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韓愈〈師說〉中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明白揭櫫一個教師的使

命，而這個使命是責無旁貸，不可一日或忘。或許時代不同，傳的道要與時俱進、授業

的方式要更多元、解惑要更有耐心，但是這個與生俱來之天職永遠不改，尤其作為一個

國文老師，更比其他科教師富有更多文化薪傳、誨人不倦的責任及可能，這既是權利也

是義務。 

教師是教學過程中主要的靈魂人物，教學是一種藝術，教師透過對自己教學專業知

識的思考及反省，使教學這項藝術成就更上一層樓。我們可以說教師之良寙關係「傳道

、授業、解惑」之品質，因此教師本身具有之專業素養實不可等閒視之。 

本研究就是藉由質化研究之完全參與觀察的方式，以研究者本身即為教學者的身分

，進入實際現場進行教學的研究，透過研究者本身的教學觀察、反思、訪談、文獻分析

、專家教師對研究者的觀察等三角檢測研究方式，希望瞭解一位高中國文老師其教學的

專業表現，並從中探索其專業知識之內涵，同時探討高中國文科教師如何對「誠」的意

涵產生自覺，並運用自身之教學專業知識，將教材加以轉換，進而付諸教學的實踐，俾

便透過教學活動耳濡目染，以達到文化傳承的目的及國文教學的目標，也可作為未來培

養師資和後繼研究之依據。 

本章共分四節，首先說明本研究的動機，其次指出研究的目的，再來針對研究中重

要名詞概念給予定義、界定，最後第四節則釐清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基於國文科教師的身份與使命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而多元多彩，古聖賢者的典型在夙昔，教忠教孝，成仁由義，誠

信恕人的訓示汗牛充棟，不但輝耀歷史的長空，更朗照亙古蒙昧的黑夜，為我指出依循

的方向。其中儒家思想更是深刻影響國人，因此加深研究者研究的動機及驅力。 

研究者任教以來，經歷過教育改革的多次變動，從開放教育、新的課程標準到多元

入學、一綱多本，深深感覺到無論教育制度如何改變，升學考試如何方式如何變革，教

學工具如何日新月異，一切都是工具或一時的，教師本身及作為教師本身的教學活動才

是影響教育品質的關鍵所在。而在教育部的《教育改革報告書》中，也明白提出教育改

革的重點之一為提昇教師的專業素養，教育改革的成敗，教師的教學扮演重要的角色（

毛連塭，1996：117）。教學是一種雙向回饋的歷程，不僅是技能、知識、態度與價值觀

的傳授，還涉及到師生之間的互動；而在教學問題的處理方面，教師也須面對各種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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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的教學問題，作立即而有效的判斷和決定（林進材，1999：45-46；歐用生，1989

：66）。又，教師所持的態度及信念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學生的行為與教學成效，一

