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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轉化的歷程探究－以歷史科為例 

 

摘要 

 

    教師的教學運作是課室教學中相當關鍵的部分，而教師的教學除受外在大環

境的教育脈絡因素所影響外，也可能與個人的學經歷背景和教學專業息息相關，

甚至，學生的特質、興趣及能力等背景都可能對教師的教學產生影響及作用，因

此，教師在如此複雜且動態的教室環境下來與學生互動並實行教學，其教學必定

需要透過多方的思考及轉化的詮釋過程才可付諸實踐，而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及

影響其進行教學轉化的因素也就有了討論和分析的必要。就此，本研究旨在瞭解

及探究教學現場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及影響其教學轉化的因素。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究教師教學中所形塑及建構的教學轉化歷程。 

二、 探析影響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因素。 

三、 提供教學現場教師相關建議。 

    而為能深入瞭解教學現場中教師形塑教學轉化的歷程，研究乃採以較能貼近

教學現場並據以分析教學現象的質性研究方法來進行探究，並以台北地區的一所

綜合高中來作為研究的場域及其兩名歷史教師作為研究的對象，進而也透過深度

訪談、課堂教室的參與觀察以及教學文件資料等方式來進行為期一學期的研究資

料蒐集。本研究經資料的整理分析及探究後，研究結果發現教師乃透過教學理解

來形塑教學轉化的歷程，而教師的教學理解將隨下列各因素有所影響：一、教師

背景經驗的理解，二、教師對學習者的認知。最後，根據研究結論，提出教師教

學轉化後續研究的具體建議及方向，以供參酌。 

 

 

關鍵詞：教師教學、教學轉化、教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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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eaching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 History Subject for Example 

 
Abstract 

 

    Teacher’s teaching is the key element in classroom, which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education context, but also related to teacher’s background,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profession. Moreover,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interests and competence 

might make effect on teacher’s teaching as well. All factors make teaching 

environment complicated and dynamic, and thus, teachers must be considerate while 

teach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ir students.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eachers’ teaching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and the influence elements of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eachers’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and 

the influence elements of transformative act in classrooms.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discover teachers’ teaching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 2) analyze 

the influence elements of teaching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on teaching; (3)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 To fulfill the above-mentioned purposes, in-depth 

interview,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eaching documents are employed to collect 

empirical data in thi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Teacher’s teaching transformative act may differ by the following elements:  

(1) teachers’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2) the understanding of learners.  

 

 

 

 

Keywords: teaching, teaching for transformation, teaching processes 



iii 
 

謝誌 
 

    研究所一年級時擔任了靜儒老師的研究助理，轉眼已經研三了，從一開始老

師讓我跟著研究專案的方向來進行研究，邊修課、邊進行論文初步撰寫，到後來

論文題目方向的更改以及重新尋找研究文獻、重新撰寫論文的這之間，論文寫作

的過程真的是歷經了好一翻波折，也因此更加的感謝靜儒老師在這之間所給予的

指導及協助，也很感謝老師讓我在論文題目及內容倉促更改、撰寫後，仍給予我

機會進行論文計畫的口試，也才能讓我於計畫後更專注論文的寫作，並且如期的

完成論文，真的很謝謝老師。 

 

    研究期間也非常感謝兩位歷史老師的協助及幫忙，尤其在說明研究目的及方

向之後，兩位老師紛紛表示願意提供教學資料讓我進行研究，及兩位老師口頭上

的鼓勵與支持，真的讓我覺得很感動、很放心，而如今我也才得以順利的完成論

文的寫作，這都要感謝兩位老師。 

 

    而在論文撰寫期間，因為寫作上的問題不僅讓老師感到困擾、也讓自己相當

的煩惱，很感謝微萍學姊在工作忙碌及時間窘迫下還願意幫我檢視論文及提供論

文修改意見，也很謝謝學姊在這期間的鼓勵及愛心便當的提供，讓我更能清楚論

文寫作上的盲點及撐到論文完成的這一刻，謝謝妳。 

 

    終於，能夠在這一學期完成論文的寫作，真的要再次感謝在撰寫論文期間給

予我細心指導與建議的卯靜儒老師、給予意見回饋及思考方向的兩位口委教授王

秀玲老師與周淑卿老師、鼓勵及幫助我進行研究的兩位歷史老師、協助我釐清論

文架構與內容的團咪夥伴，鼓勵及協助檢視論文寫作的微萍學姊、幫忙口試紀錄

與相互打氣的慈蔚學姊，及身邊朋友與家人的鼓勵和支持，非常謝謝各位。 

                                                                       宜芬 2013.01 



iv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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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7 

    第四節  研究限制 ......................................................................................................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第一節  教學轉化的概念 ......................................................................................... 9 

  第二節  教學相關理論 ............................................................................................ 10 

  第三節  國內教學轉化相關文獻........................................................................... 31 

  第四節  歷史科教學研究 ....................................................................................... 40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 52 

  第一節  個案研究 .................................................................................................... 52 

  第二節  研究場域 .................................................................................................... 55 

  第三節  個案教師的選取與介紹........................................................................... 58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 63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 67 

  第六節  研究倫理 .................................................................................................... 69 

第四章  阿哲老師的教學轉化 ....................................................................................... 72 

  第一節 教學準備 .................................................................................................... 72 

  第二節 陳述表示與選擇 ....................................................................................... 82 

    第三節  依學生特性採用 ....................................................................................... 97 

第五章 小樂老師的教學轉化 ..................................................................................... 108 

  第一節 教學準備 .................................................................................................. 108 

  第二節 陳述表示與選擇 ..................................................................................... 114 

  第三節 依學生特性採用 ..................................................................................... 129 

第六章 教學轉化歷程的探討 ..................................................................................... 132 

  第一節 從教學理解到教學轉化......................................................................... 132 

    第二節  從教學轉化到教學運作......................................................................... 140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 146 

    第一節  結論 ........................................................................................................... 146 

  第二節 建議 ........................................................................................................... 148 

參考文獻 ............................................................................................................................ 152 

附錄 .................................................................................................................................... 156 

附錄一  教室觀察表 ...................................................................................................... 156 

附錄二  教師訪談大綱 .................................................................................................. 158 

 



v 
 

表次 

表 2-1 國內教學轉化相關文獻整理表 .......................................................................... 35 

表 2-2 歷史教學相關文獻整理表 ................................................................................... 46 

表 3-1 研究資料編號表 .................................................................................................... 65 

 

 

 

 

 

 

 

 

 

 

 

 

 

 

 

 

 

 

 

 

 

 



vi 
 

圖次 

圖 2-1  Shulman 教學理論架構圖 ............................................................................... 15 

圖 2-2  Shulman 教學模式的轉化架構圖 .................................................................. 21 

圖 2-3  Goodlad 課程理論的轉化架構圖 ................................................................... 28 

圖 2-4  Keddie 課堂知識架構圖 ................................................................................. 29 

圖 3-1  教師教學轉化研究架構圖 .............................................................................. 54 

圖 4-1  思考型作業 (一) ............................................................................................... 87 

圖 4-2  思考型作業 (二) ............................................................................................... 88 

 

 

 

 

 

 

 

 

 

 

 
 



1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教師運作教學轉化的歷程，本章共四節，第一節乃根據研究

背景與動機進行說明，第二節提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針對研究主要名詞進

行釋義，第四節說明研究之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教學轉化的重要性 

  教學轉化是教學中的一門藝術，而教師正是這教學中的創作家，教師透過個

人對該門課程的理解、對學生背景特性的瞭解從而形塑出個人的教學，而教師同

時也須能經由不同的教學方法、策略的選擇及採用來進一步詮釋個人的教學，透

過思考、選擇、決定等過程來轉化調整個人教學，且因教師個人考量及關注程度

有所不同，不同的教師也會因此創造出不同的教學樣貌，而此過程也就是教師運

作教學轉化的歷程，也是本研究欲深入探究的部分。而從整體教育脈絡觀之，則

可發現到教師須進行教學轉化的範圍涵蓋之廣，遠至教育政策、制度、教育目的、

課程目標，近至學校、課堂教學。因此，教師教學時也須納入對教育政策、制度

的思考，對教學目標、教學主題、方法的思慮，以及對學生特性、背景的理解等

總總的考量，始能回歸於個人的教學，對其教學做進一步的思考及選擇，而後才

能大致底定個人的教學運作歷程，此也會是教學理念與實際教學運作能夠切合接

軌的一個重要環節。 

  教學中轉化的歷程對教師及學生而言都相當的重要，教師需能夠藉由轉化的

運作來將知識重新組織、傳遞給學生，而學生也才能經由教學轉化的過程更順利

地理解及吸收知識，並以獲得具脈絡及意義的知識。教學轉化對教師而言，是一

種教學的助力，教師能透過對教育政策、制度的理解來權衡自身的教學發展方

向；經由教育目的、課程標準等理念的方向來認知及發揮個人的自主教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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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師也能藉由自身的背景知識及經驗來對教材文本進行批判分析、重整並組織

個人的教學，甚至，教師還能根據對於學習者的認知及瞭解來調整教學內容，這

樣多方評估及調整的過程，將可使教師的教學運作更為順暢，並使其將知識順利

傳遞予學生所理解。相對的，教學轉化對學生而言，是一種學習的指引及方向，

學生須透過教師的教學引導來重新省視教材文本及知識，也需要在教師的帶領下

激發出對學習的進一步思考及探究。因此，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對教師及學生而

言都有相當的實質意義，甚者，由此也可觀見教學轉化的複雜性及其存在的必要

性。然而，在不同教師及不同班級學生的交會下，都會使教學轉化歷程變的更為

複雜，究竟，實際教育現場中教師的教學轉化是如何在進行？而教師於教學轉化

的歷程中又是站在什麼樣的視野角度來思考、詮釋個人的教學？此乃需要研究來

進一步探究及釐清。 

 

貳、 理論的啟示 

  研究擬透過三個教學相關理論、台灣教學轉化的相關文獻以及實際教學現場

中所蒐集的教師教學資料進行對話及分析，並期能從中探求出台灣教育脈絡下的

教師教學轉化現況。本研究所沿用的三個理論分別是為 Goodlad, J. I.的課程理

論、Shulman, L. S.的教學推理行動模式及 Keddie, N.的課堂知識，研究乃以

Shulman 的教學理論來做為探究教師教學轉化歷程的主要啟示理論，並以

Goodlad 的課程理論及 Keddie 的課堂知識來輔助觀看教師的教學轉化，進而以對

教師教學的轉化歷程及意義進行剖析與討論。而研究者選擇此三個理論來進行教

師教學轉化的探究乃是因研究者認為 Goodlad 的課程理論是從課程層次來觀看

教師的教學，且從理想課程到經驗課程，囊括了教育中的政策制度面、教師教學

運作面及學生經驗層面，此能幫助研究者從整體較宏觀、全面的教育視角來觀看

教師的教學，而不至於自我設限忽略到教師教學的其他影響面向。另外，研究者

也因參與研究專案而閱讀到 Shulman 的教學文獻，從中，研究者發現到 Shu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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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以教師教學作為其研究的探究核心，並深入討論教師的教學知識基礎及教學

步驟，此與研究者所要探討的教師教學思考及教學運作等教學轉化概念十分貼

近，故本研究乃採以 Shulman 的教學理論來進行探究，以期對教師教學實際運作

情形有更清楚的釐清。而 Keddie 的課堂知識理論，乃是研究者於修習指導教授

開設的課程社會學時所導讀的文章，該文章乃是強調學者脈絡與教師脈絡下的教

學運作，因而，乃希望透過該理論來輔助觀看教師轉化教學的過程。以此三個理

論來做為研究探究的理論基礎，能幫助研究對教師教學轉化的概念及其轉化歷程

有更清晰的理解，而能夠針對研究資料做進一步的討論。 

  以理論作為研究啟發來探究教師教學轉化的概念，則可從此三個理論的不同

面向來協助研究進行轉化歷程及概念的探討，首先，Goodlad 的課程理論將課程

分為五個層次，理想課程、正式課程、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及經驗課程，其中，

又以知覺課程及運作課程與教師的教學詮釋過程實為相關，可輔以觀看教師教學

的轉化歷程；而 Shulman 的教學知識基礎及教學推理模式六步驟也直指教師的教

學思考及歷程，甚至，教學步驟中更將轉化獨立為其一步驟，並詳細列出轉化的

概念，因而透過此轉化概念的思考，也有助於研究觀看及探究教師的教學轉化歷

程；至於 Keddie 的課堂知識，教師如何看待知識以至於運作出不同的教學詮釋

過程，則可做為輔助研究觀看教師教學轉化歷程的思考面向。從此三個理論可看

出教學轉化的大致雛型，然而，台灣脈絡下的教師真如理論論述般完全照著論述

來運作教學轉化的歷程，此部分是需要透過研究來探討的，且相信在台灣脈絡

下，社會、文化等因素進入後，教師的教學轉化情形不僅會有所不同，也會再隨

之改變並形塑出屬於台灣教育脈絡本身發展的教學過程。因此，透過理論來與台

灣教學轉化相關文獻及研究資料進行對話，不僅可藉由理論更清楚的看到台灣教

育現場中教師的教學轉化脈絡，也可根據教育現況中所觀察到的教學轉化情形來

彌足理論不足處，並透過理論的啟示來使研究對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產生更清晰

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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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歷史教育改革背景 

  教學轉化應是各學科領域教師教學時皆須加以運作的過程，不管是教師的思

考、選擇或是決定，其標的都是在藉由教學轉化的歷程，來使教師的課堂教學運

作更加順暢，並透過轉化的詮釋過程來將知識概念傳遞予學生所理解，此乃是各

領域學科皆如此。而本研究因是以觀察兩位高中歷史科教師 1的教學來進行教師

教學轉化歷程的探討，因此，乃以歷史科作為研究的基點來進行轉化歷程的討

論，然而，不同學科領域的教學轉化步驟也許大致相仿，但各學科的沿革背景多

有其不同的歷史脈絡，因此，教師的教學即須在其學科的沿革脈絡下做出評估及

調整，才能使個人的教學更契合當下的教育脈絡。 

  而高中歷史在教育發展的路上，也歷經了多次的改革，這些改革都會使教師

的教學產生不小的變革。其中又以課綱訂定、核心能力、一綱多本及評量方向等

政策、制度對教師教學所產生的影響最大。其中，莊德仁（2009）即認為台灣歷

史教育改革未臻完善的可能原因有歷史評量方向搖擺，不符核心能力；教育改革

理念分歧及配套、理念宣揚的不足；一綱多本體制等。而高明士（2009）也指出

課綱的相關問題，認為課綱委員訂定的歷史觀念模糊，導致教科書編寫及審定各

自發展，於是教學也出現了難易不一的情形，甚至有學校索性不教，或簡單帶過。

再者，韓靖宇（2009）更指出民國八十八年實施的新課綱標準，其中一綱多本的

精神及命題的問題，也使得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都需要摸索、適應，因而造

成高中歷史教學的徬徨。以上這些研究皆指出了高中歷史需要面對的議題及變

革，然而，若從整體教育視之，不同學科勢必有其需要面對的問題，只是最後仍

需要回到教師的角色來進行審視，教學現場中最能直接影響教學、改變教學的仍

是教師，且教師的教學轉化將會是這之中相當重要的歷程，教師如何透過轉化的

過程來將知識內容進行選擇及詮釋，將會使教學產生不同的闡釋及結果，因此，

本研究乃透過教師教學轉化的歷程探究來瞭解教師選擇、判斷及詮釋教學的轉化

                                                       
1兩位歷史教師的背景，將於第三章研究方法部分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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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並透過教師教學歷程中教學思維的理解，來探討其進行教學轉化的深層涵

義。 

 

肆、 參與研究的經驗 

  因參與教授研究案的契機，研究者得以進入兩位歷史科教師的課堂教室觀看

其教學，並在與兩位教師的晤談中獲悉教師的相關背景及經驗。於課堂教學觀察

的參與經驗之中，研究者也發現到教學時數、學生程度、課程綱要及教科書使用

等等對教師教學所產生的影響。隨著上層政策、制度的改變，課程綱要的調整，

教師的授課節數也跟著刪減，然而，教學時數的減少，卻非意味著教學內容的減

少，教師需要教授的教學內容及知識概念依舊繁多，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內要教師

能夠將歷史的因果脈絡及其相關核心概念、能力教授予學生，對教師及學生而

言，都可能帶來更多的壓力，而此也就更需要教師進行教學的轉化。 

  教師教學歷程中是如何在知覺課程綱要的轉變、因應教學時數的刪減、思考

學生特性及進行教科書選用等，也就需要教師透過個人的教學理解及判斷來進行

選擇，進而才能針對課程內容加以詮釋，而此教學思考及詮釋的過程也就會是本

研究所欲探究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教師如何理解及思考此些教學因素？又這些

因素是如何影響教師進行教學的轉化？在理論啟示及文獻的輔助下，能否從研究

過程中探析教師形塑教學轉化的歷程及意義，是研究欲進一步瞭解及深究的。 

 

 

 

 

 

 

 



6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一、 探究教師教學中所形塑及建構的教學轉化歷程。 

二、 探析影響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因素。 

三、 提供教學現場教師相關建議。 

 

貳、研究問題 

一、 教師教學中如何透過對準備、陳述表示、選擇及依學生特性採用等轉化  

    概念的思考和判斷來形塑及建構自身的教學歷程？ 

二、 影響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因素為何？ 

三、 能提供教學現場教師哪些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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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教學轉化 

  所謂教學轉化指的是 Shulman 推理步驟中所指的轉化，研究乃透過該學者理

論所論及的準備、陳述表示、選擇和依學生特性採用等四個轉化的概念，來針對

教師的教學思維及其教學運作歷程進行分析和討論，進而以從教師的判斷、思考

及詮釋等教學過程中，來理解教師所形塑及運作的教學轉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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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壹、 學科知識的背景 

  本研究以歷史科作為研究觀察的學科領域，並欲藉由歷史科教學的討論從中 

探求普遍教師於教學中可能發展出的教學轉化歷程，但因研究者自身非歷史科本

科系背景出身，而僅能從教學學理及轉化的角度來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及分析。

而研究者於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同時也藉由歷史相關文獻、期刊的閱讀來充實研

究者自身的視角，期能藉此提升對歷史教學的理解並探得較為縝密客觀的研究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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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乃是從教師教學轉化的相關文獻及理論，以及歷史科教學的相關文

獻來進行討論及分析，並以文獻及理論的相關概念、啟示來輔以觀看教師的教學

轉化歷程。本章共四節，第一節為教學轉化的概念定義，第二節乃提出教學相關

理論，第三節則是說明國內教學相關轉化文獻，第四節是以歷史科教學研究的文

獻來進行討論。 

 

第一節 教學轉化的概念 

  轉化的概念就英文字面上的釋義主要有 transition 及 transformation 等詞，而

以英文牛津辭典進行檢索則可發現，transition 係指從某一狀態或情況轉變至另一

狀態的過程或期間；然而，transformation 則是指透過徹底地改變某事物的表面

或是特性，以使此事物變得更好。而葉連祺（2002）認為轉化是一個不確定性的

決定過程，轉化一詞是指，造成某物在形式、性質、內涵等方面產生某種程度差

異轉變的歷程，此變化過程會把抽象變得具體、簡單變得複雜、內隱變得外顯等。

而 Johnson（1969）更進一步的提出了課程與教學層面的轉化概念，認為課程的

組成是以文化內容為主，而課程再經教學計畫後產生方案，方案在教學實施後產

生學習結果，這些過程就是一種轉化。綜合言之，則可發現轉化一詞具有轉變的

要義，主要在於透過狀態、性質、內涵等的改變過程，而使得事物的變化或結果

趨於更完善、整全。而轉化的概念運用於不同事物也將產生不同的影響及轉變，

若將轉化概念運用於教學，則可驅使教師在教學上有更多發展的空間，增加教師

教學變化的多元及可能性，也可透過轉化落實至教育的概念，使教育的抽象概念

經過層層轉化的教學行動而變得更加具體、易於瞭解。 

  而轉化概念運作至教學層面，也就有了教學轉化的概念，以下各學者皆提出

了其個人對於教學轉化的定義及見解。甄曉蘭（2002）即指出教學轉化的概念，

其認為教學轉化的過程乃涉及一連串複雜的詮釋、規劃、決策和實踐的行動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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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黃仁柏（2005）也認為教學轉化乃是教師於教學前對於教學內容的認知，進

而使其決定進行教學的方式與活動，並將之付諸於實際教學的歷程，此乃是屬於

教師在教室層級的轉化。而唐淑華（2011）則認為教學轉化是關注教學歷程中教

師如何針對教材內容使用適當的教學方法及教學設計，可幫助教師運用其專業知

能來進行教學的轉化工作。綜而歸之，從學者所定義的教學轉化概念來探看，可

發現教學轉化乃是教師經由決定及詮釋過程來轉化教學內容的歷程，因此，研究

乃進一步定義教學轉化為教師透過教學思考及教學運作，選擇、判斷及詮釋等過

程來轉化知識內容，並以傳遞知識概念的歷程。 

 

 

第二節 教學相關理論 

  本研究將以三個理論，Goodlad 的課程理論、Shulman 的教學理論及 Keddie

的課堂知識理論，來幫助釐清教師教學轉化的概念，因此，本節也將針對此三個

理論來進行分析，並期能從理論中探得教師教學轉化的雛型架構，以對教師教學

轉化歷程有進一步的瞭解及探討。 

  以下也從 Goodlad、Shulman 及 Keddie 三位學者的理論來輔助研究者觀看教

師的教學轉化及其歷程，從中可以發現到教學轉化的概念在 Goodlad 所提到的課

程層面、Shulman 的教師教學層面和 Keddie 的課堂知識層面的相互關係，從課

程間的連接到教師教學再到學生學習都需要層層的轉化，才有辦法使得課程、教

師和學生間有所懸缺的部分加以連結，而課程的目標也才能為教師所吸收，教師

的教學內容、知識也才能為學生所習得。然而，本研究所要觀看的層面係為教師

教學，故在此三個理論之中，以 Shulman 的教學理論與教師教學最為貼近，其指

出的教師教學知識及教學步驟等概念與研究所欲觀看、探討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

及概念最為契合相關，因此，本研究乃以 Shulman 的教學理論作為研究探討的主

要理論，輔以 Goodlad 的課程理論及 Keddie 的課堂知識理論來幫助研究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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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視角的開展，並以透過理論的輔助來進行較全面、周延的分析及討論。 

 

壹、 Shulman 的教學理論 

  在 Shulman 的文章中曾論及知識與教學的層面及關係，他同時也對知識的多

元來源及教學的循環歷程做了進一步的探究及分析，因此，我們也可從中發現到

知識與教學的不可分割性及其交互影響現象。教學源自於知識的具備，而知識可

以充足教學的內容，教師有了足夠的知識基礎及背景後，教師在整個教學的歷程

中將更能自信的掌握其教學步調、自由的組織個人的教學知識及選擇、判斷所要

授予學生的知識內容，但我們也不可排除知識背景對教師教學可能存在的正負面

及潛在影響。而根據 Shulman（1987）所言，有以下的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

究竟什麼是教學的知識基礎來源？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這些知識來源可以被概念

化？教學的推理和行動歷程是如何發展？又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所隱含的、所帶

來的是什麼？ 

 

  依上述 Shulman 所提及的概念，將可從中探見知識對教師教學的重要性及其

影響教師教學的可能發展性。而本研究因是以教師教學作為探究領域，而教師教

學不可避免的涉及了教師的個人專業及知識背景，因此，對於知識與教學的相互

關係，有必要作基本的瞭解及探究，且依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研

究方向，而將更聚焦於教師教學的轉化部分來進行探究。究竟知識的來源有哪

些？知識基礎是如何在影響教師的教學運作或教學轉化的進行？而教學的歷程

是如何透過教師逐步形塑而成？知識與教師教學及轉化的關聯性為何？又教師

如何透過自身知識背景於教學歷程中進行轉化？以上這些都是需要深入討論

的，而本研究於此，也將教師所須具備的知識基礎概念、教學的推理行動模式及

知識與教學的關係依序於下提出討論，並針對研究的相關問題進行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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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基礎—七大知識來源 

  知識是教學中的一門學問，教師具備什麼樣的知識基礎，對其教學會相應產

生不同的選擇、安排、組織及轉化等歷程，進而形塑出教師個人的教學樣貌。以

下首先依教學的知識基礎來進行討論，以對教師教學的知識來源有更清楚的認識

及瞭解。而 Shulman 將知識基礎來源分為七大類，有內容知識、普遍的教學知識、

課程知識、教學內容知識、對學習者的知識、對教育脈絡的知識和對教育目的、

目標、價值和哲學的以及歷史背景的知識等。以下茲就各個知識基礎的來源做進

一步的闡釋及討論： 

 

（一） 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Shulman 的內容知識係指學童於學校所習得的知識、理解、技能和情意等的

知識基礎，教科書等官方知識內容即歸屬於此類內容知識。因而，教師須要瞭解

學科的結構、概念組織的原則和掌握詢問的技巧，才能在教學思考及實踐過程中

引出該領域重要的想法和技能。再者，教師對該學科主題的瞭解深度和教師的教

學態度、熱誠，以及教師應該教授的知識選擇和學生應該習得的內容判斷等，都

會是教師於內容知識基礎外需要再行補足的。 

 

（二） 普遍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普遍的教學知識是為教師對課室管理和組織的原則及策略，是屬於班級經營

層面的知識基礎 (Shulman，1987，p8)。而有效的教學運作和課室管理實為一體

兩面的關係，為使教師教學能有效能且有效率的實行，而學生能有相同的機會投

入於學習中，教師須具備一定的普遍教學知識，以使整個班級的狀態進入一個適

宜教學及學習的氛圍中，期使整個教學的歷程能夠更加順暢的進行。 

 

（三） 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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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kedi（2009）認為教師對課程的想法有別於課程制定者及編者的想法，因

此教師也容易形構出一套個人所認知的課程，而此也取決於教師個人對該門課程

所產生的思考，也就是教師個人課程知識的部分。課程知識可幫助教師掌握教材

或課程，教師對該門課程的瞭解，能使教師對該課程產生初步的認知雛型及架

構，而教師也能因而更快速的掌握教材內容，並依照課程需求及個人理念而對教

材內容進行選擇及決定的步驟。而什麼樣的知識內容符合該門課程的需求？該課

程重要的且應教授的概念有哪些？此部分的課程議題乃是需要教師透過課程知

識基礎概念的輔助來進行思考的，另一方面，此也可同時協助教師對其教學進一

步的進行構思及形塑。 

 

（四） 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教學內容知識有別於課程知識，乃是教師本身對於該學科科目的專業理解，

也就是教師教學專業的部分。教學內容知識涵蓋了教師的課堂教學及班級經營層

面，是為教師在課堂教學運作及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藉由自身的理解、判斷而

詮釋出的教學歷程。教學內容知識所指涉的會是教師自身的教學專業及判斷能力

的部分，教師須發揮個人的教學專業，從而在教學內容與知識上進行批判思考的

過程，然而，在教學進程中，教師也可能因考量到學習者的多元面向、教學的順

暢度或其他因素，而重新組織並調整自身教學，以使知識在教師的教學過程中能

夠進一步詮釋、轉化，最後，教師才能將轉化過的學習內容傳遞至學生。整個教

學過程都需要教師透過其教學內容知識的不斷思考來進行轉化，因此，對於教師

教學內容知識背景的瞭解將有助於研究進行教學轉化歷程的分析及探究。 

 

（五） 對學習者的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對學習者的知識係指教師對學習者的認識及瞭解程度，其中包含學習者的經

驗、興趣、能力等，教師對學習者的認識將會影響到教師對教學的態度及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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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安排。Gay（2000）指出教師的教學策略和課程內容若能回應學生的文化經

驗與學習型態，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而教師該如何設計教學以符合學生的

經驗、興趣和能力，學生的程度適合什麼樣的教學形態、教學內容等，都會取決

於教師對學生的認知。因此，教師對學生的認知及態度，也會同時影響到教師的

教學詮釋及師生間的課堂互動，並導引出不同的教學呈現。 

 

（六） 對教育脈絡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 

  教育脈絡的知識，其範圍從學校組織到課堂教室的工作、學校區域的管理和

財政，再到社區及社會文化的特色等皆囊括歸屬之（Shulman，1987，p8）。也就

是說所有與教育環境相關的知識，大至國家、社區文化情境，小至課堂教室等與

教育有關的事物皆屬於教育脈絡下的知識。而教師無法脫離教育情境脈絡而從事

教學，課堂教學運作須在大環境的時空背景下進行，才能使教師的教學是符於社

會文化現況而行的，且教師須具備相當的教育脈絡知識，以將自身教學與環境脈

絡做連結，進而才能使教學及學習不致脫離出現實生活中的經驗，顯得不切實際。 

 

（七） 對教育目的、目標、價值和史哲背景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ends, purposes, and value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grounds） 

  陳國泰（2006）指出此類知識乃是屬於教師個人的價值觀和教育目標的知

識，關乎學生應該被教成什麼樣的人以及什麼是最有價值的知識等。而哲學的、

歷史的批判技巧和經驗依據都能使教師在教育目的、目標和教育價值上的視野更

加寬廣，教師若能善用哲學及歷史的批判精神於教學，將更能貫徹教育的目標，

也將更有助教師於課堂教學上使用問題導向、議題討論等教學方式來引導學生進

行批判思考，並進一步協助學生在知識及思考能力上的獲得及提升，從而有助於

教育目標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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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Shulman 的七大知識基礎來源可探知，教師不僅須具備課堂內容知識的理

解及專業的教學能力，還須對整體社會大環境的教育脈絡有一定的瞭解及知識背

景，而教師也須具備相當的批判思考能力及相關的知識基礎，才能使教師的教學

與知識相互交融，進而有助於教師教學呈顯時，做出最適宜的教學選擇及決定。

然而，我們也需考慮到，每一位教師的知識基礎來源皆有所不同，且教師的知識

基礎勢必會對教師教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在探究教師教學時，也需從教師

所具備的知識基礎背景來進行教學歷程的分析，如此才能對教師的教學歷程有更

深入的探討。 

 

二、教師教學—教學推理行動模式 

 

圖２-1 Shulman 教學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Shulman認為教師必須學著用他們的知識基礎 2來做為教學選擇和行動上的

考量（Shulman，1987，p13）。因此，教師的教學將受到個人背景知識下的教學

                                                       
2 此處所指的知識基礎，是為 Shulman 所提及的七大知識基礎：1.內容知識、2.普遍教學知識、

3.課程知識、4.教學內容知識、5.對學習者的知識、6.教育脈絡知識、7.對教育目的、目標、價

值及史哲背景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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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影響，而這也會導引至教師的教學行動。此部分指出了教學的歷程是在教師

知識基礎的支持與教育目的及教學方法、策略使用下同時運作進行的。而Shulman

也提出了教學推理行動模式的六個步驟，即理解、轉化、教學、評估、反省和新

理解，且在教學推理行動的過程中，教師於進行每一教學步驟時，皆須同時納入

教師個人的知識基礎背景來進行教學的評估及調整，就此，不同教師對同一主題

的教學有就有了不同的教學實踐歷程，而同一位教師在不同的時間點、甚至是與

不同的學生互動下也會有不同的教學樣貌產出，而Shulman也針對轉化的步驟提

出了四個階段性的指標概念，即準備、陳述表示、選擇及學生適性，此對於本研

究所欲探究的教學轉化概念而言，是一個具有指標性的啟示發想，因此，研究者

也以此理論作為研究的參考鷹架來進一步探討教師的教學轉化實踐歷程（參見圖

2-1）。 

  以下即就 Shulman 的教學推理行動模式六步驟做說明，並以教學推理模式中

與研究主題切合的理解、教學及轉化等相關內容進行深入的討論： 

 

（一） 理解（Comprehension） 

  Shulman 認為於理解的層面上，教師必須要能夠理解目的、科目結構等想法

的內外層面（Shulman，1987，p15）。教師於教學前必需要能理解教學的內容及

教學的目的，始能進行教學的相關步驟，使教學順利進行。然而，除了 Shulman

所提到的部分，教學之前、教學中以及教學結束後的教學歷程，都需要倚靠教師

的理解來實踐，教學前，教師除在教學目的、目標及課程結構的掌握，教師還需

要能夠理解所要教授的教學內容，並透過理解、判斷而選擇出所要教授的內容或

學生應該要學習的內容；而教學中，教師須先能夠理解學生的程度及多元背景，

以協助教師判斷其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策略的選擇是否適合學生；最後，教學

後，教師也應能在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中獲得對教學的不同理解或想法。理解在教

學歷程中是相當重要的，教師透過理解的過程而能得到對教學的進一步啟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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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才能夠調整、開創出更多元的教學。 

 

（二） 轉化（Transformation） 

  教師須將個人所理解到的想法具體實踐至課堂上，透過教學轉化的行動以傳

遞予學生。而轉化尚包含了準備、陳述、選擇及學生特性等四個階段，因此，教

師於課堂教學時仍需考量此四個面向以進行轉化的歷程。以下即就轉化的四個過

程做概述： 

 

1. 準備（Preparation） 

  準備包含了教師對文本的批判詮釋和分析，知識結構的重組或切割，以及發

展課程的功能，和釐清目的等（Shulman，1987，p15）。此乃是教師對文本再行

批判闡釋的過程，教師須對教材內容加以檢視，並以教師對該科目的認識及理解

來評斷教材內容是否切合主題且適於教學和學習。而教師也可檢測或訂正教學文

本內涵及補充更正文本所遺漏的內容，並將教材文本加以組織以成為適合教師教

學使用的文本。 

 

2. 陳述表示（Representation） 

  陳述表示為一套教學的方法，包含了類推、隱喻、舉例、實地示範以及解釋

等（Shulman，1987，p15）。此即為教師能於教學時使用的相關教學方法，針對

教學主題或教學狀況而更換選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以使教師所理解的教學內容或

想法順利予學生所吸收，是以幫助或促進教師進行教學的一個轉化過程。同時，

教師須具有多樣的教學方法來供教學運作時交替使用，以期透過不同的詮釋角度

來使學生對教學內容有更清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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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Selection） 

  Shulman（1987）提及的選擇，指的是教師於教學上所進行的教學方法或策

略的選擇，教師除了需有多樣的教學方法供教學中進行選擇或替換使用外，教師

尚須能從大量的教學方法或教學模式中選出最適宜的教學模式，並能夠透過此模

式或方法來加以組織管理及安排個人的教學。 

 

4. 依學生特性採用（Adaptation and Tailoring to Student Characteristic） 

  此乃是指教師能依照學生的不同特性來進行教學，以及教師於教學時能納入

學生多元面向、背景進行思考的部分。Shulman（1987）認為可能要考慮的學生

面向有觀念、先備知識、錯誤觀念、困難、語言、文化、動機、社會階級、性別、

年齡、能力、習性、興趣、自我觀念和專注力等。而 Tamir（1988）也提出了相

似的看法，認為教師於教學歷程中，需同時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動機及教學情

境等對其教學的影響，如此在透過教師思慮、轉化後所進行的教學詮釋也才能更

為整全並適於學生的學習。而教師在對學生特性有較深入的瞭解後，也才能依學

生的特性來進一步選擇教學模式並據以進行教學的轉化歷程。 

 

（三） 教學（Instruction） 

  教學係指一切看的到的教學行動，包含了課堂的管理、教學的呈現、教師與

學生的教學互動、小組討論、原則、提問題，以及其他的教學方式，如發現學習、

探究式學習、和任何可見的課堂教學形式（Shulman，1987，p15）。而教學和理

解、轉化等教學過程是息息相關的，若教師無法理解所要教授的學科主題及內

容，那麼教師將無法順利透過轉化來呈現個人教學。因此，教師對於教學仍須有

一定的知識基礎及瞭解，始能對所要教授的內容有一定的理解，進而才能採取相

關的轉化步驟，將所理解的知識內容轉化運用至實際的課堂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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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估（Evaluation） 

