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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發展一個架構於師資培育課程間的專案設計—「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

一個支持學生真實理解、跨界思考與創新實踐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希望建構此概念實

踐的可能模式，以影響力的發揮為目標，跨界導向學習為途徑，觸動學習型態的改變；重視

多元學習的整合應用，探究促進未來教師專業素養的具體方法與策略。同時，回應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基準，「打破科目及現有開課概念，整合相關師資培育課程」的期許。 

     經過兩學期的循環修正，本研究逐步建構出明確的三階段實施模式(校準—提升—活

化)，各階段關鍵問題與學習任務，具體的專業發展評量規準，以及依循設計思考進行的教

師專業發展微型實作專案。在量化分析部分，參與學生之教師專業認同前後測結果顯示，認

定迷失的程度明顯降低，尋求認定的傾向漸增，跨界思考潛力亦有進步。課程結束三個月後

的追蹤問卷顯示，近八成的同學仍持續關注自己的專案，主動進行跨界思考或創新實踐，期

許能發揮影響力。以專業發展規準分析，能充分掌握校準—提升—活化三階段專業發展要

旨，達到專家級規準的專案並不多，因為一學期的時間確實不夠，學生建議希望未來能延續

為一學年的設計。最後，依研究結果提出未來教學與研究之相關建議。 

      

關鍵詞：未來教師、真實理解、跨界導向學習、影響力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a project design based on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Future 

Teacher Impact Lab", a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 that supports students' true 

understanding, cross-border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It is hoped to construct a possible 

mode of practice of this concept, with the goal of exerting influence and cross-boundary oriented 

learning as a way to change learning style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learning, and explore specific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o promote futur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At the same time, in response to the benchmarks of teacher pre-service education 

courses, the expectation of "breaking the subject and the existing concept of opening courses, and 

integrating relevant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After two semesters of cyclical revision, this research has gradually constructed a clear three-

phase implementation model (Calibrate-Elevate-Activate), key issues and learning tasks at each 

phase, specific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based 

on design thinking develop micro-implementation projects. I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part, the pre- 

and post-test results of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identity diffusion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tendency of the moratorium is increasing, 

and the potential for cross-border thinking has also improved. A follow-up questionnaire three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urse shows that nearly 80% of the students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projects, actively carry out cross-border thinking or innovative practices, and hope to exert 

influ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ndards, there are not many projects 

that meet the expert-level standards. Because the time of one semester is really not enough, students 

suggest that continuing the design for a school year in the future.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futu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sults are purposed.  

 

Keywords: Future teachers, True understanding, Cross-border oriented learning,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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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跨界導向學習之設計與實踐探究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未來教師之專業素養，是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的核心觀照。107 年 12 月 1 日甫生效的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期許師資培育

