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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紹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之網路碩士學位課程  (Online 

Master’s Program) 其中一門「論文研究初探」(Beginning Research in Art Education) 

網路課程，以其實施內容、教學方式、及學習情況為基點，並由質性研究分析歸納

出其實際的指導原則和教學策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探討研究所階段的論文指導及

教育目標。文中討論本所網路碩士學位課程的教育宗旨，摘錄有關師資培育和網路

教學等兩方面的目前趨勢並探討其意義，進一步分析現今新興網路遠距教學的發

展，為初級研究者養成教育提供的優勢及其應用方向。作者並建議以「培養內省思

辯」為初級研究者養成教育目的，且依據此方向建立研究所階段論文指導的基本實

踐模式，希望藉此能引發更多有關研究所論文研究教學方向的思考。 

關鍵字：內省思考、研究方法論、教學研究、網路遠距教學、論文指導、藝術教育

師資培育與科技整合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approach to advise beginning art education researcher 

at graduate level.  This approach was formulated in light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implementing online technology on teacher research as practiced by the Online Master’s 

Program of Department of Art Education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current trends on marrying teacher education and online learning pertaining to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are reviewed.  Given the qualitative data and interpretive analysis on 

teacher learning in the specific course Beginning Research in Art Education of the Online 

Master’s Program, implications which include educating beginning researcher and art 

teacher in the 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online distance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examples discussed, the author then provides a general 

framework and rationale to propose educating reflective researcher as the primary 

approach as well as educational goal in graduate research education.    

Keywords：  reflective think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sis advising, distance and 

online education,  art teacher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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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背景 
 

二十世紀末的新興網路科技及產業把傳統的遠距教學(distance education)帶入

另一個全新的境界，除了先進的軟硬體功能擴充和資訊容量以倍數成長之外，最具

關鍵性的影響是網路遠距教學完全打破了傳統遠距教學的師生互動關係。在傳統的

遠距教學裡 —  不管是電訊傳播、視聽教材或函授 — 教學重點都僅限於資訊的傳

達，也就是以傳播知識(information delivery)為導向的教學模式。教師的焦點通常放

在教材邏輯性的編排和課程內容結構的整理，目的是組織一套適用於廣泛性教學的

教材。至於學生的個別學習狀況則由於經濟、時間考量及硬體限制而無法顧及。學

生的學習模式是被動地接受資訊，而與教師或教材間的互動和溝通則是單向的。另

一方面，學生是一個被孤立的個體，沒有與同儕互動的群體學習機會，無法從社群

經驗中理解課程的多元義涵，而僅能透過個人經驗詮釋理論知識，這個現象在人文

領域裡容易形成嚴重的教育缺口，間接造成所謂一元化思考模式(singular thinking) 

的學習結果。  

反觀網路遠距教學，硬體及軟體的發展皆革命性地開創了師生溝通模式的新紀

元  —  例如：只要一個指令，教師和學生可以用電子郵件相互傳遞訊息，而且在幾

秒鐘內看到對方的回應；除了文字書寫溝通，他們也可以透過數位攝影鏡頭看見彼

此並進行即時的對談。至此，師生間的「雙向即時溝通」 (instant two-way 

communication)已不再是神話。這些新的溝通方式前所未有地縮短了師生之間的互

動距離。這樣的即時溝通革命將遠距教學的傳統「知識中心」(knowledge-based)模

式徹底顛覆，因為現在教學必須轉向「學生中心」 (student-centered)的模式，開始

重視「學習情況」(learning)而不單是「教學狀況」(teaching)了。也因為這樣，二十

一世紀的遠距教學教育研究把注意力轉向學生自我學習及他們與網路課程（包括軟

硬體）互動的思考上，而視教師為扮演引領輔導學習的角色，這個研究方向的轉變

在高等教育尤其明顯，其中，師資培育學界便積極利用「學生中心」的網路遠距教

學模式來拓展有關職前及在職教師專業素養的培育。  

前面提到有關傳統遠距教學在同儕學習 (peer learning)或同儕文化經驗(peer 

culture experience)方面客觀條件的瓶頸，在網路遠距教學時代也出現了突破性的契

機。除了師生之間的縱向溝通以外，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橫向溝通也不再是天方夜

譚，因而前所未有的網路教室文化(online classroom culture)或網路學習社群(online 

learning community)也得以形成。總之，網路科技提供了遠距教學更多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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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連帶地改變了教學理論與思維，包括有關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及互動、教學策

略、學習過程、同儕經驗、教室文化 (classroom culture)、溝通模式 (communication 

patterns) 、甚至課程民主化 (democratized curriculum) 和個人化 (individualized 

curriculum)等新議題。這些議題都是筆者自參與推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藝術教育

研究所成立的全美首創網路碩士學位課程設計以來所面對的新挑戰 1。本文將就其

中一門「論文研究初探」 (Beginning Research in Art Education)課程的教學實施和學

習情況為出發點，由三個面向討論研究所階段論文研究的指導方式及其教育目的，

包括：一、論文研究教學 (research education)策略。二、網路教學與師資專業思維

之養成。三、論文研究之教育目標及課程架構。筆者企圖由本系的師資培育經驗和

網路教學實驗結果來闡述這三個面向的廣泛意義，提供廣泛的參考運用，以期促進

國內藝術教育論文研究之教育實施的多元思考。 

 

1.1.  網路遠距教學 (online education) 的新時代與師資培育 
 

自從二十一世紀的遠距教學歷經二次革命以來，以「隨時隨地在家學習」為訴

求的網路學位如雨後春筍般在全世界各大學院校 —  或者更確切的說，在無遠弗界

的網際網路國度裡成立，各類新興網路課程的成立已儼然成為顯示高等教育競爭力

的指標。根據美國教育部的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20022)所作之遠距教學的學生參與情況調查顯示，於1999-2000學年度，

雖然高等教育的遠距教學持續成長，但是網路課程的成長比例卻遠遠領先其他遠距

教學媒體如廣播電視和影帶教學 —  網路教學：大學部成長為  60%、研究所成長為 

67%；廣播電視：大學部成長為 37%、研究所成長為  43%；影帶教學：大學部成長

為  39%、研究所成長為  28%。而網路教學應用在師資培育方面的發展潛力以及必

要性已獲相當的肯定(Bailey & James，2002；King，2002；Mehlinger & Powers，

2002)；師資培育機構也正加速配合網路資訊的革命，整合網路科技與教學，鼓勵

在職及職前教師有效運用網路資源來強化教學(Chuang，2002；Lowther、Jones & 

Plants，2000；La Velle & Nichol，2000)。師資培育系統對網路教學這個新課題越

                                                 
1 筆者自 2000年起協助系上教授設計、規劃網路課程。 
2 此項全美全國性大規模的調查報告從(於 1999-2000學年度註冊者)一千六百五十萬大學專科院校學
生、二百四十萬研究生和三十萬專職領域學生抽樣作訪問調查，樣本由約九百所院校中的五萬名
學生、九千名研究生、和三千名專職領域學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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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重視，其背後推波助瀾的巨大因素是由於網路教學的普及加速了「透過電子媒

介互動的傳授者與學習者」(electronically distributed educators and learners)人口的全

球性驚人成長，就像網路人口每年成倍數成長一樣，透過網路進行學習活動的人口

正在急速成長，這個趨勢促使師資培育機構必須由網路科技角度重新檢驗既定的教

育哲學架構和實踐方向。 

 