個好的老師所能影響的範圍絕非教科書或其他政策能望其項背的。所以以研究者的實際

教學經驗為基礎，由自己的教學出發，去理解教學問題的形成，並且尋求解決的方案可

能是最實際的做法，本研究正是這項考慮之下所進行的一項嘗試。 

    賈馥茗（1983，2003）：「教師的任務，顯然生自於學生的需要，學生為什麼有需要

，所需要的又是什麼，試先看王符〈潛夫論讚學〉中所說的幾句話：「天地之所貴者，

人也；聖賢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

，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人不可不就師。」這是說人如果要發展智慧，

獲得才能，便要學；要學便要有能夠教的人，即是需要師。反過來說，能夠為人師的，

便是已經有了明智才能的人，才能夠教別人。其次韓愈在〈進士策問中〉說：「古之學

者必有所師，以通其業，成就其德。」周子〈通書〉中論師所說：「故先覺覺後覺，闇

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老師在學行上是先覺者，有義務覺後覺（學生），而在「覺」

的過程中，又以品格陶冶最重要。 

教育是人為了求自己的進步與改善而生，則教育必須重在「人」，以人為對象；以

人的進步與改善為目的，按著這個方向教人，才能稱為人師。而人之需要教師來協助其

進步與改善，如《韓詩外傳‧建本篇》中說：「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

全性。夫幼者必愚（指無知，非愚蠢），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

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這段話說得最確切之處是人若保留幼稚無知的狀況，

便不足以保持自己的生命，在現代生活中，更為明顯，所以為人師的任務，是從增加學

生的知識以保全學生的生命。增加知識是歷程，是活動內容；保全生命才是目的。 

同書〈師篇〉中又說：「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明確的說

出「人師」是教人「為人」或是「成人」，以品格的改進、人格的完成為主。因此學校

教育的目的既然並不是只為傳遞知識和增進知識，而是在教育下一代的「人」，和純粹

從事學術研究不同，教師便不能只顧傳遞知識而不去「教人」。 

人的品質見於全部行為和生活之中，教育中也有了「教育即生活」的說法。在當前

的學校形式下，教師—學校中必然的教育者，應該以教學生整個的人為前提；即使有預

定的知識教學，也不能忽略和知識相關的行為指導和品格陶冶。否則教師只是一個「教

書匠」，尤其在資訊媒體蓬勃發展的今日，各種聲光教材不勝枚舉，若教師不能發揮「

人師」的功能，現在的教師極容易被淹沒在科技、資訊的表象中而失去自己的定位及功

能。職是之故，加強教學過程中「軟體」部分的充實，發揮人格陶冶之效實是現在教師

責無旁貸之處。如何透過日常教學活動，將「誠」的意涵灌注於文化陶鑄中，也是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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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動機之一。 

貳、文化陶冶的重要 

九十三年教育部公布新版高中國文科課程綱要，調整（減少）每週上課時數、降低

文言文比重1，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為選修，加上年底立委選舉，有關「

國父、孔子是外國人」、「中國是敵國」等政治性論述引發廣泛討論，因此將國文這口久

被遺忘的「冷灶」重新熱炒起來，引起諸多議論。 

一般以為教學內容包括知、情、意 三者，在所有學科中都該包含這三種質素，尤

其國文科更被認為最該富有情意傳達引發的科目，《毛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論語‧陽

貨篇》：「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等，無非強調情

意教學的重要及效果。 

國文教學相對於其他領域科目而言，的確肩負更多情意教學及思想引導的重任，固

然在每科中都可以融入思想或情意教學的因子，但都不如國文來得多及順理成章，尤其

是所謂的「中國文化教材」更是情意教學及思想教育最集中之處。 

然而徐復觀（1994）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序中說：「治中國學問的人，

多失掉了思想性及思考能力。」，這句話也可以套用在國文教學上。近年來由於升學考

試採用電腦閱卷，平時在「考試領導教學」的謬誤觀念中，學生或老師在教學活動中，

只為培養考試能力，所有的學習淪為以「解題」得分為優先，老師訓練學生成為「考試

機器」，學生但求 ABCDE的組合，讀書或教學活動成為標準的「記問之學」。「文化教

材」或所謂的情意教學、思想教學及文化陶冶的機會已被許多師生拋棄，不教不念，而

蕩然無存，本來加強文化陶冶或情意教學的機會已相對被剝奪，於今若再將「文化教材

」由必修降為選修，其在教學過程中勢必更被打入「冷宮」，而失去文化涵養及思想教

育最後也最完整的堡壘，從此老師更有理由不教，學生受到薰染的機會將日漸稀薄，青

少年思想行為受到至性至情匡格的機會將更行減少，以致各種偏差行為將更行嚴重，所

造成的不良影響也將日益加深，腐蝕青少年身心，動搖國家長治久安之基石，不能不設

                                                 
1.新版高中三年語體文與文言文之比例分別為：60％：40％，55％：45％，50％：50％。（所列之百分比

係指散文部分，古典詩歌與現代詩歌不計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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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力挽。 

參、文化涵養及人文精神重塑之必要 

    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總綱》（2004）中說：「高級中學教育以繼續實施普通教

育、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生涯發展，奠定研究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基礎為目的。為實

現本階段教育目的，須輔導學生達成下列目標：壹、增進身心健康，培養術德兼修、文

武合一的人才。……陸、充實人文素養，提昇審美與創作能力，培養恢宏氣度。」而《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總綱》（2001）則明確表示：「除延續國民教育階段之目的

