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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有感於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國內教師專業發展的供需落差，加劇九年一貫
課程教學革新困難，幾番省思其中問題，撰寫本文，期望引起各界對於此一問題之重視，

並共謀改善之道。文中作者以文獻探討和個人實務經驗的省思'探究在教育改革過程中
教師專業發展的應然與實然，主要重點有三部份: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目標 (why) 、內涵

(what)應各為何? (二)以九年一貫課程為例，探討中等學校課程教學改革與師專業發展的
需求與供給。(三)省思未來教師專業發展推動。本文探討範團將僅限於在職中學教師的
專業發展，而且重點將針對面對普通高中及國中之課程教學改革有關之教師專業發展

關鍵字:專業發展、中學教師、課程改革

l 美國奧勒岡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長領域為教育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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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身為師資培育教育者，常常觀察到各種為在職教師設計規畫的進修活動，經常是等

不到現職教師來參與，而卻有許多未預期的實習教師報名參與。出去實習的學生也常常

反應，學校教師對於某些校外進修活動沒興趣，而會推派身為徒弟的實習教師或是實習
生代為出馬。近期與幾位教育行政部門主管閒談，聽到這麼一句話; r 有人說 J 在台灣，

教師這個工作是唯一可以在大學學四年，然後教四十年都不用再學習的工作.Jl

0

J 而師

資培育機構交流中，大家的經驗與觀察相近，沒有學位的進修活動很難吸引現職教師。
近七年來因應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教育部如火如荼全速啟動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包括補
助各地方政府、教師研習機構、師資培育機構及民間團體辦理各式各樣的教師專業發展

活動。但是成效並未如預期理想，除了 2001 年前後強迫每一位教師要進修有關九年一

貫課程初階研習及進階研習，使得每一位國中小老師都必讀親炙九年一貫課程的套裝進
修課程之外，多數非學位型的專業進修活動普遍未能吸引現職教師的參與。而強迫性的

九年一貫課程套裝進修課程，往往可見上面言者講誨，下面聽者吵吵。誠然造成上述情
況的因素有許多，可能是活動設計規畫不良，也可能是教師缺乏動機，也可能是種種其

它因素。但是部份教師鮮少參與專業發展活動是不爭的事實。
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教師專業發展都越來越受到重視。隨著全球化的火速發

展，國際間的生存競爭趨向白熱化，而國民素質正是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已開發及

開發中國家近十多年來莫不致力教育改革，以追求卓越人才的養成。教師是教育改革成
敗的決定性人員，包括教師的能力、觀念及態度都必須能夠呼應教育改革所啟動的一連
串變化與挑戰，教育改革的內容與策略才能順利執行，而教育改革的理念與目標方有達

成的機會(Gordon，

2004; Hoban , 2∞2; Littl巴， 2001)

。我國自 2000 年正式推動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 2006 年將隨之推動普通高中課程改革，其後職業學校及綜合高中的課程亦將有所
變革。我國此波自國小以迄高中之一連串課程改革，不只是課程內容的大幅度調整，而

且教育、教學、評量之觀點與做法亦有顯著變革，教師、學生、家長及學校行政人員之
間的關係也有全新風貌，教師面臨迎接一連串基本變動的挑戰，進行相關的專業發展有

助於教師發展面對挑戰的能力。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規畫、提供、參與及效益追蹤將
是確保我國此波教育革新達成目標的重要關鍵，問題是目前中等學校教師專業發展的提

供與參與似乎存在莫大落差。
因為個人職務關係，作者曾經以學習者、講授者、規畫者等不同角色參與近年各級
教育行政主管單位所辦理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作者有感於目前圍內教師專業發展的供
需落差，幾番省思其中問題，撰寫本文，期望引起各界對於此一問題之重視，並共謀改

善之道。本文中，作者將以文獻探討和個人實務經驗的省思，探究在教育改革過程中教
師專業發展的應然與實然，主要重點有三部份;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目 標(why) 、內涵 (what)
應各為何? (二)以九年一貫課程為例，探討中等學校課程教學改革與教 師專業發展的需