1.2.  美術教育網路碩士學課程設計精神 
 

2002年七月由本所集合數年來的網路教學經驗而推出的第一屆網路碩士學位課

程(Online Master’s Program)正式成立。所上教授自多年在教學與科技整合方面的實

驗以來，除了軟硬體的擴充與支援系統的建立以外，也日漸對科技發展帶來的可能

性有新的體認與實踐，繼而在與科技整合應用的過程中重新調整自己教學、研究的

腳步，充份利用科技帶來的優勢找到自己的教學風格定位，也同時思考科技為藝術

教育發展帶來的不同層面的影響、以及科技與人文的議題。在創始之初，任課教授

歷經多次開會討論此學位課程的目標及定位，最後取得共識，希望透過網路擴充在

職教師進修的管道，並促進教授深入了解中小學藝術教師所面對的不同教學場域現

況。學位成立的宗旨以目前師資培育界所暢導的「促進教師自我專業思考」為基本

訴求，推行「透過網路科技發展教師專業思考」的課程設計目標，而課程設計精神

仍以延續本所師資培育的一貫精神為原則，來訂定教學目標及師生互動模式。筆者

由以下三項重點來討論基本課程設計精神：  

 

1.2.1.  以理論反省實踐、由實踐觀照理論 (dialogue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網路碩士學位所有課程的基本架構是在理論知識與教學實踐之間搭起對話的橋

樑，一方面由理論知識的角度去反省、思考教學過程的經驗學習，另一方面也同時

由教學過程的心得去闡述理論知識的意涵，換句話說，第一，把理論知識的詮釋地

區化 (localize) —  將廣義甚至抽象的理論知識透過自身教學經驗的詮釋具體化；第

二，把自身在教學實踐 時面 對 的 問 題 普 遍 化 (generalize) 以 及 概 念 化 

(conceptualize) —  將個別教學問題透過理論的延伸思考來分析判斷以尋求解答。因

為這項重要的課程架構，申請學位課程的規定之一便是具在職教師資格才得以入

學，學員每學期（三個月）只修習一門網路課程，由於是半職修業的形式，在職教

師得以兼顧全職教學與網路學習。針對每學期的特定課程議題（例如創作教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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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評論教學、課程評量等等），學員以所學之理論知識依據個人的不同詮釋轉化成

實際教學活動，在自己課堂上實施，並作課後評估、反省，再於網上課程論壇中彼

此討論，交換心得。像這樣的理論知識、實踐教學與反省便是貫穿學位課程中所有

九門網路課程的基本學習架構 3。 

 

1.2.2.  藝術教學的文化使命與實踐 (art teaching as a cultural practice) 

學位課程的一項基本精神是：藝術教學是一項文化實踐 (cultural practice)的活

動，而個別學員的獨特文化背景或世界觀(world view)是其專業素養不可分割的一

部份。第一屆網路學員共有十五位入學，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文化經驗背景，包括

美國東岸、中西部、西岸、阿拉斯加、還有遠在沙烏地阿拉伯美國學校的兩位美術

教師（雖然教師們都是美國籍，但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卻各有獨特的藝術文化現象

及價值體系），在為期二年的一同學習裡，教授鼓勵學員們思考自身教學環境及其

所屬之文化氛圍，與他人分享、討論，從學習別人的文化經驗中對照自己所處的情

境而擴展文化思考層面。而由於這一層鼓勵多元文化的潛在教育目的，網路課程裡

探討的議題內容便常以課程中心出發，在課程結構之內鼓勵學員們思考並分享各自

不同的切身文化議題。因為文化元素常是教師形成專業理念與價值體系的原因之

一，如果對自身文化背景未曾深入思考，便無法以感同身受的角度去探討個人經驗

中的文化差異，以開放的教育態度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而提供他們具有文化

包融力的學習歷程和引發其有關個人及群體文化經驗的認知建構。  

 

1.2.3. 建構專業認知、培養個人藝術教育哲學理念 (contextualize conceptual 

knowledge and developing personal professional philosophy) 

本所歷來的傳統以培養職前教師批判思考的能力為師資培育目標，以認知學習

導向(cognitive-based)整合各相關藝術教育層面（如文化、科技發展、教育改革、課

程理念）及次領域（如創作、欣賞、藝術史）等。學生背景來源廣泛，包括不同文

                                                 
3 網路碩士學位課程中所有九門網路課程依課程先後順序如下：美術教育議題討論及網路應用基本
使用技巧 (五學分，任課教授：Terry Barrett、Sydney Walker)、創作教學法 (五學分，任課教授：
Sydney Walker)、藝術評論教學 (五學分，任課教授：Terry Barrett)、美術教育課程設計 (五學分，
任課教授：Sydney Walker)、美術教育課程評量 (五學分，任課教授：Michael Parsons)、多元文化
美術教育 (五學分，任課教授：Patricia Stuhr)、論文研究初探 (五學分，任課教授：Terry Barrett、
Sydney Walker)、文獻研究導讀 （五學分，任課教授：Michael Parsons、Patricia Stuhr)、行動研究
和論文撰寫  (五學分，任課教授：Terry Barrett、Sydney Walker)。另外還須完成十學分的論文個別
指導和五學分選修課程，共計六十學分才得以完成學位。 



許靜宜（2003）。〈研究與內省思辯：談藝術教育研究思考能力之養成及網路教學應用〉。《藝術教育研究》，6，59-88。 

 65

化、興趣、藝術領域、國籍、信仰等，必須學習從開放性角度與他人討論而建構自

身的專業認知，從中探索個人哲學價值觀。因此，所有課程教學模式一向重師生之

間雙向的討論及批判思考，而輕理論派典的鑽研或遵循。這個教育目標也成為網路

碩士學位課程的教學目標 —  鼓勵學員們共同討論，從觀看他人專業價值體系的形

成和專業成長來思考個人的哲學信仰和教學理念。在線上教室裡，任課教授鼓勵學

員們個人特質的展現，透過不同角度進行自身經驗及隱藏藝術教育哲學觀的的再詮

釋，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以在職教師專業成長為主要發展路線的課程，這與其他很

多網路學習以介紹最新科技知識或以理論知識的研讀吸收為訴求有很大的不同。 

總結以上所討論的主要課程精神，讀者便可以了解各項課程活動安排的背後意

義。首先，課程重點並不在理論的學習，而是在分享每一個學員的應用及檢視反省

過程。再者，對於自身教學情境的文化觀察，學員必須將文化情境融入教學研究，

並記錄研究其具體意義，促使學員開始認真的思考例如藝術教學反映社區文化等議

題。 

 

1.3. 培養「內省思辯」(reflective thinking)的師資培育改革趨勢 
 

九十年代以來的師資培育學界所討論的主流教育研究議題中，培養教師專業

思考是重要發展項目，其中以「內省思辯」4 (reflective thinking)或稱「反思」（陳

美玉，1998）為主要趨勢之一。重要理論作者以麻省理工學院著名學者  Donald 

Schon (1930-1997)為首，他以組織學習及社會科學觀點分析學習行為(learning)的機

制(learning system)與層面，深入研究不同領域的專業思考模式，觀察各領域職場專

業人士如何反省思考(reflective practitioner)(Schon，1983，1987，1991)以因應挑

戰、解決問題，而教師專業也在其觀察範圍之中。他提出不同於一般以技術導向的

知識科學論（即他所謂的「technical rationality」）為專業人才培養觀點，而主張應

該以「評估工作性挑戰」、「衡量現有資源」（包括過去經驗），所謂的

「 reflection-in-action」，以及工作完成後的「經驗反省、整理」，即所謂的

「reflection-on-action」為主要專業人才培養方向。他提倡揚棄獨擁技術知識導向的

專業價值觀，而以陶冶問題解決的自我省析式思考能力為同樣重要的專業教育目

                                                 
4   筆者認為 Schon的「reflective thinking」比一般所謂「反省」(reflection) 的中文詞意更具有將知識
經驗內化 (internalizing) 和自我思辯 (critical self-dialogue) 的訴求，因此譯為「內省思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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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知識、經驗是因客觀狀況不同而在應用上有所差異，而種種優秀專業人士

