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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理口訣 

一、欲夢學理(教育最早:孟子，教學最早禮記) 

二、認假字.目視覺(教育規準:認知.價值.自願 。教學規準:目的.釋明.覺知(目標過程結果)) 

皮德斯 教育規準:1.認知:探求事實和真理認知(教地理.化學而非風水.煉丹)2.價值:對個人生活或社會具有

價值，具向上向善(保護環境)3.自願: 啟發非強迫(修行在個人) 

赫斯特 教學規準:1.教學活動有計畫目的達預期成果 2.釋明:透過教材教法，學生了解老師明確教學意圖

3.覺知:師生共同覺察，學生接受有學習意願。 

三、普門事業。師培法第七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1.普通課程:通識.國文.英文 2.專門課程:例如:普通物理.訓詁 

學 3.教育專業課程:心理學.社會學 4.教育實習 

四、容一成教學情史。Shulman 舒爾曼教師知識(七種):1.學科內容知識:各學科內容的知識:國文科.物理科 

2.一般教學知識:各學科教學原則策略:教學原理.教心.班經 3.課程知識:教師對教材及課程安排的理解.掌握.

具設計組織與銜接課程的基本知識:課程設計.活動安排.教案 4.學科教學知識:融合學科與教學法的知識.將

自己任教學科知識加以轉化:物理教材教法 5.學習者特性知識:教師對學生發展層次已有的知識與概念了

解情形 6.教育情境知識:對教室.小組運作.學區.教育環境之了解 7.對教育目的價值及哲學.歷史背景的知

識:12 年國教總綱內容 

五、貝類動性.各會練習。教學原則。(前 2 中 4 後 2) 

(一)教學前: 

1.準備原則(心向):(1)學生學習心理對所預期發生的反應有相當準備(2)在教學前的準備。如:教室布置.教具準備  

  (3)學生的準備:動機. 驅力.成熟度 

2.類化原則:任何心學習須建立在學生舊經驗基礎上 

(二)教學中: 

1.自動原則: (1)指導學生在具體實際生活活動中，學生積極自主學習經驗，非被動消極 

           (2)孔子所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教育即撞鐘) 

2.興趣原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3.個別適應原則: (1)認識學生.發現個別差異.才可因材施教 

              (2)孟子所說”以中養不中，以才養不才(中:會的意思) 

4.社會化原則: 成為社會人，情境要社會化，學習過社會生活 

(三)教學後 

1.熟練原則:桑代克練習率 

2.同時學習原則:克伯屈 :主學習(教學時要達到的行為目標).副學習(和主學習有關的概念).輔學習(學習時所培 

 養的情意) 

六、木起立劍。Glaser 葛拉賽教學模式。教學目標→起點行為→教學歷程→教學評鑑(回饋到各部分) 

七、教學: (一)補救性教學(前):起點行為落後 (二)補償性教學(中):學習障礙.適應策略.日常生活具備技能 

                                           (ex:補救教學) 

以下八、九、十、十一皆為教學設計其他模式 

八、ASSURE 線性模式，對教師在教學上有效使用媒體所作的系統計畫，以實際課堂教學應用為主，在分  

 析實施評鑑等規模較小。內涵如下:(分數選用要評) 

A:分析學習者:教學內容需和學習者特性有關 

S:陳述學習目標:教學目標指在學習結束後學習者應具備哪些新知能和態度 

S:選擇媒體與教材:教學起點與終點連接的築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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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使用媒體與教材:包含教學者事前觀看.安排教學環境.準備好觀賞者.操作放映 

教材等步驟 

R:要求學習者參與:提供機會給學習者練習新知能，給予回饋增強學習成效 

E:評量及修正:對學習者成就評量.教學媒體與教材評量.教學過程的評量 

 

九、DICK 系統化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的系統化(決標.進溪.濺起.寫標.發標.發策.選教.設形.總結.修正) 

1.決定教學目標 2.進行教學分析 3.鑑定起點行為 4.敘寫表現目標 5.發展效標參照測驗 6.發展教學策略 7.發展與

選擇教學 8.設計和進行形成性評量 9.總結性評量 10.修正教學 

 

十、建構觀教學模式一 

R2D2 循反射發 

Wills 提出循理.反思.設計.發展(無起點無終點) 

(戒色伯)(賤情立固還) 

(一)界定焦點:教學需求評估.學習者分析(二)設計與發展(建立關係.情意探究.腦力激盪.故事情節.環式設計)(三)

