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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歐洲耶拿學校為例做分析，探討耶拿學校教學實施之特色與運用，

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與實地田野調查之質性研究方法，深入記錄該學校型態，經分

析歸納後，本研究認為耶拿創新教學可分述如下：一、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

以別具特色的四大活動─對話、遊戲、工作與歡慶，交錯安排串連起每日課程，

具適應個別需求的彈性時間與空間安排。二、課程設計著重自主學習與混齡團體

合作，兩者交互作用下，學生從混齡團體發展自主學習，學習小組發展互助合作

混齡團體，提升內在動力與團體動能。三、耶拿教師是團體的領導者，具備多元

動能、宏觀的組織能力，重視情境的營造與團體氛圍，以細心的引導與充分信任

支持學生，給予自由與責任來引領學習，建立學生積極主動的課堂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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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innovative pedagogy, and its teaching effects 

echoing from alternative education. The study took Jenaplan school as example,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in Jenaplan 

school. After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innovative 

pedagogy of Jenaplan school were analyzed as follows: 

I. Through the four distinctive activities: dialogue, play, work and celebration. 

They realize student-centered innovative pedagogy perspective. The four activities are 

arranged alternatively with flexible schedule and space in daily courses.  

II. The curriculum design focuses o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with multi-age groups.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elements, students develop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rom multi-age groups, and the learning groups develop 

mutual-help and cooperative multi-age groups to enhanc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group dynamics.  

III. Jenaplan teachers are the group leaders. They always emphasize on the 

creation of context and group atmosphere, with careful guidance and trust to support 

students. They have multiple kinetic energy with macro-thinking and excellent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ability to give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for students to 

build their in-clas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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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與動機
 

我國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強調「核心素養」的概念，其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

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並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

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部，2014）。

顯見現今教育的功能應依據學生自然的本性和體驗，注重多元發展和個人成長，適度給

予孩子自由，引領有價值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並與生活結合，接軌未來。「核心素養」

概念從學生為學習主體的觀點出發，回歸人的學習者生命主體之開展與完成，「自發」、

「互動」、「共好」為課綱核心理念，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十

二年國教教育鼓勵自主學習、多元探索，回應每個孩子不同的學習需求，跳脫升學主義

與學科至上的桎梏。 

研究者本身在小學任教，有感於多元化、全球化及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教學上應思

考如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如何符應學生需求、如何以更多元創新的方式進行。

耶拿學校有許多發自內心主動參與學習、體會學習的樂趣的重要特質，雖在德國發跡，

但是在荷蘭、比利時等西歐國家發展迅速研究，目前尚未在亞洲盛行，國內的文獻也為

數不多，這是研究者好奇與聚焦所在。因此，研究者走訪荷蘭進行田野調查，體驗不同

國度的教育現場，盼帶來不同的教育思維及給學生多元的學習體驗，讓我們的教育更趨

向多元與適性。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由另類教育分析創新教學特質，透過

實地田野調查與訪談，以探究耶拿學校中的實踐內涵，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耶拿學校在另類教育創新教學概念下的課堂樣貌？ 

二、在耶拿學校課堂中有別於其他學校的課程特色為何？ 

三、耶拿學校師生互動歷程與教師專業特色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另類教育理念
 

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從字面上是指「另一種選擇的教育」，指的是和

主流體制不同的教育，強調多元、自主、尊重、參與，以及以學生為中心等的體制外的

教育（彭千芸，2011）。另類學校不只是使「制式化」的學校教育制度有了「異質」的

多元樣貌，也強調價值的多元化，並尊重個體自由的發展潛能，其背後亦蘊含著多元而

又豐富的教育思想與哲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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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之基本原則為尊重兒童的自由，讓兒童自然發展，主張每個