解決問題的表現來自於他們對情勢評估的能力和對知識經驗的有效及彈性運用，並

非僅止於既有知識的再處理 (information recycling)。他建立的教師專業思考架構及

發展模式成為普遍被應用在教師培訓課程的首要理論基礎 (Clift、Houston & 

Pugach， 1990； Cornett、 McCutcheon & Ross， 1992； Day、 Calderhead & 

Denicolo， 1993； Eitlegeorge， 1995；Ghaye & Ghaye， 1998；Moon， 1999；

Osterman & Kottkamp，1993)。 

 

2.  「論文研究初探」網路課程之目標、綱要及實施 
 

 在這一節裡，筆者介紹「論文研究初探」的課程架構及實施。  

 

2.1.  課程目標︰ 
 

本課程主旨目標包括引起研究動機、定義研究問題內容與範圍、提出研究計

畫、實踐與心得檢討。也就是引導學員循序漸進完成一系列活動去實際體驗研究活

動的思考過程︰他們針對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提出初步解決的方案和小型的行

動研究計畫，並在教授、其他學員的共同討論和建議下作調整與修正，然後依據計

畫在自己的任教學校實施教學活動，記錄教學過程及學生學習狀況，最後回到網上

報告研究心得，與其他學員討論分享彼此的發現。教學研究的方向把焦點放在「美

術創作教學法」與「藝術評論教學」兩個議題，學員可以個別選擇任何有關這兩項

主題的問題作研究。這樣的課程設計目的是延伸學員們在前兩個學期所分別完成的

這兩門網路課程，進一步積極地應用在自身教學情境上，以實踐的角度作思考，檢

視理論知識的涵義，並尋求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另一方面，統一研究主題的方

向可以使學員們更能針對彼此情況作適切的回應，濃縮互相研究討論的議題範圍，

不至於因彼此的研究議題相去太遠而使得討論活動過於雜亂分歧，因為同儕的審視

與經驗分享是很重要的課程活動。 

 

2.2.  課程綱要與研究計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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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於 2003 年春季學期（三月底至六月中旬共十週）實施，由兩位任課教

授泰利貝瑞特(Terry Barrett)和雪莉華克(Sydney Walker)共同指導，而他們正是分別

負責前兩門網路課程「藝術評論教學」和「美術創作教學法」的教授，因此十分熟

悉學員們的學習情況及教學背景。課程綱要由兩位任課教授共同定訂。主要內容是

引導學員們針對其決定的特定研究方向，在五個不同的思考階段由淺而深循序撰寫

五份研究計畫檔案，每個階段的檔案都必須張貼於網上論壇，與兩位教授和其他學

員討論。包括「初步研究計畫」、「研究計畫之進度報告一」、「研究計畫之進度

報告二」、「研究計畫之進度報告三」以及「研究計畫實施之總結報告」。在課程

開始到第二個星期以前，學員們必須根據研究計畫撰寫格式（註：各項報告內容要

點轉譯於附錄一至附錄五）提出初步研究計畫，接下來，每兩個星期便提出一份進

度報告，一方面用文字整理自己的研究活動及心得，提出問題與他人討論，另一方

面觀看別人的研究過程，互相切磋，提供意見或建議相關資源。目的是在網路教室

裡發展一個交換研究經驗的論壇，鼓勵共同成長的學習文化。  

 

2.3  「論文研究初探」之課程實施過程與學習情況 
 

筆者除了協助系上教授設計課程及負責執行網路內容規劃設計、並擔任技術顧

問協助教授和同學們解決技術問題以外，另一項重要研究工作內容是隨時觀察所有

網路課程教學狀況，以質性研究由多方面探討整個碩士學位課程的實施成果，並向

系上提出全面性的評估報告（即筆者的博士論文）5 。因此，在這門「論文研究初

探」網路課程中所有的課程作業、教授的指導與回應、同學們的討論記錄都是在筆

者的研究範圍內之原始資料。以下筆者就本學期對這門課上課情形的實地觀察提出

幾項重點作討論。為了有系統並簡略地呈現學員們在教學研究方面的學習經過，這

裡粗分為三個概略的學習階段，以作為歸納出一些普遍性的學習特徵之分界線，包

                                                 
5   筆者以民族誌研究之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tkinson & Hammersley， 1998) 的研究
模式和網路研究的資料分析模式 (Mann & Stewart， 2000；Salmon， 2002) 進行質性分析，來觀
察、探討為期二年的網路碩士學位課程之教學實施的重要涉及層面和結果，主要研究議題包括：
師生互動模式、教師的專業成長、其專業態度及認知的開放性和多元化、內省式研究思考行為的
發展、同儕合作學習的經驗、網路教室文化的形成及小型網路社區 (online community) 之溝通模
式的建構等等。資料蒐集的方式有：師生個別訪談、所有課程實施之書面記錄、研究心得日誌、
和針對不同研究主旨所設計之半開放式 (semi-structured)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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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初期摸索階段；二、中期嘗試階段；三、後期經驗整理階段。就筆者指導

研究生論文的經驗，這些初學研究者的學習狀況都是很常見的。 

 

2.3.1.  初期摸索階段： 

 由觀察學員們提出的「初步研究計畫」來看，他們在初期蘊釀研究題材的過程

中普遍出現下面這些共通性問題： 

（1）研究題材和目標太過廣泛而不易轉換成具體可行的執行計畫，例如「創

造力的認定及評量」或「培養美術資優生的教育方式」。  

（2）研究題材過於理論化而不易轉換成實際有效的教學計畫，例如「藝術的

認知學習」。  

（3）研究題材過於繁複而容易分散注意力、減弱集中探討的力度。  

（4）研究題材偏離學員自身教學情境太遠而失去行動研究之「反省自身教

學」的目的與意義。 

在教授的提問和建議下，學員們作適度調整，儘量縮小研究活動的範圍使其成

為在為期十週內可以完成的小型研究，並得以作檢討反省的報告。因此，「培養美

術資優生的教育方式」改為「教師可以根據哪些學習特徵來鑒定美術資優生？」；

「創造力的認定及評量」改為「有哪些評量標準可以評定學生的創造力？」；「藝

術的認知學習」改為「有哪些評量工具可以檢視藝術學習的認知行為？」；「現代

文化對藝術創作的影響」改為「文化學習是否對學生創作有所幫助？」。 

 

2.3.2.  中期嘗試階段： 

 在「研究計畫之進度報告一、二、三」中，學員們陸續進行的實際研究活動裡

體會了更多有關教學實施的問題，並回頭修正及調整研究計畫。雖然他們遇到的問

題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可歸類為這幾項：  

（1）所欲研究的問題數量太多而無法在為期數週的時間內完成有意義的探

尋。  

 （2）研究方向過於模糊、不夠明確或可多重解釋，不易確立具體研究項目。 

（3）時間管理方面沒有事先規劃清楚，通常未考慮學習現場的其他影響因

素。  

（4）對需要校內其他有關人員配合的溝通方面未作妥善安排，因此影響研究

活動的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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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後期經驗整理階段：  

