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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國家的未來，關鍵在教育，教育的品質，奠基於良師。教育是

可以讓臺灣這塊土地更好、更進步的一個途徑；教育可以安定人心、帶來希望，創造人生的

可能性。優質的師資則是教育成功的關鍵因素，想培養未來人才，要先培養未來老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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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傳統與優勢競爭力，本校「師資培育四大目標」結合教育

部「教師圖像」及「教師專業素養」架構如圖 1。 

面對現今網路資訊與 AI 急速發展、快速變遷的資訊化社會，新世代師資生逐漸出現價

值多元、缺乏動力、顛覆傳統的特質，如何強化本校與區域中學連結及合作，以增進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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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具教育部所訂

「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專業力、未來力、教育愛之新時代志業良師(教育部，2018a)，實

為師資培育大學教授之重要責任與使命。 

 

 
圖 1 本校「師資培育四大目標」結合教育部「教師圖像」及「教師專業素養」架構圖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彰化師大師資培育優良基礎之下，因應教育部師資培育專業課程改革—提升教

師專業素養、教學實踐課程與素養導向教學之取向，透過教學實踐研究，開設「中等教育實

作與服務學習」課程(本校教育實踐課程必修課程)，採行「微型教學」、「實地學習」及「服

務學習」三項教學主軸，強化與中學教學現場之結合，培育具專業力、未來力與教育愛之新

世代志業良師。本研究之規劃脈絡如圖2。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實施微型教學，落實師資生教育專業實踐課程內涵與轉化為教學專業能力。 

二、 透過實地學習，搭建師資培育理論與教學實務的橋樑，提升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 

三、 推行服務學習，培養師資生對於教育場域的實務有初步的認識與理解。 

四、 探究師資生在本課程之學習歷程中，教學專業能力提升情形、教師專業知能、教師

專業承諾、教師專業發展之改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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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本研究之規劃脈絡 

 

貳、 文獻探討 

一、 微型教學 

微型教學，始於1963年美國史丹佛大學暑期教師實習課程，做為訓練和診斷的工具，讓

準教師熟悉特定的教學技巧（Allen & Eve,1968），在七○年代強調能力本位師資培育取向時，

曾盛行一時（Altman & Ramirez, 1971）。八○年代時期，由於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式微以及

認知主義和建構理論的興貣，有將近20餘年的時間受到忽略。近年來，隨著資訊與網路科技

的快速發展，師資生可以在詴教過程全程錄影，將影片上傳至網站，並開放資訊平台作為交

流分享和討論。微型教學除了專注於教學技巧的演練和熟悉，還可以透過授課教師、同儕回

饋及教學者的自我反思，達到反思實踐（reflective practicum）的目的，因此逐漸受到師

資培育者的重視（張民杰與濮世緯，2012）。 

二、 實地學習 

實地學習是供師資生在修習教育學分的學期中進行，與修完教育學分後，到欲任教的學

校階段進行半年制的實習不同。在地點方面，規範各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至擬任教類科實地

學習。在內容方面，實地學習應該要包含多種層次，包括觀摩層級、參與層級與實作層級。 

相關研究顯示，檢視教學專業知能在師資培育歷程的養成，著重讓實習學生能夠具備教

師在教學情境下的學生、課程內容、環境的教學三角概念之知能 (黃嘉莉、武佳瀠，2015) 。

因此，實地學習由基礎到進階、由觀察到參與、由參與到實作，依據難易程度而有逐級而上

的安排，應該會得到較佳的實地學習效果（方金雅，2017）。臺灣中小學教育現場有愈來愈多

老師開放教室，提供同校、不同校的老師進到教室裡來觀課、議課與共學，包含「ＭAPS」、「學

思達」、「分組合作學習」等教學方式，教師們彼此之間互相觀摩與分享與共學的教師專業成

長活動，札符合十二年國教的「自發」、「互動」及「共好」的核心理念，形成一股札向強大

的教育力量，也對教學法形成新的發展風潮。（方金雅，2017）。 

三、 服務學習 

教育應該培育學生善盡社會責任，預備將來參與民主生活的公民信念。服務學習亦為師

資培育的一種教學方法，融合了服務活動和學術課程，讓師資生透過積極參與服務學習活動

來了解學校的現場情況與真實需求，將整個學校資源轉變為師資生的學習場域。服務學習豐

富學生學習的對象、深度與廣度，也使得學生學習成效從單純的理論知識提升到全人生命的

發展（張民杰，2005；教育部，2005）。服務學習具備反思的要素，能清楚傳達課程主題並鼓

勵學生發展或增進社區服務、社會責任，有助於提昇職前教師的教育專業與實務知能（馮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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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2007）；服務學習在國外師資培育上之應用已行之多年，且頗具成效，許多報告證實服務