兒童都有其獨特的內在建構藍圖，認為兒童有自我教育的天賦及相信智慧可以改變，

更強調幼兒自發性的學習、自我成長（邱琡雅，2006）。華德福學校，以人智學

（Anthroposophy）為基礎，以啟迪生命意識之愛的藝術心靈為緯，致力於發展「身、心、

靈」平衡的自由教育，其主要關懷在於「通過體驗與瞭解之意識以邁向自由，並進而達

致更富創造性的精神生活」（彭千芸，2011）。此外，佛賀內教育思想以兒童為中心，也

關注身、心、靈教育，盼人類能在大自然之中共生共榮，與大進行身、心、靈的對話與

共舞，其中寧靜自主（人與自己）、協同合作（與他人）、樂活共生（與大自然／世界）

（許宏儒，2017），認為兒童須從經驗學習，兼顧群性培養與他人合作的群體生活，且

與環境自然互動的學習生活，與自然共榮共生同時也重視身、心、靈的全人觀點。另外，

尼爾的夏山學校以「自由、民主、愛」為信念，認為必須遵循兒童的自然天性，使孩子

充分發展，強調尊重生命與自由的生活教育（許詩屏，2002）。英國的夏山學校、美國

的道爾頓制，這些學校皆認為認為孩童有充分的自由，決定自己的學習步調與內容，培

養個體獨立自主性（鄭國民，2003；郭實渝，2008）。本研究之耶拿教育，也強調重視

個體的獨特性，滿足個別需求，協助孩子均衡發展進而探索自我，滿足情感、社會、智

力、道德和審美需求（Freudenthal-Lutter, 1971）。 

綜上，不難發現另類教育與全人教育的觀念密不可分，並且教育改革思潮皆朝此方

向邁進，全人教育觀正符合當代教育改革訴求，以「適性揚才」、「全人教育」的出發點，

追求身、心、靈全方位成長，來開展學生的潛能與多元智能，並與所處的人文與自然環

境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二、耶拿學校
 

耶拿計畫學校（原文 Jenaplan-Schule，以下簡稱耶拿學校）來自教育學家 Peter 

Petersen（1884-1952）教授的構思，根據 Klaßen（1992）耶拿計畫由 Susan Freudenthal- 

Lutter教授於 1964年正式引進荷蘭。荷蘭的耶拿計畫運動是一個教學法，並有充分理由

作為學校改革的例子，荷蘭人接受了耶拿計畫運動並用它來形容他們高效率的學校改革

（Both, 2004; Klaßen, 1992）。 

根據 Freudenthal-Lutter（1971）耶拿學校為傳統教育學制所改革而成，課程小組取

代年級制度為中心把學校打造成小型社會，重視兒童與世界的關係，教導對環境的關

注，提供了解世界的內容。Petersen 認為，學校帶來的意義必須從根本改變，學校的設

立是為了教育及使人敬畏生命，學校哲學以社群社會的觀點出發，認為學校是小型社

會、世界的縮影，點出社群意義的教育（Koerrenz, Blichmann, & Engelmann, 2018）。

Petersen表示所有義務教育都是基於對人的獨特性，應實現人性化孩子，滿足個別需求，



 

 

March, 2019 Secondary Education  21 

由另類教育分析創新教學之實施：以耶拿學校為例
 

Innovative Pedagogy Practice in Jenaplan Schools: 
Reflecting from Alternative Education 

協助孩子均衡發展進而探索自我，在個人方面，滿足情感、社會、智力、道德和審美需

求，在群體方面，透過混齡團體的學習，培養團體默契、彼此團結及獲得歸屬感，並能

樂於助人、尊重他人，試圖讓學校變成一個溫暖且有意義的家，也通過個人探索得到自

由、依賴與熱愛學習的心（Freudenthal-Lutter, 1971）。研究者根據文獻，在另類教育教

學與耶拿學校特點中，歸納出幾點屬於耶拿學校較具特色的創新教學之處如下。 

（一）社群生活概念 

Petersen 認為社群生活是帶動耶拿學校計畫的重要元素，教學以生活、社群學校為

原則，對社群共同生活的理解就是：「這是耶拿小小學校尋求實行真正的容忍、人本精

神，幫助孩子尊重、了解」具其他世界觀的人們之思想和意志，「認真學習」和「不同

想法的人共同合作的藝術」（吳仁瑜，2003）。Petersen 特別注重學校社群生活的建立，

其重要性在於體驗他人，與他人一起工作與生活，培養、發展許多共同生活及共同工作

的形式，他認為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小組必須透過社群的概念來執行，目標是打造理想

中之「人」的教育的學校，如平民教育之父裴斯塔洛齊所提的「人的學校」（Koerrenz et 

al., 2018），以人本與社會為基礎的學習，才能真正發揮其學校教育的意義。 

（二）混齡教學 

Petersen 認為分級制是失敗的，應以數個年次混合組成分組（Freudenthal-Lutter, 

1971），其分組方式是異質的家庭小組：幼兒園 4-6 歲兒童，小學部分則為三個主要混

齡小組，分別為 6-9 歲多歲的低年級混齡小組；9-12 歲兒童的中年級混齡小組，12-14

歲兒童的高年級混齡。小組中成員的成熟度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知識性成就、利益和社

會背景等，小組互動充滿著不同的社會刺激，對孩童來說都是重要的，相信教育能在異

質群體中發揮最大效益（Freudenthal-Lutter, 1971）。混齡團體為異質性較高的學生社群，

基本讀寫及教化功能在傳統權威教育認為須經教師主導，但 Petersen認為混齡小組也具

此功能，團體裡隨時發生學習（Freudenthal-Lutter, 1971），在耶拿計畫裡每一個孩子每

一年的位置都有所變化，孩子交替在最小、中間和最大的混齡小組行動，團體裡年齡和

學習程度帶來教育、教學上豐富的效果。因此，他主張以混齡團體為生活及工作社群來

取代年級制。 

（三）促進學習的四種形式：對話、遊戲、工作、歡慶 

Petersen 提出多元而彈性的四項基本活動：對話、遊戲、工作及歡慶，此四項活動

交替進行，形塑日常教學活動樣貌及構成有節奏的週工作計畫。四項活動是人類學習最

初的基本形式與基礎，其涵蓋了生活與學習（Freudenthal-Lutter, 1971）。以下為四項基

本活動的共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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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話 

