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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是探討創造力之發展歷程與創意教師養成過程中的具備條件，及創

意教師在創意教學過程中所遭遇之困境與有效教學策略。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與

整理分析，作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對於創意教學的活動歷程有相當助益。 

    因此，本章所呈現之順序：為了更深入了解創意教學的內涵，首先將探討創

造力的意義、內涵等面向之分析，以做為敎師創意教學的理論依據；其次從創造

力的意義與內涵所延伸之面向觀點，進一步探討對敎師創意教學之影響因素，以

做為在創意教學所面臨困境時，能運用有效策略加以突破；然後，根據文獻之整

理與分析，探討教師在創意教學過程中所面臨之困境；最後，探討創意教學策略

及影響創意教學策略之因素，俾使教師在創意教學過程中所使用之教學策略有所

依循，以達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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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創造力之發展歷程 

 

壹、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談創造力的定義 

 

「創造力」一詞引申自拉丁字“Creare”：To make 及希臘文“Krainein”：

To fulfill（Young,1985）。而《韋氏大字典》的解釋，「創造力（creativity）」有「賦

於存在」（to bring exisence）的意思，具有「無中生有」（make out of nothing）或「首

創」（for the first time）的性質（引自陳龍安，2006）。創造力（creativity）則是一種

創造的能力，也有學者稱之為創造思考能力（陳龍安，2006）。所以，創造力是指

個體在支持的環境下，結合敏覺、流暢、變通、獨創的特性，透過思考的歷程，

對於事物產生分歧性的觀點，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不但使自己也使

別人獲得滿足（陳龍安，2006）。 

但是，長久以來，創造力的研究，一直受到科學家對創造力的認知缺乏共識

所阻礙。而創造力之定義所以難以達成共識，主要原因是創造力是一個多面向的

觀念，不同的研究者各自以不同的角度來詮釋，因此，不同的研究方法，對創造

力的認知也有所不同（黃奕光，2003）。所以，近半世紀的創造力研究結果，仍然

沒有一種比較完整的概念是可以被學術界廣為接受的定義。 

根據研究者在閱讀文獻資料時發現，各家學者在對創造力研究所採的面向不

同，於是對創造力的所持的觀點也不同，而且不同觀點的論述對有意從事創造力

研究之學者有了多元面向的參考價值，因此，茲將各家所論述之定義整理於下表

2-1，以方便對創造力之定義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表 2-1 創造力重要定義 

學者 年代 創造力重要定義 

Rhodes 1961 曾對諸多創造力定義的文獻加以綜合整理，他認為創造力涉

及「四 P」：即「創造的人」（person）、「創造的歷程」（process）、

「創造的產品」（product）及「創造的環境」（place）。有些

學者把「創造的環境」（place）改為「壓力」 

Torrance 1975 創造力是一種心智活動的過程：它包含認知問題的存在、穿

梭於各種資料或訊息之間、一項構思的逐漸成形、尋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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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直達於最後成果。 

Guenter 1985 探討美國有關創造力研究的文獻將之分為三大類：智力與能

力、人格特質及教育訓練。 

Davis 1986 創造力的定義不外是由人、歷程、產品三方面加以界定。 

Sterberg 1988 試圖從智力、認知思考風格以及人格動機三層面探討創造力

本質，而主張「創造力三面說」（three face model of 

creativity），強調創造力的產生是上述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 

Gardner 1993 創造力是一個能夠經常性解決問題、產生新產品或能夠定義

新問題的個體，而創造力的產生受到創造者的智力、人格特

質、社會環境及機會所影響。 

Lubart 

＆ Getz 

1997 認為創造力是人格特質、動機、社會環境和認知系統後的表

現。而情緒和情意變相則是創造力的潛在關鍵變相。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龍安（2006）， 葉玉珠（2006） 

 

從以上諸位學者對創造力所定義，均認為除了智力、知識與環境會影響創意

表現外，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動機與思考型態是決定性的屬性。唯有內在動機的

觸動，才能使一個人集中注意力到他所做的事物上面，並從創造過程中得到樂趣。

同時，有創意的人會不停地尋找新的挑戰，使他們不會失去新意。在人格特質上，

有創意的人，往往對自己有信心、願意接受新經驗、願意成長、對曖昧不明的忍

受力較高、願意冒合理的風險、面對障礙時的堅持度也較久。 

根據葉玉珠（2006）認為：過去有關創造力的研究大致從 Rhodes(1961)「四 P」

來探討，亦即「歷程」（Gallagher,1975；Torrance,1988）、個人特質（Feldhusen,1995；

Mellou,1996；Oldham＆Cummings,1996；Siau,1995）、產品（Amabil,1997；Sternberg

＆Lubert,1996），以及壓力/環境（Amabil,1998；Amabil,Conti，Lazenby＆Herron，1996；

Oldham＆Cummings,1996）。 

因此，在影響個體創意表現的個人因素中，Feldhusen,（1995）；Mellou,（1996）；

Oldham＆Cummings,（1996）；Siau,（1995）都特別強調個人特質對創造力的重要性。

其次 Amabile,（1998）；Amabile,Conti，Lazenby＆Herron，（1996）；Oldham＆Cummings,

（1996）則認為壓力/環境，是影響創造力的重要關鍵。 

於是，就以上創造力的定義綜合分析結果，創造力是一種多面向的觀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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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各學者專家對創造力各層面的認知與說法，研究者在文獻資料綜合整理

後認為以下四項具體觀點：智識、人格特質、動機及環境/壓力，是影響教師創意

教學的重要因素，因此，將於第二節從四項具體的觀點，進一步說明分析教師創

意教學的相關因素。 

 

貳、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談創造力發展歷程 

 

早期學者對創造力的研究多從「歷程」的觀點著手（葉玉珠，2006）。賈馥茗

（1976）認為以創造為歷程，乃著重於思考，但卻不是從思考的類別著眼，而是

著重在推斷自意念萌生之前至形成概念和整個階段。 

Wallas（1926）所提出的創造歷程，在整個研究創造力的過程中最具代表性，

他將創造歷程分為四個階段：（1）準備期（preparation），（2）醞釀期（incubation），

（3）豁朗期（illumination），（4）驗證期（verification） 

Gallagher（1975）根據 Wallas（1926）的創造歷程四階段的理論，認為創造力

是一種心理歷程，並將主張創造心理歷程主要有四個階段，且對每一個階段所需

具備的思考運作及要素，做進一步的定義，形成了創造歷程的模式。如表 2-2。 

 

表 2-2 Gallagher（1985）創造歷程模式 

歷程階段   期望的形式    思考運作  人格特質要素/態度 

準備期 純粹、良好的組織  認知記憶  好學、維持注意力 

醞釀期 漫不經心  個人的思考  智能的自由 

豁朗期 經常混淆、不協調  擴散性思考  冒險、容忍失敗及曖昧 

驗證期 純粹、良好的組織

以及清楚的陳述 

  聚歛性思考、評鑑 

  思考 

 智能的訓練導引邏輯的  

 推論 

資料來源：Gallagher（1985）,p.250（引自陳龍安 2006） 

 

 Davis（1986）認為創造的歷程，不僅要涵括傳統階段的說法，也要將創造的

技能也包含在內，其理論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界定： 

一、創意者用來解決問題的一系列步驟或階段。 

二、當新的主義或解決方案突然併發的剎那間，是由於知覺的突然產生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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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或轉換。 

三、創意者在有意無意間用來引發新的主意、關係、意義、知覺、轉換等 

    的一些技巧和策略。 

    Osborn 在 1960 年代即提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creative problem-solving 

model），其在此一模式中有詳細定義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步驟（引自葉玉珠，2006）。

因此，Davis 在提出創造歷程理論的同時，他也認為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模式（CPS 

model）如圖 2-1 是最佳的問題解決方案，而且蘇芳柳（1990）也認為此模式如果

靈活運用，可用來從事：教導一個很有效的創造性解題策略、增進對創造歷程的

瞭解、提供學員有漸增的創造思考經驗和解決問題等相關活動。 

 

 

 

 

 

 

 

 

 

 

 

 

 

 

近來學者 Treffinger＆ Isaksen（1992）根據 Osborn 的模式提出創造性問題解

決步驟：（1）發現混亂（mess-finding）。（2）尋找資料（data-finding）。（3）發現問

題（problem- finding）。（4）尋找方法（idea-finding）。（5）尋找解決方案

（solution-finding）。（6）尋求接受（acceptance-finding）。其中發現混亂、找資料、

發現問題是為了「瞭解問題」（understanding the ploblem）；尋找方法是為了「產生

主意」（generating idea）；尋找解決方案、尋求接受是為了「行動計畫」（planning action）

（葉玉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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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上述學者的論述中發現，著眼於創造歷程的學者都強調創造是一連

串的心理歷程，而且大致上都符合「準備」、「醞釀」、「豁朗」和「驗證」四大步

驟。所以，「問題的發現與探索」是啟動科學創造性思考的動力，「豐富的舊有知

識」是科學創造性思考的能源，「靈感、想像與直覺」所產生的的頓悟是科學創造

性思考的菁華，而「邏輯論證」則是科學創造性思考最具適切的保證。 

 

參、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創造力理論之分析 

 

教師是決定整個教學情境氛圍的重要人物，所以教師專業能力的展現，包括

教學策略的運用、教室管理的技巧、新課程的設計實施及評量策略，都直接影響

教學品質良窳的重要因素。因此，創意教學對教學效益的提昇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力。 

所謂「創意教學」是以培養學生創造力（CQ）為主要目標，同時也是教師在

各科教學中運用創造思考的策略以啟發學生創造力的一種教學模式（陳龍安， 

2006）。因此，在進行創意教學的過程中，若要使教學更有效益，就必須對不同的

創造力理論有所瞭解。於是，研究者在蒐集、閱讀文獻資料時，將創造力理論發

展模式整理出下列幾項做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成分模式與指標系統模式之分析 

    創造力的衡量指標，通常以「產品」是否具有創意並獲得學門肯定為依據，

而其中創意產品的誕生，著重於創意者的人格特質與內在動機為主要因素。以此

論述發展創造力研究之學者，以 Amabile（1983，1996）和 Csikszentmihalyi（1990）

所提的「成分模式」和「三指標系統模式」最具代表性。其理論模式依 

研究者整理資料後如表 2-3。 

表 2-3  「成分模式」和「三指標系統模式」 

Amabile 的成分模式 Csikszentmihalyi 的三指標系統模式 

認為創意產品必須具備下列四種成分： 

（如圖 2-2） 

1.領域相關技能領域相關技能領域相關技能領域相關技能：：：： 

構成創造的準備狀態，亦即：建立或活

認為產生新奇想或產品的因素有： 

（如圖 2-4） 

1.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個人必須透過學習歷程，將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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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儲存的資訊與做出邏輯的反應及以

事實知識與其他規準來測試反應的可

能性。 

2.創造力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 

乃關係著個人對訊息反映的搜尋。亦即

從搜尋記憶與現有環境相關的因素中

產生反應的可能性。 

3.工作動機工作動機工作動機工作動機：：：： 

個人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其在

領域相關技能及創造力相關技能上的

準備狀態，而且對創造過程中，倘若任

務的認知和訊息的搜尋產生偏頗或不

足，其在創造結果不盡理想的狀況下，

亦可能回過頭去影響工作動機。 

4.4.4.4.社會環境社會環境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如圖 2-3） 

Amabilec 後來將成份三要素加上社會

環境，主要是指個人所處的組織環境，

亦即：影響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和統合外在動機，

進而影響創造歷程者，必需有強大的社

會環境做為他最大的支持力量。 

 

符號系統、規範和判準等系統內化，然

後必須在探索的過程中感到「樂在其

中」，此即為「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而這種「福樂經驗」可以

將個人的能力推展到極限，成為追求向

上的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 

2.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領域所指的是知識系統與象徵符號系

統，而文化就是這些不同的知識系統所

組成。所以，個體要能產生創意的產

品，就必須學習具備領域的相關知識與

技能。而領域知識是否能在文化或領域

中不斷進化或被保存並傳承下去，則需

要有「創造」做為他的支撐點，而且他

的「可接近性」和「可取得性」更具有

關鍵性角色。 

3.學門學門學門學門：：：： 

是指屬於某一領域的社會組織，而這一

領的知識或產品是否具有價值的創

造，通常是由這一社會組織中的專家、

批評者或有成就的先驅者負責判定。因

此這些人也被稱為「守門人」。 

資料來源：整理自葉玉珠，2006。創造力教學---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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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資料顯示：Amabile 的成分模式理論認為，創造力除了個體能力的

展現外，社會環境的脈絡(context)仍為創造力的重要成分，也就是說：同樣一個個

體（個人或小團隊），在不同的社會環境脈絡下，將會表現出不同的創造力。而工

作環境脈絡對個人創造力的影響，成分模式認為主要是「工作動機」 (Amabile, 

1997)，亦即工作環境是否能激發個人的內在任務動機(intrinsic task motivation)，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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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品產生的重要因素。 

    同時，Brown（1989）亦針對 Amabile 的成分模式的分析後做了下列的評價，

他認為成分模式具備了清晰性、可驗證性、具綜合性、具進步性、預測力佳，而

且凸顯內在動機的關鍵性和外在動機的限制性。 

    然而 Amabile(1993,1996)也針對自己所提之動機成份持續研究，其結果又提出

了下列修正看法：（引自 http://home.kimo.com.tw/burnning_mind/） 

1.外在動機的兩種性質：「控制」或「提供資訊」。因此，外在動機可以進一步被 

  區分成兩種激勵因子：.「增效的激勵因子(synergistic motivator)」及「非增效 

 的激勵因子(non- synergistic motivator)」，前者它能提供多元資訊使個人得以更 

 順利地完成工作，是可以與內在動機可以相配合；後者則使人感覺到被控制、 

 與內在動機不相容。  

2.內在動機原則：內在動機有助於創造力，控制性的外在激勵因子對於創造力有 

 害處，訊息性的外在激勵因子則是有益處。在展開工作或解決問題的初始階段，   

 或當內在動機水準很高時，訊息性的外在激勵因子特別有益處。  

    而 Csikzentmihalyi(1988, 1997)以三指標系統模式的觀點審視創造力，其中領

域的概念與 Amabile 的「領域相關技能」相同，都具有「專業」的概念，領域代

表著創新所在的知識系統、象徵符號系統，在領域知識的演化與創造過程中，個

體必須先學習內化領域的知識、技能與內在判準之相關知能。當一個有創造力的

個體產出一個創新時，就某個領域的演進而言，就是產生了一種「變異」，但這樣

的變異是否會留存下來，並改變了該領域或成為該領域的重要成就時，就必須經

過一種「選擇」的歷程。而在此選擇歷程中，主導該領域的「守門人」機制，就

是另一重要的次系統。所以，依據 Csikzentmihalyi（1997）的理論，「變異」與「選

擇」就成為創意產品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關鍵。如果個人的創新可以通過守門人的

選擇，則可以進入該領域，成為領域中的一個創造成就，而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因此，創造力不單只是個體現象，個體所處環境脈絡中，領域的可接近性(accessible)

與可取得性(available)，以及場域的積極主動傾向、守門機制、與場域的開放性與

連結性等，都是創造力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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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觀點模式與投資理論之分析 

    Csikzentmihalyi(1988, 1997)的三指標系統模式的創造力理論，對後來從事創造

力研究之學者，具有莫大助益。Gardner（1993）就根據 Csikzentmihalyi 的創造力

理論，提出創造力的「互動觀點」模式；同樣地，Sternberg 與 Lubert（1996）提

出的「投資理論」模式，所強調的也是著重於人格特質對創造力運作的重要性，

而且個人動機與支持性的環境脈絡，對創意產品的產生是有絕對的必要性（葉玉

珠，2006）。試將以上二家理論模式的基本概念整理如表：2-4，然後將進一步分

析其理論在創造力研究中的特性與貢獻。 

表 2-4  「互動觀點模式」和「投資理論模式」 

Gardner(1993)互動觀點模式 Sternberg＆Lubert(1996)投資理論模式 

1.產生創造力的專業領域往往受到創

造者的智能、個人特質、社會支持和領

域中的機會所影響。 

2.特別強調「個人」、「其他人」和「工

作」三者間互動的重要性。(如圖 2-3) 

工作：是指學科領域中的相關象徵系

統。而影響個人創造力的「其他人」主

要是家庭和同儕；而一個學有專精者的

「其他人」則是主要的競爭對手、評判

者或同行的支持者。（圖 2-5） 

3.高創造力者的五項活動：其生活方式

通常會沉浸在他的工作當中，而不受影

響。 

（1）解決特定的問題。 

（2）一般概念基模的延伸引用。 

（3）創造一個產品。 

（4）產生風格性的表現。 

（5）願意冒高度危險以成就富有創意 

的表現。 

1.投資理論： Sternberg 的投資理論係

由經濟學的投資觀點「買低賣高」的概

念來解釋創造力。洪蘭（1999）認為，

把創造力類比為一個投資「買低賣高」

的過程，是一個具有十分創意的觀點，

尤其把投資理念的風險成分、投資策

略、投資工具、資本、市場需求、投資、

評估、代價和利益等八大因素加以考

量，則更貼切說明創造歷程的種種險境

和阻礙。 

2.創造力的表現不僅要面對種種險境

和阻礙，更需要其他輔助資源，才能將

個人內在的創造潛能激發出來，而這六

種不同但互有關聯的輔助資源分別

為：智識能力、知識、思考型態、人格

特質、動機和環境。 

3.認為有三種智識對創造力格外重

要，分別是：綜合能力、分析能立即實

際脈絡能力。 

4.從心智自我管理功能觀點，思考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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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行政型、立法型、司法型三種。 

從心智自我管理層次觀點，思考型態分

別為：整體型和局部型。Sternberg＆

Lubert(1995/1999) 

資料來源：整理自葉玉珠， 2006、陳龍安， 2006。 

 

 

 

 

 

 

 

 

 

 

 

 

 

 

 

  從以上資料分析獲知，在影響個體創意表現的眾多個人因素中，Gardner(1993)

認為個體在創意的發展上，除了必須具備的智能外，在人際環境的歷程互動關係

中，是展現創造力的重要因素。而 Amabile(1983，1996)，Csikszentmihalyi(1990)，

Sternberg ＆ Lubert(1996)則都特別強調內在動機的重要性，並且認為內在動機是

促動個體從事和持續創造行為的重要動力。因為，創意歷程會有許多挫折、需要

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及投注相當精力與資源，如果沒有強烈的內在動機，個體將很

難持續從事創造活動。因此，教師創意教學的內在動機對於教師創意教學的行為

具有重要影響（林偉文 吳靜吉、詹志禹，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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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力發展生態系統模式 

    綜合以上諸多學者對創造力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以發現個人的智能、知識、

人格特質（內在動機）、知識領域、社會環境（外在動機）都是促成創意表現的重

要因素。近來，國內學者葉玉珠（2006）綜合過去創造力的定義和理論模式，認

為創造力乃個體在特定領域中，產生一個在所處社會文化脈絡中具有「原創性」

與「價值性」的產品之歷程；亦即創造性產品乃個體的知識、意向、技巧與環境

互動的結果。於是提出了創造力發展生態系統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of creativity 

development），說明創造力乃在多層面而且複雜的系統中所產生，而且認為個體的

知識（經驗）、意向（動機、傾向、態度、承諾）、技巧、能力均屬個人特質，而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組織環境及社會文化體系，則為影響創造力發展的重要環

境因素如圖 2-6。 

 

 

 

 

 

 

 

 

 

 

 

 

 

 

 

 

    此生態系統模式中，小至個人，大至社會文化體系分成：小系統、中系統、

外系統和大系統四種類：（葉玉珠，2006） 

1.小系統：個體與生俱來及學習而得的特質。例如：知識（經驗）、意向（動機、 



 20 

          傾向、態度、承諾）、技巧、能力。 

2.中系統：指個體成長的家庭及學校環境。而此系統會與小系統互動而影響個人 

         特質的發展。隨著年歲的增長，中系統的影響力會逐漸變小。 

3.外系統：與個體工作有關的組織環境，亦即個體所處的組織環境與專業領域的 

         社會組織中的人、事、物。而此系統會與小系統互動而直接或間接影 

         響個體創造性產品的產生。 

4.大系統：是指個體所處的社會的文化、習俗、社會價值觀、社會期待等。而此 

         系統會與前述三系統的發展，更會影響個體創造性產品的評價。 

    在生態系統發展的歷程中，葉玉珠（2006）引用 Wallas（1926）的四個創造

歷程名詞，並且針對創造歷程的內涵重新定義，納入生態系統發展的相互關係中。 

此四種步驟為： 

1.準備期：蒐集有關問題的資料，並與舊經驗和新知識相互結合。 

2.醞釀期：分析和處理訊息，在處理過程中或許百思不解，暫時擱置，但是潛意 

          識仍在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案。 

3.頓悟期（豁朗期）：突然頓悟，了解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於是創造性產品產生。 

4.評估期（驗證期）：將頓悟觀念或創造性產品加以應用，以驗證、評估是否可行？ 

 

 

 

 

 

 

 

 

               

     

 

創造力發展系統與創造思考歷程的關係如圖圖圖圖 2-7777。由圖中可以發現：大系統

與小系統的互動會直接影響四個歷程的發展，而大系統與中系統對四個創造歷程 

有間接影響，大系統對創造性產品的驗證與評估具有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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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敎師創意教學之因素 

 

壹、創意教學的意義與內涵 

 

一、創意的定義 

    創意是什麼？根據韋氏字典（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定

義，認為創意是：1.有創意的資質，2.有創意的能力（the quality of being creative, the 

ability to creative）。從這個定義來看，它說明了創意的兩個重點：1.創意是一種品

質、是與生俱來的；2.創意是一種可以培育出來的能力（邱珍琬，2002）。陳龍安

（2006）則認為創意是一種「不同而更好的想法」、「創意不是無中生有，不會憑

空而來，必須有一些背景知識作基礎」。 

    所以，創意不僅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而且可以透過學習獲得，在創意過

程中必須運用自己專業背景的知識，使用各種策略與方法，而達到與眾不同的想

法或創新的產品。 

 

二、創意教學的內涵 

    根據 ERIC 百科全書對創意教學（creative teaching）的定義是：「教師發展並運

用新奇的、原創的或發明的教學方法」。陳龍安（2006）更進一步說明創意教學是

「一種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的教學，也就是教師透過各種課程的內容，在一種

支持性的環境下，運用啟發創造思考原則和策略，來激發和增進學生創造思考能

力的一種教學模式」。因此，教學措施與活動的目的，是藉由教師的構想、設計並

運用新奇的教學取向、方法、教具或視訊媒體，以適應學生的心智發展，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協助學生產生一種有意義的學習，以便有效達成教學或教育目標

（張玉成、羅倫新、許育彰，2003）。 

    因此，創意教學係以培養學生創造力為宗旨，因而在教學過程中，藉由創意

活動之客觀規律，引導學生以創造性態度，運用創造性思維方法，發展各自之潛

能，以探索未知領域，並促進其創造力之發展（Fryer,1996；Wynn, 1996；林金輝 

2002）。 

綜合言之，創意教學的意義是指敎師在實施教學過程中，依據創造和思考發

展的學理和原則，在教學中採取各種敎法與策略，作為啟發學生創造力、思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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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一種歷程（林進材，2002）。亦即創意教學是一種有別於傳統教學法的教學策

略。此種教學法乃鼓勵教師應該因人、因時、因事、因地、因物而制宜，變化教

學方式與策略以達教學目標。 

 

貳、創造力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本節乃根據第一節針對創造力的定義綜合分析結果，提出下列四項影響創造

力之具體觀點：智識、人格特質、動機及環境/壓力。並從四項具體的觀點，分析

教師創意教學的相關因素。 

 

一、智識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本段落所稱之「智識」乃指個人之智慧與知識而言。以下就智慧與知識兩個

觀點分析與創意教學之關係。 

 

1.智慧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Sternberg ＆ Lubert(2005)認為智慧在創造力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有三個要素：

綜合、分析與實用。所謂綜合就是以不同的表達方式說明同一個觀點，也就是說

必須用新的眼光去解釋舊有的問題；然後運用分析的手法去釐清哪一個新的想法

是最好的，最後能夠有效的把自己的成果表現出來，並且獲得大家的肯定。  

教育是創造目標與過程的發展基礎，而一個具有創意的教師在面對多元文化

的社會爭逐中，就必須針對自己教學專業知能、態度、教材、教法有產生新想法

的綜合智慧：也就是必須認清「教」與「學」之間互動和效益的關鍵點，然後重

新建構問題的結構，再蒐集資料、調度資源及評估想法價值的分析智慧，根據外

在環境的種種評價，調整想法並了解新想法的宣揚與精進，充分展現實用智慧的

理論。 

（1）就智慧的綜合部份分析創意教學的因素 

在創意發展歷程中，重新界定問題的結構和成因，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Sternberg ＆ Lubert，2005)。所謂重新界定問題：：：：意即對任何一既定的事件，

都能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問題，或是說重新界定這事件的本質問題，然後設計足

以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在教育過程當中，教材是引發教師教學活動與學習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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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的重要媒介，以綜合觀點為基礎的創意能力，其實對教學歷程的成效已宣

告踏出成功的第一歩（Einstein ＆ Infeld，1938）。 

其次，創造力就是去形成或看到別人尚未看出價值的想法或念頭。就智慧的

綜合部份來看，頓悟觀點的創造力就是：：：：能夠把舊的資訊、理論等組成新的東西

的能力。能夠利用週遭現有的物質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東西，以及改變方向的能力

及採用他種方式的能力。（Sternberg ＆ Lubert，2005)，因此，就上述文獻資料分

析，以智慧為基礎的創意教學，就必須將足以影響教育發展的個人因素、教材教

法、評鑑方式、情境氛圍及人際互動的相關因素重新審視與評估。 

 

    （2）就智慧的分析部份與創意教學之關係 

    重新界定問題是創意的首要步驟，然而就智慧分析的角度來看，不僅要重新

界定問題，還要認識分析所界定問題：也就說在分析所界定的問題時，能夠看出

哪一個新的想法是好的、是有前途的、是可執行的想法。而策略的形成與資源的

調度則是分析所界定問題的第二個步驟：也就是有效的調動資源，把問題的基本

部分分別解決，是創意發展歷程的重要關鍵。而其主要方法是用擴散性思考和具

歛性思考交互運用，找出最適當的解決方案（Sternberg ＆ Lubert，2005）。 

     

    （3）就智慧的實用部份分析創意教學的因素 

    智慧的第三個層面是實用面：也就是能夠有效的把自己的創意成果表現給觀

眾看。根據 Sternberg ＆ Luber（2005）的創造力投資理論模式的觀點來看，在新

創意的開發上，「賣點」是很重要的，好的販賣技術可以提昇這個想法的價值。同

時一個人一定會從他的工作中得到回饋，知道如何對回饋反應就是實用的技術。

在教育歷程中，創意展現後的回饋莫過學生積極的反應與外圍環境的肯定與支

持。意即，在創造力發展過程中，常會忽略到實用的部分，尋找一個有興趣的想

法必須也要有足夠的敏感度去了解別人對你的想法是否感興趣，如果不是的話，

別人很難會認為你的作品是有創意的，這就是 Csikszentmihalyi（1990）所說「變

異」與「選擇」是創意產品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關鍵。 

 

  2.知識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克拉克說：「知識是唯一不受報酬遞減律約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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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工具。」可見知識是一切創新的來源。知識與經驗的重新轉換以產生新的產品

或反應，是創造力展現的重要途徑（Guilford，1967），同時，領域知識是一個穩定

的、個人的因素，它將形塑個人創造力的表現（Amabile，1983），因此，創造是

否成功？在一個特殊領域中現存的知識和經驗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創

造力需要知識的基礎與智慧的能力，以新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態度。教育是經驗

與知識創造方向與過程的發展基礎，且這樣的發展歷程會伴隨認知的累積而增

強。且其認知範圍涵蓋了多樣性的使用、多元性的觀點與增強錯綜複雜的基模

（Perkins 1986）。因此，教育提供了對於各種經驗、觀點與知識基礎的方向，同時

也增加不同的問題解決技巧和創意的表現（Amabile，1988）。 

    Amabile（1983）成分模式理論的「領域相關技能」所指就是知識系統、象徵

符號系統、技術和應有的能力。因此，在領域知識的演化與創造過程中，個體必

須先學習、內化領域的知識、技能與內在判準之相關知能後，才可能產生創意的

行為。就教育歷程觀點來看：教師必須擁有專業學科的知識及教學的技巧與能力，

始能發揮創意教學的表現。 

    Csikszentmihalyi（1998）所提的「三指標系統模式」中認為，個人不僅要將

專業知識做好儲備，並且要不斷更新與管理，使專業知識在生活中更易於接近、

學習和內化；增加文化、領域知識的開放性，同時與異質文化領域有交流的機會，

以增進創造領域的知識管理與學習。所以，個體能否從自身領域取得、學習並更

新領域知識，且將所獲得之領域知識內化，便成了個人創造與否的重要基礎。 

    此外，Killion（2000）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式學習

結構」及「非正式學習結構」。研究發現：教師從非正式學習結構所獲得的知識內

容與教學技巧，遠比從正式學習結構所得來的知識和教學技巧來得實用。究其原

因：正式學習結構的知識與技能，不一定能夠轉化到教師的實際教學實務中，反

而教師經由同儕的對話、合作與相互觀摩，將使教師更清楚將教學的知識與技巧

融入自己的教學實務中（林碧芳，2004）。 

    國內學者吳子超（2001）也做過類似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優良教師

在電腦進修中的「主動做中學」、「校內研習」及「校外研究機構課程」等因素中，

皆顯著高於一般教師，在教學創新上也顯著高於一般教師。林偉文（2002）在國

民中小學學校組織文化、教師創意教學潛能與創意教學之關係研究中亦指出，教

師參與越多學習結構與管道，其創意教學的行為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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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文獻探討中可以發現，個體能否於工作中展現其創造力，就必須有足

夠的領域知識為其基本背景。因此，本研究在進行訪談過程中將特別關心的是：

教師非正式的學習結構對其創意教學的影響。 

 

二、人格特質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1950 年 Guilford 呼籲心理學家重視創造力（尤其是創造性人格）研究之後，

過去三十年，創意者的人格特質一直是創造力研究的主要重點（葉玉珠，2006）。

但是，在百家爭鳴過程中，結果並不一致，其主要因素：乃各研究者之研究對象

取自於不同之領域和年齡層，所用之研究工具和技術亦不盡相同所致（張春興，

林青山 1982）。 

Torrance（1975）則從許多針對創造性人物研究與測驗中整理出創造性人物最

為重要的一般特徵，包括：情感的敏銳、富於幻想、願意冒險、喜歡獨自工作、

好奇、追尋、自我肯定、獨立思考、判斷、坦承、有眾多興趣、接受凌亂、顧及

他人、有使命感、有幽默感、生活失調、永不厭倦、多問、有獷野之情、對不同

意見至為振奮、挑剔、易鬧情緒、建設性批評、害羞、頑固、盡責、不拘禮教、

偶爾退縮、多才多藝、經常受困擾、受混亂所吸引、受神秘所吸引、有超越的願

望等三十四種人格特質。 

美國學者 Csikzentmihalyi（1996）則針對九十一位當代傑出人士，利用五年時

間以深度訪談與文件分析方式探究，發現他們同時具有正反兩面的人格特質，並

稱之為「複合性人格」。他以十項明顯正反特質來說明這種現象： 

（1）創造性人物往往精力充沛；但又經常沉靜自如。 

（2）創造性人物向來聰明；但同時又有點天真。 

（3）結合了遊戲與紀律，或責任新與無所謂的的態度。 

（4）創造性人物的思考，一邊是想像與思幻想；另一邊則是有現實的根底， 

     兩者相互轉換。 

（5）創造性人物似乎兼具有內向與外向兩種相反的傾向。 

（6）創造性人物也同時具備了不尋常的謙卑與自豪。 

（7）創造性人物在某種程度上跳脫了嚴苛的性別刻板印象。 

（8）創造性人物是叛逆而獨立的；但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卻又是一個傳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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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者。 

（9）大多數創造性人物對自己的工作都很熱情；但又極為客觀。 

（10）創造性人物的開放與敏銳經常使他們陷入悲喜交雜之境。 

 

國內學者葉玉珠、吳靜吉與鄭英耀（2000）認為創造人格特質包含嘗新求變、

樂在工作、情緒智力、多角推理、獨立思考、掌握重點及解決問題、慎思互動、

興趣廣泛及欣賞藝術與隨性想像等九個面向。 

王文中、鄭英耀（2000）則認為創造力人格特質因素涵蓋了五個分群： 

（1）不為偏見及舊方法束縛的態度。 

（2）與創造有關的技能、勇於冒險、高度自我動機、廣泛經驗與興趣、敏 

     銳的直覺。 

（3）豐富的專業經驗、聰穎、容易被複雜性的事物所吸引、強烈的自信心、 

     多種正面人格特質。 

（4）高度的審美觀。 

（5）良好的社交技巧、對曖昧情境的容忍度很高。 

根據黃奕光（2006）對創造人格理論的看法，他認為有下列幾項的特質： 

    （1）創意者對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都具有高度的熱情。 

    （2）因為他們的熱情與高度的興趣，使他們願意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以達

成目標。 

    （3）他們對渾沌未明的狀況有極高的忍耐力，換句話說：在解決問題的過程

中，他能忍受所有的「不確定」。 

    （4）他願意接受這個問題所帶來的風險。 

    （5）他對複雜且有深度的想法有極高的興趣，同時他的生活層面也相當寬廣。 

    （6）他是個開放的人，願意尋求不同的經驗。 

    （7）他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有足夠的信心，並且有極高的自主性。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分析，除了美國學者 Csikzentmihalyi（1996）所提的「複 

合性人格」的理論說明：人格特質對創造力不是有絕對的影響因素外（吳靜吉， 

2005），多數學者均認為，創造必須具備某種人格特質，在創造思考的運作過程 

中，常需要突破戒規，超越習慣，以求新求變、冒險探究的精神，去構思觀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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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其行為會表現出冒險、挑戰、好奇、想像等情意的特質。 