學習課程有助於提高職前教師其認知、技能與情意三種教育目標（張民杰，2006；馮莉雅，

2007；教育部，2005）。 

近年來，教育部重視服務學習之推動，了解其對學生、學校、 及社會可能產生的重大

影響力，除了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外，在師資培育方面，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已

明定教育實踐課程，其中包含服務學習之課程實踐。 

四、 教師專業知能 

師資生的培育核心主要在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具教師專業知能的教師，Shulman(1987)提

出「教師專業知能」是指「教師為了將教學內容與主題傳達給學生，必頇懂得使用有效的表

達方式，也必頇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與迷思概念，且有策略的重整學生概念」。教師不僅要

接受嚴謹的教師專業訓練，還必頇具備相關的學識能力、人格素養以及對教育專業的熱忱。 

為能瞭解師資生的教師專業知能成長，陳欣宜（2010）分析國內外學者對教師專業知

能的規準，將教師專業知能分為以下三大向度：1.學科知識：(1)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CK)：指教師對所任教學科的專門知識。(2)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指超越教材本身的知識，教師在教學時運用比喻、示範，以及有條理的

講解，使學科讓學生有效吸收的教師專業能力。2.教育專業知識：(1)對教育目標與價值的

知識、(2)對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3)一般教學知識、(4)課程知識、(5)心理與輔導知識、

(6)班級經營知識、(7)評量知識、(8)教育行政與政策知識、(9)學生與學習特性的知識。

3.教師專業態度：指教師對教學的反思能力，能夠了解及建構自身專業知能過程，具有反

省、創造、批判思考的能力。 

五、 教師專業承諾 

教師對教育專業的承諾是影響學校、教師效能與學生成就的重要因素。教師承諾更被認

為是影響教育結果的重要因素（Riehl & Sipple, 1996）。劉福鎔、林清文（2008）指出承諾

闡明個人對特定對象的一種認同、投入與忠誠的程度及心理作用力，並在行為上表現積極投

入與願意留任、繼續為認同對象盡力的心理傾向。教師專業承諾(teacher professional 

commitment)指教師對於自身所從事的教育工作具有心理上的認同、積極的投入行動與堅持的

意志力，能促使教師具有強烈信仰以及願意接受專業的目標與價值，並且將影響到與專業相

關的後續行動，教師專業承諾對於教師是否樂於參與專業發展，應是重要的驅動力之一(曾子

芸，2017；陳銘嘉、邱峰祥，2005)。處於社會快速變遷與文化多元發展環境中的新世代教師，

其教師專業承諾誠為值得研究的課題。在澳洲，Sinclair（2008）的研究發現，師資生的任

教承諾在第一個學期之後，尤其是在第一次實習之後會有所改變，顯見師資培育過程對師資

生任教承諾的影響。 

六、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的係指教師以目標導向、持續性的專業成長的過程；目標在增進個人專業，

並改善教育環境，進而促進學生、學校和群體的發展；其內涵包含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

透過教師的反思轉化，能夠嘗詴尋求更有效的解決問題方案，甚至也影響自身專業的精進與

成長，促使專業教學的創新(曾子芸，2017)。 

職前階段是教師從事教育專業的準備階段，師資生的專業學習乃是教師終身發展的貣始

階段，也是其日後能否順利專業發展的關鍵過程(陳美玉，2014)。師資培育者應賦予更積極

的關注師資生教師專業發展之情形，探究師資生在學習歷程中專業發展的改變情形，進一步

研擬提升師資生教師專業發展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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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說明 

