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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師資生在自然領域的專業成長─以探究式教學為例

* 盧秀琴 ** 徐于婷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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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觀察國小師資生修習「自然科教材教法、教育實習」課程，是否能獲得探究式教學法
的專業成長，並探討其發展歷程。本研究利用詮釋性研究法以某國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
系的 13 位師資生為研究對象，利用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和 POE 教學等教學理論配合案例
教學影片介紹，探討師資生在教案設計、實際教學活動與班級經營的改變歷程。師資生先學習
理論課程，接著觀摩教學案例，然後設計教案、微型教學及到國小實地試教，研究者蒐集學習
歷程檔案、教案、教學回饋單、上課錄影及晤談資料，進行分析形成主張。研究結果顯示：1. 師
資生上完理論課程能初步了解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和 POE 教學，而案例教學影片幫助師資
生更清楚的將這些教學法實施於教學活動中。2. 師資生所設計之教案，融入生活事件引起學習
動機，以學童為中心，給予學童更多的參與，自行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3. 師資生在經過兩種探
究式教學法的教學活動後，普遍認為自己的提問技巧有待加強，且能找出自己的缺失，尋求改進
之道。4. 所有師資生都認為案例教學影片有助於他們在教案設計及實際教學活動的專業成長。
根據研究結果建議：案例教學影片應該上網，讓師資生自由取用，師資生可多利用機會至國小現
場見習國小教師教學，學習班級經營技巧。
關鍵詞：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POE 教學、案例教學影片、師資生、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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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ice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Science: The Case of Inquiry Teaching
* Chow-Chin Lu ** Yu-Ting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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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observe whether pre-service teachers can successfully
develop inquiry-based teach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hrough the “methods course
and educational practicum for teaching natural science”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to explore the processes of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thirteen pre-service teachers majoring in Nature Science Education
in 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Based on instructional theories, and with the use of
case teaching videos, the authors attempted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pre-service
teachers’ changes in their designs of teaching plans,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course,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studied
at fir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inquiry-based teaching, followed by watching case
teaching videos, designing lesson plans, micro-teaching, and finally practice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Meanwhile, the researchers collected data from a range of
sources, including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ing portfolios, lesson plans, feedback
sheets, videos of their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nterviews. These data were then
analyzed, leading to the following assertions. First, pre-service teachers gained basic
understanding of 5Why scaffolding guided questioning teaching and POE teaching
method after studying the theoretical part in this course. They understand more about
teaching after watching videos of examples on how to use inquiry-based teaching
method during class. Second, pre-service teachers were able to design lesson plans,
which were student-centered and relevant to students’ real life. Such inquiry-based
teaching invoked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enabling them to construct
knowledge by themselves. Third, most of pre-service teachers considered their skills
in asking good questions still lacking, even after they went through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n inquiry science teaching methods. However, they were able to identify
their shortcomings and to explore way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Fourth, all of the
participating pre-service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ying inquiry-based teaching through
watching videos of teaching examples could help them on the design of lesson plans
and on science teaching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btain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video clips of teaching examples should be uploaded on the internet, making them
easily accessible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to use. In addition, pre-service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visit elementary schools to observe classroom teachers’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own classroom management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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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個人既有知識架構與科學活動結果出現

壹、緒 論

不一致時，重新調適與組織，以形成新的知識

教育部
（2008）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指出：

體系，達到另有概念改變的教學目的（White

「學習科學，讓我們學會如何進行探究活動；

& Gunstone, 1992）。運用 POE 教學策略可

學會觀察、詢問、規劃、實驗、歸納、研判，也

以有效的鼓勵學童用自己原有的知識進行推

培養出批判、創造等能力，使我們獲得處理事

理與解釋，也能探測出在真實情境中學童原

務、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綱

有概念及認知結構的情形。
Lu、Hong 與 Tseng（2007）表 示，5Why

式教學法，Gibson 與 Chase（2002）指出科學

鷹架式提問教學，強調教師要從學童親身體

教育在教學上的改變，是將以往著重事實記

驗的現象開始提問，利用環環相扣且逐漸深

憶的學習，轉為以探究為主的學習，探究式教

入的問題，帶領學童更深入地進行垂直探討。

學為培養學童科學過程技能的方法。科學教

教師不斷地提問並思考深層原因，找出問題

學與學習，強調的重點在於以「科學探究」為

的根源，可幫助學童整理出某些屬性，並轉變

學習活動、以「問題解決」為學習核心（謝甫

成科學概念或技能。而 POE 教學法則可探究

佩、洪振方，2004）。本研究利用兩種探究式

學生的另有概念，使其作適當的調適，增加

教學法：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和 POE 教學

低成就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機會，讓學生能

法理論課程與實務經驗課程來培育國小師資

多表達意見與增強學習動機，達到良好的學

生，主要因為自然科學課程的提問非常重要，

習氣氛與教學成效。本研究採用 5Why 鷹架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能訓練國小學童深度

式提問教學法及 POE 教學法應用於師資培

思考，找出影響問題的根本原因及解決對策。

育的教學中，可幫助培養學童深度思考及科

自然科學課程的另一個重點是做實驗，使用

學探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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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國小自然領域的師資培育應著重於探究

POE 教學法能激發學童做實驗去驗證自己的

周水珍（2003）認為師範院校的各科教材

教法和教學實務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然教材

想法，澄清另有概念。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是由 5Why 法

教法的傳授偏重理論與課程設計，缺少實際

與提問教學所結合的教學法，可針對要探究

演練的機會；因此可聘請國小各科教學優異

的問題，引導學童做一系列可能原因的思考，

的資深輔導教師作教學經驗的分享，以增加

並運用魚骨圖提出因果關係的分析，讓學童

國小師資生對真實教學情境與理論的理解。

藉不斷的思考、提出否證並修正自我認知基

而案例教學法運用教學現場的討論，目的是

模，最後找出影響問題的根本原因及解決對

使師資生在未成為真正老師前，能夠初步認

策，引導學童在探究過程中，學習如何協商、

識教學現場的情境（蔡宜君，2000）。當資深

解決問題和獨立探究，是一種新的科學探究

輔導教師無法到現場解說時，建置他們實際

教學策略（盧秀琴、洪榮昭、蔡春微，2008；

教學的教學案例，可以替代他們的指導，讓國

盧秀琴、柯琳耀、洪榮昭，2009；Lu, 2013）。

小職前教師在短時間內學習其精隨。師資生

而 POE 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針對學

在從師培課程所習得的學科專業知識與教學

習內容進行預測、觀察、解釋，可激發學習者

專業素養，在國小教學能否運用得宜，與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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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觀摩及國小試教的教學專業成長有密

琴等人，2008）。當學童面對探究產生問題或

切關係。師資生若能善用大四的教學實習時

困境時，利用教師不斷地提問並思考深層的

間，促進教學專業發展，其於初任教職時，就

原因，找出問題的根源，可幫助學童整理出某

能迅速進入職場情境，減少初任教師在獨自

些屬性，並轉變成科學概念或技能（盧秀琴

摸索中去應付教學工作可能面臨的教學困境

等人，2009）。盧秀琴等人（2008）強調 5Why

（黃政傑，1999）。本研究以師資生為研究對

鷹架式提問只是一個廣義的代名詞，教學者

象，以案例教學法做師資培育，觀察此種師資

會因為學童當時的學習情境而接著提問，有

培育是否能讓師資生獲得探究式教學法的教

時可能 4Why 或 6Why，目的是要學童看到

學專業成長，並了解案例教學影片如何協助

問題的所在，所以在提問的過程中，也可能

師資生如何將理論轉換為實務經驗。

會有 "What" 與 "how" 的 問 題。盧 秀琴等人
也說明 5Why 鷹架式提問的鷹架層級，由淺

二、研究目的

而深依序是：1. 提供思考方向，使同儕進行對
話；2. 提供類似例子，引導類化思考；3. 提供

教學案例，配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和

答案，說明證據；4. 提供答案解釋，著重於因

教育實習，培訓國小師資生，以增進其探究式

果的解釋。盧秀琴等人（2009）進一步建議可

教學法的教師專業成長。因此，本研究探討三

使用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做 為 5Why

個問題：（一）探討國小自然科師資生在「學

鷹架式提問教學的輔助工具，其基本原理就

科知識類」專業發展活動中對探究式教學的

是用因果思考的方式，抓住影響事件發生的

專業成長。
（二）探討國小自然科師資生在「實

根本原因（root cause），對事件的發生 過程

務經驗類」專業發展活動中對探究式教學的

進行推理判斷，從而得出一定的結論，最後

專業成長。（三）探討使用「案例教學影片」對

使用否證論找出真正的原因，可以提升他們

師資生將理論轉換為實務經驗的幫助。

的科學探究能力。Lu（2013）製作 5Why 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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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5Why 鷹架式提問及 POE 的

