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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班級經營是教師必備的專業技能。班級經營含蓋範圍很廣包括師生互動、

班級秩序管理、課程安排流暢、環境設計規劃、課業教學及輔導學生不當行

為等。班級經營常伴隨課堂教學而形成，「沒有課堂教學的班級經營是虛的; 

沒有班級經營的課是混亂的。」尤其，班級經營成功將導向有效的教學。

Borich(1999) 提到有效教學除了考量學習氣氛、強調班級經營、教學多樣性

、評量學生成就、檢視學生學習、尋求較高層次思維歷程及表現成果等，還

要尋求授課清晰。其中，授課清晰指給學生清楚學習目標，將授課內容加以

組識整理，並有條理的傳遞給學生形成有節奏的課。

       「有節奏的課」指一堂課的教學能流暢的進行，過程中師生共同參與形成

互動(問與答)，提升學生學習成就。節奏是事物所表現出的一種包含強與弱

、快與慢、輕重與緩急、長久與短暫的有規律和諧的現象。教學流暢性指教

師依照自己的教學計畫，循序漸進的進行教學，達成每一階段都的教學目標(

概念、技能或態度)。教學流程包含引起動機－教學－綜合活動。教學過程中

師生互動-教師提問，學生回應。師生互動下學生有發言的機會，透過教師給

予的回饋檢驗教學成效。因此，教師需要知道如何掌課程，安排教學流程，

營造師生對話，使一堂課運作成功。

陳埩淑老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

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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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節奏的課—互動與發言



1.引起動機

有節奏的課會呈現教學順暢，並且營造教學的氛圍「學生有參與發言的機會。

   教學流程指一般的教學包含課前的引起動機、過程中的教學及評量學生表

現(綜合活動)。課程上所安排教學活動，教師能流暢進行，並能掌控進度。

課程進行前的引起動機時間不必太長，而引起動機的任務在於激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與探索學習的好奇心。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動機是學生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

素，也是教師教學不能忽略的!動機像是機器引擎，起動引擎才能發

動機器。動機一詞常與「需求」、「驅力」、「誘因」等名詞串聯

在一起(陳李綢，2000)。張春興(1994)定義動機（motivation）是

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使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

的內在歷程(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授兼系

主任-張春興，1994，p.91)。「引起動機」是指引起個體從事某種

活動並維持持續參與的一種歷程。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通常是教學

活動的第一個步驟，而且還要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直到學習結束，

也是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應該留意的重點。若學生失去動機，

教與學就會失去方向達不到目標。在「引起動機」的要素中，教師

為引起學生較長時間的求知欲，可藉助教學媒體或具體可操作材料

供孩子觀察觸摸、探索引發問題，另外，可以使用繪本用說故事引

起學習動機，教師需要隨時變化教學方式、情境、及多元的素材，

設計兩難情境，激發學生去解答；或是在「切身相關」的議題討論

中，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作連結，回憶舊經驗幫助喚起舊經驗進

入新的學習。

二、有節奏的課特色

(一)教學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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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教學

    在主題或學科的教學上，要能規畫上課流程，按步就班的讓學生跟

得上步調，並有溫馨互動的氣氛，另外，教師的態度也很重要：如教

師上課的態度平順、保持微笑。對待孩子需公平公正，讓每位孩子有

上台發展的機會，並適時給予鼓勵。

3

音樂課程設計:因為上主題，老師讓每位幼兒都能到台上當小樂隊的隊

員，上台與5個好友演奏，從認識樂器到每天都有小樂隊上台演奏，聽

著老師所播放的歌曲，搭配著音樂中的拍子、節奏，自己選擇樂器及方

式來教打擊樂器，讓樂器發聲出好聽的旋律，之後再次複習樂器的種類

，並讓幼兒說出樂器的名稱。

課程安排的步驟很順暢，老師會先讓今天的小樂隊上台表演，先選擇自

己想要表演的樂器→排好隊等老師播音樂→播音樂→且用自己的方式去

打擊樂器→打擊時聽著音樂，打自己想要的節拍，結束之後老師會讓觀

眾鼓鼓掌並鼓勵台上表演的幼兒，接著老師讓台上的小樂隊傳給台下的

小觀眾讓他們也上來打擊，最後老師會與幼兒分享在打擊時，哪個幼兒

用了不同的打擊方式，卻還是能打擊出好聽的音樂，也複習了樂器種類

    同時，老師在課堂中，給孩子很多空間的去思考去觀察，不會一下

子就把想說的說完 (1080329協進) 。

實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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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堂完整的教學，也有轉折不單只是教師講授，也要注意給學生操作及

