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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反省性思考是近幾年來教師專業發展上的重要議題，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關
注。然綜觀國內外有關反省性思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文獻，幾乎都只將焦點

侷限在教學反思的部分。但一位教師，若無法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即使擁有再
好的教學能力，學生的學習成效亦會大打折扣。

緣此，本研究嘗試將反省性思考之概念運用在教師班級經營上。首先，經歸
納分析，教師班級經營反思的類型有二:就層級觀點而言，可分為技術的、實踐

的及批判的班級經營反思。就時間觀點而言，則可分為班級經營前、中、後的反
思。接著，提出幾項教師班級經營反思的內容，這包括對班級經營觀念、措施、

過程、行為、回饋等的反思。最後，本研究指出隨班觀摩、自覺意識、理論學習、
組織學習、反思札記、回饋分析等策略，將有助於提升教師的班級經營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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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反省性思考 (reflective thinking) 是近幾年來教師專業發展上的重要議題，
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自我反思是專業成長的第一步，教師反省能力的發

展，目前已成為各先進國家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上的主流價值(王希海， 2008
那月航、畢雪萍， 2009 ;許健將， 2004 ;陳美玉，

1998

;

;單小琳， 2000 ;簡梅瑩，

2008 ; Hatton and Smith, 1995 ; Sch加， 1983 ; Zeichner & Li ston , 1996/2008) 。從
鉅觀的層面而言，乃是受到瞬息萬變的科技及知識蓬勃發展的影響，以及後現代

主義思潮的衝擊，故所有的個人都應該有反省及再學習的能力，才能做好人類生
活當中各種必須慎思的決定。因此，一位稱職教師所其備的應不只是一些專門知
識、教育專業或教學技藝而己，更應帶入高層次反省性思考的批判能力，方能迎

接未來的挑戰。
近代較有系統論述反省性思考的學者則首推 Dewey 與 Schön (羅綸新， 2002
歐慧敏， 2003 '簡梅瑩， 2008 ;許健將， 2004 ;熊川武，

1999 ; Zeichner & Li ston,

1996/2008 )。兩人的觀點奠定了之後反省性思考的理論基礎，也開啟了學術界
對於反省性思考研究的熱潮。
綜觀國內有關反省性思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文獻，數量雖不在少數，且
大多的研究都支持反省性思考的能力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但教師專業發
展的指標及面向極多，過去這些從反省性思考觀點來探究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

中，幾乎都只將焦點侷限在教學反思(

吳木崑， 2009 ;吳和堂，

2001a

;吳和堂，

培， 2005 ;單小琳， 2000 ;劉祥遇，

瑩， 2008 ;羅綸新，

reflective teaching) 的部分(王瑞嘿，

2007

2001b

2006

;

;林碧珍， 2002 ;郭至和、楊筱

;歐慧敏， 2003 ;簡梅瑩， 2007 ;簡梅

2002) ，至於反省性思考對於教師專業發展其他面向影響之

研究，幾乎是付之闕如(賴怡， 2008)

。

教師的教學能力固然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但良好班級經營能力

的培養，更是優質教學的基礎。一位教師，若無法採取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其
教學效能亦會大打折扣(吳明隆， 2003 ;陳木金，

2006)

，因此在教師專業發展

的研究中，班級經營效能的重要性應當是優於教學效能的。

基於上述動機，本文首先介紹反省性思考的意義與教學反思的內涵，接著嘗
試將反省性思考之概念運用在教師班級經營上，歸納出幾項教師班級經營反思的
類型與內容，最後提出一些提升教師班級經營反思能力的具體策略，希望能藉此

促進教師另一個面向的專業發展程度。

貳、反省性思考與教學反思
一、何謂反省性思考?