求與供給。(三)省思未來教師專業發展推動。本文探討範圍將僅限於在職中學教師的專
業發展，而且重點將針對面對普通高中及國中之課程教學改革有關之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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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專業發展的目標、內涵
教師專業發展之目標包括教師個人、教師教育專業、教職專業的發展，終極目的是

提昇教師教育學生的能力，進而增進學生學習品質與成效(Gordon，

2004; Greene , 2001)

。

不論教師專業發展的動機是主動還是被動，理由是個人成長還是因應教育改革，思維模
式是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實施策略是政府集中調訓還是學校本位專業發展活動，活
動內涵是單向性講授還是多向性溝通或是操作，教師專業發展的結果必須要能回饋至教

師在教育現場的作為，教師專業發展之最終目的應以增進其學生褔祉為依歸。圖一為作
者示意教師專業發展目標與對應內涵。

教師個人發展應視為教師專業發展之一環，教師個人、教師聘僱單位及教育行政主
管單位都應該予以重視。教師是教職此一專業工作的行為人，而其個人的發展將直接影

響其專業執行情況。中小學教師的主要服務對象是身心尚未成熟的學生，身心健全的教
師能夠積極給予學生適切的教育與輔導，提供學生學習楷模，身心健全的教師能夠調適

自身的困頓，避免對於學生的錯待，造成學生的傷害。教職是極易耗損心力、體力，造

成倦怠 (burnout)之助人工作。尤其在我園，教師往往同時身負教學、輔導學生、領導班
級及行政等等工作，教師角色極易與教師個人其它角色發生時間、心力及體力之競爭衝
突。我國教師工作以專職為主，因為福利待遇有一定之保障，通常一旦任教，就一直任

職到退休為止，時間長達二十年以上。其間教師個人生涯發展極可能從單身、組織家庭、
養育子女、撫幼扶老的三夾板時期、直到空巢期，教師必須隨著人生的發展學習新的能

力以調適其人生角色與教師角色的均衡發展，使其能夠順利盡責扮演教師角色。教師個
人發展所牽涉學習主題相當多元化，其中以時間經營、壓力管理、情緒經營、生涯發展
規畫等等主題，與教師執行其專業教職工作最有直接關係。有關單位在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時，必須考慮提供這些主題的學習機會，以利教師能夠在身心健全情況下發揮專業之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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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教師在職專業發展目的與內涵示意圖

教師專業發展終極目的既是為促進學生的學習品質與成效，教師教育專業的發展當

為教師專業發展之核心目標。教師教育專業的發展亦即提昇教師從事教育工作之專業行
為能力，包括與教學、輔導學生有關之種種專業能力與態度。教師需要關於教學對象的

知識，包括其一股發展、學習歷程、個別差異、家庭及社會文化，方能因材施教。國內

教師兼負教學及輔導學生職責，教師需要具備基本的輔導學生及從事親職教育之知識。

國外教師職責以教學為主，若以傳統教學基本歷程模式(Glaser

'

1962)而言，教師的教學

專業知識至少包括教學評量、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等內涵。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面對的
是不同學習背景 、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以及不同學習氣氛的教室情境 。而學科教師所教

授的內容叉多涉及抽象的概念，因此在教學時教師如何妥善且有效的使用教學策略及安
排適當的教學情境以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對教師而言，是一項極大的挑戰。有關教師知

識研究已是近二十年來的熱門主題(e.g.

Carter, 1990; Cl紅k， & Peterson , 1986; Freeman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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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kholm , & Glasson , 2∞5; Grossman ' 1988; Koelher, &

Mishr且， 2005) ，其中美國學者 Lee

S.

Shulman 經長期研究教學，於 1986 年提出教師的專業知識觀點，稱之為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 PCK)

，最為學界普遍引用。學科教學知識是一種統整學科

知識(content knowledge)與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的教師特有專業知識。學科教

學知識包含教師對學習者的知識(knowledge
curriculum) 、教學情境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

of the

learner) 、課程的知識(knowledge

context) 、以及教學的知識(knowJedge

of the
of the

pedagogy) 。教師經由理解 (comprehension) 、轉換 (transforrnation) 、教學 (instruction) 、評量
(evaluation) 、反思 (re f1 ection) 、新的理解 (new comprehension) 的過程，才能將教學內容完

