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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中的時間洪流與多重學習： 

以一群跨校國文教師社群為例 

摘要 

本文以一群高中跨校國文社群教師的個案為例，自前導研究發現，教師共同

備課對話中，交織著「古與今」時間的動態關係，引發研究者欲進一步地探析，

共同備課到再議課的循環歷程中：教師的對話中交織了哪些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

間？過去現在與未來時間如何互相影響？對於教師的共備到課後省思的歷程有

何意義？時間在教師的文本、學生、環境、目標與設計的慎思歷程如何交織？教

師產生了哪些學習？如何產生學習？ 

研究發現，在對話中，過往經驗與未來情境的推演，有助於教學的慎思與教

案的細緻化；共備到再議課每一階段的言談，皆成為下一階段的省思素材；同時，

社群不斷打破原本的預設與想像，與新的情境對話，正是「反思性實踐」歷程。 

此外，教師的對話中，探究知識的古（歷史）與今（當代）、知識對於現代

學生的意義，省思學生在時代和社會變遷中學習型態與需求的改變，在文本、學

生、環境、目標與設計中，教師與「時代」和「世代」的對話內涵，不僅是向其

他教師學習，也是「向學生學習」、「從文本探究中學習」、「向時代學習」的多重

學習。 

 

 

 

 

 

 

關鍵字：反思性實踐、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學習、國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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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low and Multi-Learning in Conversation— 

An Analysis on a Teachers’ Learning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Lesson Study 

 

Abstract 

 

This is a case study on Chinese Teachers in a networked learning community. The 

discovery of the pilot study, which has revealed that the conversation among those 

teachers contains an interactive dynamic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led me 

to identify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First, how time flow is intertwined in 

teachers’ conversations, and what are the meanings of time in the process of LS? 

Second, how do time flow influence teachers’ deliberation of knowledge, student, 

environment,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design? What and how do teachers 

learn from the deliber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eachers’ recalling of past experience and deducing in future 

teaching context facilitate the deliberation of teaching planning. Furthermore, every 

stage of LS process would be the reflecting source of next process. However, teachers 

keep breaking the original prediction and imagination, and to reflect on the new 

situation, which is ‘Reflective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multiple learning from teachers’ delibera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design. They learn 

from arguing the knowledge of ancient times and modern times, and how the ancient 

knowledge are connected to modern students, and from detecting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societies, to comprehend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and need. Teachers not only 

learn from other teachers, but also learn from new knowledge, students, and the times. 

 

 

 

 

 

 

 

 

 

Key words：reflective practice, learning community, Lesson Study, teacher’s learning,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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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994 年四一 O 教育改革大遊行以來，台灣教育經歷一連串的變革，課程綱

要也隨著每一次的變革而修訂調整。就高中國文課程綱要而言，四一 O 教改大

遊行之後一年修訂了「高中國文課程標準」；2001 年九年一貫課程正式實施，為

銜接九年一貫國中課程，2004 年公布「九十五學年度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暫行綱

要」，此暫綱為過渡性質，本預計於 2009 年正式實施，然而，卻因 95 暫綱的文

言文比例降低（自 65%降至 45%）掀起軒然大波，並且，教育部為因應教科書

開放後的考試依據，編定了古文四十篇，也因台灣題材與中國題材篇目多寡引發

爭議。在爭議的浪潮與 2008 年政黨輪替之下，原訂 2009 年要實施的 98 課綱延

至 2012年才實施 101 課綱，將文言比例調為 45%~65%，古文四十篇減為三十篇，

但文白爭議、中國文化教材必選修的爭議仍持續不斷（劉星倫，2013）。2014 年，

在不更動總綱的原則之下，教育部進行了國文與社會領域的課綱微調，國文共有

兩處文字微調1，成為 103 課綱；然而，2016 年 5 月新任教育部長上任之後，又

以 103 微調課綱「研修人員代表性不足、程序不正義，加上缺乏必要性」2，廢

止了微調的課綱，緊接而來的十二年國教的實施，新課綱又將於 107 年實施。質

言之，每一次的教育改革與政治輪替皆伴隨課程綱要的修訂，課綱是教育，也是

政治，約二十幾年內，國文課綱經過六次調整，文白比例、文言文範文的題材、

以及中華文化經典教材是為課綱修訂過程之中最具爭議的議題。 

然而，課綱作為高中國文課程與教學的最高指導原則，對於國文課程綱要的

                                                      
1
 103 課綱有兩處微調，以下畫底線部分為 103 課綱微調加上去的字詞：「藉由文化經典之研讀，

與當代環境對話，以理解中華文化與文明社會之基本價值，尊重多元精神，啟發文化反思能力。」、

「每冊應選入文化經典教材，選材包括：《詩經》、《楚辭》，《左傳》、《禮記》、《論語》、《孟子》、

《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史記》等。」 
2
 資料來源：新部長上任 暢談教育施政理念 

http://epaper.edu.tw/mobile/topnews.aspx?topnews_sn=35&page=2# 

 

 

http://epaper.edu.tw/mobile/topnews.aspx?topnews_sn=35&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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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卻多呈現國族意識形態的面向，其所呈現的教與學的面向卻甚少被談論與檢

視（唐淑華，2011；劉星倫，2013），例如，在高中國文課綱之中，如何詮釋教

師教學、學生學習？國文課綱所預設的國文教學要將學生帶往哪裡？古文三十篇

範文的選擇考量為何？範文的選擇與學生的關聯性為何？此外，國文課綱不斷地

修訂與調整，教育現場的教學與實務必定也需跟進調整，然而，課綱所呈現的「正

式課程」，與教師所知覺解讀的「知覺課程」、以及在課堂上實行的「運作課程」，

到學生感知到的「經驗課程」，中間並非一種直線式的必然關係，必然在層層的

解讀與轉化之下，伴隨著現場教師與學生個人的成長經驗、知識背景或人格特質，

而產生不同的教與學的樣貌，因此教育改革並不意味著教學現場的改變。 

換言之，課綱雖給予框架與規範，但要落實到教學現場卻是教師與學生一連

串互動與詮釋的過程。然則在國文課綱的爭議中，教學現場的主體—老師與學生

的聲音甚少被傾聽與詢問，教師對於課程的解讀、學生的詮釋、以及教學上的轉

化也常被忽略。觀看高中國文 103 課綱對於「範文」的「教學重點」解釋：「1.

應以提示全篇主旨、內容精義為重點，要求學生熟讀深思，以培養其理解、思考

與欣賞之能力。 2.宜講解文類形式、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等語文特

色，以培養學生口語表達及寫作能力。 3.引導討論文章中之情思表現，以提升

學生之品德、美感及生命關懷等人格內涵。 4.宜作延伸閱讀與討論，並與「文

學、文化名著閱讀」及「選修科目」適度連接。」課程綱要所預設的教師教學為，

將範文所呈現之知識與情意內涵，經由提示、講解、討論、延伸閱讀等方法教與

學生，且預設如此能培養學生的能力與品格。然而，國文課綱中所選出的古文三

十篇範文，在時空、社會文化經濟、制度皆離學生現今所處的社會與生命經驗相

距甚遠的情況下，提示、講解、引導討論文本，是否就能達到課綱所預設的，理

解、思考、欣賞、口語表達與寫作能力呢？教學現場中的教師如何解讀課綱所規

定的國文「範文」？如何詮釋教學？又如何討論學生能力？是否進行哪些教學轉

化？  

另一方面，在層層教育的改革之下，與漸趨開放、資訊化、多元化的社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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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自主性與行動力漸受關注。傳統教師研習已不足以滿足

教師專業成長與世代變化快速的學生學習，且教師對於「由上而下」的改革應接

不暇的同時，「教師專業社群」打破教師孤島文化、強調教師的專業成長與交流，

貼近教師個人與現場教學，逐漸被視為一個「由下而上」的教育變革力量。（卯

靜儒，2014/2015a/2015b；游秀靜、唐淑華，2015；潘慧玲，2013；陳佩英，2009）

九年一貫政策實施後，推動行動研究、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計劃，2009 年教育

部推動中小學教師專業社群，鼓勵教師以校為本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育部，

2010）。2011 年日本學者佐藤學所提倡的「學習共同體」，現場教師啟發於學習

共同體，自主尋找跨校夥伴教師組織社群，進行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與議課（卯

靜儒，2015a；潘慧玲，2013；楊佩文、卯靜儒，2015），2014 年臺北市教育局

以課程工作圈為名，支持 17 個自發組織的跨校社群成立（陳佩英，2015），台

灣教師社群如地下莖不斷地萌發成長、與連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的「實施要點」中也提教師可組成校內、跨校或跨領域的專業學習社群，

而「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

進行專業回饋。」，即為學習共同體中的公開觀課與議課。 

社群除了促發教師的專業成長，教師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也被看見與被關注，

共同備課時，教師透過言語相互分享、碰撞、來回辯證，談論學生、教學、課程，

共構出新的觀點；公開觀課時，觀課者進入教室或小組內觀看，教學與學生學習

風景開始被關注；議課時，透過觀課教師的回饋學生學習的困難、跳躍、組內互

動，授課教師得以更細膩地了解學生，共思如何調整課程設計。社群形成探究、

實作、調整的循環，教師與學生的主體性開始被重視與看見，比起台灣不斷「由

上而下」的層層改革，形成貼近學生、教師、教學現場的「由下而上」的改變。

（卯靜儒，2014/ 2015a；游秀靜、唐淑華，2015，潘慧玲，2013） 

第二節 研究動機—三個層次的古今對話 

2014 年 3 月，研究者因參與指導教授的研究計畫，進入了一高中國文科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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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師社群進行觀察與紀錄，這些高中國文教師輪流挑選課次，進行共同備課、

公開觀課，以及議課。每一次共同備課，授課教師會先分享事先設計好的一課國

文範文教案，由其他教師針對教案提問、給予建議、調整問題設計，在教師快速

的言談交流之中，有著大量對於文本的討論、學生的猜想、學生目前能力，與期

望學生達到目標的討論；在共同備課之後，該授課教師根據班上學生的狀況思考

修正教案，並進行公開觀課，由各社群教師進到各組觀察班級學生，並於議課和

再議課進行回饋，重新調整教學設計。 

研究者在參與教師備課、觀課、議課一段時間後注意到，教師備課所選的文

章多為文言文，從教師社群成立至今，九篇選文中有七篇文言選文，其中六篇出

自於一 O 一課綱所規定的古文三十篇，一篇出自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引發研究

者的好奇。我回溯了高中國文課堂的學習經驗，也多為文言文篇章，白話文則多

回家閱讀，或在一兩節課裡草草教過，國文課堂彷彿文言文的解碼課，老師口沫

橫飛地講述補充，學生埋頭將密密麻麻的筆記抄寫，然而，這群教師似乎不太一

樣，引發研究者好奇。他們教授字詞，也不急於講述文章思想和補充知識內容；

在公開觀課時，班級採分組模式，也常見學生上台發表、師生一來一往的言語的

挑戰彼此來回思辯。而共同備課時，教師並不滿足於課文最後所附的「問題討論」，

會自行設計問題、搭建問題鷹架，協助學生統整對課文的理解，或跳脫於課本之

外，連結學生經驗或社會議題。在此教師社群之中，我看見了國文教與學不同的

樣貌。 

如此不同的教與學樣貌生成的原因為何？除了社群教師的言語激盪、冒險與

大膽的去嘗試課程設計、也發現社群教師課程討論時，經常提及「以學生為中心」。

教師的討論內容經常涉及學生經驗、猜想學生反應、思辨課程目標、希望學生未

來須具備何種能力等。因而，在課綱的古文三十篇範文、考試、課程進度、時間

等框架的限制之中，教師言談中似乎已超越文本與課綱所安排的教學目標，他們

也曾提及，若非因為考試，以學生來思考教材，可能就不會選擇這三十篇古文，

然受限於考試與課程規範，必須依照公定文本教授，因此，教師藉由社群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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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公開觀課、議課與再議課的過程，不斷地進行轉化。  

我將過去一年中對於教師們的觀察，整理成以下三個層次，關於文本詮釋、

學生連結、能力導向三個層次的「古與今的對話」，作為前導研究的省思與發現，

並由此省思開啟第三節的研究目的： 

首先，在以往的國文教學中，教師在教室中各自獨立講述，以自我見解、教

師手冊上進行傳授，單向式對學生詮釋文本。在國文課程綱要中明確地規範了國

文範本「應附有題解、作者、注釋、問題討論」因應考試制度中對於單一解答的

需求，成文本固著的單一詮釋。當文本在社群媒介中探究時，發現每位教師對於

文本有不同的詮釋方式而產生來回辯證，如同「作者已死」的概念，不同背景的

讀者的經驗、背景、與性格等，對文本產生多重詮釋。Bakhtin（1981）的著作

探討「文本」之中的對話，「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為單一文本所呈現的

多重觀點的聲音，「共時性」（Simultaneity）則表示不論讀者與作者距離的時

空有多長遠，透過文本會形成跨時空的讀者與作者互動，包含傾聽、回應、被回

應、質疑和被質疑，此過程也是一種新的意義的形成。因而，文本的意義並非固

定、而是隨時空不斷變動（Bakhtin，1981）。當古之文本社群媒介中交流時，

成為活的有機體，打破對文本的單一觀點，開啟對於文本觀點的多樣詮釋。即使

最後不會全數討論納入課程設計，文本的詮釋意涵思辨卻可能影響教師的課程設

計，此外，公開觀課中，學生的自身經驗也拉開不同的詮釋，讓教師需要再針對

學生的詮釋進行詮釋，已超越課本中的作者、題解與註釋的單一性。此為第一層

的古與今的對話。 

其二，在教師的言談之中，甚少在文言文本的字詞、句法教學上琢磨討論，

反而更常探究文本本身與學生現今經驗的相關性。研究指出，課程內容若能與學

生經驗的連結，讓學生在學習之中產生意義連結，較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Yeh，

2013）。歐用生（2013）認為，「真實性學習是學生直接與文本（教材）、透過

文本與作者對話，作者用什麼語詞、文字、符號、概念來表達對父親的思念，它

們之間有何關聯性，其文化、社會的意義又是如何等等。透過與文本、教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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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對話，讓學生走進文學家的學術論述社群內，學習文學，鑑賞文學。」（p.6）

在此提及一個文學「鑑賞能力」的培養，進入文本的時空脈絡、文化和社會的意

義，跳脫知識性的字詞與表層文意理解，讓學生「走入歷史」，與作者進行對話。

而文學是跨時代的精神，因此另外一個層次是讓文本概念「進入當代」，與現今

學生的生活經驗、生命歷程、時代和社會文化進行對話，「走入歷史」和「進入

當代」是一種雙向的古今對話。然而，文言文本與學生經驗的時代與文化的時空

距離甚鉅，且語法與用字須透過再一層地釋義來幫助學生閱讀，選文的背景皆於

極權時代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教育制度之中，與學生現今所處的年代截

然不同。在固定課程的架構之下，教師如何透過社群共同備課，連結現今學生與

古之文本之間的斷層（gap）？這是第二層的古與今的對話。 

其三，國文教學要將學生帶往何處？也是教師經常思索的問題。研究者發現，

教師對於「時代」有一種感知，經常提及多元與資訊爆炸的時代之下成長的學生

的學習方式、思維模式已與過去不同、學生未來所需具備的能力也已不相同。當

知識在網路世代中爆炸流通，教師究竟需要帶給學生什麼？國文課應培養學生何

種能力？例如，教師常提及學生是否會傾聽、會討論等，又如，教師曾思辯文言

文本學習的基礎教學「一種是能夠精確翻譯，另一種是訓練到他們抓到大概的思

想就好。」(20150105-備)，過往所著重的精確「逐字句翻譯」似乎已非重點，反

而能領會思想要點似乎更為重要。在時代與學生的變遷之下，教師似乎文本教與

學有更多的想像和期望，這是第三層次的古與今對話。 

在歷年的社群文獻當中，大多著重探究在研究「社群」內部的發展運作、轉

變，與成果展現（黃琳珊，2011；賴嘉君，2014；；黃貞錦，2015；呂美燕，2007；

江健志，2013；劉慶生，2006），甚少對於社群內部的言談和對話進行深入地探

究。從上述的前導研究可發現，社群內部的教師對話流露教師大量的內隱知識，

對於學生、教學、學科知識，或是對於時代、世代、自身身為教師的看法，在言

談中分享、交流、辯論、共構知識。 

社群實質運作和成果如同肉眼看得見的樹幹、枝葉和果實，社群內部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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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動，卻如同土壤底下盤根錯節的根部，難以見得，卻是樹木的養分來源與

成長趨勢的關鍵，唯有傾聽與深入挖掘才會流露浮顯。如同社會文化理論

（social-cultural theory）認為深層的思維與語言不可分離，在對話的動態過程中

會讓主體之暗默知識（tacit）外顯，成員會不斷產生新的假設，更新、修正腦中

的資料庫，相互共構知識，也可能讓原本的態度、信念、知識，意識形態或價值

上產生轉變，或如 Vygotsky 的鷹架理論，藉由對話讓人產生學習的跳躍（夏林

清等譯，2004；Dudley，2014）。 

在這些盤根錯節中，研究者首先發現教師言談中「古與今」元素的動態關係，

如文本時空脈絡的「古」，與教師、學生、詮釋、時代、能力的「今」，或是時代

的交替、世代的對話、抑或是生命回顧與建構的歷程，在共備/觀課/議課的每一

個階段，皆是當下與過去的流動與省思。由此，本研究將細探教師共備到再議課

的時間性流，與其對於教師學習的意義。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為：藉由在共備/觀課/議課/

再議課/課後省思的對話循環歷程中，探究教師社群在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議

課與再議課過程中，如何不斷地轉化教與學的意義，以及進行專業學習。 

    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二個層次：一是時間流如何影響專業學習，二是時間在多

重學習中的意義。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一）教師的對話中交織了哪些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流？ 

（二）過去經驗和未來想像如何影響現在對話思考？ 

（三）時間流在教師的文本、學生、環境、目標與設計的慎思歷程中如何交織？ 

（四）時間流對於教師的共備到再議課歷程有何意義？ 

（五）最終，教師產生了哪些學習？如何產生學習？其學習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意

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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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高中國文課程綱要與範文 

在本章節中，研究者整理九十五學年度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暫行綱要，與一O

三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自一Ｏ一課綱微調兩處後的版本），探看國文課綱

中的課程目標，以及課綱之中對於「範文」的詮釋。「範文」為國文教科書之中

的選文，在1999年高中教科書版本開放之後，便由出版社邀請大學國文系教授擔

任編輯委員在課綱架構之下編選教科書，然而在升學主義的制度之下，不同版本

的文言選文造成學生準備升學考試沉重的壓力，因而教育部於九五課綱訂定了古

文四十篇的文言範文作為考試依據，而一Ｏ一課綱減為三十篇。雖然在課程綱要

中寫道古文三十篇（或四十篇）「提供編選參考」，但在升學考試的壓力之下，

教育部所選出的古文範文，必定成為教科書中必選範文。藉由檢視課綱對於範文

的詮釋，可先了解課綱中對於範文選擇、範文教學的思維。 

壹、高中國文課程目標 

首先，在課程目標中（表2-1-1），可見九五暫綱明確地區分了語體文（白

話文）和文言文的學習，為通往不同的目標：語體文的目標為口語表達能力的培

養，文言文的目標則為傳統文化的傳承；然而，到了一O一課綱（及一O三年的

微調課綱），不再將文言文與白話文一分為二，兩者融在「範文」或「文學作品」

中一起討論，呈現國文課綱的三大目標：「語文教育」、「文學教育」、與「文

化教育」。然而，不論是九五暫綱或一O一課綱，文言文的教材皆不脫文化傳承

與文化反思的目的，而原一O一課綱在課程目標第三點的描述：「三、藉由文化

經典之研讀，與當代環境對話，以理解文明社會之基本價值，尊重多元精神，啟

發文化反思能力。」，於一O三課綱微調加入了「中華文化」五字（如下表），

調整為「藉由文化經典之研讀，與當代環境對話，以理解中華文化與文明社會之

基本價值，尊重多元精神，啟發文化反思能力。」可見文言文教學設定了某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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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道德文化價值」，需由師與生來傳承。但傳統的價值對於現今高中學生成

長發展過程中的意義為何？對於現代社會的意義為何？不論是九五暫綱，或是一

Ｏ一課綱、一Ｏ三課綱之中皆無解釋說明。 

表 2-1-1 九五暫綱與一 O 三課綱的課程目標 

95暫綱 103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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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藉由範文研習、課外閱讀與寫作

練習，以增進本國語文聽、說、

讀、寫之能力。  

二、藉由各類文學作品之欣賞、思考

與創作，以開拓生活視野，關懷

生命意義，培養優美情操，提升

表達能力。  

三、藉由文化經典之研讀，與當代環

境對話，以理解中華文化與文明

社會之基本價值，尊重多元精

神，啟發文化反思能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整理自高中國文 99 暫綱與 101 課綱） 

 

貳、國文課程綱要中的範文 

在九五暫綱與一Ｏ一課綱中，皆可見課綱分為「編選原則」、「選材配置」、「教

材編纂」、「教學重點及評量內容」五大部分來說明，而每一部分再細分為「範文」、

「寫作練習」，以及「文學、文化名著閱讀」三部分來解釋。  

研究者將九五課綱與一 O 一課綱中提及「範文」的部分個別擷取，按照課

綱的五大部分「編選原則」、「選材配置」、「教材編纂」、「教學重點」及「評量內

容」整理程下表（表 2-1-2）。在「編選原則」、「選材配置」中，可見課綱如何規

範與解釋範文的選材，藉此也可檢視古文三十篇（或四十篇）的篇章選出的原因

與考量；在「教材編纂」中，可見對課綱規範的教科書編排規定；而在「教學重

點」及「評量內容」可見課綱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假設： 

 

 



 

11 
 

表 2-1-2 九五暫綱與一 O 三課綱中的「範文」 

 95 暫綱 103 課綱 

編選原則 1. 編寫教材時，應注意與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的銜接，並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性

與前瞻性。 

2. 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精神陶

冶及文藝欣賞之價值。 

3. 編選範文時，應將三學年六學期所選用之

教材，作通盤計劃，按文體文類、文字深淺、

內容性質，作有系統之編排。 

4. 每課範文宜附有題解、作者、注釋、問題

討論等項。 

5. 選文應力求內容切時，旨趣合宜；思理精

闢，層次分明；情意真摯，想像豐富；文詞

栩栩暢，篇幅適度。 

6. 課外讀物之選材，宜著重文字難易適中、

內容豐富淵博、思想新穎深刻、文學樣式多

元，能由學生自行閱讀吸收，足以補充國文

範文教學者。 

1.應與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相銜接，並

宜注意內容之時代意義、前瞻視野、在地經

驗與普世價值。  

2.宜兼具語文訓練、文藝欣賞及文化涵養。  

3.應附有題解、作者、注釋、問題討論等項。  

4.語體範文與文言範文之比率： 

(1)語體範文包括散文、詩歌、小說；文言範

文包括散文、詩歌、小說及文化經典教材。  

(2)文言範文所佔比率為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

之六十五。 

選材配置 1. 語體文與文言文之比例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語體文 60% 55% 50% 

文言文 40% 45% 50% 

         

2. 範文選材及配置 

（1）各冊編排由淺而深，兼顧不同文體文

類，及其發展變遷的脈絡。 

（2）文言選文：依據前述教材編選原則，及

以往教科書選文經驗，並經由專業評選小組

討論，以兼顧不同時代、不同作者、不同文

體與本土素材為原則，酌選文言文篇章四十

篇（附件一），提供編選參考。 

（3）語體選文：以台灣新文學以降之名家、

名篇為主（應包含原住民作品），兼及其他

1.各冊編排宜兼顧不同文體文類，並考量深

淺層次。  

2.選文應語言曉暢，具文學性，並顧及當代

議題。  

3.語體文選：以臺灣新文學作家之作品為主

(應包含原住民作品)，兼及世界華文作家作

品、翻譯作品與文學論述，並酌採古代接近

語體之作。  

4.文言文選：以兼顧不同時代、不同作者、

不同文體為原則(應包含本土素材作品)。酌選

文言篇章三十篇(如附件一)，提供編選參考。  

5.每冊應選入文化經典教材，選材包括：《詩

經》、《楚辭》，《左傳》、《禮記》、《論語》、《孟

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

非子》、《史記》等。  

6.每冊應選一課現代詩歌、一至二課古典詩

歌 (六冊中應含本土素材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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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華文作家與優秀翻譯作品，並可酌採

古代接近語體之作。 

（4）選文應語言曉暢、具文學性，並顧及當

代議題。 

（5）每冊應選一課文化經典教材，分別依次

選自：《論語》、《孟子》、《墨子》、《韓

非子》、《老子》、《莊子》。 

（6）每冊應選一至二課古典詩歌、一課現代

詩歌。 

3. 範文之配置（1）第一冊至第五冊，每冊

十三課；第六冊十一課。（2）各冊課數得依

選文深淺長短酌予增減一課。 

7.第一冊至第五冊，每冊十三課；第六冊十

一課。  

8.各冊課數得依選文深淺長短酌予增減一

課。 

教材編纂 1. 文言文宜選篇幅適度，內容生動，文字精

鍊者。 

2. 每課範文所附之題解、作者、注釋、問題

討論之編選要領如下： 

（1）每課範文宜附相關的題解、作者、注釋、

問題討論等資料。 

（2）題解宜包括文體、主旨、寫作背景之剖

析。 

（3）作者介紹宜力求詳實深刻，與選文之背

景密切配合。 

（4）注釋使用語體文，以詞意解釋為原則，

盡量避免引用他書文字及深奧典故。 

（5）問題討論宜引導學生深入體會範文之旨

趣，提升其思辨及表達之能力。 

每課範文所附題解、作者、注釋、問題討論

之編寫要領如下： 

1.題解宜包括文類、主旨、寫作背景等。  

2.作者介紹應明確扼要，並與選文配合為宜。  

3.注釋以詞意解釋為原則，儘量避免引用冷

僻深奧之典故。  

4.問題討論之設計，以引導學生深入體會範

文旨趣，提升思辨及表達能力為原則。  

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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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應以提示全篇主旨、內容精義為重點，要

