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指導單位： 教育部
主辦單位：雲林科技大學
教學卓越中心

APA-6

校長序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補助計畫乃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落實學校辦學任
務，與高教深耕計畫結合，促使學校以校務發展為主體，將資源確實投注於教學現
場，兩者相輔相成。
自從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全球籠罩在病毒的肆虐之下，教育的型態亦
有顯著轉變，本校也不例外，從原本的面授課程全面改成遠距教學直至學期結束，
其中所衍生的教學、考試與實驗課程等等的教學相關問題，如何因應與克服，相信
全世界的學校都面臨了相同的挑戰。因此，雲科大今年再以線上會議的方式辦理，
特別邀請國內外學者、全國各地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老師，與獲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
之教師進行論文發表，論文發表 119 篇，其中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師達
117 位之多，今年持續以「新世代的教學實踐典範」為主題，透過「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之內涵、教學實踐的研究倫理探討等議題，讓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及分享，
另外本次會議也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邀請了英國文化協會 Steven Murray，以《21
世紀教學創新場域》為主題進行專題講座，期望可以促進各技專校院更加茁壯，並
激發出更多創新的火花。
雲科大作為「全國教學創新示範學校」，藉由本次研討會近三百名國內外學者
及教師進行校內外學習交流，有效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會中更將透過開放示範教學、
教師培力校際工作坊等，不斷以創新教學示範學校責任為己任，成為未來新世代技
職體系的世界典範。
再次感謝國內外學者、全國各地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老師們的線上參與，在本次
研討會中創新教學，為台灣高等技職教育共創心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0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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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序
YunTech致力於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效能，促進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自2017年執行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有幸獲選為示範學校，迄今已經辦理第
四屆國際教學示範創新研討會。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持續採線上方式辦理，
本次研討會除延續向國內外學界徵件外，在兩天的研討會期間，辦理有教學績優計
畫分享會，六場教學實踐績優遠距分享會，三場遠距工作坊及六場創新教學法演示，
國內外優秀學者齊聚一堂，共襄盛舉，為本屆研討會增添不少光彩。
本次研討會進行順利，贏得許多參與者的掌聲，有賴於大會同仁的籌備、審稿
委員的投入、主持人/ 評論人的支持及世界各地學者的熱情參與。儘管本次研討會
辦理，遭逢疫情三級警戒，在苦悶的防疫期間，卻真實見證了線上數位學習的發展
新趨勢。在研討會籌備期間，大會非常榮幸能夠邀請陽明交通大學臨床研究所的郭
英調醫師線上辦理三小時的研究倫理工作坊。在專題講座的部分，大會十分感謝來
自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的Steven Murray主講「Teaching Innovatively in the
21st Century Lecture Theatre」，分享其在傳統的教學場域如何運用教學法及教育科
技建置學習鷹架，有效幫助學生學習誘發學習動機。
在論文徵件方面，本次以「新世代的教學實踐典範」為主題，共有 119 位發
表人、378 位與會者、52 個場次、50 位主持 / 評論人。希望透過研討會論文集
的出版，提供更多分享教學心得的可能性，激勵出更富創造力的教學法，嘉惠學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俞慧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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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管理學門「研究方法」課程之
教學反思與實踐
陳尚盈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shychen@mail.nsysu.edu.tw

摘要
「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在研究領域上是一直被強調的重要議題，乃優良
學者應該學習的基本規範，然在碩士班/研究所的學習過程中，並沒有專門的課程，
通常包含在「研究方法」這樣的課程中。研究者教授「研究方法」十七年，發現近
五年的學生在開始寫論文時對「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概念模糊，尤其在註明
他人的貢獻（引用）、重點摘錄、使用正確學術格式上等皆有困難，因此期望透過
教學方式的改進，讓學生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本研究的目的乃以提升學生學習為
中心，透過教學方法探究，提升教學效能，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研究將針對教學方
法進行探究，文獻探討亦以此為主。「教學」是教師經由詳細的計畫與設計，運用
適當的技術與方法，以指導、鼓勵和激發學生自動學習，以獲得所必需的知識、技
能、習慣和理想的一種工作或活動。「教 學」是「教」與「學」的展現，是教師
與學生的資源共享、相互學習，是需要良好、多樣的互動、妥善的計畫與確實可行
的策略。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問題為：學生無法正確引用與使用正確 參考書目的原因為
何？該如何解決其問題？如何增進其學習興趣與效益？研究地點位於高雄市的國
立中山大學，研究對象為 109 年度上學期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生 8 人。採用的研究
方法學為行動研究法。本研究希冀能完成：讓課程更精進、評量標準更完善；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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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作業表現其對學術倫理的尊重，引用能力的強化與參考文獻使用的精進。自
1997 年藝術教育法的頒布，正式將「藝術行政」列為藝術教育的一環，「藝術管
理」學門亦受到重視，相關系所也陸續成立，從強調視覺藝術到表演藝術，從研究
所擴展至學士學位。然而關於「研究方法」這樣的基礎課程，卻較少受到重視，期
望透過此計畫，為此學門從事研究奠定根基。

關鍵詞：藝術管理、研究方法、行動研究、反思、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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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Curriculum in the Discipline of Arts
Management
Shang-Ying Chen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hychen@mail.nsysu.edu.tw

Abstract
"Academic ethics" and "research ethics" are important issues that have always been
emphasized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They are the basic norms that sound scholars should
learn. However, there are no special courses in the master's programs to teach those
concepts, and they are usually included in courses such as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researcher has been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s" for 18 years, and found that studen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ere vague about those concepts when they started writing theses,
especially in acknowledging the contributors, quote other scholars, and learn academic
format.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will
become real scholar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ocus o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promote student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literature discussion also focus on this area. "Teaching" is a kind of activity in
which teachers use appropriat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to guide, encourage and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automatically through detailed plans and designs to acquire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skills and ideals. "Teaching" is the displa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is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requ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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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and diverse interactions, proper plan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What are the reasons why students
cannot correctly cite and use the correct bibliography? How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How to increas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s and benefits? The research site is located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Kaohsiung.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are 8
masterstudents from the Theater Arts Department in Fall 2020.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dopted is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make the curriculum more
refined and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more complete; strengthen students’ citation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use of referenc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t Education Law in
1997, "Art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officially listed as a category of arts education. The
sector of "arts management" has also received attention, and related institut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from the emphasis on visual arts to performing arts, from
graduate school extend to a bachelor's degree. However, basic courses such as "research
methods" have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the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this subject will be build.
Key words: Arts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ology, Action Research,
Reflec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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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是在研究領域上一直被強調的重要議題。所謂「學
術倫理」指的是：「學術社群對學術研究行為的自律規範。」基本原則 為：誠實、
負責與公正；造假、抄襲及變造乃常見的違反案例。因此註明他人的貢獻、完整保
存研究之資料及研究結果的公開是基本要素（科技部，2016）。而「研究倫理」考
慮到被研究者的權利、尊嚴、感受與平等，所謂「舉凡以人作為研究的觀察、參與、
實驗對象，所可能牽涉的公共道德爭議與規範，均在研究倫理討論的範疇內（國立
成功大學，無日期）。」瞭解並重視研究倫理之目的在於：「透過對於這些公共道
德爭議的釐清與相關規範的建立，讓研究本身不僅是在充分尊重被觀察對象、參與
者、實驗對象的權益之情況下進行，且是在可被公眾信賴的基礎上持續進展，以善
盡研究者對於研究參與者個人、社群與社會的責任（國立成功大學，無日期）。」
「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乃優良學者應該學習的基本規範，然在碩士班/研究
所的學習過程中，並沒有專門的課程，通常包含在「研究方法」這樣的課程中。
研究者教授「研究方法」十八年，發現近五年的學生在開始寫論文時對「學術
倫理」與「研究倫理」概念模糊，尤其在註明他人的貢獻（引用）、重點摘錄、使
用正確學術格式上等皆有困難，因此期望透過教學方的改進，讓學生成為一個真正
的學者。本研究的目的乃以提升學生學習為中心，透過教學方法探究，提升教學效
能，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將針對教學方法進行探究，文獻探討亦以此為主。「教學」是教師經由
詳細的計畫與設計，運用適當的技術與方法，以指導、鼓勵和激發學生自動學習，
以獲得所必需的知識、技能、習慣和理想的一種工作或活動（高廣孚， 1988， p.
8）。「教學」是「教」與「學」的展現，是教師與學生的資源共享、相互學習，
是需要良好、多樣的互動、妥善的計畫與確實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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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理論上，根據甄曉嵐（2007）的彙整，經常被討論的理論如下：行為學
習論（behavioral learning theory）、認知學習論（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互動
學習論（interactive learning theory）、效能/效率導向教學觀（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approach）、人本導向教學觀（humanistic-oriented approach）、建構導向
教學觀（constructionism approach）及批判導向教學觀（critical theory approach）等。
行為學習論認為：學習是個體在特定的環境刺激下所產生的適當聯結反映行為；在
教學上顯示出學習是外顯行為的改變歷程，對內在心理歷程的變化並不解釋；強調
外在刺激對學習的影響，主張教學應訂定可觀察、可測量的行為目標來指引教學活
動，用獎勵與懲罰改變行為以促進學習。認知學習論強調個體內在心智架構與知識
獲得的關係，認為學習乃是內在知識的改變，是內發、主動及整體的學習，強調知
識結構形式與學習策略。其中 Bruner之發現式學習形成的「啟發式教學法」最為
眾人所知。互動學習論主張個體內在的認知也是構成學習的重要因素，認為學習行
為、心理歷程和學習環境三者是相互關聯的，透過內在心理歷程和外在環境刺激的
互動，才可能產升認知活動的學習行為。自我觀察、自我評價與自我強化可用來培
養學生的自律行為（甄曉嵐，2007，p. 29-45）。

當代的教學觀在思想論述上發生了派典移轉，學習理論也隨著改變：效能/ 效率
導向教學觀之效能導向強調重視學生的基本能力發展情形，效率導向側重於教師
教學策略的經濟效益，但二者皆以教學卓越為依歸。人本導向教學觀以存在主義與
現象學為根基，強調人的尊嚴、價值，全人教育的概念，重視人的主觀意識經驗及
自我實現，透過教育可啟迪開發人的潛能，實現人的最高價值，合作學習的教學方
法會運用在本研究中。建構導向教學觀認為：學習是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學習者
在學習歷程中以自己既有的概念為基礎，建立學習意義，主動參與知識的社會建構，
常被稱為學生中心的教學策略（王文科、王智弘，2010，p. 96）。批判導向教學觀
認為：學習乃是意義與符號在社會交互作用產生交換、磋商的動態過程，教學則是
一種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活動；學習經驗不是事先被預定或界定的可觀察行為，而是
可供自我意識覺醒、反省和批判的參考（甄曉嵐，2007，p. 46-57）。

有效的教學需做到：問題意識清楚、學習目標明確、溝通傳達良好、引發學生學
習動機、清楚的作業規範與適當的評量（林進財，2000）。影響教學的八大因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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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objective）、教學者（instructor）、教材（subject matter）、進度（rate）、
評量（evaluation）、環境（environment）、方法（method）與學生群體（grouping）
（沈翠蓮，2001， p. 9-11）。目標包含課程目標與預期學生達成的目標，乃課程
的內容與重點。教學者是教學的主體，教師的專業、教師的教學技巧、教師的備課
能力、教師的人格特質、教師的心理狀況及生理狀況，都會影響其教學表現。教材
是教師教學的藍圖，教學的廣度與深度、教學的結構與順序，亦即教材的編排與邏
輯，都相當重要。在大專院校的教學現場當中， 教師可以自編課程與進度，享有
相當大的掌控全，因此其自身的專業知識更顯重要。進度指教師在一學期與課堂上
的時間安排，一學期該教完什麼、如何分派作業；在三小時的課程當中以什麼活動
開場、如何進入主題、何時該休息、何時該結束。評量指的是學生該如何配合課堂
進度的表現與衍生的作業，在碩士班的課程會強調學生批判與反思的能力。環境指
的是上課的教室、空間的安排、坐位的安排與設備，此外教師營造出的課堂氛圍也
很重要。方法意味著教學的呈現方式、如講述、討論等。學生群體指的是學生的樣
貌：人格特質、學習動機、學科背景、過去學習表現等。

「教學設計」是教師教學的前置工作，課程大綱的設計即為開端。有效的教學設
計（規劃），根據林進財（2000）可分成下列幾點：瞭解教學與學習理論、熟悉教
學設計內容、善用一般教學模式、運用教學設計模式、發展實用性教學設計程序及
從事或運用教學設計實驗或研究（p. 183-185）。其中一般模式包含四要素：教學
目標、預估、教學程序與評鑑。而教學設計模式包含多種模式，本研究將採用的是
ARCS 模式。ARCS 模式為 Keller（1983）提出，強調注意力（attention）、關聯
性（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與滿意度（satisfaction）。注意力重視感官引
發與探尋引發；關聯性讓新知識與舊知識有所連結，增加學生對知識的熟悉度；信
心讓學生充滿信心的學習，對自己的學習負責；滿意度為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提
升學習公平性與報酬性。

教學成果的呈現乃是學生學習效益的展現，因此在文獻最後，研究者將討論課程
評鑑的重要概念。評鑑乃是評鑑者將受評的對象與特定的訊息價加以比較，以評定
該對象是否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郭有遹、李緒武，1993，p.208），此定義包含了
四要素：評鑑者、受評的對象、特定的訊息與評定的方 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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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評定者亦是受評的對象，評定學生的學習成效，也被學生評定教學成效；而修習
這門課的學生亦擔任此二種角色。特定的訊息要強調評鑑的標準，盡可能將標準數
量化，亦要補充質化的成果，質與量兼具。評量方式包括：測驗、口頭問答、報告、
同儕互相學習等（張添洲，2000）。

綜上所述，重要的教學理論與概念、影響教學的八大因素、ARCS 模式， 以
及如何評鑑將在課堂教學上被實踐與檢驗。本研究之理論架構圖如下：

學生群體

目標

人格特質、學
習動機、學科
背景、過去學
習表現
自我觀察/自我
評價/自我強化

教學者
專業、教學技
巧、備課能力、
人格特質、心 理
及生理狀況

方法
講述、討論
啟發式教學
法/引發動機
ARCS

建構導向教學觀
學生中心的教學策略
批判導向教學觀
教材
廣度與深
度、教學
的結構與
順序

反省與批判
環境
教室、空間
的安排、坐
位的安排與
設備、氛圍
評量

進度
課堂上的
時間安排

可觀察可測
量的行為
測驗、口頭問
答、報告、同儕
互相學習

圖一 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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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問題為：學生無法正確引用與正確使用參考書目的原因為
何？該如何解決其問題？如何增進其學習興趣與效益？研究地點為位於高雄市國
立中山大學，研究對象為 109 年度上學期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生，共八人。

採用的研究方法學為行動研究法。Elliott（1991）定義行動研究如下：行動研
究是社會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社會情境的角度來進行研究；行動研究企圖支持教
師以及教育團體能有效地因應實務工作中的挑戰，並以一種反應思考的方式來創
新及改革困境（夏林清譯，1997）。蔡清田（2000）表示：「沒有行動的研究，是
空的理想；沒有研究的行動，是盲的活動。」傳統的研究結果，較無法直接解決實
務工作情境所產生的問題，因為理論與實務間，往往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差距；而實
際工作情境當中的實務，也往往未能完全修正理論。「行動研究」透過「行動」與
「研究」結合為一，企圖縮短理論與實務的差距（蔡清田，2000）。行動研究有兩
項主要目的：精進（Improve）和涉入（Involve）。由實務工作者對實務瞭解方面
精進，並在產生實務的情境方面精進。涉入實務的人士，投入行動研究中的計畫、
行動、觀察和反思等階段。行動研究是由在社會情境的參與者所執行的一種自我反
省的探究，為的是精進實務之合理性和正義（王智弘、王文科譯，2011）。

行動研究依照學理，分為「批判行動研究」和「實用行動研究」。「批判行動
研究」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批判理論，以及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為基礎， 強調
參與式和民主式的過程；可幫助教師研究者檢查他們每天執行專業實務， 透過此
行動研究獲得的知識，提升學習、教學和決策能量（蔡美華譯，2003）。「實用行
動研究」較少具有「哲學的」學理趨向，著重「如何去」探討行動研究的過程，主
要致力於持續性專業發展與學校改進，研究者透過反思的任務，使用系統的方法、
反省實務作法，選擇焦點領域，決定蒐集資料策略， 分析與解釋資料，以及設計
行動計畫（蔡美華譯，2003）。本研究屬於實用行動研究，探討「研究方法」課程
的教學過程，以反思的作法進行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及行動計畫等。

行動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徵：一、行動研究由關心社會情境的人來針對社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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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進行研究，通常由教師發起。二、行動研究發起於每日教育工作中所產生的實際
問題，行動研究者在改進實際教育現場的同時，建立有關參與者（如教師）的實踐
知識。三、行動研究必須和學校的教育價值及教師的工作條件具有相容性，希冀改
善教育系統中教師的工作環境。四、行動研究提供進行研究與發展實務的簡要策略
與方法。五、明確與特定的方法或技巧並不是行動研究的特色，行動研究是一種持
續不斷的努力，促進教師反映出自己發展個人行動的意識與潛意識作為。六、每一
個行動研究方案都有自己的特點所在，不提供精緻明確的研究模式和步驟（夏林清
譯，1997），但基本的行動研究步驟仍然存在於研究之中。

行動研究亦有「協同行動研究」，協同行動中由兩位以上，以協同合作關係從
事行動研究，合作形態由大學教授或專家、教授與學校教師所組成，或由學校教師
數人組成研究小組，數人共同組成「協同研究群」，一起參與行動研究的計畫、實
施、循環歷程（郭李宗文、梁宗銘、熊同鑫，2004）。行動研究中，實務工作者向
協同者徵詢其意見與建議，以便行動研究方案更為周延可行，協同者也可以是批判
的諍友，可就目前所擬定的行動研究的解決問題途徑方法、行動策略與具體行動步
驟等提出可行性的評估與批評，並提供改進意見，以便加以修正（蔡清田，2000）。
執行行動研究採協同合作式，有幾個好處：一、能強化與行動研究結合的系統性思
考。二、提供研究公開化和外顯化的現場，強化思維敏銳化及精進研究的品質。三、
協同合作建立持續學校精進的文化以及快速傳播新教學策略的手段（王智弘、王文
科譯，2011）。協同行動研究的「協 同」，強調所有參與者之間，在平等、自願
的基礎上，進行雙向溝通、開放自 我、交互反省思考、共同分享知識經驗等，比
起一般個人行動研究，更具有研究效度與嚴謹度（郭李宗文、梁宗銘、熊同鑫，
2004）。本研究邀請本校音樂系亦教授研究方法的郭瓊嬌教授擔任協同研究人員，
協同研究者釐清問題、解決問題。

行動研究重視實務問題及行動能力的培養，重視批判反省思考能力的培 養，
以增進實務工作者的實踐智慧，企圖建立實務的理論與理論的實踐，努力縮短實務
與理論之間的差距，減少行動與研究之間的差異（蔡清田，2000）。本論文選擇行
動研究的理由：行動研究能使實務與理論交互印證，透過行動與反思，討論學生學
習表現。行動研究的步驟如下：檢驗執業場域（課程、教學方式與學生學習）、思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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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是否能協同（分享利益、共同考量、發展新概念）、反思、計畫、行動、評量和
再反思、再計畫。行動研究是螺旋的思考，反思的目的乃為下次的計劃與行動準備。
本研究之流程如下：
確立研究主題

文獻探究

課程規劃

進行
教學

蒐
集
資
料

與評
教估
師學
省生
思表
現

分
析
資
料

解決教學問題
圖二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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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動研究的歷程中，可蒐集的資料種類繁多。依資料蒐集技術分為經驗、探
究和檢查等三方面。「經驗」指的是透過直接觀察以獲得經驗，例如：參與觀察；
而「探求」指的是研究者發問的時機，例如：訪談；最後，「檢查」指的是使用和
做紀錄，例如：錄音檔案（蔡美華譯，2003）。本案的資料蒐集方法為文件分析與
觀察等，分述如下：

文件提供有關研究中的相關議題與問題的訊息情報，因此，可以利用幾星期、
幾個月或甚至一年的時間針對某一種教學方法的資料進行蒐集，或對於兩種不同
類型學習者對於某一科目的學習成果的蒐集（蔡清田，2000）
。研究者以課程大綱、
學生作業、錄音檔案、觀察日誌及反思等相關資料，作為本研究文件分析的重要依
據。進行二次行動教學省思及兩次新策略的再行動，透過學習單的反省紀錄，整理
出前後的差異及學習表現，成為研究的重要佐證資料。

觀察為有系統地注意觀看所發生的事件，觀察記錄如同研究日誌一般，可用來
當作分析指標，用來確認特定事項，及用來觀察某些類型的行動出現之時間與頻率
（蔡清田，2000）。為避免觀察變成一種隨意的機會產物，事前宜考慮以下三大面
向：一、要觀察的是什麼（What）？是事件的次序？學生的行為或自己行為的特定
偏向？越是限制觀察焦點，越能精確觀察。二、為何要進行觀察活動（Why）？觀
察的假設和預期建立，觀察不只是做紀錄，也是情境理論之重建。三、何時實施觀
察（When）？觀察時間多久？對研究者而言，預先決定在課程中哪些時候應該專
心注意觀察是重要的（夏林清譯，1997）。

進入觀察，必須具備高度的描述力，描述的內容為參與者、環境、參與者的活
動或行為，以及觀察者做了什麼，在觀察者意見中呈現反思的內容，反思意見可以
是研究者的感覺、反應、直覺、最初詮釋、推測與進行中的假說（顏寧譯，20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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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觀察有各種不同的執行程度，端視接受觀察的情境與呈現的機會；觀察者可能
是：
一、「主動參與觀察者」（Active Participant Observer）：當教師從事教學時，
研究者觀察他們教學的成果。
二、「有特別權限的主動觀察者」（Privileged Active Observe）：研究者有機
會以較具有特別權限的主動角色進行觀察，亦即當他們沒有直接負責課程的教學
時間，而是觀察他們的兒童或學生。
三、「被動觀察者」
（Passive Observer）：當研究者擔負被動觀察者之角色 時，
不再設定教師的責任，必須僅聚焦於特定所要蒐集的資料（蔡美華譯， 2003）。

資料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找到合理的解釋，以及讓解釋有所檢核與測試（夏林清
譯，1997），從大量蒐集的資料，整理出秩序、結構，或是詮釋出其蘊含的意義（李
政賢譯，2006）。資料分析時從訪談、觀察和檔案中浮現想法，引導資料蒐集的下
一步，交互引領問題的修正或改寫等。透過反覆閱讀資料，促使研究者對該資料產
生一種熟悉感，透過編輯及清理加以組織資料；建立範疇、主題與樣式，過程中需
要對資料具有高度的覺察能力；將資料予以編碼乃形式化再現的分析思考；評鑑正
在發展中的理解是否合理，以及透過資料進一步探索其理解的可能性；最後「撰寫
報告」。整體而言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使研究產生令人可信與有價值的發現（李政
賢譯，2006，p. 199-208；顏寧譯，2011）。

肆、研究發現
本課程為「研究方法」，十八週，三學分，共 54 小時，授課對象為碩一新生，
教材為自編。上課教室為藝術大樓 0311 教室，教室採馬蹄形座位，教師坐位在前
方；教室備有白板、投影機、電腦等。課程之教學目標為：透過不同的研究設計及
研究論/研究學的瞭解，協助學生認識藝術行政與管理領域的論文題材，並練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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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論文計畫書。本次課程的實施時間為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特別要加強之處為
文獻引用與參考書目格式；教學方式主要為講授與討論，以及啟發式的教學方法。
每堂課程都會錄音，課程記錄由學生輪流完成。課程進度與配合之行動研究實施步
驟如下：
表一 課程進度與行動研究步驟
週次

過去課
程

109 年學年課程主題與內容
（時間配置 180 分鐘）

內容
第一
週

課程介
紹

1. 課程介紹：內容、教科書、閱讀

文獻、評分、作業

行動研究步驟
（研究者觀察與
反思）
檢驗執業場域
（教材與進

（請學生填寫了解其人格特質、學習動

度、教學方式

機、學科背景、過去學習表現的開放式

與學生學習）

問卷）

塑造教室氛圍

2. 時間：課程介紹/作業介紹/閱讀文

(學生有禮貌、

獻（90 分鐘）/下課十分鐘/了解學

能互動、願意提

生（填寫問卷30 分鐘、對話 50

問)

分鐘）
第二
週

研究設
計

1. 研究設計：何謂研究？何謂研究設

計？如何決定論文撰寫題目?何謂文
獻？如何撰寫文獻？何謂研究地點與
對象？
以問題引起動機，將研究步驟以問題形
式呈現
2. 時間：討論完研究步驟一（90 分

鐘）/下
課十分鐘/討論研究步驟二與三（80 分
鐘）
第三
週

研究設
計

1. 研究設計：何謂研究方法學？常用
的八大研究方法學為何？何謂資料？收
集資料有哪些方式？分析資料有哪些方
式？何謂三角較正？如何撰寫論文/結
論？何謂學術論理？何謂研究倫理？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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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引用？以問題引起動機，將研究步驟
以問題形式呈現
2. 時間：討論完研究步驟四與五（90
分/下課十分鐘/討論研究步驟六、七與八
（80 分鐘）宣布圖書館搜尋作業
第四
週

研究設
計

1. 圖書館資料搜尋：至圖書館上課

反思

2. 時間：由圖書館參考資料組教授資

（學生未開始
蒐齊資料、對於
蒐集資料有初
步概念）

料搜尋（90 分鐘）/下課十分鐘/在
圖書館搜尋資料（80 分鐘）
第五
週

料搜

1. 個人論文題目討論/圖書館資料搜尋 檢驗學生圖書
討論
館資料搜尋成
（請學生回去閱讀 APA，引用與參考書 果計畫

尋

目撰寫部分）

圖書
館資

（搜尋途徑多

2. 時間：討論如何蒐尋、透過哪些途

元）

徑、遭遇什麼困難（80 分鐘）/下
課十分鐘/ 學生預計之論文題目
為何、運用哪些文
獻、選擇哪個研究方法學（90 分鐘）
第六
週

第七
週

文獻寫
作

1. 論文格式/論文計畫書格式/參考書目
測驗

論文格
式

2. 時間：論文格式介紹/範例說明
（90 分鐘）/下課十分鐘/APA 第
七版簡介/參考書目測驗（80 分
鐘）
1. 參考書目訂正與交換檢討/內文引用
範例

/參

2. 時間：在黑板上秀出 APA 問題

考書

第八
週

行動
（預習之成果
驗收，多數不
會APA）

評量
郭瓊嬌教授偕同

（90 分鐘）

目格

下課十分鐘/請旁邊同學幫忙批改/訂正

式

（80 分鐘）

參考

1. 英文文獻閱讀與分析

再反思

書目

2. 時間：文獻寫作練習與分析共四
篇：一與二篇（90 分鐘）/下課十
分鐘/三與四篇（80 分鐘）

（藉由閱讀國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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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週

哲學

1. 哲學研究法/個人論文文獻報告

個人文獻報告強

研究

（先將相關書籍與報告格式給學生，學

調引用與參考書

法

生整理報告、老師補充）

目/同儕訂正

（個人文獻乃論文計畫書之一部分）
2. 時間：研究方法學介紹（100 分鐘）/
下課十分鐘/討論個人文獻（70 分鐘）
第十
週

歷史

歷史研究法/個人論文文獻報告

個人文獻報告強

研究

調引用與參考書

法

目/同儕訂正
民族誌研究法/個人論文文獻報告

第

民族

個人文獻報告強

十

誌研

調引用與參考書

一

究法

目/同儕訂正

週
第

行動

十

研究

二

法

行動研究法/個人論文文獻報告

個人文獻報告中
強調引用與參考
書目/ 同儕訂正

個案研究法/個人論文文獻報告

個人文獻報告中

週
第

個案

十

研究

強調引用與參考

三

法

書目/同儕訂正

週
第十
四

內容研
究

內容研究法/個人論文文獻報告

再計畫

週

法

第十
五

調查法

調查法/個人論文文獻報告

郭瓊嬌教授偕同

第十
六

實驗研
究

實驗研究法/個人論文文獻報告

週

法

第

論文

十

計畫

七

書報

週

1. 論文計畫書報告：為來論文初

稿，整合學期所學
2. 時間：每人 30 分鐘，討論 20 分

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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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週

告

第

論文

1. 論文計畫書報告

再評量

十

計畫

學校的教學評

八

書報

2. 時間：每人 30 分鐘，討論 20 分
鐘

週

告

鑑施測
（參考結果循環
再度開始）

比較過去與此次實施之課程，文獻、引用與格式的教學增加，且利用再三複習
的方式，加強學生印象。在教課過程中，研究者每次都進行觀察與反思紀錄，觀察
學生在 ARCS 模式：注意力、關聯性、信心與滿意度的表現。學生會有改進作業
的機會，比較其作業改進前與改進後之轉變。另有郭瓊教教授協 同，聆聽教學錄
音數次。

以下將根據理論架構，影響教學的八大因素：目標（objective）、教學者
（instructor）、教材（subject matter）、進度（rate）、評量（evaluation）、環境
（environment）、方法（method）與學生群體（grouping）作為分析工具。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為：透過不同的研究設計及研究論/研究學的瞭解，協助學
生認識藝術行政與管理領域的論文題材，並練習/完成論文計畫書；本學期尤其強
調：註明他人的貢獻（引用）、重點摘錄、使用正確學術格式。研究者發現從預習、
測驗、解說、同儕訂正、回家訂正，在個人文獻報告時再三強調，至期末研究計畫
書時，引用與參考書目皆有進步；透過多次提醒，確實能強化學生對 APA 第七版
的熟悉；而其論文計畫書未來也確實能發展成為學生之論文。

教學者乃研究者本人，自二零零二年二月即在中山大學任教，即擔任「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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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授課教師。過去這五、六年來，拜網路科技之賜，網路上的電子期刊和其他
資料引用越來越方便，但當學生不會、不懂得引用時，成為抄襲與剽竊，後果非常
可怕。本學期特別花精力了解學生人格特質，亦特別運用導師時間，輔導學生發展
論文計畫書及引用格式。

本課程採用自編之教材上課，將過去在美國碩/博士課程修過的研究方法學理
論、課程做一整合，修過的課程包括研究方法學概論、質性研究法、量化研究法、
統計學、論文寫作等，使用的教科書包括 Basic Statistic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96）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1994） 、
Complementary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2nd ed.）（1997）等，也採用
中文譯本、台灣學者之著述、譯著，如質的研究方法（2000）、教育研究法（2017），
當代社會研究法（2002）等，以尋求慣用詞、翻譯的統一，與時俱進。進度上皆能
達成進度、教學順利。

成績考核方式為：圖書館調查：10%、英文文獻：10%、APA 練習（同儕校
正）：20%、中文文獻：15%、方法學報告：15%、論文計劃書：20%及課堂討論
10%，包含了測驗、口頭問答、報告與同儕互相學習。預期學生學習成效：期盼學
生透過自我觀察、自我評鑑、觀察同儕等達到增進知識、自我研究能力其強化之目
的。研究者認為：雖然作業繁多，但學生如能確實完成，皆可學習到教師所期待的
部分。

教室空間是固定的，系上努力更新並維護器材；學生自由入座，但三周後幾乎
自己形成固定座位。上課的氛圍良好，學生常常在歡笑聲中度過。與同學的互動採
用輪流式：教師對學生提問，學生輪流對彼此的文獻、論文計劃書提問，學生有不
了解時亦會對教師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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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方是上，以講述與討論為主。本學期特別強調啟發式的教學法，以學生
的經驗為基礎，由教師提出問題，使學生運用思想去解決、分析、批評、判斷和歸
納，「觸類旁通」「舉一反三」。ARCS 模式強調注意力（attention）、關聯性
（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與滿意度（satisfaction）。注意力重視感官引發
與探尋引發；關聯性讓新知識與舊知識有所連結；信心讓學生充滿信心的學習，對
自己的學習負責；滿意度為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公平性與報酬性。舉例
來說，至圖書館上課時，教學者尋問學生：是否曾經到過圖書館？來此蒐尋資料？
當學生回答時，鼓勵他們回答得很好；介紹圖書館的專員給學生認識，專員會以文
具、小禮物鼓勵學生回答問題；最後協助學生尋找資料，有不了解之處，馬上解答，
增加其信心與滿意度。

在學生群體方面，學生多為音樂、傳播、外文背景；有二位較特別是運動資訊
相關背景。二位為一畢業即入學者，其餘皆有一至六年之工作經驗，工作內容涵蓋：
家教、安親班、行政助理、劇團、藝廊、社區營造等面向。補少學生表示：很努力
解決生活、工作上遇到的難題。對於自己學習的評價：認真、負責、勤勞、不放棄
等。期盼從課程上學到分析、新知識、新技能、專業、完成論文等。未來以進入藝
術管理、文創相關之領域為目標。研究者發現學生對自己的期望高、對學習熱情，
而課程亦能符合他們的期待。

偕同教學者（聽完數次教學錄音檔）給予的指正如下：
一、教學優勢：從課堂設計來看，在架構上的完善性以及因應時勢上的創新與
實驗教學中，皆能看出陳教授多年教學經驗累積之成熟度。


師生保持良好互動，鼓勵學生踴躍發言，並支持學生在課堂中的多
元創意。另外，針對較為靦腆之學生，則會以漸進式的提問以及肯
定給予來提高學生於課堂間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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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利用多種管道及方式與學生討論論文研究之相關問題，因此也呈現多
重視角與多樣化的管道，如：歷史背景、理論方法等。課堂中也會教授
學生論文寫作之方法類別以及架構與書目概要，以及在驗收上，也會給
予學生指定書本中的章節內容，並請學生於課堂報告以及從旁給予適當
的評論及建議。



圖書館導覽：藉由圖書導覽員帶領學生介紹館內外之資源，增進學生
在文獻收集上的視野與能力。



陳教授無私地與學生分享自身的研究經驗與方法。如在組織及數據收集
上會教導學生如何透過網路使用，達到精準與效率的提高。



要求及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之研討會、座談或活動，並於事後請學生
繳交參與之心得以及於課堂間相互討論。



由於授課資料有中文與英文教材穿插，因此在英文教材方面，陳教授
也耐心地以中文方式講授讓英語能力有落差之學生能立馬跟上進度。

二、課堂教學結論


陳教授之悉心教導與學生感受後的積極參與程度，從學期初便顯而易
見， 並持續至學期結束。



由於授課期間也加入諸多與教材相關之輕鬆話題，一方面使學生於課堂
間有著適當的舒緩；另一方面又能與學生拉近學習關係，從中獲得更多
與學生交流之機會。

三、課堂教學建議


陳教授在教材上較為著重於書本及內部章節之部分，如有可能，也期望
將專業國際學術期刊納入教材，使學生能有著在畢業論文及小論文的寫
作手法或研究範圍間游刃有餘。



期望給予學生在文獻收集之相關作業(例如：館際操作、電子資料庫以
及 圖書館內操作等)，不僅使學生在操作上更為熟練，同時也能從中了
解不 同學生所面臨之問題，並及早從中協助以及為日後研究有著更完
善的成果。

最後，研究者/教學者比較了近五年學校施測的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在李克特
量表的七項度中，去年的教學評鑑課程滿意度最高，顯示學生對課程與自身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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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感到滿意，且認為本課程為理論與實用兼具的課程。
表二 比較近五年教學意見調查
年度

課程平均數/標
準

學生意見（n/填答人數）

差
109

6.696/0.337

講解得很清楚（1/7）
老師的課程架構明確，進度掌握佳
（1/7） 明確講解論文寫作之方法
（1/7）
老師很認真備課，針對同學報告能提出更多補充
資料
（1/7）

108

6.411/0.951

老師給分很高（1/7）
教師授課內容能激發學生做更多元/多角度的思
考
（1/7）

107

6.563/0.575

本課程不具實用性（1/10）
本課程對我未來生涯幫助很大
（5/10） 本課程受用無窮
（6/10）
本課程理論與實際兼具（10/10）

106

5.89/0.749

本課程對我未來生涯幫助很大
（6/15） 本課程受用無窮
（6/15）
本課程理論與實際兼具（14/15）

105

5.942/0.694

老師給分很高（1/15）
本課程對我未來生涯幫助很大
（8/15） 本課程受用無窮
（6/15）
本課程理論與實際兼具（9/15）
很少下課，延長上課時間有點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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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而論，傳統的行為學習論認為：學習是個體在特定的環境刺激下所產生的
適當聯結反映行為；認知學習論強調個體內在心智架構與知識獲得的關 係。而當
代的教學觀在思想論述上發生了派典移轉，建構導向教學觀與批判導向教學觀為
本研究所採用，強調：學習是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以自己既
有的概念為基礎，建立學習意義，學習經驗是可供自我意識覺醒、反省和批判的參
考。教學者/研究者在課程中鼓勵學生反思，希冀學生可以連結自己的經驗，在學
習中不斷的反省與批判。

自 1997 年藝術教育法的頒布，正式將「藝術行政」列為藝術教育的一環，「藝
術管理」學門亦受到重視，相關系所也陸續成立，從強調視覺藝術到表演藝術，從
研究所擴展至學士學位。然而關於「研究方法」這樣的基礎課程，卻較少受到重視。
研究者檢視 107 及 108 學年度「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獲補助之研究主題，共
282（138+144）篇，發現僅有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周玟慧教授研究類似主
題：以協作學習方式建構社會設計方法論之教學研究，可見此基礎領域之研究稍嫌
不足。而「藝術管理」領域為跨學門領域，結合「藝術」與「管理」二大學門，研
究方法的建構，更是為此學門奠定根基的研究，此乃本研究之價值； 期望透過此
計畫，為此學門從事研究奠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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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跨領域教學行動研究
-雲科大新鮮人課程初探
藍春琪 1, 張文山 2, 孔祥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

1,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2

athena@yuntech.edu.tw1, wenshan@gemail.yuntech.edu.tw2, kong@yuntech.edu.tw3

摘要
本研究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校訂學年課程-「文學與創新
-創意思考」及「文學與創新-創意實踐」進行教學實踐研究，該課程主要修課學生
為全校各院系大一新生，以史丹佛大學設計思考之同理心、定義問題、創意發想、
原型試作與測試作為教學主軸與學習流程，同時，融入全球產業創新發展與地方特
色產業議題於過程中。本研究以行動研究之「行動-觀察-反思-改善」等歷程，描述
106-2、107、108 與 109 學年度的教學行動，分別從「教學議題導入產業創新觀
點」及「依據學生特質設計教學活動」二面向說明各年度之教學活動與改善歷程，
藉以提供相關課程教師瞭解本課程在創新與跨領域教學的活動歷程及改善重點，
以及未來可繼續延伸論述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行動研究、設計思考、通識教育、創新、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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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YunTech Fresh Course through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藍春琪 1, 張文山 2, 孔祥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3

1,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

2

athena@yuntech.edu.tw1, wenshan@gemail.yuntech.edu.tw2, kong@yuntech.edu.tw3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courses of “Literature and Innovation-Creative
Thinking” and “Literature and Innovation-Industry Practice Topics”. The two courses
were set by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YunTech for teaching practice. The main
students of these two courses are freshmen. The learning procedure is carried out under
Stanford University’s design thinking, from empathize, define, ideate, prototype to test.
At the same time, integrating glob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local creative issues into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were taken during 106-2 to 1092 semester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including action, observation, 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explain the information of this teaching research,
one is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other is teaching design with
students’ major fields. The results will be as reference for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extended more discourse of the two courses on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Key words: action research, design thinking, general education, innovation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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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研究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雲科大）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校訂學年
課程「文學與創新-創意思考（上學期） 」與「文學與創新-創意實踐（下學期）」
進行教學行動研究，此一校訂課程統稱「新鮮人課程」，以全校各院系大一新生為
主要修課對象，每班修課學生預設 50 名，自 106 學年度第一次推動後，班級數
從 8 班、9 班，到 108 和 109 學年度各維持 13 班，透過新鮮人課程，將逐步
扎根創新教育於雲科大通識課程中。
雲科大新鮮人課程係以史丹佛大學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作為教學主軸，
融入同理心 （empathize）、定義問題 （define）、創意發想 （ideate）、原型試
作 （prototype）與測試 （test）於各階段之教學過程中 （d. school, 2019），其目
的在激發大一新生的創意思考、拓展大一新生創新視野、藉以引發大一新生對創新
議題的興趣，並將此興趣融入到大學四年的專業學習中，「創新潛能發展」為本校
訂課程之重要教學目標。
研究者於 106-2 至雲科大服務，於該學期和二位教師合授本課程，透過觀課、
授課及教師社群活動，掌握課程教學目標與重點；自 107-1 開始，研究者獨立擔
任一班授課教師，開始融入產業實務與商管知能於設計思考架構中，並逐步反思教
學活動及調整課程內涵，自 107-2 開始，結合雲科大小鎮賦能研究團隊，共同導
入在地特色產業與人文社會生活於教學活動中，藉以引發學生創新興趣並擴展產
業視野，同時，逐年修正改善教學活動的規劃與安排，提升學生在地特色產業創新
主題學習的深度與廣度，同步實踐研究者擬在本課程達成的另一「跨領域能力建構」
之教學目標。

貳、教學反思與研究目的
研究者之所以導入在地特色產業作為教學內涵以建構學生跨領域能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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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在 106-2 與 107-1 的教學過程中，觀察到授課班級學生因專業屬性集中所產
生的各種學習問題，包括，因班級學生過度集中於工程領域，造成小組成員多為工
程學院學生，他院學生差異性觀點不易被接納，故小組討論仍習慣以工程專業進行
創新思考，較少與其他領域知識作聯結；也由於學生的創新主題仍以工程技術為主，
致使學生認為和學系專業學習相似，沒有特別不同的學習成果。
亦或者有學生願意聯結其他領域進行創新思考，但卻會因對其他領域知識的
不足或不願意花更多時間去了解而導致放棄，於是又再重新回到工程科技的思維
進行創新，無形中阻斷了學生跨領域學習興趣的展開，跨領域學習的氛圍出現障礙，
無法有效達成跨領域學習的教學目標。特別是，工程學系課程主要以工程技術教育
為主，鮮少有課程教導學生瞭解產業發展與人文社會特色，因此，研究者認為透過
在地特色產業將有機會引導修課學生建構跨領域能力。
為擴展學生創新潛能與建構跨領域能力的教學目標，研究者持續進行滾動式
課程修正，首先，反思比較 106-2 與 107-1 的教學活動，發現「學生的學習脈絡
確實會在不同教學策略引導下具有不同的學習發展」，此一反思論點，開啟研究者
對本課程進行更深入的教學反思，藉以改善已發現的學習與教學問題，期能符合
「經由研究找出教學者最適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品質的教學方式」（張新仁、
符碧真、崔夢萍與黃淑苓，2019；Mettetal, 2012）。
由於 109-2 的課程仍在進行中，因此，本研究重點係以行動研究之「行動- 觀
察-反思-改善」等歷程，描述 106-2、107、108 與 109 學度的教學行動，同時，
說明三學年課程活動之改善作為，主要在分享本課程行動研究中的教學活動與改
善歷程；未來，研究者將以本研究為基礎，進行自我論述與反思，期能建構適合通
識課程跨領域創新學習的教學策略，藉以呼應本課程創新潛能發展與跨領域能力
建構之教學目標，作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品質的參考。

參、文獻探討
一、

設計思考與創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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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大學於 2004 年成立 d. school，將設計思考帶入學術領域中，也使 d.
school 成為全世界最具前瞻性的創意中心之一，雖然 d. school 不屬於史丹佛大學
的任何系所，但卻營造出鼓勵創意、發明與合作的創新教學環境，聚集了不同領域
的學生和教師，也吸引世界各界人士到此取經，學習創新的祕訣 （d. school, 2019）
。
設計思考之所以引發全球各界的學習熱潮，係因 d. school 認為每個人都具
有創新能力（We believe everyone has the capacity to be creative） ，因此，在 d.
school課程中，為學習者準備可以激發創新想法的相關資源與環境，促進不同學科、

觀點與背景的學生進行合作（radical collaboration），以激發出學生創造性思維；
也與非營利組織、政府單位和企業組織進行合作，以真實世界的方案（real-world
projects）來協助解決當前面臨的問題，而且就如我們的生活一樣，這些複雜又模棱
兩可的問題， 其解決方案是不確定、也不清楚的，而這些無數的問題（unbounded
problems）正可提供學生有機會進行實驗與創新，因此，想要學習創新的人自然會
選擇到 d. school 學習（100% opt-in culture）（d. school, 2019）。
IDEO 設計公司總裁 Tim Brown 將設計思考定義為：「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
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性（Brown, 2008）」，因
此，設計思考可說是以人為本來解決問題的方法，透過人的需求出發，為各種問題
尋求創新解決方案，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因此，設計思考可視為一個創新思維系統，
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去設計產品、服務或體驗，用以解決複雜的問題， 設計思
考遂不限定在傳統設計領域的觀點，而是泛指解決一個問題的所有程序（Vande,
2007）。
Brown（2008）在設計思考一文中將商品的開發流程分成啟發（inspiration）、
創意發想（ideation）與執行（implementation）三個階段，他認為在啟發階段就應
該為所有可能成功（expect success）的條件預作準備，包括建立可執行的相關軟硬
體資源，找出問題、機會、改變點、技術與市場的缺口等，確定使用者特質與需求，
組織獲得的所有資訊並綜合所有可能性等。在創意發想階段則可透過腦力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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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storm）發散所有的可能圖像與創新架構，再應用整合思考引導使用者說出
更多他們想要的雛型或故事，經過不斷的測試與溝通改進，接著便進入實踐商品願
景（execute the vision）的執行階段，整合生產技術與市場策略去推廣商品，並再
次運用到其他商品創新專案。
故而設計思考可以促進彈性思考、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
創新發想等能力的建構，適合作為跨領域教學或學習架構，培養學生具備多元能力
（朱春林，2019；Thoring, & Müller, 2011），因為設計思考的流程是一個不斷發散
與收斂的過程，可激發學生擴大思考與關懷議題的各種層面（Vande, Warnock,
Nikoomanesh, & Van Dexter, 2015）、可以讓學生在參與過程中學習與他人互動溝
通及團隊合作的能力（Chen, Yang, & Lai, 2017; Vande, 2007）、也可以讓學生運用
創新和想像力透過參與或創造解決問題（Kurtmollaiev, Pedersen,Fjuk, & Kvale,
2018; Vande, 2007）。
國內多數創新教學在設計思考的應用上，主要也是參考史丹佛大學 d. school
的教學理念與教學成效，本研究課程設計思考即參照史丹佛大學 d.school 設計思
考五步驟，從同理心開始，發掘使用者需求的問題，接著定義問題、創意發想、原
型製作與實際測試，這五個步驟形成一個發現問題到產出解決問題的所有結果（吳
莉君，2010；詹魁元，2019），因此，為了找出使用者的需求，創新者可以運用如
觀察、傾聽、參與、體驗、訪問、調查、想像、角色扮演等方法來了解使用者的需
求與想法等，在課程學習中導入設計思考可以讓學生感受到設計思考帶來的活潑
互動、開放學習、溝通表達、創意發想與運用所學的學習成效（朱春林， 2019）；
而這也正是本研究所規劃的新鮮人課程，期望透過設計思考流程與創新教育，激發
大一新生的創意思考、拓展大一新生創新視野、藉以引發大一新生對創新議題的興
趣，並將此興趣融入到大學四年的專業學習中。

二、

跨領域學習

李曉菁與但昭偉（2018）檢視臺灣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不合，主要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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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強調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的通識教育，其教育目標過於理想，無法具體落實於真
實的教育課題中，因此，改善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隔閡，通識教育必須進行
跨領域／跨學科的知識學習，融合通識並內含專業的學習發展，才是可創造通識教
育與專業教育共融並存的學習成效。
但大學生對於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的學習態度是有所不同的，以工程領域學
生為例，對於較屬人文社會的通識課程，通常不會花太多時間在學習活動上，這項
人文教育不足的一環將使得我們教育出來的工程師無將科技與人文完美融合，因
此，在工程專業知識上，應該提供多元性、跨領域、互補性的知識與核心價值（曾
賢熙，2012）。
雲科大自 106 學年度開始，期望透過大一新鮮人課程，為大一學生提供建立
未來大學學習的創意思考基礎，成為延續專業學習的創新動能，近年來正積極建構
新鮮人課程的教師教學社群與教學經驗成果分享機制，期待提升新鮮人課程的教
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以通識創新類型課程進行，透過可引發學生
學習動力與學習成效的跨領域議題，將學生專業導入創新主題中，成就學生跨領域
學習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以在地特色產業導入大一學生創新學習，跨領域學習將與文化創意產
業相關，文化創意產業主要結合無形的文化知覺與有形的文化意象或商品，可提供
學生體驗科技注入文化與美學內涵的附加價值（曾賢熙，2012），正如 UNESCO
（2000） 指出文創產業可將在地化與全球化相互整合，以文化商品或文化服務形
態呈現，透過對在地文化的尊重，調合不同時間與空間的在地化觀點、系統、價值
與文化，轉化成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劉俊裕，2007；Giddens, 1990; OECD, 2005）
，
故可提供不同專業領域學生在人文社會與文化面上的跨領域學習。

肆、研究設計
研究者對本課程的教學反思追溯自 106-2 開始，進而持續反思各學期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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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學生學習作業及學習回饋資料等，以作為下一學期學年調整課程規劃的參考，
期使教學活動與學習設計可以引導各領域學生作更充份的跨領域學習，藉以持續
循環應用於本課程。據此，將從研究課程特性、行動研究法及研究資料與分析等面
向說明本研究設計。

一、

研究課程特性
本研究係以研究者授課之雲科大新鮮人課程作為研究主體，茲就課程屬性、研

究者教學經驗及學生特質等三部份進行課程特性說明。
首先，在課程屬性上，屬雲科大通識教育「文學與創新興趣選項」課程，教學
架構以史丹佛大學之設計思考為原則，每班課程授課教師之專業領域雖各有不同，
但均須導入同理心、定義問題、創意發想、原型試作與測試等過程於教學活動中，
並指導班級學生以創新主題學習設計思考之各階段歷程；教學卓越中心每年三月
舉辦「師生創新圓夢競賽」活動也為本課程學生規劃新鮮人組，鼓勵修課學生組隊
參加，另所有修課同學都要參加下學期期末之「新鮮人課程成果展」， 以海報及
作品等方式展現創新學習成果。
其次，在教學經驗上，研究者以其社會學、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創新發展等教
學研究專業及產業實務經驗等，導入全球產業創新趨勢作為教學議題，藉以拓展學
生創新視野，引發學生創新學習興趣。研究者為使各學院學生以其熟悉的專業融入
跨領域的創意學習，遂以在地特色產業作為學習內涵，讓學生從實際場域之產業趨
勢、生活應用與人文社會等課題進行創意發想與創新學習，引發學生持續學習的興
趣與動力。
最後，是學生特質，由於研究者授課班級在每週五上午 8:10~10:00，該時段工
程學院多數學系無安排大一新生必修專業課程，因此，選課學生多數集中在工程學
院，但仍有部份他院學生選修，只是人數比例相對較低（詳見表 1）；由於班級
人數每學年均超過最低修課人數，所以，未選到上學期課程的學生已無法再加選至
下學期課程，因此，上下學期的修課學生名單一樣，只是下學期會因休、退學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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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等原因而比上學期人數略少幾位。

表 1

研究者授課班級 107-109 學年度各院系修課學生分佈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方法-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的觀點係因研究者以科學方法進行自己授課課程的研究，
透過問題解決過程的反思，進行問題的改善、解決或處理，藉以改善課程教學的作
法，研究者本身是參與者，也是研究者 （Corey, 1954; Stringer, 2013）；為建立有
效實踐歷程的指引，在特定問題上，每學期持續循環蒐集資料或數據，用以制定行
動目標、介入問題、評估作法及最後結果 （Stringer, 2013），符合行動研究之精
神。

本研究以「行動-觀察-反思-改善」作為行動研究之循環迴圈 （如圖 1），以
106-2 之教學活動反思與學生學習觀察作為研究問題的起點，但主要研究重點在
107-109 學年度之教學策略，透過三年度之行動、觀察、反思與改善，據以建構課
程之教學實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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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研究循環迴圈蘊含三項教學策略的意義，一是學生參與課程之學習觀察
與反思，以及學生作業與回饋資料的整體論述分析；二是針對觀察及論析結果，進
行課程改善與教學行動調整，藉以改善原有問題並釐定改善策略；三是依據本研究
歷程與結果，建構適合通識創新與跨領域學習之教學實踐策略，以提供相關課程參
考。

圖 1 創新與跨領域學習之行動研究與循環迴圈歷程

三、研究資料來源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來源主要有二，一是研究者對學生的現場觀察紀錄與反思回饋，
二是來自學生的學習作業、學習回饋與學習成果等內容；為深度探討資料內涵， 本
研究採論述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進行各項資料解析，主要係因論述分析重
視引發描述事件背後的特定身份、實踐、知識或意義，也可作為跨學科領域的研究
路徑，因其理論預設及方法可以對訊息的結構進行更加明顯化、系統化的瞭解作用
（游美惠，2000），據此，本研究在特定班級情境指導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透過
論述分析解析學生在特定主題下的學習脈絡，整合學生創新學習與跨領域知能學
習的經緯意涵，勾勒出學生創新思維與跨領域學習的實踐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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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也將以質性研究的建構特性，逐步建構適合學生學習創新與跨領
域學習之教學實踐策略，由研究者扮演規劃者、教學者及研究者，保持理性客觀的
觀點進行各項資訊的論述分析，並在論述分析過程中，再脈絡化各項教學活動，同
時，進行新概念的脈絡分析並刪除不必要的脈絡，藉以檢視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的
各個面向內涵，進而再賦予課程特定的行為、流程與相關意涵，以重新規劃適合學
生學習創新思維與跨領域知能的教學實踐策略，進而發展出可供創新實務課程發
展之參考，即教學實踐的再脈絡化（Van, 2008: 4-21），使教學者與學習者理解課
程實踐之脈絡過程，藉以檢視課程論述與學習場域因素等（游美惠，2000）。

伍、行動研究的歷程分析
一、研究的起點：106-2 的行動、觀察、反思與改善
研究者於 106-2 至雲科大服務，該學期與 A、B 老師合授，前五週研究者先
以觀課方式參與課程，後面週次則由研究者指導學生進行校方指定之校園創新提
案，A、B 老師適時參與，研究者同時參與新鮮人教師社群相關會議活動，以瞭解
新鮮人課程之授課基準與原則。
106-2 研究者參與授課班級中有 43 位學生（86%）屬工程領域學生，在創新
主題中雖由校園生活問題作起點，但內容仍以技術呈現為主，例如單車道修繕、無
障礙電動椅、輪椅出借、舊腳踏車解決方案、不想被拖吊、社團資訊平台與龍潭路
紅綠燈設計等。
綜合 106-2 初次授課之教學現場觀察及學生回饋意見，研究者發現因工程領
域學生過多，在校園創新提案上，學生仍多以工程技術進行創新議題討論，使學生
覺得與系上專業課程沒有太大差異，再加上非工程領域學生人數過少，在小組討論
中不易找到可以參與發揮的角色，或其意見獲得小組多數工程領域同學的認同，遂
逐漸成為旁觀者，降低學習興趣，甚至缺席討論。
此外，106-2 校方指定新鮮人課程進行校園創新提案，雖可貼近學生的校園生
活，但因大一新生對校園尚未全面熟悉，學生無法擴大校園創新之思考範圍，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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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創新提案又面臨諸多現存行政障礙而未獲具體回應，無法提升學生創新實踐
的成就感，反而失去校方期待校園創新提案的意義與特色，因此，促發研究者思考
如何在 107 學年度中，提供學生更具生活應用的創新主題範疇，於是導入全球產
業創新趨勢作為教學議題，藉以拓展學生創新視野，引發學生創新學習興趣。

二、107-109 學年度的教學反思與改善策略
(一)教學議題導入產業創新觀點
1.107 學年度
研究者於 107 學年度的課程規劃中，研究者開始導入全球產業創新議題於教
學內涵中，期能調整學生跨領域的學習視野。在史丹佛大學設計思考的課程架構下，
研究者規劃社會企業、募資平台、文化創意產業、假日市集與教育旅行等主題，引
導學生瞭解全球創新趨勢，讓學生嘗試從使用者、探索者、規劃者與執行者的角度
學習，讓以技術專業為主的學生，有機會與全球產業新趨勢與新模式對話，引導學
生跳出其專業學習的框架， 進行跨領域學習。
為 使學 生能 有更多學習與 實際 場域 結 合 ，107-2 研 究者 加入 雲 科 大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小鎮賦能研究團隊，開始在課程中融入在地產業
的鏈結，本學期安排小墾丁研學文旅活動，引導學生為「賞鳥新手、單身聯誼、親
子旅遊、國中小校外教學及大學生迎新」等五類不同身份的觀光客規劃創意旅行，
讓旅行兼具情感交流與學習意義。也與小鎮賦能團隊教師挑選一組學生，實際到小
墾丁進行研學文旅工作坊，實地參與小墾丁渡假村的鳥巢設計活動，使學生獲得更
多實際場域的學習歷程。
這次單元活動雖然僅有四週校內課程，以僅有一組學生前往實際參與，但學生
期末回饋意見，反應出對本單元的學習記憶點及學習興趣要比其他單元高出許多，
因此，使研究者確立未來課程應走出教室及聚焦在地特色產業教學活動的可行性。
2.108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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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的課程仍以史丹佛大學設計思考為基礎架構，導入全球產業創

新議題，引導學生從使用者、探索者、規劃者與執行者的角度學習創新，使學生
有機會學習全球產業新趨勢。108-1 以設計思考、教育旅行、文化創意產業、募
資平台與社會企業等五個創新主題引導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轉換學生因專業同
質性高的不利因素，同時，新增教育旅行與在地文創工作坊兩項在 107 學年度
未進行的活動。
108-1

經十週主題學習後請學生進行學習回饋，第一部份是請學生用自己

話寫出對各主題的想法，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整體而言，雖然學生表達詞彙
語義各不相同，但均可適當描述出主題的意義、精神及對主題的理解，例如：
「設計思考是當有個主題出現時，我們必須試著思考這個主題有什麼特點。」及
「設計思考是利用新的設計，幫助人們越來越好。」等學習回饋。
第二部份是學習興趣給分（1-10 分），學生對教育旅行的學習興趣最高（均
值 8.03 分），其次，是文化創意產業（均值 7.3 分）。學生對教育旅行興趣較高
的原因，可能是一開始就讓學生規劃小組想要前往的一日行程，並預告前往的實踐
性，引發學生學習共鳴及興趣，綜析學生想法與學習脈絡後，有關教育旅行的學習
層次及學生學習反饋列舉說明如下。
教育旅行的學習層次共有五個階段：一、引導學生瞭解教育旅行的意義，讓學
生先作學習者，後成規劃者及實踐者；二、各小組進行發想、收斂與分享報告，再
由全班共同決定出目的地-嘉義阿里山森林鐵道、檜意生活村與故宮南院；三、行
前學生再次蒐集瞭解參訪目的地之資訊，並思考活動的意義與問題討論；四、教育
旅行實踐，學生成為旅程的實踐者與觀察紀錄者；五、反思與回饋，請學生針對：
「這次旅程中讓我最有感的人/事/物/場景/情境，及對未來生活應用產生影響與原
因」進行個人作業。在學習反饋上，綜析學生作業內容，學生對於旅程的紀錄與反
思是多元活潑的，對於旅程中的觀察描述也少見工程專業用語，歸納分析學生對教
育旅行之反思回饋，主要有「實景觀察、場域職人觀察及人文社會觀察」等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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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實景觀察的回饋，主要是對到訪場域之建物與環境進行描述，並融入個人
在創意思考上的觀點，這是較多學生回饋的類別，例如學生回饋：「將來設計、創
作物品時，透過旅行可以找到可以參考的對象。」。
其次，是對場域職人的觀察回饋，主要是對場域從業人員的服務進行觀察描述，
由於學生與服務人員都有直接互動接觸，因此，多數學生對職場人員的服務是肯定
的。最後，是人文社會觀察回饋，學生從到訪場域所觀察到的人、事、物進行個人
感知陳述或心情抒發，部份同學也都觸發其個人生活經驗的體驗，
有位學生如此寫道：「在前往南故宮三樓的展場入口時，我看見在一旁等待的
是坐著輪椅的長輩們。身旁的他們已經有了一把年紀卻仍來這邊參訪，其中不少人
臉上還帶有笑容，這應該就是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吧！也有可能是我們還太年輕，
經歷的不夠多，所以對於過去的歷史沒有興趣…說實話我原本也沒有想要逛的意
思，但真的到了那邊後才發現真的很值得去一趟看看，風景美，裡面布置也超級精
緻！」

正如陳殿禮與潘芳茗（2019）研究發現，在通識課程中，微旅行教學可以啟發
非設計學生的創造力，學生也願意花較多時間在微旅行作業的準備與學習紀錄，學
生之間也更願意分享與討論微旅行中所創造出的生活經驗累積，學生對於微旅行
在創造力啟發是持正向回饋的；因此，跨領域學習成效在通識課程中應是可以出現
的（李雪甄、吳宜真、吳秋慧、許亞惠、劉獻文，2019）。

除 108-1 的教育旅行外，108-2 也結合校內 USR 小鎮賦能教師團隊與竹山
小鎮文創業師團隊共同辦理一場小鎮賦能工作坊，此一活動希望學生可以竹山鎮
作為創新提案主題，本次工作坊的學習階段為：一、先由教師指導學生探索瞭解竹
山在地人文社會與在地產業，讓學生先作學習者，後成規劃者；二、辦理竹山小鎮
賦能工作坊，安排在地業師為學生進行產業分享，使學生對竹山在地文化與產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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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的瞭解；三、學生依工作坊瞭解到的竹山議題，以設計思考架構進行創新
提案；四、以竹山創新提案進行新鮮人課程期末成果報告；五、反思與回饋，請學
生針對小鎮賦能活動進行反思與回饋。

本次工作坊活動原本是要結合竹山在地特色產業進行教育旅行活動，但因受
到 Covid-19 疫情影響，無法如期舉行，才改為校內工作坊， 邀請竹山業師到校
為學生進行講座與 DIY 活動，雖然，未能成行，但學生也在過程中獲得許多由業
師分享的經驗與想法，也依業師提出的待解決問題，規劃創新提案，這些業師包括
在地創生、竹藝、茶葉與茶製品、有機蔬菜組織及百年打鐵舖等。
針對竹山特色產業的創意提案，18 組學生中有 6 組針對竹產業，有 5 組擬
製作創新的竹製品，1 組想為竹山進行竹製品的行銷；有有 6 組學生想結合資訊
社群平台及影音技術推廣行銷百年打鐵舖；另在茶和在地有機蔬菜組織上，學生也
多從行銷面向進行（如表 2）。

表 2

108-2 小鎮賦能學生創新主題

主題

產出創意作品

創意包裝與行銷

合計

竹

5

1

6

百年打鐵舖

0

6

6

茶

0

3

3

有機蔬菜組織

1

2

3

合計

6

12

18

最後，在小鎮賦能工作坊與創新提案的回饋上，學生都持正面與肯定態度，更
加強化研究者與在地特色產業連結課程的信心，茲列舉 2 位學生回饋意見如下。
學生回饋：「我挺喜歡把教育跟實作合在一起的教育方式，所以下午的課程我
都挺享受的，也覺得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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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業師們對竹山的熱情，讓竹山有非常大的改變，不僅僅是改變建
築物的外觀，最重要的是結合在地產業、特色，讓在地的所有產業都有收入。」

3.109 學年度
有了 106-2~108-2 五學期的教學經驗累積，109 學年度在設計思考與全球產
業創新趨勢的原有架構下，收斂至以竹山鎮為主要學習實踐場域， 以竹山鎮的人
文、社會與產業發展等為學習內涵，主要學習流程依序為「認識、瞭解、教育旅行、
創意提案與創意實作」，值的感謝的是，109 學年度榮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補助，使的原本未能實踐的教學活動更加豐富起來。
例如，在認識與瞭解上，109-1 的前十週課程中，加入二場業師實務講座，由
小鎮文創創始人何培鈞先生以「你想活出怎樣的小鎮-從文化地方到亞洲的社會時
踐省思之路」為題，讓學生對竹山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有了整體的認識；接著，
邀請竹山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足安心蔬菜箱業師團隊進行講座與工作坊，介紹有
機農作、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的經營理念，也讓學生 DIY 享受有機美食。
為使學生對竹山鎮的在地人文與產業發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在學生正式分
組後，安排竹山鎮教育旅行活動，同樣的，先讓小組學生作為學習者與規劃者，小
組先瞭解竹山鎮的相關資料，進而為自己規劃參訪竹山的行程及所欲創新的主題，
再在教育旅行中實地參訪與觀察學習場域，使其創意主題與真實場域連結，學生再
從場域學習者與實踐者的過程中，檢討修正創新提案。
總結各組創新提案，主題主要集中在竹工藝的創新，也有部份是茶和蕃薯等竹
山特產有關，但每項創意主題的發想背景，都源自於對竹山鎮的人文社會與產業經
濟觀察與省思而來（如表 3）。例如，為活絡竹產業，學生想到創造竹工藝品本身
的功能，像健康竹球、竹鷹架、竹衣架、竹存錢筒、竹製隨身瓶、竹保鮮盒、竹煙
盒等，以及想引起觀光客興趣的竹燈籠、竹轉盤、竹佈告欄等竹工藝品。
例如，學生設計竹衣架，認為：「這是可以隨意調整的衣架，是以環保、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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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的竹來當作我們的主要材料，利用的是竹子的性質：彈性， 可以變更尺寸，
展現一種力與美的結合體。」，想為竹產業盡上心力；又如，竹存錢筒的作品特色
為：「還在擔心吃完的竹筒飯沒地方丟嗎？不用擔心!我們利用竹山特色小吃-竹筒
飯所剩下的竹筒改造成可以重複使用的存錢筒。在竹山，吃竹筒飯，做竹筒存錢筒，
不僅可以填飽肚子，還可以利用剩下的竹筒，創造最高利用價值!」，具有循環經
濟的概念。
此外，蕃薯在過去是餵養豬、雞等家畜的飼料，市場價值極低，但自被發現具
有優質的營養價值後，人們便開始吃蕃薯及蕃薯葉，但市場價值仍不高，因此，學
生的想從創意料理與包裝，來推廣蕃薯、提升蕃薯的形象與價值。學生認為：「外
包裝通常會是顧客第一眼的直觀印象，所以營造出良好的品牌形象， 能讓竹山憨
吉發揚光大。當地憨吉包裝通常以塑膠紙盒及袋裝為主，與竹山以外的其他地區的
無異，應融入竹山當地特色，發展成獨一無二的竹山憨吉（憨吉為蕃薯的台語）。」
而茶也是竹山鎮的重要產業之一，學生將茶結合棉被與竹製品，發揮異業結合
的想像，學生的創意是：「讓茶包改成竹編的模樣，將竹山特產茶葉包覆在細薄竹
片的編織中，再利用高溫火燻，將竹香與茶葉的香氣融合，另外也使用當地竹筒來
做容器。」。
至於百年老店打鐵舖，由於技術參與點過高，學生主要還是作網路宣傳的想
法；另外，也有學生是竹山鎮的飲食與文化為題，擬透過桌遊和在地小學的合作，
進行竹山鎮在地文化的傳承與學習，值得期待後續的發展。學生寫道：「在深入了
解竹山後能夠發現其深遠的在地文化及特色。而希望能藉由遊戲推廣的方式讓大
家接觸竹山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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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題

109-1 小鎮賦能學生創新主題
產出創意作品

創意包裝
與行銷與傳承

合計

竹

10.5

1

11.5

蕃薯

2

1

3

茶

1.5

0

1.5

百年打鐵舖

0

1

1

在地生活

0

3

3

合計

14

6

20

109-1 經過各階段的學習後，研究者請學生進行學習回饋，其中一題為「學習
竹山鎮的經驗後，我們想作的改變」
，共有 52 位學生在繳交期限內回答（如表 4）
，
研究者解讀每位學生的回饋意見後，歸納整理出學生想改變的三大概念，分別是
「促進在地創新發展、改變環境與改變自己」。促進在地創新發展，是最多學生想
改變的議題，在 17 位學生的回饋意見中，就有 14 位學生聯想到要為自己家鄉的
傳統特色找出路，透過新世代的創新作法，傳承與保存在地生活與文化，同時，創
造在地經濟發展， 同學提到的家鄉傳統或特色有，竹南的手工金紙、高雄左營的
海軍基地、基隆的迎王祭典、嘉義雞肉飯與白醋涼麵、桃園老街及家鄉的穀倉等，
透過竹山場域的各項學習活動，研究者發現學生對場域與自己生活應用連結更具
體，部份學生也會將竹山鎮的學習內涵反饋至自己家鄉的產業發展與經濟活動，符
合本課程希望學生進行創新與跨領域學習的目的。
另外，在第二項改變環境的概念上，主要是學生想要對其生活週遭的一些環境
設施與生活便利性進行改善，引發學生對生活環境的關注與創造便利生活應用的
想法，而不再僅只限於雲科大校園內，學生也連想到整體社會環境，符合本課程希
望學生進行創新與跨領域學習的目的。
最後，在第三項改變自己的概念上，學生透過課程學習活動，給了自己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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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與期許，特別是對心情與價值上的正向轉念，研究認為是一項很好的學習體悟，
豐富了本課程對學生學習的不同觀點。

表 4

109-1 竹山鎮學習回饋意見-概念化意見

各組創新提案為 109-1 期末報告，同步完成本學期「同理心、定義與創意發
想」等前三階段的設計思考學習，至於「實作與測試」兩階段，則於 109-2 藉由
實作成品的完成落實，在 109-2 完成創新提案實作作品的過程中，將會邀請竹山
業師協助技術指導與評述創新作品，提升學生創意作品與竹山鎮的連結，目前仍在
進行中，待 109-2 學生完成實作成品後，將再另文進行發表分享學生創意實踐。

(二) 依據學生特質設計教學活動
1.107 學年度
本年度以工程和設計學院學生為主，由於兩學院學生均屬技術專業導向的學
習者，為了讓創新主題更具實踐性，鼓勵學生跳出專業領域思維， 從社會情境與
日常生活進行觀察，從有興趣的議題進行創新提案；由於學生專業屬性集中於工程
和設計學院，因此，讓學生自由選伴，雖然有部份小組已有工程與設計學院的組合，
但多數小組仍以較為熟悉的同院系同學為一組，人數從 4-6 人不等，雖可避免專
業人數較少的學生被邊緣化，但部份全數工程組合的小組，仍習慣技術導向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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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如夜光瓶、手機架、杯架雨傘等，但已有較多小組將主題放在如宵夜寶、時
間管理 APP、西瓜食譜創新與人形收納櫃等，更貼近生活的創意。
2.108 學年度
本年度仍以工程和設計學院學生為主，為了讓學生進行創新與跨領域學習，
108 學年度仍以全球產業創新議題作為主要教學內涵，但依據 107
學年度學生「學習單元過多」的回饋意見，減少 108 學年度的教學單元數，
增加學生討論學習的時間，每一主題以兩週進行，先由研究者講授主題內容及案例
解析，接著設定議題讓學生討論，學生會依議題進行資料蒐集、案例討論與分享報
告，討論過程中，研究者會分別到各組瞭解討論內容並解答學生疑惑。
本學期另一個改善的重點是學生分組時機與人數，由於 107-1 開學後的第三
週就完成分組，學生反應彼此認識不足，建議至少要過半學期大家較為熟悉後再分
組。研究者遂在 108-1 的前八週課程，先以隨機分組方式讓學生進行主題討論，
在不與任一位同學同組兩次的原則下，每位學生每次都會跟不同學生同組，經過八
週主題討論的互動學習後，學生在第十週才正式分組，每組人數規定在 2-4 人，
分組後小組須一直合作到 108-2 學期結束，中間不再換組，學生可退選本課程，
但本課程不會再加入新選入學生，以免干擾原有的小組氛圍及創新主題的延續進
行。
3.109 學年度
109 學年度的教學活動自 109 年 9 月 18 日開始進行，在 66 位選課學生
中，仍以工程領域學生最多，有 42 位（62.68%），設計學院次之 17 位
（25.37%）、管理學院學生 7 位（10.45%）、人文 1 位（1.5%），相較前三
年，管理學院學生人數較往年略增。另本課程雖屬具有延續性的學年課程，但學
生可以不再選修下學期課程，109-2 有 2 位學生休學、3 位學生未再選修 109-2
課程，在不增加新成員的原則下，109-2 共有 62 位學生繼續選修本課程。除了
少了四位學生外，109-1 的教學活動延續 108 學年度已改善的項目，如降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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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數以延長學生學習與討論時間，聚焦竹山鎮單元主題使學生更能在特定主題
下學習，前十週隨機分組並使學生不重複同組以利學生互相交流認識，最後，第
十週正式分組完成，持續進行至 109-2 的創意實踐學習活動。

陸、總合論述與未來論述方向
一、創新與跨領域教學
本課程之創新教學流程以史丹佛大學的設計思考為主，再融入全球創新產業
議題引導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在 107-109 的三學年課程中，107 學年度是一個
重要的過程與教學基礎，雖然，學生反饋教材單元太多、主題較為發散、討論學習
時間較少，但以設計思考引導學生瞭解全球產業創新趨勢與跨領域學習是獲得學
生肯定的，因此，108 與 109 學年度仍持續延用此一教學策略，並減少學習單元
主題、增加教育旅行、學習工作坊、實作工作坊及業師講座等課程活動，期能建構
學生彈性思考、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新發想等多元能力
（朱春林，2019；Thoring, & Müller, 2011）。
二、學生表現綜述與未來研究論述
設計思考是一個不斷發散與收斂的過程，可激發學生擴大思考與關懷議題的
各種層面（Vande, Warnock, Nikoomanesh, & Van Dexter, 2015）、可以讓學生在參
與過程中學習與他人互動溝通及團隊合作的能力（Chen, Yang, & Lai, 2017; Vande,
2007）、也可以讓學生運用創新和想像力透過參與或創造解決問題（Kurtmollaiev,
Pedersen, Fjuk, & Kvale, 2018; Vande, 2007），綜析 107-109 年度教學活動，研究
者規劃全球產業創新相關議題，引導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期能引導學生在創新主
題的學習上具有專業性與跨領域的整合。
經過三學年度的教學實踐行動、觀察、反思與改善，研究者發現學生在通識課
程中是有興趣學習跨領域知能的，但須透過活潑性與應用性的教學活動，來引發學
生跨領域的學習興趣，此外，全球創新趨勢的教學內容再層次設計上，需在一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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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之中，勾勒出可以讓學生有較長時間進行主題討論的課題，以利學生可以充份
學習與討論，強化學習效果，如本課程聚焦在竹山鎮的小鎮賦能學習活動，透過認
識竹山、實地踏查竹山、業師講座分享竹山與實作體驗應用至竹山等學習活動，有
組織性的協助學生創新主題發展，同時，為竹山業者提出創新提案， 再透過業師
的指導與評選，選擇可與實務結合的合作提案，延伸成產學合作案， 增加課程實
務應用的可能性，提升學生學習的動力。
針對本課程未來的研究論述，在創新與跨領域教學上，研究者將針對三年課程
之行動研究內涵，進一步反思本課程的教師教學實踐及學生學習歷程，包括設計思
考各階段的教學與學習歷程解析，同時，比較三年教學實踐歷程，提出相關教學與
研究建議供教學研究者參考。另在學生創新與跨領域能力表現上，研究者將針對三
年之學生學習表現與創新主題，作進一步的比較分析，藉以比較分析教學策略與學
生在創新能力與跨領域能力的對應性與差異點，藉以提出相關教學與研究建議供
教學研究者參考。

柒、結論
本研究建構自 106-108 學年度的教學經驗累積與反思回饋，為使本研究持續
延伸過去教學內涵及教學改進策略，本研究之教學實踐主軸仍以史丹佛大學之設
計思考為原則，將產業/商業創新議題聚焦在教育旅行與文化創意產業，同時， 導
入實作場域引導不同專業領域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因此，總結本研究，對教學現
場將具有如下重要性。
一、以通識課程引導不同專業領域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增廣學生不同領域的
知能學習，同時，經由過去教學經驗累積，選擇學生較具興趣的跨領域主題進行深
度教學，提升學生對不同領域知能學習的興趣，增加學生跨領域知能的深度與廣度，
建構學生「人文生活、社會實踐、藝術美學、科技技術與產業應用」等五項雲科大
通識教育的核心能力。

52

APA-6

二、建構適合通識創新課程的跨領域教學模式與策略：配合現階段國家產業
創新政策與地方創生政策，使學生創新主題的學習歷程可融入專業性與跨領域性
的學習，強化學生專業與跨領域知能的整合學習。
三、搭配實作場域的真實世界：本研究以竹山鎮作為實作場域，因其產業活動
多元且有組織性，可使學生創新主題有具體合作標的，提供學生實務學習
的興趣與動力，增加課程實務應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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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學習興趣與建構客觀評量機制
為目的之教學實踐研究
蔡嘉琪
世新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kaki@mail.shu.edu.tw

摘要
近年來「文學無用論」的想法發酵，文學的實用性受到質疑，加上 3C 的普
級，民眾閱讀頻率下降，此趨勢令人憂心。實用主義當道以及大環境的改變，人文
素養受到其他事物排擠其順位，因此，在文學課程中，提升學習興趣是首要之務。
以作者主觀思想表達的場域，同時也是讀者主觀解讀對象的作品為教材的文學課
程中，口頭發表、書面報告、紙筆測驗等，是否足以客觀衡量學習成效，也令人存
疑。本研究以「日本現代文學」課程學生為對象，採取的策略有 1.以讀書會與文
學詮釋作為課程主軸，以提升學習興趣；2.降低教師評分比例，加入共識評量、自
評與互評，制訂明確的機制。綜合「學習興趣量表」與質性訪談內容， 分析的結
果可歸納為：
1. 學生受到課程設計的影響，對日本文學的學習興趣有所提升，代表透過
課程設計的策略，確實達到提升學習興趣的目標。
2. 分析顯示，學習興趣與成績呈正相關，代表學習興趣可有效預測學期成
績。
3. 透過質性訪談對照量化分析結果，顯示學生認同評量機制，意即制訂多
元且明確的機制以客觀評量的策略，確實獲得具體成效。
關鍵詞：學習興趣、評量機制、日本文學、讀書會、文學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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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for enhancing
learning interest and constructing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Tsai, Chia-Chi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ih Hsin University
kaki@mail.shu.edu.tw

Abstract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popularity of 3C products has reduced the frequency of
reading. Popularity of pragmatism and environment changes often exclude humanistic
literacy. Therefore, enhancing learning intere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terature
courses. The works used as teaching material are the field of author's subjective thought
expression, and also the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ders. So is it objective to
measur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y oral reports, written reports, and paper test? This
research takes students from the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course as subject, and the
strategies include: 1.Take study groups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s the main part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2.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teachers’ grades, add consensual,
self and peer assessment to work out a clear mechanism. Use the “Learning Interest Scale”
as a quantitative tool, coupled wi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for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Learning interest has been increased due to the curriculum design, which means
that the strategy has enhanced learning interest.
2.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ing interest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s, which means that learning interest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semester achievements.
3.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students agree with these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is means that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and clear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a strategy to achieve concrete
results.

Keywords: learning interest, assessment mechanism, Japanese literature, study
group,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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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面對少子化的困境之下，大學紛紛調降畢業學分數，相對之下，各系勢必面臨
調降必修學分的壓力。以研究者服務的學校為例，為了增加學生選課的彈性，各系
需分階段調降必修學分， 111 學年度起「日本現代文學」將改列選修課程。相較
於翻譯、語法、會話等「實用」的課程，文學課程的「實用性」受到質疑， 這與
近年來「文學無用論」的想法發酵不無關聯。再者，科技進步加上 3C 的普級，大
眾追求視覺效果強烈的影像，民眾閱讀頻率與素養普遍下降，相對地對文字的感受
性也越趨低落。縱然人文素養的重要性不容否認，然而在實用主義當道以及大環境
的改變之下，人文素養往往受到更多事物排擠其順位，此一趨勢令人憂心忡忡。因
此，在文學教學現場引發學生對於課程的學習興趣與主動涉入的意願成為首要之
務。

筆者於 106 學年度開始教授「日本現代文學」，由於學生人數眾多，主要以
分組方式設計課堂活動，配合一般課程常採用的口頭發表、書面報告、以及紙筆測
驗進行評量。每到期末計算成績時，總是留下些許遺憾，原因在於文學課程的特質。
文學作品是作家思想表達的場域，對於作品的解讀因人而異，這是由於讀者來自不
同的家庭環境、文化背景各異，與作品之間的衝擊產生的火花，體現了文學的價值，
這正是「讀者反應批評」（Reader-Response Criticism）1的內涵。因此，如何才能
客觀衡量學生所學，就成為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

基於上述背景，為了重新檢視課程設計，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建構客觀評
量機制為目的，帶給學生一堂有感的「日本現代文學」課，開始了計畫之執行。本

1

「讀者反應批評」係指文學作品不存在單一且所謂「正確」的指定意涵，而是受到讀者「所屬

特定時空的主流審美價值或文學規範」所影響。此外，亦隨著讀者的背景、階層、文化、時代的不
同而改變。詳參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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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大學日文系三年級的必修課程—「日本現代文學」為研究範圍，導入讀書會、
文學詮釋的方式，結合口頭發表、書面報告、單元學習單、課堂測驗等多元活動，
作為主要的課程架構，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另一方面，透過降低教師評量比例、
結合共識評量、學生自評與互評的方式，評量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果， 希望建構出
一套能客觀評量學生所學的評量機制。進而以問卷進行調查獲得客觀的量化數據，
佐以質性訪談資料，以檢視研究結果。

貳、 教學理念及其理論基礎
本研究主要以提升學習興趣、建構學習評量為兩大主軸，以下將耙梳學習興趣
與學習評量相關之先行研究，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一、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
（studying interest）決定學生在課堂中的投入程度，對教師而言， 是建構成功課堂
的助力之一。興趣是指「一種看不見的潛在特質，是一種對事物喜愛與好奇的傾向，
透過此傾向，將有助於動機的產生，進而提升努力程度與成就表現」（余民寧、韓
珮華，2009）。興趣可概分為「個人興趣」（individual interest/personal interest）與
「情境興趣」（situational interest）兩類。前者屬於個人特質，不易受到情境影響
而改變，具自主性且相對穩定。另一方面，受到情境激發而產生的稱為「情境興趣」
，
不受個人意志控制，易隨情境變化而增減（Hidi & Anderson, 1992）。
個人興趣與情境興趣並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連動的兩種引力。由兩種力量的
相互關係可歸納出興趣發展的四階段，分別是「促發情境興趣」
、
「持續情境興趣」
、
「喚起個人興趣」、「形成個人興趣」（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1； Hidi &
Renninger, 2006）。首先，「促發情境興趣」為啟動興趣的第一步，藉由個人對情
境或環境的情感經驗喚起興趣。「持續情境興趣」是個人與情境或環境之間產生了
有意義的連結，發展出更深層的情境興趣的階段。接著是情境興趣轉化為持久性個
人興趣的步驟，稱為「喚起個人興趣」，在這個階段，個人會尋求特定內容的學習
任務，但仍脫離不了外在環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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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才是建立穩定且持久的「形成個人興趣」，這個階段意味著個人對於該興
趣抱持著主動積極的態度，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也能從中獲得成就感（鄭瑞洲等
人，2011；Hidi & Renninger, 2006）。這四階段是逐步變化而來的，由變化的過程
可知，若欲建立持續且穩定的個人興趣，可從情境或環境著手，激發情境興趣，進
而創造情境與個人之間的連結，一旦從中能感受到成就、樂趣及價值時，就是個人
興趣形成的證明。因此，透過課程設計，營造能激發學生情境興趣的學習環境，正
是本研究的策略之一。根據學者（Hidi & Renninger, 2006；Shen, Chen & Guan, 2007）
的研究指出，情境興趣對學習的認知表現有正面影響，能促使學生在學習上投入較
高程度的努力。由興趣發展的四階段可知，情境興趣為引發個人興趣的途徑，當個
人興趣形成後，學習就能持續且專注。學習興趣與學生在課堂中的投入程度、以及
課堂氛圍息息相關。因此，欲提升學習興趣，就必須先從激發情境興趣開始。Schraw
和Lehman（2001）將情境興趣區分為文本、任務與知識三個面向（text-based, taskbased, and knowledge-based situational interest），鄭瑞洲等人（2011）進一步依三種
面向，歸納出能引發情境興趣之因素。
表 1 引發「情境興趣」因素之三向度
文本興趣或教學內容

任務興趣或教學策略

知識興趣或個人特質

新奇的刺激

小組同儕互動合作

發揮個人特色

生動的

能參與或動手操作

有選擇機會

引起情感的

進行探索

具挑戰的

有意義的

提供適當提示

具創造性的

有組織的

鼓勵思考及討論困難概念

有即時的享樂

符合認知或先備知識的

鼓勵主動及投入學習過程

有增能的感覺

易於理解的

更多的校外連結

運用各種資訊來源

資料來源：鄭瑞洲等人（2011）。「情境興趣--制式與非正式課程」。科學教
育月刊，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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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欲引發文本興趣，應挑選易於理解且能引起情感共鳴的作品為教
材。教師提供提示並引導團體思考及討論，鼓勵主動投入，能延續任務興趣。當學
生由課堂活動獲得成就感，進一步積極尋找下一個挑戰時，代表知識興趣的養成，
最終可望能深化植根為個人興趣。
拆解學習興趣形成的階段及與各階段相關的因素後，構思出的是「讀書會」以
及「文學詮釋」兩項活動。前者可透過團體互動，相互激發，截長補短，以收同儕
學習之效。後者則是跳脫口頭發表或書面報告的模式，以作品影像化或改編創作的
方式提出學習成果，學生可自主選擇作品與形式，發揮個人特色，表達出對作品的
感受；另一方面，教師亦可藉此掌握學生對該作品的理解與共鳴程度。
二、 學習評量
「學習評量」是教師藉由對學生的評量結果獲知教學成效的方式，同時也是以
學生為本位的思考方式。可以透過蒐集、分析、詮釋學生的學習數據與資料， 了
解學生吸收的程度，進而回饋修正教師的教學規劃。因此，「學習評量」的價值為
「教與學互動歷程中提供師生許多決定（decision）的必要資訊，以及驗證其決定
的重要證據」，其最主要的作用為：「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學生充分發展學習」（黃
淑苓，2001）。簡茂發回溯「學習評量」對應的英文翻譯，探討其定義之改變。早
期以「measurement」表達以量化的方式蒐集數據的概念，側重於測量學習成就、
分類與排名。之後的「evaluation」，則是代表這個概念中涵蓋了一些無法以數字衡
量的因素。近期的「assessment」，是強調「評量時應考量各種相關的整體情境，
從各種可行的途徑，蒐集全面性、多元化的資料，再從各個角度和不同觀點加以比
較分析與綜合研判，進行整合性的詮釋，獲致充分的了解（簡茂發，1999）。
對於「學習評量」這個觀念，仍存在著許多的迷思。例如「評量」與「教學」
的劃分，或是「評量」是教學的終點等。事實上「教學」與「評量」必須相輔相成，
教師必須依據教學計畫規劃評量，而且評量必須重複收集全面性與多元性的資料，
再從各個角度與觀點加以研判資料，並將資料與既定標準比較，再加以詮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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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應該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藉此追蹤學生的學習發展，以修正教師的教
學計畫（黃淑苓，2001）。此外，評量也不會是教學的重點，在追蹤學習成效的同
時，還應具備激發學習動機與持續引導學習的效果。
實施學習評量前，必須要先訂定一套準則，以便讓學生理解教師對於作業所期
待的標準，稱之為「評量指標」，亦稱為「評量尺規」或「評量規準」。一套系統
化的「評量指標」應該要能夠指向依循教師的教學計畫學習後理想的樣貌， 並透
過文字將其具象化且層級化（江文慈，2007)。評分量表（Rubrics）是一個常用的
方式，它能將不同的表現項目區分出等級分類，讓教師與學生了解某一表現在學習
成效的向度上處於何處。建構一套適合課程的評量指標固然重要，此外，教師必須
提供具體的典範，讓學生了解教師所投射的理想為何，知道自己與目標的距離有多
遠，要怎麼做才能拉近距離，不至於漫無目標、無所適從（江文慈 ，2007；Earl，
2002) 。
據此，筆者考量的是提供所需的資訊與足夠的資源，協助學生訂出學習規劃，
定期追蹤、輔導。針對不同類型的學習成果提供典範，訂定具體的評量尺規。此外，
降低教師評分所佔的比重，增加自評及互評、以及共識評量兩個項目。所謂的「共
識評量」（consensual assessment）係指由該領域中的專家，依一定的程序、規準，
評定成品之創意高低與品質優劣，多運用於藝術領域，雖然操作較為耗時，卻是更
具效度的評量方式（孫春在、林珊如，2007）。另外，張基成與吳明芳（2011）的
研究指出，在評量項目中加入學生自評或同儕互評，有增加學生參與度以及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的作用。因此也將此兩個項目列入本研究之評量機制內。

參、 教學策略與實踐歷程
基於上述教學理念及其理論基礎，本研究的教學策略有二：其一，透過
課程設計提升學習興趣；其二，制訂多元且明確的機制以客觀評量。本節將詳述教
學策略之內涵，並說明具體實踐歷程。

61

APA-6

一、 透過課程設計提升學習興趣
本課程以小說為教材，配合學習單授課。第一學期的課堂活動為讀書會，第二
學期是文學詮釋。視進度、課堂氛圍、學生學習情況等，穿插分組討論、發表，或
以教學平台互動及測驗。

（一） 讀書會
考量學生對日本文學的作品及作家認知有限，選定第一學期預計閱讀的三個
作品為主題，由 4 至 6 人組織讀書會。此外，還需要再找一篇同一作家的作品，
篇幅不限。學期中至少需有六次聚會，可見面討論或線上討論，每次需繳交人數
乘以 200 字之活動記錄。

（二） 文學詮釋
第二學期同樣以該學期預計閱讀的三個作品為主題，學習成果包含了「文學
影像化」（製作微電影）以及「文學創作」（圖文創作與改編）兩種形式，學生
可自由選擇主題與形式提出。「文學影像化」為 4 至 6 人的團體作業，擷取最
有感觸或印象深刻的片段，創作劇本，拍攝微電影。
最初僅規劃了文學影像化一種形式，然而由先前的教學經驗瞭解到學生對
團體活動的看法，故另外規劃了「文學創作」的形式。可以個人方式或 2 人一
組， 以選定之主題完成「書腰宣傳」、「書籍推薦文」、「作品改編」三項。
書腰宣傳需以日文書寫，書籍推薦文及作品改編可選擇中文或日文書寫。

（三） 課程設計之考量
回溯以往的教學經驗，學生習慣依賴教師講述的形式，缺乏主動思考，學習興
趣亦不顯著。因此，本研究對於課程的主要規劃做出改善，第一學期以組織讀書會
的方式作為分組發表的前導活動，提供各單元之學習單，希望能藉由明確的步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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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引導團體閱讀與討論，進而完成具有深度的口頭發表與延伸學習。第二學期
的「文學詮釋」則是著重於感受力與創造性的提升，最終希望能結合課程所學，完
成具體的成品。這一類影像或文字的創作活動，與培養專業技能的專題課程不同，
在外語教學的一般課程中較為罕見，也是本研究的一大突破。規劃這個活動的契
機，是前一學年在課程中曾引導學生做簡單的創作，學生的表現不錯，接受度亦高。

配合課程設計，本研究所採取的教學策略有提供資源以及協助訂定學習規劃。
課程相關資源的範圍十分廣泛、類型多元，包括了有參考書單與相關資料及網站、
各類活動的具體典範、業界師資、人力資源、專業設備等。首先是配合進度於教學
平台上建構參考書單與資料及網站，供學生查閱。文學影像化的活動， 則提供文
學改編之戲劇作品，並協調校方提供專業設備供學生借用。書腰宣傳則提供實體書
籍之書腰設計，以及前學年學生之優秀作品。書籍推薦文，則提供書店網站之文案。
作品改編的形式，亦有前學年針對其他作品的短篇改編創作之佳作供參考。另外，
上學期邀請劇團工作者，分享以日本文學作品創作舞台劇的心得；下學期為了協助
文學影像化的組別，邀請影像製作之業界師資授課，並聘任廣電系學生提供協助。
再者，為協助學生瞭解學習成果相關規定，且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提出學習成果，設
計了學習成果規劃表，並要求研究助理記錄後定期追蹤、回報進度。

二、 制訂多元且明確的機制以客觀評量
為了建構客觀評量的機制，首要考量是針對課程核心能力建構成績評定標
準，其次則是針對學習成果訂定具體的評量尺規。

（一） 成績評定基準
配合課程設計，制訂本課程成績評定項目及比例如表 2。其主要的精神在於降
低教師評量比例，透過自評的方式，讓學生反思學習歷程，對自我負責。導入互評
的制度，培養學生客觀批判能力。根據張基成等（2011）的研究指出，為維持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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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與嚴謹度，若欲同時採用教師評分以及自評、互評三種項目，其比例由高至低
應為教師評分、學生自評、同儕互評的順序。表 2 當中教師評分與自評及互評的
比例為均為 7 比 3，考量兩個學期活動性質不同，第一學期讀書會均為團體活動，
第二學期的文學詮釋則有兩人或一人的選項，因此自評及互評的比例略做調整。此
外，藉由專家共識評量，避免授課教師對學生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 影響評量的
客觀性。
表 2 「日本現代文學課程」成績評定項目及比例

（二） 評量尺規
研究指出，評分量表（Rubrics）不僅能讓學生瞭解學習結果，更能引導學生掌
握學習活動的目的，教師亦能據此對學生做出更有建設性的評價（賴美麗， 2016；
羅曉勤，2014）。本課程所欲培養之基本核心能力為「日本社會文化識讀能力」。
其內涵為：1.了解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概況。2.涵養文學氣息。3.實際體驗
日本生活。為評估學生對於課程核心能力之掌握情況，制訂學習成果的評量尺規，
核心能力與評量尺規之對應關係如圖 1。

2

若學生選擇以個人方式提出學習成果，則學生自評比例調整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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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課程核心能力與評量尺規對應關係圖

（三） 共識評量
共識評量所評定的是一種相對的創造力，能反應出創意表現上的差異（孫春在
等人，2007）。考量學習成果之性質，希望藉此方式的客觀性加以評量。邀請他校
教授日本文學之教師與出版公司日文編輯，以及筆者三人對成果評分。這個方式是
以「相對標準」，而非專業上的絕對標準加以評定，意即必須先翻閱、瀏覽同一項
目的所有作品，有了初步的印象之後再評分。

學習成果中「文學影像化」8 件，「文學創作」47 件，期末假學校禮堂舉辦
聯合成果展。經專家初評後，選出兩種形式之優秀作品，請學生分享創作理念與過
程。其餘作品整合於雲端硬碟，供學生欣賞，並邀請共識評量專家講評。

肆、 研究方法
一、 參與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於研究期間人數略有增減。表 3 所示之甲班與乙班係指專為該
班學生所開之課程時段，學生包含少數因輔系或重補修其他課程等因素衝堂，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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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原班時段者。此外，前學年未能取得學分、或因交換留學未能修習課程的四年
級學生，亦需修習。期初施測時，「甲班」時段的學生人數共計 48 名，其中包含
該班學生 47 名，及 1 位大四的重修生；「乙班」時段的學生人數共計 63 名，
包含該班學生 45 名，以及甲班學生 3 名、大四學生 15 名（含交換留學生 3 名
及重修生 12 名）。

表 3 受測者人數、上課班級與性別組成3

本課程為三年級之系必修課程，三年級的學習時數約 700 至 1100 小時，以日文
程度而言，具備中階日語聽、說、讀、寫能力，約為日語能力檢定 N2 至 N3 程
度左右。依計畫規定解釋研究目的與步驟，取得參與者之「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後，始進行研究。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量化工具為「學習興趣量表」，加上隨機抽樣的質性訪談， 彙
整後提出研究成果。

3

乙班修課名單 63 名中，前測問卷施測時 1 人缺席，回收問卷 62 份。期末後測施測時，除前測施測時

未到之該名學生因缺課過多扣考外，另有 1 位休學，2 位缺席未填，剔除未完成問卷之學生，乙班之有效
問卷為 59 份。故表 4 人數為甲班 48 人+乙班 59 人＝107 人。表 5 當中乙班未填後測問卷者，不影響
其成績，故乙班人數為 61 人。

（一） 學習興趣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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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的測量方法，以先行研究（宋鴻燕，2004，頁 39-40）之量表，依課
程性質修改後實施。量表分為「問卷說明」、「基本資料」、「學習興趣」三部分，
調查學習興趣的題目均為單選題形式，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記分，分為「非常不
符合」、「有點不符合」、「普通」、「有點符合」、「非常符合」五個等級，針
對問題圈選出符合的描述，以紙本匿名填寫。內容包含了學習者對日本文學之接觸
經驗、印象、對課程的期待與感受、對課堂參與的意願、對課堂活動與個人表現的
期許等。前測問卷有 19 題，後測問卷有 21 題，後測量表中增加了 2 題調查學
習者上課表現的題目。前測問卷於第一學期初施測，第一學期末、第二學期初及期
末以後測問卷施測4。由四次的施測結果，分析經過一學年的課程安排與活動後學
生學習興趣之變化。
（二） 質性訪談
根據各學期初實施之學習興趣量表的結果，將研究對象分為學習興趣高（4 分
以上）、中（3-4 分）、低（3 分以下）三個族群。每班各組隨機抽樣 2 名為訪
談對象，必要時進行操弄，以符合性別比例。訪談內容主要包含接觸經驗與印象（4
題）、學習歷程之回顧與學習興趣之改變（6 題）、評量機制（3 題）三個面向。
由研究者訪談後分析與歸納。

伍、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量化統計分析
比較四次施測結果，探討學生學習興趣之變化、以及學習興趣與學期成績之間
的關係，結果詳述如下。

4

前測問卷僅於第一學期初使用，為區別第二學期施測時間，本文仍以「第二學期前測」與「第

二學期後測」稱之，實際是「第二學期前測」仍以後測問卷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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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興趣之分析
由表 4 的分析結果可知，第一學期全體學習興趣（前測）之平均數（M=3.51，
SD=.58）；學習興趣（後測）之平均數（M=3.74，SD=.49），全體學生之學習興
趣（前後測）相依樣本的檢定（t=-4.73，p<.001）達顯著差異。第二學期全體學習
興趣（前測）之平均數（M=3.60，SD=.60）；學習興趣（後測）之平均數（M=3.74，
SD=.48），全體學生之學習興趣（前後測）相依樣本的檢定（t=-2.52，p<.05）達
顯著差異，表示全體學生的前後測學習興趣的平均數具有顯著差異。從平均數大小
可看出兩個學期的學習興趣（後測）大於學習興趣（前測），亦即全體學生確實受
到的影響，對於日本文學的學習興趣有所提升，也意謂此課程設計具有相當程度的
效果。
表 4 全體學生學習興趣（前後測）與全體平均數、標準差與相依樣本 t 檢定

註：* p<.05 ** p<.01 *** p<.001

圖 2 全體學生學習興趣平均變化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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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為兩個班級四次施測平均數之變化，兩個班級之第一學期的學習興趣
（後測）均大於學習興趣（前測）。經歷寒假之後，第二學期初的學習興趣（前測）
下降，到了第二學期末又再度上升，與第一學期學習興趣有相同的變化，顯示課程
設計確實對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帶來具體的成效。

（二） 前後測學習興趣與學期成績的相關分析
本課程訂有扣考制度，缺課達 10 堂以上就會被扣考，刪除被扣考的樣本， 且
依據問卷填答人數進行適當的增減，以提升統計資料的準確性，將學習興趣（前測）
與學習興趣（後測）分別與學期成績進行相關分析，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之分析結
果如表 5。
第一學期在學習興趣（前測）與甲班（r=.17）、乙班（r=.08）與全體（r=.09）
的學期成績的相關係數，皆呈現未達顯著的微弱正相關，因此無法直接推論學習興
趣（前測）愈高則學期成績愈高。反觀，學習興趣（後測）與甲班學期成績呈顯著
中度相關（r=.35*），亦即學習興趣愈高則學期成績也會愈高，學習興趣（後測）
與乙班學期成績呈顯著中度相關（r=.30*），亦即學習興趣愈高則學期成績 也會愈
高，學習興趣（後測）與全體學期成績呈顯著中度相關（r=.31**），亦即學習興趣
愈高則學期成績也會愈高。此結果意謂著學生在學習興趣（後測）中的填答較為客
觀且真實，再者，學習興趣（後測）可以有效預測學期成績的高低。第二學期在學
習興趣（前測）與甲班（r=.08）、乙班（r=.32*）與全體（r=.18）的學期成績的相
關係數，甲班與全體呈現未達顯著的微弱正相關，因此無法直接推論學習興趣（前
測）愈高則學期成績愈高，但乙班學生學習興趣（前測）與學期成績呈現顯著低度
正相關，代表學生學習興趣愈高，學期成績也會愈高。另外，學習興趣（後測）與
甲班學期成績呈顯著中度正相關（r=.43**），亦即學習興趣愈高則學期成績也會愈
高，學習興趣（後測）與乙班學期成績呈顯著中度正相關（r=.49**），亦即學習興
趣愈高則學期成績也會愈高，學習興趣（後測）與全體學期成績呈顯著中度正相關
（r=.46***），亦即學習興趣愈高則學期成績也會愈高。此結果也意謂著學生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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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興趣（後測）中的填答較為客觀且真實，此外， 學習興趣（後測）可以有效預
測學期成績的高低。

表 5 各學期學習興趣與學期成績相關矩陣

註：* p<.05 ** p<.01 *** p<.001

除表 4 與表 5 兩項量化結果之外，學生對於課程之感受，亦可由教務系統之
期末教學問卷中得知。比較 106 至 108 三個學年度上下學期的課程問卷平均，滿
分 5 分中，106 學年度為 4.20 與 4.40，107 學年度為 3.80 與 4.20，108 學年
度為4.35 與 4.40，與第一年相較未見顯著變化，與第二年則有微幅提升。
二、 質性資料分析
為了對量化數據做進一步的說明，針對接觸經驗與印象、學習歷程之回顧與學
習興趣之改變、評量機制三個面向，進行質性訪談。訪談對象以英文字母與數字之
組合標示，A 代表「甲班」時段，B 代表「乙班」時段：接於英文字母後之第一
位數字代表訪談學期，1 是第一學期，2 是第二學期：橫線後的數字為學生編碼。
如 A1-1 代表「甲班」時段第一學期訪談編碼 1 號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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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觸經驗與印象
本項主要詢問受訪者過去有無接觸日本文學的經驗、接觸的形式與契機、曾接
觸的作家或作品，以及對日本文學的印象。整體而言，有高達 83%的受訪者在課
堂開始前就有接觸日本文學的經驗，僅 4 人（B1-1、A2-5、B2-4、B2-5）無接觸
經驗。接觸的契機各不相同，接觸的形式多為譯本、輕小說、漫畫、動畫等類型。
提到日本文學，受訪者回答最多的有與高中國文課類似，覺得艱深難懂，也有人聯
想到古文、或是村上春樹等知名作家。想像中的課堂多為老師講解、跟同學討論、
寫心得、專題報告、考試等。除少數有接觸經驗、且持續接觸者，展現高度學習興
趣外，多數受訪者在接觸本課程之前，對日本文學無明顯興趣或排斥的傾向。
（二） 學習歷程之回顧與學習興趣之改變
本項詢問受訪者認為課堂中哪些活動有趣，哪些則否。藉由回溯學習歷程， 瞭
解學生在課堂中受到哪些因素影響產生了學習興趣的改變。此外，為瞭解受訪者主
動接觸日本文學作品的意願，也詢問在課餘時間除了為課堂準備外，是否會主動接
觸。
最多受訪者提及的活動是「讀書會」，看法相當分歧。認為讀書會有趣的原
因是能跟同學一起交流討論，可以截長補短，覺得有幫助（A1-2、A1-3、A1-6、
B1-4、B1-5、A2-1、A2-2、B2-2、B2-6）；排斥的理由則是次數過多、寫記錄很
麻煩（A1-5、A1-6、B1-4、B2-2）、時間與其他人無法配合（B1-6）、不習慣與
人討論（B1-2、B1-5）等。另一方面，最無法引起受訪者興趣的活動為分組口頭
發表，原因包括了分組人數過多或過少（A1-5、A2-2）、發表者未充分準備
（A1-6、 B-1）、發表者語速過快（B1-1）、發表內容難以理解或不有趣（A24、B1-3、B2-3）、上台很緊張（A2-1、A2-3、B2-4）等。第二學期的訪談中，
多數受訪者都提到了文學詮釋（文學影像化與文學創作）的活動，整體而言，正
面意見居多，例如很有趣（A2-1、B2-3）、可以接觸到日文之外的領域、學習不
同的技能（A2-3、 A2-4、A2-6、B2-5）、本來就對創作感興趣（B2-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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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課餘時間會主動接觸日本文學作品的問題，24 位受訪者中有 20 位回
答會或有意願，否定回答的有 4 位（A1-5、B1-1、B1-4、A2-5）。
（三） 評量機制
本課程在評量項目中除了教師的評量之外，亦加入了學生自評及互評，目的
在於瞭解受訪者是否同意課程的評量項目與比例足以客觀衡量所學，24 位受訪
者中有 15 人表示同意，持保留意見的有 9 位。這些意見包括了作業會互相抄
襲（A1-1）、分組活動分工不均（A1-3、B1-1）、自評與互評的問題。其中關於
自評與互評的意見佔負面意見的多數，分別有不知道自評與互評的意義及作法
（A1-5）、容易因交情影響互評的客觀性（A1-5、B1-1、B1-2）、希望調整自評
與互評的比例（A2-1、A2-3、B2-2、B2-3）等。
此外，關於共識評量的結果，以採用肯德爾和諧係數檢驗三位專家的評分是
否有關聯，意即，統計上的評分者信度的概念。檢驗的結果 Kandall＇S W=.67,
p<.05 達顯著，意味著三位老師有良好的評分者信度（≧.70，四捨五入），也可
以解釋成三位專家對於日本文學具高度專業性，能做出一致且有效的評分。

陸、 教學省思
經歷一學年的教學實踐研究，由學生端的學習成果以及課堂反應、自我省思記
錄、教學問卷評分與意見等回饋，對照量化分析與質性訪談結果，本節將歸納研究
收穫，省思進而探討未來改善策略。
一 、 教 學 啟 示
首先，由文獻探討的過程可知透過激發情境興趣，能建立持續且穩定的個人興
趣。藉由提供提示引導團體思考及討論，構思課堂活動協助學生獲得成就感等方
式，可以深化學習興趣。因此本研究以課程設計為策略，希望能達到營造情境興趣，
進而提升學習興趣的目的。研究中以「讀書會」與「文學詮釋」為課程設計的主要

72

APA-6

活動，讀書會增加閱讀與團體討論的頻率，透過同儕交流，能深化學生對作品的理
解與共鳴。除了由量化分析可以觀察到學習興趣變化的提升之外，也從訪談內容，
瞭解讀書會所帶來的正面效益。此外，相較於以往多以感想為主、組織零散、內容
空泛的作業，在團體討論與學習單的引導之下，學生提交的學習單及書面報告，也
能做出較為切中核心的闡述以及深入的分析。
另一方面，「文學詮釋」的作品成功的關鍵在於對作品的理解與共鳴，比口頭
或書面報告的效果更能有效觀察到學生的學習成效。提供參考的典範有助學生認
知努力的方向；提供專業師資、人力、設備等資源，能提升作品的完成度，這項活
動對於已建立的學習興趣有深化及延伸的效果。由訪談內容得知課餘時間主動接
觸日本文學作品的比例高達 8 成以上，亦即課程設計有助於學生對日本文學主動
涉入的意願提升。
其次，關於客觀評量這個項目，本研究中採用的是「制訂多元且明確的機制」
之策略。降低授課教師評分比例後，對應不同的課程活動，使用評量尺規、自評與
互評、共識評量等方式。24 位質性受訪者中，有 15 人（62.5%）認同課程評量機
制足以客觀衡量所學。認同的比例只能說是勉強及格，但深入分析後發現一個有趣
的現象。持保留態度的受訪者並非不認同「課程評量機制足以客觀衡量所學」這個
說法，大部分的受訪者是對於「自評與互評」的制度表達了意見。第一學期訪談時，
觀察到學生對自評與互評制度客觀性的質疑，以及對其作法不熟悉的意見。到了第
二學期出現了變化，質疑客觀性的意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希望調整比例的意見
5。這也代表了學生逐漸理解了自評與互評制度的意義，也能掌握其作法，因此對
此各抒己見。此外，對照期末教學問卷「老師評分標準明確、適切」一題的作答結
果，甲班有 87.5%（非常同意 47.9%、同意 39.6%）、乙班有 85.1%（非常同意
40.4%、同意 44.7%）回答同意，表示高達 8 成五以上的學生認同此一評分機制。
再者，共識評量的分析也達到良好的評分者信度，可資佐證。顯示制訂多元且明確
的機制以客觀評量所學的策略，確實獲得具體的成效。
5

具體意見列舉如下：建議自評跟互評比例互換（A2-1、B2-2） 、看到混的人拿高分不太舒服，希望互評

調高為 15%（A2-3） 、建議上學期教師評分提高為 80%，下學期共識評量調整為 60%，自評跟互評各 10%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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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省思
反思教學過程中遇到最大的難題，絕對是團體活動所涉及的人際關係。一個
5.60 名學生的班級當中，有時還摻雜了不同班級、年級、科系的學生，其人際關
係之複雜可想而知。除了分工不均、時間無法配合的問題之外，敷衍了事、態度消
極、甚至直接神隱、無法聯絡上的學生大有人在，這些情況在訪談、自評與互評當
中都會被攤在陽光下。
第一學期有兩個組別反映因無法協調出共同的時間，導致讀書會難以執行。與
學生討論後，找到兩個替代方案。新冠肺炎出現之前， 線上討論就已是趨勢，疫
情逐漸蔓延之後更是成為主流。若是線上討論也不可行的話，那麼用「交換筆記」
的方式，以文字接續討論，也不失為一個解套的方法。第二學期選擇文學影像化的
組別，有兩組組長分別反映了相同的問題，都是組員未按時完成工作，導致整體時
程拖延。考量到教師直接介入可能引發當事者與其他組員的對立與不滿，於是在課
中學生討論、以及兩堂課當中的休息時間， 透過與學生交流的機會，關心進度是
否順利，詢問有什麼需要協助之處。其中一人表示由於打工太忙，且電腦故障，所
以無法如期完成被交付的工作；另一位則是輕描淡寫未交代原因，僅承諾會盡快繳
交。雖然最終兩組都完成了成果，同儕互評時，不僅組長，其他組員也都給了這位
組員較低的評價。其中一名組長，不僅將每一位組員的分工與表現鉅細靡遺記錄下
來，還寫下令人印象深刻的心得：

「我反而覺得和我有點距離人的執行能力稍微高一些，好朋友們反而抓住了
你的弱點（你都會接手來做）咬緊緊，覺得你都會做那就交給你的感覺。這種感覺
對我來說很糟糕」。透過這次經驗，不管是當事者或是其他組員，相信都對團體活
動無法光靠交情，也必須考量共識與配合度這個道理有了深刻的體悟。教師在規劃
這一類活動時，除了必須觀察學生之間的互動之外，介入的方式及程度，和如何協
助學生解決問題等，也考驗著教師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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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修正方向
一個學年的研究歷程後，由量化分析的數據，與平日課堂觀察的情況相互對照
下，發現了一個令人訝異的結果。部分課堂參與度高、表現良好、成績優異的學生，
其學習興趣量測的結果卻不成正比；反之，學習興趣指數高的學生，亦未必有相對
應的課堂表現。換句話說，學習興趣未必能由課堂表現觀察得到，而課堂參與程度
與學習興趣亦無法完全劃上等號。這個結果令筆者不禁思考在課程設計提升學習
興趣後，應如何增加課堂參與度，維持情境興趣，以深化個人興趣。第一學期所規
劃的讀書會引發學生兩極的反應，負面的回應包括了不知道該怎麼討論，要做成記
錄很麻煩等。從這些意見可知學生並非對作品不感興趣，大多是完成了能獨立處理
的範圍或項目後，一旦成員聚集時，如何陳述個人意見、針對對方的發言提出問題
與回應、統整團體的意見等，是最讓學生困擾的。傳統講授式的課堂，將學生馴化
為慣於單方面接受，缺乏反思與回饋的步驟。一旦將發言權交回學生手上，難免讓
人感到無所適從。筆者認為讀書會的形式是值得持續推動的，關鍵在於拆解步驟、
賦予任務兩件事。拆解討論的步驟，示範追問、接說、回應、舉例、延伸應用等各
種討論技巧，循序漸進地引導學生適應讀書會。此外，賦予成員不同的角色任務也
是重點之一，例如引導討論的人、統整意見的人、調查歷史背景的人等6。如此一
來，除了可提升個人價值、增加學習成就感之外，也能避免學生相互比較，或是因
為找到了答案而停止思考，更能激發聆聽、提問、思索、質疑，進而引發討論。

柒、 結論與建議
本節將彙整研究結論，並以教學及研究歷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與瓶頸，對於日後
研究應用提出建議。

6

任務分類參閱林曉彤（2015）

、張碧珠（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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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一） 學習興趣之量化分析結果顯示，學習興趣（後測）大於學習興趣（前
測）
，亦即全體學生確實受到課程設計的影響，對於日本文學的學習興趣有所提升，
也意謂課程設計具有相當程度的效果。換言之，本研究以課程設計的策略， 確實
達到提升學習興趣的目標。
（二） 前後測學習興趣與學期成績的相關分析顯示，學習興趣（後測）與學
期成績呈顯著中度正相關。因此我們可以說學習興趣愈高則學期成績也會愈高，這
也意謂著學習興趣（後測）可有效預測學期成績的高低。
（三） 透過質性訪談，對照期末教學問卷與共識評量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
認同評量機制能客觀評量所學，換言之，制訂多元且明確的機制以客觀評量的策
略，確實獲得具體成效。

二、建議
（一） 控制課堂活動之項目與比例
多元的課堂活動的確與學習興趣相關，但仍須考量學生負荷程度，控制課堂活
動之項目與比例，以免造成反效果。例如本課程為大三必修課程，同一學年的其他
選修課與通識課程當中，也有好幾門課程都需繳交影片製作的成果，導致學生選擇
影片製作的比例偏低，也產生不少抱怨。
（二） 分配工作執掌、循序漸進的引導
學生對讀書會看法分歧，有很大的原因在於學生對於讀書會的認知不足，無法
掌握具體的作法，或是對於次數與製作紀錄有意見。然而考量同儕學習的效益，讀
書會仍是一個值得推行的活動，前提在於明確分配工作執掌、拆解流程、教導討論
的技巧、降低門檻，應可提高學生對讀書會的接受度。
（三） 提供選項
大學生已是成年人，有主見和想法，提供選項能讓學生覺得受到尊重，而非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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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做這件事。除了考量接觸經驗，主題限定當學期上課作品為範圍（但仍非被迫做
這件事。除了考量接觸經驗，主題限定當學期上課作品為範圍（但仍有複數選項），
其他像是成果的呈現形式、團體的人數等，均由學生自行選擇。另一方面，提供選
擇時，最好指定範圍，例如同一流派的不同作家、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等，避免學
生天馬行空的選擇造成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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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必修課的教學翻轉與數值化教學活動回饋分析
曾院介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
yctseng21@mail.nctu.edu.tw

摘要
現今的學生為「e 世代」，其特質是高度「社群化」、「多元化」和「資訊化」。
工程必修課在 e 世代浪潮下面對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傳統工程必修課的教學奠基
在生硬、抽象之基礎知識建立。 e 世代學子成天浸泡在大量社群網路資訊中，但
來到課堂上卻要面對觀念抽象且含有繁雜計算的課程，此反差環境致使學生在學
習上感到迷茫。作者意識到學生的學習行為改變是現今世代教學問題之核心。本論
文探討翻轉工程必修課之教學現場對教學成效之提升。作者以實作、現象觀察、科
技應用，以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和多元化單元呈現課程的主體，
將傳統講學手段轉為輔佐，並採用 TPACK 教學概念，引進多媒體、電腦程式、
社群網站、助教團隊建立來活化課程。因課程呈現方式多元化，故學生的學習總成
績採納他們在所有教學活動的表現，而非僅仰賴筆考成績。此目的乃在重視學生彼
此的差異性，讓學生各項能力都能均衡發揮。作者也提出一套統計分析方法。這套
方法能將教學活動本身與教學活動的評量方式得到的回饋分數分開評估。結論證
實多元教學對當今學生學習欲望的確具有相當之提升作用。
關鍵字： 工程科系、專題實作、專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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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ping Teaching Scene of the Engineering
Courses and a Quantitative Method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Yuan-Chieh Tseng
Dept.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National Yang-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yctseng21@mail.nctu.edu.tw

Abstract
Today's students are the "e-Gener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egree of
"socialization", "diversity" and "informatization". Engineering cours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under the e-Generation wav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courses
are based on rigid and abstract basic knowledge. E-generation students are immersed in
a large amount of social network information, but come to the classroom to face abstract
concepts and complicated calculations, which makes students feel confused in learning
and creates a huge gap betwee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The author realized that the
change of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is the core of the teaching problem of today's
gene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flipped
engineering courses. The author used practical work, phenomenon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and diversified units to present the
main body of the course, and transformed traditional lecture methods into supplements,
and used the TPACK teaching concept to revitalize the course by introducing multimedia,
computer programs,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is is a change in the teaching fiel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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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to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he e-generation students. Because the curriculum
is presented in a variety of ways, students' overall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all teaching activities, not just on their written exams. The purpose is to
value the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and to allow them to achieve a balanced range of
abilities. The authors also propos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his method allows for
separate evaluation of feedback scores for the teaching activity itself and for the way the
teaching activity evaluates student’s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 confirms that
diversified teach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udents' desire to learn today.