之大學專業自主規劃課程，連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回應教學現場需求，展現各校課

程特色。該基準並積極賦予師資培育課程重新建構的彈性，允許打破科目及現有開課概念，

整合相關師資培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及普通課程)，跨科跨校際合作設計課程

（陳培綾，2018）。政策面如是開展，是契機也是挑戰；實務面一心所繫，亦是期望未來教

師具備任教學科知識、教育專業知能、實踐能力與專業態度，並能整合能力展現專業。但如

何在既有的基礎上，兼顧穩健踏實與創新精進，讓未來教師能逐步領會並展現專業素養，是

現階段師資培育課程教學實踐的重要議題。 

    跨界，是啟動「知識轉移」與「知識創造」歷程重要的一步。具備跨界連結、跨界思

考、跨界創新的學習能力，較能跳脫知識的單向接收，產出別具價值的差異化知識（陳永

隆、王錚，2017）。杜威（John Dewey）1915 年著述「明日學校」（呂金燮、吳毓瑩譯，

2018）， 其中一章特別論述課程的重整，他指出「堅定、敏感、明確的知識」係在學習者理

解到所學之實用價值後發生，此知識不同於記憶背誦之學，是孩子們接觸了對他有吸引力的

事物，密切、活躍的參與各種真實情境活動，而產生的完整理解。課程的調整，核心關注在

學習者經驗的重組與再造。蔡清田（2014）亦指出，素養的學習具有跨領域的性質，並不以

單一領域為限，真正的理解，得把學習內容和過程與經驗、事件、情境、脈絡做適切結合，

意義才會在其中彰顯出來。檢視研究者歷年任教的課程—「輔導原理與實務」、「班級經

營」、「特殊教育導論」、「創造力教育」等，再反思中小學教學現場需求，可發現許多重要的

教育實務，相當程度仰賴跨領域的學習，而師資生是否能有意識的將各科學習內容與體悟融

會貫通，結合個人的經驗，醞釀出新的觀點，產生實質的跨界學習表現，實令人期待！ 

    然不可諱言的，我們常看到奔走於教室長廊的學生，忙於在不同的科目中轉場，學習後

能深入理解、整合應用者，不知究竟多少？課業繁重的學生，常感嘆分身乏術，課上得多，

流失的也多。長期研究青少年發展的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指

出：普遍存在的空虛感是我們當前最大的心理危機，願意長期投入有興趣、利他行動的年輕

人，比較有目的感，也比較能發展出自己的生命主題（許芳菊譯，2013）。史丹佛大學為了

讓學生可以發展學習的意義感，擬在世界各地成立「影響力實驗室」，讓學校和學生參與全

球化的過程中，人類必須面對的挑戰（張益勤，2016）。有感知、有方向，懷有使命感的學

習經驗，無論大小，對己、對人或對世界，其影響力都不容小覷。教師是助人的工作者，需

有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體認與覺察；倘若師資生能夠在真實情境脈絡下，找到一個可以發揮影

響力的目標，可以一同激盪創意的夥伴，以跨界的思維，整合所學知識、能力與態度，是否

更能理解與感知學習的意義？在知識爆炸的年代，相信唯有經真實理解反芻的學習經驗，未

來才有可能被靈活擷取，持續創造價值。 

    爰此，一個架構於相關課程間的專案設計—「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跨界導向學習」，

一直在醞釀中，希望能建構此概念實踐的可能模式，以影響力的發揮為目標，跨界導向學習

為途徑，共構一個可以彈性組合的跨科學習共同體；透過實踐的務實微調，探究促進未來教

師專業素養的具體方法與策略。同時，回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打破科目及現有開課

概念」，整合相關師資培育課程的期許。基於此，本教學實踐研究的目的，即在發展一個支

持學生真實理解、跨界思考與實踐的新創課程/專案設計—「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希望

能逐步建構此概念實踐的可能模式，透過實踐的務實微調，探究促進未來教師專業素養的具

體方法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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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以下針對本教學實踐擬發展的實施內涵與相關研究進行探討，思考促進未來教師專業素

養的方法與策略。限於篇幅，茲摘要所歸納的三項重點。 

    一、調和內在的知識系統、情感系統和目的系統以發展教師專業認定 

    依葛魯柏（Howard E. Gruber）的演化系統觀，他發現傑出的創意作品或創造性成就，

不是來自一個頓悟或神祕的繆思，而是來自經年累月的發展、進步與演化；傑出創造性人物

的成功，需要長期協調自己內在的知識系統、情感系統和目的系統，才能克服內外環境的許

多困難，完成傑出的成就(詹志禹，2013)。卓越的未來教師，同樣需要刻意的努力與沈澱思

考，調和內在的知識系統、情感系統和目的系統，追求一個屬於自己的生命主題。 

    就目的系統而言，相關研究發現，讓學生參與學習目標的設定，將有助於自我效能及成

就表現的提升（Stipek, 1996）。晚期研究漸漸相信，行動的理由對於努力與毅力而言是重要

的（Graham & Weiner, 1996）。若學習的目標在尋求理解，便會觸發概念的思考與樂趣；若

學習的目標在表現自己、超越同儕，學習的行為與感受便會大為不同。大學的學習，除了知

識的傳授外，鼓勵學生探尋自己關心的議題，維持一個方向感，思考可以發揮的影響力，據

以展開循序漸進的學習進程，不以競爭或勝過他人為標的，應是培養未來教師專業素養的重

要原則。 

    再回顧 1980 年代迄今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許多學者希望透過教師專業認定的探

討，對教師如何學習成為教師能有更深入的理解(Rodgers & Scott, 2008)。相關研究從關注教

師認定什麼，進而關注教師「如何」建構自我的專業認定，探究教師認定過程中可能經歷衝

突混淆卻也真實的一面。 

    依社會文化觀的理解，認定是產物，係相關因素對教師影響的結果，也是過程，與教師

發展持續互動(Beauchamp & Thomas, 2009)，這是晚近教師專業認定意涵基本的共識。教師

專業認定是教師在所處環境中持續自我解釋與整合的過程，它是身為教師內外在意義持續的

辯證。經由與所處環境的重要他人互動，並與社會所賦予的「專業教師」意義磋商，形成一

個人對專業自我的認識、價值和意義等內在的感覺（張芝萱，2011）。 

    基於此，未來教師專業素養的培育，關注師資生如何建構自我的專業認定，與之探討認

定過程中可能經歷衝突混淆卻也真實的一面；調和內在的知識系統、情感系統和目的系統，

深化自我的認識、價值和意義的感知，應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二、認識跨界的本質與內涵，學習跨界思考，進而跨界實踐  

