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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敘說探究方法檢視一位國中英語教

師實際知識的建構，採教室觀察與晤談搜集資料。

經過文獻與田野資料的分析，本研究採學科內容知

識、課程知識、教學者自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

學習者知識、班級經營知識、溝通的知識與環境的

知識等八個類別進行教師實際知識內涵的剖析。 

 

關鍵詞：教師知識、敘說研究、實際知識 

 

Abstract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method of narrative 

inquiry to examine an English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in junior high school.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After analyzing literature and field data , this study 

examined eight categories of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content knowledge, knowledge of 

curriculum, knowledge of self, knowledge of learners, 

knowledge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knowledge of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of milieu. 

 

Keywords: teacher’s knowledge, narrative 

research, practical knowledge 

 

貳、研究緣起與目的 

教學研究在二十世紀初便於美國出現，至今

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美國教育研究協會

（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簡稱  AERA ）大約每隔十年即將教學的相關研究

與檢討編輯成冊，至今已出版的如一九六三、一九

七三、一九八六年的教學研究手冊（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從這些相關研究中可發現

早期的研究範圍較小，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較簡單，

而所採的研究觀點亦較偏於單一的心理學觀點。後

來，研究領域逐漸擴大，所採的研究觀點便融和了

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以及人類學的多重觀點。 

以教學文化（ cultures of teaching ）為例，

Feiman-Nemser &Floden （1986）指出， 在一九八

六年的教學研究手冊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領域

[ 如教師的實際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 )等 ]，另

有些舊的研究主題（如女性教師在教學中找到何種

回饋等）則以新觀點加以探討。縱觀教學研究的焦

點，概由最早著重教師特質的研究（教師應該是什

麼），轉至教師效能的研究（教師應該做什麼），

而最近的焦點則是教師思考與教師知識。尤其有關

教師知識之研究在今日已成為教師思考研究的一

個領域，可說是教師思考模式探究的後續（簡紅

珠，民 81 ）。 

有關教師知識的研究，於一九八三年至一九

九二年的十年間大量興起，主題在探究教師知道些

什麼；他們如何得到、儲存所知道的知識；以及知

識如何影響教學，這些皆是關心師資培育與教師專

業發展者所欲探討的問題。事實上，對於教師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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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興趣在一些國家中是與教學專業化有關

的，探究教師需具備哪些專業知識是將教學推向專

業化的重要礎石。因之，自一九八○年代起對於教

師知識研究的興趣，乃肇因於政治與學術的因素

（Grossman, 1995）。 

有關教師知識的內涵，歷年來學者們曾提出

不同的分類方式，其中以Grossman  （1995）的分

析較為周全。他以領域（domain）與形式（ form ）

兩個面向進行探究。 在教師知識的領域方面，

Grossman 綜合多人的分類法，將之區分為六類： 

一、 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二、 學習者與學習知識（ knowledge of learners and 

learning） 

三、一般教育學知識（knowledge of general 

pedagogy） 

四、課程知識（knowledge of curriculum） 

五、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context） 

六、自我的知識（knowledge of self） 

在教師知識的形式部分， Grossman  將之分

為知識的模範形式（pragmatic forms ）與敘說形式

（ narrative forms ）。 前者所指的是可類化至不

同情境的教學原則的知識；後者所指的則是情境的

（situational ）與個人的知識，其顯現於教師個人

的案例或所說的故事中。  敘說形式的知識類於前

面所論及的自我的知識。 Elbaz  （1983 ）提到自

我的知識是教師實際知識的一個重要面向，它包括

與教學有關的教師自我價值、目標、哲學、風格、

個人特徵、長處與缺失的覺察。由於學者們體會到

教師較為抽象與理論知識的實施均會經過其個人

價值與哲學系統的過濾，故教師知識的探究重心便

由模範形式的知識轉為敘說形式的知識。 

在教師知識的研究領域中，有兩個重要的研

究「陣營」提供了吾人進一步研究的堅厚基礎：一

是以 Lee Shulman 為首的研究群， 十幾年來多位

學者，如P. Grossman、 G. E. Grant、 S. 

