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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育領域新進學者採創新教學實踐研究之 

困境與挑戰 

陳信宏 

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近年在台灣高等教育界興起一股創新教學與相關實踐研究的風潮，主因在於

台灣社會面臨人口結構上的改變（如：少子化）與企業內數位科技的導入（如：

智慧製造下對人力需求的衝擊），而近期亦由於新冠肺炎的蔓延，因而促使更多

老師開啟了線上課程的投入。創新教學在定義上，意指教師能以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與學習成效為主要目的，根據授課學生的反應與回饋，適時地調整與導入更多

元創新的教材，得以使教學達成目的，因此若能在教師開啟職涯的初始階段即鼓

勵並培養具相關教學理念，或可成為高教教學現場的一股翻轉力量。然而本文從

作者本身的經驗，論述對於非教育領域的新進學者而言，可能面臨了如升等的壓

力、升等路徑選擇、以及創新教學需額外龐大資源與支援的投入等議題，因而在

教育部與各校開始推動各種創新教學與教學實踐研究方案之際，或許更應多方考

量此等因素，或能吸引並培植更完整創新教學的風氣，並透過教學來實踐研究成

果，提升教學現場的成效。 

關鍵詞：非教育領域新進學者、創新教學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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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教學實踐研究的現況與需求 

近期在新冠肺炎（COVID-19）的肆虐下，不僅改變了全球經濟的運作模式，

也迫使教育現場急速劇烈地改變，事實上，近年來由於網路原生世代成為主要受

教者，不僅學生的成長環境及科技接觸的經驗，與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

已有極大差異之外，尤其是在閱讀與學習的習慣，已非目前仍屬多數之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老師所能理解。當 2001年 Prensky提出數位原住民的概念

時即指出，當代學生除了不習慣閱讀傳統紙本書籍、且花費更多時間在數位產品

之外，也更習於影音圖像的資訊呈現。文獻指出，數位原住民偏好即時性的體驗

學習，擅長多工處理，除了更目標導向外，也偏好在豐富圖像環境中學習，且不

喜歡照本宣科與閱讀大量文字，對事物的注意力亦大幅下降（McNeely, 2005; 

Oblinger & Oblinger, 2005; Rainie, 2006）。 

然而，雖然現今的學生已經從數位原住民更進階到網路原生代，但目前教育

體制的規劃與設計，卻進展緩慢且零星的轉變，但如 Prensky（2001）所提到，

生活的不同體驗將形成不同的腦部結構，因此若教學方法未能與時俱進地貼合現

今學生的屬性與需求，對於學生的學習效果將大打折扣。此現象雖有越來越多教

育專家或教師關注，並嘗試開始進行某些教學現場的翻轉，例如由美國時任洛磯

山林地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教師史密斯（Aaron Smith）與柏

格曼（Jonathan Bergmann）發起的「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 Smith & 

Bergmann, 2013）、以實際問題設計來促使學生自行動手解決的「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Barrows & Tamblyn, 1980）、或者透過實際案例在課堂

中帶領學生透過不斷問與答程序來學習之「個案教學法」（case method, 司徒達

賢，2015），皆是開始從「教師為教學中心」、轉變為「學生中心」的實際範例，

也是現今較常談論的教學創新模式，但對於教師而言，更需要的往往是想法與做

法上的翻轉，因為當創新教學等翻轉教學法為要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時，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上的構思與規劃，往往需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 

然而，對大學教師而言，「教學」並非其唯一需重視的任務（陳信宏、洪兆

祥，in press），其較為特殊的「培養/訓練過程」與「評鑑/升等制度」，或許使其

較難以完全專注於教學上。由於現今主流大學教師在養成過程中，對於「研究能

力」的強調，加上過去幾十年來教育體制上欲打造具國際聲望的大學，因此在評

價教師能力與升等的辦法上，過於傾向研究角色的強調，因此也意味著對於大學

教師慣常須扮演其他如「教學」與「服務」角色的忽略（陳信宏、洪兆祥，in press），

因此近年開始有不同觀點的討論聲浪。 

近年來，或許是台灣社會開始出現結構性的改變（如：少子化）、科技進展



《評論》頁 71-78 

非教育領域新進學者採創新教學實踐研究之困境與挑戰 
 

73 

使產業人才需求遽變（如：人工智慧將取代大量技術性工作）、或者由國外大學

發起，認為大學應留意與擔負的社會責任（Buffel, Skyrme, & Phillipson, 2017），

以及學術界亦開始對教師評鑑制度上的反思（陳信宏、洪兆祥，in press；Aguinis, 

Shapiro, Antonacopoulou, & Cummings, 2014），除了可更多元評價教師表現外，

亦期待更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因此教育部開始針對學校端推動「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針對教師端推出「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等，而各學校亦開始針對校內教師推行如「創新教學計畫」或「教學改善計

