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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探究式教學於師資生實務社群對職前科學教師專業知能之影響-以「物理教材教法」

課程為例 

 

一. 報告內文 (請繳交 3 至 10 頁成果報告，不含封面、參考文獻、相關佐證附件與連結，

檔案大小以 20mb 為限。)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校定位為「師範為本，教育人文拔尖；研發創新，科技商管精進」之綜合型大學，並

朝「卓越教學、創新研究、國際知名」的一流大學邁進，在師資培育及教育方面具有獨特之

競爭力，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老師是心靈提升的舵手，且國家的未來，關鍵在教育；教

育的品質，奠基於良師，為強化師資生專業教學知能、落實師資生的實務教學能力與教學現

場經驗的融合運用，本計畫於學校整體定位辦學目標下，發展教學特色，提升師資培育品質。

本計畫與本校高教深耕計畫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計畫與本校高教深耕計畫關係圖 

 

教育部於 108 年即將推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目的在成就每個孩子，重視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中小學的科學教育是培育科技人才和提昇全民科學素養的重要基礎，而中小學科學

教育的順利推展，將有助於帶動社會的正向發展，此則更有賴於研發優質職前自然領域師資

生的創新課程。故職前中學科學師資培育的課程設計，應透過探究式教學的反思實踐，讓師

資生具備能發現學生優點，主動關愛學生的行動力，並透過實務社群的共同備課、觀課、議

課，達成合作探究、自省分享，激發教師熱忱與提昇教學專業知能，以符映十二年國教的自

然科中學師資需求，是當前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 

  施行探究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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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培育符應未來世界發展的自然科師資生，並與本校高教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

理念結合，在「改善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成效的核心基礎」上，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

質，活化授課方式、成立教師專業社群、開發創新教學及創新教材，本計畫目標以施行探究

式教學於師資生實務社群，探討對職前科學教師專業知能的影響，有基於此，最基本且積極

的工作是帶領每位師資生在教學實務中親身動手探究，且具備教學熱忱與親身動手做的習慣，

能夠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帶給學生溫暖、光明與希望，陪伴學生克服學習上的一切困境，能

正視學生的迷思概念，探究其中的成因，並瞭解學生所面臨的困難，能策劃學生所需的指引，

提升學生的基本科學素養。本研究主要探討開發與施行探究式教學模組，對物理教材教法課

程師資生專業知能的影響。 

  

2. 文獻探討 

一、探究式教學 

    探究是近幾十年來科學教育主要關心的議題之一，可追朔自 Schwab(1962)以科學探

究方式來進行教學，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學生是學習過程的主角並在過程中主動建構

自己的概念體系，而教師只是從旁協助，扮演鷹架的引導者角色。以探究為基礎的教學

法比講述式的教學法更能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就。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自然領域課綱

也強調探究與實作為科學學習的主要目標(教育部，2015)。 

5E 學習環教學模式 

    Karplus(1960)提出 5E 學習環(Learning cycle)教學模式，分成五個階段依序為：參與

(Engagement)、探索 (Exploration)、解釋 (Explanation)、精緻化 (Elaboration)以及評鑑

(Evaluation)。每一階段皆有提供教師應遵守的規則及學生應扮演的角色，說明如表 1。  

(高文民，1997) 

 

表 1  Karplus 的 5E 學習環教學模式各階段教學活動 

順

序 
教學處理 教師的角色 學生的角色 

1 參與 

引起興趣。 

引發好奇心。 

提出問題。 

引出學生的回答，藉以了解學生對概念的

了解。 

提出問題，如：對於此事我己經知道哪些？

從這裡我可以發現到什麼 

對所教的課題感興趣。 

2 探索 

鼓勵學生一起學習而不直接教導 

觀察與聆聽學生之間的互動。 

提出探討的問題，引導學生探究方向。 

讓學生有充分思考的時間。 

扮演諮詢者的角色。 

在活動範圍內自由思考。 

提出新的預測、假說並加以檢驗。 

嘗試其他的方式並與同學討論。 

記錄觀察及想法。 

暫不作判斷。 

3 解釋 

鼓勵學生以自己的話語解釋概念 

要求學生提出證據。 

提供正式定義與解釋。 

向其他同學解釋可能的解答。 

注意聆聽他人的解釋。 

質疑別人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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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學生原有經驗來解釋概念。 聆聽並設法了解老師的解釋。 

