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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蓮縣中原國小特殊教育團隊以特殊教育視角推動十二年國教相關項目，在

公開授課學校模式發展上，經歷普特合作之基礎增能、進階增能、工作坊、公開

授課嘗試到最後的經驗統整，藉此釐清公開授課與教學觀摩在本質及運作上的差

異，此外，經由實際執行「現場」與「錄影」兩種模式的公開授課方式，比較特

殊教育班級在公開授課上遇到的挑戰是否會有所不同。結果發現：「錄影模式的

公開授課」對課堂干擾較低，且在實施時間、地點與參與人員等安排較具彈性，

也更能顧及特殊生之殊異性，此外，透過影片後製也較能顧及特殊生之隱私權益。

最後，建議學校特殊教育公開授課的推展可以將「錄影模式的公開授課」納入考

量，期盼能更加落實公開授課，開啟師生學習對話之窗口。

關鍵詞：普特合作、共備、身心障礙、錄影模式、教學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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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花蓮縣中原國小（以下簡稱本校）

於 107 學年度十二年國教試行階段，除

了全面辦理普通班公開授課外，亦承接

教育部國教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任

務，所以需要同時以特殊教育視角推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項目。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教師專業

發展實施內涵中提及「為持續提升教學

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校長及每位教師

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

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業回饋」

（教育部，2014） 。因此，本校在普

特合作模式下同步投入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之推行，透過校內特殊教育班級

（包含兩個自足式特教班與一個不分類

資源班，共計六名教師）之『特』別視

角激盪出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

貳、	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發展

歷程

「公開授課」是十二年國教推動

的重點工作項目之一，然而在公開授課

的施行上，特殊教育教師與普通教師是

否有所差異？實際執行上面對的困境是

否也有所不同？由於「公開授課」對教

師屬於一個全新的教育理念推展，在特

殊教育的場域上更是新的嘗試，因此，

教師需要經歷內在學習歷程，才能由

內而外徹底革新。羅吉斯之擴散理論

（Diffusion of innovation）提出創新（包

含技術、觀念、事物）能否被接受，取

決於了解、興趣、評估、嘗試、採納等

五個階段歷程（唐錦超，2006），與本

校特教團隊在執行公開授課實踐發展的

歷程不謀而合。以下針對本校之特殊教

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歷程發展與觀念翻

轉兩個部分進行說明。

一、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歷程發

展階段

本校接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前導學校

任務，特殊教育團隊從初期的茫然與摸

索，經歷觀念翻轉，到最後的嘗試與經

驗整合，共分為五個階段歷程。

第一階段為「基礎增能研習」，透

過基礎增能研習建立特殊教育教師對相

關知識上的了解與覺察。此階段為知識

的覺醒期，特殊教育教師參與十二年國

教總綱與領域綱要之基礎研習中，初步

對十二年國教的精神與理念等相關概念

有所認識，同時能掌握其推動方向與重

點。

第二階段為「進階增能研習」，透

過基礎增能研習以喚起特殊教育教師對

相關概念產生進一步的興趣後，提出進

階增能的需求項目。而本校特殊教育團

隊教師經討論後將十二年國教所強調的

核心素養教學與議題融入在進階增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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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期盼核心素養以及相關議題的融

