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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就國內現行眾多的教師專業發展

機制中，「臨床教師師資培育制度」運

作的概念在本質上亦可謂是一種「教

學輔導教師反思實踐」的體現。教學

的本質是以實踐為基礎的專業，應將

教學視為「臨床實踐專業」，有效的臨

床實踐對教師掌握如何教學具有重要

意義，亦影響教師素質與其專業知能 

(Zeichner, 2010)。然而針對臨床教師實

踐性課程如何規劃與進行，使之能夠

學習精進並且應用實踐於課程之上，

才是臨床實踐型師資培育的關鍵。針

對這個問題，林福來（1997,1998,1999）

針對台師大數學系的學生教師，進行

長達三年的思維發展研究，希望在培

育師資生必備的教學知能的同時，能

確切了解其進行診斷教學實作的能力

與教師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了解他

們如何學習與實踐。根據他的分析，

教師自主學習不但是提高教師培訓質

量的有效舉措，更是教師實現自我價

值的內在需要。李源順、林福來（2003）

對實習教師的學習動機、身份與反思

互動下的成長做進一步探究，研究顯

示唯有教師學習教學動機、反思和身

份開始互動時，教師實作能力才能開

始成長，而其教學知能也會跟著成

長，說明教師自主學習的概念影響他

們的教學實踐。梁雲霞（2009）更進

一步提出發展與實施自主學習的學

校，即使在一開始有與相關單位協同

合作或輔導的經驗，然而，合作與輔

導者無法扮演永遠的同行者，終究會

離開學校現場。Lau(2013)結果顯示唯

有教師作為實施自主學習的主體，教

學知能才能不斷精進與提昇，教學才

能發生實際變化。 

其實，教師的教學生涯就是學

習—實踐—再學習—再實踐的歷程，

透過自我不斷地提昇專業教學知能，

協助學生學習成長。倘若教師的學習

只停留在教師職前教育階段是不夠

的，因為教師必須面對教學現場複雜

的環境。課程是廣闊的，有時甚至主

題所涵蓋的知識已超乎教師本身的知

識範圍。課程裡，學生會出錯會遇到

困難，教師也會出錯也會遇到困難，

重點是受挫了以後該怎麼處理。故教

師除了職前師資培育的先備理論基礎

外，更重要的是不斷累積教學經驗從

教學歷程反思實踐，以利教學工作發

展及自身教育理念形成（Bembenutty, 

White＆Vélez,2015）。爰此，每一位教

師都應該是一位終身自主學習者。 

目前國內對於自主學習的概念以

及教育實踐的研究偏向以學生為研究

對象，較少從社會情境下來審視自主

學習。事實上，社會文化、意識型態、

經濟脈絡等動態歷程都會影響教育政

策的推行與實踐，當我們從當地文化

尋求關係脈絡中來看「自主學習」，就

更能豐富我們的觀點。目前研究缺乏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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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是：一、對「教師主導」或者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概念在臺灣的