Gudmundsdottir 等，在 Shulman 的領導下進行了

許多教師知識的探究， 尤其對於學科教學知識

（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有諸多的關懷

與研究成果； 另一則是以 F. Michael Connelly 為

首的研究社群，Connelly指導的學生（如F. Elbaz、

D. J. Clandinin ）所探討的重點是教師在其實際的

教學經驗世界中到底建構了何種知識。Elbaz(1983)

將「教師以其個人的價值、信念，統整其專業理論

知識，且依實際情境為導向的知識」稱為「實際知

識」；Connelly & Clandinin （ 1988 ）則將這類教

師實際所擁有與運用的知識稱為「個人的實際知

識」（ 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這些知識

不完全是專業知識，而是經驗的、實際的；是教師

所關心的；且隨教師個人目標與價值而擇定的知

識。經過多年的努力，有關教師個人經驗的知識，

也累積不少發人深省與豐碩的成果。 

對於教師知識的探討， 一些研究者

（Clandinin & Connelly,1987，Elbaz, 1991 ）認為最

好的方式是以教師的教學故事為素材，如此可以保

留教師自己的觀點與聲音。因此，許多有關教師敘

說形式的知識，常以個案晤談、觀察等方法進行。 

在教師思考、文化與行為的研究中，有越來越多的

研究者進行教師的敘說研究（ the study of teachers' 

narratives ）， 亦即研究教師自己的故事， 其中最

典型的例子便是 Connelly & Clandinin（1990）所採

的敘說探究（ narrative inquiry ）方法。Connelly & 

Clandinin （ 1988a, p.16 ）將「敘說」定義為「透

過省思的歷程，個人經驗意義的塑造，而說故事

（ storytelling ）是一關鍵要素⋯」。 此種方法涉

及研究者與教師之間的合作，重點在了解教室中天

天發生的事務（ Cortazzi, 1993 ）。 

身為一位師資培育工作者，我所關懷的是教

師在其經驗世界中建構了何種實際知識，故採敘說

性研究，選擇一位國中英語教師，進行為期一學年

的教室觀察與晤談。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有以下三項： 

一、瞭解一位國中英語教師的教學特色與教學意

象。 

二、探討一位國中教師實踐知識的內涵。 

三、期以研究所得作為教師與師資培育者自省的參

考依據，並提供落實教育改革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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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參與本研究的國中英語教師在此化名為藍老

師，以下即進行她的教學特色、教學意象、教學知

識等方面的分析。 

 

一、 藍老師的教學特色與教學意象 

 

在教室現場觀察了一學年，發現藍老師有其

獨特的教學風格，分述如下： 

 

(一) 在英語教學中，強調完整句子結構的表達 

藍老師的教學十分強調完整句子結構的表

達，她要求學生必須能清楚地說明句中的主詞、受

詞、動詞時態變化及正確的文法運用。另外也要求

學生能精確地解釋文法觀念及做流暢的中文翻譯。 

 

(二) 強調聽、說、讀、寫四種能力並重的英語教學 

在課堂中，藍老師鼓勵學生讀誦、發言，從

而糾正學生的發音、增進學生閱讀的流暢度。在聽

力訓練上則是要求學生能立即重覆老師或其他同

學所講的句子，她並利用不同的教學活動練習學生

的聽力。 

(三) 營造具有壓力的學習情境 

藍老師藉由營造一個具有壓力的班級氣氛，促使學

生在課堂學習時能更為專注。經由明確的賞罰標

準、隨時留意學生的學習狀態、適時的責罰、訓話、

凝重神情的示意等，讓學生在課堂上保持高度的專

注力。 

(四) 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不論是英語教學或是一般日常班務的處理，

藍老師慣以訓練幹部、訓話、鼓勵、引導等方式，

培養學生積極主動學習的態度，諸如勇於發言並視

之為一種學習機會；能自動自發完成老師未交代的

作業；不怕犯錯且勇於改過等。 

「教室就是練習說英語的地方」是藍老師最

重要的教學意象。學習英語如同學習其他語文一

樣，一方面要經過反覆練習，一方面要有練習對話

的環境，如此才會有結果，這是藍老師英語教學的

重要信念。也因此藍老師將教室塑造成一個可以練

習說英語的地方，她要求學生在教室中多聽、多

說、多用英語表達。這樣的教室對學生而言是充滿

挑戰與學習機會的，藍老師不要學生在課堂上抄筆

記，她希望給學生的是一個可以練習聽、說英語的

環境，並能對學生做一對一的問答和指導，這是藍

老師心中所認為的正統語言教學方式。 

 