提及先前的活動。 

解釋中應用到由觀察所做的記錄。 

4 精緻化 

預期學生應用正式的定義與解釋 

鼓勵學生應用與擴充概念與技術 

建議另外的解釋。 

針對已知證據問學生：你已經知道什麼？

為什麼你認為、、？ 

在新情境中應用新的定義、解釋及技術。 

應用先前的資訊來提問、提出解答、做決

定和做實驗。 

根據證據下結論。 

對觀察與解釋做紀錄。 

用觀察的紀錄來解釋。 

5 評鑑 

觀察學生如何應用新的概念與技術。 

評估學生的知識與技術。 

注意學生的了解是否有所成長。 

讓學生評估其個人及團體的學習技巧。 

利用開放式的問題，如：為什麼你認為、、？

你如何解釋、、？ 

利用觀察、證據和先前已接受的解釋來回

答。 

顯現出對概念的理解。 

評估學生自己的進步。 

所問的問題能鼓勵學生進一步的探究。 

    由於 5E 學習環的探究式教學模式所包含的步驟較為詳細和完整，符合未來師資生針

對國中生的教學。因此，本研究以 5E 學習環的探究教學模式，作為探究教學設計之教學

策略的理論依據。教學探究活動是以學生為中心，透過課程設計及教材編輯營造讓學生

透過實務社群討論及分工合作的方式，主動進行各項探究活動。期望培養學生在十二年

國教課程總綱中的科學核心素養，具備表達溝通與分享、獨立思想及解決問題的基本能

力。 

二、師資生實務社群 

 Snyder, Wenger 和 Briggs (1999)指出實務社群為一群人透過共同參與，一起分享知

識、制定標準、建構工具，進而解決共同問題以獲得成長的團體。實務社群要獲得效益，

社群要針對共同的特定議題持續的產生互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分享經驗並致力於共同的

理解(Eckert, 2006)。 

師資生實務社群相關實徵性研究 

    師資生為「學習如何教學」的學生，從學習的角度來看，Cheong, D. (2010)研究比較

職前教師進行個人教學練習與團體共同教學練習，後者的教學練習方式對於職前教師提

升教師效能方面，較有助益。為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教育部與師資培育單位推動各項計

畫，將實務社群引入教師團體中，藉由實務社群的運作能促進課程發展與教師專業發展

(王為國，2007)。師資培育單位為了輔導職前教師(即實習教師與師資生)了解教學現場，

進行教學準備，將資深教師與職前教師組成實務社群，發現透過實習教師與資深教師的

多元互動，可將社群中共享的教學資源做為自己發展實務知識的基礎(簡頌沛、吳心楷，

2008)；Bianchini, J. A., & Cavazos, L. M. (2007)長期追蹤兩位實習完甫成為中學自然科教師，

了解初任教師如何運用職前教師實其所學，對文化、性別、語言多樣化的學生進行自然

科教學，研究結果建議職前教師的教師專業成長可以透過從學生、實務、專業社群三方

面中學習，都能協助職前教師與初任教師適應校園文化與對學生進行自然科教學。王為

國(2010)研究師資生參與實務社群的歷程，結果顯示實務社群有情境、互動與實務學習的

意義，適合搭配課程進行；師資生透過實務社群來進行學習具有增加對課程內容的理解、



5 

 

學習合作與人際互動、增進表達與溝通能力、培養統整與反省能力、減輕負擔、理論與

實務相結合、共同建構與修正實務知識；研究也指出師資生之實務社群運作有共同時間

難以安排與社群成員參與程度不同的困難。而林淑梤、張惠博、段曉林(2009)的研究指出，

以實習教師為中心的探究教學是增進實習教師科學教學知能最有效的方式；實務社群具

有激發熱情、增進專業知識、實務經驗、統整能力、反思能力、互動氣氛及增進表達與

溝通能力等特質。近年來實務社群的理念逐漸應用在教育現場的教師學習、課程發展、

教師專業知能等教育研究議題上並獲得良好成效(王為國, 2010)。陳琦媛(2014)發現大學

教師因共同的課程規劃及評量而自然形成的學習社群常具有良好的成效，發現專業社群

活動確實可協助大學教師。連倖誼和張雅筑(2017)發現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信念不僅與教學

效能之間呈正相關，也對教學效能具有正向的預測力。 

    綜合上述實務社群實徵文獻探討，在職教師為進行課程設計與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組成實務社群之風氣逐年受到教學現場行政上級重視；但師資培育階段，針對職前教師