    所謂「跨界思考」，陳永隆、王錚（2017）指出，「跨界思考就是利用有系統的方法，進

行異質思想或異質知識的交會、激盪與衝擊，藉由接觸各種人事物與多元資訊和知識，廣泛

去吸收有用無用、有關無關、是非成敗、對錯得失的案例或知識，先經由刺激、連結，再進

行收斂、聚焦，藉以衝擊出不同於自己以往的新思維、新發現、新解答或新智慧的能力」。

而在學校，真正的跨界學習，是在選修了多門不同領域的課程後，有意識地將所學內容和感

悟融會貫通，醞釀形成交會點。 

    細讀陳永隆、王錚（2017）「跨界思考操練手冊」，其架構有兩主軸：一是自我探索實

踐、二是跨界思考操練，具體的步驟有七：  

  
    步驟 1 定錨──探索自己、盤點自己 

  步驟 2 轉型──第二專長、優勢跨界 

  步驟 3 跨界──釐清思維、混搭應用 

  步驟 4 散聚──發散聯想、收斂聚焦 

  步驟 5 模型──跨界模型、跨界創新 

  步驟 6 思行──進階應用、思行合一 

  步驟 7 無界──跨界極致、原是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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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自我探索實踐的篇章時，隱然發現與「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強調的自我覺察與省

思、生涯輔導的學習相呼應；閱讀跨界思考操練的步驟時，則看到了「創造力教育」中創造

思考策略的具體實踐，該書巧妙的整合了不同領域的知識。作者愷切的指出，在這開放知識

的時代，資訊、資料與資源在網路上越來越公開，海量資訊隨處可及，一個人的優勢不再是

知識量的比拼，而是擁有不凡的思維方式，連結與跨界，是組織與個人不可或缺的核心競爭

力。以學習而言，傳統的知識金字塔，將轉型為一個新的倒金字塔，新手學習者，向關鍵的

典範人物標竿學習，是重要的；當學習者形成了一定的認知架構後，就可以有目標性的探

索，建構自己獨有的知識體系；當他成為領域專家後，內在判準更加明晰，知道什麼是有價

值的，也能明辨是非。但許多人可能最終僅停留在此階段，忽略了持續的自我辯證與包容，

發現其他的可能。而人生的智者，終會意識到萬事萬物都有其價值與其相互依存的道理，海

納百川、兼容並蓄，才能邁向通往智慧的道路（陳永隆、王錚，2017）。 

    據此觀點，反思我們為師資生建構的課程，似乎不能遺漏跨界這議題，認識跨界的本質

與內涵，學習跨界思考，進而跨界實踐。跨界導向的學習，應有助於培養觸類旁通、融會貫

通的能力，成就勇於突破框架、創新進取、賞識多元價值的未來教師。 

    三、營造激發創意、鼓勵合作、發揮熱情與樂在其中的專案學習基地 

    被喻為「兒童程式之父」的學者 Mitchel Resnick，其專業生涯都在探索創新與科技的綜

效。在《學習就像終身幼兒園》一書中（江坤山譯，2018），他針對創意思考的實際運作與

成效，以諸多源自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創新實踐與研究為例，希望這些研究能對教育

發揮影響力。他鑽研創意思考動力學，提出創意思考螺旋的概念（Creative Learning 

Spiral），闡述保持幼兒園內最初的學習方式與精神，啟動「想像—創造—玩樂—分享—思

考」的循環，才是培養從頂尖 A 到創新 X 基因的合適道路。Resnick 倡議「Projects、

Passion、Peers、Play」的 4P 概念，強調以專案為基礎的學習，能為創意發展提供紮實的基

礎。他建議即使畢業後的人生都應反璞歸真，朝向「給一個他有熱情（Passion）的專案

（Project），讓他跟同儕（Peers）用像在玩樂（Play）一樣的方式合作完成。」 

    同樣的，未來史丹佛大學計畫，為了讓學生可以發展學習的意義感，擬在世界各地成立

「影響力實驗室」，讓學校和學生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人類必須面對的挑戰。「沒有對錯、

