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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科展績優教師和一般教師的教學行為和學童的創造力、問題

解決能力之關係。研究對象為績優組教師3位（皆為女性），學生102人（44男、58

女）；一般組教師3位（2女1男），學生105人（58男、47女）。研究工具包括：「拓弄

思創造思考測驗圖形與語文兩式」、「問題解決測驗乙式」、「學生知覺教師創意教學

行為量表」、Flanders師生互動分析分類系統及半結構式訪談。結果發現，績優組教

師在接納感受、鼓勵、接納觀點、問問題及學生主動等五項師生互動行為，以及在

獨立學習、合作學習、基本知能、延後判斷、多元思考、學生自評、學生問題、學

習機會與經歷挫折等九項創意教學行為，明顯優於一般組教師。此外，績優組學生

在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之表現亦明顯優於一般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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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behavior 

and pupils’ performance on creativity and problem solving. A total sixth teachers and 207 

pupils were assigned to an awarded group (3 female teachers; 44 male and 58 female 

pupils), and a general group (1 male and 2 female teachers; 58 male and 47 female 

pupils). The instruments include 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 (Verbal & Figure),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Test, Student Inspection Creativity Fostering Teacher Index, 

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Categories System,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warded teachers perform better than general teachers in regard 

to the qualit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and creative teaching behavior; while the 

awarded group pupils perform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general group pupils on 

creativity and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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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知識創新、應用、發明成為經

濟發展動力的同時，創造力的培養與開

發，已成為現今學校教育政策推動的首

要目標。為因應此波世界潮流，教育部

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明定「欣賞、表現

與創新」及「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為

現代國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教育

部，2000）。教育部更於2002年首開全

球先例，頒布《創造力教育白皮書》，

以 打 造 創 造 力 國 度 （ Republic of 

Creativity）為願景，全面推動各級教

育之創造力培育工作（教育部，

2002）；在2004年更是以「創意臺灣、

全球布局」作為2005～2008年的教育施

政主軸（教育部，2004），並於2005年

全面啟動「地方創造力教育推動計

畫」，將創造力教育落實於24個縣市，

使創造力教育的培養與認識向下紮根，

成為各高級中等學校、國中、國小教育

中基本的元素。由此可見，創造力已成

為當前臺灣教育的核心價值。 

所有創造力教育政策推動的最終

目的，都應該有助於促進學生的創造表

現。就教育現場而言，學校教育是培育

創造力人才的最佳搖籃，教師即是推動

搖籃的舵手。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

互動關係，可說是教育的基本模式。在

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教學行為與學生的

學習行為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孫仲

山，1996）。許多的研究發現，教師的

思考與教學行為會影響學生思考能力的

發展（Barell, 1991; Costa, 1991; Houtz, 

1990; Howe, 1996）。教師的創造力、教

學風格、人格特徵，甚至相貌特徵等皆

會對學生的創造力產生影響（郭生玉，

1970，1985；Isaksen & Parnes, 1985; 

Tan, 2001）。學校教師在班級教學歷程

中所呈現之單元教材內容、教學方法、

教學設計與師生互動是直接影響教學品

質的關鍵（孫仲山，1996；徐蓓蓓，

1983）。而在教學過程中，師生的口語

互動行為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許多教學

任務都是透過師生的口語互動行為而達

成，而教師口語行為的質與量，和教學

過程中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

的學習有密切關係（徐蓓蓓，1983）。 

Cropley（1997, 2001）指出，教師

可以透過適當的教學行為來培養學生的

創造力，包括允許學生犯錯、鼓勵特立

獨行的行為、接受獨創的想法、提供刺

激並富挑戰性的學習材料、提供學生討

論的機會、對學生的提問與探索行為給

予支持與正向回饋、鼓勵學生自我評

量、協助學生妥善處理失敗與挫折、避

免負面壓力、鼓勵彈性思考及擴散性思

考等。為了成功發展學生的創造能力，

建立一個啟發創意的教育環境是相當重

要 的 （ Peterson, 2002 ）。 Clark 與

Peterson（1986）在其「教師思考歷

程」一文中指出：教師的思考、計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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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決定構成教學之心理環境的主要部

分。就教師所營造的教室環境而言，

Peterson（2002）在討論創造環境理論

時指出，有趣、充滿刺激的科學教育環

境，可以刺激學生發現問題、討論溝通

與激發好奇心。 Sternberg與William

（1996）認為，增進創造力的環境包

含：允許創造思考的時間、獎勵創意點

子及產品、鼓勵合理冒險、允許犯錯、

猜測他人的觀點、探索的環境、問題假

設。Richetti與Sheerin（1999）的研究

亦指出，鼓勵學生在批判的與創意的問

題中發展創意思考技巧，以及提供同儕

間以不同立場對話的機會，能有效習得

較高層次思考。Meador（ 2003）認

為，觀察、比較、分類、測量與對話等

科學探究歷程技巧中，皆蘊含開放經

驗、彈性思考、評估等創意思考的特

色。可見，在科學探究的教學過程中，

教師採用合作學習、實驗教學或進行實

際科學探究活動的方式，提供學生曖昧

不明及富有挑戰性的科學問題情境，可

幫助學生從生活經驗中找出解決問題的

材料，進而激發學生思考與發現問題

（Galton, 2002；House, 2000）。 

鄭英耀、王文中（2002）的研究

發現，科學競賽績優教師擁有許多有利

於創造的個人特質和能力，諸如：興趣

廣泛、勇於冒險嘗試、不為偏見及舊方

法所束縛的態度、具備與創造力有關的

認知技能、遇到問題決不放棄、堅持執

著有耐性的追根究底、樂觀、對新奇的

事物充滿興趣、喜歡從另一個角度思考

問題、比較有個人主見而不盲從。而

且，科學競賽績優教師在進行學科單元

教學時，基本上都在掌握單元目標的大

原則下，自行編輯教學內容，或以討

論、或採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

ing）、或以概念圖（concept mapping）

進行教學，去發掘學生的想法，也有以

科學發展的觀點，強調探究的過程，協

助學生科學概念的學習。鄭英耀、張川

木、王文中（2002）亦發現，科展績優

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對教材的選擇、展

示及教學活動的設計，皆較有自己的主

張，能融入生活議題（Barell, 2003; 

Johnson , 2002）；在教學方式上，這些

科展績優教師會以蘇格拉底式的對話，

透過有效問題的引導（Barell, 2003; 

Richetti & Sheerin, 1999），協助學生重

新 定 義 問 題 ， 販 售 自 己 的 想 法

（Sternberg, 2000, 2003），他們同時也

在班級教學歷程中，鼓勵學生發問、重

視學生的觀察、發現、提問與表達、團

體討論（Peterson, 2002），企圖營造一

個有創意的班風（ Anderson, 2002; 

James , 2000）。 

基於此，本研究試圖進一步透過

觀察、訪談及問卷施測方式，瞭解科展

績優教師之教學行為與學生學習表現之

關係，並比較科展績優教師與一般教師

所教導的學生，在創造力及問題解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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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上的差異。期能藉由對科展績優教師

