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卓越教學的追求 

陳木金 
 
學歷：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曾任：臺灣藝術學院教育學程中心主任、學務長 
      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研中心主任、總務長 
      台東大學副校長 
現任：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本章內容經過蔡義雄教授、呂祖琛教授、何福田教授審閱。 
 

摘  要 
卓越教學追求的教育理念，主要的核心精神在如何培育修養好、氣質好及能

力好的優質教師，期盼這些教師他們進入職場能以良師為志業為教育貢獻心力，

更期許他們能夠妥適地處理「教材」、「教法」、「心情」，以感性作材料，以悟性

作範疇，以理性作判斷，以美感來呈現，從教師效能、教學精進、良師典範與專

業發展的釀造，能夠追求教學卓越春風化雨。回顧近三十年來台灣高等教育發展

的政策及方向，卓越教學的追求以提昇教育品質，確保學生的學習成就與表現是

特別重視的工作。例如，1977 年起台灣教育部逐年推展大學綜合校務評鑑及學

系評鑑，在 2000 年起為了追求邁向頂尖國際一流大學的發展方向，推動「大學

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2002 年推動「提昇大學國際競爭力計畫」、2003 年

推動「研究型大學計畫」、2004 年「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藉以建立大學品質的管控機制。另外，在 2005 年起推動「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鼓勵大學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水準及學生學習意願成效，建立教學評鑑及

完善的課程規劃制度，落實教學及學生教輔等措施，經由學校整體制度面之改革

及建制，提升各學系、學門領域教學成效 並進而提昇大學整體教育品質，透過

建立系統化、多元化的教學知能提升機制，提供大學教師完善的教學專業精進環

境，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進而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促進大學教學卓越與發展。

以下本章分別從 1.「從教師效能看卓越教學的追求」、2.「從教學精進看卓越教

學的追求」、3.「從良師典範看卓越教學的追求」及 4.「從專業發展看卓越教學

的追求」等四節說明，並繪製成推動卓越教學追求的模式建構圖作為重點工作方

向，進而期許能以教師的教學精進促進學生的學習發展，作為兩岸教育推動卓越

教學追求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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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卓越教學追求的模式建構 

 

第一節  從教師效能看卓越教學追求 
卓越教學追求的教育理念，本章首先從教師教學效能（effective teaching）

的論點敘述，因為探討教師在教學工作中，以有效教學為最重要的核心，教師若

能講求教學方法，熟悉教材，激勵關懷學生，能夠使學生在學習上或行為上具有

優良的表現以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達到特定的教育目標。例如，陳木金（1998）

研究分析指出，研究探討教師教學效能的理論，大都引用 Medley（1979）探討

有效能教師之研究，Rosenshine（1986）有效能教師的教學特徵，Kyriacou（1989）

學校裡的有效教學等觀點，對教師有效教學的系統研究整合而成一套「教師有效

教學」的理論模式。其內容包括：教學效能是一個多向度的評鑑，其內容包括學

習價值、教學熱忱、表達清晰、團體互動、和諧師生關係、課程內容、評量方式、

課外指定作業、學習難度等九個向度來評鑑教學效能，並作為平常性回饋和總結

性評量的參考。並依據教師有效教學理論的多向度觀點發展研究工具，作為實證

研究評鑑教師教學效能的方法，奠定了教師教學效能之研究逐漸系統化、理論

化、模式化的基礎。  
    對於「教師教學效能」理論的模式分析，其內容包括：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對

學校教育的力量、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學習的作用、對學生影響力的程度各方

面的自我信念，及能有效溝通學習目標，有系統的呈現教材，避免模糊不清，檢

查學生瞭解情形，提供練習和回饋，營造良好教室氣氛，促進有效教學與學習，

提高教育品質，達成教育目標。有關教師教學效能評鑑的理想模式及指標內涵，

根據 Borich（1994）在《有效教學的觀察技巧》一書指出，教學效能包括：1.
有效能的教學必須有明確性：有效能的教學是指教學有系統、循序漸進、符合邏

輯性、講述內容和目標清楚明確。2.有效能的教學必須是多樣性：有效教學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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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富變化，以及多采多姿。3.有效能的教學必須是

