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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語文補救教學教師使用標準介入教材之適應歷程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執行「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師在補救教學中所面

臨的困難、挑戰、調整和因應方式，本研究以 3所國中教師的教學

歷程為個案來探討參與「國中語文精進教材」教師教學適應歷程。

本研究採質性取向之個案研究設計。研究者以質化資料描述教師對

教學與學生學習的詮釋。質性資料來源包含 6次訪談記錄、6份輔

導會議紀錄與 6次研究者札記。 

研究者先以開放編碼的方式，持續閱讀訪談逐字稿、輔導會議紀

錄和研究札記，再形成主軸編碼，將資料分為「低成就學生學習」、

「教學策略與詮釋」、「因應與調整策略」、「信念與角色的轉變」、

「生態因素」等…面向，再逐步形成次級編碼，以敘說 3位教師的

適應歷程。 

初步研究結果顯示 3 位個案教師：琥珀老師、浮島老師和白浪島

老師參加方案一年後，由「教師中心」、「較少使用班經策略」、「講述

教學法」、「重視文意、情意」和「重視原班成績」之教學取向，產生

新的教學信念和教學行為。琥珀老師調整方面「對補救教學目標」、

建立「增強制度」、使用「問答討論教學法」，並再沉潛蟄伏階段，思

考補救教學目標和信念；浮島老師則調整為「學生學習中心」，對於

「補救教學目標和信念」、「對低成就生的能力認知」和「問答討論教

學法」受語文精進課程的專業引導下而有所轉變；而白浪島老師在參

與過程中，對於「補救教學目標和信念」、「對建立低成就生自信的策

略」有明顯轉變，在原本的講述教學中兼採「問答討論教學法」，並

增加更多「語文教學策略」。琥珀、浮島和白浪島三位老師，都有不

同程度的將所學跨情境運用於原本的國文教學工作中。 

最後，促使三位教師轉變和調適的影響因素有「課程輔導員的引

導」、「教師實際教學體驗」、「低成就學生表現與回饋」和「教師自我

 



檢核機制 (包含教學實況影帶回顧、教師自我檢核表) 」，引發老師

對自我教學的重新覺察和審視自己補救教學的主要目標和教學方式，

以改善教學品質。這一年的教學適應歷程可略分為：「教學原型階段」、

「摸索試探階段」、「調整節奏階段」和「熟悉因應/沉潛蟄伏階段」，

分三種不同的適應型態，「迴旋沉澱型」、「試驗修正型」和「參照調

整型」。 

 最後，本研究基於研究發現、研究結果和研究限制，對未來研

究以及補救教學實務工作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字：標準介入、補救教學、教學適應歷程、個案研究 

 

 

 

 

 

 

 

 

 

 

 

 

 

 

 

 

 

 

 

 

 

 

 



The Process of Adjusting Standard Remedial Protocol of 

Chinese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y, challenges, coping approach and adjustment of 

the teachers who taught Chinese remedial class with 

standard "Literacy First Program"(LFP).Three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LFP professional training were invited as 

the cases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interviewed to recall their experie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eaching LFP. There are 6 

interview records, 6 record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ssion of LFP and research notes.Al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to follow the methodology of case study.  The 

qualitative data was coded into five major issues: Learning 

of students with low achievement, coping and adjusting 

strategie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aching, change of faith and role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ecological factors. 

Three teachers were renamed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stories, such as Amber, Floating Island, and White 

Wave Island.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LFP for one year, 

their teaching moved from the tendency of "teacher-centered 

approach", "less caring of class management strategy", 

"didactic teaching", "value of  meaning and affective", and 

"value of grade" into the new faith and behaviors.  

Teacher Amber adapted her goals of remedial class, 

 



established reinforcement system for her class, and 

followed the LFP protocol to use inquiry teaching method. 

In the whole year, she remains reflecting the goals and 

faith of remedial teaching.  

Teacher Floating Island, she adapted her teaching as 

"student-center approach", and made obvious changes in "the 

goals and faith in remedial teaching", "recognition of low-

achievement students' potential ", and "inquiring teaching 

method". Moreover, she appeared more variety of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class management"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past. 

Teacher Brownsea Island changed greatly in respect with 

"the goals and faith in remedial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low-achievement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Her 

didactic teaching also adapted into "inquiring teaching 

method", and increased more "language teaching strategies". 

 All of them applied into their original Chinese class 

with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LFP with different 

levels.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ir change and adjustment are 

"the guidance of coaching teacher of LFP," "original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performance and feedback of low-

achievement students," and "the mechanism of teachers’ 

self-monitoring used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facilitate them to reflect teaching, to review goals and 

teaching of remedial teaching and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The adjusting process of this yea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stages : the stage of original teaching,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 stage of adjusting teaching 

speed," and "the stage of mastering or reflecting." Three 

different adjusting patterns were concluded into "the 

convolution and contemplation type," "the test and 

correction type," and "the reference and adjustment type." 

 At last, on the base of findings and limitations, the 

recommendations towards future study and practice work of 

remedial teaching are made. 

 

Keywords: standard intervention model, remedial teaching, 

adjusting process of teaching, case study.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4  

第三節 名詞釋義...........................................................................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6  

第一節 語文課程與教學............................................................... 6  

第二節 補救教學 ....... ..... ......................................................... 34  

第三節 教師工作適應................................................................. 5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69  

第一節 研究設計......................................................................... 69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場域................................................. 71  

第三節 語文精進計畫................................................................. 74 

第四節 研究準備...... ..... ............................................................ 76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三角校正..................................................... 79 

第四章 研究結果 ............................................................................. 82  

第一節 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 82  

第二節 浮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 136  

第三節 白浪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 185  

第四節 他們的標準介入教學適應歷程.................................... 245  

第五章 研究結果討論 .................................................................... 267  

第一節 他們的教學適應歷程與發展階段................................ 267  

第二節 他們的教學適應歷程趨向與類型................................ 27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27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 280  

第二節 研究設計........ ....... ....................................................... 283 

第三節 研究建議........ ....... ....................................................... 284 

 



參考文獻 ........................................................................................... 286  

中文部分....................................................................................... 286  

英文部分....................................................................................... 291  

附錄 ................................................................................................... 293  

附錄一 訪談大綱 ............................................................................. 293  

附錄二 研究邀請函 ......................................................................... 296  

附錄三 訪談資料分析與編碼 ......................................................... 297  

 

 

 

 

 

 

 

 

 

 

 

 

 

 

 

 

 

 

 

 

 



圖表目次 
 

圖2-2-1、三級學習支援系統圖……....……………………………………………50 

圖3-1-1、研究設計架構圖…........…....……………………………………………70 

圖4-4-1、琥珀老師教學適應示意圖……………...……………………….....252 

圖4-4-2、浮島老師教學適應示意圖…………….…..…………………….....259 

圖4-4-3、白浪島老師教學適應示意圖……...………..………………….....266 

圖5-1-1、三位教師教學適應歷程圖……...………..………………….........272 

 

表2-1-1、各種語文課程理論取向比較表………………………………………14 

表2-1-2、國語分段能力指標項目統計………….………………………………17 

表2-2-1、補救教學取向比較表…............……….………………………………38 

表2-3-1、工作適應理論整理表…............……….………………………………60 

表3-2-1、個案教師背景資料表…............……….………………………………73 

表3-3-1、模組一、二語文精進課程結構表….……………………..……….75 

表3-4-1、各階段參與專案之進程表….............……………………..……….78 

表3-5-1、原始資料代碼表….............……………………..……................….81 

表3-5-2、多元資料的三角校正對照表.....……………..……...............….81 

表5-1-1、三位個案教師教學適應階段一覽表….…..……..................267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當局近年為提昇教育品質、改善學生學習能力落後之相關

問題，從 1995年迄今持續實施「教育優先區計畫」、「攜手計劃課後

扶助」、「夜光天使-課後照顧專案」、「國中基測提升方案」…等方案

針對弱勢、高風險家庭、學業低成就學生增加其學習機會，以期改

善其學習品質與成效(教育部，2007；教育部，2010)。100學年度

申請課後扶助或相關補救教育計劃的學生約接近 20萬人次，佔國中

小教育階段全體學生約 10%左右。且近五年內教育部投入相關補救

教學經費超過 35億元，每年平均 7億元以上。除了補救教學的大量

經費和人力的挹注，近年也提倡將差異化教學落實於一般教學中，

不論是差異化教學或補救教學，都是希望將「多層次學習支援系

統」的概念落實於教育現場，提供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生適性的學習

支持。 

然而，近日多則報導文章由教授、現場教師投書紛紛表達多年

推動的補救教學成效不如預期，投書內容大致如下：首先，強調補

救教學執行有困難，政策訂定的訪視目標與實務現場有落差；再

者，提出補救教學的根本問題是家庭教育失能、師資非原班導師難

以對症下藥；最後，聚焦於數萬國中生無法領到畢業證書，因此認

為整體補救教學成效低落，甚至萌生開教育倒車的思想，提議回到

過往能力分班的想法(黃龍雄，2015；尤翔霆，2015；呂健吉，

2015)。綜合上述文章看法，猜想也許是社會大眾對於補救教學有過

度急切的期待，忽略接受補救教學的成效是需要長期持續投入的狀

況。 

除了新聞報導，過去研究的確指出補救教學缺乏長期有系統的

成效評鑑、師資培訓機制，同時以往補救教學約莫七成以上以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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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完成課後作業為主，國中階段的補救教學時間亦成為正式學科

的授課時間之延伸。以前的補救教學尚未被重視，因此未特別針對

補救教學教師給予職前訓練，加上補救教學方式大多以克內教材為

主，教法以增加練習次數和持續重教不會的內容為主，未因應學生

需求給予個別化的補救教學策略 (洪儷瑜，2001；陳淑麗、熊同

鑫，2007；陳淑麗，2009) 。 

其實現今補救教學現場仍有些懸而未決的困難。例如：補救教

師流動率高、專業能力良莠不齊、師生之間熟悉度不足和缺乏適性

的補救教材……等的挑戰。當面對補救教學是需要更專業的教學能

力的師資擔任，但大部分卻由授課經驗尚淺、對學校生態不熟的新

手或代課老師兼任，正式補救教學最大的隱憂。而若學校或教育當

局能針對補救教學可能發生的難題，給予適當的協助和支持，便可

以讓補救教學有更好的成效。 

然而，近年來的補救教學開始注入了更多活水，有更多政府、

民間機構投注心力於補救教學的課程規劃、教材設計、師資培訓和

成效追蹤，而這的確也引發了補救教學的目標爭議、教材研發和師

資培訓，研習課程之大量開辦，以培訓足夠的補救師資來提高教學

品質。從近期補救教學的研習主題，不難發現以往教學現場的需求

是在於撰寫補救教學教材、教案的工作坊，然而現在則轉趨培養補

救教師的教學策略專業能力。 

因此師大研發團隊開始著手發展一套系統性且有實徵證據的課

程，這套「標準介入式」的補救教材，又稱為「語文精進教材」的

考量是希望藉由一套詳盡教學步驟的教材，來讓教師可以在不熟補

救教學策略之前，仍可依教案中之教學流程提示，而維持一定的補

救教學品質。而教師使用教材的過程中，也因為持續使用有效的教

學策略，而達成教學能力之進步。試行過程中也輔以適當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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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續的專業支持，以減少試用教師的挫敗感，來維持穩定的教學

信心與品質。過程中提供老師教材、培訓和輔導機制是希望讓教師

採用標準介入教材後，減少教材編制負擔和確保補救教學的品質。 

然而，剛開始協辦說明會時，原本預期年輕教師剛從學校畢

業，應是學習最新教學方法的生力軍，但現場的新進教師反應教學

法未曾在師培的過程中出現；而教學已十多年資深教師應該會有機

會接觸各種研習，而聽過和試用相關的教學策略。然而這樣的預期

與我在研究場域中看見得有些落差。因為眾多國中國文補救教學教

師面對這一套「標準介入」的語文精進教材時，不論年資深淺都認

為這是一套需要重新適應的新教材教法。這樣的結果著實令人倍感

意外，因此也引發我想要更深入瞭解這些國中國文老師使用這套新

教材─語文精進教材時，同時與一群國中語文低成就學生交互作用

後，會面臨哪些困難、挑戰和我也想了解個案教師跨越困境的歷程

為何，這正是本研究想探索的問題。  

簡言之，我的研究是想探討教師採用標準介入教材教學時，教

學歷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想瞭解問題背後影響的因素與教師

因應的策略或方式。我的研究個案教師有 3位，皆是採用「國中語

文精進課程」的補救教學教師，「國中語文精進課程」乃由專家學者

領導的研發團隊編制，歷經教學實驗階段 3年以上。試用階段的過

程中持續的教學實驗均證實這套以有效教學成分所設計的教材，能

提升學生在閱讀理解與學習成就。教學對象則是攜手計畫的低成就

或弱勢學生。以下將說明我的研究動機，接下來之第二節說明我的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第三節則為名詞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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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國中語文補救教學教師使用標準介入教材之教

學適應歷程的全貌。我希望透過深度訪談和相關文件資料，瞭解教

師使用「標準介入教材」進行補救教學之適應歷程。從教學適應歷

程中，還原補救教室原貌，以探討教師所面臨挑戰、困難與影響適

應的因素與因應困難的方式。 

 

 

貳、研究問題 

1. 教師以「標準介入課程」進行補救教學之適應歷程為何? 

2. 教師以「標準介入課程」進行補救教學，所面臨的挑戰與困難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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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 

    本研究所指之「國中語文精進課程」亦即台灣師大教評中心洪

儷瑜教授團隊所研發之「標準化補救教材」。這套課程是針對弱勢偏

遠地區之低成就學生，研擬具有實證研究根據之系統化補救教材。

教學目標是以提升國中語文低成就學生的語文能力、學習動機，進

而改善其學習成效與增加成功經驗。 

    教材於 98學年度研發迄今已進行兩階段的實驗教學，確定教材

之教學成效與現場之可行性。並於 100學年度起擴大試用範疇北區

有宜蘭、新北市 12所國中，南區為高雄、屏東共 2所國中，以廣徵

試用的補救教學老師之教學成效與回饋，以提高現場之可行性。 

    本課程除了提供教材與教學資源，也安排輔導會議以提升教師

補救教學的專業知能。教師每月需定期參與教學輔導會議，以即時

討論教學和教材使用狀況，讓教師能更快掌握教材核心。(洪儷瑜、

陳秀芬，2012；偏遠地區教育機會與品質提升計畫之第二階段期末

報告，2012) 

 

貳、 教學適應 

本研究的教學適應是指國中教師採用語文精進教材進行補救教

學時，運用適當的方法或策略，彈性調整或適應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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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主要在說明和探討與我的研究相關重要議題，共

分為三大部分。第一節説明語文課程的派典和台灣語文教育之現

況；第二節說明補救教學的政策沿革和有效的教學原則和方法；第

三節則說明教師適應的相關理論和成長歷程。 

第一節 語文課程與教學 

本節首先是探討五種不同的語文課程設計的派典，以瞭解語文課

程理論派典與教材選擇、教學目標和方法的關係。其次整理現行九年

一貫語文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和能力指標，以了解我國教育當局對於

語文課程和教學之標準和原則。接續整理國際間對於閱讀素養的主張，

同時也歸納我國現階段的國語文教學現況，以因應補救教學而訂定的

基本語文學習內容。最後介紹說明我的研究個案老師所採用的「語文

精進課程」之理念、課程取向與相關教學原則。瞭解各語文課程理論

的派典和語文教學現況，可以幫助我更敏感的覺察和釐清教師面臨教

學困難和挑戰時，其背後語文信念和實際教學經驗所產生的影響。 

壹. 各語文課程理論的派典 

國際閱讀協會(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在 1999年

指出沒有單一的方法可以教會所有孩子閱讀，以下介紹常見的語文課

程設計派典，並作進一步的分析比較。 

一、 語文課程理論派典 

Vacca、Vacca和 Gove(2006)在《Reading and learning to 

read》一書中提到 5種現今仍被採用的語文課程理論派典：基礎讀

本取向(basal reading approach)、以文學為本位的教學取向

(literature-based instruction approach) 、語言經驗取向

(language experience approach，簡稱 LEA)、整合式語文教學取

向(integrated language arts approach)、以科技為本位的教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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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technology-based instruction approach)，以下依序介紹。 

（一） 基礎讀本取向  

基礎讀本取向的教學中是以教導學生學習閱讀理解策略為主要

目標的教學模式。基礎讀本取向(basal reading approach)視閱讀

為由下而上的理解歷程，因此非常重視語文基礎能力，強調識字解

碼，尤其重視閱讀分項技能的教學(sub-skill reading 

instruction)。 

而基礎讀本的教材通常由學者專家或專門的編輯者來負責編寫

工作，其文本的難易度會依照學習者年級或能力而調整。文本內容

取材會選用生活中最常見的記敘文和說明文文本，經過有系統的依

內容難度漸進編輯設計改寫後，融入閱讀理解策略，其核心目標仍

聚焦於提升閱讀理解之策略學習。而基礎讀本取向的教材尚且會對

於文本中的新字生詞數量，預先控制和調整。 

教學的流程皆由教師示範、漸進引導到最後學生獨立使用閱讀

理解策略進行閱讀。而基礎讀本取向的教師手冊會提供固定且詳細

的教學程序、指導語和範例，讓老師可以依照教師手冊的說明，使

用教材來指導學生學習閱讀策略。課後亦搭配標準化測驗以了解學

生的學習成效。同時基礎讀本取向可以讓閱讀程度較落後的學生也

能因為文本的調整和提供其閱讀策略，不僅可以增進他們的閱讀理

解程度和策略使用的流暢度，更能藉此改變他們對閱讀的態度

(Graves，Juel & Graves，2001；Robb，2003；Vacca等人，

2006)。 

目前大都出現在國外文獻和教學應用中，目前台灣的語文教學

現場，僅有永齡基金會和台師大「偏遠地區教育機會與品質提升計

畫」語文教材研發團隊都使用有實徵研究為基礎的「語文補救教

材」及系統化的「師資培訓課程」之外，其餘較少找到以此取向編

制的教材和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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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文學為本位的教學取向 

語文教育學者在1970年提出倡導「以文學為本的教學取向」之

改革運動，主張以「真實文本」或「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名著」

為教材內容。「以文學為本的教學取向」認為閱讀理解是由上而下的

歷程，不論國內外的語文教學大部分還是受到此取向之影響甚鉅。

其主要教學目標是希望學生閱讀經典名篇後，能產生閱讀興趣和動

機，欣賞不同體裁、風格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可以讓學生辨識作家

風格，以培養良好的文學賞析能力。 

Vacca等人(2006)提出以文學為本的教學取向，亦希望學生經由

閱讀能幫助他們更深入了解自我內在特質，並與真實生活連結。教

師在此教學取向之角色是講解文本字詞意義、解說如何賞析文本的

特色。同時也希望閱讀特定文體類型的教材後，利用所習得的文體

知識能繼續閱讀其他相同文體或有興趣的讀本。同時教師也會鼓勵

學生將所學到的東西，使用口語或書寫的方式再次產出。例如：故

事分享或改寫故事結局(歐用生、吳敏而，1992；McKenzie，1985；

Cooper，1993；Scharer，Freeman，Lehman & Allen，1993) 

國內現行大部分的國中國文課程都以「以文學為本位」的語文

教學為主。江宜樺(2007) 指出「經典文學」是泛指人類文明史上的

名家代表作。其流傳久遠，經得起時代考驗，具有原創性的特質，

寫作手法優美、蘊涵人生哲理，可啟發思想，有其存在之重要價

值。同時他亦提出學習經典文學的原則應：(一)教師應慎選版本，

避免內容偏頗或原意曲解。(二)學生不應預設立場，以免影響閱讀

的自由。(三) 經典名著大部分都有預設目標讀者，學生應放慢閱讀

速度才能理解。(四)教師介紹時代背景和作者的生平，引導學生體

會文本中隱諱未明的意涵。 

綜上所述，「以文學為本的教學取向」的語文教學現況可歸納為

以下兩點：1.文學藝術價值重於知識性、2.強調陶冶品德的「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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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功能。由此推知「以文學為本的教學取向」的教材主張所選錄

的文章要將知識要和道德、文化融合的文本才是有價值的教材。 

（三） 語言經驗取向 

語言經驗教學取向的教學目標主要是以學生的先備知識為主，讓

他對即將要學習的材料是熟悉的，不僅可降低對語文學習的排斥

感，也可提高學習動機。 

LEA的教學過程是首先讓學生用母語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與同儕分

享，再者學生表達的語言，由教師或同儕轉譯學生們的口語語料

後，最後由教師編輯成學生學習閱讀和寫作的教材，也是老師教學

的內容。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會體驗到自己口語的陳述轉變成教材

上的文字內容，因此可以增強學生對於口語和文字之間的聯結關

係。 

LEA的教學主張是「語言文字都是用來溝通觀念的工具」，因此

鼓勵學生發展有趣的話題，決定自己學習內容，鼓勵學生成為一個

「主動」、「積極」的語文學習者。  

目前在美國的學前和國小低年級被廣為應用於教學現場，而台灣

目前亦有教師將 LEA應用於特殊教育中，特殊學生的接受度良好，

也的確能引發其學習興趣。但亦有研究指出 LEA難以提供有系統的

教學計畫和評量，且課程間銜接不易，同時此教學方法亦不適用於

口語表達能力不佳的學生，這些都是 LEA的實際運用的限制。

(Stauffer，1980；朱慧君，2001；李忠諺，2007；Vacca，2006；

Richek，Caldwell，Jennings & Lerner，2002）。 

（四） 整合式語文教學取向 

國際閱讀協會和美國英語教師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簡稱 NCTE） 1996年共同訂定並頒佈一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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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習標準，其中強調應加速對學生語文能力的學習，其提出學生應

具備的語文能力，分別是閱讀、寫作、聆聽、口語表達、觀察和看圖

描述。因為語文能力是完整的，所以上述六種重要的語文能力皆不應

被分離為單一技能來教學。教師通常偏向採用真實的文學作品為教材，

並採用探究導向教法、安排主題式學習內容(Vacca，2006)。 

整合式語文教學取向是當前國小國語文領域的主要教學取向。語

文領域課綱也明確指出國語文教學應兼顧聆聽、說話、閱讀、寫字、

作文之各項能力，但學者提出其實際的教學現況是，大部分國小國語

文課堂中，教師只停留在教導生字詞階段，其他部份的教學時間的比

例很少，並未真正落實整合的取向(鍾屏蘭，2011；)。 

（五） 以科技為本位的教學取向 

數位科技的發展日益成熟後，讓學生有更多元的語文學習的途

徑，也改變學習和教學模式。教師運用電腦多媒體及網路的動畫、

聲光和重現實境，輔助以往以文字為主教材、教具。「以科技為本位

的教學取向」藉由由多元的視、聽、動、觸擴展學習管道，協助更

多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能得到更多資源。 

以往電腦技術不純熟，大部分被運用的功能是文書處理或教學

輔助軟體(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為主。CAI是可以讓學

生重複演練的軟體與可實際動手操作教材內容的媒介，但過去設計

的模式缺乏互動性和吸引力，而偏向繁瑣的電子式工作表為主。電

腦成為書寫、寫作的工具時，可以讓學生藉由重複調整內容架構的

過程中提升學生的組織能力(Labbo ，2000；Vacca，2006)。 

現在教育現場廣為運用數位科技的優點，讓教學更豐富、有效

率，但而教師更應謹慎思考教學之核心目標和多媒體教材間的適配

性和增進教師資訊專業知能，才能結合數位科技和課程教學以收最

佳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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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文課程派典之分析比較 

上述五種常見的教學取向，可約略將其分為教學目標、教材選

擇、教材編輯、類化學習、教學原則、學習評量之面向綜合分析整

理如下，亦可參見表 2-1-1「各語文課程理論派典比較表」。 

（一） 語文課程派典間教學目標全然不同 

基礎閱讀取向是教導提升閱讀理解的策略為主；文學中

心取向重視文化藝術傳承大於知識的傳遞希望藉由文明史的

菁華，來啟發學生潛力和情操；語言經驗取向希望藉由文本

和學生的親近性，引導學生轉變為主動積極的學習者；整合

式語文取向主要訴求語文教學不應被劃分單一技能進行教

學，應該同時包含閱讀、寫作、聆聽、口語表達、觀察和看

圖描述；科技中心教學主要是教材呈現或教學活動的形式轉

變，非教學目標之轉移。 

（二） 各派典間教材取材原則緊扣教學目標 

基礎閱讀取向是以學習策略為主搭配經過設計的記敘或

說明文文本；文學中心取向則是選錄經典範文；語言經驗取

向則以對學生有意義的口語語料或生活經驗來編寫；整合式

語文取向則選輯真實、自然的文學作品；科技中心教學是將

教材融入多媒體科技。 

（三） 派典間的教材編輯者和編寫方式截然不同 

基礎閱讀取向由於需要謹慎掌控教材內容與學習原則和

目標的一致性，且其文本需要考量難易度、語彙使用率…等

問題，現場教師較難獨力負荷編輯的工作量，大部分由學者

專家或專業的教材編輯團隊負責；文學中心取向是由編審教

材的教育單位選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範文提供教師授

課；語言經驗取向則由授課教師考量學生背景經驗用文字、

圖、表的方式編輯成教材；整合式語文取向通常是由教師以

 



12 

文學作品兼顧各種語文能力之平衡進行教學；科技中心教學

則可能有教師根據課程標準或教學目標自編教材或由出版商

或教育單位編寫。 

（四） 各派典間的學習遷移型態不一 

基礎閱讀取向是由教師藉由文本指導學生為主，而學生

會用學習單或其他選材持續練習分項策略；文學中心取向的

教師會以講解文本內容、作者生平和當時背景以促進學生了

解隱含的文章意義，也希望學生可以運用習得的文體知識閱

讀其他同類型文體或感興趣的讀本；語言經驗取向礙於缺少

有系統的課程銜接和評估方式，較難覺察學生類化成效；整

合式語文取向認同語文是基礎能力因此語文學習可以類化到

其他學科學習；科技中心教學可以透過具吸引力和互動性高

的學習軟體讓學生自學或重複演練學習目標，或是透過重複

調整撰寫內容架構提升組織能力。 

（五） 權衡教學重點和教材特性而有不同之教學原則 

基礎閱讀取向有固定的教學流程和詳細的教學程序；文

學中心取向則由教師解說補充作者生平、時代背景，同時提

醒學生屏除自我觀點和立場，引導學生投入文本並體會其隱

而未現的真意；語言經驗取向則由教師讓學生進行分享和發

表再將口語內容編寫成文本，並借此教學過程讓學生明瞭口

語和文字之間的關聯性；整合式語文取向的教師會安排主題

式的學習內容並採用探究導向教法，重視學習語文的完整性

和功能；科技中心教學有聲光、動畫、真實或模擬的實境提

高教學互動性，同時教師應將此優勢扣緊教學目標以揮發數

位科技的效益。 

簡言之，我們可以了解上述不同語文課程的取向，不僅是教材、

教法、評量方式的表面差別而已，更深層的差異則是潛藏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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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語文教學信念。因此首先整理國語文領域的基本理念、課程綱要和

能力指標之內涵，再者探討 101 年教育部因應 12 年國教而提出的配

套方案-「國小及國中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其目的是欲了解基本理念、

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對於語文課程的理念、教學原則和教材選擇的關

聯性，以推知教育當局對於語文教學之規劃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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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各種語文課程理論取向比較表 

 基礎閱讀 文學中心 語言經驗 整合式語言教學 科技中心教學 

目標 

1.強調識字解碼 

2.閱讀理解的策

略 

1.培養良好的文學賞析

能力，重視文學藝術性

大過知識性的獲得 

2 強調副學習-陶冶品德 

3.幫助學生了解自我特

質，與真實生活連結 

1.降低對學習排斥感

提高學習動機 

2.讓學生將口語和文

字產生連結關係 

 

 

IRA和 NCTE強調語

文能力應完整被教

學，而不應被分單一

技能教導 

1.運用電腦多媒體

及網路，輔助以文

字為主的課程之侷

限 

2.由視、聽、動、

觸擴展更多元的學

習管道 

理論

依據 

1.視閱讀理解為

由下而上的歷程

重 

2.視語文基礎能

力 

閱讀理解是由上而下的

歷程 

語言是用來溝通，因

此鼓勵學生成為「主

動」分享的角色 

  

教材

核心 

學習策略為主 經典文學為主 學生口語語料 聽說讀寫能力一起敎 融入多媒體科技 

編者 

學者專家編寫 

 

出版商或編審教材教育

單位 

教師編寫 教師選 教師編寫、出版商

或編審單位 

取材 

1.常見的記敘文

和說明文文體之

文章 

2.符合學習者年

級或能力水平的

文本 

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學

經典、名家著作 

學生自己的生活經驗 豐富想像力的文學作

品 

教材呈現形式改

變，非內容取向的

轉變 

教材

編排 

1.預先設計與控

制文本中的新字

生詞數量 

1.尊重原作為原則，以

節錄原文為主 

2.會因為學習者和版本

1.學生用母語分享生

活經驗 

2.教師或同儕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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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閱讀策略融

入文本中 

3.依難度漸進編

排教材 

異同，而改採淺白語言 3.教師用圖表或文字

的方式將學生語料編

輯成教材 

教學

原則 

1.教師手冊有詳

盡教學程序 

2.教師須依照固

定的教學流程 

1.讓學生可以賞析和領

略文本之美 

2.欣賞不同體裁、風格

的文學作品，同時也可

以讓學生辨識作家風格 

LEA以學生的先備知

識為本，讓學生主動

積極且將口語內容和

文字產生連結關係 

 思考教學之核心目標

和多媒體教材教具的

適配性 

教學

方式 

 

用基礎讀本來指

導學生學習閱讀

理解策略 

1.以教師專家講解文本

內容並示範賞析文章的

觀點和角度 

2.詳細解說作者生平和

時代背景 

3.重視字詞的形音意 

1.學生討論和分享經

驗 

2.老師和同儕討論大

家表達內容 

3.老師撰寫教學文本

內容，並據此教學 

1.採用探究導向教法 

2.安排主題式學習內

容 

 

 

1. 文書處理工具 

2. 教學輔助軟體 

3. 不同的知識傳播

途徑 (電子書、

網路閱讀) 

類化

方式 

提供學生練習和

應用各種閱讀策

略的機會 

由閱讀特定文體類型之

文本，而習得的文體結

構知識繼續閱讀其他相

同文體結構且有興趣的

讀本 

難以提供有系統的課

程內容和課程間銜接

不易 

 用電腦當成書寫或

寫作的工具時，可

藉重複編寫、調整

文章內容和架構以

提升學生的組織能

力。 

評量 

標準化測驗 教師也鼓勵學生將所學

用口語表達或書寫的方

式再次產出分享其他故

事或改寫故事結局。 

未能有持續的學習成

效評量 

 電子資料庫被廣用

於教學成效評估，

教師藉此了解學生

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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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行語文課程綱要之基本理念與指標 

    語文是學習知識的基礎工具學科，因此對於核心能力的養成更

尤為重要。教育部於民國 87年公布，90年實施的《國民教育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將過去國語文課程的聽、說、讀、寫轉換

成 6大能力指標：注音符號、聆聽、說話、識字與寫字、閱讀、寫

作。此次將識字與寫字合而為一，和以往將識字能力歸於閱讀範疇

內有所不同，且將注音符號、寫作能力單獨列出，應是期許藉由課

程革新以重構語文學習面向。因此就語文課程的基本理念、能力指

標與教學內容、原則之間的關係分述如下： 

一、 國語文領域之基本理念 

教育部(2003)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說明語文課程的理念如下： 

1.旨在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 

2.期使學生具備良好的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能力，並能使

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 

3.培養學生有效應用語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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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激發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以體認

中華文化精髓。 

5.引導學生學習利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路，藉以增進語文學習

的廣度和深度，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 

二、 國語文領域之能力指標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中針對語文學習領

域中提及本語文之分段能力指標有 6項，並依不同階段訂有詳細之指

標內涵，若將各細項之能力指標加以彙整如表 2-1-2，可發現總計 103

項，其中又以閱讀與寫作占最多。若將此六大能力指標面向語學習階

段加以整合如表 2-1-2所示之組織結構，可發現從 1年級至 9年級皆

涵蓋此六大能力指標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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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國語分段能力指標項目統計 

 

能力指標項目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合計 

A. 注音符號應用能力 7 3 2 12 

B. 聆聽能力 3 3 3 9 

C. 說話能力 4 4 4 12 

D. 識字與寫字能力 6 7 5 18 

E. 閱讀能力 7 10 8 25 

F. 寫作能力 8 10 9 27 

總計 35 37 31 103 

由上述的基本理念和能力指標，可推想我國教育當局將語文領域

視為「工具學科」。5項理念中就有 4項是培養學生的語文基礎能力：

包含聽、說、讀、寫、作，並希望能整合應用。僅有 1項是期待學生

能引發閱讀興趣，領略文學之美。顯然，現今已突破以往國語文課程

偏重知識的記憶背誦或道德文化的灌輸，轉而更重視理解、分析、應

用與自學的能力。過去重視「語文知識」，而現今取而代之的則是「語

文素養」(literacy)。語文教育的功能聚焦於學生能否「讀懂」各類

型文本中的「新知」，並能以口語或文字的方式產出。 

所以回到 Vacca(2006)提及的語文課程五大取向的觀點來分析我

國語文教育課程取向如下： 

1. 重視提升閱讀理解能力和「基礎讀本課程取向」相同。 

2. 國語文教科書內容取材自經典文學的比例偏高，尤其是國中階

段，則與「文學中心取向」相同。 

3. 教學方式則是認同「整合式語文教學取向」聽、說、讀、書寫

和作文應同時教導，不能被劃分為單一技能。 

對於我國的現行語文教育要「敎什麼」、「怎麼敎」才能培養出具

有語文素養(literacy)的學生呢?；而課程標準會藉由哪些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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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式來落實呢?以下說明九年一貫課程中提及的語文教學內容和原

則。 

三、 國語文能力指標和教學內容、教學原則之關係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明列「實施要點」，並同時提出國語文教材

選編原則與教學原則如下：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中針對國語文教材選編原則

加以明確界定，認為教材編輯應配合各階段能力指標，以發展學生口

語表達及書面表達之基本能力。第一階段以發展口語表達為主，第二

階段由口語表達過渡到書面表達，第三階段則口語、書面表達並重。 

綜合上述，在實施語文教學時，首先要考量能力指標內涵的深淺，

安排語文教學整體序列，依學生能力的高低配合教材的實際內容，妥

善安排其順序與數量。並且教師應對能力指標加以詮釋、分析與統整，

轉化為具體的教學目標，並設計教學活動，提供給學生適切的學習。

而九年一貫課綱已推行十餘年，究竟現場國語文教師、課程和教材是

否皆已符合現行的語文學習綱要、能力指標呢?其與國際間對閱讀素

養(literacy)的主張趨勢是否相同呢? 以下繼續探討國際間的閱讀

素養與我國國語文教育的現況之關係。 

參. 語文教育現況與國際閱讀素養主張 

OECD（2008）指出加拿大學者進行「國際成人閱讀素養調查」

（Inter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簡稱 IALS）的研究結果

發現，人民的平均閱讀素養水準比教育成就指標更能預測國家未來的

經濟成長趨勢。而全球各國也紛紛意識到國民閱讀素養可以決定國家

未來發展的潛力，亦即提高國民閱讀力，就是提升國家競爭力。所以

閱讀素養教學近年成為各國教育發展的要項。而臺灣將強化閱讀素養

的重責放在國語文課程教學中，因此國語文教師便在這波閱讀素養競

爭潮流中，被賦予擔任閱讀教學的重要任務。而在我的研究中，亦是

邀請參加師大語文精進課程中，擔任國文教學的老師為我的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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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一、 閱讀素養（literacy）定義與內涵之擴充 

(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閱讀素養的定義演變 

UNESCO主要創設的使命是致力達成教育最基本階段以消除

文盲(illiteracy)。1946 年提出素養包含讀、寫、算，同時聲

明「接受教育」並「習得素養」是基本人權之一。1958 年

UNESCO聲明素養指個體能夠在理解的情況下讀寫其日常生活事

務的簡短論述。1970年提出功能性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

表示個體能有效參與所有需要素養的活動或社群，並使用讀、

寫、算來達成個人或社群發展的能力。1985年除了重申學習是

所有人都應擁有的基本權利，強調「學習」對個體的重要。而

同時明確指出學習的權利包括讀與寫、擁有教育資源、發問與

分析、想像與創造、讀自己的世界與寫歷史、發展個體與團體

效能。 

 直到 1990年 UNESCO主張任何成人都擁有學習經驗與能力，

只是為了提升生活的品質，因此有必要增進溝通與算數能力，也

認為應該有更多學術研究投入分析比較識字能力缺乏

（illiteracy）及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的異同。

對於素養的概念有更多發展性的看法。2000年說明素養是指能在

理解先備條件中具備自行讀寫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論述的能力，包

括讀寫技能和基本的算數。2002 年 UNESCO宣布 2003年到 2013

年是「10年素養計劃」(Literacy Decade)，並預設目標希望能

在 2015年時減少 50%的成人文盲。 2005出版《閱讀素養評量的

角度》一書中又提出素養的定義是能辨識、理解、解釋、創造、

溝通和計算不同的印刷或書寫材料的能力，使自己達到個人目標、

發展個人知識、潛能和足以充分參與社會的連續性學習(黃彥超，

2009；柯華葳、戴浩一、曾玉村、曾淑賢、劉子鍵、辜玉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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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如，2010；洪儷瑜，2011；柯華葳，2011；UNESCO，2004)。 

 由上述可知，UNESCO對素養定義隨著時代逐漸擴充，然而素

養主軸還是主要以讀、寫、算為主，並且因為具備基礎能力而能

夠提高生活品質、自我實現和參與社會。而 literacy亦即是大家

共同用來說明語文程度的詞彙，其翻譯亦由以往的「識字能力」

調整為目前的「閱讀素養」。 

(二) 各國際閱讀素養研究組織對於閱讀素養之定義 

 國際間對於學生語文能力的表現，主要有 2項大型的國際性

閱讀素養評比，一是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簡稱 IEA）主導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主要目

的是希望了解國小 4年級學生的閱讀能力，做為各國改善閱讀教

學及促進閱讀素養的參考。另外則是從 2000年開始，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所發展的「學生國際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主

要是針對 15 歲的學生進行閱讀、科學、數學能力的比較，其結

果更被視為教育改革的參考依據，透過國際有系統、有架構的方

法來檢視教育改革成功與否。 

1.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對於閱讀素養的定義 

柯華葳等人（2009）在《台灣四年級學生閱讀素養》的報告

中提及 PIRLS 2006 對閱讀素養具體而言可歸納為以下 5點：

1、能夠理解並運用書寫語言的能力、2、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

中建構出意義、3、能從閱讀中學習、4、參與學校及生活中閱讀

社群的活動、5、由閱讀獲得樂趣 (引自柯華葳等人，2009) 。 

2. 「學生國際能力評量計畫(PISA)」對於閱讀素養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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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2006)對於閱讀素養的定義為：理解、運用以及省思文

本章內容，以便實現個人目標，增進知識、發揮潛能以及參與社

會的能力。(引自國立台南大學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08)。依

上述 PISA對閱讀素養的定義可知，對於閱讀素養的要求已從流

暢的閱讀，理解運用詞彙和書寫，提升為包含一般語文理解與運

用能力，還需能夠反思閱讀內容、建構意義、和對閱讀內容或形

式進行批判。而讀者的角色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能積極主動省

思和批判閱讀內容，並與文本產生互動關係(國立台南大學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08；OECD，2008)。 

3. 「成人素養與生活技能調查」(Adult literacy and life 

skills survey)對閱讀素養的定義 

 柯華葳等人（2009）報告中也提到 2003到 2006年提到的

素養定義是使用印刷和書寫的訊息在社會中有效生活，以達成個

人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 

4. 「 國 際 成 人 能 力 評 量 計 畫 」 (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對閱

讀素養的定義 

2008草案中說明閱讀素養是為了達成有效的社會參與的目

標。亦即個體能適當的使用社會文化的工具，例如：數位科

技、傳播媒體和各種溝通工具，以取得、整合和評估訊息，建

構新知，以及發展與他人溝通的興趣、態度和能力。2009又提

出閱讀素養的概念架構是瞭解、評估、使用及從事文本閱讀，

以參與社會、達成個體目標、發展個體知識與潛能。 

二、 國際間閱讀素養（literacy）定義與內涵之分析與比較 

(一) 各組織和計畫間之國際閱讀素養共同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PIRLS、PISA、成人素養與生活技能調

查和國際成人能力評量計畫對於閱讀素養的定義可歸納出 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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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點，並歸納如表 2-1-3「閱讀素養定義整理對照表」所示。 

1、 全部認同讀、寫、計算是重要的基礎能力。 

2、 培養良好基礎能力，以致擁有自學能力，可取得及應用新

知解決問題，提升生活品質。 

3、 重視個體是否具備功能性閱讀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亦即能在特定情境中使用讀、寫、算技能的程

度。並藉此可發展人我關係，參與社會活動。 

(二) 九年一貫語文課程綱要與國際閱讀素養的定義比較 

1、 相同處 

(1) 我國語文教育理念亦認同讀、寫、算是基礎的重要能

力。 

(2) 皆重視語文的實際應用性。 

2、 相異處 

(1) 語文課綱中未提及功能性閱讀素養 

Hunter和 Harman(1979)提出功能性閱讀素養係指特定

的個體或團體，為了擁有社會參與的機會，如家庭或社區

的成員、消費者、工作者的角色，須具備的知識技能。而

我國語文課綱未由個體參與社會或扮演社會角色所需的知

識技能，來考量課程設計取向。 

台灣基礎閱讀能力在 PISA所訂定的低水準以下的學生

比例偏高。洪碧霞(2010)提及 PISA閱讀評比報告結果提

醒，國家應重視整體的閱讀力的表現，讓所有的孩子都有

適性平等受教的機會。而過去台灣也忽略低成就學生的學

習需求，從 101學年度開始已訂定「基本學習內容」來調

整課程綱要和領域學習內容，後續會進行介紹。如此對促

進整體學生能獲得、利用訊息，並且習得閱讀和書寫的能

力，以滿足自己需求與因應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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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文課綱中所提及之理解仍偏重字詞理解層面 

我國語文課綱提及利用工具書和網路來增加廣度和深

度，也提到應用語文思考和推理來擴充生活經驗或視野。課

綱和能力指標中並未具體提出如何教導學生採用閱讀策略來

擷取和解讀文本內的資訊，而是以連結學生經驗、道德薰陶

和文化傳承為閱讀目標。但是如同 PISA重視的是學生能否

由閱讀中蒐集、解讀、思考和判斷資訊的能力，亦即增加閱

讀的深度。洪碧霞(2010)研究報告中亦有相同觀點，提到台

灣學生對於文本理解的深度和精準度，仍有很大的努力空

間。 

(3) 語文課綱中未具體提及應用何種策略提昇閱讀理解能力 

語文課程綱要僅提到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理解策略來增進

閱讀能力，並未具體提出的相關策略，因此教師難以在課程

和教學現場中有明確的引導可提供其進行閱讀理解教學，而

台灣教師對於培養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策略教學，確實有待

加強的空間（柯華葳等，2009）。 

綜合上述我國的語文課綱，有可能礙於簡明性，因此未囊括目

前國際閱讀素養的趨勢。對於教師也較少有系統的接受閱讀策略教

學的培訓、坊間的教科書的設計也未有融入閱讀理解策略於文本

中。如此的課程革新下並未我國的閱讀力帶來良好的成效。陳珮雯

(2010)在《PISA啟示錄：台灣閱讀素養為什麼落後？》一文中提

到：曾志朗博士表示台灣的語文教學尚且停留在「國文課」。我國

的語文課沒有讓學生學習「閱讀理解策略」，只流於片面的字詞的

形、音、義學習，也未有系統化的學習策略在背後支持閱讀理解。 

此次香港的閱讀能力評比攀升速度飛快，大部份研究指出可能

是因為香港由 1990年後就展開語文教育的革新，而香港的語文教學

模式的轉變，主要還是由課程改革所帶動的。香港教育改革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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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著重傳統語文知識灌輸為主的教學，轉變為培養學生有自學

和「學會學習」的能力。同時香港的語文課程和閱讀能力的內涵也

有新的轉變，不僅語文課程面向變得更寬廣，不僅侷限於文學中。

也另行規劃「閱讀課」時間教導學生跨學科、多文本的使用閱讀理

解策略（劉潔玲，2009；陳珮雯，2010）。而其教育改革果真帶來

驚人的成果，經過數年的努力，香港小四學生的整體閱讀力由 2001

年的排名 14躍升到全球第 2；同時 PISA則顯示香港 15歲學生的閱

讀力排名第 3，香港名列進步最多的國家之一。而推廣 10餘年閱讀

活動的台灣卻排名 22。香港為何能夠大幅躍進，而台灣如火如荼推

廣的閱讀活動，卻未見明顯成果呢？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我們深思我

國語文教學的現況。 

因此以下由探討語文教學現況的文獻中，間接了解我國語文課

程規劃和問題所在。其主要目的是可以幫助我更深入瞭解我的研究

個案教師當前在原班的國文教學或進行語文補救教學的歷程中，可

能會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也能幫助我釐清當研究個案教師面對新

的課程取向之教材-「師大語文精進課程」時，衍生的適應困難背後

的教學信念和既往的教學生態背景能有更充份的瞭解。 

三、 我國現行語文教學現況分析 

課程設計是教育的核心與主要依據，課程規劃與實施是否適切，

將會影響教育的品質。以下整理歸納我國現行語文教學現況之相關研

究和文獻，可深入了解我國語文課程現況與國際推動閱讀素養的相關

主張，由語文課程取向、文體類型與取材內容和教學評量方式逐項討

論分析如下。 

(一) 語文課程取向 

1. 台灣現行語文課程取向 

台灣的語文教育長期以來，以教科書中的範文為主要教學

材料，而教科書的取材大部份又以偏文學性的經典名篇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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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師主要偏向「單篇文本」的講述教學模式，來引導和介紹

文學作品。因此國文課的教學活動大部份就是由教師主導來解

說字詞彙的意義、文章的修辭與遣詞、文章風格、作者生平、

時代背景和延伸意涵 (蔡志浩，2006；劉潔玲，2009；劉潔

玲，2011；陳昱霖、陳昭珍，2010) 。 

2. 國際閱讀素養的課程取向 

PISA 對於閱讀素養的定義和選用的文本類型，文學性的

篇章所佔比例較少，取材偏重日常生活的閱讀材料。閱讀素養

重視學生理解、反思、應用的能力，且同時具備處理日常資訊

的功能性閱讀能力。因此學生需要主動依照實際的閱讀目的，

而逐步調整閱讀的方法，擷取出重要的相關資訊，進行分析、

組織、和加入個人看法。教師則從旁示範和引導學生學習閱讀

策略，並安排情境讓他們可以重複練習和應用習得的閱讀策略

(劉潔玲，2009；張貴琳、黃秀霜、鄒慧英等人，2010；劉潔

玲，2011；陳昱霖、陳昭珍，2010；鄒慧英、黃秀霜、陳昌

明，2011)。 

3. 台灣語文教學現況與國際閱讀素養主張之異同分析 

綜合相關研究的結果可知，我國國中階段國文教學以文學

作品為媒材，其收編選錄的文本偏重藝術性過高，忽略語文的

功能性。而藝術價值高的文學作品，其原創性也高，此類型的

文章結構和遣詞用字亦受到作者個人風格影響，其文本自由度

高，重複性低，慣用詞彙的使用頻率又過低。因其非經由專家

特殊設計，控制文長、字詞使用頻率和文章結構，讓學生藉此

來訓練閱讀策略的能力，並不適合。因為難度高的文章會讓學

生將注意力放在識字解碼的部份，較難聚焦於閱讀策略的學

習。再者原創性高的文章要難以於真實生活中找到相似的文

本，讓學生有機會產生學習遷移，學生對作者撰寫的手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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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若同時也缺乏文本的背景知識，就更難看出文本內的重要

資訊，也難以發現訊息間的重要關聯。造成學生只能記憶、背

誦零碎的語文知識，難以組織有用的資訊。即便現今教材開放

民編，但教材選取範圍重疊性高，教師的選擇性太少，其教師

手冊並未提供多元的閱讀策略教學建議或教學資源(蔡志浩

2006；劉潔玲，2007；劉潔玲，2009；柯華葳，2011；洪儷

瑜，2011) 。 

借鏡於香港培養語文素養成功的經驗，劉潔玲在多篇研究

中都提及香港新課程最大的特點是擴展學生閱讀材料的類型，

打破以往中學階段指定的教材範文大部分都屬於經典文學作品

為主的限制，新課程不再指定範文並建議教師配合閱讀策略的

重點，編寫多元和生活化的文本為媒介，且融入各項閱讀策

略，有結構、逐步教導並讓他們自行從閱讀中檢驗策略是否奏

效，香港的語文課程改革方式或許可以提供在語文課程之文本

選擇和教學方式面向新的思維。 

(二) 文本的取材類型和文體結構的重複性 

教育部(2001)指出閱讀素養已成為國民教育的品質指標之

一，因為閱讀具有廣泛性的功能，包括訊息的獲取、職場上的

需求、娛樂的功能和環境引導上的意義，所以閱讀不應侷限於

文章、文學的閱讀，應該是跨學科、跨領域和超越紙本的型態

的閱讀。劉潔玲(2009)研究中提及 PISA 2009對文本的劃分有 3

種取向：媒體、形式和類型。 

1. 文本的媒體（medium）分為印刷文本和電子文本，印刷

的文本也就是紙本的載體。 

2. 文本的形式(text format) 

(1) 連續的文本（continuing texts）：此類型的文章

兼顧文學性與資料性的閱讀能力，包含記敘、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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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說明、議論文體的篇章。 

(2) 非連續的文本（non-continuing texts）：屬於閱

讀生活化的資料訊息，包括資料圖表、表格、地

圖、廣告…等媒材。 

(3) 混合文本（mixed texts）同一篇文本內包含了連續

和非連續的文本 

(4) 多元文本（multiple texts）是指因應某些特定目

的同時閱讀多篇獨立的文本。 

3. 文本的文體類型(text type)：記敘、說明、描寫、議

論等 

國文教科書中的取材大部分是純文學作品，因此以連續性的文

本為主，雖也有選錄生活實用性高的媒材，如劇本、便條、書信、

布告、對聯、賀辭…等，但是仍屬於連續性文本的範疇，學生缺乏

其他形式的閱讀經驗。若教師礙於授課時數和教學進度的局限，可

考慮跨領域與其他學科的老師合作，跳脫「閱讀素養」的能力重度

仰賴國文課教學的侷限。藉由閱讀歷史、地理、美術、童軍…等其

他類科的教科書，因為學科性質的獨特性，其他領域類類科比較多

機會取材偏向實用、生活性的文本，因此便有文字、表格和資料圖

混合的教材，可提供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練習閱讀策略。 

由此可見 PISA對於閱讀選材的理念是很接近功能性閱讀，依據

PISA對閱讀素養之精熟水準解讀，達到水準 3的學生就可以應付日

常生活中的閱讀需求。然而 PISA 2009調查報告指出，臺灣僅有不

到一成(5.2%)的 15歲學生屬於高表現水準，卻有高達四成(40.2%)

的 15歲學生屬於低表現水準。(鄒慧英等人，2011)。所以我國低於

國際閱讀水準的學生比例偏高，而許多學者也呼籲閱讀評比報告結

果顯示國家應重視整體學生閱讀力的表現，不能忽略低成就學生的

學習需求，讓所有學生都能公平獲得閱讀素養的能力，以具備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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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的能力。因此由 101學年度開始訂定國、英、數領域的

「基本學習內容」來因應不同學生的個別差異，和學習需求，並且

對於未通過訂定標準的學生，就應接受補救教學已習得其基本能

力。以下就與我研究相關的「語文學習領域」之基本學習內容說明

如下。 

四、 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 -「語文學習領域」 

教育當局喊出「把每一位學生帶上來」和「帶好每一位學生」的

口號已經歷經多年，但採用的課程目標、能力指標和教材內容始終牛

步，難兼顧不同程度學生之能力特質和學習速度的落差。而教育部終

於在 101 年開始策劃推動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讓

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以因應個別差異，調整所要學習的材料或內容。

讓學習速度快的學生可以加深、加廣學習範疇；而學習速度慢的學生

則有更多被補救的資源和機會，才符合成就每一個孩子、提升中小學

教育品質的願景。同時也讓投入補救教學行列的教師們對於教學目標

與評量標準有所依據，才能安排適切的教學活動，以發揮教學效益。

以下就「語文學習領域」之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進行整理和分析。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三大遠景就是要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成

就每一個孩子和厚植國家競爭力，因此未了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也避

免日後因為無升學考試而導致學生能力驟降，所以教育部 101年開始

推動「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並據此研擬「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 

基本學習內容的制定則是為學生訂下基本的核心能力，代表教育

當局終於跨越以往單一課程綱要的侷限，而走向多層次的課程標準的

思考模式。顯而易見的是我們的教育理念開始著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性，

讓不同學習速度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進展和機會，並規劃篩選、評量

的機制和推動補救教學，讓大多數的學生都能夠達到基本能力的標準，

不會輕易放棄任何一個學生。以下首先說明國語文基本學習內容的定

義，再者說明其設定原則，最後簡述國語文基本學習內容的四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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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一) 定義 

教育部(2012)在「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計劃中提出每位

學生在基本內容係指該年段之學科必須習得的最基本內容和應

達到的基本能力。 

(二) 目的 

1、降低學生國語文能力之落差，奠定國民國語文能力的基礎。 

2、研發語文補救教學教材，針對學習落後之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提升學生基本語文能力。 

3、建構標準化測驗的檢核系統，篩選出需進行補救教學之學生。 

(三) 檢測機制 

因此不論課程綱要、敎材版本是否異動，基本學習內容的各項指

標皆以學生「前一年級」應習得的學科能力為底標。同時依據各項內

容指標，建立能力檢測機制，並對未達標準的學生給予補救教學，以

確保其應達成基本學力。 

(四) 設定原則 

1、簡化能力指標：基本學習內容參考民國 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語文課程綱要，分年級簡化其對應的能力指標，訂出各年級必

須學會的基本學習內容。 

2、著重能力導向：編寫部分參酌各版本教科書之內容，但主要以

能力導向為原則，非知識導向。 

3、語文基本學習內容之面項：各年級以序階化編寫，分為字詞、

句段、篇章與語文常識；重視聽、說、讀、寫、作文之語文基礎

能力。 

4、包含人文素養及文化傳承：考量語文除生活應用之功能，也應

兼顧人文和文化價值的知識性內涵，而增列「語文常識」項目。 

 

 



30 

(五) 特色 

1、基本能力分年級描述：此和課程綱要不同，「基本學習內容」

將基本能力切割，分年級描述，方便教師逐年檢視，也以 1學年

為期，檢視該年級標準達成與否，若否則應立即補救。 

2、依成分重要性訂定比例：字詞 20%、句段 30%、篇章 40%、語文

常識 10%。文學、文化、應用文等知識性內涵只占 10%。句段和

篇章的閱讀理解能力仍是語文學習的主軸。 

3、教材選擇的原則：基本學習內容僅描述能力，視文本篇幅長短、

難易度而彈性調整其條目。教師編選設計補充教材及教學活動時，

宜把握生活化、實用、趣味、簡單、基本的原則。 

4、擴大語文課程的框架：以課本教材為主，輔以科普散文和說明

文，但基本學習內容重視「能力導向」，因此教師應漸進跳脫課

本、進度的框架，確保學生能逐年習得基本學習內容所列之能力。 

5、調整教學方法：教師應思考相對應的基本能力應採用何種教學

策略或活動設計才能達成教學目標。 

6、結合教學與評量：段考命題時亦採用配分比例。採用擷取字面

訊息、直接推論等較低層次的閱讀理解取記憶、背誦之傳統題型，

讓低成就的孩子拿到基本分之餘，也能提高對評量成就感和意願。 

從以上可知，目前教育當局因應學生能力的個別差異，訂定「不

同層次」的課程綱要。其目標是使每位學生都具有基本學力，並在學

習過程中減少學習挫折。也就是說對於語文的「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

容」的理念與架構是由九年一貫課綱和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中萃取產

生，因此兩者在理念、架構的內涵是相似的，只是要求的標準內容多

寡和層次會有所程度上的差別。此現象雖然代表我國教育理念朝多元

適性、重視教育品質的里程碑邁進了一大步，但是基本學習內容目前

尚未趨完備，沒有對應的教學內容、教材和培養教師教學能力，即老

師是否能因應不同能力的學生而有能力判斷和落實不同能力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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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課程呢?  

香港在歷經新課程改革後，整體學生的閱讀素養進步城果斐然，

根據相關文獻指出主要原因整合如下列：1.取消指定範文、2.有系統

且容入閱讀策略的語文課程設計，將閱讀教學新理念、策略融入教材，

並經過實驗、研究和試教等歷程(3)提供教師有系統的專業成長訓練，

委託專家學者進行教學策略研究與統整資源，使教師有充分能力面對

新教法和教材、(4)教育當局提供課程架構，學校和教師擁有專業自

主權，可依學生的需求彈性調整課程，同時輔以系統性的學習評估、

(5)利用家庭與社會社群發揮整體改革力量(李雪莉，2007；何琦瑜，

2008；劉潔玲，2009；張貴琳等人，2010；劉潔玲，2011)。 

國外的文獻更聚焦的指出「教材」是具體啟動和支撐課程理念的

改革的媒介，因為它能夠體現課程改革理念，而且也是提升教師專業

發展的重要工具（Powell & Anderson，2002；Collopy，2003）。 

有鑒於上述相關文獻分析結果及香港成功之教改經驗，可歸納以

下 3項「新閱讀素養課程」可致力實行之方向：1.發展有系統之閱讀

策略學習教材、2.培養教師具備閱讀策略教學的專業能力、3.學校和

教師能在符合教育當局之課程綱要下，有能力因應學生的個別學習需

求，彈性調整學習內容。上述 3項也是當前語文補救教學能否徹底落

實的關鍵影響因素。而台灣師大教育評鑑中心因為執行「偏遠地區教

育機會與品質提升」之計畫，因而成立「語文精進課程」之教材研發

團隊，以下說明「語文精進課程」之課程取向、教材選取和組織和教

學程序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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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與教學 

一、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之課程取向 

(一) 設計理念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本課程是以能

力素養為本位的語文補救教學課程。主要鎖定的教學對象是國

中一年級學生，於原班的國語文課程教學中難以順利學習，但

仍大約有小學 3~4年級之基礎語文能力的學生。此課程希望藉

由提升學生的基礎語文能力，而逐漸減少其於原班課程中的學

習困難。而考量學生具備小學 3~4年級的語文能力，可以透過

閱讀學習新知，透過語文精進課程的學習後，可建立基本閱讀

素養與自學的能力(引自國中語文精進課程，2012)。 

(二) 基礎讀本的課程取向 

本課程希望與現行以文學為本位或範文主導的國中國文課

程有所區隔，不強調文學知識。教學媒材以較符合學生能力水

平的文本，並事前控制文長、新字詞的數量與使用頻率、文體

結構後，嵌入國中階段應習得的語文能力和閱讀策略後，有系

統編輯為一套教導閱讀理解策略之教材。尤其課程特色看來較

為偏向「基礎讀本課程取向」之語文教材(國中語文精進課程，

2012)。 

(三) 教學目標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是希望學生能培養基礎閱讀素養，能獨

立運用閱讀理解策略來閱讀並習得新知，因此，不在乎課文的

課數，更重視語文能力的獲得、學習策略熟練程度、對語文的

正向態度與讀寫習慣，亦即不排斥讀和寫的語文學習。 

二、 教材的選取和組織 

(一) 課程位階：將課文分為講讀、導讀和自學，讓學生慢慢掌

握閱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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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之兩種編輯取向： 

1.文本知識與文體結構：促進閱讀理解，並運用讀寫來更

加熟練文體結構。 

2.閱讀策略：本教材依據閱讀前、中、後不同階段所需之

有效策略，設計不同的教學程序，讓教師引導學生使用不

同的閱讀理解策略去閱讀以增強閱讀策略之能力。 

三、 教學方法 

(一) 班級經營：增加了師生互動的機會、刻意營造氣氛、鼓勵

學生內在動機和善用增強系統鼓勵正向的行為。 

(二) 差異性的處理策略：重視教師對於學生的觀察、給班級學

生差異性反應，因材施教、運用彈性時間協助個別學生。 

(三) 重視學習能力的遷移，幫助學生掌握閱讀同文體之文章閱

讀方法和原則。 

四、 評量的設計 

(一) 同時著重進展性和總結性的評估，因此有逐課和綜合評量

的設計。 

(二) 評量的配分比例固定，逐課評量有聽寫、克漏字、詞意和

文意理解；綜合評量則分為詞意和文意理解兩大部分。 

(三) 綜合評量完全不考課文，以新的文章命題以了解學生是否

真的能運用和類化習得的閱讀理解策略的能力。 

(四) 評量的取材：考量命題的字詞彙使用率和命題形式兼採連

續性和非連續的文本的資訊互相轉換。 

簡言之，國中精進語文課程的教學理念是希望學生能夠理解並運

用習得的語文能力，能獨立閱讀相同文體的文章或透過師生互動對話

或教師示範，而能掌握相同文體結構的文章類型。同時讓學生可以透

過持續模仿，以精熟流暢的使用閱讀策略的方法和具備基礎閱讀素養。 

 



34 

第二節 補救教學 

本節旨在說明首先說明我國補救教學政策，接續探討低成就學

生身心特質、補救教學課程教學與三級學習支援系統之相關文獻，

最後探討補救教學之相關實徵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回顧我國多年來

推動補救教學的歷程和政策，有助於我更瞭解當前補救教學現場教

師可能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並且瞭解理想的補救教學系統中各層級

的教學型態和特性。而教師對於低成就學童特質的瞭解程度、是否

採用有效的教學和班經策略…等都會影響實際補救教學運作之效

能。 

壹、 補救教學 

一、 補救教學的定義 

補救教學(remedial teaching)即是對於教師依課程標準訂定的

學習目標，學生在教師教學後仍然未達到「一般同儕能力」或「課

程期望標準」時，教師依其個別需求，提供適性化的課業輔導，使

其有額外的學習機會，以達到最低學習標準。（李咏吟，2001；張

新仁，2001；呂瑞香、周武昌，2004；劉安倫，2004）。 

大致來說，學生需要補救教學的直接原因包含基本能力不足、

缺乏先備經驗、學習動機低落；而間接影響因素則是如：情緒困

擾、文化不利、人際關係不良、課程設計不良或教師教學不當…

等，上述原因可分為認知和情感兩大類型(引自李咏吟，2001；

Snell，2000；Bateman & karr-kidwell，1995)。 

二、 補救教學的實施模式 

美國學障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Learning 

Disabilities，簡稱NCLD)將當前常見的轉介前介入之補救教學模式

分為四種類型，問題解決模式、功能評估模式、標準介入計劃模式

和多元(混合)模式，以下依各種模式特徵說明(引自洪儷瑜、何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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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2011)，此四種模式的比較表請參考表2-2-1。 

(一) 問題解決模式 (Problem-solving models) 

問題解決模式是以學校人員組成團隊，首先由教師提出學

生學習或行為問題，學校介入團隊召開會議藉由會談的方式澄

清教師欲解決的目標，接續由團隊共同商定問題的處理順序和

發展解決的方案或策略，最後由團隊持續協助教師執行策略和

檢核問題處理的成效。教育部（2009）曾經對普通班的補救教

學建議是採用同質性小組密集教學方式進行，並透過診斷學習

問題、教學計畫、實際教學、評量、修正教學的循環歷程來進

行補救教學。 

問題解決模式最常被使用於學校現場的原因是其執行的程

序與標準較為彈性，學校團隊和教師應用容易；其次是因為可

以直接解決現場教師的問題是被廣為應用之主因。 

相對來說，此模式亦有其執行上的困難，可分為以下三

點：第一，普遍成效不高與不穩定，因為此模式是以轉介教師

的陳述或提供資料來定義學生的問題，因此深受教師個人或學

校團隊的專業能力、經驗背景而影響。第二，篩選、實施程序

和課程教學設計未有實證研究支持，由於實施彈性大，因此會

有不同因素影響其補救教學的成效。例如：有些團隊以轉介教

師口頭報告方式定義問題；而有些以課程本位評量或測驗結

果，來定義學習問題可能歸納判斷學生問題所在就會有不一致

的現象。第三，學生問題解決與否難確認：問題解決模式主要

是要解決轉介教師的問題，因此無法確認學生本身的問題是否

已經改善，同時因為已經降低教師教學困擾，因此可能影響特

殊需求學生被轉介的機會(引自洪儷瑜、何淑玫，2011；洪儷瑜

等人，2009；鈕文英，2009；2011；NCLD，n.d.b.；

Kovaleski，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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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評估模式 (Functional assessment models) 

功能評估模式很重視找出有助於個案學習的方法，因此給

予學生簡單學習材料與練習的機會，並且將過程中個案反應良

好之材料與方式納入教學。Miltenberger（2004）的文獻指出

功能評估模式重視資訊的蒐集，並藉由蒐集各案在評估中的資

料以發展課程，因此可知此模式是以評估為中心，以評估結果

作為教學計畫的依據。 

功能評估模式通常的參與者會有教師、治療師、心理師和

家長…等，大部份用於特殊教育與醫療復健的情境中。此模式

重視找出對學生有效的學習方式，因此相較於問題解決模式，

更能直接找出對學生學習有效的方法，且較問題解決模式能具

體判斷學生學習困難所在。 

然而，功能評估模式的困難相關文獻並未明確指出教師在

此模式中應如何運用評量的資料去決定介入方法和流程。其

次，此模式也與問題解決模式都會因為團隊或教師的經驗和背

景，影響介入成效。也有部分文獻指出功能評估模式對於課程

教學的變化性會因此較為受限(引自洪儷瑜、何淑玫，2011；汪

宜霈、鈕文英，2005)。 

(三) 標準介入模式(Standard treatment protocol) 

標準介入模式主要在於建立學生學習或行為問題介入的標

準化程序，對於學生反應進行有系統的監控與管理。標準介入

計劃的主要使用場域為研究人員主導的教學方案，成員通常都

有專家、研發團隊與教師。而此模式的優點可分為下列五項： 

第一，標準介入模式的課程目標清楚、教學流程設計完

善，教材是經由專家將有效教學成分融入課程中，可確保其課

程內容成分的品質，實施成效上較受肯定(Emmer，Evertson & 

Anderson，1980；Correnti & Rowa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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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標準介入模式具有良好的教學督導系統，教師使用

教材前會有使用教材的培訓課程與專業的教學督導來協助老師

執行課程，以確保教學執行的準確度(Smith、Daunic & 

Taylor，2007；Correnti & Rowan，2007)。相關文獻中提出教

學督導可在課程計畫執行之前對教師說明課程計畫的理念、過

程中持續觀察教師在課程教學的表現、教學後會談和回饋，上

述行動皆可促進教師對於新教學模式的認知與轉變 

(Huberman，Miles，2002；Gersten，Chard & Baker，2000；

張德銳、丁一顧，2006)。 

第三．教材內容由專家編制，提高教學效能、減輕教師備

課負擔。Emmer、Evertson和Anderson（1980）和Fuchs與Fuchs

（2007）的研究中均提及教師若在教學前已經有良好教學流

程，可有提高其教學過程的流暢性。 

第四，標準介入模式可維持穩定的補救教學品質，因為此

模式已預先控制課程內容、教學程序，同時也有相關機制提高

教學執行的準確度，因此可降低學校團隊經驗、教師個人背

景、專業能力或流動率的影響 (李麗君，2010；曾柏瑜，

2008；曾柏瑜、陳淑麗，2010)。 

第五，由於此模式重視以學生對教學的反應或成效作為學

生在三級學習支援系統間流動的依據，三級學習支援系統後文

中會詳細介紹(Mellard、McKnight和Jordan，2010；Fuchs & 

Fuchs，1998)。 

此模式執行困難主要是標準介入模式的課程編製仰賴專家

或專業團隊統籌規劃將理論或實徵研究的有效成分融入課程設

計中，除了編制耗時，所需的人力資源、技術成本也相對較

高。 

(四) 多元或混合模式(Hybridized or blended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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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模式即是結合問題解決模式與標準介入計劃模式。

Hale、Kaufman、Naglieri與Kavale (2006)的研究中即採用多

元模式進行整體教學規劃。第一層級採用標準介入計劃模式為

主，普通班老師以標準化課程本位評量(CBM) 評量學生能力與

進步情形。第二層級採問題解決模式，其優點是學校支持團隊

針對學生問題提供教師個別化的教學策略與解問題解決，可行

性較高。第三層級結合課程本位評量和基本心理測驗等綜合評

量確定其缺陷，可兼顧學習障礙特徵。由Hale等人(2006)的研

究推知多元模式的成員可包含專家、教師、學校團隊和學校心

理師…等。 

此模式的優點是結合問題解決模式和標準介入計畫模式的

優點，不僅可直接處理解決現場教師的困擾，但實施過程中更

為彈性。Callender等人(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以多元模式來

進行補救教學(轉介前介入)，可降低第三層級接受特殊教育安

置的人數比例(引自NCLD，n.d.b)。 

以下就前述四種補救教學取向的相關特點，以各模式的實

施方式、團隊成員、常用場域、優勢和可能面臨的困難，比較

如表2-2-1。 

 

表2-2-1 補救教學取向比較表 

 

 問題解決模式 功能評估模式 標準介入模式 多元或混合模式 

實施 

方式 

依據轉介教師所提出的

學生學習表現資料定義

學習問題，並發展教學

策略以解決問題 

1.教學介入前會運用前

測資料做為基線期資

料，之後也會安排形成

性評量和後測作為教學

成效的評量。 

1. 以學生對教學的反

應或成效作為三層

級間流動的依據。 

2. 重視學生對教學介

入的反應，又稱處

結合問題解決模式與標準

處遇計畫模式。 

 Hale、Kaufman、

Naglieri與 Kavale 

(2006)的研究中即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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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估學生的起點行為

過程中會提供難度較低

的教材、練習的機會和

促進表現的刺激。若施

測過程中，學生對此教

材有良好反應，此教材

或方法將會運用在教學

中。 

遇效度(Fuchs & 

Fuchs，1998) 。 

3. 於教學過程中持續

監控介入的成效。 

4. 多數的第二級補救

教學介入課程為 20

週。 

標準介入計畫模式和問

題解決模式。 

(1) 第一層級採用標準介

入計劃模式為主，普

通班老師以標準化課

程本位評量(CBM) 評

量學生能力與進步情

形。 

(2) 第二層級採問題解決

模式，其優點是學校

支持團隊針對學生問

題提供教師個別化的

教學策略與解問題解

決，可行性較高。 

(3) 第三層級結合課程本

位評量和基本心理測

驗等綜合評量確定其

缺陷，可兼顧學習障

礙特徵 

團隊

成員 
以學校人員組成的團隊 教師或專業團隊 專家、其研發團隊和教師 

教師、學校團隊和學校心

理師。 

常用

場域 
現場教師使用率最高 特殊教育領域 

研究人員主導的教學方

案 
 

優勢 1. 個別化的針對學生問

題進行多方資料蒐集

與提供策略，所以在

1. 能直接找出對學生學

習有效的方法 

1. 實施效度和成效上較

受肯定，因為課程教

學的設計皆經由專家

依照實徵研究中的有

1. 直接處理解決現場教

師的困擾，但實施過

程中更為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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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程序與標準較為彈

