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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教室助人利己—反思教學中的敘事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林秋蕙老師 

摘要 

身為歷史教師總希望歷史學習不是教科書記誦，可以是個人神入於過去與現在的歷程。

而在教學現場偶有接到詢問是否能入班教學觀察進行研究，多數教師聽到「入班教學觀察」

就直覺反應「NO」，因為在教學現場實在太多變數存在，這次能有機會與研究生合作，開放

教室讓研究生入班進行教學觀察，嚴格說起來也是「意外」，但是卻也獲得重新檢視自己在歷

史教學的期許，要使學生具有歷史思維，不能讓學生只是記住唯一的一種答案，而是要讓學

生閱讀與接觸教科書以外的文獻與書籍，向學生介紹各種解釋與觀點，讓學生學會從多角度

分析事件的因果。筆者為自己創造歷史；與研究生共創歷史，因為開放教室而精進，因為助

人而利己，願將此開放教室教學觀察的經驗分享，期許與更多老師與研究者共創教學的美好

未來。 

關鍵詞 

開放教室、教學觀察、敘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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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教室助人利己—反思教學中的敘事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林秋蕙老師 

壹、 前言 

一位熟識的社會學習領域前輩突然來電，電話那頭提到有研究生要進行論文的研究，需

要入班觀察教學，希望有老師願意開放教室，詢問過幾位老師都沒能遇到有意願讓陌生人進

入班級的老師，經過「仔細」詢問，僅提到觀摩兩堂課程，想了解歷史敘事教學進行的情形。

簡單思量「兩堂課」還好吧！就答應下來。不過，意外總是在答應之後，正式與研究生面談，

赫然發現「兩堂課」是指「兩個學期」的「兩個單元課程」，當下張口結舌不知該如何接續，

這可差很大了，這樣至少要「12 堂課」，是要反悔，還是就繼續進行？幾秒中的掙扎，在事

前溝通的誤差下，決定讓自己接受挑戰，讓研究生幫自己的教學剖析一番。 

貳、 面對敘事教學 

教學觀察選定 8 年級的班級，筆者向學校行政單位及導師說明情形後，開始每週兩節研

究生入班的教學觀察。每單元課程教學觀察前研究生先和筆者進行觀課前會談，討論教學目

標、教學方法，但是，最讓筆者疑惑的是「敘事教學」定義為何，筆者向來自認為最不會講

故事，一聽到「敘事」簡單來說就是「講故事」，心想「完了」，擔心會誤了人家的研究，趕

快推薦校內超級會講故事的珍毓老師，珍毓老師在聽過說明後也爽快答應，這樣至少確保讓

研究生的研究不至於歸零，還有選擇。（後來研究生在 2 次入班教學觀察後，決定只維持進入

筆者的教學現場進行觀察）但是「敘事教學」到底是什麼呢？ 

一般認為學習歷史就是「背」，然後學生們就是一整個哀嚎：「怎麼背都背不完！」歷史

老師如何將年代、人物、事件零碎片段的知識，組織與重整，用貼近學生的語言，融入情感

的文字，將歷史拉近學生，將學生帶入歷史。讓學生明白「歷史」是此分此秒之前發生的事，

是應用於生活的，歷史是可以自己開創的。因此教學中讓學生知道「為什麼」比「是什麼」

更加重要，卻一直被忽視，或許因為教科書的分量，或是教學的難度與教學時間的壓力，無

法讓歷史老師作對教學有利的取捨。「敘事」是將一件事情的前後發生順序、因果關係做清楚

的描述，因此在歷史教學中，敘事教學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若能透過媒體教學的視覺輔

助將更能讓學生身入其境，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引出其歷史思維。從一次次與研究生的對談

與文獻資料討論，研究生敘事教學的研究重心將放在「因果關係」與「神入歷史」的「歷史

思維」。「敘事教學」就是除了是以故事形式作為教學主要內容之外，更強調以一個有意義、

學生感興趣、結合師生生活經驗的故事為媒介，透過故事達成教學目標，並連結到更深層的

意義與主題。而「歷史思維」是一種以歷史知識為基礎的思考方式，探索歷史的程序性知識，

用以探究過去的方法，幫助組織歷史、賦予意義。「神入歷史」則是指學生能設身處地探究背

景、立場、深入探討當時的歷史情境，並進入其氛圍，以當時的情境想像其為何或是如何做

決定，以當時人的心境或觀點來看事情與問題的同理心，要能依據史料作推論，而非天馬行

空的想像與同理。對於筆者而言，正式面對自己歷史教學的方法與內涵作分析，是否真的能

引領學生進入歷史學習的殿堂？是否真正能透過教學活動啟發學生歷史思維？是否真的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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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知識透過包裝轉化成有發展順序與前因後果的故事，把教科書中片段的年代、人名、結