Key words: engineering major, thematic implement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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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設計和規劃學習活動
一、背景介紹
現今的學生是「e 世代」，他們具有高度「社會化」、「多元化」和「資訊化」
的特質。傳統工程基礎的課程是基於硬性和抽象的基礎知識，而 e 世代的學生沉
浸在大量的社群環境中，但來到教室面對的卻是抽象概念和複雜計算的課程。這使
他們感到困惑。作者所教授的熱力學是材料科學工程系的大二必修课，這門課程很
抽象，有非常繁雜的數學公式和抽象科學概念。在過去的三年裡（自 2018 年起）
，
作者在結構上改變了這門課程的教學場警—採用動手操作、現象觀察、輔助教學、
專題實作來呈現課堂的主體，以實作、現象觀察、教具使用、科技應用， 以專題
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Blumentfeld（1991）[1] & Thomas（1999）
[2]）呈現課程的主體，將傳統講學手段轉為輔佐。作者採用 TPACK 教學概念
（TPACK，Mishra（2006）[3]和 Rosenber（2018）[4]），引進多媒體、電腦程式、
社群網站來活化課程。課堂經營打破講台的框架，授課者邀請學生協同教學、改良
實作單元、成果發表、設計期中考題。這些活動約占課堂的 1/3。這個改變的第一
個優點是使學生能自然地使用他們的學習行為進行學習，第二個優點是能將課堂
所學具體的連結到真實的科技應用，在整體上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學生也間接建
立了解決問題、團體合作、工具使用、自主決定、發揮創造力等能力。自從課堂作
出此改變後，修課同學的背景從原本的本系的大二學生，人數約 50 人， 漸漸擴
增到 70~75 人，多出來的學生不僅是外系大學部學生，甚至含外系高年級研究生，
並且出席率從 75%漸漸提升到 85%，這證實經過翻轉過的教學結構的確提升了學
生的學習興趣。
二、 教學理念之一：以多元化課程取代單一化課程

作者翻轉了必修課之教學現場，以實作、現象觀察、應用、相關科技介紹為課
堂知識的呈現主體，而將傳統的講學轉為輔佐，搭配多媒體、電腦程式、社群網站
經營、多元化測驗等手段，迎合 e 世代浪潮的挑戰。圖一為作者的翻轉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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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現。作者認為這種教學方式能配合學生的 e 行為模式，同時降低課程中因理
想假設成分偏高導致學生產生學習上的茫然。
圖一、教學現場翻轉之教學理念示意圖

貳、 教學手段
一、

課程結構設計

意識到學生的學習方式改變是整個教學問題之核心，作者參考Wolf (2012) [5]
andRyan (2000) [6]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執行教學。作者將教學場域規則放寬，
讓老師不再只是老師，學生不再只是學生。作者執行協同教學，這讓學生換位思考，
自己當課堂老師教導同學，誘發學生在透過教學時能有更清楚的觀念與思路，鼓勵
學生透過與老師共同授課，使學生從單純聽課者轉為教學者。執行方式由學生與老
師相輔助完成一個章節的教學，由學生講述較簡單的段落，較困難的段落則由作者
負責。學生要執行共同教學，需要預先看作者預先錄製的開放式課程，自行吸收知
識並與作者開教學討論小組會議，這個過程讓他們學習組織、表達知識。作者尊重
協同教學學生想執行教學的方式並予以配合。作者針對此教學活動作回饋，發現與
作者執行協同教學者，主觀認為這個教學活動訓練他們系統性思考的能力，誘發學
生的思考靈活度，而台下的學生普遍認為由學生上課可以為課堂注入新的教學活
力，使課堂氣氛活絡化。本課程之測驗方式落實此教學理念，採多元化評比，如圖
二所示。其中人文素養部分乃邀學生共讀建立熱力學理論之科學家生平，並請學生
撰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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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學理念」的測驗方式；降低傳統筆考比重，
增加多元測驗比重，甚至加入人文素養訓練，筆考部分邀請學生共同出題，
以達到分組、雙向學習等原則。

（一） 校外教學
作者放寬了教學領域的規則，使教學不局限於教室。例如，作者和作者的同事
的授課班級一同組織了一次實地考察。由於我們倆者的課程都介绍了材料晶體學
概念，我認為參觀附近的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NSRRC）是個好的校外教學想
法，因為同步輻射是分析材料晶體結構的有力工具。在参觀之前，作者與同事充分
討論了在我們課堂上介绍的材料晶體學概念。然後我們在各自的課堂上介绍了同
步輻射，並將其與課程中介紹材料晶相概念連結起來。之後，作者和同事調查了
NSRRC 中可以分析材料晶相的光束線。然後作者要求國家同步輻射安排一次實地
考察，帶領學生參觀這些光束線，並請這些光束線的研究人員給予學生專業講座。
另一方面，透過作者個人與工業界的關係，作者也組織過一次實地考察，參觀一家
半導體公司。作者提前與該公司溝通了將在工廠參觀的半導體設備，並在課堂上介
紹這些背景知識，以確保學生在參觀公司時知道這些技術術語。學生在教學評鑑中
高度讚賞校外教學的規劃，說實地考察的經歷讓他們把課本上的抽象知識與實際
的高科技產品連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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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作專題
作者透過專題實作將課程讓學生體悟在真實世界可能遇到的挑戰，並認同基
礎知識在解決這些挑戰的重要性。以史特林引擎(Stirling Engine)專題為例，我以趣
味性的方式將熱力學知識與應用結合，這減少了課程的枯燥性，另一方面，藉由實
作過程中會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學生會跳脫書本的框架，自我省思並發現實際的工
程問題含有多層面向並且具有跨領域特色，但每一個面向在背後都具有相對應的
基礎知識，而要解決問題，必須靈活地運用所學知識。這不同於傳統教學主要強調
記憶。

圖三、本課程已實際執行之史特林引擎專題
，右圖為學生從事專題製作之實況。
（三） 程式設計
進入第二學期，因學生的先備知識較足夠，我將課程納入數位應用，學習使用
軟體製作熱力學相圖(thermodynamic phase diagram)。軟體所繪的圖形遠較課
本複雜和多元化，考慮的計算參數在理解上本身就有有一定難度，這使學生能
體認真實世界的科學層面和深度遠超過課本的基本學理。我評估完成專題所
需的人力，將全班分組執行專題。我發現這可以同時增加學習效率和讓學生體
認團隊合作。透過專題實作讓科學觀念鮮明地植入學生的記憶中，使專題實作
一直都是本堂課最被肯定的教學活動。作者針對專題實作與程式設計作獨立
的教學回饋，發現期數值一直都高於本堂課整體的的教學回饋數值，這證明它
們是本堂課具有最高果效的教學活動。這種教學理念是使用Miller（1987）[7]
和Brown（1989）[8]

提出的情境教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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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善用助教團隊活絡教學
作者自行培訓了四名研究生作為教學助理（TA）。作者組織他們為學生提供
定期課程諮詢。起初，學生可以在每週2小時的TA時間内與助教討論。初期助
教們抱怨，他們不確定學生會帶來什麼問題。學生們也抱怨他們没有得到他們
想要的答案，也覺得諮詢時間不夠。為了解决這個問題，我在與助教們的例行
會議上提出了一個解决方案。首先，我们把四個助教的諮詢時間分開，给一個
助教每週兩次諮詢時間，而每次諮詢只開放20分鐘，這意味着每週有八個咨詢
時間给學生。這樣一來，每個想問具體問題的學生都能找到他們需要的時間段。
為了有效地實施這種方法，我要求助教們設計一個網路表格，讓學生預約他們
想要的時間段，並寫下他們想問的一般性問題。此外，作者也要求助教在每節
課後紀錄諮詢的細節，並在學期末進行彙整，作為下一學年課程能更完備的參
考。透過這個過程，咨詢的品質很明顯得到了提升。

參、 評估並向學習者提供反饋
作者教授的 "材料熱力學 "採用筆試、書面報告、實作结果進行評分。因為該
課程有多種教學活動，所以我根據活動量在最终成績中列入不同的百分比。這樣做
的目的是為了重視學生的多樣性，讓各種能力得到均衡發展。作者要求助教群建立
一個網路的問題回答平台。如果學生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题，通常會由助教在平台上
直接回答。如果作者意識到學生的問題具有廣泛性，例如筆記中的某一章節有錯誤，
或作業中的某一問題題意不清楚，作者則會透過學校的網路課程平台公布更正的
訊息。考試前，作者將用一節課的時間複習考試内容，並安排一個下午讓學生來提
問。作者會要求助教在當天下午整理學生的問題和答案，並在課程平台上發布訊息。
以下是某學生的評論:「我非常感謝老師和助教對學生學習的反饋。當我對一個學
習概念感到困惑時，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内解决這個困惑，我就很難繼續下去。曾教
授和助教們的反饋機制非常及時，解釋也很清楚，這讓我在這門課上保持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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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這讓我有信心在下個學期選修進階的相關課程。」
在史特林引擎（Stirling Engine）專題中，作者给自行設計發動機的團隊起評分
比基本模型高，因為它的設計難度較高。作者訓練助教團隊，使每個助教都必須能
够獨立製作史特林引擎。當學生提出自我設計的想法時，作者要求助教先審查方案，
要求他們判斷設計理念是否符合自我設計的要求，或者只是對基本模型做了些微
改變，因為這同時影響到給分的公正性。全班同學觀看了自我設計者的成果展示，
當場用線上軟體評分，評分依據是：（a）設計創意和展示風格，（b）運轉流暢。
由於全班一起打分，主觀偏好减少，獨立教學問卷顯示，學生們一致認為全班評分
比教師獨立評分更公平。

肆、 建立有效的學習環境
作者申請了教學精進計畫聘額外助教，總共四位助教成立此課程的教學團隊，
透過軟硬體提升教學環境。在硬體層次，作者安排學生分組分時段至作者本人的研
究室執行實驗。因為可以選擇製作基本款或進階款，基本款材料由助教統一採購，
進階款則由學生自行採購，皆由作者的研究經費支付。實作課程事前預先公告研究
室能提供的工具，讓選擇自行設計組的學生評估是否能支援他們想做的引擎。在相
圖程式設計課程，需配合課程進度，於學期初就預借電腦數足容納本班的計算機教
室，並在課堂前確認所有的電腦都安裝教學用到的軟體。在軟體方面，助教群負責
與我編纂講義、實作課程前與學生的討論，實作過程引導，並確保實驗安全。實作
實施隔年，學生反應希望能有影片教學，更能提升實作成功率。隔年後隨即採講義
搭配影片教學，在教學回饋上獲得具體的滿意度提升。在教學回饋分析中，助教群
協助作者使用線上資料庫，進行分組意願調查、期末成果發表的即時評分、教學回
饋進階數值分析。每年期末作者與助教群都會檢討整學期教學意見，更新助教工作
的標準工作流程，讓助教經驗在傳承上可以進步，達成永續經營課堂的理念。因為
課堂人數眾多(>70人)，在教學活動上作者一律採分組以提高學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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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學生在FB平台上討論熱烈，但在面對面的課堂上，學生一向不傾向表達
自己的意見。為了解決此問題，作者嘗試增加課堂的多樣性來提升學生問問題的動
力。作者曾架設簡單的實驗；我請一位學生按照我的指示執行實驗，並要求台下學
生仔細觀察現象，並提出問題。這個過程讓單調的課堂被具有活潑氣氛的實驗觀察
取代，這使得學生在公眾面前發言的壓力減小，跟沒有進行實驗的教學現場比較，
學生明顯地願意在公眾面前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也曾安排曾修過本課， 具有博
士學位，已在專業領域服務的畢業生至課堂分享。這促進高等教育者的參與，一來
鼓勵該畢業生透過教學分享增進自己的學習歷程，二來由過來人反映這門課的訓
練在日後專業領域的成效，提升台下學生對於課程的認同。作者會事先公告畢業生
要來分享學習歷程的日期，作者發現該堂課的出席率比例常課還高， 這意味由第
二位專業人士現身說法可以吸引學生學習。

伍、 參與學科及其教學法的持續發展，並納入研究與學術活動
作者参加了教學坊，並被邀請審查校內教學改進計畫的申請。作者参加過幾次
校內教學獎，透過提案提案和口頭報告向評審委員會介绍了作者的教學理念和方
法。作者曾經擔任工學院傑出教學獎評審委員。作者是第一位在委員會中建議將獲
得國際教學認證當作教學獎勵重要指標的委員。作者向教育部申請了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目的是透過作者本身的教學經驗提高教學質量和學生學習意願。該計畫是
透過課程設計、教材、教學方法或引進教具、高科技媒體，並使用適當的研究方法
和評估工具，驗證學習效果的過程。作者從校內的計畫初評受益匪淺－校內初評過
程讓作者檢查自身的概念是否合理。在初評建議中，對作者最有幫助的是委員建議
一個能具體化教學精進的分析方法，使作者能夠量化教學現場改變對教學質量的
影響。在計畫撰寫中文獻的引用讓作者對教育理論有基本的了解。

作者結合統計學和文字回饋，獨立分析每個教學活動的有效性（Ahlfeldt（2005）
[9] & DeMonbrun（2017）[10] ）。使用同樣的分析方法，作者可以分析學生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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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本身和對教學活動中採用的評分方法的滿意度。例如，在史特林引擎初期實
施中，只允許基本模型，但在教學反饋中，學生反應他們想自己設計。加入自我設
計的選項後，作者發現選擇自行設計的小組數量逐年增加。最初，介紹引擎原理和
成功操作這兩個因素各佔50%。學生們認為，引擎運轉成功與否往往是由不同助教
帶領的實驗决定的。作者將引擎是否成功運轉的權重降低到20%，並將較多的權重
集中在學生的參與上。修正後的反饋分數明顯提高。這證實了作者研發的數字分析
模型(詳述如後)可以深入分析教學活動對學生的影響。作者利用這種分析來評估一
項教學活動是否繼續執行。

作者為實驗科學家，所以一開始在引入程式設計的教學活動很困難。作者首先
透過網路資料了解基本概念，並做初級課程編排。作者首先向一位在他校教受程式
設計的教授請教基本概念，並請他推薦最新的教學軟體。在設計課程大綱時，作者
列出了幾個我想做的課程，然後請一位教計算機概論的同事给予建議。他在這個領
域有多年的教學經驗，在討論中幫助我優化了教學大綱和講義。透過它們， 我還
在國内的會議上認識了幾位理論的專家，作者甚至還和他們進行研究合作， 這有
助於提高課程的專業性。

在作者的班上，有近1/4的學生來自外系，所以對作者的挑戰是，不是每個學
生在學習上都處於同一起跑線。作者使用標準參考評估（CRA）
（Glaser (1963)[11];
Weiss (1981)[12]）方法。在學期中，作者實際實施對專業性要求較高的教學活動，
按照統計方法分析今年和去年1/4的外系學生的CRA反饋，看看CRA的使用是否有
效地提高了跨學科學生的學習效果，事後發現CRA的採用是正面的。

陸、 研究方法
一、 學理之採用
採 用 Kirkpatrick 提 出 的 四 個 層 次 [13] 評 鑑 ， 分 別 為 反 應 (Reactions) 、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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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行為(Behavior)、成果(Outcomes)。藉由此模型的評估，已被廣用於學
界與實務界所採用，便可檢視教學研究成效。
（一） 第一層次，藉由問卷、評量表或意見單，了解受試者學生對課程整體
滿意度，包括：課程內容、講師表現、教學方式、訓練設備等。
（二） 第二層次，主要衡量學生在課程結束後，對於訓練課程理解的程度，
檢視學生在課程前後知識、技能、態度的改變。知識、技能研究工具為期中
期末考等紙筆測驗、學習成果報告；態度研究工具採行為表現量測。
（三） 第三層次，確認學生能運用所學知識、技能、態度的程度，透過自評
問卷或他評來對行為面向評量規準。
（四） 第四層次為課程後行為改變所造成之影響。可以從參與度、成績、問
卷、甚至學生畢業就業來評估此計畫課程規劃是否有助學生提升學以致用感。
第一 ~ 三層次都在本研究架構中實施，第四層次將調查受過此教學方式之畢業生
於職場的領受，未來將規劃至畢業生問卷中。
二、 資料處理與分析
客觀量化問卷調查方面，如前述，作者列舉數個教學活動評分和回饋結果，包含成
功和失敗個案以及檢討，透過問卷數值回饋分析判斷該教學活動的方式是否受到
認同，並決定是否延續此評分方式。作者進行教學活動成效的分析有四：

（一） 學生對於教學方式認同度與學生成績之關聯
1.

作者首先調查學生是否認同此教學方式有助於降低學習困惑如圖四，
近93%的學生對於此教學方式表示認同，顯示本研究採用之教學方法
有效引學生主動學習、探索，進而跳脫課程框架，達到知識水平整合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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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No
92.96%

7.04%

圖四、學生對於此教學方式是否有助於降低學用落差感之統計。
2.

作者調查學生對於四個特定教學活動之滿意度如圖五，多數學生給予高

分評價，統計結果與圖四有高度關聯。

圖五、學生對於特定教學活動滿意度之調查，特定教學活動依序為a. 史特
林引擎報告、b. 史特林引擎實作、c. Maxwell章節協同教學、d. Magnetic章
節協同教學。橫軸為學生評價之滿意度、縱軸為占總評分人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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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者調查學生對於特定教學活動滿意度與該名學生成績之關聯如圖六，

作者定義學生個人分數(0~110分)為X1，再定義特定教學活動的滿意度為Y1
(0~10)，將全班的X1-Y1數值作成二維分布圖。樣本多分佈於圖表右上方（第
一象限），顯示多數成績較佳的學生對本課程所設計之教學活動滿意，可主觀
理解為此教學方式確實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表現。

圖六、學生對於特定教學活動滿意度與該名學生成績之調查， 四個教學活動項目
同圖五。橫軸為學生個人分數、縱軸為該名學生評價各教學活動之滿意度。
（二） 學生成績與特定教學活動滿意度及其評分方式滿意度之關聯作者將
全班X1Y1乘積與X1作成X1Y1-X1二維分佈圖，計算座落於分佈圖第一象限
之比例，比例越高代表較高的滿意度對應較高的學習成績，作者主觀認定此
教學活動越成功。然當某一教學活動的X1Y1統計乘積低於所有教學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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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統計值時，作者則考慮將該教學活動捨棄，轉而思考其他教學活動。

圖七、學生對於特定教學活動滿意度對該名學生分數之乘積（縱軸） 與該
名學生分數（橫軸）之調查，四個教學活動項目同圖五/圖六。
（三） 同一教學活動施行於不同班級之修正因子
以上分析皆以同一學年之同一班級為樣本進行調查，若後續需對不同班級施
作此教學活動調查，作者重新定義X2為針對同一教學活動，但不同班級的評
量。定義(班平均成績1/班平均成績2)=F，F為班級轉換後的修正因子，當X2Y1、
X2Y2與X1Y1、X1Y2作跨班級比較時，需透過此因子修正；F因子乃修正兩個
班級因考題/課堂活動不同所產生之分數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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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作者提出使用多元學習的教學理念並執行在艱澀的工程必修課以符合現今e
世代學子的學習行為，並透過統計手段分析各式教學活動在課堂的執行成效。

如圖八，整體而言，學生學業表現（即X1）對應特定教學活動（即X1Y1）及
其評分方式之滿意度（即X1Y2）兩者呈高度相關，樣本均集中分佈於第一象限，
顯示多數學習表現較佳的學生不但認同此教學理念，也對其評分方式感到滿意，
符合作者最初設計多元教學課程之用意。結論是可透過此統計分析技術對教學活
動及其評分方式進行滾動式修正，進而合理化教學方式及評分機制，最終達成學生
不但認同此多元教學模式、同時滿意其評分方式，達成學習成效提升之目的。

圖八、學生對於特定教學活動滿意度對該名學生分數之乘積（縱軸）與該名學生
分數（橫軸）之密度圖，四個教學活動項目同圖五/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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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智慧手機與平板等行動裝置的蓬勃發展，以及物聯網產業的日趨成熟，
智慧終端與人機互動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如何提升學生對於程式
邏輯設計的興趣，進而投入行動裝置程式開發，培育具有資訊技術應用與 App 程
式開發之實務人才，成為資訊相關科系重要的課題之一。本研究的目標，即在運用
Zuvio 教學互動軟體進行提升學習 App 程式設計課程之能力，運用視覺化UI 設
計，提升學習者在學習 App 前端介面設計與開發後端對應程式設計能力成效，其
運用創新互動式教學採同儕及自我評量進行學習課程內容，並研究開設於就讀資
訊相關科系之相關程式設計課程，在不同高中職端之專業群類學習背景下，如何提
升不同群類學習程式設計能力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哪些的學習問題， 透過 Zuvio
教學互動及視覺化 UI 設計概念，提升與加強學生學習興趣及降低程式語言能力
學習門檻，而衍生出適性於科大端的創新教學模式及過程經驗，達到符合本研究教
學實踐創新之精神，同時創造符合本校及現階段的學習者的教學模式及成效，因此
將教學模式進行實證研究，而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透過此教學模式授課對於學
習成效確實存在差異，其能夠改善不同專業背景之學習者在程式設計上 UI 設計
之學習成效。
關鍵詞：行動裝置、App 程式、同儕評量、自我評量、Zu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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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mobile devices such as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booming and the growing
maturity of the IoT (Internet of Thing) industry, that intelligent terminal and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program logic design and
then put into the smart device program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practical talent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App program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lated science. The research of this
project i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learning App programming courses by using Zuvio
teaching interactive software. Using visual UI design to improve learners' effectiveness
in learning App front-end interfac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backend corresponding
program design capability. It uses innovative interactive teaching to use peer and selfassessment to study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How to improve the design ability of
different groups of class learning programs. At the same time, in line with the school and
the current stage of the learner's teaching model and effectiveness can be created.
Therefore, the teaching mode is studied empiricall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possible
learning outcomes is explored.
Key words: mobile device, App program development, peer assessment, selfassessment, Zu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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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背景及動機
台灣經濟成果大部份來自於科技業的研發及設計，代表科技業是台灣所有產
業的龍頭，也是支撐著台灣 GDP 成長的最大動能，尤其良好的經濟發展影響對於
台灣而言是相當重要，其中經濟發展首重培育人才，特別是科技業人才培育。如今
面臨全球化經濟及科技發展及轉型，迫使台灣多數企業面臨轉型，科技人才專業及
需求量大增，如何找到合適專業科技人才及培育企業所需人才，則是任何全球化企
業轉型為下一世代經濟主流，而這樣的人才要如何培育成為創新跨領域資訊應用
人才呢？隨著智慧手機與平板等行動裝置的蓬勃發展，以及物聯網產業的日趨成
熟，智慧終端與人機互動」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本研究利用
Zuvio 應用於 App 程式教學活動的情形，並從學生的觀點，探究將該項創新教學
科技融入 App 開發課堂之中的教學成效。
本次研究透過組成讀書會讓學生彼此進行互動及討論，培養學生利用課餘時間
與同儕相互討論功課及分享實作經驗的習慣，以此來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及問題
解決能力，且能提升學生間的團隊合作能力，本研究藉由視覺化 UI 界面，運用拖
拉元件方式來建立手機 App 的使用者介面，加強程式邏輯運作流程的理解， 推
動及引導學生具有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而在開發完成後，學生可藉由手持式裝置
來呈現自己開發的特色作品，來達到概念轉換為實際產品的教學作法，並讓學生以
自己的概念加上程式介面來控制相關設備，例如：應用遠距操作來控制機器人或一
些資訊產品等，提升學生學習 App 程式時的興趣，讓其能體驗到一個程式如何從
無到有。
二、 研究目的
能讓課程的教學方式更多元，本研究透過視覺化 UI 界面的編輯器來即時完成
畫面的佈局，這如同遊戲裡佈置房間一樣的簡單，其次，以問題導向方式引導學生
透過畫面上的按鈕事件來解決所思考的問題，且在課堂藉由翻轉創新加入同儕互
評的方式，讓學生之間互相進行成績的評量，使他們可以相互觀看同儕 APP 製作
情形和發現其中的優缺點，並將此用來改進自己視覺化 UI 與事件程式設計的程
式，加強學習程式的深度與廣度，本研究以下列幾項項目驗證在課程中加入UI 介
面及同儕互評之成效，以探討學生學習時是否改善撰寫程式的情形及整體成績是

98

APA-6

否有所提升。
（一） 如何引導學生在執行本研究期間，因同儕評量壓力給予同學培養對於App
程式設計課程興趣，並對於程式邏輯運作及擁有解決問題的資訊應用能力呢？
（二） 如何應用視覺化UI與事件程式設計方式引導學生來學習手機程式的邏輯與
架構，方便來解決資訊應用的問題？
（三） 如何進一步藉由視覺化UI使用界面，運用拖拉元件方式來建立手機App的
使用者介面，加強程式邏輯運作流程的理解，推動及引導學生具有解決問題的基本
能力？

貳、 文獻探討
一、 資訊教育及學習評量發展
美國教育科技計畫在數位教學趨勢報告《The Horizon Report》多次提及關於行
動學習對於未來教育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提升教育品質[1]，由此可見，適當的加入
智慧裝置作為輔具幫助教學，是能有效的增進教學成效。資訊教育為大學基礎學科，
其中重點不在於撰寫程式語法，資訊科技領域課程特別著重學生「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CT)」[2]能力的培養，透過電腦科學相關知能的學習，培
養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並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與實作， 增進運算
思維的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作及創新思考能力[3-5]。所謂真正會寫程
式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演算法，回歸解決問題的基礎理論[6]；如何培養及引導學生
程式設計邏輯能力，才是推動程式設計教育的重點。以 CT 為主的學習方式正是
對於第一次接觸程式的學生而言也能產生學習的興趣，而 Google 這間極度重視資
訊人才的軟體巨擘，也不遺餘力地推動 CT 教育，並提出了四個CT 核心能力：
（一） 拆解：將一個任務或問題拆解成數個步驟或部分。
（二） 找出規律：預測問題的規律，並找出模式做測試。
（三） 歸納與抽象化：找出最主要導致此模式的原則或因素。
（四） 設計演算法：設計出能夠解決類似問題並且能夠被重複執行的指令流
程。
經發現有四個步驟可以引起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的興趣及進步，第一步就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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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T 的拆解能力，要能在寫程式之前，必須先定義步驟、流程，再將之模組化。
所以習慣寫程式的人在遇到問題時，會開始考慮所有可能性，把工作拆解、步驟化
等，久而久之，就變成他的思考模式。第二部份可以立即呈現所設計的程式作品或
者實物操作呈現，例如：應用通訊來控制自走車及機器人，了解程式設計的應用及
樂趣，體驗如何利用方塊程式設計與控制設計解決問題[7]。第三步為將編寫程式
之介面簡易化，讓學生好理解，第四步則是要飲用 CT 中的設計演算法[8]，透過
應用方塊程式邏輯設計，教導學生如何學習程式設計解決問題及應用， 和同儕共
同討論如何進行專題實際應用，訓練其獨立思考能力，並且設計相關資訊功能應用
及整合其它領域，打造創新應用及價值[9]。而教學及學習意指授予學生習得某種
能力及技能方法，透過學習者的回饋，可以了解如何調整進度及課程內容便顯得相
當的重要。為了解學生之學習狀況，其中評量為教育中最直接且具體的方式，多以
此方式得知學生是否有吸收課堂的內容。因此如何善用評量方法幫助學習者是教
學最大的目的，也是目前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及關心的重要議題之一[10]。
近年來由於數位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加上大學校園 M 化和無線網路的建置，
為近年來的國內高等教育帶來巨大的變革，使得授課方式更加多元，且建構了更具
機動性的學習環境。如何善用網路資源和數位產品，使其成為有助於提升課堂教學
成果的利器，實為改善現今大學教育的一項重要課題。而 Zuvio 因具備了有助於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提高課堂參與度、和促進師生以及同儕互動的功能，提供了一
項可用於提升課堂教學成效的輔具。本研究的目標，即在檢視 Zuvio 應用於大三
智慧型行動裝置 App 程式設計教學活動的情形，並從學生的觀點， 探究將該項
創新教學科技融入課堂之中的教學成效[11]。
Zuvio 設計透過系統內嵌程式，在上課過程中，老師們可以不定時插入預先設
計好的題目讓學生作答，並迅速系統化作答情形，供老師們作教學評估的參考。也
因為行動裝置的使用習慣普及化，使得即時反饋的互動教學的理念在校園得以實
踐，學生可以透過行動裝置下載 App，或掃描相對應的 QR

Code 直接開啟系統

連線回答課堂問題，並將作答情形圖表化，快速瀏覽學生學習狀況，讓老師們能夠
掌握班上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吸收程度。此外，Zuvio 也提供了多元題型設計，其中
除了單選題之外，還包含了問答題和題組題。而其他的新增功能如同儕互評、學生
所有作答記錄的統計追蹤與資料匯出、PowerPoint 插件功能、現場臨時分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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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隨機抽點等，皆有助於增加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以及促進師生間和同儕間的互
動交流。若將此項科技應用於 App 程式設計教學活動中，則不啻提供了一項有助
於提升學習成效的輔助工具和資源。
現在的教學應用大部分都以同儕評量為主的教學活動，因此同儕評量能夠造
就學習者與同儕之間的雙向互動，透過彼此討論更能深刻思考問題，藉此提升與深
化學習成效目標[12]。不過，過去的研究發現，同儕評量提供學習雙方有立即性的
回饋，可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及提升能力來改善學習之表現[13]。而學習者會在問題
導向思考的過程中，主動去找尋問題、理解問題及解決問題。運用同儕互評功能，
讓教師發展評量規格標準，請學生為同儕作品進行評分。透過此方式， 可以幫助
學生在評量同儕作品時進行反思；而在進行評分的過程裡，學生也可重新檢視自己
對學習內容之了解程度。Gielen 在 2010 年研究發現進行同儕學習模式時，學生
會對本身的學習產生自知自覺的態度促進及加深所學的內容[14]。二、 自我評量
促成學習者自主學習
自我評量的學習模式是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自我的學習成果進行評量，
並且根據自我回饋的訊息來提升學習表現。學生因為要對於自己的學習歷程進行
評量，因此必須成為自主學習者，並且要進入更高層次的學習階段。Nielsen
（2014）彙整「自我評量」相關的研究後，提出以下幾個有效的教學應用策略：
（一） 在學生進行正式自我評量之前，教師宜先提供學生直接、明確的，以
及有步驟的自我評量練習。
（二） 教師必須教導學生如何評級自己的作品，且學生在進行自我評量之前
必須要對於設計任務的標準有所了解。
（三） 教師宜使用UI與程式的設計範例向學生展示特定的結果，並提供學生
針對此實作技巧進行評量的機會。
（四） 學生必須要參與評量規則的發展。學生參與評量規則的發展有助於他
們理解與掌握評量規則。
（五） 自我評量的成功關鍵在於教師是否能促成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善用正向的口語提示與引導，並且就學生的學習歷程給予學生
回饋。
（六） 自我評量是一種形成性的評量，而非總結性的評量。因此教師無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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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中過度強調作品最終等第的意義，反而應聚焦於評量的歷程。
（七） 教師必須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來進行自我評量活動，而非是在
有過多限制的情況進行。
（八） 學生在進行自評量活動時，需要有教師的支持、監控與回饋。教師可
透過師生對話給予學生在進行自我評量時的回饋。
（九） 學生的自我評量必須包含對自己作品的整體評量以及作品各個部分的
具體評量。
（十） 透過給予學生正向的回饋，強化並建立學生在進行設計時的自我效能
感和自尊感。
（十一） 學生必須要針對自我評量後的成品進行改寫，而自我評量的活動也
必須時常反覆練習。
（十二） 教師必須時常評估自我評量活動的成效，並且適度的修正相關策略
等。
而以「自我評量」為主的教學活動，並非僅讓學生自主進行自我評量，而是
要透過整體結構化的教學歷程，引導學生進行「自我評量」，進而達成有效的教
學目標。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進行課程前先行規畫六周的基礎 UI 教學內容及設
計五種手機程式單元課程，授課時將班級分為實驗組採用 Zuvio 同儕評量教學及
對照組傳統評量教學方式，探討使用 Zuvio 的教學模式是否影響學生的學習成績，
課程結束後進行兩組學生的成績及學習狀況分析比較，並進行教學的檢討及調整
教學的方式，最後以調整後的教學模式進行學生的成就分析。

圖 1 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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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假說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資訊類科系的學生為主，規劃學生在擁有基礎能力設
計後的進階能力課程，並區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採用 Zuvio 同儕評量評
分方式進行 App UI 介面設計的編排及功能的評分，對照組則以傳統授課方式進
行課堂講授並給予作業方式進行，在期中後時進行第一次的教學討論與授課中發
現的問題調整授課模式，接著再進行期末課程內容，課程結束後將學生的學習狀況
及成績依照實驗組及對照組的教師評分結果分布圖進行分析，尋找同儕評量中的
主要影響因素，進而加強學生的進階程式能力，透過自我評量及同儕評量，預期對
於學習成式設計及 App UI 設計教育有著正面的影響，增加學生對於程式設計的
能力及程式畫面編排流程的能力。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資訊科技系三、四年級學生共 50 人進行實測，規劃合適的程式設
計及 UI 排版課程，將程式設計與同儕評量進行結合授課，建立一套除教師評分之
外還能讓學生進行相互評量的授課方式，讓學生能夠了解本課程所要學習的目標
及動機，並以期中期末報告方式來驗證學生對於程式能力設計的理解程度， 並透
過以程式解決現實的問題並應用在生活之中，訓練學生邏輯的能力及尋找及解決
問題的敏銳度。
四、 實驗流程
本研究之實驗流程為藉由同儕互評達到提升學生程式設計邏輯能力的目的，
並在授課中以同儕互評方式進行教學評分，使用同儕互評方式需教師與學生均熟
悉並了解同儕互評方法及成果，再藉由多次的評量實施及規則，提升學生在課堂上
的自我評量協助學習的成效再經由實施同儕評量方式，依據以下評分步驟進行評
量比較：
（一） 設計程式設計評量面相及定義的準則。
（二） 評量敘述及標準文字需淺顯易懂。
（三） 決定五等第的評量準則，例：優、佳、好、普、待改進。
（四） 決定五等第的分數範圍。
（五） 以訂立的準則及分數範例多次應用於課堂上。
（六） 自課堂上取得學生回饋並修正。
（七） 以新版本評分準則與學生進行討論，並確認符合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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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 整體班級學習成效之程度分析
經同儕及教師作業及測驗評量之後，將收集各次作業及同儕及教師評量學習
數據，進行整體班級學習成效分析，將整體班級成績經常態分布的資料處理及分析
後，並取整體班級一半中間成學學生成績數據，並依評量的多次成績之間，調查出
整體常態分布中間學生程度平均進度幅度，並作業及同儕評量依據課程設計之評
分準則進行，如表1 及表2所示，並將UI與事件程式作業分數計算總分及平均值，
教師也一併評分。
表 1 同儕評量分級表
項次

準則說明

分級

等第

5

優

4

佳

3

好

2

普

1

待改進

可自主思考完成 UI 設計並針對各事件設計程式來處
1

理問題，也能額外新增流程元件設計相關功能；程式碼
應簡潔且包含擴充功能，所實作結果均達所出之題目要
求標準之上。
透過引導及思考能大致釐清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並運

2

用預定好的 UI 介面進行功能設定，其事件之程式碼
簡短且能完成題目所要求的功能，呈現出正確的功能
性。
能完成基礎 UI 設計，且會使用他人的邏輯設計來實

3

作事件功能，可能會使用過多的程式碼來完成各功
能，未進行簡化，其功能性大致完成，可能會偶爾產
生錯誤出現。
需旁人協助及提醒，勉強撰寫完處理 UI 介面，無法

4

自我實作事件程式，並只僅會少數的元件來進行 UI
功能設定，功能大致是正常。
無法根據題目要求完成其 UI 與事件程式，且不了解

5

題目及無法分解及處理題目方式，也無法使用各 UI
元件，其功能及程式碼冗長且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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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儕評量訓練準則

優
自主思考出
UI 設 一套處理方
計

法。

佳
可 根據他人
思 路方式，
但 自 主 實

好

普

待改進

需旁人協助

無法根據題

才能實作。

意實作。

使 用他人處
理方式 實
作。

作。
能額外新增

事件程式使

運用事件程

用過多不影

式， 但無

響功能的元

發揮其功能

件。

性。

事件

事件程式，

事件程式運

程式

並具有相關

用符合預期

運用

功能性。

成果。

程式碼簡

程式碼精

程式碼未精

潔，並擁有

簡，完成實

簡，實作完

額外功能。

作目標。

成。

程式
精簡

程式碼能正
常運行，僅
能進行設

勉強使用事
件程式來拼
湊。

程式碼攏長
且不符合實
作目標。

定。
流程
步驟
表現

流程步驟是

流程步驟是

流程步驟正

流程步驟冗

流程步驟是

否最佳化進

否接近精簡

確但步驟較

長並無法呈

否無法進行

行。

步驟呈現。

長，其功能

現問題步

功能處理。

正常。

驟，功能部
份正常。

功能
性

擁有完整功

功能可正確

功能正常，

功能大致正

功能無法正

能並包含擴

執行並產出

偶有非預期

常， 經常

常運作及執

充功能。

結果。

結果出現。

出現意外結

行。

果。

105

APA-6

整體班級平均學習成效所進度幅度，可視為整體學習者在專業成長變動關係，
其採用計算方式，如公式 1 所示，在 UI 與事件程式設計的學習程度，來探討這
整體族群學習 UI 與事件程式設計的學習成果成效之關係，找尋其中的整體可能
學習不佳之原因及關係，並作為輔導整體學生的學習可能的關鍵困難點為何？來
改善整體學生學習的成效並輔導。

（二） 個人學習成效之程度分析
本研究透過多次作業及同儕評量的學習，為追踪學習者及教學者在授課及學
習可能形成的落差程度，因此必須先前追踪學習者多次成績，並將授課者的授課專
業基準，進行計算專業能力之可能之分布情形，在課程之前，學習者初次接觸專業
時基本上本課程之專業能力為視為空白程度，因要對比學習者及教學者在專業能
力的接近程度，來呈現學習者在課程進行當中的學習成效，其計算方式如式2，在
經授課時間及方式之後，將可呈現學習者專業能力增進，經由追踪及記錄之後，可
探討學習者及教學者的專業落差及問題，在未來學習者的輔導工作上，便可更輕易
明白課程內容的調整及學習者的問題或授課方式是否恰當。

（三） 群體學習成效之程度分析
本研究因有分組學習的過程，視為群體共同學習，因群體學習及個別學習的差
異在於有同儕競爭之壓力及競爭關係，在群體學習者經授課學習後，群體內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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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共同學習的效果，因而會產生自我學習及競爭學習情形發生，同時群內也會相
互輔導成長及競爭，在第一次作業或測試的基準點確立之後，透過每次的檢測差異
進行比較，來計算群和成員之間專業進步幅度，來檢視群內成員的差異幅度，計算
方式如式3，觀察群及成員的進步或是退步，使群內的學習者更能夠快速了解自身
的學習狀況及和群內成員的落差或成長幅度，同時累積群內學習者對於課程內容，
是否達到共同學習的效果及學習的前進力。

（四） 個人及班級相關學習成效之分析
本研究將會統計及分析出個人學習及整體班級的學習落差呈現， 將學
習成效的表現結果轉換成二維圖表，把個人學習及群體和班級學習呈現，個人教學
者及學習群體者在課程進行時對於專業程式邏輯學習程度落差的評分數據，呈現
出班級及個人學習成效的分布，計算方式如式4，代表每一位學習者分數用小藍點
呈現，大藍點為群體平均數，整體呈現班級所有分布，將評量落點分析及班級及群
體進行分析後，可代表如何運用那一群體同儕的調整會發現，整體學習成效的進度，
將會在多次調整後進步，表示授課和學習之相對關係，再找出運用同儕評量教學在
改善學習者學習UI與程式設計的成效為何？，必須運用多次的測驗及作業進行實
證研究。

本研究所使用的參數代號，以及其所代表的意義請參閱表 3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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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參數表
參數代號

說明

1

n

第幾次的測驗

2

x1

小組同儕評量平均分數

3

x2 2

個人同儕評量平均分數

4

y1

小組教師專業給分平均分數

5

y2

個人教師專業給分平均分數

6

z1

全班同儕評量平均分數

7

z2

個人同儕評量平均分數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成績資料透過評量準則模式分別讓學生進行同儕評量及教室評分，將評分完
成的資料進行整理，取得整體班級學習成效之程度、群體學習成效之程度分析、個
人及班級相關學習成效之分析三項分析，找出學生在課堂上的自我成長幅度及與
教師的專業度差異，探討導入同儕評量模式對於學生學習 UI 設計所改良的成效
並進行探討，其結果如下：

一、 整體班級學習成效之程度分析
經同儕及教師評量後，蒐集各評量完成的成果數據進行班級整體的學習成效
分析，數據進行整理後取班級中一半的學生成績數據，調查整體班級學習常態分布
進步幅度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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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群體學習成效之程度分析
在第一次作業或測試的基準點確立之後，透過每次的檢測差異進行比較，來計
算群和成員之間專業進步幅度，來檢視群內成員的差異幅度如圖 3。

圖 2 班級平均成長幅度

圖 3 群體學習成效之程度分析三、個人及班級相關學習成效之分析
呈現出班級及個人學習成效的分布，代表每一位學習者分數用小藍點呈現，
大藍點為群體平均數，整體呈現班級所有分布，將評量落點分析及班級及群體進行
分析後，可代表如何運用那一群體同儕的調整會發現，整體學習成效的進度， 如
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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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個人及班級相關學習成效分析四、 學生與教師評分差距分析

為了確保學生於課堂中，對於評分準則是否有正確的理解，我們會利用一個公
式來算出學生與教師之間的差距詳細規劃如表4所示，而在本次的成果中藍色的符
號代表教師的評分分數，橘色的符號代表學生評分分數，而在分析結果中大部分的
學生都對老師所訂製的評分準則有著詳細的了解，例如：第五組學生與教師的差距
為0.98代表學生與教師的給予分數的想法是相同的，而本次差距最多的則為第十組，
差距為0.67，代表學生之間可能因同情心而給予較高的分數，如圖5與圖6所示。
表 4 學習者專業趨近程度表
數值範圍

說明

0.92-1

教師與學習者間評分標準一致

0.85-0.92

教師與學習者評分標準有些微落差

0.79-0.85

教師與學習者評分標準大致相同

0.74-0.79

學習者對於評分標準有一定掌握

0.70-0.74

學習者對於評分標準稍微理解

<0.7

學習者無法掌握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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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評分分布情況

圖 6 評分差距表

五、 學生的個人成績分析
學習者在每一次作業或作業完成後都會進行自我成績評量的分析，利用公式
來計算出上一次成績與本次成績的差距詳細公式如表5，而圖7、8是本次班級的作
業分數情況，藍色圓圈為學習者第一次成績，橘色園圈為學習者第二次成績， 水
平軸為每位學生之座號，垂直軸為成績的分數，而圖9為成績套用公式所計算出的
個人成績進退步情況，其中以38號學生為例，他的成績在本次中是進步最多的為
0.35，代表其在第二次作業中比起第一次有大幅度的進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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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學習者個人成長情形
數值變動

學習情形之變化

> 0.25

學習者有大幅度的進步

> 0.15

學習者有明顯的進步

0.0

學習者進退步情況些微變化

< -0.15

學習者有明顯的退步

< -0.25

學習者退步情況嚴重

圖 7 個人成績分析 1-20 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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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個人成績分析 21-40 號學生

圖 9 個人成績進退步分析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說與數據分析結果驗證，在學習者專業趨近程度變動因學
習者於學生高中職時期均為資訊相關類科，因此在程式設計方面，學生評分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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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並無過大差異，其學習者的專業趨近程度數值大部分均高於0.85代表學生與教
師之間的教學目標有著相同的理解，而學習者自我專業成長變動中，大部分的學生
自我專業成長變動幅度皆為正向代表課程中在加入了同儕評量後能影響學生成長
讓其願意學習，而成長幅度在0至0.15之間的學生代表他們第二次成績相比第一次
有些微的進步，而進度幅度>0.25的學生中代表他們在第二次的成績中有明顯進步
的差異，而在教師及學習者評分趨近關係中，將教師評分與學生評分呈現在圖內，
透過成績評分的散佈點範圍可以得出圓圈越大的組別代表其組別內的學生能力有
著較大的差異，反之如果組別中的圓圈越小代表其組內人員能力較為平均，而在本
次的平均情況中大部分的學生圓點都已基準點相近代表學生與教師評量中已經有
著較為相近的標準，專業知識和評量方式，這些都能表示出學生在學習上已達到專
業、知識已有明顯的成長等情況。
引導學生應用視覺化UI與事件程式設計方式及同儕互評創新教學方式進行培
養對於App程式設計課程興趣，對於程式邏輯運作及擁有解決問題的資訊應用能力
解決相關應用的問題，並以視覺化UI使用界面，運用拖拉元件方式來建立手機App
的使用者介面，加強程式邏輯運作流程的理解，而透過同儕評量方式引發學生對程
式設計的共鳴，同時上述實驗結果發現，學生學習成績及學習意願有明確的成長，
在學生在專業知能能夠提升基本問題的解決能力，使學習成效達到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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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革命時代的通識教育國際事務課程再塑：
「數位人文」思維的雙向應用嘗試＊
張凱銘 1、何青晏

2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特色躍升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1

2

2

kaiming0149@nutc.edu.tw , pj0049@nutc.edu.tw

摘要
對於身處全球化時代的青年學子而言，培養國際觀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然
而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非屬政治或外交事務相關科系出身的學生，修讀本系
專業課程時不易獲得充足的國際知識，許多大學因而在通識教育系統開設國際事
務課程供學生自由選修。本文指出，推動通識國際事務教育時，為確保課程內容和
國際現勢密切對應，並協助缺乏知識基礎的學生順利融入，教師或可以近年興起於
西方學界的「數位人文學」作為課程設計參考，「數位人文學」不僅主張善用數位
科技增能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研究工作，也鼓勵透過人文視角審視科技創新的社
會意義。本文之研究目的為嘗試應用「數位人文」思維於通識國際事務課程之中，
既在課程設計上導入國際網路政治、大國人工智慧戰略與網路戰爭風險等新興政
策議題，亦運用社群媒體、線上影音服務和電子資料庫操作等數位工具輔助教學以
求增進學習效益。在研究結果方面，本文提出的課程規劃已於通識課程中加以實
踐，由學生修課意見反饋與作業製作狀況觀察，課程運作大抵順利且獲得學生們普
遍肯定認同，體現了「數位人文」思維在通識教育人文社會課程中的應用潛力。

關鍵詞：國際關係，國際觀，數位人文學，國際科技政治，全球化
本文為 109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資訊革命時代的國際事務教育：『數位人文』理念的雙
向實踐」（計畫編號：PGE1090448）之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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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rse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Era: Two-way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Humanities"
1

2

Kai-ming Chang , Ching-yen Ho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1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dministrative Officer of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Center for General
2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For young student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is extremely important. However, in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tudents
who are no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or Diplomacy may not be able to acquire
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when they study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their
department. Therefore, many universities off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rses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 for students to choose from.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in the planning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rse of general education, to ensure the course content closely
correspond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t situation, and to help students who lack the
knowledge ba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successfully integrate into the course,
teachers could refer to the "Digital Humanities"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Humanities" has not only advocates
making good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work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ut also encourag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sues through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apply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 think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rse of general education, trying to introduce emerging policy
issu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tics, AI strategies of major powers, and cyber
warfare risks into the course design, and using the digital tools like social media,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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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services and electronic database operations assist teaching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In terms of research results, the idea in this article has put
into practice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n this school year.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feedback and the papers and homework they proposed,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course was generally smooth and supported by students, which has demonstrated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ink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e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Digital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Politics,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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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自冷戰後期以降，隨著強權競逐步向終結與不同意識型態對抗的消融，世界
各國間迅速形成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網絡，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安全、繁榮與人民
福祉，都在不同程度上與國際局勢相互連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協助青年
學子建立開闊的國際視野，以及對於國際政經現勢的基本認識，已成為當代各國
政府規劃教育政策時須審慎籌劃的重點。
我國作為東亞地區成員之一，國際經濟高度仰賴對外貿易，同時在區域安全
爭端、全球科技產業鏈，乃至美中強權競合脈動中都扮演著關鍵角色，國際觀對
於我國青年學子而言實為必不可缺的知識組成。然而許多來自大眾傳媒、智庫機
構乃至學術單位的調查訪談皆顯示，國內學子普遍存在國際視野過於狹隘短淺的
問題，如何改善這一現象，便成為各界專家學者們高度關切的課題（李樹甘，
2017： 66-67）。
由大學教育現況來看，各校所設科系中僅有少數領域如國際關係、外交、國
際貿易等和國際事務直接相關，對於修讀其他科系的學子而言，在求學過程中學
習國際知識的最主要渠道當為通識教育體系。雖然許多學校皆開設了以國際事務
為主題的通識課程，但相關課程在運作上常面臨兩項不易克服的困難：
第一，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專業學科，在理論與政策層面皆有豐厚的知識積累，
修習通識課程的學生多不具備知識基礎，在短暫的修課過程中往往不易有效吸收
相關學理知識。
第二，面對後冷戰時代迅速變遷的國際情勢，國際事務課程的內容亦應動態調
整以切合時局，俾提升學生們的學習興趣和啟發。近年在國際社會中引發廣泛關注
的 諸多議題 皆和科技事 務有關 ，如網路 防務 建 設、 人工智慧 戰略（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等，如何有效地將這些新興知識融入教學之中，對於授課教
師而言亦是必須認真面對的挑戰。
對此，近年興起於學術界中的「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 DH）或可
望在一定程度上為前述困難提供應對之道。在 2004 年後發展成形的「數位人文
學」是一項試圖橋接人文學科研究與數位科技領域的綜合性學研思考，其核心主旨
包括兩者：其一是運用科技開展更具效率與精確度的人文學術探索，並解決過往研
究難以克服的困難；其二則是由人文視角審視科技發展可能對於人類文明、政經脈
動乃至社會生活造成的各種影響（Schreibman, Siemens and Unsworth, 2004: xvixxi）。
「數位人文學」不僅有益於拓展當代學界的跨科際研究，倘能將之應用於大
專院校通識教育體系的國際事務課程中，或可使課程品質得以精進提升。具體而
言，本文認為在通識教育國際事務課程中導入「數位人文」理念，至少可在兩方
面創造教學效益：第一，課程將能在帶領學生們學習國際情勢時，更進一步對近
年快速興起於國際政治之中且影響力與日俱增的跨國科技議題建立較完整的知識
框架，密切貼合時局脈動；第二，藉由在課程中對網路社交媒體、電子資料庫與
影音串流服務等數位工具的妥善應用，教學型態將更為多元生動，有利於增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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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知識吸收效率。在下文中，作者將逐次說明「數位人文學」的演化脈絡與理
念內涵、具體教學策略與課程規劃構想，以及初步嘗試的實踐成果，進而透過修
課學生的教學意見調查數據，與學生提交的課程作業品質等角度，評估「數位人
文」理念在通識國際事務課程中的應用成效。

貳、 「數位人文學」與國際關係學科的交會
一、 「數位人文學」的主要理念
作為一門晚近浮現的學術領域，「數位人文學」的學理脈絡可上溯至 1970 年
代前後盛行一時的「人文計算學」（Humanities Computing），和 1990 年代後頗
受關注的研究主題如「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s）等。馬斯垂克大學（Maastricht
University）教授施賴布恩（Susan Schreibman）等學者於 2004 年發表的合著專書
《數位人文學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是這門學科正式成形的
標誌，此後來自各國學界的論著也在 2004 年後迅速增生，諸多學者陸續投入這一
領域，逐步推動著「數位人文學」的成熟（Digital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2017: 1-16）。
同一時間，美國、英國與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先後在政府體制內設置以「數位人
文」為主軸的研究機構，或是責成教育與學術部門以專案計畫補助等方式鼓勵「數
位人文學」研究，例如加拿大政府在 2009 年後透過「卓越中心網路（Networks
of Centres of Excellence of Canada, NCE）持續補助高等教育機構參與「數位人文學」
研究工作；英國透過「藝術人文研究委員會」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將人文藝術數位化研究列為重點補助項目。美國「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EH）
在 2006 年時設立
「數位人文學辦公室」
（Office
of Digital Humanities），專責補助與推動「數位人文學」研究工作。歐洲各國則成
立了「藝術與人文數位研究基礎建設」（Digital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項目，整合各國的學術、人才、設備等資源，共同推動「數位人
文學」開展，並在北歐等地衍生出「北歐樞紐」（Nordic hub of DARIAH-EU）等
次區域性的「數位人文學」研究計畫（林富士，2017：9- 10）。
綜覽當前以「數位人文」為主題的論著，可將之概略劃分為「學理意涵界定與
建構」、「具體操作與實踐經驗」，以及「批判與論辯」等三類，於下分別說明：
首先，在「學理意涵界定與建構」方面，現有論著就「數位人文學」的基本
概念進行了廣泛討論。由相關文獻內容以觀，各方學者對「數位人文學」的內容主
旨已形成明確共識（請見圖 1）：一門不僅強調應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中靈
活應用數位工具，藉以解決往昔難以克服的困難並增進研究效率與精確度，更看重
以人文視角省思數位科技的文化意義、發展趨向及其對人類社會影響的學問（Berry,
2012: 1-20）。1
1

相類研究請參考：Melissa Terras, Julianne Nyhan and Edward Vanhoutte, 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 A Reader (Farnham: Ashgate, 2013)；Paul L. Arthur and Kathrine Bode, Advancing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Methods, Theor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Willard
McCarty, Humanities Computing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Patrik Svensson, Big
Digital Human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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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數位人文學」研究思維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其次，在「具體操作與實踐經驗」方面，部分著作從總論角度概要探討了「數
位人文」思維可資應用的領域，以及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融入數位科技的可行
策略（Carter, 2013: 97-118）。2亦有論著分享了在歷史學、教育學、圖書館學與
政治學等學科中的科技實作經驗，說明數位工具如何在文獻蒐集、數據統計、資
料圖像化等環節發揮效用，提升研究成果品質並克服傳統研究不易解決的難題
（Kaufmann, 2017: 309-328）。3

2

相類研究請參考：Claire Warwick, Melissa Terras and Julianne Nyhan, Digital Humanities in
Practice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12)；Eileen Gardiner and Ronald G. Musto,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 Primer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相類研究請參考：Brett D. Hirsch, Digital Humanities Pedagogy: Practices, Principle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12)；Douglas A. Boyd and Mary A. Larson, Oral History and
Digital Humanities: Voice, Access, and Engage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Kathleen L. Sacco, et al., Supporting Digital Humanities for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Modern
Libraries (Hershey: IGI Glob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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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批判與論辯」方面，部分學者批評所謂的「數位人文學」迄今仍欠
缺深入的理論內容，未能形成系統化的知識結構，與一些久已結合數位工具的傳統
人文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或會計學等區別不清。如果這種含混狀態長期無法解決，恐
將使所謂的「數位人文學」淪為雜亂且欠缺學術價值的空殼（Dobson, 2019: 32-65）
。
相對於此，亦有學者指出「數位人文學」作為發軔未幾的新興學科，在內容上存在
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實乃必然之勢，這種模糊性既顯示學科處於動態創新的進程之
中，也反映「數位人文學」意欲打破傳統學科藩籬的思維本旨。刻意賦予其僵硬的
學術邊界與內容界定，反會扼殺這門學科的潛力（Gold and Klein, 2019: 1-11）。4

透過梳理現有文獻，可發現這門新創學科在過去幾年中展現出兼具速度與廣
度的成長趨勢。受惠於各國學者的積極參與，「數位人文」思維的內涵雖仍存在發
展空間，但其學用價值已廣獲肯定，並被實際導入諸多人文社會學科之中。然若深
入檢視現有論著，可發現其內容多側重於應用面向的討論，即如何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有效運用數位工具以為輔助，對於透過人文視角深入探索數位科技對政經
社會造成影響的探討則較為稀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因在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
諸多學科，雖能在研究過程中結合各類數位工具操作，但在知識脈絡上卻未必能和
科技議題緊密銜接。

二、 「數位人文學」與國際關係學科的連結脈絡
綜覽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可發現國際關係研究和「數位人文學」間的親緣
性近年日趨密切。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在政治學基礎上融合部分哲學、經濟學和社會
學知識而形成的專業學科，傳統上以外交政策、跨國經貿與國際安全議題為研究重
心。然而隨著數位科技在後冷戰時代的影響範圍持續擴大，相關技術的發展應用也
逐漸成為當前國際關係研究熱點。對此，可由以下三個面向進行觀察：

首先，由於洞察數位科技在行政治理、經濟發展與防務安全等政策面向的深厚
價值，各國政府近年無不積極投入行動網路、人工智慧、雲端運算與量子計算等技
4

相類研究請參考：Patrik Svensson and David Theo Goldberg, Between Humanities and the Digit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James Smithies,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Digital Moder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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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研發應用工作。各國提出的科技戰略規劃，以及彼此間為爭奪或維持技術領先
優勢的角力，已成為當前國際關係的熱點議題。5
其次，各國政治菁英逐漸體認數位科技和防務建設及國際安全爭端間的緊密
連結，許多國家因而積極建設網路作戰部隊並致力開發網路武器，並高度關切雲
端運算和人工智慧等技術在軍備開發及戰爭環境中的應用可能，國際間的科技防
務競賽隱然成形（Chang, 2015: 9-11）。6
最後，為維持網際網路空間的和平穩定，並確保人工智慧等創新技術不致為
部分國家濫用於戰爭或迫害人權，許多國家近年積極倡議建設網路空間國家行為
準則和人工智慧國際治理體系的必要性，各國對於相關議題的協調折衝，亦成為
國際關係的前沿研究焦點之一。7
上述現象顯示國際關係作為社會科學領域的分支之一，不僅如同其他學科一
般可循「數位人文」的思維脈絡，在研究或教學工作中靈活應用數位工具以為輔助，
其知識內容也和數位科技議題存在連結。隨著各類創新科技成為國際政治與大國
競逐的核心，不僅促使許多國際關係學者致力於探索資訊革命對國際體系造成的
多元影響，也為國際關係研究和「數位人文學」在知識層面的銜接創造了良好基礎。
綜上所述，「數位人文學」的理念若能被有效導入通識教育體系的國際事務
課程之中，一方面可在課程運作配合應用各式數位工具以增強教學品質，另一方
面則可在課程主題中融入對於國際網路政治、人工智慧戰略與強權科技競合等議
題的介紹，引導學生認識數位科技發展並非單純的技術問題，也與國際安全及外
交情勢密切相關，進而對方興未艾的資訊創新潮流形成更具人文意涵的思考。

5

相關資訊請參考：中國政府網，〈國務院關於印發「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的通知〉，
2013 年 8 月 17 日，https://reurl.cc/V3neb5；U.S.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Big Data:
Seizin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 (Washington, D.C.: U.S.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14)；U.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he National A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Washington, D.C.: U.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2016).
6
相關資訊請參考：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
全文 〉，2016 年 12 月 17 日 ，https://reurl.cc/o9mXlj；Zack Cooper,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pproach to Cyber-Enabled Economic Warfare (Washington, D.C.: The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2018)；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Cloud Strateg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7
相關資訊請參考：U.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U.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2016)；中
國外交部，〈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2015 年 3 月 5 日，https://reurl.cc/GdglkA；中共中
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戰略〉，2017 年 3 月 1 日，
https://reurl.cc/Gdg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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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數位人文」思維應用於通識教育國際事務課程的初步
嘗試
一、 教學構想與課程規劃
基於上述理念，作者嘗試將「數位人文學」的基礎思維導入通識教育國際事務
課程之中，除適度應用數位工具以增進課堂教學效能，協助學生吸收相關專業知識
外，亦試圖引導學生透過人文社會科學的視角，觀察數位科技發展在當代國際關係
中的廣泛影響。
作者以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 學年第 1 學期開設之博雅通識
課程「全球化與社會發展」為實踐載體，這門課程旨在向非專業科系的大專學生介
紹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現勢和國際關係基礎知識，作者於課程的「知識層面」、「授
課層面」與「實作層面」規劃中嘗試融入「數位人文」思維（請見圖 2）：
圖 2 教學理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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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課程的知識脈絡鋪陳方面，授課教師按照「數位人文學」以人文社
會科學視角探討數位科技意涵的思路，在講授國際關係專業知識的過程中，向修
課學生說明網際網路、人工智慧與雲端運算等技術的發展普及，對於國際政經情
勢和人類文明造成的深遠影響。
教師在課堂中將按照「基礎知識」、「政經焦點」與「數位風潮」三階段的
主題規劃逐次講授，引導學生掌握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社會歷史演進歷程等基礎
知識後，向其介紹強權競合、戰略安全與區域整合等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政策議
題，並進一步探討近年來各類數位科技創新在國際政治中引發的大國角力、安全
紛爭與外交折衝等現象。為擴大修課學生的知識視野，課程將邀請對於網路防務
戰略及國家科技政策具實務經驗的校外學者專家來班座談，使同學們瞭解資訊革
命風潮如何牽動現代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國防建設等事務。
其次，在教學效益輔助方面，課程依循「數位人文學」的科技增能理念，建
置授課專用的網路媒體社群並製作數位影音教材，以期提升學生修課的熱情與積
極度：
第一， 課程應用校內網路學習系統與教學用 YouTube 影音頻道上傳儲放數位
教材和教學影音資料，8同時於 Facebook 建立教學專頁，9安排師生成員
共同加入其中以便開展線上討論、心得分享、資訊傳遞、影音播送等活
動，藉由數位教學群落的塑造，使課程運作超越表定時地限制，教師與
學生們可在網路空間隨時開展多樣化的交流互動。
第二， 課程所用教材以數位形式呈現，包含電子講義、課堂影音實錄與網路資
料庫等。授課教師、來班座談的校外專家，以及助理人員所使用的教學
資料， 皆製成數位文檔並逐週上傳至校內學習系統與 Facebook 教學專
頁，便利學生在課後時間可隨時接收教材更新通知並自由取用。此外，
課程每週講授皆全程實錄， 完成剪輯調音等後製工作後，上傳至網路平
臺以供修課學生在課程前後自行觀看複習。

最後，在實作體驗方面，為增進修課學生的學習實感和興趣，課程與在地非政府組
織「1095 文史工作室」合作辦理參訪活動，安排修課學生親赴臺中市東協廣場踏
查，在工作人員協助下訪問東南亞各國移工群落及新住民代表。10另一方面， 教
師在課堂講授中配合各週主題， 引導學生自行操作「東協數據庫」（ASEANstats）
與「一帶一路數據庫」等專業網路資料庫，藉以學習如何自主蒐集、篩選與課程相
關且具一定權威品質的資料。修課學生另須以分組形式，配合課程進度閱讀指定文
獻並提交小組閱讀心得。

8

課程儲放影音資料用的 YouTube 頻道請見：https://reurl.cc/WEzg7O。
課程建置的 Facebook 教學專頁請見：https://reurl.cc/2b7ee4。
10
1095 文史工作室為位於臺中市中區的非政府組織，自 2015 年成立以來持續投入東南亞文
化交流及移工暨新住民關懷活動，與中部地區政府部門和教育機構密切協作，並於臺中市東
協廣場等地辦理許多跨國文化分享活動。相關資訊請見：1095 文史工作室，
https://reurl.cc/MZWg2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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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課程具體教學內容與各週活動安排，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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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執行效益評估
109 學年第 1 學期開設的「全球化與社會發展」課程共有 52 位學生選修，
其中有三位學生因個人因素未到課，實際參與課程的學生人數為 49 人，分別來自
校內的資訊與流通學院、語文學院與設計學院等相關科系。
這門課程在運作過程中逐一實踐了教學綱要規劃內容，授課教師除按照各週
主題次序逐一講授外，也邀請校外專家來班座談，並配合課程內容向學生介紹多項
專業網路資料庫。學生在修課過程中除依規定逐週瀏覽分享國際時事，也以小組形
式閱覽討論教師指定的延伸閱讀文本並提交心得，同時參與課程安排的校外參訪
體驗和學習報告發表等活動。
在教材資料方面，課程使用的講義文件全數數位化上傳於校內「智慧大師」課
程平臺，學生可自行下載查閱。每週課程皆製作課前預告影片並將授課過程全程實
錄，刊載於教學用 Facebook 專頁之上，便利學生於課前課後觀看。參與課程的教
師、助理人員與學生，亦利用 Facebook 專頁保持交流，針對國際時事和課程內容
進行線上討論。
整體而言，這門課程切實完成了綱要中的各項規劃內容，而為了瞭解課程的具
體教學成效，本文分別從三個層面進行效益觀察：第一，這門課程在校內教學評鑑
中取得

4.82 的高分（滿分為

5 分），明顯高於校內通識教育課的平均得分

（4.55）。第二，在針對修課學生的專門意見調查中，九成以上學生皆表示修習本
課程對於拓展國際視野、瞭解國際科技政治趨勢甚具助益，並認同課程運用的各項
數位工具有助於增進學習效能。第三，本課程對修課學生提出的各項作業要求如專
門文獻閱讀心得、逐週線上分享時事觀點，以及提交專題學習報告等，學生們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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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完成且作業品質尚具水準，足見其對課程的投入與熱情。以下分就各層面的效益
評估詳細說明：

首先，為了解學生修習本課程的感受與收穫，課程於期末時實施了修課意見問
卷調查活動，調查結果可總結如下（請見表 2）：

1.

關於修習本課程是否有助於拓展國際視野，表達同意看法的學生比例達 98%，

其中有 79.5%表示非常同意。
2.

關於課程使用的數位工具與線上時事分享活動是否有助於增進學生對國際事

務的興趣，表達同意看法的學生比例達 98%，其中有 59.1%表示非常同意。
3.

關於課程對國際網路政治、科技冷戰和人工智慧議題的講授，是否使學生感受

國際關係與數位科技發展的交互影響，表達同意看法的學生比例達 99%， 其中有
73.4%表示非常同意。
4.

關於課程校外參訪活動是否使學生更了解東南亞文化和外籍移工在台生活，

表達同意看法的學生比例達 91%，其中有 55.1%表示非常同意。
5.

關於課程結束後是否仍會自主閱覽國際新聞時事，表達肯定看法的學生達

83%，其中有 38.7%表示非常肯定。
6.

關於學生對於這門課程的整體教學運作是否滿意，表達滿意的學生比例為

99%，其中有 81.6%表示非常滿意。
表 2 109 學年第 1 學期「全球化與社會發展」課程修課意見調查結果
作答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3 日

作答人數：49 人

請說明你/妳對於下列各題陳述的同意程度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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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完整問卷調查資料請見：https://reurl.cc/ZQ8z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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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了上述的修課意見調查活動外，這門課程在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方辦
理的教學評量調查中也取得相對正面的成績，學生對於課程教學內容，教師的教學
態度與方法，以及作業評量方式等項目表達高度肯定，使本課程的教學評量得分明
顯高於校內通識教育課程的平均評量分數（請見圖 3）。

圖 3 109 學年第 1 學期「全球化與社會發展」課程校內教學評量結果
資料來源：作者擷取自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學評量系統，
完整評量資料請見：https://reurl.cc/ZQ8zAp。

最後，在量化的調查數據外，學生的作業繳交及活動參與狀況，亦可作為觀察
其學習熱情與認同本課程程度的參考指標。作為選修通識課程，「全球化與社會發
展」除了充實的教學內容外，亦交付學生相當份量的作業。例如修課學生須以小組
形式閱覽多篇學術文獻並提交心得、每週於課程 Facebook 專頁分享國際時事與觀
點，還要參與校外參訪活動並於期末發表學習研究報告。這些指定作業對於所屬科
系專業課程已屬繁重的學生來說，雖然增添了不小的負擔，但從實踐結果來看，選
修本課程的同學大致皆完成了相關作業，且提交的閱讀心得與報告製作成果不乏
亮眼之處，可見學生們對於本課程的投入程度甚高。19

整體而言，以「數位人文」理念作為課程設計參考的這門「全球化與社會發展」
課程，實際教學成效基本上獲得肯定。觀察修課意見問卷調查結果，可發現多數學
生認為在國際事務課程中，除講授國際關係理論與各國外交政策等傳統知識，適度
導入國際網路政治、資訊戰爭風險與強權國家間的人工智慧戰略角力等科技議題，

19

修課學生的文獻閱讀心得和期末分組學習報告等作業內容，請參考：https://reurl.cc/e9QZ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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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拓展學習視野並協助學生銜接當前國際社會的前沿脈動。另一方面，學生
對於課程在教學中融入社群媒體、網路資料庫介紹、影音實錄播放等數位輔助工
具亦多表肯定。因此本課規劃時擬定的兩項教學目標：「闡明數位科技對當代國
際關係的影響」與「應用數位科技強化教學效益」大抵順利達成。

肆、 結語
當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已廣泛滲入各地民眾日常生活的每一面向之中，建立開
闊的國際視野、培養基礎國際關係知識框架，對於今日的青年學子而言，應屬教育
養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有鑒於非政治與外交科系出身的學生，在修讀本
系專業課程中未必能獲得充足的國際關係知識，於通識教育體系開設國際事務課
程供各系學生選修便成為實務上的常見作法。本文指出，在推動通識國際事務教育
的過程中，為確保教學內容與國際現勢能緊密銜接，同時協助缺乏專業知識背景的
學生能順利融入課程，或可援引近年興起於西方學界的「數位人文學」為課程設計
的理念參考。
「數位人文學」的發展時程雖相對短暫，但其主張善用數位科技增能人文社會
科學教學研究工作，並以人文視角審視科技議題的跨科際思維，已受到各領域學者
專家們的關注和認同。作者嘗試以「數位人文」理念設計通識體系的國際事務課程，
在教學內容中導入國際網路政治、強權科技競逐和人工智慧戰略等議題， 期望使
學生理解資訊科技發展不僅是科學問題，也和國際關係走勢密切相關。另一方面，
作者在課程中應用多項數位工具作為輔助，例如建立教學社群專頁、授課影音線上
實錄，以及引導學生認識國內外學界具代表性的專業網路資料庫等， 藉以協助修
課學生們更有效地吸收相關知識。
從課程運作結果來看，修課學生多肯定將科技議題帶入國際事務教學之中的
作法，認為有助於瞭解資訊革命時代的國際現勢，對於課程採用的數位工具輔助措
施也多表認同。而校外參訪帶來的親身經歷，以及學習報告研究發表等活動的辦
理，則有助於漸進引導學生學習如何獨立思考，並形塑基礎的研究分析能力。總體
而言，本文提出的課程設計和實踐經驗，僅是通識國際事務課程中應用
「數位人文」理念的粗淺嘗試，但由修課學生的意見回饋以觀，相關作法大致
上得到良好迴響，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數位人文學」在人文社會學科中的實用
價值和潛力，並作為後續相關研究及教學規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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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教學法之設計與實踐─
以大一國文為教學場域之研究
施盈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yingyo@ncut.edu.tw

摘要
在大一國文教學現場裡，發見絕多數學習者對國文課程有根深柢固的厭惡感，
這導致課程在尚未進行前，就已背負「無趣無聊又無用」的標籤。然而，教師以為
這是當下的教學困境，既是困境就非不可改變。因此，教師嘗試運用不同的教學法，
希望突破此困境，經過 106 一整學年與 107-1 的觀察，以及學習者的相關回饋，
得知「活動」不僅對技職生具有吸引力，同時也有激發正面學習的可能。換言之，
若以活動教學法為主，再配合原有的各種教學法，應當能讓技職生不再厭惡國文，
甚至從各項活動的實作過程，逐漸體會國文課程是有趣又有用。有鑑於此，本計畫
擬以「活動教學法」活化國文課程作為研究範疇。透過重新規劃的國文課程中，精
心設計與文本相關的「活動」，如文學桌遊、文學海報…等等， 再加上其它教學
法的配合輔助，架構出有利學習的行動教學場域，激發學習者在此場域中，重新點
燃對文學的興趣，最終驗證「活動教學法」對大一國文教學場域，實能同時提升興
趣與強化知識。

關鍵詞：活動教學法、課程設計、國文、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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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dynamic approach: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
in the freshman year
SHIH YING-YOU
Assistant Professor, Fundamental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yingyo@ncut.edu.tw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scene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 in the freshman year, most
students have a deep dislik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 Before the course has begun,
students have already posted a “not fun, boring, and useless” label for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 Although this is the current teaching difficulty, it is not a state that cannot
be changed.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I took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academic year 106 and the first semester of academic year 107. From the final
results and feedback, I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vity not only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students but also stimulates them to learn. In other words, if you can use
the dynamic approach as the main method of teaching, and then use other teaching
methods as an aid, you should be able to make students no longer dislike Chinese
literature. Students can even learn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es are actuall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activities. Based on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project will explore how the "dynamic approach" can activate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es.
This study will re-pla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 It consists of carefully
designing some text-related "activities", such as literary board games, literary posters, etc.,
and using other teaching methods as an aid to jointly construct a teaching field that is
beneficial to learning. This will motivate students to re-interest in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and prove that the "dynamic approach" can enhance interest and strengthen knowledge in
the teaching field of the freshman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
Key words: Board games,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 design, Dynamic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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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勤益科技大學的大一國文教學現場裡，教師發現絕多數學習者對國文課程
有根深柢固的厭惡感，例如在開學第一週的詢問中，學生總會說出國文課程就是講
解不知所云的古文、背誦距離遙遠的詩詞、書寫無聊至極的作文……等等。國文課
程雖然不是唯一被視為廢課者，但總是不會缺席地出現在各大媒體版面，乃至線上
相關社群的討論中。那麼，國文教學是否應有所調整？教師是否應該深自警惕？難
道不應該投入更多心力重新規劃課程？難道不應該回應當代學習者的需求？因
此，教師在 107 學年開始在課程某些單元運用活動教學法，嘗試改變勤益學習者
對國文的負面看法，進而在 108 學年，則全面且有系統性地加入「活動教學法
（dynamic approach）」，重新規劃 108 學年 36 週的大一國文課程內容，冀望透
過精心設計且有意義的課程活動，有效引導學習者參與國文課程。
活動教學法，或稱動態教學法，在臺灣教學現場已是常見的教學法之一，如黃
昌誠〈師生合作的活動教學法——配合統整課程的教學法〉1、劉明松〈國民中學
「輔導活動」科另類單元活動設計——國中死亡教育單元活動課程設計〉2、喻麗
華〈從遊戲中學習——社會科模擬遊戲活動教學法的理論與實際〉3……等等期刊
論文。除了期刊論文，當然也有學位論文的產出，如陳世易〈激發式動態教學結合
電子白板應用於幾何教學之研究——以外角定理為例〉4、李元亨〈注意力引導在
激發式動態教學之研究——以靜電學為例〉5、白千幸〈應用適性理論開發動態教
學與測驗系統〉6……等等。不過前述研究多在 1990 至 2010 年之間，近期有較
多的相關研究，則可查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如董碧娜〈演講與口才課程教學中
活動教學法的運用分析〉7、韓愧霞〈活動教學法在職高語文教學中的應用〉8、鄭
鴻超〈活動教學法在大學英語學習中的實踐和利弊分析〉9、金駿〈運用活動教學
法促進學生主動學習——以蘇教版高中數學為例〉10及馮遠宇〈淺析活動教學法在
小學美術中的實施〉11等等。

1

黃昌誠（民 88）。師生合作的活動教學法——配合統整課程的教學法。教育研究，7，31-43。
劉明松（民 86）。國民中學「輔導活動」科另類單元活動設計——國中死亡教育單元活動課程設計。教
育研究，5，283-304。
3
喻麗華（民 79）。從遊戲中學習——社會科模擬遊戲活動教學法的理論與實際。國教之友，516， 4552。
4
陳世易（民 91）。激發式動態教學結合電子白板應用於幾何教學之研究——以外角定理為例。國立交通
大學理學院科技與數位學習學程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5
陳明璋（民 89）。注意力甲導在激發式動態教學之研究——以靜電學為例。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科技與
數位學習學程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6
白千幸（民 88）。應用適性理論開發動態教學與測驗系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碩士論文，未
出版，臺北。
7
董碧娜（2018）。演講與口才課程教學中活動教學法的運用分析。時代教育，3。
8
韓愧霞（2018）。活動教學法在職高語文教學中的應用。考試周刊，84。
9
鄭鴻超（2012）。活動教學法在大學英語學習中的實踐和利弊分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
10
金駿（2014）。運用活動教學法促進學生主動學習——以蘇教版高中數學為例。中學教學參考，2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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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研究文獻反映出當代對活動教學法的運用，泰半非在大學教育，
然而大學教育環境正急速變化，如何善用多元教學法，也是必須不斷思考之事。
至於本研究為何特別援用「活動教學法」？原因是教師在到勤益科大任職的第一
年國文課程，曾經嘗試運用不同的教學法，而「活動教學法」是最能提升技職生
的學習興趣，以及最能增加學習效力。倘若以活動教學法為主，再配合原有的各
種教學法，應當能讓勤益科技大學學習者不再厭惡國文，甚至從各項活動的實作
過程，逐漸體會國文課程是有趣又有用。

貳、 課程設計
本研究主要是反思教師在國文課程的教學困境，嘗試以「活動教學法」為主軸，
並透過課程設計及精進教具等等，提升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而 108 學年的教學
目標，依據布魯姆（Bloom）認知、情意及技能，擬定如下：



認知：透過活動理解文本內容，或者回憶重製文本內容，乃至表達討論文本
的各種元素。



情意：藉由活動去分享自我經驗，體會他者經驗，藉此組織形成個人的價值觀。



技能：經由活動的引導，能書寫或製作與文本議題相關的內容。

依據前述問題意識及教學目標，108 學年期的活動設計與實施規劃，請參閱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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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上表可知，整體規劃從「自我」為起點，即「生命簡史」與「生命拼圖」。
其次，在上學期課程中，主要是延伸至學習者可能較感興趣的「愛情」，接著則是
大學生每日必然面對的「師生」，最後再是各種「人際」的對應關係。而在下學期
課程中，則延伸至「等候家音」的親情議題，然後是「食尚勤益」的飲食議題，以
及「勤益書籤」的環境議題。簡單來說，活動教學法的設計規劃，即是立基在「自
我」與「愛情」、「師生」、「人際」、「親情」、「飲食」、「環境」的這個系
統性思考上，由「我」開展至「我與生活的人、事、物」，既是自我生命的探知，
亦是企圖讓學習者有邏輯性的閱讀討論。請參閱下圖：

更重要的是，活動編排除了具有「自我」開展至「生活中人事物」的邏輯系統，
同時含載一套提升中文書寫能力的規劃。在上學期的課程中，「生命簡史」是自我
書寫，不需要特別講求書寫技巧，隨性輕鬆地書寫下自我的生命故事；
「我來讀詩」
是改寫篇幅較短的詩歌──如《詩經》，但書寫已涉及他者；「超級聲優」是改寫
篇幅較長的語錄體──《論語》，並跨域至影音；「楚漢相爭」是面對篇幅最長的
史傳散文──《史記》，且書寫成「牌卡」，不只是傳統認知的文字。在下學期的
課程中，「生命拼圖」有別上學期的生命簡史書寫，目的是在訓練學習者能夠擷取
訊息，並如心智圖式的概念式呈現；「等候家音」既是模仿學習，亦是疑問修辭法
的練習；「食尚勤益」是影音與文字的串接，「勤益書籤」則是攝影與文字的圖文
結合，兩者皆是時下青年學子熟悉的媒介。總之，課程與活動的設計安排，既與「閱
讀」有關，亦賦予漸進的「書寫」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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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項教學活動內容雖有差異，但實施步驟卻有基本的共通性，實施步驟
皆有四階段。第一階段是閱讀文本，閱讀是國文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因
此無論活動意圖為何，閱讀是本課程操作活動教學法的基石。第二階段是串接經驗，
此為學生能否真正參與活動的關鍵，文本提供我們什麼樣的訊息？與我們什麼生
活經驗有關？從文本延伸至學習者的經驗，通常必須透過學習者較有感的元素，如
電影、動漫、時事……等等。第三階段是實施活動，針對不同文本或不同主題，操
作相關的實作活動，引導學習者主動參與相關議題。第四階段是分享回饋，若因活
動而忽略活動背後的學習意義，活動往往只達到有趣，卻悖離有意義與有用，所以
任何活動的最後一階段，皆必須要有分享回饋，從學習者的分享回饋，再到教師的
總結說明。至於各項活動的實際操作，下文將有更詳細的說明。

參、 教學實踐
本研究是針對活動教學法如何於大一國文進行教學實踐，所以其下即說明「生命
簡史」、「我來讀詩」、「超級聲優」、「楚漢相爭」、「生命拼圖」、「等候家
音」、「食尚勤益」及「勤益書籤」八項活動的實踐情況：
一、生命簡史
有關「生命簡史」的活動，乃是針對《左傳》的「重耳出亡」，因此文本閱讀過
程，先讓學習者牛刀小試找出重耳的 5 至 7 個生命大事件，並畫出生命起伏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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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線。如圖 1：
在完成重耳出亡的故事線之後，再讓學習者回視自身，找出 5 至 7 個生命事
件，同樣畫出故事線，只是這次為「我的生命電波圖」。如圖 2：

這個單元的最重要活動，則是課後作業「生命簡史」，書寫份量是自行設定，
而書寫內容與最為熟悉的自我有關，所以在「書寫」層面，應當是較為簡單。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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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活動的意義，卻是極具重量，畢竟無法面對自我，其實很難面對他者。雖然，
學習者呈現的生命簡史，沒有好壞區別，例如胡亂書寫也是一種生命樣態的宣示。
但在教師評閱的視野上，仍舊不得不有優劣差異，完成度較高的作品， 如圖 3：
「生命簡史」活動是以上台分享作為收尾，上台分享則又與書寫內容有所不同，
有些書寫內容豐富的學習者，羞於上台或不善口語表達。相反的，有些書寫內容簡
易的學習者，勇於上台或口沫橫飛。無論何種情況，皆是提供學習者能夠自我認識
與自主學習的機會，如前者能思考如何將豐富內容轉化成流俐的口語表達，後者則
思考如何將上台分享內容轉化成文字敘述。

三、 我來讀詩
在閱讀完《詩經》中的〈漢廣〉、〈擊鼓〉、〈碩人〉、〈溱洧〉之後，在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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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讀詩」之前，教師先讓學習者在課堂上進行一次「改寫重組」的熱身練習，即被限
定的「詩歌改寫與重組」，如圖 3：

在改寫部份，讓學習者在夏宇〈甜蜜的復仇〉原有詩句上，另外增添三行以上
的新詩句。在重組部份，限制學習者不可挪動鄭愁予〈錯誤〉的首、末兩句，其餘
皆能重新排編，亦可改動原有詩句。第一首夏宇〈甜蜜的復仇〉是為人熟知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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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詩，在回憶不再是情人的前情人，甜蜜與復仇是交雜為一。正因為如此複合的追
憶，「復仇」少了些棄婦的哀怨，反而強化獨自享受「老的時候／下酒」的詼諧之
感。這種面對分手的自在感，不正是大學生必須學習的「我－他者」課題。然而由
教師閱讀講解，學習者較難進入詩歌，若使學習者自行改寫，便必須深刻理解詩歌
內涵，方能符合原詩且有意義地增添詩句。第二首鄭愁予〈錯誤〉，也是眾所皆知
的情詩，而「重組」雖非直接創作，卻可視為間接創作。且在重組過程中，學習者
同樣必須理解詩文，方能有意義重組。以圖 4 為例：

此組學習者對夏宇〈甜蜜的復仇〉的改寫重組是，加入「讓影子隨風

飛 翔

／ 輕 輕地／慢慢地／塵封／想的時候／嚐一口／念的時候／防朽／老的時候／
下酒」。學習者對原詩意在「甜蜜」，而非「復仇」，顯然已有理解與體會，故
將重心關注 在「想」、「念」，即重組說明裡提到的「影子代表思念」。當
然，也如教師於評語 所言，「但原詩空白本是讀者可以想像傲翔處，填滿後，
是否壓縮此想像空間？」 改動後的作品，自有好壞區別，可以學習者透過「改
寫重組」的閱讀經驗，應是 更能深入內心。總之，此熱身活動看似簡單，但對
不愛書寫的科大生來說，實為 一種必要的引導。
在詩歌改寫與重組的熱身活動之後，學習者的課後作業，就是自行挑選一首詩
歌，再進行改編式的重新創作，此即活動二「我來讀詩」，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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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改寫與重組，再到「我來讀詩」的前後接續活動，其實除了創作意義之外， 更
要解構的權力結構，傳統課室的話語或知識，往往被「教師」所掌控，但透過活動
方式，「教師」身分將有所轉變。因為，活動教學法提供學習者的是學習情境，而
非直接吸納知識。在學習情境中，學習者可以建構自己的知識，當然也擁有自己的
話語權。如同夏惠汶《PTS 教學法：微型社會中的主題式教與學》所言，「理性主
義窄化了我們認識世界的高度，而後現代主義則強調個人的獨特性和差異性，並認
為知識不應以權威為圭臬，每個人都有解釋的權利」（頁 8），「我來讀詩」就是
呈現尊重個人差異的去權威課堂。
絕多數組別的讀詩，當然會是四人讀一首的共同改寫，但也有學習者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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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差異」，所以出現了同組成員針對同一首詩的不同改寫，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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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組的三位學習者，雖然選定席慕蓉〈盼望〉作為改寫文本，但最終在「我來讀詩」
的上台分享時，則是各自朗讀自己改寫的詩歌，即圖中的「改編 1」、「改編 2」
及「改編 3」。而且在改寫的想法上，皆有獨特的思考方式，如「改編 1」在說明
改寫原因時提及，為何第一段改編成「其實我想挽留的／也不過只是那份悸動／如
同我就算沒有提起／也沒有忘記」，因為「『如同我就算不再提起』兩句表示詩中
主角如今雖然隱藏了追求夢想的過往，但他從不曾遺忘過」。再如「改編2」的改
寫想像是，「男女主角總是擦肩而過，但他們其實互相喜歡，所以才希望對方能多
看自己一眼或多給自己一個笑容。因此他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彼此相視而笑，對
他們來說這就是最美好的瞬間。但因為他們還不知道對方對自己的心意，而且未來
還有太多的不確定，所以就算最後的結果是別離，回憶也能停在最美的那一刻」。
從這些分享與說明可知，當學習者不再只是單向接收教師的知識， 藉由精心設計
的活動，其實也能達到一定學習效果，而且是自主學習的成果。其次，除了簡報之
外，亦有組別採用「簡報」與「影片」的同時呈現，如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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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組學習者是改寫余光中〈等你，在雨中〉，若就文筆而言，此組學習者確
實不如前組。但是，學習者本即有不同強項，加上文學如何與學習者生命的串
接， 亦不能且不會只有一種。更重要的是，此組學習者的讀詩，透過「預告
片」（https://youtu.be/R-yOYUYyPP4）及「影片」
（ https://youtu.be/dKutzD7aqOI），亦見用心與投入。因此，「多元」是活動教
學法的優點之一。

三、超級聲優
第三個活動是「超級聲優」，此活動是安排在《論語》課程中。無可諱言， 絕
多數學習者雖熟知《論語》這個古典文本，但卻又極度厭惡這個古典文本。顯然在
過往的學習經驗中，學習者無法從閱讀中獲得共鳴，乃至對自我生命有何養份。正
因如此，「超級聲優」這個活動設計，旨在讓學習者理解《論語》究竟提供何種學
習內涵。在活動之前，必須先完成兩件事：
（一）教師先講解《論語》的〈學而〉，引導學習者重新思考《論語》內容，
如「學而時習之」除了解讀為「學習後要不斷複習」之外，更能理解成「學習後，
能夠在適當時間去實踐所學習的內容」。而後者的理解方式，更貼近生命的真實情
況，且也能引發學習者的共鳴。
（二）學習者完成「《論語》球隊」學習單，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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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習單的意義在於，古典文本出現的人物，如何安排在今日的籃球隊，實能幫助
學習者先熟悉《論語》裡的「人物」，《論語》如何記述這個人物，或者人物有何
性格？若能合理安排人物在籃球隊的各個位置上，當然就不只是「理解」文本， 而
是更進一層的「應用」，甚至是「創造」（Benjamin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學》，
2001）。如圖 8 中的「為人敦厚，具領導能力」，是學習者「理解」文本的仲弓；
再因領導能力將仲弓置放在控球後衛，則是「應用」
；而從顏回與子路，延伸至NBA
的 Steven Curry 與 Draymond Grreen，又是「創造」出學習單未問及處。
不過，上述學習單主要是為「超級聲優」暖身，本單元重頭好戲是在「超級
聲優」這項活動，操作方式可參閱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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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現較為完整的作品（https://youtu.be/w3Izp_OFVt8），此組的劇本編寫見於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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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劇本編寫的完整度來說，此組顯然有待加強。不過，依錄製成品而言， 卻
是表現突出。其成品具有三項重要特色：一是以「學生」（宰予）立場為改編視野，
說明學生為何會「晝寢」。姑且不論這個說明是否能夠被接受，但至少有明確所欲
傳遞的訊息，看似無故晝寢，實則有背後原因。二是聲音掌控有細膩度， 絕多數
學習者的錄音品質不佳，即有雜音，甚至會錄進無關緊要的聲音，但此組對聲音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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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有要求。教師詢問該組學習者之後，得知組中有專門玩音樂的學習者，這也讓
同課室的其它學習者，獲得另一種學習典範。三是網路流行語的文字遊戲，如「母
湯啦」是網路的火紅用詞，即台語「不行」。再如「愛錢七分，牛排三分」及「那
我也要睡啦」
，亦皆是網紅帶動網路世界的流行用語。試想在網路流行語與《論語》
原文的對應過程，是否能夠找到對話的可能性？教師是抱著樂觀態度，例如孔子若
生活在當下，或許也不會執著於絕對不可以「晝寢」，畢竟世界已經換了個樣貌，
即要有〈學而〉第一章的「時」──適當時間。

四、楚漢相爭
《史記》是 108 學年第 1 學期的最後一個單元，此單元主要閱讀〈項羽本紀〉
與〈高祖本紀〉，而活動是教師自製的「楚漢相爭」文學牌卡。有關這個活動也有
設計上的特別安排。教師會先簡單帶讀文本，之後則由學習者進行心智圖繪製。心
智圖繪製是先讓各組抽取一張人物卡，如圖 10：

抽取到那一位人物，即以該名人物作為主題，再次閱讀〈項羽本紀〉與〈高祖
本紀〉。這次重讀的焦點，可以完全聚焦在某一人物上，極盡可能將其全盤托出。
不過，因為人物在文本上的訊息，有多寡的區別差異，所以各組在心智圖的難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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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實一開始即有不公平。這項書寫除了提供更進一步理解文本，同時也傳遞社
會上的不公，此亦將與「楚漢相爭」的牌卡遊戲有關。
另一有趣的是，在各組書寫心智圖的過程中，學習者其實會有不少提問。如以
「漢兵」與「楚兵」為主題者，多半會提問訊息那麼少，究竟要怎麼寫？或以「秦
始皇」為主題者，則會提問看似重要卻是過場人物，根本無法繪製出好的心智圖！
坦白說，絕多數提問都是要魚吃，而未思考如何自己釣魚。然而，也正因學習者已
提問，所以距離如何自己釣魚，算是往前跨越一步。教師只要給予適當引導與支撐，
如告知學習者「就是因為缺乏完整的資訊，才讓我們必須思考」（Edward de Bono,
2016）12，學習者為了解決當下面臨的問題，便產生想方設法的主動學習。
在學習者以心智圖重讀文本之後，接著就是「楚漢相爭」文學牌卡的活動， 如
圖 11：

牌卡活動具有強烈的娛樂性，但教師在三次改版後，不僅美化牌卡與修正規則，
同時也將文本的人際對應問題，更鮮明地加入牌卡。如「天命難違」
、
「苛政如虎」
、
「力能扛鼎」……等等，皆是出自文本。再如初版設計時，人物卡為九張，改版後
增加秦始皇、張良及范增，除了更加完備楚漢相爭的人物，亦是豐富遊戲的複雜對
應關係。總之，教師透過牌卡遊戲的活動設計，旨在激發學習者對文本的興趣。
在「楚漢相爭」活動之後，再以「自製桌遊小體驗」作為本單元收尾。顧名思
義，自製桌遊小體驗就是讓學習者自行製作桌遊。學習者製作過程與成品，參閱圖
12：
12

愛德華狄波諾（Edward de Bono）：《如果選項有兩個，選第三個：思考大師狄波諾
的思考力訓練 11 講》，臺北：臉譜城邦文化出版，2016 年 1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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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學習者所完成的自製牌卡，全部是牌卡的初稿。雖然如此，但教師用
意在於，學習者在「楚漢相爭」的活動中，既已察見文學與桌遊的聯結，實可再引
導他們嘗試自製文學桌遊，為未來閱讀埋下種子。另外，教師視此活動與微學分課
程「經典文學與桌遊設計」為縱向深化的群組課程關係，學習者可將初稿帶至微學
分課程中，進行較完整的編製。甚至，學習者未來可再運用製作完成的自製文學桌
遊，參與勤益通識學院所辦理的文學桌遊營隊隊輔，從「學習者」轉換成「教學者」
。

五、生命拼圖
108 學年第 2 學期的第一個活動是「生命拼圖」，閱讀文本如張愛玲〈我的
天才夢〉、桂文亞〈刀疤老桂〉……等等，此活動的意義，相同於 108 學年第 1
學期的「生命簡史」，皆是立基在「自我」。不過，「生命簡史」是針對左重出亡
的古典文本，「生命拼圖」則是閱讀〈刀疤老桂〉等現代文本，實有古今對讀的目
的。其次，在生命簡史的書寫之後，再次引導學習者面對自我生命時，重點則是焦
聚在當下自我如何思考，生命中那些人事物是有趣或有意義的元素。
學習者在此活動所完成的作品，或以書寫為主，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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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創意為主，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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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何種表現，皆具學習者自我生命的獨特性。如以書寫為主的同學，雖較
少創意，但其本即善長書寫，作品當然以己之長。反之亦然，後四張的生命拼
圖， 學習者雖然書寫能力不如前者，但卻運用較有創意的方式，使得此次作品
分享時， 獲得台下同儕的正面回饋。以最後一張為例，該名學習者善長運動，
因此絕多數的活動學習單，完成度皆不盡理想，但此次作品模仿老街常見販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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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拼圖，一變成為自我的生命拼圖，讓教師及同儕眼睛為之一亮。而課程設計
活動意義， 絕非要比較作品的孰優孰劣，而是希望藉助活動讓學習者能夠疏理
自我生命，或可透過不斷檢視自我，獲取更多成長的養份。
六、等候家音
108 學年第 2 學期的第二個單元，此單元主要閱讀〈聽母親說話〉、〈我
的四個假想敵〉……等等，而活動是「等候家音」。其下是活動照片：

此活動意圖讓學習者體會並學習文本中的疑問修辭，如蔡逸君〈聽母親說
話〉裡有：「這時母親卻笑了，抬頭看著我，說是不是覺得媽媽很囉嗦？說話說
個不停，不敢回來？」這是一段很棒的疑問句，除了聽覺的「說話」，同時有
「笑了」與「抬頭看」的視覺描繪，更拈出親情互動的可能盲區，「無話不說」
與「無話可說」之間，是否意味囉嗦與無情？當教師說明文字的厚度時，學習者
通常很難感受，但若試著書寫自身發生或想像的親情對話，則有可能體會文本的
高明處。而此活動最終挑選出 8 位學習者所寫的疑問句，並製作成文學互動海
報，張貼在通識迴廊的公告欄：
1.
2.

