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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 

近年來隨著教育觀念的改變，教師的角色已逐漸轉移成為「省思性專業人員」（

Schon 1983），因而除了了解自己所長與所限，本身更需具備與教學有關的專業知識、學

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以及心理

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使其應用於真實的教學情境中，以期能順利掌握在教學中層

出不窮而且複雜的事端。尤其美國的師範教育學界，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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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典範，研究教師所進行專業思考的本質，把教學當作一

種複雜的心智運作，從教師的認知與推理判斷的歷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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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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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詳盡和豐富的描述，以盡到發現與

揭露之責（陳麗華 1995：17）。 

於是大家開始關心：「教師需要具備何種知識？」、「教師知道什麼？」（What 

doesteachers know?）成為近年來教學研究的新典範。這些研究大都係從教師本身為出發

點，欲了解教師們所知道的事（郭玉霞1997：5）。在這些研究中發現，教師的學科知識

的確會影響教學的內容與過程，也會影響教師講授的內容及教學方式，而且教師也必須

擁有好幾種知識，才能從事有效的教學。 

對於教學專業知識之探討，可分為三個面向（Carter,1990）：訊息處理、實踐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亦譯實際知識、實務知識）及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第一種訊息處理之面向乃關注於教師在教學計畫及教學過程之思考歷程中

，是否能掌握其教學對象，並大量比較生手教師與專家教師的不同。第二種實踐知識的

取向，則是針對教師對於教學情境、課程、對學生的認識等作實地實務上的研究，近來

國內亦有諸多學者投入其中（王詠，2002；王鳳仙，2001；阮凱利，2002；吳美靜，2003

余學敏，2002；陳國泰，2000；張翠娥，1991；張雁婷，1998；黃美瑛，1995；黃淑貞

，1996；黃瑞琴、蔡韶珊，2002；羅明華，1996），對於教學專業知識之研究提供了豐

碩的意義性。最後一面向學科專業知識之研究，乃是 Shulman特別關注的，稱之為「遺

失的典範」（missing paradigm）（Shulman,1986），他認為學科教學知識其實已經超越了

狹隘的、單一的學科內容，而上擴至與教學專業知識同一層次，乃是教師不可或缺的。 

教師教學專業知識可以說是各個學科領域教學的重要基礎，它不只包含了各式各樣

的內容概念，也是一個動態且連續的發展歷程，因此研究者在閱讀過相關文獻後，將其

重要內涵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界定之重要，第二部分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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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專業知識」的意義及內涵；第三部分是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第四部分為

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中最重要的學科教學知識；第五部分則為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

第六部分為教學推理與行動。 

壹、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界定之重要 

周淑卿（2004）認為有關教師工作專業化的努力主要在使所有教師適切的預備某些

能力，以便為其工作負責，並且對於實務工作中的不確定部分，能持續尋求並發展其應

有的行動（Darling Hammond,1988）。所以提升教師工作專業性的基礎即在於專業知識的

奠基與發展。 

過去文獻多以「教學」為教師的主要工作內涵，對教師工作專業性的確認也多由教

學工作的特質著手，典型的分析角度如Calderhead(1994)的觀點。 

周淑卿（2004，引Calderhead）認為可由以下特徵確認教學工作的專業性： 

一、教師具有經由訓練與日常教學工作累積得來的專門知識，包括課程、教材、教

學方法、學生行為等方面的知識。 

二、教學是顧客有關的目的取向行動：教師工作的「顧客」對象不明確（如學生、

家長、行政當局、國家）對象之間可能有利益或意識型態的不同 ，而這些不同來源的

期望又可能與教師本身信念有衝突。教師必須確認其目的，採取適切行動。 

三、所面對的問題是複雜、模糊的，所以教師必須運用專家知識進行詮釋與分析，

做出有利顧客的判斷。 

四、透過反覆的實務工作及反思，教師可發展出適合寂靜脈絡的專家技巧與行動。 

所謂的「教學工作」，事實上不僅是教學（instruction）方法與策略的運用，也包含

教學目的與行動之確認、教學內容的構建與安排。然而，以教學的角度界定教師工作，

則將課程的概念統攝於教學之下，所謂的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也多由教學的角度進行「

教學知識」（teaching knowledge）的探討。 

在我國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課程的決定權由中央轉移至學校，為確保學校課

程的水準，希望教師由部定課程的執行者轉換為課程設計者；由被動學者轉為主動的研

究者；由知識的傳授者轉換為能力的引發者（饒見維，1999）。基於此，教師在課程方

面的知識與技能，逐漸成為專業智能中備受重視的一環。 

研究者認為「教師教學專業」的界定，有助教師瞭解「專業知識」的內涵，進而充

實自己的專業知識，發揮在教學的場域中，以完成教學的任務。 

貳、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意義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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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二十年前《教育白皮書》 (White paper Teaching Quality)公布後，開始重視教

師的教學專業知識，而且開始把教學技巧視為技術的總和，認為它是可以被分析、形容

和掌握（Roise, 1999）；從此有關此類的研究便如雨後春筍般興起。 

有關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組成主要來自二種概念，教育科學或者實務經驗，這也叫

做「實務智慧」（wisdom of  practice）(Counts,1999)。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Stigler（2001

）與美國教育學者在洛杉磯的討論會上，提出教師應該創造屬於教師自己的教學知識庫

（knowledge base），來促進教師專業的發展和教學效能，而如何才能達成這個目標，Stigler

認為教師需要學習三件事。首先，要分析、思考教與學之間的關係，對於不同學生使用

不同的教學法；第二，教師要接受挑戰，面對不同的可能性；最後，教學是很複雜的，

沒有一種教學法永遠是好的，教師要根據當時的狀況判斷何時要使用什麼教法。而這三

件事同時包含了教育科學和實務經驗二個概念。 

而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及其如何形成？ 

美國教育學家Shulman（1987：8）針對各領域在職教師之個案研究中，包括英文、

數學、歷史、科學等，及有關實習老師和新手教師學習如何教學的部分、教學應有之知

識基礎等做了一連串的研究，分析歸納出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之內涵共有七大類（王鳳仙

，2001：26；單文經，1992：258-261；郭玉霞，1997；Shulman,1987：8），從此便引起學

術界對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重視（Seixas,2001)，之後更陸續有許多學者以此為基礎，提

出其修正的看法。 

一、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教師在教學時所要處理有關教學內容的知

識，係指教學活動中所包含的知識內容，教師不但要了解學科本身的內容，還應了解該

學科的實質（substantive）與章法(syntactic)結構。 

所謂實質結構知識(substantive structure)是在學科內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將基本的

概念和原理與其事實知識結合的知識。換言之，此知識是用來引導探究的領域，與資料

的解釋。而章法結構知識(syntactic structure)則是指在學科中對於真偽、有效無效結果的

確認方式，例如對一個現象有不同的說法時，能利用學科中的章法來判斷說法的真偽。

章法是一連串的規則、法則來決定在一個學科領域中何種論點是合宜的，何種是不合宜

的（段曉林，2002：2）。 

二、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適用於各學科的教學原則與策略

，與教學內容無直接關聯的知識（content-free knowledge），係指各學科間共通性的教學

原則與策略，如班級經營與組織、教學技巧等。 

三、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它是一種「交易的工具」，包括教師進行教

學所需的教學資源及教師對整個教材和教學方案的理解，如不同版本的教科書、教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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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課程理論等，這是屬於教師的職業工具。 

四、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指融合學科內容與一般教學法的

知識，即教師對特定主題或問題的組織、呈現與調適，使其能配合不同學習者的興趣與

能力，乃為教師所獨有的領域。 

五、對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是指對

學生學習過程中身心狀況及特質的瞭解，包括學習者的心智發展層次、迷思概念、學習

動機、先備知識等的瞭解。教師對學習者學習能力、學業表現、學習動機、認知型態、

學習態度或認知過程的理解，是有關學生學習過程中身心狀況的各種知識。一個優秀的

老師會考量學生各方面的潛能，決定教學的內容與方法。 

六、教育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指小組或班級的活動情形，

及教師對教育（學校）運作與文化背景的了解，如教室情境、行政運作與經費、社區背

景等知識的了解與認識。 

七、教育目的與價值及其哲學與歷史淵源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ends 

purpose ,and value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grounds）。 

以上的敘述中，教師教學專業知識被解構成七個部分，其中Shulman特別強調學科

教學法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PCK）概念的重要性。他認為學科教

學法知識是融合了學科知識與一般教學知識，教師必須瞭解學科知識的本質與課程的知

識，並考慮學習者不同的興趣與能力，選擇適當而有效呈現概念的表徵形式，將學科知

識轉化成學生可理解的方式，傳達給學生瞭解（Shulman, 1986, 1987），可以說是教師知

識的靈魂及主體。而為了要轉化這些知識，教師除了要具備充分的學科知識，並需要在

學生心智發展的基礎上，找出與學生溝通理解的最佳方式，來發展出有效的教學法。 

對教師知識的分類 

Elbaz(1983)以一名高中英文教師為對象進行個案研究，在訪談觀察的分析中，瞭解

教師在實際教學時擁有之「實務知識」(practicalknowledge)。Elbaz提出教師在日常教學

所具備的實務知識包括： 

一、自我知識（knowledge of self） 

二、教學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milieu of teaching ） 

三、學科專門知識（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 

四、課程知識（knowledge of curriculum） 

五、教學知識（knowledge of instruction） 

Grossman（1987）後來緊接著Shulman的研究，把教學信念融入教師的專業知識之

中，認為教師教學專業知識包含四種主要成分，即對學生認知的知識、課程的知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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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策略和教學目標，進而將教師的專業知識歸納成四大類，並將此四種教學專業的根本

知識，繪製成圖2-1的概念圖： 

 

  學科知識  一般性教學知識 

章法結構 內容知識 實質結構  學習者與

學習活動

班級管理 課程 

教學 

其他 

 

 

學科教學知識 

學科教學目標概念 

學生理解的知識 課程知識 教學策略知識 

 

 

情境知識 

學生 

社區情境 學區情境 學校情境 

圖2-1  教師知識模式 

資料來源：Grossman, P. L. (1988)，引自李曉萱（2001：32）。 

 

一、學科知識：包含章法結構、內容知識和實質結構。章法結構是判斷學科內容組

織的規準；內容知識是學科的主要構念和事實所形成的知識；實質結構乃是引導學科研

究問題的各種典範。 

二、學科教學知識：包括四個部分，第一是教師教導某年級特定學科之目標、知識

與信念，第二部分是學生於學習該學該中特定主題時，所形成之理解、概念、迷思等，

第三部分是教師教導某一特定主題的課程知識，包含水平與垂直的課程，第四部分是教

師教導某一特定主題時之教學策略與表徵知識。 

三、一般教學知識：即與教學有關的一般知識、信念與技巧，如有關學習和學習者

的知識與信念、一般教學原理的知識、班級經營的知識與技巧、其它等相關知識。 

四、情境知識：包含關於學區的機會、期望與限制等之學區情境知識；社區學生的

背景、家庭、優缺點、興趣等之社區情境知識；以及學校文化、校內各種影響教學的情

境等之學校情境知識。 

Grossman（1989）運用以上四種概念，分析六位初任中學英文師的教學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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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教師在從事教學時，應該自問以下三個問題：「為何要從事（英文）教學？」、「教

師必須要教什麼？」、「學生理解的知識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關乎於教師的教學信

念、教學情境與學科知識；也就是說，當教師面臨不同類型的課程選擇或教學材料時，

均會影響其教學決定，有些教師會選擇以學生的興趣為主要考慮的依據，有些教師則會

依據自身對教材相關知識的了解來作考量。另外，教室情境亦是影響的因素之一，

Grossman（1992）引用Kagan的教學專業成長模式，提醒教師們：教學的情境是需要某

些規則來加以控制的，但這個規則不光只是直接展現在班級公約上，亦而要師生間持續

不斷地練習實踐，並給予彼此合理的空間。她建議在從事師資培育時，應讓教師們學習

如何處理班級事務的相關經驗；當然，教學展現了特定的程序規範，對於學科知識的理

解則是教學的不二法門。 

在Grossman的分類中，將課程知識跟學科內容知識合併成學科知識的範圍，同時

，也把教育情境知識和教育目標合併為一大項，讓其分類系統更為簡單明瞭。接著，陸

續的幾位學者也簡化了教學知識的內涵，例如Grant（1992，引自張惠昭，1996：29-31

）認為教師教學表現包括教師行動和教師知識，而教師知識則由學科教學知識、有關學

生的知識和自我知識三種成份所組成。但研究者卻認為這樣會過分簡化了教師知識的複

雜度。 

除了以上四大基本教學專業知識之外，Grossman(1994)又將其中之學科知識與學科

教學知識合併，稱為「內容知識」，並再根據相關研究，將課程知識獨立出來，並納入

教師自我認知的知識、學習者知識，而形成六大內涵（Grossman,1994）： 

一、內容知識：即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學科知識包含該學科內的實質結構及

章法結構，學科教學法知識所探討為教師對於學科之教學目的的信念與觀念、教師對學

生在學科特定主題上的理解及學生容易出現誤解概念方面的知識、及特定內容相關的課

程與教學知識。 

二、一般教學法知識：包括班級組織與管理的知識及一般的教學方法。 

三、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context）：包括教師工作中的各種環境和情境的認識，

如學校、地方社區等，且包含教師對學生及其家庭，乃至社區的瞭解。  

四、課程知識：包括對課程發展歷程，及有關該學科的水平課程及垂直課程。 

五、自我知識（knowledge of self）：教師對個人的價值觀、意向、個人優缺點、教育

理念、對學生設立的目標及教學目的的自覺 

六、學習者知識：包括各種學習理論，對於學生的身體、社會、心理和認知發展、

學生的社經背景和性別等差異的瞭解。 

Smith & Neale（1989）也是採納各學者的研究後，將教師知識的研究分為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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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教學知識：引導教師實務工作的原則，以及有關班級常規等方面的知識。 

二、學科知識： 

（一）學科的實質知識 

（二）學科教學法知識：有關學生概念與一般策略的知識、表徵學科內容的知識，

能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學策略知識。 

（三）有關特定課程材料與活動的知識。 

三、形成教師工作的理論、信念與角色：有關特定學科如何成為一門知識領域的信

念，以及特定學科應如何教與學的信念。 

Roise（1999：6-11）根據Shulman（1986,1987）「教師理論的分類」和DunneHarvard

（1990）「教學的特性」來觀察教師訓練時的情況，反而認為教師知識的基礎應該比

Shulman所提出的分類更多，因此提出一個教學知識基礎的模型(a model of knowledge 

bases for teaching )，將教師的教學知識基礎分為十種： 

一、獨立知識(substantive knowledge )：包含了事實與概念，它們可以用來組織排列

一些可能沒有什麼相關資訊的架構，例如：在歷史科，因果律的概念被用來解釋不同世

紀的兩個不同戰爭發生的原因。 

二、句法知識(syntactical knowledge )：即將陳述性知識加以一般化及建構，它的過程

包括了調查、系統分析、評價和批判。在歷史科，由於證據的不完全，常常就以想像

(imagination)及神會（empathy）來建構對過去的瞭解。 

三、對教學科目的信念(beliefs about the subject)：教師對於學科認知的方向和「什麼

是重要知識」的觀念對其教師有絕對的影響，與學科教學知識一樣重要，因此應該將其

做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基礎。 

四、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教師應該批判地去評估課程內容，假如教師只

依靠教師手冊和教學錦囊，將會使其他的學科內容知識更加地不足。 

五、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它是近年來教師知識中最少被研

究的區域，包括教室管理和組織的原則及策略，但是教師並不是經常可以區別在他的教

學中那些策略是有效的，而且有時這些策略及方法只適用於一種狀況和一個學生。 

六、教學知識或模式(knowledge/model of teaching)：它是教師想法、經驗、信念的總

和，常常受先前經驗的影響，每位教師會表現出不同形態的教學模式。 

七、學習者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包括經驗知識(empirical or social knowledge)

，如：學生的喜好,偏見,背景,次文化如何影響學習的知識；以及認知知識(cognitive 

knowledge)，如：兒童成長過程知識，對於不同團體給予不同的教育。  

八、自我認知知識(knowledge of self)：它也未包含在Shulman的分類中，但卻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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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教師易於對工作概念和他們發展中的關係賦予個人的定義，進

而影響教學。 

九、教育背景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也就是有關學校、教室以及任

何學習會發生場域的知識，甚至也應包含同事關係和溝通的品質。 

十、教育目標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ends)：包括課程短期的目標和價值本質的

長期目標，而教師的社會道德良心則是教學的必要條件之一。 

綜合Roise的研究結論，其中第一項到第三項也就是Shulman的內容知識以及學科

教學知識的主要內容，Roise認為他們是教師知識的重要成分，而將其獨立出來；另外

，還提出教師「自我認知」知識做為新的分類，為教師的專業知識做了更細膩的說明，

也更證明教學專業知識的複雜度。 

Tamir（1991：263，引自蔡韶珊（2001））對專業知識的定義是：「指特定職業中所

必備的知識和技能，以達成該項職業的任務與功能。」此知識可以透過二種程序來達成

研究：一是透過工作或任務的分析、二是與該職業中的所認定的「專家」加以溝通討論

。Tamir（1991）指出，既然教育是融合多種文化和情境而發展的，因此在不同的國家中

，或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不同的學校之中，教師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和技巧便會有所不同

、因時因地而制宜；儘管如此，要發展出一特定學科之教師教學專業知識概念和技巧仍

是可行的。因而，針對於教師的專業知識，Tamir的知識分類方式，乃是根據「命題知

識」（To know what）事實的認知和「程序性知識」（know how）技能的認知而作區分，

故而較其他學者強調「技能」的部分。他將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分為六大內涵： 

一、一般博雅知識（general liberal education）。 

二、個人表現知識（personal performance）：指教師在教室裡對所見、所聞、所動等

表現的理解。 

三、一般學科知識（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一）知識：特定學科規準的主要想法和理論。 

（二）技能：例如使用顯微鏡的技巧等。 

四、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指教師對課程、教學、學生、評

鑑等四方面的認識。 

（一）學生： 

1.知識：例如皮亞傑（Piaget）的兒童發展階段理論，瞭解學生學習的發展層次

。 

2.技能：如何處理異常活潑的學生。 

（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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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識：例如布魯姆（Bloom）分類學的結構和理論基礎。 

