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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機會、把握機會
幾十年前台灣的環境不像現在的讀書
環境，家裡可以供孩子讀到大學，曜聖老
師家裡當時並不是非常寬裕，所以在家人
的建議，以及自己的思考下考進當時的師
院，現今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就讀，成為
公費生後就不用成天擔心大學學費，畢業
後也能直接分發進入小學教書，這是曜聖
老師接觸教學的開始。曜聖老師在訪問
中，透露他在進師院之前沒那麼習慣與小
孩子相處，就讀師院期間，因為課程需要
到國小實習、試教、觀摩，並加入服務性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社團，曜聖老師多了很多與孩子相處的機
會，也因此深入去了解與接觸，「我慢慢
發現與孩子相處是件有趣的事情，而且發
現當老師是可以在有形無形中影響到許多
人，對社會也有意義的一份工作」老師笑
著說，我想這就是嘗試在探索中變成了體
會。
只是曜聖老師真正在國小服務的時間

︻文∕嚴子涵︵心理與諮商學系校友︶︼

林曜聖 副教授

不斷嘗試和學習才能理解自己與學生
致力於多元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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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長，一年之後老師因為母校師長的厚愛
回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擔任助教，「那時
候我並沒有想太多未來的事情，只是覺得
學校有需要，我能幫忙的地方就幫忙，而
且，我們的學校跟其他大學不一樣，目的
就是在培養國小老師，在小學的課堂上我
只能影響小學生，如果我有機會影響即將
成為老師的人，讓他們能夠成為一位好老
師，那麼我就可以影響更多人。」這是曜
聖老師進入大學教書的開始。到這裡，我
可以感受到老師那種想要憑藉自己的小小
力量來影響社會變得更好的想法與努力，
我曾在書中看見這麼一句話：「當你擁有
工作、家庭、財富、幸褔，那你一定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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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多元與連結，不斷嘗試和學習才能理解自己與學生

得回饋社會。」回饋與付出是延續幸福以

伸出觸角才能更瞭解自己

及更接近自己最好的途徑，我想曜聖老師
的想法就是如此純粹。在我們能給予的時

在現今的社會，人才的流動其實很

候就不要吝嗇，在我們能幫忙的時候就不

快，教育大學和師範學院出來的學生並一

要怕微薄之力幫不了人，因為我們總會在

定會成為老師，許多的流浪教師持續為尋

無形中影響著某部分的人。

求教職工作而努力，跟之前的師院一畢業
就進入學校服務，有穩定工作很不同，這

「最明亮的歡樂火焰大概都是由意外

也讓曜聖老師對於自己的教學信念有了改
變：「我認為大學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公

的火花點燃的。

人生道路上不時散發出芳香的花

民，在社會上必須要能奉獻自己。我所說

朵，也是從偶然落下的種子自然生長

的奉獻並非做很多社會服務，而是必須有

起來的。」

能力養活自己或是自己的家庭，在工作中
塞繆爾．約翰遜

有所奉獻，能夠自給自足、獨立思考，這
比要求學生去做什麼、該做什麼還來得重

在大學錄取率很低的那時候，考上公

要。」現在許多大學生並非都在自己的理

費生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看見

想科系與學校就讀，曜聖老師覺得學生當

機會」比考上公費生的機率還低，其實把

然可以不喜歡自己所讀的東西，但你必須

握機會不難，但能看見機會的人很少，不

要有另一個方向，因為有太多大學生不喜

管是因為害怕未知，還是不願離開舒適

歡自己現在所唸的科系，卻也沒有去想他

圈，與曜聖老師談話的過程中，從老師經

們到底喜歡什麼，當然我們可以說哪有人

歷上我覺得，也許我們不需要急著想以

在大學階段就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或是想要

後，從最基本的開始做起，你將會有更多

什麼，但「想了還不知道」跟「沒有想

的學習，或許機會不是每次都看得到，但

過」是不同的，到了大學我們不能夠再什

可以在一次又一次的學習中，試著去看見

麼都不想，不想、不做會讓自己像無頭蒼

機會，然後把握身邊的人給自己的機會，

蠅一樣到處亂撞，用這種方式把自己撞得

久了自己也就知道如何去創造機會。

滿頭包是沒有意義的。
在課堂上老師會問學生他們喜歡什麼
以及不喜歡什麼，多數學生都說得出自己
不喜歡什麼，但卻回答不出自己喜歡什
麼，所以曜聖老師認為這個階段，學生其
實有非常多的選擇，多參加社團活動以及
外面的講座活動、研習都是能夠幫助自己
看到更多領域和不同專業的地方，也多了
機會去發現自己適合與不適合哪些東西，
而且，當你走出去之後，看到的東西才更