的教學歷程探究，作為一般教師引導學

生創造學習與建立創意學習環境的參

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結構式非參與觀察

法，以錄影方式拍攝教師教學之實況，

蒐集教師在自然科教學時的行為資料，

並以Flanders於1967年所發展的「師生

互 動 分 析 分 類 系 統 」（ 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Categories System, 

FIAC，引自呂木琳，1991）分析科展

績優教師與一般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師

生互動行為。其次，為了瞭解教師教學

行為背後所持的教學信念，本研究在教

學單元觀察結束後，針對各組教師進行

半結構式訪談，以蒐集教師們的基本教

學資料、教學構想及對創造力的觀點等

資料。最後，以教師在科學展覽競賽的

獲獎經驗為標準，將教師分為績優組與

一般組，採事後回溯法標準組設計

（ criterion-group design）（郭生玉，

2005：291），探究教師教學行為和學生

創造力和問題解決能力之關係。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市國小五年級自然

科專任教師為取樣母群，經考量教師在

科學展覽競賽的獲獎經驗及參與意願，

最後獲得6位（績優組3位，一般組3

位）教師同意參與本研究。在績優組教

師的選取方面，首先以參加高雄市科展

及全國科展，獲獎十次以上的教師名單

為考量，一一聯繫確認任教年級，並透

過任教學校校長或教務主任徵詢教師參

與研究的意願後，再親自拜訪教師，詳

細說明研究相關細節，最後獲得教師的

同意。三位績優組教師為1996～2001年

間（即36～41屆）參加全國中小科學展

覽競賽，獲獎三次以上之教師（皆為女

性），任教年資分別為22年、25年、23

年，平均教學年資為23.3年。在一般教

師方面，經確定三位科展績優教師後，

研究者先以三位科展績優教師所任教的

學校，尋找符合條件的一般教師。結果

由於該三所學校擔任同年級自然科教學

的教師不足，且不願意讓研究者進入教

學現場進行觀察。因此，在研究對象難

尋的情況下，研究者另行委請熟識的校

長代為請託其他學校的教師，並親自拜

訪說明研究意義後，最後說服三位一般

教師同意參與本研究。三位一般組教師

為未曾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競賽之高雄

市五年級自然科專任教師（2女1男），

任教年資分別為20年、22年、1年。在

學生方面，由於教學實務現場的限制，

學生樣本無法實施隨機抽樣與分派，分

別以兩組教師之教學班級為研究對象，

包括績優組學生102人（44男、58女），

一般組學生105人（58男、47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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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人。 

三、研究工具 

(一)師生互動分析系統 

本研究採用Flanders於1967年所發

展的FIAC，作為分析師生互動行為的

工具。Flanders認為師生的口語對話可

以依語意分為：教師接納學生的感受、

稱讚或鼓勵、接納學生觀念、問問題、

講解、指示、批評、學生被動和自發的

反應及靜止等十種互動類型；前七類為

教師語言，後二類為學生語言，最後一

類為教室情境。前七類的教師語言中又

可依教師對學生影響方式，分為間接影

響（接納感受、稱讚或鼓勵、接納學生

觀念、問問題）與直接影響（講解、指

示、批評）二種。學生的語言部分，分

為被動式及自發式語言，最後一類則是

指安靜或是混亂無法判別的教室情境，

如表1。 

Flanders的師生互動分析法是由觀

察者以每3秒為一個單位，將教師及學

生在課堂中的對話，加以判斷並歸類到

適當的類別。本研究之進行，由研究者

依受試教師之約定，從2001年10月初到

2002年6月上旬，歷時九個月，陸續進

行六位受試教師之單元教學錄影。研究

者將教學錄影的內容謄寫成逐字稿，並

依據Flanders的師生互動分析法，將師

生的口語互動分類。為降低評分者主觀

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先由兩位評分者共

同討論並詳加研讀師生互動行為歸類原 

表 1  Flanders 師生互動行為分析 

教室行為 分類 類別 行為描述 

1.接納感受 以一種非威脅的態度，對學生積極或消極的感覺、態度予

以接受或澄清。 

2.誇獎 稱讚或鼓勵學生的行為，包括紓解緊張但不傷人的笑話。 

3.接納學生觀念 澄清、建立、採用或發展學生建議的觀念。 
間接影響 

4.問問題 以教師的觀念為本，就內容或程序詢問學生，並期待學生

回答。 

5.講解 就內容或程序陳述事實或意見，表達自己的觀念，提出自

己的說明，引述權威而非學生的意見。 

6.指示 指示或命令，希望學生順從。 

教師講 

直接影響 

7.批評或糾正 糾正學生行為，解釋教師為何採取這種措施。 

8.學生被動反應 學生對教師的反應，教師引發內容、誘導學生發言或組織

情境。 
學生講 學生說話 9.學生自發反應 學生主動說話，表達自己的觀念，引發新的話題，自由地

發展自己的意見及想法，問深思熟慮的問題，超過當時的

情境。 

靜止  10.安靜 暫時停頓、短時間安靜，以及觀察者對師生溝通不瞭解。 

資料來源： 呂木琳（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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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後，依十種師生互動類型，試評20分

鐘（約半節課時間）的師生互動對話逐

字稿，並加以歸類計次，經過再討論強

化彼此的歸類共識後，再分別評閱六節

課的逐字稿（共可區分為253段對話），

最後以兩位評分者在十種師生互動行為

類型的歸類次數，求得Kappa一致性係

數為.84（p< .000），顯示兩位評分者間

具有相當地一致性。 

(二)半結構式訪談 

研究者依據事先擬定之問題，於

單元教學觀察後訪談兩組教師，以蒐集

教師們的基本教學資料、教學構想及對

創造力的觀點等資料。訪談問題如下： 

1. 姓名、學歷、任教年資？ 

2. 請問老師您的個人興趣是什麼？

平常對於自然科學資訊上，在哪

些領域有特別的偏好？而您所涉

獵的資訊來源為何？（例如科學

雜誌或Discovery節目……等等） 

3. 請問老師您認為有哪些主要的因

素，直接或間接影響您的教學方

式和思考模式？（家庭背景、求

學背景、研討會、訓練課程……

等等） 

4.可否請老師分享一下，您對今天

教學的構想是什麼？今天的課程

為何要這樣教（講述法、啟發式

教學）？是否有什麼樣的考量？ 

5.對於今天所教的單元，您認為這

個單元主要的教學目標為何？有

哪些重要的科學概念？是否有易

混淆的「迷失概念」（ myth 

concept）？要如何在教學上避

免？而您感受到學生的反應是否

達到您預期的效果？ 

6. 請教老師您對於講述法、實驗操

作及啟發式教學等不同的教學方

式有何看法？或者能否提出其他

的教學方式（例如：遊戲、戶外

教學參觀……等等）？ 

7. 請教老師您對於自己教學方式的

反思為何？是否有學生無法適應

您的教學方式？這樣的教學方式

有何優缺點？ 

8. 請問老師您認為什麼是創造力或

創意的要素？能否提出您自己的

看法？若將創造力應用於教學

上，老師您認為什麼才是有創意

的教學？創意教學的標準在哪

裡？它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成分？ 

9. 最後想請老師對於自己的教學是

否達到創意教學提出看法？若以

1～10作為評分的話，老師認為

自己達到幾分的創意教學？ 

(三) 學生知覺教師創意教學行為

量表 

學生知覺教師創意教學行為量表

係由研究者翻譯Cheng（2000）所編製

的 教 師 培 養 創 造 力 行 為 量 表

（ Creativity Fostering Teacher Index, 

CFT）改編而成。CFT量表編製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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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根據Cropley（1997）提出的九項