師生圍成一圈對話或交談，透過課程設計，讓孩童透過溝通、體驗、感受、價值、

想法的分享與交換來學習，通常在週一早上，會讓孩子說說自己這週完成的事項，及週

五放學前圍圈討論反思與分享；另外，課堂上問題的討論也常運用圍圈對話進行，其他

形式還包含進行晨會、團體對話、團體發表、主題介紹、討論學校事務、班級討論或是

兩人說話、演說、發音、演講或發表、討論、反思、一般討論事務，可能有不同的座位

安排或小組分配，藉由此「家庭式的圍圈」討論形式，彼此溝通交換意見、經驗、想法，

同時學習計畫、評量、探求知識、關心他人與分享，發展耶拿課堂有意義的學習歷程

（King, 1967；Both, 1985；Both, 2004）。對話強調自我表達與溝通能力，增進彼此情誼，

將對話發展成教育上有意義的課程。 

2. 遊戲 

遊戲在耶拿學校是一項重要的基本活動，在混齡團體的耶拿學校幼教與小學階段中

必須學會在遊戲中學習，此源自於 Froebel（1887）的教育理念，他認為兒童在遊戲時

最感到愉快、興奮，因為遊戲可以讓他感覺自己的存在，了解到自己是團體中的一員，

是教育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遊戲同時是許多學習的基礎如語言發展、執行不同活

動、社交與創意發想，其他形式的遊戲還包含戲劇、運動、引導遊戲、團體活動、自由

活動與休息，皆與其他三項學習基本形式適時結合，在過程中孩子能盡情展現天性，同

時藉由遊戲活動表達自身，再內化成自己的學習（Both, 2004；陳榮政、徐永康，2017）。

遊戲是兒童的天性與學習的最初形式，遊戲滿足兒童喜歡玩的需求，能夠培養人際互動

與展開內在動力，對孩童成長培育、社會常規行為教育、培養專注力都有助益，耶拿教

育透過遊戲學習，形成其獨特價值的教育基本形式。 

3. 工作 

任務清單工作概念是透過「週工作計畫」，讓每一個孩子能在個別教導與團體互動

中，重視自我表達、社會性和創造性活動，發展以生活為中心的學習（Klaβen, 1992）。

在耶拿學校裡每個人有自己該完成的「週工作計畫」，可藉獨立完成或請教他人合作完

成，透過個別教導與團體互動，當達成一階段即可往下一階段的工作清單前進，每個人

依著自己的目標向前（Klaβen, 1992）。「週工作計畫」是彈性易於靈活應用的大塊工作

時間，可安排各種高度集中和意義的活動，可以由學校在同一時刻，一起進行創建一個

和兒童在家裡感受到的結構相似的規律時間意識，發展在生活中有節奏的自然作息，除

自身工作任務外，其工作形式還包括計畫課程、科學類小型主題研究計畫、組別任務、

寫作、算術練習、個別閱讀、準備閱讀分享、週末節慶活動準備等（Both, 2004）。工作

強調自主性，藉由勞動與作業任務，學習獨立與自我負責的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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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歡慶 

歡慶在耶拿學校課程中頗具特色，它與其他三項活動緊密結合，是一種多樣性整合

式活動，在活動設計的內容上帶有技術性與目的性。在角色與領導方面也是彈性多變化

的，例如在一週的開始與週末結束前都會有聚會，可集合全校或在班級裡，週末結束前

的歡慶會，其形式包含生日、迎新與學習分享，藉由歌唱、戲劇、舞蹈、詩歌、閱讀、

多媒體、表演、說故事等，為孩子的生活創造亮點與樂趣，並且學會一起分享與同樂

（Freudenthal-Lutter, 1971）。歡慶視情況而有不同程度的師生參與，活動重視在人格的

陶冶與準備過程的價值。 

耶拿學校的課程組織在對話、遊戲、工作、歡慶四項教育基本學習形式交互相關，

四項活動間並沒有明確界線，彼此交集相通、交替運行，學生在過程中將會體認到愛自

己、為自己負責、尊重他人、與他人互動合作、分享的喜悅等美好價值。  

（四）跨學科專題計畫課程 

耶拿學校在課程規劃上，以 3年為一個混齡課程期間，分低中高年級三組，客製化

設計課程，專題大約進行 6週左右。課程內容專題盡可能為跨領域式的主題學習，多為

探索性、生活觀及展現自我的課程設計，甚至有讓學生自選主題的課程以及許多自我表

達的課程。性質多為小組工作的計畫課程（例如：音樂、美術、體育、手工藝、木工和

社會）和學習團體的工作（自然、地理、歷史、德語、道德、宗教）及團體工作計畫（每

週 3次，一次長約 100分鐘）（OECD, 2012）。在所有學習團體中「團體工作計畫」是最

主要的工作計畫，因為在團體工作計畫裡，孩子能發展自己的興趣、蒐集組織科目的教

材、作筆記、為自己的報告內容負責、運用時間，最後展現出自己的成果（OECD, 2012）。

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和相互幫忙的過程中，社會技巧也同時有所發展。學習者的團體工

作計畫課程會重複出現，屬螺旋式學習，並且涵蓋不同科領域，讓耶拿學校的學習歷程

帶向一個新紀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採用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中的田野調查法與深入訪談

為主，而以文件分析為輔。 

一、研究工具
 

研究者以完全觀察者的身分，採隨機或有目的的方式進行觀察，並製成田野札記；

本研究所有訪談的工作皆由研究者自行擔任，訪談部分全程以英文進行，並進行後續翻



  

 

專題論文 

24  

中等教育 第70卷 第1期 

譯、擅打逐字稿工作；本研究的訪談大綱乃根據文獻探討及本研究目的所擬訂之訪談大

綱實施訪談。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荷蘭一所耶拿學校做為研究對象，根據此研究主題，一探耶拿學校的整體