採用與散播(沒有總結性評量)  由(一)→(二)→(三)再回到(一 

十一、建構觀教學模式二 

ARCS 滿心關注 

注意.相關.信心.滿足 

(一) 引起注意:吸引學生興趣.引起好奇心.學習動機(教師正向回饋.成功機會.認知衝突.無髒亂環境.提供生長匱  

 乏需求.變化性.詢問) 

(二) 切身相關:滿足個人需求目標.積極學習態度(生活經驗連結熟悉事物) 

(三) 建立信心:提供成功經驗(班杜拉自我效能.自己他人說服情緒)(親身經驗.替代經驗(他人成功經驗).言語說

服.情緒激發)(外部強化.學習策略培養.體驗成功.樹立榜樣.和諧環境.自覺自我強化.正確歸因) 

(四) 感到滿足:正增強內外在(表現的機會) 

 

最後 (自我觀察.自我評價.自我強化(關平強)) 

 

十二、教學方法(教學原理 80%分數) (本認情計畫作考期) 

(一)教師本位(二)偏向認知(三)偏向情意(四)偏向技能(五)個別化取向(六)合作取向(七)概念與思考取向(八)其他 

 

十三、教師本位一(外內.單向.口頭.不鳴.動低.系知.大班.綱要詳內綜點) 

講述教學法:1.由外而內:注入單向.口頭講述.不易共鳴.學習動機低落 2.系統知識.論理組織.適合大班 

 3.程序:揭示綱要→詳述內容→綜述要點 4.優點:簡便.省時.評鑑能力培養 5.缺點:單向.被動.學習動機低.刺

激少.注意力不易集中 

十四、教師本位二(直標.畫觀.訂饋.伴練.精熟)(問回練錯動) 

   直接教學法:直接目標陳述→劃分相關聯內容→訂正性回饋→伴隨練習→精熟學習 

(一)教師是資訊提供者: (解舉練回) 解釋.舉例.練習.回饋 

(二)多元呈現方式:師生提問.回應.練習.學生錯誤訂正.互動 

(三)情境:1.精熟教學相關事實 2.教材建構.組織系統 3.分小步驟.最佳教學順序 4.教材.技巧適用於能力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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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學者 

(四)優點:明確結構.指導回饋低能力者特別有用.控制教學進程時機 

(五)缺點:能成功學習技巧.但不一定能運用解決問題。無法明確影響學生態度.創造力或社會發展 

十五、偏向認知領域一 

    觀察法:直觀教學.斐斯塔洛齊.實物。缺點是需搭配說明討論.抽象觀念無法觀察 

十六、認知領域二 

    探究教學法(問思法)(引歸證價) 

蘇克曼.suchman:引起動機.歸納原理原則.證明及應用問題解決策略.價值澄清實踐 

(一) 探索解決問題.老師布置問題情境.引發學習動機.學生主動探索並解決問題的過程 

(二) 以學生為中心:求知識過程，非結果。 

十七、認知領域三 

    啟發式教學法:蘇格拉底.孔子.赫爾巴特(明聯戲法) 

明瞭:提示教材。聯合:新舊知識聯合。系統:歸納原則。方法:應用在實際生活。 

戚勒(預試筆蓋用) 

預備:教材充分準備引起動機。提示:向學生講解提供學生觀察。比較:新舊教材連結。總括:教材歸納。應用:應

用到各種事實。 

優點:歸納+演繹。缺點:以教師為中心，學生少主動。 

十八、認知領域四 

    討論教學法(不等於合作學習)，以對話形式，師生及學生交換意見觀點。 

討論法有菲力普 66 法、討論會、導生(小老師)討論小組 

(一)菲力普 66 法:老師不須和學生先預備課程，陌生同學，不須技巧。 

特色:6 人 6 分鐘，六人組成，一分鐘選組長，老師一分內說明討論主旨和問題範圍，小組六分鐘獲得討論結

果(6 人 1 選 1 說 6 分果) 

(二)討論會:不同思考向度解決爭議性問題 

(三)導生討論小組:蘭卡斯特發明，學生指出遭遇困難，提供回饋，導生具良好發問技巧，善用增強，完成任務，    

   5 人內。 

十九、教師提問原則(程多間意思關穎討) 

(一)切合學生程度(二)問題類型多元化(三)提問後思考時間(四)鼓勵接納不同意見(五)由淺入深思考層次(六)找

出問題關鍵(七)引導探討未完整答案(八)適時引入教材引發思考問題給予討論 

二十、教師提問技巧(提擇轉拆追反引迅入) 

