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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着時代的變遷，社會對「優質教學」的定義亦有所改變，因此，教師的專業

成長需要持續發展，目的是提供學生有素質的教學。同儕觀課的協作文化是教

師專業成長的其中一種催化劑，教師在互信互惠的基礎下，建立共同的目標，

設計教學進程，搜集學習顯證，進行專業對話和分享，當中教師的教學「視框」

擴闊了，教學理念和經驗得以轉化，最終能提昇教學能量。然而，教師的專業

成長需求內涵與程度卻有所不同，當中受着他們的不同背景、教學願景、教學

理念、教學技巧等因素的影響，如何因應他們的專業成長需求，建立團隊責任，

有效地催化他們的專業成長，是值得探討的。本文作者透過同儕觀課，嘗試分

析和歸納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以及教師和外間支援者在同儕觀課中所扮

演的角色，最終希望能夠尋找到有效的途徑，協助學校建立團隊協作文化，提

升教學能量。 
 
關鍵詞：教師專業成長、同儕觀課、團隊協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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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時代的不斷變遷，帶來的不單只是物質的富裕、科技的進步等，同時改變了

整個社會的文化結構，知識型的社會為「優質教學」重新定義，其中值得關注的

是終身學習和協作文化的理念，無論對教師或學生，這些理念都有相當的適切

性。為了提供學生有素質的教學，教師再不能單打獨鬥，而必須透過團隊合作去

達成這個目標。與此同時，為了達成這個目標，教師的專業成長需要持續發展，

他們同時擔當學習者的角色，而他們的在職培訓近年來越來越備受關注，一、兩

天的講座或工作坊為他們帶來教學新思維的衝擊，但未必能改變他們積習的教學

信念和施行模式，更遑論專業發展的持續性(Cooter，2003)，相反地，校本式的

專業培訓更貼合他們的持續需要。 
 
集體備課和同儕觀課是校本式專業培訓的其中一種途徑，它們讓教師營造協

作文化，是他們專業成長的其中一種催化劑，教師在互信互惠的基礎下，建立共

同的目標，設計教學進程，搜集學習顯證，進行專業對話和分享。特別是同儕觀

課，在真實的教學環境中(authentic context)提供教師討論、分享和反思的共同「視

點」，透過社交互動讓教師的教學「視框」擴闊了，教學理念和經驗得以轉化，

最終能提昇教學能量。然而，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內涵與程度卻有所不同，當中

受着他們的不同背景、教學願景、教學理念、教學技巧等因素的影響，本文透過

本港兩所小學的個案分析，了解教師如何透過同儕觀課中的反思，建立團隊協作

文化，提升教學能量。 
 
 
(1) 教師能量提升的意義 
 

教師教學能量的提升，不但能夠給學生帶來優質的學習，而且在學校的適當

條件配合下，能夠「成為改進校內其他老師的動力來源，啓動整所學校的改進工

作」(湯，2004，頁 27)，換言之，教師專業成長的需要除了源於以學生為本的教

學信念之外，亦可以來自改進學校的訴求，即是作為團隊的一分子，彼此為着達

到共同的目標而去提升自我效能，因此，團隊協作的理念在教師能量的提升過程

中起着催化作用。當然，在眾多共同目標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仍是為學生提

供優質教學，正如 Stoll(1999)所說，學校改進的最終目標是促進學生的學習和成

就，協助他們為迎接瞬息萬變的世界所帶來的挑戰作好準備，對於教師來說，教

學能量就是能夠為這個目標而持續學習。 
 
此外，教師專業成長的需要亦可從個人層面來看，作為終身學習者的角色，

教師能否持續和深入學習，就要視乎他們的學習動機是否源自內在需求，例如教

學的滿足感、求學問等，Garrahy、Gothran 和 Kulinna (2002)指出，教師認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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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的是從教學實踐中獲得的知識，這種個人因素對他們的專業成長有相當的

影響。總括來說，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隱含着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惠因素，特別

是在外間支援淡出的時候，這種互惠因素對教師專業的持續發展更顯重要。 
 
 
(2) 協作學習與教師能量提升的關係 
 

從社會建構學習理論的觀點來看，知識的建構、發展和內化是人際間的互

動、討論和分享的結果(張，2000)，把這個觀點應用於教師的學習上，學院式的

關係(collegial relationship)能確保教師的優質學習，當他們熱切地分享時，便會互

相推動學習，這些協作學習行為應該包括(i) 談論他們的教學實踐；(ii)互相觀

課；(iii) 共同設計教學；和(iv) 互相教導 (Lovett & Gilmore，2003)。Cooter (2003)
亦認為教師能量的發展模式是:(i)對新教學策略的認知；(ii)深入探討新教學策

略；(ii)在指導下於課室應用新教學策略；(iｖ)持續運用新教學策略；和(v)精於

新教學策略，並能指導其他教師。根據 Lovett & Gilmore(2003)和 Cooter(2003)的
想法，同儕指導的能力在協作學習文化中可以視為教學能量的最高指標，每位教

師在這類文化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都能成為別人的導師，同儕教練

(co-mentoring)的理念因而衍生出來。 
 
Baird, C. (2004)認為認知學習的過程是要經過社交互動過程，當中包括的策

略有示範(modeling)、輔導或訓練(coach)、建構和淡出(scaffolding and fading)、解

說(articulation)、反思(reflection)和發現(exploration)，而這些過程必須在真實的教

學情景和困難(authentic context & problem)中產生。同儕觀課是在真實的教學情

景中進行，而教師的卓越表現可以成為示範，並透過解說和反思過程去內化知識

和技能外，亦可把她/他的「緘默知識」 (tacit knowledge)外顯出來，讓其他教師

參考和學習，成為他們的導師。即使教師的表現不理想，也可透過解說和反思過

程去表達自己的想法，讓其他教師給與意見去改善。因此，要使集體備課成為更

有效的校本式專業培訓途徑，適宜同時進行同儕觀課，提供共同「視點」或觀察

任務，由於參與教師持有不同的信念，對所觀察的共同事物有不同的闡釋，藉着

教學經驗的描述、分析和評鑑，引發他們進行反思性的專業對話、討論和交流

(Walkington，2005)，最終能夠提升他們的教學能量。 
  
 
(3) 協作學習中的自我反思能力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 
 
 近年來，學校普遍設有共同備課和同儕觀課的制度，但這些制度能否提升教

師能量有待商榷，Schorr & Clark (2003)認為即使有共同備課，教師自行在班房內

實踐教學及解決問題，仍是普遍現象，實際上沒有提升教師智性的訴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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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有必要在共同備課過程中反思自己的教學，而對自己的教學實踐進行反思，

以及與同事進行專業對話，是教師持續學習的過程(Hollins, McIntyre, DeBose, 
hollins & Towner，2004)。 
 

有意識和有目的地參與商議和進行反思是成為專業教師的必要條件(Clarke 
& Hollingsworth，2002；Collins, Brown & Newman，1989；Tsui，2004)，而且這

些反思必須具備批判性和持續性的(Clarke & Hollingsworth，2002)。Tsui(2004)進
一步指出，反思過程中，教師會把實際教學經驗理論化(theorizing practical 
knowledge)，再把這些理論變為實用化 (practicaliz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並