接受採訪的林曜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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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上面就變得很重要，因為教育的範圍非
常廣，一些教學的策略若經過轉化之後也
能用在大學生身上，所以轉化知識不管在
哪個領域都非常重要，但也是最難的地
方。
曜聖老師身邊有許多學生都會擔心在
自己科系內所學的知識與所想從事的職業
林曜聖老師指導學生課間小組討論

需求無法做結合，所以老師就會在課堂上
教導學生如何轉化自己學到的知識運用在

廣，不一定要多深入但一定要讓自己廣泛

不同的領域上面，丟出問題與情境讓學生

去接觸與吸收，不要畫地自限，伸出了自

去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法，讓學生多去思考

己的觸角，你才能好好思考自己喜歡什

如何將書本與現場做結合，其實教育知識

麼、不喜歡什麼；想要什麼、不想要什

也可以運用在人才的教育訓練裡，不要讓

麼，許多事情可能也不會只有一體兩面那

學生只覺得一個蘿蔔就只有一個坑，理論

麼簡單，你可能多了更多的選擇，重點是

之所以會成為理論，那是因為它需要學習

你必須要學會獨立判斷與思考，給自己機

者將理論背後的意義轉化成能解決問題的

會去認識不同的東西。

方法，或者是釐清狀況背後可能的因素，
找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法。

將學習內化與轉化成為自己的
知識

學生一定有過自己所學的東西是沒用
的想法，若增進學生內化及轉化知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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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起曜聖老師就學期間與目前大學

力，那他們就可能內化成自己的知識，運

的教育不同之處，老師說以前的路很直，

用自如，而不是對於自己學到的東西感到

師院出來就當老師，但現在學生之後可能

不信任，知識是拿來運用，而不是拿來證

從事的工作不一定與自己的科系相關，對

明自己沒有能力的。只是，內化與轉化不

於這樣的改變，曜聖老師覺得沒有不好，

是件容易的事情，多數人很快就放棄學習

反而覺得很不錯。以前學校會告訴學生畢

如何轉化知識，而走向認為自己不會、沒

業之後會從事的職業，但是現在，學校會

有能力，可是曜聖老師不希望學生只經歷

告訴學生他們可能會帶著什麼樣的能力與

這些過程，就跟老師的教學信念一樣，他

專業知識離開學校，如果曜聖老師不是在

希望學生能夠有思考與生活的能力，有了

機緣下進入大學教書，老師可能到現在還

這兩種能力學生才能夠從觀察與學習中知

在小學服務，從小學到大學其實變化是很

道自己可以如何運用自己曾經學過的知識

大的，不只教學的內容有所改變，教學目

內容，找出解決的方法，慢慢的累積經

的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如何將之前在大

驗，再將經驗內化及轉化成自己的知識，

學所學的小學教育相關知識運用在大學教

如此才不會先被自己給淘汰。

致力於多元與連結，不斷嘗試和學習才能理解自己與學生

成為學習者也要成為會思考的
觀察者
「我很強調學生要有『連結』的能
力，在另一堂課裡面學到的東西，也許也
能用在這堂課的某些知識上面。」曜聖老
師時常在開學時的第一堂課調查學生有哪
些與這堂課相關的課程，這時每位學生都
能在自己的紙上寫出自己的想法，這樣的