果等歷史知識，串連成一個有意義的發展過程。 

參、 教學觀察紀錄與互動 

一、 觀課前會談 

第一次與研究生的接觸就已經是筆者與研究生面對挑戰的開始，「故事並不是我上課

著力的重點，我比較注重學生是否能從我的講述中獲得脈絡性的理解」當我如此告訴研

究生時，她也猶豫了，「這是能進行敘事教學研究的個案老師嗎？」。但是每單元教學前

的會談，不僅讓研究生知道筆者將如何進行教學，也同時讓筆者自己省視教學準備是否

一切就緒。第一堂課結束，研究生的疑問是：「你覺得歷史究竟是什麼？」「生活！」讓

學生思考歷史與自身生活的關連，將書本的歷史知識內化。透過對話、討論，我們找到

了「相互學習的夥伴」。一學年下來教學觀察高達 5 個單元：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魏

晉南北朝的分與合、民初的政局與社會變遷、國民政府的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與發展。 

二、 課程進行中的回饋 

筆者自認為非常不會說故事，但是藉由研究生的觀察、記錄、分析，原來在教學過

程中，筆者已將複雜的歷史故事轉化為淺顯易懂、符合學生流行用語的方式，將教學重

點表達出來，是完整的將一故事有系統脈絡的呈現，而不是以穿插方式隨意說個小故事、

軼聞趣事或是傳說，而是根據教學內容與重點適時的呈現，並結合當前的時事或生活經

驗，例如：講到三國鼎立時會將當時三國之間的關係與日前臺海關係作一對照，讓學生

去思考這兩者的關係。或許平日已成習慣的教學模式，重新正視才發現其中原來已經蘊

含如此豐富的內涵。研究生協助觀察分析舉例如下： 

敘事教學分析 逐字稿摘要 

 敘事方式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 貨幣為什麼需要統一？來～捐一下，我需要

錢……。現在假設你身上擁有世界各國錢幣，你

有個哆啦Ａ夢的寶袋……，這是一元新台幣對

吧？我跟你換你的百寶袋裡面的一歐元就好

了，換不換？……一啊，都是一，不換，為什麼？

那我跟你換辛巴威幣，（眾學生：好～），換啊？

為什麼那麼阿莎力？……誰可以告訴我，舉手回

答，為什麼他們有人願意跟我換有人不願意？是

不是因為跟我感情比較好？（學生：幣值不同） 

 為之後課程作引言 但是請記得不是喊統一那些錢就不見了，你會不

會留下來，你家裡會不會剛剛好有以前的古董錢

幣，媽媽還會告訴你說這個以後會增值喔，對不

對？對齁！我是要告訴你，先提醒你，將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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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漢朝的時候，真的有人把這些古代的錢再重