不會因循常規(Problematizing the unproblematic)，而會勇於接受挑戰(Responding 
to and looking for challenges)。教師的反思能力，正好反映他們的專業水平，然而，

如何為有質素的反思能力下定義呢？ 
 

 Davis(2006)認為，教學反思可從兩方面去分析。首先，反思可分類為高效能 
(productive reflection)和低效能(unproductive reflection)，高效能的反思能夠促進教

師的有效學習，教師在反思過程中回顧教學實踐，並從多角度去解說教學情景，

最後為將來的教學擬定計劃。低效能的反思只是描述教學情況，並不能作出闡

釋，亦不能有邏輯地聯繫相關想法。此外，教學反思過程中，教師談論或強調的

集中在哪一範疇？這些範疇包括學生和他們的學習、學科知識、教學法和評估，

越是專業的教師，越能夠從多方面去反思。 
 

Lee(2005)亦從兩方面評估教學反思。首先，可從反思內容方面去分析，

Lee(2005)認為評定教學反思的準則眾說紛紜，沒有清晰的界定，因此，在反思

內容方面，他沒有預設的範疇，而是從研究對象的反思中歸納出來。其次，可從

反思的深度去分析，Lee(2005)把反思深度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覆述

(R1:Recall level)，是教師描述教學經驗，以過往經驗解釋現況，或嘗試模仿他/
她所觀察的方法。第二個層次是理論化(R2:Rationalization level)，是教師嘗試以

理論去闡釋教學經驗或就有關教學經驗歸納理論。第三個層次是反思性

(R3:Reflectivity level)，是教師闡釋教學經驗後，嘗試改進未來教學，並能了解合

作的老師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 
 
Davis(2006)和 Lee(2005)對教學反思的分析有共通點，就是從反思的內容和

深度去分析，不過，正如 Lee(2005)所說，教師的反思內容並不一定能夠預期得

到，除了 Davis(2006)建議的四個範疇外，還有其他嗎？同樣地，教師的反思深

度除了 Lee(2005)的三個層次外，亦有可能出現或細分為其他層次。因此，本文

章嘗試從內容和深度兩方面去分析和歸納個案參與者的教學反思時，Davis(2006)
和 Lee(2005)的分類方法只是作為參考。此外，正如 Lee(2005)所說，教師的反思

內容是不能夠預料，學校發展主任的角色更顯重要，她要承擔學習促進者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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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協助教師進行高效能的反思，所以本文章亦會探討學校發展主任在個案參與

者的反思過程中扮演甚麼角色。 
 
 
(4) 個案參與者 
 
 本個案的參與者是兩所小學的教師，一共九位，甲學校有四位教師，乙學校

有五位教師，他們都是任教三年級中文科，年資包括一年至二十三年，亦即是個

案參與者中有新入職的教師，亦有資深的教師(見表一)。 
 
 學校發展主任與兩所學校的教師進行共同備課，並討論和選取其中一、兩節

進行觀課。甲學校備課的主題是記物單元，共十二節，其中觀課的重點是「了解

學生透過觀察和五感去記物的學習過程」，學校發展主任與教師進行了三次共同

備課。乙學校的備課主題是圖書教學，共十五節，其中觀課的重點是「了解學生

先說後寫的學習過程」和「了解學生合作學習的情況」，學校發展主任與教師進

行了六次共同備課。 
 
 
表一 個案參與者的背景資料 
學校  教師代號  教師性別  教學年資 
甲  A  女  1 
甲  B  女  1 
甲  C  女  23 
甲  D  女  20 
乙  E  女  10 
乙  F  男  13 
乙  G  女  11 
乙  H  女  13 
乙  I  女  3 
 
 
(5) 研究目的和方法 
 
 本個案的研究目的是探討個案參與者於同儕觀課後的教學能量表現，以及同

儕之間和學校發展主任如何協助他們提升教學能量。 
 
 研究方法主要是集體訪談，研究者於單元完結時，會與個案參與者進行集體

訪談，集中討論他們對同儕觀課的反思，訪談的過程會錄影下來，然後研究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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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訪談內容轉成文稿，並盡量把個案參與者的口語改為白話文，但不會影響個案

參與者表達的意思。 
 

此外，研究的資料亦包括個案參與者的反思紀錄和觀課紀錄，研究者希望透

過說話和書寫形式的反思，互相參照，對個案參與者的反思能力有更深入了解，

同時亦照顧到他們的需要，例如個案參與者可能不喜歡在別人面前表現自己，又

或者需要適當的思考時間，才能整理自己的想法並表達出來等。研究者採用了這

種「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的方法，便能更深入分析個案參與者教學能量的表

現。 
 

 研究者會從以下幾方面深入探討個案參與者的教學能量表現：(i)反思的闊

度，即是反思內容的範疇多寡；(ii)反思的深度；和(iii)對同儕學習的影響。集體

訪談開始時，研究者不給與任何指引性問題，只是提問他們對同儕觀課的教學情

況有甚麼整體感受或想法，然後分析他們的自然反應，並結合個案參與者的反思

紀錄和觀課紀錄的分析，從而了解他們的反思闊度和深度。 
 

反思紀錄由授課者填寫，授課者填寫的內容主要是施教後的反思，包括對學

生學習表現的看法，以及如何解釋這些表現，從他們的反思中可以分析他們的反

思闊度和深度。觀課紀錄由觀課者填寫，內容主要是在觀課過程中紀錄學生的學

習表現，然後分析這些表現，從觀課者的分析中可以了解他們的反思深度。最後，

研究者會分析整個訪談過程，探討個案參與者的同儕學習情況，以及學校發展主

任在同儕觀課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6) 資料分析 
 
(6.1) 個案參與者的反思闊度和深度 
 
 集體訪問開始時，研究者並沒有提供任何引導性問題，先讓個案參與者就自

己或同事在同儕觀課時的教學情況進行反思，並結合個案參與者的反思紀錄和觀

課紀錄的分析，從而了解他們的反思闊度和深度。 
 
(6.1.1) 學校甲 - 教師 A 
 

「我講先，其實學生的口頭描述是能夠做到，即是會發覺他們是得的，但是

可要結合，即是寫文字會好些。如果是畫畫，要看個別學生的天份，因為真

是畫的學生和講的學生在思路上有些不同，他們很多時候畫不到外型，有些

畫不到；但是叫學生告訴你知不知道同學的描述是想你知道是甚麼花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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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小組一齊討論的時候，他們會說：『我知呀，但是，老師我知道了應該

要點畫，但是我畫畫都不好，所以我不知道點畫。』好，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教師 A) 
 