    若更進一歩分析：創意人在人格特質方面：必須有主動發現問題及善用比喻、 

活化知識以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且必須有廣泛的興趣和開放的經驗、積極樂觀並 

且容忍模糊狀態的個人風格；在態度方面必須有提升自我能力、面對挑戰的自我 

惕厲的精神；在動機方面則必須有強烈的熱情投入創意，樂於苦中作樂，進而達 

到忘我的境界（吳靜吉，2005）。 

    最後，研究者以王國維的求學三境界，來說明創意人具有人格特質的綜合論

述。他說：古今之成大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

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

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王國維．

人間詞話 ）。創造本來就是寂寞、孤獨與艱辛，但必須堅持下去的一種心路歷程，

所以，本研究歷程中，研究者將針對「創造性人格特質」的層面，作為影響教師

創意教學的因素之一加以深入探討。 

 

三、動機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在影響個體創意表現的眾多因素中，動機是促動個體從事創造行為與持續創

造行為的重要動力（Csikzentmihalyi 1996,Sternberg＆Lubart ，1995）。因為創意的歷

程需要面對諸多挫折、長時間的努力及投入更多的精力與資源，如果沒有強烈的

動機，個體將很難持續從事創造活動，而強烈動機正式人格特質中最具關鍵的因

素。根據 Sternberg＆ Lubart（1995）對動機影響創意的看法可分類：內在動機、

外在動機和其他動機。茲將 Sternberg＆ Lubart 及相關學者對動機的解釋整理分析

如下： 

     

1.內在動機與創意行為 

    首先，我們從孔子的一段自述來說明內在動機的特性，有一天葉公問子路：

你們老師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子路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就回去告訴老師有這麼

一件事。孔子回答說孔子回答說孔子回答說孔子回答說：：：：「「「「女女女女奚不奚不奚不奚不曰曰曰曰，，，，其為人也其為人也其為人也其為人也，，，，發憤忘食發憤忘食發憤忘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以忘憂樂以忘憂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不知老之將不知老之將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至云爾至云爾至云爾。」。」。」。」（論語．述而），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就

是孔子內在動機的極至表徵，對於一件事情能熱衷投入到「忘食」、「忘憂」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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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對領域知識的儲備，確實是創造力展現的重要因素。無怪乎孔子開啟了平民

教育之先河，樹立了「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標與哲學觀。 

    內在動機的驅力可以讓人轉化成對一件事物的熱情投入，而成為他工作中的

嗜好與樂趣（Sternberg＆ Lubart，1995）。而且諸多研究也支持內在動機對創造力

的重要性，如：Hill（1991）發現寫作創意的品質與創作時的快樂有正相關；Amabile

（1983）發現喜歡寫詩的孩子比只是為了要討好老師而寫詩的孩子在詩的創意品

質上有顯著的差異；Hennessey、Amabile 和 Martinage（1989）發現可以訓練小孩子

去注意它的內在動機，當他們有內在動機時，他們的創意表現會比較好（引自

Sternberg＆ Lubart，1995）。因此，內在動機是促使創意發想與實踐的重要因素。 

    Amabile（1983,1996）在創造力「成分模式」理論提到：個人能否產生創意最

有關的三個因素：「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工作動機」，其中工作

動機為最主要關鍵。而且他認為，可以從個體對「工作態度」和「好奇、興趣」

兩個角度來探討對內在動機的定義，也就是說個體投入工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外

在因素或外在酬賞，而是個體自身對工作所產生的價值，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滿足

與快樂。 

    Csikzentmihalyi（1996）在訪談許多傑出創造人物時，發現他們都有一種類似

的「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的現象，福樂經驗是一種樂在其中、渾然忘我的

經驗，而且樂此不疲。沉浸在「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中的創意人物，大致

有九項行為要素：在創造過程中每一個步驟都有明確的目標、個體的行動都有立

即性的回饋、挑戰與技能之間能夠獲得平衡、行動與知覺能結為一體、心無旁鶩、

不擔心失敗、自我意識消失、時間的感覺扭曲、活動便成自我導向。而這九項行

為要素，便成為個體創意表現的重要表徵。 

    國內學者楊智先（2000）以「專注力」作為「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的

指標，研究教師的福樂經驗與創意教學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當教師在工作上擁

有強烈的內在動機時，對於教師自身的教學及生活層面均有正向影響。 

    因此，從以上文獻資料綜合分析可知，若教師對創意教學具有強烈的內在動

機，或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感受到較多的福樂經驗，則教師比較有可能在各種阻

礙因素的壓力之下，仍積極從事創意教學。也就是說，教師教學的內在動機，是

支持教師能否不斷投入教學創新活動的重要因素，教師的內在動機越強，則越有

意願和動力投入教學創新活動，在面臨外在的限制與創意過程的挫折與挑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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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能堅持下去，並且從挑戰的過程中獲得快樂感受（林偉文，2002）。 

 

2.外在動機與創意行為 

 

    根據 Amabile（1986）過去研究發現，內在動機會增進個體的創意表現，而外

在動機則會阻礙創造力，他在一項小朋友說故事的實驗中發現：知道說完故事有

獎品的孩子比不知道說完故事有獎品的孩子，在創意的表現比較差；Hill（1991）

也以大學生的成績和作品之間的相關因素作實驗，結果：想得到好成績的動機與

想寫得好作品受到別人肯定的動機和作品的品質間的相關是負的。所以，Amabile

為何會認為外在動機會減低創造力的表現，他最典型的解釋是：外在動機會使人

的注意力轉移到目標上而不是到達這個目標的途徑（洪蘭 譯，2005）。 

    過去研究創造力動機時，總是把內在動機的影響因素凌駕於外在動機之上，

但是，Ochse（1990）將影響創造力動機的這個領域研究綜合分析後，把創意人最

顯著的動機列舉出八項：（1）想要克服無知，想要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2）想

要透過作品讓自己成為不朽；（3）想要賺錢；（4）想要證明給自己或別人看；（5）

想要獲得別人得尊敬；（6）想要證明自己；（7）想要創造美好的東西；（8）想要

發現物件內在的規律。從顯著的動機中可發現，賺錢就是很明顯的外在動機，而

且所列舉的項目中有些是很難界定究竟是內在還是外在動機，因此，Ochse 認為內

在的和外在的動機，都足夠去策動有創意的人（引自 Sternberg,＆ Lubart，1995）。 

    然而，研究者在前面提過，Amabile(1993,1996)針對自己的「成分理論模式」

所提過之動機成份持續研究，其結果又提出了下列修正看法，他認為： 

（1）外在動機的兩種性質：「控制」或「提供資訊」。因此，外在動機可以進一步

被區分成兩種激勵因子：「增效的激勵因子(synergistic motivator)」及「非增效的激

勵因子(non- synergistic motivator)」，前者它能提供多元資訊使個人得以更順利地完

成工作，是可以與內在動機可以相配合；後者則使人感覺到被控制、與內在動機

不相容。  

（2）內在動機原則：內在動機有助於創造力，控制性的外在激勵因子對於創造力

有害處，訊息性的外在激勵因子則是有益處。在展開工作或解決問題的初始階段，

或當內在動機水準很高時，訊息性的外在激勵因子特別有益處。 

    所以，根據以上文獻資料分析，在創意的發想與實踐過程中，如果沒有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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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只有外在動機，確實會嚴重減損創造力的發展，但是，外在動機和內在動

機若能相互結合，形成一種合作的關係，則可以增進創造力。因此，本研究在探

討創意教學的過程中，除了將特別關注教師創意教學的內在動機驅力外，亦將外

在動機做為研究的變項因素，期能從實際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創意教師的

創意動能。 

 

四、環境/壓力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1980 年代以前，能注意到特殊社會和物理環對創造力影響的研究者不多，因

此，Amabile（1988）極力呼籲發展「創造力的社會心理學」，原因是：傳統的個體

導向研究過度重視「人」的因素，在八十年代逐漸受到學界的質疑，並開始將研

究焦點轉移至外在因素的影響(Amabile, 1983)，尤其是當研究者嘗試把相關理論知

識應用到田野之中，尋求實證性的支持時，便發現外在因素的存在，對於個體是

否表現創造行為，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引自邱皓政，2003），所以他認為，組

織企業、教育訓練、家庭教養方式的運用價值，對創造力具有相當顯著的驅動力。 

    Runco 和 Walberg（1998）研究發現：創造力的展現除了受到人格特質、知識、

認知能力等層面的影響外，教育文化、社會家庭背景等外在環境因素，對創造力

的發展與養成，仍有重大影響力。 

    創意，曾在不同的年代和文化中興起，又因為社會和經濟的嚴格限制而沒落

（鄒應瑗 譯，2003）。所以，一個具有包容、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空間，是影

影創造力的重要因素（徐鋒志 譯，2004；鄒應瑗譯，2003）。本研究曾在第一節談

到「影響創造力發展的生態系統」模式中，大系統與小系統的互動會直接影響四

個歷程的發展，而大系統與中系統對四個創造歷程有間接影響，大系統對創造性

產品的驗證與評估具有直接的影響。因此，生態系統發展過程中的大系統所指的

是：個體所處的社會的文化、習俗、社會價值觀、社會期待等因素，對個體創造

力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 

    如果我們從華人文化或環境的層面來探討創造力，則社會的傳統思維有諸多

利與不利的因素影響著我們創造力的發展。吳靜吉（2002）認為華人學生的創造

力臥虎待起、藏龍待醒的階段，其重要原因乃： 

1.華人社會過分強調 IQ 而忽略創造力，重視外在動機而忽略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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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調知識來自權威的傳授而忽略意義的主動建構。 

3.強調競爭表現、單打獨鬥，而忽略團隊合作與知識分享。  

4.強調考試結果、忽略學習過程。 

5.重視紙筆測驗、記憶背誦，忽略真實評量、多元表現。  

6.支持乖男巧女、標準答案，排斥好奇求變、獨立思考。 

7.重視創造知識的傳授，忽略創造歷程的體驗及個人經驗與發現。 

8.強調努力認真，忽略樂在其中。 

9.重視言教要求，忽略潛移默化。 

10.重視學科本位，忽略課程整合。 

 

    黃奕光（2002）認為，東西方在創造力上的差異根源在於社會文化與心理特

性的本質差異，他提到華人社會組織比較嚴密、階級明顯而且是集體主義的思維，

西方社會的組織較為鬆散、自我中心概念較強而且比較強調個人主義。這些差異

對個體的行為模式的影響極為明顯。華人傾向組織和諧，而西方人強調經驗的分

享，且將人際的衝突是為正向訊息，因此形塑了西方人較為「獨斷」的性格，對

於壓力的克服與挑戰存有某種好戰性格，所以，西方人對生命目標的追求較有自

我的創意和活力，反觀華人社會的順從性格卻阻礙了創意發展的契機。 

    因此，張秋政（2002）、黃奕光（2002）、施建農（2002）則呼應吳靜吉的立

論，直指華人文化有不利創造力培育與滋長的特有文化特徵。如儒家思想、集體

主義等華人文化特色與創造力要素的衝突，所以，他們一致認為創造力培育應從

文化著手（吳靜吉，2002）。  

    於是，在省思華人文化對創造的不利影響之外，是否應該思考，創造力的多

元性（吳靜吉，2002）。華人文化的特色下，最能發揮的是哪些創意？賦予價值了

嗎？要提供創造力文化之前，舊有文化如何定位？提供的文化會形塑另一種創

造，或文化是等待來提供？以下為研究者在研讀文獻資料時所綜合分析結果： 

    

1.老莊藝術的生活哲學---是創造力的源頭 

    儒家思想的教育文化雖是阻礙創造力的最主要因素，但華人的創意並未因此

而阻塞。在討論華人創意如何受阻的同時，華人文化特色的創造歷程的討論實在

闕如。吳靜吉（2002）提出，重視具有華文特色的創造歷程評量：強調應該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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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特色的創造歷程評量，強調生活風格的評量。他在回應討論「華人創造力的

研究和教育從分享開始」，引用 Needham（1954）和 Chang（1963）的想法，認為

中國歷史上許多科學、藝術、文化的創作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道家思想的影響

是深入民心的，並未因為政治或教育上的獨尊儒術而喪失其影響力。「我們了解中

國文化的特殊魅力，就是理想的田園生活、藝術以及文學」（林語堂，1935）這些

道家的創意力量在民俗藝術有了豐富與多元的表現。 

 

2.華人社會的思維優勢 

    東方混沌、模糊與和諧性的思考特質，也就是重視容忍模糊曖昧的思維，正

是創造者最重要的關鍵（Parnes,1977；Torrance，1995）。這種不明確點出重點，強

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文化思維下，隱喻類比成為重要的的語言溝通方式，而這

種類比是隱喻和意象思考的重要因素。 

 

3.華人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創造力教學？ 

創造是環境與文化的產物，於是我們都習慣創造一個有利於創造力的環境。

Sternberg ＆ Lubart （1995/1999）提出影響創造力發揮的六個要素中，環境是重要

的因素。「一個鼓勵和看重創造力的環境對創造力是有利的，然而，一個完全良好

的支持環境對他也不盡然是最理想。」所以，他們的結論是：「應該有一個大致良

好的支持創意環境，但是裡面要有一些挫折、障礙物散在過程上」華人需要生活

上的情境意圖，才會發揮，這或許就是吳靜吉的臥虎藏龍說的重要意旨。（引自呂

金燮  2004） 

    「一個偉大的創造者不只是運用想像力而已，他還必須將想像力化為事實。」

（Fritz,1996）要將想像力化為事實必須有集中思考的焦點，「解放心靈與集中心思

之間有顯著的不同，集中心思需要有專注的對象，對創造者而言，集中心思的焦

點就是他想要創造的最後結果」（Fritz,1996）。「衝創意志」是尼采對生命追求過程

中的重要意念，它意味著：創造或改造需要衝勁和決心，需要敢與大自然搏鬥的

勇氣，它涵括了堅持、韌性、決斷力、意志力及不達目的絕不終止的毅力。 

     

    從以上文獻資料的說明，現代教師所面臨的不僅要背負文化社會的傳統思維

所帶來的種種限制，面對課程的革新、創造力教育的推動以及全球知識經濟的競



 33 

逐，使教師在觀念上、專業能力上的革新，需要極大的創造能力，始能足以應付

接踵而至的各項教育變革。因此，對現代教師而言，每一項的教育政策推動，都

在考驗教師創意教學的專業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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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意教學困境 

壹、前言： 

 

    創意教學的意義是指敎師在實施教學過程中，依據創造和思考發展的學理和

原則，採取各種敎法與策略，作為啟發學生創造力、思考能力的一種歷程（林進

材，2002）。意即創意教學是一種有別於傳統教學法的教學策略。此種教學法乃鼓

勵教師應該因人、因時、因事、因地、因物而制宜，變化教學方式與策略以達教

學目標。意義雖然崇高，但是，在第二節研究者也曾探討過，現代教師所面臨的

不僅要背負文化社會的傳統思維所帶來的種種限制，面對課程的革新、創造力教

育的推動以及全球知識經濟的競逐，使教師在觀念上、專業能力上的革新，需要

極大的創造能力，始能足以應付接踵而至的各項教育變革。 

從傳統的中國社會價值觀來看，人類創造的極至表現即所謂的「兼善天下」

的實踐（邱皓正，2002）。「聰明才智越大者，當盡其能力，造千萬人之福」顯現

傑出人才的表現在我國社會具有相當重要的社會文化意義。但是，這股力量雖然

促成追求卓越表現的成就動機，相對地也造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

觀念，促成了文憑至上的普世價值，間接形塑升學主義的氾濫，對學生的學習與

成長和教師教學的方法與態度都具有莫大影響。 

教育的本質和過程是良善與和樂，是應該在和諧的互動中達成教育目的，但

是，長久以來，學校教育模式的歷程一直是做為升學準備的手段，面對人類個體

潛能的異質性，在教育活動的歷程中一直受到忽視，這也是我們在談創意教學時

所面臨的最大困境。所以，當我們要探討創意教學所面臨的困境時，就不得不先

從目前的教育政策和學校教學現況瞭解起，然後再從教學歷程中探討所面臨的具

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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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目前教育政策分析 

    教育改革不僅是全民共識，更是世界潮流，教學需要有創意，是當今國內外

在推動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議題。在全球化及知識經濟時代的衝擊下，每個國家都

亟需儲備具有競爭力的人才，以提升國力。歐、美國家如此，就以我們地緣關係

貼近的亞洲國家，也競相以提升競爭力做為發展國家實力的重要政策，所以，在

這一股世界教改潮流中，我國究竟有哪些變革值得探究？ 

    臺灣近三十年來教育發展史上有三項重大變革：九年一貫課程、多元入學方

案及師資培育方式的改變（鄭彩鳳，2007）。而且三項變革的互動關係是影響中小

學校在教學歷程中展現效益的重要因素。師資培訓的目的是塑造教育專業人才，

然後以專業素養的教師角色在學校透過課程的設計、研發與教學，讓學習者在教

學活動中獲得適切而有效的學習，而學習成效是否彰顯，唯有透過評量始能檢視

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再由評量結果回饋教師，作為教學目標與課程調整的參考與

依據。因此，研究者擬從這三項變革進行分析，再歸納出目前國中教師實施創意

教學的困境。 

 

一、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與創意教學的困境 

 

（一）課程改革的精神與目標 

    在中小學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是教改的重大政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研

訂，係因應社會環境變遷與教育發展趨勢，以及解決國民教育課程面臨的挑戰與

問題而做的全面改革，旨在培養具有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

家意識、國際視野及終身學習的健全國民。為了達成教育目的，其課程必須建立

在「以學生為主體，生活為中心」的基礎上，充分發展個性與潛能，培養現代國

民所需的基本能力。所以，學校必須根據其情境特性與學生需求，發展學校本位

課程，實施統整的教學與合作學習（教育部，2002、游家政，1999a,1999b）。 

    因此，在課程規劃上必須符合： 

1.以學生為主體，促進個性與潛能的充分發展。 

2.以生活為中心，以培養新世紀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 

3.採領域為單位，落實國教課程的統整性與一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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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調專業自主，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5.注重團隊合作，鼓勵統整教學與合作學習。 

6.靈活運用授課節數，營造「人性化」、「適性化」的學校生活。 

7.建立課程與教學品質的管理機制，確保教育機會均等。 

    綜觀以上內容的精神與目標，九年一貫課程的核心所強調的是：培養學生具

有人文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及能進行終身學習的健全國

民，讓學生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學習領域教育活動（陳伯璋 ，

1999），養成「具備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所以，九年一貫課程它所強調的是：除

了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以外，也特別重視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善用科技與資

源、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促進文化參與採取社會行動的能力（甄曉蘭，2004）。因

此，課程的精神與目標，都意指著教學歷程必須展現創意的功能，必須在教學創

新中達到教育的目的。 

 

（二）新課程的挑戰 

政策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在時代背景與原則理論中所探討、分析、歸納、

統整及系統化的產物，具有某種程度的價值意義。但是，任何政策的推動勢必將

瓦解習以為常的舊有規律，而且對新政策的適應和不確定感的恐懼，導致改革的

推動與實踐，都會遭遇困難和阻力。因此，在過去的教育改革經驗中，發現一個

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改變教育政策要比改變學校實際運作方式來的容易（甄曉

蘭 2004）。所以，若要從學校實際操作過程來看，影響課程發展的因素主要有：

參與者的動機、對創新途徑的興趣、控制、責任與擁有感、活動類型及規模、學

校氣氛、領導、學校願景、時間、資源、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學校環境，以

及外在倡導活動與支持（高新建，1999）。 

單文經（1999）也認為課程改革亦如其他改革一樣，會帶來某種程度的抗拒，

其來有自，而原因不外：（1）對於外在壓力，缺乏認同。（2）沒有好處。（3）增

加負擔。（4）缺乏行政的支援。（5）孤寂的感覺。（6）不安全感。（7）立場太過

高遠。（8）作法令人覺得無理。（9）混亂而失控。（10）知識與權力的不均衡。（11）

改革幅度過大。（12）抗拒某些定點。國內學者蔡寶俊（2002）根據高新建之論述

再詳加說明，他認為九年一貫課程要呈現創新所要面臨的問題有： 

    在參與者動機方面：校長是學校改革的推動者，必須要有積極主動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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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心及教育理念，且在推動過程中更須行政人員的配合與教師的合作。唯教師

法通過後，將學校行政人員與未兼行政工作的教師一分為二，使行政人員與教師

在政策推動過程中產生頗多爭議，在學校行政影響力式微之下，推動備加困難。 

    在控制、責任與擁有感方面：課程改革須要所有參與者高度的承諾與投入，

唯目前學校生態，對課程改的增加太多的工作量，教師負擔沉重。 

    在活動的類型及規模方面：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加以分類的方式之一，係以其

活動的焦點是否創造出新的活動，或只是選擇或採用現有的課程設計。需要創造

新課程產品的計劃，無疑地要遠比採用現行課程產品或活動，來得耗費時間和複

雜。（高新建 1999）。若以現有教育經費緊縮及升學考試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學校

的創新能力將會大受影響。 

    在學校氣氛方面：民主的意識隨著國家民主化的腳步踏進校園，實行民主是

尊重人權的基本信念，因此，各種委員會如教師會、教評會、學生申訴委員會等

紛紛成立，使得校園內諸多意見爭議不斷出現，校園氣氛顯得十分吊詭，學校氛

圍與文化均漸處於不利於課程改革。 

    在領導方面：校長是領導推動課程改革的利器，多數會因教師法通過後而大

受影響，部份校長尚能運用影響力推動改革，惟部份校長對應付校內教師之爭論、

學校和諧之維繫等，感覺身心俱疲，而使領導效能大打折扣。 

    在時間方面：九年一貫課程推動的時程匆促，加上教師在平常繁重的教學負

擔之外，又要再不切實際地承擔許多工作，包括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內，容易讓

教師逡巡不決，甚至可能產生心力耗竭的現象。 

    在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方面：新課程以領域方式呈現，過去教師因單科或

分科教學長期發展以來，已習慣於自己專長學科，在缺乏師資培育配套措施或教

師再進修之前，教師統整課程能力，備受考驗。 

    在資源方面：在現有條件下的教育經費及投入較多研究的人力資源都十分欠

缺，部份學者有許多理論，但缺乏實際經驗，學校課程發展與實施將會面臨更多

挑戰。 

    在學校願景與外在支持：基層教師對教育思潮、教育理論的轉化遲滯，學校

願景的塑造者不能注意當前教育問題，省思學校的教育現況，願景的塑造無法配

合，將不利學校課程的規劃。而外在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的介入與干擾，舉凡教

育經費的支持、教師法之修訂，各種活動的統整與管控亦是影響課程實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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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教師是教育場域第一線的執行者，任何政策的推動到最後還是必須由教師去

執行，倘若外在環境的支持力量不夠時，教學效益必然無法彰顯。所以，在面對

九年一貫課程的挑戰時，甄曉蘭（2004）亦認為有諸多問題必需要處理，玆將其

看法整理如下： 

 

1.將藍圖轉化為實際的工程：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呈現相當龐大複雜的統整性課程改造藍圖，卻未清楚交代

實際改造過程中「如何來溝通、建構這些知識？」而且這也是教育實務工作者所

最關心的實務問題。更何況不以學科做基礎的課程，不僅威脅教師的身分角色，

也威脅其他的特權（歐用生，1999）。改革乃是一個旅程，而不是一張藍圖（Fullan 

＆ Miles，1995 ），在急遽變遷的社會中，有太多的複雜因素是理性計畫模式所無

法預先掌控的。 

 

 2.學校生態的調整：  

     Eisner（1995）指出學校生態中九種妨礙改革的因素：內化的傳統教師角色

與形象、依附於熟悉的例行教學工作、固定不變的行為基準、教師的孤立狀態、

不當的師資培育課程、對學校教育功能的傳統期盼、教育改革者與教師實施改革

間的差距、學科間與教師間的人為障礙、改革中欠缺考慮的片斷性努力。因此，

誠如 Eisner 所建議：在教育政策推動之前，必須先了解學校生態環境，針對問題

及妨礙改革因素，對症下藥，始能達成改革目標之可能。 

 

3.時間與資源短缺： 

    諸多改革之所以失敗，並非立意不善或結構不好所導致，而是粗淺、急就章

的解決方案所造成。尤其是國內近年來因受到政治績效指標的壓力，許多牽涉到

結構性的重大改革，都是倉促決議、立即公佈、貿然實施，然後再慢慢收拾殘局。

師資培育改革及九年一貫課程都是如此。 

    再則，學校課程自主發展的理想，絕對需要教師投入時間來發展課程，而其

背後的資源重新分配，才是教師願意參與改革的重要因素，而且教學工作本來就

是繁複而龐雜的工作，若再增加課程發展的負擔，教師在課程設計上勢必被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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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敎師信念與預備度： 

    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主張課程與教學應建立在自由開放、師生共創的基礎

上。所以，其重點不在習得教科書的知識為最終目標，而是重視學生知識概念的

釐清與知識建構的過程，以及溝通表達技能與合作學習的態度。然而誠如 Eisner

所說，內化的傳統教師角色與形象，其實很難去轉變他們的信念與想法。教師角

色的重新釐清和定位，才是改革成功的關鍵。 

 

5.評量方式與標準訂定： 

    傳統教學觀較重視行為目標的建立、邏輯結構的分析及學習結果的評量，而

比較忽略知識形成中的過程因素，常以成就測驗方式來評量教學成效，而且較傾

向學科的內容與格式上要求學生符合標準答案，結果學習流於記憶、背誦和模仿

的方式，未能真正達到培養學生應用所學知識概念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理想。 

 

    此外，研究者綜覽近年來有關教育之新聞報載發現，社會重大議題融入課程

的問題為教師感到困擾，除了原先九年一貫課程六大議題（環境、兩性、人權、

資訊、家政、生涯發展）外，每當社會發重大事件時，主管教育機關便要求學校

必須將事件所牽涉的教育理念融入教學。其實學校有既定的教學進度行事曆，往

往為了配合教育政策的推動，必須在正常課務中加入額外的政策宣導，如 2001 年

SARS 爆發期間就被要求將進行 SARS 融入教學，最近為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又得縮短教學時數以配合政策的推動，其他諸如：親職教育、生命教育、性別教

育都被要求進行融入教育，導致教師在設計課程上，為了遷就融入而融入，增加

對創意課程設計的難度（國語日報，2007）。 

 

（三）課程改革對教師創意教學所引發的困境 

 

    教育政策的推動除了時間、資源、領導、動機必須有詳盡的配套措施外，重

要的是教師信念的改變與重組。教師一向給人詬病的是：專業的霸權和知識的傲

慢，在極為單純的工作環境裡，安逸與安命是教師一生極佳寫照，因此，要普遍

教師都能體認環境的改變也必須調整自己的觀念，似乎有點困難，研究者十四年

的教育行政工作，深切體認在推動政策上的困難與盲點，所以，本研究在進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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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將特別強調創意教師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去克服週遭的各種困境。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發現，在課程方面，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時可能面臨的

困境歸納如表 2-5： 

表 2-5 在課程方面，教師實施創意教學面臨的困境 

 困境面向 困境因素 

評量與課程方面 1.評量方式與標準訂定。 

2.社會重大議題的融入。 

3.活動類型與規模。 

設備、資源方面 1.時間、資源。 

2.時間與資源的短缺。 

 

外

在

環

境 

 環境支持方面 1.控制、責任與擁有感。 

2.學校氣氛。 

3.領導。 

4.學校遠景與外在支持。 

5.將藍圖轉化為實際的工程。 

6.學校生態的調整。 

7.不當的師資培育課程。 

8.教育改革者與教師實施改革間的差距。 

 

內

在

因

素 

 

 

教師自我省思方面 1.參與者的動機。 

2.對創新途徑的興趣。 

3.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 

4.敎師信念與預備度。 

5.內化的傳統教師角色與形象。 

6.依附於熟悉的例行教學工作。 

7.固定不變的行為基準。 

8.教師的孤立狀態。 

9.對學校教育功能的傳統期盼。 

10.學科間與教師間的人為障礙。 

11.改革中欠缺考慮的片斷性努力。 

 



 41 

    以上為教師在實施創意教學時所面臨的問題，將與下面研究者所要探討的多

元入學方案與師資培育方案所面臨之問題，一併統整後再歸納出目前教師在實施

創意教學時所面臨的具體困境為何。 

 

二、多元入學方案制與創意教學的困境 

 

（一）多元入學方案之精神 

當多元智慧的概念逐漸盛行、九年一貫課實施之後，聯考的名詞隨之而改變，

多元入學方案也因此應運而生。其實多元智慧所強調的是個別差異的重要性，因

此，多元評量理應是多元智慧學習成效的檢視方式，它透過研究、報告、檔案製

作、展演等方式，充分展現多元智慧。（許淑玫，2007）。在這一種理念之下，多

元入學方案擺脫以往被動選擇的模式，各高中職和五專也同步發展學校特色，以

吸引學生就讀，學生也可以依自己的興趣或性向來決定入學管道和學校。  

所以，多元入學方案的精神，根據教育部（2002）指出有： 

1. 展現多元特色：發展學校類型特色與課程，自訂招生選才條件與方式。 

2. 發揮多元智慧：促使國中教學正常化，國中學生朝多元適性發展。 

3. 提供多元選擇：申請、甄選、登記自己挑，高中、高職、五專自己選。 

 

（二）多元入學方案之目標 

    教育部（2001）修正核定「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中，說明 96 學年度高

中多元入學方案之目標如下： 

1. 紓解國民中學學生升學壓力，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使學生適性發展，以培

養五育並重之國民。 

2. 重視學生之學習歷程，顧及學生之性向及興趣，以激勵學生之向學動機。 

3. 輔導高中及高職(以下簡稱高中職)辦理入學招生，提供學生多元入學途徑，以

建立符合學校及學生需要之入學制度。 

4. 鼓勵高中職發展學校特色，以引導國民中學畢業生就近升學。 

5. 結合社區資源及特色，以發展學生及家長社區意識。 

    因此，從精神與目標中可以了解，在維持制度公平的前提下，消除入學考試對

於國民中學教育的不利影響，進而充分發展學生的潛能。國民中學畢業生以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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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進入高級中學就讀，學生不但可選擇學校，學校亦可依各校發展特色選

擇學生。達到紓解國民中學學生升學壓力，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使學生適性

發展，以培養五育並重的國民。 

 

（三）、多元入學方案的挑戰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爲「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升學之依據（羅曉雯，2002）。

考試領導教學是教育的必然現象，但是，將考試窄化為只為升學而考試，那教學

必然落入只為升學而教學，教育目的就失去原來成全個體追求完美人格的宗旨（蘇

永明，2004）。但是，我國傳統入學的篩選指標，一向是以紙筆考試做為選才的依

據，雖然多元智慧的概念以尊重個體擁有不同潛能，適性適才，因材施教。而萬

變不離其中的考試領導教學，卻是長久以來揮之不去的夢魘。根據（羅曉雯，2002）

的研究，因應多元入學篩選的基本學力測驗，在學生壓力、惡性補習、學生考試

量這三面都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學生、家長不同意有舒緩的現象；在教學正

常化、引導學生適性發展及消除入學考試對國中教育不利影響這三方面，也有高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學校行政人員和教師不同意有正面的幫助。所以，原先希望能

解除學生壓力、適性發展潛能、快樂成長、培養終身學習的多元入方案精神，一

但落入以測驗為升學篩選的依據，則一切的理想與目標又會回歸到原點。 

    若從政策面來看，陳國偉（2002）認為，多元入學方案之問題最主要有下列

幾項： 

1.推動入學制度改革未顧及政策倫理。 

2.多元入學方案政策成為超級「行動研究」改革方案。 

3.多元入學方案的修正與實施偏離多元評量精神。 

4.入學制度的教育改革不該只停留在升學制度技術面上的修正。 

5.多元入學方案背負高中職聯招的升學壓力沈痾及變相聯考新疾；「迷信明星學 

 校」的價值觀仍是實施多元入學方案的瓶頸。 

6.屬教育內涵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在後，屬課程評鑑的多元入學改革反而在前， 

 兩項改革程序前後顛倒，增加多元入學政策推動的難度。 

7.中等學校教育經費捉襟見肘，難以促進城鄉平衡及建立學校特色，不利推展多 

 元入學方案，也勢必重挫我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競爭力。 

8.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做為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方式之唯一指標乃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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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用。 

    楊朝祥（2007）曾經對多元入學方案有如此疑惑，他認為在升學管道多元化

之後，入學機會也大幅增加，人人都有入學機會，升學的壓力卻不減反增？究其

原因，不是擔心沒有學校可以就學，家長、學生所在意的仍然是明星高中的夢想

與追求。也因為迷信於明星高中的教學成效，而致使任何一種型式的入學制度都

必須以追求第一志願為依歸，更助長惡補與考試量的歪風漫天飛揚，這對教學正

常化確實有極大的斲傷力。 

 

（四）、多元入學方案對教師創意教學所引發的困境 

   1.從一則新聞談起 

（1）標竿學校的榮耀 

【楊昭瑾／臺北報導】 微軟總裁比爾蓋茲在一月三十一日歐洲政府領袖論壇

中，對全世界宣布臺北市中崙高中獲選為全球四所「未來學校之標竿學校」（Mentor 

School）之一，臺北市長郝龍斌昨天表示，教育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讓學生發揮無

限可能，協助教師使用創意的教材教導學生，這兩件事都在中崙高中實現

了。………中崙高中校長潘正安說：「科技工具帶來新刺激，對於老師與學生而

言都是嶄新的經驗。」在「未來學校」裡，中崙高中教師觀察到，有些參與實驗

的學生，可能不善於文字表達的學習，但是在新的學習方式中反而有好的表現。

參與課程的學生孫瑞璘說：「很有趣，比看課本好玩！」學生楊孟玟也表示：「老

師還用 MSN 丟來新的題目，增加學習的刺激與趣味性，同學因此比較專心。」（國

語日報，2007 ） 

 

（2）何謂未來學校？ 

「未來學校」是電腦軟體巨擘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茲主張的全新教育概

念，他認為美國高中教育「不合時宜」，降低學生競爭力。三年前在美國賓州費

城規畫設計「高科技學校」，被稱為「未來學校」，這是全球第一所結合創新教

學方法與最新科技的學校，包括使用筆記型電腦上課。未來學校特色是： 

 ＊ 沒有書本，全校無線上網。 

 ＊ 預約上課，不固定課表，可追蹤學習狀況。 

 ＊ 捨棄傳統課程，內容改為探討切合現實世界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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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上課使用互動式智慧板，畫面可以隨意放大縮小、寫字或繪圖。 

