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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Teaching	Goals（教育目標）	

請回想一下你最喜愛的一位老師，他（她）可能是一位引導你

更了解自己，影響你的職涯規劃，甚至改變你世界觀的老師；也可

能是一位在課堂上總是充滿各種幽默、洞察力和驚喜的老師，甚至

會適時給你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智力挑戰。 

我們將這些討論最高境界的教育目標擺在本手冊的最前面，無

非在提醒諸位，優良的教學並非僅是狹義的在各領域中訂定適當目

標及專業的教學技巧。不同的教學面向，都將因你在師生關係及學

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異。本手冊中所建議的每個基本教學策

略，即便是最實際的課堂講授或紙筆測驗，都希望協助你成為一位

能啟發學生的老師。如同本手冊所述，優良的教師是培育出來，而

非與生俱來的，我們認為沒有所謂不可思議的天份，只有各種學習

的技巧，事實上，那些在教學上看似輕鬆自在的老師，可能下了最

多的功夫。 

請你從頭到尾看完這本手冊，就以下教學目標，找出最適合你

的教學內容以及你想在學生智能與人格發展中所欲扮演的角色。本

手冊中所提供的各種建議可以協助您達成目標。 

Inspire Students - 激發學生潛能  

身為大學教授，你對學生的影響力無與倫比，你的一言一行、

你的想法與意見、對學生的耐心、愛心、同理心與包容，都深深地

影響他們。 

 “沒有什麼會比一位樂於幫助學生發掘潛能而不以本身成就

自豪的老師更能激勵學生”-Jason Dent, 哲學系（’05） 

老師的努力和熱誠會直接影響學生對於課程的投入及專業領

域上的興趣。相信學生的能力並幫助他們面對學術上的各種挑戰就

可以激發學生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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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Teaching Goals  教育目標 

Facilitate Mastery of a Field -培養專業能力  

 “在決定我的研究領域時，我希望能結合自己有興趣的運動

與醫學，因此選了「運動醫學」。起初我只是對這個領域感到好奇，

然而，就在上了 Dr. Anne Friedlander 的「運動生理學」並在課後與

教授交談後，我發現自己對這門課不僅止於學術上的興趣，她讓我

見識到運動醫學的實用性與多元化。從 Dr. Friedlander 我學到了更

多運動醫學相關的知識，並樂於將自己的所學應用到日常生活

中”-Angela Markham, Human Biology（人類生物學系） （運動醫學

系）（’05） 

在課堂上老師不只是訓練學生具備未來在專業領域更深入的

研究能力，更要幫他們了解生活的面面觀，好的老師會幫學生鞏固

自己的專業基礎能力，讓他們足以應付未來的進修深造並增進對世

界的了解。 

Mentor Young Intellects - 教導年輕的知識份子  

 “我在 Stanford 知識的成長主要歸功於指導教授的教導，記

得去年我去找老師時，整個人真是徹底地被經濟學嚇壞了。但從我

開始當研究助理的第一天起，老師便督促我要在學術及個人生涯上

勇於接受自我挑戰，自此我開始體會到什麼是勇者無懼”-Felicia 

Estrada, 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系）（’04） 

隨著時間流逝，課堂上所傳授的資料和語詞也許會被遺忘，但

你幫學生所建立的如何學習知識的技巧會內化成一種本能，從判斷

性的思考進入創造性的思考，因為好的老師會幫學生做好終身學習

的準備。 

Help Students Find Their Voice - 幫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  

“雖然我在高中時期就非常直言不諱，但初來 Stanford 時仍覺

得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看法，直到在一門關於非洲歷史的課堂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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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開始有所突破。老師十分重視我們的參與，他把課堂參與納入課

程評分標準之一，並鼓勵每位學生在學期中至少發言一次以上，不

論我們的發言內容為何，老師皆能以公正、客觀的態度聽取我們的

意見，不到幾個禮拜，我已能在課堂上侃侃而談了。”-Andrea 

Snavel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國際關係學系）（’04） 

一旦引導學生找到他們想說的東西，你必須協助他們找出表達

的方式。好的老師要懂得培養學生的自信心，訓練他們有效溝通及

自我表達的能力。 

Help Students Articulate and Follow Their Values 
- 幫學生明確表達並遵循自己的價值觀  

“學生很容易認為學習的過程只不過是到教室聽課、讀書或

做做習題罷了，只有好的老師或教學助理會讓學生了解課程內容是

可以應用到教室外的，我們學習的目的乃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美

好。除了所謂的「服務學習課程」外，一般課堂上若有老師肯花心

思這樣做的話，我的印象會特別深刻。”-Felicia Esarada, 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系）（’04）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幫學生認識自己並對社會有所貢

獻，因此老師要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社會責任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Combi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 結合教學與研究  