反思的闊度 
 教師 A 開始反思觀課的內容時，主要是描述學生的表現和困難，她認為學

生利用說話去描述花朵的外貌，聆聽的同學仍明白他/她在描述甚麼花朵，但當

要聆聽的同學畫出那朵花時，他/她便不能做到，所以教師 A 建議學生可在圖畫

旁附加文字，她的反思亦隱約帶出教學法方面，但並不明顯和深入。 
 
 教師 A 沒有填寫反思紀錄，所以研究者不能從這方面分析她的反思闊度。 
 
反思的深度 
 正如上文所說，教師 A 除了概括地敘述學生表現，主要集中描述學生面對

的困難，並提出簡單的建議，表面看來，她正在嘗試闡釋教學經驗後，提出改善

方法，她的反思似乎屬於反思性的層次(R3)，可是，她的反思沒有顯示她利用教

學理論去闡釋教學經驗，又或者嘗試從教學經驗中歸納理論，她的反思似乎又欠

缺理論化的層次(R2)。可惜她沒有填寫反思紀錄或觀課紀錄，否則就有更多的證

據去了解她的反思能力。 
 
(6.1.2) 學校甲 - 教師 B 
 

「我班的學生算是幾乖，即是平時老師教他們那些描述的方法，你問他們是

完全沒有問題，背書一樣地背給你聽，但是實際上落到應用去，怎樣去作文

呢，他們可能有時一見到棵植物，見到呢，會很心急，就開始沒有甚麼層次

地講，他們都會知道要運用五感，但是，他們又不知道將自己的感受、視覺、

觸覺怎樣去編排，寫成一篇有條理的文章，他們是可以寫到一些簡單的句

子，但是怎樣將它重新舖排成為有條理，暫時他們的表現都是不太理想。」

(教師 B) 
 
反思的闊度 
 教師 B 開始反思觀課的內容時，同樣地集中描述學生的表現和困難，她指

出學生能夠說出描述的方法，但未能應用在寫作上，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太心

急。她描述學生的困難時，提到感受、視覺和觸覺幾方面，這是與該課節的教學

重點有關。 
 
 教師 B 的反思紀錄更詳細描述學生的表現和困難，例如：「他們的描述是簡

短的，尚欠具體，且比喻句中的本體與喻體之間不夠貼切」等。此外，她亦有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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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學生的態度，例如：「部分稍欠專注的學生對是次活動不夠認真」等。 
 
反思的深度 
 教師 B 雖然只是敘述了學生的表現，沒有闡釋原因，不過，她在敘述過程

中能依據學習重點去反思學生的表現，而那些重點與共同備課時商議的教學理論

有關，只不過她未能把相關意念聯繫起來。此外，從她敘述學生的表現中，隱約

看到她能夠分析學生已認識到有關概念，所以很容易就告訴她描述的方法，但到

應用層面方面，學生便出現困難。教師 B 能從概念到應用層面去敘述學生的表

現，反映她有一定的反思能力。 
 
 教師 B 在反思紀錄中分析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和困難時，同樣地能依

據教學重點去敘述，例如：「學生能夠有層次地、具體地運用五感描述植物」、「學

生大致上能有層次地描述植物，然而描述不夠清楚……特別遇上一些外形較獨特

的植物時」等，她總結這些經驗，並提出改善方法：「於全班教學時，宜選用一

些較容易描述的句子，待全班都掌握後，才進行分組……可邀請同學示範描述一

些較特別的植物。」教師 B 雖然未能具體說明學生出現困難的原因，但能針對

學習重點，提出改善的策略，接近反思性的層次(R3)。 
 
 根據觀課紀錄的分析，教師 B 未能了解授課老師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卻

去嘗試解釋學生的表現，例如：「學生對植物有認識，因此描繪者加了自己所觀

察過的印象，沒有忠於描述者的描述」，她沒有交代為何知道學生對植物已有認

識，可能憑自己的經驗去解釋，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便可能屬於覆述層次的反思

(R1)。 
 
(6.1.3) 學校甲 - 教師 C 
 

「學生可能在學習描述的方式方面不是太多，而且不熟習怎樣描述，描述一

種東西，他們寫出來，差不多寫到，但很多是斷續，不是連貫，其實大人很

多時都會這樣。叫你逐個描述一件東西出來，都未必十分有層次，又不知由

何處開始描述，同時他們東講些，西講些，總之他們講完這件東西出來就是

完成。講花時，一陣講莖，一陣又講個花蕊，接着就講葉，他們不…即是層

次只是這樣。以他們低年班來講，我覺得就……我覺得幾滿意，算是做得到，

剛剛開始最皮毛的要求，他們是做得到的。」(教師 C) 
 

反思的闊度 
 教師 C 開始反思觀課的內容時，主要是回應教師 B 的反思，繼續敘述學生

在描述花朵的表達層次上的表現，並考慮學生的年齡和能力，表示她滿意他們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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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反思紀錄方面，教師 C 根據學習重點，簡單敘述了學生的表現，例如：

「大部份學生可詳細口述植物的外形，觀察仔細，達到教學目的」等。 
 
反思的深度 
 教師 C 的反思較多的是描述學生的表現，並根據自己的經驗去解釋他們的

表現，以及表達自己滿意學生的表現，屬於覆述的反思層次(R1)。 
 
 至於在反思紀錄中分析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方面，也只是概括地敘述學

生的表現，例如：「部份懂得運用比喻法」等，沒有分析或歸納教學經驗，仍然

屬於覆述的反思層次(R1)。 
 
 同樣地，她的觀課表只紀錄了學生的表現，例如：「對描述花朵的特徵尚幼

嫩」，沒有分析，反思的層次低。 
 
(6.1.4) 學校甲 - 教師 D 
 

「我都覺得低年班的要求不可以太高，其實他們三位所講的綜合了我班的問

題。我班畫畫方面就比較弱，表達能力都是弱小小；但是他們都算很盡力地

講其實植物是怎樣，其實他們是講到的，但是，真是要講的時候，尤其是全

班講的時候，他們就跟不到個層次，一些就講東，一些就講西，可能就更加

混亂，有時就要老師去提醒他們要用…他們用…要比喻那件物件去具體化…

即是用那個技術技巧出來去描述。原來他們再用這些技巧，學生就容易畫得

到，同學仔容易畫得到。另外，我就整體來講，他們都算是可以做得到老師

要求，之前的民選是可以幫到他們去描述，描述整個形狀呀、特徵呀；但是

我就覺得植物始終限制着學生，一來學生對植物的認識都比較膚淺，不太深

入，二來，就一棵植物最多就只是有花萼、花、莖，三項目，結連在一起就

真是沒有甚麼好講；形狀他們都不識講花瓣的形狀，或者是個層次怎樣排在

一起，他們還欠缺一些；寫，我還覺得某程度上如果你要求他們五感，到顏

色、莖等各部份，寫那特徵是得的，有層次地去寫呢都需要改善。」(教師

D) 
 

反思的闊度 
 教師 D 開始反思觀課的內容主要回應其他教師的反思，從學生的表現、困

難和教學方法去描述，但仍以學生的表現為主。她同樣地講述學生受到畫畫技巧

和年齡的影響，描述方面亦欠層次，此外，她提到教師教授的技巧—比喻法，以

及選取的範文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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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反思紀錄方面，教師 D 亦只是簡單敘述了學生的表現和態度，例如：「能