提示、選擇、轉問(某位學生發問，老師不直接回答而是轉問其他學生，使更多人參與(高原式策略，大家都參

與)，若不能回答，則從另一角度改問相關問題)、拆細、追問(根據學生的回答，追問其中要點)、反問(根據學

生回答，利用矛盾，指出疏漏，使其反思自己的答案)、轉引(運用一個具有多種答案的問題加以探討的技巧，

是開放式問題而非封閉式問題。例如:要去台北要用哪些方法)、迅速提示(誘導學生逐步接近正確答案、深入探

究(協助被問者對問題答案做更深入詳細探討) 

二十一、情意領域一 

欣賞教學法:情境中事物透過欣賞，判斷是非.善惡.好壞.美醜，愛憎好惡情緒有所為與不為的抉擇 

著重在藝術、道德、理智(科學求真)  (藝道理) 

步驟(引出猩猩反評鑑):(一)引起欣賞動機(二)提出欣賞對象(三)誘發情感反應(四)評鑑(五)實踐 

二十二、情意領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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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教學: (洞識己人情) 

(一)洞察力(二)認識自己與他人情感(三)價值觀澄清建立情意 

二十三、情意領域三 

價值澄清法(Rath 瑞斯): (選真行)(自不考試開動師)(一)選擇(自由選擇.不同中選擇其一.考慮後果後選擇)(二)珍

視(重視選擇.公開肯定自己選擇)(三)行動(依選擇行動.重複實施成生活型態) 

非對或錯而是價值過程非內容 

活動:書寫、澄清、討論(分享究經驗或兩難問題)、角色扮演 

教學過程: (遼官平反) 瞭解→關聯(新舊)→評價(表達.評論價值偏好)→反省(反省.公開) 

批評:個人價值可受公評而非個人隱私 

二十四、技能教學一 

練習教學法:不斷反覆練習.技能經驗直到正確.純熟 

功能: (養熟的小強) 養成習慣.熟練技能.強固信念 

步驟: (動師生練評量)引起動機.教師示範.學生模仿.反覆練習.評量結果 

 

 

二十五、技能教學二 

發表教學法:語言文字動作呈現自己知識.技能思想.感情 

目的:口語表達能力 

二十六、技能教學三 

設計教學法:Richard 提出.克伯屈提倡:實際生活結合.設立情境.活動執行 

過程: (木雞執劍) (學生自定) 決定目的→擬訂計畫→實際執行→評鑑結果 

缺點:1.不顧論理組織 2.無邏輯.無按次序 3.浪費時間 4.師資.效果問題 

二十七、個別化一 

編序教學法:skinner 提出 

1. 由易到難:一連串細目.即刻校對正誤，依自我進度.能力.循序漸進 

2. 程序: (戒急記編強) 界定範圍→蒐集資料→設計題目→編輯題目(直線.分支.綜合)→設計增強 

3. 編輯題目方式:直線(連續性單元作答)→下一個進度 

             分支:依作答對錯情形為原則，按作答以前來決定分支(由電腦來決定易或難選擇) 

             綜合:分支+直線 

優點:1.減少學習挫折 2.易診斷學習困難 3.提高學習效果 4.補救班級教學缺點(少折.易診.提效.補缺) 

缺點:1.不易普遍推行 2.課程編制困難 3.情意陶冶不易達成(不普.課編.情不易) 

二十八、個別化二 

精熟教學法 

1. bloom 提出，教學品質改進，引導學生有充分時間，有效運用達到精熟 2. 精熟程度 80%以上 

3.提示→參與→增強→回饋 4.形成性測驗 5.引發學習動機 6.校正及充實活動(加深加廣) 

優點:適應個別差異   

缺點:1.理論上的疑慮:因學生個別性，相同的作業.學習內容，不能有相同的學習成效，需有差異化及深度 

     2.過於簡化教學行為 

二十九、個別化三 

個人化系統教學 PSI(凱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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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者的主導權.自主權.選擇受教時間.機會，決定接受評量時刻 

2. 精熟程度 90%以上.形成性評量(小考)和總結性評量(期末) 

3. 七要素: (飆速考回理財術) : 熟練標準.自我控速.考試評量.立即回饋.助理制度.學習材料.講述展示 

三十、個別化四 

自學輔導法:學生在教師輔導下，運用有效學習法，自行學習教師所指定之作業。 

教師角色(動指自評) 1.引起動機 2.指定作業 3.指導自學 4.評量成績 

三十一、個別化五 

文納特卡計畫(無師自教):1.個別化.分次要單元.具體目標 2.教學活動由學生自我教學.自我校正 3.重視學生自我

表達和社會性團體與創造性活動 

分為自學輔導法與團體活動。自學輔導法(適應學生個性與特質)。團體活動(使學生接受團體生活訓練。)(社會

與語文科)發展創造力.團體精神.自行處理能力.依學習需要設計，老師是指導地位，讓學生處理學習上問題與

一切成敗(不僅要適應自己還要適應社會) 

