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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vs.教學研究？ 

The Thinker Statue 
by Auguste Rodin 2 



教學學術研究-SoTL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oTL) 
is an emerging movement of scholarly thought and 
action that draws on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the post-
secondary level (Boyer, 1990).  
An important goal of SoTL is to enhance and 
augment learning amongst and between individual 
learners by investigating the many features of 
discipline specific expertise and best pedagogical 
practice (McKinne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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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境界論 

詞以境界為最上， 
有境界則自成高格。 

有造境，有寫境，此
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 
由分。 

有有我之境， 

有無我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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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之境 無我之境 

1.客觀、理性                           6.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2. 淚眼問花花不語                  7.主觀、感性 
    亂紅飛過秋千去                  8.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3.以我觀物                               9.人唯乎靜中得之  
4. 於由動入靜時得之              10.物皆著我之色彩  
5.以物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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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之境 無我之境 

2.淚眼問花花不語  
   亂紅飛過秋千去  

1.客觀、理性  

3.以我觀物 5.以物觀物            

4.人於由動入靜時得之 6.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7.主觀、感性 8.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10.物皆著我之色彩  9.人唯乎靜中得之 

7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無我之境 

無我之境， 

  人唯乎靜中得之 

 

 

 

 

淚眼問花花不語 

  亂紅飛過秋千去 

有我之境 

有我之境， 

  於由動入靜時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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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vs.教學研究 

無我之境 

以物觀物 

故不知何者為我，
何者為物。 

客觀、理性 

外、前、高、遠 

 

有我之境 

以我觀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主觀、感性 

內、後、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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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與動機 

研究問題是否來自教學現場？ 

計畫主持人對教學現場是否了解？ 

是否根據過去教學成果或學生評鑑意見形成本計
畫之研究問題？ 

是否結合教學現場觀察與文獻資料提出問題？ 

研究問題的解決是否有助學生學習？改變態度？
建立價值信念？是否有相關佐證？ 

研究問題是否具體可行且具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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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比較示例-1 
本研究從「大數據的設
計思考」課程切入，記
錄研究者如何在投入課
程創新後，藉由學習分
析，扮演教學創新的研
究者。同時，自我反思
實踐創新從傳統課室到
遠距教學、從小班到大
班的教學樣態轉變後，
實際遭遇學生線上課程
通過率不高的現象。 

本研究基於Bandura的理
論觀點，將傳統的「教 
師自我效能感」的概念
延伸至創意教學的實施
，因此除了回顧創意教
學與自我效能感的 相關
文獻，並編定「創意教
學自我效能量表」，用
以測量中小學教師創意
教學能力的信念之個別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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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比較示例-2 
環境教育法施行之後，
越來越多環境教育單位
注意到大眾傳播媒體在
環境教育上所扮演的角
色。本研究以兩部具有
代表性的環境紀錄影片
《±2℃》和《看見台灣》
作為分析研究個案，檢
視這兩部紀錄片作為環
境教育媒介的文本特色
和科學傳播方式。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多為
單一學期課程，修課學
生僅能透過參訪活動來
了解服務機構的需求，
且受限於所學技術還在
學習摸索過程，而導致
期末作品只能以雛形方
式呈現。因此，研究者
結合專業服務學習與專
題式學習，將專業課程
延續至畢業專題製作。 

12 



問題意識發想~以微積分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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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漏式思考法 

大
處
著
眼 

小
處
著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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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處著眼 
~台灣數學教育的問題~ 

成就測驗分數雖高但信心低興趣低 
計算能力強但概念推理論述能力弱 
M型現象嚴重高低落差大世界之最 
教育改革關心如何入學甚於如何學 
學生贏在起跑點最後往往輸在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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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處著手 
~微積分的教與學~ 

學生只是視微積分為一門必修科目 

未能真正理解微積分知識內在精髓 

只能僵化記憶公式不理解脈絡意涵 

雖熟悉運算無法用於解釋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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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 

大處著眼： 
由於知識量越趨龐雜，各領域越趨殊異與分化，導
致學習越趨孤立，學生整合學習的能力下降。 

科學、技術、工程、藝術、數學(STEAM)之緊密關
聯性越來越被學生忽略。 

小處著手： 
達文西普遍被認為是一位藝術天才，其全方位思考
的特質與能力受忽視。 
藉由達文西的知識探索，突顯知識整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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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好的課程設計，適切的
研究規劃，才能產生優質的
教學實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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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評語範例 

申請人很難得的是「創新」的思維和通融的能力
。教學成果具體且動人，足以感動教學現場。 

申請人好學深思，設計出許多有感發創造力的課
程，其熱情與經驗值得鼓勵。 

本計畫有系統性的研究設計，目標明確、文獻充
分，研究範圍、對象與場域說明清楚、步驟詳細
，可執行性高。 

模組化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使學生在修習課
程時能延伸出自主學習的空間，協同其他教學領
域教師進行教學活動，協助小組學生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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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評語範例 
詳列研究設計，包括目標、方法、進度內容、工
具等等，評量工具有量化，也有質性分析，研究
方法適切。 