式提問教學的教學案例，經過 CIPP 評鑑（C

貳、文獻探討

是指內容評鑑 Context evaluation，I 是指輸
入 評 鑑 Input evaluation，P 是 指 過 程 評 鑑

一、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和 POE 教學

Process evaluation，P 是指產品評鑑 Product

本研究師資生所學習的自然科探究式教

evaluation），證 明 為 確 實 可以 示 範 教學 的

學法，包含兩種，一為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

教學案例影片，將使用於本研究中。廖秀娟

另一為 POE 教學法，分別探討之。

（2011）以方便取樣選取某教育大學的師資

Lu 等人（2007）首先提出 5Why 鷹架式

生共 61 人（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28 人，非自然

提問教學，強調「提問」是鷹架教學的重要媒

學系 33 人）。進行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的

介，但不知如何深入探究問題時，就可藉由

培育計畫，結果顯示：1. 師資生因本身教學經

5Why 來進行分析；藉由不斷詢問「為什麼」，

驗有限，對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法不熟悉，

一層一層地深入支解問題，在支解問題的過

但學習案例教學後對教學技巧較具自信。2. 自

程中，持續到找出最後根本的原因為止（盧秀

然組的教案設計較符合 5Why 鷹架式提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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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熱衷。

學精神，較少迷思概念。3. 師資生到國小試
教成效不如微型教學，非自然組師資生臨場

二、師資生在自然領域的專業成長

反應不如自然組師資生。4. 自然組師資生學
習重點放在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檢核，非

本研究以 Ellis（1984）、呂垂卿（1996）的

自然組師資生則偏重班級秩序管理，如何集

定義，教師專業成長是指教師在從事教學工

中學生注意力。

作的生涯中，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學習活動
及自我評估，達到教師專業的標準，並改善自

（1980）設 計 探 究 式 教 學 D OE 「 示 範 -

己的教學及教學相關的各種學習活動。本研

Demonst ration， 觀 察 - Ob s e r vat ion， 解

究以國小師資生為研究對象，針對他們在現

釋 -Explanation」，是指 教 師 事先 設 計 示 範

階段的需求，將研究向度集中於「課程設計」、

實驗，要求學生預測示範實驗可能發生的現

「教學活動」和「班級經營」上。饒見維（2003）

象，並加以說明理由，接著由教師進行實驗，

將師資培育階段的專業發展活動分為「學科

學生仔細觀 察實驗活動現象並指出與先前

知識類」和「實務經驗類」兩大類，「學科知

預測不同之處，且再次提出解釋；教師在整

識類」包含：講述與示範、閱讀與討論及資料

個過程中須對學生的回答作澄清直到確認了

蒐集與討論；「實務經驗類」包含：訪問與座

解 學 生 的 想 法 為 止。Gunstone 與 White 於

談、經驗省思與建構、觀察與見習及試教與實

1981 年嘗試改良 DOE，提出探究式教學 POE

習四類。本研究在課堂上透過「學科知識類」

「 預 測 -Prediction，觀 察 -Observation，解

及
「實務經驗類」的師資培育之專業發展活動，

釋 -Explanation」
；White 與 Gunstone（1992）

來促進師資生在師資培育階段的專業成長。

說明 POE 教學策略：1. 學生運用其原有的知

王美芬（1998）提出輔導自然科教師成長步驟

識對某些現象、某一個事件去預測結果，其預

有 4F：1. 需 求發 現（Finding needs），2. 回 饋

測必須要有其支持的理由；2. 學生必須觀察

（Feedback），3. 協助（Facilitation）及 4. 成長

實驗完成後的結果，具體的描述他們所看到

（Full-growth），不論師資生或已有多年教學

的現象，這事件的真正結果；3. 學生要去解釋

經驗但第一次教自然的，很少人認為自己已經

他的預測和真實結果之間的矛盾，學生必須

做好教學，經由不斷的視導、同儕的協助，才

調和介於預測與觀察之間的任何衝突。4. 激

能幫助教師克服不安全感，學到適當的角色

發學習者面對個人既有知識架構與科學活動

行為。本研究即是透過專家老師及指導教師

結果出現不一致時，重新調適與組織，以形成

的輔導及協助，探討師資生在課程設計、教學

新的知識體系，達到概念改變的目的。Palmer

活動及班級經營上是否有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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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Champagne、Klopfer 與 Anderson

（1995）讓 60 位受過相關課程訓練的職前教

三、案例教學法對師資生的協助

師，到小學去實施 POE 教學活動，從學生的
回應去評估 POE 教學策略；結果顯示職前教

案例教學法是以「案例」為教學工具，運

師對於 POE 教學策略的評價是正向的，他們

用實 際案例 讓 學 生 進行問 題 的 討 論，促 進

認為 POE 能確認學生的理解程度及科學過

群體思考，增加主動學習的機會，並培養學

程技能的發展，同時學生對於這個教學策略

生瞭解實務，運用高層次思考技能來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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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授課教授、輔導教師給予評量。本研究