性。 

2. 可以直接解決現場教

師的問題，因此最常

為現場教師使用。 

2. 相較於問題解決模式

能具體判斷學生學習

困難所在。 

效教學法來設計，可

確保其課程內容成分

的品質。 

2. 授課教師皆會接受

專家安排的培訓課

程或督導來訓練

(coaching)協助其

執行課程，因此可

以確保教學執行的

準確性。(Smith、 

Daunic 和 Taylor，

2007)。 

3. 此模式與三級預防概

念類似，也與多層次

學習支援系統比較相

似。 

4. Fuchs 與 Fuchs

（2007）研究提到教

師可減輕課程教學設

計的負荷。 

2. Callender 等人

(2007 )也採取混合模

式，該研究結果顯

示，以混合模式來進

行補救教學，亦即轉

介前介入，可降低第

三層級的人數比例 

可能

會面

臨的

困難 

1.普遍成效一致性不高

和不穩定，因為會受到

教師或學校團隊的經驗

背景而影響。 

2.實施程序、教學方法

和課程設計並非都經由

實證支持，其實施彈性

1.未有明確一致性的作

法 

2.需要幫助的學生以及

如何運用評量資料去決

定介入的方法，所以，

在介入方式的標準化和

可能比較難控制。 

1. 有效成分的課程內容

和教學方式需要專家

或專業團隊統籌設計

與規劃，因此課程、

教材編制過程耗時、

需要專業人力資源，

因此取得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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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補救教學之相關政策 

國際間先進國家的共同趨勢是提供弱勢學生補償教育，也訂定

相關法令以保障國民基礎教育的品質。但面對貧富差距日益遽增的

社會，許多身處經濟文化弱勢的學生更易於面臨因為家庭、文化和

經濟衍生的負面影響，儘管弱勢並非一定導致學習困難或低成就，

但其也較難仰賴家庭或個人的努力弭平與一般同儕的能力差距。我

國教育當局也提供弱勢地區的學生補償教育為補救教學的起點（洪

儷瑜，2012；唐淑華，2010；陳淑麗，2009；甘鳳琴，2007）。以

下回顧歷年來推動之補救教學與課業輔導的相關政策，並比較各種

政策的異同與特色。 

(一) 教育優先區計畫 

教育部1996 年起正式針對弱勢或高風險地區推動「教育優先區

計畫」。目的是要縮短弱勢或高風險地區與一般地區學童的學業成

就差距，提升教育品質。輔導的重點則從「行為」輔導轉到「學

習」輔導，但服務的對象限定在弱勢地區學校的學生，這個方案最

較大，因此會有不同因

素影響其補救教學的成

效。 

3.學生問題解決與否難

確認。問題解決模式主

要是要解決轉介教師的

問題，因此無法確認學

生本身的問題是否已經

改善 

2. 因為課程經由專家設

計，因此現場教師大

部分皆需經由專業訓

練和認證後使用才能

發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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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目標在於透過補救教學解決弱勢學生學業低成就的問題（教

育部，1995；教育部，2012）。 

(二) 潛能開發班 

教育部於1998年開始鼓勵國中階段學校利用寒暑假進行補救教

學，並於1999年正式訂定《國民中學潛能開發實施要點》，除了將

「補救教學」更名為「潛能開發」以避免負面標記的問題，亦利用

學期中課餘時間與寒暑假期辦理「生活適應困難班」與「學習適應

困難班」，而這兩種班別的學生大多經由導師或輔導老師的轉介而

成班。前者是希望輔導曾中輟、缺課率過高和在校行為表現偏差的

學生；後者的主要是希望補救學習動機低落或學科表現為原班後20%

以下的學生，加強此類學生的基礎能力。 (洪儷瑜，2012；張新

仁，2001；教育部，1999)。 

(三)  課後輔導與照顧方案 

教育部與內政部分別於1995年和1998年開始推動課後照顧相關

服務，主要是彌補部份家庭照顧功能因家長工作無法課後陪伴和完

成回家作業為主。期能預防學生因家長疏於照護而造成學業低落、

行為偏差的風險和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教育部2005年更注意到國內職業婦女的比例逐年上升，應積極

解決雙薪家庭無法課後照顧孩子的困擾，因此全面鼓勵開辦課後照

顧班，希望學生放學後不必被送到補習班。此方案的目標亦是以家

庭作業指導和生活照顧為主，並非進行補救教學，不侷限於特定對

象才能參加，非弱勢學生需自費參加（教育部，2007；內政部，

2009）。 

(四) 攜手計畫 

前述的「教育優先區計畫」主要以弱勢或高風險地區學校為補

助對象，但考量不符合計畫指標的學校，也會有弱勢低成就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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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此，教育部在2002 年開始試辦「關懷弱勢弭平落差課業輔

導」，此方案涵蓋一般地區學校的課輔政策。2004 年訂定《縮短城

鄉學習落差補助要點》讓非弱勢地區學校，但有補救教學需求的弱

勢學生也能獲得補救教學的機會。2006年教育部修訂《教育部辦攜

手計劃課後扶助補助要點》整併性質相近的課輔和補救教學方案為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計畫」。 

「攜手計畫」的服務對象擴增為全國各地區國中小之弱勢且低

成就的學生都有申請的資格，並提高攜手計劃班的師生比，由以往

「教育優先區計畫」的20人為原則，並須超過10人，調降為每班12

人以下(洪儷瑜，2012；教育部，2007；教育部，2005；教育部，

2004)。 

(五) 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教育部2009年公布《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

點》，本要點是為提升政策執行的績效度，並提供法令依據，將國

內所有補助弱勢學生的相關計畫（五歲幼兒教育計畫、教育優先區

計畫、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及人員資格標準及教育部協助國民中小學急困學生計畫）進行整合

統整，因此此要點中所指的服務對象涵蓋幼兒教育、課後扶助、補

救教學、國小課後照顧、教育優先區和學雜費紓困的五種弱勢類型

並兼有低成就之學生。(引自洪儷瑜，2012；教育部，2009)。 

政府亦針對補救教學之現況問題統籌相關意見，並辦理「國民

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培育方案」培育補救教學種子講師以協助各縣

市政府推動補救教學計畫，並提升補救教學師資專業成長之課程，

以提升補救教學品質。相較以往由各地教育局或各校自行規劃之研

習而言，較能維持補救教師研習課程之師訓課程品質和重要政策理

念之準確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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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教育部於2012年提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

案》，是因為前述的「攜手計畫」及「教育優先區計畫」政策，均

是基於照顧高風險地區和弱勢低成就學生為主，尚未關注到不具弱

勢身分的國中小學業低成就學生。鑒於12 年國教即將實施，國中生

將可免試升學，因此教育部檢討過去相關計劃之問題，對於學習低

成就之篩選標準、受輔學生條件、課程科目與補救時間、授課師資

來源與增能培訓、教師支持與督導系統、補救教學課程教材、學生

學習成效…等面向之不足，確保每位國中小學生的基本學力因無升

學考試而下降。以下簡述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之目標、實施策略和預

期效益。 

1. 方案目標：(1)制定各年級之基本學習內容，界定基本學

力。(2)有效篩選出學習低成就學生，管控學習進展。(3)

扶助每一位學習低成就學生，弭平學習落差。(4)確保國

中小學生之基本學力，提升學習品質。 

2. 實施策略：(1)整合國中小補救教學計畫(2)制定基本學

習內容(3)編輯進階式補救教材(4)建立攜手計畫評量系

統(5)檢核補救教學成效(6)鼓勵抽離式補救教學模式(7)

辦理補救教學增能研習(8)完備專業支持與督導系統(9)

修訂法規賦予權責 

3. 預期效益：(1)完成各年級之基本學習內容，客觀界定出

學生之基本學力(2)正確篩選出學習低成就學生，系統監

控受輔後之學習進展(3)扶助每一位學習低成就學生，實

現民主社會之公平、正義(4)學生、教師、學校、家長及

主管機關均能正視基本學力之重要性。(洪儷瑜，2012；

教育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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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上述教育政策中之「教育優先區計畫」、「攜手計

畫」的目標比較是以弱勢學生學習低成就問題提供補救教學。而

「課後照顧服務」則以生活照顧和完成課後作業為主。雖然方案間

關注的重點、對象與實施策略有些差異，但核心目標都是希望藉由

提供更多外在資源介入，以預防和補救弱勢或低成就學生的學習適

應不良的狀況，以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以及「社會正義原則」的

精神。以下歸納整理我國補救教育政策的轉變與趨勢有以下三項。 

1. 由弱勢補償的概念轉為關注學生基礎能力低落之問題 

首先補助對象僅止於高風險或弱勢地區的高風險學生，再擴展

到不分地區的弱勢低成就學生，到當前只要是學業低成就的學生不

分地區和身分都提供補救教學的機會。主要是以學生的學習低落為

主要條件，然後再視教育資源多寡考量弱勢身分、社經地位…等，

目的是想將所有學習需要支持的學生全部帶上來。 

2. 由充實硬體設備轉向重視教師增能培訓 

各類補救教學方案的師資來源持續擴充，起先曾借重退休老師

豐富的教學經驗、接續讓相關科系的弱勢大專生或儲備教師加入補

救教學的系統，近年 2011年教育部開始大量培訓補救教學種子講師

和教師增能，以強化現場補救教學教師之能力。 

相關補救教學研究指出，一般學校實施的補救教學成效明顯低

於系統性補救教學，其因素可能是缺乏專業的補救教學師資、教材

和教法。然而許多文獻和研究也支持弱勢低成就學生比較需要較結

構與系統的教學(曾柏瑜，2008；陳淑麗，2007；曾柏瑜、陳淑麗，

2010；陳淑麗、熊同鑫，2007；Mathes、Denton、Fletcher、

Anthony、Francis & Schatschneider，2005)。因此當前大部分的

補救教學以作業指導、正規課程的教科書為課程內容，並以教師主

觀的判斷來決定教學內容、方式和進度，可能無法有效改善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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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學習狀況。 

因此唯有提供有品質的補救教學，才是真正能確保投入的教育

資源能真正發揮效益。所以當務之急應是調整學校補救教學課程之

執行模式、對於補救教學師資的專業增能才是提升補救教學品質的

重要關鍵（陳淑麗，2008；蘇倩慧，2008；陳淑麗，2007；曾世

杰、簡淑真，2006；曾世杰、陳淑麗，2007；陳淑麗、曾世杰、洪

儷瑜，2006；Mathes等人，2005；Fuchs & Fuchs,1998）。 

3.建置多層級的全面性補救教學系統 

對於語文學習低成就的學童及早介入補救教學，愈能可有效減

少與同儕的差距，且使需要長期服務的人數減少。同時低成就學生

藉由系統性補救教學後，可拉近與一般同儕的差距。 (引自甘鳳

琴，2007；Stanovich, 1986)。 

國際間國家的文明程度發展越高，就愈重視學習落後的學生的

基礎能力素養，而且接納和重視學生學習的個別差異性也是文明社

會的重要指標。例如：挪威、芬蘭不僅能接納有 20%~30%以上的學

生有學習困難，同時認同補救教學的價值，將補救教學系統視為學

校常設的單位和教學活動。(陳淑麗、洪儷瑜，2010；洪儷瑜，

2011)。 

綜合上述，建置有效的補救教學系統，就是希望推動「全面性

的補救教學」或稱「三級學習支援系統」就具有及早介入、採用有

效教學方法和課程規劃和學習成效監控篩檢系統的概念。 

所以學生於普通班接受正規課程時，若有學習落後的狀況，教

師就可適時依學生狀況彈性調整教學內容和方式。學校也有專設單

位針對經原班補救教學仍無效的學生，再接續以更密集、小組式的

補救教學，讓學生有機會弭平與一般同儕的差異，而非消極的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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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經歷更多挫折，成為穩定「低成就」學生後，才接受補救教學(洪

儷瑜，2012)。 

貳、 有效的補救教學課程與支援系統 

閱讀能力需要靠後天學習而非與生俱來，因此若學生有閱讀困

難也需藉由補救教學才能有機會弭平與一般同儕的能力差距（陳淑

麗，2008；陳淑麗、曾世杰、洪儷瑜，2006；Wren，2002）。補救

教學若要發揮效能，當務之急則應建置三層級的學習支持系統和設

計有效的閱讀補救教學課程，才能真正及早介入，為長期學習挫敗

的學生設置停損點，避免其衍生更多學業和行為上的問題。 

一、 三級學習支援系統概述 

 Mellard等人(2010)在文獻中提到公共衛生的三級預防概念，

可預估全體人口之危險族群的比例，強調預防工作應是全面性、廣

泛性和連續性的，可分為初級(primary)、次級(secondary)和三級

(tertiary)。第一階段是全面性的高品質的普通教育介入，在普通

班中進行教學；第二階段以外加的時間進行小組教學；第三階段進

行人數更少、更密集、個別化和同質更高的小組教學。，第一層級

關注普通班的學習品質、第二層級在普通教育系統中給予強度、密

度更高的補救教學，第三層則引入特殊教育的資源，此層級的與普

通教育的課程的差異性較大。 

前述的三個層級是從普通班正式教學到普通班的小組補救教學

最後為特殊教育。在教育的連續線中，會有各種不同學習需求的學

生。所以三層級各有不同教學目標、強度和服務人口比例，當層次

提高時，介入的強度、密集度增強，而服務人數比率則會降低。目

前三級預防的概念已經廣用於學校輔導工作中，而特教學者亦將此

概念引入學習障礙鑑定，同時我國為推行十二年國教而提出的學習

支援系統亦是此概念的衍生，藉由廣泛性的預防和及早介入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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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的補救教學和課程規劃。(教育部2012；洪儷瑜，2012；

Mellard等人，2010；Fuchs & Fuchs，2007；Stecker，2007；

Bradly等人，2005；NJCLD，2005)。 

德州大學的閱讀發展中心(2008）曾提出三級閱讀教學介入模

式：初級為在「普通班」中實施有效教學；次級是於普通教育的系

統中提供「外加式的小組、密集介入課程教學」，其課程內容均為

有效的閱讀教學成分；而第三級是針對次級介入後仍未見成效的學

生，則應協助其接受「特殊教育」輔導，並接受最密集的介入教

學。但亦有學者持不同之看法，Lerner和Johns(2009)提出學生應該

經過第三級的補救教學無效後，再行轉介特殊教育系統（引自陳淑

麗、洪儷瑜，2010）。 

我國教育部於因應12年國教的推動，提出建置學習支援系統和

規劃補救教學方案，避免學生因為免試升學而導致基本學力下降 

(教育部，2012)。學習支援系統中的第一層(Tier1)稱為「一般補救

教學」，是在提升普通教育的品質，並且在各單元內針對學生的學

習困難進行診斷與補救，所以每個老師都應該承擔補救教學的責任

和具備補救教學的能力。第二層(Tier2)稱為「小組補救教學」，是

提供在原班補救教學後能無法趕上原班同儕的學生，課程內容之前

基礎能力或基本學習能力補救。第三層(Tier3)是「特教教育」的範

疇，主要是提供第一層到第二層普通教育之補救教學均教學無效的

學生接受更為小組、密集的學習，其課程內容有更多修改、重組。 

 簡言之，相關文獻提及的三級模式(3-tier model) 、三層級

的補救教學(3-tier intervention)、德州閱讀中心提出的三級的閱

讀教學介入模式與我國近日推動的「學習支援系統」皆是將三級預

防的概念用於補救教學中，且介入強度隨層級不同而異。綜合上

述，此系統在我的研究中引用洪儷瑜、陳淑麗(2010)文獻中的「三

級學習支援系統」一詞，此系統重視與監控高危險群學生、建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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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教育的補救教學系統、發展有效的課程與教學法、定期對學生進

行基本能力篩選測驗、建構轉介前介入教學的完備系統、將普教與

特教系統更有效的串聯與合作（洪儷瑜，2012；蕭偉智，2009；胡

永崇，2005；Mellard等人，2010）。「三級學習支援系統」對於各

分層的補救教學目標、人數比率、補救教學方式和密度之比較，請

參見下圖2-2-1 (引自洪儷瑜，2012；洪儷瑜，2011演講講義)  

 

 

 

 

 

 

 

 

 

 

 

圖2-2-1 三級學習支援系統 

資料來源：引自洪儷瑜

（2012）。由補救教學到三層級學習支援。教育研究月刊，

221，p.18。 

二、 第一層-普通班中有效的教學 

普通教室裡若能執行有效的閱讀教學，兒童發生學習困難的機

率應該就會較低。因此，第一層級的主要目標就是要照顧校內絕大

多數的學童，透過提供有品質的教學，幫助學童習得應有的技能，

減少學童發生學習失敗的比率。而第一層級主要是由普通班教師進

行教學，教學對象包括普通班內的所有學生。 

預防 

層級 
目標 

人數 

比率 

補救教學方式 

和密度 

Tier3 

三級 

預防低成就學生

之學習失敗 
5% 

●每天,更密集 

●小組或個別 

Tier2 

次級 

提升低成就學生

的成就，減少低成

就學生的比例 

15% 

●每天1次，每週至少

3~5小時 

●小組、額外教學 

Tier1 

初級 

核心課程優質化

教學,讓一般學生

均可成功學習 

80% 

●隨課或原班課餘時

間，無須刻意安排補

救教學時間 

●原班教學 

第三層  Tier3 

特殊教育(抽離) 5% 

 

第二層 Tier2 

小組補救教學 15% 

第一層 Tier1     

一般補救教學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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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教師的教學效能有關，愈

有效能的老師，班上低成就的比率愈低。而在普通班實施高品質且

「有效的教學」可讓八成以上的學生避免產生學習困難，而「有效

的教學」指的就是經過實徵研究支持的教學方法或內容(evidence-

based instruction)（洪儷瑜，2012；洪儷瑜、何淑玫，2010；

Ding & Sherman，2006；Chard，2004；Vaughn & Fuchs，2003）。 

美國德州大學閱讀中心提到「初級介入」（primary 

intervention）也就是第一層級的教學應該要包含以下的三個要

項： 

首先，學校應該採用有科學證據支持的有效閱讀課程與教學，

並確保普通班的每位教師都應具備教導重要閱讀成分的教學技術。

而重要閱讀成分所指的就是音素覺識、詞彙和理解能力…等。 

其次，德州大學閱讀中心認為，有效的閱讀教學要立基於長期

持續性監控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建議每年至少要進行三次的基本

學力監控評量，並根據評量結果，來幫助教師或學校進行課程教學

的決定。 

最後，為確保學生能受到高品質的教學，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教

師持續精進教學專業能力。教師進修的目標可針對如何運用這些資

料來做教學的決定和了解教學重要成分與適當的教學方法，同時教

師也應該有良好的班級經營能力，要能適當的維持學生動機、保持

良好教學氣氛、和提供學習鷹架…等 (Gersten，Chard & Baker，

2000；洪儷瑜，2012；洪儷瑜、陳淑麗，2010；洪儷瑜、何淑玫，

2010)。 

三、 第二層次的補救教學 

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主要服務對象是經由普通班有效教學後之

學習落後的學生。藉由補充式、外加式和小組教學的型態的教學更

密集的教學介入，避免學習落後的學生長期的學習挫折或喪失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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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時可讓學生藉由增加基礎能力或精進學習策略，可以再次回

到第一層級接受普通班的教學(Schwartz，2005；Mathes，Denton，

Fletcher，Anthony， Francis & Schatschneider，2005)。 

此階段的本階段密集教學介入後，任課教師可利用課程本位評

量方式「持續監控」記錄學生的進步反應表現，如果顯著落後同儕

或沒有進步反應，則考慮轉入下一個階段。此外，若篩選至第二階

段的學生有明顯的智力、認知或感官問題，則建議可以直接跳入下

一個階段，直接轉入特教系統作鑑定評量（陳淑麗，2011；蕭偉

智，2009；詹士宜，2007；Brown & Doolittle, 2008）。 

Mellard等人(2010) 在《RTI的三層級架構與教學的強度》一文

中說明第二層級的介入也可以讓學校團隊了解哪些介入的方式對於

學生有助益；若介入無效也了解哪些情境或條件下會讓學生有高度

挫折。Mellard等人亦在文獻中整理出近十年來相關實徵研究證實的

第二層級之有效教學與班級經營原則如下： 

1.有效的教學原則 

(1) 教學時間與介入頻率：前述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是以外加式為

主，因此學生每日仍應接受普通班(T1)的有效教學約90分鐘，

再加上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平均約每日30分鐘(Mellard等人，

2010)。至於教學頻率和強度部分，根據Fuchs & Fuchs(2007)

研究結果建議教學介入頻率每週應有3~4次，持續10~20週較能

有成效。大部份的研究是以20周為主(引自Mellard等人，

2010)。 

(2) 課程內容為有效的教學成份：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應由學校引

入有效課程教學系統，而課程內容包含的有效的教學成分則是

包含識字、辭彙和閱讀理解…等要素(Mellard等人，2010)。

Mathes等人(2005)的實驗研究中共有三組除了對照組之外，另

外兩組課程成份包含以下要素的循環：形成性評量、識字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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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閱讀、寫作與朗讀流暢性等。 

(3) 教導學習策略：許多研究支持教師教導學習策略是重要的，因

為這是讓學生獲得學習方法、獨立學習（Ellis & 

Worthington, 1994），也是能夠獲得較佳和維持學習成效較久

的重要途徑所在（Vaughn et al.，2000；洪儷瑜、陳淑麗，

2010）。 

(4) 教師提供更多的練習與反應機會：教師彈性調整教學速度可讓

學生可以有更多重複練習和自學的機會。同時教師亦可有更多

時間確認學生是否已從課程中習得重要的知識和技能，以提高

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精熟程度(Mellard等人，2010) 。洪儷瑜

(2011)於語文精進課程之教材說明中提及減少教師以講授為主

的教學時間，應給予學生更充分的練習和反應的時間，教師可

就學生的反應給予適當的回饋和補充。 

(5) 重視教學的流暢性：學校對於整體課程的規劃可朝減少科目、

教室轉換來安排課表。Englert（1984）研究指出發現，有效能

老師會具體說明教學活動的活動目標和步驟，同時保持教學活

動緊湊，減少空檔時間，不僅可維持學生注意力與學習動機，

同時也降低學生空檔時間出現負向行為問題機會。然而，

Mellard等人(2010)文獻中特別強調並非延長教學時間，而是針

對同一目標，變化多種教學活動。 

(6) 運用工作分析調整教學目標：教師可依學生的學習成效或反

應，運用工作分析來調整教學目標和作業的形式(Mellard等

人，2010)。 

(7) 提供詳細的教案流程：Emmer、Evertson和Anderson（1980）研

究中發現，教師若教學前對於課程已有完整的教學流程，有助

於教學的流暢性。Correnti和Rowan(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語文

課程設計若有具體、清楚的教學材料、教學流程(教案)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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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表可提升教師教學專業能力。Mathes等人(2005)的實驗研

究結果中指出，針對課程教學介入方法進行 54 小時師資專業

培訓後，實驗組的教材提供教師精確教學流程以確定教學的語

言夠具體精準且達到最精簡，相較於對照組班級的學生學習成

效在word reading fluency、nonword reading fluency、oral 

attack skills三部份皆有顯著差異，因此可以瞭解教師的教學

語言和詳細的教案流程可以促進學生的學習品質。 

(8) 結構化的課程教學：結構化的課程教學是指有固定的教學程

序、教學步驟清楚，學生經過學習後能預期教師的教學行動或

提示，能維持學習的成就感。Foorman、Francis、Fletcher、

Schatschneider和Mehta (1998)針對285位低社經地位的閱讀困

難高危險群學生，提供不同程度的明示教學介入，研究結果發

現，明示程度最高的教學介入學生的學習成效最佳(引自洪儷

瑜、陳淑麗，2010)。因此可推知學習低成就的學生更需要明確

的提示和結構化的教學流程來引導其有系統的學習。（洪儷

瑜、陳淑麗，2010；洪儷瑜、陳秀芬、吳怡慧、古美娟，

2009；Torgesen，2000；Vaughn， Gersten，Chard，2000；

Foorman 等人，1998）。 

2.有效的班級經營 

(1) 提高師生比：教育部（2009）對於普通班的補救教學建議採同

質性小組密集教學方式進行，學生人數以每班10人或6~12人之

間為原則。國外文獻指出採用小組教學的形式，除了可增加師

生互動和教師回饋的機會，主要還是讓學生能滿足個別化的學

習需求。然而Raudenbush(2009)的研究指出小組教學不一定可

以提高教學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還需視授課教師的專業能力

和課程的執行程度而定(Slavin，Lake，Davis & Madden，

2009；Elbaum，Vaughn，Hughes & Moody’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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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nson，SachseLee，2000；Finn & Achilles，1990；

Raudenbush，2009)。 

(2) 持續的形成性評量：運用形成性評量來監控學習成效，並據此

鼓勵學生維持學習動機或瞭解學生學習問題以調整教學內容或

方式(Foorman & Torgesen, 2001; Torgesen, 2000; Vaughn, 

Gersten, Chard, 2000)。郭生玉（2004）提及教師可藉由形成

性評量瞭解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精熟度、學習進展和學習困難，

藉由形成性評量的過程中就能持續對教師和學生的教學歷程提

供回饋。 

(3) 立即增強：密集的師生互動過程中，教師可以即時給予增強原

則，亦可隨時觀察學生反應調整課程、教學或學習反應的方

式。洪儷瑜(2011)在語文精進課程教材說明中亦提醒授課教師

學生有進步就增強、不過度要求完美。 

(4) 營造友善的班級氣氛：教師可以營造班級師生、同儕間的良好

互動與合作關係。 

 

 

四、 第三層次的補救教學 

經由高度密集的補救教學介入與評量後，仍然無進步反應或反

應效果較同儕顯著落後的學生，可能是因為生理或發展遲緩的特殊

需求兒童，需要進一步的特殊教育的評估與協助。由普通班教師、

補救教學教師或學校團隊轉介校內特教組，並提供學生基本資料與

第一、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資料，交由心評人員、專業團隊或縣市

鑑輔會來進行綜合性的診斷與評量。確認學生的問題後，若學生有

特殊教育需求，則由特教教師與專業團隊提供強度更強和治療性的

個別化教育計畫介入方案。若非屬於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則須更

深入探討找出影響其學習落後的因素，並繼續提供第二層級的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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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綜合上述，三層級的學習支援系統，是提供不同學習需求的學

生有不同介入方式，同時兼顧預防與補救教學。同時，這個系統由

普通教育延續到特殊教育，有益於普教和特教兩種教育系統的融

合。 

我的研究場域中是屬於第二層級的普通教育的補救教學，而採

用的補救教學取向則是標準介入計畫模式。因為前述的相關研究中

指出第二層級有效的補救教學原則為長時間的教學介入與密度、課

程教學為有效的成份、教導學生學習策略、提供學生更多的練習與

反應機會、重視教學的流暢性、提供詳細的教案流程、結構化的課

程設計、持續的形成性評量、立即增強…等。因此以標準介入計劃

模式的特點最能符合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的需求，因為其教材是經

由專家將有效教學成分編入課程，且有培訓課程或教學督導協助教

師執行課程，可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最後因此模式已預先掌控課

程內容、同時也提供詳細的教案內容與教學程序，因此可降低學校

團隊或教師個人的背景經驗、專業能力或流動率的影響。 

然而，目前補救教學的現場中有些現象是值得我們深入省思，

例如：教師專業成長的進修方式大多以參與研習和講座為主，但回

到教學現場的教師對於新習得的教學方式的執行品質和因應於各班

不同的學生特質和教學氛圍應如何調整和適應的部份，就缺乏系統

性的支持與回饋。再者，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現場亟需研發經過實

徵研究有效的補救教材，而補救教學的教師若自行編制教材則會導

致教學負荷過重，且課程品質也容易導致良莠不齊。因此，台灣師

大教育評鑑中心的研發團隊發展出一套適用於中學階段的語文精進

課程，讓有效成分的教材有機會於教學現場中被使用。 

因此藉由台師大教評中心的補救教學課程系統的建置與規劃，

我的研究希望能夠從中了解以往補救教學教材設計與師資培訓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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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並未被特別重視，因此許多現場教師對於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

與標準介入計畫模式的教材、教學、診斷與評量…等，加上學校團

隊與親師之間的多面向合作與各環節的專業性與可行性都較為陌

生，也是一種嶄新的挑戰與嘗試，所以我的研究正是希望探討參加

標準介入計畫模式的補救教學老師對於課程、教材、教法、班級經

營、親師合作和學校生態環境互動、調適或適應的想法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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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工作適應 

教學是一項複雜的工作，且教師是執行教學工作的主要角色，所

以教師是影響教學成效的關鍵。Cruickshank & Haefele(2001)列出

優良教師的特徵是專業、具有分析、省思能力且能隨機應變

(diversity-responsive)(引自 Strong，2003)。但是大部份的教師面

臨教育政策、課程改革與教學典範轉移時，都會引發教師教學的適應

困難(鍾靜、朱建正，1995；彭欣怡，2000；黃雅莉，2002；羅綸新，

2002)。本節由適應定義和理論背景切入，進而探討工作適應相關理

論與影響因素，希望能藉由工作適應理論的整理助於我對研究議題可

以形成更完整的思考架構。 

壹、適應的定義與理論背景 

 「適應」一詞概念複雜被應用的層面廣泛，且在英文中

adaptation和 adjustment皆被翻譯為適應。但適應一詞是源自達爾

文的進化論篇像生物為了生存而改變自己的演進過程，但後來心理學

家採用則是 adjustment 一詞（Atwater，1990；張春興，1991），因

為 adjustment相較於 adaptation可以彰顯個體具有主動運用資源、

方法來改變自己與情境的關係。所以我的研究指的「教學適應」即為

「adjustment in teaching」，以下整理與適應相關之定義、理論和

內涵，以幫助我瞭解欲探討研究議題之核心元素。 

一、Piaget社會認知發展理論中的適應定義 

Piaget採用適應（adaptation）的角度來論述認知發展理論

與內在心理歷程的改變，主要以同化（assimilation）、調適

（accommodation）為適應歷程中的主要途徑 (張春興，1991) 。

同化是指個體以原有基模或認知結構為基礎，吸收新知的歷程，

也就是個體面臨新情境刺激時，微調原有基模便可以因應。調適

指個體面對新情境刺激時，原有認知結構無法有效因應，個體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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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原有認知結構或基模來符合情境條件以保持平衡，也就是個

體必須主動大幅調整原有基模或放棄舊基模、建立新基模 (張春

興，1991) 。 

同化與調適是相互配合的，當個體面臨新的情境刺激時，個

體通常會先採用「同化」來因應，當原有的知識結構或基模無法

有效因應時，個體才會啟動「調適」以調整原有知識結構與基模

甚至進而創造新基模來因應情境需求。適應則是當個體在因應新

情境的歷程中，經由持續「短暫失衡→同化或調適→適應→短暫

平衡」的動態歷程來達到個體與情境的平衡。經過調適

(accommodation)歷程後，個體會對於新的情境刺激會漸漸具有

預測及控制的能力。當個體經歷調適歷程後，個體能力將會有顯

著性的提昇 (張春興，1991) 。 

二、Atwater（1990）定義「適應」是個體與情境逐漸達成合諧的過

程，這種歷程是動態且持續的(引自方祥州，2005)。 

三、張春興（1992）《教育心理學辭典》中對於適應的定義有三種，第

一指個體在面臨困難情境時，為達成目標克服障礙達成需求的行

動歷程；第二指的是個體為與情境保持平衡狀態的行為反應；第

三是說個體為達成目標或滿足需求的內在行為改變歷程，例如：

信念、態度、期望、價值…等(張春興，1991) 。 

四、Lazarus（1976）認為適應囊括兩種不同層次的內涵：其一適應是

一種結果成效的狀態，以個體在情境中適應良好與否為衡量標準；

其二適應是探索個體在不同情境中如何適應與影響其適應的因

素，所以將適應視為個體在情境中連續因應調整的動態歷程 (引

自彭欣怡，2000；黃雅莉，2002)。 

綜而言之，適應包涵的面向不只是個體外在所採取的行動或因應

策略，亦包含內在信念、態度價值的改變，以保持個體與情境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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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而我的研究中對適應的定義為：國中國文教師如何學習使用培

養語文素養能力為主的「國文精進課程」來教導低成就學生之適應歷

程。因為國文老師同時面臨異於以往的學習對象、課程內容和教學方

法，所以我的研究中希望瞭解教師在殊異的教學情境中是否會有不同

的調適方法、策略、影響其適應的相關因素與如何保持教學工作適應

的動態歷程。 

貳、工作適應定義與理論 

一、工作適應的定義 

(一) 王鍾和、李勤川及陽琪工作適應之定義 

    王鍾和、李勤川及陽琪（1991）定義工作適應有三個要素：

職業成熟、工作穩定性與工作滿意程度。而判斷工作適應程度的

參考指標有除了考量個體工作表現與實際年齡發展水準間的符合

程度之外，仍參考個體工作穩定和滿意度為衡量工作適應的參考

指標。 

(二) Herschensohn工作適應理論 

    Herschensohn（1996）提出工作適應其實是個體在與情境交

互作用下產生的結果，而個體在工作適應中的重要元素，即是工

作能力、工作性格和工作目標。工作能力包括了工作習慣、工作

專業能力與身心特質、工作人際智慧。工作習慣是個人習以為常

的一種行為模式。工作性格包括個體對於自己身為工作者的自我

概念、工作動機、工作成就感。 

(三)Dawis工作適應之定義 

    Dawis 和 Lofquist（1984）提出工作適應理論（The 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它重視於個體的個別差異，說明工作適應

是指個體需求與情境的增強回饋、個體專業技能表現和情境或任

務條件要求一致與否，可預測個體工作適應結果。所以工作適應

的定義可説是個人與工作環境的互動調適達成平衡循環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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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王玉珍，2007)。 

 

二、工作適應理論 

 (一) Dawis & Lofquist工作適應理論 

    Dawis & Lofquist （1984）說明從個人和工作情境的互動來

說，當個人在工作情境中獲得生理與心理的需求時，即得到個體

需要的滿足感(satisfaction)。根據 Dawis & Lofquist 所提出

的理論，工作適應即為個體的價值觀、能力等與工作環境的期待

調合程度。而個人的專業知能、技術與表現，達成工作職務要求

時，即個人滿足了工作情境職務的勝任(satisfactoriness)要求。 

因此個人對於工作適應的行為始於工作職務滿足個體需求及

其工作價值觀，然而，個體感覺到對其工作回饋或滿意度無法滿

足時，個體會開始採取調適行為。相對的當個體未達成工作職務

要求，即個人與工作不適配時，工作情境亦會對個體產生負向反

應，並直到個體或工作彼此持續調適直到達成一致性為止。因此，

個人、行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與結果，可能有表 2-2-1的四種狀

況 

工作適

應理論 

個體工作表現 

適任 不適任 

個人

需求 

被

滿

足 

 留任原職 

 長期任職 

 繼續任職 

 工作訓練或進修 

 被調職或離職 

未

被

滿

 產生離職想法 

 申請調職 

 產生離職想法 

 工作再訓練或進修 

20%,3hr,

危機.意外.

被拖延的

重要事情

或工作¡K 

60%,10hrs,

工作計畫.進

修.運動.興

趣.語文.證

照.人際.情

感 ¡K 
5%,1hr,逛

街.睡懶覺.

閒聊.逛電

視頻道.網

路遊戲¡K 

15%,2hrs,

「好人卡」

看來急其實

對自己不重

要,來者不

拒¡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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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勉強留任原職  被調職或離職 

表 2-2-1 整理自 Dawis &Lofquist（1984）工作適應理論 

由此看來，個體工作適應的定義，即為工作職務要求與個體需求

達成滿足或適配的狀態，且願意持續穩定投入或參與工作。Dawis & 

Lofquist 工作適應理論更進一步說明，個體如何在工作情境中的而

有不同回應類型，亦即四種工作適應類型（adjustment style）包括

彈性（flexibility）、主動性（activeness）、反應性（reactiveness）、

以及堅持度亦可稱為耐受度（perseverance），這些層面都是呈現個

體與工作情境間的關係。彈性是指個體能忍受工作情境中困難、衝突

或挫折的能力；在面對挑戰、困頓或挫折的工作情境，個體嘗試改變

工作情境(work environment structure)的行為屬於主動性因應；反

之，嘗試調整自己在面對工作的人格結構 (work personality 

structure)則是反應性因應。而堅持度或耐受性則表示個體面對各方

挑戰和挫折時到轉換其他工作之前能忍受多久的能力(Dawis & 

Lofquist，1984)。 

 

(二) Herschensohn的工作適應模式 

根據 Herschensohn（1996）的說法，工作適應其實是個體在與

環境相互作用下，所產生的結果。具體而言，個體的工作適應包含

個人的次級系統（工作能力、工作性格、工作目標）與工作情境之

交互影響。工作情境包含組織文化與期待行為、職務要求及專業必

備知能與技能、工作者的回饋報酬；而工作適應包括工作角色行

為、任務表現、工作者的滿意度。系統內因素是交互決定影響的動

態歷程，符合此一理論之重點，若是有任何因素造成狀態不平衡，

則得整個系統就會持續調整、改變到達平衡狀況。 

綜合上述理論，個人專業知能、技術、技能與工作表現能達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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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境的要求成的即為工作適應的程度。如果個體能辨別當前需要改

變的是積極性地去改變工作情境或調整自我的工作人格結構，並據此

呈現有效且適當的因應行為，並可以維持從事工作時間，即可提升對

工作的適應程度。 

有鑑於此將工作適應理論的概念運用在教育場域中，教師由教學

與班級經營中包括師生互動、學習動機、學習成效、教學氣氛…等得

到獲得教學工作中的滿足、成就感。同時教師亦依此來評價自我的專

業知能、技能在教學情境是否勝任。 

因此，教師在教學專業知能、技能的自我或他人評價即為教學工

作場域中的勝任感(satisfactoriness)要素；而師生互動情形、學習

動機、學習成效、教學氣氛則是滿足感(satisfaction)的來源。我們

可以預期若教師的勝任感與滿足感能達成平衡和諧的狀態，即可稱為

工作適應狀況良好；反之則會出現工作適應不良並產生工作壓力甚至

離開補救教學工作領域。 

而我的研究欲探討國中國文教師使用「國中語文精進課程」進行

補救教學的過程中會產生何種適應困難或挑戰，並進而瞭解老師如何

在進行自我調適或適應的方式。由上述工作理論而言，若教師面臨適

應困難與挑戰時，能辨識困難、挑戰的性質，並且能據此暸解需要調

整的是自我的教學知能、技能，還是工作情境時，就更能有助於使用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來進行補救教學的工作。因此我的研究亦可提供其

他欲採用「國中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師了解教學歷程中，若產生預期

中的落差時，應如何因應或適應才能突破教學歷程中的阻礙。的面對

挑戰或挫折時之型態，並可持續投入語文補救教學的工作。 

參、教師教學適應 

Anderson（1983）專家教師是經過認知階段、連結階段和自動

化階段三個層次的連續發展歷程。關於教師教學適應的相關文獻

中，探討教學適應議題時尚未有專門相對應的名詞，以教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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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cision-making)、教學轉化(teaching 

translation)、教學改變(teaching change)…等為標題或關鍵字。

且因教學適應囊括的內涵甚廣，包含教師面臨新教育政策、新課程

教材、初任教師面對教育現場震撼的衝擊、工作環境或職務調動之

心理適應…等(邱于真，2010)。而在我的研究中所欲瞭解的「教師

教學適應」的個案教師皆已具備數年或十年以上的教學經驗，他們

有完整的師培訓練與教學經驗，而是因其參與「偏遠地區教育機會

與品質提升計畫」時採用「國中語文精進課程」進行補救教學時，

採用新教材、新教法和教學對象大多為低成就學生，所以他們與初

任教師在教學適應歷程中應有許多殊異之處。 

 

 

一、 教師教學適應定義 

Atwater(1990)指出當個體需要面對與以往不同的挑戰時，即會

引發個體自我調整以維持平衡。因此教師由師培教育階段走進教學

現場的過程中，仍會持續進行自我調整與適應。因此教師的觀點、

角色與決定皆會隨著情境之轉換而異動。因此，無論是初任教師或

有經驗的教師經歷自我調整和教學適應歷程(Staton & Hoy，

1992)。 

Brock 和 Grady (1997)指出教師進入教學現場中會有三個重大

轉變：對自我和教師角色定位；對己身未知經驗的預期結果；教師

社會關係網絡與支持系統絡的轉變。研究中並指出在教師適應的初

期會對理論和實際情境有所落差，即稱之為「教師現場的震撼」(引

自 Urzua，1999)。Fuller 和 Bown(1975)提到初任教師的教學適應

關注焦點的轉變為：職前理想主義；進入職場初期時主要關注自己

的教學表現和著眼於整體學生的成績，並未在意學生個別學習情

形；最後開始留意學生個別需求和聚焦於對學生是否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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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羅綸新，2002) 。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教師適應之定義，我們可以了解當個體面臨

不同挑戰、情境、角色和專業成長階段時，都會引發教師自我調整

或適應的需求。據此知悉教師教學適應是一段長期和動態的歷程，

教師面對教學情境的轉換時皆會經歷不同的調適階段，且不同階段

之所關注的焦點亦會不同。 

尤其因為教師培育方式和此職業特性所致，當其進入教學現場

後並未細分年資、經歷而給予不同的支持或專業訓練。因此學校派

任職務亦給予初任教師、經驗教師，甚至是資深教師皆擔負相同的

工作內容、分量和責任。MacDonald 和 Healy(1999)研究中也指出

許多初進職場的教師雖具備專業學術理論，但缺乏在教學現場中生

存的實務知識(引自羅綸新，2002)。因此如果於教師教學適應歷程

中，提供適當的教學支援系統，可以讓教師避免過多挫敗，且順利

跨越教學適應中的阻礙和無助(Christensen & Fessler，1992) 。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教師適應之定義，我們明瞭當教師面臨不同

的挑戰、情境、角色和專業成長階段時，都會引發自我調整或適應

的需求。據此知悉教師教學適應是一段長期和動態的歷程，教師面

對教學情境的轉換時皆會經歷不同的調適階段，且不同階段之所關

注的焦點亦會不同。尤其因為教師培育方式和此職業特性所致，當

其進入教學現場後並未細分年資、經歷而給予不同的支持或專業訓

練。因此學校派任職務亦給予初任教師、經驗教師，甚至是資深教

師皆擔負相同的工作內容、分量和責任。MacDonald 和

Healy(1999)研究中也指出許多初進職場的教師具備專業學術理論，

但缺乏在教學現場中生存的實務知識(引自羅綸新，2002)。因此如

果於教師教學適應歷程中，提供適當的教學支援系統，可以讓教師

避免過多挫敗，且順利跨越教學適應中的阻礙和無助(Christensen 

& Fessler，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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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適應相關理論 

Bruner交互決定論與 Bronfenbrenner生態理論與教師適應的關

係理論提供我們瞭解一個現象的框架，以下就此理論討論之。 

一、Bandura交互決定理論 

Bandura交互決定理論強調行為是環境、個體和個人行為本身許

多因素交互影響而形成的結果，而因素間的決定性的影響不一定相

抗衡(孫志麟，2009)。 

二、生態系統理論 

Bronfenbrenner（1979）提出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認為個體的發展受其環境影響，並將環境歸納為

四個系統：小系統（microsystem）、中介系統（mesosystem）、外系

統（exosystem）和大系統（macrosystem），強調系統與系統間的交

互作用，並影響個人的發展(引自紐文英，2009)。關於其系統，說

明如下： 

（一） 小系統：小系統是指是指對個體有直接影響的環境，例如：班

級、教師會及同儕教師。由於小系統與個體緊密相連，因此對

個體之影響最大。 

（二） 中介系統：中介系統是指小系統、外系統與大系統之間的聯繫

與相互關係，例如：學校行政單位-教師會、家長會-教師會之

間的關係等，聯結愈強，對個體的影響力愈大。 

（三） 外系統：外系統是指個體未直接接觸，但仍對個體生活有影響

者，例如：政策、經濟、教育、政府等。 

（四） 大系統：指文化、價值、國際等，會間接影響個體。 

生態系統理論模式認為個體存在複雜的社會系統，個體行為同

時受到個體本身與情境交互影響，因此教師適應不僅是教師個人本

身的調整，教學情境中的各個因素平衡也是適應歷程的關鍵。 

三、Fessler教師職涯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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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ssler提出教師適應可分為個人因素、組織因素，並且 Fessler

也對教師職涯發展提出其看法。 

(一) 個人因素 

1. 個人價值觀：累積經驗、人際關係、自我期望、抱負和目標。 

2. 個人紓壓管道：個人嗜好、宗教活動、志願或動機、旅遊經驗、

運動和休閒、其它提供需要、挫折和抱負的管道等。 

3. 生涯規劃與發展：生涯發展階段和生活目標的計劃會影響目前

工作處理優先順序的考量因應。 

(二)  學校環境或文化因素 

1. 教育當局或學校政策：包括全國性的教育政策、地區政策和以

及以學校本位為基礎之政策。 

2. 社會文化或社區期待：包括對於學生學習的目標、價值、對教

師角色的期望。 

3. 學校行政與環境氛圍：包括對教師的信任、財政的支持等。 

4. 建構同儕教師支持系統：學校對教師專業成長團體的支持或獎

勵的情形、專業在職訓練、成立教師專業社群等。 

綜而論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充滿複雜的影響因素，尤其補救

教學更是如此。Atwater(1990)文獻中曾指出當個體需要面對與以往

不同的挑戰時，即會引發個體自我調整以維持平衡。由於補救教學

工作相較於一般教學工作更具專業和挑戰，不易從教學中獲得成就

和滿足感，因此許多補救教學教師所經驗到的困境和壓力是一般教

師較難以感同身受的，持續高度時間和情感的投入，若未得到相應

的滿足感，則容易使教師產生孤立、無力感，只能維持例行教學或

是黯然離開補救教學現場。我的研究正是希望能獲知教師採用新課

程，甚至是新的教學取向來進行補救教學時，其因應或適應型態、

角色定位、關注焦點、教育觀和語文教學觀…等是否會因此轉變，

會有哪些困境和壓力源，才能讓日後使用以「培養語文能力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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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取向的教師借鏡其適應歷程，以減少補救教學教師之專業與熱

情耗竭。 

三、 提昇教師教學適應程度之策略 

(一) 同儕教師 

Smylie（1989）調查發現觀察和請教同事是教師學習教學的有效

資源之一。Grant和 Zeichner（1981）認為同年級的同事是相當重要

支持的來源。Wildmanetal.（1989）指出同事所提供情緒上支持，可

以減低新進教師的不確定感，並可降低壓力；同事並可提供教學資源

上的協助，如提供材料、減低新進教師的工作負荷量、給予節省時間

的建議。同儕教師間的互助關係是在自然的前提下發生的而不是指派

的（Kilogoreetal.,1990）。值得注意的是，同事持不支持的態度，對

於新進教師的工作和對自己的信念會有負面的影響，甚至可能導致新

進教師離開專業的職場（Applegate,Flora&Lasley,1980）。 

(二) 教師師傅或認知教練的支持（mentor or cognitive coaching） 

Wildmanetal(1989）指出認知教練對新老師有幫助。大部分的新

老師認為輔導是有幫助的，若認知教練是跟新老師教同一學科或年級，

其效果會更好。觀察發現資深教師可以成為新教師的認知教練，雙方

關係經由非正式的同事組織來發展效果會更好。輔導協助的範圍包含

協助課程計劃、教室組織和紀律或成為傾聽者(引自丁一顧、張德銳，

2009)。 

(三)學生的回饋反應 

學生是影響教師教學歷程中的關鍵人物。Wildmanetal.（1989）

文獻中指出學生是影響教師早期發展的重要因素，研究者發現教師從

學生身上所獲得信任和肯定，會影響教師後續執教生涯的教學觀、自

信和工作滿意度。教師在面臨學生的複雜和多樣性時，常有措手不及

的感覺，導致教學簡化或降低對學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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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支持 

社經地位較高的家長是直接影響學校，家長的期望對於教師使

用較傳統的教學方法有著直接的影響，教師若要順利的進行工作，

有時也要考慮家長的要求，Zeichner和 Core（1990）文獻中提及新

進教師較倚賴和家長的互動，也就是說新進教師將部分的焦點放在

家長身上。另有其他研究顯示教師的父母、朋友也是初任教師重要

支持來源。至於教師社會化的結果，研究發現導入階段的教師變得

較官僚且較不專業，由關懷的管理方式變成權威的管理方式，對教

學的態度、期望變少。 

綜合上述四個因素，我們可以瞭解教師專業成長歷程中個人與

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複雜，當研究個案教師和我在研究中持續

討論、省思和修正時，才能將這兩者的交互關係加以釐清也才能看

出教師成長的各種可能途徑。我不能對研究個案的個人特質與身分

的相互作用視而不見，也不能貿然假定所有老師都會按照單一的固

定模式調適或適應教學歷程。因此可以提出問題讓研究個案教師有

更多機會分享這些因素間的衝突或脈絡關係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教學

適應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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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旨在探討國中教師採用標準化教材「國中語文精進課程」

之補救教學的適應歷程、影響因素與因素間的脈絡關係，以期還原教

師使用標準化課程之語文補教教學現場原貌。 

我的研究採用質性的個案研究設計，並藉由晤談、教學影片觀察

與文件分析來蒐集教學適應歷程資料。以下就本研究欲瞭解的議題分

為研究設計、研究流程、研究參與者、研究者角色、研究工具、資料

蒐集與分析以及研究倫理與信賴度的考量，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由於我想要瞭解教師使用「國中語文精進課程」的適應歷程，而

質性研究可以幫助我探討模糊未明的情境、展現完整的事件歷程、瞭

解現象背後的意義、探索因素間脈絡關係(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

譯，2001)。 

而質性研究中個案研究法可適用於探討瞭解特定對象、情境與議

題時，以不介入、不干預為前提來蒐集多元資料來澄清事件之脈絡

（Yin著，尚榮安譯，2001）。因此我選擇採用個案研究法並且採用多

個案的方式兼顧個案間的同質與異質性，以期可厚實描述個案間一致

或不一致現象隱涵之意義。 

個案研究中如果可以蒐集多重向度、層次的訊息就可以更完整的

釐清與形塑現象背後所傳遞的意義（Yin著，尚榮安譯，2001），因此

我希望徵得研究個案同意，並且透過觀察來蒐集教師詮釋和實踐課程

的教學行為。同時考量適應歷程乃牽涉個人經驗、內在感受與信念的

變化，因此藉由訪談的方式瞭解個案省思與轉變原因。除了觀察和訪

談也輔以文件分析為輔助資料。 

根據我的研究目的與問題，發展出研究設計架構圖，如圖 3-1-1。

蒐集資料起迄時間由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至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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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長達一學年可以囊括更完整資料，以厚實描述教師教學調適歷程。 

 

 

 

 

 

 

 

 

 

 

 

 

圖 3-1-1  研究設計架構圖 

 

 

 

 

 

 

 

 

 

 

  

低成就學生 

標準化教材-「國中語文精進課程」 

環境因素 

教師背景變項 

 

教師使用標準介入課程進行補救教學之適應歷程 

 

教師適

應問題 

適應結

果回饋 

問題因

應方式 

 



71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場域 

壹、「偏遠地區教育機會與品質提升計畫」之語文補救課程參與人員 

一、參與語文精進計畫教師之背景資料 

我的研究乃是運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評鑑與研究中心之「偏

遠地區教育機會與品質提升計畫」之專案相關資料。專案中的語文補

救教學計畫又稱為「國中語文精進課程」計畫。 

計畫主持人為我的研究指導教授，研究參與對象是選自參與專案

計畫之教師，所有老師皆為兼任校內第八節語文補救課的老師。參與

專案計畫的教師第一學期有 16 人，第二學期除了一校中止合作，原

本參與的三所學校各加入一名教師共 18 人。教師任教地區有宜蘭縣

有 9 校 12 名老師(67%)，新北市 4 校有 4 名老師(22%)，南區有高雄

市和屏東市各 1 校共 2 名教師(11%)。整體 18 名教師中男性有 3 名

(17%)、女性 15 名(83%)；國文科教師 9 名(50%)、特教科教師 9 名

(50%)；正式教師 15名(83%)、代理教師 3名(17%)，所有教師均具有

合格教師資格；5名(28%)具有碩士學歷；整體平均年資 8.3年。 

二、「國中語文精進計畫」督導團隊組成與運作 

1.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督導團隊組成 

督導教師是由台灣師大教評中心之語文補救教學計畫研發團隊

的主要為專家教授、博士班研究員、專家教師與研究助理。 

2.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督導團隊運作方式 

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與確保教學品質，每學期均安排期初教材說

明會議 1次，期末檢討會議 1次，期中教學輔導會議 3~4次。由 2名

督導教師於期初提供方案介紹、教材理論與要素說明，教學實施期間

提供團體教學督導、教材實作練習與問題討論與線上教學資源系統，

以提供即時的問題解決建議，協助教師掌握教學實施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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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的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場域 

一、研究個案教師背景資料 

我的研究邀請 3位有意願的個案老師加入，根據立意抽樣的精神，

邀請研究參與者的標準如下所述： 

1. 參與 100 學年度台灣師大教育評鑑與研究中心「提升偏遠地區

教育機會與品質」專案計畫之「國中語文精進課程」教學研究

的教師。 

2. 具有國民中學階段合格之國文教師。 

3. 在「國中語文精進課程」第一學期試用教學階段合作參與度高，

教學檢核資料回收率高和輔導會議互動討論積極者為主。 

4. 有意願分享個人教學調適與自我成長經驗並希冀透過自我探索

教學適應歷程以提升補救教學專業素養者。 

因為考量研究可行性，以北部教師為主，邀請有興趣瞭解自己在

實施標準介入課程中的適應狀況者。同時希望兼顧研究個案背景的同

質和異質性，以期蒐集更多元資料對適應歷程進行厚實描述。加入研

究的 3位個案教師均具備合格教師資格，全部皆為國中國文老師。三

位教師有 1 位初任教師與年資 10 年以上的資深教師，亦包含正式與

儲備教師、主動或被動接受指派加入教學研究、曾有或從無行政工作

經驗和補救教學班級學生組成來源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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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我的研究邀請加入的教師背景資料   

 

教師 
性

別 

原 

授課

科目 
年資

（年） 

教師資格 
學歷 

 

主動/

校方

指派

加入

研究 

行政

經驗 

校內

行政

業務

支援 

補救

教學

學生

來源

班數 

補救

教學

班級

人數    合格 
聘

用 

浮島 女 國文 20 V 
正

式 

碩士 
主動 

主

任 
自己 3 6 

琥珀 女 國文 2 V 
儲

備 

碩士 接受

指派 
無 

課務

組長 
2 10 

白浪

島 
女 國文 12 V 

正

式 

碩士 接受

指派 
無 

教學

組長 
2 12 

 

二、我的研究場域 

 我的個案研究共邀請 3位教師參與，所有參與教師每週皆進行補

救教學 2 次，每次 1 節課 45 分鐘。教學對象為各校七年級國語文低

成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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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文精進方案 
我的研究採用的補救教學方案為洪儷瑜等人（2011）所研發之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教材編寫採用同一文體集中學習的方式設計，

利用文體知識和結構，增加學生文章結構的概念，透過不同的文本，

藉由教師教學、教師引導學生學習、學生自學進而課外擴充閱讀…等

不同的程序，讓學生逐漸獨立學習閱讀和理解該文體的文章。 

壹、「國中語文精進課程」補救教學設計理念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主要是針對國中七年級之國語文低成就

學生，但其語文能力約在國小三、四年級所編製，此課程旨在使學

生具備基本語文能力，以培養語文能力之重要成分和閱讀策略為

主，不強調國文學科知識內容與非現代用語之文學，並且將學習責

任漸進轉移，並考慮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問題，班級經營時採用

正向行為支持提升成功機會。 

「國中語文精進課程」課程設計共有六大模組，分別為記敘文

(故事情節)、記敘文(寫人)、記敘文(寫景)、說明文(特徵)、說明

文(比較對照)、說明文(因果與問題解決)，規劃可供國中 7~9年

級，共六個學期之補救教學使用。「國民中學語文精進課程」在每

模組均設計教學文（5-6節）、半自學文(3節)、自學文(2節)、重

要技能練習(2節)、逐課評量(1節)、和擴充閱讀(彈性課程)所組

成，教學過程中強調由教師教導逐漸轉移到學生自己學習與展現能

力。(引自甄曉蘭、洪儷瑜等人，2011)。 

貳、「國中國文精進課程」教材特色 

研究中教師所實施教學的內容為模組一、二，均為 20節課，每

節課教學時間原定 45 分鐘，但在實驗過程發現補救教學學生來源不

一，個別殊異情況多較難準時到班上課，因此教案設計改定為 35 分

鐘，留有 10 分鐘讓老師彈性運用，可進行擴充閱讀、與教師自主安

排班級經營活動，以配合攜手班實際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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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一為有故事情節之記敘文，以 6W 為文體重要元素，包括

who（誰）、where（哪裡）、when（何時）、why（為什麼）、how（怎麼

做）和 what happen（結果）。此文體為是早期閱讀素材中最常見的文

體，雖然國小高年級與國中階段後，較少出現故事體文章，但因此模

組對低成就生而言相對難度較低，適合做為補救課程的基礎模組。 

模組二則為描述人物之記敘文，文體元素主要為「主題」、「描

述」和「結語」，是國中階段課文選材與評量出現頻率較高的文體，

因此老師可以用記敘文-故事體模組之重要元素作為基礎架構，引導

學生建立閱讀學習策略並且持續用相同的學習原則在記敘文-寫人模

組鞏固學習。兩個模組皆設計逐課評量與綜合評量，協助教師瞭解學

生的學習成效，模組一、二之課程結構請參見表 3-3-1 (引自甄曉蘭、

洪儷瑜等人，2011)。 

 

表 3-3-1模組一、二之課程結構 

課次 教學位階 模組 1：記敘文(故事體) 模組 2：記敘文(寫人) 

期初  相見歡 (1節) 相見歡 (1節) 

第一課 教學文 兩碗牛肉麵 (6節) 孫越 (6節) 

第二課 教學文 解放兒童(5節)  

第三課(第二課) 半自學 聰明反被聰明誤 (3節) 莎利文老師 (3節) 

第四課(第三課) 全自學 我們的愛有多大限度 (2 節) 不隨俗的費曼(2節) 

綜合複習 寫作 綜合寫作-故事 (2節) 綜合寫作-寫人(2節) 

彈性課程   擴充閱讀(4節) 

期末  期末回顧(1節) 期末回顧(1節) 

總評量數  逐課評量 

綜合評量(1節) 

逐課評量 

綜合評量(1節) 

總授課節數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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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準備 
壹、 我的學習與工作經驗 

國語文領域的學習自小以文學欣賞與文化陶冶的情意目標。因

此就讀研究所前的語文教學目標乃是著眼於學生從名家篇章中潛移

默化提升學生的品格與道德涵養，因此閱讀文章時重視的是時代與

作者背景、國學常識和文本情意的薰陶，學習歷程中也每每能體悟

老師引領我們進入古文篇章的意境。自己以往就甚喜閱讀明清時期

的小說，因此大學也如願的進入語文教育學系-中文組繼續學習。  

原本以為持續浸潤於古典文學的學習歷程中，意外的藉由大三

初教系老師的啟迪下，發現學習並非自然而然習得的過程，打破我

對於學習的既定印象。當時覺察到的是「原來有一群特定需求的人

會經歷不同學習歷程」，因此識字、閱讀也許不再是印象中的自然而

然的事情，促發我決定修習特殊教育學程。 

由特殊教育的學習中開啟嶄新新視野的我，進入國小教育現場

工作後，也覺察普通班內學生程度落差大，因此總是擔憂大部分教

學時間皆採用教師講述，學生若非兩眼發直，就是埋頭猛抄的方式

是否能具有學習成效，但受限於國小教師教學科目眾多，備課內容

繁瑣，即使在特教學程中習得新法也受限個人能力與經驗，難在教

學現場中落實。 

    直到正式進入特教領域在國小資源班服務第一年時任教的科目

是國小語文，發現同樣的國小課程採用以往講述的教導方式難以奏

效。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未隨著我更鉅細靡遺的講述學習重點而提

升。曾有學障個案的導師期待資源班安排閱讀理解課程，以提升學

生於普通班課堂聽講理解能力與參與度。因此我與資源班夥伴教師

設計每週1次，每次30分鐘的閱讀課程，採用約300字短文並設計5題

選擇題，讓學生讀後填答，持續一學期共進行15次。期待安排閱讀

理解訓練除了提升聽覺理解能力，遷移類化到其他學科學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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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藉由廣泛閱讀課外文本進而擴展生活經驗。 

但課程進行一學期後發現若非經由教師引導，學生仍未能獨立

閱讀已敎過的文章；期末IEP討論時，個案導師反應學生學習成效尚

未反應在普通班的上課表現中，尤其是上課參與度。加上蒐集閱讀

素材和編製測驗題目耗時甚鉅，長久下來恐難持續，種種瓶頸讓我

甚為困惑卻無計可施，對於想要突破教學盲點的我決定暫別熟悉的

教學現場並且轉而進入特殊教育研究所進修以提升自己的特教專業

知能。 

貳、 我在「國中語文精進課程」專案中的角色   

   1.加入研發團隊初期-由編輯教材開始學習 

進入特研所後很幸運碩一下學期開始有機會參與指導教授所主

持的「國中語文精進計畫」，並且有機會參與教材研發。 

初期不免對於教材編輯方式有所遲疑，由生活取材且字數不長

的一則短文解析得這麼透徹是否過度繁瑣，並且是否會減損讀者賞

析文本時各自解讀的美感呢?這些困惑的聲音偶爾仍從心底冒出來，

也讓我在閱讀教學的想法總是有些搖擺不定，剛進入專案的我的想

法是覺得進入不同的學習領域後，不同典範間對於「語文」有其各

自獨特的命名與說法。也覺得投注於「國中語文精進課程」的專業

人力、經費與時間甚鉅，但也擔心是否會與以往學校工作坊或教師

自編的教材流於相仿。 

  2.加入專案團隊中期-持續專業知識增能 

隨著陸續在專案中請益專家學者和資深教師且持續參與國中小

補救教學師資研習、在職教師閱讀增能…等相關閱讀素養的研習後，

才深刻覺察到「語文素養」與「國語文」希望達成的核心目標有層

次上的差異。 

專案的工作經驗和閱讀素養的相關研習開始讓我體會到「能力」

和「素養」是需要重視且獨立教學的，並且讓我開始省思進行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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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閱讀教學時總是用講述的方式對學生傾囊相授所有重要知識，

也未必能夠被學生有效運用。 

  3.加入專案團隊北區試用推廣階段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從編輯教材的研究室中進入教學輔導

的現場更直接且深入的觀察國中教師使用標準介入教材在學校中

進行語文補救運作的情況。王靜如(2000)研究中指出新編的課程與

教材若與教師以往教學或學習經驗是奠基於相同的教學與學習派

典（paradigm），則課程與教材就能很迅速被老師接受，並且採用。

然則兩者若是基於完全不同的派典，將會引起老師教學調整的困難。

所以我也調整心態期待自己能突破過去之學習背景與經驗框架和

試用教材的教師們ㄧ起學習新的課程，重新探索語文基本能力的教

學方式與掌握課程脈絡與節奏，綜合我的專案參與歷程的角色請參

見表 3-4-1。 

 

表 3-4-1不同模組年度工作進程與我的參與角色 
學年度/

學期 
文體 

模

組 
我的參與 

99-2 記敘文（寫人） 

記敘文 (寫景) 

2 

3 

 99協助模組 2、3教材、學習單、評量編輯 

 協助實驗教學進行教學成效資料蒐集與分析 

100-1 說明文（特徵） 

說明文（比較對照）記

敘文(故事) 

4 

5 

1 

 協助模組 4、5教材、學習單、評量編修 

 (100-1 試用階段 1)參與師訓和輔導會議觀察記錄

員與教學示範 

 協助研發團隊蒐集教師教學與評量相關文件資料

(教學影片、教學檢核表、評量…) 

 整合研發團隊建議，提供教師教學輔導協助 

 透過試用教師的回饋，提供模組 1 教材研發修正教

師教學信實度 

100-2 說明文（比較對照） 

說明文 (因果解題) 

記敘文（寫人） 

 

5 

6 

 協助模組 5、6教材、學習單、評量編修 

 (100-1 試用階段 2)參與師訓和輔導會議觀察記錄

員與教學示範 

 協助研發團隊蒐集教師教學與評量相關文件資料

(教學影片、教學檢核表、評量…) 

 整合研發團隊建議，提供教師教學輔導協助 

 透過試用教師的回饋，提供模組 2 教材研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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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三角校正 
資料蒐集的方式以觀察和晤談為主，文件分析為輔。各類資料蒐

集方法的運用說明如下。 

壹、 資料蒐集方法 

一、觀察法 

我的觀察範圍首先是針對輔導會議現場的討論狀況，及有疑問處

觀看個案教師的教學影帶，以輔助我釐清個案老師可能的教學問題。

其次，在與教師進行開放性訪談中，也會把所看到、聽到的肢體或其

他非言談性的訊息記錄在研究省思札記中，以求蒐集的觀察資料可以

真實且完整呈現現場原貌。 

研究紀錄的方式包括研究者現場觀察筆記、作者省思札記與錄影

與照片…等，除了在現場書寫現場筆記外，離開現場後，我會盡快寫

省思札記，紀錄當天觀察的整體想法、對某些教學事件的感受、以及

被現場現象促發的困惑或聯想到的理論…等。 

二、訪談法 

 如果說教學影片觀察可以看到教師如何詮釋語文精進課程的課

程忠實度之外顯行為；而訪談就可以了解教師在課程詮釋、教學調整

時的思考歷程與反應。這代表著他們在課程詮釋和教學調整的行動所

隱含的意義，而這些正是我的研究中所關心的重要訊息。因此，除了

教室、影片觀察，我希望與參與個案研究的老師協商訪談的時間和地

點，每次訪談的時間約2~3小時，共2~3次。 

由於質性研究強調真實呈現個案語言及發生現象的意義分析與再

現（Yin著，尚榮安譯，2001）。因此我希望訪談過程中可以藉由錄音

幫助我日後分析資料和撰寫研究報告，因此希望事先徵求參與研究的

老師同意我錄音的做法。雖然錄音可以協助我儘可能的完整紀錄訪談

內容，但訪談過程中的表情與肢體語言則是錄音無法捕捉到的，因此

在訪談中我也會進行訪談紀錄，以便與錄音內容進行交互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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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工具 

各種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的角色不時現身，包涵個人特

質、學歷、經歷與生活經驗都會牽涉其中。陳向明(2002)指出「研

究者」的個人因素包涵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角色

意識、看問題的角度、生活經驗…等，都會對研究的過程和結果產

生影響。 

我會在研究過程中讓它們成為自己研究助力，也對這些因素保

持足夠警醒和敏感度，因為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資料蒐集的

工具，因此要能從多方角度去思考我於研究角色的問題，才能磨練

成具有敏感度的分析者，進而從事觀察、訪談、分析、選擇、協

調、詮釋及歸納…等資料處理工作（黃政傑，1996）。 

參、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藉由參與觀察，對教師行為加以記錄，並對所蒐集的資

料進行分析與詮釋；並於觀察結束後針對其動機和行為改變進行深

度訪談，以瞭解師生內心真正的想法與觀點，最後，研究者輔以教

學或督導過程中所有文件資料，作為分析和探討研究結果的相關依

據，並針對觀察、深度訪談與文件分析進行交叉檢證。 

一、資料轉錄  

每位個案老師首次接受訪談之前，就已先行徵得其在訪談時，

接受錄音的同意。當訪談後，再將錄音資料轉譯為文字稿，並於文

字稿中刪除語氣詞或增補肢體動作和聲音表情……等，轉錄成文字

稿後送給受訪者確認後即成為分析文本。  

二、資料編碼  

我會將訪談逐字稿中的每一筆語意段落資料給予依序編號。資

料編碼的方式是依照「語意概念、研究個案、資料取得方式」之順

序。每一位研究個案，皆賦予一個代碼，例如：「琥珀」代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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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白浪島」代碼為「b」和「浮島」代碼為「f」。資料取得

的方式也有其代碼，例如：「訪談」代碼為「i」、「文件」代碼為

「d」等。詳細原始資料的編碼方式及說明，參見表3-4-2。 

  

研究參與者  代碼  資料取得方式  代碼  

琥珀  p  訪談  i 

浮島 f  文件資料 d 

白浪島  b  研究札記  n 

 

 

 

肆、 研究信賴度 

我的研究來源資料，包括觀察紀錄、訪談與文件分析資料。每個

資料來源的對象和目的稍有差異，剛好能做為不同資料的三角校正，

可提高資料的豐富度與信賴度。 

表 3-5-3 多元資料的三角校正 

 

 教學觀察 訪談 文件分析 

資料

來源

對象 

1.我 

2.教學督導團隊 

1.我 

2.研究個案 

1.我 

2. 研究個案 

3. 教學督導團隊 

蒐集

目的 

1.教師教學行為觀察 

2.瞭解教師教學忠實度 

3.瞭解教學現場實況，蒐

集教學情境相關訊息增加

資料詮釋的準確與完整性 

1.瞭解教師教學適應階段

之內在情感、信念、態度之

變化 

2.澄清教學觀察中研究者

的疑問 

3.澄清觀察與教學檢核文

件中資訊不一致處 

1.形成訪談議題的促發物

件，使訪談能具焦於研究

問題 

2. 瞭解教師教學過程的

自我回饋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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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敘述三位個案教師在使用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材進行

補救教學過程中之調適的歷程與結果，並討論過程中的困難與因

應，最後歸納個案在教學適應歷程中促進其.調適與改變的因素，共

分為三節：第一節是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第二節是白浪島老

師的教學適應歷程，第三節則是浮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而第四

節則是我對三位個案教師教學歷程的理解與詮釋。 

這三段適應歷程的乃是經由研究者和個案老師持續溝通、討論

和協調後達成共識、聚焦觀點後，透過研究者視角所剪輯出的故

事。裡面記錄著補救教學老師們面對未知、挑戰的期待與恐懼，對

於轉變與的停滯的徘迴與掙扎，也有著追尋自我實現和教學熱忱的

勇氣與夢想。 

這三位個案老師勇敢並真實的選擇讓自己的故事被以文字的形

式被看見，希望以自己投入的經驗和過程鼓舞、安慰即將接手用標

準化教材進行補救教學的老師。期待所有隻字片語皆能串連成具體

的圖像，帶更多人看入殊異的場景，卻似曾相似的畫面… 

 

第一節  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 

壹、 琥珀老師的個人特質速寫 

 如果世上眾人的千百樣貌皆有百科或圖鑑可對照，那麼當我翻

到「琥珀」此種礦物時，心中所浮現相對應特質的人便是我的研究

中的「個案一老師」。 

「琥珀的質地就像瑪瑙，色澤透明似水晶，光亮如珍珠。它是遠古松科松

屬植物的樹脂，埋藏於地層、經過漫長歲月的演變所形成的礦石。(引自維基百

科)」這段文句是摘自知識庫中對於「琥珀」的描述，同時也是我腦

海中對於琥珀老師的整體感覺的具體代表。因此，在研究中除了保

護個案隱私的目的之外，將個案一老師匿名為琥珀，也是想藉由

 



83 

「琥珀」的特質作為開啟這段故事的引子。 

而為何會對其人物形象與「琥珀」相連，乃因多次會議接觸過

程中，琥珀老師總能明快直言、率真爽朗的慷慨分享，即便是初期

討論時成員們彼此互動含蓄、生澀之刻，琥珀老師往往是打破寧

靜、尷尬的人。略知琥珀老師性情真摯純粹，有自信卻不給人威脅

感。就如同「琥珀」的外觀看起來剔透晶亮，接觸時質地溫潤不凍

手，給人一種恰到好處的溫度。 

貳、 琥珀老師的求學過程 

琥珀老師在求學過程中，國文不僅是她的強項，也是興趣所

在。因此大學就讀中文系畢業後，她毅然決定要繼續研究中國古典

文學，也考上校內的中文研究所。琥珀老師不僅對於文學有濃厚的

興趣，也修習國中教育學程，並期待日後能站上講台將中國文學的

美感分享給更多青年學子。 

一路讀書順利的她，在同年取得中文碩士文憑和正式教師資

格，也錄取海洋國中的國文代理老師。此刻，對教育現場充滿期待

的琥珀老師收拾行囊，離開熟悉的台北盆地，落腳在這間位居小鎮

中心、熱鬧繁榮的海洋國中。這也是她正式展開的教學生涯的起

點……。 

參、 加入方案的契機：初始原型 

琥珀老師曾經說：「一位新手老師或許沒有過人的經驗，但是大

部分都有源源不絕的熱忱和傻勁」。當他們獨當一面進入教學後，即

便前方路況不明、未在預期內的狀況連連時，仍有著初生之犢的勇

氣繼續前行。 

琥珀老師考取代理教師時，原定職務是接手七年級的國文，然

而開學時又突然接到校方來電表示該年段有導師臨時請假一學期，

要商請她暫代導師職務，恰巧她是任此班的國文老師，因此也就欣

然接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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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她尚未消化新職務時，又接到教學組長拿著公文試探性地

問道：「…師大有一套新的教材想要在你攜手計畫的國文課中試用，可以幫忙

用用看嗎?」(A-1-5-Pi1-64)。這時的琥珀老師心中有些遲疑，想起過往

有過攜手計畫的教學經驗：「……以前念研究所時，也教過一學期的國文

攜手班。」(A-1-2-Pi1-1)。過去帶攜手計畫的經驗讓她覺得「補救教學

面向很單純，主要就學生原班學習比較弱或學不好的地方去做加強。」(R-2-3-

Pi1-2)。應該即便是使用新的國文補救教材，也應該與過去的經驗差

異不大吧!所以，以往琥珀老師便也就答應了下來! 