用自創軟體：班級阿布拉，邀請學生回答問題

策略不只能夠讓學生可以提取記憶，老師
也能從調查中瞭解學生已經學過哪些相關

企業相關的資訊，老師認為需要再多去了

知識，日後在教學上面也能避免花太多時

解他們到底在做些什麼，為了深入學習，

間重複學生已經學過的東西，但，這些都

曜聖老師去參加企業的講座，甚至是接受

只是連結的開始。曜聖老師提到在社會科

專業的培訓，教學並非你知道皮毛或是說

學研究法一科中，他會讓學生去找其他課

出幾個讓人折服的道理就能夠站在教學的

堂上面報告的主題內容納入社會研究法的

台上，所以寒暑假的專業培訓課程，老師

期末報告中，目的是要讓學生思考能否將

只要時間允許都會多去接觸、接受專業的

不同課程的東西連結在一起，透過不同課

訓練，並且在過程中去思考可以怎麼將他

程所學習的技術，老師與學生加以探討如

在受訓以及聽講座的知識內容轉化到自己

何靈活運用知識，曜聖老師最想做也一直

的課堂教學上，可以如何引導學生學會運

在做的就是希望學生能夠透過一次又一次

用它們。而且，透過活動曜聖老師也認識

思考和轉化的過程，不斷拓展自己的視

了企業界的朋友，如果課程需要，也能邀

野，靈活運用自己身邊的資源，不要讓學

請這些朋友在課堂上面演講給學生聽，刺

習只是一個點，還是要學會將點與點連成

激學生有更多的思考。

線或是面。
曜聖老師也這麼說：「以學習來說，

教多少是老師的，
學多少是自己的

我很強調內化與轉化，但轉化卻遠比內化
來得難。」我想這在職場和生活中，轉化

刺激學生思考的同時也需要讓學生多

也一直是不容易的部份，「學生雖然都知

發表自己的論點和想法，我個人覺得其實

道轉化的重要，卻也會不知道該如何轉

思考不難，但是如何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

化，哪些地方和知識可以轉化到另一個領

來卻是現在大學生比較需要學習的，不管

域上，而這也是我個人不斷在學習的部

是用說的還是用寫的，對於大小學生來說

份。」因為知道不容易，所以曜聖老師也

都十分重要，因此，曜聖老師用小型樂透

花了很多時間了解與研究，老師並非企業

和扭蛋機讓學生試著發言，甚至是請人幫

管理學出身，縱使明白領導和管理，但與

忙設計出點名軟體，希望能讓學生可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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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是小組討論的結果，不

不會浪費時間等待學生舉手回答。

過類似的方法用久了學生難免會覺得沒有
一開始有趣，但在老師不斷地「引導」

曜聖老師光是在鼓勵學生發言上面就

下，其實學生發言的狀況也會改善很多，

設計出許多方法，更不用說課堂教學的策

變得更加主動，而這些教學技巧其實花了

略運用，牌卡、綜藝節目的梗、看圖說故

老師很多時間發想和設計，而這麼不怕累

事都是曜聖老師不斷在變換的教學方法，

的原因背後都是希望學生能在課堂上面真

老師也希望學生不僅要是學習者也要是觀

的能有效的學習和思考。只是方法不可能

察者，曜聖老師會請學生觀察他在課堂上

適合所有的學生，所以曜聖老師有時也會

面用了什麼教學方法，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讓學生寫出分享前和分享後的想法，讓一

