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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導師對學校教育、教學、課程、祖學導師所掛演的角色等問題，意見常有分歧。而這些不同的

見解則是教學視導歷史真實的寫照:對肉是關於教學視導的使命的事論，對外則是尋求把教學視導

建立為一們專業的實踐科學。 1

Siens 與 Ebmeier (1996 ，頁299)

首先要強調的是，視導工作是香港師資培訓|的核心，也是兼讀制

和全日輯學生為尋求專業教學資格所接受的教學實習中十分重要

的一環。

我們已展開有系統的研究，目的是釐清教學視導工作的範疇

和搜集資料證據，定出理論架構和指引，以改善未來的教學視導

工作。有關研究大綱的詳細內容，請參看附錄一。成功的教學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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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是改善教師素質的關鍵。教師素質得以提高，學生接受的教育

素質也會提高。

本手間內提及「實習教師j 一詞，泛指參與在職教師培訓|課

程的經驗教師和兼讀學士學位或研究生教育課程的職前學生。同

樣， I視學導師」也包括教師培訓機構的兼職和全職導師。我們

的研究資料來自香港兩所大學的導師。我們知道有些教師培訓機

構正在參與教學視導方面的實驗研究，其中包括實習學校內的全

職教師，這些全職教師有時稱為敢導老師、導修老師或協作老

師。我們的研究成果和建議，跟這些學校的教師和高級職員的工

作息息相關，皆因這些職員經常跟實習老師接觸。

雖然我們研究的對象集中在中學實習教師所接受的教育和培

訓，但我們希望本手冊對從事小學師資培訓的視學導師同樣有所

梓益。本于冊的重點是教學視導的過程，而這對於培訓|小學和中

學教師來說 3 實質是相同的。

教學視導的定義

教學視導一詞涵蓋師資培訓的不同過程和活動。教學視導的工作

始於教學實習前，實習期間會有所加強，而完成實習後仍然會繼

續。教學亨見導跟教授正規課程和教育理論課程的研究班和導修課

的講課和教學不同 3 它包括勸導、引導、輔導、樹立樟樣、指導

練習、評核、評估等各方面，是有系統、有目的的工作，而且方

向清晰，活動內容明確。對於個別的視學導師來說，即使所屬的

師資培訓機構已經正式或非正式地建立了良好教學視導實踐的理

現時你是怎樣進行教學視
導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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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架構，他們仍然可以從多個範疇看于來給教學視導的個人實踐

下定義。現時，坊間只出版了少量有關教學視導指引的書籍，換

言之，對於何謂實踐教學視導工作的最好方法，依然未有定論。

因此，對於視學導師和實習教師來說，要確保教學視導的過程公

正平等，就變得十分困難。這對新任視學導師尤其重要，因為他

們缺乏充足的入門訓練和預備工夫，卻隨時要投身教學視導。

教學視導沒有一定的資格限制，而現時視學導師實際的觀課

經驗 9 大體來自他們擔任實習教師的經驗，以及跟經驗豐富的視

學導師一起觀課而得來的。他們的教學視導技巧其實是自己吸收

體會，而不是別人教授得來的。

教學實習時 3 一個視學導師負責指導一組實習教師，而慣常

的做法一般是視學導師在實習教師實習之前和之後負責跟進整組

實習教師。但在實習期間，視學導師則會觀察個別或兩人一組的

實習教師在課堂的教學情祝 9 而視導的過程則主要採用一對一的

指導形式。但是，在某些情形下，有些視學導師只是兼職工作，

他們的責任只是視察學員上課，及負責一定範圍內的教學視導工

作。近年有些院校開始試驗同伴指導學習和小組視導這些新的視

導方式，但教學視導的形式依然是以一對一為主。

圖l.l(根據Waite 1 994年的著作修改而成 ) 2是一張概念圖 o

它清楚地揭示了教學視導的任務、範疇、關僚和特點。這四個主

題下各有更詳細的分類 3 相互緊密關連。對此我們將在本于冊的

適當地方詳作討論。它們展示了教學視導的多面特點，並指出了

教學視導為何對視學導師和實習教師來說均是問題重重。

滿否是況主
罔

En--
的時日

几
1
I
可J對

?
你
意

在圖1. 1 中，你認為甚麼因
素特別重要或不重要 P 理

由是甚麼 V



研究教學視導

純粹從理論上來說，要理解教學視導，我們可以引用多門學科的

知識理論。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可以把焦點集中在視學導師和實

習教師的角色及其相互合作的關係上，這種角色和相互合作關係

表現在人類相互作用中平衡或失衡的權力或權威關係上。在視導

過程中的身體語吉、口頭語、書面語中，顯然也涉及到社會性決

策過程。在權力權威操作過程中，錯綜複雜的平衡關保是我們理

解教學視導的關鍵所在。

既然視導實習教師是教育和訓練課程的一部分，那麼從心理

學的角度來探討教學視導過程也顯得十分重要。這里就產生如下

幾個問題:

. 實習教師是成年人，那麼他們是如何從經驗中學習的?
• 在多大程度上，教學視導能夠促進或妨礙實習教師在某方面

的學習呢?

如何描述、測量、評估或考核教學視導的學習成果?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從人類學和生態學的角度來分析教學視

導。對於全職的實習教師來說，在學校實習只是暫時的工作，他

們必須了解學校這個社葷的文化、他們教授的班級文化、學生的

文化、他們所希望投身的教學專業的文化，以及教學視導工作的

文化特徵。對於視學導師來說，這方面的認識同樣重要。許多視

學導師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要適應這些不同的文化。

教學視導的定義 7 

對於這些問題 3 你的答案

是甚麼?

l' 
-" 



8 優質教學視導:導師手冊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教學視導的地點迴異，彼此各有不同的

環境特徵。有關在「哪里」進行教學視導的問題以及「怎樣進

行」和「進行甚麼」等問題同樣值得注意。

由於教學視導特別跟教學實習息息相關，又是整個師資培訓

課程的一部分，因此可從師資培訓i課程設計和分析的角度著手，

問題包括:

. 教學實習處於甚麼時段?以整個師資培訓|課程的時問安排來
看 3 何時才是最理想的教學實習時問?

. 教學實習如何配合整個培訓課程的進展?

. 教學視導要多少時間才可取得成效?在整個教學實習期問如
何分配時間?

. 進一步地，如果教學視導牽涉到導師在教學視導期間所擔任
的不同角色，隨著實習的進展，這些角色會如何轉變 P

. 當代資訊和通訊科技在多大程度上能促進教學視導的成效?
本手冊所提供的意見都是根據我們深入的研究而得來的。設

計研究工作時，我們都意識到上述觀點是十分重要，在以下章節

中，我們會詳加討論。

為何從生態學和人類學的
角度探討教學視導會對我
們有所幫助?這兩門學科
對我們有甚麼啟發?

你對這些問題有甚麼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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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怎樣才算「對學生抱鼓勵、支持的態度J ?這顯然沒有一個可以

鑒別的特徵來界定，但是或許可以由多個我們公認的明顯特徵描

繪出來 3 其中包括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師生立相尊重的程度、課

堂氣氛是否輕鬆、友好等等。教師是否關注學生的學習程度和學

習素質、是否嘗試監督學習等也都是明顯的特徵。我們也認為教

師須要體察學生的需要(這不僅是學習上的需要而教師當然

也要多鼓勵學生。

你認為鼓勵、支持的態度

有甚麼其他的特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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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師生之間， r融洽相處J 這個概念與良好關係息息相關。

( <牛津英語大辭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形容 rapport

( r融洽 J )為一種特別有助益、特別和諧的關係。)在研究開

始前進行的問卷調查中，我們要求視學導師和實習教師分別列出

「良好」課堂的五個典型特徵。視學導師和實習教師一致認同的

最普遍特徵中的一個，就是師生之間能融洽相處。顯而易見 3 實

習教師至少認為鼓勵和支持的其中一個特徵一一融洽相處一一是

十分重要的。視學導師也常常在關於鼓勵、支持態度的意見上首

先強調這點:

我明白每個人的性格都截然不同 ..但我會讓他們(實習教

師)知道他們偶爾笑一笑，學生就會覺得輕鬆一些，也會感到

獲得多點鼓勵、支持，氣氛也會有所改善。

(SUP7) 

為甚麼有些人特別難以培養出鼓勵、支持的態度我認為)

改變行為之前 3 態度上必須先要改變。如果沒有基本的正面態

度，如果不相信有人值得你關注、支持的話，你不會突然變得

鼓勵、支持別人。

(SUP21) 