Wassermann（1994）指 出 案 例 教 學 法 是 理

歷程探討國小自然科師資生在「學科知識類、

論與實務之間的橋樑，學習者在案例的真實

實務經驗類」的專業成長，以及「案例教學影

情境中較能歸納原理原則，使理論精緻化。

片」對師資生將理論轉換為實務經驗的幫助。

Shulman 將案例教學推廣至師資培育上，認

本研究主要針對師資生的課程設計、教

為教學者應正視實務的教學學習方式。案例

學活動及班級經營等向度進行專業成長的觀

教學法運用教學現場來進行探討，可使師資

察。1. 課程設計：蒐集師資生的教案設計及

生在尚未正式成為教師時，初步了解教學現

一、二修教案，探討師資生設計教案過程中是

場的情境，及早了解教學現場可能出現的問題

否有達到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及 POE 教

（蔡宜君，2000）。Bencze、Hewitt 與 Pedretti

學法的基本要求。由於本屆師資生首次使用

（2007），Shulman（2004）列出案例 教學 在

5Why 鷹架式提問與 POE 教學法理論進行課

師資培育上的功能：1. 協助師資生之教學信

程設計，為了了解這兩種教學法在教案設計

念建構；2. 教學者可視情境和機會，選擇性

的影響，將取用前屆師資生所設計的教案作

地將實際情境及學習理論融入在教學中；3. 讓

為對照組比較前後兩屆師資生的教案設計。

師資生明白教學的不確定性，並從中培養隨

2. 教學活動：觀察師資生的微型教學、國小

機應變的能力；4. 協助師資生組織、串聯理

試教及分析師資生的學習歷程檔案，探討師

論和經驗，以利分析和反省；5. 提高師資生在

資生在教學活動中是否有進行 5Why 鷹架式

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好老師上，有更大的興趣

提問教學、POE 教學策略，並使學童獲得學

與自信。本研究使用案例教學影片引導師資生

習。3. 班級經營：觀察師資生的微型教學、國

學習探究式教學的實務經驗，包含：課程設計、

小試教及分析師資生的學習歷程檔案，探討

教學活動和班級經營。

師資生是否能與學生維持良好互動關係，並

jte
p

d

題（ 張 民 杰，20 01）。Shu l m a n（1992） 和

訂定教室規範使教學活動能順利進行。

參、研究方法

二、研究對象、授課教授、輔導教師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為個案班級

本研究使用詮釋性研究法探討，使用「自

本研究對象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

然科教材教法、教育實習」課程作為師資培育

學教育學系數理專班 13 位同學，這個班級當

的課程的探究教學上的專業成效。本課程首

作一個個案，將這個個案班級做完整的介紹

先教授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及 POE 教學

如后：因應國科會計畫，自然系學生在升大二

法等探究式教學的理論課程，其次，師資生觀

時，經過學科能力測驗，包含：生物、化學、物

摩教學案例（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及 POE

理及地球科學等四門學科之基本理論知識，

教學法）；然後，根據理論課程、教學案例的

再通過「優質教師面試」，由師培教授瞭解

啟發，逐一設計「探究式教學教案」並進行微

其個人特質、語言表達及邏輯思考能力，最後

型教學，授課教授、輔導教師和同儕給予回

獲選進入「優質國小科學師資培育課程」的

饋，協助其修改教案；之後，各組到國小實際

個案班級。這班師資生在大三以前已經修習

121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過「普通數學、教學原理、教育心理學、班級

鷹架應用（5Why 鷹架式提問、繪製魚骨圖）

經營、社會學習領域概論」，具備一般教學知

及學科知識內容（教學概念、問題解決引導）

識，也能瞭解國小學生的心理與個別差異。本

等兩大評量向度；聘請兩位專長於科學教育

研究以他們在大三下學期修習「國民小學自

的大學教授與兩位國小資深自然教師進行審

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及臨床實習」4 學分，

查，持續修正以建立專家效度。在微型教學與

大四修習「國民小學教育實習」課程 4 學分，

試教過程中，請同儕的國小師資生、授課教授

進行探究式教學法中的 POE 教學法及 5Why

與國小輔導老師在台下進行觀察填寫。鷹架

鷹架式提問的理論課程教學、設計教案、微

應用之評估標準為是否使用鷹架以及使用到

型教學與實際國小試教的研究。

哪一個等級（提供思考方向→提供類似例子

（二）授課教授

→提供答案→提供答案的解釋）來給分，分
為 3 個等級；學科知識的內容向度包含：科學

女性，曾擔任五年的國小教師，在該教育大學

概念、科學實驗和知識統整等，各項給分為

任教長達 30 年，從事科技部科學概念、師資

3 個等級。評審教師平分成兩組，採用精釋法

培育相關計畫有 18 年。學術專長為自然科學

及 Kappa 分析（洪榮昭，1997），以建立評分

概念研究、繪本電子書教學研究及昆蟲學研

者的信度。

究。在師資培育經歷中，教授自然科教材教法、

（二）POE 教學法教學回饋表

jte
p

d

授課教授為國立臺灣大學動物學博士，

教育實習等課程有 16 年，獲得 100 學年度教

本研究修改自 Lu 與 Wu（2010）所編製的

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是個擁有豐

「POE 教學法教學回饋表」，屬於半開放式

富閱歷的師資培育者。

問卷，目的在評估試教者使用 POE 教學法的

（三）輔導教師

適切性。POE 教學法教學回饋表內容包括：

三位自然科輔導教師皆畢業於該教育大學

教學課程內容（預測、觀察、解釋）及整體課

自然科學教育研究所，且都有教授自然科 12

程內容（教學目標、科學技能、科學態度、教

年以上的經驗，參與科技部師資培育的計畫達

室常規）等兩大評量向度，聘請兩位專長於

3 年以上，並都擔任過 6 年以上的自然科輔導

科學教育的大學教授與兩位國小資深自然教

老師，不論是在自然科的專業知識上，或是教

師進行審查，持續修正以建立專家效度。在微

學技能方面皆相當豐富，相當適合擔任本研究

型教學與試教過程中，請同儕的師資生、授課

的輔導教師，師資生透過與輔導教師之間的

教授與國小輔導老師在台下進行觀察填寫。

互動，可幫助其在探究式教學上的專業成長。

教學課程內容之評估標準為各項是否正確使
用來給分，分為 3 個等級；整體課程內容之評

三、研究工具

估標準為各項達到教學成效的良窳來給分，

（一）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回饋表

分為 3 個等級；評審教師平分成兩組，採用精
釋法及 Kappa 分析（洪榮昭，1997），以建立

本研究使用盧秀琴等人（2009）編製的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回饋單」，目的在評

評分者的信度。

估試教者使用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法的適

（三）師資生個人訪談大綱
本研究以師資生專業成長的 5 個主要向度

切性。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回饋表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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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據，編製訪談大綱，旨在了瞭解師資生在

核並修正訪談題目內容，建立內容效度。

學習探究式教學的理論課程、觀摩案例教學

（四）案例教學影片

影片後，是否對於探究式教學法有初步了解，

5Why鷹架式提問教學法是使用Lu
（2013）

設計教案、微型教學及國小試教後，對於探究

以 CIPP 模式所建置之 5Why 鷹架式提問案

式教學法的應用為何。訪談內容為師資生在

例教學影片 - 校園的昆蟲，案例教學影片提出

理論階段、觀摩教學案例、教案設計階段、微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法」的精隨，包含：

型教學階段及國小試教階段的一些看法。聘

5Why 問題與提問技巧、鷹架搭設、魚骨圖的

請 1 位專精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法及 POE

繪製與發表、否證論與問題解決的過程，各

教學的國立大學教授，2 位熟識此教學法之

項評鑑分數為 4.3~4.5（滿分為 5 分）。將案

國小資深自然科教師，對於內容適切性做檢

例教學影片的內容精隨，說明如表 1 所示。

d

表1
5Why 案例教學影片 - 昆蟲構造與功能與 5Why 鷹架式教學步驟對照表
提供

提供

提供

思考

類似

答案

答案

jte
p

提供
方向

Why1

第一次 Why2

鷹架 5why 鷹 Why3
應用 架式提
問

昆蟲的外型有什麼特徵？

v

v

昆蟲的外骨骼有什麼功能？

v

v

v

昆蟲的外骨骼長在外面，可是昆蟲

v

v

v

v

要長大，那怎麼辦？
什麼是蛻皮呢？

v

v

v

Why5

昆蟲生長為什麼要蛻皮呢？

v

v

v

v

Why1

這兩隻獨角仙外型有什麼不同？

v

v

v

Why2

母的獨角仙為何沒有犄角？

v

v

v

Why3

公的獨角仙為何有犄角？

v

v

v

Why4

公的獨角仙為什麼要打架？

v

v

v

Why5

獨角仙的雌雄各扮演什麼角色？

v

v

v

第三次 Why1

昆蟲的口器做什麼用？

v

v

v

v

5why 鷹 Why2

口器的形狀和食物有什麼關係？

v

v

v

v

架式提 Why3

根據昆蟲食物，口器長什麼樣子？

v

v

v

v

昆蟲的口器有哪些類型？

v

v

v

5why 鷹
架式提

應用

解釋

Why4

第二次

鷹架

例子

問

問

Wh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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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昆蟲單元中有一個活動是養殖蠶寶寶

是指開發教學案例，Development；I 是指進

或校園的蝴蝶來觀察昆蟲的生活史，所以，本

行教學實作，Implementation；E 是指教學評

教學案例所要探討的問題為：「觀察校園內

鑑，Evaluation）所建 置 之 POE 教學 法 案例

的蝴蝶和生活史，以什麼蝴蝶種類最容易？」

教學影片 - 地質的變化、物質的燃燒，案例教

教師使用魚骨圖引導學童針對問題，提出所

學影片提出「POE 教學法」的精隨，包含：預

有可能的原因，並歸納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測階段，如何設計問題、提問技巧、引導學生

