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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台南、草地人、金牛座、剛結婚，師大校友，在政大工作了10年

主要的工作是拋出問題、導出動機、提供視野、工具和方法，鼓勵冒險，

然後練習「等待」！
2



咬花的這位

我在33歲生日那天離開政大，不敢跟媽媽說



20個縣市

62所大學
為下一個高教10年探路、開路、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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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水

研究
導入

媒體
應用

資訊
共享

跨校
共學

1.工作營
2.讀書會
3.系列論壇
4.失敗研究所
5.實地交流

1.國內外標竿案例分析
2.地理資訊分析與視覺化

(data for social good, D4SG)

3.相關研究轉化應用
4.USR獎

1.社群媒體經營(小編聚)
2.報導、出版、倡議
3.國內相關學術社群連結
4.國外USR社群連結

aktsui

1.政府部門
2.業界
3.公民、青年組織

一起做、一起學、一起好

導入開放式創新



關於今天

第一部分：什麼是教學實踐研究？
第二部分：怎麼做教學實踐研究？
第三部分：以研究為基礎的教學創新



第一部分

• 教學實踐研究的由來？
• 什麼是／不是教學實踐研究？
• 為什麼此刻談SoTL？而我們在這裡？

教學實踐研究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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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的由來

你知道你所屬學門有哪些期刊在探討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怎麼教？怎麼學？



9

教學實踐研究的由來

1990，Boyer 系統性地重新探討學術的本質與樣貌，提出四種學術活動的型態
（１）發現的學術
（２）融合的學術
（３）應用的學術
（４）教學的學術

學術的再概念化運動



10

學術性的教學

To MOE, any U, you and me

being an educator, inspi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s our top priority.

Scholarly teaching

影響你最深的一位老師？你給學生怎樣的影響？



SoTL is a social movement



社會學老師狂想 一堂課改變台灣



1門課太少？那100門？



幫我一個忙

• 在你的專門領域中，教學研究這件事如何被定義？你是怎麼知道的？
• 跨專門知識領域的教學研究為什麼很難？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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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的由來

學科領域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情境脈絡知識
Context knowledge

★

課堂學生
學習內容

拓展老師的知識領域，老師是改變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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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的由來 教學創新運動的推手和產地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AHE)

AAHE Summer Academy

Carnegie scholars program

Carnegie Academy for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Lilly Teaching Fellows Program / Lilly conferenc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 Learning (ISSOTL)



1.帶有學科/領域特性
2.能成為學術社群的知識公共財（發表是最常見，但不是唯一）

3.需要經過同儕審閱、對話
4.能夠建立在既有的知識基礎之上（教學知識PCK的文獻回顧）

什麼是／不是教學實踐研究？

Lee Shulman

定義的目的不是為了排除，而是行動、合作與對話的起點



教學中有什麼元素值得探究？

教學實踐研究的內涵

1.課程目標：這門課之於學生的時代意義？
2.知識內涵：什麼知識最有價值？誰的知識？
3.教學方法：如何讓學生學得好？會懷念？
4.學習評量：如何看見和解讀學生學習的樣貌？
5.師生關係：師生互動型態與學生抗拒、轉化？
6.教學信念：老師的價值觀如何影響課程發展？
….
….
….
….

進行中的SOTL



幫我一個忙
在你最喜歡的一門課程中，你覺得什麼樣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引導句：我最喜歡的一門課是＿，我覺得可以在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因為…

光明正大的小抄
1.課程目標：這門課之於學生的時代意義？
2.知識內涵：什麼知識最有價值？誰的知識？
3.教學方法：如何讓學生學得好？會懷念？
4.學習評量：如何看見和解讀學生學習的樣貌？
5.師生關係：師生互動型態與學生抗拒、轉化？
6.教學信念：老師的價值觀如何影響課程發展？



科技
部

為什麼此刻談教學實踐研究？

建立教學實踐研究支持系統

教育
部

學門社群
（norm）

大學校院
(norm)