求學生熟讀深思，以培養其理解、思考與欣

賞之能力。  

2.宜講解文類形式、立意取材、結構組織、

遣詞造句等語文特色，以培養學生口語表達

及寫作能力。  

3.引導討論文章中之情思表現，以提升學生

之品德、美感及生命關懷等人格內涵。  

4.宜作延伸閱讀與討論，並與「文學、文化

名著閱讀」及「選修科目」適度連接。 

評量內容 （1）方式：日常考查 、定期考查 

（2）內容： 

字詞：生字難詞、詞義演變之辨識。  

旨義：文章立意、各段要旨之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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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方面：生字、難詞之辨析，古今字詞義

之演變。 

旨義方面：文章立義、各段要旨之領會。 

篇章方面：課文結構及段落呼應之分析。 

表達技巧：各文體文類表達技巧之把握。 

應用方面：從討論問題中考察語言表達能

力、組織能力、對範文之認識程度、在人生

修為中之參考價值等項。 

篇章：課文結構及段落呼應之分析。  

技巧：各文體文類表達技巧之把握。  

應用：語文運用與思辨能力之表現。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整理自高中國文 95 暫綱與 103 課綱） 

 

從上表可見，九五暫綱與一 O 三課綱，除了文白比例的規定改變、以及提

高文化經典教材的多元性（加入《詩經》、《楚辭》，《左傳》、《禮記》、《荀子》、《史

記》），其餘的內容皆大同小異，一Ｏ三課綱將描述文字精簡，以及增加能力層面

的描述，但表達的意涵並無太大的差異。以下在由「編選原則」、「選材配置」、「教

材編纂」、「教學重點」及「評量內容」幾部分檢視兩課綱： 

首先，在上表的「編選原則」與「選材配置」中，可見教科書的文本編排方

式上有兩大考量：其一為教材的深淺，其二則為文本的多樣性。在九五暫綱與一

Ｏ一課綱中皆提到：「各冊編排宜兼顧不同文體文類，並考量深淺層次」。在文言

文的選擇上，也同樣以此標準選材：「以兼顧不同時代、不同作者、不同文體為

原則(應包含本土素材作品)」。 

而在文本選擇方面，國文課綱中呈現非常多要素，包含： 

1. 與九年一貫課程的內容銜接。 

2. 內容須有「時代意義、前瞻視野、在地經驗與普世價值。」 

3. 功能需「兼具語文訓練、文藝欣賞及文化涵養」。 

4. 九五暫綱中還多了「選文應力求內容切時，旨趣合宜；思理精闢，層次

分明；情意真摯，想像豐富；文詞栩栩暢，篇幅適度。」 

以此標準來檢視九五課綱的古文四十篇選文，或是一 O 三課綱所附的古文

三十篇選文，都難以看出是否符合課綱的上述的選材規定。在課綱附件中的古文

選文文件，只標記了選文的時代、課名，與作者，由此只知古文三十篇的選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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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考量到了文本選材的多樣性，若參考教師手冊，可見每篇選文的選出皆有其在

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性及意義，但未能看出選文中包含何種「前瞻視野、在地經

驗，與普世價值。」 

其次，在「教材編纂」的方面，可見課綱規定教科書的每一課需呈現四大要

素：「題解」、「作者介紹」、「注釋」，以及「問題討論」。「題解」、「作者介紹」、「注

釋」形成文本固定的詮釋，雖可能有助於考試的準備，卻也可能抹滅對於文本有

詮釋的可能性；而在文本中「問題討論」的部分，課綱將之設定為國文教學之中，

提升思辨與表達，以及連結情意的教學目的，而觀看國文教科書最後的「問題討

論」，多只專注於對文本內容的探討。 

再者，在「教學重點」上，可見九五課綱呈現欲培養的學生能力：「欣賞能

力」及「寫作能力」；而在一Ｏ三課綱中，則多了一些對於教學與能力的闡述： 

1.應以提示全篇主旨、內容精義為重點，要求學生熟讀深思，以培養其理解、

思考與欣賞之能力。  

2.宜講解文類形式、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等語文特色，以培養學

生口語表達及寫作能力。  

3.引導討論文章中之情思表現，以提升學生之品德、美感及生命關懷等人格

內涵。  

4.宜作延伸閱讀與討論，並與「文學、文化名著閱讀」及「選修科目」適度

連接。 

在上述的句子當中，可見句子的前半段是「教學」，後半段是「能力」。後半

段的「能力」，若配合前半段的「教學」，則會發現「教學」與「能力」之間形成

一個模糊的斷層，例如，「提示全篇主旨、內容精義為重點，要求學生熟讀深思」

（教學）。與「培養理解、思考與欣賞之能力」(能力)之間的關係，似乎並非必

然，甚至有矛盾之處；「講解文類形式、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等語文

特色」是否學生就能達到「口語表達及寫作能力」？教師「引導討論文章中之情

思表現」是否就能培養「品德、美感及生命關懷等人格內涵」？在教學與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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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似乎並非必然的關係，教學形式與能力之間，必然還需要現場教師的智慧

補足這樣的斷層。 

 

參、小結 

自九五暫綱文言文比例由 65%減至 45%以來，課程綱要中的文言與白話的比

例便長期在各個論述場域中相互角逐，加上台灣過往歷史與殖民的複雜性，「文

言」與「白話」皆被扣合在國族意識與認同的框架之下被談論，反而忽略課綱作

為最高的教材編纂指導，形塑的教學目標、學生能力的培養論述（劉星倫，2013）。

本文重新檢視九五暫綱與一Ｏ三課綱之後，發現課綱關注範文的多樣性，如文白

比例、及選文時代、作者、內容等形式，卻難以透析範文的選擇對於學生的意義、

當代的意義、或是高一、高二、高三每一個階段的學生的學習發展與需求，所應

對應到怎樣主題的文本，皆無法在文本的選擇考量之中看出端倪。 

而在教材編纂的部分，課綱規定課文須包含「題解」、「作者介紹」、「注釋」

幾大部分，由教科書所邀請的中文學術領域的教授撰寫而出，同時詮解的權威也

成為固著，若無更深一層教學轉化、共同思辯，便可能形成一種為了考試而填塞、

背誦的知識。而在教師教學的部分，課綱呈現了「文本中心」的視野，假設著文

本之字詞、解釋、意義、情意「輸入」學生便能達到某種能力，卻忽略以學生為

中心的視野，自學生的需求、階段能力作為文本選擇與教學的考量。 

課綱中文本的選擇、教師的教學、與學生能力是為零星片斷的概念，難以看

出其中的關連性與系統性。在教學現場中的教師，可能發現課綱的訊息龐雜卻難

以與現場接軌（楊佩文、卯靜儒，2015）。當課綱與考試主宰著國文學習時，在

固定的框架之中唯有教師將文本透過多重「轉化」，並對於學生的觀察來回辯證，

才能往教與學的想像與期望邁進。 

在課綱中對於教師教學的想像，以及考試和升學制度之下對於教師的期待，

讓文本的傳授成為教師教學的重點，將文本的修辭、內涵、精神傳授給學生也成

為一位教師的責任，若大量文本知識補充填充於課堂，學生可能成為乘載文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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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道德精神、以及課本知識的客體，隱沒在文本與知識之後。同時，文言文本

不論是時代背景、政治結構、師生關係與現今必有一段差異，教師兢兢業業地傳

遞文言文本之後，或許對學生而言有了眼界的拓展，但是否有「意義的連結」，

卻是長期被忽略的問題。當教師開始思考，班級學生的背景、生命歷程與經驗，

讓學生與文本的連結，當「學生經驗」凸顯而出時，文本才可能轉為教師與學生

溝通連結的載體。 

 最後，因升學考試以及時間壓力，讓教師埋頭傾瀉心力在課文的知識、內容、

情意的講解之上，卻難以抬頭思考要將學生帶往何處；在中華文化科舉制度所傳

承的「背誦」思維成為自古以來邁向成功的重要途徑，卻忽略了對思辨、創造的

培養與重視。在時代的開放與多元之下，學生的「能力」開始受到重視，課綱也

提及「理解、思考、欣賞」、「口語表達及寫作能力」等能力的培養，但做法上，

仍需由現場教師的覺醒省察與教學創思來補足，以轉化跳脫以「文本目的」的灌

輸思維，帶領學生達到未來能力的媒介。 

 

第二節 專業學習社群與學習共同體 

壹、專業社群發展 

一、專業學習社群發展與學習 

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源於查理士‧漢荻

（Charles Handy）與彼得‧聖吉（Peter Senge）的學習型的組織，始於 1990 年

美國欲打破孤島型教師文化，建立連結與行動，開創新的刺激與想像。PLC 所連

結的層面包含學校內部的教師、行政人員、校長、學生，並且擴展至學校之外的

家長和社區，共同支持學生學習與成長。在教師方面，重視學校教師的專業發展，

建立專業學習社群，教師不只是被動接收知識，而是主動學習、建構、分享新知

的學習者。（陳佩英、焦傳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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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習社群（PLC）依組織方式、領導模式、成員來源、操作方式而有不

同的名稱，如「校內社群」、「跨校社群」、「共備社群」、「授業研究」(Lesson Study)

等，但實際的精神，皆是提供教師合作，以形成教師專業成長的社群。校內社群

以同校老師為主組成社群，教育部自民國 98 年開始推動中小學教師專業社群，

鼓勵教師尋找同校老師自組社群，並強調社群運作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關聯性

（教育部，2009/2010），社群領頭羊為社群成功的關鍵，擔任著組織社群、拉近

成員的關係、協調不同的聲音的角色，同時，學校行政也必須提供支持性的環境，

協助校內教師的成長發展（教育部，2011），此為以學校為本位的組織與創新；

跨校社群則由不同學校的教師聚集而成，當校內教師未能尋得夥伴或在外部教育

參訪研習當中尋得志同道合的夥伴時，便成為組織跨校社群的契機。相較於校內

社群，跨校社群不受限學校組織分工或工作關係的牽絆，另類或新奇的想法能脫

穎而出，且當教師在原學校的實踐經驗中產生問題與矛盾時，也可帶到跨校社群，

共同找尋解決或創新的路徑（陳佩英，2015）。然而，跨校社群與同校社群並非

非黑即白，跨校社群的學習動能，也會藉由教師引入學校促發校內社群的成長與

實踐，形成網絡性的連結（陳佩英、鄭美瑜、黃琪、鄭毓瓊、林雅婷，2016）。 

團隊學習與個人學習不同之處，在於個人的思考循環輪，從獨自反思、獨自

連結決定，然後達成行動，然而，當個人的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藉由對

話公開形成共享的知識，共同規劃，並在行動後共同反思，除了個人有機會整理

既有的內隱知識，也能從他人的回饋當中得到知識的提升，並藉由組織的力量，

使組織成員共構的思想得以傳承與散布（Albers，2008）。在以往的研究之中，

一次性的教師研習或工作坊已不足以支持教師的專業成長，團隊的共同學習成為

教師專業成長的另一途徑。在空間橫軸上，社群連結個體教師，擴大其人際網絡

與教學視野；在時間縱軸上，網路資訊的世代讓現今學生的特質與學習方式有所

不同，教師在時代與制度縫隙之中以個體力量要兼顧課程設計、世代改變、學生

經驗極為吃力，因而需要社群的力量相互支持(Yeh，2013)。 

研究者整理以往文獻，說明社群促使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習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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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打破孤島文化，提供情感支持：社群提供教師從走出教室，開始與其

他教師形成人際互動、學教分享，以及教學創新的網絡。批判教育社會學也強調

專業社群的形成，社群之中反思性的對話交流，探究無形的社會規範價值、檢視

學生學習與教師自身信念，讓教師對自身和結構有更深入的省思（陳伯璋、張盈

堃，2006）。此外，社群之中的氛圍與情感支持，也會影響教學創新的方向與內

涵。在友善、安全的環境中，教師會較願意冒險、表達自身想法，與嘗試公開觀

課與議課，創造驅力來鼓勵教師學習和一同成長，促進其專業生涯發展，而在層

層的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所帶來的工作情緒與壓力的擾動，社群成員的相互鼓勵

扶持也較能將負面力量轉為正向目標。（卯靜儒，2015a；Yeh，2013；陳佩英

2015）， 

其二，教學的精進與教師的學習：在許多文獻中，皆提到社群讓教師有機會

檢視自己習以為常的教學歷程進而自我檢視與反思，此過程通常是一個循環的歷

程。從社群對話，到進入現場教學，再重新對話，實作教學，建立循環不斷地反

思與對話（吳元芬，2013；Yeh，2013）。林慧芊（2011）也提到，教師進行專

業成長之後，還會再根據授課班級的特性與需求，重新思考與轉化社群教師所分

享的教學策略，才在課堂中落實。其後，在教學現場之中產生不同學生的「經驗

課程」，再由教師帶回社群進行分享與討論，這樣的循環有助於教師教學效能以

及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使教師從課堂知識傳遞者，成為與社群、與學生共構知

識的知識建構者。 

社群分享了教師之專業知識與教學知識，讓具有不同生命經驗的成員，從不

同的觀點評估教學設計及教學素材。當不同的教師所擁有的教材、資源共享，成

為社群之中可利用的資源，促進教學創新與活化，不僅助於教師在專業知識上，

也於教學方法與工具上更加精進。資源與知識的共享，一方面能夠節省時間，補

足教師時間與精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能更有效進行教學突破、統整主題和教

材、重整課程。（江健志，2013）因此，社群教師甚至能夠發展出超越原來課程

發展者所預期所達到的結果，如此的超越也是教師的課程潛力（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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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卯靜儒，2015a：p.13）。 

其三，反思學習的意義與看見學生學習：社群教師共同備課時，教師的透過

言談顯露出其內隱的學生的知識，包含學生過往的學習經驗、目前的能力，以及

猜想每一個教學設計實施於課堂之後，學生可能產生的反應。因此，「學生」為

教師言談、與教學設計之中重要的考量要素。Dudley（2013）發現，教師在共同

備課設計教案時，時常猜想、預測學生可能的反應，彷彿以言語模擬課堂的教學，

而這有助於教師在課程設計上有所突破；並且，社群教師公開觀課時，進入各小

組中近距離觀察學生，並在議課之中，能提供授課教師以不同觀點角度去理解孩

子的學習，而教師常常發現自己低估了學生的學習（Dudley，2013：112, 113）。

此外，當教師的教學設計開始多樣化，不再受限於講述的教學方法時，不同特質

與能力的學生，也將在不同的教學情境之中，得以展現能力而被看見。（江健志，

2013）  

其四，發現課程的不足：教師討論與實踐的循環之中，會重新檢視既有的課

程與教學，而藉此也重新檢視現行的課程綱要、與教材、與每一階段課程銜接的

問題（curriculum alignment）（卯靜儒，2015a：13），教師可能因此發現制度與

課程上的隔閡，這些隔閡便是教師與制度和課程對話的肇始，如Yeh（2013）研

究的英文教師團隊中，成員重新檢視教科書中的邏輯，發現教科書的編排難以引

發學生興趣，內容常去掉脈絡情境，使課文中的對話語句難以套用在日常生活中

的對話情境中，因而學生難以運用（p.16）。在發現此問題之後，教師社群共同

檢視、修正、創造補充的教材，以銜接現今課程與學生的隔閡。 

此外，檢視課程與教學之時，往往會進一步碰觸相對應的評量內容與方式，

有些社群教師發現，既有的校內評量不足以測量學生所學到之能力，進而著手改

變評量（江健志，2013；張青松，2013）。如江健志（2013）研究的國文教師社

群中，社群教師發現入學考試的題目方向正在改變，但月考的考題方向仍偏重瑣

碎的記憶知識，因而教師團隊從校內紙筆測驗上改變，甚至思考改變段考次數、

或是以多元評量代替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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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教師組織社群也有需面對的挑戰，在時間問題上，成員的生活與排課、

備課壓力，以及繁瑣的行政事務加諸於教師，已使教師心力交瘁，而共同備課、

觀課與議課又需要大量的時間與資源的支持，因此，時間與資源的問題，成為未

來發展教師專業社群的一大挑戰；其次，當社群教師的同質性過高時，容易使社

群的發展停滯與膠著，因此，向外拓展網絡的廣度，如與學院端連結，或與其他

社群產生交流，產生外部的刺激，形成網路式的專業學習社群，也是未來社群需

挑戰之處。（卯靜儒，2015a） 

二、台灣國文科教師社群研究 

研究者為了解目前國文科教師社群相關研究趨勢，於全國博碩士論文網，以

及華藝線上圖書館以關鍵字「國文—社群」搜尋相關文獻，可見現有的國文（語

文）教師社群共九篇，其中國小四篇（黃琳珊 ，2011；吳元芬，2013；賴嘉君，

2014，林慧芊，2011），國中三篇（黃貞錦，2015；呂美燕，2007；江健志，2013），

高中兩篇（張青松，2013；劉慶生，2006）。 

黃貞錦 （2015）、呂美燕（2007）、劉慶生（2006）三篇研究者身分為社群

之行政階層（主任或校長），身為社群之領頭羊，著重紀錄社群之發展過程的行

動研究。黃琳珊（2011）則以觀察者身分，觀察領頭羊與成員的關係，認為共同

目標、教師自願性，是社群前進之關鍵。 

  林慧芊（2011） 拉開了社群觀察的廣度，觀察兩位新進國文教師在社群中

得到成長與啟發，將社群中學到的教學策略與方法落實到課堂「運作課程」，並

且訪問班上學生對於課程所知覺到的「經驗課程」，發現不同的社群教師從同樣

社群分享中，會產生不同的教學認知，獲得不同的專業成長，而同樣的課程，同

學所感知到的經驗課程也有所不同。因此，教師在社群討論之後，選擇適合己用

的教學策略，再轉化後落實在課堂中，並再一次將學生反應帶回社群，再一次分

享討論，如此促成教師專業成長。 

在這些研究之中，可見國文教學開始創新與多樣、學生的學習開始被關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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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教學與測驗開始關注到學生的能力。 

首先，在國文教學的方面，可見社群展開了教學的多樣化與活潑化。閱讀與

作文的教學團隊自編符合學生學習的教材、融入創新的教學設計、分組討論，同

時與家長合作幫助學生學習（黃貞錦，2015；賴嘉君，2014；黃琳珊 2011；呂

美燕，2007）。而在國文課程方面，在江健志（2013）的研究之中，教師發現目

前的課本無法提升學生的興趣，轉而將心力放在語文特色課程的研發之中，將國

文與藝術、相聲、音樂統整應用，以及提供科普、自然、史地文章，開展國文的

學科視野；在賴青松（2013）的分享中，則將課本所學的文言文的概念，連結學

生的生活應用，如以《燭之武退秦師》的說服技巧，讓學生應用並實作於日常之

中。 

  其次，在學生的學習方面，學生之閱讀興趣、學習興趣低落，皆為社群要面

對的課題。然而，社群中教師所認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已不僅止於學科成績

的提升，學習的熱情、方法提升更是教師所關注重要面向，同時也發現，能夠連

結學生生命經驗的書籍，較能引發學生的共鳴（黃琳珊，2011），以及在科技時

代學生學習型態改變形成教師重要的教學考量（張青松，2013：120；張建志，

2013） 

在學生能力的關注當中，從張青松（2013）的分享當中，對國文學科教學視

為理所當然的知識背誦、修辭技巧、國學常識重新思考，轉而省思學生應具備之

能力。「過去我們「問問題」在意的是同學能否提出標準答案、記憶背誦的結果

是否完整、修辭技巧和國學常識必須處處到位；但開始作了學習共同體以後，我

們編寫的是參考答案、希望同學能整理思考、重視孩子們理解文意脈絡與如何應

用。……我們不只問問題，我們更在意同學如何討論問題；還有，哪些課程材料

「值得」變成「問題與討論」（p.125）。此外，國文的課程內容與學生的連結

也被重新檢視，「尤其國文課很容易教忠教孝，像是〈師說〉、〈廉恥〉、〈訓

儉示康〉等經典古文，他們一看就想睡覺，所以若從他們生活例子中自己產出知

識，才是他們真正帶的走的能力。」（p.126）而社群之中的教學改變、及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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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的敏銳度，也讓教師團隊試圖調整測驗方式，如重新思考段考次數、報告代

替紙筆測驗，進行多元評量（江健志，2013：151）；在測驗內容上，答案自「單

一標準答案」轉換成「編寫的參考答案」，意味教師並非為「唯一標準」，開放

更多給學生的空間。（張青松，2013） 

在這些研究當中，可見社群打開了一個空間，讓教師透過團隊共同探究、精

進教學、了解學生，或是教師將社群學到的教學策略實踐於班級中，比照學生的

經驗課程，而後再帶回社群中修正。 

然而，也可發現目前國文教學的研究重於社群「成果」的展現，尚未觸及社

群中教師與教師的言語互動，以及思維交流過程，而言談之中所透露的教師對於

國文學科、學生、文本的修正、省思與思辯過程，更能挖掘教師獨特的內隱知識，

也是本研究探究的重點。 

 

貳、學習共同體 

一、學習中的實踐與循環 

  「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源自於日本，專指日本佐藤學教授

結合日本傳統「授業研究」與「學習型組織」，所倡導的教師專業發展。「授業研

究」的「授業」有「課」或「教學」之意，源自於十九世紀末，日本接受西方教

育時，日本教師為了學習如何進行新式課堂的教學，而發展的一種課堂觀摩與教

學的方式。到了二十一世紀，在國際學生成就的評比中，發現日本學生的數學成

績優異的關鍵，正是因為「授業研究」，引發西方國家陸續將之引進國內學校，

並發展在地化的模式，英文取名為「Lesson Study」。然而，在授業研究大量受到

推崇的同時，佐藤學卻對「授業研究」逐漸重視績效與科學化研究，忽略學生與

教師經驗與學習關係的方式，提出了批判，在日本優異的成績之下埋藏著越來越

多學生逐漸自學習中逃走的事實。佐藤學在多年的課堂研究後，改良了「授業研

究」，提出「學習共同體」的改革理念，強調授課時學生與自身、同儕、以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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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的學習關係；此外，他減輕「共同備課」的分量，強調授課教師個人的經

驗與創意；以及密集「公開授課與觀課」，以凝聚教師學習的文化；在「議課」

時，強調教師經驗與觀察事實陳述與事件的關係。由此，「授業研究」在「學習

共同體」的改革理念下得到新的開展。（方志華、丁一顧，2013） 

在台灣，學習共同體在學者的大力推薦與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伴隨著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的脈絡進入台灣的課堂之中。2012 年，親子天下雜誌出版了學習

共同體的書籍《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2012 年 8 月，在政策的支持

下，25 所學校實行學習共同體理念的試辦；2013 年 11 月，佐藤學來台參訪，1300

位校長、老師、主任參與，並邀請佐藤學參與公開觀課。 

「授業研究」在台灣的譯名有「學課研究」，強調結合教學、學習、和課（廖

淑戎，2008；簡紅珠，2007），也稱為「單元教學研究」（歐用生，2012），強調

目前台灣的教學多以一個單元做系統的、整體的深入研究；「課堂研究」（佐藤學，

2014），強調以課堂為主的公開授課到議課及其後研究的過程。佐藤學認為，「課

堂研究」（從公開觀課到議課）但並未有一般方法論，根據各個實踐社群與課例

有不同的研究焦點，如同 Wolf 與秋田喜代美（2008）的譬喻，在不同的社群、

不同的文化脈絡之下，紗布會渲染出不同的色彩（引自黃美月、歐用生，2013）。 

學習共同體提出一個系統性教與學的循環回饋模式（如圖 2-2-1、2-2-2），卯

靜儒（2015a）認為，在社群目標凝聚之後，社群進行「共同備課」教學設計，

於「公開授課與觀課」觀察現場學生，以及「議課」時回饋學生學習，並重新修

正教學設計，這樣不斷的循環回饋，除了貼近教師日常生活的教學脈絡，也有助

於猜想學生學習、推理教學與學科知識，由此獲得學生知識、教學知識，與課程

知識，而教師的課程設計也可能超越原本課程發展者所規定的目標，即為教師開

發的課程潛力（curriculum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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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學習社群循環模式（引自卯靜儒，2015，p.7） 

 

圖 2-2-2 單元教學研究階段循環圖（資料來源：引自黃美月、歐用生，2013，整

理自 Cerbin，2011，p.11-20） 

 

形成教
學目標
與共識 

共同備
課（教
學單元） 

公開授
課與觀

課 

議課
（分享觀
察之學生

學習情形） 

修正教
學設計 

第二次
循環 

分享知
識 

規劃
學習
目標 設計

教學
活動 

進行
研究
計畫 

教學，
觀察收
集證據 

分析
證據 

修正
課程 

重複
循環 

做成文
件並分

享 

 



 