之實務社群實徵性研究還未受到重視，促使研究者進行本研究，期待透過應用實務社群

發展階段之實施，給予師資生建立實務社群的完整歷程，探討師資生實務社群於施行探

究式教學對教師專業知能之影響。 

三、教師專業知能 

    台灣教育現況受到 108 年即將施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年金改革以及少子化等因素

影響，教師專業發展更顯其重要性(張德銳，2017)，Clarke 和 Hollingsworth（2002）認為

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透過參與學習社群互動而產生之學習歷程。藉由教師群體共同學習、

協同合作，以及反省思考等，教學的專業實踐與教師專業知能更能有所突破(翁福元、廖

昌珺，2017)。然而，相較於許多研究將重心放在在職教師培育，對於職前教師的專業發

展卻鮮少被重視(饒見維，2003)。 

教師專業知能之相關實徵性研究  

    陸怡琮(2017)以教學實踐、實務社群、與教學省思等三個要素實施教師專業發展，研

究結果發現教師透過在實務社群中與同儕教師和專業大學教師的互動，實際教學學動，

以及教學後的反思等歷程，能夠有效促進教師在教學專業知能上的成長。吳采陵和掌慶

維(2017)對於專業學習社群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持之研究，除形成一個社群，並鼓勵社

群內成員不斷進行反思對話外，尚請一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專家定期與社群成員討論，

研究結果也指出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實施可支持教師繼續在校進行理解式教學的專業發

展，給予教師正向的協助。劉致演，秦爾聰和尤昭奇(2017)探討教師發展探究教學之專業

成長，研究結果發現，藉由與研究社群成員不斷互動、討論以及教學實務的反思實踐，

個案教師在教師角色認同與教學實務觀點皆獲得成長，不僅體認到學生是學習的主體，

也了解到探究教學之精神在於建構一個學生能夠主動學習的環境。王國華、段曉林、張

惠博（1998），針對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會區的國中學生，採用學生對教師之學科教

學知覺問卷，針對「學生理解知識」、「教學策略知識」、「學科內容知識」、「教學表徵」

四個面向，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學生肯定老師的學識豐富，在四個面向裡，「學科

內容知識」中得到最高分。張世忠、蔡孟芳、陳鶴元（2012）探討目前臺灣現職國中科

學老師的 PCK 樣貌，以及檢驗教師的科學教學導向和 PCK 組成因素之間的關聯，針對國

中老師，包括北、中、南、東部 30 所國中，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科學教師的最高平

均值是科學課程知識。王國華等人（1998）發現，老師在「知識表徵」、「教學策略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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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較低，並且上課教師多採用講述為主，最主要以容易解說的概念，如舉例、圖解、

實物、類比等，受限於設備，或使用不方便，較少使用多媒體教學，同時學生也認為老

師的教學模式與策略變化較少，最主要還是以傳輸知識為主。張世忠等人（2012）亦發

現，老師使用最頻繁的仍是講述式教學(佔 67.8%)，研究中亦發現，當老師使用講述式教

學法的頻率愈高，則教師的策略知識就愈低。王國華等人（1998）發現，學生感受老師

的評量很頻繁，而評量目的是為了逼學生唸書，另外，也較少使用另類評量的方式，而

老師對學生學習的理解是建立在考試與問答中，教學評量目的單一而狹隘。張世忠等人

（2012）亦發現科學教師的最高平均值是科學課程知識，最低值卻是評量與科學素養知

識。研究中亦發現，活動導向式的教學方法評比與應用頻率愈高，教師評量與科學素養

愈高。 

 

3.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說明 

本計畫採行動研究，擬針對八年級自然領域下學期力學單元包含力、摩擦力、壓力

與浮力等，組織業師與大學教授團隊，研發培育師資生之探究式教學模組與評量工具，

針對選修物理教材教法課程的師資生組織實務社群，探討發展與施行探究式教學模組過

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困難與解決策略及對師資生專業知能影響。本研究施行實驗教學期

間為整個學期 18 週，質性資料的收集包含，會議記錄、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反思日誌、

教學期間各項活動錄影、錄音與教案、學習單等、師資生每週繳交教學反思實踐心得、

任課教師每週立即回饋資料，及師資生晤談紀錄等；量化資料則利用「教師專業知能問

卷」等收集。資料分析，將質性資料中各項活動錄影、反思日誌與晤談紀錄等進行原案

分析與三角校正，並針對教學前、後測問卷施測結果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量化資料

的分析，並撰寫研究結果。 

 

