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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析述行動智慧導向的教學創新。首

先，概述教學創新的意義、目的與層面。其次，析

述教學創新問題的覺察與省思。再次，析論如何善

用行動智慧概念，深耕教學創新志業。然後，析論

建構完善之教學創新支持系統與配套措施。最後，

提出本文之結論與展望。

關鍵字：�行動智慧、教學創新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of wisdom for action orientation. Firstly, there is an 

overview of definition, purposes and dimensions of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Secondly, the awareness and 

reflection on the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are described. 

Thirdly,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o apply the concept 

of wisdom for action to promote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Fourthly,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system of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and complementary 

measures is then discussed. Finally,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of this paper are proposed.

Keyword：�wisdom�for�action,�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壹 . 緒論

為鼓勵教育實驗與創新，實施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以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民選擇

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元化發展，落

實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我國已制定《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通過後，公立

學校不但取得辦理實驗教育的法源，藉此鬆動解構

既有緊箍咒的束縛，更可透過鬆綁，進行各項教育

創新實驗，讓自主管理、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及校

本特色經營有更多的可能空間。

教師專業精進與教學創新係實驗教育成敗的關

鍵要素之一，也是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達成

「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策略之一。教學創新

不只是翻轉講臺、講桌、座位、分組學習等教學形

式，更重要的是翻轉教學的理念，透過教師專業精

進，讓教師能扮演專業引導者、協助者、陪伴者、

點化者與促點者，帶領學生進入好學樂學、自主學

習、樂效學習與共學共好的殿堂。

本文旨在析述「覺 ( 知 行 ) 思」的行

動智慧導向的教學創新，茲先析述教學創新的意

義、目的與層面，再析述教學創新問題的覺察與省

思；最後，佐以教學卓越金質獎案例，析論如何善

專業精進與教學創新

行動智慧導向的教�學創新 

林志成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授

The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of wisdom for actio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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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動智慧概念，建構完善之教學創新支持系統與