「反省性思、考」亦可簡稱「反思( reflection ) J '乃「思、考」中的一種，接近
「後設認知」與「內省」的意義，係指對自身思考歷程的監控，甚至是對自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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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動機、學習策略的監控(歐慧敏， 2003) 。一般認為，反省性思考就是指行為

主體立足於自我以外的，批判地考察自己的行為及其情景的能力(那月航、畢雪

萍，

2009)

0

Fellows 與 Zimpher 於 1988 年即指出: I 反省J性思考」為一種推理

性、有規範的回應，無論經過事前計畫或臨場反應，其乃將過去的經驗、體認與

目前的體認連結，產生新的體認和欣賞 (Knapp，

1992)

0

Costa 與 Kallick

( 2000 )

也認為反省性思考涉及來自各種感官的認知與情緒的訊息，而反思、時需利用並處
理此訊息，並加以做綜合評估，故反省性思考意味著運用現有的經驗，延伸至當
時情境以外的範圍。

近代較有系統論述反省性思考的學者則首推 Dewey
川武，

1999 ; Zeichner & Liston , 1996/2008)

0

WSchön

(許健將，熊

Dewey ( 1933 )將教師視為反省性

思考的實踐者，並認為教師們在課程發展，以及教育改革中，應扮演積極主動的
角色。根據其說法，教師反思的過程必須從遇到困難、麻煩的事件，或是無法立

即處理的經驗開始，這也是 Munby 與 Russell (1990) 所稱的「實踐的迷惑」。

Dewey ( 1933 )將反省性思考定義為，依據所持的理由以及其將導致的後果，
對所有信念或實踐行為用積極、持續以及謹慎的態度予以考量(熊川武，

Zeichner & Li ston, 1996/2008)

1999 ;

，並認為反省性思考並非由教師運用的一連串步驟

所組成，是一種遇到問題和回應問題的方式，以及學習當教師的一種方式。同樣
地反思行動，不僅是一種包括邏輯與理性解決問題的過程，也包含了直覺、情緒

及熱情，並非只是可以輕易整理而供教師使用的技巧而已 (Dewey，

1933 ; Greene,

1986 )。
反思行動與例行行動相反，必須投入理性與情感;而 Dewey

( 1933 )所提出

的三種態度即構成了反思行動:心胸開闊、責任感、及全神貫注，以下分別簡要
說明之。

1.

心胸開闊的教師可以自然且正確的角度來檢視理念，並共同合作找出互
相矛盾的證據。反思教師們會不斷們心自問自己為何而做，以及自己正
在做什麼 。 心胸開闊可接受有關於學生、學習以及學校教育其不同作法
上的優點與限制。

2.

負責任的教師會問自己為何而做?以及做了什麼?而非考慮其作法是
否有用。反思教師會透過提出問題，像「這樣的結果對於學生是好的

嗎? J 來評估自己的方式，而非只注重「是否達 到我的目標? J

3.

全神貫注的教師們都會定期檢視自己的假設、理念以及結果，並抱持著
可以學到新事物的態度來因應所有面臨的境遇(林逢祺， 2003 ;許健將，

2004 ;羅綸新， 2002 ; Hatton & Smith , 1995 ; Zeichner & Li ston ,
1996/2008 )。
具備 了心胸開闊、責任感、全神貫注的態度，再加上觀察與分析的技巧，就
架構出 Dewey 所認為的反思教師。 Dewey (1933) 不認為反思教師必須時時刻
刻對所有事都要有所回應，總是陷入沈恩的教師並不恰當，也不太可能。而是要

在反思與慣例問、在想法與行動間的平衡點 (Zeichner & Liston , 1996/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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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chön

( 1983 )則是提出了反思實踐者的重要性，例如:教師根據自己的

工作環境資料，不斷地架構出問題所在。 Schön (1983) 認為，透過反省性思考
而架構經驗的過程中，包括了問題的設定以及問題解決。實踐者持續地透過螺旋
式的評估、行動、再評估的過程中不斷學習。反思實踐者可透過在經驗中所習得

的價值觀、知識、理論、實踐，來詮釋並架構(評估)他們的經驗。 Schδn

( 1983 )

將這些技能稱之為「評估系統」。接著，在行為期間或行為之後，他們會根據其
經驗加以檢視及架構，並進行改變，會有「新」領悟，能以不同觀點看待原來的

困惑，並可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林建福，

2003 ; Zeichner & Li ston,

1996/2008) 。

二、教學反思的內涵
從反省性思考觀點來探究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中，被提及最多的當屬教學反
思了(賴怡， 2008) 。教學反思能力是教師著眼於自己的教學活動過程，對自己
的教育理念、教學行為、決策以及所產生的結果進行認真的自我審視和評價、回
饋、控制、調節、分析的能力。教師借助教學反思可以使自己的教學行為更符合

科學規律，實現教學過程的最優化和教學效益的最大化。教師教學反思能力是改
善課堂教學，提高教育品質，加速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保障(趙瓊、吳嵐， 2009)

