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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小教師語文教學知能之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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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教師是學習的掌舵者，其知能良窳關係著教學與學習成效。語文是一切學科

的基礎能力，包括閱讀力、書寫與口語表達能力。現今師資培育一方面與教學現

場不相應，一方面養成過程太過偏重教學設計理念，鮮少關注基礎知識，且未教

導如何轉化為語文學科教學知能，語文教學技能亦闕如。教師語文知能不足，是

現今基礎教育的危機。本文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

語文）」為準則，談談國小教師語文知能的內涵及其養成過程的若干建議，期能

引發關注與省思國小教師語文教學知能的問題。 

關鍵詞：國小教師、教學知能、語文、專業化、語文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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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 is the leader of education. His/her cognition will directly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every area. Chinese is the basic ability to learn other subjects. 

It includes three parts: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Nevertheless,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has the problem about what different 

from the scene of teaching now and is too stress the concept of tuition designing. It 

rarely cares about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doesn’t instruct how to turn the basic 

knowledge into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language science. It will be a serious deficiency 

of basic teaching-work if teachers don’t have enough ability of language. 

This article regards the outline of Chinese course as the principle, writing about 

several recommendation of teachers’ ability of language knowledge and its cultivation 

process. Like enhancing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in language, emphasizing the 

link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cultivating diversified and useful teaching-ability, 

developing latent learning method, and combining with other territories. We hope to 

touch off the conside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 of teachers’ language 

teaching ability.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Teacher’s competency ,Chinese, 

Professionalization，Chinese course as the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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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師專業發展（饒見維，1996；梁福鎮，2005）是當前臺灣教育研究的新領

域，推究其因，實為課程改革的後續反應，因為教師是課程的執行者，左右著學

習成效及教育改革的成敗，故要求教師增能也較以往明確與迫切；使得教育研究

由課程、學習者，轉而關注教師信念、教師專業知能等問題。況且，當今社會職

業分工、知識爆炸、個人能力侷限等因素，對「教師」同樣賦予專業化的期許（楊

國賜，1987；劉捷，2003），教師專業化是世界教育發展趨勢和潮流（馮宇紅，

2005：167）。 

教師專業化和教師專業發展之下，明確「教師專業」的內涵（饒見維，1996：

174-205）：（一）教師通用知能：乃適用於各種情境的一般性知識能力。通用知

識，包括語文、歷史、倫理學、音樂、體育、美術、外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人文、宗教、哲學等，包含人類文化傳承的各個層面；通用能力，應用在各種情

境的一般性能力，包括人際關係溝通表達能力、問題解決與個案研究能力、創造

思考能力、批判思考能力。（二）學科知能：教師任教某一學科，具備該學科內

容的知識與技能，掌握學科精髓，能深入淺出地幫助學生發展相關的知識與技

能。（三）教育專業知能：包括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課程與教學知能、

心理與轉導知能、班級經營知能、教育環境脈絡等五項。（四）教育專業精神：

教師對教育工作認同與承諾，表現認真敬業、主動負責、熱誠服務、精進研究的

精神。 

教師專業化的潮流之中，教師專業知能的檢覈向度明確化，就師資機構的立

場，更須思考能否培育出符合專業與現場需求的教師？檢驗、討論未來教師教學

知能專業化的問題，有其迫切性。 

貳、本國語文課程綱要與教師知能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施行以來，教學場域改變，導致教師與師資培

育的若干思考與檢討，如詹惠雪（2002）分析九年一貫課程中國小教師必須具備

的基本知能，包括對課程綱要的解讀和對教材變通能力、課程統整與教學的能

力、課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的能力、課程改革行動研究的能力；反思師資培育機

構課程的困境，如分系結構不符九年一貫學習領域之需求、教育科目需調整修

正、中小學課程難以銜接、對統整和協同教學認識不足；據此，主張調整教育專

業課程、加強通識課程規劃、鼓勵師資生修習輔系或第二專長、加強協同教學、

培養學生具備統整的課程與教學能力、改以學程制使專業課程與教育課程能相輔

相成等，期盼能培育優良的師資。鄭博真（2003：16-19）提出整合不同學術專

長的專家學者、加強國語文教育的研究、強化與新教學研究發現結合、鼓勵教師

進行語文教學行動研究、提昇教師國語文教學知能、調整職前師資教育課程結構

等六點建議；顯示教師素質對課程改革的重要性。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往下簡稱「課程