2.技能：例如教師如何預備一個教學單元。 

（三）教學與管理： 

1.知識：例如在班級小組討論中，教師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分配任務給學生。 

2.技能：例如教師如何將高層次的問題化為公式。 

（四）評鑑： 

1.知識：即不同形式的測驗。 

2.技能：例如教師如何設計一個多重選擇題目。 

五、學科教學知識：包括課程、教學、學生、評鑑等四方面的認識；與一般教學知

識相較，更重視針對各學科不同的性質所引發之教學能力、對學習者概念的掌握等之知

識。 

（一）學生： 

1.知識：例如一個特定主題的特殊共同概念和迷思。 

2.技能：例如如何診斷學生對於特定主題中概念上的困惑。 

（二）課程： 

1.知識：例如理解光合作用所需的先備概念。 

2.技能：例如如何設計一個探討導向（inquiry oriented）的實     驗課。 

（三）教學與管理： 

1.知識：例如，實驗課是由三個階段（課前討論、實驗、課後討論）所組成。 

2.技能：例如指導學生使用顯微鏡的技巧。 

（四）評鑑： 

1.知識：例如實踐測驗量表（Practical Tests Assessment Inventory）的性質與組成

。 

2.技能：例如如何評鑑操作實驗的技能 

六、教學專業的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是指教師具備有關教育

專業的各項基礎知識，目的在使教師能夠有較為寬廣的視野及觀點。 

Tamir的分類乃是依據Shulman的理論，但他更強調「技能」的部分，他認為「知

識」能夠以講述、課本、圖片、影片等方式取得，但是「技能」只能經由直接的經驗而

獲得。另外，Tamir也指出，師資培育的過程可提供準教師獲得此類經驗的良好途徑，

準教師們可透過各種情境的模擬，而提升教學專業知識的程度。Tamir認為學科教學法

知識是特定學科內容的一種教學知識，包含對該學科與學生適當評量的策略與方式，而

且特定學科的教學知識應不同於一般教學知識，必須視學科特質而具備不同教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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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強調的是教師除了具有一般理論知識，還必須知道如何使用的知識。 

另一位學者Turner-Bisset（1999）在其博士論文研究中，綜合Shulman和數位學者對

教學知識的看法，實際進入教室現場從事二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稱之為「教學知識基

礎模式（a model of knowledge bases for teaching）」，內涵如表2-1： 

表2-1 教學知識內涵 

教學知識內涵 編碼（Codes） 

學科主要知識（substantive subject knowledge） SUB 

學科句法知識（syntactic subject knowledge） SYN 

學科信念（beliefs about the subject） BEL 

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 CUR 

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GPK 

教師知識來源（knowledge/models of teaching） MOD 

學習者知識：認知（knowledge of learners: cognitive） L-COG 

學習者知識：經驗（knowledge of learners: empirical） L-EMP 

自我知識（knowledge of self） SELF 

教育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 CON 

教育目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ends） ENDS 

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資料來源：Turner-Bisset, R. (1999).The knowledge bases of the expert teacher.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5(1), p.43.，引自蔡韶珊（

2001：22）。 

 

Turner-Bisset的研究，除了針對Shulman所提出之觀點外，還依據實際教室現場之研

究結果加以補充，其所提出之教學知識內涵，概略說明如下： 

一、學科主要知識：為進行特定學科的教學，混合運用對特定學科所具備的知識，

以及為了進行特定學科的教學而引用的其他學科知識（學科內容知識）與一般教學知識

，所發展出來的另一種特殊的知識體（張惠昭，1996；張瑜弦，2001）。 

二、學科句法知識：Turner-Bisset認為前二類知識是包含所有知識的面向，乃是學

科最主要的知識範疇，其概念類似於 Ryle（1949，引自 Turner-Bisset, 1999）的教導學

生知道（know that）和如何知道（know how）。 

三、學科信念：此指教師本身對學科的信念，是相當重要的面向，因為就教學而言

，即是教師信念下的產物。對教師來說，他們學科知識的形成，大多是由自身對各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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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和解釋所累積而成的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諸多學者也對於教師的學科信念包持著強烈的支持，認為信念對於

學科教學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王郁華，1996；黃政傑，1997；黃繼仁、周立勳、甄曉

蘭，2001），可見學科教學信念的重要。 

四、課程知識：指有關課程安排及設計的知識。 

五、一般教學知識：乃關於教學的知識，通常由實踐（實際教學）中獲得，包含有

班級經營策略、學科表現的轉化等。其實施的困難處在於教師的教學受到教材文本和學

生個別差異之影響。 

六、教師知識來源：包括自身求學時及後來實際教學時的學校經驗，乃深刻地影響

著教師對「如何教」的看法。 

七、學習者知識——認知：指教師能否掌握學生對文本的了解，並促使學生能努力

實踐之，包含二面向： 

（一）由實踐中建立的。 

（二）學生對文本的了解：包括可以了解或不能了解的、實踐或理解的。 

八、學習者知識——經驗：包含研究學生在特定年齡的喜好、在學校之行為表現、

興趣、專長、社會本性、影響學生行為表現之特殊事件、師生關係之本質等種種面向之

了解。舉例來說，若教師欲聯結學習者知識之認知與經驗二面向，其教材內容應以二十

世紀、按時間（年代）的順序來建立班級的圖象，而不要將時間點拉得太久遠。 

九、自我知識：是很重要的知識基礎，應納入教學知識的範疇。 

十、教育情境知識：指學校、班級和任何學習環境的知識，對教師的教學表現有很

重大的影響，對發展和班級的表現亦是。最成功的教師是在開始帶班之前，即經歷過一

定程度的教育情境，能對教育情境脈絡得到更完全的掌握，並靈活運用之。此情境脈絡

包含學校的大小、班級的大小、對新進生手教師的支援程度、教師接受到的回饋、校內

人際關係的品質、領導教師（headteacher）的期望與態度等。 

十一、教育目的知識：此知識在Shulman的項目中有包含，但Turner-Bisset並不十

分重視。在對教師的訪談、文件資料收集分析、觀察和規定中，此知識均是含蓄不明的

（尤其是教師的訪談及文件中），雖然如此，透過再次訓練之後，已能從討論中慢慢浮

現，但卻是傾向於功利主義的觀點。Turner-Bisset並認為，教育目的知識不只包括一般

具體的教育目標，更包含高層次、抽象的道德教育。 

綜合以上之教學專業知識內涵，Turner-Bisset使用圖2-2表示各知識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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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教學知識基礎模式 

資料來源：Turner-Bisset, R.(1999) The knowledge bases of the expert teacher,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5(1), p.47.，引自蔡韶珊

（2002：24）。 

 

Turner-Bisset（1999）也同時強調，教學是一個深度、複雜、智慧與實踐的活動，透

過專家教師的經驗和教學策略、再現，教師可以找到適當而符合自身目的、具有創意的

教學活動；所以，只提升教師的教學技能、能力或標準等面向，是很危險的，因為這會

忽略教師教學中支持其達成最佳教學時，所產生的理解、思考和其它複雜而綜合的概念

。 

除了上述學者曾對教師所應有的知識做過分類外，美國成立的「全國專業教學標準

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也為未曾訂定專業標準的教育

專業，訂立嚴格的高標準，認為一個優秀的教師應該有五大信念（吳韻儀，1999：27-34

），其中隱含了學者所說的教師知識基礎： 

信念一、老師必須關注學生，帶領學習； 

（一）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並能考量差異，調整教學。 

（二）了解學生發展與學習的原理。 

（三）平等對待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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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師的使命不僅止於培養學生的認知能力。 

信念二、老師必須熟悉自己的專業，以及教學方法。 

（一）了解所教科目的發展、組織，以及與其他科目的關連。 

（二）具備傳授知識的知識：掌握教育學知識、教學新科技。 

（三）提供多種學習的管道 

信念三、老師要負責管理與督導學生的學習 

（一）用多種方法達成目標。 

（二）組織小組學習 

（三）重視學生參與 

（四）留心主要教學目標 

信念四、老師能夠有系統的思考自己的教學，並從經驗中學習 

（一）需要不斷地做困難的選擇，考驗自己的判斷 

（二）要尋求他人意見、運用教育研究與知識，提升教學 

信念五、老師要結合家長、專業人士及社區的力量 

（一）與其他專業人士合作提升學校教學 

（二）與家長合作 

上述的理念，其中信念一是學習者相關的知識；信念二則是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甚

至於可與信念三、信念四形成以後要說明的教師教學推理與行動的過程；最後，信念五

也就是教育情境脈絡的知識，由此可見，一般對教師應具有的教學知識看法如出一徹、

殊途同歸。 

單文經（1990）認為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的的內涵應強調豐富的教學專業知識與嫻熟

的教學推理能力，而教師的知識，應該包括一般的教學專業知識以及與教材有關的專業

知識兩部份。 

一、一般的教學專業知識 

一般的教學專業知識是指與教學內容無直接相關的知識，又分為四個部份： 

（一）一般教學知識。 

（二）教育教育目的的知識。 

（三）.學生身心發展的知識 

（四）教育脈絡的知識 

二、與教材有關的專業知識 

與教材有關的專業知識是指與教師在教學時所需處理的教學內容有關的知識，又

可分為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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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內容的知識 

（二）教材教法的知識 

（三）課程知識 

單文經（1990）對教師知識的分類方式，主要特色是教師所具備的知識，會影響教

師要如何教某一學科的概念，而教師應具備與教材相關的知識笸與教材無直接相關的一

般教學專業知識，有能力安排課程並且適切轉化教材成能為學習者所理解的「可教性」

內容。 

教師知識的研究對於描述教師知識的組成內涵或結構有不同的界定，而最受研究者

們關 

注的則有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一般教學法知識( genetal 

pedagogical knowleege)、所教學科內容知識(subject content knowledge)以及有關教師信念認

知方面的知識。 

陳惠昭（1996：22）：簡言之，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乃是教師為達成教學工作，

所具備的各種想法、理解、技巧（。也就是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對於教學情境的界定、

教學內容的理解、概念和經驗的詮釋，透過法則、意象、模式等策略，轉化成為學生可

以接受的形式（林進材，1997：47）。學科教學知識除了學科理論層面外，更融合從實

務層面發展出來的知識，會隨著教學經驗不斷成長，可說是教師教學專業知識領域中最

重要且獨特的一環。 

許多研究者（Fernandez-Balboa,1995;Grossman,1988;Shulman,1986b）相信某些教學方

面的可能性將超越一般的規律，因此教師們選擇他們所認為重要的知識或學生所感興趣

的教材，插入他們的教學中。如果一個教師能在教學時，瞭解自己專業知識的組成並且

能夠隨提隨用，那麼所有的教學困難，大都能化為無形，自由自在的教學。 

李曉萱（2000：36）也曾經整理過學者們的研究，認為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至少要

包括四方面的理解： 

一、學科教學知識：為進行特定學科的教學，混合運用對特定學科所具備的知識，

以及為了進行特定學科的教學而引用的其他學科知識（學科內容知識）與一般教學知識

，所發展出來的另一種特殊的知識體（張惠昭，1996；張瑜弦，2001）。 

二、一般教學知識：為進行班級教學活動所具備的理念與策略。教師並非祗是面對

自己所任教的學科而已，對於其他事物也必須通情達理，器識恢宏，而有寬廣的視野，

以一般教學知識為基礎，才能發揮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林美玲，1999：65-66）。 

三、學習者知識：學生是教學的主體，教師再好再精采的教學也要學習者能接受，

教學活動才能產生意義。學習者在進入學習狀態之前，心靈並非如白板，其對學習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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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先前概念（preconception），具備自己的信念或想法，此種先前概念可能對學習有正面

的效益，也有可能形成學習上的迷失概念，干擾學習者的學習認知。教師在教學前，應

該針對學習容易形成的迷失概念，加以澄清，以增進學習成效（林進材，1999：18）。 

四、課程知識：教師的課程知識所指的是教師本身要瞭解任教科目的課程發展並且

能掌握課程間橫向面及縱向面的安排，也就是教師具有設計、組織與銜接課程的基本知

識（邱憶惠，2001；Elbaz,1983；Grossman,1994；Shulman,1986） 

蔡韶珊（2002）乃據以上學者們的看法，歸納教學專業知識的特色： 

一、教學專業知識融合各種教師的相關知識，是教師所獨具的。 

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內涵概括來說，包含：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一般教學知

識、課程知識、教學信念、教學情境知識、與學習者相關的知識、教育目的或目標的知

識、實踐知識、技能知識、教師自我的認知等，可以說是融匯各種知識於一爐。如同

Tamir（1991：263）對專業知識定義所言：「特定職業中所必備的知識和技能，以達成該

項職業的任務與功能」，教師所擔負的教學工作，正是展現教師個人專業能力的最重要

舞臺，因此，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便會創造出屬於自身所獨具的教學專業知識。 

二、教學專業知識是一種「可教性」的知識。 

教學專業知識兼具教學法與教學策略的運用，教師會因應實際的教學情境、學生的

個別差異、任教的年級等因素，而加以調整。以Shulman（1987）的「教學推理與行動

模式」為例，教師在理解教學目的、課程相關概念之後，便會透過一聯串的轉化方式，

實際從事教學，如舉例、問答、示範、分組等，以幫助學生引發學習動機、促使其對相

關概念的理解。故而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已然將理論性的知識轉化為「可教性」的實

踐性知識。 

三、教學專業知識包含了抽象概念的形塑、具體事實的認知、實際技能的學習。 

教學專業知識除了教學信念、教師自我的認知等抽象概念的形塑之外，也包含具體

事實的認知（如：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教學情境知識

、與學習者相關的知識、教育目的或目標的知識、實踐知識等），和實際技能的學習（

如技能知識、班級經營等）；也就是說，教師在教學某一課或主題時，必定達成抽象概

念、具體事實和實際技能等相關知識的融合。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所言，研究者認為：教學專業知識是教師所獨具，且必須擁有的

知識，它攸關教師教學成敗，必須經由不斷充實及更新，才能應付變化日亟的教學環境

，尤其學著各種教育政策的提出、教學情境不斷改變，教師的專業知識更必須不斷提升

。 

教師教學專業知識包括抽象的教學信念及教師的自我認知外，也包括具體事實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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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學科教學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學習者知識等，尤其是後者，更是本

研究要探討的主題。 

參、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 

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來源乃指——影響教師發展其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以「教學」

為專業的教師，在還沒有正接受「專業教育」之前，已經受教於父母師長多年，非正式

地進行了十多年的「學徒式見習」（apprenticeships of observation）（單文經，2001：4；

Grossman,1989：192）。所以教師除了學校中正式的「教育學程」外，亦受到多方面的影

響，針對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學者們也提出了相關的研究： 

Shulman（1987：8-12）分析構成教師教學知識的來源（knowledge base for teaching）

有四種： 

一、學科領域內的學術研究，亦即學科內容的知識──學生所要學習的知識、理解

、技能與習性。這類知識建立在兩種基礎上，一是學科領域內累積的文獻與研究，二是

學科領域內的哲學性、歷史性基礎知識之研究。教師必須對學科知識有深入的理解並且

有博雅教育當作觀惑架構，才能發展上述的學科素養。 

二、教學資料與教育結構──為了達到學校的教育目的，教育人員開發了許多教導

及學習方面的資料與結構。其中項目包括課程、教材、測驗、行政程序與規則、運作規

定、管理法、經費規定。這誫素構成的工具及情境可態懅進或抑制教學上的努力，所以

教師若要發揮教學效能，必得熟悉這些要素。 

三、正統的教育學術研究──－這些學術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學校教育、教學與

筋習的歷程，研究項目包括在教學、學習、人類發展以及教育之規範、哲學、倫理基礎

上的實證性研究。而對於教師最有影響的學術研究應該是能幫助他們擴展對於「理想教

育」的看法，以及「受過良好教育之青年典範之觀點的研究。換言廕，即影響他們教育

理念的研究。 

四、實務的智慧：這是指「指導教學實務的準則」，也是目前最缺乏研究的領域，

亟需學術界與從事教學實務者共同槍開發研究。（引自郭玉霞1992：37） 

Shulman(1987:1-22)預測未槍十年教學界的研究方向將是蒐集、檢視、解釋教師在實

務方面的知識，以建立個案文獻，並彙整其他的示範性教學原則。 

Grossman & Richert (1988:53-62)分析對六位新手教師教學知識來源訪談資料，歸納為

五點： 

一、過去求學的經驗：教師們根據以前自己求學時代，學習某學科的經驗，來評估

當前學科內容的難易與當前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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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範教育課程：師範教育中有關特定學科教學教法的課程，強力影響教師們對

所簐學科內容的概念。 

三、教育實習經驗：實習經驗令教師們妘理論與實務互相印證，並由情境脈絡中，

學得班級經營的技巧，也對學生的學習過程、錯誤概念有所認識。 

四、教材學習：教師在準備學科內容戥，教科書中的資料是重要的知識來源。 

五、同儕互動：請教其他教師教學或班級管理的心得或經驗，也是增仕教師教學知

識槍源的方法之一。 

MeDiarmid, Ball,& Andreson (1989:196)指出：教師教學知識之來源有二：外來與自發

兩種。外來性的來源包括：課程材料（包括教科書、教師手冊、教具、電腦軟體、幻燈

片、錄影帶）、師範教育課程（大學教授所建議的教學法）、學術性研究、同事（同事傳

授其教特定主題所用的教學表徵）、情境。自發性的來源則有：教師自己的理解、知識

、經驗、想像。 

Gudmundsodottir(1991:409-421)也指出，中學教師以他們大學時代研條的學科領域，

為發展學科教學知識的起點，因為該領域也是他們任教的科目。新手教師經過實際教學

上的當試，觀察以及與教師同儕之間的合作、討論，都可以累積教學知識。 

Grossman(1989:191-194)研究了三位初任英語教師發現其知識來源主要來自不同的地

方，首先，他們利用學科內容知識來思考如何教學，再來，會參考其過去的求學經驗，

提供教特定主題的教學模式，最後則是師範教育所受訓練的影響，特別是學科相關的教

育學程。 

Grossman（1991）則認為影響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包括中學及大學時代的學生