整的表徵出來，且才能再作適當修正。 Shulman 的學科教學知識是教師結合理論性的學
科內容知識、教學知識，應用於教學現場，經由不斷自我成長而發展的動態實務知識。

最近各國的教育改革，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經營、保障每一位學生學習權、課程彈性
自主、課程統整、應用科技教學、發展夥伴關係、應用社區資源、學校學習生活化、多

元評量、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等等有別於傳統價行的教育理念與實施方式，帶給教師與學
校人員莫大衝擊。而各國政府和學者都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將關係教育改革成敗，美國

國會 1994 年通過 National

Goals

2000 將教師專業發展列入八項教育目標之第四項，而我

國於 1998 年公布九年一貫課程總綱後所規畫之十大項配合工作計畫之一即是師資培育
與在職進修計畫，其它各項計畫也多涉及教師專業發展。美、英、紐、澳、日本、香港
及新加坡等之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官方網站都闢有教師專業發展網頁，中小學網站也

多有教師專業發展網頁。而有關研究則快速成長，美國教育部教育資源訊息中心 ERIC

資料庫自 1990 年(各國最新教育改革的啟動時間多在 1990 年以後)迄今有關教師專業發
展之論文有 1857 篇(僅限標題有出現「專業發展」且內容有關教師之文章) ，而在 1989

年以前直至 1961 年則只有 509 篤，顯示近 15 年間的論著量是之前 30 年間的 3.6 倍;以

同樣的搜尋條件輸入美國大型商業化資料庫 PROQUEST' 1990 迄今則有 611 篇文章，而
在 1989 年直至 1986 年則只有 7 篇，同樣顯示近 15 年教師專業發展的論著量的大幅增加。
因應教育改革，教師教育專業發展的學習主題包括應用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及視聽器

材、結合校內外教育夥伴網絡、設計規畫統整式或跨學科課程與教材、應用傳統排排坐
聽講以外的各種教學活動及教學情境安排、使用商業化紙筆測驗以外之多元評量方式、
接納並且妥善教導各式各樣的特殊學生、採取以學生為本位的人本教育模式，這些改變

與學習一起風湧而來，教師們必須同時發展這些新的教育專業知識，並且融入其既有之
教學內容知識。這部份的專業發展是教育改革推動過程中最核心的教師專業發展目標與

內涵，但也是最難以推動與實踐的部份。因為這些新的改變嚴重挑戰教師長久以來的行
為習價與思維模式，教師感受改變過程中的失能、不確定感、自我否定等的痛苦歷程，

極易挑動教師排拒或逃避的情緒。改革推動者必須在此特別謹慎，提供教師足夠的支持

與資源，以實際成功典範挑戰教師的既有行為與思想，援引教師走向改變的危徑，方有
可能帶動真正的改變。

教育局師專業發展的第三個目標是促進教職專業發展，提昇教職的專業性、維護教
師專業自主權、發揮教師對於教育政策決策影響力。教職專業發展與教師教育發展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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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的不同層面，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後者是直接施受於教學現場，是攸關教師實施
教學的專業知能，將會直接影響師生教學運作;前者可能施作於學校內外場合，是使教
師能以專業身份參與教育專業決策，對於學生的影響是較為間接。或許有的教師的教育
專業知能遠勝於其教職專業知能，他們可以是教室中的優秀教師，卻不擅長為教育發
聲，或是參與教育決策提出有效建議。反之，或許有的教師的教職專業知能更為突出，
他們或許未必是教室中最優秀的教師，卻能擅長為教育發聲，或是參與教育決策提出有
效建議。當然，稱職的專業教師而叉能於參與教育決策時積極發言，貢獻有建設性的意

見，是最為各界所期望。我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於 1996 年發表的總結報告書，
其主張之教育改革理念特將教師專業自主與父母教育權並列為保障學習權之基柱，並且

引述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 1966 年發表(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書) ，主張「教學應被視為一
種專門職業 J '教師應有專業自主權，並且應得到適當的保障。其中特別說明教師專業

自主權「是遂行其職務所必備的條件，亦即職務上根據專業知識所運用的自由裁量權 J '
而教師專職的專業自主權必須以保障學習權為依歸， ，-因此在保障教師專業自主的同
時，應該強調教師做為專業人員所必須堅持的自律」。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建立於充份的
專業培訓基礎與專業倫理，使教師於教育學生時擁有必須的課程設計、教學執行、教材