    二、 研究對象與情境 

本研究對象為臺灣中部某師範大學物理學系修習「物理教材教法」必修課程的 14

名師資生。課程以學生學習為本位進行，充分尊重學生的主動參與討論、發表、反思與

實踐，本課程施行共 18 週，課程之教學策略採分組合作學習。課程教材為授課教師所開

發完成之探究式教學模組進行，透過引導式提問、小組討論、上台分享，與學生心對心

的交流，讓學生積極主動參與、反思與複習每週課程，並於日常生活中及國、高中補救

教學實地學習施行備課、觀課與議課教學活動，將探究式教學融入學科教學知識並進行

實踐。且每週於教學平台上繳交心得，教師進行回饋，並於下次課程進行前，對學生分

享上週班上同學的反思實踐心得與問題回饋與期末歷程檔案的多元評量， 以培養具備探

究式教學概念與實務經驗的科學核心素養，提升職前科學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三、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研究工具採封閉式結構化問卷供受測者填寫，以獲取研

究所需之資料，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能運用情形調查問卷，共 43 題。 

量表的來源 

本研究的｢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能運用問卷｣係採用(黃嘉莉、武佳瀅，2015)依師資生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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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所發展，分三個分量表，分別為教師專業知能習得程度、教師專業知能運用程

度與教師專業知能重要程度。其中，教師專業知能習得程度分量表，內含反省思考、班

級經營、學科教學知識共三向度（第 1-14 題，共 14 個題項）、教師專業知能運用程度分

量表，內含教學設計、溝通輔導、專業成長共三向度（第 15-29 題，共 15 個題項）及教

師專業知能重要程度分量表，內含敬業精神、課程設計、自信態度共三向度（第 30-43

題，共 14 個題項）等三個部分。該量表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係數值為 0.94。研究

流程圖如下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流程圖 

 

4.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針對八年級自然領域下學期力學單元包含力、摩擦力、壓力與浮力等，組織業師

與大學教授團隊，研發培育師資生之探究式教學模組與評量工具，針對選修物理教材教法課

程的師資生組織實務社群，探討發展與施行探究式教學模組過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困難與解

決策略及對師資生專業知能影響，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識運用問卷與質性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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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識運用問卷施測分析結果，整體量表四等量表，前測平均 2.94，標準

差 .326 接近符合階段，後測平均 3. 18，標準差 .290 提升至接近非常符合的階段，以 SPSS/PC 

20.0 進行前、後測，成對樣本 t-test 檢定分析結果，t＝ -4.023**，p＝.001，顯示教學後學

生的教師專業知識運用結果顯著優於教學前。各分量表分結果，就習得程度分量表前測平均

2.82，標準差 .397 接近符合階段，後測平均 3.12，標準差 .269 提升至超越符合的階段，以

SPSS/PC 20.0 進行前、後測，成對樣本 t-test 檢定分析結果，t＝ -3.637**，p＝.003，顯示教

學後學生的教師專業知識習得程度分量表部分顯著優於教學前。再就運用程度分量表前測平

均 2.89，標準差 .302 接近符合階段，後測平均 3.16，標準差 .273 提升至超越符合的階段，

以 SPSS/PC 20.0 進行前、後測，成對樣本 t-test 檢定分析結果，t＝ -5.698***，p＝.000，顯

示教學後學生的教師專業知識運用程度分量表部分顯著優於教學前。最後就重要程度分量表

前測平均 3.11，標準差 .351 屬符合階段，後測平均 3.27，標準差 .367 也屬於符合的階段，

以 SPSS/PC 20.0 進行前、後測，成對樣本 t-test 檢定分析結果，t＝ -1.994，p＝.068，顯示教

學後學生的教師專業知識重要程度分量表部分與教學前並無差別。進一步探究其原因，在重

要程度分量表前測學生就感受到教師專業知能的重要性，平均就達符合階段，因此，後測就

難以有顯著的差別。如表 2：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能運用問卷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所示。 

另從質性資料每週反思心得與期末歷程檔案分析，瞭解學生透過每週課程確實有助於師

資生教師專業知能運用的提升，學生能具備察覺浮力概念探究教學靈感的習慣，且更了解自

身物理專業知識的需求面，能於教學中澄清物體重心的迷思概念，能依學習者不同學習特性

運用適當的物理教學方法與策略。 

 
表2  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能運用問卷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 

成對變數 

前
測
平
均
數 

後
測
平
均
數 

成對變數差異(後測-前測) 

t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雙尾)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均數 
的 

