，行政與教師團隊成員因立場與課程發展的參

與程度不同，對於創意教學的推展，認知有差距。「衝突」從一開始即存

在，其中歷經「形成期」、「建立期」、「發展期」與「成效期」等階段，

衝突皆持續存在；衝突型塑團隊的合作機制，其中有教師對行政領導的不

滿與教師團隊成員間的衝突，。 

五、營造共榮共存的學校文化 

    行政組織教師團隊，有助學校醞釀共榮共存的優質文化，同時對於成

員的專業成長，具有正向功能： 

    1.認識創意教學並體會其意義。 

    2.善用學校與社區資源並敏覺學生的學習狀況。 

3.學會與人合作並體驗自我實現的專業尊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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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務中實踐理論，自我實現的教師生涯。 

 

参、兩種不同模式的教師團隊運作之比較 

自發性教師團隊與行政組成團隊不同的互動圖像，如表5-1-1。 

表5-1-1  自發性教師團隊與行政組成團隊不同的情形 

         團隊種類 
發展情形 

自發性教師團隊 行政組成的教師團隊 

團隊的性質 自我導向團隊 被動組成「規劃之團隊」 
團隊發展階段 形成期 

建立期 
發展期 
衝突期 
成效期 

衝突期（存在於每階段） 
形成期 
建立期 
發展期 
成效期 

成員參與團隊動機 內在動機 外在動機 

成員的選擇 自願參與 被迫參加 

工作坊的功能 直接支持 間接支持 

團隊成員角色 執行者 
催化者 
教練/訓練者 
工作協調者 
外部聯絡者 
 

行政領導者 
強力推動者 
積極參與者 
消極嘗試者 
冷眼觀望者 
局外人 

領導者領導模式 民主扁平式彈性領導 半民主式的階層領導 

團隊激盪效能 整體搭配的團隊 整體搭配不良的團隊 

 

肆、影響教師團隊發展創意教學的因素 

一、學校環境脈絡 

    學校所處的環境特質，是都會交通便利地區，亦或是郊區自然景觀遍
佈的環境，攸關團隊師生發展創意教學的內容與發展歷程，同時學校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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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區環境中，擁有的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資源，提供教學應用等支持，

對於團隊教師與創意教學的成果息息相關。 

二、教師團隊的成員特質 

    教師團隊的成員特質包括兩方面：專業能力與人格特質，在專業能力
方面，成員對於創意教學的專業知能與相關能力，同時團隊成員彼此專業

能力的互補關係，影響團隊成效甚鉅，針對團隊目標，成員兼具達至目標

的相關能力，多元且互補，則有利團隊成效加成的功能；人格特質方面，

與人合作與人際互動關係的應對能力等，更是成員應有的基本能力。 

三、教師團隊的團隊領導 

    團隊的領導方式，對於團隊的向心力與凝聚力的形成，深具影響；配
合不同的團隊模式，選擇適當的領導方式，其中與教師團隊的組成因素、

目標與發展歷程有密切的關係，針對自我導向的團隊，民主的領導方式，

給予團隊成員發揮的彈性空間，設計團隊需要行政單位強有力的領導規

劃，同時針對成員的特質，因時因地因人調整適當領導方式。 

四、教師團隊之知識系統 

    團隊的知識系統，包括相關知能的輸入來源、應用與諮詢功能，提供
團隊達至目標與建構安全的心理環境，是團隊發展條件的重要基礎，通常

來自領導階層與外在資源，對於校學而言，師資培育機構與大專院校學術

單位的指導，為最常也最需要的知識體系來源。 

五、教師團隊之目的系統 

    有了知識系統的架構，團隊的目標建置不致偏離軌道，方能建立理論
與實務兼具的實用性目標，同時是團隊成員共同認可認定的具體目標，這

樣團隊的運作有其最高指導方針引導，對於團隊的凝聚力方有實質效果與

意義，成員的投入不致力量分散與異於建立共識。 

六、教師團隊的心理支持系統 

    心理支持系統是建立團隊的基礎架構之後，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現
行教育制度之下，教師團隊的鼓勵實務上仍有許多的困難，仍待克服。一

改過去學校文化的模式，需要有膽識與勇氣，因此，堅強的知識系統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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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目標系統，是心理上的情感支持，而持續提供成員兼彼此的扶持與同