,

也是一種通過提高活動者的自我覺察水平來促進教學能力發展的手段(季素月，

2008) 。
此外，尚有其他學者對於教學反思的意義與內涵提出了不少論點。那月航與
畢雪萍 (2009 )即指出，對教師而言，進行教學反思主要是指教師以自己的教學
活動過程為思考物件，對自己所做出的某種教學行為、決策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結
果進行審視和分析的活動，這也是一種通過提高教師自我覺察水準來促進教學監
控能力發展，提升教師專業素質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其主要特徵有實踐性、針對
性、反省性、時效性和過程性。
王希海 (2008 )認為，教學反思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把自我作為意識的
對象，將教學活動本身作為意識的對象，並不斷地對自我及教學過程進行積極、
主動的計畫、檢查、評價、反饋、控制和調節的能力。因此，教學反思是教師對

自己已有的教學行為進行總結評價，找出得失，明確方向，從而確定新的行為選
擇的思維活動。透過不斷地反思，使教學行為不斷地趨於合理和完善，從而使教
師的專業素養不斷充實、豐富和發展起來。他還更具體的指出，對教學進行反思

是如何有助於提高教學水平的:

1.

教學前反思具有前瞻性，能使教學成為一種自覺的實踐，並有效地提高
教師的教學預測和分析能力。

2.

教學中的反思，即時、自動地在行動過程中反思，這種反思具有監控性，
能使教學高質，高效地進行，並有助於提高教師的教學調控和應變能力。

3.

教學後的反思具有批判性，能使教學經驗理論化，並有助於提高教師的
教學總結能力和評價能力。

至於教學反思的類型，歷來有許多學者致力於教學反思層級之界定。 Hyun
與 Marchall (1996) 整合前人的研究，提出教學反思是一種由 淺 而深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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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ession) ，涵蓋三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為「技術的反思 J (technical
reflection) ，是基於「工具性( instructional ) J 的興趣，針對所認知的特定問題，
思考應付與解決的方法，以達到教學策略之效能為目標。亦即在教室情境中，有

效應用教學技巧及技術層次的知識。此階段所謂的省思是專就分析教學策略的效
果而言。第二階段為「實踐的反思 J

( conceptual ) J

(practica1 re f1 ection) ，是基於「概念性

的興趣，針對所採取的教學決定與行動，思考相關之機構的、社

會的及歷史的限制與影響因素，即能檢視「背景脈絡 (context) J 對教學的意義
與影響，並思考及尋求更具意義的教學目標。亦即反省一項特定的教室措施其背
後的基本假設，以及該項措施對學生學習的成果為何。此層次的省思表示教師正

在評估他們的行動及信念的教育意涵。第三階段則為「批判的反思 J

(critica1

reflection) 是基於「對話的( dialectical ) J 關注，教師能以批判及多元的觀點，

檢視教學的過程與結果，即能以轉化知識者的角色( transforrnative

intellectuals) ,

思考學校教育及自我教學對整體社會的影響與貢獻，並以達到積極的教學改變為
且標。亦即教師直接質疑與教室，情境有關決定的道德與倫理層面。當教師做此層

次省思時，他們乃將自己所遭遇的情境與這些事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勢力做聯

結(許健將， 2004 ;陳美玉，

1998

;簡梅瑩，

2008 ; Hatton and Smith,

1995) 。

除了以教學反思的層級來做分類外，亦有學者持不同的分類觀點。 Schön

( 1987) 曾根據反省性思考與教學行動發生的先後關係將教學反思分為「行動前
反思 (ref1ection-for-action) 、行動中反思( re f1 ection-in-action )、及行動後反思

( reflection-on-action) J 。此三種反思類型在本質上並非一步步發展的，在教學行
動過程，呈現螺旋的交織狀態，所以並無固定的上下或先後等層級之分，三者必
須妥善互補運用在教學實踐的過程，教師才能透過反省性思考之運作，以達到教

學之目標(林碧珍，

2002

;許健將， 2004 ;陳美玉，

1998

;簡梅瑩，

2008

;羅綸

新， 2002) 。

'1于動前反思」是一種教學行動尚未發生以前，即已進行的前置，性思考與計
童的心智活動，目的在使教學活動的進行，能表現得更為審慎、周密 (Schön

'