三十二、個別化六 

道爾敦計畫(訂契約):自由.合作。打破各種年級限制，適應學生不同學習速度。分為學術性與職業性課程 

用自學輔導方式依個人能力進行學習。特色:1.布置自有實驗室 2.訂公約(一個月月約)3.月約後，進行測驗，通

過可進行下一個進度 

 

 

 

 

三十三、合作取向一 

協同教學法 

特徵:1.兩位或更多教師.助理員的教學團 2.多元多樣:學生.時間分配.空間配置.分組 

方式:大班教學→分組活動→個別學習 

其他教學方式:1.合班 2.交換 3.循環 4.相關科目且聯繫 

優點:統整專業.組織分工.教學專業成長.教學活動變化 

缺點:學校定型的行政組織，固定教學方式，時間配置 

三十四、合作取向二 

合作學習教學法(以學生為中心) 

異質學習小組，4-6 人，不同學習任務提高個人學習效果，達成團體目標 

特色: 老師:旁觀指導者，引導學生主動學習。   學生:主動相互輔導學習 

教學原理: (一激動滋笑小人團):異質分組。積極互賴。面對面互動。資源資訊。評鑑績效。小組酬賞。人際技

巧。團體歷程。 

備註:(合作學習:分工。但學習共同體，是個人績效，不強調分工，大家都要會) 

三十五、合作學習教學法的合作類型一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 acheivement divison) (STAD):全班授課→小組討論→老師回饋→小考→表揚 

1. 4-5 人異質性分組 2. 15 分鐘教學評量.個別測驗，納入組別成績獎勵。 個人計算進步分數(這一次和上一次

做比較)作為小組計分依據。(個人績效，低成就最多進步，成就感滿足) 

三十六、合作學習教學法的合作類型二 

小組遊戲競賽法(Team game tourrament)(T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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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正確教學目標。3-6 人高度異質。小組練習後，學藝競賽代替考試(一星期一次) 

1.能力分級法，各組同程度成員互為比賽對手 2.小組學生一起練習作業單，精熟教材內容(個別小考測驗改為

競賽) 

三十七、合作學習教學法的合作類型三 

小組加速學習教學法:1.依安置性測驗，指導學生學習自己程度個別化(數學)教材，依自己程度調整速率 2.同小

組可互相檢查作業.測驗，老師有更多時間指導個別學生 

三十八、合作學習教學法的合作類型四 

拼圖法第二代(語文與社會科概念):考慮學生能力.動機.性別.友誼.異質性分組。集合專家組別進行教學:1.教師

教學，發下專題 2.各專家小組討論 3.回原小組報告 4.學習評鑑 5.學習表揚(個人表揚與小組表揚):進步分數+小

組總分 

三十九、合作學習教學法的合作類型五 

團體探究法 GI  

1. 小組合作，成員資料蒐集，團體討論解釋資料，個人智慧統合 

2. 各小組選擇不同學習內容主題，實作評量 

→不同主體，不同資料，報告不同 

四十、概念思考取向一 

概念獲得教學法: 

1. 概念獲得:定義概念→找出屬性細節→舉出正反例.非例。(偏向歸納法，以學生為中心) 

2. 概念發展:先屬性細節→再發展概念。(偏向演繹法.直接教學法)(以教師為中心)  (請注意此處，第一版有誤) 

四十一、概念思考取向二 

概念改變教學法 CCM 

四條件: (不滿.理解.合理.較廣適用範圍) 

1.對舊有概念不滿 2.新概念是可理解的 3.新概念是合理的 4.新概念提供有效較廣範圍研究方法 

 

 

四十二、概念思考取向三 

概念構圖教學法:先抽出重要概念，再以新的核心概念為主題，將前述抽出的概念在此核心概念下重新組織起

來。後設能力。    分類(相似概念)→標記(取名字)→歸類(子目錄) 

四十三、概念思考取向四 

創造思考教學:創造是一種歷程。瓦拉斯提出四階段(備釀貨驗) 

準備期(有想法)→醞釀期(收集資料.花時間思考.鬼打牆階段)→豁朗期(獲得靈感解決)→驗證期(實踐發明東西) 

四十四、創造思考教學方法 

(一) 腦力激盪法:奧斯邦提出。1.盡量提出意見 2.越多越好 3.不批評 4.修改擴充，眾議公決(可行.有效性)選擇最

佳意見(歡迎搭便車，從別人意見得到靈感) 

(二) 檢核表技術:1.從一問題列表旁敲側擊，找線索得概念 2.使用 scamper(奔馳法): (替結識修其消安): 

替代(substitute)→結果(combine)→適應(adapt)→修正(modify)→其他用途(put into other use)→消除(eliminate)→

重新安排(re-arrange) 

(三) 屬性列舉法:列舉各種屬性，提出改進，產生新用途。消去.組合.添加.修正改良成新用途. 