樣貌，訪談對象為學校場域與該校教師、行政人員、學生與家長。 

研究學校的理念認為學校是一個社區，孩子們不僅獲得知識，也有許多機會得到自

信，有了知識和積極行為態度得以發展自己，希望孩子盡可能地學習。校內提供一個非

常有吸引力的現代化良好教育學校，校方希望除了教導孩子基本能力動腦外，也讓孩子

學習用心和用手。學校最初是由當地的家長創辦的，通過家長有意識的選擇學校，該校

校長認為父母、老師和孩子，應該是一起通力合作，使耶拿計畫概念成為現實。 

本研究將訪談對象進行編碼，編碼代號中，教師以姓名英文字首字母之組合代表不

同教師；其他人員以 I（interview）開頭，後面字母為對象，「IA-」、「IP-」、「IS-」三類

受訪者分別為學校之行政人員、家長及學生，以序號作為區分，而「FN-0131-」為研究

者田野札記之內容。 

三、分析方法
 

研究者將蒐集的資料，包括：田野調查、訪談、照片、影像及文件資料轉成文字檔，

其中訪談內容需由英文翻譯成中文記錄下來，建構現場情境的脈絡。本研究以 NVivo 11

軟體分析逐字稿，進行質性分析工作，再進一步作歸納、分析與解釋資料內容，最後提

出本研究結論及討論。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以學生為主體的耶拿學校課堂
 

（一）落實以學生經驗為中心的四大典型活動 

1. 對話 

耶拿圍圈談話方式，改變以往教學模式增加與師長、同儕對話互動的機會，氣氛上

來說是輕鬆自在的，能面對面看見彼此，集中目光在發言的人身上，孩子能感受到彼此

正在交流。由田野觀察資料、學生與教師訪談資料顯示分析，週一圍圈開始嶄新的一週，

從談話分享、當週目標宣布，為一週暖身；平日早晨圍圈交代工作事項與討論，更快進

入學習狀態；平時有些討論也以圍圈對話形式進行，例如閱讀、英語朗讀和團康活動，

學生能清楚明白位子的轉換便是討論交談和分享的時刻；而週五讓兒童自己總結做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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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學了什麼，反映出兒童對於自己的學習認知，讓孩子在歡樂中結束一週，並為一週

畫下完美句點。耶拿的孩子，大部分的孩子都很期待每天的圍圈時刻，每一次都圍圈談

話都是分享與聆聽的時刻，如此頻繁的互動增進團體的情誼，長久下來，對於團體裡孩

子人際關係與個別的發展都是走向正面良善的成長。 

像週一我們討論週末做了什麼，分享一些自己的事；週五，我們討論這週學了什麼，

像是回顧自己這週學了什麼，什麼都可以說，也可以聽聽別人的說法。

（IS-15-38~40） 

一早晨英語、戲劇的討論，這些要 30分鐘左右，其他問候、談談週末去哪玩以及

這週的計畫，這些大概 15分鐘。週五圍圈，有時候我們會談談這週學了什麼，有

時可能讀一本書，有時玩玩遊戲。（LT-04-93~96） 

2. 遊戲 

在耶拿遊戲是學習活動之一，老師通常會將遊戲安排在教學前暖身、活動轉換間、

孩子工作結束後的空檔，遊戲時也是成圍圈進行，讓大家面對面的參與，特別討論圓圈

結束前後，因為可以配合圍圈座位。其形式多元，包含：教師圍圈時帶領的遊戲，自由

時的活動、休息、運動、話劇、桌遊等，透過遊戲學習在耶拿學校裡具有獨特價值的教

育基本形式，讓孩子充分展現天性，滿足最基本的動能需求，能在活動間轉換，即時的

釋放與重新獲得專注、獲得力量。課堂遊戲使孩子反應與注意力提升，是耶拿課堂活動

轉換時必要的調劑與點綴；自主小遊戲中與同儕腦力激盪，探索不同益智遊戲的奧秘；

戶外活動遊戲讓充分孩子釋放動能，達到運動慾的滿足。遊戲在學校交錯安排下，各種

體驗與嘗試，能激發不同想像與創意，達到身心靈平衡，也顯示老師對孩子的信任，其

有畫龍點睛之效，並在有形與無形中為耶拿的學習加分。 

老師利用午餐之前瑣碎的時間或是下一個學習活動轉換時，進行團體小遊戲，第一

個遊戲，他們做些動作、伸展、發出動物聲音、模仿動作等等，順便可以動動肢

體，……遊戲看似簡單卻能讓孩子能重新獲得專注與能量。（FN-0201-628~639） 

他們可以自己去使用電腦做些拼字、算數的練習，小朋友的主動學習性很強，即便

是看影片或玩小遊戲也都是有教育意義的。（FN-0201-576~568） 

3. 工作 

依據每一位孩子的「週工作計畫」，也就是他們所謂的有節奏、有韻律的週學習計

畫，工作計畫上寫著一整週該完成的事項，例如在座位工作的獨立完成任務，像是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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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術作業、科學或藝術作品、自選課程、交付任務的完成，藉由勞動與作業學習獨立與