任務取向：有效教學是教師的教學努力認真，關心並幫助學生的學習目標的達

成。4.有效能的教學必須是全心投入：有效教學是指教師準備教學及實際用於教

學的時間，以及使學生真正進行有效學習。5.有效能教學必須是提高學習成功的

比例：有效教學是指教師投入的教學，能提高學生課程內容學習成功而獲得滿意

成果等五方面，作為發展「教學效能」理想模式內涵之主要依據。  
目前有關教師效能的研究焦點以教師主觀地評價自己能夠影響學生學習成

敗的一種知覺、判斷或信念，並預期學生可達到一些特定教育目標或有進步表現

結果，追求最好的教學成效，達到特定的教育目標。他們的研究融合了教師自我

效能與教師有效教學理論，系統研究整合而成一套「教師效能」理論的模式。其

內容大概包括：1.一般教學效能─指教師能影響或改變學生學習結果的信念；2.
個人教學效能─指教師知覺個人所具備教學技巧或能力的信念，作為實證研究評

鑑教師效能的方法，奠定了這一時期之教師效能評鑑之研究逐漸系統化、理論

化、模式化的基礎，綜合作為進行教室裡良好的成功學習與有效教學研究的參

考。以下根據陳木金（1998）發展的「教師教學效能評鑑指標」檢核六項教師教

學效能指標來進行討論：1.教學自我效能信念、2.系統呈現教材內容、3.多元有

效教學技術、4.有效運用教學時間、5.建立和諧師生關係、6.營造良好班級氣氛，

期望能教學效能的改善，創造一個有效率的學習環境，營造良好學習氣氛，促進

有效教學與學習，建構從教師效能來追求教學卓越的模式建構。以下分別加以說

明： 

一、從教學自我效能信念來追求教學卓越 
教學自我效能信念是指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其對本身所具有的能力，以及

對學生影響程度的一種主觀的評價。簡言之，教學自我效能信念即指教師對其教

學能力及影響力的信念。因此，追求教學卓越有待教師教學自我效能信念的效能

發揮。 

二、從系統呈現教材內容來追求教學卓越 
  系統分析是一種科學的思維方式與經營方式，以有系統的方式來呈現教材內

容，分析其中的交互作用關係，據以作最佳的組合，藉以獲得最佳的決定，以求

能獲得最佳的結果。因此追求教學卓越有待教師系統呈現教材內容的效能發揮。 

三、從多元有效教學技術來追求教學卓越 
教師在教室教學時，必須採用多元有效教學技術，引起並維持學生注意力，

能使用多種不同教學方法，能運用教學媒體，及使用發問及討論的技巧，並給予

學生回饋、校正與獨立練習，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因此，追求教學卓越有待

教師多元有效教學技術的效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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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有效運用教學時間來追求教學卓越 
  教師在教室教學時，必須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合理分配每一教學活動時間，