經驗、日常中可得到之專門知識、對學生與趣與能力的理解、教授及同事建議、師範教

育中有關學科教學的課程，以及實際教學情境。 

林曉雯（1994：29）歸納一位高中英文科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來源，主要分為十一項

，包括：個人的學習經驗、實際皂生活閱歷、高中母校教師的教學經驗、書刊與報紙的

內容、和學生家長的聯繫、學生的言談與學習情形、學校同事的教學經驗與知識、校外

研習的心得、實際的教學經驗，大學恩師的建議、大學聯招的試題。 

張惠昭（1996：48）綜合整理國內外各學者的研究，發現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大

概有下列十項： 

一、中小學時代的學習經驗：包括對當時教師所用教學策略的觀察、對當時所用教

材的記憶、對自己當時學習能力的記憶。 

二、大學時代的學習經驗：包括大學時鑽研的學科領域知識、對教授教學策略的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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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際的教學情境：包括各種教育組織、學校資源、學校環境與文化、教育法令

、學校人員的期望、社區的期望。 

四、學科課程：各種與學科領域相關的課程材料。 

五、研究文獻：有關教育、教學、學習、人類發展的學術性文獻。 

六、實際班級教學的經驗：實地接觸學生之後產生的心得與理解。 

七、師範教育：尤其是學科教學理論及方法、學習理論，以及教學實習的課程。 

八、其他教師的建議或經驗：包括合作教師、學校同事、師範教育學程中的同儕所

提出的看法與心得。尤其是教師同儕之間的文化佔了教師生活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教師在教室裏的行事會深受同事看法與行動傾向的影響極大。（周淑卿，2000：

235） 

九、日常生活經驗：自己經歷過的活動，以及對週遭人、事、物的觀察與接觸。 

十、對教學的憧憬：對教學工作的理想與預期性看法。 

郭玉霞（1997）認為教師實務知識主要來源是教師的背景、特質，當前的教育情境

以及教師的教學經驗；張雁婷（1998）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得知對國中英語科教師而言

，本身的教學經驗是他們獲取學科教學知識最有效的來源；王鳳仙（2001）研究一位國

小道德科教師的教學，發現影響其教學有教師的人格特質、過去求學經驗從小生活體會

、教學經驗、宗教團體等，但師質培育階段的專門知識沒有很大的影響。謝建國（2001

）的研究中，一位教師國語科學科教學知識的主要來源，可分為過去經驗和當前經驗的

影響。 

張雁婷（1997）針對台灣本島地區公立國民中學英鹹教師為對象，以量化研究問卷

調查的方式，取得相關知識可能來源之幫助程度，根據回收問卷，經資料分析的結果得

知，教師教學知識的來源依序為「本身累積的教學經驗」、「同事問的經驗分享」「教師

進修等研習活動」和「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等。 

根據以上教師學科教學知識來源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教師自身的教學經驗、同

儕間心得和經驗分享、教材內容都是主要的途徑，然而，教師的思考與行為，與其成長

背景、個人信念、價值觀、人格特質即所處之教學環境都有密切相關，也都成為影響教

師教學專業知識的重要因素。 

張家芳（2000）認為形成教師知識之有關因素可分為內在來源及外在來源。前者包

括過去學生時期之教師的引導式教學方法、個人自我負責的學習態度、學習風格、大學

師資培育課程的訓練、實際教學經驗後的省思等；後者則包括實習輔導教師提供之教學

意見、其它同儕教學經驗之交流、學校教學設備之配合、教材份量與升學壓力對教師教

材教法的影響及實習教師角色定位的不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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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萱（2001）透過研究四位從事華語文教師的教學過程中，歸納出教師教學專業

知識來源有：教學經驗、個人研讀進修、與同事討論、校內教學研討會、觀摩資深教師

教學、個人學習經驗、國際專業學術研討會、個人思考所得、海外教學經驗、網路多媒

體資訊、與學生「教學相長」以及研究所進修課程等。 

吳美靜（2003）認為：教師知識受到過去教師經驗和當前教育環境、自我與外在環

境的交互作用所影響。在過去教師個人經驗上，有教師教育背景、教師知識技能、過去

教學經驗、教師人生際遇及教師的社會價值等五大類、而當前的教育環境方面，則有社

會當時文化背景、社會學習領域學校行政系統、教育政策及法規、與同事、學生的關係

、課程設計及教材設備等六大類。 

教學專業知識會依據教師任教的學科、教師的年資等，而有不盡相同的內涵。不同

的學科有不同的知識脈絡，強而附會是有問題的（Mark，1990），因此，面對不同的學

科、不同的年級、不同的教師年資（例如針對初任教師或資深教師），教師所形成的教

學專業知識內涵亦有不盡相同。這也回應了質化研究中重視個殊情境、個體、事件或事

務的內在意義，彰顯個別教學、個別教師特質的重要特色（黃政傑，1996），所以說教

師教學專業知識的相關研究依舊如是蓬勃，是有其原因的。 

綜合上述學者專家的理論，研究者整理發現：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來源，主要受到過

去教師經驗和當前教育環境、自我與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所影響。 

一、過去教師經驗 

（一）學生時期的學習經驗（含中小學、大學、研究所等）：包括學生時期對教師

所使用教學策略的觀察、對所用課程教材的記憶、對自身學習能力的記憶等。 

（二）教師知識技能：包含教育學程的修習、教育相關理論的學分修習等。 

（三）相關研究文獻：自行閱讀之教育、教學、學習、人類發展等之相關學術性文

獻。 

在過去教師個人經驗上，有教師教育背景、、過去教學經驗、教師人生際遇及教師

的社會價值等五大類。 

二、當前的教育環境 

（一）實際教學情境：包括各種教育組織、學校資源、社會當時文化背景、社會學

習領域、學校行政系統、教育政策及法規、學校環境與文化、教育法令、學校人員的期

望、家長或社區對教師的期望望等。 

（二）學科課程：課程設計、教材設備及各種與學科領域相關的課程材料，本研究

中乃專指國文科學科課程。 

三、自我與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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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際教學經驗：實際接觸學生後產生的心得與理解。 

（二）日常人際關係：包括自己經歷過的活動，以及對週遭人、事、物的觀察與接

觸、與同事、學生的關係。 

（三）自我認知：對教學工作的預期和理想藍圖、同儕教師們的經驗分享、 

由是可知，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相當多元，而這些來源或多或少都會影響教師

的教學。以研究者自身任教的國文科為例，常於不知不覺中重現研究者在求學時期之國

文教師的授課方式；所以說，這些龐雜的來源對教師而言，均有其意義。 

肆、學科教學知識 

Shulman 1985年在AERA的年會上批評所有有關教學效能的研究中「沒有人研究學

科內容如何轉換成教師教學的內容知識」，並且指這個研究範疇為「遺失的典範」（

missing paradigm），成為研究的盲點（blind spot），而這個遺失的典範也就是學科教學知

識。 

學科教學知識是了解教師獨特性的途徑，它被用來形容新知識如何被試著聯結、影

響，以及內容部分如何教授。杜威（Dewey, 1916-1964）曾表示教師必須學著去從心理學

去推論有關教學的事項、去重新思考一些概念及看法來使教學更容易使學生接受（引自

Counts, 1999)。所以學科教學知識是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時也提供了

教學如何專業化一個很好的基礎（Weiyun,2002：255）。 

Shulman(1987：8)說，學科教學知識乃是一種教師所獨有的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的

的融合物，是教師們專業性知識的特殊形式。它是一種最能區分學科專家與教師的知識

，使教師能因應學習者的不同興趣與能力，將特殊主題、問題、論點加以組織、表徵、

改編，以完成教學任務，主要包括了學科教學知識和一般教學知識。 

至於學科教學知識的確切特徵有以下二種（Shulman,1986）： 

一、 適切的教學表徵：學科教學知識包括將學科領域中常教的主題、觀念加以呈

現最有力的類比、圖示、實例、解釋及示範。 

各學科的學科教學法知識是近年來國內教學研究的焦點之一，要如何將教師個人所

瞭解的學科知識經由轉化的過程，以學生可理解的形式呈現，教師更需要發展多種類的

知識，並且學習如何在實務上運用與整合這些知識範疇，才能從事有效的教學。 

各學科的學科教學法知識是近年來國內教學研究的焦點之一，要如何將教師個人所

瞭解的學科知識經由轉化的過程，以學生可理解的形式呈現，教師更需要發展多種類的

知識，並且學習如何在實務上運用與整合這些知識範疇，才能從事有效的教學。 

二、深入的教學理解：學科教學知識還包括有關學生如何學習該學科的理解；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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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洞悉不同年齡、背景學生在學習某些主題之前，已具備的概念及先前概念。 

Gudmundsdottir & Shulman (1987)透過生手教師和專家教師的個案研究來瞭解社會學

習領域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的內涵，認為他們最主要的不同點是對於教材內容的瞭解程度

，而社會學習領域專家教師認知的形成，結合了教材內容、教學法和學生的人格特質等

，各種知識並非單獨存在。 

自從Shulman提出學科教學法知識這項新的知識概念後，拓展了教師知識研究的領

域，將焦點從教師知識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轉移至探討教師知識的特性、形式與所包

念的知識類型等問題，而且為了改善教學的器質及提昇教師的專業地位，學科教學法知

識也受到重視且廣被研究。之後亦有一些學者（Cochran, DeRuiter & King, 1993）對其學

科教學法知識的觀點提出修正的模式，強調教師知識的主動建構性，而主張以學科教學

知解（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簡稱PCKg）來詮釋學科教學法知識，認為這是教師

融合了學科知識、教學知識、學生知識及教學情境四種知識的理解。 

Mark（1990）則認為學科教學法知識是指教師對於特定的學生，在專門學科中教授

概念或技巧時所使用的教學法，但是他也指出學科教學法知識的本質包含許多成分，故

易造成教師知識區分上的困難，而且學科教學法知識無法以某種形式直接表現出來，因

此學科教學法知識在研究上並不容易將之明顯區分與界定。不過如能對教師在特定學科

的教學法知識作進一步的探究，是有助於成為培育教師專業化的重要指標。 

Grossman（1988）將學科教學知識應用在學科上，並將其分為一般學科教學知識（

genernal PCK）和特殊學科教學知識 (specific PCK)。 

Fernandez-Balboa（1995）特別說明了二種學科教學知識的區別，特殊學科教學知識

是指特定學科或內容方面的教學法；一般學科教學知識指得是對一般科目都適用的普通

教學法，Moreno(1999)更進一步闡釋認為學科教學知識包括一般教學知識包括學習者（

如學生的資質）和學習理論、教學原則（如停頓時間、合作學習）、班級經營以及有關

教育的目的和目標（如發展做決定的技能、促進問題解決），這是在任何學科內容的教

學上都可以用到的知識；以及學科內容知識，包括實質知識（substantive knowledge）（如

主要事實、概念和規則）和章法知識（syntactic knowledge）（如何使一般知識有規則及系

統化）。換言之，學科教學知識即包括學科內容及教學法二部分，這種對學科內容教學

上的瞭解，同時也是區別學科專家和有經驗教師的重要依據（Shulman，1986b）。總之，

學科教學知識仍是深植在學科內容知識和一般教學知識之中，不是分離的，而是融合在

一起（Mark,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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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學科教學知識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改編自Moteno, J. (1999).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development 

of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for teaching with computers(p.8). 

(Doctoral Dissertation, Purdue university,1999).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62(06),AAT 3017654，引自吳美靜（2002：54

）。 

美國師資教育學院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AACTE）於1989年成立一個「師資教育改革中心」（Center for change in Teacher Education

），並出版一本《初任教師的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 for the Beginning teacher，簡稱

KBBT）, 此書乃試圖建立一套初任教師必備的知識基礎，並且強調稱職教師與不稱職

教師的主要差異，在於是否具備教學工作主要依賴的知識基礎，這些知識基礎包含教

師必備的專業理解、技能以及判斷，KBBT一書中將教師必備的知識基礎加以說明：（

引自饒見維，民83，P.155-159） 

一、有關任教學科的知識 

（一）內容知識，指各學科裡的事實、概念、原理、理論等。 

（二）實質知識，指一個學科裡主要詮釋架構。 

（三）章法知識，指一個學科領域裡新知識被引入的方式，以及研究者對知識的

追與探究之標準或思想方式。 

（四）有關學科的信念。 

二、有關教學理念的知識 

一個教師必須同時瞭解教學的四種理念取向： 

（一）視教學為文化的傳遞。 

學科教學知識 

學科內容知識 一般教學知識 

教育

目的

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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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管理 
規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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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學習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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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規律評估

如何與新知

識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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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教學為技能的訓練。 

（三）視教學為促進本性的發展。 

（四）視教學為促進概念的改變，並擺脫某一個理念取向的限制。 

三、有關學生與學習的知識 

四、有關教室組織與經營的知識 

五、有關教學的社會脈絡、政治脈絡、文化背景等知識 

六、有關特殊兒童的知識 

七、有關課程的知識 

八、有關評量的知識 

九、有關各學科特有的教學知識 

十、有關閱讀及寫作教學的知識 

十一、有關數學教學的知識 

十二、有關人際溝通、協調合作的知識 

十三、有關教師的法定權利與義務的知識 

十四、有關教學的道德與倫理的知識 

Shulman（1987）；單文經（2001，2002）根據各個學者所提的論點，歸納教師所獨

有的學科知識指的是在不同的學科領域，教師所主修專業科目的實質內容與章法結構，

而教學知識則包括了特定學科的教材教法與一般教學知識，這種知識也就是以教材內容

或是學科的知識為經，以教學方法和策略的知識為緯，融為一爐所形成的知識。 

Gudmundsdottir（1990）認為學科教學知識有兩個最主要成份──學科內容和教學。

學科內容必須依據學生、班級和課程的需求，而重新加以組織，此重新組織涉及了教師

個人的價值觀和專業化，因此，就學科教學知識而言，學科內容不是孤立的，它必須仰

賴適當的教學，特別是對那些有經驗的教師來說，學科教學知識如同是「特殊合成品（

special amalgam）」。教師會自覺什麼是適當的教學方法，而排除不適當的，也就是說，

教師會發展出一個教學方法的指令表（repertoire），對於他們相信是重要或有價值的事物

，才授予學生。 

Gudmundsdottir（1991）利用Shulman的「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對一位英語專家

教師之學科教學知識從事個案研究。他認為研究者從事研究時，是無法避免不涉及理論

的，因而，若要從事教學現場的觀察時，「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是很適宜的理論；因

為就理論的大小而言，「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乃是一小型獨立的理論（substantive theory

），可運用於特定的族群（如教師）和活動（如教學），並於相似的地點（如教室）中加

以觀察。不過，Gudmundsdottir也強調，當研究者帶著理論進入研究場域時，應避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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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過份套用於研究場域之中，因為這容易造成研究者忽略了更多新奇的發現，畢竟教

學活動是樣貌多元，不可能一言以蔽之的。多運用其它理論去檢視觀察的場域，才能避

免這類型的錯誤。 

針對學科教學知識的理論，另一學者Marks（1990）也提出了相關的研究。他訪談

了八位五年級數學教師，透過實徵研究的結果回溯學科教學知識的概念，他認為學科教

學知識的運用包含了「學生對於學科的理解」、「教學上所需用到的教學媒體」、「學科內

容」、「教學過程」等四個面向，並提出了圖2-3的模式，由圖2-3可以看出，學科內容

為聯結其餘三種知識的核心，彼此間相互產生互動，並隨教學情境而產生不同的變化。

不過，Mark也強調，學科教學知識本身有其模擬兩可之處，也就是說，它不能自外於其

它知識，否則容易走到死胡同。他提出學科教學知識具有三個值得思考的面向：第一是

學科知識與一般教學知識的關聯，第二是學科知識轉換為教學知識的過程，第三是研究

某一特定學科的學科教學知識，並不適合完全運用於其它學科，因為不同的學科有其特

定的知識脈絡，牽強附會是容易產生問題的；這也是為何當Shulman提出學科教學知識

之後，引發各學者將其應用於不同學科加以實證研究的風潮，而各個學科的相關研究，

均有其相當的價值，是值得從事不同學科教學的教師，仔細加以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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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 

學生中心 

 學習活動 

 詢問學生 

 家庭作業 

 評鑑學生 

 補救教學 

 動機引發 

表徵中心 

 特定年級的課程 

 主題組識 

 教學策略 

 單元組織 

 解釋 

媒體中心 

 使用文本的教學 

 使用教材的教學 

圖2-4  學科教學知識的結構──以五年級數學等分數為例 

資料來源：Marks, R. (1990).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From a 

mathematical case to a modified conceptio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1(3), p.5.，引自蔡韶珊（2001：13）。 

 

對此，Mark（1990：9）對學科教學知識的價值，提出了他的看法： 

將學科教學知識的面向加以理論化是必然的，然而，它是以教師工作為實踐的中

心，必須對班級有充分了解，故而對學科知識不專長或僅懂得一點點的人，是無法勝

任的。因此，對於教師來說，學科教學知識是相當有意義和有用的，因為它可幫助教

學生的理解 

 學生的學習過程 
 學生理解的典型 
 學生常犯的錯誤 
 學生感到容易／困難
的部分 

 特殊學生的理解 

學科內容 

 數學教學的目的 
 學習主題的合理性 
 教學主題的重要概念 
 主題的先備知識 
 典型「學校數學」的問題

教學媒體 

 學科文本的處理 
 文本主題的組織 
 文本的活動與問題 
 教材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教材與內容的配合 
 教材與學生的配合 
教材與文本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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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或指導者聚焦於──教師應了解什麼，並且如何學習它。 

值得注意的是，Mark乃是針對五年級的數學科教師從事研究，而Cochran、 DeRuiter

、King（1993）三人則將Shulman的學科教學知識加以修正，融入建構主義的觀點，提

出了「學科教學理解」（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的模式。他們強調教師知識是具有

主動建構的特性，其內涵分為四個部分：「情境脈絡知識」（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s）、「教學知識」（knowledge of pedagogy）、「學科內容知識」（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和「學習者知識」（knowledge of students）；也就是說，教師應主動對於學習情境

脈絡、教學、學科內容及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加以理解；而這四個部分的知識是同時產