四十五、概念思考取向五 

ATDE 思考創造教學模式:非無中生有，而是推陳出新 (問想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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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asking:設計安排問題情境。 想 thinking:自由聯想。  做 doing:從做中學，邊想邊做，尋找問題解決法，付

諸行動。 評 evaluation:評鑑。 

四十六、概念思考取向六 

六頂思考帽 (藍天綠地政黨色)  

藍:控制組織(管理五頂思考帽不要亂掉) 綠:創意 紅:情感   黃:正面  黑:負面  白:資料(客觀中立) 

 

補充:Torrance 托勒斯 四大面向創造力(流精變毒) 

1.流暢力:短時間大量想法 2.精密力:細節(方案想到)的面面俱到 3.變通力:打破功能固著(舉一反三用途) 

4.獨特力:別人想不到，你獨特想的到的。 

四十七、概念思考取向七 

情境教學: (一)認知學徒制:傳統學徒制應用到學校學科教學。首重概念講解，非行為示範。專家協助生手分為

次目標，教導經驗法則，生手觀察.主動學習，建立自己解題步驟.知識學習過程。教師給予學徒適當協助，精

熟後，減少支持次數(鷹架)，養成學生獨自完成能力。經驗法則 (是應指名問反探) 

示範(專家講解.學生自建概念)、鷹架、指導(觀察暗示)、闡明(內隱知識外顯化)、詢問(監控)、反省、探究(獨

立解題) 

(二)錨式情境教學:1.老師拋錨，定錨巨觀情境，引導學生上鉤，去發覺.提出.形成.解決問題.應用到實際生活 

    2.學生扮演一真實角色，整合知識.解決方法 

四十八、概念思考取向八 

批判思考教學法:對問題能蒐集證據，正確合理地反省分析評價。七項教學行為: (一)老師發問:引發學習動機.

學習興趣.加強發表能力.提高思考層次 (二)討論:鼓勵發問 (三)合作學習(四)教師反應:回饋(五)候答時間:3-5 秒

以上(六)座位安排:面對面學生和學生看到對方(七)教師教學、行為示範 

四十九、其他教學法 

(一) 微型教學法:1.專人觀察實習教師，教師錄影拍攝，回饋應加強之處，針對錯誤動作來修正，反覆練習到正

確。2.實習教師做自我修正→字體大小、音量控制 

(二) 塔巴 taba 教學策略(由下而上):草根，依照杜威.皮亞傑四基礎程序:1.概念發展(歸納)2.資料解釋 3.通則應用

(新情境)4.衝突解決(價值觀) 

(三) 交互教學法:依維高斯基理論設計，搭鷹架.師生對話.放聲思考方式，透過四個策略(要問清玉)，進而同儕

對話。四個策略是 1.摘要 2.提出問題 3.澄清 4.預測。 

老師角色:促進者.合作學習，促進積極學習。 

優點:增進閱讀理解.後設認知，自我監控，自我評鑑。 

(四) 文化回應教學:參照族群文化結構，考量文化背景.學習型態.溝通方式.以學生母文化(特有文化)做為學習橋  

 樑，協助文化差異學生更公平追求卓越。 

(五) 6E 品格教育(李可納提出): (立晶體激發期):例子典範.環境形塑.體驗反思.勸勉激勵.啟發思辨.正向期許 

(補充:李可納有提出 5R:讀寫算重責  讀.寫.算.尊重.負責) 

(六) 反省性教學:杜威反省性行為 (行動研究) 

定義: (計時批反角) 1.技術:日常教學活動，問題指認分析教學問題 2.實際:個人意義，重新建構組織 3.批判:

信念.假設的反省，社會政經脈絡的意識形態 4.反省:後設省思，思考學習的反思 5.角色:自己和他人的關係 

   教師教學反省的五種方法(案札自行檔):1.案例法 2.省思札語 3.自傳法 4.行動研究 5.檔案評量 

   反省性思考(類似哈伯瑪斯的理當誠實):1.技術:手段合理? 2.實踐:結果合理? 3.批判:教育體系.意識形態 

(七) 法理探究教學法:公共政策.社會爭議性議題:1.介紹案例 2.界定議題(價值觀衝突)3.採取立場 4.探索立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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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 5.修正.辯護立場 6.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