1987) 。但是行動前的反省，也可能是帶有批判性質的反省，是基於對行動中及

行動後兩種反省的充分洞察與掌握，所形成的慎思VI生理念建構與思考。例如:這
一節課進行教學活動之前，教師可能對即將採用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是否適合
學生的學習進行評估。可

「行動中反思」是在教學行動中進行反思，即「行動中有反思、反思中有行
動 Jol 行動中的反思」是實踐過程中所進行的立即反思，其反思的要素是認知的，
也是教師本身的一種內在對話 (inner dialogue) 。教育行動者在面臨問題時，能

夠及時形成假說，並採取適當的行動以驗證假說(行動中有反思) ， 然後根據行

動的結果修正假說，並決定下一步新的行動(反思中有行動)。例如 :當一個教
師在某一節課的教學活動中，根據學生的反應狀況立即加以思考，一面調整自己
的教學方向 ，並一面繼續進行教學活動，這位教師即在行動中慘有反省性思考的

成分。「行動後反思」是實踐後針對採取的教學行動進行反思，乃在提供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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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發生的事件更豐富的理解( Sch加， 1987) 。例如:在一節課教學之後，教師
可能對整節課的進行方式與結果進行檢討，並調整明天或日後的教學內容及教學

方式。
然而，在一般的教學情況，一個教師可以有意識地進行教學活動，但是不見

得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教學活動內容以及教學行動的深層意義。 Schδn

(1983)

的「行動中反思」和「行動後反思」牽涉到專業實行的認識論，以「行動中認知」

(knowing-in-action) 和「行動中知識 J (knowledge-in-action) 為基礎。這些默
示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 )由專業經驗的結構與再結構得來，

r 行動中反思」是

「行動中認知」發生的一個因素，因此它也是區別專業與非專業實行的方法

( Hatton and Smith, 1995) 。此外， Brubacher, Case，與 Reagan ( 1994 )的研究中
也發現:對一個初任教師， r 行動前反思」及「行動後反思」較為明顯，而有經
驗的教師則以「行動中的反思」較為明顯(季素月，

2008

;林碧珍， 2002) 。

綜上所述，教學反思是教師的一個重要能力。它無論對教師的成長，還是對
學生的學習，以及教育理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反省性思考，教師能比

較有效的預測、監控、批判、調整自己的教學工作，昇華自己的教學理念，提高

教學水平。

參、反省性思考在教師班級經營上之運用
所謂的班級經營(或稱教室管理)

(classroom management)

，是指在師生互

動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對學生學習行為的一切處理方式;包括消極地避免學生違
規行為的發生與積極地培養學生遵守團體規範的習慣，藉以形成良好的教學環境

(張春興，

1998) Doyle (
0

1986) 指出，班級帶得好不好，最常見的衡量標準有

二:一是所帶的班級是否「氣氛合諧、井然有序 J' 另一則是學生的學習是否有

「認真學習、有所成就」。一般而言， r 氣氛合諧、井然有序」主要是由「管理任

務J(

managerial function) 發揮作用的結果; r 認真學習、有所成就」則主要是「教
(instructional function) 發揮作用的結果。以上這兩項任務，構成了廣義

導任務 J

教師班級經營工作的主要內涵(單文經， 1995) 。然亦有部分學者持狹義的班級
經營觀點，認為班級經營即是指前項的「管理任務 J (郭明德，

1996)

1997

;楊東林，

，研究者亦認為這樣的觀點與定義較符合當前學校教育現場中對導師責任

的期待，尤其在國中以上的教育階段，各學科皆是由各學有專精的教師來擔任，

導師不可能兼顧到所有科目的「教導任務 J' 故本文中所謂的班級經營，指的即
是狹義的班級經營，此亦是身為一位導師所應肩負的班級經營之責。

一位有效能的教師要實現其理想，達成教育目標，基本的要求在於做好學生
的經營與班級的管理。研究指出，不管是實習教師或有經驗教師，一致認為「班
級經營」是教學者最感困擾的問題，班級經營能力的培養，是教學成功的首要條

件 (Tauber， 1995) 。有效的班級經營是有效能教學的必備條件，根據多數實徵研

究指出，班級經營的良鼠與班級氣氛、學生學業成就有密切關係。時下有所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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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難為 J' 指的是學生常規管理無法掌握、學習意願低落、學生問題無法解決，

