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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社會變遷，人們必須不斷的學習充實自我知能，以適應現

代社會的快速發展。而教師職業是一種專業性工作，更需要透過持續性專業學習

與探究持續發展，不斷提升其專業表現與水準（饒見維，2003）。吳清山（2011）

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應該是目標導向、具持續性以及和教師日常工作情境相連結，

才有助提升教師專業發展效果，而 Guskey（2003）認為改進學生的學習成果是

教師專業發展的最終目標。教師專業發展是增加教師終生學習能力的過程，以促

進所有學生達到高標準的學業成就以及成為負責任的公民（Kariuki, C., 2009）。

由此可知，教師透過專業發展提升自我能力，回到課堂實踐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已

是現在教師專業發展之重要目標。因此，教師持續的進修學習，教導學生適應現

代生活並提高其學習成效，是現代重要的議題。 

    然一體適用的傳統講述式教師培訓方法，已無法滿足教師多元化的專業成長

需求，今日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走向多元性、系統性、合作性，教師可運用教師

專業社群、同儕視導/公開授課、教師教學檔案等諸多方式進行專業的發展。公

開授課是近幾年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之一，所謂的公開授課是授課者在共同備課

之後，打開教室的門進行說課、觀課以及專業回饋的歷程（吳麗君，2018）。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5）曾指出公開授課是一種在同儕鷹架下教師共學的成長機

制，重點在於理解學生，進而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是教師專業發展的一種方式，

因此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教育部，2014），自 108 學年度起，

小學、國中到高中的校長及教師，每年至少必須公開授課一次，以精進教學方法

和品質。 

綜上所述，可知教師身處於瞬息萬變的現代，教師專業發展已是不可迴避的

趨勢，而公開授課是最近幾年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之一。因此本文將先討論教師

專業發展之意涵，並說明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再就公開授課促進反思，進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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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師專業發展之觀點進行探討，最後就公開授課在教育現場的實施提出看法與

建議。 

二、教師專業發展之意涵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 

    專業(profession)一詞的意義，代表的是從事特定行業，且受過高度專門知能

的訓練，例如我們所熟知的：醫生、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何福田與羅

瑞玉（1996）則將專業的意義與特性定義為以下七個指標：專業知能、專業訓練、

專業組織、專業倫理、專業自主、專業服務、專業成長。 

    而教師的教學工作進入職場前即透過相關師資培育機構的訓練，充實自己任

教科目的專業知識或技能，而且此種知識技能並非一般大眾所擁有的，對於教育

專業人員而言，專業知能指的是與「教育」有關的知識或能力。進入教學現場後

則展現出專業倫理服務態度，是教師對於教育工作全心的投入，在教學工作中表

現出熱誠、敬業、認真等積極態度，並對學生產生高度的關懷與同理心。在教學

現場教師也追求專業的自主與成長，自主是指教師能依其專業知能作決定，不受

外力之干預，如能自由決定教學目標、選擇教科書、選擇適合教學方法等。並能

自主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經由參加各種學習活動及反省思考過程，進而提高其教

育品質。專業組織如教師會、教師工會等，組織通常訂有參與成員的入會標準與

公約，希望透過和平理性的運作方式，提升成員之專業形象、社會地位並影響教

育政策等。換言之，教師的工作是專業，因此必須持續不間斷進行專業發展的學

習。 

    早期認為教師必須專業發展是源自於教師專業能力的缺乏，因此必須透過進

修以彌補不足的專業知能。近年則強調教師的終身教育，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是個

人生涯的持續性成長（蔡宗河，2005）。教師不僅須具有終身學習理念，不斷繼

續進修，力行實踐終身學習活動，以幫助學生終身學習。可見，教師除了必須是

具有終身學習能力的專業人員外，同時也必須是具備推動終身教育能力的專業人

員。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對教師專業發展所提出的定義，教師專業發展乃是教師在

個人教學生涯中，在個人專業能力上積極不斷的追求提升，以求增進其教育專業

知識和教育專業技能，目的在於促進教師的個人成長及自我實現，同時也能達成

學校的發展目標、提升教育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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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 