綱要」），闡述國民小學語文教學的特質、目的和教學時應遵守的方法等，本文由

此梳理本國語文學科定位、了解語文教師專業知能，對國小語文教師專業知能養

成提出若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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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國語文學科定位 

「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表述如下： 

（一）基本理念 

1.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以使學生具備良好

的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能力，並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

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 

2.培養學生有效應用國語文，從事思考、理解、推理、協調、討論、欣賞、

創作，以融入生活經驗，擴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 

3.激發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以體認本國文化

精髓。 

4.引導學生學習利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路，藉以增進語文學習的廣度和

深度，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 

（二）課程目標 

1.應用語言文字，激發個人潛能，擴展學習空間。 

2.培養語文創作之興趣，並提升欣賞評析文學作品之能力。 

3.具備語文學習的自學能力，奠定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之基礎。 

4.運用語言文字表情達意，分享經驗，溝通見解。 

5.透過語文互動，因應環境，適當應對進退。 

6.透過語文學習體認本國及外國之文化習俗。 

7.運用語言文字研擬計畫，並有效執行。 

8.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提升學習效果，擴充學習領域。 

9.培養探索語文的興趣，並養成主動學習語文的態度。 

10.運用語文獨立思考，解決問題。 

「應用語言文字」、「運用語言文字」、「透過語文」、「運用語文」，都建立在

「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之上，進而達到「具備語文學習的

自學能力」、「提升學習效果，擴充學習領域」、「體認本國及外國之文化習俗」，

說明語文領域的工具性；此特性決定了語文教育在基礎教育的重要地位。「語文」

是一種工具性的基礎學科，是獲取新知和表情達意的根基。 

語文的理解與累積，僅是教學的內容而非最終目的，理解後而能「獨立思考，

解決問題」、「研擬計畫，並有效執行」、「激發個人潛能，擴展學習空間」，更要

求學習者能「利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路」、「結合語文、科技與資訊，提升學習

效果，擴充學習領域」、「實際運用在生活之中，並形成自學能力」，才是語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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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特點和目標。換言之，培養學生獨立運用語文和自學的能力，使語文知能與