  評估乃是教師透過與學生的教學互動過程來確認學生是否理解所教授的教

學內容，或者，教師也可透過測驗的方式來瞭解學生對該課程或單元是否理解，

又教師也可評價個人的表現，並據以調整個人的教學及經驗（Shulaman，1987，

p15）。評估是為教師對於整個教學進程再思考、再評價的一個過程，也是教師在

進行教學時選擇轉化方式、策略的一個衡量基礎，每一次的教學評估或多或少都

可能為教師之後的教學帶來影響，不可否認地，此部分對教師的教學仍是有著一

定的影響性。 

 

（五） 反省（Reflection） 

  反省是為教師根據個人的課堂教學，重新省視、再建構並重新制定、規劃教

學，是以批判反省的角度來反思教師個人的課堂表現（Shulman，1987，p15）。 

反省與評估是相仿也是相連的兩個階段，透過課堂表現或作業等教學評估，來讓

教師重新省視自己的課堂教學及學生的學習，是讓教師教學經驗及教學專業再累

積、再提升的必經過程。 

 

（六） 新理解（New Comprehension） 

  新理解乃是教師對於個人的教學目的、學科、學生及教學等，所產生的新的、

有別於以往的理解，而教師同時也透過教學的過程或教學的啟示從中累積教學經

驗。然而，新理解並非教師教學後即可獲得，教師必須依據課堂教學文件的分析

和討論才可從中獲得不同的理解，理解後可能帶來的是教學方法的改變、教學順

序的調整，或是教學內容的重新安排或選擇，如此也才能視教師實際教學需要來

重新規劃、調整教學。但也有可能無法於教學上得到不同的理解或領悟的情形，

此都是需要教師在教學歷程中不斷思考、探究，甚至是積累經驗才能有所領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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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Shulman 的教學推理行動模式中，可以發現到知識與教學兩者關係的密切

及複雜性，從知識基礎的來源到教師教學的六個步驟，教師的知識基礎對於教師

教學過程及教學步驟皆會產生影響（參見圖 2-2）。若教師無足夠的教學專業及背

景知識，教師將無法徹底理解所要教授的學科內容、教學目的等，因而教師也無

法順利透過教學方法、策略的選擇來轉化教學，甚至，教師將無法透過教學將正

確的訊息傳遞給學生，致使教學歷程中的理解、轉化與教學此三個教學步驟產生

斷裂，從而導致接下來的教學步驟，評估、反思、新理解都可能因教師知識背景

的不足，而須重新省思與調整個人教學。 

  Shulman 所論及的教學推理行動模式包含了理解、轉化、教學、評量、反省

與新理解等六個步驟，其中與教師教學最為相關的是理解、轉化及教學此三部

分，因此，以下也將針對此個三部分來進行教學轉化的再探討。理解、轉化及教

學相當於 Goodlad 所提及的知覺課程及運作課程的部分，然而，Shulman 針對轉

化部分卻有了更進一步的闡釋，且也從教學模式中將轉化的概念進行提出，認為

轉化又涵蓋了準備、陳述表示、選擇及學生適性等四個階段，因此，我們也將更

能夠透過此四個轉化的概念來探究、理解教學的歷程。從教師知覺理解到實際課

室教學，我們可以發現到轉化扮演的是一個連結的角色，連結教師的理解與教學

的運作，而教學的轉化功能也必須彰顯，才能使理解與教學在相互拉扯下共同運

行，因此，教學轉化在教師的教學歷程中應是存在著能動性的，也就是說因教師

於不同時間點所產生的理解，而會有著不同的教學運作。 

  以 Shulman 的四個轉化概念與教學的關係來進行分析，首先，轉化的準備階

段，教師須透過個人對教材文本的理解來進行分析、批判，甚至重新組織、建構

文本，以使教師能於課堂中透過個人思路判斷及選擇後的內容來帶領學生學習，

此階段是屬於教師知識轉化的部分。而陳述表示的部分指的是教師個人的一套教

學方法，教師須能有多元可供轉換的教學方法以利教師教學時替換使用，而這同

時也和轉化的選擇概念並用，教師須能從多樣的教學方法中選擇出適合授課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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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方法，此部分係屬於教師教學方法的轉化。而最後一個轉化的概念，學生

適性，其主要乃是期望教師在對學生背景有一定的認知、瞭解後，能針對學生的

特性來安排及進行教學，以使教師在知識的選取及教學方法的選用等能依學生特

性來進行調整，而後再運作至教學歷程中，此乃是適性與調整的意義。綜言之，

教學轉化主要乃涵括了知識的轉化、教學方法的轉化及學生適性的轉化歷程，透

過此三個轉化的歷程方可使理解與教學加以連結，也才能算是落實了轉化的功

能。 

 

圖 2-2 Shulman 教學模式的轉化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貳、Goodlad 的課程理論 

  Goodlad 將課程進行分析而提出課程的五種層次，即官方的理想課程、學校

的正式課程、教師及家長等他人所知覺到的知覺課程、教師於課堂教學的運作課

程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經驗課程（Goodlad, 1979, p60）。五種課程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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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運作的獨立課程，但實際運作上課程與課程間的關係卻相當緊密，且不同課

程間並非單一直線性關係，而是交互作用、相互影響下的運作關係，因此，乃就

五種課程層次進行分析並討論其課程內涵，以協助研究理解及探究教師進行教學

轉化的歷程： 

 

一、理想課程—理想與實際 

  首先，理想課程的部分，Goodlad曾論及課程於實踐上所涉及的三個意向，

即意識形態的 3（ideological）、構思的 4（ideational）、理想主義的 5（idealistic）

此三種意向。而此第一種意向可看出課程乃涉及某種意識形態，若課程落入特定

意識形態體系的窠臼下，將會造成課程內容的偏頗，甚至會有備受某種意識型態

制約及支配的情形。而Goodlad認為課程是構思的，可能也是因課程在初期的型

塑，是由研究團體、學術機構或專家學者所構思、研擬而來，到了後期的具體實

踐中，經由教師對課程的知覺及闡釋而構思出一套教師個人所理解的課程。從崇

高的課程理念到課堂中的教師教學，構思的過程不斷的在課程實踐過程中被建

構。而理想課程之所以被視為理想的或模範的，乃是因為它忽略了課程採用時會

面臨的問題，同時也反映出整個社會政治的過程，而這種課程最後仍是取決於能

否為官方所接納及採用（施良方，1997）。若理想化的課程最後被納入課堂教學

中，仍可能因為制定者理念的高遠而與教室教學難以接軌，致使教師教學及學生

學習無法完整接收到課程制定的原先理念，致使理念與實際無法連結而出現懸

缺，而教育也可能因此而失去其目的及意義。 

  而此課程所涉及的意識形態、構思及理想主義等意向除了可能造就課程理念

難以傳達至實際教學現場的現象外，因教師個人背景經驗的不同，在吸收理解及

                                                       
3 Ideological，詮釋為意識形態的，乃是因為課程制定的背後可能受到某些團體意識形態的注

入，進而使這樣的意識形態在潛移默化中支配、影響他人。 
4 Ideational，釋意為構思的，是因為課程在形塑的過程中，從政策、標準擬定到教師課堂教室

的實踐等都是一個不斷構思的過程。 
5 Idealistic，解釋為理想主義的，是因為課程在發展、制定的過程中，主要是以學者的脈絡、角

度來觀看及擬定，較少關注到實際教室教學層面，因而課程呈顯出較為理想的一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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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課程上也就造成了更大的出入，致使課程理念與教師的教學產生一段差距。

比如說不同教師在詮釋課綱、課程標準或教材文本時，可能會因為本身求學經歷

或教學背景經驗的不同，而接收到不同於原先所要傳達的理念，進而對教學產生

不同的理解及詮釋；而課綱教學時數增減的改變也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到教師課堂

教學的安排及教學內容的調整，對於不同教師而言，在其經驗與專業及時間壓縮

的考量下反而更可能產生不同的教學運作；另外，不同班級學生因其特性、背景

不同，也可能會影響到教師在教學方法及內容選擇、實踐上的不同，而不同教師

因對學生理解不同，其教學內容也就有了不同的安排。因此，不同教師因教學理

解及詮釋的過程不同而可能產生非常不一樣的教學樣貌，理想課程的理念也因而

更容易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有所曲解而產生與原先理念、旨意不同的釋意。 

 

二、正式課程—意識型態與知識轉化 

  而正式課程係由政府所制定，故也可稱為官方課程，是為納入學校課程的依

歸。楊雲龍、徐慶宏（2007）即指出正式課程乃是理想課程經官方批准、認可後

所呈現的課程。而正式課程也可能是從理想課程採用或修訂而來，舉凡課程指

引、課程標準或是課程委員會所制定的一些教材文本等皆屬於正式課程的部分 

（Goodlad，1979，p61）。而 Goodlad 也指出正式課程傾向於嵌入社會利益等意

識形態於課程中，社會政治在此過程中不斷地將其意識形態構築於課程中，像是

信念、價值、態度和一些社會或某些支配團體所冀望年輕人獲得的意念，而這整

個社會的決定過程都將使課程趨向於更好或更壞的一端（Goodlad，1979，p61）。 

  Goodlad 認為整個學校的課程乃是受到社會上一些優勢或支配團體所掌控，

又或者是將這些團體的意識形態注入至課程文本中，以達到他們所欲的最終目

的。而教師應如何於教學中分辨文本背後的意識型態，並透過教學轉化的歷程帶

領學生一起思考知識內容背後的意涵，而不致使教師自身及學生皆落入課程的意

識型態中，教師如何反思自身的教學、思考是否在潛移默化中符應了課程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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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而不自知，又或者在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中更進一步激發出對該課堂知識內容

的理解？在社會及政治等不同意識充斥的正式課程中，教師的角色也就更顯得重

要，而教師要如何在這教材之下、課堂之中思考運作教學，並隨之進行教學的轉

化也就成了教師的一大課題。 

 

三、知覺課程—教師解構與課程再建構 

  知覺課程乃是課程的執行者對於課程的想法及理解，也就是教師所意會、所

接收到的課程，但正式課程與教師所知覺到的課程間仍是會有著一定的落差。正

式課程所欲傳達的理念，經過教師的解讀後，會產生理念與實際的落差，而又如

家長認為學校所應該教授的和家長真正接收到學校所傳達的回應其實是有一段

距離的。而 Goodlad（1979）認為，於課程中，最重要的還是教師所知覺到的部

分。知覺課程中以教師的知覺（perceptions）最具意義，因為當教師知覺產生改

變時，教師往往會將之融入課程中並據以調整教學，因此又稱之為教學的課程

（instructional curriculum），這是因為教師能知覺到學生們的需要和興趣，進而

修正、調整個人的教學（Klein et al., 1979, p245）。 

  而教師所知覺到的課程應該是個什麼樣的課程？教師又是如何看待他們所

知覺到的課程？透過教師們這些教學現場的主要參與者能否讓我們更清楚的釐

清學校中的課程？根據上述兩位學者所言可探見，教師知覺到什麼樣的課程同時

也會關乎到教師如何設計自身的教學、如何選擇教學內容、進行教學決定，甚至

是調整改變個人的教學。而教師如何看待自身所知覺到的課程，也會涉及到教師

如何進行教學轉化的歷程，教師如何批判知識、思考重構知識內容等整個教學的

過程都會受到教師心中所想、所知覺到的課程的影響。而不同教師間，因其所知

覺到的課程不同、所認為重要的知識點不同，也會間接在其教學運作上產生不同

的判斷及選擇，因而，課程會隨著不同教師的理解而產生不同的解讀，且釋出不

同的教學詮釋，且此部分又會和教師的個人認知及其背景經驗等因素有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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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發現我們於探求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時，除了進行教師的教學資料蒐集

外，仍需同時納入教師的相關背景因素進行思考，才能探得較切合實際個案及教

育脈絡的教學轉化歷程。 

 

四、運作課程—課堂運作與教學實際 

  運作課程顧名思義即教師於課堂或校園中實際進行的課程。楊雲龍、徐慶宏

（2007）也指出運作課程是在學校與教室中，日復一日、時時刻刻所發生的，而

且此種運作課程，其實就是知覺課程的一部份。然而，Goodlad 認為教師所知覺

到的課程和其真正落實在課堂中的課程仍是有一段相當程度的落差（Goodlad, 

1979, p62）。由此論之，進一步延伸出來的問題是，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造就了

教師在知覺課程和運作課程間所產生的落差？而教師所知覺、接收到的理念、知

識內容與教師實際於課室中運作教學時所產生的課程差異，教師自身又是如何看

待？再者，教師該如何透過其所知覺到的課程來重塑及建構課堂知識予學生？教

師所知覺到的課程並非是單一而論的，教師每天在教學現場中因所接收到的資訊

不同，而可能影響到個人的知覺及判斷，可能是來自於教師同儕團體或是課堂中

與學生互動的動態資訊流動，教師個人所知覺到的課程因而可能需要常常進行調

整及修正。因此，不同的教師，甚至是同一位教師在不同的班級教學，其知覺理

念因受到人事時地物的動態改變再加上實際教學現場的不可知狀況，而須不斷在

知覺課程與運作課程間來回調整與修正。再者，教師所知覺到的課程，並非所有

知識內容皆須付諸於課堂上實行，教師本身的專業背景、經驗及判斷能力都會左

右教師教學上的選擇及決定。什麼知識內容是重要的？什麼知識是學生應該要學

習、老師應該要教授的？或者什麼樣的知識、什麼樣的教法是符合學生程度的？

教師的教學理解與實際課堂上運作的課程是否切合是需要教師不斷評估與思考

的。因此，這也是為什麼教師知覺與實際教學運作間常有落差現象而導致課程運

作與教師所想保有一段距離的因素，而在人事時地物的影響因素之外，教師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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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力的發揮也將是影響到課程運作的關鍵要素。 

 

五、經驗課程—交感互動，經驗創發 

  所謂的經驗課程即是學生於課堂或校園內所經驗到的課程，可能是課堂知識

所引起，也可能是某種價值、信念或行為等等，學生所經驗到的一切皆屬於經驗

課程的部份。而經驗課程也是學生所經驗到的運作課程，舉凡學生所知覺到的部

分及學生實際獲得的學習皆是屬於經驗課程的部分（Klein et al., 1979, p245）。 

而 Goodlad（1979）也提出經驗課程的相關問題供我們再行探究及思考，其中如

學校該如何提供經驗予各個年級、不同年齡層的學生？是否學校的學科課程能創

造出不同的學生經驗？又這些經驗是否是超越課堂內容的經驗？如果是超越課

堂的經驗，那麼如何產生，而又是什麼樣的經驗呢？再者，學生從何處得到經驗？

跟學校所提供的經驗是相似的或是大相逕庭的？根據 Goodlad 所引出的問題來

進行思考，首先，我們須回歸到學習對象的部分，學習對象乃是以學生為主，而

學生是來自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年齡、不同經驗的個體，因此，面對不同的學

生樣態，學校應該提供更多元的課程，甚至是多樣貌的活動型態，以激發出學生

的學習經驗。然而，學校的學科科目等正式課程是否能夠激發出學生的經驗，甚

至是創造出不同的學生經驗？是課堂內或課堂之外的經驗？能否透過師生互動

的過程來察覺學生所獲得的經驗？此部分跟目前教育趨勢所重視、所欲培養學生

的帶著走的能力及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等不謀而合，課堂學科知識若能與學生

的生活經驗相結合也應更能創造出學生不同的經驗，而至於是否是超越課堂內的

經驗，則須再行深入探究才可瞭解其全象。究竟是如何產生這樣的經驗課程，會

是什麼樣的經驗，因涉及到學生、教師、學校環境等等多元複雜的因素，須再依

不同對象、不同內在原因進行討論，才可獲得較深入的瞭解。而本研究的研究焦

點主要乃是集中於知覺課程及運作課程此教師教學的部分來進行討論，因此，經

驗課程部分將僅作為研究過程的討論背景因素，而不做進一步的闡述及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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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Goodlad 的課程五層次，理想課程、正式課程、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及經

驗課程中，可以觀見不同課程之間皆有其需要銜接的空間，而這個有落差的空間

就有待轉化的過程來進行填補（參見圖 2-3）。Brophy（1982）即指出課程實施是

一個不斷縮減與曲解的過程，但學生真正能學習到的僅是經過縮減及扭曲之後的

課程，最後，唯有意圖課程的一小部分能夠被學習到，而這些不同課程層次間縮

減及曲解的過程就是所謂的轉化。 

  而理想課程到正式課程間，要如何讓學者專家的理念下放置學校中運行，實

則需要學者們不斷的探討及決定，從而才能將崇高的理念轉化為可行的標準，而

後，理想課程的改革理念才能成為正式課程運作下的課程標準。而正式課程到教

師所知覺的課程間仍是有一段差距，因此，此也有待教師透過個人知識背景及教

學經驗來進行知覺及理解，以將課程標準、教育目標結合個人知識經驗轉化成合

適於教學的形式及內容。另外，知覺課程與運作課程實則是與本研究切為相關的

兩個課程層面，也是最能看出本研究欲探討的教師教學中轉化形塑歷程的兩個環

節，教師如何知覺課程將會影響到教師在課堂中的教學運作，而運作課程也有賴

教師將其所知覺到的課程再行轉化，如此方能使教師的教學運作更加適於教學、

合於學生學習。教師如何知覺課程將會關乎到教師如何進行教學轉化，而教師所

知覺到的課程又會和教師本身所具備的知識基礎及背景有關，如課程知識、普遍

教學知識、教學內容知識等，皆會影響到教師對課程的覺知，而這也會間接影響

到教師在教學運作中的轉化過程，教師如何詮釋教學、如何理解、判斷知識及選

用教學方法等。最後，在教師的運作課程與學生的經驗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到

學生的經驗乃是隨著教師課堂教學的運作而來，可能是教學運作內的經驗或課堂

之外的經驗。而教師如何看待學生，也將影響到學生所獲得的知識及經驗，所以

教師教學到學生經驗中還是有很大的轉化空間，而教師也要透過教學來轉化知

識，期使教學能夠與學生經驗連結、激發學生更多經驗及思考的機會。 

  透過轉化的過程，才能使各個課程環節都能夠加以銜接運行，但此僅是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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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轉化，除了課程間的銜接、轉化外，因課程的構思有待教師教學的執行，教

師的教學轉化也就會是需要關注的，而教學轉化的思考及運作就會是教師教學中

不可忽略的過程，在課程架構規範底下教師如何進行教學的轉化？轉化的意義、

過程為何等？都將影響到整個教學轉化歷程的形塑，而這也會是本研究所欲探究

的部分。 

 

 

圖 2-3 Goodlad 課程理論的轉化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參、 Keddie 課堂知識（Classroom Knowledge） 

  Keddie 的課堂知識含蓋了教育學者的脈絡（educationist context）與教師的

脈絡（teacher context）兩部分（參見圖 2-4）。學者脈絡關乎教育政策應該如何

運作於學校的層面，而教師脈絡則是教師於課堂中的具體教學實踐，舉凡教師的

課程設計、課堂活動參與及教師與學生的教學互動皆歸於此脈絡下。課堂知識需

在教育脈絡下運行，且須透過教師的教學加以轉化，最終才能使抽象的知識變得

具體明瞭且真正為學生所習得，因此，影響教師教學實踐的還有其更外圍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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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教育政策等學者制定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會對教師如何知覺知識、如何進

行教學產生影響，而以下也針對教育學者的脈絡與教師的脈絡來進行探討，並依

本研究的討論主軸，教師的教學轉化，來針對教師脈絡進行闡釋及討論： 

 

 

圖 2-4 Keddie 課堂知識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觀目前教育現象可發現，教育目標乃是以教育學者的觀點出發及定訂，因

而在教師實際進行教學時，學者的理論及理想的目標常是與教師教學現場的實際

教學有所落差，甚至是有一段差距的。為何教育目標難以切合實際教學現場脈

絡？而為何教師教學無法落實教學目標的期許？理論與實踐能否拉近距離？如

何才能使學者脈絡的教學目標與教師脈絡的教學實踐接軌？此是須要透過觀看

及探究教師教學轉化歷程來進一步釐清及瞭解的。 

  從學者脈絡來進行探討，可以發現學者在制訂教育目標時，常是以理論作為

基礎，較少顧及教師實際運作面可能產生的影響及教師在教學上的困難，此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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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使得教育目標流於表面化，而使得教師難以將目標要點落實至課堂教學。而以

學者脈絡制定的目標、政策，也可能在傳遞至教師時產生扭曲，因教師所知覺、

所接收到的教學目標或政策非為原先學者所欲傳達的意旨，從而產生教學目標與

教學實踐的更大落差。另外，在教師脈絡方面，教師於教學時雖以同樣的教學目

標為依據，但以不同教師而言，其所知覺到的目標，可能會因個人理解判斷及背

景經驗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解讀及目標導向，此也就會造就教師的教學詮釋有所

不同。因此，教師在遵循教育目標的同時，也需從教育目標做出取捨，以符合實

際教學現場的需求、脈絡，甚至是符合學生的程度、能力及興趣。Bucat（2005）

即指出教師須知道該教什麼、如何教、學生該學什麼，才能讓學生進行有效且有

意義的學習。根據該學者所述，一位專業的教師須能在教學中做出適切的選擇及

判斷，才能使其教學順利的傳遞意義及價值。因此，學者的理論與教師的教學如

何接軌，實是需要關注的部分，而學者於制定目標時也須能同時納入教育現場教

師的觀點、想法並能夠建立與教師交流的雙向對話空間及討論平台，且於目標制

定後，須能多加宣導理念、實際帶領教師實行，如此對學者脈絡與教師脈絡其理

論與實踐接合較能有所助益，也能使得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 

  Keddie 所論及的觀點與先前 Goodlad 所提及的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及

Shulman 的理解、轉化及教學概念相似，教師在進行教學轉化前須先能理解知識

內容，也就是知覺課程的部分，而於轉化過程中，教師也才能將所知覺到的知識

詮釋至課堂，而這也會是教師運作課程的部分，並藉由教學的準備、教學方法的

陳述、選擇及依學生特性考量等步驟來進行轉化，最後才能使課堂知識順利透過

教學的詮釋過程來傳遞給學生。而因 Keddie 理論所論及的學者脈絡及教師脈絡

概念可幫助研究者思考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過程和意義，因此，乃將此理論作為

教學轉化的輔助理論來協助研究者進行教學轉化的觀看及探究。 

 

 

 



31 
 

第三節 國內教學轉化相關文獻 

壹、理論的基礎視角 

  從三個理論中可擷取出教學轉化的概念來與台灣的教育脈絡相映照，甚至是

發現到理論之外的教育意義，因而，研究也再次提出三個理論的基礎概念，以使

研究於觀看文獻前有一個較為清晰、完整的教師教學脈絡及轉化概念。三個理論

分別是 Goodlad 的課程層次理論、Shulman 的教學理論及 Keddie 的課堂知識，

Goodlad 所提出的課程理論，以知覺課程和運作課程更貼近於教師的課堂教學，

因此，教師如何進行教學轉化關乎教師如何知覺個人教學，如何將教育目標、教

材文本或知識內容透過教學方法、策略的選用來加以轉化，並在師生互動過程將

教學運作於課堂中，此理論乃提供一個較大的課程脈絡來協助研究觀看教師教學

的相關文獻。而 Shulman 的教學理論是以提供教師一個教學的思考方向，也就是

教師教學知識及教學步驟的啟示，其中，教學步驟中的轉化概念，教學準備、陳

述表示、選擇及依學生特性調整乃有助於研究針對教師教學轉化概念及歷程進行

深入探究，使研究對教師的教學架構有較為清楚的輪廓，並可藉由教學轉化概念

及七大知識基礎來協助觀看文獻中教師教學的轉化過程。至於 Keddie 的課堂知

識，則能使研究清晰的觀看到學者脈絡與教師脈絡其理論與實際之間的落差及其

對教學所帶來的影響，因而，透過此三個理論基礎的啟示也有助於輔助研究進一

步觀看國內教學轉化的相關文獻。 

 

貳、國內相關文獻的整理及分析 

  依據理論的啟示，可發現理論乃有助於分析、探究教學的轉化概念，因此，

以下也以理論來輔助觀看國內教學轉化相關文獻，並透過國內教師教學的相關文

獻整理（表 2-1），來針對研究所欲探討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進行探討和分析，期

使研究對於台灣教育脈絡下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有較為深入的理解，及對後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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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資料能有更為清晰的判斷及分析。 

 

  相關文獻的蒐集與整理乃是依研究主題的概念來進行資料的初步檢索及選

取，是以「教學轉化」的關鍵字於台灣碩博士論文網進行文獻的檢索，然而，因

檢索後的相關文獻與本研究所欲探究的主題、概念並非相同，因此，乃放大關鍵

字的定義，以「轉化」概念的關鍵字來檢索文獻，並運用第二層的關鍵字「教學」

概念來進行進階檢索，而得以檢索到二二 O 筆的文獻資料，因而從二二 O 筆的

文獻資料中來進行教學轉化文獻的篩選，而文獻的選取乃是依本研究的主題及目

的來進行篩選，以初步挑出與研究主題及概念較為貼近的十五篇文獻，而過程中

則以文獻的內容及主題脈絡來挑出六篇較具教學轉化代表性及意義的文獻來進

行文獻的初步整理及分析。而期刊文獻部分乃是於台灣期刊索引系統進行檢索篩

選而來，即透過轉化概念的關鍵字來進行檢索，並進一步挑選出兩篇與研究主題

相關的文獻來進行國內相關文獻的進一步分析。因此，挑選出兩篇期刊及六篇碩

博士論文，共計八篇文獻來進行國內教學轉化相關文獻的整理及分析，透過文獻

資料所呈顯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結果等四個面向來做進一步

的探討及剖析，以期協助研究進一步探求教師的教學轉化行動及其轉化的深層意

義。 

 

一、研究主題的釐清 

  從相關研究文獻的主題來觀看，可以發現在探究轉化概念的教學文獻中，會

是以課程實踐與教師教學實踐兩個與教師教學轉化相關的層面來進行探討。以課

程實踐的轉化來進行教師教學的分析，即是從課程理念、課程綱要、教科書文本

等官方知識以及課程層次的概念，正式課程、知覺課程與運作課程等較具規範性

及較大的課程層次視角來進行教師教學的探究，其中，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

（2010）即是以課程理念、綱要及教科書文本來進行九年一貫課程轉化議題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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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研究分析；而黃小芳（2007）則是以教師對課程的文本詮釋來進行教師的教

學實踐探究；田奇玉（2008）；李淑媚（2010）也以課程於教學的實踐行動來進

一步探究教師的教學；而徐慶宏（2006）則是從 Goodlad 的課程層次，正式課程、

知覺課程及運作課程的角度來觀看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而教師教學實踐的相關

文獻則是從教師的教學知識及教學轉化等教室層級的教學實務面來進行探討，是

以陳皓薇、林逢祺、洪仁進（2004）；黃仁柏（2005）；陳國泰（2006）的文獻中，

皆可發現到以教師的教學知識及教學實踐來探討教師的教學行動歷程及其知識

轉化的一個研究取向。根據上述文獻主題的討論及釐清，可以發現國內教學轉化

相關文獻可以分為課程轉化及教學轉化兩部分，課程轉化是與 Goodlad 課程理論

所提及的課程層次及 Keddie 所討論的學者脈絡等屬於課程層面的概念來進行探

討；而教學轉化則主要是以 Shulman 所提及的教師知識及教學步驟等屬於教師教

學理解及詮釋等概念進行研究主題的討論，而本研究因是以探究教室層面的教師

教學轉化歷程，須深入教師的課堂來觀察及分析其教學並瞭解教師的教學思考，

而採以教學轉化的主題概念來進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的選用 

  在研究方法的選用上，可以發現到大部分研究皆是以個案研究法來進行教師

教學的探討，並輔以觀察、訪談以及文件分析等資料蒐集的方式來進行研究資料

的蒐集，而部分研究則是以問卷調查法、內容分析法、文獻分析法、行動研究法、

理論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來進行探究。從相關文獻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中可以發現，

以個案研究法來探究教師教學轉化歷程，是可以深入瞭解個案教師的教學思維及

其教學詮釋歷程的，此乃可以協助研究探求到 Shulman 教學理論中所論及的教學

知識及教學步驟等相關資料，並進一步協助研究探究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因而

研究乃採用個案研究法來做為探究教師教學轉化歷程的研究方法，並輔以觀察、

訪談及文件資料的蒐集方法來彙整及分析資料，以深入教師教學脈絡來理解及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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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教學轉化的運作歷程與意涵。 

 

三、研究對象的選取 

  從文獻所呈現的資料中，可以發現部分研究乃是以社會領域及人文領域的教

師教學實踐來進行教學轉化的探究，而僅部分教師是以自身的教學來進行研究及

省思。因而，研究也進一步思考社會領域及人文領域的教學特性，進而認為社會

與人文領域的學科因文本的內容較為豐富多元，且多為字面上的內容陳述及概念

傳遞，是需要教師透過解讀及詮釋的過程才能運作於個人教學的，而不同教師因

個人理解及解讀的不同而會產生不同的教學詮釋，因此，透過觀看教師對人文及

社會學科教學內容及概念的詮釋過程，也更能夠具體的看出教師所運作的教學轉

化歷程，而本研究因是以社會領域的歷史科教學來做為研究探究的討論學科，因

而能夠透過該科教師對歷史教學內容及方法的判斷、選擇及詮釋過程來進一步挖

掘普遍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及意義。文獻中可觀見大部分研究的研究對象選取乃

是以國小教師居多，而國中教師則較少，甚至，以高中教師來進行探究的研究則

更少，因而推測應是國小教師的教學內容及概念較易於觀察及分析，且教師所進

行的教學詮釋較為簡單明瞭，因而多數研究皆是以國小教師的教學來進行探究，

而研究認為探究高中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及教學方法選用過程更具研究意義，其

學生的多元背景和程度、教學內容的深廣度更會是教師教學時需透過教學轉化過

程來加以思考及詮釋的，因此，透過探討高中歷史科教師的教學也有助於研究理

解及分析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 

 

四、研究結果的分析 

  從文獻的研究結果來探討，可以發現到大部分文獻乃是從課程及教師教學來

分析教學轉化，因而提出教育情境、教學文本及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等相關結論

及看法。在教育情境面，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即提及了課程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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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與落實及課程綱要的規範作用等，而徐慶宏（2006）；黃小芳（2007）；張芬

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則都提出了教學文本影響教師的教學轉化及詮釋行

動等相關概念和看法。在教師教學面，所有的研究也都指出了透過教師教學知識

及教學詮釋行動對教師個人形塑教學轉化歷程的觀點，然而，關於學生學習的教

學轉化研究是較少研究能夠關注到的，僅以黃仁柏（2005）；徐慶宏 （2006）；

黃小芳（2007）能從學生的角度來探討及反思教師的教學轉化行動。從教學轉化

相關文獻的結果及理論的啟示來探析，可以發現 Shulman 教學理論中所論及的教

學七大知識基礎與國內教學文獻的教師教學實際相切合之處，此七大知識基礎更

是涵蓋了教學文獻所發現的教育情境、教學文本、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等相關論

點，因而，研究乃透過 Shulman 的教學理論來做為探究教師教學轉化歷程的主要

啟示理論，以輔助研究深入剖析並討論教學轉化的歷程。 

 

表 2-1 國內教學轉化相關文獻整理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與發現 

陳皓薇 

林逢祺 

洪仁進 

（2004） 

課 程 統 整

與 教 師 知

識 的 轉 化

─ 以 「 藝

術 與 人

文 」 領 域

教師為例 

藝術人文領

域教師 

理 論 分 析

法 

一、教師的覺醒、反省與實

踐；二、理想教學環境的提

供；三、理性專業對話空間

的創造。 

黃仁柏 

（2005） 

國 小 教 師

教 學 轉 化

之研究 

國小三年級

社會學習領

域教師 

個 案 研 究

法 

一、在社會學習領域認知方

面，研究個案對於三年級教

學內容可以理解其核心概

念；二、研究個案在教學決

定方面，仍會依實際教學情

境，以及學生為主要的考

量；三、研究個案會依據核

心概念的不同，採取不同的

教學方法與策略來加以轉

化；四、影響教師教學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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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仍以政策和學校為

主。 

徐慶宏 

（2006） 

國 小 社 會

學 習 領 域

教 師 課 程

轉 化 之 研

究 ─ 以 苗

栗 縣 五 年

級 教 師 為

例 

苗栗五年級

教師 

內 容 分 析

法 、 問 卷

調查法 

一、課程轉化差距呈顯在知

覺課程與正式課程、運作課

程與知覺課程及不同背景的

教師上。 

二、影響課程轉化的因素

有：學生狀況、教師特質、

教育情境、課程教材。 

陳國泰 

（2006） 

一 位 國 小

教 師 教 學

知 識 成 長

的歷程 

一位國小初

任教師 

個 案 研 究

法 

一、在學習教學的歷程中，

國小初任教師所運用的教學

知識包括「如何做好班級經

營」、「一般教學法知識」

及「學科教學法知識」；二、

國小初任教師的某些教學知

識，乃從其早年經驗的省思

中發展而來；三、國小初任

教師受職前教育影響而形成

的教學知識，許多皆屬於原

理原則的初步概念而已，及

至實際教學後，才逐漸形成

具體的策略性知識；四、國

小初任教師從第一年的教學

過程中獲得許多教學知識；

五、影響國小初任教師教學

知識發展的因素包括早年的

生活經驗與受教經驗、師資

培育課程、實習輔導老師、

實際的教學經驗與體會、學

校同事，以及參與本研究的

影響。 

黃小芳 

（2007） 

國 小 教 師

社 會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的 文 本 詮

釋 與 教 學

實踐研究 

一位國小社

會學習領域

教師 

個 案 研 究

法 

一、個案教師將豐富多元的

文本納入社會學習領域的課

程之中，其中社會課本仍為

詮釋與實踐時最主要的參照

文本；二、個案教師運用經

驗所形塑的視野對文本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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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透過反覆的閱讀、交

叉詮釋圖片與文字及比對各

類文本以確切掌握文本的意

義；三、社會學習領域的教

學實踐是教師對課程之文本

進行詮釋、轉化、表現教學

行動、省思，最後產生新理

解之循環歷程；四、採用多

元的觀點理解文本，卻持忠

實的觀點實踐課程，課程的

理解與實踐並未呈現一致

性。 

田奇玉

（2008） 

課 程 的 教

學 轉 化 過

程 及 影 響

因 素 之 研

究 ： 一 個

闡 釋 性 架

構之構築 

兩位社會領

域國小教師 

個 案 研 究

法 

課程教學轉化的重要因素

為：規範、角色、結構和凝

聚力。 

李淑媚

（2010） 

一 位 國 小

教 師 實 踐

詩 性 智 慧

課 程 之 敘

說探究 

研究者自身 行 動 研 究

法 

班級教學實踐詩性智慧課程

六項體認：一、重視自身內

在體驗與感受，才能擁有教

學熱情；二、探索課程對自

我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可協

助教師尋找自身定位；三、

體察學生需求，就能產生真

實課程；四、提供學生自我

對話空間，就能啟發學生參

與課程的動力；五、轉換看

待學生的方式，就能看見教

學轉化的空間；六、理解課

程為師生共舞的舞台，才能

使課程存在無限可能。 

張芬芬 

陳麗華 

楊國揚 

（2010） 

台 灣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轉 化 之 議

題與因應 

課綱、教科

書 

文 獻 分 析

法 、 內 容

分析分析 

研究主要發現有六：一、九

年一貫課程主要有四個改革

理念：課程統整、學校本位、

能力本位和留白課程；二、

教育部長頻繁更迭不利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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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之推動與落實；三、課