後一項的意見認為 3 良好的關係(融洽相處)是培養鼓勵、支持

態度的先決條件。可是，這也暗示了，雖然這個條件是必要的，

但並不足夠，這就令我們須要考慮本章第一設提及的有關鼓勵、

支持態度的其他特徵。

但在考慮這些特徵之前，我們須要想想，這個問題有甚麼地

方會令視學導師和實習教師覺得難於討論呢?與本手冊內討論過

的其他一些問題不同 3 視學導師和實習教師都不能清楚解釋何謂



欠缺鼓勵、支持的態度，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相比起以前討論過

的問題，這個問題所涉及的教學專業精神層次更為高。

實習教師在準備工夫、運用教學輔助工具、表達、解釋等各

方面都可能表現得很不錯，而這一類型的教師通常也都滿腔熱

誠、精力充沛，但卻不一定會抱著上述所說的鼓勵、支持學生的

態度。如果視學導師認為有這種情況出現，他要做的便不是批評

實習教師的吉行，而是要實習教師察覺到他成為真正專業教師所

「缺少的元素」。這是把教學的性質看作為一個發展過程，而視

學導師的難處，或許就在於要付度對某個「階設」的實習教師應

有怎樣的要求，這個問題於本章稍後會再作討論。

• 
引言部分帶出的重點是:

實習教師與學生之間關係良好或相處融洽，是培養鼓勵、支

持態度的必需條件。

觀點與分析

行為表現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實習教師和視學導師都視師生間的融洽

相處為鼓勵、支持態度的第一個特徵。諷刺的是，這餌特徵大概

是最難從行為上表現出來的。鼓勵、支持的態度主要是關乎課堂

上的「氣氛J '而這又是捉摸不到的。一名視學導師表示:

整堂課我根本看不出師生之間有過任何建繫。教師說個不停 3

學生則鴉雀無聲地坐著，毫無溝通可吉。從教師的臉上可看得

不善鼓勵學生 159 

有不抱著鼓勵、支持態度

的 f 好 j 老師嗎?有的

話，是如何顯露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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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並不享受上這課。你可以感受得到，即使是我這樣的旁

觀者。所以，我十分肯定學生也可以(感受得到) 。沒有連

擊，也沒有情感可吉。

(SUP14) 

上述的意見除了提出教師方面不樂於授課外，最顯著的是明顯欠

缺溝通。正是這個特徵讓視學導師能在課堂上找到客觀表現。視

學導師和實習教師提出了兩種容易辨認的溝通方式( 1 )學生

回答時給予讚許和鼓勵， (2) 走到學生當中，看看他們的學習

情況。這些看來可能只是「低層吹」的溝通，但確是重要的一

環。

實習教師未必察覺到正面鼓勵、支持(的價值) 。他們只會判

斷(答案)是否正確，而不會說「那個答案很好J 或「那個答

案很有心思J 等類似的話。

(SUP20) 

我教小學時，有一吹校長對我說你似乎甚少稱讀學生，他

們回答問題時 3 你很少說『答得好』、『這是一個好的嘗

試』叫我想了想，對!給予學生支持、鼓勵是十分重要的。

這個道理令我和學生都有既得益。真是個好意見。

(STll) 

師生的溝通交流顯然可以比上述意見談到的更為複雜。一名視學

導師在以下的意見中強調了這一點，他提到有一名實習教師在課

室內走來走去觀察學生:

不只是走來走去看看學生在幹甚麼。我認為實習教師應該停下

來，與學生簡短地談談學習情況、聆聽學生所說的、給予意見

等等。

(SUP14) 



這名視學導師也提出了另一個意見?擴展了以讚許來回應學生這

個簡單的概念。這個意見得到另一名視學導師的支持。

不要只說「好」或 f正確 J '如果你真的重視學生的答案，你

就要把那個答案運用一下 3 引述一下，讓學生知道你欣賞他的

答案。

(SUP14) 

不一定要直接讀許 9 只須表示你欣賞他們的答案就行。

(SUP7) 

課室里一個十分常見的現象，就是實習教師一一駁回學生連

續提出的答案 j直至得到正確的答案，然後才給予讚許。這個做

法會將學生的「學習 j 貶為「猜想、教師心中想甚麼 J '而上述的

視學導師均明顯認為應更加重視學生的答案。(這個做法當然也

可以引申到學生其他的參與形式上，並不限於回答問題這方

面。)關於如何回應學生，一名視學導師有進一步提議:

(實習教師)應以「那個答案很有心思，某種程度上是對的，

但可否稍為改進一下呢?有人願意試試嗎? J 等方式來評價學

生的答案 3 而不是以簡單直接的方式回應。這樣，即使學生的

答案並非完全正確 3 但你至少也確認了學生所付出的努力。

(SUP20) 