怎麼都沒有打電話回家？
一個人住外面還習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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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你有讀書嗎？
爸爸的 youtube 不能用，這週能回來教他嗎？
我又沒叫你回來，你怎麼回來了？
有沒有每天戴口罩？
晚餐想吃什麼？
坐幾點的車？要不要我去車站載你？

勤益學習者所寫問句，相比於蔡逸君〈聽母親說話〉與簡媜〈漁父〉，可謂高
低立見。不過，在這些問句中，其實也可察見一些好的書寫元素，例如「晚餐想吃
什麼」是真情真意的日常生活，再如「有沒有每天戴口罩」，則是父母對子母的關
心與擔慮。當然，也有衝突意味的「我又沒叫你回來，你怎麼回來了」， 但檢閱
互動海報的回饋，絕多數回應此句的勤益學生，皆是由正面去回答，如「我知道你
們想我了！」、「我喜歡回家，因為家給我一種溫暖的感覺。」、「我想你們了呀！
不然我回學校囉？」。所以，顯然理解為「反問」，「沒叫你回來」並非責罵，反
而是一種捨不得子母奔波的心疼。

此活動不僅讓教學場域從「班」擴張為「校」，同時更將學習轉換成文學互動
遊戲，作品張貼於海報的學習者，能夠獲得正面鼓舞，回應海報問句的學習者， 則
會扭轉對文學的刻板印象。

七、食尚勤益
108 學年第 2 學期的第三個活動是「食尚勤益」，課程所閱讀的文本有《射
雕英雄傳》的「黃蓉燒菜」，以及焦桐〈珍珠奶茶〉……等等。學習者剛入大學，
出門在外絕對少不了吃喝，所以飲食文學是學習者較易投入的一個單元。正因如此，
結合「影片」與「文字」的高難度活動，置放於此單元應該較易引導或操作成功。
活動分成四階段：第一階段是教師說明，包括影片內容、影片時間及拍攝方式；
第二階段是製作「食尚勤益分鏡」，請各組規劃至少 10 個鏡頭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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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是各組的拍攝及後製；第四階段則是課堂分享。此活動的四階段，
僅用三週的課程時間，而絕多數組別皆能完成，教師認為實屬難得。且在如此緊
湊的三週時間裡，某些組別影片有開收場、橋段編排、字幕……等等，完成度可
謂令人讚賞。如食尚勤益影片編號 01（https://youtu.be/XAg3tqN3olo），該組影
片開場的組成元素是，類預告片、路線說明及前往過程。主要內容則是餐廳門口
至店內，接著服務生上餐與餐點，加上享用後的評點。最後再以 NG 集錦為結
尾。基本上，影片優點是整體流暢，風格唯美，但又有搞笑，而缺點應是評點內
容稍嫌不足。

另外，在同儕評分中，此組亦獲得許多好評，如「評點很好笑」、「看完後
很想馬上去喝咖啡聊是非」、「感覺後製很用心」。除此組之外，食尚勤益影片
編號 02（https://youtu.be/IwLShTUN6EY），則是節奏明快，說明豐富，但鏡頭
運用偶有晃動。食尚勤尚影片編號 03（https://youtu.be/mmlAFZAE3n4），以模
仿網紅為開場，影片多有笑梗，亦有不錯的整體呈現，可惜採用直式畫面。總
之，學習者既非相關專業科系，後製影片又是耗時費力，教師認為學習者此項跨
域活動中的表現，已是令人十分滿意。

八、勤益書籤
在教師最初的構想中，「勤益書籤」是學習者對勤益校園的認識，然而幾經
思量後，決定將「勤益書籤」作為全學年的最後一個單元。調整原因在於，本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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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前的文本閱讀，不僅有楊牧〈又是風起的時候了〉與丁威仁〈逢甲八景〉的校
園書寫，同時亦有楊佳嫺〈我的溫州街〉對學校周遭的書寫，乃至陳列〈玉山去
來〉對獨特地貌的書寫。換句話說，此活動雖是學習者與勤益校園的鏈結，但目
的卻是引導學習者用心認識自我生命與環境場域之間的關係。當然，此活動是
「攝影」與「文字」的結合，亦有跨域學習的意義。

學習者完成作品如下：

勤益書籤編號 01

勤益書籤編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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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書籤編號 03

勤益書籤編號 04

勤益書籤編號 05

勤益書籤編號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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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有單張、兩張或數張的呈現方式，編號 01 作品是鑲進「勤益」二字；
編號 02 作品是美編較佳，最具書籤樣式；編號 03 作品的文字，「夕陽輕說／
面 對錯誤／比起／沉溺錯誤／好的多」，一日之計在於晨，而一日之省在於
昏，校園黃昏景色不僅是景色，同時也是學習者面對自我的獨特場域；編號 04
作品是
運用兩種顏色變化，呈現校園的兩種風貌，更指出兩種不同心境；編號 05 作品
的文字，「從半夜／與隊員剪輯完／食尚勤益／滿是疲倦回房／卻有晨曦美景／
安慰了這通宵」，「半夜」與「晨曦」是描繪如何認識校園，而「安慰了這通
宵」是平復徹夜未眠的哀怨，「通宵」則有控訴出題教師的幽默；編號 06 作品
的「坐落在窗台邊／努力運轉的／／是壓縮機／還是被壓縮的夢想」，這是以景
寫情， 或許也傳遞絕多數學習者的失落。

肆、 結論：教學成果分析與檢討
一、教學成果分析
根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處提供的「108學年度教學意見統計表」（參閱
附件一），教師將教學評量分數製作成下圖：

整體而言，學習者在學校填寫系統上的量化數據，108 學年第 1 學期的三班平均
是「4.6」，第 2 學期的三班平均是「4.74」。此量化數據相較於教師 107 學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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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量分數，分數是有所提升，且在學年課程中最為擔慮的第 2 學期，不僅未有
失控現象，活動教學法給予教學現場的助益，也直接反映在教學評量分數上。然而，
除上述正面訊息之外，教師也察覺到一些有待改進處，如在第 1 學期課程 W455
的細項 8「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完全不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填寫「同意」有 2
位，雖然比例很少，但亦是教師必須自我反省。活動教學法的大量操作，導致教師
約略於第六週才能記住全部學習者姓名，而活動教學法又必須立即與學習者直接
互動，或許在此過程，有學習者被忽略。因此，教師在第 2 學期進行分組的調整，
以及更多一對一的討論，遂使課程 W459 在細項 8「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完全不
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並未再有學習者勾選「非常同意」與「同意」。當然， 活
動教學法既以活動作為主軸，活動過程總有學習者無法參與，如何讓活動教學法能
夠引導每位學習者，可謂是永遠必須努力的難題，而未來在相關課程的操作過程中，
教師應當更用心於每個學習者的學習狀況。
另外，本研究也針對活動教學法是否能夠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以及改善
「國文」是無用無意義的課程，進行前、後測13。前、後測皆包括下列四大題，
「關於國文課程的學習經驗」、「對國文課程的認知」、「在學習過程的態度」及
「在學習過程的行為」。然而，前測是針對學習者過往的國文課程學習經驗，後測
則是在勤益科大修習完國文課程後的回饋。相關分析如下：

13

前、後測的完整問卷，請參閱附件二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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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後測的呈現裡，無論是有趣、有用或有意義，後測數值皆遠高於前測數
值， 顯見課程有系統性地加入「活動教學法（dynamic

approach）」，使得以古

典文本為教授的大一國文，仍舊能夠有效引導學習者參與課程。其次，「超級有用
／超級有意義」與「有用／有意義」，比例皆是 92.9%，學習者之所以認同有用有
意義，其實正因為「國文課程學習能夠增長文學知識」、「國文課程學習能夠了解
文化差異、個別差異」「國文課程學習能夠培養閱讀習慣」「國文課程學習能夠建
立良好價值觀」「國文課程學習能夠改善人際互動關係」「國文課程學習能夠提升
口語表達能力」及「國文課程學習增強實作技能」，在上述選項中勾選「非常同意」
與「同意」，皆超過 90%。另外，「超級有用／超級有意義」與「有用／有意義」，
的 92.9%，較之「超級有趣」與「有趣」的 87.5%，更反映出一項重要訊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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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容易使學習者只樂於活動，忽略活動中的學習意義，但是審視後測的回饋數
值，「有用／有意義」較「有趣」為高，確實令人感到欣慰。
二、教學成果檢討
教師對較正面回饋的意見，當然感到心喜，認真且耗時的備課，終於有助學習
者的學習。然而較負面回饋的意見，其實有些是非常重要，因為皆是精進課程的關
鍵訊息。所以，在「學生質化意見」有一段重要回饋，「在課程設計中希望不要一
開學就分組，根本無從得知組員素質，從頭到尾都自己在寫，還要配合他們假裝他
們有在幫忙，其實感覺不是很好。也謝謝老師的教學內容豐富。」分組是活動教學
法的重要環節之一，但如何分組是一門難題，回饋意見提到「不要一開學就分組，
根本無從得知組員素質」，可謂切中開學分組之弊。教師在開學即分組，自有課程
的需求，例如同儕間的破冰，抑或教師快速認識學生，當然更重要的是活動教學的
操作所需。但無論如何，上述回饋顯然是認真投入課程的學生意見，教師必須有所
檢討與回應。其次，在活動教學法的操作過程，時常需要學習者投入小組討論中，
然而教師卻察見少數學習者無法參與小組討論，甚至經由教師引導後，仍舊無法參
與小組討論而影響參與意願，撇除根本不想不要參與的極端情況後，教師該如何能
夠讓學習者皆能樂於活動或小組討論，也是未來必須面對且努力解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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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08 學年之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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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請同學為國文把把脈」前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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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請同學為國文把把脈」後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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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課程學習成效分析
魏明敏 1、胡詠翔 2、陳維東 3、陳泰融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4

1,2

、雲林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 3、維吉尼亞

理工大學工業工程系

4

weimm@yuntech.edu.tw1, hsiang@yuntech.edu.tw2, chenwt@yuntech.edu.tw3,
taijungchen@vt.edu4

摘要
有鑒於選修通識課程之學生專業背景差異懸殊，為配合教案設計，首先將教學
目標與學習成果相互結合，設計規劃適切的評量測試題目，以評估修課學生的知識
程度，繼而調整授課方式以協助修課學生學習，並預期修課學生有良好的學習成效。
故本研究以評量測試為工具，進行通識「生生不息」課程之學習成效分析。將於學
期開始進行期初評量測試，以了解學生程度，並做為教師調整課程之依據；並於學
期結束時，以相同題目再次進行期末評量測試，以評估學生之學習成效。課程內容
包括：生命之初、生命成長以及生命永續。評量測試題目分為關心程度、了解程度
以及課程內容等三部分。關心及了解程度分別針對細菌病毒、慢性疾病、衰老過程、
四道人生以及生命永續共計五個議題， 由學生自我評估程度(數值介於 1～10)。
修課人數 36 人，其中 5 人因故未完成期初或期末評量測試，實際完成評量之學
生數為 31 人(管理學院 16 人、工程學院 8 人、設計學院 5 人、人文與科學學
院 1 人、未來學院 1 人)。
研究結果顯示，期初之關心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生命永續、衰老過程、細菌
病毒、慢性疾病、四道人生；期末之關心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生命永續、慢性疾
病、衰老過程、四道人生、細菌病毒。期初之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 生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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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衰老過程、細菌病毒、慢性疾病、四道人生；期末之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
生命永續、衰老過程、四道人生、慢性疾病、細菌病毒。期末五個議題之自我評估
之關心以及了解程度皆較期初有顯著之增加。
期初評量十五題問題全班平均答對 8.3±1.9 題，若滿分為一百分計，全班平均
得到 55.3 分，並無滿分者，僅有 8 人答對 10 題以上(佔 25.8%)。在了解修課學
生的知識程度後，繼而調整授課方式以協助修課學生學習，採三明治教學理論， 使
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與技巧，包括：講述法、小組討論、影片觀賞及體驗實作等之綜
合應用。期末評量答對 11.8±1.9 題，兩人滿分，答對 10 題以上者 26 人 (佔
83.9%)。從期初及期末評量測試結果之顯著差異顯示，修課學生之學習成效正向且
積極。
關鍵詞：評量測試、自我評估、成效分析、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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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earning Effect on the Circle of Life
Ming-Min Wei1, Yung-Hsiang Hu1, Wei-Tong Chen2, Tai-Jung Chen3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NYUST1,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YUST2,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 Systems Engineering,
Virginia Tech3
weimm@yuntech.edu.tw1, hsiang@yuntech.edu.tw1, chenwt@yuntech.edu.tw2,
taijungchen@vt.edu3

Abstract
In regards to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major background, the course objectiv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re merged and designed into pre-lecture self- evaluating questions;
through the outcomes of evaluating assessment, the lecturing style and materials are
adjusted, in order to meet the teaching proposal and best assist students’ absorbency. This
study intends to use the assessment test to analyz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n The Circle
of Life course in the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YUST).
The initial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semester to

identify

the general level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result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further adjustment
on the course’s content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identical questions will be used
again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learning.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the
beginning of creature, the human lifespan, sustainable life. The assessment question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level of concern about related issues,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main concepts taught in the overall course. The
level of concern and understanding are evaluated by students themselves, with the value
between 1~10. There were thirty six students in total in class, yet five of all did not
complete pre-lecture or post- lecture assessment, hence, only thirty-one students actu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urse evaluation (16 from 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eight from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five from the College of Design; one from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Applied Sciences; one from the College of Future).
The parts testing on the level of concern and understanding focus on five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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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s: bacteria and virus, chronic diseases, aging process, four things to say when one is
facing death (abbreviated as “four things” from now on), and sustainable life.The orders
of the level of concern on initial evaluation from high to low is as follows: sustainable life,
aging process, bacteria and virus, chronic diseases, and “four things”. The orders of the
level of concern on final evaluation is sustainable life, chronic diseases, aging process,
“four things”, and bacteria and virus, from high to low. The orders of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n initial evaluation from

high to

low is sustainable life, aging process,

bacteria and virus, chronic diseases, then “four things”. The orders of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n final evaluation from high to
process, “four things”, chronic diseases,
concern and understanding for the five

low is as follows: sustainable life, aging

then bacteria and virus. Both the level of

topics on final evalu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initial evaluation.In the 15 questions on the initial evaluation, students answered
8.3±1.9 questions correctly on average, with the actual average score of 55.3 out of
100.Only eight students (accounting for 25.8%) got more than 10 questions right. After
acknowledging the related expertise extent, “Sandwich Teaching Technique” was adopted;
synthesize methods, such as didactic teaching, team discussions, video appreci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were employed. Regarding the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average number
of questions, 11.8±1.9 questions were answered correctly, and 26 students (accounting for
83.9%) answered more than 10 questions correctly. Based on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itial and final evaluation results,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students are
positive.
Keywords: Assessment test, Self-assessmen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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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當代通識教育課堂，教師也開始執行教學實務研究。這是藉由研究方法與證據，
一方面改善教學品質，一方面提升學習成效，以驅動教師持續修正並找出適合學生
學習方法的教學策略(Mettetal, 2012)。學習評量是教學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若
教師能審慎運用學習評量，使教學目標與學習成果相互結合， 必有益於教師教學
以及學生學習。現今授課方式趨勢已明顯從教授者為中心的傳統講述授課方式，邁
向師生協作的學習者中心之教學模式(黃政傑，民103；黃彥文，民 107)。教師若能
於學期初以學習評量評估學習者的知識程度，繼而依據學生程度適當調整課程，當
可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又，於課程中填寫學習單可評量學生獲取知識後，從而產生
的外顯行為，以及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情形，亦可讓教師充分了解及協助學生之學習
狀態。而期末以學習評量測試，除可反應學生之學習成效外，亦可作為教師日後調
整改善課程之依據。
雲科大通識教育自民國 100 年起開始實施，課程旨在培養具知識整合能力、
國際競爭優勢、人文與科技兼備之人才。除了教授學習科學與科技綜合下的多元文
化之創新力，以及建立國際視野之國際觀之外，更期望加入社會與文化倫理下的公
民素養之道德力，以及社會關懷之實踐力。依據雲科大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授課教
師參考台灣通識網生生不息之生命科學與哲學之相關資料(生生不息之生命科學與
哲學，民 110)，以及減少雲科大通識課程中相關議題內容之課程，並加入飲食教
育課程內容而規劃出「生生不息」之教學目標，除了教授學生科學知識外，更著重
於培養學生之科學素養、思辨能力以及關懷社會的能力。
本課程旨在引導同學認識生命始末的關係，並啟發同學深思人生過程中自己
擔任的角色與責任。本課程概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生命之初，生命的起 源、物
種間互動關係、人生故事；第二部分生命成長，簡介成長發育、衰老與永生；第三
部分生命永續，課堂討論飲食教育、綠色飲食指南、精彩人生。並進行飲食教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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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推動綠色飲食指南活動競賽。期望透過教授過程的互動討論，建立正確的觀念
與執行力。
雲科大五個學院(工程學院、管理學院、設計學院、人文與科學學院、未來學
院)學生所學各異，使得此課程之教授極具挑戰性。如何以學習者為中心有效評估
修課學生的知識程度，如何調整授課內容以協助修課學生學習，又如何使修課學生
獲得良好的學習成效，皆為授課教師需面對之重要課題。
本研究擬以評量測試為工具，進行生生不息課程學習成效分析。於學期第三週
進行期初評量測試以評估學生知識程度，除了做為教師調整課程內容之依據，亦可
協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及學習方向；於學期末再次進行相同題目之評量測試，藉由
期初與期末評量測試之差異，進行修課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

貳、

文獻回顧

教授與學習互為一體兩面且密不可分，整個學習過程包含了教師針對教學目
標的建立、學習者了解授課內容方向、教師依學習者設計作業、學習者執行作業、
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相互溝通等，而教授者與學習者雙方的合作狀態，會反應在學習
成效。學習成效評估的核心應包含評估學習者的知識層次、由知識而產生的外顯行
為以及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情形等。因此，評估需要充分融合於教學活動中，並理解
學習成效不應僅止於學科測驗，學期成績應是知識與學習行為的加總，有效運用學
習評量實屬重要(黃淑玲，民 100；黃淑玲，民 102； Panadero, et al., 2019)。學習
是個錯綜複雜的過程，需要依照教學目標設計學習目標，並選擇合適的學習活動或
作業類型，評估學生參與後達成學習目標的程度；並可依據評估結果適度調整教學
設計(Maki, 2010; Naumann, et al., 2019)。若學習目標、教學目標與評估三者間配合
良好，可使教導、學習更有效率。教學過程除了知識傳承，亦可藉由評分結果引導
教學方向與學習，而非僅止於配合考試而教；這也是學習成效學者所提倡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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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達成學習成效準則，並非為了考試而教學」（Teaching to the criteria, not to
the test.）概念（Walvoord & Anderson, 2010）。
學習評量是教授與學習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不僅能增進學習成果，亦能引
導學生學習方向，檢視學生學習成效。依據教學歷程及評量目的，可將教學評量分
為四類：(1)安置性評量：於教學前實施，測試學習前所需的知能， 及決定學習前
已達課程目標的程度；(2)形成性評量：於教學中進行，提供學生和教師有利學習進
步之回饋；(3)診斷性評量：針對形成性評量結果所得之診斷訊息，提供改善措施之
參考；(4)總結性評量：於教學後實施，針對教學目標達成的程度，及學生學習成果
進行總檢討(簡茂發，民 88；江雅琪，民93)。針對課程進行的考試，McKeachie &
Svinicki (2006)認為此規劃應具備下列觀念：(1)學習比成績重要；(2)考試應同時是
評鑑的工具和學習的經驗；(3)提供回饋比評定成績重要；(4)即使部分主題，如學
習動機，不易給予成績評定，仍須針對主題成效的評估；(5)應避免因此引發學習者
焦慮和惡性競爭。學習評量的積極意義，應是一種為學習而評估，並可作為回饋整
體教學的重要依據。評估學習的方式需融入課程規劃，且要了解學生學習進展的過
程，而非僅止於測試學生的知識深淺及記憶強弱（Bennett, 2018）。因此，如何將
評量融入課程規劃中，又如何將知識轉化為可觀察、能評量的能力，並運用評分策
略達成改善教學與學習之目的，更顯重要(蘇錦麗、黃曙東，民 99)。
有鑒於教授者與學習者相互間關係密不可分，以及巧妙運用學習評量極其重
要(Jones, 2014)。教師若能審慎將評量列入教學規劃中，讓教學目標與學習成果相
互結合，應能充分反應出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成效。因此，本研究擬將此概念實
施於「生生不息」之通識課程，於學期初測試評量以評估學習者知識程度，繼而以
師生協作的學習者中心調整課程，引導學生學習方向，並於學期末測試評量以評估
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參、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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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評量測試為工具進行「生生不息｣通識課程之學習成效分析。研究方
法如下：於學期第三週進行期初評量測試，以評估學生知識程度，且做為教師調整
課程之依據；期末時以相同題目，再次進行評量測試，藉由期初及期末評量測試間
之差異，進行修課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選修生生不息課程之學生共 36 人，其中
5 人因故未參與完成期初或期末評量測試，實際參與評量者
共計 31 人(管理學院 16 人、工程學院 8 人、設計學院 5 人、人文與科學
學院人、未來學院 1 人)。
首先將教學目標與學習成果相互結合，設計規劃適切的評量測試題目，以評估
修課學生的知識程度，在了解修課學生的知識程度後，繼而調整授課方式以協助修
課學生學習，採三明治教學理論，使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與技巧，包 括：講述法、
小組討論、影片觀賞及體驗實作等之綜合應用，以協助修課學生學習，並預期修課
學生有良好的學習成效。
「生生不息」之教學目標，除教授學生科學知識外，亦期能培養學生之科學素
養、思辨能力及關懷社會的能力。課程之目標旨在引導同學認識生命始末的關係，
並啟發同學深思人生過程中自己需擔任的角色與責任。本課程規劃為三部分，第一
部分生命之初，生命的起源、物種間互動關係、人生故事；第二部分生命成長，簡
介成長發育、衰老與永生；第三部分生命永續，課堂討論飲食教育、綠色飲食指南、
精彩人生。並進行飲食教育宣講，推動綠色飲食指南活動競賽。期望透過教授過程
的互動討論，建立正確的觀念與執行力。
設計之評量問卷分為自我評估關心程度、了解程度以及課程內容三大部 分，
第一、二部分關心程度及了解程度，分別針對細菌病毒、慢性疾病、衰老過程、四
道人生以及生命永續等五個議題，由學生自我評估程度(數值介於 1
～10)。（詳見條列問題一）。第三部分課程內容問卷，依十八週課程內容選
擇設計 15 個問題，選擇項目分為「不知道｣以及三個答案選項，沒有概念者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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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勾選「不知道」，稍有概念者可依其了解程度選擇做答（詳見條列問題二）。於
學期第三週進行期初評量測試以評估學生知識程度，且做為教師調整課程內容之
依據；期末以相同題目再次進行評量測試，並依據期初及期末評量測試之差異，進
行修課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分析項目如下：學生特質、期初及期末關心程度、了
解程度以及課程內容概念。
本研究所得數據以 EXCEL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實驗數值以平均值± 標
準差(mean±SD)表示。全班之期初及期末評量間之比較利用 Student t-test 進行統
計分析，以 P<0.05 表示有顯著差異。
條列問題一、第一、二部分關心程度及了解程度之題目

請依 1～10 為標準評估自己的關心及了
解程度： 關心 了解
1. （
2. （

）（
）（

）請問對「細菌病毒」議題：
）請問對「慢性疾病」議題：

3. （

）（

）請問對「衰老過程」議題：

4. （

）（

）請問對「四道人生」議題：

5. （

）（

）請問對「生命永續」議題：

條列問題二、第三部分課程內容之題目
1. 地球誕生於多少億年前（A）不知道；（B）150；（C）46；

（D）30。
2. 天南人猿的化石命名為：（A）不知道；（B）查理；（C）露西；（D）貝
蒂。
3. 「物競天擇」是由何人提出：（A）不知道；（B）林奈；（C）達爾文；
（D）拉馬克。
4. 研究發現人類和黑猩猩 DNA 相似度約為：（A）不知道；（B）
90%；（C） 99%；（D）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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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遺傳學之父」是：（A）不知道；（B）金納；（C）孟德爾；（D）達爾
文。
6. DNR 放棄急救觀念是：（A）不知道；（B）節約；（C）永生；（D）善
終。
7. 請問紅血球壽命：（A）不知道；（B）7 天；（C）30 天；（D）120 天。
8. 下列何者屬於有益菌：（A）不知道；（B）大腸桿菌；（C）肉毒桿菌；
（D）乳酸桿菌。
9. 請問傳統栽種蘋果的 PLU 標籤編號為：（A）不知道；（B）4922；
（C） 89222；（D）99222。
10.癌症的可能原因為：（A）不知道；（B）自由基刺激；（C）細菌感染；
（D）外傷。
11. 台灣 2018 年十大死因第一位為：（A）不知道；（B）癌症；（C）糖尿
病；

（D）腎臟病。
12. 台灣 2018 年女性平均餘命：（A）不知道；（B）75 歲；（C）80 歲；
（D）84歲。
13. 「老年人」的定義是指：（A）不知道；（B）55 歲以上；（C）65 歲以
上；

（D）75 歲以上。
14.下列何者不屬於永續行為：（A）不知道；（B）吃蔬食；（C）購買進
口食品；（D）使用環保筷。
15.本世紀非傳染慢性病是：（A）不知道；（B）肺結核；（C）糖尿病；
（D）白血病。

肆、

結果與討論

依照修課學生學習成效之分析項目，包括：學生特質、期初及期末關心程
度、了解程度以及課程內容概念。
一、學生特質分析：
全班原始修課學生為 36 人，其中 5 人因故未完成評量測試，實際參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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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 31 人(女生 14 人、男生 17 人)；各(一、二、三、四)年級人數分別為18、
1、9 及 3 人。管理學院共 16 人：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6 人、財務金融系 6人、
企業管理系 4 人。工程學院共 8 人：電子工程系 4 人、電機工程系 2 人、資訊
工程系 1 人、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1 人。設計學院共 5 人：創意生活設計系
4 人、數位媒體設計系 1 人。人文與科學學院 1 人：應用外語系 1 人。未來學
院 1 人：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1 人。檢視表一顯示 31 位修課學生之專業背景相差
極大。課程依同學自由選擇方式分成六組。各組成員（詳見表二）之詳細說明如下：
第一組：5 人，工程學院 3 人(資訊工程系 1 人、電機工程系 1 人、電子
工程系 1 人)、管理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及設計學院數位媒體設計系各 1 人。
第二組：6 人，管理學院之財務金融系 3 人、設計學院之創意生活設計系2
人、工程學院之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1 人。
第三組：4 人，管理學院之企業管理系 3 人、設計學院之創意生活設計系1
人。
第四組：5 人，管理學院之財務金融系 3 人、工程學院之電機工程系 1
人、人文與科學學院之應用外語系 1 人。
第五組：5 人，管理學院 4 人(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人、企業管理系 1
人)、未來學院之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1 人。
第六組：6 人，工程學院之電子工程系 3 人、管理學院之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 2 人、設計學院之創意生活設計系 1 人。
上課時依照組別就座，除方便組員間相互討論外，更可增進互動關係。課程活動，
不論是屬於個別填寫的課堂學習單、個別製作的課堂發表或團體進行的課堂討論
等，皆依組別一起進行，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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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初及期末關心及了解程度分析：
第一部分關心程度，分別針對細菌病毒、慢性疾病、衰老過程、四道人生、生
命永續共五個議題，由學生評估自己的關心程度狀況，數值介於 1 到10 間。五個
議題期初及期末之關心及了解程度詳細分析如下（詳見表三及表四）：
期初關心程度最高之議題為生命永續（7.1±2.1）
，最低之議題為四道人生（5.9±2.4）
。
期初評量之關心程度由高到低之議題依序為：生命永續（7.1±2.1）、衰老過程
（6.3±1.9）、細菌病毒（6.3±1.9）、慢性疾病（6.0±1.8）、四道人生（5.9±2.4）。
期末關心程度最高之議題為生命永續（8.2±1.4）
，最低之議題為細菌病毒（7.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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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評量之關心程度由高到低之議題依序為：生命永續（8.2±1.4）、慢性疾病
（7.9±1.5）、衰老過程（7.7±1.5）、四道人生（7.7±1.6）、細菌病毒（7.6±1.5）。
期初及期末之關心程度第一名皆為生命永續，期末五個議題之自我評估之關心程
度皆較期初有顯著增加。
表三期初及期末關心及了解程度分析

表四期初及期末關心程度依序分析

表內數值為平均值±標準差；*表示在 P<0.05 的信心水準下存在顯著差異
第二部分了解程度，分別針對細菌病毒、慢性疾病、衰老過程、四道人生以及
生命永續共五個議題，由學生自行評估自己的了解程度狀況，數值介於 1到 10 之
間。
針對五個議題期初及期末之了解程度詳細分析如下（詳見表三及表五）： 期初了
解程度最高為生命永續（5.2±2.1），最低之議題為四道人生（4.4±2.5）。期初
評量之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生命永續（5.2±2.1）、衰老過程（5.1±1.9）、
細菌病毒（5.0±2.2）、慢性疾病（4.8±2.1）以及四道人生（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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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了解程度最高為生命永續（8.0±1.5），最低之議題為細菌病毒（6.8±1.8）。期
末量之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生命永續（8.0±1.5）、衰老過程（7.6±1.5）、
四道人生（7.6±1.7）、慢性疾病（7.1±1.7）以及細菌病毒（6.8±1.8）。
期末之了解程度前兩名由高到低依序為：生命永續、衰老過程。比較期初及期末同
學對五個議題之了解程度皆有顯著增加。

表內數值為平均值±標準差；*表示在 P<0.05 的信心水準下存在顯著差異

三、期初及期末生生不息課程內容分析：
第三部分課程內容，依十八週之課程內容選擇設計了十五個問題，選擇項目分
為不知道，以及三個答案選項。沒有概念者可直接勾選不知道，稍有概念者可選擇
做答。
依照修課學生第三部分課程內容之結果顯示(詳見表六)，十五題期初評量之平
均題數如下：全班 31 人平均答對 8.3±1.9 題，約佔五成五(55.3%)；若滿分為一
百分計，全班平均僅得到 55.3 分。無人滿分，作答最佳者僅兩人，十五題中答對
12 題，若滿分為一百分計，得到 80 分；一位為 11 題，得到 73.3分；僅有 8 人
答對 10 題以上(佔 25.8%)。
期末評量全班 31 人之平均答對題數 11.8±1.9 題，若滿分為一百分計，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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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到 78.6 分，相較於期初評量的 55.3 分，進步頗大。有 26 人答對 10題以
上(佔 83.9%)，相較於期初評量之了解內容，答對題數由 8.3 題增加至11.8 題，
答對題數進步 3.5 題。兩人滿分，四人答對 14 題，六人答對 13 題。從期初期末
評量測試之顯著差異，足見學生學習成效極佳，進步良多。

表六期初及期末課程內容分析

表內數值為平均值±標準差；*表示在 P<0.05 的信心水準下存在顯著差異

伍、

結論

針對選修通識課程之學生專業背景差異懸殊，為配合教案設計，首先將教學目
標與學習成果相互結合，設計規劃適切的評量測試題目，以評估修課學生的知識程
度。在了解修課學生的知識程度後，繼而調整授課方式採三明治教學理論，使用多
元的教學方法與技巧，包括：講述法、小組討論、影片觀賞及體驗實作等之綜合應
用，確實可以協助修課學生學習，且有良好之學習成效
本研究以評量測試為工具進行「生生不息」課程學習成效分析，茲將研究之
成果彙整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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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部分關心程度，期初及期末之第一名皆為生命永續，期末評量之關心程
度由高到低之議題依序為：生命永續、慢性疾病、衰老過程、四道人生以及
細菌病毒。期末五個議題自我評估之關心程度皆較期初有顯著增加。
2. 第二部分了解程度，期初及期末之前兩名依序為生命永續及衰老過程。期末
評量之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依序為：生命永續、衰老過程、四道人生、慢性疾
病以及細菌病毒。比較期初及期末同學對五個議題之了解程度皆有顯著增
加。
3. 第三部分課程內容，答對者 8.3±1.9 題，若滿分為一百分計，相當於 55.3
分；期末評量平均答對 11.8±1.9 題，相當於 78.6 分。相較於期初評量答對
者題數由 8.3 題增加為 11.8 題，答對題數進步 3.5 題。期初評量全班 31
人答對 10 題以上僅 8 人(25.8%)；期末評量全班答對題數超過 10 題以上共
26 人，超過八成(83.9%)。
從期初與期末評量測試結果之顯著差異，顯見學生學習成效正向且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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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城地方」與「多元敘事」建構「語文與修辭」
課程設計個案研究
陳康芬1、黃文宗2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暨全球客家與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中原大學商
業設計學系副教授暨全球客家與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2
chenkangfen@cycu.edu.tw 1, wjhuang612@gmail.com 2

摘要
本論文以中原大學通識天、人、物、我課程的基礎我類課程「語言與修辭」為
場域，透過行動研究的計畫、行動、觀察、省思等循環階段，分析、評估教師以「大
學城地方敘事」作為「語文與修辭」課程創新教學之於學生學習接受的行動效應。
本論文認為「大學城」之於修課學生而言，不僅是一個屬性地方概念，也是日常足
跡遍履的真實空間，更是一個可以培養學生整合認知與經驗的實踐知識場域(field)。
因此，教師嘗試翻轉過去「語文與修辭」課程以教授「語文」與「修 辭」本位知
識的傳統教學，嘗試以「大學城地方」的知識建構，作為課程的學習目標，導入「大
學城」為課程教學設計的探究框架(requiring framework)；而將統整語文與修辭的
「多元敘事」表現，作為引導學生建構主題知識的一種學習方法， 而以「多元敘
事」為學習鷹架(learning scaffolding)，邀請學生完成個人的「大學城學習歷程記錄，
內容包括：基本圖文資料敘事、一般文字與心智圖模式的結構關係敘事、文字/圖
漫/影像為主的關鍵修辭敘事、小組合作完成的大學城發現經驗展演海報。「大學
城」的探究框架(requiring framework)在教學設計上，以概念探究與網路個案探究兩
種路徑為主，多元敘事的學習鷹架置入，幫助學生體驗、練習多元敘事形式的不同
思考與書寫方式，學生可以逐步在「大學城」的知識脈絡與外國個案學習過程，自

202

APA-6

我建立對「大學城」的理解與想像，最後回到個人在「校園」與比鄰圍繞校園的「中
原夜市商圈」的「生活共同體空間」中，自由探索「大學 城」作為大學的「真實」
地方與「理想」地方之間的差異性，以及「大學」之於座落地方所應該促進的「大
學城」發展意義。
關鍵字：大學城、地方敘事、多元敘事、探究教學、複合式建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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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eaching design on "language and
rhetoric" Constructing with University Town and multiple
narratives
Chen Kang-fen、Huang Wen-Tsong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of "Language and Rhetoric" i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It analyze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its reflection through the
cyclical stages of action research. It focuses on "University Town Local Narrative" as the
action effect of students’learning about the practicing knowledge of "University Town" .
Reversing its traditional teaching approach as "language" and "rhetoric", be constructed
by the knowledge context of place. It is used as a learning framework to invite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ir learning history, including: basic graphic data narrative, general text and
mental map model structure relationship narrative, key rhetorical narrative based on
text/picture comics/video, and the poster of the university town discovery experience
exhibition completed by team cooperati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University
Town" is based on the teaching design of conceptual exploration and network case study.
The learning framework of multiple narratives is embedded to help students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the different thinking and writing methods of multiple narrative forms.
Students can gradually build up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y are in from the knowledge network of the "University Town" and learning process
of foreign cases, and return to their "life" in the "Campus" and the "ChungYuan Night
Market Business District" that surrounds the campus. In the “community space”, freely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l” place and the “ideal” place of the “university
tow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town”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promote in the place where it is located.
Key Words：University Town, Place Narrative , Multiple Narrative, Inquiry
Teaching , Compound Constructive Learning

204

APA-6

壹、 研究問題與教學實驗重點
「語文與修辭」課程是中原大學通識天、人、物、我課程的基礎我類的下學期
課程，上學期是「文學經典閱讀」；「文學經典閱讀」、「語文與修辭」的前身課
程是大一國文，「語文與修辭」的知識領域涉及「語文」與「修辭」兩個重點，大
部分教師設計教材多以語文賞析、修辭應用兩大方向為主，教學過程則根據教師對
教材的理解與判斷，輔佐補充以相關知識背景、重點，或脈絡性擴充相關知識背景
或進行相關案例比較。教師在選擇教材、教法相較於一般專門學科或專業領域為導
向的課程，相對擁有較大的個人自由與設計空間，並可以理所當然導入教師對「語
文」、「修辭」本身的品味、興趣、理解、啟發……等。事實上，文學屬性或導向
的課程都會比一般非文學屬性或導向的更具有前述的彈性自由，而大部分教授「語
文與修辭」的教師大部分擁有中國文學、中國語文或台灣文學、台灣語文等相關專
業系所的專業養成背景。這使得大部分教師在「語文與修辭」課程上，極易自然傾
向文學屬性或文學核心思維的教材選擇與教學設計。但是，「語文與修辭」課程的
設計是否有可能可以打破過去的傳統慣例，進一步翻轉文學屬性或文學核心思維
的框架？如果有可能，如何而可能？再來，學生能接受一個完全不同於國、高中國
文教學思維的課程？以及過去長期以來慣性教法所養成的慣性上課與學習模式？
如果能， 將帶來甚麼樣的學習體驗與成效？如果不能，翻轉課程或創新課程在他
們的理解會是甚麼？對他們的意義又是甚麼？
本論文延續 108 學年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原文創大學城課程的
場域實踐歷程與評量設計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敘事力教學的場域關鍵學習、
創新教學與應用探討、課程教學整體評估，進行最適教學策略的理論探討，以及最
適教學評量設計；然後運用在教學現場的「教材」、「教法」創新的課程教學策略
設計，直接導入在「語文與修辭」課程，翻轉「語文與修辭」課程本身的語文賞析
與修辭應用的靜態學習，要求學生以自覺的態度置身中原校園與其日常食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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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生活場域—中原夜市商圈。本論文的書寫基礎來自108 學年第二學期商設
系「語文與修辭」教學的行動研究成果，包括以論文〈網路探究學習在「中原文創
大學城」課程的教學設計與地方培力核心素養〉的研究論述，作為課程教學與學生
評量回饋的基礎設計，以及透過教學現場的觀察紀錄、學生學習回饋、師生雙向互
動、學生私下訪談等教學相關實踐行動，了解課程中以「大學城地方」與「多元敘
事」兩個共構向度的教學策略與複合式建構學習方式，對於學生在「大學城」概念
脈絡探究中建構自我理解的學習樣貌，以及探究大學校園與校園周遭地區環境的
「生活空間」關係與想像實踐過程的真實性。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根據以上的事實，將聚焦探究於課程教學設計與學生學習
成效所形成的相互對應性。包括：一、以「大學城地方」與「多元敘事」翻轉「語
文與修辭」課程的合理性，以及預期學生的學習刺激或改變；二、導入「大學城地
方」與「多元敘事」的教學創新實踐性，以及對學生的影響；三、「大學城地方」
與「多元敘事」的教學設計與複合式建構學習在課程施行中產生的問題與現象；四、
教師教學主體與學生學習主體之於教學創新的雙向溝通可能性，以及未來可以強
化的設計導向發展。

貳、 過去課程與現在課程的教學設計同異
「語言與修辭」課程顧名思義，即相關於「語言」與「修辭」範疇的課程，從
大學教學自主的角度而言，只要相關於「語言」、「修辭」內容或主題，教師都可
以收入至教學教材，成為課程教學。因此，每一位教授「語言與修辭」教師只要在
符合學校政策要求或課程共同前提之下，都可以因其個人的教學目標與目的設計
課程綱要，也可以根據實際教學情況，於下學年上傳課綱之前調整或重新更新自己
的課程教授內容。
一般而言，教師自主調整、抽換更新內容的判斷基礎，隨著學校教學制度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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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授課遵循課綱安排的嚴謹度而有不同，給予教師自主權較高的學校，教師不只可
以當學期隨時根據實際操作教學過程的流暢度、完整性調整，甚至可以依照學生程
度、學習反應或成效，做幅度性的波動調整，但傾向於強調課程規範的學校，教師
通常只能在既定課綱中微調個人教學，課程內容調整必須等到下一次開課上傳課
綱。不過，相對於中等教育體制的教科書使用規範，大學教師因其專業自主性而擁
有較多可以編選與設計教材的自由空間。
因此，教材編選的主題化設計與學習脈絡引導，以及綱要進度安排的節奏，都
與教師的教學經驗與專業知識息息相關。雖然，通識課程並不是專業課程，但教學
專業的經驗與專業知識養成，與專業系所的專業課程教師一模一樣，只是通識課程
教師除個人學術領域的專業訓練與養成之外，還必須因應通識教學工作而來的通
識教學的專業化與跨(專業)知識領域挑戰。「語文與修辭」課程的教學創新從前述
立場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教師個人的專業知識基礎，進行結構化或系統性的
跨專業知識內容設計。
以個人 107-2「語文與修辭」的課程設計為例，主要的設計導向為「實用語言
與文書」與「文學與電影修辭」。「實用語言與文書」範圍選用的教學教材以培養
學生聽說讀寫的實用語言技能為主，包括團體中的個人介紹(語言與自我觀察、團
體中的個人互動)、影音履歷、書面履歷與自傳寫作、簡報思維與方法、評鑑與語
言表達、現代修辭學—TED。「文學與電影修辭」則各自從台灣與中國選擇一部文
學 性、但具有高度歷史論述價值的電影—侯孝賢導導/朱天文編劇「童年往事」、
馮小剛導演/聶華苓原著編劇「芳華」；「童年往事」聚焦於自傳與電影語言，以及
透過詹明信國族寓言理論所可以觀察到的台灣族群命運的歷史變化；「芳華」聚焦
於語言與命運，引導學生從劇情中的語言傷害以致成為決定男女主角命運發展的
關鍵轉折與因果關係，探討人性必要之善。實用語言與文學電影修辭範圍不同，所
選擇的單元主題不同，但所有的核心設計與教學脈絡發展都關涉到「自我」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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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的語言理解與表達，以及「自我」在故事情節中的命運與時代歷史背景所形成
的思考與啟發。
實用語言範圍之下的主題教學設計，來自於教師認為大學生發展自我、實踐自
我的人生歷程過程學到會很有用的幾個重要能力：一、基本聆聽與自我介紹能力、
可迅速在團體或互動中讓別人記住自己的語言應用技巧；二、找工作可能會用到的
不同形式媒介的應用文書能力；三、精準、效率簡報背後所需要的組織、結構思維
能力；四、缺乏對等知識與能力前提之下被賦予評鑑專業人士的權力，應該如何運
用理性客觀的語言維持公平性，並避免情緒直覺的濫用；五、當你將來成為主管、
或有機會可以在公開場合表述自己的意見，如何可在 15-18 分鐘說服別人同意你
或產生認同支持的演講技巧。這些教材內容大多來自教師所設定的學生學習重點
或自編、或自寫，以及可提供學生對照或對應參考的公開案例與資料、資源等，教
師教學則以展演教師對主題脈絡的理解與提供可以對應與對照依循的方法自我練
習。
相較於實用語言範圍，「文學與電影修辭」範圍的教材與主題教學內容則較接
近文學專業系所的專題課程，原本選擇的教材不只中國、台灣，還包括香港—兩岸
三地是教師個人認為目前世界最重要的華文文學/文化區域，但因實用語言範圍所
佔的時間，必須有所取捨，故選擇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民國在台灣與在大陸地區建
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岸」為主要文本選擇對象。《童年往事》與《芳華》的
共同點在於個人故事發展與時代軌跡並陳的「世代集體記憶」的敘事觀點。教師在
教學上，除了提供學生觀看電影可參酌使用的結構分析文本技術，也希望以問題提
問的方式，引導學生發現、思考劇本故事發展與電影鏡頭敘事之間互為理表的有趣
關係與藝術表現。
但是，108-2「語文與修辭」的課程創新設計，則從開始從大學社會責任的角
度，重新思考如何將原本以「語言」與「修辭」為本位的課程，轉向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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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實踐，但仍必須維護「語言」與「修辭」的本位設
計。這個困難在於「語言」與「修辭」之於大學社會責任，在知識本體或歷史發展，
都沒有直接關聯性，因此，既要保持「語言」與「修辭」為本位，又必須轉向大學
社會責任為核心目標，較理想的課程教學設計思維，是找出既符合「語言修辭」本
位，但同時也可以置入大學社會責任的可能交集的知識實踐領域。這個知識實踐領
域沒有固定對象，也沒有固定學門，可以依照教師的興趣、想像、認知、經驗……
等不同條件能力安排。個人之所以選擇「地方」作為「語言」與「修辭」的轉向發
展目標，原因也很簡單，筆者除了專職於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還有一個「全球
客家與多元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副業。這個副業主要業務圍繞在客家公共事務服
務與客家知識建構，原因在於桃園市是台灣五大都中唯一訴諸客家族群以啟動多
元族群共榮的城市，是教師個人因「客家」進入「桃園地方」的契機，同時也是與
商業設計學系老師開始跨領域合作的起點。
前述的客家地方公共服務與客家知識建構的參與經驗值，開啟了 108-2 課程
設計的轉向思考，基本問題如下：甚麼是「地方」？「地方」所指涉的「語言」、
「修辭」有哪些？這些與過去「自我」脈絡下的語言與修辭，可以形成甚麼樣的關
係？
那些地方是學生天天經過，甚至置身其中，但卻很少產生自覺？教師需要引導
學生進行那些相關自覺？目的何在？這些引導可以幫助學生發展那些自我建構的
知識、技術？學生又如何而可能進行反思，並更進一步，從地方觀察、參與立場，
建立自己對地方的論述與實踐。又因為課程是開在大一，作為初次就讀大學的一年
級新鮮人，很多同學來自桃園市外，即使是桃園市的本地生，應該都能同意「大學
校園」是學生未來四年很重要的學習地方，其他與「大學校園」鄰近地方、且同學
都能有共同經驗的就是「中原夜市商圈」，社區地方則端看同學是否有房屋租賃行
為或參與社區組織、或選修學校的「宗教哲學」/大學社會責任課程/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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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課程。
就學生共同就讀的「大學校園」與其鄰近因大學聚落而形成學生食衣住行的商
街與商圈，是台灣不論城鄉地區所普遍形成的大學地方生態，普遍稱之「大學城」
就中原大學案例來說，中原夜市是依附中原大學學區與社區而形成的聚店商圈，
為中原學生、社區居民提供飲食、休閒、娛樂等多元生活經濟消費與需要。但是，
從國外所發展出以大學為地方知識、藝文與生活中心的「大學生活城」型態與概念
來看，中原大學與中原夜市的地理比鄰關係，以及台灣知名老牌大學與其鄰近地理
位置所衍生商圈(如逢甲大學與逢甲夜市商圈、東海大學與東海夜市等)，大學校園
與走出校園比鄰而居的夜市商圈的「大學城」生態，可以說是台灣在亞洲地區中極
具特色的「大學生活城」的聚落型態。「大學生活城」作為中原學生就讀大學時期
常常置身、並因就學與生活需要而不斷移動、互動的地方，可以分為「校園」與「中
原夜市商圈」兩大主要腹地。而「大學城」之於學生的理解是甚麼？意義又是甚麼？
學生如何表達言說？甚至形成個人論述？語言與修辭的多元理解與應用，可以幫
助學生意識到怎樣的「大學城」？他們和「大學城」的關係又是甚麼？他們可以從
「大學城」的地方關係中發展出如何的責任意識？而這個責任意識又可以如何幫
助他們接榫個人投入社會理想的實踐想像？這是 108-2「語言與修辭」課程設計轉
向以「大學城地方」為主要的領域知識學習內容，而以「語言與修辭」形式應用的
多元性作為引導學生個人建構大學城相關知識與實踐的教學策略與鷹架。
比較 107-2「語文與修辭」的傳統設計與 108-2 的嘗試創新設計案例，可以清
楚看到通識課程雖然不是專業課程，但無論課程內容是否創新，教學內容的整體設
計與專業課程一樣，都必須具有知識教授的結構化、脈絡化與系統化，只是通識課
程在知識教學的導向上，不必然強調專業知識，而較傾向於專業知識的生活化與應
用化，以及對於學習過程對所學生活化的觸類旁通與所學應用的高度自覺自省。
此外，也可以看到大學教師的專業自主前提，加速通識課程創新的跨(專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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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與應用整合融滲的特質。在操作上，則是透過「以知識想像地方、以文創實踐地
方」的理念，以多元敘事為課程教學中的學生學習鷹架，亦以此為教學策略，通過
探究學習的方法，循序漸進地帶領學生建立自己認知「大學城」的多元敘事形式的
學習檔案，學習檔案即學生在這門課所留下的學習歷程。

參、 從概念到知識建構到場域實踐—「大學城」的「地方」
探究教學設計與施行
108-2「語言與修辭」課程個案主要是通過「大學城地方」與「多元敘事」的
複合式建構學習的整體教學設計施行。「多元敘事」是「語文與修辭」課程可以與
時俱進發展的「核心能力」，通過教師端的「探究教學設計」，分別為學生端導入
相關資訊收集的網路探究、進入真實生活的場域探究等兩種不同質性的學習設計，
可以為學生在學習多元敘事的過程，創造「從資訊認知到想像實踐」的關鍵經驗學
習歷程。
在學期課程施行過程，「多元敘事」既是課程的學習目標，也是學生的學習方
法。不同於傳統「語文與修辭」所對應的主題學習與教學內容設計，多元敘事為學
習目標與學習方法的探究式課程設計，將同步成為課程教師的教學策略與課程學
生的學習鷹架，而真正的關鍵經驗學習則被轉入探究的場域中。理由有二， 一是
深化傳統教學所重視的認知學習的網路資訊場域，一是可以檢驗認知學習成效如
何被應用的真實生活場域。最後，學生必須將這兩個場域所學習、體會到的相關資
訊/知識的關鍵經驗，進行統整與反思，再利用多元敘事能力，選擇一個可以公開
或具象表現的形式敘事(如任何類型的空間作品/公開海報/文字或影像報導/數位媒
材媒體展演……等)，呈現出來。
對於教師來說，學生所選擇可公開或具象表現的形式敘事或行動敘事，不只是
學期成果的檢驗，更重要的是，這是學生透過團體合作方式所建立的實踐反思的學
211

APA-6

習履歷；教師在這個過程所面對的困難，在於會因學生個體本身的特質經歷、不同
個體組成的團隊效應、面對問題與場域變化中各種可能發生的情境與狀況， 以及
涉及學生本身對於未知變化與可能變化之間的體驗啟發與控制學習，教師必須依
循經驗值判斷與專業知識而可隨時調整的建議，如何協助學生能在各種元素間做
妥善處理與聯結，真正關鍵不只是教師提供的課程教學內容與要求學生進行觀察
的反思對話，也在於學生端所產生的啟發效應與傳達行動。
從課程評量的角度來說，評量學生學習的重點不再是對於「語言」與「修辭」
的相關知識，而是將個人在「大學城」為主的地方認知與實踐的關鍵學習經驗， 通
過多元敘事形式的傳達與表現方式呈現出來。學生在這個過程，將透過網路探究與
場域探究的學習歷程，從對大學城的地方資訊收集、分類、分析、整合、想像，對
應到自己真實世界的大學城的生活空間中，從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探究問題、解
決問題到跨文化的地方反思，再將這個歷程的個人與團體反思結果，以多元敘事形
式或行動展演出來。學生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僅可以累進到開放式的語文與修辭的
多元敘事能力，更可以建構、創造個人對於「知識地方、想像地方、實踐地方」的
關鍵學習經驗。其中，網路探究與場域探究的教學設計是繫聯多元敘事能力培養與
激發地方實踐的關鍵教學，對教學端的教師來說，從網路探究教學到場域探究教學，
可以引導學生累進從地方資訊到建構想像地方、實踐地方、反思地方生的「關鍵學
習經驗」歷程， 而多元敘事能力所指涉的語言與修辭，則是學生在這個歷程的學
習目標與學習方法。因此，透過「大學城地方」脈絡的創新教材，以及探究教學的
創新教法的設計，不僅可以翻轉過去學生在「語言與修辭」課程中，以主題式教學
為核心的認知學習模式，還可以移轉教師在過去課程之於學生理解與寫作能力的
考核重點， 將教師的教學策略，同步於協助學生自我整合進入場域過程的關鍵學
習記錄，並能對記錄進行敘事與行動反思，對學生自我建構關鍵學習的經驗值，亦
能形成莫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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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學創新的角度來說，藉由「多元敘事」的教學鷹架，引導學生自我紀錄對
「大學城」地方知識與實踐的探究學習策略，主要翻轉教師在「語文與修辭」
的主題式傳統教學方法，以及學生在課程中以認知學習為常態的學習途徑。這種複
合式建構學習模式，透過教師的脈絡化設計，較之傳統課程設計，更具有跨領域的
教學企圖與學習精神。而「多元敘事」在課程中，從認知學習對象，轉為教學/學
習共構策略與課程主要發展的核心素養能力，也作為一種同步於教師教學策略與
學生學習鷹架的「歷程展演技術」，除將之置入於地方實踐的教學情境與教學脈絡
中，亦引導以網路探究與場域探究的結構教學設計。
這種結構式教學設計，不僅可以幫助學生自我發展敘事力導向統整地方實踐
關懷的關鍵學習經驗，也可以突破過去以認知學習與寫作模式為教學內容設計，
開始協助學生利用所學，回到自己的真實生活空間，重新檢驗「大學城」之於個人、
校園、夜市商圈所串連的地方生活共同體現象，進而思索「大學」為地方核心所建
構的「大學城」的地方文化意義，以及未來發展行動想像。
因此，「多元敘事」作為課程學生進入地方場域的探究方法與行動資源，不僅
可以為學生提供知識經濟如何運作的描述體驗，也可以凝聚學生的青年創意與對
地方的熱情與責任。進而探討中原大學雖然是中原夜市商圈最重要的聚店原因，但
為何長期以來，中原大學與中原夜市商圈之間只有的地緣鄰近，以及客源與商家的
消費買賣關係；並開始思索台灣的「大學城」，為何難以發展出外國名校以大學校
園為核心的大學城文化生活圈。
從論理而言，學生的學習不再停留在「語言」與「修辭」的賞析認知與寫作訓
練內容，而可以從多元敘事的學習角度與行動，紀錄自己進入地方的歷程學習， 也
能培養個人對地方的洞察識見與理解掌握能力，間接培養個人對地方思惟與行動
地方的熱情。從教師端來說，教師可以透過最適教學策略的評估與學習評量的資料
收集，進行教學行動研究，將學生學習多元敘事的歷程，作為啟動學生對地方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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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在地想像與實踐的可能性，並轉化為更具有啟發的關鍵教學與經驗值分享；
從學生端來說，學生在教師提供的多元敘事的教學策略所開始的敘事學習與行動，
以及透過大學地方脈絡化結構的探究學習的歷程紀錄，則是提供學生自我整合將
敘事能力轉化為地方實踐的自我反思機制，為個人學習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
關鍵學習經驗。

肆、 地方與多元敘事雙結構設計的教與學—學生自我建構
「大學城」地方知識與實踐的學習困難觀察
選擇「商業設計學系」作為首開實驗教學班級的主要原因在於，商業設計學生
為設計學院學生，「設計」之於同專業領域的專門知識與實作能力，是設計學院學
生的主軸專業訓練。從跨領域的角度來看，「多元敘事」並不是專業設計語言，但
可以視為是設計語言的不同形式的表現方式或補充說明，進而降低對課程要求的
排斥。
本課程在整體教學內容規劃上，以「敘事」為核心主軸，一是多元敘事與論述、
一是地方敘事與實作。多元敘事與論述分別從語文修辭、圖像修辭、影像修辭談「敘
事」的定義、內涵與表現；地方敘事與實作，則從地方與空間與商業設計的關係，
說服學生「地方敘事」的學習價值，接著導入「大學城」的知識建構過程，包括概
念探究、網路個案探究，然後進入場域探究的實地路線查考與問題發現，以及開發
「我與地方」的生活敘事的自由學習成果展現與同儕交流分享。在增能學習上，邀
請領域專家進行一場地方主題演講與一個雙週地方敘事圖漫工作坊。最後，以課堂
學生互動學習、教師在旁協助的方式，帶領學生完成學期的策展任務。教學整體的
規劃希望能透過知識論述導引的教學策略，先幫學生對「多元敘事」與「地方敘事」
的整體認知架構；然後，再透過網路探究與個案探究的教學策略， 協助學生自主
了解國外知名大學的「大學城」環境生態；再回到自己生活足跡的實際場域，觀察
自己就讀學校的校園與附近環境的關係。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因為已經有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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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敘事」的先備知識，加上國外具體案例，可以協助學生較容易發現自己就
讀學校的「大學城」環境生態，與國外具體學校案例，以及可以從「大學城」的先
備知識，對比出台灣學校與國外學校的差異性。在多元敘事與論述內容上，各自安
排一週主題單位「多元敘事導論」與「地方敘事導論」，以傳統講授為主，搭配自
主學習的主題學習單。「多元敘事導論」重點放在介紹符號、文字、圖像、圖漫之
於不同形式對事件記述與構成的差異性；「地方敘事導論」的重點則以教導學生關
於空間、地方的異同性，以及從空間到地方的關係形成條件。主題學習單的設計則
以「基礎敘事力」的圖文資料的不同敘事形式，讓學生自主練習對教師講授內容的
資料收集、分類整理等能力；在進階訓練上，則整合學生自主進行的個案與場域探
究學習，學習單的設計結合應用性的多元敘事形式，如般文字與心智圖模式的結構
關係敘事、含文字/圖漫/數位化平面廣告與影像廣告的關鍵修辭敘事；反思敘事力
則以文化創意想像敘事為主軸，結合學生在網路探究學習與多元敘事學習鷹架所
建立的「理想大學城」敘述，回到個人在真實生活空間的大學城觀察與經驗，探究
校園與校園外的環境空間的生活共同體關係，透過小組合作，最後進行團體對大學
城地方的探究軌跡的說明與表達，並以此策展方式呈現。
教學目標而言，學生不只要學到基礎敘事力、創意敘事力、反思敘事力等多元
敘事能力，還必須通過這些多元敘事練習，自我紀錄「大學城地方」的探索學習歷
程。學生還必須在這些學習歷程中，漸進累積對於「地方」的洞察觀察力， 針對
個人或小組在真實生活場域發現的問題，提供解決問題的建議與實施步驟， 並從
建議與實施步驟中，嘗試以多元敘事形式或行動作為課程學習歷程的總結回饋。上
述的目標達成涉及學生在「場域的探索與實踐過程」，以及如何將所學到的敘力應
用、整合、內化到地方思惟的探究歷程中。
108-2 修課學生在前述設計課程中的學習歷程，從教師上課互動情況與學生期
末自由回饋意見來看，課程課綱的導論內容最不感興趣，學生完成主題學習單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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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偏低，但有少數學生在私下訪談表示，「從來沒上過、也沒有想過，不是國文課
會上到的內容，很好玩」，也有少數學生直接反應「國文課這樣太複雜、太累，希
望能多上點文章」。而課堂關鍵活動—學生對於場域探究學習的發現地方、探索地
方、分析地方、想像地方、行動地方，超過 90%學生評價「喜歡」或「覺得不錯」，
理由一致傾向因為「可以不在教室裡上課」，無法評斷活動設計所促發的學習動機
與成效之間的關聯性，但可以總體對比出該班學生對於學習型態的意向與興趣是
動態選擇高於靜態認知。
在探究學習歷程設計相關的學習規範中，目的是為了啟迪學生自我發展或同
儕合作發展關心地方、反思地方的敘事行動；課堂配搭施行的學生自主建構敘事策
略鷹架，包括：以組織工作室情境的團隊導向學習取代小組分工學習、以問題導向
的場域觀察輔助探究學習、以議題價值增加敘事培力、以多元敘事形式與行動策展
活化上台進行計畫/企劃報告……等。所使用的檢測觀察學生學習工具， 除了學生
自主完成的主題學習單、策展小組討論單、小組訪談紀錄，小組策展成果展演是最
大的成效評估。除策展成果展演占總成績 50%，其他為不計分之參考紀錄。這些
觀察評量工具主要是針對前述教學方法與歷程發展的相互對應性，協助教師觀察
教學對學生學習產生的關係效應，包括：學生轉化理論到實踐的學習表現與成效、
在學習過程中對社會責任的承擔認知、地方文創的想像建構與組織協調執行力等。
但是，整體過程中，該班共有 35 人，課程主題學習共 12 單元，學生對於自
主學習的學習歷程設計回饋上，只有 2 位同學達成 80%(含以上)的完成效度(約89 個單元主題)，再以填寫內容對比教學授課內容的完整性，則傾向以差強人意的
勉強完成。其他同學則依照自己的學習興趣平均完成 3-4 個單元主題，其中，到
課學生 100%都能完成的單元主題是課程安排為期二週的地方敘事動漫工作坊。除
了學生對動漫本身的接受度高，講員的豐富演講內容與現場輪走各組，對促進學生
積極學習，發揮莫大功效，特別是講員與教師分工合作，提供在旁實地觀看學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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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進度與即時問題討論的個別指導，明顯提高學生的參與完成度。
地方敘事動漫工作坊是本課程為該班學生特別安排的增能學習，力邀擁有豐
富學術研究、業界實務經驗的動漫專家周文鵬老師，與主課教師配搭。分成兩場次
進行。每場次配搭一個小時的導論論述與實作應用。場次一主題為：屬性與創造：
動漫商品構成術，內容包括：動漫週邊的本質、類型及邏輯動漫商品的範型、操作
及法則；配搭主題實作（擇一）：初級：地方吉祥物的誕生│圖像商品的創發與設
計；中級：精神代言人的降臨│動漫商品的聯結與詮釋。場次二主題為： 理路與情
用：動漫故事編成法，內容包括：動漫文學的論據、條件及內涵；動漫故事的模組、
成份及零和。搭配主題實作：名為麥高芬的起點│地方故事的策略與整合。
除了增能學習的工作坊，達到全班 100%完成度效能的就是占學生學期成績
50%的策展成果展演，全班共分成 8 組，主要策展資源除了本學期的課堂學習歷
程，還有教師在學校教學平台提供的策展相關資料，規定學生必須以模擬工作室的
團隊方式，將個人在「大學城」的足跡生活圈觀察與延伸思考，設定一個主題，然
後自由選擇一種敘事方式展演，靜、動態不拘。8 組學生有 5 組選擇海報現場說
明，2 組選擇影像動態與海報靜態複合說明方式，1 組選擇比筆電反覆播放多媒體
影像的說明方式。在主題選擇上，有 4 組以生活(食衣住行育樂等常態足跡)的行
動觀點展演團體日常生活互動故事(2)/環保素食推廣(1)/大學城酒吧生態地圖(1)、1
組以微影像紀錄「控訴」商設系學生低密度育樂的學習生活常態、1 組以研究行動
調查解決手搖杯環保改進問題、2 組以創意行動提供火車站到學校的往返路線選
擇與反應地方返鄉的關懷。
從該班學生的策展成果展演總體表現來說，該班學生對於切入主題與表現觀
點的多元化與戲劇性表現，不管是海報或現場說明、PPT 報告或是多媒體影像的
美感表現，都有令人驚艷的整體風格或印象突出的視覺設計元素。該班策展表現普
遍傾向優異，根據教師私下非正式訪談該班學生的談話印象，許多學測進來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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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讀之前多有傳統美術訓練或曾上過多媒體設計課程的學習經驗，而大學指考
進來的學生，即使沒有前述學習經驗，也對視覺設計充滿好奇與想法。這些非正式
的訪談內容，可以側面解讀「商業設計學系」學生之所以在策展成果展演表現優異，
與其前備能力與興趣，有相對應的關聯性。但是，這個前提條件也使得「語言與修
辭」課程的教學實踐轉型，較難因學生策展的學習成效優異而認定「大學城地方」
與「多元敘事」的教學整合策略與複合式建構學習模式，對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表現
都有所提升，或直接對應有所助益的評效。這個部份必須再加入非設計學院的其他
學院學系學生，才能作進一步的整體分析，並且還要再以課程規範的前提，要求學
生完成每一個單元主題，完整記錄個人的課程學習歷程， 才能提供較明確的教學
創新轉型的改變成效評估。
前述的單元主題學習單之所以採取自主學習使用的輔導型學習工具，未以課
程成績評量的規範性要求完成，主要的原因是想觀察教師教學設計轉型對於學生
的課程學習興趣是否有明顯產生改變的成效。從學生的主題單元學習單自主學習
的主動性與完成回饋效應，可以看到學生本身對課程學習的開放性與課程本身的
規範性，剛好反應出教師教學設計改變後的兩種學生學習經驗所養成的傾向模式：
學生對本身學習課程的開放性越高，主動參與完成的績效就會提升，對教師教學改
變的設計，較不容易產生排斥學習的心理素質，但內容能不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則是關鍵設計；透過課程規範性的置入，加上占分比例高的成績誘因，學生普
遍都能以較積極的態度投入參與，即使有同學會產生興趣不高，或是不喜歡的倦怠
感，但因為有小組必須共同合作完成的機制，積極的學生或因學習興趣或有成績誘
因或是兩者皆是的前提下，仍會投入，相對降低該組被動消極學習學生的風險。
因此，綜合上述相關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歷程分析，設計公平客觀的成績考核
方式與適合的學習成效評量工具，應該可以更有效控制發展教師特定或既定的教
學創新或轉型設計，也可以提供學生在自我重整與同儕共整的學習幫助。為了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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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學生能更促進教與學之間的正向對應效應，應該要針對每週進度或單元主題
置入成績考核方式，並且在教學行動過程，必須不斷往返於教學內容與學生學習成
效評量工具之間的關聯性與系統化設計，觀察教師本身整合「大學城地方」與「多
元敘事」雙領域的轉型教學，是否學生也能適應這種複合式建構學習模式，不斷提
出修正的彈性調整。而教學策略背後所形成的論述觀察，也應該安排適當的進度與
階段主題，探討不同的教學方法背後所指向的學生自我導向學習內涵與應用，以及
學習單的設計思維上，學習單作為學習評量工具與學生學習的基礎知識內容之間，
是否能夠具有相對應的互動作用，以及在施行過程可能存在的問題，再針對這些施
行過程所可能存在的問題，回到教師教學策略的引導與學生學習回饋的設計，重新
修正教與學之間的最適形式與方法，並提出修正教學策略， 以及能客觀紀錄、並
幫助學生自主建立學習歷程的最適考核方式。

伍、 學生學習問題與教師教學解決 —學習自主性與成績考核
誘因的兩難
教學創新的施行是否能刺激學生更高的學習興趣，誘導學生有更多的自主性
學習？是這門課進行初次實驗時，提供排除主題學習單成為評量工具的主因。雖
然， 主題學習單在本門課的設計，有具體落實教師教學內容、提供學生建構學習
的鷹架作用；因此，學生是否會主動使用主題學習單，以及使用情形的觀察評估，
可以了解學生對於課程教學創新的真實想法。從本班學生自主使用學習單的比例
與填寫情況來說，普遍偏低。完成比例列表如下：

219

APA-6

主題

單元名稱

完成比例

一

多元敘事導論

7/35

二

地方敘事導論

5/35

三

建構大學城—空間概念 V.S.地方概念

4/35

四

小組任務—知識建構敘事練習

35/35

「大學城導論」PPT(3 分鐘)
五

35/35

小組任務—個案分析
「國外大學城個案」PPT(3 分鐘)

六

好用的敘事工具—「心智圖」

9/35

七

場域觀察 1

8/35

從校園到中園商圈的巡禮觀察
八

6/35

場域觀察 2
中原大學城生活軌跡與影像故事

九

地方敘事圖漫工作坊—周文鵬老師

35/35

十

地方敘事主題演講—陳俊有老師

0/35

十一

「我的大學城、我的足跡故事」策展學習軌跡

0/35

(自由紀錄)
十二

「我的大學城、我的足跡故事」聯合策展

35/35

在這些主題學習中，傾向認知學習單元有「多元敘事導論」
、
「地方敘事導論」
、
「建構大學城—空間概念 V.S.地方概念」、「地方敘事主題演講」，強調小組團
體合作學習單元有「 小組任務—知識建構敘事練習」、「小組任務—個案分析」、
「地方敘事圖漫工作坊」、實作學習單元「好用的敘事工具—心智圖」、「我的大
學城，我的足跡故事學習軌跡」。從學習單元的屬性來說，個體認知學習的自主性
最低；「地方敘事圖漫工作坊」因安排教師與講員進行個別指導，具現場監督性與
即時性，以及小組任務與策展均需同儕互評、且列入成績考核項目，完成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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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的場域探究與策展過程的自由紀錄，學生有學習行動，但缺乏觀察工具的使用
習慣，既不積極使用學習單所提供的觀察結構紀錄表，也無人將策展討論紀錄下來
的習慣，而傾向於「直接做出來」。
從上述學習單使用的外顯表現來看，可以發現學習設計的多元化對於整體學
生而言，雖然不能有效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但對部分學生來說，仍能產生部分刺激
效果，而願意主動使用學習單。這也顯示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對單元本身的興趣仍有
正向關係。再從課堂上的教學主體與學習主體的互動性來看，教師多次提醒學生可
以透過學習單，即時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但多數學生的學習行為仍停留在「坐著
聽講」，只有極少數學生會在課堂配合課程教學、同步使用學習單，或是事後再自
主使用學習單。因此，直接將學習單列入學生的學習評量，仍有其必要性。雖然，
列入成績考核項目，無助於引導其自主性學習態度，但卻是可以提供學生完成每一
項主題單元的現實誘因，並提供教師進一步觀察學習單設計之於教學內容與學習
建構的有效性，以及需要精進與修正的回饋資料。
最後，不同主題學習單所使用的敘事結構形式的設計，對於該班學生來說，概
念的抽象性與概念脈絡化之後的推導比較，是最難接受的認知學習模式。 對於很
多學生而言，空間與地方的異同與疊合，都必須透過個案的具體性呈現，才能被討
論。該班學生在這種情況下，最後都是選擇用過去學習所慣用的資料整理的學習方
式，討論他們心目中的「名校」的必要條件，而偏離課程教學設計聚焦於「大學 城」
的敘事建構與推論比較，也是始料未及。不過，從教學主體與學習主體所能共享的
對等性來看，學生的學習行為傾向以保守，未能自覺省思到自己的受限性，以及缺
乏挑戰過去學習經驗所制約的理解模式，顯示學生過去養成教育極度缺乏思維思
理演繹的訓練。這個問題容易導致學生較難以察覺自己在認知建構與觀察經驗之
間對應與整合能力的不足。至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仍有待不斷精進改變的教學實
驗，找出對應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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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小結：個案設計的教學導入
為了讓學生更能適應「大學城地方」與「多元敘事」雙主軸的複合式建構學習
模式，除了保持原課程的基本教學創新設計的理念與架構，主題學習單不只作為學
生自我建構大學城地方知識的學習鷹架，也應該納入教師對課程教學評量的回饋
機制。透過學生的學習單回饋，教師可以更聚焦於學生對於知識核心的關鍵學習的
理解、掌握與反應，並且可以作為下次施行「教材」、「教法」的修正與再精進，
對於課程教學策略的最適調整，也會有所助益。從學生的學期整體表現，從認知建
構、到網路的個案探究、到現實的場域探究，學生在探究過程，普遍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如何將認知建構的知識，整合運用在個案觀察分析，進而形成個人對個
案觀察分析的論理。如何從「大學城」的核心知識形成或建構思維立場，更無縫銜
接認知建構與探究學習之間所可能發展的「地方知識」？學生在這個過渡學習，過
分依賴既定學習模式，而難產生新的連結與思考開發，要如何繼續克服？並能以更
有效的教學策略，輔助學生自然改變單一學習模式的心智運作，促使教學創新也能
相對為學生創造更有彈性的學習心智適應。
本課程的施行方法是將「地方」視為一種知識，也是一種實踐，而嘗試以多元
敘事作為學生建構知識與實踐行動的「形式表現」方式。但是，如何內化產生連結、
並形成行動與意義？除了從概念推演到實地體驗的整合性建構學習模式，在本課
程中並未透過教材設計，讓學生累積更多體驗「大學城」的空間與地方經驗。因此，
本課程在下次施行時，將嘗試加入可以幫助學生進行自我總結地方實踐體驗的地
方知識與實踐地方個案，將學生從食衣住行的真實生活場域—中原大學夜市商圈
觀察與實踐連結，再擴大到桃園青年深根地方與培力的經驗作為個案教學，引導學
生進行生態觀點的觀察與思考，以期未來能繼續開展學生個人對「大學城」的多元
接受與持續深化的建構學習。

222

APA-6

參考文獻
王文科
《課程發展與教學設計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10 年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
會主編
《行動研究與課程教學革新》台北：揚智文化 2001 年
白雲霞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理論、模式》台北：高等教育文化，2003 年
卯靜儒（主編）
《課程改革研究議題與取徑》台北：學富文化，2009 年
莊明貞（主編）
《敘事探究：課程與教學的應用》台北：心理出版社，2010 年
陳美如、郭昭佑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與反省》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 年
陳龍安
《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心理出版社，2008 年國立台東師範學院
《教育行動研究與教學創新》（上、下冊）台北：揚智文化，2002 年
黃光雄
《古希臘教育家：Homer 至 Xenophon》台北：師大書苑，2014 年歐用生
《課程領導議題與展望》台北：高等教育，2004 年
劉玉玲
《課程發展與設計》台北：桂冠出版社，2003 年
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資料分析》台北：東華書局，2012 年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台北：東華書局，2012 年
Allan C. Omstein& Francis P. Hunkins
《課程發展與設計》台北：台灣培生教育，2004 Chris Argyris, Robert Putnam, &
Diana McLain Smith《行動科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
Geoffrey E. Mills《行動研究法：教師研究者的指引》台北：台北：學富文化，
2008 年James MC Kernan
《課程行動研究：反思實務工作者的方法與資源》高雄：麗文文化，2004 年L.
Dee Fink
《整合式課程設計：創造關鍵學習經驗》台北：華騰文化，2012 年Robert C.
Bogdan
《質化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嘉義：濤石文化，2002 年

223

APA-6

「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 以結合敘事文
學、社群媒體與PBL 問題解決導向之課程設計深化大
學生公民意識之行動研究
王國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為本人所開設之人文領域通識課程。在課程設計上，
以「敘事文學」、「社群媒體」與「PBL 問題導向學習」結合融入深化大學生公
民意識之教學。
在「敘事文學」的應用上，以台灣新世代小說中結合公民議題的作品為主要閱
讀文本，讓學生透過敘事文學中的人物刻畫、情節推演，深化學生對人物所處的環
境結構及所抱持價值信念的理解；在「社群媒體」的應用上，以課程專屬臉書社團
做為課程活動設計之重要舞台，透過評量標準與活動設計，讓學生願意主動參與此
一虛擬教室的各種議題討論，並展現理性批判、價值澄清、接受異己的態度；在
「PBL 問題導向學習」中，則透過「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等活動設
計，讓學生能在問題選擇與異質性分組後，進行不同問題的資料蒐集與共享，在同
步線上討論時能求得全組最佳共識，並於課堂上分享該組的討論成果。
本研究以「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七個學期的教學做行動研究，教師兼為參與
者與研究者，在每學期課程施行的教師觀察與學生具體回饋中做分析與反省，找出
問題並提出修正策略，並於下學期提出更好的課程設計方案，也在改進中看到更好
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敘事文學、社群媒體、問題解決導向學習、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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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ine Citizen Council and Citizen Reading Club:
Ingraining Citizenship awarenes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Courses Integrating Narrative
Literature, Social Media,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Abstract
Taiwan Novels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is a general humanities course. The course
design incorporates narrative literature, social media,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to the
teaching of civic consciousness to university students.
New-generation Taiwan novels that incorporate civic topics represent the major
narrative literature application used in this course to facilit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 character’s values and beliefs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ructure in which characters are
located through characterization and plot deduction. Social media were used in the form
of a course-specific Facebook group serving as the main platform for curriculum activities
design.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various discussions on diverse topics
happening in the virtual classroom was enhanced. In addition, they demonstrated rational
criticism, value clarification, and accepting attitudes towards dissidents. To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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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an online citizen council and citizen reading
club were designed. The aim was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llect and share data on a selected
question and after heterogeneous grouping. Students would then acquire an optimal
consensus among the group during the synchronized online discussion and share the
discussion results with the clas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using the outcomes of five semesters of
Taiwan Novels and Civic Consciousness, with the teacher serving as both the participant
and researcher. The teacher’s observations and students’ specific feedback provided
during the course each semester were analyzed, after which a more favorable curriculum
design was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emester. More satisfactory learn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the curriculum.

Keywords: Narrative Literature , Social Media ,Problem-Based Learning, Civic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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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時間推移，目前台灣的大學生多是 2000 年左右出生的「千禧世代」，事
實上，台灣 1980 年後出生的世代自小便有接觸數位科技的機會，而隨著網際網路
的商業化從九０年代開始展開後， 這些被數位化與資訊位元包圍成長的世代，被
稱為「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世代。
在教學現場中，從學生於社群媒體的發文與回應，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的確對
政治、社會等事務多能表達參與討論的興趣，更希望能有由下而上的決策共識凝
聚，這是可喜的部分。然而更多時候我們將看到，學生透過數位科技能力，以影片
重製、P 圖等方式削弱議題的嚴肅性與完整性；憑藉對社群網站的嫻熟使用，以其
遠勝過「數位移民」的資訊能力操縱議題，並透過「同溫層」反向霸凌他人而不自
覺；在討論新聞時事時，多半受媒體記者聳動標題的牽動而表現情緒性的發言，時
常一知半解就轉貼並隨意詮釋以表現自己的政治參與；更多是憑藉網路匿名制的
保護而恣意發言， 如各大學常見的「靠北X 大」的粉專中瑣碎又聳動的無意義發
文，甚至運用Dcard、BBS 等匿名保護的討論平台製造假議題、牽動同儕群體的對
抗情緒…等，種種在過往的教學現場鮮少發生的現象幾乎已成當前大學生的日常。
當學生能嫻熟使用網路、自視「數位原生」而透過網路社群媒體獲得滿足時，
卻未能檢視自身行為正當性，認為討論時事就是盡公民義務而不去求證或理解事
件成因，盲從記者或友人引導就隨意回覆傷人言語而自視正義，都表現學生自認展
現公民參與的同時也正在證明自身公民素養的缺乏。因此，如何透過課程與活動讓
學生能在現有的資訊優勢下，建立更系統性的公民知能，更深化的公民意識，正確
使用各種數位工具與社群媒體，培養學生具備媒體素養與公民知能，使台灣邁向下
一階段更成熟的公民社會時能有更多也更好的公民參與，是現今教育者不可忽視
的問題。
21 世紀後台灣 1970 年後出生的新世代小說作家，其成長記憶適逢八０年代
解嚴前後的文化轉型期，九０年代從野百合學運、國會全面改選、直轄市長民選以
至總統民選的民主化過程，也是他們吸納消化台灣民主自由價值的過程。21 世紀
後台灣的網路世界開始往「網際網路 2.0」的社群媒體改變，對網路的嫻熟使用，
從部落格到臉書專頁的經營，他們的小說文本內蘊與前行代已有明顯區隔。更重要
的是，他們在小說中展現了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他們透過更通俗化的情節、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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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結構，傳達他們對台灣公民議題的關心。本研究「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通
識課程的基本內容— 以敘事文學做為在課程中導入公民議題的核心文本，正是以
這些台灣新世代作家的小說為敘事文學閱讀文本，透過與不同公民議題相連結的
文本組構成本課程的主要內容。再加上前述對台灣當代大學生的觀察，以社群媒體
做為本課程主要形式，在 106 學年度完成本次課程的初步規劃與呈現，107 學年
度上學期更首度導入「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課程設計，而有了「線上公民議會」
，
同學年下學期則有「公民讀書會」之活動設計，並延續至 108 及 109 學年度繼續
實施，讓本課程有反省改變及更深化教學效果的可能。透過敘事文學、社群媒體與
PBL 的活動設計相結合的課程來達到讓大學生深化其公民意識的目標，進而建立
一完整的課程，就是本研究最重要的課程設計理念。
本課程以「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為課程名稱，主要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在閱讀
台灣小說等敘事文本時，能夠透過小說家針對台灣當前公民議題的書寫，以敘事文
學筆下的人物刻畫、情節推演， 帶動學生對人物所處環境的思考，對情節推進中
社會強權介入的認知，對人物在情節轉折處的價值信念展現，藉由敘事文學以故事
「隱喻」世界的特質，讓學生得以在不同議題的敘事文學閱讀與分析中，深化學生
的公民意識。
而本課程於建構時考量到，小說文本的探析討論近似於一般文學賞析課程，為
能達到更大程度提升學生公民素養的目標，以學生日常嫻熟運用來獲取社會議題、
時事新聞新知的社群媒體的形式，讓修課學生為當然群組成員，藉由作業設計與評
量標準，讓學生願意積極主動參與此一課堂外的「虛擬教室」，並以非同步網路教
學的方式，讓學生得以依興趣與個人時間安排，參與各類公民議題的討論，並在討
論的同時養成理性思考與批判的閱讀習慣，在他人的回應中能容忍異己意見， 進
而得到共識。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課程初開設時，即本於這樣的初衷，設計以「敘
事文學」與「社群媒體」為主體的課程。
而「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的課程設計在 107 學年度後加入，讓學生參與
當今台灣正在發生的公民議題的問題事件（「線上公民議會」）以及分析現階段以
公民議題為主軸的敘事文本（「公民讀書會」）的討論中，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
以及與議題、書目相關網路資源的蒐集、研讀、引言與共享，形塑一「虛擬」且「微
型」的台灣社會，讓學生能在討論中兼顧問題事件中不同角色的看法，並在最終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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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出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讓學生能夠有實際公民議題的討論經驗，在資料蒐集、
腦力激盪與共同討論中，培養其針對現實公民議題擁有獨立思考又能理性溝通的
能力。
本課程運用的是建構式教學設計，關於公民的知識與概念除教師課堂的基本
教授外，更多是來自於學生個體主動建構，教師需尊重學生個人學習與認知風格，
並提供豐富的學習環境與刺激，透過敘事文學的欣賞分析與社群媒體的群組互動
以及PBL 問題導向學習活動的公民議題討論與書籍研讀，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透過整個學期的閱讀與討論，組織其對台灣公民社會的完整認知。為能使學生能
「主動」，願意「對話」，讓自身的「舊經驗」能在討論、溝通後，經過自身的理
性批判、概念澄清、尊重不同意見後，深化自身的公民意識。

貳、文獻探討
一、PBL 問題解決導向
問題導向學習方式發源於 1950 年代美國 Case Western 大學及 1960 年代
加拿大 McMaster 大 學，並於 1970 到 1980 年間漸漸推廣到其他國家，且其應
用範圍很廣，舉凡商業、法律、教育、土木工程、科學、倫理課程等，幾乎無所不
包。問題解決導向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並利用真實的問題來引發學習，透過學習者
資料蒐集與共享、分組討論與腦力激盪，為問題作深入的探討與評估，並提出最佳
也最具共識的解決方案，在其間教師是引導者也是監督者。如此能有效提升學習者
的學習動機，對問題背後所代表的知識也能做系統性的建構式理解。因此Barrows
（1998）等人認為，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方法。它不但是一
種 課程 的組 織方法，也是 一種 教 學 策 略， 更是 一 種學 習 的 過 程（Barrows &
Kelson,1998）。
PBL 問題導向學習能有如此教學效果，是因為大部分認知科學家相信：學習
必須要在情境脈絡下與問題互動才能對對課題有清楚的理解。學習者必須積極地
建構意義，透過內在對話與思考歷程，或與他人的互動，來理解脈絡基礎的活動與
解決問題（Beau Fly Jones,Claudette M. Rasmussen, and Mary C. Moffitt，1997）而問
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正符合人類建構認知的學習方式。吳清山（2001）則認為
問題導向學習有以下優點：一、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二、培養高層次思考能力；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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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學生後設認知能力；四、促進學習遷移；五、培養學生未來主動學習能力，也
代表了PBL 教學在促進學生學習與建構系統性認知的優勢。
PBL 的教學模式，亦是學者討論的重心。如Casey 與Tucker（1994）認為在教
學歷程中，教師可以採取下列步驟，協助學生有效的學習：1、提出開放式的問題；
2、教導學生思考的步驟；3、把問題融入於課程中；4、把問題解決的教學與學生
的興趣密切結合；5、從現實生活的情境中選擇題材；6、持續的挑戰與不斷的發問；
7、運用操作，解答問題。
Wegner,Holloway 和 Crader（1998）則認為，問題導向學習是指教師對學生提
出學習內容相關的真實世界問題做為學習的起點，由學習者主動進行問題解決的
過程，包含界定問題，釐清已有的、缺乏的資訊，進一步彙整相關的資訊，設定解
決問題所需的學習內容與目標，在經過假設、研究調查與驗證、不斷評鑑重整的過
程，理出問題可能的最佳解答等內涵。
Banjamin、Schneider 和Hinchey（1999）則進一步提出問題導向學習之八大階
段：確定問題、分析問題、產生假設、確認已知知識、確立所需資訊、確認資源、
蒐集新資訊及連結新舊知識等八大階段。
在此學生主動學習的歷程中，教師有其重要的位置，Casey 與 Howson（1993）
認為在發展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中，教師應自我評鑑在設計及實施以問題為中心
的教學時的進展情形。Beau Fly Jones,Claudette M. Rasmussen, and Mary C. Moffitt
（1997）認為問題本位的學習在很多方面是增進個人在社會及人際、內省知覺智慧
上的發展。至於內省知覺能力的發展，需要老師設計不同的作業， 製造各種不同
的機會，如：日誌、對自我評鑑的決定、學習檔案的選擇、聆聽他人的報告，或透
過文章的發表，接受來自他人不同意見的質詢與挑戰。教師扮演著學習促發者，也
是學習者的角色， 而且評量從學生學習的初始狀態到監控進度的歷程都是有意義
的。Antonietti（2001）則認為，在問題導向學習之學習過程中，教學者必須先培養
良好之討論環境，再呈現問題，並且確認學習者皆充分瞭解問題之概念，而後學習
者即自行確認學習議題、尋找有用之資訊、與小組成員想獲得之資訊，並應用所獲
得之資訊，再進行問題解決後之省思。
在本課程中，教師在PBL 問題解決活動開始前，會先以社團貼文訓練學生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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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民議題的思考與表達能力，在筆戰活動中則訓練學生針對立場相反意見的理
性溝通能力，在社團群組中建立公民議題的討論環境，期中考後才開始進行PBL 問
題解決活動，讓學生自行蒐集資料與整理說明， 自主學習。在學生的不同組別的
PBL 群組中，教師做為引導與監督的角色，適時提問與引導思考， 不將自己所認
為的解決方式靠單方面引導影響學生，而是讓學生自行建構各種可行的解決問題
的方法。
而PBL 問題解決在本課程的使用中更有實際的影響效用。本課程以台灣當代
公民議題為討論主題，並以當下尚未解決的問題事件讓學生討論並提出最佳方案，
如此與社會、人情、倫理相關的思考，以真實問題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參與討論更
具意義。如Parker（1994）認為，倫理教學與問題導向學習之特徵十分相似，且在
倫理教學中經常運用道德判斷之兩難情境引發學習者動機與思考，而此種兩難問
題正是極佳的問題導向學習問題來源。本課程的PBL 問題設計，正是討論當下懸
而未決，有正反雙方不同意見僵持無法解決的公民議題，PBL 問題情境的真實性，
將能使學生更深入理解公民議題的兩難情境，並從中探尋最佳的處理方案。
另外，PBL 問題導向學習的課程設計與社群媒體相結合，也更能凸顯其優勢，
如沈中偉（2004） 認為，當今數位學習時代，教師可善用電腦多媒體與網路科技，
營造一個問題導向學習情境，將學習者至於有意義的問題解決情境中。透過多媒體
來表達PBL 的問題情節，學生也依賴網路資源來解決問題，所以PBL 變得更加科
技導向。Gooding（2001）則主張問題導向學習藉助網路資源是最佳策略。首先，
在資料蒐集上，網路的資源非常豐富，可以提供學習者多元的資訊管道；其次，學
習者與學習者在資料共享、分組討論上，網路空間比傳統教室快速也方便，彼此溝
通的距離與時間問題都將更近更快，且網路上同步（如聊天室）與非同步（如討論
區、留言版等）討論工具，可讓溝通討論持續，可讓位於不同地點的學習者即使地
進行討論；最後，電腦科技可以透過網頁之動態性，創造出真實的情境，以利問題
導向學習活動進行。本課程使用社群媒體進行學生討論訓練及PBL 問題解決活動
的課程設計，也正可利於 PBL 問題解決的教學活動，讓學生有更佳的學習成果。
總而言之，在社群媒體應用在深化學生公民意識的課程上，不僅可以保有社群
媒體即時、多元、雙向等符合「數位原生」與「N 世代」的網路使用特質，也能夠
直接觀察學生使用社群媒體參與公民討論的現象，作為行動研究的資料，進而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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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現場適時透過公民議題理論的深化與學生主動參與的理性批判而改善學生可能
錯誤的網路社群使用方式，進而深化公民意識，提升公民素養。
二、敘事文學與公民社會
「敘事文學」的本質就是「故事」，故事是理解世界的過程，人因故事而得以
安身立命，認知自身的文化環境，可以反映人類集體的渴望與對世界的想像，更能
指出最根本、最普遍也具恆常性的「人性」（邱于芸，2014）。因此敘事文學的可
貴之處，正在於透過故事的創造，讓讀者得以透過故事深刻理解社會、理解世界，
以及理解自我。正是這樣的特質，使深化公民意識的課程中若能有敘事文學的引
介，將能讓學生得以更能對各類公民議題中處於權力弱勢者的處境，進而感同身
受，驅使自己更關心社會。
而Martha C. Nussbaum（2010）考察與想像了文學如何能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
方法。她認為， 透過文學的想像，可以拓展自己的經驗邊界，獲取更多訊息，更
重要的是，透過對故事中的人物與情節與背景的理解，故事所賦予人的暢想的力
量，將能讓我們看到人的豐富性、複雜性與獨特性， 以愛、同情與仁慈為出發的
思考，將能夠去除原先在現實社會中未經反思的歧視與仇恨。如此「詩性正義」的
思考，正提供了我們將敘事文學與公民知能相連結最重要的理論根砥。國內學者楊
宏琪進一步引用Nussbaum 的理論，檢討與提出詩性正義對台灣培養批判性公民意
識的啟示，認為台灣的公民養成教育應找尋厚實且具中心性的理論基礎、立定公民
素養的向心性目標，從人文學科、批判思維的角度，培養具有跨國性的「世界公民」
素養。且認為「美學」的敘事想像，可以幫助公民擬情的理解他人，更可幫助減少
因誤解產生的暴力。此延伸思考對於本研究亦提供了良好的取徑基礎。
從敘事文學限縮範圍到台灣小說，學術界對於台灣文學的定義經八０年代以
來超過三十年的激盪與沈澱，學者多同意，台灣文學就是以台灣意識為主幹，來自
於台灣土地，與生活空間緊密聯繫的人的文學。且台灣文學的「反抗精神」，亦是
台灣文學本土論者觀察台灣文學的立論重心，認為台灣文學具有與強權抗衡，欲掙
脫束縛，自主發聲的意志，也是站在反抗的位置對抗任何霸權暴力、主體意識與殖
民優越感的精神展現，更是台灣人因共同的生活經驗，而共同抵抗侵略反抗壓迫的
共通意識（彭瑞金，1995；李魁賢，2002；曾貴海，2006）。如此的「反抗精神」，
在台灣政治環境走向民主化，兩大政黨實現三次政黨輪替，藍綠撕扯後轉向選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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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諧的政治環境條件變易後，如此的「反抗精神」從向國家的挑戰轉向日常生活
的積極參與，台灣文學在新世紀後已有本質上的轉變。
王國安（2016）針對台灣一九七０後新世代小說的研究指出，台灣新世代小說
家成長於台灣走向解嚴的民主勃發過程，在高中或大學時期開始使用網路並嫻熟
使用，使他們的創作走向連結社會脈動，將公民議題的討論融入常民生活題材，使
近年出現大量可與台灣公民議題相連結的小說敘事文本。且「台灣一九七０後新世
代小說」更是台灣進入成熟公民社會後的文學表徵，它以台灣新文學長久以來的
「反抗精神」為底蘊，以八０年代以來的後學思潮影響為導引，加上 21 世紀後興
起的「新寫實」小說風潮交互影響，「台灣新世代小說」跳脫早期政治小說對國族
認同、歷史爭議的意識型態思考，且以輕盈的面貌，逕以「公民」為思考主題，對
各種權力失衡的政治、社會現況進行反思與抵抗。它代表著台灣文學在 21 世紀後
對民主實踐的回應，是最能符合台灣時代新貌的新文類。本課程所需閱讀文本，也
因此一文學史的流轉現象而水到渠成。
本研究以敘事文學做為深化公民意識的策略，不僅是人文領域敘事文本閱讀
與分析能力的培養，更藉由台灣新世代以各類公民議題為題材的小說為主要書目，
以台灣小說切合生活空間並展現反抗精神的新時代風貌，讓學生得以透過詩性正
義的閱讀，理解他人之困境，思考自身的公民職責， 進而深化其公民意識。

參、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一、課程主題
本課程以「政府→人→土地→社會→世界」的課程邏輯，選用各類公民議題
來建構單元主題， 該主題內容與敘事文本亦為本課程的主要架構。如下表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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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課程主題所連結之內容與敘事文本
主題

主題內容

敘事文本

台灣公民
社會的形
成

從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討論公民社會得以生成
的條件，從日治大正民主時期談到太陽花學運，
讓學生瞭解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權力關係及其遞
變樣貌。

徐嘉澤：《下一個
天亮》

自己的位
置

瞭解自身對於社會結構、各類權力關係的敏感
與不敏感處，進而能夠同情與關懷在各類公民
議題中受到權力壓迫的弱勢者處境。
從對地方、記憶與認同的理論起始，討論全球
化地方感消失以及當今台灣公民對於「地方」
記憶的保留與重建的現況。
從「土地是誰的？」的思考討論開始，談到台灣
在國府遷台後的土地政策，到現今因都市更新、
土地徵收而發的時事新聞與公民運動的討論。

林立青：《做工的
人》

從文學中浪漫與寫實的遊民意象，帶入對都市階
級意識的思考， 再以「家」本身物質與精神性
的「道德意義」，思考我們對「無家」之人的既
定偏見。
談當今台灣社會原住民邊緣化的問題，再以原
住民作家作品為引導，深入瞭解原住民在生活
與精神上可能面臨的困境。
台灣異性戀中心的本質，進而以從九０年代起
同志文學與電影的興起，其中關於同志處境等
主題的遞嬗，都可見同志議題內涵的與時俱進。

蘇飛雅：《蛆樂

地方

土地正義

遊民意象
與都市階
級
原住民

同志

外籍配偶

能源

環境

以「外籍配偶」及「新二代」於台灣在經濟、文
化上的邊緣處境， 討論國家位階想像的成因，
並以敘事文本中外籍配偶角色為討論中心，進而
省思台灣對外籍配偶的根深柢固的歧視。
從「核電」議題起始，藉以核電為題材的新詩、
散文、小說文本為討論中心，延伸對能源永續使
用的思考。
討論各類環境議題，檢討過去「人類中心」思考
所帶來的環境災難，以「土地倫理學」為理論深
化，進而以地球村的概念思考如何成為全球的環
保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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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漢辰：《父親的
手提箱—白色歲月
裡的生命故事》

楊富閔：《花甲男
孩》
臥斧：《碎夢大
道》

園》李玟萱：《無
家者》
沙力浪：《用頭帶
揹起一座座山》
黃惠偵：《我和我
的T 媽媽》
林佑軒：《崩麗絲
味》
吳柳蓓：《移動的
裙襬》

伊格言：《零地點》

吳明益：《複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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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之初步教學活動設計
（一）臉書社團
本課程主要結合社群媒體，在傳統教室外另外建構一「虛擬教室」，再加上社
群媒體本身「多元」、「即時」的特性，以每天所發生的新聞、記者的深入報導、
針對時事的評論、非政府組織的宣傳影片、與各類公民議題有關的小說評介與電影
預告及影評，甚至是在本校所發生亦廣為學生討論的事件，都可以在臉書社團上讓
同學可以公開討論的議題。本課程於學期初便設立臉書社團，由教師及TA 為管理
者，並要求學生申請加入社團，再由 TA 批准加入。教師貼文分享並加以引導後，
由學生留言討論，一方面可以深化自己在各類公民議題的思考，一方面也可在正反
雙方意見的陳述後，澄清個人價值，進而深化個人的公民意識。
臉書社團形式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
程臉書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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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臉書社團中教師之貼文及引導文字則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社團群組貼文與教師引導文字示例
社團
貼文
林立青轉PO東
森新聞連結：
【朱姵慈採訪
後記活得如
「免洗筷」
癌末漁工自
白】

公民
議題
外籍移
工：外
籍移工
的生命
保障與
權利

教
師
引
導
上一堂課中我們看到寒夜被冷水驅趕的遊民，我說
他們的處境，就如同我們在看待路邊的「野狗」；
林立青這裡轉po 的，是關於來到台灣的外籍勞工
的慘況，記者說，他們活得像「免洗筷」。可曾想
過，號稱重視人權的民主台灣，這些不人道的事
情，其實每天在發生？

（二）期末學生自我學習統整：「我的公民筆記」
「我的公民筆記」為學期末繳交的期末報告，請學生依固定格式做回應。所
謂「我的公民筆記」， 是學生對自己在課程中的學習歷程的整理。作業共分收穫
與建議：（1）「收穫」：由學生自行回顧在本學期課程以及PBL 問題解決的部
分對自己的參與程度與過程的所得；（2）「建議」：請學生對本課程提出建議，

也歡迎提供新活動構想，做為未來課程規劃設計的修正參考。
三、PBL 課程活動設計 1：「線上公民議會」
經過第一學期的課程操作後，學生普遍對於社群媒體的運用，社團貼文回應有

著正向的回應。然如此結合方式雖然能讓學生於修課的同時連結當代台灣社會正
在發生的議題討論，但多元即時的同時也流於對議題的片面理解，所以於第二次開
設本課程時，就加入了「PBL 課程活動設計」，以「線上公民議會」為新的操作
方式。共於 107-1、108-1、108-2 三個學期實施操作。
本課程先同樣透過在臉書社團上教師貼文學生回應的過程，訓練學生在本課
程社團中可與他人針對公民議題理性溝通的能力，在社團中凝聚討論的氛圍，並於
期中考後公布PBL 題目讓學生選擇並分組。分組後學生自行開設專屬該組PBL 題
目的社團，組員為當然社團成員，教師要求學生必須於自己的社團分享貼文並整理
貼文內容，讓學生在蒐集資料的同時也消化資料，並將自己的消化的內容分享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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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同學。並且為了能讓同學更能進入問題的討論中，請同學先設想問題事件可能參
與其中的角色，並各自選擇角色扮演，在整理資料時透過角色進行思考與評價，讓
問題事件有更多元的想像。
而「線上公民議會」的設計，則是讓PBL 最重要的共同討論部分放到線上，
讓學生可以在不同地點同一時間共同討論，且討論的內容都可以有文字紀錄，可讓
同學在討論時回溯，也能隨時在線上蒐集相關資料放進聊天室中分享。107 學年度
初次以「PBL 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法進行課程設計，結合本課程以「地方」、「同
志」、「土地正義」、「勞工」、「環保」與「遊民」六大主題的課程教授建立PBL
問題解決歷程。活動進行方式分述如下：
（一）學生準備階段
本課程於開學第一週，要求同學加入本課程專屬臉書社團（不同學期成立不同
課程社團），並以貼文分享與回應的活動，讓學生習慣在課堂外進行非同步議題討

論。
（二）學生解題規劃與小組討論
1. 本課程之小組討論以非同步網路學習的方式，讓學生在本課程的臉書
社群建立後，在社群中屬於自己的組別貼文項下進行資料蒐集，並在資料蒐集成
熟後有小組共同上線討論的具體時間，討論出問題解決最佳方案後，於學期結束
前三週進行各組問題解決方案之分享活動。
2. 分組時將選修本課程的學生依科系打散，採由不同系學生組成的異質性分組方
式。
3. 每組 9～10 員，每 2 組探究同一題目。以題目做分組依據，於本課
程臉書社群中，將每組題目如「環保 A」、「環保 B」的貼文做為討論處，並將
12 個組別的題目於社團中設為「置頂文章」，讓學生可以點進社團中就可找到
自己的組別並與組員進行對話。
4. 分組運作方式，以小組成員自行選擇如產、官、學、民眾等角色扮
演，並根據自己所選之角色收集與問題相關的資料。組員需對其他組員收集的資
料進行研讀並回應，此為分組討論的準備階段。

（三）公民議會討論題目設定
每每學期會有不同主題所延伸出的問題討論，且需符合「當下正在面對」且
「當下尚未能解決」的問題，是在主題範圍內的時事問題，讓學生有更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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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的新聞與討論資料可以蒐羅分享， 並試圖從中以自己與團隊的想法來解決
此一尚未被解決的問題，如此可激起學生的討論熱情，在完成全組最佳共識的時
候也能更有成就感。
且此處可說明的是，107-1 與 108-1 的問題由教師設定，但學生於學期末之
回饋時提到，希望能夠由學生自己找題目。所以在 108-2 的活動進行時，由老師
設定主題範圍，再由學生經過一周的資料蒐集後，於各組聊天室中每位成員提出
問題，再讓組內成員自行投票選出各組須解決的題目。三個學期的主題與延伸討
論問題如下表 3~5 所示：
表 3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7-1「線上公民議會」六大問題

遊
民

PBL 問題解
決
面對這次的公投結果，同志議題在台灣的環境中會有怎樣的改變？在教育、民
法，
甚至憲法上，又將如何因應此次的公投結果？未來又應該以怎樣的方向作開
展， 方能改變大眾的想法，達到婚姻平權的目標？
對於無家者，現行法律對他們有許多不適用之處，請問為遊民設置「遊民專
法」

土
地

是否得宜?將面對那些挑戰?又該如何解決?
屏東市公勇路拆遷新聞曾經鬧得沸沸揚揚，但自新聞熱潮後問題又再度停擺。
請

議
題
同
志

正
義
地
方

外
籍
配
偶
勞
工

問該如何解決土地正義與經濟開發及地方發展的兩難問題?
「墾丁轉運站」是否增設是現今恆春地方重要的公民議題，而居民與政府各執
一
詞也各有道理，請問如何解決是否增建墾丁轉運站的問題，才能讓雙方取得平
衡點?
《國籍法》明定，外國人要歸化我國籍，除要連續 5 年、每年合法居留 183
天以上之外，並規劃修法，要求必須「無不良素行」，且外籍配偶若有「妨害
婚姻」的
行為就無法歸化我國。請問是否有更好的修法方向與想法?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今年首季聘用 7238 名派遣人員，行政院長賴清德認為保障
勞工
權益須從政府做起，正式核定派遣人員 2 年內歸零，改以公開遴選程序聘用。
如此的做法該如何評價?派遣工的勞動權益又該如何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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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一

二

三

四

五

議
題
生
態
同
志

勞
工

外
籍
移
工
遊
民

108-1「線上公民議會」五大問題
PBL 問題解
決
《石虎保育條例》又在今年闖關失敗，請問在動物保育與經濟開發的權衡之
下，
台灣人應該如何作為，才能真正保護石虎?
婚姻平權終於在台灣實現。但同志家庭是否可以擁有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
子， 人工生殖、代理孕母等在台灣仍有可預見的爭議，請問同志家庭如何可
能實現擁
有自己血緣關係孩子的夢想?
美食外送員因工作在車陣穿梭，交通意外頻傳，也讓美食外送員的勞動權益受
到關注。請問外送員與公司間的「承攬」或是「雇傭」關係，何者方能真正保
護外
送員的勞動權益？
在這次南方澳大橋斷裂後，外籍漁工的勞動甚至生存權益開始受到重視，請問
外
籍漁工現在的處境問題為何?又該如何解決?
對於無家者，現行法律對他們有許多不適用之處，請問為遊民設置「遊民專
法」
是否得宜？將面對哪些挑戰？該如何解決？

表 5

一

二

108-2「線上公民議會」五大問題

議
題
環
保

PBL 問題解
決
一次性的塑膠製品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性的紙類製品，紙類製造需砍伐樹
木，且有些免洗製品內側依然有塑膠用料用來防止滲漏，對環境依然造成影
響，請問該如何改善一次性工具的使用？又要如何平衡無法使用一次性用具而
不方便所造成的反彈？

數
位
性
暴
力

近期女港星阿嬌因離婚，但大家對她的印象仍停留在多年前的性醜聞及所謂不
雅照，數落她活該、被用過的還有人要等粗魯言論。但她明明就是個受害者，
何其無辜？不肖的何不是不良業者非法取得散播嗎？卻讓受害者被貼了一輩子
的標籤，身為女性，難道就是不斷被剝削和侮辱，而不能純粹的去享受性本身
的美好， 女性談及到性就往往遭受波及，性別上的不公，在亞洲社會看似含蓄
的社會，是否是父權主義的一種報復？我們該如何認知這樣的社會結構，又可能如
何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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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
志

婚姻平權在台灣通過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跨國婚姻」，當你的另一半國家
不承認同性婚姻就無法合法結婚。請問為何法律上不承認跨國婚姻，還有修法
或是改善的餘地嗎？

四

黑
工
寶
寶

由於來台移工大幅增加，有些移工懷孕了，而因為懷孕的關係，可能會被雇主
遣返回國，就這樣害怕遣返，所以有移工會選擇把小孩給殺了，有些會遺棄，
這樣都是人命，政府是不是要對這樣的規定再修正？讓移工多一份保障，減少
無辜的生命
（四）呈現問題解決成果
1.

在各組討論出最佳問題解決方案後，於期末考前三週，選擇一至二週

做為各組上台報告分享的時間。
2.

各組同學於報告時間一同上台，將問題解決的討論過程整理成簡報

檔，在報告時分享從如產、官、學、民眾等針對問題的不同身分關係進行資料蒐
集與消化整理，並於共同上線討論時間從問題討論過程中發現也具共識的最佳方
案，最佳方案具體為何，可能的影響為何，在課程的問題解決分組分享過程中，
讓同學知道其他的公民問題如何解決，也可以從中看到不同組的不同想法， 見
賢思齊。
3.

分組呈現當天以社團直播方式讓每個組別的呈現都能在社團中同步呈

現，並讓學生以按讚投票的方式選出提出最佳問題解決方案的組別，分組呈現示
例如下圖 2、3。並讓學生以社團直播過程中按讚投票的方式選出所認同的提出
最佳問題解決方案的組別。

圖 2

分組呈現簡報示例 1

圖 3分組呈現課堂簡報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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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BL 課程活動設計 2：「公民讀書會」
經過「線上公民議會」的操作後，學生有很大的迴響，參與度也很高。但「線
上公民議會」主要著眼於議題的深入討論，但對於敘事文學的文本理解機會又相對
被削弱。所以自 107 學年度下學期，嘗試以「公民讀書會」為PBL 問題解決導向
的課程設計活動，此與「線上公民議會」最大的差別，在於「公民讀書會」更著重
於敘事文學的融入。此模式於 107-2、109-1 及 109-2 三個學期嘗試操作。「公民
讀書會」分組閱讀的書目則如下表 6 所示：
表 6 107-2「公民讀書會」七大議題與研讀書目

議題

作者

分組書目

表 7

一

二

三

四

教育與親
子

同志

能源

遊民

吳曉樂

黃惠禎

伊格言

你的孩子不
是你的孩子

我和我的
T
媽媽

零地點

五

六

土地

底層

七

正義

勞動

女性與媒
體

李玟萱

臥斧

林立青

平路

無家者

碎夢大道

如此人生

黑水

109-1「公民讀書會」五大議題與研讀書目
一

二

三

四

五

議題

教育與親
子

遊民

底層勞
動

女性

原住民

作者

吳曉樂

李玟萱

林立青

江鵝

沙力浪

無家者

如此人
生

俗女養成
記

分組書
目

你的孩子不是
你的孩子

241

用頭帶揹起一
座座山

APA-6

表 8

109-2「公民讀書會」六大議題與研讀書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議題

校園性侵

遊民

底層勞
動

同志

教育與親
子

外籍移工

作者

陳昭如

李玟萱

林立青

黃惠偵

吳曉樂

姜雯

分組書
目

沈默的島
嶼

無家者

如此人
生

俗女養成
記

你的孩子不

奴工島

是你的孩
子

在 107-1 時以教師所選定之公民議題建立PBL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分別為
「教育」、「同志」、「土地正義」、「勞工」、「能源」、「女性」與「遊民」
做為七大主題，並將於PBL 課程實施時共同討論。109-1 時則接受學生建議，提出
書單讓學生自行選擇，學生共選出「教育與親子」、「遊民」、「底層勞動」、「女
性」與「原住民」五大主題，並分組研讀該組書目。109-2 時同樣提出書單讓學生
自行選擇，最後挑選出「校園性侵」、「遊民」、「底層勞動」、「同志」、「教
育與親子」、「外籍移工」等六大主題，並進行分組研讀。整體活動設計呈現如下：
（一）學生準備階段
1.

在開學時，即列出可延伸閱讀之與各類公民議題相關的小說，做

為學生期末報告讀書心得的指定書目。
2.

於開學第一週公布書目後給學生選擇時間，第三週時各書籍學生名

單確定後再採異質性分組，每組 8～11 員，分組後各組再個別創立自己的書
籍研讀社團，並請學生購置該書開始進行閱讀，並給學生一個月針對該書的閱
讀時間。
（二）學生解題規劃與小組討論
1.

閱讀時間一個月結束後，請該組成員開始該社團中進行閱讀分享、議題

延伸與文本分析。共分三個部分：「五大佳句」（2 週）、「議題延伸」（2 週）、
「文本分析」（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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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大佳句」：本課程之小組討論以非同步網路學習的方式，讓學

生在本課程的臉書社群建立後，於社群中自行貼文分享，由學生自行節錄在
所研讀書籍中最有感觸的佳句並說明原因以與同組同學分享。
（2） 「議題延伸」：再請學生針對文本中某段與社會議題有所連結的
文字，自行選擇相關媒體報導貼文分享，並寫引導文字與同學討論。
（3） 「文本分析」：最後針對小說文本中的人物設定、情節、結局等
部分進行文本分析，同樣以自行貼文的方式與同學進行線上的非同步分享。
於分組成果報告前三週，公布本課程所需解決的問題：「如何在 12 分

2.

鐘內，讓未閱讀過該組書目的同學能夠理解該書的具題內容與議題？」，問題公布
後，請各組同學再開分組聊天室進行討論，約定共同上線時間進行同步討論，此時
各組成員都對該組書目都已深入研讀，聊天室討論主要商討如何在分組報告時間
確實展現研讀成果，以及如何讓所研讀書目從文本內容到所延伸議題討論都能清
楚呈現。
3.