畫」，因而越來越多教師投入創新教學與相關教學實踐研究之列，試圖用更創新

的教學法、與系統化資料收集分析方式，將教學與研究更緊密連結，亦改善教學

現場的成果。 

二、非教育領域新進學者於創新教學實踐研究的現況與困境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所指為教師透過多元且創新的教學方

式，在教學過程中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且會因學生狀況而動態調整教學方

法（吳清山，2002；張世忠，2002），因此當中的創新，包含了教學工具、教學

方法、或是教學觀念等（林生傳，1998），因而史美奐（2004）將創新教學的層

次，從最基本「改善」現有教材、「超越」教師自我框架以提升學生思考層級、

到根本性的「創新研發」授課內容與模式，以提升學習動機與刺激思考的方法來

引導學生。 

而承上所述，近年教育部由上而下的推動之下，亦採行「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制度計畫」，希望從評鑑方式開始，引導教師能夠且願意將更多心力投注於教學

相關議題裡，且可從中能有相關研究產出，因此在高等教育教師的升等有更多元

職涯發展路徑的選擇機會。然而，對於非教育領域新進學者而言，所面臨的困境

與挑戰，或許可由作者目前經歷來加以示例。作者雖為商管領域新進學者，但由

於過去三年內曾經執行過一項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育部兩期「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以及四項校內創新教學與改善方案，因此或許可提供某些實際

經驗與觀察，以供後續學術界在思索相關政策時的參考依據。 

首先，教學對於新進學者而言，往往需大量時間的學習與經驗累積，但在創

新教學的意涵裡，教師必須在教學現場發掘到待解議題，接續採取相關創新解決

方案後，滾動式地修正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也因此更意味著創新教學對新進教

師而言，需花費更多時間與心力在備課與執行上，因而更排擠其他角色上的投

入，例如升等時更著重的研究產出，即使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欲鼓勵教師在教學現

場產出研究成果，但對非教育領域的學者而言，仍有相當高的進入門檻。由於教

學實踐研究的議題，必須針對教學現場問題之改進與改善，此為教育領域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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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相對成熟與既定的寫作典範與文獻基礎，即使計劃本身並未針對理論基礎

有嚴格標準，但若欲將教學現場的研究發表於相對應教育相關的學術期刊上，對

非教育領域的學者來說，難免成為望之興嘆的障礙。因此以作者本身的觀察，雖

經常性地與其他同儕分享寫作要項與技巧，但多數皆因文獻與理論的門檻而望而

卻步。 

再者，新進學者也往往有職涯規劃上的挑戰。作者服務的學校雖有引入多元

升等方案，但作者曾就此就教於校內幾位成功升等教師的意見，包含主責教師評

鑑的教務長，但所得到的答案，可分為四個層次來探討：第一、視校方對非傳統

學術研究升等的支持程度；第二，即使校方鼓勵教學研究升等，但各院系仍有相

當自主權，因而院系方亦能配合支持；第三，即使校內各級單位開放且鼓勵，但

往往仍有外審委員是否認同的因素，而此亦為相關主責單位較難完全鼓吹的主

因，當然一方面是因目前成功案例尚不普遍，因而在尋找適當的外審名單時有其

困難；但最後，對新進學者而言，亦因當前教學研究的職涯路徑不明確，缺乏具

體與足夠的角色模範提供清晰的發展歷程參考，因此所面臨的更大壓力，在於需

同時預備傳統學術專業上的發表、以及教學實踐研究相關議題的關注與產出，以

免在偏廢的情況下而兩邊盡失，因此，這也成為作者自己在決定升等路徑選擇上

的障礙。以陳信宏與洪兆祥（in press）舉逢甲大學為例，從該校於 103學年度開

始執行多元升等方案來看，四學年間僅有 8件申請教學研究升等案（6件通過），

僅佔全部升等案件申請（全部 156 件申請案）5%，且至 108 學年度為止，還未

有非教育相關科系（如：商學院或資電工程學院）有成功升等案例。 

最後，創新教學與教學實踐研究上，除時間資源投入外，其餘資源能否支援，

可能是這條路上能否長久的關鍵因素，當中包含除了財務上的資源，亦須相關設

備與教室環境上的搭配。以近期多數教師面臨的線上教學為例，由於過去作者曾

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中，曾為了翻轉教室（Smith & Bergmann, 2013），