 ＊ 學習資料全部數位化。（楊昭瑾，2007） 

 

（3）標竿學校的隱憂 

【楊昭瑾／臺北報導】臺灣微軟外部顧問賽莫‧派德（Samir Patel）指出，

臺灣微軟對於「未來學校」深具信心，也提出更大的遠景。「想像一下，在更未

來的年代，未來學校的學習可以是這樣：學生不用再背著厚重的書包。他走進學

校，開啟電腦或 PDA 可以自動下載他的個人課表與教學素材，還有前一天他已經

在線上完成的作業。」…… 

不過，潘正安不諱言：「在升學壓力下，他們到了國三、高三就不會進行這

類的課程。」北市教育局資訊室主任韓長澤認為，最實際的難題是升學問題，各

種資訊創新教學必須以不影響升學為前提，國中要面臨基測，測驗方式尚未改變，

這是追求教學突破的最大瓶頸。（國語日報，2007 ） 

 

（4）新聞概況分析 

從比爾蓋茲宣布臺北市中崙高中成為全球四所「未來學校之標竿學校」

（Mentor School）之一後，我們可以感受到臺灣教育似乎已在全球佈局中點燃了

希望之光；其次，從「未來學校」的定義與特色看中崙高中之所以入選為標竿學

校，也意味著該校在教學歷程與目標上，已突破傳統學校的教學模式，邁向創新

教學方法與最新科技結合的現代化科技學校；最後，從受訪學生的親身體驗和感

受，又再次說明：未來學校確實充滿趣味、彈性、刺激並且可以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的優質學校。 

    「未來學校」確實可以藉由現代化科技的傳輸和精心設計的教學策略相結

合，為未來教育打造一片亮麗的天空。但是，當我們寄望這樣的教育新希望能夠

做為傳統學校的典範時。中崙高中校長潘正安說：「在升學壓力下，他們到了國

三、高三就不會進行這類的課程。」北市教育局資訊室主任韓長澤更不諱言地認

為，「未來學校」要貫徹執行，最實際的難題就是升學，各種資訊創新教學必須

以不影響升學為前提，國中生要面臨基測，高中生要面臨學測和指考，測驗方式

尚未改變，這是追求教學突破的最大瓶頸。 

    「升學問題」確實是臺灣教育改革史上一直揮之不去的陰影，他猶如一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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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舞爪、面目猙獰的怪獸，長期盤據在每一個曾經在臺灣接受正規教育的人們心

靈，而且代代相傳、永無寧日。當我們今日在大談教學創新、多元、個別、適性

教學的時候，升學的陰影一直壟罩著學校師生和社區家長。考試領導教學的長久

弊端，也一直是學校行政的重點和教師教學的核心。這樣的普世價值也是教育改

革繼續往前走的最大包袱，但是，面臨國際化的競爭態勢，學校教育要培養具有

競爭力的未來公民，又是責無旁貸的任務，因此，在趨避衝突的理念中，教師的

教育哲學觀就顯得格外重要。 

 

（五）多元入學方案與創意教學的困境 

    任何教育政策的推動，最後必然落實到教師教學歷程中，有怎麼樣的入學制

度必然會牽涉教師去塑造他的教學方式與策略。考試評量又是教學活動中不可缺

乏且必要歷程，但是，很重要的人文思維卻不可忽略，孩子本身擁有我們無法想

像的發展空間，如果我們僅以知識測驗來斷定孩子未來一生的走向，那麼人類向

前發展的腳步恐怕就會遲滯不前了。所以，研究者將以上資料綜合歸納出創意教

學的困境如下： 

1.在基本學力測驗的牽引下，教師很難克服來自學生、家長、甚至學校領導者對學  

 科學業所要求的壓力。---羅曉雯（2002）的研究結果。 

2.基本學力測驗方式，仍以紙筆測驗為主，教師很難不面對這種測驗方式，對於教 

 創新及多元評量的精神多所偏離。---陳國偉（2002）的研究結果。 

3.測驗命題偏重學科，教學正常化及適性教學對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是壓力也是困 

 境。---（羅曉雯 2002）的研究結果。 

4.政策的不穩定，勢必牽動教師對教育發展產生疑慮，對教學策略的使用和方法造 

 成影響。---陳國偉（2002）的研究結果。 

5.資源短缺、環境支持系統不足，降低教師實施創意教學的意願。---陳國偉（2002） 

 的研究結果。 

6.升學壓力仍然是牽制教師或學校實施創意教學的最大困境。（國語日報  2007）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發現，除了沒有測驗的科目外，依附在多元入學方案

底下的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各學科領域，乃是目前國中階段教師要發展創意教

學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因此，本研究在取樣訪談、觀察時，特別以國文、英語、

數學和自然與生活科技標準差較大之學科教師為主要對象，目的是希望從學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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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去發現創意教師是如何兼顧評量、升學與課程創意設計。 

 

參、師資培育與教師創意教學困境之關係 

 

一、師資培育方案的爭議 

    任何課程的推動，最後必須透過教師對課程的詮釋，才能落實於教學活動中，

所以，教師的觀念、態度、能力等方面的改變，才有可能讓課程改革化虛為實（黃

政傑，2005）。所以，師資養成便成了是影響課程改革與推動的重要因素。 

    為因應時代的變遷，多元的社會就需要多元的人才，多元的人才則需多元的

師資在多元的校園中任教（楊朝祥 2001），為了要符合多元社會的潮流，因此，

師資培育方式於 1994 年起由原先的【師範教育法】改為【師資培育法】，除了傳

統師範院校繼續擔有師資培育的責任外，各大專院校在師資、設備、環境條件的

充份允許下，亦可申請師資培育中心，開設教育學程（周愚文，2003）負起師資

養成的責任。然而，政策的實際作為都必須透過理論辯證、兩面具陳之後才能分

辨其優缺點。 

    吳清基（1993）認為，過去需依賴師資需求推估來決定師範院校招生員額，

今後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再輔以公自費並行，就不必擔心推估不正確，缺額過

多，以及可以機動性調節市場供需。陳伯璋（1988）也認為「經由不同的管道，

不同的學術背景，同儕間的想法，價值觀均有利師資的培育，這是過去師範教育

封閉、獨佔性所缺乏的。」 

    然而就「市場調節」理論而言，師資培育被質疑之處是：非師範院校所培養

的師資，其擇業行為完全表現了經濟人的色彩，在入學時將以「備胎市場的意願」

進入「非師範體系」者為優先，畢業後又以市場誘因為擇業條件，很難提高師資

素質（王家儉，1992）。黃富順（1992）也擔心，師資培育多元化之後，「原有境

教之功能及過程的薰陶，潛移默化之效，均將消失或消退」。 

    因此，師資培育多元化後，在正反兩面游移討論中，有一項可確定的缺失就

是造成師資大量湧現，而且未考量少子化在未來教育場域中所帶來的衝擊，使目

前供需失衡的狀態嚴重，不僅浪費教育資源，也造成社會就業市場混亂與不安。

而且，經過重重關卡考試與甄選篩選出來的教師，只是一個在以往教育體制下所

造就出來的考試高手？還是真正具備了師資多元化可供選擇的專業翹楚？當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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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師資多元化之後，教師專業是否提升？知識理論是否順利轉化為教學

策略的實際作為？在教學策略中是否熟悉課程的內涵與趨勢，並且可以靈活運用

各項資源與設備，充分達到創意教學的目的？這是研究者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師資多元化後問題分析 

 

（一）新教師的迷惘 

    曾經在網路上看到一位師範生的一則留言：我曾經迷惘過……但我從不曾對

自己的選擇有過失望。我是師院成績最爛的學生，但是，我是師院中仍然存有自

我的少數一群。我常翹課的原因是想要去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我要學的是如何

去扮演未來的角色---當一位好老師而不是教書匠…..。看著這種眾濁獨清，眾昏獨

醒的深切獨白，令人動容。然而也可以意識到：台灣師資培訓多元化之後，在養

成的過程中是否為下一代造就了偉大教育家的心靈？還是幻滅了許多年輕靈魂的

教育之夢？ 

    管道多元後固然可以帶來競爭，但是不論師範體系或體系外，都存在理論與

實務無法結合的脫節現象（天下雜誌，1997）。所以，楊深坑（2000）就認為，對

當前全球性政經、社會文化及學校與學生特質，教師應有睿智的判斷能力，對人

類 21 世紀的遠景應有高瞻遠矚的洞見，換言之，未來教師應培養成為實務而具遠

見的專業工作者。而不只是在考試僵化、教材與現實脫節、學校訓練在實際教學

中全用不上，面對新新人類的學生，許多老師在理想與挫敗中苦撐（天下雜誌，

1997）。因此，研究者將於下一段將探討教師專業及創意教學的困境。 

 

（二）現行師資養成制度的缺失對教師專業的衝擊 

課程改革的關鍵人物在師資，師資的專業需要培育，唯有師資準備充實之後，

課程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黃政傑（2005）認為，課程必須經由教師的詮釋，才

能顯現課程的意義與價值，換言之，課程需經由教師進行過濾，衡量學校及學生

的實際狀況和需要，在妥善利用資源後，再決定實際的課程內容及如何實施課程

活動。因此，教師專業的養成與否是課程推動成敗的重要因素，而師資培育機構

則有擔負師資專業與否的重責大任。但是，師資培育機構未參與課程改革、師資

配套措施未做好規劃及師培機構之大學敎師未具課程改革素養等因素（黃政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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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使教師專業之養成有其某種程度的困難，在此情況下，教師實際執行的教

學活動效益必然受到影響，更遑論創意教學。 

    根據方永全、林鎮坤（2003）的研究，目前師資養成的過程中主要有三項缺

失，摘其要整理如下表： 

1.養成方面： 

＊ 多元化的功能不彰。 

＊ 師資出現供需失調。 

＊ 各校辦理教育學程成效不一 

＊ 師範院校的功能未獲重視。 

2.實習方面 

＊ 教育實習內容名不符實，未真正增進實習教師專業成長。 

＊ 實習教師的角色及相關權利義務的定位不明。 

＊ 進行教育實習輔導工作的實際困難。 

＊ 舊制中教育實習所具備之複檢篩選功能不彰，而新制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成 

效則尚待觀察。 

＊ 教學實習課程未能真正落實及分科教材教法合適教師嚴重缺乏。 

＊ 教育實習的培育時程縮減所造成的困擾。 

3.甄選方面 

＊ 師資培育嚴重供需失調，可能造成重大社會問題。 

＊ 教育資源的浪費。 

＊ 甄選制度的公平性問題。 

＊ 流浪教師的現象。 

＊ 校教評會的功能遭受質疑。 

   從以上文獻資料可以歸納出師資培育過所引發之教學困境： 

1.教育學程若無法充分發揮其專業、多元、競爭功能，那麼由學程中培育出來的未 

 來準教師，又如何具備教學的專業知能，講求教學創新，提升教學效益。 

2.師資培育應該是培育人師的過程，在培育中心的資源、設備、師資、經費等未有 

 充分獲得支援，而實習過程又流於形式的情況下，教師專業理念與敬業態度必然 

 受到強烈質疑，因此，對教學策略與方法、創新教學就難有績效。 

3.目前整個教師甄選過程猶如研究者前述：在過關斬將中篩選出來的教師，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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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在以往教育體制下所造就出來的考試高手？還是真正具備了師資多元化可供  

 選擇的專業翹楚？若是前者的話，那未來教育勢必又淪落為以考試來決定個人前 

 途的機制，對於真正以教學理念付諸實際教學作為，以提教學效益的美麗願景終  

 將破滅。 

 

肆、現行學校教學現況之分析 

 

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吾不復也」（論語．述

而），所以，基本上創意必須透過自我的省思、自我覺醒、自我啟發，才能在生命

追求圓滿的歷程中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創意教學的基本目的乃希望引起學生學

生注意、維持學生學習動機，不僅使之產生有效的學習，進而透過引導、啟發而

開啟生命的自我實現。但是，反觀我們的教育現場卻充滿抑制創造的教學活動，

因此，我們將探討目前在教學環境中究竟有哪些因素阻礙了創意的發展？我們將

面臨怎樣的創意教學困境？ 

林進材（2002）認為「升學主義」是主導學校教育無法開展創新教育成效的

重要因素，創新教學的實施與開展，就必須瞭解國中學校教學現況。根據他的研

究指出： 

1. 傳統教學法仍為教學主流。 

2. 知識的傳導仍教學的主體。 

3. 教學技術仍重於教學藝術層面。 

4. 新教學法仍無法見容於教學中。 

5. 教學評量仍採統一標準。 

6. 教學場地仍陷於教室中。 

7. 紙筆測驗仍居於主導地位。 

8. 群性教學仍勝於個別化教學。 

9. 智育仍為五育之首。 

10. 敎科書仍為教學中的聖經。 

11. 考試仍為評鑑學習成就的唯一方式。 

12. 教學輔助媒體仍然無法突破瓶頸。 

根據吳武典、陳昭儀（2001）的研究，目前中學階段就學生、教師及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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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針對發展創造力的不利因素作出具體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將其不利因素

整理後臚列於表 2-6，以做為在創意教學過中所面臨的困境之參考建議。 

表 2-6 學生、教師與行政人員的觀點看最不利創造力教育因素：  

對象觀點 不利因素（以負向題方式呈現） 

學生 1. 目前多元入學方案能降低升學的競爭壓力。 

2. 多元入學方案讓我的導師教學更活潑創新。 

3. 我的導師常帶同學進行課程以外的探索活動。 

4. 對於未來中學階段創造力的推動與發展，我深具信心。 

5. 我的導師的教學活動不但創新而且創意十足。 

6. 我的導師經常用新的教學點子激發同學的創意。 

7. 我的導師常透過教學環境的佈置，鼓勵同學追求創意，運用巧思。 

8. 我的導師會因為同學的個別差異，運用不同的教學方式。 

9. 我的導師常用不同的方式測驗學生的成績（即除紙筆測驗外的其

他方式）。 

10. 我的導師用自己編輯的教材上課。 

教師與 

行政人員 

1. 目前學生的升學壓力沉重，創造思考教學難以落實。 

2. 目前中學生的家長多不注重學生的創造思考，只在意學生的學科

成績的表現。 

3. 目前中學的班級人數普遍過多，不利創造思考教學的實施。 

4. 目前中學教師教學時數過多，不利創造思考教學的實施。 

5. 目前許多學校雖然標榜創新，卻不能持之以恆地加以落實。 

6. 目前中學的教學環境使得很少教師願意實施創造思考教學。 

7. 目前中學教師不習慣協同教學，使創造思考教學不易實施。 

8. 目前中等教育課程的規劃不利於啟發學生的創造力。 

9. 目前中學多數教師在教學上習於慣用的教學方式，不願做新的嘗

試。 

10. 目前中學教師普遍覺得設計新的教材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地區中小學創造力教育的實況條件與政策推展表 16.17 p30-31， 

詹志禹，2003，教育研究月刊（106）。臺北：高等教育。  

以上資料順序乃依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觀點之影響程度深淺排列，其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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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發現，升學壓力仍然是目前中學階段讓所有參與教育行列的師生感到實施

創意教學最不利的因素，其次為教師自我察覺與省思的表現不夠積極。如果再從

外在環境層面了解不利創造力教學因素，吳武典、陳昭儀（2001）的研究結果整

理如表 2-7： 

表 2-7  外在環境層面與創造力教學因素 

層面 不利因素 

理念傳播 部分國人對於創新及尊重的觀念仍嫌不足。 

文化生態 1. 家庭：升學主義取向。 

2. 學校：創造思考教學及創意教師未受到積極支持；部分學生缺

乏學習動機，體驗創造力的時間與課程也不夠。 

3. 社會：鼓勵創意的氣氛及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仍嫌不足，政

治人物與大眾媒體，也未充分重視創意與創意理論。 

行政與法制 1. 升學主義箝制仍重，學校追求標準答案，多元評量無法落實。 

2. 目前多元入學管道的實施並未抒解學生的升學壓力，而廢除資

優生保送甄試之管道，不利資優教育。 

3. 各類教育政策與實施方案過多而不統整，也未與創造力教育明

確結合。 

學校經營 1. 關於創造思考教學的倡導不足沒有積極推動。 

2. 部分教師產生同儕壓力，抑制創意教師。 

課程與教學 1. 部份教師的教學技能與模式窄化，創意思考不足，創新意願也

不高。 

2. 課程時間不足，教師有進度的壓力。 

3. 大部份師資培育機構也未能體認創造力的重要性，對師資生的

創意培養不足。 

4. 教師進修創造力相關課程的意願、機會及品質仍有待提升。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地區中小學創造力教育的實況條件與政策推展表 16.17 p30-31，詹志

禹，2003，教育研究月刊（106）。臺北：高等教育。  

     

    從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發現，在文化生態及行政與法制方面，都認為升學問題

仍是目前實施創意教學的最大阻礙，其次是教育政策與社會風氣對學校創造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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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的影響及組織結構與運作對於創造表現的直接影響（邱皓正，2002），而且教師

自我成長與受同儕、課程安排的影響，也是發展創意教學的不利因素。 

    綜合以上的說法，升學考試不僅被中學學生與教師共同評估為創造力的最大

殺手，在其他各種場合也被列為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的成敗關鍵（鄭同僚，2002）， 

詹志禹（2003）認為升學壓力大概是中學階段最具支配性的一個壓力選擇，有時

還會延伸到其他教育階段。賈馥茗（1979）認為，教學之所以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與缺陷，是受了錯誤觀念的影響，應用不當的方法和技術，把教學的對象--「教人」

當成了教課本；把教學的目的---「助長學生的發展」---當成了升學；把教學的內

容---「充實生活材料，用以發展創造能力」---代以入學考試試題；把教學活動---

「探索與創造活動」---代以唸課本、記課本、背課本和考課本的活動，只在升學

與考試中兜圈子，永遠達不到教育的目標。教學是以啟迪學生才賦的發展，然而，

現今的教育目標卻與原初宗旨背道而馳，也許有諸多熱心教師期望能協助學生潛

能的發展，但是，理念與態度的偏頗，卻反而阻遏了學生能力的發展，不可不慎。 

 

伍、創意教學困境之綜合分析 

     

一、教育政策及教學現況與創意教學困境 

根據課程改革、多元入學方案制、師資培育及目前學校教學現況之分析，研

究者將創意教學之困境綜合歸納如表 2-8： 

表 2-8 創意教學困境 

教育政策及 

教學現況 

創意教學困境 

課程改革 評量與課程方面：1.評量方式與標準訂定。2.社會重大議題的融

入。3.活動類型與規模。4.教學評量仍採統一標準。5.紙筆測驗

仍居於主導地位。6.考試仍為評鑑學習成就的唯一方式。 

設備、資源方面：1.時間。2.資源。3.時間與資源的短缺。4.

教學輔助媒體仍然無法突破瓶頸。 

環境支持方面：1.控制、責任與擁有感。2.學校氣氛。3.領導。4.

學校願景與外在支持。5.將藍圖轉化為實際的工程。6.學校生態

的調整。7.不當的師資培育課程。8.教育改革者與教師實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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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距。9.政策的不穩定，勢必牽動教師對教育發展產生疑慮，

對教學策略的使用和方法造成影響。10.資源短缺、環境支持系統

不足，降低教師實施創意教學的意願。 

教師自我省思方面：1.參與者的動機。2.對創新途徑的興趣。3.

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4.敎師信念與預備度。5.內化的傳統教

師角色與形象。6.依附於熟悉的例行教學工作。7.固定不變的行

為基準。8.教師的孤立狀態。9.對學校教育功能的傳統期盼。10.

學科間與教師間的人為障礙。11.改革中欠缺考慮的片斷性努力。 

12.教師進修創造力相關課程的意願、機會及品質仍有待提升。 

多元入學 1.在基本學力測驗的牽引下，教師很難克服來自學生、家長、甚

至學校領導者對學科學業所要求的壓力。2.基本學力測驗方式，

仍以紙筆測驗為主，教師很難不面對這種測驗方式，對於教學創

新及多元評量的精神多所偏離。3.測驗命題偏重學科，教學正常

化及適性教學對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是壓力也是困境。4.升學壓力

仍然是牽制教師或學校實施創意教學的最大困境。 

師資培育 1.教育學程無法充分發揮其專業、多元、競爭功能。 

2.師培中心的資源、設備、師資、經費等未有充分獲得支援，而

實習過程又流於形式的情況下，教師專業理念與敬業態度不彰。 

3.甄選過程繁複疲累，真正脫穎而出者仍以考試高手佔優勢，難

以篩選真正具備教學專業之教師。 

4.大部份師資培育機構也未能體認創造力的重要性，對師資生的

創意培養不足。 

教學現況 1.創造思考教學及創意教師未受到積極支持；部分學生缺乏學習

動機，體驗創造力的時間與課程也不夠。2.部分教師產生同儕壓

力，抑制創意教師。3.部份教師的教學技能與模式窄化，創意思

考不足，創新意願也不高。4.課程時間不足，教師有進度的壓力。 

 

二、影響創意教學之因素與創意教學困境之分析 

    研究者於第二節曾探討過影響教師創意教學的因素有四項具體觀點：智識、

人格特質、動機及環境/壓力；於本節中提出了課程改革、多元入學方案制、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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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及目前學校教學現況所引發的創意教學困境，為了更具體闡明創意教學困

境，研究者乃將前述兩項作結合作歸納分析如表 2-9，期能作為創意教學策略之參

考。 

 

表 2-9 影響創意教學之因素與創意教學困境之分析 

觀點面向與策略 課程改革、多元入學方案制、師資培育及目前學校教學現

況所引發的創意教學困境 

智識（智慧與知識） 

---創意教學策略與教

師專業或效能 

1.1.1.1.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2.2.2.2.部份教師的教學技能與模式

窄化，創意思考不足，創新意願也不高。3.3.3.3.師培中心的資

源、設備、師資、經費等未有充分獲得支援，而實習過程

又流於形式的情況下，教師專業理念與敬業態度不彰。4.4.4.4.

甄選過程繁複疲累，真正脫穎而出者仍以考試高手佔優

勢，難以篩選真正具備教學專業之教師。5.5.5.5.不當的師資培

育課程。6.6.6.6.大部份師資培育機構也未能體認創造力的重要

性，對師資生的創意培養不足。7.7.7.7.教師進修創造力相關課

程的意願、機會及品質仍有待提升。8.8.8.8.教學評量仍採統一

標準。9.9.9.9.紙筆測驗仍居於主導地位。10.10.10.10.考試仍為評鑑學習

成就的唯一方式。11.11.11.11.評量方式與標準訂定。11112.2.2.2.社會重大

議題的融入。11113333....活動類型與規模。11114.4.4.4.創造思考教學及創

意教師未受到積極支持；部分學生缺乏學習動機，體驗創

造力的時間與課程也不夠。11115555....測驗命題偏重學科，教學

正常化及適性教學對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是壓力也是困

境。16.16.16.16.升學壓力仍然是牽制教師或學校實施創意教學的

最大困境。11117777.部分教師產生同儕壓力，抑制創意教師。

18.18.18.18.課程時間不足，教師有進度的壓力。11119999....在基本學力測

驗的牽引下，教師很難克服來自學生、家長、甚至學校領

導者對學科學業所要求的壓力。20.20.20.20.基本學力測驗方式，

仍以紙筆測驗為主，教師很難不面對這種測驗方式，對於

教學創新及多元評量的精神多所偏離。 

人格特質---教師角色 1.1.1.1.敎師信念與預備度 2.2.2.2.內化的傳統教師角色與形象。3.3.3.3.依



 55 

附於熟悉的例行教學工作。4.4.4.4.教師的孤立狀態。5.5.5.5.對學校

教育功能的傳統期盼。6.6.6.6.學科間與教師間的人為障礙。 

動機---教師自我省察 1.1.1.1.參與者的動機。2.2.2.2.固定不變的行為基準。3.3.3.3.改革中欠缺

考慮的片斷性努力。4.4.4.4.對創新途徑的興趣。 

環境/壓力---觀察訪談 1.1.1.1.教育學程無法充分發揮其專業、多元、競爭功能。2.2.2.2.控

制、責任與擁有感。3.學校氣氛。4.領導。5.5.5.5.學校願景與

外在支持。6.6.6.6.將藍圖轉化為實際的工程。7.7.7.7.學校生態的調

整。8.8.8.8.教育改革者與教師實施改革間的差距。9.9.9.9.政策的不

穩定，勢必牽動教師對教育發展產生疑慮，對教學策略的

使用和方法造成影響。10.10.10.10.資源短缺、環境支持系統不足，

降低教師實施創意教學的意願。11.11.11.11.時間與資源的短缺。

12.12.12.12.教學輔助媒體仍然無法突破瓶頸。 

 

三、結語 

根據以上綜合分析後可知，在課程改革、多元入學方案制、師資培育及目前

學校教學現況所引發的創意教學困境中，屬於智識觀點者為教學策略、教師專業

及效能；屬於人格特質者為教師角色；屬於動機者為教師自我省察，因此，研究

者擬於下一章節中，除環境/壓力於訪談觀察中獲得創意教學的正負面影響外，其

餘擬從教師角色、教師專業（教師自我省察）、教學效能、教學策略等四方面探討

有益於創意教學相關理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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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意教學策略 

壹、前言 

    教育是美的歷程，教育工作的究竟任務不在於知識的傳遞，或是教師真理的

宣揚，而在於引領學生的自我追尋、自我發現與自我了解。所以，教育的主要功

能在於激發學習者「自我完成性」中所隱含的「自發性與自願性」為原則。但是，

傳統教育的囤積與填鴨式教育，卻忽略了學習者主體性經驗，因而不僅無法喚起

學習者的「知識性的好奇」，也壓抑了「自發性的好奇」（馮朝霖，2006）。     

Freire(1998)有一段引人深思的話：「在教學活動的必要因素---喜悅與希望之間

存有一種關連。希望乃是教師與學生之間所分享的某些東西，希望我們能一起學

習、一起教學、一起致力於好奇的探索、一起創造某些事物，以及一起對抗綻放

我們希望的阻礙。」這是 Freire 在闡述教學活動中師、生互動的投契神情。投契的

基本前提是傾聽的歷程，傾聽展現了語言、肢體與差異的開放，是包容與寬恕的

作為，是尊重與關懷的呈現，傳統教育的僵化，其實是扼殺了個體潛能與心靈的

開發。 

    教育的本質，基本上是將教師的教學活動與學生的學習都視為人生無止境的

自我組織歷程，教師若真能在教學活動中顯現與學生共同學習成長的真情真意，

使兩者之間的「階層關係」消融於無形，教育關係自然就是一種美的歷程（馮朝

霖，2006）。 

    我們用一段孔子與學生的對話情境來說明 Freire 在闡述教學活動中師、生互動

的投契神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

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

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先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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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偉大的教育美學，就是尊重適性的潛能發展，不帶有任何褒貶的師表

情操，而且可以超越階層，在師、生互動的投契神情中達到教育的目的。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教師是爲了輔助學生學習而存在，而課程也是爲了提供

學生學習而存在，學習者對學習的本質、條件、特性、歷程與影響因素，必須有

深入了解，才能發揮學習的效果；而教師在課程設計的同時，也必須掌握這些原

則，才能發揮教育的功能（詹志禹、鄭同僚、楊順南，2000）。所以，任何教學活

動都必需透過學生、課程、教師三者交互作用，才能達到教育目標。 

   

貳、創意教學策略之因素分析 

 

一、創意教學的意義： 

    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創意就是競爭力，有創意的教學，不僅可激發學

習動機和興趣，更可培養學生思考和創造能力，而這些能力正是未來知識經濟最

重要的資產，所以，吳清山（2003）認為創意教學有其時代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更具有時代的意義，因為，只有突破教師傳統教學窠臼、符應知識經濟需求、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因應教育改革發展趨勢，才能發揮造育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 

所以，創意教學是發展並運用新奇的、原創的或發明的教學方法或教學計畫以達

成教育目標（黃湘媛，2005），其目的在於啟發學生創造的動機，鼓勵學生創造之

表現，以增進創造才能的發展。因此，創意教學是一種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的

教學，也就是教師透過各種課程的內容，在一種支持性的環境下，運用啟發創造

思考原則和策略，來激發和增進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的一種教學模式（陳龍安，

2006）。 

    所以，就以上述相關學者對於創意教學的闡釋，創意教學所強調的是教學方

法的創新及以提升學生學習為目標。意即教師於教學歷程中，採用活潑且創新的

教學策略與材料，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有效達成教學目標。 

 

二、創意教學的理念 

 

    教與學是學校教育活動的核心，在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層面上來說，創意教

學是教師必須依其專業素養提供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多重選擇，以更具多元化、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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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化、資訊化、統整化的方式引導學生進行學習活動，因此，創意教學至少涵蓋

兩個層面：一是代表教師教學活動的改變；其次是代表學生學習內容的改變。依

此論述，創意教學具有下列幾個特質（林進材，2002）： 

1.重視學生思考能力的培養。 

2.自由輕鬆的學習氣氛。 

3.高層次認知能力的培養。 

4.強調個別差異。 

5.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 

6.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 

吳清山（2002）認為，所謂創意教學，係指教師在教學過程，能夠採用多元

活潑的教學方式和多樣豐富的教學內容，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興趣，以培養學生

樂於學習的態度和提升學生學習的能力，因此，創意教學的重要理念涵蓋有： 

1.活潑多元：創意教學必須具有彈性，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方法和學習教材，而 

且將學習空間妥善規劃表現出創意和與眾不同。所以，創意教師必 

須以專業知能為基礎，充分運用巧思，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2.主動參與：創意教學不是教師被動的傳授知識，而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教學活 

動，一則讓學生有獨立思考的機會，一則從參與中培養學習能力。 

所以，教師除提供豐富的教材學習內容外，也要了解每一位學生的 

個別差異，施予不同的關懷與鼓勵。 

3.資源運用：資訊網路、教學媒體的進步改變了教師教學方法與策略，創意教師 

            除了善用科技的所帶來的便捷與多元資源外，同儕的互動與觀摩、 

            社區資源的發現與運用，都是實施創意教學不可缺乏的因素。 

4.班級互動：教學是師生互動的行為，良好的師生互動與同學互動，有助於溫馨 

            而開放的班級氣氛，可以滋潤創意教學環境，以利創意教學的實施。 

5.學習動機：動機是學生持續不斷學習的原動力，尤其內在動機是影響爾後學習 

            的重要關鍵。創意教學必須兼顧學生的需求與動機，俾使學生學習 

            具有持久性，而且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6.問題解決：教師在教學或學生在學習環境中，都會遭遇一些問題，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不能只憑已有的標準答案做為素材來傳授知識，必須提供 

學生問題解決的情境，刺激學生擴散性思考，讓學生有學習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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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技巧和能力的機會。 

    任何的教學策略與原則都必須由教師在自我成長中去吸取充實，並以寬闊的

胸襟去接納一個未成熟的學習者會犯的錯誤，所以，Feldhusen（1980）更提出一

位創意教師在實施創意教學的時候必須遵守的原則：支持學生不同的反應與回

答、接納學生的錯誤與失敗、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學生思考的時間、相互

尊重接納的班級氣氛、察覺創造的多層面、鼓勵課外的學習活動、傾聽與接納、

強調學生的學習決定及鼓勵學生多參與。 

    身為一位教師的真正意義，不僅是單純確定事情的本質，更應該要作一個學

習生。從不斷學習中展開專業能力，從不斷學習中展開心靈成長，從不斷學習中

譜一曲平實的生命樂章，滋潤自己，也成就他人。所以，專業態度與專業精神是

教師之所以為教師的崇高法則，創意教學的實現也就必須依恃教師的專業理念來

達成。 

 

三、創意教學策略 

 

（一）創意教學實施策略 

 

    任何教學活動的進行，勢必要有教學內容作媒介，而課程通常是教師教學的

主要依據，根據 Schwab (1969) 所提的課程決定所涉及的四項課程共同要素：學

科內容、教師、學生、學習環境等是創意教學實施的面向與方針，也就說在實施

創意教學的過程中，這四個面向是構成創意教學的主要元素，後來，張玉成（2002）

根據 Schwab 所提的四個要素歸納成：知識建構方針、教師教學方針、學習者學習

方針、與學習情境營造方針等四項。茲將這四項方針所涉及的行為活動整理如表

2-10。 

表 2-10 創意教學策略的四個面向的方針 

構成創意教學的主要元素 教學策略之行為活動 

創意教學的知識建構方針 (1)從多種立場或角度看問題；(2)問一些別人沒

有想過的問題；(3)旁徵博引，統整相關理論原

則，進行綜合比較分析；(4)不強調單一標準答

案；(5)容忍曖昧模糊；(6)實際應用所學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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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 

創意教學的教師教學行為方針 (1)設法引發學生創意的動機；(2)運用新點子激

發學生思考；(3)運用類比譬喻方法講述；(4)

引導學生運用替換取代、重組歸併等方法去思

考問題；(5)引導學生在分組討論、實驗等教學

活動中展現創造力；(6)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鑑

學生學習表現。 

創意教學的學習者學習方針 (1)探究問題的原因；(2)自行界定問題或重新界

定問題；(3)想出多元方案或途徑提出解決問題

的方案；(4)勇於發問；(5)樂於接受不同的意見

或想法；(6)樂於欣賞別人的作品或意見。 

創意教學的學習情境營造方針 (1)營造出每人應有自己想法的氛圍；(2)鼓勵學

生冒險、突破成規；(3)鼓勵學生發言、表現； 

(4)容許學生發生錯誤；(5)鼓勵學生樂於分享創 

意的成果與歷程；(6)鼓勵學生樂於針對他人的 

創意表現予以肯定與回饋。 

資料來源：整理自 張玉成，2002，創造能力課程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創造能力課程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創造能力課程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創造能力課程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1-81。 