計畫書是延續前一年的計畫進而更深入了解如何
幫助學生們透過閱讀課程能夠養成閱讀的能力, 
包含深度和廣度，創新度和延續性都很高。 

申請人具備高度自覺，並將學習成效之前測調查
、相關評量尺規與團隊合作互評表等等，一一載
明在計畫書，是相當完整的研究設計與歩驟說明
，足見申請人著力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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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評語範例 
未說明教學目標對學生學習改變的衡量指標。 

對學生學習成果與評量方式雖有明列，然每項評
量方法是檢測何種學習成效?缺少具體說明。 

對於過去計畫資訊與研究重點，以及與過去執行
計畫不同或延續之處，並無提出差異說明。 

缺乏說明如何發展研究工具，例如問卷內容如何
建構？為何包含這些面向？題目與課程的關聯？ 

以通過檢定為導向之課程設計究竟能否確實提升
學生之學習動機，值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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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評語範例 
研究主題和教學策略均沒有新意，創新性不足。 

如何在一門課中施行這麼多的理念與概念？ 

變項過多趨於複雜，變項間的關係難以釐清。 

申請人所列之近五年的成果比較難以具體看出與
本計畫之教學實踐有何關聯。 

並無任何創新性的課程或研究設計，考核方式仍
以傳統考試為主。 

並未具體說明實驗組與控制組要如何進行不同內
容，卻能用同樣的學習成效評量測驗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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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研究論文重點-1 
(張新仁，2018) 

釐清大學教學實踐研究之內涵，就大學課程、
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或評量工具
等主題，進行創新、改進或研發，並以多元證
據具體說明是否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 

清楚說明其課程或教學創新的主題及特色為何
？是否有參考的理論依據？ 

研究者需說明採用何種研究方法，如何蒐集資
料、如何分析資料。 

呈現研究結論、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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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研究論文重點-2 
(張新仁等人，2019) 

為何要進行教學實踐研究？ 
-- Richlin(2001)指出「教學與學習學術研究」
，最常見的弱點是：欠缺「問題意識」。教
師常以「解答」為起點，而不是以「解決遭
遇的問題」為起點。 

-- 想探究某種教學法對學習的影響，卻與教師
本身遭遇的問題缺乏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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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研究論文重點-3 
(張新仁等人，2019) 

採取的教學策略進行的方式為何？ 
-- 須先從文獻探討分析與描述欲採用之教學策略
的內涵，探討其適用於該課程之可行性。 

-- 應詳細描述如何進行採用的教學模式與步驟。 

透過什麼方法進行研究？ 
-- 單一的研究方法，如實驗研究法、問卷法、觀
察法、行動研究等，可能都無法完整呈現教學
實踐研究結果。建議採用一種研究方法，並輔
以其他研究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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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研究論文重點-4 
(張新仁等人，2019) 

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哪些？ 

--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包含：紙筆測驗、作業分析
、學習問卷及訪談資料、觀察紀錄、網路資料
分析、教學評量問卷結果等。須將學生學習歷
程作為支持教學策略有效性的佐證資料。 

研究結果討論、有哪些反思或教學啟示？ 

-- 在論文的「反思」或「教學啟示」部分，首要
闡釋該研究成果對「教學」的啟示，以利未來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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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並行的評量 

透過問卷、教師教學觀察、學生隨堂心得、輔
導介入、課後作業、小組討論、深入訪談……
等等方式做為形成性評量工具，並和總結性評
量構成三角檢驗。 

後測分數 後測分數 

隨堂心得 深入訪談 課後作業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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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的靈魂 

葉啟田：無魂有體就像稻草人。 

反思教學的目的是什麼？ 

-- 成績進步？趣味學習？態度變好？興趣提升？
通過檢定？符合指標？ 

應該呈現什麼結果？ 

-- 實驗組表現勝過對照組？後測分數比前測分數
顯著提高？學生肯定創新教學方式？ 

始於反思，終於反省。以主觀入，從客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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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詩人-葉慈 

與人爭辯乃有修辭 

與己爭辯遂以成詩   

申請計畫-與人爭辯 

執行課程-與己爭辯 

撰寫論文-紀錄與學生
共譜的一首詩，藉由
修辭，感動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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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重點 

研究動機 

研究問題(與動機是否吻合？是否來自教學現場？) 

研究對象分析 

教學內容與歷程摘要 

研究工具(是否回應研究問題？如何發展？若是現成，
須檢視適用性) 

如何收集資料？ 

如何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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