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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主要以國中教師為對象，透過實
地之教室之觀察、教師訪談及問卷調查等
方式，進行國中日常教學活動之生態研
究，探討教學活動中教師行為之類型與頻
率，課堂以外的活動項目，以及目前國中
教師所面臨的教學問題及其形成原因。研
究結果發現：

The study examined the daily teaching
activities among th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cross
Taiwan.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survey
questionnaires
with
teachers
wer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gather data
regarding the types and frequencie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in and outside
classroom.It was found:

1.

課堂中教學活動以教師講述教材及考
試為主；

2.

課堂外教師須花許多時間於處理學生
問題與批改工作；

3.

講述法廣泛使用；

4.

5.

6.

學生程度參差不齊，影響常態編班效
果；

1.

Teacher lecturing and testing were the
main activities in the classroom.

2.

Teachers were occupied with handing
student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coupled with correcting
homework during their free time at
school.

3.

Lecturing overwhelmed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activities.

4.

A diversed student talents and abilities
affecte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a
regular normal-distributed class.

5.

Student discipline problem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highly
competitive entrance exam.

6.

Teachers were found
overworked at school.

學生管教問題與以智育為主的升學導
向有關；
導師負擔過重。

研究最終並提出七項建議，以供國中
教育改革之參考，詳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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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收相互觀摩與學習之效，並為我國國
中教育提供另一個思考的空間。

In addition,seven ecommendations were
included in the end of the study for future
reference.

三、結論

二、前言

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與討論，本研究
獲得以下結論：

本研究旨在比較分析台灣與紐西蘭國
中階段(13∼15歲)教學活動之現況與特
色，並以生態學的觀點探討國中教師所處
的教學生態環境、社會關係、教學活動的
時空配置，教師與同儕、學生、家長、行
政人員及社區之間的關係，以及彼此互
動、競爭、合作與選擇的狀況判準為何，
以深入了解兩國教師之教學活動及其所面
臨之教學問題。希望藉此跨國研究，有助
於兩國教師對於本身工作意義與角色加以
反省思考，並在國內當前國中教育重重問
題中找出應對與解套之道，為教育改革提
出另一個思考的空間。
二、研究背景、目的與重要性

1.

國中教師課堂上之教學活動以教材講
述及考試為主，學生之個別學習活動
較少見。

2.

課堂外教師除了喝水、休息以外，尚
須花大多時間處理學生問題及批改作
業、試卷；至於在教材、教學準備及
讀書、進修方面則較少花時間。

3.

在教學活動中所面臨之問題及形成原
因方面，本研究歸納如下：

（1）由於諸多因素，造成教師教學中過
於使用講述法，影響了學生參與機會及思
考空間，產生教學活動中教師普遍認為學
生學習動機低落及不專心等問題。

另一方面，本研究將採比較教育的研
究角度，透過實地研究，探討紐西蘭的國
中階段的教學生態。近年來紐西蘭無論在
經濟、社會、政治與環保等方面的改革成
就，都倍受全球關注與矚目。這些成就，
無論國內外的研究或報導，大多歸結於教
育的力量有以致之，尤其該國中小學教育
強調以培養基層國民，而非知識菁英為主
要目標，注重個別差異、保障社會均等，
其教學課程的原則為「要廣博、要均衡、
重常識；要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要能獨
立學習、終身學習；要讓學生協力合
作。」等。這種強調整個教學過程為「教
學是活的，全面參與的與自動自發的」理
念下，培養國民基本的生活準備，並激勵
個人心智的發展，讓多數人有成就感。此
種教育理念與實際對於國內處在升學壓力
下扭曲的國中教育不啻是一項強烈對比。
因此，本研究擬從比較教育的觀點，除了
先了解兩國的背景因素、教育政策與教育
目標，進一步深入兩國的國中學校，從事
教室觀察及訪談工作，以比較兩國教師在
教學活動中的異同及其背後之原因。希望

（2）學生程度參差不齊，造成教學上的
困難，影響了常態編班的美意。
（3）升學導向所產生的「升學工業」問
題，環環相扣，測驗卷、參考書、補習班
等只是升學導向下國中教育的產物；教師
對參考書、測驗卷的依賴、教學活動受干
預、教學活動中升學主義本末倒置的問題
錯綜複雜。

（4）國中生管教問題的發生與升學導向
下智育為主的教學活動有關。
（5）導師的工作負擔重，其中又以處理
學生問題，作業、試卷的批改與評分占主
要工作內容，除了工作負擔，長期面對學
生突發狀況的壓 力，擁擠、吵雜的工作
環境，家長的偏差觀念及行政主管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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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加上缺乏學習的讀書進修機會，有
些學校教師因而生病住院。

6.