心，各項資源的提供與免除困難的信心，都是團隊心理支持的系統供應，

一般而言，學校行政單位為當然系統來源，而外在相關單位的支援，是團

隊可以持續尋求的方向。 

七、團隊之產出 

    創意教學的產出，並非僅在最後完成課程或是參加競賽的結果，過程
中學生的表現，往往是教師最直接的回饋與收穫，當創意的靈光乍現，其

成就感的喜悅是無法言喻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學相長的肯定，更是一種

自我實現的滿足感；與同儕共同完成目標，並獲得預期成效與競賽的外在

肯定，是一種職涯的肯定與動力，因此，過程中的產出，也是一種持續發

展的動力與條件。 

    七個教師團隊發展的條件，在團隊發展的過程中，具有相互影響與互
為輔助的功能，同時引發團隊動力造就團隊行為，完成團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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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發現，提出相關建議，提供現場教師、教育行政單

位、學術機構與相關單位的參考。 

 

壹、對教師的建議 

一、鼓勵教師勇於嘗試創新，發展創意教學。 

創意教師就是願意改變的老師，從觀念與心態上願意改變自己，拋棄

傳統單調的教學方式，思考教學環境、教材教法與教學技巧的應用，從教

學信念的改變開始，願意改變、勇於嘗試。 

二、鼓勵教師多參加產出型研習，參與行動與實作。 

充實創意教學相關知能，參與產出型研習或工作坊的機會，充實創意

教學知能並實際參與教學，紀錄教學歷程，除了認知上的改變與收穫之

外，也能夠有實務操作的經驗。 

三、尋找適當同儕，合作組織團隊，發展團隊的創意教學實驗計畫。 

學習與人相處，發揮個人專長，尋找適合夥伴組成團隊，並參與創意

教學相關課程實驗計畫，發展團隊運作的成功經驗，於現階段教育制度與

環境之下，嘗試參與相關教學競賽，或去團隊回饋與獎賞機制。 

四、團隊目標與學校願景結合，廣納有志一同教師組織團隊。 

    為避免增加教師之課程壓力，廣納有志一同之教師，擴張團隊組織的

機會與功能，提供課程研發與創新教學之經驗，團隊發展目標可與學校願

景結合，一方面有助學校願景落實於教學實際中，一方面亦可實踐學校本

位課程與特色之形塑。 

五、以團隊方式與學術單位合作，發展創意教學策略聯盟。 

學術單位提供建構教師團隊完整之目的、知識與心理支持系統，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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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為基礎，結合實務，發展本土化創意課程，支持教師團隊的和諧運作，

開創本土課程的創新格局。 

 

貳、對於縣市政府教育局與學校行政單位之建議 

一、辦理創意教學產出型研習，提供資訊與學術性的支援。 

辦理長期產出型的創意教學研習，取代短時間講演等研習方式，發揮

在職進修的實質效益，同時藉由這樣的研習，讓現場教師與教學實務中擁

有創意教學的支援系統。 

二、 辦理各項創意教學競賽，建立教師團隊將賞與回饋機制。 

辦理各項教學競賽，鼓勵並獎勵教師參與並參與創意教學，藉由目標

的設定，紀錄教學歷程，發展現場教師學習教學回饋與省思，同時在參與

競賽中，學習分享與交流並達到相互學習的意義。 

三、 提供教師團隊創意教學分享交流平台，並建置資料庫。 

透過各項面對面、網路平台建置分享與交流的機會，並架設創意教學

資料庫，提供教師資料存取與分享交流的知識平台與空間。 

四、 鼓勵發展校內或跨校團隊，提供教師團隊人力物力的支持。 

學校行政單位應建置具體獎勵措施，鼓勵教師破除自我中心主義，帶

動團隊合作的模式與氛圍，獎勵教師組織團隊，發展創意教學專業教師團

隊；提供相關資訊、資源與人力的安排，排除團隊發展創意教學各種困難。 

参、對師資培育單位、學術研究機構的建議 

一、師資培育單位，開設創意教學相關課程。 

在準備當老師的階段，就認識並學習創意教學的相關知能與技巧，同

時透過現場實務成功之例，培養職前教師創意教學相關知能。 

二、 辦理大專院校與小學之創意課程策略聯盟，提供學校知識管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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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發展大專院校與小學創意教學策略聯盟的組織，連結理論與實務的行