親師生關係不良，家長干預教師教學，成為教師阻力而非助力等，教師所付出的

得不到正向回饋與顯著效果，因而產生極大挫折感，對教學形成無力感與教學倦
怠。這些問題，均是教師未能掌握班級經營的精髓與核心理念所造成。可見，一
位良善的班級經營者是成為一位有效能教師的必備條件;一位有效能的教師，必
是一位良好的班級經營者與管理者(吳明隆， 2003) 。
陳木金 (1999 )曾發展一套「教師班級經營策略評量表 J' 內容包含了:1.
安排教室環境策略。 2. 建立和諧溝通策略。 3. 監督學生活動策略。 4. 建立教是規

則策略。 5 善用獎懲增強策略。 6處理不良行為策略等六項教師班級經營策略指
標，期望教師經由班級經營策略的改善，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學習環境，營造良好

學習氣氛，進而促進有效教學。

此外，大陸學者賴怡 (2008 )也指出，課堂管理反思性實踐是提升教師課堂
管理水準的有效途徑。教師的課堂管理反思性實踐有利於促進教師職業道德修養
的提升，有利於教師教育理論素養的提高 ，有利於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有利於提
高課堂管理效率，促進學生成長。而此處所謂的課堂管理，即國內研究中常提及

的班級經營。
在既有的研究中，人們普遍關注的是對課堂教學的研究，提倡通過教學反

思，來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達到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目的。但在現有的班級經
營理論中，對通過反思性實踐來提升教師班級經營能力，提高教學效率，促進學
生成長和教師專業發展方面的研究涉及較少(賴怡， 2008)

。因此，研究者植基

於過去對於教學反思類型研究的基礎，嘗試將反省性思考之概念運用在教師班級
經營上，進而提出幾項教師班級經營反思的類型與內容。
一、就層級觀點論

1.

技術的班級經營反思:教師針對班級經營中所過到的問題，思考如何解

決的方法，以達到有效班級經營為目標(陳美玉，

Hatton and Smith ,

1998 ;簡梅瑩， 2008 ;

1995) 。而教師在班級經營中會遭遇到的問題可能包

括，班級學生的秩序與整潔表現、服裝儀容、禮貌、行為常規、班際競

賽表現、出缺勤、作業繳交、霸凌行為、責任心、榮譽感等等(吳明隆，

2003 )。

2.

實踐的班級經營反思:教師在班級經營的過程中，開始去思考究竟有哪
些背景脈絡因素會影響到我的班級經營成效，進而思索如何解決此一背

景脈絡因素所造成的影響(陳美玉， 1998; 簡梅瑩，泌的; Hatton

and Smith,

1995) 。而影響教師班級經營成效的背景脈絡因素有，學生的家庭背景、

學校的歷史傳統、學校所處社區的環境、報章媒體的影響、 同儕與次文

化的影響、學生的身心發展狀況等(陳奎熹、王淑俐、單文經 、黃德祥，
1 9 99) 。

3.

批判的班級經營反思:教師能以批判及多元的觀點，檢視班級經營的過
程與結果，思考學校教育及自我班級經營信念對整體社會的影 響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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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玉，

1998

;簡梅瑩，

2008 ; Hatton and Smith,

1995) 。亦即教師直

接質疑與班級經營有關的決策，比如說教育當局的法令與政策、學校的

校規與行政措施、學校的教育願景、家長與社會大累的期待等。
二、就時間觀點論

1.

班級經營前的反思:教師在新接一個班級前，對即將採用的班級經營方
式與內容是否適合學生、成效是否顯著進行評估，目的在使班級經營的

過程中，能更為審慎、周密(林碧珍， 2002) 。

2.

班級經營中的反思:教師在班級經營的過程中，能根據學生的反應狀況
立即加以思考，即時形成假說，並調整自己的班級經營策略以驗證假

說，然後根據結果修正假說，並決定下一步新的班級經營方向(季素月，

2008

3.

;林碧珍， 2002) 。

班級經營後的反思:教師在班級經營後，針對自己的班級經營行為與成
效進行檢討，以對自己班級經營方式有更豐富的理解，並調整日後的班

級經營策略與技巧(季素月，

2008

:林碧珍，

2002

;羅綸新， 2002) 。

最後研究者參考那月航與畢雪萍 (2009 )兩位學者的觀點，歸納出幾項教師

班級經營反思的內容，茲分述如下。

一、對班級經營觀念的反思
在實際的班級經營中，很多教師會不自覺的根據自身所受的教育理論素養來

進行班級經營，殊不知教師的教育思想往往是在被動條件下形成的。因此教師應
結合系統的班級經營理論，積極對自身的班級經營觀念進行反思，在較深層次上
促進教育觀念的更新與轉變。究竟我的班級經營最終目標為何?我希望能將這個
班級帶往何處?