新拿出來，恢復舊制，大家把以前的錢拿出來用

吧，以後再說。 

 因果關係─秦代滅亡原因敘事 在咸陽建阿房宮，要不要人力啊？而且他怕這些

人造反，把各地可以作為武器金屬通通運過

來……，死了住驪山陵，你沒印象沒關係，兵馬

俑聽過吧？……而挖出之數量之驚人，就像一支

支部隊一樣，這些也要靠人力耶，要人力、要人

力、要人力、要人力做，每一樣都要人力，人就

只有那麼多啊！當時的法律規定，如果你不照我

的規定做到，只有一條路叫做，死，因為他用的

是哪一家思想？（學生：法家）所以我們把秦朝

滅掉好不好？（學生：好）好齁。 

 楚漢相爭的敘事部分，史實都是真

的嗎？ 

…..形容項羽非常的殘暴，老百姓痛恨他，怎麼跟

前面的人治理都不一樣，好，以上所言不要當作

事實。嗯？各位想一下，有一句話叫做成者為

王，敗者為寇，那成者為王，你想他會把對方寫

得很好還是寫得很差？（學生：差）一定要把對

方寫得很勇猛然後我打贏他了，表示誰比較猛？

有沒有聽懂？……所以你看喔，把項羽形容得，

哇～他多會打仗啊！多會帶兵啊！最後誰贏

了？劉邦啊！所以最後結果會出現一個很有趣

的現象，你回去 google 一下，看看哪一個人長得

比較粗獷？哪一個比較斯文？ 

 四面楚歌─師生共同創造歷史 我的問題來囉，為什麼他不願意渡江過去？我們

不是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過去了回來天

下說不定又是你的，為什麼他不願意過去？ 

（學生：愛妾死了，跟著殉情） 

（學生：當時帶兵出來的都死光了，回去也沒人

可用了） 

（學生：怕害到船夫） 

（學生：當時他們也都看衰，回去也無顏見江東

父老） 

歷史不能重來，只是我希望你們去注意，每

一個事件的背後有沒有完整的因素，有沒有

完整的陳述？ 

 生活經驗─電視劇（大漢天子漢武

帝劉徹） 

老師你也有看電視喔！ 

 神入─當時的人權 這個人很新潮喔，他發明了很特別的禁令，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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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來講，人權也沒那麼發達，今天喔，我們回到

那個時候也沒有那麼發達喔……，禁止買賣奴婢

耶！哇～好先進厚？在那個時代耶，以男性為尊

的時代對不對？以主從關係很清楚的時代禁止

販賣奴婢耶，很驚訝厚？可是，如果現在搭時光

機回去，你覺得這個會實現嗎？如果你是那個達

官貴族你會同意嗎？（學生：不會）不會嘛，所

以真正實踐面很少，但是很先進的一條。 

 神入、生活經驗 流浪漢……，歷史上一直都有這個，叫遊民，王

莽就覺得這些人怎麼可以沒事做呢，那怎麼辦？

對！強迫他們做事，……他竟然想出這招來，厲

害厚？他花力氣把遊民抓來勞動，然後給他吃

的，好像解決社會問題。你有沒有發現這兩點，

真的是史無前例而且空前絕後。 

 抽象概念軍閥的定義，釐清觀念 在袁世凱死掉之後這些將領就紛紛的各自當老

大，所以我們叫他軍閥，可是什麼叫軍閥？孫中

山可不可以叫做軍閥？（學生：軍閥要有權力）

軍閥要握有權力，還有呢？軍閥還要怎樣才叫做

軍閥？（學生：握有兵力）握有兵力，帥！還有

呢？（學生：要有土地）要有土地，要有地盤對

不對，還要什麼？（學生：名望）名望？不用！

他可以是土匪沒關係（學生：靠山）靠山！要有

列強當靠山，還有呢？還有什麼？（學生：錢）

錢！（學生：人力）人力，要有夠多的人，人從

哪裡來？（學生：主場優勢）（學生：A 來）A 來，

怎麼 A？怎樣的主場優勢？（學生：搶來）（學

生：買來）（學生：招來）（學生：綁架）綁架？

喔好可怕，綁架不用啦。好，我們先來看喔，你

要把軍閥下一個定義，剛講的幾個都是對的

喔，……從民國 5 年袁世凱死後到民國 17 年我

們叫做軍閥時期，這個階段軍閥的定義，第一個

以個人為中心，就是我說了算，所以你們剛講的

那種搶啊騙啊拐啊各種方式，我說了算；第二

個，要擁有軍隊，你們講的人力，就是軍力、武

力；佔有地盤；還有很重要有靠山，要有列強當

做靠山；遇到問題的時候怎麼辦？遇到問題就是

用武力解決。 

你再用這幾個標準檢查一下，孫中山是不是軍

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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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預計 4 單元的課程最後擴展成 5 個單元，到中國歷史課程結束，從研究生的課

堂錄音做成的逐字稿分析，筆者教學歷程中關於敘事教學的呈現包括下列幾個向度： 

1. 重視因果關係。（如：每項政策或是事件都有背後的原因。黃巾之亂→群雄割據） 

2. 歷史的真實性－史書寫的都是真的嗎？ 

3. 歷史人物的評價（秦始皇、漢武帝好大喜功、自我感覺良好） 

4. 師生共同創造歷史。 

講述六四天安門事件 觀賞電影「活著」引導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

掌權前後各階段的發展 

中國大陸流行的順口溜 

（配合課本隨堂練習） 

談淞滬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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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 抗戰後的通貨膨脹 