選用、學習評量和學生輔導等等的專業裁量權。教師是學校教育工作的第一線執行者，
教師應本專業知能參與學校事務、教育政策決策，以利教育品質的提昇。身為專業人，
教師必須對於教職所需的教學專業知識，必須同時擔任知識的消費者與創造者的角色，

教師必須對於自己的專業工作具有反省、批判與研發能力，而非被動的課程教學執行
者。而教職既為專業，教師有權組織、參與專業組織，促進專業發展及倡議、參與決策。
我國民國 1995 年初頒教師法，特有教師組織專章，授與各級學校教師合法組織教師會，
維護專業權利，建立專業自律，促進專業發展。我國教師會組織從學校、縣市到全國教

師會，對於學校教育事務、地方教育事務及國家教育事務的決策已有舉足輕重影響力。
未來應有更多教師積極參與，申張專業自主與專業自律，並發展教師會成為教師專業發

展的領導者，進而提昇教育品質。教職專業發展涉及教師研發、參與決策、倡議等能力

及自律態度之發展。

參、中等學校課程教學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
我國於 1998 年頒布「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總綱綱要 J ' 91 學年度(2002)年正式在圈中
一年級開始推動九年一貫課程。園中教師傳統以分科培育，長久以來都依據統一部編教
科書進行分科教學。九年一貫課程「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以學習領域取代學
科」、「以學校本位課程取代部訂統一課程 y 強調多元評量、強調課程統整、強調學習
能力導向及生活導向，遠遠超出國中教師的既有教學習性與既有知識能力。這些教育施
作理念的轉變嚴重衝擊現有教師的教學運作模式，挑戰教師文化以及教師信念，轉變過
程中極易引發教 師的失落感、失能感、困惑與衝突，而致都將可能造成強力抗拒或是消

極逃避但vans， 1996) 。九年一貫課程引發教師需要同時從事個人發展、 教育專業發展及教
職專業發展。新的課程教學促使教師必須積極發展新的教育專業知識與能力，突如其來

的巨大改革浪潮可能引發的挫敗感引發教師尋求個人發展以自我增能，教育改革賦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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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前所未有的強大專業自主權教驅使教師追求教職專業發展。
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以來，教育部自 20∞年前後持續推動各項教師專業發展工作，

其所主導的教師專業發展主要集中教育專業知識與能力發展。教育部指出教師需要發展

七大項專業能力以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變革，包括課程統整能力、協同教學能力、
課程設計能力、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能力、教材編選能力、多元評量能力、連用科技教學。
作者則認為教師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尚需發展教科書評選能力及領域專門知識，方能有效

通合九年一貫課程之領域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domain-content knowledge)

。表一為作

者整理有關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與教師專業發展供需概況，顯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過程
中，園中現職教師所需的重要專業發展內涵之進修供需尚未達到有利課程教學改革的情
況。

表一:九年一貫課程教學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

九年一貫課程

教師專業能力

政府因應措施

時程

教師參與

九年一貫課程

初階及進階研

2001

公立學校教師

理念與內涵

習

課程統整能力

初階及進階研

改革重點
課程綱要總綱

學科統整為
領域

規定參與
2∞ l

公立學校教師

規定參與

習

各師資培育或

2001-

現職教師參與
不踴躍

教師研習機構

辦理
協同教學能力

初階及進階研

2∞ l

規定參與

習

領域知識

公立學校教師

免費領域增能

2∞2-

極少教師參與
(體育教師較積

學分班

極)
自費第二專長

2002-

部份教師參與

2∞ 1

公立學校教師

學分班
學校本位課程

課程設計能力

初階及進階研

規定參與

習

各師資培育或

2∞0-

現職教師參與
不踴躍

教師研習機構

辦理
教材編選能力

初階及進階研

2∞ l

公立學校教師

規定參與

習

各師資培育或

教師研習機構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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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現職教師參與
不踴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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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夥伴能力

初階及進階研

2∞ 1

習

公立學校教師

規定參與

研究發展(如行

各師資培育或

早於 1998 年九

現職教師參與

動研究等)