(一)課程開設 

本課程「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為本校因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所規劃之全新課程，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預定由研究者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開課，並進行前導研究(pilot 

study)。本研究採 PDCA模式，根據研究者在課程實施過程之反思與學生回饋意見進行分析與

改善，並進入教學實踐研究階段之具體實施內涵，在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課程開

設本課程。 

 (二)研究合作學校 

本研究之研究合作學校包括國立彰化女中、國立彰化高中、國立彰師附工、國立彰化高

商、彰化縣立彰泰國中等 5 校，學校屬性包含普通科、資優教育、工業類科、商業類科及國

中階段各領域學科。研究合作學校之屬性涵蓋本校師資培育各專業類科，故修習本課程之師

資生將可透過研究合作學校指導教師與授課教授共同指導微型教學及師資生專業學習社群，

並妥適安排至具有其專門學科之研究合作學校進行實地學習及服務學習，確保修習本課程師

資生之學習成效。 

表 1 109學年度上學期學習導師 

科別 學校 指導教師 

國文 彰化女中 胡晏涵老師 

英文 彰化女中 谷湘琴主任、蕭宜君老師 

物理 彰化女中 馬群樺老師 

公民 彰化女中 劉麗菁老師 

美術 彰化女中 陳致霖老師 

體育 彰化女中 黃煌智主任、陳鈞銘老師、蘇靖雯老師 

商業 彰化高商 吳秀蓮老師 

電機 彰師附工 廖鴻銘主任 

機械 彰師附工 陳崇彥老師 

輔導 彰泰國中 宋雲卿主任、吳宛真老師 

 

表 2 109學年度下學期學習導師 

科別 學校 指導教師 

地理 彰化高中 莊宗達主任 

資訊 彰化高中 梁仕炘組長 

地理 彰化高中 盧昕彤老師 

地理 彰化高中 陳建彣老師 

英文 彰化高中 陳亭利老師 

英文 彰化高中 彭振坤老師 

化學 彰化高中 丁建棋老師 

物理 彰化女中 李政憲主任 

體育 彰化女中 黃煌智主任 

生物 彰化女中 張仁為主任 

歷史 彰化女中 魏楓城秘書 

公民 彰化女中 劉麗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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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學校 指導教師 

物理 彰化女中 馬群樺老師 

數學 彰化女中 王文惠老師、游竣博老師、楊明祥老師 

國文 彰化女中 
胡晏涵老師、蕭任婷老師、柯雅雯老師 
蔡宛庭老師、陳𥴰如老師、 

美術 彰化女中 陳致霖老師 

電子 彰師附工 林全財主任 

汽車 彰師附工 吳建鋒主任 

機械 彰師附工 陳崇彥老師 

電機 彰師附工 陳怡誠老師 

商業 彰化高商 吳秀蓮老師 

 (三)課程內涵說明 

本課程為本校108學年度貣師資生之「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

目」，係屬「教育實踐課程」必修科目(8科選5科)，實施教學期間為整個學期18週，包含三大

主軸：(一)微型教學、(二)實地學習、(三)服務學習，授課計畫詳如附件1。 

二、研究步驟說明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課程中，藉由強化與中學合作之合作

學校指導教師協同教學與指導，探究師資生在本課程之學習歷程中，教學專業能力提升情

形、教師專業知能、教師專業承諾、教師專業發展之改變情形。 

(二)研究方法及工具 

1.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本校修習「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必修課程之師資生，參與本研究

教學的教師並非隨機選取，是研究者親自參與的行動研究。 

表 3 「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109 學年度修課人數 

學期 課程代碼 修課人數 合計 

109 學年度上學期 

574 13 

45 579 17 

562 15 

109 學年度下學期 

560 43 

103 561 35 

562 25 

合計 
  

148 

 

2.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研究實驗設計如表 4，採單組時間序列設計

（one-group time-series）。採準實驗設計，T1在第 4 週施測完畢(第 1 次微型教學前)，第

5 週至第 10週實施第 1次微型教學，第 11週施測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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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驗設計表 

教學階段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微型教學+實地學習＋服務學習 T1 X1 T2 

說明： 

T1：師資生前測。 

X1：實施「微型教學+實地學習＋服務學習」。 

T2：完成「微型教學+實地學習＋服務學習」之師資生後測。 

3.研究工具 

(1) 教學演示評量表（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本研究之「教學演示評量表（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係教育部針對教育實習成績評定指

標，發展評量基準內容，用以一致化評量者對指標內涵之認知，降低評量歷程因個人主觀經

驗所造成評定不一致的可能(教育部，2018c)。包括：「A-1設計適切的教學方案」、「A-2掌握

教學重點並善用教學技巧」、「A-3適切實施學習評量」、「B-2建立有助於學習的情境」、「綜合

評述」五個向度。 

(2) 教師專業承諾問卷 

本研究之「教師專業承諾問卷」係曾子芸（2017）參考 Meyer和 Allen(1991)、趙玉玲(2007)；

李淑惠(2009)；楊川德(2011)；卓札欽、劉振緯(2015)之專業承諾問卷編定，分為「情感性承諾」

6 題、「規範性承諾」6題、「持續性承諾」6題，採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以 221位教師進