增進創造力的教師教室行為表徵來評

定，量表中對每一項行為表徵作出五種

行為陳述，因此共有45個陳述項目，是

一個由老師自我評量的「李克特六點量

表」。CFT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71

～.90之間，Cronbach’s α係數為.96，具

有良好信度與效度。 

研究者將CFT量表題目轉譯成中文

後，進一步改編為學生知覺量表，以學

生的觀點瞭解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表

現出的行為是否有助於培養學生創造

力。填答方式仍維持原量表的Likert六

點計分，由「從未如此」1分到「總是

如此」6分，全量表共45題，分為九個

分量表，分別是獨立學習、合作學習、

基本知能、延後判斷、彈性思考、學生

自評、重視學生提問、多樣學習機會及

經驗挫折。信度分析方面，以高雄市

251位國小五、六年級學生為對象，測

得全量表的Cronbach’s α係數為.96，內

部一致性係數範圍為.88（經歷挫折）

～.74（延後判斷）。再測信度（n=31）

範圍是.52（獨立思考）～.69（合作學

習），具有良好信度與效度。 

(四)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甲乙式 

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是由

Paul Torrance於1966年所編製。此測驗

是從創造力的歷程（process）觀點，

以思考歷程的「流暢力」、「變通力」、

「獨創力」及「精進力」來測量創造思

考能力。本研究採用吳靜吉、高泉豐、

王敬仁、丁興祥（1981a，1981b）所修

訂之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甲式（圖形）

和乙式（語文）的「流暢力」、「變通

力」、「獨創力」作為評量學生創造力的

工具。本測驗之圖形測驗以小學四年級

至六年級的學生為樣本，間隔一至二週

的再測信度為.5～.85；語文測驗以小

學四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生為樣本，間隔

一至二週的再測信度為.79～.93，具有

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五)問題解決測驗乙式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題解決測驗，

係採鄭英耀、王文中、周宛俞（2002）

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童的科學知識，所編

製的問題解決測驗中的乙式。此測驗乃

在測量學童於日常生活情境中，運用科

學知識、觀察、分析與思考，從事創造

性的解決問題之能力。測驗共分為三部

分：「看圖說故事」、「整理筆記」及

「腦筋急轉彎」。「看圖說故事」以圖片

情境為主，以自然科學理論為基礎，受

試者需觀察圖片來回答題組；「整理筆

記」則以圖表資訊為主，受試者需運用

數學與生活知識來推敲答案；「腦筋急

轉彎」則以有趣的科學益智問答來評估

受試者的解題能力。測驗內容，計有8

個題組，其中「看圖說故事」3組、「整

理筆記」2組、「腦筋急轉彎」3組，共

計有32題，而觀察問題、界定問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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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等四個歷程項目各占

8題。 

信度分析，以國小五、六年級學

生284名，求得內部一致性為.85，四項

解題歷程間之相關為.53～.71，與總分

之相關為.78～.90（p<.01），與問題解

決測驗甲式之相關為 .56（ n=146, 

p< .01），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 

參、結果與討論 

一、 兩組教師在師生互動行
為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以百分比同質性考驗，分

析績優組與一般組教師在接納感受、鼓

勵、接納觀念、問問題、講述、指示、

批評、學生被動、學生主動及安靜等十

項師生互動行為之差異。由表2六位教

師在十類師生互動行為之次數百分比可

發現，就平均數而言，績優組教師在接

納感受、鼓勵、接納觀念、問問題及學

生主動等行為，高於一般組教師。雖然

一般組有一位教師（G3）的年資僅1

年，不過從表2可以發現，該教師在接

納感受、接納觀念、問問題及學生主動

等行為的次數百分比皆高於一般組的平

均數，僅鼓勵行為（.8%）略低於該組

的平均數（1.2%），可見一般組教師在

上述五種師生互動行為的平均數低於績

優組教師的原因，並非因該教學年資僅

1年的教師所造成。  

經百分比同質性考驗的結果發

現，整體而言，績優組教師和一般組教

師在十項師生互動行為的次數百分比具

顯著差異（χ
2=823.24, p<.000）。事後比

較的結果顯示，績優組教師在接納感受

（ χ
2=5.74, p<.05）、鼓勵（ χ

2=180.88, 

p<.001 ）、 接 納 觀 念 （ χ
2=135.54, 

p<.001）、問問題（χ
2=51.20, p<.001）

及學生主動（χ
2=253.78, p<.001）等行

為次數百分比顯著高於一般組教師，如

表3、圖1所示。  

二、 兩組教師師生互動風格
之比較與詮釋 

表 2 六位教師在十類師生互動行為之次數百分比比較 

組別 
教師 
編碼 

教師 
年資 

接納 
感受 

鼓勵 
接納 
觀念 

問問題 講述 指示 批評 
學生 
被動 

學生 
主動 

安靜 

A1 22 .8 7.6 8.5 18.0 27.9 17.2 3.0 7.0 8.3 1.6 
A2 25 1.4 5.6 6.6 14.9 30.8 14.5 1.3 5.8 10.7 8.5 
A3 23 .4 3.3 4.0 17.7 36.0 10.1 .6 7.5 13.2 7.4 

績優 

平均 23.3 .9 5.5 6.4 16.9 31.6 13.9 1.6 6.8 10.7 5.8 

G1 20 .8 2.1 2.6 12.0 46.4 16.8 2.4 7.0 2.9 7.2 
G2 22 .0 .7 .9 10.2 26.6 35.9 8.2 8.1 .8 8.6 
G3 1 .6 .8 3.8 14.1 46.7 12.9 .3 5.8 3.0 11.9 

一般 

平均 14.3 .5 1.2 2.4 12.1 39.9 21.9 3.6 7.0 2.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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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組教師師生互動行為之次數百分比同質性考驗 

師生互動行為 組別 次數 次數百分比（%） χ
2 

績優 53 0.95 5.47* 
接納感受 

一般 32 0.57  

績優 357 6.41 180.88*** 
鼓勵 

一般 83 1.47  

績優 409 7.34 135.54*** 
接納觀點 

一般 145 2.57  

績優 946 16.98 51.20*** 
問問題 

一般 688 12.21  

績優 1663 29.85 194.62*** 
講述 

一般 2396 42.51  

績優 861 15.54 33.15*** 
指示 

一般 1104 19.59  

績優 120 2.15 7.96** 
批評 

一般 169 3.00  

績優 371 6.66 .23 
學生被動 

一般 388 6.88  

績優 540 9.69 253.78*** 
學生主動 

一般 141 2.50  

績優 252 4.52 78.87*** 
安靜 

一般 490 8.69  

績優 5572   
所有行為 

一般 5636   

*p<.05  **p<.01  ***p<.001 

 