輸贏與失敗，做，就對了！」前瞻的創意中心 Stanford d. school 中庭巨大的布旗，揭示了這

裡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空間，都鼓勵跳脫框架、大膽創新（張益勤，2016）。 

    Stanford d. school 與 d. K12 實驗室，依設計思考的理念，編製了一套促進中小學師生

設計思考的手冊（Design Thinking Playbook），詳細的闡述設計思考的內涵、態度與完整歷

程，其使命即在幫助那些相信自己能夠有所作為，讓世界更好的師生們發展興趣、潛能與自

信（https://dschool.stanford.edu/programs/k12-lab-network）。鼓勵學校教師設計以專案為基礎

的學習，發展學生設計思考的實作探究能力。     

    視角回到師資培育的場域，我們是否能有一個課程，以支持學生真實理解、跨界思考與

創新實踐為主要目標？這個課程的建構，並不代表既有的課程完全沒有這部份，而是嘗試將

各科學習的跨界整合帶入討論，將真實情境、學習意義感及影響力的發揮放在更重要的位

置。當身旁的人傳遞出對自己或環境充滿無力感或空虛感時，我們更需讓師資生發現自己可

以「創造改變」，堅定的傳達「你做得到」的訊息。希望這門課程將每位未來教師視為珍貴

的資產，在實踐探索的歷程中，師長同儕更專注的聆聽，與之交會經驗的意義與價值，一同

設計可以發揮熱情並樂在其中的學習旅程。 

參、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一、 如何透過「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之專案設計，共構讓師資生有感知、有方

向與使命感的學習經驗，增進其專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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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跨界導向的學習，是否深化師資生之學習理解，輔助其

更有意識的整合能力發揮影響力？ 

三、 師資生如何運用跨界思考、設計思考於自身的專業發展微型專案？展現出什麼

樣的專業發展樣態？是否有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肆、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計畫透過行動研究，發展一個架構於相關課程間的專案設計—「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

室」，探究促進未來教師專業發展的具體方法與策略。本教學實踐之設計與研究方法茲說明

如下： 

一、教學目標 

(一)調和內在的知識系統、情感系統和目的系統，發展專業認同。 

(二)認識跨界的本質與內涵，學習跨界思考，促進學習的真實理解。 

(三)透過以專案為基礎的學習，整合能力發揮影響力 

二、教學設計 

(一)結構面：參考未來史丹佛的學習設計，依專業發展的進程畫分為三階段：校準階

段、提昇階段、活化階段，引導學生形成專業發展微型實作專案。 

(二)內容面：透過跨界思考的學習，專訪發揮影響力的跨界人物，引導學生更有意識地

將所學和自我感知交會；應用設計思考，共同探索如何應用所學，創造真實情境下

可能的解決方案。 

(三)實施面：參考學習共同體的實施原則(潘慧玲、李麗君、黃淑馨、余霖、薛雅慈，

2016)，進行「學習者中心」互動探究的教學；運用「聆聽」、「串聯」與「返回」三

步驟進行催化引導，以延續協同反思、經驗的重組與再造。 

三、檔案評量 

 (一)檔案目的：從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等層面檢視自我的學習，建構並呈現自

己在教師專業發展上，個人的理念與實踐結果。 

 (二)檔案內容： 

1.發揮影響力的自主行動（專案）：如何發現興趣、發展專長、深入研究 

2.跨界的探索與實踐：對跨界本質與內涵的認識、實作體驗與發現 

3.歸納個人的教師專業認同：我是怎樣的教師（過去、現在與未來），對教師專業

發展的自我期許 

4.自選學習證據   

  (三)評分規準 

 Theory-based 30％：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 

 Case-based 35％: 對學習的觀察與反思 

 Evidence-based 35％：提出具體資料說明  

四、研究場域：開設「教師專業發展」教育實踐類課程，主場域為一般課室，輔以網路

次場域 Zuvio, Tronclass, Google 協作平台等。 

五、研究對象：本課程的學生跨大學部與研究所，共 16 位。 

六、資料處理與分析 

    持續蒐集質性與量化資料，如課堂觀察、學習檔案、問卷/檢核表（專業認同、

跨界潛力）與專家回饋等，分析問卷前後測差異，結合質性資料綜合探討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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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檔案評量：邀請 3 位專家學者共同進行檔案評量與回饋，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 30