程綱要已某種程度成功地將

課程改革理念予以轉化，具

有規範作用；四、中央宜善

盡課程管理權責，發展相關

釋義文件；五、擬定課程綱

要的課程專家宜受邀全程參

與課程發展，與學科專家、

教學者充分溝通理念，期能

協商出理想與現實間的均衡

點；六、宜正視教科書趨同

現象，再思開放民編教科書

之初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對研究的啟發 

  在文獻與理論的觀看及討論下，研究乃從課程運作及教師個人教學運作來討

論台灣脈絡下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並從課程轉化及教學轉化兩個面向來進行探

討。課程轉化指的即是教師接收、理解教育政策、指標到落實至教室層級這之間

所進行的轉化過程，以台灣教學現況而言，教師乃是依據教學目標、課程標準等

標的來進行教學的轉化，並依學生特性來調整教師個人的教學。王建堯（2007）

指出，課程目標是教學轉化的依據，也是教學材料選取的參照點，更是培養學生

具備公民素質的指引。陳伯璋（2000）也提出課程目標、學力指標可作為課程設

計的依據，也可做為學習成效評估，發展學力測驗或評估學校辦學績效等。而為

使課堂教學順利進行，教師須能將知覺到的目標、標準進行理解的程序，以使理

念與知識內容可以相結合，而成為教師進行教學轉化時的助力。以下幾位學者也

紛紛提出了相關的見解，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指出，在課程發展的

過程中，課程理想需經過層層的轉化，最後才可成為供師生使用的具體教學材

料，也才能裨益教師與學生的教與學。而黃光雄、蔡清田（1999）更指出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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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過程中，要將教育目標轉化為學生學習的課程方案或教學方案，並強調教育

理念的發展演進與實際教育行動的歷程與結果。從上面幾位學者的研究中可發

現，在台灣的脈絡下，上層的課程標準、教育目標都是為了使教師於教學上有所

遵循、參照而訂定，而教師也必須依據個人所具備的知識背景來理解這些標準、

目標，以將抽象的標準變的具體可為，並結合知識內容而轉化落實到教師的課室

教學中。而這也與 Shulman 理論的教學步驟及相關知識概念相牽引，形塑教師課

室教學的關鍵過程乃在於理解、轉化及運作的教學歷程，因而，教師也須有能力

來理解、判斷並轉化標準、標的於實際教學中，而學者在釋出空間讓教師以專業

來判斷及發展教學時，也需考量到教學現場的需求及處境來調整課程標準和教學

標的，才不致使教師的教學轉化步調跟不上上層的指標而產生落差。 

 

  然而，教師的教學需經過不斷的思考及教學方法、策略的交替採用，最後才

能使教師教學的內容成為具體且易於瞭解的學習內容。Jackson 於 1986 年提出了

他的教學推理觀點，認為教學轉化乃是教師接收概念，並分割與架構這些概念（轉

引自黃仁柏，2005）。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對教材的理解、組織及重整，

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都會影響到教師的教學選擇以及實際的教學運作，而這也

是教學歷程中轉化的功能，教師如何轉化知識，將會影響到教師如何在課堂中重

新建構知識。另一方面，文本相關教材內容的輔助，也會影響到教師對於教育目

標、課程標準的解讀，進而導引教師做出不同的教學轉化。梁婉媚（2007）發現，

教師手冊裡教學內容的說明，是影響教師解讀、轉化能力指標與安排、設計教學

活動的主要因素。而教科書透露的訊息，也會激發教學現場的老師將教科書進行

轉化，並調整成適合教學的型態以利教學的實行。就此，可以發現到教師不僅透

過個人知識背景來主動知覺、理解知識內容及教學，教師同時也會受到教學教材

等相關文本影響，從而產出教師所理解、所認為的教學模式，並透過教師的教學

詮釋及轉化的考量過程來呈現教學的歷程。 而教師如何看待學生的視野，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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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教師的教學安排及設計，教師須透過對學生的理解，而調整自身的教學，

並依學生程度、能力，來判斷合適於轉化給學生的教學方法、策略及調整自身教

學步調等等。李淑媚（2010）即指出轉化看待學生的方式，就能看到教學轉化的

空間；用心傾聽學生的聲音，課程轉化的空間將無線寬廣，該學者指出教師的教

學詮釋過程會與教師對學生的理解及判斷思維有所關聯，而從 Shulman 理論所提

出的轉化步驟中，也可看到相仿的思考面向，其指出了教師教學運作時的轉化過

程乃是涵蓋了教師對於學生特性思考的一個教學考量。然而，反觀台灣的教育脈

絡，教師是否能夠看到學生的部分？能否依照學生興趣、能力來安排、進行教學？

而又學生能否透過教學轉化的歷程，確實獲得教師所要傳達的知識？此部分是國

內相關文獻較少探究且須要進一步發展的部分。 

 

  從台灣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教師在現存教育脈絡下要進行教學的轉化，

除須有一套個人的教學方法、策略外，向上則必需考量到上層的教育目標、課程

標準，向下仍須納入學生的程度、能力及興趣，教師才可在教學過程中透過層層

的轉化來進行教學。而以 Goodlad 的課程理論及 Shulman 的教學理論來進行討

論，也可發現到教師在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及學生的經驗課程中，不斷的在進行

選擇、決定及詮釋的轉化歷程，進而才得以構築出較為適切的教學樣貌。而教師

也需透過個人教學轉化的空間，來接收及轉化教育內容及價值給學生，如此才能

進一步培養學生足以帶得走的能力及知識。 

 

 

第四節 歷史科教學研究 

  本研究是以歷史科作為研究的討論方向，因而期望能夠藉由歷史科的特性及

背景脈絡的瞭解來協助探究教師教學的轉化歷程，而研究也藉由歷史教學相關文

獻的閱讀及瞭解，來彌足研究者在歷史教學領域的不足，及幫助研究者建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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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學及其沿革背景脈絡的基本認識及理解，並使研究者能夠跳脫歷史科框架

及透過歷史科的教學找到普遍教師教學下的轉化歷程及架構。因此，以下也從歷

史科教學特性與歷史科教學的相關文獻來進一步探究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 

 

壹、歷史科教學特性及標的 

  歷史教學的運作涵蓋在課程目標精神及核心能力理念之下，教師於教學時須

同時將核心能力的理念運作於課堂知識中，才有辦法達到課程精神的標的。而汪

栢年（2009）也提出了對歷史教育的看法，認為歷史的課程目標及核心能力實為

一體兩面，缺乏核心能力將無法達到課程目標要求；而缺乏課程目標，核心能力

也將失去用武之地。也就是說缺乏核心能力的歷史教學將無法達到課程目標所要

貫徹的精神；而缺乏課程目標的核心能力也將失去歷史教學的意義。因此，教師

於教學時也應對課程目標精神有所覺知及瞭解，並能掌握核心能力所訴求的教學

理念，才能使教師對於歷史教學有更深入的理解及詮釋。 

 

  教育部（2003）於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中也提出了歷史科的課

程標的，是為目前歷史科教學的五大課程目標，其目標分別為：一、幫助學生就

時間脈絡來瞭解現在。二、幫助學生理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立自我認同感。三、

建立學生對於世界上其他不同文化的基本認識和理解，養成包容並欣賞多元文化

的開闊胸襟。四、激發學生對歷史的興趣，以充實其生活內涵。五、向學生介紹

歷史學科特有的方法，藉由探究歷史問題的練習來訓練學生的思維，啟發學生分

析理解人類行為及人類社會的興趣、能力。綜上歸之，歷史科的課程目標主要乃

是在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建立國族認同感、養成多元開闊胸襟，以及激發學生

的歷史興趣並培養學生的能力等。 

 

  而高中歷史科的核心能力也會是影響教師進行教學行動及詮釋個人教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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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考量的教學重點，歷史科的核心能力分別有時序觀念、歷史理解、歷史解

釋及史料證據四個部分，時序觀念主要是發展學生歷史理解的基礎，在於將歷史

事件及事物置放於時間架構下，以建立歷史的意義及價值；而歷史理解則是重視

將歷史事實的記憶提升為歷史理解的層次，以使學生能夠對歷史脈絡及意義加以

掌握；然而，歷史解釋乃是以歷史證據及歷史理解作為基礎，以對過去的歷史能

夠提出系統、因果關係的說法；而史料證據則是須置放於歷史脈絡下，才能使學

生對於歷史的理解及解釋變的有意義及脈絡性。 

 

  教師教學時除對歷史核心能力及其標的進行思考、理解外，也須同時經過教

學方法的選擇及決定的過程，才能將此四大歷史核心能力訴求融入於課堂運作

中，並使教師能夠透過教學來促成學生達到課程目標所要求的四大標的。而教師

教學時也需掌握歷史特性並使運作於教學中，期能在歷史知識傳遞至學生的學習

過程中進一步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及其相關人文素養。而歷史教育也可說是人

文教育的一部分，教師在進行歷史教學時，同時也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及相關

能力，楊明哲（2001）即提出，歷史教學是人文教育的核心課程之一，歷史教育

的主旨除了在豐富學生的歷史知識、增進學生的思考深度外，也希望能夠進而提

升學生的文化水平和素養，而人文教育乃是重視包容、尊重、體諒及關懷的教育，

因此，除重在培養學生的思維、分享及感受能力外，對於學生養成易地而處、將

心比心的態度也同等看重。該學者所提出的歷史教育特性與上述所提及的課程目

標可說是不謀而合的，此兩者皆是在致力透過歷史教學以促進學生多元思考、人

文關懷等素質的提升及多方能力、態度的養成，整體而言，皆是以學生作為核心

主體，且期使學生能於教學中獲得知識之外兼得理解思考及問題解決等能力，然

而，此並非僅止於歷史科的學科教學，這些學生思考及能力養成的目標乃是目前

各科教師教學中皆需要關注的課題，而這些素養及能力的獲得也都是需要教師透

過教學的轉化進程來進一步達到的。然而，除上述歷史教學的人文教育本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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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歷史學科概念的養成也是歷史教學中教師所必須關注的，透過歷史學科

概念的培養，以讓學生對歷史的特性能有所知，並進一步的思考、運用至知識習

得的歷程之中。蕭憶梅（2009）即提出，歷史教育不能忽略對學生的歷史學科概

念培養，此歷史學科概念包含證據、多元解釋、因果關係、時間與變遷等概念，

學生有了歷史學科的相關概念後，才有能力去理解習得的歷史知識及相關歷史資

訊。否則歷史課堂中所教授的知識很容易就變得斷裂、甚至堆砌，而無法讓學生

對自己及所處的世界有更深、更廣的認識和思考。 

 

  從上面兩位學者對歷史教學的看法可以發現，教師於教學時除須納入人文教

育所欲培養的教學目標外，還要能夠有專業的判斷來選擇、運用教學方法及策

略，才能將歷史學科獨具的多元歷史解釋、因果關係理解、時序觀念、資料證據

等概念培養予學生，並使學生能於歷史知識學習的同時，培養出適切的歷史觀及

歷史思維，最後，才能夠進一步的將所獲得的知識運用在實際的生活世界之中，

成為帶得走的能力。 

 

貳、歷史科教學文獻的整理及分析 

  為能具體瞭解及掌握歷史科教師的教學思考及其教學的運作，以協助研究進

一步探看及分析歷史科教師的課堂教學詮釋和運作歷程，研究乃對高中歷史教學

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及分析（表 2-2），以期能從中探得較為清晰且具體的歷史教學

行動和脈絡。歷史教學相關文獻的整理乃是研究者根據「歷史教學」的關鍵字於

台灣碩博士論文及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進行檢索而來，而研究者更依本研究所

欲探討的「高中歷史教學」來進行文獻的篩選，進而挑出符於研究目的六篇相關

教學文獻，並依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四個面向來進行初

步整理以及進一步的深究，研究探討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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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主題的探討 

  從研究主題來探看，可以發現相關歷史教學的文獻主要乃是透過教學主題及

歷史概念來針對歷史科教學做進一步的分析，如施曉雯（2009）；雷秀萍（2011） 

即是以建構主義、史料證據等概念的應用來探究歷史科的教學實踐，而吳碧琴 

（2004）則是從歷史的沿革背景來省視高中的歷史教學變遷，甚至，王章娟（2002） 

也提出了歷史教學方法的研究角度，透過教學媒介來與教師的歷史教學運作做探

討。而單兆榮（2001）則是以個人的教學做出發來深入探究及省視個人的教學，

甚者，楊明哲（2001）乃是從理論與實際教學兩個面向來針對歷史教學進行深入

討論及分析。上述歷史教學文獻中可以觀見，多數研究皆是從教師教學實際面來

進行歷史科教學實踐的觀察及分析，因而，以教師教學實務來探究教學轉化應較

能切合教育現場的脈絡，探得較為清晰的教師教學圖像。 

 

二、研究對象的選取 

  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來觀看，可以看到大部分研究皆是以研究者自身的教學

來進行醒思，在單兆榮（2001）；楊明哲（2001）；施曉雯（2009）；雷秀萍（2011） 

等研究中，皆可以看到教師透過自身的教學運作來進行歷史教學探究的一個情

形，而吳碧琴（2004）則是透過與他位教師的訪談來深入討論歷史教學的沿革，

王章娟（2002）則是透過學生對象來進一步探析歷史教學中的教學媒體運用。從

文獻在研究對象的選取考量上來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到部分研究在探究教師教學

實踐的行動時，多會是以教師自身或是其他教師的教學來進行反思及深究，進而

透過教學進程中的教學行動及思考來發掘及調整教學，因而，本研究乃是以歷史

科教學的兩位老師來進行研究的探究，並期能從教師的教學實踐中來探究教師的

教學詮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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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的選用 

  在研究方法的選用上，可以探察到所有研究在研究教師的歷史教學時，皆是

以質性研究方法為探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進而能夠透過質性取俓的研究方法來深

入瞭解脈絡以探求到實際的教學現象，而部分研究也都同時採用了質性及量化的

研究方法來進行探究，是以探得較為完整的教學圖像。其中，部分文獻因是以自

身的教學來做省視及調整，因而會是採以行動研究方法來進行探究，並輔以文獻

分析、內容分析來進一步分析個人的教學；而若是以其他教師來進行研究則會是

輔以訪談、觀察及文件分析等方式來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及探討，甚至，部分研

究是輔以量化的研究方法，如問卷調查法、實驗研究法等方法來進行質量並重的

探究。而本研究因考量研究主題的脈絡性及研究目的，而採以質性研究方法中的

個案研究應較能探得教師的實際教學現象，並透過質性方法的特性來深入剖析教

師的教學思考及教學運作。 

 

四、研究結果的發現 

  在研究結果方面，可以發現到大部分文獻的研究皆對教師個人的教學方法及

角色提出了看法，並指出教師教學須納入學生學習的一個考量，如單兆榮 （2001）

即認為教師應扮演學生的共學夥伴，楊明哲（2001）則是認為教師應該站在學生

角度看問題，並於教法上多加求變，而王章娟（2002）則是提倡運用多媒體來進

行歷史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觀點，施曉雯（2009）則更是認為教師應掌握

教學方法並靈活運用至教學，甚至，雷秀萍（2011）也強調了教師在教學活動與

教學技巧的運用，以及教學、教材應強調學生起點行為的看法。而部分研究則是

提及了教師教學中較為上層且具規範性質的標的，即課程綱要、教學目標、教科

書等之於教師教學的一個看法，如單兆榮（2001）即提出了一綱多本所提供的教

學選擇空間，楊明哲（2001）教師教學教材須能求變，吳碧琴（2004）教科書的

轉變對教師教學的影響，施曉雯（2009）課程標準對教學的影響及教師須對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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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分析以進行教學的概念等。從文獻的研究結果可見，大部分研究乃是從課程、

教師、學生等面相，來進行歷史教學的討論，而本研究因是以教師的教學作為研

究主要的探究目的及核心，因而，會是以教室層級的教師教學來進行探討，進而

分析教師的教學選擇、方法及詮釋行動等來觀看教師的教學歷程。 

 

表 2-2 歷史教學相關文獻整理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

題 

研究

對象 

研究

方法 
研究結果 

單兆榮 

（2001） 

給自己

一個享

受歷史

教學的

機會 

研究

者自

身 

行動

研究

法 

一、透過對話的學習，老師只須扮演回答問

題的專家、扮演團體的一員、保持中立的主

席、資訊的提供者與共學的夥伴；二、這是

一份新差事，時時面臨挑戰，但充滿喜悅的

期待，因為總是豐收，更重要的是，必須不

斷修正教學模式，不斷閱讀經典好書，方能

達到預期的效果，提供自己成長的生機；三、

一綱多本的教科書多了選擇空間，也解放了

標準答案的考試，何慮之有？ 

楊明哲 

（2001） 

歷史教

學的理

論與實

際 

研究

者自

身 

行動

研究

法 

一個歷史教師只要秉持敬業、負責、熱情的

教學態度，願意站在了解學生的角度看問

題，對學生能加以適度的規範、要求，並在

教法、教材上求變，大多數學生還是願意好

好來上一門歷史課的。 

王章娟 

（2002） 

高中歷

史教學

與媒體

運用 

高一

學生 

文獻

分析

法、

問卷

調查

法、

實驗

研究

法 

一、運用各式媒體輔助高中歷史教學方面：

1.相對其他學科而言，歷史科為更適用媒體

輔助教學之人文社會學科，2.不同內涵的歷

史教學單元，應運用不同的教學媒體輔助教

學；二、資訊科技媒體補助高中歷史教學方

面：1.運用電腦多媒體輔助高中歷史教學之

硬體設備及歷史專科教室之設置有待普及 2.

媒體的運用需要歷史教師匠心巧思設計，而

科技媒體並無法取代歷史教師教學的地位 3.

教師們面對新式資訊媒體輔助歷史教學的衝

擊之下，需增進相關技能；三、編制實驗組

的各式媒體輔助歷史教學方面：1.運用媒體

輔助高中歷史科教學，確實能提升教學品



47 
 

質、增進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 2.透過教

師問卷及學生問卷，亦可歸納出歷史教師及

學生肯定歷史教師運用各式媒體輔助教學的

成效與學習成就；四、現階段歷史教師使用

媒體輔助教學的態度與經驗方面：1.教師均

有意願運用媒體輔助歷史教學，但並不普遍

2.歷史教師最常使用的教學媒體依序為照

片、電影、電腦，顯示較易收集獲得之視聽

媒體的使用，較受教師及學生的歡迎與喜愛

3.歷史教師們肯定運用媒體輔助歷史教學可

塑造教學情境、提升教學成效、易達成教學

目標、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及提升學習成效。 

吳碧琴 

（2004） 

戰後我

國大學

入學制

度與高

中歷史

教學的

變遷 

兩位

高中

老師

及文

獻資

料 

歷史

研究

法、

問卷

調查

法 

一、民 43 至 93 年間，大學聯招制度與招生

機構歷經了三個階段的改革，而考試方式與

科目上也歷經了兩次的轉變，然皆可從其中

看出政府由嚴格控管至權力下放的尊重多元

自主精神；二、聯合招生時期，歷史教學的

目標訂定以認知的層面為主體，多元入學時

期的教學目標則認知、情意、技能的層次皆

有，但仍以認知層面為多，且情意及技能的

教學理念並未很具體地被實現。另外，教科

書的編訂與考試的實行皆須依賴課程標準中

的教材大綱實施，然其未盡詳細，因此導致

今日高中師生在面對考試時的無助與恐慌，

因此教考目標一致，這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

題；三、教科書的內容方面，由於過去大中

國的思維方式轉變為台灣主體化。教科書章

節中有關台灣的敘述增加，而民國七十二年

開始，反共復國已不再是強化的主體，教科

書在內容的編寫上，取材較為中肯，立場也

由過去黨國體制下以國民黨為敘述的主體，

開始轉趨中立化，最後由於社會、經濟與文

化的章節在民國七十二年的編修中遠較前述

三次為多，因此我們可以說民國七 O 年代的

教科書泛政治化的傾向轉趨淡薄，而政治光

環的色彩也逐漸趨於退色。而多元入學時期

更以台灣作為主體，取代以往以中國為主體

的思考模式，訪共抗俄不再被強化，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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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也脫離了政治的藩籬，這些都是多元化

展現的實例；四、在教學方法上，無論是聯

合招生時期抑或是多元入學時期，偏重講述

的教學法皆為主要的講學方式。原因無他，

在龐大的考試壓力，以及家長、校方的關注

下教師不敢有所更張。而在歷史課程的進行

上，無論在聯合招生時期或是多元入學時

期，歷史課程標準中所希望達到的鑑往知來

以及啟發學生思想的目標，似乎並沒有達

成。大部分學生仍然認為歷史是一個聽故事

的學科，且認為歷史只是應付聯考的工具，

顯見此時在考試領導教學的結果下，學科本

身的意義被抹滅，只是考試工具下的一個附

庸而已。 
施曉雯 

（2009） 
史料證

據在高

中歷史

教學中

的應用

──以

「當代

台灣與

世界：

經濟的

成長與

挑戰」

單元教

材教法

為例 

高中

高一

新生 

文獻

分析

法、

經驗

印證

法、

行動

研究

法 

一、教學目標方面，從英、美與大陸近年陸

續修訂的歷史科國家課程標準可看出，透過

史料證據達到神入歷史或用以建構歷史，已

成為 20 世紀先進各國歷史教育發展的新趨

勢。國內的歷史教育改革也掌握了這個主流

趨勢，並且具體呈現在 95 課綱的教學目標

中，教師應講求適當的教材設計，靈活的教

學方法及有效的教學評量，以落實運用思

辨，判斷史料得以作為證據的適當性、自行

根據主題，進行史料蒐集的工作、應用史料，

藉以形成新的問題視野，或屬於自己的歷史

敘述等教學目標；二、教材設計方面，為落

實史料證據的教學目標，教師必須分析教科

書內容，從中找出可進行探討的歷史議題，

最好的情況是能就具有爭議性的問題進行討

論，再者，可透過多媒體教學法於課堂呈現，

使歷史更具體生動。史料選取以學生易讀易

懂，能提高學習興趣為原則，並以多元觀點

來呈現史料；三、教學方法方面，教師應該

充分掌握各種方法，靈活運用。教師應退居

引導角色，讓學生有更多課堂參與機會。多

媒體教學法可提高學習興趣，也可結合各項

史料，有助於歷史圖像的塑造與情意的體

會，達到神入歷史的境界。教學多樣，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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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教學重點。教師在設計以學生本位為中

心的教材教法時，不應摒棄講述教學法，因

為專業知識的講解與知識系統的建構仍必須

透過講述教學法來完成，如此才能在有限的

教學時數中，提高學習效率；四、教學評量

方面，1.學生歷史理解能力有明顯個別差

異，部分學生在建構歷史時，仍習慣用現在

的生活經驗來解釋歷史發展的現象，而多數

學生均能對不合理解釋質疑，顯示學生具有

將歷史事件置於適當時代脈絡中進行歷史解

釋的能力 2.多元評量的重要性及學生對於歷

史廣度和熟練度的提升仍有待加強。 
雷秀萍 

（2011） 
建構主

義教育

思想在

高中歷

史教學

上的實

踐 - 以

「 1960
年代美

國的政

治和社

會」的

單元教

學為例 

高中

二年

級學

生 

文獻

分析

法、

歷史

研究

法、

內容

分析

法、

實驗

研究

法、

問卷

調查

法、

行動

研究

法 

一、教師的專業角色：1.教學信念的改變 2.
教材教法的設計以強調學生起點行為及生活

經驗，並製造認知衝突與情境互動的機會 3.
教學情境的營造 4.教學活動的進行需視學生

表現靈活應用 5.教學技巧的應用 6.理想與現

實的調和，時間與學習人數及借課；二、學

生學習：1.激發學習動機與自我信心 2.增進

表達溝通與合作學習的精神 3.培養神入想像

與生活感知能力 4.啟發歷史思維與知識建構

能立 5.培養主動學習與問題解決能力 6.培養

人本情懷與多元欣賞的胸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對研究的啟示 

  本研究所要探究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乃是以高中歷史教師的課堂教學為探

究的基準，而教師要如何透過個人教學專業將歷史知識重新組織、詮釋並建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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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課堂教學，也有賴教師教學轉化能力的發揮。然而，除了教師個人的教

學專業能力外，與教師教學相關的其他因素也都可能會對教師教學轉化的過程產

生影響，以歷史科教學來觀看，可看到相關因素對教師教學的影響。汪栢年 

（2009）即指出，一堂深入淺出的歷史課，除與教師專業能力有關，也與相關教

育問題密不可分，像是教師的表達能力、高中學生的程度、歷史課授課時數、歷

史教材及測驗評量的內容等都會是影響教師教學的關鍵所在。從該學者及前述文

獻所提出的見解我們將可探出，教師的教學轉化會與上層政策制度—歷史授課時

數，教育現場中的教師教學實際—教師表達能力、專業及教材、評量，以及學生

的學習—學生程度、能力等息息相關，而此處也正與三個教學相關理論互為呼

應，因此以下也再次將三個理論提出討論。 

 

  Goodlad 課程理論所探討的正式課程、知覺課程及運作課程在歷史科的教學

運作上也會有相當不一樣的轉化情形。對於正式課程中所呈顯出的政策、制度到

知覺課程、運作課程中的教師知覺、課堂運作，不難想見教師教學在這過程之間

所需運作及調整因應的情形之複雜。像是歷史科教學時數的外在制度問題，歷史

課的授課時數一直是歷史教師教學上所需要面對的問題，如何在僅限的時間內將

大量的歷史內容或故事脈絡教授給學生，而同時又要能夠符合課綱要求並能夠激

起學生在課堂中的思考及判斷的能力，歷史教師的教學轉化勢必需要在這之中發

揮作用，甚者，如何在僅限時間內讓學生習得歷史內容，懂得歷史解釋、歷史理

解、時序觀念及史料證據等學科概念？教授內容的選擇及其適切性和必要性，什

麼內容對學生而言是重要的、該教授的？這都是需要教師透過轉化的程序來思考

並進行的，如此教師才能突破外在制度的局限，透過個人的專業來過濾知識、轉

化教學並將歷史知識去蕪存菁的教授給學生。而 Shulman 教學理論中所探究的教

師教學推理及行動的步驟，實也與教師的教學表達能力及教學專業能力相關，且

會因著表達能力的良窳及教學專業的充足與否而使教師對教學產生不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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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判斷，教師須透過對該領域知識的認識及教學專業能力的運用來知覺、理解知

識，進而才能經由教學方法的選用來對教學進行詮釋。而歷史的教材內容及測驗

評量等書面資料及考評，也非傳統教學般灌輸學生即可，其是需要透過教師的教

學來進一步轉化的，最後才能教授並回饋知識技能給學生。而歷史脈絡的複雜多

元也使得歷史科教師需具備相當程度的專業能力及隨時吸收、補充資訊的特性，

如此才能使教師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歷史脈絡有深廣度的全面認識及理解，而

後也才能夠透過自身的專業知識及素養來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因果解釋等。另

外，Keddie 理論所論及的課堂知識，在學者脈絡與教師脈絡間，教師也須要不

時的調整其個人的教學並運用不同的轉化技巧來運作教學，以縮減學者脈絡與教

師脈絡間的落差，而透過此理論也讓研究有了另一層的思考，在探討歷史科的教

師教學及探求其轉化過程之餘，也須同時納入教師對知識的理解及思考來據以作

為探究教學轉化的基礎依據，以使研究能夠進一步釐清轉化的概念並對教師進行

教學轉化的歷程有較深入的理解。 

 

  從此三個理論可以探出，無論是歷史科教學或是他科教學，教師的教學是需

要置放在大的社會環境下運作的，因此，政策、制度上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而

學生的多元背景及良窳不齊的學習程度也會是課堂教學時需要考量的情況，因

此，教師唯一可以做改變的會是個人的教學，而教師在教學上的轉化也會是教師

教學自主發揮的空間，透過教學轉化的歷程來掌握教學的進行及運作相當程度的

教學調整，這樣的教學才會更適切、更符合教育脈絡的運作，而這也可使得教師

在整個制度規範下另闢出一條屬於自己教學發展和教學創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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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為使研究的進行更臻整全，研究者乃透過下列的研究實施方法及設計過程來

進行說明，以期使研究能夠獲得更為精確、縝密的研究資料，並能進一步回應研

究的目的及探求到實際的教學轉化脈絡。因此，在章節的編排上，第一節是研究

方法的選用及研究架構的提出；第二節是研究場域的介紹；第三節是個案教師的

選取考量及介紹；第四節是資料蒐集與分析；第五節是研究的信實度檢視；第六

節則是研究倫理的說明。 

 

第一節 個案研究 

  本研究乃是在探究實際現場中教師的教學詮釋歷程，因此，需透過研究的過

程來檢視及探求教師進行教學思考及教學行動的過程及意義，而研究也透過個案

研究的研究方法來協助研究進行多元資料的蒐集及分析，並進一步從中觀看及理

解教師的教學脈絡和意義。以下乃針對研究方法的選用及研究架構來進行說明： 

 

壹、個案研究方法 

  個案（case）乃是指時空脈絡下的個體、場域、事件、行動及問題等，且

個案研究的意義係指在處理現象與情境脈絡間的複雜交互作用關係，重視情境脈

絡的發現而非驗證，因而，也透過運用多元的方法來協助蒐集完整的資料，並針

對個案做出深入詳實的描述、詮釋和分析（潘慧玲主編，2003）。而本研究因考

量研究所要探究及觀察的教師教學歷程係為一情境脈絡底下的複雜現象，若要進

一步於教師的教學中探求到教師的教學形塑歷程及轉化的行動意義，實有必要透

過多元的資料蒐集方式來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並透過資料的彙整及梳理來理清

教師的動態教學脈絡及詮釋行動，進而針對個案來進行詳實且深入的描述和分

析。因此，本研究乃因個案研究能深入情境脈絡探討個案的特性與本研究探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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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轉化的目的較為相符，且可透過多元的資料蒐集方法來深入教師的教室教

學及瞭解教師的教學思考及詮釋過程，因而採用個案研究來做為研究進行教師教

學轉化歷程探究的研究方法，並透過該研究方法的使用來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的

剖析及理解。 

 

貳、研究架構 

  Yin（1994／2001）指出，於個案資料蒐集前先發展理論是實施個案研究的

重要步驟，其認為理論的輔助可以協助研究者決定蒐集那些資料及以什麼策略來

進行研究資料的分析。而本研究乃根據三個教學相關理論來進行教師教學轉化歷

程的探究，分別是 Goodlad 的課程理論、Shulman 的教師教學推理模式和 Keddie

的課堂知識此三個理論，並透過理論的啟示及輔助來進一步著手研究資料的蒐集

及分析。而三個理論的學者，理論與理論間雖各有其對教學的看法，卻也有相互

重疊、互為彌足的教學概念。其中，Goodlad 的課程理論提到了課程層次的運作

面，該理論所談到的理想課程和正式課程乃是較屬於政策及制度理念運作的層

級，而其雖談及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及經驗課程與教師教學相關的課程概念，然

其所談及的教師教學運作較偏向於課程層次的運作，而未能以教師教學實務面來

進行探究，因此，僅以該理論所論及的政策制度等大環境因素面及與教師教學相

關的論點來做為研究思考及討論的依據；而 Keddie 所論及的課堂知識概念，乃

是討論教師如何看待知識，而做出教學選擇和考量的過程，研究因思及此也會是

左右教師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透過教師對知識的思考進程將有助於研究的反思

與啟發，因此，有必要於探討教師的教學轉化概念及歷程時將此兩個理論論點同

時納入研究中來做為研究的思考脈絡。而其中，以 Shulman 所欲探究的教學理論

與本研究所要探究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最為貼近，不僅同是在探求教室層級的教

師教學實際外，其所提出的教學知識基礎與教學步驟也是教師教學時做出教學選

擇、決定及詮釋的關鍵教學運作過程，因此，為能深入探究教師教學時所形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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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歷程及其轉化意義，研究係以 Shulman 的理論做為本研究分析資料的主要參

考理論，並輔以 Goodlad 及 Keddie 的理論脈絡，來協助研究者進一步思索教師

教學轉化的意義及歷程。 

 

  而教師在整個大環境的教育脈絡下進行教學轉化時，除需同時納入課程政策

相關的教育政策、制度議題外，也須將學生特性、程度與能力等背景納入教學考

量，最後，教師仍須融入個人的教育目的及教學信念、經驗、教學方法等的教學

思考過程，始能架構出教師的教學並轉化運作至個人的教學歷程。然而，教師在

教學時對於個人知覺課程、教學內容、理解課程政策、制度及瞭解學生特性等因

素的多寡，也會間接地影響到教師詮釋及實踐教學轉化的情形，因而，乃以

Shulman 的理論作為研究的啟示，透過該學者所提出的教學知識基礎及教學步驟

來協助研究探看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並以提出教師教學轉化的研究架構圖（參

見圖 3-1），以協助研究對教師教學有更清楚的架構和釐清。 

 

 

圖 3-1 教師教學轉化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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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是以 Shulman 的七大知識基礎及其教學六大步驟來做為

啟示研究觀看教師教學的基本架構，而其中研究乃透過該理論的七大知識基礎來

協助建立對教師教學知識的基本認知及作為進一步分析教師教學的依據，並採以

教學六步驟中的理解、轉化及教學此三大教學步驟來輔助研究理解及探究教師的

教學轉化歷程，進而以透過該理論中轉化步驟所指出的四個轉化概念，準備、陳

述表示、選擇及依學生特性採用等概念來協助研究觀看及剖析教師教學時所進行

的判斷、選擇及詮釋等教學轉化歷程。 

 

 

第二節 研究場域 

  本節乃針對研究所選取的學校及其所屬的社區場域加以描述及說明，並期許

透過該場域的地區特性來協助研究進一步探看教師的教學脈絡；而學校中不同班

級場域所透露出的班級氣氛及學生特性應也會是影響教師教學思考、運作轉化行

動的潛在因素，因此研究場域除介紹學校與社區的特性外，也將納入研究過程中

所參與的兩位教師的教學班級來進行班級氛圍及學生特性的描繪，進而以協助研

究對於教師的教學思考及教學運作有更全面的理解。 

 

壹、學校場域與社區脈絡 

  個案教師所屬的學校地區因一年四季常為陰雨氣候且綿雨不斷，再加上該校

早期原為初級中學，後期改制為完全中學，而近年來更升格為綜合中學，因而將

之化名為綿綿綜中。學校也隨著歷年的改制而兼具了完中及綜中的特性，校內不

僅設有國高中部，也同時兼有高中高職的綜合高中特色，因此，教師的課堂教學

也就可能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以及學生對於高中職學程的選擇；而在不同學程的

課堂教室中，教師於教學時也就須要更加地重視班上學生的背景及程度，才能夠

透過適切的評估來據以調整、安排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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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綿綜中所處學區昔日是為勞力生產的產業區，附近居民多為中低收入戶、

社經背景普遍不高，再加上地處偏遠地理位置，交通不便，學校與社區也因而較

為緊密。而因學校與社區的鏈結，學校教師與社區居民的互動也就較一般都市學

校來的不同，由於社區家長社經背景普遍不高，大部分的社區家長因而可能普遍

傾向於尊重教師的教學專業並對教師的教學感到信任，因此，也讓教師擁有了更

為多元發展的教學空間。而因社區家長社經地位及其教育理念的認知，社區家長

多認為習得一技之長更甚於讀書，且該校高中職門檻較高，因此，孩子多至鄰近

高職或外縣市就讀為多，且高中學生及教師也多從外縣市而來。此處，也可看出

該校高中學生除少數為在地社區本地生外，多為外縣市跨區就讀的學生，因而高

中部學生的來源及背景也顯得更為多元，而教師在如此多元背景的學生脈絡下來

進行教學，可能也需要有更多教學選擇及判斷的部分，如此教師才能思考架構出

較適切的教學以因應學生背景及特性的多元，就此，教師的教學轉化也將有所影

響而趨於更為複雜的運作歷程。 

 

