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12），頁 138-145 

 

自由評論 

 

第 138 頁 

社會弱勢，補救教學？學習弱勢，有效教學！ 
何慧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退休教師 

永井正武 

日本帝京大学理工学部退休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研議自 106 學年度起，將

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轉型為教師

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師資培育及藝術

教育司，2016），對此，憂喜參半，喜

者，教育部還原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

專業發展成效有關（何慧群、楊銀興、

張素女，2009）；憂者，教育部未正視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評鑑或專業

評鑑有別，前者是教師評鑑檢核項目

之一，後者與專業表現、專業實踐結

果有關，且會「計較」專業力度（何

慧群、仲宗根良治，2013）。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

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行政院公

報，2015），其中，實施原則之弱勢優

先與公平正義混淆社會弱勢與學習弱

勢差異，前者有賴教育資源系統性規

劃，後者方是補救教學權責範圍，其

次，實施方式之開班人數、編班方式、

實施時間等，仿若民間辦理之補習教

育。溯本就源，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是

推動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配套措施，

從而所謂補救教學亟待定義。 

面向網際網路發展與行動裝置設

備人手在握，教師專業是否與時俱

進，專業發展在督促下推進，專業自

主不是單純的應然與實然問題，教育

不是口惠，教學效益通過社會公評才

是關鍵所在。W. E Deming（1900-1993）

TQC、J. Welch 六標準差提出品質管理

策略與方法，而確保學生成就表現專

業是什麼？社會弱勢，補救教學？學

習弱勢，有效教學！旨在：（1）構建

教學實踐知識體系、（2）責負發展新

專業要素、（3）思考邏輯可視化。 

二、教育專業與實務 

教育是意義性、目的性與專業性

活動，涵蓋理論與實務、理性認知與

實踐、結果與效益。基於教育實踐目

標性與效益性，系統性與計畫性操作

教育實務成為必要，教學實踐知識體

系是利基。教學實踐知識體系上承課

程理解，下接學習評量。 

(一) 系統化教學設計 

系統化教學設計是依據系統理論

結構性設計教學流程活動，如 Dick 與

Reiser 模式（1989）、Dick 與 Carey 模

式（1996），流程有分析、設計、發展、

實施與評量五階段（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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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Dick 與 Carey 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 

 

1988 年，中國視聽教育學會辦理

系統化教學設計研討會，J. E. Kemp 

（ 1985 ）《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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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譯成中文，Kemp 模式較為國

人熟知。Kemp 模式包含 10 個要素，

對應式轉換其為學科知識、同課異

構、教育工學、評量，以及新增學科

教學知識與調適二要素（見表 1）。系

統化教學設計助益教學者臨場應變，

教學實踐智慧則有賴經驗積累。 

表 1：系統化教學設計要素 
專業實踐

4.主題內容與工作分析 學科知識

學科教學知識

3.學習者特性

10.預試

5.教學目標

2.主題、工作項目與一般性目標

1.優先順序與限制 6.教學與學習活動

7.教學資源

8.支援服務

9.學習評鑑 評量

調適

同課異構

教育工學

J. E. Kemp/1985

1.學習需求

1.教學目的

 
 

(二) 教學實踐知識體系 

「見樹不見林，見林不見樹」，「學

習共同體，專業翻轉？翻轉專業！」

（何慧群、永井正武，2015a），中日

教育資源差異大，Manabu Sato 學習共

同體全盤式移植，只怕專業未見翻

轉，你我僅存專業卻消耗殆盡。「不知

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關鍵五堂

課，教育如此簡單？」（何慧群、永井

正武，2015b），教育部規劃關鍵五堂

課宣導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最後，政策在眾說紛紜中推進。 

所謂教育，由理念到概念、想法

到做法、目標到表現，教育樣式多元

化，歸納特色如下：（1）可見是課堂

教學，不可見是教師擁有的知識結

構；（2）可聽聞是教育教學語彙，不

可聽聞是教師思考邏輯與脈絡文本；

（3）可判斷是學生成就表現，不可判

斷是其何以與如何認知理解。面向全

球教育科學化與標準化發展趨勢，正

視與構建教學實踐知識體系，藉以提

供溝通與論述依據有其正當性。 

依據 Deming（2000）《Out of the 

Crisis》與 PDCA 策略，連結科學探究

學習模式 POEC（NRC, 1996）、Shulman

（1986）教師知識範疇、數位科技取

向學科教學知識 TPCK（Lundeberg, 

Bergland, Klyczek, & Hoffman, 2003）

與 ICT TPCK（Angeli, & Valanides, 

2009），以及未來工程科技教育模式

CDIO（Crawley, Malmqvist, Ö stlund, 

Brodeur, & Edström, 2014）構建教學實

踐知識體系要素（見表 2），繼而，以

5W1H 結構化擷取要素（見表 3），最

後，運用 M. Nagai 提出 MSM（Nagai, 

& Tsai, 2013）進行可達矩陣運算與結

構分析（見圖 2）。 

 