％、對學習的觀察與反思 35％、提出具體資料說明 35％。 

(2)課堂觀察：整理觀課紀錄、錄影照片、省思札記，持續進行質性資料分析(張芬芬

譯，2005)，裨益教學實踐行動的循環修正。 

(3)問卷調查：教師專業認同量表(張芝萱，2011)、跨界潛力自我檢視表（陳永隆、王

錚，2017），進行期初與期末前後測差異分析。 

(4)追蹤調查：課程結束後六個月內，實施追蹤問卷，探討教師專業發展的延續性。 

伍、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一、 教學過程與成果 

    經過兩學期的循環修正，本研究逐步建構出明確的三階段實施模式(校準—提升—活

化)，各階段關鍵問題與學習任務，具體的專業發展評量規準，以及輔導師資生依循設計思

考進行的教師專業發展微型實作專案。 

(一) 實施模式 

1.校準階段：以史丹佛 2025、教師專業素養與專業認同、跨界學習影響力案例等開啟觀

點與自我探究 

(1) 關鍵問題：教師的專業如何發展? 

(2) 學習任務：專業自我探索心智圖 

2. 提升階段：以素養導向學習、生涯價值力、

4P 學習等概念，探索心中理想的學習；從

教學卓越獎、設計學習跨校教師專業社群等

案例，理解教師專業發展、學校課程發展與

學生學習的交互影響 

(1) 關鍵問題：我的教師專業如何發展? 

(2) 學習任務：拓展視野與微型實作計畫 

3. 活化階段：應用設計思考，將所學在真實情

境下應用，印證專業知能與真實世界的連結 

(1) 關鍵問題：如何整合知能發揮影響力? 

(2) 學習任務：設計與執行專業發展微型實作專案 

(二) 評量規準：如表 1 

表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量規準 

  接近完成 可發表 專家 

校準 
獨特性 

自我的探索與自我的
教師專業發展僅有表
面的片面的聯結  

自我的探索能結合個人
的獨特經驗與自我的教
師專業發展產生有意義
的連結 

自我的探索能調和個人
的知識、情感與目的價
值觀，與自我的教師專
業發展產生有深度且有
意義的連結 

提升 
需求性 

自我提升部分，僅有零
星隨機而片段的資訊，
或專業發展的途徑單
一 

自我提升部分能向經典
/或大師案例學習，釐清
已知與未知，善加運用
各種學習管道與資源 

自我提升方案能引發高
度參與，且能跨界思考，
整合已知與未知，促進知
識轉移與創新 

活化 
永續性 

微型實作專案只是一
次性的活動 

微型實作專案能持續進
行，具有延續性，與真
實情境有關，能裨益學
生學習   

微型實作專案具生命
力，願景明確，有強烈
使命感、未來影響力，
會持續演化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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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教學反思 

(一)從師資生提出的教師專業發展微型實作專案，可知跨界導向學習有助於創新實踐與真實

理解；調和內在知識系統、情感系統和目的系統，有助於專業發展的內在能動力 

師資生提出之教師專業發展微型實作專案如下:  

•海大蔬活園/海大農場(食農教育、環境教育、園藝治療) 

•現代珍古德 根與芽計畫（友善校園動物的學習與行動） 

•四季花語地圖（自然領域） 

•學習歷程輔助資源（自主學習資源、專家諮詢） 

•人生技能樹 （學涯職涯關鍵素養） 

•雙語教育前導課程（自然科學、英語文、西洋音樂、機械） 

•英語音樂跨界學習 （英語文、藝術與人文） 

•運動樂活 智活身心（健康與體育、高齡社會） 

•以人為核心的機器智慧 HAI （科技領域、視覺辨識） 

•數學行動學習～活化你的數學腦（數學領域、科技應用） 

•讓學琴平易近人，發掘音樂潛能（音樂領域、科技應用） 

•經典新傳～讀經與品德教育 （語文領域、品德教育、生態美感教育） 

•魚菜共生跨領域課程設計(水產養殖、農耕、食安、環保) 

•偏鄉海洋文史教育的理念與實踐-野柳傳奇路（海洋文化、偏鄉教育與社區） 

•海洋教育遠距教學資源建構-天涯若比鄰（資訊科技、漁村人文、漁船） 

•品書藝…品德教育融入書寫藝術課程（品德教育、書寫） 

•星空圍棋⋯天文與圍棋的跨界對話（天文、圍棋） 

  內容詳協作平台：https://tinyurl.com/4eglm2l5 

(二)量化分析顯示，教師專業認同之前後測，認定迷失的程度明顯降低，前後測 t=-4.94, 
p<.001，尋求認定的傾向漸增；跨界思考潛力的評量亦有進步，跨界潛力(前後測)t=-
2.17, p<.05，多元思維(前後測)t=-2.18, p<.05。課程結束三個月後的追蹤問卷顯