盡力描述，但仍欠層次具體化」等。 
 
反思的深度 
 教師 D 的反思歸納了其他三位教師對學生表現的描述，只是更有條理地敘

述出來，先從學生本身的困難解釋，然後分別從說和寫兩方面描述學生的表現和

困難，當中加入一點個人想法，就是範文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整體來說，能夠

根據五感和比喻法這些學習重點去描述。由於她是最後一位表達想法，不知她只

是總結其他三位老師的反思，還是自己真是有這樣的想法，所以較難判斷她的反

思能力。不過，雖然她提到學生的困難，但沒有嘗試從教學經驗的總結中，思考

如何改進未來的教學，反映她的反思層次未算高。 
 

研究者再分析她的反思紀錄，發覺她只是簡單敘述學生的表現，例如：「學

生能具體地運用比喻句描述植物」等，沒有闡釋，沒有改善方法，似乎她的反思

層次仍停留於覆述性(R1)。再者，她並沒有填寫觀課紀錄，更缺乏證據去進一步

判斷她的反思能力。 
 
(6.1.5) 學校乙 - 教師 E 
 

「我覺得因為我先睇過教師 H 和教師 G，先去教第 12、13 節，所以我會記

得提自己讓學生多講後才寫，因為我們之後檢討過的，睇完他們兩堂，說應

該講完再寫會好些，所以我課堂步驟就應該和教案差不多，但是就不斷提自

己讓學生多講，然後先寫，但是做完這兩堂，到做後面段落，我都覺得學生

是可以做得到，達到預期的目標。」(教師 E) 
 

反思的闊度 
 教師 E 主要是敘述教學方法，提到她的教學步驟與教案所建議差不多，並兩

次強調是先讓學生多說話，然後才寫作，效果會好些。至於學生的學習表現，只

是提到達到預期的目標，但沒有具體描述和闡釋。 
 
 教師 E 在反思紀錄中反思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時，主要是描述學生的課

堂表現，特別是針對該課節的學習重點去敘述，例如：「他們有部份可說出圖畫

的內容，當中運用了五感及分類的方法」等。 
 
反思深度 
 教師 E 一開始表示自己觀察過教師 H 和教師 G 的課堂教學，所以在自己任

教時，懂得給與學生多些時間去討論和表達，然後才進行寫作，所以學生能有預

期的表現。從觀課中了解學生的學習困難，然後計劃自己任教時可以怎樣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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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來可以達到反思性層次(R3)，可惜教師 E 沒有具體分析學生的表現，更沒有進

一步從先說後寫的理念闡釋這種方法如何幫助學生學習，故實際上未能達到反思

性層次(R3)。 
 
 教師 E 在反思紀錄中分析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時，只以時間這外在因素

去解釋：「時間不足，未能把教學內容做出來」，不過，她在訪談中表示自己已依

照教案去做，而且能夠達到預期目標，二者似乎有自相矛盾。至於學生在課堂上

面對的困難，她認為「分工不足，強者領導組中的活動」，而解決的方法是「訓

勉他們一頓」，卻沒有從合作學習的理念去反思，分析如何在分組安排上做得更

好，反映了她的反思不足。 
 

她觀看別班學生的課堂時，只是就學生的表現在觀課紀錄中寫下意見，例

如：「可先讓學生互相說出故事，再寫在紙中」，並沒有分析學生的課堂表現，以

及解釋她給與這些意見的原因，反思的層次不高。 
 
(6.1.6) 學校乙 - 教師 F 
 

「我想我又和教師 E 做法一樣，又是先睇過其他老師，然後先施教第 12、
13 節，我好明顯睇到同事在時間上的控制上比較急一些，所以我將這個環

節，一個教節就用兩堂去教，盡量給小朋友多些時間，好似教師 E，讓學生

講多些，和讓他們寫多少少，我就不想去催促他們，因為催促他們會使他們

所想的會少了，和所寫的不多，我覺得如果時間多少少，他們會發揮得好些。」

(教師 F) 
 
反思的闊度 
 教師 F 主要是敘述教學方法，同樣提到要給與學生多些時間去說話，並多番

提到時間問題。 
 
 教師 F 在反思紀錄中反思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時，主要是描述學生的課

堂表現和態度，例如：「他們能完成活動，大部分的同學都能投入課堂」等。 
 
反思深度 
 教師 F 一開始強調自己的做法和教師 E 一樣，表示自己觀察過其他教師的

課堂教學，認為他們在時間上的控制較急，所以在自己任教時會把課堂節數增

加，讓學生多些時間去說話。他又一次強調他的做法和教師 E 相同，並進一步解

釋，如果催趕學生，只會使他們少了機會去思考，這種模仿別人的做法，和根據

自己的經驗去解釋自己的處理手法，屬於覆述層次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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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F 在反思紀錄中分析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時，同樣以時間的外在因

素去解釋：「這可能時間充裕，他們能寫出所想」，此外，亦會歸咎於學生的能力

不足和態度不好，例如：「他們的幻想力不夠強」、「部分學生表現冷漠」等，並

沒有把有關教學理念聯繫起來，屬於效能低的反思。 
 

他解釋別班學生的課堂表現時，觀課紀錄的內容大都只是指出施教老師或學

生的不足，例如：「教師未能強化從多角度觀察事情」、「學生多能說不能寫」等，

未能具體分析造成這樣表現的原因，更遑論提出改善的方法，實際上是缺乏反思

性。 
 
(6.1.7) 學校乙 - 教師 G 
 

「因為我是先教的，他們來睇我，我發覺我應該是最依照教案裡面，教案內

的項目差不多全部做過啦，可能活動會比較多，時間就不足夠，學生有做到

些，但他們再深入少少，再想多少少詞彙，或者再寫多少少時，已經不足夠

時間做下一個活動啦，到後來，我睇教師 F 的時候，第一個教節拉開，變了

兩個教節來做，我見到學生多了好多機會去討論和寫東西，可以二人一組，

出來的效果會好好多。」(教師 G) 
 

反思的闊度 
 教師 G 的反思內容包括教學方法和學生表現，她同樣地敘述自己能否依照

教案教學，以及另一位教師的教學處理方法，例如教師 F 給與學生更多時間去討

論。 
 
 教師 G 在反思紀錄中反思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時，主要是描述課堂活

動的多少和學生的課堂表現，例如：「由於課堂活動較多，學生能得到的時間不

多，所以在寫作或分組討論時，學生未能充份發揮」等。 
 
反思的深度 
 教師 G 一開始就強調自己先教這兩課節，可能暗示她沒有機會參考別人的

教學處理方法，因此教學效果比其他老師不理想，似乎她對於新接觸的教學方

法，需要模仿的對象才能有信心做得好，這是覆述層次(R1)的反思。 
 
 此外，教師 G 強調自己是最能依照教案的建議去處理該課節，只是活動多，

時間少，學生的表現才不理想。她的反思主要是敘述教學情況，並簡單地以外在

因素去解釋學生的表現，卻沒有從該課節的學習重點去分析學生的表現，屬於效

能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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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G 在反思紀錄中分析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為何有當天的表現時，亦是