25 
 

Cerbin（2011）則分析高等教育大學教師們以學習共同體做為社群實踐的課

堂研究，這群大學教師們的共同備課，除了強調課程的設計與規劃，也強調研究

研究計畫的擬定，課堂蒐集的蒐集以及課後的分析和紀錄方式（如圖 2-2-2）。在

備課階段中，教師從學生的觀點想像學生會如何覺知、詮釋、與構想，其可能遭

遇的困難與迷思，以及如何回應學生的反應，如此共同研討教學活動的過程讓教

師得以放慢速度，以學生的立場進行「換位思考」，此為 Cerbin（2011）在教學

活動設計中強調「認知的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 

在公開觀課階段，佐藤學（2014）認為，公開觀課時的「觀察與記錄」、「記

述與分析」便是「課堂研究」的開始，教師從位置與姿態觀看、記述的層面，都

隱含著其觀看的立場與角度。 

而議課中，「反思與評論」是課堂研究的核心，「授課者與觀察者能夠交流、

共享、討論在相互省察中所得到的見識與相關經驗，形成全新的看法及思考方式」

（佐藤學，2014，p.239），此時授課教師也會發現學生的學習已超出他們的想像

（Dudley，2013)，議課過程從藉由不同教師的多元視角，看見教學的複雜度，

如同放慢速度重新撥放建構教師中教學過程（卯靜儒，2015a）。因此，不論多麼

縝密與精緻的教學設計與教材研究，都需要經由實際學生學習事實才能映證，而

透過討論具體觀察所激盪的反思，是教師學習重要過程，也是授課者與課堂參與

者共同的成長方式。（佐藤學，2014）此外，學習共同強調議課中的平等關係，

教學觀摩要從對「教師評鑑」的方法走向「教學反省」的方法，扭轉以上位者的 

評鑑姿態來評價教師，從評鑑教師「如何教」，到省思學生「如何學」，去詮

釋與理解事件的意義與關係，進行民主型的課程慎思，形成教師間的互學關係。

（佐藤學，2014、游秀靜、唐淑華，2015；薛雅慈，2015） 

學習共同體除了是教師間互學的過程，也是向學生學習的過程。黃美月、歐

用生（2013）觀察日本小學的教學研究，過程中皆以學生的思考為焦點，共同備

課時想像學生以設計教學活動，觀摩教學時主要在觀察學生學習的情況，爾後從

觀察學生的實際學習後所獲得的資料進行分析，依此改進教學活動設計。如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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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學生 教材 環境 

教

師 

（教師－教師） 

教師的認同感 

教師的身體及語言 

教師的授課概念及學習

概念 

教師的指導技術 

教師的個人經歷 

教師的修養與文化 

教師的社會與政治意識 

（教師－學生） 

師生關係 

師對生的理解 

生對師的理解 

教師應對學生 

發問與指示技術 

個別指導與共同指導 

（教師－教材） 

教師的教材觀 

教師對於教育內容的理

解及知識 

教師對於課程的設計 

教學的指導計畫 

（教師－環境） 

教室環境的構成 

教育的準備與選擇 

黑板及視聽器材活用 

學

生 

（學生－教師） 

同（教師－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的認同感 

學生的人際關係 

學生的身體語言、性別、

學力差異與文化差異 

相互學習的關係 

協同學習與個人學習 

（學生－教材） 

認識及表現的內容與方

法 

認識及表現的個性與多

樣性 

學習的概念 

學習的階段與過程 

對學習的興趣 

學習的設計 

學習的評價 

（學生－環境） 

學習環境的設計 

學習脈絡的組織 

學習資料的活用 

觀察及經驗 

筆記或道具的活用 

教

材 

（教材－教師） 

同（教師－教材）  

（教材－學生） 

同（學生－教材） 

（教材－教材） 

教育內容或教材的構成 

教育內容的結構 

單元的設計 

教案與課程的開發 

（環境－教科書） 

教材教具或資料準備 

實驗器具與操作台的

配置 

環

境 

（環境－教師） 

同（教師－環境） 

環境－學生） 

同（學生－環境） 

（環境－教材） 

同（教材－環境） 

（環境－環境） 

教室文化 

教室的氛圍 

教室的時間、講桌、

桌椅等配置、佈告欄

及展示物、資料區、

教室的圖書、地區素

材的活用 

表 2-2-1 實踐性研究的課題領域矩陣（整理自佐藤學，2014，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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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地站在學生立場，思考學生的教材詮釋、困難，以及提供支持性的學習策略，

讓學生的思考公開化，可以被觀察或分析，即為認知的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

（Cerbin，2011），「單元教學研究的假定是教師要教得有效，要先知道學生如

何學習，因此學生的思考、活動和學習一直是教師教學決定和專業判斷的重點。」

（歐用生，2012a，137） 

而佐藤學（2014）以 Schwab（1969/1983）的課程教學研究為基礎，提出課

堂研究的課題領域，而其範疇不脫「教師」、「學生」、「教材」（知識）、「環境」

的排列組合（如表 2-2-1），在這些範疇之中，不同的社群會產生不同的研究課題。

歐用生（2012）觀察日本中小學的教學檢討會中，發現研討方向以教師和學生為

主，但對知識和環境的探討較為缺乏，忽略新的教學理論和觀念的探討，以及國

內外環境的轉變對教學的影響，會是教師在課程對話的一大限制（歐用生，2012）。

在以下矩陣當中，也可見「環境」的部分，強調的是教室空間的實體環境與文化

氛圍，而非外在的社會與時代的脈絡。 

二、學習共同體中的對話與學習 

學習共同體普遍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卯靜儒，2015a；游秀

靜、唐淑華，2015；薛雅慈，2014）強調「協同學習」，透過合作而非競爭關係

學習，藉由同儕之間產生向上提升的學習卓越（佐藤學，2012）。「協同學習」與

「合作學習」所關注的面向不同，合作學習強調小組競爭性的「目標達成」而弱

化對學生個體學習內容的關注；協同學習則關注於學生學習「互動的過程」，藉

由「互學（互聽）關係」，目標不在於共同的結果，而是探究、對話、教導、爭

辯，對於不同意見的辯證釐清的過程。因此，對話是幫助彼此相互搭建鷹架，產

生「跳躍學習」的關鍵。為讓學生達到「真實性學習」，教師須進入學科本質思

考何謂真正要帶給學生的學習。換言之，學習共同體強調從社會互動中彼此學習

─自師與生、生與生的對話交流中相互協助而向上跳躍，進而達到獨自學習時無

法達到的學習高度，突破師與生上下的權力關係，拉平了師與生的課室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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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月、歐用生，2013） 

「學習共同體」由日本學者佐藤學提出，其基本理念受 Dewey 與 Vygotsky

影響，強調學習是經由對話與溝通之後，產生的文化與社會實踐歷程，學生的學

習是三種社會關係與對話的形成：與物（對象世界、教材）對話、與他人的對話、

以及與自我對話（佐藤學，2012）。而在對話有著不同的實踐層次，「兒童在與物

對話中建構知識和經驗的意義，這是文化、認知的實踐；在與他者對話中，拓展

人與人的關連性，這是社會、政治的實踐；在與自己的對話中形塑個人內在的意

志、思考和情感，這是存有、倫理的實踐。學習是由這三個面向的實踐構成，但

三者相互關聯，形成一體，所以兒童在學習過程中創造世界、創造關係，探索自

己，這些都是相互的過程。」(歐用生，2012，p.126)。 

同樣的，在教師社群中的學習，是否也與物、與他人、和與自我的對話之中

有所成長？佐藤學強調「專業的教師」與「藝匠」的差別，在於「藝匠」為強調

熟練技術、經驗與直覺者，而「專業的教師」則在專業知識、反省思考與創造的

探究中學習，「對話」便成為批判與反省的媒介。（卯靜儒，2015a；歐用生，

2012）佐藤學將 Schön 的著作《反映的實踐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概念融入教育之中，辯證「技術性實踐」（technical 

practice）與「反思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技術性實踐」是一套任何情

境皆適用的實踐方法，「反思性實踐」是於經驗培養的內隱知識中思考問題，並

與當下情境產生對話的反應與實踐，而「反思性課堂」，則是教師與學生相互深

入進行反思與探究的過程（佐藤學，2014）。相較於以追求目標和原理原則的「技

術性實踐」的課堂分析，以「反思性實踐」為目標的課堂探究，強調解釋經驗的

意義與關係，尤其在人文社會科學與文學性學科上，重視個別教師的個人特色與

經驗，追求多樣的詮釋與教學創意，「就算在同僚間的爭論得到勝利，也不代表

找到那唯一的科學性理論，應該打造獨具個性的教學實踐，培養對實踐的多元化

看法與表現實踐的語言，藉由在不同教育觀的教師交流，分享彼此的經驗，才能

建構在實踐中相互學習、相互討論的共同體」（佐藤學，2014，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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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話」對於教師反思與自省的關鍵為何？教師個人經驗皆有潛藏在意識

或潛意識之中難以察覺或以言語訴說的暗默知識（tacit language）（如過往經驗、

教學知識、學生知識與學科知識），但透過對話，教師得以將這些暗默知識語言

化、意識化，表達於他人，藉此對於自身行動和實踐開始有所自覺，他人與自身

的言語和行動如同鏡子相互照鑑，便是對話中自我覺醒和建構的開始。秋田喜美

認為，在學習共同體的實踐中，設計（Design）、實施（Do）、對話（Dialogue）、

實踐紀錄（Document）四個階段教師會學習到不同的知識，在設計（Design）階

段，教師主要獲得課程和教材的知識；在教學觀摩階段（Do）觀察學生的實際

學習，主要獲得學生的暗默知識，而對話階段（Dialogue）的回顧與討論，藉由

將學生的暗默知識語言化、意識化、公開化，主要獲得學生學習過程的知識。最

後的實踐紀錄（Document），將分析和研究結果歸納為課程、教學原理，可獲

得課程與教學的知識。（如圖 2-2-3） 

 

圖 2-2-3 授業研究中教師知識學習（秋田喜代美，2008，引自黃美月、歐用生，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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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學也提出，在理論實踐於課堂中時，「具有創造力的資深教師」相較於

新手教師的思維模式，在課堂時間所需要的「實踐性知識」有極大的相異，相較

於課堂上「顯性的（看得到）的實踐」如教學技術、發問技巧、活動設計，資深

教師對於課堂的情境中隱含著大量「隱性的實踐」，對於課堂情境的省察、選擇

與判斷、教學內容的意義與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省察，與課堂上發生的任何事件的

「推論」，資深教師的思維模式包含了「即興思考」、「情境思考」、「多元思考」、

「脈絡化思考」、「思考的重新建構」（佐藤學，2014，p.216），經驗與知識累積，

所形構而成及時性的反思、反饋的能力，讓教師面對課堂複雜的情境，在「反思

性課堂」中足以連結師、生、文本、情境中隱性的細膩情感，與知識的流動性。

然而，「具有創造力的資深教師」是稀少的存在，多數教師在教育現場的時間久

而越發僵化疲乏，除了須在「課堂研究」中找到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從教

師相互創造與支持性中提供教師成長的活水，也需不斷地精進「課堂研究」的方

式，如將課堂研究的記錄自「書面文字」轉為更能實際課堂互動的「影像紀錄」，

也需記述實踐教師爭執與思考的「故事記錄」，以讓「實踐性知識」得以傳承與

分享。（佐藤學，2014） 

參、小結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提供不同教師專業學習模式，從國文科社群研究之中可見，

對話的相關探究仍然匱乏，而學習共同體提出一套完整的教學慎思的循環，教師

會經歷不同階段的對話，意味著一種時間流動中的學習歷程，其言談中必定包含

複雜的知識和探究歷程。佐藤學以 Schowab（1983）的課程教學研究為基礎，提

出由「教師」、「學生」、「教材」（知識）、「環境」的排列組合的課堂研究的課題

領域，以及歐用生（2012）從觀察中發現日本小學的課例研究對於知識與環境較

為不足，而這些課題領域，不只能成為課程教學研究的探究領域，也是研究者在

教師的對話中試圖梳理與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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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描述研究進行方式，全章共分為五小節，第一節首先提出本論文的研究

分析架構與方法，並於第二節提出研究流程與資料蒐集，第三節介紹研究參與者，

第四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課例〈左忠毅公逸事〉的內容與教案。最後第五節研究

信實度與倫理。 

第一節 研究分析架構與方法 

圖 3-1-1 研究分析架構圖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問題，繪製成以上的研究分析架構，圖中可看見，

共備/觀課/議課再議課/課後省思是一條共備歷程的時間軸線，而在這個歷程中，

教師有著對學生、文本、教學目標、環境的慎思，慎思歷程中，包含著過去、現

在、未來的元素，例如學生的過去與現在、文本的古今詮釋、過去與現在的目標

共備 

觀課 

議課 

再議課 

學生 

目標 

設計 

文本 

環境 

過去 

現在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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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設計，這些要素會在教師的言談中交互影響，也在備課/觀課/議課/再議課的歷

程中不斷地出現，產生不同的蛻變。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為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指在一個有界限的系統中，存

在著某種行為類型，藉由歸納闡述這些行為類型，能夠反映出系統的特性（林佩

璇，2000；潘淑滿，2013）。本文以一群高中國文教師社群的其中一個課例－〈左

忠毅公逸事〉的共備到再議課的一次循環為界限，在此範圍中採取多方面的資料

蒐集，以反映出教師在課例中研究對話中的特性，其所蘊含的時間流與多重學習

的意義。 

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的蒐集資料來源為指導教授研究案3的一部分，2014年三月經由指導

教授的引介進入此社群之中觀察，並於同年九月開始與其他三位助理共同協助教

師紀錄備課/議課/再議課，並上傳至社群的網路平台。因此研究者的角色同時兼

備一不參與討論的觀察者與會議紀錄者。下圖（圖3-1-2）為本研究的研究流程，

在前導研究中，研究者發現了教師言談中三個層次的古與今對話，因此確立了研

究方向，與探究社群中共備歷程中的古今對話意義與學習，待文獻閱讀與研究問

題擬定後，開始選定課次進行資料繕打與整理。由於社群教師共同備課的課次眾

多，只以〈左忠毅公逸事〉課次為例進行分析，選擇此課次進行研究，除考量了

此課次在共備歷程中涉及了豐富的古今議題，且在此備課/觀課/議課/再議課過程

中，成員幾乎全員到齊，此外，備課時除了個別邀請的教師，並未對外開放觀摩，

較能呈現平時教師討論的原貌。因此，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教師的出席率、以

及社群平時討論原貌的呈現，選擇了〈左忠毅公逸事〉作為研究課例。 

 

                                                      
3
卯靜儒（2015c）。課程與教學改革中構築的主體、意義與關係：以學習共同體為例。科技部研

究案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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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研究流程與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來源有三：一、檔案文件、二、語料、三、半結構訪談（如

下表3-1-3）。 

表 3-1-3 資料類型與編號 

資料類型 細部描述 編號方式 範例 

檔案文件 

 

四個版本教案 

教材 

教師手冊 

會議記錄 

（教案-第幾版） 

（教師手冊-冊數） 

（教案-1） 

（教師手冊- 1） 

 

   備課 對話語料：備課/觀

課/議課之逐字稿 

 

檔案文件：四個版本

教案/會議記錄/教材

文本/教師手冊 

 

半結構授課

教師訪談 

觀課 

議課 

再議課 

文獻閱讀：國文科、社群與學習共同體 

擬定研究問題 

選定課次：〈左忠毅公逸事〉 

前導研究： 

發現對話中的古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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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檔案文件中，包含共備到再議課的歷程所產生的四版教案，教案內容也會

在本文的第四章陸續呈現，同時，會議紀錄以及國文課本教材和教師手冊，能幫

助研究者在後續的資料分析中，快速進入教師言談的脈絡。 

其次，在語料蒐集部分，在研究案其他工作夥伴的協助之下，將備課、議課、

再議課三份對話錄音檔轉為逐字稿，之後研究者開始反覆閱讀語料，將語料大致

切割為幾個主題，並一邊註記關鍵字詞和語句，並特別注意對話中所呈現的時間

面相，捕捉對話中所呈現的交錯的古今時間，挖掘時間在教師對話中的意義，以

及產生何種學習。在語料的梳理上，經歷多次不同向度的嘗試，第一次梳理出的

對話內容過於龐雜與細節，難以抓到主線，經過指導教授的提醒，再次以古與今

為主軸重新梳理一遍，然因將資料切得過於細碎而變得僵硬失去了有機性，因此

第三次再回頭重新閱讀原始語料，抓取大主題與時間的關係，試圖感受梳理資料

的鬆緊程度而慢慢掌握到能讓資料呼吸的手感。 

為進一步了解授課教師在共備到再議課的歷程中有何種轉變與省思，本研究

輔以半結構的訪談，事先擬定問題但不預設立場，以全面了解受訪者的經驗、想

法和感受。本研究資料來自兩次訪談，第一次由研究室的工作夥伴進行研究案相

關訪談，研究者使用了其中一部分關於授課教師談論共備到議課經驗的資料；且

根據第一次的訪談，再次擬訂與本文的研究方向相關的問題，進行第二次訪談，

訪談大綱如下： 

1. 在〈左忠毅公逸事〉的共同備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2. 公開觀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3. 議課與再議課，印象最深刻的分別是什麼？ 

4. 共同備課討論後產生第二版的教案後，老師大幅度的修改形成了第三版

語料 備課逐字稿 （備-語料開始行數） （備-123） 

議課逐字稿 （議-教師名） （議-夢蝶） 

再議課逐字稿 （再議-語料開始行數） （再議-123） 

半結構訪談 訪談 （訪-日期） （訪-2015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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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這些是基於什麼契機與考量發想而出？ 

5. 原本預計讓學生在〈左忠毅公逸事〉這一課次當中學到什麼？學生的表

現與你預想的是否有什麼不同？ 

訪談之後，將繕打的逐字稿寄給受訪教師，進行確認無誤後，才開始閱讀與

梳理資料，並且與前述的檔案文件和語料相互比對，來回不斷檢視資料之間的關

聯性。 

第三節 參與者介紹 

本文研究對象為一高中國文跨校教師社群，成立至今約兩年，社群組成契機

並非由政策或行政規範而組成，而是啟發於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自發性地透過

網路與人際網絡，尋找同樣有興趣的教師而組成社群，成員組成有來自臺北市六

所不同的高中七位教師，以及成立初期邀請的兩位教授共同參與、紀錄與研究（如

下圖）。由於自發性組成社群，成員具有強烈的自主性與動力，與紮實的信任關

係，社群中雖有不同的角色與身分，卻有十分難得的平等對話與參與，氛圍開放、

尊重、傾聽與相互理解。教師的跨校性質，以及教授和教師異質身分與角色，讓

不同的教學經驗與知識背景匯流至社群中，相較於同校同科目的社群組成，可能

會開啟不同的視野與觀點。 

除了社群的固定成員，教師也會邀請其他教師共同進行公開觀課，如大塊與

鶺鴒（見下表），公開觀課也會邀請其他教師、主任或校長進入組內觀察並進行

回饋，如小青、小花、小長、天星，也對於學生的學習提供了不同的視野和向度

的回饋。 

表 3-2-1 研究參與者介紹 

 匿名 性別 身分 描述 

 

參與 

備課 

觀課

議課 

夢蝶 女 國文老師 本課次的授課老師，課堂上對學生與承接問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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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熟稔自信，自在如翩翩蝴蝶飛舞。 

大鵬 女 國文老師 喜歡突破既有的教學框架與省思，思維如大

鵬飛馳。 

V V 

希聲 女 國文老師 寧靜善聽，發言次數較少，觀察學生入微。 V V 

栩栩 女 國文老師 充滿活力朝氣，能將事件描繪得活靈活現，

栩栩如生。 

V V 

魚樂 女 國文老師 教學創思與經驗源源不絕，樂於分享，悠遊

自得。 

V V 

山木 男 國文老師 國文底蘊豐厚，常提出知識背景的補充。  V 

庖丁 男 國文老師 看學生的心眼獨具，從觀察中快速思考後續

教案與教學。 

V V 

 止水 女 教授 常提出反思性的問題，如澄澈無波的湖面得

以照鑑。 

V V 

 逍遙 女 教授 創思與反思兼具，思緒無拘無束，自在逍

遙。 

V  

 大塊 女 國文老師 受邀參與此次共同備課。 V V 

 鶺鴒 女 國文老師 受邀參與此次共同備課。 V V 

 小青 女 國文老師 受邀參與此次觀課。  V 

 小花 女 數學老師 受邀參與此次觀課，為此班的數學老師。  V 

 小長 男 校長 受邀參與此次觀課。  V 

 天星 女 校長 受邀參與此次觀課。  V 

教師們每月聚會一到二次，共備、觀課、議課、再議課，每次約 3-4 小時，

共備時教師相約於一咖啡廳或社群教室進行備課，在安全、互信、支持性的環境

之中分享討論。「對話」是為社群中交流的重要媒介，社群教師的對話模式多為

探究性語言（Exploratory Talk）（Mercer，1995），也就是在想法提出後被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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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審慎評估，提出反駁、相反意見或建議，探究性的語言在平等開放與信任

的關係中才可能形成。在此教師團隊中，成員反覆確認、詢問細節、來回的挑戰、

反駁、推論與建議，因而每一次的共備常讓研究者驚訝教師在對話之中能找到如

此多的可能性，過程中，對話時常陷入泥淖膠著，即為教師所言，「撞牆了」，

但峰迴路轉之際又闢出一條新路，蹦出了新點子或新的課程設計。 

圖 3-2-1 共備歷程循環圖 

 

社群的運作為學習共同體循環與回饋的模式，從共同備課、公開觀課、議課，

與再議課的循環過程（如圖 3-2-1）。教師隨機挑選課次，輪流成為授課教師，

共備時授課教師先設計第一版教案共同討論、猜想學生反應、提出建議等，討論

出第二版的教案；而共同備課之後與公開觀課之前，該教師再依班級特性調整教

案，形成第三版教案；到了公開觀課，學生分組討論為一重要的元素，並將討論

的結果寫於小白板與其他同學分享，教師則串聯、反問，邀請同學提出不同的想

法，社群教師以及其它受邀教師進入班級小組之中進行觀察，並於議課時分享觀

察的資訊與心得。公開觀課時，社群會邀請其他教師們前來觀課，進入各組進行

觀察，並與議課時回饋。議課之後，社群教師進行第二議課討論學生的學習與想

像的落差、如何調整教學計劃，修改形成第四版的教案。爾後，社群教師們可將

這份教案依自己班級狀況進行調整，在班上實施，再將授課經驗帶回社群分享。 

第一
版教
案 共同

備課 

第二
版教
案 

教師
回校
內慎
思 

第三
版教
案 

公開
觀課 

議課 
/再議
課 

第四
版教
案 

其他
教師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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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課例介紹〈左忠毅公逸事〉 

本文以〈左忠毅公逸事〉課次為例進行分析，授課教師為社群中資深的夢蝶

老師。 

〈左忠毅公逸事〉是清代方苞的作品，故事內容由作者方苞所記下父親口述

的逸事，描寫左公斗微服視察時，入古寺避風雪，見熟睡的考生史可法文章十分

讚賞而向寺僧探問其名，在史可法入考場後正好左光斗為其考官，左光斗給予第

一名並引他拜見左夫人。之後，左光斗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史可法喬裝入獄，卻

遭左光斗嚴厲斥責趕出，認為其在國家危急之秋不應在此，左光斗感懷在心，為

將後不眠不休地帶兵剿寇，且回鄉必拜見左光斗夫人。 

教師手冊中，「選文說明」提到：「桐城派是清代古文的重要流派，而方苞又

是桐城派始祖，因此，學習清代散文，當以桐城派方苞的文章為由先考量。方苞

文章講究「義法」，左忠毅公逸事一文，結構嚴謹，剪裁精當，內容生動感人，

人物形象鮮明，可看出桐城派文風的特色，堪稱方苞散文的代表作。」（教師手

冊- 1）（陳萬益主編，2013，09-01）可見選文的考量在於本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

地位，但未提及對於現今高中學生的意義，因此，意義上的搭建，便須由教師的

教學與課程設計成為橋梁。此外，文本的「教學要點」中寫道： 

1. 認識桐城派古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2. 認識方苞的文學理論及散文成就。 

3. 了解「逸事」文體的寫作。 

4. 學習以賓襯主，側面烘托人物的寫作技巧。 

5. 體會左公斗與可法忠貞為國的忠毅情操。 

6. 體會師生之間的珍貴情誼。（教師手冊- 1）（陳萬益主編，2013，09-01） 

一、二、三點為認知層面的要點，理解文章風格與特色；第四點為技能層面

的要點，學習文章特色模仿其寫作手法；第五、六點則為情意上的體會，為道德

層次的精神「毅」，與師生情誼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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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授課學生為高一剛入學一個月的新生，在公開觀課中學生仍在適應與熟

悉如何與同儕討論與對話。夢蝶老師在教案上面寫道，此班為「導師班」、「入學

一個半月，尚未完全熟悉高中國文課程及內容 。」、「未分類組，語文興趣呈常

態現象」，學生特性為「少部分學生勇於表達」（教案-1），因此教師仍在鼓勵學

生表達的階段。 

夢蝶老師先將設計好的教案在社群網站上分享，此一課次的教學要點，教師

以閱讀理解的能力分層書寫，涵蓋了上述教師手冊的認知、技能、情意的教學要

點： 

1. 擷取與檢索：找到左光斗及史可法的動作，並體會二人動作的意義 

2. 統整與解釋：能說出文章中行動及語言的意涵，並明白該文以事寫人技巧。 

3. 省思與評鑑：學習以事寫人技巧 

認識忠毅之傳統精神，進而思考人生價值。（教案-1） 

以下為教師四堂課的教案設計（教案- 1），考量高一學生而言奠定閱讀基礎

的重要性，除了第一節課做課文的基本介紹與文意帶讀，第二與第三節課皆以閱

讀策略提問，分組討論與作答，第四節課再行收尾。 

表 3-3-1 〈左忠毅公逸事〉教案設計問題 

節次 教學問題 閱讀 

層次 

第一節 一、 簡介紹左光斗、史可法、方苞的生平 

二、 桐城派介紹 

三、 課文略讀 

 

第二節 一、將文中左光斗對史可法的動作、言語分項記錄，並藉

此說明左光斗的為人及用意。 

二、文中史可法的語言所呈現的情緒為何？ 

三、左光斗對史可法的影響為何？ 

檢索 

統整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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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忠毅公逸事中證實「忠毅」之事者為何？ 

第三節 一、文中出現風雪冰霜各在何時，呈現何氛圍？ 

二、找出桐城派手法的證明。 

三、文章中出現二次「夫人」，請說明夫人在場時的人時

事，並試著想出方苞為何如此安排。 

四、史可法受到左光斗感召，你是否也曾因人因事受到感

動而有所影響? 