現在所學的東西會不會也有機會應用在之

些不喜歡討論的學生也可以透過其他方式

後的工作上，哪怕之間的領域不相關都沒

表達想法，希望能夠讓學生可以盡情地發

關係。技巧的學習是重要的，但有些事情

揮。

是老師也沒辦法強求學生去學習的，老師
能做的就是讓學生知道如果有疑慮，老師
「有些學生不回答問題可能是因為他

永遠都樂意學生來問。「我非常歡迎想要

們先備知識不足，所以這時候我也會做一

學習然後選擇來修我課的學生，就算超過

些課程上面的調整，讓學生先回去自己查

人數限制我也歡迎，但如果你不喜歡我的

資料，之後再到課堂上發表。」曜聖老師

課也沒關係，我非常歡迎你退選。」曜聖

認為大學生不發表自己的想法可能有很多

老師認為逼著學生學習對學生沒有幫助，

種，如果是因為先備知識的不足，那麼先

也沒有必要，「分數是老師給的，但學習

讓學生回去查詢資料，有思考的時間再做

多少是自己的」，曜聖老師每一堂課都會

討論有何不可？只要學生願意去想和學，

點名，但如果學生因為有事不能前來上

晚一點也沒關係，甚至老師也可以在課堂

課，不管如何都要提前和老師說，即使是

上面提供學生一些學習管道，適時地做引

前 10 分鐘都可以被接受，除了要確保學

導，這些過程對學生來說也是重要的，而

生的安全，也要讓學生學會為自己的行為

且你可能會聽到學生更不一樣的回答，也

負責任，畢竟出了社會讓主管找不到人是
不負責任的行為，身為成年人也該知道哪
些責任是自己的，然後擔起責任，不只為
了學習也為了自己。

理解後才知道如何調整教學
曜聖老師不只上教經系的課程，教育
實習課程也都有教授過，對於曜聖老師來
說，課堂上每位學生的意見與建議都非常
林曜聖老師專注講解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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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因為國北教很小，本科系的學生重

致力於多元與連結，不斷嘗試和學習才能理解自己與學生

複教到的機率很高，所以外系生的想法更

帶著學生看 18 週的課程內容，讓學生可

讓老師重視，曾有教育系的學生對曜聖老

以知道自己將學什麼，給學生一個準備—

師說：「因為我們想從不同老師的身上學

課程開始了。

教學的設計與方法。」雖然課程名稱相
似，但是內容一定有差異之處，就好像我

四、方法

們待在同樣的環境久了，我們熟悉該怎麼
回應，然後漸漸的學生和老師的想法越來

有了課程架構，曜聖老師就會開始去

越相似，學生與學生間所能激盪出的火花

思考該添加什麼調味料在課堂上面，而這

也變得越來越小，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一點

些調味料就是教學策略，不同的內容要用

火花讓我們能以不同的角度做思考與學

什麼樣的教學技巧才更能讓學生理解，讓

習，曜聖老師同樣也從外系學生身上理解

課程不會只有講述，而是多元又富饒趣味

他們的想法，師生相互學習，交流想法。

的。

也因為老師教了很多不同背景的學生

五、環境

與課程，所以老師在準備課程時會特別注
意五個重點：

教授課程的環境更是不可缺少的考量
點，教室是否適合分組或是其他活動？需

一、目標

不需要有幾堂課要到校外參訪做學習交
流？良好的教學內容也需要適合的場地做

學校給予的教學目標以及自己替這堂

加持。

課設定的學習目標加以融合，有了目標你
才知道在課堂上面帶入什麼內容，舉些什

準備一個課程絕對不是只有幾張教學

麼例子讓學生在課程結束後可以達成你所

大綱那麼簡單，A4 紙的背後是曜聖老師

設定的教學目標。

花了許多時間與心力的結果，即使教了那
麼久的課程，曜聖老師還是會告訴自己，

二、學生

每一年的課程內容都一定要更新，這一點
雖然是曜聖老師從企業講師朋友身上學習

不同的課程會開給不同的學生，他們

到的，但從曜聖老師的經驗分享還有我自

是本系生？外系生？還是為教育學程開設

己實際到老師課堂上去觀摩，我知道老師

的課都是需要考量的，因應不同的學生再

在課程開始前所做的準備與調整都是非常

來做課程目標的調整。

多且認真的，曜聖老師不是只有將教學視
為一份工作，而是一份志業。「最讓我感

三、內容

動和有成就感的就是學生回到學校，對我
說，『老師在課堂上教的東西在現場真的

在課程一開始，曜聖老師都會將課程

被印證了，原來老師以前要我們做的事情

架構放在 PPT 的開頭，講解給學生聽，

都有它的意義在。』」我想很多時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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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會在一開始就接收老師要傳達的東