未來的生活和學習相結合，故為基礎教育工作。語文教學尚具「能使用語文，充

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融入生活經驗，擴展多元視野，

面對國際思潮」的目標，故「雖然也要傳授知識，也為人們提供一種生活的工具，

但它更是目的本身，是情感、人格陶冶過程。」（袁振國，2003：62） 

語文是一切學科的基礎能力，包括閱讀力、書寫與口語表達能力，當中又

以閱讀為基礎，閱讀建立在識字自動化與語義的理解之上。漢字是本國語文識

字教學的內容，其形音義三位一體，學習時必須仰賴教師有結構、有規律的引

導，並且與之詞彙、語法相結合，架構完整全面的語文教學。承上，語文教學

不只是知識體系的學習，以能力建構為要務。學習者建構語文能力，主要在學

習語言文字中實踐，同時進行思維開發和審美陶冶。 

「課程綱要」第三部分「能力指標」，將語文領域教分為注音符號運用能力、

聆聽能力、說話能力、識字與寫字能力、閱讀能力、作文能力等六大能力，依

序規定每個階段學習者應達到的水準，為考核學習成效的指標。 

教師是制度的運作者、措施的實現者、課程的施行者（歐用生，1998：184），

教學成效與學習成效，憑賴教師而成，為教育成效的關鍵性角色；語文學習成效

的六大能力，亦是教師必須具備的知能。 

準此，教師如何建立知識、能力、智力三合一的教學，正確而巧妙地處理教

授語文基礎知識、培養語文基本能力、開發學智力，考驗著教師的語文知能。 

二、教師語文教學知能 

教師是學習的掌舵者，其知能良窳關係著教學與學習成效。語文知能，為

學科知能之一；學科知能分成學科知識和學科技能兩部份，學科知識含括四個

部份：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即學科裡的事實、概念、原理、理論等；

實質知識（substantive knowledge），主要詮釋架構與概念架構；章法知識（syntactic 

knowledge），即新知識引入的方式、學術根源、研究時的知識標準與思考方式

等；學科信念（beliefs about subject matter）；一個教師對其任教科目的學科知識

必須完整地具備上述四方面，而非零碎的知識即可。（饒見維，1996：188） 

假如將「語文」視為專業學科，必須認識「學科教學知能」。 

所謂「學科教學知能」，乃是一個教師對某一個教學科目有關「教什麼」

與「如何教」的各種知能，包括該科課程目標與信念、教材結構、教材

選擇方法、教材內容的各種呈現方式、學生學習該科常見的困難與錯誤、

學生學習該科的認知發展方式、該科特有的教學方法、傳授某項內容的

教學策略與技巧、該科特有的教學資源與教具運用、該科特有的教學評

量方法等。（饒見維，1996：197-198） 

它介於「一般課程與教學知能」和「學科專門知能」之間，對語文教師而

言，語文教學知能則是不可或缺的。 

往下嘗試依據「課程綱要（五）實施要點」，將語文專業知能歸納為基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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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知識和語文教學技能兩大部份。 

（一）基礎語文知識 

知識是能力的基礎，語文知識是語文教學知能的基本內容，包括語言知識、

聽說讀寫知識、文體知識、標點符號知識、工具與資源知識五者。 

1.語言知識：語音、文字形音義、詞語、句型、修辭等。如注音符號教學必

須用到語音學的知識，「發音的部位、口腔的開合、脣形的圓展、聲調的高低」，

知道發音原理，如發音部位、發音方法、聲韻調結合。說話教學「宜注意發音、

語調及姿勢的正確」亦是語音學的範疇。識字教學應著重「部首與字義、筆畫與

筆順、字形結構、生字組詞之應用能力（組詞、造句）」、「應配合部首、簡易六

書原則，理解其形、音、義等以輔助識字」，必須具備文字學和訓詁學的知識。

寫字教學「應依據寫字基本能力指標，規劃教學內容，以培養學生的寫字知識、

技能、習慣、態度，並以鑑賞與實用為重心」，「寫字基本能力指標」包括掌握楷

書基本筆畫的名稱、筆順原則、偏旁部首和間結構等。說話教學「配合學生生活

經驗，及常用語彙、句型，組成基本句型練習」，則需具備漢語詞彙學與句法學

的知識。作文教學「瞭解文法與修辭的特性」，乃是語法學與修辭學的範圍。閱

讀能力了解「常用生字語詞的形音義」。 

2.聽說讀寫知識：如聆聽要點（語音、語氣、語調、立場、主題等）、聆聽

方法（把握要點、記憶、記錄、歸納、組織、分析、推斷、思辨、評價、計畫、

反應等）。說話要點（語音、語調、速度、語彙、句型、立場、主旨題材、時間

控制等）、思維方法（演繹、歸納、類比等）、組織結構、說話方式（提問、報告、

說故事、會話、問答、討論、演說、辯論、表演等）。聯繫寫作基本練習（造詞、

造短語、造句、句子變化），敘寫技巧（擴寫、縮寫、續寫、仿寫）及寫作步驟

（審題、立意、選材、組織、修改、修辭等）。閱讀教學的閱讀理解策略等。 

3.文體知識：包括各種文類，如韻文的兒歌、童詩、古詩等，散文如記述文、

論說文、實用文體等，其餘如童話故事、戲劇、故事等體裁知識；及篇章結構等。 

4.標點符號知識：即常用標點符號運用的知識。 

5.工具與資源知識：如瞭解及使用圖書室的設施和圖書，能熟練的應用工具

書乃至電腦網路，蒐集資訊。 

以上基礎語文知識越穩固，越能熟練、有效地運用語言文字，亦是教師語文

教學的基礎。 

 （二）語文教學技能 

語文教學技能，包括多種的教學方法、設計教學活動的技能、與生活經驗結

合的能力、與外部連結的能力四項。 

1.多種的教學方法：利用聯絡教學及統整教學，擴大學習領域，拓展學習空

間。如：注音符號結合聽說教學，以提升聽辨聲音的靈敏度；結合閱讀教學，在

標注注音符號的兒歌、童話故事中，涵詠文學的趣味，養成主動閱讀的習慣；結

合作文教學，啟發獨立思考，使用注音符號，適當表達自己的想法。聆聽教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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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聽讀、聽寫，聯絡說話、閱讀、作文教學，利用聽說、聽寫、聽讀等練習。說