 在學期結束前的兩個星期，學員開始整理所蒐集的研究資料並加以分析，完成

教學研究的總結報告，然後回顧這學期的研究心得。除了各別研究題材的差異之

外，他們的研究結果大概分為下面這幾類（可重複發生）： 

（1）教學設計並沒有提供學員預期的答案。  

（2）由教學實施的結果引發學員對研究問題及方向有新的理解和體會。  

（3）教學實施的過程令學員對學生的學習行為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4）教學實施的結果在某些方面印證學員原先的假設。 

（5）教學實施的結果在某些方面打破學員原先的假設。 

（6）學生對教學設計的反應超出學員預期 （包括正反兩面）。  

（7）教學研究的活動設計應彈性化，以因應客觀環境狀況的改變。  

學員們在最後總結報告中記錄自己在從事這個小型研究計畫的過程中所體驗

的心得感想。一位學員提到：「我好像一直在嚐試錯誤⋯也許因為我有「必須成

功」的預設立場，以為教學研究的成功取決於獲得強烈證據或明顯的學習效果⋯現

在仔細回想，我覺得我的初期研究態度應該以學習、體驗為主，而不是追求具說服

力的證據」。另一位學員說：「我體會到教學研究的成功與否不在於討論成功例證

的多寡，而在反省全面性的學習成果表現⋯我發現教學研究實施必須具備能引起學

生的興趣和積極參與的前提之下才能有意義地評估其實驗結果⋯教師應該把焦點放

在觀察學習狀況而非僅止於收集資料而已，否則似乎失去教學研究的原意了，不過

在首次學習教學研究時卻很容易忽略這一點」。 

 

2.4.  論文指導原則和教學策略分析 
 

現在，筆者就本學期對兩位指導教授的指導方式及其教學策略所作的觀察加以

分析，並歸納整理，建構出這個指導學生進入教學研究思考模式的藍圖，包括：

一、引導研究思考的原則，二、教學策略： 

 

2.4.1.  引導研究思考的原則： 

在所有給學員們的回應與建議中，兩位教授以一貫的原則針對不同個案給予書

面評語，筆者從將近二百筆（十五位教師，每人共繳五份報告，再加上其間反覆交

談記錄）教授張貼於網路論壇的書面回應中，分析歸納出主要指導原則，而這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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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方向都曾在不同時間（視學生研究思考的發展而定）陸續出現在他們給各別學員

的回應內容。從教授與學員的對話往返記錄顯示，教授的指導原則有階段性的不

同。首先，在初期階段，教授試著釐清學員研究計畫的原意與目的是否清楚明確，

並指出文意模糊之處。在學員修改計畫後，則開始與他們討論研究主題和欲研究的

問題，尤其花相當多時間在確立研究問題的內容上，因為教授認為能夠清楚地掌握

研究問題是教學研究成功的前提，而從網上交談紀錄看來，學員的確需要時間與引

導去判斷研究問題的可行性、適切性和關聯性。在後期研究計畫的實施階段，教授

著重的是學員是否能夠忠實地記錄自己的心得，從教學研究中去發掘以前未曾察

覺，或認為不重要的問題，並引導學員反省自己的教學過程及其學生的反應。這便

是後期階段指導原則的重點。 

以下列舉幾項具體的指導原則為例：  

（1）教授在每次回應的開頭，用兩三個簡短的句子複述學員的研究題目或方

向，以確認學員的原意。例如：「從你的計畫看來，你想研究的是關於

文化經驗的學習對學生評論跨文化藝術時是否有幫助的問題」。 

（2）教授引導學員思考研究題目及確立研究方向，告知學員其初步的研究題

目是否太廣泛或抽象，必須進一步釐清或縮小至特定範圍。 

（3）教授指出目前的研究問題缺失或應該思考的問題，甚至將來有可能發生

的情況。  

（4）教授提供有關類似研究問題的替代選擇，或建議採用相似但較具體的研

究題目。  

（5）教授點出學員接下來應該思考的問題和方向，例如：「現在，你應該試

著寫出在教學單元中評量文化認知的項目和標準」。  

（6）教授提供有關領域的文獻探討項目。例如：「你應該開始研讀有關文化

認知和文化研究的文獻資料，特別是文化認知跟藝術評論的關係」。 

（7）教授詢問學員的研究動機和研究主題對他們個人教學的意義，教授以個

人的角度抒發對相關研究題材及理論的看法。 

（8）教授提出一些有關教學實施的實際問題，引導他們思考執行的問題。 

（9）教授指出希望學員思考回應的具體項目，幫助學員從各個角度去思考反

省，然後綜合出教學研究的學習結果，如︰「在你實施研究教學後，學

生的表現是否與平常不同？如果有，是如何不同？你認為原因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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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教學策略： 

 在分析兩位教授的指導策略方面，筆者發現，教授除了如上述按照研究計畫階

段性不同而依據不同的作業指導原則給予引導以外，還由一個資深研究者的立場去

協助初期研究者解決、並思考在教學研究中所歷經的過程和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些

包括適時給予信心和鼓勵、中肯的批判、還有，提醒他們，認知角度的差異影響對

評估結果的詮釋，協助他們釐清思考的盲點，清楚說明教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以建立共識、以及激發學員勇於檢視新的觀點等等。筆者根據交談記錄分析，整理

出以下各階段的重要指導策略：  

（1）在初期階段，教授讓學員們清楚地知道，此教學研究的嘗試意義大過於

蒐集具體資料或改變學習行為，因此學員不需要過於追求資料的完整

性。  

（2）教授鼓勵學員由周遭發現的問題開始，研究題材必須取自於學員自身的

教學情境和興趣，他們必須對研究題材有強烈的研究動機才能投注心

力、克服客觀環境和計畫執行方面的障礙。  

（3）教授從學員初步研究題材出發，先縮小至學員本身教學情境，提出有關

教學實施的問題，引導學員思考教學研究在他們自身教學環境的意義；

然後，提醒學員著手研讀文獻背景資料和相關學術研究，擴大他們的思

考範圍；在實施階段時，則根據個別狀況提出問題；最後在研究活動完

成時，與學員們討論對美術教育的廣泛寓義。 

（4）教授在初期階段時的回應文字大都以簡短直接的方式提問，希望學員們

揚棄研究包袱所帶來的潛在恐懼心理或不實的預期心理，過度使用理論

性字眼。由剛開始學員們呈交的初期研究報告來看，大部份的研究題材

過於理論化、距離教學背景太遠，因為「研究」(research) 一詞有時讓初

期研究者在不知不覺中有了許多預設立場，例如：「必須獲得明確、滿

意的答案，教學研究才算成功」、和「必須解決美術教育的重大問題，

教學研究才算成功」等等。在教授具示範意味的簡潔書寫風格之引導

下，學員們開始用更直接、生活化，或者說更無矯飾的文字表達風格來

記錄研究思考過程，也間接地調整教師們初期過度理論化、抽象概念

式、甚至不著邊際的研究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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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中、後期階段，學員已著手進行研究活動及教學實施，他們面對的大