生、具有持續性的，故而教師的主動建構是相當重要的。此「學科教學理解」模式乃較

其它學者更強調教學情境脈絡的理解（如社會、政治、文化等脈絡）和學習者知識（如

學生的能力、發展、態度、學習策略等）對學科教學產生的影響。 

Leinhardt & Smith（1985）則把教師知識結構分為學課結構（lesson structure knowledge

）與學科知識。學課知讀結構是指教師為了流暢地計畫和進行某一學課，從課文的某一

段落很輕易地轉到另一部份，並且清楚地解釋教材所需要的一些技巧，而學科知識是涉

及特整的主題，學科知識會技援學課結構知識，因為學科知識可以提供學課教學所需的

各種實例、解釋、示範，但相對地可能也會限制學課結構知識，因為學科的內容會影響

學課的教學方法。 

Grossman（1988）研究中學英文教師的學科教學法知識，認為其包含四個要素： 

一、包括教師對任教某個年級的某個特定學科教學目的的信念，例如教師所持的不

同教學觀會影響其教學方法。 

二、瞭解學生在學科某些主題上的理解、詮釋和錯誤概念。為了要能利用適當的牽

釋和表徵方式，教師也必須瞭解學生對學科的先備知識。 

三、用來教導某項學科的課程教材，包括水平與垂直課程的認識。 

四、教師必須對教導某些概念或主題時最有效的方法與表徵方式。 

Grossman, Wilson & Shulman（1989）認為影響教師教學的學科知識有四個層面： 

一、教學內容知識：學科內容知識所指為學科中主要的事實、組織的原則及中心概

念的要素。 

二、教學的實質知識（substantive knowledge）：學科的實質知識指的是學科的概念結

構和組織的原理，包念一些用以定義、分析的概念、觀點、事實、原則和命題（propositions

），亦即用來指引探究，使資料意義化的解釋架構（Schwab, 1978）。 

三、教學的章法知識（syntactic knowledge） 

學科知識除涵蓋概念和組織架構，還包括新知識產生方式的知識，例如物理物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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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探究，文學研究有文學分析，也就是Schwab（1978）所稱為章法結構，指的是學科領

域中用以引導探究來達到教學目標的方法，亦即決定使用何種探究學科的方法。 

四、教學信念 

教師對學科的信念是指對其任教學科內容知識信念以及對學科教學的一種取向。 

McDiarmid, Bell & Anderson（1989）認為學科教學法知識是由學習者、學習、表徵

三類知識所組成，但其特別強調教師的表徵知識，教學表徵是指一般可以傳達學科內容

知識給學習者的廣泛形式。 

良好的教學表徵有四項特徵： 

（一）能正確、適當地表徵學科的實質與本質 

（二）使學習者易於理解 

（三）有助於學習 

（四）在教學情境中是合理、適當的。 

Mark（1990）以八位國小五年級的數學教師為個案，探討有關他們在教授等分數的

教學知識，他認為學科教學法知識包含四個要素： 

（一）所要教授的學科內容 

（二）學生對學科內容的理解情形 

（三）教授該學科時可供使狦的教學媒體 

（四）學科內容的教學歷程 

Kennedy（1990）指出學科教學法知識在瞭解如何呈現概念、瞭解學生如何去學習，

及學科內容知識呈現給學生時的困難，他認為學科教學法知識的重點在於融合（blend）

，也就是化合了學科內容知識、一般教學知識及對學生學習的知識，並不是只將這幾種

知識加總起來而已。 

Geddis（1993）對學科教學法知識的定義則著重於教師對學生學習的理解及教師學

科內容知識的傳遞，因此學科教學法知識是一將學科內容知識轉換成適合教學內容知識

的專業知能，其中包括 

（一）學生的迷思概念：學生對此主題感到學習困難或容易之處 

（二）校正迷思概念的策略：有效重組學生對此主題的看法，以減少迷思概念的教

學策略 

（三）適當的呈現方式：有效呈現主題中所涵蓋的表徵形式，如類比、說明、舉例

等。 

 

 



 

 44

 

 

 

 

 

 

 

 

圖2--5傳遞學科知識之學科教學法知識 

資料來源：Geddis, 1993 

根據上述學者的理論，研究者將國內外有關「學科教學知識」內容意義的界定，整

理如下： 

表2－2：研究者對「學科教學知識」內容意義的界定 

研究者 對「學科教學知識」之成份的界定 

Gudmundsottir&Shulman(1987:60) 1.學科知識 

2.一般教學知識 

3.有關學習者的知識 

Wilson, Shulman, Richert(1987:114-115) 1.教學表徵的知識 

2.教學推理的知識 

3.學習者的知識 

4.課程知識 

5.教學法的知識 

6.教學情境的知識 

Smith & Neale (1989a  2-3) 1.有關學習者的概念與一般策略的知識 

2.教學策略的知識 

3.編序與表徵學科內容的知識 

Smith & Neale (1989a:25-26) 1.對所教學科觀點的知識（包含教學目標與

對學科本身所持的教學信念） 

2.有關課程與教材的知識 

3.有關學習者的知識 

4.教學法與教學表徵的知識 

Grossman (1990a：7-9 ) 1.學科教學的知識與信念 

 學科內容知識 可教學的內容知識

學科教學法知識 
1.學生的迷思概念 
2.校正迷思概念的策略 
3.適當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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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策略與教學表徵的知識 

3.理解教材的知識 

4.對所教學科課程縱貫性與橫斷性的知識 

Marks (1990：4 ) 1.學科本身的知識 

2.有關學習者的知識 

3.教學過程的知識 

4.教學媒體的知識 

Coochran, DeRuiter,& knig (1991:10；1993:266) 1.學科專門知識 

2.教學知識 

3.有關學生的右識（包括學生的能力、年齡

、動機、態度先前概念與學習策略等） 

4.情境知識（教師對班級實務、社會、文等

方面的知識 

Grossman (1989a：25-26 ) 1.對所有學科觀點的知識（包含教學目標、

對學科所持的教學理念） 

2.有關課程與教材的知識 

3.有關學習者的知識 

4.教學法與教學表徵的知識 

Grossman (1991a：39 ) 1.對教英文的目的與教學信念 

2.有關學生能力、興趣與應具備何種程度的

知識與信念 

3.有關文學與語言的課程與教材知識 

Grant (1992：435-439) 1.學科結構與主要概念的知識 

2.對學科與教學的信念 

3.促次學生學習的策略 

4.教學策略的知識 

Zheng J. (1992) 1.課程知識 

2.學習者的知識 

3.教學計畫的知識 

4.教學後反省思考的能力 

Johnston & Ochoa (1993：66) 1.教材概念化的知識 

2.理解學科專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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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學生對守門學科知識的學習程度與

錯誤概念 

4.對特定學科課程應用教學資源與媒體的

知識 

5.有能力選擇合適教材的課程知識 

Sternberg & Horvath (1995：11) 1.解釋特定概念的知識 

2.改正學生錯誤概念的知識 

3.有效教學表徵的知識 

Elizabeth & Gatonton (1999：42) 1.掌握一特定語言各個層面的知識（包括聽

、說、讀、寫） 

2.有關學習者的知識 

3.有關學科專門知識與教學目標的知識 

4.有關如何建立師生互動關係的知識 

5.有關如何評量學生的知識 

段曉林（1993） 1.學科知識 

2.課程知識 

3.學生學習知識 

4.學科教養表徵知識 

5.學科教養信念 

林曉雯 （1994） 1.教學目標的知識 

2.學生學習的知識 

3.課程與教學媒體的知識 

4.教學表徵的知識 

高榮成（1994） 1.學科知識. 

2.學生知識 

3.教學策略知識 

4.教學情境知識  

江玉婷 （1995） 1.教學策略與教學目標的知識 

2.教學情境的知識 

3.課程的知識 

4.學生的知識 

林俊宏 （1996） 1.教學信念 



 

 47

2.對學科特質的了解 

3.教學知識 

4.有關學生方面的知識 

黃淑真 （1996） 1.學科專門知識 

2.教學知識 

3.學生知識 

4.情境知識 

鄭湧涇、童麗珠（1996） 1.關於「生物課程」的知識 

2.關於「學生學習生物」的知識 

3.關於「生物教學表徵」的知識 

4.關於「生物教學策略」的知識 

5.關於「生物教學情境」的知識 

張惠昭（1996） 1.學科教學法知識（包含學科教學信念、教

學表徵的知識、課程知識、學習者的知識

）2.學科知識 

3.情境知識 

4.一般教學知識 

黃永和（1996） 1學科內容知識 

2.學生知識 

3.課程與媒體知識 

4.情境知識 

5.一般教學法知識 

6轉形呈現知識 

7.自我教學信念 

黃桂妮（1996） 1.數學內容知識 

2.教學知識 

3.對於學生學習背景了解的知識、情境脈絡

的知識 

邱憶惠（1996） 1.學科知識 

2.學生知識 

3課程知識 

4.情境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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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般教學法知識 

6.轉型呈現知識 

7自我教學知識 

吳純萍（1997） 1.對學生的瞭解 

2.教學知識 

3.教師角色知識 

4.教學情境知識 

張雁婷（1998） 1.學科知識 

2.教學策略知識 

3.課程與媒體知識 

4.學生學習的知識 

曾景泉（1999） 1.學生知識 

2.自我知識 

3.環境知識 

4.教學知識 

5.學科知識 

李曉萱（2000） 1.學科知識 

2.課程知識 

3.教學策略的知識 

4.學習者的知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歸納 

各學科的學科教學法知識是近年來國內教學研究的焦點之一，要如何將教師個人所

瞭解的學科知識經由轉化的過程，以學生可理解的形式呈現，教師更需要發展多種類的

知識，並且學習如何在實務上運用與整合這些知識範疇，才能從事有效的教學。 

伍、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A Model of pedagogical Reasoning and Action） 

上述的學科教學知識是由教師的「理解」到學生的「理解」（李曉萱，2000：40），

進而達成一動態建構的有效教學過程，而這種動態建構的縱向過程可說是一種教師教學

推理與行動的過程，即教師運用各種專業知識，做成教學上的抉擇與行動，以達成教學

任務的歷程（Shulman,1987：13）。 

至於教師如何將學科教學知識加以實踐？Shulman(1987)、單文經（1990）、陳麗華（

1995)根據多項個案研究結果，發展出一套相當完整的轉化過程，稱為「教學推理與行動

模式」（A Model of Pedagogical Reasoning and Action），其義為「教師在進行知識傳授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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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活動時，能將教學目標與教材轉化為在教學的運作上強而有力且能適應學生不同能

力與背景的教學形式，以便使學生易於了解並樂於接受（實踐）的過程」。 

單文經（2001）：從「教師了解一組概念、到付諸教學行動、讓學生吸收這些概念

之前，教師必須仔細審視這些概念，參酌學生的特質，然後決定欲採取的教學策略與方

式」，這其中的歷程即是所謂的教學行動過程。此模式可以清楚說明教師在得到一份教

材時，如何轉化自身的認知、付諸於教學上，該過程模式包括下列各種活動： 

一、理解(comprehension)：理解教學目的、學科結構，以及學科領域之內和之外的

概念。 

二、轉換(transformation)：將自己所知，以適當的方式轉變成學生可吸收的材料。此

程序又可以分成四個步驟。 

（一）準備：對欲教的課文作批判性詮釋、分析，將材料加以組織、分割，發展完

整的課程目錄。 

（二）表徵：利用多種表徵方式來轉換學科內容。 

（三）選擇：從各種教學、組織、管理與安排的形式中，作個挑選。 

（四）改編與剪裁：斟酌學生的概念、先前概、錯誤概念、困難、注意力等，使欲

表徵的材料能符合學生的特質。 

三、教學(instruction)：這是可觀察的教師行為，包括管理、表徵、互動、分組、以

及其他活潑式教學等班級教學形式。 

四、評鑑(evaluation)：於互動教學期間查核學生的了解、在每課或單元結束時，測

驗學生的了解、評鑑自己的行為表現，並依據經驗做調整。 

五、反省(reflection)：回顧、重建、重新判斷與批判性地分析自己和全班學生的行為

表現，並依證據提出解釋。 

六、新理解(new comprehensions)：對教學目的、學科、學生、教學及自己都有新的

認識；強化新的了解，並從經驗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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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教學推理的過程。  

                         資料來源：引自吳美靜（2002：57）。 

這個模式中的活動是互相循環的，並不表示他們是次序固定的階段、時期或步驟，

它們會以不同的順序發生，而且在某些教學行為中，有的活動不會發生，有的活動會簡

化，而有的活動則會變得較複雜(shulman,1987：19)。 

Fenstermacher(1986:46-48,轉引自張惠昭，1994：38)曾說，師範教育的目標，不是在

灌輸或訓練教師要依循既定的方式而行，而是要教師能對教學作正確的推理並且有技巧

的實行。一位教師得到一篇課文，得知教學的目的之後，教學推理與行動的過程就此展

開。 

教學推理與行動模式的運作並非是線性的，教師可依循實際之教學情況，不斷地循

環演練，若有必要時，可以回溯至上個階段，重新做調整，或是刪除某些步驟，直到符

合教學的需求為止。 

林進材（1999）認為：教學活動會牽涉到一連串的推理與行動過程。從教師了解一

組概念之後到付諸教學行動讓學生吸收那些概念之前，教師必須仔細審視那些概念，參

酌學生的特質，然後決定欲採取的教學策略與方式；進而在教學歷程中，透過溝通、表

徵、詮釋、舉例、明喻等方式，將形式課程轉化成實質課程，在教學中，將各種抽象的

概念作有效地轉化，讓學生從學習中得到正面的成長。 

陳麗華（1995）認為國文科教師在從事教學活動的過程中，常常同時扮演知識教導

者和紀律維持者，當這兩者的角色面臨難以抉擇的難局時，就必須訴諸於問題解決的教

學推理過程，因此，在本研究中，無可避免地會提到個案教師教學推理的過程。 

總之，學科教學知識包括「一般教學知識」及「學科內容知識」，是教師教學時直

接應用到的知識，它包含，除了學科理論層面外，更融合從實務層面發展出來的知識，

會隨著教學經驗不斷地成長，可說是教師教學專業知識領域中最重要且獨特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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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文教師應具備之教學專業知識 

在教育中，國文教學是很重要的一環。不但要教導學生本國語文，更要讓學生體認

固有文化，以及傳統倫理道德，以建立正確人生觀與價值思維，因此國文教師本身必須

具備足夠之教學專業知識，方能竟其功。 

壹、國文教師專學專業知識內涵 

由於國內相關研究並未對國文科之教學專業知識內涵提出一可依循之規準，因此要

探討國文教師具備之專業知識著實不易，底下試著從高中國文課程標準、專家學者已有

之研究中歸納發微，配合之前所探討的教學專業知識內涵面向，對國文科教學專業知識

之內涵作一分析。 

一、以高中國文課程標準而言 

民國八十四年公布之《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其目標為： 

（一）提高閱讀、欣賞及寫作語體文之能力。 

（二）培養閱讀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興趣，增進吸收優美傳統文化之能力。 

（三）研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培養倫理道德之觀念、愛國淑世之精神。 

（四）閱讀優美、純正、勵志之課外讀物，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之能力，開展堅毅

恢宏之胸襟。 

（五）熟習常用應用文之格式與作法；加強書法鑑賞及書寫之技能；熟練語言表達

之能力。 

而在「教學方法及過程」中則分從「範文」、「中國文化教材」、「作文」、「課

外閱讀」、「書法」、「指導學生練習合於理則之語言表達」六方面來說明： 

（一）範文 

1.範文講讀，宜先指導學生課前預習，明瞭課文大意。講讀時，可酌令學生試讀、

試講，再予指正補充。 

2.各課範文應要求學生熟讀深思，精練雋永之文言文宜要求學生背誦。講讀時並須

注意下列各點： 

（1）文章體裁及作法。 

（2）生字之形、音、義，詞彙之組合，及成語典故之出處、意義。 

（3）文法及修辭。 

（4）全篇主旨、內容精義及段落大意（包括全篇脈絡及結構）。 

（5）文學作品之流派、風格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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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關語體文與文言文之文法異同，必要時可於課前製作比較表，指導學生徹

底了解應用。 

（7）每課講授，宜作課文分析，必要時可繪成課文分析表，指示學生全文之段落

作用及前後之相互照應，以培養學生欣賞、寫作之能力。 

（8）前項之文法比較表及課文分析表，簡易者亦可指導學生繪製（分析表之繪圖

，可參考部頒《高中國文科設備標準》）。圖表製作優良者，並可列為教具設備之一部

分。 

（9）教學時並應利用視聽器材，提供學生欣賞，藉以增進其對課文之了解。 

（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以闡明義理、躬行實踐為主。講讀時宜配合日常生活，盡量發揮

義蘊，使學生透徹領悟，並於動靜語默之間，陶鎔高尚情操、培養健全人格。 

（三）作文 

1.作文練習，由教師命題，間可指導學生自由命題。 

2.學生作文，教師應有計劃指導各種文體之寫作，及審題、立意、運材、布局、措

辭等方法巧技。 

3.作文題目務求適合學生理解及寫作能力，並配合生活環境，與課文密切聯繫。 

4.教師批改學生作文，應注意內容題旨之切合、章法結構之謹嚴、文法修辭之適當

，以及標點符號之運手、錯別字之訂正等。遇有全班共同之錯誤，應於適當時間作綜合

之指導訂正。 

5.學生作文簿可備兩本，輪流使用。每次作文，教師宜於二週內批改發還，俾學生

得反覆玩索，細心領會，以求進步。如有優良作品，並可公布傳閱。 

（四）課外閱讀 

1.教師宜指導學生盡量利用課外時間閱讀課外讀物，其閱讀指導要點如下： 

（1）先看敘文（或卷頭語）、凡例（或編輯大意）、目錄。 

（2）依次概覽全書（分段落或章節）。 

（3）查考生字、生詞。 

（4）複閱並深究內容（包括全篇結構及其精義）。 

（5）閱讀報告，每學期一篇，亦可在假期中習作。 

2.課外讀物，由教師統一指定全班學生閱讀同一書籍，或分組交換閱讀不同書籍，

以便相互研討。 

（五）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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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練習書法，應用毛筆臨摹碑帖，字體以楷書、行書為主。楷書務求用筆端正