最後提出可以順利觀察蝴蝶生活史的解決策

思考；觀察階段，引導學生設計、實驗的操作

略，說明如表 2 所示。

與觀察；解釋階段，引導學生討論與分享、澄

POE 教 學 法 使 用 Lu 和 Wu（2010）

清與歸納科學概念；班級經營能力等。各項

以 ADDIE 模 式（I 是 指 分 析 教 學 內 容，

評鑑分數為 4.1~4.6（滿分為 5 分）。將案例

Analysis；D 是 指 設 計如 何 教 學，Design；D

教學影片的內容精隨，說明如表 3 所示。

魚骨圖教學順序

d

表2
魚骨圖案例教學影片與魚骨圖教學順序對照表

案例內容

jte
p

將問題置於最右邊，再由左至右畫 提出問題，所探討的問題：「觀察校園內的蝴蝶和生活史，
一骨幹。

以什麼蝴蝶種類最容易？」

決定原因主要類別寫在大骨上

將影響紋白蝶數量的原因歸類以確認大骨，大骨有：食物、

氣候、天敵、棲息地、紋白蝶本身。將最主要原因擺在最
右邊，依序由右至左排列

以腦力激盪想出更細節的原因做為 分組畫魚骨圖並提出報告。
中骨、小骨。

以小組魚骨圖進行修正與補充。

刪除不可能的原因

進行否證刪除：天敵變少、氣候溫度剛好、有保護色、不
當施工、範圍大、有掩蔽物、沒有污染。

討論所餘因子，找出最主要原因。 教師引導找出最主要原因，主要原因為：春天正逢紋白蝶
繁殖季節，幼蟲食物多
針對主要原因，提出解決策略。

針對主要原因，提出解決策略為種植十字花科植物，增加
幼蟲食物來源，在春天繁殖季時，吸引紋白蝶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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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POE 案例教學影片 - 物質的燃燒與 POE 教學步驟對照表
POE 步驟
實驗一

教師教學步驟
:
詢問小朋友 在燃燒的蠟燭蓋上廣口瓶後會產生什麼現象？為什麼會有這

P （預測）

樣的現象產生呢？

O （觀察）

請小朋友觀察實驗，蠟燭蓋上廣口瓶的現象。
接下來又進行第二次實驗，並觀察結果。
請小朋友解釋觀察到的現象，為什麼第一次和第二次實驗得到的結果不

E （解釋）

一樣。小朋友表示第一次及第二次廣口瓶蓋上後蠟燭熄滅速度的不同因
為廣口瓶內的氣體已經改變。

P （預測）
O （觀察）

什麼變化？
請小朋友觀察藉由澄清石灰水對廣口瓶內氣體的檢定。而澄清石灰水最
終變白色混濁

請小朋友解釋澄清石灰水變白色混濁的原因。

jte
p

E （解釋）

請小朋友預測利用澄清石灰水檢驗自製二氧化碳時，澄清石灰水會產生

d

實驗二

影」。本研究採用各種方法收集質性資料，並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將所有質性資料進行編碼，其內在效度的建

本研究所蒐集的質性資料，包括：師資生

立為兩位研究者和四位自然科資深教師，共

學習歷程檔案（代碼 PF）、師生課堂討論（代

同閱讀所有質性資料，給予等級評分，達到一

碼 VF）、教 學 評 鑑 單（代 碼 FB）、5Why 鷹

致性的共識為止。其外在效度的建立為兩位

架式教學法理論教學（代碼 W）、POE 教學

研究者和四位自然科資深教師將各種質性資

法理論教學（代碼 P）、5Why 鷹架式教學法

料加以整理、分析歸納、解釋描述，透過三角

實地教學（代碼 SW）、POE 教學法實地教學

校正持續比對，最後形成主張，說明師資生

（代碼 PP）、原始教案（代碼 SA0）、一修教

對於 5Why 鷹架式教學法和 POE 教學法的

案（代碼 SA1）、二修教案（代碼 SA2）、微型

專業成長，並說明案例教學如何幫助師資生

教學 錄 影（代碼 VFM）、國小試 教 錄 影（代

將理論轉換為實務。

碼 VFS）、訪談資料（代碼 Int）、師資生（代

量化資料有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回饋

碼 PT 座號）、輔導教師（代碼 MT 座號）。例

表及 POE 教學法教學回饋表。將本研究的研

如：SA0-PP-PT1 表示「1 號師資生在 POE 教

究目的、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方式之對應說

案設計的原始教案」，VFS-SW-PT7 表示「7

明，整理如表 4 所示。

號師資生在 5Why 鷹架式教學的國小試教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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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方式之對應說明
研究目的

資料蒐集

（一）探討國小自然科師資生在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資料分析

對各種理論課程的領悟進
行內容分析

「學科知識類」專業發展活 課室觀察資料
動中對探究式教學的專業成 訪談資料
長。
（二）探討國小自然科師資生在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實務經驗類」專業發展活 5Why 教案、POE 教案
動中對探究式教學的專業成 5Why、POE 教學回饋單
（三）探討使用「案例教學影

微型教學、國小試教錄影

的專業成長做內容分析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進行各種質性資料的內容

片」對師資生將理論轉換為 微型教學、國小試教錄影

分析，提出案例教學對師
資生在各階段的幫助

訪談資料

jte
p

實務經驗的幫助。

針對微型教學、國小試教

d

長。

比較一修、二修教案是否
合乎 5Why、POE 內涵；

正確的答案（PF-W-PT13, 20110310）。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影片中，老師會舉類似例子，以蟬為
例，觀察蟬的口器，瞭解到蟬是吸食

一、國小師資生在「學科知識類」專業
發展活動對探究式教學的專業成長

樹汁而生存，由此可知蟬的口器為刺
吸式口器來搭建鷹架（PF-W-PT3,

（一）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法

20110310）。」

本研究根據師資生學完 5Why 鷹架式提

問的理論課程、看完教學案例影片後，對於搭

2. 教學評量方式

鷹架方式、教學評量方式、練習設計 5Why 提

統計師資生學習歷程檔案中，說明在案

問、魚骨圖使用、魚骨圖設計等，進行分析與

例教學影片中，教師使用教學評量方式的種

說明。

類和百分比，整理如表 5 所示。

1. 對於搭鷹架方式

由表 5 知道，師資生觀看案例教學影片，

有 1 名師資生（8%）認為案例教學影片中

察覺教師使用不同的教學評量方式，其中「以

教師使用較淺的問題進行提問，當作鷹架，幫

讓小組討論，並上台報告結果、將問題設計成

助學生學習。有 12 名師資生（92%）認為案例

ｏｏｘｘ遊戲，並用 PPT 進行評量百分比最高」

教學影片中教師是使用舉例的方式當作鷹架，

占 92%，而學習單次之占 85%。相較之下，較

協助學生學習。舉證說明如下：

少師資生察覺教師也有使用「在課堂上用口
頭和學生做問答式複習、進行 5Why，引導學

「當遇到學生無法回答老師問題時，老

生整理概念並解除迷思」占 15%，及「校園觀

師會用較淺的問題，慢慢引導學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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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占 8%。推究原因，比例較高的前三項評

教學策略完全內化，較不易察覺「在課堂上用

量為一般課堂內較常見的評量方式，師資生

口頭和學生做問答式複習、進行 5Why，引導

比較容易察覺與記錄。師資生對於 5Why 鷹

學生整理概念並解除迷思」的評量方式。

架式提問教學法尚在新嘗試階段，尚未將此
表5
師資生在案例教學影片中，察覺教師使用不同教學評量方式的種類和百分比
評量方式

師資生人數

百分比（%）

讓小組討論，並上台報告結果

12

92

將問題設計成ｏｏｘｘ遊戲，並用 PPT 進行評量

12

92

老師在課堂上用口頭和學生做問答式複習

2

15

進行 5Why，引導學生整理概念並解除迷思

2

15

11

85

1

8

校園觀察

3. 練習設計 5Why 提問

d

學習單

念能清楚表達，共有 5 名師資生（38%）達成；

師資生根據蝴蝶的生活史，設計 5Why

jte
p

B 級：有設計出 5Why，但所要建立的概念不

提問，依據所設計的內容及層次性，分為 A、

明確，共有 8 名師資生（62%）達成。將舉證

B 兩級。A 級：5Why 提問明確，並且最後概

說明如表 6 所示。

表6
師資生練習設計 5Why 提問的等級舉證說明

提問等級

舉證說明

1Why：為什麼蝴蝶的幼蟲總是不停的吃？（因為要儲存養份，供發育）
2Why：蝴蝶的幼蟲儲存足夠的養分會進入生命史中的那一階段？（蛹期）

A級

3Why：蝴蝶的幼蟲進入蛹期後有什麼變化？（不像幼蟲時那樣不停的吃）
4Why：羽化後的蝴蝶和幼蟲外觀上有什麼不同？（蝴蝶長有翅膀會飛）
5Why：蛹期的時候蝴蝶完全不進食，那怎麼發育成蝴蝶？（發育成蝴蝶的
養分來自於幼蟲時大量的養分儲存）（PF-W-PT6, 20110310）