    隨著時代背景的轉變，教師角色與過去傳統的教師角色大不相同。從九年一

貫課程改革到現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出現，社會大眾對

教師的期待不同，教師的角色也必須跟著做出調整。在教育改革的推波助瀾之

下，立意是讓教師的專業化從知識面回歸到教師實踐的層面上並走進教師的生活

世界，因此鼓勵中小學教師從「官定課程的執行者」轉換為「課程設計者」、從

「被動的學習者」轉換成「主動的研究者」、從「教師進修研習」轉換成「教師

專業發展」（饒見維，1999）。 

    由上述可知，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改革也不斷的在調整，而教育改革成敗

的關鍵則掌握在教師手中。教學是一個複雜而非一成不變的工作，教師無法單憑

過去師培階段所學的專業知能應付職業生涯到退休，一個教育工作者從成為教師

的那一天，就必須有成為「一輩子的學習者」的心理準備。面對不同時代背景的

學生以及每個學生的個別差異，唯有不斷地學習提升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能，教師

提升自己後，才能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三）教師專業發展與反思的關聯 

    教育部（2016）在「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中提出 10 大教師專業標

準，包含教育專業、學科教學、教學設計、教學實施、學習評量、班級經營、學

生輔導、專業成長、專業責任及協作領導等面向。其中，專業成長內容提出三個

重點： 

1. 反思專業實踐，嘗試探索並解決問題。 

2. 參與教學研究/進修研習，持續精進教學，以促進學生學習。 

3. 參加專業學習社群、專業發展組織，促進專業成長。 

    由上述內容可知，反思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內涵。參與教學研究進修研習

以及專業學習社群則是實踐的方式。在許多的文獻中也都提及「反思」對於教師

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善於反思的人會認真考慮重要事項，並樂於接受他人的聲

音、意見和建議。 

    在教學中，為何教師需要反思性思考？如 Dewey（1933）指出教學不是例行

公事，而是每個步驟教學都是反思性的行動，因此教師必須具有思想開放、有責

任感和全心全意三種態度。所謂的思想開放是教師願意傾聽多元的想法，並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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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問自己：「自己在教學做的事情是什麼？為什麼做？」；而一個有責任感的教

師在進行教學時會有以下的考量：「我的教學對於學生的人生有什麼意義？」「我

的教學能夠帶給學生哪些知識的拓展？」「我的教學能否促進學生對於社會的貢

獻？」；全心全意的教師會定期檢查自己的假設、信念以及其行為的結果，並以

能夠學習新知識的態度來對待所有情況。 

    然 Dewey 的反思教學曾被批評為過於理想化，因為在教室中的教學是快節

奏且不可預測的環境，教師每天必須做出數百個決定，加上制度上的限制增加了

教師工作的複雜性，例如時間緊湊、師生比例高以及課程的壓力等，教師面對繁

瑣又充滿變化的教學現場，是否有時間進行反思，是被質疑的。然如 Zeichner& 

Liston（1996）說明的 Dewey 雖強調教學是反思性行動，並非要教師每件事都進

行反思。而是強調「經驗」的重要，教師要如何取捨每個教學步驟是要直接反應，

或經過反思的確認，兩者之間必須是平衡的。 

    Dewey 的反思理論概念後，Schon（1984）提出反思性實踐，認為知識存在

於行動中，因此提出「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與「對行動反思」

（reflection-on-action）。Schon 認為當教師試圖解決現場問題，在教學過程中會

嘗試調整說明以回應學生的看法，教學過程中發生反思，即為在行動中進行反

思。另一種為「對行動反思」，是教師在教學前（行動前）縝密的思考設計課程

與教學活動預想發生事情的行前思，以及在課堂完成之後，對教學成果，學生學

習成效進行檢討的行後思。 

        從以上可知，反思的過程是嚴格且有系統的，與其他結構較淺的思考有所不

同。而教師透過反思，可以嚴謹地對於教學與級務處理等進行不斷地修正及調

整，進而促進其教師專業之發展。 

（四）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 

    教育部（2019）為引導我國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以及回應社會對培育

終身學習教師的期待，以教師圖像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藍圖。其中包含三向度九

內涵，強調教師應以終身學習為核心，具備「教育愛」，持續成長的「專業力」，

以及擁有面對新時代挑戰的「未來力」；並在「教育愛」、「專業力」、「未來

力」三個向度下，持續精進熱忱與關懷、倫理與責任、多元與尊重、專業與實踐、

溝通與合作、探究與批判思考、創新與挑戰、文化與美感、跨域與國際視野等九

項核心內涵，促進專業成長，提升專業知能，展開積極的專業行動，幫助學生有

效學習，培養學生具備未來社會所需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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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tthorn 提出合作專業成長模式，認為教師可以經由專業對話（professional 