維持緊湊流暢的教學步調，促使學生能積極學習，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因此，

追求教學卓越有待教師有效運用教學時間的效能發揮。 

五、從建立和諧師生關係來追求教學卓越 
    教師在教室教學時，必須努力建立和諧師生關係，重視學生個別的反應與需

求，建立和諧愉快的教室氣氛，給予學生公平的待遇，積極關懷激勵學生向上向

善，增進教學與學習的效果。因此，追求教學卓越有待教師建立和諧師生關係的

效能發揮。 

六、從營造良好班級氣氛來追求教學卓越 
    班級氣氛係指班級師生互動關係所形成的一種社會心理環境，透過班級氣氛

可以了解班級的社會交互作用及個別差異情形，且班級氣氛也影響個體在中的態

度、價值與學習。教師在教室教學時，必須負起營造良好班級氣氛的責任，營造

良好的班級氣氛是教師進行有效能教學所必備的教學環境。因此，追求教學卓越

有待教師營造良好班級氣氛的效能發揮。 
 

第二節  從教學精進看卓越教學追求 
1977 年起台灣教育部逐年推展大學綜合校務評鑑及學系評鑑，在 2000 年起

為了追求邁向頂尖國際一流大學的發展方向，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

畫」、2002 年推動「提昇大學國際競爭力計畫」、2003 年推動「研究型大學計

畫」、2004 年「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藉以建立大學品質

的管控機制。在 2005 年起推動「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鼓勵大學提升教師

的教學專業水準及學生學習意願成效，建立教學評鑑及完善的課程規劃制度，落

實教學及學生教輔等措施，經由學校整體制度面之改革及建制，提升各學系、學

門領域教學成效 並進而提昇大學整體教育品質，透過建立系統化、多元化的教

學知能提升機制，提供大學教師完善的教學專業精進環境，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

效，進而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促進大學教學卓越與發展。 
「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內容與策略，期能透過大學對「教學核心價值」

的認知，改變傳統教學的觀念，從課程規劃、教師專業能力的提升、強化教師教

學互動、學生學習意願的強化及學習成效的提升、教學資源之充實等大目標，運

用獎勵機制，鼓勵大學重視教學，導引大學提出適合本身特色的計畫，作整體的

調整及改善以提升教學品質。競爭性的獎勵機制影響進而發展國內教學卓越大學

之典範，以上是計畫之內容與策略的概要。其目的在透過整體教學運作體制上的

調整，其體制層面包括教師、學生、課程、教學資源等，計畫內容僅提供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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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導，其策略乃藉由專案經費的獎勵機制鼓勵各大學確實改善提昇教學品質的

方式，強化大學「教學核心價值」的認知作為提昇大學教學品質的關鍵，最終目

的為逐漸發展出教學卓越之具體指標。 
因此，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架構引導，在台灣北中南東各區大學

校院秉持優質教學塑造良好的學術環境及卓越研究成果來提升教學的品質，積極

整合校內外之教學資源，紛紛成立「教學發展中心」或「教學資源中心」，期望

能以厚實的教學資源來發展優質教學為要務，強化大學對『教學核心價值』認知

及導引大學在教學制度面作整體的調整及改善」、並分出「教師教學水準的提

昇」、「完善健全的課程規劃」、「學生學習意願的強化、學習成效的輔導、改

進及水準的提昇」、「教學評鑑制度的建立」、「學校提昇教學品質相關制度面

的建制」等目標，營造良好「教」與「學」之環境，注重學習品質之優化，注重

回歸以「以教學精進促進學習發展」的精神，整體提昇大學教育的品質與保障，

透過建立系統化、多元化的教學知能提升機制，提供大學教師完善的教學專業精

進環境，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進而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促進大學教學卓越發

展。 
緣於「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工作推動，筆者於 2009 年起擔任政治大

學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的主管工作，透過以教學精進促進學習發展來推動師道精

神，作為教師專業教學的後盾，作為學生優質學習的推手為核心願景，連結校內

各類研究、課程、教學研發團隊與教學工作坊、學科高手及學習達人等活動，建

立系統化、多元化的教學知能提升機制，提供教師完善的教學專業精進環境，建

構教學發展中心的工作核心願景分析詳見於圖一核心部份所示，帶領教學發展中

心同仁來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進而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以下分別從「教師教

學資源支持」、「數位科技融入教學」、「學生學習成效促進」三方面來探討從

教學精進看卓越教學追求（陳木金，2009）。 

一、教師教學資源支持 
在教師教學資源支持方面，建立本校系統化教學職能提升機制，規劃辦理教

師及教學助教之教學成長課程與活動，協助教師及教學助理提升課程的教學品

質，輔助本校學生增進學習效能。教師教學資源支持的工作重點包括：1.營造良

好教學環境；2.教學發展工作坊；3.新進教師研習營；4.教師傳習制度；5.教學助

教（TA）培訓與考核等五方面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以下分別加以說明： 

（一）營造良好教學環境 

為建立本校系統化教學職能提升機制，彙整並提供大學教師所需之教學資源

與資訊，提供教師及教學助理教學相關之工作坊、研習交流等教學成長課程與活

動，並編輯手冊供師生參考，提升本校課程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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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發展工作坊 