1Why：蝴蝶是如何交配？
2Why：蝴蝶是如何產卵？
B級

3Why：蝴蝶的生活史是怎樣的？
4Why：蜻蜓的不完全變態和蝴蝶的完全變態，有什麼不一樣？（PV-WPT3,2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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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魚骨圖的使用

子，找出最主要原因。第六步驟：針

全部的師資生在觀摩案例教學影片後，都

對主要原因，提出解決策略（PF-W-

能寫出正確的繪製魚骨圖步驟，舉證一位師

PT1,20110310）。」全 部的師資生也

資生說明：

認為此案例教學影片有增加他們對
魚骨圖的基 本認 識；有 7 位師資生

「第一步驟：將問題置 於 最 右邊，

（54%）認為透過案例影片能夠了解

再由左至右畫一骨幹。第二步驟：決

如何帶領學生繪製魚骨圖，舉證一位

定原因的主要類別寫在大骨上。第三

師資生說明：「從這個影片讓我知道

步驟：以腦力激盪想出更細節的原

該如何去引導小朋友去完成整個魚骨

因做 為中骨、小骨。第四步驟：刪除

圖，並且最後討論出一個最重要的答

不可能原因。第五步驟：討論所餘因

案 出 來（PF-W-PT7, 20110310）。」

魚骨圖舉證說明

jte
p

等級

d

表7
師資生練習設計魚骨圖等級和舉證說明

A級
（PF-W-PT1,
20110310）

B級
（PF-W-PT3,
2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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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 4 位師資生（31%）能 對於 POE 教學法

5. 魚骨圖的設計

的內涵進行探討與說明，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師資生練習繪製魚骨圖，依據所設計的內
容及層次性，分為 A、B 兩級。A 級：繪出三個

「在做實驗之前先提情境讓孩子對實

大骨，每個大骨中繪出中骨與小骨，共有 7 名

驗的結果進行預測，試著讓孩子解釋

師資生（54%）達成；B 級：繪出三個大骨，其

預測的理由。之後再進行實驗讓孩子觀

中有一個大骨有繪出中骨及小骨，共有 6 名師

察實驗的現象，待實驗結束後對觀察結

資生（46%）達成。將舉證說明如表 7 所示。

果提出解釋。教師從旁進行協助釐清孩

（二）POE 教學法

子的迷思（PF-P-PT11, 20100611）。」

本研究根據師資生學完 POE 教學法的理
論課程、看完教學案例影片後，對於 POE 教

2. POE 的應用層面
有 4 位師資生（31%）認為「物理、化學」

影片的學習效果、POE 案例教學影片的建議

的實驗較適合使用 POE 教學策略，「生物」、

等，進行分析與說明。

「地球科學」的實驗較不適合，舉證師資生

1. POE 教學策略的認知

d

學策略的認知、POE 的應用層面、POE 案例

的說明：

雖然全部的師資生都能能描繪出「POE」

「化學的澄清石灰水檢驗二氧化碳，物

─ 解釋，但僅有 9 位師資生（69%）能從案例

理的力與力矩，都很適合使用 POE 來

影片中分析出教學過程 POE 三步驟，舉證師

進行教學，但生物和地球科學較難使

資生的說明：

用（PF-P-PT13, 20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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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的內涵和步驟，主要有預測 ─ 觀察

「預測（P）：由照片讓小朋友描述，

有 2 位師資生（15%）認為，生物或地科的

觀察到了什麼。並預測原因 ─ 金帥飯

教學內容，較難使用 POE 進行教學。舉證師

店倒塌的原因。然後各組組長同組員

資生的說明：

討論，上台報告，小朋友畫了許多情

「我認為生物方面的課程，多半屬於記

境假設圖，提出實驗的預測（PF-P-

憶性質的課程，比較難使用 POE 進行

PT10 , 20100611）。觀察（O）：重塑知

教學（PF-P-PT7, 20100611）。」

本溪的現況並模擬洪水，讓學生實際
觀察到的現象驗證假設。老師會在旁

經過課室的師生討論後，有 3 位師資生

邊問問題，而學生的想法就會一直改變

（23%）認為，生物和地科的內容中，找出可

（PF-P-PT4 , 20100611）。解釋（E）：

以讓學生親身體驗、操作的內容，也很適合

讓每一小組上網至部落格發表討論

POE 教學，或許進行生物或地科的教學時，

結果，並且針對水流量大小與河岸的

使用 POE 教學策略有其限制，但 POE 教學

侵蝕與堆積的關係、泥和沙的侵蝕

策略融入生物科並非不可行。舉證師資生的

與堆積程度是否有異、河流侵蝕面及

說明：

堆積面的差別做討論，並且上臺發表
（PV-P-PT6 , 20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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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趣的昆蟲為例：預測：用投影片

概念了，也沒有什麼和預測相異的結

展示某昆蟲頭、胸、腹的放大圖，讓學

果；這個實驗太常見了，所以學習成效

生去說說看圖片中為昆蟲的什麼部位，

很有限（PF-P-PT10 , 20100611）。」

最後展示昆蟲原圖，同樣的步驟可以

4. POE 案例教學影片的建議

讓學生練習 2~3 種昆蟲。觀察：學生

有 10 位師資生（77%）認為，案例教師在

了解昆蟲的特徵之後，可以進行「昆

課程進行中最好能有「紙筆上的紀錄」，一方

蟲與非昆蟲」辨別大賽，教師於每一

面留下預測的證據，又能和後來實際操作的

小組分配一疊動物圖片，請每一組學

結果作一番比較，提升學生參與度，增加學習

生討論並區分昆蟲與非昆蟲。解釋：

的效果。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請每一組學生將區分結果貼在黑板

「在問答的過程中，我覺得缺乏寫下

時也可以針對學生容易搞混的細節做

討論結果，或用 PPT 呈現的方式，因

說明，或是可以另外補充昆蟲的相關

為講完就過了，有些同學可能沒注意

知識（PF-P-PT6 , 20100611）。」

就忽略重點，加上文字可以加深印象
（PF-P-PT12 , 20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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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E 案例影片的學習效果

d

上，並且與預測階段做比較，教師同

有 12 位師資生（92%）肯定 POE 教學策

有 5 位師資生（38%）認為，從案例影片

略在案例影片，能達到此單元希望的學習效

中觀察到學生不夠專心，小組亦無分工現象。

果。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學生可以深刻了解到二氧化碳與燃

「各小組看不出有分工的合作，據我

燒的關係，也能夠將不懂的地方經過

觀 察影片，大部分的組 別似乎幾乎

自己思考或是由老師引導去了解，最後

都是由相同的一、二人在進行實驗，

再經過實驗去證明，加深印象。而且

應 該 要 避 免 這 種 情 況 發 生（PF-P-

在教學中可能會造成很多問題或是迷

PT11,20100611）。」

思概念發生，老師可以藉此導正（PF有 5 位師資生（38%）發現指導實驗時的

P-PT9, 20100611）。」

一些小細節，若經由改進可以讓實驗執行的
有 7 位師資生（54%）針對影片中教學策

更順利及完備。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略提出成效上的質疑，例如：「教學評量、學
「實驗步驟講解及原理講解後，可抽