與學習反應的機會。

    又如音樂課製作樂器。教學重點應放在沙鈴聲音的深入引導和討論，教

學流程有三驟：第一，提供折斷的竹筷，應給幼兒看它原本的樣貌，告訴他

們為何會變成一段一段的。第二，說到用瓶子製作沙鈴，使用的材料有玻璃

瓶以及塑膠瓶，可以讓幼兒用手捏捏看、搖搖看、彈彈看兩種材質的聲音的

不同。第三，幼兒裝入素材到瓶子內時，可先裝一種素材來聆聽聲音，之後

，再裝兩種以上聽聽看聲音有何不同 (1080503協進) 。

    然而，隨著教育新課程

改革，教學既與傳統教學仍

有一定連結，但又不太相同

。新教學的本質在於引導學

生主動地參與學習活動，使

學生在知識能力、情感態度

、創新精神發展出來。除了

以學科知識為中心的教學外

，也會採用跨領域教學，但

無論那一種教育改革，改變不了的是教學本質，仍然強調教學互為主體性「

師生共同參與」。

    觀察老師帶活動時所用技巧的同時，活動的規則訂定是重要的，老師與

孩子要在互動中建立關係，老師努力觀察了解每個孩子的特質與需求，在每

天的相處中慢慢形成一個默契。當每個孩子的需要都有被看見與滿

足；孩子感受到自己在老師心中是有位置的、被了解、也被愛的，

孩子在教室裡就能放心去探索，才不會一直想設法吸引老師的注意。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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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生互動

2.師生互動情境

    氛圍指圍繞或歸屬於一特定根源的有特色的高度個體化的氣氛。一

堂課成功的教學通常是雙向互動，教師根據學習者的實際需求和能力與

學生互動，診斷出學習的問題與學生未能正確理解的部分，給予學生學

習的機會，並調整自己的教學內容，達成一堂課的教學目標。課堂的教

學活動中，教師與學生，或是學生與學生之間能夠進行對話，而教師能

主動積極營造師生及學生同儕間的互動。

    有師生互動的課程才會使課堂氣氛不沉悶，產生活潑、生動的

上課型態，能激發學習的興趣，師生互動及幼兒學習反應上，教師

能給與孩子明確指示，在課程中老師會先與幼兒討論前一堂課所教

的，由幼兒在課堂上的反應，就能夠顯示教師和孩子們之間的默契

是否足夠，使每個孩子都很認真的專心上課。

    例如，鄭老師上課，還有與孩子的互動，就是真正的主題教學

，讓孩子們動腦提出意見，一起討論出一個結果，這樣的互動才會

讓孩子們有參與感，不會只是靜靜的坐在下面聽老師講，同時也可

以訓練孩子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且討論出來的結果或是做出來

的作品，也會讓孩子們很有成就感，老師要做的就是在一個活動中

，培養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這樣才有教學的意義。(1070310龍潭)

    開放的教學空間與開放的心胸才能讓學生自主學習！包括幼兒

都能有學習表現。以下是課堂上因有互動才有創意產生：

(二) 營造教學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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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在因為主題上，老師有提到在之前幼兒自己用鐵琴敲出小星星

的歌曲，老師就靈機想到讓幼兒來彈奏並讓小樂隊合奏，且與幼兒討論誰會

敲小星星的歌，還問說每次都讓這些小朋友上來那其他小朋友呢?這時幼兒就

開始想出很多想法及解決問題的答案，譬如:要讓每個人都學會敲小星星該怎

麼做?