五、你認為現代師生的互動模式為何？以你的例子而言。 

檢索 

統整 

解釋 

省思 

評鑑 

第四節 一、脈絡分析（分述文中人、事、時、地、物） 

二、統整段落大意 

三、文意理解及語氣語意的綜合呈現：雙簧表演 

統整、

省思、

評鑑 

共同備課之前，教師們已將公開觀課的時間敲定為課次的「第二堂課」，因

此共同備課時教師討論的核心放在第二堂課，但教師並非按照教案題目一題一題

地討論下來，常會岔出去針對文本、學生、教學目標進行探究，偶爾也一併會討

論到一到四堂課的問題。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壹、研究信實度 

一、同儕檢視與反思 

 研究者在每學期會定期安排與指導教授和同學團體 meeting，藉由教授與同

儕的回饋，以反思自己的論文寫作、檢視偏見或預設立場。 

二、三角檢定 

 本文運用多方資料來源、方法與理論觀點，以減少使用單一研究方法產生的

系統化的偏誤。本文以檔案文件、語料、和訪談的多元資料交互比對，反覆閱讀，

使用多方資料來檢視論文的信實度。在研究過程中，也會以相關理論佐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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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上的偏誤。 

三、澄清研究者背景與立場 

 由於研究者的學習經驗與背景，對於文言文已有某種定見，加上在教師社群

中已觀察一年多的時間，在文章寫作時容易理所當然地跳過論述與辯證的過程而

直接闡述。藉由同儕檢視與三角檢證，幫助看見自己的不足之處。 

 

貳、研究倫理 

一、自願且知情的同意原則 

在研究開始前，須向研究參與者確切明確說明本研究之相關訊息，包含研究

目的、方法、內容，與時間，經同意後進行。而會議上的錄音必取得研究參與者

的同意後才進行，而當研究參與者不願留存對談紀錄時立即中止錄音。（潘淑滿，

2013；潘慧玲主編，2004） 

二、尊重個人隱私的保密原則 

在研究者的身分上，對於參與者承諾保密，在研究的呈現上相關之人名、地

名、學校名皆以化名方式呈現；所蒐集之資料妥善保管處理不外流，不做他用。 

三、研究互惠關係 

在研究過程中，也一方面協助社群教師們製作會議記錄、讓社群的運作歷程

資料有系統化地保留，並在研究後與教師分享研究成果，形成研究的互惠

（reciprocity）關係。（潘淑滿，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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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師們的共同備課、議課與再議課 

佐藤學以「學習的交響樂」形容學習共同體教室中學生聆聽、思考與對話的

交織（佐藤學，2012，p.233）。那麼，教師的共同備課，應是教師在課前齊聚一

堂的共同編曲，從文本的主旋律思考搭配何種樂器、使用何種旋律和弦，編寫出

具吸引力且適於學生和教室情境的的交響樂章。到了公開觀課，即為師生的合奏，

其他教師進入組內，諦聽生生與師生間對話與聆聽的交響樂，並於議課和再議課

時分享回饋與共同省思，反芻修正，形成一個省思、行動、省思的歷程。本章以

「共備」、「議課與再議課」兩部份，梳理教師共同備課到再議課的歷程。 

第一節 共備 

如同前述，夢蝶老師共備前已預先設計好四堂課教案，以下是每一堂課的教

學問題（表 4-1-1），授課學生為剛進入高一一個月的男生班，除第一節課基本介

紹與文意帶讀，第二三堂課皆以「閱讀策略」進行提問與分組討論，第四節課再

行收尾。 

表 4-1-1 〈左忠毅公逸事〉教案設計問題 

節次 教學問題 閱讀 

層次 

第一節 一、簡介紹左光斗、史可法、方苞的生平 

二、桐城派介紹 

三、課文略讀 

 

第二節 一、將文中左光斗對史可法的動作、言語分項記錄，並藉

此說明左光斗的為人及用意。 

二、文中史可法的語言所呈現的情緒為何？ 

三、左光斗對史可法的影響為何？ 

檢索 

統整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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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忠毅公逸事中證實「忠毅」之事者為何？ 

第三節 一、文中出現風雪冰霜各在何時，呈現何氛圍？ 

二、找出桐城派手法的證明。 

三、文章中出現二次「夫人」，請說明夫人在場時的人時

事，並試著想出方苞為何如此安排。 

四、史可法受到左光斗感召，你是否也曾因人因事受到感

動而有所影響? 

五、你認為現代師生的互動模式為何？以你的例子而言。 

檢索 

統整 

解釋 

省思 

評鑑 

第四節 一、脈絡分析（分述文中人、事、時、地、物） 

二、統整段落大意 

三、文意理解及語氣語意的綜合呈現：雙簧表演 

統整、

省思、

評鑑 

共同備課前，教師已將公開觀課時間敲定「第二堂課」，因此共備討論的核

心放在第二堂課，但教師並非按照教案題目次序討論，常會岔開針對文本、學生、

教學目標進行探究，也一併會討論到其他三堂課的問題。以下首先呈現夢蝶老師

在共同備課之前，所設計的「第二堂課」，第一版的教案(如下表 4-1-2)。 

共同備課時，社群教師們以夢蝶老師設計的第一版教案為基底開啟對話，本

節次分為五個部分來梳理教師的共備對話歷程，第一部分「教案推演與創思」描

述教師如何探究、推演、發展創思、抉擇與考量；第二部分「文本多角度詮釋和

當代意義」探究教師在文本知識上展開多角度的詮釋，以及拉開文本的當代意義

與學生連結；第三部分「教學層次梳理與經驗連結」整理備課中的教學目標如何

在討論中慢慢地浮現而出，且梳理出不同層次的教學目標，由此繼續發展教學設

計。第四部份「備課後省思」是授課教師夢蝶老師在備課之後，修正產生第三版

教案的慎思歷程。本章也會將備課後的第二版教案，和夢蝶老師修正的第三版教

案穿插其中，以利讀者了解修正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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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共同備課前第一版教案 

一、將文中左光斗對史可法的動作、言語分項記錄，並說明藉此左光斗的為人及

用意。 

動作 為人 

  

  

  

 

語言 用意 

  

  

 

二、文中史可法的語言所呈現的情緒為何？(情緒可以多種) 

 語言 情緒 

1   

2   

 

三、左光斗對史可法的影響為何？ 

生前 影響 

面署第一   

召入，使拜夫人   

他日繼吾志事   

生後  

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侯太公、太母起

居，拜夫人於堂上 

 

 

四、左忠毅公逸事中證實「忠毅」之事者為何? 

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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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案推演與創思 

以下從「推演設計」、「分鏡的創思」、「『忠毅』」鷹架與目標確認」，來闡述

教師推演教學設計的歷程，以及提出教學創思後，如何抉擇與考量，並從學生視

角來探問教學目標以確認教學重點。 

一、推演設計 

共同備課一開始，夢蝶老師先說明教學目標，第一堂課的目標，為帶領學生

學習文言文閱讀，理解文意與文本的背景知識。 

 

第一堂課就是作者、桐城派，還有文章一定要帶讀，簡單講文意，不作任何

分析…因為我想讓孩子習慣文言文的語法，讀很重要，那讀的每一句裡面的斷句，

就代表你對文意的瞭解，所以帶他們讀，瞭解一下全課。(備-71) 

 

夢蝶老師從學生的年級，與學生過往閱讀的先備知識，來猜想學生閱讀此課

的難易，以及課堂的進度安排。 

 

因為〈左忠毅公〉這一課我覺得對高一的學生來講，因為唸過〈師說〉再來

讀左忠毅公他們應該會覺得簡單，所以我讓他們全部讀完，這是第一堂課我處理

完這些基本知識。(備-76) 

 

第二堂課，著重閱讀策略，以達到檢索、統整、與解釋的目標，並繼續揣測

學生在討論時對於問題設計的難易。 

 

第二堂課就是我們要觀課的內容，那因為我們上次說要用閱讀策略，然後再

檢核，所以各位的，旁邊有每一題是閱讀策略的哪一種，第一題我不曉得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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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簡單耶，第一題就是所有的動作都寫下來…學生討論的話，我預測比較困難的

是「為人」跟「用意」這二部份…。(備-78) 

 

並且，夢蝶老師在言語中開創一個「想像的教學情境」，以言語來推導教學

流程，學生在課堂上可能會如何，自己又該如何承接，如何應答。 

 

那學生就是討論完，發表之後我要他們說明，最後做一個定調，因為可能為

人這個東西他們的答案會不一樣，這個部份是比較開放的，我可以說他們都對，

但是我覺得我要讓他們知道哪一個比較是好的，這個是我想上課的時候這樣做。 

(備-95) 

 

說明之後，其他教師陸續詢問夢蝶老師的設計想法，魚樂老師開始做教學細

節上的詢問，栩栩老師確認該班學生目前的閱讀能力，再由此推衍學生可能面對

的困難。 

 

魚樂：所以，妳到時候學習單給的就是空格對不對？就是動作、為人，然後動作

還要自己找？每一項都要自己找？ 

夢蝶：對，這一題是這樣。 

大鵬：為人也是自己找？ 

夢蝶：對，你要相對應，那學生可能找不到… 

魚樂：找不到這麼多。 

栩栩：他們（學生）現在會抓動詞了嗎？文言文中的動詞抓得到？ 

夢蝶：應該會，會。 

栩栩：那應該沒問題耶，如果他們有把動詞抓過來，只是他會不會分這麼細微，…

就是這幾個動作其實連續性可以表達一個，但是細微的一、二、三其實分不

出來。(備-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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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繼續推進，魚樂老師回顧以往自己教學時的經驗，「以前這個我類似做

過」、「他們會找到…找不到…」藉由經驗回顧，提出面對較困難的題目，如何搭

教學鷹架。 

 

魚樂：我覺得妳可以跟他們說，至少可以找出幾個，給他一個數量，然後他就會

慢慢去細分了，然後妳給他提示說你要儘量去找動作，因為以前這個我類似

做過，他們就找不到「入古寺」這件事。 

栩栩：對，他們找不到入古寺。 

魚樂：他們找不到，然後他們會找到「解貂覆生」，不會找到「瞿然注視」。(備

-114) 

 

教師們來自於不同的學校，觀看教案時，也會將思維拉到自己學校與自己班

級，來想像學生在這樣的教學設計中，可能會遇到的困難與反應。 

 

大鵬：因為我覺得對我們(班)的小孩，我不知道耶，如果只給他們動作跟為人，

他不知道你要寫什麼，我們的小孩會不知道。 

魚樂：欸妳可以只給他一個，比如說視為京畿，一個。 

夢蝶：妳是說給範例？(備-155) 

 

 這樣的揣測，讓教師們往更細緻的設計細節去思考，探究題目設計的用詞、

以及再次想像教學策略。 

 

夢蝶：我是覺得用意有的詞… 

虛聲：怪怪的。 

栩栩：動作出發點，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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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樂：要不然就代表意義，因為我之前都是這樣問的。 

大鵬：因為我覺得寫用意我們學生也不懂。 

夢蝶：動作的代表意義。 

止水：用意/動機/意圖。 

虛聲：那還是第一個，就是老師先做例子這樣？先舉第一個範例，後面就讓他們

找。(備-212) 

 

 教師也針對夢蝶老師設計的題目與提供的答案，進行推敲，回到文本寫作的

時代背景來討論和引證。 

 

栩栩：我想問一下，入古寺(的動作意涵)為什麼是顧及弱勢啊？我一直覺得這個

才直接找一個可以待著的地方就好了。 

夢蝶：因為他沒有去學堂、有名的書舍，他到古寺，他去看那個窮學生。 

栩栩：所以，他知道古寺一定有窮學生？ 

魚樂：一定，那時候都這樣。 

夢蝶：不知道，所以才巧遇啊！這我說的答案啦！ 

山木：以前考生確實沒有錢的會到古寺，因為那個有時候要待上半年。 

夢蝶：感覺好像你曾經待過。 

山木：不是，《城南舊事》那個誰？ 

大鵬：林海音。 

山木：裡面有講過類似應考，就是從各個地方到北京趕考，他們就會有一些比

如說，學舍，就有分喔。(備-120) 

 

而即使夢蝶老師在教案上提供了自己的答案，他也多次提及，這些是讓自己

心中先有個答案，但仍要「等待學生答案」，保留在真實教學情境中，會有不可

預知性的準備。 

 



 

50 
 

 

夢蝶：我等學生答案啊！我就是在等學生答案，那我心裡先有一個想法。(備-182) 

夢蝶：我在等學生答案啦，這是我自己心裡的答案，我在等學生答案…(備-194） 

夢蝶：老師講，學生自己的啊，我就看學生怎麼解讀啊。(備-608） 

 

 從夢蝶老師準備好的教案中，教師就學生的能力和知識背景，以言語開創一

個教學情境，去推敲教案的內容與答案，預測學生可能的困難，也從過往的經驗

中提出建議，搭建鷹架，讓教案在不斷推敲過程中凸顯出細節，細緻化教學。 

二、分鏡的創思  

除了推衍教案設計與預測學生，教學的創思也從言談當中滾滾而入，逍遙老

師提問了，教案中第一個題目「將文中左光斗對史可法的動作、言語分項記錄，

並藉此說明左光斗的為人及用意」設計背後的學習目標。 

 

逍遙：所以這一段主要是要讓學生理解是嗎？ 

夢蝶：對，他們自己讀。 

逍遙：是意象，字面上的理解還是，就是解讀的意思？ 

夢蝶：還有要解釋。 

逍遙：解釋，所以不是翻譯，只是解釋？ 

栩栩：就前面是檢索，然後後面等於是有點像分析，理解，已經理解。(備-232） 

 

提問與確認之後，逍遙老師以原本設計為基礎，提出了以電影「分鏡」概念

的教學創思。希望能夠在檢索與解釋的目標中再帶入「感受」，引導學生細膩地

融入角色與場景感受。 

 

逍遙：…你的動作其實是一個分鏡的概念，很多個分鏡，那到底這些分鏡裡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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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就是它這裡面有場景嘛，有人，有地方，可能是有溫度，下雪，是白

天還是晚上，我覺得讓他們去講出，對每個分鏡的感受。(備-267) 

 

在新的教學創思提出後，有限的教學時間，卻讓夢蝶老師對於此創思卻步。 

 

夢蝶：我是想，不要花那麼細去整理。 

栩栩：因為其實妳最後一課也是可以，第四節課... 

夢蝶：其實也可以提供那個背景、圖片，我把每個動作變成一張圖片，叫他們排。 

希聲：妳要自己找圖片？叫他們畫。 

夢蝶：時間不夠...我讓他們排，排順序。(備-293） 

 

但是，教師們的教學創思並未就此停止，隨著「分鏡」概念的提出，教師們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轉化分鏡概念為「流程圖」的問題設計。 

 

大鵬：還是我們簡單用那個，很像流程圖的那個概念？ 

夢蝶：就是用一個框框，不要說那是分鏡。 

大鵬：對，就是用一個框框讓他寫，不要說那是分鏡表，從第一個鏡頭到第二個

鏡頭，到第三個鏡頭，那他能寫幾個鏡頭... 

夢蝶：畫還是寫？ 

大鵬：用寫的，妳希望他寫不是嗎？ 

栩栩：就 PowerPoint 流程圖他有一個大的...。(備-483) 

 

創思一個接著一個，教師們也思考著將教案中的第二大題語言檢索轉為「圖

片加對話框」形式的教學設計，如此漫畫式的運用，除能帶出文中的語言，也能

讓學生思考「說者」與「聽者」內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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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蝶：比方說是左光斗說，就給史可法一個對話框，OS 老師說的話，我怎麼解

讀，用史可法的心態去想。 

大鵬：對，我怎麼想老師講這句話，這樣會不會比較？ 

魚樂：好好玩喔，我覺得好好玩。 

夢蝶：老師講，學生自己的啊，我就看學生怎麼解讀啊。 

大鵬：學生接收到什麼訊息啊。 

魚樂：所以這個老師說了這句話，學生聽了就說，老師在想什麼。(備-569) 

 

在創思與教學設計轉化源源不絕的滾動同時，教師再次揣測學生的反應，預

想教學現場可能會遇到的難題，例如時間、學生特質，現場可能的狀況。 

 

止水：欸我想問一下，學生的分鏡表會不會畫得很細？ 

魚樂：所以我們要給他... 

大鵬：其實我們期望他細啊... 

止水：那個細可以細到很細節耶，我是擔心他們會不會找到那麼細，我不曉得... 

魚樂：因為你給他時間限制，他應該沒辦法，可能要稍微限制他一下，比如說我

給他們討論幾分鐘... 

夢蝶：我覺得這對我們男生來講有點難。 

山木：男生通常想法會比較粗一點。  

魚樂：他會比較圖畫式的，對不對？ 

大鵬：四格漫畫。可是我們要引導他。 

… 

止水：對，如何畫分鏡，你要有他自己獨特的那個，他就要有更大的空間，他就

要更細膩，說他那個鏡頭是要怎麼處理，然後他可以中間有更細膩的鏡頭，

所以我是會比較偏剛剛那個栩栩說的，要不要讓他們先抓大的，然後如果那

個比較細節，後面有空可以去讓他們呈現他自己的美學風格啊，或是他想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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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他的心情，因為他不是只有事實，如果畫分鏡他會變成一個還蠻美學，藝

術形式的東西，所以我剛才會問那個問題，因為我不知道實際狀況學生會是

怎麼樣。（備-428） 

 

預想學生分鏡會畫得「粗」或「細」，透露了教師在教學設計的內涵（分鏡

的藝術性）、外在限制（有限時間），以及學生特質（男生班）、教學目標（體會

文本的細膩），需面臨多重的考量與抉擇。正當教師對話膠著的之時，栩栩老師

再次回過頭來，統整問題以確認教學目標，也可見教學仍必須在有限的「時間」

中取捨。 

 

栩栩：對，因為我們現在好像卡在，一定要用分鏡嗎？還是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

有達到這樣的效果，…現在感覺如果分鏡的話，花的時間會比討論還要多，

就變成我們在這一節課只能講二段，這樣的取擇可以嗎？如果可以，就讓學

生畫分鏡，或者是四格漫畫是大方向，那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學生能夠去關注

它的動作加氛圍，…所以，我們可以看看夢蝶老師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備-478） 

 

在源源不絕的創思中再次確認能力目標，讓教師停下腳步，慢下來思索與釐

清自身的設計與目標的關聯性。 

 

止水：…我覺得最早我們在講國文，檢索的能力在閱讀裡面培養，理解文字代表

的動作跟為人，以及他最後對整篇的統整跟解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大鵬：可是她現在如果要畫出那流程表，他還是要有這個喔！這個還是要有，只

是說，現在夢蝶老師設計的是畫表格的方法，它變成是很像一個流程，有連

續性的動作.. (備-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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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豐富的設計能量不停地滾動、思考、轉化出千變萬化的教學創思，課堂

的有限時間、學生的能力和特質，讓教師必須不斷地考量，再三取捨與修正，在

既有的「現實」與理想的「目標」中反覆斟酌與確認。但同時，在有限的時間中，

教師也不斷地開展豐富的教學創思。 

 

三、「忠毅」鷹架與目標確認 

在教師共備前半段的言談，多次零星提及「認識文本人物的忠毅特質」是教

學的一大重點，也是教師不斷思考要幫學生搭建教學鷹架，產生跳躍（jump）之

處。 

 

夢蝶：忠毅才是重點。 

大鵬：對，忠毅才是重點，那個大鷹架他才跳得上去，所以我的意思是妳可以左

光斗那個地方先處理。 

魚樂：先處理情境，我覺得先左光斗就好。 

栩栩：史可法就可以照這樣子辦理，等於妳這節課就是比較細緻做這件事情，然

後下一次妳要討論史可法的時候就很快。 

大鵬：因為他已經被... 

魚樂：都架構好了。 

大鵬：對，他只要類比就好了。 

栩栩：然後妳在做脈絡整個抓起來的時候，妳就可以花更少的時間要求他們直接

用書寫的...（備-364） 

 

而夢蝶老師認為，文本人物所展現的「忠毅」精神，有些並沒有如此明確，

還是需要時間討論。「夢蝶：其實忠毅不就要討論很久？因為我自己在讀的時候，

這個是忠還是毅，我覺得沒有那麼清楚，有些不是那麼明確。」(備-629）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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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藉由三四段史可法的忠毅精神，來襯托左光斗的忠毅精神，「以賓顯主」的寫

作手法，讓夢蝶老師希望先讓學生了解三四段史可法的忠毅精神。 

 

夢蝶：可是我想先看史可法耶，如果這樣的話，應該先看史可法。 

大鵬：為什麼？ 

夢蝶：因為他借史可法來寫啊，先看完史可法再回到... (備-645) 

 

然而，大鵬老師有不同的看法，考量著學生目前高一的閱讀理解能力，再次

進行推敲。 

 

大鵬：…我是想說左光斗是給他（學生）基本對忠毅的認識，但是妳看他（作者）

借史可法來寫他（左光斗）的忠毅，對學生來講，會不會是難的？那個就設

定在第三節。 

夢蝶：就是說在史可法身上的忠毅比較隱晦？妳的意思是這樣？左光斗比較容易

看得出來？ 

大鵬：對，啊如果他一開始才高一，他前面要做這些工作，對，讀懂那個細膩的

細節... (備-634） 

 

在教學設計與鷹架反覆思辯時，逍遙老師試圖跳脫出來，融入學生的視角，

來預測學生對於忠與毅問題的想法，是否會超出課本的限制框架。 

 

逍遙：他們會不會有誰會想那個毅，是不是義氣的義啊，為什麼是這個毅啊，我

覺得學生會不會問這個問題？ 

止水：會，我就會想問這個問題。 

栩栩：這個毅是堅忍的意思。 

夢蝶：要給定義對不對？對，要定義啊，所以我本來想也開放，讓他去解釋。(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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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止水老師也試圖思考學生除了忠與毅之外，是否會跳脫教師思考框架，說出

不同的答案。 

 

止水：我可不可以問狀況外，學生會不會講出都不是我們想要的，也不是忠，也

不是毅？ 

魚樂：有可能。 

止水：他們常常會講什麼？ 

夢蝶：不知道。 

魚樂：真的不知道，現在學生真的，真的出人意表。(備-) 

 

從這樣的問題中，讓止水老師再次回到教學目標來確認。 

 

止水：所以我們想要藉由這個文本做什麼？只是要讓他們知道正確答案叫忠毅嗎？

(備-783) 

 

經過確認之後，發現真正的教學目標並非「忠毅」知識的灌輸，而是藉由認

識文本的人物特質，帶學生理解「以事寫人」的策略與技巧。 

 

虛聲：特質。 

夢蝶：瞭解這個文章是借事寫人，我要寫你這個人的個性特質，你的優點，用的

是另外一種方式。 

止水：對，就是如何描述，如何使用語言文字，如何理解。 

夢蝶：其實他是用說故事的方式。 

虛聲：對，他是用逸事，逸事就是說故事。(備-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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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從一開始提及「忠毅」的教學重點，揣測學生的學習與鷹架的搭建，而

此時跳脫出教師的視角融入學生對學習的思考「學生會不會…」，以及再次詢問

「想藉由這個文本做什麼？」確認教學目標，引出了忠毅只是特質，真正的目標

是讓學生了解「以事寫人」的寫作技巧，此為教師討論軸線的一個轉折點。 

 

貳、文本多角度詮釋和當代意義 

 除了教案的推演與創思，教師也從多重的視角對於文本進行詮釋，在文本的

探究中，除了喚醒過往教師、學生的詮釋經驗，也從當代學生視角進行提問，文

本探究的同時也是進一步對於教學重點的梳理與開展。以下從「師生詮釋經驗」

與「課程什麼能吸引學生」兩部分分述。 

一、師生詮釋經驗  

當教師討論到教案中第三堂課的問題「文章中出現二次『夫人』，請說明夫

人在場時的人時事，並試著想出方苞為何如此安排。」時，引發了教師分享過往

的教學經驗與學生的回應。 

 

魚樂：欸我其實有跟學生討論過這件事，他(史可法)為什麼要去見他(左光斗)的

夫人，為什麼後來老師死了還要去他們家，我有問他們為什麼。 

大鵬：你們學生說了什麼？ 

栩栩：視如己出嗎？ 

魚樂：學生說什麼，就是感念師恩啊，然後就是要幫助老師照顧師母啊，因為老

師當著師母的面說「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栩栩：老師只靠我了... 