自我負責的自主學習。研究認為「週工作計畫」，依著孩子的能力而運作著，陪著孩子

一步步成長，有其獨特的韻律推進著孩子，如同翻譯名稱所言「有節奏的學習計畫」，

因為有節奏地規律自主學習著，更深層的說，在我們真實的人生裡會有這四大活動，相

對於在學校耶拿的孩子有這四大活動去體驗真實的生活，在工作上，跟著個人與團體的

節奏，也學著去計劃不同活動、自我規劃學習，將這些內化成生活中一部分，有韻律的

學習，化做自身的養分，慢慢成長茁壯。 

我們有週工作計畫，會把今天教學內容、工作項目、科目貼在白板上跟它搭配著。

在 gruop3時他們做日的計畫，接著到 group4時，會做週工作計畫，自己處理安排

進度，從日到週，很自在的學習氣氛，會慢慢習慣這些事。（HT-01-20~22） 

對，我們有週工作計畫，我會自己安排一天要做什麼，先做什麼、再做什麼，再看

看計畫確認一下，我都會把它完成。（IS-13-15~16） 

4. 歡慶 

歡慶在耶拿學校課程是典型耶拿學校的特色活動，以研究學校來說，是在每週五下

午固定的全校性集合，全體師生和家長都能一同欣賞演出，幾個班級會出表演，表現一

週所學和想分享的事物，如同文獻所提歡慶是一整合式活動，與其他三項活動緊密結

合，以對話、工作和遊戲週間活動為基礎而結合，展現一週的學習，共同度過週五下午

的美好時光。其表演形式多元，例如：生日、迎新、歌唱、戲劇、舞蹈、詩歌、閱讀、

多媒體、表演、說故事等。在歡慶裡活動中學習尊重他人、聆聽、欣賞他人演出，賦予

活動期待及讚賞，不但為自己所學感到驕傲、欣慰，也學習去欣賞、去尊重，彼此珍惜，

相互鼓舞，砥礪自己每一次的演出，激盪更多不同火花，是大家真切體驗的共同美好回

憶。 

有時我會和他們討論要表演什麼，或是他們自己討論，有時他們會準備一下，他們

已經是大孩子了，為歡慶的準備，我會給些時間，但不會刻意指導，想要什麼形式

都可以，像這次他們就準備唱歌，便在課堂上練習了起來。（IT-05-172~174） 

歡慶可以學到去分享與聆聽，除了當個好觀眾外，也能有機會在眾人面前表現、說

說話，是一個表現的舞臺，讓孩子變得更大方、有自信，依照當天是表演者或觀眾，

能將自己放入對的位置，拿出魅力秀出自己，有良好的態度面對歡慶活動。

（LT-03-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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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應學生需求的彈性時間與空間安排 

耶拿學校在空間與時間上，符應學生需求，學習環境簡樸溫馨卻又真切實際，許多

開放專屬學生的空間，能自在移動的學習場域，配合彈性的工作學習時間與活動交錯安

排，對學生的個別適應性與專注度的延續有效提升。如表 1-1課程表為研究者進行田野

調查，利用觀察學校作息規律所觀察之課程作息表，得知學校採彈性課表，每日課堂時

間不固定。學生則各自有自己的「週工作計畫表」（表 1-2），是個人的學習進度，需與

課程時間搭配。此外，學習時間有相當的彈性，課堂時間不以單節計算，而是讓學生擁

有大塊的工作時間，進行週工作計畫，此優點是讓學習集中、延續，充裕的時間能有更

多的彈性。整體而言，基礎學科學習幾乎都在上午，如學科或學習工作小組，下午則會

有大量的活動安排，如專題計畫、新聞專題、閱讀、討論，再搭配部分自我工作與彈性

選擇工作的交錯安排。因此，在學習過程中，結合彈性時間的安排與運用，讓孩子常有

自在的移動的權力，去滿足其內在需求與達成目標驅力。 

表 1-1  荷蘭耶拿學校中年級（group5）作息時間觀察表（2018.01/29~2/2）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30-8:55 圍圈 閱讀 Kiva
1圍圈 閱讀 閱讀 

8:55-9:00 諮詢圈 諮詢圈 諮詢圈 諮詢圈 諮詢圈 

9:00-9:45 工作 

時間 

工作／ 

個別教學 

工作 

（數學） 
工作 

時間 

工作 

9:45-10:00 休息時間 大聲朗讀 

音樂 

10:00-10:40 休息時間 

騎腳踏車到
體育館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體育課 

休息時間 

戶外活動 

10:40-10:50 閱讀 

閱讀 閱讀 

10:50-11:50 
工作 

回程 
寫作 

小組討論 

工作 
工作／ 

個別教學 
工作 圍圈 

圍圈 遊戲 11:50-12:00 

圍圈 12:00-12:15 圍圈 

午餐 12:15-12:20 
午餐 午餐 午餐 

12:20-12:30 清理、放學 

                                                       

1 Kiva 為反霸凌課程計畫，kiva 圍圈談話教導孩子處理人際關係、如何面對霸凌事件與防止其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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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荷蘭耶拿學校中年級（group5）作息時間觀察表（2018.01/29~2/2）（續）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2:30-13:00 戶外 戶外 

 

戶外 戶外 

13:00-13:15 
閱讀 

閱讀 

閱讀 

閱讀／ 

選擇工作 

13:15-13:20 

新聞概念 

13:20-14:50 
專題課程 

（創作課程） 

影片概念 

教學 

專題課程 

（實作課程） 

分組討論 

歡慶 

圍圈討論 

14:50-15:00 清理；放學 清理；放學 清理；放學 

圍圈／遊戲 

 

清理；放學 

註：休息時間包含：水果點心享用與新聞誌觀看、戶外遊戲下課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田野觀察自行整理。 

表 1-2  中年級（group5）週工作計畫表（2018.01/29~2/2）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主題課程 

體育館動主題

課程 

 

下午節目 游泳 

週目標 

     

圍圈+閱讀 圍圈 
Avi或 

安靜閱讀 
Kiva圍圈 

Avi或 

安靜閱讀 

安靜閱讀 

節奏閱讀 

週工作時間 週工作時間 週工作時間 週工作時間  週工作時間 

新聞概念 思考 2頁  思考 2頁 
新聞概念 

介紹 

完成新聞 

閱讀理解 

數學 
繼續使用總和

在標題中工作 
CITO CITO CITO 完成 CITO 

拼字 CITO第二部  工作  工作 

寫作 寫一首名字詩 1頁 寫歌 1頁 
寫指令 

文字討論 

電腦 
打字（15分鐘） 

算術（20分鐘） 

NB XL 

（20分鐘） 

拼字 

（15分鐘） 
打字 打字 

準備 
（額外）寫作 

（額外）熟思 
英語（iPad） 

語言遊戲 

Tafelboek 

語言遊戲 

英語（iPad） 

素描 

語言遊戲 

註：Avi：閱讀速度與正確率測驗、Tempo lezen：閱讀測驗（3分鐘內）、NB: News Understanding

新聞閱讀理解，每週會有一新聞主題，包含：一些問題與任務、CITO: Central Institution Testing 

Organization國家學科測驗。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田野觀察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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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重自主學習與混齡合作的課程設計
 

