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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1. 前言: 怎麼樣才能教得好? 怎麼做才能成為優良的
大學老師? 學生填的學習意見問卷，我要相信嗎?

2. 自我了解: 我是什麼樣的老師? 我是有教學洞見、
有同理心的大學老師嗎? 

3. 創新進步正向的教學者 DPP

4. 同理心出發的教學規劃 SETRC

5. 天生麗質的老師: 自我紀錄與省思

6. 灰姑娘型老師: 觀課學習紀錄求進步

7. 科學家型老師: 簡易的課堂學習分析



研究做得好又教得好，可能嗎? 
怎麼教才能成為優良的大學老師?  

• How to be good at teaching? 

• Could I become a good teacher and a good professor at the 
same time? 

• Should I believe what college students respond in teaching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創新求進步的老師? DPP

• 紀律(D iscipline): 我要求學生的，有求我自己嗎? 我做得到嗎?  

A教授: 禮貌、守時、共好

B教授: 同理、說聽讀寫、懂背練

• 與時俱進的教學(P rogressive Teaching): 翻轉創新豐富課堂

• 正向心態面對教學工作 (P ositive/Growth Mindset vs Fixed Mindset, C. Dweck)

成長心態的教授認為，教學素質是可以持續改變的、可以成長，除非自己停止努力成長，否則失

敗只是通往成功的歷程。如果學生評量得分為全學院平均值，成長心態的教授不會認為自己比不

上別人，會注意考慮如何爭取10%的進步空間；如果學生評量得分為全院第一，教授會認為是努

力的結果，努力是正確且必要，唯有透過努力，才能變得更敏銳、更優秀。

定型心態的教授認為，舉凡教得不順、學生聽不懂、學生抱怨、上課睡覺都是失敗。教得成功(學

生評量得分為全院第一)是自己天生就很優秀；如果學生評量得分為學院平均值，會抱怨為什麼其

他老師要把教學搞得像競賽，根本是今天的學生程度越來越差，聽不懂我講的。在定型心態的世

界裡，努力被視為拙劣，不聰明，才需要努力。



教學洞見(insights)與同理心(empathy)

• 教學需要洞見(insights): 來自敏銳的觀察力與堅定利他的信念

• 發揮教學同理心: 換位思考、觀察傾聽、表達尊重；穿上學生的鞋子，
站在學生的角度去體會他/她的感受，和學生溝通時，設身處地去思考
他的能力、想法、情緒(憂愁與快樂)

• 同理心(empathy) 不同於同情心(sympathy)

• 同理沒花力氣不愛念書的學生、同理花了力氣卻讀不好的學生、同理花了力氣
卻累到沒辦法前進的學生....

• 研究做得好，需要以研究者為中心嗎? 不一定，尋找師生雙贏的立足點，下定
決心幫助學生，以學生為中心。

• 有同理心的老師，通常是在學習中遇到困頓，從困頓中走出來的人



五類問題，

了解自己是不是有教學同理心?



Sensible toward students’ learning

對學生的學習歷程與結果有感(有良好的判斷力)

NOT 總是不如此 1 – 2 – 3 – 4 – 5 總是如此 YES

S1. 我這樣教，預期學生會懂，我的預期準確嗎?

S2. 我會注意學生課堂上的反應，以偵測學生有哪些正確反應、有哪

些錯誤反應?

S3. 我常觀察學生的表情，試圖分析他們是否瞭解我所教的?