夢蝶：所以答案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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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樂：因為那個時候，史可法真的在左光斗他們家住了一陣子，因為他窮，他真

的在他家住。 

栩栩：天啊，我都不知道這個，我那時候覺得很單純的... (備-955) 

 

過往經驗如同雪球般滾動，激發了教師繼續分享，過往學生在文本上與教師

不一樣的解讀方式。教師的詮釋、以前學生的詮釋，在對話中相互穿插。 

 

栩栩：對，我覺得學生想的角度跟我們會不同，我覺得他講的也沒錯啊，就吾諸

兒碌碌，那這一個的確是可堪造就的人才，所以千萬不能讓他入廠獄，為什

麼，因為我只剩這一個。 

夢蝶：國跟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 

魚樂：所以你趕快給我滾是不是？ 

栩栩：對，趕快出去這樣，我的兒子被抓進來沒關係，你千萬不要，出去出去！

我覺得學生會看的角度有時候，比較... (備-1003) 

 

過往學生的詮釋角度，也引發大塊老師回顧，自身在教學時存在心中，但未

曾提及的疑問。 

 

大塊：我自己在教的時候，講第一段的時候，我有想過那個夫人的心態是什麼，

可是我沒有問學生。當著我的面說別人的比較有用，我生的都沒用，我有想

過這個點，可是只有自己想一想也是不確認。 

大鵬：就媽媽情何以堪對不對？是這個意思嗎？(備-1010) 

 

從大塊老師自身經驗中，讓止水老師再次換位思考，當代學生閱讀古代文本

時，是否也會以當代經驗去觀看，並且在閱讀時心中產生疑問或不同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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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我其實剛真的很想問，學生會不會整個又跳出來看，像剛剛大塊老師講說，

這種其實反倒是我們在教，是沒有浮現出來的，可是可能學生已經... 

大塊：就夫人的情感是什麼，就我自己在想說為什麼是這樣。 

… 

止水：所以我剛剛很想問說，我們不知道可以怎麼樣提供給他某部份那種空間啊，

或者是像剛剛栩栩講的，學生會有那些反應。(備-1015) 

 

由此思考，另外一個教學創思再次蹦出，逍遙老師提議，藉由「讓學生對文

本進行提問」的教學設計，帶出學生對於文本的疑問。 

 

逍遙：其實有沒有可能，讓學生問一些問題，可是我們沒辦法討論的。可以問問

題，但不能討論。 

夢蝶：喔就是提問，請他們提問。 

大鵬：你覺得這篇文章哪裡有問題。 

逍遙：就抛問題出來啊。 

夢蝶：就每一組想一個問題。 

大鵬：這篇文章哪裡有... 

魚樂：哪裡有不合理的地方？ 

止水：從學生目前當代的生活經驗或者是像他認識的，他怎麼來去讀這一篇，有

可能會問出一些 out of box。(備-1027) 

 

此外，在訪談中，夢蝶老師曾提及國文課本中的選文，在世代更迭之下並未

有太大的改變，因此，許多選文成為「跨世代」的記憶，改變的只是教學者的教

學設計與方法。 

 

夢蝶：其實這麼多變，教材沒有太大改變，…如果你要講老師來講，以前如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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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編版的那個課本，其實現在變來變去，就是在以前國編版，因為以前的課

次比較多，在裡面刪刪減減…（訪-150724） 

 

夢蝶：就是這一些，那如果就像現在師培中心的孩子們，其實他高中唸的東西，

你以後出來教書，還是教這幾課，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教材沒有變，只是教

法在改變。（訪-150724） 

 

因此，從語料中發現，教師們共同備課時總會穿插著「我當學生時讀這一篇」

的經驗回顧，教師學生時代的閱讀經驗影響教師如何詮釋文本。大鵬與大塊老師

憶起了自己求學時期，身為學生的自己讀此篇的想法和感受。 

 

大鵬：你知道我以前在讀這一課，老師又講得很生動，就覺得為什麼要拿這一課

來嚇我們。 

大塊：然後我以前還想的是，膝蓋可以打斷，手為什麼不能打斷？ 

夢蝶：他打他腳啊，沒有打他手啊！ 

大塊：因為手如果打斷就不可以撐開了。 

魚樂：沒有，他手還要畫押啊，要蓋章，所以手通常不能打斷。 

大鵬：而且你會覺得裡面很殘酷嗎？就是裡面的，你就只要把它形象化，把它想

成電影場景都非常的噁心。(備-1041) 

 

這樣的感受，與現今的學生有了「跨世代的共鳴」。 

 

     魚樂：有啊，學生就覺得怎麼寫成這樣。(備-1049) 

   

教師求學時代的文本閱讀經驗，對於文本的困惑和感受，也讓教師支持了「讓

學生拋問題」的教學設計，以揭露的困惑與感受「大鵬：那要讓他們問問題嗎？

 



 

61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 idea耶！」(備-1050)從此問題，也發現以往學生確實對

於文本有許多疑問與跳脫文本的解讀。 

 

山木：這篇文章曾經被拿來考證，就是，像史可法怎麼警覺性這麼低，睡覺有人

進來了居然沒有知覺，沒有查覺。 

… 

夢蝶：有學生問，為什麼寒夜起立。 

大鵬：不是，他們(學生)說虐待士兵，因為他們是二個那個，背對背，這樣不人

道，軍中不可以這樣，會被告。 

夢蝶：對啊，學生問，寒夜起立為什麼。 

山木：面署第一那個也有點怪怪的。 

魚樂：學生也有問。 

大鵬：他說這個違反考試公平性。 

栩栩：為什麼可以當面就說他是第一名，「老師，他們一定有什麼關係！難怪之

後就趕快帶到家裡去確認就是這一個」(備-1051) 

 

教師一方面從現代的眼光詮解文本，一方面也從古代的背景來解釋，古與今、

師與生的觀點，在教師話語之中相互交錯。 

 

逍遙：什麼不公平？ 

大鵬：他們不公平是說，他一聽到史可法面署第一這裡是不公平。你根本連看都

沒看。 

夢蝶：因為逸事啊。 

栩栩：沒有，他們在古寺的時候看過了，那文章看過了。 

魚樂：他那是童子試。 

山木：童子試，所以是秀才的那個嘛，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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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樂：所以秀才是，只是學正，他就可以排名。就像那個范敬中舉，他只要一入

了學，進了學，他只是最低，就考秀才，所以那個是可以的，因為他可以一

次錄取非常多人。 

栩栩：魚樂老師都完全不用這是逸事來含糊帶過，完全可以有立場可以告訴大家

說就是這個樣子。(備-1083) 

 

在這樣的討論之中，教師再試著將文本的人物與當代進行比對。也再次引發

教師去思考不同的現代連結意義。 

 

逍遙：欸，我們現在有現代史可法嗎？ 

大鵬：現在的史可法？ 

止水：哪些人像現代的史可法？ 

大鵬：有嗎？這是政治問題，我們沒辦法回答。 

逍遙：不一定是要政治人物啊。  

止水：我是覺得如果我是學生，我真的會問說，ok我讀完我也清楚這些是什麼

什麼了，那，以現代來看，譬如說他會很代表現代的哪些人？ 

夢蝶：師承嗎？這個點是講師承還是講個性？ 

栩栩：因為如果在這篇文章裡面要教，我覺得是要講師生關係，對。(備-1123) 

 

 教師認為，師生關係開始能夠讓古文本與現今時代對話，因此教師紛紛舉出

了當代的師生典範人物，進行對照比較。 

 

大鵬：好，有沒有一組師生是可以作為現代典範的啊？  

逍遙：有啊，毓老跟張老師。 

魚樂：可是他們二個完全，那個典型不一樣。 

大鵬：可是昨天呂世浩那個 TED taipei 裡面他也講到毓老，…他也講到毓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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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栩栩：忠毅耶。 

魚樂：毓老後來，他幾乎不睡覺，他就是一直唸書，然後教學，他幾乎可以不用

睡覺，這是我聽他們學生說的。 

止水：這是逸事嗎？ 

魚樂：真的，你看那張老師寫毓老師的狀態嘛，他怎麼樣來上課，怎麼樣那個，

他就是永遠精神矍鑠，他一直到九十多歲…。(備-1132) 

 

從以上對話中，首先能看見對話之中「經驗的共鳴」：教師從「回顧過往學

生的詮釋經驗」，到引發教師「自身過往的疑問」，並「換位思考」以學生的視角

去預測，如此開啟了一個新的教學設計的討論，經驗的共鳴一環一環的串聯，此

外，國文文本跨時代的特質，也讓教師回顧「自己學生時代」的閱讀感受，發現

師生對於文本有著類似的困惑和感受，因而更加支持讓學生問問題的教學設計，

以讓學生的感覺能藉由討論舒緩與流露。 

其次，除了文本的閱讀感受之外，教師也試圖去思索文本的現代意義，與現

代的學生能有何種連結，藉由「現代史可法的提問」，教師開啟了現代師生的典

範探索。古與今、師與生的觀點，在教師的對話中相互地交錯。 

 

二、課程什麼能吸引學生 

 

當教師再探問「這堂課什麼東西會吸引學生」時，再次發現，過往學生對於

課文中的刑求畫面有強烈感受與反應。 

 

逍遙：這堂課什麼東西會吸引學生啊？ 

魚樂：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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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塊：被打爛的膝蓋。 

大鵬：他們會模仿被打爛的膝蓋會是什麼狀態。 

逍遙：男生女生都一樣嗎？ 

大鵬：女生會說好噁心，就說為什麼叫我們讀這個。 

山木：尤其在「以指撥眥」的地方，他們會覺得很噁心。 

逍遙：他們覺得很噁心？ 

魚樂：女生在被炮烙那裡，他們就覺得很噁心了，他們說那不是都爛掉了嗎？他

們就有這種反應。然後，面額焦爛不可辨嘛！(備-1174) 

 

 這樣的共鳴，除了讓教師再強調，應該在教學設計上引導學生。「魚樂：這

個的確是我覺得上課要去引導，不然他們會一直停在那個可怕的畫面，我不知道

男生會怎樣，女生會一直問那個，他為什麼要一直抱他的膝蓋？」(備-1344)也讓

教師再一次思考，該如何將學生導引至期望的學習目標。 

 

逍遙：他會對這個文本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那

吸引他們的東西又會是什麼？本來這個意思是吸引他們去瞭解什麼是忠跟毅，可

是發現學生被吸引到的……我覺得這個要預期到，要怎麼把學生引過來啊。(備

-1189） 

 

教師再次確認目標，比較「忠毅」與「寫作」重點之間的關聯性，大鵬老師

考量「重點」之於「學生的意義」以及之於「教師的意義」，認為忠毅對於教師

和學生來說都過於遙遠，學會描寫人物的特質才是重點。 

 

魚樂：張老師說，其實寫作最重要的是細節動作，因為我們會覺得，像這篇文章

這麼久了我們都還記得，因為細節部份真的很形象化，很細，很生動，所以

這個是寫作很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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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我也覺得，我會從寫作那個鏡頭的重點，因為我覺得忠毅對他們來講，真

的太遙遠，而且對他們產生什麼現代意義，他連他忠於什麼他都不知道嘛，

因為他是誰，不要說他是誰，就是我們是誰我們可能都不知道。(備-1193) 

 

而在此時，逍遙老師再次針對文本的「忠毅」概念提出另一個教學觀點，

也就是帶學生去解析文本中「忠毅」概念中，所隱含的國家的意識形態。 

 

逍遙：還是說，可以轉成一個抽象的價值，其實國家就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啊，就

是一個抽象的價值啊，就是大家認同的一個族群，共同建立的想像體嘛，那

我覺得如果我們不敢碰到那個的話，也許是個抽象價值，到底有什麼東西是？

因為這是它的最高境界嘛，那整個寫的過程中，到底吸引學生的是什麼？如

果我們硬邦邦地去引到忠跟毅，中間很多都跳過去了耶，那到底吸引他什麼？

他會被什麼東西拉住，會停在那個地方，對吧？我們要猜得到啊，不猜得到

你怎麼帶他過去？(備-1199) 

 

同時，試圖釐清在文本中「師生關係」與「忠毅」兩者的關係為何，不只觸

及「什麼是重點」的問題，更觸及了「為什麼我們認為這是重點」的問題。 

 

逍遙：…師生跟忠毅是同一件東西，還是二個事情？二個不一樣的這個，我覺得

是不是我們老師在教的時候是不是要想一下，重點為什麼我們放忠毅，不是

放在師生？(備-1220) 

 

如此的提問，觸發教師回過頭去，省察其成為教師的養成過程。大鵬老師發

現，在文本是為跨世代記憶的同時，「忠毅」也成為師生教學傳承下來的重點，  

 

大鵬：這只能說我們教育非常地成功，因為不論哪個時代的老師，在教這一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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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回到忠毅，因為以前學的時候印象太深刻，就是我們都跳太快。 

逍遙：要跳過去是可以啦，可是我覺得學生應該被吸引到的東西，那那個東西我

們要不要被處理它？ 

(備-1206） 

 

另外，有教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文本中的「忠毅」不完全是國家意識，

其更要彰顯的是「師生傳承的精神」，一種超越國家意識的師生情感。 

 

夢蝶：剛我們講到，他們的諡號不是都有一個交集「忠」，就是一個「師承」。

(備-1223) 

 

栩栩老師再次回溯當時的學習與閱讀經驗，身為學生時的閱讀感受，感動於

文中的「師生情感」，也影響到教師延續著對於文本重點的詮釋。 

 

栩栩：因為他今天會跑到獄中，絕不是為了天下去找他的老師，是為了感念老師

的師恩才會去，所以我們印象最深刻的部份永遠都是這一段，當然它血腥的

部份印象很深刻，就是那個畫面，可是其實對我來說，我小時候讀這一篇，

我最深刻的是「涕泣謀於禁卒」這句話。 

逍遙：所以這個忠本身就是在講師生關係？ 

栩栩：我覺得是，他的忠毅，說真的我以前讀這篇文章，我從來不會關注在這二

個字，我只覺得師生... 

大鵬：但是考試會考。 

栩栩：對啊，考試會考，但是我考試沒問題啊，我的意思是說，這篇文章要感動

什麼的話，我覺得這是可以結合的。 

大鵬：妳好感性喔，因為我從小到大都覺得是很噁心。(備-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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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也可見，不同教師過往的閱讀經驗，會影響教師對於文本不同的詮釋

觀點，同時在對話中也可見，「忠毅」是世代記憶猶新的重點，而「考試」是伴

隨著重點生成的重要因素。隨著詮釋觀點在生命經驗中滾動，第三種「忠毅」的

意涵－「忠於自己的價值觀」，也開展而出。 

 

山木：那就不要只是侷限在忠於國家，或忠於政治。 

逍遙：因為我覺得很容易會往那個方向。 

山木：那忠於師生的情感，忠於自己的情感。 

大鵬：忠於自己的情感？ 

夢蝶：忠於自己的價值觀。(備-1240) 

 

「忠」的三種詮釋觀點在一步步的挖深詰問中綻開，關於「忠於國家」、「忠

是師生情感」、「忠於自我」，在對話中相互思辨。 

 

栩栩：所以其實我們，大概不會扯到政治這部份，因為現在講這個，比較難，但

是講忠於價值觀，我覺得在這篇文章中，就是價值觀很明。 

大鵬：我們剛剛不是有討論，他是忠毅公嘛，史可法不論是忠什麼，他還是忠啊。 

夢蝶：對啊，所以才說是師承啊，不是嗎？ 

大鵬：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他... 

逍遙：可是忠靖忠正...是國家的名耶。這個諡號本身是國家，我並沒有反對國家

的意思，可是本身這個諡號很明顯，忠靖嘛，忠烈嘛，忠正，這些都是跟國

家有關啊，也許史可法，左忠毅公他可能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

毅他本身就不太像，那個靖字，其實很強啊，我們怎麼可以沒看到？一定要

看得到嘛，所以當你先講這個忠毅的忠跟忠靖忠烈二個是同一個忠嗎？在這

個被賦予這樣一個諡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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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樂：左光斗是南明福王的時候追諡的，所以那時候明朝已經滅亡了，所以他才

追諡他忠。那為什麼是這樣，…因為當時魏忠賢隻手遮天嘛，所以其實是

楊漣彈劾他，那楊漣入獄了之後，左光斗為了救他繼續上訴，他才被抓去，

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基本上你要說他忠於國家也對，或是忠於他覺得... 

大塊：對的價值觀。 

(備-1245) 

 從思考課程對於學生的意義開始，教師發現了學生會被吸引到的，與教師所

希望教學的重點不同，因此再次展開教學重點的思辨，然而，教師所觸及到的問

題，不只是「什麼是重點」，更是「為什麼我們認為這是重點」，也發現「忠毅」

是世代教與學，以及透過考試而留下來的重點，自省從學到教的歷程中不知不覺

地乘載了某些未曾細想過的概念。而這樣的討論，也展開了「忠」的不同詮釋，

不同教師的內隱知識和過往經驗影響著教師對此文本的詮釋，相互激盪的話語如

同澎湃的樂章。 

參、教學層次梳理與經驗連結 

在文本多角度的詮釋與古今思辨中，也是教師不斷梳理教學目標與文本重點

的過程，綜觀教師在本課次討論到三個重點：「忠毅概念」、「以事寫人」、「師生

關係」，這三個重點並非一次迸出，而是在教師詰問教學目標、設計、文本、和

學生時抽絲剝繭慢慢地被確認、被提出，此時魚樂老師再次回到教學目標的確

認。 

 

魚樂：如果你的教學目標是訂在，其實這課我們通常都會訂在，文人的精神跟價

值，對不對？(備-1311) 

 

教師膠著於目標確認時，也試圖檢視教科書上的教學目標，發現教學目標，

會隨著新舊版本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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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學習重點我看大家（不同版本）寫得差不多，我先講舊版的，舊版他有寫

認識逸事文體的性質、認識方苞文學主張-桐城文派的形成發展、運用側面

描寫烘托主題的手法練習寫作，能將耳聞目睹之事寫成一篇逸事、效法左忠

毅公的志節，培養公忠體國的精神；康熹版的是，明白逸事體特色，品賞本

文雅潔精簡的寫作風格，掌握述寫人物應有的技巧，認識史可法左光斗行事

人格，培養高尚的志節情操。可是他們沒有 focus 在忠，有啦，志節啊，公

忠體國，那個應該還是。 

逍遙：師生沒有。 

大鵬：師生沒有，倒是師生沒有。 

栩栩：有啦，師生有。 

大鵬：在現代版本有。(備-1314) 

 

止水老師統整了上述三個重點，將之相互結合與梳理，再次回到最初的「能

力目標」來思考，要培養學生什麼能力，例如，超越文本是否合理或是否真實，

而讓學生有能力分析出作者如何「選材」，如何「營造」文本的忠毅與師生關係。 

 

止水：如果夢蝶剛講，學習以事寫人的技巧嘛，那如果他想要創造，就是說他想

要營造什麼樣子的，譬如說忠的師生關係，那他用什麼樣的手法來寫應該也

是我們要討論的吧？是不是事實或合理，我們一般會有這樣的反應，可是如

果他變成要進到說要學習如何以事寫人的話，做為作者而言，他可能會選擇

一些什麼樣的場景作為重點，他去形塑那樣子的師生關係，這個會是我們想

要帶學生去探索的嗎？如果回到閱讀，就是國文課裡面我們想要培養他那種

能力的話，是不是要再 go beyond一點？就是，當然學生會很印象深刻那些，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把他引導到其實，應該所有的作者，你在描寫一些什麼，

你一定會去選擇一些你去突顯、或放大，或怎樣去營造一個人，所以你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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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子的忠毅的精神或等等。 

大鵬：意思是說，會怎麼選擇一些特定？他怎麼選的？ 

止水：所有的作者在寫作這件事不都這樣做的嗎？ 

栩栩：取材。(備-1359) 

 

    由此，梳理出三個層次的教學目標：第一層「閱讀、檢索、統整、解釋」先

能理解與解釋文本、第二層「分析寫作手法」，作者如何取材，如何營造忠毅與

師生關係，進而達到第三層「創作」的能力。 

 

止水：就是說閱讀檢索統整解釋，這是第一層，就是他要學得的，然後第二

層就是，如果你要成為自己可以創造文本的人，那你是不是也要看透他這些東西，

然後這裡面的描寫，為什麼他要這樣寫，這樣營造啊？然後第三層才會是，如果

是你來弄，那你的分鏡表會怎麼畫，你會怎麼樣來講這樣的故事？…那第一層我

看到夢蝶要做，我們現在那個國文把 pisa的閱讀策略，然後剛逍遙也在講這件

事，其實他也脫離不了國家，魚樂也解釋了很多那個背景啊，其實都脫離不了他

們想要創造或營造什麼樣的東西讓你去看到啊，不是嗎？(備-1378) 

 

延續著「創作」目標的思考，教師再重新回到教學設計中，連結學生的經驗

思考來發展。 

 

逍遙：…如果我們覺得這篇裡面那種超越一些我們血緣關係，他就是愛才惜才的

師生關係，這種忠於自己的價值，是我們覺得這個課裡面會讓學生感受深刻，

甚至影響他人生的一個價值想法，可不可以在評量，第三個不是相聲？而是，

寫一篇東西？就是回到剛剛止水老師講的，假設我們要以忠為始，我們最後

要寫一篇，你要寫一個師長，或是家人，其實都可以，你被他影響很深刻…。 

(備-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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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扣著學生的「生命經驗連結」與高層次的「創作目標」，教師再次開展出

一個想像空間，去推衍、預測，學生與師生互動、發展教學設計與創思。 

 

大鵬：…要跟他自己的生活經驗，就是他跟老師互動的經驗，他要選擇，他要怎

麼寫，他要挑哪些場景，例如說，某一天他被留下來，為了什麼事他被老師

留下來，老師跟他講了什麼話，那一個可能十分鐘的晤談，卻影響他很深，

maybe，就類似這樣，他要選材嘛，那如果是他有達到這個透過我們好好設

計的寫作的功課，其實我覺得可能會適度地解決我們前面在討論的問題，不

會一直在打轉國家啊，他有比較更聚焦的、更切身的...，但這一個題目就要

想一想，就是說短文寫作要怎樣去切入，要符合這幾個指標，就等於說是上

完這一課的整體驗收啦，情意上他要怎麼去蒐尋，去思考…。 

魚樂：就等於說這是一個他自己回去做一個深層省思的整理了，已經不是課文檢

索這個層次，是跟自己的生命經驗做呼應嘛！ 

大鵬：對，這個層次我覺得應該是最高的。因為他才會用嘛。 

魚樂：對，也可以寫了，也可以去反思跟老師的關係。他會不會覺得沒有一個老

師影響我的人生？ 

大鵬：廣義的老師啊！他們應該會寫補習班老師吧？如果高一，如何協助我度過

國九黑暗的日子。 

夢蝶：飛越人生中的冬天，其實三四題我自己在想說我重複耶。 

魚樂：我覺得你可以把它文字再修，讓它區隔開。(備-1415) 

 

以上可見，教師從發散的多元詮釋文本抽絲剝繭教學重點，再回過頭來聚斂、

梳理出有層次的教學層次，由此，繼續推演著教學設計與創思。 

在共同備課後，產生了第二版本的教案（下表 4-1-3），原本的第一題與第

二題合併為一題，教學設計上改為以「流程圖」引導檢索動作、以「圖片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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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共同備課後第二版教案 

一、將文中左光斗對史可法的動作、言語分項記錄，並說明藉此可知左光斗的為

人及用意為何？ 

 

動作：以畫分鏡/流程圖的讓學生重現場景，此部份在上〈項脊軒誌〉時可先

讓學生練習。 

 

語言：以圖像和對話框，呈現文中左光斗與史可法所說的話，並加註一方

說話時，另一方的 OS，聽到這句話時的情緒與感受。 

 

二、左忠毅公逸事中證實「忠毅」之事者為何? 

忠 毅 

  

  

 

三、左光斗與史可法師生篤厚，請說明下面事件對史可法的影響。 

生前 影響 

面署第一   

召入，使拜夫人   

他日繼吾志事   

生後  

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侯太公、太母起居，拜

夫人於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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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思索文中的對話，與說者和聽者情緒，此外即為題目與題目順序的調整。然

而，也可看見，即使教師的討論豐富，教案尚未有太大的調整，教師雖拉出許多

抽象問題的辯證，但許多時候最後並未有一個結論或共識，而是再交由夢蝶老師

自行思考與抉擇。下個部分即為夢蝶老師共備之後，帶著大家的討論回到學校再

次省思的歷程。 

 

肆、備課後省思 

 回到學校後，夢蝶老師將共備的討論帶回學校，再從看到班上學生的樣貌省

思修改教案，形成第三版本的教案（表 4-1-4）。以下是夢蝶老師的思考過程： 

一、共備討論的反芻與修改 

對於共同備課時不斷提及與梳理的兩個重點：「師承」與「忠毅」，教師的討

論偏向「忠毅」概念難以與現代經驗產生連結，然而，課後夢蝶老師重新思索了

教學重點之於學生的意義，有了不同的想法。 

 

夢蝶：師承，對。他其實要講一個就是尊師重道的概念，但是因為尊師重道這個，

我覺得現在對學生來講，好像沒那麼重要... 