示，近八成的同學仍持續關注自己的專案，能連結所學以發展專業，留意如何創新實

踐，發揮影響力。 

(三)從質性資料分析得知，學生能了解校準—提升—活化三階段專業發展的要旨，並依跨界

思考與設計思考的方法，嘗試轉化學習型態，聚焦所欲發揮的影響力，主動增廣見聞、

相互支持與勉勵。但現階段達到專家級規準的專案尚不多，與學生共同反思發現，若希

望能對議題深入理解並創新實踐，目前只進行一學期的時間確實不夠。 

三、 學生學習回饋 

經歷了教師專業發展的微型實作，師資生獲得的專業成長為何?在成為有影響力的未來

教師之路上，對自己的專業發展有何期許？學生的回饋有以下三項重點： 

(一) 校準-提升-活化三階段，讓師資生盤點過往所學，重新認識自己，發掘獨特性，聚焦於

所關注的問題，發揮創造力、跨界思考，更有信心展開專業發展的價值行動 

「教師專業發展的微型實作過程，我有許多收穫，尤其是老師提供了許多創意發想的實

例，……專業發展三階段的概念已悄悄深植在我的潛意識裡(A1)。」「在這課程中，讓

我有機會重新檢視自己的能力與專業，繪製發展心智圖的過程，除了找到自己的專業知

能與教育的連結外，也不斷自我對話：我為何想當老師？ (A2) 」 「在構思微型專案

時，原本我有點懷疑自己想法的可行性，但經過自我探索心智圖，找到專業發展與自我

的連結，並且發現其實也有人致力於類似的事(根與芽計畫)，既然別人做得到，我想我

應該也可以試試看，發揮不同的創意。雖然課程結束了，我依然期許自己繼續鑽研生命

教育，從幫助校園的流浪動物，擴展到關懷身旁的弱勢族群(A4)」「經歷本次教師專業

發展的微型實作，我的專業知能更加精進，也吸收了許多跨領域的知識(B1)」「課堂上

https://tinyurl.com/4eglm2l5


7 

 

老師的一句話：未來的學習，攸關你如何運用所學!在成為教師的道路上，我一直深感

所學不足，疑惑我的專業在哪裡？謝謝老師給我一個機會，讓我替自己『校準』，找到

值得努力『提升』的方向(讓偏鄉不只是偏鄉)，更『活化』了自我，感覺好像長出了自

信的力量，對充滿挑戰的未來，有勇氣不畏懼!(B3)」 

(二) 因跨界導向學習，面對其他領域更加謙虛，亦期待與專業社群有更多的交流，群策群力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必須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並且得到各方支持及資源，方可讓目標

更得以實現，甚至將理念擴展出去(A4)。」「我的微型專案涉及手機 APP 設計、動畫製

作等，以前因為不熟悉程式語言，一直避免碰觸這部分，……這次剛好給我一個機會跨

出去。很慶幸認識展寬主任開啟了『數學行動學習』這個專案的想法，跟相關專業人士

討論，發現他們對這專案非常感興趣，也覺得可行度很高，同時肯定這專案可幫助在數

學上有困擾的人，讓我有信心持續專業發展，之後也會繼續和他們討論研究(A5)。」

「『海納百川，故有容乃大』這句話很適合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提醒，我們或許每個