大部分大學生喜怒不形於色，上課時是否理解不會表現在外表，他們

內心會有感覺，但就是不說、表情也不見得會表達。老師需要能讀懂

人心、有良好的判斷力。



Examples_Lively

善於舉例說明，範例活潑有趣
把學生生活經驗與課程連結

所有的大學課程到最後都必須學以致用，因此老師上課舉例越能貼近

學生經驗、生活實例，學生對於所學的，會比較感受到有意義、願意

投入，學習也會比較有成效。

總是不如此 1 – 2 – 3 – 4 – 5 總是如此

E1. 我走到各地常常會發現某個物品(現象)可以在上課當作講解的範例

E2. 我常常尋找切合時事、切合校園環境、或配合學生生活經驗的例子來
說明課程內容

E3. 我會舉學生有興趣的實例來說明課程內容



Theories Integration

連結(對比、整合)來自各領域變化的理論

同一領域中的理論會不同課堂出現，但在不同的課程或領域，可能會

有不同的角度或解釋方法，我會適時提醒學生這個理論在其他課程的

應用方式，我會引導學生去思考、溫故知新，使他們對理論有不同角

度的理解，印象更深刻。

總是不如此 1 – 2 – 3 – 4 – 5 總是如此

T1. 我會想出不同的角度去講解教科書上的理論，引學生思考

T2. 我會對比某一理論與其他課程相似理論的差異

T3. 進入某單元時，我會適時提醒學生該單元理論在其他課程的應用方式



Research enhance Teaching

研究經驗導入於教學

能把研究經驗帶入教學中，研究經驗越豐富，說明的公式、教學舉
例或講解基礎理論時可以越有料。在不同章節，分享我自己的研究
經驗。

總是不如此 1 – 2 – 3 – 4 – 5 總是如此

R1. 我會依據自己進行計劃的研究經驗，設計應用情境，講解課本上的
理論

R2. 講解公式時，我會以自己研究經驗當作例子來說明

R3. 我會跟學生分享該研究經驗，提升學習興趣、鼓勵學生探索



Career of Students & Industry/Business
為學生就業思考、產業經驗導入於教學

從學生的角度看老師，我的教學經得起考驗嗎？用學生流行的語言與
學生溝通，引導學生論述思考。

產業變動快速，把產業思維想法與學生連結，引導學生思考能力。會
以產業(就業)的實例來引導學生思考畢業後的前景嗎?

總是不如此 1 – 2 – 3 – 4 – 5 總是如此

C1. 我會用大學生流行的語言與學生溝通嗎?

C2. 產業(就業)變動快速，我能把產業(就業)思維想法或實例帶給學生嗎?

C3. 我的教學能展現與產業(就業)的連結嗎? 



五類問題，

了解自己是不是有教學同理心?
1. Sensible toward students’ learning
2. Examples Lively
3. Theories Integration
4. Research enhance Teaching
5. Career of Students  & Industry/Business

Teachers’ underlying efforts: 
1. Detect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feeling
2.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3. Bridging: student, textbook, research, industry/ business



有同理心的老師，

通常是在生命或學習中遇到困頓，

從困頓中走出來的人。

大部分教授沒有遇過學習的困頓



我的教學同理心不足，怎麼辦?



教學的自學 設計思考: 教學不夠好，怎麼辦?

1. 覺察自己: 是否是有同理心的老師，YES? NO?

天生麗質的老師: 自我教學紀錄與省思

灰姑娘型的老師: 沒有資源、沒有天分，需要觀課模仿好老師，做學習紀錄求進步

科學家型的老師: 把教學當做研發、設計思考的議題，追求成長

2. 觀察: 找到幾位有口碑的、獲教學獎的老師，觀察課堂。

3. 如何觀課

3-1 挑選課堂: 參訪其他老師的課堂、以老師的觀點(不再是學生)重新看課，看五
個段落: 學期初第一節、演講課、實作課、考試及檢討、期末報告

3-2 以SETRC記錄觀察: 如果在本領域觀課，以SETRC架構【觀察老師教學】

我在這門課，觀察到老師的課堂行為，有哪些SETRC的實例? 

反省: 看完這門課，SETRC的哪一個層面我還沒學到? 



SETRC

1. Sensible toward students’ learning
2. Examples Lively
3. Theories Integration
4. Research enhance Teaching
5. Career of Students  & Industry/Business



教學的自學 觀課與模仿

3-3 用ICAP模式作紀錄: 如果跨領域觀課，建議以ICAP模式【觀察學

生學習行為】

• InterConstructive, Constructive, Active, Passive

• 越接近IC的課堂，老師是教練，製造機會讓學生鍛鍊筋骨肌肉，

課堂後學生留得住的知識技能越多；

• 越接近AP的課堂，老師直接為學生灌頂，製作精美講義直接教學，

要求寫作業，讓助教解答，課堂後學生把知識還給老師的機會比

較大





ICAP class observational interface on GORP
Lin, SSJ (2020 ongoing classroom learning analytics MOST project)



ICAP class observation 
report
Lin, SSJ (2020 ongoing learning analytics 
MOS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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