而她對於補救教學的目標是設定在能幫助低成就的學生提升課

業成績，尤其是常考的課內相關語文常識是學生基本要學會的： 

「我會很在意他們到底懂了沒有，今天該搞懂的地方，學生到底懂了沒

有？我都會預設一個進度與標準，或許教得不多，要他們懂的東西一定是基本

中的基本，一定要學會的部分。 

比如說：我畫一個十字給他們看，東南西北、春夏秋冬，這個季節有什麼

植物？春天有櫻花，夏天是蓮花，秋天有菊花，然後冬天有梅花。像這種對於

他們的考試是有幫助的……。然後會準備一些詩詞給學生練習從中挑出關鍵字

(花)，至少會基礎判斷(所對應的季節)。學的東西其實不多，但是對他有一定

程度的幫助，至少在學習成效、成績方面!」 (R-2-3-Pi1-103)。 

其次，琥珀老師會延伸補充課內相關的國語文常識，促進學生

深入理解課文。她認為來補救教學的學生普遍都缺乏閱讀國文的先

備知識，所以遇到文章時才會讀不懂、考不好。所以她自己整理

「國文基本常識重點」來進行補救教學：「我就上一些很簡單的部分，

上他們原本的課文內部的補強，補救他原本課程應該具備的一些基本知識，整

理成學習單。比如相關的成語，或者課文中提到時辰，就將子丑寅卯…就是天

干地支一起整理給學生。」(R-2-3-Pi1-63)。希望能學生補足應有的先備

知識後能夠提升原有的國文學習表現。 

她也認為來接受國文補救的學生，國文成績不佳、學習意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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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因此不太可能會自己整理重點。所以她會課前編寫講義時會：

「…仔細篩選、改編課本的重點，主要是以對考試有幫助的，也就是整理一些

考情重點。畢竟那些來上補救的學生他們自己不太會抓重點。因為他們對什麼

是「重點」一點概念都沒有，所以也會幫忙他們畫課文重點…」(R-4-2-Pi1-

120)。 

所以琥珀老師在進入精進課程之前對於補救教學的做法是：配

合學生原班國文課的內容與進度去補充相關知識或提供課外文章：

「針對課內進度的東西，是針對課本中某一個概念去補充。而且當時的教材設

計還會讓學生看小故事、補充成語或盯著他們寫一些閱讀測驗的學習單。」(R-

2-3-Pi1-120)。 

然而琥珀老師也聽到很多同事分享他們的補救教學經驗：有一

種是全方位的「包山包海型」：「教到最後就是全科都包，看學生缺什麼

作業就讓他補交出來……」(R-2-4-Pi1-4)；還有另一種則是彈性自主、

各憑本事的「自由發揮型」：因為目前教育當局的做法「……比較沒有

那麼嚴格規定，所以也有老師攜手是上作文課，反正想上什麼就上什

麼。……」(R-2-4-Pi1)。      

琥珀老師覺得以往「想上甚麼就上什麼」的補救教學型態，固

然可以讓老師盡情的展現教學的專業，但又擔心學海無垠無涯，範

疇過大容易失焦。那這套台灣師大教評中心研發的語文精進教材雖

然還不曉得其中的內容，但是對她而言，或許可以減輕補救教學備

課負擔，反而對自己教學是有益處的。因此，她對這教材是保持著

好奇的想法，並且更進一步的詢問合作細節。 

但是，琥珀老師詢問教學組長後，發現彼此所知差不多，都僅

止於公文上的說明。她當時的印象是：「要試用到什麼樣的程度？還是說

要怎麼配合都是很模糊不明的!...這些都是後來去參加師訓的時候才知道

的…」(E-6-1-Pi1)。此時這個「前方狀況不明」的新方案雖然讓她稍

微有些被澆了冷水，但是校內的教學組長又熱忱的表示會在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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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業務上給予協助。 

所以琥珀老師經過多方考量後，「…想想覺得遇到新教材，不用先排

斥，可以觀望看看、去試試看。因為說不定會有意料外的好處，就算對提高學

生成績沒有奏效，或許其實多看、多學、多比較，對於增廣教學經驗上還是會

有幫助的。…至少先試試看…，這種試驗性的東西沒有辦法說一定是好到完全

沒有缺點；但是要糟到完全都只有缺點，沒任何一點益處，這樣思考也就太以

偏概全了。」(A-2-1-Pi1-164)。 

因此，儘管當時方案中有著些許不確定的變數，但是她抱持著

正向的信念：「人要離開熟悉的場域才能看到新事物…」(A-2-1-Pi1-

164)，便帶著期待好奇的心加入新的語文實驗方案-語文精進課程，

也深信自己一定可以從中有許多新的斬獲。 

當時的琥珀老師剛由熟悉的台北城轉到新的後山市鎮，不僅面

臨生活上的變動、工作角色的轉變-由實習教師轉為獨當一面的導

師，同時也正逢即將試用語文精進課程之際。 

有些熟悉的場域在此時此刻同時改變了，雖然生命中本來就是

不斷的在改變，也不一定都是每次都順遂度過，總有許多預料外的

事。然而，有些改變其實是在我們預料之內的，也是我們主動迎向

它的，就如同加入語文精進課程的琥珀老師：「只要肯努力，肯跨出

第一步，就有可能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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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進入方案初期-鬆動與解構的開始 

進入方案初期就是描寫琥珀老師開始進行語文精進課程第一課

(教學文)~第二課(半自學)的教學期間。這個時期琥珀老師開始面對

與以往不同的新教材和教學對象，許多原有的教學信念與方式也開

始逐漸隨之鬆動。透過補救教學的具體實踐後，促使她去檢視以往

的教學目標、教學重心、教學策略以及師生互動型態(講述或問

答)。 

藉由教學過程裡與學生的一來一往互動後，原本既存已久的教

師形象與信念，也漸漸開始慢慢瓦解，並開始啟動許多以往未曾有

過的觀點與行動。隨著琥珀老師投入更多心力和時間去實踐後，更

多不一樣的想法和作法便逐漸抽芽滋長，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她的

補救教學中持續加溫……。 

一、 預期內的改變-自我專業成長 

(一)原來國文也可以講得很精準 

琥珀老師參加期初課程說明會之後了解到：「咦!原來在這個計畫

中，有些東西在國文裡也是可以講得很精準。可以讓東西(文章)不單只有一種

感覺而已，其實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促進學生了解的程度，雖然那個方式可能對

我們(國文老師)來講比較沒那麼美，但是其實它是對學生閱讀理解有幫助

的……。」(E-2-2-Pi1)。 

而且聽完課程督導解說設計理念、教材使用方式後，琥珀老師

更能了解語文精進課程想達到的成效是「提升低成就學生的語文讀

寫能力」，讓國文教學不僅侷限在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思想

價值或意識形態上的傳授。國語文教學也可以有憑有據、有線索的

「扣住文本」來進行分享、澄清、討論。 

所以琥珀老師很快意識到這個新方案與以往她所熟悉的教學方

式是有所差異，她也很好奇這樣的國文課可以為他和學生帶來哪些

與以往不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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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老師回想起當時開始試用語文精進課程時，並沒有預期自

己和學生會立刻「一劑見效」。但她的心中仍預期來上補救班的學生

能藉由這套「把文章講得比較精準」的教材，讓學生上課時更有

「精」神與熱忱，同時原班課業表現也隨之「進」步。也希望身為

新手老師的自己在試用語文精進課程中的新教材教法過程中，也能

「精進」自己的教學功力，讓自己的國文教學更上層樓，遠離傳說

中的菜鳥老師讓學生當「小白鼠」、「實驗品」的負面印記，所以面

對新課程時她是主動積極地找出可以應變的方式。 

(二)「一定要做到的決心」所帶來的焦慮 

當琥珀老師面對新改變時，第一步就是多看、多想、多接觸，

因為她說：「……我覺得不安有時候是因為不熟。……」( E-4-1-Pi1-

140)。所以如果要和新教材變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打開語文精進課程

的說明書-「教師手冊」，將手冊裡面的教學流程、步驟看清楚，並

依照「說明書」實際動手「用用看」。 

她開始準備模組一的第 1課到第 2課時，每 1堂課的教案平均

來說「自己要先看差不多 1小時…」(E-4-1-Pi1-71)。對照以前每次自編

補救教學內容時，備課大約只花 20~40分鐘。琥珀老師有仔細想過

或許是學習一套新教學模式，所以初期需要投注較多的時間和心

力。 

同時先看過教案內容之外，她還需要「消化教案流程，轉化為

教學動作」。琥珀老師初期使用語文精進教材時提到，新教材的課堂

慣用教學語言與她以往例行慣用的比較不同。以模組一的文章結構

為例，以往她比較少用到「6w」這樣的名詞，但相對應的「人、

事、時、地、物」的概念，其實她是有的。 

所以她將教案中一些不太慣用的教學語彙調整為自己常用的方

式後，她感覺「…以中文來解說人、事、時、地、物、原因、結果，學生似

乎較能理解。」(教學日誌/ L1-2課文大意/1001027)(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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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還有模組一全文討論解釋「敘述人稱」，她也嘗試將第一

人稱、第二人稱的說法轉換為：「『你說』、『我說』、『他說』來讓學

生辨認……。」(教學日誌/ L1-4全文討論/ 1001110)(E-8-8)。經過轉化

後，她認為這樣比較能促進學生理解此概念，能促進他們判斷現在

這段話語中是哪個角色在說話。由此兩個例子可以覺察琥珀老師在

使用語文精進教材的初期會花比較多時間消化新內容，並融入自己

的經驗，也根據學生的能力和反應，進行調整。此舉不僅可以降低

學生的認知負荷，還可以幫助他們整合舊經驗，讓課堂教學更順

暢。 

琥珀老師也表示起初花比較久的時間來進行備課是過渡時期的

狀況：「如果一個禮拜上 2節的進度的話，就是大約 2個多小時，不過，那是

剛開始的時候啦!」(E-4-1-Pi1-71)。也因為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學設計是

比較有既定模式、有「結構化」的。所以單一模組內的教學文本都

安排為相同文體的課文(模組一故事體，模組二記敘文…)，因此隨

著重複出現的重要教學成份、教學流程(教學文→半自學文)不斷持

續熟練，因此也縮短了備課時間。 

但即便課前準備語文精進教材的時間已逐漸縮短，但是相較於

之前補救教學備課時間是 20~30分鐘以內還是有些落差的。以往她

補救教學是以原班課內範圍為教學內容，採取「重新教學」、「強調

重點」、「補充語文常識」為主。課堂講義取材自現成的「資料庫」，

例如：教材光碟、參考書…等，只需要蒐集、繕打、微調後就可以

直接教學。不僅是補救教學的講義，還可以與原班備課相互搭配，

對於新手老師是較省時的方式。而且琥珀老師也提到國文課本內的

文章多為經典名篇，是她求學歷程中時常接觸十分嫻熟的，準備起

來也甚為得心應手。 

然而語文精進教材的文本、作者、故事背景，甚至是教學活

動、班經方式，琥珀老師認為是比較陌生的，所以對她在教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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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會不由自主地冒出許多不安和擔心： 

「……如果我覺得這個教材的文章對我來說比較熟時，就比較不會擔心上

錯。但是……在上這種新課程的時候就會很怕，這星期要上字詞聯想(擴充詞彙

網)或是要玩 Bingo(聲旁字聯想)時，萬一學生講出來的那個字我不認識怎麼

辦？或者因為要在預定節數內上完課程進度，但是今天沒有辦法上到那個進度

該怎麼辦?畢竟有業績壓力（預定進度）...」(E-4-3-Pi2-219)。因此琥珀老

師說以前月考前趕進度或是面對不熟悉的範圍時，都可以「快速帶

過」或是直接「轉台」，所以「趕進度，也有可以即時趕上進度的方

法」：「其實我們在上一般課程時，比如說後面遇到全文的綜合活動與討論，

可是沒辦法做這個活動與討論時，其實可以把它換成其他的活動或方式處理，

並不一定要執行這個動作。」(E-4-3-Pi2-139)。 

但是現在卻沒有辦法比照處理，因為：「在上語文精進教材的時

候，要在既定框架之下達成教學動作和目標。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壓力源是來

自要做出教案預定的進度和活動。中間教學過程雖然可以稍微調配，但他其實

跟我平常上課的方式比較不一樣，挑戰真的還蠻大的。」(E-4-3-Pi1-139)。 

所以，琥珀老師表達使用精進課程教學時，沒辦法迴避某些教

學活動，也無法讓她隨時「趕進度」，只能選擇和它「正面交手」。

如同曾問琥珀老師：「當時間不夠時，為何不考慮和普通班一樣，把

教學活動抽掉呢？ 」她爽朗的笑著答：「我倒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耶，

我就是想說把它上完（笑），可能因為有攝影，一定要上完（笑）……」(E-4-

1-Pi2-139)。那我又追著她問：那如果以後沒攝影了，課講不完會怎

麼處理呢? 她搔了搔頭說著：「其實沒辦法想到那麼多耶!我腦筋還蠻直

的，框架、目標比較明確時，我可能還是會強迫自己去完成。(E-4-3-Pi2-

139)。 

雖然琥珀老師當時對於教案設計的流程與步驟，其實也並未十

分了解其背後原理，但是她仍堅持著繼續「按照上面的指示把它(教學活

動)『撐』過去這樣」(E-4-3-Pi2-252)。她回想這段記憶時，用了「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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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這樣濃烈字眼來形容，不外乎是因為教學方式與風格，都與原

本習慣的教學有所不同。這樣的不同讓她覺得「卡卡的」、「不順

手」，也會讓她開始擔心這樣的感覺是否代表自己走偏了，已經離原

本預期的目標漸行漸遠： 

「其實那時在執行那個語文計劃的時候，我都覺得 L老師(督導) 教學很厲

害。當我在看教學示範影帶時，覺得一樣是這套教材教法，為什麼 L老師上起

來是流暢的，我上起來卻是這樣呢?（笑） 

我會覺得在磨合新教法跟我們原本教法時，雖說我們自己是在做轉化，由

於比較陌生，會擔心我教出來的效果可能跟原先預設的目標，可能有很大的差

別……，總之，我不太清楚，可能因為自己用起來就「卡卡的」，然後妳就會

怕…。 

(E-4-6-Pi2-220) 

那個「卡卡的」感覺，會讓人擔心是不是和原本設計的不同。 

然後還有就是說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會覺得，就是 L老師(督導)上得很

順，我們怎麼上都不順還要跟學生吵架啊有沒有!還會有那種『你們給我安靜一

點！』的場面，我就會覺得好像，有不一樣啦! 

那時，不但要 handle 那個教材的卡卡的感覺，而且還要 handle「一整

群」，不是一、兩個，不是很好處理的學生（笑）!我有點不好意思講，他們集

中在一起之後，就會感到更多卡卡的感覺，真讓人不安又很疲憊……。」(E-4-

8-Pi2-220)。 

所以，琥珀老師初期進入方案時，面臨到教學場域與以往差異

甚大：教學對象的能力、動機普遍低弱、新課程對於教學進度和精

準度的要求比較高，班級經營型態、學生個別狀況比較難即時掌

握，再加上教學過程中的實況攝影……等等。 

種種教學場域的改變累積下來，讓琥珀老師這階段時充滿著焦

慮與不安：「教學過程中雖然可以稍微調整，但是再怎麼調整，都和跟以前

習慣的方式不同。…我覺得這和以前的國文教學比起來，兩者的壓力源不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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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剛開始對我來說挑戰蠻大的。」(E-4-2-Pi1-139)。 

所以當精進課程的輔導老師不斷叮嚀，教學過程中可以自行應

變，毋須一個活動不漏、字句斟酌。但是第一次使用精進課程的琥

珀老師仍然擔心影響教學效果，所以對於調整和改變會有所顧慮： 

「因為是這套教材老師要花多少時間，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其實有明

確規範著。這節要做擬題，那老師就是要教擬題。而我們在上一般國文課時，

比如課後活動與討論無法進行時，其實可以換成其他的活動或用其他的方式解

決掉，並不一定要執行這個動作。 

倒是沒想過把擬題或其他活動整個抽掉這個問題耶!我就是想說把它上完，

一定要做！因為有攝影一定要做！（笑）有時沒想那麼多耶!腦筋還蠻直的。這

個東西框架比較明顯，要達成的細目比較明確，所以當時我都會強迫自己完

成。 (E-4-3-Pi1-139)。 

而她也分享過去自己國文教學流程安排都是比較具體的項目，

例如課文教學的目標就是完成某項任務：「…作者、課文、習作，這些

其實都切得比較大區塊」(E-4-3-Pi1-139)。至於教學的流程、方法、達

到的目標都是依照課堂互動狀況來應變。所以會把學生覺得困難

的、生硬無聊的部分盡快帶過，利用生活經驗或趣聞軼事來補充和

加強，比較可依老師自己的專長來選擇要著重的部分，這也是和目

前使用精進課程和原班國文教學中最大的差異之處。 

 

 

二、 未在預期內的轉念與改變 

(一) 第一堂課的震撼-集體蹺課事件 

除了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適應問題之外，還有班級常規建立、

學生動機、能力雙低的狀況讓琥珀老師覺得十分棘手。這和以往原

班教國文或帶導師班的經驗比較不同，補救班學生是來自不同班

級，每個學生的個別狀況比較難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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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老師覺得上補救教學班時「…整體狀況不是很穩定，因為學生每

次出的問題就不一樣，今天這個學生生氣，下次其他的生氣。然後有的學生又

被老師留下來罰寫作業，不能來上課…之類的狀況一直發生」。(R-7-2-Pi1-

140)。所以對琥珀老師而言，以往班級團體的凝聚力、常規建立和老

師對學生的影響力、權威感…等等，補救教學班級是比較難建立與

維持的。 

補救教學班的學生來源眾多，有些是琥珀老師自己導師班的學

生，也有上她國文課的孩子，但仍有 1/3左右是新面孔的學生。所

以剛開課時比較不熟的學生就恰好發生補救教學班的「集體蹺課事

件」。琥珀老師無奈的說，當時其實這件事情可大可小，「集體蹺課是

嚴重的說法，但是轉個念說穿了不過就只是溜出校外買雞排才蹺課。」(R-3-1-

Pi1-135)。若依照正常處理缺曠課的流程，就是通知教務處、導師缺

曠課並且告知家長。而且我們學校的學生「一般原班上課時不會蹺課，

因為老師都會點名，學務處會將缺曠課的學生找出來。只有在課後攜手班時，

因為四點過後學校放學，所以他們就是趁四點到四點十五分上課的那段時間，

學生才有機會溜出去校外買雞排……」(R-7-2-Pi1-135)。 

但是若把事情看得單純一點，其實那三個「無故蹺課」的孩子

也應該可以說是忍不住飢餓罷了!當時也感受到「其實他們也不是故意

要氣老師的，後來也有回來。只是那家雞排是生意最好的，等到他們拿到雞排

回來後，回到班上才發現人家課都上完，人都鳥獸散了。」(R-6-2-Pi1-135)。

所以多點同理心去想想之後，覺得或許他們其實也只是在放學時間

到補救教學上課的那段零碎時間，外出偷閒買個吃的東西。而且拿

到雞排後，還會回來上課，看起來似乎仍可以稍微通融，毋須小題

大作。 

所以琥珀老師也按耐住情緒，和學生懇談後確認無故蹺課是單

純因為「飢餓」之後，心裡便轉念決定之後上補救教學時，提早

5~10分鐘到班「發放食物」來預防相同的事件再度上演：「後來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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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先吃點東西以後就有改善一些了。因為比如學校安排四點十五分上課，

大概十分的時候我就上去發餅乾了，然後請他們到位子上先吃完，然後我再開

始上課」(R-3-1-Pi1-135)。 

而琥珀老師當時會：「提前準備一些小東西，就是一些比較鹹的蘇打

餅、米果、小點心之類的，讓他們吃一點墊肚子，因為他們通常真的也餓了」

(R-3-1-Pi1-135)。她也開玩笑說道：「…很多鐘點費都被他們吃掉

了…」。但至少讓他們解決生理上的問題才不會利用肚子餓當藉口拖

延上課的時間。畢竟如果學生利用正當的「生理困擾」堂而皇之的

縮短或逃避學習時間，勢必會引發更多未在預期內的班經問題。 

尤其學生到班時間不穩定，甚至是缺曠課時，對於課程活動的

進行有很大的影響。尤其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設計很多是活動式的

學習任務，因此學生是否能夠全程參與對於教學的流暢的影響是更

為明顯的：「他們是三個一起去，然後因為攜手班是十個分兩組，其中一組

三個去買雞排，那剩下兩個到底要怎麼分組上課，所以分成四個、三個一組進

行。但是之後等他們回來，這些人要加入也不知該從何進行，反而引起許多騷

動…。」 (E-4-4-Pi1-135)。 

琥珀老師覺得雖然這樣的處理與以往不同，但是這樣的作法：

「學生不會有出校外的危險，我們就覺得那個都無所謂了!」(R-3-4-Pi1-

135)。她笑著說：「其實就是把鐘點費再回饋到他們身上而已！他們願意多

來學就好，這裡點心、禮物不會倒貼啦!」(R-3-4-Pi1-135)。畢竟「學生出校

門的時間已經是屬於在上攜手課的時段，在到班上課前，走出校門發生任何意

外，其實老師是要負責任的。」(R-3-4-Pi1-135)。何況提早讓學生到班吃

點東西，也可以讓學生提早收心準備上課，「至少他們不會跑出去或坐

不住，而且吃飽後，他們可能因為血糖回升比較靜得下來。」(R-3-4-Pi1-

135)。所以她認為適時的「調整標準，網開一面」，似乎也是種讓班

級氣氛與師生互動關係之間更順暢的雙贏方式。 

不過，琥珀老師提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老師們在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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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面臨的限制-經費來源拮据的問題。固然師大語文精進計畫專案

中已經挪出每學期 1000元的經費讓老師得以運用。若是以每班大約

8~10人左右，整體平均下來每學期每生大約是 100~120元左右，分

散至 20~22堂課之後，其實每堂課能運用的金額就十分有限。何況

有時需預留部分經費以購買期末獎勵品，整體預算仍是十分吃緊

的。 

不過她也說當時專案中的考量已很周全，因為其實未加入本計

畫的補救教學班，並無編制此類的班經費用，是屬於授課老師要自

行處理的。 

(二) 課後補救班裡「不想被補救」的孩子 

琥珀老師大學時期在攜手計畫擔任過國文補救教學老師，對於

來上補救班的學生的大部分印象是「成績表現比較不好」的學生：

「我就知道他們是程度比較差的孩子。」(R-1-3-Pi1-78)。但是因為課程與

進度是自己安排，可以隨時應變沒有太大壓力。當時她是以「大學

生」、「大姊姊」的身分擔任教學者「和學生年紀比較接近的關係，所以其

實學生的反應還不錯。學生認為畢竟不是學校的老師，沒有甚麼壓力，對於

『外來客』都比較熱情。」(R-1-6-Pi1-3)。因此短短一學期的補救教學

課程很快就過去了，對於有些學生原班的狀況不熟，所以較難掌握

他們原班的國文是否有進步，也沒有任何可提供給她參考的訊息，

只是上課時才到校教學，對於學生的反應和表現不太能清楚的掌

握。但是印象中的補救教學課程應是充滿著輕鬆活絡的氣氛。 

不過，這次她是身兼學校國文老師和補救教學班老師，卻有了

不同的感受和衝擊。而這樣的衝擊不是出自學生能力的低落，而是

他們不在意「別人在意的落後」。她接觸到一部份「不想被補救」，

不配合教學活動，甚至是態度很差的「棘手學生」。琥珀老師也無奈

的嘆口氣道：「這些人很難改變，所以有時候(心情不好)他上國文課整節課

都趴著，是因為他剛剛下課跟同學打架，就不想上課，那把他叫起來，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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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是摔桌子……」(R-1-4-Pi1-113)。遇到這樣的狀況，當下她選擇處

理與否都會有其難處，畢竟每週上補救教學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所

以應該以整體學生和教學進度為優先考量。 

所以遇到這樣的狀況，琥珀老師會「看情況來處理，有時候真的就

只好放任他了，因為他起來就要跟你翻桌……」(R-1-4-Pi1-113)。畢竟補救

班老師要處理學生的情緒或行為問題是非常耗時的。原先就很寶貴

的上課時間，就會拖延或變得沒有彈性空間。同時老師本身對於學

生背景若沒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彼此也沒有穩定安全的師生互動狀

態時，介入處理也常常徒勞無功，甚至也造成課堂氛圍不佳的反效

果。 

所以琥珀老師臨場要判斷是否請趴著的同學「調整坐姿」坐起

來時，是用眼神和手勢試探性詢問該生的原班同學、朋友來協助，

「如果他們搖頭，我就知道不行。不然就是班上有和他特別好的。或是他的剋

星，就是其他人去叫都會被海扁，但是只有他叫的話他會願意起來的人……，

通常都是男生之間的哥兒們」(R-1-4-Pi1-113)。但是她覺得做這件事情的

「投資報酬率」仍然不高，因為即便當下處理完，學生較難在短短

的數十分鐘內從負面情緒跳脫出來，對於促進此學生參與學習之成

效難以立見。 

除了這一兩位「不想學」的特定學生之外，其實也有部分「想

來學」的學生已經累積整日的疲憊和情緒，就像壓力鍋已在臨界邊

緣。琥珀老師覺得：「…小朋友生氣，不太容易自我調適，…不是因為要來

上課，有時是因為朋友、或其他的事情。而是自己情緒沒有回復過來，還帶著

一些情緒垃圾進來……」(R-1-4-Pi1-113)。而且補救教學的對象來自各

班，學生原班情況，其實補救教學老師也無法掌握和引導，因此處

理學生的情緒和問題行為時，若是可以和原班老師合作或許比較能

夠有著力點與效果。 

但是實際上琥珀老師也說：「如果缺課比較嚴重的，我會讓導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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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但如果是我可以控制的事情，會儘量就不要去麻煩導師。因為導師還蠻累

的，如果每科課堂上的問題都處理不了，然後每個都拿去請導師處理時，其實

他們會爆炸耶!」 (R-3-4-Pi2-172)。 

因為考量到導師的負荷、同事間和諧關係，同時琥珀老師也是

自我要求很嚴謹的人，希望能處理好自己份內的問題，盡量不假手

他人。所以很多事情其實都是自己承擔了下來。然而，與導師合作

溝通的問題並未妥善處理後，也導致這些懸而未決的困擾在教學適

應後期仍產生不間斷的困難與隱憂。 

(三) 接連的問題帶來的轉念和改變 

除了事先預防蹺課事件重演之外，也因為此事讓她採用以往未

曾用過的增強制度，因為本來聽完「期初說明會」的她心裡預期國

中階段的學生採加點數方式，可能未必會讓學生買單。 

但是後來也因為班級狀況較以往不同，而嘗試用用看這個方

式：「當時就表現良好就加點數，例如：學生今天很乖很配合、表現良好之類

的就加點數。等期末整體表現有進步的同學會給一些小的文具。或者該堂課上

課表現好的，因為平時點心我會多帶一點，比較早完成學習單的同學，我就再

多給一些」。(E-7-3-Pi2-170)。 

琥珀老師也提到除了行為常規的增強之外，由於語文精進課程

上課過程比較多師生問答或討論的活動「…只要學生有答對一點點，我

就加點數，其實我那時候給增強的比較鬆，他們會覺得比較有成就感和參與

感。」(E-7-3-Pi1-89)。讓平常有些「能力不差但動機低落」的孩子對

於學習能夠產生興趣，能引發學習的動力，至少讓他們願意舉手，

願意聽課就已經是成功的第一步了。 

琥珀老師說「有些來上補救教學的學生會逃避現實（笑），因為他可能

對學習不是那麼感興趣，那就開始趴著，去拒絕學習。可是因為是攜手班人

少，他一定要面對你，他不得不跟老師面對面直接溝通。就是效果多多少少都

會好一點。主要是人數變少，對他們來講，其實有直接的壓力產生。（笑）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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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恐懼會造成極度的專注力。老師站在旁邊靠近他時，學生就比較認真。」

(R-1-4-Pi1-89)。 

琥珀老師觀察到班級人數降低之後，許多動機低落、不想學習

的學生獲得老師更多、更充分的「關注」之後，在學習表現或態度

上面都有可能會隨之轉變。但是此時補救教學的師生關係，也會轉

變成更為「短兵相接」的型態，學生個別的學習、情緒反應是教師

「不能不面對」的，因此琥珀老師也認為在擔任補救教師時的教學

學壓力，相形之下是比原班國文課時增加許多的。 

三、 周旋在新教材、低成就學生之間 

(一) 課前準備之消化與轉化比想像中更耗時 

初期琥珀老師在使用精進課程時提到，以往課堂教學比較少使

用「6w」這樣的名詞來做為「講解課文的概念系統」，但是相對應的

「人、事、時、地、物」概念對於她並不陌生。所以她主動將教案

中不太熟悉的教學詞彙轉換為自己比較習慣的語彙：「…以中文取代

6W來解說人、事、時、地、物、原因、結果，學生似乎較能理解。」(E-8-8) 

(教學日誌/ L1-2課文大意/1001027)。因為其實這樣的概念在國中英語

課程中也會有類似的說法出現。 

再者，她也用比較多時間解釋「敘述人稱」，同時也轉換說法

為：「『你說』、『我說』、『他說』來辨認……。」(E-8-8) (教學日誌/ 

L1-4 全文討論/ 1001110)。也就是教導學生去判別現在這段話語中是哪

個角色在說話，如果能判斷得出來，就能辨識敘述人稱的問題。 

這些方式都是琥珀老師在初期使用語文精進教材時會花比較多

時間課前消化和轉化的部分。所以，她會自己主動調整教案中的敘

述與說明，轉化成學生熟悉易於接受的語彙，不僅可以減低學生認

知負荷，同時也可以幫助他們銜接整合以往的學習經驗，讓老師的

教學過程中更順暢，學生更容易上手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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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前沒預期和準備的部分 

琥珀老師也提出初期參與計畫時，「生詞教學」是她認為起先比

較難上手的成分，主要也容易為此而拖延教學進度。例如：琥珀老

師的第一課教學日誌曾記錄著生字教學的狀況是：「本節進度推延，

所以未完成部分學習單，未完成的學習單則當回家作業。」(E-4-5) (教學日誌

/ L1-1生字詞/1001024)。 

第二課教學日誌中記錄著生字教學狀況仍是如此，「本課生詞活

動進度不佳，因此後續活動的『造句』與『選詞填寫學習單』為回家作業。」

(E-4-5) (教學日誌/ L2-1生字詞/ 1001121)。 

其實這樣的狀況也不僅發生在琥珀老師身上，也有一部分的老

師也都在模組一第 1次輔導會議討論時，表示生字詞教學中花了很

多時間，而導致教學進度延遲。琥珀老師搔了搔頭說：「我每次在教

前面字詞的時候都覺得其實很不好教耶!雖然有的老師可以 1節課把它講完，我

都覺得要講好久（笑）。」(E-4-3-Pi2-252-3)。 

所以，有的老師認為此成分相較於其他的部分是較簡單的，然

而此處對於琥珀老師卻是很困擾的：「…我覺得生字詞最不好教……」

(E-4-6-Pi2-252-3)，也可以說是教材中「學生最難主動產出的部

分」。每次學生在上「生字詞成分」的那堂課：「……學生寫太慢，而

且他們其實都滿懶得動腦的，到最後都是我在幫他們(學生)想同義詞跟反義

詞……」(E-5-6-Pi2-247)、「…動機很低落，他(學生)根本不想認識新的字

詞……」(E-5-6-Pi2-247)，琥珀老師對於寫得慢、懶得動腦、動機低

落的狀況…等，有些無可奈何。 

她也了解有些問題是在於低成就學生識字量不少，倘若還要把

國字寫出來就會拖延更久。琥珀老師也說後來只要教到「生字詞」

時：「…那個地方，真的是不想也不敢看。」(E-4-6)只能按照教案流程堅

持著把它上完。 

其實很多老師都表示在生字詞教學這部分會耗費非常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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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輔導會議中討論時，督導老師們主要是建議現場老師不要花太

多時間講解和補充過多的成語和語彙。可是，的確有些老師在教學

上面臨到即便沒有過度補充，但對她而言仍然有很大的教學困難。

因為學生要想出同義、反義和造句…等，是需要完全得從自己的過

去經驗獨立提取的；相較於要回答文章內的問題，至少還有文章線

索可以參考，所以若學生語彙量、識字量不足的孩子，在此處會比

較有困難，老師也會需要提供很多引導。且上課若進度延遲，為了

完成教學進度，所以也只能讓他們把沒上到的學習單，發回家當作

業了。 

然而除了生字詞的這堂課發生困難之外，琥珀老師也表示只要

學生需要動手寫時，也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學生手寫速度偏慢，口

語討論沒問題，但大多無法自行統整答案」(E-5-2) (教學日誌/ L1-4全文討

論/ 1001103)。所以她也決定在全文討論的文章結構單的部分，利用

精進課程提供的「多層次學習單」，降低學習的難度，也就由 B版

(類似簡答題型)轉換為 A版(填充題)減少學生完全獨立手寫的部

分，讓他們填入關鍵字即可，這樣學生也能提高成功率和對國語文

學習的信心。 

而對於生字詞教學所面臨的困難，也可以發現琥珀老師的第一

課和第二課的教師日誌記錄中都有特別利用課程中的彈性時間來進

行「聲旁字的教學和練習」：「讓學生每人皆提出一個聲旁字，並利用填空

的方式讓學生完成賓果遊戲。」(E-8-6) (教學日誌/ L1-5故事描述分析(語文

練習)/1001107)；「聲旁字練習，讓每位同學都提出一個詞彙。賓果時以該詞

彙應用出題。」(E-8-6) (教學日誌/ L2-4故事描述分析(語文練習)/ 

1001121)。 

這部分也是她處理當時課程中比較生澀的成分時，所採取的

「多次練習，取代一次精熟」策略，利用分散練習、遊戲的方式，

讓學生以比較輕鬆、嚐到甜頭有成就感的競賽方式，逐漸擴充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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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詞彙能力和提升學習生字、詞彙的興趣。 

(三) 固有想法的逐漸鬆動 

琥珀老師覺得面臨這些林林總總的學生狀況，是在預期中的。

因為要擔任補救教學老師時，她對於會來上課的學生族群，就已經

先預知大部分是「……程度比較差的孩子」(R-1-3-Pi1-75)。可是真正進

入補救教學後，第一波迎面而來的衝擊是「學生動機低」，她覺得有

時候很難判斷這群學生到底是先「能力低落」還是先「動機薄弱」，

導致現在的學習表現低落，這個問題就跟羅生門一樣無解。 

因為琥珀老師上課講解時：「…，有些學生不知道是沒在聽，還是真

的不懂？我覺得那種衝擊是對我影響比較大的。」(R-7-3-Pi1-78)。她也提

到：國中是分科教學，所以國文學科對於大部分的國文老師是其最

拿手的科目，這群國文老師在於國文學習過程中大多都十分順利，

水到渠成，所以她反而很難理解學生不懂在哪裡?為何不懂?所以她

在會議中也曾公開分享：「今天在場的國文老師應該從小到大都有學習國

文的優勢。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天賦，所以我們在學習這個東西的時候，自然

而然水到渠成。所以有些別人可能要經過很久才理解的東西，可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並沒有那麼困難。那自然而然說，我們自己在國文的閱讀，辭彙部分就是

能夠一通百通，就是自然會自己做連結…」(A-1-1-M2m4-265)。 

因為自己的國文學習歷程中，學會是很自然而然的，所以對於

學生學不會時的挫折感，反而感到加倍挫敗：「…一開始都是讀國文、

語文科系的人，本來對於語文這個東西，就是比較有 sense。也就是在我們的

學習歷程上，其實比較『早會』，早會就是比較早開竅。所以當我們看到學生

都一直講『不會』時，其實我們挫折感反而會比較重。」(R-7-1-Pi1-10)。 

但是，她也想想或許這次所帶班級的「特色」就是班級整體而

言是學習表現不佳、動機不佳、自信心低落的孩子，所以面臨到比

較嚴峻的狀況，而且當全班都是這樣的狀態下，這樣的考驗就不能

一閃而過，而是得要師生間直接「短兵相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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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語文精進教材的她，本來就希望能藉由新教材教法來鍛鍊

自己的教學能力，因此要多投注心力去學習新教材教法是她預期之

內的。而在非預期內的則是教學場域的轉變時，正好也是可以增進

自己在教學現場中面對不同教學對象、教學情境時，依然能夠有效

的發揮教學專業的好機會。 

伍、 邁向方案中期-鬆動與反動之間的角力 

琥珀老師進入方案初期時，找到想達成的專業成長目標，也從實

踐新課程中，產生許多新的不安與焦慮。當發生學生「集體曠課事

件」之後，她也嘗試了以往未列入教學考慮的新方式，讓教學與師

生關係更為彈性而流暢。 

在這適應語文精進課程的初期階段，她面臨即便充分準備仍會出

現未在預期內的「卡關」。但她仍持續消化新教法與新觀念，自我堅

持著要撐過這段過渡期的眾多阻力。她說：「只要跨越過往設限，便會

產生新的力量。」(A-2-1-Pi2-246)。 

此時的琥珀老師開始要試用語文精進教材的第三課(半自學)、第

四課(全自學)和綜合活動(讀寫合一)，也是「進入方案的中初期」。隨

著眾多新力量：「新教材」、「新概念」、「新教學經驗」的注入，以往

許多可以輕易判斷的「教與學」、「師與生」、「努力與成果」對應關

係，卻慢慢動搖了起來。 

一、 拔一條「記憶與時間」的長河  

(一) 今非昔比的「課後第八堂課」- 過去 vs.現在 

琥珀老師曾說自己在國文學習過程中「學會」是無須刻意、自然

而然的事情，因此當面對許多「不想學」甚至也「學不會」的孩子

時，挫折感頓時更是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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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對照後，她也想起過去那個屬於自己求學年代的「課後第八

堂課」：「大部分同學都是自發性自學，各科教師都自願來幫忙……」(R-7-1-

Pi2-197)。而導師更是啟動「第八堂」順利開課的關鍵人：「我們導師

在國三下學期要聯考前，就會問我們要不要來晚自修。而晚自修導師也不一定

每次都會到，但是老師會把圖書館的鑰匙給開門的同學。而且我們導師很好會

問大家：今天要不要請地科老師過來讓解答地科問題，而地科老師晚上就會過

來。」(R-7-1-Pi2-197)。所以在即將聯考前的衝刺階段，導師確過認

全體同學意向後，便著手安排適當的場所，聯繫各科熱血老

師……。這「課後第八堂」隨著全體師生的眾志成城之下便如火如

荼得延展開來……。 

甚至這「課後的第八堂」，還不僅止於第八堂而已。隨著班級師

生們彼此對學習的熱忱，還會無限延伸至週末假日也自發性的來

「補救」：「我們數學老師他超愛來上數學的，以前六、日也會來學校，瘋狂

加課把參考書整本上完。因為他家就在學校旁邊，所以他很喜歡來學校上課，

而學生也會自己主動來上課，這些我都覺得很自然。」(R-7-1-Pi2-197)。 

所以當時還是國中生的琥珀老師，雖然成績一直維持得不錯，但

也很自然的跟隨著大家的腳步來到了「課後第八堂」。這個「課後第

八堂」的補救學習不儘可以將她尚未消化吸收的課業持續精熟，同

時也隨著老師補充參考書裡更多的內容，持續將所學加深加廣。 

其實回憶中她認為最珍貴的是感受到「課後第八堂」裡面，全班

同學齊心努力的讀書氣氛。照理說這樣緊湊的行程應該是很勞累

的，但是她說：「或許我們應該是習慣了，所以沒什麼反彈。反正來學校也

還不錯，可以跟同學一起聊天讀書。而且全班都來，所以覺得沒有什麼奇怪的

feeling。」(R-7-1-Pi2-197)。 

然而時光芢冉已轉身成為教師的她，卻覺得以往印象中的「課後

第八堂」讓她有些失落，有點無力。來上「第八堂補救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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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上再也沒有洋溢著對學習的熱忱與喜悅，取而代之的是兩眼無

神、掌心托著沉重的腦袋瓜子說道：「…不喜歡與別人不一樣來上補救

課，想放學後放鬆去玩!」(R-6-1-Pi2-197)。甚至孩子們也會鼓著腮幫子

抱怨著：「為什麼其他人都可以去打電動的時候，我們還在這邊上課！」(R-

6-1-Pi2-197)。 

不過也有些的「例外」，當上述那群學生滿心踟躕著：放學時該

和挫折的學科戰鬥，抑是逃去虛擬世界來場線上格鬥之時，仍有著

「默默的一群」準時穩當地來到補救班教室……。 

這「默默的一群」鮮少和老師互動回應，雖然「乖巧」到班，卻

始終低調不回應，企圖隱姓埋名的度過這「課後第八堂」。這樣低調

的狀況並無干擾教學的證據，也沒有呈現在缺席紀錄中。 

畢竟這「默默的一群」安穩的浮沉在自己的小宇宙，靜靜的等待

鐘響後順利脫身。琥珀老師上課時常常繞過他們身邊，也常常掙扎

著自問這樣的狀況該怎麼辦?這樣的隱性蹺課，有時甚讓她遍尋不著

一絲一縷曾犯錯的依據…，所以只能縱放……。 

琥珀老師心想或許這「默默的一群」正以「人在心不在」的方

式，正當的「隱性曠課」去了。她描述這「默默的一群」就是：「很

多逃避學習，但又沒蹺課的學生，有時都沒有在聽的，他們會開始在班上做自

己的事來打發時間，例如：轉筆、發呆、畫畫，他心裡盤算著到底轉到第幾次

時會翻頁呢？...他們也沒有不乖，也都有照著大家的動作……，但你知道其實

他沒有心在課本上……」(R-6-2-Pi1-88)。頓時，琥珀老師記憶裡那位統

籌「課後第八堂」有權威感、成就感的老師，到此已成為手無寸鐵

的補救老師。以往團結齊心的讀書戰鬥營變為「各班傷兵的集中

營」，回憶裡的「課後第八堂」琅琅的讀書聲，已漸漸隨時光遠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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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補救課學生們的動機低落、無心學習，雖然理性上她也知道

這不單只是補救課才會發生的狀況，原班課程可能也如此。只是或

許在原班教學時，還有一群「精英部隊」能跟上老師步伐，讓她還

能有所安慰。但這群補救課的小兵們，似乎有些人在這眾多壓力的

期末之際，步伐是越來越吃力，而此時琥珀老師的心也隨著許多

「意料之外」而益發沉重……。 

因為此時又有更多的「不變」與「不便」持續來襲，那曾經自發

性幫學生加課的師長們仍然「不變」的於課後第八堂補救課時隨機

出擊，堅持的對學生「永不放手」，尤其是在這期末的眾多作業和考

試的兵荒馬亂之際，更是不能鬆懈。然而，這樣的「不變」卻始料

未及的引起許多琥珀老師在補教教學上的「不便」……。 

(二) 熱門學生的「黃金課後第八堂」- 琥珀老師 vs.原班老師 

琥珀老師回憶裡的「全體動員的課後第八堂」已不復盛況。現今

教育當局推動的補救教學是服務「班級成績後百分之 35或 25」的學

生，而這些孩子通常也正是各科老師眼中的「熱門人物」。 

琥珀老師嘆了口氣解釋：這些「熱門人物」大部分都是因為作業

積欠過多、考試考不好、常規表現差、問題行為多……等才被列入

黑名單。而當種種的負面狀況交疊之後，這些「堅持」與「永不放

手」的老師們不得不「自發性」的利用課後第八堂來幫忙加強輔

導：「因為上補救課的學生是來自各班，所以原班的狀況未必我們能掌控。說

實在話這些學生就是有辦法做到這麼熱門，這麼搶手（笑）！……大家都搶著

跟他要債？（笑）這個老師要他補寫作業，另個老師要他補小考，導師放學後

也要跟他講講話(精神勉勵)……。那你說我上課他來不來啊？（笑）(R-5-2-

Pi1-141)。 

的確，這些「熱門」的學生，不僅是常是各科老師辦公室的「座

上賓」，大部分也都是被提報為需要接受補救教學的對象。期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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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琥珀老師常遇到這群被徵召的學生憂心忡忡的前來向她請假，

並又再度匆匆的趕去各科老師桌前進行「課業補救」包含：「隨堂補

考」、「作業補寫」，甚至也有聆聽其違規行為之「精神補救」。琥珀

老師說：「如果是導師要留，我真的覺得沒有辦法啊!因為他們一定是罪行重

大，所以我會尊重導師的意見。其他科任老師要留，說實在話還是得讓他去啊!

（笑）。因為這些人拖欠作業、評量，而且再不交就要被記警告了。」(R-5-2-

Pi1-142)。 

遇此情況，即便面有難色的她也僅能趕緊「准假」，畢竟看起來

這些熱門學生已然身陷更大危機，她不忍再度雪上加霜：「我不好去

跟老師說讓這個學生現在來上攜手！」(E-6-3-Pi1-142)。因為大部分這些

「熱血老師」：「…都是忍無可忍、退無可退才會留學生。學生兩權相害取

其輕之下，他不能來上(補救)課，頂多被我唸一唸。可是今天如果沒去補這

些，老師已經說要送他一支警告，所以他當然想去補。而且學生會先來老實告

訴我，要去 XXX老師那裏補作業、補考，所以不能來上課，而且要被記警告

了…」(R-5-2-Pi1-142)。 

不過，琥珀老師說這個緊急狀況「是比較突發的，不會每個學生、每

節課都這樣，如果一學期上 20 堂課，同一個學生 2、3堂這樣就很多了。不

過……也有那種被叫去 5、6 堂的奇葩。」(R-5-2-Pi1-142)。她表示這些問

題都會引發她補救教學上的困擾，尤其：「...是需要團體(分組)活動時

更是如此，如果今天教學是生難字詞圈寫、相似、相反詞那種進度(老師對全

班)，我倒是覺得還好。如果是需要分組討論時，在補救課都是小班教學，若遇

到人數缺乏，一定會有影響!比如，今天要進行兩個活動，就只能先上其中一

個，把影響減到最低這樣子。或是換做下個活動，就算他不來，感覺下次也可

以銜接上的那種活動。還有，不然就上慢一點，因為這些零星少少的兩、三個

缺席的學生，就可能是整班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了。」(E-4-4) 

琥珀老師認為這種狀況會在語文精進課程中更加明顯，因為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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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比較偏向「活動式的學習任務」，參與人數可能會影響活動

是否能順利進行。還有，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活動設計之間，彼此

相關性高，若學生未能參與前一個學習活動，可能就會影響後續學

習的連貫性。 

還有，當教學活動延續兩節以上時，若有學生請假，琥珀老師會

視其缺課的進度內容，決定是否額外輔導；或另挪部分課前時間，

採取全班複習的方式來加以引導，協助缺課的孩子順利進入預備狀

態。所以琥珀老師曾利用午休空堂個別協助他們「補救」缺課的

「補救教學」：「有時難免會有因為生病請假或上課表現不好被留下來的。那

時我就是利用午休時間，跟他稍微講一下之前的內容，當然沒辦法像上課時，

講得那麼細呀!大概提一下重點…。」(E-4-3-Pi1-145)。 

而這「師師」之間爭相補救熱門學生的狀況，會影響學生學習的

連續性，也讓琥珀老師在教學時常要額外花心力幫忙特定學生補課

以銜接期缺漏的課程，而且前提是孩子還要願意額外花心力過來補

課。所以她認為未來若要改善，可以「在這樣的計畫進行前，一定要讓導

師、相關老師知道我們補救教學到底在做甚麼，我覺得這點很重要。」(R-5-2-

Pi1-75)。因為她認為學生上補救課的時間應被正視。在她的教學過

程中，也常發生低成就學生的老師們對這樣形態的補救教學-語文精

進課程-有著錯誤的期待。 

琥珀老師曾數次聽學生談起，班級老師關切他們上補救課的狀況

時不經意的提起：「…你不是已經上國文攜手班了，為什麼國文還考這樣

（笑）!」(R-5-2-Pi1-75)。其實學生們也常為此問題感到不知所措，甚

至感到些許緊繃的壓力。 

因此連帶這個問題，也牽動起琥珀老師的對於補救成效的敏感神

經：「學生自己也覺得很緊張。他們班老師會問：『你每個禮拜去上兩堂課好

像沒甚麼進步，那是去那邊幹嘛？』。我就擔心這些學生會回說：「我們(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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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老師有時候讓我們玩賓果遊戲、吃點心、糖果(笑)!」(R-5-2-Pi1-77)。 

聽完後嚇了一大跳的我，連忙問琥珀老師學生們回去都這樣講

啊？琥珀老師一派輕鬆的回應著：「沒有啦!只是我自己心裡面所擔心

的…。就怕萬一那群小孩就這樣講怎麼辦？」(R-8-5-Pi1-77)。鬆了一口氣

的我，不禁連忙說，如果和他們老師還算熟的話，有沒有找個機會

聊聊這套課程?琥珀老師無奈的嘆了口氣說：「我想他們可能不太懂為什

麼，就算老師懂了，家長也不懂。因為學生回答都很片面。例如：你今天補救

課在幹嘛？……我們有吃糖果！」。(R-5-2-Pi1-77)。 

即便許多學生的回答其實未曾出現過，但也許這正是琥珀老師

內心一直以來的隱憂。她擔心目前使用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內容與

方式，採用增強和活動式課程，與學生原班的國文課有所差異，因

此較難讓原班老師、家長認同，甚至琥珀老師自己對這套課程也仍

在觀察階段，難免對這樣的教學方式有所遲疑。 

畢竟，提起語文精進教學的成效，以她目前教學後評估認為這

些學生是更需要持續大量、長時間才能展現得出來：「他們需要持續

「內化」的時間，也就是內化到自然而然會使用出來，還是必須需要一點時間

的沉澱嘛!」(E-4-7-Pi1-76)，所以她覺得「内化過程」：「就是看到文章

會自然而然找出人、事、時、地、物，這要一再練習。」(E-5-4-Pi1-76)。當

時我問了琥珀老師：同一模組內也有設計其他同文體的文章可以練

習。然而，琥珀老師表示：「畢竟這個一個學期只有 4課，如果他回到班

級上，他們的國文老師並不是這樣上，他還是要接受原來那 12課的教學方式

啊！（笑）精進課程的 4課和原班的 12課，這兩者教學份量差距很大，所以學

生似乎沒有立即性的反饋。」(E-4-7-Pi1-76)。 

當時的琥珀老師在面對這場「師師之間」的拔河賽時，也會被多

方拉扯的力量所牽動，所以她十分希望能獲得導師、科任老師，甚

至是行政人員的支持與協助，大家的方向能夠有著一致性，避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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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馬車相互羈絆，而拖延了整體前進的力量。 

尤其，原班老師與學生接觸的頻率遠大於過一周僅碰面兩次的補

救教學老師，因此原班老師們的評價與態度，更是直接影響著這群

學習能力落後的學生，面對補救教學時的態度與表現。 

琥珀老師特別強調「導師」還是如同往昔的「課後第八堂」一樣

是串起所有資源與訊息的關鍵人物，若能事先讓他們都能明瞭進而

支持語文精進課程的理念、內容與方式，反而可以讓這些師長們成

為補救教學過程中的最佳助力。 

二、 補救教學課裡的攻防賽–學生 vs.琥珀老師 

雖然琥珀老師的「最佳夥伴」-原班老師在此時還沒加入「補救

教學陣線」，但在模組一已經教到第三、四課後，覺得自己對語文精

進課程的教學模式大致上有：「七成以上的熟悉程度」(100-1教師意見調

查表)。(E-10-2) 

她也說：「這學期一直在適應中……」(E-10-2-M2m4)，整體而言新課

程對她來說「也仍有七成以上的難度…」(100-1 教師意見調查表) (E-10-

2)。所以她除了努力備課，還需要調整心態與思考方式迎向接踵而來

的新挑戰。 

琥珀老師覺得自己在「第一個學期基本上並沒有餘力去預期學生應該要

有那些進步（笑），因為忙著給自己心理建設……」(E-4-1-Pi1)，當然過程

中也是走得戰戰兢兢： 

「我非常擔心自己沒辦法按照這份教材預期的效果去做。這份擔心大於我

希望學生能學到什麼樣的程度。尤其是上學期，其實我一直很害怕自己沒辦法

把課程上完。所以，我的焦點沒有放在小孩子身上。 

說實在話，有點丟臉……就是怕我沒辦法上完，怕我沒辦法按照預期的方

式來教這套課程，怕我沒辦法去確實的執行、沒辦法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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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學期時，問我希望學生達到什麼樣的改變?其實講白一點，沒想那麼

多，因為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教材的時候，我比學生還緊張。因為它不是我會用

來上課的方式嘛!也因為如果我沒有教得正確，其實也不用去預期學生會因此產

生何種學習效果啊!（笑）。」(E-4-6-Pi1)。 

所以琥珀老師這時期仍然有著好多對自己教學表現的「擔憂與害

怕」，大部分心力仍是擺在自己教學的表現，多於對學生反應的期

待。而學生的反應，也是她的擔心與變數之一：「因為其實從來沒有這

樣上過課，很怕會『群魔亂舞』。也就是要嘛一大堆人搶著答，要不就是大家

都不回答」(E-4-8-Pi1-150)。而這些「高手」果然也不負所望的開始對

琥珀老師的補救課正面出招……。 

(一) 師生之間面對「重複」時產生的矛盾 

琥珀老師說：「剛開始學一套新教材教法，要很自然地用出來就是一個很

大的挑戰……。」 (E-4-1-Pi1-126)。而她也和所有試用教材的老師分

享：「當老師正在慢慢熟悉新教材時，學生其實也在學習不一樣的上課方

式。」(E-4-1-M2m4-258)。 

因為她當時所認知到的語文精進課程的設計是：「…是想建立學生

的思考模式，所以它訓練學生去辨別文體，並做文章結構的拆解。也就是當故

事體或記敘文進來，就把它們依照文體拆成特定的結構去讀懂它。那在訓練的

過程中，會很像行為學派的模式，老師要不斷的用重複練習的方式，讓學生看

到文章就會拆。所以，在前面引導學生進行思考時，其實一直在作重複的提

問：「譬如故事體文章的每堂課老師就要重複問：你覺得這一篇是什麼文章？

人、事、時、地、物，然後繼續下一次的人、事、時、地、物…6W提問繼續寫

不一樣的學習單。」(E-2-2-Pi2-223)。 

琥珀老師很清楚這樣的流程是一種持續深入類化的過程，可是

她也反應學生適應新教學模式的狀況，令她有些困惑和矛盾：「有的

人對於這樣重複的提問不會覺得很奇怪，可是就是有些人在這樣重複問答的過

程中，會覺得不耐煩。(E-5-9-Pi2-222)。琥珀老師說學生曾問她：「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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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你要一直問這些重複的問題？這不是上次問過了?」 

其實她也和同學解釋同一課裏面的重點提問，會持續出現在每

次上課前，是因為：「有時每堂上課前都複習上一堂的教學內容，會有引導

一下像前情提要一樣，才進來新進度。還有就是這一課過去，換下一課又進來

時，老師會協助的部分要變少了，所以會在提醒用之前的重點來看文章，這時

也會問一下。畢竟同一種文體之內的問題(提問)和架構都差不多。所以老師自

己覺得重複代表是對同類型的文章更熟悉；可是有一些孩子，真的也只能感到

是鬼打牆。」(E-5-9-Pi2-222)。 

因為琥珀老師表示有時學生課堂的反應，讓她感覺語文精進教材

的學習鷹架撤得太快。因為她認為學生遇到這樣的文章時，還是用

自己原本的學習方式閱讀：「學生從一課到另一課的時候會覺得跳太快。

比如第 1 課上 6節(教學文)，第 2課上 5節(半自學)，然後後面的 1課就只上

3節(自學文)。他們其實還沒內化成功，就忽然變成這樣時，其實還是會以他

們最原始的閱讀方式去應付這 3 節課(自學文)。」(E-5-3-Pi1-131)。 

所以當琥珀老師面對「重複」這個難題時，腦中會有兩種截然

不同的想法彼此僵持著。不過她試著去釐清這群反應「重複」太多

的學生是偏向「動機低落，但能力尚可」的學生為主：「我自己猜想

是不是有些學生還沒等老師(提問)動作時，他自己已經看得懂文章，可是這時

又去強迫他去做這些拆解，又搭上寫學習單，變成太過鉅細靡遺，讓有的人不

想寫、不耐煩。畢竟來上補救的學生未必是能力不好，有的是沒動機，能力可

以的。所以他們才會有這種反彈。」(E-5-9-Pi1-131)。 

而她後來也針對學生目前的狀況持續改變，因為「那是考驗我們

(老師)對於教材熟悉度。那種熟悉度並不是照本宣科把教案內容唸出來，這樣

學生會覺得很無聊，覺得老師一直重複教同樣的內容，所以我會盡量換不同方

式提問，學生才不會疲乏。」(E-8-2-Pi1-126)。但是「當補救班同學大部分

都看起來有跟上時，提問比較重複時，我就會很快地帶過去，著重在新的教學

進度。」(E-8-2-Pi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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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琥珀老師慢慢調整自己教學提問的方式之後，覺得對於另

外一種孩子：「如果他『沒能力但是有動機』，這樣重複性的提問和架構對

他來講就很有用。對於那些『不耐煩的』就配合獎勵制度，那些人會因為有增

強的東西，願意做多一點努力，所以當時就會搭配分組問答活動，讓它不那麼

枯燥。」(E-7-1-Pi1-131)。 

前者是學生上課抱怨一直問「重複」的問題，讓她憂心「重

複」似乎流於在同樣型態的問題中打轉，也導致他們興趣缺缺。而

後者是她從學生反應時，又感覺語文精進課程「重複」的密度還不

夠，有些低成就的學生看起來對這套「新的學習方法」還需要更多

的「重複」練習。這時琥珀老師在是否要「重複」之間，有些掙扎

與困惑，她也認為自己當下的確難以判斷，也會受到學生回饋影

響。 

(二) 少數學生初獲「權力」時的干擾與失控 

許多問題尚且來不及理出頭緒之刻，琥珀老師又面臨到有些孩子

初獲「評分權之亂」-寫文章後的自我評量與評量他人的作品。「他

們很過分，在『星光大道』文章互評活動呈現整個一團亂。我覺得那個已經變

成『個人報復時間』，他們會隨便亂打分數。我怎麼也教不會這群小朋友什麼

叫『公正』。也變成學生討厭某人就給很爛的分數，彼此是朋友全部打五分，

明明那個人就不用心亂寫還打五分。」(E-4-6-Pi1-168)。因為這是琥珀老

師第一次隨著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設計才有帶領這種自評、互評型

態的教學活動，所以有些情況不在她的預期內，整體實施後的感

覺，讓她感到學生很「過分」，班級已經是失控的狀態。 

還有期末回饋時也發生：「『十全十美』自評表也是亂成一團！原意是

要讓孩子自己去評估開學時設定的目標，覺得自己能力大約幾分。期末時再讓

他們去看自己到達哪裡，結果很多目標很多人都勾十分，真的!有的人還全部目

標都勾十分。我心裡想，哇!你都十分了，那幹嘛來補救（笑）!其實只要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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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時，就會覺得真的是很不放心!」(E-4-6-Pi1-168)，尤其看到某些學生

已經變成不客觀的胡鬧或相互報復的情況：「尤其是同學在發表在唸文

章的時候，他們在那邊胡言亂語，還在台下噓人家。尤其是班裡有個全班都討

厭女生，她不論講什麼，男生就在那邊『啊…啊…』亂叫!我心裡面就暗自想

說：男生再啊一聲，就扣一分，真的沒辦法我就只能用這種非常手段，那其實

我也很討厭這樣做啦!因為發表時有噓聲，會連帶影響後來下一個人要發表就不

敢上去啦!」(E-4-6-Pi1-168)。 

後來琥珀老師轉念後想：「其實這也是讓學生學習表達的另外一種活

動啦!我覺得無可厚非，其實他們實際的表現，我們老師自己心中也會有一把尺

啊!」(E-8-1-Pi1-168)。不過她覺得學生要去嘗試給自己和別人打分數

時，這樣的活動老師應該要事前有著更多引導、講解和示範，避免

學生會淪為不客觀的胡鬧或相互報復的情況! 

琥珀老師進入方案的中期階段，面臨要接觸許多今昔教學模式的

變異，包含：補救教學的轉變、導師與琥珀老師彼此的「堅持」與

「不放手」、甚至是她與學生間的有聲與無聲之攻防。這些一場場別

開生面的拔河賽事一幕幕緩緩展開的背後，拉扯出的是琥珀老師心

裡預設好的補救教學劇本，卻因為眾多複雜的因素，無法如預期上

演。是否琥珀老師教室裡上演著的許多難題，也同時在各地的補救

教學教室中如期真實上演著……。 

陸、 走入方案後期-經驗與信念的掙扎與擺盪 

琥珀老師在歷經眾多複雜的挑戰後，終於由精進課程的模組一

「記敘文(故事體)」即將邁向模組二「記敘文(寫人)」。此時期也是

她採用標準介入教材進行補救教學的教學適應後期。 

琥珀老師在期末會議中提及：「上學期期末上完只有一個感覺就是

『啊～終於上完了！』那種感覺就是喘了很大一口氣的感覺!」 (E-10-6-M2m4-

258)。可以感受琥珀老師在試用模組一的過程中，充滿著「咬緊牙

關、屏息衝刺」的窘迫感，撐到期末才有種可以喘氣的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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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前、中期階段琥珀老師總是兢兢業業的投入於「掌握教學

進度與熟悉教材」之中，直到適應中期的尾聲，才逐漸轉為「關切

學生接受補救時的互動與反應」。當她開始將餘光掃向「教學過程」

裡的人事物時，此時的她開始對低成就學生、原班導師在補救過程

中的互動關係開始敏感了起來。 

回想起教學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有時無力感時常迎面襲來。

她想起自己曾經在學生時代的「補救教學」，對照起已然站上講台、

教著補救教學的她，有種「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的

喟嘆。或許是因為教學過程中，接觸了更多補救教學的真實面貌，

開始明瞭補救教學成效，牽涉甚廣，並不僅止於教材上、課堂中，

甚至有眾多因素彼此牽連著如，導師、學校情境……等等。 

在「模組一」成功上岸的她，即將繼續航向「模組二」之際，

令人不禁想到一則關於「風暴角」又稱「好望角」的故事：「葡萄牙

航海家率探險船隊想去尋找一條往東方「黃金樂土」的海上通道。當船隊航至

大西洋和印度洋交界的水域時，頃時狂風大作、驚濤駭浪，整個船隊幾近覆

沒，最後倖存船隻在某個不知名的岬角上擱淺後，得以延存下來。此航海家將

此地命名為「風暴角」，他認為只要轉向繼續航行，便可到達印度，但後來因彈

盡糧絕，只得返回葡萄牙。 

10多年後，另一位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率領艦隊經此地成功駛入，滿載

黃金、絲綢回國，因此國王便將「風暴角」改為「好望角」，從此好望角成為歐

洲人進入印度洋的海上路標。」(引自維基百科) 

上述的故事似乎告訴了我們「有風險的旅程，往往有更多機會

看見新的風景」，然而這兩則後果大相逕庭的事件，卻也讓人躊躇著

若首位探險家未與「風暴」正面相迎，也未「彈盡糧絕」，甚至有

「後援部隊」到來接應時，是否會改寫故事的後果?  

這些轟轟烈烈的狂風暴雨、彈盡糧絕的畫面，尚縈繞於腦海中

揮之不去時，不禁聯想到這次的琥珀老師是否能再次成功登陸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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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知名岬角究竟是屬於她的「風暴角」抑是「好望角」呢?…… 

一、 寫在後期之前-衝過險灘後的喘息片刻 

回想起上學期的一邊摸索，一邊趕進度的狀況時，琥珀老師還

是忍不住喘了一大口氣說起過程中的慌忙：「我覺得第一個學期基本上

都沒有辦法想太多（笑），因為我們忙著給自己心理建設。到下學期上模組二

時，才開始有一些感覺和想法。」(E-4-1-Pi1-149) 

除此之外，琥珀老師也曾在模組一時提起對教學轉化的擔憂：

「……雖然說我們會自己轉化教材，但是(對教材)比較陌生，也擔心做出來

的效果可能跟原先設計者的預設，可能有很大的差別。」(E-4-6-Pi2-220)。

雖然當時的她帶著許多遲疑和徬徨，仍努力依照教案的引導前行。

回想當時的她覺得自己：「有一種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把它上完，達成這樣

的目標。……而且我就想說一定要在這個框架之下達成這樣的活動，每個活動

都一定要做！」(E-4-3-Pi1-139)。 

隨著緊湊的教學節奏，琥珀老師的確咬緊牙關教完了模組一，

然而因為她大部分的心力都放在適應新教材，較少機會去觀察學生

反應，以及課堂外的情境和她的補救教學之間的關聯性：「教材效果

怎麼樣，說實在話，那時候(上學期模組一)沒有想到，所以其實我也沒有很注

意去驗收補救的教學成果到底是體現了多少？如果今天(研究者)沒有問我的

話，我可能其實根本不會去想。因為這一套教材的確是對我的教學有影響，但

是對學生的影響，說實在話，這是我比較疏忽的部分，我沒有特別仔細去觀察

（笑）。」(E-4-7-Pi2-161)。 

她也曾提及模組一的自己常常是「不太敢聽」、「不太敢看」，也

鮮少去探知學生接受補救教學後回原班狀況，甚至有時即便是問了

也只有「選擇性」的了解：「『導師方面我都沒什麼去問』，但是會稍微問一

下：學生聽懂了沒有?覺得哪部分最有趣？但也不一定每次都問，會問一些『狀

況比較好的學生』，今天聽懂多少，還是這一課在講什麼，今天這個部分在講什

麼，我都是很隨口問啦!」(E-4-7-Pi2-247) 。再者琥珀老師提到當時的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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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是聚焦於自己的「教學準確度」是否符合教材的設計：「其實我那

個時候只是在確認，做這樣的教學，他們會不會覺得很怪而已啦！其實我都是

在確認我自己的教學。如果確認他們有吸收，我就會覺得我的教學還 OK。」

(E-10-5-Pi2-247)。 

而讓她備感壓力的是「學生書寫」的部分往往是嚴重影響「教

學進度」的關卡：「因為他們都懶得手寫，但學生寫不完、不寫完，老師無

法進下一步，…通常在手寫的部分卡關特別嚴重，有時卡很久，就讓我很

急……」(E-5-2-Pi1-165)。這時其他老師在輔導會議上的分享，對此

時的琥珀老師而言反而更加深對進度的憂慮：「雖然有的老師都說可以

一節課或二十分鐘講完，可是我都覺得要講好久。……唉，這些都讓我不想

聽，也不敢看。」(E-4-5-Pi2-247)。初期、中期的琥珀老師總是疲於奔

命、氣喘吁吁的在教學進度與精準度中持續拉扯，並試圖找到平衡

點。也的確在模組一的第三、四課與綜合寫作之間，才漸有餘力從

教材與進度的泥淖裡掙脫，開始想把補救課裡的學生拉進來她悉心

準備良久的教學中。 

二、 恢復「勝任感1」的我，看見「看不見的你」 

隨時間的推進，進入模組二的琥珀老師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上學期時比較不安，怕教不完、又怕教錯，但是下學期對使用教材比較

                                                      
1尼可斯(J.G. Nicholls)認為從個人對自己勝任感的評論的差異來區分人類成就動機的類

型，可分為工作涉入和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兩種。工作涉入是類似於人類孩提時

期以本身參照(self-referenced)的方式來解釋個人自己的能力。自我涉入則是在進入學

校後透過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的方式來解釋個人自己的能力。工作涉入的本身

參照是以自己所知覺的成就水準來評論勝任感。當一個人重做相同的工作時，若感到自己

的效率增加了或需要的努力減少了，就顯示勝任感增加了。從事需要努力較多的工作，能

給我們較高的勝任感，因為需要努力較多的工作能提供盡力完成的經驗或是能使我們發展

更為完全的技能；而需要努力較少的工作，則只提供了較少進步的機會。因此，工作涉入

型學習者的學習之主要目標是技能或了解的進步。自我涉入則是直接地或以自覺的能力水

準來評論勝任感。勝任感不再是表現進步或是盡力完成，而是透過與同儕的社會比較，要

花不需要比別人更努力而能使自己更卓越，或是要在不需要比別人努力而有相同成就之情

況下，才能獲得勝任感。因此，努力可能帶來挫折，因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相同

的工作，則顯示能力較別人差；相對地，工作涉入者更多的努力則顯示更高的成就感。因

此，自我涉入型的學習者的學習目標是比較自己是否比別人能力更好。(引自丁振豐，

2000，教育大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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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不會完全照著它的方法、流程上，有加入一些比較個人風格的東西進

去。」(E-8-7-Pi2-220)。 

同時歷經數次的輔導會議大家竭誠的互吐教學苦水、分享過程

的點滴後，琥珀老師也終於慢慢體認到使用精進教材不是教新文本

而是去試行一種新教學模式：「用這套精進課程是需要花一些時間去轉化

的……，因為那都『不是我們原本上課會用的方式』。……我覺得卡關的老師應

該不只我，很多人都哀鴻遍野啊!因為在學習一個新東西時，本來就不會很流暢

啦!」(E-4-1-Pi2-220)。由上述都可看見琥珀老師在使用精進教材時已

經保持著一定的彈性空間，這樣的進展不單只是備課時間的縮減，

轉化教材的負擔減輕，更重要的是身為補救教學老師的她，有了全

新的心態的調整。因此能夠去關注更多教案、教材以外的事物，尤

其是補救課裡的主角-低成就學生。 

(一) 把「默默的一群」拉進我的課堂裡 

琥珀老師在初期階段，提到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流程中有很多

提問、討論、分組互動、分享的教學活動。這樣的教學設計比較會

受學生主動性、和課堂參與度的影響。她認為帶活動的課程和與學

生大量互動就會有很多外在變數：「尤其是需要作活動的課程，如果你只

要他寫，他頂多就有寫好跟不好的問題。可是如果要帶活動的話，他的確有很

多的外在因素來影響課程進行的順暢性。(E-4-4-Pi1-111)。 

而中期階段琥珀老師更是開始用各種方式促進學生參與課程。

例如：指定特定對象作答、小組內的同儕力量或藉由排除法讓大家

都必須發言。  

琥珀老師：這種活動式課程就還是會有同學上課從頭到尾都不舉手。 

研究者：那老師曾經怎麼處理這樣的狀況呢? 