，結構完整；行書則求其筆勢貫串，神氣完足。第一、二學年每週交習作一篇，大、小

楷隔週輪流練習，一週交大楷二十八字（每格約八公分見方），次週交小楷九十六字（

每格約三公分見方）。第三學年自由練習。學生有興趣者可鼓勵多加練習。 

2.書法練習紙宜採單張、質地良好、適合書寫者。 

（六）教師宜於課內外適時指導學生練習合於理則之語言表達。 

民國九十年開始修訂，九十三年公布之《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欲達成之目

標為： 

（一）提高閱讀、欣賞及寫作語體文之能力，熟練口語表達與應用。 

（二）培養閱讀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興趣，增進涵泳傳統文化之能力。 

（三）研讀文化經典教材，培養社會倫理之意識及淑世愛人之精神。 

（四）閱讀優質課外讀物，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之能力，開拓生活視野、加強人文

關懷。 

（五）經由語文教育，培養出關心當代生存環境、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國民。 

其中第四條「教學方法及過程」中，分別從「範文」、「寫作練習」、「課外閱讀

」、「練習適當之語言表達」四方面來說明： 

1.範文 

（1）各課範文應要求學生熟讀深思，教學重點以提示全篇主旨、內容精義及段落

大意，以培養學生欣賞之能力。 

（2）範文之教學宜針對文章體裁及語文特色加以詳細分析，以培養學生寫作能力

。 

（3）範文講授應作延伸閱讀與討論。 

（4）範文講授宜與選修科目、課外閱讀結合教學。 

（5）教學時並應利用視聽器材，提供學生欣賞，藉以增進其對課文之了解。 

2.寫作練習 

（1）寫作練習，由教師命題，間可指導學生自由命題。 

（2）命題作文或引導寫作務求適合學生理解及寫作能力，並配合生活環境，與課

文密切聯繫。 

（3）教師批改寫作練習，應注意內容題旨之切合，以及標點符號之應用、錯別字

之訂正等。 

3.課外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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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課教師每學期應視學生程度及需要，選擇適當內容及份量之課外讀物，供

學生課外閱讀。 

（2）課外閱讀包括語文、文學、文化及當代議題等相關著述或篇章。 

（3）每學期課外閱讀，學生應交閱讀報告一份併入寫作練習篇數計算。 

（4）任課教師可以用讀書會方式，鼓勵同學進行多元閱讀及交互討論。 

4.教師宜於課內外適時指導學生練習適當之語言表達。 

研究者歸納整理這二次公布之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同異如下： 

 

 84年 93年 

總體目標 一、提高閱讀、欣賞及寫作語體文之

能力。 

二、培養閱讀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興

趣，增進吸收優美傳統文化之能

力。 

三、研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培養倫

理道德之觀念、愛國淑世之精神

。 

四、閱讀優美、純正、勵志之課外讀

物，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之能力

，開展堅毅恢宏之胸襟。 

五、熟習常用應用文之格式與作法；

加強書法鑑賞及書寫之技能；熟

練語言表達之能力。 

一、提高閱讀、欣賞及寫作語體文

之能力，熟練口語表達與應用

。 

二、培養閱讀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

興趣，增進涵泳傳統文化之能

力。 

三、研讀文化經典教材，培養社會

倫理之意識及淑世愛人之精神

。 

四、閱讀優質課外讀物，增進文藝

欣賞與創作之能力，開拓生活

視野、加強人文關懷。 

五、經由語文教育，培養出關心當

代生存環境、尊重多元文化的

現代國民。 

教學方法及

過程 

一、範文 

二、中國文化教材 

三、作文 

四、課外閱讀 

五、書法 

六、語文表達 

一、範文 

二、作文 

三、課外閱讀 

四、語文表達 

    從上表來看，在總體目標而言，除了文字敘述繁簡有所不同之外，大致上是大同小

異的，唯一較明顯的改變只有第五點。八十四年強調應用文能力、書法鑑賞及書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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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表達，九十三年版則希望經由語文教育，培養出關心當代生存環境、尊重多元文化

的現代國民。而在「教學方法及過程」中，最明顯的是去掉「文化教材」與「書法」二

項。  

底下為針對民國八十四年與九十三年公布之《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與教學

專業知識內涵二者之對應分析： 

表2-3  教學專業知識內涵與《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對應表 

84年 93年 

學科教

學知識 

一、總體目標 

（一）提高閱讀、欣賞及寫作語

體文之能力。 

（二）培養閱讀文言文及淺近古

籍之興趣，增進吸收優美

傳統文化之能力。 

（三）研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培養倫理道德之觀念、愛

國淑世之精神。 

（四）閱讀優美、純正、勵志之

課外讀物，增進文藝欣賞

與創作之能力，開展堅毅

恢宏之胸襟。 

（五）熟習常用應用文之格式與

作法；加強書法鑑賞及書寫

之技能；熟練語言表達之能

力。 

一、總體目標 

（一）提高閱讀、欣賞及寫作語體文之能

力，熟練口語表達與應用。 

（二）培養閱讀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興趣

，增進涵泳傳統文化之能力。 

（三）研讀文化經典教材，培養社會倫理

之意識及淑世愛人之精神。 

（四）閱讀優質課外讀物，增進文藝欣賞

與創作之能力，開拓生活視野、加

強人文關懷。 

（五）經由語文教育，培養出關心當代生

存環境、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國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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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內 

涵 

課程知

識 

第二條 時間分配 

第三條 教材綱要 

壹、教材編選之要領 

貳、教材配置之比例 

第四條 實施方法 

壹、國文教材以範文及中國文

化基本教材為主，以課外

閱讀為輔 

第二條 時間分配 

第三條 教材綱要 

壹、教材編選 

貳、教材配置 

第四條 實施方法 

壹、教材內容 

貳、教材編選 

參、教師手冊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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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材編選之要領 

參、教師手冊編輯之要領 

陸、與其它方面之聯繫 

伍、與其它方面之聯繫 

 

 

一般教

學知識 

第四條 實施方法 

肆、教學方法及過程 

伍、教具設備與運用 

柒、教學評量 

第四條 實施方法 

肆、教學方法及過程 

陸、教學評量 

 

學習者

知識 

第四條 實施方法 

壹、學生國文科各項優良作品，

宜由學校每年展覽一次； 

捌、輔導 

第四條 實施方法 

柒、輔導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2-3之對應比較，可以看出我國高級中學之國文科教師應具有應擁有國文教學

之相關知識外，更必需將這些知識融合於課堂教學中，在配合教學情境之需求外，培養

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在學習國語文之聽、說、讀、寫等基本

能力時，並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 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並且，能

培養學生有效應用中國語文，從事思考、理解、推理、協調、討論、欣賞、創作，以擴

充生活經驗，拓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激發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提昇欣賞文學

作品的能力，以體認中華文化精髓。使學生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的語文「

使用者」，所習得的不只是靜態、無實用價值的「知識」。 

貳、以國文科教學法而言 

蔡韶珊（2001）從國文科教學法的觀點來看國文科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他以教學技

巧、文體類型、語文結構及國文基本工夫等四方面來探討。 

一、教學技巧 

為提高教學的效果，教學技巧的訓練是相當重要的，然而教學技巧的種類繁多，且

日新月異，故本部分乃針對國文科教學中較常使用之教學技巧作探討。 

1.直接講述法：直接講述法即教師直接將教材內容加以講說清楚。 

2.問答法：問答法包含老師問、學生答或學生問、老師答，在師生互問互答的過程

中，對教材內容更為理解，達成教學的效果。 

3.雙向教學法：將教材「深究與鑑賞」的部分，設計成問答題或申論題，提供學習

者共同討論，教師最加以回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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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猜謎法：將教材設計成謎語，由學生猜答，猜謎的種類有古文謎、唐詩謎、四書

謎、單字謎、其它等，其目的在訓練學生之想像力、認識傳統民俗藝文之猜燈謎

活動、引發學習興趣、增進教學效果、開拓廣博知識、培養靈活思維等。 

二、文體類型 

文體類型即指文言文與語體文而言，其教學法如下所述： 

文言文：文言文乃較為精簡之文體。就範文部分而言，教師可視學生的能力，選擇

由教師講授、學生歸納重點，或學生講授、教師指正補充等二種方式相互援引。就深究

鑑賞部分而言，可利用問題討論的方式，觸發發學生思考。 

語體文：語體文即所謂的白話文，因文章較為淺顯易懂，故其教學強調修辭、鑑賞

、美讀、寫作等技巧的訓練。 

三、語文結構 

語文結構乃是語文組成的基礎結構，其教學法包括文法、修辭、鑑賞、美讀、寫作

等教學。 

1.文法：文法即是語句組織的條理。文法教學的方法如下：一是使用生活化的語料

，與學生的生活用語結合；二是使用比較的方式，將類似的句型加以比較；三是將省略

或變化的語句加以還原，以增加學生的理解。 

2.修辭：修辭乃指研究如何調整語文使能表情達意。修辭教學的方法很多，其重點

由「點」而「線」而「面」的方式，使學生對文章之詞與句的運用、段落的安排、篇章

的結構、題材的選擇等面向，能夠融會貫通。 

3.鑑賞：教師利用讀講範文後的一段時間，針對範文作者之眼力、手法與範文的風

格等，配合內容與形式之深究，加以進行，其目的在使學生能發揮想像力與體會力，深

入範文之中，獲致強烈的美感經驗，以收到教學之效果。 

4.美讀：美讀乃屬於口頭傳播，是完整的語文行為，即是將國文教材範文中之詩、

詞、曲、文作藝術性的誦讀，是語文教學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透過美讀的方式，可增加

對範文風格的理解。 

5.寫作：傳統寫作教學包含六個步驟，即立意（指行文的起源，包含取材的緣由、

撰文的動機、表現文中的情志、通篇文章的意境等）、謀篇（指段落結構的安排）、安章

（指一段之中節的布局情形）、鍛句（即指句型的構造，此部分必須就不同的文體而運

用各種不同的句型）、修辭（即修飾辭藻，使句子更有美感）、鍊字（即用字精鍊）等（

楊鴻銘，1991）。 

四、國文科基本工夫 

國文科基本工夫乃是國文教師必須之基本學科知識，包括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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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文字學：以文字的形成方式「六書」，解說「字形」的意義。如：「日」、「月」是象

形，「上」、「下」是指事。 

聲韻學：以「字音」的聲、韻、調，解說字義。如：雙聲、疊韻、同音等。 

訓詁學：包含形訓、聲訓、義訓，利用文字的形、音、義概念，對於文句中之詞語

加以訓解。 

宋如瑜（1999：45-48）曾針對「理論上語文教師的知識能力結構分析」將「對外漢

語教師知識結構表」、「對外漢語教師能力結構表」整理成表下列資料，供作參考。 

表2-4 對外漢語教師知識結構表 

知識結構類別 內容 細目 

專業知識基礎 語言學知識 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語言學基本知識 

 文學知識 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基本文學理論 

 文章學知識 常用文體知識、文章賞析 

教育科學基礎知識 教育心理學 行為學派理論 

  認知學派理論、人本心理學理論、基本諮商理論

、語文教學心理學 

 教育哲學 中國教育思潮、西方教育思潮 

 教學法 傳統聽說教學法、 

 教育工學 使用視瑼具、電腦輔助教學工作 

以哲學為中心的百

科知識 

基本常識 人文社會學科知識、自然學科知識、思辨推理基

本語文能力能力。 

 聽 方言辨識基本能力、敏於辨識錯誤發音。 

 說 1.清晰的表達能力。2.善於示範。3.善於提問。4.

迵言表達合乎規範。.立昨判斷改正病句清晰的表

達能力。 

 讀 基本外語閱讀能力、文言白話能力 

 寫 1.文筆流暢。2.基本應用文寫作 

資料來源：李曉萱（2000：57），華語教師教學專業知能之探究，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研究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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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對外漢語教師能力結構表 

能力結構類別內容 細目 

駕馭教材 刪減教材、凸顯教學重點 

組織教學 訂定有效教學目標、課內教學、課外實踐相輔相成 

運用教法 相異教法因時制宜、並用各種教學法 

觀察對象 環境對學習者的影響、心理因素的影響、學習者學習風格 

教學應變 掌握課程進行、使學生積極參與、保持高度彈性、維持鎮靜態度

作業處理能力 設計作業、批改作業、作業回饋 

設計評量能力 語言測驗基本要求、筆試測驗技巧、口試技巧、安排全期各種測

驗。 

資料來源：李曉萱（2000：57），華語教師教學專業佑能之探究，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研究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陸汝東（1996：310318）分析「對外漢語教師的能力結構」，分三方面探討漢語教師

的素質，茲引李曉萱（2001：60）之摘要整理如下： 

一、知識結構 

1.一定的語言學理論知識。 

2.必要的語言學習理論知識。 

3.一定的語言教學理論知識。 

4.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二）能力結構 

1.良好的漢語交際能力。 

2.較強的理論與實際聯繫的能力。 

3.良好的教學組織能力。 

4.育人能力。 

（三）較高的職業道德水平 

包括高度的教學責任感、工作熱情、吃苦耐勞及良好合作精神的品德。 

柯華葳（1996：61）參考Shulman (1987)對專業教師所做的定義，歸納專業中文教師

應該具備以下之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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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的教室管理 

如當學生在教室中注意力不集中，如何重新吸引她們的注意力；當中部包括教室佈

置，便環境充分發揮中文教育的功能。 

（二）教育目標的知識 

中文教師要知識為麼要教中國語文，目的是什麼。當目的澄清時，教師就能掌握學

習中文的本質，而不會本末倒置。 

（三）瞭解學生身心發展之特質 

如何瞭解學生因年齡、經驗、能力而有不同，是教師的責任。 

（四）教育脈絡的知識 

教師要知道中文在美國社會的地位，有什麼可以促進中文的學習？有哪些障礙？甚

而能化阻力為助力。 

（五）學科內容知識 

就是教師要瞭解所要的教材。教師並應知道中國語文（如音、詞、語法、文化等）

的特色及這些內容在學習時的組織邏輯。 

（六）教材教法知識 

教師可以善加利用種教材與電子媒體，以增進學習效果。只有專業教師才知道如何

為其學生選擇最有助於學習中文的材料。 

（七）)課程知識 

專業教師能配合學生能力與興趣，設定學習目標，挑選合適的教材，甚至自己編寫

一些，然後搭配恰當的教法進例教學。教學後，檢查學生是否學到，沒學到的，再進行

補救教學。 

王明通（1989：382384）論優良中學國文教師之修養提出： 

（一）崇高品德與專業精神 

國文科教師尤為切要者，必熟諳國文方面之專門學識，方足勝任國文教師之職。並

引韓愈〈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說明：如教師不態通曉此中道理

，則將無以知人，教師必深悉己所傳何道，所授者何業？方能解惑釋疑，艾哈特

GibertHighet:說：做一位教師、第一──也是最重要，最必須的條件乃是通曉自己所授的

科目，他必須明瞭自己做些什麼。」 

（二）學識與教學能力 

學識包括基本知識（如科學、哲學、政治、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及生活常識等等

之一般認識）專科知識（係指所授科目之專門學識而言。）與教育學識（如教育目的、

教育理論、教學原則、教學方法、學生身心發展及教育趨勢等之認識。）三種：教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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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係指教學善用教學方法，善於訓導學生而言。 

王明通（1989）熟諳國文專門學識與善用國文教學方法，乃國文教師欲為一成功教

學之二大關鍵。二者一體一用，相依並存：學識為骿，方法為用。以方法傳授教材，深

入淺出，輔助啟誘學生學習。 

教師之學識，範圍至廣，從聽、說、讀、寫、與褖賞能力之基本學養而外，聲韻學

、訓詁學、目錄學、校勘學、學術史、文學源流、文章作法、詩詞苗之作法、修辭學、

文法、書法、演說辯論術、應用文、小說、戲劇、以及國文教材等，均為中學優良國文

教師所宜深悉。其次，至少能讀畢經史子及詩文一種專書以上，背誦文言文文章一百篇

、新舊詩詞二百首以上，熟習成語典故一百則以上，歷史故事、趣事、文學掌故、寓言

凡五十則以上，讀畢古典小說五本以上、世界名著十本以上，現代我國著名文學作品：

小說、詩、散文、戲劇每種五本以上，熟習各種重要報章雜誌之內容及優劣等，亦為中

學優良國文教師所宜其者。 

關於教學方法，王明通（1989）也提出：「關於善用教學方法，須以教育學知識為

基礎，深悉教育理論、教學原則、教學方法，並且了解學生身心發展狀況，熟習教材、

運用教具、然後能靈活運用，而不至於機械板滯。國文教學中，常用之教學方法如：講

述法、啟發法、問答法、自學輔導法，練習法、欣賞法、發表法等。均能視其性質及作

用，因制制宜，予以變通；不拘泥於成法，而又合於法則，如是方足稱善」。 

王更生（2001）認為，要樹立國文教師專業權威，要從品德、學養、教法三方面來

闡釋應具有之條件： 

（一）高尚的品德：以收潛移默化之功 

教師須學習孔子所奉行的「忠」「恕」美德，盡己之心，推己及人，以「不怨天，

不尤人」凡是盡其在我的態度去從事教學；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設身處地為他

人著想的情懷去推己及人，秉持潔身自愛的風骨，做學生的楷模⋯，必能彰顯出「出淤

泥而不染，渥清漣而不妖」的專業權威。 

（二）精深的學養：以樹立專業權威 

而教師的學養，又可分成兩方面： 

1.本科方面的知能：國文教師平常最為急需的本科知識，莫過於本國文字學（其中

包括音韻、訓詁）、文法學、文學史、修辭學、國學概論、各體文章作法、書法、講演

辯論記巧、以及對「四書」有相當的理解。此外並需要在韻文、散文、駢文、小說、戲

曲五方面的名作佳篇有深廣度的涉獵，這樣才能應付實際教學的需要。 

2.相關學科知能方面：如教育心理學、普通教學法、問題學生輔導、中外史地、中

外思想家、天文、曆法、動植礦物、甚而音樂、美術、醫藥、衛生等，都應有相當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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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才能再授課時得心應手，暢所欲言。 