教師研習機構

年一貫課程前

不踴躍

2001

公立學校教師

辦理
多元評量

多元評量能力

初階及進階研
習

規定參與

各師資培育或

早於 1998 年九

現職教師參與

或教師研習機

年一貫課程前

不踴躍

2∞ 1-

公立學校教師

構辦理

運用科技教學

資訊科技等應

各師資培育或

用能力

或教師研習機

多有參加各縣

構辦理

市政府辦理檢
定

教科書評選

教科書評選

少數各師資培

能力

育或或教師研

2001-

現職教師參與
不踴躍

習機構辦理

教育部於 1999 年擬訂「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配合工作計畫 J' 規畫自八十八學年
度起兩年內推動，包括:一、新課程宣導計置，二、新課程研習計畫，三、新課程試辦
計畫，四、教學設施充實計章，五、課程網站建置計畫，六、教科用書編輯與審定計畫，

七、教學評量研發計畫，八、行政法令修訂計章，九、師資培育與在職進修推動計畫，

十、高中入學制度改進計畫，其中一、二、五、九項都以教師為主要對象或至少是對象
之一，主要是要使教師瞭解九年一貫課程之理念與內涵，以及培養施行新課程教學所需

之課程統整、協同教學等之課程教學能力。 2∞ 1 年以前先由校長、主任、種子教師分批
研習， 2∞ 1 年擴及全部公立學校教師。教師研習分兩階段進行，初階研習不少於 30 小
時，內容包括九年一貫新課程的精神、課程統整的理念與模式、實施統整課程的配合措

施(如情境規劃、多元評量、親師合作等)、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規劃與實施(含實例介
紹)、統整課程的設計與實作、學校本位課程規劃與實作;進階約 18 小時，內容包括統

整課程教學觀摩、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觀摩、統整課程發展實施，心得分享、學校本位課程
實施心得分享。同時教育部也要求各縣市政府規定各學校必須安排教師領域空白時間，
甚至安排領域教室或會議室，以利教師進行同儕專業對話，以便發展協同教學及研發課

程。
當時研習規畫兼顧理論與實務，進階研習更是著重經驗分享，看似相當合理。但是

八八學年度至九十學年度(1 998-2001)的研習與試辦課程都是依據「 課程綱要總綱 J '並
未有領域內容， 研習主講者和研習者都在空泛架構上建構。當時國內 學者對於九年一貫

課程所指稱之課程統整 、 協同教學看法莫衷一是，研習者更是無所適從。而所謂實務更

因為試辦受到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經費擠壓及缺之內容依據而脫離原有規畫，當時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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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九年一貫課程多以發展一、兩個單元式統整課程進行，與後來的課程架構、教科書
內容有極大落差。教師雖然多少因為研習而瞭解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理念與內涵，可情最
令他們焦慮的課程教學操作能力及信心卻未能從研習中得到有效發展，尤其是教師最陌

生的課程統整、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課程統整、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國中現場終究回到
依據教科書教學。隨著九年一貫課程對於「課程統整」主張的調整，由「學習領域之實

施應以統整、合科教學為原貝Ij

j

，至正式綱要「學習領域之實施，應掌握統整之精神，

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協同教學 j' 教科書的編輯也越來越有分科風貌，教師雖然

尚未嫻熟課程統整、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操作技巧，無法落實九年一貫課程精神，但是
尚無急迫性教學困難。
九年一實課程在國中的實施最大問題發生於學習領域的教學，九年一貫課程將園中
傳統的多個學科分別整合為七大學習領域，除了語文學習領域與數學學習領域尚保有原

有學科風貌之外，社會學習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藝術與人丈學習領域、健
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及及綜合學習領域等五個學習領域，各以能力指標界定學習內容範
籌，完全模糊原有學科界限。而現職圈中教師全部是接受分科培育，社會學習領域的公

民、地理及歷史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的生物、物理、化學(原為理化)、地球

科學及生活科技教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音樂、美術教師(還有尚未培育的表演藝
術專長教師)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的健康教育教師、體育教師，以前各安其位，各教