貳、班級場域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因受班級氛圍及學生特性所影響，而可能使教師對學生及

該班級產生不同的理解與認知，進而做出不同的教學闡釋，因此，研究乃針對兩

位歷史教師所任教的班級做一概要的特性描述，以幫助研究描繪出較為整全的教

師課堂教學脈絡。研究所觀察的教師任教班級分別是，阿哲老師任教的高一班

級，一年 B 班；及小樂老師所任教的高二及高三班級，分別是二年 B 班及三年

B 班，以下乃就老師所任教的個別班級來進行概要的班級描述和討論。 

 

一、阿哲老師的任教班級 

  阿哲老師所任教的班級為一年 B 班，學生皆是國中初進高中的高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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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中部學生多是外縣市跨區到該校就讀的學生，因此，學生與學生之間以及

學生與教師之間都是較為陌生的，而學期初學生也多是較為安靜，且較缺少同儕

和師生互動的，因而，教學過程中主要會是教師在主導教學的進行，而學生則是

被動地配合著課堂的問答和引導。然而，幾堂課程之後，學生與學生及學生與教

師間變得較為熟絡，而班級氣氛也有所轉變，除了教師的課堂問答及引導外，也

較能聽到學生反問及回答的聲音。然而，並非所有學生皆能跟上老師的教學方式

及步調，尤以初上高中的學生而言，高中與國中的課程內容落差及教師較少使用

教科書的教學方式，以至於學生無法銜接上高中的課程內容、跟上教師的教學步

調，進而也可以在課堂中看到部分學生無法專注於課堂教學的現象，甚至，學期

中後期，班上學生的學習氣氛是較為躁動的，而教師於教學過程中也就有需要對

於班級經營及管理來做出回應和改善，進而調整個人教學的運作。 

 

二、小樂老師的任教班級 

  小樂老師的任教班級分別是二年 B 班及三年 B 班的高二及高三班級，因此，

研究首先將針對高二班級的特性及氛圍做一描述後，再針對高三班級來進行描述

和敘寫，進而透過兩個班級的特性及氛圍呈現來對教師的教學有更清楚的認識和

理解。 

 

  高二班級學生，原高一歷史課乃是由阿哲老師任教，高二之後轉由小樂老師

接任授課，歷經兩位不同的教師及教學，因此，學生的學習經驗也是相當不同的。

但因小樂老師活潑的個人特質，學期初的班級教學氣氛似乎是較為歡樂的，而老

師也因身兼該班級副導師的關係，因而教學中也常能見到教師與同學的班級互

動，而學生的整體班級氛圍則是顯得較為活潑，甚至是躁動的。 

 

  而高三班級的學生，因已接近大考時程，而致使班級考試氣氛濃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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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班的歷史課程多是在做考卷檢討及課程的複習，而上課內容也多是選修及專題

教授的部分。就此，老師於教學中，也更常是透過表格及事件脈絡的統整來協助

同學進行考前的複習及準備，甚至，也藉由考題的講解來幫助學生複習過往的知

識概念。班級整體氣氛是較為安靜的，而老師的教學雖然多是統整復習，但是老

師的個人教學特質仍是可見的，因此，班級學習氣氛雖可見考試的嚴肅氛圍卻仍

是相當愉悅的。 

 

 

第三節 個案教師的選取與介紹 

  此節係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關係建立的因由及過程來做初步的說明，進而針

對研究對象選取的考量因素及背景條件來做分析，最後，再以研究對象的學經歷

背景及個人的教學特質做一概要描述及交代，以使研究對於研究對象的背景脈絡

有較清晰的瞭解。 

 

壹、個案教師的選取與考量 

  研究者因參與研究專案的關係而得與個案學校及其教師有所接觸，其中，更

透過參與研究的過程而得以與研究對象建立起研究關係。因此，考量研究者對於

研究場域的熟悉度以及研究過程中皆全程參與教師課堂教學，及教師教學過程中

引起研究者對於教師教學探究的研究興趣和意識的多方衡量下，本研究的研究對

象設定為專案中一所學校的高中歷史科教師，而該校因僅有兩位歷史科教師，故

本研究也僅以此兩名歷史科教師作為研究的對象，並透過相關研究資料的蒐集與

分析來進一步探析兩位教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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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教師分別是小樂 6（化名）老師及阿哲 7（化名）老師。小樂老師教學

年資約為四年，本身為歷史系專長，且曾修習教育學程，大學畢業後即投入教職，

而先前更曾任教於私立學校一年後，才轉至目前的學校任教，在校擔任高中歷史

科教師及高中副導師等職務；而另名教師，阿哲老師，教學年資約為十二年左右，

大學及研究所時皆為歷史系專長，也曾修習過教育學程，於研究所畢業後隨即進

入目前的學校任教，已於目前的學校任職服務達十年餘的時間，在該校擔任高中

歷史科教師及國中導師，也曾擔任學校行政事務的相關職務。以此兩名高中歷史

科教師做為本研究的研究探究對象，其考量除為研究資料取得的完整性外，兩位

教師的基本學經歷背景以及其教學信念與教學詮釋上的殊異也是本研究在選取

研究對象時的考量重點。研究對象選取考量如下： 

 

一、 具備教育學程基本教學知識及學理訓練背景。 

二、 為歷史系教學專業背景畢業。 

三、 兩位教師的教學信念及其教學詮釋上的殊異。 

 

  首先，兩位教師的學經歷背景皆須是受過相當的教學規範及課程訓練的，而

此兩位教師正都修習過教育學程的基本學理及做過相當的教學訓練因而充分的

具備了此一背景條件；再者，兩位教師的學習背景皆是為歷史科專長畢業，因此，

在教師個人教學專業方面也是無庸置疑的，就此，以兩位教師的課堂教學來進行

教學轉化的觀察及探究將是可行的。然而，因衡量兩位教師個人背景經驗及教學

信念的不同會使其在進行教學判斷與選擇上有所不同，並使其產生不同的教學詮

釋方法來傳遞教學的內容，如阿哲老師於歷史研究所時的知識認知及歷史學習方

法的求學經驗，使得老師的教學是較注重學生思考、理解，及選擇培養學生進行

                                                       
6 該名女性歷史科教師化名為小樂，乃是因為該教師開朗樂觀的個性及其個人常於班級中營造

快樂的教學與學習氣氛而來。 
7 該名男性歷史教師化名為阿哲，乃是因為研究者認為該教師有著哲學家般的學養，知識涵養

豐富且教學上常以不同角度思考、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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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教學方法來詮釋教學的；而小樂老師則受大學時期教師認為讓學生開心學

習、以學生興趣為重的教學觀念影響，及其個人於私校的教學經驗強化，而使得

老師是選擇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教學方法來詮釋教學的。因而，考量兩位教師

背景經驗及其教學信念的不同會使其運作出不同的教學歷程，此對研究所欲探究

的教學轉化歷程會有著不同的意義，因此，乃透過兩位教師的學經歷背景及個人

教學信念上的異同脈絡來進行討論，並透過兩位教師的教學詮釋歷程來進一步捕

捉教學轉化的意義，而透過兩位教師課堂教學觀察與訪談資料的蒐集、統整及分

析，也有助研究對於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歷程有更深入的挖掘和理解。 

 

貳、教師簡介 

一、阿哲老師 

  阿哲老師於學校任教已有十餘年，教學及行政經驗皆頗為豐富。因為喜歡 

歷史，老師大學時期即為歷史系本科系出身，而求學生涯更是一路唸到了歷史研

究所，然而，研究所時也因修習了教育學程，而使得老師最終踏上了教職這一條

路。初到老師任教班級觀課時，以研究者的角色踏入教室，對於揮別已久的高中

歷史課程感到有些陌生，但又抱持著些許期待，高中歷史課的記憶也慢慢在教室

觀察期間回來了。然而，卻也意識到自身研究者的身分，是否會干擾到老師的教

學以及學生的學習，所幸在幾次的課堂觀課以及和老師、學生的課後閒聊後，漸

漸地發覺老師、學生們對我們的到來已較為習慣，因而覺得自己彷彿也成了班上

的一份子。 

 

  進到老師的任教班上觀課雖僅有一學期的時間，然而，一個禮拜一天的觀

課，卻也是收穫頗多。而老師的教學，在初次觀課及後續的課程中皆讓人感到印

象深刻，似乎也和以往經驗過的歷史課程相當不同，但這應該也是老師的魅力所

在。初見老師，覺得老師是位嚴謹細心、學術涵養豐富的人，而處事上也總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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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角度、方向來進行思考，以宏觀的角度來談論事件的多元面向，因而認為

這也許是歷史教師的特有思考路徑，但這樣的特質在老師的身上又更加的顯見，

在觀課之後，又更加察覺到這樣的特質，老師的個人特質融入了歷史的教學之

中，而這樣的特質似乎也對老師的教學帶來了影響。這樣的個人特質，讓我回想

到老師曾經提及的「學術人格」的個人言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就是說在高中

裡面，可能、其實在國中可能也很多甚至更常見、也是很多老師他就是、教課本，

哦、教你怎麼背、教你怎麼樣去解題、教你怎麼樣取高分、哦，然後所謂的教書

匠、哦，那、嗯、然後對於、嗯…我們歷史課本裡面，為什麼要討論這些主題，

然後他的關懷、他的理想、他的偏見、他的性質，你從來沒有感覺，更不要提到

所謂的贊成或反對，那這其實是你自己整個人的，好，這可能是我個人的特殊用

語，你的學術人格、你的學術性向。（訪 C0110128，p5）」，老師認為普遍教師都

應具有個人教學的關懷取向，也就是學術性向，是以歷史系特有的思考方式、關

懷焦點等特點來看待個人的教學，而在老師的教學上此點也是充分可見的。老師

的歷史教學即是讓學生在聽歷史故事的同時也需要不斷的思考，從不同角度來觀

看歷史事件的發生脈絡，理解、推論事件的前後因果。當然，並非歷史系出身且

對歷史並無深入研究的我，對於初次進到老師的課堂觀課，深深覺得自己的不

足，僅能以教育的角度來觀看整個教學的進行。因此，爾後也藉著歷史教學相關

文獻的閱讀，歷史教育目的、目標以及核心能力等概念的瞭解，來使自身對歷史

教學有一個較為清晰的理解。 

 

  而歷經一學期的觀課，也在課堂中觀察到了學生整學期的教學互動氛圍，學

期初，課堂上的學生們可能因初上高中的關係，起初彼此間似乎相當陌生，班上

上課氣氛也較為安靜，漸漸地，待幾週過後，班上氛圍較為熟絡後，可能也是較

適應老師的教學方式的關係，上課的氣氛愈見融洽，而同學們與老師的互動也漸

多，但似乎卻也可略見同學們躁動的情緒。學期下來，其中的幾門課也讓我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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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深刻，而老師的課堂教學樣貌、個人的教學風格在這幾堂課程之中更是讓人

有所感悟、印象深刻，因此，後續章節也將透過教師課堂教學觀察的敘寫描繪來

再現老師的課堂教學樣貌，並進一步進行研究的分析及討論。 

 

二、小樂老師 

  小樂老師進入該校任教已有四年左右的時間，在此之前也曾於他所私立學校

擔任過教職。老師大學時就讀歷史系，也曾修習過教育學程，而大學畢業後更順

利的考取教職進入了教育場域。目前的學校為老師的第二所任教學校，待過私立

學校的老師，認為目前所在學校的學生如同天使一般，因此，老師的教學方法及

個人信念、態度可能也與在先前學校任教時有所不同。 

 

  學期初到老師課堂上進行第一堂課的教室觀察，被老師活潑爽朗的個性及生

動有趣的表情動作所吸引著，而班上的同學也受到老師個人特質所感染，整個上

課氛圍因此而活絡了起來。老師活潑的個人特質在其教學上也產生了不一樣的火

花，對其教學因而注入了另一股活力。老師的教學有其固定的步調，曾說過「學

生喜歡歷史課、願意去念」最為重要的這一番話， 

 

對他們而言都有一種存在，歷史好無聊，歷史就是背課，歷史一打開，對歷

史沒興趣的，他們覺得說好煩，可能他們國中的時候，想說老師跟他講說，

你歷史把他背一背就好，可是我跟他講，你高中你背一背你也沒有用，你還

是不會寫，可是我覺得那他，喜歡歷史這個課是最重要，讓他們願意去念，

是最重要的。你只要打開課本不是那麼討厭就好了，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說你，願意去念這一科。（訪 T0110107，p20）」 

 

  從老師的談話中可以看出老師相當注重學生開心學習的這一部份，由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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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所抱持的信念及態度，因而老師的教學也將納入學生的視角來進行規劃及

思考，就此，老師的教學也就衍生出其所特有的教學方法及步調。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壹、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所要探究的面向乃是教師教學轉化的歷程及教師課堂運作的實際情

形與現象，因而，在資料蒐集的方法選擇上會是以能夠蒐集到教師課堂教學完整

資料以及能夠探究、分析教師行教學轉化的情形與現象的方法，然而，因資料蒐

集方式的選取與使用會對整個研究的結果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實有必要慎選

其方法。而潘中道、胡龍騰（2010）也曾在其書中指出了質性研究的研究目的，

認為質性研究是在描述一個情境、現象、問題或是事件的方法，其研究分析主要

是在瞭解情境、現象或問題的變化，因此，本研究乃採以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方

法來進行探究，除較為符合研究的目的及教育脈絡的運作外，也期使能夠透過資

料的呈現來進一步探求到教學現場教師的實際教學運作情形及轉化實踐的教學

現象。而本研究在資料蒐集的方式上，也以參與觀察、深入訪談及文件分析等三

種方式來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和探析，以期能夠取得個案教師較為完整的第一手

教學資料，以下即針對此三種資料蒐集方式做出進一步的具體說明： 

 

一、參與觀察 

  因研究主題係以教師教學轉化作為本研究的探究面向，故有必要進入教師的

課堂教室進行觀察，並以教室觀察表 8及錄音筆等工具來記錄教師的課堂教學行

動及講授內容，進而透過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來進行資料的解讀與分析。而本研究

                                                       
8 研究者所採用的教室觀察表，是為方便研究者對教師課堂教學活動的完整紀錄所設計，教室觀

察記錄表格請參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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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採用非參與式的觀察，以不涉入課堂實際教學活動的第三者角色定位來從旁

進行研究的觀察及教學現場第一手資料的蒐集，以期能透過客觀的觀察來詳實記

錄下教師的教學行動和運作歷程。 

 

二、深入訪談 

  為使研究結果更貼近於教師教學實際面，本研究也以訪談的方式與教師進行

深度訪談，以從中瞭解教師的個人學經歷背景、教學思考過程以及教師個人的教

學理念等，而訪談過程中也是以錄音方式來進行記錄，並透過逐字稿的謄寫來確

保資料的完整性及資料分析的正確性。甚者，訪談大綱 9雖已事先大致擬定，但

訪談時研究者仍可視與研究對象的訪談情形來進行調整及延伸，一方面可緩和訪

談時的氣氛，一方面也可協助研究者獲得受訪者較為深入及確切的回答，故本研

究的訪談形式乃採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來進行。 

 

三、文件分析 

  教學文件檔案的分析，主要會是教師的課堂講義、作業、教學補充資料、測

驗卷及其他教學相關文本資料的蒐集，教師教學文件檔案的蒐集主要乃是在使研

究者能夠對於教師的教學方法及教學思考脈絡有較為清晰的理解，教師如何進行

教學選擇、判斷和形塑、詮釋教學內容的知識，透過文件資料的參考及進一步的

思考分析將可有助於研究從中探得教師教學歷程中的蛛絲馬跡和脈絡。 

 

貳、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是以教室觀察、深入訪談及教學相關文件的資料蒐集來進行研究資料

的整理及分析，在資料的彙整上，本研究乃以編號的方式來將訪談逐字稿、課堂

逐字稿及教室觀察表進行類目的編碼；而在資料分析的部分，則會是以教室觀察

                                                       
9 訪談題目為研究者依研究架構圖及研究目的所擬定，請參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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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課堂記錄、訪談逐字稿和教學文件等資料作為本研究主要的資料檢核及分析

依據，並進一步並透過觀察、訪談及文件資料來進行三角檢證，以從中解讀、分

析資料，深入探究教師教學轉化的實質歷程和意義。 

 

一、資料整理 

  研究資料的整理上，會是以編號的方式來進行資料的彙整和初步整理，研究

的編號方式乃是依教室觀察表、訪談逐字稿及課堂逐字稿等三種資料來進行編

號。而研究因考量到個別教師及班級特性可能對教師教學產生的不同影響效用，

因而在資料的編號上也納入教師及班級的部分，而編號方式的整理形式則說明如

下，如「觀 C1B0100910」，即表示 C 教師 1 年 B 班 2010 年 9 月 10 日 的教室觀

察表，而「訪 C0110128，頁 12」，則表示 2011 年 1 月 28 日 的 C 教師訪談第十

二頁，以此類推，「課 C1B0100924」，即是 C 教師 1B 班 2011 年 9 月 24 日 的課

堂教學。而在教師訪談逐字稿的部分，因考量到資料引用的信實度，而將頁數編

列於編號之後，以下，表 3-1 即為研究資料的編號表，透過資料的彙整與編號也

有助於研究資料的分析及討論。 

 

表 3-1 研究資料編號表 

資料類型 資料編號 編號說明 

教室觀察表 

觀 C1B0100910 C 教師 1B 班 2010 年 9 月

10 日 教室觀察 
觀 T2B0100924 T 教師 2B 班 2010 年 9 月

24 日 教室觀察 
觀 T3B0100924 T 教師 3B 班 2010 年 9 月

24 日 教室觀察 

課堂逐字稿 

課 C1B0100924 C 教師 1B 班 2010 年 9 月

24 日 課堂教學 
課 T2B0100910 T 教師 2B 班 2010 年 9 月

10 日 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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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二、資料分析 

  在資料分析上，研究者乃藉由研究中所蒐集及彙整的資料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和剖析，其中包含了深入訪談、參與觀察及教學文件分析等資料蒐集方式所獲得

的第一手資料，資料部分會是錄音檔、教室觀察表、逐字稿及文件檔案的部分，

而研究者也在透過資料的彙整過程中來逐步理出研究的分析脈絡，研究資料的具

體分析方式如下： 

 

（一）研究資料的來回省視與參看 

  在資料的彙整及編號後，研究者乃依教室觀察表、課堂逐字稿及訪談逐字稿

等大量資料來進行全面的閱讀，並透過錄音檔的聆聽及資料的反覆審視來重現教

師的教學現場。而在研究資料的閱讀過程中，研究者也逐步建立出較為完整的教

師教學脈絡，且在資料的閱讀及相互參看的過程中也得以進一步的反思教師的教

學行動和意義。 

 

（二）主題脈絡的提出與編碼 

  在初步閱讀完所有相關研究資料後，研究者乃根據資料來進行教師教學的脈

絡思考和理解，並透過研究者的思考過程來重建教師的教學歷程及其教學行動的

要義。而研究者也在思考及解讀資料的進程中，透過主題脈絡的思維來將研究資

料所帶出的主題概念進行提出，進而依據主題架構的提出來進行研究資料的初步

課 T3B0100910 T 教師 3B 班 2010 年 9 月

10 日 課堂教學 

訪談逐字稿 

訪 C0110128，頁 12 2011 年 1 月 28 日 
C 教師訪談，頁數 12 

訪 T0110107，頁 6 2011 年 1 月 7 日 
T 教師訪談，頁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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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性編碼，是以賦予研究資料較為清晰的主體架構和意義。 

 

（三）主題架構與資料意義的再思 

  在主題架構的提出後，研究者也將資料再行閱讀及反思，並藉由研究者於研

究資料反覆閱讀中的個人註記和省思來對研究脈絡及主題進行檢視，最後，根據

所提出的主題架構來與文本資料的教師教學思考和教學行動進行審視及意義的

釐清，以使研究者能於資料的閱讀及主題脈絡的思考過程中，再次確認主題架構

與資料意義。 

 

（四）建立架構脈絡與經驗意義 

  整個資料的閱讀及檢視過程是重複在進行的，而研究者也透過將主題架構放

回原情境脈絡省視及參看的過程，來進行資料的反覆解讀及主題架構與脈絡意義

的檢視和調整。因而，研究者得以透過反覆檢視的過程，將主題架構合併、拉提

出更大的意義單元或是重新解讀與拆解主題架構的建構方式，來重新修正及確認

研究脈絡的主題架構，進而得以透過謹慎的資料審視過程來建構出研究的經驗意

義和脈絡。 

 

 

第五節 研究信實度 

  研究信實度的建立乃在使研究事實能夠確立，透過資料的檢核與省視，以使

研究的結果更貼近於真實情境及事件本質，而本研究乃是觀察教學現場教師教學

行動及歷程的探究，是為探看及挖掘教師教學現況及實際教學運作現象的研究，

因而，有必要完整呈現出資料的真實性及正確性。究此，研究者乃透過潘慧玲

（2003）社會科學流變典範中所提出的信實度建立辦法 10中的幾點作法，來針對

                                                       
10 潘慧玲（2003）所提出的信實度建立辦法共有八項作法，然建立研究信實度則須至少採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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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過程及研究者的角色加以檢視及省思，進而，以建立本研究的研究信實度。 

 

壹、澄清研究者的背景與立場 

  研究者做為研究的觀看及紀錄人員，是否能夠真實客觀的呈現研究現象，是

須要研究者進一步自我檢視及省思的，而以下研究者也將針對個人的背景及研究

的立場進行提出，以幫助研究探察到較為貼近教師教學實際的教學現象。研究者

本身非屬歷史系專科背景畢業，因此，當在教室中進行歷史科教師教學的觀看

時，可能會因本身較卻乏歷史專業的學養而無法從歷史教學的視角切入教師的教

學，然而，因思及本研究乃在探求普遍教師的教學現象，而非侷限於歷史教學，

因而研究者乃採以普遍的教學學理及個人對教學的看法、理解來進行教師教學的

觀察與記錄，而在解讀教師教學的視野上也會是以教育及教學理解的視角做出

發。其次，因觀察的對象及教學行動仍是以歷史教學為主體，因而研究者也詳加

閱讀歷史教學的相關文獻來增加研究者的學理及基礎概念，以使研究者對於歷史

教學的學科知識及背景沿革有較基本的認識和理解。而研究者於研究中也謹記以

客觀的角度來觀看及記錄教師的教學歷程，並於不斷的反思過程中來解讀教師的

教學，進而期使研究信實較為確切、研究結果較符於教學現場的實際現況。 

 

貳、長期進駐田野 

  研究者進入個案教師的學校進行田野觀察的時間為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的

1 月，是以長達一學期的教室教學觀察。而透過研究的田野進駐，研究者除觀看

到教師的實際課室教學樣貌及獲得教學相關資料外，也於研究過程中與研究對象

建立起相當的研究關係。教室觀察期間，研究者不僅對於教師的教學及個人特質

有較深入及完整的瞭解，也在與教師的談話之間對於教師的教學思考及想法有更

                                                                                                                                                           
中兩種做法，始能建立研究的信實度，此八項作法分別是：（1）澄清研究者之背景與立場、（2）

長期進駐田野、（3）使用三角檢證、（4）運用參與者檢核、（5）採用同儕檢視、（6）進行厚

實敘寫、（7）從事反例個案分析、（8）使用外部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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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因而，在研究資料的解讀上也會是較為全面且清晰的。 

 

參、資料的三角檢證 

  本研究乃在探究教師教學轉化的行動及歷程，因而在研究的探討焦點上會是

以教師的教學為主，且為使研究能夠真實呈現出教師的教學樣貌，研究者乃透過

深入訪談、參與觀察及文件分析等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來進行教師教學資料的蒐

集，進而能夠透過不同資料的參看和分析來剖析及討論教師的教學，以忠實呈現

教師的教學歷程及洞見教師教學行動的意義。 

 

肆、同儕團體的檢視 

  研究過程及寫作的進程中，研究者也在論文討論會議 11中將自己的論文寫作

及問題提出，並藉由同儕團體及指導教師的來回審視與意見交流來協助研究者進

一步檢視及思考個人的研究，而在與同儕及教師的討論過程中，研究者也得以針

對研究方法、寫作問題及內容調架構來逐步聚焦及修正、釐清個人的研究盲點，

進而得以跳脫個人框架來呈現一個較為忠實客觀的研究。 

 

 

第六節 研究倫理 

  根據牛津大辭典指出，倫理一詞（ethics）所指涉的是控制或影響個人行為

的道德準則，或是一套道德原則、行為規範的系統，若是以研究倫理而言，則是

指涵蓋了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甚至是機構單位的相關倫理議題。而本研究因涉

及了教師個人的課堂教學及學生學習的部分，係屬於教師課堂教學隱私的議題，

因此，研究者乃需謹遵研究相關的倫理議題，來確保研究資料的保密及教師、學

                                                       
11 論文討論會議為指導教授所開設的論文討論團體，是以藉由同儕間的論文審視及想法激盪，

來幫助同學進行論文的檢視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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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權益保障，究此，研究者乃提出下列幾項具體作為來確保研究的倫理： 

 

壹、知情的同意 

  進行研究的觀看及資料蒐集之前，研究者乃先行獲得學校守門人及研究對象

的同意，並與之述說研究的目的及用意，進而在研究解說的過程中取得守門人和

教師的同意與認可，且於進班來進行教室觀察時，向學生進行自我介紹及說明來

意、目的，進而獲得學生於教學觀察進程中的協助及增進學生的認同。在守門人、

教師及學生的知情及同意後，研究者也得以於研究進程中透過教師及學生的協助

來順利蒐集到研究資料。 

 

貳、匿名的保護 

  而本研究因涉及到教師個人教學專業及學生學習權益的部分，係屬於個人私

領域的倫理議題部分，因而更需做好研究對象及場域匿名的相關保護動作，才可

使研究參與者更安心於研究的參與及進行，更認同於研究的行動及過程，進而以

使研究者的研究過程更加順利，而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權益也才能獲得雙向的

保障，進而達成研究上的倫理保護及權益鞏固。 

 

參、資料的雙向確認 

  進入班級進行觀察告一段落後，研究者也將學期所記錄的教室觀察表進行了

整理及彙整，並將整理後的教室觀察表件分別寄送予參與研究的兩位教師，請兩

位老師進行研究資料的再確認，而後，也因老師對於教室觀察表摘記有所疑慮，

而提供了教室觀察的錄音檔供老師進行確認的動作。因此，在研究者與研究參與

者的雙向資料確認下，也期使研究能夠忠實描述、呈現兩位教師的教學，並同時

保障兩位教師的教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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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的互惠 

  研究完成之後，研究者也會提供研究結果予參與研究的兩位教師作為教學上

的參考，並希望能夠透過研究結果的呈現來提供教師相關教學建議，進而以裨益

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及更進一步的維持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平等互惠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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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阿哲老師的教學轉化 

  本研究乃透過教師課堂教學的觀察資料以及與教師深入訪談所得的訪談資

料，來進行教師課室教學的描述性敘說，並透過 Shulman 理論所論及的教學六步

驟中的轉化概念，準備、陳述表示、選擇和依學生特性採用等四面向，來針對教

師的教學轉化運作及其轉化形塑歷程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討論。而教師如何進行教

學的轉化，教學歷程中教師如何取捨、如何思考、如何詮釋，以至於對教師接下

來的教學運作產生作用及影響，此也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部分，因此，以下也透

過研究進程中所蒐集到的教學資料來對老師的教學形塑過程加以重建，並進一步

的描繪出老師的課室教學樣貌及探求教學的轉化歷程和意義。 

 

第一節 教學準備 

  準備的轉化階段是教學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歷程，此乃是教師理解及形塑個人

教學歷程的初始，從阿哲老師的教學中則可透過其對於教學的構思及對於有限教

學時數的教學思考，來觀看及探究老師進行教學轉化的歷程。 

 

壹、教學構思過程 

  教師的教學過程中，以教學的構思階段最為重要，教師對於教學的構思也會

是影響及開啟後續教學的起始關鍵，而教學的雛型架構更是在此階段生成。然

而，教師如何進行教學構思與教師的教學思考及個人的知識背景有所關聯，甚

至，也與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對於文本準備、教學方法的陳述表示、教學方法及

策略的選擇和依學生特性採用等面向的轉化思維和運作有相當大的關聯，因此，

以下乃針對阿哲老師的教學構思過程進行闡述，並藉由轉化的概念來深入理解老

師的個人教學運作及探討轉化的深層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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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出來的課？ 

  一門課程建立的關鍵在於教師如何備課或構思教學，也就是教師在知覺、理

解課堂知識到實際運作教學之間的這一個過程，有了初步的構思後，教師也才能

建立初步的教學架構，此時教學才算是大致抵定，進而針對所要教授的核心概念

及主題有所聚焦。因而，教師教學前的構思、準備皆在幫助教師對於所要教授的

內容有更清楚的釐清或是更適切的安排，而後，教師也才能夠透過與自我的對話

及教學運作中的推理、思考過程來逐步建構出個人的課堂教學。然而，因每位教

師的成長及求學背景經驗的不同會造就教師在教學信念上所產生的差距，使得教

師架構教學的方式有了差異，進而使得教師在進行教學轉化時對於教學的準備、

教學方法和策略的選擇，以及對於學生的瞭解及認知有所不同，而導致教師在教

學詮釋的過程及最後產出的課程有了更大的殊異。如有的教師習慣透過教材文本

或是教學資料來忠實呈現教學的內容；有的教師則是會透過不同文本的整理來呈

現個人的教學；而有的教師則是會在多年的教書經驗後，透過個人的教學經驗及

專業來將教學內容的知識內化成個人的教學知識，並運用個人對教學方法或策略

的選擇來呈現個人的課堂教學。因此，不同的教師會根據個人的經驗及思維判斷

來呈現教學，而不同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也會因為教師對於文本的準備、教學方

法、策略的陳述選擇及個人對學生的瞭解、關注而有不同。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阿哲老師，對於課前的準備、規劃也有著個人的一套哲學和見解，老師並不會刻

意的規畫教學，而是藉著個人對於該堂課程知識的理解及認知來進行教學，因

此，老師乃是屬於藉由內化的知識來構思和呈現教學的教師，而老師的教學轉化

歷程也就顯得更為內隱及複雜，有必要透過研究來進一步挖掘老師的教學轉化行

動及意義。以下，老師也針對個人的教學構思歷程提出了「課是長出來的」的教

學概念，因而，透過老師的教學構思思維來進行觀看，也有助於研究理解和深究

老師運作轉化行動的歷程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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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那麼的刻意去規劃每一堂課我上什麼，那然後、我也不會…基本上就

是，你對於那一個時代的瞭解，也就是說，我今天其實是我對於這一個時代，

有我自己的認識，然後呢、那麼我大概就是，我講到這邊的時候，我自己會

很知道某一個重要的關鍵點在哪裡，然後我就開始下去講解這樣子。然後也

有一個，我曾經也提過一個說法就是說，我們的課是長成的，也就是說，我

今天我這樣上，然後呢，我想說這樣子的說法會不會比較好？然後我就這樣

子走下去了，然後呢，這個時候我可能會發展出來某些議題，或者是說，就

是走出一條路出來，然後下一節課我就延著繼續走下去這樣子。對、也就是

說，那不是一個事先規劃好的、他不是一個事先規劃好的一個方式，他是慢

慢找出來，我在這一段過程當中我把他做成一個體系的方式，所以其實說實

在，下一節要上什麼？我也只是有一個大概的，下一節課大概要上什麼，已

經輪到要講哪個主題了，但是怎麼樣發展設計的時候？其實就是上課表現這

樣子。那比較不是，嗯，我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像是那種，老一輩的教授們他

們的上課方式  比較即興的、比較即興式的上課方法…（訪 C0110128，p12） 

 

  從上述可知，所謂「長出來的課」其實正是老師於教學過程中循著教學主題

所慢慢建構出來的教學。老師因個人對於教學主題的認識而有一個大致的教學架

構，接著再透過個人對於該主題概念的理解來慢慢延伸出整堂課程的教學脈絡，

老師即是在教學運作的過程中依其個人的教學方法和策略，找出其教學路徑，並

進一步的來形塑及推衍出個人的教學。此處，老師乃是欲透過陳述表示及選擇的

轉化概念來思考教學的內容，針對教學主題和內容來選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及策

略，並以發展出一套對該主題的教學策略。 

 

  而老師如何透過對課程的認知及理解來架構教學，串起師生之間的教學互

動，除了老師個人具備的教學專業知識外，也需要老師對於教學內容或主題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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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認識及更多的教學想法，如此才能使老師在教學的同時能逐步找出較適切的

教學策略和方法來傳遞教學的內容，而不至於模糊了教學內容及主題概念所要傳

達的意義及概念。 

 

你對於那一個時代的內容，你要、你自己要有認識，然後那當然在、在教學

這麼多年，教過那麼多版本之後，我大概知道這一個時期要講的是，主要的

課題在哪裡。然後那這個時候我就會開始去編織，哦，然後呢逐步逐步的用

問題，然後一步一步讓學生去…。對、那當然就是說，因為其實我們對於過

去的理解思考什麼，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就是有一個架構性的，所以雖然我是

逐步逐步，當場這樣、逐步逐步這樣講出來，但是實際上其實還是有一個架

構、有一個組織在那邊。那我想可能，哎，有一次你可能有錄到就是，我曾

經花過一段時間就是跟學生解釋，我上課的整個步驟。我第一個、我先講整

個中古時代的特徵是怎麼回事，然後再來、再介紹魏晉和隋唐有什麼不同，

然後我再下來介紹…，那也就是說，這個東西的話,有一點點我自己當場即興

的部份，但是實際上是有一個結構的。而這個結構的話，基本上是當我們自

己在學歷史的時候，我們自己就先建構出來。然後當然，課綱的規定，還有

課本的撰寫、還有就是說，歷屆課本他們所強調的重點。然後當你在閱讀過

程的時候，等於是逐步的強化了或調整你的這一個架構。然後呢，那你在課

堂即興的時候，其實就不會太跑野馬，然後你大概會知道你大概要做什麼這

樣子。（訪 C0110128，p13) 

 

  從老師的訪談中，可窺見老師個人的教學想法，雖說老師是以如同即興教學

的方式在形塑個人的教學，但是教學過程中仍是可見老師個人的教學思維，而此

套思維乃是來自於老師過往的學科背景及教學經驗，也就是老師個人對於該學科

的認識及理解，透過老師對該學科的背景知識及其教學經驗的累積，以及對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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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及教科書的參看及理解後，才得以衍生出老師現在的教學樣貌。 

 

二、教師教學理解 

  對於阿哲老師而言，教學的構思及規劃是其在教學過程中透過自身專業知識

和背景經驗慢慢建構出來的，在此課程形塑的過程中，教師運作其個人教學思維

並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發揮其教學專業並展現其教學特質，易言之，「阿哲老

師的教學」是要教「他個人所理解的內容，而非教科書所給予的內容」。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說在我們受過專業科班訓練之後，我們會建構出我們自