依據績優組與一般組教師進行教

學單元教室觀察所得資料，以及上述

Flanders師生互動分析系統所獲得的結

果，針對教師在發問策略與教學方式、

合作學習、鼓勵探索、開放經驗和學生

發表等教學風格進行分析與詮釋： 

(一)教師發問之差異 

問題是科學探究與意義學習的核

心，教師的問題形態與學生的反應之間

有密切關係。問題的形式可以分為封閉

式問題與開放式問題，不同的問題形式

影響問題反應的品質與深度（Chin, 

Brown, & Bruce, 2002; Kline & Sorge, 

1974）。教室中師生互動的過程，多經

由教師發問開啟對話與互動的起點。教

師可以藉由問問題的技巧與不同問題的

形式，掌握學生思考的品質與概念的瞭

解。以下將針對績優組與一般組教師在

師生互動過程中，教師的發問策略與問

題類型分別舉例陳述並分析。 

1.教師發問策略 

績優組教師經常一邊發問一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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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同組教師之師生互動行為比較圖 

納學生想法，發問後，面對學生的回

答，教師通常不立即給予回饋，反而以

反問的方式引發學生不同反應，並不斷

追問原因，讓學生深入思考及逐步澄清

概念，甚至提出假設情境讓學生學習轉

化知識。一般組教師也是以問題引發學

生反應，但是面對學生不同回應，則缺

乏回饋技巧，往往在聽到期望答案後，

便停止發問或進一部闡述答案，因此，

學生較無法經由教師的提問進行深入思

考。茲以師生對話分析如下： 

 

績優組A1教師 

老師： 天上的星星這麼多，現在

（白天）看得到天上的星星

嗎？看得到嗎？（提問） 

少數學生：看得到。 

老師：看得到嗎？（追問） 

多數學生：看不到。 

老師： 好，那現在為什麼看不到天

上的星星？（再追問） 

 （老師指一位同學回答） 

學生1：因為太亮了！ 

老師：什麼太亮？（追問） 

學生1：因為天上是白色的。 

老師：因為天上是白色的。（笑） 

學生2：因為太陽太亮了…… 

老師： 因為太陽太亮了所以看不

到，對不對！（接納）還有

沒有問題？現在是因為陽光

太強所以看不到。 

老師： 在什麼情況下白天看得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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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反問） 

（有同學舉手） 

學生3：下雨時。 

老師： 你下雨天看到星星了嗎？有

人知道原因嗎？（追問） 

學生4：日蝕的時候。 

老師： 標準答案。（肯定鼓勵）日

蝕的時候，還有沒有人要說

更正確的？（鼓勵表達） 

學生5： 日全蝕的時候。（學生主動

表達）（績優組A1教師，

01） 

 

一般組G3教師 

老師： 好現在我們講有關電的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高雄

港，高雄港都是大貨櫃，對

不對？（提問） 

多數學生：對。 

老師： 大貨櫃。高雄港有很多大貨

櫃，它要從船上放到我們的

陸地上，那要怎麼放？（提

問） 

學生1： 用吊的。它把一個電纜固

定在上面，用吊的。（學生

主動） 

學生2：用吸的。 

老師： 用什麼？有運用到磁鐵對不

對？（提問） 

學生3：用吸的。 

老師： 好，你剛講到像那麼大的貨

櫃，怎麼用人工搬，不可

能。像他剛剛講用上面一個

很大很大的磁鐵，然後

呢……靠近那個貨櫃就會被

吸上去，可是呢……那你有

沒有想到一點，這個超級磁

鐵跟你一般的磁鐵是一樣

的。（闡述答案）（一般組

G3教師，01） 

 

2.教師發問的問題型態 

績優組教師與一般組教師提問

時，表現出不同問題類型的使用風格。

績優組教師善於提出開放式問題引發學

生探索的興趣，也引導學生根據單一主

題多向思考，進一步提出自己的想法，

而非被動式的應答。學生能在教師開放

式的問題下，不斷進行腦力激盪。一般

組教師則常使用封閉式問題，師生問答

過程較缺乏熱情與主動性。 

 

績優組A1教師 

老師： 看到天上的星星你會想到什

麼？（開放式問題） 

學生1： 會想到今天是好天氣。（學

生主動） 

老師： 他說會想到今天是好天氣，

還有呢？（鼓勵表達） 

學生2：會想到天上有什麼星座？ 

老師：會想到天上有什麼星座，對

不對！（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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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3： 為什麼有些地方看得到星

星有些地方看不到？（學

生主動） 

老師：（老師複述一遍）。（接納） 

學生4：星星在天上是怎麼跑的？

（學生主動） 

老師： 星星在天上是怎麼跑的，或

是永遠固定在那裡？（開放

式問題）（績優組A1教師，

01） 

 

一般組G2教師 

老師： 好，磁鐵兩端有什麼極跟什

麼極？南極和什麼？（封閉

式問題） 

全班學生：北極。 

老師： 那同極會怎樣？（封閉式問

題） 

全班學生：相斥。 

老師： 異極會相……吸。（歸納答

案）（一般組G2教師，02） 

 

(二)教學方式 

根據教室觀察發現，績優組教師

教學時，皆能跳脫教學指引的模式，使

用其他教學材料及方法，提供學生豐富

刺激的學習環境，使教學更加活潑及多

元，並且經常鼓勵學生將現狀轉化為新

的問題，培養學生深究的科學態度，展

現出獨樹一幟的教學特色。例如：績優

組A1教師讓小朋友將星星運行的軌跡

畫在星空投影片上，並用投影機分別展

示不同小朋友的作品；A2教師利用繪

畫接力的方式讓小朋友瞭解星座圖及命

名的由來；A3教師則運用教學媒體，

播放不同音樂刺激小朋友的感官，讓小

朋友分辨不同樂器發音的音質與音色。

反觀，一般組教師教學時則多遵照課

本、習作的教學內容，較少添加教師獨

創的教學構想。 

 

績優組A1教師 

老師： 它會不會動呀？會。會動

喔！再來一點、三點、五

點，停。看我這邊，接下來

請你們每一個人採納小玉的

意見（將星星運行軌跡畫在

投影片上），把這四顆星，

聽清楚喔！七月五號晚上七

點、九點、十一點、一點、

三點、五點，它的路線，移

動的路線把它畫下來，畫在

這上面（星空投影片）。（績

優組A1教師，05） 

 

一般組G3教師 

老師： 那今天要請你們試著做做

看，今天是電磁鐵，所謂的

電磁鐵，就是由電產生的磁

電。 

老師： 這顆是有磁性的（老師手拿

磁鐵），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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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生：對。 

老師： 可是這個是沒有磁性，好，

今天要你們做的是讓這一根

鐵變成有磁性的東西，可是

這種磁性跟磁鐵不一樣。 

老師： 好，請你打開你的課本，53

頁。好，在52頁這邊它有一

個，它是……我們這裡沒有

這種東西，你可以把你做好

的東西再去吸其他的東西。

這邊叫你做的是電磁鐵，

啊……電磁鐵要怎麼做

呢……（一般組G3教師，

01） 

 