部份是有關實際教學方面的新發現、體會，學員們在研究過程中所遇問

題的意義，和學生學習結果的含義，目的是引導學員超越現有的發現或

挫折，以較廣義的美術教育問題來連接自身教學情境，進而尋求思考反

省的新觀點和方向。 

（6）教授將學員們分為兩人一組，除了彼此鼓勵、討論研究過程以外，還必

須就每次呈交的研究報告互相給予正式的回應和建議，張貼於網路論

壇，目的在引導學員用其他教師熟悉的語言方式記錄研究活動，避免過

度濫用理論式的研究書寫方式，另外，也提醒研究者，他們的潛在讀者

群是其他美術教師，而非僅止於教授。  

 

3.  檢視網路教學的潛力與應用優勢 
 
3.1.  透過網路教學引導研究思考的潛力 

 
現在，讓我們回到網路教學的課題來看這門「論文研究初探」課程的實踐情

形，看其應用在培養研究思考方面的潛力。讀者應以發現，筆者在上面根據網路論

壇所有課程作業資料所描述、分析的研究學習情況並非僅僅是網路教學的特殊學習

結果，而是和一般傳統研究論文學習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具體來說，一個初期研

究者需要指導者的從旁引導啟發和自我探尋才能循序漸進建立清楚的研究思考路

線，熟悉作為一個研究者的角色，基本上，他們在摸索階段的學習經過與前面描述

的特徵無異。所不同的是網路教學之跨越時空限制及密集學習的特色提供一個更有

效的引導思考的模式，讓他們能即時傳達自身學習狀況並獲得教授及同學的回應，

逐漸學習建構具建設性及多元化的思考模式。這些潛力或特色包括：時效性、深度

溝通、記錄思考軌跡、歷程分享、資源分享、及跨文化學習。下面，筆者從這些網

路學習的特色來分析其不同於傳統教學研究學習的地方：  

（1）「時效性」：網路溝通的即時性及彈性化的「隨時上課」時間讓學員在

研究過程中可以隨時報告自己的研究經過和提出問題，沒有傳統研究生

每週一次三小時上課方式的時空限制，讓學員得以在白天從事研究活

動，在晚上及週末時間回到網路教室作持續思考和討論，教學實踐和研

究思考得以同時交叉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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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度溝通」：透過網路教學，學員與教授間的交流也更頻繁而積極，

溝通活動隨時隨地進行（不管在世界上哪一個角落只要登錄課程網站便

開始學習）；除了師生之間的溝通頻率，由於書面討論是經過思考後較

謹慎、且具系統性的溝通表達方式，因此也更提高溝通的品質，師生可

以針對問題反覆對談、交換意見。另外，由於溝通可隨時進行，教授得

以根據個別狀況提出疑問或建議，以延伸學員思考的深度，因而延長、

並增強了研究思考的訓練歷程。 

（3）「記錄思考軌跡」：由於網路論壇具有依照標題及先後發表順序來記錄

所有張貼資料的功能，每一位學員的研究思考歷程和教學實施得以完整

地以文字陳列，讓他們從觀摩別人思考中獲得解決自身問題的靈感。這

項網路教學之「記錄思考軌跡」的功能不但讓學員們看到別人的摸索過

程與成長，也在觀看教授如何針對個別情況給予指引中體會到教學研究

的多樣性— — 即使研究同樣的問題，也因學員個別情況而能衍生不同的

問題詮釋和解決方案，因為他們所面對的研究資源和條件是不一樣的。 

（4）「歷程分享」︰從網路論壇能「同時記錄十五位教師一起作教學研究的

過程」來看，其廣義的功能在提供每一位教師有關其他十四位研究者的

研究內容和成長歷程，換句話說，就同一個研究過程而言，一個初級教

師研究者同時在其他十四位學員身上看到不同的面貌，或者類似的教學

活動在不同年級、不同學校所產生的不同研究成果。這些「展讀他人研

究經歷」的經驗對初級研究者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別人的心得檢討可

以成為自己的借境，而同時，學員也在向別人分享心得的過程中學習如

何有系統地整理自己的研究經驗。  

（5）「資源分享」︰眾所週知，網路世界的資訊浩瀚，對從事藝術教育的教

師們來說，除了各領域知識、博物館資源、和龐大豐富的藝術家資料以

外，在蒐集教學資源方面更需要借助網路資源，提供學生豐富的學習教

材。而十五位學員們各有他們獨特的網路科技應用策略，他們在同學詢

問時立刻提供相關教學網址作資源分享，這個網路資源交流是網路遠距

教學裡最普遍的同儕交流學習，拓展了學員資料蒐尋的視野和討論教材

適用性的空間。 

（6）「跨文化學習」︰網路教室的跨越時空限制讓學員們得以瞭解有關美術

教學的地區性、國際性、及文化性差異，而能親身體驗藝術教育的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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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擴展思考層面。十五位學員帶來十五個不同的文化思考觀點及藝術

教育實踐風格，由於長期（學位課程修業二年）地彼此切磋學習，培養

了學員們在面對相關教育問題時能夠持更開放的態度，以多元角度審視

教學與專業成長。例如本屆學員中有兩位美國籍美術教師任教於沙烏地

阿拉伯的美國學校，他們思考教學問題的角度常常與在美國本土任教的

教師們有很大的不同，由於身處異國文化，在教學研究中便經常討論學

生文化背景、文化經驗、及文化認同的議題。而這些打破地域藩籬的專

業視野拓展皆是拜網路教學提供的「即時同步思考」功能之賜，才得以

在網路「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集合一批來自不同地區的教師共

同成長。就如 McLoughlin (1999)所言，網路虛擬教室的小型社群文化 

(micro-culture of virtual community)互動對學生的文化包容和跨文化學習

經驗有決定性的啟發。  

 

3.1.  實施結果看培育內省思考的網路應用優勢 
 

 經由上述有關網路教學特色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到，師生及同儕互動模式在網

路虛擬教室裡有很多不同於一般傳統教室教學的潛力可供發揮運用。筆者在這裡針

對培育內省思考行為來討論三項運用網路輔助教學的優勢。臺灣科技教育學界也已

肯定網路遠距教學對培養專業師資反思能力的潛力（吳正己、林凱胤，1996）。這

三項是：優勢一、同儕合作學習；優勢二、個人化指導；優勢三、彈性化、民主

化、開放式的非同步學習 。同儕合作學習可以讓學生由群體思考活動中學習自我

反省；個人化指導提供教師一個能針對學生個別特質和需要而隨時循序引導思考的

機會； 彈性化、民主化、開放式的非同步學習充分賦予每一個學生同等的發言權

及積極互動空間，而沒有一般傳統教室裡教學活動常被少數學生主導的現象。這三

項優勢對訓練學生反省思考能力來說都有很大的助益。下面列舉說明：  

  

 優勢一、同儕合作學習： 

多項網路遠距教學研究 (Bullen，1998；Donna et al., 2003；Williams，2001)顯

示，網路虛擬教室的師生及同學間的交互溝通(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模式所引

發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其最主要原因是學生能夠在網上閱

讀他人的詳細思維發展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形成頻繁的思維交流活動，不斷從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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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建構內省思考行為。透過網路學習，網路教室形成一個教學研究的成長團