話教學與聆聽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結合，透過各種媒材培養說話能力，以

期口頭語言、書面文字學習同步發展。語文教學以閱讀為核心，兼顧聆聽、說話、

作文、寫字等各項教學活動的密切聯繫，例如：「朗讀教學時，宜注意發音、語

調及姿勢的正確，並進而指導美讀或吟唱作品，以品味文學的美感。」識字教學

配合寫字教學，相輔相成，確實認識字體、把握字音、理解字義，擴充詞彙。 

2.設計教學活動的技能：設計生動有趣的輔助活動，善用教學媒材，提供充

分練習機會，協助教學，讓學生多念、多聽、多寫、多練。閱讀教學宜深入指導

學生認識篇章的布局，並理解語詞的安排及情境的轉化。寫作教學，宜著重激發

學生寫作興趣，喚起內在情感經驗，引導寫作方向；宜就主題、材料、結構，配

合語言詞彙的累積與應用，逐步認識各式文類，並依難易深淺，全程規劃，序列

設計，分類引導，反覆練習；明瞭並能運用蒐集材料、審題、立意、選材、安排

段落、組織成篇、修改等寫作步驟。 

3.與生活經驗結合的能力：聆聽教學注意舊經驗的結合與思維方法的訓練。

說話教學配合學生生活經驗，及常用語彙、句型，組成基本句型練習；以有組織

的演進語料，學習說話技巧。並懂得依目的和聽話對象，調整說話的方式。閱讀

教學對不同文體及文類的教學，宜掌握不同的閱讀方法，並與實際生活情境相聯

結，以便學生能充分瞭解。 

4.與外部連結的能力：引導閱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群的文學作品，培養

學生對多元文化尊重的態度，以及對不同族群和文化的關懷。指導學生瞭解及使

用圖書室的設施和圖書，能熟練的應用工具書乃至電腦網路，蒐集資訊，廣泛閱

讀，以養成主動探索研究的能力。 

總言之，在「課程綱要」已然規定、期許教師必須擁有運用多種教學知能，

以茲統整各個次領域，善用媒材設計教學活動，與生活經驗、外部連結的能力，

如此方能活化語文教學內容。然而，教育政策更迭的衝擊、教師未能以專業任課、

學習者改變、家長干預過多，諸多因素造成教學現場困境（周碧香，2014：51-52），

考驗著教師的專業知能與熱忱。 

參、養成語文教學知能的建言 

語文教學的目的在讓學習者能獲取新知工具、塑造健康人格、傳承傳統文

化、提升審美層次。（王珩、周碧香、施枝芳、馬行誼、彭雅玲、楊淑華、楊裕

貿、劉君浩、魏聰祺、蘇伊文，2010：3-5）語文教育既是基礎教育的根基，身

為語文教師，能否正確把握語文教育的特點？能否運用專業知識、正確的方法引

導學生？如何塑造優質的學習場域？是實現語文課程目標的基本條件。（周碧

香，2014：52-53） 

筆者認為語文教學知能，應含括語文專業素養和語文教學能力。教材編選、

多元評量、教學實務皆依賴於深厚的專業知能，方得順利開展。目前語文教師在

「任務導向」之下產生重實務而輕理論的傾向，對語文學習的目的與角色的看

法，仍停留在認知與技能的學習，缺乏情意（徐靜嫻，2007：116-117），顯示專

業知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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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見缺失，必須在師資養成之時，就關照且強化準教師的語文教學知