動型研究，大專院校提供諮詢服務，實務實作與修正，充分發揮知識管理

的功能，以獲得實質產出效益。 

三、 辦理工作坊研習課程，提供教師發展創意教學之目的、知識與心理支

持系統。 

長期產出型工作坊，給予現場教師實務上實際與立即的需求滿足，並

且能夠在課程發展的實務操作上，兼具目的、知識與情感的支持，是現場

教師在發展創意教學時，迫切需要的模式。 

四、 指導現場教師創意教學課程領導、發展與行動研究之專業知能。 

學者專家提供創意教學的指導，並於歷程中指導行動研究的設計與發

展，對於這樣的方式，可以免除現場教師不知如何做的窘境與壓力，提昇

教師求知、精進與交流課程發展的專業知能，同時心理上朝著正確的方向

投入，避免浪費人力與資源，沒有效果反而徒增教師的無力感。 

肆、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針對教師團隊內部協商與整合的動力機制，與教師創意教學實踐的關

係，進行長期微觀的質性研究 

    本研究發現不同模式的教師團隊，團體動力對於教師團隊運作的發展

有很大的影響，而本研究探究自發性教師團隊與行政組成教師團隊從事創

意教學研發歷程之研究，未來研究可探討教師團隊中的團隊動力、成員合

作的微觀真相與教師發展創意教學實踐的量化結果，進行細部探究。 

二、採行量化研究，如教師團隊的運作與學生學習成效、學生創造力提升

的關係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自發性教師團隊與行政組成教師團隊的發展歷

程，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關係仍是未知的，故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教師參

與教師團隊與學生學習成效、學生創造力提升的關係之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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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模式的教師團隊發展對於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的關係之研究 

    本研究並未針對教師團隊的發展歷程，對於其中成員之專業成長與個

人教學的影響，進行深入之探討，未來研究可針對團隊成員的專業成長變

化與教學態度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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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者的省思 

壹、研究者的現身 

    我就是團隊中的無憂老師，第一年因著強烈的動機，自發性地由幾位
同事共同組成團隊，獲得校長的支持與參與；第二年在校長與自我要求以

及教授的鼓勵之下，運用行政的力量「逼迫」學校同儕一起做創意教學，

在撰寫這樣一篇行動研究的論文，要把自己擺在哪裡？是故事的主角？還

是團隊的配角？曾經想以第三者的角度撰寫，結果寫出一篇自以為是、又

頗具英雄式的自我陳述，完全無法跳脫主觀的自我，經過指導教授的提醒

之後，讓我再次嘗試以自我出發，但在描述團隊互動的歷程時，發現「我」

這樣的主體性，干擾其他成員互為主體的存在，於是我又再一次嘗試以跳

出這個團隊的角色，來看所有的資料，呈現『無憂』、大紅、自在、精靈、

大忠⋯⋯，這樣一群人所發生的故事。 

    故事發生的當時，「我」在故事裡；描述故事的時候，「我」仍在故事

發生的種種情節之中，雖然我也是裡面的一員，但是透過各種資料與紀

錄，在陳述上能夠盡量接近真實畫面而不待個人主觀色彩，讓閱讀者得到

最客觀的資訊與了解真實實際情況。 

 

貳、行動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角色 

一、只緣身在此山中 

    無憂在故事中，是發展創意教學的一名教師，深入其中參與工作坊，
回到學校組團隊、研發課程，並參與各種研討、教學與教學競賽，當課程

如火如荼的進行中，無憂進修博士班的同學問及研究會如何呈現？無憂答

覆是：「現在做得很高興耶！就是先將所有的資料留存，還有記錄所有的

歷程，與訪談成員重要的想法，好像研究拋在一邊，覺得在教學工作上，

做不一樣的事情就很有意義了！」因為忙於投入教學現場，只能先就記錄

與資料的留存著手，研究的進行方面，似乎未有明確的問題焦點，只知道

這樣的歷程是很珍貴的，因為是前所未有的。 

    投入教學現場，思考如何使教學有創意，如何讓團隊合作順利，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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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無憂投入大部分的精神與時間。但是身為研究者的無憂，心底知道為