入能結合於教學實務設計上，進而切合

教學現場的實務需求。

第三階段為「公開授課工作坊之

實作研習」，此階段進入公開授課相關

做法之評估階段，感謝能邀請到退休校

長謝瑞榮從普特合作的視角，為我們分

享與說明公開授課精神與做法，謝校長

同時邀請特殊教育班教師李靜宜擔任公

開授課者，以特殊教育課後照顧班之特

殊生為對象，實地進行藝術與人文（美

勞）之公開授課教學分享。參與工作坊

之相關成員同時也成為公開觀課的夥

伴，透過共同經驗公開授課的實作歷

程，採做中學的方式，並透過事後的提

問與討論，對公開授課的實務運作面向

有更具體的認知與掌握。

第四階段為「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嘗

試」，在前一階段有了公開授課工作坊

運作經驗後，全面正式開啟特殊教育班

級公開授課的嘗試，並持續針對每一位

特殊教育教師公開授課執行之情況進行

討論，交流相關經驗與想法。此階段，

特殊教育教師們對於公開授課已有初步

的接納，肯定其立意與價值，但對於遇

到的相關困境與疑慮，則仍需待討論逐

步形成共識。

第五階段為「學校模式經驗統

整」，特殊教育教師在此階段彙整公開

授課相關經驗與困境，共同尋求可能突

破與解決之策略，並與前導推動計畫之

分區諮輔委員進行對話討論，逐步形成

共識，匯聚成本校之十二年國教特殊教

育公開授課經驗模式。

二、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認知翻

轉─公開授課本質之澄清

日本教育家佐藤學在《學習革命》

中指出：所謂的學習是「與新的人、事、

物相遇與對話」（黃郁倫、鍾啟泉，

2012）。教師間首先要開啟對話，形成

學習共同體，才能進一步與孩子產生新

的學習對話。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

習成效的做法很多，其中「公開授課」

被視為直接且方便有效的一種模式（黃

昭勳，2019）。

公開授課包括「備、說、觀、議」

課之流程，倘若沒有真正理解其意義，

那這樣的活動注定流於形式（藍偉瑩，

2017）。不流於形式的教育改革，需要

從「心」出發；教育改革的落實需仰賴

現場教師的自發，而自發始於改革概念

上的真心認同。

在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公開授課經

驗模式推動歷程中，校內特殊教育教師

從一開始對公開授課的遲疑與不安，經

歷探索與實作，最終肯定公開授課的精

神，並主動積極針對學校經驗模式進行

討論與修正，期許能夠找到更符合提升

教學專業需求的公開授課模式。整體而

言，特殊教育教師們能對公開授課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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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大抵來自於其對公開授課本質的

釐清，能感受其立意的良善，進而觸發

其積極投入的意念。

首先，公開授課有別於傳統的「教

學觀摩」（林紋輝，2019），其差異在

於前者透過共備、說課、觀課與議課的

過程形塑同儕共學的學習社群關係。此

外，在「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

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亦指出「授

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共同規劃；其

規劃事項，得包括共同備課、接受教學

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全程參

與為原則。」（教育部，2016）。

在前導階段引導我們了解公開授課

本質的謝瑞榮校長強調，觀課人員的全

程參與扮演著共同體支持的角色，在過

程中成為授課教師的眼，議課時「不是

評論教學者的教學哪裡不好」，而是說

出「觀察時看到的學生，有哪些學習的

發生是值得肯定的，哪些學習的環節遇

到了困難」。因此，共備的觀課夥伴是

協助觀察學生學習，輔助授課者從不同

的視角檢視課程設計是否符合預期地讓

學生的學習發生。透過觀察學生表現，

老師自然能反思到教學中可能疏忽之

處，或是課程設計得以調整的空間，比

直接評論教師教學反而可以提供更多訊

息（證據），讓老師原來教學可能並不

是照著他的劇本走（藍偉瑩，2017）。

因此，公開授課與教學觀摩最大的區別

是關注角色的不同，有別於教學觀摩對

教師的品頭論足，公開授課則以學生為

主體，將焦點關注於學生學習，從學生

學習觀察狀況，促發授課教師精進教學

之動力。這樣的方式讓教師感受到友善

的氛圍，其在過程中感覺到被支持而不

是批判。

「觀議課實務」手冊中提出公開觀

課具有以下三點重要原則（董書攸等，

2018）。第一，觀課的內容由教師同儕

彼此共備而成，所以，觀課者與被觀課

者有足夠的理解與默契，且觀課過程是

在安全的氛圍中進行；第二，觀課夥伴

以「協助」的立場觀察孩子在課堂中的

學習表現，可提供被觀課教師更多課堂

訊息；第三，公開觀課不是教學觀摩，

更不是教學評鑑；授課教師不須做「教

學表演」，而觀課者更不用拿著檢核

表，替授課教師打分數。

在釐清公開授課的本質後，教師

感受到公開授課的美意，方能帶著感恩

的心情，敞開教室大門，歡迎共備夥伴

進入教室，期盼觀課者成為自己觀察的

眼，幫助自己看見每一位學生的學習發

生，進而真正認同與接納公開授課對現

場教師所帶來的嶄新意義。

參、	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特別

視角

在理解公開授課本質與做法，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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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從特殊教育場域進行實務運作後，我