三、 觀課後與學生會談 

每一堂課結束，研究生立即與學生進行約談，或是一對一，或是小組，訪談內容著

重在針對課堂教學活動中的內容詢問學生是否了解，以及針對學生在課堂中的回答反應

作一釐清。而整個單元課程結束，進行正式的訪談，簽妥家長同意書後，利用午休時間

一對一進行訪談錄音，主要是了解筆者教學的方式是否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學業成

就，在該單元中令學生印象深刻的部分為何？並探討學生是否已經能將教學重點連結至

自身的生活經驗。 

學期觀課結束前，針對全班進行評量施測與問卷，從施測的問題中分析了解學生的

學習情形。 

第一學期評量： 

以下是有關劉禪的生平故事，請你閱讀完後作答。 

劉禪（公元 207-271 年），字公嗣，小名阿斗，為甘夫人所生。章武三年（公元 223 年）

二月，劉備白帝城托孤，對諸葛亮說：「你的才能勝過曹丕十倍，定能安邦定國，完成統

一大業。如果太子劉禪可以輔佐，就輔佐他；如果他沒有這個才能，你就取而代之。」諸

葛亮聽後，流著淚對劉備說：「我會竭盡全力輔佐太子，忠心耿耿，死而後已。」劉備臨

終前也囑咐劉禪：「你與丞相共掌國事，尊重他要如同父親一樣。」 

建興元年（公元 223 年）五月，17 歲的劉禪即位。諸葛亮扶佐劉禪 11 年，諸葛亮誇

讚過劉禪：「天資仁敏，愛德下士」。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董允等人相繼輔政，劉禪

前後當了 41 年皇帝。 

景耀六年夏天，魏國派西征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鐘會、雍州刺史諸葛緒，分幾路同時

攻蜀，發起了大規模的「夏季攻勢」。面對強敵，劉禪開始還大赦天下，改年號為「炎興」，

動員一切力量、想盡一切辦法來進行抵抗，但最後只得採納光祿大夫譙周的計策，向鄧艾

和曹魏投降。投降時，劉禪用靈車拉去一口棺材，還把自己捆綁了起來，來到鄧艾的軍營

前。鄧艾沒有殺他，親自給他鬆了綁，並把那副棺材燒了。劉禪投降後，被安排到魏國的

京城居住，並且封為「安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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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魏國的某天，魏國的大將軍司馬昭請劉禪喝酒，當筵席進行得酒酣耳熱時。司馬

昭說：「安樂公，您離開蜀地已經很久了，因此我今天特別安排了一場富有蜀國地方色彩

的舞蹈，讓你回味回味啊！」這場舞蹈讓劉禪身旁的部屬們非常難過，更加想念他們的家

鄉。然而唯獨安樂公劉禪依然談笑自若，絲毫沒有難過的表情。司馬昭問道：「你還想不

想回西蜀的家鄉呢？」劉禪答道：「這裡有歌有舞，又有美酒好喝，我怎麼捨得回西蜀國

呢！」這就是成語「樂不思蜀」的由來，後來人們常用「扶不起的阿斗」比喻那種懦弱無

能、沒法使他振作的人。 

降魏 8 年後，劉禪直到 65 歲方才死去。 

1. 一般對於劉禪的歷史評價是昏庸無能的君王，在看完以上描述後，你覺得劉禪是一個怎樣

的人？為什麼？請你寫下你的看法。 

2. 對曹魏投降時，劉禪不但用靈車拉去一口棺材，還把自己捆綁了起來，你覺得劉禪為什麼

要選擇以這樣方式投降？請寫下你的看法。 

3. 劉禪投降後被迫到魏國生活，你覺得他的一天會是怎樣度過的？請發揮你的想像力，寫下

或畫下來。 

第 1 題 郭○○同學 第 1 題 白○○同學 

第 2 題 黃○○同學 

第 2 題  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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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題  王○○同學 第 3 題  王○○同學 

第二學期評量： 

親愛的同學：在第六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與發展，經由老師的講解以及利用三節課的

時間來播放張藝謀導演的《活著》影片，請你依照你的學習狀況來回答下列問題。 

1. 在四○年代，國共內戰，影片中福貴與春生被國民黨抓去成為國軍，而後又被共產黨

抓去當俘虜。根據你對兩黨的認識以及從影片中兩黨對人民的作為，若你是當時的老

百姓，你會選擇支持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為什麼？ 

2. 五○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但卻未能發展經濟，反而造成饑

荒，這是為什麼呢？ 

3. 若你是六○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護士學校紅衛兵小將，有一天你們把學術權威的教授

們關進了牛棚，佔領了醫院，當晚在你的日記本裡，你會如何寫下這段呢？ （內容

包括身為紅衛兵小將你的使命是什麼、把學術權威的教授們關進了牛棚的過程、對學

術權威教授們的評價與印象、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與感想） 

※小提醒：你現在已經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將了，請發揮想像，進入當時的時代背景喔！ 

第 1 題  沈○○同學 第 1 題  趙○○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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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題  李○○同學 第 2 題  林○○同學 