(三)合作學習 

關於合作學習，從下述實例中，

突顯績優組與一般組教師，對學生同儕

互動表現不同的處理方式。績優組教師

強調小組分工合作、討論，教師會適時

引導小組合作與討論，並分派任務給小

組成員，讓每個人皆須承擔小組責任，

不僅強調個別責任也重視同儕合作。但

是績優組教師仍扮演支配者角色，因

此，小組的自主性較低。一般組教師則

賦予組長較大權力，組長負責分配組內

的大小事務，小組成員皆依照組長吩咐

行動，但是小組合作的內容較傾向雜務

工作，一般組教師缺少提供小組討論的

機會，因此，小組內缺乏同儕分享、討

論等學習歷程。 

績優組A1教師 

老師： 來，規定。等一下每組的一

號去拿星空模型和指標，然

後規定喔!一號貼北極星，

二號貼北斗七星，三號貼仙

后座，四號貼天蠍座，五號

貼飛馬座，六號貼夏季大三

角，七號，沒有七號的再從

一號來，七號貼北洛斯門。

停，重來一次。 

老師： 剛才問的好。來，看老師這

邊。不會的，喂!不是老師

規定一號貼什麼就是一號他

的責任喔 !不是這樣子的

喔！是誰的責任？ 

全班學生：大家的。 

老師： 對，是大家的責任喔!大家

幫忙呀 !呀 !你們可以同時

貼，但是貼完了要大家一起

檢查。（績優組A1教師，

01） 

 

一般組G1教師 

老師： 最後的收拾工作我不希望是

再吵吵鬧鬧隨隨便便中收

拾，組長你的工作就是要給

我分配誰要當值日生，第一

個顯微鏡找人搬回去，第二

個把塑膠杯的水倒掉用水沖

乾淨，載玻片跟概玻片來跟

我領一張衛生紙，擦乾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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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皿裡面，聽得懂嗎？

（一般組G1教師，06） 

 

(四)鼓勵探索 

績優組教師經常以開放的態度接

納學生反應，並對學生表現或特殊現象

透露出好奇心與探索的熱忱。因此，當

教師認為有繼續探索的可能，便會針對

學生的回答提出建議，讓學生繼續深入

思考與自我挑戰。更會適時鼓勵學生將

現況轉化為新的問題，企圖從問題中突

破現況，留給學生獨立探索的空間。一

般組教師較不會利用學生反應或教學現

象進行機會教育，也缺乏鼓勵學生繼續

深究的態度，容易滿足學生的回應，甚

至忽略學生回應，而以自己的觀點或推

論解釋問題。 

 

績優組A3教師 

老師： 你可以講一下，你是怎麼讓

它發出聲音。 

學生1： 我是用棍子敲打摩擦發出

聲音。 

老師： 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如何讓

你的東西發出高低不同的聲

音？好，來。第二組。（績

優組A3教師，01） 

 

一般組G3教師 

老師： 好，你們上次做的可能有些

人只能吸1、2個，有些人可

以吸到7個、8個、9個、10

個。甚至11、12個。 

老師： 那當中的差別很有可能是因

為你的……那個電池可能快

沒電了，有些人說：「老

師，我的電池是新的。」可

是他換了我的電池之後他就

能夠吸了。 

老師： 如果你吸不起來的，你稍微

注意一下。可能是因為你的

電池沒電了。（一般組G3教

師，03） 

 

(五)開放經驗 

績優組教師鼓勵學生將生活經驗

應用到各個不同層面，以下例子則是教

師鼓勵學生改變吸管長度吹奏出不同聲

音，並說明吸管有各種不同用途，不僅

可以發出聲音，還可以當作童玩競賽。

因此，績優組教師不斷藉著教學機會拓

展學生經驗，希望學生不拘泥於課本中

的知識。一般組教師則以自己的經驗，

鼓勵學生從興趣中發現不同的體驗。 

 

績優組A3教師 

老師： ×××你覺得誰的聲音最特

別？ 

學生1：吸管。 

老師： 喔！他只有吹出一個聲音，

他還可以拿一把剪刀，把吸

管一直剪一直剪，就可以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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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很多聲音。吸管可以吹出

聲音，也可以玩彈跳。你們

到野外去的時候，可以比

賽。（有一小朋友上台表演

如何可以讓彈跳吸管彈的很

高） 

老師： 你可以做一些實驗看看。

（績優組A3教師，02） 

 

一般組G1教師 

老師： 老師前幾天在窗戶旁邊放了

一個水族箱，裡面放的一些

水蘊草，還去抓了一些魚，

放在裡面，結果他們還不

死。一般你們都知道，水裡

面如果沒有空氣，魚很快就

會死了，可是他一直到現在

還沒死。 

學生1：因為水草有照光。 

老師： 什麼？……喔！因為水草有

照光。 

學生1：這樣會有氧氣。 

老師： 喔！……啊……你曾經這樣

玩過的舉手。 

老師： 嗯……不錯，好手放下。有

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你可以不要養那麼多

魚，因為魚愈多裡面需要的

氧氣就愈多，你可先養個一

條兩條，然後用透明的罐子

裝著。（一般組G1教師，

05） 

 

(六)學生發表 

績優組教師和一般組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教師說話的比率皆偏高，但是

績優組教師強調學生發表對學習的重要

性，因此，在績優組班級中，常見學生

發表的實例。例如：績優組A3教師能

巧妙地將學生才藝表現與教學結合，不

僅達到教學目的，也讓學生發揮所學，

更培養學生勇於表現的精神。一般組教

師則較少讓學生發表學習成果，縱使在

討論實驗結果時，教師仍講述了大部分

知識概念。在教學時間中，學生發表比

率普遍偏低。相較於一般組教師，績優

組教師對學生發表仍然多了一些些堅

持。 

 

績優組A3教師 

老師：你們覺得哪一個聲音會高？

（鐵琴） 

學生1：短的。 

老師： 好，我先敲短的，你們聽聽

看。 

老師： （老師敲了之後）……哪個

高？ 

多數學生： ○※□……（眾說紛

紜） 

老師： 好，來。剛剛哪個說會敲鐵

琴的。來敲給我們聽看看。

（×××同學到講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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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彈一首歌給同學聽吧！讓我

們看看到底哪個聲音高？ 

（同學開始彈奏）（彈完同學鼓

掌） 

學生2： 這首彈過了。×××也會

彈。 

老師： 好，那現在換×××出來

彈。 

老師： 好，鐵片比較長的聲音比較

低喔。（績優組A3教師，

02） 

 

一般組G1教師 

老師： 洋蔥表皮細胞呢……接

近…… 

少數學生：長方形。 

老師： 所以他們兩個第一個形狀就

不一樣了，你有寫到形狀不

同的舉手，好，手放下，順

便跟同學提一下，一般來

講，動物的細胞跟植物的細

胞，有很明顯的不同就是它

的形狀，絕大部分動物的細

胞都接近圓形，然後植物的

細胞都接近長方形……。

（一般組G1教師，12） 

 