習成效」等。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點學生再複述一次，確認學生是否了解
（PF-P-PT6 , 20100611）。」

「應該每個段落都幫學生統整一次
概念，統整的過程中邊讓大家做紀
錄，學習效果會更好些（PF-P-PT12,
20100611）。一般小朋友都對實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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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思考方向及提供答案，教案修改後的鷹架能

二、國小師資生在「實務經驗類」專業發
展活動中對探究式教學的專業成長

提供答案解釋，使學童更加了解電磁鐵。舉證

探討師資生在接受理論課程後，如何將探

但有 6 位師資生（46%）提到，課堂活動太多

究式教學法之內涵轉化到實務經驗上，綜合

以致無法完成魚骨圖的教學，舉證師資生的

個人學習歷程檔案、課室錄影與討論、訪談、

說明：

師資生的課程設計說明如表 8 所示。

教案設計、教學回饋表等資料進行分析；分

「給學生多點時間小組討論，上台發

為課程設計（一修教案、二修教案）、教學活

表和進行否證論時間就被 壓縮了，

動（微型教學、國小試教）
及班級經營做說明。

還須要考慮到學生繪製魚骨圖時間

（一）使用這兩種探究式教學法進行課程設計

（PF-PW-PT4 , 20110317）。」

1. 5Why 鷹架式提問課程設計

有師資生針對此提出解決的方案：

全部的師資生能設計出符合 5Why 鷹架式

d

「教師可以利用小組繪製魚骨圖時間，

提問精神的課程，學習輔導教師對教案的鋪陳；

下去巡視各組進行的狀況，挑一組的

但 5Why 提問不易聚焦，經過輔導教師修正後，

魚骨圖讓小組上台報告，並進行否證

有 7 位師資生（54%）的 5Why 提問較具連貫

jte
p

論（PF-PW-PT3, 20110317）。」

性及完整性，例如：教案修改前的鷹架只有提

表8
師資生電磁鐵單元的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課程設計（SA-PW-PT6）
教案修正前（SA0）

教案經輔導教師修正後（SA1）

W1

裝置檢測結果為何？

W2

裝置會吸引迴紋針，表示此裝置有 裝置為什麼會吸引迴紋針？→ 會產生磁力。
磁力嗎？

W3

迴紋針都吸附在裝置什麼地方？

纏繞漆包線的鐵釘原本不會吸引迴紋針，現在變成會
吸，纏繞漆包線的鐵釘產生什麼變化嗎？→ 纏繞漆包
線的鐵釘通電後，產生磁力，可以吸引迴紋針。

W4

鐵釘原本會吸引迴紋針嗎？

迴紋針都吸附在「電磁鐵」的什麼位置？→ 鐵釘的兩
端。

W5

原本不具磁力的鐵釘，在漆包線的 為什麼電磁鐵的兩端吸力最強？→ 因為它相當於磁
纏繞與通路的連接下，鐵釘產生什 鐵的 N 和 S 極。
麼變化？

裝置檢測結果為何？→ 裝置會吸引迴紋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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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在設計教案時也發現自己在理論課程

有 7 位師資生（54%）對自己的學科教學知識

時未曾認真思考過的地方，舉證師資生的說

進行檢討，認為自己缺少對於課程的了解，舉

明：

證師資生的說明：
「我發覺魚骨圖的問題必須要是一

「我們似乎欠缺對課 程的瞭解，對

個事實，而不是一個定義或是一個很

於該教哪些甚麼東西不夠瞭解，所以

開放性的問題，否則在想大骨、進行

在一開始寫教案就遇到很多的瓶頸，

否證論時會遇到瓶 頸（PF-PW-PT3,

不知道如何銜接，該用圖片還是用影

20110317）。」

片做介紹，都不很清楚（PF-PP-PT5,
20100618）。」

由此可見設計教案階段可以幫助師資生重新

（二）使用這兩種探究式教學法進行教學活

思考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動（微型教學、國小試教）

2. 使用 POE 教學法進行課程設計

1. 5Why 鷹架式提問微型教學與國小實地試教

課程，也會將案例影片融入教學活動中，但有

統計師資生在教學活動中，搭設鷹架的教學

d

全部的師資生能設計出符合 POE 精神的

專業成長如圖 1 所示。

11 位師資生（85%）認為 POE 三階段的提問

jte
p

由圖 1 看出，師資生搭設鷹架的能力在

是最難設計的，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微型教學到再演練時有顯著成長，主要是師

「預測部分的有效提問很不容易，提

資生在微型教學接受同儕及教授的缺點批判

問技巧我覺得還需要磨練多些（PF-

及討論如何修正後，能正視自己的缺失並改進

PP-PT3, 20100618）。」

之。再演練到國小試教階段，除了提供類似例
子、提供答案有持續成長外，提供思考方向、

分析這些教案也發現預測步驟的提問用語不

提供答案的解釋則稍顯滑落，主要是因為進行

夠明確，經由輔導教師修改後，有 11 位師資生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後，還要進行魚骨圖的

（85%）設計的教案，提問能貼近學童所預測

否證，師資生擔心教學時間不夠或者學生已答

的效果；舉證師資生的課程設計說明：

出正確答案，而沒有做答案的解釋。國小輔導
教師也提出相同的看法：

「從剛才的泡泡實驗中，我們如何驗
證寶特瓶口有空氣跑出？（SA0），修

「師資生太在乎有沒有把設計的教

正為：從剛剛的實驗中，我們如何驗

案全部教完，一路趕課，因此搭鷹架

證寶特瓶裡空氣的膨脹？（SA1，SA-

就沒有像微型教學再演練時那麼完整

PP-G3）。」

（Int-MT1, 20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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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師資生在微型教學、再演練及國小試教，搭設鷹架的教學專業成長
「我覺得魚骨圖比較適合使用在高年

（77%）認為自己鷹架搭的不夠多，所以無法

級，因為他們的思考邏輯會比較強，

協助學童思考，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d

針對搭鷹架的質性分析，有 10 位師資生

比較有機會自己小組討論就可完成魚
骨圖（PF-PP-PT3, 20110324）。」

「鷹架搭的不夠，所以學生有時很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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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E 微型教學與國小實地試教

難回答出想要的答案，因為他沒有往

統計師資生在 POE 微型教學、再演練及

我 們 想 要 的 方 向思 考（PF-PP-PT8 ,

國小試教，預測階段及解釋階段的教學專業

20110324）。」

成長如圖 2 及圖 3 所示。

有 7 位師資生（54%）發現在進行 5Why

由圖 2 看出，師資生在預測階段的專業成

鷹架提問教學時，學生回答不如預期，無法接

長，第一次微型教學到第二次微型教學時有

續下一個問題，或問題的重疊性太高，學生反

顯著成長，主要是師資生在第一次微型教學

而會產生迷思，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後接受同儕及教授的缺點批判及討論如何修

「有時候學生答的，不是我們想要的，

正後，能正視自己 POE 教學引導預測的缺失

以至 於 無法接下一 題（PF-PP-PT3,

並改進之。第二次微型到國小試教階段，除了

20110324）；問題重疊 性太高，答案

「學習單符合需求」持平外，在「請學生將結

重疊性也太高，學童不斷在類似的問

果與預測做對照、引導學生比較實驗結果與

題裡繞圈子，反而產生很多迷思（PF-

預測、引導學生從實驗結果歸納原因」則稍

PP-PT4 , 20110324）。」

顯滑落，主要是因為進入國小教學現場後，師
資生較無法分析學童的多種預測而分心，導

有 7 位師資生（54%）提出魚骨圖使用的

致教學活動表現不如第二次微型教學時的表

適切性，認為魚骨圖比較適合在高年級的課

現。

堂中使用，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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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過程，教師適時引導、設計學習單完整、使