配套措施，以深耕教學創新志業。

一、教學創新的意義與目的

創新 (innovation) 的根本是創意，創意是一種

資質、品質與可以培育出來的能力。影響創意表現

的因素包括：1. 人格、特質、價值觀念、思維、經

驗、創新素養及知能等個人的因素。2. 組織結構、

領導風格、成員支持、社群風氣、管理策略、運作

程序、文化類型、工作自主性以及任務挑戰性等組

織的因素。創新是創意的外在表現與外顯作為，係

指以創意突破限制，超越舊思維、舊方法、舊事務

或舊設計，開創新理念、新方法、新事務或新設計，

創造無限可能的最大價值。

教學創新不僅是一種理念的倡導，更是一種亟

需推展的實踐行動，俾使教學更有活力、生命力、

創意與新能量。教學創新是以「教育本質」為體，

「創新活化」為用，「創增價值」為目的，透過「創

意」點石成金的過程，善用「無中生有，有中求變、

變中求精，精益求精」的創新作為，以創造教學的

新價值。

要言之，教學創新是教師將創意及創造力展現

於教學活動、歷程與情境之中，運用新觀念、新策

略、新方法、新設計、新流程或新工具進行教學，

使教學方式多元、生動活潑而有變化，使教學內容

多樣豐富而有吸引力，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提

升學習成效；同時，克服教學問題，提高教學效能。

教學創新的方式多元、規模有大有小，惟都是一種

用心巧思的創意展現，它可以是校本特色課程的建

構、教材的新設計、教學流程與步驟的更新，也可

以是教學評量的新嘗試；它是一種突破教學瓶頸之

旅，也是一種創新精進、追求教學卓越之旅。

教學創新旨在讓學生樂效學習，提高學生學力

與核心素養，奠定適性揚才、終身學習、多元展能、

全球國際視野及培養世界公民之良基。析而言之，

它具有兩大目的：1. 突破教學困境，解決教學問題，

展現教學活力，引領教學革新與進步；2. 豐富教學

內涵與活動，追求教學卓越，提升教學品質。

二、教學創新的層面

創新包括觀念、技術、服務、流程、活動、空

間、環境、特色、產出、文化等層面；教學創新主

要包括理念、課程設計發展、教學媒體運用、教學

環境、班級經營、教學活動及教學評量等層面的創

新。教學創新也可從 7W 切入，包括：理念 (WHY)、

人 (WHO & WHOM)、 重 點 內 容 (WHAT)、 時 間

(WHEN)、場域 (WHERE)、方法 (HOW)。要而言之，

教學創新主要包括四個層面：

( 一 )  前瞻開放的教學理念與思維：係指教師具有開放

的特質，能不斷激盪創意，思索新教學想法或觀

念，以解決教學問題或開創教學新局。

( 二 )  創趣豐富的課程與教材內容：係指教師能創造多

樣豐富、高變化、高創意、高趣味，且能深入淺

出的課程與教材內容。

( 三 )  活潑流暢的教學方法與技巧：係指教師能推陳出

新，熟悉並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技巧，以啟迪學生

的多元潛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 四 )  多元變通的評量方法與技術：係指教師能依據不

同的教學目標，設計多元的評量方法、技術工具

或程序來達到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貳、教學創新問題的覺察與省思

茲簡要省思與析述教學創新問題的覺察如下

( 林志成，2012a， 2013)：

一、問題、績效責任及品管的覺察省思不足

韓愈：「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Froebel 視老師為園丁，教師的角色及教學對學生的

成長有重要且長遠的影響，惟許多教師績效責任及

教學品管意識都明顯不足。「傳道、授業、解惑」

雖是良心的專業、事業與志業，但若無檢核的標

準及機制，如何能確保學生的受教權呢？以授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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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認知的學習包括記憶、理解、應用、分析、綜