表 2：教學實踐知識體系構建要素 

E. Deming 專業實踐 POEC/1981 L. S. Schulman/1986 Technology Knowledge CDIO/2000

學科知識 CK conceiving

predicting

TPCK

ICT-TPCK

observing

explaination

check/study 評量 comparison

designing

implementing

operatingact/new action 調適 conclusion

plan
學科教學知識 PCK

教育工學

do 同課異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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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教學實踐知識體系 5W1H 
SoPK    5W1H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學校行政 Appreciation of a system plan 標準化 班級教學 認知

組織文化 Knowledge of variation do 課程指標 小組學習 情意

家長 Theory of knowledge check/study 教學目標 行動學習 技能

師 Knowledge of psychology act/new action 單元目標 表現評量 基礎

生/同儕 學科知識 成就評量 組織

CK 學生 教師 評量診斷 統整

教育工學 predicting conceiving 應用

PCK observing designing 創新

TPCK explaination implementing

ICT-TPCK comparison operating

國語文與數學 conclusion

自然與社會

音樂與體育

藝術與創作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how

要素

同課異構

 
 

 
圖 2：教學實踐知識體系 MSM 

 

圖 2 顯示：（1）模仿 Deming 知識

體系發展，嘗試構建教學實踐知識體

系，藉以凸顯教育具目標性、實踐性

與系統性；（2）PDCA，Plan，教育始

於學科知識與教育工學設計，Do，施

行於班級教學、小組與行動學習，同

課異構師生二軌交互作用，Conceiving, 

Designing, Implementing, & Operating

與 Predicting, Observing, Explaining, & 

Conclusion，（3）在（2）基礎進行

Check，藉以檢視與評鑑認知、情意與

技能領域發展結果，以及 Act/New 

Action，呈螺旋狀週期發展。 

(三) 教育工學 

回溯教育專業發展，教學媒體、教學

科技與多媒體在教育實踐上扮演不同角

色與發揮多元功能。其次，教學輔助工具

漸次複雜化，由單純資訊承載、電腦輔助

教學、數位化教學環境、資通訊科技平

台，到新近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科技等。 

依據訊息處理模式理論，語音迴路系

統（Phonological Loop）與視覺空間掃描

系統（Visual-Spatial Sketchpad）（Baddeley,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6，5（12），頁 138-145 

 

自由評論 

 

第 141 頁 

1999），雙管同時處理訊息優於單管訊息

處理。對於網路資訊來源、表現形式多樣

化與片段式，不當組合與多餘訊息滋生認

知負荷。 

其次，傳統教學媒體多依據認知科學

與行為主義心理學設計，現代教育工學涵

蓋資通訊科技、多媒體，以及針對性與目

的性彙整資訊。對於網際網路是工作、學

習、生活與娛樂不可或缺工具，正視網際

網路社會與實體世界交互作用刻不容緩。 

三、教育現代化 

基於投資教育即人力資本投資，正視

社會弱勢與學習弱勢分屬不同專業領域刻

不容緩，二者問題解決不宜混為一談。其

次，「翻轉教育」、「行動學習」定位於破壞

性創新，抑或是新舊之爭激進式改革？教

育生態變化大，可見變革：（1）知識文本，

虛擬實境與實體世界交互作用；（2）教育

工學，聲光設計、影音互動多媒體充斥，

形式效應（Sweller, 2003）衝擊課堂教學；

（3）實用主義，教育經濟性、功能性與效

益性成為關注焦點。 

 

(一) 教師專業 

上世紀90年代末，施行九年一貫新課

程，課程設計採主題軸與能力指標，異於

過去教材綱要課程範式，在教學與評量上

意義：（1）一綱一本，考綱也考本，傳統

模式；（2）一綱多本，考綱不考本，現代

趨勢，識多見廣發展本位化；（3）課堂教

學，學生永遠是一本，多本一直是教師背

景知識，課堂教學旁徵博引與充實課程用。 

基於教師、學生與意義文本間存在「間

距」，透過教育進行轉譯、認知理解到「融

攝」（Syncretize），藉以開展受教者性向與

潛能發展。「活化教學，活潑教學？合作學

習？教育標準化！」（何慧群、永井正武，

2015c）。標準化是現代化教育基礎工程，

在其上，課堂教學因勢利導、機動式重組

與建構文本，追求極大化教學效益。 

同課構異體現教育實踐專業性與追求

極大化教學效益，構建要素：（1）Shulman

教師知識範疇、（2）教師端 CDIO 與學生

端POEC 並進；（3）PDCA 取向標準本位

專 業 評 鑑 （ Commission on Teacher 

Credentialing, 2016）（見表 4）。繼而，以

5W1H結構化要素（見表5）與運用MSM

進行可達矩陣運算與結構分析（見圖3）。

表 4：教學專業精進要素構建 

E. Deming 專業實踐 POEC/1981 CDIO/2000 Standard-based Teacher Performance Assessment/2016

學科知識 conceiving content area tasks

predicting

observing

explaination

check/study 評量 comparison

analysis of teaching

academic language

performing/PlanningInstructionAssessment

act/new action 調適 conclusion operating

plan
學科教學知識 designing

教育工學

do 同課異構
imple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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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教學專業精進 5W1H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學校行政 Plan Check/Study Act Standard-based TPA