將課堂中創造出更多開放與討論的互動環境，因而將當中的學分學程進行線上教

材的錄製，使學生在家學習、到校討論與操作，然而，根據作者統計，欲完成

30 分鐘線上課程，需在整體流程裡分為前置作業、錄製、以及善後三方面。平

均來說，前置作業需半小時（但若未租借到校內專業攝影棚，需拉長至 1小時）、

並花費約 1小時錄製（在教師已經提供逐字稿、熟悉講稿內容，且錄製過程順利

情況下），而最後善後需 1小時（如不是在攝影棚錄製，需要 30分鐘，包含素材

和場記的整理），而以上須兩位受過訓練的人員（例如工讀生）加以進行。在後

製部分，則分為搭配教師畫面所特殊製作的簡報檔案、以及後製整體影片包含字

幕的時間，其中前者共需花費約 15小時完成、但後者則需耗費 40個小時，因此

粗估 30 分鐘的課程，需花費約 61 小時完成線上教材，以目前大學工讀生時薪

158元估算，將需投入 9,638元成本，而此部分尚未包含上述工讀生的訓練成本

與教師預備教材的時間成本。 



《評論》頁 71-78 

非教育領域新進學者採創新教學實踐研究之困境與挑戰 
 

75 

或者再以作者曾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支持下，採用較多元的企業實務元素到

課堂中，試圖解決商學教育學用落差與學生學習動機低落的問題，當中除了以「個

案教學法」貫穿課程，還加入四場「實務演講」、兩場「企業參訪」、以及一場結

合企業代表，提出企業內實際管理議題的期末「提案競賽」，因而企業代表除了

於學期中到課分享與出題外，更於學期末親自聆聽學生的分組提案、並給予實際

回饋，在這過程中，一方面這些創新實務元素皆蘊含大量財務成本之外，作者過

程中亦在計劃支持下須聘請一位課堂助教來專責協助，包含了課堂中協助觀察學

生狀況、與學生訪談、以收集課程資料外，時常也必須協助課程設計的進行或課

程紀錄，以成為後續作者調整課程或研究成果彙整的依據，因此綜合來看，創新

教學法所需投入的成本龐大，若沒有相關資源的協助，較難以推行。 

三、結論與建議 

對新進學者而言，教學經驗相對缺乏，因而執教生涯的初期，往往面臨需耗

費大量時間在摸索不同教材與摸索自我教學風格的困境，因此對所謂創新教學的

嘗試，或許雖有熱忱，但此卻也非可維持長久之計，因大學教師角色的多元性、

以及當今教師評鑑與升等之評價體制仍過於單一的情況下，往往也限制了新進學

者的長期養成。因而對大學內的教學主導單位而言，或許可思考籌組更多元的教

師共學教學社群，用此來進行不同教師間、新進學者與資深富經驗的教師間的交

流、互動、與傳承，醞釀更利於創新的組織氛圍環境，用以促使更多創新的可能

性（Amabile, 1988），以達到組織內知識分享的效能（方世杰、蔡馥陞、邱志芳，

2004）。另一方面，學校應給予創新教學的教師更多的支持，其包含資金與資源

上的挹注之外，校內應興起更豐沛的創新教學討論的氛圍，尤其能邀請各多校

內、外致力於創新教學、以及成功透過教學研究升等的教師進行分享，透過更清

晰明確的職涯路徑示範作用，長此以往，將更能長久的鼓勵更多教師投入於創新

教學之列。 

而對於新進教師而言，創新教學是種選擇，但選擇的依據，若要長期投入，

並不能僅靠熱情來支撐，尤其如文中談及對於新進教師而言，若非教育領域的學

者，往往面臨上述幾項最實質的挑戰，包含升等的壓力、升等路徑的選擇、以及

相關資源與支援的獲得等。但也由於創新教學是種教育的理念與價值觀，意即教

師是否願意隨時關注課堂中進行的氛圍與學生的反應，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

效為最終目的，滾動式地調整上課的方法與素材，因此或許更應將此想法分享到

新進教師的教學中，或許將成為未來新一波教育提升的關鍵，但仍須留意到，其

實最關鍵的要素在於，組織制度引導成員行為展現(Aguinis, 2013)，因而各層級

主責的主管機關與單位，能否制定更完整與成熟的教師評鑑方法，將更能引導教

師採取創新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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