提供包含課程設計、多元教學工具應用等主題之工作坊，促進教師自我成

長、啟發教學創意、卓越教學知能，進而提升教學品質與效率。 

（三）新進教師研習營 

提供本校新進教師教學與研究知能培訓之管道，激發新進教師對教學與研究

的創意和熱忱，藉以帶動、活化本校教學研究團隊的積極性。 

（四）教師傳習制度 

鼓勵資深傑出教師與新進教師共同組成傳習團隊，透過資深傑出教師的引

導，輔以中心各項活動，協助新進教師及早融入及適應本校教研工作。 

（五）教學助教（TA）培訓與考核 

規劃系統性教學助教培訓研習課程，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講師，提供

碩、博士研究生及教學助教如何帶領討論課或演習課之兼具理論與實作課程，培

育教學助教教學專業能力，以期在教學現場協助學生更有效學習。 

二、數位科技融入教學 
在數位科技融入教學方面，透過數位學習工作坊、教學科技助理培訓計劃及

開放式開課的多元學習管道，以各種軟硬體資源輔助教學精進與教學成長，以提

升教與學的品質。數位學習組的工作重點包括：1.教學精進實驗計畫；2.數位教

學工作坊；3.科技助理培訓與考核；4.數位教學工具研發引介與諮詢；5.開放式

課程建置等五方面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以下分別加以說明： 

（一）教學精進實驗計畫 

邀請本校對於教學精進有興趣的教師共同參與、實作，以各種軟硬體資源輔

助教師教學精進，提供教學專業之能的發展交流，進一步培養種子教師，有效強

化教師精進教學職能，並提升教師資訊融入教學之素養。 

（二）數位教學工作坊 

為提升教師科技媒體應用的知能及加強數位學習相關概念，規劃數位教學工

作坊及相關講座，提升教師製作數位教材之能力及教學品質。 

（三）科技助理培訓與考核 

規劃研習課程協助本校教師及教學助理利用數位科技（Moodle 平台）融入

教學，透過數位平台推廣及科技研習培訓，形塑數位學習社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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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數位教學工具研發引介與諮詢 

研發並引介更貼近教學需求之平台與數位媒體工具，協助教師運用科技輔助

教學，並提供數位教學課程教學設計與多媒體設計等諮詢服務。 

（五）開放式課程建置 

保存及分享具本校特色及重點課程之教學歷程，建立學生自主學習及終身學

習窗口，以豐富多元學習管道，提升本校教學品質。 

三、學生學習成效促進 
在學生學習成效促進方面，為了提高學生基本能力，以利相關專業學科的學

習，本中心學習促進區（Tutor Center）每學期均會提供不同基礎科目的課業輔

導服務，經由課業輔導員（Tutor）一對一的引導，促使學生掌握正確的學習方

法，提升本校教學及課程學習之效能 。學生學習成效促進的工作重點包括：1.
發展優質之學習促進策略；2.學習輔導諮詢；3.學習系列講座；4.推動學習討論

風氣；5.進行教與學專題研究等五方面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以下分別加以說明： 

（一）發展優質之學習促進策略 

蒐集國內外最新學習相關理論文獻，透過追蹤調查本校學生學習現況及成

效，同時參照學生對教師教學回饋意見，提升本校之教學成效，研發更優質之學

習促進策略。 

（二）學習輔導諮詢 

為提高學生基本能力，以利專業學科的學習，遴選博、碩士生擔任課業輔導

員（tutor），規劃輔導員培訓課程，提供學生一對一優質課業輔導服務。除一般

課業輔導外，亦開辦英語課業輔導、論文寫作輔導及線上課業輔導，促使學生掌

握正確學習方法，提升學習效能。 

（三）學習系列講座 

為解決學生學習困擾並引導學生自主學習，邀請專家學者進行學習系列講

座，包括：提供有效學習方法的「學習達人講座」，及增強學習技巧的「學科高

手講座」，引導學生改善既有學習方法，建立高效能學習模式。 

（四）推動學習討論風氣 

教學發展中心學習促進區位於中正圖書館地下一樓，共分為一對一電腦區、

圓桌討論區、教學研討室三種不同功能區域，開放學生申請借用作為學習討論的

空間，進而促進學習討論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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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行教與學專題研究 