標準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習得程度分量表 2.82 3.12 .301 .310 .083 -.480 -.122 -3.637** 13 .003 

運用程度分量表 2.89 3.16 .271 .178 .048 -.374 -.169 -5.698*** 13 .000 

重要程度分量表 3.11 3.27 .158 .297 .079 -.329 -.013 -1.994 13 .068 

教師專業知能 
總量表 2.94 3.18 .244 .226 .061 -.374 -.113 -4.023

**
 13 .001 

註： ** p< 0.01， *** p< 0.001 
 

 

教師專業知能習得程度 

 學生具備察覺浮力概念探究教學靈感的習慣。 

 

但是那天看完那位老師的教法，我覺得很讚，她先讓學生體會浮力的感覺，藉由學生的體會引導出浮力是在液體

中減輕得重量。接著再讓學生分組實驗，測量某物體的浮力。再給學生題目練習他會了嗎？並用實驗加以證明結果〃〃〃                                         

心得 20181013  

 

……XX學長他上完課，給我的衝擊是其實蠻大的，想說：哇！他可以把那個單元上成這麼活潑，然後可以有這

麼多東西啊！然後所以後來那個我自己在教的時候，我突然發現說我這個補救教學準備的內容，比我之前在學校的準

備的還要多。                                                                           心得 20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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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知能運用程度 

(1)學生更了解自身物理專業知識的需求面。 

 

我們是將訓練成為物理教師而非教書匠，傳道、授業、解惑並幫助學生學習，因此即使你今天在講台上講得多

麼精彩，當學生無法學習到物理學科知識時，你只是在演講而非教學。但我想我可能還是會希望可以義務擔任化學

系普物的助教，一方面是繼續 增進自己的上台經驗，一方面也是希望熟讀普通物理，加深了解物理的內涵。                                                     

歷程 20180929  

  

(2)學生能於教學中澄清物體重心的迷思概念。 

 

一開始發現若只是講解重心的原理可以使鋁罐斜立而不致傾倒的話，學生多半皺著眉頭點頭說懂了，但是後來

加上了人之所以可以站立著不跌倒是因為重心的原因，這時就多了許多恍然大悟的「喔！」一聲。                                

晤談 20181023  

 

(3)學生能依學習者不同學習特性運用適當的物理教學方法與策略。 

 

這週自己整理一些物理題目給學生練習，感到欣慰的是，學生開始知道如何分析、運用所學過的概念去解物理

題目，而非盲目的亂帶公式，在每題他的解題思維很不錯時，我也都會鼓勵她表現得很好。真的覺得很多學生缺乏

的不是知識，而是對自己的自信〃〃〃                                                心得 20181122  

 

教師專業知能重要程度 

    學生於試教過程能虛心接納課程教學設計與省思的建議。 

 

試教的前一天晚上，有請第二組的同學幫忙看試教演練，教完之後同學給了一些回饋〃〃〃因此建議我們可以

再修改如何去解釋定義〃〃〃每一個建議都非常寶貴，也要學習去區分哪些是需要改的、哪些則可以堅定的保留下

來。                                                                       晤談 20181215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大學端團隊教師組織實務社群，開發探究式教學模組，

於物理教材教法課程中施行，探討師資生專業知能的影響。教育是一種傳遞，教

師有的才能傳遞給學生，透過組織大學教師專業研究社群，增進彼此的教學和研

究能量，進一步指導師資生組織實務社群，在親身探究情境中學習，透過社會互

動過程而有所成長及進行實務問題討論與解決，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生涯探索與

社會責任。身為教育工作者，終身學習致力於教學及研究乃為根本，為使所教授

之課程能不斷創新、了解學生需求、能胸懷國際並洞悉當前教育趨勢，持續不間

斷，研究者以「研究支持教學」，透過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的支持，將課程與鄰近

國、高中形成互動與連結關係，厚植師資生未來職場競爭力，再次感謝教育部計

畫的支持。 

 

(3)學生學習回饋 

    修課師資生 14 位每週皆進行課程及服務學習反思心得分享與上網繳交，且教

師皆立即給予回饋，在學期末全部同學皆撰寫服務學習歷程檔案，下列為部分學

生的學習回饋心得反思。 

師資生組織實務社群，以社群小組為單位，共同備課、議課及觀課方式進行，至

鄰近國、高中各一所學校，每週兩次進行探究式補救教學課程，讓師資生能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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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所學之探究與實作教學模組課程，透過讓國、高中學生親身動手作實際體驗，