教師

不同發展週期

制約

擾動

擾動

非典型教師

制約

從痛點尋找
創新來源







金獎（共59間）：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伯明翰大學、倫敦帝國理工、聖安德魯斯大學等
銀獎（共116間）：倫敦國王學院、倫敦藝術大學、杜倫大學、倫敦大學學院、曼徹斯特大學等
銅獎（共56間）：LSE、SOAS、金匠學院、利物浦大學、修咸頓大學等







大學教師喜歡教學，但沒有足夠的時間備課



促進教學實踐研究

系統思考，才能創新大學學習生態系統



從痛點尋找創新來源

將心比心，在乎老師在乎的，讓老師覺得放鬆，自在、有安全感



怎麼找痛點？

Insight

不要過度依賴問卷、座談；走出會議室，走進老師的生活世界
捲起袖子跟老師一起，在日常生活的中，才會有新的「看見」



What if 研究一是趟不斷追尋的旅程？我們追求的不是paper，不是補助，是【 】



第二部分

• 萬事起頭難，但難在哪裡？
• 回到研究設計的基本問題？
• 案例

教學實踐研究的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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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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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起頭難 卡在哪裡？辨識問題是解決問題的起點

• 研究主題、問題
• 相關文獻
• 研究設計、方法
• 資料蒐集
• 獎勵結構
• 出版發表
• 倫理與政治議題
• 身分認同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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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根本 從研究設計的基本架構重新思考

• 要研究什麼？
• 涉及怎樣的議題層面
• 問題的廣度和深度？
• 怎樣的研究途徑比較適切？
• 需要什麼資料？透過什麼方法取得？
• 研究背後的假設和價值立場是什麼？
• 研究的進度如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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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根本 研究主題的決定

• 熱門不一定重要，前瞻不一定熱門
• 那麼，什麼是應該研究的？
• 什麼是值得研究的？
• 什麼研究主題具有價值？
• 什麼議題能帶出深遠的實務影響？

(甄曉蘭，2015)



Trigwell, Martin, Benjamin & Pross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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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國際大學校長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IAUP)

號召全球大學將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和世界公民意識的理念融入教學、研究、院校
中長程發展策略與政策制定之中，並強調校際策略合作的重要性



• 課程名稱：課程發展與設計(since 104-1)

• 課程屬性與學分數：必修，2學分

• 開課單位：師培中心

• 班級規模：50→90→60 →40

• 教學團隊：兼任教師+4位(學校提供2個師徒制名額)

• 教學意見調查：4.5

我的課、我的教學實踐研究



新課綱
好老師
的標準

重新定義

BUT
1.課程結構尚未改變
2.缺乏適當上課教材
3.缺乏教師支持系統



• 缺模目標意識

修師培學程必修，但不確定要不要當老師60%↑

• 學習投入有限

修課學生該學期平均25-28學分，每週投入1小時以下↓

• 心智模式牢固

對於什麼是學習？什麼是課程的理解過於單一，深受慣性制約

我面對怎樣的學生
人物誌（Persona）融入課堂



我們習慣用過去的經驗去定義未來

擾動學生學習慣性，誘發有意義的學習



接應
創造一個情境，讓學生感受未來，成為有未來感的老師
設計核心問題，讓學生覺察矛盾，翻新自身的知識架構

Design-bases research















師生的共同演化

Form teacher to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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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PBL不好做

學科領域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情境脈絡知識
Context knowledge

★

跟老師的養成過程和工作結構有關

教師生涯的框架與想像
1.教學+研究+服務
2.服務→教學→研究
3.服務>教學>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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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案例

What  are senior sociology majors beliefs about how they best learn sociology
What factors relate to learning or success in the major ?
怎樣讓歷史變好玩？又有用？



SoTL核心期刊列舉

• Academic commons (web site)

• Academic exchange quarterly

• Ac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 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cholarship teaching and learning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 Journal of faculty development



專業學科領域SoTL列舉

Account ：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Biochemistry：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ducation

engineering：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History: history teacher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counselor education andsuper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