外，並以提昇普通教育素質，增進身心健康，養成術德兼修之現代公民為目的。為實現

本階段教育目的，須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三層面輔導學生達成下列目標：

1.提昇人文、社會與科技的知能。2.加強邏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造的能力。3. 增進

團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神及責任心。4.強化自我學習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態度。5.增

強自我了解及生涯發展的能力。 6.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念。」可見人文精

神及情意涵養在高中時期的重要。只可惜，學科本位的概念發展到現今，已面臨了過度

分化的、科目林立的窘境。Tanner, D和 Tanner, L（1995）認為人文精神若要發展成為課

程，乃是相當大的挑戰；諸多人類的任務和經驗要如何統整，更是一大困難。 

研究者認為，人文精神的體現應誠如心理學之人本主義學派 Maslow的自我實現論

、Rogers的全人說所主張的：重視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準，強調獨立、統整、自我決定和

自我實現（黃政傑，1991）等整體概念，而非是由紛雜、林立、破碎的知識所構成。是

以，鑑於當今吾人孜孜矻矻於科技進步、經濟發展之際，將知識作了精密精緻的區分，

而對於人文精神之培育與體現卻無實務上的配合，實在是一種不足與遺憾，若能藉由高

中課程國文科——特別是有關我國傳統文化中優良的文化涵養入手，以彌合此一罅隙，

是獨具長遠意義與價值。人文精神在教育中的體現，一直是中西方教育所探討之重要面

向。歐洲早在古希臘時代，便由雅典城邦中發展出重視人文素養之「文雅教育」；十四

世紀文藝復興時代，因著對人文精神的歌頌，諸多強調人性尊嚴、自由抉擇的呼聲，便

直接地影響了課程的發展。此時期重視古典文學、美術、母語與鄉土文學，並強調獎勵

重於懲罰的方式，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通識教育的實施，以及「境教」（林玉体，1999

）。至於東方人文精神之展現，起源甚早。我國先秦儒家所主張「仁、義、禮、智、信

」都是匡正委靡頹廢世俗之藥石，尤其儒家獨具之「誠」的理想及實踐，更是現實熙熙

攘攘、急功好利、「不誠無物」的社會中最好的針砭。所謂「君不君，臣不臣」，即是上

下「交相利」，不知推「誠」置腹、坦「誠」相見之故。因此，研究者以為：「誠」乃商

業社會救亡圖存最重要的精神手段之一。因著《周易‧乾‧文言》：「君子進德修業。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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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的體現，彼此互成有信，一切真誠相見

，日常生活自有無形規範，一切事物才能依體行事、切合時義。否則學問再好、地位再

高，依然無法立足社會。先由個人「自明誠」然後「自誠明」，由誠意到正心，由正心

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而下，「誠」乃一切之基，也是發皇我中華文化之

根源。若要重塑人文精神之整體，必先追塑其根本之源，故本研究乃以儒家重視之「誠

」的意涵，作為中國人文精神之實踐依據。 

最近國內外學者對於教學專業知識範疇之研究日益豐碩、益見熱絡，但省視國文學

科之教學模式，卻仍常為人品評為照本宣科的教學，故而，如何使一靜態的文本知識，

轉化為動態的教學，乃亟待思索與探討。Giroux提出了「教師是轉化型的知識份子」的

主張，研究者以為，這可以說是對教師自覺實踐提供了極佳的新詮意識。身為知識份子

，教師不應只是一個執行者而已。教師應透過和其他教師之間、和學生、和教材、和社

區之間的互動，將批判性知識和價值傳授給學子。教師不只是關心學生的學業成就，更

應關心自己是否有具有批判性思考和行動能力，並將此能力與社會變遷聯結起來（吳瓊

洳，1999）。身為國文科教師，教師應對教材中之人文精神作更深入的詮釋，使其能上

通歷史文化脈絡，下連社會文化變遷，使國文文化的意義在新時代的脈動中，能駕馭更

適切的概念，達成「縱貫的、立體的」詮釋。 

當教師自覺到自己能對教材中最根本之「誠」的精神內涵提出新的詮釋時，便有其

實踐之可能。研究者認為，當一個教師能自覺自己有影響力，能引導學生由「修辭立其

誠」出發，經由「自明誠」達到「自誠明」的境界，整個「思想」教育才算完成，整個

人格教育也才算圓滿，作為一個教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張載〈語錄〉）的責任也才算可以功德圓滿。 