二、對班級經營措施的反思
縱然一視同仁、強調公平性是班級經營相當重要的一環，但良好的班級經營

措施仍要考慮因人而異、因材施教，而非對學校行政單位的指示內容照單全收;
要考量校方政策的合理性與適切性，要以學生為本，尊重學生，發揮學生的主體
作用;要形成平等、民主、和諧的師生關係，建構師生互動的共同體。教師應積

極反思班級經營措施與學生的過配性，不斷改進實際班級經營措施，有效促進班

級氣氛及班級向心力。
三、對班級經營過程及自身班級經營行為的反思
這也就是對班務的處理、班級幹部的選定、班規的訂定與執行、班級領導是
否得心應手、學生有否提高對老師與班級的認同、教師角色、行為舉止等的反思。
學生個體的差異造成了思維活動的不同，教師應積極主動地暸解和掌握班級的各

種資訊，感知學生的思維狀態，及時調整班級經營方式，妥善靈活地處理各種偶

發事件，使整個班級經營過程有序地進行。
四、對此級經營回饋的反思

班級經營回饋反思即對班級經營活動中，學生的情感態勢、反應感受、活動
參與水準、 班規的服從度、不當行為的發生率等方面，採取不同途徑 收集資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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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加以分析研究。班級經營的過程中，教師不僅要注意觀察班級學生的行為表

現，還可通過家庭聯絡簿，了解學生與家長的資訊回饋，並可參考其他任課教師
或其他班級師長們的評價，甚至運用走動管理的方式，深入學生之中，直接獲取
第一線的學生回饋，如此方能獲取全方位的體察。
班級經營反思是一種有益的思維活動和再學習活動，一個優秀教師的成長過

程離不開不斷地班級經營反思這一重要環節。同樣地，教師只有在不斷反思自己
班級經營行為的基礎上，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探索，才能與時俱進，促進教育工
作有效地展開。這既是新時代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需要，也是教師適應時代發展、

自我成長的需要(那月航、畢雪萍， 2009)

。

肆、教師班級經營反思能力之培養
Posner 曾說過: r 教師的成長=經驗+反思 J' 因此，培養教師的自覺反省
性思考的習慣與能力，對於教師的成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司|自王希海， 2008) 。

本文歸納過去研究結果(王希海， 2008 ;李新華， 2008 ;那月航、畢雪萍， 2009

;

許健將， 2004 ;陳美玉，

1998 ;趙瓊、吳嵐， 2009 ;歐慧敏， 2003 ;羅綸新， 2002 ;
Hatton and Smith, 1995) .再加上研究者個人之實務，心得，提出幾項提升教師班級

經營反思能力的具體策略，以做為職前教師、在職教師與師資培育機構的參考。

一、隨班觀摩

觀摩別人的班級經營方式，分析別人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來反思自己的班級
經營行為，是班級經營反思的一條重要途徑。透過這些案例剖析，可為教師提供
一個活生生的典範，即使觀摩班級經營不盡如意的班級，亦可讓我們借鑑教訓，
少走錯路;而教師若把自己的同類經驗與之聯繫起來，這便是在進行班級經營反

思了(王希海， 2008 ;那月航、畢雪萍.

2009 ; Hatton and Smith,

1995) 。因此，

就目前的實習制度而言，光憑半年的教育實習，顯然是不夠的，因此學校實不宜

安排第一年任教的初任教師擔任導師，應讓他們至少有 1~2 年的時間來觀摩資

深導師的班級經營，以便培養反省性思考的能力，提升班級經營效能。至於觀摩
的重點可包括:安排教室的物理情境、制定班級常規(林素卿， 2003)

生問題行為(蔡進雄， 1999)

、處理學

、有效的師生溝通技巧、獎懲增強策略(陳木金，

1999) 等。
二、自覺意識
作為教師，只有真正意識到班級經營是無止境的，才會自覺反思自己的班級
經營實踐，不至於滿足現狀。首先要認識到反省性思考的價值，充分認識到班級
經營反思對提高教師班級經營能力的重要性，明確地反思能幫助教師在班級經營
中提高自身水準;其次，要增強身為導師的責任感:再次，要形成習慣化的反思