所長 。 面對領域教學， 2∞0 年以前教育部及學者以大統整包領域教學觀念規畫師資培育

與教師進修模式(張玉成， 1999; 饒見維， 1999)' 其後滯礙難行而作罷。九十一學年度 (2002)
園中一年級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這些教師面臨不知如何教授一本統整性的領域教科
書的窘境。九十三學年度(2004)以後因應正式綱要的頒布，教科書編輯已經頗具學科特
色，但是領域教學仍然存在「教己所不知」的嚴重問題。領域教學應該如何進行一直是

九年一貫課程的爭議點，九年一實課程綱要對於「課程統整及合科教學」雖然逐次調整，
但是總綱自始明確宣示「教師依其專長進行教學 J '推行以來教育部也一直宣示此一主
張。但是學有專長的教師如何實施跨學科統整性課程教學卻是 一 直未有有效解決策略，

教育部初期的協同教學策略顯示並無法有效長期於國中現場發揮功能。
教育部對於園中教師的職前培育規畫乃遵循「教師依其專長進行教學」及「學習領

域之實施，應、掌握統整之精神，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協同教學」之方向發展。因
應國中九十一學年度要實施九年一實課程，教育部於 2001 初開始推動「九年一貫課程
國民中學七大學習領域任教專門科目認定參考原則及內涵」規畫事宜，經過全國師資培
育機構半年的參與討論，文歷經教育部一年的審核，教育部於 2∞2 年 7 月公布「九年

一貫課程國民中學七大學習領域任教專門科目認定參考原則及內涵 J '接著各大學並準
此重新訂各校各科「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及學分對照表」。主要改變包括教師的任教學科
(學習領域、主修專長)之認定以所修習之專門科目與學分認定，而非依據畢業系所;

園中教師任教以領域加註主修專長方式認証。過去中等學校教師一証通行模式也因此改

變，園中領域教師依新規定要比高中學科專長教師多修領域學科與學分，例如社會領域
歷史專長教師要多修地理、公民各 6 學分及 2 個學分的領域核心課程「社會學習領域概
論」或「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設計 J

'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培育完全切割，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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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領域四大專長要互修學分，並共修 3 學分「生活科技概論 J

'例如國中生物專長教

師要修習物理、化學及地球科學各 4 學分，比高中生物教師要多修的學分。此一設計

並非培育包領域或是合科教學之教師，而仍是依循「教師依其專長進行教學」原則，多
修的領域學分是為提供同領域教師溝通、協同教學的基礎。

「九年一貫課程國民中學七大學習領域任教專門科目認定參考原則及內涵」研擬過
程中，原本規畫現職國中教師應於五至十年內補修學習領域認定所需學分，然後據而換
證，教育部卻未接納此一規畫，並未強制要求現職園中教師補修學分，而是以補助師資
培育機構開辦領域增能學分班免費提供現職教師進修。以中部(台中、彰化、南投)四縣

市現職國中教師為例，依據教育部統計(2005)任教社會領域教師有 1 ，037 位、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教師 1 ，475 位，而自九十二學年度以來，其中參與領域增能學分班的教師未超
過百分之三十，而北部與南部情況也不樂觀。而最令人擔憂的是九十一學年度以來，許

多國中實施包領域教學，亦即地理教師教授整學期的社會學習領域每週三至四節課程，
物理教師教授整學期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每週三至五節課程。很多教師只好現學現
賣，靠同事互教、教師手冊等進行教學，如此一來不只違反九年一貫課程賦與教師專業
自主權的理念，違反「教師依其專長進行教學」原則，而且學生極有可能因而發生迷思

概念學習而未能被教師有效診斷教學。而多數教師也從初期的心虛到現在的無奈，繼續
按書教書。

最新一批九年一貫課程領域教師於九十四學年度取得教師資格，而當此時各國中已
經因應少子化趨勢，逐漸減少開缺甄聘新教師，而現職教師叉不積極參與補修領域學
分，目前國中只有少數擁有領域教師資格者。 2003 年師資培育法修訂通過，第七條明訂
「專門課程，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擬定，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教育部並準此訂定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暫行注意事項 J '嚴格控管師資

