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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研究與課堂建設的關係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神經系統教育科學–約翰.吉克

教育神經科學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
整合神經科學、教育學、心理學

學習需要安全、支持性的氛圍，
以便學生能激活前額葉，專注
於學習，而不僅僅關注於生存。

(1)額葉(Frontal Lobe)：推理、計畫、
某些語言與運動、情緒、問題解決



一、壓力阻礙學習
壓力(怕丟臉、怕被笑、失敗、困惑、被強迫......)

會讓腦部系統自我防衛，無暇顧及學習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壓力的問題

二、將課堂壓力控制在適當範圍
可讓人激發鬥志，並全力以赴

◆ 何謂「適當壓力」？
壓力剛剛好超出挑戰者現有的能力水平-安東尼奧.瑪西奧

(最大認知效率)
適當壓力會促使大腦產生新細胞(神經元網路)
壓力太過，則會抑制腦細胞分裂



神經元網路



壓力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三、調節教室內的壓力水平

* 依據以下因素調整

1.客觀因素：學生的交流(活動、講話)
教室內的環境

2.智力原因：任務須符合學生能力
3.情感因素：教室氛圍(友善、禮貌、良好互動)
4.利用前額皮質，營造積極的課堂氣氛：

新穎性、趣味性，激發好奇心



壓力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三、調節教室內的壓力水平

* 調節壓力的應對策略

1.給出明確的期望：
ex.這堂課的學習目標，這堂課要做些什麼
(大腦喜歡弄明白自己要做什麼)
文字或圖形於布告欄、黑板上明示更好
(大腦處理視覺訊息的時間＞聽覺訊息)



壓力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三、調節教室內的壓力水平

* 調節壓力的應對策略

2.明確的評量標準：教師可不斷重申，讓學生時刻關注
評量標準，以調整自己的學習進度，有利減輕壓力

3.課堂規範：盡量讓學生參與

4.課堂活動：學生同時感受到自由與約束，增加腦內啡
與多巴胺，提高學生幸福感與舒適感



社交孤立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一、社交孤立會阻礙學習

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威廉.格拉瑟選擇理論中的五需求



社交孤立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一、社交孤立會阻礙學習

對於多數學生而言：
歸屬需求遠比學會乘法表或學會語文句型更重要，如果
學生腦子裡被歸屬需求佔領，學習勢必要往後排。

學生社交需求未滿足

→關注於自我保護(情緒、生理、心理)

→無暇顧及學習



社交孤立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二、教師的課堂社交孤立管理

* 制定班級規範：為同一個目標一起奮鬥，可減
輕社交孤立感

* 組建人部落法(部落教學法)：珍妮.吉布斯
先同質性分組為基本組，再設立各種活動，拆開
組合成各種團隊。



社交孤立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二、教師的課堂社交孤立管理

教學部落法的要求：

1.專注聆聽，全心投入：
史丹佛大學研究，大腦無法從事多工任務

2.採用欣賞的態度，不能貶損他人
師生共同討論詞彙，何謂讚揚?何謂貶損?

以積極用語代替消極用語

消極用語 積極用語

真愚蠢。
回答得一點都不對。
噓聲、輕蔑。
你以為你自己是誰?

真會妄想。

我不太同意你的觀點。
我不確定這樣是不是正確。
你確定嗎?

你為什麼這樣認為?理由是什麼?

這與以往的觀點不同。



社交孤立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二、教師的課堂社交孤立管理

教學部落法的要求：

3.享有拒絕和參與的權利：
並非不參與活動，而是給予學生一點時間整理
一下思緒，再重新加入，減輕壓力和焦慮感。

4.相互尊重，敬慕他人：
部落法珍視每一個人身上的特性，發現彼此的
共同點、不同點，有利增大包容性。

以個人、彼此、任務三方面遞進的方式
ex.鞋子、名字



社交孤立的問題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二、教師的課堂社交孤立管理

* 學生的個人愛好：
1.將課堂活動與學生的興趣愛好相結合，老師知道
得越多，越能向學生表達關心。

2.與同學分享你的關心，盡可能做到更平

* 讓他們一直做個好學生：
看到學生的缺點前，多找找他們的優點。
善用布告欄(進步較大、特別努力)



評價自己的班級氛圍 第一章 激活課堂氣氛



教師的個人態度 第二章 激勵教師

* 熱情：微笑
肢體語言
幽默

教師激勵學生學習的方法

教室中學生大腦接收的訊息
1.看到的課程，聽到的內容
2.感受到的語調、姿態、肢體語言、面部表情

→學生根據教師對待自己的言行，猜測教師對自己的態度

→影響學生的自我認知



個人態度 第二章 激勵教師

* 信譽：
包含了教師的學科專業知識，教師的
個人品質(信任、公平、公信力)

詹姆斯.麥可克瑞斯肯提出信譽的4個組成
1.信任(關係信任)
2.能力(傳遞知識、解答學生問題、多種方法闡釋
複雜材料、促進學生學習)

3.活力(熱情、新穎、多樣、創造力)
4.親近感(語言、非語言)



個人態度 第二章 激勵教師

* 關心：
教師與學生一對一的交流。
人皆有與他人交流、聯繫的內在需求

1.使用學生名字
2.消除學生逃避心理
3.指導學生
4.通過文化回應加強人際關係
5.清除標籤



發展型思維模式 第二章 激勵教師

* 如何幫助學生形成發展型思維模式?

1. 相信學生的潛力
2. 實踐與努力
3. 錯誤和阻礙
4. 促進成長的技巧

* 固定型思維模式：
人的能力、智力固定而有限，失敗暗示著受限的能力

* 發展型思維模式：
人的智力才能並非天生，失敗阻礙是生活和學習的正常組成
→神經的可塑性→大腦不斷發展



提高幸福感 第二章 激勵教師

智力
1. 樂觀程度
2. 社會支持
3. 將障礙看成挑戰與壓力管理

* 大腦感到愉悅 →幸福感→促進成功
* 影響學生成功的因素



教學技巧 第二章 激勵教師

* 清晰明確：
1. 結構
2. 講解
3. 舉例與指導練習
4. 學生學習的評估

* 多樣化呈現：
1.傳授知識方式多樣化
2. 練習多樣化
3. 知曉所學內容



教學技巧 第二章 激勵教師

* 直接教學法：

1.亨特的7步

1 預先準備教材

2 分享學習目標

3 輸入與建模

4 檢查學生的理解程度

5 指導實踐

6 獨立實戰

7 總結



教學技巧 第二章 激勵教師

* 直接教學法：
2.馬爾扎諾等人的9種教學策略：

分類 影響值

1 找出相同點和不同點 1.61

2 總結和記筆記 1.00

3 強調努力，培養努力拚搏的意識 0.80

4 家庭作業和練習 0.77

5 非語言呈現 0.75

6 合作學習 0.73

7 目標設置和給予反饋 0.61

8 提出假設、驗證假設 0.61

9 問題、線索和先行組織者 0.59

能影響學生學習成績的教學策略分類



教學技巧 第二章 激勵教師

第一部分 營造學習氛圍
1.設置目標並給予反饋
2.強調努力，培養努力拚搏的意識
3.合作學習

第二部分 促進學生提高理解力
1.問題、線索和先行組織者
2.非語言呈現
3.總結、歸納和記筆記
4.布置家庭作業和給予反饋

第三部分 幫助學生擴展知識和運用知識
1.找出共同點和不同點
2.提出假設、驗證假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