教育環境下的學習轉化。二、分析教

師對於自主學習的觀點及教師如何反

思轉化實踐。研究者認為此二者是目

前亟需積極探究的方向，尤其是後

者。故本研究聚焦在臨床教師對於自

主學習如何反思成為實踐知能的探究

觀點上，全方位探索促進教師自主學

習的有效路徑，以提升教師個人的實

踐能力。 

二、臨床教師自主學習的概念探

析 

自主學習是指個體獨自進行學習

的能力，是指學習者在後設認知、動

機 和 行 為 上 主 動 參 與 的 程 度

（Zimmerman，1998）。自我學習概念

強調學習者必須由內到外產生某種變

化。雖然每個人都與生俱來擁有自主

學習的能力，但這種變化來自於後

天，是學習者與環境相互作用後而產

生，而且這種變化是可以持久保持

的。（Zimmerman& Schunk，2003）。

自主學習是一種主動、自覺、獨立的

學習，在每個人身上都可能發生，教

師自然也不例外。臨床教師作為一個

有經驗的成人學習者，其學習和學生

或較少經驗的初任教師相比，不但學

習發生的情境和學習內容顯著不同，

且因自身背景經驗所引發的需求和指

引，也和學生及初任者有所不同，在

學習動機上也有著更為顯著的需求。

為此，臨床教師自主學習可以定義為

「基於教師日常工作情境和已有知識

經驗的基礎背景下，主動進行自我指

導和自我管理，以提升教學有效性為

目標的專業發展活動」，具體而言臨床

教師自主學習包含以下幾層含義：首

先，資深教師既是履行教學工作的執

行者，同時也是學習的主體，其更能

根據課程實際需要和興趣主動開展學

習。再者，臨床教師能自己掌握並調

節整個學習過程，不需要外在強制和

他人的支配。其尋求自我實現和實踐

專業知能的過程，與教師內在動機、

情感體驗、反思意識和自我概念等相

聯繫。且自主學習往往由教學實踐中

的問題所引發，起心動念離不開教師

工作情境，透過反思解決問題為目

的，自主學習將伴隨臨床教師整個工

作生涯的發展。 

在課程發展方面，國內已有許多

教師運用多元方式進行教學，將各種

方式的教學或學習方式融入課堂中，

其中自主學習是近年來國內外所推崇

的作法（Clark, 2012; Fong & Krause, 

2014; Petty, 2013）。分析整體的研究成

果，有以下三點發現。 

(一) 缺乏教師自主學習的創新教學實

行不易 

臨床教師比起一般教師更能準確

地把握教學起點與擁有更多實踐經

驗。資深教師自己生命的體驗，容易

自然地帶進課堂（Cleary & Chen, 

2009)。現在的課程結構講究課程的「行

動觀」，強調師生共同創造教育經驗，

相較於講述型傳授知識的方式難度

高。教師需要扮演課程發展者的角

色，課程實施不易做到(黃光雄、蔡清

田，2009)，所以教師的自主學習對於

反思實踐的能力提昇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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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師嘗試創新實踐，難免會遇到各

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以往的研究已

經表明，一些教師很容易在其實施的

第一年後放棄。原因是他們面臨很多

實際問題，如課程的產生缺乏適當的

材料、工作量大和時間限制等（Hilden 

& Pressley, 2007）。 

(二) 不同層級教師自主學習相關研究

短缺 

雖然有越來越多關於自主學習的

相關研究，但在研究對象方面，自主

學習大多是針對學生，較少研究教

師；在研究主題方面，自主學習大多

是針對學生學習發展，較少研究教師

課程轉化。在研究方法方面，大都採

取調查研究法或個案研究，以發放問

卷或觀察訪談為進行資料蒐集和分析

的主要方式，缺乏深入的質性資料和

大數據的調查。近幾年幾乎所有關於

自主學習的研究都側重於評估學生是

否 具 備 自 我 調 節 的 能 力

(Gan,2009;Law,Chan,&Sachs,2008)。對

於自我學習是否應該有其原則？教師

如何看待自主學習？教師的自我學習

在教室應用仍不清楚。加上目前與教

師自主學習有關的研究，較少人關注

臨床教師的部份，只有師資培育有少

數零星的臨床教師研究，對於不同層

級教師在自主學習方面的研究還相當

欠缺。Lau(2013)表示在教師自主學習

議題方面，今後的研究需要交叉的複

製，具有較大的樣品和長時間的持續

研究，才能對此議題有全面的了解。 

 