    林雅玲（2003）認為教學活動過程中，影響教學成效之因素分別為相關創新

教法、創新教材與創新環境，但是，在實施創意教學的策略層面就有所不同，茲

將文獻資料整理分析如表 2-11 

表 2-11 實施創意教學的策略層面 

創意教學層面 教學導向 創意教學策略 

創新教學方法

層面 

1.教學導向：教學導向、

討論導向、遊戲導向、e

化教學導向。 

2.操作方式：師生互動多

樣 化 、 同 儕 互 動 多 樣

化、協同教學 

創意教學過程中的師生互動：教師在提

供事實資訊或原則的口頭講述時，能善

用各種有效媒介，如肢體語言、發問技

巧等，且鼓勵學生之間彼此互動，有效

達成教學目標；在討論導向方面可採分

組或分工合作。 

創新教材層面 儀器設備、自製教材、

外購教材 

教師提供「活動學習單」作為引導學生

獲得具體操作的經驗，或刺激心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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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創新環境層面 虛擬實境、戶外實境、

戶外實境 

創意教學必須營造出班級教學中生動、

活潑、自由、幽默等氣氛，並以學生為

主體，相互尊重、接納學生的意見和想

法，營造活潑開放的教學情境，才能有

利於師生的互動相互激盪以激發學生的

創意思考。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志衍、楊裕富（2005）。創意教學相關研究之初探 

 

（二）傳統教學策略與創意教學策略之比較 

    傳統教學策略未必不好，而實施創意教學若不能掌握教學的原理和原則也未

必能達到教學效益，所以，李德高（1992）認為在運用創意教學的策略時，教師

不只是直接採用傳統教育心理學中刺激與反應的原理作為教學的主要方法，妥善

建立師生關係才是創意教學的首要任務。因此，他將傳統教學策略與創意教學策

略比較如表 2-12： 

 

表 2-12 傳統教學策略與創意教學策略之比較 

傳統教學策略 創造教學策略 

強調教學的結果是否按照進度，通過測

驗，測知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強調學習過程，在學習過程中是否連結

到與本單元有關的一些資訊，以擴大其

思考範圍。 

教師完全以權威型管理者的角色參與一

切活動。 

教師以輔導者的角色兼學習的身份參與

各項活動。 

學習的方向與目標先設計好，依目標進

行。 

學習的方向與目標視兒童的個別差異，

分別輔導。 

教學的範圍完全以教材的內容及教師所

預備的資料為限。 

教學的範圍，除了教材的內容外，以每

一個兒童的所需為中心課題。 

教師的另一角色是評量兒童學習的效

果，學了些什麼？以成績為指標。 

教師的另一角色是評量兒童學習的興

趣，學習過程中是否有一些新的事項或

是觀念產生。 

資料來源：李德高(1992)   創造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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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區別中，傳統教學策略與創意教學策略最大的差異在於教師角色的

扮演。所以，吳清山（2002）也認為，創意教學的實施策略重點在於教師角色的

扮演，創意教學成敗的關鍵也在於教師的本身人格特質和專業知能。 

    創意教學是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和「樂在學習」的態度，所以

落實創意教學是教育界責無旁貸的任務，然而也必須教師願意改變和持續進修，

創意教學才能落實。 

 

（三）創意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之比較 

    創意教學的主要目的在於讓教學生動活潑富有創意，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而「創造思考教學」則利用創造思考策略，讓學生有應用想像力的機會，以培養

學生流暢變通獨創及精密的思考能力（陳龍安，2003）。張玉成（1988）認為創造

思考教學應包含六個要義： 

1.教學投入：創造思考教學避免教材走向壟斷而形成餵食現象。 

2.教學轉化過程：創造思考教學捨棄統一作法的食譜式教學。 

3.教學產出：創造思考教學擔心學生的學習趨於統一規格化或標準化。 

4.創造思考教學不只期望提升學生的創造力，更希望能創新知識。 

5.創造思考教學的具體目標，不在強調有立即的創造或發明事蹟，而著重於學生 

  的敏覺性、流暢性、精緻性、好奇心…等特質。 

6.創造思考教學不是一種獨立運作的教學方法，而是強調在教學投入、過程、產 

 出及其功能、目標等方面具有多元性、突破性或創新的追求。 

而創意教學的要義，根據羅新倫（2003）研究指出： 

1.教師常被稱為「點子王」、「智多星」，常思索產生新的教學想法和觀念。 

2.教師不斷創作新教材及組織教學內容，使教學內容豐富。 

3.教學過程別出心裁，師生互動時會激發出新奇的問題，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且採用不同於以往的座位安排或討論方式，導引學樂於學習、討論和思考。 

4.設計多元，含過程性、變化題型的評量方式，跳脫傳統，以不一樣的評量工具或 

程序來評估學生學習的方法或技術。 

    所以，吳清山（2002）認為，創意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的重要差異不在教師

於教學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表 2-13），而在於教學過程和教學目的。創意教學

是一種兼顧高層次的認知領域、著重多元知識技能的應用、分析綜合比較評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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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式教學。在教學過程方面，創意教學著重過程的多元活潑、富有變化，而創

造思考教學則重視創造思考策略；在教學目的方面，創意教學鼓勵學生主動思考、

樂於學習，創造思考教學則強調創造力的激發（吳柳義，2006）。 

 

表 2-13 創意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之比較 

 創意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教師角色 激勵者、引導者 激勵者、引導者 

教學過程 多元活潑、富有變化 創造思考策略 

教學目的 鼓勵學生思考、樂於學習 培養創造力 

資料來源：創意教學的重要理念與實施策略，吳清山，2002，臺灣教育，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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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影響創意教學策略之因素 

 

一、教師角色的扮演與創意教學策略之關係 

    在面對多元化、資訊化、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中，學校教育仍然是引領人類走

向國際化最堅實的堡壘。在這一波全球性教改的炙火烈焰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主席狄洛就指出：在教改的浪潮中，老師往往是被孤立，但又必須承擔許多改變

的一群。於是，他提醒整個社會應該共同努力，打開教師的學習之路，因為，沒

有老師參與，教改不可能成功（天下 1997）。因此，在大環境的遽變之中，教師

的專業角色受到極大的衝擊，但，也唯有在衝擊中才能展現教師面對挑戰的意義

與樂趣，也唯有在極大衝擊之中反思教學行為，改變想法與態度，對創意教學始

能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天下雜誌所出版的海闊天空一書（1996），曾引用 Revola（1996）對未來教

師應具備的能力，作一番的省思與統整，茲將研究者所整理之教師十三種角色臚

列於表 2-14： 

表 2-14 教師十三種角色與創意教學策略 

教師專業角色 教師角色與創意教學策略 

1.教學技巧和學障礙的診斷者 老師必須清楚知道，學生從教學當中學到什

麼？有些學生總是有學習障礙，老師需要常

去觀察孩子在學習當中的困難是什麼？  

2.心理問題的診斷者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有許多離婚和單親的現

象產生，或是家長長期失業等現象。所以當

孩子來到學校之後，心裡有很多障礙。老師

需要觀察或了解孩子懶惰背後的原因，而且

要想辦法找出能夠協助孩子的方法。 

3.課程的設計專家 因為老師越來越擁有課程設計權和自主權的

趨勢，教師的自由已經大到可以由老師自己

決定教學需要哪種課本和哪些教學資源，學

校給老師的只是教學和教育的目標。 

4.媒體資源的諮詢顧問 新資訊媒體越來越被應用到教室裡。老師得

學習應用這些多媒體的教學器材，甚至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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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協助那些不會使用這些媒體的家長，學

會使用。 

5.資訊、學習資源的提供者 老師可以是一個協助者，協助孩子找尋新的

資訊及學習資源。不管是電視或電腦，所提

供的只是資訊，唯有透過學生自我建構的才

是知識。 

6.團隊合作的專家 在成人的世界，常常會有團隊工作的方法。

這就是為什麼要在學校中，讓孩子學習用團

隊的方式來合作，這就是為什麼老師必須是

一個團隊合作的專家。 

7.團體溝通的專家 不管小學或幼稚園，老師常常會面臨大團體

的狀況。這種大團體的活動指導，可以節省

一些個別指導的教學時間，教師必須要有處

理這種大團體的能力與方法。 

8.是獨立研究獨立學習指導者 學習必須由自己發展出來，所以學生到學校

來上課，也必須學會如何自己獨立學習。但

在獨立學習時，教師亦須在旁適時協助。 

9.學生未來社會技巧的輔導者 學生將來會成為民主社會的一員，所以他們

需要學習如何發展自己的社會義務，以及如

何容忍別人的態度和行為。 

10.是客觀公正的評價者 老師必須了解和評估學生到底學到什麼東

西，然後打成績時，儘可能公平客觀，並且

需要用多樣的評估技巧來評量學生。 

11.公共關係的專家 隨著時間的改變，學校的改變也很大。所以

老師有責任告訴社會大眾，現在學校已有很

大的改變，老師要爲學校做一些聲明和解釋。 

12.是社會工作者 學生有時會發生爭執、會有攻擊性和粗暴的

行為出現。實際上，有許多學生中途輟學，

老師要解決這些問題，有時候甚至必須和警

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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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必須是未來學的專家 當一名教師去教書的時候，可能是二十歲，

也可能會再待四、五十年，而退休前所教的

最後一個學生，可能要面對一百年以後的生

活。因此，教師必須是一個未來學專家，能

看到前瞻性的未來。 

資料來源：海闊天空---教育的美麗新世界（p41-43）, 1997。臺北：天下 

    

從以上教師專業角色中可發現，在面對多元化、資訊化、科技化及不確定的

未來年代裡，教育工作更顯艱困而茫然，教師角色的扮演也充滿荊棘與挑戰，也

唯有不斷在自己專業領域自我成長與進修，才能在教學策略的運用上優遊自在。

所以，在廿一世紀教育的重大發展上，國內學者詹志禹、鄭同僚、楊順南（2000） 

也提出他們對未來教師角色的重大轉變。茲將其重要觀點臚列於表 2-15： 

 

表 2-15 未來的教育環境與教師的角色和教學策略之關係 

未來的教育環境 面臨的問題與省思 教師的角色與教學策略 

高度科技輔助的學習高度科技輔助的學習高度科技輔助的學習高度科技輔助的學習：：：： 

透過電腦科技，教材編

輯者可以用以超媒體及

超文字的功能提供學習

者無線空間的解決問題

資源。 

1.如何去提供一個健全的 

資料網路及硬體設備？ 

2.學生在利用資訊媒介學 

習時，易迷失於訊息的 

網路上，資料的連結與 

跳躍必須花很多時間， 

而且聯結知識過於龐大 

也導致知識理解和系統 

化的困難。 

1.教師可以在學生知識 

獲取及心智發展上了 

解學生的進階與困難。 

2.教師可以在學生探索 

知識的過程上與學生 

討論、提供建議、介紹 

必須的資訊。 

分散式的學習系統分散式的學習系統分散式的學習系統分散式的學習系統：：：： 

學習系統分散化是先進

國家教育系統的趨勢，

其導因於： 

1.學習活動逐漸傾向小

組化和個別化。 

傳統師生互動與「示範—

觀摩」的功能在社會行為

規範、語言溝通能力、社

會角色扮演及個人對團體

的依附上會逐漸式微。 

教師昔日的功能與角色

逐漸涵化在每一個學生

或小組學習活動上，透過

資訊提供及學習導引，發

揮其對學生學習活動的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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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的角色逐漸抽象 

化，由與學生直接觸 

和教導變成資訊的提 

供和教材的編輯與開 

發。 

創意導向的問題解決方創意導向的問題解決方創意導向的問題解決方創意導向的問題解決方

向向向向：：：： 

隨著個人學習的自由化

與彈性化，由學習者及

社會共識自由選擇課程

標準、學生學習方式及

教材內容，是因應社會

多元化、個別化需求的

趨勢。 

1.整個社會對學習的需求 

  無法由傳統教育系統及 

  方式獲得滿足。 

2.社會對知識的界定在改 

  變，人們所需要的不再 

  是具體有豐富知識的成 

  員，而是能運用開放的 

  網路系統資訊來開發新 

  的創意與策略，並針對 

  問題加以解決。                                                                                                                                                                                      

教師的角色已逐漸從知

識的組織與提供，轉變為

培養學習者自主學習的

能力、後設認知與反省的

能力、組織訊息以開發新

觀點的技能。 

學 習 者主 導的 學習 歷學 習 者主 導的 學習 歷學 習 者主 導的 學習 歷學 習 者主 導的 學習 歷

程程程程：：：： 

在學習的歷程上，每個

學習者有不同的知識探

索方向、形成不同的知

識網路、專注於不同方

向的問題及解決方式。 

學習者對知識領域的發展

與重心尚無法掌控；對資

訊的摘要及探索也缺乏即

時的反省能力。解決之道： 

1. 建立網路資訊書目性

導引系統。 

2. 建立網路專業諮詢站。 

敎師不可能掌握多元而

千變萬化的即時狀態，所

以其角色由提供訊息者

轉為提供線索者。 

遠距教學與人際互動遠距教學與人際互動遠距教學與人際互動遠距教學與人際互動：：：： 

1. 學習者在遠距教學

的情形下選擇性的

匿名或保持距離，減

輕社會壓力而產生

最大的學習動機和

意願。 

2. 師生互動不管形式

1. 只是以文字溝通的方

式，很有意義的溝通方

式及訊息，如手勢、表

情，是無法被學生掌握

的。 

2. 因環境的干擾，學習者

學習中斷的可能性也

比較大。 

傳統教師角色在班級經

營的權威和主導性大大

降低。在缺乏直接互動的

教學歷程中，教師角色可

能窄化為僅是知識探索

的引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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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內涵均可獲得最

大的彈性，不僅可以

切換班級互動形式

同時也鼓勵學習者

策略式的改變其學

習方式。 

3. 傳統上「轉耳即逝」

的溝通方式，在遠距

教學上可以在不同

時間的發言上來回

組織及檢驗訊息，同

時具有口語和文字

教學上的好處。 

4. 師生可以在任何時

間以任何形式及組

織來進行教學互動。 

3. 溝通方式過於平行，可

能造成各說各話、討論

的層次不夠深入。 

自我評量與立即回饋自我評量與立即回饋自我評量與立即回饋自我評量與立即回饋：：：：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承受

過多的失敗和挫折，造

成其對自己能力的不信

任感，進而形成一種無

法抗拒的學習無望感。

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從學

生的興趣及需求上給予

建設性的支持與導引。 

學習提案是不錯的精神

和努力方向。 

學習提案意謂著一種對學

生學習狀態的全面性或特

定性的診斷與處方，爲學

生及提供適當的建議。但

是一般最大的疑慮在於學

生參考及配合此一建議的

意願與能力。 

教師在未來所能發揮最

大的功能是：提供診斷、

諮詢及評估學習者各方

面的發展情形，並提供適

當的學習提案。 

資料來源：探索教育 p256-267，詹志禹、鄭同僚、楊順南，2000。     

     

    教師角色的扮演與調整，關係著教學成效的良窳，而教學效益的彰顯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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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於教師對教學的熱誠與態度，創意教學的發展與執行，也確實關乎教學效益成

敗的重要因素。 

    如果從以上教師角色及所具備的能力來看，我國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

的教師圖像，已不足以說明教師未來所需擔負的責任（史美奐  2004）。教學常被

視為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的一門學問，一方面講求技巧和效率，另方面卻

又有賴於教師本身經驗累積和睿智的決定，所以，教師必須具備專業的的理念和

素養始能成為一位稱職的老師。因此，從學生的學習、心理、讀書計畫、生涯規

劃、價值觀、家庭，到溝通技巧都需要妥善協助，還必須因應未來的多元化、資

訊化、科技化及不確定的年代，提供並妥善運用資訊與媒體，爲學生做諮詢。 

    讓未來的老師仍有夢想，是敎育願景實現的重大關鍵，不管環境如何演變？

倘若教師的使命與信念：是當一位好老師而不是教書匠，教育的希望仍有開花結

果的一天。 

 

二、教師教學效能與創意教學策略之關係 

 

    教育工作一向被視為人礦資源的開發工程，而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人礦開

發的工程師（吳清基，1989）。教學是否能夠成功，教師決定了相當大的因素。所

以，吳清山（1991）認為要提升教學品質，其主要決定於教師的優劣。故談創意

教學時就必須先瞭解教師教學效能的意義與內涵，分析有效教學的相關因素，始

能發揮教學品質的提升。 

 

（一）有效教學的意義 

    教師有效教學與教學效能兩個名詞，同被視為是達到教學目標的策略、方式

和途徑。根據（林進材，2002）對有效教學的研究分析，他認為從學理上探討有

效教學有下列三個向度： 

1. 從哲學理論分析教學：有效教學必須符合教學的各種規範或標準，並且是符合

認知性、自願性、價值性、目的性、闡明性的教學活動。如歐陽教（1986）認

為：有效教學是指一個教師能嚴守皮德思提倡的教育合價值性、認知性、自願

性的規準，充分發揮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學功能。 

2. 從心理學分析教學：有效教學是教師必須運用各種心理特質，以教學的先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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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經驗為基礎，配合學生的認知結構發展並達到教學目標。如林清山（1986）

認為：有效教學是指一個教師能有效地應用教學的心理學原則，如動機原則、

順序原則、學習遷移、過程技能、預備狀態、收錄策略、增強原則、回饋原則，

產生有效的教學，協助學生獲得有效學習，進而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 

3. 從社會學分析教學：有效教學是教師在師生互動的歷程中，擬定有效的策略引

導學生達到教育目標的一種系統活動。如陳奎憙（1986）認為：有效教學是指

一個教師能有效地應用社會學原理，探討教學與師生關係的問題，並且體認其

對社會貢獻的重要性，進而增強其服務教育的熱誠，而樂於建立良好師生關

係，致力於提高教學效率。 

因此，從以上三個向度看有效教學的定義是：教學活動必須以學生所擁有的

經驗與知識為前提，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擬定認知性、價值性之教學計畫，激

發學生學習動機，而在師生互動的教學歷程中達到教學目標。 

 

（二）有效教學的內涵 

 

目前在有效教學內涵的研究中，大致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探討，一是從教師整

體的教學觀點歸類有效教學的層面和向度；其二是從教師有效教學的行為和條件

來探討，最後也有從分析影響有效教學的因素作系統整理（張碧娟，1999）。因此

就這三個層面分別敘述如下： 

 

1.從教學整體的教學觀點分析，有效教學乃著重於知識基礎、教學者應具備的條 

件及有效教學應該掌握的各種因素。就國內學者有： 

李俊湖（1992）歸納有效教學內涵包括：（1）計畫策略：熟悉教材、統整學科、

教師清楚教學目標、瞭解學生的特質、教學設計彈性有變化。（2）教學策略：

增加學生學習參與、教學過程流暢有效率、教學富結構及邏輯性、教學內容經

過適切轉化、重視個別差異。（3）評鑑活動：即時回饋、增強、評量、教學反

思、練習及提供後設認知策略、管理活動、教師期望、學習氣氛、預期問題即

時處理、督導學生進步及教室管理。 

單文經（1995）在有效教學的知識基礎一文中，他認為有效教學是教師從事教 

學工作時，要能掌握教學四大因素：提示、參與、改正回饋、增強的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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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並能強調教學提示的品質、學習者的主動參與及激發學能繼續努力的增 

強，進行有效的教學。 

林海清（1994）研究指出，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師生互動的歷 

程，運用一連串多樣複雜邏輯的策略行動來完成教學責任的信念。其內容包括： 

（1）教學計畫；（2）教學策略；（3）教學評鑑；（4）.教學氣氛。四者得分越高 

表示其教學效能信念越強，越能掌握影響教學的成效。 

而國外學者亦針對教學整體的教學觀點提出有效教學的重要內涵： 

McCormick（1979）認為敎師有效教學是教師瞭解教學內容的結構與實質、瞭解 

學生的特性、熟悉學習原則的運用，透過策略的應用使教學活動的進行更順利。 

Medley（1979）研究指出：有效能的敎師必須具備下列五要項：（1）具有令人 

滿意的人格特質；（2）能夠有效利用教學方法；（3）能夠創造良好班級氣氛；（4） 

精熟各種教學能力與技術；（5）瞭解利用教學能力和技術的重要時機。 

Borich（1994）認為教師有效教學必須符合下列五項重要指標：（1）有效教學 

必須是明確性的；（2）有效教學必須是多樣性的；（3）有效教學必須是任務取 

向；（4）有效教學必須是全心投入的；（5）有效教學必須是提高學習者學習成 

功的比例。 

2.從行為觀點分析有效教學，乃著重於有效教學應該具備的條件和特徵，強調的 

是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應該符合哪些要求，或是以哪些標準作為評鑑有效教學的

依據（林進財，2002）。因此，從教學行為分析有效教學的相關議題，不但可以

提供教學評鑑具體客觀的標準，更引導教師反思教學行為，作為修正教學之參

考。 

黃政傑（1993）研究指出，教師有效教學應該注意：（1）關於學生組織的問題： 

應將全班共同需要的學習透過全班教學來教導，在藉由分組教學來研討和練習， 

而個別教學則在提供更直接的適性教育；（2）時間運用方面：應該儘量擴充學習 

時間，而且依據學生學習與教學上的需求，可彈性運用；（3）空間運用方面：教 

師可以妥善運用教室空間進行教學，對全班的學習狀況可以充分掌握；（4）教學 

內容設計問題：在教學歷程中將學科內容知識、教學內容知識、課程知識作結構 

與策略方面的結合，達到預定的教學目標。 

Rosenshine（1986）認為教師有效的教學行為必須具備九項特徵：（1）單元開 

始時能簡要說明教學目標；（2）單元開始時能複習以前所學內容，並說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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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條件；（3）按部就班呈現教材，並引導學生逐步練習；（4）給予學生清 

楚而詳細的教學和解釋；（5）提供所有學生自動自發練習的機會；（6）提出適 

度的問題供學生回答，以利於瞭解學生對學習內容了解的情形，並從學生學習 

歷程中獲得一些反應；（7）在最初練習時能引導學生；（8）提供學生有系統的 

回饋和矯正；（9）不斷練習直到所有學生都能獨立和有信心。 

3.影響有效教學的因素觀點，乃著重於從教學整體的歷程及其影響因素提出完整 

且系統的架構。 

  國內學者張俊紳（1997）以教室觀察的方法，對教師教學進行研究，研究結果 

認為教師有效教學的內涵必須是：（1）教學內容（內容與意義聯結）：內容與課 

程呈現的形式、知識與課程；（2）認知過程（內容邏輯意義）：發問及教學內容 

語言互動的認知水準；（3）教學形式（教學聯結意義）：教學的線索回饋與校正 

等教學歷程的安排；（4）教學互動方式（教學邏輯意義）：教師反應發問等師生 

語言互動形式分析及師生關係。 

  張碧娟（1999）則認為，有效教學行為必須具備的要項是：（1）教學計畫的準 

備：教師必須依據學生個別差異，擬定教學計畫，精熟教材，事前做好教學準 

備；（2）系統呈現教材：教師必須在教學時說明教學目標，層次分明呈現教材， 

提供學生練習機會，彈性調整教學；（3）多元教學策略：教師必須在教學時會 

引起動機集中學生的注意力，運用不同的教學媒體或方法，掌握發問技巧；（4） 

善用教學評鑑：教師必須適當評鑑學生學習成效，立即回饋，給予合理的期待， 

獎勵學習進步；（5）良好學習氣氛：教師必須維持和諧的師生關係，掌握教室 

管理，以積極的態度鼓勵學生。 

  Marsh（1991）教學效能是一種具備多向度的評鑑概念，其內容包括學習價值、

教學熱忱、表達清晰、團體互動、和諧師生關係、課程內容、評量方式、課外

指定作業、學習上的難度等九個影響要素。 

  Tang（1994）教學效能的預測因素包括：（1）清晰講述教材；（2）回答學生所 

提的問題；（3）和藹可親及專業化對待學生；（4）教學準備充分。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發現，無論從教學整體的觀點、行為觀點或因素觀點探討

有效教學的內涵，各學者在分類上未盡相同，但其重點都包含了教學前的思考與

決定、教學中的思考與決定、教學後的思考與決定、教學策略的運用及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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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個重要層面（林進材，2002）。因此，研究者進一步將以上有效教學之具體行

為分類至五個層面，以更清楚瞭解實踐有效教學與創意教學之具體行為。 

（1）教學前的思考與決定：能運用專業知識及專業判斷，從事教學前的準備工 

作，如：教學的前導活動、教學計畫的擬定、熟悉教材與教學活動及教學 

流程的安排。 

（2）教學中的思考與決定：教學互動歷程中，從事各項與教學相關之認知活動，

如：將計畫落實、說明教學單元目標、系統呈現教材、提供學生練習機會和

精熟的策略、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引起動機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及掌握發問技

巧。 

（3）教學後的思考與決定：教學結束後的反思行動，如：適度評量學生學習成就、

給於合理的期待與獎勵進步者。在教學評鑑中，運用即時回饋、增強、評量、

教學反思、練習、複習及提供後設認知策略，作為檢討教學效能的主要策略。 

（4）教學策略的運用：有效運用各種策略增進教學效果及學生學習成效，如：增

加學生參與學習的機會、教學過程流暢有效率、富結構性與邏輯性、教學內

容適度轉化及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5）班級經營：有效訂定各種常規、建立一套有制度的規則、有效管理教室中的

各項教學活動以提高學生學習的參與感。 

 

三、教師專業發展與創意教學策略之關係 

 

（一）專業的定義 

 

    大前研一（2006）曾說：在瞬息萬變的未來世界裡，人類所要面對問題，其

重點不是程度也不是規模，而是「方向」；掌握確切的方向，需要的是受過嚴格訓

練，擁有克服眼前困難的創意和勇氣、能夠在無路可走之處嗅出一絲可能性的專

業人才。他進一步指出：專業人才必須具備四種能力：預測力、構想力、議論力、

適應矛盾的能力。擁有這四種專業能力，即使面對環境的變化，也能發揮同樣的

實力，是充滿變動與未知的世紀中，唯一能依恃的生存能力。 

    而所謂專業是指一群人在從事一種需要專門技術之職業（Carr-Saunders，

1933），這種「專門職業」，需要具備高度的專門智能而異於他種職業而言，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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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工程師皆屬其範疇。因此，專業與按照例規而無須高度學理及特殊訓練的

「職業」(Occupation)或「行業」(Trade)大異其趣(楊國賜，1983)。 

    所以，專業必須是受過長期專業教育而能運用專業知能，他所強調的是服務

重於牟利，而且是屬永久性的職業、享有相當獨立的自主性，並建立自律的專業

團體、能訂定並遵守專業倫理或公約，重要是要不斷從事在職進修教育，如此，

始能不但保有專業素養，而且還要對未來有預測、因應變化的能力。 

 

（二）教師專業發展概念 

 

1.教師專業 

    隨著資訊益趨多元，知識快速變遷，在終身學習的時代，教師的專業知識也

必須不斷跟著時代的腳步前進（陳舜芬、丁志仁、洪麗瑜，1996），始能肩負起培

育國家重要人才的使命。歐用生（1996）認為教師必須專業的原因是：課程和知

識的增加與改變、教師自我革新的需求及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期望與要求。而教師

專業之所以被重視，也因為任何改革與政策的執行都與教師的理解、意願與知能

有關（馮丰儀，2007）。 

    教師是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是影響教育改革的主要關鍵人物。所以，教師

在課程改革中的專業成長，是課程改革與教師改變得以持續發展、實踐與內在自

生的力量（范信賢、黃茂佐，2003）。 是故，在課程改革，講求創意教學的過程

中，教師專業似乎也攸關著教學品質的優劣，為維持教師的教學品質，不僅要透

過漫長的養成教育來培養專業教師，教師也需要在其生涯中持續不斷發展其專內

涵（饒見維，2003），始能在未來的社會中成就學生，也成就自己。 

 

2.教師專業能力 

    張鈿富（1992）指出，教育專業化一直是各主要國家提升教育品質所努力的

方向，而攸關教育是否能成為專業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人員本身的作為是否能

符合有關的專業規準。由此可知，教育人員本身所具備的專業條件與專業素養就

成為教育專業化的先備條件。 

    教師的專業能力固然是影響教學品質優劣的重要因素，那教師專業能力的內

容究竟涵蓋哪些要素呢？根據研究者在蒐集文獻資料中所匯集而成的教師專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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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致可分為： 

（1）專業知能： 

＊任教學科專門知識：教學的主修學科或稱教師的專門領域，主要目的在培養教 

師「能教」的能力。 

＊教育專業知識：亦即專業課程。是普通教育與實際教學間的橋樑，主要目的在  

培養教師「會教」的能力。 

＊教學方法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教學計畫與組織、班級經營、教學方法與技巧、

師生溝通等能力，其目的在培養教師「能教」與「會教」的能力，教師能將教

學內容與教材經組織、轉化之後能順利、流暢傳授給學生。 

（2）專業自主： 

  教師在教學的歷程中能依其專業知識與能力做出專業判斷與決定，並不受外力

的不當干擾與影響。 

（3）專業倫理： 

  專業倫理信條反映的是工作的專業特性，期以專業倫理規範來建立特定專業工 

作的目標與標準，並藉此規範其組成份子的行為。 

（4）專業成長： 

  教師在經過長期的專業培訓之後，並在教學工作時仍能繼續不斷的參加各種正 

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動，以期能引導自我的反省與了解，並藉此增進教學之知 

識、技能與態度，進而提高教育品質，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5）提昇教師運用教學媒體的能力：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的發達，有越來越多的教學媒體運用於教學上，因為將 

視聽器材用於教學，有助於吸引學生的注意，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 

故教師應該提昇運用教學媒體的能力，在平常課堂或空白課程利用教學媒體作 

為輔導教學的工具。 

 

3.教師專業發展內涵 

教師專業能力有賴於教師專業發展，而近來有學者認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基

礎則在教師本身被視為獨特的個人，有其生命經驗及自我認同，於是「自我」就

成為專業建構的重要因素（周淑卿，2003）。因此，教師專業的發展可視為教師基

於自身生命經驗與需求，而從事的專業學習活動。 



 76 

根據陳美玉（2002）的研究，教師的成長乃終生學習的歷程，而成長的內涵

應從（1）教師發展即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2）教師發展即自我了解；（3）教

師發展即生態的改變；（4）教師發展即生涯的過程等四個層面進行探討，如此，

不僅能獲得較完整的概念，並且有助於教師專業能力的充分開展。研究者將引述

如下： 

（1）教師專業發展即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 

專業知識與技能乃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最基本條件，也是教師讓班級進行正常運 

作的必要能力，教師若能具備更豐富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才有能力提供更多的 

學習機會給學生。因此，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而言，至少可以發揮以下幾項功 

能：使教師產生更高的教學信心、具備純熟的班級經營後更有充分的時間投入 

教學、了解如何進行個別差異的教學、更有能力發展新的教學策略，並檢證新 

策略的有效性（Hargreaves & Fullan，1992）。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若將教師專業發展僅限於此層面上，則不免造成教師

專業視野的窄化，誤認教師專業發展乃是教學技術的獲得，故較容易流於技術本

位的教學。此種發展取向的危機，即是容易使教師淪為只善於教學技術的「教學

匠」，無法發展成為具有實踐智慧的專業者。 

 

（2）教師專業發展即自我的了解 

  教師專業發展乃意指教師個人想法與行為的改變，也就是教師能透過各種反省 

的形式，促使其個人的信念、實踐理論與教學行為等，產生有意義的、實質的 

改變。教師的自我了解可透過個人生活史的省察，以及對個人的專業實踐理論 

內容與形成過程的檢視，都有助於教師更了解自己的優缺點，進而能進行更有 

方向而有效的專業成長。 

 

（3）教師專業發展即生態的改變 

  學校一向被視為是孤立文化與教師個人主義濃厚的地方，教師應如何透過同儕 

間各種方式的專業合作、集體討論、反省或經驗分享等加以破除，都是探討教 

師專業發展應加以關注的主題。因此，教師任教的環境生態是否產生結構性的 

改變，學校內教師與同僚、行政人員間的互動關係，是否獲得有效的改進，都 

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狀況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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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專業發展即生涯的過程 

  教師專業發展乃是一連續的生涯過程，欲促成教師專業的有效發展，必須從終 

身學習、以及生涯發展的觀點著手，才能夠得到適當的處理。而且，教師是一 

成人學習者，有關影響成人發展的身心因素，以及社會性的壓力與期待，都會 

對教師發展造成某種程度的助長或干擾。由此可見，除非能以更寬廣、更長遠 

的觀點，了解教師發展的特性與需求，否則將無法適當的因應教師專業發展的 

問題。 

 

    從以上文獻資料所呈現可知，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在技術上至少包括教師

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在專業上，則包括教師自我的省思與了解、學校環境生

態的改變以及終身學習的生涯發展過程。因此，唯有兼顧技術和專業取向，才能

掌握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並有助於教師的專業化。而有了專業化教師，則較能

突破目前現有教學環境的問題，對教學創新理念與目標的達成，相對提昇。 

教師角色的扮演可以在有效教學的過程中淋漓發揮，然而兩項的基本條件都

必須要有堅固的教師專業為背景。教師的專業成長是提升教學品質的泉源，唯有

善用教師專業，研發具有相關性的、挑戰性的、激發性的、思考性的教材，營造

有利於創意教學的教學情境，建立良好師生關係，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啟迪批判

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那麼現代化專業自主的專業教師，都是每個孩子生命中

的貴人。 

 

四、結語 

    創造力的表現範圍可以很廣泛，包括情感、思維、態度、對話與行動，生活

中創意與改變人類文明的創意，都同樣重要（Csiksentmihaliy，1996）。而創意教

學是不受特定教學法的局限，凡是融合創造思考原則所設計的教學活動歷程均屬

之（洪昭榮、林雅玲、林展立，2002），換言之，創意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使學

生置身於創造性的情境中，在教師的引導下，去發揮他們的思考力、想像力與潛

能，以提升學生的創造力。 

    總而言之，創意教學就是要超脫傳統的觀念，把學習權還給學生，讓學生由

被動接受變成主動學習（陳寶山，2002）；教師更有發揮專業的道德勇氣和精神，

排除種種不利於創意教學的困境，堅持教育是「教人成人」、「百年樹人」、是提升

自我能力、讓生命更美好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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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是探討創造力之發展歷程與創意教師養成過程中的具備條件，及創