合、評鑑及創造等層次，教師的角色有否讓多數學

生習得高層次的創造能力？還是只停留在低層次的

記憶能力？甚至部分學生在學習後仍未習得基本的

概念？要解決上述問題，教師的專業覺察與教學創

新係關鍵的策略之一。

教學創新常源於解決教學問題的需求，而解決

教學問題的先決條件就是「主體意識到問題」。「主

體意識」與「問題意識」受到社會文化變遷、外在

壓力、環境刺激、觀察力、覺察力、批判省思力等

各種因素的影響。教師若對學生學習需求不清楚，

對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學習成效不彰等各種問題習

而不察或無力解決，則較難產生教學創新行為，教

學成效也較難有所提升。

二、理念、法制及文化生態等系統策略不足

教師教學創新的理念、知識、能力、技巧不足，

覺知度、醒悟及心態也有待加強；中小學教師評鑑、

教師分級等法制闕如，導致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

業表現、教師表現及教學品質缺乏品管機制，間接

影響教學創新、教學品質提升及學生學習成效。

其次，學校尚待建立激勵教師教學創新的文化

生態；鼓勵並保障創新智財權等國家層級支援教學

創新的法令與制度均有待強化。

最後，僵化的科層體制及官僚主義、偏重管

制的形式主義、有待改善的升學主義等結構式因素

並不利於教學創新 ( 林志成，2014a，2015a)。若

能逐步解構僵化的科層體制對教師心態及行為的宰

制，減少灌輸、管制、圈養的教學型態，則能逐漸

營造創新型的教學文化。

參、�善用行動智慧概念，深耕教學創新志
業

茲簡要析述善用行動智慧概念，深耕教學創

新 志 業 的 作 法 如 下 ( 林 志 成，2012b，2014a，

2014b)：

一、�喚醒教師覺察，創「心」創新、創增價

值

教師宜主動省思並覺察教學問題，並善用行動

智慧解構迷失，重構正見，其作法可依以下兩大層

面進行。

( 一 ) 加強覺知、不斷省思精進，豐沛動力泉源

教學創新的動力來自於教師的主體覺察、自我

反省力與熱情，「熱情」是教師創意源源不絕的關

鍵要素與主因。在社會急遽變遷中，教師要由過去

知識傳授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由教書匠轉變為教

育家，透過教學翻轉，讓學生樂於「接受」教師的

「傳授」，進而「享受」學習樂趣。教師在變動不

居的社會中，應該不斷精進，充實教學創新知能，

建構專業自我，展現專業自信，重建專業尊嚴，發

揮專業影響力。

學校要有效推動教學創新，宜先喚醒教師主體

覺察、問題覺察及脈絡覺察，讓教師對教學創新知

能不足、績效責任品管不彰、法制及文化生態不足

等能有所覺察，讓教師覺察改變的可能與效益，進

而有「心」創新，願改變「僵化的教學心智模式」，

願翻轉教學舊思維，願意以創新思維，積極改善教

學問題，主動解決教學難題。

教師要覺察並化解被動消極及平凡規範的心智

模式，避免自我設限、劃地自限、坐以待斃，要遠

離無謂批評、失敗主義、苛求完美等創意殺手。教

師若能重拾赤子之心，修煉正向心靈、開放包容、

樂觀達觀、主動積極的心智模式，便能以熱情、好

奇心、想像力、專業力與全腦均衡發展的智慧，挑

戰問題，逐漸成為追求完美但不苛求完美的教學創

新達人。

( 二 ) 善用行動智慧概念，解構迷思、重構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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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若能理解並善用活用「多層面覺察 知行

合一、知行辯證 批判思考」的行動智慧概念，則

能澄清、解構與剖析錯誤的迷思觀念；超越講光抄、

背多分、教書不教人、教完而未把學生教會、坐困

教室愁城的窘境。同時，也能把握教育本質，善用

教學創新理念，重視學生學習需求，透過教學創新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有效培養學生關鍵能力與核

心素養。

亟待解構及重構的教學創新迷思觀念如下：相

信「業精於勤，荒於嬉」的習用理念，潛意識認為

「玩」是不好的；其實，若能透過「玩課程」、「玩

教學」，則能有利於課程與教學的創新。其次，在

十倍速發展的全球社會中，仍習慣求速效、求速好；

其實，許多教學創新行為的發想、醞釀、表現、實

踐、進化等都需要時間，若能具有「慢教育」、「慢

教學」及「慢學習」的信念，則能讓好的教學創新

方案有時間成熟。

教學創意與創新源於精熟的專業、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與篤行，教師除終身學習、專業精

進外，可於課前充分備課，隨時蒐集教學資源，做

好教學知識管理，使教學得心應手、行雲流水，進

而展現教學創新魅力。

教學創新源於問題、需求與師生互動所產生的

創意火苗，教師可思考下列問題：我們想給孩子什

麼樣的學習？孩子與家長想要什麼樣的教育？什麼

樣的教育對孩子最好？如何創造差異化卓越的課程

與教學，讓孩子樂效學習？如何有效教學創新？

教師教學創新可把握下列六大創新 (CREATE)