能，往下談談國小教師語文知能養成的若干建議。 

一、強化語文專業素養 

語文教育包括語言層次、文學層次、文化層次，國小教學主要是以語言層次

為主。語文專業素養應包括語言、文學、文化三大方面，為語文教師的基礎知識。

深厚的語文素養，無法一蹴即成，師資培育一方面與教學現場不相應，一方面養

成過程太過偏重教學設計理念，鮮少關注基礎知識，譬如，大學一年級有「國文」

必修科目，比較傾向於公民素養和實用性，而非專為培養未來教師的語文能力為

目標；「國語科教材教法」具培育師資目的，但以教學實務為主，卻無法補足教

師在基礎能力、語文能力。 

語文教師的能力，包括基礎能力、語言文字能力、語文教學能力三者。基礎

能力，指教師必須健全的口語表達能力、厚實的文化底蘊、高度的審美能力；語

言文字能力，指教師對注音符號和發音、字形與字義、語法與修辭、文體、語言

技能、文學各領域的能力；語文教學能力，包括教材處理、教學設計、教學實施、

教學評估等能力。（王珩等，2010：12-17） 

語文教學以語言文字為教學內容及學習工具，更是語文教師的基本工夫，當

務之急，應加強準教師的語文基礎知識，諸如語言學、文字學、語法學等語言知

識；各體文學、修辭學的知識；國學、文化與文藝鑒賞等相關課程。況且，語文

的科學性、規律性，經由操作、分析與歸納，方能有效建構語文知識；而語文呈

現豐富的藝術性，透過實作、賞析與累積美感經驗，更能效激發語文創作。 

此外，語文教師如能具有「文化知識」，更助於設計教學活動、延伸教學方

式與深化內容。 

二、注重課程的縱向與橫向連結 

語文的能力——聽說讀寫作，每個能力理應有與之對應的專屬課程，課程與

課程的連結是為橫向連結，即語文教學的內部統整；專業素養與專屬課程的轉化

與連繫，是為縱向連結。 

造就教師專業知能，就是教師要有能力將學科內容知識，技巧地轉化成學生

足以有效學習的知識。因此，師資培育時應特別注重將習得的語文基礎知識，轉

化為各個分項能力的所需的能力，此為語文素養課程與專業課程之間的縱向連

接。如語音學知識，轉而為國音及說話所需的正音、診斷語誤的能力；文字學的

漢字形構知識，轉化為識字教學常識；語法學的詞彙和句法，轉為閱讀理解和作

文的先備知識，並如實地操練，將理論和實務密切結合。如是，才能讓準教師知

道基礎知識的重要性和實用性，讓教師在教學現場更得心應手。 

橫向連結方面，依據課程綱要的教學內容，注音符號教學、聆聽教學、說話

教學、識字與寫字教學、閱讀教學、寫作教學彼此相關，如聆聽與說話一同教學，

在聽與說的實務，建立關連性；學習注音符號之後，連結到閱讀和說話；識字後

連接到書寫正確、閱讀自動化、以文字表情達意。如是，從口語到書面語的閱讀

和表達，建立其口語表達能力、閱讀理解能力與寫作能力，建構完整的語言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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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最理想的狀態，聆聽、說話、識字、閱讀、寫字、作文，每一個教學內容都

應該有一門對應的課程，統攝理論和實務。現今「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教育專業課程」僅有「國音及說話」、「寫字」、「兒童文學」、「國民小學國語教