意教師在創意教學過程中所遭遇之困境與有效教學策略。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與

整理分析，作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對於創意教學的活動歷程有相當助益。 

    因此，本章所呈現之順序：為了更深入了解創意教學的內涵，首先將探討創

造力的意義、內涵等面向之分析，以做為敎師創意教學的理論依據；其次從創造

力的意義與內涵所延伸之面向觀點，進一步探討對敎師創意教學之影響因素，以

做為在創意教學所面臨困境時，能運用有效策略加以突破；然後，根據文獻之整

理與分析，探討教師在創意教學過程中所面臨之困境；最後，探討創意教學策略

及影響創意教學策略之因素，俾使教師在創意教學過程中所使用之教學策略有所

依循，以達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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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創造力之發展歷程 

 

壹、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談創造力的定義 

 

「創造力」一詞引申自拉丁字“Creare”：To make 及希臘文“Krainein”：

To fulfill（Young,1985）。而《韋氏大字典》的解釋，「創造力（creativity）」有「賦

於存在」（to bring exisence）的意思，具有「無中生有」（make out of nothing）或「首

創」（for the first time）的性質（引自陳龍安，2006）。創造力（creativity）則是一種

創造的能力，也有學者稱之為創造思考能力（陳龍安，2006）。所以，創造力是指

個體在支持的環境下，結合敏覺、流暢、變通、獨創的特性，透過思考的歷程，

對於事物產生分歧性的觀點，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不但使自己也使

別人獲得滿足（陳龍安，2006）。 

但是，長久以來，創造力的研究，一直受到科學家對創造力的認知缺乏共識

所阻礙。而創造力之定義所以難以達成共識，主要原因是創造力是一個多面向的

觀念，不同的研究者各自以不同的角度來詮釋，因此，不同的研究方法，對創造

力的認知也有所不同（黃奕光，2003）。所以，近半世紀的創造力研究結果，仍然

沒有一種比較完整的概念是可以被學術界廣為接受的定義。 

根據研究者在閱讀文獻資料時發現，各家學者在對創造力研究所採的面向不

同，於是對創造力的所持的觀點也不同，而且不同觀點的論述對有意從事創造力

研究之學者有了多元面向的參考價值，因此，茲將各家所論述之定義整理於下表

2-1，以方便對創造力之定義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表 2-1 創造力重要定義 

學者 年代 創造力重要定義 

Rhodes 1961 曾對諸多創造力定義的文獻加以綜合整理，他認為創造力涉

及「四 P」：即「創造的人」（person）、「創造的歷程」（process）、

「創造的產品」（product）及「創造的環境」（place）。有些

學者把「創造的環境」（place）改為「壓力」 

Torrance 1975 創造力是一種心智活動的過程：它包含認知問題的存在、穿

梭於各種資料或訊息之間、一項構思的逐漸成形、尋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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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直達於最後成果。 

Guenter 1985 探討美國有關創造力研究的文獻將之分為三大類：智力與能

力、人格特質及教育訓練。 

Davis 1986 創造力的定義不外是由人、歷程、產品三方面加以界定。 

Sterberg 1988 試圖從智力、認知思考風格以及人格動機三層面探討創造力

本質，而主張「創造力三面說」（three face model of 

creativity），強調創造力的產生是上述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 

Gardner 1993 創造力是一個能夠經常性解決問題、產生新產品或能夠定義

新問題的個體，而創造力的產生受到創造者的智力、人格特

質、社會環境及機會所影響。 

Lubart 

＆ Getz 

1997 認為創造力是人格特質、動機、社會環境和認知系統後的表

現。而情緒和情意變相則是創造力的潛在關鍵變相。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龍安（2006）， 葉玉珠（2006） 

 

從以上諸位學者對創造力所定義，均認為除了智力、知識與環境會影響創意

表現外，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動機與思考型態是決定性的屬性。唯有內在動機的

觸動，才能使一個人集中注意力到他所做的事物上面，並從創造過程中得到樂趣。

同時，有創意的人會不停地尋找新的挑戰，使他們不會失去新意。在人格特質上，

有創意的人，往往對自己有信心、願意接受新經驗、願意成長、對曖昧不明的忍

受力較高、願意冒合理的風險、面對障礙時的堅持度也較久。 

根據葉玉珠（2006）認為：過去有關創造力的研究大致從 Rhodes(1961)「四 P」

來探討，亦即「歷程」（Gallagher,1975；Torrance,1988）、個人特質（Feldhusen,1995；

Mellou,1996；Oldham＆Cummings,1996；Siau,1995）、產品（Amabil,1997；Sternberg

＆Lubert,1996），以及壓力/環境（Amabil,1998；Amabil,Conti，Lazenby＆Herron，1996；

Oldham＆Cummings,1996）。 

因此，在影響個體創意表現的個人因素中，Feldhusen,（1995）；Mellou,（1996）；

Oldham＆Cummings,（1996）；Siau,（1995）都特別強調個人特質對創造力的重要性。

其次 Amabile,（1998）；Amabile,Conti，Lazenby＆Herron，（1996）；Oldham＆Cummings,

（1996）則認為壓力/環境，是影響創造力的重要關鍵。 

於是，就以上創造力的定義綜合分析結果，創造力是一種多面向的觀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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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各學者專家對創造力各層面的認知與說法，研究者在文獻資料綜合整理

後認為以下四項具體觀點：智識、人格特質、動機及環境/壓力，是影響教師創意

教學的重要因素，因此，將於第二節從四項具體的觀點，進一步說明分析教師創

意教學的相關因素。 

 

貳、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談創造力發展歷程 

 

早期學者對創造力的研究多從「歷程」的觀點著手（葉玉珠，2006）。賈馥茗

（1976）認為以創造為歷程，乃著重於思考，但卻不是從思考的類別著眼，而是

著重在推斷自意念萌生之前至形成概念和整個階段。 

Wallas（1926）所提出的創造歷程，在整個研究創造力的過程中最具代表性，

他將創造歷程分為四個階段：（1）準備期（preparation），（2）醞釀期（incubation），

（3）豁朗期（illumination），（4）驗證期（verification） 

Gallagher（1975）根據 Wallas（1926）的創造歷程四階段的理論，認為創造力

是一種心理歷程，並將主張創造心理歷程主要有四個階段，且對每一個階段所需

具備的思考運作及要素，做進一步的定義，形成了創造歷程的模式。如表 2-2。 

 

表 2-2 Gallagher（1985）創造歷程模式 

歷程階段   期望的形式    思考運作  人格特質要素/態度 

準備期 純粹、良好的組織  認知記憶  好學、維持注意力 

醞釀期 漫不經心  個人的思考  智能的自由 

豁朗期 經常混淆、不協調  擴散性思考  冒險、容忍失敗及曖昧 

驗證期 純粹、良好的組織

以及清楚的陳述 

  聚歛性思考、評鑑 

  思考 

 智能的訓練導引邏輯的  

 推論 

資料來源：Gallagher（1985）,p.250（引自陳龍安 2006） 

 

 Davis（1986）認為創造的歷程，不僅要涵括傳統階段的說法，也要將創造的

技能也包含在內，其理論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界定： 

一、創意者用來解決問題的一系列步驟或階段。 

二、當新的主義或解決方案突然併發的剎那間，是由於知覺的突然產生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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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或轉換。 

三、創意者在有意無意間用來引發新的主意、關係、意義、知覺、轉換等 

    的一些技巧和策略。 

    Osborn 在 1960 年代即提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creative problem-solving 

model），其在此一模式中有詳細定義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步驟（引自葉玉珠，2006）。

因此，Davis 在提出創造歷程理論的同時，他也認為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模式（CPS 

model）如圖 2-1 是最佳的問題解決方案，而且蘇芳柳（1990）也認為此模式如果

靈活運用，可用來從事：教導一個很有效的創造性解題策略、增進對創造歷程的

瞭解、提供學員有漸增的創造思考經驗和解決問題等相關活動。 

 

 

 

 

 

 

 

 

 

 

 

 

 

 

近來學者 Treffinger＆ Isaksen（1992）根據 Osborn 的模式提出創造性問題解

決步驟：（1）發現混亂（mess-finding）。（2）尋找資料（data-finding）。（3）發現問

題（problem- finding）。（4）尋找方法（idea-finding）。（5）尋找解決方案

（solution-finding）。（6）尋求接受（acceptance-finding）。其中發現混亂、找資料、

發現問題是為了「瞭解問題」（understanding the ploblem）；尋找方法是為了「產生

主意」（generating idea）；尋找解決方案、尋求接受是為了「行動計畫」（planning action）

（葉玉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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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上述學者的論述中發現，著眼於創造歷程的學者都強調創造是一連

串的心理歷程，而且大致上都符合「準備」、「醞釀」、「豁朗」和「驗證」四大步

驟。所以，「問題的發現與探索」是啟動科學創造性思考的動力，「豐富的舊有知

識」是科學創造性思考的能源，「靈感、想像與直覺」所產生的的頓悟是科學創造

性思考的菁華，而「邏輯論證」則是科學創造性思考最具適切的保證。 

 

參、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創造力理論之分析 

 

教師是決定整個教學情境氛圍的重要人物，所以教師專業能力的展現，包括

教學策略的運用、教室管理的技巧、新課程的設計實施及評量策略，都直接影響

教學品質良窳的重要因素。因此，創意教學對教學效益的提昇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力。 

所謂「創意教學」是以培養學生創造力（CQ）為主要目標，同時也是教師在

各科教學中運用創造思考的策略以啟發學生創造力的一種教學模式（陳龍安， 

2006）。因此，在進行創意教學的過程中，若要使教學更有效益，就必須對不同的

創造力理論有所瞭解。於是，研究者在蒐集、閱讀文獻資料時，將創造力理論發

展模式整理出下列幾項做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成分模式與指標系統模式之分析 

    創造力的衡量指標，通常以「產品」是否具有創意並獲得學門肯定為依據，

而其中創意產品的誕生，著重於創意者的人格特質與內在動機為主要因素。以此

論述發展創造力研究之學者，以 Amabile（1983，1996）和 Csikszentmihalyi（1990）

所提的「成分模式」和「三指標系統模式」最具代表性。其理論模式依 

研究者整理資料後如表 2-3。 

表 2-3  「成分模式」和「三指標系統模式」 

Amabile 的成分模式 Csikszentmihalyi 的三指標系統模式 

認為創意產品必須具備下列四種成分： 

（如圖 2-2） 

1.領域相關技能領域相關技能領域相關技能領域相關技能：：：： 

構成創造的準備狀態，亦即：建立或活

認為產生新奇想或產品的因素有： 

（如圖 2-4） 

1.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個人必須透過學習歷程，將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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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儲存的資訊與做出邏輯的反應及以

事實知識與其他規準來測試反應的可

能性。 

2.創造力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 

乃關係著個人對訊息反映的搜尋。亦即

從搜尋記憶與現有環境相關的因素中

產生反應的可能性。 

3.工作動機工作動機工作動機工作動機：：：： 

個人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其在

領域相關技能及創造力相關技能上的

準備狀態，而且對創造過程中，倘若任

務的認知和訊息的搜尋產生偏頗或不

足，其在創造結果不盡理想的狀況下，

亦可能回過頭去影響工作動機。 

4.4.4.4.社會環境社會環境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如圖 2-3） 

Amabilec 後來將成份三要素加上社會

環境，主要是指個人所處的組織環境，

亦即：影響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和統合外在動機，

進而影響創造歷程者，必需有強大的社

會環境做為他最大的支持力量。 

 

符號系統、規範和判準等系統內化，然

後必須在探索的過程中感到「樂在其

中」，此即為「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而這種「福樂經驗」可以

將個人的能力推展到極限，成為追求向

上的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 

2.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領域所指的是知識系統與象徵符號系

統，而文化就是這些不同的知識系統所

組成。所以，個體要能產生創意的產

品，就必須學習具備領域的相關知識與

技能。而領域知識是否能在文化或領域

中不斷進化或被保存並傳承下去，則需

要有「創造」做為他的支撐點，而且他

的「可接近性」和「可取得性」更具有

關鍵性角色。 

3.學門學門學門學門：：：： 

是指屬於某一領域的社會組織，而這一

領的知識或產品是否具有價值的創

造，通常是由這一社會組織中的專家、

批評者或有成就的先驅者負責判定。因

此這些人也被稱為「守門人」。 

資料來源：整理自葉玉珠，2006。創造力教學---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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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資料顯示：Amabile 的成分模式理論認為，創造力除了個體能力的

展現外，社會環境的脈絡(context)仍為創造力的重要成分，也就是說：同樣一個個

體（個人或小團隊），在不同的社會環境脈絡下，將會表現出不同的創造力。而工

作環境脈絡對個人創造力的影響，成分模式認為主要是「工作動機」 (Amabile, 

1997)，亦即工作環境是否能激發個人的內在任務動機(intrinsic task motivation)，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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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品產生的重要因素。 

    同時，Brown（1989）亦針對 Amabile 的成分模式的分析後做了下列的評價，

他認為成分模式具備了清晰性、可驗證性、具綜合性、具進步性、預測力佳，而

且凸顯內在動機的關鍵性和外在動機的限制性。 

    然而 Amabile(1993,1996)也針對自己所提之動機成份持續研究，其結果又提出

了下列修正看法：（引自 http://home.kimo.com.tw/burnning_mind/） 

1.外在動機的兩種性質：「控制」或「提供資訊」。因此，外在動機可以進一步被 

  區分成兩種激勵因子：.「增效的激勵因子(synergistic motivator)」及「非增效 

 的激勵因子(non- synergistic motivator)」，前者它能提供多元資訊使個人得以更 

 順利地完成工作，是可以與內在動機可以相配合；後者則使人感覺到被控制、 

 與內在動機不相容。  

2.內在動機原則：內在動機有助於創造力，控制性的外在激勵因子對於創造力有 

 害處，訊息性的外在激勵因子則是有益處。在展開工作或解決問題的初始階段，   

 或當內在動機水準很高時，訊息性的外在激勵因子特別有益處。  

    而 Csikzentmihalyi(1988, 1997)以三指標系統模式的觀點審視創造力，其中領

域的概念與 Amabile 的「領域相關技能」相同，都具有「專業」的概念，領域代

表著創新所在的知識系統、象徵符號系統，在領域知識的演化與創造過程中，個

體必須先學習內化領域的知識、技能與內在判準之相關知能。當一個有創造力的

個體產出一個創新時，就某個領域的演進而言，就是產生了一種「變異」，但這樣

的變異是否會留存下來，並改變了該領域或成為該領域的重要成就時，就必須經

過一種「選擇」的歷程。而在此選擇歷程中，主導該領域的「守門人」機制，就

是另一重要的次系統。所以，依據 Csikzentmihalyi（1997）的理論，「變異」與「選

擇」就成為創意產品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關鍵。如果個人的創新可以通過守門人的

選擇，則可以進入該領域，成為領域中的一個創造成就，而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因此，創造力不單只是個體現象，個體所處環境脈絡中，領域的可接近性(accessible)

與可取得性(available)，以及場域的積極主動傾向、守門機制、與場域的開放性與

連結性等，都是創造力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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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觀點模式與投資理論之分析 

    Csikzentmihalyi(1988, 1997)的三指標系統模式的創造力理論，對後來從事創造

力研究之學者，具有莫大助益。Gardner（1993）就根據 Csikzentmihalyi 的創造力

理論，提出創造力的「互動觀點」模式；同樣地，Sternberg 與 Lubert（1996）提

出的「投資理論」模式，所強調的也是著重於人格特質對創造力運作的重要性，

而且個人動機與支持性的環境脈絡，對創意產品的產生是有絕對的必要性（葉玉

珠，2006）。試將以上二家理論模式的基本概念整理如表：2-4，然後將進一步分

析其理論在創造力研究中的特性與貢獻。 

表 2-4  「互動觀點模式」和「投資理論模式」 

Gardner(1993)互動觀點模式 Sternberg＆Lubert(1996)投資理論模式 

1.產生創造力的專業領域往往受到創

造者的智能、個人特質、社會支持和領

域中的機會所影響。 

2.特別強調「個人」、「其他人」和「工

作」三者間互動的重要性。(如圖 2-3) 

工作：是指學科領域中的相關象徵系

統。而影響個人創造力的「其他人」主

要是家庭和同儕；而一個學有專精者的

「其他人」則是主要的競爭對手、評判

者或同行的支持者。（圖 2-5） 

3.高創造力者的五項活動：其生活方式

通常會沉浸在他的工作當中，而不受影

響。 

（1）解決特定的問題。 

（2）一般概念基模的延伸引用。 

（3）創造一個產品。 

（4）產生風格性的表現。 

（5）願意冒高度危險以成就富有創意 

的表現。 

1.投資理論： Sternberg 的投資理論係

由經濟學的投資觀點「買低賣高」的概

念來解釋創造力。洪蘭（1999）認為，

把創造力類比為一個投資「買低賣高」

的過程，是一個具有十分創意的觀點，

尤其把投資理念的風險成分、投資策

略、投資工具、資本、市場需求、投資、

評估、代價和利益等八大因素加以考

量，則更貼切說明創造歷程的種種險境

和阻礙。 

2.創造力的表現不僅要面對種種險境

和阻礙，更需要其他輔助資源，才能將

個人內在的創造潛能激發出來，而這六

種不同但互有關聯的輔助資源分別

為：智識能力、知識、思考型態、人格

特質、動機和環境。 

3.認為有三種智識對創造力格外重

要，分別是：綜合能力、分析能立即實

際脈絡能力。 

4.從心智自我管理功能觀點，思考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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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行政型、立法型、司法型三種。 

從心智自我管理層次觀點，思考型態分

別為：整體型和局部型。Sternberg＆

Lubert(1995/1999) 

資料來源：整理自葉玉珠， 2006、陳龍安， 2006。 

 

 

 

 

 

 

 

 

 

 

 

 

 

 

 

  從以上資料分析獲知，在影響個體創意表現的眾多個人因素中，Gardner(1993)

認為個體在創意的發展上，除了必須具備的智能外，在人際環境的歷程互動關係

中，是展現創造力的重要因素。而 Amabile(1983，1996)，Csikszentmihalyi(1990)，

Sternberg ＆ Lubert(1996)則都特別強調內在動機的重要性，並且認為內在動機是

促動個體從事和持續創造行為的重要動力。因為，創意歷程會有許多挫折、需要

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及投注相當精力與資源，如果沒有強烈的內在動機，個體將很

難持續從事創造活動。因此，教師創意教學的內在動機對於教師創意教學的行為

具有重要影響（林偉文 吳靜吉、詹志禹，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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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力發展生態系統模式 

    綜合以上諸多學者對創造力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以發現個人的智能、知識、

人格特質（內在動機）、知識領域、社會環境（外在動機）都是促成創意表現的重

要因素。近來，國內學者葉玉珠（2006）綜合過去創造力的定義和理論模式，認

為創造力乃個體在特定領域中，產生一個在所處社會文化脈絡中具有「原創性」

與「價值性」的產品之歷程；亦即創造性產品乃個體的知識、意向、技巧與環境

互動的結果。於是提出了創造力發展生態系統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of creativity 

development），說明創造力乃在多層面而且複雜的系統中所產生，而且認為個體的

知識（經驗）、意向（動機、傾向、態度、承諾）、技巧、能力均屬個人特質，而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組織環境及社會文化體系，則為影響創造力發展的重要環

境因素如圖 2-6。 

 

 

 

 

 

 

 

 

 

 

 

 

 

 

 

 

    此生態系統模式中，小至個人，大至社會文化體系分成：小系統、中系統、

外系統和大系統四種類：（葉玉珠，2006） 

1.小系統：個體與生俱來及學習而得的特質。例如：知識（經驗）、意向（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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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向、態度、承諾）、技巧、能力。 

2.中系統：指個體成長的家庭及學校環境。而此系統會與小系統互動而影響個人 

         特質的發展。隨著年歲的增長，中系統的影響力會逐漸變小。 

3.外系統：與個體工作有關的組織環境，亦即個體所處的組織環境與專業領域的 

         社會組織中的人、事、物。而此系統會與小系統互動而直接或間接影 

         響個體創造性產品的產生。 

4.大系統：是指個體所處的社會的文化、習俗、社會價值觀、社會期待等。而此 

         系統會與前述三系統的發展，更會影響個體創造性產品的評價。 

    在生態系統發展的歷程中，葉玉珠（2006）引用 Wallas（1926）的四個創造

歷程名詞，並且針對創造歷程的內涵重新定義，納入生態系統發展的相互關係中。 

此四種步驟為： 

1.準備期：蒐集有關問題的資料，並與舊經驗和新知識相互結合。 

2.醞釀期：分析和處理訊息，在處理過程中或許百思不解，暫時擱置，但是潛意 

          識仍在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案。 

3.頓悟期（豁朗期）：突然頓悟，了解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於是創造性產品產生。 

4.評估期（驗證期）：將頓悟觀念或創造性產品加以應用，以驗證、評估是否可行？ 

 

 

 

 

 

 

 

 

               

     

 

創造力發展系統與創造思考歷程的關係如圖圖圖圖 2-7777。由圖中可以發現：大系統

與小系統的互動會直接影響四個歷程的發展，而大系統與中系統對四個創造歷程 

有間接影響，大系統對創造性產品的驗證與評估具有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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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敎師創意教學之因素 

 

壹、創意教學的意義與內涵 

 

一、創意的定義 

    創意是什麼？根據韋氏字典（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定

義，認為創意是：1.有創意的資質，2.有創意的能力（the quality of being creative, the 

ability to creative）。從這個定義來看，它說明了創意的兩個重點：1.創意是一種品

質、是與生俱來的；2.創意是一種可以培育出來的能力（邱珍琬，2002）。陳龍安

（2006）則認為創意是一種「不同而更好的想法」、「創意不是無中生有，不會憑

空而來，必須有一些背景知識作基礎」。 

    所以，創意不僅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而且可以透過學習獲得，在創意過

程中必須運用自己專業背景的知識，使用各種策略與方法，而達到與眾不同的想

法或創新的產品。 

 

二、創意教學的內涵 

    根據 ERIC 百科全書對創意教學（creative teaching）的定義是：「教師發展並運

用新奇的、原創的或發明的教學方法」。陳龍安（2006）更進一步說明創意教學是

「一種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的教學，也就是教師透過各種課程的內容，在一種

支持性的環境下，運用啟發創造思考原則和策略，來激發和增進學生創造思考能

力的一種教學模式」。因此，教學措施與活動的目的，是藉由教師的構想、設計並

運用新奇的教學取向、方法、教具或視訊媒體，以適應學生的心智發展，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協助學生產生一種有意義的學習，以便有效達成教學或教育目標

（張玉成、羅倫新、許育彰，2003）。 

    因此，創意教學係以培養學生創造力為宗旨，因而在教學過程中，藉由創意

活動之客觀規律，引導學生以創造性態度，運用創造性思維方法，發展各自之潛

能，以探索未知領域，並促進其創造力之發展（Fryer,1996；Wynn, 1996；林金輝 

2002）。 

綜合言之，創意教學的意義是指敎師在實施教學過程中，依據創造和思考發

展的學理和原則，在教學中採取各種敎法與策略，作為啟發學生創造力、思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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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一種歷程（林進材，2002）。亦即創意教學是一種有別於傳統教學法的教學策

略。此種教學法乃鼓勵教師應該因人、因時、因事、因地、因物而制宜，變化教

學方式與策略以達教學目標。 

 

貳、創造力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本節乃根據第一節針對創造力的定義綜合分析結果，提出下列四項影響創造

力之具體觀點：智識、人格特質、動機及環境/壓力。並從四項具體的觀點，分析

教師創意教學的相關因素。 

 

一、智識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本段落所稱之「智識」乃指個人之智慧與知識而言。以下就智慧與知識兩個

觀點分析與創意教學之關係。 

 

1.智慧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Sternberg ＆ Lubert(2005)認為智慧在創造力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有三個要素：

綜合、分析與實用。所謂綜合就是以不同的表達方式說明同一個觀點，也就是說

必須用新的眼光去解釋舊有的問題；然後運用分析的手法去釐清哪一個新的想法

是最好的，最後能夠有效的把自己的成果表現出來，並且獲得大家的肯定。  

教育是創造目標與過程的發展基礎，而一個具有創意的教師在面對多元文化

的社會爭逐中，就必須針對自己教學專業知能、態度、教材、教法有產生新想法

的綜合智慧：也就是必須認清「教」與「學」之間互動和效益的關鍵點，然後重

新建構問題的結構，再蒐集資料、調度資源及評估想法價值的分析智慧，根據外

在環境的種種評價，調整想法並了解新想法的宣揚與精進，充分展現實用智慧的

理論。 

（1）就智慧的綜合部份分析創意教學的因素 

在創意發展歷程中，重新界定問題的結構和成因，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Sternberg ＆ Lubert，2005)。所謂重新界定問題：：：：意即對任何一既定的事件，

都能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問題，或是說重新界定這事件的本質問題，然後設計足

以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在教育過程當中，教材是引發教師教學活動與學習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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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的重要媒介，以綜合觀點為基礎的創意能力，其實對教學歷程的成效已宣

告踏出成功的第一歩（Einstein ＆ Infeld，1938）。 

其次，創造力就是去形成或看到別人尚未看出價值的想法或念頭。就智慧的

綜合部份來看，頓悟觀點的創造力就是：：：：能夠把舊的資訊、理論等組成新的東西

的能力。能夠利用週遭現有的物質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東西，以及改變方向的能力

及採用他種方式的能力。（Sternberg ＆ Lubert，2005)，因此，就上述文獻資料分

析，以智慧為基礎的創意教學，就必須將足以影響教育發展的個人因素、教材教

法、評鑑方式、情境氛圍及人際互動的相關因素重新審視與評估。 

 

    （2）就智慧的分析部份與創意教學之關係 

    重新界定問題是創意的首要步驟，然而就智慧分析的角度來看，不僅要重新

界定問題，還要認識分析所界定問題：也就說在分析所界定的問題時，能夠看出

哪一個新的想法是好的、是有前途的、是可執行的想法。而策略的形成與資源的

調度則是分析所界定問題的第二個步驟：也就是有效的調動資源，把問題的基本

部分分別解決，是創意發展歷程的重要關鍵。而其主要方法是用擴散性思考和具

歛性思考交互運用，找出最適當的解決方案（Sternberg ＆ Lubert，2005）。 

     

    （3）就智慧的實用部份分析創意教學的因素 

    智慧的第三個層面是實用面：也就是能夠有效的把自己的創意成果表現給觀

眾看。根據 Sternberg ＆ Luber（2005）的創造力投資理論模式的觀點來看，在新

創意的開發上，「賣點」是很重要的，好的販賣技術可以提昇這個想法的價值。同

時一個人一定會從他的工作中得到回饋，知道如何對回饋反應就是實用的技術。

在教育歷程中，創意展現後的回饋莫過學生積極的反應與外圍環境的肯定與支

持。意即，在創造力發展過程中，常會忽略到實用的部分，尋找一個有興趣的想

法必須也要有足夠的敏感度去了解別人對你的想法是否感興趣，如果不是的話，

別人很難會認為你的作品是有創意的，這就是 Csikszentmihalyi（1990）所說「變

異」與「選擇」是創意產品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關鍵。 

 

  2.知識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克拉克說：「知識是唯一不受報酬遞減律約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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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工具。」可見知識是一切創新的來源。知識與經驗的重新轉換以產生新的產品

或反應，是創造力展現的重要途徑（Guilford，1967），同時，領域知識是一個穩定

的、個人的因素，它將形塑個人創造力的表現（Amabile，1983），因此，創造是

否成功？在一個特殊領域中現存的知識和經驗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創

造力需要知識的基礎與智慧的能力，以新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態度。教育是經驗

與知識創造方向與過程的發展基礎，且這樣的發展歷程會伴隨認知的累積而增

強。且其認知範圍涵蓋了多樣性的使用、多元性的觀點與增強錯綜複雜的基模

（Perkins 1986）。因此，教育提供了對於各種經驗、觀點與知識基礎的方向，同時

也增加不同的問題解決技巧和創意的表現（Amabile，1988）。 

    Amabile（1983）成分模式理論的「領域相關技能」所指就是知識系統、象徵

符號系統、技術和應有的能力。因此，在領域知識的演化與創造過程中，個體必

須先學習、內化領域的知識、技能與內在判準之相關知能後，才可能產生創意的

行為。就教育歷程觀點來看：教師必須擁有專業學科的知識及教學的技巧與能力，

始能發揮創意教學的表現。 

    Csikszentmihalyi（1998）所提的「三指標系統模式」中認為，個人不僅要將

專業知識做好儲備，並且要不斷更新與管理，使專業知識在生活中更易於接近、

學習和內化；增加文化、領域知識的開放性，同時與異質文化領域有交流的機會，

以增進創造領域的知識管理與學習。所以，個體能否從自身領域取得、學習並更

新領域知識，且將所獲得之領域知識內化，便成了個人創造與否的重要基礎。 

    此外，Killion（2000）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式學習

結構」及「非正式學習結構」。研究發現：教師從非正式學習結構所獲得的知識內

容與教學技巧，遠比從正式學習結構所得來的知識和教學技巧來得實用。究其原

因：正式學習結構的知識與技能，不一定能夠轉化到教師的實際教學實務中，反

而教師經由同儕的對話、合作與相互觀摩，將使教師更清楚將教學的知識與技巧

融入自己的教學實務中（林碧芳，2004）。 

    國內學者吳子超（2001）也做過類似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優良教師

在電腦進修中的「主動做中學」、「校內研習」及「校外研究機構課程」等因素中，

皆顯著高於一般教師，在教學創新上也顯著高於一般教師。林偉文（2002）在國

民中小學學校組織文化、教師創意教學潛能與創意教學之關係研究中亦指出，教

師參與越多學習結構與管道，其創意教學的行為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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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文獻探討中可以發現，個體能否於工作中展現其創造力，就必須有足

夠的領域知識為其基本背景。因此，本研究在進行訪談過程中將特別關心的是：

教師非正式的學習結構對其創意教學的影響。 

 

二、人格特質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1950 年 Guilford 呼籲心理學家重視創造力（尤其是創造性人格）研究之後，

過去三十年，創意者的人格特質一直是創造力研究的主要重點（葉玉珠，2006）。

但是，在百家爭鳴過程中，結果並不一致，其主要因素：乃各研究者之研究對象

取自於不同之領域和年齡層，所用之研究工具和技術亦不盡相同所致（張春興，

林青山 1982）。 

Torrance（1975）則從許多針對創造性人物研究與測驗中整理出創造性人物最

為重要的一般特徵，包括：情感的敏銳、富於幻想、願意冒險、喜歡獨自工作、

好奇、追尋、自我肯定、獨立思考、判斷、坦承、有眾多興趣、接受凌亂、顧及

他人、有使命感、有幽默感、生活失調、永不厭倦、多問、有獷野之情、對不同

意見至為振奮、挑剔、易鬧情緒、建設性批評、害羞、頑固、盡責、不拘禮教、

偶爾退縮、多才多藝、經常受困擾、受混亂所吸引、受神秘所吸引、有超越的願

望等三十四種人格特質。 

美國學者 Csikzentmihalyi（1996）則針對九十一位當代傑出人士，利用五年時

間以深度訪談與文件分析方式探究，發現他們同時具有正反兩面的人格特質，並

稱之為「複合性人格」。他以十項明顯正反特質來說明這種現象： 

（1）創造性人物往往精力充沛；但又經常沉靜自如。 

（2）創造性人物向來聰明；但同時又有點天真。 

（3）結合了遊戲與紀律，或責任新與無所謂的的態度。 

（4）創造性人物的思考，一邊是想像與思幻想；另一邊則是有現實的根底， 

     兩者相互轉換。 

（5）創造性人物似乎兼具有內向與外向兩種相反的傾向。 

（6）創造性人物也同時具備了不尋常的謙卑與自豪。 

（7）創造性人物在某種程度上跳脫了嚴苛的性別刻板印象。 

（8）創造性人物是叛逆而獨立的；但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卻又是一個傳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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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者。 

（9）大多數創造性人物對自己的工作都很熱情；但又極為客觀。 

（10）創造性人物的開放與敏銳經常使他們陷入悲喜交雜之境。 

 

國內學者葉玉珠、吳靜吉與鄭英耀（2000）認為創造人格特質包含嘗新求變、

樂在工作、情緒智力、多角推理、獨立思考、掌握重點及解決問題、慎思互動、

興趣廣泛及欣賞藝術與隨性想像等九個面向。 

王文中、鄭英耀（2000）則認為創造力人格特質因素涵蓋了五個分群： 

（1）不為偏見及舊方法束縛的態度。 

（2）與創造有關的技能、勇於冒險、高度自我動機、廣泛經驗與興趣、敏 

     銳的直覺。 

（3）豐富的專業經驗、聰穎、容易被複雜性的事物所吸引、強烈的自信心、 

     多種正面人格特質。 

（4）高度的審美觀。 

（5）良好的社交技巧、對曖昧情境的容忍度很高。 

根據黃奕光（2006）對創造人格理論的看法，他認為有下列幾項的特質： 

    （1）創意者對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都具有高度的熱情。 

    （2）因為他們的熱情與高度的興趣，使他們願意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以達

成目標。 

    （3）他們對渾沌未明的狀況有極高的忍耐力，換句話說：在解決問題的過程

中，他能忍受所有的「不確定」。 

    （4）他願意接受這個問題所帶來的風險。 

    （5）他對複雜且有深度的想法有極高的興趣，同時他的生活層面也相當寬廣。 

    （6）他是個開放的人，願意尋求不同的經驗。 

    （7）他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有足夠的信心，並且有極高的自主性。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分析，除了美國學者 Csikzentmihalyi（1996）所提的「複 

合性人格」的理論說明：人格特質對創造力不是有絕對的影響因素外（吳靜吉， 

2005），多數學者均認為，創造必須具備某種人格特質，在創造思考的運作過程 

中，常需要突破戒規，超越習慣，以求新求變、冒險探究的精神，去構思觀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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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其行為會表現出冒險、挑戰、好奇、想像等情意的特質。 