（一）有節奏的「週工作計畫」有效提升自主學習 

「週工作計畫」如表 1-2根據學生自身能力、作業進度與老師共同討論出來，每個

孩子可能有不同的學習進度，工作先後順序可由孩子自己決定。學校裡學生有三大重點

工作，一為核心工作、二為選擇工作、三為專題計畫工作，皆安排在週工作計畫中，給

予學生最大的學習自主權。專題計畫課程採跨領域的設計，融入相關知識與體驗的課

程，著重在世界探索學習與生活連結，深化學習內涵。基本讀寫算的作業，可以自行完

成，也可與他人討論，在工作時間可自行在教室移動，去請教他人或老師。學生善用週

工作計畫，在獨立工作與團體合作時間不同時間區塊，運用獨立思考、尋求協助與他人

合作等方式去完成任務與工作，學習到如何為自己與團體負責。 

他們會自己依著週工作計畫工作、學習著，而我們有很多空間讓他們移動，他們可

以隨自己想要移動，在那工作、在這工作。安排自己的學習計畫，看自己要在一週

內完成哪些事情。而那只是工作計畫，還有很多其他活動，像是圍圈交談、戲劇、

遊戲、體育，這些是必須跟團體一起的，不然其他都是可選擇的。（JT-02-34~41） 

有時我走來走去巡視看看孩子狀況，看誰需要幫忙，有時請一些需要再做指導的孩

子，來這張大桌，做些教學活動。我們的步調不會很快，因為學習是要一步一步地

陪孩子成長，依著孩子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學，所以它透過有規劃的活動，像我們的

週工作計畫，其實是有規律的課程，讓孩子熟悉、體驗、感受，然後慢慢地內化成

為孩子在生活中的一部分。（LT-04-34~38） 

（二）混齡學習建構團體的動能 

耶拿的孩子會待在混齡團體三年，同一位導師陪伴，三年裡一起工作、成長、認識、

瞭解彼此，這分情感關係是發展過程不可或缺的，因為若沒有團體的扶持就沒有後來的

成就。根據研究訪談顯示，分析出耶拿的混齡優勢，第一、團體支持性很強，成員能互

相學習、互相幫助；第二、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團體學習的對象，每一個人都可以是自己

擅長事務的專家；第三、在三年的混齡團體裡，學習內容的重複，彼此能當同儕間的小

老師，是一種團體練習的方式，加深學習印象，學得更確實、更穩固；第四、混齡的環

境時常變化，孩子可以感受到自己在團體年齡與能力的變化，不會永遠是最好也不會永

遠是最弱的，環境是彈性的，孩子從中學習去適應，幫助能力中等的孩子重拾自信，在

團體裡有許多自我練習的機會，能獲得成長與改變的成就感。第五、混齡團體的孩子就

像在真實社會環境中學習，需接觸各式各樣不同的人，互動過程中有著不同的學習，對

孩子來說是去適應生活、人際互動的，對於與人社交、溝通上都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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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的環境不就是社會的樣子。有時你是年輕的、有時你是年長的，在不同環境你

的能力不會永遠最好，所以從小就知道這個道理，能去適應生活。（HT-01-67~69） 

有一點我覺得很棒，例如說當在學習閱讀時，在一般的學校同齡分組，他的讀的能

力不好，他從小一到八的階段就會一直覺得，讀的能力在班上很差，但在這裡，當

他是 group5，有 group3的孩子進來，他反而能去幫他或一起再學一次，這幫助他

重拾自信、也是在團體裡自我練習的方式。（IA-07-61~65） 

真實世界是你會遇到不同的人、不同年齡的人，環境是一直在變的，學習適應不同

的環境，有些人會一直換朋友，有些人可能在你生命中留下、在你生命中離開、有

些人因為某些原因在你生命中帶來意義，都是不確定，但我們都要去經歷的，我覺

得他們很好的是在現在這年紀就在經驗這些，從小就開始經歷了，這些他們會知道

這是很正向、很自然要與不同的人互動，讓未來的人生更好。（IP-11-61~67） 

三、教師成為掌握教學情境與氛圍的團體領導者
 

（一）重視情境營造與信任 

耶拿的老師細心敏銳察覺班上每一位學生狀況，老師要關注的不僅是學業上的發

展，還有身心、情緒上、情感上的處理，以學生為中心的概念深植教師心中，學生有狀

況必瞭解其內在原因，若是有發現問題點必盡快解決。在傳統一般學校中，在一個龐大

的班級人數裡，有些學校為了管理統一，要學生來適應學校，學生沒辦法被完整的照顧。

耶拿教師總是仔細觀察孩子，信任他們，依著他們的個性與需求，找尋最好的方式去符

合每一位孩子，當孩子有所需求，盡可能滿足，對於此，教師認為耶拿學校確實落實以

學生為中心、把學生需求放在第一優先的重要理念。 

我們不跟著同一套固定計畫，我們是依著孩子和他們的需求，當然，所有的孩子都

需要學習，但我們試著去找尋最好的方式去符合每一個不同的孩子。（RT-06-19~21） 

團體裡有各式各樣的孩子，老師要能掌握全局，除了事前備課，也需要有一顆敏銳

的心去瞭解學生差異，運用細心與耐心，給予陪伴和協助。孩子都被我們視為完整

的人，因為我們也有特殊的孩子，我們也賦予他們一些責任，一起學習，閱讀、寫

字，他們是和所有孩子一起學習的。（RT-0131-260-267） 

耶拿學校的導師一整天與學生相處，沒有一般學校的科任課空堂時間，老師與自己

班上的學生全天相處，包辦所有的課程，因此會做好充分的教學準備，在學校裡的時間

全部留給學生，為的是給每一位孩子周全的照顧與指導。他們稱自己的角色為「團體領

導者」（group leader），相對於學生，好像只有讀書這件事，然而他們視孩子為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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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上用孩子（children）來稱呼，不希望有地位不平等的隔閡，而是要像家人一樣貼