（三）靈活的教法 

以鼓勵化替填鴨。 

教學法是轑了實現教學目標，用一種有系統的手段，來刺激、指導和鼓勵學生的學

習活動。在教學技能方面，王更生提出以下四點： 

1.須有深入淺出的表達力。 

2.須有促類旁通的領悟力。 

3.須有分析綜合的組織力。4.須有迅速工整的工作力。 

王更生（2001：306-309）認為熟練教學內容，把握教學原則，並以靈活的教學方法

，化艱澀維平易，將國文教材，精心剖析，綜合整理，有效表達，一定會使學生受益無

窮。所以，國文教師一定要從品德、學養、教學三方面來樹立教師專業權威。 

王熙元（1983）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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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欣賞是語文教學的中心，實施文化陶冶是國文教

學的終極目標。 

一個理想的國文教師，在從事語文訓練的教學活動之前，應具備五方面的學養：文

字學、聲韻學、訓古學、文法學、修辭學，禾能完整的達成這項教學任務。第二層面文

學欣賞，則是就文章作全面之探討。通常課文講解在解說題義、介綹作者、注釋詞語、

說明分段大意及全文要旨等過程後，就是精讀的指導，包括章法結構的分析、寫作技巧

的評論，主題的闡發等，其中屬文學欣賞部分，涉及修辭學、美學及文學評論等範疇。

第三個層面的文化陶冶，是利用範文教學實，適時啟發學生對中華文化孝節義等之精神

體認，使學生由景仰而實踐。 

Brown(1987，引自張瑜弦，2001：40）所提出六個（WH），是頗具實用性的觀點，

亦頗有可供本國語文教學研究之參考。 

（一）WHO──語言教學活動中的人，包括：教學者、學習者。即是語言教學活動

中的「主體」。主要觀察有關語言教學的人的學習態度、起點行為，人格特質、學習動

機是如何影響著教學活動。 

（二）WHAT──語言教學的課程規劃與教材教法之選擇。重點在「教什麼」、「學

什麼」。 

（三）HOW──學習是如何發生的？在學習外語的過程中，需經過哪些認知過程？

學習者之學習策略與風格為何？成功的語言學習者，其認知、情意與生理等方面，有何

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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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HEN──檢視教學中的時間因素，認知心理的階段是如何影響語言學習？

是以教學角度檢索「時間」安排：進度安排、教學步驟的時間分配等。教學者應對教學

時間有詳盡的規劃。 

（五）WHERE──情境因素，語言學習應不僅限於教室，教師應運用周邊可利用

的教學資源，提供學習者一個仕方位的學習環境。 

（六）WHY──語言學習的動機與語言教學的目杯，學習動機的強弱對學習成效的

影響非常大；「為什麼而教」，教師須認清所要達成的教學目標，是要學習者達到何種程

度的語文能力。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之看法，研究者認為一個國文教師應具有下列專業知識： 

一、文字、聲韻、訓詁等「小學」知識 

文字（形）、聲韻（音）、訓詁（義）為國文教學之基礎，固然在高中教書，不必動

用到太深層的「小學」知識，但是在字、詞、義說解，或韻文之聲律賞析時，沒有這些

基本知識是無以為功的，因此具有基本的小學知識仍是現代國文教師必備之專業知識。 

二、文法及修辭知識 

何謂文法？簡單的說，就是語句組織的條理，它包括虛字、詞語組成、句型結構等

，在文言文教學中文法教學佔有重要關鍵地位，不管對文意的理解或章法的分析都關係

重大。 

修辭法在高中不管教學或升學考試中都佔有重要比重，尤其在文章賞析時，若缺乏

對修辭的理解將很難瞭解文章的優美，以及文章如何發揮動人胸臆的魅力。此外在作文

或語文表達能力訓練時，若不知運用修辭技巧以調整表意方式或創造優美形式，文章將

顯得枯燥乏味。因此，高中國文教師必須具備豐富及正確的修辭知識以教導學生。 

三、章法結構之知識 

要分析一篇文章可從多方面著手，其中最關緊要的就是章法結構。所謂章法就是聯

接字句成節、段，聯節、段成篇的一種組織方式。固然古人認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

得之。」有所謂「無理而妙」、「信手拈來」、「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者，姑不論其事否

為真，至少倡導這些理論或說法者不是大作家就是學有所成之「方家」，對一般高中生

而言，要瞭解文章深層的形式美感或內在的肌理構造，必須透過章法分析才能掌握堂奧

及精髓，尤其透過章法分析，也有助於學生在作文時布局謀篇能力之強化，因此高中國

文教師必須具備章法結構方面之知識。 

四、義理教學或人格陶冶之知識 

國文教學不只是語文教學而已，它還包括情意陶冶及人格塑造之功能，固然在所有

的課程領域中都或多或少具有類似功能，但都不及國文教學透過先聖先賢的謦欬來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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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尤其文化教材更是我國儒家優良傳統文化之精粹。今天不必教導學生「成仁取義」

，但是不能不教導學生好好做一個「俯仰不怍」的人，而這些都必須國文教師先具有義

理教學及文化陶冶的知識及能力才能教導學生，尤其透過「身教」，讓學生就近取譬，

如此方能達到國文教學之終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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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誠」的本義與思想淵源 

壹、誠之源頭 

梁淑芳（1995）、吳怡（1984）：對於「誠」字的源頭，追溯先秦典籍如下： 

一、春秋以前 

（一）《詩經》 

《詩經》中只有「謝于誠歸」（大雅、崧高）中的一個「誠」字。 

（二）《尚書》 

「誠」出現二次：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大禹謨） 

「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太甲下） 

（三）《易經》 

卦辭與《春秋》均未載有「誠」字，可見春秋以前，「誠」字並未通用，且春秋以

前對於心性問題的見解尚未成熟。 

二、春秋──戰國初期 

（一）《論語》 

整部《論語》只有二處提到「誠」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顏淵篇）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路篇）此二誠字，亦做

助詞使用，非屬於德性的名詞。 

（二）《易經‧文言》 

《易經》十翼的乾卦文言裡有： 

「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 

「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文言中的「閑邪存其誠」、「修辭立其誠」之二「誠」字，顯然已是心性自反的一種

精神修養。 

（三）《老子》 

《老子》書中只有一個「誠」字：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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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書提供儒家的德目很多，如：仁義、聖、智、忠、孝、慈、信，卻沒有

一言談到「誠」字，這是因為老子思想是走智的路，對心性問題卻未曾深論。 

三、戰國時期 

（一）《孟子》 

《孟子》書中共有二十二個「誠」字，其中十四個「誠」字都是做為助詞，只有

八個「誠」字具有特殊意義，如：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上）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

於友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有道，友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

朋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篇） 

此處之「誠」字，專注於動人與不動人，落實在意上，顯然是偏重誠意方面。 

孟子也承認「誠」乃天之道，為何在全書中對「誠」字並未大加推論？大概是因為

孟子的個性偏於外揚，思想重在政治，所以認為「誠」字是由「仁、義」去行，從性的

善端處，去存養、擴充，以「誠」去盡心，把「誠」和心性的善端連為一體。 

（二）《莊子》 

《莊子》全書中共有十六個「誠」字，除了八個當作助詞用，如：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德充符篇） 

「上誠好知而無道。」（胠篋篇） 

「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徐旡鬼篇） 

其餘的「誠字，都與心性修持有關，如： 

「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庚桑楚篇） 

「友己而不窮，循古而不，大人之誠。」（徐旡鬼篇） 

「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徐旡鬼篇）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徐旡鬼篇） 

「唯仁義之行，唯且無誠。」（徐旡鬼篇） 

「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列禦寇篇） 

「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漁夫篇） 

可見莊子的「誠」，乃是精神內聚，由超越仁義而後見精誠，純化而成的一種至真

境界。 

（三）《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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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一書共有七十個「誠」字，其中有四十個當作助詞使用，如： 

「百性誠賴其知也⋯⋯，誠美其厚也。⋯⋯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

焉誠厚。」（富國篇） 

其餘各篇論「誠」字頗多，如： 

「端愨誠信，拘守而詳。」（修身篇） 

「形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君子篇） 

「君子誠之好以待。」（成相） 

上述的「誠」字，是為了根除性惡切實的守仁行義，化性起偽，落實到意上，為意

志力的表現，是一種工夫的篤實。 

（四）《韓非子》 

《韓非子》雖有不少「誠」字，如：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主道篇） 

但多半是助詞，唯有「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

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的「誠」字，用來形容真儒或真墨，但與心性自友的「

誠」字，仍有所別。 

可見凡是對心性問題沒有深論的典籍，幾乎均未觸及這個德性的「誠」字。 

（五）《大學》 

《大學》中只有七個《誠》字，如：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經一章） 

這個誠意的「誠」，前面接格物、致知，是屬於知的路；後面接正心、脩身，屬於

行的路。由知及行，仍落實於意上。 

（六）《禮記》 

《禮記》一書，除《大學》、《中庸》以外，共有十五個「誠」字，如：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禮器第十

） 

《禮記》其他各篇的「誠」字，猶落實在意之上 

（七）《中庸》 

《中庸》第二十一章乃「誠」之本體論：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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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敘述「誠」之發展過程： 

「為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第二十三章為「誠」之創造性： 

「其次致曲，區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

天下至誠為能化。」 

第二十四章為「誠」之思辨性：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禛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第二十五章為「誠」之規律性：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

貴。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

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第二十六章為「誠」之合德性：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

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八）《中庸》以後的「誠」 

中庸以後論誠之重要者當以周敦頤《通書》為首，第一章以乾元為誠之源，以正性

命為立誠，以元亨利貞為誠之通復。朱子註此章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

受之正理也。⋯⋯誠，即所謂太極也」。註第二章亦然。第二章云：「呈，誠而已矣。誠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于是誠不止為道德修養之方，而乃道德之源也。第三章云

：「誠無為，幾善惡」。朱子註之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以誠為理為太

極，可謂論誠達至頂峰。 

邵雍（1011-－1077）謂先天學主乎誠（《皇極經世書‧心學》第十二）。張載謂「天

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

別也」（《正蒙‧誠明篇》）。均不出《中庸》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之範圍。程子言

誠甚予。以行之者一也之一（《遺書》二上）與主一之一（二四）皆是誠。思無邪亦是

誠（二上）總之以誠包心（十一）。其最重要的者，則「無妄之謂誠」一語（六，二十

一下）。朱子所有議論以至太極之言，皆從此出。 

朱子釋誠為「只是一箇實」，「是自然廳實」，「是箇自然之實」，「實有之理」。朱子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之語見其《中庸章句》註二十章。朱子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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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中庸》）之言，有以理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

』(第十六章)之類是也。(《中庸或問》)。又云：「所謂誠者物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

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

至終，皆實理之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

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

（同上）。此以理以心兩面釋誠，乃朱子之創見。即以實理言誠，雖程子無妄之說，可

謂立基，然亦朱子擴充而光大之也。朱子云：「誠實理也，亦誠愨也。由漢以來，專以

誠愨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語類》，六）。乃所以尊程子也。實則論誠至朱子為

高峰。（以上引自韋政通（1983）） 

歸納前面的所有分析，可得下列結論： 

1.春秋以前，「誠」字僅做為助詞使用。 

2.先秦典籍皆言「誠」，而最重要者為《中庸》《大學》與《易》。《大學》專言誠意

。《易‧乾‧小象辭》說閑邪存誠與立誠，皆關道德修養。《中庸》則謂「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又謂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惟至誠乃能盡性以至贊

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惟至誠乃能化。此仍是道德修養。然《中庸》又謂「物之始終

。不誠無物」（二五），「至誠無自，⋯⋯所以覆物也，⋯⋯所以成物。誠者非自成己而

已也，所以成物也。⋯⋯合內外之道也」（二五，二六）。于此進入形上學境界。更謂「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誠如神」（二四），則富有神秘性矣。《中庸》部分之文

，又見《孟子‧離婁上》，然只引誠身而謂誠能動人，未見有形上與宗教性也（引自韋

政通（1983））。我們可以說「誠」和心性的修持有關，「誠」字的產生背景與心性問題

之成熟有密切關聯。 

3.由《易傳》、《孟子》、《荀子》、《莊子》、《禮記》其他各篇（《中庸》除外）的

「誠」字看來，不是落實於意上，便是凝聚於心中。所以在先秦時期論「誠」的著作

中，以《中庸》一書最為完備，最有深度。而且，具體揭示出「誠」字的上貫天道，

下貫人性之思想源頭。 

貳、誠的意義及內涵 

我們常講「誠」，「誠」到底是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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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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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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周芳如（2002）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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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以「言」（表達）去說明「成」，後者是在「誠」中以「成」去完成「言」

之所指。這樣實際上便呈現了「誠」的三個作用：（1）已有所成者。（2）已有所成者之

言。（3）在已言之成中，（即「誠」），盡其言之成。所謂「已有所成者」，即「成」而無

「言」，這便是非表達的層域，我們認為這便是《中庸》哲學中純信念之宗教世界，或

即以宗教方式所建立的一個徹底解決，即真正的「成」。這本非哲學的範域，哲學之起

在於「言」，「言」有所指，做為「言」之根源所指者匣「已有所成之言」。在《中庸》

哲學之結構中，以「言」呈現了作為哲學世界真正根源之宗教神聖的世界。也只有如此

，方能由言之「誠」而可直接上達於不可掩之「誠」 

周芳如（2002）又進一步指出：「誠」在《中庸》有四層意義： 

（一）本體義：肯定道德實體的存在。 

（二）自覺工夫義：也就是「證體」。人道的「誠之」即是對誠體之內證，其中悟

修雙行、誠明不離。 

（三）境界義：不勉而中、率性而行之聖人境界。 

（四）境界在客觀世界的彰顯：此即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之內聖外王的聖人氣

象。 

「誠」是使「天」「人」「性」「教」相連的性質，它不僅是一種精神狀態，更是一

種能動的力量，不停地轉化並完成人事物，使人與天在大化流行中相合一致。所以《中

庸》第二十章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二十一章又說：「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梁淑芳（1995）則將「誠」之義，解釋為： 

一、聖人之本，君子之道 

《荀子》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不苟篇） 

李翱《復性書．上篇》曰：「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大

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上之化育。⋯⋯，苟

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中庸．第三十二章） 

二、真實無妄 

《中庸》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所以，誠有是物，

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賴「誠」，若無「誠」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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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事物「沒有存在的真實意義」，因此君子力身行事必須以「誠」為貴，不「誠」一切

都是假的。 

三、敬也 

黃宗義在《宋元學案》中曾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伊川正鵠也。

」而伊川「用敬」的首要重點就在顧「存誠」。 

四、成己成物 

《中庸》第二十五章曾說：「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也物，知也，性之德也。⋯⋯。」 

「誠」不只是成己──成就自己的人格、德行而已，更當以之成物──成就外在

的人、事、物使其能夠和諧發展，使萬物都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亦即《論語》說

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大學》說的「明明德」而「新民」。成己是從實踐諸德

中完成自己，是仁心的呈現；成物是仁民而愛物，是睿智的表現。仁與智都是性中所

本有，都是性體本身的實現，所以說「性之德也」。 

五、齋戒寂然，誠明相資 

邵雍的《皇極經世書》：「心為太極。人心當如止水則定，定則靜，靜則明。先天

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

也：資性，由內出惟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君

子之學以潤身為本。至理之學，非至誠不至。⋯⋯。」 

六、動靜相通之理 

周敦頤：「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朱注謂：「此乃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周子全

書》） 

周子所說的「無欲」，意指專心一致，即敬也，誠也。因此，敦頤之意，誠者其體

為靜，木其用為動。動、靜相通，實為「誠」之理也。 

七、合內外之道 

在張載的哲學邏輯範疇中，對「誠」字的看法： 

（一）就「天道」而言： 

「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于太虛，人亦出于太虛，太虛者心之實

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正蒙、誠明篇》） 

依張載的推論：「誠則實也。」「實」是「誠」的根本內涵；而宇宙「至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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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過於「氣之本體」──「太虛」；因此「誠」及「太虛」。 

（二）就「人道」觀之 

「人生固有天道。人之事在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

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張子語錄》） 

八、氣之實有 

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認為「誠」即氣之「實有」。 

「夫誠者實有者也，前有所始，後有所終也。實有者，天下之公有者也，有目所

共見，有耳所共聞也。（《尚書引義、卷三》） 

王夫之的氣之實有為「誠」之思想，乃中國古代哲學氣範疇發展之最高成就（氣

，頁273-274）。 

陳立夫（1993）則認為： 

「誠」為道德唯一源泉，而上帝則為道德獨尊之象徵。個人之正心修身賴此，天

下國家之平、治、與齊亦賴此。 

誠為宇宙間之動能，人秉賦此動能而自動，而生存，謂之具有生命之原動力。故

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第二十章》 

「自誠明，從誠心上明白這道理，謂之性。」──《中庸‧第二十一章》 

「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第二十一章》 

此謂以「已知之理而愈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

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所謂「以求至乎其極」，即為

盡性。盡性必由於至誠。（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至誠然後「一旦豁然貫通」，

即係明，亦即真知。 

「愈誠愈明，愈明愈誠，有如滾雪球，愈滾愈大。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中庸‧第二十一章》（並見上總論） 

由於至誠而明一己生存之道，進而推己及人，明人類共生共存之道，更進而明萬物

生存之道，然後能體天行道，參贊天地之化育。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己之性之工夫，即今之宗教學或神學以及哲學之能事。盡人之性，即今之社會科

學或人文科學之能事。盡物之性，即今之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之能事。至於參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包括今之生物科學矣。 

擇善固執，即為集中於善，鍥而不舍，亦即「信仰」之別稱，故「誠之」亦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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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中庸‧第二十章》此言聖

人即至誠之人，故能合天人之道而為一，內外一致，動靜咸宜，左右逢源，存養真性，

表露真情，無絲毫之虛偽，是之謂踐形。 

「誠意」為動能之集中。常人須勉力而使之集中，聖人則「不勉而中」。（《中庸‧

第二十章》）俗稱信仰或稱意志集中，其義亦同。 

教育，旨在立誠。故凡至誠之人，其神凝而不散，其心正而眸之瞭然，一望而知其

誠懇、真誠、誠摯，與熱誠，其言也忠信而爽直，其行也篤敬而強毅，故曰：「誠於中

，形於外。」（《大學傳‧第六章》） 

誠能明道，誠能盡性。教立誠乃可盡心盡性。是以誠為道德之源泉，為生命之原動

力，為信仰之所自生，為人類共生共存基礎之所自立。 

巨克毅（1995）則將中庸之誠的文義區分為下列七點： 

一、誠是溝通天人之際 

中庸二十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朱子釋誠為「真實無妄」，「真實」兩字節具有天道存有之意，而無「無妄」一詞亦

