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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每一位孩子都有不同的習慣、興
趣 與 喜好，即便是源 自同父母的手
足，個性亦大不相同，在這樣的差異
之 下 ，也造就了每一 位孩子的獨特
性。在進入學習階段時，這些獨特性
也間接形成他們的學習成效之差異；
教師運用相同的教學模式，對應在學
生 的 學習上面，就會 形成很大的差
異，故在同樣的課室當中，學生的差
異才是教師教學上的重要元素。

不同於傳統教學，教師的角色為
「知識的傳遞者」
，新式的教學模式大
多主張讓孩子「自主學習」
，而能夠找
到學生適合的學習方式，則是老師的
責任，因此教師的職務從知識的傳遞
者，演變成「學習機會的組織者」
，多
把焦點放在「理解他們的學生」。故
此，如何能夠針對學生特質進行差異
化教學，如何在差異的課室中提供不
同的途徑，讓學生能 夠擷取重要內
容，並且將知識內容進行內化處理，
最後能產出成果，是現今教師一項重
要的挑戰。

談到差異化教學，很多人會誤以
為差異化教學等同於「個別化教學」，

二、差異化教學之內涵

在 70 年代所提出的個別化教學，係指
針對不同學生的學習狀況，因應出各
樣不同的方法幫助學生進步。然而在
真實的教學現場，若要針對每一位孩
子量身打造專屬的學習方式，執行的
困難度相當高；此外，若是在課堂中
為了符合每位學生的學習方式，而將
「 課 堂指令」切 成細 瑣的「個別指
令」
，在教學流程上便會顯得過於繁瑣

根據教育部所提供「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五堂課」當中，包括理念宣
導、有效教學、多元評量、差異教學、
適性輔導。可以見得差異化教學是目
前臺灣推動的重點教育政策之一，主
要目標是希望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能
夠因應學生不同的需求與特質，設計
出豐富多元的教學活動。基於平等的

（Tomlison ，2005）
。差異化的教學是
多變且靈活的，對象可能是全班、或
各小組、或是個人。
差異化教學不只是一種同質分組
方式，有著許多靈活且彈性的分組機
制，即使組內的差異性大，透過學生
間相 互補足，協力合 作完成學習任
務 ， 讓他們覺得這樣 的合作充滿意
義，進而提升學習的動機與成效。

理念來看，已故的前美國總統 John F.
Kennedy 提到一個相當重要的觀念，
“並非每一個學生都有相同的天
賦、能力或動機，但每一位學生都有
相同的權利發展其個 人的天賦、能
力、動機。- John F. Kennedy”
「因材施教」是孔子提出針對個
別孩子的差異性，給予適當的教學模
式，此與差異化教學的概念相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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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的基本內涵在於，接納每位學生
的差異性，無論是在學習方式、先備
知識、學習興趣與需求，提供多元性
學習方案的教學模式，其目標在於讓
學成達成有效的學習成果。
李雅婷（2014）綜合國內外文獻，
指 出 差異化教學的相 關研究 行之有
年，並且針對不同類型的學生各有其
因應之差異化教學模式，如以資賦優
異的學生，針對其專業領域提供更高
層次的學習概念。

自由評論

量。要成就最佳的教學實踐，最重要
的就是要適合不同的實踐者，故教師
很重要的任務如下：
（Tomlison ，2005）
(一) 教師對於課程內容，必須要理解
相關重要概念
在設計學習單元時能夠使之結構
化、並賦與意義。學生無法同時吸收
大量內容，教學者若能聚焦在重要概
念上，能確保學習者得到較高效能的
理解，也能以此為基礎進行其他的延
伸學習。

要落實差異化教學的策略，除了
先 了 解學生的個別差 異與學習風格
外 ， 教師需對此採取 不同的教學策
略，如彈性分組、互助學習等活動（吳
清山，2012）
，教師在學生進行分組活

(二) 課程的設計需對所有學生都具有
吸引力

動當中，必須要同時管理兼顧到小組
的學習狀況，並引導協學生進行有效
學習，更重要的是要能培養小組學習
時的自我管理能力，以避免讓整個差
異化教學淪為失序混亂的狀態，當學
習到達尾聲時，進行多元評量，確認
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生能力設計教學內容，兼顧各程度
的學生，讓他們能運用所學過的內容
來處理解決問題，讓學習的任務變得
更具信心與成效。雖然達成不易，仍
須將此目標設立為教師專業成長內容
之一。

