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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期
翻轉學習專刊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0 日
（原刊名為教育簡訊，九十一年二月改版為學程通訊）

為推動學生輔導工作法制化，有效解決學生輔導

困境，建立友善校園環境，立法院在今(103-10-28)日，

三讀通過「學生輔導法」。本次推動係積極回應當今

校園的學生輔導需求，將各類法規中的學生輔導工作

相關規定，加以整合，使各級學校輔導專責單位、人員

資格、專業背景和經費編列等方面，有完整的法源依據，

並透過學生輔導三級機制之建置與人力增置，有效解

決教育現場各類問題。學生輔導法立法通過，對過往

教育部長期深耕之學生輔導工作，有了重大突破，為

我國學校輔導工作專業化發展帶來新契機：如學生輔

導三級體制、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每校設置輔導教師、增置專業輔導人員、強化輔

導網絡合作及提升教育人員輔導知能等，成為亞洲地

區學校輔導體制制定專法之首創，亦為我國學校輔導

工作開啟新紀元(摘自教育部即時新聞103.10.28)。

為確保我國師資培育品質，落實師資培育白皮書

標準本位師資培育政策，補強教師資格檢定筆試無法

檢核實務專業知能的限制，教育部目前委託大學擬定

10項優先發展的重要檢測項目，包括教學演示、國字

板書、教案設計、學習評量、教學多媒體設計與運用、

教具製作、故事說演、課程設計、學生行為問題處理、

學習問題分析與介入等檢測項目，並在徵詢相關專家

學者意見之後，針對上述檢測項目妥擬相關檢測辦

法，明述檢測進行的方式、人員資格、檢測情境與評

量標準等，開始進行試辦。檢測發展依以下4項原則

進行研發與執行，(1)符應各學習階段特性、(2)掌握

教學活動本質、(3)傳承師資培育既有優點，以及(4)

與國際脈動接軌 (摘自教育部即時新聞103.11.18)。

以學生的學習為中心，不只是口號，而將化為實際

作法!學生學習動機、興趣、成效與教師教學方法有

密切關聯，有鑑於此，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理念

愈受重視，為積極回應這股教學思潮，引發更多師資

培育工作者的關注及體現，教育部特別邀請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靜宜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分別於103年12

月6日、20日及104年1月17日分北、中、南三區辦理「翻

轉教室工作坊」，聚焦於理念與實務分享，提供經驗

分享平臺，激發教學創意與熱情，並引領師資培育之

大學思考如何在職前培育及在職進修課程中推廣翻

轉教室教學理念及方法，形成翻轉教室社群，促進教

師們教學相長(摘自教育部即時新聞103.12.06)。

立法院三讀通過「學生輔導法」

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教師暨師資生潛能適性檢測

改變課室風景 ~翻轉教室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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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今 (103-11-18)日於彰化師範大學師資

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

理測驗發展研究中心宋曜廷主任專案報告「教師暨

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應用計畫」研發成果。宋曜廷主

任表示，103年度接受教育部委託開發二種測驗，分

別為情境判斷測驗及工作價值觀測驗。第一項檢測

工具 -「教師情境判斷測驗 (teacher 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ing)」，今 (103)年度建立 80 題新

試題，並預計在年底前達到3000人的施測量。此教師

情境判斷測驗內涵以教師在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幾

個主要情境，分別有「班級經營」、「教學」、「親師溝通」、

「同事相處」及「輔導」五項主要工作情境。以情境判

斷測驗的優點主要有三：較有效預測未來工作表現、

減少對於少數群體的測驗不公平，以及使受測者了解

真實的工作情境(摘自教育部即時新聞103.11.18)。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學程學分費由學生自行至學雜費入口網下載繳費單，繳費期限為 11 月 20 日，

並以網路公告及製作紙本通知於課堂傳閱週知。

103 年 11 月 08 日 ( 六 ) 下午兩點邀請桃園縣壽山國小教師張瑜涵返校擔任教師甄試經驗分享講座。

103 學年度推行實地學習，已配合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帶領學生進入教學現場學習，進行的場次

有：10 月 3 日高雄市四維國小、10 月 30 日高雄師大附中、11 月 14 日高雄市四維國小、12 月 04 日瑞

祥國小，12 月 05 日四維國小、12 月 11 日四維國小。

本中心連續辦理「師生 MIX 社群」相關講座，11 月 25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2 時 00 分，辦理「三人行必