Anderson（2002）指出，創意教師

應營造自由、開放的教學氣氛，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與興趣，讓學生在富有挑戰

性的學習環境激發其創造力。教師可以

利用刺激及鼓舞的活動，營造具有挑戰

性的氣氛，讓學生具有創造的動機

（Peterson, 2002）。經由科展績優教師

與一般教師的教室觀察分析顯示，科展

績優教師能以多元化的教學風格，例

如：建立自由開放、探索、合作、多元

的班級學習環境，鼓勵學生探索、接受

挑戰、自我表現、自我超越、並認為犯

錯是學習成長的一部分（Meyer & 

Turner, 2002）等，具備營造創造環境

的教學特質。績優組教師在教學歷程中

對教材的選擇、展示、教學活動設計

上，皆較有自己的主張、願意嘗試新奇

活潑的事物，平日便從日常生活中尋找

能融入教學的生活議題；一般組教師則

大都依循教師手冊（教學指引）進行教

學。 

在教學方式上，績優教師偏向蘇

格拉底式的對話，多採用開放性問題，

重視學童的觀察、發現、提問與表達、

團體討論與合作學習，因此，教學過程

中多是以問答、討論、分組合作方式進

行，教學時也會考慮學生的先備知識及

學習動機，從舊經驗、生活的議題帶領

學生進入學習的內容，或是讓學生從遊

戲當中學習；一般教師則以講述為主，

較重視上課的常規。Cropley（1997）

指出，鼓勵學生獨立學習、採用小組合

作的學習方式、鼓勵學生精熟基本知

能、不立即評斷、鼓勵彈性思考、允許

學生自評、認真看待學生的問題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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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多元教學與學習、協助學生經歷失

敗經驗等，都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行為，本研究結果與Cropley（1999）、

de Souza Fleith （ 2000 ）、 Meador

（2003）、Peterson（2002）、劉威德

（1999）、鄭英耀等人（2002）的研究

結果頗為一致。 

三、 兩組學生對教師創意教
學行為知覺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以學生知覺教師創意教學

行為量表，作為兩組教師教學行為量化

分析的工具，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

析考驗兩組教師在創意教學行為之差

異。另採用Cohen（1977）提出的效果

值（effect size）統計數d，進行差異效

果的計算，且以d=.2、d=.5、d=.8，分

別作為低、中、高效果量之判斷標準

（ Cohen, 1977 ）。 計 算 公 式 為

1 2( ) /= − pd X X s ，其中分子為二組樣

本平均數的差異，分母為二組樣本的合

併標準差。結果顯示，績優組與一般組

學生在學生知覺教師創意教學行為量表

的總分達顯著差異（Wilks’λ=.82, p  

< .001, d=.59）。績優組教師在獨立學習

（d=.49）、合作學習（d=.54）、基本知

能（d=.43）、延後判斷（d=.42）、多元

思考（d=.60）、學生自評（d=.39）、學

生問題（d=.51）、學習機會（d=.75）

與經歷挫折（d=.60）等九項教學行為

的得分顯著高於一般組教師，且達中高

度效果量（Cohen, 1977），如表4、圖2

所示。 

四、 兩組學生創造力之差異
比較 

根據不同組學生創造力測驗之得

分，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效果

值分析（Cohen, 1977），考驗學生在創

造力表現之差異情形。學生之創造力分

為語文創造力及圖形創造力，以下分別

以創造力之流暢力、變通力及獨創力三

個指標進行分析。 

(一) 兩組學生創造力總分與分量

表之差異比較 

分析結果顯示，績優組與一般組

學生在創造力測驗總分具有顯著差異

（Wilks’λ=.93, p<.01, d=.53）。績優組 

表 4 兩組學生在學生知覺九個分量表的單因子多變量摘要表 

變異 
來源 

df Wilks’λ F（1,191） 

   獨立 合作 知能 判斷 思考 自評 問題 機會 挫折 

組間 1 .82*** 11.32*** 14.21*** 8.77*** 8.61*** 17.76*** 7.27*** 12.56*** 27.24*** 17.51*** 

組內 191           

總合 192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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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兩組學生在知覺教師創意行為之差異比較圖 

 

學生在語文創造力（F（1,198）=11.88, 

p<.01, d=.49 ） 與 圖 形 創 造 力 （ F

（1,198）=10.11, p<.01, d= .45）兩分量

表的得分顯著高於一般組學生，達中度

效果量（Cohen, 1977）。如表5、圖3所

示。 

(二) 兩組學生在語文創造力各分

量表之差異 

分析結果顯示，績優組在語文流

暢 力 （ F （ 1,199 ） =13.00, p<.001, 

d=.51）、語文變通力（ F（ 1,199）

=5.03, p<.05, d=.32）與語文獨創力（F

（1,199）=10.80, p<.01, d=.46）三分量

表的得分顯著高於一般組學生，達中度

效果量（Cohen, 1977）。如表6、圖4所

示。 

(三) 兩組學生在圖形創造力之差

異 

分析結果顯示，績優組學生在圖

形流暢力（F（ 1,199）=4.08, p<.05, 

d=.28）與圖形獨創力（F（ 1,199）

=18.43, p<.001, d= .57）二分量表的得

分顯著高於一般組學生，達低、中度效

果量（Cohen, 1977）；在圖形變通力的

得分則無顯著差異，如表7、圖5所示。 

五、 兩組學生在問題解決能
力之差異 

根據不同組學生問題解決能力測

驗之得分，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及效果值分析（Cohen, 1977），考驗學

生在問題解決表現之差異情形。結果顯

示，績優組與一般組學生在問題解決能

力 測 驗 的 總 分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Wilks’λ=.92, p<.01, d=.51）。績優組

學生在觀察問題（F（1,205）=4.04, 

p<.05, d=.44）、界定問題（F（1,205）

=9.91, p<.01, d=.27）、分析問題（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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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兩組學生在創造力各分量表的單因子多變量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Wilks’λ F （1,198） 

   語文創造力 圖形創造力 

組間 1 .93** 11.88** 10.11** 

組內 198    

總合 199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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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兩組學生創造力之差異情形 

表 6 兩組學生在語文創造力三指標的單因子多變量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Wilks’λ F （1,199） 

   語文流暢力 語文變通力 語文獨創力 

組間 1 .93** 13.00*** 5.03* 10.80** 

組內 199     

總合 200     

*p<.05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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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兩組學生在語文創造力得分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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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兩組學生在圖形創造力三指標的單因子多變量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Wilks’λ F （1,199） 

   圖形流暢力 圖形變通力 圖形獨創力 

組間 1 .91*** 4.08* 1.68 18.43*** 

組內 199     

總合 200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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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兩組學生在圖形創造力得分之差異情形 

 