了保有歷程的紀錄，研究的部份也很重要，但是要如何切入，可能仍需要

等待時機成熟，再與指導教授討論，方有明確的方向。 

    無憂決定先將課程順利完成，方為研究的基礎，只是同時身為「研究
者」的角色，會讓無憂過分擔心歷程的順遂與結果的成敗與否，患得患失

成為無憂的習慣反應，所幸，指導教授與工作坊的夥伴，時常給予支持與

鼓勵。 

二、雲深不知處 

    同時是行動者，也是研究者的無憂，與教授保持聯繫，是她心中最踏
實的安全感，按照指導教授的指導與啟發，心中覺得方向就會較為正確，

所以將團隊發展的任何進度與狀況，都與教授保持聯繫，教授也會給予適

當的意見，作為修正或持續進行的參考。 

    參加「創意教學獎」，是團隊很重要的目標，對團隊而言是件大事，
歷經辛苦的準備與發表，獲得特優的獎項，隨後參加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的遴選，讓無憂沉溺在參賽的辛苦與喜悅之中，「研究」的使命似乎不再

重要，完成創意教學的歷程，同時獲得最高榮譽的肯定，已是一種自我實

現的成就感；但要如何將這樣獨特又主觀的感受，化成客觀文字表述，成

為無憂的難題。 

此時研究者對於課程的成果態度是相當積極的，但是對於研究的態

度，卻是最消極的時候。 

三、曾經滄海難為水 

    近兩年的團隊發展創意教學，其中重要的歷程與團隊運作方向，是在
完成之際，浮現的重要研究問題，而影響團隊發展的因素，也在資料的分

析中，成為重要焦點。 

    此時的無憂，仍沉浸在輝煌歷史的紀錄中，卻要以行動者的身分，頓
時立刻轉換為「研究者」，這樣的角色轉換，除了身在其中主觀感受之外，

同時需要跳脫現實框架與束縛，看清事實的原委與真相，在分析之際，要

將個人情緒與喜惡暫時放下，方不致影響討論與分析的事實客觀性。這樣

的角色、思考與主客觀的立場與定位的選擇，並非是自由意志可控制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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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當無憂一時仍未能看清楚兩種角色的干擾與混淆時，無法進入真正研

究的分析程度。 

    指導教授的「點醒」，使得無憂從沉浸在行動者的角色與場域中，全
身而退至研究者的分析角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自己清楚時空角色的轉

換，一方面需要認識兩者對事物看法所需抱持的態度與定位，跳脫行動者

的框架，需要歷經「點醒」、「轉換」與「超脫」的歷程，用超然的眼光看

事情，不能夠以行動者的角色來討論與分析，是研究者必須先放下過去行

動的主觀感受，以客觀的立場陳述事實。 

   行動者的滄海桑田，將成為研究者筆下的研究報告，這是研究者需要
學習的課題，也是完成研究的重要關鍵。 

参、教學現場的收穫 

    現階段的教育生態，對一個現場小學老師而言，發展創意教學是政策
與相關學術單位、縣市政府教育局喊得非常大聲的政策、目標與活動，我

想坦白的說、真切地面對我自己，如果不是洪教授的鼓勵與支持，我想我

不會也無法認識並實際發展創意教學；小學校繁忙的行政工作，加上滿滿

的課堂數，我不會輕易決定投入嘗試創意教學；大學校班級學生人數三十

多人，作業以及各項班級經營的事務，已經佔滿我的所有時間和心思，我

應該不敢作什麼創意教學吧！ 

    在參與工作坊的初期，是滿心期待又害怕，因為對所謂創意教學一無
所知，又希望自己有所收穫；經歷寒假的課程之後，開始躍躍欲試，希望

嘗試看看小小的創意教學技法，會有什麼效果，在小朋友的反應與回饋

中，發現教學的能量，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在成功創意教學的分享案

例中，心中油然升起羨慕的想法，除了競賽的獎勵與榮耀之外，在教學生

涯中，能夠有這樣的教學歷程紀錄與里程碑，這樣的人生多好呀！ 

肯定與踏實的感覺，是自己認識創意教學後，開始想要追求的。在工

作坊的指導與趨策下，教授亦步亦趨耐心地指導，開始學會使用不同的眼

光看孩子、看學生、看所有的事情。創意不僅影響我的教學對於我的人生，

也開始起了化學變化。 

 

一、合作性：與人合作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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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與人合作的經驗相當寶貴，對於個性急躁，抗壓性低的缺點，

經歷這樣的合作關係，深自省悟，有了不同的體會與改觀。 

 
    凡事看光明面，事情如何，全仰賴自己的視野---（040225） 

 