有我師」讓學生學習如何運用網路工具，以利未來學習。11 月 26 日 ( 星期三 ) 邀請新上國民小學王建

正老師來本中心擔任講座「翻轉學習之教學實例分享」，分享在國語和數學領域中，利用數位器材輔

助並落實在教學上，以幫助學生學習。

凃金堂老師 (11/20 和平校區 ) 及方金雅老師 (12/08 燕巢校區 ) 舉辦班級導生座談會。

目前正執行教務處「高師大新藍海II：師資生遴選機制多元精進與適性輔導計畫」，共規劃三場講座「教

師職涯講座—教程考試一把罩」，對象為大一學生及欲參加教程甄選者，第一場為和平校區 103 年 12

月 19 日 ( 五 ) 下午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第二場和平校區 103 年 12 月 26 日 ( 五 ) 上午活動中心三樓

演講廳，第三場為燕巢校區 103 年 12 月 26 日 ( 五 ) 下午致理大樓 108 演講廳，會中說明教程考試方

向及甄選方式，並教導同學製作生涯檔案。

    一開始的分組，老師採取異質分組，也就是所謂大聯盟選秀法，依照成績（戰鬥力）高低，進而挑選
出教練、助教及經理。每組約三～四人，且平均性別。經理選教練、教練選助教、剩餘助教選球隊，這樣
的分法在南投爽文國中王政忠主任的 MAPS 教學法裡也有提到，重點就是讓學生弱挑強，強帶弱，替學生
們找好鷹架，接著運用班級經營策略形成球隊意識促進合作學習。當然在進行這些教學策略之前，學生軟
硬體的操作教學，操作習慣，要先幫學生建立好，這樣才不會有人看影片有人無所謂。而依學生能力給予
適當程度的教材以及學習負荷才能「有教無累」！
    國語的教學，老師列出一些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比如上課以教師講授學生記筆記方式居多，學生被動
學習，且表達能力未被訓練，不會也害怕表達，加上學生之間閱讀理解能力差異大，學習興趣不夠，學習
時間也不夠，老師只能被進度追著跑。但是透過翻轉，透過所謂的學思達（自學、思考、表達），課前老
師製作電子課本、補充教材、提問單（預習單）等，配合學生自學，在課中老師以提問單引導學生討論、
報告、思辯完成課文文本的內容，進而在課後以心智繪圖、優秀造句彙整方式再來進行課後的測驗。
   事後，老師也提到了，老師要讓出講台並少說，孩子才有機會說，且安排問題時要考慮到孩子自學到
什麼能力，就要設計相對應的補充教材與問題。在課堂間，老師還要適切的提問引導學生思考，教導學生
討論、發表的技巧，當然時間的掌控、音量的大小、秩序的觀察和優秀的班級經營，都是翻轉成功與否的
關鍵。
    目前在網路上熱心的老師進行翻轉教學的不在少數，我相信每位老師都是抱著為了學生好的心態去改
變這個教學環境，如果你問我哪一位老師的方法好？我其實也無法回答你。在此，我分享一段王政忠老師
的話：「你無需跟隨誰，無需因為跟不上誰而沮喪甚或懷疑自己，只要你願意開始，甚或你早就讓學生成
為你課堂的主人，你就已經在翻轉。你無需命名你的翻轉，甚或無需臨淵履冰的按照每一個步驟，只要你
願意開始，甚或你早就讓課堂成為學生的舞台，你就已經在翻轉。每個人在自己的教室進行小翻轉，臺灣
的孩子，就會因此而翻轉。」
    在聽完了演講之後，我深深覺得我又學到很多，當然，翻轉不只是改變教室擺設、用用電腦數位科技，
翻轉之前任何教學都必須圍繞在學生的基本能力的學習上，任何活動都必須以學生的基本能力學習為核心
任務，還有，家長支持配合也很重要。我很謝謝師培中心可以邀請老師來介紹翻轉教學給我們知道，或許，
等我們踏上講台的那一刻，教學更靈活，學生更有動機，然後，我們的教育方式才有越來越好的一天。

分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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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職涯講座當天學生踴 張瑜涵返校分享教師甄試經驗103/12/19 場主講人 彭薏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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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翻轉學習」是目前國內外很受重視的學習型態，為了讓同學更深入了解翻轉學習的內涵，師培中心於
11/26 日邀請高雄市新上國小王建正老師進行「翻轉吧！教師」的演講，我們特別請參加該次演講的李慧質、羅
文強、沈益丞等三位同學來分享聽講後的心得，期待能協助大家對翻轉學習有更清楚的掌握。

師資培育中心 凃金堂老師

分享篇

在考進師培中心之前我曾經給自己一個期許，就是將來我當上老師以後別跟以前求學時那些上課的時候
會讓我昏昏欲睡的老師們一樣，讓學生也昏昏欲睡。

大學時期參加很多營隊活動，對象包含國小學生、國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學生，自己當過營隊學員也當
過營隊輔導員，參與設計執行跟所有活動流程之後，我發現，沒有人在營隊活動的時候跟坐在教室一樣頻頻
點頭想要去找周公，其實原因很明顯；坐在教室上課的時候只是坐著聽，而參加營隊時的活動跟討論則是可
以讓全身都動起來。覺得想睡覺？怎麼可能！