之原理原則：

1.  Comprehensive & Cooperation - 融會貫通、通盤理解

與社群合作：深入了解問題，透過策略聯盟合作，

集思廣益、激發創意、累積創力。

2.  Relate & Resource- 重關聯、關係與資源：探究理論、

問題、生活與實務的關聯性與關係性，整合各種資

源，善用關聯關係活化教學。

3.  E 化 & Explore- 善用網路科技、積極探索：對生活

週遭的事物時時感到興趣，激發更寬廣的想像空

間，讓創意有更長的生命週期。

4.  Analysis & Action research- 系統分析與行動研究：

對教學問題作系統分析與綜合歸納，找出根本問題

與對策。

5.  Time & Transform- 時間與轉化：留出思考、發想與

創造的時間，進行必要的轉化，發展系統化、適性

化的教學創新行動方案與配套措施。

6.  Extensive & Elaborate-精進與推廣：不斷延展、進化、

深化、廣化、精進與推廣。

要言之，若能加強授能增能 (empowerment)，

學習標竿教師的教學創意，喚起教師覺察、善用

CREATE 六大創新策略，則能翻轉僵化老舊的心智

模式，讓教師創「心」創新，創增價值，擴大教學

創價藍海 (Blue Ocean)。

二、�系統化推動課程教材教法、模式與評量

創新

若能建構系統化教材教法、模組，並設計創新

且適性之多元評量，則能開發學生多元智能，茲論

述如下：

( 一 ) 校本特色課程與教材內容創新

首先，學校宜規劃建構校本特色課程方案及模

式，有效統整各領域教學，研擬各學年的特色創新

課程，落實校本特色課程的審議、發展及創新。同

時，深入討論教學創新議題及問題，逐步實踐教學

創新發展目標，深化教學創新內涵，厚實學生學習

動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例如：板橋高中發展生

命教育校本特色課程，透過跨域合作教學、身教示

範教學及服務體驗學習等多元教學創新方式，帶領

學生走入偏鄉、走出國際，培養學生責任感，彰顯

生命價值 ( 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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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師可善用人文、環境及自然生態等資

源，研發教學創新方案，創造師生雙高峰福流經驗，

為學校寫新史。例如：光武國中發展「春」之溯溪

課程、「夏」之發現法拉第─單車服務課程、「秋」

之空中島嶼合歡山登山課程及「冬」之綠島騎跡海

洋課程等系列化的「與自然共舞課程」，設計以學

生為核心的主題探究教學，打造以天地為教室、以

生活為素材的樂效自主學習新樂園；如此，不但扭

轉過去「流氓學校」的形象，擦亮學校招牌，讓四

分之一的畢業生，進入第一志願；更讓學生習得實

用的知識及助人的能力 ( 林志成，2012b)。

再次，教師可積極參與課程教學實驗工作、教

學卓越比賽及教案發表活動，翻轉學校的命運，再

創學校的新紀元。再如：北平國小 (2015) 將藝術

與人文融入語文領域教學；發展全體驗式、差異化、

在地化及精緻化的農耕課程、生命探索能量課程及

編織幸福色彩課程等特色創新課程，透過教學流程

創新，讓孩子親近社區、熱愛土地 ( 全體驗式教學

流程創新示例詳如圖 2)；結合親師生的藝術課程，

培養孩子的創造力與意志力；北平善美真特色課程

與教學創新方案，不但榮獲 KDP 特優，更讓新生人

數由 100 學年度的 1 人，增加 101 學年度的滿額

20 人，成功扭轉裁併校的危機，奠定學校永續發

展的基石。

最後，教師宜積極參與課程發展及教學創新決

策，促進學校課程、教學及學習創新；教師可參與

研發校本特色課程，合作編寫特色教材，有效連結

科目、教材內容與學生學習，活用教學資源，發展

多樣豐富的系統化課程教材，活化舊課程，轉化抽

象學習活動，創化多元教學內容，強化體驗學習，

提高學習成效與價值。例如：螺陽國小 (2014) 設

計拔尖、固本、扶弱等多元化、系統化的主題式創

新課程與教學 ( 詳如圖 3)，透過多元創新活動、教

學策略與五官六感的體驗學習，讓孩子樂效學習、

自主學習，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培育全人發展

的蝴稻寶寶。

圖 3 拔尖、固本、扶弱創新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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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教學模式、策略與教法創新