第 3 題  鐘○○同學 第 3 題  王○○同學 

 

學生學習態度問卷 家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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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觀課後與老師會談 

研究生於每堂課結束與學生進行訪談，了解學生學習的情行，緊接著立即與筆者進

行觀課後會談，因此能提供筆者學生在該堂課中學習較不熟悉處的訊息，或是筆者教學

中可能的盲點。讓筆者能適時精進教學，也就如同研究生所述，透過教學觀察的逐字稿

與觀課重點訊息提供，讓筆者能不斷精進，也讓這個研究的進行不再只是進入教學現場

後就結束，而是一個雙方交流與互惠的研究。 

肆、 省思與建議 

一、 省思 

(一) 重新省視教學中的盲點 

一直以來筆者認為自己不會「說故事」，雖然很多學生在畢業後常說懷念筆者以

前說過的故事，這著實讓筆者想破頭，不知何時說過「故事」，經過這次的研究合作，

原來在敘說的歷程中，其實已經將事件、人物、年代等等片段重新組裝成學生心中

的「故事」了。其次，有時以為自己在教學歷程中已經說得夠清楚、講的很明白，

卻總有學生說不知道或老師沒說過，原來知識訊息的輸出與輸入，需要更精準地包

裝與轉化的。 

(二) 釐清教學中理論的應用 

歷史劇或以古代或是當代思考角度上台報告在教學中常被運用，其實就是「神

入歷史」。將知識重整、轉化，完整敘述其脈絡，強調因果關係，協助學生建構歷史

思維，進行歷史「敘事教學」。原來教學理論早就在教學現場運作，只是在與研究生

針對研究內涵討論時，一一釐清，能將理論更精準運用。 

(三) 開放心胸贏得更多學習 

開放研究生或是其他老師入班觀察教學，對於一般教學活動進行而言，自然有

壓力存在，更遑論全程錄音（影），但是，如果自己願意開放教室，讓自己的教學活

動有系統的被觀察，並有程序的對談、討論，將會從中發現自己有可以突破的地方，

讓教學活動更有效率，學生學習更有績效，真正呈現教學相長。 

二、 建議 

(一) 永遠沒有最好的教學-只有不斷精進 

筆者教學逾 20 年，天天想著如何能更加有效率的進行教學，如何能做好最合宜

的班級經營，如何能讓學生「愛上」歷史、「愛上」學習。怎樣是最好的教學？筆者

認為就是適合當屆學生的特質，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願意進入學習領域的教學安

排。教師絕對不是萬能，或是可以自豪「我的教學已經最好，不必學習」，謙卑地不

斷精進、學習進化，也是對學生學習的身教。 

(二) 開放教室看似助人實則利己-給研究生機會，也給自己機會。 

起初「答應是後悔的開始」，但是經過這一年發現「答應被教學觀察是重新學習

的開始」，本來是幫助研究生完成研究取得學位，但是實際上卻成為筆者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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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突破的機會。看似「助人」，卻是「利己」。因此建議教學現場的老師們，如果

有機會與研究生相遇，在當面對談與了解其研究內容後，盡量以開放的心胸，提供

交流與互惠的機會。 

(三) 充分了解研究主題，與研究生建立進入校園入班規範 

開放教室是件美事，但是終究研究生非校園內教育專業人員，因此，要和研究

生充分溝通了解其研究主題，同意進行研究後，更需要與研究生建立進入校園、在

校園走動的規範。其次，如入班觀察者，更要明白告知、要求研究生和學生們接觸、

談話的情形，特別如果有使用電子器材，如錄音（影）、照相，更是要嚴格規範，以

避免不必要之問題出現。 

伍、 結語 

歷史學習不是教科書記誦，可以是個人神入於過去與現在的歷程，而歷史教學的目的更

是為了刺激想像，擴充學生對於自我或是人的了解，建立對自身有意義的歷史，讓自己融入

於歷史發展之中。這次能有機會與研究生合作，開放教室讓研究生入班進行教學觀察，重新

檢視筆者自己在歷史教學的期許，筆者認為：要使學生具有歷史思維，就不能讓學生只是記

住唯一的一種答案，必須讓學生閱讀更多的史料，接觸教科書以外的文獻與書籍，向學生介

紹各種解釋與觀點，讓學生學會從多角度分析事件的因果關係，而非一因一果的簡單化解釋。

筆者為自己創造歷史，與研究生共創歷史，因為開放教室而精進，因為助人而利己，願將此

經驗分享，期許與更多老師與研究者共創教學的美好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