    課堂上師生互動在開放氣氛下，加上教師的鼓勵與讚許，學生更能主動

的找到解答。

 3.開放氣氛-鼓勵、讚許

老師問：「你希望你長大嗎？長高嗎？」

小朋友們回答：「希望。」

老師問：「如何才能長大長高？」幼兒紛紛提出可能性

C1：多吃菜多喝牛奶。

C2：多吃肉。

老師澄清：「就是營養要夠，對不對？」 「只吃菜或肉就會長高嗎？ 」

C3：「早睡覺。」

C4：「不能吃垃圾食物。」   

實例：



7

從對話中，引出正確的答案，教師也不必直接給答案，是很重要的引導。

老師反問：「對！不能吃垃圾食物！可是我不曉得哪些是垃圾食物耶？」

C1：「麥當勞。」「肯德基。」「糖果餅乾。」 

C2：「還有炸排骨。」

C3：「還有雞腿。」

老師：「都是炸的食物，哇~你們真是太厲害了！」

1．問題類型-有固定答案、沒有固定答案

2．問的方式

4.教師互動型式

    問問題是一門大學問，教師如何問對問題，得到好的回應，視

教師發問的問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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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行型師生互動表現

教師能與學生建立“心靈互動的平臺＂。在活動中發現教師和師

生的關係和諧而有默契，教師在面對學生發起的互動行為時，能

有效積極的回應。

學生發起互動行為時期望得到教師的積極回饋。教師對學生的回

饋在某種程度上會滿足他們的某種心理需要，而教師對待學生的

態度與這些需要的滿足之間有著很大的相關性。

設計教學活動引發互動。首先，教師以環境課題為切入點選擇活

動內容。如實驗證明，教師依據學生原有的經驗、能力來選擇學

生感興趣的活動，能使他們在活動中有話想說，有話可說。

二、下行型師生互動表現

教師以平和的語速、親切的教態，和學生形成平等的師生關係；

同時在課堂中教師注意使用“你們想怎麼做……＂“猜一猜……

＂等建議性和提醒性的互動語。因此，相對課堂中的消極指令、

約束紀律的現象就很少，整個活動就只有一次提醒幼兒坐好，大

部分幼兒始終能以飽滿的精神積極和教師進行互動。

學生反應迅速，回饋及時，幼兒反應迅速，及時回饋。

互動溝通發問的三種形態(李秀珠，2001)

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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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以管理者的身份發起互動。教師控制整個教育過程，掌握

師生互動的主動權，師生間的互動不被嚴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時

間與範圍內，而且主要是配合教師的教學內容與活動，學生真

正的學習需求與表現得到適當的尊重與關注，則師生間的互動

彼此形成很好的應答。

充滿合作的學習、生活環境，更有利於形成一種民主、和諧、

信任的師生關係。

班級次文化因素影響課堂有效互動行為的出現。在平時的課堂

上師生互動、同儕互動形成一種互助、相互依賴的良好班風。

例如:

    幼教老師會以手指謠或小默契來先管理好秩序才開始進行課程

，不僅暗示小朋友課程即將開始，也提醒小朋友要專心聽講。從中

顯示出小朋友與老師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默契及互動關係。(1070310

圖1 三種互動發言的模式

依上圖1 三種互動發言的模式，看出若以教師為主的教學，課室內比

較多採上行型互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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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學生問題的回饋

    問問題是一門大學問，教師如何問對問題，得到好的回應，視

教師發問的問題而定。

5、如何增進師生的互動?