琥珀老師：就是我點你(不發言的學生)。不然就是答過的同學給別人機會，我

們每個人都要輪流到一題喔。對，就是讓他一定要講（笑）。 

研究者：也就是除了老師指定，再不然就是用排除的，讓不發言的人也要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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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減少迴避，對嗎?。 

琥珀老師：對，對，對!因為那個時候要學生舉手發言，舉到後來，有時節奏太

快，老師會亂掉(忘記哪些人已發表過)。所以，我也有用分左右兩

組，哪一邊的舉手最快，舉的人最多，我就會叫他們那組，小組內自

己分配輪流回答。 

不過還是有仍然置身事外「不配合的學生」，這時我會先暗示，之後他

還是一直不舉手，我就會一直不點那一組。在組的目光之下，大家都

會盯著他，他不得不跟著舉手，這時只要他舉手，我就會點他們那

組。再者，有時候我也會從整組裡點比較少講話的人回答。當他答對

時可以讓全組每人加 1分。萬一他被點到的不太會，但是我看到這時

他們通常會趕快反應、趕快找答案，同組的同學也會提示他。(E-7-3-

Pi1-112)。 

  這樣的方式讓所有課堂中的學生不論擅長表達或喜愛發表與

否的人都得要參與其中。雖然老師在過程裡比較需要花時間等待這

些一群「較少自發性回應的學生」，但是上述的對話中也看到琥珀老

師認為這樣的「等待和放慢教學節奏」，的確是把「默默的一群」拉

進來課堂裡。 

 

此時老師的重要任務則是落在「組間巡視」，也可以說是老師

要「走下講台、走向學生」，當學生們之間開始回應、討論時，老師

要從旁巡視預防學生在討論的過程中失焦，開始淪於聊天或嬉鬧…

等問題行為。如同琥珀老師在擬題教學那個活動時：「當學生只能一直

產出層次一的問題，想不出層次二跟三的問題時，其實我也會覺得已經想快半

個小時了，都還想不出來，總是擔心會不會有些人變成在聊天呢?(笑) 我就輪

流在各組巡，也給各組不一樣的標準和提醒，或是直接給更明確的規定。還有

有些組某些層次的問題太多，就提醒他們往別的去想看能不能提出其他問題

來……。」(E-8-4-Pi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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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老師也說這樣的活動性、討論性課程，其實是比一般講述

性課程更加考驗著老師面對教學現場的應變能力。因為老師要隨時

敏感於課堂的氛圍，拿捏師生間、小組間、小組內的互動關係，讓

所有參與的學生都要「心服口服」：「有的時候他們這一整組人真的都覺

得是層次二，我怎麼想都是是層次三，那時要怎麼去說服學生，講到這群小孩

都信服，就是很需要功力!而且有的學生會有錯誤的判斷覺得老師可能是偏心，

因為那邊都女生，這邊都男生，所以她講的都對啦!（笑）……」(E-4-1-Pi2-

251)。 

不僅老師要掌控全場、熟悉教學內容與進度之外，也隨時要腦

力激盪，因應學生提問給予適切的提示、引導和即時的反饋，這些

都是有「很大學問」的：「起先會覺得真的是什麼樣的問題都有!有時候他

們問的方式我聽不懂，有時候是他們也不懂自己在問甚麼啊!(笑)所以其實我覺

得沒那麼簡單，其實這件事是有很大的學問在。」(E-4-1-Pi2-251)。所以當

琥珀老師在試用精進課程後，認為教材內的有些活動設計讓學生有

機會合作、討論，也讓老師必須走下講台，走入學生中。老師在小

組間來回穿梭，留意評估各組狀況和組內部個別學生的情形，才能

掌控整體教學的節奏和臨場應對眾多的問題。 

(二) 來與不來的孩子，我都追過去 

琥珀老師經歷模組一語文精進教材的互動式、問答式的教學經

驗想起以往國文教學過程中，若教師上課時能與學生：「產生共鳴的

確是很好……，但是可能那個共鳴是屬於那一群看得懂文章的學生嘛！很多學

生在學習當中，沒有學到一個東西……等於是基本技能。就變成說他自己去看

文章時，沒有辦法看懂、也沒把重點抓出來……」(E-10-6-Pi2-59)。這段話

顯示出以往琥珀老師的經驗是大班教學時比較容易注意到的是那群

「有反應的學生」，也會以這群「有共鳴學生」的回應情況來評定教

學成效，甚至據此調整或決定教學的進度與內容。 

然而，當琥珀老師在語文精進教學中，面對全是「低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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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才想起這些「低成就」學生可能都是零零散散在各個課堂

裡「默默的一群」。這些人因為對課程沒有回應，老師沒有持續追

問，所以他們失去機會讓老師能即時掌握到他們的學習困難。所

以，她逐漸覺察到若教學時學生「不來、不參與」，教師不該自顧自

的「教過去」，而是應該要「追過去」：「學生他們在手寫的地方，還是一

樣很容易卡關。或懶得看都不回答、不提問。這時我就會換方式-換成我問，他

們口頭答，我覺得……可能手寫(書寫)對他們來說，就真的是一個障礙。」(E-

8-2-Pi1-165)。 

課間隨時觀察學生反應，提醒他並維持學生的專注力：「問題就

是如果學生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老師在講哪裡不論甚麼教材都還是沒效。所以看

他如果好像分心時，就點他（笑），讓他趕快回到現實啊!」(E-7-1-Pi1-98)。

她也曾用「放聲思考」的策略來幫助學生專心複習，一併解決學生

的分心行為：「……現在每個人都把文章唸出來，不用同步、不用一起，我

要下去巡，要聽得到聲音。」(E-8-4-Pi1-133)。她解釋其用意在於：「當你

在看、在認這個字的時候就需要專注力，再者把文章唸出來，也要專注力。最

後唸出來的字傳回去耳朵，這也是一個複習」。(E-8-4-Pi1-133)。 

除了上述的方式之外，琥珀老師還提及若使用投影片(ppt)，也

可以讓學生也比較知道老師教到哪裡：「以往自己做上課 ppt時，是當作

備課…，不過我覺得 ppt對抓回學生的注意力，也還蠻有用的，至少我在講這

一段（笑），他比較清楚知道我們現在教到哪裡。」(L-6-1-Pi1-96)。只可惜

當時受限於教室裡並沒有投影設備，投影片僅能事前備課使用：「如

果 ppt 是互動式的-老師點一下，ppt跑一格的話，就可以讓老師問，學生

答。……雖然當時你們(師大研發單位)有提供投影片，但其實我上課都沒辦法

用啦!因為開課前來不及要求場地，那一年剛開始沒想那麼多，所以都是用口頭

講。」(E-6-2-Pi1-97)。 

雖然短期內低成就生的語文程度要拉到和一般生一樣，是比較

有難度的，但是在等待看到成效的期間，琥珀老師認為也應該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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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原本的能力與動機的部分：「我覺得一般很平面的講法，就是把低

成就學生程度拉到跟一般生一樣，或讓他們有自學的能力。我自己經驗而言，

短期內的覺得蠻有難度的。其實學生來補救的原因跟狀況有很多，除了程度不

好之外，平常在原班的學習態度或學習情況通常也不會太好。學習成果不好，

一定是有伴隨著一些前因啦!所以當時會考慮用語文精進教材來教，就是希望學

到另外一種不同的方法，觸發他們的興趣，讓他們想學。」(E-1-2-Pi1-160)。

甚至讓以往大部分仰賴「成績」來檢核「成效」的她，開始覺得

「上課發言的踴躍度」或許也可以算是一種進步的指標：「嗯…(學

生)上課反應的踴躍度，讓我覺得這學期他們整體來說都有進步。」(E-9-2-

Pi1-152)。 

整體看來「標準介入式的補救教學課程」似乎讓琥珀老師有更

多機會去嘗試一條師生互動的新路徑，也讓許多「默默的一群」在

她的眼底逐漸鮮明了起來……，然而走向默默的一群之後，一切會

如預期的柳暗花明還是仍有重重變數呢?…… 

三、 補救教學信念的動搖 

然而，補救班級中並沒有常態分配，有的就是全部都是各班的

低成就學生。許多低成就的學生不僅基礎能力不足、學業表現不

佳，甚至是夾帶許多不良的學習態度和偏差行為來到補救教室裡。 

教學所接觸的對象是「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變數，所以當

變數超過原本琥珀老師的預想時，琥珀老師心裡的「無力感」便開

始蔓延開來……。 

(一) 教學無難事，就怕「無心人」 

補救教學裡的難題之一就是：如何因應一群「不想學」、「拉不

動」的低成就學生。一貫正向積極的琥珀老師，在模組二教學過程

中，還是與此問題正面交手了。曾經琥珀老師把大部分心力放在

「熟悉」語文教材的教學設計上，希望能夠藉由瞭解並且熟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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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後，這些學生難題便能迎刃而解。 

琥珀老師觀察到低成就學生的特質：「來上補救教學那一群，其實

都是常在班上搗亂的，因為他們就是常常上課不上課的，所以成績當然不太

好。」(R-1-4-Pi2-176) 。他們在原班「上課做自己的事情，拖著時間

等下課」：「……轉筆拖時間，看轉到第幾次的時候，國文老師應該會翻頁之

類的。如果他還記得跟著翻頁，還算是好的啊! ……」(R-1-4-Pi1-88-1)；

「……他沒在聽課，當然無法回答。我常在他們轉筆時突然問他,剛剛講到的是

什麼意思？然後，他就「啊!老師，妳講到哪裡？」，（笑）我想是因為他沒辦法

從頭到尾把心思放在這個地方。……對啊!我也覺得很奇怪，大概我們就不會講

笑話吧!（笑）!學的我覺得也沒有很難啦!至少班上一半以上同學都聽懂了。有

些可能是專注力有問題，一上課就不知道在幹嘛（笑）；有的一上課就開始做自

己的事情，可是我知道並不是智商方面的問題，可能是之前被罵或其他狀況，

造成他對上課產生抗拒的心態。……但是很難講出一個確切的原因。」(R-1-4-

Pi1-90-1)。 

琥珀老師補充說：「……很多都比較消極，單純因為學不好、天賦上面

比較差、理解上慢的也有。他真的就是要比別人多背半個小時，他有那個心，

但的確做不好。(R-1-2)但是我接觸來補救教學的學生，這種畢竟算少數，都是

『逃避現實』的比較多，主要是他心不在此，而不是智力問題。」(R-1-4)。

還有一些是牽涉到學生心不甘情不願的來，是被導師、家長勉強來

的：「他們老師叫他來啊!班導就說讓他來這邊寫作業也沒有關係，因為他回家

會打電動，他阿嬤不讓他這麼早回家!」( R-6-2-Pi1-108)，還有「其實有的

上攜手的學生，倒不是程度不好。因為我就有學生他其實懂的，可是遇到考試

隨便亂寫、亂劃，所以成績不好，再加上家庭環境、社經地位不好，媽媽工作

比較晚，不想他太早回到家沒人管，所以就讓他來。」(R-6-2-Pi2-192)。 

琥珀老師無奈的說：「反正我看到來上攜手的學生百百種啦!」(R-6-

3)，其實早在接補救班之前就知道來的學生狀況千百種，也知道他

們「……是程度比較差的孩子。不過我覺得對我衝擊比較大的是總覺得有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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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師在講解的時候，不知道是沒在聽，還是真的不懂？」。(R-7-3-Pi1-

78) 。上課時「我在跟別人解釋，他就在跟隔壁聊天、打呵欠……」(R-7-3-

Pi1-105)、「讓他們自己看文章都沒在看，都在看對方的臉、眉目傳情或找人

講話。」(R-7-3-Pi1-133) 、「……來的人也未必是國文差，有的是拒絕學習

嘛!所以他平常上課就是給你睡覺，去攜手就是要跟同學聊天啊!」(R-6-2-Pi1-

80)。 

琥珀老師說當她面對這樣的情況時，「……反而比較容易被激怒!因

為人少的班級，所有學生的一舉一動其實比較容易影響我」(R-1-4)，而且覺

得補救課程中：「所學的東西不難，已經是基礎中的基礎了，這些都是學生

必須去學會的……。」(R-7-3-Pi1-105)。琥珀老師邊搖著頭邊說：「因為

其實補救學的分量跟班上的課來比，已經是比較少的，那今天來上這個課，我

就給你單一概念，就單一概念，唉，可是這樣還不懂……（笑）」(R-7-3)。

更讓她大為光火的狀況是：「……我覺得忍無可忍的是學生考試的時候竟

然給我交白卷。有的是真的不會，有的交空白卷我覺得是懶。那時候我會覺得

很挫折、很生氣，他一副「我就不寫，妳怎樣的態度……。」(R-1-4- Pi1-

108)。 

即便教學現場的學生狀況百出，琥珀老師總是告訴自己「天下

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所以她都主動將這些林林總總在「補救班」

遇到的困擾，請益校內有經驗的老師，也都會把握每次教學輔導會

議時，說明自己目前在「課堂師生互動」、「提升學習動機」方面所遇到

的困難與想法，希望可以藉此得到新策略來解決難題。(100-2 教師問

卷/ 21-尋求資源與支援)。 

面對這些「無心人」時，琥珀老師還是依然努力當個「有心的

老師」：「不寫就是唸到他們寫（笑），就盯著、跟他耗啊，然後就是規定他一

定要寫。可是我後來覺得已經有點搞不清楚，他們是不想寫，還是不會寫。因

為那個態度實在是令人生氣啊!我覺得大部分都是不想寫、不想動腦，所以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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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如果說要處罰的時候，他就會寫，可是我有時候會覺得其實很無奈，你

給他獎勵的時候，他懶得理，可是你要處罰他的時候他就會寫。 

我問出心頭的疑惑老師，難道增強制度，給加點或獎品對這些學

生沒用嗎?琥珀老師無奈的搖頭說起：「有人人就擺出「我就是爛，你要

拿我怎樣，加不加平常分數，我無所謂啊! 」或碰到那種「老師我不鬧妳，妳

不要吵我」一副很消極的學生。( R-1-4-Pi1-108)。 

當琥珀老師一次次「再叫他們過來好好講(輔導)或再一直重複教他，還

是這樣時，就會覺得真的……真的好累喔!」(R-7-3-Pi1-105)，尤其是那

種：「從頭到尾，跟你擺爛到底的……」(R-1-4-Pi1-123)。琥珀老師也在

模組二的期末教師回饋調查表中寫著：「班上那些『心不在此』的人，

沒有明顯的進步」(100-2教師問卷/ 45-學習成效)。(R-1-4) 

琥珀老師緩緩的說：「……我終於體認到一件事，補救學生裡面就是有

那種就是我在教什麼，他們不見得『聽得懂』的；也有那些不見得『願意聽』

的，反正教什麼就是不要聽的。……反正他都說這是老師叫他來的……。」

(R-6-2-Pi1-80)。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因素是：「其實我發現不論是用哪個教材、還是我

把這個方法講得再怎麼清楚明白，學生如果無心去拆解或無心應用時，還是沒

有實質上面的幫助。」(R-1-4-Pi1-62-1)。她在模組二的期末輔導會議填

寫教師問卷時曾提到：「如果再走一次語文精進課程，她很希望能『再多加

強班級經營的常規建立』」(100-2教師問卷/ 46-其他意見)。 

這時望著琥珀老師，看著她又忍不住深深吐了口氣。側耳傾聽

她若有似無的聲息，似乎近在耳邊發出，卻令人無法捕捉到這究竟

是吸吐間的氣息抑是發自心底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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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救」裡開的花，在「原班」遲不結果 

使用語文精進教材的補救課之挑戰是在於它和原班國文課的內

容不同：「它是新的課文，跟目前在國文課內容不同。」(E-2-3-Pi2-218-

1)。對我而言，「我們國文科老師比較傾向教自己的班，要併班的話會比較困

擾。但是我自己上國文會在這次月考範圍內跳著各課來上，那在講這課重點

時，可能隔壁班就還沒上到這裡，這樣有點奇怪。所以上課內的就只能挑大家

都沒有上過的課別或補充相關的概念。(R-7-2)……如果說補救是上另外的教

材，倒是沒有這個問題。這個應該只有國文補救比較有這個問題，數學、理化

應該沒有，因為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學科……」(R-2-4-Pi2-180)。 

然而，這樣的課程卻也有個一體兩面的困擾，就是補救教學的

內容對於學生而言比較難直接感受與原班學業的關聯性。所以補救

班的學生會覺得這樣的補救方式並沒有讓他們的原班成績立即見

效：「其實那個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學生覺得沒有即時性。來上語文精

進課程和他在這裡的付出，沒有一個立刻的反饋作用。他會說覺得是來這邊玩

遊戲的，然後有些他會直接告訴妳：『老師，我明天就要考試了，你今天還在

那邊問這篇文章的重點在哪裡（笑）？』；也有些他會很生氣得說：『老師，

我明天要小考了，妳可不可以考我課本生字？』……」(E-5-5-Pi1-74)。 

當然，此時琥珀老師當然會提醒他們語文是一種需要長期累積

的重要能力。但是，因為這些能力對於他們現在的生活很少立即性

的需求，所以學生的想法是「有沒有意義不重要，能用在考試上比

較重要」：「對於一般學生來講，第一個生活上用不到，然後再來這些語文能

力對他們來講沒什麼意義，變成說他們對於這些(語文)能力，其實也不是很重

視。對他們來講明天的考試才是真正很困擾的事。因為考試的後果，馬上就會

應驗出來。」(E-5-4-Pi1-16)。 

琥珀老師雖然認同低成就生與一般生因為能力不同，學習內容

應該要有區別。但是因為受到學生上課完的回饋與實際成效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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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她對於語文精進教材的難易程度，也有所擔憂：「……當時補救

的課文(語文精進課程)是故意要教特定策略，所以文章內容寫得很簡單，都是

單一類型(記人、故事體)，可是現在(原班)選的都是名家巨作，所以未必是用

這麼單純的技巧文章。……如果很明顯是記人、記事、記物，我覺得學生應該

是沒有問題的。其實怕的就是其實平常他們課文裡文章很少單一類型嘛! 因

為」(E-10-3-Pi1-239-1)。 

因為文章難度不高，會讓老師不確定目前學生的學習表現是學

生本身就唸得懂，還是因學得新方法才能讀懂：「因為文章不難，…所

以你會搞不清楚，那是他們之前學的那一套方法的幫助，還是他們原本本來的

能力就可以應付這樣難度的問題。」(E-4-7-Pi1-159)。 

而且琥珀老師遇到的困難是，除了從學生來上補救教學中的逐

課、綜合評量的成績和上課表現去觀察學生的進步之外，如果離開

補救教學的教室外之後，比較難有機會去具體觀察學生們接受補救

後的成效：「……有些學生，我不是他們班的老師，我不知道有沒有在他們

的原本的課程上，呈現出直接的影響，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

做跨情境的檢討，那我自己的班的話，那幾個學生真的是對精進課程裡面的東

西，的確比較沒有反應（笑）所以我都不知道說，他們的反應是好是壞。」(E-

4-7-Pi1-152)。 

琥珀老師認為補救的成效只在呈現在語文精進課程的評量中，

這樣的進步並沒有展現在原班學業成就的表現裡，這不禁也讓她開

始懷疑起自己的判斷是否過度「自滿」：「……補救課裡短期(短期暫時

性的目標)希望他學習並且比較具體呈現出來的部分(逐課評量成果)，他的確是

達到了，因為我也都希望至少要讓他達到一定程度才下課嘛!當時也確定他應該

是至少有達到一定程度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太過自滿，還是他(學生)敷衍

你一下，回去後就 delete 掉了。……因為我看到他們(普通班) 月考成績之

後，就覺得應該全都 delete掉了……。」(E-10-3-Pi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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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老師去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可能或許考的內容會不

一樣!(範圍)會比較大、比較統整性嘛!然後我心裡面會覺得：『嗯! 整體看來

短期內影響層面不大，比較難有成效』。」(E-10-3-Pi1-161)。或許也是因

為「那個地方不是我們攜手上的部份。所以他在考(原班)大卷就會很無力。畢

竟我們補救他的時間短，所以還是只能去掌握比較基礎、比較能拿分的部

分」。(E-10-3-Pi1-125-2)。 

而且從<模組二的教師記錄表>中顯示，下學期學生在上精進課

程時整體在「準時部分」比上學期表現穩定良好，看起來學生應該

已能自我提醒準時到班，並將補救課視為例行性課程。再者學生整

體的「課程參與度」、「專心」的部分尚可，但略有下滑的趨勢。但

在「作業表現」的狀況起伏很大，尤其是「秩序表現」部分明顯往

下掉，這可能也因此影響琥珀老師每堂課給予「增強點數」比上學

期稍為減少了 1分左右(整體最多只有給到 5)。 

然而，突破重重困難，建立信心著實不易，但撼動僅需一句輕

輕的言語：「學生說導師疑惑的問他：『已經上國文攜手了，為什麼你的國

文還考這樣（笑）』! ……其實我後來覺得這個計畫在做之前，一定要讓導師

知道我們在做甚麼，要達到哪些目標，這點很重要……。」(E-6-2-Pi1-75)。

每每徘徊在「相信」與「懷疑」之間的她，此時面對學生無心的轉

述，頓時有些有點窘迫，為難著該如何小心回答……。 

琥珀老師的教學中，雖然有些來上補救教學課的學生，學習態

度與課堂中的回答讓她覺得這樣的介入是有成效，但是矛盾的是另

外一方面她對學生的期待卻難以等到「甜美的果實」。然而每每徘徊

在「相信」與「懷疑」之間的她，總遲疑著該怎麼以「有心」去面

對著眾多的「無心」；也躊躇著該怎麼告訴這群心中「開出希望之

花」的孩子、班級老師們和她自己，還得再等等，別趕著摘取「果

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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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文教學派典的擺盪能力取向 

當補救教育、閱讀(語文)教育開始逐漸受到各界的重視之際，

各種閱讀教學、扶助計畫、攜手方案……便在校園中泛起一波波的

漣漪，為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生注入了一股股新力量。促使更多老師

有機會回頭看向那群落後的學生，進而提供一些協助，也期待多元

的補救或扶助，讓這群學生有更多機會獲得重視，甚至是藉此更接

近或回復到同儕的標準。 

藉由試用語文精進課程的機會，琥珀老師也成為這波教育新浪

潮的生力軍。她在補救教學的過程裡，接觸了一些在學習歷程中不

斷陷入困境的學生；從這樣的困境裡，她看見許多教育理想在實際

操作層面上所遭逢的窒礙；在這樣的窒礙中，她也看見自己內心裡

對語文教學的掙扎與初衷。 

(一) 語文教學的核心是「文化」抑是「能力」 

現在談及語文教學，最膾炙人口的議題便是建立閱讀的能力，眾

多專家與研究皆表示：學生於國小中年級階段，就應具備基本的閱

讀能力，以免學習其他學科時可能會遭遇困難。再者，現在已走入

知識經濟時代，提倡教育應著重讓學生學到「如何學的能力」

（learning to know），而非是教師能教多少知識給學生。因此這把

開啟學習殿堂的關鍵之鑰便是「閱讀(語文教育)」，眾多教育舉措都

希望讓孩童學會閱讀方法，進而可以獨立獲取新知，最終就能具備

多數人所看重認同的「競爭力」。 

然而，從小對語文充滿興趣，大學、碩士階段皆就讀國文系所的

琥珀老師雖然認同此理念，但她不斷反思在國語文的範疇裡，除了

教導「基本語文能力」之外，究竟身為國文老師的她「應該還要再

教什麼」，而「學生應該要學到什麼」，這些對於國語文的學科本

質、教學目標、內容的困惑一直盤踞在腦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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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最初對於國語文的熱愛是出自於：「……不是一種想要反覆練

習策略得到資訊，而是一種體會文字單純的美感和感動。那種美感、感動，就

是當你讀到一個真正的有共鳴的作品時，覺得全身會有種起雞皮疙瘩的感

覺，……透過單純體會文學作品給的感動，能穿透文字看見書裡的場景……，

感受為什麼當時的這個人是這樣……」。(L-1-1-Pi1-84)。簡言之，就如同

她曾經在模組二的期末教學輔導會議中的分享：「……身為國文老師會

覺得讀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在它『心領神會』的部分。」(L-1-1-M2m4-265-

1)。 

然而，除了純粹體會文字交錯間的美與感動之外，更重要的是文

學可以涵養德性，透過思考、體認後，將此真善美的價值力行於生

活之中，藉由文學的陶冶來培養人文素養：「……文學素養會帶給人更

多同理心，比較不會汲汲營營，這算是偏向道德的層次吧! 雖然人格的養成，

還是牽涉很多因素，但是我覺得其實可以藉由文學作品來培養，它有一種加強

作用，也就是所謂文學素養。這其實不是絕對的東西，但可以給學生一個助

力。這樣人會比較有溫度，文學是輔助的力量，讓人更像一個人（笑），也就

是具有人文素養的『文化人』……。」(L-1-1-Pi1-85)。 

琥珀老師提起曾在原班國文課進行的教學活動，她認為國文教

學不只純粹獲得文章內容訊息，也需要提升學生的道德層次。因為

「文以載道」也是國語文教學中重要的一環：「當不用在被框在一定要

做得流程或趕進度時，我常找文章給他們看。像我曾給他們看過一篇聯合報新

聞2是關於黃春明在火車上遇到沒有同理心的青少年事件，文章後面寫了些開放

性問題給學生……。可是我認為再怎麼講，學生還是不懂為什麼的。對他們而

言，這太難了!生活沒有這些經歷，就不會去想這些悲天憫人的事，等他們有點

認知後，那心痛的感覺才會像一根針，刺在心裡，那微微的痛就是良心。這樣

                                                      
2
作家黃春明說起不久前發生在他身上的小故事：「有一次我從宜蘭搭火車回台北，瑞芳那

站上來一群高中生，擠在廁所外說笑打鬧。我從廁所出來，車一轉彎，我撞到一個學生。

『你怎麼搞的？』他很不高興。我說：『對不起，車子搖晃得很厲害。』他看看我，說：

『反正你快要死了。』我心裡好痛，回家說給太太聽，台灣囝仔怎麼變這樣？我就算快死

也不用你這樣講。」(引自聯合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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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都是需要靠有些老師自己去找和告訴學生的……，需要看學生的狀況來

給……，但是如果在一定的教法裡就會受到限制……」(L-1-1-Pi2-227)。而

琥珀老師認為她所看重的「情意教學」在語文精進教材裡卻鮮少觸

及，語文精進教材太側重教導「語文策略」，而需要將文章明白詳細

去分解剖析，同時也因為有既定的教學程序，就會比較少留下彈性

時間，讓老師給學生一些情意與道德層面的思想引導。 

除了較缺乏情意道德的教學之外，琥珀老師：「總覺得很多東西切

得太細，就是一格一格太慢了，……教材就像切成一格一格的影片一樣，頓頓

的不太流暢。」。(E-4-2-Pi1-238-2)。她認為如此的「策略性教學」在

閱讀文本時容易被打斷，就像一齣電影被轉成慢動作的分格播放：

「……或許是因為這教材強調是給低成就生使用，的確應該要有區別的，不過

這樣的東西，未必能夠移植在普通班。這樣學生會覺得很痛苦，因為他們的理

解是沒有問題的!好像練武功一樣，有的人已經打通任督二脈，會武打招式，有

得還會飛天遁地!可是精進教材就是像武功秘笈一樣，一格一格停給他們看!除

非是給完全沒有武功基礎的人，才需要這樣仔細的按表操練，對已經會打基本

招式的人，這樣一格格的會覺得很不自然，更別說那些會飛天遁地的，根本會

覺得像在看慢動作的電影……」(E-4-2-Pi2-237-3)。 

她主張國文教學應該是老師的引導讓學生對於文本有熱情，主

動自發性的將自身情感融入其中，全心投入後產生共鳴經驗。然

而，語文精進課程對於這些已經會打基本招式，甚至還會飛天遁地

的國文老師而言，這些停頓和分析都讓他們失去了一些賞析文章時

的雅致。當她遨遊於文本當中被硬生生抽離又放入的難受，這種走

走停停踩煞車的節奏，彷彿讓她覺得一種閱讀過程中的熱度，時常

被澆了桶冷水，少了種難以言喻的滋味! 

(二) 旁徵博引之下的喜與憂 

除了這根「重策略、輕情意」的心頭刺之外，以往國文老師常

用的教學策略是針對文本內容補充時代背景、成語典故、字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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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學生分享相關的生活經歷。簡言之國文老師的專業能力之一就

是要「博學多聞」、「旁徵博引」，例如當琥珀老師：「上國文課時，講

到天干地支，我就問說：『你們去廟裡面抽籤，你有沒有注意過，裡面的籤幾

支？台灣有三個系統，有六十支、八十支、一百二十支。所以我說你們不要去

廟裡籤筒只有五十支，你們也抽得不亦樂乎，這樣抽出來的籤根本不準啊! 

（笑）我就會順道補充裡面的籤排列的方式是依照天干地支，然後順便教他們

排甲子籤。」(L-3-2-Pi1-115)。 

這樣信手拈來、彈性隨機的教學模式相較於標準介入教材的教

學方式對她而言是更為愉快的。不僅課堂氣氛活絡，也比較貼近學

生的動機和興趣，即便是：「雖然不是很重要，但我很喜歡跟他們講一些

有趣的課外知識，所以又會忍不住想要告訴他們」。(L-3-1-Pi1-55)。而琥珀

老師使用的旁徵博引的時機是：「首先看它與課程有沒有相關的部分，就

是這個故事和課程彼此有 touch到就可以講或補充。或者說有閒餘的時間，學

生喜歡聽故事，如果上課時間夠就可以來講……。」(L-3-1-Pi1-117)。 

畢竟琥珀老師覺得：「現在學生真的很多東西都不懂，好多故事、成

語他不知道。比如只單說成語的意思，他就會很快忘掉，沒有甚麼意義。那我

就會想把前因後果整個告訴他，可以說我把它(延伸補充)當成一個提，就是一

整串葡萄提給他們……」(L-1-2-Pi1-54)。 

只是若要補充額外的資訊，對於時間和進度的拿捏就需要仔細

斟酌，因為：「……講這些必須要花一點時間，變成我做也不是，不做也不

是。教國文可大可小，要教很快也是可以教完。每次都覺得很掙扎，有時已經

在趕課不想講，心裡就很擔心現在不補給他們，什麼時候才補給他們？」(L-3-

1-Pi1-54)。 

然而，琥珀老師國文教學的經驗裡，有時過度補充也會導致為

求趕上進度，需要壓縮後續教學內容的困擾：「因為我還不太會去抓時

間，比如說這一課覺得比較精彩，我就會忍不住想多說一點故事，時間拉太

長，變成接近段考就要趕進度，剩下的課文就會講得比較粗略，所以控速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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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我還比較弱的地方」。(L-5-2-Pi1-51)。 

同時琥珀老師在語文精進課程中的教學困擾，也發生在解說國

文的白話文本中。老師提到若當她本身對於此主題沒有涉獵時，就

沒辦法講得很精彩，如果只是機械化去照本宣科，又擔心學生上得

很痛苦：「……如果白話文要上得很有趣，就是要講到讓學生有共鳴……。可

是難免會遇到一些文章是老師沒涉獵，也沒興趣的，卻得要把它講得很精采

時，我覺得那真的是一種折磨啊!（笑）」。(L-3-1-Pi2-237)。 

同時琥珀老師也認為近期許多課本中白話選文不僅取材不貼近

時代趨勢，難度也較低：「例如：音樂家與職籃巨星那篇文章有寫得很難

嗎？沒有!那篇文章還有個問題是十幾年前的學生還可能比較有共鳴，拿到今天

來，學生不知道喬丹是誰啊!他們現在都看 Kobe Bryant，飛人喬丹早已經是老

師年代的英雄了!更何況是孫越叔叔……。」。(E-6-1-Pi2-236)。 

所以她認為國文的教學選文，以經典名篇和文言文選為主是有一定

的價值和必要性：「經典的文言文的文章流傳至今，有它一定的文學價值與

地位，……即便到現在來看修辭未必特別美、特別突出，但因為這個作者在當

時寫就應該有它的意義存在……」。(L-1-2-Pi2-236)。當她教文言文時，

整堂教學裡可以補充時代背景、作者、典故，還有解譯字詞語句就

已經用盡大部分的教學時間：「……文言文有個對應的時代背景，甚至還

有作者本身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講，可以把教學填充得很飽滿。」(L-3-1-Pi2-

233)。所以因為語文精進課程的選文也全是白話文本，因此對於原班

的白話選文和語文精進課程裡都讓琥珀老師較難施展手腳。 

因此當白話選文的用詞淺顯、作者、內容取材貼近現代……，

種種的因素交錯下，國文老師慣用的旁徵博引、聯結生活經驗、解

釋字詞的國文教學模式便被頓時架空：「白話文我覺得唸一唸大家就應

要會了，可是唸一唸他們還是不會啊!可是問題是白話文其實又很難去解釋或是

引申其他東西。因為如果是問題是白話文就是白話文，有些作者還很新，然後

有些作者又不知道怎麼去講它」。(L-3-1-Pi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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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讓她產生懷疑與挫敗感之處-學生對於老師的引導與補充，

其實效果不如預期：「我總覺得有時候我們花了十分的力氣，雖然不求有十

分的回報，但是總會希望投資報酬率高一點，這時就有些挫敗感。因為我曾經

發生過這一節課很努力的講了一個故事，下次上課又要用到時，雖然下次可能

是下學期或兩個月後，學生已經忘了，甚至是毫無印象（笑）」。(L-3-3-Pi2-

225)。 

雖然國文老師所學甚廣，能援引眾多事例，但是上課時間畢竟

是有限的，所以:「問題是在，補充到後來課文都講不完啊！因為他們這個

也不懂，那個也不懂，要補真的補不完。所以大部分的東西必須靠他們自己去

念，我們只能起個頭。可是當他沒那個動力時，就真是變成累死老師了！課都

趕不完，還要講故事……」(L-3-1-Pi1-56-1)。 

還有當她認為給予相關的補充說明時，已經表達得很淺白，但

是學生仍有許多聽不懂：「例如『斷袖分桃』……也可以說是『人人的心

中都有一座斷背山』，等我講完後他們就問：「老師，斷背山是什麼」？因為

他們也沒看過李安的斷背山（笑）。」(L-3-1-Pi1-56-1))。所以「……我想

是不是有些東西講得不夠精準。雖然我覺得已經講得很白了，可是他們還是聽

不太懂。所以我不清楚是學生背景知識那塊出狀況，還是我的口語表達有問

題……」。(L-5-3-Pi2-225)。 

琥珀老師也覺得很困惑的是當她補充完故事或經驗之後，學生

反而比較難再次專心回到原本的教學內容中：「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口

語表達的方式，讓整班的氣氛控制不好，讓他們沒法靜下心。雖然講故事時，

學生回應不錯，但 High 完之後，要回到課本上不能收心。雖然我補充的和原本

的教學內容有關，可是他們就沉浸在之前那個氣氛當中，沒有辦法回來。可能

因為他們太開心了，所以……這也應該算是間接影響班經的難題……」(L-5-4-

Pi2-225)。 

雖然琥珀老師希望藉由補充相關的典故或生活經驗，來促進學生

對文章的理解程度，希冀就此可以順利降低學生閱讀文本的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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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難度，不僅將「默默的一群-無自發反應的學生」拉進課堂裡，還

要課堂裡的低成就學生一起拉上來。但是當後續結果事與願違時，

許多的疑惑、迷惘、無助、失落、無力……便一股腦的全湧上心

頭。 

柒、 小結-一段鬆動、掙扎、擺盪的漫漫長路 

回憶起初入方案時，琥珀老師的明快爽朗，主動積極的她往往是

率先打破一片靜默的先鋒，慷慨分享自己的見解。 

這段試用語文精進課程的經驗，她也是率先使用此套教材的先鋒

部隊之一，面臨的問題有些是尚無往例可循或一直膠著未決的難

題。所以這一切的一切是充滿著很多未知的變數和挑戰。然而，恰

好開始進入教學現場工作的她，總是希望自己雖然經驗值尚淺，但

總能以勤勉不懈的態度更加精進自己的教學專業。 

所以雖然適應初期的她辛苦的在新教材和低成就學生之間左支右

絀，滾滾而來的進度，總是應接不暇。但這波來勢洶洶的挑戰，不

但為她吹開了一扇新窗，也搖蕩了她心底的一池水，固有想法上所

層疊擠壓的石礫也緩緩鬆動，打開新視野，迎面而來的新鮮氣息讓

她決定順勢鬆手嘗試新做法。 

然而適應的中期階段，實際浸透在教學情境裡，這股勇於行動的

新力量，同時也夾帶了一陣陣反動的後座力。這股反動的力量，涵

蓋了她與原班老師的各自立場、她與補救學生的周旋與矛盾，也包

含她在不同時空、不同的師與生的角色之間，對補救課的翹首盼望

與自己可能都未曾發現的惶惶不定。 

隨著模組二持續的推行，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也走進後期階段。

這時期她有著衝過險灘後，所新生成的信念，也在調適的過程裡找

回「勝任感」。她撥開層層疊疊的教材、進度的背後，終於看到了一

群一直「沒被看見」的學生，並且開始將這些人紛紛搜羅進來，而

仍沒有跟進的，她便另闢新徑再追過去，希望藉由這次的「地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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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能拉住這些在學習路途中不斷受挫後退的學生。 

憑藉著不懈的信念奮力前行，重燃後的力量仍是拉不動一群遲遲

不肯同行的逃兵，而已投誠麾下的學生們卻又汲汲的希望能盡快

「結果」。琥珀老師被內外夾攻後，開始疑惑不安著思量走上這條蹊

徑是否真的可以到達她預定的目標，還是真的無法結果，僅能畫餅

充飢、望梅止渴。 

然而，此時國語文教學的核心是否要從建立基礎語文能力的新蹊

徑；走回解說經典範文、旁徵博引和涵養德性、著重情意賞析的舊

路上。她開始遲疑是否要趕緊走回舊路，才能確保有朝一日可以看

見效果，至少曾親身經歷過這樣教育方式的她終究是開花「結果」

了。琥珀老師一路走來經歷了固有思想的鬆動，自我的拉扯與掙

扎，種種對語文教育目標的動搖與擺盪，挑戰的是累積的成功經驗

下所萃取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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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浮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 

壹、 初秋午後與浮島老師的第一次會面 

第一次與浮島老師碰面是在秋日午後的語文精進課程說明會

上。會議場地是由教育處商請參與計畫之一的學校協助辦理，可能

正因上學期的承辦學校正是縣內國文輔導團的研習中心，因此收到

師大教評中心的語文精進課程實驗計畫的公文時，便主動將「語

文」和「國文」聯結，順理成章得促成彼此的合作關係，而這樣的

「聯結」也為往後「國文老師」適應新課程帶來某種刻板印象與影

響。 

印象裡三面環山、東迎太平洋的城鎮，總帶著一抹抱素懷樸的

色彩。第一次辦理語文精進課程說明會是由團隊中的課程輔導老師

與我合作辦理的。我們手裡共同提著一大箱沉甸甸、熱騰騰趕印出

來的教材，一面探尋著開會場地，一面努力欣賞這一棟棟如「典雅

小品」般的建築。校園裡處處是古樸簡單的構成元素，細語泙泙的

小水池、淡淡的木頭香氣，帶出一種獨特的「純粹與和諧」。 

當時心裡很是羨慕「這整個城鎮」的老師都能在如此雅致的建

築空間裡鎮日教學。然而，當時並無覺察到此縣市版圖是偏狹長的

等腰三角，頂點離底線甚遠，又因多山導致交通、人口、資源分配

有一定程度的城鄉差距。這樣的認知是直到 1年後到浮島老師任教

的學校一探時，才能同理她在執行語文精進課程時遇到的窘境。 

依著旋轉樓梯前行，提早到達的我們恰巧碰見前來引導的老

師，參與計畫的老師也陸續到達，大家入座後正隨意聊著、翻著手

上新出版的語文精進教材。夏末初秋的午後仍是襖熱，帶著太陽眼

鏡信步前來的浮島老師點頭示意後便走進會議室。穿著套裝的她熟

練的簽到、拿講義，順勢環顧空間候，挑了個ㄇ字型左後方的靠窗

位置坐定。此時的驕陽正恣意的將陽光大片大片撒入會議室裡，講

臺、窗欄、桌面、手上……都鍍上一層薄薄的金黃，甚是炙熱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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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然而，浮島老師讓迎面而來的金黃微微的晒著，也不留心眾人

的熱絡，反而托著頭一頁頁的看著新出版的教材，逕自散發出一抹

的悠然靜謐的特質。這樣默默的、淡然的、沉著的她與此時此刻撒

落一地的陽光交織成我對浮島老師第一次見面的印象。 

貳、 浮島老師的個人特質速寫與工作經歷 

一、 浮島老師的個人特質速寫 

語文精進課程正式試用後，每每看見會議中的浮島老師總讓人

不自覺得將她氣質中的「沉穩」與「島嶼」的意象相互連結。她就

像被眾水環繞的「島嶼」，在變化無常的水域中讓過往船隻有個安心

的座標可參照。 

因此，當她成為我研究中的「個案二老師」時，便希望用

「島」的意象來呈現她的個人形象，但幾經斟酌後仍覺得少了些特

質未被考量進來。直至某次座談時，她分享看見學習落後的孩子在

學校體制內就像是「孤鳥」一樣在「學海」中浮載浮沉，無所支

持。同時，在個別訪談時也曾將「低成就的學生」比喻為「落單侯

鳥」一樣，茫然無所適從。綜合起這些零星的感覺後，不禁聯想到

一種特殊的水域地形:「浮島（Floating Islands），它是一種漂浮在水面

上的島嶼，會隨著水流或風向在水域中四處飄移，分為『自然形成3』和『人工

造島4』的類型。」(引自荒野保護協會網站)。因為「浮島」地形與陸地隔

                                                      
3 浮島（Floating Islands）顧名思義是指漂浮在水面上的島嶼，同時也會隨著水流或風向

在水域中四處飄移。天然浮島的形成原因，是由具有發達的地下走莖或匍匐根莖的挺水性水

生植物（如李氏禾）不斷向水域中生長，且因其莖部或葉面含有空氣，因此能在水面上形成

浮力可以使叢聚的根部漂浮於水中，而隨著下層的植物體死亡腐爛，上部新的植物體根區得

以附著生長且逐漸茂密，進而脫離了與陸域介面的接觸，形成了一塊漂浮於水面的草毯，同

時由於草毯不斷地增厚使得陸域的植物得以漸次進駐，而終於形成了一座宛若水上小森林般

的島嶼。通常這樣的過程需經過數百年的時間，且在各項環境條件（風、流速、溫度等）恰

能配合之下才有機會成形，因此可以說是彌足珍貴，例如宜蘭雙連埤中浮島。另一方面，由

於浮島與陸地隔絕，陸域型掠食動物不易侵入，因此形成許多水鳥、蛙類、爬蟲類和昆蟲等

水棲動物的棲息地或庇護所(引自荒野保護協會網站)。 
4人工浮島(Artificial Floating Islands)是人工方式構築而成的浮島，最早的人工浮島是

出自愛鳥者的傑作。1970 年美國的克勞福特（Gurney I. Crawford）為了讓加拿大雁有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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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陸上的掠食型動物不易入侵，因此成為眾多蟲、魚、鳥類的庇

護所。然而「自然浮島」的形成需要長時間和特殊的自然條件配合

下才能漸進而成，實屬可遇不可求的珍貴地形。然而 1970年有位愛

鳥人士親手打造出第一座「人工浮島」，讓一群落單的加拿大雁鳥有

個暫時的棲息地……。 

這讓人我聯想到個案二老師就像浮島一樣，提供這些學海浮

沉、落單脫隊的孤鳥們一個新「棲息」地。所以我用「浮島」來代

表個案二老師，這群補救班學生暫時棲息在浮島上的「落單候鳥」，

然而這個補救教學班的教學環境就稱為「補救浮島」。不論這樣的

「補救浮島」是否人工刻意為之，惟有真心盼望這群落單的候鳥經

過「補救浮島」上的停泊歇息後，能重新整裝，再次順風起飛，重

返天際翱翔……。  

                                                      
息和繁殖的場所，利用木頭、木箱、樹枝、葉子和草桿等材料建造了第一座的人工浮島。

經過幾十年來演變，人工浮島逐漸被應用在各種水域相關的工程設施中，其主要之功能與

應用領域可以歸納如下：生態－提供鳥類及魚類等生物棲地；淨水－吸收水中氮、磷等元

素,淨化水質；生產－可以生產農作物及水產養殖功能；景觀－具有水域環境景觀綠美化功

能；護岸－具有消波效果，保護水邊堤岸(引自荒野保護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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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浮島老師的學習背景與工作經歷 

浮島老師提及求學時就對國文科情有獨鍾，她認為國文科對她

而言不像其他學科僅侷限於考試念書而已。當讀課文篇章時，文學

之美的翅膀，總能帶著她的思緒飛向心馳神往的美麗境地，也能跨

越古今與作者有著相同頻率的悸動。這樣的感覺是她熱愛國文學科

的原動力，也是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感覺。 

因此大學聯考後，她毫不猶豫的選填台灣師大國文系為其第一

志願。當她於「師大國文系 80級畢業後，就到學校教國文……」(A-1-3-

Fi1-4)，迄今已經有二十多年的國中國文教學的經驗。 

正如之前所提及浮島老師總是帶給人一種恆常雋永的安心感，

喜歡安定的她「在民國 85年嫁來這裡後，就一直在同一個學校服務……」

(A-1-4-Fi1-4)，同時也配合學校人事的安排，於「民國 85年開始兼任學

校行政工作…」(A-1-3-Fi1-4)，「一開始並沒想過會去當行政，……但有時就

因緣際會，接手後就一直做下去了……」。(A-1-4-Fi1-6)。從上述可見，浮

島老師是期待安穩、扎根與原地枝繁葉茂的。但當面對變動時，又

可以隨遇而安，適應良好。 

畢竟現今學校人事紛雜，流動率很高，能在同校服務近 20個年

頭，同時長年投入教學與行政工作的老師已是益發罕見了。推想浮

島老師在工作適應是有著極好的狀態。 

參、 接觸補救教學的契機與經驗 

一、 接觸補救教學的契機 

浮島老師提到：「以前老師普遍都習慣上第八節課，現在好像普遍不太喜

歡留下來上第八節的課，可能就是太累，所以要找願意上第八節老師不好找!」

(R-5-1-M3m1-135)。所以當她在教學組長的任內，遍尋不著有意願的

補救老師的時候，她便決定自己接下補救教學的授課工作：「其實這

是教務處的業務，就算沒有直接教學，也要幫忙處理補救班的行政工作。」(R-

5-1-Fi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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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浮島老師任教的學校一直以來都固定有經費開課後班，所以

她也帶過一連串不同型態的補救教學方案，例如：「全班都要留下的課

後第八節輔導課、潛能開發班、教育優先區計畫，還有現在的攜手計畫……」

(A-1-2-Fi1-5)。而每每開國文補救班時，若缺少人力，她便是常備的

生力軍之一。也因此對於補救教學和行政業務都有相當豐富的經

驗，遇到困難時，也總是能夠持平的由行政和教學的不同視角切

入，與眾人分享多方不同的難處與掙扎。 

浮島老師雖然歷經眾多補救方案，但提起當前仍常讓她傷腦筋的

是補救教學的師生媒合問題：「雖然有經費開課，但要去找到有意願上課

的學生也難，要找到有意願教課的老師也難」(R-5-1-Fi1-7)。 

然而這樣的問題是能先藉行政來居中協調「讓師生彼此媒合，才開

得成班……」(R-5-1-Fi1-7)。因為近年來補救教學型態已有大轉變，

「……過去學校第八節課後輔導是全班留下，繼續教的內容也是全班的進度和

範圍，所以比較沒爭議。學生一定要來，老師一定要教，不收費的情況下，家

長也鮮少有意見。」(R-5-2-Fi1-409) 

所以，過去教務處排課很單純，「假設一星期有經費能開五天課，以

教育優先區計畫的課業輔導來講，那就是五天剛剛好分給五科，國、英、數、

自然、社會各科平均分配。」(R-5-3-M3m1-134)。但現在的補救教學的開

課安排反而是「採各需要補救的科目領域教師提出能配合開課的天數後，教

務處再來依能支援開課的老師時間來開始排課……」(R-5-1-Fi1-7)，並非以

低成就學生的學習需求來開課。 

這些種種人力資源上的匱乏，也是浮島老師自己長期投入課後補

救教學的原因，她常笑著說至少可以確保國文科有穩定的師資可順

利開課。 

二、 加入方案前的補救教學的經驗 

浮島老師為了打破以往自己在補救教學中面臨的僵局，鼓勵學

生主動將課後時間安排來補救有困難的學科，認為或許可以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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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的內容」開始。因此她立即應允參加語文精進課程的試

用計畫「…覺得現在時代不同了，以前那套教學方式，我覺得也是要開始改

變的時候了。所以當時聽到師大提供一套新的語文補救教材，我就想說好啊!反

正有新的東西去學一學也好……。」(E-1-1-Fi1-31)。 

十多年積累的寒暑更迭，日子擺盪在上下課的鐘聲之間，早已

自然流暢的演繹著一堂又一堂教學生活……。雖然浮島老師已具備

豐富的教學經驗，但她仍敏感嗅出當前教育改革從底翻上來的巨浪

正迎面襲來。 

浮島老師聊起過去這麼多年來的補救教學經驗是「…這些學生的

基礎能力如果要補救，就可能要往下挖到很深的。坦白講，我們很難掌握每個

學生需要補救的情況，像一些孩子可能連詞語怎麼念或字要怎麼寫，這些最基

本的對他們來說都還是個大問題。這些國中的孩子之間能力落差很大，說真的

在原班也很難停下腳步去等待落後的同學，畢竟老師也有課程進度的壓力。」

(R-6-3-M2m4-126)。 浮島老師對於普通班和補救班當中需要協助的孩

子有種莫名的無力感，因為對多數待補救的學生基礎能力不足、能

力起點不一、個別的差異性大，這些狀況在普通班課程進行時，是

無法因為少數人而停留的困境，然而即便是到了補救教學的現場，

也仍是補救老師教學時的難題。 

加入語文精進課程之前，各科補救教學的教材大都是由授課老

師自行將「原班教材簡化」後編寫而成。因為大部分的老師認為需

要補救教學的對象，大都是因為原班課程太難，學不起來、跟不上

的居多：「班上比較後段的學生才會來上補救，對他們而言原本的課程太難

了，才會學不起來。所以我們將課本內容簡化一些之後，學生會比較能聽

懂……。」(R-2-3-M2m4-128)。所以教補救教學時，授課老師會「將普通

班教材挑一些課本內的基本題目或將某些重要題目挑選調整一下，印講義給學

生使用……。」(R-2-3-M2m4-129)。 

浮島老師說其實當過去自編補救教材時，對她來講「補教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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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是不用花很多時間的。」(R-7-4-M2m4-129)。因為補救教學的內容其

實就是原班教學裡抽出最基礎、簡單的部分：「簡化課後班的補救教材

非常容易，因為自己平常教書就一定有備課，而且那些課本內容都差不多是過

去已經教到很熟的文章了，所以課後補救教學等於就是只教內容的基礎題而已

(R-2-3-M2m4-129)、「每次備課時間不用花半個小時，坦白說是非常容易且沒有

負擔的。」(R-7-4-M2m4-129)。  

所以，加入語文精進課程前浮島老師整理國文補救教材的方式

是：「大都是由課文為主整理改編的。」(R-2-3-M3m1-131)。雖然補救的學

生來自各班時，使用原班教材也會有某些問題，因為「…各班進度會

不太相同，但是因為我們小校班級數不多，只要課前稍微問一下，就可以當場

解決了。……如果教新進度，就把講解速度放慢一點；如果要複習舊的，就從

大部分同學都上完的課別為主。這些問題都很好處理(笑)。」(R-2-3-M3m1-

131)。 

浮島老師的國文補救教材內容是著重於字詞的形音義部分：

「……加強課內的註釋、國字、改錯，以課文的基礎部份為主……」(R-2-3-

M2m4-128)。以課內的基礎，作為補救教材的原因是希望接受補救的

學生「……可以比較快得到回饋，比較快看到自己的進步或改變……」(R-2-

3-M2m4-128)，因為浮島老師覺得或許這群學生看見自己成績進步後

能漸進恢復學習熱忱和動力。 

但當浮島老師所盼望的立竿見影尚未到來前，便早已長期陷入

一種「每週補救時間是追不上原班進度和能力黑洞」的無奈裡：「每

科每週只有兩節課 90 分鐘，時間扣前扣後的狀態下，落後學生的學習還是幾乎

不太有起色……，越多東西不會，就需要更多補救的時間……」(R-5-3-M3m1-

130)。低成就的孩子本來就是在特定科目有困難，原班每週科目的堂

數和進度，都是遠遠超過 90分鐘的。學生就會陷在舊困難裡原地打

轉時，新困難又持續進來攪局。每週的補救教學對於這群低成就的

學生而言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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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隨著普通班進度「遇洞補洞」的方式，讓學生面對課後補

救反而有種厭倦和挫敗感。除了來上補救課會被同儕標記之外，有

部分的學生是被補救很久了，原班聽不懂的，全部一鼓作氣在放學

後的補救課中，用濃縮的方式把當週原班進度一次醍醐灌頂，這種

精華、速效的養分，其實對這些基礎吸收能力不佳的孩子來說，這

樣的成分是相當苦口的。這些「習得無助」的孩子，反倒更鐵了心

的想逃出補救課、逃出已預知的失敗：「其實他們(學生)現在都清楚知

道，被留下來的孩子是怎麼樣的狀況嘛!以前輔導課全班都留，那大家都一樣

嘛!現在被留下來，人家就知道誰是後段學生，而且學了也沒進步多少，所以有

些孩子就不想來……」(R-1-4-M3m1-138)。 

也有另外一種「眼不見為淨」的類型是：「……覺得下課就應該要

回家休息，不想被留在學校。大部分後段學生的學習動力本來就不是很好了，

又要剝奪他的休息時間。……其實後來我也想想，他們好不容易撐過一整天的

時間，在學校已經留了七節課，現在放學又要他繼續留下來，學那些白天就已

經比較吃力的學科……」(R-1-4-M3m1-138)，當然這些低成就學生免不了

要逃之夭夭，而且「……那些肚子餓的狀況都很好解決啦!畢竟這不是最主

要的，主要的還是他們想不想學，而不是被動的被留下來補，這才是關

鍵……。」(R-1-4-M3m1-138)。 

浮島老師有感於教育現場的變化的悄然無息的迅速翻轉。若再

抱持著安逸的心態、薄弱的學習意識，或許一開始的確不會有任何

差異，但隨著後續衍生的問題積重難返、多做多錯時，通常就已是

病入膏肓的落後與脫節了。所以，她果斷的決定要把握機會，隨著

新課程的引領，前去探訪那條新的語文教學路徑……。 

肆、 進入方案初期 

隨著課程說明會的結束，揭開了浮島老師試用新課程的教學適

應初期。此時期浮島老師是採用模組一記敘文(故事體)的第一課(教

學文)~第二課(半自學文)。聽完說明會後的浮島老師有點雀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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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好奇、有些懷疑，但卻很堅定的走向這條通往「有效語文補救教

學」的新路徑。即使這條新路仍舊夾帶過往懸而未決的老問題，更

有著未知的新挑戰。但是浮島老師相信走進這條新舊困境交錯的未

之旅程後，所產生的新力量，或許可以帶她和學生一同跨越目前的

藩籬，看見另一片新風景。 

一、 新舊問題浮現、交錯與糾葛 

(一) 一張補救教學的「空白支票」 

 浮島老師以往教補救班時，就希望孩子可以感受到來補救班上

課的氣氛是與原班有所不同的：「……我希望在補救班的整體氣氛可以比

較輕鬆一點，也很鼓勵孩子在補救班上課時，心情可以輕鬆一些，有任何想法

或狀況都可以提出來並且盡量多鼓勵他們。」(R-3-1-M3m1-132)。 

因為浮島老師考量這群孩子已經上了一整天的課，應該是身心俱

疲、精神緊繃，再者當其他同學都放學休息、休閒之際，還要留下

來學自己最弱、最吃力的科目時，這樣漫漫的補救教學時光，對他

們而言想必是十分辛苦的。 

所以，浮島老師能理解這群需要「課後充電」的孩子們，一整天

下來終於撐到課後第八節時，早就已經又累又餓。為了預防生理的

飢餓、累積的疲勞，影響學習品質與情緒，浮島老師通常都會課前

準備好小點心，讓陸續前來的學生在等候全員到齊前，有些緩和的

時間並同時給五臟廟充電後再出發:「我們這邊的孩子是還滿單純可愛

的，所以上課前我會先準備好餅乾糖果，……等大家都到的時間就讓大家先來

吃一下，其實準備這些都很簡單不太費事……」(R-3-1-M1m1-100)。 

然而預防生理方面的飢餓和疲倦是很具體易行的，對於浮島老師

而言，以往自己在補救教學中面臨到的難題是低成就學生對於「學習

的厭倦與排斥」。尤其是那些「被他人指定」前來的學生：「……有些

學生會沒有很想要來上課，這樣讓我覺得很無力……」(R-1-4-M1m1-100)、

「……其實那些孩子很可愛，也不是什麼不乖的學生，就只是沒有學習動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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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所以他會說老師就叫我來補救，好吧~我就來這裡聊聊天，隨便打發時間。

或期盼著能不能今天不用上課，可以去打球之類的。雖然因為老師、家長要求，

他的確會真的過來上課，但是心裡不是很想學之下，就算填寫的東西再簡單，例

如給 ABC版之類的，其實他根本也懶得勾……」。(R-1-4-M1m1-100) 。 

然而，浮島老師提到起先補救教學的目標「……先放在提升學生動

機上。……讓低成就學生在補救教學時，達成的標準比較彈性一點，他們就可

能會比較有動力達到。」。(R-2-1-M1m1-102)。因為「我覺得說補救教學就是

老師給孩子『一張空白支票』，想要去領、去做的人，才會自己去兌現。整體的

關鍵點是在於，他們自己決定要不要領，要領多少。」(R-2-1-M1m1-102)。 

根據之前積累的實務經驗，浮島老師曾聊起「能把他們牽到河

邊，但不能強押他們喝水啊!」她覺得給孩子學多少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怎麼讓他們轉變成「想拿」、「主動拿」，甚至是「有勇氣填上自

己心裡希望的數字」、「實際前往兌現」才是關鍵所在。 

所以浮島老師才會先將補救目標的第一層先聚焦於：讓這群學

生「願意學」、「不怕學」。等待後續的新學習經驗讓孩子減少對於弱

勢學科的敏感、排斥和害怕時，再來決定要怎麼順著現況，調整後

續方向。 

但是當語文精進教材已然走到第二課時，浮島老師卻開始有些

無可奈何。她悠長的嘆了口氣說起：如果他們回到一般班級上課

時，也能比照補救教學辦理的話，才能更有效益。 

但是實際上原班的課程設計、教學方式、評量設計，甚至是增

強制度都無法和補救教學的模式相接軌：「……因為我們一般老師的對

象是全班，所以課堂給的要求會希望大家都要盡力完成，什麼活動、作業、功

課都一定要跟著交。」(R-2-3-M1m1-102)。所以當這群孩子從「補救浮

島」又再次回到原班時，仍有一堆堆沉痾，不得不去收拾；仍有一

場場手無寸鐵的爛仗，還是要繼續對抗，「其實我們知道他原班也有很多

功課，所以只要學生願意聽，然後跟著老師一步步做，例如：要求他要寫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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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做什麼，他都願意試。我們也不想造成學生額外負擔，例如：派回家作業

之類的。但如果真的要給他們補救課的回家作業，這部分我會採取另外獎勵的

方式。……如果他真的回家還願意做的話，我就當然會給他額外的練習作業。

還是覺得在課堂中當場時間不夠，還要想做得更好，想再多做都可以額外加分

的……。」(R-2-1-M1m1-102)。對此負向循環的情況，浮島老師也是無

能為力，只能企盼這群孩子在原班赤手空拳的激戰後，下次還能保

有些許力氣，再度昂首走進補救教室。 

(二) 一段「不被期待」到「毫無期待」的下坡路 

浮島老師說起當前的補救教學或多或少都共同面臨到：低成就

學生能力低落、學業表現不佳、學習動機低弱……等狀況。然而，

浮島老師認為這些行為僅是冰山一角，這些行為底下是一座座潛藏

的才是真正難以撼動的冰山，也就是學校和家庭早就漠視這群低成

就學生在能力、成就、行為表現一直呈現「穩定的」低落。 

因此這群「不被期待」的孩子，在發生學習困難後，可能以干

擾課堂、發生偏差行為，透露出他在學習過程中的挫敗。有些則是

採取被動、消極的不合作，將自己推往反方向，塞入安全的死角

內，企圖掩藏自己的無助。 

浮島老師曾無數次猜想學生在面臨學習掙扎時，是不是也曾發

出有聲、無聲的求救訊號呢?是否他們曾經在未跌入在谷底、深淵

時，也等著我們出隊救援呢?還是他們漸漸習慣旁人漠視他們聲嘶力

竭的呼救後，他們開始說服自己面對以往的雁行隊伍，僅是過眼煙

景，此刻該是認清「脫隊」後便已注定是永遠的「落單」了，不如

放手，就讓自己一路向下，縱身跳進谷底。 

浮島老師看見補救教學中「親、師、生」的三角關係比普通班

更難找出共同的支點來通力合作：「……其實我覺得家長的「態度」在補

救教學裡也很重要的，因為很多家長不太清楚、也不太管，往好處去想可以說

是信任學校吧(R-5-2)!而且一般鄉下學校的老師對學生的要求也還好，不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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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預期小孩子一定要進步到什麼地步。」(R-5-2-M2m4-125)。 

許多待補救的孩子，即便心裡還對自己抱著微弱的希望，但卻

早被學校、家庭貼上「不被期待」的標籤，永遠的放逐了。在「親

師不管」、「終身免驗」的推波助瀾之下，即便再如何奮力一搏，也

仍是再次重重應聲墜地。不如斂起翅膀，就此不願再展翅飛翔，還

仍保有一息尊嚴。 

浮島老師記得有個補救班的男生在語文精進教材開課後，曾跑

來辦公室認真的問她說：「老師，到底我學這個要幹嘛阿?」(E-5-5-M2m4-

125)。當下她突然當場征忡語塞住，想起數日前，上補救課時，望向

台下學生，有種近在眼前，卻有著難以言喻的距離感。她也時常想

著自己上課時，是否像是一個散播不實謠言的間諜一般，兀自危言

聳聽的唱著「基礎能力很重要」的大戲：「坦白來講，也只能透過這種方

式不斷的去說服孩子閱讀的重要性，告訴他們現在國中基測或這套語文教材都

不是只侷限在課本內，是比較重視綜合型的閱讀理解能力。」(E-2-6-M2m4-

125)。  

浮島老師覺得或許「學習的重要性」對於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

們而言還太遙遠「……他們可能不太會聯想到這件事很重要，因為他們根

本搞不清楚自己現在會什麼、不會什麼，反正老師給他什麼，他就這樣學。可

是他學了之後到底有沒有效果？他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會去看一下這學期的成

績表現。你給他什麼，他就塞什麼，到底吃了什麼進去、吃了多少進去都很無

感。總之，在學校就是這樣過日子就是了……。」(E-5-8-Fi2-85)。繼續走

向這段無聲無息的下坡路，僅管再三環顧、萬般確認四周是否有人

引頸企盼著他們歸隊時，一切一切的悄然無息只是讓他們確信「努

力」和「歸隊」，似乎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因此當浮島老師殷勤的招呼著這群斂起翅膀的孤鳥們進來新的

「補救浮島」時，看見這些孩子早就由「不被期待」走進「沒有期

待」的僵局裡了。其實浮島老師說如果學生本身：「對他自己沒有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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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要求和期待，他也會覺得日子就算這樣浪費過去，也覺得其實還好啊!」

(E-5-8-Fi2-86)。對於他們而言，這些打著學習重要性、放眼未來…

等等的飛揚旗幟，其實真的好遠好遠……。這群會飛到「補救浮

島」的孩子們，背後總有著許多縱橫交錯的遠因和近因，「有些孩子

會覺得說，反正來了就是把它做好；但也有些孩子一點也不在乎，覺得趕快把

它寫一寫就要走了。」(E-5-8-M2m4-125)。 

浮島老師也曾看很多孩子都開啟屬於自己的防禦模式：有倒楣

透頂的「悲慘宿命型」、被強扭來的「強迫中獎型」，也有以不變應

萬變的「旁觀者類型」，又稱為「與室(教室)無爭化石型」：「有些人

動機很低，覺得怎麼那麼衰，還要來上這個。有的是家長放學後沒時間管才來

的、有的是考不好被老師指定一定要來的；也還有些學生整堂課就很像旁觀者

一樣……。」(R-6-2-Fi2-85)。 

然而，實際開始上語文精進課程第一、二課的過程中，這些無

感、無心、無動機的孩子們，的確又讓浮島老師再度被重重一擊。

因為不論採用何種的教材，這些老問題仍舊持續現身。 

即便浮島老師早就明瞭「帶起孩子的學習動機」、「點燃孩子的

主動性」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奏效的，或許是這次拿到新利器的

她，有些求好心切、過度著急了。重新調整陣腳的浮島老師認為儘

管斜風細雨迎面而來，她決定撐起小傘、放慢腳步，等待孩子放

心、安心的習慣時，願意主動放下抗衡、固執、挫折、疲憊、無助

與掩飾，再次晾乾濕透了的羽翼，走入浮島上的陽光裡。 

二、 一場悄然展開的「新國文教學運動」 

(一) 一種願意「從心」、「重新」再來的勇氣 

大部分的新手老師初入教學現場時，會因為未知、不熟悉而努

力多看、多學。但隨著逐漸熟悉教學現場後，他們渾身豐富的經

驗，就可以順利得帶著他們的遊刃於各種棘手問題之間。 

然而「例行的自動化」模式啟動時，便也打開了另一道危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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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常態性的僵化」、「末梢神經的麻痺」。教學者開始無視於眼前

的種種警訊，仿若這些異狀都是正常能量釋放，毋需過度敏感。總

寄望著當前積累的功力，可以助其以不變應萬變，更奢望能就此擅

場往後二十多年的教學生涯。 

浮島老師其實也會希望「先前投注的心力，可以為往後的教學

生涯帶來平靜順利」，但她更感到憂心的是當前教育潮流變動甚快，

這樣的「坐吃山空」是相當冒險的行徑，所以她十分樂意「從心」、

「重新」歸零，帶著初心探索一條新的教學之路。 

浮島老師回想起以往國文教學的例行方式是：「帶著學生從基礎的

開始上，例如：課文的主旨、作者生平、字詞成語補充……等等。比較缺少對

一個文章深入做結構分析，後來想想其實以前的教學方式，真的很像是講參考

書的內容。」(L-1-2-Fi1-15)。而浮島老師所謂的「參考書教學法」就

是以「課本文章」為本擴充相關字詞、語彙、國學、文學、文本的

時空背景知識……等等。 

近年來，浮島老師也慢慢發現學生課後願意投入學習時間銳

減，因此她曾試過更努力的把握上課時間，幫學生快速補充這些以

往需要自學的國文相關知識：「以前我們會自己買自修來補充課本沒教

的……」(L-3-1-M2m4-115)。「……現在全班孩子最多只有 3、5個買，不過有

買的其實也隨便讀，沒買的就覺得幹嘛這麼貴的書，……其實別提上課抄筆

記、買自修，一大票人連考試、作業都不寫的(笑)。他們覺得弄這些太煩了，

不願意。……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偏鄉孩子的關係，大部分不喜歡坐下來讀，覺

得很無聊、很繁瑣。我問功課還不錯的孩子說：現在你回家看甚麼，他說上課

這樣聽過去就好……」(L-4-2-M2m4-115)。 

然而，即便浮島老師課前詳細的整理、課中振筆疾書的補充，

等到課後驗收成果時，卻沒有預期裡的美麗果實：「……那些說上課

這樣聽聽就好的學生，當然沒有真的考好(笑)！……」(L-4-2-M2m4-115)。

「……就是沒有考好，所以才會覺得要不要繼續補充、加緊練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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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2-M2m4-115)。不過浮島老師也意識到不論是普通班或補救班的