肆、教學研究典範的重塑及文化陶冶的建構 

近十年來，美國教育政策的重點，主要有三股重要的趨勢（Turner-Bisset,1999）：一

是針對教師和學生教學之主體知識的研究，而制定《教育品質白皮書》（White Paper 

Teaching Quality）和師資培育案審議（the 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後者也引發了第二股趨勢──師資的培訓；三是受到行為主義學派的影響

，重視教師工具性能力的培養。以上三股潮流對於促進教學品質、提升師資培育的標準

和訓練促進教師專業等，均有正面的幫助。 

而教育政策的改變，乃是因著相關的教學研究典範的轉移。教學研究在美國早於二

十世紀初期就已開始，若由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各於一九六三、一九七三、一九八六及二○○一年中，平均每隔十年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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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之教學研究手冊（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中，便可以看出教學研究受到

的重視。然而，雖然教學的研究由來已久，但針對於教師知識的相關研究，卻是在近年

來才如火如荼地展開，尤以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更復如是；教師知識研究可視

為一種革命，它引發教育者對於教室實際情境的思考，關注於教師的特質、教與學的方

式，最重要的是專注於研究教師知道什麼？教師如何將自己的所知表現在教學當中？

……等面向（Connelly, Clandinin, & He, 1997）。 

依國內學者簡紅珠（1992）的分類，教學研究典範的轉移，由早期強調教師效能之

「過程──結果」的教學研究，至一九七○年代中期之後，逐漸轉變成為「教師思考」

的教學研究；此二教學研究典範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實證主義之影響，大多以量化研究的

方式，探討所謂的「有效教學」。其後，因著 Shulman（1986）亟呼「教學」乃是非常

複雜的現象，對於教學的研究應放棄探討各種單一變項的簡單概念，而應將焦點關注於

整體的脈絡情境因素；故而「教室俗民誌」之教學研究便如雨後春筍，各學者分別以不

同之面向與角度，切入實地的教學情境，對教師的教學作深入而微觀的描述。其中，又

以教學專業知識的研究最為豐富。 

王熙元（1983：147）：「完整的國文教學活動，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從事

語文訓練，第二個層面是進行文學欣賞，第三個層面是實施文化陶冶。語文訓練是國文

教學的基礎，文學欣賞是國文教學的中心，而文化陶冶則是國文教學的終極目標。」然

而近來國內外關於課程與教學領域的相關研究，若非著眼於課程政策的實施，如九年一

貫課程的研究、教學方法的驗證，即是廣泛地分析統計教師的任教態度、教學信念等。

然而，若缺乏對於「教學」本身作探討，那麼所談的、所研究的，都會是相當空泛的；

再者，值得深思的是，教學的目的是為了達到什麼？培養什麼？教學所呈現的是單純的

知識？抑或包含了文化底蘊的建構？  

細察國內國文教學之相關著作，如：王明通（1974）、汪錦玨（2001）、李秀萍（2002

）、林癸吟（2002）、林士敦（2002）、林淑媛（2002）、郭素貞（2002）、黃志煌（2002

）、黃淑瑮（2002）、蔡榮昌（1979）、劉寶珠（2002）、陳敬衡（2001）、李秀萍（2001

）蔡崇名（2001）等，大多著眼於教學技術的研究，而忽略了國文科教學中對於誠、乃

至文化傳承、人格陶冶的掌握。再檢視以文化研究為主之相關議題，如：李泰德（1998

）文化變遷下的臺灣傳統文人──黃得時評傳、張錫輝（2001）文化危機與詮釋傳統─

─論梁啟超、胡適對清代學術思想的詮釋與意義、曾守正（1999）先秦兩漢文學言志思

想及其文化意義──兼論與六朝文化的對照、黃秀卿（1998）百越文化研究等諸篇研究

，則對於教育的概念有所忽視。 

研究者以為，國文科教學並非只是枝枝節節之教學技巧的練習，而是有其豐碩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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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文化意義；國文科教師對於肩負文化傳承責任應予以醒覺，而非只是呼喊諸多教育口