己對某個歷史時代的認識。那所以呢基本上來講的話，我在上課基本上是教

我理解的過去，而不是課本所講的過去。我教給學生的歷史，是我所理解的

歷史，而不是歷史課本。那當然這中間的差距並沒有那麼的大，畢竟，學術

是有一個公共的這一個意見和這個想法在的，那只是說，畢竟有一些意見上

面的差距，還有就是切入點、呈現面的不同。那所以、還有說，就是在於價

值取捨上面，那我想這基本上應該算是高中老師的學術自由、講學自由。那

我只要在完成課本和課綱交付的任務這個前題之下，或者更現實一點，指考

可能會考、指考要考的東西我都有注意到，那麼其他的東西你管我那麼多，

那說實在的，我也會覺得說這是教書匠和老師不一樣的地方。(訪 C0110128，

p14) 

 

  阿哲老師認為歷史教學乃是在教授其自身所理解的歷史，而非書本上所陳述

的歷史，他依據自身對課綱及教科書的理解來進行教學，而非依教科書的脈絡照

本宣科。課綱及教科書在教學中主要在幫助老師形塑教學的基本知識，老師並非

被動地依課綱及教科書文本進行教學，而是透過自身對於該知識價值和概念的理

解來進行教學知識的選擇，其自行摸索、找出的教學脈絡，是老師個人對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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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課綱理解後所延伸出的教學觀點和歷程。因而，阿哲老師是以個人的教學專業

及經驗來轉化課綱及教科書文本，透過準備的轉化過程來針對課綱及教科書的知

識內容進行批判和重組，而後才能透過教學方法及學生適性等轉化的過程來進一

步詮釋所理解及所要教授的歷史內容。 

 

貳、有限的教學時數 

  教師教學過程中，除依教學內容來進行知識概念的轉化外，也有其教學進度

及時間上的壓力，此也是升學制度背後所帶來的考試壓力，因此，教師須於一定

的時間內完成所要教授的內容及概念，並透過教學內容與時間的權衡來進行教

學。而教師如何在有限的教學時數下來進行教學的轉化？或者透過有限時數內的

考試壓力來促進教學的轉化？都將影響到教師對教學的構思及規劃，因此，乃透

過老師的教學運作和思維來觀看及探討有限時數下的教師教學轉化歷程。 

 

一、考試進度的壓力 

  進入老師的課堂觀察約莫也有幾週的時間了，今天老師在講課前卻突然提醒

著同學課程的進度以及借課的需要，老師於課堂中表示，  

 

那順便提醒各位，這個禮拜，三節課我們放掉兩節，然後現在這一節可能，

眼看著會廢掉半節課，所以，請小老師，找機會幫我借課，要不然的話，你

們的月考範圍，會很危險。懂嗎？你們會比四年級其他班，整整少了一個禮

拜的進度，月考也不過就考六個禮拜的上課內容而已，你們整整比人家少掉

一個禮拜，你們自己想想看，你們比別人少了多少？(課 C1B0100924) 

 

  歷史科的課堂授課時數本已不多，歷史教科書內容繁多、講不完的歷史事件

脈絡和交雜的歷史因果關係，如今老師的教學規劃又遇到了例假日活動的耽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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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加以調整，對老師而言這都是教學上的一項挑戰及重擔。只是，這看似

是時間緊縮所帶來的壓力，實際上是始於升學主義下考試制度壓力的影響，老師

的教學在考試壓力的追趕下也就有了需要調整及改變的必要，甚至，借課也就成

了老師進行教學調整的策略之一。 

 

  除了適逢例假日或活動迫使教師教學時數縮減外，課堂中的偶發事件也常會

是壓縮教師教學時數，甚而影響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可能因素，如課堂突發事

件及學生學習狀況等都會使教師原先的教學受到影響及干擾。當天，老師在提醒

同學及小老師課程進度及借課的問題之後，隨即進入了課程主題，然而，課程約

莫進行了十分鐘，班上班導師出現在門外，  

 

不好意思，可以借我一分鐘？所有同學都給我聽著喔，你們不要以為音樂老

師眼睛看不到喔，然後你們上課就在那邊欺負音樂老師喔，下次如果再讓我

發現喔，上課的時候，你們在音樂課上課的時候，在那邊拍照啦，還是在那

邊吵鬧啦，還是有人就在那邊乾脆躺著啦，老師放影片給你們看，是讓你們

做這些事嗎？還有，音樂老師的眼睛弱視，看不到，你們就可以這樣欺負他

嗎？好好的想一想喔，自己這樣的作為對不對？我知道不是每個同學都這樣

子，但是有些同學真的是太過份了，我黑板寫的那幾個，等一下下課喔，還

沒來的，等一下下課到那個……高導的前面找我。(課 C1B0100924) 

 

  教學時所發生的突發狀況，對於教室內正在授課的教師及上課的同學都可能

造成干擾。然而，在這之中也可顯見導師與科任教師的關係，導師的課室管理權

力與科任教師的授課權力似乎在無形中有所拉扯，導師借用科任課的時間來管理

學生，而非利用下課時間或自習時間來進行訓話，看似是導師的課室管理權力，

卻是也同時剝奪了科任教師的教學權利。因而，授課教師的教學時間除須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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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也可能需要將教學的時間讓給教學外的因素，這對教師的教學而言無非帶

來了更多的時間及考試壓力，因而教師需要透過進一步的策略來調整教學以面對

考試及時間上的壓力。 

 

  隨著月考的逼近，教師及班上同學所伴隨的考試進度壓力也愈大，而這天老

師更是急切地要求小老師協助借課的事宜，並向同學們說明了借課的需要及迫切

性， 

 

那個…貴班這禮拜就剩這一節嘛，對不對。下個禮拜三節，喔！四節，然後

呢，下個禮拜三、下下禮拜三月考對不對，下下禮拜三月考，然後呢…禮拜

一、禮拜二我們都沒有課對不對。所以我們只剩下四節課。喔！然後呢…那

個小老師幫我借到禮拜五第一節了，對不對，好，所以我們只剩五節，加今

天這一節，五節，那隔壁班有七節，你們班有五節，你們班還落後，所以…

小老師麻煩，最少最少，要幫我再借一節課，要不然的話，呃…真的很囧啦，

喔。(課 C1B0101001) 

 

  教師的教學除了遇到平日突發狀況、例假日等情形而延宕到教學的進度外，

學校月考制度更是教育體制中的一大壓力，雖說月考出發點的原意乃是在評量學

生的平日學習成效以及教師的教學績效達成與否，但是，這樣的考試評量制度對

於師生而言無非都是另一道教學及學習的壓力。隨著月考時程的逼近，學生個個

自危的擔心起課業學習狀況外，教師更是憂慮起個人的教學進度，教學進度尚足

夠的教師大可稍做喘息、循序漸進地將教學陸續完成，而進度較不足的教師則要

忙著來回與小老師溝通班上同學的借補課，甚至是調整個人的課程教學內容及做

出教學方法上的改變，因此，老師如何在這樣的氛圍下做出教學內容的選擇及教

學方法的應用和詮釋，將會是教學過程中的一大考驗及關鍵，而此也會是老師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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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透過陳述表示和選擇等轉化概念來重新衡量教學內容及改變教學方法的一個

過程。 

 

二、課程規劃的時數安排 

  學校課程安排的問題也是教師教學時必須考量的一環，教師可能會因為學校

的課程規劃而需要調整、更動個人的教學安排，易言之，學校的課程規劃也對教

師的教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因綿綿綜中的體制關係而使得學校的課程規劃有所更

動，學校下學期的課程節數也因此較上學期的課程時數來的少，再加上中國史的

教學時數早已過度壓縮，阿哲老師表示若再一次的壓縮教學時數，恐對教師的教

學及學生的學習品質產生不良影響的雙重考量下，他因而將上下學期的課程和教

學做了一個較大幅度的調動及安排。 

 

基本上來講，其實是跟我們學校的體制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們學校是綜合

高中，然後呢，因為課程規劃的關係我們下學期會比這學期少一節課。那所

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可能中國史本來就已經是被過度壓縮了，那在教學

上面其實已經產生比較大的困難。那如果說再用這一個被刪減的時數來上的

話可能狀況會非常的差，所以我們可能因此把這個需要時間比較少的第一冊

拿到下學期來上，然後，上學期上中國史。(訪 C0110128，p9) 

 

  從上述中，可以看出學校體制對於教師教學的影響，教師除需要於其教學進

程中透過教學專業來思索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的安排、運用外，也需因學校體制

的因素適時調整及規劃其教學，因此，教師的教學乃是需要置放在大的教育脈絡

下來加以衡量的，而教師的課室教學運作也就有需要進一步思考的空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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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與教學深廣度的平衡 

  授課節數的安排確實對教師的教學有所影響，教學時數的縮減，讓教師須將

原先計畫好的授課內容及安排好的教學計畫再次進行選擇和判斷，甚至是壓縮原

有的教學內容、追趕進度，最後所呈現出來的教學樣貌似是在教學與時間壓力下

形塑而成的。遑論教師的教學年資與經驗，時間的考驗對於各科教師而言都是一

大挑戰，教師需要轉變教學的思維及方法來應變，然而，在其中，歷史科因為所

要教授的時序概念涵蓋了現在、過去及未來的歷史脈絡，之中又橫跨了台灣、中

國和世界等至少三個區塊的歷史脈絡和概念，教師要如何將歷史的因果脈絡解釋

清楚，同時又要讓同學理解、學得歷史的概念，甚至是要達成課程目標、培養出

學生的核心能力及人文素養，教師的教學運作在這之中也就顯得更為重要、關

鍵。對此，阿哲老師認為歷史博大精深，教師個人如何取捨及做選擇才會是教學

歷程中的一大功課， 

 

可能對於某些老師來講，目前的廣度太廣了，然後深度不夠。廣度以…當你…

那有的時候是超現實，你每一個東西都要做這種深度，但是你同時又要求廣

度。然後呢於是學生爆掉了，這超出我們的時間能力、時間資源所能夠提供

的規模。那我們現在可能就是，我們不肯拋棄廣度，但是我們又想要深度，

然後呢在時間資源有限的狀況之下，我們的學生整個超載、爆表，歷史課程

超載、爆表，所以大家都在趕課。......那也就是說，我的老師也曾經說過，

當一個高中歷史老師，你要學得又多又深，但是、你教給學生的必須是又少

又精，那當你是一個對於知識學術是認真的老師，然後你真的學得夠多的時

候，捨得、放下是一個很難的功課。某些你覺得很值得講、很需要講，學生

應該知道的東西，你必須選擇放下、捨得，你不告訴他。(訪 C0110128，p16-18) 

 

  教師如何選擇及取捨教學內容、決定採用何種教學方法，是教學中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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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過程，此即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過程。然而，歷史課程超載、學生學

習超載不也意味著教師極需進行教學轉化？而教師在教學內容深廣度上的取

捨及對教學的思考也會進一步影響到教師在後續教學方法的選擇及運用，因

此，教師進行教學判斷及妥協來行知識取捨的教學實踐，也會是教師進行教

學轉化的重要歷程。 

 

  有限的課堂教學時數隱含的是考試壓力的影響，而考試壓力如何影響一位教

師的教學，教師如何在與時間及考試壓力競逐的過程中，教出個人預期的教學成

果，或者教出亮眼的學生成績及表現，是需要教師進一步透過判斷、選擇及詮釋

的教學轉化歷程來實行的。教師對於時間的掌握，也就會是教師教學轉化展現的

另一門學問，教師需在時間的壓力下透過教學的轉化調整個人的教學，而教師的

教學思維和教學詮釋都會是教師在教學進程中需要適時調整和改變的，因此，在

此過程中教師對教學方法的應用及知識內容的取捨也都可能會有所改變。只是，

時間壓力並非全然代表教學內容的壓縮，其也可能促成正面的教學轉變，使教師

在有限時間下運作個人教學思考及透過教學方法、策略的轉變來重新定位教學、

進行教學的調整，如阿哲老師即透過借課的策略爭取教學時間、緩衝教學進度，

並藉由重點提示及加快講述步調等教學方法改變來進行教學轉化，以調整個人教

學。在時間壓力的追趕下，教師的教學是需要改變及調整的，然而，教師於教學

過程中也需能同時納入學生經驗來一併進行教學的調整，才能使學生是跟的上教

師的教學轉變的。 

 

 

第二節 陳述表示與選擇 

  教學歷程中，老師對於教學方法的瞭解及選用也會是影響其進行思考及詮釋

教學內容的關鍵，老師須能針對所欲教授的教學主題來選用教學方法，並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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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來更替不同的教學方法以進行教學，如此才能有助於知識的傳遞及學生的學

習理解。阿哲老師的教學乃是透過問題思考與推論解釋及主題深究與事例討論等

教學方法來轉化教學內容，藉由提問、推論及討論的過程來將抽象的知識概念進

行解釋及鋪陳，而此也是老師藉由陳述表示與選擇的轉化概念來轉化教學的歷

程，因此，乃針對阿哲老師詮釋教學的歷程來進行討論及探究。 

 

壹、問題思考與推論解釋 

  問題思考及推論解釋是老師教學過程中藉由陳述表示及選擇的轉化概念來

選取教學方法，以將抽象知識概念具體解釋及討論的過程，而此也是老師培養學

生能力的教學過程，老師乃是透過問題思考及推論解釋的教學過程來培養學生思

考及推論的能力，而老師為何及如何來使用此教學方法以進行知識概念的轉化？

其轉化的歷程及意義為何？將透過下列的教師教學資料來進一步描繪及討論。 

 

一、思考及推論的教學概念 

  問題思考及推論解釋是歷史教學中相當強調的概念和能力，教學不應侷限於

文本內容的字句，更不應僅是文本的朗讀或背誦，因而需要教師對於知識、概念

的進一步思考及詮釋，以歷史科而言，歷史內容深具廣博知識及複雜的因果脈

絡，因此，歷史教學的文本和知識概念也就更需要透過教師進一步的選擇及詮釋

來加以轉化，以教授學生課程相關重要概念及價值，其中，教師的教學引導以及

所運用的教學策略、方法也就有了舉足輕重的重要性了。而英國學者 Peter Lee

也提出了他個人對於歷史教學的相關見解，認為歷史教學應是教導學生第二階的

概念（second-order concept），而非僅是歷史內容的教導及講解，他認為良善的歷

史科教學應是教導學生對於歷史事件的詮釋、歷史脈絡的瞭解、史料證據的運用

和推測以及同情的理解等（引自 Zarnowski, 2006）。此第二階的概念乃在於引導

學生對於歷史產生進一步的理解、思考，甚至是讓學生進入到神入（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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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學習狀態，也就是希望能夠讓學生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行思考並設身處地

去理解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因而，為了引出學生的第二階概念，需要老師運用

及選擇不同的教學方法來進行教學內容的詮釋，以透過問題思考、隱喻、舉例或

解釋等不同教學方法的應用來轉化知識概念並營造出歷史的學習氛圍。在阿哲老

師的課堂教學中，問題思考、歷史事件的推論以及典故事例的延伸討論是其運作

歷史課程的個人教學方法及特色，  

 

歷史就是我們所了解的過去，或者是說，我們對於過去，所做的了解。喔，

那怎麼樣才能夠了解過去呢？喔，不是靠瞎掰，不是靠什麼，是有一定的方

式的喔，那這個方式，我們會在每一個章節裡面，我們都來貫徹，我們都來

教各位，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做出來的？你們所看到的歷史，是怎麼出

來的？好，在這裡，稍微給各位複習一下，那基本上，沒有什麼，沒有歷史？

對，老師會一直給各位重複這段話，沒有資料，就沒有歷史，沒有真的資料，

當然就不會有真的歷史，對不對？那資料？好，資料呢，是給各位拿來當作，

確認過去的證據來使用的，然後，你有了資料做為證據，那你可以再根據這

些資料，去做出推論、證明，當然，你的推論證明，需要很嚴謹、很有邏輯、

很周延，喔，你所推論出來的過去，才有足夠的可信度、正確性，好，最後，

你確認了這些所謂的歷史事實之後，真的，你要認識過去，了解過去，而不

只是，知道過去的話，你要學習設身處地的想像，同情的理解，對，好，OK，

那這個是基本的概念。那接下來，我們曾經給各位做過一個練習，我們來看

在距離我們最遙遠、最遙遠的過去，也就是人類，或者是我們現在講中國史，

我們的祖先，最早、最早從沒有文明開創出文明的時候，那一段過去，我們

怎麼了解？一樣的，我們需要資料，沒有資料，沒有歷史。對，那當時沒有

文字，哪來的資料？那在這邊，其中一種資料，在理解這一段過去的時候，

我們所找的到的第一類資料就是所謂的考古資料。(課 C1B01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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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哲老師十分重視歷史研究能力，他相當強調「沒有資料，就沒有歷史」，

以及對於沒有證據的歷史不做進一步推論。因而，老師於教學過程中多使用問題

及質疑的語氣來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學習，透過問題的反思來推論出主題所要傳

達的核心概念。而在教學的過程中，也同樣可見老師對於學生歷史第二階概念的

培養，要求學生能夠設身處地的想像及產生同情理解的歷史學習觀念，甚至期望

學生能夠透過史料證據的運用來推測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然而，學生能否透過

老師的教學來培養歷史的第二階概念，則需老師慎選教學方法以及對於學生特性

和程度的進一步思考，如此，才能在教學轉化的歷程中引出學生的歷史思維及培

養其能力。 

 

  而老師也曾要求學生於空白紙上畫下一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圖示，並要同

學從這項作業進行思考和推衍，而後則延伸至課堂進行討論及分享，以讓學生對

於歷史的理解和解釋有更多元的思考面向。 

 

老師：好，新石器時候代早期的遺址，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有初步的分

工，有宗教的觀念，然後呢，有？貴族，對，有基本上的階級差距和統治機

構，然後呢，有貧富上面的差距，但是不管是貧富差距還是階級差距，都不

是很差。這圖是活動中心，有可能，喔，但是，我們也有看到，這裡面的結

構，他是這樣子的，柱子外面，就是整個房子的外殼所形成的柱洞，中間喔，

這樣子，中間是門，對不對，再裡面，有比較少的柱洞，然後呢，在這邊，

有小柱子，然後呢形成的是小房間，這形成的是小房間，然後這邊有小門，

喔，那請問一下這代表什麼用意呢？這些小房間是幹麻用的呢？那基本上，

如果你對傳統中國建築，歷代建築你有了解的話，你會發現，這個跟我們傳

統建築的基本元素、概念，世界其他文明沒有的……一致，前面這個是大廳，

在我們的傳統詞彙裡面叫做「堂」，這裡大概可以當活動中心是沒錯，大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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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討論事情的地方，沒有錯。但是，後面，前堂後嗣，後面是給人住的地

方，小房間，對不對，小房間是幹麻的，給人住的，就好像你家最前面一定

是客廳，然後客廳的後面才是你睡覺的臥房，對不對。那有了這些小房間，

那這些小房間呢，到底是活動中心呢？對，好，那所以我們可以做出一個比

較周延的推測是，這很可能還是一個統治者居住的地方。然後呢，只不過前

面這個大廳，是可以來開會、來討論，然後正式的儀式活動的場合，然後後

面的小房間，很可能是這些統治者，生活起居的地方，那整個建築的格局，

跟後代各個朝代的中國傳統建築一樣，有共同的這個形式，那這個是比較詳

細的說明啦，我本來並沒有想要講這麼多，但是既然有人問起來，我可以這

樣子做解釋，那麼這邊也可以給各位一個教訓就是，同樣的資料，可以做出

幾種解釋？ 

學生：很多種。 

老師：對。那其中具有合理性的，可能只有幾種？ 

學生：一兩種。 

老師：也有很多種。好，那所以呢，歷史不會被人家看完、寫完就完了，一

個好的歷史學家，他可以從同樣的過去當中，看出不同的意義，不同的價值，

但是一樣合理。那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的證明，過去，是用資料，經過推證，

而得到的，那資料很重要，推論證明也很重要。對不對，這一比就知道了嘛，

你們作業拿出來，你們寫出的是什麼，跟我在台上，跟各位推論出來的東西，

中間是不是豐富程度有很大的差距，對不對。好，這個就是你有沒有具備推

論能力，可以造成的差距，你有推論能力，同樣的資料，你可以了解很多很

豐富的過去，你沒有的話，資料只是一堆死的東西而已，好，那在這邊給各

位建立起這樣子的一個概念。(課 C1B0100924) 

 

  在講述及回饋的過程中，可以看出老師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視，同時可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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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分析判斷能力的看重，開放式的作業設計需要學生透過

思考及推論的過程才能夠逐步完成，學生從中自行蒐集資料以觀察歷史現象及其

因果關係，嘗試運用個人的思維來做因果的推論，在繳交作業後，老師所給予的

多元解釋及回饋的教學歷程也在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而此也展現出老師的

教學專業及其在歷史教學上對學生的期盼。Ben-Peretz（1990）曾提出課程潛力

（curriculum potential）的概念，除強調教室中師生共創課程的潛力外，更進一

步的強調課程是由教師對教材的詮釋及其專業的知識而來。阿哲老師課堂中帶領

學生進行作業討論，從圖示解釋到整體推論論述的教學過程中，除看見老師如何

運用不同的解釋角度、推論觀點來將抽象的圖示具體詮釋於教學中，也看到了老

師如何透過個人的教學專業和教學方法來進行教學。以下幾份學生的作業（參見

圖 4-1、圖 4-2），可看出教師如何運用作業以引導學生學習歷史因果的教學歷程，

而透過上述課堂中老師的作業回饋也有助於瞭解老師的教學思維。 

 

 

圖 4-1 思考型作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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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思考型作業（二） 

 

  從學生的作業中，可以發現同學對於新石器時代的概念已有初步認識，同時

也看到學生對於圖示概念的捕捉以及進一步的解讀。相較於一般的填充題或是選

擇題的題型，開放式的問題不僅讓老師可以更加清楚地瞭解學生的思考脈絡外，

也可藉著同學的思考過程來幫助學生進一步的思索及建構出歷史的脈絡。藉由開

放式的問題引導學生學習，透過問題思考及推論的方式協助學生進行多元思考，

即是老師透過解釋及類推等教學方法選用來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教學轉化。 

 

二、問題思考的教學方法 

  在教學中，阿哲老師重視引導學生進行思考，但是極少使用教科書的教學方

式卻也引起了學生及家長的擔憂，更造成同學在歷史學習和準備考試上的恐慌及

焦慮。為此，老師也透過不同教學方法及策略的選用來轉化及調整教學，引導學

生思考的同時也會要求同學翻看課本，並指出講課的重點位於課本何處。他並未

循著課程編排順序依序講解，而是透過個人的理解脈絡來指出文本主題的重點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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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協助學生理解及釐清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 

 

老師：那接下來，我們給各位看過課本了對不對？那，我知道你們有家長在

反應說，各位很多同學很恐慌，你不曉得怎麼準備歷史，然後不曉得要看課

本哪裡，老師好像都沒有在上課本，你很心慌，好，OK，那上次老師開始帶

各位去看課本，老師討論的東西是課本的哪裡？現在指給你看。對，好，那

在這邊，喔對，沒錯！就是第八頁，對不對？其實課本第八頁完全破梗，對

不對？好，這也就代表著，如果你有預習，你上課的時候，你能夠獲得的東

西，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樣。我們在看課本的的時候，我們提到了，翻過來翻

過來，第六頁、第七頁，這一個單元，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與生活概況，

對不對，好，然後呢，這一整頁的重點，各位希望看重點對不對，好，老師

告訴你，重點只有兩個，哪兩個？ 

學生：新石器的多元性和本土性。 

老師：對，本土性和多元性，喔，那在這邊，我們今天的上課重點，就在這

裡。整個中國文明的起源，他和世界上其他文明有什麼關係？有沒有什麼不

一樣的地方？還是都一樣？ 

學生：有差別。 

老師：有差別，對。好，那在這裡，我們這一個時代，我們最關心的問題就

是，我們的文明到底是我們自己的祖先創造的，還是別人教我們的，我們的

祖先是一開始就在我們的這一個生存的空間生活著，創造出文明呢？還是，

他是從別的地方來的，然後呢，帶著文明到了我們現在住著的地方發展，那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那是因為，最近這一百年，我們被西方文明打到落

花流水（台語），然後呢，所有人對自己都喪失了自信心，然後呢，我們的文

明好像快要被西方文明取代了對不對，請問你身上穿的衣服，有哪一個衣服

是傳統的衣服？沒有。襯衫是中國傳統衣服嗎？（課 C1B0100924) 



90 
 

 

  老師藉由提出重點及問題思考的教學方法來轉化文本中的抽象概念，並進一

步的引導學生理解和釐清多元性及本土性概念，這般教學的調整似乎在因應家長

及學生的擔憂，但其實這背後仍是不脫考試制度所帶來的教學壓力及影響，此從

老師當天課前對於月考時程接近所提出的借課需要可以看出，「這個禮拜，三節

課我們放掉兩節，然後現在這一節可能，眼看著會廢掉半節課，所以，請小老師，

找機會幫我借課，要不然的話，你們的月考範圍，會很危險」(課 C1B0100924)。

而老師選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及策略來進行教學，一方面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及

學習，一方面也讓學生能依教科書進行學習。老師此教學方法改變的轉化過程，

正是老師教學上的一種妥協過程，是老師教學專業的堅持，也是老師教學上的判

斷和取捨。 

 

貳、主題深究與事例討論 

  老師常就課程的教學主題進行深入的討論，並進一步的運用例子來進行教學

的補充及延伸，而此似乎也是老師將抽象知識、概念具體化的一個教學詮釋的過

程。從下述的課堂教學中將可以看到老師將知識概念透過舉例的教學方法轉化到

個人教學的實踐過程，課堂中老師先是指出了課程此處的重要概念，接著運用了

提問的技巧來拋出一連串的問題及假設供學生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及推論，並非是

讓學生進行毫無根據的歷史想像，而是要學生根據老師的引導一步一步地去思考

並推論出一個較具邏輯思考的答案。接著，老師也提出了相關的事件來證明並引

導學生對主題概念產生一個較具體的推論方向，並以透過舉例及問題思考的教學

方法來營造出類似神入的學習環境，以帶領學生來探求中國文明的起源。而此神

入的狀態即是 Zarnowski（2006）所提到的一個歷史教學需要達到的狀態，教師

需能透過歷史學習來讓學生對歷史人物或事件產生神入（empathy），也就是產生

同情的理解，需要學生能夠設身處地的去感受、去理解歷史事件發生當時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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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地物。因此，老師乃是透過例子的詮釋及推論，來幫助學生拼湊出歷史的脈絡，

並建構出學生對於該歷史脈絡的理解，而在老師的課堂教學過程中，也可以看到

老師是如何的運用個人的理解以及問題思考的教學策略來引導學生對歷史事件

產生同情的理解，並透過事例來進一步的加以證明及解釋歷史的概念，從而建立

出學生對於歷史概念的認知及理解。 

 

我們這一個時代，在理解我們文明起源的時候，我們問的問題，也就跟三百

年前的中國人不一樣。三百年前的中國人，可能會辯論說，到底有沒有伏羲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皇帝這個人，然後呢，誰的貢獻比較大，然後，他們創

造的東西是怎樣怎樣，他們可能關心的是那個問題，可是我們現在關心的問

題是什麼？對於祖先啊，你到底是在哪裡發展出來的文化啊？然後你到底原

來住哪裡？請問一下，你的文明是自己創造出來的，還是抄別人的，我們到

底有沒有我們自己的文明啊，這是我們要問過去的問題，對不對。而不是三

百年前的人問的問題，三百年後，會不會再繼續問這個問題呢？很可能有別

的問題想問了，對不對。好，那麼，過去給我們的答案，是什麼？就是我們

現在對過去的了解，也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歷史，那這個時候，我們有我們

對於過去問題，中國文明的起源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現在被西方人打的

落花流水（台語），然後西方人說，我們的祖先是抄他們的，我們的祖先是從

他們那邊搬來的，我們就是從一開始就比他爛，那事實上是怎麼樣的呢？我

們的歷史學家，開始去了解這一段過去，好，怎麼了解？ 我舉一個人，一個

歷史學家，給你們做例子，那個人，跟我唸同一間學校，然後呢，他比我大

六十屆，所有學者，所有偉大的成就，他一概不看在眼裡，……。好，那個

東西不值得你們學，我也就不講了，真正的重點在哪裡，他怎麼樣去解決這

個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文字的資料可以做證據，我們能夠挖

到東西是什麼，是從土堆裡面挖出來各式各樣有關於文明的深厚、現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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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好，那文明裡面，人類從文化到文明，其中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是什麼？發展出什麼業？各位國中就學過了。 

學生：農業。 

老師：農業，對不對，好。所以，這個人他開始去看在中國，農業是什麼時

候開始的，發展出來的農業是什麼樣的農業，那他種的東西是什麼，他怎麼

耕作，從這邊來看，我們就可以找出來跟世界其他文明有沒有關係了，對不

對，好，這是他原來的想法，那為了要貫徹這個想法，那怎麼做，我要怎麼

樣才能得到答案，第一個，我要從考古遺址當中，最接近文明產生的那個考

古遺址當中，去挖掘有關農業的證據，請問各位看看農業，農業會留下什麼

證據直到現在？(課 C1B0100924) 

 

  老師利用故事例子解釋著事件的前因後果，一步步帶著學生拼湊出歷史事件

的脈絡及原貌。在事例講述間，老師也給予了學生思考及推論的空間，並在老師

與學生的對話過程中來逐步地將學生引導到事件的後續脈絡，整個歷史事件是持

續在討論及展延的，而老師的教學並未因此而模糊了主題和焦點，看起來更像是

有計畫、有概念的在協助學生釐清及理解事件的內容，以幫助學生對於整個主題

能有更清晰的概念。此時，老師的角色雖是教學的主導者，但也可見有輔助的角

色在內，老師乃是透過教學中的問題及概念引導來慢慢地形構出課堂的教學樣

貌，並呈顯出歷史教學的主題及重點所在。 

 

學生：比如說…農業，農業需要的鐵器什麼的。 

老師：鐵器！你認為我們一開始就會鍛煉鐵，然後製造農具嗎？ 

學生：有一些瓷器的運用。 

老師：剛開始就會有瓷器，那都是以後的事啦，對不對，剛開始的時候，這

些東西很可能都是用什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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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石頭。 

老師：石頭，對，木頭、骨頭，鐵器喔，哇，那真是太厲害了吧。你知道鐵

器要把溫度提升到攝氏一千五百多度，而且你要知道什麼東西叫鐵礦，什麼

樣的時候叫鐵礦，你才能夠做的出鐵器你知道嗎？對啊，那能夠有這種水準

的人，他可能沒有文明嗎？對不對，好，那麼，你能挖到的，關於農業的證

據，一開始的農業的證據，可能會是什麼？你可能會期望說，挖到一些用石

頭做的農具，鋤頭啦、鐮刀啦，對不對，鏟子啦，犁啊，對不對，然後呢，

你還要祈禱，這些祖先們，他們是用什麼東西來做農具？石頭，對，萬一是

用木頭做的怎麼辦，早就爛掉了啊，對不對，然後呢，農具是一個。另外呢？ 

學生：…。 

老師：對，作物殘留下來的痕跡，好，那你知道這些作物有多少嗎？你吃過

飯嗎？一顆米有多小，很小對不對，那更不用講其他的穀類囉，對不對，你

知道穀，你平常吃的米，他平常叫大米嗎？他其實是大米，相對於大米來講，

不那麼大的米叫什麼米，小米。小米有多小，你知道嗎？小米就是鳥飼料啊，

那一粒一粒圓圓的有沒有，好。然後呢，在一大片土裡面，你怎麼去發現它，

然後呢，你發現它之後，你要確定。你在這個考古遺址當中，你挖到了，這

些穀類的化石，你要去判斷什麼？第一個，這個遺址是多久之前創造的，距

離我們現在有幾年，第二個，這些穀類是人類人工培育的，還是他到各處去

搜集來，對不對，好，那再來你要看他的耕作的痕跡是什麼？對不對，所以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你知道這個歷史學家做什麼事嗎？他跑去大學，他已經

是博士了喔，重新回到大學去當大學生，幹嘛？他去修生物學、植物學，專

門去學怎麼去區分各式各樣不同的種子，然後呢，甚至各種穀類，他的花粉，

你怎麼樣去辦認，然後呢，他還跑去修土壤學，去分析各種土壤的基本性質，

還有，在不同的深度，怎麼樣去判斷這是多久之前形成的，我告訴你，你以

為歷史是社會組唸的科目嗎？我告訴你，為了追求過去的真相，為了了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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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是怎麼回事，一個歷史學家，他很可能要懂很多的自然科學，結果呢，他

做出答案了沒有，他做出來了、他做出來了，他寫了一本書，叫做黃土與中

國農業的起源，那這一本書，最後有一篇全篇小結，他這邊有兩大結論，第

一點結論，中國文明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培育出來的農作物是小米，但是

世界四大古文明當中的其他三大古文明，通通都是小麥，兩河流域是小麥，

埃及是小麥，印度是小麥，請問一下，一個種小麥的族群，他會知道怎麼種

小米嗎？喔，然後他會教另外一群人怎麼種小米嗎？學生：應該不會。 

老師：他會把種小米的技術從兩河流域、埃及、印度，還是什麼別的地方帶

到中國來嗎？ 

學生：應該不會。 

老師：對，所以他用這一點來證明，中國文明的起源具有什麼性？ 

學生：本土性、獨特性。 

老師：好，這個是第一個證據。（課 C1B0100924） 

 

  老師透過舉例及類推的教學方法轉化本土性、獨特性的抽象概念，逐步引導

學生進行思考及推論，進而期使學生能夠透過思考及判斷的過程來培養出歷史思

維及問題解決的能力。而以下的課堂描述中，更可見老師將生活環境中的實例穿

插於課堂教學中，且教學過程中並未脫離原教學主題脈絡，而是進一步的運用生

活實例來再次應證主題、再次深究教學的概念。 

 

老師：第二個證據是什麼呢？世界上其他三大古文明，他們農業的發展，基

本上，有幾個重要的特徵，第一個，一定都有大河，第二個，種田的地方，

現在有例外，但是，當他研究的時候，那三大古文明，基本上我們看到的都

是在大河的沖積平原上，大面積的耕作。如果你要認識我們祖先文明的農業，

到底是在哪種地形上出現，那麼，請你慶幸你考上的是我們高中，因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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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往你們的右邊看，記得這個景象，就是這種地形，就是這種環境，只是

雨量是我們學校所屬地區的一半不到，然後呢，外面你看到綠色的地方，把

他改成黃色，這樣就差不多了，請你注意一下，你看這邊，基本上有條河沒

有錯，一定有條河，問題是，這條是一條什麼？ 

學生：小河。 

老師：對，他頂多是黃河的支流，更可能是黃河支流的支流，他其實是一個

流量、流域比較小的小河，就像這個樣子，然後呢，第二個，你看到那邊，

農業會發展在哪裡呢？絕對不是我們學校蓋的這一個，絕對不是這裡，絕對

不是沖積平原。學校在河的左岸，河的右邊那一邊你在看的時候，你會發現，

沒錯，他是一個小山，但是他上面是非常大的一片平地，然後上面全部都是

墳墓。可是我們的祖先，如果遇到的是這塊地的話，上面絕對不會做墳墓，

拿來幹嘛？ 

學生：耕種。 

老師：種田。對，我們的祖先，是在小河的河階台地發展出我們的農業文明，

那請問一下，那邊種田需要灌溉，怎麼灌溉？灌溉灌溉，為什麼要用灌？因

為就是這種動作，所以叫灌，然後呢，你力氣大一點的話，一根扁擔前後，

兩個桶子，各位來學少林和尚，挑水挑上去。中國什麼時候會用溝渠灌溉？

我們現在挖到的最早證據，文獻上面最早的證據，是春秋末年到戰國初年的

時候，距離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年代，起碼有兩到三千年的距離，我們最早最

早有關於小麥的紀錄，大概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告訴各位，商朝、夏朝已經

晚了，三黃五帝更不用講，要到商朝過一半的時候，我們才在甲骨文當中看

到小麥。 

學生：…紀錄。 

老師：對，所以，請問一下，我們這樣子的文明，會是世界上，甚至其他三

大古文明，教我們發展出來的嗎？所以，他，該學者證明了什麼事？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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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起源，具有什麼性？本土性，然後他具有獨特性，你在國中，你只會學