(三) 全面性的臨床教學規劃不夠充分 

楊智穎（2013）說明國內自 1975 年

以來臨床教師的發展情形，也提到國內目

前臨床教學的問題在於欠缺全面性的臨

床教學規劃、大小學間的溝通管道不良、

大小學教師的工作負擔加重、偏向技術面

向的臨床教學實施等問題，確實反應出目

前國內臨床教師實施教學的困境與成

因。Zeichner 和Bier（2013）發表「The turn 

toward practice and clinical experiences in 

US teacher education.」一文，探討長期以

來臨床師資培育的問題，對臨床實踐型師

資培育的發展提出警示，也分析美國臨床

教師教學實施知困境，指出臨床教師的實

踐經驗豐富性、輔導能力等因素會影響課

程實施成效。 

三、自主學習對於反思實踐的問

題與困難 

教師從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把握教

材内容，表現每個教學環節，日積月

累，成就教學經驗。但是任何人的教

學也總會有不足之處，即使是教師精

心設計過的教學，仍會在課堂上出現

許多課前估計不到的情況與問題，此

時反思探索自我學習便會發揮作用。

但當很多學校以自主學習作為教師教

學改進的切入點，在探索如何實踐之

際，又出現了爭議與困惑。其縈縈大

者有三，分述如下。 

(一) 出現另一種跟從 

不可諱言的，當社會的期待轉向

教師需營造學生自主學習氣氛時，教

師的角色也跟著有所轉變，從以往知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bib25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bib25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bib19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bib36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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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傳授轉變為學習的引導者。教師渴

望求知的動作，對不足處主動找方法

改變，正式自我學習之動力。但當每

個教師、每個教師社群、每間學校、

每個地區在提自主學習時，坊間大量

開始出現課程改革的套路和點子，教

師若再不明所以的情況盲目跟從下摹

仿學習，產生另一種跟從某一種學習

形式的推行，對專業知能發展可能徒

勞無功。 

(二) 經驗也可能讓教師喪失動腦的機

會 

臨床教師最寶貴的就是「經驗」。

但在教學建構的過程中，經驗也不能

脫離理論。唯有將所有經驗看作理論

的假設整體之一部分，它們才能作為

一種證據發揮作用。但事實上理論往

往與教學脫節，這一狀況的形成，一

部分是因為現實客觀條件的制約，另

一部分在於教師的培訓模式多採用

「理論基礎—方法學習—實習」的方

式，這樣的方式容易解決問題達到效

率，但往往也產生線性化的問題解決

方式，以追求教學技術至上為目的。

在集體教學中，學生的思維速度與豐

富度並不是均等的，教師提出一個問

題，反應快的學生經常很快地脫口而

出，反應慢的學生在答案一語道破後

就喪失了動腦的機會。此外，相關研

究也顯示如果新概念與教師自己預先

存在的信念和教學的觀念衝突，教師

不 會 接 受 一 個 創 新 的 指 令

(Gregoire,2003; Wong,1997）。經驗如果

只是有效教學的捷徑，很快地就會壟

斷了教師教學思考的過程，甚至被經

驗誤導(Pintrich,2000) 。 

(三) 實踐主體知識觀過與不及之影響 

以 Schon (1983)反思性實踐的觀

點來看，反思性實踐是一種要求教師

豐富自己緘默的知識，通過反思過

程，讓專業知能得以提昇。在知識的

相對性、情境性和價值性得到承認

後，這樣的結果容易帶來兩個致命的

問題：其一，教師的〝自我實現〞體

現在獲得和應用專門性的技術知識以

及使用有效的處方式策略來解決問題

的能力方面，而不是體現在通過自我

分析和對話來發展價值的能力方面。

潛藏於實踐背後的目的和價值成為教

師所逃避及不願意進入反思性的意識

領域（洪成文等，2009），這使得實踐

將停留在表面化。且根據以往的研究

結果，並不是所有的老師都願意放棄

熟悉的模式。教師意識到自我學習反

思可能實踐上的改變才能帶來成果，

但是，教師並不願意改變（Pressley 

et al.,1992）。再者，實踐主體的知識觀

也可能會影響社會的各個領域。緘默

知識得到承認，必然會對主流的顯性

知識帶來衝擊。每個教師若只相信自

己，理論總結失去應有的價值時，我

們又將陷入經驗主義的泥淖中（鄭

偉，2011）。雖然主流的顯性知識不一

定正確，但全盤否定亦同樣危險。 

四、臨床教師自主學習的實踐意

義之綜合評析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變遷，

對於「教師主導」或者「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爭議不斷，教師經歷了「教

師培育」、「教師輔導」到「自我學習」

的演變過程。這重心的轉移意味著僅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bib23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bib61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bib52
http://eds.lib.ntcu.edu.tw:2134/science/article/pii/S0742051X12001795?#bib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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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在輔導是不夠的，教師必須學會