長，第一次微型教學到第二次微型教學時有

學生分享結果及理由」保持水平標準，在「提

顯著成長，主要是師資生在第一次微型教學

出開放問題、提問明確」則稍顯滑落，主要是

後接受同儕及教授的缺點批判及討論如何修

因為進入國小教學現場後，師資生較無法分

正後，能正視自己 POE 教學引導解釋的缺失

析學童的多樣化解釋而分心，導致教學活動

並改進之。第二次微型到國小試教階段，在「預

表現不如第二次微型教學時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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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由圖 3 看出，師資生在解釋階段的專業成

圖 2 師資生在微型教學、再演練及國小試教，預測階段的教學專業成長

圖 3 師資生在微型教學、再演練及國小試教，解釋階段的教學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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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 微型教學與國小試教的質性資料分

「不知道是因為我去教學，學生太興

析，發現全部的師資生都認為將影片融入教

奮，還是可能我沒掌握好班上的秩序，

學是個不錯的教學方式，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有幾次學生的聲音竟然高過我了，還
「影片融入教學很棒，學生愛看影片

讓輔導老師出面管理秩 序（PF-SW-

也會特別專注，看完影片後，問問題讓

PT4 , 20110324）。」

學生更深入的了解教學內容（PF-SP-

5 位師資生（38%）提出，讓小組討論固然

PT11,20100625）。」

可以讓學生進行思考的交流，但也會衍伸出

有 8 位師資生（62%）認為不是所有的課

學生間爭執的問題，需多加留意，舉證師資生

程都適用 POE 教學法，偏向物理化學的課程，

的說明：

使用 POE 可以達到較好的效果，舉證師資生

「有學童在小組討論時因吵架不合作，

的說明：

d

也有組內同學被其他組員討厭的情形，

「不同的課程有不同的教學策略，生物

而這方面的處理經驗還需要多多學習

課程似乎很難利用動手做，來讓學生

（FB-SW-PT12 , 20110324）。」

親身體驗（PF-SP-PT4, 201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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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位師資生（38%）提到面對不專心的

我覺得如果是偏向物理、化學的課程，

學生，需要多利用一些教學技巧，拉回學生的

使用 POE 應該都可以達到很好的效

注意力，不能只依賴獎懲制度，舉證師資生的

果（PF-SP-PT1, 20100625）。」

說明：

有 7 位師資生（54%）提出教學活動進行

「當教室沒有所謂的加分制度，學生

時，預測問題若不正確，後面將無法進行預測；

不專心時，應該要怎麼將學生的專

POE 每個步驟都須確實，且前一步驟完成後

注力拉回來，不能只依賴獎懲制度，

才可進行到下一個步驟，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需 要 多蒐 集 更 多的 方 法（FB-SWPT5,20110324）。」

「預測問題若不對，後面就串不起來
（PF-SP-PT9, 20100625）。P 一定 要

（2）使用 POE 進行教學的班級經營：

達到共識之後才能進到 O，再到 E，應

班級經營方面，有 11 位師資生（85%）認

該要比較著重 E 的解釋」
（PF-SP-PT9,

為在國小實地試教的班級經營比例過少，需

20100625）。」

要多加練習，有 9 位師資生（69%）認為控管

（三）師資生在國小試教的班級經營

秩序是教學過程中的一項難題；舉證師資生

（1）使用 5Why 鷹架式提問進行教學的班級

的說明：

經營：
班級經營方面，有 7 位師資生（54%）提

「班 級經營的比例很少，輔導老師

到自己管理秩序的能力需再加強，舉證師資

說教學要達到成效，班級經營是第

生的說明：

一須要建立的，當有良好的班級經

135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營就可以 順 利的 教學（PF-SP-PT13,

「本來老師教完理論課時，對魚骨圖

20100625）。遇到學生無法控制的狀

還似懂非懂的，看完了案例教學影片，

態，該怎麼解決？完全沒有頭緒（PF-

對魚骨圖的整體和各項度才有比較清

SP-PT3, 20100625）。」

楚的認識，也學會如何教學生繪製魚
骨（I-W-PT2 , 20110407）。」

有 5 位師資生（38%）提到師生網的協助
問題，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2. 在「實務經驗類」專業發展活動中，案例教
學影片的幫助

「老師不只是單一針對同學回答問題

（1）設計教案階段

或是講課，應該要能夠與學生形成一

有 7 位師資生（54%）認為觀摩案例教學

個網路，能夠互相溝通、互相了解、

影片後，能幫助自己在設計教案階段時，提出

互相解釋，這樣才是一個完善的教學

5Why 提問的技巧，也能模擬學生的可能回答，

（PF-SP-PT10, 20100625）。」

d

理解搭鷹架的流程和時機；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三、探討使用「案例教學影片」對師資生
將理論轉換為實務經驗的幫助

「案例教學影片中，輔導老師的提問技
巧，讓我在設計教案的提問比較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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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也能預想學生的回答（PF-PW-PT3,

（一）5Why 鷹架式提問案例教學影片

20110310）。看完案例教學影片再設

1. 在「學科知識類」專業發展活動中，案例教

計教案，比較清楚搭鷹架的整個流程

學影片的幫助

和時機，學生較能接受（I-PW-PT11,

有 7 位師資生（54%）認為觀摩案例教學

20110407）。」

影片後，比較清楚如何針對科學概念設計出
5Why 提問，當學童學習發生困難時，能學習

有 5 位師資生（38%）提到案例教學影片

如何搭建鷹架幫助學習，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幫助自己找到設計教案的方向，預先推測學
生可能的反應；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看過案例教學影片後，比較清楚針
對 科 學概念 設計出 5Why 提問，幫

「一開始只知道 5Why 就是不停的

助學生澄清錯 誤的科 學概念（I-W-

問問題，當看完案例教學影片後，設

PT7, 20110407）。能像 教學影片中，

計教案時比較有整體的方向，而不是

根據學生的回答找出不會的地方搭

被不停地問問題侷限住（I-PW-PT5,

建 鷹架，幫助 學生學 習（PF-W-PT3,

20110407）。透過案例教學影片，我們

20110407）。」

可以根據小朋友和老師的回應，推測

有 6 位師資生（46%）提到透過案例教學

現場小朋友可能的反應，這樣子設計

影片的說明，更瞭解魚骨圖的各項說明，可幫

教案的時候比 較有方向（I-PW-PT3,

助自己學會如何帶領學生繪製魚骨圖，舉證

20110407）。」

師資生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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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活動階段

輔導老師為他們搭設的鷹架，讓我在

有 10 位師資生（77%）提到觀摩案例教學

教學時，也可以依循輔導老師的方式，

影片後，可學習資深輔導教師的班級經營方

搭建鷹架幫助他們思考（I-SW-PT3,

式，能在教學活動中靈活使用，較能預期教學

20110407）。」

現場可能發生的狀況，不致於手忙腳亂；舉證

（二）POE 案例教學影片

師資生的說明：

1. 在「學科知識類」專業發展活動中，案例教

「在進行 教學時，會使用到案例教

學影片的幫助
有 7 位師資生（54%）認為觀摩案例教學

這樣省去了重新摸索的時間（I-SW-

影片後，更清楚課程設計的方向，了解如何將

PT3, 20110407）。觀賞教學影片後，

POE 教學法融入整個課程設計；舉證師資生

對於現場可能發生的狀況比較有概

的說明：「上 過 理論課程後，雖然知道 POE

念，比 較不會手 忙 腳 亂（I-SW-PT1,

的流程，但卻很難設計出一份教案，觀賞過案

20110407）。」

例教學影片後，比較清楚整個課程該如何設

d

學 影片輔導老師的班 級經營技巧，

計（I-P-PT5, 20110407）。在 設 計 教 案 時，比

有 9 位師資生（69%）認為透過案例教學

較清楚怎麼把 POE 教學法放進整個教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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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對於教學現場比較能掌控，在教學活動

（I-P-PT9, 20110407）。」有 4 位師資生（31%）

的過程中，會特別注意案例中曾出現過的問

觀摩案例教學影片後，發現 POE 教學法有其

題，避免出錯；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執行的困難點，也有其特定的使用時機，引導
討論是相當重要的；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在進行教學時，會使用到案例教學