到這個結論，高中會把這個結論補充的詳細一點，但是這絕對不會是你在高

中上歷史課的學習重點，當然我不是說你們可以不會啊，到時候題目考出來，

然後錯了怪我喔。不是說你們不會，而是說這個不是你們的學習重點，真正

在高中該學習的重點是什麼，是這個結論，我們是怎麼證明出來，一個我們

對於過去的知識，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把他抓出來。(課 C1B0100924) 

 

  從教學中可看出老師在歷史教學上的期望與其個人對於學生學習的一些想

法及做法，甚至，老師在教學講述的最後也再次提醒了學生一個相當重要的概

念，雖說本土性和獨特性是整個中國文明的特點、整個教學的焦點，但是老師更

強調課程的重點乃在於「結論是如何證明出來的、過去的知識是用什麼方法將他

拉提出來的」，教學中整個思考推論的過程才會是老師所要教授予學生、所要強

調的概念所在，也就是說歷史推論及思考能力培養的這一過程及能力才是老師在

歷史教學上所關注的，老師整堂教學的講述重點非關於結論，而是在於結論之前

所要推衍及思考的那一道過程。這與 Shulman（1987）所提及的教學概念有著相

似之處，該學者認為從理解的階段開始，教學本身即是一個不斷推理的過程，而

老師的教學也是在透過個人對於教學主題及內容的理解後，根據推論及思考的師

生互動歷程和事例舉用的教學方法來對文本中的知識概進行延伸及詮釋。 

 

  相較於口頭直接講述且忠實的傳達或灌輸教學文本內容的教書匠老師；阿哲

老師更像是知識的轉換器，乃是透過教學概念的舉例及問題的引導和討論來將抽

象且生硬的知識概念轉化成具意義脈絡的具體事例，透過老師個人對於歷史的理

解來幫助學生理解歷史以及建立起歷史的概念和脈絡，並藉由問題思考和事例舉

用等教學方法的選用及運作過程來進一步創造師生共同的教與學經驗。然而，雖

是問題思考的雙向教學過程，但課堂講述中學生的聲音卻是較少的，且能夠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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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教學的學生也是不多的。 

 

他們不大會願意為了課業、為了成績，然後去主動多做些什麼事情。這個從

他們對於作業的寫作，還有對於月考的準備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那大

概到了後期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睡覺的情況開始出來了、對，那、然後呢

學生是會跟我反應說，他聽不懂，他會覺得有困難。(訪 C0110128，p6) 

 

  從老師的談話中可得知，老師認為學生的學習是較為被動的，且學生也因學

習上的困難及跟不上老師的教學，而於教學後期開始出現了睡覺的情形。此與老

師在歷史深廣知識的取捨及對學生背景的理解有所關聯外，也與老師是否能夠透

過對學生的瞭解來選擇相應的知識概念及教學方法以協助學生進行學習及能力

的培養有關，而此也會是老師將知識概念傳遞至課堂教學中轉化成功與否的關

鍵。因此，老師除了須具備教學專業知識外，也須能夠做出適切的教學判斷，並

能納入學生特性及背景於教學考量中，以針對教學內容及方法做出選擇及取捨，

如此才能適切地培養出學生的歷史思維及能力，並讓學生是跟得上老師的教學步

調進行學習的。 

 

 

第三節 依學生特性採用 

  教師教學時須能依學生的多元背景及特性來衡量個人的教學，進而才能透過

對學生背景、程度的瞭解來判斷及選擇出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並

以傳遞知識、概念。於阿哲老師的課堂教學中，即可見老師對於學生背景程度的

認知及其對於個人教學的理解，因此，乃從老師對教科書選用的考量及其連結文

本與教學的過程來觀看老師納入學生背景、程度以進行教學思考及詮釋的教學轉

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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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科書的選用 

  教室層級中的教學運作應是涵蓋在教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甚至是教科書

使用的一個動態互動過程下來運行的，而教科書的選用，則仍需回歸到教師個人

教學專業上的選擇和判斷。甄曉蘭（2000）認為課程材料僅是教學的起點，整個

課程及教學轉化的潛力、形式甚至是豐富程度乃是取決於教師的經驗和專業，她

指出教師須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和判斷能力才能做好教材的選擇和準備，而教材

的詮釋則有賴教師的學科專業知識和生活經驗來加以涵養及發揮。因此，教科書

只是教學過程中的一個起始點、一個教學的參照依據，而教科書的使用程度？教

科書如何被運作至教學？則是有賴教師來加以思考、選擇及詮釋的。 

 

  教科書文本的使用也是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過程，從文本的正式課程到教學

的運作課程之間是有一段落差存在的，而書面理解到教學運作的此一落差，也就

是教師在進行教學轉化過程時所產生的差距，以教科書使用為例，教師可以是如

教書匠般的教法來進行教學，整堂課程完全倚著教科書的編寫從教學起始講述到

教學結束，然而，教師與學生於教學過程中卻是較無思考和互動的，教師教學時

的選擇及判斷過程也幾乎是沒有的；而另一種教師則是屬於能夠跟著書本主題的

敘寫、順著標題脈絡加以整理講解的教師，這樣的教師雖能夠將文本的主體脈絡

先行統整，可卻忽略了學生主動學習的部分，雖進行了初步的教學整理，但教學

的詮釋過程卻是不顯見的；甚者，也有教師能夠進一步的將教科書文本的重點透

過個人的教學理解和方法進行提出，並以個人的思維脈絡來進行概念的延伸和解

釋，甚至是指出或討論課本不足處以帶領學生一同進行內容及意義的反思，此處

教師透過教學方法和判斷來詮釋教學的過程是明顯的，且師生互動及思考的歷程

是雙向且動態的。從以上教科書使用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教師教學時對於文本的

選擇及使用方式是多元的，且除此三種教學模式外，也會因教師在教學專業、思

考判斷及其教學經驗的不同，而會發展出不同的教學模式及不同的教師教學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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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因此，教師如何使用教科書文本也會是本研究觀察及討論教師教學轉化脈絡

及意義的重點面向，而透過文本的討論也能夠幫助研究有更進一步的發現和討

論。 

 

  以下將從阿哲老師的訪談對話資料及其課堂教學的觀察資料來進一步觀看

老師的課堂教學，並從中探究老師運用教材文本的情形。首先，在教材的選取上，

可以發現到老師對於教科書版本選擇的主要考量乃是時間和學生，教材內容的豐

富度固然是所有教師教學考量的基本顧慮，但是教材內容的可讀性更是阿哲老師

在選擇教科書時的優先考量，而此似乎也與老師對學生程度的瞭解以及對個人教

學的考量有關，因此，教科書會選擇內容淺顯易懂、清晰有條理且是學生可以自

行閱讀的。而教材選取是否呼應到教師的個人教學？從下述老師回應同學教科書

版本選取理由及考量來看，可更進一步理解及探究老師的教學思維， 

 

小老師來的時候問為什麼用這個版本？那這個部份呢老師答應她上課的時候

會回答。然後呢，這一本課本也跟各位同學怎樣在高中學習歷史課程有關。

所以老師在這邊稍微解釋一下，高中跟國中一樣是一綱多本，在我們歷史科

一年級的課程裡面大概有八本，八個版本，那我們選這一版本課本，那為什

麼選擇該版的課本呢，一般普通的版本跟國中的課本比較像，都是寫來給各

位背的，但是，老師要告訴各位，在高中，歷史要不要背？當然，我跟你講

不要背，你月考差了，找老師算帳，很多東西當然要知道，但是那已經不是

重點了。但是有沒有照顧到各位的需要呢？這一本課本的重點，請你注意一

下，這一本的課本內容很多，那所以呢，我們沒有時間敎的東西，不會說因

為沒時間敎到你就學不到了，你可以自己從課本裡面看到，然後呢，這一本

課本，你可以發現，每一段的上面都有用黑體字，粗粗的筆畫列出來的小標

題，這一本課本的編法，其實很像百科全書，那每一個小標題，每一段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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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小標題，其實就是這一個課本當中，這一個章節當中的主要學習的重點，

每一個概念它都只用一段話來解釋清楚，那這一段課文呢，就是這個核心概

念的解說、解釋。(課 C1B0100903) 

 

  從上述可知，教科書是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一個橋梁，在教師教學的有限

時間考量下，教科書的運用就有了另一種教學的可能性。可讀性高的教科書文本

可以緩和教師的教學進度，使教師在教學不及之餘時仍可作為供學生自行閱讀及

理解的文本，而使得教師個人的教學方式不會受到時間所侷限和影響，因為教科

書的輔助將可以補充教師教學內容及進度的不足處，成為學生自行學習及考試準

備時的輔助工具，而教師在教科書的使用方式上也將更具彈性，從而使得教師個

人的教學更具自由及發展性。而教科書的選用也就同時兼顧到了學生的學習程度

和需求，以及教師的教學需要，至此，老師也就更能致力於個人的教學發展了。 

 

下列，從老師對於教科書版本選擇的論點中，將可見教科書與老師教學有

所連結的部分，老師的歷史教學所強調的是思考的概念，而此教科書的內容編排

及概念架構的整體規劃也是能夠呼應到老師教學思維的。 

 

最重要的是要去思考，過去的人們為什麼做這些事情，過去的事情為什麼會

這樣發生，不那樣發生，那這些事情帶給我們的意義和影響有哪些，那這些

都是需要各位發展思考能力，那當然，你如果更高一層的話，你要能夠學會

怎樣去體會過去的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憧憬、他們的情感、他們的想法，

你要能夠學會去體會別人、感受別人的生活。所以當你在準備課本的時候，

你就這樣一段一段看，然後呢，你不能再像以前唸書的時候，你們以前在國

中念歷史，怎麼念歷史?畫重點，對不對。你用這種方式唸高中歷史絕對行不

通。你要學新的讀書方式，用整句話、整段話來搞懂整個意思。你要學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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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段看文章、一句一句看文章以後，看懂了之後，再從一段一段弄懂一篇

一篇、一章一章，這樣懂嗎？那這一本課本，它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每一段

只講一個重點。那這一個重點是什麼，它會在篇頭標題提示。這一本課本，

它的概念很清楚，敘述較流暢、較找不到要背的部份，它的方式很像辭典或

百科全書的方式，比較方便各位自己學習、自己體會，那內容也比較豐富，

然後敘述上面它也比較強調可讀性，強調可讓各位思考問題，所以呢?你可以

看到每一章的前面都有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是這個章節裡面最重要的問題。

(課 C1B0100903) 

 

  從老師對教科書的觀點看來，教科書乃具有連結教師的教學及學生學習的一

個特性，而教科書的選擇及其內容的架構安排也是與教師的教學思維較為接近，

且是適於學生程度來學習的。因此，教科書的選用也會是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一

個歷程，是需要教師藉由個人的教學專業來選擇及判斷學習文本的過程，而在老

師選擇文本的過程中，也可發現老師是期望讓學生自行閱讀教科書及主動進行思

考的，而教師的教學則是輔助學生學習，使學生從教學中來理解及建立對文本的

知識和概念的。而此教科書轉化所帶出的歷程和意義也就會是學生學習和教師教

學的「銜接」意涵。 

 

貳、文本與教學 

  教師對於教材文本的選擇及使用方式，與其個人的教學方法和策略大為相

關，有些教師會自編教學講義、蒐集課堂相關資料以輔助教學，其中，講義的重

點提出、事件脈絡的統整或是圖表的繪製整理，都會是教師經由思考理解後所做

的呈現，而這樣一個有計畫的文本落實在教師的課堂教學中，也有助於教師的教

學主導及課程進度的掌控；然而，未選用任何教材文本來輔助教學的教師，其實

本身已是對其教學做了選擇，其並非是藉助教材來進行教學，而是從個人的教學

方法和策略來衡量教材文本的定位及使用。阿哲老師甚少使用教科書，也無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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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補充資料等文本輔助教學的進行，但這其實與老師個人的教學思維和教學策

略有相當大的關聯，  

 

那至於說編講義的話我覺得其實，當然講義是很好的，只是就像之前跟老師

提過那樣，有的時候這個是受到我上課模式的侷限，我怎麼可能把鋪的梗，

或者是破梗，對啊、這就破梗了啊，我講義發給你就破梗了啊，你照著講義

上面寫的就知道我後面要幹嘛了，我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那也就是說你

在課程運行的過程當中、沒有辦法，你頂多就是事後發。但沒有事後發，因

為這就是，第一個，我懶、沒有時間做，然後或者第二個就是，我比較期望

學生自己做筆記，那一旦他知道老師到最後就是會發給你了，我幹嘛那麼辛

苦，自己去聽老師講的東西，然後把它組織成你自己的，那所以、對這個部

份，我沒有那麼強的動機去那個，而且我不喜歡做這種 outline 式的筆記，那

種東西的話說實在的…參考書都有，你只要把任何一個參考書前面的部份剪

下來就 OK 啦。(訪 C0110128，p22) 

 

  從老師對教學講義的看法和考量發現老師十分重視教學時的脈絡及事例鋪

陳，因此，講義、甚至是教科書和其他的文本都可能會使老師的教學破了梗，而

此處似乎也回應老師於歷史教學過程中，重視學生思考和推論概念的教學思維。

確實，從鋪梗與破梗的思慮和老師教學時所強調的概念和能力看來，「鋪梗的概

念」似乎就成了老師教學時的一個轉化的過程，透過鋪梗的教學策略來使老師的

歷史教學能和學生的學習認知產生連結，而文本的作用僅是在給予學生最基本的

知識基礎，此文本知識仍是需要教師透過知識脈絡的鋪陳來連結，進而才能建立

起學生對於歷史脈絡的認知及理解，並進一步的帶出學生的歷史思維及能力。此

鋪梗或者不破梗的教學策略就成了老師教學時建構知識的一個過程，透過鋪梗的

教學策略對知識做進一步的鋪陳和解釋，進而才能將抽象、破碎的知識透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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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教學過程進行轉化並形塑出完整的歷史教學概念和脈絡氛圍以傳遞給學

生，而此時的轉化就會是老師運用教學策略的選擇來傳遞知識的過程。然而，學

生能否透過老師鋪梗的教學詮釋過程來完整接收老師所鋪陳及傳遞的知識，從而

跟上老師的教學步調，並從中習得老師所期許及所欲培養出的歷史概念和能力，

此是需要教師於教學中進一步關注、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據以調整個人教學的。 

 

  文本教材原初用意乃是教師教學的參考依據，然而，由於老師對於教材文本

的使用程度及詮釋方式，而使得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都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在老師進行思考與推理的教學鋪梗過程中，能否讓學生習得歷史的知識概念並培

養出學生應有的歷史思維和問題解決能力，也成了老師教學時的一大標的。但這

樣的教學方式是否適於學生？是否能為學生所接受、適應？在國高中歷史教學和

學習方式的差異下，學生該如何適應高中教學方式的轉變，並跟上老師的教學步

調進行學習，此不僅是學生學習過程中的階段性考驗，也會是老師教學知識判斷

及教學方法選用的考驗。從老師的教學之中，也可發現學生對於缺乏教科書文本

輔助的教學方式感到焦慮及跟不上老師教學步調的情形，因此，老師也應適時觀

察學生學習狀況，並以透過教學方法調整或改變的轉化過程，來協助傳遞知識及

幫助學生進行學習。 

 

  老師將教科書文本定位為讓學生自行學習的輔助文本而非老師教學時的輔

助教材，因此，老師對於教科書文本的使用則會是針對文本內容來進行補充或修

正，以及對於文本主題概念的提出和延伸討論。如此，教科書的意義乃是在使學

生於閱讀及使用上能更加順暢且更易於理解，而老師的教學也將更具自由且獲得

更多的發展空間。老師於課堂中即透過歷史事件的氛圍描述來指出及補充文本的

不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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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商王要祭拜祖先了，但我祭拜的東西祖先滿不滿意呢？占個卜來問問

看，好，他的占卜這個、他問祭品要什麼勒，好。(老師寫黑板…) 

學生：燒死一百個人？活祭？ 

老師：對阿、燒死一百個，差不多啦。商朝怎麼做呢？有兩種祭祀方式來面

對大家，一種呢、當然就是頭這樣砍下去來祭對不對，一種是放血，這邊放

血，然後用血來祭齁，然後一種呢就是用他的肉來祭，ok，也就是基本上把

他當畜牲來看啦，對，然後呢，你放血祭完以後、你搭一個大大的木架，就

是像那個營火一樣、高高的木架，對不對，好，然後呢、把這一百個人的屍

體這樣放上去以後，怎麼樣？ 

學生：放火燒…… 

老師：有的是俘虜，有的時候不是俘虜，在挖殷墟的時候，挖到一個死人骨

頭，頭骨、燒過的，當然很脆弱啦、對不對，所以、挖出來要特別小心、然

後去掃，居然、這個頭骨上面有刻字，趕快看一下什麼字？羌國？羌國什麼

意思，羌國國君叫羌國阿，也就是商人去打羌這個國家，把這個國家 KO 了、

國王俘虜，國王俘虜了怎麼樣，把他的頭砍了，然後呢、到祖宗、上帝的廟

去拜，然後呢、來祭拜、用什麼來祭拜，用羌國君頭來祭拜、然後燒了給上

帝啊，對阿，好。我們之前有沒有講過，周有很多東西是學商的對不對，好，

這個、封神榜的故事有沒有聽過？ 

學生：有。 

老師：阿這個紂王不是後來自己跟妲己這樣子跑到一個高台去，帶著金銀珠

寶一把火把自己燒了嗎，對不對，好，你知道周武王怎麼樣呢？周武王到了

這個台，上去，拿一把大的斧頭，把紂的頭砍下來，然後呢、掛在大白旗上，

然把妲己的頭用小斧頭砍下來，掛在一個大紅旗上，然後呢、旋著這兩個人

頭這樣旗子耀武揚威的走走走，走回周的神廟，然後在周的神廟之前把這兩

顆人頭燒了，祭周人的祖先，你們感覺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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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好殘忍。 

老師：對、好殘忍，對不對，好，在你們的課文上面怎麼呈現呢？請看到課

本第十六頁，第二段的倒數兩行…我現在講的是不是商朝整個這樣的氣氛，

我還沒跟你講商王的墳墓是怎麼回事呢！待會再講。可是在你們課本上面寫

成什麼呢！商朝的刑罰非常殘酷，不僅有各種酷刑，且有大量用奴隸作犧牲

或巡葬的習俗，這樣，結束。那你能夠用這兩句話感受到整個的那個氣氛嗎？

但是他講的就是這麼回事。Ok？！知道嗎？(課 C1B0101008) 

 

  老師於課堂中針對教科書文本內容不足處所做出的說明，從中可以發現，老

師對於教科書文本內容不完整及其無法傳達歷史氛圍的質疑，而老師也透過例子

延伸的教學方法來轉化文本的知識，並藉由教學詮釋的過程來傳遞文本內容所欲

傳達的概念及氛圍。而各科教師於教學時都惶恐遇到教科書的言不及意及脈絡不

清，更何況歷史是甚為強調歷史解釋及因果關係的一門學科，若文本內容不能完

整呈現當時代的歷史脈絡和因果關係，更別說是要營造出讓學生產生神入的歷史

氛圍，因此，教師教學時對於教科書的進一步補充及詮釋也就有了相當的必要

性。而老師課堂中除對教材文本進行補充和詮釋外，也進一步地針對文本中的圖

文表格進行說明和更正，以幫助學生理解文本所欲傳達的概念和意義。 

 

老師：請注意，中國文明世界的內部具有，請你翻開課本第六頁，這個圖，

我們講過了，旁邊這個表，然後呢，還有右邊的這個圖，對不對，好，我曾

經說過這個表好不好？ 

學生：不好。 

老師：不好，為什麼不好？ 

學生：因為太細。 

老師：對，他太詳細了，他把太多太多比較進階的重點，劃分出來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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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子的話，你比較難抓住基本的特徵，所以老師有沒有叫你們改過？ 

學生：有。 

老師：有，對不對，同時並用期，我叫各位把他改成什麼期？……對，新石

器時代早期。這個表本身內容是沒有錯的，然後呢？他的精確度的確是比較

高的，但是他也會讓你亂掉，掌握不出基本的、簡單的、重要的特徵，所以，

老師會在另外的給各位去做整理，一個比較簡單的版本給各位看。左邊的那

個圖呢，課本也是一樣，他會把研究所級的這一個結論重點，畫在你們的高

中課本上面……，基本上，在你們的課本上就畫成一圈一圈一圈……，這邊

的內容，我們高中不講，免得你們背太多，不然這樣，雖然有些東西我是知

道，但是你們現在要掌握的重點就是，你們現在要注意的是，他下面的底色，

有三種不同的底色，這三種不同的底色……，黃河流域這一個深褐色的是所

謂的粟作農業區……。(課 C1B0100924) 

 

  從老師對於文本內容的圖表解釋及修正中，可以看出老師在教學中乃是透過

個人對於教學內容的理解及教學方法的選擇、判斷來轉化教材文本。而其中，也

可見老師對於學生程度的瞭解和關注，因認為文本內容深度不符學生的學習程度

而進行簡化圖表內容的教學詮釋來協助學生理解及吸收複雜的知識概念，此作為

實具學生適性的轉化概念及促進學生學習理解的意義。 

 

  阿哲老師根據個人的理解和選擇將教科書與教學加以連結，如前述教科書中

脈絡過於冗長、學生抓不到方向，而幫學生指出重點及核心概念以進行知識內容

的聚焦及教學的詮釋；教科書敘述脈絡描寫不清、過於簡略，而協助學生重現歷

史脈絡以重建文本內容的因果關係及時代氛圍；文本圖表過於複雜、難以掌握，

而幫學生重整表格以建立知識及提出表格的核心概念。他不將教科書視為講述的

主要教材或是教學輔助教材，而是將教科書視為學生自學教材的這一做法，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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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其對於學生主動學習的期盼外，也可見其對於個人教學自由的重視，而此乃是

老師個人教學專業及教學信念的展現，也是老師之於教書匠和教師間的分野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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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樂老師的教學轉化 

  本章乃是在探究小樂老師運作教學轉化的歷程，因而也藉由準備、陳述表

示、選擇及依學生特採用此四個教學轉化的概念，來協助研究觀看老師的教學資

料及訪談資料，進而以透過資料的討論及分析來探求教師教學轉化的詮釋過程。 

 

第一節 教學準備 

  教師的教學準備乃是教師教學時進行文本或知識內容轉化的過程，是以教師

對於文本及知識的檢視和批判來對知識內容進行選擇和重組，進而教師才能進一

步的透過個人在教學方法的選用來對教學內容加以詮釋。然而，教師對於學生及

教學方法的考量也都可能會影響教師在教學準備中的選擇及評斷，因此，輔以陳

述表示、選擇及依學生特性採用的轉化概念來觀看小樂老師的教學，以進一步探

究老師的教學轉化歷程。 

 

壹、文本的整合 

  教學準備是指教師教學前對教學內容及方法進行選擇及構思的階段，也就是

透過批判及評估的過程來將個人所選擇及理解的教學主題及內容重新組織並建

構成能讓學生理解、學習的知識概念的過程，此過程是教師教學步驟中相當關鍵

的起始點，會是影響教師後續整體教學走向，以及攸關教師教學計畫及活動安

排、影響教師教學中教什麼及如何教等問題的開端。教師能否將課程的核心概念

傳達給學生是須要回歸到教學準備時期的，教師對於知識價值的思考和選取，以

及教師在教學方法和策略上的認知和選用等，都可能在該階段找到答案，而此也

是教師教學的一個自我對話的過程，是教師透過教學思維來形塑教學的歷程。教

師在教學的準備階段，即視教學的主題及個人的專業和經驗來進行教學準備，而

每位教師因個人的背景經驗不同，其教學準備的情形也就有了殊異，因而也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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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塑出不同的教學樣貌。 

 

  在教學準備期，小樂老師會整合不同的教學文本，利用多元的文本來做為教

學的補充，而非遵循選定的單一教科書來進行教學準備，  

 

通常我們南一就只會選世界史，他寫的脈絡比較清楚，啊對我們學生而言，

比較符合他們的能力，如果用龍騰的，像龍騰的他寫的比較抽、抽象。那學

生可能就不容易懂，那如果用三民的話，他的語言比較難，通常學生也不太

容易懂。對，也讀不懂，雖然是同樣的東西，可是那南一的話，其實看起來

淺顯易懂，啊脈絡也算清楚，可是他就是寫的太簡單一點點，啊可是我覺得

說，如果是要引領學生比較符合我們學生的能力的話，我們通常是都會使用

南一，然後可能我備課的時候會用其他版的一些，有提到的概念，可是南一

沒有提到，再把他給加進去。(訪 T0110107，p9)  

 

  小樂老師在選書及教學準備上會考量學生的學習程度，並整合相關的文本來

進行教學。而此也是老師依據個人對於學生的理解來進行教學內容的選擇、判

斷，以進一步建構出文本整合的教學準備過程。以下，在與老師訪談的過程中即

可探見老師對於學生的觀察及其個人所延伸的教學理解， 

 

我覺得西洋史學生比較…難去掌握到他一些重點，……可是其實世界史是比

較難的，我們不是在那個土壤長大的，其實會有差……宗教那個部份，可能

他比較抽象，尤其是佛教跟婆羅門教，婆羅門教可能還好，佛教你要討論他

那個意思之後，他們講說你們不用了解那麼難，你應該了解他發展脈絡就好，

他們有時候對於宗教上面就比較難去掌握到，還有就是全球互動跟貿易，他

們也比較難去掌握到。 (訪 T0110107，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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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老師的談話中，可以看到老師對於學生及其個人教學的理解，因老師個人

對於學生及其教學主題、內容的認知而引出了老師在教學上的想法，而此實則也

是老師根據學生特性的考量來進行知識和教學判斷的轉化過程。因此，老師透過

文本整合來進行教學，除可幫助老師對於教科書內容不足或語意不清處進行整理

和補充外，也可讓老師藉由多元文本的內容統整來幫助學生釐清文本所欲傳達的

知識和概念。 

 

貳、表格的整理 

  表格整理是小樂老師課堂中常見的一種教學方式，此亦成為其教學上的一大

特色，而這與老師對於學生的瞭解及想法也有著相當的關係。表格整理應是學生

透過個人對知識的認知和理解來進行知識建構的過程，而老師選擇事先幫同學做

好知識內容的統整及事件脈絡的組織，以讓學生遵循著彙整好的表格及概念架構

進行學習，這樣的教學過程似乎也讓學生失去了主動思考及消化知識的機會。因

此，小樂老師有著怎樣的教學考量，是需要進一步理解的，  

 

老師：對，他們會亂，那他們會覺得說這不是講過了嗎？怎麼後面又有，我

說啊可是不太一樣，所以他們會對於一個版本，就是現在課本的編排方式，

有些學生，其實他念起來是念不太懂的，就是脈絡上面，所以我們就會加強

說，你應該去…提升一下你自己的那種，你常常看這邊，你再去翻前面的，

再把他前面的東西再把他複習一次這樣。 

研究者：所以你的備課其實就是把這些版本，統整。 

老師：然後就先…譬如說…坊間書的，有的很像有一些，有一些書像圖解世

界史那種東西，有些表格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的，對，學生會喜歡看表格式

的整理，他們不喜歡很長的那一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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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他們覺得文字太多，他們覺得，那就跟課本一樣？ 

老師：對啊，那乾脆，就是有些表格整理，我覺得有一些坊間、有一些書，

還蠻好用的。 

研究者：所以你很多其實都是幫他們整理的表格。 

老師：對對對對對，對啊，做比較，對。(訪 T0110107，p10) 

 

  從小樂老師認知學生喜歡透過表格進行學習的想法來觀看老師的教學，雖有

助於理解老師使用表格整理來進行教學的思慮，卻也對老師使用表格的教學轉化

過程有另一層面的思考。老師事先進行表格統整的教學準備可能會讓學生因而失

去自主學習的機會，若老師未能對事件的因果關係及脈絡有更詳細的補充及說

明，且學生只管將表格抄寫至筆記或書本上而缺少知識的建構過程，表格整理將

因無法幫助學生進行知識脈絡的建構而失去其意義。而表格雖可幫助洞悉整個歷

史的脈絡架構，但在轉化知識的歷程中，是較難以解釋歷史的因果關係及傳遞歷

史時代氛圍的，因此，教師在使用表格來進行教學統整的同時也需瞭解其限制，

並善用其他教學方法及策略的輔助來補充解釋表格的內容並以幫助個人的教學

實踐和學生的學習，如此才能使知識轉化及傳遞的過程更為順利。而除了老師對

於學生的認知外，老師慣於使用表格進行教學的方法也與其個人過往教學經驗有

關，  

 

表格整理，在私立學校就有，可是我覺得在私立學校，那個課一週才兩節，

比現在的學校少，所以會變成說，重點是怎樣怎樣，所以我以前在私立學校

教很快，然後在現在的學校其實就教的比較慢，因為要講的東西又比較多。

那加上，我們學生其實吸收的，有時候是很有限，私立學校他算，念高中的

都是成績比較好的，所以會講比較快。 (訪 T0110107，p10) 

 

  表格整理是老師過往教學經驗中既有的教學準備及教學詮釋方式，因過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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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驗及對學生的認知，表格整理的教學方式成了老師教學時的一個習慣。而這

樣的教學能否促進學生的學習思考、建立學生的歷史理解，甚至是營造出歷史當

時代的氛圍來幫助學生進入歷史教學中的神入狀態及培養學生設身處地的理

解，或者這樣的教學方式只是在幫助老師加快教學步調、便於交代歷史脈絡，以

期在緊縮的時間內來讓課程順利的進行？同樣的教學方式是否適合不同學校的

學習環境、適合不同特質學生的學習需要？此皆會是教師進行教學實踐時需評估

及衡量的，而教師也應能依教育情境及學生特性的不同來進行不同知識內容的選

擇和不同教學方法的運用，如此才可透過教學的轉化過程來傳遞知識內容予學生

所理解。 

 

參、知識內容的次序重整 

  在教學準備中除文本整合及圖表整理外，老師也會藉由相關知識內容的次序

重整來進行教學，可能是不同單元但相似主題的內容討論，也可能是不同學期的

課程因主題相同而在當前的課程上有所提及，並做出進一步的交代或鋪陳。以下

即是老師訪談時對於教學中相關知識內容重整所談論到的個人想法， 

 

像後面有一些伊斯蘭教他們有時候講的東西，就是伊斯蘭政權的變化，譬如

說我可能就會把後面拿到前面來，不然有時候學生他會覺得說，老師這不是

以前都講過了，怎麼現在這邊有伊斯蘭，那邊也有伊斯蘭，如果你跟他講說，

因為他是按照時代去走的，所以他每個到了這個時代，亞歐非都要來講一下，

這個是在亞歐非，那學生會喜歡是這個地方，然後每個時代把他講一次，這

個地方每個時代把他講一次。他們會習慣用空間，那我是跟他講說，你如果

是用時代的話，你可以互相做比較，可是他們會覺得，會亂。對，他們會亂，

那他們會覺得說這不是講過了嗎？怎麼後面又有，我說啊，可是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會對於一個版本，就是現在課本的編排方式，有些學生，其實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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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是念不太懂的，就是脈絡上面，所以我們就會加強說，你應該去提升一

下你自己的那種、你常常看這邊，你再去翻前面的，再把他前面的東西再把

他複習一次這樣。(訪 T0110107，p9) 

 

  小樂老師認為學生的學習理解方式與教科書編排方式有異，而做出相關知識

內容重整的一個教學的準備及詮釋。此重整相關內容的教學方式乃是在使學生對

於教學的主題及脈絡有更清楚的瞭解，而不致使學生因教科書內容編排而感到困

惑，就此，老師針對教科書知識、概念進行次序重整的教學詮釋方式也就有了聚

焦教學知識及脈絡的意義在。 

 

  而在老師課堂教學的教室觀察中，同樣也可以看到老師將同一主題概念進行

重整及討論的情形，  

 

今天上課那個是在後面，他有之後會提的，在第三冊還是第四冊，就是學生

常常搞不清楚。因為他很多東西都會重覆，不斷出，對對，都會再重覆出來。

對，啊，所以就會變成說，啊講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如果說同一個主題的話，

就直接把他帶進去，對啊，啊就跟他們順便講一下，就跟中國的裹小腳，你

就想一下，就是有錢的人在做那些事情，對，所以反而中產階級的女生他的

家裡的地位其實比較弱的，因為好像有一次學測還是指考就有考，考出來，

啊學生都會，學生都會問說，有錢人的地位應該會比較高，對。 (訪

T0110107，p8)  

 

  從老師將教科書不同冊數中的相關概念進行整理的過程來觀看，可以洞見老

師乃是透過對文本的理解及對學生的認知來進行知識概念重整的教學詮釋。因

而，老師的教學詮釋過程也就有準備及學生適性的轉化概念及思維在內，且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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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教學主題概念進一步聚焦及釐清的教學意義在。然而，這樣的教學詮釋方式

其實也是老師經由過往教學經驗及其在進行教學準備時，透過不同版本書目、不

同冊數、不同測驗評量或多元教材進行教學準備時所產生的教學思維，而此教學

思維所隱含的也就會是老師對於學生的學習理解及其個人教學專業的判斷。 

 

 

第二節 陳述表示與選擇 

  此節乃是透過陳述表示與選擇的轉化概念來輔助觀看小樂老師教學中所選

用的教學方法及策略，進而以藉由老師的教學思考及教學詮釋過程來探看老師進

行教學轉化的歷程。 

 

壹、歷史教學中的地理 

  在小樂老師的歷史教學中，地理位置圖的繪製佔了相當的比例，若當天課程

的教學主題為兩河流域，老師便會於黑板上畫下兩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圖，於圖上

標註流域名稱或是該地區、國家的名稱，並進一步的針對教學的主題及內容進行

延伸及闡釋。歷史與地理這二門科目，看似毫無交集，歷史強調時序概念、因果

關係推衍，而地理則是以地理環境與空間概念為重，一個是時間軸線連貫出的時

間脈絡，一個是地理環境營造出的地域空間，老師如何且為何在歷史教學中帶入

地理概念？又能否有助於教師傳遞知識概念？幫助學生觀看及釐清歷史的概

念？能否透過地理圖示的描繪來協助教師解釋歷史的因果脈絡？這樣的教學是

否是老師轉化知識概念的一個教學詮釋過程，也就有了探究的必要，因此，以下

乃透過老師將地理圖示帶進歷史教學的過程來協助觀看教師的教學運作， 

 

老師：我們要開始上課了，進兩河流域，請打開第十頁。這邊還沒有上對不

對，有畫過地圖給你們嗎？好，就是兩河流域。好，我們再來問一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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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一向是最公平公正公開的。好，十號，來，誰？好、好，好、同學。來、

請問是哪兩個河？ 

學生：那個，底格里斯河跟…幼發拉底河。 

老師：恩，底格里斯河跟幼發拉底河，優秀。好，這兩個河是現在伊拉克的

範圍，伊拉克美伊戰爭已經結束了齁，前一陣子呢，美國就宣布撤軍了。可

是有人說伊拉克現在是孤立無援的狀況，因為他們政府也還沒有得到重整。

好，底格里斯河跟幼發拉底河這個呢…恩…還是畫一下好了。好了，這是一

個很美好的地圖，呵呵呵，哇，大家好捧場喔，……好，這是一個兩河流域，

我們有講過，那他沖積呢是一個半月型的，所以我們稱為什麼月灣? 