教師亦同步參與學生討論，並於討論過程中適時提醒學生分組報告的

呈現重點，讓討論過程能夠有效率。本次討論的問題學生需考慮的部分有：小說文
本的重心為何？要呈現哪些部分？ 小說所關注的社會議題為何？如何揀選？分
組報告在 12 分鐘內如何做到確實掌握時間又能深入表現書籍內涵？以何種形式
進行分組報告能夠達到最佳效果？等等問題都於討論時間內完成。
（三）問題解決分組呈現
經學生在課堂上、分組聊天室中的「公民讀書會」時間的密集討論後，各組同
學多能針對小說文本做最精確也簡省的說明（每本小說動輒 200 頁以上），且在
報告形式上，除傳統簡報報告外， 更有以辯論形式表現（教育、能源），以政論
節目形式（遊民議題），以作家專訪形式（同志）， 以綜藝節目形式（底層勞動）
等，讓他組同學感到驚豔，也驚訝於讀書報告竟然有如此豐富的形式展現！
如「C1 零地點」組，因文本主要討論「核四」問題，學生模仿政論節目以「三
方會談」進行核四廠存廢的辯論（如下圖 4）；「B2 我和我的T 媽媽」組，該書
作者黃惠偵書寫成長經驗所經歷家暴、父親性猥褻、與母親與妹妹逃家，並接受自
己的媽媽是同志的事實的故事，該組學生選擇
「作家專訪」的方式，由同學扮演黃惠偵與其母親，回應主持人提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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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1 無家者」組中，因《無家者》一書以作者李玟萱所採訪遊民故事為主
體，學生選擇以「市議會質詢」的方式， 由議員對市政府提出遊民問題該如何解
決的方案，融入故事角色的討論，十分用心也精彩（如下圖6）；同樣選擇《無家
者》作為分組報告主題的「D2 無家者」組，學生模仿政論節目「關鍵時刻」， 以
書本內容所提到的角色作角色扮演，並於過程中激辯，整體設計完整凸顯書本內
涵，又能在模仿政論節目的過程中以不同角色做發聲，十分有趣（如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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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C1 零地點」組

圖 5「B2 我和我的T 媽媽」組

圖 6「D1 無家者」組

圖 7「D1 無家者」組

肆、教學實踐歷程
一、量化資料分析
除學生的期末學期評量外，在 108 學年度及 109 學年度課程結束後，本課程
以Google Form 做十個題項的網路問卷詢問學生在本課程活動參與後，自我省視學
習效果並填答。以下分四個方向討論問卷結果：
（一）公民議題的關注程度
本課程希望透過敘事文學結合公民議題的討論，以及社群媒體與PBL 活動的
方式，提升學生對當下台灣社會各類公民議題的關注程度。問卷以課程修習前與課
程修習後自我審視對公民議題的關注程度是否有所改變為題，填答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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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公民議題關注程度」項
題項
在修習本課程之前，你認為自己對
公民議題的關注程度

在修習本課程之後，你認為自己對公
民議題的關注是否有提升

108-1

108-2

109-1

109-2

非常關注

12.2％

10.9％

22.6％

20.9%

關注

35.4％

37％

35.5％

普通

40.2％

50％

40％

17.6%

不關注

9.8％

4.3％

1.9％

52.7%

非常不關注

2.4％

0％

0％

6.6%

2.2%

有很大程度
提升
有提升

39％

30.4％

59.8％

63％

67.9％

64.8%

普通

1.2％

5.4％

3.8％

3.3%

28.3％

30.8%

沒有提升
1.2％
1.1%
0％
0％
沒有任何影
0％
0％
0％
0%
響
由以上填答結果可知，在修習本課程前，學生對公民議題有所關注者，每學期
約在 40～50％ 之間，而修習本課程後，能在自我省視後覺察對公民意識關注程度
提升者，每學期皆在 90％以上， 可見本課程在學生公民意識培養上有明確的正向
幫助。
（二）「敘事文學」結合公民議題
本課程以「敘事文學」結合公民議題的討論，希望學生能透過敘事文本中的角
色、背景與情節，能夠增加對各類公民議題中當事者的同理心，並能理解故事中不
同議題背景下的弱勢者情境， 進而加深對各類公民議題的理解與同理心，加深個
人的公民意識。填答結果如下：
表 10 「敘事文學結合公民意識培養」項
題項
在修習本課程後，你是否同意本課程
以小說與電影文本結合公民意識的教
授對自己公民意識的培養有幫助

非常同意

108-1
46.3％

同意

50％

50％

56.6％

普通

3.7％

6.5％

3.8％

2.2%

0％

2.2％

0％

0%

不同意

108-2
41.3％

109-1
39.6％

109-2
47.3%

50.5%

非常不同意
0％
0％
0％
0%
由以上填答結果可知，本課程以「敘事文學」結合各類公民議題的授課方式，
以期有效提升學生對公民意識的培養與深化，每學期皆有 90～97％的學生認為該
授課方式有所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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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群媒體」結合公民議題
本課程以「社群媒體」（臉書社團）的方式結合公民議題的討論，以更多元、即

時的方式讓學生在理解時事的同時，能夠蒐集資料、確立想法、理性思索後進行回
應，以加深對公民議題的理解並進而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
表 11 「社群媒體結合公民意識培養」項
題項
在本課程修習後，你是否同意本課程以社
群媒體（臉書社團）的形式結合公民意識
的教授，對自己的公民意識培養有所幫助

109-1

109-2

40.2％

37％

30.2％

35.2%

53.7％

52.2％

64.2％

42.9%

普通

6.1％

8.7％

4.2％

18.7%

0％

2.1％

1.4％

2.2%

0％

0％

0％

1.1%

非常不
同意
非常同
意
同意

47.6％

34.8％

30.2%

34.1%

51.2％

54.3％

60.4%

51.6%

普通

1.2％

10.9％

7.5%

11%

0％

0％

1.9%

3.3%

0％

0％

0%

0%

30.2%

31.9%

不同意

在修習本課程後，你是否同意本課程以社
群媒體（臉書社團）的形式結合公民議題
的討論（貼文回應），能增進您的網路資
訊蒐集、辨識與整理能力？

108-2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在修習本課程後，您是否同意本課程以社
群媒體（臉書社團）的形式結合公民議題
的討論（貼文回應），能增進您對不同公
民議題內涵的理解？

108-1

非常不
同意
非常同
意
同意

41.6％

34.8％

52.4％

50％

62.3%

54.9%

普通

5％

13％

7.5%

9.9%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2.2％

0%

3.3%

0％

0％

0%

0%

本課程最初建立的動機，就在於今之大學生做為網路 2.0 世代，在大量的資
訊中如何有效識讀資訊，以對不同公民議題有深入理解。以四個學期的問卷成果可
知，三個題項中以社群媒體（臉書社團）貼文回應的方式，學生對於公民意識的培
養、不同公民議題內涵的理解，以及媒體識讀能力上，皆有 90％以上的同意在此
形式中達到公民意識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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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BL 問題導向學習活動設計結合公民意識
本課程以「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做為「PBL 問題導向學習」之
活動設計，希望學生在分組討論的資料蒐集與討論中，深化其公民意識並能在與同
儕討論公民議題時能有理性的態度，並能清楚表達自己對不同議題的態度與想法。
填答結果如下：
表 12 「PBL 問題導向學習活動設計結合公民意識」項
題項
在修習本課程後，你是否同意本課程「PBL
問題導向學習」結合公民意識的形式對自己
公民意識的培養有所幫助？

108-1

108-2

109-1

非常同意

43.9％

30.4%

26.4%

同意

47.6％

50%

56.6%

普通

7.3％

17.4%

17%

不同意

1.2％

2.2%

0%

0％

0%

0%

40.2％

32.6％

35.8％

52.4％

58.7％

56.6％

7.4％

8.7％

7.5％

0％

0％

0％

非常不同意
在修習本課程後，你是否同意因本課程「PBL
問題導向學習」結合公民意識的形式自己因
此討論公民議題時能更清楚表達自己的意
見？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0％
0％
依填答結果可知，三個學期（109-2 無相同題目）的學生都表示在「PBL 問題
導向學習」活動設計中能夠深化個人公民意識與表達意見上，皆有 80％以上的成
效。
本課程共進行七個學期，前三個學期在建立各個不同的課程模式，後四個學期
的問卷調查做整體的成效檢視。依四個學期的問卷的共同題目項，可見本課程於深
化大學生公民意識上確有實際教學成效。
二、質性資料分析
在本課程的設計中，為能了解學生對於此創新課程之接受程度，以及做為課程
改進之憑據，自初創「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課程時，便以「我的公民筆記」為期
末報告，讓學生在學期終了，能夠透過對學習歷程的自我審視，提出在本課程中的
收穫，以及對本課程在不同的活動設計上所提出之可另本課程改進之建議。以下以
五個學期之「我的公民筆記」做統整與分析。資料編碼分為五個學期（106 學年度
第一學期、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以「1061」、「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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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1081」、「1082」分，五個班級學生來自不同系別，故以學生繳交之
報告以學生學號順序編碼，當學期學號排序第一位之報告為「001」，以下類推。
「1081-002」即表示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號序列第二之同學的期末報告內容。
學生之質性回饋資料分析如下：
（一）社群媒體介入課程的吸引力
本課程透過敘事文學連結公民議題可打破學生對於文學多談個人情感的既定
印象，且以社群媒體做為課程中學生自主學習的主要形式，課程之創新性是學生對
本課程的重要印象，如「我覺得在FB 留言或筆戰等，真的是非常新奇，剛開學時
聽到回家作業是這樣的形式時，一開始也是相當的懷疑，但實施後的效果非常棒…」
（1061-067）；「這次的通識課讓我覺得比以前的都還特別與多元，原本的我根本
不會去注意文章的訊息，頂多只是看看而已，但這次的課，讓我有了自己發言的機
會， 使我的意見受到肯定，提升我的自信心…」（1071-081），因社群媒體形式
的介入讓學生能有嫻熟操作的學習工具，改變教師灌輸的教學模式，學生也更勇於
提出自己的想法。
另外，在課程設計上，社團貼文之回應、「線上公民議會」與「公民讀書會」
等皆須於網路進行，讓「網路」與「課程」能緊密結合，也令學生印象深刻，如「真
的是一堂必須動腦和互動的課， 運用現在科技來學習很便利，敲敲鍵盤比起一直
在課堂上大聲的說出自己的想法容易的多…」
（1071-093）透過社群媒體的介入更能讓學生將課堂中對公民議題的討論自然
地進入生活中，在學習上也更能被吸引而專注。
（二）議題理解後的公民責任感提升
本課程的核心意旨，即在透過課程內容的規劃與活動設計，達到深化大學生公
民意識的目的。而在學生的「我的公民筆記」中，並未要求學生對此做一目標固定
回饋，但學生仍在審視自身的學習過程後，將自身公民意識的提升，以文字描述說
明，如：「雖然上課輕鬆，但在不知不覺中又吸收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這門課的
影響，現在常常會對議題做思考，也開始擁有一些自己的見解， 不再像以前盲目
的聽從」（1061-069），學生能在本課程中察覺自身從對公民議題不太關注走到能
正視生活中正在發生的公民議題討論的具體改變。再如「平常在身邊很少看到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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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社會議題的人，有時候在接觸到這些議題的資訊時，自己心裡會有許多想法，
但這些心情卻沒有人可以分享和討論，多多少少都會感到有點孤獨，通過這門課，
我看到大家在社團內發表的意見，才知道其實有這麼多同學願意關注這些事情，在
社團上也可以發表屬於自己的意見，讓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人」（1081-008），該學
生於課程社團與線上公民議會的分組社團中，感受到一起關注公民議題的氛圍，也
讓自己知道關心公民議題的人並不孤單，這對學生未來的社會參與有可想像的助
益。
另外，透過課程中對各類公民議題的深入理解，同學也將發現公民議題的多元
性，以及在了解過程中發現自己應當抱持的社會責任感，如：「在修這一門通識課
程之前，公民意識在我看來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但是實際上課後才瞭解到，原來公
民意識就在我們身邊，公民意識就是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具體的事情組成的，像是
土地正義、遊民議題、同性婚姻議題、世代議題等等…」（1061-016）；「不管是
筆戰還是 PBL 都很新穎，課堂教學內容很活潑，能夠吸引到原本對社會議題不太
關注的同學上了這堂課會習慣性的多看一些跟社會議題相關的新聞，今年的投票
也有用心去了解公投內容，也願意犧牲上班時間回家公投，希望能夠為改變台灣出
一些力量…」（1071-101），都是學生經自我審視後覺察自身的公民責任的例證。
再如學生從個人的求學背景到對公民議題的觀感自我審視後，確認在本課程結束
後的自我改變：
我來自私立中學，在六年的中學時期，所花費的時間大多都在課業上，對於公
眾事務不但毫無關心，而且總是覺得政治、公民事務是一件很遙遠、很複雜，甚至
是很骯髒的事。這門課程固然提到了非常多重要的社會問題，但我認為更重要的
是，經過這學期的課程，我學到了用了各個角度、各種面向，去了解，去看見這個
社會更真實的面貌。從文學、從音樂、從建築、從職業，我才驚覺社會是正在改變
的，而且是迅速地在改變，我們的生活周遭不知不覺中隨著經濟、隨著文化的發展，
而衍生出以前從所未有的社會問題。對於我而言，與其說是開始對周遭的公眾事務
開始感到興趣，不如說是發現做為一個公民、一個社會中的一份子， 好像有必要
強迫自己看見這些、聽見這些，關注社會、針砭時事，似乎瞬間變成了我們必須要
盡的責任。（1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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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公民責任感的確立，就是本課程最重要的目標，由學生所提供的回饋
意見，可看出正面的成效。

（三）社團貼文回應能培養學生對公民議題的關心與表達
在學生的「我的公民筆記」中，學生審視自己的學習過程說出自己覺得在課程
中有收穫的活動， 其中「社團貼文與回應」很高比例被學生提及。對於「社團貼
文回應」的部分，學生除表示課程形式創新外，多認為在社團貼文有多元、即時的
優點，也打破了原先對網路文章的閱讀慣性，如：「社團貼文的報導讓我對臺灣的
人事物瞭解更多了，像是外籍配偶、同志、遊民、環境等等，現在的新聞報導十篇
有八篇是政治，好像臺灣只剩下政治可以報了，從老師您分享的貼文，讓我覺得比
起政治，臺灣人更需要關心遊民、外籍配偶與環境（六輕）的議題。」（1071-010）
等；以及「再來就是社團貼文，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部分，我自己平常很不常去看新
聞，甚至是台灣的新聞都沒什麼有營養的新聞，所以我沒有管道可以得知世界上發
生的其他事情。上了這個課我就有了一個可以接收訊息的管道，可以有更多的資訊
可以分享和轉知給更多像我依樣沒什麼管道的人，讓世界上多一點人知道其他地
發在發生的悲劇。」（1082-050）…等等，都說明了學生在本課程社團貼文回應的
部分所學習到對公民議題的關心與表達。
另外，社團貼文的部分讓學生選擇有興趣的議題文章做閱讀與回應，在回應過
程也在建構自己對該議題的認知與思考，如此的訓練過程讓學生不僅建立對該議
題的知識，也建立面對公民議題時的態度，如「對我來說，在貼文中發表意見是我
很大的一個突破點，因為就算我真的有意見，也會害怕自己是否會與他人不同而不
敢表達，但透過這項作業，我更懂得如何表達及釐清自己的想法! 而且不會害怕觀
點不同，而是自由的呈現。」（1081-057），再如「1072-061」提到：

在社團貼文留言的部分，會讓我主動去關心社會議題，並且仔細地吸收資訊再
認真地思考， 說出我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不再只是單純看過。單純瀏覽的當下
雖然也會有一些想法，但在認真思考如何把它說出來而且要讓別人看得懂我的想
法時，這些當下的思緒會漸漸的轉變為另一種不同層次的文字去呈現，對於這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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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自己也是震驚的！原來，透過這樣的思考， 我的想法變得很具體，並且確實
的找出了事情的問題所在，進而思考如何解決，培養了我設法解決問題的能力，我
在社團貼文留言這部分是收穫最多的！

社團貼文回應能讓學生更快地進入對公民議題的討論，也是本課程活動中學
生接受度最高也能有穩定成效的部分。
（四）在PBL 活動中模擬公民參與
「線上公民議會」讓學生可以在分組的合作學習中，透過資料蒐集、分享與共
同討論，完成問題解決，因為多數學生初次接觸這樣的課程設計，新鮮感所帶來的
參與動機，也使得兩次的活動都得到良好的回饋，學生在「我的公民筆記」中，多
對參與PBL 活動感到印象深刻。學生在PBL 活動中的參與及收穫可以「1071-010」
為例：「PBL 活動就像是場小型的辯論會，很有趣，也讓我學習到新的知識，可
能我這一生中根本不會去探討國籍法這條文，因為我一出生就是臺灣人，所以覺得
理所當然，但對於外籍人士可能不這麼想，透過這堂課，讓我知道原來臺灣的國籍
法是如何規定的，與外籍人士目前在國籍上遇到什麼樣的困難等等。」該組的問題
解決以外籍配偶是否應有「道德」條件做為入本國國籍的時事議題，學生為能解決
問題，需對本國國籍法有一定認識，也在討論中需考慮外籍配偶、家屬、台灣政府、
民眾、婚姻仲介等角色之意見並取得平衡，對學生而言都是一個透過活動理解公民
運作的機會。再以「1081-012」為例，學生提到：「我非常喜歡老師最後設計的小
組討論，互相切磋討論比起自己以自為的找齊所有資料很懂一切更為珍貴，其中的
換位思考也很值得讓同學們省思。現在的我們常常因為以為我為出發而忘了他人，
雖然討論的議題跟大學人與人相處沒有直接的關係，卻意外的提醒了我處理事情
換位思考的重要性。」學生對活動設計的角色扮演的「換位思考」有所得，也符合
本課程希望學生能夠更能融入台灣社會進而理性討論公民議題的教學目標。再如
「1071-049」中學生的回饋：

PBL 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這樣的活動，當老師派發題目給我們時，我才真正去
關注那些議題， 去探討和了解事情的始末和緣由，會去找許多不同的報導和意見，
而且老師要我們以各個角色來看一件事情的發生，在不同角度上大家的意見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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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歧的，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會認為大部分人都認同的政策或聲音才是比較正
確的，可是卻沒有深入探討過事情的由來，這次PBL 的經驗帶給我很深的省思，
想要了解一件事並對其做出結論和看法，不是只看其中某方的報導或片面之詞就
給出結果，而是要嘗試站在各種角度深入各種角色來體驗，才會對事情的發展影更
多了解何看法，而且這次分組完成PBL 我發現大家都蠻厲害的，也都可以深入議
題做出各角色的看法，很佩服大家，也很高興我們完成了這次的報告。

學生的回應中對於分組活動中成員的參與以及在活動中的成長都有明確感受，
可見PBL 活動設計有其實效。
而在「公民讀書會」的PBL 活動中，透過分組敘事文本的閱讀與分析，讓同
學能深入瞭解作家所鋪陳每個人物角色、情節與結局等的深層用意，也讓該書目中
對公民議題的態度，價值取向等可以深入理解，而同樣的分組共享與討論，都令參
與同學感受到自己在活動中的自我提升，如
「1072-035」：…對於用一本小說延伸出的一系列討論我也很喜歡，大概是因
為比較不像是在上課吧，上課通常都是老師單方面給予知識，但討論是讓同學互相
學習分享，在這樣有點類似翻轉的模式中，我們更懂得傾聽不同的想法，也學著如
何理性討論，最後的成果呈現，更是匯集想法整理出的共識，或許表面上只是在探
討一本書、一項議題，但背後學習到資料蒐集、團隊相處、問題討論與解決，才是
未來我們更需要擁有的。（1072-035）

在梳理自身的活動參與後，也清楚理解自己在活動中所得，書本的研讀也成了
一場線上虛擬的公民參與，讓學生有所得。

綜上所述，本課程在學生的回饋中，多能看到學生對自身在課程修習中的收穫，
收穫感受主要在自身對議題的關注程度，對資訊的接收的謹慎程度，對議題討論參
與的主動程度，對自身公民責任的確認程度，都得到明顯的提升，也可見本課程所
能獲致之具體實效。

伍、反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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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總計七個學期的課程實施與學生回饋，以及教師本身身為參與者的資料
蒐羅與自我省思， 對於本課程有教學上的心得以及應具體省思改進之處，茲分
述如下：
一、教學心得
（一）漸進式的學習計畫
本課程在每個學期初即清楚說明該學期的課程進行方式，包括課室內外的參
與，社團貼文的回應，筆戰活動，以及PBL 活動設計，學生於開學初即可建立其
學習步調。
另外，社團貼文的回應從學期初即開始，目的在建立學生線上談論公民議
題，並能完整表述自己意見的參與習慣，「線上公民議會」的開始時間則訂在至
少第六週後。而 PBL 活動中，亦同樣有「準備階段」、「解題規劃與討論階
段」及「問題解決與分組呈現階段」，課程活動設計同時考量學生的學習能力之
積累，將能增強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運用學生熟悉的資訊接收形式
本課程在建立初始，即考量當代大學生之公民議題討論多在線上進行，故選
擇將「臉書」此一他們多能嫺熟使用的社群媒體做為本課程在課室外學習的主要
形式，從課程社團的建立、社團貼文的分享與回應、分組社團的建立等，目的皆
在讓學生平時使用此一社群媒體時，能讓課程要傳遞的相關訊息能自然地進入他
們的生活中。
且學生成長於資訊快速爆炸的年代，社群媒體的資訊傳遞也讓學生習於掌握
最新且即時的訊息，因此每學期的「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臉書社團中貼文分享
不但避免重複，更強調與學生討論議題的即時性，此群體學習的共時感，將增強
學生的學習動機。
再者，學生同樣嫺熟使用的網路聊天室，則是「線上公民議會」在最後階段
的虛擬討論區，是完成網路共同合作學習的媒介。
最後，因為有課堂臉書社團的建立，更可運用「直播」的功能，讓課堂的教
師講授與演講內容透過直播在社團呈現，學生可以在直播下的留言串對教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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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或講師演講內容提出疑問。而在課堂最後的各組成果分享時，同樣運用直播
功能，讓學生可以在社團中按讚投票，如此可讓學生更有對他組期末報告成果的
參與感，而最後票選出的最佳組別也由學生的按讚數決定，在教師贈與獎品的時
候也同時更有光榮感。
在本課程中，臉書、社團、聊天室、直播，都是學生常用的媒體形式，讓課
程可以透過學生熟悉的資訊接收形式呈現，也更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參與學生的學習歷程
本門課程的設計上，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不只在課室中的 36 小時，社團貼
文、學生分組社團， 分組聊天室的討論，教師皆參與其中。「線上公民議會」
與「公民讀書會」在社團成員商訂共同上線時間後，聊天室開啟後需邀請教師加
入，教師在聊天室中觀看各組的討論進行，也隨討論情形不同，調整自己為觀察
者或引導者的角色，對學生討論時好的意見同樣透過表情符號給予讚揚，也能讓
學生知道自己的學習表現隨時受教師的關注，此一參與學生學習歷程的做法，同
樣將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也提高其學習成效。
（四）不預設學生學習表現成果
本課程由於是本人研究成果發展建立的創新課程，而後第二次課程的「線上公

民議會」與第三次課程的「公民讀書會」，都是前無所承的課程設計，因此在每次
課程初始，都曾對學生說：「這堂課最後是什麼樣子，是你們決定的。」因為本課
程強調學生的自主參與，對社團貼文回應的用心程度，對分組社團任務的投入程
度，在分組問題解決的聊天室中，各組成員的準備與討論熱情，都是這個課程在每
位學生心中不同的樣子，也更使學生自己的學習有超越教師預期的可能。證諸學生
的質性回饋意見，學生對於社團貼文與「線上公民議會」參與過程的學習意見，都
是學生自行投入所得之學習成效。更重要的是，在學生的分組成果報告時，也讓學
生自行決定報告的形式與深度，在不預設學生學習表現成果的同時，也讓他們有更
強的創造動機，也在每次分組報告的同時讓教師與學生驚豔。
二、課程改進方向
在「我的公民筆記」中，學生多能在「建議」項中提出對課程活動的建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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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課程實施中亦是觀察者，也發現課程實施時可能的缺失，經整理後做為下次課
程改進之依據，茲分述如下：
（一）應更尊重學生的自主選擇
在本課程中，雖在社群媒體的使用上讓學生感到更即時、多元，也更有意願參
與，然而在學生的回饋意見中發現，教師在本課程中仍有太大的主導性。這主導性
包括「社團貼文」由教師在當學期的不同公民議題報導文章揀擇分享後讓學生閱讀
並回應，「線上公民議會」的議題種類與內容， 甚至PBL 的活動所進行異質性分
組名單，都由教師自主決定，學生在此只能隨順教師之規劃，也讓部分學生於回饋
中反應，社團貼文部分應能讓學生亦有貼文權力，在分組以及決定議題與書目時都
能讓學生有選擇權，這是值得參考與改進之處，也能更尊重學生的自主選擇，對增
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亦有可想見之提升。

（二）調整學生學習規劃應更具靈活性
在本課程的實施中，因為課程規劃有學生學習積累的階段性，一學期僅有 18

週，學生又在 PBL 活動中各自分 10～12 組，每組的學習進度都有所不同，而制
式化的時程規劃將造成某些組別準備不足卻強迫進入下個學習階段，而組內不同
成員的學習進度亦不相同，這也將使最後之同步線上討論將有同學無法跟上討論
內容的情形。
因此，本課程對於學生的學習規劃應更具靈活性，未來可在每個學習階段設立
完成指標，若個別同學或該組成員達成部分必要指標後方能進入下階段，也能督促
學生把握時間完成該階段的學習任務。
（三）課程活動應增刪調整避免繁重
本課程初建立時，目標在讓學生能改變在網路上隨他人言論起舞，或無意間造
成網路霸凌的現象，所以設計「一起來筆戰」的活動，讓學生在有教師監督的空間
中，對議題做集中思考與正反意見的陳述，促進學生理性溝通、價值澄清，學生初
參與時也對「筆戰」充滿好奇與參與動機，認為該活動如同線上的辯論賽，在遊戲
中完成自己對議題的知識掌握與討論態度。但至第二次施行時， 明顯感受到筆戰
的參與熱烈感不足，正反意見的交鋒大幅減少，且學生多站在對議題的浮泛思考選
擇對該議題既定觀念的支持或反對，對個人或人性的反省思考亦不足，殊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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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而後所舉辦之PBL 活動「線上公民議會」，在各組社團內的資料蒐集、分享
與同步線上討論時，取代了「一起來筆戰」所預期帶來的學習效果，也因此，在下
個學期的課程規劃中，就取消了「一起來筆戰」的活動，如此也減輕了學生的學習
負擔。
另外，亦有同學在「線上公民議會」活動實施後，認為本課程名為「台灣小說
與公民意識」， 但社會議題談論比重明顯高過台灣小說，而使兩者比重失衡，所
以在 109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即規劃「公民讀書會」，讓 PBL 活動以小說研讀
為主，而刪去「線上公民議會」的活動，也讓課程更能在不同規劃中看到學生學習
成效的差異。

陸、結語
本課程以在教學現場發現的學生網路談論公民議題時的傾向與可能問題出發，
設計以敘事文學的閱讀分析讓學生能社會結構以及議題中人物心境有更深理解，
透過社群媒體形式的介入讓學生能將公民議題的思考與討論帶入生活，再透過PBL
活動的設計讓學生能更進一步體認公民討論的樣態，進而確立自身在台灣社會中
的公民角色與責任，深化其公民意識。
當代台灣對大學生能力的培養強調創新與跨領域，也更強調能培養學生的公
民力，在台灣逐漸走向成熟的公民社會的歷史階段，學生的公民素養，對自身公民
責任感的體認，對社會不同議題的關心，都可在大學課程中做養成，本課程的嘗試
在讓原屬社會學科的公民養成能有人文的深度，原屬人文學科的文本閱讀，能有與
社會的緊密連結，如此的課程設計希望能做為未來精進之依據與其他課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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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論」課程培育研究生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
探究與實作」教案

盧秀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教授
luchowch@tea.ntue.edu.tw

摘要
因應 12 年國教的改革，本系研究所更名為「科學探究與實作碩士在職專班」
，
能幫助研究生獲得「國小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認證和獲得「科學探究與實作」
學程課程； 故本研究培育某教育大學研究所修習「生物特論」課程的 24 位研究
生，分為 12 組，設計國小跨領域「探究與實作」教案，包含：講授「生物特論」
12 個單元、跨領域「探究與實作」科學史，各組研究生撰寫學習歷程檔案，然後
各組研究生根據 12 個生物單元， 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相關教案。
本研究採用學習檔案評量（LPA）來評量各組研究生學習生物基礎知識與跨領域探
究知識之學習成效，採用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評量（EDST）來評量各
組研究生的教案設計。研究結果顯示：一、各組研究生學習生物「基礎知識」LPA
評量平均分數 4.03 分，五分等級是接近「良」等級；學習「跨領域探究知識」LPA
評量平均分數 3.38 分，在「可~良」之間的等級。二、各組研究生能將所學習的
生物單元配合國小自然領域單元設計國小跨領域「探究與實作」教案，設計跨領域
的方式非常多元化，並具有環保意識。三、各組研究生教案設計的 EDST 評量平
均總分為 15.54 分，百分等級為 0.78，表示各組研究生所設計的教案與學習單能
符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精神。
關鍵字：生物特論、研究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設計、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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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Biology" course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to design Elementary school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plan
Chow-Chin Lu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rofessor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is
department was renamed "Master's in-service special class of scientific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which could help graduate students obtain the certific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pecialty in natural fields" and obtain "Scientific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learning courses. This study has cultivated 24 graduate students,
divided into 12 groups, of the National Teacher's University to study the "Advanced
Biology", and design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plan.
The professor taught 12 biological unit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history, then each
group wrote portfolio and designed elementary school related teaching plans based on 12
biological units. This study used Learning Portfolio Assessment (LPA)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ach group in learning basic biological knowledge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knowledge, and used the Evaluation of Designing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plan (EDST) to evaluate each group in teaching
plans desig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average LPA score of each group
studying biology "basic knowledge" was 4.03 points, which was close to the "good" level;
the average LPA assessment score of learning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was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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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which is between "normal ~ good" level. 2. Each group could combine the biology
unit with the elementary school's natural field to design the elementary school related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plan. The designing
interdisciplinary was diversified, and many teaching plan were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3. The EDST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plans designed by each group
averaged 15.54 points, and the percentile grade was 0.78, indicating that the teaching
plans and learning sheets designed by each group conformed to the spirit of
interdisciplinary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s.
Keywords: Advanced Biology, graduate students, scientific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plan design, inter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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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因應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的課程改革，本校為國小師資培育學校，本系在
108 學年度將碩士在職專班更名為「科學探究與實作碩士在職專班」，提供修習國
小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 22 學分（教育部，2015）及「科學探究與實作」學程課
程，目的在增強國小教學現場的專業能量，提升教師在職場上的專業價值，希望能
吸引更多的中小學自然科教師、師資生、教科書編輯者前來就讀。配合本校研究所
更名，「生物特論」課程從原本的 2 學分修正為 3 學分，目的是加強研究生的生
物基礎知識外，也能介紹生物學相關「跨領域探究」的科學史，協助研究生學習跨
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設計。因此，本研究除教授「生物特論」各單元的
基礎知識外，增加介紹相關的科學史，即跨領域科學家如何合作進行跨領域「科學
探究與實作」，例如：教授「現代遺傳學」單元時， 會增加介紹 Crick（物理學博
士）和 Watson（動物學博士）進行 DNA 的 X-ray 探究，並請教 Griffith（數學
博士生）進行計算推理，才發現 DNA 雙螺旋構造（Pray, 2008）。
十二年國教自然領域課程綱要著重於探究式教學，課程設計強調跨領域的科
學探究與實作，並且中小學教師要培養能自行編輯教材的能力（教育部，2019）。
美國新世代科學標準（the 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NGSS，2013）說明要
提昇學生的大學與職業準備度（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應包含「學科核心
概念、科學與工程實務、跨領域概念」三個面向；科技部（2015）也說明科學與科
技領域應充分配合與開發，才能展望未來、提升國家的競爭力，高等科學教育應具
有國際競爭力或跨領域課程設計的能力。十二年國教自然領域的科學師資培育應
著重於科學本質、科學探究過程以及科學教學的專業實務；因此，本研究積極尋找
「生物特論」課程相關的跨領域探究文獻，配合各個生物單元詳細介紹相關跨領域
「科學探究與實作」的實驗，希望能啟蒙研究生一些跨領域的探究、深度思考與廣
度學習。接著利用焦點團體法，協助各組研究生將修習的「生物特論」單元內容吸
收後，轉化設計相對應的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利用師生、同儕的
討論與評量，精緻化這些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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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推動，教授「生物特論」課程培育研究生獲
得生物學基礎知識與跨領域探究外，並培訓研究生轉化「生物特論」知識以設計國
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因此，本研究探討問題有：（一）各組研究
生如何學習「生物特論」各單元的基礎知識與跨領域探究知識？（二）各組研究生
如何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

貳、文獻探討
一、 十二年國教的自然科學領域課程綱要強調「探究與實作」精神
教育部（2019）根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發、互動、共好」的理
念及培養「核心素養」，明訂應該發展「探究與實作」的課程。十二年國教總綱以
三面九項的
「核心素養」指導學生以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而自然科學領域課程綱要
強調課程的縱向連貫及各科目之間的橫向統整，即是一種「跨領域」的課程，並活
化各教育階段學校環境與學生學習的關係與評量，轉化成為實踐行動的能力與經
驗（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4）。自然科學領域課程綱要著重「核心素養」導向學
習，並以課程統整為主軸搭配「探究與實作」的學習；自然科學領域課程綱要包含：
1. 學習表現，包含：科學認知、探究能力和科學的態度與本質，2. 學習內容，包
含：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自然界的現象、規律及作用、自然界的永續發展等學科
和跨科的核心概念（教育部，2019）。中小學自然科的師資培育強調科學教師要使
用探究式教學法來教學，課程設計需加入「探究與實作」，才能引導中小學學生進
行探究、思考、解釋、提出主張，提升思考智能與問題解決的能力（盧秀琴、谷冰，
2019）。Edwards（1997）認為探究活動起源於學生想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教師必
須引導學生認識所要研究的問題，才能促使學生持續進行探究活動。陳竹亭（2016）
認為「探究與實作」課程的實驗主題應選擇「可以做」和「取材自生活」為考量，
要先了解學習者的知識及能力、需求、興趣後，再訂定學習目標及規劃教材和評量。
Wu 與 Hsieh（2006）的研究說明並非將學生置於「探究」情境中，學生就能主動
建構科學知識與科學過程技能，教師必須適時的提供鷹架，並根據學生的認知情況
選擇合適的探究式教學法才能幫助學生建構科學知識。顧炳宏、陳瓊森與溫媺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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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強調「實作」的目的除了學生要能具備動手做（hands-on）的層面外，學
生共同參與建構科學知識（minds-on）的過程以理解自然世界的運作也是「實作」
的重點。
二、「生物特論」課程相關跨領域科學探究的科學史介紹(兩個示例)
DNA 雙螺旋構造是由 Crick 和 Watson 共同發現的，Crick 攻讀物理學博士，
Watson 攻讀動物學博士，他們對 DNA 提出一個結構模型，使能解釋 X 射線衍
射分析的圖像， 又能闡明基因複製和編碼蛋白質等生物學的特性。他們從化學性
質來檢視 DNA 結構知識，發現 DNA 含有 4 種鹼基：兩種嘌呤（A 和 G）兩種
嘧啶（C 和T），一個鹼基、一個五碳糖和一個磷酸根組成一個結構單位，稱為核
苷酸，核苷酸之間經由磷酸酯鍵相連， 組成分子的骨架結構。但 DNA 究竟是雙
螺旋還是三螺旋結構？從 X 射線衍射分析的圖像解讀，DNA 應該是雙螺旋的，
兩條骨架是反向平行的，骨架是在螺旋的外側，排列在兩條螺旋的骨架上應該是核
苷酸，通過分子間化合鍵的作用，劍橋大學數學系研究生Griffith 經過精密的計算，
認為 A-T，C-G 的方式配對最合理，提供給 Crick 和 Watson 訊息；讓 Crick 思
考核苷酸配對的專一性，核苷酸應該按照 A-T，C-G 的方式配對，配對方式為氫
鍵鍵結，A-T 兩個氫鍵，C-G 三個氫鍵，氫鍵鍵結位於螺旋的中央穩固 DNA 雙
螺旋鏈，兩條螺旋的核苷酸為攜帶遺傳信息。Watson 發現在酮式結構情況下，AT 鹼基對與 G-C 鹼基對長度相等，又恰與 DNA 分子的直徑相當，這使 Watson
和 Crick 確信DNA 是雙鏈而不是三鏈(Dahm, 2008; Pray, 2008 )。
瓦赫寧恩大學研究團隊申請「植物─微生物燃料電池」（Plant-Microbial Fuel
Cells, Plant-e）專利，是結合植物、泥土微生物及電化學技術，產生電力的一種永
續性的技術。科學原理是一般樹木進行光合作用時有 70%的有機產物不能被植物
利用，只能經由韌皮部往下輸送到根部，然後排到土壤，土壤中的某些微生物能分
解這些有機物質，此過程中會產生電位差，研發者需要尋找樹根適當位置插上電極
使其發電。有機物分解的過程中，便會有電子（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然後再由安
放在植物根部的電極捕捉這些電子， 便能產生電能；該計畫的負責人赫爾德
（Marjolein Helder） 說， 植物─ 微 生物 燃 料 電 池 可 以 做 為 該地 區 的照 明應 用
（Nitisoravut, & Regmi, 2017）。根據這個理論，臺大實驗室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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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草的實驗裝置在三月單日最大之平均輸出電壓達到 607.28 mV， 水蠟燭實驗裝
置也有 215.17 mV 的輸出電壓。土壤經過植物微生物燃料電池的運行，由酸性土
壤提升至中性土壤，則土壤導電度也會跟著下降。目前每平方米植物可以產生 0.5
瓦的電量，就是一個 15 平方公尺的實驗電池可產生筆記型電腦所需的電力；植物
微生物燃料電池適用於屋頂和大沼澤地區，可朝向商業化來運用（官崇煜，2019）
。
三、「學習歷程檔案」的檔案評量
教育部倡導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以評估教師教學的優缺點，以達成專
業發展的目標，主要評鑑方式包含：教學觀察、教學檔案、教師晤談、蒐集學生或
家長教學反應（教育部，2012)。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能呈現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與進步情形，教師據以評估學生連續性及多面性的學習表
現（鍾敏華，2008）。李坤崇（2010）指出檔案評量的實施程序，從確立目標、檔
案形式、內容蒐集、評分規準與展示型態等，具有一定的標準流程。學習歷程檔案
與評量實施的步驟分為：1. 準備與規劃，2. 確定目的，3. 選擇檔案的內容與範圍，
4. 制定清楚適當的評分準則，編製評量實施手冊（曾素秋，2014）。目前國內外相
關研究，學習歷程檔案評量與課程結合，應用於師資培育、國文、英文、數學、自
然等多領域的課程，其優點有：1. 增進學生良善之學習行為，2. 增加自我省思與
督促的機制，3. 增進親、師、生之間的互動溝通，4. 提升學生蒐集與統整資料的
能力，5. 檔案評量能回饋教師進行教學的改善（林素卿、葉順宜，2014）。但檔案
評量也有其限制：1. 耗時、費事、不易實施，2. 亟需克服信度、效度問題，3.
檔案評量時應注意個別差異，4. 教師應提升評量的專業素養（Driessen, & Norman,
2008）。學生回饋是檔案評量核心的步驟，但學生少有自我省思的機會，教師應提
供結構性的問題來引導學生省思；師生可進行個別深入的對談，藉由師生雙向的溝
通掌握學生的執行情況和態度（Lam, 2013）。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某國立教育大學「科學探究與實作碩士在職專班」修
習「生物特論」課程的 24 位研究生為對象，兩人 1 組分成 12 組進行培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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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究倫理的規定，在上課之前有對所有研究生說明本研究的相關事務，並取得所
有研究生的同意，本研究已經取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研究倫理審查的核可證明
書。首先，教授「生物特論」12 個單元，每個單元都增加「跨領域科學探究」的
科學史介紹（8 週），其次，教授利用焦點團體法和各組研究生討論國小跨領域「科
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設計（3 週）；之後， 12 組研究生進行跨領域「科學探究
與實作」教案設計的說課，授課教授、2 位輔導教師和同儕給予回饋，協助其修改
教案（6 週）；最後，授課教授、2 位輔導教師將 12 組修正的教案給予評量（1
週）。本研究想要探討各組研究生在「學科知識類、實務經驗類」的專業成長，「學
科知識類」強調各組研究生如何學習「生物特論」12 單元的基礎知識與跨領域探
究知識；「實務經驗類」強調各組研究生如何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
的教案。故本研究使用學習檔案評量（Learning Portfolio Assessment, LPA）來評量
12 組研究生「學科知識類」的學習成效，使用「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
評量」（Evaluation of Designing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Teaching plan, EDST）來評量 12 組研究生「實務經驗類」的教案設計成效，然後
蒐集所有質性資料進行詮釋性分析。
二、研究對象與輔導教師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某國立教育大學修習「生物特論」課程之 24 位研究生為研究對象，
其中有 14 位為國小自然科教師，有 4 位為國小自然科代課教師，有 4 位為補教
界的老師，有 2 位為教科書編輯者。將研究生分成 12 組，每組 2 人，每組在每
週「生物特論」上課完畢都寫一份學習歷程檔案，接受 LPA 評量。每組被分配「生
物特論」課程的其中一個單元，設計一份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進
行說課與檢討，最後接受 EDST 評量。
（二）輔導教師
本研究聘請 2 位自然科輔導教師，擔任每組研究生學習歷程檔案（LPA）、
說課（EDST）的輔導與評審者；2 位輔導教師皆畢業於某國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
教育研究所，且擔任國小自然科教師達 14 年以上，是新北市資深的自然科輔導員，
參與科技部、教育部的師資培育計畫達 6 年以上，並擔任自然科輔導老師 6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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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論是國小自然科的教學專業知識，或是教學技能方面皆相當豐富，適合擔任
本研究的自然科輔導教師。
三、研究工具
（一）學習檔案評量（LPA）
每組研究生在每週「生物特論」課程完畢撰寫一份「學習歷程檔案」，內容包
含：上課內容摘要、反省、思考、批判等向度。「學習歷程檔案」評量表分為基礎
知識、跨領域探究知識等 2 個向度評量，分為優、良、可、差、劣五個等級分別
給予 5, 4, 3, 2, 1 分； 本研究聘請 1 位專長於普通生物學的國立大學教授、1 位
專長國小自然科教材教法的國立師培大學教授與 2 位國小資深自然科教師進行
修正，依據專家意見修訂題目而建立內容效度。LPA 評分者包含 1 位授課教師與
2 位輔導教師，評分原則除盡量達到不同評分者之間的一致性外，針對評分不一致
的地方開始進行對話與討論，使研究者更清楚地瞭解研究生所要表達的意涵，甚至
增加研究生個別晤談以了解其內心的想法。本評量表的題目如附錄一。
（二）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評量（EDST）
本研究自編「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評量」，評量內容參考國小自然
科教案評量內容，包含：知識、技能、情意、整體表現四個向度，每個向度各有 5
個小題，分為優、良、可、差、劣五個等級分別給予 5, 4, 3, 2, 1 分。本研究聘請
1 位專長於普通生物學的國立大學教授、1 位專長國小自然科教材教法的國立師
培大學教授與 2 位國小資深自然科教師進行修正，依據專家意見修訂題目而建立
內容效度。EDST 評分者包含1 位授課教師與 2 位輔導教師，評分原則除盡量達
到不同評分者之間的一致性外，針對評分不一致的地方開始進行對話與討論，使研
究者更清楚地瞭解研究生所要表達的意涵， 甚至增加研究生個別晤談以了解其內
心的想法。本評量表的題目如附錄二。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括：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與學習單，學習歷程
檔案、
LPA, EDST 評量。針對研究問題進行編碼如表 1 所示，LPA, EDST 量化資
料利用 SPSS24.0 進行統計分析，最後綜合質性資料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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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研究目的蒐集相關資料、說明資料分析方式，整理如表 2 所示。本研究的詮
釋性分析不排除量的資料， 並著重課室觀察、非結構性的對話，做詳盡、描述性
的現場記錄，用來詮釋各組研究生在本研究各種互動中所產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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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各組研究生學習「生物特論」的基礎知識與跨領域探究知識
本研究教授「生物特論」共 12 個單元，每個單元都增加「跨領域科學探究」
的科學史介紹，共 8 週，每組研究生每週寫一份學習歷程檔案，包含：基礎知識
和跨領域探究知識；採用 LPA 評量，聘請三位評量者評量，將三位評量分數進行
SPSS24.0 的統計分析，整理如表 3 所示。
表 3：各組研究生撰寫學習歷程檔案之 LPA 評量分析

從表 3 得知，各組研究生學習「生物特論」12 個單元所獲得的「基礎知識」
LPA 評量平均獲得 4.03 分，五分等級是接近「良」等級；所獲得的「跨領域探究
知識」LPA 評量平均獲得 3.38 分，五分等級是在「可~良」之間的等級。比較各
組研究生的學習成效還算平均沒有很大差異，最優的組別是第 9 組，總分平均為
7.90 分，比較落後的組別是第 6 組總分平均為 6.80 分。
各組研究生學習「基礎知識」方面，都能「摘要整理」該單元的學習內容是得
分最高的，有些組別能將該單元的重要圖表下載轉貼，並且加以解說，例如：第 9
組學習酵素時，會把酵素圖下載轉貼，再解說酵素的形成與功能（圖 1）。針對「基
礎知識」的「反省、思考、批判」的學習歷程檔案分析，反省、思考的得分大於批
判的得分；就「反省」分析，多數組別能將目前所學習的基礎知識和自己的教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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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呼應，例如：學習生態系單元時，第 3 組會反省「在人類經濟發展過程中，
勢必與環保、永續發展等議題有所牽涉，如何去取得其中的平衡是每位公民接下來
所需面對的課題，然而在國小教學中， 我們卻極少帶領學生討論相關的價值觀議
題（LPA- 3）。」就「思考」分析，多數組別能將目前所學習的基礎知識思考應用
在自己的教學上，例如：學習現代遺傳學單元時，第4 組會思考「試管嬰兒是這個
世代孕育下一代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我當學生時不去了解的知識。但對現在學生不
一樣，他們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容易接觸到科技融入知識，所以我會在課程中加入這
些新知（LPA- 4）。」就「批判」分析，較少組別能將目前所學習的基礎知識進行
批判思考，提出創新或有價值的想法，例如：學習光合作用單元時，第 10 組會批
判「我認為光合作用使用模型來教，也許太過困難。我覺得國小可以用更直觀的方
法，例如水蘊草在強光照射下會冒氣泡，來說明植物在照光時會產生某種氣體
（LPA- 10）。」
1. 多數酵素由蛋白質組成，先由多生態的一級結構纏
繞成二級結構，再組成三級結構和四級結構。
2. 能工作的酵素，其蛋白質結構都在 3~4 級結構：
生態鏈經由轉折變成立體的空間，並形成作用中
心。
3. 酵素有作用中心，可以讓反應物進行反應(裂解、
合成…等)，例如：蔗糖酶。
4. 酵素的工作效能具有條件限制(溫度、酸鹼度)，
例如：人體內的酵素溫度以 37 度 C 較為適
當。
5. 酵素具有回饋機制，若身體已足夠量，最終產物會
與反應過程中的第一個酵素結合，成為抑制劑。
6. 破壞酵素功能的因素，有：競爭性抑制劑、非競爭
性抑制劑。(LPA- 9)
圖 1：第 9 組研究生學習酵素時，會把酵素圖下載轉貼，解說酵素的形成與功
能
各組研究生學習「跨領域探究知識」方面，都能「摘要整理」該單元的學習內
容是得分最高的，有些組別能將該單元的重要圖表下載轉貼，並且加以解說，相似
於「基礎知識」方面。針對「跨領域探究知識」的「反省、思考、批判」的學習歷
程檔案分析， 都雷同於「基礎知識」，但是寫出來的內容比較侷限於自己的想法，
可能對跨領域科學史的理解還不夠透徹。例如：學習古典遺傳學單元時，第 1 組
會反省「摩根實驗果蠅複眼的顏色，發現外表型不符合孟德爾定律，能夠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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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發現基因是位於性染色體上，所以當實驗數據不符合預測時要繼續做研究
（LPA-1）
。」學習現代遺傳學單元時，第 8 組會思考「DNA 雙螺旋構造是由 Crick
和 Watson 共同發現的，如果沒有Griffith 協助計算，可能就提不出正確模型；所
以工作需要尋找跨領域的人才一起合作（LPA-8）。」學習光合作用單元時，第 5
組會批判「光合作用的科學史非常有趣，使用老鼠做實驗在現代的動物倫理上應該
有爭議，但在過去是探索生命非常重要的實驗， 植物行光合作用排出氧氣，才能
提供動物進行呼吸作用（LPA-5）。」
二、各組研究生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
（一）各組研究生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分析
共 12 組研究生設計「生物特論」12 個單元的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
案，將其整理如表 4，並進行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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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共 12 組研究生設計「生物特論」12 個單元的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
作」教案

從各組所設計的教案及學習單分析，發現 12 組研究生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
探究與實作」的教案，具有以下的特徵：1. 能將所學習的內容去配合國小自然領
域單元進行跨領域的教案設計，例如：根據「細胞的生理現象」內容，配合「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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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單元， 設計相關教案，操作蛋膜滲透實驗及醃製品的科學應用（TP-2）。
2. 能將設計的教案融入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例如：「植物葉片的功能」
教案能討論光合作用對生活環境的影響後，融入數學領域來教導學生如何計算碳
足跡，讓各小組應用碳足跡來探討與設計有效的綠屋頂功能（TP-5）。3. 跨領域
「科學探究與實作」模式非常多元化，有操作實驗、玩密室逃脫遊戲、議題討論、
使用手機放大鏡拍照分享、種植芽菜、製作環保玩具、身體體驗、數學計算等（TP全部）。4.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暖化與災害頻傳的緣故，多數組別的跨領域「科學
探究與實作」教案設計，會融入環境議題的討論與探究， 讓小組設計省水省電、
綠化環境的實際行動，好好愛護自己生存的環境（TP-1, 5, 8, 9, 11, 12）。5. 教案
的學習單設計在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方面，傾向問題來了，請仔細閱讀下列
文章後提出解決方法，雷同於授課教師講授跨領域科學史的提問，例如：「我是健
康好寶寶」教案的學習單設計，會讓國小學生閱讀「吃了多少熱量？」文章，再教
導食物熱量計算和提出解決策略（LS-1）。
（二）各組研究生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之 EDST 評量分析
共 12 組研究生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之 EDST 評量，結果分
析整理如表 5 所示，並進行簡要說明。
表 5：共 12 組研究生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之 EDST 評量分析

各組研究生的 EDST 平均總分為 15.54 分，就滿分 20 分而言，百分等級為
0.78，表示各組研究生所設計的教案與學習單尚符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
的精神，其中第 9 組得分最高 16.54 分，百分等級為 0.83；第 6 組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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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分，百分等級為0.73。第 9 組 EDST 得分較高的原因是從「認識昆蟲發出
聲音類型和昆蟲鳴叫的目的」切入，探討蟬使用肌肉收縮發聲，振動共鳴腔將聲音
放大的原理，此結合生物、物理學科的學習；跨領域探究與實作為「各組製作環保
竹蟬」，結合了 STEAM 跨領域的整合學習與滾動修正，最後做出產品出來。第
6 組 EDST 得分較低的原因是從「觀察常見藻類」切入，然後熬煮製作石花凍，
較少有不同學科的整合學習；跨領域探究與實作為「使用手機放大鏡拍照，以 team
viever 軟體跟別組分享」，是結合科技的產品使用，著重於如何使用科技產品，較
少有跨領域科學原理的探究與學習。
進行 EDST 各向度分析，整體而言「認知」向度平均得分 3.96 分，百分等級
為 0.79， 表示各組研究生能將學習的「生物特論」知識轉化為國小學生所能接受
的跨領域認知的教案設計，建構國小學生的科學概念；「技能」向度平均得分 3.40
分，百分等級為 0.68， 表示各組研究生對於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技巧，
仍有待加強；評審委員認為「各組研究生雖能引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與實作」，
但研究生搭鷹架的能力尚不足，故國小學生是否能理解與應用，最終能獲得科學過
程技能和核心素養能力，仍有待加強（EDST- 2,6,7-A,B,C）。」「情意」向度平均
得分 4.20 分，百分等級為 0.84，表示各組研究生能激發國小學生對於「科學探究
與實作」的興趣，培養合作學習態度、創意發想和應用價值。
「整體表現」向度平均得分 3.98 分，百分等級為 0.80，表示各組研究生進行
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能包含探究與實作兩個部分，幫助國小學生培養良好的
「跨領域」思考模式。
三、綜合討論
（一）培育研究生學習「生物特論」的基礎知識與跨領域探究知識
共 12 組研究生學習「生物特論」12 個單元的基礎知識和跨領域探究知識，
從學習歷程檔案分析發現，各組研究生對於基礎知識的學習沒有問題，但是對於跨
領域探究知識的學習，就比較侷限於自己個人的看法，很少能像基礎知識的學習那
樣推廣到自己的國小自然領域教學中。就師資培育大學的授課教師而言，應該從研
究生的學習歷程檔案表現去反思自己的教學內涵，發現問題所在和思考解決問題
的方式，即為反思性實踐（Paterson, & Chapman, 2013）。雖然，「生物特論」所
教授的跨領域科學史理論基礎是豐碩的，但是各組研究生對這方面的接觸不夠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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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與深入，從隨機晤談研究生可以窺知一二，各組研究生對於跨領域科學史接觸不
多很難能觸類旁通；故授課教師或許應該參與更多中小學自然領域的教學現場，從
教學現場去思考跨領域科學史的融入，也許能更簡單、更具體的教授跨領域科學史
中的科學探究或實驗操作，這樣研究生比較能接納而觸類旁通。
（二）培育研究生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
共 12 組研究生能設計「生物特論」12 個單元的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
教案， 各組研究生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模式非常多元化，有科學實
驗、玩密室逃脫遊戲、議題討論…等；表示各組研究生能夠轉化「生物特論」的學
習內容，變成能符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設計。從教案設計與學
習單分析，發現各組研究生能融入自己不同的學習經驗再整合於教案設計中，例如：
第 5 組和第 11 組研究生有參加「碳足跡」的課程研習，第 9 組有參加「昆蟲仿
生學」的課程研習，所以將其應用在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設計中。
Sandholtz（2002）認為教師的專業成長是一種螺旋式的、互動的、多層次的學習過
程，有效發展教師的專業成長必須從多方面給予支援，讓學習者能反省、思考和批
判，才能有意義的轉化學習歷程。針對教案設計EDST 得分較低的第 2, 6, 7 等三
組，其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都傾向於各組國小學生競賽烹飪食物吃或競
賽拍照藻類、苔蘚植物等，其科學性跨領域的整合性學習較低；應該是這三組研究
生尚未理解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真諦，也許可以介紹一些 STEAM 的教
學模式和教學案例（盧秀琴、洪榮昭、陳芬芳，2019；盧秀琴、馬士茵， 2019）
給各組研究生參考，國小教師如何協同教學，引導國小學生從事「科學探究與實
作」，實際觀察社會事件、發現與定題、擬定研究計畫、實作與滾動式修正等，才
能實踐「科學探究與實作」的行動。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研究生修習「生物特論」能獲得基礎知識與跨領域探究知識
共 12 組研究生修習「生物特論」所獲得的基礎知識，LPA 評量平均獲得 4.06
分， 接近「良」等級；所獲得的「跨領域探究知識」，LPA 評量平均獲得 3.3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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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良」之間的等級。多數研究生的強項是能摘要所學習的生物內容概念，並
輔以圖片做說明； 至於反省、思考、批判方面，研究生較能將生物基礎知識配合
國小自然科的教學應用， 進行有價值性的反省、思考、批判；但在「跨領域探究
知識」的學習尚在入門階段，較無法做有價值的反省、思考、批判。
（二）研究生能設計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
共 12 組研究生能將所學習的「生物特論」內容去配合國小自然領域單元，設
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教案，EDST 評量平均獲得 15.54 分，就滿分 20
分而言，百分等級為 0.78。各組研究生設計教案時，跨領域的模式非常多元，有
操作實驗、密室逃脫遊戲、議題討論、手機拍照分享、種植、製作環保玩具、身體
體驗、數學計算等；並且多數組別能融入環境議題的探究，設計省水省電、綠化環
境的實際行動，好好愛護地球；學習單的設計會模仿授課教師講授跨領域科學史的
提問方式。
二、建議
（一）建議授課教師先熟悉研究生背景再教授跨領域科學史，研究生的收穫會增
加
本研究發現「生物特論」所教授的跨領域科學史理論基礎是豐碩的，但是各組
研究生對這方面的接觸不夠寬廣與深入。各組研究生主要著重於中小學自然領域
單元的跨領域課程設計，故建議授課教授可以先了解中小學自然領域單元的內容，
抉擇相關的跨領域科學史理論後，將其簡化成各組研究生能理解的科學探究或實
驗操作，再介紹之；各組研究生的收穫會增加，更能應用在中小學自然領域單元的
跨領域課程設計中。
（二）建議增加 STEAM 的教學模式去教導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設計
本研究發現某些組別的研究生不理解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認為只要在
自然領域單元加入其他的元素就是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忽略了連續性的學
習與科學原理的探討。故建議授課教師增加介紹一些 STEAM 的教學模式和教學
案例給各組研究生做參考，在 STEAM 跨領域的教學架構下，引導國小學生如何
活用所學習的知識和技能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練習使用不同的觀點切入思考，培
養應用跨學科的科學原理去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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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學習檔案評量（LPA）
評量向度

學習歷程檔案評量說明

基礎知識

1. 針對基礎知識的摘要整理

優
5

良 可
4 3

2. 針對基礎知識的反省層次
3. 針對基礎知識的思考層次
4. 針對基礎知識的批判層次
跨領域探究知識

1. 針對跨領域探究知識的摘要整理
2. 針對跨領域探究知識的反省層次
3. 針對跨領域探究知識的思考層次
4. 針對跨領域探究知識的批判層次

附錄二：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評量（EDST）

評分
設計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教案評量
1.教案能說明國小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主題的知識。
認
知

2.教案能讓國小學生建構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科學概
念。
3.教案能將「科學探究與實作」要如何進行講解清楚。
4.教案能設計探究學習單讓各組學生討論並做完整的紀錄。
5.教案能讓國小學生歸納「跨領域」知識概念並提出應用價值。
1.教案能讓國小學生進行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活動。

技

2.教案能設計搭鷹架引導各組國小學生進行探究式學習。

能

3.教案能設計圖表提供學生記錄探究活動的結果和討論。
4.教案能引導學生獲得「科學探究與實作」的科學過程技能。
5.教案能引導學生獲得「科學探究與實作」的核心素養能力。
1.教案能激發國小學生對於「科學探究與實作」產生學習興趣。

情

2.教案能激發國小學生對於「科學探究與實作」產生學習動機。

意

3.教案能激發小組「科學探究與實作」以培養合作學習態度。
4.教案能激發小組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以培養創意發想。
5.教案能激發小組對於「科學探究與實作」感覺具有應用價值。

整

1.教案的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能達成具體教學目標。

體

2.教案的跨領域「科學探究與實作」包含探究與實作兩部分。

表

3.教案能幫助國小學生培養良好的「跨領域」思考模式。

現

4.教案能鼓勵國小學生踴躍發表心中的創意發想。
5.教案的教學時間安排得宜，能讓教師維持流暢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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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對理論課程之學習成效評估： 以特殊幼兒教
育為例

張嘉紓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
chiashu@ems.cku.edu.tw

摘要
特殊幼兒教育為教育部教保人員認證 32 學分中的一個科目，為增加課程的
學習成效，本研究在 4 個月時間，針對北部某技術學院日間部四技、日間部五專、
進修專校二專共計 80 名學生進行研究，利用翻轉教學模式，課堂中進行不同的教
學活動幫助學生學習並以 SPSS 軟體統計學習成效，以及研究者之教學紀錄省思
得到研究結果如下：1 影片教學及自行出期末考題之滿意度都很高，較傳統的教學
方法則滿意度偏低。2.期中考成績與期末成績有顯著的差異，期末考成績顯著優於
期中考成績。3.進修部期中考成績顯著優於日間部學生，五專期末考成績顯著優於
四技及二專學生。4.課前預習十分重要，建議利用網路搜尋及教師建立之教學資源，
以小組合作方式建構學生自己的基本知識。5.影片教學應搭配 rubrics 評量作為學
習指引，而自行出考題則需搭配考題與答案的檢討互動過程以培養學生高階的應
用、分析、創造能力。6.翻轉教學模式可以穿插傳統授課模式，重點在於師生互動。
7.小組活動在翻轉教學模式中是重要的教學活動，但是小組的組成則需要教師多加
思考。8.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探討翻轉教學對於操作性及創造性課程的學習成效，並
探討適合翻轉教學活動之學習評量，而持續創新翻轉教學活動也是未來研究可以
探討的方向。
關鍵字：翻轉教學、多元學習活動、學習活動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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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Strategy on a
Theoretical Course: Special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Chia-Shu Chang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re, Ching-Kuo Institu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chiashu@ems.cku.edu.tw

Abstract
Speci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32-credit subjects cer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80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this course by using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in 4
months.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the significant
findings revealing as follows. Firstly, video teaching and self-producing final exam
questions are highly satisfied. The mor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re less satisfied.
Secondly, the mid-term exams have a significantly low correlation with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hirdly, the final exam result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midterm exam results. The final exam results of the five-year colleg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fourth- and second-year college students. Fourthly,
the pre-class preview is very important.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online search and
teaching resources created by teachers to construct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in-group
cooperation. Fifthly, video teaching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rubrics assessment as a
learning guide. Self-producing examination questions need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review and interactive process of examinat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to cultivate students’
high-level application, analysis, and creative abilities.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flipped teaching for operational and creative
courses. And it is also needed to exploring the learning assessment suitable for flipped
teaching activities. Also,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flipped teaching activities is a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learning activites, learn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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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課程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教師對於課程的知覺，也就是教師對自己的信 念、
價值、教育理想、實務知能以及外在環境的挑戰有所覺知，而願意突破習以為常的
教學現狀，願意積極投入課程與教學實務的更新。甄曉蘭（2003）認為教師的課程
覺知可以分為三方面：專業知識的覺知、自我覺知以及環境的覺知。專業知識的覺
知包含：課程的專業知識、教學方法、課程設計方法、對學生學習特質的瞭解、教
育潮流、思想、或價值的瞭解等。而自我的覺知則牽涉了教師本身個人的特質、信
念、態度和價值。因為自我覺知會影響課程設計的內容、教科書的使用、教學方法
等，教師必須有不斷成長的信念，否則在實踐自我時就無法投入熱情與賦能
（empowerment）。最後的環境的覺知則包含教室空間、設備、學校文化、社區家
長、甚至於教育政策等。因此要改變傳統的授課模式，第一步即是改變教師的自我
覺知。
翻轉教學就是從傳統講演教學時，教師用光課堂時間在講解上，改為讓學生在
課前先看過教師課堂講解的精要內容，上課時間教師就可用在指導學生的學習情
形，及時回應學生的問題，讓師生互動和同儕互動產生正向的學習影 響。因此，
這種教學模式下學生就會多些主動和參與、少些被動和疏離（黃政傑，2014）。翻
轉教室的理念已經有許多教師實踐了，對於原本網路一竅不通的教師，能否透過一
個簡單的協作平台，將理解及記憶知識的部份還給學生， 將較高階的知識層次交
由教師透過不同的教學方式達到？而翻轉教學是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呢？

貳、文獻探討
翻轉教學將記憶與理解的部份由學生在課前準備好，在課堂中教師將知識講
授轉化為活動以訓練高層次的教育目標，因此課堂中允許及鼓勵學生以深度討論
來建構知識，將學習視為一種活動及社會化過程（戴文雄、王裕德、王 瑞、陳嘉
苓，2016），而不是一種填鴨的過程，藉由個人的學習腳步與同儕互動，及教師指
導下建構而成。以下將就翻轉教學的定義、翻轉教學的困境與解決方案、翻轉教學
的相關研究結果、翻轉教學的課堂活動、及翻轉教學的學習評量等加以探討。
一、翻轉教學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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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翻轉教室、翻轉教學、翻轉教育、翻轉學習等名詞都說明了傳統教室
需要被改革，但是這些名詞基本上還是略有不同，翻轉教育依照字面意 義，就是
目前傳統教室這樣的教育需要被翻轉改變。而翻轉學習則是站在學生的學習面，認
為學生被動接受知識需要被翻轉，成為主動的學習者。翻轉教學範圍比翻轉教室大，
強調老師教學模式的改變，翻轉教學就是「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因此
各種翻教學就出現了，例如：BTS(By The Student)教學法、學思達教學法、華德福
教育模式、MAPS教學法，而其中，還有一種模式就是「翻轉教室」教學法（呂冠
緯，2015）。重點是無論哪一種翻轉教學 法，都是以改革目前傳統教學「以教師
為中心」為目的。
此外，無論何種翻轉教學都不是一個單純的教學模式（郭靜姿、何容桂， 2014；
黃政傑，2014），而是可以視為混成教學模式的一種變形，即兼顧實體教室教學及
線上e化教學的模式，不同於混成教學模式，翻轉教學中實體教室教學之重點不在
教學，而在於共同討論、解答疑惑、或引導進一步思考等活動， 教師的角色或任
務並非授課，而是與學生討論或進行對話等活動。而郭靜姿與何容桂更認為翻轉教
學將實際的教學活動以線上e化教學方式在實體教室教學之前實施，在教學順序上
做了簡單的翻轉，但其核心價值在於將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但是也有研究者認
為翻轉教學不全然應視為在教師對教學順序的翻轉，而應是教師在課堂中師生互
動事件的時序與重心後移，再加上資訊融入教學的概念所構成的學習型態（曾淑惠，
2015；羅志仲，2014； Chao, et al., 2015; Davies, et al., 2013; Ruddick, 2013）。
總而言之，翻轉教學以建構主義及社會學習理論為基礎，從理念和科技兩個方
向進行教學和學習改革，把教師講演當成課後作業，而把課堂上的寶貴時間用於互
動、練習、測驗及指導，讓教學變得更有彈性，學生有機會學習高層次思考，挑戰
更深入的討論和作業做深度理解的學習（黃政傑，2014； Day & Foley, 2006; Kong,
2014; Ruddick, 2013）。
二、翻轉教學的困境與解決方案
翻轉教學可以活化教學現場，可以訓練學習者更高階的教育目標，但是翻轉教
學的執行卻也有值得探討的地方及可能的解決方案，包含：教師錄製教學影片的能
力、教學影片的合適性、及學生特質及課前準備度等，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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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錄製教學影片的能力
教學影片是翻轉教學非常重要的一環，翻轉教學在課前準備上，需要教師準備
好教學影片或書面文本供學生先行吸收資訊，書面文本可能是教科書、補充資料或
上課的PPT檔案等，對於教師來說已經都具備。至於教學影片如果需要教師錄製，
最簡單的方式是由教師自己運用錄影工具來做，這是很實際且容易實行的改變，但
若要做得更好，則需要相當多的支持，包含錄影腳本、人 力、經費、設備、空間
等。而教師是否有錄製及剪接的能力、其投入的時間也是相當驚人（黃政傑，2014）
。
而解決方案之一就是利用YouTube，有研究者（如：戴文雄等人，2016）就發現可
以從YouTube搜尋相關的影音，而且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免費網路資源。
根據Barry等人（2016）的研究指出，有78%的人使用YouTube作為網路平臺取
得資訊主要來源。因為YouTube的方便性，許多人會把訊息分享在YouTube 平臺上，
包含教學圖片、影片、音樂，所以YouTube是影音服務平臺，更是一種資訊教學的
平臺，而且YouTube吸引數十億的用戶，包含教育工作者和學者都使用YouTube視
頻分享服務，不過余惠娥與鄭永薰（2018）卻發現YouTube仍有其限制，在教學影
片上確實需要更多現成及更優質的線上內容。而戴文雄等人（2016）則建議透過同
科教師相互討論，互相支援錄製教學影片，教師便可大量減少備課時間，也不失一
個解決方法。
（二）教學影片的合適性
教學影片錄製完成後就是一個固定的內容，無法依照不同班級的反應做調整，
但是在實體教室中，教師是可以根據學生反應做立即回應的，因此內容可以隨時增
補或減少，或者穿插其它適合的教學方式，是靈活的有彈性的，因此教學影片在即
時回應及彈性上是不如傳統的課室教講授。此外，教學影片雖然可讓學習者得到一
對一的概念說明或解釋，也可藉以為補救學習之用，讓教師教學進度得以把握。不
過講演教學，雖然形式改變為影片在銀幕上播放，但它還是講解，是一種直導教學
（direct instruction）模式，其中學生被動學習，不見得是最好的學習方式。
因此黃政傑（2014）建議教師錄製教學影片時要注意依據教學主題的性質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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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例如教學主題是概念及理論的解釋，事情的前因後果，文化風俗的介紹，都適
合用講演方法來教，但遇到多元價值、社會爭議、倫理矛盾、問題解決等則要討論
式教學。至於要教導學生方法技術實務，則需要在說明之外，進行示範和練習。所
以預錄教學不宜限於教學時的教師講演，而應視需要運用討論教學或示範教學，前
者錄影時需要有來賓或學生參與討論，後者需要兼具說明、示範、提問、再示範、
練習及檢討的過程等，以增加教學影片的合適性。
（三）網路及硬體資源的可親性
另一個教學影片的困境牽涉學生家中是否有電腦網路或者平板、智慧型手機
可用，其頻寬如何，是否能流輰下載教學短片；若沒有，要實施翻轉教室會遭遇困
難（呂冠緯，2015；余惠娥、鄭永薰，2018；黃政傑，2014; 黃惠滿、鄭夙芬，2018；
戴文雄等人，2016；Strayer, 2012），因此科技資源的支持對翻轉教學來說非常重
要。對於偏鄉或弱勢家庭來說，科技資源相對缺乏，教師必須注意這些學生的不利
因素並加以排除。有研究者就建議學生可以到同學家去看，或利用社區公用電腦網
路，學校開放電腦網路給學生課後使用等，只是要注意使用機會是否足夠及是否會
不預期地終止等問題（黃政傑2014）。
（四）學生特質及課前準備度
從學生特質考量，有能力自學的學生相當適合翻轉教學的模式，但年紀較小或
學習困難的學生恐無法完全靠自學吸收教材。因此教學者在課程設計時必須考量
自學困難的學生，在教材上設計更多視覺提示或具體實例，較能照顧能力較弱學生，
因此翻轉教學也需考量「適異性教學（differential instruction）」（郭靜姿、何容桂，
2014；黃惠滿、鄭夙芬，2018），為了讓不同程度的學習者在教學影片得到的學習
指導不同，在教學影音中加入學習指導的成分是值得重視的（黃政傑，2014）。
而學生是否有時間作課前的準備也是一個問題，當學生拒看教學影片也就無
法翻轉，因為共同應具備的知識和能力未準備好，也就難以進入課堂上的互動學習。
但是傳統講演教學至少做到教師把知識和能力在課堂上教給每位學 生，翻轉教學
把這一塊改為短片教學，若缺乏了觀看短片教學的數位產品，將變成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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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傑，2014；楊書濠，2016；戴文雄等人，2016）。也因此楊書濠建議課前預
習如果學生上課前沒有完成，改良課前的短片預習，直接在課堂由老師播放，並說
明解釋學生之提問，雖然師生互動時間減少，但可順利進行課堂上設計的活動，訓
練學生創造、評估、分析、應用的能力（呂冠 緯，2015）。
三、翻轉教學的課堂活動
（一）影片教學
不同於電子書或繪本，透過動畫影像呈現的學習方式更能使學習者記憶其內
容也比較不會造成枯燥乏味的現象（簡子堯、王岱伊，2016）
。而影片教學早在 1990
年開始已經廣泛的使用錄影帶來進行非同步的學習方式，後來發展出如 MOOCS、
TED、學聯網等的大規模免費線上開放式課程，透過串流等方式的即時線上影片教
學平台。結合遠距離教學（Distance education）或是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這類的新型態概念的學習模式，讓學生可以自行安排課程進度而不需要受到空間
以及時間的阻隔，但是數位教學跟影片教學還是有些不同。
一般而言，數位教學指利用數位多媒體科技，進行授課教材之編纂與製 作，
並於課堂上進行播放與授課，因此進行數位教學時教師必須具備利用多媒體編纂
教材的能力。數位教學的特色，在於學習者得以利用電腦或網際網路等資訊設備，
進行同步或非同步個人式或團體式學習（高曼婷、傅後淞、袁宇 熙，2017）。而
影片教學是成本較低、較為便捷，且能反映學生興趣與社會脈動，符合時下年輕學
子學習型態的教學法（王千倖，2012），教師不必錄製教學影片，只要選擇好觀賞
的影片即可。而王千倖也認為影片中所呈現多元的主題與觀點，不同學習類型的學
生都得以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切入點，積極投入課堂的討論學習，所以生命教育課
程常使用影片教學。
由以上的論點，本研究者推論特殊幼兒教育課程也適合利用影片教學，尤其在
培養學生關特殊幼兒的態度上。影片教學事實上本研究者也已經在課程的某些主
題使用，但是在期末的教學評量上並沒有得到學生的認同。本研究者透過文獻查找，
反思問題所在，可能無論是課前準備的教學短片或影片教學，教師還是需要引導，
而且引導的方法可能不應該像現在本研究者以中斷影片加入教師解釋或想法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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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這種作法可能淪為在理解跟記憶的教育層次，而且也還是在以教師為主導
的模式中。
為了增加影片教學或翻轉教學的學習成效，簡子堯與王岱伊（2016）在翻轉教
學的課前準備網路平台增加學生觀看教學短片時的註記模組，讓學生在觀看影片
時可以在影片的片段加入對影片的想法及知識的整理。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相較於
線上註記，更加喜歡在紙上筆記，對學生來說用手動的方式記錄資訊更加習慣。基
於以上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採用影片的註記行為，但改為紙本學習單的方式進行影
片教學，亦即觀看影片前，本研究者先將影片重點的秒數寫在學習單上提醒該片段
為重點，提醒學生有重點，但是重點內容由學生註記， 學生可以自主反覆觀看學
習，培養學生判斷、分析、表達自我的能力。另外， 本研究會增加學生之間分享
學習單的作法，讓同儕之間有互相觀摩不同角度想法的機會，藉由同儕學習也許可
以增進影片教學的學習效果。
（二）小組合作活動
利用小組合作的活動十分多元，例如：團隊遊戲、小組調查、角色扮演、戲劇
演出、實地採訪、活動企劃等都可以利用（田耐青譯，2002）。黃政傑（2014）建
議課堂作業活動設計應以考量可以提升高層次認知能力的活動為 主，例如小組討
論、辯論、資料蒐集分析、論點歸納、問題解決、實作實驗 等。黃政傑也強調單
憑翻轉不會促進學生學習成功，教師必須抓緊機會與學生好好互動，指導學生小組
學習，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並培養其自主學習能力。戴文雄等人（2016）探討翻轉
教學下合作學習對高中學生在生活科技實作課程學習成就、科技態度、合作學習態
度及課程滿意度之影響，其中的教學方法包含了小組討論及實作，研究中的分組為
2 人一組的異質性分組，研究結果發現「翻轉教學式合作學習」確實能提升學生在
科技實作課程的學習成就、課程滿意度、科技態度及合作學習態度。
四、翻轉教學的學習評量
學習評量的主要功能在監控學習者與教學者是否達成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只
是達成教學目標的素材，但未必涵蓋整個教學目標，因此評量的規劃應依據教學目
標而非教學內容（曾淑惠，2015）。翻轉教學因課前準備為重要關鍵， 因此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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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更包含課前準備，無論是課前準備或課程結束後的學習評量都應該遵守多元
評量的原則進行。由於課前準備的教材多以網路平台呈現，教師評量多傾向以網路
平台蒐集學習狀況，但若教師製作網頁經驗不足或是尚未建立網路評量的資料庫，
就無法使用網路的評量，解決方式則可以改用紙筆方式的學習單，一樣可以達到評
量的效果。楊書濠（2016）採用 Rubrics 模式設計學習的評量內容，教師能更具體
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況，而學生也能清楚知道教師之評分標準，因此在影片教學後，
本研究將採用 Rubrics 模式進行學生學習內容的評量。
至於課堂的學生活動評量，因為活動的多元性，課堂活動的學習評量也需要多
元，應該不限紙筆測驗（曾淑惠，2015）。在多元的學習風格中，評量需重視真實
世界的應用，亦即學生應該要會統整先前的知識、最近的學習及相關的技能，主動
地完成複雜的任務。傳統的紙筆測驗並非不能使用，而是即使在評量學生的理解，
在教師的評量系統內也需要包含實例的考題。在多元學習風格下，教師必須提供學
生有選擇對他們有利評量方式的機會，而統整性的實作評量即屬於此類（田耐青譯，
2002；Silver & Perini, 1997）。
Geocaris 與 Ross 在 1999 發展出「一個值得考的試」（a test worth taking）
的概念，這種評量方式可以提供師生有用的回饋訊息，並可以發展成為後設認知與
反省思考。因為在這個概念下，學生必須評估自己的表現，並思考自己下次可以如
何改進（引自田耐青譯，2002）。在「一個值得考的試」的概念下， 本研究將在
期末考前兩週公佈出題原則，請學生在家準備好試題跟答案，並在期末考週繳交考
卷。在 Geocaris 跟 Ross 的實驗中，大部分學生對這樣的考試模式反應熱烈，但
也有少數的學生還是偏好傳統的考試型態。因此本研究中讓學生有選擇權，是採用
「一個值得考的試」的模式，或者採用傳統紙筆測驗期末考的模式。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課程開課時間為 108 學年度之四技二年級上學期、五專四年級上學期、
及二專二年級上學期。四技二年級學生 26 人，五專四年級 23 人，四技二年級有
3 位特殊學生：自閉症、智能障礙、及學習障礙，五專四年級有 1 位是有學習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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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傾向但未做鑑定。進修專校二專二年級學生有 31 人，在職進修的學生年齡層差
距很大，年齡層大的學生對課業有一定的要求上課認真，年齡層小的學生跟日間部
學生特質相近，在職進修的學生另一個問題就是缺課情形比較嚴重，造成學生在課
程的銜接上有時會發生困難。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課程為北部某私立技術學院 108 學年第一學期（2019 年 9 月至
2020年 1 月）幼兒保育系二年級、幼兒保育科五專四年級、及二專二年級的特殊
幼兒教育課程，均為 3 學分、18 週的必修課。因為翻轉教學對教師的教學有很大
改變，黃政傑（2014）建議可以選幾堂課做翻轉教學，因此本研究者選擇智能障礙
及學習障礙進行翻轉教學及相對應之學習評量，其他主題則是以小組活動為主。本
研究課程使用的網路資源是透過協作平台，內容包含：課程主題之PPT、YouTube
相關主題之影音資源、學姐作業範例、實作技巧影片、學習單、歷屆幼兒園教保員
特殊教育類的考題與解答等，而書面資料則為本研究者自行編制。在學生學習評量
部份，本課程的成績考核方式包含：出席率 10％、期中考 10％、期末考或一個值
得考的試 20％、多元的學習活動 60％，總計 100分。
三、研究方法及資料處理分析
本研究採用量化資料探討學生學習成效為主，包含：期中考、期末考、及學
期末的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資料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包含：描述性統
計、相關分析、卡方檢定、因素分析等，據此研判學生自變項（多元教學活動）、
中介變項（學制、部別、居住地區、性別）與依變項（期中考、期末考、教學活
動滿意情形）的關係。教學活動滿意度以了解學生對於本學期進行的教學活動滿
意度情形，當中包含了原來的上課模式，例如：個人課後學習 單、小組短期目標
寫作討論、個人工作分析技術實作、一般課堂講授、影片欣賞、Youtube 影音資
料、協作平台 PPT 資源等；及翻轉教學模式下的各項教學活動，包含：小組競
賽、小組重點整理、小組資料搜尋、出期末考題等，最後加上研究者的教學紀錄
作為質性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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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因翻轉教學是在課堂中進行高層次的應用、分析、評鑑、
創造等能力的培養，因此課程主題進行前，學生需要做課前準備，亦即到協作平
台觀看教學 PPT 及網路的教學資源。之後教師依照教學大綱的每周進度進行課
堂多元的學習活動，及課程評量，並依照學校行事曆進行期中考及期末考。最後
在學期結束前一周請學生填寫學習活動的滿意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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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研究對象
為了正確反應學生對於學習活動的滿意情形，若學生缺少三次的課堂教學
活動分數，其教學活動評量即刪除該筆學生資料，研究對象之學制、部別、居
住地區、及性別如表 1。
表 1

研究對象資料

二、教學活動滿意情形
本研究使用的教學活動十分多元，依照各週主題有所不同，由結果發現，
學生對智能障礙的影片欣賞滿意度最高，其次為出期末考題，再其次也是影片
欣賞學習障礙。第 4 名為小組資料搜尋，原本沒有在教學活動的計畫中，但是
學生對該活動的滿意程度算高。最不滿意的教學活動為語言桌遊，其次為協作
平台 PPT，再其次為 YouTube 罕見疾病介紹影片。由標準差得知，同學滿意
程度最為一致的也是智能障礙的影片欣賞，最不一致的也是最後一名的語言桌
遊，詳細的教學活動滿意情形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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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學活動滿意情形 n=80

三、背景變項與期中考、期末考、及教學活動滿意度的變異性比較
期中考與期末考的成對 t 檢定，t 值為-7.761，達到顯著差異，如表 3。在
背景變項中部別變項為兩類，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定結果發現性別與部別
對期中考都達到顯著差異，但是兩個變項對於期末考及教學活動滿意度都未達
顯著差異，如表 4。
表 3

期中考、期末考相依樣本 t 檢定統計摘要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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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部別對期中考期末考教學活動滿意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統計摘要

*

p < 0.05
對於超過兩個類別的變項則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制別對期
末考有達顯著差異，如表 5。

表 5

制別在期中考、期末考與學習活動滿意度差異顯著性考驗分析表

**

p < 0.01

五、教學紀錄的省思
（一）影片教學加上 rubrics 的魔力
根據研究者過去的教學經驗，日間部與進修部學生特質是有差異，研究者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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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對於教學活動的成效應該也有差異，沒有想到的是在影片教學的作業中，不管
那一班的學生能在影片中正確具體指出障礙特徵。在第 8 周寫到：「使用 rubrics
評量表，感覺這一屆的影片分析更有內容，更為貼近影片教學的目標，能明確分析
出影片中的障礙特徵」（日四技 2019.11.06），在第 16 周有寫到：「Rubrics 評
量增加學姐的作業範本說明似乎更能協助同學釐清作業的要求，這次作業中也可
以看出同學能正確描述障礙的 10 點以上特徵外，更好的發現是連影片中老師使
用的技巧也能夠發現」。這表示學生在影片中學習到障礙特徵以外，也對教學方法
有基本認知」（進二專 2019.12.29）。
（二）Youtube 與協作平台資源的預習與火花
協作平台資源都是學生應該在課前就可以進行閱讀的，結果卻是學生都沒有
預習，這讓研究者在教學效果與教學進度上十分的掙扎，在第 2 周的教學日誌中
寫到：「已經提醒過在上課前要先看 PPT，卻只有兩三個同學真的有看，其他同學
反應沒有時間看，若讓學生在課堂上看 PPT 的話，可能會拖到進度，硬性規定學
生要看一定會引起反彈，似乎這也是反轉教學的一個限制，如果沒辦法事先閱讀，
課堂中勢必要讓學生有機會先接觸基本的教學內容。」（進二專2019.09.29）。
沒想到這樣的做法，在課堂上閱讀行為，讓研究者靈光乍現，在第 3 周的教
學日誌上寫到：「奇怪，全班這麼安靜，是真的在看 PPT 嗎？第二節開始請同學
回答我的問題，用小組競賽的方式找答案，沒想到學生很在乎小組的分 數，原本
以為沒有人會理我的，很驚奇。更驚奇的是看到學生對於回答錯誤， 會立刻利用
手機連結資訊，查出來正確答案，這個讓我想到了，搜尋資訊其實就是這世代學生
的特性之一，他們可以多工處理很多事情，也在這樣的資訊時代成長，為何只能讀
我的 PPT？」（日四技 2019.10.03）。
在第 4 周討論專業團隊合作模式的時候，學生已經能依照找到的資訊來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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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討論，寫到：「專業團隊模式的三種合作模式，學生居然有發現醫院裡面的資
訊跟縣市政府衛生單位的圖不一樣並詢問我原因，之前的學生從來沒有發現這一
點，由學生的問題我也發現了學生不只是搜尋資訊，也有分析整理比較資訊，這個
訓練其實我也覺得很重要」（日五專 2019.10.07）。
（三）一般授課的改變
因為是理論課程，期中考後回復一般授課，教室的座位安排不是小組討論的方
式，學生反應不習慣這樣的位子，利用 PPT 上課時發現學生有些不同，經過半學
期的訓練以後，沒有特別設計的教學活動，學生依然有著查找與討論的習慣，只是
進專的學生對於改回一般授課的反應跟日間部學生不太一樣，第 11週寫到：「學
生很專心將 PPT 內容寫在筆記上，問學生有沒有問題，學生認真回應沒有，反問
學生，你們覺得答案只能是這個嗎？學生的反應則是很茫然， 提示學生可以手機
查詢資料時，只有幾個學生動手去查，我接著說，找到其他答案的可以加分，這時
才明顯看到學生拿出手機查找資料」（進二專2019.12.01）。尋找正確答案似乎沒
有引起進修部學生的興趣，但是加分看的出來是很大的誘因。
（四）教學活動分組的困難
文獻裡面翻轉教學的分組，通常建議異質性要高些，只是阻礙好大，開學初分
組原本是研究者依照學號分組，三個班級的同學都反對，為了減少學生的磨合期，
也就答應學生照自己的意願分組。沒想到結果就是能力弱的同學，或出席率很差的
同學自然而然變成一組，第 4 周寫到：「看到最少分數那一組，有一個特殊生，
還有一個沒來上課，整組可以用的人只有 4 人，故意給這組比較多的回答機會，
不過結算小組競賽成績，這一組依然是最後一名，這組成員感覺不開心，在小組分
工時也較常各做各的事情，不像其他組會自動分工與合作」
（日四技 2019.10.09）
。
而小組內的問題即使是好朋友們也會因為分工不均而鬧得不愉快，第 16 周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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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組應該要交期末考卷了，還有兩組無法交出來，問學生原因，有一組是因
為負責交的同學臨時請假，無法繳交因為全組沒有一個人有檔案，都在那個同學那
裏。另一組是題目還沒有出完，也沒有人願意統整，問了小組長才知道小組長太累
了，這次堅持要由其他組員統整， 結果還是沒有人願意出來統整，於是就耽誤交
作業的時間了」（進二專2020.01.05）。
（五）語言桌遊是時間壓縮下的失誤
看完構音異常的影片後，核對了教學進度表，發現進度有些落後，雖然上週請
學生找語言相關的桌遊，本周帶來玩，但是上課時間只剩下一堂左右，進修部學生
則只能分享桌遊的內容，時間不夠根本連玩都無法玩。在第 12 周寫到：「學生們
紛紛抗議，才剛開始熟悉遊戲規則，都還沒有玩耶，由於下課時間到了，下一節課
的老師也已經到了教室，學生只能收起桌遊準備下一節課。突然發現利用桌遊增加
語言使用機會的技巧根本沒有時間跟學生討論，語言障礙的教學技巧只有在
YouTube 構音異常裡面提到一點，因為時間壓縮，使用桌遊的成效應該是沒有達
成的」（進二專 2019.12.08）。
（六）自行出題期末考的收穫
一個值得考的試一來是能出考題表示學生已能掌握重點，藉由學生的考題及
答案可以知道學生理解的正確性。原本研究者預期應該每個小組都應該滿 分，考
完期末考跟不同小組對研究者的答案時發現小組答案是錯誤的，小組也釐清一些
概念，老師與學生之間有更多互動。雖然全組的考題與答案早就知 道，在考試過
程中還是有一些同學沒有依照組裡面給的答案寫，令研究者覺得很奇怪，在第 17
週寫到：「跟學生訂正完答案，發現全組的分數還是有不一樣，問了同學不一樣答
案的原因，同學回答她有自己找答案，但是跟小組給的答案不一樣，他想了很久覺
得自己的答案比較正確，但是沒有機會跟小組成員討論就要考試了，所以跟其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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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員答案不一樣」（進二專 2020.01.12）。看樣子自行出考題，對學生來說也是
一種學習，理解課程內容才能轉化為考題跟答案。

伍、討論

如果翻轉教學的目的是想翻轉課堂想訓練學生的能力，由記憶及理解轉為高
階的應用、分析、評估、及創造能力，那本研究多元學習活動在理論課程的執行結
果似乎可以印證翻轉教學的確有其重要性、可行性、及困難，分述如 下：
一、活動種類不重要，重要的是引導與互動
學生對於影片教學、自行出考題、及小組搜尋資料這三個教學活動是比較滿意
的，影片教學的部份研究者跟以往不同的做法是在看影片之前，利用rubrics 評量
表將影片欣賞的重點跟同學一一說明，讓學生透過與 rubrics 與影片的討論建構了
學生對於障礙類別特徵的知識，學生對於這樣的學習方式非常能夠接受，這樣的研
究結果與戴文雄等人（2016）所獲得的結論類似，也就是課堂中應該允許及鼓勵學
生以深度討論來建構知識，只是研究者更進一步發現， 討論不一定是與人，書面
的指引也是可以作為深度引導的一種工具。
另一個互動也是研究者印象深刻的就是自行出期末考題。出考題看似簡 單，
但是其實當中除了記憶與理解的能力外，還需要有應用、分析與評估的能力。最重
要的是，與小組成員討論期末考的正確答案，通常研究者會在互動中引導學生注意
答案在哪裡找的到，為何是這個不是其他的答案呢？這樣的引 導，讓師生的互動
在訓練更高階的分析與評估能力上，連研究者自己都有發現在討論過程中，學生的
確更有能力判斷答案的正確性。此時研究者也發現教師的角色已經由授課轉為與
學生討論或進行對話的角色，這也是翻轉教學裡面一個重要的特徵（郭靜姿、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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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2014；曾淑惠，2015；羅志仲，2014）。
小組資訊搜尋原本不在設計的教學活動中，因為學生沒有在家進行課前閱讀
而啟動課堂閱讀之後，研究者其實第一個發現的是大部分學生都是安靜地閱讀研
究者網路提供的 PPT 資訊或 YouTube 影音資源，那種時間安靜的流動與學生專
注的神情，讓研究者覺得這種情境真的就是學習的美好。結果就演變成了研究者提
供的教學內容成了學生搜尋的依據，查找資料跟搜尋到的資料有了差異，學生自然
而然地問問題，教師自然而然地互動引導，學生慢慢養成查找資訊與問問題的習慣，
這個互動的過程也是學生認為很滿意的教學活動，實在是無心插柳。而且學生由被
動的學習者，成為主動的學習者，這也是翻轉教學中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的展
現（呂冠緯，2015；曾釋嫻、蔡秉燁，2015）。
至於學生比較不滿意的教學活動，例如協作平台 PPT、YouTube 影音資源、
學習單等，雖然學生可以自行閱讀或找答案，但是活動的性質偏向於記憶與理解的
層次，在閱讀的時間裡也沒有與教師的互動與引導，就光閱讀 PPT 或影音資源這
個部份來說，學生是比較無法從中學習的。照此道理來說，傳統的課堂授課是否也
是學生比較不滿意的教學活動呢？其實也未必。傳統的授課方式下，雖然也是利用
PPT 及影音資源來講授，重點是學生養成了查找資料的習慣，在 PPT 及影音資源
外也會有自己的資料做統整，過程中有差異的地方也是師生互動的地方。另一個例
子是小組競賽學生的滿意度屬於後段的排名，研究者也發現因為競賽時的時間壓
縮，可以討論的時間很短，的確互動或深度討論的時間是不足的，學生對於這樣的
活動滿意度也是不高。追根究底，引起化學變化的要素還是跟黃政傑（2014）所提
出的一樣，在於互動與討論。
二、基本知識的預習是必要的
如果要有討論及互動，在課程進行前基本知識還是需要先預習，不然學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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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可以互動。翻轉教學卻是在課堂中以討論、分享、解釋或解決問題等互動方式
引導學生更高階的能力，沒有基礎的知識是無法進行教學活動的。楊書濠（2016）
建議在課堂中提供課前預習的時間，研究者也利用相同的方法， 讓學生利用一節
課的時間先具備基本的知識，之後才進行原本設計的教學活 動。雖然教學活動的
時間受到擠壓，但是課前預習對於翻轉教學模式來說不能少，做出這樣的讓步也是
必須。
三、跟學生說明、溝通、互動很重要
教學活動的目標以及預期獲得的成效在活動前必須清楚告訴學生，在開學第
一周即充分與學生溝通上課進行方式與分組要求，在教學活動中最重要的就是師
生的互動，研究者通常是不給答案而是引導，通常會問：「答案在哪裡呢？ 在那
裡可以找到答案？有其他答案嗎？」有不同答案時就請同學比較分析答案的異同，
並接受同學自行歸納的答案。在這樣的主動建構下，學生對於知識的探索是主動的，
而且效果也銜接到一般的課堂講授。學生一開始與研究者的互動模式沒有建立，因
此藉由具遊戲方式的小組競賽快速建立小組默契與師生互動模式是一個很好的熱
身活動，藉由小組競賽模式，研究者將主要說明角色給了小組，小組慢慢習慣研究
者角色不是知識提供者，而是協助建構知識者，這樣的角色轉移藉由小組競賽方式
是成功的。在建立小組默契後，慢慢將小組合作的重要性加入，能夠增加小組教學
活動成功的機會。最後建議小組教學活動還是盡量提供能引起學生高階應用、分析、
創造的能力的活動為佳，只是要特別注意小組的組成，在本研究中分組的確是一個
問題，小組的人數、小組的同質性或異質性在有限的研究時間裡面並沒有探討，可
留待未來研究加以探討。
四、學生的特質在課程設計時必須列入考量
研究結果中學生的背景變項的確對學生的期中考、期末考或者學習活動滿意
度造成差異。部別對傳統紙筆測驗的期中考成績造成顯著性的差異，進修部學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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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比日間部學生認真很多，也盡本分記憶上課內容，因此期中考成績進修部學生明
顯優於日間部學生。但是期末考為自行出題，需要學生具備更高階的應用及分析能
力，可能因為進修部學生比較少進階能力的訓練，或者沒有時間進行思考，也有可
能造成期末考成績低於日間部學生。而在教學活動滿意度上，進修部學生也比日間
部學生來得滿意，可能是因為進修部學生有工作經 驗，課堂上的教學活動能滿足
他們對特殊幼兒的基本認知，因此滿意度比日間部學生高，只是期末考成績與教學
活動滿意度未達顯著性，即使如此，本研究結果也顯示進修部課程可以多加入一些
應用、分析、創造的教學活動。
五、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首先，翻轉教學模式的確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由期中考與期末考的顯著差
異可以得知，但是其中教學活動在本研究中並未分類，極有可能教學活動的類別對
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有影響，因此將教學活動分類探討不同類型教學活動對學生學
習成效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其次，本研究探討的科目以理論為主， 翻轉教學如果
應用於操作性科目或創造性科目是否也能提升教學成效也需要未來研究逐一印證。
第三，在翻轉教學活動之下，學習成效的評量也是研究者關注的地方，傳統的紙筆
測驗無法評估翻轉教學成效，雖然研究者在影片教學中使用 rubrics 評量，但是尚
未應用 rubrics 評量到其他翻轉教學活動上，其成效也值得未來研究加以探討。最
後，翻轉教學模式或執行方式有極大的空間及彈 性，教學活動也可以不斷創造及
推陳出新，期待未來研究持續探討新的教學活動，以作為未來教學活動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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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ARCS 學習動機設計模型於 AR 多媒
體設計學習成效檢核
張裕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Eric_chang@ncut.edu.tw

摘要

本研究將採用 Keller 所提出的 ARCS 動機理論，進行教學實驗，以驗證 AR
融入教學設計可以提昇「多媒體設計」的學習效能並具顯著改善學習績效。本研究
以行動載具為平台開發了 3D 圖像資訊展示介面，結合 AR 技術即時展示「多媒
體設計」學習內容做為教學實驗的工具。AR 教學系統配合學習主題內容，設置教
學模擬情境，提供輔助學習內容以做為學習輔具。以實驗教學進行研究驗證，學習
成效評估模型包括學習興趣、教材設計、學習行為、學習滿意度以及學習成效做為
評量的構面，同時討論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學習成效分析。
關鍵詞：多媒體設計、擴增實境、ARCS 學習動機理論、學習興趣、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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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essment of the multimedia desig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y AR tool using ARCS
learning motivation design model
Yuh-Shihng Cha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ric_chang@ncut.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ARCS motiv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Keller to conduct teaching
experiment to verify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AR design into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can
enhanc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multimedia design"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learning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uses a smart phone as a platform to develop a 3D
display interface, combined with AR technology to display the learning content of
"multimedia design" in real time as a learning tool. The AR teaching tool cooperates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multimedia design learning theme, sets up a teaching simulation
situation, and provides auxiliary learning content as the auxiliary teaching tools.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cludes learning
interest, textbook design, learning behavior,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s evaluation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students is discussed.

Key words: Multimedia Design, Augmented Reality, the ARCS motivation theory,
Learning interes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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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研究動機
面對全球化浪潮，資金、訊息、人才、產品流動更暢通全球，同時帶來各地區
國家的文化與價值衝突；連帶對未來人力資源的要求更為嚴苛，薪資所得更趨極端
及挑戰(詹志禹&陳玉樺，2013)。相同的產業發展觀察，商業周刊與 104 人力銀行
合作，進行 2018 年熱門職業大調查，發現企業對於擁有一項以上專長的人力，需
求越來越多，在薪水的含金量普遍比同領域單一專長者更高。這個趨勢現象在數位
媒體科技更為明顯。AR 搭配行動設備的技術以及數位媒體結合出各種完美的商業
應用實例，以擴增實境的應用在教育、娛樂、購物、醫療、軍事、或博物館導覽都
是從所未見的前瞻關鍵應用。為跟上世界數位經濟市場趨勢的快速變遷，台灣高等
教育未來必須在數位媒體教學創新與技術應用有所突破，如何培育高階數位內容
產製人才，帶動智慧產業應用是現階段高等教育必需思考的教育問題。
數位設計教育之教學目標在於配合國家政策為重點方向，它是跨領域的新興
學系，結合資訊、設計、傳播、藝術等多元領域，融合傳統與現代科技, 強調美學、
專業技能及團隊合作精神，以面對快速變遷產業動態。檢視現階段高等教育體系之
數位媒體教學，學生除了理論基礎、知識觀念的學習外，亦需要學習軟體、硬體、
設計實作、創意思考訓練等跨領域整合的核心能力。從事數位媒體設計相關的教師，
在課程教學內容的創新使用 AR 教學工具可以達到效能提昇(圖 1)。

圖 1 運用 AR 科技呈現教學主題的觀看經驗
近年來運用數位媒體整合傳統教學方法與學習環境，已成為現今教學設計的
主流(Clark, 1983; Catrambone & Seay, 2002). 其中擴增實境(簡稱 AR)在教育場域
的應用越來越受歡迎，主要在於它提供教學內容與真實世界中的環境進行互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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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式(Bier et. al., 1993)。AR 技術將電腦裡的虛擬世界的圖像素材和各式媒體
和真實世界的場景加以結合，進而產生出重疊的動態影像，並創造出許多令人驚豔
的互動。使用智慧型手機為載具結合 AR 技術，創造出虛擬數位媒體與現實世界
整合的臨場感與趣味性可以應用於教育主題上，已被學術文獻證實可以提昇吸引
學生注意力，並創造愉悅學習的經驗與價值(Chang, et al., 2018)。
雖然多數的 AR 融入教學研究，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在使用 AR 學習系統
之後，會提昇學習效能。但真正趨動學習效能的因素是什麼? 學習動機、學習興趣、
學習態度或教學設計的改變?讓學習者對 AR 學習方法表示讚賞。本研究將採用
Keller(1987)所提出的 ARCS 動機理論，進行教學實驗，以驗證 AR 融入教學設計
可以提昇「多媒體設計」的學習效能並具顯著改善學習績效。ARCS 動機模式是指
在教學內容設計上先引起學生的注意和興趣，再讓學生發現學習的主題及內容跟
自己有切身的關係，並協助學生建立自己有能力去處理它的信心，最後讓學生得到
學習完成後的成就感的滿足。
因此，本研究以行動載具為平台開發了 3D 圖像資訊展示介面，結合 AR 技
術即時展示「多媒體設計」做為教學實驗的工具。AR 教學系統配合遊戲設計學習
主題內容，設置教學模擬情境，提供輔助學習資訊以做為學習輔具。本研究以實驗
教學進行研究驗證，實驗組樣本數預估 N=46(一班)與傳統教學控制組樣本數預估
N=42(一班)。學習成效評估模型包括學習興趣、教材設計、學習行為、學習滿意度
以及學習成效做為評量的構面。同時討論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學習成效分數是
否顯著性差異?