同樣地以時間的外在因素去解釋。她發現其中一組學生在分組討論方面有理想的

表現，但只是敘述他們的表現，卻沒有從合作學習理念去闡釋這種情況：「第二

組學生能有較多的合作，而且懂得分工，又能一起完成討論和修改故事內容部

份。」至於學生在課堂上面對的困難，她的焦點放在學生的詞彙貧乏和想像力不

足，似乎歸咎於學生能力的不足，卻沒有分析為何學生不能掌握五感的觀察法去

豐富想像力。 
 

她解釋別班學生的課堂表現時，同樣地歸咎於學生的不足和時間不夠，例如

在觀課記錄中記下「小部份學生不大願意思考、動機較低」、「給予時間後，學生

能寫多一些句子」等，卻沒有聯繫有關教學理念，這些亦是屬於效能低的反思。 
 
(6.1.8) 學校乙 - 教師 H 
 

「其實這節最先是由教師 E 負責寫，都是先寫第 12 節，原先是一堂完成這

麼多個活動，跟住之後我們去教，不過我同教師 F 去教先，發覺根本不能完

成所有活動，一定要將佢拆開兩堂，或者孖堂，兩堂去做，先至補寫第 13
節的教案，需要兩堂去做，我自己其實睇番預計有甚麼活動去做的時候，其

實有兩處地方可能同個教案有少少不同，因為我教過的，跟住之後再睇番教

師 E 呢，其實都有不同架，譬如開頭教學內容的第一部分度，要學生在一分

鐘內寫下第一幅圖所看到的東西，我的做法就是…因為其實要他們寫可以寫

到很多東西，無論人物呀，甚麼都好，好多都得，時間都得，或者是食物都

得，但是我又覺得因為個焦點就放在環境、角色、活動、心情，於是我的做

法就和教師 E 不同嘅，教師 E 的做法是先不講這四類，讓學生自己寫，跟

住再分類，記唔記得呀﹖在黑板上分類，我就沒有這步驟，我直接要學生寫

角色、活動、環境、心情，因為我覺得個重點既然是這方面，就不要花太多

時間寫其他東西，而且都掌握了，我記得這節之前的幾次，學生十分掌握這

四個項目要怎樣寫，這樣不同個教案的做法。第二個做法的不同就是……我

和教師 G 先教，原意可能遺忘了要學生講多些，不要寫這麼多，我和教師 G
呢？因為初步我們兩個教先啦，我們預備的時候，就覺得既然學生講的時

候，不如叫他們寫下所觀察到的，等他們講的時候，有些根據，或者就不會

憑空，其實他們經過思考，但是我同她的想法就覺得少少地都寫些啦，所以

我們最先教的時候就可能寫多些囉，這裏可能都有不好的地方，正如 XX(學
校發展主任)講，不要讓學生寫先，先想想，講多些，因為可能講出來的就

等如寫的時候差不多，這裏是有不同囉。但是我睇番我班，他們都很願意寫，

寫的時候他們都很願意寫，都很認真去寫，所以不是完全一些得著都沒有，

雖然就不同教案的方式，因為有這次活動去寫，到下一次正式去寫第一稿，

他們就好有熟悉感啦。」(教師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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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闊度 
 教師 H 反思觀課的內容時，開始部分主要是描述教學方法，她會參照教案

或同事的處理方式，敘述她的處理方法有甚麼不同，例如原先的計劃是先讓學生

觀察圖畫，隨意寫出他們的想法，然後與學生討論，將他們的想法分成環境、角

色、活動和心情四類，而教師 H 則先向學生說出這四種分類方法，然後着學生

根據每類方法去觀察圖畫。教師 H 在這部分的反思亦有敘述學生的課堂表現，

例如學生願意和認真寫下自己觀察到的東西。 
 
 教師 H 在反思紀錄中反思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時，大部分是描述學生

的課堂表現，特別是學生的態度方面，例如：「學生寫第二至四幅圖畫時，大部

份學生都能認真完成」、「學生寫作時的學習態度不俗」等。 
 
反思的深度 
 教師 H 敘述她的教學步驟後，嘗試解釋她的做法是基於節省時間，而且從

她的過往經驗所知，學生已掌握了有關重點，所以不用花太多時間討論。此外，

她讓學生先寫後說，同樣憑個人經驗去判斷，認為學生在匯報時有所依據。教師

H 的反思屬於覆述層次(R1)，她並沒有從合作學習和先說後寫的教學理念反思，

因此，到最後她仍然認為先寫後說能令學生有所得著。 
 
 教師 H 開始反思時，焦點似乎在誰負責寫教案，而一節的課堂是不足夠去

完成全部學習活動，所以之後才修改教案，利用兩節課堂去施教，語氣帶有責備

的意思。此外，反映她對時間運用的關注，亦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後部分的反思

中，她解釋不依照教案的做法是因為不想花太多時間。以上的情況反映她的反思

集中在教學程序和資源分配上，屬於效能低的反思。 
 

最後，她強調自己和教師 G 一樣，是先教這兩課節，亦可能是暗示她沒有

機會參考別人的教學處理方法，效果不理想是可以理解的，似乎她同樣地需要模

仿的對象，才能有信心去應用新接觸的教學方法，這是覆述層次(R1)的反思。 
 

 教師 H 在反思紀錄中亦是從個人經驗解釋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為何有當天

的表現：「如我授課前所料，他們的表現一般。」至於學生在課堂上面對的困難，

她的焦點放在學生「頗多不懂寫的字」，卻沒有從該課堂的教學重點去審視學生

的困難。 
 

她解釋別班學生的課堂表現時，亦只是概括地敘述他們的表現或對學生的要

求，沒有從教學理念去闡釋，例如在觀課紀錄中記下「學生基本上已懂得看圖寫

重點」、「由於只有圖(一)，學生說的時候，可以只集中說圖(一)的內容」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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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屬於覆述層次(R1)的反思。 
 
(6.1.9) 學校乙 - 教師 I 
 

「我都睇過教師 G，我自己做的時候，大致上依照教案，學生討論的時候，

我都不會鼓勵他們長篇大論寫，我鼓勵他們都是可能有些東西需要寫的時候

可以寫少少出來，都盡量鼓勵他們講多些，過程裡面我覺得在討論那處會花

好多時間，我又不想縮短他們的時間，我想給他們多些時間去自己討論。我

在 13 節定 12 節的排序，就真是圍繞一兩組，我仔細睇他們點樣傾，同一幅

圖，有兩套的圖，我會分兩三組去睇一睇他們點傾，排的次序都不同，睇他

們怎樣解釋他們的編排方法，我發覺小朋友都講到點解他們會怎樣排，講到

好多事物，我覺得傾談是會浪費些時間，匯報時就有些情況是有些學生好似

不知點樣去報告，可能一齊講，會爭住講呀，反而覺得滙報時不是那麼暢順，

但是他們傾的時候就好自然，就好投入。」(教師 I) 
 