號，卻不能切實體悟與傳遞。 

文化的陶冶非是一朝一夕，文化的傳遞更是百年樹人，國文學科的教學不光只是一

種知識技能的傳授，更是人文文化的傳遞，它涵蓋了生活教育、思想教育與人格教育（

王熙元，1983）的培養。研究者期能透過實地的教學觀察，將形而上之「誠」的精神與

實際之教學實施二者加以聯結，建構國文科教學在文化薪傳中的光譜。此為研究動機之

一。 

伍、質化研究方興未艾，教學專業知識之探討已漸成潮流 

隨著國際競爭趨烈，各國莫不致力於提升教育品質，培養高素質的國家人才，以強

化國家在全球的地位；而教師素質之良窳與否，直接地影響學生之學業表現及長遠的身

心發展。因而，長久以來，如何加強師資培育機構的功能，培養優秀的教師，一直是教

育相關人員關注的焦點。 

    為使師資培育機構功能更益彰顯，教育研究者將其研究重心，放在「有效教學」之

研究，期望能將研究的結果轉化、運用到師資培育課程中，有計畫地傳授給準教師。而

所謂「有效教學」的研究，係以教師為對象進行研究，依研究取向之不同，擇成對師資

培育之不同建議與改善方向。1960~1970年代間有效教學的研究認為，教師課堂班級經

營的效能，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有巨大的影響。因而，在此時期，各研究者設計出不同的

量表，進入教室觀察教師的教學。此類研究的結果，雖對於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具備

何種教學技巧(如：候答時間長短、學生學習時間的有效運用等)方能使學生作有效學習

，提出具體的結論；然而，過度量化資料的結果，卻也忽略了優良教學一些較細微的面

向，而標準化測驗的結果，也僅測得學生低層次認知的能力，而無法了解其高層次能力

的發展情形(Brophy, 1991, p. x)。 

    針對上述研究過度量化資料的缺失，自 1980 年代起，許多研究開始以質化研究方

法，進入教室長期研究教師的教學。八○年代後的研究，依 Brophy(1991)的看法，大致

分為三種類別。第一類的研究注重教師在課堂中應有的教學及評量實施方式的探討，以

使學生達成自我調整(self-regulated learning)及有意義的學習。第二類則為教師思考

(teacher thinking)的研究。這類研究欲探討成功的教學背後，教師思考的一些特質。前兩

者的研究，多以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為對象，藉由兩者的比較，歸納專家教師實際教學

的表現及其思考特質。 

   此外，第一類的研究結果發現，專家/生手教師教學的差異，不僅在於他們是否能依

情境、學生的不同，提供清楚的教學；教師本身是否擁有豐富的學科知識，更是影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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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能否流暢地進行教學之重要因素。基於上述因素及教師思考研究的缺點，有些研究者

開始投注心力研究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此類研究也就是八○年代以後，教學研究的第

三個焦點。 

     對於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究竟應具有哪些內涵，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論性看法

(Grossman,1994；Shulman,1986；Tamir,1991)；而真正帶動教師教學專業知識方面的研

究者，則為 Shulman(1986)。他由早期對於初任教師發展的研究中發現，教師在學習教

學的過程中，需要培養許多不同的知識，以便能勝任教學；而在這些不同的知識中，他

尤其強調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在 Shulman 的倡導下，研究者開始由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教師教學專業知識。

有的由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作研究(陳國泰，2000；黃瑞琴與張翠娥，1991；黃

美瑛，1995；羅明華，1996；Elbaz,1983)，有的則由學科知識(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切入(Leinhardt & Smith,1985；Hashweh,1987)，其他的則由學科教學知識切入(江玉婷，