體。當然，網路課程內容的規劃及設計是否能激發積極性互動(Chou，2003)、教師

引導風格是否能契合學生需求、以及成果評量的內容與標準是否具引導共同學習的

作用等等，都是使這種合作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合作

學習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已不容置疑 (Adams，2000；Brody & 

Davidson，1998；King，2002；Lieberman & Miller，2001)；例如許多教師專業發

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研究便非常肯定建立教師專業人際網路 (teacher 

network)對教育改革的實質助益(Adams，2000)，而具深度的合作式網路群體互動

經驗非但有助於反思行為的產生，更開拓教師的專業支援網路及經驗智庫。  

 

優勢二、個人化指導：   

不容贅言，個人的思維體系建構來自於主觀意識的成長和客觀世界中的驗證和

經歷，因而初期研究者的研究思考養成應兼具個人化習，如果課程內容是建立在

「假設所有學生皆可朝既定方向同步感受思考」的前提而設計，便無法根據學生的

個別狀況提出建議和引導而達到具啟發思考的學習效果。初期研究者需要和教師不

斷犛清理論觀念，而網路教學的「個人化」學習模式和「學生中心」的教學宗旨對

啟發內省式思考也已獲推崇 (Salmon，2002)，在網路教室裡，教師能夠以一對一的

頻繁對話來了解學生的個別思考方向和特質，給予循序漸進的引導，而學生也能在

和教師密集交流中了解自身的思考建構，在自我省析的學習過程中對日後執行研究

計畫有更明確的體認。  

 

優勢三、彈性化、民主化、開放式的非同步學習 (asynchronous learning)：  

由於學生可選擇適合自己的最佳時間，登錄進入網路教室來進行學習活動，使

得學習動機和學習狀況都能夠比傳統較制式、單一化的同步學習更提昇學習效果與

品質。特別是學生的思考過程是以書面文字形式經由線上對談呈現，更補足常見於

一般課堂對話所欠缺的深度和廣度；並且，學生的參與度不再受限於傳統面對面集

合教學中每人經常被迫須均分課堂討論時間的學習步調，間接打破了傳統課堂上同

儕之間的隱含資源分配權力問題的障礙，解除教室內因特定核心 (predominant)學習

風格的支配主導而形成的同儕能力歧視現象和干擾性權力制約 (power 

interference)，因此擴大了學習的強度，且成就了民主式的學習資源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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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location)。教師給予每一個學生同等的關注，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也不因學

生學習風格或思考特質而受影響。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在職師資專業訓練的未來發展與網路教學運用 

 
綜觀九十年代末的網路遠距教學的急速發展，由於科技的強大功能使得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網路更形寬廣自由，因而師生在網路教學場域中的角色和互動關係都產

生巨大的改變。這也間接造就了雙方對教育品質有不同於一般面對面教學的期待，

例如：學生希望獲得更多自由的學習空間和資源，及符合自己需要的個別指導，而

教師則希望經由不受制於時空的教學方式，學生的學習活動更加主動積極和頻繁。

根據筆者與本學位課程十五位學員就網路教學的滿意度調查作訪談之結果顯示，學

生認為網路教室的自由開放、不受時空限制是激勵他們積極參與學習的重要原因，

有關這一點，從筆者對照課程網站上統計學生閱讀記錄的數字裡，便得到印證。網

站的內建統計工具有顯示學生在何時登入（出）網站、在何時閱讀哪些網頁及留

言、曾經張貼幾篇回應文章等等功能（註：學員並不知道這項內建功能，而且只有

教授和筆者得以查閱統計數字）。資料顯示：一、學員登入網站次數頻繁，一個星

期內登入六次以上佔大多數；二、學員閱讀其他同學的作業報告和論壇回應的頻率

非常高，百分之七十的學員閱讀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張貼記錄，這代表學員的高度

參與意願，及對這個學習團體的重視。對於網路教學是否成功，學生的參與度一直

是一項重要的指標，而「學生中心」的教學模式是決定參與度的關鍵之一，這也說

明了筆者在前言中提到的「網路遠距教學的革命與普及，將迫使我們對教育學習作

重新的思考」，教師的角色從知識的傳遞者走向學生學習活動的引導者，而對學習

的評估方面，來自學生自己和同儕的評量與來自教師的評量同樣重要。另外，學員

也普遍反應，自從加入這個網路學習社群，讓他們體會到教師互相扶持而成長的重

要，這個團體讓他們不再像以往一樣，常感到孤軍奮鬥的沮喪，他們能感同深受地

理解學員的教學甘苦。  

以上所提及的新興網路學習模式都符合了今日在職師資教育訓練的需求，也就

是「學生中心」、「不受時空限制」、「個別指導」、和「同儕交流、成長」。目

前，以網路遠距教學媒介為教育訓練的公、私立機構已不計其數，而未來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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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人口的年年激增，在職教師對具有開放性、時效性和個人化的專業訓練課

程的需求勢必大大的提高，因此師資培育機構更應積極地因應這項全球性發展。試

想，透過網路教室的延伸，一個全職教師得以在教學工作之餘，在不影響日常作息

之內，隨時提出教學上的問題與其他教師討論，交換心得，彼此分享，並討論教育

發展趨勢、政策改革、理論應用方向等等議題，是不是在不需要昂貴資源之下拓展

教師自我成長空間的最佳利器？  

 

 本文最後，筆者就「培養研究思考」的部份提出兩項建議，一是加強學生的研

究思考能力，而網路輔助教學的功能可以強化學習；二是以一個具體的參考模式闡

釋筆者在建議一中的理念。  

 

4.2.  建議一：融合訓練思考的網路教學策略以陶冶研究生之研究素養 

 
筆者在前言中所引述的師資培育思潮、以及網路科技和師資教育整合發展等等

都顯示，不管是培養職前或是在職師資，思考判斷能力的長期陶冶皆是重要的教學

目的之一。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現階段一般研究教育(research education)的情

形。 

大部份研究所階段之研究法課程多以介紹各類方法論及研究派典為主，而較少

涉及研究者的問題思考、分析能力之培養。以「知識中心」 (knowledge-based)的研

究教育模式並未以學生為中心來引導其研究思考，啟發個別學生的思辯成長。由於

傳統研究方法課程多以知識的傳遞為首要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一般研究法課程的

學生作業報告的功用只能顯示學生對有關研究法知識的吸收或認知程度，而未能產

生鍛練問題研究的能力開發，換句話說，學生將研究法視為另一門知識領域來研

讀，尚未將知識經由實際經驗內化(internalization)或去蕪存菁成為自身思考體系的

一部份，因為即使研究步驟無誤，研究者仍然可能犯嚴重錯誤而作出不具內在意義

(intrinsic value)的研究報告。並且，在第一階段針對研究知識和理論的學習以後，

學生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的正式研究 —  與指導教授一對一展開實際研究計畫及論文

撰寫，這中間的過程缺乏研究思考及判斷的養成和訓練，使初期研究者經常花了前

半段時間在嚐試錯誤，他們花在思考研究議題上面的時間和精力遠低於蒐集資料的

時間，當著手整理研究結果、撰寫研究報告時，才發現諸多問題和重要層面並未顧

及，這個現象普遍存在於初期研究者身上。為求彌補傳統研究教學之不足，筆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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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初期階段研究思考的養成應兼具外在知識 —  對各類研究法及其哲學觀點和研究

角度的涉略，與內在思考 —  對自身思考、觀察事物的了解和教育議題的批判反省

兩個面向，也就是融合研究法 (methodology) 和研究思考  (research inquiry) 兩者的

學習。 

 