反思的闊度 
 教師 I 反思觀課的內容時，雖然仍有提及是否依照教案建議的教學方法去

做，以及需要花的時間很多，但大部分時間是描述學生的表現，特別是提到她刻

意觀察學生怎樣討論及她發現學生在討論和匯報時的不同表現。 
 
 教師 I 在反思紀錄中反思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時，主要描述學生的困

難，例如：「學生在觀察過程中，未能表現出有系統性及連貫性」等，亦有提及

學生的學習態度，例如：「學生討論時，每個同學都有一定參與量」等。 
 
反思的深度 
 教師 I 開始反思時，同樣地提及自己是觀察其他老師的課堂教學才施教，而

且大致能夠依據教案的建議方法去進行，但未能清楚交代其他老師的教學如何影

響學生的學習，只是提到她會鼓勵學生多講，而有需要時才寫下有關資料，未能

做到反思性的層次(R3)。她能從學生的分組討論情況中，發現學生的排序方法不

同，而且能夠給與合理的解釋，又能發現學生在討論和匯報時有不同表現，反映

她有一定的反思能力，可惜她未能從合作學習理念去歸納或闡釋這次經驗。此

外，她的反思過程中仍有一定程度上被時間的外在因素影響，使她未能集中精神

去反思小組討論的情況。 
 
 教師 I 在反思紀錄中分析自己授課班級的學生表現時，能夠從該課節的學習

重點進行反思，例如：「學生未能完全掌握運用分類的方法去觀察圖畫，用五感

的方法去想像圖內之意」等，可惜未能進一步解釋這種現象。至於學生在課堂上

面對的困難，她又是歸咎於學生能力的不足，例如：「觀察、思想慢，組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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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較大」等，不過，她卻能從合作學習的理念去提供解決方法，例如她認為「能

力較佳的同學都能指導同組同學的錯誤及能解決分歧」等，可見她嘗試從教學理

論去分析經驗，雖然屬於理論化層次的反思(R2)，可惜未夠深入探討。 
 

她解釋別班學生的課堂表現時，能就該課節的學習方法進行反思，不過，她

主要是在觀察紀錄內寫下建議，例如：「老師可再三強調要運用五感，特別是心

情」等，並沒有解釋這些建議的背後理念，故反思方面仍欠深入。 
 
 
(6.2) 對同儕學習的影響 
 

高效能的反思是要圍繞着教學重點或觀課焦點去思考，而且能夠引發其他參

與者作出有意義的回應或進一步反思，換句說話，參與者在反思過程中能夠透過

社交互動，加深對有關教學理念或理論的認識，以及幫助其他參與者學習。研究

者接下來分別就兩間學校個案參與者的互動情況，選取具代表性的例子，分析他

們同儕學習的影響能否提升他們的教學能量。 
 
(6.2.1) 學校甲 
 

集體訪談時，學校甲的個案參與者一開始便圍繞着該課節的學習重點去反

思，描述學生的具體表現，當中提及學生運用五感去描述花朵的情況，於是研究

者就着這主題讓個案參與者進一步反思，分析學生能否掌握「五感觀察法」，藉

以了解他們對這種教學方法的理解，以及能否透過這機會互相學習。 
 

研究者:  除此之外，還有甚麼可以讓我們知道學生是否學到利用五感去

描述植物呢？ 
 
教師 D:  從他們的寫作裡面可以看到他們是否運用到我們在課堂上教

他們的技巧。 
 
教師 A:  大多數一定是以視覺為主，很明顯以視覺為主，尤其是我們說

要畫畫。 
 
教師 D:  是呀，多數以視覺為主，用五感的機會就比較少些，他們就只

可以看到視覺，即是平面的，實物就立體些，而且小朋友摸到，

又可以形容樹葉，滑還是粗糙，到底是比較柔軟還是比較硬，

可以用到觸覺。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兩岸三地研討會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 

©鄭美儀 2006 17

教師 A:  而且圖片有少少限制，就可能是影圖片的角度，你影的角度會

影響到朵花的花瓣有幾多塊，學生是好著重，要數到有幾多件

東西，要很具體告訴他們那數目，他們會發覺數不到，花瓣好

似看不到，有些遮住了或者些形狀；你影牽牛花，影側面，他

們真是不覺得似一個喇叭，因為你影緊上面，整朵花向花芯的

中心處影，學生只是覺得很圓大，這些是我覺得圖片的限制。 
 

教師 B:  即是其實除了兩位講的之外，圖片的質素都是一個問題，即是

影出來的顏色、光暗都會影響學生怎樣去描述出來。 
 

教師 D:  我用了實物先，先用實物，再用圖片，即是 POWER POINT
那些，跟住小朋友兩個人一組，有實物就用實物，有圖片就用

圖片，兩樣都用。 
 

教師 A:  我介紹水仙花那課節就用實物，跟住民選的次序就用圖片，到

做活動時就用實物。 
 

教師 C:  實物對學生來說會有多些興趣，睇到棵水仙花，真是走去聞到

它有香味，圖片是它有芬芳的香味、芳香醉人，學生想來想去

都只是憑想象，但是水仙花，我班那些學生真是走去索下佢、

摸下佢。 
 
 在以上的討論過程中，個案參與者給與研究者的整體印象是互動性強，他們

會留心聆聽對方的反思，然後給與回饋，例如教師 A 認為學生大多是從視覺去

描述花朵，教師 D 就回應：「是呀」，然後進一步指出圖畫是平面的，實物則能

讓學生運用到觸覺，接着教師 A 又回應，進一步指出運用圖片的缺點，就是不

同的攝影角度會影響學生的觀察，這時候，教師 B 加入討論，指出圖片的另一

個問題就是相片質素，同樣地影響到學生的觀察，於是教師 D 又作出回應，分

享自己運用實物的經驗，然後到教師 A 分享運用實物的經驗，最後由教師 C 進

一步具體解釋運用實物的好處。個案參與者以上的持續對話，目的是優化(refining)
教學法，而這個目的就成為他們專業對話的基礎(Daly、 Pachler & Lambert，
2004)。 
 

整個交流過程中，個案參與者似乎忘記了研究者的存在，他們的互動就好像

圍着圈踢毽，把毽互相交到對方身上，不讓它停下來，直到他們滿意為止，即是

能夠共同找出如何使學生學得更好的方法。研究者發覺他們這類型的互動在整個

集體訪談過程中經常出現，他們嘗試解說自己心裏的想法，從而內化有關知識，

同時又給與其他參與者有意義的回饋，互相促進學習，在這同儕的互動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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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觸發專業對話及提昇專業知能」(林和蔡，2005，頁 99)。 
 
(6.2.2) 學校乙 
 

集體訪談時，研究者發覺學校乙的個案參與者在開始反思時已偏離教學重點

去反思，又或者對有關重點未能掌握，於是在訪談過程中，引導他們從有關教學

理念去反思。 
 
研究者： 就「先說後寫」的教學方法，大家有甚麼想法呢﹖ 
 
教師 H﹕ 先說會不會都有好處呢？因為寫時就真是需要組織一下句

子，會慢些，但是講就真是想到甚麼就講甚麼，會不會是令學

生講多些，因為寫始終會長時間些，可能寫的時候，剛才想到

的就未必會記得，會不會都有這好處呢？ 
 
教師 G﹕ 我覺得先說後寫是為學生寫作而鋪路，可能我之前帶領他們，

一齊講一次成個脈絡，他們講到有關內容時，然後到他們真正

寫作時，會想想老師剛才講過甚麼，有甚麼和之前有關係，我

想平時作文時候的指導課，都會引導他們講和討論，都是先說

後寫的程序。 
 
教師 F﹕ 又或者其實小朋友本身，我想說同寫比較，我他們會先接受說

先…因為似乎小朋友想到些甚麼，只要他不怕醜，他都會即時

可以直截了當地表達感受，你寫作時，老師，這個字我不識寫，

怎樣用書面語去表達，這方面可能會影響他，所以我想先說後

寫的效果好過先寫後說。 
 
教師 I﹕ 因為學生講可以快些，即時想到甚麼就可以講甚麼，寫始終有

很多障礙。 
 
教師 E﹕ 我想講兩點，而家一點都講不出… 會不會講的時候，有語調，

講故仔的時候，相對地幫到學生在篇文章上的情感怎樣流露，

我覺得都有些幫助，第一，而且起碼先講出來，他對成篇文章

的架構，故仔內容的發展，他會有初步的認識，再寫的時候就

依他講的次序，他寫時就不會無故先加插了一段來寫，起碼他

認識了整個故仔，他會順序去寫。 
 

 就以上有關「先說後寫」教學理念的討論，研究者初步的印象是個案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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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流回答她的問題，而不是討論，各自表達了自己的想法便完了，似乎沒有意圖