1996；林宜靜，1998；林俊宏，1996；林曉雯，1994；邱憶惠，1996；段曉林，1995；

高榮成，1994；張雁婷，1998；張惠昭，1996；黃永和，1996；黃淑貞，1996；黃麗娟

，1995；鄭湧涇與童麗珠，1996；Ebert,1993；Geddis,1993；Grant,1992；Grossman,1989

；Marks,1990)，探討其中所應包涵的知識。在這些研究當中，多半以實習教師或初任教

師為對象，採質化研究法，進入教學現場長期研究其教學時所需要的知識；對於擁有多

年教學經驗、有效能、且學科知識內涵豐富的專家教師，在教學當中，教學專業知識的

運用，卻少有研究。因此，進一步探討專家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之運用，為本研究動機

之一。 

    自 1980年後，專家/生手教師的比較研究興起，對於專家教師在教學表現或是思考

特質上，有豐富的成果累積。然而，誠如前述，專家教師在教學時，如何統合、運用其

教學專業知識，依情境之不同，將知識轉化為學生可吸收的學習內容，這方面的研究，

卻尚不多見；因此，倘能對專家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有所了解，對於準教師或初任

教師而言，必有更大的幫助，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Geertz(1973)曾指出，研究教師的教學相當重要的一點即在於，能夠深入教師教學

的現場，對其教學做深刻而豐富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因此，在研究教師教學專業

知識時，若能夠對於教師所處的情境及教學事件詳細地敘述，再深入分析討論其教學專

業知識的運用，必定能使讀者對於教師如何運用教學專業知識有更完整的了解，此為本

研究動機之三。 

近年來美國的師範教育學界，逐漸摒棄以「行為心理學」為基礎而改採以「認知心

理學」為基礎，來探討教師專業效能（單文經，1990）。質的研究典範中的個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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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掌握教育現象的豐富價值與意義。研究者對問題所涉到的人、事件、參與者的

語言和意義，做詳盡和豐富的描述，以盡到發現與揭露之責（陳麗華 1995：17）。 

過去研究在探討教學問題時多受實證主義之影響，偏向量的研究，以學生智力、社

經背景或教師性別年齡等與教師教學的相關性，進行分析、以驗證其事先既定的假設。

然而，吳明清（1991：592）認為這些研究對於改進教學，增進學習成就，並無積極意

義。這些變項的探討，只具「預測」及「分類」的功用，因為教師實際教學歷程，不是

僅靠量化之數據分析，即可得知。須知教學活動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活動歷程，如：教師

所持的教學信念，教師所具的學科專業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或對情境的認知

，在在影響教師教學的思維及行為，進而影響共教學目標達成程度，然而這些問題之研

究途徑，非置身教學現場，深入且長時間的觀察教師教學及師生互動的情形不可，很難

僅賴預測及量化、分類等研究即可真正了解。 

職是之故，「質的研究」的取向開始受到重視，以修正傳統偏向「量的研究」之缺

點，進而漸漸成為教學研究的新典範。「近年來教學研究顯示幾個特色：其一，重視教

學歷程的直接觀察；其二，重視動態變相的探討。」（吳明清，1991：592）而所謂「動

態變項」指的是對學生的認知基礎、教師的教學策略等的探討，以了解方法和目的之間

所呈現的因果關聯後，得以對教學效果產生積極的作用。在投入教學研究的諸多理論觀

點中，以認知心理學生為其理論基礎，試圖比較、分析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在知識結

構、教學決定歷程等方面差異之處，最能幫助我們了解教學專業的複雜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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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以上所言，研究者為了補充中學國文，尤其是高中國文學習領域相關研究的不

足，選擇以質化研究法中之個案研究方式，希望反思高中國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該具備

的教學專業知識為何？還有其專業知識的來源以及教學推理的過程，希望能提供未來從

事高中國文教學的教師一些參考。 

基於上述的動機，本研究決定以研究者自身的教學準備、教學歷程觀察及探討研究

者本身的教學專業知識及運用，並期望藉此研究達成以下目的。 

一、探討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 

二、剖析個案教師國文的教學專業知識。 

三、影響個案教師形成國文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 

四、描述個案教師在國文教學的表現及狀況。 

五、探究個案教師進行國文教學時推理及行動過程。 

六、討論個案教師如何對「誠」的意涵產生自覺，並落實實踐於教學中。 

七、分析、歸納結果並提出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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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教學專業知識 