近學習者，且以非常民主的方式去信任孩子，給予極大自由，放手讓孩子自己去行動，

並持續相信他們能做到，常常提問給予他們要的支持與協助，讓孩子感受到安全與溫

暖。他們較少以說教方式引領著孩子，這樣的團體領導者是對「教育家」的特質有所掌

握，他們受耶拿概念啟發，並會充分省思、反思，時常以身作則，展現給孩子看，是孩

子們的好榜樣。也因如此，孩子對學校、對老師充滿信任與安心，師生的互動是自然且

溫暖的。 

在耶拿教育裡，我們對於孩子，其實不稱學生，因為學生，是讀書的代表，我們教

孩子不只有讀書，我們視他們為完整的人，相當地信任孩子，這樣的信任不是放手，

因為我們清楚目標，要帶孩子到怎樣的地方，因為不是只有對孩子教書而已，有很

多很多，所以我們更稱作是團體領導者。（JT-01-54~57） 

（二）成為學生課堂參與的引導者 

耶拿教師自詡是掌握教學氛圍的團體領導者，情境的營造和信任孩子是首要工作，

有了良好師生關係，彼此互相信任，能放手給予夠大的空間和自由，引領著孩子朝著自

己的目標持續的邁進，一起生活和學習。耶拿教師每天包辦著各式各樣的課程，他們細

心與耐心的陪伴孩子每天各種時刻，有著良好的身教，能以身作則，成為孩子的榜樣，

並能隨情境轉換角色，信任著孩子，讓孩子得到好的回饋與影響。在教學上，教師以提

問方式引領思考學習，拋出問題鼓勵孩子自己去探詢與思辨，團體領導者營造的課堂氛

圍是包容孩子的各種想法與答案，不否定孩子，盡量不提供標準答案，引發孩子有更深

的探尋。教師背後高度的課前準備，經過細心設計與規劃的學習內容與計畫安排，讓學

生能有效率的工作，教師善於擬訂計畫，課前的準備中便循序漸漸的按期制定不同時程

的計畫，來確認目標的達成程度，從中調整與改進，而有反思的行動，配合學生需求與

狀態，保持彈性且動態的做法。 

耶拿學校需要去感受他，他是很有機、尊重、民主、相信孩子，看見孩子、相信孩

子、看照著孩子、給予孩子支持、常問孩子，不要常要孩子不許講話，而是要告知

你的計畫，讓他們能彼此討論或與老師討論，他們之間需要多說說話，能給他們許

多安全感、也能很快融入在團體裡，通常他們都會感到很好、很安全、舒適。孩子

都被我們視為完整的人，因為我們也有特殊的孩子，我們也賦予他們一些責任，一

些學習，閱讀、寫字，他們是和所有孩子一起學習的。（RT-0131-26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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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題同時也是耶拿教育計畫的起點，在學校裡十分重視提問，當孩子提問時證明

他在學習，老師提到當我們查看周遭的世界與所處的生活，有許多事物都隱含值得去學

習及探問的樂趣，問題是有許多被發想的機會與空間，保有疑問的態度，對世界充滿好

奇，對學習與生活將會充滿熱情。如果成長過程中沒有任何疑問，長大以後很容易對事

物產生理所當然的態度，思考空間易變得很狹隘；相反地，如果保有疑問的態度學習與

成長，能與他人討論與質疑、從中創造想法或點子、讓事情變得不一樣。因此，從日常

生活中訓練自己的好奇心，從問問題的能力開始，透過這樣對話、質疑反覆的過程，能

訓練反思能力，這是耶拿教育正在做的事，也是值得省思的方向。 

我們學了很多未經疑問的事，但如果你仔細想想一件東西，你會想到為什麼，那麼

平常的事像電話怎麼會響、怎麼運作的、燈為何會亮、你知道很多很多可以提問的，

如果你是經由這樣沒有任何疑問長大，你以後就會認為理所當然，相反地，如果你

都保有疑問的這樣長大，你會討論東西、創造點子、讓事情變得不一樣，這正是我

們教育在做的，不要只是做你自己做的，要去想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很重要，因為

孩子正在學習。（JT-02-112~4） 

教師的事前準備充分，仔細規劃，能讓自身在課堂是看似輕鬆，給予孩子許多獨立

工作的發揮，而有充裕的時間，給予需要幫助的孩子。從訪談紀錄、田野觀察與教師文

件檔案，發現教師幾乎都是在課堂結束後的下班時間進行準備，有的老師會依據大範圍

目標的月計畫下，一次規劃一週，或是一週大概要做什麼，前一天一定要再仔細思索與

準備，並且電子化及紙本化，是相當詳實有規劃、有結構的，由此可見，背後充足的準

備與所費心力絕對是耶拿教師必備的工作之一。 

作為老師的部分，就是準備，因為要孩子自我負責，老師必須要準備好，工作項目

要準備確實，孩子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否則，他們無法開始，所以老師一定要

充分準備，如果準備得好，將會是很輕鬆簡單的一天，如果準備得不好，會很不順

利，會是麻煩的一天。（JT-02-84~87） 

我會事先規畫好，我要給各組上什麼、我今天要教學內容是哪些、何時教學，及我

這些上課目的、教學目標是什麼，各組今天要做什麼、要學什麼，這些在家都要事

先預備好，至少前一天要完成，要好好思考隔天的課怎麼安排、怎麼上。

（JT-02-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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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教師在教學上投入許多心力，擁有不斷反思自省的能力，他們善於擬訂計畫，