身為大學教授，你一定會感到教學與研究似乎是彼此針鋒相對

的，礙於時間壓力，教學與研究往往無法兼顧。在你努力於升等及

鑽研於專業領域的過程中，需要投注相當多的時間來做研究、發表

論文及專業演說。這種情形下，即使是位充滿教學熱忱的老師也會

因升等、研究等壓力而不願花太多時間在教學工作上。然而，教學

乃是大學教授的職責之一，倘若輕忽教學而一頭栽入自己的研究，

最後學生只會受害。因此，如何在教學與研究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點

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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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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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你認定卓越的教學與學術研究無法並存之前，不妨看

看這兩者的相似之處：首先，在會議上發表研究成果，還得應付現

場聽眾的各種問題，教學同樣是在台上講課外，還要處理學生提出

的問題；作研究需具備組織各種文獻或撰寫研究計畫書的能力，猶

如教學必需撰寫一份好的課程教學大綱。因此，教學和研究其實同

樣有助於你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專業，提升自己的表達能力，並能以

有意義的方式來篩選及規劃授課內容。既然兩者有如此的共通性，

你會發現不論你在哪一方面的改善與進步，都有助於另一方面能力

的提升。 

不過，身為新手教師，最關切的還是時間管理的問題，以下幾

點建議有助於初任教職的你在努力結合教學與研究前，找到一個平

衡點： 

 考慮先在某一學期增加自己的授課時數，以利日後有更多

時間爭取較大型的研究計畫。 

 邀請同事到課堂上擔任客座講座，並自告奮勇也到他們的

課堂上去做分享，這種互惠方式有助於教師自我訓練，並

練習向一群非專業的聽眾說明自己的研究內容。 

 保存課堂上準備的影音資料、紀錄課堂活動及演講發表等

相關資料，建立自己的教學資料庫，以備不時之需。 

 

所謂研究為學問之母，以研究為後盾不僅能充實教學，更可豐

富你的課程內容，Keele University 的教授 Prof. Stephen Bostock 發

現有四種方式可以讓老師有效的把研究過程及研究成果帶進課堂

上： 

1. 利用正著手進行中的研究觀點、相關案例及課堂辯論等方

式讓學生了解知識本身是有爭議性且會不斷成長的，知識

絕非所謂公認的事實。 

2. 直接將最近的研究成果納入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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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一般通識及專業學科的研究技巧與相關活動設計到課堂

作業中，例如文獻回顧、實驗設計、同儕審查、書評、會

議簡報及研究計畫申請等。 

4. 運用一些小技巧邀請學生加入你的研究團體，例如：把學

生加入你的電子郵件通訊錄或討論區中，讓他們把線上會

議紀錄納為課堂作業的參考資料之一，或要他們參與系上

的討論。 

除了上述方法外，教師應將每位學生視為潛力無限的研究助

理，並表揚為研究計畫貢獻大量心力的學生。大學部的研究助理為

你的研究工作投注許多的熱情、時間及充滿創意的新觀點。在史丹

福大學就有許多研究助理因受到某學科教師的啟發而願意花時間跟

著教師或研究生做研究，雖然開始時難免因運作初期的培訓工作、

磨合適應而顯得有些不順利，不過一旦開始上手之後，他們給予的

回饋是很可觀的。再者，協調系上安排一堂課，由各教師輪流講述

目前正著手進行的研究計畫，這種方式一方面可配合你的教學需

求，另一方面還可協助有相同興趣的師生們找到彼此搭配的夥伴。 

最後，千萬別忽略教學所帶來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某些在課

堂上遭遇的問題也許將成為你日後研究的新方向！舉例來說，史丹

福大學最著名的一項調查研究--史丹福監獄實驗，就是 Prof. Philip 
Zimbardo 從「心理學」這堂課上得到的靈感，此外，其他教授也都

有類似的經驗。心理學教授 Prof. Ewart Thomas 提到這種情形尤其

容易在專門探索已知與未知知識邊緣的課堂上發生。 

The Ultimate Goal：Active Learning- 終極目標：自主學習 

當你必須學習如何做某件事時，你是寧可只聽別人描述流程，

還是希望按步驟操作？在你必須就某件事形成自己的意見時，你是

寧願聽別人解釋他的理由，或是與他一起分析他的推理？又或者你

知道你必須記憶大量新資訊時，你的方式是不假思索、倉促地看完

所有資料，還是會一邊看一邊用心檢視資料的關連性及應用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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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Teaching Goals  教育目標 

今天面對的不論是演講廳內多達 300 位的學生，或是你研討桌

旁的 15 個學生，你教學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讓學生主動獲得你所要教

授的內容。研究結果顯示，會主動參與學習過程的學生，不論在課

堂討論、實習、檢討或應用上（Grunert, 1997），學習效果都會是

最好的，正因為這樣的結果完全顛覆了學生只能被動接收教師授與

知識的傳統思維，主動學習便成為本手冊的中心思想，因此，培養

學生主動學習的教學策略必須融入到課程設計的每一部份，無論是

課堂上短暫的小組討論，還是問題導向、個案導向的研究計畫，或

是討論過程中各小組進行的批判分析活動等都有助於學生建立主動

學習的基礎。現在我們就從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基本原理及其配合

的策略開始看起。 

 Active learning promotes independent,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主動學習可以提升獨立性、批判性、及創造性的思考 