dialogue）、課程發展（curriculum development）、同儕視導（peer supervision）、

行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四種方式來促進彼此教學專業之成長（引自周崇儒，

2000）。此四種方式中，第一種專業對話主要是以教師的認知為中心，其目的在

於讓教師能對實務反省。在過程中，教師先對專家和實證的研究作瞭解，然後透

過開放、傾聽、最後討論此一知識結果對教學上的啟示，經過這一連串的過程，

參與者能把研究結果與經驗相結合，進而導致態度的轉變。第二種課程發展，指

的是教師之間共同合作，把課程轉化成一套可行的教學計畫，並調整教材內容，

使其能適合各種特殊的學生，最後教師再為所有的學生發展可選擇的補充教材單

元，這種合作的方式可以增加凝聚力並分享教學的經驗。第三種同儕視導，是讓

教師組成小組或團體，以臨床視導的一些方式來幫助教師彼此達成專業的成長，

這種方式以同事諮詢（colleague consultation）最有系統。Warren & Goldsberry 

（1982）也指出，同事諮詢是傳統教學視導的另一種補充形式，它是將小組建立

的原則與直接的觀察及諮詢結合起來，藉由同儕臨床視導方式來改善教師的教師

工作表現。公開授課即是運用同儕視導的精神，所延伸出的一種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的方式。第四種行動研究，則是由小組教師共同合作，確認重要的問題，發展

出解決問題的途徑。 

    而 Robb（2000）則提出教師專業學習可透過學習小組（study group）、同

儕 教 學 輔 導 方 案 （ peer-mentoring program ） 、 教 師 組 織 的 學 習 小 組

（teacher-organized study group）、同儕指導或由校外顧問指導（peer coaching or 

coaching by an outside consultant）、研究所或繼續教育班（a graduate or 

continuing-education class）以及後續網絡（follow-up network）和同儕評鑑（peer 

evaluation）等方式進行。 

    其中學習小組的成員可自行決定學習主題、專業閱讀材料和討論議程，並邀

請有經驗教師或校外顧問擔任召集人，行政人員也應參與。同儕教學輔導方案主

要則是針對新任教師和新進教師。教師組織的學習小組則屬於自願性質，大多利

用上課前或放學後聚會。同儕指導或由校外顧問指導則由教師自行邀請指導人

員。而研究所或繼續教育班提供相關課程給有需求的教師。後續網絡則是將新進

教師與熟悉學校文化的教師兩兩配對，目標是幫助其適應學校文化。同儕評鑑則

設定接受評鑑的教師一整年要達成的目標，由同儕評鑑者提供支持與引導。 

    由以上研究文獻得知，不同學者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以及模式多少有所

不同。但其也有一些共同特色，教師專業發展應該是目標導向、具持續性、以及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接下來，我們將以公開授課為例，探討公開授課促進反

思以及其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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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開授課之意涵 

（一）公開授課的定義 

    「公開」指的是當眾開放，使人人可見、「授課」指的是講授課業（教育部，

2000），「公開授課」，從字面上涵義看來，能理解為開放地講授課業。黃昭勳

（2019）指出「公開授課」係指授課者於共同備課後，打開教室的門進行觀課、

議課。一般公開授課流程為備課、觀課、議課三個環節，其中備課包含授課者本

身的備課以及和同儕教師共同備課；觀課主要在於觀課者在教室中觀察教師如何

教、學生如何學；議課則是在公開授課後授課者與觀課者根據所觀察之實際情況

進行討論與回饋。公開授課的整個過程是希望在友善的環境下進行，讓授課者與

觀課者都能互相交流，透過善意的眼光，看見教學的不同面向，進而提升課程與

教學的視野（教育部，2017）。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指出公開授課的目

的主要是讓教師們在同儕鷹架上共學成長，重點在於關注學生學習，經由備課、

觀課、議課的循環，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公開授課的實施 

    依據「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須實施公

開授課者包含校長、授課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以及聘期為三個月以

上之代課、代理教師，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每次以一節為原則，得視課程

需要增加節數。公開授課前需共同備課，可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合

併辦理，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辦理。 

    陳嫦娟（2019）提到授課前的共同備課目的在於讓觀課者理解，這堂課的教

學目標、觀課重點、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等，畢竟公開授課只是教學過程中的一小

段落，如果沒有參與說課的過程就進行觀課，觀課者常常不知觀課重點或是授課

者教學設計的目的等重要內涵。此外也讓參與的教師透過共備過程，有機會提出

修正的機會，對於公開授課的進行，有著正面的效果。 

    教學觀察時，授課教師得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供觀課教師參考；

學校得提供觀課教師紀錄表件，以利專業回饋之進行。專業回饋得由授課教師及

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

行研討。公開授課主要是由任教相同領域的教師一起進行觀議課，同領域教師除

了可以共同備課之外，也可以確認觀課時的觀察重點。透過授課者的教學實踐，

觀課者針對授課者的教學內容進行回饋，因而增進彼此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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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課者在授課過程中，除了看教師如何教、班級經營的氣氛、課堂間互動以