    若更進一歩分析：創意人在人格特質方面：必須有主動發現問題及善用比喻、 

活化知識以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且必須有廣泛的興趣和開放的經驗、積極樂觀並 

且容忍模糊狀態的個人風格；在態度方面必須有提升自我能力、面對挑戰的自我 

惕厲的精神；在動機方面則必須有強烈的熱情投入創意，樂於苦中作樂，進而達 

到忘我的境界（吳靜吉，2005）。 

    最後，研究者以王國維的求學三境界，來說明創意人具有人格特質的綜合論

述。他說：古今之成大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

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

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王國維．

人間詞話 ）。創造本來就是寂寞、孤獨與艱辛，但必須堅持下去的一種心路歷程，

所以，本研究歷程中，研究者將針對「創造性人格特質」的層面，作為影響教師

創意教學的因素之一加以深入探討。 

 

三、動機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在影響個體創意表現的眾多因素中，動機是促動個體從事創造行為與持續創

造行為的重要動力（Csikzentmihalyi 1996,Sternberg＆Lubart ，1995）。因為創意的歷

程需要面對諸多挫折、長時間的努力及投入更多的精力與資源，如果沒有強烈的

動機，個體將很難持續從事創造活動，而強烈動機正式人格特質中最具關鍵的因

素。根據 Sternberg＆ Lubart（1995）對動機影響創意的看法可分類：內在動機、

外在動機和其他動機。茲將 Sternberg＆ Lubart 及相關學者對動機的解釋整理分析

如下： 

     

1.內在動機與創意行為 

    首先，我們從孔子的一段自述來說明內在動機的特性，有一天葉公問子路：

你們老師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子路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就回去告訴老師有這麼

一件事。孔子回答說孔子回答說孔子回答說孔子回答說：：：：「「「「女女女女奚不奚不奚不奚不曰曰曰曰，，，，其為人也其為人也其為人也其為人也，，，，發憤忘食發憤忘食發憤忘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以忘憂樂以忘憂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不知老之將不知老之將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至云爾至云爾至云爾。」。」。」。」（論語．述而），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就

是孔子內在動機的極至表徵，對於一件事情能熱衷投入到「忘食」、「忘憂」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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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對領域知識的儲備，確實是創造力展現的重要因素。無怪乎孔子開啟了平民

教育之先河，樹立了「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標與哲學觀。 

    內在動機的驅力可以讓人轉化成對一件事物的熱情投入，而成為他工作中的

嗜好與樂趣（Sternberg＆ Lubart，1995）。而且諸多研究也支持內在動機對創造力

的重要性，如：Hill（1991）發現寫作創意的品質與創作時的快樂有正相關；Amabile

（1983）發現喜歡寫詩的孩子比只是為了要討好老師而寫詩的孩子在詩的創意品

質上有顯著的差異；Hennessey、Amabile 和 Martinage（1989）發現可以訓練小孩子

去注意它的內在動機，當他們有內在動機時，他們的創意表現會比較好（引自

Sternberg＆ Lubart，1995）。因此，內在動機是促使創意發想與實踐的重要因素。 

    Amabile（1983,1996）在創造力「成分模式」理論提到：個人能否產生創意最

有關的三個因素：「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工作動機」，其中工作

動機為最主要關鍵。而且他認為，可以從個體對「工作態度」和「好奇、興趣」

兩個角度來探討對內在動機的定義，也就是說個體投入工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外

在因素或外在酬賞，而是個體自身對工作所產生的價值，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滿足

與快樂。 

    Csikzentmihalyi（1996）在訪談許多傑出創造人物時，發現他們都有一種類似

的「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的現象，福樂經驗是一種樂在其中、渾然忘我的

經驗，而且樂此不疲。沉浸在「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中的創意人物，大致

有九項行為要素：在創造過程中每一個步驟都有明確的目標、個體的行動都有立

即性的回饋、挑戰與技能之間能夠獲得平衡、行動與知覺能結為一體、心無旁鶩、

不擔心失敗、自我意識消失、時間的感覺扭曲、活動便成自我導向。而這九項行

為要素，便成為個體創意表現的重要表徵。 

    國內學者楊智先（2000）以「專注力」作為「福樂經驗（flow experience）」的

指標，研究教師的福樂經驗與創意教學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當教師在工作上擁

有強烈的內在動機時，對於教師自身的教學及生活層面均有正向影響。 

    因此，從以上文獻資料綜合分析可知，若教師對創意教學具有強烈的內在動

機，或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感受到較多的福樂經驗，則教師比較有可能在各種阻

礙因素的壓力之下，仍積極從事創意教學。也就是說，教師教學的內在動機，是

支持教師能否不斷投入教學創新活動的重要因素，教師的內在動機越強，則越有

意願和動力投入教學創新活動，在面臨外在的限制與創意過程的挫折與挑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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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能堅持下去，並且從挑戰的過程中獲得快樂感受（林偉文，2002）。 

 

2.外在動機與創意行為 

 

    根據 Amabile（1986）過去研究發現，內在動機會增進個體的創意表現，而外

在動機則會阻礙創造力，他在一項小朋友說故事的實驗中發現：知道說完故事有

獎品的孩子比不知道說完故事有獎品的孩子，在創意的表現比較差；Hill（1991）

也以大學生的成績和作品之間的相關因素作實驗，結果：想得到好成績的動機與

想寫得好作品受到別人肯定的動機和作品的品質間的相關是負的。所以，Amabile

為何會認為外在動機會減低創造力的表現，他最典型的解釋是：外在動機會使人

的注意力轉移到目標上而不是到達這個目標的途徑（洪蘭 譯，2005）。 

    過去研究創造力動機時，總是把內在動機的影響因素凌駕於外在動機之上，

但是，Ochse（1990）將影響創造力動機的這個領域研究綜合分析後，把創意人最

顯著的動機列舉出八項：（1）想要克服無知，想要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2）想

要透過作品讓自己成為不朽；（3）想要賺錢；（4）想要證明給自己或別人看；（5）

想要獲得別人得尊敬；（6）想要證明自己；（7）想要創造美好的東西；（8）想要

發現物件內在的規律。從顯著的動機中可發現，賺錢就是很明顯的外在動機，而

且所列舉的項目中有些是很難界定究竟是內在還是外在動機，因此，Ochse 認為內

在的和外在的動機，都足夠去策動有創意的人（引自 Sternberg,＆ Lubart，1995）。 

    然而，研究者在前面提過，Amabile(1993,1996)針對自己的「成分理論模式」

所提過之動機成份持續研究，其結果又提出了下列修正看法，他認為： 

（1）外在動機的兩種性質：「控制」或「提供資訊」。因此，外在動機可以進一步

被區分成兩種激勵因子：「增效的激勵因子(synergistic motivator)」及「非增效的激

勵因子(non- synergistic motivator)」，前者它能提供多元資訊使個人得以更順利地完

成工作，是可以與內在動機可以相配合；後者則使人感覺到被控制、與內在動機

不相容。  

（2）內在動機原則：內在動機有助於創造力，控制性的外在激勵因子對於創造力

有害處，訊息性的外在激勵因子則是有益處。在展開工作或解決問題的初始階段，

或當內在動機水準很高時，訊息性的外在激勵因子特別有益處。 

    所以，根據以上文獻資料分析，在創意的發想與實踐過程中，如果沒有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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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只有外在動機，確實會嚴重減損創造力的發展，但是，外在動機和內在動

機若能相互結合，形成一種合作的關係，則可以增進創造力。因此，本研究在探

討創意教學的過程中，除了將特別關注教師創意教學的內在動機驅力外，亦將外

在動機做為研究的變項因素，期能從實際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創意教師的

創意動能。 

 

四、環境/壓力觀點與創意教學之分析 

 

    1980 年代以前，能注意到特殊社會和物理環對創造力影響的研究者不多，因

此，Amabile（1988）極力呼籲發展「創造力的社會心理學」，原因是：傳統的個體

導向研究過度重視「人」的因素，在八十年代逐漸受到學界的質疑，並開始將研

究焦點轉移至外在因素的影響(Amabile, 1983)，尤其是當研究者嘗試把相關理論知

識應用到田野之中，尋求實證性的支持時，便發現外在因素的存在，對於個體是

否表現創造行為，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引自邱皓政，2003），所以他認為，組

織企業、教育訓練、家庭教養方式的運用價值，對創造力具有相當顯著的驅動力。 

    Runco 和 Walberg（1998）研究發現：創造力的展現除了受到人格特質、知識、

認知能力等層面的影響外，教育文化、社會家庭背景等外在環境因素，對創造力

的發展與養成，仍有重大影響力。 

    創意，曾在不同的年代和文化中興起，又因為社會和經濟的嚴格限制而沒落

（鄒應瑗 譯，2003）。所以，一個具有包容、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空間，是影

影創造力的重要因素（徐鋒志 譯，2004；鄒應瑗譯，2003）。本研究曾在第一節談

到「影響創造力發展的生態系統」模式中，大系統與小系統的互動會直接影響四

個歷程的發展，而大系統與中系統對四個創造歷程有間接影響，大系統對創造性

產品的驗證與評估具有直接的影響。因此，生態系統發展過程中的大系統所指的

是：個體所處的社會的文化、習俗、社會價值觀、社會期待等因素，對個體創造

力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 

    如果我們從華人文化或環境的層面來探討創造力，則社會的傳統思維有諸多

利與不利的因素影響著我們創造力的發展。吳靜吉（2002）認為華人學生的創造

力臥虎待起、藏龍待醒的階段，其重要原因乃： 

1.華人社會過分強調 IQ 而忽略創造力，重視外在動機而忽略內在動機。 



 31 

2.強調知識來自權威的傳授而忽略意義的主動建構。 

3.強調競爭表現、單打獨鬥，而忽略團隊合作與知識分享。  

4.強調考試結果、忽略學習過程。 

5.重視紙筆測驗、記憶背誦，忽略真實評量、多元表現。  

6.支持乖男巧女、標準答案，排斥好奇求變、獨立思考。 

7.重視創造知識的傳授，忽略創造歷程的體驗及個人經驗與發現。 

8.強調努力認真，忽略樂在其中。 

9.重視言教要求，忽略潛移默化。 

10.重視學科本位，忽略課程整合。 

 

    黃奕光（2002）認為，東西方在創造力上的差異根源在於社會文化與心理特

性的本質差異，他提到華人社會組織比較嚴密、階級明顯而且是集體主義的思維，

西方社會的組織較為鬆散、自我中心概念較強而且比較強調個人主義。這些差異

對個體的行為模式的影響極為明顯。華人傾向組織和諧，而西方人強調經驗的分

享，且將人際的衝突是為正向訊息，因此形塑了西方人較為「獨斷」的性格，對

於壓力的克服與挑戰存有某種好戰性格，所以，西方人對生命目標的追求較有自

我的創意和活力，反觀華人社會的順從性格卻阻礙了創意發展的契機。 

    因此，張秋政（2002）、黃奕光（2002）、施建農（2002）則呼應吳靜吉的立

論，直指華人文化有不利創造力培育與滋長的特有文化特徵。如儒家思想、集體

主義等華人文化特色與創造力要素的衝突，所以，他們一致認為創造力培育應從

文化著手（吳靜吉，2002）。  

    於是，在省思華人文化對創造的不利影響之外，是否應該思考，創造力的多

元性（吳靜吉，2002）。華人文化的特色下，最能發揮的是哪些創意？賦予價值了

嗎？要提供創造力文化之前，舊有文化如何定位？提供的文化會形塑另一種創

造，或文化是等待來提供？以下為研究者在研讀文獻資料時所綜合分析結果： 

    

1.老莊藝術的生活哲學---是創造力的源頭 

    儒家思想的教育文化雖是阻礙創造力的最主要因素，但華人的創意並未因此

而阻塞。在討論華人創意如何受阻的同時，華人文化特色的創造歷程的討論實在

闕如。吳靜吉（2002）提出，重視具有華文特色的創造歷程評量：強調應該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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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特色的創造歷程評量，強調生活風格的評量。他在回應討論「華人創造力的

研究和教育從分享開始」，引用 Needham（1954）和 Chang（1963）的想法，認為

中國歷史上許多科學、藝術、文化的創作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道家思想的影響

是深入民心的，並未因為政治或教育上的獨尊儒術而喪失其影響力。「我們了解中

國文化的特殊魅力，就是理想的田園生活、藝術以及文學」（林語堂，1935）這些

道家的創意力量在民俗藝術有了豐富與多元的表現。 

 

2.華人社會的思維優勢 

    東方混沌、模糊與和諧性的思考特質，也就是重視容忍模糊曖昧的思維，正

是創造者最重要的關鍵（Parnes,1977；Torrance，1995）。這種不明確點出重點，強

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文化思維下，隱喻類比成為重要的的語言溝通方式，而這

種類比是隱喻和意象思考的重要因素。 

 

3.華人社會需要什麼樣的創造力教學？ 

創造是環境與文化的產物，於是我們都習慣創造一個有利於創造力的環境。

Sternberg ＆ Lubart （1995/1999）提出影響創造力發揮的六個要素中，環境是重要

的因素。「一個鼓勵和看重創造力的環境對創造力是有利的，然而，一個完全良好

的支持環境對他也不盡然是最理想。」所以，他們的結論是：「應該有一個大致良

好的支持創意環境，但是裡面要有一些挫折、障礙物散在過程上」華人需要生活

上的情境意圖，才會發揮，這或許就是吳靜吉的臥虎藏龍說的重要意旨。（引自呂

金燮  2004） 

    「一個偉大的創造者不只是運用想像力而已，他還必須將想像力化為事實。」

（Fritz,1996）要將想像力化為事實必須有集中思考的焦點，「解放心靈與集中心思

之間有顯著的不同，集中心思需要有專注的對象，對創造者而言，集中心思的焦

點就是他想要創造的最後結果」（Fritz,1996）。「衝創意志」是尼采對生命追求過程

中的重要意念，它意味著：創造或改造需要衝勁和決心，需要敢與大自然搏鬥的

勇氣，它涵括了堅持、韌性、決斷力、意志力及不達目的絕不終止的毅力。 

     

    從以上文獻資料的說明，現代教師所面臨的不僅要背負文化社會的傳統思維

所帶來的種種限制，面對課程的革新、創造力教育的推動以及全球知識經濟的競



 33 

逐，使教師在觀念上、專業能力上的革新，需要極大的創造能力，始能足以應付

接踵而至的各項教育變革。因此，對現代教師而言，每一項的教育政策推動，都

在考驗教師創意教學的專業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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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意教學困境 

壹、前言： 

 

    創意教學的意義是指敎師在實施教學過程中，依據創造和思考發展的學理和

原則，採取各種敎法與策略，作為啟發學生創造力、思考能力的一種歷程（林進

材，2002）。意即創意教學是一種有別於傳統教學法的教學策略。此種教學法乃鼓

勵教師應該因人、因時、因事、因地、因物而制宜，變化教學方式與策略以達教

學目標。意義雖然崇高，但是，在第二節研究者也曾探討過，現代教師所面臨的

不僅要背負文化社會的傳統思維所帶來的種種限制，面對課程的革新、創造力教

育的推動以及全球知識經濟的競逐，使教師在觀念上、專業能力上的革新，需要

極大的創造能力，始能足以應付接踵而至的各項教育變革。 

從傳統的中國社會價值觀來看，人類創造的極至表現即所謂的「兼善天下」

的實踐（邱皓正，2002）。「聰明才智越大者，當盡其能力，造千萬人之福」顯現

傑出人才的表現在我國社會具有相當重要的社會文化意義。但是，這股力量雖然

促成追求卓越表現的成就動機，相對地也造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

觀念，促成了文憑至上的普世價值，間接形塑升學主義的氾濫，對學生的學習與

成長和教師教學的方法與態度都具有莫大影響。 

教育的本質和過程是良善與和樂，是應該在和諧的互動中達成教育目的，但

是，長久以來，學校教育模式的歷程一直是做為升學準備的手段，面對人類個體

潛能的異質性，在教育活動的歷程中一直受到忽視，這也是我們在談創意教學時

所面臨的最大困境。所以，當我們要探討創意教學所面臨的困境時，就不得不先

從目前的教育政策和學校教學現況瞭解起，然後再從教學歷程中探討所面臨的具

體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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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目前教育政策分析 

    教育改革不僅是全民共識，更是世界潮流，教學需要有創意，是當今國內外

在推動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議題。在全球化及知識經濟時代的衝擊下，每個國家都

亟需儲備具有競爭力的人才，以提升國力。歐、美國家如此，就以我們地緣關係

貼近的亞洲國家，也競相以提升競爭力做為發展國家實力的重要政策，所以，在

這一股世界教改潮流中，我國究竟有哪些變革值得探究？ 

    臺灣近三十年來教育發展史上有三項重大變革：九年一貫課程、多元入學方

案及師資培育方式的改變（鄭彩鳳，2007）。而且三項變革的互動關係是影響中小

學校在教學歷程中展現效益的重要因素。師資培訓的目的是塑造教育專業人才，

然後以專業素養的教師角色在學校透過課程的設計、研發與教學，讓學習者在教

學活動中獲得適切而有效的學習，而學習成效是否彰顯，唯有透過評量始能檢視

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再由評量結果回饋教師，作為教學目標與課程調整的參考與

依據。因此，研究者擬從這三項變革進行分析，再歸納出目前國中教師實施創意

教學的困境。 

 

一、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與創意教學的困境 

 

（一）課程改革的精神與目標 

    在中小學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是教改的重大政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研

訂，係因應社會環境變遷與教育發展趨勢，以及解決國民教育課程面臨的挑戰與

問題而做的全面改革，旨在培養具有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

家意識、國際視野及終身學習的健全國民。為了達成教育目的，其課程必須建立

在「以學生為主體，生活為中心」的基礎上，充分發展個性與潛能，培養現代國

民所需的基本能力。所以，學校必須根據其情境特性與學生需求，發展學校本位

課程，實施統整的教學與合作學習（教育部，2002、游家政，1999a,1999b）。 

    因此，在課程規劃上必須符合： 

1.以學生為主體，促進個性與潛能的充分發展。 

2.以生活為中心，以培養新世紀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 

3.採領域為單位，落實國教課程的統整性與一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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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調專業自主，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5.注重團隊合作，鼓勵統整教學與合作學習。 

6.靈活運用授課節數，營造「人性化」、「適性化」的學校生活。 

7.建立課程與教學品質的管理機制，確保教育機會均等。 

    綜觀以上內容的精神與目標，九年一貫課程的核心所強調的是：培養學生具

有人文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及能進行終身學習的健全國

民，讓學生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學習領域教育活動（陳伯璋 ，

1999），養成「具備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所以，九年一貫課程它所強調的是：除

了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以外，也特別重視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善用科技與資

源、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促進文化參與採取社會行動的能力（甄曉蘭，2004）。因

此，課程的精神與目標，都意指著教學歷程必須展現創意的功能，必須在教學創

新中達到教育的目的。 

 

（二）新課程的挑戰 

政策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在時代背景與原則理論中所探討、分析、歸納、

統整及系統化的產物，具有某種程度的價值意義。但是，任何政策的推動勢必將

瓦解習以為常的舊有規律，而且對新政策的適應和不確定感的恐懼，導致改革的

推動與實踐，都會遭遇困難和阻力。因此，在過去的教育改革經驗中，發現一個

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改變教育政策要比改變學校實際運作方式來的容易（甄曉

蘭 2004）。所以，若要從學校實際操作過程來看，影響課程發展的因素主要有：

參與者的動機、對創新途徑的興趣、控制、責任與擁有感、活動類型及規模、學

校氣氛、領導、學校願景、時間、資源、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學校環境，以

及外在倡導活動與支持（高新建，1999）。 

單文經（1999）也認為課程改革亦如其他改革一樣，會帶來某種程度的抗拒，

其來有自，而原因不外：（1）對於外在壓力，缺乏認同。（2）沒有好處。（3）增

加負擔。（4）缺乏行政的支援。（5）孤寂的感覺。（6）不安全感。（7）立場太過

高遠。（8）作法令人覺得無理。（9）混亂而失控。（10）知識與權力的不均衡。（11）

改革幅度過大。（12）抗拒某些定點。國內學者蔡寶俊（2002）根據高新建之論述

再詳加說明，他認為九年一貫課程要呈現創新所要面臨的問題有： 

    在參與者動機方面：校長是學校改革的推動者，必須要有積極主動的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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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心及教育理念，且在推動過程中更須行政人員的配合與教師的合作。唯教師

法通過後，將學校行政人員與未兼行政工作的教師一分為二，使行政人員與教師

在政策推動過程中產生頗多爭議，在學校行政影響力式微之下，推動備加困難。 

    在控制、責任與擁有感方面：課程改革須要所有參與者高度的承諾與投入，

唯目前學校生態，對課程改的增加太多的工作量，教師負擔沉重。 

    在活動的類型及規模方面：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加以分類的方式之一，係以其

活動的焦點是否創造出新的活動，或只是選擇或採用現有的課程設計。需要創造

新課程產品的計劃，無疑地要遠比採用現行課程產品或活動，來得耗費時間和複

雜。（高新建 1999）。若以現有教育經費緊縮及升學考試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學校

的創新能力將會大受影響。 

    在學校氣氛方面：民主的意識隨著國家民主化的腳步踏進校園，實行民主是

尊重人權的基本信念，因此，各種委員會如教師會、教評會、學生申訴委員會等

紛紛成立，使得校園內諸多意見爭議不斷出現，校園氣氛顯得十分吊詭，學校氛

圍與文化均漸處於不利於課程改革。 

    在領導方面：校長是領導推動課程改革的利器，多數會因教師法通過後而大

受影響，部份校長尚能運用影響力推動改革，惟部份校長對應付校內教師之爭論、

學校和諧之維繫等，感覺身心俱疲，而使領導效能大打折扣。 

    在時間方面：九年一貫課程推動的時程匆促，加上教師在平常繁重的教學負

擔之外，又要再不切實際地承擔許多工作，包括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內，容易讓

教師逡巡不決，甚至可能產生心力耗竭的現象。 

    在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方面：新課程以領域方式呈現，過去教師因單科或

分科教學長期發展以來，已習慣於自己專長學科，在缺乏師資培育配套措施或教

師再進修之前，教師統整課程能力，備受考驗。 

    在資源方面：在現有條件下的教育經費及投入較多研究的人力資源都十分欠

缺，部份學者有許多理論，但缺乏實際經驗，學校課程發展與實施將會面臨更多

挑戰。 

    在學校願景與外在支持：基層教師對教育思潮、教育理論的轉化遲滯，學校

願景的塑造者不能注意當前教育問題，省思學校的教育現況，願景的塑造無法配

合，將不利學校課程的規劃。而外在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的介入與干擾，舉凡教

育經費的支持、教師法之修訂，各種活動的統整與管控亦是影響課程實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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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教師是教育場域第一線的執行者，任何政策的推動到最後還是必須由教師去

執行，倘若外在環境的支持力量不夠時，教學效益必然無法彰顯。所以，在面對

九年一貫課程的挑戰時，甄曉蘭（2004）亦認為有諸多問題必需要處理，玆將其

看法整理如下： 

 

1.將藍圖轉化為實際的工程：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呈現相當龐大複雜的統整性課程改造藍圖，卻未清楚交代

實際改造過程中「如何來溝通、建構這些知識？」而且這也是教育實務工作者所

最關心的實務問題。更何況不以學科做基礎的課程，不僅威脅教師的身分角色，

也威脅其他的特權（歐用生，1999）。改革乃是一個旅程，而不是一張藍圖（Fullan 

＆ Miles，1995 ），在急遽變遷的社會中，有太多的複雜因素是理性計畫模式所無

法預先掌控的。 

 

 2.學校生態的調整：  

     Eisner（1995）指出學校生態中九種妨礙改革的因素：內化的傳統教師角色

與形象、依附於熟悉的例行教學工作、固定不變的行為基準、教師的孤立狀態、

不當的師資培育課程、對學校教育功能的傳統期盼、教育改革者與教師實施改革

間的差距、學科間與教師間的人為障礙、改革中欠缺考慮的片斷性努力。因此，

誠如 Eisner 所建議：在教育政策推動之前，必須先了解學校生態環境，針對問題

及妨礙改革因素，對症下藥，始能達成改革目標之可能。 

 

3.時間與資源短缺： 

    諸多改革之所以失敗，並非立意不善或結構不好所導致，而是粗淺、急就章

的解決方案所造成。尤其是國內近年來因受到政治績效指標的壓力，許多牽涉到

結構性的重大改革，都是倉促決議、立即公佈、貿然實施，然後再慢慢收拾殘局。

師資培育改革及九年一貫課程都是如此。 

    再則，學校課程自主發展的理想，絕對需要教師投入時間來發展課程，而其

背後的資源重新分配，才是教師願意參與改革的重要因素，而且教學工作本來就

是繁複而龐雜的工作，若再增加課程發展的負擔，教師在課程設計上勢必被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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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敎師信念與預備度： 

    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主張課程與教學應建立在自由開放、師生共創的基礎

上。所以，其重點不在習得教科書的知識為最終目標，而是重視學生知識概念的

釐清與知識建構的過程，以及溝通表達技能與合作學習的態度。然而誠如 Eisner

所說，內化的傳統教師角色與形象，其實很難去轉變他們的信念與想法。教師角

色的重新釐清和定位，才是改革成功的關鍵。 

 

5.評量方式與標準訂定： 

    傳統教學觀較重視行為目標的建立、邏輯結構的分析及學習結果的評量，而

比較忽略知識形成中的過程因素，常以成就測驗方式來評量教學成效，而且較傾

向學科的內容與格式上要求學生符合標準答案，結果學習流於記憶、背誦和模仿

的方式，未能真正達到培養學生應用所學知識概念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理想。 

 

    此外，研究者綜覽近年來有關教育之新聞報載發現，社會重大議題融入課程

的問題為教師感到困擾，除了原先九年一貫課程六大議題（環境、兩性、人權、

資訊、家政、生涯發展）外，每當社會發重大事件時，主管教育機關便要求學校

必須將事件所牽涉的教育理念融入教學。其實學校有既定的教學進度行事曆，往

往為了配合教育政策的推動，必須在正常課務中加入額外的政策宣導，如 2001 年

SARS 爆發期間就被要求將進行 SARS 融入教學，最近為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又得縮短教學時數以配合政策的推動，其他諸如：親職教育、生命教育、性別教

育都被要求進行融入教育，導致教師在設計課程上，為了遷就融入而融入，增加

對創意課程設計的難度（國語日報，2007）。 

 

（三）課程改革對教師創意教學所引發的困境 

 

    教育政策的推動除了時間、資源、領導、動機必須有詳盡的配套措施外，重

要的是教師信念的改變與重組。教師一向給人詬病的是：專業的霸權和知識的傲

慢，在極為單純的工作環境裡，安逸與安命是教師一生極佳寫照，因此，要普遍

教師都能體認環境的改變也必須調整自己的觀念，似乎有點困難，研究者十四年

的教育行政工作，深切體認在推動政策上的困難與盲點，所以，本研究在進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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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將特別強調創意教師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去克服週遭的各種困境。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發現，在課程方面，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時可能面臨的

困境歸納如表 2-5： 

表 2-5 在課程方面，教師實施創意教學面臨的困境 

 困境面向 困境因素 

評量與課程方面 1.評量方式與標準訂定。 

2.社會重大議題的融入。 

3.活動類型與規模。 

設備、資源方面 1.時間、資源。 

2.時間與資源的短缺。 

 

外

在

環

境 

 環境支持方面 1.控制、責任與擁有感。 

2.學校氣氛。 

3.領導。 

4.學校遠景與外在支持。 

5.將藍圖轉化為實際的工程。 

6.學校生態的調整。 

7.不當的師資培育課程。 

8.教育改革者與教師實施改革間的差距。 

 

內

在

因

素 

 

 

教師自我省思方面 1.參與者的動機。 

2.對創新途徑的興趣。 

3.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 

4.敎師信念與預備度。 

5.內化的傳統教師角色與形象。 

6.依附於熟悉的例行教學工作。 

7.固定不變的行為基準。 

8.教師的孤立狀態。 

9.對學校教育功能的傳統期盼。 

10.學科間與教師間的人為障礙。 

11.改革中欠缺考慮的片斷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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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為教師在實施創意教學時所面臨的問題，將與下面研究者所要探討的多

元入學方案與師資培育方案所面臨之問題，一併統整後再歸納出目前教師在實施

創意教學時所面臨的具體困境為何。 

 

二、多元入學方案制與創意教學的困境 

 

（一）多元入學方案之精神 

當多元智慧的概念逐漸盛行、九年一貫課實施之後，聯考的名詞隨之而改變，

多元入學方案也因此應運而生。其實多元智慧所強調的是個別差異的重要性，因

此，多元評量理應是多元智慧學習成效的檢視方式，它透過研究、報告、檔案製

作、展演等方式，充分展現多元智慧。（許淑玫，2007）。在這一種理念之下，多

元入學方案擺脫以往被動選擇的模式，各高中職和五專也同步發展學校特色，以

吸引學生就讀，學生也可以依自己的興趣或性向來決定入學管道和學校。  

所以，多元入學方案的精神，根據教育部（2002）指出有： 

1. 展現多元特色：發展學校類型特色與課程，自訂招生選才條件與方式。 

2. 發揮多元智慧：促使國中教學正常化，國中學生朝多元適性發展。 

3. 提供多元選擇：申請、甄選、登記自己挑，高中、高職、五專自己選。 

 

（二）多元入學方案之目標 

    教育部（2001）修正核定「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中，說明 96 學年度高

中多元入學方案之目標如下： 

1. 紓解國民中學學生升學壓力，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使學生適性發展，以培

養五育並重之國民。 

2. 重視學生之學習歷程，顧及學生之性向及興趣，以激勵學生之向學動機。 

3. 輔導高中及高職(以下簡稱高中職)辦理入學招生，提供學生多元入學途徑，以

建立符合學校及學生需要之入學制度。 

4. 鼓勵高中職發展學校特色，以引導國民中學畢業生就近升學。 

5. 結合社區資源及特色，以發展學生及家長社區意識。 

    因此，從精神與目標中可以了解，在維持制度公平的前提下，消除入學考試對

於國民中學教育的不利影響，進而充分發展學生的潛能。國民中學畢業生以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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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管道進入高級中學就讀，學生不但可選擇學校，學校亦可依各校發展特色選

擇學生。達到紓解國民中學學生升學壓力，多元評量學生學習成就，使學生適性

發展，以培養五育並重的國民。 

 

（三）、多元入學方案的挑戰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爲「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升學之依據（羅曉雯，2002）。

考試領導教學是教育的必然現象，但是，將考試窄化為只為升學而考試，那教學

必然落入只為升學而教學，教育目的就失去原來成全個體追求完美人格的宗旨（蘇

永明，2004）。但是，我國傳統入學的篩選指標，一向是以紙筆考試做為選才的依

據，雖然多元智慧的概念以尊重個體擁有不同潛能，適性適才，因材施教。而萬

變不離其中的考試領導教學，卻是長久以來揮之不去的夢魘。根據（羅曉雯，2002）

的研究，因應多元入學篩選的基本學力測驗，在學生壓力、惡性補習、學生考試

量這三面都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學生、家長不同意有舒緩的現象；在教學正

常化、引導學生適性發展及消除入學考試對國中教育不利影響這三方面，也有高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學校行政人員和教師不同意有正面的幫助。所以，原先希望能

解除學生壓力、適性發展潛能、快樂成長、培養終身學習的多元入方案精神，一

但落入以測驗為升學篩選的依據，則一切的理想與目標又會回歸到原點。 

    若從政策面來看，陳國偉（2002）認為，多元入學方案之問題最主要有下列

幾項： 

1.推動入學制度改革未顧及政策倫理。 

2.多元入學方案政策成為超級「行動研究」改革方案。 

3.多元入學方案的修正與實施偏離多元評量精神。 

4.入學制度的教育改革不該只停留在升學制度技術面上的修正。 

5.多元入學方案背負高中職聯招的升學壓力沈痾及變相聯考新疾；「迷信明星學 

 校」的價值觀仍是實施多元入學方案的瓶頸。 

6.屬教育內涵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在後，屬課程評鑑的多元入學改革反而在前， 

 兩項改革程序前後顛倒，增加多元入學政策推動的難度。 

7.中等學校教育經費捉襟見肘，難以促進城鄉平衡及建立學校特色，不利推展多 

 元入學方案，也勢必重挫我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競爭力。 

8.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做為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方式之唯一指標乃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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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用。 

    楊朝祥（2007）曾經對多元入學方案有如此疑惑，他認為在升學管道多元化

之後，入學機會也大幅增加，人人都有入學機會，升學的壓力卻不減反增？究其

原因，不是擔心沒有學校可以就學，家長、學生所在意的仍然是明星高中的夢想

與追求。也因為迷信於明星高中的教學成效，而致使任何一種型式的入學制度都

必須以追求第一志願為依歸，更助長惡補與考試量的歪風漫天飛揚，這對教學正

常化確實有極大的斲傷力。 

 

（四）、多元入學方案對教師創意教學所引發的困境 

   1.從一則新聞談起 

（1）標竿學校的榮耀 

【楊昭瑾／臺北報導】 微軟總裁比爾蓋茲在一月三十一日歐洲政府領袖論壇

中，對全世界宣布臺北市中崙高中獲選為全球四所「未來學校之標竿學校」（Mentor 

School）之一，臺北市長郝龍斌昨天表示，教育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讓學生發揮無

限可能，協助教師使用創意的教材教導學生，這兩件事都在中崙高中實現

了。………中崙高中校長潘正安說：「科技工具帶來新刺激，對於老師與學生而

言都是嶄新的經驗。」在「未來學校」裡，中崙高中教師觀察到，有些參與實驗

的學生，可能不善於文字表達的學習，但是在新的學習方式中反而有好的表現。

參與課程的學生孫瑞璘說：「很有趣，比看課本好玩！」學生楊孟玟也表示：「老

師還用 MSN 丟來新的題目，增加學習的刺激與趣味性，同學因此比較專心。」（國

語日報，2007 ） 

 

（2）何謂未來學校？ 

「未來學校」是電腦軟體巨擘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茲主張的全新教育概

念，他認為美國高中教育「不合時宜」，降低學生競爭力。三年前在美國賓州費

城規畫設計「高科技學校」，被稱為「未來學校」，這是全球第一所結合創新教

學方法與最新科技的學校，包括使用筆記型電腦上課。未來學校特色是： 

 ＊ 沒有書本，全校無線上網。 

 ＊ 預約上課，不固定課表，可追蹤學習狀況。 

 ＊ 捨棄傳統課程，內容改為探討切合現實世界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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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上課使用互動式智慧板，畫面可以隨意放大縮小、寫字或繪圖。 