訪：為什麼？ 

夢蝶：對，因為整個我覺得是整個大環境，對老師的那個敬重越來越少，那老師

認真，他們就會敬重你，那我覺得這個就不要再去說，因為這樣好像強迫他

們，如果老師不認真你也要敬重他，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對不對，所以我

也就不談這個，但是那個忠毅這兩個字是應該要談的，忠這個字、跟毅這個

字在古代，有古代的解釋方式，那我覺得忠毅兩個字放在現代是一輩子都會

用得到的，包括你以後在職場上，你面對你的人生，還包括你面對你的伴侶

要不要忠毅，對不對？那我是覺得這個對他們來講，是比較有意義的啦，所

以除了課本講的，所以我有把師生這個部分，我有稍微淡化不需要，在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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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時候不需要講那麼多。(訪-150814) 

 

夢蝶教師在「尊師重道」與「忠毅」的重點上，考量了兩者在時代上意義的

改變，也考量重點對於學生現在與未來的意義。而同時，備課中的共同討論，也

在夢蝶老師的思考中醞釀著，共備時教師們不斷提及知識如何與現代學生產生意

義連結的討論，也讓夢蝶老師再次思索。  

 

那個現代忠毅是我忘了誰講了一句話說，因為我都盡量希望，我的課文是可

以跟現代，學生現在的生活上現代經驗，或是未來可能需要的能力做連結，那我

不曉得我有聽到一個人說，那一課跟現在有甚麼關係，我好像記得不知道誰講，

所以我回去…反正我就有聽進去這一句，所以後來我回去就在就思考，對，這一

課應該要跟學生的經驗連結，那可以怎麼連結，所以我才應該有出這一題…（訪

-150814) 

 

由此，夢蝶老師發酵出新的教學問題：「請設想現代「忠」、「毅」行為？並

說明理由？」4由於共同備課時教師們並非緊貼著教案的順序一題一題討論，而

是常常岔開到文本、教學目標、學生、教學設計討論，有一些討論在當下並沒有

結果與定調，甚至教師們彼此有著不同的定調，然而，從第三版教案中可看到，

這些對話一部分成為了夢蝶老師在之後思考的養分，同時在夢蝶老師回到自己的

學校，看到授課學生的樣貌，腦海中又會浮現不同的設計。 

 

…因為大家討論的時候其實會越趨一致，那個意念跟想法會越趨一致，所以才有

共識，可是那我抽離之後，我回到我的學校我就會開始覺得，這個題目好像不太

適合我的學生，所以我會思考。（訪-150814) 

 

                                                      
4
 來自左忠毅公逸事 UBD 單元設計第三版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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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也在不同的班級實踐著教案的時，在學生的回饋之中再次做了難度的修

正與調整。 

 

夢蝶：到後來因為在別班做了之後，發現那個太簡單，第一題太簡單了，所以我

想把那個時間稍微濃縮，所以我就把第二題現在忠毅就連上來了…。 

 

因此，夢蝶老師所修正過後的第三版教案可見，題目有了較大幅度的修正，

除了問題難度的提高，如第一題除了動作、形象，加入了忠毅的分辨；第二題除

了共同備課時教師所討論到語言中「說者」與「聽者」的情緒，又加入了「讀者」

的情緒。同時也加入了新的問題設計，如第三題的現代忠毅，以及第四題的桐城

派文學主張。 

二、不同世代學生與教師角色的轉變 

夢蝶老師進行課程設計調整背後的思考，也在於她對長時間的教學生涯中不

同世代學生的觀察和省思。她意識到每一個世代的學生特質不斷地改變，也產生

對於教學內容需求的不同「我會覺得他們對於學習內容的要求有不一樣。」(訪

-150724)社會的逐漸開放，學生對於權威的挑戰性也越來越高。 

 

夢蝶：…現在小高一進來，他們的那個自我意識、挑戰權威這兩個東西其實都有

在成長，他自我意識越高，所以他越來越敢挑戰權威嘛，所以當老師跟他說

忠就是要愛國家，可是他們年輕人的那個想法不一樣，那他的自我意識清楚

他就敢挑戰權威…。（訪-150814） 

 

同時，教師也感受到，學生的價值觀在科技與媒體視聽的進步之下，比起在

學校的教學上，已早一步被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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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蝶：就是比方以前講徐志摩，他們會覺得很喜歡這個人，現在講徐志摩，他們

會覺得這個人不怎麼樣。那就是我講他們的知識背景其實已經比我們教學上

早一步建構那個價值觀，那這個我們老師可能沒有去體會，因為像人間四月

天，以前我們早期教的時候，沒有嘛!(訪-150724) 

 

老師認為，自身的成長背景與當代學生的生命經驗儼然不同，因而，學生對

於文本的意涵和詮釋已大相逕庭。正因如此，課堂開放性的討論便有意義，文本

成了生命與詮釋經驗的交織的媒介。 

 

夢蝶：因為我是戒嚴時期的小孩，所以那個忠這個字其實在我那個時代，就只有

一個意思，可是因為我現在自己年紀也大了，看的書也多一點，那時代也改

變，我覺得忠這個字不應該再像我以前那樣去解釋，所以我不會再去特別跟

學生釐清說忠是甚麼，我反而希望像討論一樣，學生告訴我你認為的忠是甚

麼…。（訪-150814） 

 

教師觀察每一個世代的學生特質的轉變，發現學生對於知識內容的需求也正在轉

變，社會、科技媒體的開放性，讓學生的知識背景與詮釋跟著不同，因此課堂的

討論成了不同生命的交會媒介。而在學生轉變的歷程中，國文老師的角色也應隨

著時代調整，相較於以往國文老師的角色，專注於將特定的知識挖挖深與資料的

搜羅，「未來」教學與教師，將面對來自各方不同生命經驗的學生，因此教師需

要具足一定的廣度，社群的集思廣益能對能拉開知識的廣度。 

 

（以前）你知道資料在哪裡，你可以快速的拿的到更多資料，表示你是一個

功力高的老師，並不是說你課講得很好的老師…未來的教學，其實已經不是像我

們現在講的誰能夠越深入的研究，越是高明的老師，我覺得已經不一樣了，好像

是變成那個面向要廣，因為深入研究你一個人可以做，但是面向要廣真的要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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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益，所以我會想把這個經驗帶回學校。（訪-150814） 

 

…每個老師著重的點不一樣，那我剛剛講說因為各種思想，各種圖書之廣泛，

所以如果大家一起討論，可以互通有無，不要再一直轉。（訪-150814） 

 

而考試的題目也隨著時代而改變，知識背誦也逐漸鬆綁，讓教師更有意識地

思考教學是未來之事，學生未來所需要面對的，是更為複雜的世界，需要的是更

加多元的思考。 

 

現在沒考那麼深，如果從考題點來看的話，還有現在孩子未來要面對的問題

比我們複雜，我們應該要給他丟更多的點子，或是更多想法，也許不是我的想法，

也許是當下發生甚麼事情，讓他去知道，然後去想，我可能沒辦法給你答案，可

是我希望你有一個至少有一個這樣的想法，也許在未來你碰到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手足無措。（訪-150814） 

 

夢蝶：我們要往前看，而且我們是老師，我們更應該往前看，看到未來會怎麼樣。

那學生現在會有不同，這是因為他就是已經在往前走的那種變動時代。（訪

-150814） 

教師預想「未來」的學生所面對的時代，進而思考到「現在」的教學走向與

策略，也從「過往」對於學生觀察、對於師生時代背景產生反思，教師的每一個

「當下」，皆是從「過往」的經驗，與「未來」的想像中來回省思與決策。  

佐藤學（2014）認為，共同備課所產出的共同教學設計，可能讓教師（尤其

是資淺教師）失去教學中自身擁有的獨特性格，而夢蝶老師身為社群中的資深教

師，他在共同備課時的話語並不多，時常低頭記錄與思索，未在當下表示採納或

修正的意見。而在備課之後，考量著班級學生、文本內容意義、及備課後仍持續

著的教學實踐，再次讓共同備課的討論反芻與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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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教師修正第三版教案 

一、分析第一段左光斗的動作，其動作形塑何種形象？是否說明忠或毅？ 

動作 形象 忠/毅 

   

   

   

   

   

   

   

   

   

   

 

二、全文三次對話語言，說者、聽者與讀者,呈現的情緒為何？ 

 語言 說者情緒 聽者情緒 讀者情緒 

1 庸奴，此何地也! 而汝前

來！……吾今即撲殺汝! 

   

2 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

也！ 

   

3 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

師也。  

   

 

三、請設想現代「忠」、「毅」行為？並說明理由？ 

 行為 理由 

忠   

毅   

四、請找出第一、二段的空間脈絡，並試著評論是否符合「桐城派」文學主張。

(10’) 

   第一段： 

   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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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議課與再議課  

 

公開觀課之日，學生鐘聲一響便魚貫而入教室，由於進班觀課的教師眾多，

這次安排的教室並非學生原本的教室，在大方桌中每組三到四人，學生很快地入

座，每組有一到兩位老師進行觀察記錄，其餘的教師在教室之後觀看。夢蝶老師

先請學生朗讀完課文，接著開始討論學習單，學生熟稔地將討論的結果寫在白版

上，並貼上到教室前的黑板，再由夢蝶老師進行問題與串聯，在這一堂課中，進

行了三個問題的討論： 

第一題：分析第一段左光斗的動作，其動作形塑何種形象?是否說明忠或毅? 

第二題：全文三次對話語言，說者、聽者與讀者,呈現的情緒為何? 

    第三題：請設想現代「忠」、「毅」行為？並說明理由？ 

 此班學生被老師點到時毫不猶豫的站起來和上台講話，也會極力與教師爭論

自己的想法。討論第一個題目，同學多半都能找出動作與其形象，但難以辨別動

作是否符合忠或毅，夢蝶老師議課時提及，一開始同學們拿到題目習慣先找動作，

直接跳到忠與毅，忽略了討論形象，直到老師到組協助才加入形象的討論，因此

第一題花了不少時間討論，「因為他們對那個所謂的動作，那個思考順序好幾組

是膠著的，那我沒有辦法及時給予協助，所以在第一題我覺得花的時間還蠻多的。」

（議-夢蝶） 

到了第二題，同學對於說者、聽者、與讀者的討論相當熱烈，有不少組別寫

著「糾結」，夢蝶老師請一位同學回應「糾結是什麼樣的情緒」，男同學非常直率

地回答道：「就是糾結阿！就是掙扎的意思！」持續地堅持著，夢蝶老師說「會

糾結一定會有兩條以上的線，也就是同時存在者兩股情緒才會糾結，是哪兩股情

緒糾結呢？」夢蝶老師且在黑板上畫了兩條纏繞的線，男同學的思考此時似乎慢

了下來，緩緩地說出了，困惑，與心痛兩個較精準的的詞語。此外，說者、聽者、

與讀者的情緒當中，教師原本預定說者與聽者不是史可法，就是左光斗，但許多

組別有了不同的解讀，將聽者情緒的欄位畫掉，回答的同學說道：「左光斗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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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死了，課文中看不出史可法將這兩句話說給誰聽，不知道聽者是誰。」最後

說服夢蝶老師接受這個說法，夢蝶老師認為這樣的討論引發更深層的想法「其實

我要他們去讀出那個言外之表，那個動人心弦的那個部分，不過意外地引發出文

學視聽者的那個角色，那個還要有時間再慢慢跟他們談，我沒有想到他們平常大

概就字面的意思在跟我拗來拗去的，結果今天他們提出來那個思想我覺得又更深

層了…。」（議-夢蝶） 

第三題要討論時已即將下課，卻引發了學生的經驗共鳴，上台發表時兩三位

同學皆提到時事，如剛發生不久的高雄氣爆中堅守殉職的消防隊長、蒐證與檢舉

黑心油事件的老農、三一八學運領袖林飛帆、橫渡沙哈拉沙漠的超馬選手林義傑

等，雖然鐘聲已響起來不及討論，但學生的分享讓現場老師感到驚艷。 

公開觀課之後，各組的記錄教師於「議課」時分享其觀察，之後由原本的備

課教師進行「再議課」。議課主要是教師們對於觀察現象的分享，再議課是由教

師針對現象再進行思辯與修正，本節分為五個部分：前兩部分以教師們議課的分

享為主，由於教師的觀察著重於學生的社會互動，與學生對於知識的討論，因此

以「組內學生社會互動」、「當代學生經驗與文本對話」兩部份分述；後三部分以

再議課教師的討論為主，分別為「課程分析與修正」、「學生社會關係探究」、「框

架中的支持性」，是原共同備課的教師，再一次進行教學設計、學生、教學限制

以及策略進行討論。 

 

壹、組內學生社會互動 

 

教師們普遍發現，學生在認知上的困難，對「忠毅」的概念模糊，「這一組

我覺得遇到比較大的困難其實是他們對於忠跟毅的定義不是那麼清楚，所以一直

陷在討論的一種膠著裡頭。」(議-小青)，也未按部就班地照老師原本預想步驟討

論表格，原本預想學生由表格的左到右思考，先找出課本中人物的動作，到解釋

意義，最後再思考忠毅，相反的，學生一開始便被忠毅給吸引，花了長時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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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忠，何謂毅，直到老師到組，協助抓到思考的軸線。 

 

他們討論了很久，其實是抓錯了方向，一直到夢蝶老師來說，你有沒有看到

今天要你們看他的動作是什麼，然後這個動作形塑了哪一種形象，噢那他這時候

他才開始抓到這一題的重點是什麼喔。（議-小花） 

 

在困難之中，學生嘗試著透過言語，開始解釋與定義、發展策略、找尋適當

的用詞。 

 

在討論的過程裡面對忠跟毅要分辨稍微有點困難，所以他們一致不約而同就

會說先把動作找出來，然後再討論，那在這過程裡面呢會看到同學開始會解釋

了……（議-止水） 

 

…因為感覺他們對忠毅的概念第一題就不清楚，可是他們就馬上下了一個決

定，主導的同學那個小周就說我把所有動作都寫出來，先寫出來再說，這是他們

的策略，那他們基本上對課文的理解，我覺得他每一句、每一句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就像是老師說的填動作進去的時候，讓他一個、一個單獨判斷的時候，他都

能夠說那個是忠或是毅…。（議-大鵬） 

 

在語言的互動中，使用同儕能夠理解的語彙，相互幫助，搭建鷹架。 

 

  小周同學說得很多，可是我覺得他說得很多他還是蠻尊重同學的意見，而且

他有一個很好的優點就是當同學有一點不太懂的時候，他往往會用生活的舉例給

大家聽，像是我們一開始認為他們還沒讀的「吾師肺肝」那個部分，他就舉一個

例子很好，他幫助理解說被老師罵的時候對我好，但是我心中還是有點不爽，那

其他同學好像就會有點理解那一句話背後的意思。（議-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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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教師也觀察到，此班學生進入高一，還在「發表的階段」，但離「對

話」仍有一段距離 

 

學生他們還沒有學會聆聽的部分，我也是一直在要求他們，他們現在還在發

表階段。（議-夢蝶） 

 

…孩子是很願意來做對話的，那當然對話他現在只是在做表達，表達之後能

不能夠講到對話這兩個字，中間有一點落差，但是沒關係，以我來看的話如果一

個月可以達到這樣的水準，我當然不會擔心往後的一個發展。（議-小長） 

 

一些組別的教師觀察到，學生善於表達，但未善於聆聽、回應。因此在對話

的困難之下，影響了知識產出的品質，個人的知識塊狀地丟出，即使個別學生提

出了值得思考與深究的問題，但未能將多元的意見揉雜、提升成為討論的結晶，

也再難繼續讓思考深掘下去。 

  

…這一組的孩子只要提出問題的時候好像問題都有點懸而未決的感受，但是

他們會仔細地去看、去搜尋這個文本中的線索，但是那個疑惑是沒有被同學們去

討論、去解答出來的（議-小青） 

 

…他們後來講出來的都不是他們真正確認過、討論過的東西，就只是過程當

中可能有一段詞，然後那個負責記錄的同學就把它寫上去了…（議-希聲） 

 

站在剛起步練習小組討論的「高一學生」的角度來想，教師認為即使對於問

題未有深刻的挖掘，但言語互動仍層層地推進，相互問答與不斷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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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會有相互的對話，比如說我還是舉例，第二題他說「吾師肺肝者皆鐵

石所鑄」，33號馬上說「這句話是褒或貶」，然後 10號說「敬佩敬佩你的想法」，

那再來 10號又說「又愛又恨」，25號說「有恨嗎？」，那就不斷一直一直推衍出

來，雖然有些還沒有很深層的意義，可是對於一個高一的孩子才一個月，對話來

講我覺得我很喜歡。（議-天星） 

 

位置在換的時候，好像他的腦袋就會動得不一樣，所以在使用語詞的部分通

常是拿筆的人他會開始去拋出一些詞，那麼大家就會找到一個共同的，那剛剛在

討論那個忠跟毅的時候，同學就會去藉由不斷解釋，譬如說毅，有同學就有講說

是內心所貫徹的，那忠就是要盡己，然後為國家著想。（議-止水) 

 

也有組別在討論時，寧靜且有了深刻的對話，小組聲音雖小，話語雖短，卻

在試圖解答的討論過程中，問出十分深刻的問題，在難以聚焦的混亂軸線中學生

試圖釐清，最後在表格中「從缺」答案，是為此組的伸展跳躍。 

 

我這組同學的音量非常的小，後來我慢慢跟進他們的進度喔，我覺得他們是

一組閱讀跟思考都很深入的組別，就是他們的對話非常短，可是他們往往都可以

問到很深刻的問題，比方說剛剛美夢蝶老師有提到說那個文學的問題，他們就是

一直討論不出聽者到底是誰，所以他們卡在那個地方寫了又擦、寫了又擦，最後

他們說我們要不要就從缺，於是他們就決定一條線把它挑掉，因為他們不能夠聚

焦，我覺得他們是不斷在思考，他不是說為了討論出一個老師的答案填上去就沒

事了，所以我覺得他們有進入到這個部分…（議-魚樂） 

 

貳、當代學生經驗與文本對話 

 

從公開觀課中，教師也發現，第三個問題「請設想現代「忠」、「毅」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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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理由？」的討論時間雖短，但學生對於古代的忠毅意涵，以及與自身的現

代經驗的連結上的思考，產生了許多教師未預期到的跳躍。 

 

大鵬：其實後面現代忠毅很多小孩講得是… 

山木：很多就 jump 出來啦。 

魚樂：講得蠻精彩的耶！ 

… 

庖丁：那個第三題我們這一組有提出來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們有提反面，比

如說有人提魏應充，就是受到食安的影響，因為提魏應充，另外一個也直接

地說，但他又不是忠毅，他就開始反面，也就是他違背這些條件，那我覺得

這樣也很棒。 

止水：很好很好。 

庖丁：他們會去糾結說，什麼叫忠，不愧天地，不愧自己，然後兩個人就到底是

不愧天地還是不愧自己。 

大鵬：還是有人講盡己呀。(再議-137) 

 

學生帶著自身的經驗來到課堂，當題目開展出一個現代經驗思考的舞台，似

乎引發了學生的興趣。一些教師觀察到較少發言的同學，在最後有了突破性的思

考，提出了深刻的問題。 

 

那比較要擔心的是那個阿義同學，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在參與，但是他有在聽，

他最後的大爆發是在最後在現代問題他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說「忠一定指國

家嗎？一定要忠於國家嗎？」他從頭到尾講了，這樣好像還是沒有解決問題，忠

好像不一定只要只對國家，他只講了這個，比較明確的有參與討論就是這樣（議

-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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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號我的觀察剛開始他不是怎麼參與，但是後來就一直參與，而且他的參

與、他的觀點有一點跟人家有點不一樣，最好玩的是最後一次他不是自己舉手發

表嗎，你就看這孩子好像剛開始沒在參與，可是他其實都有在傾聽、有在討論，

而且他最後一次發表的答案其實也不一定是他們那一組討論的，比如說高雄氣爆，

其實我沒有聽到他們講這件事情，就是說個人的思想的表達我覺得這點還不

錯…(議-天星) 

 

此外，如同共同備課時教師的預測，學生也在「忠」與「毅」之外跳脫出，

對於「義」字產生思考。 

 

…用現代的例子來討論的時候，大家在舉例子，我發現他們又出現一個詞，

那個叫義，忠義的那個義，那大家在討論的過程裡面，其實我覺得利他的概念也

出來了，可是因為時間比較短的關係，所以忠、毅跟義這三個我覺得他們還有待

釐清，那這個可能也是後面的課應該老師還會再帶到的。（議-止水） 

 

從教師紀錄學生的言談中，可看見學生自身的閱讀與視聽經驗、對於世界的

思考模式，展露而出，也開始了一種價值的思辨歷程：「做壞事」與「忠於自己」

的辯證，拉開古今義的思考。 

 

可是這五分鐘他講什麼話，我唸給各位聽，是非常有趣的，那個 10號就說

九把刀，25號說邱毅，6號說林義傑， 10號又說林飛帆是忠，然後有人說他算

嗎？33號又說他算嗎？有人說那那個中正分一隊的隊長那到底什麼名字，大家

就講講講，33號說「不要談政治」，那 10號就說「那對不起，現代的忠跟古代

的忠到底有什麼不同？」，這是第一段，第二段也是，他們這一組都非常快都第

一個貼嘛，第二題討論的中間他有 5分鐘的對話，就說什麼很好玩，馬上就說還

是林飛帆，因為 10 號一直說談林飛帆，然後問他為什麼，不要談論政治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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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 10號說因為他忠於自己，然後他說「如果忠於自己然後做壞事、無愧於心，

他是忠嗎」，就有人會去對話，最後就會說「啊不要討論這個啦，我覺得中正什

麼分隊長到底什麼名稱啊？」其實已經討論忠的定義是什麼，可是他最後的結果

還是回到林義傑，還很好笑的，飛躍的羚羊他不知道是誰，就說「有一個女生，

有一個女生」，就是他們對於現代的忠跟毅一直說那到底現代的忠跟古代的有什

麼不一樣，所以我覺得他們最喜歡的是第三題。（議-天星） 

 

從教師的題目設計中，可見第一大題請學生判斷人物行為是否符合忠／毅時，

是為聚斂性的思考，讓學生回到古代的「忠毅」來思考文本，教師發現有許多學

生尚未能掌握精準定義來思考問題。但到了第三題成了一種發散式的思考，「忠

毅」二字到了學生的現代經驗中，在定義模糊性中學生以自身經驗發散性的思考

詮釋與拉進現代人物進行比較，雖然夢蝶老師設計本意是想與學生生活連結、或

是在龐大思考量之後輕鬆一下，但學生的在討論中的學習可能已超越教師的想

像。 

 

參、課程分析與修正 

 

公開議課之後，原備課教師再一次議課，自觀察到的課堂風景，重新思考教

學設計、教學策略，假設、驗證、再假設。回到共同備課時的目標，教師認為學

生並沒有達到教師所預設的教學目標－讀出文本中的細節，反而花更多時間，在

釐清忠與毅的古與今，達到另外的目標。 

 

大鵬：可是我有一個問題，我們那時候設計動作跟形塑何種形象的時候，其實要

讓他們讀出細節對不對？可是剛才大家，他們有把這些動作全部都，句子都

分析出來嗎？ 

夢蝶：沒有，就不較明顯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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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樂：沒有，其實集中在那幾個而已。 

大鵬：所以他們還是讀不細？ 

魚樂：讀不細。 

止水：他們都在討論忠跟毅！ 

庖丁：他們花很多時間在討論忠毅。 

栩栩：然後他們就會一條一條這個動作有忠嗎？這個動作有毅嗎？這個動作有忠

嗎？這個動作有毅嗎？ 

止水：對，他們都在討論這個。 

夢蝶：其實這個就是我要他們去釐清的古代跟現代。(再議-316) 

 

教師更進一步地發現，學生看題目的思維與教師所想像的不同。 

 

夢蝶：我的孩子喔，他會把視覺的重點或者是.. 