教學是一種複雜的認知技能，主要牽涉到教師內在的知識基礎，教學專業知識即是

教師配合其內在對於教學環境、教育目標、學科內容及教學方法等方面知識，轉化成教

學活動，使學生在教學中能充分理解的一種專業知識，它不是一個固定的知識體，會因

為反省與應用而發展（Fernandez-Balboa & Stiehl, 1995）。 

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乃是教師為達成教學工作，所具備之各種想法、理解、技巧

等。對於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分類，各學者依據研究對象，而有不同的分類，Shulman

（1986、1987）分為七類，包含：學科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學科教學知識

、對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關於教育目標等知識；其他學者如 Elbaz（1983）分為五

類、Grossman（1988、1994）則分為六類。 

本研究以個案教師的實際教學情況，將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分為「學科教學知識」

、「課程知識」、「一般教學知識」及「學習者知識」等四個面向。 

貳、學科教學知識 

指對特定學科在教學時所應具備的知識，本研究乃針對國文學科教學知識而言。具

備學科教學知識之教師能針對學生不同的能力與興趣，採用特定學科的教學技巧，對特

定的主題予以組織、表徵及調整後再進行教學；可說是教師知識的核心，也是有效教學

的基礎，更可以說是老師專業化指標之一（簡紅珠，1994）。 

參、課程知識： 

指對課程設計過程的了解，包含課程的水平與垂直聯結、教材的熟悉度與運用，及

補充教材的選擇等。本研究根據個案教師的實際教學情況，將學科知識亦包含在課程知

識當中。 

肆、一般教學知識： 

指教學時的教學管理、班級經營等，包括情境知識的掌握、教師的言教與身教、引

起學生動機等的知識。 

伍、學習者知識： 

指對於學生之能力、學業表現、學習態度、學生的程度、個別差異、學習感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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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迷思概念、需求及興趣等面向之理解的知識。 

參、「誠」的意涵 

「誠」之一字，從字義上來考查，其最初的本義是「信」，意思是心口如一

、言行一致、真實無妄等等。《說文解字》以「誠」、「信」互訓，《爾雅》訓「誠」為

「敬」。再進一步分析，「誠」由「言」與「成」所組成。「言」是表達，或就表達之最

高標準而言，它更是一種「雅言」，亦即一種絕對的真理。「成」的本義是「止戈」，或

「休兵」，引申之它實際上就是一種「對某一所需處理事物之最終的解決或達致。」因

此，「誠」具有雙向的意義；一方面它是指「對所需處理事物之最終解決之表達」，另一

方面它是「以表達或（真理）指向于所需處理事物之最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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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專家教師之教學專業知識。然而，由於教學專業知識其實乃為一

抽象之概念，必需藉由專家教師在課堂中的教學表現，以詮釋其背後所採用的知識；因

此，研究的焦點較著重教師的表現及其背後隱含的知識，對於該項知識之來源，雖有著

墨，但並未深入探討，而是較傾向說明專家教師如何將其擁有的教學專業知識融合在教

學過程中。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的方式，以完全參與者的身份進行此一研究。由於研究者即為教

學者本身，所以共同參與者的選擇，即以研究者本身所任教學校的班級為主。換言之，

本研究是以高中國文學習領域課程的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為主題，選擇研究者目前在校內

所教之班級為研究場域。 

本研究預期透過研究者在高中國文實際的教學經驗，描述本身的教學專業知識、影

響研究者教學知識來源的因素，並且希望從自己本身的教學中發現國文情意教育、文化

陶冶學的困難之處及解決之道。 

整個研究的時間預計自九十四年一月至九十四年四月，總計四個月的自我觀察及反

思，並於自我觀察期間同時進行學生、協助觀察教師的訪談以及非結構性的問卷調查。

而這段時間正好是研究者任教之高三課程上到「學庸」時，正可以方便觀察及反思研究

者如何闡釋「誠」的內涵，如何將形而上的「誠」之內涵落實到教學場域中，灌注到學

習者的骨肉中，尤其面對高三學生即將來臨的大考，考試與文化陶冶如何兼容並蓄，實

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貳、研究結果之推論 

     本研究乃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對象，深入教學情境中，以分析研究者的教學專業

知識。由於研究者之人格特質、任教科目、教學情境及教學理念不一定和大家完全相同

，因此展現之教學專業知識，即有不同之偏重。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式，在研究結果之推論上，必須相當謹慎，不可過度推論，亦