4.2.1.  網路教學實施策略：研究法與研究思考並進  

如果把研究法的學習和研究思考的訓練融合成完整的研究教學課程，那麼，就

如前面各節所闡述的網路教學之各項功能及條件所言，網路教學就成為陶冶研究思

考的最佳輔助利器了。有三個應用策略可供參考：（1）教師可以同時在課堂上介

紹研究法相關理論方法，然後規劃每個星期特定的題目在網路論壇上討論，並指定

每人至少必須回應的篇數，學生能隨時隨地延伸課堂裡所學知識的思考，也形成同

儕間更頻繁的反思對話；（2）教師也可以將研究方法課程分為上下兩部份：前半

學期研讀知識領域、後半學期探索思考領域；（3）如果所需研讀的方法論資料眾

多，可以將課程分為兩門獨立課程 — 「論文研究一：研究方法」與「論文研究

二：研究探索」。當然，這些不同的應用策略會帶來不同的學習成果，各有其優

點，然而最主要的還是教學單位資源的配合，根據階段性目標來選擇適合的方案。 

至於技術方面的問題並不難解決，只要申請或設置一個具有網路論壇 

(discussion board、message board) 功能的登錄網站便可，並不需要繁複的網頁設計

將所有教材內容一一搬上網，教師應把心力投注於討論項目和內容的規劃，包括

「如何透過討論引導合作學習」、「如何針對學生個別狀況特質給予建議」、以及

「如何透過評量項目達到個人化的學習目標」等等；另外，網路論壇活動也可成為

一般研究所課程的輔助教學工具，延長課後的思考活動和學習。 

 
4.3. 建議二：一個參考模式 
 

 以下，根據筆者對「論文研究初探」課程的觀摩心得筆記、課程活動交談記錄

分析以及與兩位教授的課程檢討會議中所得的觀察，針對「培養研究思考」的部份

提出一個有別於現行初期研究者教育模式、而較為契合現今師資培育發展方向的一

個參考模式，包括教學目的、課程目標、教學策略、和學生評量，其實踐架構是以

陶冶研究思考為主要目標而建立的，希望藉此能引發更多有關研究所論文研究教學

方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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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教學目的：培養藝術教育研究者的內省式思辯能力 

關於藝術本質的辯証總是離不開主觀意識的感受或喜好。一般藝術教育初期研

究者經常不自覺地以個人喜好出發來設立研究內容，在尚未經過以較開放的觀點和

態度來審查可能涉及的層面之前，倉促依個人喜好選定題目，很容易因為僅從單一

觀點去看整個問題層級而造成研究立場的偏頗或過於片面性的詮釋。以「培養研究

者的內省思考」(reflective researcher) 為重點的論文研究教學方式可以延遲初期研

究者普遍欲儘速確定研究題目的倉促情況，在進入真正研究階段之前能具備較成熟

的研究態度和思考判斷力，以因應研究活動帶來的挑戰。  

 

4.3.2.  課程目標： 

（1）培養評論研究論文的能力和自我反省、自我分析的能力：  

筆者建議論文研究之課程目標除研讀研究法外，應以探究思考  (inquiry) 的訓

練與養成為主，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五個要素：分析 (analysis)、判斷 (judgment)、評

估(assessment)、闡釋 (interpretation)、和反省 (reflection)。教師可以根據這些思考

行為指標來規劃學習指標、設計課程活動內容和評量項目。 

（2）培養問題發現的能力： 

教師應當針對有關藝術教育之歷史性的、時代性的、文化性的、及哲學本質

性等等問題引導學生建立對於整個藝術學習領域價值體系所衍生之值得探究的問題

的全面性了解，在他們確認特定研究題目之前，能夠體認很多問題其實是環環相

叩、緊密相連的，如此一來在他們心中便產生了對諸多研究問題之孰輕孰重的衡量

判斷，免去鑽研狹隘、枝節問題的錯誤或瞎子摸象的窘態，而能以較宏觀的角度來

研究藝術教育問題，並且在執行研究活動和分析研究資料時能擁有多元觀點的考

量。 

 

4.3.3.  教學活動策略： 

為達以上教學目標，教師可運用下列教學活動策略：  

（1）提供初期研究者撰寫之論文集讓學生學習思考觀察他人研究脈絡、評論

優點或缺失。例如：試舉出乙作者論文「社會重建導向的社區藝術活動

規劃」之見解獨特之處、最值得學習或引以為戒的地方、最嚴重的缺點

或具爭議性之處、和最有貢獻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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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特定研究執行過程  (process) 的議題或研究涉及的層面 (issues) 來討

論不同研究論文作者的思考基點  (perspective) 和方向 (direction)，經由一

致的角度去比較對照不同的個別研究理念和行為，並撰寫評論報告。例

如：「試分析本學期規定閱讀的論文集中這五位研究者對於他們的研究

對象的認知與了解(perceptions)」；或「試分析這五位研究者關於其研

究問題的研究假設(assumptions)」。  

（3）在草擬初期研究計畫後，應引導學生有系統地逐次改寫研究計畫，每次

針對不同面向鼓勵學生提出不同於前一次的思考觀點，進而引發學生多

元思考的行為。 

（4）引導學生用至少三種不同觀點或角度來解釋同一個研究問題，然後依據

各自不同的問題詮釋特性指出這三種可能的研究方案以尋求答案，這樣

的策略可以迫使學生擴展問題思考的視野，去發掘先前未曾察覺的層

面。例如：試以歷史性角度、社會性角度、和心理學角度以「如何評量

學生的創作經驗？」為題，簡述你的研究問題定義和研究方向。  

（5）提供模擬研究情境，激發學生以不同的角色扮演作逆向思考。例如：以

教師、學生、家長各個立場闡述甲作者之「創作教學的學生自我評量」

的研究貢獻或缺失。  

 

4.3.4.  學生評量：建立學生對研究思考的自我分析能力  

培養研究思考的評量活動主要目的不單是從課程實施的角度來檢驗學生學習

結果，還要告訴學生他們的思考特質及未來應注意的層面，或可繼續延伸探究的方

向，而從學生的自我評量中，教師可以窺見學生的心智活動或思考問題的觸角，以

作適切的教學回應。評量模式應採自我評量 (self-assessment)和同儕評量(peer 

assessment)兩項同時進行，因為兩者具有同樣功能 — 促進知識經驗學習的內化、

與舊經驗聯結重整，但不同意義 — 前者是自身的檢討，而後者是透過他人的回應

作思考。關於自我評量的項目、內容應以引發學生思考為設計指標，而目的是逐項

幫助學生編織一幅學習研究過程的思維發展藍圖，記錄思路歷程軌跡，將他們對自

己理解、詮釋事物的看法具體地以文字表達出來（例如研究日誌），也就是訓練其

自我評估、反省的能力或質性自我認知的整合分析 (cognitive analysis or meta-

cognition)。筆者列舉下面幾項以供學生自我評量及互相評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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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舉出規定閱讀的論文集裡三篇與你的研究理念最接近，或你認同的研究