  學生必須先了解所學的東西才有能力加以運用，進而發展其思

考能力。在課堂上或透過不同的作業型態要求學生進行分析、組合

或應用課程教材，有助於學生建構思考能力。 

 例如，在一些個案研究的練習當中，學生須就現有的資料

加以剖析，找出並比較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或結論，以決

定最後採行的策略。因此課堂上你可以藉由一些案例讓學

生以獨立或分組方式找出答案，或以此個案為基礎來設計

考試，甚至展開另一項大型的研究計畫。 

 另一種訓練學生思考能力的技巧是辯論：首先，你可在課

堂中率先拋出一個爭議性的議題，然後規定學生在 5 分鐘

內以書面或口頭辯論的方式來表達並捍衛自己的觀點。若

要進一步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還可讓學生針對單一觀點

去進行辯論與批判，然後交換彼此的意見，或是找到一個

更廣泛的觀點來容納雙方論點。 

 

 



 

10   

 

 Active learning promotes collaboration--主動學習促進學生合作 

  除了大班課程外，分組練習是相當實用的教學技巧。 

 小組討論不僅有助於學生理解並記憶課程內容，還能幫助

他們發展表達能力、改善溝通技巧，使其了解同學本身就

是珍貴的學習資源。 

 另一個自主學習的策略是利用同儕教學，先由老師提出一

個問題，給學生 1 分鐘時間思考並寫下答案，接著請學生

設法用自己的答案去說服其他同學，經過一番唇槍舌戰後

再給他們一點時間去修正原始的答案。之後老師在檢討答

案時，應針對每個不同選項加以說明、討論，並統計每個

選項的人數，然後向學生公布正確答案並且解釋其他選項

有哪些陷阱（Mazur, 1997）。認知心理學的研究顯示，加

強理解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去教你的同儕，舉凡透過各

種發表、小組研究或前述所謂簡短、創新的微型教學都是

很好的學習方式。 

 Active learning increases students investment,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主動學習增加學生的投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表

現 
讓學生自發性地融入學習情境可以讓他們為自己的課堂表現

負責，學生唯有在能自行決定要學什麼及如何應用所學的環境下，

才會認為這個科目是符合他們的學習目標並值得學習的。 

 你可以由學生自行選定一些分組討論的主題並要他們思考

如何利用現有的基本概念去解決相關問題，讓學生主動融

入課堂活動同時評估自己的理解能力及相關技巧，強迫他

們進入更深層的領悟而非只是輕鬆地學一些皮毛。 

 教學發展中心在主動學習的策略方面有許多相關的書籍、

文章及講義（包含一些線上講義及單元文章等）提供給老師

們參考，本中心及各學術單位每學期也會舉辦多場教學研

習會，讓所有教師分享教學專業成長的各種經驗，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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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Teaching Goals  教育目標 

教師傳習制度，由資深教師帶領新進教師更快認識學校，

了解學校在教學、行政上提供的各項資源，藉由經驗傳承

的過程中讓新進教師學習針對不同的課程類型，有效地運

用各種教學策略。我們支持您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訂為最

高教學目標及策略，並期盼這種思維能將教室轉化成一個

令師生共同嚮往，充滿興奮與活力的學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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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教師的特質 

以下的特質在一些對教學呈現高效能的教師的身上，一再地出

現。我們依據 1971 年 M. Hildebrand 分析教師與學生對有效教學的

意見所研究出來的結果，特將這些特質加以分類如下： 

 Organization and Clarity （有組織且思緒清晰） 

□ 清楚地說明。 

□ 準備充份。 

□ 使困難的主題容易理解。 

□ 透過範例、細節、類比、比喻等多樣性的解釋方法，讓教材不

僅容易理解，而且印象深刻。 

□ 該科目及每一堂課的目標清楚、明確。 

□ 建立教材的脈絡。 

 Analytic/Synthetic Approach（分析／綜合教學法） 

□ 對專業領域有徹底掌握的能力。 

□ 對比各種理論的內涵。 

□ 讓學生了解專業領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及思想與觀念的起

源。 

□ 從相關領域呈現事實和概念。 

□ 討論各種觀點。 

 Dynamism and Enthusiasm（活力與熱情） 

□ 是個精力充沛、充滿活力的人。 

□ 享受教學。 

□ 傳達對專業領域的熱愛。 

□ 散發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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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Teaching Goals  教育目標 

 Instructor-Group Interaction（教師與團體的互動） 

□ 可激發、指導並調整與全班學生的互動。 

□ 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並接受批判。 

□ 巧妙地運用機智和幽默。 

□ 是個好的演說家。 

□ 瞭解學生是否理解上課內容，並對其學習動機十分敏銳。 

□ 重視他／她的教學品質。 

 Instructor-Individual Student Interaction（教師與個別學生的互動） 

□ 被認為是公平的，尤其是他／她的評量方式。 

□ 在學生眼中是平易近人、提供寶貴意見的重要來源；即使是與

課程無關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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