課前的準備中便循序漸漸地按期制定不同時程的計畫，來確認目標的達成程度，從中調

整與改進，而有反思的行動，配合學生需求與狀態保持彈性且動態的做法。學校的教師

群對耶拿有著堅定的共識，本著陪伴孩子、信任孩子找尋他們的亮點與自信的角色，時

常相互交流扮演教學、同伴、觀察、思考等多元教師角色，保有彈性與動能，時常檢討

反思、精進自身，共同來實踐讓學生主動參與的課堂。 

伍、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一）耶拿學校重視以學生為中心之經驗與分享 

耶拿的學習與生活以學生為主體，在經過自身思考、協尋、解決自己與他人的難題

或困擾，如同在真實生活中，生活與處世的精神態度，自己找尋問題解決方式、助人與

合作的過程，配合學校生活環境與安排有著較高的彈性與限度，能自在移動的思考、行

動與尋求協助。耶拿教育高度展現學生中心的課堂樣貌，耶拿學校顧及學生本體的發

展，在不斷地適應個人的能力與所處環境，增加個人在團體裡的適應性、主導性及內控

能力，讓學習內化在學生的行為中。 

（二）耶拿學校以週工作計畫、專題計畫課程落實自主學習與混齡學習 

耶拿學校學生在不同齡的混齡團體中，需要彼此合作、協助，持續向前邁進。學生

能在不同年齡、不同學習目標下，依循個人與團體工作任務持續前進，其自主學習及團

隊合作能力備受肯定，在有節奏的週工作計畫與專題計畫課程中，發展自主與合作的學

習，自主學習如生活概念般內化在學習者心中，並在混齡環境交互作用下，讓團體更為

和諧融洽，彼此間互助互愛，既能獨立思考，也能相互合作，為自己與團體負責。自主

與合作學習提供了伸展跳躍豐富的機會與支持性，有了團體的支持性，學生在許多自行

該完成的任務上，能更有自信地去做，對學習有更深刻的體會，豐富學習資源和學習成

果。 

（三）耶拿教師具備專業多元動能 

耶拿教師是團體的領導者，引領著孩子朝著自己的目標持續的邁進，一起生活和學

習，能掌握教學情境與氣氛去觸發孩子，思考如何激起學生渴望知識、追求知識，幫助

他們找到自己的興趣、發揮潛能，盼有更多幫助孩子成長的可能。在老師細心的關心與

陪伴下，團體領導者能看見每一位孩子的獨一無二，包容接納所有孩子，給予最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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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每一位孩子各方面狀態，依教學與生活情境有著更彈性、多元的角色來輔助孩子，

信任孩子。教師擁有著不同角色陪伴孩子，舉凡教練、專家、學習組織者、學習促進者、

鼓勵者、陪伴者，都能給予孩子適度責任與自由，耶拿教師同時也是良好的課程組織規

劃者，可說是全方位的領袖。 

二、啟示
 

（一）自主學習與多元學習之啟發 

研究認為現今學校若能將另類教育創新元素帶入課堂中，勢必能帶給師生多元的挑

戰與學習刺激。耶拿學校首重以學生為主體，依據孩子的能力與需求，給予所需協助，

其中讓孩子展開自主學習，是最能體現以學生為主體實質的作法，能增加學生的自我能

力和自我控制，而教師允許學生選擇正確及提供回饋、支援學生努力及自我控制，學生

對認知學習活動也會更有興趣，並且更加有責任感。在一個翻轉教育當道的世代，孩子

就該有自主學習的能力，而教師藉由課程的設計與安排，提供學生適當的工作計畫或任

務安排，把自主學習權還給學生，讓學生找尋自己的興趣所在，激發多元學習的可能。 

（二）合作學習與混齡教學之嘗試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耶拿整體環境帶有自主學習動力與混齡團體合作氛圍，若在

教學上能多方嘗試合作的學習小組甚至是混齡小組，透過個人工作與團體工作，有著從

自身發展逐漸與他人互動的關係，藉由與他人互動接觸、相互學習，增加自身學習的主

動性與積極性。研究建議教師可在課堂編組上採小組方式，小組以異質分組進行，若為

混齡小組亦安排不同年齡或不同能力學生編組，運用學生差異，使不同特質學生各盡所

能、各得其所，來降低差異所造成影響，讓學生適性發展。混齡團體有著強大的團體支

持性，因為學生在混齡團體中練習社會角色，重視孩子互助合作及尋求他人協助的主動

能力，小組成員間接納差異、相互包容、與積極溝通，運用良好的團體互助和合作技巧，

培養彼此默契，讓小組更有凝聚力。 

（三）教師教學方法與引導方式的改變 

傳統的教學模式，未能充分考慮學生實際的需求和個體的特殊性，需要進行深化改

革，近年來「翻轉教育」的盛行，顧名思義便是翻轉舊思維，落實新哲學。在面對十二

年國教之際，孩子該有的是新價值、新方法、新學習能力及新思考方式。應將學習的主

體回歸學生，教師能適時引導學生從「做中學」，進一步的探究課程內容，透過個人任

務達成、工作小組、小組合作、體驗學習，進而與環境、世界相連結，教師從旁扮演輔

助及串聯統整的角色，有效教學技巧刺激學生學習上獨立思考、判斷能力，教師的責任

不在於追趕教科書的內容，而在於教師超越學科的界限，發想創新教學、引導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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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為中心，提高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培養批判思維及交際能力，滿足學生個性化需

求及拓展視野，豐富人生經驗需求，讓學生走上自主、快樂、活化的學習，師生都能不

斷地進步，得到潛能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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