材教法」四個課目屬於本國語文範疇；能力指標雖將識字與寫字教學並列，但是

目前「寫字」課程，未能含括識字教學；同樣的，聆聽教學、閱讀教學、寫作教

學亦未獨立成科，皆被納入「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課程之中。「國民小學國

語教材教法」兩個學分，理應統整各個分項能力，遵循教學原則以聯絡教學相互

連結，直接進入實際教學的訓練；倘若準教師的分項能力培育上不夠建全，是無

法進行統整工作，更遑論聯絡教學。 

故而，連結縱向、橫向的相關課程，札穩相關課程的基本成效是語文教育的

首要工作，以此為線索建構語文教學能力。 

三、培養實際多元的教學能力 

語文教學能力，表現在獨立正確理解教材與處理教材、選擇和運用語文教學

模式、語言表達、設計教學與管理教學等方面。（張悅紅，2012：277-279） 

實際的教學能力，包括規劃教學順序、掌握教學目標、設計課程、活用教學

方法、熟稔教材內容、善用評量方式、口語表達能力、教材編寫、資訊運用能力。

教師的口語，力求咬字清楚、口條流暢，能準確地解說教學內容，具有示範作用，

是活化課堂教學的基本功夫；還要尋求資源，如戲劇、朗讀、演說、辯論、詩詞

吟誦等，妥善運用使之融入教學活動。 

教師依實際教學，獨立編寫寫作教材，以利學生學習。運用深厚的語文素養，

正確解讀資訊、編寫教材，具備多媒體運用的能力，納入更多素材於語文課堂之

中。編寫教材，結合語文基礎知識和語文教學技能，配合教學單元，考量學習者

特質、能力指標等，編輯適切的教材。 

身處多媒材的時代，資訊運用的能力，已然是教師必備的基礎教學能力。同

時，因著板書的便利性、經濟性、通用性，板書仍是現今主要的教學憑藉，故板

書能力應受到重視。 

四、發展潛在課程 

「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指學生在學校及班級的環境裡（包括物質、

社會和文化體系），有意或無意間經由團體活動或社會關係，習得「正式課程」

所未包含或不同，甚至相反的知識、規範、價值或態度。（陳伯璋，1985：7）潛

在課程不像「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是透過有計畫、有目的引導學生學

習，故潛在課程是一種非正式的、無計畫的、隱藏的、難以預期的學習，在學校

教學活動，例如：學校環境和組織特性、學校氣氛和文化、班級氣氛和文化、學

生同儕文化、教師期望、師生互動等，可能深遠地影響學生學習經驗和成效。因

此，潛在課程是具有知識力量的一種教材，影響學習者於無形。 

語文專業知能必須長時間內化，故潛在課程的存在、施行，甚至塑造學習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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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提供準教師課堂之外學習的機會是必要的。利用服務學習機會，到國小進行

若干語文活動，諸如帶讀經典，訓練準教師朗讀能力；說故事、戲劇表演，磨練

說話能力；教導習字，練習毛筆與板書能力，與相關課程相輔相成。此外，成立

讀書會、社團、志工團隊、參與語文競賽等機會，都是很好的潛在課程。 

經由潛在課程，不但能彌補現實中課程時數不足的問題，使準教師有機會驗

證課程內容和練習，因著團隊模式，發揮同儕觀摩學習的效果、磨練溝通協調能

力、獲取合作學習的經驗；透過多練、多學，做中學、學中做，提升教學技巧與

能力。 

五、跨領域學習 

語文為基礎學科，是其他學科學學習的能力，對教師而言，語文亦是其個人

認知世界、學習新知、提升自我、陶冶情意的工具；假若教師僅學好語文的基礎

知識和教學技能，顯然不足以符合語文教學現場需求，故向外學習、科際整合是

必要的條件。 

結合教育心理學，發展語文教學心理學；結合兒童發展，開發認知語文學；

閱讀與科學結合，發展科學閱讀理解策略；與文化學結合，發展語文多元文化領

域；與特殊教育整合，開發聽讀寫障礙診斷等。藉由跨領域學科結合與學習，既

能擴展語文教學的實用，準教師更能提升教學的專業知能。 

如是，在穩固語文專業教學知能的基礎之上，向外跨領域學習，彼此相輔相

成，既能整合語文與其他學科的知識與技能，又能為語文教學注入新的觀念和方

法；教師印證教學實務，可以展現專業度、激發工作熱忱。更重要的，教師不斷

增長知能、省思教學，方能適切地運用教學方法，達到教學目標。 

肆、結語 

教師專業化的潮流中，教師專業知能的檢覈向度明確化，師資培育機構必須

審視教師語文教學知能，以檢覈準教師各項教學知識能力，確保基礎教育的素

質。其中，教師語文教學知能，必然建立在語文專業素養和專業技能的完整性和

純熟度之上。 

本文由「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為準則，觀察、反思

國小教師的語文專業知能，提出國小教師語文知能的內涵及其養成的淺薄建議，

如強化語文專業素養、注重專業課程縱向橫向連結、培養實用多元的教學能力、

發展潛在課程、與結合其他領域知識等，期許在師資培育養成時，關注準教師的

語文能力、營造使其內化的優質環境，顯性課程與潛在課程，逐步建立其自信心、

激發教學熱忱。抛磚引玉，引發學界關注、省思國小教師語文教學知能的相關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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