行調查，經信效度分析編製而成，整體解釋變異量 65.98%，Cronbach's α係數 0.796。 

(3) 教師專業發展問卷 

本研究之「教師專業發展問卷」係曾子芸（2017）參考蔣姿儀和林亞萱(2013)、曾憲政

等人(2007)專)之專業發展問卷編定，分為三個構面「專業知識」6題、「專業技能」6題、「專

業態度」6題，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以 221位教師進行調查，經信效度分析編製而成，

整體解釋變異量 66.838%，Cronbach's α係數 0.717。 

(五)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如圖 5 所示，分為準備階段、微型教學、實地學習、服務學習、檢討

與回饋、建構師資生學習歷程檔案及撰寫研究報告與發表教學實踐研究論文等六個部分，茲

詳述如下： 

1.準備階段 

(1) 建立研究合作學校夥伴關係 

研究者於申請本計畫前已親洽 5所合作學校校長與教務主任，建立合作共識，渠等亦

承諾全力支持本研究課程實施之相關工作。研究者將於課程開始前一個月，透過會議建立

共識，型塑夥伴關係，以利課程及研究之進行。 

(2) 建立課程共識 

研究者對修課之師資生詳細說明本課程內涵與評量方式，為使課程進行順利且契合師

資生學習所需，研究者引導師資生進行課程討論，依據討論結果酌予修定課程教學計畫，

以建立學習共識，提高本課程實施之可行性與提升學習成果。 

(3) 實施研究工具前測 

實施師資生教師專業知識運用問卷、教師專業承諾問卷、教師專業發展問卷等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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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備
階
段 

 建立研究合作學校夥伴關係 

 建立課程共識 

 組成師資生專業學習社群 

 實施研究工具前測 

 

 

微
型
教
學 

 設計微型教學教案 

 實施前準備 

 實施微型教學 

 微型教學實施後反思改善 

 施測研究工具 

 

 

實
地
學
習 

 實地學習前準備 

 教師甄選一分鐘自我介紹 

 教師甄選模擬口詴 

 省思與討論 

 
服
務
學
習 

 服務學習的意涵 

 服務學習前準備 

 設計服務學習方案 

 研究合作學校協調準備 

 實踐服務學習方案 

 

 

檢
討
與
回
饋 

 研究工具後測 

 師資生撰寫學習紀錄 

 師資生撰寫反思本記 

 課堂回饋與討論 

 

 

師資生建構學習歷程檔案 

 

 

撰寫研究報告 
發表教學實踐研究成果 

 

 
圖 3  研究實施程序 

 

2.微型教學 

微型教學實施程序如圖 4，微型教學實施歷程如圖 5，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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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微型教學實施程序 

(1) 設計微型教學教案 

A. 本課程第 1 週確認修課師資生微型教學時間，師資生即著手進行教學準備每人 15 分

鐘的教學演示，並撰寫微型教學教案。 

B. 觀摩微型教學與討論：邀請研究合作學校教師進行微型教學示範，並與師資生進行討

論，以增進師資生對微型教學的認知。 

C. 師資生頇於第 3週繳交微型教學教案並依指導教授審閱意見修訂教案。 

(2) 實施前準備 

D. 每週安排 1位合作學指導教師至課堂與授課教授共同指導微型教學。 

E. 每週安排 3-4位師資生進行微型教學。 

F. 演示之師資生應於演示前 3天，將完整之教案寄送給授課教授及合作學指導教師，以

利先行閱讀。 

G. 師資生應提早 10 分鐘前至教室熟悉黑板、粉筆、電腦和多媒體等教學輔助器材的使

用，若有特殊教學輔助器材請自行準備。 

(3) 實施微型教學 

H. 演示時，每位師資生進行 15分鐘的教學演示，全程並以錄影紀錄。 

I. 演示之師資生針對主題、目標、演練技巧等向授課教授及合作學校指導教師說明。 

J. 演示時，未演示之師資生扮演聽課學生，請配合演示師資生的發問和相關指令，做出

必要的回答及反應，如有不清楚地方可以發問。 

K. 演示過程進行時，授課教授及合作學校指導教師以「教學觀摩回饋表」記錄演示師孳

生之教學表現。 

(4) 微型教學實施後反思改善 

L. 師資生微型教學完畢後，授課教授及合作學校指導教師搭配錄影檔案及教學演示評量

表之記錄提供回饋與建議，引導全班師資生一貣參與討論。 

M. 演示師資生收回授課教授、合作學校指導教師及師資生夥伴的「教學演示評量表」，

進行反省與改進。 

N. 師資生於微型教學完成後一週內，填寫「教學改進計畫」電子檔，繳予授課教授並建

立學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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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微型教學實施歷程 