綜合上述差異化教學之內涵，差
異化教學之目標與意義在於：提升教
師專業發展、對學生的關心與支持、
教學過程中增加學生在學習過程的成
功經驗、最終得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果。

教師在指派學習任務時，需依照

(三) 平衡教師指定作業與學生自選作
業之比重

教師的教學主體對象為學生，因

依照每位學生的學習情況、能
力、任務難易度，除了教師指定之作
業，應讓學習者有機會選擇自己的學
習任務。然而其中需注意的是二者作
業比重之變化：學習困難者不應獨自
一人完成教師指派任務，而其他學生
也不應該總是依照自己喜好進行與同
伴合作的自選任務。適時的調配合作

此運用何種方式能夠引發學生的學習
動 機 ，以及提高學習 成效為優先考

方式與學習任務，將 有助於提高學
習。

三、差異化教學之教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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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元的評量形式
「考試」並非唯一的評量方式。
整體學習過程中，每一項任務都可以
當作是考核學生學習狀況的評量：包
括作業、討論、報告、學習單…等。
教師同時也可依照教學過程中的評量
結 果 ，檢視自身的教 學是否具有成
效，並進行教學內容的調整動作。評

適圈」
，故在設計課程時，除了考量學
生既有的知識外，也要增添些許困難
及挑戰，讓學生在學習上不致於太容
易而失去進步的動力。
Tomlison（2005）提到教師在進行
差異化教學時，依照學生的準備度，
課程調整宛如收音機上的「音質等化
器」一般，隨著學生的學習狀態，調

量最重要的含意是要能設計出足以檢
視學生對於課程的理解與精熟度，透
過 評 量的過程中，師 生彼此學習成
長，才不致使評量輪為測量學習成效
的工具。

整「按鈕」以符合學生的需求，無論
是從基礎到變化、簡單到複雜、引導
式到開放式…等，隨時觀察學生的狀
態，藉以進行課程調整或任務指派，
以加減學生適度挑戰的機會。

四、學習者進行差異化教學之要
素

(二) 學生的興趣
一個好的教學關鍵在於，教師是

差異化教學最重要的概念，是以
學生為主體進行的教學，故以學生的
三項特質為基礎，可分為：學生的準
備度、學生的興趣、學生的學習風格。
差異化教學強調學生特質的重要性，
並且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故此三項
原則是教師在進入差異化教學前，應
先瞭解檢核的目標項目。

否能創造設計出吸引學生的主題，若
是學生對於學習主題具有好奇心，便
更能促使他們自主學習（Tomlison，
2005）
。教師可利用學生已有的興趣做
為設計課程的基礎，和關鍵的課程內
容相結合；在此同時，教師也須保有
開放的態度來看到學生的學習興趣，
並且設法維持並保有學生的這份興趣
與好奇心，相較於教師持續澆灌知識

(一) 學生的準備度

的雨水，不如悉心呵護學生所建立起
的興趣種子，更具有長遠的價值。

所謂的準備度，係指學生對於某
一個學習主題的理解、具備之技能，
是否能與學習主題相對應，亦可稱之
為學生的先備知識。教師若能充分掌
握學生的學習準備度，可有效的幫助
學生進行獨立學習，教師則適時提供
必要的支持，以建構學生的知識與技
能。在掌握學生的學習準備度時，教
師必須要能使學生踏出他的「學習舒

(三) 學生的學習風格
「學習風格」係指每個人最佳的
學習方式，因此無論是每個人、每位
學生都有不同的學習風格，教師設計
教學內容時，無論是教材、課程、相
關作業，皆需考量學生適合的學習模
式進行，可能以多感 官 方式呈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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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以符合學生不同的學習情況。最
終目的是希望能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
習 風 格，並能打造出 合適的學習環
境。而 Tomlison （2005）也歸納出了
下列四種學習風格的類型：
1. 學習方式
視覺型、聽覺型、觸覺型、宜動
宜靜、教室空間擺設，每為孩子的學
習方法大不相同，教師雖不能完全兼
顧每位學生的學習方式，但仍能參酌
大多數的喜好，營造出合適「多功能」
的教學環境。
2. 多元智能
Howard Gardnern 在 1993 年提出
的多元智能，包含語言、數學邏輯、
音樂、肢體動覺、視覺空間、自然觀
察、人際、自省等八大智能，依照每
個人不同的智能表現，皆會產生不同
的學習方法與態度，若能依照學生合
適的智能方向發展學習，將更具成效。
3. 文化背景
教師應具備開放多元的觀念，接
納每位不同文化背景而產生不同思考
方式的學生，鼓勵孩子找出適合自己
的學習風格。