「如果營隊上課時那樣活潑的方式能夠進入學校教育，學生怎麼可能不喜歡學習」，這樣的想法不時在
我心裡翻騰，同時也在思考有沒有可能用比較動態的上課方式來趕上學校的進度，畢竟台灣的教育，沒有考
試的時候學生是不可能讀書的。直到我在 youtube 上面發現了「翻轉教室」這個名詞，也同時看完了那一場
長達三個小時的線上研習，從此，開啟了我對「翻轉」兩的字的各種想像。
什麼是「翻轉」？

翻轉，顧名思義就是與原本截然不同的形式；回想過去我們自己的學習方式不難發現是以講述教學法居
多：上課鐘聲響了乖乖回位置上坐好、趁老師還沒來之前跟同學聊聊天、老師來了安靜坐好準備拿出課本鉛
筆盒、老師開始上課「來同學翻開課本第 XX 頁…」，強忍著課程後半段二十分鐘想睡覺的心情，最後終於可
以恣意奔跑解放的十分鐘，然後進入下一個相同的循環。讀書時，常常聽人家說最好的學習方式是「課前預
習、課中認真聽講、課後複習」，讓我們再次回想自己的求學過程，回家玩都來不及了，有誰會真的打開老
師還沒有教的部分預習呢？
但我想說的是，這些老師在教學時容易遇到的窘境，在翻轉教育的教學策略之下找到了解決之道：學生無法
專注、學習成效不彰、無法做到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然而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小組合作與獨立思考表達
的能力。

上課了，學生已經按照分組坐好，拿出昨天回答完的講義內容，準備蓄勢待發的回答老師等一下要問的
問題，老師進教室以後先詢問昨天回家看的影片及講義的內容有沒有問題，若沒有問題就可以開始競爭搶答
「請問課文中的主角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若你是課文中的主角，你會怎麼處理當時的情況呢？為
什麼？」，老師的問題是開放而非填空，習慣了填空式教育的我們很習慣在建立好的大腦資料庫當中搜尋答
案，但開放式的問題卻可以訓練學生思考、組織的能力，這是以往的學校教學當中鮮少出現的教學方式，卻
是訓練學生適應未來生活非常重要的技能。網路和電子資訊的普及讓我們的學習已經不再是老師教，學生看；
翻轉教學的核心是可以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無論是自己上網觀看影片、搜尋資料、或是教師先做好講義讓
學生閱讀發問，未來生活的世界是一個不斷進步的世界，若學生不知道如何自學、自我精進，那很可能在未
來的世界停滯不前；但擁有自學能力的人就不用怕被人淘汰，因為他們擁有自我成長的能力與動力，無論還
需不需要老師上課時利用小組競爭的方法激勵他們，他們都能夠利用自己已經學會的能力，讓自己在未來的
世界站住腳。

觀看了多位老師的翻轉教學經驗分享，發現每個人的教學方法都有些微的不同，但其重點都是以「學生」
為學習的中心。教學方式及講義內容不同的原因在於，每一個教案內容都是老師依據自己學生的情況而發展
出來最適合的教案，所以雖然各有不同，但卻是每一位老師的心血結晶，不論是影片、講義、教案或是班級
經營的方法。翻轉教學的重點也在於讓學生樂於學習，不再因為上學只是坐在教室內聽講而感到乏味；分組、
討論、搶答、上台發表、辯論、出題競爭、心智圖等等教學方法在課堂內穿梭，藉由不斷改變學習的狀態讓
學生感受到不同的學習氣氛，甚至會覺得四十分鐘過得好快！

這就是翻轉的魔力吧！看見學生又燃起了對學習的熱情，看見學生對於了解知識的渴望，看見學生不讓
老師下課以及每一次上課前的殷切期盼。中山女中的張輝誠老師也說：如果你曾經翻轉過，那你就回不去了。
揮別以往那種讓學生像木頭一樣坐著聽講的方式，用不同於以往的教學策略，開啟學生主動學習的強力開關
一起翻轉吧！

一個翻轉，改變老師 改變學生

工教碩二 沈益丞

翻轉學習之得其三昧
臺研碩四 李慧質

近年來「翻轉學習」（flipped learning）的教學概念充斥著整個中小學的教育環境，「翻轉」指得
就是轉變「課堂的運作模式」。傳統的上課模式大多是「教師在課堂中教授課程內容，同學回家再做作業
或討論」，現在則翻轉成「學生先回家看教師預先做好的課程內容，而後再到課堂上做討論或做作業」。