定不能只依著老師自己心裡的想法準備，

西，時間一久或是等到學生走出學校，自

曜聖老師認為老師們需要去瞭解學生的需

己去經驗之後才會發現，這也是曜聖老師

要和特性，學生現在資訊的使用習慣、喜

所希望的—想要影響更多人。曜聖老師知

歡什麼東西、常看什麼節目、接受資源的

道等待的重要性，學生目前不太明白的東

來源是哪些……等等，當教學和老師所舉

西，有一天他們經驗變多了，事情做多

的例子是貼近學生的生活時，他們比較容

了，就自然而然知道老師想要教給他們的

易理解龐大書海裡的世界，也才不會浪費

東西，也許我們不會一開始就獲得教學的

自己也浪費學生的時間。

成就感，但在之後老師能獲得的不只有成
就感，還有一份感動。

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都是社會的學習
者，曜聖老師喜歡嘗試新的東西，或者可

多多嘗試 不要自我侷限

以說曜聖老師不停地更新自己。不是所有
老師一開始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教學方

每位老師剛開始教書都會有個過渡

法，唯有不斷地嘗試，然後從過程中調整

期，但教了幾次之後一定能體悟出什麼，

自己的教學方法，試久了自己的教學方法

也會漸漸地熟悉，不過學生就跟科技一樣

也就更多元了，嘗試也會讓自己更靠近自

變化的很快，但唯一不變的是，學生都是

己一些，教學也會更有熱忱，老師希望學

可愛又認真的。

生不要侷限自己，當然老師也不需要侷限
自己，嘗試會讓自己找到更多的樂趣，曜

曜聖老師不敢說自己可以給其他老師

聖老師這麼說：「有時候改變教學的方

建議，而是希望透過他自己的經驗來做些

法，也會改變學生對這門課程的認識與感

分享，就好像他在課堂上教學生的那樣，

受。」或許嘗試不一定總是成功，但失敗

每位老師的教法和學生的想法都有它的道

也會讓自己學到一些東西，我想曜聖老師

理和意義在，而老師的分享就是這廣大世

就是把嘗試當作一種自我的學習，除了閱

界裡的其中一道聲音，會在不同的人身上

讀之外，嘗試大概就是曜聖老師學習的最

停留下來，並且延續下去。教學的準備一

大來源吧！

教學是最快樂的時候
「時間是我最大的敵人。」當我問起
曜聖老師他目前的狀況和未來的規劃時，
老師對我說了這句話。今年曜聖老師接了
行政的工作，變得更加忙碌，需要花更多
時間處理教學以外的事情，讓曜聖老師都
大呼想要好好的教學就好，因為在教室裡
喜歡教學也喜歡與學生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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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學生相處就是老師最放鬆的時候，不

致力於多元與連結，不斷嘗試和學習才能理解自己與學生

用想太多零零散散的事情，只需要和學生

業知道我們系上學生在做些什麼，當曜聖

交流對話。

老師對他的企業界朋友說有一群學生是懂
教育也懂管理的時候，他的朋友們眼睛都

不過即使如此忙碌，曜聖老師還是致

為之一亮，不過這部分從系的名稱不一定

力多元教學方法的研究，老師在國小現場

能讓企業界看得到，所以提供學生與企業

的觀察、在大學教學的經驗，以及綜藝節

的連結是曜聖老師想要也覺得必須要做的

目的方法中發現，其實有許多方法是可以

事情。

相互連結、運用的，對此，曜聖老師希望
自己之後可以整理出不同學習的教學方

不管是對於自己還是學生，曜聖老師

法。其次，老師也重視「跨界學習」，教

在教學這條道路上面都給自己一個明確的

經系的學生多數還是希望到企業裡面工

方向，也讓我們明白，這些努力與方向不

作，因此老師希望自己可以對企業相關的

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他的每一位學

資訊可以再多做了解，讓學生與企業之間

生，希望能夠影響更多人並不是嘴巴說說

有所連結，我想這就是父母關心兒女，老

而已，曜聖老師也一直在身體力行，有了

師為學生著想的心情吧，希望在自己的能

行動之後才能做調整，在不斷調整下也能

力範圍多幫助學生，學生的視野才會擴

更接近自己的想要。

大。曜聖老師對於未來也提出一個想法：
「在未來，我想要做的兩件事就是：多元

「教學是你教越久就會發現它越有趣

和連結。」希望能繼續研究並整理出多元

的事情」，曜聖老師一開始雖然對於教學

的教學方法，協助學生與企業之間的連

也沒有到那麼有興趣，但一接觸後，老師

結。教經系上的教授大部分還是跟教育比

發現學生與教學能帶給他很多不同的感

較有相關，學生對於企業並不是那麼的瞭

受，他很珍惜也很樂在其中，就算時間永

解，因此，希望可以多透過企業講師的分

遠不夠用，但是把握在課堂上與學生相處

享讓學生可以知道多一些企業內外部的內

的機會，曜聖老師是永遠不會放過的。

容，更重要的另一點，曜聖老師也希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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