外，授課教師也能專注聚焦於學生學習，確認學生是否習得課堂知識，抑或對學

生的正向行為、合作學習狀態、軼事紀錄等做詳細且有系統組織的紀錄。在課後

討論時教師進行專業對話，提出相關建議，也能了解是否出現教學盲點，或授課

過程中未能留意之處。透過觀察學生的表現，教師更能反思課程設計教學脈絡是

否恰當，而之後又有哪些需要加強或留意的地方，教師多了精進教學能力的機

會，授課者與觀課者也皆能藉由課程、討論及反思互相回饋，獲得成長，進而獲

得對未來教學的啟發。 

透過公開授課的模式，除了將教學歷程完整呈現，同時也記錄了學生的學習

成果，教師發展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學與流程，在課堂當中實踐，並在課後進行檢

討與反思，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培養專業能力，並且不論對於新手教師或有經驗

之教師，因為有了同儕之間的溝通對話，彼此都能有專業的交流與能力提升，亦

能促進學生學習效能，可謂一舉數得。 

另外，公開授課得結合學校定期教學觀摩、教師專業研習、課程與教學創新

或教育實驗與計畫等辦理之。透過這樣的彈性實施期許能夠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之教

學文化」。 

（三）公開授課促進反思，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可成立教師社群及進行公開授課，強化

學校內部的教師專業發展機制以提供教師專業回饋支持，讓教師能在教師社群或

者準備公開授課中進行課程研發及教學實踐方式，藉由共備觀議課提供教師充分

的對話與反思的機會，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吳俊憲，2017）。共備觀議課是落實

教學工作、提升教學成效之必要作為，為了在課程中能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希望學生具備的核心素養，在教學現場，教師們應具備課程轉化的能

力，幫助學生具備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認知、技能、態

度（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王金國（2014）認為，公開授課之目的是促進教師間專業的交流與成長，透

過教師的成長，提高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董書攸（2018）指出共同備課、

觀課、議課是教師同儕間教學專業的對話，讓專業對話更聚焦也更有效果。劉世

雄 （2017）提出，公開授課之目的在於發展教師學科教材知識、培養教學專業

能力，以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劉世雄（2018）指出基於社會建構理論的公開授

課，教師們相互刺激思考，發揮集體智慧，可提升教師教學實務知識，對專業成

長有很大成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教學應該被視為是專業。」教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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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的方式繁多，而公開授課是一個直接的方式，不僅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

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還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陳嫦娟，2019）。      

四、結語   

  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須不斷改革，而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則掌握在教師手

中，因此，教師應不斷地學習進行反思，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回應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的基本理念：自發、互動、共好，期許能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其不只是期盼學生們要成為終身學習者，也同時希望教師一齊教學相長，並經由

公開授課等方式，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實現終身學習。 

與以往教學觀摩不同的是，公開授課不再是新進教師必經的過程或是被請託

的任務，而是每一位教師每一年都要進行公開授課，每一位教師都要打開自己的

教室，呈現最真實的上課情境，在課堂中展現最真實的師生互動，並且經由備課、

觀課、議課，課前充分準備，並在行動中、行動後進行反思，讓授課者、觀課者

與學生三者共同在公開授課中成長。 

  而面對這樣的挑戰，筆者認為身為教師應該將公開授課的概念落實於平常的

教學，備課原本就是每位教師上課前會做的準備，除了課程精心設計，思考教師

如何教、學生如何學以外，將自己所設計的課程記錄下來，並且可與同儕教師共

同討論，將課程設計、內容安排得更清楚，甚至也可以透過共同備課的方式進行，

在同儕交流之間除了更了解彼此的教學脈絡，也能獲取教學方面的建議。上述這

些如能在平常的教學當中落實，自然而然能夠在公開授課中呈現最真實的樣貌。 

   筆者相信公開授課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有重要幫助，然如果教師對公開課只

是形式上敷衍了事，缺乏對其實施的積極正向態度，如此所產生的結果對教師專

業發展勢必只會事倍功半。因此筆者建議，在公開授課中，教師如能保持開放的

心胸與態度，並在授課過程中真實的呈現平時的教學樣貌，將公開授課──備

課、觀課、議課的方式落實於自己平日的教學當中，藉由同儕討論、紀錄與反思，

筆者相信教師們透過公開授課一定可以增進教師彼此的教學知識與能力，共學共

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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