綜合上述論點，教師需要了解學
生各種獨特的學習風格，並營造合適
的學習場域，可以幫助教師採取適切
的教學；同時透過多元的教學方法，
適時的讓學生給予反映與回饋，藉此
鼓勵學生了解自身的學習風格，對將
來的自主學習具有莫大的作用。

五、課程內容中的差異化教學
差異化教學是屬於積極的模式，
教師在教學過程當中，需要不斷尋找
適合學生特質的教學方法；以整體教
學而言，亦可分為幾個階段：（1）教
師進行教學的課程內容（2）學生在學
習的整體過程（3）評量學生的學習成
果。教師如何在整個教學上運用差異
化教學，並且以多元方式呈現學習內
容、學習過程與學習成果，亦是重點
探究的向度。
以下針對差異化教學在學習內
容、學習過程、以及最後的學習成果
上進行的運用與操作，分述如下：
(一) 學習內容差異化
在學習的內容方向不變的原則

自古以來男女大不同，無論是天
生具備或是後天養成，男女在學習的
方法、態度、與成效上面皆有所差異，

下，因應學生的差異性，改變教師的
教學途徑以符合學生的需求；因此為
達到教學內容差異化，針對教材內容
進行改編及修正，並調整課程的教學
方法。教師進行學習內容改編時，要
能讓學生掌握到其重要概念與原則，
因此教師必須要熟知授課內容的核心
元素，並且濃縮課程精華，才能針對
學生的差異進行內容的差異化教學。

與上述三種類型的學習風格，同時存
在著交互影響的作用。

而 Tomlison（2005）亦提供了學習內
容差異化的幾種策略，如：

4. 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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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學生簽定學習契約，讓學生自主
負起學習責任且有效學習。
2. 迷你課程：教師同樣課程中，會產
生已理解及未理解兩類學生，此時
教師可以分別針對該類學生進行
迷你課程，再次教學或是重編教
法，以協助學生跟上學習進度。
3. 運用各種支援系統，包括：錄音/
錄影機、筆記架構圖、同儕協助
等）。
(二) 學習過程差異化
學習過程，意指學生在學習當中
的理解，以及將所學得新資訊內化成
自己能使用的知識的歷程；若是忽略
此階段，可能導致學生學了就忘、或
是和先前的知識產生混淆。當學生進
行學習的過程中，教師會設計一系列
的學習活動以及教學策略，其目的是
為了幫助學生有效的理解教學訊息、
進而處理內化成知識。但回歸到差異
化教學的本質，眾多的教學策略中，
仍是要因應學生的特質發展學生的學
習方法，並且「教學內容」的質量也
是影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理解度的
關鍵因素。
(三) 學習成果差異化
學習成果亦即評量，是教師在長
時間努力下的成果報告，象徵著學生
對於知識的理解力及運用能力，也直
接顯示出學生是否確實「擁有」這項
課程的元素。考試並非評量的唯一方

備度、興趣及學習喜好，當作是成果
的衡量標準；亦可透過學生對於呈現
自身學習成果的歷程中，給予適當的
指導與回饋，皆能達到學習成果差異
化的效果。

六、結語
每位學生皆具有獨特性，教師不
應將學生當成是標準作業流程下的產
物，學校更不是工廠，將學生統一放
入固定的模具中產出相同的製品（吳
清山，2012）
。針對差異化教學的課程
三部分，內容、過程、成果，每一部
分皆需要針對學生的特質，包含準備
度、興趣及學習風格加以進行調整與
修正。差異化教學屬於一種動態的歷
程，教師必須不斷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隨時修正教學內容、教學思考的邏輯
與程序、以及最後作業評量呈現的形
式。在差異化教學的課堂上，教師不
應拘泥於單一的教學策略以及教材教
法；具有教師專業效能的老師，能因
應學生的差異化特質，而採取適切的
教學方法，協助學生搭建起學習的鷹
架，幫助每一位學生發揮其潛能，運
用各項教學工具、策略，加上教師對
於學生的觀察，隨時替學生尋找最佳
的學習資源、以及最合適的教法，藉
以讓學生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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