們發現特殊生間的個別差異問題，其會

使得特殊教育教師在執行公開授課實務

操作上，面臨了不同的挑戰。以下從特

殊教育執行公開授課所遭遇之挑戰，以

及相關因應之策略嘗試進行說明。

一、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發展歷

程遇到的挑戰與困境

《挑戰一》特殊生特質導致公開授

課難以避免對其產生學習干擾。

特殊生專注力通常較弱，容易受到

環境干擾，平日授課教師就得花費更多

力氣穩定特殊生的學習情緒，提升其專

注力。然而，校內公開授課工作坊運作

時，發現特殊學生因為觀課者的加入，

在課堂上頻頻分心轉頭，並且情緒亢

奮，甚至表現出更加固執與故意搗蛋的

行為；且在研究者實際公開授課當日，

亦發生雖已對自閉症學童進行公開授課

預告，但當天仍因為在教室看到教務主

任（擔任觀課教師），而拒絕進入教室。

在嘗試調整觀課距離，以及安撫學生情

緒後，自閉症學童雖勉強願意進入課

堂，但仍頻頻回頭望向觀課者，明顯影

響其課堂參與情形。顯然，公開授課對

普通生與特殊生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

普通生或許因為觀課者而願意更加努力

參與學習，但特殊生卻因其認知與情緒

特質，反而對其課堂的投入有不利的影

響。

《挑戰二》共備的夥伴與時間協調

困難成為公開授課的實施阻礙。

公開授課前，校內辦法規定授課教

師需至少邀請兩名觀課教師，形成學習

社群，完成共備、說課、觀課以及議課

等公開授課歷程參與，因此需要彼此協

調出共同空堂時間，更關鍵的是在授課

當節，亦同時需為觀課者的空堂，才不

會產生「衝堂」的問題。因此，必須在

層層協調下，突破重重難關，才可能順

利實現公開授課的完整運作。

《挑戰三》公開授課運作涉及特殊

生身分敏感以及隱私保護之問題。

公開授課運作固然是普特同步合作

實施之教育改革政策實現，透過開放教

室讓不同的專業聲音得以進入課堂獲得

交流與激盪。然而特殊生畢竟涉及身分

與隱私問題，部分特殊生家長對於孩子

的身分隱私甚為在意，當開放課堂讓教

師與家長進入教室觀課，校內教師也許

影響不大，但家長畢竟非教育人員，除

了在教育倫理上的共識並不易把關與檢

核，亦難以參與授課教師進行教學之共

備歷程。普通班公開授課或許較無特殊

生身分標記的疑慮，然而特殊教育班級

之公開授課，無限制地開放家長入班觀

課，是否意味著特殊生身分與隱私隨之

曝光，對特殊生家長而言仍有其疑慮。

《挑戰四》特殊生嚴重情緒行為問

題可能導致公開授課課程無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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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師在課堂進行中，難免