（1,205）=14.29, p<.001, d=.52）與解

決問題（ F（ 1,205） =5.41, p<.01, 

d=.32）四分量表的得分皆顯著高於一

般組學生，達低、中度效果量（Cohen, 

1977）。如表8、圖6所示。 

六、 兩組教師之訪談檔案分
析 

(一) 教師個人興趣、對自然科學

領域的偏好及平時涉略資訊

的來源 

從績優組教師與控制組教師的個

人生活興趣，以及平時涉略資訊的來

源，可以發現教師們的生活興趣是很多

元與廣泛，除了對探索自然科學的奧秘

感到興趣外，多數教師也喜歡培養其他

的生活情趣，例如：寫書法、園藝、球

類運動等。由於資訊發達教師們獲取資

訊的來源相當豐富，績優教師組會特別

提供對學生有幫助的學習資源，讓學生

在教室中有隨手可得的資源可以自由獲

取，而巧妙地將教學資源與學生學習需

求合而為一。從下列績優組教師與一般

組教師的訪談中略知一二。 

「自然科學方面我自己本身很喜歡

生物，獲得資訊的來源像小牛頓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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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兩組學生在問題解決四分量表的單因子多變量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Wilks’λ F （1,205） 

   觀察問題 界定問題 分析問題 解決問題 

組間 1 .92** 4.04* 9.91** 14.29*** 5.41** 

組內 205      

總合 206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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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兩組學生問題解決能力之差異情形 

 

誌、哥白尼、網路等。我自己就訂

了相當多雜誌，放在這裡（指教

室）讓小朋友可以隨時借去看，我

這邊自然科學的書也相當多。像我

上課前會要小朋友回家查資料，他

們如果家裡沒有這些書，就會來這

裡借，這裡像是他們的小圖書

館。」（績優組A3教師） 

「我對自然科學各個領域幾乎都有

興趣，沒有特別偏好。平常獲得相

關資訊的主要來源是：百科全書、

光復科技叢書、牛頓雜誌、報紙、

網路等。」（一般組G2教師） 

(二) 直接或間接影響教師教學方

式和思考模式的因素 

不論家庭因素、學習成長背景、

求學經驗、個人特質皆會影響教師教學

方式。由訪談中可知，教師們多認為家

庭背景並不是影響其教學的主要因素，

績優組教師認為經常反思、從教學經驗

中學習、多看、多聽、多想，是影響他

們的教學方法更上一層樓的主要因素。

對於一般組教師而言，過去的求學經

驗，是影響其教學及對待學生方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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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 

「我覺得不是家庭背景、也不是求

學背景耶……我都是從教學中學

習，不恥下問。我覺得不會就是要

去問別人，不要怕人家笑，這樣才

能學到東西。」（績優組A3教師） 

「家庭背景對我教學的影響不深，

我想我在南師唸書的時候，我跟著

南師一位老師到南師附小做研究，

這個經驗對我現在的教學觀有一些

影響。因為那個經驗，讓我覺得要

讓小朋友開心學習，快快樂樂的上

課，所以我現在上課不會要求上課

秩序要怎樣，大家要坐好，不可以

說話、不可以走動、老師要有老師

的威嚴，這些我都不在意。我覺得

去注意那些，並不會讓小朋友學得

比較好。所以你會看到我上課的時

候，就是很隨性，小朋友很自由，

但是還是不能亂到太誇張的地步，

隔壁班的老師會抗議。」（一般組

G3教師） 

(三) 教師教學的構想、理念與考

量 

績優組教師強調讓學生發表的重

要性，認為學生經由思考的過程表達出

想法或懷疑，這是高層次思考的表現。

若能經由自主性的思考所產生的學習，

才能建構出有意義的學習，因此，在教

學中，績優組教師喜歡利用問題引導學

生進入學習的主題和學習核心。反觀一

般組教師，較強調講述式教學，在教學

過程中，除了讓學生操作實驗外，則花

費較多教學時間講述自然科學的原理原

則和實驗步驟。 

「我的教學方法就是盡量讓小朋友

發表。在自然課容許懷疑，有些老

師不容許懷疑，我是非常鼓勵小朋

友發表意見。有什麼問題講出來，

我們一起來討論。那我的教學方式

就是先從標題著手，讓他們知道今

天上課要上什麼，有什麼東西可能

會和這主題有關，在這個時候從舊

經驗帶入，或者是從生活中帶入。

嗯……我這麼做的主要考量是可以

從舊經驗中去引起他們的學習動

機，讓他們不會覺得突然要去學一

個陌生的東西，或者是和生活無關

的東西。還有我不喜歡只有一個答

案的題目，所以我不太會問學生這

種問題。」（績優組A2教師） 

「嗯……我上課的方式除了讓小朋

友動手操作外，講述是必要的教學

方式。為什麼會這樣教主要考量

是，要讓他們將抽象的概念具體

化，更加印象深刻。」（一般組G2

教師） 

(四)單元教學目標的規劃 

從以下的訪談資料中，可知當面

對學生容易混淆的觀念，績優組教師採

取案例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從多個例子

中建構認知基模。一般組教教師則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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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態度，於將來的課程中再予以澄

清。 

「我遇到容易混淆的觀念，我會從

多方面舉例，讓他們從不同的例子

當中，瞭解其中的差異。」（績優

組A2教師） 

「這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會

在六年級電動機的地方教到，我現

在只會提一下，不會跟他們說太

多，反正他們以後會學到。我覺得

他們都玩的很高興，有幾組真的有

驗證出他們的假設，還蠻不錯

的。」（一般組G3教師） 

(五) 對於講述法、實驗操作及啟

發式教學等不同教學方式的

看法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不同組教師

對於教學方法的傾向是有些不同的。績

優組教師強調從實驗操作的過程讓學生

學習觀察、發現科學問題，教師在實驗

教學時只扮演輔助者的角色。一般組教

師也認為實驗操作對學生而言是非常重

要的，但是他們傾向在實驗操作前將所

有的規則、條件、步驟及預期的結果說

明清楚，再讓學生進行實作，因此，一

般組教師認為講述過程是很重要的。 

「在自然科上面，我覺得講述法最

差；啟發教學最花時間；實驗操作

對小學生而言很需要。」（績優組

A1教師） 

「我認為講述法是必要的，許多實

驗問題的操作過程經由講解後，可

以避免操作錯誤，知識的傳授也須

經由講述。」（一般組G1教師） 

(六)對於自己教學的反思 

從訪談中發現，教師很願意對自

己的教學活動進行反思，教師們認為教

學的成效除了教師的影響因素之外，學

生的反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績

優組教師認為他所採用的問答式教學法

的成效，和學生的年齡有密切關係。一

般組教師則認為其教學方法，可以讓學

生在自在的環境下學習，但是對於較被

動學生則無法控制他們學習的情形。 

「……嗯……大多數應該適合啦！

大多數。其實這種方式年紀愈小愈

適合，三年級最適合。三下、三上

可能還憨憨的，三下最適合，三、

四年級。比較高年級答錯會怕人家

笑所以都不敢舉手，三年級憨憨

的，上課喔！舉手的一大堆，都說

老師你怎麼不叫我。年紀愈小用這

種方式教會比高年級好上，而且會

事半功倍。高年級第一個因為他學

習形態已經固定，你引導了老半天

他也懶得舉手回答你。」（績優組

A1教師） 

「ㄟ……優點……可能學生會比較

輕鬆自在吧！不會有人強迫他們要

幹嘛！他們應該會比較快樂吧！

ㄟ……缺點喔！可能別人會很覺得

缺點很多，很不認同。我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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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能秩序會比較不好，有人