即不能將研究結果套用在每位教師身上。 

參、研究者本身 

     在質化研究中，研究者為重要的研究工具。因而，研究者本身對於研究現場、主

題之敏感度，對於整個研究結果影響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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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在校內除了扮演「國文科教師」的角色外，同時還

要身兼「研究者」的角色，因此可能會產生霍桑效應，即研究者可能因為自己成為研究

對象，而表現得與平常不一樣，以利於研究報告；另外，在撰寫研究報告時也可以因為

個人身涉於情境之中，而使得本研究流於主觀，忽略了從事研究者所必須具備的客觀角

度，陷入個人的盲點而不自覺，對於研究主觀性的擔心就會出現。 

但是當資料在成為一份正式報告時，無可避免地必須先「經過」研究者的心靈（李

奉儒等譯，2001：49），主觀意見也多少會呈現出來，而且在任何研究中也不可能完全

客觀，於是研究者盡力在處理資料上瞭解自己的偏見所在（歐用生，1989：31－32），

在研究過程中，正確的省思自己的教學，找出問題的真正癥結。 

本研究進行過程中，研究者隨時提醒自己跳出「教師」的角色來反省思考，並撰寫

反思日記；研究者試著發現自己的主觀狀態對資料的影響效果，嘗試察覺自己的偏見，

並將其列入考量；同時將研究資料請協助觀察之同儕及指導教授協助分析及檢證，以期

維持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希望減少「觀察者效應」（observer effect）的影響。 

肆、研究範圍 

在國文教學領域的研究範圍中，所涉及的議題及現象很多，本研究基於時間及人力

的考量，無法對所有議題及現象做深入的研究及探討，只限於描述研究者本身教學專業

知識，以及研究者在教學中教學專業知識的轉變，其餘的並不探討，因此無法適用於所

有國文學習領域教學的現象。 

就研究範圍而言，研究的重點在於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對於學生的反應、看

法、學習細節等，並未做深入討論，故而無法說明教師知識與學生成就之間的關係。研

究者乃不定期於課堂後對數位學生做非正式之訪談，以減少此限制對研究之影響 

伍、研究限制 

一、研究結果類推的限制 

由於研究的主要對象只有一個班級近 50位學生，無法像一般量化研究一樣，作較

大範圍的類推，所以在 Yin（1984）「複製邏輯」(replication logic)的準則上雖具有某些

程度的外在效度，但研究結果也只討論研究者本身在國文學習領域中的教學專業知識，

在類推到其他學科領域課程之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及其教學推理過程時，宜持謹慎保留

的態度。 

另外，本研究是以國文傳統教學為主，可能未能顧及其他以不同方式實施國文教學

的學校的狀況；又，不同版本的教科書、在不同的學校、城鄉差距之問題、不同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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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狀況，可能也使此研究無法完全有效了解國文學習領域教學知識之狀況，但是研究者

相信本研究應該可以針對國文目前教學狀況及教師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作一深入的描述。 

就研究結果而言，本研究並無法作全面普遍性推論，但可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前導

。 

二、研究時間的限制 

除了上課之外，研究者仍兼任行政工作，時間較有限，因此除了課堂之觀察外，無

法利用其他時間做進一步的補強。不過，研究者擔任該班國文教學已有將近二年時間，

有些經驗的延續可以互推，以補短暫觀察之不足；另外研究者亦請本校資深國文教師協

助觀察，研究者將於每次觀察結果及反思完成後，與其討論，以進行同儕討論，強化三

角檢測功能，以避免主觀及時間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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