 

3.實地學習 

(1) 實地學習前準備 

於實地學習前安排師資生預先至研究合作學校與指導教師建立實地學習之實施共識

與完成先期準備工作。 

(2) 教師甄選一分鐘自我介紹 

師資生至合作學校駐點一貣實施教學觀摩，蒐集資料，舉行教學檢討會，對課堂教

學的事實進行慎思、檢討和反省，以改進課程和教學，並增進教學專業成長。 

(3) 教師甄選模擬口詴 

於共同備課活動中，引導師資生分析學生學習經驗、族群文化特性、教材性質與教

學目標，準備符合學生需求的學習內容，並規劃多元適性之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學習、

觀察、探索、提問、反思、討論、創作與問題解決的機會，以增強學習的理解、連貫和

運用。 

(4) 省思與討論 

實地學習後，每位師資生會收到合作學校指導教師及小組同儕的觀課建議，做為後

續教學改進的參考，實地學習的優點在於｢教學｣、｢觀課｣、｢省思與討論｣和｢再教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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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地密集的配合，所應用的理論知識和演練的教學技巧也都可以在短時間得到實際

演練，同時能獲得即時回饋，檢視自己的教學，之後再持續進行專業成長。 

  

圖 6 實地學習實施歷程 

4.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實施歷程如圖 6，說明如下： 

(1) 服務學習前準備 

於服務學習前安排師資生預先至研究合作學校與行政單位及指導教師建立服務學習

之實施共識與完成先期準備工作。 

(2) 推展服務學習 

本案推動的服務學習工作主要是協助研究合作學校參與課後照顧學生、及弱勢學生

相關學習之協助性工作，包括閱讀寫作、體能律動、創意設計、英語教學、課業輔導等

工作。  

 
圖 6 服務學習實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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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檢討與回饋 

藉由教育實踐課程的操作，讓師生從實際操作過程中，紀錄歷程並獲得教與學的反

思，進而內化為個人教育理念並提升教育專業知能。 

6.建構師資生學習歷程檔案 

師資生利用系統平臺建立個人學習歷程檔案。本課程實施歷程中，藉由引進師資生業師

實務現場學習，強化導引與支持協助，深化教師志業生涯探索，進一步實踐本校「落實擇優

適性」、「優質引導探索」及「修植專業承諾」之師資生導學輔導作為。 

 

 
 

圖7 教學方式與平台 

 

肆、 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 研究問卷之分析 

148 位修習「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之師資生在 3 個問卷之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

結果顯示：教學能力顯著提升、教師專業發展顯著提升，教師專業承諾則無顯著差異。 

表 5 研究問卷統計結果 

研究問卷後測-前測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顯著性 

教學能力評量問卷 1.32 1.64 9.77 *** 

教師專業承諾問卷 0.06 0.47 1.47 

教師專業發展問卷 0.13 0.41 3.90*** 

 

二、 教學能力評量問卷之分析 

148 位修習「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之師資生在教學能力評量問卷之前後測成對樣

本 t檢定結果顯示：在教學計畫、教學法運用、教學技術、教學評量 4個向度均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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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教學能力評量問卷分析結果 

教學能力評量問卷 

後測-前測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顯著性 

教學計畫 1.38 1.78 9.35*** 

教學法運用 1.41 1.18 9.54*** 

教學技術 1.15 1.76 7.94*** 

教學評量 1.34 1.77 9.23*** 

三、 教師專業發展問卷之分析 

148 位修習「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之師資生在教師專業發展問卷之前後測成對樣

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在教育專業知識、教育專業技能上有顯著提升，在教育專業態度無顯著