教師宜精熟教學創新理念、策略與技巧，推展

生活化、活動化、活潑化、趣味化、統整化、操作

化的教學模式與設計，分享教學創意點子與成果。

教師可活用資訊科技 ( 互動式電子白板、實物

提示機、IRS 即時反饋系統等數化位設備及 FB、

Youtube 等媒介平台及多媒體 ) 融入教學的模式，

進行教學創新活動，讓親師生以多元、即時、互動

的方式進行教學、討論互動、自主學習與適性評量；

形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典範，提升常態教學及

補救教學效益。

教師宜進行教學轉化創新，改變教師教、學生

學的流程，改由學生主動探索學習，有效激發學習

上的「需要」，讓學生好學、「會學」、「學會」

而非「學完」；讓學生能自主學習、自動自發、自

覺自律，進而互動共學、共好共榮。

教師可善用問思教學、對話教學、探究教學、

問題取向教學、創思教學、實驗教學、主題教學、

協同教學、跨年級教學、學思達教學、遊戲教學、

樂趣化教學 ( 如桌遊卡融入教學等 )、行動智慧教

學、戲劇教學、欣賞教學、設計教學、批判省思教

學、多元智能教學、情境教學、田野教學、實地教

學、學教翻轉、學習共同體、親師生共學、合作學

習、網路教學、E 化教學、Ｍ化教學、U 化教學、

線上互動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等多元教學方

法，引導學生透過雁行共學，共同投入學習，提高

學生成功率。

若教師能以開放包容的態度，進行跨業、跨領

域、跨學科協同教學，運用正向讚美與建設性建議，

則能營造輕鬆愉快、開放多元的班級氛圍；也較能

隨機活用各種教學策略與技巧，協助學生聯結新概

念與舊經驗，產生更有意義與更有效的學習。教師

也可提出生活相關或學生有興趣的問題，巧妙活用

各種媒材及教法，增進學習的趣味性，引起學生學

習興趣。所謂「精彩創意當前鋒、教學創新當中鋒，

學生注意力必集中、教學創價大業必成功。」

例如：北平國小 (2015) 整合自然生活與科技

領域與農耕課程，結合社區力量、教師專業與老農

經驗，透過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讓活動更多元並兼

顧孩子知識、情意與技能的學習。以律動學習中國

文字，讓語文學習更多元；運用色彩書寫文字，提

升孩子的文字感覺與美感。又如：建安國小 (2015)

以環境教育議題為主軸，以綜合領域為主，並融入

相關領域，開發「點亮 1896」教學創新方案，透

過深度走讀體驗、順流學習、學教翻轉、小組合作

及身體力行的綠色行動服務學習等多元學習，讓孩

子樂效學習；同時，讓家長擔任部分課程的協同教

學者，善用教學科技，全面推展評量創新、班級經

營創新及環境創新，讓知識走出書本，讓能力走入

孩子的生活；也讓孩子走出建安，走向全世界 ( 詳

如圖 4)。

 