人，就像宇宙裡的微小星辰，但匯聚成為星系、星團，也能發出耀眼的光芒！(A2)」 

(三) 有感於創新實踐，主動深入不同領域，謹慎整合重要內涵，使之有系統性，這考驗毅力 

「在微型專案實作過程中，我探究了許多學習英文的方法，並且規畫設計脈絡化的英文

歌曲學習目標。我希望自己能對事物永保好奇，除了精進熟悉的領域，更要勇於嘗試不

擅長的領域，不忘創造思考的企圖，不安於平凡與穩定，時時體醒自己『當老師的學習

腳步停止了，那就無法激起孩子的學習動機，要以身作則』深度學習、耐心恆心，是專

業發展重要的修練(A8)」「在這次的微型實作專案中，我成長最多的是對專案的規畫能

力，從最開始的構想，到每一個細節，都需要仔細的考量。執行的過程，往往會遇到可

行性與理想的衝突，如何化解衝突，相當考驗系統思考的能力(A10)。」「經過這次的微

型專案實作，真想不到自己可以設計出一個跨界學習的專案雛形(品書藝)。過程中深入

探索硬筆書法跟品德的連結，參考國內外相關案例外，在老師的引導下，也漸漸的敢作

大膽的創新。雖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想這應該是值得投入的專業發展方向。將來

我會繼續在寫字方面進修，並且再想想其他創新實踐發展的可能 (B2)。」 

陸、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一、未來課程與教學之應用 

    經過兩學期的教學實踐，本研究建構了支持學生真實理解、跨界思考與創新實踐的「教

師專業發展-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運作模式。期望這一小步能啟動師資生學習型態的改

變，重視多元學習的整合應用，促進未來教師的專業素養。後續將依學生建議，延長為至少

一學年的課程(教師專業發展 2學分+探究與實作 2學分)，亦將透過分享，與師培相關課程

互相連結，以學習者為中心，回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打破科目及現有開課概念，整

合相關師資培育課程」的期許。 

   二、 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師資生跨界思考力之培育 

    跨界，是啟動「知識轉移」與「知識創造」歷程重要的一步。具備跨界連結、跨界思

考、跨界創新的學習能力，較能跳脫知識的單向接收，產出別具價值的差異化知識（陳永

隆、王錚，2017）。本研究引介師資生認識跨界的本質與內涵，學習跨界思考，進而跨界實

踐。初步發現學生頗有跨界潛力，且樂於探索跨界的可能。跨界導向的學習，應有助於培養

觸類旁通、融會貫通的能力，成就勇於突破框架、創新進取、賞識多元價值的未來教師。因

此，未來應可持續研究師資生跨界思考力之培育。 

(二) 師資生專業認同發展之研究 

    教師專業認同是教師在所處環境中持續自我解釋與整合的過程，它是身為教師內外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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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持續的辯證。經由與所處環境的重要他人互動，並與社會所賦予的「專業教師」意義磋

商，形成個人對專業自我的認識、價值和意義等內在的感覺（張芝萱，2011）。本研究發

現，透過校準階段的自我探究，師資生盤點所學，並反思自己的教育觀、人格特質、樂在其

中的事物、重視的價值等，使後續專業發展的微型實作更有方向感，認定迷失的程度也明顯

降低。基於此，培養未來教師的省思力，關注師資生如何建構自我的專業認同，與之探討認

同過程中可能經歷衝突混淆卻也真實的一面；調和內在的知識系統、情感系統和目的系統，

深化自我的認識、價值和意義的感知，應是值得繼續努力的方向。 

(三) 跨界導向學習與師資生專業認同及專業素養發展之關係探究 

    現階段師資培育眾課程，理論上應有助於師資生專業素養的發展，其與專業認同應有正

相關，基於此，跨界導向學習的意義為何？本研究期望師資生能夠在真實情境脈絡下，找到

一個可以發揮影響力的目標，與可以激盪創意的夥伴，以跨界的思維，整合所學知識、能力

與態度，因此，嘗試輔導師資生提出個別化的專業發展微型專案，進行跨界導向學習；透過

創新實踐，逐步展開差異化的專業發展路徑，以實踐心中認同的價值。由此觀之，跨界確實

有助於知識轉移與知識創造，但跨界導向學習應始於教師之專業認同，如此跨界的創新實踐

才有助於教師專業發展；因跨界深化理解並應用所學，對教師專業的認同也才會更深刻。在

知識爆炸的年代，相信唯有經真實理解反芻的學習經驗，未來才有可能被靈活擷取，持續創

造價值，這應是當代所需的專業素養。跨界導向學習與師資生專業認同及專業素養發展之關

係究如何，後續可再更進一步分析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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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 

2019 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 教師專業發展問卷(追蹤調查) 

Dear 同學們好! 

    每位未來教師都是國家珍貴的人才，感謝您成為第一屆未來教師影響力實驗室的團隊成

員，期許你/妳在各項學習中(無論是被要求的或自選的)，都能用心的發現其中的意義與價

值，連結你/妳所關心的真實情境議題。在你/妳專業發展的主軸下，不斷的整合經驗、知能

與人脈，發揮影響力，創造出屬於你/妳別具見識的專業素養。 

    然任何專業的發展，如十年磨一劍，需要持之以恆的熱情，敏銳的問題意識、逐步建構

願景與策略、勇於跨界學習與創新實踐，更需要志同道合的夥伴。因此，希望填寫這份問卷

的同時，各位能再對自己的專業發展，有更清晰的看見與行動。 

    無論如何，也許你也和我一樣，忙碌於許多眼前的責任，仍期許我們都能 積極的成為

自我專業發展的設計師，不忘追求富價值與影響力的專業實踐! 一步一腳印，協力同行.....與

大家共勉! https://tinyurl.com/yc9az6jm 

張老師 

 

1. 最近這學期，我的專業發展微型專案是否有任何進展? 