研究本校提升教學與學習的品質策略，發展客觀合理之教學與學習成效評估

制度，進而以教學精進促進學習發展的專題研究。 
 

第三節  從良師典範看卓越教學追求 
當前教師經由師資培育機構的職前教育、學校現場的教育實習、經檢覆成為

合格教師、經甄試進而進入職場，理應具備足夠的教學專業表現能力，但由於知

識變遷快速，資訊來源多元，使得教師的專業知識必須不斷地跟著時代腳步前

進，邁向終身學習的新時代。例如，依據教師生涯發展之階段任務及終身學習之

理念，任教多年教師的專業發展指標之「專業態度與研究知能」、「實用智慧與生

活經營」、「教育管理與教學領導」，隨著教師年資的增長，有別於 1-2 年初任教

師的初生之犢需要專精於教材教法、教學技巧、學生輔導、班級經營等技巧的磨

練；但是對於逐漸資深的教師們而言，他們又面臨另一項重要挑戰，因隨著生涯

發展的前進，他們面對自身的「教育專業發展」更新問題，另需有更「專業的能

力」面對未來及變革，以從事「專業的工作」；另外，也有些教師逐漸擔任學校

行政主管與教學領導角色，進行其教師專業發展計畫，才能圓滿增能其專業（陳

木金、邱馨儀、陳宏彰，2006）。 
其次，在許多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在開始擔任教師的第一年

後，就有 25.9% 的教師開始有尋求在職進修的想法；到了第三年後，就有超過

一半的教師想在職進修，累計達 59.0%；第五年後，就已經累計到 82.6% 的教

師都想尋求在職進修的機會。這項結果顯示教師在就職前的大學或師資培育機構

所給予的教師專業訓練，頂多只夠使用三至五年，初任教師在任教三到五年之

間，便開始覺得所學的知識已經不夠用，必須開始不斷的進行在職進修，藉以增

能圓熟其專業知能的不足。因此，推動卓越教學追求，必須依據教師不同的教學

生涯規劃其專業增能進修研習課程，以及建立不同生涯發展階段教師專業發展的

能力指標，進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實現，研擬激勵教師進修的多元措施，才能

協助教師發展其專業增能的實現。 
第三，推動卓越教學追求，為提升教師的專業知識、能力、態度、技能和素

養，主動積極參與正式和非正式的學習、進修等活動，以使自己在教學知能、學

生輔導、專業態度等方面更為提升。由於這幾年教師退休人數眾多，學校新進的

新手教師為數不少，資深優良教師經驗的傳承顯得相當重要。如果能夠建構一套

經由師傅教師帶領新手教師，給予知識技能教導、情感態度支持，並傳承師傅豐

富珍貴的經驗智慧、內隱技巧與祕笈訣竅，使得徒弟習得師傅的專業風範，成為

一名稱職的優良教師，將對於當前的學校教育有相當重要的貢獻。 
「認知學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是師法傳統師徒傳授技藝的模

式，讓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引領新手，以「師傅帶徒弟」、「徒弟學師傅」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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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學徒→工匠→師傅」的一貫晉升歷程，透過師傅（專家）的示範、教導和

支持，經由師傅的典範和講解，以及新手在情境中的觀察與主動學習，使得徒弟

（新手）成功的學習，這種模式被廣為應用在專業人才的培訓活動（陳木金，

1995）。如果能夠透過認知學徒製之「良師典範＆教師效能」的傳承，相信對教

師教學場域之「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道精神傳承有相當重要的幫助。因此，

以下試著歸納認知學徒模式的核心技術為 MENTOR 法，並分析為以下六個實施

步驟，從認知學徒制來塑造良師典範之精神，來作為從良師典範來推動卓越教學

追求的參考。 

一、學習專業典範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師傅教師示範教師專業任務的各個步驟，建立新手教師對專業任務的整體

觀，透過 Modeling（M）的策略，發展新手教師學習專業典範。因此，塑造師道

精神有待教師學習專業典範的良師典範的功能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二、教導知識技能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新手教師在師傅教師的輔助、指導和回饋之下，演練專業的任務，透過