大鵬：放在最後一句。 

夢蝶：對，放在最後一句，所以他是倒回來想，那倒回來想他就完全弄混了你最

初設計的意義。 

大鵬：你的原意。 

庖丁：對。(再議-374) 

 

藉由觀察學生的在每一個問題上的回應，給了教師設計上的靈感，以重新思

索教學設計的調整。 

庖丁：…我們那組就很可愛，（第三題）他就還是會去定義忠跟毅，我是透過他

們的反應才想說，第一題根本不要問忠毅，因為他們到後面會去討論。 

止水：那個要拉到最後面去，忠跟毅。 

庖丁：對，他還是會問，他還是會問什麼是忠，什麼是毅，然後才會發現說原來

是在問行為，然後這行為會回扣，然後他們就想到高雄氣爆的那個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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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欸我就覺得有一種連結在一起。(再議-309) 

 

從當下學生的反應，教師再次回顧過去經驗，提出可能的教學策略。 

 

栩栩：那個學生放進去之後趕快第一題是什麼… 

止水：對！他們都這樣。 

庖丁：下一組，下一次上課就是說每一組兩個（動作）不可以重複，他們就會開

始講了。 

大鵬：喔！ 

夢蝶：我曾經做過，每一組想三個，但是你等一下只能講一個，那就是有可能錯

開，那大家都會講奮臂以指撥眥，你就說這個太熱門了。(再議-220) 

 

而當教師發現第二個問題，能引發學生更深層的討論時，教師調整了題目設

計的比重，將第一個問題設計簡化，刪除忠毅檢索，以教師口頭提問的方式迅速

帶過，並增加第二個問題的討論的時間，以引導學生討論更深層的問題。 

 

魚樂：因為我們那組（第二題）討論地非常好。 

庖丁：然後他們就有人提出來，他們認為聽者是誰，然後他們就有質疑說… 

大鵬：聽者感覺。 

庖丁：那就算我找到聽者，可是他不一定瞭解整個的狀況。 

大鵬：對。 

魚樂：對。 

庖丁：我覺得這個東西也很有意思，那我的想法是這個地方有沒有可能延伸出去

教一些什麼東西。 

魚樂：其實夢蝶剛剛有延伸… 

夢蝶：那就在教文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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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樂：就你在講那個文學，可是就時間太趕。 

庖丁：你是點到，你是點到。 

夢蝶：對。 

魚樂：就很可惜。 

夢蝶：如果是上課他們一定跟我拗下去。 

魚樂：繼續討論啊，我覺得會辯越明，所以我還是建議說，這個我也支持(第一

題)不要討論忠或毅，你就讓他很快檢索五分鐘、六分鐘就好了。(再議-235) 

 

  教師在公開觀課觀察學生的同時，也不斷的累積教學經驗。根據公開觀課

學生的對答，教師開始預想「如果…」，以累積成為下次教學的準備。 

 

夢蝶：所以你的班的學生如果會有這個問題，我倒是覺得你下次有類似這樣的設

計的話，你另外一個班試這樣的辦法，可是你這個班可能不行，我覺得還是

要根據班級狀況。(再議-380) 

 

從在小組所聽到，學生對於「忠毅」詮釋的道德思辯問題，也讓教師去再做

了「如果…」的假設，集思廣益如何承接這樣的問題。這是再一次地換位思考，

從學生的視角發問，也再次拉開文本的詮釋。 

 

大鵬：可是最後設想忠毅我有一個問題，那如果他真的說那個 ISIS 的時候怎麼

辦啊？我剛還想說死定了。 

止水：他們剛有講，對，他們剛剛有講。 

大鵬：因為那個 ISIS 的那一個，就是說做壞事他也是盡己。 

夢蝶：有哪一組在討論這個？ 

大鵬：我聽他們報告的。 

庖丁：這個，這個我可以跟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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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阿拉伯人。 

庖丁：這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意圖跟行為它其實沒有必然的關連性，你

有善的意圖你並不定然有善的行為，有善的意念不必然有善的行為，那反過

來，有惡的意念，不必然有惡的行為，或者甚至誤打誤撞都可能出現，比如

說我推你一把，把你推倒。 

夢蝶：所以那個善應該是以多數人來想。 

庖丁：所以這些，這些回教的激進份子，基本上他的念頭是他要忠於他的信仰。 

魚樂：阿拉。 

庖丁：但他的行為可能是錯的。 

止水：這是哪一派的道德哲學？(再議-497) 

 

大鵬老師也再次以「如果…」預設未來教學情境，推衍教學與學生的反應，

魚樂和庖丁老師也從過往經驗中，給予建議。 

 

大鵬：…像我的學生，我在操作的時候，他們如果都講很普通的答案，我應該拿

出來講我聽到了有同學，那我們來帶這個議題嗎？ 

魚樂：我覺得你還是，他可以去描述他看到 ISIS 的那個形象，他做了什麼事，

然後他為什麼他是忠或毅，或者他不是忠或毅，我覺得那中間的連結，剛今

天夢蝶帶得很好啊。 

… 

大鵬：可是因為我們的（學生）是連想都想不到，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要挑出來

讓他們去思考這個問題，萬一他… 

魚樂：我覺得喔，我後來的經驗是我用他們想的到的來講。 

庖丁：對，因為如果你挑出來沒有討論充分，他反而對。 

魚樂：他等於說會變成一個新的知識，那老師講的是什麼東西，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算了，還是就以你們都懂的，我就挑最大公約數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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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除非你時間夠應用去包。(再議-573) 

 

夢蝶老師認為這次的公開觀課，在問題上並沒有與學生「搭在同一條線上」，

在他預期的軸線上，學生拉出了另一條軸線，能否帶著學生細細探究另一條軸線，

又與「時間」的考量相互拉扯著。 

 

夢蝶：因為他們問的那個點，我覺得嗯我們沒有搭在一條線上。 

大鵬：帶得很好耶。 

栩栩：我們怎麼都看不出來。 

止水：我覺得你帶得很好耶。 

夢蝶：沒有搭在線上啊，所以我就努力地把它。 

止水：不會，你做得很好。 

大鵬：可是你為什麼說沒有搭在線上？ 

夢蝶：因為他們跟我看到的不一樣，我知道他們講的東西，可是我現在如果要跟

他們講的話我時間不夠。 

魚樂：你要花很多時間。 

止水：對，對，所以我剛最後就是說帶討論老師是我們一個未來很重要的東西，

其實我在課堂上我一直都遇到這種問題。 

栩栩：而且我覺得你糾結那邊講得很好。 

止水：我覺得講得很好。 

大鵬：講得很好啊，我沒有辦法反應。 

夢蝶：我當下想出來的。(再議-1012) 

 

即使在共同備課，教師不斷預測學生的反應，藉此擬訂教學策略，但教學現

場的瞬息萬變與未預期性，也考驗著授課教師當下的反應。授課教師在後續訪問

中回顧，當看見學生在表格中將答案「從缺」，與原本所預想的學生反應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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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需要即刻地轉換，站在學生的角度進行思考，並在當下立即反應。 

 

夢蝶：他們居然會打叉叉，因為就我對學生的了解，尤其是一路走上來，他們一

定會設法有個答案，但是這樣下去看，有好幾組就是敢跟你打叉叉，我有點

高興又有一點點驚恐，因為我當時會預測的是會有答案，大概是甚麼答案，

(學生寫)沒有答案，我就開始在想，我要怎麼回答，我等一下要怎麼回答，

然後他們寫沒有答案的時候，我馬上就思考，思考他們這種觀點對或不對，

其實這個就是公開授課的時候，還有就是用討論式提問式教學時候，對老師

來講最困難但是也最刺激的，因為我馬上要講他們這觀點沒有錯，很顯然，

我再想想沒有錯啊。（訪-150814） 

 

教師認為，自己在教學現場，逐漸積累出來的教學與生命經驗，也有助於在

開放性的討論裡，承接起現代學生多元的經驗與回應。 

 

夢蝶：…我也發現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我允許他們去做，對課文的認識跟另外一

個角度的探討，所以他們常常會問說，他這樣做是不是很笨，比方像這樣，

一定要這樣嗎？有沒有別的方法，我就覺得還滿好的，不過如果我年輕一點，

如果他們這樣問我，我可能有時候沒辦法答，就是我一來沒有夠豐厚的生命

經驗，可以去比方舉例說服他們或甚麼，二來年紀大了臉皮比較厚，我有時

候就回過頭說，那你說呢？不這樣做還能怎麼做，就回頭問他，對，那這個

是經驗。（訪-150814） 

 

學生課堂表現的非預期性，也在議課中觀課教師的回饋當中，更進一步的認

識了學生。觀課教師分享學生組內對話，讓授課老師發現學生課外知識背景的豐

富，是教師未曾預料的。也影響了教師，在往後的教學設計更大膽地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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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課部分是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最後一題的時候，它們要舉例現在忠毅的例

子的時候，老師們說學生在討論的時候出現了那些內容，而那些內容平常我在跟

他們對話，還有私底下他們的對話的時候，是不會出現的，他是一個比較我們講，

這年齡來講是比較宏觀的，他們談到的是有關國際間的那些例子。（訪-150814） 

 

  這一部份，能力我有低估，所以透過那個大家議課，公開議課的時候，講出

來之後，有改變我對學生背後，他背後那個知識呀!知識背景的那個高度，我有

提高。所以後來我在做課程設計的時候，也就是出師表的時候，為什麼我敢丟那

個增能課程？因為我知道他們在外面他們知道很多這些事情，他們是知道的，就

是怎麼去提升自己，這個…應該這個 Sense他們是有的。（訪-150814） 

 

此外，學生私下的對話，授課教師也發現學生道德的思維仍在模糊的狀態，

一方面感到擔憂，另一方面也認為提出來澄清是好的現象。 

 

夢蝶：對，現代忠毅老師們的答案跟學生差很多，就老師們預設在討論的時候，

老師們有給一些可能的答案，可是跟現場是有的學生的答案其實是不太一樣

的，包括他們談鄭捷，我就嚇一跳，鄭捷居然跑出來討論，但是他們真的聽

老師講議課的時候，他們是有討論過鄭捷的，所以表示孩子們的價值觀，應

該說寬廣，他們可以接受很多東西，可是我們又很擔心，這後面的道德是模

糊的對不對，因為我們老師已經很規範化了，所以我們在討論這一題的時候，

我們的答案其實是顯而可見馬上就知道那個答案是對的或錯的，可是學生居

然會討論鄭捷，這個讓我們覺得…。 

研究者；關於忠毅嗎？ 

夢蝶：對阿，現代忠毅，就我們老師想出來的中規中矩的，可是學生是會超越道

德的，居然拿出來討論不過還好是有，後來他們討論結果是拉回來，鄭捷是

被捨棄的。（訪-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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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課時，從學生的觀察中，教師回顧共同備課的目標，發現學生在當下並

未達到當時預想的目標，反而朝向另外的目標走去，不斷地釐清文本和現代的忠

與毅。教師從學生的觀察中，進一步思考如何調整教學設計，以「如果…」的假

設，進一步推衍未來的教學場域中學生有類似的展現或詮釋時，該如何回應，例

如，在學生的詮釋中也涉及了道德的思辨，在模糊的道德性中教師也提出了擔憂，

該如何回應學生的問題，因此教師共同對於學生的詮釋再次激盪詮釋，為未來的

教學做準備。 

另一方面，由於學生的非預期性，也可看見夢蝶老師衝破既有的設定，立即

在當下的情境之中思考、反應，讓課堂達到另外一個學習層次。他也從觀課老師

的小組觀察中，更進一步地認識了學生，這使他足以在未來的教學設計中更大膽

地嘗試與改變。 

 

肆、學生社會關係探究 

 

再議課時，教師從觀察到的學生當中，發現了班級學生的「差異」，這樣的

差異成為教師的擔憂。 

 

大鵬：是可愛的班，可是我覺得他們的差異真的大到很誇張。 

山木：差異很大。 

大鵬：因為我覺得從學習的眼神可以看得出來有的人，還有樣子也不一樣。 

希聲：有差。(再議-414)  

 

山木：就是夢蝶他擔心一直在形而上這邊繞，可是會跟著他繞的學生有幾個，然

後有多少人是就這樣放棄了，想法比較直接的（學生）可能他不會跟著老師

的腳步，尤其在一個差異化這麼大的一個班級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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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樂：所以剛剛就是有一些落差，你就聽到他講的言詞就是真的比較幼稚。(再

議-615) 

 

 然而，教師在討論的過程中也發覺，學生在小組討論當中，學生之間彼此扮

演了不同的角色，會在相互討論中進步。 

 

夢蝶：就是阿紅嘛，阿紅我上課在問問題的時候，他會去拿隨身讀出來看。 

魚樂：對，他跟不上。 

夢蝶：對，然後他會問同學，同學有教他，我看到他在進步，可是他用隨身讀。 

鶺鴒：他是我那一組的，然後他是那一組裡面的一個主導者。 

止水：還是主導者。 

鶺鴒：可是其實比較我觀察的是… 

庖丁：個性。 

大鵬：個性。 

鶺鴒：比較厲害的應該是阿遠，因為阿遠他會扣回課本。 

夢蝶：他有先讀，那孩子有先讀。 

鶺鴒：他們討論完之後，他(阿紅)要負責寫白板，阿紅他就會一直寫、一直寫，

然後他會偶爾給他一點東西，但是他不一定接受。 

庖丁：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互動，那個孩子會進步啊。 

夢蝶：阿紅進步，阿紅有，我看到阿紅有。 

庖丁：所以我覺得我們是真的要有一些模糊的地帶去等待他們的成長，尤其是高

一的訓練。(再議-619) 

 

教師也觀察到，學生在組內的角色，也會因不同的教學活動而改變，「學習」

是因為每一個學生「差異」的特質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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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對，我觀察那一班他們就在每一個題目進來後另外一個題目，他們的關係

就改變了。 

魚樂：就改變了。 

大鵬：其實那或許相對比較好的？ 

止水：我來看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大鵬：因為沒有固定位置啊。 

止水：所以我來看我覺得是比較好的，就是我們剛剛講說公平，或者是說你用到

每一個人不同的多元的智慧、特質，或不同的腦袋的部位，然後那才叫共同

學習不是嗎？相互搭鷹架不就是要這樣來嗎？ 

大鵬：每個人的特點才會。(再議-817) 

 

如此引發教師更深一層的討論，釐清合作學習與學習共同體精神上的差異，

也藉此，教師再次思考要帶學生達到的什麼樣的目標。 

 

大鵬：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我們在學共這個模式其實是不是一種社會的連結？ 

止水：它是啊。 

大鵬：會影響到他們的社會，其實他們的社會關係會影響到他們的學習關係嘛。 

止水：沒有啊，學習共同體基本的假設就是啊。 

魚樂：它就是希望透過學習模式的改變去變成，它希望反過來，在課堂上的互助

學習可以讓他... 

大鵬：改變社會的關係。 

… 

魚樂：那差異化基本的問題就是學生程度落差太大，我要把拉到一個平。 

止水：對。 

魚樂：所以它其實只是看你學習成果成效跟能力。 

栩栩：不，絕對不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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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樂：那學共不是啊，學生是個多元的展現。 

大鵬：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止水：就跟合作學習跟學共。 

大鵬：是不一樣的。 

止水：合作學習會跟差異化那邊比較像，它是心理學派過來，我們這邊是比較社

會學的。(再議-834) 

 

從上述語料中，可發現教師藉由觀察學生後展開的疑問，經由相互討論後，

產生對於理解學生「差異」的觀點轉折。從一開始對於學生差異的擔憂，進而分

享在差異之中學生的互學關係，並討論「合作學習」與「學習共同體」之間的差

別，這樣的討論，讓教師確認看待學生的觀點，也是再次確認彼此的教學目標希

望是「拉平」或是「多元」。 

 

伍、框架中的支持性 

 

除此之外，再議課時，看見授課教師面臨的矛盾，學生多元經驗與他科知識

混雜在討論當中、讓討論中的思考逐漸趨向於抽象。一方面欣賞學生能夠拉進課

外知識，一方面又希望帶學生「回到課本」。 

 

魚樂：他(學生)其實蠻後設的。 

栩栩：就一直在自我、超我、本我。 

夢蝶：這是我最近我自己在反省的。 

大鵬：怎麼了？ 

夢蝶：我要回來課本裡面。 

大鵬：為什麼？ 

栩栩：因為他們一直以為你在教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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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蝶：最近在調整，我不能再讓他們形而上太久，因為還是要回到課本。 

希聲：還講到佛洛依德。 

大鵬：誰講到佛洛依德，學生？ 

希聲：他們那一組裡面學生一直在… 

栩栩：他們公民在教這個。 

魚樂：他的公民剛好在講這一段。 

希聲：對。 

大鵬：可是剛教完他不一定要會用啊。 

栩栩：他們有的會用啊。 

夢蝶：可是他會用我覺得也不錯啊。 

大鵬：所以我覺得那就夠了啊。(再議-538) 

 

「回到課本」是在「時間」之外，教學另一個現實的考量，也意味著一個考

試的框架。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師彼此交換「策略」，為教師在矛盾之中，相互

的支持性。從以下可見教師們的過往經驗交流，讓「策略」不斷地滾動，試圖平

衡在「開放討論的教學」與「考試」，也發現每個教師有不同的方法策略。 

 

大鵬：夢蝶你剛講說什麼回到考試，發散之後要怎麼回到文本，我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小孩就是討論完好像就會空了，就是我怕他們考試沒辦法，但是

我是例如課文討論完題目，我就會選一篇比較符合他們程度稍難一點的課文

賞析，就是內容或文章，最後都討論完之後我就讓他們花一點點時間，靜下

心來好好讀。 

魚樂：你說讀另外一篇文章？ 

夢蝶：自己讀？ 

… 

魚樂：其實這個建議不錯。(再議-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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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建議中，夢蝶老師也再提出自己希望能達到的做法與目標，藉由討

論將讓學生的閱讀能力提升，而大鵬老師再次提出自己提升學生文本閱讀理解的

策略，他也提到這樣的策略，是來自以前在栩栩老師的觀課課堂上，所學到的方

法。 

 

夢蝶：因為我現在其實想要做的就是他們全部自習先讀，我現在都要他們先讀，

讀了之後可不可以就不要上課了，就用討論，然後他們就會自己討論文句，

因為你要懂老師要問的問題，然後要討論，就像我後來看到阿洪都不會，阿

洪的文學不好，那他就會要問同學，那他就會了，所以我想要全部這樣。 

大鵬：對，所以我的一開始我做的話，我是把那個段落，我有做一個提問單我先

寄給他們，我提問單上面我覺得要注意的我就寫一個題型，我就寫說題型你

要注意這一段裡面你們要注意哪些部分，我覺得生難字詞我會標紅字，我只

標紅的，你在自己讀的時候你自己要注意那是什麼意思，提醒他們要注意什

麼地方，…像上次栩栩老師（的觀課）講說她很重視每一個字詞，那是我聽

過栩栩老師講那一次之後，我就回去那樣做，我覺得效果不錯，因為我覺得

他要預習你總要知道他讀什麼吧…(再議-656) 

 

 庖丁老師也接著提出另外一種教學策略。由教師先示範一課的讀法，其他課

讓學生模仿自行閱讀。 

 

庖丁：其實還有一種可能，也許你讓他讀不教，可是有些課你可能就是在教的過

程中其實示範一種讀法。 

大鵬：只是拋問而已。 

庖丁：示範一種讀法，其實是這樣讀的，把那些重要的字詞解釋都能夠理解進去，

也就是我們是用教讀的方式，其他的都讓他們自己讀，其實他們可以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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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班，其實他們真的很聰明啦。(再議-674) 

 在外在環境的限制之中，課堂的時間與考試、或是發散的討論與聚焦文本，

是在教師教學時常面臨的框架與難題，然而社群中的集思廣益，也給了教師支持

與策略，教師會自行選擇與轉化為適合班級的方式，力量可能就從中長出了芽。

再議課後，教師再次修正的第四版教案如下表（4-2-1） 

綜上所述，公開觀課時，學生在不同的題目皆遇到了不同的挑戰，也激盪出

不同於教師在共備時所預設的思考和討論。再議課時，教師們從課堂中所觀察到

的實際案例進行討論，因而大幅調整了「教學方法」與「時間」，簡化了第一題

的問題設計，將第一題的表格和忠毅問題皆刪去，以快速口頭問答的教學方法快

速帶過，並且，而增加了的二題與第三題的深究時間。從教案的修改可以看出，

教師不僅調整了教學方法，以期達到原有的目標，也從學生的表現中，看見了深

化問題的新的可能性，將教學目標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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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再議課後第四版教案 

一、分析第一段、第二段左光斗的動作，其動作形塑何種形象？ 

 操作方式：快速口頭問答（減少討論時間） 

  

二、全文三次對話語言，說者、聽者與讀者，呈現的情緒為何？(主要情緒二種) 

 語言 說者情緒 聽者情緒 讀者情緒 

1 庸奴，此何地也! 而汝前

來！……吾今即撲殺汝! 

   

2 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

也！ 

   

3 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

師也。  

   

（增加討論時間，可討論更深入） 

 

三、請設想現代「忠」、「毅」行為？並說明理由？ 

 行為 理由 

忠   

毅   

（增加討論時間） 

 

四、請找出第一、二段的空間變化，這樣的安排有什麼特色？ 

  這樣的特色是否符合「桐城派」文學主張？ 

 

  第一段: 

 

  第二段: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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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對話中的時間洪流與多重學習 

比起一個一個容器，共備、觀課、議課更像一條河流，讓從不同蹊徑而來的

支流在此匯聚，共同往未來的出海口邁進時，不斷回望以往各自走過的地面紋理，

在某個停駐處交換彼此的過去，往遠途走去。 

本章將統整前兩節，歸納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過去」、「現在」，與「未

來」，抽繹出教師對話中隱含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以說明教師過去的

經驗與未來的想像，如何影響當下的對話思考和選擇；第二部分「對話中的多重

學習」梳理教師在學生、知識、環境、目標設計的探究中，如何從文本的探究中

學習、向學生學習，以及向時代學習。 

第一節 時間流：過去、現在，與未來 

共同備課、備課後修正、公開觀課、議課與再議課的每一個環節中，皆涵蓋

著教師們現在、過去、與未來三個時空交互進行著對話，形成一個時空之流，每

一個階段的現在，皆成為下一個階段的過去經驗，經驗一層一層地加深加厚，不

斷地推著現在前進，本節將這群教師的共備歷程對話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

之流整理成圖表（圖 5-1-1），並以「從過去經驗反思」、「每一階段都是下一階段

的過去」、「在未來的想像中推演教學」、「從當代和未來思考文本教學」、「教學為

反思的實踐」五個部分，來闡述過去、現在、未來於教師們共備歷程中的意義。 

壹、從過去經驗反思 

在「共同備課」中，教師們依循著第一版教案開啟對話。每位教師獨有過往

經驗，包含以往的教學經驗、求學經驗、成長背景，成為對話裡豐富的資料庫，

幫助教師推演問題設計、提出教學創思，如 Schön（2004）所述，實務工作者過

往的經驗所累積而成的「實例、影像、理解及行動」（p.134）資料庫，讓實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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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共備歷程的過去、現在、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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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設計 

       

過去  教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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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面對到新的問題時能夠「相似地看待著」和「相似地解決著」（Schön，2004）。

例如，教師們常提及過往的教學經驗中，學生會遇到什麼困難、學生對於這樣的

教學設計會有什麼反應、學生閱讀文本時的反應感受，從這樣的回顧中，再反推

到現在的教學設計，對於學生來說會有怎樣困難、學生會如何反應、學生會有什

麼感受，以此檢視與設計教案。不同教師的經驗分享過往如何設計問題、如何跟

學生互動，形成一個經驗集體的交流，不同於《反思的實踐者》（Schön，2004）

中著重教師對學生、督導長對實習生指導性質的單向言談，此社群成員平等開放

式的對話，是一個群體的社會文化互動的歷程，過往的經驗從不同的教師言談中，

一個一個連環被喚醒，如同加熱的茶壺水，泡泡一顆一顆由下往上冒出，幫助教

師從不同向度進行對話與反思。 

藉由回顧過往經驗，開啟教師對於過去的反思。共同備課時，大塊老師、飛

鵬老師，和栩栩老師皆在對話中回溯過去自己在學生時代學習這篇〈左忠毅公逸

事〉的課文、或是擔任教職在教授這篇課文時，曾有的感受和想法。教師們曾回

想起自己學生時代讀這篇文章時，閱讀到炮烙情節的噁心感、或被文本中的師生

情懷深深感動、或從女性的視野來閱讀此篇文章時產生的疑問。這些教師們過往

的回憶，成為從自身的經驗出發，以不同的視角來觀看文本的討論開啟對話的契

機，也發現，有些經驗與學生有所共鳴，例如以前的學生也會對於炮烙情節感到

噁心，學生也曾對於此篇文章有很多跳脫出來的想法，讓教師足以在這樣的經驗

中，對於教學設計的細節有更深一層的省思。此外，從教師們的對話中，也讓飛

鵬老師反身思考原本習以為常的文本重點如「忠毅」，發現這是過往透過教與學

傳承下來的重點，藉由回顧，去省思是否這是文本真正的重點。因此，藉由社群

互動的歷程，過往的經驗讓教師得以有豐富的資料庫來討論課程設計，同時也是

教師對於過往經驗加以檢視與省思的契機。 

貳、每一階段都是下一階段的過去 

在課例研究的歷程中，共備、觀課、議課、到再議課，每一個階段的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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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成為下一個階段的過去，教師在每一個階段中累積的經驗和知識，也成為下

一次對話省思的素材。 

在「備課後修改」的階段，可見共同備課的集體討論經驗，沉潛在授課教師

當中，讓授課教師在備課後重新回溯時，想到共備時教師們不斷討論到此文本對

於學生的意義為何，讓授課教師最後突破了原有的設計問題，「現代忠毅」的問

題設計與學生當代經驗連結。  

除此之外，公開觀課時，教師們觀察教學現場、學生的社會互動、詮釋與認

知的經驗，也皆成為議課與再議課中，教師省思的重要素材。佐藤學（2014）認

為，公開觀課時教師進入教學現場紀錄的同時就是內在對話的開啟，紀錄者觀察

蒐集到的實證資料，會成為教師的暗默知識（tacit knowledge），並在議課與再議

課是教師將這些暗默知識公開化與語言化。在語料中可見，教師們一方面根據公

開觀課觀察到學生，來修正與調整課程設計，另一方面，授課教師也因為教師們

進入組內的觀察回饋，讓他更了解此班學生的學習型態，省思應根據班級的不同

特質來調整課程設計。 

透過觀察，與討論，教師們對於學生的看法也會隨著討論的過程慢慢地轉變。

教師們再議課時，一開始普遍對於公開觀課所觀察到的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的參

差不一，十分擔憂，然而經過討論，提出學生在差異之中彼此相互學習的例子後，

慢慢轉以社會互動的觀點來詮釋學生，這樣對於學生觀點的轉變，正是將過去所

觀察到的暗默知識，經由回顧、公開討論，而獲得的學生學習的知識與反思。（秋

田喜代美，2008；歐用生，2013） 

參、在未來的想像中推演教學 

教師們也透過對話，想像未知教學情境來推演教學，一次又一次進行教學「實

驗」，由於只是想像，這樣的推演實驗可不斷地重新假設與修正，正如 Schön（2004）

認為「在這樣一個的世界裡，當事者能將稍縱即逝的現象減緩下來看清楚。許多

無法倒帶重來的行動，如今卻可以重新檢視，更深入被探討，並重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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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2）。在語料中可見，教師們會想像教學情境中，學生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