職前教育專門科目。但是教育部卻對平均年齡約三十五歲的絕大多數現職圈中教師「教
師在依其專長進行教學」毫無對策，任由每年數十萬國中生繼續陪伴教師邊學邊教。

九年一貫課程在國中實施的另一大爭議性問題即為一綱多本，一綱多本已是國際教
育潮流，而國人對於國中生難以接受一綱多本，表面都是著眼於基本學力測驗。實質上，
教師是否具備實施一綱多本的教學能力極具關鍵，教師若能解讀能力指標，慎選教材，

妥善安排教學，務使學生融會貫通，則一綱多本不會妨害學生應對基本學力測驗。教師
需要發展能力指標解讀與課程設計、教科書評選、教材編選整合、促進理解的教學策略

等能力，以因應一綱多本。目前教師尚待強化為能力指標解讀與課程設計、教科書評選
及但進理解的教學策略。各師資培育機構及教育研習機構曾經辦理相關研習進修活動，

不過現職教師參與也未積極，成效有限。

肆、突破現狀、 開創未來
政府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一連串的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卻是存在諸多問題，而致

成效不彰，不利於課程教學的推動。主要問題有:

一、主要偏重教學專業發展，叉特別著重於教學知識(knowledge

of pedagogy)而輕忽學科

知識的發展，無法使多數現職教師發展領域教學的領域教學知識。強制研習只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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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階及進階研習有關九年一貫課程的理念、操作等主題，對於領域知識及領域內
容教學知識的進修研習未予強制。

二、政府對於教師必需之專業發展，只有龔勵措施，缺乏強制作為，衍生教師進修多追

求學位，而不重視與時俱進的持續性專業發展(黃炳煌、陳奎熹， 1996) 。依蟑「教

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 J (2∞4) ，我國對於教師進修研究(係指教師在國內、外學校或
機構，修讀與職務有關之學分、學位或從事與職務有關之研習、專題研究等活動)

,

有相當優握之獎勵辦法，最佳可以帶職帶薪全心進行進修研習。獲得碩士學位者，
更有助於敘薪升級。九年一貫課程應該要求教師進修領域學分，但是政府目前全額

補助，也未能吸引教師進修，至今仍無對策。依法從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是教師的

權利也是義務，我國教師法(2003)第十六條第三款將教師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
術交流活動列為權利，第十七條第五款將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列為義務。

政府未能確切落實法令規章，致使徒法難行，教育改革也因而遲滯不前。
三、專業進修活動的提供者、地點已經多元化，但是缺乏有效資源整合。目前各教師
研習機構(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教育資料館、省市教師研習會、縣市教師研習

中心、輔導團)、師資培育機構、官方社教機構及政府認可之民間團體都可以獲得

教育部或是縣市政府補助開辦教師專業活動。辦理地點往往以主辦單位所在地為

主，多為交通便利之都市地區，雖比以往只有師大和師院辦理(黃炳煌、陳奎熹，
1996)來得多元，仍然不利偏遠地區教師進修。各單位未能自我定位特色，發展特
定主題或主軸式立專業進修活動，易於重疊重複，造成資源不當分配，某些重要

主題也可能因而疏漏。
四、缺乏連續性長時間的三明治式進修活動方式，不利激發教師自主創新，也不利追
蹤成效。進修方式有研習會(含研討會、工作坊、實務觀摩等)、學分班、學位班，

除了學位班以外，多是短時程進修活動，短則半日，多則一週'易流於聽講、觀
看等低階心智活動，且活動結束後，難以追蹤進修效益。
五、多數進修活動仍是由上而下的思維模式，不易吸引教師參與。目前專業發展活動

除了行動研究及教師讀書會以外，幾乎多是由講授者主導，多易流於應付了事，
或是聽過就忘。教師做為成人學習者，其學習動機或是基於自我實現的內在成長
性動機或是立即有用的外在工具性動機，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必須能夠滿足二者之

一。通常願意參與行動研究及教師讀書會的教師是比較積極自我成長者，能夠自
我激勵。而由上而下單向講授式研習若過於著重理論，無法使教師感受與其教學

實務的結合應用，無法滿足其學習動機，不易吸引其注意，也不易得到理解。
六、課程教學革新以來的教育理念與操作之專業進修活動缺乏實徵基礎支持，不易造
就教師接納信心。自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以來，一連串的專業進修活度鮮少能夠提