孩子，若繼續「餵食」以往的國文教學方式，早已無法引起學習胃

口，更別提成效和進步了。 

因此浮島老師在課程說明會時，眼底裡雖參雜著疑惑，但腦海

裡卻清楚的轉動著許多躍躍欲試的新構想:「剛拿到這套教材時，第一

個念頭就是在想這些教學內容到底該怎麼做，才能符合學生的需求……。」(E-

1-2-Fi1-28)。 

所以，浮島老師備課時很多時間都是在推敲要怎麼提問才能輔

助學生找出重要訊息。因為語文精進教材是藉由老師問問題，讓學

生有系統的去觀察、找出重點和發現訊息之間的關聯性。所以對於

浮島老師來說「……課前準備需要比以前花更多時間，不過那是剛開始幾課

比較不熟時，要花很多時間備課，不僅要看教案，還要想這樣該怎麼

問……。」(E-4-1-Fi1-15)。 

雖然準備新課程的確耗費浮島老師很多心力和時間，但從備課

的過程中，她自己覺得不斷發現以往未曾留意的新觀點，例如：「以

前我們不會把國文科，拿來用比較科學的方法切割成很多的元素，在國文教學

中，很少談到這一塊……。」(E-2-2-Fi1-15)。她覺得語文精進教材與原

班教材最大的差異所在，語文精進教材的重點不是放在閱讀「文本

內容資訊」，而是將「文本內容」與「文體架構中的重點元素」對應

後，有架構的讀出文章內重點元素的鋪陳和重點元素之間的關聯

性。所以，浮島老師認為它不只是與文章內容不同的國文教科書，

而是在教案流程中，嵌入一套新教學概念與行為。 

浮島老師認為要具體落實新課程，首先將會需要連帶改變教學

方法和班級經營的模式。因此她決定先由「教學行為」和「硬體環

境」來著手。例如：將「板書改為 PPT」減少課間書寫時間、利用

「微型麥克風」讓老師可以走入各組巡視。以上這兩種「微改變」

都可以讓老師授課時，將更多注意力和課堂時間放在「回應學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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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或是「給予立即回饋」上：「我覺得以前的國文教學，有兩件事情限

制住老師的動線，一個是板書、一個是麥克風。後來我去問廠商之後發現藍芽

的麥克風不會太重可以隨身帶著走。尤其在補救教學中，我覺得立即給孩子回

饋和處理課堂中發生學習的狀況都是很重要的。這樣的模式其實因為簡報是師

大原本就已經 ok的，配合補救班規模小、人數少，所以我只要事前看完上課內

容和 PPT後，上課時就可以把所有力氣放在學生上……」。 (E-10-4-M1m1-

103)。 

同時，浮島老師分享當開始教語文精進課程時，全程都需要非

常全神貫注的去「回應」或「回饋」。不僅要熟練教學內容，同時要

兼顧學生的反應。雖知新教法一定會面臨新難題，但是實際遇見

時，仍有些措手不及：「譬如，因為我們以前在普通班教學是用比較偏向講

述的方式，所以現在就很怕一次問太多問題時，放出去就很難收回來。或學生

回答問題時，人多就嘴雜而開放性的問題又是最難收回的，這也是我覺得比較

為難的地方。所以，我說老師在備課時設計問題，可能都要花比較多時間去

想。尤其是提問的問題和所希望產生的答案，兩者間是不是精準的，其實開放

性的問題很好問，但是老師要問之前要自行去想想這樣問的重點到底是什麼，

老師想要達到的是什麼……」(E-4-8-M3m1-132)。課堂裡學生拋出的問

題、老師接住後的理答、問答討論時的解說，以及問答時老師需要

判斷問題來往之間想引出什麼的關鍵點為何……，種種問答教學中

的狀況都讓浮島老師擔心自己力有未逮。 

然而，她也一方面鼓勵自己，或許在補救教學的班級規模裡，

是很有機會挑戰成功的：「……因為補救班人少，老師上課方面態度和進度

都會持比較輕鬆一點的方式，坦白講人很少，以他們的學習特性，其實也不會

拉得太遠啦!就算是開放性的問題要收，也比較容易……。」 (E-4-8-M3m1-

132)。然而，初試身手的浮島老師雖然暫且未將此方式用於原班國文

教學，但已經逐步在補救教學裡，持續練習調整提問和理答的即時

性和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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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關於語文精進課程中需要分組討論的活動，她也仍先持

保留觀望的態度：「分組活動的部分，其實我也還沒有用過，因為如果班級

秩序大部分 OK，其實是可以用，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一屆的班級，我都不敢用

分組的模式，怕一用全班就好吵喔！」。(E-4-8-M2m4-123)。 

即便再想大刀闊斧的落實各種「新教學運動」的理念和行動

念，但是浮島老師仍希望能夠穩健的站穩每一步再往前邁進下一

步，所以先將「新教學運動」的戰場集中在她的「補救教學浮島」

上漸進操練就好。 

(二) 一條拉起新舊教材之間的延長線 

浮島老師曾提起自己原班的國文教學內容和重點是以「課本文

章」為核心，逐漸向外延伸補充相關字詞、語彙、國學和文章本身

的時空背景，所有慣用的陳述用語都是被訓練有素的整理為無可挑

剔的文學精華。 

所以，當她開始試用模組一的前兩課時，浮島老師最難適應的

就是教案中的敘述和用語，因為「雖然我是覺得教材編制的大方向是對

的，但我覺得編寫教案時，可以再多融入一些現場國文老師的想法、意見，這

套教材很多用語會和國文常用的說法有很不一樣，這會造成彼此難以溝

通……。」(E-4-2-Fi1-44)。 

浮島老師心想若教案撰寫能用以往的國文教學「慣用語」來詮

釋「新的語文教學概念」，不僅可以幫助老師貫通新舊教學差異性，

減少自行摸索、混淆不清的時間，讓他們盡快上手使用，而非在字

裡行間追逐著表面看似陌生的詞彙，骨子裡卻又像似曾相似的概

念，例如：浮島老師覺得「為什麼不用國文的六書的意思解釋呢?等於還要

多學一個不熟的名詞『組字規則』之類的呢?」(E-4-2-Fi1-46)。畢竟教案的

敘述用語，僅是要協助老師達成新教學方式的媒介，以此角度思考

的話，其實可以「入境隨俗」，毋須無端造成使用者的困擾。 

回想或許除了老師本身對於國文常用概念會希望採用慣用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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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當時浮島老師恰逢開課時間已迫在眉睫。外加所有的教學用書

和相關配合事項都是當天才知曉，所以仍有很多事務待補救老師回

校轉達行政人員協助安排。眾多改變匯聚一堂時，台上竟然已演示

完最重要的第一課-教學文。 

準備親自上陣的老師們，僅懵懂快速的看過台上示範教學，很

多當場未釐清的教學流程、策略和活動，都僅能由老師自行從教學

指引中來尋覓可行的做法，眾多原因之下讓她覺得希望語文精進課

程的撰寫能夠更貼近使用者的習慣會增加可讀性。進入方案初期的

浮島老師，雖正值面對適應新教材、教法之適應，但是她心裡仍不

忘隨時提醒自己要以學生的需求為先：「我會常想這樣對他們到底有沒有

幫助……。」 (E-4-7-Fi1-39)。因為很多教學現場的問題都應該「回歸

到老師自己身上來尋找解決之道……。」(E-12-2-Fi1-39)。 

浮島老師面對種種未知、變動和過往排山倒海的僵局來襲時，

為何她仍可在斜風細雨中，穩健前行。原來這份動力是來自「讓孩

子願意主動來補救學習」的誠摯企盼：「……我覺得這些孩子們願意留下

來上我的補救課，就是給老師很大的鼓勵了阿!」(E-12-1-Fi1-38)、面對「我

想不只是我，對於任何老師而言，都會非常樂意教會他們的，只要學生稍微有

意願、有動機時……。」(E-12-1-Fi1-39)。 

當我們看見「補救浮島」上面閃著一道道洗練後的微微透亮

時，那是一隻隻曾經落單的孤鳥，徐徐抖動著綣縮已久的羽翼，放

心的一邊細數、一邊晾著被細雨漉濕的翅膀，等待下次風起時，跟

上一場小小的飛翔……。 

伍、 進入方案中期 

甫加入新教材試用方案的浮島老師，仍與以往懸而未決的老問

題再次相遇。但此次在與一群的低成就、低動機的孩子迎面相對

時，卻開始有了新的力量引領著她從不同的角度看見不一樣事物。

浮島老師希望這群孩子不論走在哪一段下坡路，都能夠在她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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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引領下，有勇氣擺脫這一路向下的頹勢。 

隨著新動力的注入，緩下腳步的浮島老師在第一、二課的實作

與嘗試裡，發現需要先改變教學行為，調整師生互動關係，才能順

利達成新教學目標。新教材裡的帶來眾多喜樂酸甜，未必總是順

利，但是燃起希望火光的她仍願意繼續向前……。 

一、 新教材、新教法的影響 

(一) 找回一些「願意學」的孩子 

隨著浮島老師已經教完第一、二課的進度之後，她發現課堂上

的氣氛開始有些不同。以往課堂裡的交流從「單行道」開始轉為

「雙向道」，曾經斂起翅膀的孩子，一個個開始怯生生的探出頭來。 

「過去」曾覺得學習沒有意義、面對自己低落的表現毫無知覺

的那些狀況：「他不覺得那個東西對有什麼意義嘛!…，覺得把它寫一寫就要

走了，一點也不在乎。」(E-5-5- Fi2-125)、「原班老師也跟他們說過，學生

她們就是不在乎，家長也不在乎，所以他就是懶的背、懶得寫，可是實際上的

能力沒有這麼不好，……。」(E-5-6-Fi2-87)。在「現在」在補救教學課

裡，重新尋回上課的動力：「……有些人坦白講成績還是考得不是很好，在

原班還是那種很後面的，……但是現在問他問題，他都變得很樂意回答。」(E-

9-2-Fi2-82)。 

孩子在課堂中不僅是能「回應」老師的問題，而且是很「樂

意」有機會參與這就是非常大的進展，也正是浮島老師在補救教學

中首先設定目標之一。浮島老師猜想促成這樣轉變的原因之一：

「……可能是因為課後補救人數比較少，所以孩子來到這邊的時候，他就變得

不得不被注意到了，也比較有表現的機會。」(E-7-2- Fi2-140)。或許孩子

終於在補救教學的課堂上，覺得自己被看見、被指定、被要求、被

鼓勵，這些種種都是以往較少機會得到的「重視」，也是這時他們才

覺得這偌大的學校裡，也有自己能夠發揮與立足的之處。 

再者，以往的浮島老師認為「增強制度」對國中孩子的心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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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而言，總有種「小瞧了他們」的感覺。因為「增強制度」是將本

身就應必備的學習態度和努力與獎品、點數相掛勾。所以「增強制

度」對於國中生而言是應該要慢慢消退，並且內化到能夠自我要

求。浮島老師擔心的是不曉得「增強制度」何時會失效：「可是這種增

強的東西就是有時候有用，有時候沒有用。」(E-4-8-Fi2-87)，萬一日後失

效之後，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和行為是否也會隨之倒退。 

曾在原班級使用過增強制度，過程中並不順利的浮島老師更加

遲疑：「獎勵回饋制度之類的，其實一般課時，我都有想過好像這樣的方式也

不為過，可以鼓勵孩子。可是在大班時比較困難就是如果給 A，B一定也會想為

什麼沒有點我。……因為班級人數和時間的關係，沒辦法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表

現。」(L-5-5-M2m4-122)。 

當班上孩子為了原本只是「輔助性」的增強制度而起紛爭時，

反而造成她難以完成預定的教學進度：「大家開始會有很多的意見啊！會

覺得不公平之類的，就是光要處理這些問題，其實可能就會妨礙教學的流暢；

但是如果在補救班，學生才那幾個個位數，大家就比較能輪到…」。(L-5-5-

M2m4-122)。對於浮島老師而言，給增強點數時也會讓她覺得上課會

分神，整體教學節奏也會被中斷：「對我來說，上課時要一邊講課、一邊

在黑板上給點數，再走下台去巡視、還是發講義這樣子來來回回，也是會浪費

很多時間……。」(L-5-5-99)。 

但是本次基於想徹底落實「新教學運動」的精神下，她決定先

在語文精進課程的補救教學裡，先試試水溫：「……獎勵回饋制度或增

強之類的，其實我平常沒有在用，因為他們已經是國中生了。不過當然有這樣

鼓勵過學生，所以我想若是在補救班(語文精進教材)，人數只有個位數，大家

平均都輪得到應該 OK。」(E-7-3-M2m4-122)、「……但是在普通班這樣是沒辦

法的，因為一堆孩子會開始很多意見，有時會覺得不公平之類的，光要處理這

些問題，可能就會妨礙我的教學進度，所以雖然覺得增強制度 OK，可是真的在

大班是比較沒辦法的……」。(L-5-5-M2m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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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過去在普通班使用時，情況並不順利，但是後來她從本次

補救教學的經驗裡終於說服自己。因為她看到增強制度對很多尚且

無法自我要求、自我激勵的孩子的確是奏效的：「……對孩子還是 ok

的，像我上課時，如果事前有先把誘因說好，跟他們說等一下上完時，達成標

準的有糖果或飲料，就會有比較多孩子願意去做到。」(E-7-3-Fi2-99)。 

而且浮島老師觀察到有一位曾經上課動機低落的孩子，後來在

增強制度之下，上課表現變得較為積極，也較願意面對現在對他仍

較困難的學習任務：「他每次都會問我說那老師這樣有點數嗎?所以怎麼樣用

增強去引導就變得很重要」。(E-9-2-Fi2-87)。 

雖然這樣的孩子在成績表現，沒有明顯提升，但是可以看出他

對於學習的態度上已經有轉變：「……成績也是沒有很理想啦!像補救課

的逐課評量大概拿個 4、50分，他會說：『老師，50 分已經很好了』，不過，至

少我覺得上課還有回答、有反應，我就會覺得說孩子已經有高過我的預期啦!」

(E-9-2-Fi2-82)。 

因為被注意到之後「願意回答」的學生、因為增強點數「願意

舉手」的孩子，讓浮島老師覺得「增強制度」即使耗時，但是比起

將增加的時間，用來教更多內容，浮島老師認為增強制度的效果，

遠遠大於原本的預期了。 

(二) 面對學生反彈時的無力感 

然而當這群原本在課堂裡不痛不癢、無動於衷得學生們開始漸

漸活絡、甦醒後，這群活性瞬時提高的學生，對浮島老師來說才正

是挑戰「教新教材」的開始。 

當新教學方式展開後，語文精進課程的設計是為了要讓孩子能

夠學會「新學習方法」，所以老師的任務不再僅是教「教材內容」，

而是要「用教材教出能力」。而這些重要的能力是例如：找出文章重

要元素、摘要、整理文章結構表……等等，所以老師們需要藉由問

答的方式，引導學生從文章中去找出某些詞語、段落在文章中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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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功能性，同樣的答案在不同的能力裡可能扮演的是不一樣的元

素或功能。重點不是在於這個答案的資訊，而是學生能否找到答案

和文章之間所連結的意義。 

然而此時的浮島老師面對學生在課堂鼓譟、騷動、反彈的「重

複」時，也有些被隨之牽動著：「其他老師也提到教案裡很多反覆的提

問，提問的問題非常類似，會讓學生覺得這早就已經上過了。因為問問題之

後，回答的答案可能都差不多，可能就會覺得是在教一樣的內容。」(R-5-9-

M3m1-137)、「每一次上課開始在複習時，常常在問差不多的問題，孩子會跟我

說：『老師，那邊上節課不是就講過了嗎？可以不要再講這個東西了！』」(E-5-

9-M1m1-104)。 

雖然浮島老師其實明白這些「重複」，是在學習策略時，所必經

的路徑，但是這部分的教學方式是以往比較少接觸的：「這個新教材是

想透過教策略的方式，去協助小孩能夠有策略，可是這部分我們以前很少嘗

試，我跟學校其他國文老師討論過這個東西(語文精進教材)比較硬一點…。」

(E-4-3-M1m1-104)。所以浮島老師其實很難去釐清，現在的反彈是因

為太多重複提問，讓他們覺得在原地打轉而不耐煩或者是「學習策

略」這件事難度比較高，所以才導致孩子反彈。 

所以當浮島老師引導學生回答問題時，孩子們的反應與抗議，

總是帶給她很大的挫敗感：「……學生覺得說這個已經講過了，每次都有這

種反應時，我覺得有種好無力的感覺。」 (E-4-3-M1m1-104)。雖然浮島老師

認為這樣的策略性教學很重要，但是有時候當自己和學生彼此都卡

住、無法克服時，自己也會有些失去了動力和信心。 

(三) 面對補救班裡差異性調整 

浮島老師雖然已有採用標準化介入的教材來進行補救教學，但

因為補救教學班級內的學生間，仍有很大的個別差異和殊異的學習

需求。因此語文精進教材裡會提供給現場的老師，不同難易度版本

的學習單，讓老師依現場學生的能力，隨時彈性調整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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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浮島老師在使用彈性版本教學時，過程中發現了些難

題：「學生寫空白(難版)的狀態下，他會慢下來聽講才有辦法寫上去，可是一

旦變成填充(簡版)有其他提示時，課本、文本在旁邊，他不用聽講，不用思

考，馬上就找到了啊！等於只是考寫字啦！」(E-5-2-Fi2-74)。因為學生

「……試了填充(簡版)之後，我發現根本講不到一半，他就說老師我寫完了，

也不想聽你講，只是想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E-5-2-Fi2-74)。 

面對老師還在講解引導的過程中，學生開始自己動手找答案。

因此浮島老師對於選擇「不同難易度版本」時，有些不知該如何拿

捏調整：浮島老師認為「因為習慣一面講，一面引導學生完成。……但

是，當我還在一段一段的講的時候，有男生就已經去找，然後寫好了說：『老

師，那我寫好了，我可以下課了嗎?』這時我就發現這樣也不行，例如：文章結

構單比較簡單版本，學生就只要去原來的句子找答案就好了，很快阿!不用花

3、5分鐘。因為等於將課文一樣的句子挖空其中幾個名詞，這樣就失去這份學

習單原本的功能。」(E-5-2-Fi2-73)。 

同時，浮島老師認為把補救時間很短暫，若花太多時間抄寫或

是要他們從課文裡找相對應的答案，並不是此教學主要目的。尤其

這群孩子目前大部分對書寫感到比較吃力，書寫速度慢，難在時間

內完成：「如果真的要把難版寫完，寫的東西太多，學生真的是寫不了!而且

他們寫東西本來就比較慢……」。(E-5-2-Fi2-73)、「期末檢討時有提出來，用

空白難版花太多時間，但是用簡易版根本沒有作用，因為簡版在課本、文本裡

面可以找到一模一樣的句子，孩子就照抄答案就出來了啊！很像在考課文裡面

的一些東西有沒有熟悉……。」(E-5-2-Fi2-74)。 

浮島老師認為不是每篇文章都要這麼複雜，「其實只有碰到很難理

解的文章，才需要用一些很複雜的策略去猜它的意思，否則平常這樣看就看懂

了，……花太多時間，而且沒有任何的助益……」(E-8-2-Fi2-74)。所以後

來浮島老師鼓勵孩子去進行擴充閱讀時，並沒有要求要寫這樣的結

構表：「讓學生自行閱讀的話，我就沒有叫他們寫後面那麼囉嗦的東西

 



159 

(笑)。」(E-8-2-Fi2-74)。 

二、 浮島老師想對新教材說的是…… 

(一) 「簡單」的事情變得「不簡單」了 

浮島老師在使用語文精進課程時的評價，有些是由學生方面有

意義的回應或反彈，而牽動著老師這端的教學調整與情緒之外。有

些困惑迷惘，甚至是不認同，則是來自於浮島老師在教學實作過程

裡對此教學設計的評價。 

浮島老師在第三、四課開始，從自己教學反思中、學生反應裡

突然覺得有時候將「文章結構」分析太過詳細之後，真得有必要嗎?

還是反而將簡單的課文變得很複雜：「我覺得模組一的事件，就這樣子

(直接看)也不會很困難啊!應該不用搞得那麼複雜，對不對？因文章裡面的人

事時地物，我覺得還滿簡單的(笑)，學了也不見得有什麼很大幫助。一般我們

也會針對事件經過、大概的問一些重點就好，這樣教法好像也差不多，我覺得

說這樣的教學反而把看文章這件事弄得很複雜啊!這樣到底有什麼幫助嗎？看

起來好像也還好……」(E-4-1-Fi1-41)。 

浮島老師在教「切事件」教學的過程中，懷疑著這些「分析標

準」真的有「既定標準」嗎?還是，反而將簡單的東西複雜化：「例

如，切事件這些事件是可能跨幾段課文去描述，然後希望學生找出各段相連的

關係因果之類的……，但好像在學生想法中就是文章裡交代個例子而

已……。」(E-4-1-Fi1-45)。 

浮島老師與我們討論到，若針對此學習主要目標和時間效益來

說：首先「切事件訓練」應是設計讓學生練習，不僅只是在「字詞

句」中找線索，而是要向上提高「概念單位」以單一段落或合併數

段，「較大的概念單位」找出事件的功能與事件之間的關聯性。 

當達此學習目標達成時即可，其它過度落於細節的調整，對於

師生教學過程與進度都是很大的負擔：「……輔導會議、教學裡都為了

那個切在哪裡的問題討論很久，爭議也很大。我自己心裡面也打了一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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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種東西有這麼重要嗎?」(E-4-1-Fi1-45)。 

浮島老師也認為文章結構分析，有時難免會有主觀差異，因此

許多切在哪裡的癥結點都讓浮島老師輔導會議討論和現場教學時，

都覺得左右為難：「……這段到底能不能算是在同事件裡面，切不同方式如

果能說得通，這個東西一定需要有標準答案嗎?……」(E-4-1-Fi1-45)。首先

是否有「標準答案」，再者所以要學生找出「教案指定的答案」嗎?

還是整體重點應該要放學生產出自己的答案後，「能說出理由」：「…

我覺得這個教材設的大方向是 ok的，但是在文章探究的部分，難道有必要做

到這麼細嗎?……」(E-4-1-Fi1-45)。」因此浮島老師認為精進教材的教

學設計，在文章結構的這一塊切得太細，而忽略了讓孩子把握機

會，大量練習。 

(二) 「萬事起頭難」-第一課「好多又好難」 

她建議當學生學會此類型的文體結構時，應該把時間放在大量

練習相關的文章裡面：「……設計這樣的活動當然是 ok，但是很多東西不需

要切割得這麼細……」(E-4-1-Fi1-46)。並且，「……再來是我認為可以先給

一個大方向，然後透過分享閱讀文章時，再去讓孩子熟悉架構。譬如敎孩子策

略後，一切都是要讓他多次練習後活用。」(E-13-7-Fi1-46)。 

然而，浮島老師認為現在在模組第 1課就因為要讓學生精熟，

而不斷練習很細節的東西，造成教學時間不足，孩子的練習也不

足：「…但這套教材現在變成在模組的第一課，就要讓他先去精熟文章架構這

個東西，在同一課不斷地、不斷地重複敎，說真的要這樣時間真的不

夠……。」(E-5-3-Fi1-46)。 

浮島老師說起，若要補救班的孩子將補救教學教的策略，不僅

會，還要熟練到能獨立使用，甚至是類化回原班的學習。目前精進

課程所設計的教學安排和練習量，暫時看起來是難以為繼的：「……

真的也要應用回到普通班的學習的話，也是很有困難的，我們一週上一天，他

回去還是用同樣的方法上五天，補救班一學期上 3~4 課，普通班一學期要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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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以上……」(E-5-3-Fi1-46)。因此，我認為國文教學「只要找到重點

(句)，他們不需要找到課文的細部結構分析，那種東西不是很多的。」(E-10-

3-Fi1-46)。 

浮島老師也談起目前的實際教學進度和學生學習後的反應，他

認為同一個策略的再現率太低，導致學生較難大量練習而熟練使用

的方式：「以前應該沒想過，一週上兩次，每次 1節，有時學生到班的時間根

本沒那麼多或有些根本就是把課程內容塞太滿了，你們課程設計的六節其實是

要更久，那可能要八節或十節才有辦法把第一課上完。變成下次到第二課要教

同樣的策略時，已經是一個月之後，因為隔太久沒練習根本就沒辦法熟練，這

個時間的問題的確很難解。」(E-5-3-Fi2-83)。 

雖然，她認同語文精進課程文本中的學習鷹架設計乃是採教學

文、半教學、自學文漸漸褪除的模式。但是，她也不斷的建議研發

單位，從她的實際試用過程中，真的覺得教學成分分配比例過度頭

重腳輕，把所有成分塞在第一課，讓師生在遇到第一課時，就已經

大喊吃不消，而且後續練習機會較少時，可能會導致保留狀況不甚

理想。 

教學適應中期時，浮島老師最大的難題就是：當開始嘗試「用

教材教策略」後，學生們接收到的卻是老師一直重複強調「教材內

容的訊息」，而有口語和行為的負向反應。此時浮島老師也尚在調適

「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的方式，又要同時思索因應策略處理

學生對「重複」的反彈，這的確是很大的挑戰。 

其實這樣的挑戰也並非只發生在她身上，會議中也有許多老師

提出同樣的議題，只可惜當時眾人討論後的妥協辦法或研發團隊的

建議和，都無法完全說服浮島老師。 

其次，語文精進課程中的「難易版學習單(差異化學習單)」，讓

現場補救老師能依學生現況，進行在地化的調整。然而，這部分浮

島老師也有些實際操作上的困擾，這兩種的困擾都是屬於浮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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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對於新課程之教學適應上的困難。 

進入方案中期的浮島老師，簡言之，對於語文精進課程的疑問

是在於：首先，設計的教學成分過度著重於文章分析、將簡單文章

複雜化的問題。其次，覺得因為整個模組裡，放在第一課中要老師

進行教學的新成分過多，第一課的教學時間拉太長。甚至，有時相

差 5~6週的狀態下，讓很多補救的孩子還沒進入第二課前，已經對

前面的課程有些生疏了。她認為新策略應該要透過大量、持續練習

才能比較穩定。 

儘管，實際教學過程中，浮島老師對於教學方式和教材適應上

都遇到一些困擾，但是中期階段，她的新展穫就是-採用以往不看好

的「增強制度」，竟意外拉回幾個因為被看注意、被重視後而「願意

學」的孩子，這也成為教學初期到中期階段裡，浮島老師遇到瓶頸

時，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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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進入方案後期 

浮島老師在試用模組一「記敘文(故事體)」的過程充滿新舊交

織的衝擊與變動，包含著新教材、新教法、對低成就學生的新觀

點…。接踵而來的新改變都是浮島老師由教學適應「初期」走進

「中期」之路中最大的考驗。浮島老師曾分享這股變動力量也讓她

有了吸收新知、調整教學行為、視角的新契機，大約花了「半學期

到 1學期」的時間才較能適應新教材教法：「……新教材教法比較上手

時，大概需要半學期到 1學期的時間。最主要的是老師自己要消化，還要練習

提問技巧，因為就算老師很清楚這個問題，但是關鍵是要怎麼樣協助引導孩子

瞭解，這是才是我覺得最難的部分。」 (E-4-1-Fi1-30)。由此可知，浮島

老師在教學適應「初期」處於摸索、嘗試消化新教材；「中期」階段

較有餘力思考如何彈性使用新教材來教學，「中期」階段的教學調整

重心是「練習提問」，因為她覺得透過課堂「提問」，包含教師引

導、師生問答討論過程，才能讓學生真的處於學習狀態，而非師生

完成形式上的教學進度。 

這樣的新改變讓浮島老師在教學適應後期之初，亦即模組二

「記敘文(寫人)」第 1課時，便感受到學生的表現已有所不同，整

體而言更加「進入狀況」：「…可能是學生的反應慢慢起來，感覺就有在進

度內，學生的反應，讓上課感覺流暢，不用一直停下來。」(E-9-1-M2m2-69)。

經過語文精進課程模組一的洗禮後，補救浮島上的師生們都更加熟

悉新的教學節奏，也從新的教學方式中找到改變自己的新力量。這

股正向的力量讓浮島老師更自信面對模組二的教學，也在教學適應

後期中更能獨立思考接續而來的難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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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寫在後期的前面- 一棵沒有柳丁的柳樹 

進入方案後期，浮島老師發生一件有意思的小插曲。一棵「沒

有柳丁的柳樹」引發了浮島老師一連串的疑惑和反思。原先，浮島

老師認為自己過去對於學生狀況是大致能掌握的。然而，現在對這

樣毫不猶豫的肯定，卻開始充滿問號：「這學期有件很『好笑的事』，我

教五柳先生傳剛好教到『宅邊有五柳樹也』，有個是學習低成就，但一直不願

意去攜手的孩子問我說：『老師，柳樹?是柳丁的樹嗎?』當下我就傻住了，有

些同學開始在笑，但是我看他的表情是很真誠發問，不是開玩笑的……」(R-7-

1-Fi1-23)。當時，我心裡想:『難道竟然連柳樹也沒有看過嗎?』，但是當

這句話直覺迸出來時，唉!立刻也想到……嗯!這種覺得理所當然、古書詩詞中

常出現的柳樹，在這些孩子的生活經驗裡倒是真的很少出現。沒想到自己從沒

注意過這種「柳樹」的問題呀……」(E-10-5-Fi1-23)。 

這個「此柳非彼柳」的事件發生後，浮島老師才赫然發現原來過

去許多「不假思索」、「理所當然」確實存在自己的教學過程中，這

可能就是讓她未能掌握學生學習狀況的最大絆腳石。因為「柳樹」

可是從國小到國中的成語、詩詞、文言文、散文……出現率很高的

植物，「柳」的象徵意義應該是很多國中生的基本文學常識： 

首先，文學作品中柳樹的「柳」與「留」諧音，所以文學作品中

常用此樹暗喻離愁、思念，例：柳永的『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

曉風殘月』的離別思念之情；臨別的「折柳贈友」也是以柳枝葉細

長的外表，象徵彼此情份綿長永久。 

再者，垂柳受到古代隱士的喜愛，西晉時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的

柳樹下埋頭鑄劍，不理高官權貴。東晉詩人陶淵明以《五柳先生

傳》以明志，唐朝李白、宋朝陸游都有與柳樹相關的詩句。 

還有古人視柳樹為軍營之樹，因為柳樹的生命力強、生長快，

經常種在軍營周圍作為屏障，所以將軍營又稱柳營，許多地方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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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營」為地名。 

由上述可知，國文文學作品中，「柳樹」是使用率非常高的辭

彙。如此，我們便可同理浮島老師的驚訝了!。一位連柳樹都不知道

的孩子，對於國文老師課堂引導的意境，的確難以一同分享文學之

美。此時即便她有些驚訝，但也開始接受現實的教室裡除了懶散、

不想學的學生之外，可能也有不知道、沒學過和學不會的孩子。 

可能許多教學和補救教學都比較偏向「教師單向講述」，較少從

上課師生互動中追蹤學生「即時學習狀況」，因此連帶也較少從學生

學習需求的角度去思考教學內容「適切性」、「即時性」、「動態性」。

浮島老師曾經提到以往備課都是由老師預先整理出一套「精華」

後，把文章內容的重點教給學生，讓學生紀錄下來。 

經歷「柳樹事件」後的浮島老師認為教學中觀察、瞭解學生學

習過程中的狀況與困難是重要的。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若要偵測學生

的學習狀況，就需要在教學過程中多提問，從問答往返裡觀察學生

反應才能「對症」下藥。此時浮島老師有感而發的說起她認為教學

裡最大的盲點就是「老師不懂『學生的不明白』」：「以前的教法是我

們老師講，學生聽比較多……」(R-7-1-M2m4-120)。 

所以，有時老師會有個盲點「……就是我們不是很清楚『學生不清楚

的地方在哪裡』。也就是我才能發現原來有些東西就算再基礎，學生也真的還

不會……」(E-10-5-M2m4-120)。浮島老師發現「教師所認定的不疑處，

學生都可能有疑」，即便是再基礎的能力，也有可能會是低成就學生

的困難所在。因此找到學生學習問題的癥結點，就如同汨汨流血的

傷口找到止血點，才能終結學生在荒蕪的等待中消耗所有的學習動

機與力量。 

以往的浮島老師並不習慣以「問答討論」的方式來進行教學，因

為這對她而言是會影響上課的秩序、教學的進度：「……原班比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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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是如果點 A，B一定也會想為什麼沒有點我……，因為有時候沒有辦法讓每個

人都有機會回答，大家開始會有很多的意見，覺得說不公平……，可能會妨礙

教學的流暢……」(L-5-1-M2m4-122)。 

「……不過如果在補救教學人少，比較有機會輪得到，也比較好處理，補

救的學生也會比較需要問答類型的教學方式……。」(E-2-1-M2m4-122)。 

但進入語文精進教學的浮島老師覺察到師生課堂問答就像探針

一般，能夠即時回傳「學生是否還在學習狀態中」的訊息。然而，

這樣的訊息對於教學，尤其是「補救教學」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情，因為「……有些東西，我們覺得理所當然，那如果他們沒有提問的話，

這個問題我們也不會去發現，不是嗎?」(E-10-5-Fi1-23)。何況補救教學對

象是一群在原班學習有困難的孩子，所以他們在補救課裡也可能會

「隨時」再次卡關。補救教學的老師應該對他們學習反應更加敏

感，若漠視補救教學過程裡的學習問題，需要再待何時來補救他們

的「補救教學」呢? 

當進入教學適應後期，浮島老師決定試著減輕一些對進度和課

堂秩序的堅持，因為她不單只想「拉回一群願意學的孩子」，還要真

正瞭解掌握這群「願意學」的孩子之學習需求。浮島老師想要給這

群脫隊的孤鳥們，真正能再次展翅歸隊的幫助，而不只是讓學生在

補救課的時間內聽得多、抄得多、寫得多，就代表達成補救教學的

成效。 

 

二、 寫在後期之前–新教法找到白話課文新著力點 

此時，浮島老師也提起自己面臨一個困擾已久國文教學窘境，

就是只要一碰到課內「白話文」文本，就會發生教學困難。她觀察

到教「文言文」課文時，絕大部分學生因為對文本較陌生，文章遣

詞用字難度高、內容偏向微言大義，學生比較需要聽老師的講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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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自然在上課專注、回應、作筆記…等參與程度都比較高。 

然而，遇到「白話文」課文時，浮島老師觀察到班上學生普遍

覺得白話課文用詞簡單、難度不高，自己應該可以輕鬆應付，所以

很多學生上課都不聽講：「我在想說是不是時代不一樣了@因為我覺得像現

在的白話文不好教，因為像文言文，學生本來就不太會，所以他還會願意聽你

講，但是白話文的話，他本來就可以看得懂大致上的東西，他當然就不太去聽

課……。」(L-4-3-Fi1-14)。這樣的現象讓浮島老師甚為苦惱，她思及

語文精進教材也是白話文，加上教學對象的動機、專注力比一般學

生更是不利狀況下，由講述教學轉為課間穿插著問答討論時，學生

上課反應便積極許多。 

試著將語文精進課程裡的成功經驗類化到原班國文課的白話文

教學，藉著提問讓學生的專注力放在回應問題和參與討論中：「……

如果白話文的部分，老師還想要帶給他們一些賞析的話，就變成說是不是要改

變一些教學策略。在白話文的部分，我就覺得說像你們這種提問方式就真的還

不錯，把主導權，發問提問的權力給學生，讓他們來思考。否則像以前那樣講

太多，有的孩子就不知道神遊到哪裡去了。」(E-10-3-Fi1-14)。當浮島老師

試著將課堂講述教學時間變少，將「上課發言權」分出來給學生

時，的確就讓一些「神遊」的學生轉回到課堂了。 

這樣的成功經驗再次鼓舞著浮島老師，她覺得跨出這一步應該

是對的決定，她談起這樣的改變讓學生處於持續學習中的狀態，而

非如同以往將預備好的腳本說完：「其實以前會希望盡量備課完整，把重

點都整理出來。但現在白話文的部分，可能要轉成引發孩子去思考，讓他們自

己有多一點自發性的體會，……這個是我目前認為比較困難的地方。不過後來

覺得老師可以盡量提一些孩子有興趣的問題，讓他們去思考。 

大家會以為文言文是比較難教的，其實反而是白話文比較有問題。因為文

言文都是經典，變來變去就那幾課，不太可能會大改。白話文在課本裡面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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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很大，還要去看這麼簡單的東西，怎麼教才能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像這學期(模組二)班上上國文課，我開始試著改變上課方式，加入比較多

提問。例如：讓學生念完課文後，問他們認為哪一句比較是主旨句或去想一想

以前學過的有哪些是類似的，效果比之前直接講重點，感覺好很多，學生「比

較有在學」……。(E-10-3-Fi1-34)。 

當成功克服教學困難的經驗，不僅侷限在補救教學也同樣解決

原班國文教學的難題時，浮島老師再次認同教學的主角應該是師生

雙方，不能單靠老師講述，當學生加入課堂問答討論後，才是真正

的教學進度。補救教學所累積的成功經驗讓走入死胡同的原班國文

教學再闢出一條新路，看見另一片好風光。 

三、 補救浮島的領空上如影隨形的「懷疑」與「相信」 

真正的信念不會是一個簡單答案，它可能是一次次不停歇的自

我對話；也可能是一場場與過去之我的想法之爭。相信與懷疑彼此

如影隨形，這條信念之路可能是固執的、困難的、反覆的、掙扎

的、猶豫的。走在這條路上的浮島老師時刻提醒自己-有意推翻深信

不疑的、持續質疑自以為瞭解的、不再默許過往視而不見的……。 

(一) 語文精進教材裡遍尋不著的國文味-「情意」VS.「能力」 

浮島老師一方面逐漸將教學適應的重心轉移到課堂提問技巧與

回應學生學習動態時，她明顯感受到補救教學的學生隨著「學習責

任轉移5」逐漸「更進入狀況」。 

另一方面，浮島老師在模組二的教學中，備課已經越來越沒有

負擔，學生的動機與回應都讓補救教學更加得心應手，以往停頓、

卡關的感覺已經減少了許多。課程輔導 S老師問了許多語文精進教

                                                      
5 「語文精進課程」的架構是從「教學文」、「半自學文」最後到

「自學文」的學習設計，希望將「學習責任」以漸進的方式，

由「教師主導」轉移到「教師引導」，最後褪除教師協助，以

「學生獨立自學」為成果，在本研究中稱為「學習責任轉移

式」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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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夥伴，這學期是否有感覺時間過得比上學期快一點嗎？並且請

有此感覺的夥伴，分享自己的感覺可能是從哪邊得到的呢? 

浮島老師的說法是「實際堂數算起來好像沒有，但自己感覺好像有。可

能跟我本身有關，也跟學生也有關係。可能是上學期我要花很多的時間準備上

課的內容，這學期備課不用花那麼多時間。還有，可能是學生的反應慢慢起

來，感覺就有在進度內，學生的反應，讓上課比較流暢，不用一直停下來。」

(E-9-1-M2m2-69)。所以，這兩個模組上完第一課教學文之後，感覺上

第二模組的時間，過得比第一模組快很多。雖然物理上的時間沒有

減少，但心裡的時間確少了很多，心情也輕快很多。 

當師生面對新教材越來越沒有負擔、教學過程中的默契不斷提

高時，浮島老師感覺備課和上課的時間不再煎熬，感覺時間也「過

得比較快」，補教教室裡的氛圍也愉快了起來：「……下學期時，我自

己覺得教起來還蠻愉快的，教學過程也蠻順利的。……」(E-10-2-Fi2-71)。

她開始有餘力去思考「國文補救教學」應該教什麼內容才符應學生

所需。雖然前採用的是師大研發團隊所設計的「標準介入」補救教

材，授課老師只需瞭解教材使用方式，不需額外費心、費時設計教

材。 

然而，模組一到模組二的教學過程中，浮島老師總覺得語文精

進教材和自己以往熟習的國文教學相教下似乎漏了很重要、很熟悉

的感覺。反覆思考後，她終於釐清缺漏的熟悉感是來自：語文精進

教材比較注重「分析」而不重「賞析」，讓她感覺缺了一種「國文

味」。 

浮島老師認為一篇文章重點即為作者創作時「思想發源」，也就

是國文教學中最重視的「情意」部分：「作者寫文章時，不可能順序顛

倒，先有那些策略、再去分析、發展，再去寫文章。……所以策略是後續衍生

的，我們國文老師的觀點是希望直接切入這篇文章的重點，也就是文章情意部

分……。」(L-1-1-M2m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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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島老師表示大部分的國文老師都和她一樣認為「情意賞析」、

「生命感悟」就是國文教學的靈魂：「……我們一般國文教學對的大多

數是原班的同學，所以可能同樣在講蘇軾的記承天夜遊，其實大部分國文老師

可能會希望傳達的是蘇軾對『生命理解』、『生命體悟』這個區塊，我們可能

花很多時間在講他的內心的閒適曠達之類的，也就是說國文教學裡會參進很多

有關於生命體悟……」(L-1-1-M2m4-112)。從浮島老師的觀點出發，身為

國文老師的她希望藉由課堂中的解說與引導，讓學生能「親臨現

場」、「切身感受」到作者創作時的情感、事件、背景、文化……

等。同時她也企盼著學生在讀完文章後，領會箇中意義，若往後與

作者面臨相同處境時，能瞭解自己該怎麼面對與行動，可以參考以

往讀過的相關文章事例。甚至能做出比作者更好的決定。這不僅是

浮島老師，也是眾多國文老師的期待。他們企盼著學生透過閱讀經

典文章後，將其中的道德觀、價值觀 s轉化為理解人我關係、體悟

人生意義的最佳橋樑，這就是國文教學的最終目的-情意教學。 

另一方面，浮島老師對於補救教學的猶豫是他不斷思考著低成

就學生最亟需的到底是「情意賞析」或是「基礎語文能力」呢?實際

執行語文精進教學後，從低成就學生們的能力現況和學習反應中，

浮島老師回答了自己的困惑。她想低成就學生仍需先以「基礎語文

能力」為主、「情意賞析」為輔，因為「當很多簡單的能力孩子都還沒有

時，對落後的學生來說，或許真的應該讓他們先有基礎能力，最後再來達成國

文的最終目的(情意)……」(E-11-2-M2m4-112)。 

後期階段的浮島老師對於「原班國文教學」和「國文補救教

學」的定位已經越來越明朗，能因應教學對象的殊異，調整教學目

標與對學生的期待。她已經認同「國文補救教學」的重心應以學生

需求為主，或許情意教學對於國文老師很重要，但現階段「基礎語

文能力」更應被優先重視，才能夠到達最終的情意教學目標。 

(二) 基礎語文能力的「分析」VS.「賞析」 

 



171 

教學適應後期，浮島老師對於補救教學的重心由「情意」轉移

到「能力」。但是她對於語文精進教材中的內容設計也一直有些疑惑

未能釐清；她反覆思索著語文精進教材中的文章分析觀點、架構，

真的就是所謂重要的、基礎的、孩子必備的……語文能力嗎?這些所

謂的重要的原則和標準又為何?……這一連串問號、萬般著墨的背

後，藏的是一位躊躇著到底該補些什麼，才會讓這群低成就孩子進

步的補救教學老師。 

浮島老師表示整體而言國文教學目標仍應聚焦於「文章內容大

意」，至於「篇章結構分析」應該可以比重少一些：「我覺得如果學生

能找出來文章主體在寫什麼，不是含混一大篇讀過去就可以。如果分析得很細

討論主、客觀這些重點元素(第幾人稱、主客觀…)，我覺得這個跟記敘文閱讀

真得很有關係，很重要嗎？當然你們(研發單位)一定會有你們的看法，可是就

身為國文老師而言，我認為文章真的知道主要內容寫什麼就可以了。」(E-11-

3-Fi1-19)。 

浮島老師認為應該要找出精華段落練習分析「篇章結構」或判

斷「描述手法」即可。畢竟浮島老師教學中觀察到學生獨立看文章

時，無法使用這些策略：「我覺得比較細的文章分析不用每篇文章都逐段

練習，例如：文章不會每一段都是重點，重點段的地方才讓孩子去分析，不需

要每段都用，因為真的太繁瑣了，花很多時間在找這些東西，應該大致理解就

可以了……。」 (E-10-3-Fi1-19)。 

語文精進教材與原班學習內容複雜度是有落差的「……教學不要教

到太細，因為學生自己去看文章時，不會用這些方式啊！而且有些文章一看就

懂不用用到這些策略啊……。」 (E-4-4-Fi1-19)。 

期末彈性課程時，浮島老師帶領補救學生進行「擴充閱讀(自選

文)」時，面臨到一些教學困擾。首先是老師在選文章會擔心文章長

度、難度的適切性；再者擴充閱讀的時間是一堂課，文章內的生難

字詞需要部分解釋，也比較欠缺時間討論：「現場老師因為時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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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坦白說我們選的文章到底適不適合孩子能力，會不會太難，有些難掌握。

第一個，如果選太難的文章，老師要先解釋文章的一些詞語。實際從教案來講

根本沒有預留時間去賞析這篇文章就要帶學生直接切入分析，對我教學有點困

擾，因為找了好幾篇同文體的文章都很長，所以擷取其中幾段，有些字詞孩子

不是很清楚，可是沒時間多討論。」(E-4-4-Fi2-78)。 

由上述可見，浮島老師此時雖有些選文或教學時間不足的教學

困難，但真正的問題是她對於讓「學生自學」不能放心、不敢放

手。她又擔心學生閱讀後又獨立勾選文章分析表會比較有負擔，很

多事情若後續步驟太麻煩，可能會造成不好的閱讀經驗。所以她調

整了教案的建議流程：「其實只有碰到很難理解的文章，才需要用一些很

複雜的策略去猜它的意思，否則平常這樣看就看懂了，……花太多時間，而且

沒有任何的助益。……後來給學生擴充閱讀的部分，我就沒有叫他們寫後面那

些(文章結構)分析表……。」 (E-8-2-Fi2-74)。 

因為浮島老師認為文章賞析的作法只需要大略瞭解文章內容即

可；浮島老師評估後認為學生閱讀時，不會主動想用，也不會在沒

有旁人引導下獨立使用。畢竟分析文章架構、探討描述手法的部

分，現階段對老師教學負擔大、學生認知負荷過重，可行性較低。

所以希望在模組二自學文的部分還是先將目標訂位在文章賞析，瞭

解篇章內容即可。 

 同時浮島老師也提及作者的創作過程並非先分析才寫文章，而

是先有相關所見所聞的經驗、事件、景緻，才得以借景抒情、借事

說理。然則，語文精進教材的讀寫教學流程正好與「作者寫作模

式」相反，浮島老師在模組一甚至是模組二初期對這樣的教學方式

抱持質疑的態度，直到模組二的綜合寫作練習時，才終於守得雲開

見月明，看到一年的努力結晶了。 

浮島老師以往的經驗是：低成就的孩子在一般國文教學後，寫

作仍是很難完成的事：「……我必須要自己承認說在普通班的話，作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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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跟他們說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可以寫什麼就是直接告訴學生大綱的

寫作模式。……這種教學對中上程度的學生可能還可以，但對那種連柳樹是不

是柳丁的樹，都搞不清楚的學生的確是沒辦法的……。」(E-11-2-Fi1-12)。 

所以，浮島老師自然對於語文精進教材中的「讀寫模式」也並

無太大期待，尤其它又與「作者寫作模式」相反時，更深深覺得這

群谷底的孩子實在離寫作好遙遠：「……自己以前也覺得說那個目標真的

是有點遠大，小孩子也是迷迷茫茫的，是不是這個學期上完之後，他們之後又

忘記了……」(E-11-2-M2m3-107)。沒有想到經過模組一到模組二的努力

後，低成就學生真的能建立起「寫短文的能力6」。：「……這學期(第

二學期之模組二)上完作文之後，我覺得透過這些清楚的步驟，他們是可以去參

照這些方式做出來。……孩子們也覺得可以靠自己寫出一篇作文，即使目前還

只有短文……」(E-9-1-M2m3-107)。 

後來浮島老師回想一連串的教學過程後，瞭解語文精進教材的

「讀寫合一」概念，是希望學生從閱讀、分析文章的過程長出寫作

能力。簡言之，讓學生從文章中看懂「優秀作者」的文章脈絡，再

讓學生去依此「文路」也就是作者的架構、描述手法來寫出短文達

成「讀寫合一」的目標。 

 

(三) 教學之路擺盪在「教文章」VS.「用文章教」之間 

教學適應後期的浮島老師對於補救教學的教學觀、目標、方法

相較於初期、中期階段有更明顯的變動與拉扯。浮島老師除了對於

一般國文教學和國文補救教學的目標有所轉變之外，對「國文補救

教學內容」也很是掙扎，她在原班課本改編的「調整式補救教材」

或「標準介入7取向」的語文精進教材之間擺盪不定著。這樣的擺盪

                                                      

6浮島老師提到的學生相關作品，請參見後續附錄 3。  
7 語文精進課程設計的兩大特色是，它是一套「標準介入」也嵌入「學習責

任轉移制度」的補救教學教材。標準介入的意思是經過課程輔導後的現場

老師能依據「標準介入教材」的引導，讓「補救教學」的目標、內容、過

程、步驟皆有所依據，並且將經研究證實有「有效的語文基礎能力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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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藏著浮島老師對補救教學的目標仍有著自己都未曾察覺的猶疑，

也因此才會讓她在兩種取向之間游移不定。 

雖然，浮島老師心裡明白「……老師想要教學生的和他們自己認為想

學的可能不一樣……」(E-5-5-Fi1-24)，也希望能以提升學生的基礎語文

能力為長期目標。但是對這群來自「原班國文成績落後」的學生而

言，難免會希望補救後原班表現能夠有所進步，所以學生也會希望

以課內的國文進度為補救教學內容。 

另一方面，有鑑於之前提及浮島老師模組二時，仍面臨擴充閱

讀選文適切性的難題。因此她認為若這些策略真的奏效，老師學會

這些有效的策略後，補救教材可以設計採「課內文本」，而教法融入

「重要策略」：「我是覺得說當然老師也盡量去學習很多的策略，才能更去

分析每一篇文章適合的方法，這是 OK的。其實現在國文教學，也有老師將現有

課文分析後，加入閱讀策略，不是(像語文精進教材)跳出來重寫內容，我覺得

不錯是因為他們都是以課內的文本為主，老師對文章也熟，上課可以用。學生

學完，也是在加強複習原班的國文……。」(E-13-3-M2m4-117)。 

浮島老師這樣的「調整式補救教材」，對「原班國文成績」落後

的學生可以收「直接」的學習協助之效：「就以前我們的認知補救教學

就是大概比較後段的學生來學，所以我們簡單而言就是把『教材簡化』。也就

是一般普通班的教材拿來加以簡化……，從註釋、國字改錯啦、幾乎是課本內

為主。」(R-2-3-M2m4-128)。 

「……這樣學生也比較可以立即得到回饋，有比較快可以看到自己進步的

改變。」 (E-5-5-Fi1-19)。浮島老師認為很多補救的孩子很在意自己

原班的學習成績的，尤其補救教學之後的學生有些會對自己燃起希

                                                      
策略」有系統的放入教學內容。並且將如何「發揮、活化」有效成分的步

驟和方式寫進教案流程裡，讓經過輔導的現場老師能依此「標準介入」教

材，讓老師在進行補救教學時對低成就學生能教得更精準，也能免去編制

教材的負擔，對於學生而言，可以免除不同老師執行補救教學的品質殊差

異，或轉換老師時的進度斷層，進而發揮更為積極的效益。同時，它亦可

讓使用的老師產生新的教學模式，當老師們參照著「標準介入教材」裡的

教學流程進行教學時，就可能是打破以往既定、例行、慣用的教學方式，

開啟一段新的教學與課堂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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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期待著原班成績是否也會進步，所以浮島老師希望有兼顧調整

式的補救教材和標準介入式的語文精進教材兩者優點之教材。不僅

可以培養學生的基礎語文能力，又能回饋在原班國文成績，在「教

教材」和「用教材」之間取得平衡點。然而擺盪在教「課內文章」

之「調整式補救教材」或「課外文章」之「標準介入式語文精進教

材」兩者間的浮島老師也思考若將課內文本融入語文精進教學的學

習策略，不僅可以建立學生能力，在當前學校測驗評量的機制尚未

與時俱進前，這是能同時提升能力和原班成績的折衷辦法了。 

(四) 補救浮島上的信心危機-「成績」VS.「成效」 

往往這群低成就學生，在補救教學裡重建的自信遠比不上原班

接受考驗後的消磨速度。當低成就學生回到原班面對自己學業表現

「……沒有立即回饋進來，他們也不會覺得學那個有什麼幫助啊!」(E-5-5-

Fi2-95)。目前礙於原班的國文評量方式、評量內容並非針對「語文

能力設計」之故，或原本低成就學生能力進展就趨緩。整體而言，

他們的「原班成績」是難收立竿見影之效，也難以此激勵學生。 

所以，此時此刻浮島老師心中的天平又再次在「教教材」和

「用教材教」間起起落落著……。畢竟大部分進步，例如：態度或

動機的提升，乃由補救老師評定認可。雖然，也有補救教學的「逐

課評量」和「期末綜合評量」的成績，作為學生能力表現的考核。 

但是，語文精進教學的「成效」並沒有與其他外在標準相互對

照，這讓補救浮島上的師生面對「進步」感到很不踏實：「老師在意

的通常是(教材)能不能比較快上手，如果可以跟原班有聯結就更好。……但是

有些孩子在意的是看到成績結果，光聽老師鼓勵之外，學生不會感覺自己到底

哪裡有進步。現在除了看逐課和綜合評量，就沒有其他外部的東西可以參

考……」(E-5-5-Fi2-95)。 

然而，浮島老師提到其實當時師大研發團隊的「定期能力成長

追蹤測驗」若能即時提供接受補救教學的學生在相關語文能力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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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狀況、與一般同儕能力差距幅度，都能給學生一些回饋：「……每

學期的施測，像有些積極的同學會想知道答案，……但是可能答案也不能給學

生，也不能檢討。我知道因為這樣下次可能就不準了。這樣讓學生寫一寫收回

去這樣子，之後等很久才有結果。其實他們也會覺得很怪(笑)，不知道答案、

不知道自己進步狀況，這樣的方式對孩子真的有幫助嗎?……不過可能是因為這

個計畫剛開始的原因吧……」 (E-14-3-Fi2-95)。當時的「成長追蹤測

驗」並無法即時提供學生學習成效，這部分讓浮島老師和接受補救

的學生都難以掌握當時的學習成效。 

不過這部分浮島老師也明白語文精進課程尚且在試用階段，眾

多課程架構、教材設計、測驗編制、分析系統也都持續測試改良

中。不過若後續的試用計畫裡，語文精進教材團隊能提供這部分的

資料給補救教學的師生參考，應該對於教學成效的檢核和瞭解學生

學習狀況是很有助益的。 

四、 在「懷疑」和「相信」之間持續擺盪 

浮島老師心裡一直擺盪著在「懷疑」與「相信」之間。或許可

能是她一面擔心著，語文精進教學的種子抽芽茁壯後，真能如課程

輔導老師所言，有辦法滋養這群嗷嗷待哺的低成就孩子嗎?另一方

面，又欣喜著孩子們對於語文精進教材的適應狀況益發好轉。 

的確，走在這條語文精進的漫漫長路上，反覆的相信與懷疑考

驗的往往不是老師的執行能力，而是相信對教學選擇與堅持下去的

毅力。 

模組二浮島老師開始對語文精進教材的使用方式較為熟稔，對

補救教學的成效也有更合理的期待。因此她不自覺得啟動減壓模

式，只有更為彈性的看待與處理教材，讓這股改變的衝擊力量與原

本的教學慣性找出一個平衡點。浮島老師對整體教材設計、例行的

教學活動有一定熟練度後，她藉由調整備課方式、縮減備課時間來

減輕教學壓力：「 (教案)有些活動，以前我們從沒有試過。這幾次(課程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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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會議)就是把(語文精進課程的)設計理念、教學活動簡介說明示範，是我覺得

輔導會議不錯的地方。所以現在(下學期的模組二)輔導會議開完後，都大概知

道(教學重點)，所以後來自己比較偷懶一點點，不太需要花很多時間仔細看教

案，大略知道是怎麼教，再參酌一下你們提供的 PPT(簡報)，我覺得就 OK

了。」(E-12-3-Fi1-43)。 

同時，浮島老師也因為已經清楚課程輔導會議中，課程輔導老

師都會事前解說下階段課程，例如：研發團隊會在授課老師即將教

第二課的半自學文的前 2到 3週會召開「課程輔導會議」說明教學

重點。加上浮島老師很肯定研發團隊提供的教學簡報，認為它是將

教案的概念與流程具體轉換為實際教學步驟的很好教學利器：「……

現在 PPT(簡報)已經寫得很完整，其實算是教案的簡化版，而且是很明確的。

例如：希望孩子重點畫哪裡，都很明確地標示出來……」(E-12-3-Fi2-89)。 

對語文精進教學已有一定概念的她，便採用瀏覽該課教學簡報

(ppt)來備課以縮短備課時間。主要乃因浮島老師累積近二十年的國

文教學經驗，模組一也投入非常多的心力與時間，因此模組二調整

備課方式後，教學成效並沒有打折。 

浮島老師將省下的時間轉入思索如何課堂提問的部份。她認為

這樣如此自己對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學思考比較不會被教案裡的預設

問題框住，自己已較能理解教材中所欲達成之目標，並希望自己根

據她對學生瞭解的立場上，進而思考提問的問題和推想學生臨場的

反應：「我希望(教案流程)主要簡單說明教學活動的重點是什麼？提示老師這

一課教學重點在哪裡，然後提示老師可以用什麼策略進來，這樣就好。……因

為有時候太多細節反而我會看不到重點，所以應該是說未必要每個老師每課都

進去看裡面的流程細節，受教案影響硬去問那些問題，可以讓老師更開放得根

據現場去做不同的提問……」(E-13-4-Fi1-49)。 

當浮島老師說出此建議的同時，看見的是她眼裡散發的熠熠光

采。一年來的努力，終於讓她練就一身能依學生反應臨場應變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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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自信。新教材教法不只在學生心中種下新種子，也塑造一位願

意持續投身於「精進教學專業」的老師。想做、想學、想試試看，

都是不分年齡、不分角色的，曾經以為教學裡錯過了的事情，原來

在師生都願意開始時，就是一個新的起點，也相信這是一份「看得

見的等待」。 

柒、 尾聲 

回顧當初決定要加入語文精進教材時，浮島老師並沒有抱持著

任何預設目標。若要說有些甚麼期待，那或許就是單純企盼著這群

脫隊的學生們能重燃學習希望，再次展翅歸隊。即便對新方案還半

信半疑著，即使自己也尚未充足準備之下，浮島老師仍是堅持播下

希望的種子：「其實第一年參加師大專案(語文精進教材)的時候，是比較半

信半疑。然後剛開始有相信、有懷疑這些想法，都不停來回挣扎。那段應該就

是摸索的過渡期，坦白講，那時對自己(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學還不是很有信

心。當然是希望孩子有進步，但是因為方案裡希望老師達成的事滿繁瑣的，真

的沒有辦法全部都達成。……不曉得這樣完不完整，所以，這樣我也是對成效

不太敢有太多期待。」(E-11-2-Fi1-52)。 

默默努力走到第二個學期，一路由從模組一的不適應、枯燥甚

至質疑，到模組二的感到愉快、有意願、有進步的過程裡，浮島老

師終於看見了堅持後的希望：「我覺得就教學彈性來講的話，這一年的兩

個類型的記敘文，模組一的重點是在事件部分和６Ｗ法。這部分我自己覺得很

枯燥乏味，孩子一開始也沒有辦法適應那樣的教法，不過，也可能是因為我們

剛開始對這套教材不是很熟悉。所以模組一有些質疑，不過到下學期(模組

二)，我自己覺得教起來蠻「愉快」的，過程也蠻順利的……」(E-10-2-Fi2-

71)。 

「……我個人是覺得『記敘文(記人)』的設計比較有趣，孩子容易抓到寫

人特質。還有經過上學期的訓練，這學期教起來效果是ｏｋ的。……或許記人

是生活中常用的，對孩子比較有吸引力。大部分孩子蠻喜歡這樣的方法(讀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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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寫作方式)，也願意去試，他們自己覺得這樣的方法不錯……所以這學期一

直蠻愉快的。」(E-9-1-Fi2-71)。 

浮島老師認為轉變的因素可能是模組間不同的文章題材所致，

也可能是學生已漸適應語文精進教材的新教法，還有老師對於本身

對新教材教法的「彈性」也逐漸提升。 

更加出乎浮島老師意料外的是，過去認為低成就孩子透過一般

國文教學後，仍難具有獨立寫作的能力。沒有想到經過模組一到模

組二的努力後，浮島老師竟然看見低成就的學生竟然已經長出「能

自己寫短文的能力」：「……這學期(第二學期模組二)上完作文之後，我覺

得透過這些清楚的步驟，他們是可以去參照這些方式做出來。……孩子也自己

覺得，他們可以靠自己寫出一篇作文，即使目前還只有短文……」(E-9-1-

M2m3-107)。這樣的成果，對於補救浮島上的師生都是最大的驚喜與

收穫。 

尤其，是這群孩子們覺得這樣的微改變正是來上補救教學最大

動力，甚至還鼓舞著其他補救課的學習夥伴們。浮島老師說：「……

A生去回答了 B生(對於補救教學的)問題，這 A 生平時看起來上課有一搭沒一

搭的，但他那天就很大聲的跟 B 生說：『你看，現在寫出這些就是我們的寫作

文的能力變好了阿!』……透過孩子們之間的回答，可以更去解答這些問題(為

甚麼要來上語文精進教學的補救課)……」(E-9-1-M2m3-107)。當學生瞭解、

肯定自己補救後的成長與進步時，相信他已經重燃學習熱忱，重建

學習信心這正是所有補救教學老師所期待的效果。 

不僅看見單一個案的態度轉變，浮島老師在模組二的期末輔導

會議再帶來一個很棒的消息與其它老師分享。她提及有位原班性格

內向比較少主動發言的學生，接受補救教學後會主動舉手回應問

題，並且原班的國文學科也轉為該生的優勢科目之一：「有個一直有

上補救課(語文精進教材)的孩子，其實本來他的學習動機就還不錯，可是在原

班是比較沉默的，但是來補救教學時，我問問題他，通常都是第一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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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9-2-M2m4-105)。 

而且，更好的消息是學生的能力有類化回普通班：「……原班的

國文成績進步幅度滿大的，已經達到班上的前三分之一，國文變成他自己比較

好的科目……」(E-9-3-M2m4-105)。從浮島老師帶來的案例讓我們看見

給低成就學生「成功的機會」，對一群失去自信的孩子是很重要的動

力。每個人都喜歡做自己有把握的事，而成就感就是累積自信的開

始，當學生對學習有成就感、有自信，就會喜歡學習、樂於學習、

主動學習。 

然而把補救教學或語文精進教材裡的「不喜歡」轉變為「喜

歡」正是浮島老師投入最大的心力與時間的部分。因為她非常瞭解

「喜歡正是學習很重要的動力之一」，這點也是她繼續試用語文精進

課程，因為：「大部分的學生是想要學的，一半左右的孩子的反應是還不錯

的，他們會覺得學這個(語文精進教材)沒壓力，整體還算有趣……」(E-12-1-

Fi1-40)。畢竟過去工作多年以來，看見各班許多躲進角落那群拒絕

補救的孩子，正是最需要被補救的對象啊! 