會需要處理特殊生的情緒行為問題，有

時狀況棘手時，恐怕花費大量時間進行

特殊生的情緒行為問題處理，導致課堂

內容無法如期完成。在經歷共備與說課

後，觀課者對於教學對象有一定程度了

解時，也許對於突如其來的情緒行為事

件並不意外。然而，在公開授課中，如

何在特殊生之嚴重情緒行為問題處理與

授課之課程完整性中取衡，則有進一步

的探討空間。

二、特殊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新嘗試

─錄影模式的公開授課實施

公開授課原本的美意本是要精進

教師教學，顧及每個孩子的學習權，倘

若特殊生的公開授課反而會降低學生的

課堂學習效果，那麼是否反而危害了學

生原本的學習權益呢？也許可以藉由調

整觀課距離降低觀課者對特殊生的學習

干擾，那麼什麼樣的距離又算是恰當的

呢？公開授課參考原則第十一點提及

「各國民中、小學得參採本原則規定，

衡酌學校特色與資源及校園文化，建立

適合學校運作之公開授課方式」（教育

部，2016）。在不違反公開授課精神

下，留給公開授課方式彈性的空間。考

量特殊教育班級類型與特殊學生的特質

及需求確實充滿了殊異性，開放教室進

行公開授課，確實面臨諸多挑戰，如何

將保留公開授課的精神，達到專業共同

成長，又能夠顧及特殊生的特殊需求

呢？在校內多位特殊教育教師陸續完成

公開授課後，針對各自所遭遇的挑戰與

困難，提出商議並彙集相關經驗後，校

內特殊教育教師決定進一步大膽嘗試了

「錄影模式的公開授課」，試圖保留公

開授課的正向意義，並緩解公開授課對

特殊教育班級帶來的負面衝擊。

在實際執行「錄影模式的公開授

課」後，與「現場公開授課模式」進一

步比較，可以發現前者優點如下：

1. 觀課時間可視個人需求調整，無

須協調共同空堂。共備夥伴只需

要確定共備與議課時間，甚至亦

可以利用雲端共備，時間更加彈

性。

2. 觀課教師人數較不受限，無須顧

慮課堂空間之人數容納問題。

3. 授課者能保有常態方式進行授

課，僅使用錄影器材將課堂狀況

記錄下來，大幅降低觀課者可能

對課堂產生的干擾。

4. 可因應學生情緒行為問題，遇特

殊狀況（如學生情緒失控）可彈

性評估是否採用原訂課堂錄製影

像作為觀課內容，或者可能需另

擇課堂重新錄製。

5. 可事先透過「公開授課隱私同意

書調查」，針對家長意願調整錄

製角度或於錄製影像進行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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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製，顧及相關隱私權問題。 

6. 影像具有留存與反覆觀看的便利

性，可針對欲探討的教學區段，

調整撥放速度重新瀏覽，在觀課

上更具便利性。

雖然「錄影模式的公開授課」具

有上述諸多優點，能夠因應特殊教育公

開授課所面臨的困境，然而「現場公開

授課模式」較有臨場感，觀課者可以迅

速切換觀察視野，授課者亦只需要傳統

的教學準備，無須張羅相關資訊設備。

因此若欲嘗試選擇「錄影模式的公開授

課」，除了基本的資訊設備準備外，建

議仍須進行以下幾個面向評估考量。

1. 錄影模式觀課者無法同時觀看教

師教學與學習者反應，因此需透

過錄影角度的切換，因此在須因

應學生人數與教學環境考量，至

少需架設兩架以上之錄影機設備

（分別拍攝教學者與學習者），

收音效果亦需要被納入考慮，因

此，較適用學生人數較少的小組

教學的型態。

2. 授課者須具備多媒體操作能力

（包括器材操作與轉檔等），為

確保授課當天能夠有完善的影象

收錄，建議可以提早一周進行預

錄測試，一方面可讓學生熟悉錄

影設備的存在，另一方面可針對

影像收錄效果進行事先的檢核。

3. 錄影模式較難看清楚教材內容與

教具展示細節，建議事先將教材

教具拍照，善用雲端空間共享，

讓觀課者能夠事先掌握教材教具

內容。

肆、	結語

公開授課讓學校中有更多的教師

願意打開教室的門，結合普特合作，開

啟對話的窗―在聆聽對話的學習互動中

使專業流動，在友善互信的同儕鷹架中

使教學精進。本文透過從『特』別視角

出發，將特殊教育公開授課的相關經驗

加以整合。研究者建議十二年國教特殊

教育公開授課學校模式，首先在做法上

需「普特同行」，在教學精進上不分普

特攜手合作，更能在授課上打破界線，

體現融合精神。再者於實施制度上更須

「因地制宜」，考量學校文化風氣，以

及特殊教育班級型態，彈性調整做法，

跳脫僵化思維，才不會流於形式。最

後，在表件上需「化繁為簡」，跳脫表

件迷思，避免被工具綑綁。將相關紀錄

表件僅視為公開授課過程中討論的紀錄

工具，宜彈性提供選用，減輕教師表件

作業上的負擔，更能增加教師投入公開

授課之意願。感謝本校協助特殊教育公

開授課發展歷程的行政同仁與普特教育

夥伴們，期許未來我們能繼續以「意

願」、「熱情」、「堅持」打造師生雙

贏的公開授課機制中一起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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