    Borich(1996)認為，發問可以為老師所欲呈現之教學內容與學

生現有知識 搭起橋樑，亦能引導學生思考老師欲建構之教學目標。

同時，發問也就建立師生互動的管道。最有效的教學是讓學生多點

自由想像的空間，因為教師只要提供多一點的時問，只是丟問題，

由學生思考、討論、提出、分享，且最好老師能將學生發問的紀錄

下來，這是要事先準備材料等等得事先工作、事後討論，這樣的教

學方式是最能營造的學習互動的氣氛。

    課堂發問是一種問題解決的方法，也是一種良好的學習與教學方

式，就學生方面而言，發問 反映個人思考，協助自己發現學習疑難

所在，增進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提供個體成長的機會； 就教師

方面而言，利用發問技巧來提升學生的思考層次，同時也增進自我

的教學效能。發問技巧能促進教與學之間的互動與回饋，在教育上

確實存在重大的意義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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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是方式，老師不會一直執著在既有的進度上，教師的教學可以

跟著學生的反應或觀察學生的學習需求作調整，(1080517) 。教師不同

的提問方式會引發學生不同的反應，學生應答的認知程度與教師提問

水準，有很大的關係(邱美虹，2004)。

    提問能導引學生思考，能給予學生參與討論、發表意見之機會，有

助於學生組織能力的發展(黃昭勳，2019)。

    過去在提問的過程中，教師容易問些簡單的問題，而使得課堂中的發問

流於形式化，無法有效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非認知師徒組教師的高頻率行

爲則是分散在發問、講述及回應三個類別中，若有發問則以新的封閉性問題

爲主，大多與學生的回應無關，而是依循教師的既定教學計畫進行，因此，

學生多以簡短的是否對錯或是填空式回答教師的問題，且教師也少繼續詢問

相關的問題，所以學生的學習成效較差（邱美虹，2004）

(1)直接-給答案

    過去在提問的過程中，教師容易問些簡單的問題，而使得課堂中的發問

流於形式化，無法有效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非認知師徒組教師的高頻率行

爲則是分散在發問、講述及回應三個類別中，若有發問則以新的封閉性問題

爲主，大多與學生的回應無關，而是依循教師的既定教學計畫進行，因此，

學生多以簡短的是否對錯或是填空式回答教師的問題，且教師也少繼續詢問

相關的問題，所以學生的學習成效較差（邱美虹，2004）

 (2)間接-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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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問是指教師不立即評價學生的回答，而是引導學生檢示自己的答案的

正確性，這是在教師提問且學生回答後的延伸提問，避免學生未經思考的回

答(林寶山，1998）。

    例如，教師常會問小朋友「你覺得呢? 」接下來呢？哇啊！孩子們就會

像打開話匧子，再配上生動的表情，很容易吸引孩子的目光還有孩子的回應

。

    在課堂上若有孩子想要發言，他們會舉手，老師也會給有舉手的孩子都

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孩子若有猶豫不決的時候，老師不會直接幫他做決定，

會以反問的方式讓孩子自己思考該如何做，例如：你覺得這樣好嗎？孩子們

和老師像朋友一樣，上課的互動就像朋友間聊天一樣，很輕鬆愉快。

        有的老師提出問題，學生還沒有回答，他就自己搶先回答了，也就

是有問沒答：另一種是教師趕教學進度，形式上問一下問題，但不必學生思

考直接回應，再一種就是讓學生選擇性的回應，如老師給三種答案，讓學生

選擇其中的答案作回應。或是快速講過，忽略學生的想法，直接跳過去而繼

續授課。

提問的類型有下列這些方式:

a.立即回應

b.選擇性回應

    使學生有更多的機會進行更深入的思考，故導致學生產生較多的預測與

解釋，學習成效較佳。

 (3)建立問問題及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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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位教師而言班級經營是必備的專業，除了可以很順利的進行所有類

型的活動，也能讓孩子的學習環境很平穩，當孩子處於一個很穩定的狀態，將

幫助孩子有更好的思考。有效運用班級經營原則，老師就不需要一直提醒孩子

，能讓孩子可順利的進行活動而不會被打斷 (1070310恊進林育琦)。

    一堂規劃完整的課，教學步調流暢，不僅讓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有節奏的學

習新事物，活動進行的很流暢、秩序上掌握的還不錯，孩子們也都很熱絡的參

與討論與進行活動，但在綜合活動的團討時，能討論的更深入一些、多讓孩子

們抒發感想，也可以再回頭討論課堂所學的內容做總結，更方便老師掌握住教

學目標和進度之外，讓老師及學生參與其中獲得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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