 ＊ 學習資料全部數位化。（楊昭瑾，2007） 

 

（3）標竿學校的隱憂 

【楊昭瑾／臺北報導】臺灣微軟外部顧問賽莫‧派德（Samir Patel）指出，

臺灣微軟對於「未來學校」深具信心，也提出更大的遠景。「想像一下，在更未

來的年代，未來學校的學習可以是這樣：學生不用再背著厚重的書包。他走進學

校，開啟電腦或 PDA 可以自動下載他的個人課表與教學素材，還有前一天他已經

在線上完成的作業。」…… 

不過，潘正安不諱言：「在升學壓力下，他們到了國三、高三就不會進行這

類的課程。」北市教育局資訊室主任韓長澤認為，最實際的難題是升學問題，各

種資訊創新教學必須以不影響升學為前提，國中要面臨基測，測驗方式尚未改變，

這是追求教學突破的最大瓶頸。（國語日報，2007 ） 

 

（4）新聞概況分析 

從比爾蓋茲宣布臺北市中崙高中成為全球四所「未來學校之標竿學校」

（Mentor School）之一後，我們可以感受到臺灣教育似乎已在全球佈局中點燃了

希望之光；其次，從「未來學校」的定義與特色看中崙高中之所以入選為標竿學

校，也意味著該校在教學歷程與目標上，已突破傳統學校的教學模式，邁向創新

教學方法與最新科技結合的現代化科技學校；最後，從受訪學生的親身體驗和感

受，又再次說明：未來學校確實充滿趣味、彈性、刺激並且可以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的優質學校。 

    「未來學校」確實可以藉由現代化科技的傳輸和精心設計的教學策略相結

合，為未來教育打造一片亮麗的天空。但是，當我們寄望這樣的教育新希望能夠

做為傳統學校的典範時。中崙高中校長潘正安說：「在升學壓力下，他們到了國

三、高三就不會進行這類的課程。」北市教育局資訊室主任韓長澤更不諱言地認

為，「未來學校」要貫徹執行，最實際的難題就是升學，各種資訊創新教學必須

以不影響升學為前提，國中生要面臨基測，高中生要面臨學測和指考，測驗方式

尚未改變，這是追求教學突破的最大瓶頸。 

    「升學問題」確實是臺灣教育改革史上一直揮之不去的陰影，他猶如一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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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舞爪、面目猙獰的怪獸，長期盤據在每一個曾經在臺灣接受正規教育的人們心

靈，而且代代相傳、永無寧日。當我們今日在大談教學創新、多元、個別、適性

教學的時候，升學的陰影一直壟罩著學校師生和社區家長。考試領導教學的長久

弊端，也一直是學校行政的重點和教師教學的核心。這樣的普世價值也是教育改

革繼續往前走的最大包袱，但是，面臨國際化的競爭態勢，學校教育要培養具有

競爭力的未來公民，又是責無旁貸的任務，因此，在趨避衝突的理念中，教師的

教育哲學觀就顯得格外重要。 

 

（五）多元入學方案與創意教學的困境 

    任何教育政策的推動，最後必然落實到教師教學歷程中，有怎麼樣的入學制

度必然會牽涉教師去塑造他的教學方式與策略。考試評量又是教學活動中不可缺

乏且必要歷程，但是，很重要的人文思維卻不可忽略，孩子本身擁有我們無法想

像的發展空間，如果我們僅以知識測驗來斷定孩子未來一生的走向，那麼人類向

前發展的腳步恐怕就會遲滯不前了。所以，研究者將以上資料綜合歸納出創意教

學的困境如下： 

1.在基本學力測驗的牽引下，教師很難克服來自學生、家長、甚至學校領導者對學  

 科學業所要求的壓力。---羅曉雯（2002）的研究結果。 

2.基本學力測驗方式，仍以紙筆測驗為主，教師很難不面對這種測驗方式，對於教 

 創新及多元評量的精神多所偏離。---陳國偉（2002）的研究結果。 

3.測驗命題偏重學科，教學正常化及適性教學對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是壓力也是困 

 境。---（羅曉雯 2002）的研究結果。 

4.政策的不穩定，勢必牽動教師對教育發展產生疑慮，對教學策略的使用和方法造 

 成影響。---陳國偉（2002）的研究結果。 

5.資源短缺、環境支持系統不足，降低教師實施創意教學的意願。---陳國偉（2002） 

 的研究結果。 

6.升學壓力仍然是牽制教師或學校實施創意教學的最大困境。（國語日報  2007）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發現，除了沒有測驗的科目外，依附在多元入學方案

底下的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各學科領域，乃是目前國中階段教師要發展創意教

學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因此，本研究在取樣訪談、觀察時，特別以國文、英語、

數學和自然與生活科技標準差較大之學科教師為主要對象，目的是希望從學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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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去發現創意教師是如何兼顧評量、升學與課程創意設計。 

 

參、師資培育與教師創意教學困境之關係 

 

一、師資培育方案的爭議 

    任何課程的推動，最後必須透過教師對課程的詮釋，才能落實於教學活動中，

所以，教師的觀念、態度、能力等方面的改變，才有可能讓課程改革化虛為實（黃

政傑，2005）。所以，師資養成便成了是影響課程改革與推動的重要因素。 

    為因應時代的變遷，多元的社會就需要多元的人才，多元的人才則需多元的

師資在多元的校園中任教（楊朝祥 2001），為了要符合多元社會的潮流，因此，

師資培育方式於 1994 年起由原先的【師範教育法】改為【師資培育法】，除了傳

統師範院校繼續擔有師資培育的責任外，各大專院校在師資、設備、環境條件的

充份允許下，亦可申請師資培育中心，開設教育學程（周愚文，2003）負起師資

養成的責任。然而，政策的實際作為都必須透過理論辯證、兩面具陳之後才能分

辨其優缺點。 

    吳清基（1993）認為，過去需依賴師資需求推估來決定師範院校招生員額，

今後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再輔以公自費並行，就不必擔心推估不正確，缺額過

多，以及可以機動性調節市場供需。陳伯璋（1988）也認為「經由不同的管道，

不同的學術背景，同儕間的想法，價值觀均有利師資的培育，這是過去師範教育

封閉、獨佔性所缺乏的。」 

    然而就「市場調節」理論而言，師資培育被質疑之處是：非師範院校所培養

的師資，其擇業行為完全表現了經濟人的色彩，在入學時將以「備胎市場的意願」

進入「非師範體系」者為優先，畢業後又以市場誘因為擇業條件，很難提高師資

素質（王家儉，1992）。黃富順（1992）也擔心，師資培育多元化之後，「原有境

教之功能及過程的薰陶，潛移默化之效，均將消失或消退」。 

    因此，師資培育多元化後，在正反兩面游移討論中，有一項可確定的缺失就

是造成師資大量湧現，而且未考量少子化在未來教育場域中所帶來的衝擊，使目

前供需失衡的狀態嚴重，不僅浪費教育資源，也造成社會就業市場混亂與不安。

而且，經過重重關卡考試與甄選篩選出來的教師，只是一個在以往教育體制下所

造就出來的考試高手？還是真正具備了師資多元化可供選擇的專業翹楚？當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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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師資多元化之後，教師專業是否提升？知識理論是否順利轉化為教學

策略的實際作為？在教學策略中是否熟悉課程的內涵與趨勢，並且可以靈活運用

各項資源與設備，充分達到創意教學的目的？這是研究者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師資多元化後問題分析 

 

（一）新教師的迷惘 

    曾經在網路上看到一位師範生的一則留言：我曾經迷惘過……但我從不曾對

自己的選擇有過失望。我是師院成績最爛的學生，但是，我是師院中仍然存有自

我的少數一群。我常翹課的原因是想要去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我要學的是如何

去扮演未來的角色---當一位好老師而不是教書匠…..。看著這種眾濁獨清，眾昏獨

醒的深切獨白，令人動容。然而也可以意識到：台灣師資培訓多元化之後，在養

成的過程中是否為下一代造就了偉大教育家的心靈？還是幻滅了許多年輕靈魂的

教育之夢？ 

    管道多元後固然可以帶來競爭，但是不論師範體系或體系外，都存在理論與

實務無法結合的脫節現象（天下雜誌，1997）。所以，楊深坑（2000）就認為，對

當前全球性政經、社會文化及學校與學生特質，教師應有睿智的判斷能力，對人

類 21 世紀的遠景應有高瞻遠矚的洞見，換言之，未來教師應培養成為實務而具遠

見的專業工作者。而不只是在考試僵化、教材與現實脫節、學校訓練在實際教學

中全用不上，面對新新人類的學生，許多老師在理想與挫敗中苦撐（天下雜誌，

1997）。因此，研究者將於下一段將探討教師專業及創意教學的困境。 

 

（二）現行師資養成制度的缺失對教師專業的衝擊 

課程改革的關鍵人物在師資，師資的專業需要培育，唯有師資準備充實之後，

課程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黃政傑（2005）認為，課程必須經由教師的詮釋，才

能顯現課程的意義與價值，換言之，課程需經由教師進行過濾，衡量學校及學生

的實際狀況和需要，在妥善利用資源後，再決定實際的課程內容及如何實施課程

活動。因此，教師專業的養成與否是課程推動成敗的重要因素，而師資培育機構

則有擔負師資專業與否的重責大任。但是，師資培育機構未參與課程改革、師資

配套措施未做好規劃及師培機構之大學敎師未具課程改革素養等因素（黃政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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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使教師專業之養成有其某種程度的困難，在此情況下，教師實際執行的教

學活動效益必然受到影響，更遑論創意教學。 

    根據方永全、林鎮坤（2003）的研究，目前師資養成的過程中主要有三項缺

失，摘其要整理如下表： 

1.養成方面： 

＊ 多元化的功能不彰。 

＊ 師資出現供需失調。 

＊ 各校辦理教育學程成效不一 

＊ 師範院校的功能未獲重視。 

2.實習方面 

＊ 教育實習內容名不符實，未真正增進實習教師專業成長。 

＊ 實習教師的角色及相關權利義務的定位不明。 

＊ 進行教育實習輔導工作的實際困難。 

＊ 舊制中教育實習所具備之複檢篩選功能不彰，而新制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成 

效則尚待觀察。 

＊ 教學實習課程未能真正落實及分科教材教法合適教師嚴重缺乏。 

＊ 教育實習的培育時程縮減所造成的困擾。 

3.甄選方面 

＊ 師資培育嚴重供需失調，可能造成重大社會問題。 

＊ 教育資源的浪費。 

＊ 甄選制度的公平性問題。 

＊ 流浪教師的現象。 

＊ 校教評會的功能遭受質疑。 

   從以上文獻資料可以歸納出師資培育過所引發之教學困境： 

1.教育學程若無法充分發揮其專業、多元、競爭功能，那麼由學程中培育出來的未 

 來準教師，又如何具備教學的專業知能，講求教學創新，提升教學效益。 

2.師資培育應該是培育人師的過程，在培育中心的資源、設備、師資、經費等未有 

 充分獲得支援，而實習過程又流於形式的情況下，教師專業理念與敬業態度必然 

 受到強烈質疑，因此，對教學策略與方法、創新教學就難有績效。 

3.目前整個教師甄選過程猶如研究者前述：在過關斬將中篩選出來的教師，只是一 



 49 

 個在以往教育體制下所造就出來的考試高手？還是真正具備了師資多元化可供  

 選擇的專業翹楚？若是前者的話，那未來教育勢必又淪落為以考試來決定個人前 

 途的機制，對於真正以教學理念付諸實際教學作為，以提教學效益的美麗願景終  

 將破滅。 

 

肆、現行學校教學現況之分析 

 

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吾不復也」（論語．述

而），所以，基本上創意必須透過自我的省思、自我覺醒、自我啟發，才能在生命

追求圓滿的歷程中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創意教學的基本目的乃希望引起學生學

生注意、維持學生學習動機，不僅使之產生有效的學習，進而透過引導、啟發而

開啟生命的自我實現。但是，反觀我們的教育現場卻充滿抑制創造的教學活動，

因此，我們將探討目前在教學環境中究竟有哪些因素阻礙了創意的發展？我們將

面臨怎樣的創意教學困境？ 

林進材（2002）認為「升學主義」是主導學校教育無法開展創新教育成效的

重要因素，創新教學的實施與開展，就必須瞭解國中學校教學現況。根據他的研

究指出： 

1. 傳統教學法仍為教學主流。 

2. 知識的傳導仍教學的主體。 

3. 教學技術仍重於教學藝術層面。 

4. 新教學法仍無法見容於教學中。 

5. 教學評量仍採統一標準。 

6. 教學場地仍陷於教室中。 

7. 紙筆測驗仍居於主導地位。 

8. 群性教學仍勝於個別化教學。 

9. 智育仍為五育之首。 

10. 敎科書仍為教學中的聖經。 

11. 考試仍為評鑑學習成就的唯一方式。 

12. 教學輔助媒體仍然無法突破瓶頸。 

根據吳武典、陳昭儀（2001）的研究，目前中學階段就學生、教師及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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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針對發展創造力的不利因素作出具體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將其不利因素

整理後臚列於表 2-6，以做為在創意教學過中所面臨的困境之參考建議。 

表 2-6 學生、教師與行政人員的觀點看最不利創造力教育因素：  

對象觀點 不利因素（以負向題方式呈現） 

學生 1. 目前多元入學方案能降低升學的競爭壓力。 

2. 多元入學方案讓我的導師教學更活潑創新。 

3. 我的導師常帶同學進行課程以外的探索活動。 

4. 對於未來中學階段創造力的推動與發展，我深具信心。 

5. 我的導師的教學活動不但創新而且創意十足。 

6. 我的導師經常用新的教學點子激發同學的創意。 

7. 我的導師常透過教學環境的佈置，鼓勵同學追求創意，運用巧思。 

8. 我的導師會因為同學的個別差異，運用不同的教學方式。 

9. 我的導師常用不同的方式測驗學生的成績（即除紙筆測驗外的其

他方式）。 

10. 我的導師用自己編輯的教材上課。 

教師與 

行政人員 

1. 目前學生的升學壓力沉重，創造思考教學難以落實。 

2. 目前中學生的家長多不注重學生的創造思考，只在意學生的學科

成績的表現。 

3. 目前中學的班級人數普遍過多，不利創造思考教學的實施。 

4. 目前中學教師教學時數過多，不利創造思考教學的實施。 

5. 目前許多學校雖然標榜創新，卻不能持之以恆地加以落實。 

6. 目前中學的教學環境使得很少教師願意實施創造思考教學。 

7. 目前中學教師不習慣協同教學，使創造思考教學不易實施。 

8. 目前中等教育課程的規劃不利於啟發學生的創造力。 

9. 目前中學多數教師在教學上習於慣用的教學方式，不願做新的嘗

試。 

10. 目前中學教師普遍覺得設計新的教材是吃力不討好的事。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地區中小學創造力教育的實況條件與政策推展表 16.17 p30-31， 

詹志禹，2003，教育研究月刊（106）。臺北：高等教育。  

以上資料順序乃依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觀點之影響程度深淺排列，其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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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發現，升學壓力仍然是目前中學階段讓所有參與教育行列的師生感到實施

創意教學最不利的因素，其次為教師自我察覺與省思的表現不夠積極。如果再從

外在環境層面了解不利創造力教學因素，吳武典、陳昭儀（2001）的研究結果整

理如表 2-7： 

表 2-7  外在環境層面與創造力教學因素 

層面 不利因素 

理念傳播 部分國人對於創新及尊重的觀念仍嫌不足。 

文化生態 1. 家庭：升學主義取向。 

2. 學校：創造思考教學及創意教師未受到積極支持；部分學生缺

乏學習動機，體驗創造力的時間與課程也不夠。 

3. 社會：鼓勵創意的氣氛及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仍嫌不足，政

治人物與大眾媒體，也未充分重視創意與創意理論。 

行政與法制 1. 升學主義箝制仍重，學校追求標準答案，多元評量無法落實。 

2. 目前多元入學管道的實施並未抒解學生的升學壓力，而廢除資

優生保送甄試之管道，不利資優教育。 

3. 各類教育政策與實施方案過多而不統整，也未與創造力教育明

確結合。 

學校經營 1. 關於創造思考教學的倡導不足沒有積極推動。 

2. 部分教師產生同儕壓力，抑制創意教師。 

課程與教學 1. 部份教師的教學技能與模式窄化，創意思考不足，創新意願也

不高。 

2. 課程時間不足，教師有進度的壓力。 

3. 大部份師資培育機構也未能體認創造力的重要性，對師資生的

創意培養不足。 

4. 教師進修創造力相關課程的意願、機會及品質仍有待提升。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地區中小學創造力教育的實況條件與政策推展表 16.17 p30-31，詹志

禹，2003，教育研究月刊（106）。臺北：高等教育。  

     

    從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發現，在文化生態及行政與法制方面，都認為升學問題

仍是目前實施創意教學的最大阻礙，其次是教育政策與社會風氣對學校創造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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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的影響及組織結構與運作對於創造表現的直接影響（邱皓正，2002），而且教師

自我成長與受同儕、課程安排的影響，也是發展創意教學的不利因素。 

    綜合以上的說法，升學考試不僅被中學學生與教師共同評估為創造力的最大

殺手，在其他各種場合也被列為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的成敗關鍵（鄭同僚，2002）， 

詹志禹（2003）認為升學壓力大概是中學階段最具支配性的一個壓力選擇，有時

還會延伸到其他教育階段。賈馥茗（1979）認為，教學之所以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與缺陷，是受了錯誤觀念的影響，應用不當的方法和技術，把教學的對象--「教人」

當成了教課本；把教學的目的---「助長學生的發展」---當成了升學；把教學的內

容---「充實生活材料，用以發展創造能力」---代以入學考試試題；把教學活動---

「探索與創造活動」---代以唸課本、記課本、背課本和考課本的活動，只在升學

與考試中兜圈子，永遠達不到教育的目標。教學是以啟迪學生才賦的發展，然而，

現今的教育目標卻與原初宗旨背道而馳，也許有諸多熱心教師期望能協助學生潛

能的發展，但是，理念與態度的偏頗，卻反而阻遏了學生能力的發展，不可不慎。 

 

伍、創意教學困境之綜合分析 

     

一、教育政策及教學現況與創意教學困境 

根據課程改革、多元入學方案制、師資培育及目前學校教學現況之分析，研

究者將創意教學之困境綜合歸納如表 2-8： 

表 2-8 創意教學困境 

教育政策及 

教學現況 

創意教學困境 

課程改革 評量與課程方面：1.評量方式與標準訂定。2.社會重大議題的融

入。3.活動類型與規模。4.教學評量仍採統一標準。5.紙筆測驗

仍居於主導地位。6.考試仍為評鑑學習成就的唯一方式。 

設備、資源方面：1.時間。2.資源。3.時間與資源的短缺。4.

教學輔助媒體仍然無法突破瓶頸。 

環境支持方面：1.控制、責任與擁有感。2.學校氣氛。3.領導。4.

學校願景與外在支持。5.將藍圖轉化為實際的工程。6.學校生態

的調整。7.不當的師資培育課程。8.教育改革者與教師實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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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距。9.政策的不穩定，勢必牽動教師對教育發展產生疑慮，

對教學策略的使用和方法造成影響。10.資源短缺、環境支持系統

不足，降低教師實施創意教學的意願。 

教師自我省思方面：1.參與者的動機。2.對創新途徑的興趣。3.

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4.敎師信念與預備度。5.內化的傳統教

師角色與形象。6.依附於熟悉的例行教學工作。7.固定不變的行

為基準。8.教師的孤立狀態。9.對學校教育功能的傳統期盼。10.

學科間與教師間的人為障礙。11.改革中欠缺考慮的片斷性努力。 

12.教師進修創造力相關課程的意願、機會及品質仍有待提升。 

多元入學 1.在基本學力測驗的牽引下，教師很難克服來自學生、家長、甚

至學校領導者對學科學業所要求的壓力。2.基本學力測驗方式，

仍以紙筆測驗為主，教師很難不面對這種測驗方式，對於教學創

新及多元評量的精神多所偏離。3.測驗命題偏重學科，教學正常

化及適性教學對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是壓力也是困境。4.升學壓力

仍然是牽制教師或學校實施創意教學的最大困境。 

師資培育 1.教育學程無法充分發揮其專業、多元、競爭功能。 

2.師培中心的資源、設備、師資、經費等未有充分獲得支援，而

實習過程又流於形式的情況下，教師專業理念與敬業態度不彰。 

3.甄選過程繁複疲累，真正脫穎而出者仍以考試高手佔優勢，難

以篩選真正具備教學專業之教師。 

4.大部份師資培育機構也未能體認創造力的重要性，對師資生的

創意培養不足。 

教學現況 1.創造思考教學及創意教師未受到積極支持；部分學生缺乏學習

動機，體驗創造力的時間與課程也不夠。2.部分教師產生同儕壓

力，抑制創意教師。3.部份教師的教學技能與模式窄化，創意思

考不足，創新意願也不高。4.課程時間不足，教師有進度的壓力。 

 

二、影響創意教學之因素與創意教學困境之分析 

    研究者於第二節曾探討過影響教師創意教學的因素有四項具體觀點：智識、

人格特質、動機及環境/壓力；於本節中提出了課程改革、多元入學方案制、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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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及目前學校教學現況所引發的創意教學困境，為了更具體闡明創意教學困

境，研究者乃將前述兩項作結合作歸納分析如表 2-9，期能作為創意教學策略之參

考。 

 

表 2-9 影響創意教學之因素與創意教學困境之分析 

觀點面向與策略 課程改革、多元入學方案制、師資培育及目前學校教學現

況所引發的創意教學困境 

智識（智慧與知識） 

---創意教學策略與教

師專業或效能 

1.1.1.1.參與人員及其專業發展。2.2.2.2.部份教師的教學技能與模式

窄化，創意思考不足，創新意願也不高。3.3.3.3.師培中心的資

源、設備、師資、經費等未有充分獲得支援，而實習過程

又流於形式的情況下，教師專業理念與敬業態度不彰。4.4.4.4.

甄選過程繁複疲累，真正脫穎而出者仍以考試高手佔優

勢，難以篩選真正具備教學專業之教師。5.5.5.5.不當的師資培

育課程。6.6.6.6.大部份師資培育機構也未能體認創造力的重要

性，對師資生的創意培養不足。7.7.7.7.教師進修創造力相關課

程的意願、機會及品質仍有待提升。8.8.8.8.教學評量仍採統一

標準。9.9.9.9.紙筆測驗仍居於主導地位。10.10.10.10.考試仍為評鑑學習

成就的唯一方式。11.11.11.11.評量方式與標準訂定。11112.2.2.2.社會重大

議題的融入。11113333....活動類型與規模。11114.4.4.4.創造思考教學及創

意教師未受到積極支持；部分學生缺乏學習動機，體驗創

造力的時間與課程也不夠。11115555....測驗命題偏重學科，教學

正常化及適性教學對教師實施創意教學是壓力也是困

境。16.16.16.16.升學壓力仍然是牽制教師或學校實施創意教學的

最大困境。11117777.部分教師產生同儕壓力，抑制創意教師。

18.18.18.18.課程時間不足，教師有進度的壓力。11119999....在基本學力測

驗的牽引下，教師很難克服來自學生、家長、甚至學校領

導者對學科學業所要求的壓力。20.20.20.20.基本學力測驗方式，

仍以紙筆測驗為主，教師很難不面對這種測驗方式，對於

教學創新及多元評量的精神多所偏離。 

人格特質---教師角色 1.1.1.1.敎師信念與預備度 2.2.2.2.內化的傳統教師角色與形象。3.3.3.3.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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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於熟悉的例行教學工作。4.4.4.4.教師的孤立狀態。5.5.5.5.對學校

教育功能的傳統期盼。6.6.6.6.學科間與教師間的人為障礙。 

動機---教師自我省察 1.1.1.1.參與者的動機。2.2.2.2.固定不變的行為基準。3.3.3.3.改革中欠缺

考慮的片斷性努力。4.4.4.4.對創新途徑的興趣。 

環境/壓力---觀察訪談 1.1.1.1.教育學程無法充分發揮其專業、多元、競爭功能。2.2.2.2.控

制、責任與擁有感。3.學校氣氛。4.領導。5.5.5.5.學校願景與

外在支持。6.6.6.6.將藍圖轉化為實際的工程。7.7.7.7.學校生態的調

整。8.8.8.8.教育改革者與教師實施改革間的差距。9.9.9.9.政策的不

穩定，勢必牽動教師對教育發展產生疑慮，對教學策略的

使用和方法造成影響。10.10.10.10.資源短缺、環境支持系統不足，

降低教師實施創意教學的意願。11.11.11.11.時間與資源的短缺。

12.12.12.12.教學輔助媒體仍然無法突破瓶頸。 

 

三、結語 

根據以上綜合分析後可知，在課程改革、多元入學方案制、師資培育及目前

學校教學現況所引發的創意教學困境中，屬於智識觀點者為教學策略、教師專業

及效能；屬於人格特質者為教師角色；屬於動機者為教師自我省察，因此，研究

者擬於下一章節中，除環境/壓力於訪談觀察中獲得創意教學的正負面影響外，其

餘擬從教師角色、教師專業（教師自我省察）、教學效能、教學策略等四方面探討

有益於創意教學相關理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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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意教學策略 

壹、前言 

    教育是美的歷程，教育工作的究竟任務不在於知識的傳遞，或是教師真理的

宣揚，而在於引領學生的自我追尋、自我發現與自我了解。所以，教育的主要功

能在於激發學習者「自我完成性」中所隱含的「自發性與自願性」為原則。但是，

傳統教育的囤積與填鴨式教育，卻忽略了學習者主體性經驗，因而不僅無法喚起

學習者的「知識性的好奇」，也壓抑了「自發性的好奇」（馮朝霖，2006）。     

Freire(1998)有一段引人深思的話：「在教學活動的必要因素---喜悅與希望之間

存有一種關連。希望乃是教師與學生之間所分享的某些東西，希望我們能一起學

習、一起教學、一起致力於好奇的探索、一起創造某些事物，以及一起對抗綻放

我們希望的阻礙。」這是 Freire 在闡述教學活動中師、生互動的投契神情。投契的

基本前提是傾聽的歷程，傾聽展現了語言、肢體與差異的開放，是包容與寬恕的

作為，是尊重與關懷的呈現，傳統教育的僵化，其實是扼殺了個體潛能與心靈的

開發。 

    教育的本質，基本上是將教師的教學活動與學生的學習都視為人生無止境的

自我組織歷程，教師若真能在教學活動中顯現與學生共同學習成長的真情真意，

使兩者之間的「階層關係」消融於無形，教育關係自然就是一種美的歷程（馮朝

霖，2006）。 

    我們用一段孔子與學生的對話情境來說明 Freire 在闡述教學活動中師、生互動

的投契神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

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

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先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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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偉大的教育美學，就是尊重適性的潛能發展，不帶有任何褒貶的師表

情操，而且可以超越階層，在師、生互動的投契神情中達到教育的目的。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教師是爲了輔助學生學習而存在，而課程也是爲了提供

學生學習而存在，學習者對學習的本質、條件、特性、歷程與影響因素，必須有

深入了解，才能發揮學習的效果；而教師在課程設計的同時，也必須掌握這些原

則，才能發揮教育的功能（詹志禹、鄭同僚、楊順南，2000）。所以，任何教學活

動都必需透過學生、課程、教師三者交互作用，才能達到教育目標。 

   

貳、創意教學策略之因素分析 

 

一、創意教學的意義： 

    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創意就是競爭力，有創意的教學，不僅可激發學

習動機和興趣，更可培養學生思考和創造能力，而這些能力正是未來知識經濟最

重要的資產，所以，吳清山（2003）認為創意教學有其時代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更具有時代的意義，因為，只有突破教師傳統教學窠臼、符應知識經濟需求、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因應教育改革發展趨勢，才能發揮造育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 

所以，創意教學是發展並運用新奇的、原創的或發明的教學方法或教學計畫以達

成教育目標（黃湘媛，2005），其目的在於啟發學生創造的動機，鼓勵學生創造之

表現，以增進創造才能的發展。因此，創意教學是一種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的

教學，也就是教師透過各種課程的內容，在一種支持性的環境下，運用啟發創造

思考原則和策略，來激發和增進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的一種教學模式（陳龍安，

2006）。 

    所以，就以上述相關學者對於創意教學的闡釋，創意教學所強調的是教學方

法的創新及以提升學生學習為目標。意即教師於教學歷程中，採用活潑且創新的

教學策略與材料，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有效達成教學目標。 

 

二、創意教學的理念 

 

    教與學是學校教育活動的核心，在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層面上來說，創意教

學是教師必須依其專業素養提供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多重選擇，以更具多元化、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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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化、資訊化、統整化的方式引導學生進行學習活動，因此，創意教學至少涵蓋

兩個層面：一是代表教師教學活動的改變；其次是代表學生學習內容的改變。依

此論述，創意教學具有下列幾個特質（林進材，2002）： 

1.重視學生思考能力的培養。 

2.自由輕鬆的學習氣氛。 

3.高層次認知能力的培養。 

4.強調個別差異。 

5.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 

6.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 

吳清山（2002）認為，所謂創意教學，係指教師在教學過程，能夠採用多元

活潑的教學方式和多樣豐富的教學內容，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興趣，以培養學生

樂於學習的態度和提升學生學習的能力，因此，創意教學的重要理念涵蓋有： 

1.活潑多元：創意教學必須具有彈性，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方法和學習教材，而 

且將學習空間妥善規劃表現出創意和與眾不同。所以，創意教師必 

須以專業知能為基礎，充分運用巧思，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2.主動參與：創意教學不是教師被動的傳授知識，而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教學活 

動，一則讓學生有獨立思考的機會，一則從參與中培養學習能力。 

所以，教師除提供豐富的教材學習內容外，也要了解每一位學生的 

個別差異，施予不同的關懷與鼓勵。 

3.資源運用：資訊網路、教學媒體的進步改變了教師教學方法與策略，創意教師 

            除了善用科技的所帶來的便捷與多元資源外，同儕的互動與觀摩、 

            社區資源的發現與運用，都是實施創意教學不可缺乏的因素。 

4.班級互動：教學是師生互動的行為，良好的師生互動與同學互動，有助於溫馨 

            而開放的班級氣氛，可以滋潤創意教學環境，以利創意教學的實施。 

5.學習動機：動機是學生持續不斷學習的原動力，尤其內在動機是影響爾後學習 

            的重要關鍵。創意教學必須兼顧學生的需求與動機，俾使學生學習 

            具有持久性，而且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6.問題解決：教師在教學或學生在學習環境中，都會遭遇一些問題，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不能只憑已有的標準答案做為素材來傳授知識，必須提供 

學生問題解決的情境，刺激學生擴散性思考，讓學生有學習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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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技巧和能力的機會。 

    任何的教學策略與原則都必須由教師在自我成長中去吸取充實，並以寬闊的

胸襟去接納一個未成熟的學習者會犯的錯誤，所以，Feldhusen（1980）更提出一

位創意教師在實施創意教學的時候必須遵守的原則：支持學生不同的反應與回

答、接納學生的錯誤與失敗、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學生思考的時間、相互

尊重接納的班級氣氛、察覺創造的多層面、鼓勵課外的學習活動、傾聽與接納、

強調學生的學習決定及鼓勵學生多參與。 

    身為一位教師的真正意義，不僅是單純確定事情的本質，更應該要作一個學

習生。從不斷學習中展開專業能力，從不斷學習中展開心靈成長，從不斷學習中

譜一曲平實的生命樂章，滋潤自己，也成就他人。所以，專業態度與專業精神是

教師之所以為教師的崇高法則，創意教學的實現也就必須依恃教師的專業理念來

達成。 

 

三、創意教學策略 

 

（一）創意教學實施策略 

 

    任何教學活動的進行，勢必要有教學內容作媒介，而課程通常是教師教學的

主要依據，根據 Schwab (1969) 所提的課程決定所涉及的四項課程共同要素：學

科內容、教師、學生、學習環境等是創意教學實施的面向與方針，也就說在實施

創意教學的過程中，這四個面向是構成創意教學的主要元素，後來，張玉成（2002）

根據 Schwab 所提的四個要素歸納成：知識建構方針、教師教學方針、學習者學習

方針、與學習情境營造方針等四項。茲將這四項方針所涉及的行為活動整理如表

2-10。 

表 2-10 創意教學策略的四個面向的方針 

構成創意教學的主要元素 教學策略之行為活動 

創意教學的知識建構方針 (1)從多種立場或角度看問題；(2)問一些別人沒

有想過的問題；(3)旁徵博引，統整相關理論原

則，進行綜合比較分析；(4)不強調單一標準答

案；(5)容忍曖昧模糊；(6)實際應用所學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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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 

創意教學的教師教學行為方針 (1)設法引發學生創意的動機；(2)運用新點子激

發學生思考；(3)運用類比譬喻方法講述；(4)

引導學生運用替換取代、重組歸併等方法去思

考問題；(5)引導學生在分組討論、實驗等教學

活動中展現創造力；(6)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鑑

學生學習表現。 

創意教學的學習者學習方針 (1)探究問題的原因；(2)自行界定問題或重新界

定問題；(3)想出多元方案或途徑提出解決問題

的方案；(4)勇於發問；(5)樂於接受不同的意見

或想法；(6)樂於欣賞別人的作品或意見。 

創意教學的學習情境營造方針 (1)營造出每人應有自己想法的氛圍；(2)鼓勵學

生冒險、突破成規；(3)鼓勵學生發言、表現； 

(4)容許學生發生錯誤；(5)鼓勵學生樂於分享創 

意的成果與歷程；(6)鼓勵學生樂於針對他人的 

創意表現予以肯定與回饋。 

資料來源：整理自 張玉成，2002，創造能力課程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創造能力課程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創造能力課程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創造能力課程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1-81。 