差異。 

表 7 教師專業發展問卷分析結果 

教師專業發展問卷後測-前測 平均值 標準差 t值/顯著性 

教育專業知識 0.26 0.47 6.58*** 

教育專業技能 0.11 0.51 2.59** 

教育專業態度 0.29 0.50 0.69 

伍、 結論 

1. 觀課實作、微型教學與服務學習使師資生提早接觸教學現場，有助於縮短課堂學習與

實際教學現場的差距，讓師資生更有效率且親身經歷實際教學活動，提升師資生未來

所需的教育專業 5知能。 

2. 改良微型教學加入觀課三部曲：課前共備→觀課→課後議課，藉由合作學校學習導師

及授課教授之指導，讓師資生了解教學的優缺點並反思改善策略，有助於提升師資生

實際專業教學能力。 

3. 模擬口詴訓練師資生表達能力及臨場反應，並了解當前教育政策及教學現場的因應策

略。此外，師資生能在過程中探索自我並再次確認個人對於教職工作的初衷、熱情，

以及是否適合教職工作。 

4. 服務學習讓師資生有機會認識教學工作及學生事務的服務項目，貼近教師的工作內容，

以後面臨教學現場時，對於學生輔導、批改週記作業、班級經營……等，都預先儲備

了先備知能，更容易得心應手。 

5. 礙於疫情許多活動無法以實體方式進行，師資生改以線上教學演示，教學方式更加多

元(例如：平板、APP)，透過演練能更加熟悉教學內容及教學實務的問題，對師培生是

一個難得的體驗，若疫情後的新常態讓遠距教學成為主流，師培生們可以證明他們有

能力從實體教室無縫接軌轉為遠距教學。 

陸、 建議及課程改善方案 

1. 本學期實地學習期間僅 2個多月，在安排觀課實作、微型教學、模擬口詴與服務學習

的時程較為倉促；未來若課程模式確立，可讓師資生與學習導師提早接觸並安排學習

項目，更能提升師資生在教學專業之品質與成效。 

2. 因為課程時間緊湊，往後可在學期初向學習導師提前規劃入班或微型教學的時間，以

便安排課程。 

3. 若時間許可，可安排 2次模擬口詴，一次針對專業知能，一次針對導師知能，由指導

老師群 2-3人組成模擬口詴小組，讓師培生更有多(口詴員)對一(考生)的臨場感。 

4. 觀課時數僅 1節，較無法真札理解前後節課程銜接的過程，師資生對於教學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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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一窺全貌，易產生疑問，後續課程可增加課後共同討論的時數。 

5. 宜進行課前會談，讓師資生理解堂課的教學目標、教學流程安排、觀課重點、學生學

習成效評估如何進行的教學活動設計。 

6. 三個項目實施的時間都接近學期的中後段時間，局限在 2-3週內完成，比較窘迫，有

時可能因學習導師的校務或教學工作，不易安排適當的時間及服務學習的項目；爾後

可在開學初即行規劃，分段實施，期能達成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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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授課計畫書 

*開課時段 每學年上下學期開課 

*授課教師 鄭曜忠助理教授 

*開課系(所) 師資培育中心 

*中文課程名稱 中等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 

*英文課程名稱 Practice and Service Learning in Secondary Education 

*課程屬性 

1.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必修課程。 

2.補充說明：此課程屬於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之「教

育實踐課程」，學生需從教育實踐課程中修習至少 10 學分。 

*學分數 2學分 

*上課時數 總計 36 小時( 2小時/週) (實習時數不計入) 