回應其他參與者的反思，而且回答一次便算了，並不打算進一步探討這種教學理

念，或者協助其他參與者解決他/她的疑問，例如教師 H 是第一位表達意見的，

她認為「先說後寫」的好處是可以讓學生有時間去組織自己的想法，但是她並不

肯定，所以最後她問其他教師：「會不會都有這好處呢？」可是教師 G 沒有直接

回應她的提問，只是想表達自己的想法。又如教師 E 是最後一位表達的，她一開

始就說：「我想講兩點……」她也是沒有回應其他教師的反思，而且所表達的意

見似乎與他們相似，都是談及「先說後寫」對組織結構的幫助，未能清楚表達這

種方法如何幫助學生組織觀察材料，更說不出「先說後寫」的主要目的是先讓學

生提取大量寫作材料。學校乙的個案參與者各自表達意見，彼此能否互相影響有

待商榷，更遑論能否促進彼此的學習，這樣的互動方式未能有效提升教學能量。 
 
 
(6.3) 學校發展主任在同儕觀課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從以上的事例可見，作為研究者的學校發展主任，在個案參與者的反思過程

中適當地引導或加入討論，對他們教學能量的提升有相當的影響力，以下透過兩

個事例，進一步分析學校發展主任在同儕觀課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6.3.1) 示例一 
 
 研究者在集體訪談過程中發覺學校乙的個案參與者未能掌握有關教學理

念，因此，研究者嘗試利用不同的提問，引導他們從有關教學理念去反思，協助

他們澄清對有關教學理念的錯誤想法，例如她請參與者說出兩種教學方法的分別

或關係。 
 

研究者： 其實你們認為讓學生學習從環境、角色等四方面進行描述，和

學習以五感去觀察，兩者有甚麼分別或關係？ 
 
教師 E﹕ 兩者的關係都會幫學生怎樣仔細觀察那幅圖畫，用環境、活動

等四大分類，就是幫他們去組織，在現有的圖畫裡面去組織，

然後分類，但是五感其實是從多角度再去豐富成幅圖畫的內

容。 
 

教師 F﹕ 我想是客觀和主觀，你客觀去看件事怎樣分類… 
 

教師 E﹕ 加些創意，五官五感是要的，那幅圖畫可能是沒有，要他們想

出來，有創意先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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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F﹕ 而且五感是屬於個人的感覺，是比較主觀性一些，其實是可以

刺激個小朋友本身的感覺，將感受寫出來。 
 
 從以上的討論中，可以見到個案參與者再不是輪流表達完意見便算了，而是

圍繞着同一個焦點，以「有來有往」的互動方式去交流，互相補充對方的資料，

例如教師 E 表示那分類方法是幫助學生組織，教師 F 就補充說是客觀的分類，

當教師 E 說五感是幫助學生發揮創意時，教師 F 又補充說五感是主觀性強些，

這樣的互動可以幫助參與者更深入了解有關教學概念，提升教學能量。這示例反

映學校發展主任嘗試協助參與者維持討論焦點，引導及鼓勵他們交流，藉此釐清

問題，實際上她是擔當着學習促進者的角色(Hollins，McIntyre， DeBose，Hollins 
& Towner，2004)。 
 
(6.3.2) 示例二 
 
 由於學校甲的個案參與者很多時候都能圍繞着學習重點去討論，提及有關教

學方法，於是研究員的處理方法主要是集中一、兩件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
去和參與者探討，例如討論的其中一個焦點是學生觀察圖片和實物時遇到的困

難，以及希望找出解決方法。 
 
 個案參與者最初發現學生在觀察圖片時，未能利用五感去描述花朵，於是讓

學生觀察一棵水仙花的實物，雖然學生的觀察有進步，但參與者仍然覺得學生未

能完全運用學到的觀察方法，所以研究者總結他們的想法，並請他們提出改善方

法：「同儕觀課的教節，無論是用圖片或實物也好，大家曾經提到學生未能利用

學過的五感觀察法去描述植物，大家有甚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於是教

師 A 提議給學生觀察更多的實物，而教師 D 即時表示自己和教師 C 已這樣做，

甚至帶學生參觀校園，效果頗佳。研究者接着總結他們的想法：「大家都會想先

用實物刺激學生觀察」，接着她提出他們發現的另一個問題是學生不懂得組織觀

察的事物，問他們有甚麼解決方法。於是教師 D 歸納之前的討論內容，解釋學

生在組織上出現問題，是因為花朵只有花辦、葉和莖三部分，而公園內卻有很多

事物讓學生觀察，可以有更多材料去訓練學生在「文章內鋪排得更加詳細」，因

此建議在下個記遊單元裏集中訓練學生這方面的能力。 
 
 透過以上的關鍵事件，研究者引導個案參與者聯繫教學實踐經驗和教學方

法，並讓他們嘗試解說自己的處理方法，以及他們的反思如何影響自己的實踐，

最後為未來的教學提出改進方法，這是學習促進者應該擔當的角色(Hollins，
McIntyre， DeBose，Hollins & Town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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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討論和建議 
 