貳、 文獻探討
一、 高等教育的教育改革
整個世界都在急速改變中!全球消費者行為改變、門檻提高、對商品與服務創
新的需求更高，未能掌握創新與消費者需求的企劃，終將遭淘汰。企業、教育、設
計等正面臨重要的挑戰，潛力無限，但終將改變(The need of change is huge)。高等
教育面臨挑戰(Higher education is facing challenges. ) 是全球趨勢，但惟有創新是教
育發展的最佳實踐。歐洲科技設計教育的改革，以荷蘭恩荷芬大學(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為例以自我導向及競爭力為核心的教育課程(Diggelen &
Alonso, 2015)，自 2010 年起，恩荷芬大學開始推動具有國際視野、趨勢以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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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創新教育觀念符合全球設計教育(如圖 2) 。在美國，大學教學規劃以「關鍵
技能」（critical skills）或核心能力為導向，在加拿大，大學等高等教育單位將核心
能力視為是高級人力在生涯發展中所必要的能力(王如哲， 2008a, 王如哲，2008b)。
大學價值在於其可提供卓越教育，讓學生得以經由高等教育成為社會的菁英，個人
能力得以充分發展，經濟可以良性進步及整體產業亦蒙其利(黃政傑，2007)

圖 2 荷蘭恩荷芬大學的設計教育(https://www.tue.nl/en/)
歐美國家的創作課程有所謂的工作室教室(STUDIO CLASSROOM)的設計。即
以工作坊的學習空間，讓學生可以充分進行創作。在美國大學教學規劃以「關鍵技
能」或核心能力為導向，在加拿大將核心能力視為是高級人力在生涯發展中所必要
的能力(王如哲，2008b)。在國內大專校院數位媒體設計教育之教學目標在於配合
國家政策為重點方向，它是跨領域的新興學系，結合資訊科技、設計思考、傳播管
道、藝術美學等多元領域，融合傳統與現代科技, 強調美學、專業技能及團隊合作
精神，透過創新之跨界以面對快速變遷產業動態，並提出環境與人之介面所有創新
解決方案。

二、 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早自 1997 年 Azuma 等學者提出系統化的概念(Azuma et.al., 1997)
到今理論的完整，許多先進國家積極地開發不同領域的應用與研究。最近，AR 搭
配行動設備的技術以及數位媒體結合出各種完美的商業應用實例，以擴增實境的
應用在教育、娛樂、購物、醫療、軍事、或博物館導覽都是從所未見的前瞻關鍵應
用。擴增實境是介於「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概念，擴增實境技術將資訊以
虛擬方式重疊至現實場景，藉由強化現實資訊的不足(如圖 3)。它是虛擬實境的延
伸，已應用於遊戲產業、影視產業、建築設計、工業設計、虛擬導覽、數位學習、
體育及數位內容等領域。不但能夠將虛擬物件的 3D 影像疊合在真實景物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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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虛實並存的感知特性，並且可以從任何角度去觀看電腦中的 3D 影像，達到真
實的體驗效果。綜合實境將虛擬的場景與現實進行更高程度的結合(Höllerer &
Feiner, 2004; Wagner et.al., 2006; Mackay, 1996)。使用者除了可以透過半透明的顯
示器看到真實的世界，但畫面中也會有許多 3D 數位影像，創造出一種似真似假、
有真有假、亦真亦假使用體驗。讓使用者不但可以看到真實世界的景象及虛擬世界
的元素，同時還創造出許多令人驚豔的互動。

Figure 1. Simplified representation of Paul Milgram’s Reality- Virtual continuum

圖 3 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的整合
很明顯地，擴增實境應用和行動設備的結合在教育方面，可以創造更多創意教
學設計，諸如即時空間演算、3D 立體呈現、互動影音內容、訊息分享、物件標記、
智慧型代理人(專家)、臨場學習等等運用，都突破也超越了以往數位學習在 2 維
資訊介面上的線性影音收播應用。擴展增強現實（AR）範例，如通過頭戴式顯示
器或其他顯示器在用戶的視野中顯示數位化訊息，以使真實物理世界和數位化世
界中的物體看起來像在同一空間上共存(Milgram＆ Kishino，1994)。AR 往往被理
解為混合現實連續體的一部分，以擴增實境世界為重點(Azuma， 1993)。 AR 這
些方面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課程主題的認識提供相當豐富且獨特的互動行為。
AR 技術在當今看來似乎是解決提昇學習興趣的技術方案之一，學生可以使用
手機或平板電腦並處於模擬真實情境下進行學習(Crescente & Lee, 2011)。 Hsu 研
究發現在現實世界中使用 AR 可以有效地支持學生實現情境學習和他們的學習目
標 (Hsu, 2017)。 Ho，Hsieh，Sun 和 Chen (2017)在他們的研究中使用了 AR 為
英文學習者開發了無處不在的學習指導系統，以提高他們語言的臨場情境的反應。
結果證明了使用 AR 的積極效果。 它提高了學習成績 (Shadiev, & Yang, 2020)。
Hsu (2017)開發了兩個基於 AR 的學習遊戲系統，用於在上下文環境中學習語言。
結果表明，AR 使得無處不在的情景學習成為可能。另外，學習者感知到存在感和
即時性, 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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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動機理論(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ory)
ARCS 是美國約翰凱勒(John Keller)教授以他激勵學生學習動機的系統化設計
模式為基礎，整合動機理論與相關理論所提出的動機模式。他認為任何一種教學設
計所發展出來的教材，若無法引起學習者的興趣或專注，學習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因此，約翰凱勒期望 ARCS 動機模式能提供教育工作者針對學生動機需求，確認
與了解教學的設計策略，以激發學習動機，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與表現。
Keller(1983)提出「四個要素，可助於教學者激勵與維持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簡稱為
ARCS

動機模式 Attention 注意、Relevance 相關、Confidence 信心、Satisfaction

滿足」，目的在於幫助課程設計或改進教學。強調引起學習者的動機必須配合此四
要素的運用，才能達到激勵學生學習的作用。
ARCS 整合許多動機理論，動機理論的提出在於強化系統化的教學設計，使教
材的設計更能符合激勵學習者的參與及互動，並提供理論的組織與實務的應用。A、
R、C、S 四項因素環環相扣，影響教師的教學效果，教師必須讓自己的教學同時
具備 ARCS，始能讓學生的學習產生良性的循環，缺乏任一環節都將使整個教學效
果大打折扣。約翰凱勒強調 ARCS 具有診斷性的性質與處方性的功能，意即若學
習者在這四個條件中有所匱乏與不足時，教學者可以針對其不足之處施以系統化
的教學策略，修補學生不足的動機，以提高學習效果。
針對 Keller 提出的 ARCS 四個要素與定義，以及融合本研究的多媒體設計
課程使用的目的，如表 1 說明。根據上述 ARCS 動機模式的理論，四個要素定義
連結應用目的，並把應用目的歸類成四個構念，分別為:1. 學習興趣、2.學習教材、
3.學習態度、4.學習滿意度，在研究方法檢驗四個構念進行驗證式因素分析。

310

APA-6

表1. ARCS要素與定義

資料來源：Keller(1983)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 AR 科技融入課程設計，並對學生學習成效進行評估。而研究設計採
準實驗之「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以瞭解實驗教學對學生學習效果之影響。本研究
之設計架構如圖 4。研究自變項、依變項、控制變項及實驗階段說明如下：自變項
為組別，而實驗組接受 AR Design 融入學習，控制組則無。兩組皆實施「多媒體
設計」之前後測，屬於受測者間設計。依變項為兩組之前後測成績及教學者對實驗
教學之執行。控制變項有：1.教學者的控制：兩組學習均為同一教學者， 排除不
同教學者差異的因素。2.施測者的控制：兩組受試者均由研究者親自進行前後測；
3.測驗評分者：課程教學者(研究者)擔任。實驗分三階段進行：1.前測階段：教學前
一週，兩組均接受「多媒體設計」之前測；2.教學階段：實驗組接受 AR 輔助教學
每週三節課，每週有一堂課程 50 分鐘之多媒體設計教學活動， 部分教學活動使
用 AR

Design 系統輔助學習活動；控制組與實驗組教學內容一致，但未使用 AR

Design 系統；3.後測階段：實驗教學後於第 18 週，兩組均接受「多媒體設計」之
後測，以檢核實驗教學之效果。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二年級兩
個班級共 88 人(實驗組樣本數 N=42 與對照組樣本數N=50)，一班為實驗組接受
「AR 科技融入多媒體教學」；而另一班為控制組未接受 AR 實驗教學以原訂課
程內容進行。依據多媒體設計學習主題評估面向，依每個學習主題組成因素及其評
量說明，受測學生均以作中學(learning by doing)方法進行前、後測成績評量。

311

APA-6

研究對象

學生

前測

研究工具

1. 課程實施前學習評量測驗
課程實施前興趣量表

實驗組 AR integration into
multi-media design learning
對照組 learning with normal
teaching

課程設計

後測
課程實施後學習評量測驗

資料整理與分析

量化驗證與結果解釋。

圖 4.教學實施與學習成效研究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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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貳、三節中提到的學習動機理論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ory)實驗
教學應用於「多媒體設計」課程學習成效評估，控制組與實驗組學生為主要研究對
象。在課程開始前教師進行課前測驗以取得前測成績。課程結束後由教師針對實驗
組與對照組學生學習績效填寫期末學習表現評量表(如表 2)，以取得後測成績。本
研究再以 SPSS 軟體處理前後測資料，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兩組前測成績是
否有所差異？了解兩組學生是否具備同質性？若 t 檢定不存在顯著水準，則表示
兩組具有同質性，代表後續可以利用後測學習成績驗證本研究實驗教學是否具備
提昇多媒體設計教學成效。
表2 期末學習表現評量表
(期末專案作業)

主題

學號(ID)
評分日期

作品名稱

評分者

學習評估面向
設計能力

1.設計方法論

專案設計法之程序與方法

2.體驗學習

1.多媒體程式設計

專案演練設計思考例做中學、教
師指導、學生體驗學習
專案企劃之操作與運用、引導、
解決問題
專案之規劃與操作、挑戰、解決
問題。
多媒體的主題設定(傳達主題與互
動形式)
多媒體程式語言撰寫能力

2.閞發平台操作

Unity 引擎之操作熟練程度

3.內容製作
4.系統後製

內容之收集、規劃、整理與呈現
方式
多媒體發佈前之後製包裝

1.主題傳達

多媒體作品是否能有效傳達主題

2.視覺設計

多媒體作品所呈現的視覺設計

3.應用價值

多媒體作品所呈現的應用價值

3.設計課題
4.專案執行效能
學習主題

創新能力

評量因素說明

1.多媒體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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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術整合

多媒體作品所呈現的技術整合

5.創新面

多媒體作品所呈現的創新

本研究對象為勤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選修本研究之課程
「多媒體設計」學生。但為研究倫理考量，本研究不在同學期同一班進行拆組進行
實驗教學。而是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修多媒體設計課程全班 42 人做為控
制組；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修多媒體設計課程全班 46 人做為實驗組。實驗教
學課程控制組從 2020 年 2 月 2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實驗組從
2021年 2 月 22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止，依照使用 AR 融入學習與正規
化學習， 兩組的學生均填寫學習興趣量表問卷。兩組 ARCS 檢測蒐集資料工具
使用Google 問卷表單製作。前測施測在課程開始前進行，控制組日期分別為 2020
年 2 月 3 日; 實驗組為 2 月 23 日。後測施測日期在學期結束前(第 18 週)請
學生進行google 表單線上填寫，控制組為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實驗組預計應
為自 2020 年 6 月22 日， 本論文撰寫時, 實驗教學僅至第 9 週，故以期中考
成績做為後測成績。
2021 年 1 月底共發送網路問卷，實驗組填寫共計 46 份，控制組填寫 42 份，
總共回收 88 份有效問卷。問卷數據彙整後，利用 SPSS 統計分析 5 種項目：1.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實驗組與對照組樣本之前後測成績之平均數及標準差、2.
針對前測成績進行學習成效 5 項指標評估進行單因子共變異數分析以了解兩組
學生是否具備同質性？3. 兩組學習成效後測成績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OVA)判斷兩組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是否影響學習成效的差異、4.針對實驗組進
行研究模型 ARCS 學習動機模型相關性分析、5. 使用回歸分析對研究模型以及
研究假設進行驗證。

三、研究方法及工具
為能符合研究客觀性及科學性的要求，本研究以實施上述圖 4 的教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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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進行前後測，做為實施教學成效檢核之依據。本研究設計採教學實驗設計，以瞭
解教學對學生學習效果之影響。研究自變項、依變項、控制變項及執行階段說明如
下：
1. 自變項為組別，針對選修「多媒體設計」學生施予「課程內容知識」以及
「學習興趣量表(附錄 1)」之前、後測，屬於受測者間設計。
2.依變項為選修課程學生之前、後測成績及教學者對學生教學之執行成效。
3. 控制變項有：1.教學者的控制：本研究傳統教學與實驗教學均為同一教學
者，排除不同教學者差異的因素。2.施測者的控制：受試者均由研究者親
自進行前、後測；3.測驗評分者：課程教學者(即研究者)擔任。
4. 教學實驗分三階段進行：(1).前測階段：教學第一週，學生均接受「學習
之前測」；(2).教學實施：接受十八週課程，每堂 50 分鐘之場域教學活
動，並使用 AR 融入學習活動； (3).後測階段：教學後於第 18 週， 兩
組均接受「學習之後測」，以檢核本研究教學之成效。
5.計畫執行時，將由主持人在其開授課程的學期，選定選修「多媒體設計」
學生為研究樣本。
6.學生均接受學習興趣量表(附錄 1)的測試，以利後續本研究執行 ARCS 研
究模型的統計驗證。

肆、 實驗結果
一、獨立樣本 t 檢驗分析
依據多媒體設計的課程知識測驗，在施測後可以得到學生之學習成效(1) 設計
能力(2) 學習主題(3)

創新能力指標等三項分數。表 3 前測結果顯示前測數據實

驗組與控制組在前測之結果相當接近。表 3，後測成績得分實驗組高於控制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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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間之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實驗組雖後測成績略高，但在統計效度上未
達顯著水準，故不能視為截至目前的實驗教學優於傳統教學。
表 3. 實驗組與控制組前後測成績

註：實驗組後測成績為期中考成績
二、單因子獨立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研究者針對前測成績需再施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以確認組內迴歸線
是否平行。為了解兩組之間差異是否達統計顯著水準，本教學研究再以組內迴歸係
數同質性考驗，檢視前測成績與組別之間是否有交互作用，以確認組內迴歸線是否
平行？亦即故選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測二組樣本實驗組與控
制組是否具備同質性？變異數分析是用來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前測成績平均數
是否相等。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設定.05( %95 信賴區間)。經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
果若實驗組與控制組不存在顯著差異；
表 4 前測成績與組別之平行性檢定摘要表

p＞.05

由表 4 可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前測成績」(F=3.009，p=0.086＞.05)，均未達
顯著，滿足平行性檢定(表示兩組具備同質性)，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可
以確定排除不同的班級會影響前測成績的顧慮。故本研究可以進一步採單因子共
變數分析(把後測成績納入共變數進行 ANOVA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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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後測成績與組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P<.05

本研究就實驗教學後兩組的後測成績作為成效檢核的依變數，進行獨立樣本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統計分析之顯著水準設定.05( %95 信賴區間)。由表 5 可知，
經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後測成績」(F=32.907，p＜.005)達顯著差異； 可
見 AR 融入學習較傳統正規化學習明顯具有成效。

三、ARCS 學習動機模型分析
本教學研究依據表1. ARCS 要素與定義，擬定出來的評估量表包括四個構面,
A 學習興趣（5 題）、R 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5 題）、C 學習行為表現（信心
5 題）、S 學習滿意度（5 題）等四種構面總共 21 題項。四個構面的定義與設計
說明如下：（1）學習興趣可以指一種內在傾向，因為一個人專注於某種活動； 這
是個性的一部分。 通常，人們會花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來進行他們感興趣的活動，
並對此感到滿意（Krapp 等，1992）。 同樣，學習興趣是指學生付出自己的努力
和時間，但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獲得滿足感。 (2) 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 如 1. 使
用 AR

時間使用 2. AR 使用的趣味性、3. 使用 AR 的熟悉度、4.AR 學習的好

用性、5.使用 AR 是否可以協助學習(可用性)。(3)學習行為表現在於量測學生使用
AR 後是否有提昇學生的自信心。(4)研究構面學習滿意度在於了解學生是否認同
使用 AR，進而內心評價對 AR 的喜惡程度，是否有再次使用的意願。問卷各構
面題項採用 Likert’s 五點尺度量表，根據學生學習狀況填入分數至問卷表單， 依
序分別給予 5、4、3、2、1，選項由：「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尚可」
3 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計算方式為選項分數愈高，表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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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較佳，若選項分數愈低，表示能力較差。量化實證模型如圖 4 架構所示：

圖 15 本研究學習動機理論驗證模型

本教學研究模型的各構面假設如下：
H1：環境因素的教學設計與教學方法(AR 融入教學使用)正向影響學習興趣。
H2：環境因素的教學設計與教學方法(AR 融入教學使用)正向影響學習行為表
現。H3：環境因素的教學設計與教學方法(AR 融入教學使用)正向影響學習滿意
度。H4:環境因素的教學設計與教學方法(MAR 融入教學使用)正向影響學習成
效。
上述教學研究模型之驗證，將包括如下之實證驗證：
信度分析：各構面之信度資料統計將採用資料收練之因子分析進行
效度分析：採用 SPSS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針對問卷構面進行構面效度的檢定。採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進行因素萃取，並且以「KMO 與 Barlett 的球形檢定」的「變異數最
大法(Varimax)」進行驗證相關係數分析：採用 Pearson 相關分析來檢驗研究模型
所提出兩變數之相關假設。根據分析結果分析所得之兩變數間相關係數矩陣，以驗
證本研究的相關係數分析結果是否模式中的各構面間存在正相關之關係(顯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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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研究假設驗證：使用回歸分析的原理之外，並透過假設性的研究架構，將不同
的函數加以組合，形成結構化的模式。本研究將透過此分析方法，分析兩變數前因
後果之關係，並且分析變數間的直接或是間接效果的關係。並依此分析所得的 R2
做為依變數的總變異中能被自變數及迴歸模型所解釋的百分比。本研究採使用
SPSS 12.0 版軟體執行複迴歸統計分析單一或多個自變數對依變數直接影響的效
果，取得β影響係數，並依其顯著與否決定路徑是否存在；並以調整過之R2 數值看
待本研究模型的解釋力分析。
由於實驗組實驗教學仍在進行此部分數據尚未蒐集完整，本研究僅能就期中
部分(2021 年 4 月 20 日止)的學習成效進行分析。實驗組學習成效評估模型包括
學習興趣、教材設計、學習行為、學習滿意度以及學習成效等構面的評估與驗證需
等到本學期第 18 週(2021 年 6 月 22 日)進行。

伍、 結論與討論
對於本研究在手機平台上開發了 AR 輔助學習教材界面，該界面用於可視化
多媒體設計學習教材。AR 技術可以即時顯示多媒體設計和設計內容的教學主題以
及操作步驗解說，提供學生自我學習的方案，適用於學生預習或複習，甚至在疫情
期間可以供學生在家自我學習。本研究針對 AR 技術作為教學工具的適用性進行
了評估。在整個一學期的多媒體設計課程中，蒐集了前、後測數據資料使用進行了
學習成效檢核。為了確認 AR 工具是否支持學生學習經驗，尚需要包括學習興趣、
教材設計、學習行為、學習滿意度等學生的回饋數據，提供驗證是否AR 在課程學
習階段是否為學生帶來積極學習、提高學習興趣以及改善學習效果的觀察。
本研究擬使用凱勒(1983)提出的ARCS 學習動機理論模型作為上述議題的研
究模型，以驗證將 AR 技術整合到課程設計中的有效性。本研究對兩組不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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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進行統計分析，一組使用 AR 技術，另一組專注於傳統正規化學習技術。預計
在本學期執行完畢實驗教學後，我們將使用 SPSS 分析技術（包括相關分析/回歸
分析）之後，我們測試了統計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相信可以驗證本研究結論：
增強現實（AR）數位科技技術在多媒體教學應用可以有效提高了學與教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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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學習興趣量表
設計能力
1.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設計方法論很有趣。
2.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體驗學習很有趣。

1.□ 2.□ 3.□ 4.□ 5.□
1.□ 2.□ 3.□ 4.□ 5.□

3.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設計實作很有趣。

1.□ 2.□ 3.□ 4.□ 5.□

4.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專案執行很有趣。

1.□ 2.□ 3.□ 4.□ 5.□

學習主題
1.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在主題設定很有趣。

1.□ 2.□ 3.□ 4.□ 5.□

2.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程式設計很有趣。

1.□ 2.□ 3.□ 4.□ 5.□

3.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開發平台操作(unity)很有
趣。

1.□ 2.□ 3.□ 4.□ 5.□

4.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內容製作很有趣。

1.□ 2.□ 3.□ 4.□ 5.□

5.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系統後製(音效)很有趣。

1.□ 2.□ 3.□ 4.□ 5.□

創新能力
1.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主題傳達很有趣。

1.□ 2.□ 3.□ 4.□ 5.□

2.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視覺設計很有趣。

1.□ 2.□ 3.□ 4.□ 5.□

3.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應用很有趣。

1.□ 2.□ 3.□ 4.□ 5.□

4.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技術整合很有趣。

1.□ 2.□ 3.□ 4.□ 5.□

5.我認為學習多媒體設計的創新表現很有趣。

1.□ 2.□ 3.□ 4.□ 5.□

註：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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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國語文課程運用「辯論學習」之實踐與成效
紀俊龍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jlchi@gm.ttu.edu.tw

摘要

本文以大同大學大一「國語文能力表達」課程為實踐場域，除說明「辯 論」
學習單元之實施方式外，更進一步析論，事業經營系一年級 A、B 兩班學生歷經
「辯論」後呈現之學習成效變化。藉由研究資料蒐集、三角檢證、文件分析等質性
研究歷程，闡述辯論學習帶給學生於「拓展知識學習之廣度與深 度」、「多面向
學習培力養成」與「覺察感知能力之迻變」的正向刺激，具體展現在強化知識學習
之廣度與深度、增能思辨批判、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自主學習等培力，更於學習
負荷的壓力中，深刻學生學習之樂趣與成就感，從而留下彌足珍貴的學習記憶及情
感。
關鍵詞：國語文教育、辯論、思辨批判、學習成效、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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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and Effects of Using “Debate” in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
Chi, Chun-Lung Tatung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jlchi@gm.ttu.edu.tw

Abstract
Practicing “Ability Of Expressing In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in Tatung
University’s freshman, not only expounds the way on “debate”, but also present changes
of learning effects from students of A and B class in Business department’s freshman
after “debate”. By using the qualitative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triangulation, document
analysis to integrate the positive enhancing “wideness and deepness of knowledge
learning”, “training variety empowerment of learning” and “noticing sense of self
changing”, in order to strengthen wideness and deepness of knowledge learning, empower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and team works, self-direct learning etc., moreover
to make students’ interests and achievements of learning, in order to keep the precious
memories and sensibilities from learning.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ebate, critical thinking, learning
effect,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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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0 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表《2020 未來工作報告》，
提出邁向 2025 所需的十五大工作技能（Top 15 skills for 2025），其中包含分析思
維和創新（Analy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主動學習和學習策略（Active learn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複雜問題解決能力（Complex problem- solving）、批判思
考和分析（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sis）、推斷及爬梳問題並構思概念（Reasoning,
problem-solving and ideation）、說服與協商能力（Persuasion and negotiation）等；
若以此檢視應對未來所需技能，可發現當今大學生在忽視人文精神發展、不重思辨
訓練、缺乏溝通協調與自主學習等軟性實力養成之教育偏見下，似乎讓人憂心其未
來競爭力之強度。對此困境，國語文課程能發揮何種教育功效，並提供培力機會進
而彌補軟性實力不足的瑕疵？
爰是，本文欲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在大學國語文課程中，透過「辯論」學習的創新教學方法，強化學生所
缺乏之軟性實力，如思辨批判、溝通協調、自主學習等能力。
二、 學生經歷國語文課程中帶入「辯論」學習的教學模式，能讓自我提升世
界經濟論壇所指之未來所需之工作技能。
而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所要討論的問題說明如下：
一、 以「國語文能力表達」課程為例，如何將「辯論」之創新教學方法運用
於國語文課程單元之實施？
二、 「辯論」之創新教學方法於國語文課程實施後，學生所獲得之學習成效
與轉變為何？

貳、文獻回顧
一、辯論學習，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與學模式
辯論活動常見於民主化社會，如各式選舉辯論會、法庭內言詞辯論等比比皆是；
辯論並非一味謾罵或爭吵，而是增進思辨與溝通能力的管道與方式，如古容綺
（2017：9）言：「辯論是『思想』和『說話』的結合」，是經過思考並用條理式
的言語來解決彼此爭執的問題。辯論存在於生活，從自我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甚
或是爭取自我權益，皆是經來回思辨所下的批判性決定（游梓翔、溫偉群，1988：
12）。游梓翔、溫偉群（1988：16-17）列舉辯論態樣如：特殊場合辯論（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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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法庭辯論（Judicial Debate）、議事辯論（Parliamentary Debate）、校園
辯論（Academic Debate）；校園中的辯論活動又稱為教育性辯論，是以教育為主要
目的，讓學生能熟悉與因應社會中的辯論場合。古容綺（2017：9）與 Kenndy（2007：
183）指出，將辯論置於課堂時，學生須主動分析、討論和應用資料，而不再是被
動吸收資訊，能促使其從被動參與轉變為主動且有效地知識學習。
辯論的教學模式與策略，讓學生成為主動學習的主體，Kennedy（2007： 184）
提及辯論教學模式除了是促進學生積極參與並掌握主題內容外，亦被公認為學習
與發展批判性思考的最佳方法之一，其含括問題界定、評估資料來源可信度、分辨
與挑戰臆測、識別前後矛盾處，以及考量整體論點的相關性與差異性；Zare 與
Othman（2013：1507）指出辯論增進互動學習機會，可提升批判性、創造性思考及
溝通與解決問題的能力。Brown（2015）匯集多位學者對辯論應用於教學上的成效，
認為可藉此積極從事獨立研究並透過不同角度收集各式資料，且評估與辯論主題
相關的資訊來分析這些資料為辯論時準備有效的論證，此亦提供學生自我角色的
自主權，包括其為辯論所準備的證據。因此，辯論的教學策略，即將學習主導權由
傳統教師講授轉為學生主動參與，強化能力的養成包括分析問題、多面向的思維、
與人溝通與學習聆聽等能力，深化與建構更深層的知識學習（古容綺，2017：1013）。
關於應用辯論的教與學，Cinganotto（2019：111-115）整理可發展的技能，如
紀錄支持其論點的資源、口語表達、寫作與論證技巧、批判性思考、傾聽能力、團
隊合作、能依據制定的規則分享自我看法、能用證據和資料支持自我的想法、衝突
與情緒控管、了解意見相左的團隊、說服他人的技巧等，同時可幫助學生理解和尊
重他人。不僅如此，辯論也為學生在參與過程中，考量評析各種觀點與論證時，發
展設身處地的同理心機會（Kennedy, 2007：188）。
二、國語文課程的創新教學模式
「『以學生學習權取代國家教育權』，尊重學生學習權，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
主流」，教育部（2017）於「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緣起開宗明義即以此為核心；因
應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來臨，將「教學創新」列為重點，以「解決問 題」為中心
的學習模式，透過自主探究和合作來解決問題，讓學生以互動模 式，積極培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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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習、終身學習」及「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部，2017）。
教育部（2018）亦於 107 年起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其作業要點中的第二
點即說明「促進大專校院學生學習成效，以教育現場或文獻資料提出問題，透過課
程設計、教材教法、或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及評
量工具檢證成效之歷程」，顯示高等教育教學樣態之轉換。
近年來國語文課程備受討論與檢視，紀俊龍、呂易晉（2018：9）回顧國語文
教學模式與課程設計，發現傳統國語文課程大多以單向式教師為課堂主體的教學
模式，造成學生被動接收與抄寫的填鴨式教學，停留於記憶、背誦、理解的淺層學
習，而缺乏整合、分析、批判、詮釋的知識理解與建構，導致國語文學習無法引起
學習興趣且成效低落。
為因應與改善大學國語文教學困境，多位教師運用多元、創新的教學方法或新
興的課程設計，嘗試跳脫與轉換過去傳統單一的授課形式，如應用數位科技增進學
習興趣（蔡美惠、陳麗宇，2011；錢昭萍、黃國豪、梁麗珍、李琛 瑜、王羽萱，
2016；錢昭萍、梁麗珍、黃國豪、黃恆霖，2017；錢昭萍、梁麗珍，2017a；錢昭
萍、梁麗珍，2017b）、活化教材以主題融入課程的教學模式（王妙純、羅文苑，
2010；吳德玲、江衍良、侯玉松，2015；吳德玲、林毓君、侯玉松，2016；許如蘋，
2017）。王靖婷則採取多樣化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如多元智能取向教學策略運
用於國語文課程中、透過生命經驗引發情感共鳴的多元思考教學目標、將文本與影
本串連的主題式課程設計等（王靖婷， 2007、2010a、2010b、2017）；此外，李
懿純（2017）、李懿純與紀俊龍（2019）、蔡蕙如（2020）等人亦配合國家政策與
社會趨勢，將創新教學方法結合於國語文教學中。
然而，豐碩的國語文教學精進與改善之實務研究成果，雖可見眾多教育工作者
著力於國語文課程之精進，無論是運用數位科技的教學輔具以刺激學習動機、或調
整主題教材使之與實際生活產生鏈結，抑或是融滲生命／情感／社會責任精神內
涵之教學策略設計，在在顯現國語文教師與時俱進、滾動修正之革新心態。可惜的
是，強調觀察思辨、溝通協調、自主學習且能刺激學生投入學習的辯論教學模式，
卻不見其應用於國語文課程教學之操作與研究論述。
視辯論為一種創新教學方法，運用於國語文教學課程中，即如古容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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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所言是「給予學生均衡的語文及思維學習經歷」，並讓學生多角度、全方
位思考，且大量閱讀、搜找資料，結合聽、說、讀、寫、思的學力，有效發展其自
主、主動學習與語文使用的能力；Krieger（2005：25）則闡述辯論是一項以多樣的
認知和語言方式來吸引學生之優異語言學習模式，除予以有意義的傾聽、口語表達
和寫作的實踐外，對於培養有說服力的演講和寫作的論證技巧也是非常有效的。游
梓翔、溫偉群（1988：17-20）引述 Austin J. Freeley 論述，認為校園或課堂中的辯
論可提供學生研究分析當代重要問題、培養良好批判性思考能力、助於知識整合、
涵養深入資料蒐集能力、精闢而立即反應、批判性傾聽能力、卓越寫作能力、多樣
性的判斷與思考、良好演說能 力、了解社會大眾彼此差異、基本溝通能力等。
辯論教學或應用，就語言學習領域而言，鮮少見於國語文教學課堂，而多操作
於英語教學現場（Liu, Wu & Shieh, 2015；He, 2015；易青青，2008）；此以學生為
主體的學習模式，能增進知識整合、批判性思考、口語表達、溝通協調、團隊合作
等能力的教學方法，應可轉換國語文教學傳統的授課型態，促進學習成效與刺激學
習興趣。本文嘗試將辯論學習作為國語文課程教與學之實 踐，據以回應研究目的
與問題探討之假設，即具體提升與激發學生在國語文課堂中，習得更多元深入之思
辨批判、溝通協調、自主學習素養能力，透過學生軟性實力之培育，以強化因應未
來所需的技能；同時，藉由辯論教與學方法於國語文課程實施後，考察學生所獲得
之學習成效與轉變，闡述辯論教學模式運用於國語文課程之可行性。

參、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個案研究，如 Sagadin 指出個案研究的運用是在：獨立個體、一群
人、獨立機構或一個特定機構中的問題、過程、現象或事件，據以探討特定情境脈
絡下的活動性質以了解其獨特性和複雜性（引自 Mohajan, 2018：32-33）。本文將
108 學年度修習大同大學大一「國語文能力表達」課程之事業經營學系 A、B 兩
班共 98 位學生，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實施辯論教與學模式，以檢視其思辨批判、
口語表達、團隊合作與自主學習等能力的影響與關聯。
研究資料援用文件分析法，所分析之資料為學生所撰學習回饋單，並將每份文
件進行編碼，編碼方式以代號呈現，依事業經營學系之英文代碼及其 A、B 班分
類，將學習單依個人以阿拉伯數字編號，亦即事業經營學系 A 班第 5 位同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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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單，代號為：BA-5、B 班第 20 位同學的回饋單，代號為：BB-20。本文透過
參與辯論的學生所撰學習回饋單，經彙整、爬梳、編碼與分類後，進行更深入地詮
釋與分析。分析之文件除回饋單外，亦參酌兩班以小組為單位之辯論評審單，此為
各小組討論、商議後所敘寫之內容，以作為與回饋單相互映證之資料；評審單亦將
小組文件依前述方式編碼，A、B 兩班皆分為 8 組，代號的呈現：A 班第 2 組為
BA-2 組、B 班第 4 組為 BB-4 組，依此類推。
Denzin（1970：301）提出四種類型的三角檢證法（triangulation）：資料三角
檢證（data triangulation）、研究者三角檢證（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理論三角
檢證（theory triangulation）、方法論三角驗證（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為
確保研究資料的正確與有效性，本文分析採取「研究者三角檢證」，即參與研究或
調查中的幾位研究者進行驗證，包含課程實施與操作教師、具教育專業背景且經學
術訓練之教務處同仁（亦為通識課程兼任講師），及協助教學事務與資料繕打之研
究助理，共同研析學習回饋單之文本資料，並定期討論與交叉比對所研析之學習單
內容擇取，為三者間所認同並確實符合研究所需之資訊；本個案研究之文本資料經
多重檢核與驗證，以免於單一析論結果之偏見，據以提升研究分析之信實度。

肆、辯論學習單元規劃與操作
課程安排辯論單元以提供學生學習口語表達之實際舞臺，希冀藉此刺激、提升
思辨批判與團隊合作等多元學習效能。辯論奠基於深度討論教學之搭配， 先行於
上學期課程單元中以「正義思辨：電車事件」短片討論，激發學生思考正義與否、
個體與群體權利關係、道德兩難等複雜情境的辨證；再以「從文本發掘問題和尋求
解答」的討論模式，透過〈如果記憶像風〉等文學作品，探討校園霸凌、面臨困境
時的反應舉措並推敲人性展示的各種可能；最後再藉〈羅生門〉中殺人者之緝凶推
理、證據蒐集、論斷罪者等討論，作為辯論時思辨論證之能力累積。下學期實踐辯
論前則安排企劃與簡報單元，持續深化學生收 集、整理、分析資料（證據）能力，
增強其重點表達、合理論證之思維訓練。
辯論之實施，由教師選定「臺灣應全面廢核」、「臺灣應使安樂死合法化」、
「臺灣代理孕母應合法化」與「臺灣應全面廢除死刑」四個辯論題目，並由全體修
課學生自主組成八支團隊，再由團隊自行選擇題目與立場（正反方）。辯論題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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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採自由選擇形式，若超額重複時，團隊可先自行協商；如果協商不成，則由團
隊代表於課堂上公開猜拳決定最後結果。辯論實施於期中考後第三週，每週於課堂
上辯論一個題目，連續四週以完成辯論學習單元。辯論規則採用類似「奧瑞崗」賽
制模式進行，團隊於輪值辯論當週推派三位成員上台進行辯論；登台辯論的學生，
須全數完成申論（含被質詢）、質詢工作，並由其中一位成員負責結辯，而沒有上
台的團隊成員則負責資料補充與競賽紀錄工作。
除學生團隊自行選擇辯論題目外，課程要求正式登台辯論前，必須「全組到齊」
與教師面晤至少一次（沒有次數上限），其目的在於檢視資料蒐集之正確性、論點
闡發之合理性、辯論攻防之技巧性，並藉機再次宣達辯論規則及提供解決疑問之處，
為學生充實競賽之心理能量。辯論為全班參與之學習活動，因此，不僅負責當週辯
論的團隊需於台上針鋒相對、齦齦爭辯，未輪值辯論的團隊則須肩負評分與評論的
工作，以達到全員參與的學習目的。

伍、成效分析
辯論實施後安排期末學習回饋單為學習成效質化分析之依據，題目為：
一、 本學期所有課程中，你最喜歡的單元是哪一個？請簡單說明這個單元的
內容學習梗概，並詳細敘述讓你最喜歡的原因是什麼。
二、 請試著從團隊討論溝通、資料收集、實際辯論、評審辯論等切入角度，
說明你對本學期分組辯論的學習狀況，並反思經過分組辯論作業後，對
於觀看事物的「思辨」能力與「知識拓展」的自主學習，產生了什麼樣
的變 化？
三、 請說明本學期學習的收穫和建議，以及建議可以增加什麼學習單元，以
利往後學弟妹的學習。
分析質性回饋發現一個令人訝異的現象，統計開放式的學習反饋，回答「辯論」
為全學期最喜歡單元者約佔 7 成（68／98），佔據多數學習時間、形成最大學習
負擔的辯論，竟是大多數學生最喜歡的單元！易言之，我們至少能確認一個事實：
學習負擔並非影響意願和成效的絕對性因素。倘若學習單元能促發、刺激、引導學
生投入學習的動機，反而能夠在更大的學習負荷中，改善學習態度與提升學習成效。
以下將就研究資料之呈現，分析學生歷經辯論後學習成效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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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拓展知識學習之廣度與深度
（一）擴充知識學習幅面
以知識學習拓展言之，辯論能帶給學生正向的刺激與反思。獨立思考與思辨批
判的基礎，必須建構在觀看或論斷人事物的視野廣度，亦即需要先接收、統整、分
析不同立場的知識與資訊，方能藉此論證廓清或深化自己的思考觀 點。透過研究
資料呈現，發現學生能經由辯論激發其對議題思辨的多元接觸， 並藉由幅面更廣
的知識吸收，檢視習以為常的思考慣性：

同一個議題……藉由各種原因，引發出更多平常不會想到的，又或者是讓你去
同意對方的理論，是一個很特別的課，讓我可以去思考的很多， 所以我很喜歡。
（BA-2）使我對看事情的態度不再那麼主觀，會知道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每一件
事，會有不同的收穫。（BA-9）辯論學到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並無真正的是非
對錯，各方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就會明白到每一方在乎中意的觀點在哪……這讓
我對於觀看事物的思辨與知識拓展是有成長的，讓人的眼界也藉此變得更廣。
（BA18）經過分組辯論作業後……讓我更想了解更多有關的事物，並對很多事物有著不
同層面的思考，擺脫以往的只有單方面的思考方向，也因為有了多方面的思考，而
比較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BA-40）在辯論比賽中學習到很多……為了補足，要
不斷找尋資料、拓展視野、持續討論，這是任何課程沒有給過的經驗，老師在教我
們換位思考的時候，讓我們發現不同的「死角」，為了規避或是強化死角，我們不
斷成長。（BA-42）當我們獲得資訊時，我們經常不會去思考答案的真實性以及可
能會遇到的問題，而透過辯論，我們就會思考的多一些，而不是只單方面接受訊息。
（BB-5）

從不再主觀論斷、同理立場不同的多元聲音、擺脫既定對錯的價值框架、反省
單向思考模式等敘述，察覺學生透過辯論，反思自身在過往經驗中，時常因憊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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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過於主觀的情緒判斷，導致認知社會議題的層面不夠廣闊；不僅無法設身處地
思辨不同情境所展示的價值立場，亦因為過於單方的訊息吸納，造成思辨議題時的
狹隘視野。辯論使學生藉知識拓展與思考問題的多元視野，得以突破二元對立、是
非決斷的思維模式，且能在較為複雜全面的認知基礎上，提升思辨的精度與深度。
辯論讓學生在適度引導與團隊討論的歷程中，促使對議題的理解與認知。辯題
之設定，選擇知識層面較為廣深的政策可行性探討，除可藉此敦促學生查找議題資
訊以了解社會發展樣態之外，更可引導知識認知之開拓與累積：

討論居多……更多不同切入角度去反思一件事的正反觀感，也在收集資料中
更去深入了解更多安樂死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例子， 也讓我開了新
眼界。（BA-26）要不是因為這場辯論，我也不會主動去了解死刑在台灣的歷史，
以及去認真了解何謂生命權，在思辨能力與知識拓展的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
度的成長。（BB-6）很多事情並不是你單方面的認為，有許多層面可以去探討、去
學習，最有感的真的是學習到了很多東西……我認為我在辯論中學習了超多以往
不會學習到的知識。（BB-7）讓我們辯論的這些主題都是社會時事，像我以前不清
楚台灣還沒有安樂死合法化，也知道安寧病房的運作，透過這次的辯論，我的知識
提升了很多。（BB-15）收集資料以後，我才知道代理孕母有許多規定，還有許多
不成功的案例，如果不是這一個辯論，我不會去了解跟代理孕母這麼多有關的事情。
（BB-36）

檢視研究資料可明顯發現，當今大學生不甚關心社會動態及公眾議題思考。然
參與辯論迫使學生必須面對理解、甚至統整表態對社會議題的觀點，以符合課程要
求。在學習驅使下察覺學生透過辯論能增進對安樂死合法與否、代理孕母合法與否、
死刑存在與否等社會議題，產生知識學習更為廣闊的向度回饋。就學習廣度而言，
辯論的確能夠激發學生知識吸納的層面，帶給他們更多對特定議題的多元訊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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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面向之接觸。

（二）深化知識學習礦脈
歷經辯論後，學生除可建構更開闊的知識層面之外，也能有較全面整體地掌握
並理解不同立場所衍生的觀點差異，提供其得以往更深層次思索的機會和養分，而
此歷程亦能優化思辨議題的深刻反思：

實際辯論時才又發現原來自己準備的還是不夠充足，讓我更加深入了解主題，
我覺得在這個辯論活動後，再看到這些議題，會因為聽過同學們的精采辯論而產生
不一樣的想法，也藉由這個活動讓我更加了解這些議題的細節和不同方面的觀點。
（BA-5）很多事物都只看到表面，並未深入瞭解，透過各組的準備資料，讓我對死
刑、安樂死、核能、代理孕母有更深的瞭解！在雙方的辯論中我也會把自己設想成
辯士，該如何質詢、問答，增進了我的思辨能力。（BA- 6）看事物的思維，不再
只是表面功夫，而是深入了解原因，發掘及探討過程讓我覺得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BA-19）現代人很缺乏「思辨」的能力，如同我也是如此，也藉由此項活動，使
我更加了解和知道如何分辨人家的話，而且也並非單方面的相信片面之詞，並也懂
得從人家的話找出盲點……也更深入了解這些事情在說甚 麼，而非一知半解！
（BA-32）我看事情的角度也變得更深入，一個議題提出兩三個層面的問題來質疑。
（BA-37）許多事情不能單方面地只看表面，要針對事情深入探討，了解事情的由
來及背後的含意，更需要知道如何處理。（BB-1）能夠多接觸不同的議題並深入瞭
解外，還需去想對方辯友的立場可能為何，有哪些是會產生不同看法且有爭議的論
點，雖然過程要花費許多時間，但對我而言也是一個新鮮且能學到一些平常不接觸
的事物有趣單 元。（BB-18）我對於觀看事物的思辨能力與知識拓展的自主學習是
成長的，學會了不能單方面思考，也對於「死刑存廢」的議題更深入的了解。（B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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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資料蒐集、整理、分析、討論、運用等學習能力上的辯論，於拓展學生
知識吸收廣度的同時，亦直接刺激、引導其往更深層次的思維前進。分析資料後可
發現，學生思辨議題深度的效能，具體展現於認知多元價值面向、觀點闡述之辨析
與判斷；與此同時，亦能透過「原來我了解不夠深入」的學習回饋， 反思自身對
於社會議題認知不足的檢討。
若與知識學習廣度之促進效能並置觀察，可見辯題與學習內涵設定，能趨使學
生檢視自身不足並敦促自我成長外，亦能推進深化問題思考的量能：

「分辨及篩選」是十分重要的，相當有助於建立和釐清自我的價值觀， 不但
能了解自己，思辨能力透過團體討論後也有所提升，由於好奇及渴望了解資訊，自
主學習的動力也向前推進，希望未來我也能持之以恆， 永遠保持好奇，同時也不
能少了反思。
（BA-11）辯論過程中，最後有大重點是「死刑到底有沒有教育意義」
。
其實死刑這個議題我曾經的想法就是死刑犯那麼可惡，幹嘛不殺掉就好了。經過我
這次的理解之後，對於死刑不只是殺人償命這麼簡單，背後的社會問題、人權等往
往是被大眾忽略的。（BA-44）為了廢核的議題，吸收了很多也反思了很多，比如
我最困擾的，就是「反核派的有可能會將數字醜化，擁核派反之」這樣一來就不知
道數字的真實性，而且政府也很有可能會這麼做，其目的就是為了將政策推行的更
順利，在現在假消息充斥的社會裡，不只媒體，所有人都會為了利益做出一些小手
段。（BB-8）原本我是支持死刑的……上網查找資料中漸漸發現那些支持廢死的人
的心聲，不禁讓我思考起來，似乎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要用最極端死刑來解決，正向
思考，我也開始接受不同的聲音，而不是單方面認定或被媒體影響。（BB-29）這
次的分組辯論很有趣，也因此有所成長，因為能透過搜尋資料而了解到更多社會議
題，也更深入那些議題，進而與自己的生活做連結。（BB-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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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經過辯論後的省思，不僅能自我修正對議題認知、觀點思辨較為淺薄浮泛
的缺失，同時也可提供換位思考、調整觀念之學習刺激；誠如回饋敘述所指， 原
本抱持以「殺人償命」想法對應「死刑存廢」之簡單思維，卻在辯論後產生轉變，
進而深刻聯繫至死刑存在與否的社會問題、人權問題及社會觀感等較為深層的思
慮。再如「核電存廢」議題，學生也能透過辯論了解並深入思考各方資訊（數據）
被借以詮釋觀點立場之運用脈絡，體察資訊判讀的重要，從而提升問題思辨的深度
與批判能力。更重要的是，學生還可將辯論習得之知識與經驗延伸至媒體識讀反思，
並於思辨能力累積的同時，產生與實際生活密切鏈結的學習應用。質言之，辯論賦
予的學習效能不只存在於知識層面的加廣加深， 更能提供觀察社會、批判現象之
真實聯繫，讓學習能力落實在生活情境、生活情境又折返刺激能力學習的良善循環。
二、多面向學習培力養成
（一）思辨批判增能
具備深度的思辨批判能力，通常必須建立在知識與資訊接收的深廣度為基礎，
藉此進行抽象思考且以具體物象為媒介，闡發看待物象之思考觀點。前已闡明辯論
有助於拓展、深化學生知識層面之正向刺激，此處則分析思辨能力的成長變化：
我對於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了新的看法，如同辯論一樣，許多問題都有支持及不
支持的人，互相的攻擊是沒有用的，像辯論一樣能夠說服他人才是最重要的……總
體來說，辯論的確加強了我在思考上的能力。（BA- 14）當評審時又更能聽出哪一
方的準備充足又有理，哪一方明顯討論次數不足……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切入，
也能更了解一個議題發展始末。（BA-17）「思辨」能力完完全全的有被提升的感
覺……讓我覺得不能只看單方面，正方有正方的說法，反方也有反方的說法。（BA24）經過組內的資料蒐集和組內的辯論後我才了解到人往往意見不同，不是因為想
和你唱反調，而是出發點和所看事情角度有所不同而已，試著去站在和自己不同的
觀點看自己的觀點，會發現到其實自己的觀點也不是十全十美，也因此會讓我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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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網路搜尋更好的論點或資料，去增加自己的論證。（BA-31）學到了不能單看一
個層面思考，每一個人支持那個觀點一定有自己的理由，自己的想法，也應該學會
尊重。（BB-7）思辨能力有所成長，在找資料的過程中，把自己的想法提出頭，然
後再聽組員的看法，可能會發現自己的想法有矛盾，就會重新思考，所以我認為我
有所成長。（BB-11）

辯論帶給學生的正向影響，在於刺激調整單向思考的慣性，並且從傾聽多方想
法、思量多元立場、接納多方聲音的思維改變開始，進而思考對議題的觀點與自身
想法。更重要的是，學生在辯論的學習歷程中，體認到傾聽他者聲音、尊重異質觀
點、統整多元立場以進行客觀論述的重要性，亦能於團隊討論、聆聽辯論的學習情
境下，深入理解議題的發展脈絡與爭議所在，從而發掘自我矛盾之處；同時藉採納
團隊成員觀點、自主汲取知識的方式，完整修補己身對議題思考觀點。學生也深切
了解言語攻擊、強詞奪理絕非說服他人的方法，而是憑藉完整的論點敘述、同理異
質立場的想法、客觀可信的資訊，才是理性服眾的根本精神；質言之，學生完成辯
論時，思辨能力已悄然產生更客觀深刻之成長變化。
優化思辨能力之餘，辯論亦能引導學生判斷決策之正面發展，進而產生銜接於
實際生命觀察的影響：

辯論讓我看到許多事物都有我們沒發現的另一面，所以經過這次之後， 對於
處理許多事我都會先冷靜思考，也從對方角度想過，不做讓自己後悔的決定。（BA23）我的思辨能力提升了，除非我們十分理解，不然我們不該隨意判斷是否對錯。
（BB-1）在台上很考驗反應能力與邏輯思辨能力，才能取勝……讓我不再有執著
於正或反誰一定對。（BB-30）讓我體會到一件事情不能主觀的方式去看，因為背
後可能會有很多我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牽扯到很多問題，要以二面向的方式去思
考、判 斷，像我們這次選擇的安樂死主題，並不單單是想死就能解決，還會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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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法律上、家庭上的種種因素去影響。所以我學習到在看一件事情「判斷」是
很重要的過程，讓我對判斷的知識成長很多。（BB-38）

擺脫非是即非、對錯決斷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式，或許是學生歷經辯論後所獲得
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囿限於主觀認定、客觀資訊不足、未經縝密思慮、缺乏整體掌
握、沒有同理思量的情況下，學生經常犯下草率決策、隨意判斷的失誤， 然而歷
過辯論後不僅能深刻省思過往經驗之疏漏，並能將學習經驗運用於未來判斷決策
的情境之中。
（二）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增能
從事前討論到實際登台，辯論無不考驗著學生口語表達的能力；於此同 時，
如何討論、統整團隊內部觀點並凝聚共識，恰是一段學習「說服」與「被說服」的
歷程。因此，建立團隊共識並完成辯論所彰顯的意義，即反映出口語表達、溝通協
調的能力學習：

每個人的想法都可再為主題增加一點思考，或者討論中可以突然合成新想法，
反反覆覆，越來越深入。（BA-4）經過此次辯論，我學到如何與自己的組員溝通自
己的想法。（BA-10） 一開始大家就有很多不同意見，好處是思考較能從多重角度
去切入及觀察，壞處是有若是團隊成員「堅持」不同意見、看法、價值觀時，討論
往往極度沒有效率且常常發生衝突，當有人和我看法不一致時，我往往能夠說出我
的看法和分析此方案的利弊，甚至花點時間就能想出解決辦法，對我來說，能集合
不同意見並整合，雖沒有效率但卻很有效果。（BA-11）我們學會了溝通的技巧，
如何完整的表達自己的想法。（BA-34）我們學習到了很多，不畏恐懼的上台申論，
和組員們溝通、討論，對自己組別的議題有更深的了解。（BA-39）不只提升了人
和人之間的協調溝通能力，也加強了說話的方式，更增進了小組之間團隊合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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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BB-20）課程可以練習自己的口條與該怎麼講才能讓聽者得以信服自己的觀
點， 這個課程我覺得是一整年中最難忘的課程。（BB-23）每組挑一個主題，一個
正方，一邊反方，互相申論與質詢……我覺得這最符合語言表達課，是真的要有良
好的表達能力才能贏得這場大賽。（BB-26）感覺在台上說話的能力真的有進步。
（BB-33）

大多數學生認為辯論對口語表達能力之增進，有著明顯提升的學習成效。辯論
後學生能更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觀點、克服表達恐懼，並學習到與他人溝通對話的
技巧能力。學生也體認需要充足的證據與深刻的觀點，才能更有效地說服他人，從
而體察自己口語表達能力的成長變化。表達能力之增進也與溝通能力提升有密切
的關聯性，此因適切的表達更能促進團隊共識之凝結，並連結於聆聽接納、同理反
思的素養，進而促成有效溝通之理性對話。
口語表達與溝通能力之強化也連帶影響團隊合作的學習。辯論是由團隊共同
選擇題目、蒐集資料、論點推演、實際競賽之學習，故於完成過程中能促發學生對
團隊合作能力之體認與省思：

藉由這次的辯論，使我更明白分工的重要性，一人負責一個方向的資料，才能
使團隊更好。（BA-3）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要上台辯論，但是在分工合作，一起蒐集
資料的過程中，能更清楚地了解社會上的議題，也能在課堂上透過同學們的辯論對
於議題有更不一樣的認識。（BA-5）感謝有積極參與的組員，在分工上盡力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工作起來更加迅速。（BA-7）在團隊中學習討論、合作，一起找出問
題，讓我知道同學的重要性我想這也是一種成長吧! （BA-30）更加提升了團隊分
工合作的重要性，利用各組員的能力來提升做事的效率。（BB-1）團隊合作是使隊
友和自我成長最快、最有效率的方式。（BB-10）辯論這個單元不僅能促進團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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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力，也能讓自己的反應力更快速。（BB-28）

分析學習回饋敘述，顯然可知學生非但體悟團隊合作之重要，也能藉此了解良
好的分工是提升效率的極佳良方；同時，透過團隊分工與討論亦可提升自我成長、
認知不可或缺的他者存在及學習合作、應變能力的重要性。
（三）自主學習增能
辯論需要學生團隊利用課暇時間，蒐集、討論、分析相關知識資訊，方能確立
論點並籌謀辯論交鋒時的內容規劃，因而能刺激自主學習的經驗與能量：

使我對觀看事物的思辨能力增強……自主學習能力成長了許多。（BA- 4）不
能以單一個角度去思考……我們這組主題是安樂死，了解到安樂死藥物成分和價
格。
（BA-13）自主學習，成長了非常多，在處理事情時，會開始去想一些再處理……
也會去多讀一些書，上網看影片增進自己。（BA-15）肯定是收穫良多，因為這就
是自主學習的一種方式，從給我們的題目去思考，到找資料去佐證，站穩立場，最
後上台辯論（成果驗收）。（BA- 30）讓我有了機會更了解安樂死的議題也上網找
了很多相關的資料，讓我對安樂死有更深入的理解，而當我們和對方辯論的時候就
會思考他們說的和可以反駁他們甚麼，所以對我的思辨有了影響。（BB-13）對於
思辨能力與自主學習有感到更進一步成長。（BB-22）

從研究資料得知，學生完成一場辯論競賽，必須以思辨社會議題（辯論題目）
為出發點，透過積極查詢、分析、增補知識資訊，才能夠鞏固自身立場的強 度；
換言之，辯論設定明確學習標的，引導學生主動學習並累積、延伸、詮釋對議題的
認知，以達成培養自主學習的目標設定。
質言之，辯論是一項有效刺激且提升學習效能的方案，只要學生願意投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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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致強化全面性技能的學習回饋：

辯論真的可以使學生學習到很多，是很全方位的學習，獲益良多，有口語表達
能力、頭腦的思考分析、團隊合作、統整能力。（BA-4）我們的思考方向必須要全
面化、夠多元化，才能確保自己能在這場戰鬥中殺出一條血路……可以確信的是
「辯論」對於思辨能力和知識拓展 中，能有相當大的助益，能使我們成長。（BA34）可以訓練自己的思考邏輯、反應能力、說話技巧等，也因為辯論事前需要做很
多的準備，我們不但可以更了解我們要探討的議題，在討論過程中，可以學習團隊
分工合作……在看到別組辯論時，自己也會在心裡思考，也會被台上辯論的同學的
情緒而帶動。（BA-40）必須想到很多層面，不僅能增加自己的邏輯思考能力，也
能在討論中學習到接納他人不同的看法，並且能妥善運用資料，加強說服能力，雖
然這次我沒有上台辯論，但在準備過程中，有很多珍貴的收穫。覺得經過這次的辯
論作業，自己的思考能力增加了不少，看了其他組的辯論，也學習到了不少知識。
（BB-30）

綜上所述，觀察能力學習之成長變化，得以掌握學生藉由辯論，除增能知識認
知層面外，更可明顯察覺自身思辨批判、溝通表達、團隊合作、自主學習等學習效
果能之進步，顯示辯論是一種培養全方位能力的學習模式。
另外，學生不僅能在事前準備與登場辯論的過程中獲得學習收獲，於「判定辯
論勝負」及「遴選最佳辯士」之評審過程中，亦能察覺學生知識思辨之成長與客觀
感受的變化。誠如學生在辯論評審單上敘述評選判斷的理由時云：

正方上台時資料沒有做得很齊全，讓反方可以有很多地方攻擊，而且在申論時
正方講的話常常像是在『硬凹』，回答反方的詞語也太過口語，還有許多贅詞，有
失辯論的正式，希望下次他們可以多準備資料及多討論要如何應對，才不會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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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覺得這次反方最好的是反三詹○○，因為他上台時除了台風穩健以外，也會活
用現代的例子，在被質詢的時候也不急不徐地回應，雖然不確定可不可以拿飛機的
例子來舉，但確實有說服我，所以我們應該多跟他學習。（BA-8 組）正方條理清
晰和邏輯思考能力很好，而且有提出對同意安樂死的判斷方法，認為人本身有生命
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生命……冷靜應對質詢的態度，值得學習。（BA-5 組）
反方在質詢、應答時一直糾結在同一個點，但安樂死有很多方面可以討論，如「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是古代封建傳統的想法，我們應該因應時代變化與進步。（BB2 組）因為正方的資料充足，而且反方很少會去探討正方的數據，也比較容易無法
回應正方的問題；若能更了解各國執行廢核的現況，或許更能回應正方的疑問。
（BB-7 組）

擔任評審之角色模擬與實踐，一方面能提高課程參與程度外，更能透過客觀評
判的角度，指出台上同學表現的優缺點，進而增能自身思辨能力與知識深廣度之成
長。顯而易見，無論是針對題目所衍生的知識資訊吸納、觀點思辨，抑或是口語表
現、臨場反應等能力觀察，辯論學習確實能刺激學生之學習動機與展現良好的學習
效能。
三、覺察感知能力之迻變
辯論可增強學生更為全面的知識與能力外，學習成就感之達成、培養受挫力與
因調整教與學模式而改變學習氛圍的現象，皆是意外的收獲。以學習成就感觀之，
透過大量資訊查詢與閱讀、反覆討論、沙盤推演的學習歷程，反而能使學生產生更
深刻的學習經驗，並從中發掘樂趣以型塑成就感：

剛開始會覺得有些煩躁，但當我開始深入其中，越來越有成就感，慢慢喜歡上
這個課程。（BA-4）我覺得分組辯論比賽絕對不能斷，因為這真的受益良多。（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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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覺得這門課是所有科目以來最有用的。（BA-16）最有成就感的單元就是辯
論……它所探討的問題也都與我們的生活相 關，因此也最有感觸，也讓我們了解
兩方間為何有不同的觀點，讓「問題是一體兩面」不再只是口號，而是身體力行的
另種方式。（BA-20） 立場不同的情況下，該如何主張自己方的觀點，在經過攻守
之後，能讓台下的聽眾能接受自己的觀點，透過事前的準備，設想對方會攻擊的
點，想出回應的方案，而在辯論過程中，讓己方處於優勢，在對方質詢下做出肯定
的答覆，己方質詢能問到對方沒準備的問題，這種成就感， 是我最喜歡這門課的
原因。（BA-43）我最喜歡的單元是「辯論」，因為是我整學期中參與度最高的單
元。（BB-12）

分析上述回饋，發覺辯論能與現實生活產生緊密關連，也能在廣深度兼具的萬
全準備思維下，激發學習的深度。出人意表的是，辯論的學習負荷雖較為沉 重，
然學生卻因紮實的學習付出，反認為「希望能維持辯論這個精彩的活動， 我相信
一定能讓學弟妹獲益良多（BA-5）」、「我覺得辯論這活動非常有意義，可以舉辦
兩次，讓每個人都有上台的經驗（BA-25）」，展現高度參與的意願，進而建立從
煩躁到喜愛並積極投入學習後所達成的成就感。
再以培養受挫力來說，研究發現學生對於學習挫折（特別是辯論競賽結果）之
承受與轉化，有明顯成長的變化：

雖然我們這組輸了……對於我來說是很棒的經驗。
（BA-13）了解到「辯論」……
不單只動口，也要動腦，不是平常想的那麼簡單， 這次辯論雖然有很多的不足，
但也讓我受益良多，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多參與一次。（BA-23）我們組是第一組報
告，在沒有其他組做範本的情況下，我們依然盡力去做，從我們可能會被攻擊的點，
到如何化解這些問題，經過了大量的討論，我們盡力完成這次的辯論，雖然結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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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但這也不能怪別人， 畢竟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BB-1）雖然在賽前已經
做足了準備，但實際上台卻因過於緊張而導致未能發 揮，在思考過後我認為緊張
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夠瞭解與熟悉自己的資料及講稿，同時也因沒統整好資料的緣
故。（BB-39）面對競賽落敗，學生除去失望沮喪的情緒反應外，更能坦然接受失
敗。值得注意的是，學生承擔挫折之際能反思自我缺失、省視客觀因素等經驗學習
的意 義，而非怒罵指責、控訴不公等純粹情緒化反應（辯論勝負係經由同儕與教
師評審而定），可見其受挫力成長的印記。
最後，我們也能窺見辯論實際改變課室學習氛圍的效用，無論是感受學習樂趣
或凝聚團隊合作精神，皆能深刻浸染於學生內心：

我最喜歡辯論的過程，大家平時是好朋友，上台為了證明自己而相互較量，我
覺得很有意義也很有紀念價值。（BA-9）我最有感的是大家都很專注的準備辯論，
不是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而是真的有在用心準備。（BA-24）大家都很踴躍提供意
見，讓想法更多元，討論起來也比較有趣。（BA- 46）大家發揮團隊精神，相互合
作並扶持對方，不管是找資料的組員，還是上台辯論的辯士，少了任何一位組員都
是缺一不可的，少了任何一份的努力，也都沒辦法完成這場辯論……這場辯論也將
成為大一下最難以忘懷的一場課程及回憶。（BB-4）最大的收穫便是藉由團隊合作
增進了組員感情，以及臨場的應變能力。（BB-6）這種相互合作的感覺是我覺得在
辯論中最重要的而我也很喜歡這種感覺。（BB-13）準備辯論的期間大部分人卻都
收起了玩鬧心態認真準備，不管是資料討論、如何質詢、如何論述、甚至連以話語
為陷阱引導對面問我方等等， 這在之前絕對無法想像。（BB-21）我最喜歡的就是
辯論這個單元了……因為我們組從原本的零零落落到最後一刻團結這個過程非常
感人，也讓我知道了團隊的重要性。（BB-35）

足見，辯論讓學生體會了學習樂趣的深刻性，不單是團隊合作技能之增長，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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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亦修正了懶散嬉鬧、專注力欠佳、畏於表達討論的態度。更重要的是，團隊從一
盤散沙走到團結一致的聚歛過程，讓學生累積合作互助的經驗，深切體驗團隊合作
的學習樂趣並在其中體會愉悅的學習氣氛，成功改變課室氛圍之餘， 也讓學生留
下珍貴的大學記憶。

陸、結論與建議
回應本文提出之問題假設，並以探討辯論教學成效之研究文獻指出的：辯論教
學能引領學生化被動為主動的學習態度（學習權轉變），以及刺激思考當代重要問
題、培養良好思辨批判、提升知識整合、涵養深入資料蒐集、強化問題界定、評估
資料來源可信度、拓展多面向的思維、深化與人溝通與學習聆聽等技能培力效能為
基礎，研究藉由實施辯論教學後所得之質性資料加以析論，察覺辯論學習確實可以
增進學生對當代臺灣社會議題觀點之深度，同時也能拓展其知識廣度的延伸；另外，
對於問題思辨及語言溝通技能、團隊合作、自主學習等技巧亦有增能之效。最後，
觀察學生學習反思與感受，則更具有深度引導的作用並改變課室學習氛圍，從而在
激發學習樂趣、型塑成就感於學習成效增能之餘，讓學生留下彌足珍貴的學習記憶
與情感。
誠如學者指出，將課堂辯論定義為一種強大的學習工具，可促進課堂互動和技
能發展，例如溝通、論點建構、討論和批判分析（Bonwell ＆ Eison, 1991），這些
要素在 Bloom 分類法的認知領域中得到了廣泛認可；進言之，辯論不但增能學生
知識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亦可強化思辨批判、溝通表達、團隊合作與自主學習等更
全方位之總體能力，提升因應未來的能量。準此，經由本文研究所獲，當可得知將
辯論融入國語文課程教學，確實具有改變學生學慣習並增能學習成效之意義。
然而，「辯論」也非十全十美、全無限制的教與學模式。蓋因國語文課程囿於
學校經營與成本考量之制約，經常無法採取人數較少的小班制模式，導致無法使全
數學生皆登台辯論以累積表達經驗。因此，除了在課程其他單元安排實踐機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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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於與團隊全員面晤的時間中，盡量刺激、提供非登台辯論者發表意見的作法，
或許能夠多少彌補無法實際登台辯論的遺憾。故建議欲採取辯論教學模式之國語
文課程，得以增加學習團隊數量（即縮編團隊人數）
，並增加課堂辯論競賽之場次，
盡量使全班學生皆有登台辯論機會；若屬性為學期課程者，或可在團隊與教師晤談
討論時，安排團隊內之模擬練習，增加學生辯論經驗之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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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學實踐方案
傅茹璋 博士
醒吾科技大學 時尚造形設計系 副教授
Email：098003@mail.hwu.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1)以產業導向之專業人才培育為課程教學目標，嘗試以「PBL
包套式」之課程及教學理念，整合「婚禮風格規劃」及「時尚整合設計」課程教學
活動之合宜性；(2)希望透過課程教學活動安排，深化學習者的專業知識、技能及素
養；(3)綜理研究者反思等總體成果，分享於教師教學成長社群，期望能協助教師解
決課程教學現場之問題與討論。本研究提出「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
乃「依據階段性教學培育目標，以產業發展之人才需求導向，應用『廠商分工與整
合』概念，整合相關課程之主題單元；採取講述、討論、觀摩、分組研究進度報告、
業師協同教學、移地學習等方式，設計創新課程教學方法及教材的教學活動。」本
研究以「專題導向學習」及「合作學習」為教學學理基礎，以「行動研究」為方法，
整合研究者所任教的「婚禮風格規劃」與「時尚整合設計」課程為實施範圍，培育
婚禮產業發展為導向之專業人才；先擬定課程活動內容， 結合學習者學前、中、
後之學習檢測、分組討論紀錄表、小組成員互評、期末小組互評與業師協同總評，
以及本校之教學課程意見調查結果等為評量策略。透過教學活動、分組晤談等方式
之學習觀察檢核，不斷地省思，以瞭解與反思研究者的教學活動設計之合宜性。
關鍵詞：包套式課程、廠商分工與整合、專題導向學習、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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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an "PBL Packaged" Approach
for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Jacqueline Fu,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ashion Design, Hsing Wu University Email：
098003@mail.hw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addresses: (1) cultivating the industry-oriented professionals to use the "
packaged " concept making plan of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wedding style planning"
and "fashion integrated design" ； (2) applying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students' knowledge, skills and literacy；(3) sorting out the results and sharing
it with the teachers' growth group to help teachers solving teaching problems. This study
advocates a "packaged" approach to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t means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al training objectives, industry talent demand, as well as manufacturing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teachers use integration of related courses’
theme units and narrative, discussion, observation, group presentation,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off-campus learning to design innovative methods and materials’ activities.”
This study applies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ory. It
takes action research as a method and uses "wedding style planning" and "fashion

integrated design" as a tool to cultivate the wedding industry’s professionals. It develops
course activities, conducts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test. It uses students' prelearning, mid-learning and post-learning, group discussion record, team member mutual
evaluation, final evaluation of the team's mutual evaluation and industry teacher’s
collaboration, as well a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learning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earcher's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his program’s suitability.
Key Words：packaged course, manufacturing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 PBL),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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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參考「專題導向學習」及「合作學習」為建構「PBL 包套式」之課程
與教學理念之基礎理論，以及應用「行動研究」為方法，說明如次。
一、文獻探討
(一) 「PBL 包套式」之建構
本研究參考「專題導向學習」及「合作學習」為建構「PBL 包套式」之課程
與教學理念之基礎理論。
1.

專題導向學習

(1) 專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理念及理論基礎
美國教育學者克伯屈（W.H. Kilpatrick）於 1918 年提出以專題為基礎的教學
與學習（Project-Based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PBIL），主張學校教育必須以
學生所選擇的、可以產生「有目的的活動」之專題為導向，鼓勵學校讓學生能
夠依照自己的實際目的選擇專題，進行學習（Wolk, 1994）。
專題導向學習係指鼓勵學習者創造性及正確的思考，經由特定議題的探索歷
程，發展學習者的思考技能，解決議題或完成專題的學習過程，以達到「學習
如何學習」（Grant & Branch, 2005；Gubacs, 2004）。透過專題導向學習指導
學習者面對真實世界的工作環境，藉由現有熟悉的經驗，學習具備解決問題的
能力，並從相關資訊及人事物資源中，尋求他們需要的知識。專題導向學習在
專業發展的功能，具有引導教師從知識接受者轉而為主動的知識探索者，尤其
針對學習者有興趣及教學有關的題材，具爭論的議題進行認知、技能、情意的
學習，並深入探索問題的關鍵內涵、認知思考、後設認知和詢問技能，以達成
問題解決的高層次學習（Frank &Barzilai, 2004; Isbell, 2004; Luehmann, 2001;
Papastergiou, 2005）。
課程統整是一種課程設計的型態，它將相關的知識、經驗以有系統的方式組織
在一起，並讓知識與經驗之各部份做緊密的結合，因而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
不僅可以很容易學得知識的意義，同時更容易將所學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以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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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更佳的社會適應。所以，專題導向學習乃是一種建構取向的學習方法，提
供學習者高複雜且真實性的專題計畫，讓學生藉此找出主題、設計題目、規劃
行動方案、蒐集資料、執行問題解決、建立決策行動、完成探究歷程，並呈現
作品的學習方式（林士甫，2005）。此教學不僅在概念上與現今課程改革理念
相謀合，而且符合了建構主義、認知心理學及課程統整的主張，更是一種集課
程、教學、評量三者於一身的教學－學習模式（鄒慧英，2000）。
2.

合作學習

(1)合作學習的教學理念及理論基礎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從 1970 年起被廣為提倡， 是一種極有
效的教學方式，已經成為全世界被廣泛採用的課 堂教學組織形式與教學策略。
依據社會建構論，很多學者將 合作學習視為一種讓學生透過分組、成員間的
分工合作、共 同蒐集資料，互相支援、切磋琢磨、互相學習與分享經驗， 完
成學習目標，並利用小組本位的評核及分組間的競賽，增 進學習成效。歸納
合作學習理論，說明如次。
A.

民主教育論：十九世紀的教育學家 Parker 認為，合作是民
主社會的要素，而「共同責任」則是民主的中心原則； 在
民主社會中，個體藉由合作增進自我的發展，貢獻社會的能
力也因此增長，學校教育應利用合作取代競爭，才能使學生
能力獲得最大的發展，當班級瀰漫合作與分享的氣氛，學生
更能樂在學習。

B.

動機理論：學習動機，是學生學習的原動力，其表現及成
敗，受到學習動機的影響；同樣的，學習動機也受到學習結
果的影響。

C.

社會學習理論：以社會學習理論觀點的合作學習，包括 a.社
會互賴論：Lewin 依據其場地論，進一步研究小團中運作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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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即「團體動力論」，發現在團體中，任一成員或附屬團
體均會對小團體中其他成員或附屬團體造成影響。b. 社會模
仿論：Bandura 認為，人類藉由觀察與模仿，學習新的行為
模式及修正舊的行為模式；所以學生透過社會互動，得到觀
察與模仿的機會(Bandura，1977；Bandura，1989)。C.接觸
論：教育應增加學生與不同種族、文化背景、性別、社經地
位學生之間的接觸，因為社會互動能增進不同團體間的和諧
(黃政傑，林佩璇，1996)。d.辯論理論：Johnson&
Johnson(1998) 提到，當個體遇到對立的觀點時，認知會產
生衝突，情緒也會變得不安，透過與相反論點的人重述論點
並反駁論點，個體本身會對學習材料做進一步的了解，個體
的概念也能獲得重整，變得更完整成熟。
D.

認知發展論：以認知發展論而言，小組組員之間的討論、陳
述、聆聽、互助行為等，均能提供獲取知識或發展技能所需
要的資源，提升學習者高層次的認知學習。而合作學習採取
合作性目標結構的策略，運用合作的作業或學習目標，營造
及鼓勵合作情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

E.

社會建構論：建構主義是一個教育哲學，它的基本假定是
「知識無法被傳遞；知識是被建構的」，而它的基本假定也
被多數人所接受。Gobb’s 在 1996 年提到三個建構主義對
教育的影響貢獻：a.給予學生意義和理解方面的發展比訓練
行為重要。b.研究者和教師了解學生理解事情的方式。c.學
生的錯誤和不能預期的反應都是一個機會，能讓我們學著了
解學生如何理解。

F.

多元智慧論：在合作學習中，學生在團體中被賦予不同的角
色，使他們成為學習的主體，並積極參與活動，也負起自己
的責任。學生利用語言互相溝通、分享、澄清，是在語文智
能及內省智能方面的發揮，另外，學生在小組中學習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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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協助與關懷，而不是彼此競爭，教室成為學習、討論、
互相成長的地方（張世忠，2003）。老師必須明白， 社交
技巧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在團體中便能自然出現的，
所以教師必須將社交技巧當成合作學習中的經驗來教育學生
（Compbell et al., 2000）。
3.

本研究提出「PBL 包套式」課程與教學理念之特色
本研究提出「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以產業發展之人才需求

為導向，整合相關課程之教學活動，意即「依據階段性教學培育目標，以產業
發展之人才需求導向，應用問題導向教學理念及「廠商分工與整合」概念，整
合相關課程之主題單元， 採取講述、討論、觀摩、分組研究進度報告、業師
協同教學、移地學習等方式，藉以深化學習者之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設計
創新課程教學方法及教材的教學活動。」本研究之「PBL 包套式」課程與教
學理念在強調整合學科課程內容與學習方法，以學習者分組方式，應用「專題
導向學習」與「合作學習」方法，希望打破學科分界，引導學生進行主題式或
問題解決式的學習，將教學轉變成一項師生共同參與、形成課程共同學習的我
者及成長學習的活動。期望透過教學策略的改變，可以提昇學生的專業知識、
技能與素養，以培養學生發現問題、知識取得、歸納分析、規劃設計與應用及
整合的能力，並養成學生創意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合作與終身學習的態度。
「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是採取分組團隊的學習方式，教師協
助學習者設定產業發展主題，引導學習者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因此在學習的
過程中，學生能夠有更多的自主權去決定及處理在專題中所遇到的各種學習
問題。此外，授課教師在學生遇到問題時，儘量鼓勵學生互相討論、溝通交換
意見，使學習者能夠多方嘗試利用小組所討論的共識進行專題的發展。「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以產業發展為主題進行產業廠商分工與整合之專
業知識與技能學習，應用上述「專題導向學習」與「合作學習」之教學方法，
教師依據各個階段的教學培育目標， 整合學科於各個教學單元，授課教師應
用課程相結合的學習單元輔助學生學習，讓學生在小組成員的合作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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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每位成員的學習參與度與貢獻度，完成分組研究報告與成果。「PBL 包
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著重在學習過程中以分組進度報告、階段性學習評
量檢測、學習晤談與成果展示等方式，確保學習者的學習態度與成效。
(二) 「行動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指的是將「行動」跟「研究」這兩個理念結合在一起(陳伯璋，
1987；陳惠邦，1999)，旨在探究實務工作者自己相關工作的問題，「行動研
究」是一種由實務工作者在社會情境當中所主導的自我反省探究的方法，以協
助實務工作者從其實務工作過程當中進行學習、關注其實務工作、瞭解其實務
工作的生活世界等三方面，使其實際行動的合理性和公平性有所進步（Carr &
Kemmis,1986）。最重要的就是實務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當中，根據自己實
務的經驗，特別是實務上所遭遇到的一些問題，來進行研究(李奉儒、高淑清、
鄭瑞隆、林麗菊、吳芝儀、洪志成、蔡清田等譯，2001)，研擬解決問題的途
徑以及策略(蔡清田，2001)，再加以付諸實施，並加以評鑑反省。
二、研究假設、研究範圍、問題與目的
(一) 研究假設
研究者假設「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可以深化學習者之專業知識、
技能與素養」。因此，若採取「維持學生的注意、培養學生自動探究的精神、
協助學生容易瞭解、避免浪費學生時間」等的創新教學方法與教材之教學活動，
可以符合現代學生學習風格與達成學習成效。以上創新觀念即是研究者提出
的「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透過產業發展之人才需求導向，與與
產業廠商分工與整合概念， 將系列課程整合，設計有趣的教學活動，引導與
深化學生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這種的教學方法與過程，既能鍊結相關課程
之教學單元， 並能實施創新的教學活動。
(二) 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婚禮產業人才需求導向為教學培育目標，整合大三之「婚禮風
格規劃」學期選修與「時尚整合設計」學年必修課程為實施範疇。學習者在大
一至大二期間除個人可選修如「色彩學」、「造形設計」、「基礎電腦繪圖」、
「時尚材質應用」、「藝術史」、「數位時尚設計」、「時尚行銷」等專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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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外，本班同學皆已完成必修之「 創作基礎」、「生活美學」、「設計素描」、
「服裝史」、「服裝畫」、「時尚彩妝基礎」、「 時尚髮型基礎」等課程學
分。
(三) 研究問題/意識
何謂「PBL 包套式」？「PBL 包套式」產品服務概念源自於中研院台
史所檔案館將台灣婚禮產業發展之 1990 年代歸納為「包套成長期」，其影響
2000 年以後之主題婚禮廠商整合之創新發展。本研究參考前述之「專題導向
學習」及「合作學習」之教學理論，以及產業發展之人才需求導向及產業廠商
分工與整合概念，研究者以為「階段性教學培 育目標+產業需求導向之廠商
分工與整合概念＋(專題導向學習引導與合作學習方法之系列課程) = PBL 包
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意即「教師依據階段性教學培育目標，以產業發展
之人才需求導向，應用「廠商分工與整合」概念，整合相關課程之主題單元，
以深化學生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採取講述、討論、觀摩、分組研究進度報
告、業師協同教學、移地學習等方式，整合設計創新教學方法及教材的教學活
動。」本研究乃透過「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學理念，希望能引導學生學
習如何學習，以提升教學活動的價值。
(四)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的「婚禮風格規劃」學期選修與「時尚整合設計」
的學年必修課程中，實施專題導向與學科整合的「PBL 包套式」之課程與教
學理念。因應婚禮產業發展趨勢，邀請業師共同教學， 應用講師專業素養，
配合學生的職能及素養需求，規劃課程內容與教材教學方式。
本研究之目的，說明如次：
1.

以產業導向之專業人才培育為課程教學目標，嘗試以「PBL 包套式」之課
程及教學理念，整合「婚禮風格規劃」與「時尚整合設計」課程教學活動
之合宜性。

2.

透過課程教學活動安排，深化學習者的專業知識、技能及素養。

3.

綜理研究者反思等總體成果，分享於教師教學成長社群，期望能協助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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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課程教學現場之問題與討論。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專題導向學習」及「合作學習」為教學學理基礎，以「行動研究」
為方法，整合研究者所任教的「婚禮風格規劃」與「時尚整合設計」課程為實施範
圍，設計「婚禮風格規劃」十八週及「時尚整合設計」三十六週之課程與教學活動，
以(1)教導學生婚禮產業與整合設計背景知識，(2)培育學生主題式婚禮規劃與婚禮
週邊商品的企劃、設計與製作技能，以及(3)提升學生合作學習的溝通、整合與執行
素養等為教學培育目標。
研究者考量學習者進入婚禮產業之職能培育，設計（一）「婚禮風格規劃」課
程與教學活動共計五大單元主題：分別為(1)單元一婚禮市場概況：包括A.婚禮市
場之發展趨勢、B. 婚禮顧問公司之經營型態；(2)單元二婚禮企劃：包括A. 基礎定
義篇、B. 婚禮顧問服務流程、C.文化差異篇、D.籌劃準備篇、E.特色主題篇、F.創
意主題篇；(3)單元三廠商整合篇：包括A.、喜帖風格篇、B.婚禮禮品篇、C.婚禮佈
置篇、D.婚紗挑選篇；(4)單元四婚禮活動：包括A.音樂曲風篇、B.遊戲互動篇；(5)
單元五：主題式婚禮設計與實作。學期末以分組報告、成品展示、回饋、交流、反
思等方式，呈現本課程之總結成果。以及規劃(二)「時尚整合設計」課程與教學活
動共計五大單元主題：分別為(1)單元一時尚整合設計概念：包括A.時尚整合設計
流程、B.時尚整合設計分工與合作等；(2)單元二主題發想：包括A.知己知彼 百戰
百勝(進行個人心智圖分析，以及小組研究主題SWOT分析，綜理組員SWOT分析結
果。)、B.專題方向思考與討論(Why＋ How?)、C.專題之主題發想(啟發? 聯想?)、
D.專題資料整合(萃取? 應用?)等；(3)單元三婚禮週邊商品企劃：包括A.競爭商品
市場優劣勢、B.競爭商品市場區隔、C.商品創新設計機會、D.移地學習校外觀摩、
E.業師協同教學等；(4)單元四婚禮週邊商品整合設計與實作：包括A.專題說故事
(特色?創意?)、B.專題之主題確認(概念整合)、C.專題之故事元素應用表現與設計
(概念設計圖稿)、D.業師協同教學等；(5)單元五婚禮週邊商品整合創新：包括A.商
品定位、B.商品價格制定、C.商品行銷、D.移地學習校外觀摩、E.業師協同教學等。
學期中與學期末以分組報告、成品展示、回饋、交流、反思等方式，呈現本課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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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成果。

参、研究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以「婚禮風格規劃」學期課程與「時尚整合設計」學年課程進行三階段
教學培育目標、五大單元主題之教學活動，以培育學生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等之
就業競爭力；並將教學活動過程分享於本校之教師教學成長社團，以汲取社群意見、
調整教學活動內容。教學過程與成果，說明如次。
一、教學進度
(一) 「婚禮風格規劃」學期選修課程(18 週)
大三「婚禮風格規劃」課程為大班開課，選課人數為71人，為期十八週的
課程。本研究之教學活動採漸進式專題導向學習，以講述、討論、觀摩、主題
設計、企劃及回饋、反思、分享等執行方式，分三階段進行， 並鏈結到「時
尚整合設計」課程之婚禮週邊商品企劃、設計與製作；說明如次。
1.

第一階段(第 1 至 6 週)：導入婚禮產業背景知識，建立學生專業基
礎。(教學培育目標一)本階段以「婚禮風格規劃概論」為專書，透
過講述、分組討論、觀摩案例影片等方式，導入婚禮產業背景知
識，作為學生進入職場與生活應用的知識基礎。

2.

第二階段(第 7 至 12 週)：培育主題式婚禮之企劃與設計技能。(教學培
育

目標二)本階段以「主題式婚禮企劃」發想之專題導向學習方

式，透過製訂主題式婚禮三步驟 、主題式婚禮七大方向 、主題式
婚禮四大元素等製定方法與創意思維，以分組討論制定主題，設計
題目、規劃行動方案、蒐集資料、執行問題解決、建立決策行動、
完成探究歷程；並結合移地學習及邀請業師協同教學方式，體驗與
產業界對談及觀摩機會，以培育學生的企劃與設計能力，作為學習
者進入職場與生活應用的專業能力。
3.

第三階段(第 13 至 18 週)：養成合作學習之整合素養。(教學培育目標
三) 本階段以「主題式婚禮企劃」發想之專題導向學習方式，邀請

業師協同教學，透過分組回饋、反思與分享過程，研擬主題式婚禮
企劃書。依據主題式婚禮活動內容，以分組模擬小組團隊為婚禮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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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廠商分工與整合，進行婚禮週邊商品企劃、設計與製作；例如
婚紗攝影工作室、婚禮禮品工作室、新娘秘書工作室、平面設計工
作室、會場佈置工作室等廠商，分組討論決定廠商型態。再透過第
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學習基礎與成效，依據專業背景或興趣，設計
製作主題式婚禮之成品，並於學期末時，進行分組報告、展示成品
與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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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婚禮風格規劃」課程實施表
(二) 「時尚整合設計」學年必修課程(36 週)

研究者之大三「時尚整合設計」為學年必修課程，修課人數為28 人，為
上、下學期各十八週，共計三十六週之教學活動。本研究之教學活動採漸進式
「專題導向學習」與「合作學習」方法，以講述、討論、觀摩、主題商品企劃、
設計、製作及回饋、反思、分享等方式執行，分三階段進行。分組團隊研擬婚
禮週邊商品之主題式系列商品設計企劃， 每位同學依據階段性學習目標，完
成六件商品設計與製作，說明如次。
1.

第一階段(第1至6週)：導入整合設計背景知識，建立學生專業基礎。
(教學培育目標一)

本階段以講述、分組討論、觀摩案例影片等方式，導入整合設計背景知識，
作為學生進入職場與生活應用的基礎知識；提升學習者對本課程教學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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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認知與學習準備。

2.

第二階段(第7至18週)：培育婚禮週邊商品之企劃、設計與製作技能。
(教學培育目標二)

本階段以「主題式商品」發想之專題導向、合作學習方式，透過製訂主題、商
品企劃、商品設計與製作等製定方法與創意思維，以分組討論形式制定主題式商品
設計企劃書，進行設計題目、規劃行動方案、蒐集資料、執行問題解決、建立決策
行動、完成探究歷程等步驟。本階段並結合市場觀摩移地學習及業師協同教學方式，
接軌產業界資源，以培育學生的企劃、設計與製作能力，作為學習者進入職場與生
活應用的專業技能之基礎，提升學習者之自信心。本階段學習者分別於期中與期末
進行分組學習進度報告與分享，期末時邀請業師進行學習評量，以及完成小組同儕
評量作業。
3.

第三階段(第19至36週)：養成合作學習之溝通、整合與執行素養。(教
學培育目標三)

本階段持續以「主題式商品」發想之專題導向、合作學習方式，邀請業師協同
教學，透過分組回饋、反思與分享過程，研擬主題式商品行銷企劃書。依據主題式
商品市場需求導向，確立商品定位、制訂商品價格、商品行銷等整合創新策略。並
結合市場觀摩移地學習活動及業師協同教學方式，提升學習者對主題式商品市場
發展之認知，策劃創新商品之市場區隔。再透過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學習基礎與
成效，學習者依據專業背景或興趣，完成分組主題式商品整合設計專題。本階段之
期末作業，分組團隊除了完成專題報告書外，每位組員並完成設計與製作主題式婚
禮系列成品六件，並於學期末時，進行分組報告、成品展示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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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時尚整合設計」課程實施表
二、教學活動與評量策略

本研究整合「婚禮風格規劃」學期選修與「時尚整合設計」學年必修課程； 配
合三階段教學培育目標，除觀察學習者在課堂之討論、觀摩、回饋學習過程外， 配
合分組晤談等方式瞭解學習者學習成效與問題；兩門課程每學期進行學習評量檢
測，以瞭解學習者之專業知識、技能與素養之學習成效，說明如次。
(一)「婚禮風格規劃」學期選修課程(18 週)
本課程第一週至第三週進行學習者學習動機評量檢測，第九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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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筆試，以及第十八週進行期末分組報告、小組成員互評、期末小
組互評與業師協同總評及繳交分組討論紀錄，其評量結果配合學生晤談
回饋，以及本校之教學課程意見調查結果，作為本課程學生學習成效之
參據。
(二)「時尚整合設計」學年必修課程(36 週)
本課程上下學期施行分組期中進度報告，並進行分組互評交流，期
末則邀請業師進行分組期末成果報告評量。此外，每學期分別進行三次
學習評量檢測，上學期第一週至第三週進行學前學習動機評量檢測，第
九週進行期中分組報告與期中學習評量檢測，以及第十八週進行分組成
果報告總評、實施期末學習評量檢測。下學期以主題商品之廠商整合為
分組學習重點，每週進行分組進度報告與討論；在學生學習過程中，研
究者透過學習者學習動機評量結果、學習歷程議題討論分組紀錄表、課
堂學生學習投入之觀察及學生學習階段性之學習意見調查結果，掌握學
生學習風格與學習關注情形；其評量結果配合三階段與學生晤談之回饋
意見，作為本課程學生學習活動執行方式與成果之參據。

肆、研究結果
一、 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分享 109 年度上學期「婚禮風格規劃」與「時尚整合設計」課程，以
及目前仍進行「時尚整合設計」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主要透過學生學習檢測(學
習前、期中、期末)、學生學習分組進度報告與成品分享、學習觀察檢核等方式，
觀察學生學習風格與分析學生學習評量結果，說明如次。
(一) 學習成果
透過PBL包套式課程教學方法實施，婚禮風格規劃課程之71位選課
學生，僅有2位同出席率低於50%；時尚整合設計課程上學期有3 位同學
出席率低於50%。
透過PBL包套式課程教學方法實施，學生能因為學習單元之問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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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分享，能引發學習興趣及上課注意力更集中。
透過PBL包套式課程教學方法實施，打破學生在課堂僅聆聽或滑手
機的現象，教師引導學生問題情境分組討論熱絡，在課堂分享討論結果，
師生與小組良性互動能敦促各組的學習成效。
透過業界觀摩婚禮會館與商品市場發展之移地學習活動舉辦，學生
參觀婚禮產業及文創商品之設計與包裝等商品展售環境，提供學生婚禮
企劃及商品設計靈感與創新概念。
邀請業師協同教學，提升學生婚禮產業與主題系列商品設計之專業
技能，期末邀請業師協同總評、小組互評及組員互評，學生觀摩分享學
習成果。
透過上學期期末總評之成果展現與修正意見參考後，「時尚整合設
計」課程之學生於下學期能延續完成更成熟之主題式系列商品設計與製
作。
(二) 學習反饋
1.本研究實施課程「婚禮風格規劃」及「時尚整合設計」規劃為理
論與實作學習之課程教學活動，進行PBL包套式課程教學活動實施過程
中，透過每週之主題單元學生在課堂討論與分享討論結果。
2.透過業師協同教學與婚禮會館及文創商品市場環境觀摩移地學
習心得報告及期末檢測之結果顯示，學習者非常滿意與肯定多元化之
PBL包套式課程教學活動實施，能提升其學習興趣與婚禮產業與商品設
計靈感發想，部分同學並規劃大四至婚禮會館實習之準備。
3.小組在課堂或課後討論，每學期繳交三次小組討論紀錄表，落實
小組討論過程與成果整合。
4.透過小組晤談意見顯示，小組按部就班依據本課程之學習內容，
提出階段性學習問題，剛開始對於主題婚禮或主題式整合設計觀念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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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教師討論及組員互動合作，小組逐步提升主題式婚禮企劃與主題系
列商品設計之學習成效，期末總評小組表現受到業師之讚賞。
透過兩門課程期末總評之「主題式婚禮企劃」與「時尚整合商品設
計」報告，小組簡報主題式婚禮系列及商品系列設計成果與創意， 以
及呈現小組設計製作成品，達成專題式導向學習成效與發揮小組團隊合
作精神。
二、教師教學反思
(一) 課程設計
1.

本研究嘗試結合本系大三之「婚禮風格規劃」與「時尚整合設

計」課程，設計能深化學生學習企劃與設計技能的課程教學活動，並
營造專題導向學習情境，鼓勵學生勇於表達意見之師生互動的教學環
境。
2.

本研究實施之「時尚整合設計」透過上學期之 PBL 包套式設

計課程教學方法，各組能確立研究主題與商品設計樣式；下學期學生
可依據主題研究方向，繼續發展其系列商品設計與製作，發揮各組之
創意與潛能。
(三) 課程執行過程
1.

本研究提出「PBL 包套式」課程與教學理念，透過學期階段性之課
程教學活動實施，觀察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以分組進度報告、階段性
學習評量檢測、學習晤談與成果展示等方式，教師提供學習過程中
所需之相關訊息與資源支援；學習者確實能達成「維持學生的注
意、培養學生自動探究的精神、協助學生容易瞭解、避免浪費學生
時間」，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態度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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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學期安排學生參觀婚禮會館與文創商品之產業環境，提供學生婚
禮產業專業職能及商品設計靈感與創新概念。

3.

邀請業師協同教學能提供課程相關產業之趨勢與新知，提供學生未
來可就業之方向。

4.

小組分組設計過程進度討論與分享、小組互評與組員互評等方式能
提升小組團隊學習興趣與表現，檢視學生學習成效與分享學習成
果。

(四) 教學執行過程與成果分享
1.

本研究將課程活動之執行過程與初步成果分享於本校「 109 學年度
第一學期 PBL 創新教學課程成果觀摩」。

2.

研究者擔任本校「PBL 創新教學成長社群」召集人，因此將本研究
之教學過程與成果於本校「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PBL 創新教學成長
社群」分享與交流，期望能協助教師解決課程教學現場之問題，並
汲取其他不同專業領域背景教師對於教學活動的意見，嘗試探究修
正有效的教學方式與策略，讓教學活動設計更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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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日本產業實習增加日語實境之學習成效
－以有無赴日實習經驗之畢業生為例－

江雯薰、曾秋桂、落合由治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淡江大學日本語文
學系
koobunkun@hotmail.com,ochiai@mail.tku.edu.tw,098194@mail.tku.edu.t
w

摘要
因新冠疫情全球大爆發，為了學生安全不得不暫緩派遣大三學生暑期赴日本
產業進行實習。延續之前的研究課題，本次則以有無赴日實習經驗之畢業生為例，
來探討透過日本產業實習增加日語實境之學習成效課題。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
進行，目標鎖定 104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間，曾經參加赴日實習的畢業生以及未
參加赴日實習的畢業生各 4 名，共計 8 名為對象，進行訪談。訪談內容設計為「學
習日文前的狀況」、「學習日文期間的狀況」、「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學習
日文情況之改變」、「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畢業後之改變」、「對赴日實習
制度的想法」這五個階段。目的在於釐清各階段之學習歷程中，赴日實習所扮演的
重要性。期盼彰顯赴日本實習制度，對於解決長年以來臺灣企業界普遍反映的學用
落差的效益。
具體則採用「複數路徑、殊途同歸性模型」(TEM)的方法進行。將受訪者依「有
無實習經驗」、「是否在日商工作」「工作地點」要項，以樹狀圖呈現方式進行分
析。經過多次層次深化，持續地歸類、分析、整理出異同處。並就異中求同、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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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異的概念來過濾出隱藏於背後所發展出之架構與理論。
藉由上述分析所得的結果顯示，有實習經驗的學生是「先了解到日本的環境」
「學到了一些做人處事的方式」「不只學到了語言，也學到了跟同事之間交流的方
式」等後設認知中，得知赴日實習經驗確實是提升了日語實境之學習成效，且培育
出接續畢業後就業的基本能力。相對於此，未赴日實習經驗的學生則有「若當初有
去實習的話，就可以對未來的出路想得更深遠」等之類後悔的想法。由此可知透過
日本產業實習，無論對於有無赴日實習經驗之哪一方而言，皆達到提升了日語實境
之學習成效，且對於確定未來就業方面是有極大的助益。
本次研究是透過 TEM 理論，彙整了問題且提出建設性的對策。擬以此成果試
行於下一個學年度赴日實習課程當中，並採 PDCA 方式來優化大三暑期赴日實習
的日語實境企業學習環境，藉此達到學以致用的終極目標。

關鍵詞：日本產業實習、學習成效、複數路徑．殊途同歸性模型、TEM、學以致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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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Japa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the Japanese Industrial
Internship Program: A Study on Graduated
Students Who Has or Has not Participated
Wen-Shun CHIANG, Chiu-Kuei TSENG, Yuji OCHIAI
Japanese department of Tamkang University,Japanese department of Tamkang
University, Japanese department of Tamkang University
koobunkun@hotmail.com,ochiai@mail.tku.edu.tw,098194@mail.tku.edu.tw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recent Covid-19 pandemic, the Junior Year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nternship program”) to Japan had to be postponed.
In continuation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topic,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Japa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had an internship experience in Japan and of those who had not. This study is carried
out qualitatively with target students from those of A.Y. 104 through A.Y. 107. A total
of eight students, of which four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ship program, and four of
which have not participated will be interviewed. The interview consists of five stages
including “Before Japanese language studies”, “During Japanese language learning”,
“Changes after participating/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ship program”, “Changes after
graduation having participated/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ship program” as well as
“Thoughts about the internship program”.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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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an internship program is to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study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The study also aims to highligh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ship program in
solving the learning gap that has been widely reported among Taiwanese businesses.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with the use of TEM theory, where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including whether a student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ship program, whether
a student is working for a Japanese company and the location of work, a tree diagram is
produced and analysed to sort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se results are then
interpreted to find out the underlying framework and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ship
program “learned about the Japanese environment prior”, “acquired knowledge about
ways of doing things”, “not only learned the language, but also the way to interact with
colleagues”. These metacognitions shows that the internship program di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in a Japanes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cultivating the basic skills
for students to enter the workforce. In contrast, students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ship program were quoted to have regrets such as “if only I have had participated,
I could think more profoundly about the future”. This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whether or
not one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ship program,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in a Japanese
environment has been improved, and has greatly benefited the employability of students.
This study summarised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d constructive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the TEM theor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planned to be used in the internship
program next year, and adopt the PDCA metho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Japanese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Japanese Industrial Internship,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rajectory
EquifinalityModel, TEM Theory, Putting Studies into Goo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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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有許多採用應屆畢業生的企業從大量採用轉換為精挑細選優秀人才。
於是，間接影響到大學畢業後未繼續升學或是未覓得工作者越來越多。其中大部分
的職業技能，都可以透過實際就業而獲得，而現在的應屆畢業生，因缺乏職場實習
經驗，不容易滿足企業的高標準要求。為了解決畢業生高失業率的問題，政府致力
於縮短學用落差，強化教育與就業的銜接機制。呼籲大學教育上須導入實習制度，
讓學生在學期間即有機會探索自己的職涯興趣、了解未來工作內容及產業的發展
趨勢，加強媒合畢業學生順利就業。
鑑於此潮流的趨勢，淡江大學日文系於 104 學年度建立實施規章，首次派遣
學生赴日本進行產業實習，又於 105 學年度起依照實施狀況而滾動修正施行細則
建立完善制度。之後至 107 學年度每學年陸續派遣約 20 名學生赴日本進行實習。
惟 2019 年末爆發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的影響，為了配合政府和學校的政策而暫
緩實施派遣大三學生赴日本進行產業實習。
本發表為因應此驟變，而改以有、無赴日實習經驗之畢業生為例，來探討透過
日本產業實習增加日語實境之學習成效課題。將自 104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之
間，有實習經驗的畢業生和未有實習經驗的畢業生各 4 名，共計 8 名來進行質性
分析研究。為方便研究特別設計了「學習日文前的狀況」
、
「學習日文期間的狀況」
、
「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學習日文情況之改變」、「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
的畢業後之改變」、「對赴日實習制度的想法」等 5 個階段進行深入訪談。藉此
釐清學生於各階段之學習歷程。其目的在於探討赴日本實習制度，對於解決長年以
來臺灣企業界普遍反映的學用落差的效益。

貳、文獻探討
關於實習的研究，研究對象一般多以一學年的實習為主，少有針對暑期實習的
研究。本發表姑且先參酌淺海(2007)、吉田(2010)、真鍋(2010)之一學年實習為研究
對象的成果，進行說明。
首先，淺海(2007)是以學生的角度出發，探討實習計畫的成果。認為透過累積
學生和企業兩者的評價，並努力解決發現的問題，將提高實習計畫作為大學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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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同時也提及實習的學生有各式各樣的目的，有為求職做準備而參加的，也有
為了社會體驗而參加的。希望有不同需求的學生選擇和自己目的相符的企業實習，
對於學生來說能夠提高自身的成就感、滿足感。若要做到此目標，首先要先明確學
生實習的目標意識。要利用實習指導和事前學習，具體地展現目的、實習、成果之
間的關係，讓學生在明白自己參與的目的後，為實習做充足的準備。其次是要制定
實習的計畫。根據企業的目的要考察企業的工作類型和學生能獲得的情報、交流機
會等，明確各企業的計畫特點，並向學生提出。
再者真鍋(2010)中提及從只有一天到中長期的各式各樣的實習中，如何讓實習
成為是對學生而言有意義的經驗，除了對學生的求職活動有幫助之外，還需要進一
步的去研究對學生的未來生活和職涯發展有益的方法。
「社會人基礎力延伸調查」中所採用的問卷調查方法是以學生的自我評價為
主，這對於基礎力延伸的評價來說是有許多的難題，因此制定出盡量客觀的評價方
法是必要的。另外，關於「課題設置型」的情況，因為是中長期的實習，在實習期
間以外的學生生活也有基礎力延伸的可能性，需要一併考慮進行更詳細的分析。此
研究以實習經驗如何活用在就職活動上作為主軸進行分析，但也需要加入人格變
化以及對於項目的投入程度等要素一起進行探討。因此有必要對於質性調查結果
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而吉田(2010)中，為了明確新進社員的職業適應力的構造，並試圖實證考察實
習經歷對於新進社員職業適應力的影響，歸納出以下 3 個重點。
1.

確定新進社員的職業適應力是有「職業自信」「職業好奇心」「職業自
我決定意識」「職業他人調整意識」這 4 個結構。

2.

在學生時期有實習經驗者在新進公司時的職業自信比沒有實習的人來得
高。

3.

除了第二點所提到的內容外，還發現職業信心得分的關係性與，熱衷社
團活動的學生和不熱衷社團活動的學生(包括不屬於任何社團的學生)的
實習經歷有很大的關係。

以上 3 點說明了在校期間的實習經歷(尤其是對社團活動不熱衷的學生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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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進社員時期具有增強實習信心的作用。
由上述與實習相關的先行研究來看，實習經驗對於自我效能、職業感、專門知
識和技巧的獲得都有正面的作用，對就職活動產生一定的影響也是無庸置疑的。
延續上述研究的成果，本發表除了各別探究 8 名受訪者的學習日文歷程之外，
並會另闢單元考察實習制度是否在求職或適應職場工作時有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

叁、研究方法
本發表選擇8名學生在其畢業後所從事的工作做質性的研究，透過深度訪
談的方式了解受訪者學習日文的歷程。
首先，依「有無去實習」不同，分成 A 及 B 兩組。A 組為曾經赴日實
習經驗者，而 B 組為未有日實習經驗者。兩組皆再依「畢業年」、「畢業後
有無使用日文」、「畢業後的工作」細分，並彙整成【表 1】所示資料。
【表 1】實習者畢業後的實況
曾經赴日實習 畢業年
畢業後有無
經驗者(編號)
李○珊(A1)
郭○潔(A2)

陳○君(A3)

李○雅(A4)

畢業後的工作

使用日文
107 學年度 有使用日文
107 學年度 有使用日文

106 學年度 有使用日文

106 學年度 無使用日文

未有赴日實習 畢業年

畢業後有無

經驗者(編號)

使用日文

在日本的 Jins 眼鏡店工作。
畢業後曾在日本靜岡縣的御殿場
outlet 做一年半的銷售員，現今在
台灣的日商公司(日資)從事關於國
際
貿易相關的工作/業務助理。
在日商佳能半導體設備股份有限
公司設立的分公司做與總務、翻
譯、
人事、秘書相關的行政工作。
在台灣(雲林)的英語補習班教課及
做課後輔導。
畢業後的工作

紀○軒(B1)

106 學年度 有使用日文

日本服務業

邱○瑞(B2)

106 學年度 有使用日文

畢業後曾在日本靜岡縣的御殿場
outlet 做一年半的銷售員，現今在
台灣的(日資)廣告公司從事關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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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薛○威(B3)

曾○彥(B4)

106 學年度 有使用日文

107 學年度 無使用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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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業務工作。
畢業後在琳得科先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日本 LINTEC 集團在台子
公司
之一)從事業務工作。
畢業後曾在日本的語言學校就讀一
年，現今在台灣的國泰世華銀行
做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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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所示，有實習經驗的 A1、A2、A3 和沒實習經驗的 B1、B2、B3
等 6 名，於畢業後選擇使用日文的工作，而 A4 和 B4 則任職與日文不相關的工
作。在訪談內容上，則依前述之「學習日文前的狀況」、「學習日文期間的狀況」、
「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學習日文情況之改變」、「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
的畢業後之改變」、「對赴日實習制度的想法」這5個階段進行深入訪談。
研究方法是用「複數路徑、殊途同歸性模型」(TEM)1的方法，此方法的特徵是
將研究對象的具體經驗過程順著時間先後順序將其描繪出來的同時，並在與社會
之間的關連性中去理解研究對象的經驗。本發表著重「複數路徑、殊途同歸性模型」
(TEM)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將研究對象過去所生存的時間及場所做仔細的描寫；
一是對象的多元及能廣泛地處理資料。具體地說，將受訪者依「有無實習經驗(A)」
「是否在日商工作(B/C)」「工作地(D/E)」做樹狀圖(如(圖 1))去分析， ABCDE 為
各個狀況的分歧點，經過一層一層不斷地深入，持續地歸類、分析、整理出相異點，
並從相異點中尋找隱藏在背後的相同點以發展出架構與理論。

1

サトウタツヤ、安田、木戸、高田、ヤーン(2006)中論及到質性心裡學和文化心理學的新出發時，

認為新的方法論有其必要性。含有心理學的人間科學擴大其所處理的對象，還有將難以用
定量性的介入方法為對象的研究也越來越增加。
在這樣的研究上，定性的資料收集和分析就變得重要。而「複數路徑、殊途同歸性模型」
（Trajectory EquifinalityModel；以下簡稱為(TEM)）就是其中的一個提案。所謂的「複數路
徑、殊途同歸性模型」和「歴史的構造化抽樣」(Historically Structured Sampling；以下簡稱
為(HSS))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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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ABCDE 各個分歧點去深入及探究各個受訪者對於學習日文及實習制度
的真正想法，得到更真實的資訊。雖然各個受訪者的學習日文歷程不同但其最終的
結果卻有共通處，也就是殊途同歸性。利用此結果檢討日本產業實習是否能解決長
年以來臺灣企業界普遍反映的「大學教育無法使學生在畢業之後能學以致用」這個
問題及其未來之發展。
【圖 1】受訪者分析架構的樹狀圖

關於人的成長是將其時間的變化以社會、文化、歷史之間的關係來展望的新的嘗試，密不可
分的兩者構成了質性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的一部分。「歴史的構造化抽樣」（HSS）是包含
研究對象抽樣相關的資料收集的基礎想法的方法論，「複數路徑、殊途同歸性模型」是有關
資料分析和記述相關的方法論。
此論文除了對一般系統理論及柏格森(Bergson, Henri)的持續時間等等哲學背景做了說
明之外，對複數路徑、殊途同歸相同點(及兩極化同歸相同點) 、分岐點、必須通過點、非
可逆的時間等等形成此方法的基本概念做說明，列舉實際的案例來解說新的方法論。心理學的

研究不應該
為測定個體內的心理學概念(如智能、性格等等)做研究，而是用 TEM 來代替一直以來的研究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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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以下依上述 5 個階段來分析實習生和未實習生的異同。因實習生的訪談題目
多達 34 題(附錄 1)，而未實習生的訪談題目(附錄 2)也有 25 題，礙於篇幅的關
係， 在此僅將各個階段的代表性題目進行探討、分析。
1. 「學習日文前的狀況」

關於「學習日文前的狀況」，以下以「(Q1)在進大學之前，對於日本的想法為
何？」和「(Q4)當時的你對日文的哪些地方有興趣呢？」為例，進行訪談。
首先，在「(Q1)在進大學之前，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這問題的回答如【表
2】所示。
【表 2】(Q1)在進大學之前，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
( 人 )
回 答 者
回答內容
A1、A3、
A4、
B1、B4
A2、B1、B4
A4

A2
A1

1. 有禮貌、有秩序、注重禮儀的國家。

2. 生活環境乾淨、街道整潔。
3. 有看過日本的動漫，因為以前很喜歡日本的動漫，所以對日
本
的想法是資源很豐富。
4. 教育扎實。
5. 自然環境及文化遺產保存的非常良好，觀光的規劃也很完
善，

B2

適合旅遊的地方。
6. 不管是商品還是食品只要產自日本都有種品質保證的感覺。

B3

7. 動漫大國、宅男天堂。

從 1 至 7 可以窺見回答內容的方式不同，但 1、2、4、6 是屬於社會方面；
3 是屬於文化方面；5、7 是屬於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回答，其共通處在於認同日本
是在社會及文化方面上發展先進的國家。
另外，在「(Q4)當時的你對日文的哪些地方有興趣呢？」這問題的回答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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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Q4)當時的你對日文的哪些地方有興趣呢？
回答者

回答內容

A1、A4

1. 日文的發音和會話。

A2
A1
A3

2. 當地的日常生活用語有興趣，希望與日本人實際交流。
3. 日文的書寫方式。
4. 日文當中有很多詞彙聽起來很像英文，當時聽到熟悉的詞彙
時

B1

會試著猜測對應的英文單字，也想了解日文的構造。
5. 可以說是全部，因為當時才剛開始接觸日本的文化，對我來
說

B2

一切都很新鮮，光是看到日文就會覺得雀躍不已。
6. 部分漢字與讀音都與中文字相似，覺得很有熟悉感。

B3

7. 僅僅因為日本動畫想要多瞭解這種語言。

B4

8. 期許上大學後能夠經過所學，讓自己能夠看影片不需要配
中文字幕，就可以了解在演什麼，另外漫畫的部分不需要等
翻譯就
能立即看新的一集。
1、2、4、6 是有關於發音和會話內容與「聽」「說」有關，3 與「寫」有關，

5、7、8 是與日文整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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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日文期間的狀況」

關於「學習日文期間的狀況」，以下以「(Q7)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
後，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及「(Q8)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
本的想法為何？」為問題重心做訪問。
首先，對於「(Q7)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
這問題的回答如【表 4】所示。

【表 4】(Q7)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
回答者

回答內容

A1、A3
A2、A3

1. 嚴謹的社會。
2. 日本人很守規矩，然後甚至會一板一眼的看待事情。

A4

3. 透過日文系的學習，對日本的印象變得比較深、廣。

A4

4. 對日本人的印象就是滿有禮貌的，在意上對下的尊卑方面。

B1
B2
B3

5. 為了維持很好的人際關係可能在人前人後的臉不一樣。
6. 注意細節、很有禮貌的國家。
7. 其實日本跟中華文化有很深的淵源，而且日本的歷史文化比
以

B4

往認知的更有趣。開始想要了解日本人的生活。
8. 學習到日本相關歷史或文化的時候，透過課本就能了解原
來這個相關的文化跟裡面的內涵有更深厚的含意。會想去看
更多它
的故事或之前相關的歷史。

1、3、6、7、8 為對日本這個國家的社會，2、4、5 為對日本人的民族性做評
價。8 名畢業生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日本這個國家社會及日本人的民族性的
特色有了深度的了解。
其次，對於「(Q8)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文的想法為何？」
，
其回答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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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Q8)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文的想法為何？
回答者
A2、B2

回答內容
1. 最難的部分是尊敬與跟謙讓語(對人的，有對象時的用法)。

A4、B1
A1

2. 日文真的還滿難的，學得滿辛苦的。
3. 文法還滿難的，到現在都還是會忘記。音聲會因為環境而改
變，但是文法的部分就是用了才會知道。
4. 覺得日文是一個很有規律的語言。就是像動詞的變化那些都
是有一套系統的感覺。
5. 日文在禮儀上(敬語方面)很注重，譬如說對長輩的用語。
6. 助詞部分。助詞不一樣意思就會大轉彎之類的。有時候可
能用的助詞在同樣的一句話可以用兩種助詞，而不同的助詞
意思上卻有微妙的差異。
7. 從日文反映出日本人的民族性，比起中文和英文較為繁雜且
不直率。
8. 透過學習後就會發覺因為日文的表達方式有分很多種，對於
不

A3
A3
B1

B3
B4

同的我們對話對象會採取不一樣的說法，我覺得非常有趣。
1、3、4、5、6 雖是關於敬語、動詞、助詞之類的，但整體是屬於文法的領域，
2、7、8 是關於日文整體的部分，這些對於受訪者來說是較難以學習的部分。
3. 「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學習日文情況之改變」

關於「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學習日文情況之改變」，以下先以「(Q16)
你對日商的印象為何？」做訪談，之後再依「是否在日商工作」「工作地」來訪談
「(Q17)若從事的是日本本地以外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合在日商公司
嗎？」「(Q18)若從事的是日本本地以外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合在日
商公司嗎？」「(Q19)不是要從事日商工作？原因為何？」這 3 個問題。
首先，關於「(Q16)你對日商的印象為何？」的回答如【表 6】所示。
【表 6】(Q16)你對日商的印象為何？
回答者
A1、A4、

回答內容
1. 在工作上很嚴謹，規定多，對前輩、上司講話要注意用詞。

B1、B3
B2、B4

2. 傳統年功序列制、終身雇用制。

B1、B3

3. 做事都很有條理，比如說要辦活動或做促銷都還蠻有計畫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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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4. 在台灣的日商工作，其實台灣人比較多的地方還是不會像日
劇裡面看的那樣，這麼的壓抑。

A3

5. 穩定的印象。

8 名畢業生對於日商的印象多對於工作態度嚴謹、公司制度化這方面的優點。
另外，關於「是否在日商工作」這問題，以下的【表 7】【表 8】是表在日商工作
的場合，【表 9】是表不在日商工作的場合。
對於在日本工作的 A1 和 B1 問及「(Q17)從事的是日本本地的日商工作，你
覺得自己的個性適合日本社會嗎？」這問題時，其回答如【表 7】所示。
【表 7】(Q17)從事的是日本本地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合日本
社會嗎？
回答者
回答內容
A1

1. 適合

B1

2. 不適合

A1 覺得「適合」的原因在於「實習的經驗以及待在日本時間久了，融入以後
就慢慢覺得自己快變成半個日本人了，已經習慣了日本的文化」，也就是說透過實
習經驗在文化上的衝擊就減少，在適應上就比較快。而 B1 覺得「不適合」的原因
在於「本身個性蠻自由的，他們一板一眼的工作我可能有時候比較無法思考理解」
，
此原因在於文化上的衝擊。
相對於此，在日本本地以外的日商工作的 A2、A3、B2、B3 這 4 名同學被
問及「(Q18)若從事的是日本本地以外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合在日商
公司嗎？」這問題時皆表示「適合」，如【表 8】所示。

【表 8】(Q18)若從事的是日本本地以外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
合在日商公司嗎？
回答者
回答內容
A2、A3、B2、B3

1. 適合
2. 不適合

各個覺得自己適合的原因在於：A2 覺得「在日本當地的話壓力應該會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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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能夠比較融入當地的風情，比較不會有壓力太大，對自己比
較好」；A3 覺得「跟在日本全部都是日本人的環境中比起來，比較適合待在台灣
的日商」；B2 覺得「個人比較多利他主義的想法或行為。對於追求團隊合作的部
分是比較熟悉跟適應的」；B3 覺得「因為目前就業的日商公司已經在超過台灣 20
年的時間，且又屬於科技業。因此已不像傳統日商那樣的食古不化，整體風氣上說
也較為自由許多」。由此看來，日本本地以外的日商工作的話， 壓力沒有像在日
本當地大，熟悉團隊合作的部分且行事也比較自由。
最後，對於目前沒有從事日商工作的 A4 和 B4 問及「(Q19)不是要從事日商
工作？原因為何？」所得回答如【表 9】所示。
【表 9】(Q19)不是要從事日商工作？原因為何？
回答者
A4

回答內容
1. 本來有打算從事翻譯跟導遊的工作，也有做了些
準備。但是後來因為面試不順利，又急著想找工
作，剛
好在老家有工作機會就回去做了。
2. 先在台灣充實一些跟貿易有關的實務經驗，再看看
以

B4

後要往哪一方面去發展。
A4 和 B4 兩者都未否定以後不從事和日文相關的工作這件事。
從以上的考察得知，在日商工作的場合只有 B1 覺得自己不適合，不在日商
工作的場合認為自己未來還是有機會往日商去發展。

4. 「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畢業後之改變」

關於「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畢業後之改變」，將以「(Q22)社會的你，
會如何看待未來自己和日本及日文的關係呢？」這個問題為代表，其回答如【表10】
所示。
【表 10】(Q22)社會的你，會如何看待未來自己和日本及日文的關係呢？
回答者

回答內容

A1、B4

1. 未來從事跟日本或日文有關的工作。

A2

2. 到日本的環境工作，希望能達到語言就可以運用自如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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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A4

B1

B2

B3

3. 精進日文，疫情過後定期往返日本。
4. 希望自己可以再多學習一點日文的東西，有時間的話可以多
找
外國人交流。
5. 雖然母語是中文但希望可以慢慢讓自己的日文更好。上班時
會
跟客人講話，現在的目標是五分鐘不會讓人發現是外國人。
6. 現在剛好處理的是日本在台灣發展貿易的關係，再加上我
有其他語言上面的興趣，所以之後想要嘗試多國貿易的橋
樑。處理
國際貿易的範圍更大。
7. 在日商工作不乏需要和日籍同事和上司交際應酬。若是能
更透徹了解日本文化和精進日文能力，對於未來升遷會有很
大的幫
助。

從以上 8 名的回答都是希望精進日文能力從事與日文相關的工作，甚至能融
合其他語言能力從事多國貿易工作。
5. 「對赴日實習制度的想法」

對於 4 名實習的畢業生提出「(実習 Q31)經過暑假赴日實習之後，畢業後會
想再去日本工作嗎？請具體說明。」這個問題，其回答如【表 11】所示。
【表 11】(実習 Q31)經過暑假赴日實習之後，畢業後會想再去日本工作嗎？請
具體說明。
回答者
回答內容
A2、A3、A4

有想過

A1

在日本或台灣都可以

從【表 11】得知，這 4 名實習畢業生皆想過再去日本工作。除此之外，也問
及「(実習 Q32)慶幸自己在學期間參加過暑假赴日實習嗎？為什麼？」這個問題，
4 名皆回答「慶幸」，其具體理由如下：

【表 12】(実習 Q32)慶幸自己在學期間參加過暑假赴日實習嗎？為什麼？
回答者

回答內容

A2、A4

1. 慶幸，了解日本生活環境和工作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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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2. 慶幸，與未來工作接軌。
3. 慶幸，可以練習口說能力。

A3
A4

4. 慶幸，學到課堂以外的事情。
5. 慶幸，學到待人處事的方法。

由以上的回答得知在學生的後設認知中，赴日實習經驗是有效的，它培養學生
專業及成為社會人士的基本能力，是促使學生成長的機會。這也反映在「 (実習
Q34)有的話，實習對於你現在工作的影響為何？」

【表 13】(実習 Q34)有的話，實習對於你現在工作的影響為何？
回答者

回答內容

A1、A2、A3
A3、A4

1. 了解日本職場環境及文化。
2. 面對工作的態度比較嚴謹。

A2
A1

3. 實習評分表在履歷上有加分。
4. 拓展視野。

從【表 13】的回答可以明確的是實習對於實習生來說可以確定未來想從事的
工作性質，也可以藉此擁有實務經驗和以及了解工作的意義，這些是在學校無法獲
得寶貴經驗。也就是，實習生對日本產業實習給予高度評價與回應。
相對於此，對於 4 名未實習者沒有參加實習的原因如【表 14】所示。

【表 14】(未実習 Q24)在學期間，沒參加暑期赴日實習的原因？
回答者

回答內容

B1、B2

1. 時間上無法配合(打工、留學) 。

B3

2. 家庭經濟因素。

B4

3. 因為家人平時各分東西，想趁寒暑假的時候聚在一起。

4 名未実習生因為時間、經濟及家庭關係而無法實習。而在問及「(未実習Q25)
曾後悔自己在學期間沒參加過暑假赴日實習嗎？為什麼？」時，其具體的理由如
【表 15】所示。
【表 15】(未実習 Q25)曾後悔自己在學期間沒參加過暑假赴日實習嗎?為什
麼？
回答者

回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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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B2

B3

(B4

1. 雖沒到後悔的地步，但就是覺得可惜。當初如果有去參加
實習，畢業後去日本適應的時間就可以變短，也比較不會有
文化
衝擊。而且實習除了學語言之外，有一些日商做事的方式。
2. 後悔。如果當初有去實習的話，就可以對未來的出路想得更
深
遠，到底自己合不合適在日本發展或在台灣發展就會更具體。
3. 後悔。若能夠參加赴日實習對於面試必定會有很大的加分作
用。雖然目前的工作性質需經常赴日出差，對於深入體驗日
本的生活習慣和風俗民情的幫助有限。
4. 後悔。如果有跟學校一起去暑期實習，相信對自己的日文能
力

和後續對日本的相關學習一定可以變得更好。)
4 名受訪者認為若有參加實習的話，對於之後的日文學習、未來找工作及發展
及減少文化衝擊上都有幫助。不論哪一個回答都是對於沒參加實習的遺憾、悔不當
初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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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根據「學習日文前的狀況」、「學習日文期間的狀況」、「赴日實習後或未赴
日實習的學習日文情況之改變」、「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畢業後之改變」、
「對赴日實習制度的想法」這五個階段的訪談結果得知 8 名畢業生的整個日文的
學習歷程。
在「學習日文前的狀況」這個階段，其共通處在於認同日本是在社會及文化方
面上發展先進的國家。而對於日文不論是「聽」「說」「寫」甚至於日文整體都有
人覺得有興趣。
在「學習日文期間的狀況」這個階段，8 名受訪者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 對
日本這個國家社會及日本人的民族性的特色有了深度的了解。而對於日文從學習
前有興趣之後，經日文系的學習漸漸發現文法及日文整體難以學習的部分。
在「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學習日文情況之改變」這個階段，只有 B1 覺
得自己不適合在日商工作，當前雖不在日商工作的 A4 和 B4 認為自己未來還是
有機會往日商去發展。也就是大部分的受訪者學習日文後希望在日商工作。
在「赴日實習後或未赴日實習的畢業後之改變」這個階段，8 名受訪者的回答
都是希望精進日文能力從事與日文相關的工作，甚至能融合其他語言能力從事多
國貿易工作。
在「對赴日實習制度的想法」這個階段，4 名有實習經驗的受訪者認為「日本
產業實習」對於實習生來說可以確定未來想從事的工作性質，也可以藉此擁有實務
經驗和以及了解工作的意義，這些是在學校無法獲得寶貴經驗。也就是，實習生對
「日本產業實習」給予高度評價與回應。相對於此沒參加實習的 4 名受訪者認為
如果當初有去實習的話，對自己的日文能力和後續對日本的相關學習一定可以變
得更好、對未來的出路想得更深遠、對於面試必定會有很大的加分作用、畢業後去
日本適應的時間就可以變短，也比較不會有文化衝擊等這些遺憾、悔不當初心情。
還有，赴日產業實習對於實習生的影響如下：
1. 先了解到日本的環境
2. 學到了一些做人處事的方式
3. 不只學到了語言，也學到了跟同事之間交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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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我沒有去實習的話，我應該不會來日本工作。我可能畢業之後不會
找跟日文有關的工作也說不定。
5. 那段期間的經歷我不會忘記，那是一段很好的經驗跟回憶。因為很難有
除了旅遊以外的經驗可以待在日本，在這段期間跟很多人相處，還有學到
很多課堂上不會教的事情。
在以上的後設認知中，得知赴日實習經驗確實是提升了日語實境之學習成效，
且培育出接續畢業後就業的基本能力。相對於此，未赴日實習經驗的學生則有「若
當初有去實習的話，就可以對未來的出路想得更深遠」等這樣感到後悔的想法。由
此得知透過日本產業實習，無論對於有無赴日實習經驗之哪一方而言， 皆是提升
了日語實境之學習成效，且對於確定未來就業方面是有極大的助益。透過對參加實
習的學生進行訪談，發現學生實習的成果包括「求職準備」「提高就職意識」「自
我理解、自信提升」「社會經驗」「提高學業能力」等。特別是在實習期間獲得交
流機會的學生取得了更好的成果。
另外，在反省與檢討部分，據學生反饋之質性訪談結果，學生想要透過實習中
獲得什麼，或是指導老師希望學生得到什麼，與實習經驗進行匹配是必須的， 因
此事前的規劃有其重要性。還有，「日本產業實習」在今後的課題上需要進一步研
究延伸學生工作的基礎能力、求職活動及未來生活和職涯發展有益的方法。
(本論文為「109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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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實習者訪談題目
學習
日
文前
的
狀況

學習
日
文期
間的
狀況

問題
1.在進大學之前，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
2.當時的你對日本的哪些地方有興趣呢？
3.在大學之前，對於日文的想法為何？
4.當時的你對日文的哪些地方有興趣呢？
5.小時候的你認為日本和日文之間有何關係？
6.選擇就讀日文系的理由為何？
7. 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
8. 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文的想法為何？
9.在學期間，關於日本你如何學習？這些方式對自己有益嗎？
10.在學期間，關於日文你如何學習？這些方式對自己有益嗎？
11.在學期間，你如何思考關於畢業的出路？
12.在學期間，你做了哪些就業的準備？

赴日
實
習後
的學
習日
文情
況
之改
變

赴日
實
習後
的
畢業
後

13.從大四到畢業前，對於就業做了哪些準備？
14.打算從事的工作性質和日本有沒有關係？
15.如果有，是甚麼關係呢？
16.你對日商的印象為何？
17.若從事的 日本本 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合日
是 地
本
社會嗎？
18.若從事的 日本本地以 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
是 外
合
在日商公司嗎？
19.若不是要從事日商工作?原因為何？
20.你滿意現在的工作嗎？
21.若想要靠日文維生的話，有何展望？
22.出社會的你，會如何看待未來自己和日本及日文的關係呢？
23.有甚麼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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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想