影片輔導老師的班級經營技巧，比較

「當遇到消極不參與的學生時，學生

清楚小朋友的狀況，也大概可預期

自己本身就已經放棄學習了，那麼我

會有甚麼狀況 發生，比 較能夠掌握

們使用 POE 教學時，是否能讓學生轉

整 個 教 學（I-SW-PT7, 20110407）。

為參與（I-P-PT12 , 20110407）？ POE

會特別注意案例教學 影片中，資 深

不見 得適用於 每種 課 程中，生物跟

輔導教師教學時有發生過的問題，

地 科這兩類的課程，比較難用 POE

避 免發生一樣的錯 誤（PF-SW-PT6 ,

進 行 教學（I-P-PT10 ,20110407）。老

20110317）。」

師引導學生導向正確的思考方式是

有 6 位師資生（46%）指出觀摩過案例教

非常重要的，可利用時事探討原因以

學影片後，了解小朋友的思考模式，在現場時

及 到戶外 進 行 實 驗求 證（I-P-PT11,

可仿效輔導教師的方式，搭建協助小朋友思

20110407）。」

考鷹架；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看了案例教學影片，比較清楚小朋友
的思考模式，小朋友無法解決問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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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實務經驗類」專業發展活動中，案例教

在教學活動時可使用到的班級經營技巧；舉
證師資生的說明：

學影片的幫助
（1）設計教案階段

「當我在教學時，會回想案例教學影

有 10 位師資生（77%）認為可以將案例教

片，資 深 輔導教師整 個教學活動的

學影片的 POE 模式套用於其中，協助他們預

流程，讓我 在教學時比 較有整體運

想學生可能的回應，更清楚教學活動的預測 -

作的方向（PF-SP-PT6 , 20100618）。

觀察 - 解釋等流程；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觀摩案例教學影片，可以預先知道教
學時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小朋友可

片中，輔導教師怎麼在整個教學活動

能的反 應，在教學當下遇 到類似問

中， 運 用 POE 教 學 法（I-PP-PT12 ,

題時，比較不會感到錯愕（I-SP-PT6 ,

20110407）。在 設 計 教 案 時，會 以

20110407）。案例教學影片出現的班

案例教學 影片中小朋友的可能回應

級經營技巧，是以前從未想過的，自己

做 為 參 考，來 進 行 設 計（I-PP-PT6 ,

在進行 教學時也有派上用場（I-SP-

20110407）。在設計教案時，會回想案

PT13,20110407）。」

d

「在設計教案時會回想案例教學影

例教學影片中，資深輔導教師執行的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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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討論

預測 - 觀察 - 解釋等流程，做為設計

探究，是學習科學以及瞭解自然現象的

參考之用（PF-PP-PT7, 20100611）。」

方式，是學習者主動尋找問題、解 決問題、
建構自己概念體系的過程（王美芬、熊召弟，

有 7 位師資生（54%）認為觀摩案例教學

2006）。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策略，可針對

影片後，在設計教案時，會將輔導老師所使用

探究的問題，引導學童做一系列可能原因的

的小活動運用到教案中，輔導老師的教具也

思考，並運用魚骨圖提出因果關係的分析（Lu,

提供了不少想法；舉證師資生的說明：

2013）。本研究發現師資生對於 5Why 鷹架式

提問教學法的理論課程給予高度肯定，認為

「設計 教案的時候，會用到在教學

教師藉由 5Why 鷹架式提問，可以幫助學生

影片裡面看到的小活動來 輔助教學

從問題外圍漸漸深入核心問題，是一個相當

（I-PP-PT6 , 20110407）。在設計教案

適用於自然科教學的教學法。案例教學影片

時，總是想到我要用什麼教具，而案

顯示自然輔導教師的教學示範，能了解理論

例教學影片中老師使用的教具，可以

如何應用在教學上，可有效幫助師資生對於

提供給我改變成自己可以使用的教具

教學實際現場的理解，以及預設各種突發狀

（I-PP-PT1, 20110407）。」

況與應變 措施（盧秀琴、廖秀娟，2010）。本

（2）教學活動階段

研究的師資生認為上完理論課程時，他們只

有 10 位師資生（77%）認為案例教學影片

知道 5Why 為一種不斷問問題的教學法，對

提供 POE 教學法運作的方向，幫助自己在教

於魚骨圖的使用不甚了解；但觀賞過案例教

學活動前就了解國小現場的狀況，得到許多

學影片，不僅學會搭鷹架的技巧及時機，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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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繪製魚骨圖的步驟，及魚骨圖在教學上的

由授課教授、輔導教師、同儕的持續修正，使

應用。同時，藉由案例教學影片能推測出學生

他們更了解探究式教學法背後的意涵，知道

在現場可能的反應，進而得以設計出符合學

如何應用 5Why 鷹架式教學法幫助學生看清

生經驗的教學設計，也能模仿資深輔導教師

楚問題的真相，了解繪製魚骨圖的步驟及魚骨

所使用的班級經營技巧在自己的教學活動中

圖在教學上的應用。也習得輔導教師的教學

使用。洪志成（2000）認為案例教學法是以學

技能，如何將 POE 三個步驟融入教學中，教導

生為主體，教師的工作是協助學習者建構跨

學生確實做實驗，並從實驗結果提出有意義

學科領域的知識，強化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

的解釋和建構科學概念。經過兩種探究式教

的行為及動機。本研究發現師資生上完 POE

學法的教學活動後，師資生普遍認為自己的

教學法理論課程時，他們只知道 POE 為三步

提問技巧有待加強，且在教學後皆能找出自己

驟的教學，但觀摩過案例教學影片後，更瞭解

的缺失，尋求改進之道。

如何將 POE 教學法套入教學活動中，也學習

二、建議

學設計中；使用 POE 教學法進行微型教學及

（一）案例教學影片可以真實呈現較完整的課

d

將資深輔導教師設計的小活動加入自己的教

國小試教後，師資生更清楚 POE 教學法背後

程錄影

師資生在觀摩過案例教學影片後，認為

認為需不斷練習自己的提問能力及引導能力，

案例教學內容不夠完整，只取其精華片段，師

並注重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關係。

資生認為可以將較完整的課程錄影真實呈現，

j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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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意涵，進一步思考自己教學不足之處，

不僅可以看到資深輔導教師教學的全貌，亦

伍、結論與建議

可了解更多在實際現場國小學童的反應。
（二）師資生應實際觀摩輔導老師教學，學習

一、結論

班級經營技巧

在「學科知識類」專業發展方面，全部的

師資生在設計教案時，普遍反應較難預

師資生都認為看完案例教學影片後，更了解

測國小學童實際在現場的反應及狀況，進到

探究式教學法的意涵，利用 5Why 鷹架式提

現場時，也表示在班級經營較難以著力。建

問教學法進行教學，藉由教師由淺入深的提

議師資生除了觀摩資深輔導教師的案例教學

問，可幫助學童由問題的外圍漸進到核心。對

影片外，平時亦可到現場實際觀摩輔導老師

於 POE 教學法，師資生皆認為對於學生在教

的教學，不僅可以學到教師的班級經營技巧，

學現場的反應較難預測，案例教學影片教導

亦可多了解國小學童。

他們要融入生活事件引起學生動機，再進行

（三）師資生隨時使用 5Why 鷹架式提問教

預測 - 觀察 - 解釋階段，能讓學童自我建構

學能練習高層次的提問

屬於自己的知識。

師資生經過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的訓

在「實務經驗類」專業發展方面，師資生

練後，在提問方面的專業成長獲得提升，而

根據理論課程階段所習得的探究式教學法來

能在國小試教時有效的使用，刺激學生高層

設計教案，經過微型教學及國小實地試教，藉

次的思考。本研究發現 5Why 鷹架式提問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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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國小自然科的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

教基金會（編），九年一貫課程：從理論、

學等主題，建議師資生除了在自然科教學時，

政策到執行（頁 187 － 212）。高雄市：

應避免單純使用講述法，可訓練自己多使用

復文書局。

5Why 鷹架式提問教學，不僅讓學生能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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