這名視學導師指出了回應學生的男一個要點，而這要點跟上一點

差不多是同一事情的兩面，那就是以不催促學生回答、給時間讓

學生思考的方式來表示讚許他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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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用甚麼方式表示欣
賞學生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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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他改進了很多....盡量提出引人思考的問題，但由於他

太緊張，沒有給學生足夠時間想出答案，就跳到總結、確定等

階段，但其實等待也是重視學生的做法。

(SUP20) 

給時間讓學生回應的做法，在文獻中稱為「等候的時間」。除非

是反問旬，否則我們發問時本能上會留點時間給對方思考。可是

在教學的環境下多我們每次應給予多少時間實在是個複雜的問

題。在太少與太多之間取得平衡，就要考慮到問題的難度和日

的、教師對學生性格的認識等等。上述視學導師認為要以等待的

方式來重視學生的回應，又是另一個考慮因素。

這部分引用的視學導師意見，顯示了當實習教師嘗試改善學

生的學習京質和監察學生進度時會有的表現。本部分帶出的重點

是.

. 鼓勵實習教師認識到讚許、鼓勵學生的價值。

. 鼓勵實習教師除了以整班學生為交流對象外，也要與個別學
生進行交流，主動討論其學習情況和問題 o

. 鼓勵實習教師積極回應，重視學生的所有建議或答案。
強調給時間讓學生思考是表示重視他們的一種方式。

自我中心主義和發展階段

有關教師培訓的著作顯示，實習教師大多經過一些明顯的發展

「階段 J '例如:新入職教師多會關注課室內的「生存J 問題，

在後來的階段則會成為稱職的「教學技術員 J '而現時很多人認

為實習教師的最終目標是要成為「自省的教育工作者」。這些階

一名教師認為「等候的時

間 J 相等於「浪費了的時
間，你對此會如何回應?



段當然沒有明顯的分界線。很多人都認為沒有最終的階段，因為

在教師生涯中，成為專業教師的過程是永無正境的。雖然如此，

很多教師培訓課程都假定這個階段發展的概念大致上描述了教師

的發展模式。

另一種看教師發展模式的方法，就是以在某一特定時間、教

師注意力的主要「焦點J 為考慮因京。從這方面考慮，新入職教

師可以評為「自我中心化」。事實上，稱職的教學技術員一方面

可能要在多個可以衡量的範疇內都達到好教師的標準 9 但一方面

仍頗有可能傾向於自我中心化。即使不是沒有例外，但他們大多

均注重自己的表現、技巧等等。相反，自省的教師把焦點差不多

全轉移到學生身上多變為以學生的學習情況來衡量教學的表現。

簡言之，焦點放在學習而非教學上。

根據我們的研究資料顯示，實習教師和視學導師顯然一致認

為，這種學習為本的做法是優良教學的要點。例如，在先前所引

述的問卷中，實習教師最常提到的良好課堂特徵是「引起學生興

趣及/或參與的能力」。以下這名視學導師說明了這點:

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實習教師。他們是在慢慢地蛻變 3 在這個

時期我們須要觀察他們經歷不同的階段。我們期望他們(在很

短時間內)由學生搖身一變成為教師，所以不可以期望實習教

師一開始就抱著鼓勵、支持的態度。我以磁碟空間來打個譬

喻。(開始時)空間全都用來處理自己教學表現的問題。他們

的注意力、精力全都花在這方面上 9 又怎能要求他們留意學生

的學習和進度並且鼓勵和支持學生呢?

(SUP21) 

不善鼓勵學生 163 

::戶

你認為亨見學導師應該在甚
麼階段留意實習教師有沒

有鼓勵、支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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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入職教師在生存與使自己稱職兩方面奮門的寫照。這就要

求視學導師設身處地為實習教師若想多不要期望他們在實習初期

就會對學生抱有鼓勵、支持的態度 o

t述的視學導師繼續就實習教師的發展提出意見:

抱鼓勵、支持的態度是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涉及實習教師本身

甚麼時候準備好面對這樣的進展和取向。我的確留意到，如果

我們不加以提醒的話，實習教師到了課程差不多完結時 3 會還

未從自我中心化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這是關鍵的一點。很多

教師仍然在奮門，仍然自我中心。我希望我的實習教師在修畢

這個課程前知道，即使他們可能還未完成轉變 3 但至少他們應

學到應有的態度，變得更能給予學生鼓勵和支持。這就像為鼓

勵、支持的態度撒下種于一樣。不然的話，他們確實有可能在

很早的階股就思想僵化了 3 長此下去會禍延我們的教育制度。

(SUP21) 