可能會在那邊混啦！上課可能比較

沒結構啦，想到這個就講一講，想

到那個又講一講，缺點很多啦！我

上課就是這樣。」（一般組G3教

師） 

(七)對創意教學的看法 

績優組教師認為讓學生多表達、

學習思考，有助於創造力發展。但是創

意並非只是天馬行空，還必須經過評量

的歷程。對於自己的教學方式是否達到

創意教學，則傾向保守的評論，認為仍

需要修正、學習，但會鼓勵學生多發

表，有自己的想法。一般教師則認為觸

動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想更深入探究

問題，能增進其創造力。因此，在教學

上會盡量讓教學氣氛活潑、好玩。 

「嗯……我覺得創造力的要素，要

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要常常去

想，不過我覺得創意要經過評量、

判斷，不是所想出來的東西都是創

意。嗯……創意教學，我不知道對

不對，我想……要常常修正教學、

鼓勵學生多發表。」（績優組A2教

師） 

「我覺得創造力的要素，是要他們

好奇，很想知道為什麼。ㄟ……創

意的教學，我不知道，每個人的定

義不同，我覺得就是讓學生覺得上

課很好玩吧！」（一般組G3教師） 

綜合上述訪談結果得知： 

1.績優教師認為實驗教學法是科學

教學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讓學生

從實驗中學習觀察、操作等科學探究技

巧，而講述法則效果較差；一般教師認

為講述重要的科學概念是科學教學的重

要方法。 

2.面對迷失概念，績優教師會援引

相關實例以釐清概念；一般教師則採取

保留態度。 

3.在教學反思方面，績優教師認為

要多看、多聽、多想，來改進教學成

效；一般教師較無法從教學反思中，縮

小教學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4.在創意教學方面，績優教師認為

讓學生多想、多表達；一般教師認為活

潑的教學方式有助於增進創造力。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科展績優教師與

一般教師教學行為之差異，並瞭解其教

學行為和學生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

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科展績優教師在

師生口語互動行為的品質優於一般教

師。科展績優組教師在接納學生感受、

鼓勵稱讚學生、接納學生想法、問問題

等行為較一般組教師佳；一般組教師在

講述學科概念、批評懲罰學生、指示或

命令學生等行為較科展績優組教師多。

在教師發問策略方面，科展績優教師較

能靈活運用發問技巧，依不同的教學目

標，以不同問題形式瞭解學生的理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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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教師則較常以單一固定的發問

策略和學生互動。在教師教學風格方

面，科展績優教師表現出鼓勵合作學

習、鼓勵探索、接受挑戰、鼓勵學生發

表、多元教學方式、開放經驗的教學風

格。在學生知覺教師教學行為方面，績

優教師組之學生也多知覺教師支持合作

學習、獨立學習、學習基本知能、延緩

判斷、鼓勵多元思考、鼓勵學生自評、

重視學生問題、提供多樣學習機會、鼓

勵經歷挫折的行為。可見，績優組教師

所展現的教學行為與師生互動品質皆較

一般組教師為佳。在學生學習表現方

面，績優組學生之語文創造力、圖形創

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均優於一般組學

生。由此可見，科展績優教師所呈現的

教學行為和學生在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

力的表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建議未

來的研究可進一步以實驗設計的方式，

藉由教學行為的操弄，以檢驗教學行為

和學生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因果關

係。 

Meador（2003）指出創意的科學

環境，是指安全、挑戰創意思考，以及

能針對觀察到的現象進行開放討論的學

習環境。Peterson（2002）認為創造的

環境必須是有活力與熱情，輕鬆且積

極、允許衝突、接受挑戰。Gerber、

Cavallo與Marek（2001）指出探究式教

學歷程讓學生從直接經驗蒐集資料，經

由社會互動進而評估及呈現結果，以促

進科學推理能力，此種探究式的教學活

動有助於學生思考、推理等高層次思考

的運作。基本上，本研究的科展績優教

師於教學歷程中，所營造的即是充滿自

由、探究、開放、合作、多元刺激、挑

戰、支持與溫暖的學習環境。而從其教

導學生的表現可發現，科展績優教師的

教學行為和學生的創造力和問題解決能

力存有正向關係，此結果與過去許多的

研究相呼應（徐蓓蓓，1983；郭生玉，

1985；蘇懿生，2003；Cropley, 2001; 

Isaksen, Kenneth, Ekvall, & Britz, 2001; 

Meador, 2003; Peterson, 2002; Smith & 

Hardman, 2003; Sewell, Fuller, Murphy, 

& Funnell, 2002）。 

Simpliciom（2000）指出富有創意

的教師應可經由不同向度看待教學，能

瞭解不同教學的方法、策略的優缺點與

不斷重新評估評量的工具和標準，以及

瞭解他們不是知識唯一的傳播者。根據

教師晤談的結果顯示，科展績優教師偏

好運用問題引導學生進入學習主題，從

事高層次思考與建構知識基礎；一般教

師則偏好以講述式教學說明學科知識概

念。科展績優教師會將教學信念與教學

構想相互結合，並採取適當的教學活動

實現教學目標。對科展績優教師而言，

如何經由教學活動中引導學生觀察、思

考、批判，是其構思教學活動最主要的

考量。而此也呼應了 Livingston和 

Broko（1989）對專家教師的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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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亦即專家教師在教學前並沒有撰寫

詳細的教學計畫，而是依其與學生的互

動、反應及學生所發問的問題，彈性調

整教學活動。從一般組教師的訪談過程

中可以發現，一般組教師在教學信念中

亦認同多元、開放、學生中心的教學方

式，但是在具體教學中，無法將信念有

效地落實於教學，其原因或許和教師的

發問技巧、班級經營技巧及教學策略不

足有關，未來的研究值得繼續加以深入

探究，以瞭解教師的教學思考與行為間

之落差，進而協助生手教師轉變為專家

教師。 

為了提升教學效能，教師必須學

會改變、也勇於改變（ Simpliciom, 

2000）。過去許多研究探討有效教學要

素，指出善用教學時間、提供多元學習

機會、良好的溝通技巧、溫暖、開放、

接納、教室管理等，都是有效能教師的

具體表現。本研究結果發現，科展績優

教師確實具備了有效教學的大部分條

件，且提供學生發展創造力的環境，可

稱為是科學教學的專家教師。因此，在

強調培養創造力、高層次思考能力的科

學教育目標下，如何妥善運用科展績優

教師教學專業，將其內隱知識轉化為有

系統的外顯知識，並進一步傳遞給其他

的教師，將有助於提升一般教師的教學

品質。Ethell和McMeniman（2000）的

研究發現，運用認知學徒制的理念，透

過專家的輔導與同儕的互動討論過程，

有助於實習教師深入的瞭解專家教師的

思考歷程，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建議未

來在師資培育課程或教師在職訓練的過

程中，可以針對科展績優教師在課堂中

的提問、回饋技巧與師生互動策略，特

別加以規劃與訓練；或可藉由安排觀摩

科展績優教師的教學，以及實務教學工

作坊的方式，由科展績優教師親自示範

並透過放聲思考說明其教學歷程，以引

導更多教師建立更優質的教學環境與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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