這群在學習之路脫隊的孩子，在浮島老師良好的引導、示範與

安全的班經氛圍下，所表現出來的學習企圖心是超出老師原本的預

期。讓過去對補救教學是抱持著比較消極的態度：「以前面對他們(低

成就生)態度比較消極，會覺得他底子不好，怎麼教都很難考好，那些底子好的

孩子，坦白講國文課不用上，也可以考高分……。」(E-11-2-Fi1-35)。 

以往的確覺得低成就孩子怎麼教，成績都推不動的浮島老師；

這一年來她逐漸感受到孩子們的能力與動機都持續在語文精進教學

中努力的慢慢增長:「……這些孩子願意留下來，就是(對老師)很大的鼓勵

了……，只要學生有意願，我們真的有辦法幫上忙，只要身為老師相信都會很

樂意的。……當我看到他們上課中有反應，雖然老師有些辛苦，還是會覺得 ok

了。……而且很多時候正確性和達成率都比原本預期的還要高，雖然要多花一

些時間準備，但是他們有收獲，我覺得就會想繼續走下去……」(E-12-1-F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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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即便這群各班裡脫隊的孩子：「……帶著一些問題和偏差行為來補救

課，我還是願意教他們的，因為我覺得這些孩子們願意留下來上補救課，就是

給我最大的鼓勵了阿!」(E-12-1-Fi1-38)。因為浮島老師看到的不是一群

狀況百出的低成就生，而是撥開一層層創傷繃帶後，那顆還想學習

的心。 

記得曾看過幾米的失樂園一段話，他說：「沒有人看過繃帶人真

正的面貌，沒有人知道繃帶人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日子久

了，大家也習慣了，不再有任何的好奇，連繃帶人都忘了自己原來

的模樣，甚至也忘了自己為什麼會變成繃帶人……。」 

然而，浮島老師或許不清楚這群孩子原本的模樣，也不清楚他

們學習時走過哪些崎嶇的碎石路，她只知道如果孩子們還想要學、

還想努力，還有勇氣走進來面對自己最脆弱的部分，那她就會願意

繼續走下去。 

浮島老師帶領這群孩子們建立的補救浮島就彷如真實生活的水

中浮島一般，提供低成就孩子們一個新「棲息」地，還兼具「淨

化」-安頓受挫的心、「消波」-消除過往對學習的害怕與退卻和「生

產力」-從新生態中長出可供新棲息動物維生的植物，如：引發動

機、搭鷹架、給予成功經驗、持續鼓勵回饋，最終到孩子自主學

習。 

浮島老師源源不絕的力量，除了來自孩子們的進步與回饋，還

有自己在這兩個模組的備課和實際教學過程中，重新思考對「國文

老師」的價值和目標：「以前面對他們(低成就生)態度比較消極，會覺得

他底子不好，怎麼教都很難考好，那些底子好的孩子，坦白講國文課不用上也

可以考高分。……從國文老師角色的消極面來講，變成國文科就是：會的人就

會，不會的人可能永遠都不會，那上國文課到底要幹嘛？國文老師的功能到底

在哪裡？這三年裡到底有沒有辦法有效提升孩子的能力……」(E-11-2-F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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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從連續的疑問不難看到進入語文精進試用方案前的浮島老師已

經對於國文教學的功能與目標有所質疑，希望找到提升低成就孩子

能力的「國文教學」。 

歷經兩個模組教學的她認為標準介入式的語文精進課程有既定

架構，可以讓「老師清楚的教，孩子清楚的學」：「……師大教材比較

能結構性『讓老師很清楚的教，讓孩子也很清楚的學』。因為老師給他是很結

構性的東西，學生也比較容易感受到自己的成長……。」(E-2-2-Fi1-35)。 

其實浮島老師所說的「結構」就是「標準介入」的教材的特

色，因為它將語文補救教學之教學目標、成分、流程、評量依專家

與研究報告的建議來設計。不僅將語文學習的「有效成分」有系統

的放入教材內，也提供「活化方式」於教學流程內。如果剛進入

時，又能接受研發團隊的課程輔導，現場老師便可以縮短摸索，更

有效益的發揮補救教學效能。 

所以，浮島老師表示：「我覺得至少一半的孩子回饋時，都覺得還不

錯。我們也希望能繼續試試看，走完三年，看看到最後是否真的讓這些孩子在

我們期待的部分有所進步……」。(E-12-1-Fi1-42)。甚至，她也認為日後

可以將此套課程的重要學習策略，應用到普通班的國文教學：「……

推到一般班(的國文教學)，可以很明確的讓學生知道一些重要策略，至少他看

到某些文體的文章，腦海中會大致有相關的架構和策略能浮現出來，不用說百

分百，至少很快大致抓到重點、能看懂(文章)……。」(E-11-2-Fi1-35)。 

由此看來「標準介入教材」不僅讓浮島老師對低成就孩子有了

新看法，更是藉由老師參照著「標準介入教材」裡的既定流程進行

教學的過程中，讓老師無形中打破以往例行、慣用的教學方式，開

啟一段新的課堂互動關係，也對國文教學有了新目標。 

所以模組二期末輔導會議，也是第一年試用計畫之「年終輔導

省思會議」裡，浮島老師說起「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目標其實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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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國文教學並沒有衝突」。只是目前的教學對象是低成就學生，礙於

他們的能力現況還處在基礎語文能力的奠基接斷，等待後續過程持

續累積與成熟時，最終仍是往情意教育目標邁進的： 

「其實我也原來也會擔心師大教材不注重國文的情意教學。後來我想了又

想，到底會不會其實老師講情意，其實孩子是沒法理解，沒有共同感受的。 

而這課程(語文精進課程)的教法，讓老師學到原來其實可以透過一連串的

步驟和策略去教那群以前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連這個都不會的學生。』 

所以，我覺得情意目標，仍然可以是我們國文教學的最終目的，我們都希

望能達到這個目標(情意)，可不是每個人現階段都要做到，對後段孩子而言，

真的應該讓他先有先備基礎的能力，畢竟這是一種奠基的方式……。 」(E-11-

2-M2m4-112)。 

學習新事物、走上新路徑都可能是一次冒險或美好的經驗，如

同語文精進課程讓補救浮島的師生試著由不同角度去「教‧學」語

文學科，讓師生有新的契機去重新理解、體驗新的語文補救教學。

重要的是浮島老師從教學實作過程裡，解決自己對於國文教學的定

位與價值之信念難題，也轉變了對於補救教學的觀點與方式，沒有

甚麼研習或演講比自己親身實作後的歷練更能說服自己去改變的。 

這一年浮島老師不經意在每個孩子心中種下一顆「樂意‧精

進‧學習」的種子，這一段段發芽茁壯的過程也是補救浮島上師生

之間一輩子的故事。 

還記得，那個說出「能寫出短文就是自己能力已經進步的最佳

證明」的孩子嗎?還記得，那個曾在原班角落沉默寡言，在補救課卻

總是第一個回應發言的孩子嗎?可以想見當時他們堅定的眼神與自信

的語氣。 

新的語文學習經驗已經開始在這群孩子們的心裡發酵，原本落

單、脫隊的孤鳥已經不怕面對過往的脆弱與挑戰。這段「樂意‧精

進‧學習」之路還要像浮島老師說一定要繼續向前走，一鼓作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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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三年後，這群孩子一定不僅只能在浮島的陽光裡晾乾濕透了的羽

翼，還能飛離浮島再度遨遊於藍天白雲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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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白浪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 

壹、 白浪島老師的個人特質速寫 

某次與個案三老師訪談告一段落之際，我提出想參觀她的教

室，想去看方才談話裡提到的班遊資料與照片。老師立即頷首同意

大方的帶我前去。走進教室後，一眼就望見後頭佈告欄上的「班遊

紀實」看板，老師說：「……我跟他們(補救班學生)說，我們要去旅行，要

去看達利。其實他們也不知道那個「達利」是什麼……，只知道約好的那天要

自己坐公車到首都客運集合，到台北車站再轉搭捷運去看達利(畫展)……。看

完再逛師大、師大夜市和 24小時的誠品書店……。」(L-2-3-Bi2-75)。這些

孩子不只不認識達利，也沒看過畫展，甚至連去台北都是第一次，

更別說走進大學校園裡的教室看看。或許這些東西離這群孩子太

遠，除了輾轉的轉車再轉車之外，更因這些事物都是遠超乎原生家

庭與生活經驗的事。 

不過，這正是她想帶這群後山的孩子們去這趟旅行的原因：「我

想讓他們知道有大學這件事，我帶他們去師大校園裡的教室看看，跟他們說這

就是大學。……所以不論以後有沒機會走進大學，他們都會知道這是大學，然

後人家是這樣過日子的……」(L-2-3-Bi2-75)。抱持著想讓班級學生看見

未來的夢想，想讓他們願意為了夢想而燃起努力的希望，就是這趟

旅行的起點與終點……。 

當個案三老師神色飛揚得描述著她的想法時，流露的教育熱忱

讓人聯想起一個關於 20世紀初「國家英雄」、「教育理想」以及「島

嶼」的故事：「1900 年貝登堡先生在梅富根城戰役獲得成功後，成為家喻戶

曉的國家英雄。結束軍旅生活的他，在 1907年 6月回到英國，不料竟看見戰後

的首都倫敦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營養不良，有數以千計的少年淪為乞丐。一個

個瑟縮街角，撐著下巴、臉色蒼白、雙膝蹲地的青少年，讓他頓時下定決心要

卯足全力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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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當年在梅富根城戰役中組織「少年隊」的經驗為新教育實驗的藍圖，

籌畫這世上首次的青少年實驗露營。1907年 7月他和從軍好友兩人帶著約 20

位孩子登上英國的白浪島8（Brownsea Island），希望孩子學會領導和被領導、

觀察大自然的能力和野外生活技能……等等。 

貝登堡先生選擇白浪島為基地是因幼時曾到過此處，島上四周林木茂盛，

中央有塊平坦的草地，露營營地則在島的西南方。也因為白浪島孤立於大陸之

外，有著原始面貌，對孩子可以產生一定的『生存壓力』，但又離本島近，後勤

補給很便利，非常適合教育訓練。」(引自教育大辭書、維基百科網站)。白浪

島不只是童軍教育的發源地，更是這場教育實驗之重要基地。白浪

島更象徵著孩子在島上成長的經歷，包含著觀察、探索、挑戰和堅

持的過程，也是貝登堡先生教育藍圖中的烏托邦。 

除了回想 20多個孩子充滿活力的登上「白浪島」展開露營學習

的景象；更想到這座島本身就是活教材，島嶼的地理條件自然而然

就形成眾多的考驗。讓人聯想到不遠長途舟車勞頓，興沖沖帶著孩

子們去看畫展、逛大學校園和誠品書局的個案三老師對教育也有著

相同的熱忱。藉著旅遊教育讓學生多看、多聽、多參與，引發他們

自主、熱衷學習的心，勇於跨出現實的藩籬，追逐自己的夢想。 

因此我將個案三老師匿名為白浪島，因為這座島嶼的象徵著個

案三老師對於補救教學的思想與價值觀，第三個個案故事就以曾發

生在白浪島上的成功教育實驗事蹟為基調蔓延展開……。 

 

                                                      
8白浪島是世界童軍運動的發源地，位於英格蘭南部海岸的威特島西方約二十哩的蒲耳港

(Poole Harbour)，此島長約一哩半，寬約四分之三哩，島上林木茂盛，中央有一塊平坦的

草地，營地在島西南方，岸邊有一間儲藏物品的空茅屋，緊依著茅屋的是廚房。一九○七

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貝登堡(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 Powell, 1857~1941)

和他的好友麥克拉倫(Kenneth Mclaren)召募了二十名青年，其中若干名是青年輕騎兵團

(Boys' Brigade)的成員，其他大部分是倫敦市郊的小學生、工農子弟及少數就讀貴族學校的

學生，他們在此島進行童軍實驗露營。貝氏將二十個人編作四個小隊，每隊指定一個能幹

的青年當小隊長，嘗試露營的生活，每天從事烹飪、偵察、追蹤、斥堠、結繩、救護、森

林技巧、自然研究等活動，結果非常成功，這帶給貝登堡很大的信心，童軍運動由此而萌

芽、成長，並迅速在世界各地擴展。這一次的露營，可說是第一次的世界童軍活動。當時

參加活動的二十名青少年，就是世界第一團的童子軍。這一次長期的露營，也就是世界童

軍運動的起源。(引自 2000 年 12 月教育大辭書，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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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白浪島老師的學習背景與工作經驗 

白浪島老師以往讀書最喜歡的就是國文學科，從大學到碩士班

也都是就讀中文系，所以可見其對中國文學與國文教學之愛好：「大

學念高師大中文系，後來當老師之後又去念台師大暑期中文碩士」。(E-10-1-

Bi2-45)。除了擔任國中國文老師十多年，還擔任過導師、童軍團老

師、文史科老師和教學組長。多元而豐富的教學與行政經驗將白浪

島老師型塑為一位樂觀正向、勇於改變和活力十足的老師：「當老師

已經 12 年，主要教國文，但也會配合學校搭課上過歷史、地理、公民和童軍之

類的。因為國文老師大部份會兼導師及其他科目零星的配課。」(A-1-3-Bi1-

1)。 

當我問起為何白浪島老師談起教學總洋溢著熱忱和動能時，她

提起夏山學校一書與母親對她的叮嚀：「國中最喜歡的書是夏山學校，書

裡提到老師和學生的個別談話如果順利，或許不一定會有直接影響，但會在心

裡種下某種幼苗……。所以我們班就有很多個別師生談話，……聊的內容都是

沒有威脅性的。而且可能因為我媽媽是幼稚園老師，她都會一直提醒我一定要

注意孩子的心理活動……。」(A-1-5-Bi2-46)。所以白浪島老師在帶班或

教學的過程中，都十分重視學生的反應與態度，讓他們能在合理範

圍內有選擇的彈性與自由：「其實我個別談話的目的是很單純是想要跟學生

分享我的想法，然後也很單純地讓他也分享他的想法。就是我要知道你到底在

想什麼，你怎麼想我才會關鍵於我怎麼做。」。(L-2-2-Bi2-48)。她的教育信

念是讓孩子擁有充分的自主和信任，引導他們自律負責，讓學習自

然而然下產生，能發自內心認同老師的教導。白浪島老師認為對於

學生品格與情意的涵養比認知學習更為重要：「我跟家長說時，都會提

到我希望我的女兒學會那些品格，那我就希望你的兒子也學會。我希望我女兒

被怎麼樣對待，我就會給學生怎麼樣的對待，因為他們就是我在學校的小

孩……」(L-2-5-Bi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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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抱持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白浪島老師對待學生或

家長都是以信任為基礎，白浪島老師的班級經營中「最在意的就是學

生情緒有出口可以宣洩。當事情發生的時候不好意思跟爸媽說，不好意思跟同

學說，他可以寫在日記裡，老師可以回饋給他。」(R-3-5-Bi3-126)。讓學生

發生狀況時仍有一個穩定的支持力，「因為坦白說有時家長容易把事情看

得太嚴重，但因為老師是局外人，可以很平靜對待，然後給予意見。但家長很

容易搞得很緊張，但像剛剛那件事情(贈與異性同學小禮物被拒)，可能我給他

意見後，事情就平淡過去，也告訴他這是成長的開始。但家長知道後可能會緊

張來學校過度關切。所以我會跟家長說好，請家長信任我，該處理的，我都會

處理到好，一定要讓家長知道的，一定務必盡快通知，所以家長都很配合

我……」。(R-3-5-Bi3-126)。言談中也感受到白浪島老師所在意的信

賴、聆聽、關懷、陪伴和包容的精神，一直都貫徹在她的教學與班

級經營中。 

參、 加入方案的契機與補救教學的經驗 

一、 加入方案的契機 

白浪島老師說起加入語文精進課程的契機是因為，「……教育處推

薦我們學校來參加，加上當時希望以七年級為主，該年段的老師有寫論文無法

配合或兼任其他職務比較忙，有些是沒有意願……等。我和教學組長私交不

錯，幾經討論就想反正敎國文 10幾年了，也想要看看有沒有其他不同的教學方

法，所以就加入了。」(E-1-4-Bi1-2)。所以可以看出會加入的最大因素

還是出自於白浪島老師對於自我專業成長的渴求，希望透過持續的

精進找到更多有效的教法。同時也可以看見與一般老師相較之下，

白浪島老師比較不怕麻煩與變動，只要確定對工作的專業性有所成

長，她就願意挑戰:「參加前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這畢竟是一個是很難得

的長時間訓練，一定可以成長。所以當時我唯一想法就是：學了之後會對自己

的教學很有幫助，沒再多想其他的了……」。(E-1-1-Bi3-83)。而且白浪島老

師對於一整學年的長期訓練是秉持著正向觀感，也認為長期完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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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教學實作、同儕夥伴討論與輔導老師支持，更能有系統的提升

自己教學專業能力。白浪島老師對於一般人皆視為負擔和壓力的事

情，總能將它轉化為成長動力。義無反顧的加入方案的背後還有一

種對孩子真誠的信念-希望能多少拉回一些自我放棄的孩子，尤其是

那群她在原班教學中比較無法同時兼顧的學生，白浪島老師希望能

在補救課裡面為她們做點什麼。 

二、 加入方案前的補救教學的經驗 

白浪島老師常跟不愛唸書、學習落後的孩子們說：「人生不要這樣

空白就長大了，盡量為自己多學點東西。多少學點常用字詞、學習適合自己的

分量和內容。」(E-1-5-Bi1-4)。很多學習挫敗的孩子會誤以為只要脫離

學校階段，踏出校門之後一切無奈和挫折就能隨之擺脫。 

但白浪島老師擔心這群未在學習中獲得成就感的孩子，也沒有

長出「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日後面臨職場需要學習新任務時，就

會發現當年自己「……錯過學習是很可惜的。我跟他們說：不是不喜歡念書

就等於不用學，坐等畢業當學徒，去當學徒還是要學!只是換成學的是老闆講的

話、步驟和技術，這是學習的另一種形式。」(E-1-5-Bi1-4)。 

白浪島老師認為學習的定義不侷限於課堂、老師與書本，而是

廣泛的存在於實際生活中。這群不想學、放棄學的孩子唯有先調整

「面對學習挫敗」的態度，而後才有機會「學會如何學」。白浪島老

師認為「學習如何學，尤其是態度的部份，應該在國中階段就要開始培養和

訓練。……所以帶導師班、國文課時都希望學生能調整學習態度，依照自己能

吸收的份量，多少學一點，不要排斥學習……」(E-1-5-Bi1-4)。 

而白浪島老師提到以往的課後攜手班並未針對國文開課，主因

國文科節數已較多，大部分國文科的補救教學都是由老師利用零碎

時間採片段式的補救即可：「課後補救教學不會有國文這一科，因為國文的

教學節次相較於其他已經算是很多堂，所以大部分以補救英、數為主……」。

白浪島老師的學校沒有特別對於國文補救教學有所安排，大部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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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班導師自行找時間個別處理，並沒有一致性或系統性的做法：

「之前沒有針對國文開攜手班或補救課，國文科的補救就是導師自己把需要補

救的學生個別留下來考注釋、背默寫、寫評量卷……等。但是大部份不會使用

完整的第八節，會利用零碎的下課、晨間時間。」(R-1-1-Bi1-8)。 

大部分原班導師(不侷限一定是國文老師，導師都會補救各個科

目)處理補救教學的模式就以下課、午休的時間立即補救，採取罰寫

或罰背為主：「……補救老師的立刻補救也只能做到下課或午休把他們叫過來

罰寫或者是罰背，不過這樣算補救嗎?其實連我也不確定。不過這樣的補救幾乎

所有老師都有在做，這些在教育現場非常普遍。但有可能就變成說很零碎，很

多補救是比較偏向背誦、記憶性的。」(R-4-4-Bi3-133)。 

不過對於這樣的補救方式，白浪島老師反問我「你有聽過一個字

錯要罰寫 20次嗎?但你覺得這樣有意義嗎?我覺得學生寫三五遍就會了，但就有

老師就會認為要寫 20 遍，這樣一輩子就記得了!不過，這樣學生還會喜歡國文

課嗎?一定不會，他一定恨死了，一定會邊罰寫邊罵……」(L-6-5-Bi2-65)。 

所以白浪島老師非常希望這個新教材能夠帶給她一系列的新課

程和新教法，可以帶領她和孩子「……擺脫這一切，讓這些變成是有趣

的，然後不會覺得壓力很大，死背的地方也不要花很多時間。」(L-6-5-Bi2-

65)。白浪島老師也希望語文精進課程可以讓學生能獨立看懂文章內

容，「……能瞭解這句話背後的意思，讓他們不需要靠自修……」(L-6-5-Bi2-

65)，這是她所期待的新教材能為她和孩子帶來的新改變。 

白浪島老師還說起以往補救教學備課都是「老師各憑本事」和

「影印國文講義」當做補救教材，缺點就是整體流於零碎沒有系統

性的架構：「……我們就是各憑本事，看老師要上什麼就上甚麼。」(R-7-3-

Bi3-111)、「……因為我們以前上攜手時真的不知道要上什麼，頂多就把平常

(一般國文課)講義印一印，但是那樣真的非常零碎……。」(R-7-3-Bi3-112)。 

當模組一那學期補救班剛開課的前 2~3週，研發單位尚在趕印

語文精進教材前的空檔，白浪島老師採取的補救教學的方式是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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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主軸，補充與國文相關的生活實用常識為內容：「我們學校在等師

大教材(語文精進教材)來的前幾週，我是編排和延伸課本的內容來帶語文活

動，例如：對聯或其他生活實用的國學常識。主要是希望他們對於國文學習層

面能更豐富，這些學生的反應也都蠻好的……」(R-1-1-Bi1-8)。所以在未使

用語文精進教材之前，白浪島老師採取的補救教學以課本為內容，

雖仍稍為比較偏向於書寫、記憶和背誦，但會將國文和生活常識相

連結，讓學生感受到國文其實離他們的真實生活很近。 

對語文精進教材滿懷希望的白浪島老師認為或許這一學期，甚

至這一年的「改變」不一定會對學生產生多少戲劇性的變化，但是

如果能讓這群落後孩子們的求學生涯「不要就這樣空白的長大了」，

能為他們開啟一條新路，播下一顆不放棄的種子，就是白浪島老師

勇於改變的最佳動力。 

肆、 進入方案初期-相信與鬆動 

剛試用語文精進課程的白浪島老師，並沒有想像中的順利。面

臨剛接手新導師班和試用新教材的動盪期，又因眾多突發狀況，讓

她無法參加語文精進教材的期初說明會。白浪島老師後來轉述:當時

錯過語文精進教材期初說明會時，其實讓她非常擔心和困擾。這樣

的狀況讓白浪島老師在試用模組一記敘文(故事體)的第一課(教學

文)~第二課(半自學文)的過程中，心裡很忐忑不安。其實白浪島老

師已經是十多年有經驗的國文老師，但是謹慎的她，面對新課程架

構、新教材和新教法時，仍會擔心自己的解讀與揣摩是否符合設計

的原意。不過即使有眾多不確定因素，她仍小心的、勇敢的努力前

行，並且殷切期待著第二次的教學輔導會議前，自己能夠藉由多年

的教學經驗與閱讀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師手冊而順利進行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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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形色色的補救現場百態 

(三) 來不及趕上的說明會 

第一學期恰逢師大研發單位和教育當局是初次合作辦理試用計

畫的業務，因此公文發送出了些狀況。教育處雖已臨時連絡各校老

師參與說明會，但礙於白浪島老師的學生有突發狀況，因此仍未能

順利與會：「第一次說明會沒有到場是因為沒收到學校的(開會)公文，只有教

務處中午臨時通知我去參加研習。而且當我要出發時，學務處又臨時通知我，

班上的學生發生嚴重糾紛。所以就走不開沒辦法參加，很可惜沒有聽到第一次

的說明會。」(E-3-2-Bi1-3)。 

白浪島老師認為未能參加語文精進教材的說明會，正是造成她

剛起步使用新教材發生困難的主因。沒有課程輔導老師的引導，她

必須花更多時間才能看懂新教材的系統、概念和使用方式：「由 L老

師和 C老師(課程輔導老師)來講解教材的理念，我們會比較瞭解這套教材到底

會怎麼呈現。但是沒有聽到說明會，變成我起先教學要花很多時間事前自行消

化吸收，多看好幾次教師手冊，這些花蠻多時間的……」(E-3-2-Bi1-3)。所

以進入方案初期的白浪島老師耗費大量備課時間是因探索新教材和

新教法。 

除了事前備課耗時費神之外，試用語文精進教材上課的過程中

碰到的困難是教學內容多，進度很緊湊。尤其是第一課教學文的教

學策略比較多，即便每節授課完全依教案流程進行，盡量控制時

間，沒有額外添加活動，還是無法控制在時間內完成：「……起先都適

應新課程和教學方法，而且每個教學活動的時間抓不準，課上得比較趕，沒有

額外上其它的，還是上不完。尤其第一課每 1節的教學活動都太多了，根本壓

縮時間也趕不上。」(E-8-4-Bi1-25)。 

剛進入方案的初期，模組一的第一課到第二課的部分，白浪島

老師是自行根據語文精進教材的課程理念說明、教案流程和會議簡

報的資料，結合自己過去的教學經驗，來探索使用語文精進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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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與做法。面對自己對「新教材的熟悉度」、與低成就學生的「候

答、理答時間」與「教學進度」之間交互影響的狀況，白浪島老師

認為此時尚且難以釐清其因果關係。 

不過，白浪島老師在經過「第 1次課程輔導會議」後(討論模組

一的第一到第二課教學狀況)，透過大家討論和釐清後，已經解決相

關困惑，更放心的依照她原先的教學目標與方式去進行補救教學：

「去了(第一次課程輔導會議)之後，就知道因為這是專門為學習落後的孩子設

計的教材……」(E-2-2-Bi3-84)。透過白浪島老師轉述的經驗，對剛使

用語文精進教材的老師而言，方案啟動前的「課程說明會」和每月

一次的「課程輔導會議」是很重要的支持力量。 

(四) 教室裡邊陲地帶的「空白歲月」 

當白浪島老師接手補救班後，她提到有別班的學生與她說起一

個「成績」和「班級座位」的現象。白浪島老師轉述：「有的班級(安

排學生位置)是把成績好、願意聽課的坐前兩排，然後睡覺的擺兩邊(窗邊)，會

吵的坐最後面。」(L-2-3-Bi3-147)。聽到此事的當下，白浪島老師有些

難以置信，因為她以為這樣的教室傳說-「能力分區」早已消失無

蹤，沒想到除了能力分班、能力分組之外，教室裡的「能力分區」

還繼續存在著。其實「能力分區」的班級經營方式，或許能讓教師

比較能集中火力教學，專注教導服從性高、成績不錯的學生。或許

也是一種激勵學生向上爭取好成績、好座位的方式。但是對於那些

「學不會」、還是「不想學」的孩子，不論怎麼掙扎，都只能接受並

且習慣「長期」被流放邊疆。 

白浪島老師的補救班、原班都有一些動機差、成績差、先備能

力不足、偏差行為多和家庭支持力弱的學生。甚至她新接的導師班

正是大家所公認的「燙手山芋班」，因為許多學生入學後，就是學務

處來來去去的常客。但白浪島老師以堅定的神情說：「我有跟他們(學

生)說，我絕對不會這樣子做。因為我覺得你們來教室上課，絕對不要把自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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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的客人。如果上課名正言順的睡覺、發呆和玩鬧，這樣你們不覺得很沒意

義、存在感很低嗎?』(L-2-3-Bi3-147)。 

當白浪島老師對低成就的學生說出這句「存在感很低」後，讓

人也感受到她對於此事的嚴肅與認真。她認為不論是怎麼樣的學生

在教室學習的過程都應該被尊重，因為每個學生都一定也希望被肯

定、被重視的。只是有些仍在學習掙扎的孩子，仍跌跌撞撞找不到

方法回到教室裡的前排「學習區」……，這個或許他們心底也曾偷

偷期待著的位置……。 

白浪島老師提起自己也曾有過一小段工作上的「空白歲月」。那

時的她諸多事務進展不甚順心，面臨多重角色上的左支右絀。陷入

低潮的她也面臨過「存在感低落」的時期：「有陣子事情很多，許多不

同地方的事情卡在一起，所有事情都有種永遠做不完、弄不好的感覺。那時就

覺得自己的存在感很低，心裡也很洩氣。」(L-2-3-Bi3-147)。她認為有時人

們是憑藉著達成某些事務，進而肯定自我的存在。然而，有時除了

達成具體的任務之外，更多時候我們是透過被他人看見、回應和肯

定，才證明我們的價值。因此，「我不禁聯想到我的學生，如果他什麼都

做不好，在這個教室做什麼都沒有人在意，那他的存在感一定很低。當時我的

低落還只有一陣子而已，那如果孩子國中三年都是這種感受，他的人格不偏差

才怪……」(L-2-3-Bi3-147)。 

白浪島老師能同理低成就學生長期在學習挫敗中掙扎，當他們

的任何作為都被長期漠視之後，自我概念就會相對低落。甚至某些

學生會繼續向下沉淪而有偏差行為的出現，有時這就是讓別人注意

到他的存在的方式，他也想證明自己並非虛無的存在：「當然我們也可

以說做出這樣的行為的孩子很不乖，做很多的叛逆的壞事阿!但其實有些壞事的

背後是因為他們的說不出的困難，可能是學業、人際或家庭因素。對他而言，

他也很迷惘，他也很無力……。」(L-2-3-Bi3-147)。白浪島老師嘆息的

說：「這些落後的孩子，讓自己的學業表現低落到要上補救班，這樣的問題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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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很大、累積很久。可能有基礎能力不好、學習態度不好、家中管教放任，最

重要的就是自我放棄不想學……」(R-1-2-Bi1-19)。 

所以，白浪島老師認為能改變「低成就學生」在教室裡的「低

存在感」之關鍵人物就是「老師」。不論是原班老師或補救老師都可

以辦得到，因為她認為老師是最能直接給予孩子正向力量的角色：

「我覺得這樣的孩子狀況就已經很困難，如果再不給他們一點支持力量，對於

他們要長期生存在這個班上、這個學校，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們的老

師是最能給他們支持力量的人……」(L-2-3-Bi3-147)。的確，當學習掙扎

的學生仍長期面對受挫情境時，能夠陪伴、支持他們漸漸走出低潮

的，就是一個願意聆聽、回應和關注他們的老師。 

(五) 破冰後漸進軟化學生的態度 

當白浪島老師進入補救班後，她更清楚看見這群「低成就孩

子」大部分都有著共同的特質，例如：「低自我概念」、「低學習動

機」和「高偏差行為」：「學習動機低弱，拒絕學習(被動,消極的不合作)

 ，他們有一些是語文能力不好的人，也有語文能力尚可，但是其他學科不

好的人。還有很多學生是自我放棄沒有動機的孩子，會告訴我說：怎麼學還不

是考那樣，那還要學這個做什麼。其實這群進來補救班的學生的確是國文成績

不好、甚至其他科目也表現不好居多，但是當初徵求學生意願是否要參加，算

是這些學生都同意參加這個補救教學計畫的。這些學生比較沒自信、沒信心、

沒有動機，學習態度不是很好，還會嗆科任老師，上課就算坐著也是發呆，根

本沒有在上課。」(R-3-2-Bi1-7)。 

因此她很重視孩子的心理狀態，除了適時的個別談話之外，她

也希望培養學生能夠建立「自我控制9」的能力。其實補救班的成員

                                                      
9
自我控制(Self-Control)是心靈中的理性對情緒、情感、欲望、需求或本能的控制，是在社

會關係或道德規範的要求下，逐漸培養出來的意向力，用以控制自己的偏好和短暫的衝

動。社會學習理論以為自我控制就是一種道德表現，訓導上也以發展學生的自制能力為重

要的訓導技巧。雷德爾(Fritz Redl)和華田保(William W. Wattenberg)訓導模式(The Redl and 

Wattenberg Model of Discipline)中所提到的各種具有影響力的技巧，其中之一就是支持學生

的自制（自制）；包括注視學生(eye contact)、接近學生(moving closer)、鼓勵

(encouragement)、直接的控制(proximity control)、利用幽默(humor)、發出信號(sending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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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是她導師班的學生，而這群學業表現低落的孩子，有些也正是

行為問題不斷的學生。因為白浪島老師曾說她的導師班學生「……組

成份子比較複雜，很多學生很皮、很叛逆。這個班是當時學年公認最棘手的一

班。」(R-10-2-Bi1-10)。 

當時不僅是剛加入語文精進試用方案的第一學期，也是帶「燙

手班」的第一年。而這些學習低落的孩子的問題行為，不僅會原班

出狀況，補救教學時也不遑多讓。因此白浪島老師只能直接面對他

們的行為問題，並盡量採取「柔性勸說」的方式，希望讓學生打從

心底心服口服，而非以上對下的威權要求學生服從：「當時處理學生行

為問題時，主要是用『說道理』的方式讓學生明白我的用意。而且容許他們提

出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是認為老師不合理，也歡迎學生反駁。」(R-10-2-Bi1-

10)。 

白浪島老師覺得「即使我是老師，但還是願意以學生的角度來思考，

而不是把他們的聲音壓下去。但是有些科任老師到現在還是只想讓孩子服從指

示，雖然他們表面上乖乖坐著或照做，但實際上也只是發呆或陰奉陽違，有時

甚至還引起許多師生衝突……。」(R-10-2-Bi1-10)。 

白浪島老師的想法是：如果老師能從學生的角度出發，瞭解他

們心裡的想法，再來和他們一同審視問題的來龍去脈，最後再導正

他們作法，這樣是比較長久可行的。她認為若一昧的以威權強壓而

不疏導其情緒，師生衝突只會持續累積、一觸即發。白浪島老師認

                                                      
和善用忽視(ignoring)等方法。雷德爾和華田保認為學生發生偏差行為，是由於失去自制，

所以最佳的矯正技巧就是幫助學生控制他們自己的行為。自制的技巧是抑制的，但不是強

有力的、攻擊性的或懲罰的，其目的在幫助學生，使學生自己幫助自己。當教師發覺學生

接近失去自制的邊緣時，教師就應該使用自制的技巧，使學生的行為在變成不能接受的行

為之前受到抑制。此外，鍾斯(Frederic H. Jones)也提出鍾斯訓導模式(Jones's Model of 

Discipline)，其主要概念是在幫助學生支持他們自己的自制。他提出三種技術。第一是肢

體語言：有眼光注視、身體接近、身體姿態、事實表達和手勢；第二是刺激系統：有真實

的刺激、祖母規則、教育價值、團體關懷；第三是提供有效率的幫助：有三個步驟，是建

構教室組織、繪製教室分配圖，以及給予學生幫助。訓導的基本假設是所有的學生都想表

現良好的行為，其所以會有偏差行為的出現，乃是因為學生失去了自制，因此訓導的目標

之一，就是要幫助學生增加他們的自制力。(引自教育大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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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群學生除了學業的補救之外，「學習自我控制」也是很重要的能

力。所以遇到衝突事件時，她會聽他們解釋行為的來龍去脈，瞭解

他們背後的動機。這樣的互動是希望瞭解學生行為偏差的著眼點

後，進而調整他們因應問題的思考角度和作法，以期日後遇見相同

情境時，他們比較能控制自我情緒，採取更恰當的做法。 

而因應衝突的方法又是融入他們自己的意見，學生會比較容

易、願意落實，並接受後果：「我跟他們說：或許老師的想法，妳們不一

定要認同，但是你們提出的方式，也得讓我看到可行的地方。我主要想要試試

看，這些有行為問題的學生是不是能培養出自我控制的能力。我也想讓他們經

過這樣的對話，瞭解他想要做這個選擇，就要付出相對的代價，為自己行為負

起責任……。」(E-5-7-Bi2-53)。 

白浪島老師特別強調這些討論都是運用學生的下課或空堂時

間，避免耽誤他們正課或補救課。讓孩子在該學習哪方面的能力

時，就專注投入其中，畢竟這種行為問題，並非一帖見效，若長期

因此讓學生在學習中缺席，這樣對原本就學業落後的他們，也只是

挖東牆補西牆，甚至讓學生養成假稱與老師談話之冠冕堂皇的理由

來逃避課堂學習。雖然師生關係密切，但是她仍堅持她的原則與底

線存在：「……與老師關係建立了之後，不代表是完全放任，該有的我還是會

去處理……」(R-3-5-Bi3-126)。 

與其只有懲罰和責備，白浪島老師更喜歡走另外一條路，其實

我曾問過白浪島老師為何願意花這麼多心力和時間等待這群孩子的

心慢慢融化，難道不擔心沒有具體成效嗎?然而白浪島老師雲淡風輕

笑了笑說：「其實如果老師很嚴格，我想這些一樣做得到，只是我想用不同的

方法來達到一樣的目標，……我不想要用直接的給強大壓力的嚴厲方式，就只

好拉長作戰時間，甚至承擔一些額外的事。……提到我會不會懷疑嗎?恩!說真

的我常懷疑自己的作法，坦白說這樣有點冒險，但就是試試看，反正不試試看

怎麼會知道有什麼結果……。」(E-11-2-Bi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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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島老師覺察到有些低成就的孩子，往往故作瀟灑，這其實

只是他們的保護色。當他們在生活中發現自己原來是善良、可以獨

力把事情做好時，他們才會漸漸放心解除保護色：「服務學習是個改變

的契機，有次我就帶了我們班的孩子去一個啟智育樂中心服務，那次幾個很皮

的男生和一些平常學習落後的孩子都有去。要進去前，很多孩子互開玩笑說：

『我們這些流氓來這裡要幹嘛?』……，但是等到半天的服務結束後，很多孩子

即使沒有多講，臉上線條都柔和下來，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很多事情也可以做得

很好，其實自己是很善良的。我也跟他們說美其名是我們來服務他們，但其實

是他們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發現自己是良善的。……，如果有一天你們發現就

算沒有這一分，也會願意去為別人服務，你們看到、學到的東西，就比這一分

還要多出很多了。」(R-6-4-Bi3-149)。 

白浪島老師藉由十二年國教的「服務學習」，鼓勵這群學習或行

為有狀況的孩子們共襄盛舉，然而這些學習過程中點點滴滴的成功

經驗積累起來，就是他們自信的來源。這群狀況百出的孩子，也因

為被看見、被肯定、被需要，讓這道心牆漸漸瓦解，白浪島老師期

帶著心防卸下的孩子，或許對於老師給予的教導和要求會更容易進

入他們的心。 

(六) 一本書都推薦不出來的孩子 

白浪島老師面對棘手的一班除了柔性勸導之外，突然想由改變

他們課間活動的型態，取代問題行為的產生：「我採用很多方式鼓勵學

生多看書、多閱讀。本來想進行閱讀地圖(班級閱讀活動)：讓每個人都提供一

本書，每個人看過別人的書，就可以在『閱讀地圖』中做記號。想說這樣可以

營造班級共讀、共同討論的氣氛。」(L-2-3-Bi1-26)。 

當白浪島老師發現每個孩子家庭背景的殊異，有些孩子家裡遍

尋不著一本值得推薦給其他同學共讀的書籍，而有些孩子家裡是真

的連一本休閒的書籍都沒有:「可是後來我發現行不通，因為班上有些學生

連一本書都推薦不出來，尤其是那些家庭支持力薄弱、學習落後的孩子，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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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書，最多就是課本、雜誌、農民曆……」(L-2-3-Bi1-26)。發現這

種現象的白浪島老師有些驚訝，也有些心疼：「畢竟我也瞭解有些學生

家庭並沒有很多書和良好環境讓他們習慣閱讀。像我的女兒現在 5歲已經可以

讀台灣麥克系列那些文字很多、圖片很少的書了，而且認識的字詞非常多，會

自然而然的用在日常生活的對話中。而且我家有很多藏書，是多到隨便走都會

踢到書的環境。……所以我只是希望我的小孩能有的經驗，我的學生也能體驗

到才會想建立班級書櫃……。」(E-11-2-Bi1-23)。 

班級圖書角蒐集書雖然產生某些困擾，不過白浪島老師樂觀的

說：這未必是阻礙，反倒是這群孩子應該還有很大的未開發空間。

其實最初只是有個很單純的想法就是「我的孩子有自己的書櫃，每天他

們都會在書櫃前面找一、兩遍想看的書。……那時我就很想將這樣的氣氛營造

在我的班上，我很希望班上的孩子身邊都有一、兩本書可以陪伴他……」(L-2-

3-Bi3-130)。 

後來白浪島老師參加完第一次的輔導會議後，又聽到「你們攜手

課程有一些概念不錯，讓我有靈感做一些改變，不過其實也就是從你們講的概

念而出現的。我們班書蒐集不起來，所以一開始先印閱讀本，我自己找文章、

打印、作封面裝訂。例如讓學生六日就看其中的一篇，然後再請他們告訴我有

什麼喜歡的部分和大家討論。有些動作快的會說他已經看完了，有些人可能就

是勉強看個一、兩篇，那我都覺得無所謂，就是至少他們知道有那些東西，試

著去培養他們的習慣這樣。後來好像比較可行之後，想說閱讀本都只能讓他們

看短篇的，倒不如像你們說的讓他們看書，這是我從你們閱讀的想法(閱讀階

梯)，改成閱讀地圖……」(E-4-2-Bi3-127) 

基於這個進階的小小夢想，所以「我就開始動手佈置『班級圖書

角』，添購很多書來借給學生看，大部分是比較青少年適合閱讀的，例如：漢聲

出版的青少年百科、渡也散文集、小說故事類的都有……。」(L-2-3-Bi1-

26)。後來愈來越瞭解他們程度後，也會買進「一些簡單的西遊記、福爾

摩斯……」(L-2-3-Bi3-130)，讓所有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能看愛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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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甚至日後踏進學校、社區圖書館借書：「那我的想法是如果孩子在

自己在教室裡，養成閱讀的習慣時，他們以後就有可能會自己走到到圖書館裡

借書……」(L-2-3-Bi3-130)。 

而且我讓學生使用圖書角時採取「自行登記制」。讓他們不只增

加閱讀量，也要養成良好借閱習慣：「雖然我心裡想如果書看一看不見就

算了!但我還是讓我們班採登記的方式，而且我會告訴他們這些書是我女兒長大

後要看的，現在先借給哥哥、姐姐看，所以你們要幫忙保管好，讓他們以後有

書看……」(L-2-3-Bi3-130)。 

白浪島老師發現有些沒閱讀習慣或不太會閱讀的孩子對於「紙

本閱讀」有些抗拒時，她認為這也無妨，因為她可以再多排入「電

影、旅行之類的，反正都是閱讀的一種。所以後來我會播放很棒的電影給學生

看，例如：龍貓。這卡通已經很久了，我家幼稚園的女兒看過無數次，可是班

上有些，甚至是補救班的學生有一半以上是沒看過的……。」(E-11-2-Bi1-

23)。所以白浪島老師讓閱讀文本由「一本書」擴充為「一部電影」、

「一場體驗活動」，甚至是「一趟班遊」，事後再透過師生共同的體

驗，聚焦討論這些書本、電影、活動或旅行中見聞與想法。希望這

群孩子面對「廣義性閱讀」時，降低排斥感，甚至有著煥然一新的

新體驗，這些都是白浪島老師提升學生閱讀興趣的入門方式之一。

而且她希望當班上越來越多同學會走到圖書角看書時，許多沒有習

慣閱讀、不太會閱讀的孩子也會慢慢被帶動。這樣一來就能不著痕

跡的讓家庭缺乏閱讀環境的孩子或班級裡的低成就學生，在學校情

境中有機會更接近閱讀，這對於語文能力落後的孩子也是一個很好

的學習契機。 

她很清楚與其不斷抱怨或要求家長給予孩子相關的支持是很難

著力的。這些作為不僅對很多家庭而言是徒勞無功，甚至可能變成

親師衝突的導火線：「我們一般這種學校尤其是落後的孩子，有些家長不太

清楚也不太管，應該包含他們自己也是一點也不在乎吧!」(R-3-5-Bi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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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島老師是相當惋惜說：看到這些孩子的狀況，就認為自己額外

投資在學生身上的時間、金錢與心力是很值得的，「……畢竟城鄉差

距、家庭文化背景的困難是很難克服的一塊……」(E-11-2-Bi1-23)。 

白浪島老師認為與其坐而抱怨，不如積極的帶著班上的學生，

尤其是那群學習落後、行為偏差和家庭支持力薄弱的孩子快樂出

航，目的地就是「體驗生活，做中學」，她希望藉此「……激起他們

以往從未想過的想法，願意為了未來去努力……。」(E-11-2-Bi1-23)。 

二、 離開熟悉，重新歸零的勇氣(?) 

(三) 不想再重教的補救教學 

白浪島老師在聽見輔導會議中有他校老師表示家長或導師甚至

對於未使用課內的教材進行補救教學，有些質疑的聲音，讓他們在

進行補救教學時有些困擾。白浪島老師的補救班中，大部分家長或

其他班的導師並沒有對於補救教材和教學內容有所質疑。 

至於學生的部分，白浪島老師平常國文教學會延伸整合補充或

平時考、段考命題，也會有非考試範圍內的選項或課外閱讀。因此

大部分補救班孩子都能接受，國語文能力是不分課內、外的：「之前

輔導會議中有聽到其他老師說補救班學生反應補救課敎的內容和段考沒關係。

但是我自己敎的學生是沒這樣的反應，大概是我們班孩子，包含上補救班的都

有這種概念。因為我常提醒他們國文平時考、段考都會有一定比例的課外範

圍，更別說是指考。國文領域的考試是不分課內、課外的，所有相關的都會被

包進來考。所以他們覺得學習這套(語文精進教材)和即使和課本內容不同，對

於整體國文學習應該沒有太大違背。」(E-5-7-Bi1-14)。 

白浪島老師認為若是補救課採取「重新教一次課文」，可能會造

成低成就學生將補救課視為「白天挫折的延伸」。這些已經聽過一輪

國文課的學生，看到同樣教材可能「煩悶的感覺又上來」。再聽同一

個老師(因為學生大部分是白浪島老師班上的，只有兩位是其他班)

重講一樣的內容，不僅「不懂還是一樣不懂」，還可能覺得很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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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班孩子不只國文，而是普遍各科成績都不好。如果補救課還拿白天國文

課本重上一次對學生更不好，因為一方面就是白天聽過、沒有興趣甚至是學不

來的內容，現在再聽一次只會更無聊……所以至少課後補救可以讓他們學一些

和白天課程不同的東西。」(E-2-4-Bi1-12)。 

而且白浪島老師擔心這群學生預知會再「重複上一次課文」，反

倒讓「課後補救」的美意，影響原本國文課的學習態度，更是「雙

重浪費學習時間」：「如果這群學生知道第八節還會上同樣的課程，那原班上

的第一次國文課時，他可能會想說反正也不用太專心聽，反正之後還會再講一

次。那不就浪費這些學生國文正課的時間，還養成學習的不好習慣。……我希

望他們就是要養成注意聽的習慣。學新東西第一次就要集中注意力，而不是起

初分心、態度隨便而沒聽懂，讓後面一直東補西補也是沒效率。」(E-2-4-Bi1-

12)。 

白浪島老師認為採用一套新教材-語文精進教材來進行補救教

學，用與正式上課之不同材料來面對同樣的困難，也讓孩子有種改

頭換面、如釋重負的輕鬆感：「用這套教材(語文精進課程)的內容和國文

課本不同，或許可以讓學生有不同於白天上課的新鮮感，也不會一看課本煩悶

的感覺又上來。」(E-2-4-Bi1-12)。 

因此白浪島老師認為以補救落後能力為目標之前提下，使用課

內、課外的教材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在於學生是否願意學習：「我

個人是覺得這套教材對於落後的孩子有沒有什麼幫助，未必是在課內教材還是

課外，主要是我們教給他的，他有沒有學到，所以我反而會覺得是否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才是重點，學生自己要覺得來上補救是有趣的、是重要的……」(E-

7-2-Bi3-91)。 

 

(四) 抽離例行教學的新發現 

其實甫開學之際，敏感的白浪島老師就已覺察到班上的確有某

些學生學業表現與一般同儕有些落差：「……剛開學時，我上課就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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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常用詞彙、成語或文章修辭、語文常識，就會發現有些學生已經滾瓜爛

熟，有些學生卻在國小階段從未聽過這些名詞概念……」(R-3-2-Bi1-7)。 

這些「基本國文常識」有狀況的孩子，甚至「……連很基本的國字

寫錯一堆，用注音輔助還會拼錯的……」。正當她以為「受害範圍」是侷

限在「國文學科內容」的部分之時，進入「國文補救教學」的白浪

島老師才赫然發現這群孩子不僅是國文學科有問題，整體的「基礎

學習能力」也是狀況百出。 

因為白浪島老師使用語文精進教材進行補救教學時，她赫然發

現以往視為國中生必備的「基礎學習技能」，這一群低成就學生竟然

付之闕如：「……以前認為班上所有的學生應該都要會這些的，甚至想這些這

麼基本、簡單的東西，怎麼有人拖到上國中還不會，還需要特別敎……。」(R-

3-3-Bi1-21)。 

白浪島老師說起語文精進教材中的某些學習策略，她在原班授

課時就會使用。大部分學生好像都很自然、很有默契的配合著，似

乎沒有學生特別反應過「聽不懂」、「不會用」的問題。因此礙於教

學進度之故，白浪島老師都是「有用，但不會特別講」直接進入課

文教學，不會針對學習策略的「使用方式」特別著墨：「其實這套教材

(語文精進課程)裡的一些方法我以前上課就會用到，但是不會特別強調和說明

的，例如：作筆記、畫重點、標段落記號……」(R-3-3-Bi1-21)。 

因為補救課的契機讓她看見確實有一些學生是需要「基礎學習

技能」的教學。因此在原班國文教學和補救教學中，遇到作筆記、

畫重點……等教學指令時，白浪島老師會將步調放慢，進行課堂快

速觀察或巡視學生的狀況：「……雖然以前我的板書就會標出重點和整理

筆記，不過現在我會特別留意學生有沒有跟著翻頁或動筆來觀察他們有沒有跟

上，現在我會去要求學生要盡量做到而且會特別提醒。」(R-3-3-Bi1-21)。 

白浪島老師認為有些「學習的好習慣」不僅在補救課實行而

已，還可以在原班擴大推行。不過這樣的美意在實施的過程中，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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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起原班某些學生反彈聲浪。尤其是原班有些「能力不錯，覺得

沒必要」的學生或是「沒有作筆記習慣」的低成就孩子，他們說：

「……為什麼我還要再寫一次這些詞(重點元素)……」(R-3-3-Bi1-21)、「他們

曾經質疑過我為什麼要這樣，學生會說那裏已經有印一二三四(註釋標示順

序)。……我跟他們說如果只看註釋就只會去背註釋意思，你們看註釋放回去課

文是放在哪裡，寫上去(作筆記交互對照詞語和文章)才能知道這些(詞語)的用

法」(E-10-3-Bi2-28)。白浪島老師向學生解釋她的用意是在於：「……

老師希望你們要特別留意『語詞在句子中用法和情境』……」(R-3-3-Bi1-

21)。對於國文教學經驗豐富的白浪島老師似乎很快就瞭解為甚麼要

進行「基礎學習技能」的教學，她認為透過這些「書寫紀錄」的動

作，有某種程度能幫助學生加深「字詞」與「文句意義」的連結關

係。 

白浪島老師雖然才教了一、兩個月的語文精進課程，但是透過

補救教學的過程中，她開始對低成就學生有更多近距離的觀察。她

藉由語文精進課程中的教學活動操作，例如：標示關鍵詞、回應問

題，讓自己掌握學生當下的學習狀況。她也發現過往自己對於低成

就學生的起點能力與學習需求，有些認知的落差和盲點：「……有時

我們老師對學生也是充滿問號想說『你不知道的地方在哪裡?』、『怎麼連這個也

不知道?』……」(R-7-1-Bi2-68)。但是現在比較能明瞭對於某些學生而

言「……很基礎的能力，但是他們就是真的不會……」(R-7-1-Bi2-68)。所

以，身為補救教學教師之後，白浪島老師更要求自己要多觀察學生

上課表現和反應，隨時調整教學節奏。自己也要在「不疑處有疑」，

不過度憑藉以往的教學經驗，而輕忽了學生可能會在某些老師認為

很簡單的部分有學習困擾與疑惑。白浪島老師希望可以找到低成就

孩子累積已久的問題核心，藉由自己在語文精進教材中所獲取新教

學知識、新師生互動關係與新班級氛圍，進而改善孩子的學習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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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再隨興、盡興的國文課 

語文精進教材固然帶領著白浪島老師跨越以往未曾發現的教學

盲點，但是新教材也讓她自己需要花一段時間進行自我調整。白浪

島老師提到自己以往教學風格是較為「隨興」的，通常會視實際教

學狀況、師生互動氛圍來調整教學內容和進度：「以前好像比較隨興、

情境式上課的人，所以對於那種固定流程、教學時間，我不是那麼的在

意……」(E-10-3-Bi2-29)。然而使用「標準介入」的語文精進教材

時，教學的感覺與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它的教學步驟和流程是「固

定」、「明確」的，所以白浪島老師需要花一些時間去調整適應：「因

為這個(教材)是專門為學習落後的孩子設計的，可能因為是用在學習落後的孩

子身上，所以教學步驟都要很明確的。對我們國文老師來說，這樣的方法比較

新、比較需要花一段時間去適應…。」(E-4-1-Bi3-86) 。 

之前也有提到白浪島老師在初期花較多心力來理解新教材教

法，期望能精準的詮釋新教法。前面提及採用「標準介入式教材」

進行教學時，在「課堂師生互動」方面會有「教學進度」與「候

答、理答時間」難以控速的困難：「……起先幾課常抓不準教學時間，進

度比較趕，就算沒有額外增加教學活動、壓縮時間了，還是上不完……」(E-8-

4-Bi1-25)。 

然而就老師本身自己的教學風格來詮釋教學而言，相較過去自

己比較不能隨興、隨情境氣氛和學生暢談分享與文本相關的內容。

「標準介入式」的教材常常會掃了白浪島老師想與孩子們分享的雅

興和熱情「上課時還是想悄悄補充講一些教材或學習單沒有的東西……」(E-

8-11-Bi3-89)。但是「有的時候老師自己講得正在興頭上，說到欲罷不

能……」 (E-8-4-Bi1-25)，此時眉飛色舞的白浪島老師會讓自己暫且

擱下教學進度，把延伸的議題淋漓盡致得完整說完，她說：「……當

時想要一鼓作氣的把它講完，我就乾脆不管那些時間了……」 (E-8-4-Bi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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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語文精進課程在「摘大意」教學的部分與過去國文教學

有比較大的差異。白浪島老師當時解讀是語文精進教材似乎是用

「一個公式來摘大意」，她看了濃縮的公式後仍有諸多疑惑，因此

「卡了比較多時間」才能消化內容：「印象比較深刻的，讓人不好轉換

的，還有摘要大意。因為你們(語文精進教材)給摘要大意一個公式嘛!這裡我也

卡了一段時間，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可是後來自己把這些摘要大意的方式

寫在黑板上之後，我才能看懂。」(E-4-1-Bi2-72)。 

還有適應新教材的過程中，另一個教學慣性的問題，就是國文

老師本身使用國文領域的「專有名詞」與語文精進教材不太相同。

語文精進教材當中撰寫教案的概念用詞，對於國文老師來說較為陌

生，需要花比較多時間才能瞭解教案所想表達的教學概念。白浪島

老師起初理解和運用時有些微的困擾，不過幾經對照後，發現有些

專有名詞的概念與過去自己習慣的國文系統有相似之處，所以開始

自行對應與相互連結：「對國文老師有一些專有名詞，類似衝突在國文一般

是叫做轉折，就是講文章的轉折之處，有時候用起來的確有點不習慣，要花比

較多時間去瞭解它的意思……。」(E-6-1-Bi2-69)。 

所以進入方案的初期階段，白浪島老師大部分是調整以往一般

國文教學與語文精進課程的新教法的落差，因此花比較多時間消化

新教材教法：「教學比較久了，所以之前備課大部分是這樣看過去而已……，

現在課前的準備差比較多，備課時間要很多，不過那是起先不熟，要把教案看

很多遍，還要想怎麼達成這樣的效果，不過這都是以前比較不會想到的……」

(E-2-7-Bi2-72)。 

白浪島老師認為相對來說新教材教法的確要耗費比較多的時間

來備課，也讓她去嘗試和思索一些「以前不會想到的」教學問題。

因此她曾提到教語文精進教材的過程當中，不只學生進行語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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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補救，自己也是正在學習一種截然不同的國文新教法：「……

教學生的過程中，我們自己也要適應一下，也當作在訓練自己，因為這就是跟

平常國文教學很不一樣……。」(E-2-2-Bi3-84)。很快就轉念的白浪島老

師心想何妨暫且擱下疑惑，把握這趟看見新風景的學習機會。 

伍、 進入方案中期 

一、 乘風破浪後的另一番柳暗花明 

(四) 考驗體力與意志力的第八堂補救課(補救老師調整方法) 

學校為了把學習落後的孩子拉起來而開設的「第八堂補救課」，

許多低成就的學生來到「語文精進」課堂時，很多都說覺得很有

趣、比一般國文課好玩。然而，這樣「好玩又有趣」的課後第八堂

並未若預期的提高學生的上課意願。白浪島老師幾經詢問，透過不

同學生轉述，她才瞭解這個「有趣又有益」的課程安排在放學後接

續上課，對於已經待在學校八~九個小時之久的學生來說，再「好玩

的課」也抵不過整日疲憊後的「回家時刻」：「……有些學生覺得這樣的

上課比起白天的來說是很好玩，但是他還是有點不想來上，因為他們很累、很

想趕快回家……」(E-5-11-Bi2-63)。 

白浪島老師還提到一個補救課裡學習態度不錯的同學，也有同

樣的現象：「小光她覺得這種課程很好，上課的內容她都覺得不錯，但不想放

學第八節還要被留下來……」(R-9-1-Bi3-109)。老師瞭解她絕對是有心的

孩子，但是對於「第八堂課後補救」就是免不了有種「多加一堂

課」的負擔感。白浪島老師提到進入方案中期時面對的難題就是

「低成就生上課意願低落」：「……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就是，他們覺得他

們多上到課了……。」(R-9-1-Bi3-109)，左右為難的白浪島老師一方面

心疼學生的負荷，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們能多撐一下、多學一點。 

白浪島老師說：「……我也真的覺得他們其實是真的……真的很累

了，……很多時候上課是人在心不在……」(E-5-11-Bi2-63)。白浪島老師講

起時連用了好幾次「真的」，強調這樣的「人在心不在」並非學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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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學，也不是教材設計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一整天連續不斷的課

程活動、考試、作業，已經讓學生的心力、體力和專注力超載，然

而對於第八堂補救課中有些人在心不在、力有未逮的孩子們，她也

不忍多加苛責。 

其實白浪島老師提到第八堂課不僅對學生有負擔，對於授課老

師亦然。白天時段全心投入教學工作的她，下班後回歸家庭生活又

是另一個全新角色、展開另一段行程，因此「多一堂課的確就是多

一個負擔」：「……不只對學生，而且對我們有家庭的老師來說，我們本身當

然也覺得留下來真的也是一個負擔……」(E-5-11-Bi2-63)。 

為了讓補救課的學生，有機會增廣見聞、開拓視野，她便安排

孩子去台北參觀畫展和大學校園之旅。事前她和先生幾經商量後，

讓先生週末獨力照顧兩個幼稚園中班和一歲多餘的幼兒，自己則提

前一週到台北畫展展場去做功課，並返家設計「班遊導覽單」：「前一

天我自己先去看一次才能想出導覽學習單的內容，所以我連看兩天。我有帶我

的原班去看，有七個人跟我去，他們有先看過我做的講義，這次有租導覽系

統，我也買導覽手冊。後來下一場的導覽是我自己跟孩子們講……」(L-2-3-

Bi2-75)。種種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讓這群學習落後和支持力薄弱的

孩子，也能開拓新的眼界、找到新的目標。但的確也讓白浪島老師

的工作時常跨越了家庭生活的界線。 

然而，為了要全面的提升這群學習落後孩子的經驗和能力，相

信許多補救教學老師就如同白浪島老師一般，背後時常投入許多

「隱性成本」、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卻未必能得到相對應的成果。

徒勞無功的空虛感和缺乏成就感之下，造成補救教學老師流動率甚

高之主因，補救教學現場常發生有經費卻苦無老師授課的窘境。 

參與語文精進方案之後，白浪島老師開始注意到怎麼樣才能維

繫補救教學老師「長期投入之意願」：「……如果可能歸入每個老師的基

本節數搭配其他鼓勵方式，這樣的話我覺得非常好，應該也會有更多有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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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願意來作這份工作，也能做比較久……唉~不過這有可能嗎?」(E-5-11-

Bi2-63)。 

白浪島老師覺得對她來說，最大的挑戰應該是在於，面對疲憊

的孩子們上課後第八堂時的積累、高漲之負面情緒，例如：被留下

來的學生動力不高、不耐煩的情緒一觸即發，精神狀況不佳，來補

救班會被同儕側目……等等。這些都是比一般教學中，老師更要大

費周章去處理的問題。 

所以，累積十多年教學經驗的白浪島老師表示，她在汲取語文

精進方案中其他老師的分享後，加上自己過去的作法，她已經想到

更多配套方法，可以維持學生學習動機：「……其實以前教書比少去用給

點數這種方法，其實你們講的那幾個策略大部分還是奏效的啦。早期的教學比

較侷限於黑板，對我來說上課時到黑板給點數，再走下台來來回回，很浪費時

間……」(E-4-1-Bi2-70)。 

首先是白浪島老師提到以往鮮少買點心、食物當獎勵品，不過

當她開始理解傍晚時分還要上補救課的孩子應該其實又累又不耐

煩。採用原級增強應該對學生來說是比較實際、直接，畢竟那時學

生的身心狀態下，等待一週又一週的累積兌換，可能並非是最好的

增強方式了：「……其實以前很少用這種方法，是來到這個師大計畫(語文精

進方案)聽了很多人討論，我就也開始會帶東西(零食)給他們，多少讓他們覺得

留下來也是不錯的。」(E-5-11-Bi2-63)。 

雖然，採取此新作法有些不習慣，也擔心會打亂或降低國中師

生關係的「教室潛規則」，因為有某些國中階段老師，甚至國小高年

級老師並不認同給學生食品類的增強物、建立增強制度、玩競賽遊

戲。這些老師擔心孩子日後養成努力和獎勵的對價關係，認為這些

對於國中生來說都太幼稚了的。 

其他同儕異樣的眼光讓白浪島老師不免有些卻步，但是她後來

考量到如果能提振孩子們上課後補救班的士氣及更有活力的投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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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不論何種辦法都是入門的好方法：「我覺得增強對孩子還是很 ok

的，像我上課的時侯，如果在事前講好誘因，等一下上完的時候，完成的就有

糖果或飲料，孩子就超樂意去完成的……」(E-4-1-Bi2-70)。」 

再者，白浪島老師與我分享很多教學過程當中「相同教材，不

同老師來上效果就會不一樣」：「還有同樣一個教材，不同老師上起來也會

不一樣，像我自己在教的時候，我自己會很在意他們有沒有覺得很好玩，像他

們只要一覺得無聊了，我們就來玩點什麼教案裡面有的遊戲，或者是他們已經

有點不耐煩了，我也會先發個點心下去…」(E-7-2-Bi3-91)。補救教學的過

程中，她比平常國文教學更容易遇到學生不耐煩、分心講話、聽不

下去、不配合的情況。她心裡想這些學生除了過往學習習慣不佳、

對學習沒熱忱之外，也可能有其他生理、心理的因素所致。 

除了上課一整天造成精神不濟之外，還有補救的學科正是他們

較為弱勢之處，也可能產生較大的認知負荷，這也是讓學生維持注

意力時間大幅縮短的原因之一。此時她認為一個有經驗的補救教學

老師就應該在上課中會隨時觀察學生學習和情緒反應，適時變換

「上課節奏」轉換學習氣氛，讓學生在動態、靜態學習活動之間，

可以有機會調整情緒和思緒。 

還有，白浪島老師提到她會讓學生認為來上補救課並非是變相

的被留下來加課或對成績不好的處罰，反而是受到老師特別照顧的

「學習 VIP」，學生不會覺得有面子掛不住的自尊問題，甚至覺得自

己來補救課是很特別、很價值的。「……營造一種『你們是得天獨厚』可

以來學習這套教材。」(E-7-2-Bi3-91)、「……我會不斷的去告訴他們這是別人

在研究中很棒的教材，你們可以在裡面學到很多東西……」( E-7-2-Bi3-92)。 

白浪島老師認為國中生自主意識較為強烈，老師的硬性要求比

不上學生自己「願者上鉤」：「我個人覺得他自己的學習動機才是重點，所

以重點不是老師教多少，而是他們自己要覺得說這個教材對他來說是有趣的、

有意義，不是被硬留下來的……」(E-7-2-Bi3-91)。白浪島老師多管策略

 



211 

齊下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來到補救課中，不僅只是補救學科知識，

也希望他們能重新洗刷對學習的舊有印象，發掘學習的樂趣，讓自

己的學習動力永不斷電。 

(五) 一碰就縮起來的含羞草型學生 

白浪島老師談到她在一般國文教學和國文補救的教學中，最大

的教學差異是在於，老師要先「調整教學觀」，包含教學目標與標

準，並且因應低成就學生心理特質和學習需求進行教學策略的調

整。白浪島老師瞭解這些低成就的孩子時常表現不穩定，有時進

步，有時停滯，甚至倒退好幾步都是常有的狀況：「……後來發現有些

能力比較不好，又比較內向的學生，用鼓勵的可以一瞬間變好很多，但續航力

很弱。不過如果用罵的，他就一定會縮回去了……」(E-1-1-Bi2-56)。 

所以她瞭解這些「含羞草」孩子們面對挫折又不知道該如何處

理時，若他人稍加責問，這些一碰就縮起來的「含羞草」就更容易

縮回自己的世界，所以大部份會盡量措辭中性的跟孩子們溝通。 

 

一向喜歡乘風破浪的白浪島老師接手補救教學後，不僅想從新

教材部分讓學生有認知上的進步，也從態度和行為常規方面都想好

一連串的新配套措施。首先，她重新建立增強制度，避免使用懲

罰，讓自信心低落學生萌生退卻之意。白浪島老師採用「分段式的

獎勵制度」，先鼓勵「願意完成」的良好態度，再獎勵「做得好或願

意挑戰難題」的學生：「其實我感覺我好像是去了攜手之後才會使用增強這

一招耶!……因為他們是補救課，我記得他們那時玩詞語賓果之後，我就會發糖

果給有完成的人，主要是想刺激一下那些這麼簡單的題目也不做的人。如果有

些題目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我就會多發糖果……」(R-6-4-Bi2-34)。 

的確有些低成就的學生在原班比較缺乏機會表現，學習內容難

度高、反應速度慢、擔心同儕眼光……種種影響之下，沒有機會嶄

露頭角。然而，補救課當中比較有機會讓他們發揮之下，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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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意願冒出頭。白浪島老師提到可能主要是來因為補救班級的

人數比較少，成功的機會大大提高，挫敗時也比較沒有同儕目光的

壓力：「有些平常上課很少回答的，因為現在人比較少，上課內容比較簡單，

比較敢舉手……。有很多回答的機會，常常也能答對，所以孩子來到這裡，他

就變得比較有表現的舞台。……大部分的同學都有進步，尤其是女孩子……」 

(E-6-1-Bi2-69)。 

同時，白浪島老師認為要引導學生重回學習之路，除了營造更

多成功的機會之外，還需要從教學過程中降低學習挫敗感，給予孩

子更多支持。 

白浪島老師說起自己以往國文教學是以課本文章內容為主，不

過會補充和延伸相關的重點。並且爲了讓學生盡量在課堂上吸收到

最完整的內容，所以只要是課文的內容會盡量鉅細靡遺的解說，不

會想到去嘗試跳脫、替換或刪減預設內容:「以前我就是讓他們念一次課

文，然後我就開始去解釋課本裡面的內容，……其實就是按照課本裡面的內容

去講解和比較重要會常出現的去整理， 只要課本上的幾乎我都會換不同方式講

讓他們聽懂。」(E-10-8-Bi3-131)。 

但是，現在的角色轉為補救教學老師時，她開始去斟酌面對

「教材既定進度」或「學生吸收反應」兩者之間的相互權衡下，她

比較希望採取更多折衷的作法，讓學生保持對學習熱忱，願意小步

的、持續的向前邁進。 

因此補救教學課堂裡的她，做出一個與以往不同的嘗試，例

如：當她發現有某些書寫比較有困難的孩子在填寫語文精進教材

「文章結構表」時，停頓太多時間，甚至已產生一些負面情緒。她

覺得是否應該要嘗試放低預設門檻，調整自己對於「達成學習目

標」的標準。因此她讓對書寫比較排斥的學生，先從在課文能找到

重點、劃上標示記號或關鍵詞作為另種替代方案：「……雖然我是可以

規定他們去寫完，但是寫那麼多，我在想真的是有意義嗎?與其看學生為了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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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弄很痛苦，我想不如找個比較可行的……」(E-5-2-Bi2-73)、「我想說這還

是以讓學生找到重點才是重要的。讓他們可以理解，不只空等我的標準答案就

好，所以我覺得有些抱怨很多(字)不想寫的(學生)，可以做到畫對重點，那樣

也可以啊!」(E-8-2-Bi2-73)。 

她事後也轉念想或許不是每個學生都適合以一張「完成的學習

單」代表已達學習成果，若老師可轉由教學過程的互動，來觀察學

生學習行為，例如：課堂中組間巡視學生作筆記狀況，觀察能否從

中「找到重點」、口語回答去分析對「文章理解」的程度，似乎也是

補救教學中等帶學生緩步前進的過程之一，並且在白浪島老師進入

方案中期的目標是即使緩步前進，也比師生裹足不前好太多了。 

白浪島老師認為或許補救教學時，透過重建新的學習經驗，洗

刷以往挫敗的舊印象，可以讓這群稍加碰撞就把葉片闔上的含羞草

們，有更好的抵抗力，能維持更長的續航力。 

 

(六) 在既定架構裡，卻有意料外的表現 

白浪島老師除了希望學生能持續降低對挫折輕易退卻的學習態

度之外，也在語文精進教學中嘗試著把「抽象的概念用學生的生活

經驗更具體的來解釋與說明」。 

學生在模組一半自學文和自學文中開始要著手自行「切事件」

時遇到困難，畢竟「聽懂概念」與「實際去動手操作」之間仍有些

落差的。但白浪島老師選擇不直接告訴學生答案，反而是給他們更

充分的時間去經由討論思考，試著找出每個事件：「…他們自己將課文

切割事件的時候，就像你們講的老師沒有講解後，他們果然自己光是要找到事

件、了解什麼才算是一個事件，就討論了快一節課……」(E-5-3-M1m1-159)。 

白浪島老師觀察學生在操作的過程中，雖然可能以外界的眼光

看來班級秩序有些紛亂嘈雜，但她相信這不是分心搗亂，應該反而

是更投入課程當中。然而隨著這堂討論課結束的鐘聲響起，並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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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個確切的結論，也沒有填完學習單：「……但我還是沒給他們答案，

直到下一堂課，我才檢討…………他們一直分不出到底怎麼樣算是一個事件，

他們不能理解只好把以每段分或亂抓亂放一起……」(E-5-3-M1m1-159)，但老

師也沒有因此打算直接公布學習單單案，跳過這個重要觀念。不

過，白浪島老師也有反覆思量過，她覺得應該是之前的教學文練

習，仍未足夠讓學生真的已經有能力可以獨立處理切事件的問題。

所以她決定協助學生再次澄清「什麼是一個事件」。 

因此下一堂課開始前，白浪島老師先用「舉例來澄清抽象概

念」幫學生將兩個概念轉接過來：「……他們弄那麼久還是有人搞不清

楚什麼叫事件……，剛好那幾天班上有可以拿來舉例的事，就是我請假時剛有

些同學和科任老師又吵架。我就跟他們打比方說：『就像那天老師請假沒來，

隔天班長要來跟我報告的時候，他要怎麼樣用簡單幾句話跟我報告完……』，

所以你們開始假裝自己是班長，這時你們要怎麼跟我說……。」(E-8-4-M1m1-

159)。 

當白浪島老師簡明的讓學生從校園生活中常發生的向師長報告

突發事件，也就是學生間俗稱的「打小報告」，這幾乎是每天都發生

在課堂上的經驗，說到這個學生的眼睛都亮了，因此「……很多學生

立刻就反應過來說：『某某同學在英文課不乖，因為他丟紙條，被罵之後又跟

老師吵架！』，我說：『對!這就是一件事，也是事件啊！把人事時地物放進來

後，再把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中間過程放在一起就是事件了。其他不太重要

的東西，就不要多講了。』然後，他們突然發現說他們前面學的第一、二課裡

面也是這樣，不一定是一段就是一件事，所以之後找事件就要像跟老師報告一

樣簡單的說發生了什麼事，感覺到他們才恍然大悟……。」(E-8-4-M1m1-

159)。白浪島老師將過去相關經驗連結至抽象概念，促進學生對概

念的理解，這便是補救教學老師的最重要的教學能力之一。 

白浪島老師提到雖然再次「澄清概念」後，她也並沒有把握學

生一定可以順利完成學習任務，但是她也想「靜觀其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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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重新討論完事件的定義，我簡單複習課文裡的元素，就讓學生再進來討論

那張學習單(事件元素結構學習單)。……我沒有擦掉黑板的那些元素，但沒有

寫出(對應學習單的)答案……」(E-8-4-M1m1-159)。 

然而，白浪島老師雖然想「靜觀其變」，但是心裡仍有些忐忑不

安主要是：「……這次跟之前寫６ｗ表(事件元素結構學習單)不太一樣，第

一次寫是他們照著我說的哪一格是哪一格帶著他們寫，有些還找不太

到……」」(E-9-1-M1m1-159)，所以這次比較放手讓學生去寫時，她心

裡有種可能後續成果會有慘不忍睹的狀況，因為自己也不太有把握

會把學生引導到哪裡。 

然而，學生們接連不斷的反應讓白浪島老師鬆了口氣：「他們寫

著寫著就有人突然說：『老師，這就是那個(答案)、那個是(答案)……』，那

整節課討論蠻熱烈的，討論差不多之後，我就說:好!那你們開始在課本上找答

案開始寫……」(E-9-1-M1m1-159)。當老師沒有逐步講解學習單中的每

個答案時，學生竟然還是作到了。 

白浪島老師分享這個「意料之外」的完成度，讓她體驗到低成

就的學生未必只能直接抄答案，或許經過教學中適當的引導，也是

可以自己產出成果的：「……這次將近花了一~兩節課討論，聽他們討論怎

麼分事件，然後來舉例，再聽他們再重新討論……，才把事件一、二分出來，

還有前因後果加進那個表格。只是這次表格答案，我都故意不寫上黑板，我下

去一個一個看，他們真的可以自己慢慢把那個表格填上去。……這張學習單我

只靠嘴巴說，沒有寫答案，可是這次他們已經可以找到，甚至有人會先寫好

了……」(E-9-1-M1m1-159)。 

這也剛好打破了白浪島老師從進入方案以來一直存在心中的疑

慮，因為以往她總是習慣先整理好「正確內容」，讓學生不需「繞

遠路」去學習。尤其是針對本來就是學習落後孩子「自行探路」

時，她總是任為這對他們來說難度太高，老師端也很難掌控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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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不過在這次的經驗之後，她對於以往認為「繞遠路」的

作法開始有些改觀了。 

二、 疑惑中持續前進 

(一) 「教完」與「學會」之間的兩難 

雖然當前的成效讓白浪島老師有些許振奮，但有些隱憂和猶豫

仍縈繞於心的就是「…對於放下去讓學生討論，會不會變成多花時間，但是

效果卻和老師講差不多，甚至也會有可能沒達到想教的內容……」(E-4-8-

M1m1-159)。一方面，白浪島老師認為學生的課後補救的時間短暫，

分分秒秒彌足珍貴，她很希望在這每周兩堂的補救教學時間裡，給

學生們最多最完整的東西。 

另一方面，對老師來說，語文精進課程是有既定教學進度的：

「……上得很慢，我剛聽到別人的進度也嚇到，想說慢了人家很多堂，接下來

我後面的怎麼趕完……」(E-4-5-M1m2-186)，因為補救課時數少，時間緊

迫，若每堂課都採取這樣的作法，會讓自己在掌握教學進度與分配

教學時間上產生一些緊張不安的感覺。 

白浪島老師自我省思教學進度落後之因，主要是花了許多時間

引導學生思考與回應問題，「……很多時候，學生看起來已經快答出來、快

懂了或快抓到訣竅時，我都會希望再換句話說，講清楚一點、舉例解釋清楚或

用提示的方式讓學生自己說出答案……，這樣互動的過程都是很費時的。」(E-

8-4-Bi1-25)。因為白浪島老師希望學生能主動回答問題，以增加他們

投入課堂學習的時間，這也是他們學習動機提升的具體表現。同時

藉由師生問答的過程，也可以提升學生思考和表達的能力。 

同時，她認為語文精進教材的特色是：補救教學的過程中師生

的「問答與思考」。若為了趕進度，縮減引導與回應學生問題的時

間，讓學生一知半解就當作上過去就好，甚至公布答案……等等，

白浪島老師認為這便大大抹煞語文精進教材的初衷。所以當她面對

一群「……程度比較不好的孩子，在我提示之後，還是說不出答案，我就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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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的更明白一點，甚至是幫他說一部分答案，讓他接上去，這樣一來一往的

過程都是很花時間的。」(E-8-4-Bi1-25)。因為處理個別學生的「不會」

時，老師需要依學生「不同的不會」給予「有層次的提示」。能力好

的，讓他獨立完整表達，老師而後給予增強；能力較弱的，老師視

情況漸進增加提示強度，但要拿捏好不過度提示，以免剝奪學生學

習、成長的空間。 

然而，這部分細緻的處理讓白浪島老師的教學進度落後不少，

對她而言形成時間的壓力。她曾在模組一輔導會議中，提出她遇到

一個關於「教學進度」與「等候學生產出」的兩難議題：「我上得很

慢，晚了快一課，……，因為他們在切事件時，……光是要了解怎樣才算是

『一個事件』(切事件的方法和定義)時，就討論了快一節課，時間完全超過預

定的……」(E-4-5-M1m1-159)。這個議題果然引起許多老師紛紛響應，

許多老師與白浪島老師遇到同樣的困難。 

整體而言，雖然每個教學活動的時間都各有清楚的劃分，但是

對於教師臨場面對低成就的學生的狀況，老師是需要彈性的因

「人」制宜。所有師生之間的候答、理答時間，有時無法如教案預

期，也無法事先掌控。 

進入方案中期後，白浪島老師心中總是徘徊在依照預定教學進

度而中斷師生討論問答過程或讓學生有完整充裕的時間吸收與應

用。然而，這兩者擺盪在白浪島老師心中時，她直覺想到的是：低

成就生大部分都鮮少有機會、有意願表達，好不容易露出一點新

芽，這正是學習動機提升的跡象，也是她甚至是其他補救教學的老

師所樂見的，截斷似乎有些可惜了，不如就以學生當下回應的狀況

為優先考量，盡量鼓勵發表：「……上了攜手以後，我用了那個方法(語

文精進教學的提問方式)在自己原班的某一些課進行……。就像有些學生可能會

等我的答案，我就會跟他們說，你們再討論想看看……」(E-10-3-Bi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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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島老師回想當時的她，並沒有為了節節落後的進度壓力，

而棄守「不直接給答案」的堅持。白浪島老師說：「……我發現自己

因為上這個(語文精進教材)之後，每堂去上攜手(補救課)前，我都要先想好的

是去問什麼問題，而不是去講甚麼重點……」(E-10-2-Bi3-182)。 

或許當她心中的鐘擺擺盪不定時，讓她堅持要繼續「偏心偏

信」的動力，正是因為此次成功引導一群學習落後的孩子完成「事

件元素結構學習單」的艱鉅任務。她不僅開始對低成就的孩子有所

改觀，認為或許他們是未經雕琢的璞玉，也是充滿一群充滿希望的

潛力股。 

當她經歷一學期的教學過程，發現自己的教學開始有些不一樣

的轉變，眼裡看到的補救教學百態開始有些不同，這似乎是代表在

語文精進課程的適應之路又往前進跨了一步。 

(二) 沒在預期之內，卻已達預期之惑 

然而，白浪島老師此時雖對於新課程的成效有些欣慰，但是其

實在她認為「訝異」的感覺是比「欣喜」更多一些的，因為她心裡

總是有種不曉得是機運碰巧，還是只要按照教案流程就必當如此的

感覺。如同白浪島老師一路馬不停蹄的前進，沒想到風景流轉之

間，一轉眼已到達階段性的中點站，卻有種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達

的茫然。 

白浪島老師述說著這股心頭不甚踏實的感覺，可能源自於自己

以往習慣的國文教學重心與語文精進教材所著重的部分還是有所差

異的：「之前國文教學很少去談到這一塊(文章結構分析)，大部分上國文課都

是講課文的基本內容，就是課本裡面有的主旨、作者、字詞注釋……，比較少

去對文章進行結構分析……」(E-2-2-Bi2-72)。白浪島老師此時仍十分擔

心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重點與原班有所不同之下，是否真能「對症

下藥」，讓這群「國文學科表現低落」的學生改善原班國文學習表現

低落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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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白浪島老師表示：加入方案之前，對於「找主旨」、「摘

大意」的教法是由老師直接解說文章意涵、整理課文重點幫助學生

瞭解。然而，語文精進教材是採用「事件元素結構學習單」(文章結

構表)引導學生找重點元素(各文體有不同的重點元素，例如：記敘

文故事體是 6W)、組織文章訊息和寫出大意：「……它(語文精進教材)有

點類似教學生一個架構或方法去切文章，切割完後就『假設』學生就會知道這

篇文章在說什麼……」(E-4-7-Bi3-86)。 

白浪島老師和許多老師在此都有相同的疑慮，認為語文精進教

材引導學生用「事件元素結構學習單」是否真的就能讓學生「真正

瞭解」文章背後字裡行間的意義呢?單憑填好一張學習單難道就代表

對課文的理解嗎? 