具有人道之道德意味。由此而觀，「誠」乃天道與人道之一體，又是溝通兩者之橋樑。

茲以圖表示如下： 

 

 

 

二、誠是致知修道之方 

中庸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誠明乃指本真實自然之性，與道為一，而後始明其理；自明誠則指先明其理，而

後方能真實無妄，與道為一。前者係自主由內而言，或言之是「尊德性」之方，後者係

自客由外而言，應是「道問學」之法。中庸。」由於孟子重尊德性，主張良心良知之探

求，而荀子主道問學，重視經驗與理性的合一，顯然中庸此章綜合了孟荀思想，表現出

儒家致知之特色。 

 

 

誠體  
天道—宇宙本體（真實）

人道—道德本體（無妄） 

誠  
自誠明→尊德性—內省慎獨工夫→從容中道

自明誠→道問學—學問思辨工夫→擇善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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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誠是天人合一之道 

中庸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緎，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

天地參矣。」 

此一「盡性」觀念的提出，乃是天地之間「至誠」法則的實現；盡有往盡無窮之意

，人之至誠盡性歷程無盡，有如天命天道化育萬物之無窮不已，是故，天地人三者皆能

起化育不已之作用。 

 

 

 

 

 

 

四、誠是萬物生化之力 

中庸第二十三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者化，唯天下之至誠為能化。」 

依據朱子之言，致曲是推致誠之一偏，久漬則能全誠。是故誠所形成之動力由偏曲

而生，心誠則德形於外，形自然可愈發顯著，以致於愈發有光輝，進而具有感動之力，

感動便能逐漸改變，積久自然能化。 

茲就此章文義以下圖表示之： 

  

 

 

 

 

五、誠是內外合一途 

中庸第二十五章：「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者，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是吾人由內而外，通達聖人境界的主要途徑。 

 

至誠→盡性→盡人性→盡物性

天人

天人合一 
（參贊化育）

 (致)曲→(有)誠→形→著→明→動→變→化

萬物生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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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由仁而知，由成己而成物，由內而外的發展，構成內聖通向外王的境界，實指引

出人生的奧蘊與方向。此章文義以下圖表示之： 

 

 

 

 

六、誠是道德人論之源 

中庸第二十章：「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

者一也。」 

社會人倫關係的基本通道，其根源乃在於知、仁、勇三種天下共通道德的實踐。而

此三種道德的落實必須依據「誠」之力量。朱子即認為「行之者一」就是指誠而已，此

誠不僅是天道之所繫，更是人道之根源，換言之不論是實踐內外合一、天人合一之道，

人必須體現社會倫理中的主體性，而此一主體的道德性即是三達德，亦就是誠的表現。 

其文義以圖示如下： 

五達道──三達德──誠（道德之源） 

七、至誠如神與至誠無息 

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故至誠如神。」中庸第二十六章：「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

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博厚配也，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二章文義在說明「至誠之妙」的道理，一是至誠如神，一是至誠無息。前者說明

至誠的力量可以達到朱子所謂「眾物之表裡精神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大學章句註），亦可達神化之境，而其聰明睿知、文理密察的最高智慧，當然可以「前

知」。後者說明至誠無息的道理，所謂無息就是不間斷，朱子認為無息就是「純一不貳

」，不論是天道的生生不息以創生萬物，或是人道的自強不自以修己立人，皆必須把握

至誠之道，無間斷無虛假，不斷創造貫徹始終，方能彰顯其至妙之精神力量。 

茲就其文義以下圖示之： 

 

 

誠 
成己之仁(內聖)

成物之知(外王)
聖人之境

至誠之妙  
至誠如神──可以前知

至誠無息──可以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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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是儒家思想中天道（形而上）的創生實體，亦是人道（形而下）的道德根源

。 

」 

《中庸》哲學對存有作價值的解釋：使道德有其形上依據而形上學亦基於道德的設

定，其中是以「誠」為核心來開展共道德形上學的思想體系。《中庸》的「誠」作為一

個哲學範疇而言，既是外在客觀的天道精神，又具體表現為人固有的內在本性；既是人

道德實踐的形上依據，也是人道德實踐的成德工夫：「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不僅有深厚的形上價值，也能在日用人倫之間體現終極關懷的價值取向。 

《中庸》之「誠」作為一個哲學範疇，有著它自己的特點。「誠」既是外在的客觀

的天意、天地精神，卻又具體表現為人所固有的真實無妄的內在本能。兩者合二而一，

也即《中庸》開宗明義所謂「天命之謂性」的含義。一個「誠」字包含了天與人兩方面

的意義有二：一為真、實、是，這一含義表達對事物存在的肯定，不涉及善惡的批評；

二為誠信、真實、忠誠等，這一含義是對人的內心情感的道德評價，包含著善惡的價值

觀。 

《中庸》說：「不誠無物」，這裏的「誠」涉及到事物有無的問題，近於上述第一種

含義。《中庸》又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這衷的「誠」與善相聯繫，近於上述

第二種含義。前者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後者是價值論意義上的。因此，一個「誠」包含

了存在論與價值論兩方面的意義，換言之，也即包含了儒家的真與善兩方面的意義，這

是《中庸》之「誠」的第二個特徵。「誠」已孕育著整個《中庸》思想體系的基本趨向

，即「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的趨向，宇宙本體論與道德本體論統一的趨向，求知途

徑與修義方法一致的趨向，天道、天意的實現與理想道德人格確立統一的趨向（引自徐

克謙，1999） 

「誠」具有特殊色彩並成為一個哲學範疇始於《中庸》，而「誠」作為一種思想的

產生，其發展的歷史線索十分複雜，它有一個上溯的傳承，通過西周初年「天」的人文

宗教，上達於殷周時代「帝」的原始宗教，更遠可溯及原始時代已不可確考之文明形成

時的種種原始性思想因素，總結來說，「誠」的思想起源應該可以溯源到原始的宗教崇

拜。這一點可從《周易》中找到某些例證。《周易.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第一次占卜，神靈有所指示，若是輕慢不敬地再三占就是褻瀆神靈，迪靈也將

不再指示。這意味著心誠與否是卜筮能否靈驗的關鍵。 

觀察《中庸》全書裡，「誠」字到處出現的意義更可見其宗教崇拜的思想淵源。「子

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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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第十六章）中庸的這一章之所以稱

頌鬼神之德者，乃是因為鬼神代表一種形而上的天理作用，在孔子的理念之中，鬼神的

實際存在與否根本不是一個問題，重要的是祭祀本身的意義。因為在祭祀中，人恒常呈

現一種真誠虔敬的心態，主體的意識集中了，則天地鬼神的精神也集中了，鬼神之德即

在於使人凝聚專一而盡其自身的誠敬，通過祭祀而使自己生命得到澄清與純化。 

所以賀麟（1948）：說：「『誠』亦是儒家思想中最富於宗教意味的字眼。『誠』即是

宗教上的信仰。所謂至誠可以動天地，泣鬼迪。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至誠可以通神，

至誠可以前知。誠不僅可以感動人，而且可以感動物，可以祀神。『誠』乃是貫通天人

物我的精神。」由以上的考查可知，「誠」在形成一個哲學範疇並具有多層次的意義之

前，其淵源就是最原始的宗教崇拜，也就是所謂「心誠則靈」的信仰精神。 

至於宗教崇拜的「誠」如何轉化為心性自覺的「誠」，我們得從祭禮的齊戒行為中

探討。 

古人在為禮致祭的過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因為在心性問題尚未成熟之前，先民所

體認的天人關係是由原始的民俗致祭以通鬼神開始的，而祭禮正是人能與鬼神交通的行

為媒介。為禮的敬慎、祭者的誠心，是祭禮的關鍵，所以祭禮正式開始前的準備一齊戒

，乃是宗教禮儀的精神所在，沒有了齊戒的過程，祭禮只徒具形式。齋戒的意義與作用

是「齋」與「定」，所謂「致齋於內，專其內之所思也。散齋於外，防其外之所惑也」（

引自孫希旦，1973）為的是要讓人集中思慮。而齋戒時心不苟慮、手足不苟動，思、言

、行無不依於禮，這樣的要求其實已十分類似《大學》、《中庸》所說的「慎獨」的修身

方法。故「齋戒」功夫極可能導致後人強調「慎獨」的修身方法。相對逐齋戒時對鬼神

天地單一的專心凝練之思，〈大學〉與〈中庸〉的「誠」，已能有充分蕩反省，不但只是

自「明」而「誠」，更能由當中觸發自「誠」而「明」的使命感。因著能充分體會到天

性之於我者，故聖人彷彿能在體踐中與天道同步，而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主體實有

擇善而固執的主導權，這是進一步要達致神明之德，而與天地合其德的人文理想，是故

「誠」體進一步能賦予萬物存在的意義，而能為物之終紿，這也是原始祭禮由人單對天

之祈饗而轉為人之心性主體能充分體現天道之道德形上學的衍變。（引自紀至昌，2000

） 

綜上所論，可作一歸納的總結。首先，「誠」的字義於字書中皆與信、敬等字互部

。再進一步分析「誠」字的組成（言，成），可見「誠」的三個作用：（1）已有所成者

。（2）已有所成者之言。（3）在已言之成中，（即「誠」）盡其言之成。其次，《中庸》之

「誠」作為一個哲學範疇有著超越本身字義的特點，即一個「誠」字包含了天與人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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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意義：同時也包含了存有論與價值論之雙重意義。再則，就思想淵源而言，「誠」

作為一種思想的產生，應可溯源至原始的宗教色彩的祭祀基礎，也就是「心誠則靈」的

信仰精迪，而後由祭禮的齋戒行為中，宗教崇拜的「誠」逐漸轉化為心性自覺之「誠」

。 

李銀淑（2003）：人之所以在自己內具有自我實現之慾望，因為人本身具有天的本

質「誠」，而「誠」在人內要求不斷地步向「至」誠」。《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第20章） 

因此「誠」不但是天道生生不息之力量，也是人之道的推動力量。總而言之，「誠

」不僅是天地生生不已的動能，也是使人不斷地步向自我實現的一種動力。「中庸」為

自我實現的一種原理，在「誠」的動力之下，欲將自己的德性發揮而中節。因為「誠」

有「自成」和「成物」之力量，故在實踐「中庸」的整個過程之動力乃是「誠」。將《

中庸》所說的「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句話也可以說成：「誠」者，就是實

踐「中庸」的終始，不「誠」則不能實踐「中庸」。 

張春榮（2002）從「形上意義」、「內在意義」、「實踐意義」三方面分別說明「誠」

的意涵。 

一、誠的形上意義 

《易‧傳》的作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先民指稱宇宙的本體為

「天」或「道」或「天道」，在《中庸》則稱之為「誠」。誠，妙生萬物，是宇宙的本體

。同時「至誠無息」，誠本身具有生生不已的功能，以推動萬物變化，而使之趨向和諧

。整個天地無時不誠，無物不誠。是故，誠為宇宙創造的根源與終極目標，亦成為人之

所以為人，人實踐道德的形上基礎。 

二、誠的內在意義 

誠是作為人的條件，誠有實現本性的潛能，人人均有實踐道德的必然與可能。《中

庸》第廿章：「誠之者，人之道也。」作為人有自動、不容己之情，要求生命完整的願

望，於是人人可擇善固執，存養省察，體誠盡性而上通宇宙。由此觀之，誠是自我實現

的根源與終極目標，是道德實踐的原動力。 

三、誠的實踐意義 

誠是內在的、自發的，分內具足，不假外求。在自我本性的實踐上，只要當下一刻

當下一念能夠自覺的認知，時時刻刻的存養，則能擴展推致一曲之誠，而盡一己之性，

進而合天地之德。凡能繼續不已，無窮盡「致曲」的精神歷程，即是「誠」。 

《中庸》作者以為人要本乎誠，以圓足自己的本性，並切勿欺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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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非但要求自我實踐上生命的完美，更進一步對人文世界的創造，人際關係的和諧，

有無限的心願。在物的道德實現上，開務成物，在倫理政治上，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

，而平天下，以一步一步漸進的方式，開展客觀世界的成就。儒家所謂的「外王」即此

。 

在內聖道德的實踐上，見成己之仁；在經濟、倫理、政治的實現上，見成物之知。

而所謂仁，所謂知，都是由「誠」剛健不已的精神所推動完成。 

研究者根據前述專家研究結果，認為「誠」具有下列八個意涵： 

一、誠是真實無妄 

《中庸》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經‧乾‧文言》亦云：「君子進德

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誠是一個人內心最真實的反應，誠為真理之所出，真情之所自發，人與人相處所

不可缺之正義與互信於焉產生。朱熹解釋誠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中庸章句》）、「誠者，真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通書解》） 

王夫之認為，所謂誠就是表示天地有理。他說：「天地有其理，誠也。」（《張子正

蒙注‧誠明》）、「誠者，天理之實然，無人為之偽也。」（《張子正蒙注‧誠明》） 

所以，誠是至理，是最真實沒有虛妄不真的道理。 

二、誠是貫通天人的大道 

《中庸》第十二至第二十章，從中庸之道，論及修身、為政，指出智、仁、勇三達

德；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尊賢、親親、敬大臣至柔遠人等治理天下

國家的九經；以及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為學功夫；而這一切皆以「誠」為

本，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言人應法天，更要體天行道，而

「法天」、「體天」則要靠「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以「誠」是貫通天人之際，與天地合一的大道。  

三、誠是內聖外王之道 

《中庸》第二十一章至最後專論「誠」，就天道而言，認為誠是天地賴以存在的根

本，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就人道而言，認為誠不僅在於成就自己，也

在於成就事物，所謂「誠者，非自成而已，所以成物也。」進而認為：至誠無息；至誠

如神，至誠能化、至誠能盡其性；極力闡明誠所發揮的大作用。依此來看，誠也是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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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王之道。 

四、誠是一種力量 

俗話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只要能由「自明誠」而

到達「自誠明」者，必能勇毅而無懼，無堅不催。而至誠者，「成中形外」當自己反身

而「誠」時，必能沛然莫之能禦。 

五、誠是一種信仰，亦即擇「善」固執 

《中庸》第二十章：「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教育旨在立誠，凡至誠之人

，其神凝而不散，其心正而眸之瞭然，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一望而知其誠懇

、真誠與熱誠，行篤敬，有所堅持，堅毅不拔，有所不悔，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

。」 

六、誠是前後一貫，永不間斷 

誠的本義是信。說文云：「誠，信也」，說話符合事實謂之誠。《孟子》和《中庸》

將成提高為一重要哲學範疇。 

《孟子》云：「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謂之有也，不

成未有能動者也。」（離婁上） 

《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後，從

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鄭玄《禮記注》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

而誠之者也。」按「誠者天之道」含有以誠為人的天性之意，但亦有以誠為「天之所以

為天」的意義。故《中庸》又云「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

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誠物也。⋯⋯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

也久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所謂誠即「不貳」，意即「不已」。「不貳」即前後一貫；「不已」即永無間斷。所謂

誠，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具有一定的規律。《中庸》以誠為天，即認為天（自然）是

具有一定的規律性的。 

七、誠是人性中至善的本性 

宋代周敦頤以誠為人之本性，他說： 

「聖者，賢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純靜至善考也。」《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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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

常百行，非誠非也，邪勝塞也。故誠則無事矣。」《道書》 

誠源於萬物之始的「乾元」，是至善的本性，是五常百行的基礎。 

八、誠是「致一而不可易之理」，是養生之道 

《中庸》以誠為「天之道」，又認為誠是聖人的境界。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即是說聖人的思想行動無不合道，即無不合理。這是對於聖人的美化。 

荀子也講誠，他說：「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至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以為守，唯義以為行

。誠心守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

，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

以至其誠者也。」（《荀子‧不苟》） 

這所謂誠含有兩層意義，誠是君子養心之道，誠又是天地四時的表現。天地四時

的誠就在於「有常」，亦即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廉永英，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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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研究探討 

壹、與「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相關之研究 

與「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相關之研究由於包含各學科，可說蓬勃發展，之前也有不

少研究者將其做過綜合的歸納整理，因此研究者僅將近十年來所做過的研究做一概略之

比較，由是吾人可以了解教師教學專業知識豐富的內涵： 

表2-7  國外研究者對教學專業知識之相關研究比較表 

研究者 

（年） 

題目 

 

內容概述 

sen 

（2002） 

理解教師透過個人實踐知識

的形成而達成之專業成長 

以Connelly等三人（1997）的研究範疇，分析

數位由印度來的英語教師之教師形象、規則、隱喻

、事件發生的循環與節奏、敘述的一致性等。 

McCutchen 

等八人 

（2002） 

讀寫能力的起使：教師知識、

教師實踐與學生學習的關聯

透過四十所公私立學校共四十四位教師的教

學觀察，並分析四百九十二位幼稚園及二百八十七

位一年級學生的作業，所完成的研究。對於教師知

識的相關研究而言，有其一定的重要性。 

Loughran 

（2002） 

有效的反省實踐──關於教

學的學習意義之研究 

針對教師知識的反省與實踐部分，作深入的探

討，認為教師透過經驗的學習；對理所當然的假設

提問；區別實踐的合理性、公平性與反省性等方式

，可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 

Lowery（

2002） 

小學數學及科學實習教師的

教師知識結構和學科教學知

識。 

調查小學數學及科學實習教師的教師知識結

構和學科教學知識。 

Margerun-Le

ys & Marx 

（2002） 

教育技術中的教師知識：一對

實習教師與指導教師的個案

研究 

針對六位教師（三位實習教師與他們的指導教師）

作深入的教學研究，並以以Shulman提出之教學專

業知識的內涵為主要研究方向。 

Jenkins & 

Veal (2002) 

從同儕實習教師間的教練展

望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的發展

從八位同儕實習教師間的教練來展望教師學

科教學知識的發展，資料的收集包括課程後的討論

會以及每日撰寫的報告，結果發現教學角色的成長

開始於學習者知識和教學知識二種成分的互動，而

且隨著之後課程的進行，有三種甚至更多知識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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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學習內容知識、環境知識、一般教學知識等