26.藉由赴日實習，你對於日本的環境有甚麼看法？

法

28. 藉由赴日實習，你對於實習單名有甚麼看法？

27. 藉由赴日實習，你對於人際關係有甚麼看法？

29.有想對實習單名建議的地方嗎？請具體說明。
30.有對實習單名滿意的地方嗎？請具體說明。
31.經過暑假赴日實習之後，畢業後會想再去日本工作嗎？請具體
說明。
32.慶幸自己在學期間參加過暑假赴日實習嗎?為什麼？
33.學生時代赴日實習的經驗，對於你現在的工作有無影響？
34.有的話，實習對於你現在工作的影響為何？

<附錄 2>未實習者的訪談題目

學習
日
文前
的
狀況

學習
日

問
題
1.在進大學之前，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
2.當時的你對日本的哪些地方有興趣呢？
3.在大學之前，對於日文的想法為何？
4.當時的你對日文的哪些地方有興趣呢？
5.小時候的你認為日本和日文之間有何關係？
6.選擇就讀日文系的理由為何？
7. 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本的想法為何？
8. 在學期間，透過在日文系的學習後，對於日文的想法為何？

文期
間

9.在學期間，關於日本你如何學習? 這些方式對自己有益嗎？

的狀
況

11.在學期間，你如何思考關於畢業的出路？

10.在學期間，關於日文你如何學習? 這些方式對自己有益嗎？
12.在學期間，你做了哪些就業的準備？

未赴
日

13.從大四到畢業前，對於就業做了哪些準備？

實習
後

15.如果有，是甚麼關係呢？
16.你對日商的印象為何？

14.打算從事的工作性質和日本有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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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
習

17.若從事的是日本本地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合日
本社會嗎？

日文
情
況之
改
變

18.若從事的是日本本地以外的日商工作，你覺得自己的個性適
合
在日商公司嗎？
19.若不是要從事日商工作?原因為何？
未赴
日
實習
後

20.你滿意現在的工作嗎？

21.若想要靠日文維生的話，有何展望？

的畢業
後之改

22.出社會的你，會如何看待未來自己和日本及日文的關係呢？

變

23.有甚麼展望？

對赴日

24.在學期間，沒參加暑期赴日實習的原因？

實習制
度的想

25.曾後悔自己在學期間沒參加過暑假赴日實習嗎?為什麼？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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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法在機器人控制實務教學之實踐計畫
蘇國和

1*

, 林宣宏 2, 許哲維

3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sgh@ulive.pccu.edu.tw1*, A7105552@ulive.pccu.edu.tw2,
dewey0824@gmail.com3

摘要
從學生在機器人課程的歷年學習表現，發現他們在理論探討方面，興趣缺乏，
上課無法集中精神，但在實作體驗與簡單程式撰寫方面，卻有很高的學習興趣。因
而想到美國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提出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的教學法，他主張在學習過程中，最好讓學生，先從想學的，擅長且喜愛的學習方
式，開始進行體驗，逐漸引導進入課程核心。為配合產業需求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
力，[機器人控制實務]是中國文化大學工學院[機器人跨域]必修課程，旨在培養學
生具備設計，分析與執行機器人實務控制所需之基本技術能力。因此，109 學年度
提出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引用「做中學與學中做」的學習方法，引導學生進
入課程核心。機器人控制教學時，從單一功能開始實作，循序漸進，增加模組數並
與微控制器搭配，使用 Arduino 及 Raspberry Pi 兩種業界常用的微控制器，引導
課程進行。此計畫以互動式陪伴機器人之控制與實作，做為主題，因其功能多樣且
富變化，有很多可發揮創意之處，例如與主人外出散步的紅外線及超音波避障，
RFID 辨識跟隨，與人語音互動，人臉辨識，遠端行動裝置控制等，學生會有很高
的成就感，更可提升其實作能力。
關鍵詞：做中學、體驗學習、微控制器、深度學習、互動式陪伴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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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動機
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體驗學習法在機器人控制實務教學之實踐計畫]，有兩
個動機。
(a) 觀察 107 學年以來的各項學習表現，學生在理論推導方面，興趣缺

乏， 上課無法集中精神，但在實作體驗與簡單程式撰寫方面，卻有很高的
學習興趣，為改善學習成效，讓學生真正吸收課程內容。
(b) 藉由「做中學、學中做」的學習方式，從單一功能開始，循序漸進，增

加模組數並與微控制器搭配整合，引導課程進行，提升學生實作能力。
二、主題及研究目的
配合產業需求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機器人控制實務]是文化大學工學院
[機器人跨域]必修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具備六項核心能力，其中比重較重的
兩個分別是核心能力(2):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核心
能力(3):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工具之能力，其比重分別為 40%
與 30%。此計畫擬以互動式陪伴機器人之控制與實作，做為課程主題，因其
功能多樣且富變化，有很多可以讓學生發揮創意的地方，例如與主人外出散
步的紅外線及超音波避障，RFID 辨識跟隨，與人語音互動，影像辨識，遠
端電腦或行動裝置控制等，讓學習者有很高的成就感，進而可提升學生之實
作能力，降低學用落差。

貳、文獻探討
從107學年學生在機器人課程的學習表現，發現他們在理論探討方面，興趣缺乏，
上課無法集中精神，但在實作體驗與簡單程式撰寫方面，卻有很高的學習興趣。
有一句成語，如魚得水，如果我們花70%的時間去訓練魚學跑步、爬樹或是飛
行， 只剩下30%的時間去練習牠最厲害也最喜歡的游泳，可能導致他最後的成
就只有本來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少。出生在美國佛蒙特州的著名教育家約翰·杜
威(John Dewey, 1859-1952) [1]，提出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教學法，強調
教學必須從經驗出發，主張在學習過程中，應該避免預先將過多的教學理論，
加諸在學生身上，最好讓學生，先從想學的，擅長且喜愛的學習方式，開始進
行體驗，逐漸引導進入課程核心，這正如本校學生在實作體驗方面，有很高的
395

APA-6

學習興趣，因此， 此計畫擬引用「做中學與學中做」的學習方法，引導他們進
入課程核心。這個思想深深影響了美國20世紀的教育方式[2]，而杜威的做中學
可細分為三個重點[3]，分別為:
(1) 生活經驗: 教育應該要與生活經驗相結合。
(2) 親身探究: 藉由親自動手探究，學習的過程才能被轉化成個體的經驗。
(3) 反省思考: 嘗試錯誤與反思原因是讓個體進步的動力。

從上述可以看得出，杜威認為經驗是學習中十分重要的一環，杜威認為教育是一
種「屬於（within）經驗」、「由於（by）經驗」和「為（for）經驗」的發展。
經驗是人的領受與認知，而會提出做中學，就是因為杜威認為：「事物作爲被處
置，被使用，被施行，被享受，被忍受的對象，比作為被認知的對象多得多。」
他的理由是：「它們在作爲被認知的事物之前，已經是被領受的事物了」。而經
驗又可以分成初級經驗與次級經驗，初級經驗就是「初級的，未加反省的經驗」
（primary，un-reflective

experience），而次級經驗則是「次級的，反省的經

驗」（secondary，reflective experience），兩者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前者只有單純的
體驗而後者是有加以去反思後才得到的結果。反思是學習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因
為只有經過反思，經驗才會被有效的分
配歸類， 只有這樣下一次在遇到類似的
情形，可以將上次的經驗，拿來當成工
具去解決問題，這樣才可以真正的稱為
學習。不只杜威有這種想法，其他如大
衛·庫伯(David Kolb)也提出了體驗學習法
又稱經驗學習法[5]，體驗學習法的細節如圖一所示[6]。
圖一 體驗學習法[6]
另外從機器人的控制技術來看，就產品的結構與功能而言，互動式陪伴機器人
的製作很適合做為學習機器人的研究主題，因為它的功能多樣且富變化，有很多可
以讓學生發揮創意的地方，非常有趣，讓學習者有很高的成就感。為讓課程進行順
暢，讓學生的實作有所依據，目前蒐集了在市場上販售的機型樣本，做為學習與實
作參考。從規格中可知，每種機型都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圖二(a)為日本SONY 在
2018年1月重新推出的互動式陪伴機器人aibo，伴隨著機構、感測、控制與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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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技術進步，全新的aibo在外型與動作流暢度上更逼近真狗，也提供更開放的作業
系統，讓玩家輕易開發出各式各樣的功能，透過內建64位元的四核心處理器，以及
位於鼻子、身上的相機作為電腦視覺，並且配合深度學習方式與外界產生互動，並
且配合雲端輔助運算持續學習，隨著與使用者長期互動產生不同「性格」。SONY
不僅將aibo定位為互動式陪伴狗，也規劃為智慧小管家，藉由聲控系統與網路，主
人透過它管理家中所有設備，在更高階的學習系統協助下，也是貼身小秘書[7]。圖
二(b) 為日本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研發的機器海豹Paro，它可緩解失智症的行為和
心理症狀，不僅對肢體接觸有反應，還會跟使用者的眼神交會，Paro還能夠改善憂
鬱、焦慮和壓力等症狀，進而降低相關醫療措施，部分病患甚至從不說話變得願意
開口，起初先跟機器海豹對話，接著跟別人提起機器海豹[8]。圖二(c)為由美國Innvo
Labs 公司研發的第二代Pleo恐龍機器人，它內部配備十四個馬達，動作可以完全
獨立自主行動、不需要遙控，就能夠相當靈活流暢， 四隻腳可彎曲退後，也具有
靈敏的觸覺、視覺和聽覺，是一隻具有生命形態的互動式陪伴機器人，能有效地促
進自閉症譜系障礙（ASD）兒童的言語[9]。圖二(d) 為外型逗趣的對話機器人Sota，
是由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大阪大學，以及機器人製造商Vstone共同研發，
此款機器人不但可以彼此交談，還能跟人類互動對話，頭部、手部和身體也能伴隨
著說話自然擺動，其圓滾滾的雙眼甚至還會眨、會轉動，是一種具有社交對話能力
的機器人[10]，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國內業界在互動式陪伴機器人領域的研
究比較少見，不論是居家陪伴、療癒、及教育方面都著墨不多，只有少數幾家公司
有販售，如女媧製造(NUWA)所研發的小丹機器人(圖三)，整合各種感測元件，可
以識別人臉、物件、手勢、聲源等， 並擁有分析語意，理解對話內容的能力。 讓
互動式陪伴機器人融入日常生活情境，擁有接近人類直覺的溝通方式。一般機器人
互動較為死板，NUWA則利用了動態三維情感模型，模擬人類多變的情緒反應及行
為表現，讓使用者在與機器人互動過程中，更自然也更有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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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互動式陪伴狗 aibo [7]

(b)機器海豹 Paro [8]

(c)恐龍機器人Pleo [9]

(d)對話機器人Sota [10]

圖二、國外研製之互動式陪伴機器人

(a)小丹機器人擁有分析語意能力 [11] (b)小丹機器人具有三維情感模型
圖三、國內研製之互動式陪伴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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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教學實踐步驟
一、研究設計說明
(一) 教學目標:互動式陪伴機器人之控制與實作
(二) 教學方法: 以「做中學與學中做」的體驗學習法引導課程進行，讓學生
由淺入深，漸進理解機器人之控制與實作，同時融入學生有興趣的人工
智慧在人臉辨識上。擬從單一功能開始實作，循序漸進，增加模組數並
與微控制器搭配，引導課程進行。
(三) 成績考核方式: (1)筆試:20%,(2)實作:60%, (3)創意競賽:20%
(四)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1)期初實作與期末實作評量比對,(2)自我反思評量,
(3)團隊同儕評量
二、教學實踐步驟
此計畫擬從單一功能開始實作，循序漸進，增加模組數並與微控制器搭配，
使用Arduino及Raspberry Pi兩種業界常用的微控制器，引導課程進行，以互動
式陪伴機器人之控制與實作，做為主題，計畫實施流程與步驟如圖四。授課
與實作內容：A.機構；B.主要周邊元件說明(紅外線，超音波，RFID，Micro
SD， 攝影鏡頭)；C.馬達驅動模組；D.Arduino及Raspberry Pi微控制器；E.人
臉表情模型建立的步驟說明；F.學習成效評量；G.使用實驗室說明，七個部
分。
(一) 計畫實施流程與步驟(圖四)
(二) 各週課程進度:
週
次
1

上課內容(課堂時間)
運動學與機構說明

實作內容(課堂與課後時
間)
期初實作測驗與機構製作

2

五種感測元件與驅動模組介紹

感測電路製作

3

驅動模組介紹

4

Arduino 微控制器介紹

驅動電路製作
感測及驅動模組與 Arduino
硬體製作及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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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習反思

7

Raspberry Pi 微控制器介紹

8

程式說明

功能展示與修正
感測及驅動模組與
Raspberry
Pi 硬體製作及除錯
程式撰寫及除錯

9

學習反思

功能展示與修正

10

語音原理說明

語音硬體製作及除錯

11

程式說明

語音程式撰寫及除錯

12

程式說明

語音程式撰寫及除錯

13

人工智慧說明

人臉表情模型建立及除錯

14

深度學習說明

人臉表情模型建立及除錯

15

人臉辨識原理說明

16

學習反思

辨識程式撰寫及除錯
互動式陪伴機器人整合測
試

17

業師授課(陳廷碩 課長)

18

期末筆試

與修正
互動式陪伴機器人創意競
賽
期末實作測驗

肆、教學成果
分六組進行教學，在此以表現中等的第二組的實作紀錄為例，內含該組的實
作過程及心得與省思，呈現教學與學習成果。
一、項目一之學生實作記錄
組別
第二組
組員
實作項目

原理
與實作
過程

心得與省
思

陳均泓 邱登麟 陳明正 吳宥霖 何玟慧
項目一 機器人硬體組裝
首先我們從老師講解,認識了各種硬體設備以及其作用;例如
使用直流電馬達驅動機器人,使其穩定供電, 使用紅外線偵測
障礙物,使機器人可以自動轉向,以及一個 MCU(包含 CPU、
ROM、RAM、I/O 等)來使機器人運作,在了解各個部件的功用
後,我們開始照著說明書組裝,雖然有一些小失誤,但在大家的
積極參與和學長的幫助之下解決了問題,最後成功的將機器人
組裝完畢。
雖然這次組裝過程有一點小失誤,但是仔細閱讀說明書以及
學長的幫助下通過和大家討論之後都能順利排除困難,下次
我們會更細心地去看說明書,進行操作減少錯誤,使實作更加
順利。

二、項目二之學生實作記錄
組別
第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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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實作項
目
原理
與實作
過程

心得與省
思

陳均泓 邱登麟 陳明正 吳宥霖 何玟慧
項目二 開發 M-Bot 應用程式
我們這次使用了 Mblock 寫機器人的程式,先將機器人與電
腦連結,然後開始測試程式,寫程式首先要畫出流程圖檢查邏
輯,在檢查完沒有問題之後,在開始將程式碼拼湊起來,最後再
將完成的程式碼上傳到機器人上面進行測試。
在一開始挺順利的,但中間遇到了困難,但在學長的幫助下解
決了一些指令的問題,之後機器人無法轉彎,在無數的嘗試之
下,跟同學互相討論之後終於解決了轉彎的問題,最後在同學
精準的
預測之下,直接解決了角度問題,完成實作。

圖四、計畫實施流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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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目三之學生實作記錄

四、項目四之學生實作記錄
組別
第二組
組員
實作項目

原理
與實作
過程

陳均泓 邱登麟 陳明正 吳宥霖 何玟慧
項目四 巡線避障
利用了 M-Block 寫出機器車的程式，一開始讓車子前進並
利用巡線感測器偵測黑線，巡線感應器將紅外線反射結果
分成兩種：黑色與白色，其中反射能量強的為白色，反射能
量弱的為黑色，因此根據回傳值，共有四種情況。如果兩邊
都是黑線則紅外線不會反彈，(此情況回傳值為 0)繼續前
進。若有一方為黑線一方不是，則進行轉彎(回傳值為 1 或
2)，如果兩邊都無法偵測到黑線，則進行迴轉直到尋找到黑
線(回傳值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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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省
思

這次實作遇到的問題為要讓車子能夠處理不同的情況，我
們一開始的程式能夠讓車子順利前進，但是當遇到要轉彎
的時候，就會開始左右顫抖，最後原地繞圈圈，經過學長的
指導， 知道了此情況為前進及轉彎的轉速過快而導致，修
正好此問題之後，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讓車子在進入情況 3
的時候能夠順利找到黑線，想出來的辦法為讓車子持續地
進行右轉，此方法可以運用在行進到直角時順利找到黑線
並進行修正，但有時會導致車子有往回走的情況，因此此方
法可能需要再改
良。

五、項目五之學生實作記錄
組別

第二組

組員

吳宥霖 邱登麟 陳明正 陳均泓 何玟慧

實作項目

原理
與實作
過程

心得與省
思

項目五 自動倒車與紅外線人體追蹤
我們一開始先從自動倒車開始實作，先利用車子前端的紅
外線感測器去偵測障礙物，當接近障礙物時會透過蜂鳴器
警告，距離障礙物越近的時候頻率越高，我們利用了各種音
符來當作不同的頻率標準，而當接近障礙物到達一定程度
時會自動倒車。完成了自動倒車的實作之後，還進行了紅外
線人體追蹤的實作，先將紅外線人體感測器裝上 M-BOT，
之後去偵測紅外線的變化，當有變化的時候則會回傳有人
經過，讓
車子知道並且可以順利停止不去撞到人。
這次的實作沒有遇到太多困難，我們先完成倒車的系統之
後再開始將蜂鳴器的頻率變化加上系統，當車子能夠順利
倒車之後進行距離的微調，直到能夠順利倒車，由於車子有
慣性因此沒有辦法如想像中的順利，但經過幾次調整就能
夠讓車子順利倒車。而紅外線的部分我們比較花時間在組
裝上面， 將紅外線感測器裝好之後，使用迴圈去進行紅外
線變化的感測，由於只能回傳紅外線變化的值，因此若有人
停在車子前面則車子會無法停止，這可能是需要改善的地
方，但總的來
說還算是順利完成。

六、項目六之學生實作記錄
組別
第二組
組員
實作項目

吳宥霖 邱登麟 陳明正 陳均泓 何玟慧
項目六 各種額外組件創意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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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與實作
過程

心得與省
思

本學期的最後一次實作，要自己將上課還未上到的組件安
裝到 MBOT 上，我們使用了伺服馬達、四位顯示器、LED
燈、搖桿等功能。首先是組裝的問題，先將各種要使用的
套件組裝到 MBOT 上，組裝好之後將各種套件的程式碼
進行各種測試，確認了它的用途及能做到的事情之後，再
將各種套件融合再一起，我們利用了搖桿讓車子能夠根據
搖桿進行移動、四位顯示器可以顯示目前搖桿的座標、
LED
可以根據速度進行不同顏色的閃光。
這是最後一次實作，在題目上也比較有發揮性，我們在組
裝的時候大家不知道怎麼裝，於是我們就加上了一堆的藍
色鐵條，再將零件安裝上去，成品就變得很好玩，組裝好
之後我們考慮的各種功能無法實現，例如伺服馬達只能夠
轉半圈，在克服這些問題上花了很多時間，原本預想的功
能跟實際不同的情況下，改變了當初的預想，進行各種溝
通之後將不同的功能盡量結合，最後雖然跟預期的相去勝
遠，但大家在完成實作學習到東西的同時也很開心，為這
門課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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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實作過程與成品照片

圖五、實作過程與成品照片

伍、結語
此計畫旨在讓學生有較高的學習成就感，進而提升他們的實作能力，降低學用落
差，具有下列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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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課不會枯燥乏味，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專心學習，可提升學習者的實作能

力， 降低學用落差。
(b) 課程內容與教材，整理公布在課輔系統中，供學生下載使用，並於成果發表

時， 與大家分享。
(c) 此計畫所採用的教學測驗與學習成效評量方法，是申請人參考教育界前輩的

做法，再融合自己的實務經驗，研發出來的方法，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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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思維方法引領學生進
行雲端服務創新之教學實踐
曾守正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imfrank@nkust.edu.tw

摘要
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是一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方法，確保在產品
或服務的規劃與設計過程中，以使用者的角度來進行，以提供完善的解決方案。透
過理解目標使用者的需求，採用以人為本的方式重新構思問題，納入各層級的利益
關係人以擴大範圍與視角，再藉由集思廣益的討論方式，讓參與人員提出各種務實
或者跳躍式的想法，然後進行歸納、收斂與分類，探討可行方案與所需成本後，設
計整體服務之實施原型，最後進行實驗以確保其可行性與有效性。本研究將設計思
維的方法論導入「服務科學與雲端計算概論」課程，探討服務設計、服務創新、服
務管理以及雲端服務等相關議題，並透過各種服務設計工具， 採行以下六個階段
來進行將設計思維方法導入課程的教學實踐：問題理解、同理心思維、問題定義、
構思、原型設計和實驗測試。過程中將學生依照個性互補的原則進行分組，激發學
生提出各種類型的雲端服務設計，以藉此促使學生團隊合作、腦力激盪，開創各種
類型的雲端服務，並應用於相關產業之中，期能規劃以雲端服務的思考模式來強化
各級產業的競爭優勢。透過期初與期末對學生實施創新行為測量表問卷，進行分析
後發現：這樣的教學方法明顯讓學生在參與課程前、後的創新思維模式有非常明顯
的效果，其中最有成效的部分在「引發同學之間對於雲端服務產業的創新想法」更
是具有非常顯著的提升。
關鍵詞：設計思維、雲端服務、服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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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of Cloud Service Innovation by
Design Thinking Approach
Frank S.C. Tse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frank@nkust.edu.tw

Abstract
Design Thinking is a user-centered design approach to problem-solving in the
planning or design of a product or service. It takes stakeholders of all levels into account
to expand the perspective. The approach needs a coach or mentor to arouse all participants
to put forward a lot of pragmatic or arrogant jumping ideas, then summarize, converge
and classify by exploring the feasible solutions and related costs to design the method.
By implementing a prototype, we can finally conduct experiments to ensure its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this research, we introduce the methodology of design thinking into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Science and Cloud Computing”, for service desig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anagement in the cloud environment. By adopting the
following six stages to carry out the integration: problem understanding, empathy
thinking, problem definition, conception, prototyping and experimental testing, students
are grouped based on their complementary personalities. We employ developed tools to
inspire groups to propose different types of cloud service designs, so a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teamwork, brainstorm, create various types of cloud services, and apply them
in related industries. The objective is to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service industries with a cloud service thinking model.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survey questionnaires for student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term, it is found that our approach substantially inspires students to have a very
obvious promotion for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urse.
Especially, the most effective part is exerting a widening impact on “triggering innovative
ideas among students for the cloud service desig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Design Thinking, Cloud Service, Servic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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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服務科學的興起
IBM 公司從國際級的商業機器製造，轉型成全方位的產業顧問服務公司，
可算是啟動與落實服務科學於產業上的領導者，其早在 2004 年便由 CEO
Sam Palmisano 於美國競爭力委員會上提出報告，建議將服務科學視為未來的
國家投資策略之一 [9]。也讓美國頂尖大學，如：柏克萊大學、卡內基美隆大
學、麻省理工學院、賓州大學、馬里蘭大學、亞利桑那大學等均紛紛籌設相關
系所與研究中心。
「服務科學」最初的概念是希望統整科學 (Science), 管理 (Management)
與工程 (Engineering) 的各種方法，來提升社會上的各級產業服務 [13]，因此
最初使用 Service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SSME) 為正式的名稱
[9, 10]。近年來，由於世界知名的大學，如：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的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簡稱 d.school)

與歐洲各國，如：德國

Fraunhofer 學院、芬蘭 Tekes 研究機構、英國 Cranfield

學院等，又希望加

入以人為本的設計 (Design) 概念來進行服務的設計與創新，因此讓服務科學
正式被簡稱為SSMED (Service Science,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d Design) [7,
8]。
由於服務業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佔 GDP 比重越來越高，已經成為帶動
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讓全球各先進國家無不積極推動服務業的創新與投資，
因此運用科學、管理與工程的方法來提升生產力，甚至以系統化的方法來發展
服務業創新架構，也已經蔚為風潮。國內在經濟部技術處的推動下，也委請資
訊工業策進會參考國外的研究與建議，規劃了服務體驗工程方法 (Service
Experience Engineering) 的藍圖與相關工具 [30]，而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政治
大學、元智大學等也都成立了相關的碩士班，積極訓練人才，以接軌國際潮流。
這些都在在顯示了此一學科的重要性。
近年來，由於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已深入各級產業的應用，尤其在服務業上的應用更是多元，因此有鑑於雲端服
務(Cloud Service) 的興起，我們規劃了「服務科學與雲端計算概論」(Introduction
to Service Science and Cloud Computing) 課程，以訓練學生培養服務社會的精
神， 並將所學專業 (尤其是雲端服務相關技術) 導入協助各級產業提升服務品
質的應用上。希望透過教導學生藉由瞭解服務的特性，學習如何在課堂上使用
服務科學、管理、工程與服務設計的創新方法，並透過雲端服務，將服務傳遞
層面擴大， 遞送至世界任一角落，藉此提升台灣整體的服務品質與層次，加速
服務品質的提升並擴大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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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設計思維的理念
2017 年富比士雜誌 (Forbes) 評選出 Roger Martin 為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Business Thinkers [36]，以表彰他對產業界推廣 Integrative Thinking
與Design Thinking 的貢獻。其中，
1. Integrative Thinking 強調平衡兩個對立的模型，不以犧牲對立方為代

價來選擇另一個模型，而是生成一個創新的解決方案，以容納各個模
型的元素，讓此一創新模型優於先前的模型。Martin 認為：掌握這
種思維的企業領導者將具備創新，以及解決問題的獨特能力。
2. Design Thinking 則強調在分析思維 (Analytical Thinking) 和直覺思維

(Intuitive Thinking) 之間取得平衡，以利用現有知識來創造新知識，
讓企業能夠持續不斷重新產生競爭力與優勢。Martin 主張在構思設
計時， 要兼顧使用者的實際體驗，因此必須藉由觀察使用者行為，
感受其內心深處的渴望，並藉此將各個設計細節深化到使用的各種情
境當中，才能跳脫限制，完成令人讚嘆的產品。
由於許多研究也推廣將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的理念應用在雲端服
務的創新設計上 [25]，因此我們規劃了將此方法論導入「服務科學與雲端計
算概論」的課程中來進行教學實踐，並透過期初與期末的問卷的差異比較來
檢視教學效果。

參、 將設計思維理念導入課程的教學實踐
整體來說，本課程期望能帶領學生進行以下兩個階段的教學實踐：
1. 透過分組討論，藉由課堂上的腦力激盪產生創意，然後連結相關人、
物、資源、知識、方法進行服務創新。整個過程中，我們秉持著「只
要你想得出來，就能找到有人可以將它實作出來」的理念，無論實務
上是否可行，小組成員也絕不否定任何人提出來的創意，以藉此讓各
種天馬行空的點子可以被充分討論與溝通。
2. 利用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工具 [22, 23] 與相關資源創造出服務
產品，並介紹如何透過群眾募資創業，以服務社會。
一、 服務創新
在服務創新部分，本研究實施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的發展模式
(參考 [5, 20, 28]) 來 進 行 雲 端 服 務 創 新 的 教 學 實 踐 ， 因 此
希 望 將Daniela Freudenthaler-Mayrhofer 與Teresa Sposato [6] 的雙鑽石
(Double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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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方法論 [27, 28](如圖 1) 導入本課程中的服務設
計與服務創新部分，並藉此納入雲端服務等相關議題，採用圖 2 的六個階段
來進行問題探索，以及創新解決方案，以透過各種服務設計工具來進行設計
思維的教學實踐。

問題空間
(Problem Space)

解決方案空間
(Solution Space)

圖 1：雙鑽石 (Double Diamond) 的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方法論

Understand

Empathize

Ideate

Define

Prototype

Test

圖 2：雙鑽石 (Double Diamond) 的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方法論細部圖
解
透過以下六個階段來進行將設計思維方法導入雲端服務產品的規劃，以
確保整體方向是以使用者想要的方式來創建雲端服務產品：
1. 問題理解 (Understand)：透過細微的觀察，發現人們身邊所遭遇的

問題痛點 (Pain Point)。
2. 同理心的移情思維 (Empathize)：透過以下三種層次的同理心思維
(a) 認知同理心 (Cognitive Empathy)：訓練學生理解不同視角的能力。
(b) 情感共鳴 (Emotional Empathy)：培養學生如何與對方產生一樣

的感受之能力。
(c) 移情聯繫 (Empathical Connection)：如何能夠感受到其他人所需

要的協助與資源。
主要是以使用者角度出發，了解人們的工作方式以及原因、身體狀
況和情感需求等，思考其所處的環境以及對他們有意義的東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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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中，講授如何分析與繪製關係人地圖 (Stakeholder Map)
[15]，以連結所有資源與與各級關係人，擴大服務的範圍，並考量
各及級關係人的真實感受，避免對其造成傷害或困擾。在教學實踐
上，我們讓學生思考如何從生活周遭發現問題， 並針對目標使用
者建立虛擬人物(Composite Character) 的人物誌 (Persona) ， 再加
上同理心地圖(Empathy Map) 的描述，盡力思考使用者真正的需
求。如圖 3 所示 (舉例：如何為極力想成為網紅的年輕人提供雲端
服務產品，引導學生在討論過程中融入情境)：
圖 3：人物誌 (Persona) 與同理心地圖 (Empathy Map) 範例

3. 問題定義 (Define)：基於「定義正確的問題是唯一創造正確解決方

案的方法」(Framing the right problem is the only way to create the right
solution)，我們引導各小組將所有資訊從腦海裡透過便利貼、移到
牆壁上，並建立彼此之間的連結，也就是：將用戶有關的圖片張貼
在客戶旅程圖 (Customer Journey Map) 或體驗地圖上，以掌握任何
有關用戶的印象和訊息。
4. 構思 (Ideate)：此階段要先透過各小組的腦力激盪，產生所有可能

的想法，以便提供原料，用於製造原型 (Prototype)，並取得創新的
解決方案。利用團隊的集體觀點和優勢，發現意外的探索領域，在
創新選擇中創造數量夠多的流動性和多樣的靈活性，各組組長要盡
量取得直觀的解決方案，然後帶領團隊超越這些範圍。在此階段
中，將講述： 二維品質狩野模型 (Kano Model) 的概念 [12]，提
供學生構思服務的工具。透過鄰近矩陣 (Affinity Matrix) 與決策矩
陣 (Decision Matrix) 等工具的講授，引導學生如何排出可行方案的
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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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過程中， 我們透過要求各組閱讀「 服務創新電子報」
(https://innoservice.org)，並自行收集大量的服務創新案例，整理在
「與守正老師聊服 務 科學 」
(https://www.facebook.com/SSMED.chat) Facebook 粉絲團中，讓學
生體驗不同的創新經驗，以化解學生創新經驗不足的焦慮感。
5. 原型設計 (Prototype)：將多個想法帶入原型，進而保持創新潛力，

並指定三種方案：「最可能會喜歡」、「理性選擇」、「最令人感
到意外」來供團隊進行投票，以製作原型，供實驗測試。在此階段
中，將講述：服務藍圖 (Service Blueprint) 的概念 [24]，以及服務
失效分析(Service Failure Analysis) [19] 的做法，提供學生構思服務
的工具。
6. 實驗測試 (Test)：創建原型後，進行大量的用戶測試，並建構與模

擬客戶旅程圖 (Customer Journey Map) 仔細考慮如何進行測試，以
便讓用戶提供最自然，最真實的回饋。
其中 1~3 項是屬於問題空間 (Problem Space)，4~6 項則是解決方案空間
(Solution Space)，而雙鑽石的意思則是：在問題的理解 (Understand) 上，透
過同理心的移情思維 (Empathize) 擴大範圍，納入利害關係人並先行發散，
再將問題收斂與定義 (Define)，形成問題空間的第一個鑽石。在解決方案的
空間上，則是透過腦力激盪收集各方想法 (先行發散)，再予以構思
(Ideate)，然後考量可行性的優先順序後進行收斂，以設計服務系統與流程的
原型 (Prototype)，最後再進行服務測試(Test)，以構成解決方案空間的第二個
鑽石。
二、 服務創業規劃
在雲端服務創業部分，希望介紹 Yves Pigneur 與 Alexander Osterwalder
[22][23] 的「商業模式新世代」(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規劃方法論 (如
圖4)，並透過 Larry Keeley 等人 [14] 所提出的 10 種創新類型介紹 (如圖
5)，配合帶領學生思考：如何將資訊技術、雲端服務、大數據分析、AIoT 等
元素導入， 以討論各種創新獲利類型的教學實踐。
這些創新類型分別從整個服務系統的組態 (Configuration)、供應內容
(Offering) 與客戶體驗 (Experience) 的角度考慮了以下 10 種層次的創新模
式：
1. 盈利模式 (Profit Model)：主要的獲利方式，例如，美國 Netflix 如何

通過實施訂閱模式來扭轉視頻租賃行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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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 (Network)：例如，美國 Target 公司如何與著名的外部設計師合作
來脫穎而出。
3. 結構 (Structure)：經營團隊的整體能力和資產的組合，例如，美國

Whole Foods 如何為內部團隊建立了強大的反饋系統。
4. 處理程序 (Process)：特有或完成工作的高級方法，例如，西班牙

Zara 的“快速時尚”策略如何在創紀錄的時間內將其服裝從草圖轉
移到貨架。
5. 產品性能 (Product Performance)：特別的產品特徵和功能，例如，

OXO Good Grips 如何高價出售，但其“通用設計”具有忠實的追隨
者。
6. 產品系統 (Product System)：補充產品和服務，例如，Nike + 如何將

鞋子、傳感器、應用程序和設備組合成運動生活方式套件。
7. 服務 (Service)：圍繞您的產品提供的支持和增強功能，例如，Zappos

透過服務 “交付讓客戶感到 Wow!” 是其首要內部核心價值。
8. 管道 (Channel)：如何將產品交付給客戶和用戶，例如，Nespresso

如何透過其有用的會員俱樂部來鎖定客戶。
9. 品牌 (Brand)：代表產品和業務的總體形象，例如，英國維珍航空
(Virgin)

如何將其品牌擴展到從無酒精飲料到太空旅行的各個領域。
10. 客戶參與度 (Customer Engagement)：促進與客戶的獨特互動，例

如，日本任天堂的 Wii 體驗是如何從房間內的互動中獲得的，而不
是從螢幕上獲得的。
 KP (Key
Partners)
關鍵合作夥伴：

 KA (Key
Activities)
關鍵活動*:

1.

1.

組織運作時，不
可或缺的重要合
作夥伴。
2. 外包(Outsourcing)
或內部取得資源?
3. 締結聯盟?
4. 策略夥伴?
5. 交叉持
股? 6. …

2.

能夠不斷創造價值，
並提供給顧客的重要
活動。
如何提供更高階/高
價的服務給客戶
(Upselling)?

KR (Key
Resources)
關鍵資源*:
1.

2.

執行商業模式與活
動過程中，所需要
的資源。除了實體
資產、資金以外，還
有人力、智慧財產
等。群眾募資?
有效率的生產線? 或
是高水準的設計師?

 VP (Value
Propositio
ns) 價值
主張:
1.

2.
3.
4.

透過何種產品與
服
務來解決顧客的
問
題，並滿足其需
求。
思考客戶想尋
求的價值是甚
麼?
我方能提供給
客戶的利益為
何?
客戶為何會選
擇我們? 競爭
力何在?

 CR (Customer
Relationships)
顧客關係：

CS (Customer
Segments)
目標客層:

1.

1.

2.

定義組織與顧客族
群
之間有哪些關係?
面對面、電話、
線上服務、Line
服務，
FB …

CH (Channels)
通路：
1.

2.
3.

定義如何與顧客
族群交流，以遞
送創造出來的價
值?
客戶：認知評價
 購買提供
售後服務
組織：溝通物流
 銷售管道售
後追蹤
顧客交流

2.
3.
4.

5.

構成組織存在的基
礎
要素
定義組織所面對
的顧客族群
列出客戶共同的需
求， 行為。
區分不同族群來探
討， 如：上班
族、學生族群、家
庭主婦、幼兒、銀
髮族、運動族、追
星族、電玩族，以
收益差別區分。
利用同理心地圖。

 R$ (Revenue Streams) 收益流*

 C$ (Cost Structure) 成本結構

從顧客族群中獲得的收入流向。非營利團體可能是免費服
務，導
致本項目為零或負值。

事業在營運時，必要的各種有形與無形成本

圖 4：商業模式新世代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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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
Model

Network
(聯繫網路)

Structure
(產品結構)

(獲利模式)
組態 (Configuration)

Process
(處理程序)

Product
Performance

Product
System

(產品性能)

(產品系統)

供應內容 (Offering)

Service
(服務模式)

Channel
(銷售管道)

Brand
(品牌)

Customer
Engagement

(客戶參與)

體驗 (Experience)

圖 5：Larry Keeley 等人所提出的 10 種創新類型
這 10 種創新雖然是針對各種行業 (包含製造業與服務業)，但是透過將製造
業的售後服務視為服務產品的一環，其創新模式仍然適用。不過由於目前所
提出的案例大多是以國外各知名企業做為說明，本課程則要求小組共同探索
本土企業的各種代表性公司或服務產品，以建立本土服務產業的創新基礎。

肆、 研究方法
在教學方法上，透過分組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方式，採用問
題導向的學習方式 (Problem-Based Learning) 來進行，授課內容包括：服務科
學理論，並將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方法導入服務設計、服務創新、及
服務管理、雲端計算與雲端服務，以及 O2O (Online-to-Offline) 經營模式等
相關議題。
在 學 習 成 效 評 量 工 具 方 面 ： 將 利 用 網 路 工 具 Zuvio
(https://www.zuvio.com.tw)，配合問卷量表來實施。課堂採用 BOPPPS
(Bridge-in, Objective
or Outcome, Pre-assessment, Participatory
Learning, Post-assessment,Summary) 教案設計，以拆解並分析教學歷程、找出
教學盲點、漸次改善並提升教學成效。
BOPPPS 模組的設計概念是將教學內容切割為數個小單元，每個單元約
15~20 分鐘 (善用學生最有專注力的 20 分鐘)，並且讓每個小單元內與單元
之間都有其起、承、轉、合的脈絡，其六個階段依序為：
1. 引言 (Bridge-in)：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專注在小單元要介紹的內容。
2. 學習目標 (Objective)：清楚傳達教學目標，包含重點知識、學習價
值， 以及可習得之能力，讓學生明確掌握學習的方向。
3. 前測 (Pre-assessment)：了解學生的興趣與能力，進而調整內容的深
度與進度。透過 Zuvio 工具進行非正式提問，或開放式問題，讓學
生分組腦力激盪，以達到前測的目的。
4. 參與式學習 (Participatory Learning)：將學生分成小組討論教材中所
引發的問題，例如：同理心地圖 (Empathy Map) 的內容討論，或客
戶旅程圖(Customer Journey Map)。期末報告將要求學生提出模擬情
境，將學生拉入互動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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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後測 (Post-assessment)：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檢驗是否達成教學目
標。將透過 Zuvio 填寫檢核表與態度量表、抒發學習心得等。
6. 總結 (Summary)：總結課堂內容、整合學習要點、並預告下堂課的內
容。將透過回饋意見進行，同時適當表揚學生的努力和學習成果。
一、 研究架構
我們採用「行動研究法」[1][2][31][32]，並配合以質性研究的方式，藉由
將教室視為課程實驗室，運用 Zuvio 收集小組所提出的創意、分析、觀
察……等模式，研究整體的教學實況，以有系統的步驟與方法來發現問題、
解決教學問題， 縮短理論與實務的差距。
根據自己教學活動上所遭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發現與診斷，研擬
解決問題的策略方法，並透過實際行動付諸實施執行，進而加以評鑑反省回
饋修正，以解決實際問題。運作方式是一種持續不斷的互動循環 (計劃行動
觀察
省思的循環歷程，如圖 6)，過程中強調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對話回饋，逐漸
理解問題、現象並進行反省改進，進而付諸行動，解決實際的教育問題。
修正
計畫

計畫

修正
計畫

圖 6：「行動研究法」計劃行動觀察反省的循環歷程
過程中我們發現：傳統的教學方式：「老師台上講課，學生台下聽課」
的模式其實很難激發學生進行腦力激盪的創意提案，因此先將同學們依照性
向的互補性進行分組，並要求小組成員調整座位成為可以面對面討論的形
式，如圖 7 所示。

圖 7：研究場域：教室座位的安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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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嘗試利用 Brainspin [33]( 以各種小圖標所製成的卡片， 例如：


，容易讓人們聯想到各種日常生活的物品，聯想方式不限定方向

性， 也沒有任何限制) 進行提案小遊戲，讓各組在三分鐘內提出各種想像，並
以手機傳輸到 Zuvio 教學平台進行彙整，提出與眾不同物品的同學便列為創意
優良獎候選人。經幾輪淘汰後，最後選出最有創意的得獎者與組別。例如：


給定「」，學生則提出：隧道口 (右轉 90 度)、日落、量角器、
碗、彩虹、半月、吃一半的綠豆糕、開口笑、刈包、儀表板、百寶
袋、雨傘傘面、翹翹板底座、水母頭、飛碟、Q 版耳朵、氧氣罩、
燙頭髮的罩子、胸罩、檯燈、切片水果、鍋蓋、半罩安全帽、減速
坡、石頭、弓、菜刀刀片、捕獸夾、隱眼、鯨魚的背、山坡等。



給定「」，學生則提出：鈕扣、螺絲、pizza、方向盤、便當盒、
大嘴巴、指南針、圓餅圖、鬆餅、門把、廣播喇叭、藥丸、香菇、
沖水按鈕、沙漏、電風扇、風車、幸運草、花苞、雷達、排風扇、
鑰匙孔、車輪、飛盤、禁止標誌、菠蘿麵包、蚊子叮打十字、滾
輪、小皮球、排水孔、水溝蓋、十字架、蛋糕、切片柳丁、龜殼、
鳳梨罐頭、啞鈴槓片、鈴鐺等。



給定「

」，學生提出：磁磚、LoL 召喚峽谷、三明治、魔術方

塊、電梯上下、東南西北恰北北、巧拼、Volvo、交通禁止標誌、魟
魚、風箏、骰子、冰塊、熱壓吐司、兩個直角三角形、屋頂、陀
螺、鑽石、紙飛機等。


給定「」，學生提出：口哨糖、CD、啞鈴、游泳圈、輪胎、呼拉
圈、甜甜圈、斗笠、眼睛、太陽、月亮、標靶、水杯、鏡頭、電風
扇、螺旋槳、肚臍、豆子、青春痘、水管、鈕扣、耳環、鼻環、珍
珠、切片橘子、蘋果、切片柳丁、彩虹、燈罩、竹筍、紅血球、太
妃糖、白眼、吸管、樹幹、年輪蛋糕等。

這樣的教學方式很快引起學生的積極參與，同時也讓教室充滿了團隊精
神與活力，配合要求各組課後閱讀「服務創新電子報」
(https://innoservice.org)，以及各種收集在 Facebook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SSMED.chat) 中的服務創新案例，要求小組們在期
中之前提出各組的雲端創新服務，並於期末前運用課堂上所講授的設計思維
工具進行完整的設計與規劃，整體進程如下：
1.

藉由人物誌 (Persona)，找到大多數人生活上面臨的「痛點」(Pai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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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組群策群力，腦力激盪出創意，利用同理心地圖 (Empathy Map) 解
決上述痛點。

3.

繪製關係人地圖 (Stakeholder Map)，連結所有資源與人脈，提出所有
可行方案。

4.

透過決策矩陣 (Decision Matrix)，排出可行方案的優先順序，以及所
需的成本高低。

5.

細部規劃服務藍圖 (Service Blueprint)，以及服務失效分析 (Service
Failure Analysis)。

6.
7.
8.
9.

使用 Kano Model 擬定競爭策略規劃。
使用客戶旅程地圖 (Customer Journey Map) 檢視客戶的體驗。
以商業模式產生模型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產生整體創業計
畫。
進行服務原型 (Prototyping) 實驗，期末以拍攝影片方式來呈現。

整個教學活動過程將學生分成 9 組，各小組提出了以下的雲端創新服
務：
1. 藝術藝起來：建立雲端服務以幫助默默無名的藝術家增加收入管道。
2. 台鐵座位偵測小幫手：利用雲端服務配合人臉辨識系統，建立台鐵座
位自動偵測系統，協助無座乘客快速找到空位。
3. 台灣旅遊通：整合各種公開資訊，自動尋找停車空間、並避開熱門時
段的人潮，提出節省旅遊時間的高效率規劃服務，配合景點沿線店家
的優惠訊息推播，吸引遊客，創造雙贏。
4. 外送平台 X 綠色環境：外送平台餐具回收獎勵機制與友善環境的雲端
服務。
5. 時間銀行雲端媒合服務：讓有時間可以貢獻服務的志工可以登錄時數
在時間銀行，並且在志工需要他人服務時，從時間銀行提取服務時
數，由系統派送其他志工來提供服務，解決未來長期照護人員不足的
困境。
6. 行動支付平台雲端整合服務：主動整合各大銀行在不同時段的優惠店
家，協助使用者快速找到當下最適合與最優惠的行動支付方案，優化
整體付款過程與付款金額。
7. 線上心理諮詢雲端服務：讓有心理障礙的人士能避免面對面心理治療
的焦慮，隨時隨地找到能夠紓解心理壓力的管道。
8. 寵物保險雲端服務：讓越來越多的毛小孩飼主能隨時隨地幫寵物投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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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退休族自我出租雲端服務：鼓勵退休族上網「出租」自己，提供擅長
的
專業或服務，讓熟齡族繼續發揮所長，找回人生價值感。
二、 研究方法與工具
在第一次上課前，我們修訂 Janssen (2000) [11] 的創新行為量表來測量
學生對自我的創新行為，共 10 題衡量問項，最後使用李克特 (Likert) 五點
尺度量表作衡量 (1：非常不同意，2：不同意，3：普通，4：同意，5：非常
同意)，分數越高代表認同程度越高。如表 1 所示：
表 1：創新行為之測量表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衡量項
目
我遇到各種困難會產生新的想法。
對於所遇到的困難，我會搜尋新的方法、技術或工具。
我會針對問題盡力去提出可行的原創性解法。
我會尋求同學與師長對於創新想法的支持。
我會促成創新想法在同儕間流通。
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高度興趣。
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可執行的方法。
我會有系統地引入創新想法到生活、學習與工作環境中。
我會評估創新想法的可用性。
我希望跟我有關的各種事物都安於現狀，最好不要變動。

學期結束的最後上課，我們使用表 2 的量表來檢驗課程的教學效果，其
中
前面 9 個與期初問卷相呼應，可以用來進一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安插開
放問題於期末問卷中，請同學回答上課的建議事項與學習心得，藉此來反思本
課程的改進方向。
表 2：修完本課程後的創新行為之測量表
編
號
1

衡量項
目
修完本課程後，遇到各種困難會產生新的想法。

2

對於所遇到的困難，我學到了搜尋新方法、技術或工具。

3

修完本課程，我會針對問題盡力提出可行的原創性解法。

4

修完本課程，我會尋求同學與師長對於創新想法的支持。

5

修完本課程，我更積極促成創新想法在同儕間流通。

6

修完本課程，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高度興趣。

7

修完本課程，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可執行的方法。

8

修完本課程，我會有系統地引入創新想法到生活、學習與工作環境
中。

9

修完本課程，我會評估創新想法的可用性。

10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發揮更多應用資訊系統服務社會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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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創造更多為他人服務的機會。

12

完成本課程所要求的報告，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

三、 問卷分析
依據前述的問卷設計，我們在期初與期末均發放 30 份問卷，期初回收 24份
(男學生 18 份，女學生 6 份) 而期末則回收 28 份 (男學生 22 份，女學生 6 份)。
予以統計後，分別以全體同學，以及男、女同學的問卷結果進行期初與期末的比較，
在各項目統計圖中，我們也分別將勾選 [ 同意] 與 [ 非常同意] 的個數進行
加總並計算其所占比例：
1. 期初創新行為測量表統計結果：圖 8 是全體同學的期初創新行為測
量表統計圖。圖 9 則是分別對男、女同學的期初創新行為測量表統
計比較圖。
2. 期末創新行為測量表統計結果：圖 10 是全體同學的期末創新行為測
量表統計圖。圖 11 則是分別對男、女同學的期末創新行為測量表統
計比較圖。
進一步將期初與期末的分析結果整合後，整理成表 3 與表 4 的結果。
依據此結果，我們發現：全體同學在各項創新行為項目的認知上，平均提升
了 23%。尤其在第 6 個 (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高度興趣) 項目
上，其提升比例更高達 57%，顯示本研究所導入的教學方法可以大大改善同
儕之間共同激發創新想法的合作程度。
如果分開男、女同學進行比較，發現男同學整體平均提升了 22.66%，
而女同學則整體平均提升了 9.27%。在第 6 個 (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
的高度興趣。) 項目上，其男、女同學的提升比例更分別高達 65.1% 與
33.3%。
另外，由於本課程在首次上課時說明了課程的目標是：希望修課同學能
培養深入發現社會需求的觀察體驗，並跳脫舒適圈提出自己的想法與創意來
促進各種可能的向上改變，以培養個人與團隊的創新與創意能量。因此在期
初問卷的第10 項 (我希望跟我有關的各種事物都安於現狀，最好不要變動)
之統計結果顯示：平均僅有 16% 的比例喜歡安於現狀，大多數同學都有嘗
試各種創新與跳脫舒適圈的企圖心，因此才來選修此課程，也符合我們對於
研究對象的期待。
同時，我們在期末問卷的第 11、12 與 13 項中加入了調查同學們修完
課程後，對於貢獻資訊管理專長以創造更多為社會服務機會，並從中獲得成
就感等問卷項目中，也得到了全體女同學的自我肯定 (3 個項目均為
100%)；男同學部分則分別有 77.2%、86.4% 與 68.2% 的高比例成果。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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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13 項的 68.2% 比例看似不夠理想，但是究其原因原來是男同學們求
好心切，總覺得自己組別的成果報告表現不如女同學所提出的成果報告所導
致。因此總結來說：本教學方法讓女同學們在小組討論的參與度上表現得相
當積極，整體的期末問卷均給予100% 的肯定，著實令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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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各種困難會產生新的想法。
(同意+非常同意 = 67%)

對於所遇到的困難，我會搜尋新的方法、技
術或工具 (同意+非常同意 =
83%)。

我會針對問題盡力去提出可行的原創性解法
(同意+非常同意 = 75%)。

我會尋求同學與師長對於創新想法的支持
(同意+非常同意 = 63%)。

我會促成創新想法在同儕間流通
(同意+非常同意 = 67%)。

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高度興趣
(同意+非常同意 = 29%)。

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可執行的方法
(同意+非常同意 = 71%)。

我會有系統地引入創新想法到生活、學習與
工作環境中 (同意+非常同意=
63%)。

我希望跟我有關的各種事物都安於現
狀， 最好不要變動 (同意+非常同意
= 16%)。

我會評估創新想法的可用性
(同意+非常同意 = 92%)。

圖 8：期初創新行為測量表 (全體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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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各種困難會產生新的想法
(同意+非常同意：男 66.7%，女
100%)。

對於所遇到的困難，我會搜尋新方法、技術或工
具(同意+非常同意：男 83.3%，女 100%)

我會針對問題盡力去提出可行的原創性解
法(同意+非常同意：男 75%，女 100%)

我會尋求同學與師長對於創新想法的支持
(同意+非常同意：男 62.5%，女 100%)。

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高度興趣
(同意+非常同意：男 16.7%，女 66.7%)。

我會促成創新想法在同儕間流通
(同意+非常同意：男 66.7%，女
83.3%)。

我會有系統地引入創新想法到生活、學習與工
作環境中 (同意+非常同意：男 55.6%，女
83.3%)。

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可執行的方法
(同意+非常同意：男 70.8%，女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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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跟我有關的各種事物都安於現狀，最好
不要變動 (同意+非常同意：男 11.1%，女
33.3%)。

我會評估創新想法的可用性
(同意+非常同意：男 94.4%，女
83.3%)。

圖 9：期初創新行為測量表 (比較男、女同學之差異)

修完本課程後，遇到各種困難會產生新的想法
(同意+非常同意：89%)。

對於所遇到的困難，我學到了搜尋新方法、技
術或工具 (同意+非常同意：96%)。

修完本課程，我會針對問題盡力提出可行的原創性
解法
(同意+非常同意：96%)。

修完本課程，我會尋求同學與師長對於創新想
法的支持 (同意+非常同意：89%)。

修完本課程，我更積極促成創新想法在同儕間流通
(同意+非常同意：86%)。

修完本課程，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高
度興趣 (同意+非常同意：86%)。

修完本課程，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可執行的方法
(同意+非常同意：89%)。

修完本課程，我會有系統地引入創新想法到生
活、學習與工作環境中 (同意+非常同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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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本課程，我會評估創新想法的可用性
(同意+非常同意：97%)。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發揮更多應用資訊系統服務
社會的能力 (同意+非常同意：82%)。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創造更多為他人服務的機會 (同
意+
非常同意：89%)。

完成本課程所要求的報告，可以讓我獲得成就
感
(同意+非常同意：75%)。

圖 10：期末創新行為測量表 (全體同學)

修完本課程後，遇到各種困難會產生新的想法(同
意+ 非常同意：男 86.4%，女 100%)。

修完本課程，我會針對問題盡力提出可行的
原創性解法 (同意+非常同意：男 95.5%，女
100%)。

425

對於遇到困難，我學到搜尋新方法、技術或工
具
(同意+非常同意：男 95.5%，女 100%)。

修完本課程，我會尋求同學與師長對於創新
想法的支持
(同意+非常同意：男 86.4%，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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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本課程，我更積極促成創新想法在同儕間
流 通 (同意+非常同意：男 81.8%，女
100%)。

修完本課程，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
高度興趣 (同意+非常同意：男 81.8%，女
100%)。

修完本課程，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可執行的
方 法 (同意+非常同意：男 86.4%，女
100%)。

修完本課程，我學會了有系統地引入創新想
法到生活、學習與工作環境中 (同意+非
常同意：男 86.4%，女 100%)。

修完本課程，我會評估創新想法的可用性
(同意+非常同意：男 95.5%，女 100%)。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創造更多為他人服務的機會
(同意+非常同意：男 86.4%，女 100%)。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發揮更多應用資訊系統
服務社會的能力 (同意+非常同意：男
77.2%， 女 100%) 。

完成本課程所要求的報告，可以讓我獲得成
就感 (同意+非常同意：男 68.2%，女
100%)。

圖 11：期末創新行為測量表 (比較男、女同學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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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期初與期末創新行為測量表的差異分析結果 (全體同學平均提升 23%)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衡量項目

期初

期末

我遇到各種困難會產生新的想法。
對於所遇到的困難，我會搜尋新的方法、技術或工具。
我會針對問題盡力去提出可行的原創性解法。
我會尋求同學與師長對於創新想法的支持。
我會促成創新想法在同儕間流通。
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高度興趣。
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可執行的方法。
我會有系統地引入創新想法到生活、學習與工作環境中。
我會評估創新想法的可用性。
我希望跟我有關的各種事物都安於現狀，最好不要變動。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發揮更多應用資訊系統服務社會的能
力。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創造更多為他人服務的機會。
完成本課程所要求的報告，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

67%
83%
75%
63%
67%
29%
71%
63%
92%
16%
NA

89%
96%
96%
89%
86%
86%
89%
89%
97%
NA
82%

提升
比率
22%
13%
21%
26%
19%
57%
18%
26%
5%
NA
NA

NA
NA

89%
75%

NA
NA

表 4：期初與期末創新行為測量表的差異
(男、女同學比較，平均提升：22.66% 與 9.27%)
編
號

男

衡量項目

女

提升比率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男

女

1

我遇到各種困難會產生新的想法。

66.7%

86.4%

100%

100%

19.7%

0%

2

對於所遇到的困難，我會搜尋新的方法、技術或工具。

83.3%

95.5%

100%

100%

12.2%

0%

3

我會針對問題盡力去提出可行的原創性解法。

75%

95.5%

100%

100%

20.5%

0%

4

我會尋求同學與師長對於創新想法的支持。

62.5%

86.4%

100%

100%

23.9%

0%

5

我會促成創新想法在同儕間流通。

66.7%

81.8%

83.3
%

100%

15.1%

0%

6

我會引發同學對於創新想法的高度興趣。

16.7%

81.8%

66.7
%

100%

65.1%

33.3
%

7

我會將創新想法轉換成可執行的方法。

70.8%

86.4%

83.3
%

100%

15.6%

16.7%

8

我會有系統地引入創新想法到生活、學習與工作環境中。

55.6%

86.4%

83.3
%

100%

30.8%

16.7%

9

我會評估創新想法的可用性。

94.4%

95.5%

83.3
%

100%

1.1%

16.7%

1
0
1
1

我希望跟我有關的各種事物都安於現狀，最好不要變動。

11.1%

NA

33.3%

NA

NA

NA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發揮更多應用資訊系統服務社會的能
力。
本課程可以協助我創造更多為他人服務的機會。

NA

77.2%

NA

100%

NA

NA

NA

86.4%

NA

100%

NA

NA

完成本課程所要求的報告，可以讓我獲得成就感。

NA

68.2%

NA

100%

NA

NA

1
2
1
3

四、 質性資料分析
另外我們在問卷中也提供了以下的開放式題目：
1. 在修習本課程的過程中，我最喜歡的是甚麼?
2. 在修習本課程的過程中，我覺得還可以更加強的是甚麼?
3. 整體來說，對於本課程的上課方式與相關課程內容，有甚麼建議? 學
生的普遍反映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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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開放式題目的問卷結果
編
號

開放式問卷項目

學生的反映

1

在修習本課程的過程
中，我最喜歡的是甚
麼?

共同發想討論；討論問題的過程；課堂討論；與組員一起討論；老師讓我們自由的
發揮想法；老師保持開放的心接受同學各種天馬行空的想法；影片分享；曾守正老
師； 與組員集思廣益想出 idea；和組員討論創意有思考的過程；創意發想；人物
誌的刻畫與應用；服務項目 (有提供服務，與沒有提供服務)；小組一起討論的過
程；與同學討論企劃可行性；會有腦力激盪的討論時間；課堂上的實際操作；跟組
員一起討論問題與動手操作；通過 Learning by Doing 的手法學習；可以讓各小組
有很多時間討論。

2

在修習本課程的過程
中，我覺得還可以更
加強的是甚麼?

3

整體來說，對於本課
程的上課方式與相關
課程內容，有甚麼建
議?

可以實作的過程；與同儕間合作；互動與組員腦力激盪；人物誌；前幾節課的互動
環節；看案例影片；可以多一些實作；時間安排；都很優秀；分組方式；很棒；時
間分配；無；可以再多一點案例；可以多一點做活動的時間；建構一些明確的架
構；同學可以多互動；可以用更多的例子來讓我們了解更多；沒有；Persona；課
堂上多與台下同學互動；競賽討論；可以更有互動性；迷有；對於各種工具的解
說；在分組時的差異性；講理論的部分可以再少一點，多一點分析成功企業的原
因。
沒有；互動環節可以更多；無；很有趣；👍👍；可以多看一點影片；無；教材的
更新可以更頻繁；希望組員討論的時間可以再長一點點；每節課都有給時間討論蠻
有趣的；整體很好玩很有趣很充實；謝謝老師的教導；無；沒有；感謝老師的用心
授課， 給予我們多方的資訊及平常不會接觸到的領域；很棒很喜歡！無；老師都
記得我們誰有沒有來，記憶超級好；可以移到管院的 C120 對面的教室上課；無；
可以少一點 PPT，
多一點 Animation。

從學生的反映來看，似乎很能接受此種教學方法，也對授課方式有許多
建設性的建議，同時也能反映出同學們對於能促進同儕之間的互動與討論感
到非常認同，這一點與問卷的統計結果相符。

伍、 結論與未來的教學實踐與研究
本研究嘗試將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方法，導入
雲端服務規劃的課程中，透過分組的教學方式，激發學生團隊精神與創意發
想的動機，以提出更完善的解決方案。藉由同理心地圖的輔助，理解目標使
用者的需求後，採用以人為本的方式重新構思人們日常所面臨的痛點，再納
入各層級的利益關係人以擴大範圍與視角之後，藉由集思廣益的討論方式，
讓參與人員提出各種務實或者跳躍式的想法，然後藉由可行性與成本分析，
將提案與功能進行歸納、收斂與分類，最後設計出雲端服務的整體實施原
型，並分組進行實驗以確保其可行性與有效性。
過程中將學生依照個性互補的原則進行分組，我們經由觀察課堂的進行
過中發現：大部份的同學在上課過程中，往往陷於傳統教學方式的各種困境
而不自覺，因此我們藉由設計 Brainspin 提案活動，以及雲端教學工具
Zuvio 來激發學生的參與活力，成功帶動同學之間的團隊精神，進而提出各
種類型的雲端服務設計，完整此成學生參與團隊合作、激盪出各種雲端服務
類型的創意火花，並應用於相關產業之中，相信這樣的思考模式在同學們畢
業進入職場之後，必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與強化各級產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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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期初與期末對學生實施創新行為測量表問卷，進行分析後發現：這樣
的教學方法明顯讓學生在參與課程前、後的創新思維模式有非常明顯的效果，
其中最有成效的部分在「引發同學之間對於雲端服務產業的創新想法」項目上，
更是具有相當顯著的提升，尤其是女同學的整體分析結果比起男同學而言，表
現更加搶眼。
未來我們希望能進一步結合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4] 的教學方法，將內容和語言學習相結合，用外語來教授服務科學與雲端服
務等內容，並將學科主題的知識內容與語言教學相結合，從學科知識和應用
角度出發來學習和掌握外國語言，從而促進語言和學科知識的雙重學習，進
一步提升學生在外國語言與國際化方面的整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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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紙模材料的實作技術訓練探討設計能力與永續環境
教學成效之研究
李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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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士恭

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學系

1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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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築的設計過程中，需要透過圖面與模擬來預測設計樣貌，並且可以透過圖或
模型的預測與他人進行討論。但往往因為模型與設計思維的差異問題，導致討論之
間彼此認知上的不精準錯誤之判斷；因而彼此溝通上無法共識，浪費了很多的時間
在釐清設計思維或不清楚與實作技巧如何精進之問題。再者、模型在製作過程中，
常因鈍刀刃片廢棄物的處理不當導致隨意丟棄，使得他人受傷的問題浮現。針對環
境友善的考量出發，課程選定紙模環保媒材，在命題時，併行著施作過程中，廢棄
鈍刀刃片的永續與安全的概念相結合。將廢棄的刀刃集中，不隨意丟入一般垃圾，
碳鋼再生利用之永續環境的意識教育。針對實踐實作的課程有兩個重要的目標，一
是將訓練學生們在技術上精進；二則是鈍刀刃片廢棄物的安全處理，強調倫理道德
的重要之研究目的。經課程學生評量發現，90.6%學生們對於本課程之階段達成，
確實因體驗實作也獲得技術上技巧的精進，且能夠即時的運用到設計能力中，肯定
課程的認同者達到九成以上。階段實作作業練習有獲得， 鈍刀刃片廢棄物對應，
理解友善環境道德同理心 96.9%；感受到記錄完整的重要性可以及加深技巧上的
精進與問題。當設計最難突破的問題點迎刃而解，同儕之間的設計或實作上的差異，
也能夠理解他人的做法。本研究係屬實踐實作之課程，訓練學生們在技術上精進及
強調安全倫理道德；課程以進階階段式的教學以及永續環境友善之教學思維方式
命題，讓學生達到實踐的實作技術成效之結果。
關鍵詞：紙模、實作技術、設計能力、實作實踐教學、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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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ractical course with paper models on
design capabilities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teaching
about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Li,Mei-Huei1 Hung,Shih-Kung2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wan2 Limh2330@gmail.com2

Abstract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cesses require drawings and simulations to predict what the
designs look like, and discussions can be made based on the drawing or model predictions.
However,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model and the design thinking can lead to imprecise
or incorrect perceptions during discussion, thereby preventing consensus from being
reach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may be wasted on clarifying the design thinking or
uncertainties and discussing how practical skills can be improved. The improper disposal
of dull blades after the model creation process can lead to injuries, so dull blade disposal
should be included when the topic and instructions are given. Du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s,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materials should also be chosen for the paper models.
Thus, practical hands-on courses have two crucial objectives: honing student skills and
emphasizing the moral ethics of disposing of dull blades safely. Assessments revealed
that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ourse, (90.6%) of the students improved their technical
skills due to the course, and of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apply these skills to their designs.
During course exercises, (96.9%) of the students developed empathy with the
environment while learning about dull blade disposal, and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mplete records and that it can facilitate skill development. When the students overcame
their greatest obstacles, they were also abl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ir peers in design or implementation.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 hands-on design
course improved their design thinking. This course employed advanced staged teaching
and sustainable and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ssignment topics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skills.
Key words: paper model, practical skills, design capability, practical education,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433

APA-6

壹、 研究緣起與發現教學問題
(一)發現問題與研究範圍
建築的設計過程中，需要透過圖面與模擬來預測設計樣貌，並
且可以透過圖或模型的預測與他人進行討論。但往往因為模型
與設計思維的差異問題，導致討論之間彼此認知上的不精準錯
誤之判斷；因而彼此溝通上無法共識，浪費了很多的時間在釐
清設計思維或不清楚與實作技巧如何精進之問題。再者、模型
在製作過程中，常因鈍刀刃片的廢棄物處理不當導致他人受傷
的問題出現；針對環境友善的考量，在製作模型時選定紙模友
善環境媒材，併且在命題時，將施作過程所產出的鈍刀刃片廢
棄物問題，藉由本階段的設計命題一併解決。因此本實踐研究
藉由實作課程，除了訓練學生們在技術上精進之外，鈍刀刃片
的廢棄物之安全處理，也是教育課程中，建築永續環境意識培
養倫理道德之重要目標。
(二)實踐研究目的
本課程中以材料為導向進行編制階段性的問題導向完成教學，
課程內容是透過材料差異為環保媒介開始命題。例如:紙材、板
材、竹與木等由於礙於本篇幅發表上的內容過雜，因此本篇聚
焦於紙模材的實踐實作訓練，以階段性討論。主要有兩方面在
技術上的訓練與運用，以下兩個實踐實作訓練的目標:
1. 紙模材料的切法與技巧，訓練技術上精確性。
2. 操作的圖為主文為輔的方式紀錄，省思技巧上差異性。
3. 鈍刀刃片廢棄物之安全處理，就永續教育提倡倫理道德的重

要。

貳、 研究重要性與價值性
紙模材料是業界對於建築設計發展概念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種訓練的溝通
的媒材，我們透過紙構模型討論，設計發展的問題，因此媒材的模型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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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築語言上的溝通橋樑，精準的尺寸連帶性引出的就是美學。紙模材料
的基礎是每一位建築人必備的條件，其重要性不用多說。但紙模上需要動
手做的方式精確的將尺度呈現，訓練出學生們對於尺度的精準刻印的方式，
藉由手腦做中之學；這是虛擬軟體無法取代的。
經過媒材進行課程問題導向作業之編制，由於從紙模型之實作過程探討
技術，使用過後的廢棄不刃刀片，以環境教育為思考提案，進行紙模作業階
段性的內容之編寫，以下為本課程根據課程目標，以下敘述研究的重要性與
價值。
(一) 紙模材料的切法與技巧，訓練技術上精確性。
為了提升設計在溝通上的清晰性，紙模因為容易取得，容易從
中說明構成的材料，因此為全球業界上運用在建築設計發展基
礎上概念之媒材。針對紙模的技術工法上，透過書籍以及互相
傳授， 大致都可以用時間，慢慢的技術養成。但往往時間上
的急迫，對於技術性差的同學是吃虧的，因為無法馬上精準的
表達設計想法因而耽誤到設計能力以及成績上的認同。因此本
目標，找出紙模技巧上需要突破的切法作為命題，形成作業。
讓學生在訓練中因為技巧上的學習獲得設計表達上精確性的
突破。
(二) 操作的圖為主文為輔的方式紀錄，省思技巧上差異性。
同學在施作中，體驗到的操作模式以及操作步驟等都有所不
同。因此透過操作時將實施步驟以圖為主文為輔的方式紀錄
下來。其益處是當與大家討論的過程中，有正確性的記錄依據，
討論時文字或是說明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藉由圖面上的表情
敘事狀況；清晰的省思技巧上的差異性，更能解決當時在技巧
上的問題點。
(三) 鈍刀刃片廢棄物的安全處理，永續環境教育出倫理道德的重要
性。在紙模操作的訓練過程中，需要置換很多鈍掉的刀刃，為
了求得紙模製作上的精準性；但往往學生在製作的過程中，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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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沒有安全上的處理，因為造成不知道情的他人受傷，也是
反永續環境的惡劣行為。因此本課程在命題時同時考量到實作
設計時倫理道德規範的重要性，讓鈍刀刃片廢棄物的安全處理
在實作設計命題中出現。奠定獲得技巧上的能力提升的同時，
強調永續環境的教育思維。

參、 問題策略與解決
回溯過去針對這個議題的教學現場時發現，實作講課以單純以文字陳述
操作內容；學生對於作業內容的理解不盡相同，因而忽略了技術面上的精準
效果；為了精進學生在技術上的技巧，需要理解作品產出的過程紀錄中是否
有連續上不理解的問題點。過去的作業說明時，多點圖面以及優良作品的提
示，以示意照片或者圖面解題時提出。作業執行的方向，期望確實掌握學生
每個步驟的問題樣態， 因此操作的步驟強調一一說明的重要性；其發現影響
了作品的精準度。所以提升技術性的同時過程紀錄方式確實很需要，並了解
學生在進行中錯誤上的問題點或者是技術精進的技巧。
(一)命題上的實作執行計劃
從作業的過程到最後要求的產出作品，光憑製作報告的結果討
論， 僅只能就學生的最終作品討論作品的優劣進行評分；當課
程討論到作品劣質的原因時，很難從報告中實證的方式指出原
因，以口述且無依據的在師生相互之間，以思維方式判斷過程，
導致思想上概念的判斷差距。經過這幾年對於課程的調整後，
避免判斷過程的判斷差距，課程在作業說明的條件中，預先將
過去學生們優良的作品內容，預先分享給學生們，強調且提醒
實作操作時，可能遇到的問題點，並建議可能可以解決的方式。
學生們面對作品時可以預先計畫自己的思維架構，且在面對實
作時，技巧上若有問題，很快的同儕之間能經過討論，且提出
有效的解決方案。

436

APA-6

(二)技巧上以記錄的方式問題解決
在技術層面，預先判斷作品的劣問題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學
生需要在操作的過程中，將進行的步驟動作有效的紀錄，確實
的將每位學生的過程經過有效的紀錄每個階段所發生的事情。
藉此利用圖面以及影片等，適切的引入到課程的操作紀錄中。
針對作品可能發生的優劣技巧上，開始將操作程序與需具備技
術的先後條件，精確的在執行上提出實證過程。經過這樣的調
整過後，本課程有不同的發現；若在操作的過程中，要求精準
的將尺寸、圖樣等列入，針對報告時的執行面上精準的提出實
證並回饋到作品內，學生所提出的技術上能力有效的提升，且
同儕之間有因為要自我能力提升，相互摩擦討論的效果極佳，
達到階段性實作實踐判斷能力的訓練。
(三)材料上的技巧與工具之運用
課程的本意最初是期望學生們面對材料的不同特性，從實作上
了解技巧的運用與工具上的使用。觀看建築設計，若理解材料
上所對應到的多元技巧，其面對的是建築設計上材料的形式應
有更多面向的創新手法表現。在模型階段中，基本養成建築的
概念動作，對於創作來說，實作扮演著實踐的理論，衍伸實作
的多樣可能。因此執行的命題設計上，強調過程中的步驟與模
型階段，是建築學科中相當重要，然而材料與技術上的工法，
必須透過記錄方式，釐清過程中問題所在。紀錄的狀況不僅僅
是個人的思考，同時執行中的判斷實證也是累績設計創意思維
上的訓練方式。
(四)建築科學與實作
建築學科中自我創意的思考，需要多面的試驗性以及批判上的
反覆提出才能降低且求證思考與作品上的偏差值。然而，材料
的變化性對於創意的趣味性，在實作的製作過程中有多元性的
提出；探究了實作中有趣的過程。實際操作中輔助用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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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及遇到操作時步驟或因不連續所導致錯誤等等。同儕之
間雖然會藉由問題方式的討論，但老師的經驗值更是學生提問
時，可以相互建議的寶貴參考值。課程中利用簡訊、遠距通訊
等方式的探討；增加了現今科技上的問題紀錄方式，為了就是
奠定日後學生們對於建築學系上的實作技能之能力。

肆、 實踐計畫與課程架構
本實踐計畫研究為探討模型材料提升實作技術的教學，強調建立學生在
實作技術上技巧顯現；然而在建築的實作課程中，經常以紙模型構築空間，
主要目的是設計在思維過程中，利用模型的概念藉由討論達到共識，想像作
品實際完成面可能遇到的問題，也可以從模型中獲得實際完成的樣貌；因此
模型的對於尺寸精準度顯得相當重要，模型實作技巧的提升是建築設計養成
相當重要的訓練。

(一)實踐計畫方法
本實踐計畫以模型操作探討為出發。其研究方向有兩點:
1.掌握學生對於實作過程中，最難突破的問題點。
2.透過實作過程的紀錄，提升共同討論技巧上的精進條件，讓
同樣的目標有多元的操作技巧，達到實作能力精進。
針對課程架構概述與操作過程，本課程以大一學生精進實作在
技術上探討技巧上，探討應用到設計模型在概念過程展現時的
實作模型精進之討論。教學以問題導向教學為主，透過基本單
元實作操作練習，獲得自身實踐技能之學習成效。以個人製成
的成品為主，而後檢視實作成果，並期待了解是否提升學生在
技術上的精進之研究成效。以下課程技術提策略成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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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講述教學法＿教學中涉及到的階段題目，從發題中講述題
目內的執行方式，重點等。
(2) 行動教學研究＿課程階段中，行動、實用、合作、彈性、
協調、可行性、講求時效理解，學生獲得的教學評效。
(3) 實作實踐＿透過操作解決材料用不同的工法製作作品。
(4) 繪製紀錄法＿觀看記憶、操作過程紀錄、縮時錄影紀錄，
紀錄操作過程的內容，回饋教學之外，還能在問題點共同討
論。
(a) 針對觀看記憶，透過老師的說明示範，觀看並記
憶所有操作時的內容。
(b) 然而在操作過程紀錄，操作訓練時的過程，透過
紀錄將材料特性、操作尺寸、步驟方式、執行技
巧等以分段式照相，或說明繪製，將操作過程紀
錄，打破以文字為主的講述筆記。(c)縮時錄影紀
錄方是過去學生在問題上癥結時，多以口述的方
式，卻無法完整的說明出實作狀態時的問題，因
此若實作上以錄影的紀錄方式，當在說明問題
時，當時情況的狀況就可以透過錄影的紀錄，師
生共同討論。以上(a)(b)(c)是回饋到教學上問題
提出的紀錄方法。
(5) 問卷評量＿依據課程內容，進行學習成效與個人檢視的實
作操作能力提升之評效。

(二) 課程架構
為了建立學生在建築發展時，概念思維上所提出來的紙模型階
所設計的教學方案。本階段紙模型的階段，訓練階段將區分為
兩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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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命題

命題重點內容

單元一:刀片鋪滿

主要為思維上的設計與實際操作技術上的訓練之完成作品
的吻合度。另外的目的則是為了學生使用過後的刀刃，不
隨便丟棄於垃圾袋內，導致他人不注意整理而受傷，且整
理方便易集中；讓收拾垃圾人員因廢棄鈍刀刃刀片而受傷，
再者還有環保上分類的議題等。透過收集刀片鋪滿作品，
讓廢棄的刀刃，便於回收顧慮環境的友善，也讓收垃圾人
員安心的
設計。

單元二:俄羅斯套
盒

層疊的盒子訓練學生精準地，對於尺寸的敏感，以及首腦
對於思考上的技術提升；將盒模一層層作出填入到滿，且
需要
能夠一一的取出。

此兩個單元的都與紙模板得的材料操作技能相關，其目的是訓練學生在
尺寸精準、刀工精細、完成精美、思維達成。學生從這兩個單元設計教材操
作訓練後， 日後對於建築紙模型不但有基本功的切割基礎，再者建築設計過
程當中，模型都是在尺寸與板厚切割接連之間思考建築空間上的概念。

伍、實踐操作執行說明與成果
從命題中安排課程時發現，敘述執行內容很難再題目上說明，因此實際
實踐實作的計畫，需要有圖面上的說明以及題型前的準備工作，例如:工具上
的介紹、過去技巧上的提攜等，以下實踐操作執行說明之重點:
(一)題型工具介紹，將基本的課程與作品方向概述，手工具的使用
介 紹，認識手工具類型以及安全上的注意事項，針對製圖工具
與執行上的操作用法，加上技巧上的說明，並說明材料獲得上
的資訊以及取得與收納等。
(二)過去執行技巧的提攜，從步驟中的限制，討論如何作成。此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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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步驟強調操作條件與手工具上的運用，如模型製作需完整的
計畫，接縫處的考量或板模 45 度切割，與刀刃度數的選用之
切割技巧教學示範；強調紙模型黏合以及紀錄上的重點，須與
操作照片多、文字少、影片完整紀錄的報告內容呈現。
1. 刀片撲滿的實踐探討

圖 1:本研究執行紀錄重點說明，本研究
繪製。2.俄羅斯套方盒的實踐探討

圖 2: 俄羅斯套方盒的實踐案例，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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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頭報告回饋與探討
以口頭報告方式，請學生回饋並且探討學生從習作、預作、到
機具操作、安全須知與建立、實作作品實踐內容與完整的紀錄，
操作前雖有示範也有共同作品的完成目標，但學生之間藉由請
益可展現彼此間技術上的差異。

陸、實作評量結果與實踐計畫後續
本研究係屬實踐實作之課程,並期將訓練學生們在技術上精進及強調安
全倫理道德。經課程評量發現，本研究有明顯的成效之結果。學生們對於本
課程之階段達成，依據圖、文清楚地目的性操作並紀錄操作時，確實在實作
的訓練中獲得技術上技巧的精進；且能夠即時的運用到設計能力中。然而在
環境教育上，實作作業練習時，鈍刀刃的刀片廢棄物，所對應到的環境友善
的道德同理心學生應該感覺到環境的重要性。實作過程記錄的完整要求，加
深實作的每一步謹慎重要性以及加深技巧上的精進與問題方面的解決。讓設
計最難突破的技術能力問題點迎刃而解。同儕之間的設計或實作上的差異，
也能夠從技術性上面的理解，了解他人的做法，回饋到自己的設計能力上。
認同設計實作課程能夠增加更多的設計思維。以下評量結果與討論:
1.

刀片撲滿_實作評量結果:透過線性刻度 1~6 程度區分，從 1

的沒有(不肯定)到 6 的是的(肯定)的評量學生們對於感受的程度，
其統計內容以下說明之:

442

APA-6

(一)刀片撲滿的訓練後調查

就3~6(肯定)趨向於肯定的面向為多，都有九成以上對於鈍刀刃的廢棄
物處理的方式達到環境友善的同理心認同。實作程中所產生的刀片廢棄物有
學習到如何對應到環境的友善與降低受傷的問題。在技巧上依據課程的也有
相當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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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羅斯套方盒的訓練後調查

本階段精準度的探討，實作的技巧能力提升，有效於精準度與設計思維
在溝通上的清楚性，教學目的希望藉由累積設計的能力提升學生實踐的設計
能力經學生評量發現，學生們對於本課程之階段達成，確實因體驗實作，獲
得技術上技的精進，肯定以程度3到6程度90.6%，能夠即時的運用到設計能
力中。

針對技術與尺度上的精準掌握，同學對於課程都是3以上的肯定態度；
非常的程度強度都是平均於，4~6程度的分布，佔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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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整體(紙模)實作的練習來多，課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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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的技巧有運用到設計能力，且累積設計的能力，設計能力精進的方
式，有精進設計思維、有設計創意完整。經過這樣的訓練，最難突破的問題
點迎刃而解， 看同儕之間的實作上的差異，也可以理解他們的做法。透過實
作過程紀錄，可以加深技巧上的精進與問題。因為設計的圖模的精準，在共
同討論上較能掌握他人所提出來的問題。因此紙模的實作課程因為技術能力
的提升，可以增加更多的設計之思維。

紙模材料課程中，從體驗的實作當中，獲得教育上的知識面(43.8%)、態
度面(50%)、技能面(71.9%，最多)。

設計精進能力的方式，其中技巧的提升達到九成佔最多的肯定與認同，
同時達到教學的目標。因每位同學的實作不足之觀點來看，獲得新知，方法
思維、脈絡等訓練操作上其他面向的獲得，也可以從課程評量方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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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踐計畫後續
綜合本篇實踐計畫之研究，從評估項目中，
可以清楚從調整過後的紙模材料的實作技術教
學的訓練當中，學生對於設計能力與永續環境
教學成效已有認同與肯定，但還是有些同學無
法在短時間內藉由文字與過去作品的作品中，
清晰的獲得實踐的技巧理解，課程時間的關係，
假設，課程對於教材無法統一的情況下。階段教學的手冊或許是下個階段理解，實
踐實作的最佳教學方式。因此全班總人數32人中78.1%，贊成本課程有說名手冊的
方式，輔助操作步驟上的理解，78.1%贊同，21.9%不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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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with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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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t. of Elect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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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wang@cc.ncue.edu.tw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enhance
students'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by the effect of the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o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class of Electric Circuits II. The grouping method
adopts heterogeneous grouping. Those with better grades in the group lead the rest of the
group to study together, and those with poor grades can get support and answers from
peers to learn teamwork and stimulat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adopts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designed by Pintrich, Smith, and McKeachie. The
results of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whole class of "intrinsic goal-oriented"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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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ng that students' willingness and degree to engage in learning activities to achieve
proficiency, challenge and curiosity have increas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scores for self-efficacy and expected success.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lectric Circuit II teaching content is more difficult theories such as filters and
Fourier transforms, so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of student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 that 60%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believe that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can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86.7% of the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is helpful for
listening to the class; 50% of the students explain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to the
students to gain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40% of students feel that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helpful to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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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電機工程學系的基礎必修課電路學分為(一)與(二)，而電路學(二)課程內容
多以數學運算有關的主題，例如三相功率計算、Laplace Transform與Fourier
Transform應用於電路分析等等，這些主題較為抽象，且沒有安排實驗課搭配，
再加上同學經過一個暑假對電路學(一)的理論印象早已模糊，因此導致許多
同學在修電路學(二)有銜接困難的現象，此刻老師若仍以傳統單向講述式授
課， 易導致同學學習動力低落。

二、研究目的
因此若不能及時引發學生對電路學(二)的學習興趣與成就感，容易導致後
續更難的電子學、電磁學無法順利學習，因此本研究以行動研究進行分組合
作學習來改變教學方法。黃政傑、林佩璇(1996)指出:合作學習的教學方法不
僅可以善用學生互相幫助的能力，發揮同儕影響力,增強學生的學習效果。趙
沐深(2008)針對五專生電路學課程以合作學習教學法所做研究，指出實施合
作學習教學法，對於五專學生在電路學學習成就，顯著優於傳統電路學的單
向講述教學法。因此本研究探討分組合作學習對於增進學生在電路學(二)的
自主學習動力的影響，希望在課堂中引發學生學習的成就感，建立學生學習
電路學的好樂，培養學生正確且積極的學習態度，方能面對往後難度加深加
廣的電機專業課程。本研究目乃探究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法對提高學生學習電
路學(二)之學習動機是否有實質幫助。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電機系二年級學生(40位)之電路學(二)課程進行教學實踐研究。
因為本系僅有一班，無法採真實驗(實驗組與控制組)，故以同一班級之前半
學期與後半學期作為學習動機之前測與後測，即前半學期仍採用傳統講述教
學法，期中考之後改採本計畫所提教學法，學習動機量表則以Pintrich、Smith、
與McKeachie(1989)所設計的動機量表，Pintrich曾對此量表進行分析驗證建
構效度，結果在各方面獲得良好的信度0.74~0.89，此動機量表有31題，並將
其七點李克特量表改為五點李克特量表，得分愈高表示學習動機越強，反之
越弱。學習動機量表前後測結果將以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
分組合作學習擬藉由異質分組，異質分組是依據期中考成績由高至低以S
型排序分組，四人一組，成績最優者為組長，分組合作學習可以促使同儕之
間合作與討論，成績前段的同學教會後段的同學，可獲得成就感並增加演算
精熟度，而後段的同學可以獲得同儕之支援與解答，從中學習團隊合作並激
發學習動機，也解決「有問題卻不敢問老師」的困境。
本研究探討異質分組合作學習對學生學習動機的影響，過程中以行動研究
的方法進行調整與改善，以克服教學實踐過程中遭遇之困難。學期中，會同
時收集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以進行研究分析。

四、研究結論:
(一) 行動研究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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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為了促進同學上課認真聽講，規劃課堂隨堂考，以組為單位進行
考試，分組採異質分組，組員間可互相討論。為了營造競爭的氛圍，隨
堂考採取搶答機制，先完成考卷並繳交的組別其成績會依得分權重加
分，越慢繳交的組別其加分權重越少。
2. 行動:將搶答隨堂考的規則說明之後，進行第一次隨堂考。老師在旁鼓
勵同學互相討論，同時也提醒時間過了幾分鐘，已經有幾組繳交考卷
了， 讓各組知道隨著各組提交考卷，加權分數會慢慢減少。
3. 觀察:課堂中，各組有分工合作現象，有些組員負責討論，認真解題，
有些組員負責翻課本找資料，有些同學喊著:快點!快點! 如果解題遇到較
難題目時，組員會陷入兩難，到底是要放棄該題直接繳交考卷(為了搶答
加分)，亦或放棄搶答加分多花時間把題目解出來。
4. 反思:課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同學反應搶答機制讓人產生急迫
感，不利於學習與思考，有同學為了搶快，沒有再驗算確認答案就衝忙
催促組長趕快繳交考卷，這現象並未增長學生學習成效，反而增長學生
為了分數而囫圇吞棗，這的確是一個弊病
5. 再計劃&再行動:所以末學取消搶答機制，並給予足夠時間讓同學在隨
堂考可以分討論，確認答案都有共識之後才繳交考卷。
6. 再觀察:因為考試有足夠時間，且無須搶答，所以同學討論氛圍更加濃
厚，而且上課認真聽講的狀況有改善，因為老師在講課時會提醒:這個部
分待會兒隨堂考會考喔。隔兩三周之後，問卷調查反映出同學希望小考
範圍是複習的範圍，而非當週老師授課進度，同學認為考上一週的範
圍，可以充分準備再考試，比較能得高分，如果考當天的進度會一知半
解之下作答，分數也不高。
7. 再反思:末學考當天進度的用意是希望以考試激勵同學課堂認真聽課、
多跟同學討論、鼓勵預習，而且隨堂考的題目都相當容易，大都是課堂
上老師有提到的概念題目，然而同學認為即使有認真聽課，有些電路學
的理論是需要回去細讀與推敲並練習題目才能真的讀通，所以學生認為
考當天的進度比較無法反映出學習成效，而且學生認為在一知半解的狀
況下，考當天的進度，會影響成績，難以高分，表示部分學生挺重視成
績的。因此部分學生建議老師改成考上一週的範圍(複習考)，所以末學考
量為了讓小考可以反映出學生學習成效，同時促進同學課堂認真聽課，
所以採納了學生建議，將隨堂考修改成一半是當天內容，另一半是複習
的內容。
(二) 量化分析
表一是學習動機量表的成對樣本t檢定的分析結果，顯著性<0.05表示有明
顯差異，結果顯示「內在目標導向」平均數為正表示有改善，但並沒有明顯
差異，表示學生為達到精熟、挑戰與好奇而從事學習活動的意願與程度有增
加。
以分組合作學習方式進行隨堂考，讓學生有問題可以即時請教組員，並獲得
支援、理解題意與如何解題的方法，的確讓學生勇於嘗試或挑戰原本不會寫

453

APA-6

的題目，而原本就會寫的學生也因為講解給組員聽，所以對於解題更為精熟，
因此全組從事學習活動的意願的確有增加。
反觀對於其他因子，例如自我效能、期望成功等等的分數則沒有明顯增加，
原因可能是因為電路學(二)後半學期的授課內容是濾波器、傅立葉轉換比前
半學期的內容較艱深的理論，所以較難提升同學的成就感，反而因為課程內
容變深導致同學的挫折感。另一個原因乃前測是在期中考後一週施測，此時
考試都已經考完，學生心情較為輕鬆，然而後測是在期末考當天考試前10分
鐘施測，此刻同學有很多科目要期末考與期末報告，課業壓力極大，所以前
後測的施測當下學生心理狀態有很大差異，所以學習動機量表施測時間應該
慎選。例如從成對7與8的平均數看出同學很擔心考試結果不好，心情緊張等
情緒波動，此乃由於前測是在期中考後一週施測，當時期中考已經都考完，
同學心情也較輕鬆，所以造成本量表在認知干擾與情緒化的向度有明顯的退
步。
由於施測結果不佳，故在期末考後，末學有訪談幾位同學，了解有關後半
學期的學習動機與課程內容及施測時間點學生的心理狀態之間的關係，以利
解釋施測結果。
受訪同學紛紛表示: 期末考週壓力很大…、好多期末報告與期末考試要準
備，這幾天都在熬夜趕報告…、熬夜所以精神很差…、電路學後面很難…。
訪談結果如同t檢定的分析結果中的成對7與8的差異性非常明顯，同學的
確因為期末考週壓力極大，情緒與認知都受到影響。這也表示在作電路學的
學生學習動機的問卷調查時，填寫結果會受同時間其他科目的壓力而影響，
因為學生的心情會影響每一科目的學習動機，而每一科的學習難易度不盡
相同，只要學生遭遇某一科目特別的辛苦，心情就會受干擾，對其他科目的
學習動機就會受影響。這表示學生學習動機的評量須格外謹慎與嚴謹，方能
正確評量，末學建議應避開期末考的前後，以減少其他因素干擾。
另外，末學自製問卷，在實驗進行約半程時(學期的3/4)，有進行調查，調
查結果如表二顯示:全班60%同學認為分組合作學習有提升其學習動機；
86.7%學生認為分組合作學習方式有助於認真聽課；50%同學向同學說明解
題過程可以獲得成就感；40%同學覺得分組合作學習方式有助於提升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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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學習動機量表的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
成對變數差異

成對
1
成對
2
成對
3
成對
4
成對
5
成對
6
成對
7
成對
8

顯著性

內在目標導向post - 內在目標導向pre

.058

平均數
的
標準誤
差
.117

外在目標導向post - 外在目標導向pre

-.117

.115

.321

工作價值post - 工作價值pre

-.034

.091

.711

控制信念post - 控制信念pre

-.125

.110

.267

自我效能post - 自我效能pre

-.133

.138

.342

期望成功post - 期望成功pre

-.145

.090

.117

無認知干擾post - 無認知干擾pre

-.693

.293

.025

無情緒化post - 無情緒化pre

-.900

.298

.005

平均
數

.623

表二、分組合作學習對同學學習的影響
與同學合作學習，我覺得學習動機有提升

合作學習與隨堂考新方式讓我更專心聽課

向同學解說如何解題，我從中獲得成就感

新的上課方式，我覺得學習成效有提升

關鍵字:合作學習、電路學、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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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CDIO 專題導向教學之混凝土材料課程教學實踐
許鎧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營建工程學系
vichsu@nk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係針對筆者於高雄科技大學營建系開設之「混凝土材料」(以下簡稱本
課 程 ) 必 修 課 程 ， 導 入 國 際 工 程 教 育 倡 導 之 CDIO(Conceiving ，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Operating)特色教學，在課程設計、課堂經營及教學成效之教學
實踐紀錄觀察。
本課程之教學重點包括混凝土之材料組成與性質、水泥水化作用與微觀結構、
混凝土配比設計、混凝土施工(澆置、搗實及養護等)與混凝土性質評估等五大單元。
為使學生除掌握混凝土材料之專業技術知識外，得依據工程專案目的， 進行組成
材料選材、配置混凝土材料之組成比例與施工應用要領及結合跨領域之物理學及
力學知識，特在混凝土材料課程中，引進 CDIO 工程教育模式，教導學生從構思、
設計、實現、和運作來將混凝土材料導入輕質混凝土船體制作，稱此方法為整合
CDIO 專題導向之混凝土材料教學模式(以下簡稱本特色教學模式)。本特色教學模
式共有四個步驟：一、用輕質混凝土配比設計來構思船體構成材料之關鍵材料組成
比例；二、用承載性、施工性及運動性找出「船型結構」的定案設計流程；三、製
作定案船型之結構、材料與施工之輕質混凝土船體；四、進行船體承載性、船體結
構施工性及船體運動性之綜合競賽評比。
經由本研究之分析調查及收集學生質性意見回饋，本研究證實 CDIO 專題導
向之教學方法可有效地並系統地導入混凝土材料教學，也了解本特色教學模式對
於活用混凝土知識及訓練工程實用能力(溝通能力+計畫管理+經費控制)是有效果
的，除了引起混凝土材料學習興趣外，且可看出透過本課程學生的普遍反應皆是認
同與他人團體合作之重要性。
關鍵詞：CDIO、專題導向教學、合作學習、混凝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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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Concrete Material” based
on CDIO-integrated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Kai-Lin HSU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chsu@nkust.edu.tw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observ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 record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 advocated by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CDIO (Conceiving，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Operating) introduced in the compulsory course of "Concrete Materials" in the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model teaches students to introduce
concrete materials into the production of lightweight concrete hulls from conception，
design， realization， and operation.

The teaching method is called the “concrete material” based on CDIO-integrated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collection of qualitativ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this research confirms that CDIOintegrated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concrete materials teaching， and also understand that this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mode is useful for using concrete knowledge and training engineering practical
ability (communication skills + project management + funding control) is effective. In
addition to arousing interest in learning concrete material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general
response of students through this course is to agree with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ng
with other groups.
Key words: CDIO， Project-based teach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Concret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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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混凝土材料」(以下簡稱本課程)係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之大
學部二年級必修專業課程，本課程為有關混凝土材料科學及混凝土工程施工之
綜合性課程，講授主題涵括混凝土組成材料、ACI 混凝土配比設計、混凝土施
工、混凝土性能及混凝土品質管理等。為使傳統單向性傳授知識之材料課程學
習過程變得深具趣味，並使工程科技學生具有跨領域知識之應用學習過程，培
養在學期間就有小型工程專案執行之參與體驗，特於本課程內導入國際工程教
育倡導之CDIO 教學模式，教導學生從構思、設計、實現、和運作來將混凝土
材料導入輕質混凝土船體制作，即學生得依據工程專案目的，進行組成材料選
材、配置混凝土材料之組成比例、結合跨領域之圖學、物理學及力學專業知識
進行混凝土船體設計並動手製作船體及透過競賽掌握成品是否合於預期設計
性能之完整專案學習過程。
由於本課程所屬工程材料教學領域導入 CDIO 模式並不多見，因而缺少
對導入 CDIO 在課程設計、課堂經營及教學成效之分析，故此本研究將針對
採用此創新教學模式進行教學成效分析(透過多元評量方式)，進行 CDIO 專題
導向於混凝土材料教學之有效性(引起學習興趣、團體合作性及專業知識建構
等)、混凝土知識活用性及工程實用能力訓練性調查。

貳、 文獻回顧
21 世紀咸信為一個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並快速變動性之世代，學生極有可
能在學校期間所習得之知識，往往卻會面對在畢業後未必切合使用之學習窘境，
因此強調讓學生透過主動學習、體驗學習和實際動手做的教學模式， 稱為
CDIO(Conceiving， Designing， Implementing， and Operating)教學模式，係
於21 世紀初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瑞典皇家工學院、瑞典查爾姆斯理工大學
和林雪平大學共同發展，由於該教學模式建構具有聯結性方式之課程系統，並
引導學生得以具有主動性及操作性地學習工程知識，使學生不僅掌握工程知識，
也能夠訓練學生個人能力和人際團隊能力，落實學以致用之工程能力系統訓練，
引起國際工程教育機構普遍注意，多年來已有歐洲、北美洲、亞洲、拉丁美洲、
非洲等160 多所學校加入到 CDIO 國際組織，繼續開發和完善 CDIO 教學模
、設計（Design）
、
式 (李秉乾、翟本瑞、李堯涓，2019)。CDIO 是構思（Conceive）
實施（Implement）、運作（Operate）4 個英文單詞的縮寫，「構思」係指明
確化客戶需求，考慮技術、企業戰略和制度等因素，不斷改進概念、技術和商
業計畫；「設計」則指制訂開發產品系統所需之各種計畫、圖繪和演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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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乃指把設計轉變為產品之過程，包括原型製作、軟體程式設計、測試檢查
和驗證；「運作」是指對產品系統維護、最佳化和淘汰等。CDIO 模式以產品、
生產過程和系統從研發到運營之生命週期為載體，通過系統產品設計培養學生
專業技術知識、個人能力、職業能力和態度、團隊工作和交流能力，培養在企
業和社會環境下對產品系統進行構思、設計、實施、運行的能力等綜合素質
(Crawley，Malmqvist，Ostlund & Brodeur，2007)。CDIO 教學模式理念不僅完
整呈現歐美 20 多年以來工程教育改革理念，更引人注目的是還提出了系統能
力培養、全面實施指引（包括培養計畫、教學方法、學生考核以及學習構架）
及實施檢驗之 12 條標準，包括基本原則（標準 1：情境脈絡）、課程發展（標
準 2：學習目標及成果、3：整合式課程規劃、4：學習引導）、設計-實現經驗
與場所（標準 5：設計-實踐經驗、6：工程實踐場所）、教與學（標準 7：整
合式學習經驗、8：主動學習）、教師發展（標準 9：提高教師能力、10：提升
教師教學能力）、學習評估（標準 11：學習成效評量、12：專業評估）(Crawley，
Malmqvist，Lucas & Brodeur，2011)。CDIO 教學大綱並將工程科系畢業生能
力分為工程基礎知識、個人能力、人際團隊能力和系統能力四個層面，要求以
綜合培養方式使學生在此四個層面達到預定的目標（戴沛吟，2017）。
另一方面，工程材料類型課程在教學過程中經由觀察，似乎存在下列問題：
(1)課程內容多散，材料教學內容龐雜，章節間往往缺乏連貫性，以致教學內容
整體系統性不強，學生難將所學材料知識融會貫通並加以運用；(2)教學模式單
調，工程材料類型課程涉及概念或經驗性內容偏多，理論推導及計算較少，學
生在學習中常感枯燥乏味，且因安排學生到材料施作現場參觀機會不多，不易
將教科書知識與工程實踐加以串連；(3)知識落差存在，伴隨經濟成就與科技發
展， 各種工程材料新技術絡繹問世，然因教學內容落後於業界最新發展，缺乏
對新材料技術追蹤，造成學生進入業界時，尚需再加強教育，以致業界對大學
教學多有負面回饋；(4)教學時間限制，一般而言，大學工程材料類型課程教學
僅有 2~4 學分，由於學習時間限制，很難將課程所涉及到之材料機理、組成設
計、施工過程甚至品質管理等在課堂上所講授知識，給予學生充分運用（高英
力，2010；帥英、翟紅俠、劉瑾，2015；劉翠霞、呂志剛、郭豔妮、朱滿，2014）。
不難發現，此等問題若能借鑒“CDIO”教學模式之工程教育改革理念，應可對原
有教學模式進行改革與創新。
因此本研究針對工程材料類型課程已過所觀察到之教學問題，基於CDIO
工程教育模式理念，擬發展出培養學生系統能力之混凝土材料教學，稱為整合
CDIO 專題導向之混凝土材料教學模式(以下簡稱本特色教學模式)，將 C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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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構思(Conceive)、設計(Design)、實踐(Implement)、運作(Operate)的
教學流程結合於小型工程專案(輕質混凝土船設計、製作及競賽)的發展歷程，
運用混凝土材料之基礎知識及跨領域知識之運用經驗，培育學用合一之專業人
才。

參、 整合CDIO專題導向之混凝土材料教學模式
一、 課程簡介
本專業課程「混凝土材料」為 3 學分之營建工程系二年級必修課程，教授
內容涵蓋分析混凝土各組成材料工程與力學性質，引導了解新拌混凝土行為特
性， 研討新拌混凝土材料性質與硬化後特性之相關性，建立應用混凝土知識。
解析混凝土材料性質於營建工程設計施工之應用，協助知悉正確施工法，並進
而探討現階段混凝土材料科技之發展趨勢，促進學習者掌握混凝土材料應用發
展之新知。授課進度: 共十八週(每週三小時)，課程進度規劃如表 1 所示。
表 1 混凝土材料課程進度表
進度
教學內容

重點
課程說明及翻轉教材
介紹
混凝土技術發展史
水泥

第一週

引言

第二週
第三週

混凝土介紹
混凝土組成材料與性質
(一)
混凝土組成材料與性質
(二)
混凝土組成材料與性質
(三)
水化作用與微觀結構
混凝土配比設計
混凝土新近觀念介紹
第一次小考
期中報告
混凝土施工

一次+二次+SEM
ACI流程
耐久性+LCC
(WK2-WK8)學習檢核
輕質混凝土配比設計
運送、澆置、養護

混凝土性質評估

新拌與硬固性質

混凝土品質管制

統計分析及管制圖

混凝土種類與新技術

GRMC+SCC+CLSM+
RPC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第十一
週
第十二
週
第十三
週
第十四
週

460

掺料
骨材

CDIO教
學
活用混
凝土專
業學理
結合跨領
域知識
(浮力原
理+流體
力學+材
料設計+
工程圖學
+施工技
巧)
=> 輕 質
混凝土材
料配比設
計

=>混凝
土船設計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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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
週
第十六
週
第十七
週
第十八
週

賽前報告

輕質混凝土船報告

第二次小考

(WK11-WK14)學習檢
核
重力降滑比賽+載重比
賽
比賽結果檢討

混凝土船競賽
賽後報告

二、 建構基於 CDIO 理念之”混凝土材料”能力培養大綱
參酌 CDIO 能力培養大綱，筆者在本課程中建構基於 CDIO 理念之”混
凝土材料”能力培養大綱，包括以下四個層面-工程基礎知識、個人能力、人際
團隊能力和系統能力四個層面（戴沛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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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凝土材料基本技術及知識應用能力之培養
 根據 CDIO 能力培養大綱，如表 1 中 CDIO 教學欄
所示， 透過翻轉教學於 WK1~8 及 WK11~14，幫助學生
有效掌握混凝土材料基本理論知識，並透過 CDIO 教學模
式，於學習活動中加入輕質混凝土配比設計、輕質混凝土
船實作及混凝土船競賽，強化學生實踐推理能力之培養；


為爭取在有限時間中學生有效掌握混凝土材料基礎知

識，提供學生“翻轉教材”清單，來加強教學效果。清單中
列示出擬供學生延伸學習之混凝土材料機理、材料組成設
計及施工重點過程之影片及簡報，透過預定進度之影片及
簡報，讓學生們在延伸教學活動中邊看邊學，並經由課堂
數位互動平台(如透過 ZUVIO 出題，檢視影片觀看要點或
隨機抽點學生回答翻轉學習重點等)及學習成效評估互動
(如簡報角色互換報告或混凝土學習要點心智圖繪製等)，
檢視學生翻轉學習成效及提升學生學習樂趣，會比單看影
片及簡報之教學效果更明顯，使學生很有效率地瞭解混凝
土材料基本技術；


透過專題，提出材料設計與施工整合問題，讓學生自

己進行材料設計及動手製作以加深基本知識掌握。並根據
專題報告進度控制設計及專案預算限制，使學生學習掌握
專案進度之執行及材料採購經費之限制，讓學生可以真正
體會到“工程專案” 執行過程，學習效果明顯提高。

2. 個人實踐技能及實驗態度之培養
 開展混凝土知識整合教學，透過專題內容設計(配比設
計及施工要求)，而將涉及多個章節課程內容進行整合，給
出一個較大範圍的實驗課題，使學生通過整合後實驗課題
的解決， 提高其個人實踐技能；


在 CDIO 理念下，將實驗教學中幾個主要實驗(粗細

骨材篩分、水泥基本性能、混凝土配比設計及配製及力學
性能實驗等)進行整合，於 WK10 時提出一個期中專題課
題，如“輕質混凝土配比設計”。學生拿到此專題課題後，
需進行粗細骨材及水泥選材、原材料基本性能檢測、輕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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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配比設計及力學性能試驗等，並透過自行試拌，進
行實驗，再修正配比，以擬符合期末輕質混凝土船體材料
的方式，提交期中專題報告；


而於 WK15 時，期末報告則要求各組設計輕質混凝土

船， 以擬符合期末輕質混凝土船體材料的方式，在製作船
體過程中，主要關注學生實驗技能培養以及專案執行態度
的考核，重點針對專案執行中出現之材料不佳、施工困難
及性能缺陷問題，考核學生處理異常問題的能力，並根據
專案操作進行打分，而改變以知識整理報告作為評分依據
的傳統。

3. 小組建立與團隊合作能力之培養
 在提出學期目標專題同時，引導學生自由組建小組，
並確定各小組組長，按照專題操作模式進行實驗學習。在
實驗學習過程中，注重引導學生建立個人能力與團隊合作
的統一，培養學生具備團隊精神以及處理實際問題能力；


建立組長領導制，進行小組學習工作紀錄、實驗成果

彙報、小組互評及組內互評。筆者透過小組學習工作紀錄
及組內互評，了解各組進行狀況，適度給予組長建議但不
過分涉入小組經營，讓各團隊在小組長協助下各自發展專
題，進行期末專題發表(輕質混凝土船及競賽，學期及競賽
成績亦會採用小組互評作為評分參考；


透過團隊合作、有限期程及預算限制之學習過程，訓

練學生溝通能力、計畫管理及經費控制之工程專案執行能
力。

4. 混凝土船構思、設計及實施能力之培養
 如表 1 中 CDIO 教學欄所示，在學習基本理論知識
及實驗技能之後，於 WK15-17 期間，針對各小組實驗學
習特點， 構案新材料設計任務，讓學生在已進行之實驗操
作學習基礎上，進行延伸應用，針對新材料配比設計(考慮
到設計目標、施工可能性及成品運作優勢等)提出自己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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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運用跨領域知識(浮力原理+流體力學+材料設計+工程
圖學+施工技巧)，建立專題成品，進行競賽比較；


在混凝土配比設計中，專題導向教學採用輕質混凝土

配比設計，將普通水泥混凝土中加入新成分—輕質骨材，
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對新成分比例進行配比設計，根據
專題目標(包括抗壓強度、船體重量、船體載重能力及船體
滑行能力) 提出設計方案，建立材料配合比模型，作為學
期專案成果提交，進行老師與同學競賽評分；


競賽前，需進行下水試驗，以確立船體之可浮性；競

賽時， 係採載重競賽與重力滑降試驗進行，比賽成績係以
下水試驗值(通過者為 1.0，未通過者為 0.1)×強度試驗平均
值/sqrt[(強度試驗平均值-目標設計強度)2]×累加載重÷(船身
重量×船體航行距離) 所得值由大至小者為名次；


並於賽後要求各小組提出賽後報告，檢討比賽過程及

比賽結果，了解比賽關鍵因素是源於材料因素、施工過程
抑或比賽操作方式等，可提升學生對產品運作順暢性之觀
察回饋能力；


課程學期評量方式改變，乃改變以往只考慮考試成績

和平時成績，而未考慮工程專案執行成果之考核方案，透
過期末競賽及組間互評，注重處理實際材料設計、施工及
運作能力的考查。如此多元評量方式，有助學生真正活用
所學專業知識，積累相應專案執行技能，有利提升學生工
作競爭力。

肆、 本特色教學模式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 本特色教學模式評價
判斷一個教學模式是否服膺CDIO 理念，乃係取決該教學模式是否達成
CDIO 所規定之關鍵標準。因此，針對本特色教學模式，依據 CDIO 之 12 條
標準(Crawley et al.，2011)進行評價。其結果可如表 2 所示，可觀察到本特色
教學模式及能力培養大綱，基本上是有達到 CDIO 所規定之 12 條關鍵標準
(雖然其中標準 2、6、9 及 12 仍有改善空間)。而由實際教學，不僅可以看出
學生個人工程專案實踐技能得到有效培養，在學習過程中，透過觀察各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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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工作紀錄，也可以看到學生所表現學習積極性高，熱烈討論及各項專案工
作安排分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本特色教學模式，不僅是當下學生有積
極意見回饋，即使是應屆畢業生所回饋之意見，也提到本課程在激發學生對工
程專案執行之學習興趣為所修習課程中極有代表性成效。此外，經由此學習過
程，已有多位學生在本課程結束後， 仍願意主動參與筆者主持之多項涉及混凝
土科技產學合作計畫工作，在計畫實施過程中，積極協助各項實驗執行，並極
具團隊合作精神及創意發想能力，除有多篇論文發表外，並旋於畢業後被提供
產學合作計畫之廠商延攬就業。由此可見， 本特色教學模式是成功的，值得此
類型課程進一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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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於 CDIO 標準的本教學模式評價結果
本教學模式特點
CDIO
標準
建構本課程成為混凝土材料應用設
標準 1：情境脈絡
可否有效將技術、知識和能
計、原型製作、性能檢測及運作全生
力， 透過工程教育教學，
命週期過程之學習框架，增強學生處
實踐在以產
理實際問題的能
品、過程或系統之生產週期?
力
透過教學設計使學生處理小型工程專
標準 2：學習目標及成果
案問題、透過新材料設計成果等來滿
能否使學生個人能力滿足專
足專案目標，透過小組間客觀比較，
業目標並經過專業利益相關
給予能力評價； 然教學過程中尚未
者的檢 驗?
引進專業利益者進行檢
驗，可於後續課程中考量
標準 3：整合式課程規劃
注重跨章節知識實踐與理論知識的結
合，
是否具有整合式教學計畫?
幫助學生實現整合式學習
標準 4：學習引導
通過動手做設計、施工及專案目標
可否激發學生在相應核心工程
性能檢測，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動
領
機
域應用之興趣和動機?
標準 5：設計-實踐經驗
包括輕質混凝土配比設計和輕質混
培養計畫是否包含至少兩個設
凝土船體設計
計實踐經驗?
主要以材料實驗室提供小組操作設
計、製作為主體開展實踐技能學習；
標準 6：工程實踐場所
然未引導學生直接於混凝土產製場
學生有否機會在工程實踐場
所進行拌製，缺乏使學生理解混凝土
所進行動手和直接經驗的學
商業產製參數之學習經驗，後續或可
習?
配合安排校外預拌混凝土廠
參觀補強此學習經驗
使學生自由建立小組，以解決小型工
標準 7：整合式學習經驗
如何將學科學習和工程專業訓 程專案方案，在期程及預算限制下，
練
進行設計、
融合在一起?
製作及競賽
標準 8：主動學習
通過設置專題解決進度和競賽目
教和學過程中有否啟發學生自
標，要求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
主
思考和解決問題之活動?
通過搜尋混凝土新近發展技術，並轉
化成教學內容，增進老師產業技術新
標準 9：提高教師能力
知；然未確實檢視老師所搜尋產業技
如何有效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術新知即時性及市場性，未來或可邀
請業師講座，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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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技術發展資訊

標準 10：提升教師教學
能力如何確實加強教師教
學能力?
標準 11：學習成效評量
如何將學生個人能力、人際能
力
及學科知識，融入專業考核
中?
標準 12：專業評估
有否具備針對CDIO中12條標
準之系統化評估過程，並將評
估結果回饋給學生、教師以及
其他利益
相關者了解，以促進持續改
進?