( 三 ) 教學工具與科技創新

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發達，網路化、行動化、

雲端化與智慧化已是大眾生活、教學及學習的趨

勢。資訊科技具有數位化、高效傳播性、再製性、

創新性、共享性、便利性及即時性等優勢，教師透

過工具革新及網路教學環境，可根據教學需要，選

用適合的 APP，讓教學更有意義價值；同時，提供

學習者更多學習機會。



8

師生應活用雲端科技教學，超越時空障礙，學

習並善用資訊蒐尋 (Search)、資訊整理 (Access)、

資訊評鑑 (Evaluate)、資訊應用 (Apply) 等行動學

習、數位學習及 U 化學習 ( 無所不在 /ubiquitous 的

學習 ) 之學習策略，翻轉學習，學得核心能力、遷

移活用力與問題解決力。

學校可建立未來教室或智慧教室，善用整合數

位教學資源的教育雲 (EduCloud)，透過數位融入、

虛實共學，提供公平、多元、開放的學習機會，提

升教與學的成效。

例如：中和高中 (2015) 建立知難行 e 團隊，

善用教育雲、翻轉教學、對話教學、We-Learning

與行動學習，發展 e 化 AMAZE 教學創新模式 ( 詳

如圖 5)，以生活化、多元化、易用化的多元教學媒

材及評量，有效提升英語教學效能，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與效果。

( 四 ) 教學活動與評量創新

學校及教師可策劃多元的教學創新及學生活

動，搭起創新學習鷹架，如：舉辦以教學創新為題

的競賽活動，激發師生的創意；規劃多元的創意社

團，增加學生的高峰經驗。

在數位時代中，資訊科技使得多元適性評量、

時時處處評量、互動回饋評量及後設評量有更多的

可能；教師宜善用多元適性評量，整合學生自學、

自評、互評及親師生共評等多元評量資料；活用多

元化、生活化、適性化及趣味化的作業，提高學生

習作動機，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肆、�建構完善之教學創新支持系統與配套
措施

茲簡要析述建構完善之教學創新支持系統與配

套措施如下 ( 林志成，2014a，2015b；林志成、

范揚焄，2010；林志成、詹嬑儒，2015)：

一、建置知識管理系統，加強教學創新研究

茲析論建置知識管理系統，加強教學創新研究

之作法如下：

( 一 )  發展並建立教學創新知識管理系統、資料庫、

知識地圖與分享平台，系統化整理各項資料 ( 包

括教學成果與教學省思 )，讓教師能活用善用系

統化的多元教材；同時，隨時補充教材內容、

案例，落實適性教學、多元展能理念。

( 二 )  善用科技系統工具，整合知識管理系統，加強

教學創新研究；建立教學創新模式與流程，提

供教學創新各項支援工作，減輕教學創新的各

種負擔。

( 三 )  善用五力分析 (Porter's Five Forces)、SWOTS 分

析與政經社技 (PEST) 分析等科學分析工具，深

度探究教學創新問題與態勢，研究發展教學創

新策略。

( 四 )  鼓勵教師投入專題研究、行動研究、主題探索、

問題導向學習、對話分享等，促發教學創新行

為，提高教學品質。

二、�落實願景、目標、計畫、執行及研考機制

茲析述落實願景、目標、執行及研考機制之作

法如下：

( 一 )  明訂教學創新願景、目標、發展計畫或精進計

畫，成立推動小組，負責計畫擬定、執行與考

核。學校可結合願景，秉持教育專業、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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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開放教育的理念，進行系統化、多層次、