自主學習，成為專業發展的主體。 

(一) 自主學習讓臨床教師教得其所 

從本質上來說自主學習是一個由

教師自己確立、發起、實施、監控、

調節和反思的成長過程，出於自我指

導並調節及修正。另一方面，隨著社

會的變遷與進步，學習方式更為多元

與具有優勢。現代的學習打破了學習

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教師可以根據自

己的情況自主安排學習的方式、時

間、地點及學習內容（Sitzmann & Ely, 

2011）。更重要的是，自主學習讓教師

善於利用多元的方式開展學習與交

流，還能夠對學習過程進行在情感、

認知和行為上的計劃、監控和調節及

付諸實踐，使其知行合一，將理論化

為行動(Schunk & Mullen, 2013) 。在現

代社會裡，學習者由被教育的對象轉

變為學習的主體，甚至學習被視為能

伴隨人們一生的持續發展活動。在這

樣的概念下，學習是一種基於每個人

自發的意願而進行的活動，作為學習

型社會的一員，臨床教師在學習上當

然也會傾向要「教得其所」及讓學生

「學有所成」。 

(二) 自主學習促進臨床教師課程內涵

的開發 

以自我學習為基礎的臨床教師對

於日常課程的實踐知識，會隨著教師

的生活、求學、實習經驗、課程主題、

實際教學不同而有不同的比重和分

類，其影響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

教學情境知識、學生相關知識的呈

現。觀諸課程的實施，除上述外還需

和學者所提出的理論相應，使得教學

有理論的依據去規劃、發展和設計。

有經驗的臨床教師能將各類型的知識

交織成一體知識，以豐富的教學經驗

進化教學知識。當教師將自主學習作

為一種以教育教學實踐為本的學習，

便能很好地將教學實踐與學習聯繫起

來，達到學校課程本位的願景。另一

方面，臨床教師學習的內容也源自教

學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困惑。其學

習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解決實踐問題、

改進工作效能的過程。自主學習如此

循環往復、周而復始，幫助教師實現

工作與學習的完美融合，促進臨床教

師在面對專業化的挑戰時更加主動積

極地追求課程內涵的開發，從而切實

提高教學的質量。 

(三) 自主學習實現臨床教師的自我價

值 

自主學習在臨床教師專業發展中

的重要性，歸根結底還是它對於教師

自身追求自我完善的內在價值。由學

Gagne 的學習條件論我們可以了解學

習是一種認知歷程，將刺激轉化為一

個資訊處理階段，從中獲得新知識和

能力。當然，從中也揭示出處於不同

發展階段和水平的教師所面臨的發展

任務和關注的學習內容是不一樣的

（李廣平、於楊、宮勛，2005）。因此

教師的專業發展在本質上應該是一個

由教師自己主宰的主動學習與自我發

展的過程。而臨床教師所擁有的優勢

就是比一般教師豐富的經驗，然而，

教師專業發展既要實現教學知能進

展，更要看重每一個人的內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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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通常行政部

門在組織教師專業發展政策或活動

時，卻忽視了這一點，以齊一方式來

看待每一個階段的教師，導致多數的

政策與活動到最後只是流於形式，未

能真正有效地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宋

廣文，魏淑華，2005）。而自我學習正

如同一面明鏡，可以幫助自己「正衣

冠、明得失」。 能夠主動地監控、調節

和反思自己的學習過程，才能幫助自

我專業成長。以自主學習作為一種內

在的生活方式，為一個自己認為值得

的目標，付出無限心力的時刻，能帶

來專業的成長與內在的喜悅和滿足。 

五、結論 

總體而言，儘管臨床教師自主學

習受到諸多因素影響，但這些影響彼

此之間是相關連的，一種因素往往為

另一種因素為中介，如教師透過學習

方法改變學習策略和調整課程影響學

生學習的結果，而良好的學習品質既

是營造學習氛圍的基礎，也是學習環

境改善的必然結果。可見，要想真正

推動臨床教師的自主學習，必須要進

一步深入挖掘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作用

和相互影響的內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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