 

2. 最近這學期，我的學習或相關經驗是否能延伸連結之前設計的微型專案? (關於跨界、創

新應用) 

 會去尋找相關內容，並請教這方面的專家 

 認識了音樂領域的老師，與鋼琴的同好 

 上學期我是做友善校園動物的學習與行動，以珍古德為原型，希望藉由實地探查的

方式，找出適合流浪動物的生活環境。這學期則把重點放在探究與實作的領域，宣

導落實 TNVR（trap、neuter、vaccinate、return）捕捉、結紮、原地回置、接種疫

苗。 

 很少 

 否 

 這學期有參與史懷哲計畫，去了解國中學生們對於學習過程中對於喜愛或有興趣的

科目如何進一步去瞭解，在融入人生技能樹的點子，讓學生們提早去接觸職業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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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及訓練自己如何成為一位良好的領導者，去為之後的統整帶領團隊進行訓練

與瞭解。 

 是的 

 持續為偏鄉文史努力 

 比較沒有那麼頻繁的在練字了，但偶爾還是會寫一下 

 有融合雙語教育前導課程~~利用音樂、自然、科學等方面知識融合英語教育 

 努力在自己的專業上持續精進 

 沒有 

 在網路上有看到相關訊息會記錄下來。 

 暑期實習對設施及生物照顧有了更多資訊。 

 

3. 以下是教師專業發展的三大學習重點，我目前的狀態與下列情況符合的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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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的任何心得迴響(自由填寫) 

 從農夫等級 0 到親自身體力行，每一步都需要意志力，只要跨出那一步就可以感受

到大自然無窮的生命力(海大蔬活園) 

 持續教導學生音樂領域，不管是鋼琴、直笛或是樂器演唱，都樂在其中！(音樂) 

 謝謝芝萱老師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具有創造力以及跨領域整合的啟發。 

 「教師專業發展」微型專案對我的啟發是，讓我可更鉅觀的看待專業發展的面向。 

 我想教師專業發展與探究實作這兩門課程，應該為必修課程，尤其是現任教師應該

也要修習這門課程，以改變台灣教育 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 的價值觀，增加教

師與學生第二專長的多元發展。 

 因為新冠疫情很多活動及研習停辦，圖書館也不開放，因此專案一度暫緩，下學期

盼能再追上進度。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是很棒的學習經驗，探索自我的可能，從無到有設計出微型專

案，都是無價的充實之路。 

 當今的課程設計需要跨領域的整合，才能夠讓學生更加熟悉如何運用既有的知識及

獲得新的知識 

 專注於眼前任務，盡善盡美，就能在過程中獲得專業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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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認同狀態 
     

教師專業認同是教師在所處環境中持續自我解釋與整合的過程。

在這歷程中，教師專業的認同可能不斷改變。以下有四種類型的

描述，請問您目前的狀態與下列教師專業認同的狀態符合程度為

何？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確
定 

 甲老師：對於專業自我的意義與價值，我還未做認真

的考慮，許多時候他人都已幫我做了決定，我只要照

著既有的規範行事即可。我不確定專業的自我是甚麼

樣貌，但感覺自己的表現也不差。 

 

□ □ □ □ □ 

 乙老師：身為教師，我經驗過許多探索，在專業自我

的追尋上我應該已達到自主定向。我內心很清楚我身

為教師的意義與價值，我對自己的專業相當肯定。 

 

□ □ □ □ □ 

 丙老師：對於專業自我的意義與價值，我未認真的思

考過，因而對未來的一切也尚未找到自己的方向。我

不確定哪些專業的內涵是重要的，且還不太確定身為

教師的意義與價值。 

 

□ □ □ □ □ 

 丁老師：身為教師，我正經歷深度的探索，為追尋專

業自我的意義與價值而努力。我對職場中的自己，不

覺滿意；有心改變，但方向尚不明確。我知道哪些專

業的內涵是重要的，但對自己的專業肯定感尚不夠。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