供實徵研究報告或是長期評鍵資料佐證課程教學革新的優點，難以 突破教師心防。

基於上述現況問題之探討，作者認為未來政府及各單位因應持續推動的九年一貫課
程及即將上路的普通高中九五暫行綱要，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時，應該考慮以下原則:
一、回歸法令，依法要求或獎勵教師從事專業發展。教師應依登記專長教學，因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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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革新，應依法要求所有現職教師進修，以因應新課程教學之所需，未能如期完
成者，則於排課時予以限制。終身學習已是全民還動，教師進修贊勵應以對於整體
學校教育或是其教學有顯著貢獻者評定，而非一味鼓勵追求學位。準此思維，一位

能夠著手研發課程教學且能實際應用於教學的教師，比進修學位者更有資格得到帶
職帶薪的進修時間。

二 、教師專業發展的規章應該結合成人學習原理，緊密結合實務經驗，增進同儕經驗交

流與互動，促進理論與實務的來回驗證，使得學習者得到學習效應。尋求長時間三
明治模式的專業發展，激勵教師追求自主自律的專業發展歷程，鼓勵教師同儕對

話。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初期各校強迫安排領域空白時間與空間，多數學校教師確實
因而發展良好專業對話與專業成長機制，其中部份團隊後來贏得教育部「標竿一百」

或是教學卓越等榮譽。學校本位之教師專業對話顯然是教師最易接納，而且最易見

到成效的策略，值得進一步推動。
三、課程教學革新之專業發展活動應該引領教師尋求實徵證據，給予教師從觀摩中看到

成功經驗，從操作中感受改革的利基，從參與過程中修改操作模式符應個人及社區
需求。主持者及政府部門應給予資訊、資源的支持，減少灌輸式的支配。鼓勵教師

與師資培育機構、教師研習機構或是其他專家發展長時間的課程教學研發行動研究

活動，也鼓勵學校接受學者專家進入校園進行研究，以利實務證據的累積與實務操
作的改善。
四、各方資源的統整與各單位特色的規畫，並且鼓勵耕耘偏遠地區的專業發展。目前各
師資培育機構雖然在培育類科教師漸漸發展各自特色，卻面臨目前少子化衝擊，發
展遇到瓶頸，尤其是未設有教育相關研究所的師資培育機構更是進退不得。即使有

心推動在職教師專業發展，也易曲高和寡，未能吸引在職教師。突破途逕，一是教
育部直接指定評鑑績優且末開辦教育相關研究所之師資培育中 ， [，、或是教育學程中

心開辦研究所;一是改變既有教師進修獎勵辦法，使教師進行專業進修不單是向學
位看齊。目前各級教師研習機構編制與預算有限，須有效謀求定位與功能的分化，

以利有效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發、規畫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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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u-Iing Hwang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al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Abstract
Taiwan has launched a sequence of school curriculum reform actions , including the

吋~ine

Year Joint Curriculum" which has implemented in aIl elementary schools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since 1990, the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 95 temporary curriculum which wi Il be
implemented in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s from 2006 t02008; and the voc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as weIl as the comprehensive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which
both are under reconstruction and wi lI be implemented soon after 2006. Like most countries
which are pursuing edùcational exceIl ence and conducting radical educational reforms , the
officials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R. O. C. at Taiwan welI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ies
and attitudes of school teachers are the key factors to the success of curriculum reforms so
that they encourage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ithout any hesitate. AlI education
coIIeges , centers of teacher educational program, centers of teacher in-service education,
schools, and some nongovemment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sponsored by the govemment to
offer a variety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However, teachers have been not as active
and enthusiastic to participate in most non-degree teache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the
educational officials and scholars expected. As a director of a center of teacher educational
program at a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author has had a lot of oppo討unities to take a part in
different teache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he author is highly concemed about the mismatch of
the enthusiastic expectation and the low

ac仙al

participa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this article , the author attempted to activate aIl educational
community members'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and invite co Il aborative effort for creative
solutions through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 t. Firstly the
author described an ideal comprehensive model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Nine Year Joint Curriculum"

refo口n;

fina Ily, the author discussed som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ma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eature improvement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scope of
aIl discussion in this article was limited to the in-servi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eyword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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