行為，要對班級經營內容、態度、過程和整個班級情境進行反思。教師有了反思
的自覺意識 ，才能在班級經營過程中做到一有困惑就進入反思狀態( 那月航、畢
雪萍.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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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學習

理論知識不是班級經營活動本身，但它卻對班級經營活動具有指導作用。要

做到反思意識的覺醒、能力的增強，系統的理論學習是必要的。對行為的反思需
要以理論為指導，缺乏理論指導的反思只能是粗淺的反思。實踐的困惑反映出對
理論理解的偏離，因此，只有將實踐中反映出來的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加以剖

析，才能探尋到根源，使主體的合理性水準得到提升和拓展，然後再到實踐中去

探索，才能使班級經營與反省性思考的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因此，透過對理論的
學習和思考有助於教師真正理解班級經營的意義，啟迫自己的思想，增強自己的

理性智慧，進而改進實踐(李新華， 2008 ;那月航、畢雪萍， 2009 ;許健將， 2004

陳美玉，

;

1998 ; Hatton and Smith , 1995)

四、組織學習

Argyris 與 Schön

( 1978 )曾明確區分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差別的關鍵，個人

學習與組織學習的差別是「代理的概念 J

(the notion of agency)

。組織之所以會

學習或運作會改變，是囡為學到知識的成員(個體) ，將資訊傳輸給其他成員們。
林明地 (2000 )的訪談研究亦指出，如果學校教師能夠在班級經營的專業上，觀

察彼此作為、彼此分享專業實際、相互參觀班級經營、以及示範教導班級經營實
際( the

practice of cJ assroom management)

，也就是將個別教師班級經營的理念、

知識與技巧「超越」班級界線的話，那麼學校就比較有可能達成高品質的教與學。
基於此概念，教師若僅透過自我觀察、自我監控、自我評價來進行自我反思，這

將會具有一定封閉性和侷限性，且單獨的內省反思活動，往往比較模糊且難以深
入。因此在時間和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學校還應該加強教師間的交流對話，建立
教師班級經營之專業社群，因為反省性思考的活動不僅僅是一種個體行為，更需

要群體的支持。教師間的社群對話與交流，不僅可以使教師的思維更佳清晰，而

且來自交流對象的回饋往往也會激起教師更深入的思考，激發自己更多的創意和
思路(簡紅珠，

2007 ; Hatton and Smith,

1995) 。教師間的社群交流討論可以採用

主題或專題的形式，圍繞共同的話題進行討論，這種腦力激盪、資源共享的交互

督導反思方式，已成為教師專業發展生命力的源泉(那月航、畢雪萍， 2009 ;高
博銓， 2009)

。

五、反思札記
在當前國內外用於提高教師反思水平的策略中，反思札記是最被廣泛採用
的。所謂反思札記，是指教師將自己的教育實踐，連同自己的體會與感受訴諸文

字，從而進行最直接、最簡易的自我監控方式。就本質上而言，反思札記是把反
省性思考這一單純的內省活動外化，透過反思札記這一工其不斷地分析、回顧、

研究，以改進自己的班級經營，提高自身反省性思考的能力(李新華 ， 2008 ;那
月航、畢雪萍， 2009 ;訐健將， 2004 ;陳美玉，

瑩，

2008 ; Hatton and Smith,

1995)

1998

;趙瓊、吳嵐，

2009

;簡梅

。在蔡丈榮 (2003 )的實徵研究 中 亦指出，

反思札記能產生長遠的學習功效，而反思札記的練習則有助於經驗類化與運用，
其方式與功效獲得受試者極大的肯定。因此，透過撰寫反省札記當可以不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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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念，改進班級經營效能，促進專業發展。反省札記沒有固定的格式和要求，
教師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及感興趣的內容予以記錄，自由展示自己的撰寫風格

與特色。甚至形式上也無須侷限於紙本，若能善用目前時下相當流行的網誌
(Blog) 來進行反思札記的撰寫，也未嘗不是一項新的嘗試，尤其是網路真有無
遠弗界的特性，提供了一個溝通平臺，讓有志者皆能上網參與相關議題的討論，