對於白浪島老師而言，文章理解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情

意」的部分被遺漏了，所以在白浪島老師對語文教學的認知裡「找

到訊息」和「瞭解文意」並非對等的。因此她說語文精進教材裡沒

教的「情意」，她只好自行來「偷偷」補充：「……就變成說反正這

(語文精進教材)可能是專為程度落後的孩子設計的，讓他至少可以看懂裡面的

訊息，至少可以比以前進步一些，所以(教材)沒有多執著在情意……」(E-8-

11-Bi3-89)，「……可是我們上課的時候還是會偷偷的講一些學習單沒有的，

畢竟在我們去討論文章還是會跟學生聊到……」(E-8-7-Bi3-89)。 

而且白浪島老師表示她想說語文精進教材使用「既定表格」去

拆解文章結構和之前也將摘大意的過程歸納為「套公式」……。這

些種種的「特殊招式」在其他文本是否也能一體適用，還是會僅特

定限於語文精進教材裡的文章之中：「……其實我們國文教學很少用固定

的方法來切割文章，很多老師也問說是不是所有的文章都可以這樣切割呢?當時

我個人是比較保留的態度去想，能不能普遍使用的問題……」(E-10-3-Bi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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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她也瞭解適應語文精進課程是需要時間來緩解衝擊的。短

時間難靈活運用新教學技巧、臨場反應不如以往、教學進度掌控不

佳，可能也是暫時性的過渡期，所以此時讓她能夠支持往前進的力

量就是輔導會議中大家的建議與討論：「……，其實我也有質疑過，一開

始對這個也會有很多衝擊，可是後來不斷的去開會、大家一起討論的時候，我

就會透過大家的想法，也不斷地去說服自己，其實它(語文精進教材)就是教老

師一套新方法，只是我們都需要一段調整過程……」 (E-4-2-Bi3-87)。 

 

陸、 進入方案後期 

一、 寫在後期之前 - 一張來自低成就孩子的聖誕卡 

上學期期末，也是模組一即將走近尾聲時，正當聖誕佳節的歡

騰氣氛瀰漫著周圍的空氣之際，白浪島老師收到了一張來自補救課

學生的聖誕卡。賀卡僅是一張薄薄的紙，裡面卻有著學習落後孩子

沉重的徬徨與深深的感謝： 

「老師：這一次的聖誕節我要跟你說：『謝謝你教了我這麼多，也讓你辛

苦了。』我的段考從一年級到現在都好像沒有很大的進步，沒有達到自己所要

的標準，真是難過啊！(如果)真的已經好好的努力，就真的一定會成功進步嗎? 

老師，(我)進步的空間到底在哪裡? 我的心(就像)一直被關在一間沒人住

的房子裡，不知道聰明的路要(打開)哪個房門，(才能讓我)走出這個沒人住的

地方。我一直很難過的去想，到底要從哪個門走出去。我自己(留在)沒人住的

房子默默地哭，我真的真的想要(變)聰明，不想再變笨了!我(可以說)是一個有

進步的人，也可以說是一個沒有進步的人。 

但是，最重要的只有一句話：老師，謝謝你教我這麼多，辛苦你了!真

的……謝謝你!聖誕節快樂，老師!」(R-1-3-Bi3-185)。信中看到一個學習

落後的孩子，在學習掙扎的過程裡，日復一日經歷了「期盼」、「前

進」、「踏空」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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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很多像他一樣的孩子，不知不覺在波瀾起伏的學海裡迷了

向，這些靜默的遺落，無聲無息。幸好仍有人留意到這微弱聲響，

循著一絲蹤跡，操舟沿途尋來，引他繞出迷境。來的是?……每一雙

補救教室裡殷切堅定的目光。 

二、 模組銜接間的喘息片刻 

當模組二召開課程輔導會議時，由於眾人討論到上下學期教學

適應的心情與現場教學狀況時，白浪島老師也與大家分享了一些自

己之前模組一時面臨的孤力無援與徬徨焦慮。她想到當時進入模組

一時心裡非常慌張，覺得教學進度如影隨形的追趕著她。她僅能依

著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師手冊和過往教學經驗的且戰且走：「這兩個模

組，我的心情差異很大，其實模組一時，我的狀況很吃力，又加上自己班的學

生狀況太多，所以一直覺得被逼著要趕快把它上完。然後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

這樣教對不對……」(E-4-1-M2m2-171)。 

白浪島老師模組一因故未能參加課程說明會，所以也未即時取

得研發團隊提供的教材配套資源(放置網路平台的多媒體簡報資

料)。：「……你們講的要填什麼表格內容(教學的檢核表)，有很多不太

懂……。直到下學期有隨身碟(模組二電子資料檔)之後，才知道原來我上學期

有些東西不知道要寫(教師檢核表)，所以只能在下學期盡量努力補足……」(E-

3-2-M2m2-171)。 

白浪島老師回想著模組一的自己，獨力承載著許多的未知與擔

心。雖然害怕，仍不著痕跡地優雅前行，即便惶恐，也低調的不驚

動旁人。白浪島老師提到還有另一股支持著她奮力撐過模組一的力

量是：當自己對新教材還不太有把握時，出乎她意料外的是學生竟

還能展現一定品質的學習成果。一眾學習落後的學生，竟然能半獨

立的完成故事體的「文章結構表」：「……這次表格答案，我都故意不寫

上黑板，我下去一個一個看，他們真的可以自己慢慢把那個表格填上去。……

這張學習單我只靠嘴巴說，沒有寫答案，可是這次他們已經可以找到，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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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先寫好了……」(E-9-1-M1m1-159)。也就是代表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學

方式或許真的能逐漸提升學生的文章理解能力。 

因此，白浪島老師對於模組二充滿了「躍躍欲試」的期待：

「……不過我就是因為有看到學生有進步，就很雀躍想知道這學期還能變出什

麼，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情。」(E-12-1-M2m2-171)。白浪島老師在模組一、

二之間的心情轉折，隱含著老師對自己的教學掌握度逐漸遞增之

外，也看見支持著補救教學老師持續不斷電的力量就是學生們的參

與和進步。 

 

三、 從標準介入流程裡，找到自己的堅持與空間 

(一) 標準之內的彈性與決定 

白浪島老師提到即使進入下學期的模組二，自己仍常感到教學

時間不足：「……我是時間永遠不夠的代表……」(E-4-5-M2m2-178)。當老

師肩負進度的壓力時，也仍留意著學生們是否有跟緊老師的步伐前

行。 

先前在中期階段，白浪島老師曾因學生需要較長的書寫時間，

而去修改達成教學目標的「途徑」，讓書寫比較慢的學生可以選擇

「手寫」或「剪貼」：「我會直接建議直接在課文上面畫重點就好了，……，

如果有些要對照課文的填表格的，就讓學生選要寫還是要貼，貼就是只要去找

課本(影印版)裡的衝突、元素，把課文內容剪下來，貼進去(學習單)就

好……」(E-8-2-Bi2-69)。當時白浪島老師在模組一的調整是偏向讓

「有限的時間，最佳的運用」，不浪費時間在非主要的學習目標中。

進入模組二的她也持相同概念的方式，期待減少教學過程中學生放

空、等待的時間：「像這種白話課文抄寫在黑板討論很長、很不方便，這時

老師就得自己去想辦法，如果有投影片，就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在寫黑

板……」(E-8-5-Bi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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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白浪島老師在模組二再度面臨「授課時間」與「教

學進度」的衝突時，對「標準介入的腳本」突然有了新想法：「……

之前常被教案時間限制，我想教案時間和內容應該是可以讓老師自己來調整吧!

只要內容都有上就是可以的。」(E-8-2-Bi1-25)。因此模組二的白浪島老師

開始嘗試依臨場的判斷，來調整預設的腳本，以期在標準介入之下

仍可以在時間、內容與活動方式之間取得新平衡點。 

其實，白浪島老師以往偏向採紙筆的書面形式來確認學生的學

習成果，所以在嘗試「省時」新作法後，有些不習慣、不放心：

「……可能就是我會不放心，就是習慣對學生不放心。……很多老師也會提到

這種擔心，就是覺得他們沒寫出來，到底是真會還是假會，畢竟寫出來也是多

一層練習確認一下，……因為他們沒有寫，沒看到白紙黑字，我就擔心沒有知

道實際狀況……」(E-4-7-M2m3-187)。直到在輔導會議中，不斷和課程輔

導老師、其他方案夥伴深入討論後，她才「放心」的去相信與接受

「新改變」並不會讓「品質」差距太大：「畢竟一些限制之下，就像 C老

師(課程輔導老師)講得那樣，他們只要能說出來，就算會用了，紙本是白的也

沒關係，有些東西會用比會抄一堆好……」(E-11-2-M2m3-187)。 

白浪島老師在首次試用「標準介入」的課程教學中，為了維持

穩定的教學進度，以免影響後續的教學活動，某些部分白浪島老師

無法停留太多時間讓學生「細火慢熬」。例如，大家公認最容易造成

進度延後的「生字詞教學」：「大家都在講，裡面花最多時間的其實就是

『生字詞討論』。其實我也是，如果時間來不及我覺得就讓他們用說的，不見得

一定全部都要用寫的……」(E-11-2-M2m3-187)。畢竟白浪島老師需要在

「有限時間」、「預定進度」和「學生反應」的間隙之中，找到能持

續前行的平衡點。不過，白浪島老師難免有會面臨「不得已」的教

學決定：「我們知道這個教材裡的東西本身就是一種策略和技巧，……可是因

為我們常需要趕課，不太能一直停頓腳步，只好有時候還是『不得已』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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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學生，還是讓他們自己嘗試或思考的機會減少一些……。」(E-4-5-Bi3-

139)。 

模組二的白浪島老師認為語文精進課程的某些教學活動可以改

變原設計中「達成目標的途徑」，但是她希望盡量保留原型的是屬於

引導討論的「思考過程」，盡量不刪減活動內容與時間，讓學生有充

裕去討論與學習。日後學面臨實際生活中沒課本、沒參考書、沒範

圍時，只能靠著帶得走的「能力」，幫助他們突圍而出：「……如果思

考過程不存在他的學習經驗裡面的話，那些所謂的課內就沒有意義了阿!，因為

目前的課內有範圍、有東西可以參考或許沒甚麼大問題，但是日後面對實際生

活，就再也沒有課內與課外的了……」 (E-11-2-Bi3-139)。 

白浪島老師在模組二比較會主動使用「教學檢核表」來檢視自

己的教學狀況，「……覺得寫這些表、還要先攝影真的很繁瑣、壓力很大，

常為了這些東西常弄到很晚睡……」(E-6-1-M2m2-180)。可是白浪島老師還

是勉強自己盡量完成相關的檢核表，藉此檢驗自己教學是否有遺

漏、脫誤的狀況：「……勾檢核表時發現教學(進度)檢核表和教學日誌差很

多時，才發現有一節活動做錯了，或有一些教學活動憑空消失了……。」(E-6-

1-M2m2-180)、「這些表可以回頭看自己哪邊弄錯，有時回想不確定時，會看一

下影片看那時做了什麼，再回頭對照哪個活動沒有出現在教學日誌中……」(E-

6-1-M2m2-180)。她希望自己不管是變動或刪除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活

動，是在自己清楚明白的狀態下「有所為而為」，而非無意識的疏

漏。 

畢竟，白浪島老師提到現階段的自己仍屬語文精進教材新手，

「勾選檢核表」和「回顧影帶」可以確保自己的教學活動符合語文

精進教材的架構，若有狀況時也便於及時調整與補救。她覺得自己

在課後有進行省思回顧的動作後，自己以往隨興教學的風格，開始

有些不一樣：「……一部分可以改變我們個人比較隨興的教學方式，錄影也可

以再回頭看我上課到底說了什麼、這個動作在幹嘛。幫我回想那天做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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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E-6-1-M2m2-180)。或許對於白浪島老師而言，這些教學檢核

表就像是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學活動索引表」，能讓老師快速回顧教

學過程裡，自己的教學方式是否有偏離航道的狀況。看見白浪島老

師由模組一疲於奔命的被時間、進度追趕著；轉為模組二即便還是

一路趕著往目標邁進，但心裡有種風雨過後、雨過天晴的滋味蕩漾

開來。耳裡仍繼續聽著白浪島老師談論著模組一、二的點點滴滴，

但眼角突然感到教室窗外的天空亮了起來，雲散開了。教學適應過

程中的急忙、不安與辛苦跟著那朵雲，輕輕被風吹散開來。 

(二) 模組二裡聽不懂的「新同學」 

當她認為自己是完成模組一教學後，白浪島老師才有比較踏實的

熟悉感：「……以我的狀況，大概要一學期以上，比較能夠熟悉適應新教材……」

(E-4-1-M2m2-178)。白浪島老師覺得模組二時，她開始更清楚語文精進

課程打算要帶著她和學生前往何地：「……對於這套課程的知識建構有些

基礎了。因為學生上模組一時，連老師都不確定要做什麼，等於也是上完一個模

組後，我們一起恍然大悟，原來它是要走這條路線……」(E-10-2-M2m2-177)。

模組二的她希望幫自己訂的下一站新目標是：「不只瞭解怎麼用，還

要用得更精確」。所以從填寫檢核表、回顧教學實況影片，來瞭解自

己實際教學表現，藉此提升教學效能。 

語文精進教材的模組一(故事)、模組二(寫人)都屬於記敘文體

裁，且課程架構概念、教學活動設計都是彼此銜接、相互關連的。

因此進入模組二教材的白浪島老師更能掌握教學內容。她也發現學

生和她有相同的反應，上課中會主動連結到模組一的概念與曾學過

的活動，所以她覺得自己在模組二的教學速度似乎有些加快：「……

學生學６Ｗ概念有留下印象，到了模組二時，他們會想起這個概念，所以模組

二進去就會比較快……。」(E-9-1-M2m2-177)。 

白浪島老師的補救教室漸上軌道原是件值得慶賀的事，卻還是

有些意料外的小插曲。下學期的補救班新加入 1位其它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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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島老師此時又再次面對補救教學班裡，學生之間先備知識的落

差。 

這位未曾接觸模組一的補救班「新同學」，模組二剛開始時，幾

乎完全聽不懂教學內容。當大部分「老同學」的學習速度較模組一

稍快一些時，白浪島老師只能盡量從旁鼓勵他盡量跟、盡量聽、盡

量做：「……從來沒有接觸模組一的同學，他在模組二的時候，他就幾乎沒辦

法聽懂我在說什麼，我也沒辦法為了他一個人重講，但還是鼓勵他跟著聽一

下……。」(E-6-3-M2m2-177)。因為兩個模組之間仍延續持續進行的重

要概念或學習任務的進行方式，同學與老師有比較高的默契，因此

白浪島老師不太能重講太多細節。 

所以她心裡很清楚這位「新同學」一定跟得很吃力、很辛苦：

「……在這過程中，他很痛苦，有點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E-6-3-M2m2-

177)。考量著整體教學進度的白浪島老師，每次上課總擔憂著「新同

學」的狀況。然而孩子總是有著出人意表的潛能：「……他對從頭到尾

的架構，他並不是很懂，至少跟著磨到最後，也終於跟上來了……」(E-6-3-

M2m2-177)。雖然白浪島老師沒有重講模組一的內容，但是會在課程

中需要銜接的部分，從旁給予個別的、直接的指導，讓他比較容易

與大家接軌。 

尤其白浪島老師最為擔心的綜合寫作，「新同學」經過一學期的

努力跟進，又在老師的傾力相助下，「新同學」的期末寫作在愉快

中，劃下「完美 ending」：「但在後面寫人的部分，他很開心，因為我跟他

說他寫的東西是有對應的，很好!所以他很認真、好仔細的，修改了很多次。修

改的過程中，我還幫他念稿，他還有點不好意思跑去廁所，到最後這個還蠻完

美 ending的……」(E-9-1-M2m2-177)。 

一路緊追在後的「新同學」提到這學期的「最受用」的策略

是：「所以對他而言，最受用的是字詞策略。他喜歡的也剛好是我們這班頗受

好評的策略。……因為他們非常喜歡，所以玩得、用得很開心。」(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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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m2-177)。而白浪島老師不僅為新同學感到欣慰，一路拼命追趕的

辛苦，終於最後還是讓他追上了，也和班上同學一同領略到學習的

成就感。白浪島老師說：這些都要感謝這一班補救教學的孩子們，

都還記得模組一曾學過的內容：「所以我想……若是沒有大部分都是同一

批學生的下學期，上起來我真心覺得不會這麼順利。」(E-6-3-M2m2-177)。「新

同學」從「完全聽不懂」到「接受指導後的羞澀」，並且「更努力完

成學習任務」的過程中，讓我們發現每個學習落後的孩子，心裡一

定潛藏著一顆想學、能學的種子，等待下一場春雨的來臨，再次萌

芽。 

(三) 寫作裡的「架構」與「虛構」之間 

模組一、二期間，新同學的「happy ending」並非是新同學個

人的成功，而是白浪島教室裡師生共同努力後的碩果。然而，這段

語文精進的學習之路上，白浪島師生們並非總是順風航行，路上也

會遇到逆風時刻。尤其又再次來到這個每每讓學生臨陣脫逃的「寫

作」暗礁時，總有許多孩子紛紛未戰先退……。 

白浪島老師提起進入方案前，自己也曾教過「描寫人物文章」。

當時她的教學方式是建議學生盡量「取材於生活經驗」、「降低篇幅

字數」和「化整為零10」的來練習寫作。等待基本寫人的能力比較穩

定之後，再來考慮拉長篇幅與讓內容更豐富：「……例如：描寫人物

時，我會用和學生生活經驗比較相關的東西開始，讓他們先練習描寫聲音、描

寫喜怒哀樂的小短文。等基本的講得清楚和把握基本情感後，再加油添醋拉

長……。」(L-1-1-Bi1-24)。 

白浪島老師的想法是「寫作就在生活裡」，所以寫作不能「為文

而造情」，因此特別重視學生寫作取材的「真實性」。她覺得寫作是生

                                                      

10 本文所指的「化整為零」之意思為：將寫人類型的作文文章應具備的主題、重點和技

法分解為小部分教學，待各個細節都練習完備後，再讓將各部分描寫的能力組合起來，統

整為寫出通篇寫人類型作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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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反思，可以藉寫作讓學生有機會分享自己「真實的省思與感受」：

「我們班還是有某部分的同學可以看出來他的作文是用掰的。我還是很認真寫完

評語後才告訴學生：『作文是反省、反思的一種方式。……如果用造假的方式，

就失去了自我反思的機會。』……所以，我認為不能「為文造情」，因為學生以

後常用的寫作不是作文考試或比賽，而是像寫部落格文章。這是一種感覺的流動

和分享，難道這些題材、心情要讓學生造假嗎?」(L-1-1-Bi2-50)。 

白浪島老師覺得讓學生不排斥寫作的第一步就是「我手寫我口」，

再者由「生活經驗」延伸內容。但若遇到遲遲無法下筆的學生，就引

導這些學生將「小事變大事」，且平時要訓練自己的「觀察能力」才

能寫出「好」文章：「他們想說什麼就用寫的寫出來。如果學生的故事很特別，

那為什麼不寫下來記住這件事。如果學生生活經驗不豐富，想不出來，我會跟學

生說想想有沒有發生過比較重要的事，把生活小事變大，其實作家經驗也沒多到

哪去，只是他們把生活的風景盡收眼底，看進去心裡，這些都會讓他們寫出好作

文……。」(L-1-1-Bi2-54)。 

而且白浪島老師提到若學生「我手寫我口」的作品有問題，她也

會給予個別指導，針對作品的優劣之處指導學生去調整寫作方式：

「……萬一學生我手寫我口，真的寫得不流暢，那也沒關係我會幫他改。利用下

課個別告訴他們哪裡好、哪裡不好，為什麼不好，怎麼接著改。……」(L-1-1-

Bi2-55)。而且最後的寫作課作品，會讓學生回家繕打成簡報檔，同儕

之間彼此觀摩分享，讓孩子從同儕的作品中參照與學習：「我還會請學

生回去找時間，把改好的打成電子簡報，跟全班一起分享、一起朗誦，這樣他們

就可以觀摩別人寫的，再看看自己的……」(L-1-1-Bi2-55)。 

進入方案後的白浪島老師對「綜合寫作」的設計有些遲疑。她認

為語文精進教材的設計是將寫作限制於「表格架構」裡，她覺得這像

是讓「寫作變成公式化」。這樣的「公式化」正是她所不樂見之「為文

而造情」的作品：「……作文是學生個人的想法和創意，而不是讓他們把『公

式』帶進去……」(E-4-7-Bi2-54)。白浪島老師擔心這樣子公式化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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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學生會為填表格而填表，也就是為文而造情。她擔心的是學

生假造的不只是情緒，還額外衍生許多不真實的內容情節，只為了填

妥那張文章架構表。 

再者，她使用語文精進教材的「綜合寫作」教案時，似乎對學生

的難度更高：「……讓我感覺比較像給學生套一些既定的結構或格式，讓他們

把自己的東西寫進表格，這對學生來講真的比較難……」(E-4-7-Bi1-24)。因

為白浪島老師進行語文精進教材的寫作教學後，覺得採用「文章結構

表」來教寫作，不僅不自然，也很難類化到普通班使用。 

整體而言，白浪島老師覺得語文精進教材所設計的「新」寫作方

式，不僅沒從「心」出發，對於原本就有自己一套寫作方式的學生，

反而限制更多：「我對於描述人物用這樣的方式感覺不太自然，有些同學會亂

填，有些人不習慣也會亂寫。……普通班學生用這樣的方式，反而更難，更多限

制……」(E-4-7-Bi1-24)。  

但本來斬釘截鐵的白浪島老師，此時卻遲疑停頓了一會兒說：不

過，如果今天教學對象是「完全」沒有任何想法、題材的「低成就學

生」，或許「表格架構」是可以幫上忙，讓他們「加減寫出一些內容」。

即便這樣的方式未必能產出一篇篇佳作，但應可讓讀寫能力不佳的孩

子，有機會一睹「寫作高牆」內的新風景：「……我是想如果是低成就的

孩子是屬於完全沒有任何想法和題材之下，用這個方法。或許真的可以幫助他們

加減寫出一些內容，比較不會交白卷……」(E-11-2-Bi1-24)。  

所以，後來模組二的白浪島老師在補救教學中，調整以往的寫作

教學方式。雖然，此教法與以往理念有些相左，但仍採用「精進教材

的表格」，加上以往的寫作教法，如「師生討論」。白浪島老師希望這

樣折衷的方式，能協助更多低成就學生跨越這堵「寫作高牆」：「其實

我後來反省之前的教法，對他們可能真的比較困難。所以後來給他們題目寫作時，

我要他們自己去想什麼題材可以寫，如何放進表格或各個段落，但我也會像以前

一樣，跟他們用討論的。……」(E-11-2-Bi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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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島老師與學生討論完寫作取材後，讓學生將剛剛討論的材料

整理統整進語文精進課程的「寫作結構表」：「接下來我直接給學生寫作

表，讓他想想看第一段應該要填什麼，第二段適合什麼?讓他自己想的都寫進去，

就讓他自己去寫寫看填進表格裡面……」(E-11-1-Bi2-55)。 

而最後白浪島補救教室裡的師生，也的確守候到勝利的一刻，低

成就學生的作文，終於不再是一張張空白的稿紙：「那到最後他們作文也

是有進步很多，主要是能用自己的話硬是擠一些東西……」(E-9-1-Bi2-55)。或

許白浪島老師仍無法確定語文精進教材對寫作能力中上的學生是否

有助益；然而，在補救教學中，她採用「寫作結構表」進行寫作教學

後，的確在動機、能力上都有些成效。白浪島老師從學生與她的討論

和作品的內容看來，大部分都算是由「心」出發的真實經驗。 

因此，語文精進教材裡的一條條表格框線，並沒有限制住學生心

頭上、腦海裡的內容。反而「寫作結構表」就如同一絲絲嫩綠抽芽的

藤蔓，讓「低成就孩子」有機會順著藤蔓，往無處立足的滑溜高牆上

緩緩向上攀升。或許有天她便可以延著這些越來越堅韌的藤蔓網絡，

跨越這道高牆，甚至看見牆裡的風光。 

 

四、 另一種進步的型態 

(一) 做了以前做不到的事，也是一種進步 

後來大約是經歷模組一到模組二之後，有次與白浪島老師會面

時，看著她剛下課快步前來，還來不及放下手中沉甸甸的作業本

時，便連忙想把班內學生進步的近況與我分享：「……我們班有成效了

耶!……」(E-9-1-Bi2-37)。 

白浪島老師雀躍的問著還沒進入狀況的我，是否還記得那位曾

說過「看書會死掉」的補救班學生：「之前跟你提過的那個男生，常常說

如果作業是派去看一本書，他就都會抗議說：「老師!我真的不要看，看了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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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E-9-2-Bi2-37)。這孩子的確在我的記憶裡有些印象，不過當

時僅是談話裡的小插曲，並未想過他還會再出現。 

細細聽著白浪島老師娓娓道來後，才瞭解原來讓她大大吃驚的

事是：那曾經說「看書會死掉」的學生，近日竟然主動「冒著生命

危險」，看著自己從圖書角借來的書：「……前一、兩個禮拜的固定午睡

前十分鐘的閱讀時間，他居然自己站起來去拿書，並在登記本裡貼上姓名貼(表

示自己借閱此書籍)………，這件事情讓我嚇了一大跳……」(E-9-2-Bi2-37)。

看到一個個學生終於願意「冒險挑戰」以往不會主動去做的事情

時，白浪島老師說不論自己是身為導師或補救老師的角色，都難掩

心底雀躍與欣喜。 

她樂開懷得說這個曾說「看書會死掉」的學生，應該是受到班

級閱讀風氣逐漸滋長的影響。或許也可能是學生本身語文能力有些

進步，比較有能力獨立閱讀：「我感覺他可能看別人都在看，再加上現在

可能比較能「自己看書」了。……所以就真的去挑戰「看書」這件事了……」

(E-9-1-Bi2-37)。 

白浪島老師在欣喜之餘，不忘與我分享這群「燙手山芋」是如

何慢慢「樂在閱讀」裡：「我會用『閱讀存款簿』……這個可以累積獎勵

品，例如：換飲料、零食、文具之類。……而且後來有些學生不只是為了獎

品，還會來跟我說：『老師，我覺得這本很好看……』，我就會接著跟他說還有

哪一本也很好看喔!……」(E-9-2-Bi2-37)。 

當班上越來越多學生課餘時間、午休閱讀時光，主動走到圖書

角前晃一晃、動手翻閱、站著隨意看看，或許有些人會找到一本有

意思的書，決定要把書借走的那刻……，白浪島老師便知道許多學

生真的不一樣了。這個不一樣，似乎無法以考卷來評量、也難以用

數字來衡量，學生也漸漸轉為未必單為零食、飲料前來，因為在那

個環境、那個當下，這就是一種單純而自然的行為：「後來大概他們國

二的那個學期，因為我有配到藝術與人文課，所以我就更多時間可以運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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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藝術課最後二十分鐘，開放讓大家看書……。還有一些平常不閱讀、隨隨

便便的男生，後來也越來越好。每次的二十分鐘裡，大部分的孩子們都紛紛入

迷了，忍不住想往下看，這真的是很欣慰。」(E-9-2-Bi3-128)，「……所以教

會他們去看書，有能力看書，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E-9-1-Bi3-128)。 

白浪島老師提到自己過去覺得:「進步就是考試從『不及格』變成

『及格』……」(E-11-2-Bi3-122)。然而，往常白浪島老師總習慣以

「成績」的視角，守候在「及格與不及格」的邊陲之間，來看待

「進步與否」。常常落得一場失望的她，總以為自己的努力並沒有改

變學生的現況，如擲入湖心的一顆石子，靜得連一圈漣漪都未曾泛

起。直到後來的輔導會議上，聽到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想法，才開

始認識了「另一種進步」：「課程輔導老師分享那群補救班的孩子，有一點

點進步都是可貴的。就算只是從『不願意進教室』到『願意進教室』都是一種

『進步』。這段話給了我很深的體認。過去一直覺得那些程度比較落後的孩子，

所謂的進步，可能是要進步到分數有到達『及格』，所以變成我看不到那些孩子

的一點點改變……」(E-11-2-Bi3-122)。 

認識「另一種進步」的白浪島老師說，她後來覺得不能單憑成

績、數字來量化學生「進步與否」，學生學習狀況裡的「好行為」、

「好態度」也是值得大力嘉許，讓他們也感受到，老師看到他們的

改變了：「……那段話提醒了我，因為那後三分之一的學生，整個學習狀況要

進步本來就不容易。……後來我會告訴自己，這些功課跟不上的學生進步方

面，也許不只是課業上的。……比如說，以前他會遲到，現在漸漸地不會遲

到，那這個進步就可以好好來加強他，至少學生知道自己可以有做得到的

事……」(E-11-2-Bi3-122) 

如同白浪島老師所言，學習掙扎中的孩子進步很慢，但退步很

快。況解他們要回到與一般同儕相當的水準，是需要非常多支持與

鼓勵的：「那些後面的孩子要掉下去真得很快，但他們要爬回來的每一步，都

會需要有人持續 support 或者是看到他們的進步……」(E-11-2-Bi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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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島老師提到這群學習掙扎的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精神層面的

鼓勵，更必要的是實質支持，例如：個別調整考試與作業……等

等。一般教師對於「為了『特定對象』特地調整學習素材」，會有些

遲疑，甚至是質疑。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很難在「公平」與「個別

化」之間說服自己。 

 

(二) 「個別差異」與「一視同仁」的兩端 

曾經，白浪島老師自己的天秤，也是傾向於一律「公平」的那

端，認為班內的所有學生都應接受同樣的挑戰：「……很多老師會認為

班上的學生交作業、考的考卷都要一樣才算是公平，其實以前的我也會有同樣

的想法……。」(E-11-2-Bi1-23)。然而，後來她聽到課程輔導 C老師的

分享後，撼動了某些根深蒂固的思考慣性，這樣的震撼，也讓白浪

島老師開始有了些轉變：「可是我參加這個專案之後，某次研習聽到一個新

的觀點:『做了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一種進步』，讓我深深受到震撼……。

這部份是以前的我還沒去想到的，後來我開始改變想法覺得，學生成績表現，

即使分數一樣，若上課情況和態度有變就是一種很好的進步。因為看到這些人

的學習過程，也是很重要的……。」(E-11-2-Bi1-23)。 

轉變後的白浪島老師不只看見考試成果，更在乎學生表現於成

績以外的微改變。這樣微微的、淡淡的轉變，以往不會有人特地留

心佇足。可能它僅是終結學習單裡，一片無止盡的蒼白；或者是埋

頭苦戰後，一些歪扭的字跡；或是奮力猜測完之後，仍滿紙的錯

誤。但此時白浪島老師不再垂首喪氣，因為她看見的是跨越「成績

藩籬」之外，那一大片生機盎然的色彩，躍動於教室之內、課堂之

上，還有……流轉於學生舉手投足與眉目之間的神采奕奕。 

白浪島老師能夠守得雲開見月明，並非偶然。而是，她要求自

己得耐住性子，持續的投入與不放棄一丁點機會。曾問白浪島老

師，怎樣才能將後三分之一的學生帶起來，不單是成績，而是對學

 



234 

習的動力。她提到自己並非以往就如此豁達，也曾面對「補救成效

不彰而動氣」，尤其一面登錄分數時，就會一面思索著自己這樣做，

到底對不對、值不值得。 

幾經思量後，雖不知堅持是否正確，是不是別人口中的過度樂

觀。但就是覺得自己不可以停在半路，因為她想學生的成效，就像

煮開水一樣，要撐過去那段毫無改變的時光，才有機會等到「水

滾」的那一刻：「我說的煮開水譬喻就是要將生水燒成開水，就是一定要燒

固定的時間，時間到了才會滾。如果燒的時間不夠，只加熱三分鐘，水開始熱

熱的時候就熄火，過陣子，水壺的水又冷了下來，此時再點火又燒個三分鐘熱

了，又再關火……就算是日復一日，這壺水燒個一百年，也還是生水，不會變

成開水。」(E-11-2-Bi1-23)。 

白浪島老師能明白師長或家長都有可能會殷殷企盼這些低成就

的孩子，要在補救教學裡「一帖見效」，甚至偶爾連她自己都是如

此。但是她發現「一帖見效」的心態，會讓老師、家長，甚至是學

生本人，短期內沒看見進步就萌生退意，此後就可能落入進進退退

的負向循環。例如：她就曾接過補救班孩子，上一兩個月之後，覺

得無效或太累就離開。等自己或家長看見其他同學好像上補救課進

步時，又趕緊加入。或是又因為學業爛到普通班老師、家長束手無

策時，再度被迫送來……。短時間內的無限進退循環，即使補救的

期間拉再長，都難有具體成效。 

所以，白浪島老師說自己把落後的學生帶上來的方式，除了耐

心等候、相信自己和學生，就會覺得所投入心力、時間是值得的。

所以講起來，其實也沒甚麼特別方法，可能比較特別的是，她還會

主動創造一些機會，讓這群落後的學生有機會做，有機會看見自己

能逐步完成一個個學習任務。如此一來，許多學生就會從學習路途

中的小小成功，逐漸累積自信，繼續向前邁進：「我不會給他們太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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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困難的作業，如果有作業的話，一定是他們可以做得到的，我會盡量讓那些

後面的孩子有機會達成，有機會找到一個位置……。」(E-5-2-Bi3-143)。 

白浪島老師讓這群學業落後、缺乏社會支持網絡的學生們，能

拿出迎頭趕上的勇氣和動力，也希望這些在補救班裡面，所獲得的

良好學習經驗，可以為他們帶來充分的自信。而如同白浪島老師常

提的一句話，或許一位補救老師要做的就是「支持與看見」這些學

生們的努力：「這群孩子慢慢爬回來的過程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去 support

或者是看到他們微小的進步。」(E-11-2-Bi3-121)。 

 

五、 一同跨越高牆的白浪島師生們 

(一) 開始由被動變主動的一群低成就孩子 

過去的白浪島老師曾經為了要讓學生有充裕的熟悉度，而拼命

趕進度、趕上課、趕考試。為的就是多一點時間，可以帶著學生們

複習再複習、測驗再測驗、訂正再訂正。老師的急進直追，就是為

了讓每個學生上考場時，都已經成為身經百戰的箇中好手，這樣才

是她以往認為的「好老師」，然而她心底卻有些疑惑著學生真的知道

以後怎麼帶著自己的能力，前往未知的挑戰嗎?為此，她內心曾常常

質疑著：「……常要趕課，我們沒辦法停下來等，就直接把答案告訴學生，雖

然這可能真的讓他們減少去思考的過程……」(E-4-5-Bi3-138)。 

然而，這種日復一日被進度推著走的狀況，終於有了一線轉

機：「後來我去上了課，就用在我自己原班的教學中，有些課文的上法變成讓

他們自己念或看課文後，我就開始問問題，讓他們找某些答案。就像課文到底

在講什麼，或某些東西(訊息)出現了幾次……。」(E-10-3-Bi3-132)。 

甚至，白浪島老師說自己將這些外來、新興的「提問技巧」類

化到更古典、更傳統的「文言文」時，也仍可推行無礙：「甚至，其

實我連文言文也可以這樣上……。」(E-10-3-Bi3-132)。白浪島老師也仔細

的觀察改變後的國文課，大部分的時候，學生的反應也是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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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自己找出重點：「……反而讓他們自己找或小組討論的方式，他們很快

能投入，也能找到一些重點，當然也不是全部都找得到這樣……。這是上了攜

手課之後，我自己的一些改變，變成每堂國文課，我都要先想好要問什麼問

題……」(E-10-3-Bi3-132)。 

當白浪島老師改變了例行的國文教學，不再單單只是整理重點

給學生；而是著重在想出一個個的好問題，引導學生藉由找到老師

提問的答案時，更加深入瞭解文意。隨著閱讀、教學策略研習的扮

理，許多與傳統國文教學有所差異的語文教學概念，也漸漸深入更

多國文老師的心中：「可能我分享之後或是我們學校的國文老師們，會自己

去聽一些其他研習……。可能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大家開始覺得提問是一件重

要的事。以前那些細瑣的國文技能，相對來說就會變得沒那麼重要，反而要開

始去培養其他學習技能……。」(E-12-3-Bi2-57)。而許多閱讀與教學策略

的概念，也正是和語文精進教材的重要概念相似的。 

老師的轉變，也讓學生的學習行為有所改變。國文課堂上本來

直愣愣的眼神、埋頭振筆急書的抄寫動作，轉為一對對靈活雙眼、

一顆顆想知道的心：「現在他們那些學生上國文課時，如果不懂我在講什

麼，變得會主動提問……，學生會問說：老師那個是什麼意思……。」(E-9-3-

Bi3-140)。當這些振筆急抄的手變成舉起發問的手，當這些直愣的眼

神，變成有感情的目光交接時，也許就是支持白浪島老師撐過這段

改變陣痛期的最大力量。 

(二) 不再只看前方困難，而是找到能前進的道路 

白浪島老師堅持下去的動力是看到更多學生「主動參與學習」，

不只在補救教學裡，在國文課堂中，甚至連空白的時間，也會「自

發性」的去練習學習單：「有那種本來不想寫這些作業(語文精進教材的學

習單)的孩子，現在會說：『老師，你還沒上之前，我今天就已經先開始寫一下

作業(學習單)了……』，聽他講得好像很自然，我會回應說：『很好，我沒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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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時候(還沒開始補救課前)，你就開始寫，加三點(增強點數加倍)。」(E-9-

2-M2m2-166)。 

白浪島老師說有些「自發性」去寫語文精進教材學習單的孩

子，並不單單覺得這些東西很簡單、很好處理，才利用課前的空白

時間練習。而是以往他們的眼前滿布崎嶇艱難，不過現在終於走到

這一條可以「繼續前進的路」，所以就奮力亦步亦趨的向前進了。 

還有些學生開始自願挑戰語文精進教材學習單的難版：「後來，

你們有出難易版的學習單11，我就乾脆都印 5張難版，5 張易版。……我跟孩子

們說：『如果你用難版，我就加比較多點數；如果沒信心，但也想加多一些點數

的，也可以兩種都用用看。弄不好沒關係，你可以舉手問……。當然很多人起

先都只拿易版，慢慢的會有一兩個舉手說：老師，那我寫寫看難版好了……」

(E-5-2-M2m2-166)。 

當然，還是有另一部分的學生維持寫簡易版，雖然他們也想寫

難版，拿更多的點數，但是已經懂得斟酌自己的現況，找到適合學

習任務的他們也是一種進步：「有些學生會主動跟我說：『老師，我還是用

易版好了』。這也是好，不然這個孩子，永遠不可能在時間內寫完，因為那個難

版的空白太多要寫的太多了，而且他還不是很清楚到底怎麼寫，所以如果是用

易版就會比較適合……」(E-5-2-M2m2-166)。 

所以其實當時我還不太會拿捏這個學生該給難版還是易版時，

覺得有時候就讓學生自己嘗試看看，看自己是否適合寫某種版本也

是可以的：「反正有人要挑戰難的，也可以；覺得太難想寫簡單一點的，他們

自認 ok 就好，易版的是填空真的是簡單很多。……不過，最後一次，我讓全部

的學生都寫寫看難版，我看他們也是發下去之後，幾乎就已經開始自己動筆，

自己找了……」(E-5-2-M2m2-166)。白浪島老師於模組二的第三課，也

是方案中的最後一課自學文，「勉勵」所有人都試試看難版時，發現

                                                      

11難易版，A版是易版-填空題型，B 版是難版-作答區空簡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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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學生可以「勉力」而為，可以大致完成獨立閱讀的學習任

務。 

雖然，有了成功的美好經驗，但並不是每段語文學習之路，學

生均能亦步亦趨的跟上。例如，寫作的能力便是個例子。當學生經

歷過模組一的綜合寫作教學之後，模組二的學生們仍對寫作持負面

的態度：「模組一有些孩子學了(語文精進教材)之後，還是很不喜歡寫

作……」(E-5-4-Bi3-101)。 

但是，後來的白浪島老師對於學生們的「很不喜歡」，又有了另

外一番詮釋，這個新的啟發是來自於「一百塊的禮券」：「……但是，

後來因為他們的寫作作品，有被發到一百塊的禮券，然後他們就問說：『這是真

的喔?』我跟他們說：因為你們很認真在寫，所以真的也有達成師大老師給你們

設下的標準喔……」(E-7-3-Bi3-101)。經歷過「一百塊的禮券」的事件

後，白浪島老師覺得或許寫作對現階段的補救班學生們的確仍是困

難重重，甚至即便走上語文精進課程所指引之路，也尚需更長的時

間來醞釀。還有，學生們的這個「很不喜歡」，其實可能背後的意義

代表的是他們的挫折與退卻。 

或許，不僅是學生，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對於會的事情，不一

定喜歡；不會的事情，有可能沒機會喜歡；還有，對於不喜歡的事

情，也許背後的訊息是-這事，我不會!」 

然而，白浪島老師從這「一百塊的禮券」事件裡，表面是學生

「不喜歡」寫作，老師卻嗅到了另一種「我不會」訊息。學生心裡

真的是覺得「寫作很難」，又對自己努力後的「成果不滿意」時，自

然就乾脆不喜歡、不練習，還能避免再次落敗或失望。然而，當研

發團隊毫無預期的給出獎勵後，這些學生們完全不可置信的一再探

詢：『這是真的喔?』，彷若這是個聞所未聞的奇蹟。 

從這件事看來，可以知道或許有些學生不是真的「不喜歡」，可

能是「不滿意」，或有些是「我還不太會」。但是說真的，可能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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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排除「真的不喜歡寫作」的孩子，但是這樣的「不喜歡」，老師應

該可以用增強、降低門檻，增加成功經驗的方式來引導他們：「……

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功經驗，讓他們覺得原來自己是不錯的，得到很多成就

感……」(E-7-3-Bi3-101)。引導能力尚且不足的學生，先提起勇氣不

要「不喜歡」，就能慢慢靠近目標。 

(三) 離開暗房，找到一處能發光的地方 

模組一的學期末，白浪島老師觀察到某些補救班學生的進步狀

況，有些學生從補救教學中獲得肯定和自信後，改變了學習的態

度。有位小光同學則是學到了一些語文精進課程裡的語文學習策

略，也會運用於平時上課當中：「兩三位學生，主要可能是因為老師的鼓

勵和重視，讓他們學習狀況變好很多。……如果說是針對這個教材的部分，印

象比較深的是小光是比較明顯有把補救班敎的技巧(例如畫重點、做筆記、遇到

不會的字詞時的策略)用在原班……」(E-9-3-Bi1-17)。 

根據白浪島老師對這群補救班孩子們的觀察結果是，經過一學

期的語文精進教材的補救教學後，大部分在原班學業表現中「背誦

部分」有些進步，可能是因為開始不排斥學習，也是願意主動為學

習負起責任的第一步：「……所以，大部分原班的國文、英文科基本背的方

面有進步。但是數學、社會科比較沒發現有進步，大概這些牽涉的層面更複雜

吧!……」(E-9-3-Bi1-17)。 

模組二即將結束之際，白浪島老師又提起那個上學期末曾寫耶

誕賀卡的學生-小光，白浪島老師發現這個學生進入補救教學後，有

多的轉變。以往她是個學習能力、人際關係都很不好的學生，但不

知「哪個環節接上了」，下學期的她一直有穩定進步的良好表現。白

浪島老師還說，她現在課堂表現很好，一直都有持續做筆記。老師

認為這就是代表小光上課都持續保持著一定的專注力，是個很好的

狀態：「你還記得寫卡片的小光嗎?她的程度之前真得很差，也一直不被同學重

視(人緣不好)。但是我不知道是因為補救班或哪一個環節，從下學期(模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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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就慢慢穩定。……上課時，雖然也還是偶爾會和隔壁講話，但之後去看她

課本會發現她竟然還是有一直持續有做筆記……」(E-9-1-Bi3-105)。 

小光的學習良好狀態甚至也「驚動」了英文老師：「……甚至是連

英文，連英文老師都說她進步了，雖然她現在英文考試大概是考 3,40分，但是

以前都是考 10幾分那種，所以這也是很明顯的進步……」(E-9-1-Bi3-105)。

小光努力向上的過程裡，也會有跌倒失意之時，「……像她這次自然考

了 40幾分，她就很傷心，因為她說回家看了很多次課本……」(E-9-3-Bi3-

105)。 

當學生前來找老師訴說自己學習路上的挫折時，白浪島老師會

鼓舞著孩子：「我說至少你的學習態度是對的，成績慢慢來……」(E-9-2-

Bi3-105)。還有，也會明確告訴學生她的進步之處：「我跟她討論，像功

課現在都是自己寫的(沒抄解答) ……」(E-9-2-Bi3-105)。學生立刻就喜笑

顏開了，其實她「每天早上都會很興奮的來跟我說：『老師，我昨天功課真

的都是自己寫的』……其實雖然我還是瞭解考卷上面很多答案，都還是考得亂

七八糟，但是至少事後她會自己找出答案……」(E-9-2-Bi3-105)。而且看到

這個孩子是經過鼓勵和肯定之後，就可以繼續在學習之路上走得更

穩健的特質，「……後來，我也會故意找一些事情給她做，讓她知道她也有做

事情的能力，她就很開心這樣子……」(E-7-1-Bi3-105) 

白浪島老師認為這個曾經與同儕能力相差甚遠的學生，現在竟

然已經變成讓她不用再特別關注和擔心的對象。甚至還可以讓她和

英文老師都倍感驚訝，真的是一個非常意料之外的特別收穫：「她是

屬於學習落後很嚴重的那種，到現在竟然已經變成，我都不用太擔心她。這樣

的改變，真的讓我不知道她是哪個環節接上來了， 不管是在補救或我們

班……」(E-9-2-Bi3-105)。 

(四) 補救教學之路上的小插曲 

很多人會直覺認為教思考這件事情，只適合學業表現好的學

生，但是經過這次的新教學體驗之後，顛覆了過往的判斷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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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成績不佳的學生，也可以去學習「如何學習」、「如何思考」這

件事：「以前覺得這種教思考邏輯的東西，應該比較適合功課好的學生。像現

在我就會覺得不一定耶!因為某些學生藉由老師的帶領之下，是可以在上國文課

時，會提問的，而且問得不錯的。可是他們可能很多數學、理化、英文還是考

個位數……」(E-11-2-Bi3-140)。 

但是，白浪島老師又說不論自己是國文教師、補救教學教師，

甚至是語文精進教師都好……。她流轉於這些林林總總的教學角色

當中，曾因學生進步而獲得很大的成就感的她，也因為這些教學經

驗，更能瞭解有某些學生是單憑老師個人單打獨鬥、奮不顧身的努

力，也撐不起來的學生。 

例如，白浪島老師曾在補救教學裡面，發現一位疑似學習障礙

的對象，老師看出他在學習之路上的困擾和無助，所以盡量鼓勵他

完成基本的作業繳交，讓他有機會在國中九年級時，申請技藝班。

白浪島老師認為書怎麼樣念都念不起來的學生，其實也可以協助他

找到讀書之外，更適合的新出路，培養一技之長的「技藝班」：「……

我覺得有一個有點疑似學障的學生，坦白說他學起來應該是很辛苦的。我覺得

這個學生理解能力真的很不好，個性很退縮，進步也維持不久，用鼓勵可以也

是維持不久，但是我都會好好跟他聊這些以後升學的問題……。我就先跟他

說：沒關係，我們作業都先交，萬一對學習沒興趣，國三可以申請技藝班，如

果把基本的作業顧好，才有機會去。進去之後，把握好實務操作的部分也是學

習啊!所以，老師希望你升上八年級之後，一定要把功課交齊……。 (E-11-2-

Bi2-56)。同時，白浪島老師在即將升上八年級的時候，就將這個亟

需更多支持的學生，轉介到學校的特教組，希望有更多校內的資源

可以一同來幫忙他。 

柒、 尾聲 

一路奮不顧身全然投入的白浪島老師終於在她的堅持和努力

下，走過了這一年的語文精進教學。她曾說剛進入方案時，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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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急與阻礙：「在模組一時，不太能適應，自己班學生狀況多，又一直覺

得自己好像被逼著要趕快把它上完……」(E-4-5-M2m2-172)。 

雖然模組一的試煉很辛苦，但當她看到經過模組一的補救教學

後，有些學生開始緩緩蝸步前進，她就要求自己不能輕易放棄，也

要繼續向前，看看模組二可以帶著白浪島教室的師生，前往到哪一

種新境界：「下學期有教學隨身碟，才知道上學期有好多東西沒有交，……不

過，我是因為看到學生整個狀況有進步，又想知道這些教材後面的模組還能變

出什麼，自己是抱著又好奇又期待的心，但是真的又覺得好累，好累……。不

過我想到已經會一半了，然後之後又放棄就好可惜。」(E-12-1-M2m2-172)。 

經過一年的奮鬥，身兼數職的白浪島老師，可能也真得有些

累，有些矛盾，連周遭的同事也紛紛勸退她：「……像今天期末大家都

在改考卷、趕成績時，我還在弄精進教學的東西，還要趕著去校外開會時，遇

到我的同事都說：「哇~你今天要去開會唷!唉，這麼累要幹嘛呢？別再用了！」

我只能苦笑著回說：「唉!我也很矛盾……」，不過沒多聊甚麼，因為我要趕著準

備出發了……。」(E-6-2-M2m2-172)。 

不僅如此，再加上一向很支持她的先生，看到昨晚深夜兩點多

還在趕工的太太，心裡很是擔心，因此也問相同的問題：「你一定要

這麼累嗎?」和中午同事問的幾乎如出一轍。僅管眾口一詞之下，白

浪島老師還是無法割捨下那份對新教材教法的好奇心，或許更可以

說是一份對學習熱切的心。正像那群被引起學習動機的補救班孩

子，應該也正是如此。白浪島老師有些擔心應付不來，又企盼能看

到後續的新教法，因此心中充滿著矛盾之情：「昨天趕這些資料，用到

兩點半時，我老公就在那邊說：你一定要這麼累嗎？」(E-6-2-M2m2-172)，「我

說：『可是我想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啊!看看後續到底還有什麼名堂』，

昨晚是真的這樣想的，我覺得好好玩，很想知道到底能再變出什麼，這就是我

現在的心情。所以就很矛盾、很期待又怕繼續受傷-傷身體呀！」(E-10-6-

M2m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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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分身乏術的白浪島老師，每次在語文精進教學當中撐不下

去之刻，讓她又再重新恢復力量的，最主要的還是每一個「學生的

改變」：「即使沒辦法當場就會知道那些學生有那麼大的改變，其實後來我還

是可以慢慢的看出來他們的狀況有沒有被解決，可是就是要把時間拉長來

看……」(E-12-1-M2m2-173)。 

這一年的語文精進教學之路，很多時刻白浪島老師都會停下來

想當下前進的路線是否就是自己想去的目的地，幸好過程中，一路

支持到底的家人，總是給予最即時、最直接的幫助，甚至聽完她大

發牢騷時，也能再給白浪島老師最正向的安慰和鼓勵：「在這個過程裡

的摸索，需要常常去確認走的路是不是對的，不過我可以對話的人真的滿少

的，幸好還有我老公(國中理科老師)，他就被迫要聽我的牢騷……。還有媽媽

比較沒接觸國中，不過就是會一直跟我強調要記得給學生最好的教學，就是要

從中給他們很多的自信，讓他們相信自己是個有用的人。這是一個我們家很堅

持的方向，也會再三的彼此叮嚀，工作時要帶著學生往這個方向走……」(E-

12-3-M2m2-173)。 

白浪島老師希望可以幫低成就孩子，回到學習之路，讓學習掙扎

中的學生，即使仍處在挫敗情境，也能願意學習。因此她努力改變了

自己的教學目標、方法與標準，引導著他們完成一個又一個的學習任

務。當低成就孩子跨越困難時，她更珍惜這樣鳳毛麟角的契機，並視

為自己繼續努力的動力。她希望即便這條語文精進學習的過程中，有

很大的挑戰與躓簸，還是可以讓學生實際感受到學習的成就感和語文

學習也是脈絡可循的。 

這樣一段的成功克服困難的經驗，一定可以讓這些還在學習掙扎

中的孩子，日後面對挫折時，還是會勇敢面對與跨越的。相同的，對

於白浪島老師也是很重要的經驗，因為這段自己與學生們親身走過的

路、師生齊力跨越高牆後，所看見的風光、學會的能力就是白浪島老

師最大的鼓勵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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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島老師看重每一個學生的價值，珍視每個微小的進步。期

待學習落後的孩子，不要放棄學習，不要空白長大的她，就是單新

長大後的這群學生會十分懊悔，因此避免自己日後也會對於沒看到

語文精進教材後續的各個模組的自己，小歇片刻之後，在模組四

時，又重新歸隊與大家一起繼續朝著「語文精進之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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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他們的標準介入教學適應歷程 

本節將琥珀、浮島和白浪島，三位個案老師試用「標準介入課程」

-語文精進教材時，所遇見的關鍵事件、省思、適應狀態與趨向整理

如下，可參見教學適應示意圖 4-4-1、4-4-2和 4-4-3。 

各階段以時間序列逐步呈現：進入方案前、進入方案初、中和後

期。說明方式採取先說明「發生的困難與挑戰」，再陳述「因應策略」，

最後討論個案教師度過難關的「支持力」或「想法、行為之轉變」，同

時加註我對此事件在教學適應歷程的理解與詮釋。 

然而，每位個案老師的「教學適應曲線」的評分依據與判斷是由「訪

談語料」為本。研究者採用編入第四章研究結果文本內之語料為分析

範疇。由研究者主觀將每一個或數個關鍵事件中，所蒐集到的「全部

語料中之負向語料的比例」進行分析判斷。「教學適應與接受度」之

比例範圍由 0%~100%，對應水準如下：良好：75%~100%；不錯：50%~75%；

普通：25%~50%；還好：0%~25%。 

而負向語料的例子是：P.104學生「不喜歡」；妳知道其實他「沒

有心」在課本上；P105：(導師找學生補功課，不然記過)，妳說我上

課他來不來啊?；P107：學生自己也「很緊張」...導師再問起為何補

救後「沒進步」……；P108：我自己心裡的「擔心」；P108：覺得學生

「沒有立即反應」；P109：我非常「擔心」；P110：我很怕「群魔亂舞」。 

舉例一：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與接受度 

「今非昔比的補救課」+「黃金第八堂」=第四章此兩個關鍵事件

共 20個語料，裡面有提到 12個負向語料，因此適應曲線落在「還好」

和「普通」層級之間。 

 

教學適應與接受度 =                = 8/20=40% 

 

 

全部語料-負向語料 

該事件全部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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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我對琥珀老師教學適應歷程的理解與詮釋 

一、 原型-進入方案前的原貌 

琥珀老師進入方案之前，因為臨時接受學校委任，而加入此方案。

對於新進入代理學校的工作情境和語文精進方案的相關教學任務，較

缺乏事前瞭解與準備。因此她進入方案後，面對「標準介入方案」和

補救教學的心理預備度不足。但是，此階段包含著琥珀老師過去所受

的教育訓練、教學經驗與個人教學信念為主，因此我將此階段之稱為

「教學原型階段」。 

二、 初期-摸索與嘗試的起點 

進入「標準介入方案」後，琥珀老師所面臨的問題可分為「補救

班級經營」和「適應新教材教法」兩大層面。首先，在初期階段她在

「補救教學」所面對的挑戰是「補救班級經營不易約束力低」和「低

成就生的負向特質與狀態」，以下分為三點說明： 

1. 補救學生的學習狀況不佳的問題。例如：原班學業表現不佳、

學習動機低、有行為問題-上課睡覺、做自己的事。 

2. 非自願來上課學生有情緒反彈的反應。 

3. 補救班融合各班學生師生熟悉度不足。補救教師對學生的掌控

感和約束力降低。 

再者，琥珀老師「適應標準介入課程教材教法」方面，面臨調整

新教材教法「與原本教學模式之落差」和「處理學生使用後的反應」

的挑戰。以下分三點詳述之： 

1. 新教材、教法與教師原本教學模式的差異。「語文精進課程」是

一套是由大學研發團隊編寫的標準介入課程，其教學內容與教

法和琥珀老師原本的教學模式有差異。所以讓她備課耗時、臨

場反應不佳，投入的心力與時間超乎原本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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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對標準介入的既定教學腳本的教學方式不適應。試用標準

介入的腳本時，老師產生教學法熟悉度不足和教學進度落後的

難題，她本身感到標準介入課程，對她而言較難短時內就上手。 

3. 學生接受新教法後，也與老師一樣面臨新課程與原班的教學目

標和教學法之落差。因為語文精進課程的設計讓學生練習獨立

統整答案，並書寫紀錄之；而原班教學的練習偏向選擇、配合

題，因此學生在此階段，也產生適應新教材的問題。 

綜合來說，琥珀老師此階段使用新研發的補救教材時，除了預想

中的低成就生特質問題，又額外增加「學生適應新教法」的困難。 

初期所採取的「教學調整策略」是偏向「轉譯新教材的教學用語」

貼近國文教學慣用語，也「給更多學生等待和練習得時間」，讓學生

消化和適應新教材、新教法。而採用的「班經調整策略」是採事前預

防策略，安排補救課前點心，預防學生肚子餓再次發生蹺課問題。 

而「初期的支持與動力」是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她將適應新

課程的挑戰視為達到專業成長的必經途徑之一。從實際教學體驗到標

準介入課程的設計，對學生的引導與詮釋文章都很明確具體，藉由詳

細的教學流程腳本，引導老師改變「原本的國文教學方式」。 

不論此時期的挑戰是否在她原本預期內，從訪談資料可以瞭解她

接觸新課程後，投入很多的心力和時間去「探索」、「試行」新教材教

法，將其視為自我投資。面對新課程和新教學對象帶來的震撼經驗，

也讓她以新角度重新審視教學目標和方式。抱持著正向態度的她，依

著自己經驗、課程輔導員的建議，「嘗試」使用新策略去解決新問題，

因此我將此階段的狀態稱為「探索嘗試階段」。 

三、 中期-鬆動與反動間的角力 

進入方案中期，琥珀老師開始對於過去的學習經驗與教學訓練有

一股鬆動的力量不斷發酵，而學生接受語文精進教學的適應問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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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另一股反動的力量，兩股力量在她的心中彼此抗衡掙扎著。同樣

以「補救班級經營」和適應「標準介入課程」兩方面討論之。 

琥珀老師中期在「補救班級經營」方面，感到困難的是處理「低

成就生負向的學習和心理特質」，還有「環境支持力薄弱」的狀況。 

1. 首先是初期就有的老問題，缺乏學習意願。認為補救教學剝奪

課後休閒時間。 

2. 低成就生學習新課程、新能力耗時較長。 

3. 師生學習經驗的落差。學生來補救的國文課，正是國文老師的

強項，因此老師需要更長的時間，才得以瞭解學生困難所在。 

4. 原班導師對「標準介入課程」的理解與支持會影響學生的態度。 

還有進入中期後，她在「適應標準介入課程」的困難分為兩種： 

1. 老師擔心自己「無法正確詮釋新教材」與「難流暢運用新教法

和策略」。 

2. 學生對教師「重複提出類似問題」覺得不耐。 

3. 學生在「學習責任轉移過程」適應不良，有學習能力和遵守秩

序的退步情況。 

當她面臨「標準介入課程」的設計轉為「半自學文」和「自學文」

時，也就是轉入新教學型態-「老師少教，學生多學」。此點對她而言

與過往的教學方式有更大差距。其次，低成就生適應新教材的時間長、

培養新能力速度慢和固有的態度、行為問題改變不易，都讓她感到有

心無力。當她尋求導師協助時，因為大部分導師不瞭解語文精進課程

的補救教學目標和學習內容，所以無法給予支持。事後回顧時，她認

為導師支持和協助，對補救教學的成效有很大的影響力。 

面對「適應標準介入課程」的困難，她對「班經的調整策略」是

「變換教學節奏」和「調整增強頻率」，以維持學生專注力與動機。

面對新課程的「教學調整策略」是微調部分教案的活動，多練習生字

詞學習單，以加強學生學習新教材較吃力的部分。 

 



249 

此階段特別之處，琥珀老師初期仍提起以往國文教學和語文精進

課程教學之差異和與反思，但中期階段似乎沒有主動談到此處。推想

可能與她新習得的知識轉換到實際教學時，還在消化、模仿和調整，

因此採取保留的態度有關。此階段的琥珀老師感受新課程的設計又更

加難了一個階層；同時也需持續「因應」低成就生暫難改變的學習現

況，因此將此階段稱為教學適應的「受阻因應階段」。 

四、 後期-經驗與信念掙扎之難題 

進入後期，琥珀老師開始試用模組二教材時，整個標準介入的教

學模式又重啟另一個新循環。琥珀老師對「標準介入課程」的架構和

教學活動，越來越熟悉的狀況下，讓她得以鬆口氣，逐漸減輕本身學

習新教材教法的壓力。回復勝任感的她，重新注入對教學的活力與熱

忱，投入的心力由「適應新課程」轉至關注「學生的學習狀況」。 

後期的她面臨的難題也大致與初期和中期類似，分為「補救教學

的班經困擾」、「低成就生的負向特質」、「執行標準介入課程的困難」，

以下依序逐項討論之。 

1. 補救班經困擾：老師仍須耗費部分心力處理學生的情緒、行為

問題。例如：仍有少數學生上課仍會有轉筆、交白卷、睡覺的

狀況。 

2. 補救教學困擾：無法完全改善低成就生動機不足、短時內成效

不佳，表現不穩定，補救教師缺乏成就感的狀況。 

3. 執行標準介入課程的困難：教師感到面對新教材時的臨場反應

仍不佳，還是有進度壓力與難判斷學生進步情況。學生在意新

課程對原班考試的助益，不喜歡需要大量書寫的學習單。 

經過寒假的放鬆與心態調整的琥珀老師再面對標準介入課成後比

較有信心。後期的「教學調整策略」是：自行補充標準介入課程情意、

典故之不足處、改變原教案的教學活動，以口述代替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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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教材教法已小有信心的她，對於學習動機低落、表現不穩

定的低成就生，仍感到有些洩氣。她的「班經調整策略」仍維持用增

強制度來「激勵學習動機」為主，努力幫助自己和學生找出更適合的

學習方式。由訪談資料中顯示，後期的琥珀老師仍部分維持於中期「受

阻因應」的狀態中。 

還有，琥珀老師後期特別的是闡述更多自己的想法，例如：補救

班師生對於「新課程的使用後情況轉好和評價提高」、「對國文教學的

目標和策略之省思」，說明如下： 

1. 標準介入課程的用後情況和評價提高，達成試用方案預設目標。

琥珀老師對新教材教法適應過程中，隨著教學經驗增多、熟悉

度提高，也同時減輕她面對新課程的壓力。其次，她開始有餘

力關注學生學習反應，發現部分學生的課堂參與度提高許多。

最後，可以觀察到琥珀老師對新課程有一定的認同感，因為她

將提問策略類化回原班的國文教學。 

2. 重新省思補救教學的目標：琥珀老師與學生都十分在意學生的

原班成績，但當原班成績未有進展時，會連帶影響對標準介入

課程的信心。當課程輔導員引導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目標是著

重教導基礎語文能力時，這讓她的補救教學想法進入兩難的掙

扎，需要再次思考和釐清。 

3. 對國文教學之批判與反思：她認為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學內容缺

乏文本賞析之美和文章背後的歷史文化厚度。這對於琥珀老師

是新手國文教師，正處於要熟悉且揣摩大部分的「國文教師慣

用的教學模式」當中，或許這也會讓她影響她對「標準介入課

程」的接受度。 

後期之末的琥珀老師不斷從教學中，體驗到標準介入課程對補救

教學和國文教學的激盪，引發她開始反思與釐清自己心中對教學的目

標與想法。因此推論後期的琥珀老師處於「受阻因應階段」並進入「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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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沉潛狀態」之中，亦即教師內心的掙扎需等候時間、經驗催化中，

才能凝固成新的想法與行動。 

後期階段的動力，主要可以回溯至當初琥珀老師加入方案的期待。

其一，希望讓精進自我教學能力，從訪談資料中顯示她將新習得的教

學法用回原班的國文教學。其二，她希望新教材教法能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雖然並未遍及全班，但部分學生的態度與動機已有改變。因此

綜合上述，可以想見自我成長和學生學習態度進步是支持她的動力。 

綜言之，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隨著進入方案時間推進其適

應歷程依序為：進入方案前的「教學原型階段」、初期的「探索嘗試

階段」、中期和後期皆處於「受阻因應階段」，並轉入「沉潛蟄伏階段」

重新沉澱整理所遇見的新衝擊與整合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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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我對浮島老師教學歷程之理解與詮釋 

一、 進入方案前 

進入方案之前的浮島老師就已具備豐富的教學和行政經驗，包含

近二十年的國文教學經驗、十多年的補救教學經歷和擔任教務主任期

間承辦補救教學的行政業務。然而，具備豐富實務經驗的浮島老師加

入語文精進方案的目的是希望能為自己充電，精進自我的教學能力，

也希望能藉由接觸新教材教法，而看見更多國文教學的可能性而主動

加入。 

以往浮島老師國文補救教學的上課方式是跟著原班平均教學進度

教導，並且就課本內容進行整理與補充，此階段並未接受標準介入課

程的輔導，因此將其稱之為「教學原型階段」。 

二、 初期-解構和萌芽的起點 

進入「標準介入方案」初期，浮島老師主要在補救教室中看見的

仍是一群不想學、自我期待低落的學生。但是在標準介入方案的引導

下，個案老師暫且擱置對低成就生的刻板印象，重新定位教學目標，

以減少學生對學習排斥為前提。 

雖然個案老師對補救教學有 10年以上的豐富經驗，但她也正以另

一種目光，重新認識過去熟悉的補救教學情境，這一種願意重新再來

的勇氣，讓她得以打破既往例行的教學模式。開始嘗試標準介入課程

的新教法的她，試著以講述穿插提問的方式，取代全面講述的教學方

式。教學也搭配增強制度，以提升低動機學生的學習意願。教學重心

也轉為注重教師提問技巧、回應學生問題和立即回饋增強。 

試用新教學方式並非一帆風順，除了試行新教法的初期仍造成教

學上的混亂。還有，教師得要打破以往累積的教學功力之外，需要額

外轉化新教材與慣用國文教學之落差處。然而，此時看見學生的學習

動機逐漸復甦，這就是她堅持下去的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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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島老師進入方案的初期，教學適應的焦點落在「重新定位與調

整補救教學」和「執行標準介入課程所發生的困難」。首先，關於補救

教學方面： 

1. 「瞭解低成就生的負向特質」，先備能力差，缺乏學習動機。 

2. 「重新思考補救教學目標」，接受課程輔導員的引導，暫且擱置

低成就生原班成績低落的狀況，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著手。 

3. 「補救現況與困難」：缺乏家長的配合與支持，偏鄉家長大多不

太在意學生表現。 

再者，使用標準介入課程後，所發生的困難： 

1. 「新課程難度高」，不僅備課耗時，也考驗老師臨場彈性應變能

力。 

2. 「與原本國文教學差異」，與以往國文教學的用語有些差異。 

3. 對「新教學法不熟」，以往較少使用問答討論、活動性教學。 

4. 處理「學生適應新課程的問題」，學生期待補救教學能幫他們

應付原班課業和考試的要求。 

初期浮島老師因應困難採用的「班級經營策略」是「營造師生輕

鬆學習氣氛」、「事前預防策略」，避免學生生理問題衍生行為問題。

因應「精進課程的教學策略」是增加硬體設備改善教學動線和師生互

動方式，例如使用無線麥克風和 ppt取代板書。 

然而，初期「使用精進課程的困難」，並沒有真正造成其困擾，因

為個案「克服困難的動力」是本身「對自我專業成長的渴求」和看見

「學生學習意願逐漸提升」。 

初期的浮島老師試用評價是「標準介入課程的教學流程很具體明

確」，試用新課程後的轉變是開始「反思以往的國文教學目標與教法」。

過去浮島老師的國文教學著重引導學生瞭解情意，補充許多國學常識

與典故，協助學生藉由更豐富的背景知識，而比較容易體會文本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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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因為「標準介入課程」的引導和實作之下，讓浮島老師過往