學生：肥沃月灣、肥沃月灣。 

老師：肥沃月彎是強調這是一個很富庶的土壤，當然，肥沃是描述一個土壤，

你總不能描述一個人說你長得很肥沃吧!喔，那應該是很不尊敬的喔。 (課

T2B0100910)  

 

  小樂老師利用地理圖示導引出接下來所要呈現的教學內容和概念，將地理與

歷史加以連結，在地理位置圖與歷史教學連結時便帶出具地理空間感的歷史教

學，而能將歷史事件置放於時空脈絡下來進行討論，並透過地理位置的區域特性

來呈顯出歷史當時空的背景脈絡，進而以協助教師在教學中帶出歷史事件的前因

後果。然而，將地理概念運用於歷史教學時也可能會因為教師教學的詮釋方式而

有不同的教學成效，可能會使歷史教學內容及知識更為完整、具體，也可能使歷

史概念變得更為複雜，甚至是無法順利傳遞至學生的學習及理解，因此，老師如

何將地理概念引用至歷史教學的過程也將會是老師進行教學轉化成功與否的關

鍵，  

 

老師：尼羅河…他的水源是來自於尼羅河，這是一個很神奇的答案。河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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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往下流嘛!請問北方是什麼?山脈。高加索山，因此，這兩條河的水源，

要記得，你們地理到時候會上到這邊，就是什麼雪水，講起來真的很恐怖，

叫做什麼，叫做夏季的融冰哪，融雪的水源，她這只有這邊的山，其它像伊

拉克、伊朗，他是屬於高原的地形，他沒有比較高的山來做什麼….地形上面

的屏障，所以這邊你就想像一下，是一片平坦的地啊，沒有什麼比較高的山，

這邊容易有一個影響，所以你看一下你們課本的標題，政權的遞嬗，遞嬗的

意思就是指這邊的政權常常會在什麼….在改變，為什麼會常常在改變?因為

這邊沒有一個屏障，外來的政權很容易幹嘛…入侵，既然很容易入侵，這塊

地方的政權就常常在變，常在變的話，人民呢…你覺得他的想法是樂觀的還

是悲觀的?是很悲觀的？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呢?等我們上到埃及，就會跟你

講，這邊常常會跟埃及做比較，因為埃及的尼羅河是定期氾濫，人民之後是

可以預測的，所以會比較樂觀還是比較悲觀? (課 T2B0100910) 

 

  從水源到山脈，老師特別要學生記得地理課時同樣會上到的概念，並且將雪

水、融冰，甚至是地形的地理概念沿用至歷史課堂中，以及解釋了歷史脈絡的政

權轉變及人民想法的悲觀、樂觀面等概念，老師運用了地理的空間條件來說明、

推演歷史的因果關係，而在老師的講述中也可看出地理與歷史相容及其空間與時

間概念重疊的特性，甚至是點出了歷史教學中人事時地物的重點，而老師為何做

出這樣的教學解釋及詮釋，為何會想將地理概念運用至歷史教學中，甚至是做出

地理位置圖描繪的教學詮釋，老師的思維為何？跟個人的背景經驗相關與否？從

以下與老師的訪談中，將可進一步思考老師這樣的教學思維及行動，  

 

畢業先實習嘛，九十五年那一年實習，隔年九十六年我就考上私立學校。因

為我要教高中，又要教高、高職，那高職是上學期是歷史，下學期是地理，

然後他們就會要求，教社會科的老師，因為譬如說餐飲學程，那種東西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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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其實都是營養學分，對啊，那就是像通識一樣，所以下學期的時

候就是要教地理的。(訪 T0110107，p2) 

 

  在歷史教學中帶入地理概念，似乎也與老師在私立學校任教時的經驗有關。

社會科教師需同時教授歷史及地理兩科目，使得老師的歷史教學受到了地理科教

學經驗的影響，甚至是衍生出老師現在的教學詮釋方式。而歷史教學中的地理概

念及圖示繪製，其實也正是老師教學時進行知識轉化的一個過程，透過地理相關

知識的延伸以及地理圖示的教學方法來具體呈現及傳達歷史的概念和意義，此乃

是老師透過教學方法的陳述及選擇來傳遞知識概念的一個轉化過程。然而，將地

理概念帶入歷史教學中似乎也有助於老師傳達歷史概念和知識，及協助學生在歷

史科的學習，從學生的學習反應中即可觀見這樣的想法，學生認為老師的教學是

有助於其歷史觀念的形塑和統整的，且因考試的題型型式，而使得學生對於老師

運用地理圖示及概念融入歷史科教學的教學方法產生補充教科書文本及協助考

試的認知。因而，透過地理概念融入歷史教學的教學方法來進行教學應是能有助

於學生對歷史概念的習得，而教師若能進一步的解釋歷史的因果脈絡，應是較能

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理解及思維培養的，因此，教師如何使用地理概念來進行教學

也就會是其進行教學詮釋時須加思考及關注的。 

 

貳、淺顯易懂的事例舉用 

  小樂老師的歷史教學受個人的背景經歷影響甚大，尤其是求學過程及過往教

學經歷，都影響其教學理念和態度，進而讓老師的教學思維和教學詮釋方式深受

影響。 

 

我們以前教授也常常跟我們講，以後你們如果當老師呢，那學生也不是要歷

史的那個什麼教、教授，你也不用講太難，對，不然你只會扼殺他們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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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而已。(訪 T0110107，p3) 

 

  從老師的求學經驗來看，其以學生為出發點的教學思維係受過往求學經驗的

影響，而在私校任教的經驗，更是強化了老師的教學觀念，  

 

那時候因為在私立學校的話，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有時候你上課下面的人

不一定聽，所以你可能就是要聊一些人生的道理跟他們講以後不要變壞，幹

嘛之類的，對，然後，所以在那邊我覺得，對於我的班級經營還蠻重要的，

對，那教學上面的有時候就會想說啊，盡量用「淺顯易懂的譬喻方式」讓他

們懂就好了。(訪 T0110107，p3) 

 

  老師在教學上會是較重視與學生互動的班級經營管理而非教學知識的探究

及傳遞，而在教學方法及知識價值的選擇上，老師也盡量使用淺顯易懂的譬喻方

式來進行教學，以學生做為教學的依歸和考量。然而，老師如何運用譬喻的教學

方法來進行教學的詮釋？如何藉由事例的選用及解釋來建構、傳遞知識？能否透

過此教學過程來傳遞歷史的核心概念？也會是老師轉化知識成功與否的關鍵所

在。以下即以幾堂課的觀察來探討教師如何在教學中使用事例以促進學生學習理

解的過程，進而重新檢視老師的課室教學歷程及其所帶出的教學意義， 

 

  老師在教授蘇美人文化的教學過程中，因介紹到楔形文字的由來，而延伸出

楔形鞋的例子，「文字上面是什麼文字，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呢上次有跟你們講

過了，它就是一種泥版在還沒有乾之前，因為這邊是個氾濫平原，在還沒有乾之

前呢用稻梗去幹嘛，挖它，挖挖挖就會產生一種三角形的形狀，齁，三角形的形

狀。而三角形的形狀呢，就是我們所說的「楔」，齁，楔形，有看到楔形鞋啊，

女孩子穿的那種高跟鞋，後跟連著前面那就是楔形鞋，三角形的那一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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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T2B0100910)而老師在引導同學認識巴比論帝國的漢摩拉比法典時，也借用

了伊朗的真實事例來描繪出漢摩拉比法典中所指涉的報復主義，「漢摩拉比法典

就是在巴比倫帝國的時候所建立的，它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古老憲法，目前發現

最完整，完整到你會嚇到，古老的法典。這個法典是上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台

語），連小學生都知道對不對，叫做漢摩拉比法典，漢摩拉比。所以看的出來他

是繼承了蘇美人的報復主義啦，「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如果有人打斷我的牙齒，

法律會判決他必須要還這個被害人一顆牙、一顆牙。到目前為止呢，都還是這樣

狀態。之前有跟你們講過嘛，伊朗有個女孩子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不行啊、怎麼

可以分手，男生就憤而潑她什麼，鹽酸，造成她雙眼失明、瞎掉，告上法院，法

官根據我們兩河流域的習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是前一陣子發生的事情歐。」

(課 T2B0100910)。而在不同年級的班級及不同歷史時期的教學主題中，老師仍

是會藉由事例的提出來與主題內容作一個連結和討論，如老師講到新保守主義的

自由市場脈動時，即將國民事業民營化的代表—郵局提出，「新保守主義呢是強

調國家的利益，所以因此呢他們希望經濟呢越自由越好，對國家的方向也是、也

是愈有利，因為賺怎樣! 賺錢嘛! 自由貿易，所以要積極自由市場，降低政府對

經濟的干預，這是第一點。這個就是跟雷根的第一點道理是一樣的，沒有什麼比

較難的。好! 既然這樣子的話，你既然是自由市場，自由市場! 請問國營事業要

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越少越好，這個邏輯懂哦! 國營事業就是屬於政府壟

斷，所以呢國營事業呢就是希望他民營化。我們現在國營事業幾乎有一些都民營

化了，譬如郵局。郵局現在不止在賣郵票哦! 還在賣醬油。」(課 T3B0100910)

並且，老師在講述到美伊戰爭的同時，也將九一一事件連結至教學中，老師說道，

「所以我們美伊戰爭，就是強調美國利益為優先，那就說伊拉克可惡破壞世界和

平，破壞我們美國的防禦。所以就給他，就欺負他。就是其實，整個全世界最多

武器的就是美國啦! 是美國，好! 然後呢也因為這樣呢阿拉伯的國家不滿。好，

阿拉伯國家反對這樣子。所謂阿拉伯國家就是指中東，我們寫阿拉伯為主體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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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於他們反對以色列建國，把矛頭就槓上了…恩，槓上了美國。對，以色列

建國。因為覺得美國呢幫助以色列建國，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公敵。所以呢在 2001

年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九月十一號，就是兩棟大樓就怎麼樣? 砰

砰、就不見了，遭受自殺式的攻擊! 對啊! 本來是五角大廈的，但是後來那個飛

機，後來撞山了，所以呢就是攻擊世貿。那個時候、那個電視相信已經播過，那

天真的是活生生一個那個什麼、飛機砰一聲就撞上去，撞上去沒有多久，那兩個

大樓就怎麼樣? 垮臺! 請問那兩個高樓建築所象徵的就是什麼主義啊? 資本主

義嘛! 資本主義的象徵，世貿! 所以呢當時呢大家就美國遭受到恐怖攻擊，從此

之後，他們就認為既然要維護國家的利益的話，就要開始針對恐怖攻擊。所以呢

就變成惡性什麼? 循環，兩邊呢變成惡性循環。你報復我，我就怎麼樣! 報復你! 

你攻擊我世貿，我就攻擊你什麼? 伊拉克! 惡性循環。世界爭端還是沒有結束，

好!」(課 T3B0100910) 

 

  從上述可以看到老師以事例來做為轉化知識的教學過程，老師是以透過譬喻

的教學方法和淺顯易懂的事例選用來解釋和延伸教學的知識概念，並以連結學生

的經驗及興趣。因此，在老師解釋九一一事件的教學過程看來，除能讓學生能更

深入感受到事件的氛圍、引起學生對於學習內容的興趣外，也使得學生能對此段

歷史事件的經過有更為完整的理解脈絡。而從老師對於蘇美文化到巴比倫帝國建

立的教學過程及老師對保守主義和美伊戰爭的教學中，也可以看出老師乃是先針

對教學主題進行解釋後，再以事例來做出進一步的舉證，而這個舉證的過程也就

是透過學生經驗的事例來進一步解釋的過程，是老師透過舉例的教學方法來詮釋

知識的轉化過程，而這個轉化的教學行動也正呼應了老師的教學態度是以學生的

經驗和興趣為考量。然而，從教學的觀點來看，老師乃是將教學概念進行橫向的

擴充討論而非進一步的向下挖深教學的主題和內容，這樣的教學是能夠貼近學生

的生活脈絡並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連結，但是，透過例子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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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帶起學生對學習的興趣，這樣的教學轉化歷程似乎較缺少教學討論和引導的

過程及讓學生進行思考的時間，因而，老師也較難透過舉例的轉化過程來培養學

生的歷史思維及判斷能力。然而，學生的興趣、思維和能力的培養應都是歷史教

學所重視且欲培養的，教師須能透過教學轉化的過程來提升學生的思維、判斷能

力及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如此才能傳達歷史教學所欲傳達的概念和能力，而教

師對個人教學思維的權衡和其教學方法的選用也就會是影響學生興趣、能力的培

養及轉化過程成功與否的關鍵。 

 

參、黑板筆記的雙向師生抄寫 

  小樂老師經常利用黑板來呈現歷史概念的統整表格以及進行地理位置圖的

繪製，或是寫下歷史主題的專有名詞以及人事時地物等關鍵字來進行教學，因此

老師的教學是與黑板緊密扣連的；而學生則因老師的教學要求，須將老師上課的

教學內容抄寫及整理至個人的筆記上，因而，學生的學習也是與黑板相連結的。

而這樣的教學方式其實可追朔至老師的求學時期，因為老師個人求學經驗的深

植，而使得老師產生了現在的教學觀念和態度，且老師對於學生課堂筆記的要求

也是始於其個人求學階段的習慣，進而老師也將此習慣帶入現在的課堂之中，讓

求學時的學習習慣演變成現在的教學習慣，  

 

我覺得我世界通史沒有修的很好，而且他全部是原文書，我英文也不是很好，

通常有些同學都非常強，他們、他們讀一頁原文書，他們可能花一兩個小時，

就把他看完，然後我之所以覺得那個老師教的很好是因為，他很嚴，就是他

上課會用，有些英文或是他會問你問題，而且他規定是你每一週一定要看十

四頁的課本，然後要寫 summary，用英文寫 summary，那其實我英文非常差，

我就常常跟學生講說，你們英文要加油，他說，喔…老師英文很難，我就說，

對，英文真的很難，因為我到現在做夢都還會夢到我高中英文課被叫起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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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題那時候，然後都會嚇醒，我也會…，然後我就…說，英文真的很難，

可是英文很重要，對於大學，那老師教什麼，就是他會寫，就是 summary，

然後他會看，很認真的看，所以我覺得我，做筆記是來自於那個，就是那個，

那個老師的培養，所以我會很要求說，你們就是要給我做筆記，給我做摘要，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樣學生會比較紮實。(訪 T0110107，p26) 

 

  從老師的自述中可發現求學時期的經驗對老師現在教學的影響，而在受任課

教授要求做摘要的教學行動及學習規範深植下，老師也衍伸出現在的教學行動和

思維。然而，老師之所以要求學生做筆記還有另一層考量，  

 

老師：因為我為什麼要讓他們做筆記，做筆記你至少比較不會睡著，你手有

在動。可以逼你去專注，對啊，不然你去坐在那邊，好像在看那個，在看電

影一樣，所以其實像 power point 上課厚，我有時候就是，活潑，就是必要的

時候我才用 power point，其實有時候 power point 上課，學生就好像在看電影

一樣，你注意看，power point 他們連筆都不動。他們就是好像在看電影一樣，

我就常常在那邊笑說，你們要不要準備爆米花啊，像在看電影一樣，對啊，

啊他們就說，啊老師 power point 也要，有啊，有些重點啊，只是我沒有寫在

黑板上，學生可能就容易被制約。 

研究者：所以你不喜歡 power point。 

老師：就是必要，有些比較生活化，像上次那個道、道教，影片的話，容易

讓他們去了解我才會去使用 power point，不然有的時候像，像有些東西的話，

像文藝復興我可能也會使用 power point，對，有些繪畫，比較重要。……有

以前在實習的時候，也都是用 power point 然後後來發現，power point，學生

會被動。可是像我有時候會交叉使用，一整節課，我就用完 power point 我就

寫個板書這樣，把學生注意力再拉回來。（訪 T0110107，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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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老師的敘述中，可以看到老師對於是否使用投影片進行教學是有其衡量

的，要求學生抄寫黑板上資訊的思考點乃是凝聚學生專注力，而是否使用投影片

進行教學則會視教學主題是否有此需求，這便是老師在教學方法選用上的一個轉

化過程，透過黑板筆記雙向抄寫的教學方法來傳遞知識內容，並進一步的透過教

師的教學詮釋和判斷來傳遞知識予學生。然而，小樂老師的投影片設計也多以圖

片和音樂呈現，若老師未能進一步的配合深入的教學詮釋及解釋來說明圖片、音

樂與教學主題的脈絡關係，且若投影片中的圖像和影音缺乏課程脈絡性思考，那

麼，使用投影片的教學方式將會有問題，因此學生在學習上的主動或被動特性也

就可能非全是起因於投影片的教學使用，而可能與老師運作投影片的教學方式和

過程有所關連，這或許才會是影響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真正要素。再者，老師

選擇黑板筆記抄寫的教學方式，真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專注力，或者，認真

的同學一樣認真、不認真的同學一樣不認真，只要同學最後能夠及時交出筆記即

可，那麼筆記的功用將可能與老師原有的教學期待有所落差，而失去了老師期望

藉由筆記來加深學生學習概念的教學用意。因此，老師也再次思考了做筆記的作

業方式， 

 

我下次會改變作業的方式，就做報告，然後我跟他們講說，如果你都有抄筆

記的話，你如果害怕被我當掉的話，期末我就看、看筆記，那筆記就是幫你

加分，這樣子，就是用鼓勵的方式。因為我覺得，其實抄筆記然後你拿來給

我看，看筆記，我覺得其實也沒有什麼意義，對，因為有很多時候是不是，

這東西，本來就是我寫在黑板上面，你把他抄、抄著，其實我就是看你說你

的，嗯，在整個理、理解的過程，或者是說你上課有沒有認真，有沒有就是

神遊這樣，但是我常常會覺得看筆記沒意義，看習作更沒意義，因為其實後

面就有答案了。 (訪 T0110107，p13)  



124 
 

 

  從老師思考將筆記抄寫轉換成做報告型式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做筆記只是教

師用以維持學生專注力的一個教學策略，並以協助學生專心於教學及透過筆記抄

寫的過程來理解教學的內容，而這樣的教學策略使用也會是有助於老師進行教學

轉化的歷程。 

 

  而老師要學生做筆記的用意除讓學生保持專注力外，也希望學生在考前能夠

藉由筆記來進行快速的複習，「就是學習習慣，就是這樣。因為我覺得你如果做

筆記，然後等到你要考試之前，你一定沒有時間去看全部的課文內容，那你就看

你自己的摘要最快。」(訪 T0110107，p14)此處，從老師的言談中可見老師的教

學思維仍是不脫學習背後的考試制度，而此也再次強化了老師要求學生做筆記的

觀點。然而，因老師個人對於學生的認知，從而使得老師並未要求學生完全依照

課堂教學來進行筆記的抄寫，而是進一步的要求同學自行整理及補充筆記以做為

考前複習之用，至此，筆記的抄寫也就有了不同的意義，  

 

老師：高二的話，做的很好、做的很好，也是旁徵博引圖文並茂。 

研究者：所以他等於說，他不是只有上課，抄你黑板上寫的，是他回去還要

再去找資料進來補充的。 

老師：嘿，對對對。而、而且之前，之前已經畢業的高三還有用畫畫，漫畫

的方式，把他弄出來，那…。 (訪 T0110107，p12) 

 

  筆記抄寫雖是老師教學時對學生的一個作業要求，但筆記的呈現可以是較自

由且開放的，而學生能否發揮自主學習的能動性來整理筆記或是被老師教學時所

整理好的表格及內容所引導，將會是老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時皆需多加思慮及衡量

的，而老師是否能保留足夠的空間和時間來幫助學生進行思考，或是讓學生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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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自身都被黑板上的統整表格和筆記上的彙整內容所綁住，進而使得師生皆失去

了思考的機會和空間？以歷史科著重因果脈絡和推論思維的學科而言，此教學詮

釋方式應較無法完整轉化歷史的知識概念及傳遞歷史教學的目的和意義，因此，

仍需透過教師於教學歷程中對教學方法的選用及詮釋來進一步傳遞知識概念。 

 

肆、課堂教學策略「有的沒的」 

  老師上課時有一個頗為有趣的教學策略，之所以稱為策略而非方法或活動，

乃在於研究者認為此策略穿插於老師的課堂教學中，但又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既

不屬於教學內容的範疇，又非補充教學事件的事例，且在研究者進入教室觀察的

每堂課程中幾乎都可以發現到這樣的教學策略。在老師的訪談中即提及這樣的教

學策略為「有的沒的」，因此，這邊將此稱為「有的沒的」，「有的沒的」乃是老

師在教學過程中，因覺察到班級氣氛及學生精神不佳時，透過師生互動和談話來

帶起學生注意力的一個教學的過程，老師訪談時即談及了運作該策略的教學用

意。 

 

那有時候可能帶一些比較活潑的活動這樣。我喜歡活潑的上課氣氛，死氣沉

沉我不喜歡，我自己也快講不下去。所以只要有一個學生在睡覺的時候，就

開始帶一些，「有的沒的」，開始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然後不然有時候死氣沉

沉，我覺得有時候，學生累，老師也累，而且加上我一天、我一週有二十四

堂課，如果每個人都死氣沉沉的話，我覺得，對啊，就會很累。加第八節、

二十四，對。 (訪 T0110107，p15) 

 

  從老師的訪談中，可以看出「有的沒的」教學策略對於老師的教學及學生的

學習而言都具有調節的功用及意義在，甚至，此也會是老師藉由班級經營策略來

促進教學轉化的運作過程，即透過教學策略的選擇來調節教學的運作及緩和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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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學生學習狀態的過程。而「有的沒的」的師生互動內容可能會是與老師身

為該班副導師有關的班級事項交代，可能是談論學校事務，或是與老師及學生相

關的生活大小事，這種與教學主題內容較無交集點的事務討論或閒談言論，穿插

於教學主題和歷史脈絡的討論過程中，也就成了老師教學時獨樹一格的教學步

調。 

 

  以下即以一段課堂教學觀察來討論「有的沒的」此教學策略在教學過程中存

在的意義。該次課堂中，老師正講解著蘇美人的文化發展，而在講述蘇美文化演

進之間，老師也因注意到了同學的精神狀態，而稍離了原教學主題的講述脈絡，

並且透過「有的沒的」教學策略來帶起學生的專注力，而在岔離主題的一時半晌

後，老師才又將學生們拉回了教學的主題，並接續講述蘇美人過渡到阿卡德帝國

時期的這段歷史，然而，正當老師要將學生從蘇美城邦帶到阿卡德帝國的教學過

程中，老師突然又交代起學生的簡體字書寫字體，因而在黑板上與同學一起訂正

起簡體字的正確用字，而在簡體字訂正完畢及提醒班長發放週記本過後，老師才

又開始講起阿卡德帝國的演進，在片刻的教學過程中，老師的教學已在知識傳遞

進程和「有的沒的」教學策略中交替運作著，而學生對歷史的學習也在投入與跳

出間進行著。如下，為老師的課堂講述情形， 

 

蘇美人，為什麼要講蘇美人而不是蘇美國呢，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國家，他是

一個城邦，好，就是像一個城市，建立一個城市，然後裡面的人自治這樣的

意思，就叫蘇美城邦，好，這個蘇美城邦呢，其實，他是一個農業部落，他

是屬於印歐民族，這以後我們會講，民族的分裂…，印歐民族，印度人也是

屬於印歐民族，所以印度人是白種人喔，好，不要懷疑印度人是白種人喔，

說老師…他看起來很黑耶，他是被怎樣…可能因為曬黑了，而且因為有混種

哪，啊他本來應該是白種人。齁，某某同學你一副很忙得樣子，你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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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精神不濟耶，好，我們下次早上都準備那個給你吃，為什麼要那麼前面，

你腳太長喔，喔…你，汙辱我就對了，啊老師也很長就對了，要認真喔，好

可愛喔你，看到你就精神很好，環保股長做得不錯齁，在這樣下去，搞不好

你可以記到大功耶，很好喔。好，印歐民族，蘇美人，這蘇美人呢，他最主

要就是農業部落啦，他是從農業部落，慢慢呢…轉向一種部落聯盟的狀態，

好幾個小部落變成一個聯盟，相信你們前面中國史都有講過，人類呢最早是

一個以士族血緣為主的一個社會，慢慢呢、連絡其他族變成一個部落，好幾

個部落再結成一個什麼…聯盟，好，這叫部落聯盟，那好幾個部落結成聯盟

後，就慢慢形成什麼家…國家，齁，國家，所以呢，這就是一連串的效應喔，

部落聯盟，好，這些印歐民族啊，等到他們文明呢，等到我們幾個再一起統

合出來，想要的文明有相同性，好，之後呢這個蘇美人是最早的文明，但是

呢，在西元前三千…痾…兩千多年左右，蘇美人呢，被滅亡了，阿卡德人建

立了阿卡德帝國，這是兩河流域最早的大帝國，所以曾經學測就有問過學生

一個問題，兩河流域最早一統的國家，通常我們會認為是阿卡德帝國，好，

阿卡德帝國呢，最早就是由薩爾恭一世建立的中央集權政府，這裡課本好像

沒有講。好，講一下那個指定考科的非選擇題，可以寫簡體字啦!有跟你們講

嗎?可是簡體字要寫什麼…要寫對喔!不要你寫簡體字，假會喔，不會寫自己

創字，那教授是說簡體字不扣分，但是注音要被怎樣，扣分，喔注音會被扣

分，所以有時候你可以寫簡體字，筆記本寫簡體字啊，作文要寫對。舉例來

講好了，台灣的灣要怎麼寫……班長要記得發週記歐……所以有再寫一次?

那我再跟她確認。我以為是禮拜一要交啦。沒有，好，那我再跟她確認。好，

阿卡德帝國就是薩爾恭一世，後來接著阿卡德又被滅亡了。這個是後來在西

元前一千年左右，蘇美人建立了烏爾帝國，蘇美人復興，課本寫的很簡單歐。 

(課 T2B01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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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老師的課堂教學紀錄看來，可以發現到老師雖是藉由「有的沒的」的

教學策略來管理班級的學習氛圍和學生的學習狀態，但這樣的教學呈現不免也使

得歷史原有的教學脈絡受到「有的沒的」的教學策略所打斷，而呈顯出歷史因果

脈絡及其氛圍的間斷，進而老師雖因此教學策略而稍緩和了班級學生的學習氛

圍，卻也可能讓學生無從深入瞭解歷史的因果脈絡及感受到歷史當時代的氛圍。 

 

  老師所運作出的「有的沒的」教學策略，原意應在提振學生精神、緩和班級

學習氣氛，此點從老師個人喜歡活絡的班級氣氛，不喜歡沉悶的教學氛圍上皆可

看出端倪，然而，這並非僅是因老師教學上的喜惡而衍生出來的教學策略，而亦

與老師的教學理念有關， 

 

老師：我覺得學生只要願意，然後主動對歷史不討厭。因為對他們而言、他

們而言都有一種存在，歷史好無聊，歷史就是背課，看歷史一打開，對歷史

沒興趣的，他們覺得說好煩，可能他們國中的時候，想說老師跟他講說，你

歷史把他背一背就好，可是我跟他講，你高中你背一背你也沒有用，你還是

不會寫，可是我覺得那他，喜歡歷史這個課是最重要。讓他們願意去念，是

最重要的。 

研究者：可是他們變成是喜歡你的，不是喜歡歷史。 

老師：我覺得那也沒什麼關係，你只要打開課本不是那麼討厭就好了，我覺

得這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說你，願意去念這一科。 (訪 T0110107，P20)  

 

  從上述談話內容中可以看出老師的教學理念及其對於學生學習的期許，因老

師認為學生「能夠喜歡歷史、願意去念歷史最為重要」，而對於學生的學習無太

高的期許和要求。因而，於老師的談話中也再次突顯了老師關注班級經營先於教

學、重視學生興趣先於知識的教學思維，且這樣的思維落實到教學中，也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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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課堂教學特有的「有的沒的」教學運作現象。「有的沒的」的教學策略除了

在調節班級的學習氣氛外，也有助於老師的班級經營和教學運作，唐淑華（2011）

就曾觀察到此現象，認為班級經營雖未直接與老師的教學轉化能力相關聯，但卻

能夠營造出關懷學生、以學生做出發的學習氣氛，對於老師的教學轉化確實能有

加分效用。而班級經營和教師教學本是一體兩面，兩者相互配合來運作教學應是

能有助於教師的教學實踐，因此，在教學中帶入「有的沒的」的教學策略，應有

助於班級學習氣氛提升及輔助老師進行教學轉化。然而，「有的沒的」教學策略

的穿插雖可帶起學生的學習精神和班級氣氛，但卻較難以培養出學生的推論思考

和批判能力，亦無法讓學生感受到歷史時代氛圍，而在進入與跳離歷史脈絡的教

與學之間，學生的學習也會變得較為片段，因而，「有的沒的」的教學策略也就

有待老師透過內容的思考及選擇來與教學進行連結，如此使能有助於教學內容及

知識概念的轉化與傳遞。 

 

 

第三節 依學生特性採用 

  在小樂老師的教學中，可以發現老師是以學生的背景、程度來衡量個人教學

的，而老師在進行教科書選用的過程中更是可以清楚地洞見其納入學生特性來進

行教學思考及教學運作的思維，因此，以下乃透過老師對教學文本的選用過程來

觀看其進行教學轉化的歷程。 

 

壹、教學文本的選用 

  課堂中的教學文本除教科書外，亦含括講義、評量、相關的補充教材及參考

書等，教師會以其教學專業判斷和教學需求衡量使用。以小樂老師的課室教學觀

察和訪談的資料看來，可發現老師係以教科書做為教學的主要根據，但在教學準



130 
 

備的過程中則會透過不同的文本資料和教材來進行教學的整合和補充，也就是說

老師整合了各種的教學參考資料，來對歷史事件及脈絡加以統整和說明。而在教

科書的選用上，考量點是以學生做為基準，衡量學生的學習程度和背景，而選擇

歷史脈絡敘寫較為清楚且符合學生能力的文本來做為教材， 

 

通常我們南一就只會選世界史，他寫的脈絡比較清楚，啊對我們學生而言，

比較符合他們的能力，如果用龍騰的，像龍騰的他寫的比較抽、抽象。那學

生可能就不容易懂，那如果用三民的話，他的語言比較難，通常學生也不太

容易懂。對，也讀不懂，雖然是同樣的東西，可是那南一的話，其實看起來

淺顯易懂，啊脈絡也算清楚，可是他就是寫的太簡單一點點，啊可是我覺得

說，如果是要引領學生比較符合我們學生的能力的話，我們通常是都會使用

南一，然後可能我備課的時候會用其他版的一些，有提到的概念，可是南一

沒有提到，再把他給加進去。(訪 T0110107，p9) 

 

  從上述可以看出老師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思維，老師在教科書文本的選擇上是

以學生能夠閱讀、能夠理解的觀點來考量，決定教科書版本後，即是老師得以發

揮教學專業和經驗的時候，小樂老師傾向於藉著教科書的使用和其他文本資料的

整合及補充方式來進行教學的運作，並非是逐字逐句照著教科書來進行教學，而

是依著教科書的主題脈絡及順著個人的教學理解來教學。 

 

貳、教學文本的定位 

  而老師在教學中對教科書的使用上也都可以觀察到其對於教科書的定位及

其對於學生學習的考量，如老師於課前先請同學翻開當天教授內容所屬的教科書

頁數，或是引用教科書的資料證據來幫助同學理解歷史事件和知識概念，因此，

教科書乃是如同課綱的具體範本和史料佐證的參考書籍來讓老師運用於課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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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以下即是老師課堂教學時的教科書使用情形，  

 

好，我們要開始上課了，進兩河流域，請打開第十頁……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什麼叫漢摩拉比法典？在你們的課本上有一段…沒有史料？阿有，請打開 12

頁，參考資料，來來來，12 頁，然後看一看差不多要下課了。漢摩拉比法典

的重要條文，你們仔細看，下一節我會問。「如果兒子毆打父親，法官就應該

砍掉他的手。貴族毀傷另外一個貴族的眼睛，他們也應該傷他的眼睛，可是

呢，最後一…往下兩個歐，毀傷一個平民的眼睛或打斷人家的骨頭，他只要

賠償一米納的銀子就好了」。所以你覺得漢摩拉比法典是平等還是不平等？不

平等！平民打傷貴族，我跟你講你還一顆頭都不夠，但是如果貴族打傷平民，

他只要賠什麼？賠錢就好了。（課 T2B0100910） 

 

  從老師的課堂教學中可以發現到，老師乃是透過教科書的補充資料來與其教

學建立連結並做出進一步的教學闡釋，而教科書也就有了協助老師進行教學概念

引證的具體參考意義。教科書乃是教師與課程綱要的中介連結，是為使教師在教

學上有所遵循而編訂的參考書目，其編製的本意乃是在作為教師教學的參照性指

標，以教師個人的教學考量來運用。以小樂老師使用教科書的教學情形看來，教

科書乃是老師開啟教學的開關，也是老師教學時遵循及參照的課綱範本，因而，

教科書除可幫助老師開啟教學、查詢史料及解釋外，從老師在教學使用的過程看

來，教科書也會是老師透過教學來輔助學生進行學習的依據，進而協助學生對教

學內容和考試評量不至有挫敗感，因此，老師對於教科書的選用過程實具有依學

生特性採用的轉化概念在內。然而，配合教科書文本使用的教學，是否真能夠培

養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則是有賴老師透過教學方法、策略的運用，以及老師個人

教學專業的判斷和詮釋來進一步轉化知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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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學轉化歷程的探討 

 

  本章乃藉由先前所論及的教學理論來進一步分析、討論兩位老師的教學形塑

歷程，以 Shulman 的教學理論作為分析教師教學轉化歷程的主要理論，Goodlad

的五層次課程理論和 Keddie 的課堂知識理論作為輔助觀看教師教學資料的啟示

理論，並透過阿哲及小樂老師的課堂教學紀錄和訪談資料的重建，來協助探看及

理解老師的教學實踐過程。因而，會是藉由理論論述及研究資料的理解、思考，

研究目的和問題意識的反思，以根據 Shulman 的七大知識基礎來協助研究進行思

考，並透過其教學六步驟中與教師教學運作和轉化實踐較為貼近的理解、轉化和

教學此三個概念來對教師教學歷程的脈絡進行剖析，而後，也輔以另兩個理論來

進行教師教學轉化歷程的探討。 

 

第一節  從教學理解到教學轉化 

  教師的教學理解會影響其進行知識概念的判斷及教學方法的選用，而從

Shulman 的教學理論中，也可以發現到七大教學知識乃是影響教師進行教學轉化

歷程的思考基礎，此七大知識基礎又可將其歸為教育脈絡知識、教師教學知識及

學生知識此三大知識概念；因此，研究乃透過教師對此三大知識基礎的教學理解

來探討及分析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並藉由 Goodlad 課程層次中的知覺課程、運

作課程及 Keddie 理論中的學者脈絡與教師脈絡來觀看教師的教學歷程。 

  

壹、教育脈絡的理解 

  從教育政策到學校層面的革新，從課綱更動到學校教育理念或課程安排的制

定，教師的教學都是無法脫離教育脈絡來實行的，因此，教師的教學也可能在知

覺大環境的變動下有所改變或成長，可能是教師被動做出的教學改變，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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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動對個人教學所做出的調整、應變，如課綱的修訂、不同學校的教育氛圍和

理念等，都可能使教師對個人的教學做出改變，這樣的改變應是有其背後的意義

和思慮的，因此，以下即從社會及學校的教育脈絡來進行教師教學的討論。 

 