也解決了眾人共通聚會時間難覓的課題。如此不僅擴大了相互交流的對象，在時
間與地點上也較不受限，便能不斷拓展自我反思的深度與廣度，反思技能也會獲
得極大的提升(王希海， 2008)

。更進一步，教師還可以將這些零碎的反思札記

以系統的方式彙集成冊，形成所謂的「教師成長檔 J '成長檔更是提供老師深切
自我反省思考的有效工具，讓他對自己的班級經營效能進行批判與評鑑，也進一
步反省自己與學生的互動關係如何(單小琳， 2000)

。

六、回饋分析
班級經營是師生雙方組成的雙邊共同活動，師生間藉助回饋互通，可以實現

一種獨特的交流，從而使師生雙方受益，學生從自己的實際需要出發，對教師班
級經營的方法、內容、成效等做出評價，使教師不僅能夠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班

級經營上的優點與不足，而且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學生的真實感受與需要(王希
海， 2008 ;李新華， 2008)

。就實務上而言，教師可在學期末收集學生的回饋資

訊，以對教師之班級經營成效進行評估，對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整。

伍、結論
現代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認為，反省性思考是教師獲得實踐智慧的重要途

徑，是促進教師主動發展和專業成長的核心因素(王希海， 2008 )。古人云

í君

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遠過矣。」每個人只有經常自省或反思自己的
行為，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才能不斷在實踐中塑造自我、發展自我和超越自我
(姜慧麗， 2008)

。因此，反省性思考不僅是專業實踐者所特別需要的能力，也

是所有思圖進步的個人，所不可或缺的行動基礎( Argyris

&

Sch加， 1974) 。

教師反省性思考的本質是一種理解與實踐之間的對話，是兩者之間相互溝通

的橋樑，叉是理解自我與現實 自我之間的溝通。「反省性思考 J '它不是模糊的、
偶爾為之的，而是需要教師認真努力進行的，需要有一定的目的性和系統性，需

要有一定的深刻性和批判性，有時也需要教師之間合作進行。而教師在開展反思

性教學的過程中還必須認識到，反省性思考只是手段，其實質在於發現問題和解
決問題 。 若只顧反思 ， 不去行動，只能成為無效反思(那月航、畢雪萍， 2009) 。
不論教齡的長短，每一位教師都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積累了一定的班級經營
經驗，但若要幫助教師挖掘出這些經驗中所蘊含的原理，使班級經營經驗進一步

得到昇華， 幫助教師形成一套間於自己獨真個性的班級經營理理念， 反省性思考
就是一個相當好的有效方式。緣此，本文嘗試將反省性思考之概念運用 在教師班
級經營上， 歸納出幾項教師班級經營反思的類型與內容，拉提出一些提 升教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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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經營反思能力的具體策略，希望能藉此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程度。

最後，反省性思考是一種有益的思維活動和再學習活動，一個優秀教師的成
長過程離不開不斷的反思這一重要環節。且大量研究也證明，反省性思考是引導

教師不斷成長並最終成為「教育家教師」的一條重要途徑(王希海， 2008 ;那月
航、畢雪萍， 2009 ;林建褔， 2003 ;林碧珍， 2002 ;許健將， 2004 ;陳美玉，

簡梅瑩， 2008; 羅綸新， 2002 ; Hatton

1998 ;

& Smith, 1995 ; Zeichner &Li ston, 1996/200) 。

教師只有在不斷反思自己班級經營行為的基礎上，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探索，才
能與時俱進，促進教育工作有效地展開。這既是新時代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需要，
也是教師適應時代發展、自我成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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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lective thinking, a recent important issue which conceme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engaged much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Most of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o retlective thinking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erely focused on retlective teaching. Nevertheless , teachers with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may be overwhelmed by inappropriate classroom management which
would lead to students' leaming frustration.
Therefore , this research attempted to apply the concept of retlective thinking to
classroom management. First of all , the categories of teachers' c1 assroom
management are generalized as follows:
1. As for levels , retlec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echnical , practical , and critical types.
2. As for time, retlection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 for 九九n' ， and ‘ on'.
Secondly, several contents of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retlection were
discussed , such as concepts, strategies , processes , behavior, feedback of classroom
managemen t. Finally, some strategies were suggested for the pu叩ose of promotìng
teachers' abilities of c1 assroom management retlection , such as teaching
demonstration , self-awareness,
jourr叫， and feedbac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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