Educating（E）的策略，發展新手教師的專業知識技能。因此，塑造師道精神有

待教師教導知識技能的良師典範的功能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三、建構情境脈絡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當師傅教師給予徒弟教師專業知識鷹架之後，可以讓徒弟獨立執行工作，若

徒弟能力仍有不足時，師傅必須協助並教導有困難的步驟；但是，當徒弟可以獨

立完成任務時，師傅就要慢慢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隱退，透過 Networking（N）

的策略，發展新手教師能建構情境脈絡。因此，塑造師道精神有待教師建構情境

脈絡的良師典範的功能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四、完整闡述敘說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培訓新手教師具闡明教育理念及相關事項的能力，讓徒弟嘗試向其他人解釋

他對完成教師專業任務過程的理解，透過 Telling（T）的策略，培養新手教師完

整闡明敘說工作配管流程。因此，塑造師道精神有待教師完整闡述敘說的良師典

範的功能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五、發展統觀全局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培訓新手教師能將自己解決問題的過程，和專家或同儕進行對照，或和教師

專業任務的內在概念模式進行比較，透過 Outlooking（O）的策略，發展新手教

師統觀全局。因此，塑造師道精神有待教師發展統觀全局的良師典範的功能推動

卓越教學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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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獨立擔當任務來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培訓新手教師學習師傅教師解決問題的過程，也激發其解決問題的能力，藉

以發現屬於新手教師的問題解決形式，透過 Reacting（R）的策略，發展新手教

師如何獨立建構解決問題及擔當任務的能力。因此，塑造師道精神有待教師獨立

擔當任務的良師典範的功能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第四節  從專業發展看卓越教學追求 
近年來在教育改革的風潮下，學校本位課程、教師增權賦能課程與教學革

新、教育品質與績效等教改議題不斷被熱烈討論與檢視，教師評鑑的議題已受到

社會各界的關注，許多教師專業團體也以教師專業自主為口號，藉以強化教師角

色與形象的教師評鑑，爭取教師權益。然而就教育本質或專業倫理而言，「先專

業發展、再專業自主」是一種教師評鑑研究的趨勢脈絡，也就是說要先具有專業

知識、專業能力及專業精神，方才能要求享有專業自主權利。因此，有關教師自

我效能、教學檔案管理、教師教學效能及教師專業發展的主題，都成為教師評鑑

研究的相關焦點，值得更進一步的深入追踪研究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其次，在教師教學的場域之中，教師的工作面對著傳道、授業、解惑的基本

責任，也同時面對著「典範變革」與「未來趨勢」的創新發展，持續教師素質的

提昇，教師評鑑系統是教師專業發展所必須進行保優策略之一。因此，許多大學

校院也主動發展「教師基本績效評鑑」、「教師專業表現指標」及「學生評鑑教師

教學」來確保學生受教的權利與品質；教育部目前正在規畫教師進階制度，將依

教師「專業表現」及「專業成長」評鑑分級，薪資也依照級數給予，作為推動教

師評鑑的積極回應。因此，就教育本質或專業倫理而言，如何創造教師專業發展

結合教師評鑑機制的教師文化，規劃建構出一整體性、進階性、專業性的教師專

業發展的持續增能課程，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提昇，確保教育素質的優良，以提

升教師的專業表現，進而促進教育品質的提升，已是當前教育的關鍵焦點，值得

進行分析探討作為我國推動教師評鑑的參考推動卓越教學追求（陳木金、邱馨

儀、陳宏彰，2006）。 
有關教師專業發展逐漸成為學者研究的焦點，乃源於 1966 年聯合國教育、

科學、文化組織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 UNESCO）於法國巴黎召開的「教師地位之政府間特別會議」中，決議採

納的「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認為「教學應被視為專業（Teaching should be 
regarded as profession）」，強調教師的專業性質，從此以後，將教師視為一種專業