二、藍老師教學知識的內涵分析 

 

從所搜集的資料中，我們歸納出藍老師的教

學知識共有八項：學科內容知識、課程知識、教學

者自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學習者知識、班級經

營知識、溝通的知識與環境的知識。在反覆咀嚼資

料後，發現上述類別的教師知識隱含著序階性，教

學者自我知識，亦即教學者的教育哲學與信念主導

了其他類別知識的建構。此外，我們亦發現教師除

以自我知識為建構教學知識的基礎外，學科教學知

識、班級經營知識與溝通的知識可被視為影響教學

成敗的三大支柱。以下即進一步論析藍老師所具備

的自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班級經營知識與溝通

的知識。 

 

(一)教學者自我知識 

藍老師認為自己的教學具有創意且有效率，

能提供學生挑戰自我的機會。她認為教學應該雙向

溝通，教師不應只負責單向的知識傳遞，由此可見

到藍老師對教師角色的自我期許。此外，她認為所

有學生的潛力都是無限的，這是支持藍老教學生涯

的中心信念，她總抱持著一個想法：「當學生放棄

他自己的時候，老師應該要再努力地拉他一把」。

以這樣的信念為基礎，我們看到了藍老師陸續開展

了其他知識，並將之付諸實踐。 

 

(二)學科教學知識 

此部份分教學表徵的知識與學科教學的信念

 3



兩方面說明。在教學表徵的知識方面，我們發現藍

老師十分擅於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和策略，像是要

求預習、講述、連結、提問、反問、分析、例行小

考、隨堂抽考、指名回答、熟背、複習、演戲、對

話、朗讀、讚賞及處罰等方式。這些方法及策略隨

著學生的學習情形和課程進度而有不同的比重。在

學科教學信念方面，藍老師認為英語教育的目標是

所有學生都能熟讀教材內容；能加以活用且得到好

的評量成績，而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能將英語應用

於日常生活的能力。 

 

(三)班級經營知識 

在班級經營知識中，藍老師強調班級秩序、

規則的建立和維持，以形成一個有效率的團隊，並

且著重班級幹部的訓練，將班級幹部視為教學及管

理的延伸。在同儕間的競爭和合作關係中，藍老師

努力形塑良性競爭、積極合作的班級文化。在正式

課堂中，為使學生專注學習，提高學習效率，藍老

師更透過提問、訓話、責備、處罰或是神情的示意，

去營造一個具有適度壓力的學習環境。 

 

(四)溝通的知識 

在現代社會中，傳統的師生關係漸被民主的

師生關係所取代。教師如何讓學生接納進而獲得學

生的信賴，教師的溝通技巧是一重要關鍵因素。此

處教師溝通知識的提出係植基於研究所搜集到的

資料，是往常學者所未提及者。在本研究中我們發

現藍老師具有良好的溝通知識，她側重與學生的溝

通，運用口說語言、肢體語言與情緒的表達，達到

說服的目的。 

藍老師要說服學生時，都會有一個清楚的主

題，像是要學生留校自習、希望學生體認學習英語

的重要性、能接納班上的同學等。整個論述過程的

邏輯思考架構相當完整，且條理分明，而訴求均以

學生的自身利益為出發點。 

 

肆、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得到三項重要結論，是往昔學者所未

提及的，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 在分析教師教學知的內涵時，本研究首先提出

「溝通知識」的概念。 

二、 教師的各類教學知識隱含著序階性，其中以教

學者的自我知識最為根本與核心，它影響了其

他教學知識的建構與實踐。 

三、 在各類教學知識中，教學者的自我知識可視之

為基石，而學科教學知識、班級經營知識與溝

通的知識則可被視為影響教學成效的三大支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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