一、社會脈絡的教育環境 

  在教師教學歷程中，影響教師教學最甚且驅使教師做出較大教學改變的因

素，應屬社會脈絡下的教育改革了。政府當局所發佈的教育改革政策或是課程革

新雖是以激勵教師教學向上、舒緩學生學習壓力的口號出發，但因教師知覺及理

解教育改革理念與學者的出入，而造成了教師對於政策制度的不信任、甚至是抗

拒，而官方的理想課程或政策落實到教師的教學運作中，也因學者脈絡與教師脈

絡的落差而使得課程的落實是與原先預期成效有所差距的，如北北基、自學方

案、建構式數學等教育改革的實行，而未來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改革政策若實際推

行，升學方式的改變及學生程度的不均都可能使得教師的教學面臨到更大的挑

戰，就此，教師如何理解及運作教學也會是其教學轉化成功與否的關鍵。 

 

  而課程綱要的修訂也一直是教師教學上的挑戰，從讓教師教學遵循的課程標

準細則要項交代到放寬教師教學自由的課程綱要大綱準則的指示，從教學內容的

修改到教學時數的更動，課綱的修訂或更動都可能使得教師對課程的知覺有所不

同，並使其在教學運作上需要進行調整及改變。以歷史科為例，歷史科的課綱一

直是備受爭議的，而歷史科的教學時數問題，也是教師教學時需加以思考及衡量

的，以研究所觀察的兩位老師來觀看，確實也發現了相似的教學狀況，因歷史科

教學時數的縮減，而使得老師須將上下學期的課程重新安排，如此才能藉由擴充

中國史教學時程、壓縮台灣史教學時數的課程安排來調節教師的教學進度及運

作。這樣的教學現象應是學者脈絡與教師脈絡的落差，因課程綱要的修訂而使得

老師須在教學上做出相應的調整來因應，而此過程更是蘊含了教師所做出的「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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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意義，由於課程綱要的修訂及其教學時數的規劃，使得教師對於教育脈絡的

理解需再次修正及調整，因此，教師也需能具備教學專業素養來評斷及選擇知識

和價值，進而才能透過教學方法選用及知識判斷的過程來轉化知識並以銜接學者

脈絡與教師脈絡間的落差。 

 

二、任教學校的教育環境 

  教師任教的學校脈絡也是影響其教學運作和教學思維的因素，甚至，可能積

累、形塑成為教師的教學經驗和教學觀，包含任教學校的教育理念、教育氛圍和

該校的體制、課程安排等，都會是影響教師教學的可能原因。而研究的過程確實

也發現相仿的情況，從小樂老師的教學行為和教學理念中皆可看到其過往任教學

校所積累的教學經驗和態度，且因過往任教學校所營造的私校教育環境及須同時

教授地理及歷史科的學校課程安排，而使老師發展出將地理概念融入歷史科教學

的教學詮釋，以及強化老師認為只要學生願意打開課本、開心學習即可的教學觀

念和態度。因此，教師的教學理念及教學行動乃是會受到學校理念及其課程安排

所影響，進而使教師理解及運作出不同的教學轉化歷程。 

 

  從教育政策及課程綱要等社會脈絡的教育變動到學校課程、體制脈絡所形塑

的教師教學經驗和理念，以至進到老師的課堂教室來觀看老師的教學選擇和詮釋

過程中，可以看到教師的教學乃是受其個人所認知到的教育脈絡知識所牽引。從

兩位老師因學校課程安排的教學時數問題而調整課程與教學，及小樂老師因過往

學校體制的教學經驗所延伸出的教學方法和思維來探看，皆可發現教育脈絡知識

對教師教學運作的影響，因此，教師對於教育脈絡知識的理解也會是形塑教師進

行教學準備及構思的初步認知，影響教師對教學知識的選擇及判斷，而使教師進

行不同的教學詮釋，並運作出不同的教學轉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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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教學的理解 

  教師個人的教學理解會是以教師對歷史教育目的及其個人的教學理念進行

討論，並以透過教師的教學思維和教學運作等蛛絲馬跡，及理論的相關概念和啟

示來進一步探看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背景脈絡。 

 

一、 歷史教育的目的 

  首先，在歷史教育目的方面，從老師的訪談敘述中，可以窺見兩位老師對歷

史教育的定義及其各自持有的不同看法。其中，阿哲老師乃提到了「人文教育」

以及「人類文化遺產地圖」的觀念，是以較為宏觀的「社會人」的角度來看待歷

史教育的目的，而其中也透露出老師對於歷史內容取捨的教學想法， 

 

歷史教育基本上，首先他應該要是一個人文教育，也就是呃，人、人的價值、

人的理念，也就是說你該怎麼樣成為一個人，然後你對於人所面對的處境、

人所面對的困境，人所要擔心的問題，整個社會它會面臨到的狀況。或者是

說，欸整個人生，你必須讓學生能夠有一點理解，還有就是啟發、體會，是

這輩子我不該白過啦，或者是說，曾經有過這麼重要的議題，我們值得去思

考、值得去追求、值得去擔心，需要我們去選擇往哪邊走。那這個是最重要

的。第二個呢，歷史教育基本上，以目前來講，其實他比較像是一個人類文

化遺產地圖。這也就是說為什麼有的時候有些老師們，他比較期望說、歷史

不要教那麼多，教幾個窄而深的專題，讓學生對於歷史知識的性質、理解過

去的方法，還有那一個議題的本身有比較真實而深入、感人的理解，真的能

夠 Make Change 的這種深度的理解，比較重要。但是我還是會期望一個，具

有廣度的、歷史知識的教學，就是、嗯，首先，他給了人一個定位點，我們

人從什麼時代，經過什麼樣的 Pass、路徑、狀況，然後到達我們現在這個樣

子，然後可能未來是長怎麼樣、會往哪些地方。那再來就是說，哪些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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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創造出來哪些成就，是值得我們吸取、值得我們認識的。人類的文化

遺產，到底有哪些方面？有哪些不同的方向等等，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地

圖給學生，能夠讓學生掌握這一份地圖，我覺得是還滿重要的。(訪

C0110128，p15-16) 

 

  從阿哲老師所認知的歷史教育目的看來，可以發現老師所指涉的人文教育和

人類文化遺產地圖的教育目的乃是型塑老師對於歷史科課程知識認知的初始。老

師是以個人對歷史教育目的的理解來形塑出一套個人認知的歷史課程，因此，此

也會是影響老師進行教學詮釋、判斷及選擇教學內容知識的基礎，進而影響到老

師要教什麼和如何教的問題，以及老師的歷史教學將培養學生什麼樣的能力及成

為什麼樣的人的教學導向。從阿哲老師所定義及認知的歷史教育目的來觀看，老

師乃是將學生導向一個社會化的學習歷程，是以其個人對教學的理解來取捨所要

教授的知識、價值，並透過問題思考、推論及事例延伸討論等教學方法的選用來

進一步培養出學生的思考力及問題解決能力，進而才能透過歷史教學的知識傳遞

過程來讓學生認識及理解社會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而小樂老師乃是從貼近學生生活的「學習者」視角來定義歷史教育，認為學

生只要能夠瞭解生活和時事脈動即可，而不需要太過艱深的學習， 

 

其實我是覺得就是，讓學生獨立思考啦，以高、高中啦，而且我跟他們講說，

如果你歷史學的很好的話，那…你知道過去現在，你就會知道未來，基本上

你以後掌握投資趨勢跟脈絡，你看一些時代的脈動，你差不多會有一些就是…

一些看的比較遠啦，對。所以我是覺得說，就先讓他們了解，生活環境，時

代的脈動，你說，一些很艱深的研究，那些就留給歷史系的教授就好了，對，

一般的同學，除非他提升他愛國精神之外，對啊，就是了解他時代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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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人云亦云，你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就變成說，其實現在的學生有時候，

你問他們東西，有時候他們會反問，其實我就覺得說，這樣子其實…。對，

就不錯，那你說一些，很、很難的，譬如說，讓，站在過去，了解現在，理

解未來，這大概很需要，對啊，還是要去努力，那，其實現在學生看起來，

都比我們以前還要活了。(訪 T0110107，p17-18) 

 

  從小樂老師所認知的歷史教育目的來觀看，可以發現老師對於學生學習及其

個人教學的理解與定位，因老師認為歷史教育的目的僅需讓學生瞭解時代脈動及

生活經驗而不需過度艱深的學習，使得老師在課程知識的界定及其個人對教學內

容知識的判斷及取捨上，會是以教學內容的廣度延伸來進行教學。而老師在教學

方法的選用上，也就會是選擇能讓學生理解的事例及文本整合等教學方法來進行

教學的連結及知識概念的轉化，並期以培養學生對時代脈動的理解及傳遞歷史的

知識概念。 

 

  以兩位老師對歷史教育目的的認知看來，可以發現兩位老師在歷史教育的立

基點上是相當不同的，阿哲老師是以能夠解決或瞭解社會文化、現象及問題的社

會化觀點來教育和培育學生，然而，小樂老師卻是站在學生角度以帶起學生對生

活環境及時代脈動的理解來看待歷史教育。以理論啟示來觀看兩位教師的教學思

維，則可觀見兩位老師的歷史教育目的皆是反映出其個人的歷史教學觀及課堂教

學運作的，而此與 Shulman 所提及的教育目的、目標、價值和史哲背景的教師教

學知識基礎顯然是相呼應的，藉由老師對歷史教育目的的描述來進行探討，也有

助於瞭解老師所關注的課堂知識及其進行教學選擇和詮釋的教學導向。從

Shulman 於教學六步驟的前三步驟中所指出的理解、轉化和教學的運作關係來觀

看，可發現教師對教學的理解乃是形成及影響教學運作的關鍵階段，因此，以歷

史科教學而言，教師對歷史教育目的的解讀會是影響教師進行教學規劃和實踐的



138 
 

指標，也會是影響教師理解教學內容及進行教學轉化的思路脈絡。 

 

二、教學理念 

  除了對歷史教育目的的認知外，老師於訪談中也進一步的提出了個人的教學

理念，而老師的教學理念其實正與其個人的歷史教育目的認知相扣連，是透過其

個人在歷史教育目的的認知及學經歷背景和專業素養的知識、價值判斷及教學經

驗的累積來形塑出個人的一套教學理念。而根據 Shulman 理論所指的知識基礎來

觀看，教師對課程知識的認知也有助於教師形塑個人的教學理念，教師可透過個

人對該課程的理解來延伸出對教學運作的進一步思考，進而協助教師判斷和選擇

符合該門課程需求的知識、價值以及決定該門課程的教學方法。 

 

  在小樂老師及阿哲老師的課堂教學中皆可觀看到其個人教學理念的注入，而

老師的教學理念確實也對其教學產生了影響。小樂老師曾提及「只要學生願意，

然後主動對歷史不討厭」以及「喜歡歷史課，願意去念這一科」的教學理念，從

此教學理念看來，小樂老師對於學生學習興趣的關注會更甚於知識學習的要求，

因此，老師教學時也會是較重視班級的學習氣氛、學生的學習狀態，以及班級的

經營和管理，而老師於教學上則多是選擇淺顯易懂且與學生經驗相關的事例來與

歷史事件連結，甚至，老師為提振學生精神及提升班級學習氛圍，而衍伸出「有

的沒的」的教學策略。而阿哲老師的教學，因其強調的是歷史思維及能力的培養，

所以會是以重思考、重推論的問題討論，及透過例子延伸探討的方式來運作教

學，是以老師的教學引導來帶領學生進行思考和學習，並期能培養出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及問題解決等能力。從兩位老師的教學脈絡來探看，可以發現老師的

教學理念落實到教學運作之中，確實會使老師對教學知識和方法的選擇有所影

響，並使其產生不同的教學思維和運作出不同的教學轉化過程，而不同教師因其

教學理念的不同，也就會運作出各異的教學實踐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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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生背景的理解 

  教師的教學應是根據學生的知識和背景瞭解來判斷及詮釋個人教學運作

的，而此也牽涉到教師是如何看待學生？如何知覺及運作個人的教學？教師看待

學生的角度，會影響到教師對於教學內容及方法的選擇，並使其在教學詮釋上有

所不同。在 Shulman 教學理論中所指涉的轉化概念即提出了依學生特性採用的論

點，認為教師的教學需依學生的特性、興趣、能力、程度及多元的背景等來進行

思考及規畫教學，而這樣的教學也才會是符合學生經驗及學習需求的。 

 

  從兩位老師的課室教學及訪談資料中，皆可見老師將學生納入教學的思慮，

尤以教科書挑選的理由來觀看，兩位老師皆提到了學生程度的部分，阿哲老師認

為該教科書版本的可讀性較佳，脈絡敘寫較為清楚、較適合學生學習以及自行閱

讀，而小樂老師則是提及與阿哲老師兩人皆認為該教科書版本較符合該校學生程

度的看法，兩位老師皆是以學生的觀點來選擇教科書，而非以個人教學做為挑選

教科書的優先考量。在老師的教學運作中，同樣可見老師將學生納入教學的思

慮，阿哲老師乃是透過問題討論及主題深究的教學方式來藉以培養出學生的歷史

思維，而小樂老師則是透過淺顯易懂的事例及有的沒的教學策略來讓學生快樂學

習，甚至是喜歡歷史課。老師對學生背景經驗的理解確實會對其教學產生影響，

甚至是左右老師在課堂上所做的知識判斷及教學方法的選擇，而兩位老師在看待

歷史的教育目的上，更是可見老師的教學欲培養學生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獲得什

麼樣知識的此一觀點，以阿哲老師在人文教育及人類遺產地圖的教育目的來觀

看，老師會是期許學生具備人文素養及培養學生具備判斷力及問題解決能力的，

而在小樂老師欲培養學生瞭解時事脈動的教學目的看來，則可看到老師乃是關注

學生學習興趣且欲連結學生生活經驗的。然而，兩位老師對於歷史教育的目的雖

反映出老師對個人教學的期許及對學生的期待，卻也因無法兼顧學生興趣及能力

來進行知識概念的轉化，而使其教學轉化並未能順利傳遞知識概念予學生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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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習得。阿哲老師的教學雖是要提升學生的思維、帶起學生的能力，但卻在教學

過程中因較少關注到學生的興趣及能力，而使部分學生較難專注於學習；而小樂

老師的教學雖是以學生興趣出發，卻因較少有討論及引導的過程，而難以透過知

識的轉化歷程來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因此，兩位老師雖於教學過程中皆有考量

到學生的部分，但卻因較難兼顧學生興趣和能力來轉化知識，而使得知識傳遞的

歷程是不完整的，就此，教師於教學轉化的歷程中乃需要將學生的特質、程度以

及其多元的經驗背景同時納入教學歷程中來加以衡量及評估，如此才能有助於教

師教學的轉化及學生學習的理解。 

 

  老師對學生的理解及認知確實會影響其個人的教學思維，使其針對知識及教

學方法做出不同的選擇和詮釋，因此，教師對學生背景的理解，可能使其產生不

同的教學觀，甚至使其在運作教學轉化的過程有所不同，至此，教師若能調整看

待學生的方式，也就可能運作出不同的教學詮釋及形塑出不同的教學轉化歷程。 

 
 

第二節 從教學轉化到教學運作 

  教師的教學乃是經由其個人對教學的理解後，才得以藉由準備、陳述表示、

選擇及依學生特性採用的轉化過程來將知識概念轉化至教學中，因此，教師如何

進行知識概念的轉化也就會影響到教師對教學的詮釋及運作。因而，乃提出課綱

及教科書此官方的教學知識來與教師的教學進行討論；並依教師教學專業及其經

驗背景下所衍生的課程知識、內容知識、教學內容知識及其一般教學知識等屬教

師教學專業的知識概念來探討教師教學的形塑歷程，進而以透過兩者的討論來探

究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 

 

一、課綱及教科書的官方知識 

  教學脈絡中與教師教學最直接相關的無非是課程綱要的制定，課程綱要的內



141 
 

容訂定或條目修訂皆是教師教學時須加關注及遵循的參照性指標，從過往的課程

標準細則到現在的課程綱要，可以看出課綱的內容已由細則要項的交代轉變成大

綱式的教學指標，而此也意味著教師的教學已更加自由及具發展空間，而教師的

教學專業也更顯得重要。然而，雖然教師的教學行動不再被過往課程細則的內容

所侷限，在課程綱要的轉變下，教師的教學轉化空間更為寬廣、賦予教師更多的

教學專業自主空間，但此課綱的理念對於不同教師的教學而言卻可能是具有不同

意義的，課綱的轉變意義雖是在讓教師個人的教學不再被綱要所局限，但卻也可

能使教師在教學無所遵循下感到慌亂，甚至是打亂原有的教學步調。而教科書編

訂的作用，雖是在連結課綱和教師的教學，期望藉由一綱多本的教科書文本來讓

教師依個人教學專業及需求進行選擇，然而，卻也在市場取向的迎合下讓不同版

本的教科書皆導向了過往國編版的影子，如此，教科書的不同多僅是教科書編寫

者的編寫風格和版面編排方式的不同，教科書愈趨同質化的現象，除顯見普遍教

師對過往國編版的教學習慣外，也讓研究思索透過教師對教科書文本的使用方式

來進一步推敲教師進行文本轉化的教學思考。教科書雖是如同課綱的釋義本，但

版本多大同小異，教師如何在看似同質性高的教科書中挑選出適於個人教學或學

生學習的教學文本？挑選的考量是什麼？教師如何透過個人在課程知識及教學

內容知識的理解來解讀課綱，進而挑選教科書、使用教科書？其知識內容的取

捨、判斷為何？更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而透過課綱、教科書和教師教學此三

面向的關係來進行討論，也有助於進一步探究教師的教學轉化歷程。 

 

  從兩位老師的教學及訪談中，皆能觀看到老師對於課綱的理解及其在課堂中

使用教科書的情形，以阿哲老師來說，課綱及教科書就如同知識的基準，是學術

的公共價值，因此，老師的教學只要是在這公共價值底下運作的，是課綱、教科

書所論及的相關內容即可，那麼老師如何解讀課綱？如何看待教科書？便不再是

關鍵，相對的，老師是如何來詮釋歷史知識和概念？透過什麼樣的教學方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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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透過知識、價值的判斷來轉化課綱、教科書以進行教學的詮釋？此才會是老師

教學運作的關鍵過程，而此也會是需要老師依著個人教學專業及經驗來進一步衡

量的。在阿哲老師的教學歷程中，老師乃是運用問題的討論以及主題事例的延伸

討論來引導學生思考，其中，可以看出老師乃是期望藉著教學的過程來培養學生

的歷史思維和能力，但在教室觀察的過程中卻也可以看到老師所欲傳達給學生的

歷史思維及知識概念，仍是有部分學生未能接收，因此，老師的教學運作並未能

順利的轉化知識概念予所有學生，而教科書也就成了學生自行學習的輔助工具，

教師教不完或是學生無法理解的內容，也就有待學生藉由教科書來進一步理解和

學習了。另外，小樂老師的課堂教學中則可見老師是以教科書作為根據來開啟個

人教學的，老師依著教科書的大抵脈絡來進行教學，但卻是透過整合不同版本及

不同類型的參考資料來幫助學生進行歷史概念的統整，此教學方式雖是幫助學生

將知識、概念進行分類，但卻不見得能夠完整的轉化知識概念及協助學生對於知

識的思考和組織。而老師幫學生將歷史脈絡統整成表格以及要求學生做筆記的教

學方法，也是屬於老師透過個人理解及整理後所統整出的概念及知識，對於學生

的學習而言，較缺少其自主學習及理解的部分，因此，老師於知識轉化過程中所

選用的教學方法及其對教學內容所進行的詮釋也就更顯得重要，透過老師對教學

內容的判斷及詮釋也才能進一步的解釋歷史的因果脈絡及傳遞歷史的思維和概

念。 

 

  以兩位老師對課綱及教科書的解讀和詮釋看來，可以發現阿哲老師乃是將課

綱和教科書視為教學的基準來運作及延伸個人的教學，而小樂老師則是將課綱和

教科書視為教學的根據來將知識概念加以統整。因而，兩位老師所進行的教學轉

化過程也是相當不同的，阿哲老師的教學轉化乃是將知識內容進行延伸和擴充，

而小樂老師的教學轉化則是對知識進行整理和歸納，轉化的概念和意義在兩位老

師的教學上看來是相當不同的，一個是教學的知識累加，一個是教學的知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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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而此應也跟老師個人的教學理念、教學專業和背景經驗，及其對課綱的解讀、

闡釋及對學生的理解和關注不同有關，因此，不同教師的教學選擇及其知識傳遞

的轉化歷程也就會有所不同。 

 

二、教師教學專業的個人知識 

  教師的教學與其個人的教學專業有著莫大的關係，而此所指涉的教學專業所

涵蓋的範圍又更加的廣，除了教師對於該學科專業知識的學經歷背景外，尚含括

教師對於教學所該具備的教學知識，如教學方法、行為的基本概念；教師對於該

課程涵蓋的知識概念和價值瞭解以有助於教師規劃教學的課程知識；教師對於教

科書理解和判斷的內容知識；以及教師個人教學專業運作下的理解、選擇、批判

及詮釋等的教學內容知識。教師的教學需透過對於普遍教學知識、課程知識、內

容知識及教學內容知識的認知和理解，才能進一步的規劃出個人的教學，也才能

夠藉由理解的過程來進行教學的選擇和詮釋，並將知識概念透過教學的轉化歷

程，準備、陳述表示、選擇及依學生特行採用等過程來進一步的將知識傳遞給學

生。 

 

  以兩位老師來說，兩位老師都是在歷史教學脈絡下所培育出的教師，其對於

歷史科的教學應都具備基本的學科知識背景，而兩位老師也都曾修習過教育學

程，因此，應都具備普遍教學知識，對於課程的安排、教學的規劃，以及學科知

識的瞭解、教學方法的選用應都有其專業的判斷能力和經驗。因此，屬於教師個

人教學專業的教學內容知識將更顯得重要，可能影響到教師的教學選擇和判斷，

甚至是影響到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思考和歷程。而這與教師的求學經驗及教學經

驗實有關聯，以兩位老師來說，兩位老師大學時皆為歷史系出身，但是阿哲老師

卻又具備了歷史系研究所的背景，兩位老師的求學背景雖相似卻又有所不同，大

學與研究所不僅在學習方式的不同，其在知識深廣度探究的方向亦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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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這樣的不同，也可能進一步延伸至老師的個人教學理念及其教學方法的選

用上，使得老師對於歷史教學的理解和詮釋方式有所不同，如阿哲老師在研究所

時著重批判思考、重視歷史思維的理念，也會是影響老師形塑出現在的教學理念

和態度的因素；而小樂老師同樣具有歷史教學的背景和知識，但因個人關注學生

興趣更甚於教學知識的教學理念而使的老師較少針對歷史的教學內容進行深入

的討論和批判，因而，在教學轉化的過程中較難以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和批判能

力。而在教學經驗上，阿哲老師乃是於研究所畢業後即至目前的學校任職，且隨

著教學經驗的不斷積累而調整、修正教學，整體而言並無較大的教學變動；而小

樂老師於目前任教學校前曾於私立學校任職過，該校的教育理念和學生的程度也

與目前學校相當不同，因此，小樂老師的教學在這之中也會受到影響，使得老師

將過往任教的經驗運用到現在的教學上，並衍生出結合地理概念的歷史教學。 

 

  在教師個人的學經歷及教學背景之外，影響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因素尚有班

級經營的部分。教師的教學是在課堂中運作的，因此，教師的班級經營和課室教

學應都是屬於教師教學的一部份，教師需能在與學生進行教學互動的過程中來覺

察學生的學習情形，善用個人的教學專業來選擇及判斷知識，並據以進行教學的

詮釋，如此才能在動態的教學過程中來傳遞知識及培養學生的能力。而在兩位老

師的課堂中，也可清楚看到老師與學生的教學互動情形，阿哲老師的課堂教學

中，雖是使用問題討論和事例延伸的教學方法來與學生進行教學互動，但卻也可

見部分學生較難跟上老師的教學，甚至，是無法專注於教學上的；而在小樂老師

的課堂上，老師讓學生進行筆記抄寫也多少發揮了班級經營的管理效用，藉由做

筆記的要求來使學生專注於學習，不僅能助於教室的管理、也有助於促進教學轉

化的進行。此處可以看到教師的教學與班級經營是有所關聯的，有的老師會透過

教學來進行班級的經營和管理，有的老師則是透過班級經營來穩定教學的進行，

不管是採取何種教學方式，都需要教師透過教學專業及課室管理的一般教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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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加以判斷及運作，如此才能在班級經營及教師教學的相互配合下來妥切運作教

學。而教師進行教學轉化時，除透過個人的教學專業知識及其對班級經營的一般

教學知識來運作教學外，也需要教師對於課程知識、教科書內容知識以及教師個

人對教學內容知識的理解及判斷，因此，教師於運作教學時有必要針對此些知識

概念進行思辨和理解，如此才能有助於教師的教學選擇及判斷。 

 

  綜而歸之，教師運作教學時，是需要透過個人思考以及課室教學運作的思考

來進一步實踐的，因而，教師乃需要透過個人對教育目的、理念的闡釋，及其個

人的教學專業素養及經驗來進行判斷，而教師也需要透過不同知識的選擇和教學

方法的詮釋來進行教學，並以透過課程知識、教科書內容知識、班級管理的一般

教學知識及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等不同知識基礎的判斷及選用來進行準備、陳述表

示、選擇及依學生特性採用的轉化過程，進而才能夠透過教師教學知識的衡量及

轉化的歷程來傳遞教學的知識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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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乃藉由描述及討論兩位教師運作教學時的個人思維及教學詮釋的行

動，來探究教師形塑教學轉化的歷程，因此，以下也針對教師運作教學轉化的具

體歷程及發現，來做進一步的歸結及討論，並期能探求出有助於教師教學運作的

思考面向。而研究因是以教學現場的實務面來切入觀看教師教學中所形塑及建構

的教學轉化歷程，因而能更貼近教師的教學實際，並提供相關建議予現場教師及

後續研究作為參考。 

 

第一節 結論 

壹、 教師教學理解形塑教學轉化的歷程 

  教師教學過程中受個人教學理解的影響尤甚，而教學理解也是影響教師進行

教學轉化的關鍵因素。從阿哲老師及小樂老師的教學歷程看來，可以發現老師的

教學理解包含了其個人對於任教學科教育目的的看法及其個人於教學過程中所

延伸出的教學理念，而老師對於學科的教育目的也會影響到老師對課程的規劃及

對學生學習的期許，因此，老師對於課程知識的選擇及知識價值的取捨，以及學

生應該從中學得什麼知識，並培養學生成為什麼樣的人等都會是教師教學運作時

需透過其教學理解來解答的。從兩位老師的課堂教學歷程中可觀見，阿哲老師視

歷史科的教育目的為人文教育及人類遺產地圖，因而會是期許學生具備人文素養

及瞭解社會文化的，而老師的教學理念則是根據個人對教育目的認知後所產生的

課程知識來加以形塑，使得老師在課程的詮釋及其在教學方法和知識選擇、判斷

的轉化過程中，會是以人文教育及人類文化遺產的標的來運作教學的；而小樂老

師的教學，因其個人的教育目的是在培養學生瞭解時事脈動，因而使得老師衍生

關注學生學習更甚於教學知識的教學理念，而在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的選擇上也

會是選用讓學生易於理解的知識概念及方法來轉化教學。因此，從兩位老師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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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程看來，老師會因對教學的理解而產生一套個人所認知的課程知識，並透過

此課程知識的基礎來形塑教學理念及進行知識內容與教學方法的選用，進而以透

過知識判斷及方法選用來轉化知識概念及回應教師個人的教學信念和期許。 

 

貳、 教師背景經驗影響其教學理解 

  除了教師個人對於該科目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及素養外，教師個人的求學經歷

以及教學經驗的背景都可能對教師的教學產生影響。求學經驗係指教師在求學階

段時因受到當時期授課教師的教學理念或教學方法所影響，進而使得教師在現階

段的任教生涯中衍生出類似的教學理念和教學詮釋方法；而教學經驗則是教師於

個人教學生涯中憑藉著歷年的教學經驗而逐步積累或調整出的教學方式和步

調，而此教學經驗的累加可能是來自於不同學校的教學理念和課程安排，也可能

是來自於不同班級的師生互動所激盪出的想法或是教師同儕間彼此分享所得的

經驗等。在兩位老師的教學運作及訪談過程中，即可發現到老師過往求學經驗及

教學經驗對其教學的影響，其中，小樂老師因受到求學時期教師關注學生興趣的

教學想法及做摘要的教學方法所啟發，再加上過往學校的地理科教學經驗積累及

對學生學習的認知，而使得老師對於教育目的及教學理念的理解會是以學生興趣

及經驗為主，在教學方法或策略的運用上則會是注重做筆記及透過淺顯易懂的事

例、地理概念沿用等教學方法來運作教學；而阿哲老師也因受到研究所階段學科

專業知識的學習方式和歷史方法的理解所影響及其歷年教學經驗的累積，而使得

老師調整及呈現出重思考及推論的教學思維和教學方式。從兩位老師的教學看

來，可發現教師會是藉由求學經驗的學科知識基礎來做為個人教學的背景知識，

並透過教職生涯中的教學經驗來強化及調整個人的教學，最後以根據個人的學經

歷背景及教學經驗來形塑出一套個人的教學思維及方法，此思維及方法就是教師

對教學的理解，教師乃透過個人的教學理解來衡量知識及方法的選用並據以做為

轉化教學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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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對學習者的認知影響其教學理解 

  學生是教師於教學歷程中需要納入及多所思慮的部分，教師的教學成功與否

不僅在於教師個人教學專業的發揮，更在於教師是否透過個人的教學專業帶起學

生對教學內容的學習、理解以及培養出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因此，教師於教學歷

程中是否關注到學生？如何看待學生？如何將學生納入個人的教學考量等？都

將進一步地影響到教師後續的教學規劃及其教學的運作。而於阿哲老師與小樂老

師的教學運作過程中，也同樣可發現老師對於學生的認知與想法，以及老師將學

生納入教學的考量，然而，因老師對於學生的認知及期許的不同，而使得老師運

作出的教學歷程有所不同。在老師的教學中，可以發現到阿哲老師乃是將學生視

為主動的學習者，因而老師對於學生的期許及其在教學方法的詮釋，會是以問題

的思考及推論等教學過程來培養學生思考和問題解決的能力；而在小樂老師的教

學中，則是可見老師將學生視為被動學習者的教學過程，老師是以文本整合、表

格整理及讓學生做筆記的教學策略來進行教學，以協助學生對於教學內容的概念

統整及帶起學生的學習專注力。從兩位老師的教學看來，老師對於學生的認知及

理解，確實會影響其運作出不同的教學轉化歷程，而老師如何看待自己所教授的

學生而選擇出適合該學生背景經驗的教學知識及價值？如何挑選和規劃出培養

學生理解、學習的教學方法和策略？都會是老師於教學進程中需要思考及衡量

的，而老師對學生的認知若能有所轉變，應也能使老師在知識價值的取捨和教學

方法的思考上有所不同，並使其運作出不同的教學轉化歷程。 

 

 

第二節 建議 

  此節乃是根據教師教學轉化歷程中的討論和發現來進行反思，並以提供相關

想法及建議予教學現場教師及後續研究進行思考和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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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對教學現場教師的建議   

  從兩位老師的教學轉化歷程觀之，可以發現老師的教學理解會影響其進行教

學轉化的形塑，而老師的學經歷背景更是影響其對個人教學理解的基礎知識，甚

至，教師對學習者的認知也會影響其進行教學的轉化。因此，以下乃根據兩位教

師的教學歷程和發現來據以提供相關建議予教學現場教師做為參考： 

 

一、 教學理解的權衡 

  教師教學理解會影響其對課程的認知及詮釋，並使教師在進行教學轉化時對

知識、方法的選擇和判斷有所不同，因此，教師在透過個人教學理解來進行教學

轉化時，仍需透過個人教學專業及對學生的瞭解來進行衡量，如此在教師個人教

學理解、教學專業和學生背景、程度的納入後，才可進一步形塑出較為全面的教

學思維及方法，就此，教師教學理解的形塑也就更顯得重要，教師有必要透過輔

導及研習來進一步提升個人的教學專業，並以協助教師的教學理解形塑及修正。 

 

二、教師背景經驗的思考 

  教師背景經驗會是影響其形成教學理解的知識基礎，包含其個人求學階段及

教學時期的經驗，都會累積及形塑成為教師對教學的認知和理解。然而，教師於

求學及教學過程中所理解出的教學思維或方法，並非於所有的教育脈絡下皆可適

用的，因此，教師對教學知識及方法的思考仍須回應到當下的教育場域及學生特

性來進行教學的選擇和判斷，進而以調整及理解出適於該教學脈絡及學生學習的

教學思維和教學方法。 

 

三、對學習者認知的調整 

  教師會因對學生的認知來對其教學進行判斷，並進一步的透過學生特性來進

行知識的選擇和教學方法的選用。然而，教師也可能因為對學生的錯誤認知或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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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程度不足，而產生教師教學運作或學生學習上的困難，因此，教師有必要於教

學的過程中來觀注及瞭解學生，並透過個人對學生認知的調整及教學方法的替換

來創造更為多元的教學詮釋方法及發現更多的教學可能。 

 

貳、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以下乃藉由研究過程及研究發現來進行反思，並以藉由反思的過程來思索及 

提供後續研究可思考及進行探究的方向： 

 

一、研究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是以透過兩位個案教師的教學歷程來進行教學轉化的探究，在兩位教

師的教學歷程中確實可發現教師個人教學信念及過往學經歷背景對其教學的影

響，而於研究過程中也可觀見教師對於教學知識的選擇及其教學方法選用的教學

轉化過程，從中，可以發現到教師進行教學轉化的歷程是甚為複雜的，且會因教

師個人背景及經驗的不同而形塑出不同的教學轉化歷程，因此，透過不同教師的

教學轉化過程來觀看教師的教學也有助於探究及釐清教學轉化的歷程和意義，然

而，因時間及地域的因素，僅能觀察到綿綿綜中兩位教師的教學，尚無法擴及到

他校或其他教師的教學來進行教學轉化的探究。後續研究應可朝此方向進行探

討，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可選擇多位及不同學校的教師來進行研究，進而以從

中蒐集到大量且豐富的觀察資料來進行教學轉化的歷程探究。 

 

二、研究資料的選用 

  本研究是以教師的教學運作來進行轉化歷程及意義的探究，因此，在資料的

分析及蒐集上會是以教師的教學資料及訪談資料為主，且因研究時間的不足，本

研究乃未能從學生的學習角度出發及納入學生的學習聲音，並從教師教學運作及

學生學習理解來進行討論及檢證，就此，乃提供此建議予後續相關研究進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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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做為發展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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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室觀察表》 

 

觀察主旨：教師的教學轉化 ─ 在教室的時間下，教師─課本─學生三者間關係 

觀察日期：   月    日 

觀察地點（學校/教室）：  

觀察班級與教師： 

教學進度（版本/單元/頁數）： 

教科書/教材(教材/教具/講義/作業)：  

記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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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描述性田野筆記 反思性田野筆記 

 教師教學 特殊事件 反思 

  教學語言與活動 

 

  

  教學語言與活動 

 

  

  教學語言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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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訪談大綱》 

一、教師背景及教學理念 

1. 教師個人的學經歷及教學的背景、經驗為何？ 

2. 對於歷史教學的教育目的及個人的教學理念為何？ 

二、教師的教學運作 

1. 教師教學前如何進行教學的準備？如何構思個人的教學？ 

2. 教師如何看待教材文本及課綱？如何選用教材文本？ 

3. 教師教學時對學生的考量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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