「翻轉學習」實施重點主要由學生先自學線上教材，再於課堂上由教師解惑、引導討論與實作的模式，
翻轉了傳統──先由教師在課堂講授，再由學生回家做作業的形式。其實施的關鍵有二：
1. 上課前，教師將自錄的講授內容（或相關的現成素材）上傳或連結到學習平台，學生在平台上「自主
學習」這些內容並記錄學習上碰到的問題。
2. 上課時，教師回應學生自學時碰到的問題，並進行以討論為主的合作學習或個別指導。
在教學上，每人配置一台平板電腦，裡面除了教學內容，還可上傳學生的作品當作範例，激發學生的榮譽
心，也可將數學解題過程錄成影片，上傳給缺課或想複習的學生。觀看影片的優勢在於可以控制速度、重
複觀看，學生可自行調配學習進度，於是學習緩慢的人不會感到自卑，學習較快的人則可加快速度。
   王老師首先釐清大眾對翻轉課堂的認知，並非讓電子產品取代老師，也非以看影片取代教學，而是想
辦法讓課堂時間更有生產力，培養學生自主探索 (Inquiry) 的動機和能力。教師在課堂上扮演輔助者及
觀察者的角色，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檢視他們是如何運用知識去解決問題，需視情況給學生差異化
的協助。    
   「翻轉學習」要實施的好，須注意以下事項：
1. 教學設計和教材選擇，務必依照學生的能力，才不會導致教師教得很累，學生負荷不來的情況。
2. 在學校教導學生如何操作平板，如此才能馬上得知學生操作上的問題，最後建立操作習慣。
3. 班級經營：採取異質分組，合作學習模式，營造出「討論和發表」的文化，座椅安排亦有講究。

其實，許多教師對於實施「翻轉學習」最擔心耽誤教學進度，讓家長質疑教是否增加學生學業負擔！
王建正老師表示，實施「翻轉學習」的初始，第一次段考前的確在趕進度，但之後抓到學生的學習步調，
與學生之間默契越來越好，學生也漸漸地體會老師要的東西，願意更加配合並投入老師的教學活動，經過
雙方的磨合，「翻轉學習」的實施愈順利。

王建正老師也提到，在課堂教學中讓學生進行同儕之間的討論是有助於學生學習的，前提要先做好班
級經營，就不會導致班級秩序或學生的討論內容離題等問題！因著課堂討論是將學習的重心與責任放回學
生身上，學生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要參與過程。課堂中的討論可以增加教師對每一個學生以及其
學習現況的了解，也可讓學生複習課程內容，釐清疑惑，引發更深入的討論。教師也可以藉由問題的討論
引導新觀念，帶領學生學習。更重要的是，課堂中的討論可以教學生如何做一個投入的傾聽者（active 
listener），讓他們學會如何問問題、回應問題和與人討論問題──這是一個必須終身學習的技能。

雖然每個老師實施翻轉學習的作法大同小異，但如何調整至真的對於學生有幫助，方法實在不只一
種，而要經過長久的經驗累積，並視學生情況做適時的調整。總之，幫助學生「自主學習」或「同儕學習」
是強化學生學習成效的最佳教學方法之一。只是大多數的教師仍習於採取「我講你聽」的教學方式，習慣
給學生答案多過於讓學生自己發掘問題，或與同儕一起尋求答案。因此，如何以「問題」引導學習，如何
利用課堂討論來代替傳統教學，搭配數位學習平台的運用，想必是未來教學方式的主流。

最近這一兩年，在教學現場上開始流行一股新興勢力，那就是翻轉教學，而師培中心在十一月二十四
號那天也邀請了新上國小的王建正老師來跟大家分享他的翻轉教學歷程。
    王老師一開始簡單的介紹了什麼是翻轉教學，簡單說就是學生先在家預習，然後來教室後學生當學習
的主角，老師變配角的一種新的學習模式。但是王老師也有提到，所謂的翻轉教學，不是要取代老師，不
是以看影片取代做作業，而是要讓課堂時間更有生產力，也重新定義老師與學生的角色。翻轉課堂不止於
在家裡看影片，而是讓學生進行自主探索。這樣教師在課堂尚有更高的自由度，可以觀察學生應用知識的
能力，視情況給學生差異化的協助，教室中的主角從教師變成學生，但教師是那位幕後的「導演」。而在
家先看教學影片的優點，老師也有提到，觀看影片可以控制速度，重複觀看，不必因學習較慢而自卑，透
過在家先自學，到了學校後課堂時間可以找同儕或老師討論或交換想法，或提出問題，不再只能乖乖安靜
坐好，學生在課堂上也可以勇於表達，表現自己。
    之後，王老師簡單的介紹了他在班上如何進行所謂的翻轉教學，包含他是如何開始進入翻轉的。多虧
了行動學習教師專業社群，王老師申請到了電子白板和平版，於是乎，改變的機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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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正老師的詳細講解 學生們認真聽講、勤做筆記 演講後的師生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