    林雅玲（2003）認為教學活動過程中，影響教學成效之因素分別為相關創新

教法、創新教材與創新環境，但是，在實施創意教學的策略層面就有所不同，茲

將文獻資料整理分析如表 2-11 

表 2-11 實施創意教學的策略層面 

創意教學層面 教學導向 創意教學策略 

創新教學方法

層面 

1.教學導向：教學導向、

討論導向、遊戲導向、e

化教學導向。 

2.操作方式：師生互動多

樣 化 、 同 儕 互 動 多 樣

化、協同教學 

創意教學過程中的師生互動：教師在提

供事實資訊或原則的口頭講述時，能善

用各種有效媒介，如肢體語言、發問技

巧等，且鼓勵學生之間彼此互動，有效

達成教學目標；在討論導向方面可採分

組或分工合作。 

創新教材層面 儀器設備、自製教材、

外購教材 

教師提供「活動學習單」作為引導學生

獲得具體操作的經驗，或刺激心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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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創新環境層面 虛擬實境、戶外實境、

戶外實境 

創意教學必須營造出班級教學中生動、

活潑、自由、幽默等氣氛，並以學生為

主體，相互尊重、接納學生的意見和想

法，營造活潑開放的教學情境，才能有

利於師生的互動相互激盪以激發學生的

創意思考。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志衍、楊裕富（2005）。創意教學相關研究之初探 

 

（二）傳統教學策略與創意教學策略之比較 

    傳統教學策略未必不好，而實施創意教學若不能掌握教學的原理和原則也未

必能達到教學效益，所以，李德高（1992）認為在運用創意教學的策略時，教師

不只是直接採用傳統教育心理學中刺激與反應的原理作為教學的主要方法，妥善

建立師生關係才是創意教學的首要任務。因此，他將傳統教學策略與創意教學策

略比較如表 2-12： 

 

表 2-12 傳統教學策略與創意教學策略之比較 

傳統教學策略 創造教學策略 

強調教學的結果是否按照進度，通過測

驗，測知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強調學習過程，在學習過程中是否連結

到與本單元有關的一些資訊，以擴大其

思考範圍。 

教師完全以權威型管理者的角色參與一

切活動。 

教師以輔導者的角色兼學習的身份參與

各項活動。 

學習的方向與目標先設計好，依目標進

行。 

學習的方向與目標視兒童的個別差異，

分別輔導。 

教學的範圍完全以教材的內容及教師所

預備的資料為限。 

教學的範圍，除了教材的內容外，以每

一個兒童的所需為中心課題。 

教師的另一角色是評量兒童學習的效

果，學了些什麼？以成績為指標。 

教師的另一角色是評量兒童學習的興

趣，學習過程中是否有一些新的事項或

是觀念產生。 

資料來源：李德高(1992)   創造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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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區別中，傳統教學策略與創意教學策略最大的差異在於教師角色的

扮演。所以，吳清山（2002）也認為，創意教學的實施策略重點在於教師角色的

扮演，創意教學成敗的關鍵也在於教師的本身人格特質和專業知能。 

    創意教學是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和「樂在學習」的態度，所以

落實創意教學是教育界責無旁貸的任務，然而也必須教師願意改變和持續進修，

創意教學才能落實。 

 

（三）創意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之比較 

    創意教學的主要目的在於讓教學生動活潑富有創意，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而「創造思考教學」則利用創造思考策略，讓學生有應用想像力的機會，以培養

學生流暢變通獨創及精密的思考能力（陳龍安，2003）。張玉成（1988）認為創造

思考教學應包含六個要義： 

1.教學投入：創造思考教學避免教材走向壟斷而形成餵食現象。 

2.教學轉化過程：創造思考教學捨棄統一作法的食譜式教學。 

3.教學產出：創造思考教學擔心學生的學習趨於統一規格化或標準化。 

4.創造思考教學不只期望提升學生的創造力，更希望能創新知識。 

5.創造思考教學的具體目標，不在強調有立即的創造或發明事蹟，而著重於學生 

  的敏覺性、流暢性、精緻性、好奇心…等特質。 

6.創造思考教學不是一種獨立運作的教學方法，而是強調在教學投入、過程、產 

 出及其功能、目標等方面具有多元性、突破性或創新的追求。 

而創意教學的要義，根據羅新倫（2003）研究指出： 

1.教師常被稱為「點子王」、「智多星」，常思索產生新的教學想法和觀念。 

2.教師不斷創作新教材及組織教學內容，使教學內容豐富。 

3.教學過程別出心裁，師生互動時會激發出新奇的問題，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且採用不同於以往的座位安排或討論方式，導引學樂於學習、討論和思考。 

4.設計多元，含過程性、變化題型的評量方式，跳脫傳統，以不一樣的評量工具或 

程序來評估學生學習的方法或技術。 

    所以，吳清山（2002）認為，創意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的重要差異不在教師

於教學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表 2-13），而在於教學過程和教學目的。創意教學

是一種兼顧高層次的認知領域、著重多元知識技能的應用、分析綜合比較評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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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式教學。在教學過程方面，創意教學著重過程的多元活潑、富有變化，而創

造思考教學則重視創造思考策略；在教學目的方面，創意教學鼓勵學生主動思考、

樂於學習，創造思考教學則強調創造力的激發（吳柳義，2006）。 

 

表 2-13 創意教學與創造思考教學之比較 

 創意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教師角色 激勵者、引導者 激勵者、引導者 

教學過程 多元活潑、富有變化 創造思考策略 

教學目的 鼓勵學生思考、樂於學習 培養創造力 

資料來源：創意教學的重要理念與實施策略，吳清山，2002，臺灣教育，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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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影響創意教學策略之因素 

 

一、教師角色的扮演與創意教學策略之關係 

    在面對多元化、資訊化、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中，學校教育仍然是引領人類走

向國際化最堅實的堡壘。在這一波全球性教改的炙火烈焰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主席狄洛就指出：在教改的浪潮中，老師往往是被孤立，但又必須承擔許多改變

的一群。於是，他提醒整個社會應該共同努力，打開教師的學習之路，因為，沒

有老師參與，教改不可能成功（天下 1997）。因此，在大環境的遽變之中，教師

的專業角色受到極大的衝擊，但，也唯有在衝擊中才能展現教師面對挑戰的意義

與樂趣，也唯有在極大衝擊之中反思教學行為，改變想法與態度，對創意教學始

能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天下雜誌所出版的海闊天空一書（1996），曾引用 Revola（1996）對未來教

師應具備的能力，作一番的省思與統整，茲將研究者所整理之教師十三種角色臚

列於表 2-14： 

表 2-14 教師十三種角色與創意教學策略 

教師專業角色 教師角色與創意教學策略 

1.教學技巧和學障礙的診斷者 老師必須清楚知道，學生從教學當中學到什

麼？有些學生總是有學習障礙，老師需要常

去觀察孩子在學習當中的困難是什麼？  

2.心理問題的診斷者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有許多離婚和單親的現

象產生，或是家長長期失業等現象。所以當

孩子來到學校之後，心裡有很多障礙。老師

需要觀察或了解孩子懶惰背後的原因，而且

要想辦法找出能夠協助孩子的方法。 

3.課程的設計專家 因為老師越來越擁有課程設計權和自主權的

趨勢，教師的自由已經大到可以由老師自己

決定教學需要哪種課本和哪些教學資源，學

校給老師的只是教學和教育的目標。 

4.媒體資源的諮詢顧問 新資訊媒體越來越被應用到教室裡。老師得

學習應用這些多媒體的教學器材，甚至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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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協助那些不會使用這些媒體的家長，學

會使用。 

5.資訊、學習資源的提供者 老師可以是一個協助者，協助孩子找尋新的

資訊及學習資源。不管是電視或電腦，所提

供的只是資訊，唯有透過學生自我建構的才

是知識。 

6.團隊合作的專家 在成人的世界，常常會有團隊工作的方法。

這就是為什麼要在學校中，讓孩子學習用團

隊的方式來合作，這就是為什麼老師必須是

一個團隊合作的專家。 

7.團體溝通的專家 不管小學或幼稚園，老師常常會面臨大團體

的狀況。這種大團體的活動指導，可以節省

一些個別指導的教學時間，教師必須要有處

理這種大團體的能力與方法。 

8.是獨立研究獨立學習指導者 學習必須由自己發展出來，所以學生到學校

來上課，也必須學會如何自己獨立學習。但

在獨立學習時，教師亦須在旁適時協助。 

9.學生未來社會技巧的輔導者 學生將來會成為民主社會的一員，所以他們

需要學習如何發展自己的社會義務，以及如

何容忍別人的態度和行為。 

10.是客觀公正的評價者 老師必須了解和評估學生到底學到什麼東

西，然後打成績時，儘可能公平客觀，並且

需要用多樣的評估技巧來評量學生。 

11.公共關係的專家 隨著時間的改變，學校的改變也很大。所以

老師有責任告訴社會大眾，現在學校已有很

大的改變，老師要爲學校做一些聲明和解釋。 

12.是社會工作者 學生有時會發生爭執、會有攻擊性和粗暴的

行為出現。實際上，有許多學生中途輟學，

老師要解決這些問題，有時候甚至必須和警

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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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必須是未來學的專家 當一名教師去教書的時候，可能是二十歲，

也可能會再待四、五十年，而退休前所教的

最後一個學生，可能要面對一百年以後的生

活。因此，教師必須是一個未來學專家，能

看到前瞻性的未來。 

資料來源：海闊天空---教育的美麗新世界（p41-43）, 1997。臺北：天下 

    

從以上教師專業角色中可發現，在面對多元化、資訊化、科技化及不確定的

未來年代裡，教育工作更顯艱困而茫然，教師角色的扮演也充滿荊棘與挑戰，也

唯有不斷在自己專業領域自我成長與進修，才能在教學策略的運用上優遊自在。

所以，在廿一世紀教育的重大發展上，國內學者詹志禹、鄭同僚、楊順南（2000） 

也提出他們對未來教師角色的重大轉變。茲將其重要觀點臚列於表 2-15： 

 

表 2-15 未來的教育環境與教師的角色和教學策略之關係 

未來的教育環境 面臨的問題與省思 教師的角色與教學策略 

高度科技輔助的學習高度科技輔助的學習高度科技輔助的學習高度科技輔助的學習：：：： 

透過電腦科技，教材編

輯者可以用以超媒體及

超文字的功能提供學習

者無線空間的解決問題

資源。 

1.如何去提供一個健全的 

資料網路及硬體設備？ 

2.學生在利用資訊媒介學 

習時，易迷失於訊息的 

網路上，資料的連結與 

跳躍必須花很多時間， 

而且聯結知識過於龐大 

也導致知識理解和系統 

化的困難。 

1.教師可以在學生知識 

獲取及心智發展上了 

解學生的進階與困難。 

2.教師可以在學生探索 

知識的過程上與學生 

討論、提供建議、介紹 

必須的資訊。 

分散式的學習系統分散式的學習系統分散式的學習系統分散式的學習系統：：：： 

學習系統分散化是先進

國家教育系統的趨勢，

其導因於： 

1.學習活動逐漸傾向小

組化和個別化。 

傳統師生互動與「示範—

觀摩」的功能在社會行為

規範、語言溝通能力、社

會角色扮演及個人對團體

的依附上會逐漸式微。 

教師昔日的功能與角色

逐漸涵化在每一個學生

或小組學習活動上，透過

資訊提供及學習導引，發

揮其對學生學習活動的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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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的角色逐漸抽象 

化，由與學生直接觸 

和教導變成資訊的提 

供和教材的編輯與開 

發。 

創意導向的問題解決方創意導向的問題解決方創意導向的問題解決方創意導向的問題解決方

向向向向：：：： 

隨著個人學習的自由化

與彈性化，由學習者及

社會共識自由選擇課程

標準、學生學習方式及

教材內容，是因應社會

多元化、個別化需求的

趨勢。 

1.整個社會對學習的需求 

  無法由傳統教育系統及 

  方式獲得滿足。 

2.社會對知識的界定在改 

  變，人們所需要的不再 

  是具體有豐富知識的成 

  員，而是能運用開放的 

  網路系統資訊來開發新 

  的創意與策略，並針對 

  問題加以解決。                                                                                                                                                                                      

教師的角色已逐漸從知

識的組織與提供，轉變為

培養學習者自主學習的

能力、後設認知與反省的

能力、組織訊息以開發新

觀點的技能。 

學 習 者主 導的 學習 歷學 習 者主 導的 學習 歷學 習 者主 導的 學習 歷學 習 者主 導的 學習 歷

程程程程：：：： 

在學習的歷程上，每個

學習者有不同的知識探

索方向、形成不同的知

識網路、專注於不同方

向的問題及解決方式。 

學習者對知識領域的發展

與重心尚無法掌控；對資

訊的摘要及探索也缺乏即

時的反省能力。解決之道： 

1. 建立網路資訊書目性

導引系統。 

2. 建立網路專業諮詢站。 

敎師不可能掌握多元而

千變萬化的即時狀態，所

以其角色由提供訊息者

轉為提供線索者。 

遠距教學與人際互動遠距教學與人際互動遠距教學與人際互動遠距教學與人際互動：：：： 

1. 學習者在遠距教學

的情形下選擇性的

匿名或保持距離，減

輕社會壓力而產生

最大的學習動機和

意願。 

2. 師生互動不管形式

1. 只是以文字溝通的方

式，很有意義的溝通方

式及訊息，如手勢、表

情，是無法被學生掌握

的。 

2. 因環境的干擾，學習者

學習中斷的可能性也

比較大。 

傳統教師角色在班級經

營的權威和主導性大大

降低。在缺乏直接互動的

教學歷程中，教師角色可

能窄化為僅是知識探索

的引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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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內涵均可獲得最

大的彈性，不僅可以

切換班級互動形式

同時也鼓勵學習者

策略式的改變其學

習方式。 

3. 傳統上「轉耳即逝」

的溝通方式，在遠距

教學上可以在不同

時間的發言上來回

組織及檢驗訊息，同

時具有口語和文字

教學上的好處。 

4. 師生可以在任何時

間以任何形式及組

織來進行教學互動。 

3. 溝通方式過於平行，可

能造成各說各話、討論

的層次不夠深入。 

自我評量與立即回饋自我評量與立即回饋自我評量與立即回饋自我評量與立即回饋：：：：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承受

過多的失敗和挫折，造

成其對自己能力的不信

任感，進而形成一種無

法抗拒的學習無望感。

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從學

生的興趣及需求上給予

建設性的支持與導引。 

學習提案是不錯的精神

和努力方向。 

學習提案意謂著一種對學

生學習狀態的全面性或特

定性的診斷與處方，爲學

生及提供適當的建議。但

是一般最大的疑慮在於學

生參考及配合此一建議的

意願與能力。 

教師在未來所能發揮最

大的功能是：提供診斷、

諮詢及評估學習者各方

面的發展情形，並提供適

當的學習提案。 

資料來源：探索教育 p256-267，詹志禹、鄭同僚、楊順南，2000。     

     

    教師角色的扮演與調整，關係著教學成效的良窳，而教學效益的彰顯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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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於教師對教學的熱誠與態度，創意教學的發展與執行，也確實關乎教學效益成

敗的重要因素。 

    如果從以上教師角色及所具備的能力來看，我國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

的教師圖像，已不足以說明教師未來所需擔負的責任（史美奐  2004）。教學常被

視為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的一門學問，一方面講求技巧和效率，另方面卻

又有賴於教師本身經驗累積和睿智的決定，所以，教師必須具備專業的的理念和

素養始能成為一位稱職的老師。因此，從學生的學習、心理、讀書計畫、生涯規

劃、價值觀、家庭，到溝通技巧都需要妥善協助，還必須因應未來的多元化、資

訊化、科技化及不確定的年代，提供並妥善運用資訊與媒體，爲學生做諮詢。 

    讓未來的老師仍有夢想，是敎育願景實現的重大關鍵，不管環境如何演變？

倘若教師的使命與信念：是當一位好老師而不是教書匠，教育的希望仍有開花結

果的一天。 

 

二、教師教學效能與創意教學策略之關係 

 

    教育工作一向被視為人礦資源的開發工程，而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人礦開

發的工程師（吳清基，1989）。教學是否能夠成功，教師決定了相當大的因素。所

以，吳清山（1991）認為要提升教學品質，其主要決定於教師的優劣。故談創意

教學時就必須先瞭解教師教學效能的意義與內涵，分析有效教學的相關因素，始

能發揮教學品質的提升。 

 

（一）有效教學的意義 

    教師有效教學與教學效能兩個名詞，同被視為是達到教學目標的策略、方式

和途徑。根據（林進材，2002）對有效教學的研究分析，他認為從學理上探討有

效教學有下列三個向度： 

1. 從哲學理論分析教學：有效教學必須符合教學的各種規範或標準，並且是符合

認知性、自願性、價值性、目的性、闡明性的教學活動。如歐陽教（1986）認

為：有效教學是指一個教師能嚴守皮德思提倡的教育合價值性、認知性、自願

性的規準，充分發揮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學功能。 

2. 從心理學分析教學：有效教學是教師必須運用各種心理特質，以教學的先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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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經驗為基礎，配合學生的認知結構發展並達到教學目標。如林清山（1986）

認為：有效教學是指一個教師能有效地應用教學的心理學原則，如動機原則、

順序原則、學習遷移、過程技能、預備狀態、收錄策略、增強原則、回饋原則，

產生有效的教學，協助學生獲得有效學習，進而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 

3. 從社會學分析教學：有效教學是教師在師生互動的歷程中，擬定有效的策略引

導學生達到教育目標的一種系統活動。如陳奎憙（1986）認為：有效教學是指

一個教師能有效地應用社會學原理，探討教學與師生關係的問題，並且體認其

對社會貢獻的重要性，進而增強其服務教育的熱誠，而樂於建立良好師生關

係，致力於提高教學效率。 

因此，從以上三個向度看有效教學的定義是：教學活動必須以學生所擁有的

經驗與知識為前提，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擬定認知性、價值性之教學計畫，激

發學生學習動機，而在師生互動的教學歷程中達到教學目標。 

 

（二）有效教學的內涵 

 

目前在有效教學內涵的研究中，大致可以從三個層面來探討，一是從教師整

體的教學觀點歸類有效教學的層面和向度；其二是從教師有效教學的行為和條件

來探討，最後也有從分析影響有效教學的因素作系統整理（張碧娟，1999）。因此

就這三個層面分別敘述如下： 

 

1.從教學整體的教學觀點分析，有效教學乃著重於知識基礎、教學者應具備的條 

件及有效教學應該掌握的各種因素。就國內學者有： 

李俊湖（1992）歸納有效教學內涵包括：（1）計畫策略：熟悉教材、統整學科、

教師清楚教學目標、瞭解學生的特質、教學設計彈性有變化。（2）教學策略：

增加學生學習參與、教學過程流暢有效率、教學富結構及邏輯性、教學內容經

過適切轉化、重視個別差異。（3）評鑑活動：即時回饋、增強、評量、教學反

思、練習及提供後設認知策略、管理活動、教師期望、學習氣氛、預期問題即

時處理、督導學生進步及教室管理。 

單文經（1995）在有效教學的知識基礎一文中，他認為有效教學是教師從事教 

學工作時，要能掌握教學四大因素：提示、參與、改正回饋、增強的教學效果 



 71 

大小。並能強調教學提示的品質、學習者的主動參與及激發學能繼續努力的增 

強，進行有效的教學。 

林海清（1994）研究指出，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透過師生互動的歷 

程，運用一連串多樣複雜邏輯的策略行動來完成教學責任的信念。其內容包括： 

（1）教學計畫；（2）教學策略；（3）教學評鑑；（4）.教學氣氛。四者得分越高 

表示其教學效能信念越強，越能掌握影響教學的成效。 

而國外學者亦針對教學整體的教學觀點提出有效教學的重要內涵： 

McCormick（1979）認為敎師有效教學是教師瞭解教學內容的結構與實質、瞭解 

學生的特性、熟悉學習原則的運用，透過策略的應用使教學活動的進行更順利。 

Medley（1979）研究指出：有效能的敎師必須具備下列五要項：（1）具有令人 

滿意的人格特質；（2）能夠有效利用教學方法；（3）能夠創造良好班級氣氛；（4） 

精熟各種教學能力與技術；（5）瞭解利用教學能力和技術的重要時機。 

Borich（1994）認為教師有效教學必須符合下列五項重要指標：（1）有效教學 

必須是明確性的；（2）有效教學必須是多樣性的；（3）有效教學必須是任務取 

向；（4）有效教學必須是全心投入的；（5）有效教學必須是提高學習者學習成 

功的比例。 

2.從行為觀點分析有效教學，乃著重於有效教學應該具備的條件和特徵，強調的 

是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應該符合哪些要求，或是以哪些標準作為評鑑有效教學的

依據（林進財，2002）。因此，從教學行為分析有效教學的相關議題，不但可以

提供教學評鑑具體客觀的標準，更引導教師反思教學行為，作為修正教學之參

考。 

黃政傑（1993）研究指出，教師有效教學應該注意：（1）關於學生組織的問題： 

應將全班共同需要的學習透過全班教學來教導，在藉由分組教學來研討和練習， 

而個別教學則在提供更直接的適性教育；（2）時間運用方面：應該儘量擴充學習 

時間，而且依據學生學習與教學上的需求，可彈性運用；（3）空間運用方面：教 

師可以妥善運用教室空間進行教學，對全班的學習狀況可以充分掌握；（4）教學 

內容設計問題：在教學歷程中將學科內容知識、教學內容知識、課程知識作結構 

與策略方面的結合，達到預定的教學目標。 

Rosenshine（1986）認為教師有效的教學行為必須具備九項特徵：（1）單元開 

始時能簡要說明教學目標；（2）單元開始時能複習以前所學內容，並說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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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條件；（3）按部就班呈現教材，並引導學生逐步練習；（4）給予學生清 

楚而詳細的教學和解釋；（5）提供所有學生自動自發練習的機會；（6）提出適 

度的問題供學生回答，以利於瞭解學生對學習內容了解的情形，並從學生學習 

歷程中獲得一些反應；（7）在最初練習時能引導學生；（8）提供學生有系統的 

回饋和矯正；（9）不斷練習直到所有學生都能獨立和有信心。 

3.影響有效教學的因素觀點，乃著重於從教學整體的歷程及其影響因素提出完整 

且系統的架構。 

  國內學者張俊紳（1997）以教室觀察的方法，對教師教學進行研究，研究結果 

認為教師有效教學的內涵必須是：（1）教學內容（內容與意義聯結）：內容與課 

程呈現的形式、知識與課程；（2）認知過程（內容邏輯意義）：發問及教學內容 

語言互動的認知水準；（3）教學形式（教學聯結意義）：教學的線索回饋與校正 

等教學歷程的安排；（4）教學互動方式（教學邏輯意義）：教師反應發問等師生 

語言互動形式分析及師生關係。 

  張碧娟（1999）則認為，有效教學行為必須具備的要項是：（1）教學計畫的準 

備：教師必須依據學生個別差異，擬定教學計畫，精熟教材，事前做好教學準 

備；（2）系統呈現教材：教師必須在教學時說明教學目標，層次分明呈現教材， 

提供學生練習機會，彈性調整教學；（3）多元教學策略：教師必須在教學時會 

引起動機集中學生的注意力，運用不同的教學媒體或方法，掌握發問技巧；（4） 

善用教學評鑑：教師必須適當評鑑學生學習成效，立即回饋，給予合理的期待， 

獎勵學習進步；（5）良好學習氣氛：教師必須維持和諧的師生關係，掌握教室 

管理，以積極的態度鼓勵學生。 

  Marsh（1991）教學效能是一種具備多向度的評鑑概念，其內容包括學習價值、

教學熱忱、表達清晰、團體互動、和諧師生關係、課程內容、評量方式、課外

指定作業、學習上的難度等九個影響要素。 

  Tang（1994）教學效能的預測因素包括：（1）清晰講述教材；（2）回答學生所 

提的問題；（3）和藹可親及專業化對待學生；（4）教學準備充分。 

     

    綜合以上文獻資料發現，無論從教學整體的觀點、行為觀點或因素觀點探討

有效教學的內涵，各學者在分類上未盡相同，但其重點都包含了教學前的思考與

決定、教學中的思考與決定、教學後的思考與決定、教學策略的運用及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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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個重要層面（林進材，2002）。因此，研究者進一步將以上有效教學之具體行

為分類至五個層面，以更清楚瞭解實踐有效教學與創意教學之具體行為。 

（1）教學前的思考與決定：能運用專業知識及專業判斷，從事教學前的準備工 

作，如：教學的前導活動、教學計畫的擬定、熟悉教材與教學活動及教學 

流程的安排。 

（2）教學中的思考與決定：教學互動歷程中，從事各項與教學相關之認知活動，

如：將計畫落實、說明教學單元目標、系統呈現教材、提供學生練習機會和

精熟的策略、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引起動機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及掌握發問技

巧。 

（3）教學後的思考與決定：教學結束後的反思行動，如：適度評量學生學習成就、

給於合理的期待與獎勵進步者。在教學評鑑中，運用即時回饋、增強、評量、

教學反思、練習、複習及提供後設認知策略，作為檢討教學效能的主要策略。 

（4）教學策略的運用：有效運用各種策略增進教學效果及學生學習成效，如：增

加學生參與學習的機會、教學過程流暢有效率、富結構性與邏輯性、教學內

容適度轉化及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5）班級經營：有效訂定各種常規、建立一套有制度的規則、有效管理教室中的

各項教學活動以提高學生學習的參與感。 

 

三、教師專業發展與創意教學策略之關係 

 

（一）專業的定義 

 

    大前研一（2006）曾說：在瞬息萬變的未來世界裡，人類所要面對問題，其

重點不是程度也不是規模，而是「方向」；掌握確切的方向，需要的是受過嚴格訓

練，擁有克服眼前困難的創意和勇氣、能夠在無路可走之處嗅出一絲可能性的專

業人才。他進一步指出：專業人才必須具備四種能力：預測力、構想力、議論力、

適應矛盾的能力。擁有這四種專業能力，即使面對環境的變化，也能發揮同樣的

實力，是充滿變動與未知的世紀中，唯一能依恃的生存能力。 

    而所謂專業是指一群人在從事一種需要專門技術之職業（Carr-Saunders，

1933），這種「專門職業」，需要具備高度的專門智能而異於他種職業而言，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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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工程師皆屬其範疇。因此，專業與按照例規而無須高度學理及特殊訓練的

「職業」(Occupation)或「行業」(Trade)大異其趣(楊國賜，1983)。 

    所以，專業必須是受過長期專業教育而能運用專業知能，他所強調的是服務

重於牟利，而且是屬永久性的職業、享有相當獨立的自主性，並建立自律的專業

團體、能訂定並遵守專業倫理或公約，重要是要不斷從事在職進修教育，如此，

始能不但保有專業素養，而且還要對未來有預測、因應變化的能力。 

 

（二）教師專業發展概念 

 

1.教師專業 

    隨著資訊益趨多元，知識快速變遷，在終身學習的時代，教師的專業知識也

必須不斷跟著時代的腳步前進（陳舜芬、丁志仁、洪麗瑜，1996），始能肩負起培

育國家重要人才的使命。歐用生（1996）認為教師必須專業的原因是：課程和知

識的增加與改變、教師自我革新的需求及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期望與要求。而教師

專業之所以被重視，也因為任何改革與政策的執行都與教師的理解、意願與知能

有關（馮丰儀，2007）。 

    教師是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是影響教育改革的主要關鍵人物。所以，教師

在課程改革中的專業成長，是課程改革與教師改變得以持續發展、實踐與內在自

生的力量（范信賢、黃茂佐，2003）。 是故，在課程改革，講求創意教學的過程

中，教師專業似乎也攸關著教學品質的優劣，為維持教師的教學品質，不僅要透

過漫長的養成教育來培養專業教師，教師也需要在其生涯中持續不斷發展其專內

涵（饒見維，2003），始能在未來的社會中成就學生，也成就自己。 

 

2.教師專業能力 

    張鈿富（1992）指出，教育專業化一直是各主要國家提升教育品質所努力的

方向，而攸關教育是否能成為專業化的主要因素，是教育人員本身的作為是否能

符合有關的專業規準。由此可知，教育人員本身所具備的專業條件與專業素養就

成為教育專業化的先備條件。 

    教師的專業能力固然是影響教學品質優劣的重要因素，那教師專業能力的內

容究竟涵蓋哪些要素呢？根據研究者在蒐集文獻資料中所匯集而成的教師專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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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致可分為： 

（1）專業知能： 

＊任教學科專門知識：教學的主修學科或稱教師的專門領域，主要目的在培養教 

師「能教」的能力。 

＊教育專業知識：亦即專業課程。是普通教育與實際教學間的橋樑，主要目的在  

培養教師「會教」的能力。 

＊教學方法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教學計畫與組織、班級經營、教學方法與技巧、

師生溝通等能力，其目的在培養教師「能教」與「會教」的能力，教師能將教

學內容與教材經組織、轉化之後能順利、流暢傳授給學生。 

（2）專業自主： 

  教師在教學的歷程中能依其專業知識與能力做出專業判斷與決定，並不受外力

的不當干擾與影響。 

（3）專業倫理： 

  專業倫理信條反映的是工作的專業特性，期以專業倫理規範來建立特定專業工 

作的目標與標準，並藉此規範其組成份子的行為。 

（4）專業成長： 

  教師在經過長期的專業培訓之後，並在教學工作時仍能繼續不斷的參加各種正 

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動，以期能引導自我的反省與了解，並藉此增進教學之知 

識、技能與態度，進而提高教育品質，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5）提昇教師運用教學媒體的能力：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經濟的發達，有越來越多的教學媒體運用於教學上，因為將 

視聽器材用於教學，有助於吸引學生的注意，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效果， 

故教師應該提昇運用教學媒體的能力，在平常課堂或空白課程利用教學媒體作 

為輔導教學的工具。 

 

3.教師專業發展內涵 

教師專業能力有賴於教師專業發展，而近來有學者認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基

礎則在教師本身被視為獨特的個人，有其生命經驗及自我認同，於是「自我」就

成為專業建構的重要因素（周淑卿，2003）。因此，教師專業的發展可視為教師基

於自身生命經驗與需求，而從事的專業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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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美玉（2002）的研究，教師的成長乃終生學習的歷程，而成長的內涵

應從（1）教師發展即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2）教師發展即自我了解；（3）教

師發展即生態的改變；（4）教師發展即生涯的過程等四個層面進行探討，如此，

不僅能獲得較完整的概念，並且有助於教師專業能力的充分開展。研究者將引述

如下： 

（1）教師專業發展即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 

專業知識與技能乃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最基本條件，也是教師讓班級進行正常運 

作的必要能力，教師若能具備更豐富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才有能力提供更多的 

學習機會給學生。因此，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師而言，至少可以發揮以下幾項功 

能：使教師產生更高的教學信心、具備純熟的班級經營後更有充分的時間投入 

教學、了解如何進行個別差異的教學、更有能力發展新的教學策略，並檢證新 

策略的有效性（Hargreaves & Fullan，1992）。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若將教師專業發展僅限於此層面上，則不免造成教師

專業視野的窄化，誤認教師專業發展乃是教學技術的獲得，故較容易流於技術本

位的教學。此種發展取向的危機，即是容易使教師淪為只善於教學技術的「教學

匠」，無法發展成為具有實踐智慧的專業者。 

 

（2）教師專業發展即自我的了解 

  教師專業發展乃意指教師個人想法與行為的改變，也就是教師能透過各種反省 

的形式，促使其個人的信念、實踐理論與教學行為等，產生有意義的、實質的 

改變。教師的自我了解可透過個人生活史的省察，以及對個人的專業實踐理論 

內容與形成過程的檢視，都有助於教師更了解自己的優缺點，進而能進行更有 

方向而有效的專業成長。 

 

（3）教師專業發展即生態的改變 

  學校一向被視為是孤立文化與教師個人主義濃厚的地方，教師應如何透過同儕 

間各種方式的專業合作、集體討論、反省或經驗分享等加以破除，都是探討教 

師專業發展應加以關注的主題。因此，教師任教的環境生態是否產生結構性的 

改變，學校內教師與同僚、行政人員間的互動關係，是否獲得有效的改進，都 

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狀況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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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專業發展即生涯的過程 

  教師專業發展乃是一連續的生涯過程，欲促成教師專業的有效發展，必須從終 

身學習、以及生涯發展的觀點著手，才能夠得到適當的處理。而且，教師是一 

成人學習者，有關影響成人發展的身心因素，以及社會性的壓力與期待，都會 

對教師發展造成某種程度的助長或干擾。由此可見，除非能以更寬廣、更長遠 

的觀點，了解教師發展的特性與需求，否則將無法適當的因應教師專業發展的 

問題。 

 

    從以上文獻資料所呈現可知，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在技術上至少包括教師

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發展；在專業上，則包括教師自我的省思與了解、學校環境生

態的改變以及終身學習的生涯發展過程。因此，唯有兼顧技術和專業取向，才能

掌握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並有助於教師的專業化。而有了專業化教師，則較能

突破目前現有教學環境的問題，對教學創新理念與目標的達成，相對提昇。 

教師角色的扮演可以在有效教學的過程中淋漓發揮，然而兩項的基本條件都

必須要有堅固的教師專業為背景。教師的專業成長是提升教學品質的泉源，唯有

善用教師專業，研發具有相關性的、挑戰性的、激發性的、思考性的教材，營造

有利於創意教學的教學情境，建立良好師生關係，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啟迪批判

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那麼現代化專業自主的專業教師，都是每個孩子生命中

的貴人。 

 

四、結語 

    創造力的表現範圍可以很廣泛，包括情感、思維、態度、對話與行動，生活

中創意與改變人類文明的創意，都同樣重要（Csiksentmihaliy，1996）。而創意教

學是不受特定教學法的局限，凡是融合創造思考原則所設計的教學活動歷程均屬

之（洪昭榮、林雅玲、林展立，2002），換言之，創意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使學

生置身於創造性的情境中，在教師的引導下，去發揮他們的思考力、想像力與潛

能，以提升學生的創造力。 

    總而言之，創意教學就是要超脫傳統的觀念，把學習權還給學生，讓學生由

被動接受變成主動學習（陳寶山，2002）；教師更有發揮專業的道德勇氣和精神，

排除種種不利於創意教學的困境，堅持教育是「教人成人」、「百年樹人」、是提升

自我能力、讓生命更美好的崇高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