的補救教學和國文教學信念逐漸鬆動，因應新課程的新概念、新策略

也緩緩萌芽，因此將此期稱為「鬆動嘗試期」。 

三、 中期-實作後的阻力 

進入方案中期的浮島老師，此時期面對的主要問題聚焦於「精進

方案執行困難」，以下逐項說明之。 

1. 「教師對新課程的教學模式不適應」：使用增強會中斷教學節

奏中斷，標準介入課程有既定教學流程和預定的進度壓力。 

2. 「教師無法詮釋對新課程教學流程設計」：新教材教法難度高、

學生感到教師重複提問。教師暫且無法引導學生感到重複提問

的狀況。 

3. 「學生對新課程的反應」：覺得教師持續重複提問、學習責任轉

移幅度太大，導致學生適應不良。 

浮島老師感到初期的教學文的學習策略很多，但學生普遍練習量

不足，因此到中期要上第三、四課已大半遺忘，但此時上課時數縮短，

無法再細細引導回顧，也讓浮島教師開始思考「學習責任的轉移制度」

該如何調整，是否能先給學生一些可橫跨各文體之重要的、基礎的策

略與架構即可。 

中期，浮島老師因應新課程的調整策略主要是偏向「班級經營」，

以「提高師生互動頻率」，「使用增強制度」維持學生動機與熱忱為主。

這兩個班經策略是從初期就使用的，到了中期的確也拉回一些開始

「願意學習的孩子」，學生在課堂中回應問題的人數越來越多，這就

她從初期到中期「克服困難的主要動力」。 

所以，浮島老師從實際操作的過程中產生教學的轉變：1.到改變

班經方式，真的就有可能改變學生學習態度。2.開始從學習新教材，

轉到關注學生的學習狀況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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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浮島老師此時期的主要困難從「重新定位與調整補救教學」

和「因應新課程的困難」兩方面，縮減為「因應新課程所發生的困難」，

再加上初期持續試行的新班級經營策略，讓學生低動機的狀況逐漸穩

定，因此浮島老師就可以專注處理適應新課程的問題。 

此時的適應新課程與初期有些不同，老師的教學困難偏向不是吸

收新知，還需將其轉化於實際教學行為中，並且要因應學生狀況，持

續試驗調整適合的呈現方式。因為面對補救班學生，不能只停留於激

勵學習動機的層次，更需要老師找出更多轉化知識的教學方式，來引

導學生適應且吸收新學習內容，因此將此時期稱之為「試驗調整階段」。 

四、 後期-跨越後的新視野 

由中期邁向後期的浮島老師發生的關鍵事件是一棵沒有柳丁的柳

樹，讓老師覺察到既往認為的國文常識，竟是低成就生的待學知識。

師生對「柳樹」的認知落差，讓浮島老師留意到學生課堂反應，進而

更認同將「全面講述」改為「講述和提問」並進的教學方式對學生學

習是有益的。 

後期的浮島老師面臨問題是「補救教學觀點轉變」和「如何落實

精進課程的疑惑與挑戰」。首先，「補救教學觀點轉變」是「國文老師」

與「國文低成就生」彼此的「背景知識落差」，讓她難以連結學生背景

知識，推論浮島教師有此困擾，可能是因仍習慣輔以以往仔細講解和

補充背景知識的策略。 

此時的突破是她跳脫過去聚焦於低成就生的負向學習與心理特質。

推論可能語文精進課程的成效說服了浮島老師，另一個可能是老師本

身經由標準介入方案的引導後，改變她對補救教學的信念和對低成就

生的觀點。 

其次，「如何落實精進課程的疑惑與挑戰」主要是：1.對語文精進

課程有些疑惑，認為取材的文本簡單，其實不必分析就可瞭解。2.學

生仍在意補救教學是否可以提升原班成績。因此她因應的策略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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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原教案設計的活動或內容」，擴充閱讀時因選擇文本較簡單，

讓學生流暢閱讀，不需寫結構分析表。2.若無法在「成績」和「能力」

之間兩全時，她希望將語文精進課程的學習策略「融入原班課文」，

讓學生學策略時，可兼顧原班成績，雖然這樣學策略可能會有疏漏，

但也是折衷辦法之一。 

此時期，浮島老師對語文精進課程所教的基礎語文能力，遺漏「一

般國文教學」所著重的情意與美感部分。會議中提出困惑後，經由課

程輔導員的引導與相互討論後，漸能理解因為教學對象的學習需求不

同，因此教學目標應分為短程和長程目標。 

其次，她認為其引導的程序與過去寫作經驗有很大的落差。因此

對語文精進課程所建議的寫作策略較為卻步。但經由實際授課後，看

見學生從上學期的一片空白，到獨立寫出一小則短文而轉趨認同新教

法。因此後期她認為「解決困難的動力」是來自「研發團隊的課程輔

導老師的支持」和「學生能力的進步」。 

再者，後期她的教學信念的轉變是： 

1. 「將新習得的策略類化回原班教學」：以往遇到原班白話課文

時，學生大部分參與狀況不佳。本學期運用精進課程的授課方

式-「提問討論」，提問讓學生思考或讓學生找文章中的重要問

題分組相互提問。此法成功讓學生的專注力和參與度提高許多。

她解決積累已久的難題，也對新改變更具信心。 

2. 「新策略能提升學生基礎能力」：學生接受精進課程的補救後， 

學生的學習反應更豐富、也能參考架構獨立寫出短文。 

3. 「減輕備課負擔」：當老師已漸熟悉標準介入課程的理念和策

略，她希望能找到更多方法幫助自己減輕備課負擔。 

後期可以看見老師使用精進課程後，帶來的新教學行為、新教學

信念，也連帶讓她為補救教學目標重新定位，改變對補救教學信念。

後期的浮島老師不僅接受，也更加認同「標準介入課程」對她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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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益，並且持續找各種方法提升自己備課效能和語文精進的教學品

質，所以將此時期稱為「接納轉化期」。 

由此可知，浮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隨著進入方案時間推進其

適應歷程依序為：進入方案前的「教學原型階段」、初期的「鬆動嘗試

階段」、中期的「試驗調整階段」與後期為「接納轉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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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我對白浪島老師教學歷程之理解與詮釋 

一、 進入方案前 

進入方案之前的白浪島老師就是一位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包

含十多年的國文教學經驗和擔任導師的經歷。參加語文精進方案的目

的是希望能在自己有興趣的國文教學裡，接觸到新教材教法，因此在

學校行政邀請時便加入試用方案。未加入方案前的補救教學安排就是

重新複習課文重點、練習評量卷和補充與生活相關的國文常識為主，

此階段並沒有接受標準介入方案的輔導，將其稱為「教學原型階段」。 

二、 初期-抽離過去，接受與探索 

進入方案初期，也是白浪島老師因突發狀況無法參加課程說明會，

所以是參照教師手冊自行探索語文精進教學的方式，讓她心中有種不

踏實感，也比一般加入方案夥伴更為吃力。當「標準介入課程」有預

定腳本時，對她而言就比較難再盡興、隨興的安排教學內容和進度，

更擔心的其實是沒聽到說明會的狀況下不曉得自己是否會擔心教錯，

但也只能硬撐等下一次的輔導說明會。爾後回顧，她認為語文精進方

案的「課程輔導制度」對新加入老師很重要。 

身為導師的她有大量的時間接觸到原班中那群動機低、偏差行為

多的補救班學生。因此她重新思考自己身為導師和補救班教師雙重角

色該如何定位，以改善低動機問題為優先，再要求課業表現。藉由建

立良好師生互動來改善學生低動機、低配合度的問題。因其擅長閱讀

活動的教學，因此她不單只改造補救班學生，而用「全面提升，帶動

部分」著手，同時降低閱讀門檻，以電影、班遊取代正規閱讀，讓更

多學生融入。 

關於補救教學，因為雙重身分加上試用新課程，讓她有機會深入

瞭解低成就學生能力落差大,需要教導基本技能。同時對於教學目標

和內容，家長未表達意見，因此雖然許多夥伴認為家庭支持不足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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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生的負面因素之一，但她反倒認為有更多發揮空間，因此更放心

的試行「不重教一次的補救課」想法。 

白浪島老師進入方案的初期，教學適應的焦點落在「重新定位與

調整補救教學」和「執行標準介入課程所發生的困難」。首先是補救

教學方面的困難： 

1. 「瞭解低成就生的負向特質」，先備能力差，學業表現不佳，當

然也對學習缺乏動機。 

2. 「補救現況與困難」：學生異質性大，有時候難顧及所有學生的

問題。因為是導師的身分，因此與家長的配合，並未造成額外

的負擔。 

再者，則是教師使用標準介入課程後，所發生的困難： 

1. 「新課程難度高」，與過去教學經驗差距大，未聽說明會靠自行

摸索比較難上手。 

2. 「與原本國文教學差異」，是因為標準介入框架的既定進度和

教學內容，讓老師有擔心教錯和趕不上進度的壓力。 

初期的白浪島老師因應困難採用的「班級經營策略」是「營造師

生輕鬆學習氣氛」、「重塑低成就生的學習經驗」、「重建學生自信」，

改變學生對學習的舊印象。因應「語文精進課程的教學策略」是利用

「提問、提示引導取代告知答案」、「補充教材文學、情意不足之處」。 

然而，初期雖有「使用精進課程的困難」，沒有真正造成其困擾，

因為本身豐富的經驗和身為導師的著力點多，雖未參與說明會，但教

學適應狀況仍維持緩升。白浪島老師「克服困難的動力」是本身看到

更多關於國語文的教學活動，滿足她「對自我專業成長的期待」。 

初期的白浪島老師對語文精進教材的評價是「和原班教材不同可

讓學生有新鮮感」，試用新課程後的轉變是「習得更多教學活動」，「留

意以往原班教學忽略之處」。初期的她發現以往認為學生該會的基礎

學習技能，現在會在原班中多加注意學生狀況並加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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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因為她參考「標準介入課程」的教學手冊引導，並且因為未

聽到說明會，因此讓白浪島老師盡量「參照」教學手冊的說明，「探

索」試行另一種有別過往的國文教學方式，因此稱此時期為「參照探

索階段」。 

三、 中期-新舊觀念交融整合中 

進入中期，白浪島老師面臨補救教學現況是短時內難立即一帖見

效的。適應的困難包含：低成就生易退難進，狀態不穩定；再者，課

後補救時段不佳，學生身心疲累，老師普遍需要更費力引起動機，此

時雖遭遇困難，但她並未洩氣。她兼採多種策略來提升或維持學生動

機，例如：增強制度、變換教學節奏、營造課後上補救課是學習 VIP

的觀念。 

中期的白浪島老師較能靈活吸收與詮釋新教材，她採用「生活經

驗」轉化新課程中較抽象概念定義；但是對於新課程所引導的方式也

開始有些反思，擔心新教材較法能否類化。再加上寫作教學與過往經

驗有落差、找到文內訊息，也開始質疑新課程是否特意漏掉情意。 

然而，看見學生在標準介入課程引導下有進展，她開始也比較放

心，因為當課程走入強迫她縮減講課時間，但學生仍完成學習任務時，。

也努力打破以往學習都仰賴老師講述的狀態，讓她瞭解應留時間讓學

生自學。因此雖然學生討論耗時、進度慢、品質不穩，但她決定擱置

過往經驗，此時她也發現自己對國文教學的重心慢慢轉移，由教知識

轉為教能力。 

進入方案中期的白浪島老師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聚焦於「精進方案

執行困難」，以下逐項說明之。 

1. 「教師對新課程的教學方式不適應」：對增強制度和從教學文

轉移到半自學和自學文的過程，有些仍不習慣。 

2. 「教師認為新教材教法有些部分難度高」：新教材教法有些活

動很抽象難度高，要花很多心力轉換，例如：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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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浪島老師因應新教材教法的「教學調整策略」是「調整

作業和評量方式」；「班經調整策略」是：「維持動機」、「預防問題」和

「增強制度」。 

在中期，白浪島老師的補救班級經營的重心和觀點開始轉變。例

如：白浪島老師對「低成就生的描述」開始有所不同，她認為學生並

非是如原本預期的低動機，而是逃避學習、逃避失敗。因此她的「補

救的目標」由重視成效，轉為學生動機和學習態度。她也開始觀察到

補救班學生的學習態度逐漸轉變，例如，課堂回應問題和發表的人次

都變多了。 

此時的教學適應主要聚焦於老師要將過往的國文教學經驗和新教

材教法彼此融合調整。教師要能維持學生注意力，也要有辦法將新教

材中較困難的成分與學生經驗相互連結，因此將此時期稱為「交融調

整階段」。 

四、 後期-經驗與信念掙扎之難題 

進入後期，白浪島老師希望授課時減少抄寫，妥善利用上課時間。

主動採取回顧教學實況影片,勾選教學檢核表，瞭解自己教學調整狀

況。面對新加入學生無法跟上同儕，老師已能兼顧大班進度又同時進

行個別協助。 

對標準介入課程進入由「單向接受」進入「質疑省思」的階段,她

對於有「寫作基本架構」才填入經驗,擔心因此學生無法我手寫我口，

有虛構經驗的可能性。後期的關鍵事件之一是 100元禮券，她開始瞭

解許多學生的拒絕的背後，可能乘載著許多害怕或能力不足。 

同時，從新教學體驗以往隨興的國文教學，較難有系統瞭解學生

學習狀況和後續應安排或調整教學內容。後期另一件的關鍵事件是一

封學生的信，陳述學習挫折狀況後，她開始特別安排學生能達成的學

習或工作任務，同理並處理學生低自信、低成就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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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的白浪島老師面臨挑戰主要仍在「執行新教材教法」的方面。

而「執行新教材的挑戰」是：1.使用語文精進課程仍有趕進度的教學

壓力。2.老師對於拿捏遵守標準和彈性決定之間有更精準的判斷。3.

挑戰與以往不同的綜合寫作方式，後來成功克服。 

因此白浪島老師因應調整的教學與班經策略是：1.因應有系統性

的教學活動之下，她也希望利用簡報軟體減少上課不必要的耗時。2.

善用提問、提示引導學生理解學習內容。3.仔細觀察補救後的反應與

進步幅度，並與其他一般同儕相互對照。4.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專

注力的策略是最重要的、最需巧思的部分。 

再者，師生試用新教材後的狀況，大致是：學生的「語文學習能

力有進步」、「學習動機、習慣和態度變好」。 

老師本身的轉變是：1.「關注學生學習需求和反應」。2.開始能將

語文精進課程的所學「類化於原班」。3.「語文教學的目標」，希望能

建立起基礎語文能力、閱讀興趣和學習自信後，能往上一層兼顧國文

教學的情意賞析、德性涵養。4.「補救目標的轉變」由重視成績到重

視基礎能力養成。5.「補救教學策略」學會在班級中使用差異化調整

作業或評量方式。6.「班級經營方式」除了增強學生的正確反映，也

會增強學生配合度或專注的良好行為。 

後期，白浪島老師期勉自己於標準化教材裡，留住既定標準腳本

的好處，又不會讓自己過度受限。同時白浪島老師瞭解自身過去積累

下來的國文教學專長，也能瞭解自己在語文精進教學中的限制，不會

受到學生成效的影響，完全歸責於自己身上，觀察補救後成效不彰的

學生轉介至學校輔導室。自己對於過去所認為的進步，又有另種詮釋，

願意走進教室就是一種進步，並非侷限於成績，因此此階段是承接上

一階段的交融調整之後，「跨越」瓶頸，結合新習得的語文精進教學

經驗，並「轉化」為適合自己的新教學方式，持續往前邁進，我將此

階段稱之為「跨越轉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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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白浪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隨著進入方案時間推進

而持續轉化與變動，統整其適應歷程依序為：進入方案前的「教學原

型階段」、初期的「參照探索階段」、中期的「交融調整階段」與後期

處於「跨越轉化階段」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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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討論 

本章將歸納討論琥珀、浮島和白浪島，三位個案老師在試用「標準介

入課程」進行補救教學時，所遇見的困難與因應策略、教學適應歷和教

師信念的轉變。因此第一節「他們的標準介入教學適應歷程」是我對三

位個案教師教學歷程的理解與詮釋；第二節「他們的教學適應歷程發展

與趨向」是教師們所面臨的挑戰、困難與轉變契機和教學適應趨向的關

係。 

第一節  他們的教學適應歷程與發展階段 

從訪談與資料分析的過程當中，逐漸形成三位個案老師在「標準介

入課程」之中的教學適應歷程。三位個案彼此間的適應歷程，可能因個

人特質與經歷、教學信念和問題解決思維之差異，而各有其樣貌。然

而，又因三位個案皆在大學專業領導的標準介入模式的帶領與輔導之

下，其教學適應和轉化又可能會有其類似或重疊的發展與變化。 

經由整理分析後，發現他們的教學適應歷程的階段性，並整理如下

表的 5-1-1。從中也觀察到三位個案教師們的教學適應發展的模式，如

下圖 5-1-4。 

 

  表 5-1-1 三位個案教師教學適應階段一覽表 

 進入方案前 初期 中期 後期 

琥珀 

教學原型 

摸索嘗試 受阻因應 
受阻因應 

(蟄伏轉變) 

浮島 鬆動嘗試 試驗調整 接納轉化 

白浪島 參照探索 交融調整 跨越轉化 

 

一、 他們的「教學原型」階段 

上述三位個案老師的教學原型期主要受到個案教師的個人背景、求

學經驗、工作經歷和當時所處學校環境支持有關。三位老師都具有合格

的國中國文教師資格，也有國文教學和補救教學經驗，只是教學年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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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琥珀老師為新手老師，而浮島和白浪島老師的教學資歷在 10年

以上。其在學校環境中的角色之差異，導師、科任兼行政業務，對其後

續教學適應都有部分差異。 

由個案的訪談資料中便可以發現他們具有正向的人格特質，對教學

工作有一定的使命感和也對教學專業成長抱持許多自我要求與期待。綜

言之，「教學原型階段」是三位個案教師的帶進來教學適應歷的元素，例

如：人格特質、教學經驗，與其所處的教學情境與生態。同時因為個案

在學校的人際網絡、協商調度的行政資源，也會造成彼此之間在教學適

應狀況有不同的條件。因此教學原貌時期是整體教學適應情況之起始點

和參照點。 

二、 他們的「摸索試探」階段 

當三位教師帶著自己本身的特質、學習經驗和教學經歷，進入標準介

入課程後，三位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便有了其共同的影響因素。琥珀老

師的「摸索嘗試期」時，不論此時期的挑戰是否在她原本預期內，投注

很多心力和時間去「探索」、「試行」新教材教法。面對新課程和補救學

生的挑戰，她也抱持著正向態度，依著過去經驗、課程輔導員的建議，

「嘗試」採用新策略去解決迎面而來的教學和班經問題。 

浮島老師的「鬆動嘗試」期，面臨適應新課程的困難，並沒有真正造

成困擾，因為個案「克服困難的動力」是本身「對自我專業成長的渴求」

和看見「學生學習意願逐漸提升」。浮島老師在「標準介入課程」的引導

下，勇敢嘗試各種新教材教法，也因此「鬆動」過往的補救教學和國文

教學信念，開啟了一連串試驗的歷程。   

白浪島老師的「參照探索」期，雖未參與說明會，因此她依著對國文

教學的豐富經驗，自行探索揣摩教師手冊中的教學活動。反而初期仔細

「參照」新教材教法的引導，邊學邊試作。也因其身為導師的身分，可以

介入的著力點較多，藉由建立良好班級氣氛，而「摸索」出一條適應新

課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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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三位老師初期的經驗都是屬於剛加入標準介入方案，正在學習、

探索、模仿和嘗試新教材教法的階段，因此推論我研究中的個案老師進

入標準介入課程的教學適應初期時，大部分為「摸索試探階段」。 

三、 他們的「調整節奏」階段 

進入方案中期，琥珀老師面臨「標準介入課程」的設計轉為新教學型

態-「老師少教，學生多學」。低成就生適應新教材的時間長和固有的態

度、行為問題改變不易。當她尋求協助時，因為大部分導師不瞭解語文

精進課程的補救教學目標和學習內容，所以無法給予支持。面對當下適

應新教材教法的困阻，她投入許多心力去思考「班經」和「教學」調整策

略，持續「因應」來解決補救教學現場的問題，因此稱為「受阻因應階

段」。 

浮島老師此時期面對的主要問題也是聚焦於「精進方案執行困難」，

讓她不斷思考調整教學、班經，甚至是思考新課程的設計架構的合理性。

她在試用策略和語文精進課程時都會觀察此方式的實施效果，而決定是

否重複繼續使用。浮島老師希望對於教學困難之處，都能盡量找出更多

解決之道，因此將此時期稱之為「試驗調整階段」。 

白浪島老師面臨難以改變的補救教學現況，雖遇困難，但她並未洩氣，

而是發揮她的教學優勢兼採多種策略來提升或維持學生動機。中期的白

浪島老師更能靈活將過往的國文教學經驗和新教材教法彼此融合調整，

把轉化調整後的新課程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詮釋，能維持學生注意力，也

要有辦法將新教材中較困難的成分與學生經驗相互連結，因此將此時期

稱為「交融調整階段」。 

因此進入中期後，老師們的「適應焦點和方式」開始有些不同，不單

僅吸收、揣摩和嘗試新教材教法，而是遇到實際補救教學中，低成就生

和語文精進教材交互作用後的狀況，而更精準的因應問題，解決問題，

因此我的研究個案老師中期時都進入教學適應歷程中的「調整節奏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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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浮島和白浪島的「熟悉轉化」階段 

後期的浮島老師突破過度聚焦於低成就生的負向學習與心理特質。她

將初期、中期累積的經驗，作為調整語文精進教材的標準腳本的基礎。

她對於大環境對補救教學後的成效要轉為提升原班成績的觀念時，她認

為將語文精進課程的「學習策略」融入「原班課文」也是折衷辦法。對

「標準介入教材」所教的基礎語文能力，遺漏「一般國文教學」所著重的

情意與美感，經由課程輔導員的引導與討論後，漸能理解因為教學對象

的學習需求不同，因此目標也應有差異。對「語文精進課程」所建議的

寫作策略較為卻步，經由實際授課後，看見學生從上學期的一片空白，

到獨立寫出一小則短文而轉趨認同。她的教學轉變是「將新習得的策略

類化回原班教學」、「新策略能提升學生基礎能力」與「減輕備課負擔儲

備後續能量」 

後期可以看見老師在標準介入課程模式的引導下，對過往既定觀點、

教學行為和評量標準的突破，而對補救教學的學生現況更為接納，對於

新的和原本的教材、教法和教學目標也經由踏實的嘗試、試驗、調整後

產生更深化的接納和轉化。 

白浪島老師後期對標準介入課程進入由「單向接受」進入「質疑省思」

的階段。她跨越了學生低動機問題、基礎能力不足、學習習慣不佳，同

時也要因應自己在適應新教材教法上的困難與瓶頸。所以後期跨越困難

的她，「關注學生學習需求和反應」，將語文精進的學習策略「類化於原

班」，改變對「補救教學目標」。可以看見後期的白浪島老師期勉自己於

標準化教材裡，留住既定標準腳本的好處，又不會讓自己因此受限。此

階段是承接上一階段的交融調整之後，「跨越」過去的自己，結合新習得

的語文精進教學經驗，並「轉化」為適合自己的新教學方式，持續前進。 

從以上兩位老師後期階段的教學適應特徵：對語文精進教材的理念、

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已經更為「熟悉」。兩位老師因為經驗的累積和不斷

的調整，考慮面向更周密，運用調整策略更駕輕就熟，並穩妥順當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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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適合當時情境。在標準化的腳本中，仍部分保持自己教學想法與

風格，因此將其稱為「熟悉轉化階段」。 

 

五、 琥珀的「沉潛蟄伏」狀態 

進入後期，琥珀老師後期面臨的難題與初期和中期類似。經過寒假的

放鬆與心態調整的她對標準介入課程比較有信心。後期的教學適應的挑

戰與困難仍接踵而來，而她也持續調整「教學」和「班經」策略。但琥珀

老師後期特別的是經由上學期的經驗和寒假沉澱後，她對於教學有更多

自己的想法，也重新省思補救教學的目標。可能因為琥珀老師因應班級

事件的經驗較少，對補救教學目標是著眼於原班成績表現，與語文精進

課程的著重於基礎語文能力有所不同。 

再者，她認為語文精進教材的教學內容缺乏文本賞析之美和背後歷史

文化厚度。這對於琥珀老師正處於要熟悉且揣摩大部分的「經典國文教

師的教學典範」時，會影響對「標準介入課程」的接受度。因此，此時謹

慎的琥珀老師對補救教學和國文教學的想法走入一個兩難的膠著狀態，

不過也讓她進入沉澱狀態，不斷的觀察、思考和釐清自己的想法。 

後期的尾聲琥珀老師從實際教學和自我沉澱的過程中，開始反思與釐

清自己心中對教學的目標與想法。因此後期的她沒有進入熟悉轉化的階

段，可能是與其尚對語文精進教材的可行性和其實際教學經驗有關，但

她進入一種「沉潛蟄伏狀態」。「沉潛蟄伏的狀態」是一種深入、隱秘，不

為他人或自己所能覺察的狀態之下運作。所以這樣的「質變」可能未必

會顯現於教學行動和信念中，需等候時間沉澱催化後，才能凝固成下一

次的新想法與新行動。 

從訪談和資料分析的過程當中，發現三位個案老師的在標準介入課

程中的教學適應歷程，三位教師教學適應均有其相似的歷程，其歷程又

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階段，而每個老師因為其教學適應的速度有所不同，

而各有些不同的發展序階和轉變，如下圖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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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三位教師的教學適應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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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他們的教學適應歷程趨向與類型 

綜合訪談、資料分析的過程當中，逐漸形成三位個案老師在「標準介

入課程」之中的教學適應歷程。三位個案彼此間的適應歷程，可能因個

人特質與經歷、教學信念和問題解決思維之差異，而各有其樣貌。然而

又因他們皆在大學專業領導的標準介入模式的帶領之下，其教學適應歷

程又有其類似或重疊的發展與變化，將個案教師各時期的適應階段整理

如下表 5-1-1，並綜合說明各適應階段的關注焦點與特色。 

三位個案教師的教學適應歷程趨向，可參見教學適應示意圖 5-1-1、

圖 5-1-2 和圖 5-1-3。圖中以進入方案「時期」說明該時期的「教學內

容」、「發展序階」、「關鍵事件」、「因應策略」、「教學適應曲線變化」與

「教材接受度」。 

其中對「教材接受度」又分為四種層級，亦即綜合對教材的「執行程

度」和「用後評價」滿分為 4分。「良好」：4分、「不錯」：3分、「普通」：

2分和「還好」：1分。以下針對三位教師的教學適應趨向，說明如下： 

壹、 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之趨向和類型 

「進入方案前期」到「初期」，亦即琥珀老師教學適應的「接觸嘗試

階段」。此時期的教學適應曲線呈現陡升的狀態，其對新課程的接受度，

也迅速爬升到「不錯」的水準。此時個案教師雖無面對補救教學和新課

程的心理準備，但是因為介入方案的設計與課程課輔員引導其進行新教

學和班經的策略之下，加上其想要學習新方法的積極狀態之下，適應狀

況進展由「還好」攀升到「不錯」。 

而「中期」是個案的教學適應處於「受阻因應階段」。個案教師的教

學適應曲線開始滑落、起伏不穩，主因學生動機低落、師生互動方面之

困擾和適應新教材教法問題。然而，此時個案教師除了持續調整班經策

略之外，也尋求導師的協助並合作處理學生問題，但是似乎因為導師對

語文精進方案的教學目標和方案內容並不瞭解，而求助無援。此時期的

教學適應狀態與對新課程的接受度，處於「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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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為期末教師教學角色之轉變由主導轉為引導，因為教學活動

由半自學轉為自學，學生的配合和教學節奏的控管，對教學成效的影響

力更大，此時也正是個案教師在教學適應歷程中，面臨最大的難關之時，

因此其教學適應曲線走到整體的最低點，其教學接受程度也下降到「還

好」。不過，推想期末學校事務眾多，且經歷一連串壓力和情緒積累之下，

可能也較難有多餘心力處理語文精進教學事務所致。 

而到「後期」是教學適應狀態在「受阻因應」和「沉潛轉變」的過渡

時期。此時的她和學生相隔一個寒假，讓師生衝突有一段緩衝降溫的時

間。同時對於新教材教法，他突然有種可以邊上課、邊呼吸的感覺。整

體而言，下學期剛開始的琥珀老師，對於課程、新教法和補救教學對象，

不像之前一樣疲於奔命了。因此，個案教師的教學適應曲線，再度回復

到上學期的高點，也達到整個適應歷程的最佳狀態，對新課程的接受度

是呈現「不錯」的反應。 

然而，似乎學生的低動機和學習成效不明顯對琥珀老師仍有強烈的影

響，因此接近後期尾聲時，教學適應曲線開始下滑，拉出一條長尾便是

她進入「沉潛轉變階段」。直至方案結束，對新課程的接受度持續維持在

「普通」的狀態，比起前一階段的教學適應曲線，雖有下滑但趨於平穩

的情況。 

綜言之，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曲線在「教學原型階段」到「接觸嘗試

階段」從對新教材的憧憬和新鮮感呈現陡升上揚，進入方案的中期則因

學生學習問題而進入「受阻因應階段」，則對教材的適應略顯下滑，同時

呈現起伏不穩之適應狀態。追趕的疲憊在寒假獲得喘息而又再次陡升，

但因實施的策略未奏效，又再度下滑而進入「沉潛蟄伏」狀態。上下起

伏的教學適應曲線，在後期轉趨平穩，對教材的接受度也維持在「普通」

水準。因為琥珀老師初期和中期的模組一和後期的模組二的教學適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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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呈現相似重覆的趨向，因此本研究將琥珀老師對新教材之教學適應型

態稱為「迴旋12沉澱型」。 

貳、 浮島老師教學適應歷程之趨向和類型 

「進入方案前期」到「初期」，是個案在教學適應歷程中的「鬆動嘗試

階段」。此階段的教學適應曲線呈現持續緩升的走向，其對新課程的接受

度逐漸上升至「不錯」的狀態。此時個案教師雖再度面對補救學生低能

力、低動機的狀態，但她的過往的教學經驗讓她在短時間內就能調整心

理狀態來面對學生。身為資深老師的她，對於學習新知和自我挑戰卻毫

不畏懼，因此其教學適應狀況發展持續穩定上揚。 

而到「中期」是個案的教學適應處於「試驗調整」的狀態下。她的教

學適應曲線延續之前「鬆動嘗試階段」上揚的趨向，主因是個案教師經

由調整班經策略，和持續採用增強制度，因此讓其教學效能可以發揮。

因此當學生上課時對於新教材有不同的聲音時，也並未能影響其信心與

效能。因此在其「試驗調整階段」的前半段，浮島老師的學適應仍維持

穩定緩升的狀態，其接受度保持在「不錯」和「良好」的水準之間。 

不過在「試驗調整階段」的後期，浮島老師表示自己對於新教材的彈

性應變能力仍亟待充電，其教學適應曲線在此時期有一度略為下滑，對

新課程的接受度也降至「普通」左右。這部分的下滑乃因教師本身面對

新課程的教學調整策略，仍處於嘗試、驗證和保留有效策略之故。此時

她藉由輔導會議中的討論，吸收更多課程輔導員和方案夥伴的建議，來

擴充自己的教學調整策略，因此下滑的曲線又上升回穩至「不錯」的狀

態。 

                                                      

12
 「迴旋」狀態的意涵是來自「迴旋曲」個概念。一種包含一個特定的旋律的主題和若干副題

所構成的樂曲。因主題旋律在不同副題之間反覆出現，所以稱為迴旋曲，也就是個案的教學適

應曲線在不同模組間，卻持續重覆出現相同的趨向，可能代表個案教學適應遇到瓶頸之特殊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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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後期」之際，也是她的適應狀態由「試驗調整」邁向「接納轉

化」。此時她在標準介入方案的引導和實踐過程中，對低成就生有了另一

個的視角。更加瞭解學生能力與需求的她，對新課程的教學接受度呈現

「良好」的狀態，其教學適應曲線也爬升到整個教學適應階段的第一個

高點。而第二個高點則是她將新方案的教學策略運用到原班國文教學的

成功經驗，讓她有感受到自我逐漸達成教學專業成長的目標，因此是「接

納轉化階段」又更進一層的教學適應高峰，對新課程的接受度達到「良

好」的水準。此階段有兩次微幅下滑均是仍在釐清和調整自己詮釋標準

介入課程的教學方式、成效和信念中。但這兩度的微幅下滑是隨即回穩，

因此此階段教學適應曲線是呈現高度穩定的狀態，對課程接納的程度也

維持在「不錯」到「良好」的水平之間。 

簡言之，浮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曲線在「教學原型階段」到「鬆動嘗試

階段」呈現穩定緩升的趨向，進入「鬆動嘗試階段」之後，對課程接受度

保持「普通」以上。在「試驗調整階段」已經大部分都維持「不錯」的水

平左右，只有一個下滑點，但教學適應曲線經由教師自己的在教學方式

和觀點的調整後回穩，又爬向另一個高峰點，教材接受度已達到「不錯」

和「良好」之間。 

由「試驗調整階段」邁向「接納轉化階段」之間，有連續兩次爬升點

一次是對補救教學信念的轉變，另一次是將新策略類化到原班的成功經

驗。「接納轉化階段」後續轉趨保持在高度平穩的教學適應狀態，因此將

浮島老師是處於親自試過才能認同的教學適應形態，因此將其稱為「試

驗修正型」。 

參、 白浪島老師教學適應歷程之趨向與類型 

「進入方案前期」到「初期」，是白浪島老師教學適應歷程中的「參

照探索階段」。此階段的教學適應曲線呈現穩定爬升的走向，因為未參加

課程說明會，初期自行探索新課程、嘗試新教法之故，所以上升趨向稍

緩。但因其善於經營班級閱讀活動，營造良好師生互動氛圍，所以其教

學適應曲線仍持續上升並無下滑。因為其加入新方案，意識到新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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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式與目標，和以往有所不同，而這個差異被白浪島老師視為是一

個新的專業成長契機。因此「參照探索階段」面對改變和挑戰的態度，

讓她對新課程的接受度由「還好」穩定爬升接近「不錯」的狀態。 

「中期」是她的教學適應歷程中處於「交融調整」階段，此階段的教

學適應曲線仍延續前一階段的持續向上爬升的狀態，這個趨向就如同白

浪島老師一路摸索追趕而來。白浪島老師在「標準介入方案」的引導之

下，能更精準觀察到學生負向行為或能力低落的背後成因，並隨時變換

教學方式、評量標準和增強激勵方式。所以面對低成就生受挫逃避時，

並未影響其補救教學效能與對新課程的信心。 

白浪島老師整體的教學適應曲線第一個高點和唯一的下滑階段都是

出現於「交融調整階段」。高點是因為教師成功的將新課程之中一個甚為

抽象的概念，以學生生活經驗成功轉化為具體的說法。而下滑階段是因

她處於整合新舊教學和學習經驗時，面臨暫難釐清的困惑所致。雖有困

難但她暫且將其擱置繼續前行。此階段的教學適應曲線起伏程度，相較

於其他階段大，是因為白浪島老師的新舊教學觀、教學行為正處於交融

調整的狀態，但大致對教材的接受仍維持在「不錯」和「良好」之間。 

而「中期」到「後期」之際，也是她的適應狀態由「交融調整」邁向

「跨越轉化」。此時的教學適應曲線達到此階段的第一個高點， 因為看

見低成就生的來信與大部分學生態度轉為較積極，而對新教材教法有認

同感，其教學適應曲線又回升至前一階段的高點。第二個高點是她經由

課程輔導員的引導下，對「進步的定義」產生新看法，也同時跨越了自

己在新舊教學模式交融過程的疑惑。因此後期的高原曲線持續調整是她

持續反思的循環過程，並從學生的反應和學習表現讓她感受到成就感。

將語文精進課程所學和過去經驗更為彈性的結合後，她更瞭解自己已經

達成進入方案前所預期的專業成長目標。 

綜上所述，白浪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曲線在「教學原型階段」到「參照

探索階段」呈現向上爬升的趨向，在「交融調整階段」則有一個下滑階

段，但回穩後反而對新教材教法的接受度和認同感更加穩定深化。「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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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階段」的教學適應曲線，呈現平穩的高原現象，因此將白浪島老師

的教學適應形態稱為「參照調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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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研究結果，分為三節作結尾：第一節簡要歸納本研究所得

之結論，第二節說明本研究之限制，第三節陳述對國中國文補救教學之

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補救教學教師在學習「標準介入課程」期間的教學

適應歷程。採用質性取向的研究方式，經過訪談、蒐集輔導會議紀錄、

教學檢核表和持續不斷整理分析後，經由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說明，第五

章的研究討論整理出教師在「標準介入課程」的教學適應歷程、發展趨

向、面臨的挑戰與因應的策略，以回應研究問題。 

壹、 他們的教學適應階段 

第一位個案老師，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由「教學原型階段」進

入初期的「探索嘗試階段」、中期和後期皆處於「受阻因應階段」，並轉

入「沉潛蟄伏階段」重新沉澱整理所遇見的新衝擊與整合自己的想法。

第二位個案老師，浮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由「教學原型階段」進入

初期的「鬆動嘗試階段」、中期的「試驗調整階段」與後期為「接納轉

化階段」。第三位個案老師，白浪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歷程是由「教學原

型階段」進入初期的「參照探索階段」、中期的「交融調整階段」與後

期「跨越轉化階段」。 

綜合上述，他們的教學適應歷程階段依序是由「教學原型」進入

「摸索試探」階段，轉為「調整節奏」階段，並再最後一階段分化為琥

珀老師走向「沉潛蟄伏」狀態；而浮島老師和白浪島老師走向「熟悉轉

化」階段。 

貳、 他們的教學適應發展趨向 

琥珀老師的教學適應曲線在「教學原型階段」到「接觸嘗試階段」

呈現陡升上揚，進入方案的中期則進入「受阻因應階段」，則對教材的

接受度下滑。模組二的教學適應曲線因有假期的調整而再次上升，但因

實施策略未奏效之下，再度下滑進入「沉潛蟄伏」狀態。不過其教學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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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曲線，後期轉趨平穩的狀態。因為琥珀老師初期到中期模組一和後期

模組二的教學適應曲線呈現相似、重覆的趨向，因此將琥珀老師對新教

材之教學適應型態稱為「迴旋沉澱型」。 

浮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曲線在「教學原型階段」到「鬆動嘗試階段」

呈現穩定緩升的趨向，進入「鬆動嘗試階段」之後，對課程接受度保持

「普通」以上，「試驗調整階段」已大維持「不錯」的水平左右，只有

一個下滑點，教學適應曲線經由教師自己調整教學後回穩，又爬向另一

個高峰點。由「試驗調整階段」邁向「接納轉化階段」之間，有連續兩

次爬升點一次是對補救教學信念的轉變，另一次是將新策略類化到原班

的成功經驗。「接納轉化階段」後續轉趨保持在高度平穩的教學適應狀

態，因此將浮島老師是處於親自試過才能認同的教學適應形態，因此將

其稱為「試驗修正型」。 

白浪島老師的教學適應曲線在「教學原型階段」到「參照探索階

段」呈現向上爬升的趨向，在「交融調整階段」則有一個下滑階段，但

回穩後反而對新教材教法的接受度和認同感更加穩定深化。「跨越轉化

階段」的教學適應曲線，呈現平穩的高原現象。而白浪島老師起先的教

學適應形態是由參考依照語文精進教材教學指引，一邊探索實作，一邊

調整因此稱為「參照調整型」。 

綜合以上三種教學適應類型的老師，有迴旋沉澱型、試驗修正型和

參照調整型，對於日後課程輔導員協助補救教學現場老師進行補救教學

技術的學習時，可以藉由老師們填寫的教學記錄表、教學日誌……等，

配合輔導會議中老師的發研討論狀況和參與方案的涉入程度深淺而找出

其「教學適應曲線」和「對課程的接受度」並從中研究中瞭解各種適應

類型的困難與瓶頸，給予預防性支持。 

參、 適應標準介入課程中的困難與挑戰 

1. 學生低動機並非短時可改變，同樣外顯行為預想中的不同：由於學

生的複雜性與個案教師的經驗不足，當學生呈現多變及無法預測的

情況時，個案教師即遭受到困難與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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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與學生同時學習適應新教材的衝突：因為個案教師太過急著看

見補救效果，或過度的顧慮自己的表現，導致自身沒有專注於學生

學習，最後阻礙補救歷程中與學生的同在與同步。 

3. 補救教師的背景對適應「標準介入課程」有不同的難度：三位個案

教師教學適應初期偏向處理補救教學的班級經營、學生知識的狀

況，而在發展中後期則多偏向學習標準介入課程為主，但其中一位

較資淺的新手老師可能因為教學經驗和所處學校之學生特質，仍處

於嘗試處理補救教學和學生班級經營的問題。因此對個案教師而

言，困難並不僅僅只因為補救專業學習上的不充分，而與自身內在

狀態也有很大的關係。 

4. 不論資歷資淺，老師對標準介入方案的教學方法是相當陌生，也需

要經過一連串的嘗試、模仿、因應與調整。 

5. 因為國文老師救適過去在傳統的國語文學習方式下，累積許多成功

經驗的對象，而今日要拿掉過去習慣的優勢時，自然會有些衝擊和

困難之處。因為過去成功的經驗反而會阻礙新的改變和挑戰。對於

以一個成功的國文學習者的視框來「看語文低成就學生」時，又是

另一個關卡。 

參、 補救教師遭遇困難時跨越困難的因應方式 

整理個案教師面對補救中困難的因應方式，發現跨越困難的因應包

括： 

1. 尋求外在的協助：以外在督導、專家或同儕的指導為主，提昇自己

對標準介入課程的熟悉度，來應對原本因不夠熟悉新教學模式而造成的

困難。 

2. 提昇對教學成效的信心：擱置「害怕做不夠好」而產生的排斥或恐

懼新到來的改變，才能更能穩定的面對困難及困境。 

3.教師教學觀點的改變：藉由實作後的反思與覺察，鬆動原本的教學

關。跳脫過去成功的國文學習經驗，以一個全新的視框來「看語文低成

就學生」時，就代表研究中的老師們能使用更多元的角度幫助自己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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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阻礙轉變的「成功經驗」。當個案教師面對困難或挑戰的因應策

略，從外在教學行為轉至內在教學信念的改變時，這也造成個案教師對

補救教學和低成救學生觀點和態度的轉變，讓老師不僅在教學技術上精

進，對於教學信念與價值也有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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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節說明研究限制，包含邀請個案師方面的限制、研究方法的限制

以及個案訪談採取回溯資料的誤差。 

壹、 邀請個案的限制 

本研究中研究者以當時進行標準介入方案時，最為代表性的個案教

師方式進行訪談，因為三位皆為語文精進方案試用時期，出席率、會議

中的討論參與度、資料回收率和對方案涉入度最深入的三位優秀的國文

教師。三位個案教師皆為女性、碩士學歷的補救教學老師，工作場域皆

為國中，在性別、學經歷與工作場域上的背景皆雷同，因此在這種狀況

下，可能難以展現其他背景之補救教學老師之多元性。 

貳、 研究方法的限制 

由於個案教師回溯過往接受標準介入課程的教學實作經驗與教學信

念的轉變過程時，可能會面臨個案教師雖然經歷過，但無法具體說明、

描述當時整體的教學或課室情境，也可能會有個案教師訪談時回溯資料

的誤差。 

因此若日後進行教學適應或教學轉化等研究時，輔以教學攝影或教

室觀察，或許可以補充個案教師無法清楚描述的關鍵事件狀況。而在我

的研究中則因為配合專案進行，有蒐集個案教師的重要策略的教學實況

攝影、教學日誌、教學檢核資料和輔導會議紀錄，因此若研究過程中有

疑惑無法釐清之時，均可參考補充，也可以達成質性研究的三角校正的

交叉對照，以求提高研究結果的精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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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分別提出對補救專業養成以及對未來研究方

向的建議。 

壹、 對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一、 尋找更多不同背景與經驗的個案教師納入研究 

我的研究結果看見國文老師有學科優勢的背景條件，但此也有可能

成為學習新方法的絆腳石，有可能學科優勢也會轉為學科包袱。我的研

究所尋找的個案教師，在學科背景上面是相同的，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

以尋找不同性別和學科的補救教學老師，瞭解他們在適應標準介入課程

時，是否具有更多元的面向，擴展對補救專業轉化歷程的了解。 

二、 使用其他研究方法看見更多教學適應歷程中的細節 

我的研究結果撰寫方式是採取第三人稱的側說方式描寫其教學適應

歷程。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採用第一人稱的敘說方式或是讓個案採用自我

敘說的方式，更深入的描繪教學適應過程中的關鍵事件與意義。也可以

藉由實地觀察補救教室中的師生互動情況來瞭解教師教學適應的歷程。 

三、 以較長的時間來看見完整的教學適應歷程 

由本研究發現新手老師可能會因為沒有足夠的行為應變目錄和其內

化速度稍慢，而需要比較長的實際教學時間進行轉化。 

 

貳、 對補救教學的建議 

一、 對採用標準化補救教學課程的教學者建議 

 (一) 在教學適應歷程中遭遇困難，持續反思及整合代替走回原路 

研究發現，教師在教學適應過程中遭遇困難時，初期、中期有一部

分是由於「擔心自己教錯」而有些教學壓力，而此時可以尋求課輔老師

的協助，並且抽離擱置過往的教學經驗，是著運用新策略幫自己跨越教

學適應的難關。 

(二) 增加對省思的機會，有助於教學適應歷程轉變 

三位個案教師對於教學適應歷程中的教學信念的轉變，大部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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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面對問題、嘗試找出、試行各項策略，課後的回顧省思，促進自我覺

察，而產生新的教學信念。建議新手的語文精進老師在學習語文精進課

程時，可時時反思自己的教學經驗、教學行為和教學信念，對現在的補

救教學有何影響，由增加自我覺察幫助自我教學專業成長。 

 (三) 同理學生受挫的學習負面經驗或情緒 

在教學適應初期，補救新手由於對補救效果的過度期待，常常會害

怕被督導或學生評價，更甚者會因為焦慮或恐懼影響補救歷程。此時督

導或老師若能夠同理學生的焦慮、不給予學生過多的評價，就能幫助補

救新手減少自己的焦慮與恐懼，更有餘力去促使自身補救專業知識的內

化。 

二、 對採用標準化補救教學課程的教學者建議 

若學校推動補救教學的行政單位，能考慮年輕老師的專業發展狀況

大都處於尚在觀察學習整合階段，而盡量媒合有經驗的補救教學老師並

給予行政支持。同時協助補救教學老師，在導師、學生和家長之間，提

供和宣導語文精進方案的教學目標或在評量的部分加以調整，便可以讓

補救教學老師教學時更無後顧之憂。 

 

 

 

 

  

 



286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王鐘和、李勤川與陽琪編譯（1991）：適應與心理衛生。台北：大洋出

版社。 

方祥州 (2005)：國小初任教師工作期望、工作適應與自我效能之研

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王玉珍 (2007)：國中直升高中學生的生活適應探究：阻礙與因應。教

育心理學報。39(2)，195-216。 

李麗君（2010）：弱勢低成就學生的教學與輔導。載於淡江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暨課程研究所（主編），轉弱為強：弱勢學生教育的課程與

教學（pp.121-134）。台北：師大書苑。 

呂佩真、鄭勝耀（2010）：四位國民小學課輔教師教學信念之研究。載

於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課程研究所（主編），轉弱為強：弱勢

學生教育的課程與教學（pp.247-279）。台北：師大書苑。 

吳芝儀（譯）(1996)：V. G. Zunker著。生涯發展的理論與實務。台

北：揚智。 

吳新華(1993)。適應的概念分析。初等教育學報 6 (10)，169-188。 

林姿瑩(2009)：臨床心理工作者的反思習慣和經驗與個案衡鑑信心和策

略的相關。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周海濤、李永賢、張蘅譯，楊雪倫校訂（2009）：個案研究設計與方

法。台北市，五南。 

柯華葳(2011)：語文課與閱讀能力的培養。教育研究月刊，210，5-

14。 

柯華葳(1993)：語文科的閱讀教學。載於李永吟(主編)，學習輔導，

307-349。台北：心理。 

 



287 
 

洪儷瑜（2011）：學歷或是學力——談閱讀素養對教育之啟示。教育研

究月刊，210，15-26。 

洪儷瑜（2011）：以能力素養為本位的語文補救教學─國中語文精進課

程說明。載於洪儷瑜、陳秀芬、劉淑貞、李思慧、李珮瑜主編之

語文精進教材試用版-模組一：記敘文（故事）（第 1-17頁）。台

北：臺灣師大教評中心。 

洪儷瑜、何淑玫(2010)：介入反應在特殊教育的意義與運用。特殊教育

季刊，115，1-12。  

洪儷瑜、陳秀芬、劉淑貞、李思慧、李珮瑜（2011）：語文精進教材試

用版-模組一：記敘文（故事）。台北：臺灣師大教評中心。 

洪儷瑜、陳淑麗、王瓊珠、方金雅、張郁雯、陳美芳、柯華葳

（2009）。閱讀障礙篩選流程的檢驗—篩選或教師轉介之比較。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34（1），1-22。 

高強華（1996）：師資培育問題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譯（2001）：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

法。台北市，心理。 

張春興 (1992)：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東華。 

張春興 (1991)：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臺北，臺灣：

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張小芬、吳靖國（2010）：弱勢低成就學童課輔學習影響因素之研究。

載於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課程研究所（主編），轉弱為強：弱

勢學生教育的課程與教學（pp.135-153）。台北：師大書苑。 

馮莉雅 (1997)：國中教師角色衝突、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相關之研

究。教育資料文摘，235，160-175。 

黃雅莉（2002）：國中生活科技教師課程改革之教學適應研究。國立臺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0NTNU0036005%22.&searchmode=basic


288 
 

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畢恆達（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市，學富文化。 

鈕文英（2009）：身心障礙者的正向行為支持，台北市，心理。 

彭欣怡（2000）：幼稚園新進教師適應歷程之研究-以兩個個案為例。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市，心理。 

教育部（2006）：「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開始。2007 年 1 月 28 

日，取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http://epaper.edu.tw/news/950227/950227c.htm 

教育部（2007a）：給孩子一個希望－「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說

明。2007 年 7月 18 日，取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http://epaper.edu.tw/news/960213/960213c.htm 

教育部（2007b）：周延弱勢學生助學措施。2007 年 8 月 1 日，取自教

育部全球資訊網：

http://cna.com.tw/top10/20070801cap0158.html 

教育部（2008）：教育部補助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要點成果報告。

2009年 11月 11日，取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edu.tw/files/budget/B0054/補助辦理攜手計畫課後

扶助成果報告.doc 

教育部（2011）：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介紹。2011年 12月 20日，

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EDU01/03.pdf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11）：特殊教育統計查詢─99年度。2011

年 09月 20日，取自：

http://www.set.edu.tw/sta2/default.asp 

教育部（2012）。教育施政理念與政策。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39/10103 教育施政

理念與政策(上網版）_1.pdf。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0NTNU0036005%22.&searchmode=basic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EDU01/03.pdf


289 
 

孫志麟(2009)：師資教育的未來：政策與實踐。臺北：學富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陳淑麗（2009）：弱勢學童讀寫希望工程-課輔現場的瞭解與改造。臺

北：心理。 

陳淑麗、洪儷瑜、曾世杰（2007）：轉介前介入在學障鑑定之可行性研

究：以原住民低成就國小學童為例。特殊教育研究學刊。32

（2），47-66。 

陳淑麗、熊同鑫（2007）：台東地區弱勢國中學生課輔現況與困境之探

究。教育資料與研究。76，105-130。 

陳淑麗（2008）：國小學生弱勢學生課輔現況調查研究。台東大學教育

學報。19（1），1-32。 

陳淑麗、洪儷瑜（2010）：有效的閱讀補救教學。載於王瓊珠、陳淑麗

主編，突破閱讀困難-理念與實務（P49-71）。台北：心理出版

社。 

陳伯璋、林世華、謝進昌、陳清溪、曾建銘、林宜臻、蔡明學、謝佩

蓉、周慧玲、金冠宇（2009）：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於攜手計畫執行

現況之調查研究。研習資訊，26:6。27-38。 

曾柏瑜、陳淑麗（2010）：初任補救教學大專生的專業成長研究。特殊

教育研究學刊。35（1）。 

曾世杰、陳淑麗、亓寗、蔡佩津（2010）：以證據本位的方式幫助讀寫

困難的窮孩子，基礎教育學報，19（1），157-169。 

甄曉蘭、洪儷瑜、胡文綺、陳秀芬、孫瑜成、李珮瑜、李思慧

（2011）：偏遠地區教育機會與品質提升計畫之第二階段期末報

 



290 
 

告（100.1.1 ~ 100.12.31）。台北市：國立臺灣灣師範大學教育

研究與評鑑中心。 

臺灣師大教評中心語文科教材研發小組（2011）：教學檢核表。台北：

臺灣師大教評中心。 

鍾靜、朱建正（1995）：小學數學課程改革下之教師成長研究Ⅱ。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4-2511-S-152-

007）。臺北市：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簡玉琴(2002)：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關係之研究。國立

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葉青雅(2004)。國小教師人格特質、人際關係和寬恕態度三者相互關係

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新竹市。 

羅綸新（2002）：中等學校初任教師工作適應與輔導需求之調查研究。

臺東師院學報，13（下），107-136。 

  

 



291 
 

英文部分 

Anderson,J.R. (1983). 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Check,J.F.(1986). Positive traits of the effective teacher-negative traits of the 

ineffective one.Education,6,326-334. 

Cheng,V.Y. (2010).Tensions and dilemmas of teachers in creativity reform in 

a chinese context.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5(3),120-137.  

Fuchs,D. & Fuchs,L.S.(2006). Introduction to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What, 

why, and how valid is it?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41(1),93-99. 

Fuchs,D.,&Deshler,D.(2007).What we need to know about responsiveness to 

intervention (and shouldn’t be afraid to ask).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22(2), 129-136. 

Fuchs, D., Compton, D., Fuchs, L. S., Bryant, J., & Davis, G. N. (2008).  

Making “secondary intervention” work in a three-tier 

responsiveness-to-intervention model: findings from the first-grade 

longitudinal reading study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Reading and Writing, 21(4), 413-436.  

Kim, J. S., Capotosto, L., Hartry, A., & Fitzgerald, R. (2011).  Can a 

mixed-method literacy intervention improve the reading achievement 

of low- perform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an after- school 

program?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READ 180 

Enterprise.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33 (2), 183-

201. 

Parikh,J.C.;Patel,Pallavi;Patel,M.M.(1984)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vis a vis teachers' effectiveness.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ical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0922-4777/


292 
 

Researches, Vol 7(1),8-12. 

Staton, A. Q. & Hunt, S. L. (1992). Teacher socialization: review 

andconceptualizati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1, 109-136. 

Urzua, A. (1999).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beginning 

teachers.Journal ofteacher education, 50(3), 231-233. 

Zigmond, N., A. Kloo, et al. (2009).What, Where, and How?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Climate of Full Inclusion.Exceptionality 17(4), 

189-204. 

 

  

 



293 
 

附錄一 訪談大綱 

研究者在質性研究中是主要的資料搜集工具，透過與指導教授的討

論及文獻閱讀進而擬出初步的訪談大綱（如附錄一），並此進行資料搜集

的工作。使用訪談方式、文件資料分析做為蒐集資料的方法理由如下： 

1. 研究場域：本研究中語文補救教學標準介入課程所發生的事件及立

即情境，研究者無法參與或中斷研究個案老師之教學進行流程。 

2. 他人主觀經驗：個案教師需要闡述自我教學調適之主觀經驗或在訪

談過程中回應研究者藉由觀察個案教師教學影片或相關文件紀錄

提出的問題，研究者才能走入個案教師教學適應的經驗中。訪談過

程中保持彈性開放主動的訪談態度，先以開放式的訪談問題為基礎

切入再輔以半結構性問題為補充，訪談流程如下： 

(1) 訪談前：藉由電話或 e-mail 與受訪者聯絡，並在標準介入

教學模組二的師訓會議中正式給予有意願參與研究的個案

老師訪談邀請函，並附上訪談問題，使欲參與研究的個案老

師了解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目的、進行的方式、訪談問題、

預計次數與時間。 

(2) 訪談中：訪談的過程中欲先徵求研究參與者同意後，以錄音

方式保存雙方訪談內容，同時輔以紙筆紀錄。 

(3) 訪談後：將訪談紀錄謄寫逐字稿，並將逐字稿寄予受訪者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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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為本研究之訪談問題成分表 

 

項目 次項目 對應問題 

壹、研

究個案

基本資

料 

一.個人基本資料 

二.教學與學習經歷 

三.相關專業知能背景 

 1.姓名、2.學歷背景、3.原班任教科目、

4.原班任教年級 5.一般教學經驗、6.補

救教學相關經歷、7.修習相關課程經歷 

貳、 

使用標

準教材

進行教

學現況 

一. 

教 學

能力 

(一)教材執行準確度自我評價 

(二)掌握課程重要核心原則教學 

(三)運用學習評量資訊改善教學 

 您在使用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學教材時，

如何進行調整以適應課程的轉變？ 

 您所知，其他老師所遭遇到最大的困難為

何？進行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學教材課

程時，您有哪些資源可以利用？ 

 您認為哪些資源對自己在教學上的調整

是有幫助的？ 

  

二. 

班 經

能力 

(一)維持學生動機 

(二)保持課程流暢 

(三)暢通溝通管道 

(四)危機處理能力 

 師生互動的型態是否受到標準介入語文

補救教學教材的影響？ 

 您認為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學教材對您

的班級經營理念有何影響？ 

 

三. 

專 業

發展 

(一)教師自我生涯發展 

(二)教師職涯發展 

(三)教師自我效能 

 您面對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學教材時，是

否需要增加的額外時間或工作量？大約

多久呢? 

 您做教學轉變的動機為何？支持您持續

改變之動機為何？ 

 在您適應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學教材的

過程中，哪些專業能力的改變是您覺得迫

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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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 學

歷 程

實況 

(一)教學執行是否與預期有落差 

(二)教學中斷事件 

(三)印象深刻的教學事件 

(四)教學歷程中重要的轉捩點 

 請簡單描述剛使用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

學教材進行時，您在教學上是否面臨哪些

困難？ 

 您的教學方法在以往進行國語文教學和

使用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學教材時有何

差異？ 

 如果有，是什麼樣的困難？（如：教材教

法、教學評量、行政支援、空間規劃、設

備更換、進修課程的需求、教學輔導的支

援等） 

 使用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學教材過程中

是否曾有任何疑惑或掙扎？若有，如何做

調整？ 

 您歷經教學適應的時間約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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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邀請函 

○○老師： 

您好！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所碩士班二年級的研究生李思

慧，在本系洪儷瑜教授的指導下，目前正進行碩士論文的撰寫，在此誠

摯地邀請您一同參與本研究。 

我的碩士論文研究旨在了解教師在採用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材時所

面臨的困難以及適應的歷程，並藉此作為未來推廣教材之參考。 

研究以晤談、教室觀察和文件分析三種方式進行，每次訪談所需時

間約1~2小時，預估至少2次晤談，將於6月底前完成資料蒐集。訪談過

程中需要全程錄音，錄音內容僅供研究之用，所有描述皆將透過匿名，

並且恪遵研究倫理，請您放心。同時為了確定您所陳述的意涵不被研究

者所誤解，我會將訪談內容整理為逐字稿，請您過目檢核，以確定文字

敘述能完整表達您的看法。 

有關研究過程中的任何問題或建議，也歡迎您隨時提出。您的相關

建議及指教，對於研究的進行將有莫大的助益。第一次的訪談大綱共分

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的敘述。第二部份則以開

放式問答的方式，來了解您在標準介入語文補救教學教材中的教學適應

情形。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參與訪談並給予指導，謝謝！            

敬祝 教學順利 平安愉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所碩士班                        

指導教授 洪儷瑜 

研究參與者簽名                                       

                                           研究生 李思慧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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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研究編碼表 
訪談資料編碼表 

 

第一層代

號 
第二層編碼(類別) 第三層編碼（核心概念） 

A 

個人

背景

經歷 

A-1 背景與經歷 

A-1-1- 國文師培背景/求學歷程中的經驗 

A-1-2- 補救教學經驗 

A-1-3- 普通班語文教學經驗 

A-1-4- 行政經驗 

A-1-5- 角色轉換或生活關鍵事件 

A-2 人格特質 

A-2-1- 彈性(正向面對改變) 

A-2-2- 樂於分享 

A-2-3- 使命感 

A-2-4- 興趣和習慣 

A-2-5- 工作適應的策略(合作/主動請益/自學) 

C 

 

工作

情境

與社

會支

持 

C-1 
學校/工作

環境 

C-1-1- 學校或教育當局政策規劃 

C-1-2- 行政關係與支持 

C-1-3- 其他因素 

L 
語文

教學 

L-1 
語文教學的

目標 

L-1-1- 
情意賞析、涵養德性(文以載道， 人文素養、大方

向、不要求標準答案) 

L-1-2- 
國學常識與典故(Literature-based 取向)、閱讀

經典文章 

L-1-3- 建立語文能力(Basal-reading 取向) 

L-1-4- 文學素養的定義(廣泛閱讀、擴充知識量) 

L-2 
語文教學班

級經營策略 

L-2-1- 營造班級氛圍或學習風氣 

L-2-2- 活動設計(班級圖書館、日記、班級良性 PK) 

L-2-3- 其他 

L-3 
語文教學策

略 

L-3-1- 旁徵博引-補充背景知識 

L-3-2- 與學生生活經驗進行連結 

L-3-3- 其他(動手做、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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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語文教學困

難與挑戰-

學生 

L-4-1- 被動，動機低、注意力不足 

L-4-2- 文本用詞、複雜性、篇幅學生的影響 

L-5 

語文教學困

難與挑戰-

教學 

L-5-1- 引發學生反彈 

L-5-2- 進度壓力 

L-5-3- 師生間學習和生活經驗的落差 

L-5-4- 補充太多收不了心 

L-5-5- 其他(增強制度、教學節奏中斷) 

L-6 
語文教學因

應調整策略 

L-6-1- 課前準備工作，以利教學流暢度提高 

L-6-2- 其他(補課、評量命題、上完進度) 

L-7 
教師對學生

描述 

L-7-1- 語文能力的表現 

L-7-2- 學生行為表現(偏差、反抗行為) 

 

 

 

 

 

 

 

 

 

 

 

 

 

R 

 

 

 

 

 

 

 

 

 

 

補救

教學 

R-1 
對低成就生

印象描述 

R-1-1- 老師認為國語文簡單不需補救 

R-1-2- 學生的先備能力差 

R-1-3- 學業表現不佳 

R-1-4- 
學習動機低弱，拒絕學習(被動,消極的不合作)，

上課常作自己的事 

R-1-5- 
社會支持網絡(家庭的社經地位與文化、同儕、原

班學習環境) 

R-1-6- 
社會支持網絡(家庭的社經地位與文化、同儕、原

班學習環境) 

R-2 
補救的目標

與教材 

R-2-1-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R-2-2- 
補救學生基礎或先備能力不足處(基礎能力-聽說

讀寫算) 

R-2-3- 
補救原班學業表現不足處；沿用與簡化原班教材為

內容 

R-2-4- 寫作能力 

R-3 
補救班經策

略 

R-3-1- 師生與班級氣氛較原班輕鬆、有彈性 

R-3-2- 重建學生學習經驗與自信 

R-3-3- 建立獎懲制度 

R-3-4- 其他補救教學制度 

R-4 
補救教學策

略 

R-4-1- 重複或更仔細講解 

R-4-2- 偏向背誦、記憶性的補救(抄寫、背誦、提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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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補救

教學 

R-4-3- 教學內容簡化或減量 

R-4-4- 以問答、活動、討論方式來教學 

R-4-5- 其他(和普通班教學方法有所區別) 

R-5 
學校與家長

的支持 

R-5-1- 篩選低成就學生與招生和媒合師生有困難 

R-5-2- 
班級導師、家長認同、支持與協助會影響學生面對

補救教學的態度 

R-5-3- 補救教學時間安排 

R-5-4- 補救教學場地、硬體設備有限制 

R-6 

補救現況與

困難-學生

方面 

R-6-1- 休閒時間的剝奪 

R-6-2- 學生意願 

R-6-3- 其他因素-學生異質性大 

R-7 

補救現況與

困難-教師

方面 

R-7-1- 師生背景經驗落差，導致難以連結學生背景知識 

R-7-2- 師生間熟悉度不足(混班上課、各班進度不一) 

R-7-3- 學生成效,老師成就感,全班是低成就生 

R-7-4- 其他(備課時間) 

R-8 

補救後之學

生表現與反

應 

R-8-1- 進步幅度與一般同儕相較的情況 

R-8-2- 學生的課堂行為反應 

R-8-3- 其他 

 

 

 

 

 

 

 

 

 

E 

 

 

 

 

 

 

精進

課程

方案 

E-1 
對精進方案

的期待 

E-1-1- 想嘗試新教學模式 

E-1-2- 突破舊有瓶頸(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E-1-3- 
沒有特別期待只是希望跟著專案步調進行(第二個

學期才開始有餘力) 

E-2 
教師描述精

進教材特色 

E-2-1- 藉由重複提問、練習來提升學生的熟練程度 

E-2-2- 具體明確的課程結構、教學活動 

E-2-3- 和原班教材不同，提高學生動機、新鮮感 

E-2-4- 因應低成就學生設計 

E-2-5- 兼顧國文情意延伸教學 

E-2-6- 教能力與策略 

E-3 
教師適應新

教材方式 

E-3-1- 事前備課並依教材執行 

E-3-2- 教學督導的講解和示範 

E-3-3- 輔導會議的討論與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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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精進

課程

方案 

 

 

 

 

 

 

 

 

 

 

 

 

 

 

 

 

 

 

E-4 

精進方案執

行困難-教

師端 

E-4-1- 
新教材教法難度較高(耗時,臨場反應不佳,擔心教

錯,文本切太細,設計偏活動) 

E-4-2- 
與原本國文教學目標的差異(情意與基礎能力,賞

析與分析) 

E-4-3- 
與原本國文教學節奏的差異(標準介入、既定流程

框架、重複問題的引導) 

E-4-4- 
與原本國文教學方式的差異(偏活動式、問答討論、

分組) 

E-4-5- 進度壓力(某些教學活動拖很久延宕預定進度) 

E-4-6- 難度高、難上手的成分(擔心教錯) 

E-4-7- 
老師難判斷學生進步來源、成效不明、類化時間較

長 

E-4-8- 對精進教學的班經方式不適應(分組、討論、增強) 

E-5 

經進方案執

行困難-學

生端 

E-5-1- 最難學會的成分 

E-5-2- 區分性學習單(同一學習任務,有難易版學習單) 

E-5-3- 
學習責任轉移幅度太大，學生適應不良 / (自學文

和自選文本有困難) 

E-5-4- 學生適應精進課程時間 

E-5-5- 
學生在意補救對原班學習成效的幫助(精進課程和

原課程的關連性) 

E-5-6- 動機低,逃避上課,不配合 

E-5-7- 負向情緒和偏差行為 

E-5-8- 學生有應付原班課業與考試的需求 

E-5-9- 學生對精進教學模式的反彈(重複提問) 

E-6 

經進方案執

行困難-生

態因素 

E-6-1- 課程研發單位之設計與相關配套方式 

E-6-2- 學校、同僚與家人、朋友的支持協助 

E-6-3- 學生新進與流失的處理 

E-6-4- 其他(問卷、測驗結果沒有及時回饋) 

E-7 

因應精進課

程調整策略

-班經 

E-7-1- 
維持動機(提高成功機率、變換教學節奏、提高專

注力) 

E-7-2- 提高師生互動頻率 

E-7-3- 建立或調整增強制度 (調整增強的頻率、方式) 

E-7-4- 事先預防問題行為(餓、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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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精進

課程

方案 

 

 

 

 

 

 

 

 

E-8 

因應精進課

程調整策略

-教學 

E-8-1- 課後省思與轉念(提升臨場反應靈活度) 

E-8-2- 
改變原教案設計的活動或內容(例：手寫變剪貼或

文中畫線) 

E-8-3- 調整原教案的學習量 

E-8-4- 
利用各種提問、提示的方式引導學生(舊經驗、生

活經驗或文內線索) 

E-8-5- 提供有組織或系統性的視覺提示(版書) 

E-8-6- 
鼓勵、等待學生練習的重要能力(讓學生有時間充

分找答案和討論) 

E-8-7- 
老師自行補充教材不足處 (闡釋情意,字詞,新文

章) 

E-8-8- 教師轉譯精進課程 

E-9 

使用精進課

程後情況-

學生 

E-9-1- 學生語文學習能力的變化(進步或退步) 

E-9-2- 
學習表現與習慣的改變(課堂參與度提高、朗讀、

回應、發表) 

E-9-3- 其他(自我期許) 

E-10 

使用精進課

程後的情況

-教師 

E-10-1- 
習得更多語文教學活動新句代換、文章結構、組字

規則、字詞彙策略) 

E-10-2- 教學理念或教學設計架構之改變 

E-10-3- 將所學得的在類化於原班教學 

E-10-4- 開始著重教學與班經、閱讀風氣 

E-10-5- 關注學生學習需求、反應 

E-10-6- 其他：(對精進教學接受度) 

E-11 
教學信念的

轉變 

E-11-1- 特別增強學生良好行為 

E-11-2- 教學信念改變之處 

E-11-3- 教學信念未改變之處 

E-12 
克服困難動

力與因素 

E-12-1- 介入後,學生的意願或表現 

E-12-2- 教師本身對自我專業成長的渴求 

E-12-3- 
重要他人的影響與支持(學校、同僚、研發團隊輔

導老師、研發夥伴、家人) 

E-13 
對精進課程

的建議 

E-13-1- 讓教師能提前準備與心理建設 

E-13-2- 促進校方、導師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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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3- 
使用課內文本或國文慣用語言,融合精進課程的學

習策略 

E-13-4- 精進課程的教案流程旁註記策略 

E-13-5- 活動或討論避免跨兩堂設計(變成隔週) 

E-13-6- 
學習責任轉移制度倒反(自學→半自學→教師教

學) 

E-13-7- 先給學生一個大架構(6W)囊括各文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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