模式的研究計畫，並解釋理由。 

（2）當閱讀研究論文時，通常你從哪一個部份先開始？研究背景？研究結

果？研究設計？為什麼？或者你並沒有特定的閱讀先後次序？還是必須

視情況（例如所研究的問題）而定？閱讀的先後次序是否會影響你對其

研究價值的判斷？請加以說明。 

（3）通常你如何選擇主要和次要的文獻作者作進一步精讀？你的標準是什

麼？作者的學術權威？還是作者研究結果的新發現？你如何確定參考資

料跟你的研究題材之間的關聯性？請加以說明。  

（4）你認為一份有意義、有價值的研究報告應具備哪些條件？你衡量的標準

是什麼 （例如原創性、客觀性、科學性、宏觀性、實驗性等等）？請加

以說明。  

（5）你如何決定研究題材、研究方向和研究問題？它們的先後順序是什麼？

或者你同時進行，而且作交互修正？在確立這些項目之前，你曾經跟哪

些人或學校單位討論過研究實施的可能性？請加以說明。  

（6）你通常如何判斷一般研究報告所作的資料分析之可信度或客觀性？以質

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兩者分述。  

（7）你的研究計畫對你個人的意義是什麼？對你的專業成長意義是什麼？對

你的研究對象而言，意義又是什麼？ 

（8）你的研究假設 (research assumptions)論點是什麼？試寫出在你過去經驗中

或個人信仰理念對你的研究假設所形成的影響。  

（9）你的論文研究企圖是什麼？推翻既定的觀念或想法？挑戰前人建立的理

論架構？尋求特定的解決方案？證明你自己的看法或推測？開發未獲關

注的重要議題、以引起廣泛討論？請加以說明。  

（10）你的個人藝術哲學、教育理念對你執行研究時會帶來哪些層面的影響？

例如問題的考量、資料的歸納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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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研究計畫報告」的計畫報告原則包括—— 

（1）對於有關「美術創作教學法」與「藝術評論教學」這兩個大方向，你想

特別研究的議題是什麼？ 

（2）你的研究問題跟你已經修完的這兩門課的關聯性在哪裡？ 

（3）舉出二到三個跟你的研究問題有關的概念。例如：「學生對於藝術家創

作背景的深度認識有助於提升他們的創作活動」。以問題的方式呈現你的概念，例

如：「學生對於藝術家創作背景的深度認識有助於提升他們的創作活動嗎？」。 

（4）為何這個研究議題對你很重要？ 

（5）為何這個研究議題對其他美術教師很重要？  

（6）你將如何蒐集有關的背景資料﹖ 

（7）在這為期十週的學期中，你計畫用多少時間實踐你的研究項目﹖  

（8）你的研究對象年齡層是什麼階段？  

（9）完成研究計畫實施以後，你得到什麼心得﹖  

（10）完成研究計畫實施以後，你的學生得到什麼心得﹖  

（11）你如何證明學生的學習成果﹖  

 

附錄二：「研究計畫報告」內容及細目如下：  

（1）請詳細說明你的研究問題： 

A.像「促進自己美術教學的成長」、「增進學生美術創作能力」、或「引

導學生參與藝術評論活動」等，作為研究題目來講都嫌太過籠統。 

B.你的研究問題應具有足夠詳細的程度以提供思考問題的解決方向。 

C.你的研究問題應使用能引起其他美術教師共鳴的方式來標題。 

D.你的研究問題應有足夠清楚的意圖足以讓其他美術教師也可以作相同的

研究。  

E.你的研究問題應能在十週內完成初步實施，並得以思考實際教學問題、

反省缺失，作為以後你從事碩士論文研究的起點或跳板。 

（2）研究問題必須應用你在前兩個學期於創作教學和藝術評論教學兩門課裡

所學的理論知識和教學策略。  

（3）選擇一個具重要性而且你可以勝任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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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方法：確立你解決問題的方案及計畫。  

A.研究對象 (population)：你的研究對象之級別、人數？你研究的對象是

所有學生還是少部份？一個班級？四年級兩個班級？一組學齡前幼童和

一組三年級學童？英文課和美術課學生？或是你最優秀的五個學生？ 

B.實施方案  (treatment)：你將採取什麼樣的課程活動來研究所要探究的問

題、並找到解答？你的課程活動如何進行？每天十五分鐘、每星期一次

連續十週？連續的三節美術課？為期多久？一週？一個月？六個禮拜？ 

C.資料收集  (data collection)：你將如何採集相關資料？  

隨堂觀察並記錄教學日誌？ 

訪問研究對象？個別訪問還是以團體為主？  

收集正面及反面學習成果（學生作品）？ 

以學生美術作品為資料？  

以學生寫作成果為資料？什麼樣的寫作項目？關於藝術家的？關於

其他同學的作品？關於自己的作品？ 

學生的口頭評論？ 

學生的學習單（評量表）？ 

由你的觀察還是別人的觀察為準？  

D.資料分析 (data analysis)：你想在資料中找出什麼樣的解答？ 

什麼樣資料顯示能構成有力的證據？ 

你如何評估這些證據？你如何評估學生已獲得新的理解？或者你如何評定

某學生的學習表現比另一個學生好？你評估的標準是什麼？ 

（5）用你和任何美術教師能清楚了解的文字方式寫出你的研究與學習經過。 

（6）用你和任何教師、行政人員、和家長能清楚了解的文字方式寫出學生的

學習經過與結果。 

（7）用收集的資料佐證，支持你的研究分析：例如正、反面的學生作品（美

術和寫作），訪問節錄，你的實地觀察記錄，和其他人的觀察等等。 

  

附錄三：「研究計畫之進度報告一」的內容應包括下列細目—— 

（1）敘述你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 

（2）敘述到目前為止你在實施教學時的研究發現。以你的研究主題與欲調查

問題的角度來解釋並討論這些研究發現的意義和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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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出你到目前為止收集的資料有哪些。如果你還未開始進入資料收集的

階段，描述你未來的資料收集方式和計畫。  

（4）你目前（或未來）收集的資料的重要性在哪裡？目前為止你從資料收集

方面獲得什麼心得感想？ 

（5）你在初期階段的準備工作遇到哪些問題？ 

（6）你需要作哪些方面的調整與修正？  

（7）你發現哪些新的問題？ 

 

附錄四：「研究計畫之進度報告二」的內容應包括下列細目：  

（1）敘述你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相較於與前面的「研究計畫之進度報告

一」，有何改變？  

（2）描述你現在所處的研究階段，已完成的部份和未完成的部份（包括課題

實施和資料收集）。 

（3）著手做資料分析：  

A.列出到目前為止你所收集的資料。  

B.你如何從這些資料找到研究問題的解答？ 

C.什麼樣的資料足以構成重要的佐證？ 

D.你如何評估這些證據？你如何評定學生有新的理解或者某個學生的學習

表現比另一個學生好？ 

E.你評估的標準是什麼？ 

F.確立不同資料之重要性的先後順序。 

（4）你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完成你的研究活動，你現在最重要的執行項目是

什麼？你可能因而必須改變或修正原先的研究計畫，列出你認為未來必

須修正的重點。 

 

附錄五：「研究計畫實施之總結報告」的內容應包括下列細目： 

（1）敘述你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 

（2）以先後次序描述你已經完成的研究活動。 

（3）資料分析：以你的研究問題來看，你的資料顯示什麼含義？你的結論從

哪些資料佐證而來？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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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你需要繼續哪些工作以完成整個研究計畫，進而獲得研究問題的解

答？就調查同樣的研究問題而言，你發現哪些新的研究、思考方向？ 

（5）研究設計：  

A.關於設計與執行一項研究計畫，你學到什麼？ 

B.你遇到哪些問題？未來你將如何調整？  

C.你計畫在哪些研究項目增進新的理解？  

（6）你將如何應用在這個研究活動的學習經驗，來計畫你未來的碩士論文研

究？  

（7）請列出一系列你對於有關從事教學研究的疑問，作為下一個學期網路課

程「研究文獻導讀」的討論活動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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