教師辦公室、圖書館及休閒場所等設
施，必須妥善規劃，尤其教師的休息
時間要有學校民族誌的研究模式、教
室觀察的研究方法宜加以推廣，並建
立國內國中教室觀察的研究模式，及
資料庫結合研究人員與國中教師共同
發掘問題，找尋癥結所在。

7.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中日常教學
活動問題由來已久，且牽涉範圍廣
泛，改革這些問題宜從事有計畫且長
期、深入之研究，進一步採用跨文化
與跨國之比較，採個案方式進行，以
收他山之石，相互借鏡之效。

換言之，誠如該研究中所提及的，國
中教師在整個教學活動過程中:
1.

2.

所規範；除了平時訓練學生自行解決
問題的能力，減少行政干擾外，並可
加強教師時間管理的能力，避免經常
同時處理幾件事情，及長期處在緊
張、忙碌的狀態下，影響教學品質。
講述法的過度使用，與教師傾向同意
── 能力分班、教師擁有懲戒權、
體罰、測驗卷、參考書及補習班等
── 對學習有正面效果的態度，顯
示出國中教學活動中，教師重視升學
導向以及智育掛帥的嚴重情形。倘若
教育當局一味地要求提高教師日常教
學活動的品質與禁止體罰，而無法從
課程、教材、班級人數、家長及學校
主管觀念、與教師職前、在職訓練等
方面著手改進，則教學活動中以教師
為主導、以考試成績代表一切的情形
仍持續不斷。

3.

除了教學工作的負擔，學生問題層出
不窮、突發狀況不斷，導致教師（尤
其是導師）經常疲於奔命，心理壓力
頗大。有鑑於此，是否應在師資培育
過程中，加強「班級經營」、「常態
編班與有效教學設計」以及「危機處
理」等課程。此外應盡快建立校園內
外的教師支持系統如：針對教師服務
的輔導機構、申訴管道、與教師互助
系統的建立，提高教師自我身心調整
及處理學生問題的能力。

4.

對於不適任的教師在兼顧情理法的前
提下，訂定合理的辦法，請其轉行，
以免繼續誤人子弟。

5.

避免以考試成績或聯考分數來評定教
師教學績效，教師的教學自主權必須
受尊重。

反觀，紐西蘭國中教育，往往根據中
學生原先就讀小學教育系統而有不同。學
生通常依科目到不同教室上課，待在導師
教室（home room）只有少數時間，且大
多只有行政上的宣布及點名事項。國中上
課時間比小學多，平均五十分鐘。
一般而言對一個國中老師一日的生活
如下:首先是參加八點到八點二十五分教
職員的會議，全校教職員皆在此聚集，並
在會議上宣布今日注意事項，交待行政上
及學生的注意事項，這時也是指定代課教
師的時間。八點半到八點四十上課鐘響，
值日學生會到各教室收點名單，有些班級
會參加朝會（依不同年級不同時間，但大
約都是 15-30 分鐘），結束後老師會檢查
學生作業，一般較好的老師會以有趣的話
題開始，之後，明確的規定學習任務及所
欲解決問題、幫助需要協助的學生。一堂
課後學生會很快的收拾書包到另一個教
室，而老師會快速的在黑板上寫這次作
業。第二節課也差不多是這情況。每天的
十點十五分到四十五分之間會有一個十五
分鐘的上午茶時間（coffee time），全體
教職員會在休息室（staff room），喝茶
休息聊天，這時學生也會來找老師。休息
結束後，第三堂課開始。早上會有三堂
課。接來十二點到十二點半之間會有一個
午休時間，一個值日老師到各場地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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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般而言教學行程緊湊，教師休息
時間非常短，可能只有上課前準備器材，
然後科任老師會在固定教室等待學生來。
每天第五節課後就下課了，差不多是在二
點半左右，這時候老師會在黑板上交待一
些作業，並歸回教學器材。在放學後回家
前，各課老師會聚集討論教學內容及課程
或批改作業，而批改作業也常利用下課時
間或空堂（non-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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