合

通過系統性教學設計、課程經營和
成效評量間整合，檢視教材和教法
合宜度，確實
提升老師自身教學能力

符
合

考核中綜合考慮了理論知識和實踐
技能， 著力提升實踐技能的考核

符
合

已建立多元評量方式，並會回饋給學
生和教師本身，進行後續教學設計修
正；然有關利益相關者之資訊回饋機
制尚未建立， 未來或可邀請業師擔
任期末評審，引進業
界技術觀點

部
分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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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成果
各組所製作輕質混凝土船報告(如圖1(a)~(f)所示)、混凝土船競賽(如圖2(a)~(b)

所示)、競賽成績(如圖3所示)與賽後報告(如圖4(a)~(b)所示)等成果摘錄介紹如
下：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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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輕質混凝土船 (a)配比設計流程 (b)材料組成 (c)製作紀錄 (d)製作成品 (e)
製作成本 (f)專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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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2 輕質混凝土船競賽 (a)船身載重比賽 (b)重力滑降比賽

圖3 輕質混凝土船競賽成績
(a)
(b)

(c)

(e)

圖4 賽後報告 (a)各組檢討 (b)檢討項目
(c)比賽結果 (d)比賽過程檢討 (e) 比賽結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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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意見回饋

筆者為改善本教學研究設計內涵，於期末徵詢修課同學針對本課程參與
之感想，填答學生有34位，茲摘錄部分學生意見，整理如表3所示：
表3 學生對於課程內容之意見回饋
編
號
1

回饋內
容
這學期修了這門混凝土材料課，讓我學會了一個小工程的
團隊溝通與分配，以及如何在有效的時間內作出達到老師
要求的數據，我們透過做一艘混凝土船來學習團隊的分
工，過程中有了新發現與新知識，從一次次的失敗中去做
修正微調， 雖然辛苦但也很充實。比賽成果及名次雖然不
如預期但是我們還是完成了這艘船，至少他沒有在載重時
裂開。很感謝各

2

位組員的參與，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
謝謝老師的教導，透過混凝土材料這門課與船體比賽，
讓我學習到整個配比的流程，與骨材的選定，還有船體
船型的設計，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相扣的。而我也很開
心能在這一組裡面，組員相處相當的融洽，也讓我學習
到團隊合作的精神與配合，即使比賽沒有如我們預期的
名次，但至少在過程中，我們組員的心都是團結一致
的，也謝謝各位組員的參與，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特別
的回憶，而我想這學期的整個

3

混凝土船的製作過程會一直存留在我心中。
對於整學期下來的製做船體，我幾乎參予了許多討論及
製作，透過整學期的磨合，不管在個人小組相處上以及
在課程教材知識理解上都有更多的了解，尤其對於配比
這方面的拿捏，雖然我們現在生活中並未把混凝土真得
當作製船材料， 但在這課程安排中，我可以明顯體會到
如何針對產品需求而透過配比去調整它本身所該具備的
特性，雖然我們只是淺淺的利用課程要求去理解，但能
深刻的將所有配比順序透過實
作而記熟，也辛苦了助教及老師的課程安排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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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就大學部二年級混凝土材料課程融入CDIO 教學模式之創新教
學方法，經由教學施行及學習成效分析，可得到下列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證實 CDIO 專題導向之教學方法可有效地並系統地導入混凝
土材料教學。



本教學方式對於活用混凝土知識及訓練工程實用能力(溝通能力+計
畫管理+經費控制)是有效果的，除了引起混凝土材料學習興趣外，
且可看出透過本課程學生的普遍反應皆是認同與他人團體合作之重
要性；如何在導入 CDIO 教學理念下完善本教學模式於專業知識應
用完整度，將會是未來繼續朝這方面精進教學時會面臨的挑戰。



根據競賽結果顯示，部份小組雖掌握材料強度及輕質混凝土需求，
但卻於船體運動特性表現不佳，可顯示本 CDIO 教學所設立設計目
標之多元性，非單一知識領域即可達標，且期程管制及經費設限，
反映出真實工程問題解決之緊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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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史課程運用PBL 教學模式之實踐歷
程探析
李蕙如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144678@mail.tku.edu.tw

摘要
「中國思想史」是中國文學學系的專業科目，其核心在於培養學生對
思想理論的探究，以及提出問題並加以分析、解決。本課程採用「PBL 教
學模式」，利用真實問題培養學生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藉由討論問題的
過程中獲得課程之重要概念。就實施步驟而言，首先進行前測，以五分量
表呈現。其次，運用 iclass 進行異質性分組、隨機選擇組長，然後以問題
做為學習情境，教師提供學生問題情境，由於問題的結構模糊，學生必須
自己去判讀問題包括哪些待釐清的面向， 決定問題的解答，然後小組進
行第一次討論，記錄所提意見說明，並且分工尋找合宜的資料和知識。藉
由小組討論，訓練學生對問題的發想，並進一步透過合作學習，培養學生
問題意識的產生；接著，教師提供補充資料，同時檢視學生搜尋的資料書
目，進行第二次討論(教師提供記錄表，列有分工及紀錄職責)，討論結束
後，各組推派代表上台報告。在學生報告後，教師則解釋疑問、讓學生調
整切入問題的方向，試圖讓學生自我定義問題、運用知識並自我找尋答案，
學習問題解決的態度與技能，同時，知識透過自我學習不斷累積。完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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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後測。最後則以課程與圖書館合展為成果。以 PBL 教學模式在中文
系專業課程「中國思想史」中具體實施後，可歸結以下三點：其一， 對
於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有所助益；其二，促進學生主動研究的能力；
其三，應採取多元評量。

關鍵詞：中國思想史、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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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Using
PBL Teaching Mode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Thought History
HUI-RU Li
TamK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144678@mail.tku.edu.tw

Abstract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s a professional subject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s core is to train students to explore thoughts and
theories, and to ask questions, analyze and solve them. This course adopts the
"PBL teaching model", which uses real proble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obtains important concepts of the cours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iscussing problems. As far as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are concerned, first carry out the pre-test and present it in a five-point scale.
Secondly, use iclass to perform heterogeneous grouping, randomly select group
leaders, and then use the question as the learning context. The teacher provides
the student problem context. Due to the vague structure of the question,
students must interpret the question by themselves and decide which aspects to
be clarified and determin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 And then the group
conducts the first discussion, records the comments and explanations, and
divides the work to find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 train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and further develop
students' problem awareness through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n, teachers
provid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review the data
bibliographies searched by students, conduct a second discussion (the teacher
provides records The table list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cord responsibilities).
After the discussion,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group will be sent to the stag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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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After the student report, the teacher explained the question and asked
the student to adjus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blem, trying to let the student selfdefine the problem, use knowledge and find the answer by themselves, and
learn the attitude and skills of problem solving.At the same time, knowledge
continues to accumulate through self-learning.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ost-test. The final result is a joint exhibition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library.
After the PBL teaching model is implemented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s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it is helpful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oblem
awareness"; Second, it promotes students' ability to actively research ; Third,
multiple evaluations should be adopted.
Key words: Chinese Thought History,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
Problem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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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中國思想史」是中國文學學系的專業科目，其核心在於培養學生對思想理論
的探究，以及提出問題並加以分析、解決。在傳統的中國思想史教學中，教師將教
材內的知識透過教室教學傳輸至學生記憶中，學生在儲存知識的同時，難免感到理
論與生活有所隔閡。在中國思想史課程中，討論的主體是思想家，他們是「過去的
他者」。為了瞭解過去，我們僅能依靠經人為選擇過的歷史文獻，而無法揭示完整
的全貌，學生也無法理解思想家在面對當時的社會環境時為什麼會提出相應的主
張。因此，重要的不再只是知識的灌輸，更重要的是思維能力的培養。職是之故，
筆者選擇「PBL 教學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 是學習者透過問題解
決方式，達到其學習目的，不同於以往在教學現場常用的直接教學法，教學重點以
學生為主體，利用真實問題培養學生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藉由討論問題的過程中
獲得課程之重要概念，從問題解決的訓練過程中建構出知識。PBL 與傳統的以學
科講授為基礎的教學法相比，更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強調從有意義的問題情景中
學習。除了情境設定外，還有對應理論。給予模擬實際情境的問題，在過程中，學
生要學會自我定義問題、運用知識並自我找尋答案。另則， 通過學習者的自主探
究和合作來解決問題，從而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後的知識，形成解決問題的技能和自
主學習的能力。
對於教學題材的設計，授課教師必須思考什麼題材可以反應真實世界的概況？
什麼實例可以串接學生及生活世界間的距離？因應著精彩紛呈的思想家理 論，筆
者提出四個情境問題，計有「新聞事件：她要對號座乘客讓座給孕婦」、「2020 年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臆測：阿邁德(Abiy Ahmed)或桑柏格(Greta Thunberg)」、「靈魂
急轉彎：形體消失後，靈魂還存在嗎」、「中和問題」，並藉此連結到以下議題：
「先秦思想家人性論：孟子、荀子、楊朱、法家」、「墨家的兼愛與非攻」、
「形盡後神滅不滅？魏晉南北朝的范縝及慧遠」、「朱熹的中和新舊說」，透過討
論的過程，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貳、 文獻探討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雛形理念源自 1920 年代商
業
管理的小組學習培訓教育的理念，而後，1970 年代初期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
學(McMaster University)醫學院教師團隊研發統整，發展實驗性課程，讓部分學生
當自願者，受訓解決病例，以便在日後迎接各種診療上的挑戰，終於演變為「以學
生為中心」、「以問題為教材」、「以討論為模式」的教學方式。PBL 屬於錨式
學習(anchoring learning)，學習定錨於真實世界與脈絡，強調學習者在建構知識時
的主動性，以及如何運用理論知識實際解決問題，同時與他人共同學習。在 PBL
的情境中，學習者以不只單一解答的問題為學習核心，並利用合作的方式進行實際
操作，最後以新獲得的知道解決問題。PBL 的特徵是「結構模糊的問題」，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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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學，而非只是為了考試的單一功能，就算離開校園環境仍可運用、解決問題。
相關研究頗豐碩，與本文關係較緊密的計有：計惠卿、張杏妃：〈全方位的學
習策略-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設計模式〉，《教學科技與媒體》第 55 期，2001 年，
頁 58-71；高頌州：〈問題導向學習(PBL)導入生活科技教學之初探〉，《生活科
技教育》第 35 卷第 8 期，2002 年，頁 12-19；潘小慧：〈蘇格拉底對話在哲學
教育的應用─以團體討論為主的兒童哲學與哲學諮商為例的探討〉
，
《哲學與文化》
第34 卷第 9 期，2007 年，頁 39-60；尤煌傑：〈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教學
法在“哲學概論”課程的應用〉，《哲學與文化》第 34 卷第 9 期，2007 年，頁 524； 尤煌傑：〈PBL 與哲學：“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教學法在“西方美學理
論及其批判”課程的應用〉，《哲學與文化》第 35 卷第 5 期，2008 年，頁 109121； Barrows, H.S. ,& Tamblyn, R.M. (1980) .Problembased-learning: An approach to
medical education.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224.其中，以輔仁大學哲學系尤煌
傑教
授、潘小慧教授的研究對筆者助益最大，兩位教授早在 2006 年即運用 PBL
教學法進行課程規畫，於教室內外實體授課，且訓練研究生帶領討論「問題」案例，
具實證效果。

參、 實施步驟
筆者在 109 學年度的第一學期開始，將 PBL 教學模式運用在中國思想史(二)
的課堂上，修課學生主要是中國文學學系大學三年級學生。本課程為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必修課，學生需通過中國思想史(一)，方能修習此課程。因此，學生
在「中國思想史」課程上已有一定基礎，如此觀之，學生特質與 PBL 教學模式特
點「知識是可以在原有認識基礎上建構的」可謂一致。就實施步驟依序如下： 一、
PBL 教學說明與前測
教師首先說明課程與教學設計，介紹說明 PBL 教學理念、方式及流程。前測
計有八題選擇加兩題開放性的問題，以五分量表呈現，量表設計如下：
淡江大學中文系中國思想史（二）課程問卷（前測）
題

題目

號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5)

(4)

(3)

(2)

極不
同
意(1)

１

我自認能夠主動
學習

２

我可以流暢地用
言語表達想法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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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能提出有意義
的問題

４

面對問題我有分
析的能力

５

我能探究問題的
事實

６

遇到困難，我能
找尋解決方案

７

我可以接受別人
的觀點

８

我有團隊合作的
精神

９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將你學過的思想史課程中，你認為最有趣的主題（或思想家）是哪個？
請用約 100 字簡述之。

1

《靈魂急轉彎》是迪士尼皮克斯電影，探討了我們為何是我們，以及我

0

們的興趣和夢想從而何來。故事主角是一名愛好爵士樂的黑人音樂教師
喬加德納（Joe Gardner），他的夢想是可以在傳奇的爵士俱樂部裡演奏
鋼琴，只是從未去實踐。當好不容易獲得了演出機會，他卻因為不小心
掉進沒加蓋的下水道裡，靈魂因此從肉體分離，來到一個奇妙卻熟悉的
天上國度，那裡是所有靈魂的起點，當靈魂通過培訓課，探索找到他們
心之所向的夢想、興趣和癖好並賦予性格後，就會送往地上投胎成為新
生兒。（預定 2020 年 11 月上映）(實施「前測」時，電影尚未上映，
因此此處仍保留當時說明預定字眼)
閱讀以上資料後，若請你寫份報告，你會訂怎樣的題目？

二、異質性分組
其次，運用 iclass 進行異質性分組，每組人數約五到六人、隨機選擇組長，
然後以問題做為學習情境，教師提供學生問題情境，由於問題的結構模糊，學生必
須自己去判讀問題包括哪些待釐清的面向，決定問題的解答，而非由老師灌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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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學生自己感到問題跟自身相關，然後進行討論才有意義。
得知異質性分組的結果，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有的學生認為「為何不能跟朋
友共事？」這恰好是一個提醒學生的好時機：有效能的團隊合作能使個別學生的天
賦才能被啟發。而且，未來的工作場所與社群活動也包含協同合作，需要溝通技巧，
學習如何坦然面對期間的衝突與挑戰。因此，若能融入團體學習，對於職涯環境有
更佳的理解(Vega,2012)。正如商業界強調「聰明團隊」的重要，如此方能誘導多元
看法(Wooley&Malone,2011)。是故，教師必須強調「異質性分組」將有助於學生現
在的學習與未來面對職場，另則，學生若是透過合作感受在團隊中的「相互依存」
，
將能提高參與度及改善學科學習。(Slavin,1996；Johnson& Johnson,2009)。
三、呈現問題，進行第一次討論
為了加強學生對於課程的理解，因此以問題引發學生討論、學習。當小組進行
第一次討論時，必須記錄所提意見說明，並且分工尋找合宜的資料和知識，紀錄表
如下：
「中國思想史」(二)課程第一次討論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班級

姓名

日
成績座
號

所提意見說明摘要紀錄

備註

藉由小組討論，訓練學生對問題的發想，並進一步透過合作學習，培養學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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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意識的產生。當學生討論時，教師需於教室內走動，以觀察學生交流互動的情況。
學生雖然同班，但彼此之間不一定有太多的交往，當他們一同討論時，學習氛圍將
有所改變，小組中或許會引發許多的想法，為了達成一致性，成員間必須相互尊重，
學習聆聽他人想法，同時思辨不同答案的優缺，甚至進行跨領域的學習。教師也能
夠趁此機會檢測學生學習動機：小組成員出席狀況、討論是否熱烈、是否會主動詢
問老師意見。
四、教師提供資料，供學生自主學習，進行第二次討論
接著，教師提供補充資料，同時檢視學生搜尋的資料書目，另則，依
學生學習情況，調整教學內容與進度。之後各組整合資訊，進行第二次討
論。教師提供記錄表供各組填寫，列有分工及紀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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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史(二)」課程第二次討論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準備情形紀錄
1. 準備經過、情況說明：(選定主題、呈現問題)

2. 有何困難？如何解決？(指出問題關鍵細節)

3. 有何收穫？(提出策略、工作分配)

4. 成果為何？

五、各組報告，教師給予回饋意見
討論結束後，各組推派代表上台報告。為了避免學生報告時間冗長拖沓，教師
運用「電梯節奏」(elavator pitch，意即搭一趟電梯的時間)讓學生簡要地報告自身的
想法，透過時間的限制，讓他們很快講出要點、描述想法，教師也能很快了解學生
的報告進展。在學生報告後，教師則解釋疑問、讓學生調整切入問題的方向，試圖
讓學生自我定義問題、運用知識並自我找尋答案，學習問題解決的態度與技能，同
時，知識透過自我學習不斷累積。
六、後測，學生互評與自評
後測與前測一樣有八題選擇加兩題開放性的問題，課程所討論的每個主題進
行方式大致相同，唯前、後測僅需各一次。至於報告分數，除了教師給分外，另有
同儕互評與自評，評分量表為教師自行編寫，設定細項標準，將表單放置 iclass 平
台，以匿名方式進行。「自評」是指在具體說明或佐證下，由學生就他在小組的協
同合作項目中自行評分；「同儕互評」則是以匿名方式彼此評量，評量表如下：
中國思想史 PBL 學生自評與互評表【評量規準 rubric】
項目 指標

分數（自己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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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其他組員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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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個人表現

5

4

名）
3

2

1

5

4

3

2

主動積極參與、有責任心
能提出有意義的質疑問題、有利
於
促進對話
能提出有利論證資料並完整論述

團隊表現

個人參與配合團隊或組長的領導
能力
團隊精神與互動
團隊實踐能力

整體表現

PBL 報告的表達力及知識分享力
問題解決能力
創新性想法

※每個評量指標的分數可分為五個等級「5、4、3、2、1」分別代表「5 分、
4 分3 分、2 分、1 分」。
七、最後成果：課程與圖書館合展
要決定如何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筆者選擇的最後的成果並非傳統的書面報
告，而是採用海報展示來呈現學生的想法，以課程與圖書館合展為成果。109 學年
度第一學期期末時，教師讓學生針對課程與圖書館合展名稱提出個人看法， 在
iclass 討論區留言，與班上同學及老師互動，留言共 76 則，回覆 64 則，總瀏覽
計有 1155 次。以下節選幾個有創意的答案：(1)饗思天堂/想思天堂：各家思想buffet，
任君挑選，還有主廚特選之類的，就是一場文學饗宴。(2)思吾鞋：思想為行走人間
道路的方式，從思考中討論人所存在之意義與價值，幫流浪的心神找一雙走在人世
的一雙鞋子。(3)思思入扣：以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結合當代時事， 引發共鳴。(4)
思中有話：可以討論一些時事主題，並試用各種不同思想去解決問題。(5)「思」心
作祟：延伸思想家及義理介紹，此外，有一面海報給觀展讀者留言互動。(6)我思故
我在：可以分區，主題可以做之前課堂上討論的議題，並且展示一些推薦的基礎書
目、延伸書目，也可以結合一些西方思想的書。
經票選定為「饗思天堂」，希望可以呈現各家思想 buffet，任君挑選，另有主
廚推薦(中國思想史專書)，為讀者帶來一場思想饗宴。展覽分為五個主題，皆是課
堂上全體學生曾參與討論的議題，教師依照主題數，以線上平台 iclass 將全班同
學分為五組，經各組同學發想後，依海報名稱，分為以下五個主題：「我能「座」
嗎」、「烽煙漫際，墨染山河」、「真心請按兩次『靈』」、「赤子之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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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上菜」。另外，教師也在線上平台 iclass 的公告區進行「溫馨小提醒」：
(1) 每組請依主題推薦 10 本書(最好是圖書館的館藏，請附書影跟索書

號)，每本書請附 50-100 字的介紹。
(2) 各組必備海報(繪製或列印都可以)一張，其餘展出部分可自行討論，

並在決議前跟老師商量，謝謝。
(3) 建議所製作的海報跟展出成果可附上系級跟姓名，以便日後專題作業

繳交或謀職證明(所有成果可在展期結束後，各組成員討論歸屬問題，
或是轉贈老師也
可)。若有電子檔請傳至老師信箱 144678@mail.tku.edu.tw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策展時程表如下：
3∕15 決定展出內容及說明遇到的困難(各組組長報告)
3∕22 完成十本書目及書評(50-100 字左右)
4∕12 主海報及策展內容完成
4∕19 成果報告及檢討
4∕26 修正展出內容
5∕3 場佈
5∕3-5∕16 圖書館與課程合展
除了全班同學一同策展、布展外，教師也請學生參觀各組展出成果，同時填寫
教師放置於 iclass 系統的各組互評表，這對於自身的教學反思也有所助益。而且，
為了確認學生協同合作的成效，教師在他們展示成果時，提出與發表內容相關的問
題。例如詢問學生在小組工作中如何有效共事並且克服困難？同時詢問他們是如
何構思與發想？：學生是否進行上述活動時遭遇困難？溝通上有沒有遇到問題？
至於活動的宣傳方面，主要是鼓勵策展學生臉書與 ig 發文、打卡，此次活動
由學校系統發送訊息至全校師生信箱，內容簡述如下：
「饗思天堂」主題書展於 110 年 5 月 3 日在覺生紀念圖書館
開展，由覺生紀念圖書館與中國文學學系聯合主辦，展出圖書 84
冊與影片 15 件。此次展覽由中文系副教授李蕙如帶領修讀「中
國思想史(二)」課程的八十位學生，希望可以呈現各家思想
buffet，任君挑選，透過書評介紹及策劃，展覽書籍、影片及布
置，讓觀展人瞭解中國思想史的有趣之處。展覽中呈現學生精心
撰寫與主題相關的書評，並能透過 QRcode，提供書目、書評給
前來觀展的讀者。此外，還有四書書籤、孔子遺像、古代酒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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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燈飾、書目菜單、思想家臉書檔案、投票箱等展品，試圖讓
讀者更貼合古代思想家精彩紛呈的理論。在此，看到的不只是圖
書的主題展，也不只有專題海報，而是結合課程，將學習與資訊
利用的成果展現！
另外，類似內容也可見於淡江大學圖書館的臉書，相關報導亦刊登於淡江時報
及文學院新聞報導，甚至有參觀學生將心得發表於 Dcard 討論，也有教師參觀後，
於教學實踐 Line 群組討論、私訊筆者。
在課程進行過程中，舉凡前後測、討論表、書目提供及書評簡介、
主題書展的討論，幾乎都是運用淡江大學 iclass 學習平台，學生連結網
路可以取得他們所需的資料，另以 Line 群組確實掌握各組討論主題書
展的準備情況，並給予即時回饋。或許日後也能利用更多科技工具促進
協同合作，如 VoiceThread(voicethrea d.com)，讓學生用文件或聲音記錄
他們的想法或提出回饋。另外，除了靜態的書展外，或許也能申請學校
圖書館的閱活區，進行活動影片播放與策展內容說明， 透過與讀者面對
面的機會，更能有效傳達策展理念。

肆、 研究結果
筆者以 PBL 教學模式在中文系專業課程「中國思想史(二)」中實施，評量部
份分別以量化、質化進行檢測：「量化」為前後測與自評、互評表，主要是設計問
卷，評鑑在自我學習、批判思考、團體合作中的能力是否有所提升。「質化」部份
則有期中、末考成績、分組報告、圖書館與課程合展、教師課程觀察與筆記、學生
回饋單。以具體比較顯示學習效益指標，並有如下的觀察及想法：
其一， 對於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有所助益：
小組成員針對教師提供資料，選擇主題進行研究，並進一步匯整資料，藉由分
析問題確認自己應該了解的事物，並且考慮其中可能存在的多種觀點。以課堂上曾
討論過的「形神問題」為例，學生在進行討論前，初擬的報告題目較不嚴謹，也顯
泛論，如：「靈魂的起點」、「靈魂是什麼」、「把握時間展現自我」、「讓人重
新來過」等，而在課程進行尾聲所再次擬定的報告題目則具體得多，也更具學術價
值，如：「魏晉南北朝形神觀初探」、「論精神能否獨立於形體之外」、「中西方
神概念的異同」、「從〈靈魂急轉彎〉探討形體與靈魂之間的關係」等。從中，確
實可見學生對於問題意識能有更明顯的掌握。
其二，促進學生主動研究的能力：
由於PBL 教學法是一種自我導向的主動學習，而在教師提供與生活相關連的
問題時，確實較能引發學生好奇，激發學習欲。如教師曾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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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與班上同學進行討論，2019 年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衣索比亞總理阿邁德
（Abiy Ahmed）
。然而，在獎項揭曉前，呼聲最高的是瑞典環保小鬥士桑柏格（Greta
Thunberg），年僅 16 歲的她激勵全球數百萬名年輕人舉行示威活動，提高人們對
氣候變遷採取行動的意識。有的學生以墨家非攻角度檢視諾貝爾和平獎宗旨，也有
學生質疑諾貝爾和平獎到現在只成一張乖寶寶貼紙呢，已然被矮化？總之，透過問
題討論，確實得以使學生主動思考研究。其三，應採取多元評量：
由於日間部中國思想史課程人數高達八十多人，僅有一位授課教師，並未設立
小組輔導員，因此，運用 PBL 教學模式時，可能會因有學生合作度不夠的問題。
為了有效避免賦閒現象，教師選擇採取多元化評量。(黃永和，2013、張德瑞，2016)
除了小組成效評量之外，亦加強對個別學生投入程度與學習成效的評量，試圖以
「自評與互評」的機制減少評量不公的現象。 就課堂的討論而言， 每組人數約五
至六人，討論情況尚在教師掌控之中；然而，在「圖書館與課程合展」的活動策畫
上，本課程運用 iclass 將全班同學隨機分成五組，同時運用系統隨機選出組長，
每組人數約十五至十六人。每組人數高達十人以上，一方面跟策展主題數有關，另
一方面，教師希望藉此能減輕每位同學的工作負擔。可惜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有
些組的組長非常認真，具有統籌能力；有的組長則出席率不佳，造成群龍無首，討
論進度停滯不前。此外，很多學生都以為協同合作就是把工作拆給每一個人，然後
彼此各做各的，但是，教師期望的是他們能夠討論並透過共事，而有更好的成果。
其實，導引學生分擔團隊作業，對期限負責，經由相互尊重的回饋達到共識，這才
能建立起 PBL 的規準。或許日後若再有類似的分組，應改為「隨機分組，組長由
組員互選」，也應讓更多學生承擔特定任務，幫助學生了解到任務中的領導並非獨
自承攬所有事情，而是需要大家齊心協力，擁有長才的學生對他們的小組提供有價
值的貢獻，而且這樣的團隊合作不會造成個人學習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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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虛擬實境提升學生在生理學自主學習能力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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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知識取得容易的網路世代，傳統的單向傳授教
育已經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更無法滿足學生對知識的渴望，同時，科技的
進步日新益，書本上的知識需要即時更新，所以好的教育除了奠定知識的水
平，更重要的是要訓練會釣魚的孩子。本計畫為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人體生
理學的創新教學研究，結合虛擬實境 VR 應用於課堂之上，提升學生的上課
意願，導入 VR 進入醫學教育，將重新定義授課方式和互動式自主學習的工
具，開創出全新的學習模式，本課程除了在課堂會利用 VR

讓學生了解 3D

立體空間距離和相對關係，進一步鼓勵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自行借用解剖
生理虛擬實境應用，突破傳統生理學學習的瓶頸；本研究以期中考試後開始
融入 VR 的教學模式，同時鼓勵學生進行課後的 VR 自主學習，VR 教學進
行 9 周後，利用 Kano 二維品質改良模式去分析重要性和滿意度的關連性，
結果顯示，VR 融入教學後，能有效地降低上課壓力、提升學習成效，激發
學生主動學習，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自主學習。最後， 本研究發現，在生理學
的教學中，以 VR 輔助的介入方法，確實可以提高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
關鍵詞：虛擬實境 VR、自主學習、生理學和 K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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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Autonomy in Physiology through Virtual Reality
Wei-Lu, Chen1
Department of Nursing,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
107761@ctust.edu.tw1

Abstract
In this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the traditional one-way education can not
arouse the interest of students, and satisfy the student hunger for knowledge.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a good level of knowledge, a good educ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o train
children who can fish. This project is an innovative teaching research on human
physiology in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Centr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combined with virtual reality VR in the class to enhance students'
going to class. Integrating VR and medical education will redefine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autonomy learning tools. It created a new learning mode. In addition to using VR
in the classroom, this course will allow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3D spatial distance
and relative relationship.

It

will

further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th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physiology
learning bottlenecks. This study was started to incorporate the VR teaching model after
the mid-term exam. At the same time, we encourages students to VR learning after class.
After 9 weeks of integrating VR and physiology teaching, we use Kano's twodimensional quality improvement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that VR integrated into clas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lass pressure,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duce learning
activity, and promote learning autonomy after class. Finally, the present study was
revealed that VR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utonomy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ology.
Key words: Virtual reality, Learning Autonomy, physiology and Kano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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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本校於 2017 年成立臺灣首間虛擬實境解剖生理實驗室(圖 1.)，開
始將 VR 帶入校園，筆者便將其融入生理學課程中，推行沉浸式的 VR
生理學習課程，翻轉醫學教育，獲得學生廣大的迴響。唯上課中受到時間
的限制，只有少數同學能使用，筆者便建議學校擴大成立 VR 自學中心
(圖 2.)，學生才可以自行借用解剖生理虛擬實境應用，在課餘時間進行

自主學習。
圖 1.

虛擬實境解剖生理實驗室

圖 2.

虛擬實境自學中心

除了可以環繞人體模型(圖 3.)，觀察各器官的立體相對位置，也能
「走進」模型，學習其內部的構造以及血管分佈，突破傳統解剖模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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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瓶頸。VR 解剖生理教學也可以透過手中的控制器，拆解每個器官
及構造，或是翻轉到眼前觀察不同角度的細節樣貌，也可以觀察器官不 同
的病理狀態(圖 4.)。結合趣味、互動以及沉浸式體驗等因素的學習方式，
讓學生可以很快的學好生理學，同學也可以呼朋引伴一起來自學中心，
透過同儕間互相討論學習，我也會提供學習單，讓學生跟著學習將課堂
較為艱深的部分，結合 VR 沉浸式的特性，讓學習更簡單，讓生理學更

好玩。
圖 3.

圖 4.

學生自學的畫面

不同程度慢性阻塞性疾病的肺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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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過去生理學的學習最為困難的就是如何把人體的各種構造和
機制，用最淺顯易懂的方法呈現給學生來學習（洪慧娟，2016），所以
除了教材的編撰和老師的教法會影響學習成效外，學生的想像力也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學生能夠將書本的文字和圖像完美的在腦中結合，此時
所形塑出來的模型，將會大大影響該學生的理解能力，然而，想像力是
一個很抽象的能力，每個人的差異度極大，所以如果可以借由科技的介
入（林凱胤，2015），來輔助想像力的不足，可能對於學生的學習會有
很大的幫助，VR 就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VR 生理學是一種身臨其境的體驗，允許學生站在教室般的環境中，
即可進入擬真度和精確度極高的人體中，模擬進行大體學習，它試圖複
製一所醫學院教室，其中包含一個非常詳細的人體模型。在虛擬體驗中，
學生的手部控制器可以抓住並操縱身體的任何部位，模仿了現實生活中
與人體醫學模型進行物理交互的能力，傳感器還可以跟踪耳機， 以便當
學生以 3 個方向或 x-y-z 位置物理移動其頭部時，軟件程序會檢測到移
動並更新視圖，該系統提供的學習體驗與學生檢查現實生活中的物理模
型時得到的反饋相類似。然而，這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在，“走進” 模型，
可以使學生看到實際上的任何器官或組織的內部透視的狀況。值得注意
的是，VR 生理學的設計採用了多元策略，這是霍華德·加德納
（ Howard Gardner， 2011 ） 在建議使用他的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時提出的建議，在分析這種特定的 VR 影像時，時間和肢體
－動覺智能似乎是目標性最強的； VR 的人體 3D 模型可以從任何方向
查看，吸引了偏愛空間智能的人，它能夠看到整個系統和整個系統的各個
部分，很容易與“真實世界”的人們的認知保持一致（Gardner，2011）。此
外，VR 允許學生手動手勢以移動單個零件或整個 3D 模型，從而提供
了通過身體動覺智能進行學習的潛力，那些通過身體運動和處理物體來
體驗和最了解世界的人會發現 VR 非常直觀且深刻；情境認知理論
(Situated cognition theory)也為 VR 的應用提供了依據，此理論認為學習
的過程不再依賴個人心理學，而是更多地依賴社會，文化和情境決定因素
（Driscoll，2012），Barsalou（2008）更將其總結為一種重要觀念，其中
“環境在塑造認知機制中扮演關鍵作用”，這種虛擬環境的限制性可能更
小，探索性更高，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觸覺操縱有助於想像力的推理（例
如，GanisKeenan，Kosslyn 和 Pascual-Leone，2000）
；Hu，Wilson， Ladak，
Haase 和 Fung 更指出，VR 最特別的地方是在觀察小型和/或脆弱的系
統器官和組織系統（如喉部）（2009）時， VR 系統中可以透過放大和
近距離觀察，而不需要額外進行物理操作，這確實是 VR 最具優勢的地
方，因為你不可將你的頭埋進大體老師的身體做近距離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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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Jang，Vitale，Jyung 和 Black 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的，他們
發現，如果學生使用實際 VR 進行解剖生理學的學習，則在後測中表現
比只是在旁觀看的人更好（Soylu，2017）。
但 VR 目前在課堂上的應用，只能由老師戴上設備操作，將老師所
見的畫面投影出來，或是隨機抽選同學來台前體驗，並沒有辦法讓每個
人都有機會在課堂上實際操作，因此，透過自主學習來提升學生專業知
識整合的能力，是必要之舉。近年來，自主學習越來越受到教師、家長
與學習者的關注，其主因是自主學習（Learning Autonomy）開始被認為
是主導學習成敗的關鍵之一 (Sinclair, B. 1997)，然而，自主學習並不等
於自我教導，也不不是意味著老師將學習掌握權交付在學生手上後就沒
有老師的事，相反地，自主學習是強調如何有效率學習培養自我的「學
習能力」，朱倩慧(2015)就認為自主學習是需要透過老師的指導及不斷重
複練習自我引導學習的過程，才能順利培養成功的能力，絕非是無師自
通下，突發恍然的頓悟，所以一個好的自主學習者，需要具備以下的特
點，(1)要有責任感，清楚自己的學習任務，也明白自己的不足，所以課
外持續學習是必要的。(2)要有自信，才能管理自己學習狀況，調整學習
步調，訂定學習目標（Wenden, 1991）。(3)要能與人合作，才可以在社
交學習過程中，展現積極參與互動的學習態度，把握每次的學習和練習
的契機。自主學習是在老師的專業協助下，逐漸養成的一種學習能力，
現今的知識取得極為容易，學生很容易接觸各式各樣的訊息，絕對不是
教室裡所能比擬的，因此，學生更需要老師正確的指導，才能將自學的
能力融會貫通，且又不會被假訊息所誤導，如此可以讓學習更加多元，
更加廣泛，同時又能兼顧較佳的品質管控，另一方面，老師若能提升自
主學習方面的相關知識，在課堂上協助學生們培養此能力，那麼學生們
的學習成效，也必然有所提升！
VR 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也可以解決生理學在傳統教學的困境，
讓學生看的更清楚，學的更深入，而自主學習則可以打破課堂上時數的
限制，又能提升學習成效，再結合同儕討論，如此點線面三方面，一次
兼顧，就是筆者本研究所要去探討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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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利用 IRS 系統於課堂教學，同時加入 VR 自主學習，藉此評估 VR
是否可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生的能力，進而強化學習深度與廣度，我們將根據
下圖示的架構來進行研究

圖 5. 研究架構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教學對象為本校護理系一年級的學生，而生理學為奠定護理系
基礎的重要學科，課程內容和未來所有的專業科目都有所連結，不論是內外
科護理學、精神科或是婦產科等等，所以對護理系一年級學來說，生理學可
以說各科護理學的濫觴；然而現在因為少子化的因素，所以現在護理系學生
來源非常多元，不再只是衛護類群的學生，反而許多像是餐飲及商管的非本
科生，因此上課的語言及難易度都要有所調整，才能適材適教， 達到最佳
的教學成效。
三、 研究方法及工具
為了有效分析 VR 自主學習是否能提升學習，我們將以期中考為分
界， 期中考以前不鼓勵學生進行 VR 自學，待期中考後才鼓勵學生進行
VR 自學，最後在期末導入狩野模型（Kano Model）來分析學生對於此創
新教學法的滿意度。
狩野模型（Kano Model）
此模型是是日本品管大師狩野紀昭（Noriaki Kano）博士所以提出的，
又稱為二維品質模型，二維（Two-dimension）即是包括兩個面向，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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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觀的產品質觀點的提供來了解產品機能或功能心，另一項則從受測者
主觀的感受去了解其對產品的滿意度，因此我們可以藉此模型來準確的了
解學生對此教學法的滿意度；依品質屬性可以歸類為依據品質屬性分別歸
類為魅力、一維當然無差異反向 品質等五大要素, 本研究運用 Kano 二維
品質模式，探究研對象於 VR 自主學習之屬性歸類上的需求以做為教學與
設計改善參考依據。 經由受測者對每個品質充足時及不的感受，交叉配出
五種同屬性 （表 1），藉由每個品質要素得出不同二維屬性歸類的累計頻
次，以統計上相對最高要素得出不同二維品質屬性歸類。
kano 品質要素分為五類：
(1.) 魅力品質 (Attractive quality)：當該品質要素未具備時，學生也不會感
到不滿意，但如果具備的話，則顧客會感到滿意。
(2.) 一維品質 (One-dimensional quality)：學生的滿意程度隨著該品質要素
的具備程度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具備程度越高，則顧客越滿意，反之
具備程度越低，則學生越不滿意。
(3.) 當然品質 (Must-be quality)：當該品質要素未具備時，則學生會不滿意，
但如果具備的話，則學生會認為這是必須的，所以不會更加滿意。
(4.) 無差異品質 (Indifferent

quality)：不論該品質要素是具備或不具備，

都不會讓學生感到滿意或不滿意。
(5.) 反向品質 (Reverse quality)：當該品質要素具備時，反而會引起學生的
不滿意，而未具備時，卻會讓學生滿意。
經由受測者對每個品質充足時及不充足時的感受，交叉配出五種同屬性
（表 2），藉由每個品質要素得出不同二維屬性歸類的累計頻次，以統計
上相對最高要素得出不同二維品質屬性歸類。
表 1 品質屬性判定決策矩陣

我們利用二維品質模式來設計正反兩面的題組問卷，用來瞭解學生對教
育屬性充足及不充時時，兩種情況下的認知感受。問卷題目舉例如下
VR 系統融入教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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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問題：生理學課程中，若能使用 VR 系統來協同教學，你的感受如何？
(1)很不喜歡 (2)勉強接受 (3)沒有關係 (4)理所當然 (5)很喜歡
反向問題：在生理學的課程中，若只以課堂講授，沒有使用 VR 系統來
協同教學，你的感受如何？
(1) 很不喜歡 (2)勉強接受 (3)沒有關係 (4)理所當然 (5)很喜歡
VR 自主學習
正向問題：透過 VR 自主學習來鼓勵復習生理學，你的感受如何？
(1)很不喜歡 (2)勉強接受 (3)沒有關係 (4)理所當然 (5)很喜歡
反向問題：在生理學的課程中，沒有透過 VR 自主學習來鼓勵復習生理
學， 你的感受如何？
(1)很不喜歡 (2)勉強接受 (3)沒有關係 (4)理所當然 (5)很喜歡
四、 實施程序
期初由研究人員(非授課教師 )會將一份問卷研究說明書交給學生，學
生自己決定是否參與本研究填答問卷。研究人員(非授課教師)請有願意者
先填同意書後，受試者開始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但無姓名、 但無姓名、
無學號 、無身分字號等資料)、統計學習態度和統計學習焦慮之前測資
料。先以傳統模式進行課室教學，待期中考後開始進行 VR 自學，於期
末倒數第二週由研究人員(非授課教師)進行後測，以及 Kano 二維模式教
學品質測驗，最後進行統計分析以完成本研究。

圖 6. 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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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一、

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上遭遇的困境

本研究是針對護理系一年級學生進行的研究分析，探討學生利用 VR
自主學習對學習成效的助益，因此，我們想先了解學生過去的學習方式與
遭遇到的困難；首先在圖 7 我們可以觀察到學生在高中職接觸到的主要的
授課方法還是以老師講述為主，所以我們接著再問這的教學方法之下，學
生可能遇到的困難之處，結果發現，要讀的書太多(65.8%)是最大的問題，
其次則是上課容易分心(35.6%)以及沒有好的學習方法(34.9%)，這可能的原
因為就是因為單向講述的方法，造成課程內容過多，同時，又是單向講
述，學生無法維持專注，自然就容易拿出手機來玩，另外，沒有好的學習
方法，造成效率效低弱，所以如果 VR 融入教學之中，或許能夠提升上課
專注度，更提供一個好的學習方法，讓學生更有動力進行自主學習。

圖 7. 過去接觸到主要的教學方式

圖 8. 學習上遭遇的困難

二、

以 Kano 二維模式應用於 VR 在教學品質上之改善

此 Kano 模型是日本狩野紀昭（Noriaki Kano）教授所以提出的，他是享
譽全球的品質大師，已有許多品管教科書中提到狩野博士所發展的品質理論，
該理論又稱為二維品質模型(Kano et al., 1984)。本研究將運用 Kano 二維品
質模式，探究學生於 VR 融入教學之屬性歸類上的需求以做為教學與設計
改善參考依據。透過二維品質模式來設計正反兩面的題組問卷，用來瞭解學
生對 VR 融入教學屬性充足及不充足時，兩種情況下的認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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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Kano 問卷品質屬性所佔比例 (品質要素具備時)

78%

理所
當然
5%

14%

勉強
接受
3%

0%

2.使用VR可以提升上課意願，你會覺得?

59%

23%

16%

2%

0%

3.使用VR可以降低上課的壓力，你會覺得?

53%

21%

23%

2%

0%

4.利用課餘的時間進行VR自學，你會覺得?

53%

20%

15%

10%

2%

5.使用VR可以使你想要主動學習，你會覺得?

47%

21%

31%

2%

0%

6.使用VR可以提升上課的學習成效，你會覺得?

57%

20%

16%

6%

0%

7.使用VR可以更容易理解艱深的學理，你會覺得?

53%

25%

15%

6%

1%

8.使用VR可以提供獎勵性(分數加分)，你會覺得?

86%

6%

7%

1%

0%

9.使用VR可以銜接其他基礎，你會覺得?

60%

23%

14%

2%

0%

10.使用VR操作簡單，你會覺得?

59%

26%

0%

14%

2%

11.使用VR可以豐富課程，你會覺得?

67%

20%

10%

2%

1%

12.VR設備良好、接收順暢，你會覺得?

60%

26%

6%

8%

0%

13.課後VR自學可以提升學習成效,你會覺得?

59%

26%

12%

2%

0%

正向問題

很喜歡

1.使用VR融入教學,你會覺得?

無差別

不喜歡

表 2.2 Kano 問卷品質屬性所佔比例 (品質要素不具備時)
無差別

12%

理所
當然
5%

不喜歡

38%

勉強
接受
22%

15.使用VR仍無法提升上課意願，你會覺得?

9%

5%

37%

20%

29%

16.使用VR仍無法降低上課的壓力，你會覺得?

9%

4%

36%

16%

35%

17.利用課餘時間，進行非VR自學，你會覺得?

19%

12%

31%

24%

14%

18.使用VR無法使你想要主動學習，你會覺得?

10%

6%

40%

19%

26%

19.使用VR無法提升上課的學習成效，你會覺得?

5%

3%

36%

22%

33%

20.使用VR仍無法容易理解艱深的學理，你會覺得?

5%

3%

30%

23%

39%

21.使用VR沒有提供獎勵性(分數加分)，你會覺得?

9%

3%

25%

16%

47%

22.使用VR無法銜接其他基礎，你會覺得?

5%

0%

28%

29%

39%

23.使用VR操作複雜，你會覺得?

5%

7%

31%

21%

36%

24.使用VR造成課程單調，你會覺得?

6%

3%

29%

25%

36%

25.VR設備不良、接收不順，你會覺得?

5%

2%

17%

16%

60%

26.進行課後VR自學仍無法提升學習成效,你會覺得?

5%

2%

29%

22%

43%

反向問題

很喜歡

14.沒有使用VR融入教學,你會覺得?

23%

將各項目依次數計算比例 (如表 2.1/ 2.2)，在五個品項中佔比最高即認
定為該感受，在表 2.1 的 13 個正向問題中，當品質充足時，也就是 VR 介
入教學活動，學生的反應都是很喜歡，當品質不充足時，在表 2.2 的 13 個
反向問題中，落在無差別品項的有 6 個，落在不喜歡品項則有 7 個，將表
2.1/ 2.2整合分析後，以 Kano 模式將教育品質要素歸類示意(如表 3)，在 13
個項目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使用 VR 融入教學上呈現出來的數據如下，在
[VR 融入教學] 、[提升上課意願]、[降低上課壓力]、[刺激複習意願]、[進行
VR 自學]、[使你想要主動學習]、[提升上課學習成效]這些項目中，只要在使
用 VR 協同教學時，品質要素充足，同學表示很喜歡，就會增加滿意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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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沒有使用 VR 的情況下，同學們的感覺多數落在無差別或勉強接受，所以
根據品質屬性判定決策矩陣(表 2.)，這些項目歸屬於魅力品質，表示學生非
常認同VR 在學習上的幫助，有使用 VR 會增加滿意度，學習成效會提升，
即使沒有使用 VR 也不會影響學習意願或是對課程的認同度。
表 3. Kano 模式將教育品質要素歸類示意
項
目

品質屬
性

1.使用VR融入教學

魅力品
質

2.使用VR可以提升上課意願

魅力品
質

3.使用VR可以降低上課的壓力

魅力品
質

4.利用課餘的時間進行VR自學

魅力品
質

5.使用VR可以使你想要主動學習

魅力品
質

6.使用VR可以提升上課的學習成效

魅力品
質

7.使用VR可以更容易理解艱深的學理

一維品
質

8.使用VR可以提供獎勵性(分數加分)

一維品
質

9.使用VR可以銜接其他基礎

一維品
質

10.使用VR操作簡單

一維品
質

11.使用VR可以豐富課程

一維品
質

12.VR設備良好、接收順暢

一維品
質

13.課後VR自學可以提升學習成效

一維品
質

由表 3.我們可以觀察到，學生們對於[VR 可以更容易理解艱深的學理]、
[VR 可以豐富課程] 及 [VR 可以銜接其他基礎]的感知都屬於一維品質，表
示當品質要素充足時，會增加滿意度，然而當品質要素不充足時，則會產生
不滿意的感覺，換句話說，同學認為 VR 應用在教學上頻率越高，對他們學
習幫助越大，反之，則會影響他們對學理的理解，這可能是因為 VR 將過去
平面死板的課本內容，轉為沉浸感十足的 3D 的體驗，讓學習更直觀更易懂。
同時，學生對於 VR 設備的操作是否簡易，設備是否優良，使用體驗是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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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感知也都歸屬在一維品質，表示雖然 VR 很新穎，但是如果使用起來不
容易上手可以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意願。最後一項，學生們也一致認為在課
程進行 VR 自學越充足，越可以提升學習成效，所以被分類在一維品質。透
過 kano 二維模式的分析，讓我了解學生對 VR 融入教學的作法，都非常的
支持，其中一數據顯示，VR 鼓勵將近 85%的同學更積極的參與課堂活動以
及進行課後的自主學習，大幅提升學習意願，活化課程動能，讓艱深枯燥的

生理學課堂轉變為有趣生動的遊戲化學習。有同學在回饋中提到『VR 豐富
了課程，提升我們讀書的動力，奠定我們基礎醫學的底子』，也有同學表示
『看到課本內容會想到 VR 所看到的東西，印象更深刻。』或是『VR 讓印
象變深，就會一直想去用，很快可以背起來。』
圖 7. 學生正在進行 VR 自學
最後我們還問了同學一個問題，『VR 融入教學，您的學習態度有什麼改
變?』，文字雲(圖 8)透露了兩個重要的訊息，其一是『積極』，其二就是『更
有興趣』，當學生自己感覺在課程中能夠感興趣而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課
程，我想就不用擔心學生的學習意願，反而要擔心老師給的東西可能會不夠多
了。從回饋中可見學生在學習動機（能掌握重點、更深入理解課堂上的內容、
提升學習意願）和課程專注度（上課能更積極、變得比較不討厭學習） 的提
升，且看到自己在學習的理解能力之改變（自己能了解更多、學到更多、VR
能讓學習更融會貫通），總結以上我們可以確定，同學對 VR 在增進各教學
及學習品質的表現，都有很高的滿意度，然而滿意度高不代表重要性也同時一
樣高，所以接下來我們利用 Kano 二維品質改良模式來分析每個品質要素的
重要性與滿意度之關連性。

501

APA-6

圖 8. VR 融入教學對學生學習態度的改變

三、 VR 對教學的重要性－滿意度模式之分析
Kano 二維品質改良模式是針對重要性與滿意度的進一步分析，找出哪
一項是優先改善的重要性高但滿意度低的屬性，此分析利用 Yang（2003）
提出的重要性與滿意度模式（Importance-Satisfaction Model,

IS

Model）

（圖 9），將教學品質做更精確的分類，讓我可以更清楚不足的地方，以利
我在教學策略作出可有效的調整。
重要性與滿意度模式是以橫軸表示某項品質要素的重要程度，縱軸則代
表學生的滿意程度。依受試者對各項品質要素所勾選之重要性與滿意度的分
數，以整體問卷重要性與滿意度的平均數為分類基準，分為以下四個區域：
（1） 卓越區域（Excellent area）：學生對此區域的品質屬性，認為其重要

性與滿意度均較高，此品項表示老師的教學在滿意度和重要性都獲得學生
極高的評價。
（2） 待改進區域（To be improved area）：此區域的品質屬性對學生而言

是重要的，但表現並不符合學生期望，須立即尋求改善途徑。此品項就是
老師迫切需要加強的地方。
（3） 過剩區域（Surplus

area）：落在此區域的品質屬性對學生而言較不

重要，但感到滿意。此品質即使捨棄也不會對學生滿意度造成的負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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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必費心區域（Care-free area）：學生認為在此區域的品質屬性之重

要性與滿意度均較低。對這些品質屬性不必太過擔心，因為對整體品質的
評價影響不大。

圖 9. 重要性－滿意度模式(資料來源：”The refined Kano’s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by C. C. Yang, 2005,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16(10), 1134.)
圖 10 呈現各項教學品質在重要性－滿意度模式中的分佈區域，13 個
品項中，有 5 個教學品項分布在『卓越區』，2 個教學品項分布在『過剩
區』， 有 5 個教學品項分布在『不必費心區』，然而只有 1 個待改善區。
由此結果分析，『卓越區域』共有 5 項品質要素，代表 VR 的融入對這
些教學品質要素，受到學生肯定，他們覺得 VR 可以銜接其他學科的基礎
[9.]，更豐富了課程的內容[11.]，VR 也讓同學在課後也願意進行自主學習
[10.]，並且適當的給加分，鼓勵學生更願意自學[8.]，回到教室上課效率更
好，也更能理解課程的內容，透過此分析，在他們認為重要性很高的品項，
對於我的教學也都給予很高的滿意度，表示這些教學品質要也應繼續維持良
好的水準， 才能提高學生上課的動力。
『過剩區域』表達了一個重要訊息，就是同學滿意此項要素的程度大
於它本身認為重要性，這區域共有兩項分是，在課堂使用 VR 教學[1.]和VR
可以提升上課意願[2.]，並不是表示透過 VR 融入課程是多餘的，反而是代
表學生感受的滿意度都超其本身認知的重要性，站在學生的角度來思考，
使用 VR 來激發預習或是上課意願，學生覺得是滿意的，接下來就是我要
思考，要如何再進一步的提升這些品項在學生心中的重要性，如此， 才能
讓同學更加主動的進行自主學習。
『不必費心區』只有 4 個教學品項分布於此，包括 VR 可以降低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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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3.]、利用課餘的時間進行 VR 自學[4.] 、VR 可以使你想要主動學
習[5.] 及 VR 可以提升上課的學習成效[6.]，也就是說在 VR 融入教學之
後， 對於降低壓力，自主學習和提升學習成效，同學們都覺會自然發生，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品項的感知都很滿意；最後，只有一個品項分部在待改進
區域，就是 VR 可以更容易理解艱深的學理[7.]，可能是因為 VR 目前生理
學相關的內容還是不夠多，這部分有待時間和經費慢慢到位，我相信就能有
效改善，這也趨使我要更努力寫計畫和申請經費，來建置更完善的 VR 教
學內容，讓我更有動力持續維持的多元創新的教學模式，翻轉大學教育。

品質屬性

分布區域

1.使用VR融入教學

魅力品質

過剩區

2.使用VR可以提升上課意願

魅力品質

過剩區

3.使用VR可以降低上課的壓力

魅力品質

不必費心
區

4.利用課餘的時間進行VR自學

魅力品質

不必費心
區

5.使用VR可以使你想要主動學習

魅力品質

不必費心
區

6.使用VR可以提升上課的學習成效

魅力品質

不必費心
區

7.使用VR可以更容易理解艱深的學理

一維品質

有待改善
區

8.使用VR可以提供獎勵性(分數加分)

一維品質

卓越區

9.使用VR可以銜接其他基礎

一維品質

卓越區

10.使用VR操作簡單

一維品質

不必費心
區

11.使用VR可以豐富課程

一維品質

卓越區

12.VR設備良好、接收順暢

一維品質

卓越區

13.課後VR自學可以提升學習成效

一維品質

卓越區

項
目

圖 10. 教學品質在重要性—滿意度的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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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因其具沉浸式、多重感官刺激以及遊戲
互動式特性，能提供使用者彷彿身歷其境的體驗並刺激學生的想像力，已
逐漸成為教育界重要的輔助教具。但 VR 終究只是一個工具，一個可以讓
老師能夠更親近學生的教具，再強大的工具，還是要活用它的人才能發揮
其價值，所以國內外已有許多教師開始採用密室脫逃(escape room)學習、真
人角色扮演(LARP)學習、創客(Maker)計畫實作學習、以 Minecraft 等遊戲
為教育平台，讓學生主動建立、執行、反覆修正自己的計畫並從中學習，
只有親手從做中學，從錯中學，才能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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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R 環境進行直稜體造型評估的基本設計訓練

鄔嘉文 1 李宥蓄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2
1749487787@qq.com1
jameslee@yuntech.edu.com2

摘要
本研究透過實驗的方式進行質性研究，讓受測學生（2 位男生，6 位女生） 以

VR 檢視 34 件直稜體造型，以美的形式原理分類並且評述造型，探討直稜體的
構成，以了解受測者對於不同造型直稜體的徧好，同時搭配操作時與操作後的問
巻，以及事後課堂與最終作品的表現，了解 VR 工具是否有助於學生對進行造
形的發想。本研究突破基本設計課程，傳統上需要經由手繪與手作 PU/EK 等模
型，進行反復修正才能確認造型的流程，奠定設計系學生掌握物件比例， 以及
造形美感方面的造型能力。對於造形與美感尚處於懵懂階段的學生，不需要花費
太多精力在手繪、模型製作上，擴展了發想的空間。

關鍵詞：虛擬實境、基本設計、造形評估、直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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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be shape evaluation in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 for design basic training
Wu Jiawen1, Yu-Hsu Lee2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rial Design
Institute1,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rial
Design Institute 2 1749487787@qq.com1, Email Address2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VR to observe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cube shape, cultivate the
subject's aesthetic sense of modeling, and use the stimulation of the experiment to
understand whether students think it is helpful for them to think about shape.
Breaking through the basic design course traditionally requires repeated corrections
through hand-painted and hand-made PU/EK models to confirm the modeling process,
and establish the design students' ability to master the proportions of objects and the
aesthetics of shape. For students who are still in the ignorant stage of shape and beauty,
they often need to spend a lot of extra energy on hand drawing and modeling, which
limits the space for their idea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esigning scaffol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eaching, such as the immersion of VR, interactive software and
hardware tool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pt development, are
of great help to the pre-training of students' aesthetics in constructing scaffolds.

Key words: Virtual reality、Basic design、Shape evaluation、Cube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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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基本設計課程在奠定設計系學生掌握物件比例，以及造形美感方面扮演著啟
蒙的角色。本研究配合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基本設計
課程，選用直棱體的練習：透過三個不同比例的四方體相嵌、貫穿、支撐、營造
出主題、次要、附屬的關係，並且在三維向度上發展出不同結構的關係，創造出
均衡、調和、對比、比例、節奏、統一等美感的基本形式原理。該單元目前採用
學生透過簡單的草圖及 PU、EK 等材料進行反復製作修正造形的傳統方式。從
老師、學生的意見反饋中，我們了解到雖然在手作的過程中，可以體會到物件本
身的比例以及與相接物件之間的實際關係，但製作過程中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精
力製作實品，且製作過程較難回溯與老師討論交流，並且學生若希望參考實際的
優秀作品，只能從展櫃中看到少數的學長姐作品，無法一次從大量作品中，探索
不同結構比例所形成的美感。
本研究利用 VR 沉浸式環境的擬真效果，搭配前一屆學生經過反覆調整修正
過的直棱體作品，事先構建出 34 個數位模型，作為造形思考的刺激物，讓學生
在擬真的環境中檢視造形，透過分類挑選優秀作品，以美的形式原理說明原因等
方式，歸納出自己的造形想法。再透過參與式觀察與半結構問卷的方式，了解學
生對於 VR 環境的造形刺激， 是否有助於直棱體作業的學習。

貳、文獻探討
一、基本造型訓練
在大學一年級學生學習「基本設計」的過程中，會透過直棱體的練習，訓練
學生對於基本幾何造型比例的掌握能力，透過調整主形體、次要形體與附屬形體
之間的關係， 創造整體幾何造形例如：反復、漸層、對稱、均衡、調和、對比、
比例、節奏、統一等美感的基本原理（郭禎祥，1991）。練習的原則如下：
(一) 自行選定三個大小、長短、比例不同的立方體或長方體。
(二) 每個方體必須保持彼此軸線垂直（相互垂直），不可有歪斜角度。
(三) 從所有方位與角度對設計進行檢討，確保每個角度所看到的形態
都有均衡美感。
(四) 思考如何把形體連結起來，可以使用相貫、楔入、支撐等連結方式。
以往的教學模式會主張學生通過手繪草圖或製作草模的方式，完成直棱體的
發想練習，等於憑空發想出造型，導致學生常反應沒有 idea 的回饋，由於一年級
學生尚未進行 3D 軟體的課程，對於各種 3D 工具的熟悉程度不一致，學生也時
常反應說做草模討論造形很麻煩，做本研究利用 Grasshopper 對直棱體進行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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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式編撰，並且導入 VR 和螢幕的直棱體造型差異性比較，經過操作界面的簡
化，讓沒有 3D 基礎的學生也能使用，讓培養概念發想的課程，能夠聚焦概念的
發想，探究 VR 是否能在草圖和草模之間，增加發想的效率，幫助學生探索造形
的可能性。(學生的想法)
二、VR 應用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以下簡稱 VR）是一種通過數字化創造出一個三
維空間的虛擬環境，且該環境可以隨著人在虛擬環境中位置和行為的變化而變
化，讓人有臨場感。虛擬實境的技術具有沉浸（Immersion）、互動
（Interaction）、構想（Imagination）三個特點（張強，2017）Chen（2017）指
出，使用 VR 輔具進行探究式教學對於學生設計思考流程中的「了解問題」、
「提出觀點」、「產生點子」與「測試」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比爾蓋茨在美國 GSV 教育科技峰會上說：“在過去幾年大部分初創企業的方
向都是在應付考試和補習教學上，但後面的行業重點是如何幫助學校和老師提升
教學效率和效果上。”在數字化的今天，VR 技術會很有機會降低學生接受藝術設
計高等教育的成本，通過在 VR 中檢視 3D 模型非常接近現實中的草模。一定程
度上取代過往學生製作草模來檢視發想可行性的低效率模式。虛擬實境作為一種
新的溝通方式可以存在於人與科技之間（Jerald，2016），一定程度上得以擺脫傳
統的禁錮，作為一個學生自我學習的教育工具開發學生自主創新的能力，避免教
育與科技發展脫節的窘境。本研究將 VR 代入直棱體的研究，意圖探究在 VR 中
檢視 3D 物件和在螢幕中檢視 3D 物件的差異性。
三、立體空間感
在空間能力中能夠建立物件的立體感，對於設計訓練而言至關重要，Shah 和
Miyake（1996）指出，空間思考及視覺資訊儲存與短期工作記憶相關，林漢裕, &
李玉琇. (2010)指出，空間能力與圖學表現有相關性，且會影響到電腦輔助設計軟
體的學習效率（Sorby, 2000），Roth（1993）則認為，在發展設計構想的過程中，
創意思考、問題解決和概念形成都和空間能力有關。本研究以 VR 沈浸式環境降
低設計新手的學習障礙，提昇物件立體感的學習效率，學生於擬真的環境下操控
造型，在思考造型美感的同時建立物件的立體空間感，而非傳統透過學習圖知識
了解空間感的各種定義。
四、小結
時至今日的數位化科技，VR 作為一種新的溝通方式應用於各個領域，其沉
浸的特點，對於重視展示效果的設計領域更是如此，尤其是 3D 列印投入到模型
製作普及之後，利用傳統草模進行發想，似乎就顯得效率低落，未來設計流程的
分工會變得更加明確，在 VR 等科技工具導作設計流程之後，除了交通工具等強
調外觀造型的產業外，傳統草模作為檢視 VR 內設計的角色可能逐漸式微，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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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快速原型等科技輔助工具，將貫穿整個設計流程，成為影響設計的重要工具。

參、VR 直稜體造型評估
一、實驗規畫
本研究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討導入 VR 沈浸式環境之數位模型做為造型刺
激，以及傳統訓練方式，在學生進行直稜體創作過程之差異，對象為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工業設計系一年級學生，共 51 名(女生 28 位，男生 23 位)，年齡在 1821
歲之間。所有學生依照學號分為三組，三位老師分別指導 16 至 17 名學生，進行
為期 4 週的直稜體訓練，第一週說明作業規範與注意事項，以及造型發展的原
則；第二週各老師與所指導的學生分組檢討，學生以三視圖或立體圖繪製 10 張
草圖，加上 10 個 1/2 草模，進行討論；第三週同樣為分組檢討，每位同學提出
5 個 1:1 草模跟指導老師討論，並且讓全班同學互評給彼此建議，第四週為正式
發表，以三位老師的成績平均，挑選出 10 位優秀作品及 10 位待加強的作品。
為了避免 VR 實驗影響課程進度，本研究在第二週學生開始手繪之後，才進行
VR 造型檢視的刺激，主要協助沒有造型想法，或是手繪及草模能力不足的學生，
參與實驗共有 8 位學生(女生 6 位，男生 2 位)，由於實驗設備及場地的限制，
共進行三場實驗, 每場 2-3 位受測者參與測試，各有一位研究助理協助說明流程
及操作 VR 設備，同時防止在沈浸式環境操作時發生碰撞的意外。
實驗器材共有三套相同的硬體設備，以便維持測試工具的一致性，ASUS 電
腦(Intel Core i7，Nvidia GTC 2800 6G，1T 硬碟)，HTC Vive 一級玩家版，軟體方
面使用 Rhino 整理 3D 模型，受測者在 VR 環境中，以 Gravity Sketch 檢視事
先導入的數位模型，將物件拉近拉遠或是旋轉不同的視角，對不同構成的直稜體
造型進行評估。實驗執行時以錄音筆全程記錄受測者提問或對答的內容。另外由
研究助理以問巻詢問受測者操作時的意見，並協助填答，操作結束後再填答有關
造型美感相關的問題。
為了達到刺激造型思考的目的，同時降低操作 VR 工具進行建模，對參與者
的負擔，採取以大量作品做為視覺刺激，進行造型評估的方式，刺激物為前一屆學
長姐們的直棱體作品共 34 件，事先以 Rhino 軟體將所有數位模型置於同一個數
位空間(圖 1)，並且進行編號，操作任務共有三項：1. 以 VR 工具檢視所提供的
34 件作品(圖 2、3), 挑選出受測者認為對應美的形式原理之作品。2. 挑選出受測
者認為具有美感的作品三件, 並說明其原因。3. 將 34 件作品進行分類(數量不限),
並說明分類的依據。第一項任務的目的，在於透過觀察不同直稜體的造型， 了解
三個長方體是否能夠產生平衡、比例、對比等型式原型，以及受測者如何解讀這些
原型；第二項任務的目的，在於刺激受測者思考，他們認為好看的造型是否符合這
些原理，若不符合，覺得好看的原因為何；第三項任務的的目的，在於透過對 VR
和螢幕上檢視反饋的對比，來觀察其差異性，探究 VR 在培養學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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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計能力的可能性；除了任務外，本研究結束時也會鼓勵受測者歸納造型的構
成方式，從結構的分類去了解可以如何發展造型。

圖 1 VR 中的 34 件直稜體 圖 2,3 從不同度檢視造
型二、實驗步驟
研究助理依照半開放式問巻介紹實驗流程，首先說明美的形式原理之定義，
讓受測者對評估標準建立基本概念，問巻區分為操作 VR 前、中、後三個部份，
操作前先了解形式原理的定義(操作中可以隨時詢問助理) ，以及需要完成哪些任
務，操作中由助理協助詢問，受測者認為哪幾個編號屬於平衡，或是比例、對比等
定義，受測者也可以自行選定一項形式原理，在 VR 中挑選完畢後，告知助理協
助填寫編號，待操作 VR 執行三項任務之後，再自行勾選里克量表，評估分類與
最佳造型是否符合美的形式原理。
進行任務一受測者依美的基本原理對樣本進行分類，以及任務二挑選三個最
佳造形並說明原因時，可以口述(錄音)的方式說明原因，或由助理協助填答。每一
項任務執行約 15 分鐘，受測者可以隨時暫停休息或是提早結束實驗。VR 操作
後，請受測者以 7 分里克量表勾選各自的造型分類，評估是否屬於哪一個或多個
美的形式原理，最後再以問答的方式，詢問受測者能否說明三件最佳造型的造型
想法，結構上的主、次、附關係，以及最好看的角度為何?
執行第一項任務時，受測者可以透過在沈浸式環境縮放與旋轉物件等簡單的
動作，熟悉 VR 操縱桿的使用方式，並且在觀察直稜體的同時，思考構成各項形
式原理的要素，待熟悉操作之後，再進行分類，受測者可以依照結構的組成、位
置、輪廓、大小、動靜態…等絛件進行分類，而第三項任務則是在螢幕上重新檢
視任務二選出的三件最佳的樣本，重新對其進行美的基本原理的評分，並鼓勵談
談實驗時對 VR 操作的感受。
三、初步實驗結果
本研究挑選三位資料較為完整的受測者之成果，進行整理與初步分析，分別為
04 號、06 號、07 號受測者，三位受測者的都是女性，其中 04 號和 06 號受測
者年齡為 19 歲，07 號為 18 歲；任務一受測者根據美的基本原理透過 VR 挑選
樣本，整理為表四，受測者依據均衡、比例、對比、律動、調和、統一、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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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層、對稱、單純為條件，挑選符合的樣本，挑選的樣本無數量上的限制；其中15、1-4、2-4、2-5、5-2 為重覆出現 3 次以上。受測者 04 和 07 認為 5-2 屬於律
動的造型，6-3 屬於反覆的造型；06 和 07 受測者認為 1-5 屬於統一的造型(圖 4)。
表四 受測者透過 VR 對樣本以美感的形式原理進行挑選

圖 4 受測者認為屬於律動(左)、反覆(中)、統一(右)的三種造型
任務二受測者繼續透過 VR 自由選擇三個認為最有美感的樣本並闡述理
由，
整理為表五，選出 4-5、3-5、7-3、7-1、3-2、4-1、1-3、5-2，其中 4-5 分別為 04
及 06 受測者的前 3 名，且受測者 04 認為 4-5 屬於比例的造型，而受測者 07
則認為是漸層的造型；表四與表五交集的樣本在表五加粗標記，表四與表五互斥
的集則在表六加粗標記。

圖 5、6 受測者覺得好看的造型(比例+漸層)、符合對比及律動的最佳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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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受測者透過 VR 挑選三個最具美感的樣本

任務三受測者透過螢幕，使用 Rhino 檢視任務二所選出的三個具有美感之樣
本，依據均衡、比例、對比、律動、調和、統一、反復、漸層、對稱、單純再次以
7 分李克量表進行打分，將受測者的評分加總，9 項形式原理中，最常被用來描
述直稜體造型的，依次為比例(66)、對比(45)、均衡(42)，整理為表六。
表六 受測者在螢幕直接檢視評分結果

三位受測者在問巻中皆表示，使用 VR 檢視造型跟在螢幕上看，有很大的差異，
包括：顯示更清楚，畫面較立體(受測者04)；可以比較直覺性的觀察， 也可以多面
向的了解造型(受測者 06)；VR 較真實感受到立體感(受測者 07)。

肆、VR 直稜體實驗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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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實驗一和實驗二可以發現受測者在 VR 中檢視挑選具有美感的樣本，和
均衡、比例、對比、律動、調和、統一、反復、漸層、對稱、單純具有高度相關
性。在任務二被篩選的樣本，若於任務一的分類出現一次即記 1 分（例如 5-2 在
任務一律動分組中出現了三次故記 3 分）。例如樣本 3-2 和 3-5 在實驗一中，
沒有被認為具有上述美感的基本原理。經過整體比對與研究小組的討論，本研究
將6 分以上採記該樣本在該基本原理分類中具顯著性，超過 6 分的樣本在對應的
格
子內打√。整理上述內容為表七。樣本 5-2 同時擁有 3 和√符號，代表無論是在
VR 還是螢幕上檢視，三位受測者都認為它具有律動的形式原理(圖 6-右)，且都
覺得它的造型是好看的；而樣本 4-5(圖 5)及樣本 1-3(圖 6-左)則各有 1 位認為
符合比例和對比的造型，同時也都入選前三名的最佳造型。
兩種方式對美感基本原理感受的相關性=兩種方式對美感基本原理感受的交
集/兩種方式對美感基本原理感受的聯集，亦即兩者同時出現的次數在所有出現次
數的比例
X=4/28=1/7
對照二種檢視方式可以發現，受測者分別在 VR 和螢幕上，以形式原理挑選
樣本時，二種方式重疊率為 1/7，也就是不管在 VR 或螢幕中挑選樣本，3 位受
測者每挑選 7 次，只有 1 次是 VR 和螢幕的選擇是相同的，顯示受測者在 VR
中檢視 3D 模型和在螢幕中檢視 3D 模型具有差異性。
表七

VR 與螢幕檢視樣本所對美感基本原理的感受對比

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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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美的形式原理做為量測的尺規，分別請受測者在 VR 環境及螢幕中，
對同樣 34 件樣本的 3D 造形進行檢視與對比，發現 VR 和螢幕之間檢視 3D 模
型時存在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有可能是受測者立體空間感，或是對美感上的認知差
異，也有可能如同受測者表示的，因為物件的立體感差異而選擇了不同的樣本，是
否是工具的差異導致檢視結果的差異，值得更進一步以更為嚴謹的實驗行評估比
較。就建立造型認知而言，受測者對 34 件樣本進行分類，再挑選出三件最佳造型，
其中只有三件(4-5、1-3、5-2)符合形式原理，表示受測者的認知中， 符合形式原型
並不一定是好看的，達成 VR 做為造型評估的教學目標；通過受測者的反饋，本研究
團隊也發現在直棱體教學中導入 VR，對受測者造形發想、檢視、調整、溝通的啟
蒙階段是有積極影響的，學生對 VR 技術也有很高的興趣。

圖 7~9 受測者 04、06、07 的最終發表作品
為了保持公平性，參與本次 VR 實驗的教師沒有對直稜單元進行階段性評分，
且提供了課堂教學的意見回饋，整體而言，參與 VR 實驗的小組表現較為平均，也就
是同學們普遍可了解本單元的訓練重點，在於造型美感的細節修正，而非創造出有
意義(如山、動物、人物等形態)的形體，且有 5 位在第三週的同學互評中，得到全班
同學的好評，受測者 04、07 的作品(圖 7、9)也在其中，而受測者06 的作品(圖 8)是
全班唯一喜歡跟不喜歡的得票相同的，另外二組雖然也有 4 位同學得到高的評價，
但是整組的高低分落差較大，此結果不排除是學生原本程度的差異，但同學們也表
示 VR 造型刺激，對於作業有幫助，例如有受者在實驗結束後表示，沒有想到直稜
體可以有這麼多的變化。
根據直棱體單元最終發表的評分結果，全班 51 人的平均成績為 74.5 分，其
中有使用過 VR 進行實驗的 8 位學生的平均分為 76.5，沒有使用過 VR 的學生
的平均分為 73.8。有使用過 VR 進行實驗的學生，成績高於沒有使用過 VR 的
學生。本研究認為 VR 的操作存在利於學生造型發想的可能。
由於本研究是針對 VR 工具導入基本設計教學可能性的初步探索階段，提出
造型刺激的工具，以及造型評估的方式，礙於時間及設備數量的限制，以及考量
到教學與實驗測試的平衡，因此實際執行上存在樣本數量與深度上的局限。後續
仍有進一步延伸探索的價值與空間，茲提出後續相關研究的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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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測者方面：對不同專業年齡的學生進行測試比對探索 VR 對教
育的幫助；對不同科系的學生進行測試比對來進一步驗證 VR 對
立體空間感的影響。
(二) 量化方面：通過簡化實驗流程對更多的學生進行量化實驗問卷調
查以幫助本研究獲得數據上的支撐。
(三) 質化方面：可以對不同專業年齡的學生進行深度訪談，以探究
VR
對學生學習基礎設計知識的具體優勢與劣勢。
(四) 實驗方面：增添實體模型與 VR 檢視、螢幕檢視進行橫向比
對，來驗證 VR 在發想階段對草模的替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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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學翻轉課程之自主學習——以語文素養為導向
江惜美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chm248@gmail.com

摘要
研究者在課堂上採行翻轉教學已有五年，期間經過不斷修正，學生可以分
組製 PPT、上台報告、課後寫作業、到 Moodle 寫一分鐘評量，採取的是多元
評量， 然而卻發現學生筆試成績不理想，專業認知不夠，顯然是教學某些環節
出現問題。經過研究者反思，在課堂報告、教師指導之後，是否因缺乏形成性
評量，因此影響到筆試成績？又或者是學生未能自主學習，以至於未能確實了
解課程內容，以致缺乏專業認知？若要改善上述現象，必須強化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間接可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本論文旨在探究「翻轉教室」應用在大學一年級學生修習「文字學」課程，
能否提高學生自主學習以及語文素養。研究者在進行教學實踐研究「設計課程」
時，規定每一小組的學生，除了上台報告主題內容外，還必須設計 Kahoot 題
目， 在報告主題後供同學即時作答，讓同學能即時修正自己錯誤的觀念。透過
學生回答問題，讓他們了解自己那些內容還不夠精熟，做為他們回家複習之用。
本計畫採文獻探討法，探究自主學習的重要，做為本論文論述之張本。計
畫也採行問卷法，課前問卷旨在調查學生自主學習相關的問題，並詢問學生是
否能設定自我學習的目標。課程一開始，講述翻轉教室的實施方式，進行小組
分組， 選定報告主題。教師也事先說明多元評量的內容：部首作業、上課筆
記、一分鐘評量、出缺席，各占百分之十；姓名作業和小組的 PPT，占百分之
三十；筆試占百分之三十。經過一學期的實踐教學，發放課後問卷，發現學生
意識到自主學習的重要，且能完成教師給予的多元評量，成果相當不錯。本論
文即呈現此一實踐教學計畫的成果，以供未來教師若欲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培養學生語文素養，可參考此一教學模式。
本計畫得出三個結論：一、完善的教學規畫，可增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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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翻轉教室，百分之八十的同學可以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三、大量的閱
讀補充教材，可以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關鍵詞：文字學、翻轉教室、自主學習、語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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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ped Classroom on Chinese Paleography:
Self-Leaning and Language Competency
Hsi-mei Chiang
Depart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Ming Chuan University
chm248@gmail.com

Abstract
I have engaged my classes in flipped-classroom for five years, during which I also
have adjusted several times. I have adopted multiple assessments in teaching, including
student presentations with PowerPoint, homework, and one-minute reflection on
Moodle after class, and etcetera. Nevertheless, I found out that students did not reach a
standard on written exams, which showed that students did not fully acquir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hence the teaching method needs to be improved. How do we improve
the flipped-classroom?Why did students not to fully-comprehend after lectures and
presentations? Is it because of lacked of formatted evaluation after student-centered
presentations? Or is it because students lacked of the ability on self-learning and hence
not able to succussed in written exam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 decide to reinforce
students’ ability on self-learning, which will als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competency.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to utilize flipped-classroom in the course
Chinese Paleography for the freshmen and see if this method could improv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their language competency. In this Teaching Research Program,
I asked students to design an online quiz on Kahoot after their small-group oral
presentation. The rest of the students shoul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presentations.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online games, students immediately know
what they are not familiar with, and hence need to review after class.
This research program first provides literature review to see the importance of selflearning. Then I designed questionnaire before and after the semester. The
questionnaire prior to the course investigates if students could set goals for self-lear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ourse, the instructor explained how the flipped-classroom
works, and asked students to form small groups and select topics for their presentation.
The instructor also explained multiple assessments in the course, including 10%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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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 of Chinese radicles, 10% on course notes, 10% on after-class reflections,
10% on attendance, 30% on homework of names and on presentaion PowerPoints, 30%
on written exam. After applying the research program for the semester, the instructor
did another questionnaire to evaluate the result of this teaching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students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self-learning, and are able
to accomplish multiple assessments with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This essay
demonstrates the result of the Teaching Research Program, and I hope that the result
c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who would like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selflearning and language competency.
There are three conclusions for this research. First, the complete teaching plans
will help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for self-learning. Second, by adopting to flippedclassroom, 80% of the class improved their self-leaning ability. Third, with large
amount of supplementary readings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y will be improved.
Key words: Chinese Paleography, Flipped-classroom, self-learning, language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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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近幾年來，研究者將所授的各科課程（文字學、漢字教學、歷代文選、班級
經營），均施以「翻轉教室」的模式進行教學創新，學生藉由合作學習，完成 ppt，
報告每一週的重點，在課堂上與教師共同討論，課後進行教學內容的修正。學生
能學得如何與人合作學習、回饋上課心得，且獲得正確的知識，同時，也給予授
課教師高達 93 分的肯定；研究者也於 103、104 度發表校內課程重構計畫成果，
所發表的文章與實務教學相關的有：
一、〈華語翻轉教室漢字教學的設計〉，第 16 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
際學術研討會，2019 年 12 月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
二、〈華語文言文的翻轉—以〈五柳先生傳〉為例〉，《文/白之爭—語文、
教育、國族的百年戰場》，五南書局，2019 年 9 月。
三、〈腹有詩書氣自華——論大一國文的教學方法〉，「如何大一，怎樣國
文」教學研討會，2019 年 6 月發表於私立東吳大學。
以上均發表於國內學術研討會，分享教學研究的心得。教學是一門藝術，雖
近年來獲得學生極高的肯定，但美中不足的是每當批改學生作業時，會發現學生
輾轉抄同學的，出現錯誤處相同的現象，而期末進行紙筆測驗，學生成績不盡如
人意，因此，反覆思索應如何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讓學生無論在平時作業或紙
筆測驗都能有良好的成效。
本計畫「文字學翻轉課程之自主學習——以語文素養為導向（Self-learning
of the literacy flipping course——Guided by language literacy）。文字學課程原本
是大學中文系必修課程，每周四小時，上下學期各兩小時。自從本校將「文字
學」改為選修課程，每周僅安排兩小時課程，於是學生的平均成績每況愈下，學
習態度流於漫不經心。研究者意識到必須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以提升他們
的學習成效，同時，學習是廣義的定義，其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本課程係以翻轉教室的方法，讓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的方式，培養專業的知能，
並結合知、情、意三方面的學習，以提升語文素養。為達到此一目的，研究者這
一次設計翻轉課程時，著力在學生的學習反饋。在每一次學生上台報告主題內容
時，規定學生以 kahoot 命題，做為上課複習之用。教師在課堂上同時指導學生
命題的技巧，讓學生從做中學。
以往的翻轉教學模式，只限定在小組上台報告，師生共同討論報告內容， 在
評量反饋方面，未能加強，是否因此造成「學過就忘」、「未能掌握重點」呢？
研究者在思索之後，了解到「計畫—行動—觀察—反省」環環相扣，尤其是「反
省」式的、形成性的評量，才能讓學習內容聚焦，協助學生掌握學習要點，並給
予即時的建議。
經過反思：學生雖努力地進行分組報告，改進簡報內容，但似乎未能吸收授
課內容，且缺乏自主學習的動力。學生在設計 PPT 上台報告時，只呈現報告內
容，未設計評量題，以至於同學未能掌握報告的要點。限於授課時間的縮減，學
生所學有限，如何培養學生語文專業知能、提升其語文素養，已是不可避免的棘
手問題。
研究者實施了五年的翻轉教學課程，已熟悉翻轉教室的實施步驟，並採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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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評量，期中考評以實務練習為主，繳交姓名作業和小組 ppt，占總成績 30%；
期末紙筆測驗佔 30%；平時成績以出缺席、部首作業、一分鐘評量以及上課筆記，
佔 40%。
研究者觀察到有一部分學生，部首作業抄同學的，期末的筆試成績，有每況
愈下的趨勢，心思如何進行補救教學。本研究主題旨在加強學生修習文字學時，
有識地掌握主題重點，學得正確的學習態度，培養與文字之間的感情，進而提升
其語文素養。

貳、 自主學習與翻轉教室
賓靜蓀在〈全球正在進行的學習革命－自學力〉一文中，指出：「培養自學
力， 需要老師以全新的方式和學生互動，學生「怎麼學」，遠比老師 「教什麼」
重要。」指出了「自主學習」是讓學生真正成長的關鍵，而利用專案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指導學生自學是最有效的方式1。
多年以來，國內的考評方式偏向紙筆測驗，注重背誦記憶，實際上是測不出
學生統整能力的，而知識的氾濫，以有限的時間想學好一門專業，又談何容易？
因此，布蘭特．達克〈最有效的評量跟學習通常在「對話」中發生〉一文中，認
為：「考試的目的是比較，根據知識的純熟度，將學生分群，分數，讓比較變得
容易，卻無助於學習。」因此他提出了：「想幫學生了解自己的程度，知道該如
何進步，老師應該使用「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邊教邊評估學
生對學習內容的掌握度，即時建議。2」
強納森‧柏格曼（Jonathan Bergmann）、艾倫‧山姆（Aaron Sams）提出了翻轉
教室的概念，他們引用了拉姆賽‧穆賽萊姆（Ramsey Musallam）的定義，認為「翻
轉學習是一種教學途徑，把單向教學從團體的學習空間搬到個人的學習空間，而
團體空間則轉變成一個動態、互動的學習情境」，以學生為主體，運用專案學習、
專題導向式學習等策略，為學生創造更豐富、更有意義的學習經驗3。李佳容認為
翻轉學習（flipped learning）泛指化被動學習為主動式學習（active learning），它
包含的是個人化運用電腦的學習以及個人在教室中進行小組學習兩部分。翻轉教
室廣義的實施方式，是教師要求學生課前預習（或給予課前作

1

2

3

賓靜蓀〈全球正在進行的學習革命－自學力〉，親子天下雜誌。2008 年 12 月，取自於：
https://k920729.pixnet.net/blog/post/36738816-6
布蘭特．達克〈最有效的評量跟學習通常在「對話」中發生〉，親子天下雜誌 107 期，2019 年
10 月，取自於：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9715強納森‧柏格曼（Jonathan Bergmann）、艾倫‧山姆（Aaron Sams）《翻轉學習》電子書，天下
雜誌。2015 年 7 月出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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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課堂上實施討論的一種「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red）的參與式學
習。換言之，翻轉學習，則必須適度地透過科技，並在專業的教師（professional educator）
所營造出的學習氛圍（learning culture）中，來進行參與式的教學4。我國十二年
國教的變革，最重要的是「語文素養」的培養。其中在綜合高中
國語文項下，核心素養「自主行動」的「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明白的指出培
養學生「運用國語文能力，整合資源，以創新思維規畫執行各項活動，培育多元
智能，兼具人文素養與專業能力。」5到了大學，理應延續此一核心素養，而且更
加深度學習。
高中生在文字學方面，接觸到的是歷代漢字演變和六書，不過都是屬於泛論，
自然不能與大學中文系專業科目的《文字學》相提並論。本計畫所採用的文字學
專書為蔡信發教授著的《說文答問》、《說文部首類釋》6，前者為《說文解字》
相關術語的解說、以及古今文字的界定；後者是《說文解字》540部首逐字的解
說，供學生習寫部首作業之用。學生通常會查找網路資料，然坊間資料略欠周延，
往往有所謬誤，因此，本計畫在上課前先提供上課講義、討論提綱，讓學生到網
路上查找與主題相關的資料，各小組輪流上台報告，教師再給予專業的指導。
學生自主學習的部分為：一、上網查找與主題相關的資料、影片、圖片，對
歷代字體有深入的了解；二、依據《說文部首類釋》習寫部首作業，並查考《說
文解字》對該字的解說；三、到圖書館或網路辭典查找「姓名歷代字體」的演進，
並實際書寫成作業。學生經過上網查找資料，再以書面或口語傳達文字學專業知
識，可以加深其學習印象，並提升其語文素養。
至於翻轉教室的進行，研究者在第一次上課時即告知學生有關翻轉教室的實
施事項7。學生分組採自願分組，教師先提供主題相關的講義在Moodle上，讓各小
組課餘準備上台報告的PPT。小組學生報告後，教師隨即進行「優點大轟炸」，
讓同學們說出小組報告的優點，然後教師補充該小組的主題內容，再進行小組準
備的Kahoot題，進行10分鐘的搶答，然後教師針對前三名給予加分。第一節課到
此結束，學生經過教師解說，可獲得學理的印證，並提升專業知能。第二節課由
教師就學生習寫的部首作業，和學生進行討論。學生在此之前先習寫部首作業，
寫出該部首的篆字、注音、六書分類、該字本義，教師則就《說文解字》的定義
做解說，分析該字形構，訂正其本義、引申義，最後讓學生說出最喜歡的部首及
其原因。

4

5

6

7

李佳容〈參與式翻轉教學的挑戰與未來〉，《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8 年 7 月，頁 3134。取自於：http://www.ater.org.tw/journal/article/7-8/topic/06.pdf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國語文領域，肆「核心素養」。107 年 1
月，頁 2。
兩本書分別是《說文答問》2004 年 9 月、《說文部首類釋》2002 年 11 月，均為臺灣學生
書局出版。
分組時，每一組以八位同學為原則：一位組長，負責掌控進度、召開討論；一位副組長，負
責聯繫同學、輔助組長；兩位同學負責蒐集資料，提供主題的素材；兩位同學負責製作並校
對PPT 內容；兩位同學負責上台報告。kahoot 命題則由小組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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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學期的報告、評量、作業、筆記且回應一分鐘評量，學生可習得與同
學合作完成一個主題，可獨立完成姓名和部首作業，到期末透過筆試，獲得文字
學相關的知能。換言之，翻轉教室提供了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讓學生在不斷參
與的過程，提升對文字的認知。
學生在分組蒐集資料時，即已達到「自主行動」的「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再經整合資源，可以具備多元智能，兼具人文素養與專業能力。本計畫即是期望
學生未來能自主學習，了解讀書不是為了考試而已，更重要的是：培養帶得走的
專業知能，並提升自己的語文素養，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

參、研究方法
本課程為一般大學課堂，教室備有E化講桌，能夠使用數位教學平台進行教
學，例如：Moodle、Kahoot、Youtube等。中文系「文字學」課程是基礎課程， 為
聲韻學和訓詁學之先備基礎，它原本是開設在大二，上、下學期各2學分的必修課，
本校105學年度改為一學期2學分之選修課程，且開設在大一，不但上課時數嚴重
不足，且大一生活動甚多，影響學習效果。本系每年級分有甲、乙兩班， 本班為
乙班的學生。
以翻轉教室架構，建構創新、自主、互動、數位之學習環境，目的在有助於
學生的學習，培養學生「運用國語文能力，整合資源，培育其多元智能，兼具人
文素養與專業能力」。教學研究流程為：每周兩節課，第一節課小組分組、師生
討論，第二節課檢討部首作業。依據「計畫—行動—觀察—反省」四步驟，將文
字學翻轉課程每周進度予以規畫、採學生分組蒐集所報告的主題資料、小組製作
PPT，然後上台報告。報告內容有小組分工情形、主題陳述（連結Youtube）Kahoot
命題（形成式評量），參考資料，最後進行課程反思和教學改進。透過姓名和部
首作業的習寫、師生共同討論，漸次培養學生的實作能力，養成學生自主學習的
態度。
研究者想先澄清學生學習態度和成績不佳的原因，因此設計課前問卷，了解
學生的想法，問卷統計將在本文「討論」部分呈現。針對這門課程，為了提出改
進的教學計劃，亦即提出「反省式」評量，研究者也進行課後問卷調查，提供大
學教師教「文字學」課程的翻轉模式。
本課程採取多元評量方式，在未參與實踐研究之前，雖也已經採取多元評量，
但美中不足的是每一堂課後，學生未能綜整重點，教師未能即時評量，又加上不
到課的同學，難以掌握上課重點，且未能進行補救教學，因此，此次研究計畫規
定學生以kahoot命題，每一組設計ppt上台報告前，先整理出每周主題重點，與教
師討論後，方能進行施測。此一形成性的評量，可做為補救教學之用。課後將題
目置於Moodle，做為同學補救教學之用。如此一來，學生能自主學習，教師也能
掌「邊教邊評量」的精神，以改善期末筆試成績不佳的現象，將題目置於Moodle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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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同學補救教學之用，間接也可提升學生的語文專業素養。以下分項說明：

圖一 文字學翻轉教學教學流程圖
在學期初，教師先提供課前問卷（附錄一），瞭解學生對本課程的期望，以
及學習的態度和方法，用以澄清問題、著手撰寫教學大綱，加強反省式的評量。
研究過程中提供自主學習的機會，採邊教學邊評量的方式，透過實作作業、蒐集
資料、製作 PPT、上台報告主題。教師每週紀錄同學出席課堂的情形、了解同學
參與分組主題的情形、檢討 kahoo 題目的內容、姓名和部首作業的繳交成果、筆
記的習寫、一分鐘評量的回應情形，作為評量分數的依據。期末考前一周，進行
課後的問卷調查（附錄二），以檢視其教學研究之成效，再看期末筆試的分數，
了解學生是否精熟內容。

肆、討論
本計畫針對學生課後問卷，採圖表分析教學成效。將學生期初和期末的問
卷進行比對，了解學生自主學習的情形。透過學生對於多元評量的看法，了解學
生自主學習的想法和困難點，以便做為下一次實踐教學研究的參考，並提供其他
教師應用。
首先分析課前問卷，共有十個問題。第一題了解學生學習背景，第二題調查
學生對翻轉教學是否熟悉，第三、四、五題了解學生平時的學習態度，第六題提
問學生對自主學習的了解，第七題了解學生對小組學習的參與度，第八題了解學
生對「文字學」課程的期許，第九題了解學生的學習方法，第十題了解學生是否
會上網回應一分鐘評量。下列圖表均由研究者就實際調查統計，以長條圖呈現。
問題及統計結果如下：
第一題、在高中時你最喜歡的課程是哪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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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結果：國文24人、歷史15人、公民3人、地理、數學、家政、美術、音樂
各2人，其他如國防、表演、法文各1人、兩人未作答，共57份問卷。由下列圖表
可知：國文、史地、法文及公民學科，占45人，約總數的百分之79。因此得知：
進入銘傳中文系就學的同學，大約有八成是社會組類科。如下列圖所示：
國文
歷史
公民
地理
數學
家政
美術
音樂
其他
未作答

25
20
15
10
5
0

圖二 學生學習背景統計圖
第二題、你參與過翻轉教學的課程嗎？
統計結果：沒參與過的占49人，有參與過的8人，大約百分之86的同學未參
與過翻轉教室。如下圖所示：
50
40
30

沒有
有

20
10
0

圖三 參與過翻傳課程統計圖
第三題、假使老師不提醒你，你也會複習功課嗎？
統計結果：會複習功課的有34人，偶爾會複習的7人，不會的有6人，考前會
和有興趣則會的各有5人。大約百分之60的同學有複習功課的習慣。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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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偶爾會
不 會
考前會
有興趣就會

圖四 主動學習態度統計圖
第四題、你學任何課程，都不會翹課嗎？
統計結果：不會翹課的有39人，會翹課的1人，不一定的占17人。不一定會
翹課的原因，因為身體狀況的2人，因為不感興趣的有2人、沒收穫時會翹課有1
人、特殊原因會翹課有1人，其餘11人未說明原因。不會翹課的同學約占百分之
68。如下圖所示：
40
30
不會翹課
不一定

20

會翹課

10
0

圖五 是否會翹課統計圖
第五題、老師交代的功課，你都能如期完成嗎？
統計結果：會完成的46人，盡量完成的7人，不一定會完成的3人，不會完成
的1人。百分之80的學生會如期完成作業。如下圖所示：
50
40
30

會
盡量完成

20

不一定

10

不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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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如期完成功課統計圖
第六題、你知道自主學習的重要嗎？
統計結果：知道的52人，不知道的2人，略知的3人。知道自主學習重要的學
生占百分之91，其中有一位學生回應「自主學習能夠讓我們化被動為主動，養成
獨立的思考模式，建立完整的人格自主」，另一位回應「自主學習是大學生必須
學習的」。如下圖所示：
60
50
40

知道
略知一二
不知道

30
20
10
0

圖七 自主學習的重要統計圖
第七題、小組合作學習時，你總是會積極的參與嗎？
統計結果：會積極參與的46人，不一定的9人，不積極的2人。會積極參與的
占百分之80。如下圖所示：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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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不一定

20

不積極

10
0

圖八 積極參與小組合作學習統計圖
第八題、你對本科目的期望是什麼？
統計結果：希望能學習到新知的有17人，希望能學到文字相關知識的23人，
希望拿到學分的12人，沒有期望的2人，還有3個人沒期望或還不太清楚。想學得
新知和文字學專業知識的共40人，占百分之70。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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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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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知
了解文字
拿到學分
沒有期望
其他

15
10
5
0

圖九 對本科的期望統計圖
第九題、你覺得最有效的學習方法是什麼？
統計結果：認真上課和(課前)預習 (課後)複習的各有13人，自主學習的有14
人，歸因於老師會教的2人，寫筆記的4人，其他如：聽音樂、背誦、適度休息、
上台報告、發問以及來自環境壓力的，合計11人。將認真上課、課前預習和課後
複習、自主學習加起來，占百分之70。如下圖所示：
14
12
10
8
6
4
2
0

認真聽課
預習複習
自主學習
老師會教
寫筆記
其他

圖十 有效的學習方法統計圖
第十題、你會上網回應上課的心得與感想嗎？為什麼？
統計結果：會上網回應的有53位，2位不一定、2位不會，會上網回應的人占
百分之93。其中為了複習課程的有17位，給老師回饋的有9位，為了加分有8位，
為了師生互動有14位，其他的3位未寫明會回應的原因，兩位說：盡力、讚。如
下圖所示：
20
15
10
5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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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回應上課心得統計圖

從課前問卷的十個問題，了解到學生的想法。其中百分之86的同學位參與過
翻轉課程，百分之80會積極的參與小組合作學習。學生百分之91都知道自主學習
的重要，能主動複習功課的占百分之60。他們當中百分之68的人不會翹課，百分
之80能完成教師交代的作業，百分之70的同學希望能學得專業知能，會上網回應
老師的占百分之93，普遍認知是：百分之70的人認為最有效的學習方法是上課專
心聽，課前預習、課後預習，要自主學習。
討論一、學生未曾參與過翻轉教室，能適應此一教學法嗎？
答案是肯定的，多數同學都能在小組報告中，擔負某一任務，參與課堂討論；
經過教師堂堂點名，發現每一次不到課的同學大約是15人，大約占人數的四分之
一，這與學生說不會翹課的百分之68數字接近；同時，也凸顯現在有一部分學生
習慣翹課，將不到課視為常態，因此需要補救教學。
討論二、學生都知道自主學習很重要，但能做到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是否
相對應？
答案是知易行難，經過調查，百分之91的同學都知道自主學習的重要，但能
做到不經提醒就複習功課的，只有百分60，就算是將認真上課、課前預習和課後
複習、自主學習加起來，也只占百分之70。可見一部分學生知道要自主學習，也
認為自主學習很重要，但卻不能有意識的自主學習，這就需要老師在設計課程時，
給予自主學習的機會了。
討論三、學生能否對本科充滿熱情，上網分享學習心得與感想？
答案是百分之93說會上網回應，實際只有百分之60-70的同學上網回應，由此
可知，一部分學生填問卷會回答施測者想要的答案，但未能作得到，教師應正視
問卷僅供參考，而非實際情況。教師在每一週統計學生回應Moodle一分鐘評量時，
學生從原先的42人準時回應，到最後的34人回應，可知只有六到七成的學生做到
這一項。
本計畫附有文字學翻轉教學課程進度表(附錄二)，共一學期、十八周課程，
每周兩小時。選修本課程的學生除一位外籍生外(不列入統計)，餘共有57人(列入
統計)。在實踐計畫之前，研究者先徵得學生的知情同意書，兩式一份，其中一份
由學生留存。在自願同意書上註明：對研究參與者個人之預期益處為：透過翻轉
教室「小組合作學習」、上台報告，學生能自主學習，增進PPT製作的能力。部首
作業的習寫，學生能學到基礎的專業知識，經過師生共同討論，彼此互動， 學生
能回饋學習心得(一分鐘評量)、每一周的Kahoot形成性評量，一方面可增進
命題的技巧，一方面落實自主學習。期末優秀學生成果發表，可獲得小獎品，
以資鼓勵。計畫完成之後，均已一一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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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學期的翻轉教室，研究者於期末進行了「課後問卷」(附錄三)，做為
課程改進的依據。第一題問學生是否喜歡翻轉教學的模式，第二題了解學生是否
達到學習目標，第三題問學生是否提升了自主學習的能力，第四、第五題問多元
評量是否能提升專業知能，你覺得最好的項目是哪一個。第六、第七問學生參與
分組的情形，以及使用Kahoot是否遇到困難，如何解決。第八題了解學生回應一
分鐘評量的情形，第九題問學生對翻轉教學是否有不適應之處，第十題問學生對
本課程的建議。調查結果如下：
第一題、你喜歡文字學翻轉課程嗎？為什麼？
統計結果：喜歡翻轉教室課程的有46位，占八成。部分喜歡的10人，不喜歡
的1人。喜歡的原因，分別是覺得內容有趣的23人，覺得可以深化知識的15人，5
位覺得有參與感，3位覺得有上台機會。部分喜歡的原因是不喜歡考試、課程有
點吃力、分組工作有小衝突、不喜歡上台報告等。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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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趣

20

上台機會

15

知識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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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與感
部分喜歡

5

不喜歡

0

圖十二

翻轉課程的喜好統計圖

第二題、課前對本科的期許，你覺得課後有達成嗎？請說明原因。
統計結果：覺得課後有達成對本科期許的是46人，占八成。其餘11人覺得未
達成。達成的理由是學到文字演變5人，學到六書分類9人，學到部首本義9人，
學到文字知識16人，學會簡報報告7人。至於未達成對本科期許者，原因分別是
自己注意力不集中、成績不理想、自覺能力不足、尚未找到學習方法。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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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知識
簡報報告
未達成

圖十三

對本科的期許統計圖

第三題、你認為本課程的學習，是否提升了你的自主學習？哪一方面呢？
統計結果：覺得有提升自主學習的是55人，占九成六，僅有2人認為沒有提
升。提升哪一方面的能力呢？分別是課前預習、課後複習方面6人，部首作業3 人，
簡報作業16人，查找資料13人，作筆記的能力8人，kahoot命題6個人，提升學習
興趣3人。兩個人認為沒提升，其中一個人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已經自主學習了。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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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複習
部首作業
簡報作業
查找資料
做筆記
Kahoot
提升興趣
沒提升

圖十四

提升自主學習統計圖

第四題、對於多元評量，你覺得哪個部份可以提升你的專業知識？
統計結果：學生認為可提升專業知識，依序為上台報告、考試、查找資料。
透過上台報告的有10人，因為考試而獲得知識的有8人，因查找資料而獲得知識的
有6人。其次為抄筆記5人，老師講解4人，習寫部首作業、Kahoot各有3人，均有
提升的也有3人、一分鐘評量有2人。至於答非所問和無意見的各有7人、6人， 答
非所問的答案是：回憶上課的內容、關於文字變化的認識、對文字的敏感度、提
升平常自己不常碰觸的方面、了解更多文體的專業知識、六書、第一部分等， 可
能是不瞭解何謂「多元評量」。至於沒意見的同學，也非常有可能是不到課的學
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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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多元評量提升專業知識統計圖

第五題、多元評量中，你做得做好的部分是哪一項？請說明原因。
統計結果：學生在多元評量自覺做得最好的，依序是：上台報告、習寫作業、
寫筆記三項。覺得是上台報告的有13人，習寫作業(包括姓名作業和部首作業)的
12人，寫筆記的8個人。其次是Kahoot7人，找資料3人，出缺席2人，考試2人。有
6個人覺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有4人則無意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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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多元評量表現最佳統計圖

第六題、你在分組時，是否實際參與討論工作，你是負責哪一個部分？
統計結果：負責查找資料的有21人，製作PPT的和上台報告的各有13人，掌
控進度的有6人，討論紀錄的有4人。可見學生均有參與分組的工作，只是各組分
工的情形並不相同。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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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實際參與討論分工圖

第七題、你在Kahoot命題時，是否有遇到困難？你怎麼解決？
統計結果：覺得有困難的是35人，沒有困難的是16人，沒負責該項的有4人，
未作答的有2人。若命題有困難，大多是和同組成員討論，少數尋求學長姐協助。
由於小組採分工制，所以有少數同學沒負責該項或未作答。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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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困難
沒負責該項
未作答

圖十八

Kahoot命題解題圖

第八題、你是否上網回應課後的一分鐘評量？你喜歡這樣的方式嗎？
統計結果：有上網回應一分鐘評量且表示喜歡的是46人，占八成。喜歡的原
因是可與老師互動、可看到同學的回應、可以回饋老師的教學、可以回顧教學內
容、可當複習的筆記等。不喜歡的同學則是因為常忘記、覺得麻煩、覺得上課有
回應就好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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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一分鐘評量喜好圖

第九題、你對於老師採取翻轉式課程，最不能適應的是哪一點？
統計結果：有21人表示可以適應，其餘不適應的原因是要上台報告占11人，
要紙筆測驗和參與Kahoot的占9人，筆記來不及抄寫的8人，準備工作繁重的占3 人，
組員不熟的占2人，還有3人未作答。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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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作答

圖二十

翻轉教室適應圖

第十題、如果要你給這門課的教師回饋，你的建議是什麼？
統計結果：學生中有17人表達對老師的感謝，希望能延續翻轉教學的精神，
帶領同學體驗新的課程。有一位同學提到「校外老師來，最後都會給予回饋，希
望以後還能邀請其他校外老師來觀課」。沒有建議的有10人，有建議的同學分別
是：上課來不及抄筆記，希望能增加授課時數，才能完整的吸收龐大的知識量，
共有9人；建議授課方式要更多元，最好老師親自授課的8人；建議不要考試的，
有7人；建議局部調整課程的6人。再細分局部調整的內容，好比刪除紀錄討論、
不要一分鐘評量、Kahoot加分不要只加前三名、白板筆應定期更換等。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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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建議
增加時數
授課方式
沒有考試
局部調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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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教學回饋建議圖

經過以上的課後問卷分析，可發現學生喜歡翻轉課程、覺得有達到教學預期
的達到八成。九成六的同學覺得有達到自主學習，認為可提升專業知識，原因依
序為上台報告、考試、查找資料。多元評量自覺做得最好的，依序是：上台報告、
習寫作業、寫筆記三項。學生均有參與分組的工作，只是各組分工的情形並不相
同。在Kahoot命題時覺得有困難的是35人，沒有困難的是16人。若命題有困難，
大多是和同組成員討論，少數尋求學長姐協助。有上網回應一分鐘評量且表示喜
歡的占八成，對於翻轉教學有21人表示可以適應，其餘不適應，不適應的原因是
要上台報告占11人，要紙筆測驗和參與Kahoot的占9人，筆記來不及抄寫的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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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中有17人表達對老師的感謝，希望能延續翻轉教學的精神，有建議的同學分
別是：希望上課能放慢速度，否則來不及抄筆記，最好能增加授課時數的有9人，
希望由老師親自授課的8人，建議不要考試的有7人。
討論一、翻轉教學是否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答案是肯定的，百分之九十六的同學認為可提升自己自主學習的能力。雖說
著有成效，但也必須注意學生的適應能力。學生不習慣上台報告、不喜歡紙筆測
驗、不想參與Kahoot測驗，教師可以在課堂前進一步說明學生將面對那些挑戰，
讓學生有心理準備，不至於畏難。
討論二、學生覺得在哪一方面，最能提升自主能力，學到專業知識？
答案是上台報告、考試、查找資料可提升專業知識，而他們做得最好的是上
台報告、習寫作業、寫筆記三項。可見上台報告是他們展現自主能力的首選，其
次是查找資料、考試。為提升學生的自主能力，教師可以設計寫作業、記筆記等
評量，讓學生自主完成學習活動。
討論三、是否可繼續實施此一翻轉課程？有哪些改進意見？
答案是可以繼續實施翻轉課程，但要注意白板筆更換、上課時數增加。前者
是硬體設施的改善，後者是為了給教師有更充裕的時間，補充更多上課的內容。
一小部分建議不要筆試，少數同學希望不要有一分鐘評量、不要有討論紀錄、不
要只針對Kahoot前三名者加分，純屬個人意見。若從第五題、第七題和第八題回
應看來，應是自主學習很重要的一環，不應刪除。
除了以上的議題之外，本計畫也聘請兩位在大學任教「文字學」相關課程的
教授，前來課堂觀課，給予研究者建議。一位是台東大學許秀霞副教授，她在期
中觀課之後，肯定同學參與Kahoot的學習，也認為部首作業的討論，可以深化所
學的內容。期末聘請台中教育大學周碧香副教授前來觀課，周老師勉勵同學認真
寫作業，學會自主學習，以提升語文素養。在期末的回饋上，學生也提及有校外
老師來，最後都會給予回饋，希望以後還能邀請其他校外老師來觀課。

伍、研究結果
根據課程的問卷統計，全班同學都能參與小組討論，並實際負責一項工作。
大部分學生喜歡翻轉課程，認為讓學習更紮實，同時認為課後能達成對本科的期
許，也在學習中感到所學不足，未來會更加強自己的學習態度。大部分學生認同
自己在本科提升了自主學習的能力。認真學習的同學能感謝老師的教導，希望教
師能延續翻轉教室的精神。
其次，多元評量能讓學生提升對文字學習的興趣。學生分別從報告、Kah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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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姓名作業、部首講解、一分鐘評量、期末測驗，得到不同的體驗。一學期
時間，每周兩小時，時間明顯的不足；課程時數如果每周有3小時，就能將語速
放慢，補充更多的專業知識，給學生更多的指導。整學期為了準備課程，十分忙
碌，但看到學生有所進步，提升了自主學習能力，研究者深感欣慰！
本計畫設定學生透過自主學習，能完成PPT製作、上台報告、Kahoot命題、反
思上課心得，第一項目標已經達成。課程還希望透過寫部首作業，得出部首正確
的形、音、義，了解漢字所代表的文化義涵，第二項也已透過筆試，達到目標。
第三項是透過姓名實作作業，學會各種字體的姓名演變，學會以各種字體簽名，
學生也應用在期末試卷的簽名上。至於六書的分類，則在試卷上以選擇題的形式
作答，大致可辨認六書的原則。
大學教師若欲實施文字學的翻轉課程，首先是要設計評量的內容。如何多元
評量，促使學生自主學習？如何透過活動，有條不紊地進行主題式探討？如何邊
教邊評量，給學生形成式的評量？最後，了解還有哪些不足之處，再做進一步的
反省與修正，以期達到盡善盡美。
本研究計畫於學年度上學期進行，每周兩小時文字學課程，在時間限制下，
教師與學生討論的部分，明顯被壓縮，所以學生認為授課的語速過快，有時來不
及抄筆記。我們建議「文字學」課程，應恢復每周三小時，讓學生好好的吸收所
學，奠定聲韻學和訓詁學的基礎。
除了課前的預習、課中認真的參與、課後的複習，是學會本科的基礎功之外，
如何設計實作作業、部首作業，讓學生能從中學得專業知識，也是教師必須設想
周到的。部分學生不到課，因此在作業上的表現也欠佳，教師要隨時注意學生到
課的情形，鼓勵學生前來與教師討論作業。
小組分組上台報告是本計畫的重心，尤其是設計Kahoot來做為形成式的評量，
強化了學生的學習內容，就這一點看來，未來的翻轉課程可以更完整，研究者即
在109學年度下學期繼續沿用此一策略，而逐漸看到效果。
總結本論文的教學反思，約有三點：一、完善的教學規畫，可增進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二、透過翻轉教室，百分之八十的同學可以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三、
大量的閱讀獎義及補充教材，可以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本課程旨在進行課程的創新，針對研究者進行五年的翻轉教學模式，進一步
強化課程創新內容。銘傳大學是一所以創新為主的綜合大學，本著「一念三化」，
人之兒女、己之兒女的精神，力求高教深耕，提升學生專業知能與人文素養。本
研究計畫「文字學翻轉課程之自主學習——以語文素養為導向」，即是翻轉傳統
文字學之教學法，又再一次的創新。期許這門課程的實踐教學研究，能帶動系所
的風氣，落實從做中學的大學生自主學習，進而提升人文素養。
感謝教育部給予經費補助，讓學生可以在一學期當中，分組討論、寫作業、
獲得校外觀課老師的鼓勵，而後在期末成果優異者，得到筆記、隨身碟等獎品，
為學習路上增加信心與勇氣。研究者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實施中，也印證了「計
畫—行動—觀察—反省」環環相扣，尤其是「反省」式的、形成性的評量，才能