組織文化 學科知識 標準化 表現評量 analysis of assessment

家長 CK 學生 教師 課程指標 成就評量 analysis of instruction

師 教育工學 predicting conceiving 教學目標 評量診斷 academic language

生/同儕 PCK observing designing 單元目標 analysis of planning

TPCK explaination implementing content area tasks

ICT-TPCK comparison operating

國語文與數學 conclusion

自然與社會

音樂與體育

藝術與創作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how

Do

同課異構

 
 

 
圖 3：教學專業精進 MSM 

 

圖 3 顯示，教育實務操作分為：（1）

課程理解到教學設計，學科知識（CK）

是主軸、學科教學知識（PCK）與數

位學科教學知識（TPCK）是工具理

性；（2）同課異構，課堂教學在 CDIO

與 POEC 交互作用下推進，值得關注

的是，ICT TPCK 一則解構教師端知識

專斷性，二則學生端呈現數位落差現

象；（3）標準本位評鑑，診斷路徑由

評量、教學到課程，即成就表現低於

標準參照常模時，非立即展開補救教

學，甚或課程改革，而是先檢視評量

端相關事宜。 

 

 

(二) 學校行政 

依據教育優先區計畫實施學校，其中，

學習弱勢者不在少數，改善策略：（1）在併

校與廢校不可行時，全校師生縱貫編組與施

行混齡教學；（2）校長駐校，校長會議視訊

化，主任研習採遠距Live互動（何慧群、永

井正武，2016）；（3）透過網路平台進行以

學習交流取代校際競賽活動。 

學生成就表現影響因素多元，如資質與

性向、動機與態度、經濟與文化資本，以及

教師素質與專業倫理，其中，教師因素具可

掌控性。對於流浪教師斷裂式就業與專業折

舊（何慧群、永井正武，2015d）、教師流動

問題改善，建置契約教師、公費教師與輪調

制度配套措施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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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2 年國教理念與目標，12 年

國教體制宜從長計議（何慧群、永井

正武，2013），國小側重於基礎扎根、

生活勞作，國中學術性向試探、工藝

勞作、團隊合作，後中主初階分化教

育、問題解決，對於補救教學一以貫

穿 12 年國教現象，凸顯教師專業、教

育旨趣與政策亂了套。 

(三) 數理模式 

數理模式是依據數理邏輯發展而

成，適用於處理質性與量化數據，可

見效益如下：（1）文本脈絡，要素意

義、關聯意義數值化（Numerical Value）

（Ho, Fann, Chiang, Nguyen, Pham, 

Nguyen, & Nagai, 2016a）；（2）結構旨

趣，數據/量化取向結構分析；（3）視

覺表徵，層級結構可視化。 

數理模式素養是資訊化時代必備

職能，其在專業上的意義：（1）鷹架

理論，運用數理模式具體化個己思維

邏輯與專業素養；（2）結構分析，透

過視覺化層級結構檢視要素關聯結構

合理性與合法性；（ 3）優化專業

（Optimizing Professional），助益專業

科學性與效益性實踐。 

綜合上述，數理模式運用於教育

上，預期效益：（1）科學化，落實教

育現代化屬性，助益科際間溝通與論

述；（2）理性化，教育實踐由課程理

解、知識層級結構到標準本位教學邏

輯結構化；（3）客觀化，成就表現具

診斷性與預測性（Ho, Chiang, Pham, 

Fann, & Nagai, 2016b）。 

四、結論 

教育利益關係者分為師與生、學

校行政與家長，前者理當是本，祇是，

後者在發揮支援之餘，不無牽制之

嫌。其次，教育不是口惠，教育實踐

旨趣體現於學習者當下成就表現與問

題解決認知，未來環境適應與生存應

變行動。教師評鑑、專業評鑑不是問

題，評鑑診斷是關鍵。補救教學與補

習教育有別，前者施行即時性二次教

學，後者提供充實教育。 

社會弱勢，補救教學？學習弱

勢，有效教學！關於偏鄉地區、社會

經濟弱勢與族群文化弱勢等教育改

善，教育部教育優先區方案運用專款

專用實施之。誠然，自 1994 年以來，

教育優先區方案實施成效亟待檢視與

接受公評，學校行政與教師素質是關

鍵所在。至於學習弱勢問題改善，正

視現代化教學範式、發展數理模式取

向教學專業是當務之急。 

面向跨越時空藩籬之行動學習、

多媒體與多元主義意識教育生態，教

育變革頻繁，落實有效教學之益是重

中之重，紮實的學科知識、專業取向

同課異構與科學化評量診斷是主軸。

其次，教育標準化基礎工程、教師專

業現代化、評量診斷視覺化是現代化

教學範式不可或缺要素。最後，二次

教學策略化、補救教學統整化，掌握

時效與同儕互助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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