這意見提到的兩點很有意思，就是視學導師生動地描繪了思想僵

化的危險和撒下鼓勵、支持態度的種子。培訓教師的導師有責任

推動實習教師朝若以學生為中心的方向前進。這表示，在培訓課

程一開始便要培養實習教師支持鼓勵學生的態度，這樣，到了實

習的後期，便能看到他們表現出一點這種態度。

當視學導師察覺到實習教師在這方面尚未完全發展時，就應

提出來展開深入討論，特別是當實習教師自己還察覺不到問題

時。這是培養實習教師自我批評和自我反省能力、使其成為真正

教育專業人員的第一步。



本部分兩個互相關連的重點是:

• 避免對實習初期的實習教師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 確保在教學實習期間便讓實習教師知道對學生抱有鼓勵、支
持態度的重要性。

討論方式

最後，我們看看應如何向實習教師提出這個問題和怎樣跟他們討

論。如上所述，視學導師所面對的問題更多是在於應該對不同發

展階段中的實習教師提出怎樣的要求。可是，實質上沒有視學導

師就討論這個問題的難點提出任何意見。與之前的章節討論過的

一些問題相同，實習教師對提出問題的方式有一套看法，以下是

頗為典型的意見:

視學導師應該清楚了解實習教師的性格。如果實習教師不能忍

受批評，視學導師可以用間接的方式給予意見。重要的是，實

習教師先要願意接受批評 3 然後才能判斷批評是否合理和找出

改善的辦法。這個話題的確很難提出來討論 3 不過，我寧願視

學導師直接指出我的弱點。

(ST14) 

(視學導師)可避免過分批評 3 而應該多給予意見，可以說:

「你的反應很好，但可以再給學生多一點鼓勵，比方說，你看

到學生十分緊張，你可以多作鼓勵，推動學生努力學習。」

(ST25) 

以上的章節提出過兩點:留意實習教師的性格和給予積極的

意見，這些都再吹在上述的意見中得到印證。第二個意見中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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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就是視學導師所用的討論方式應該作為實習教師的「榜

樣 J '所以，要鼓勵學生和留意學生反應這兩點，正好反映於視

學導師跟實習教師討論這個問題的方式。該名實習教師繼續闡述

這個樹立「榜樣」的方法，並提出一個較為大膽的建議:

如果視學導師用間接的方式不能令實習教師明白這個問題多他

可以試試做一個實驗。下一吹他與實習教師坐下來討論時 3 他

可以不停責罵實習教師，態度要很惡劣，不要有任何積極肯定

的回應。當然，之後的態度要和善一點。稍後，視學導師可以

問問實習教師有甚麼感受，然後向他解釋對不起，那只是

一個反面教材的示範。」這樣說聽起來就可以像是一個玩笑。

這樣做是希望給實習教師留下深刻的印象 3 知道自己(對學

生)的態度是怎樣的，目的是讓實習教師領悟到自己的問題所

在。

(ST25) 

我們非常懷疑，到底視學導師會否採用這樣極端的做法。不過，

這意見清楚說明了，這位實習教師自己也明白問題所在和樹立榜

樣的作用。

這部分的重點是:

留意實習教師是否「準備好」去鼓勵、支持學生。

. 給予實習教師正面的意見多協助他們做到多點鼓勵、支持學
生，例如關於怎樣回應學生等。

你認為這個實習教師的建

議如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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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教師與學生之問關係良好或相處融洽多是培養鼓勵、支持態度的必需條件。

.鼓勵實習教師認識到讚許、鼓勵學生的價值。

﹒鼓勵實習教師除了以整班學生為交流對象外，也要與個別學生進行交流 3 主動討論其學

習情況和問題。

﹒鼓勵實習教師積極回應，重視學生的所有建議或答案。

.強調給時間讓學生思考是表示重視他們的一種方式。

.避免對實習初期的實習教師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確保在教學實習期間就讓實習教師知道對學生抱有鼓勵、支持態度的重要性。

.留意實習教師是否「準備好」去鼓勵、支持學生。

﹒給予實習教師正面的意見，協助他們做到多點鼓勵、支持學生，例如關於怎樣回應學生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