逐漸得到多數人的認同（周崇儒，1997）。其次，專業工作要能得到社會的認可，

專業社群本身需要有共識，保證專業的基本執業水準，淘汰不適任的執業者，讓

外界對教師工作有一定的信心，也肯認教師是專業人員。準此，教師專業發展指

標的建立將有助於教學專業與教師地位的提升。饒見維（2000）指出傳統的「進

修研習觀」雖然同樣強調教師在職階段的專業發展，但是在意義上與方法上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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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狹窄，多以「學者專家導向」的演講方式進行，侷限了教師專業發展的實務效

能與可行方案。進修或研習是不夠的，教師更需要的是學習如何把想法轉化為行

動，然後逐漸在行動的過程中學會如何檢討改進自己的行動；教師最需要學習如

何主動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改善問題，從教師專業發展」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在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潘慧玲（2004）指出：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所需具備

的專業能力，涉及與教學有關的認知、技能及情意，透過這些能力的作用，從而

勝任此項教學工作，以展現教師的專業水準。國內在探討教師教學專業發展良窳

影響學校教育革新成效的問題時，歐用生（1996）指出教師需要專業發展的主要

原因有三：一為課程和知識基礎的增加與改變；二在教師自我革新的需要；三是

社會對學校教育的要求。因為教師是學校教學的尖兵，也是學校教育改革的執行

者。如果要提昇教師教學專業發展，此項工作不能僅止於改革的口號或本位的堅

持，應回歸到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師專業發展，以具體規準來彰顯教師專業的知能

與持續成長的事實，強調教師專業發展的客觀性與可驗證性。林文生（2000）指

出國民小學教師們應該有機會決定（或選擇）其所要專業發展的型態，同時也擔

負專業產出的責任。邱馨儀（2006）歸納指出，教師專業發展係指教師在教學生

涯中，主動、積極和持續的參與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學習活動，以提昇並改進本身

的專業知識、專業能力與專業精神的歷程。教師專業發展對於教師生涯發展、教

學效能、專業形象、專業需求、形象知覺、專業發展活動、教學效能、組織承諾、

教師評鑑、學校（校務）評鑑、組織學習、學校本位專業發展等相關議題的研究，

大多指出教師專業發展與學校效能、教學效能、學習型組織、教師效能感呈正相

關；反思教學行為、協同反省的行動研究的建立是促其專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歸

納「教師專業發展」之研究，可用以下三個特性評析，包括專業知識、專業能力、

專業精神等方面的教師專業發展內容，都是值得我們在探討「卓越教學追求」之

研究趨勢，進行教室裡良好的成功學習與有效教學研究的參考，以下分別加以說

明。 

一、從教師專業知識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教師專業知識是反映個人對自我教學能力的判斷，它是個人內在主觀的知

覺。個人的自我知覺通常具有評鑑的性質，致使其對教師角色的定義，表現出積

極和消極情意作用，進而影響教學工作的執行。因此，教師具備豐富的教育專業

知識、教學相關知識、學科領域知識、教學內容知識、教育目標知識、教育價值

知識、課程與教學知能、心理與輔導知能、班級經營與管理的知能，對於推動卓

越教學追求具有積極的效益。 

二、從教師專業能力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教師專業能力對教學的判斷可能發生於教師教學之前、中、後的實施過程，

教師在作判斷之際，並不受外力的控制與干涉，全憑自己內在專業能力的自由意

志能理性化的判斷，決定教師如何進行其教學的工作。因此，教師具備豐富的人

文通識知識與素養、高度的口頭表達能力、高度的書面溝通能力、高度的教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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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能力、高度的實用教學技術能力、高度的問題解決能力、高度的教學研究能力、

高度的團隊合作能力，對於推動卓越教學追求具有積極的效益。 

三、從教師專業精神推動卓越教學追求 
教師專業精神為一多向度的建構，包括「對學校教育的力量」、「對學生學習

成敗的責任」、「對學習的作用」、「對一般教育信念」及「對學生影響力」的程度，

教師專業精神的信念會因不同的情境而發揮積極的效益。因此，教師具有正確的

教育信念、高度的教學意願高度的教育熱忱、高度的教育責任感、高度的教育承

諾、認真敬業、精進研究、樂於不斷追求進步等教師專業精神，對於推動卓越教

學追求具有積極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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