符合科學素養導向之引導式教學，運用於教學現場並進行反思。 

    在每次補救教學之後，我都會在臉書「彰泰教學 grouppp」貼上我每次的教學

進度還有教學上遇到的問題。在合作學習上遇到的困難我也和教授討論了一番，

教授說：「合作學習的重點就是要讓學生了解『合作』的好處！」我頓時間茅塞頓

開，回想到我那天的教學，我的確沒有明確的說明為甚麼要合作，也沒有說明多

元智能的關係，和同學互相合作的學習效果會比一個人埋頭苦幹還來的好。在這

段期間的服務學習，每一次的失敗都是一次學習。我學到了合作學習它背後的真

諦；我學到要如何自然的站在講台上和學生侃侃而談，每一次的反思都會讓自己

更加進步！                                                    S010926 

 

    每堂課，從觀課夥伴和台下同學的反應，知道自己每次上台的優點與不足的

地方。成長是一連串累積生命經驗的過程，透過在彰泰國中和陽明國中的服務學

習，擔任教學團隊的組長，與教務主任討論學生學習情形及各項服務學習的細節，

從孩子們的學習節奏中，不論是在準備課程、組織學習進度上，我也看見自己在

教學上的改變。                                                S121021 

 

    彰泰的試教讓我知道自己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讓我知道以學生為主的教

學活動要如何進行；更重要的是，經過試教的洗禮，對未來教甄有初步的體認，

知道要怎麼準備，同行善友是不可缺少的，更重要的還要有一位老師指點，才能

對自己的缺點加以改進。                                        S221125 

 

    這學期結束了，還是有一種想要繼續上課的感覺。畢業了就是我們要上台了，

但期許自己無論站在什麼位置，都還是能夠像現在一樣保有謙卑學習的態度。最

後的最後不是結束，只是跨過一條階段線，我們已經開始繼續在走下一段路。               

S081203 

 

    這週大家在分析試教，雖然只看精華版的影片，不過還是可以感受到大家都

很用心在準備課程，也看到每個人的教學各有特色，也有許多亮點，我和 00 也對

自己的課程分析，都有需要更進步的地方，這次難得的經驗真的學到很多，謝謝

老師安排試教的活動！                                          S0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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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

等等。 

 

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能運用問卷題項  

教師專業知能習得程度(1-14)、教師專業知能運用程度(15-29)與教師專業知能重要程度(30-43) 

1我精熟所授學科(領域)的教材內容、概念架構和探究方法。  

2我掌握各個教育理論的核心概念。  

3我了解課程發展與設計的理論。  

4我具備統整相關學科(領域)的能力。  

5我知道建立班級常規的策略。  

6我了解各種發問技巧。  

7我知道個別輔導或補救教學方法。  

8我知道與不同對象（家長、學生與教職人員等）的溝通策略。  

9我了解教師角色的社會期待。  

10我掌握質疑或反省教育問題的能力。  

11我有隨時隨地察覺教學靈感的習慣。  

12我有同情與察覺他人情緒的能力。  

13我知道建立圓融人際關係的方法。  

14我知道自己的優劣勢與特色。  

15我能編寫所授學科（領域）之補充教材。  

16我能根據單元目標設計適當的教學計畫。  

17我能掌握教學單元的重點。  

18我能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19我能將學生的生活經驗融入課程。  

20我能舉例說明或示範增進學生理解。  

21我能澄清迷思概念或價值觀引導學生正確概念。  

22我能依學生特性運用輔導方法與策略。  

23我能有效處理班級偶發事件。  

24我能有效評量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提供回饋與指導  

25我能將自己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和家長溝通，並獲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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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我能有效利用社區與社會機構資源。  

27我會主動請求他人提供改進與建議。  

28我會適切給予他人回饋。  

29我能關注自身專業發展的需求。  

30能認識教育活動中的重要問題。  

31能進行課程教學設計與省思。  

32能規劃適切的學習評量。  

33能掌握教室情境中教學與學習的歷程。  

34能夠主動協助未被交付的工作。  

35能持續保有自信心。  

36能展現高度的責任心。  

37能獨立思考並運用批判能力。  

38能培養圓熟的教育智慧、教育觀與教育愛。  

39具備做事彈性與處事圓融的特質。  

40能對他人展現高度的關懷與善意。  

41能具備樂於助人的態度。  

42能不斷激發自身創造力。  

43能展現高度的責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