 研究者分析每位個案參與者的反思能力，原意並不是比較他們的表現，只不

過希望從中歸納高效能反思能力的準則，從而分析他們在會議後期的反思能力有

沒有改變，以及讓學習促進者，例如學校發展主任，可以參考這些準則，建立概

念或圖式(schema)，或構思反思架構，協助教師進行有效的反思，提升教學能量。 
 
(7.1) 反思的分析方法 
 
 無論是 Davis(2006)或 Lee(2005)的反思分析方法，似乎都未能準確地判斷個

案參與者的反思能力層次，例如彼此都是敘述學生的學習表現，有些是描述他們

的具體課堂行為，有些是描述他們的學習態度，有些是描述他們的困難等，若要

從個案參與者的反思內容所涉及的項目有多少，來決定他們的反思闊度，

Davis(2006)的「學生和他們的學習」一項就可以再細分為多個細項目。同樣地，

根據 Lee(2005)的反思層次分類，個案參與者雖然屬同一個層次，但表現上似乎

有高低之分別，例如教師 B 和教師 G 在反思過程中，主要是敘述學生的表現，

沒有闡釋原因，或只是簡單地以外在因素去解釋學生的表現，二者都屬於覆述層

次的反思，不過，教師 B 較能依據學習重點去敘述，而且能從概念到應用方面

作有系統地描述，教師 G 則未能根據學習重點去分析學生的表現，似乎二者的

反思能力又有高低之分，可見 Lee(2005)的反思層次分類仍可進一步細分。由於

本研究的個案不多，勉強進一步細分 Davis(2006)或 Lee(2005)的反思分析方法，

並不夠科學化，也不是研究者的原意。然而，研究者發覺其中幾項準則在判斷高

效能反思方面值得關注。 
 
(7.1.1) 高效能反思的分析準則 
 

首先，個案參與者的反思態度對他們的反思能力有一定影響，積極和客觀的

態度能讓他們更有效地發現學生的實際困難，例如教師 H 的反思主要是解釋自

己教學效果不理想的原因，包括教案不是她撰寫，她施教前沒有觀課，時間不足

等，卻沒有好好地思考有關教學理念怎樣才能幫助學生學習。 
 
其次，個案參與者能否依據教學重點或觀課焦點去反思，亦有一定的影響，

例如教師 B 能根據教學重點去敘述學生的具體表現，而教師 G 則花大部分時間

描述活動多、時間少的外在因素，而忽略了該課節的學習目的。 
 
第三，個案參與者能否引發其他參與者作出有意義的回應或進一步反思。教

師 A 是學校甲中第一位進行反思，亦是集體訪談中最主動表達的一個，她很多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學校改進與夥伴協作」兩岸三地研討會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 

©鄭美儀 2006 22

時候會說：「我講先……」她在開始反思時，便針對學生的學習表現去敘述，並

嘗試分析導致學生有這樣表現的原因，最後以「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作結，於是

教師 B、C 和 D 都圍繞着學生的表現去反思。教師 E 是學校乙中第一位進行反

思，她一開始便強調自己是先觀課後施教，而且是依照教案的步驟去做，於是其

他教師接下來都會針對這兩點去反思，並歸咎於時間不足的外在因素，甚至考慮

是誰負責撰寫教案等。因此，學校發展主任日後與教師進行反思時，讓哪一位先

發表意見，對反思過程有一定影響，這是值得關注的。 
 
第四，個案參與者能否從反思中思考改進未來教學的方法。簡單敘述了學生

的表現或困難，會議完畢便好像一切完結，反思的意義變得不大，最重要是透過

這次經驗的總結，提出改善方法，進一步幫助學生學習，當然，改善的建議必須

是針對有關教學重點，以及基於有關教學理念和理論。 
 
最後，個案參與者能否在反思過程中顯示自信，肯定自己的專業判斷。研究

者發現學校乙的個案參與者在反思過程中，普遍會提及有沒有先觀課後任教，有

沒有依據教案的步驟，以及嘗試與其他教師的處理方法比較，反映他們對自己的

教學沒有足夠信心，亦顯示他們的教學能量不足，正如 Fullan(1995 和 Tsui(2004)
說，教師的專業成長建基於個人自信和自主，而自信的建立需要知識的掌握、理

論實踐的成效和同儕的支持(Fullan，2001)。 
 

(7.1.2) 反思能力的判斷 
 

研究者發現個案參與者在集體訪談、反思紀錄和觀課紀錄中的反思層次有所

不同，而不同時段亦有不同表現，這一方面可以印證研究方法部份所提到，說話

和書寫形式的反思，可以互相參照，同時，研究者最終不能單憑一、兩個片斷去

判斷個案參與者的整體反思能力，相反地，要從多渠道搜集資料，來分析他們的

反思能力。 
 
 
(7.2) 同儕學習的互惠影響 
 

從是次個案研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個案參與者能夠從同儕觀課中互相學

習，正如教師 B 在集體訪談時說： 
 

「我們除了看到自己老師本身怎樣因應學生而改變，亦看到不同老師本身有

自己個人特質，即是令我們老師同老師之間可以互相學習，學的不單只是語

文方面的知識，亦都可以學到其他課堂秩序的處理等等。同時，怎樣經營一

個班級，好多事情都可以去學到；其實上完一堂之後，你亦都有同他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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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時的成效，可以令到我們深入反思。」(教師 B) 
 

個案參與者能否做到同儕學習，藉以提升教學能量，要視乎他們的互動能否

維持學院式的探究(collegial inquiry)，包括向同事提出實踐性問題、被觀察、獲

得回饋、回應回饋等，而這種探究方式建基於互信的關係(Ganniff & Shank，
2003)，學校甲的個案參與者就能做到這點，因此能夠透過對同儕觀課的反思，

去提升專業能量。 
 
此外，研究者發現個案參與者反思能力的高低，與年資的多少沒有直接關

係，因此，參與者進行討論和交流時要保持平等地位，年長的不要以「師傅」的

口吻去表達自己的想法，無論年長或年青的，都要以求學和分享的態度去進行專

業對話，才能在同儕觀課中互相學習，提升教學能量。因此，參與者的態度，甚

至學校文化等因素，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探討它們如何影響參與者的社交互動情

況。 
 
 
(7.3) 學校發展主任的角色 
 
 學校發展主任在同儕觀課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她是個案參與者的學習促

進者。在分享和交流過程當中，她需要審視個案參與者的反思內容，從而協助他

們維持討論焦點，並在適當的時候澄清問題，總結要點或成就，以及描述下一步

的教學方向(Hollins、 McIntyre、DeBose、Hollins & Towner，2004)。因此，對

高效能反思的定義，她需要有一個清晰的概念和準則，才能根據這些準則提出引

導性的問題，協助參與者增加反思的闊度和深度。 
 

在同儕觀課過程中，學校發展主任要鼓勵及引導個案參與者從觀察中去參

照、分析、歸納、闡釋、存疑、判斷和建議。參與者在觀課過程中可以參照觀課

焦點，參照教學理念和理論、參照不同教師的處理手法等，從而分析學生的學習

表現和困難，歸納教學或觀課體驗，並加以闡釋，對於學生能否真正掌握到學習

重點要抱着存疑的態度，直至有足夠的學習顯證，才作出專業判斷，最重要的是

為改進未來的教學提出可行的建議。 
 
 

(8) 總結 
 

對於教師專業能量多少的判斷，不少學者提出不同的建議，而且可以從多方

面分析，例如 Tsui(2004)認為一位專業的老師應該具備三項條件：(i)能夠從教學

行為中顯示多方面的知識；(ii)能夠了解教學環境和實際教學的關係；和(iii)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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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識地深入反思。不過，學習型的社會講求的是具批判性的思考，以及能從社

交互動中建構知識的能力，因此，本文主要是透過個案參與者的反思能力和互相

學習的情況，來分析教師如何在同儕觀課中建立團隊協作文化，提升教學能量。 
 
本個案的參與者是兩所小學的三年級教師，研究者透過同儕觀課，提供討論

和交流的焦點，一方面分析個案參與者的反思能力和互相學習的情況，另一方面

分析學校發展主任如何協助他們提升反思能力。 
 
研究的結果顯示，個案參與者的反思能力會隨着討論和交流的進行而改變，

當中彼此互動的情況最具影響性。個案參與者只有在互惠互信的關係下，才能持

續進行專業對話，並從同儕學習中提升教學能量。此外，學校發展主任在他們的

同儕學習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她的參與和引導能夠觸發他們的專業對話，促

進他們的反思和學習，最終提升專業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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