）。 

Feiman-Nem

ser 

（2001） 

由準備到實踐：加強與支持教

學的連續性之設計 

強調教師的專業發展應就以下四個面向加以

持續：學科教學知識的深度與廣度、課程與教學的

深度與廣度、增進教學的技能、責任的擴展與領導

技能的發展 

Borgia(2001) 小學老師進行計劃教學時的

教學推理過程和學科教學知

識的形成 

觀察兩位四年級的小學老師Jane和Robin在進

行計劃教學時的教學推理過程和學科教學知識的

形成，研究結果認為學科教學知識影響了兩位教師

對主題單位的教學，而教師單位概念對整個理論架

構是很重要的。 

Barnett & 

Hodson 

（2001） 

學科教學知識：理解優秀的自

然科教師知道些什麼 

針對自然科教師如何設計和執行自然課的教

學加以研究。 

Driel、

Beijaard & 

Verloop 

（2001） 

科學教育的專業發展與改革

：教師實踐知識的角色 

教師知識是長期發展的，故而強調除了相關文

獻的探討之外，亦應採用以下策略來來發展教師的

專業知識：學習網絡、同儕訓練、合作行動研究、

相關個案探討等。  

Amade-Escot 

（2000） 

教學內容知識的兩種研究程

序之貢獻：「學科教學知識」

與「自然科教學法」 

比較並分析學科教學知識與自然科教學法的

不同，並提出相關的建議。 

Berg & 

Greive 

（1999）  

了解呼吸現象：分析教科書與

寫作的早期科學家Blaise 

Pascal之學科教學知識發展 

針對物理學教科書內容，運用Pascal於1663

年提出的呼吸概念加以分析研究。 

Miller(2001) 未來的化學教師對學科教學

知識的看法 

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調查四個未來的化學教

師，瞭解他們對於教學活動和上課互動如何來增加

他們的學科教學知識的看法。 

Moteno(1999) 小學不同電腦程度的教師，教

授電腦時知識的結構和要素。

採用觀察及訪談的方法，比較美國中西部不同

電腦程度的教師，他們教授電腦時知識的結構和要

素。研究最後建議師資培育者應該要注意教師教學

的經驗會導致教學內容態度的發展，並且促進教師

們發展學習者知識，不要只給學生事實和技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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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鼓勵學生建立自己的認知。 

Valk & 

Broekman 

（1999） 

課的準備法：初任教師的學科

教學知識研究 

針對教師課前的準備方式，設計出階段性的訪

談，包括準備時間、作業的安排、教室環境、課本

、與學生事前的討論等。 

Counts(1999) 一位物理教授教學知識的個

案研究 

採個案研究的方式研究大學物理教授學科教

學知識（學科教學知識）的發展，其目的想要對大

學教授學科教學知識的教學模式是如何被架構的

，有更寬廣的認知和理解。  

Gudmundsdo

ttir (1987) 

二位中學教師Cathy和Chris 

學科教學知識建構的過程 

透過12個月長期的觀察記錄、錄音訪談和文

件收集，研究二位中學教師Cathy和Chris 學科教

學知識建構的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2-8 國內研究者對教學專業知識之相關研究比較表 

研究者 

（年） 

題目 

 

內容概述 

林佳慧

（2004） 

國中資深國文科教師學科

教學專業知識之個案研究

探討一位國中國文資深教師在從事教學時，其教

學專業知識內涵與發展及教學推理行動過程 

吳美靜

（2003） 

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

學專業知識之個案研究 

探討一位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教師在從事合科教學

時，其教學專業知識內涵與發展及教學推理行動過程

，希望能將研究結果提供給教育主管機構及是從事社

會學習合科教學的教師做為參考。 

石田美

由紀（

2003） 

日籍日語教師教學專業知

識之個案研究 

以一位在台灣地區具有三十年任教經驗的日籍日

語教師為個案研究的對象，以現場教學情況的觀察，

和深度的個別訪談等方式，深入地了解其教學的表現

，描述其教學體驗，俾便探討其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

，分析其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並從中掌握其教學專

業知識轉化為教學表現的要領。 

李小惠 

（2002） 

生物科職前教師專業成長

之個案研究 

教學實習課程能促使職前教師正向思考及教學實

作，以達到專業成長。 

張文嘉 

（2002） 

高中音樂教師教師專業知

能需求研究 

發展出高中音樂教師教學專業知能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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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姝

（2002） 

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專業能力

之相關研究 

編製「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專業能力量表」、分析中

小學教師專業能力之現況、以及探討不同屬性變項在

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專業能力上之差異，發現國中小教

師之「專業成長能力」，顯著高於「課程能力」、「教學

能力」、及「評量能力」。 

余學敏

（2002） 

國民中學國文科專家教師

語體文教學專業知識內涵

之研究 

以個案研究的方法，探討國民中學專家教師在進

行語體文教學歷程中所展現之教學專業知識。 

王詠（

2002） 

國民中學國文科專家教師

文言文教學專業知識內涵

之研究 

以個案研究的方法，探討國民中學專家教師在進

行語體文教學歷程中所展現之教學專業知識。 

劉月瞻 

（2002） 

國小英語教師知識對教學

歷程影響之個案研究 

研究個案教師的教學歷程。 

邱憶惠 

（2002） 

國小級任教師知識之個案

研究 

針對二位國小級任教師深入研究，時間長達三年

。 

單文經 

（2001） 

高級中學英文教師教學推

理與行動過程之個案研究

教學專業知識的定義：乃是達成教學工具所具備

的理念、知識、技能與態度。 

李曉萱 

（2001） 

華語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之探究 

比較國內四位華語文教師所具有的專業知能。 

謝建國

（2001） 

國小實習教師國語科學科

教學知識之個案研究 

分析一位國小實習教師的國語科學科教學知識內

涵、建構來源及其教學推理的過程，此研究亦採用質

的研究方法。 

林美玲 

（2000） 

國小英語教師專業知能內

涵之研究 

對八位教師進行二次詮釋訪談，歸納得出「國小

英語教師專業知能內涵」結構總表。 

陸朝炳 

（2000） 

教師專業成長團體之個案

研究-以小學自然科教師為

例 

針對校內兼任自然科之行政人員所組成的教師專

業成長團體，探討其教學上的轉變。 

張家芳 

（2000） 

教師知識之研究—以國中

「認識臺灣」課程為例 

探討國中實習教師之教師知識，並以一位具有歷史系

背景而任教《認識台灣》 「社會篇」之實習教師為個

案，以深入瞭解其教師知識各層面的內涵，及形成其

教師知識之有關因素。 

陳美娟 國小專家教師專業知能形 針對國中專家教師們作問卷調查究，而歸納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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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成歷程要件之研究 果。 

張瑜弦

（2000） 

專家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之

個案研究——以一位英文

教師為例 

探討專家教師教學專業知識，以一位英文教師為

例，進行個案研究。並採觀察個案教師、訪談及文件

分析法，為搜集資料之方法。擁有豐富的學科教學知

識及一般教學知識：將教學理念融入教學過程中，並

熟稔地將教導各項語言能力的技巧運用於英文教學中

。 

陳秀玉

（2000） 

國小教師的課程詮釋與課

程運作經驗之分析——以

一年級社會科教學觀察為

例 

主要是對三位國小一年級教師的社會科教學進行

觀察，以分析她們的課程詮釋與課程運作經驗，並深

入理解與探討這些經驗所顯示的意義與教師課程詮釋

時的內在世界。 

劉怡亭

（2000） 

國中歷史科教師的學科教

學探究 

探究一個國中歷史老師的學科教學知識及其發展

歷程，在其個案中發現對於教學知識影響最大的教學

經驗，另外以互動教學法為主，透過小物小故事等，

來勾勒出歷史的圖像。 

李虹慧 

（1998） 

成人基本教育教師教學專

業知識應用及其相關因素

之研究 

以成人教育之教師作為研究對象，瞭解教師所具

備之專業知識及其應用情形。 

曾景泉

（1998） 

影響生物實習教師使用發

問類比之學科教學知識成

份 

採用詮釋性研究法探討二位實習生物教師在教學

情境中使用類比、發問情形及他們的學科教學知識成

份，初步了解其對科學教育的意義。 

張雁婷

（1998） 

教師學科教學知識之研究

——以國中英語科為例 

分析我國當前英語教師所具備的學科教學知識，

及他們所覺知的學科教學知識的需求程度，期在師資

培育多元後，能供作師資培育課程、在職進修教育之

參考。 

黃桂妮

（1996） 

國中數學教師的數學教學知

識之分析—關於文字符號的

使用 

研究一位國中數學科實習老師及另一位國中數學

科資深老師，了解其數學教學知識，並比較其差異，

在研究中發覺數學教學知識並不是單獨存在，而是受

到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知識層面的影響，另外，教學

經驗和教師個人特質仍是影響教學知識差異的重要原

因，而且實習老師和資深老師的教學知識來源也不太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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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義章

（1996） 

國中初任理化教師思考與

呈現其學科教學知識 

以個案研究法來研究一位國中初任理化老師其思

考而呈現的學科教學知識，發現該個案教師所呈現的

教學表徵包括兩大類：一、概念內容的教學表，如定

義陳述、舉例等；二、是策略行為的教學表徵，如討

論、發問等。 

林俊宏

（1996） 

國中生物實習教師學科教學

知識之探究 

以質的研究法加上三角交叉法來探究一位國中生

物實習教師所具有的學科教學知識。結果發現該實習

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包含四個部份：對學科特質的瞭

解、教學知識、教學信念、及有關學生方面的知識，

而隨著教學經驗的累積，教師的思考方式也會從自我

為中心轉為以學生表現為主。 

張惠昭 

（1996） 

高中英文教師教學專業知

識之探究 

針對教學推理與行動過程、教學專業知識來源作

深入之研究。 

黃永和

（1995） 

國小實習教師數學學科教學

知識之個案研究 

以三位不同科系背景的國小實習老師，分析他們

的數學學科教學知識及其建構來源。 

邱憶惠

（1995） 

國小音樂教師學科教學知識

之個案研究 

透過個案研究，分析三位國小音樂老師其學科教

學知識與其教學推理的過程。 

黃麗娟

（1994） 

職前化學教師在微試教學中

的學科教學知識 

探討三位職前化學教師在微試教學中的學科教學

知識及其教學表徵，與經過經過教學微試之後的 

改變 

林曉雯

（1994） 

國中生物教師教學表徵象

詮釋性研究 

研究一位國中生物科專家教師的教學表徵，探討

影響該生物老師形成教學表徵的知識成份 

江玉婷

（1994） 

國中地球科學教師學科教學

知識之研究 

主要是應用學科教學知識的理念，研究兩位五年

以上任教經驗的地球科學老師及兩位第一年教學的初

任教師發現較多年的教學經驗比較能預知學生可能會

遇到的困難需先做適當的解釋。 

高榮成

（1993） 

化學實習教師學科教學知識

發展之探究 

認為職前實習教師的教師信念是影響教師專業發

展的主因，而對學生方面及學科內容的知識了解不夠

，則會影響其教學表徵的順暢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國內外學者對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其研究方法大都是採用

質化的研究範疇，運用長期觀察、正式或非正式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輔以錄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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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進行資料的蒐集，只有少數是透過問卷調查等量化研究來調查分析教師教學專業知識

的結構、來源，因為量化研究通常針對短時間內的操弄多數的變數的研究，但是教師教

學專業知識可能因人、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其複雜性也更高；所以雖然大部分的研

究皆採用教學專業知識或學科教學知識來做分析，但每位個案教師所具備知識的內涵、

來源等皆有所出入。 

由上表可以概略看出，國內對於教學專業知識研究大多集中於層級，中學層級較為

缺乏；再者，就科目而言，多集中於英語、英文，同為語文領域之國文科則少有研究。

可知，此乃一亟待發展之園地。 

貳、國文教學之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王熙元（1983）將國文教學分為三大面向：「語文訓練」、「文學欣賞」及

「文化陶冶」，而國內對於國文科教學之研究，多針對前二面向。以下就國內近年來關

於研究國文科教學之論文，作一整理比較，以了解目前國文教學研究之發展趨勢： 

表2-9  國文學科教學知識之相關研究比較表 

研究生 

（年） 

題目 

 

內容概述 

林玉卿 

（2003） 

高雄及台南地

區國中國文教

師教學創新與

研習活動之研

究 

本研究旨在評估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與高雄市地區國中

國文教師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所採行的教學創新，其實施成效與遭

遇困難之情形，並進行有關教師研習活動的評估需求。 

唐嘉蓮 

（2003） 

以高一國文科

教材進行情意

教學之行動研

究 

採取行動研究的方法，探討以融入的方式在高一國文課進行

情意教學的可能性。研究者以高一國文科教材為媒介，「人事智

能」的十二項內涵為情意教學的目標，透過轉化教材中的背景及

內容情境，使其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並在研究者的導師班國文

課堂上進行情意教學，以達到解決學生所遭遇到的課業學習、同

儕互動、家長期望、升學及職業 

選擇等問題為主要目標。此外，在情意教學後，亦試圖了解高一

國文科教材可以發展出哪些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聯的情意議題，

以及學生對於情意教學融入國文科的態度，以作為後續研究的參

考。 



 

 89

洪麗珍 

（2003） 

資訊融入教學

對國中生國文

科學習成效之

研究 

探討資訊融入教學對國中生國文科學習成效的影響。並探討

性別、家中電腦資源及電腦使用經驗是否會影響資訊融入教學的

學習成效。研究結果所歸納之結論，可提供學術界、學校、教師

實施資訊融入學科教學之參考。 

李美蓉 

（2003） 

中學國文文字

教學網站建置

與學習評估－

－以學甲國中

為例 

本文運用資訊科技網站學習系統來闡明文字結構與造字原理

、字義、詞義。以實驗研究法來作為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及修正

網站的參考，來符合實際教學的需求。 

 

王詠晴 

（2003） 

高中國文閱讀

教學研究 

研究目的在於從閱讀教學的過程、方法、活動設計、課外閱

讀延伸等課題著手，歸納出可依循的方式，期藉此研究，提供中

學國文教師閱讀教學與學習輔導之參考，俾提高教學效果，並増

益學習效率。 

李秀萍 

（2002） 

高中國文範文

修辭教學研究 

以高中國文範文教學為研究主要方向，藉由範文中所強調之

修辭訓練，來提升學生之作文能力。 

林淑媛 

（2002） 

中學國文審美

情境教學法研

究 

強調審美教學在國文科落實之必要性，並利用各種教學方法

、教學技巧將研究者在花藝方面的心得融入國文教學中，以結合

人文與藝術深層之美感。 

林士敦 

（2002） 

中學教學語法

研究 

先分析台灣現有的中學教學語法體系，再針對現行之中學國

文教材中有關語法的概念作一統整，並以白話文和文言文二類文

體進行實際教學演練，以印證中學語法教學在國文教學之可能。

林癸吟 

（2002） 

國中國文賞析

教學研究 

針對國立編譯館版本之國中國文課本內容，透過教學設計、

情境教學、創造教學、活動教學、趣味教學等教學法介紹賞析教

學的運用，並且分別為白話文、文言文、現代詩歌、傳統詩歌等

內容，進行賞析教學之實作設計。 

郭素貞 

（2002） 

明代詼諧寓言

與高中國文教

學研究 

深入分析明代詼諧寓言創作因緣、發展、寓意、表現與體制

、文學體製等，配合教學，並嘗試將其應用於高中閱讀、作文教

學中。 

黃淑瑮 

（2002） 

小說教學研究

—以高中敎材

為例 

以現行高中國文課本中之小說教材，參酌中外小說理論，做

系統說解，再依據教學原理，設計十種適合小說教學實施的活動

，以多樣化、活潑化、形象化的教學方法，達寓教於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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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煌 

（2002） 

高級中學行書

教學之研究 

從高中行書的課程標準、師資、教材、教法、教學評量等方

面，匯集古今書家學者的理論與實際經驗心得說法，以適合教師

實際應用於教學、符合高中學生的學習程度等二向度，對高中書

法行書教學作一探討。 

劉寶珠 

（2002） 

作文運材教學

設計之研究 

透過文獻回顧探討台灣地區作文教學相關研究，以及語文表

達能力測驗等成果，試圖以章法學建構作文學習理論。再針對國

內一百五十位國文科教師進行調查，並輔以台北縣天主教恆毅中

學之學生進行「SWOTS學校情境分析」，實際對作文教學中之各

項學習單元設計、圖表、照片及學生作品實錄，呈現其教學設計

之實作過程。 

汪錦玨 

（2001） 

古典詩詞義旨

教學之研究－

─以高中一綱

多本國文教材

為例 

指出教師進行古典詩詞的教學時，應以文中義旨為綱，對教

材中之題目、題解、作者、課文、註釋、賞析與問題討論等每一

部分加以講解討論；以章法所形成的結構進行分析，並注意材料

的使用，以達到掌握義旨的學習目標。 

蔡崇名（

2001） 

材料作文教學

研究 

蒐集海峽兩岸有關材料作文的理論、實力、分類、缺失與改

進方向等資料進行分析解說，希望為材料作文的領域整理出一條

蹊徑。 

蔡榮昌 

（1979） 

作文教學探究 先檢討學校作文教學之偏差，並分析偏差現象，再針對作文

教學功能、各種文體介紹、作文教學方法、作文能力培養、作文

習作批改等面向，探討作文教學之重要性與實施方法。 

王明通 

（1974） 

中國國文教學

法之研究 

根據國高中之課程標準，對中學教材之編排加以分類；並統

整中國歷代十一位教育家（孔子、學記、孟子、荀子、王充、胡

瓊、張載、程頤、朱熹、王陽明、王筠）之教學主張，及歸納學

習心理學之八種教學法（預備、自動、類化、興趣、個別適應、

社會化、熟練、同時學習），對中學常用之七種教學法（講述、問

答、啟發、自學輔導、練習、欣賞、發表）加以檢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可知，國內國文教學研究，大多只鎖定於「語文訓練」，或是資訊融入教學

，或是九年一貫之相關研究，亦有數篇乃針對「文學欣賞」、「閱讀教學」作為主題，然

而國文教學中最深層之「文化陶治、文化傳遞」部分，卻付之闕如，研究者乃冀能藉由

本研究之實施，彌補此一罅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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