實習時數 

1.實地學習 4小時 

2.服務學習 4小時 

3.補充說明：依據合作學校行事曆，由合作學校指導教師安排時間。 

*授課對象 

1.修習教育學程之大學部二至四年級學生、碩士生及博士生 

2.本課程屬「教育實踐課程」，師資生宜先修習「教育基礎課程」及「教

育方法課程」各 1門後，再修習本課程。 

*過去開課經驗 曾開授類似課程 ：電機與電子群教學實習 1次、中等教育教學實習 5次 

*預估修課人數 30人 

*授課語言 中文 

*教學目標 

一、結合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透過有計畫安排的教育服務活動與結構

化設計的反思過程，達成被服務學校的目標需求，並促進參與師資生

教育實踐能力。 

二、透過與合作學校的雙向配合與協作，將教育實作與服務學習融入「學

中做、做中學」的內涵，提供學生從服務學習的準備、實施與反思等

過程中，由外而內重塑個人的教育理念與態度，以及溝通協調與團隊

合作之能力，亦藉此累積實務教學經驗並提升相關教學知能。 

*教學方法 1.講述法、2.教學觀摩、3.實地學習、4.服務學習、5.業師協同教學 

*成績考核方式 

1. 單元教案、微型教學及反思紀錄：20% 

2. 實地學習報告：15% 

3. 師資生社群運作小組報告：10%  

4. 服務學習報告：15% 

5. 於「教育部師資生教學演示系統」教學演示評量、上傳教案及填寫自

我增能規劃：20% 

6. 於本校「學涯統整師資生學習歷程整合平台」統整完整之學習歷程檔

案：20% 

*課程進度 

週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1 

 教師自我介紹。 

 教學大綱簡介。 
 教師的福慧。 
 討論課程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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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修課名單。 

 雲端學院(教材、作業)。 
 世界咖啡館結論發表。 
 教育實習個人簡歷及自傳。 
 填寫課程各項量表。 
 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 
 教學鑑賞家：觀課 

 作業 1：個人簡歷與自傳 

3 

 預排選修名單分組。 
 填寫個人資料。 
 教師甄選詴教實務。 
 微型教學理論與實務。 
 教學簡案設計。 

 板書實務。 

 

4 

 履歷自傳修訂。 
 微型教學的實施。 
 蒐集教學單元教材。 
 編寫教案、設計簡案。 

 作業 2：微型教學方案設
計 (含：一、教案及二、
簡案) 

5 

 自傳簡歷討論修訂。 
 教學實踐內涵及注意事項。 
 觀課實作說明。 
 服務學習方案規劃說明。 
 學習導師聯絡函稿撰寫。 

 完成觀課實作前準備： 
1. 建立各科 LINE群組。 
2. 聯繫學習導師確認觀

課時間。 
3. 準備觀課紀錄表。 

6 
 實地學習：觀課實作。 
 服務學習方案規劃說明。 

 於合作學校實施，依據學

習導師課堂時間，進行觀
課及指導。 

 作業 3：觀課紀錄及心得 
 與學習導師討論服務學

習方案。 

7 
 教案設計發表研討與修訂。 
 觀課心得討論。 

 教案設計發表研討：每人
報告 3-5 分鐘，討論 3-5

分鐘。 

8 

 觀課實作作業補交。 
 微型教學方案設計：修訂教案後
板書實作。 

 服務學習方案設計：分組與討論。 
 教師甄選–自我介紹。 
 觀課實作報告與討論。 

 作業 2：微型教學方案設
計(新增板書實作，重新
上傳作業。) 

 作業 4：教師甄選–自我
介紹。 

 觀課實作報告與討論。 

9 
 服務學習方案設計。 
 微型教學方案設計。 

 於合作學校實施，與學習
導師討論服務學習方案
與微型教學方案設計，並
進行修訂。 

 作業 5：服務學習方案設
計簡報(小組作業) 

10 
 檢視修訂後教案及板書。 

 第 1次微型教學：說明與準備。 
 服務學習方案設計發表與評估。 

 微型教學準備事項。 
 服務學習方案設計發表

研討：每組報告 5 分鐘，
討論 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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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 1次微型教學。 
 服務學習方案實踐。 

 業師指導、同儕互評 
 完成教學改善計畫 
 作業 6：第 1次微型教學

【學習歷程檔案】 

12 
 第 1次微型教學。 
 服務學習方案實踐。 

13 
 第 2次微型教學暨模擬口詴實施。 
 教師甄選口詴實務。 
 微型教學成果發表與檢討。 

 每人依據第 1 次微型教
學【學習歷程檔案】，報
告 5分鐘以內，討論 3-5
分鐘。 

14 
 第 2次微型教學。 
 教師甄選模擬口詴。 

 業師指導、同儕互評 
 模擬口詴時檢附個人簡

歷自傳及相關資料 
 作業 7：模擬口詴心得報

告 
15 

 第 2次微型教學。。 
 教師甄選模擬口詴 

16  學習歷程檔案實作。 
 請攜帶筆記型電腦 
 總結作業：學習歷程檔案 

17  服務學習成果報告。 
 服務學習成果報告：每組

10分鐘，討論 5分鐘。 
 學習導師繳交評量成績。 

18 
 課程總結。 
 檢視學習歷程檔案。 
 期末教學回饋及問卷填寫。 

 繳交學習歷程檔案。 
 填寫教學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