多回合的 SWOTS 分析，確立教學創新的方向與

方針，利用校務會議、課發會、家長會等各種

會議、時空、場合，持續專業對話、分享、討

論及論辯，凝聚教學創新願景共識，傳達教學

創新趨勢，宣揚教學創新價值。

( 二 )  學校領導者可實踐雁行領導理念，帶領團隊夥

伴，主動參與 GREAT TEACH，INNO SCHOOL 等

競賽。

( 三 )  明確界定教學創新旨在提高學習興趣、動機與

成效之目標，落實願景、目標、計畫、執行及

研考機制，貫徹全面品質管理與教學創新理念，

全面推動教學創新工作，提高教學創新績效。

三、�推動組織革新再造，發展團隊、高效增能

茲簡述推動組織革新再造，發展團隊、高效增

能之作法如下：

( 一 )  推動組織變革，設立研發創新組、教學創新實

驗核心小組、教學研發團隊或行動研究團隊，

建立教師創新社群或學習共同體。

( 二 )  辦理校本創新教學研習工作坊等相關增能活動，

引進教學創新標竿團隊分享機制，提供教師增

能機會，高效賦權增能，使教師具備腦力激盪、

圖示法 ( 心智圖、概念圖 )、聯想法、曼陀羅思

考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等關鍵性創新知

能與技巧，提高教師創新成就感，激發教師創

新熱忱。

四、建構優質環境情境，營造創新文化氛圍

茲簡述建構優質環境情境，營造創新文化氛圍

作法如下：

( 一 )  創發教學創新方案，建置科技化、網路化、數

位化、雲端化等Ｅ化環境，設置教學創新實驗

研究室，充實教學創新設備，提供主動支持之

良善環境，完善軟硬體設施，助益教學創新實

施，營造自由創新的文化氛圍與友善環境。

( 二 )  活化教學空間，設計利於創新教學的校園空間，

整合工程、學程、教程、遊程及課程，提供多

元及多功能教學場域 ( 如：創客教室、組合教室

等 )，打造處處是創新、處處可發想的學習角；

同時，在辦室、教室、走廊、會議室等各種空間，

展示師生創新成果。

( 三 )  明訂激勵教學創新措施，建立鼓勵創新的體制、

文化生態、物理空間、心理氛圍及回饋機制，

鼓勵教師主動發聲，勇於嘗試、允許犯錯、眾

荷喧嘩，包容異見。

( 四 )  善用網路，主動分享與行銷教學創新成功案例，

發揮紫牛效應及漣漪效應，推廣成功經驗，擴

大教學創新成效。

五、整合教學創新資源，鼓勵教學創新交流

茲簡述整合教學創新資源，鼓勵教學創新交流

之作法如下：

( 一 )  學校宜結合在地文化利基，進行資源盤整、媒

合、整合與運用，建立教學資源網絡管理系統。

( 二 )  建立校際教學創新策略聯盟，架構對話平臺，

透過教學交流活動，擴大師生教學資源與視野。

( 三 )  提供教學創新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各種

資源，鼓勵家長、志工、退休教師和專業人士

共同參與投入教學創新，協力發展校本創新課

程教學。

( 四 )  鼓勵教師公開分享教學創新成果，辦理教學創

意觀摩，提升教師成就感，推動教師說課、共

同備課、觀課議課、協同教學、共同命題及共

同評量。

( 五 )  給予教學創新教師獎勵，推薦參加 Greateach、

創意教案競賽、POWER 教師，師鐸獎等，促進

教學創新能量的正向循環。

伍、結論與展望

Peter Drucker 說：「不創新，就滅亡」。未來

是屬於富創意思考與能創新創價者的天下。教師宜

用心創新，透過教學創意分享、教學創藝同享、教

學創新成長、教學創業共榮，強化教學特色活力與

競爭力，以創意打造教學創新樂學園。教師若能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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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教育趨勢，修練教學創新設計知能，則能創造創

新優勢，以特色課程教學，克服教學問題困境，有

效培養學生關鍵能力及核心素養，創造差異性卓越

教學特色。

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全面深化教學創新係重

要的生路與關鍵樞紐，惟傳統的教師比較少有嘗試

教學創新的機會、經驗與環境；因此，必須持續推

動教學觀念創新、教學創意生根深耕及教學創新制

度紮根；擺脫填鴨式的灌輸知識，跳脫以考試分數

作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標準。簡言之，要把創新

的精髓引入教學實踐，引導學習者重啟好學的本能，

並習得智慧、解決問題，進而開創教學創意新局。

Popper 所說：「懷疑和問題鼓勵我們去學習、

去觀察、去實踐，去發展知識。」若能激發教育夥

伴的主體覺知及專業覺知，從省思、批判、懷疑和

問題出發，則能創造更豐富的教學美果。教學創新

不只是教育方法的改革或教學內容的增減而已，更

是教學觀念翻新、概念再定義與功能重新定位。

總之，教育改革是一趟旅程，不是一張無法更

動的既定藍圖。教學創新是教育發展的契機，教師

宜培養健康樂活、開放包容、活在當下的生活態度，

善用知識管理與分享，活用數位科技，加強同儕互

助，透過創意激發，不斷翻新教材、教法與教學評

量，讓教學更生動活潑、更有趣味，以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與程度，提高教學成效。相信用心即有可能

創新，願意創新即有可能產生創意巧思，而積累各

種細微的創意巧思，便能有機會逐步打造卓越的教

學及高創造力國度 (Republic of Creativity, ROC)。

教師若能持續教學創新，活化教與學成效，則能讓

學生在「風聲、雨聲、笑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的開放教育環境中，培育出「家事、國事、天下事，

事事關心」、兼具在地情懷與全球視野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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