    團隊合作的歷程中，曾經面臨同儕反對的壓力與恐懼，但是看見其他
成員的淡化處理，讓我能夠提醒自己，不要太在乎別人的看法；異質性團

隊成員間的相互學習，讓我學會欣賞別人、看重自己。 

 
    跟年輕人學習，不批評、不貶抑、不計較，好溝通的世界將會
充滿希望（040311） 

 

二、發展性：生涯發展的高峰經驗 

    發展創意教學的歷程中，除了教學知能的提昇之外，教學信念的改
變、對人的價值改觀產生轉變；實際參與課程規劃、教學、行動研究的實

務歷程，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經過課程紀錄、思考與省思，參與競賽與

發表，第一次真正感到教師是一個專業性的工作，對於教學生涯的規劃，

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觸動。 

是順其自然還是強求？是考驗還是必經歷程？是奢求還是早已擁

有？珍惜擁有的，欣賞沿途風光但仍要過站不停，勇往前走---
（040217） 

參與研習擔任講師，對於遇到事情容易緊張的我，是一項挑戰，但是

一次次通過考驗，逐漸建立自信，在接受教育部「教學卓越獎」的肯定之

時，著實令自己不可思議，我想要不是團隊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這樣的

成果。後來參加「主任班」的甄試，因為實際投入創意教學的行列，對於

教育的資訊、相關知能與創新的概念，應答如流；也因為創意教學歷程中，

孩子的優異的表現，也讓我在「師鐸獎」的選拔中，雀屏中選；種種的經

歷，有些奇妙，我很感謝工作坊的栽培與洪教授的指導，成功的創意教學，

其附加價值，真是令人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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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踐性：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對於課程的思考，一直是現場教師較弱的一環，因為要作紀錄與修正
課程的設計，進行行動研究，開始對於課程的意義，思考其中的意涵與價

值。 

    卓越 vs 均等；鬆綁 vs 穩定；量的解放 vs 值得提昇；
多元競爭 vs公平正義（040206） 

 

    課程應是促進學生「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是灌輸；課程
內容發生在學生生活場域，「所思、所感、所知」的經驗，

使學生真正融入有意義的活動中，透過師生互動的理

解、溝通與詮釋，逐漸建構學生自身世界的意義體系

--------（040929） 

 

四、自發性：內在動機的可貴 

    過程中面臨挫折與困難時，都會想要放棄，真正促使自己持續參與與
完成的動力，是來自孩子的學習渴求與創意的展現，雖然剛開始是因為教

授的鼓勵與競賽的獎酬，但是實際參與之後，真正會促使自己持續做下去

的重要因素，就是團隊的力量與外在動機已深化成為習慣的內再動機。 

放下自己、投入學習，讓正向思考引我向前，只有努力---（040107） 

 

人生的瓶頸是嗎？為何想放棄？遇見困難嗎？突破才能肯定自己：堅

持。 

用平和的心在嘗試看看---（040115） 

 
    冷靜才不會急躁，無言方能思考。（040115） 

    現在在教學中，雖然沒有了團隊、並沒有參經競賽的念頭，但是我的
教學已經跟三年前的情形大不相同，「創意教學」已經深烙在我的教學信

念中。 

 

五、原創性：孩子是創意的活水源頭 

    學生對於學習渴慕的眼神，是教師教學的最大原動力，在山上原住民
學校推動創意教學的兩年，常常有著「感動」與「驚訝」，學生的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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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絕非大人平時所見而已，社會文化的價值觀是否曲解教育的價值，升

學主義是否扭曲教育的本質？但是在創意教學的課程中，看見孩子的潛能

與出人意料的特有風格。 

夜，看見牆上山地服的亮片閃閃發光，正準備帶住宿生回宿舍，六年

級老師至電腦教室找學生，叱罵學生不用功讀書，只愛參加活動---
「多元文化」vs「升學主義」；「創造力」vs「基本學力」，其中有所
牴觸嗎？（040407） 

 

在升學主義掛帥的社會風氣與考試壓力之下，創意教學是弱勢學生的

出路與學習、被肯定的機會，發展自我潛能與提昇學習能力的教學

策略，更是幫助孩子體驗自我學習的高峰經驗；從教育的價值上來

看，是多元教育的實踐與課程論正的成功實例。（040608） 

 

學生為學習主體，孩子決定要學什麼？學生學會討論與對話，是一種

能力---（040407） 

 