困難、可能會如何思考，又有什麼策略能承接學生的問題。在一次又一次的推演

當中，可見「時間」的外在限制不斷被提及，即使教師有許許多多的教學創思，

但常發現時間不夠的問題，因此，又必須重新回到「教學目標」、「學生特質」進

行抉擇，在「現實」和「目標」中反覆取捨，正是教師不斷對話，在透過未知的

教學情境中，反覆地實驗的歷程。 

除此之外，教師們也善用假設的語言來預測未來教學、預測教學場域中的學

生思考。例如，教師們常提及「學生會不會…」、「如果我是學生…」、「如果是我

的學生…」的假設語言，以學生的角度進行換位思考，試圖讓教學設計更貼近學

生，或在公開觀課看到學生表現後的再議課中，也再次以「如果…」的假設語言，

想像與推演若在未來的教學情境中，學生有相同的詮釋與反應該如何回應。在想

像空間中，推衍教學流程、學生反應、教師回應，是讓教學設計細緻化過程，也

是教師迎向未知的教學準備。 

肆、從當代和未來思考文本教學 

教師們對於文本的討論，除了從文本的寫作的時代脈絡來探究，同時也不斷

思索著文本知識對於當代學生的意義為何、要培養學生什麼能力，形成古與今的

對話。 

在共同備課中，不斷地確認課程重點和目標，想從文本當中找到可以跟當代

學生經驗比較或是連結的部分，藉此發展課程設計與教學，如對於「是否有現代

史可法」、「師生關係」、「忠毅」等概念的討論。同時，也在不斷地反覆確認重點

之後，最後梳理出要培養學生的能力層次（從最基本的檢索與解釋、到分析、再

到創作），試圖在固定的文本內容之中，找到能與時代對話、與學生連結之處。 

在備課後修正的階段，授課教師再次省思教材內容的時代性與現代意義，在

特定的課本教材中，去抉擇教師認為對於未來的學生可能有幫助的討論議題。在

共同備課的討論中，教師們多認為比起「師生關係」，「忠毅」概念實難與當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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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連結，然而，授課教師重新考量兩者對於學生現在和未來的意義後，認為在現

今社會談尊師重道已沒有太大意義，而忠毅的概念反而對往後的學生人生有較大

的啟發，因而抉擇了「忠毅」概念成為學生討論的議題。 

除此之外，授課教師進行課程設計時，也從時代與社會脈絡，來理解當代的

學生，他認為自身的成長背景與當代學生的生命經驗已儼然不同，而學生在視聽

媒體發達的社會背景下對於文本內容的需求也已大相逕庭。正因如此，課堂開放

性的討論便有意義，在時代的進程中，未來所需的能力不再是囫圇吞棗地理解忠

毅是什麼，而是學生能自己表達認為的忠毅是什麼，如此，文本成了生命與詮釋

經驗的交織的媒介。而對於當代學生的思考，也讓授課教師思考國文教師角色的

改變，未來的教師不能只專注於知識挖深與資料的搜羅，而是要具足一定的廣度，

來面對來自各方不同生命經驗的學生，而社群的集思廣益正拉開了這樣的廣度。 

伍、教學為反思的實踐 

即使教師不斷地預測與想像未來，也仍發現多變的教學現場有許多「出乎意

料」、「無法預期」的反應，在想像與實踐有必然的落差。 Schön（2004）認為，

「當探究者在自己預設範圍內試著塑造情境的同時，他必須隨時準備接受情境的

變動。他必須願意進入新的困惑與不確定感。他必須採納一種雙重的觀點。他必

須按照他所採納的觀點來行事，但他也必須了解到，他隨時都可以在把它打破，

甚至是必須把它打破，以便讓它和情境的互動產生新的意義。」（p.155）因此，

教師們秉持著自身的觀點，然而在對話的過程中，或真正在教學現場中進行觀察

與互動時，必須隨時準備打破自身既有的觀點，納入新的想法與行動，因為教學

並非是固著的精湛程度的「技術性實踐」，而是藉由不斷的省察、反思、判斷的

「反思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卯靜儒，2015a；佐藤學，2014；Schön，

2004）。從備課到議課的過程，可看見社群不斷地打破自己的想像，與新的情境

對話，例如，共同備課時，夢蝶老師常言她自己先有一個想法，但在教學現場之

中仍然要「等學生的想法」再與之互動，而夢蝶老師確實在公開觀課，面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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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應時打破了他原本的預期，當下進入授課情境中思考與互動，當學生原本無

法精確表達文本角色情緒，教師以圖示引導學生，細膩地說出更精確的情緒字詞，

又如，教師認為有答案的題目，多組學生認為沒有答案，教師聽完學生的解釋之

後當下思考，然後打破自身的預設贊同學生的答案，讓課堂產生新的意義。 

而社群教師們再議課時，即使在共同備課時已預設了教學目標，但真正在公

開觀課看見學生以後，教師們並未執著於自身原本的設定目標。除了省思如何達

成原本設定的目標之外，也從看見學生學習表現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意義與目

標，當學生在課堂上的討論進入了一個教師未預想到的更深的層次，再議課時教

師們修正了教案，將這個題目的討論增加更多時間，引導學生更深的討論，讓新

的課題再次延伸與想像，這正是「反思性實踐」。 

共備到再議課的每一個階段，皆成為下一個階段的過去反思，教師們從過往

的教與學的經驗中印證與反思，從未來的想像中推演教學，也從討論當代學生和

未來時代文本教學的目標與策略。教師們的每一個「當下」，皆在「過往」的經

驗，與「未來」的想像中來回省思與決策，同時又不斷地打破自身既有的觀點，

與情境進行對話。 

第二節 對話中的多重學習 

「對話是刻意而且有意識激發起深度交談的一種方式，對話是一種人類行為，甚

至是藝術形式」。（Issacs，2001，p.88） 

上述整理了教師在共備歷程裡時間的建構與流動，本節將再細探教師對話中

的學生、文本知識、目標設計、與環境的交互影響，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時間概念，

教師從中產生哪些學習？如何學習？研究者將之整理為下圖（圖 5-2-1），並從

「學生－目標設計」、「學生－環境」、「學生－文本」、「文本－目標設計」、

「文本－環境」、「環境－目標設計」幾部份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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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文本的探究中學習 

首先「文本－環境」中，從教師們的討論之中可見，即使課綱經過多次調整，

許多國文課本的課次尚未改變，例如，此課次〈左忠毅公逸事〉是不同世代的學

習與閱讀經驗，因此教師們討論文本時也常回顧過往學生時期的閱讀經驗。文本

的教學重點、詮釋、或某些意識形態，可能就在幾個世代的教與學中，伴隨著考

試的制度傳遞下來。當教師們一方面從文本本身的寫作時代背景探究，另一方面

從當代的觀點切入，例如忠與毅的古今意涵、當代的師生關係、現代史可法等，

教師得以從不同的觀點和視角來檢視自身既存的知識，在「眾聲喧嘩」中超越課

本題解與賞析的固定性，細膩拆解以前未曾思考過的詮解；在「文本－學生」中，

教師們試圖思考古之文本與當代學生可能的意義和共鳴，再經由公開觀課所真正

觀察到的學生，看見學生對於知識的理解是模糊的、價值澄清的，詮釋是經驗的、

甚而超乎教師既有的想像和知識疆界，因此於再議課時，針對學生的詮釋再次詮

釋，在這樣的過程中，文本的詮釋是不斷滾動、是超越教科書與考試的，更從學

生的詮釋當中看見了學生的經驗。另一方面，在「文本－目標設計」中，文本多

元詮釋的開展也是對於「文本重點」的釐清，例如，教師在本課次討論到三個重

點：忠毅概念、以事寫人、師生關係，這三個重點是在反覆地探究文本、詰問教

學目標設計和學生時抽絲剝繭慢慢地被確認、被提出，並且，教師們也從梳理「重

點是什麼」，到思考「為什麼我們認為這是重點」，回顧省思以往學與教的歷程中，

可能未曾細思過的，世代傳遞下來的知識。綜上所述，「文本－環境」、「文本－

學生」、「文本－目標設計」，正是教師在文本探究中，透過知識探究，重新回顧

與省思在世代教與學以及考試制度所傳遞下來的詮釋與重點，探析知識不同的詮

釋面向以及知識之於當代學生的意義，藉此展開文本重點的思辨與釐清，並在共

備、議課、再議課的歷程中，知識在教師與學生之間進行詮釋與再詮釋，是教師

「從文本的探究中學習」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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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共備歷程中教師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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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向學生學習 

如上述，教師在「學生－文本」的探究中，思考文本與學生的意義連結，超

越課本註釋賞析以及考試，並觀察到學生的詮釋，由此再延伸詮釋。此外，在「學

生－目標與設計」中，教師們就學生的能力和知識背景來推敲教案的內容，預測

學生的困難並且搭建思考鷹架，教師們會不斷跳脫教師的視角，從學生的視角進

行換位思考，以及釐清教學目標，並在公開觀課時看見學生的困難與詮釋，再次

修正教學設計目標。如此試圖貼近學生的視角所進行想像、觀察、與重新檢視，

便是 Cerbin（2011）所述的「認知的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p.54），Cerbin

（2011）認為，很多教師會忘記學生仍在初學者階段，而難以理解學生的困難，

因此透過學生的視角來想像學生，教師得以揣測學生的難點，並提出不同的教學

方法與教學策略。事實上，從文中可看見，「同理心」不只展現在認知方面，也

是一種師生彼此可能的「經驗共鳴」所產生的同理，從教師們回顧自身過往的疑

問、經驗、感受，進而省思，學生是否也會有相同的困惑和感覺，而產生同理思

考。例如，當大塊老師分享過往對於文本的疑問之後，止水老師將這樣的疑問轉

移到學生身上，揣想學生是否在閱讀文本時會有相同的疑惑，而引發思索新的教

學設計問題；又如，教師們回顧自己學生時期對於課文中炮烙畫面產生可怕的感

受時，也發現在過往的教學經驗中，學生被吸引到的也是這樣的畫面，進而重新

思索，要如何在教學設計、課程目標中有所調整。 

最後，在「學生－環境」中，可看見授課教師試圖從更大的環境脈絡「時代」

和「世代」來理解學生，省思學生與自身成長時代，發覺不同時代的社會氛圍與

媒體視聽環境，會影響每個世代學生的知識背景、學習型態和學習特質，讓每個

世代的學生對於學習內容有不同的需求。並且，放眼未來，學生所要面對的複雜

環境，成為教師思考教學設計與目標重要的思量面向，也間接地影響到教師身為

「國文教師」的角色調整。 

綜上所述，「學生－文本」，「學生－目標與設計」、「學生－環境」，正是教師

 



 

113 
 

在共備歷程中，以「認知的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試圖從學生的觀點揣測

學生困難、搭建教學鷹架、思考教材對學生的意義、釐清教學目標，也在公開觀

課中看見學生的困難與詮釋，再次修正教學設計與調整教學目標，並且，從時代

和社會環境來理解學生、思考學生未來的需求，省思在時代中身為國文教師角色

的轉變與調整，正是教師「向學生學習」（歐用生，2012）的過程。 

參、向時代學習 

在「環境－目標與設計」軸線中，教師們進行教學目標與設計的討論時，常

提及課堂時間與考試制度，例如，當教師將發展教學創思時，課堂的有限時間是

重要的考量，因此須回過頭來再次確認教學目標，進行抉擇；或如公開觀課時學

生從自身經驗發散性的探究詮釋，然在有限的時間與考試的制度下，要再收回課

本上的詮解，教師需在教學的收與放之間不斷進行選擇與權衡，而在社群此一支

持性的環境之中，提供教師一個相互分享與支持的空間。此外，如同上述，「環

境－學生」提供教師一種理解學生的時代視野，「環境－文本」讓知識在歷史／

當代來回辯證之中突破制度與文本中固有的詮解與重點。綜上所述，「環境－目

標與設計」、「環境－文本」、「環境－學生」，正是教師在共備歷程中所面對的考

試制度與時間壓力，同時也在社群安全的環境支持下探究交換經驗與思考策略。

教師也從一個更寬闊的時間，探究知識的古（歷史）與今（當代），以及橫跨世

代的學生所成長的社會背景（包含教師自身的學生時代）的理解，不只是在過去、

現在、未來經驗性的穿梭，也是與向外社會、與時代對話的過程。社群也置身在

這樣的環境與時間洪流之中，在時代與世代的對話之中，不斷地權衡、轉變，與

移動，這是教師「向時代學習」的過程。 

佐藤學（2012）認為，學生的學習是與物（對象世界、教材）的對話、與他

人的對話、以及與自我對話的實踐，同樣地，社群的教師，也是不斷地在對話之

中學習，共備的歷程除了是教師與他人的學習「向教師學習」、「向學生學習」，

也是教師與物的對話「從文本討論中學習」，以及與環境的對話「向時代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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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師們的多重學習。這樣的學習，是透團隊的對話，擴大視野從不同的角度進

行教學的探究與知識的推理，在多重視角看見教學的複雜度、從學生的角度思考

並觀看學生、發展出超越原本課程制定者所設定與預期的目標（卯靜儒，2015a），

正是教師專業學習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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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的結論，將歸納前幾章節，以回應本研究問題：教師

的對話中交織了哪些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流？過去經驗和未來想像如何影響

現在對話思考？時間流在教師的文本、學生、環境、目標與設計的慎思歷程中如

何交織？時間流對於教師的共備到再議課歷程有何意義？最終，教師產生了哪些

學習？如何產生學習？其學習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意義為何？並於第二節提出社

群課例研究的實務建議。最後，在第三節說明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的研究方

向。 

第一節 結論 

高中國文課本內有許多文言選文，是在民國四十二年（1952）配合「反共復

國」的國策，表彰民族氣節、加強愛國思想的精神選入，在社會逐漸開放下，課

本選文也隨之經歷多次篩選刪修，而未被刪修的文言選文如本研究課例〈左忠毅

公逸事〉在教科書中留存下來（蘇雅莉，2005），並納入教育部所編定的古文四

十篇（95 課綱）、三十篇（101 課綱）的「編選參考」（劉星倫，2013），即使只

是編選參考，在課綱的陳列下卻也必然會成為了課本選文。因此，從語料可見，

同樣的一篇選文，在不同世代的教師與學生之間，形成教與學的傳承，是一種跨

越時代的記憶；但同時，教師也處於不斷變遷的社會文化脈絡中，面對著不同世

代的學生經驗，教學現場開始倡導「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式多元化、教師專

業成長模式也從「獨」的各自努力轉到「群」的社群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本

研究以一群跨校高中國文教師的〈左忠毅公逸事〉課例研究為例，這群教師社群

成立的背景，是試圖在固定選文裡，藉由夥伴關係的行動與討論，去尋找教學除

了考試以外，課本的文本教學能對學生有什麼意義、要教什麼、以及該如何教。 

研究中，發現教師們的對話裡交織著豐富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時

空元素，對話中，教師們回顧「過去」，過去在這個課次的學習中自己如何學、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4qZl2/search?q=auc=%22%E8%98%87%E9%9B%85%E8%8E%8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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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什麼、如何教、教了什麼，過去所觀察到的學生學習有什麼困難、有什麼反

應，在過去的時代背景裡文本如何詮釋、為什麼這樣被詮釋，授課教師在訪談中

也省思到自身成長的社會背景，與過往教學生涯中學生的成長時代背景與其學習

特質和需求的不同，藉此理解學生；對話中，教師們也探究「現在」，現在面對

相同的課次、相同的文本，該如何教、該教什麼，現在面對的學生是誰、他們具

備什麼特質與能力、文本在現今的時代脈絡中具有何種意義、該如何被解讀、什

麼能吸引學生、這些學生如何表現、為什麼有這樣的表現；對話中，教師也想像

「未來」，學生在這樣的課程設計中可能會如何反應、該如何承接學生的問答、

該如何將學生導向課程目標、未來學生所面臨到的世界為何、未來需要什麼樣的

能力、如何培養未來的能力。 

這群教師正是在如此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之流中不斷專業學習，「從

文本的探究中學習」、「向學生學習」，以及「向時代學習」。 

在文本知識的探究方面，教師社群共同備課時，回顧過去自己如何詮釋課文

知識，討論這些知識對於學生當代和未來的時代價值為何，在公開觀課教師傾聽

學生詮釋，發現學生對於知識理解的困難性，但也從懵懂裡展開對話思辨，將古

代知識與自身的當代經驗連結起來，超越課本與單一價值的價值，激發教師們再

進一步地思辯。例如，從共備的一開始對話中，可發現教師們帶入過去的教學經

驗，直觀以「忠毅」作為文本重點並思考教學設計，但隨著彼此的共同探究與發

問，開始對過往的閱讀與教學詮釋進行反思，思考「忠毅」對於現今學生和自身

的意涵為何，詮釋的開展，社群教師們在「忠」的討論上解構了「公忠體國」的

時代價值，轉換到現今與未來「盡己」的詮釋意涵。這些教師們的共備討論沉潛

於授課教師中成為內隱知識，讓授課教師回去再思考時發展出「現代忠毅」的問

題設計以連結學生的當代經驗。真正到了公開觀課時，教師們真正看見學生對於

「忠」的當代思考，除了凸顯學生當代的經驗，也間接凸顯這個世代多元矛盾的

價值觀，讓教師們課後再次以「忠」所引出的「盡己」概念的道德性重新思辯，

這樣的探究看似並未貼合文本，但教師們從共同備課剛開始一種無意識的國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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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傳遞，到對此意識形態進行反思，然後在真正聽見學生觀點後，再次反思詮釋，

如此的對話轉變，是為社群教師們「從文本的探究中學習」。 

除了「從文本探究中學習」，教師的課例研究歷程也是「向學生學習」的歷

程。共同備課中教師們從學生的角度揣摩學生可能會遇到的認知性的困難，以思

考如何設計問題、如何幫學生搭建學習鷹架來協助學生，如同 Cerbin 所述的「認

知的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Cerbin，2011，p.54），再者，也試圖揣測學

生在與文本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會有哪些跳脫的想法、會產生哪些疑問，除

此之外，更探究學生在閱讀的情感層面，過往學生如同教師在學生時代的學習經

驗，對於文本中的刑求描述感覺噁心，教師藉此思索該如何引導學生，不只是看

到噁心的表象，而能跳脫出來分析作者如何選材鋪陳出情節的張力。藉由這些發

散的討論，教師們最後得以收束，梳理出本課要培養學生的能力層次（從檢索與

解釋、到分析、再到創作）。到了公開觀課時，教師真正觀察到學生，就授課教

師而言，面對學生超乎預期的表現，他打破當下的預設當場與學生進行對話，如，

學生原本無法精確表達文本角色情緒，教師以圖示引導學生，細膩地說出更精確

的情緒字詞，又如，教師認為有答案的題目，多組學生認為沒有答案，教師聽完

學生的解釋之後當下思考，然後打破自身的預設贊同學生的答案，而授課教師也

藉由觀課教師的分享，更了解班級學生的特質作為未來設計的思考。另一方面，

對於觀課教師而言，他們除了從學生的反應中，再重新思索課程設計如何幫助學

生，在藉由討論，也產生了「看待學生觀點」的轉變，教師們從原本十分擔憂學

生組內程度的「差異化」，然而經由彼此討論後，轉向以「社會互動」的觀點來

理解每位學生不同的特質。綜上所述，教師從換位思考中試著理解學生、從觀課

中看見學生、也從社群討論中逐漸調整自身教學與觀點，正是教師「向學生學習」

的過程。 

不論是「從文本探究中學習」，或是「向學生學習」，皆是「向時代學習」的

過程，對於教師們而言，在文本詮釋上，藉由探究文本，反思過去、開展現今與

未來的時代價值；對於授課教師而言，在學生的理解上，從回顧自身所成長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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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代，對比於現今資訊流通快速的時代中，感知學生學習的特質已不斷地改變，

對於知識的需求與詮釋也已截然不同，也意識自身身為教師的角色轉換，以及教

學方法和詮釋的改變，正是教師「向時代學習」。 

共同備課到再議課的每一個階段，都有著教師對於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

形成一條時間之流。教師的每一個「當下」都不斷地在「過去」經驗，與「未來」

想像中來回決策與省思，也是在固定選文的框架中理解過往、反思習以為常的詮

解與教學，嘗試新的詮釋與教學，同時從過去現在未來理解學生、貼近學生的觀

點，從中尋找教學的意義和可能性。教師隨時需要回顧過去、想像未來，進行當

下的決策，但也同時要打破過去、打破想像，與當下出乎意料的新情境進行對話，

是為「反思的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Schön，2004），社群教師正是透過言

談的社會文化互動，在既定的選文之中回顧過去、想像未來、凝視當代，不斷打

破過去而不滯留於過去，才能在既定的框架中尋找教學中對於學生的意義，正是

在課例研究的歷程中，在行動、反思、行動中，發展與獨自學習不同的樣貌。 

 

第二節 建議 

壹、保持社群開放性 

社群的異質性與開放性，有助於多元觀點與思考激盪。從語料中可見，兩位

教授有時會成為問題的發動者，以不同的觀點切入問題，刺激不同觀點的討論，

因此，社群應保持開放性，適時引入支持性的資源，如邀請專業人員或外部專家

共同參與，或與其他社群、跨領域科目教師合作相互激盪，秉持著民主平等開放

的氛圍相互對話，促使社群增能成長。 

貳、簡化備課與重視再議課 

由於社群教師聚會的時間寶貴，社群運作一段時間後，若能夠找到適合的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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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架構，能幫助社群的討論在更短的時間之內，更加聚焦深化。例如，從語料中

可見，教師們備課中對於「教學設計」、「文本解讀」，與「目標確認」的討論相

互交錯著，其中又以「教學設計」語料比例佔最多數，倘若社群能找出適合的備

課架構，如一開始先就「課程目標」細緻地思辯（本課要給學生的學習目標為何？

有哪些層次的目標？），之後，再就「文本分析」討論要讓學生掌握到的精神要

旨（這些精神要旨的時代意義是否有不同？對學生有什麼意義？），最後，才思

考能夠協助學生達到目標和掌握要旨「教學引導策略」（學生會面臨什麼困難？

有什麼策略？），是否能讓備課在更短的時間內精煉聚焦？當然每個社群有獨特

的發展脈絡和特色，不可一概而論，重要的是共同找出適合的運作模式。 

佐藤學（2014）觀察到，課例研究中，教師們最常投注大量的心力在共同備

課上，議課/再議課卻經常被忽略或是草草帶過。然而，每位教師有個人獨到的

教學特色和切入觀點，共同備課的最終共識不一定適合授課教師與該班學生，因

此，他陳述一日本小學調整的備課模式，從原本以達到教學設計共識為目標的討

論，轉變為根據授課教師希望成長的課題，作為備課討論與觀課的焦點（佐藤學，

2014）；此外，議課/再議課的重要性，正如本研究的教師們，在教學現場中，會

發現眾多備課時尚未意料的課題，再針對這些觀察到的具體事件，進行課程分析

與修正，是教師反省實踐學習不可或缺的歷程。因此，佐藤學建議將備課的計畫

減到最低限度，將核心放在觀課後的反思評論，共享課堂的困難、深奧、與快樂

（佐藤學，2014）。 

除此之外，授課教師備課後的省思歷程也相當重要，語料中授課教師再一次

省思共備內容、自身特質，以及班級學生特質，激發出更符合授課教師自身性格

與班級需求的教案，是藉由共備的集體思考後，再次回到自身，也是反省實踐的

重要過程。 

參、保持時代的敏感度 

從研究中可見，在固定的課程選文中，教師需時時反思過往、思考未來、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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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當代，對於時代與環境有一定的敏感度，才能更加貼近學生的成長世代、理解

學生需要什麼、在未來的世界如何立足。如此敏感度，也才能讓教師在既有的框

架與結構中，找出對學生有意義的學習目標、詮釋的觀點與教學方法，教師能從

教學中不斷地蛻變與學習，而不滯留於過去所認為的想法與行動，這也是教師教

學發展的核心精神之一。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時間與精力的考量之下，只以一個課例進行探究。在此侷限之下，

只足以捕捉社群對話的意義、學習的歷程，未來可進一步探究教師社群與教師個

人的歷時性改變，社群與個別成員會隨著時間與歷練而產生改變，包含社群對話

質與量、個人教學專業發展質與量等的變化，是未來值得探究的議題。 

再者，本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為教師的對話逐字稿，而在訪談資料中只訪

問了本課次的授課老師，然若要探究教師的深層省思，多訪談幾位社群教師為必

要途徑，且若真正要「看見學生」，也需融入學生的觀點「經驗課程」，交叉比對

師生的詮釋觀點，建議可在未來持續研究。 

最後，在未來一 O 七課綱的政策中，開放特色課程與多元選修將成為未來

的趨勢，如此跨科合作的比例也會逐漸提升，因此，跨科社群的共備到再議課的

對話激盪，以及公開觀課時學生在小組內的言談中，跨科知識如何分野與交融，

也是未來值得探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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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兩年的研究中，讓我看見了教學不同的樣貌，在某種程度上，在我未來成為

一位老師的路途上，絕對是有什麼靜悄悄地進入了我的體內，改變了我，也讓我

在師資培育成為一位老師的路途上，開啟不同的視野。以下敘述與兩個故事： 

因教學實習課程我有機會到學校觀摩，正好台上老師也教授著〈左忠毅公逸

事〉，當時教師正帶學生寫習作，習作上有各類酷刑方式與手法的配對，因此老

師鉅細靡遺地描述和補充，學生們一片驚呼和嘩然，膽小的我在當節課如坐針

氈。 

另一個故事，也是在實習的階段，一位現職教師同樣分享了〈左忠毅公逸事〉

的教學經驗，他轉化此課次，帶學生探討近代台灣的冤獄案件，與刑求的歷史社

會脈絡。 

兩個故事皆帶給我非常強烈的感受，加上此研究，一個課次，三種解讀，我

看見教師解讀文本與轉化的多元和可能性，同時更加體認不斷對話的必要性，與

他人、與文本、與自己、與學生、與環境。在回顧中自省，想像中開創，以及在

師途上社群支持的必要性。 

自身之後會成為怎樣的教師呢？我總是這樣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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