快樂學習，保持向上進取的心，裝備自己的能力，努力尋找生命中的

快樂與喜悅，「創意教學」為孩子開闢出一片蔚藍的學習天地。

（040407） 

 
六、人生的另一章：韌性 

    敏感、善變、缺乏自信與性情急躁的我，在團隊合作發展創意教學的
歷程中，讓我學會與人合作，包容與等待他人、同儕；創意教學的原則，

其實與人生的智慧有些類化的情境；「等待」是給予師生轉換時空、開展

創意的契機，心靈自由、氣氛和諧的環境有助創意的產生，然而人生不也

是這樣嗎？ 

不要讓任何事，擾亂你的心，沒有任何事，可以使你悲愁，一切都

會過去，上帝從不改變~聖德蕾莎（031229） 

 
不能走回頭路，就勇往直前吧！（040107） 

 

    抗壓性、耐性，等待時機，培養實力，靜守方能思考、努力才有收穫。（0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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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在乎別人的眼光，為自己負責，他人不是我的主---（040312） 

 

這兩年的創意課程發展，最重要的感動就是教學歷程中，孩子的一起

投入與創意乍現的時刻，第一年團隊合作無間的珍貴經歷，加上第二年各

方案主導的教師們，都深刻地感受到『孩子』就是創意的活水源頭，為了

孩子的學習，教師發揮創意的設計課程與安排教學，孩子出奇不意的的表

現與進步的成效，更是教師持續發展創意教學的原動力。兩年過去了，但

是教學的知能與感動是不斷地累積與沉澱，雖然團隊已解散，但是每位教

師仍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默默散播創意的種子。 

如果問我還會不會做創意教學，我想已經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自

己教學或是欣賞別人的教學，我都已經自然地反應：這樣有沒有創意！ 

教學需要創意，寫論文也是一種創意的展現，人生更需要創意來好好

經營；創意無處不在、創意潛藏在每個人被塵封已久的冰山底層，用熱情

去融解堅硬的冰石，用溫度去醞釀久藏底層的冰庫，每個人都有可能綻放

無限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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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三個臭皮匠、勝過ㄧ個諸葛亮」，團隊運作對於小學教師而言，有

非常重大的意義與需要；各階段教育改革以來，大家深深體會教改的關

鍵，不在制度，也非在課程的規劃與換新，就是在於基層教師本身。 

九年一貫課程的規劃與實施，增進教師間彼此合作的契機，礙於長期

學校教師孤軍奮戰的文化，教師團隊的運作方式，給予教師很大的發展空

間，也給予教師新的挑戰與任務。本研究的內容，紀錄自發性教師團隊的

發展歷程，了解志同道合的教師如何從陌生到完成任務，也為參與教師團

隊的成員們所努力的成果，獲得肯定與留下美好的註腳；學校行政單位一

再鼓勵教師組織教師團隊，一方面預見團隊的方式是一個比起單打獨鬥的

方式，較為優質的發展方向，一方面對於學校教師專業成長有正向的推進

作用，本研究之例，足供參考。 

自發性教師團隊的成員，雖已解散，同時因著個人志趣與家庭因素，

大多調離原校。因著成功之例，風動石教師團隊的成員，雖然不再組織團

隊，但都已成為種子，一種慣性使命感的驅使之下，有的自己親自組織新

的教師團隊，有的則以指導的方式，在各校推廣創意教學與力促教師團隊

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團隊成員分開而各自努力的成果，都未能如當時

團隊合作的成效，各種條件是無法同等比較，但是每位成員積極投入與合

作無間的堅強陣容與運作模式，足以證明成功團隊合作的優勢與條件。 

第二年行政組織教師團隊的參與成員，參與的教師表示在教學上會因

著團隊發展創意教學的經驗，對於創意教學的種種策略與方式，現在會自

然而然地應用於教學上，「創意」的概念已不知不覺內化於平實的教學生

活中；這是教學理念與教育觀點的蛻變，也是每位教師難以忘懷的珍貴記

錄。 

    過去的教育文化，教導教師要默默耕耘，為良心事業盡心盡力，但在
知識經濟的現今社會，教育更需要擁有分享與發表的平台，教學競賽的歷

程，可以讓自己省視自己的教學，將努力的成果留下記錄並對外行銷，同

時可以看到別人的教學，達到交流與觀摩的功效；在少子化的今日社會，

教育更需要有競爭力與茁壯的執行力，教師如何團結合作，改善教學品

質，如何走出過去狹隘的象牙塔，讓家長與社會認同教育現況，鼓勵教師

走出來，體會專業與早出專業，是我們教師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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