540

APA-6

讓學習內容聚焦，協助學生掌握學習要點，並給予即時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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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課前問卷

1. 在高中時你最喜歡的課程是哪一科？
2. 你參與過翻轉教學的課程嗎？
3. 假使老師不提醒你，你也會複習功課嗎？
4. 你學任何課程，都不會翹課嗎？

5. 老師交代的作業，你都能如期完成嗎？

6. 你知道自主學習的重要嗎？

7. 小組合作學習時，你總是會積極的參與嗎？

8. 你對本科目的期許是什麼？

9. 你覺得最有效的學習方法是什麼？

10. 你會上網回應上課的心得與感想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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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文字學翻轉教學課程進度表

周次
(堂
次)
1 (2)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1. 課程目標
2. 翻轉教室的
介紹

2

(2)

3

(2)

1. 甲骨文組報告
2. 討論部首作業

4

(2)

1. 金文組報告

1. 本 課 程 三 大 目 1. 評量方式
標
2. 教師自
我介紹
2. 本學期採翻轉
課程，學生必
須分組，選定
報告主
題
歷代字體的演變
教師專題報
告
小組報
第一小組上台報告
告課堂
25分鐘，討論25分
討論
鐘，依此類推

歷代字體概說

第二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第三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第四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第五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第六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2. 討論部首作業

5

(2)

1. 篆書組報告
2. 討論部首作

業

6

(2)

1. 隸書組報告
2. 討論部首作業

7

(2)

1. 行書組報告
2. 討論部首作業

8

(2)

1. 草書組報告
2. 討論部首作業

9
1
0

(2)
(2)

備
註

期中考評

繳交作業
第七小組上台報告

1. 楷書組報告
2. 討論部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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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
1

(2)

1. 象形字定義
與辨別原則
2. 討論部首作業

第一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1
2

(2)

1. 象形字的分
類與示例
2. 討論部首作業

第二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1
3

(2)

1. 指事字定義
與辨別原則

第三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2. 討論部首作業

1
4

(2)

1. 指事字的分
類與示例
2. 討論部首作業

第四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1
5

(2)

1. 會意字定義
與分類
2. 討論部首作業

第五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1
6

(2)

1. 會意字與形
聲字的差別
2. 討論部首作業

第六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1
7

(2)

1. 形聲字的定
義與分類
2. 討論部首作業

第七小組上台報告

小組報
告課堂
討論

1 (2)
8
學生學
習成效

期末考

繳交作業

1. 透過自主學習，完成PPT製作，上台報告，Kahoot
命題，反思上課心得
2. 透過習寫部首作業，得出正確的部首形、音、
義，了解漢字所代表的文化意涵
3. 透過實作作業，了解姓名字體的演變，學會以各種
字
體簽名，並了解六書的分類與辨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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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課後問卷

各位同學，「文字學翻轉教室」課程告一個段落，老師想了解你們的想
法， 做為課程改進的依據，希望大家能認真的回答以下的問題。所有

問卷
的內容，僅做為課程的改進，採不記名方式進行，請放心的作答，謝謝
你們！

1. 你喜歡文字學翻轉課程嗎？為什麼？

2. 課前對本科的期許，你覺得課後有達成嗎？請說明原因。

3. 你認為本課程的學習，是否提升了你的自主學習？哪一方面呢？

4. 對於多元評量，你覺得哪個部份可以提升你的專業知識？

5. 多元評量中，你做得最好的部分是哪一項？請說明原因。

6. 你在分組時，是否實際參與討論工作？你負責的是哪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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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在以 kahoot 命題時，是否有遇到困難？你怎麼解決？

8. 你是否上網回應課後的一分鐘評量？你喜歡這樣的方式嗎？

9. 你對於老師採取翻轉式課程，最不能適應的是哪一點？

10. 如果要你給這門課的教師回饋，你的建議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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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問題與專案導向式學習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 以動態可重組式晶片系統開發課程為例
黃駿賢 1、李明純

2

國立臺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國立臺東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2

huangch@nttu.edu.tw1, gaia48@gmail.com2

摘要
近年來，人工智慧專家的需求逐漸增加。在深度學習的推論階段也已證實
相對於 GPU 和 ASIC，FPGA 更有彈性且有效率。然而，在臺灣 AI 和 FPGA
之間的發展仍然集中在研究上，而相關的課程教材仍然很少。再者，開源嵌入
式平臺的普及雖然降低了學習嵌入式系統的門檻，然而許多主修資訊工程的大
學生過於重視應用需求，卻忽視了晶片系統核心技術的重要性。此外，學生在
修與晶片系統有關的課程的成績表現差異也變得越來越明顯。這個研究應用於
「動態可重組晶片系統開發」課程，而該課程修課學生主要來自資訊工程學系
大三和大四學生，並以 (1)開發整合深度學習與可重組式晶片系統最新技術和
工具的課程教材; (2)整合基於問題學習和基於專案學習於教學策略中，並引進
技術就緒指數來評估學習的技術成熟度，以及 (3)設計學生學習評量機制來改
善課程教材和教學策略做為目標。經由課程期末問卷結果分析，可以得知透過
新實驗教材的開發能強化教學的深度與廣度，而學生的學習成效也可以明顯提
升。再者，透過結合問題與專案導向學習方法，學生對於技能的掌握程度可以
提高外，也將能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

關鍵詞：自主學習、問題導向、專案導向、技術就緒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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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Students’ Self-Learning by using Problem
an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 Case Study of
“Dynamically Reconfigurable SoC Development”
Course
Chun-Hsian Huang1, Ming-Chun Li2
Dept.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1,
Center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2
huangch@nttu.edu.tw1, gaia48@gmail.com2

Abstract
Recently, the requir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xperts gradually increases. In
the inference phase of deep learning hav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compared to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and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
reconfigurable chips such as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FPGAs) are more
flexible and efficient. However,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AI and FPGAs
still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The related course materials are still few. Furthermore, the
popularity of open embedded platforms lowers the threshold of learning embedded
systems; however, many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ocus too much on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but neg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re technology of System-on-a-Chip (SoC).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SoC-related courses also becomes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This study is applied to the course called “dynamically reconfigurable SoC
development.” Here, the students of this course are from the junior and the senior
students majoring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ur objectives
include (1) developing new course materials that integrate the deep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tools of reconfigurable computing, (2) integrating both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the project-based one into our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introducing the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TRL) to estimate the technology maturity
of learning, and (3) designing an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student learning to improv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e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eaching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aboratory materials, whil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can be also
increased. Furthermore, by integrating with the problem an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method, not only the degree of skills mastery can be increased but also the intention of
self-learning of students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Self-learning, Problem-oriented, Project-oriented,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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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產業界對人工智慧人材需求日益提高，在深度學習中推論 (inference)
階段亦已證實，相對於圖形處理器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和特殊應用積
體電路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採用現場可程式化邏輯閘
陣列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FPGA)更具有彈性與效率 (Kim, Grady,
Lian, Brothers, & Anderson, 2017; RushAllen, Sirasao, & Ignatowski, 2017)。在 Apple
發表的iPhone 中，更是直接採用 FPGA 做為神經網路協處理器 (Neural Engine)，
具體說明了在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加持下，FPGA 的黃金時代即將來臨。然而，目
前國內探討 FPGA 與人工智慧仍以研究為主，在教材上的開發仍然相當有限。
再者，近年來開源電腦硬體和軟體推廣普及化了電腦教育，但在大學端卻造成了
學生速成文化的產生，因此這一、兩年來學生過於著重在應用端探討而忽視了晶
片系統核心技術的學習，修課學生表現落差亦日益增大（學生成績呈現 M 型分
佈），都充份說明了在人工智慧時代來臨的情況下，如何因應科技的進步來研發
新教材， 並且依據學生的情況來擬定合適的教學策略是急迫需要的。
二、研究目的
這個研究以「動態可重組式晶片系統開發」課程做為應用課程，以資訊工程
學系大三和大四的學生做為研究對象進行課程教學方法的探討，並在教材的開發
上加入最新可重組式計算技術與工具的介紹與使用，用以強化教學的深度與廣度，
進一步提升學生的競爭力。這個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開發出結合人工智慧的可重組式計算之實驗教材(Labs)。
（二）採用問題與專案導向式學習方式，強化學生學習動機並激發其
自主學習能力。
（三）建立學習成果問卷來探討學生學習情況，用以調整教材內容或
改善教學策略。

貳、 文獻探討
近年來因為深度學習的出現而加速了人工智慧時代來臨，而大多數深度學習
計算結構的研究主要採用 GPU 做為其異質架構平台來取代 CPU。相對於傳統
的CPU 設計，GPU 內有相當多的計算核心，以致於它具備強大的平行處理的能
力。然而，為了支援大量的平行處理能力而具有相當多的計算核心下，當資料量
少時卻會造成能源的浪費 (Hong & Kim, 2010)。再者，兩個相臨的核心無法共享
晶片內緩衝區 (buffer)，導致存取主要記憶體的次數增加，進一步限制了能源使
用的有效性 (Chen et al., 2014)。另外，除了類神經網路設計中分散處理已有部分
限制外，GPU 架構不彈性也限制其擴充性 (Seide, Fu, Droppo, Li, & Yu, 2014)。
因此， 近幾年來採用可重組式晶片如 FPGA 做為深度學習演算法實現的平台已
成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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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的研究方向 (Lacey, Taylor, & Areibi, 2016)。相對於 GPU 而言，FPGA 動態
硬體組態的能力使其具有相當大的彈性，而每瓦能源消耗也能較 GPU 提供更高
的 計 算 能 力 ， 特 別 是 如 深 度 學 習 中 重 要 的 滑 動 視 窗 計 算 (sliding-window
computation) (Fowers, Brown, Cooke, & Stitt, 2012)等功能。此外，為了提供高效能
計算來支援大數據分析或人工智慧，近幾年來 IBM、Intel、AMD、Microsoft
(Ovtcharov et al., 2015)、百度等國際大廠也相繼策略性結合 FPGA 來開發。在消
費者電子產品中，在 Apple 發表的 iPhone 中，更是直接採用 FPGA 做為
Neural Engine，更足以說明整合 FPGA 進行人工智慧應用和處理大數據已逐漸
成為趨勢。
在 2006 年開始，歐洲開始舉辦可重組式計算教育國際會議 (workshop on
reconfigurable computing education)來探討可重組式計算在大學課程的重要性。近
年來，隨著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加持，FPGA 的黃金時代更即將來臨。FPGA 大廠
Xilinx 為 了 降 低 軟 體 工 程 程 師 開 發 的 門 檻 ， 這 幾 年 也 加 入 軟 體 定 義 一 切
(software defined anything)的概念，提出 SDSoC、SDAccel 和 SDNet 等新工具，
讓那些很少甚至沒有 FPGA 開發經驗的研發人員能直接使用高階程式語言設計。
此外，也有 Vivado HLS 工具可以讓使用者以 C/C++語言開發後，在短時間產生
對應的RTL，大符降低了開發的門檻，也加速了人工智慧與 FPGA 開發應用的
時程。然而，目前國內探討 FPGA 與人工智慧仍以研究為主，在教材上的開發
仍然相當有限。為了讓台灣在人工智慧計算平台應用與開發上能佔有一席之地，
除了相關研究持續耕耘發展外，這個研究將搭配新興的工具來開發出新教材，做
為引起學生自主學習的契機，以培育出更多的技術人才。
從教學策略方面來看，近年來因應科技的快速發展，教學內容的複雜性也相
對提高，如果仍採用單一的教學方法，已無法有效地完成教學任務（李芳，2003）
。
目前教師在教學上重要任務之一，便是培養學生創新思考能力、正確批判思考，
以及問題解決能力（湯誌龍、黃銘福，2007）。DeMiranda 與 Folkestad (2000)
研究中指出，以專題製作的方式進行學習，其涵蓋技術教育與動手做的過程將可
以符合認知科學的要求。William (2000)也提出科技相關課程教學需採用主題或專
題製作的方式，用以融入課程教學中來強化學生的學習效果。Vries (2000)研究更
清楚說明，採用和業界相同重視的主題並以專題製作的方式，將是科學與科技教
育最佳的整合方式。相對於其它領域而言，科技教育除了增加學生相關知識外，
最需要強化實作性技能、設計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而相對於科學教育，工程與
技術教育更著重在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需綜合社會、經濟、技術等多方面因素，
以解決現實問題（楊琳，2008）。在蔡吉郎與廖年淼（2010）的論文中也提到在
教學方法中導入專題製作將可以培養學生統整所學的知識理論和技能，並能檢視
本身的興趣及志向。再者，透過與他人合作將可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學習批判
思考、分析問題並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Kirkwood (2000)研究也提到，在科技教
育的活動中學生所學習到的技能，最有機會能發展成轉移性技能，也有利於擴充
至不同的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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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問題導向學習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也逐漸應用在工程
領域的教學中，其將學生處在複雜且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劉紅、袁杰，2007），
讓學生能主動參與討論並引起學習興趣及動機，用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提升
問題解決的能力。再者，PBL 可以讓課堂中的知識與實務產生交集，不再只是單
純被動的單向接收知識，讓學生藉由合作參與及問題解決的過程，進行創造性思
考與實用性知識建構（呂佩穎、林佑徽，2010）。另外，在 2000 年時，以麻省
理工學院、瑞典皇家工學院、瑞典查爾摩斯技術學院與林克帄大學等大學共同組
成的研究組織更創立構思 (conceive)、設計 (design)、實施 (implement)、操作
(operate) 的 CDIO 工程教育模式，使學生主動務實並能串連課程的方式來學習
工程與技術教育。Crawley、Malmqvist、Ö stlund、Brodeur 與 Edström (2014)也
具體說明 CDIO 工程教育是強調透過整合式課程設計，讓學生能學習基礎理論
和專業知識，以及主動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的學習方法。再者，能透過團隊合作
與創新實踐的訓練過程，讓學生具有工程師所需的能力。李靜儀、吳俊哲與王柏
婷的論文（2016）更提到，臺灣工程教育除了要引入 CDIO 進行工程教育改革外，
也要同時規劃讓學生能設計與實作產品的環境與平台，讓學生能驗證理論知識，
強化學習動機與興趣，並透過團隊合作過程培養人際溝通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綜觀上述工程教育相關文獻的探討，這個研究搭配的「動態可重組式晶片系
統開發」課程將導入基於問題與專案導向式學習，取代傳統純講述教學的方式。
再者，我們將開發實驗教材並連結最新技術，從問題出發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
能力，非僅為實作而實作，而我們詳細的研究設計方法將在下章節說明。

參、 研究設計與方法
在這個章節中，我們將要說明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研究對象，以及我們
採用的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探討問題
（一）課程吸引力
近年來開源電腦硬體和軟體推廣強化電腦教育，降低了嵌入式系統
開發的門檻，並且普及化到國小、國中和高中教育，期待將來能培育出
更多的科技人材。然而，在大學端卻也造成了學生速成文化的產生。晶
片系統的開發需同時考慮軟硬體設計而無法短時間看到應用成果，因此
近一、兩年來學生過於著重在應用端探討，相關晶片系統課程的修課人
數逐漸降低。
（二）學習知識統整
部分學生因實驗建置嚴謹度不足而無法順利將 Labs 所學應用在
課程專題上，降低了學習的意願，造成修課學生表現落差日益增大的
情況
（學生成績呈現 M 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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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我們以資訊工程學系大三和大四的學生做為研究對象，其於大一、大二時已
修過計算機概論、數位邏輯設計、數位邏輯設計實驗、數位系統設計、程式設計、
程式語言、資料結構和計算機組織與結構等基礎相關課程，對於本研究採用「動
態可重組式晶片系統開發」課程的先備知識是足夠的。
三、研究架構與方法
這個研究的架構如圖 1 所示，我們的研究方向包含實驗教材開發、教學策
略擬定與調整，以及學習成果觀察等三項，其對應的研究設計與方法說明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一）實驗教材開發
課程以可重組式晶片系統出發，連結最新的開發工具並應用至深度
神經電路開發，並透過問題的探討與專案開發來強化學生自主學習的動
機。主要研究方法是透過相關文獻與資源整合，對應到影像處理應用與
機器學習方法，並搭配實驗平台做為學生理論基礎學習的驗證，以開發
出對應的課程教材供上課使用。
（二）教學策略擬定與調整
這個研究搭配技術成熟度訓練、問題與專案導向式學習，以及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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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三種方式來進行，其說明如下。
1. 技術成熟度訓練
導入美國國防部與 NASA 訂定之技術就緒指數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2021) (TRL)來評估學生學習狀況。如圖 2 所示，
TRL 共分成 9 個等級，從 TRL1 的基礎研究到 TRL9 成熟可上
市之系統設計。「動態可重組式晶片系統開發」課程將要求學生實
作達到TRL7 來評量學生是否經由學習到的知識達到課程學習之
目標。

「動態可重組式晶
片系統開發」課程

圖 2 技術就緒指數 TRL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2021)
2. 問題與專案導向式學習
在課程教授過程中，除了於專業電腦教室中進行基本理論學習
與工具操作實驗外，將結合問題與專案導向式學習法，讓學生自行
分組來針對不同主題進行專案的開發，再經由期末專案提案與規劃
過程進行問題的探討，最終於期末進行專案成果展演。另外，我們
也邀請相關專家參加成果報告，並對學生的專題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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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動學習
在進行專案的過程中，老師僅提示而非給解答，學生需要自行
去尋找相關的資源，進行期末專案提案與規劃，最終於期末進行專
案成果展演。再者，期末專案成果報告將連結同儕互評方式，鼓勵
同學就報告內容提問題，一方面讓報告同學能有機會改進表達方式，
一方面也可以從探討中發現新的問題，促進同學間學習互動。最後，
依據同儕互評的結果選出優秀表現的同學給予鼓勵，以培養學生的
榮譽感與自信心。
（三）學習成果觀察
本課程涵蓋 18 週的教學規劃，在學期的前半部課程中，每次授課
會先進行一節課的理論教學，於後兩節課程讓學生操作與理論教學內容
搭配的實驗，讓學生能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學期後半部課程主要透過
實驗教材強化學生對系統設計的熟悉度，而課程最後數週則是讓學生完
成其提案的設計，並於最後一節課時進行成果的展演。以下，我們分別
就課程實驗作業、專案執行成果，以及教學評量問卷三個部分說明我們
學習成果觀察的做法。
1. 課程實驗作業
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將會包含課堂實驗練習和學習成果測試
活動，將要求學生能達到技術成熟度訓練評估方式的 TRL4（在實
驗室環境驗證組件）為目標。
2. 專案執行成果
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將包含真實問題探討、期末專案提案與
規劃，以及期末專案成果展演活動，將透過多元評量的方式，包含
授課教師評量、領域專家評量，以及同儕交叉評量等。此部分將要
求學生能達到技術成熟度訓練評估方式的 TRL7（在實際運用環境
演練系統原型）為目標。
3. 教學評量問卷
透過課程評量問卷中的學生填寫的資訊來了解學生學習的情
況，用以調整教材內容或改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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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教學設計與成果
本研究採用「動態可重組式晶片系統開發」課程的課程範疇包含：
（一）可重組式晶片系統設計、開發工具，以及方法論介紹。
（二）可重組式晶片系統之影像處理應用。
（三）可重組式晶片系統之機器學習應用。
（四）應用可重組式晶片系統解決真實問題。
在理論教材部分採用作者共同發表的外文書籍 (Author et al., 2009)做為可重
組式計算介紹的參考用書，採用 TUL PYNQ™-Z2 做為實驗平台，並開發出四
個實驗教材，包含：
（一）Lab 1: PYNQ Overview。
（二）Lab 2: Overlay Design and Application。
（三）Lab 3: Python OpenCV Development with PYNQ。
（四）Lab 4 : Machine Learning with PYNQ。
另外，修課學生於期末進行專案成果展演，同時我們也邀請學者專家進行講
評（附錄 1）。再者，學期結束後本課程也榮獲學校「學生對教學意見反應平均
數高分課程」前 10%科目的肯定。此外，部分修課學生也進一步參加校際大型競
賽並得獎，同時亦被邀請至 IC 設計相關的研討會進行得獎作品展示。
二、學生學習成果分析
為了能了解學生的學習效果，我們於課程期末時讓學生以無記名的方式填寫
課程期末問卷（附錄 2），其涵蓋課程學習成果自評、各實驗單元難易度探討、
同儕專案成果評量，以及課程建議等。依據收集回來的問卷，我們著重在探討本
研究的兩個主要重點，即開發新實驗教材和強化學生學習動機，並針對問卷中部
分問題進行交叉分析來探討。
（一）開發之實驗教材效益
依據問卷中第 8 題學生填寫結果，如圖 3 所示，我們可以發現
大多數學生認同 Labs 設計對於課程學習有幫助。
60%

人數比例

50%
40%
30%
20%
10%
0%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圖 3 Labs 設計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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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問卷第 8 題題目為「Labs 設計對於了解這堂課程是有幫助的？」。
依據問卷中第 11、12、13 和 14 題學生填寫結果，如圖 4 所示，
由人數高峰點來看，可以得知學生回饋表示我們 Labs 的設計是由簡單
至困難，因此可以讓學生的學習循序漸進，符合教材開發的需求。

人數比例

Lab1困難度

Lab2困難度

Lab3困難度

Lab4困難度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非常簡單

簡單

普通

困難

非常困難

圖 4 實驗教材困難度
註：問卷第 11 題題目為「就 Lab 1: PYNQ Overview 來看，你覺得難度如何？」
。
問卷第 12 題題目為「就 Lab 2: Overlay Design and Application 來看，你覺得難
度如何？」。問卷第 13 題題目為「就 Lab 3: Python OpenCV Development with
PYNQ 來看，你覺得難度如何？」。問卷第 14 題題目為「就 Lab 4: Machine
Learning with PYNQ 來看，你覺得難度如何？」。
依據問卷中第 1 和 17 題學生填寫結果，如圖 5 所示，學生修
課後對於該領域掌握度有明顯提升。

人數比例

修課前FPGA熟悉度

修課後技能掌握程度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極低

低

普通

高

極高

圖 5 學生修課前後差異
註：問卷第 1 題題目為「在修本課程前你熟悉 FPGA 開發嗎？」。問卷第 17
題題目為「修完本課程後，你能掌握該領域技能程度為何？」。
556

APA-6

依據上述的問卷結果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透過新實驗教材的開發
來強化教學的深度與廣度，學生的學習成效將可以明顯提升。
（二）學生學習動機影響
依據問卷中第 16 和 17 題學生填寫結果，如圖 6 所示，技能掌
握程度越高的同學，主動學習程度也較高。

圖 6 技能掌握與主動學習程度關係
註：問卷第 16 題題目為「在專題執行過程中，你主動學習相關知識的程度為
何？」。問卷第 17 題題目為「修完本課程後，你能掌握該領域技能程度為何？」。
依據問卷中第 17 和 18 題學生填寫結果，如圖 7 所示，學生在修
完課後進一步自主學習意願高，並且技能掌握程度高的同學越明顯。
掌握程度極低

掌握程度低

掌握程度高

掌握程度極高

同意
普通
會進一步自我學習?

非常同意

掌握程度中

50%
人數比例

40%
30%
20%
10%
0%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圖 7 技能掌握程度與自主學習關係
註：問卷第 17 題題目為「修完本課程後，你能掌握該領域技能程度為何？」。問
卷第 18 題題目為「修完本課程後，你會再進一步自我學習該領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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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的問卷結果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透過結合問題與專案導向
學習方法，學生對於技能的掌握程度可以提高外，也將能激發學生自主
學習的意願。
三、討論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在大學端的教學內容更必須與時俱進，以避免學用落差
的情況日益嚴重，在進階選修的課程中更是重要，也因此授課教師每隔一段時間
要進行教材上的更新。而近年來開源電腦軟硬體大力推動資訊教育的普及化，但
卻在大學端造成速成文化的產生，學生過於重視應用端而忽視了更重要核心技術
的學習，這表示課程吸引力和教學內容的深度與廣度之間已造成拉扯。課程吸引
力增加雖能讓修課學生數增加，但過於迎合應用端而忽略核心技術的教學很容易
造成與業界需求之間的落差產生。再者，當我們從學習方式來探討，近年來不斷
重視的 PBL 方式到專案的開發，這種 top-down 的做法雖可以激發學生自主學
習的意願，但現有資訊科技相關科系於大一和大二先教授基礎和核心課程後，於
大三、大四再進行進階課程學習的 bottom-up 做法仍有必要之處，而非一味地對
所有課程進行 PBL 方式的調整。因為在資訊科技相關專案的開發過程中，若無
相關理論的基礎情況下，思考方向將無所依據，也很容易造成解決方法上發揮的
限制。因此，經由此次研究我們了解到在不斷強調 PBL 和課程吸引力同時，仍
該有一些課程和教學是以提供學生學習核心系統開發的能力為目標，特別是如本
研究所搭配的進階課程。

伍、 結論
透過這個研究的實行，我們可以發現當學生能有動手做的機會時，其學習的
意願也會明顯提高。經由四個開發的實驗教材練習，學生能深刻感受到人工智慧
與可重組式計算之間的連結，並不會僅停留在科技新聞的認知，並能透過實際操
作的過程，降低學用落差的問題產生。再者，透過結合問題與專案導向學習方法，
經由期末專案提案與規劃過程進行問題的探討，學生能自行去尋找相關的資源，
用以完成自己提出的專案作品，並在期末進行專案成果展演。
在期末專案成果報告過程中，採用同儕互評與專家學者評量的方式，將可以
促進同學間學習互動。再者，依據同儕互評與專家學者評量的結果給予學生鼓勵，
也能培養學生的榮譽感與自信心。另外，在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後，部分修課
學生也能進一步參與相關競賽並獲獎。因此，雖然開發新實驗教材需花費相當多
的心力，但學生回饋與表現也說明本研究的執行得到正向的效果，同時也能增加
授課老師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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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新產品開發技術實作創新教學及變通性多元評
量之研究
吳雅蓉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食品健康科技系
wuyarong@mail.tumt.edu.tw

摘要
教學現場教師面臨學生視手機如命、學生上課嗜睡、學生學習興趣低劣及
浪費食材等問題，本研究課程規劃透過實務操作，讓學生能夠放下手機，提高
學習之興趣。本研究以技術實作教學實踐研究為主題與目的，將食品新產品開
發以技術實作為主軸，聘請專業業界師資及跨領域業界師資融入教學現場給予
學生技術指導，強化學生產業實務面之應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本研
究參與學生為科技大學四年級學生，參與人數 41 位，課程設計結合海洋特色
及有機蔬菜等主題，激發學生創意思考及實務創作，舉辦農場校外見學，給予
學生食農教育正確觀念。課程融入在地服務、關懷弱勢服務學習及勞作教育等
面向，藉由學生所學的專業，拓展至校外服務社會。利用變通性多元教學評量
包括實作評量、真實評量、檔案評量、動態評量，評鑑學生學習成效，亦舉辦
新產品研發成果展、海洋特色新產品開發競賽、課程成果壁報及口頭發表。此
研究成果能提升學生專業技能的培養，亦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將課程專業領
域技能與產業做密切結合， 減少學用落差，激發學生學習潛能及提升學生實
踐關懷社會之服務。
關鍵詞：海洋特色、在地服務、食品新產品開發、食農教育、變通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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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teaching of foo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lternative
assessment
Wu, Ya-Jung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ei University of Marine
Technology
wuyarong@mail.tumt.edu.tw

Abstract
On-site teachers face problems such as students being disinterested and
distracted by their mobile phones, in addition to sleeping in class and wasting food
ingredients. This study focused on both technical and teaching practices in new food
product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specializ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teachers from
industries were invited to provide technical instructions for students at teaching site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ability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outcomes. This study focused on fourth-year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41 students. The curriculum used in this study combined the topics
of marine features and organic vegetables to stimulat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creation. Educational field trips were held in a farm to provide food and
farming education for the students. The curriculum was integrated with local services,
service learning regarding caring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manual training, which
allowed students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ed in school to off-campus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the flexible and diverse teaching assessments, including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uthentic assessment, portfolio assessment, and dynamic assessment,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were also evaluated through new product presentations,
competitions on product development with marine features, poster presentations, and
oral presenta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improv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simultaneously strengthen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When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developed in schools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ies, the gap
between learning and practice can be reduced, stimulating students’ learning potential
and enhancing their involvement in social services.
Key words: marine features、local services、new food product development 、
food and farming education、alternativ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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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本計畫以「食品新產品開發(New Food Product Development)」實務操作技能
為基礎，教導學生專業技能操作課程，將原本在教室中枯燥乏味的講課，引入實
習教室讓學生動手製作產品，枯燥乏味的課程學生缺乏學習動機，課堂上選擇玩
手機、打瞌睡、發呆之現況，進而改變他們的學習動力。啟發學生讓學生主動創
意思考，研發新產品自己動手製作，設計新的產品，開啟學生創新創意的思維。
課程設計以基礎的技能包括食品加工、米食加工、麵食加工、水產加工等產品製
作，各組研發不同的創新創意產品，利用基礎所學的知識及技能，延伸拓展多元
化的產品，結合本校海洋特色，開發富創意的海洋素材產品及友善蔬菜素材產品。
本課程搭配業師融入教學現場，聘請業界教師至課堂上教課，落實學界與產業接
軌，減少學用落差，以富有想像力之大學生創意作品，與業師分享交流，藉由業
師豐富的經驗融入課程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奠定學生更精進的實務操作經
驗。配合課程設計及規劃，亦搭配在地服務學習，引導學生實踐地方服務， 關懷
社會，伸出己力，回饋社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食品新產品開發為課程規劃，此課程符合技術實作教學實踐研究，
透過業師協同教學，融入產業資源及概念，讓學生將所學知識及技能，研發創意
新產品，聘請業師給予學生多元教學評量，不單純以考試成績評斷學生的學習成
效，以多元的評量方式，如創新企劃、產品實作、成果海報、在地服務等面向，
給予學生不同的評量評分。教師給予學生專業的麵食加工基礎知識及技能，業師
融入產業經驗，包括新產品開發實作技能及文創產品包裝，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
從產品製作到包裝，從食品生產到行銷，邀請業師協同教學，減少學用落差。

貳、文獻探討
新奇的食品或話題性食品，富含創意或有故事的產品，有助於消費者購買產
品的意願，因消費者喜歡嘗鮮，年輕族群消費者對於新販售的產品有著躍躍欲試
的衝勁。近年來保健議題盛行，如何在食品中加入保健素材是許多公司擬研發的
重要項目之一。而這些保健素材應用於食品中，如何兼顧口感及保健功效，為業
者須面臨的問題(王增興，2018)。高淑雲與吳純衡(2013)將魚類加工後所產生的魚
骨廢棄物，透過一連串加工技術，開發出高鈣手工餅乾及海鮮魚鬆等多元化產品。
因此食品新產品開發為很重要的一個課程，在學校具備創意的思考及實作， 畢業
後至職場才能夠有發揮的空間。國人因鈣質攝取缺乏，開發魚骨製作含高鈣休閒
性食品，讓銀髮族、幼兒和孕婦更容易攝取高鈣產品，預防骨質疏鬆症，但研發
過程，須兼顧產品的適口性，因銀髮族與幼兒的咀嚼力須特別注意產品的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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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及尺寸。將廢棄物再製成可食用的產品，有效提高原料的利用性，提升產
品的附加價值，促進經濟極大化效應。
國人的健康意識抬頭，許多市售產品含有高糖、高鹽、高油、高熱量等成分，
長期攝取這些食品，可能會引起肥胖症、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等風險。因此，新
產品研發近年來邁向低糖、低鹽、低油脂之訴求，另外以高纖維、高鈣產品開發
為新契機。蘇醇浩(2013)研究以柑橘纖維(citrus fiber)進行烘焙產品之研發，研究
結果顯示，柑橘纖維添加量增加，產品的外觀明顯縮小，其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
意願，但產品具有延緩硬度效果，因此以柑橘纖維取代可以降低固體油脂的添加
量，亦可提高消費者對膳食纖維的攝取量，符合國人訴求的健康需求。全球營養
及保健食品的開發，北美約佔60%、歐洲約佔50%、亞太地區約佔30%，主要為無
脂及低脂的食品，其次為低熱量及低糖、低鹽的產品(施坤河，2018)。南僑食品開
闢新漢餅潮，利用46年的烘焙經驗與研發能力，跨足漢餅市場，開發新產品， 捍
衛中國特有的糕點，期盼繼鳳梨酥後，漢餅也能躍上國際舞台。台中世界博覽會
販售花博餅，以花入味或花外型的麵包、甜點、餅乾、糕餅等搶攻市場。吳寶春
師傅運用不同的在地食材與故事，開發七種花博麵包「蘋果花」、「花舞夜來香」、
「熱情菠蘿花」、「桂花釀吐司」、「迷你花園」、「沙漠玫瑰」、「風吹桂花
滿店香」，展現多元化產品的創意。陳永信師傅以台中在地食材紅心地瓜研發「爆
吉韓吉王」，產品一上市馬上銷售一空(施坤河，2018)。
因此，開發新產品為食品產業不斷求新求變的過程，如何具備市場區隔性，
也別於其他產品的特性，將是新產品開發需要探究的內涵。學生在大一至大三擁
有實作技能的基礎技能，大四選修食品新產品開發，將所學的技能應用，以因應
即將踏入職場面臨新的挑戰。

參、研究問題
時代變遷，科技進步，人手一支手機已是現在社會的常態。以前年代，學生
想打電動，只能回家玩，現在科技發達，人手一機隨處可玩。老師台上講授正課，
單純以黑板或投影片講課，學生卻缺乏學習的動機。本系部分學生來自外縣市至
台北求學，包括花蓮、台南、高雄、宜蘭等地，抑或為弱勢學生或身心障礙學生，
學生為了打工賺取生活費，或為了改善家中經濟，許多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打工，
時常半工半讀，導致上課沒有精神，上課打瞌睡，無法集中精神。課程內容若枯
燥乏味，無法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缺乏專注力的情況下，若只是單純講課，學生
很容易疲乏，降低學習的效果及意願(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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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學習缺乏興趣與促進學習成效魚骨圖。

肆、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新產品開發實作課程為主，教學目標分為四個面向知識、技能、
態度、其他等。知識面主要傳授食品新產品開發之科學與技術等知識， 邀請
業師深入教學，提升學生之實務面專業知識。技能面主要藉由實務操作獲得
食品開發新產品之技能，從農產到餐桌親自體驗食農教育、產品研發、產品
實作、產品包裝、產品銷售等過程。態度面主要將知識與所學技能應用於職
涯發展，透過業師的教學與業界緊密串連。以所學的技能應用於社會公益上，
回饋社會幫助弱勢，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其他面主要藉由食品
新產品開發對食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教學方法不守舊於單純課堂教學，不以生硬的板書方式授課，
除了以活潑方式激發學生思考，並讓學生分組討論思考、動手親自製作、分
組討論等，內容分述如下：
1. 講述與分析：利用投影片、影片欣賞、分組討論等方式講解食品新產品開

發流程與市場銷售之管理。透過業師協同教學，於本課程中帶入產業的概
況及未來發展，啟發學生對食品新產品研發的概念，從設計食品、市場概
況分析、實作成品、包裝設計、行銷企劃等過程。
2. 分組報告：分小組專題討論及實作，分組進行資料收集、討論、撰寫書面
報告、口頭報告與實務操作，開發指定素材海洋特色及友善蔬菜之食品。
3.成果展示：每一小組研發新產品，並分析產業概況，收集資料及彙整，製
做成品展示，相互觀摩與討論，並進行品嚐與評分；經新產品開發實務操
作各組競賽。舉辦成果壁報展示及口頭發表。並將所學的專業融入服務學
習在地服務，舉辦服務學習成果發表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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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主要包括食農教育、業師教學、創新研發產品、關懷
社會、成果展示等五大面向，學期成績計算以多元教學評量方式評量
學生在各面向之學習成果與啟發。

圖2、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範圍
1. 食農教育
本研究配合課程帶領學生校外見學，參觀有機農場，全面採
行有機生產，並將科技導入，提升生產的有機蔬菜「質」與
「量」快速提升。於現場實地進行堆肥製作、益生菌製作、有機
蔬菜之栽種、有機蔬菜採收等。從農場到餐桌食品供應鏈，學生
往往無法接觸到農場的最源頭端，大多授課僅只能紙上談兵，實
際如何操作學生無法真正體會，唯有親手體驗才能夠瞭解，體會
作物生命過程及農夫的辛苦，且增進對食材的瞭解(如圖3)。

學生體驗日本創新保鮮技
術 CAS(Cell Alive
System)

學生用手機好奇地記
錄

學生親手甘蔗採收農
園

下機械化植栽的過程

整理

圖3、食農教育體驗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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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師協同教學
本研究聘請業師協同課程教學，將業師所具備之專業技能及
知識，融入課程教授給學生，透過不同產業老師的引導與教學，
提升學生學習之興趣，符合業界規模觀念，教導學生產業概況與
市場分析，不讓學生當井底之蛙，受限於學校範圍的課程教學，
將產業新知及觀念帶入校園，與產業互相接軌。本研究設計之課
程安排8位跨領域的師資(如表1)，配合課程融入教學，分為三個
主要面向，包括源頭農場耕作、生產製程、銷售等(如圖4)。
表1、聘請業界專家協同課程教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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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動草休閒農
園
業師教學

中華穀類食品研究
所

邁魚創意設計工作
室

業師教學
圖4、業師協同教學上課過程。

業師教學

3. 創新研發
食品新產品開發課程藉以讓同學創意發想出富有多元化的創
意食品，並收集市場資訊及脈動，隨時掌握時常最新動態及資料，
讓同學於課程上跟上時事腳步，而非故步自封於中規中矩的課程
上。本研究擬定兩項主題給予學生研發應用。第一項為符合本校海
洋特色，研發海洋素材相關食品，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第二項為符
合農場到餐桌的食農教育，激勵學生從頭做起，深入農場自行耕作
學習，結合友善蔬菜製作創新產品，提升學生實作技能， 並體會
食材得來不易，平常飲食更該愛惜食物。
4. 在地服務
學生偶會抱怨生活的不滿或怨天尤人，藉由在地服務關懷地
方弱勢團體，讓學生體驗到自己生活的幸福，更應知足常樂。本
課程亦融入勞作教育，透過環境服務工作，學習與自我、他人及
環境的互動，進而養成負責、自律、合作、關懷等處事態度(如圖
5)。

圖5、在地服務關懷社會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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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成果展
計畫執行完成前辦理教學成果展，包括實作產品壁報製作展
示、產品試吃、問卷設計、參與校內競賽、在地化服務及勞作教
育成果發表。
(三) 研究場域
本研究課程實施除了利用本校食品加工專業實作教室及電腦
行銷教室，另外於校外與統和有機農場、金漢柿餅教育農園、風動
草休閒農園、安永心食館等多處企業配合課程教授實施(如圖 6)。

圖6、本計畫研究實作場域。
(四) 研究對象
1. 個案班級
本研究教學對象為食品科技與行銷系四技部四年級之學生，選
修食品新產品開發之學生，學生人數41位。該班學生高職專長分析
及背景特質分析顯示有半數以上為非本相關科系畢業之學生(如圖
7)，高職非本科領域的學生，使其與業界接軌有更完整的訓練，故
更應於畢業前強化其專業技能，以利畢業後具有競爭力。另外，任
課教師應了解授課班級之學生家庭背景或生活，幫助及鼓勵持有特
殊條件(含身心障礙、原住民、低收入戶、弱勢助學)之學生，教師
應給予更多的輔導及輔助，幫助他們在學校能夠擁有更完整的技能，
以利畢業之後能於相關領域中能有專業的貢獻，培養身心障礙學生
能夠為社會上專業的人員，融入社會活動，開創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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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學生高職專長科別分析。
(五)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課程以多元評量方式了解學生學習歷程之成效(簡茂發，
2001)，分述如下：
1. 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實作評量注重學生將所學

知識的專業知識表現在具體成果上，如問題解決、實作成果、展
示、表演、作品集、教師觀察、檢核表、問卷等來評估學生實作
能力。2.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真實評量注重在真實生
活的探索或模擬真實情境的對應能力進行評量，強調在真實的情
境裡進行模擬訓練。
3. 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教師指導學生有系統的蒐集各

階段之作品，教師及業師可透過資料夾內收集的作品予以評
量。評量結果可檢測出學生在課程上進步與成就，檔案評量可
以反映學生廣泛的學習歷程、進展及結果。
4. 動態評量(Dynamic Assessment)：動態評量注重學習過程中改變
的情形，不單只評量知識或技能上的外在表現，而是評斷學生
在經由課堂指導後是否有真實進步與成就。

伍、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一)「食農教育」對學生的專業成長
本研究以技術實作之食品新產品開發課程為主軸，希望透過戶
外教學方式，讓學生親身體驗活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力。
本次戶外見學活動，安排前往新竹金漢柿餅教育農園、桃園統和有
機農場、陽明山風動草休閒農園等地方，讓學生能夠親身體驗，農
地實地現場教學，讓同學能夠了解友善的耕作方式、種植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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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品種、食材加工過程、產品的應用、標章認證、在地農產品
特色等過程(如圖 8)。

金漢柿餅教育農園

統和有機農場

風動草休閒農園

圖 8、食農教育體驗式學習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加深學生學習之印象。
透過農場見學食農教育的體驗教學學習，透過林如萍教授推廣
的食農教育之推展策略中，我們在農業生產與環境、飲食健康與消
費、飲食生活與文化三面向皆有涉略，學習的內容豐富多元，提升
學生對食物源頭的食材種植、農場管理、在地特色、永續環境、食
品衛生、加工製程、地產地消、感恩與珍惜食材等，提升學生文化
素養及專業能力。根據調查，約有半數學生未實際參與過農場體驗
工作，而清楚了解種植的學生鮮少。學生於課後回饋，對於食農教
育戶外教學之活動規劃，評價相當良好。透過 4 場次的戶外見學
體驗活動，於體驗前與體驗後，學習成效明顯有顯著的提高，可幫
助學生提升學習過程的體驗記憶，並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動力(如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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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修課學生對農場體驗式學習之前後測問卷結果。
(二)「業師教學」對學生的技能成長
本課程修課學生對於業師協同教學之心得分享，以文字雲方式
彙整學生的心得文字，了解學生對於業師分享之部分，較為有印象
之部分(圖 10)。

圖10、修課學生對業師教學內容之課程學習心得分享文字雲。

(三)「研發創新」對學生的創意及實作培養
本次活動歷經一系列課程設計，從無到有，讓學生自己發想及
創作(如圖 11)。共創立 9 大企業品牌，共研發 18 項創意產品、
9 件海洋特色作品及 9 件友善蔬菜作品(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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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學生的學習歷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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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學生創新研發企業品牌、海洋特色作品及友善蔬菜作品。
(四)「關懷社會」對學生服務社會的成長
食品新產品開發課程指導學生建立食品企業新品牌，並研發富
含海洋特色及在地化友善農產品之創意產品，提升學生實作技巧及
行銷能力，並啟發學生回饋社會，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之觀念。本次
活動共創立九大企業品牌，共研發 18 項創意產品，其中 3 個企
業品牌 New 乾、巫術甜點及 HAPPYYUMMY，使用在地農產品
「地瓜」研發創新產品，於企業社會責任幫助人安基金會地瓜媽媽
的「用心涼薯冰心地瓜」進行開箱文推廣，師生協助於校園內推廣
冰心地瓜，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如圖 13)。

圖 13、推廣人安基金會「用心涼薯冰心地瓜」。

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的部分，學生希望幫助身心障礙的朋友，於
是發動愛心捐款活動，共募得 1,043 元。HAPPY YUMMY 將販售
收入 660 元捐給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幫助小朋友均衡飲食(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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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學生發動愛心捐款幫助弱勢。

(五)「成果展示」對學生於課程整體之成長
食品新產品開發創意競賽暨畢業成果展，學生創意作品富含海
洋特色及在地化農產品特色，食品系學生未來是食品產業的尖兵。
本活動競賽邀請 4 位業界的專業評審團蒞臨本系給準畢業生指導，
評審與畢業生們分享產業實務的經驗，與準畢業生們交流。本次競
賽暨成果展共創立九大企業品牌，包括 HAPPYYUMMY、New 乾、
Ai Sa Blue、巫術甜點、H&C (健客)、五酉鬼、海盜金寶、龜鮮仁、
臺式美味等，評審團對同學的企業品牌理念及 Logo 設計讚譽有加，
對海洋特色產品及在地化農產品應用開發的創意巧思亦非常地肯
定。食品新產品開發創新創意競賽前三名企業及多元評量評審們評
語(如表 2 及表 3)。
學生在經歷一整個學期研發過程及實作，提升自我實作能力及
發揮創意，在競賽的過程增加自己的自信心與建立穩健的台風，讓
同學能夠發揮無限創意及團隊合作精神，研發海洋特色新產品及在
地化食材應用、推廣臺灣在地食材使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等成果。
本活動除了提升教師教學能量，亦提升學生實戰經驗。評審於活動
後在 LINE 上向冠軍 HAPPYYUMMY 訂購「藻想魚你相遇」產品，
學生畢業後仍全組一起回學校製作產品，寄送給訂購人，並寫下溫
馨小卡片感謝訂購，維繫與顧客之間連結(如圖 15)。食品新產品開
發課程修課學生獲得各項技能發雷達圖分析(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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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食品新產品開發創新創意競賽前三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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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食品新產品開發多元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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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業師於活動結束後訂購學生產品。

圖16、食品新產品開發課程修課學生獲得各項技能發雷達圖分析。

(六)教師教學反思
透過本計畫讓我在課程設計上更有彈性的空間，經由學生的學
習狀況及業師的啟發，讓教師一邊執行計畫及教授課程時，一邊隨
時滾動式修正內容，不再死板的教授學生單項產品研發製作。在執
行計畫的過程，教師發現學生的無限創意和技能，透過與學生的互
動，師生間教學相長的學習，教師發現學生很多技能是平常從未發
現的，透過讓他們自主的學習，可以激發學生潛能。在業師的授課
期間，任課教師也學習到很多內容，再將其滾動式納入課程，使課
程及計畫執行更加完備。原本撰寫計畫只想透過五面向讓學生學
習，透過業師課程的啟發，教師突然有一個創新的念頭，讓各小組
學生以創立企業品牌的模式，從無到有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品牌
企業經營。整學期教師看到學生的成長，真的充滿感動與驚喜，在
教學實踐計畫成果分享會委員給的評語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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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非常豐富」，雖然只有2學分的課程，但教師與學生投
入的時間與精力更多，師生一起共同努力完成各面向的挑戰。

(七)學生學習回饋
將學生學習後之問卷分析內容，透過文字雲的方式，了解學
生在修習完課程後的想法，學生大多提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在
過程中建立與同儕溝通是必要的過程。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也使
學生有深刻的印象。另外於經費的管理及核銷的細節學生也都
有深刻的印象(如圖17)。因本計畫為大四學生，正面臨畢業找工
作的時機，有兩位同學畢業後與我分享找到合適的相關工作，對
食品產業培養新的生力軍。

圖 17、修課學生對整學期修課過程的經歷分享的文字雲。

陸、致謝
感謝 108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 PSK1080220)，使
本課程設計更加豐富及完善。感謝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給
予本計畫之行政上協助，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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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學素養:以輔導類科教學實習課為例
羅家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clluo@cc.ncue.edu.tw

摘要
面對新課綱的素養導向教學在即，研究者在師資培育階段欲加深職前教師本
身的專業素養以回應教育政策。故探究 49 位輔導科系師資生修習大四的「輔導
活動教學實習」課程以培養素養的經驗。採單組前後測和內容分析法分析質性資
料，結果顯示：一、學期初學生皆能理解和應用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核心素養指標
設計教案，但有 2/3 學生自認未熟知「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標」。二、從學期末
至中學教學成果和追蹤分析顯示，師資生在教學效能與知識運用情形皆達顯著差
異，顯示專業有所成長。三、職前教師在專業素養指標增長最多的四項是：1.了
解青少年學生身心發展以進行輔導。2.應用具有正向支持的班級經營與輔導策略。
3.建構自身教育價值與理念和信念。4.課程規劃和素養導向教學策略等四面向。
四、研究者的發現與反思:(一)、培育素養需時間、自律、行動和境教薰陶。(二)、
校外實習教學法可促進職前教師整合所學，透過校外實習、自主學習和團隊合作
等教學策略而培育素養。亦使諮商師、學校輔導教師與教師間的角色知覺差異更
清晰可辨。(三)、輔導教師的專業角色和內涵有別於一般教師，目前教師專業素
養指標無法涵蓋輔導專業教師工作內涵。(四)、核心素養與專業素養各有意義，
核心素養更具有即時實踐性。(五)、研究初衷原在擔憂新教育政策的培用落差，
研究者反思落差的意義，也藉持續精進個人教學策略。

關鍵字:職前教師、職前學校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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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learn competencies together: Take the teaching
practicum of guidance as an example

Chia-Ling Luo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lluo@cc.ncue.edu.tw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ompetence -based curriculum in middle
schools, this study wants to deepe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for the policy.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of 49
students who took the course "Teaching Practicum" in the 4th year, and track them 2
weeks after the off-campus internship in the second semester. By evaluating the before
and after performance within group and adopting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1.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all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core literacy
indicators of the 12-year national education syllabus, but 2/ 3 students think that they are
unfamiliar with the "pre-service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dicators".2. The
results of middle school teaching reports and tracking analysis show that there has
improved some skills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knowledge application that show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re still continuously improving. 3.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mproved most as following 4 aspects:(1). Understand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teenage students for counseling. (2).Applying class management
and counseling strategies with positive support. (3). Constructing one's own educational
values, ideas and beliefs. (4).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literacy-oriented teaching
strategies.4. Overall finding and reflection show as: First,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requires long-period self- discipline and cultivation, and it
must also be nurtured by the environment. Second, Off-campus practicum can cultivate
integration what students have learned, th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as off-campus
practicum, self- regulating learning and teamwork, making the professional role
perception more clear and specific within couns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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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unselor and teachers. Third, The professional roles and content are different
from general teachers. At present,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dicators cannot
cover the whole content of the of school counselor, Forth, Both core competencies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ll have meanings, and core competencies could be practice
during life.Fif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research has little worry about the gap in
the trai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education policy. The researchers reflect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ap and continued to refine personal teach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pre-service teacher；pre-service school counselor ;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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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隨著社會變遷，國家教育方針在不同時空下因應教育新興浪潮而擘畫革新，
從1968 年實施國民教育、2004 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2014 年的12 年國教。回
顧歷史的教育改革，可見從「知識」、「能力」到「素養」的發展軌跡。此次以
「素養」（Competencies）為教改核心，不僅是回應國內社會環境的變遷， 也著
眼於國際競爭趨勢的人才培育方針(Susan,2014).。蔡清田（2010）指出：
「核心素養」係指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變化迅速的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
（knowledge）、能力（skill）與態度（attitude）（簡稱 ASK）。本研究對象是以
輔導（guidance）和諮商（counseling）為專長的大四師資生，其訓練的根本精神建
基以「全人發展為核心」的理念，關心學生的整體健康與發展，與素養導向的全
人教育精神不謀而合。但若要能在中學以素養導向教學，教師本身是否具有充足
的準備？研究者身為師資培育大學教師，不禁關切應如何在課程中培養職前教師
培育素養？而且若教師本身對於素養培育沒有體會，又如何能在青少年教育場域
落實素養導向教學？然而，素養，是需要時間涵養培育，在大學分科教學相當徹
底的環境中，一個任課教師要如何能讓學生體會到素養培育？ 或者，這僅只是理
想性的教學指引？甚至，教師本身的素養需要用甚麼標準來定義與衡量？還好
107 年 4 月教育部公布職前教師培育專業素養的指引共五個面向十七項指標，可
作為教師專業素養培育者的參考，而我的課一向是很需要實作挑戰的課程，對於
師資生學習素養可有助益？且若師資培育大學未及時因應教育政策和專業內涵，
可能造成培用落差的情形令研究者隱隱擔憂。研究者也是教學者，似乎有需要嘗
試素養導向教學的經驗，體驗素養導向會引發的教學思維有怎樣的發現？故先依
據前一年所實施的教學實踐研究結果，確認教學架構適當後，於此次教學研究中
探討本課程作為培育師資生素養的可能性。故本研究問題：一、本課程的職前教
師本身在教師專業素養的學習情形如何？ 二、研究者從促進職前輔導教師的專業
素養學習歷程的教學反思為何？

貳、 文獻探討
一、素養的意義與職前教師專業素養
從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al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 「素養十年的報告」 （literacy Decade
Report）指出，素養是一切學習的基礎（引自林新發, 2018），素養若以“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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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字根是拉丁文 litteratus，指有學問的人，指讀懂拉丁文所需起碼能力
（minimal ability to read Latin）。也可理解為：“literacy ”是強調個人具備知識的基
本能力。另有以“competence”譯作「素養」。希臘文 ikanótis 相當於
“competence”，係指能夠「完成事情」的能力。拉丁文 competens 意指「能夠，
可任」。現今的素養“competence”字，係指個人擁有的認知能力、技巧與意願，可
以成功且負責任地解決各種問題。從我國文化而言，《辭海》(1992) 認為素養是
指『經常修習涵養。《漢書》李尋傳：「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
可以重國。」』。淺白描述是： 一個人如果不具備良好的素質和涵養，則不可以
被國家所重用 （林新發，2018）。因此，不僅是個人具備知識條件，還要能夠具
備足以承擔國家社會責任與貢獻。由此觀之，我國文化中的「素養」更強調內在
修為與德行，而不僅只是獲取知識的基本能力，或功能性、特定性能力，以之作
為培育國家青少年學生成為國家社會甚至是世界的人才，即以「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e）為核心內涵。新課綱總綱：「核心素養」是指㇐個⼈為適應現 在生
活及面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吳清山，2018；教育部，
2014）。
另從師資培育的角度而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15 年出版「教師政策發
展指南」（Teacher policy development guide），提出九個層面的綜合性教師政策：
（1）教師的徵聘和留任（2）教師教育（初任和繼續教育）（3）教師的配置（4）
專業結構/專業規劃（5）教師的就業和工作條件（6）教師的報酬和薪資（7）教師
專業標準（8）教師績效責任（9）學校治理理（UNESCO, 2015）。換言之，從師
資培育的觀點來看，培育未來教師的角度也應該是從教師的專業素養出發。依據
107 年 4 月教育部公布職前師資培育階段的專業課程基準暨職前教師專業素養
有五大類：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2. 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
求。3. 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量。4. 建立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
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理。依據上述五類訂有 17 項專業素養指引。上述恰可做
為研究者據以培養學生專業素養的具體參照。然就五大項目而言，皆是指未來具
備教師條件的專業素養指標。林永豐（2017）將素養分成「功能性素養」
（functional
literacy）及「非特定學科、橫跨各學科的共通性能力」
（subject-independent, generic,
transversal competences）（以下簡稱：共通性能力）兩類。從上述所討論的素養
（literacy 或者 competence）來看，上述的 17 項教師專業指標實屬「功能性素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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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我們師資生缺額甚少，師資生畢業後成為教師者反而是少數，師資生無
法確認未來教師的生涯目標可以實現，故以教師素養為自我涵養的吸引力並不高。
然「非特定學科、橫跨各學科的共通性能力」或所稱的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e）
並無職業角色的設定，而是回歸人的本質培養自身素養。即使未來無法成為教師，
亦能夠培養自身優異素質以面對各種生涯發展的可能，而這也正符合培育個人素
養以因應未來社會快速變化的精神，研究者以此觀點假設本課程之「素養」內涵
可有核心與專業兩類。
二、培養教師專業素養的策略研究
芬蘭於 2016 年推展「現象本位的教與學」（phenomenon-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鼓勵教師每年至少一次以全球性的議題，設計主題課程以培養學生面
對真實生活情境的能力。這些現象都是真實情境中跨學科主題教學，因此不是為
了跨學科而跨學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從九年一貫課程開始即以解決生活真
實問題和實踐為基礎。對應於師資素養的培育，可從師資生的生活情境中探討如
何培養師資生可發現問題、應用所學解決問題的「功能性素養」與高層次的「共
通性能力」。符碧珍（2018）指出：早年師資培育機構在教育專業課程中（如分
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與服務學習行之多年，但理論與實
務的落差依然存在，恐難冀望性質近似的實地學習能夠見效， 故應改善目前過於
零散而未將素養培育結構化的整體師資培育課程。此類課程以實務問題作為核心，
讓學習者與問題情境間真實互動，以縮短理論與實務間的落差，如同 Korthagen
與 Kessels（1999）強調於真實現象的問題解決導向學習（引自符碧珍，2018），
換言之，增加現場實作時數或機會不能等同於教師專業素養的增進，中間還需要
有系統的引導與訓練（Nadia, 2013）。類似的觀點也是建議:為促進師資培育需更
多實務性課程的安排與學生活動和服務學習等
（何緼琪、許智香、沈麗芬、饒瑞鳳，2010）。然上述皆是以師資培育課程整
體規劃的角度探討，以研究者而言的角色是任教專門課程和師資課程的教師， 關
切於心理輔導的課程化教學該如何教。林新發（2018）指出大四課程是師資生總
整課程（capstone course）（Gardner & Van der Veer, 1998; Levine, 1998），應幫助
學生達到統整、收尾、反思、銜接的教育功能。應融入教師培育情境（ Levine,
1998 ）
，整合

ICRT 四項功能：
（ 1 ） 統整（ Integration ） 2 ） 收尾（Closure）

（3）反思（Reflection）（4）銜接（Transition）。其內容、教法、評量的規劃都
在於促使學生達成前述四項功能。具體做法如：表演會或發表會、設計展、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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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實習、運動會、學習歷程檔案等。然陳美玉（2014） 從實踐知識論觀點認
為:師資生的專業學習乃是教師終身發展的起始階段，師資生乃是專業認知與建構
實踐知識的主體，其身上所持有的相關生活經驗與成長史，外界環境相關的社會
結構性因素，以及師資培育機構所教授的教育理論， 對於形塑師資生成為一位怎
麼樣的未來教師，皆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須理解師資生的專業認知是如何複雜
與形成。因此重視的是學生本身如何從學習與行動中建構實踐知識，提出具體教
學策略有:生活史分析法、個案研究法、自我導向探究法、合作學習法、札記反省
法、合作自傳法、晤談法和觀察法等等，然而各項教學法須要扣住所要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的知識能力和品格如:(一)、尋求對自我的了解。(二)、參與團體合作的專
業學習。(三)、養成反省意識與能力。反省能力的養成乃是當前師資培育之重要課
題。(四)、發展理論與實踐經驗相互結合與轉換的能力。(五)、培養個人知識管理
的能力。(六)、學習善用科技改善教學的能力。(七)、成為社會的有識之士（陳美
玉，2014）。本研究者個人的教學經驗也同樣意識到大四學生以具備的素養，已
成為其詮釋現象和助人之道的基礎（羅家玲，2019），但實作或實習的體驗學習
法可促進其情境脈絡知識、透過同儕合作學習與多方對話所促發的批判思考和溝
通合作能力、以自我覺察與自主學習促進其知識轉化、再行動的實踐機會有助於
促進教學方法與技巧的熟練。透過上述循環，或可逐步增進職前教師專業素養。
彙整上述，本研究所採取的教學策略有：試教實作、同儕課程探討（lesson study）
和自我覺察和自我調整。相關研究有：教學效能的應用（Borich, 2014）、 教室臨
床 觀 察 小 組 合 作 模 式 （ Acheson & Gall, 1997, 2003 ） 、 自 主 調 整 學 習 策 略
（Zimmerman, 1989, 2001）等。（因本文字數限制，略以）。

参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輔導活動教學實習」一個學期課程為實施期間，並於一個月後
的「教師專業成長與自我覺察」課程中，利用兩週時間全時在中學進行「微型
實習」，以學習專任輔導教師角色知能，進行追蹤評量。參與教學實習課程學
生共 49 位，追蹤評量因選課人數差異共有 43 位，故較上學期少 6 份資料。
二、教學歷程與研究資料
「輔導活動教學實習」內容有：1.導入階段並收集起始階段研究資料，
含：「我的素養導師圖像」之作業收集與分析。2.講述與培訓階段，包含：系統
性教室觀察小組訓練、有效教學效能內涵與素養培育之自主學習計劃之擬定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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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3.校內外實作試教課程，含方案設計與中學教室觀察與小組訓練之應用等、
4.期末成果發表與討論和反思作業等。5.兩周連續的校外教學與後測。 三、資料
分析：為盡量符合正常教學實況，減少研究帶來學生作業負擔，教學為主而研究
為輔，於成績完成後方進行資料分析。透過匿名處理之學生個人的「素養之自主
學習計劃」記錄心得之內容分析，以理解學生對於培育素養行動的作法與感想。
另分析兩份量表之前後測結果、學生議課後自主學習素養作業與實習成果心得發
表、研究者教室軼事紀錄內容等作輔助驗證。質性文本之編碼以 S 代表大學生
47 位，M 代表研究生 1 位，A 代表進修生 1 位。本研究所指的職前教師專業
素養指標乃參考教育部所擬定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藉以作為分析學生素養內涵的具體概念，以符合
內容分析法的意旨(游美惠，2000），指標內容如表 1。
表 1

職前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專業素養
1.了解教育發展
的
理念與實務

2.了解並尊重學
習者的發展與學
習需求

專業素養指標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
自
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
等。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
踐
的基礎。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
以
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
與發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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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劃適切的課
程、教學及多元
評量

4.建立正向學習
環
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教
師
專業倫理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
教
育與支持。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
素養
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
發展
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量。
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
知
能，以進行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及學習科技，以促進學
生
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
成
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
學
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
展。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
解
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資料來源：引自教育部（2020）。「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台北市：教育部。
四、研究工具
透過學期初進行前測，第二學期之校外實習兩周後進行後測，收集學生
「教學效能評鑑指標」 （張德銳、高紅瑛、康心怡，2012）四點量尺的填答結
果，以及「教師專業知識運用量表」四點量尺的前後測分析。前者在「課程設計
與教學」共 8 題。「班級經營輔導」共 2 題共計十題。該量表為教育部推展中
小學教師評鑑所發展，信效度良好。為更確理解學生在知識學習與運用情形，採
用黃嘉莉和武佳瀅（2015） 「教師專業知能調查問卷」共 43 題。該問卷包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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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教師專業知能習得程度」的 14 個測量題項，包含三個向度「反省思考」、
「班級經營」、「學科教學知識」，內部一致性達.94，建構效度的因素分析合計
解釋量為 44.52% 。兩者均於上課時間透過教師說明進行電子自我檢測，結果亦
作為學生自我參考之用。

肆、教學暨研究成果
一、第一階段：教學過程與成果
學期初的評估與了解：研究者於學期第二週起藉由分組教學方案設計作
品，檢視學生能夠應用 108 課綱的情形。12 組學生所呈現的的教案設計內容都
能夠引用適當的素養表現指標，並表示過去課程已經有所學習。故研究者認為學
生能夠理解和使用素養指標。另透過一份回家作業：「我的素養導師」，請學生
就其對素養的理解，說明個人平日如何培養素養，甚至當自己在面對人生或活困
難或挑戰時以何為選擇依據。結果顯示：12 份作業顯示：內在心靈素養導師是
「典範」，有父母、過去師長的啟發、大學師長的身教與典範等重要他人為典範；
19 位表示「自勵」，同儕的鼓勵、偶像、網路名人的行誼與成就、閱讀勵志書籍
是心靈慰藉的來源；9 位同學表示「未曾想過素養」，會以網路詢問、運動或休
閒或諮商等自助方式處理困難，但沒想太多素養的問題。7 位表示「尋求網路」，
從沒有心靈導師或素養導師等作為人格修養的參考或指 引，若有生活問題就找
同學或網路聊天詢問或抒發。2 位學生表示「需要時間思考」。故約有 2/3 學生
對於培養素養或心靈成長有意識的培養，1/3 以解決問題為主要因應方式，對於
培養素養或心靈成長沒有意識或習慣。
其次，對於「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標」的認識與看法，研究者於上課時詢問
全班學生，大多數學生表示不清楚此指標，學生未必都以教師為職志，也不會以
之作為個人核心素養。少數三位學生表示有聽聞過，但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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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的素養導師結果
我的素養導師

人

類型

比例

學生對於
培
養素養或
心

63%

數
1.「典範」。內在心靈素養導師有父母、過去

12

師長的啟發、大學師長的身教與典範等重要他
人為典範

靈成長有
意

2.「自勵」。同儕的鼓勵、偶像、網路名人的

19

行誼與成就、閱讀勵志書籍是心靈慰藉的來源
3.「未曾想過素養」。以網路詢問、運動或休

識和形成
的
歷程

9

閒或諮商等自助方式處理困難，但沒想太多

以解決問
題

36%

為主要因

素養的問題

應方式，
對於
4.「尋求網路」。從沒有心靈導師或素養導師

7

培養素養

等作為人格修養的參考或指引，若有生活問

或心靈成

題

長沒有意

就找同學或網路聊天詢問或抒發

識或習
2

5. 沒有回覆。表示需要時間思考

慣

二、第二階段：期末的學習成果
學期末透過 49 份「自主學習歷程與成果表」內容分析，以確認學生在「職
前教師專業素養指標」。學生自主設定 3 項想培養的素養及實施歷程與反思， 結
果:1.以「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
輔導的依據。」35 人次為最多；2.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
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27 人次為次多；3.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
念。」22 人次更次；4.「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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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可能與學生本身是輔導專長會特別注意學生身
心發展和輔導策略，且在大四階段大量的實習經驗，開始對於學生或校園文化的
真實情境有真實感。至於教育法規或課程設計可能和正在準備教師資格考有關，
班級經營則常是學生最為缺乏的學習機會，所以特別想要學習。故上述是學生自
選需要自我充實和收穫最多的指標。至於其他指標未能成為學生關切項目，可能
輔導專長並非以課程教學為主要專業角色內涵，因此並未成為學生的選項，也凸
顯此類指標對於輔導專長學生的適用性可再深究。 表 3

學生自主學得所選擇的專業素養指標
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標

人
次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
學與輔導的依據。」

35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
境，
以養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
育

27

理念與信念。」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
程、教學及評量。」

22

21

三、實踐核心素養的質性資料分析
透過「自主學習歷程與成果」心得內容中歸納素養的學習歷程，發現:1.學生
體會到素養、需要時間、需要自律和堅持、培養人我關係中自我覺察和調整的習
慣、關懷社會以學習知識的思辨等。整體而言，學生除了培養教師專業素養之外，
對於自我的素養，聚焦在:一「自己與自己的關係—接納、理解、愛和自律」、二
「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理解、溝通、共好的練習與省思」、三「自己與社會的關
係—關注、多元理解與思辯」、四「體會存在--無所為的安然」
（well-being）等四個面向。分述如下：
（一）「自己與自己的關係—接納、理解、愛和自律」
1.

素養，須從生活中行動實踐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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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學習，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標，如何將所學的知識，融入自己的
生命經驗，從生活中去練習、領悟，我覺得是很珍貴的體驗。透過參與校外工作
坊、 校內的課程、個人經驗梳理以及諮商等，我嘗試用各種方式，去接觸自己的
情緒與感受，並學習向他人表露自己的感受。此外，在關係中的親密與自主，如
（M0091）
何維持平衡，能與對方親近，但同時保有自我，仍是我需要學習的目標。
2.

素養的養成需要時間與耐心堅持

我的素養目標大多都是「有稍微做出一些結果，但還是沒有達成目標」，
我認為一部分是因為我需要去改變、調整過往十幾年的習慣，本來就很難在短時
間內完成，這不只是安慰自己的話，我除了看到自己還要再堅持、還要再努力的
地方之外，也要看到自己已經付出的努力和成果，才會有動力堅持下去。
（S0031）
素養的累積並非一蹴可幾，在過程中會遇到不斷練習但卻停滯不前的狀況，
此時會感到痛苦，會希望趕快結束，但又希望我能夠好好的去吸收這些養分，因
為未來不會再有同樣的機會去面對，現在就是成長最快速的時候，這是成長所必
需的，也慶幸我還是學生，在挫敗時我還能 以此為由夠對自己的緩慢成長寬容一
點，別人也會對我寬容一點，能夠在寬容中的成長是令人感到安全的，也是讓人
有勇氣繼續往下挑戰自己的！（S1101）
3.

素養和自信的提升，要有人際支持和自勵

我認為透過這學期的經驗，這兩個我所選擇的素養都有一定的提升，我認
為這要歸功於自己有確實執行以及小組夥伴和老師都是令人放心的學習對象，我
想，倘若身旁的老師和夥伴是那種會嘲笑我發問的人，可能就會讓我減少發問的
勇氣，面對失敗和挫折時也缺乏支持力，聽不進去他人的指點。所以我認為自己
能夠提升這個素養相當幸運，但也要謝謝勇敢的自己。（S005）
在素養面上，我重視的是關於自信的提升與自我照顧上。在自信的提升上，
在練習時其實是花了一些時間思考，甚至是需要協助的，並不如想像中容易，但
在多次練習後，我發現現在的我能更容易去看到自己好的一面，儘管一些負面的
聲音還是很大，但是至少我能發現值得鼓勵的一面，雖然有點微弱， 但我會想繼
續嘗試將那樣的聲音放大，而不被負面的聲音掩蓋，讓這兩種聲音能夠平衡一些，
期待在未來真的能讓我自己更有自信一些，這學期的練習正是讓我能夠跨出那一
步的原因。（S0301）
4.

自我探索和調整是終身學習的素養

新的挑戰：這學期我盡量督促自己如期且踏實地完成每項作業，自己規劃
的事情也會完成，在期限內完成該完成的事情好像一直都不是我的困擾，我期望
的「踏實」是想讓自己可以更加用心，並非為了應付而做，我認為這永遠都有進
步的空間，也是我未來想一直追求的價值。至於聽演講，由於時間安排的關係，
很難有空閒時間聽講座，我以在網路上觀看學校圖書館的電子書來自我增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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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對於「關係界限」很有興趣，時常認為需要為別人的情緒負責， 焦點都在別人
身上，而忘記重視自己的感受，因此我認為我需要練習設立關係界限，這不但對
於自己有益處，對自己與身旁的人之間的關係也是有幫助的。將自己的身心狀態
照顧好，是做好事情的前提，這是我所相信的，因此我對於自我探索與調整很感
興趣。因為這是一輩子的課題，而這與下個目標有關連。（S0351）
5.

學習素養需要找方法培養自律

這學期有陣子上課很容易遲到，所以就拿了 3000 元給我一起修課好朋友，
告訴他這個月如果我有準時到教室，準時一次就可以給我 100 元，如果遲到的話
則什麼都沒有，只能月底再把錢拿回來。我覺得蠻有效的，為了當天的餐錢，我
總是克服一切的爬起來上課，漸漸的養成習慣之後，就不需要金錢作為動機了。
也許針對作業或報告我也可以先嘗試用這樣的方式。（S0271）
6.

學習從挫折中找回成就感以培養素養

在二下教材教法去過(校外)後，其實我很挫折，那次授課是很糟糕的經驗，
讓我一度反省自己是不是根本沒辦法當老師，當時上課秩序很差，我完全無法抓
回學生注意力，更慘的是我自己也靜不下來，在剩下十分鐘時我有想要逃離教室
的念頭，非常絕望而且難過，有種再也不想上課的感覺。因此在訂素養上的目標
時，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想找到成為教師的動力，雖然(那次)授課經驗很糟糕，但
我相信這非常態，也希望自己能再次從教學裡找到成就感，故想結合去中學的機
會繼續學習。(S0151)
7.

素養裡潛藏著深刻的價值與態度

…在我重新以學習導向的觀點來看我自己在素養面向的學習與成長後，
我同時有了兩個體認：首先，我驚覺「素養」就是如此隱微地從價值觀或態度在
影響我們，因此時常我們習慣如此卻不自知，而且當我們嘗試從素養面改變自己
時，那些所要做出的具體行為改變是不容易的，因為那已是我們行之有年的素養
了， 這讓我驚覺素養影響我們之深， 也體認到其甚鉅的影響性;（M013102）
8.

改從學習導向而非成就導向，看見培養素養的不容易

其二，也因著前一點的理解和發現，我更能從學習導向的觀點來評估自己，
或者也在未來評估學生們甚至生活中的親戚朋友同學鄰居時，當看見他們做出改
變和調整時，更能理解他們過程中的不易，久而久之，相信我也就更能夠慣於以
學習導向的觀點來理解自己或他人了。如果就過去我慣有的成就導向自評模式，
我想應該是不及格的，但如今我想，也獲益於去年我在實習過程中對自我評價的
學習與調整，雖然有時還是不免落於以成就導向去評價自己，但我總會盡可能時
刻提醒自己，也從學習導向的觀點來重新審視我的所做所學。（M013101）
上述顯示師資生對於培養素養的體認，在於從個人內在活出素養，不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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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二）「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理解、溝通、共好的練習與省思」
1.

從鼓勵與支持他人中練習素養

…至於關懷他人方面，自己以往對於人際較被動，僅會在生活中處處關懷，
但並不會隨著重大節日寫祝福，但這學期人際出了點問題，就會覺得自己好像不
該再這麼被動，因此就有改變自己以往的模式，除了平日的關懷，生日卡片與禮
物也都有用心去寫及設計。就有發現隨著自己的投入越多，關係也會改變的越多，
雖然有時候會覺得要做這些很耗能，或是自己狀態也不好就不會想去關心，但是
就會發現關係是雙向的，在自己投入關係中的用心越多，相對對方也回有同等回
報，所以還是會持續做這件事情。（S0252）
2.

學習正向表達與互動的人際素養

因為平時與朋友互動時，喜歡用調侃的方式對話，因此剛開始練習用正向
支持回應時很不習慣也覺得彆扭，但一段時間後發現，因這學期大家在個諮及團
諮的圍繞下承受的壓力不小，當我說出支持的話時能給予安慰，讓互動多了些溫
度。（S1052）
3.

學習換位思考的素養

刻意嘗試換位正面思考，確實能幫助自己培養不急於下判斷的習慣，且在
許多議題上，會發現不管哪個立場背後都可能包含正面的價值，只是當自己有了
成見，擅自分了善惡，就很難去接受對方的想法和立場，且會誤以為若是接受他
人的對立，即是否定自身的立論，事實上接受對立的事實與採納對方的想法是兩
回事，不需要急於爭出對錯，先聽聽看對方怎麼想也不壞。（S0402）
上述顯示師資生將培養素養放在自我與人際的和諧與關愛中實踐。
（三）「自己與社會的關係—關注、多元理解與思考」
1. 培養活用知識的素養，從社會關懷與思辯著手
在實際嘗試的過程中，我起先從時事新聞出發，看到近期許多自殺相關的
議題，並從而延伸進行課程設計的發想，期間， 當在我嘗試著理論出發，而有別
於以往很直觀地帶入我想討論的議題或價值觀時，發現，這著實不易，且需要一
些時間 蒐集相關資料，才能做到立基於理論這件事(例如：我從壓力的議題著手，
進而探討到壓力知覺、反應、評估，其後延 伸到因應策略，最後再帶出 Zimmerman
的自我調整學習策略 統整這整個循環性的概念)，但也發現當我這樣做之後，會
讓整個課程的設計更有系統，因此未來，我將更努力實踐

（M0133）
幾位師資生深感活用知識於生活脈絡的困難，嘗試從關懷社會問題著手
（四）「體會照見存在的安然」（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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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切身生活培養關懷生命和傳遞正能量的素養

其實我的素養導師是一個平常在普通不過的鄰居小狗，只要我經過牠的身
旁，牠都會搖著尾巴並吐著可愛的大舌頭，就像是對著我笑，讓我心暖暖 的，能
量被補充的感覺，只要看到牠我會覺得自己今天一身的疲憊被洗去一 半，真心的
開心起來。而我會說牠是我的素養導師其實也是因為牠的存在會讓我也像要牠一
樣溫暖他人，很真誠去感染正能量給別人，並且有時候看到我的素養導師我也會
有點轉化今天負面想法，牠會告訴我這世界上不是只有不如意的事情存在，還是
有很多像牠一樣美好的事物等待著我去尋覓，我希望我可以在牠身上學到的素養
也可以傳遞給孩子，希望他們也可以學習傳遞溫暖給他 人，也可以在不同的事物
身上發現更多不同的思維。（S0434）
2.

學習靜心的接納與愛的平靜素養

在素養方面，透過每晚睡前與自己對話的時間，不只思考一天做了什麼，
也讓我釐清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生活。我認為過去的自己像是空降在草原的野
馬，不停地奔馳，卻不知道終點在哪，心中是很徬徨的，在很忙很累的時候，有
時會出現無意義感甚至懷疑自己的價值。但是透過每天睡前五分鐘的靜心獨處時
間，我像是在幫自己心靈淨化，去看見自己努力中進步，也釐清自己想要助人的
價值。（S0014）
不只是上課,在團諮裡看見自己的議題，也是很珍貴的禮物，原來在帶團體
的時候，會照見原生家庭裡兒時的自己、會照見深沉的黑暗面，這也是這學期值
得自己反思沉澱的往內細看，接納每一個情緒的自己，便是開始愛自己了。奧修
說：『愛自己，今天、明天、永遠』，願我能篤實的走在自我修行的路上，煉命
淬性，提升觀照，有品質的對待自己，有品質的對待學生，如是我聞，清晰明心
明鏡常照心。（A1294）
上述顯示師資生在心靈層面培養安然自在的素養。
綜合上述，個人素養的培育充滿反思與實踐的特色，學生可接受和同時培養
自身核心素養與教師專業（職業）素養。這讓研究者身為驚訝：原來素養兩者之
間是如此相輔相成，正所謂「歷事練心」，培養專業素養的同時，核心素養也正
在悄然啟動，且更及時可實踐的真實感。
四、第三階段：第二學期的追蹤檢測成果
透過學期初和次學期兩周校外實習的機會，收集學生「教學效能評鑑指標」四
點量尺、「教師專業知識運用量表」四點量尺前後測分析，結果在「課程設計與
教學」共 8 題，有效樣本為 41，前測平均 2.48（標準差 0.36）與後測 2.90
（標準差 0.42），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t 值 8.447( p < .001)，顯示前後測有顯
著差異。「班級經營輔導」共 2 題，，前測平均 2.44（標準差 0.55）與後測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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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0.57），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t 值 4.94 ( p < .001)，顯示前後測有顯
著差異。整體平均前測為 2.47(標準差 0.36)，後測為 2.88(標準差 0.41)，t 值
9.00( p
< .001)，後測大於前測分數，也顯示前後測有顯著差異。如表 4。
表 4

「教學效能評鑑指標」進行 t 分配成對雙樣本檢定前後測差異結果

p<.05

＊

p<.01

＊＊

p<.001

＊＊＊

另從「教師專業知能調查問卷」（黃嘉莉、武佳瀅，2015）可見，有效樣本
為 43 份，以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教師專業知能習得程度」（1-14 題）前測
平均 2.82（標準差 0.37）與後測 3.11（標準差 0.36），t 值 8.09(（p < .001），
顯示前後測有顯著差異。「教師專業知能運用程度」（15-29 題）前測平均 2.71
（標準差 0.31）與後測 3.06（標準差 0.35），t 值 6.77（ p < .001），顯示前後
測有顯著差異。「教師專業知能重要程度」（30-43 題） 前測平均 2.91（標準差
0.32）與後測 3.17（標準差 0.39），相依樣本t 檢定結果，t 值 6.75（ p < .001），
顯示前後測有顯著差異。「教師專業知能問卷」(1-43 題) 前測平均 2.81（標準差
0.29）與後測 3.11（標準差 0.34），t 值 8.45（ p < .001），後測大於前測分數，
也顯示前後測有顯著差異。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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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師專業知能調查問卷」進行 t 分配成對雙樣本檢定前後測差異結
果

p<.05

＊

p<.01

＊＊

p<.001

＊＊＊

整體而言，學生透過此課程學習過程與實習結果，具有明顯的專業知能增
長的效益，並促進專業知識的運用和體會其重要性。從分數來看，雖學生自覺教
學效能表現有進步，但是平均分數並不高，可能與初次中學教學受到的現實衝擊
而自信偏低有關。在教室討論各種教學困難與策略時，許多學生反映：

「有校外實際教學的經驗後，在填寫後測時看著題項問題，一樣的文字，
可是感覺已經不一樣了，發現要做到上面(問卷)所說的題目，沒有以前想像的簡
單，理論知識很容易，但要做到才知不容易…」(M0603)。
四、研究者反思
本研究初衷在於探討本課程對於師資生培養素養的可行性，透過學生的學
習情形及教室內外互動中探究。研究者在實踐過程的發現與反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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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實習課程有助於職前教師的專業素養，分別是：1.以「2-1 了解並尊重
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35 人次為
最多；2.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
以養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27 人次為次多；3.「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
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22 人次更次；4.「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
。
與 Cydis （2014）未來教師素養研究結果相似:其顯示學生經過實習課的思考力更
提升、社會文化技巧與公民素養有所提升、設計課程與實施評量能力皆有提升。
未來研究可累積更多樣本進行更大量分析與以檢視。
（二）本課程的教學策略對學生的助益：校外實習可促進整合所學，使諮商 師、
學校輔導教師與教師之間的角色知覺更清晰具體，區分專業素養異同。對於學生
四年學習偏向西方中產階級所發展的會談模式諮商而言，是相當具有現實感。和
Albert(2014) 、林新發（2018）、陳美玉（2014）、游自達（2019）、徐綺穗（2009）
等學者強調以統整性教學策略促進師資生素養學習的觀點相互呼應。此研究確認
學生需要情境知識和學理之間的鷹架輔助與批判反思，需要團體合作與溝通，也
要自主選擇的反思與行動調整，以「行知相照映」、「人我共學思」的原則設計
教學策略，教師則是中間的樞紐，要能教學任務清晰、激發自主學習與意義、鼓
勵嘗試與反思、鼓勵與引導團隊共學，培養內在涵養勝於表現成就，鼓勵勇敢冒
險和接納現實。Serdenciuc（2013） 從羅馬尼亞研究結果亦強調師資培育實施素
養導向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應平衡教室內外的學習，取法
於社會情境脈絡，調整既定課程架構。
研究者省思：（一）學生能體會到培育教師素養需長時間自律和培養，亦須
整體環境的薰陶，並非用「教」的，這對於未來在實踐 108 課綱素養導向教學前
已深有體會。落實於生活中才能厚實素養的底蘊，否則徒有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
標可能只是「僅供參考」。（二）輔導教師的專業角色和內涵有別於一般教師，
目前教師專業素養指標無法涵蓋輔導專業教師素養內涵全貌，可以推論本研究結
果和本研究對象的輔導專長有關。（三）「素養」是功能性 （專業性）或者共通
性指標？師資生面對的現實就是生涯的不確定和教職機會的渺茫，若要僅以功能
性素養只培養「教師專業素養」，不僅違背現實，也會失去素養本身強調共通性
的精神，核心素養與專業素養兩者有相輔相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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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省研究的初衷，乃是期待學生能夠先具備有「素養」的體驗學習，以免
在進入教學現場時有所落差，故縮短「培用落差」成為研究者未經意識的教學責
任甚至潛藏著焦慮。但從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學習上很有進步也深有體會，培
養職前教師素養的同時，也增長核心素養，呼應我和學生的共識:：「我們不知道
未來是否一定能當老師，但是與其茫然沒有目標，不如將當老師作為短期目標試
著去實踐，試著培養職業素養。現在開始培養自己的核心素養，就算未來沒有當
老師，那無論未來當甚麼都會有過人的條件可勝任」。當下學生的眼睛頓時會閃
出光芒。兩者素養的關係，或許用「歷事練心」可以比喻。
（五）「培用落差」一直是師培教育端不斷自我檢討和精進努力的動力之一， 研
究者也會感受到學生面對就業競爭的焦慮。然從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實踐的核心
素養是相當存在（well-being）導向，也是所有生命共通追求的。故「培用落差」
應更細緻來反思，這是從誰的觀點看見的落差？誰的標準？真是師資培育的不足
或必然的發展歷程？或許當我們反思當年自己也是新手教師時，可能有很多缺失
和現在的新手一樣，只是我們忘了。若要論落差，適當的表現水 準，從其同儕
比較或許是另一個可能的角度。如此一來，或許身為師資培育任課教師的我或大
學教師們，可將教學目標從職前教師在此人生階段的真實的生活處境與發展議題
出發，陪伴人格成長的過程就是增長素養的歷程。
這一年，我們一起學習素養，學生如此，教師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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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 Relph: “To be human is to live in a world that is filled with significant places: to
be human is to have and to know your place.”我們生於地方長於地方或將死於地方，
但我們對自己所將生死的地方，可曾認知? 而這認知的歷程可屬必要? 人我與土地
依存之關係，就像家與國之關係，認知與探索的歷程就是一趟認同意識的覺醒。本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目標: 推廣「地方文史教育」，翻轉傳統國文教學使之成為實務
性的在地國文。研究場域: 北台灣四大港埠: 新莊、艋舺、大稻埕、淡水。研究目
的: 強化學生對區域城市之「在地認同」( Local Identity)；深化地方意識並培育世
代青年做到「理解」（文化理解）、「包容」（態度包容）、「接納」（真心接納），
得以具備三大核心素質: 1，地方史觀與敘事圖說的青年世代、2，大肚能容與多元
視角的青年世代、3，解決問題與在地關懷的青年世代。

關鍵字: 地方文史、在地國文、新莊、艋舺、大稻埕、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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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Introduc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uiLing Chen
Lee M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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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Relph: “To be human is to live in a world that is filled with significant places: to
be human is to have and to know your place.”We are born in a place and grow in a place
or will die in a place, but do we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to live and die? And is this
process of cognition necessa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land is li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country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and exploration is
the awakening of identity consciousness. The goal of this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lan
is to promote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education", and turn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into practical local Chinese. Research field: Four major ports in northern Taiwan:
XinZhuang, MenGjia, DaDaoCheng, and DanShui. Research objectives: Strengthen
students' local identity (local identity) of regional cities; deepen local awareness and
cultivate young generation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lerance"
(tolerant attitude), and "acceptance" (receive sincerely) ), to have three core qualities: 1.
The youth generation of local history and narrative illustrations, 2. The youth generation
who can tolerate and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3. The youth generation who solves
problems and cares locally.
Keywords: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Taiwanese Local culture, Xin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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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jia, DaDaoCheng, DanShui

一，教學目標與研究目的
E. Relph: “To be human is to live in a world that is filled with significant places: to
be human is to have and to know your place.”1，我們生於地方長於地方或將死於地方，
但我們對自己所將生死的地方，可曾認知? 而這認知的歷程可屬必要? 人我與土地
依存之關係，就像家與國之關係，認知與探索的歷程就是一趟認同意識的覺醒。本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目標: 推廣「地方文史教育」，翻轉傳統國文教學使之成為實務
性的在地國文。研究目的:強化同學們對區域城市的「在地認同」( Local Identity)；
2

深化其土地意識並培養其「知識力」、「感受力」、「行動力」和「故事力」，藉

以活化區域鏈結的情感機制。這「四力」:四項國文培力訓練，是學習評量設計的
主軸與成效考核的指標。藉由這四大指標希望可以歸納分析學生的區域屬性與知
識力的正比關係? 擬以前測(Pre-test)與後測(Post-test)問卷產生的數據支持此一研
究，證明推動地方文史是否有其必要性或可行性，能否也得到學生端的認同，並有
效提升學習興趣，進而激發對鄉土公共議題的覺知力與關注力。

1洪如玉〈: 「地方」概念之探究及其在教育之啟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
報》,2013,9(4))， 頁 287 引。洪如玉:〈從地方教育學觀點探討跨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課程與
教學季刊》，2016， 19(2)):「Edward Casey（1998, p. ix）曾說：『地方是一個必需品，就像我們
需要呼吸空氣、立足之地一樣，地方就像我們的身體。我們被地方所包圍，我們在地方上走動也穿
越地方，我們生於地方，也在地與他人聯繫，我們也死於地方。』換言之，生於斯、長於斯、成於
斯、逝於斯，這就是饒富地方感的人與地方的關係，以「地方」為教育出發點，讓教育思考與實踐
得以生根。」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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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意識與研究
鑑於金車文化基金會:年輕學子對台古蹟不識者高達 80%的調查報告，3以及
台師大廢除國文課的教改革命，這二點促使我更加深刻思考「求變圖存」的道理，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因此，我希望可以將古今的距離拉近，
在國文的教科本內，導入地方文史教程，並且以場域踏查行腳踩街的模式，走入
我們每日的生活圈，真正的親撫它三百年的歷史風華，探索它的軌跡底蘊。本計
畫以「港埠」為軸: 新莊、艋舺、大稻埕、淡水，恰好跨域雙北，這三百年的港
埠風華，古蹟更不計其數:慈祐宮、武聖廟、廣福宮、文昌祠、保安宮、龍山寺、
清水巖、青山宮、地藏庵、剝皮寮、學海書院、西本願寺、西門紅樓、紅毛城、
滬尾礮臺、理學堂大書院、鄞山寺、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淡水禮拜堂、滬尾偕醫
館……。4誠如金車文教基金會總幹事曾清芸所言「: 古蹟承載了許多先民的智慧，
如果沒有接觸就不會有感情。」5因此，要深植地方文史教育，第一步便是踏出去，
印踏出去的足跡正是與土地最親近的對話。6
在我的研究報告(109 年 1 月 4 日靜宜大學「創新教學 X 跨域敘事」議題
論壇發表「地方文史踏查與書寫研究——以新泰林走讀為例」)中顯示:區域認知
度與學習度:「社大教師」在所有身分別(社大教師、教師、社會人士、社大學生、
本校學生)中是最為傑出的，無關其學歷、年齡，但與其「居住年數」卻是息息相
關；相對於在所有身分別中區域認知度最薄弱的是在校學生，當然，其年齡與居
住年數皆為等比關係；但令人意外的是，學生們經由走讀踏查活動，其知識提升
度是所有身分別中最高的，整整提升 15.6%(前測 46.8/後測 62.4%)。顯見，學生
並非被動沒興趣，而是極度缺少地方文史教育的訓練，經由踩街活動的參與與學
習，他們學得比誰都更好更見成效。因此，擬以此數據嘗試推動地方文史教育，
且以必修國文作為導入課程。

2

姚誠:〈從「意識」到「認同」──論台灣鄉土的建構〉(《課程與教學季刊》，2000(3,3)):「直言
之，鄉土應不再被狹義的論釋為「出生地」或「成長地」它也可能是「求學地」、「就業地」、
「成家地」甚至也有可能是「養老地」只要有認同感的地方，就可成為鄉土。……因此，在高
度流動的社會裡，一個人應該對現居地抱持一份認知與關懷，以期培養多元化的認同感。」頁
5。3《台灣醒報》20191127，施凱文:「青少年教育不足，不懂古蹟達 8 成」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91127-WqrS
4
國家資產文化網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19970220000003、新北市
古蹟博物館
https://www.tshs.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G330618369773997188&sid=0G33067139418923
3916
5
《台灣醒報》20191127，https://anntw.com/articles/20191127-WqrS
6
洪如玉:〈教育新思維:地方教育與地方感〉(《北京教育普教•理論/思想》(2017.09)):「加拿大人
文地理學者 Edward Relph(1976)則提出一個相當具有意義的概念──“地方感”(sense of place)當人
們與地方有真實、深刻、長久的互動，人們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中，對地方產生出深沉豐厚的情感
與思想，包括認同與歸屬，那麼，這個地方對於人們而言就是一個具有深度真誠(authentic) “地方
性”(placefulness)之處。」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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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介紹與場域說明
在地國文共計八大單元:一屈原、二新莊、三艋舺、四蘇軾、五大稻埕、六陶
淵明、七淡水、八莊子。傳統文本選材: 屈原(地方文學先驅，方土、語言與情感
之鏈結)、蘇軾(他鄉是故鄉，地方認同之實踐者)、陶淵明(尋我歷程，印踏夢土上
的男人)、莊子(天地是我家，何處不逍遙)。在地課程以「新艋淡大」四大場域踏
查、專題講座與自編教材為主: 牽動著北台灣經貿發展最重要的外港是「淡水」，
淡水港運物資來自於新莊、艋舺、大稻埕，固為淡水三大內港。自康熙台北湖的
出現，依傍在大漢溪畔的「新莊港」，成為北台第一市街，乾隆年間一句:
「千帆林立新莊港，肆市聚千家燈火」之盛譽，可見其當年港埠風華絕代之榮景。
河道淤塞後大船只到艋舺，艋舺地處大漢溪、新店溪交會之河口，為淡水流域上
最大內港，因此讀史者皆稱「一府二鹿三艋舺」，未知新莊港。自艋舺頂下郊拚、
漳泉械鬥後，獨霸艋舺渡船頭的三邑人資源耗盡，聚落庄頭慘淡。敗走大稻埕的
同安人在林佑藻的運作下趁勢而起，躍居艋舺之上，因為開放能容的氣度，成為
漢洋林立的商港與市街，更孕育了民主先驅蔣渭水與一代富商李春生、辜顯榮等。
要之，在地國文課程的設計，乃「四大土豪」(四大方土文豪)與「四大港埠」(四
大北台港史)的交會，以「人我-地方-自然」之覺知與反思作為貫串課程的軸心，
透過四大場域踏查走讀與地方文史主題講座，挖掘議題引領青年世代對地方認同
意識之思考，並藉此鏈結在地文史專業社群與機構，創建一個良好的交流平台。

表 4: 地方文史系列講座
講座教師

地方文史主題講座

地方社群

鄭勝吉

艋舺今昔

信義、中正社大

蔡婉筠

青年回鄉˙蔡婉筠自述

新莊社大

簡文仁

畫說新莊淡水˙我心中
尚未崩壞的地方

新莊社大

以畫說史，新莊在地
畫家

吳智慶

金色大稻埕˙開放與接
納的思潮

松山、中山社大

山水人文學會執行長

徐毅振

康熙台北湖

康熙台北湖作者

前中央氣象局地震測
報中心技佐

陳健一

廟之物語— 寺廟與地方
聚落之關係

新莊社大

台灣土地倫理發展協
會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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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天行學堂負責人
細說台北城系列課程
講師
新莊故事遊藝隊創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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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與工具
以歸納分析研究法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探討，工具來源有四大項:
1，學習問卷設計:前測、後測分析。在知識未明的狀況下先進行前測階段，藉以
分析地方文史開設的必要性；老師進行課程講授、場域踏查與主題講座後再進行
後測階段，藉此分析學習力度與執行成效。
2，學習評量設計:以問題式學習法(PBL)進行評量作業設計，引發學生對區域印記
辨識與文化歷史相關問題的資料收集、分組探討及知識產出。
3，場域踏查教案設計:走讀教案試讀，取代地方市志等大部頭的文獻教材的購買
與閱讀，藉此進行時間管理與成效分析。
4，成果包收整:學習包(教學問卷、知識評測)、圖文包(四大作業: 吾鄉印象、家
鄉味道、地方走讀、一張照片)，期末四大成果總集驗收，進行出席率、繳交率
與知識力分析。

五，研究分析與結果
1，地方文史知識力評測分析與結果
本知識力測驗共 40 題(詳附件一)，題目範圍包括新莊、泰山、艋舺三大地方
文史知識(大稻埕、淡水，為下學期課程，執行中)，期間學生上過 3 堂新莊(含泰
山)主題課程、艋舺講座 2 場共 4 小時、新莊艋舺走讀 2 場域共 6 小時，總計
16小時在地文史講述與場域踏查，期末知識力評測，有效卷數為 74 卷。結果顯
示:60分及格者為 14.9%(11/74 人)、未達 60 分不及者占 85.1%(63/74 人)、知識
力 落 點 以 49-40 分 者 最 多 ， 達 36.5%(27/74 人 ) 、 其 次 為 59-50 分 者 占
23.0%(17/74 人)。顯見: 地方文史教育推行不易，非一蹴可幾，若要根植並活化學
生對腳下土地與文史知識的認知與認同，必須將其常態化並且成為線性課程，設
計一套更具系統性與故事性的文本，定能更加有效提升學習成效；當然，推動地
方文史教育使之成為一大核心素養，身為教育者，我當戮力為之。

圖 1: 地方文史知識力評測
2， 在地意識認同度分析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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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認同意識調查，全卷共計 13 題(詳附件二)，前 5 題為答卷者基本資訊
與居住年地之填卷，第 6-13 題涉及地方文史教育推動與國文教學融入在地課程
之認同度。施測者有二:1.修讀國文課學生，有效問卷為 68 卷、2.國文組教師，有
效問卷為 8 卷。結果顯示:第 8、9、10、12、13 題皆為師生共識。校內師生皆認
同地方文史應與鄉土方言教學並重、並同意大學通識課程除了開設台灣史外，更
應開設地方文史課程，深化學生對所在區域城市的瞭解。但問及:若將大一國文全
面去除中國文化與思想課程，改成教授台灣歷史或地方文史，則有 5 位教師、1216 位學生極力反對，認同度也是其中最低的，而學生群組中更有 26 位(第 7 題)
認為自己無法稱得上是正港的在地人。顯然，校內師生對於深化地方文史教育，
強化在地意識是相當認同的，教師達 75%(6/8 人)、學生達 60.3%(41/68 人)支持；
但認為地方文史不應該完全取代傳統國文或去除中國文化與思想之美，這一觀點
得到 62.5%(5/8 人)、23.5%(16/68)的支持，尤以國文教師的支持力度最為強大。

表 5: 在地意識認同度分析

六．研究價值與意義
「地方文史教育」的意義是什麼? 一部台灣史的終極教義是「東寧建國論」；
一部地方史的終極教義是什麼? 八個字:「族群融合，俎豆同榮」。
清領時期，自康熙到同治(1721-1862 年)百餘年來，台灣從南到北發生 125
起分類械鬥，台北 12 起:閩粵(4 次)、漳泉(4 次)、泉州(1 次)、同業(3 次)(許達
然， 1996:17)。「百年械鬥」的創傷與印記，從未消失，所謂「有廟才有庄，廟
在則庄在，廟毀則庄亡」，一座廟是一種信仰；是一個族群的聚落中心；更是一
道地界的標記。走進淡北三大市街與港埠:新莊、艋舺、大稻埕，新莊:武聖廟(客，
汀洲人、閩，漳州人)、慈祐宮(閩，泉州人)、廣福宮(客，汀洲人)、潮江寺(閩，
泉人瞭望台)；艋舺:龍山寺和青山宮(閩，泉州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清水
祖師廟(閩，泉州安溪人)；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閩，泉州同安人)、保安宮(閩，泉
州同安人)，各有隘門地界，縱使同府廟社井然。台灣是一個移民島國，以廣東、
福建二省居多，先後開墾台灣，為了港埠經濟與資源利益，「漢原械鬥」、「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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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械鬥」、「漳泉械鬥」、「頂下郊拚」，死傷無數，地方「義民廟」、「萬應
公」、「萬義公」，其中香火最盛者為新莊「大眾廟」，諸此多為械鬥中傷亡的
勇士，身後一炷香，感念其為族群奮戰捨身取義。
地方的學問是看廟，「廟」語如「珠」，這是淚珠與仇恨的交織，因為利益、
因為不解、因為生存，所以械鬥。這是不同於台灣史的視角與意義；地方史的視
角與意義，在於: 理解先祖們不惜奮戰械鬥的生存選擇，透過廟宇建物燒熔的傷
痕與修葺，印刻俎豆同榮、族群融合的滿腔期待；廣福宮(閩粵)、新月橋(漳泉)、
金泉順(泉州三郊)正是先祖們期待的印記指標。要之，「地方文史教育」是值得
被看重和推展的一門課程，本課程的實驗成果與研究分析，希望能作為一塊磚石，
作為教學的基底與參考，希望終有一天，各縣市大專院校都能以所在屬地為軸心，
並與緊鄰的區域相互鏈結，建構這樣的區域網路，我們的下一代必然能對這塊腳
下的每日踏著的土地存著一份感恩的心， 能感恩必能傳承必能永續，實踐真正的
台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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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1・在地意識

附件一
題
號

1.

基礎型/意向題

選
□泰山 □新莊 □林口

請問你住在本哪一個區域
城市?

2.

請問你住在這個區域城市已有幾年?

3.

請問你的年紀是?

項
□其他(

(回答其他者，請寫下你的區域城市)

□40 年(含以上) □30 年 □20 年 □10 年
□5
年 (含以下)
□51 歲(含以上) □50-41 歲 □40-31 歲
□30-21 歲 □20 歲(含以下)

4.

請問你的性別是?

□男

□女

5.

請問你的教育程度是?

□博碩士 □大學 □高中職 □國中小
□其他

6.

請問你了解自己生長的城市歷史與區域特色
嗎?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

請問你認為自己稱得上是「正港的」(真正的)
在地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嗎?
請問地方文史課程是否應該與鄉土方言教學
並重?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8.
9.

請問你同意大學通識課程除了開設台灣歷史
與文
化，也需要開設地方歷史與文化課程，幫助
學生了解自己的所在區域?

10
.

如果你在泰山某大學讀書(以此類推)，學校應
該開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設「泰山文史」課程，深化你對區域城市的了
解嗎?
11 請問你同意大學國文課程至少每學期應教授
.
3-4 週的地方歷史與文化，成為大一必修課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程嗎?
12 請問你同意將大一國文課程全面去除中國文
.
化與思想課程，改成 台 灣 歷史與文化課程

□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嗎?
13 請問你同意將大一國文課程全面去除中國文
.
化與
思想課程，改成地方歷史與文化課程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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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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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學校周邊的區域歷史與文化，例如:新莊、
泰山、林口)
其他意見或建議( 請給「國文」一個定義)：

備註：非常滿意 5 分，滿意 4 分，尚可 3 分，不滿意 2 分，非常不滿意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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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史考題

附件
二

1. 請問若依北台灣開墾時代先後，本句空格 「一府、二鹿、三□□」應填入: (A)
艋舺 (B) 新莊 (C) 淡水 (D) 大稻埕。
2. 請問舊稱「興直堡」的是哪一個城市? (A) 艋舺 (B) 新莊 (C) 淡水 (D) 大稻
埕。
3. 請問有「芭比故鄉」之稱的是哪一個城市? (A) 艋舺 (B) 新莊 (C) 泰山 (D)
八里。
4. 請問「響仁和」製鼓工藝應代表哪一個城市? (A) 永和 (B) 艋舺 (C) 新莊 (D)
大稻埕。
5. 請問「官將首」陣頭文化發源於? (A) 艋舺龍山寺 (B) 新莊地藏庵 (C) 大甲鎮
瀾宮 (D) 北港朝天宮。
6. 請問北台灣最早建置的書院是? (A) 泰山明志書院 (B) 新竹明志書院 (C) 艋舺
學海書院 (D) 淡水理學堂大書院。
7. 請問新莊平原曾有哪一原民部族開墾遺跡? (A) 排灣族 (B) 阿美族 (C) 葛瑪蘭
族 (D) 凱達格蘭族。
8. 請問地名舊稱「山腳」的是哪一個城市? (A) 泰山 (B) 新莊(C) 艋舺 (D) 淡
水。
9. 請問艋舺 "芳明館" 是指稱什麼? (A) 黑幫角頭 (B) 妓女戶 (C) 台獨份子(D)
百年茶館。

10.平埔族語言中之發音為"Banka"(獨木舟)，漢人音譯後是指哪一個城市? (A) 艋
舺 (B) 八里 (C) 淡水 (D) 關渡。
11.哪一個大廟是國家二級古蹟? (A) 艋舺龍山寺 (B) 艋舺青山宮 (C) 新莊武聖廟
(D) 新莊慈祐宮。
12.艋舺"剝皮寮"的由來，可能與哪一種說法無關? (A) 剝獸皮 (B) 剝茶籽 (C) 剝
樹皮 (D) ほくひりょう。
13.艋舺有一棟知名的星巴克門市，請問是租用哪一個古宅? (A) 萬華林宅 (B) 萬
華學海書院 (C) 萬華芳明館 (D) 萬華福大同茶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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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北台灣最大青草集散地"青草巷"(也稱"救命街")在哪裡? (A) 淡水 (B) 大稻埕
(C) 艋舺 (D) 新莊。
15.新莊、艋舺老街上都有"隘門"，它的主要作用是? (A) 玩躲貓貓(B) 防禦盜匪
(C) 區域辨識 (D) 神人結界。
16.哪一條窄巷不在新莊老街? (A) 挑水巷 (B) 摸乳巷 (C) 米市巷 (D) 豬哥巷。
17.「武朥灣社」曾於新莊平原開墾，應屬哪一族原民部落? 八里「十三行」博物
館乃其先祖們的史前文化遺址。(A) 排灣族 (B) 葛瑪蘭族 (C) 凱達格蘭族
(D) 以上皆是。
18.總統府前的那條大道叫做什麼?乃此原住民部族之傳統空間領域。(A) 市民大道
(B) 縣民大道(C) 凱達格蘭大道 (D) 台灣大道。
19.艋舺乃福建泉州"三邑人"聚族開墾之港埠，哪一選項非三邑人? (A) 詔安 (B)
晉江 (C) 南安 (D) 惠安。
20.台灣的廟大都有門神守護，以下哪一座廟沒有門神? (A) 新莊武聖廟 (B) 艋舺
龍山寺 (C) 大甲鎮瀾宮 (D) 北港朝天宮。
21. 艋舺「遊廓」是指什麼? (A)角頭 (B)妓院 (C)遊民 (D)茶莊。

22. 新莊「五十六坎」是指什麼? (A)五十六個村落 (B)五十六個碼頭 (C)五十六條
窄巷 (D)五十六家商店。
23. 哪一間寺廟不在「新莊」? (A)青山宮 (B)慈祐宮 (C)潮江寺 (D)武聖廟。

24. 「艋舺四大廟」不包括: (A)龍山寺 (B)青山宮 (C)清水祖師廟 (D)顯應祖師
廟。
25.台北最老的街區，同時也是艋舺繁華的起始點，有「臺北第一街」之稱的是哪
一條路? (A)貴州路 (B)華西街 (C)貴陽街 (D)廣州街。

26.「臺北三市街」不包括? (A)臺北城內 (B)新莊 (C)艋舺 (D)大稻埕。

27.所謂「怙惡不過隘門」，台灣開墾時期，常有搶糧搶地盤而發生流血衝突的族
群械鬥，但械鬥也有規矩，凡人只要進了自家的「隘門」，敵人就不得侵門
踏戶追擊。請問現今已全數拆除古代民防作用「隘門」的是: (A)台南 (B)鹿
港(C)新莊 (D)艋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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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艋舺「華西街」曾經以何種小吃聞名全台? (A)鼠肉 (B)蛇肉 (C)鴨肉 (D) 鵝
肉。
29. 台灣傳統廟會中神明身上會配戴俗稱的「平安餅」，分送信眾吃下保平安，
這是哪一種糕餅? (A)甜甜圈 (B)紅龜棵 (C)鹹光餅 (D)鳳梨酥。
30. 新莊老街仍保存過去的窄巷地景，請問哪一條如今已不見舊日樣貌? (A)同心
協力巷 (B)米市巷 (C)挑水巷 (D)戲館巷。
31. 現今哪一個地名仍保留過去閩南人對地處偏僻的地方，並習慣性地連稱「角
頭」，故帶有方位、方向意義的指稱? (A)南勢角 (B)鼻頭角 (C)富貴角 (D)
三貂角。
32.18 世紀於艋舺地區，為爭奪碼頭泊船權力而發生「頂下郊拚｣大型械鬥，死傷
無數，以下敘述錯誤的是? (A)漳州人互打 (B)泉州人互打 (C) 頂郊是指: 惠
安、南安、晉江為主的三邑人；下郊是指:同安人 (D)械鬥結果，下郊同安人
敗走大稻埕。
33.清治時期台灣發生百年械鬥，新莊「三山國王廟｣改稱「廣福宮」，其寓意在
於哪兩大群族融合? (A)漳泉族群 (B)漢原族群 (C)頂下族群 (D)閩客群族。

34.「新月橋」是連接「新莊」與「板橋」的一座友誼橋樑，也是族群融合的建築
象徵，應指哪兩大族群的融合? (A)漳泉族群 (B)漢原族群 (C)頂下族群(D)閩
客群族。
35. 「黑水溝」在渡海先民口中有「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恐怖印象，
是指? (A)巴士海峽 (B)台灣海峽 (C)富貴角 (D)鹿耳門。
36. 北台灣第一所書院，有「北台首學」之稱的是? (A)明志書院 (B)學海書院(C)
大觀義學 (D)崇文書院。
37. 「一府、二鹿、三艋舺」說的是台灣三大港市的開發，錯誤敘述的是? (A) 一
府:是指台南首府，因鄭成功在台建立東寧王國，以安平為王城，設置承天府
(B)二鹿: 指的是鹿港，因鄰近濁水溪而成為中台灣商貿經濟往來的第一大港
(C)三艋舺:指北台灣最早發展的城鎮，靠著鐵路交通而成為商貿中心(D)三新
莊:也有一說，因康熙大地震，台北陷落成一大內陸湖，新莊因緊鄰大漢溪成
為北台灣開發最早的內港。
38. 「山腳」是「泰山」的舊稱，請問改名是依據什麼而改的? (A)泰山山脈腳
下，去除腳下改名泰山 (B)紀念名人張泰山對鄉土的貢獻 (C)泰山顯應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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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是山腳人民信仰中心，故改名泰山 (D)依據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雄心壯
志，藉此期許山腳子弟。
40. 「清水祖師」和「顯應祖師」都來自福建泉州安溪，生卒年也頗為相近，容易
讓人傻傻分不清，請問曾於廟會遶境時落下鼻子，居民好奇圍觀，救信眾於地
震，免於房屋倒塌而遭活埋之難者，故此後信眾稱祂為「落鼻祖師」者為? (A)
清水祖師陳元光 (B)清水祖師陳昭應 (C)顯應祖師黃惠勝 (D)顯應祖師陳昭
應。
41. 「清水祖師」為北宋福建安溪的高僧，修道坐化於「清水巖」，隨著泉州安溪
人渡海分靈來台建基，「北台四大清水祖師廟」，不包括: (A)泰山 (B)三峽(C)
艋舺 (D)淡水。

622

APA-6

經濟學問題導向學習動機、投入程度、參與程度、
學習者背景對學習績效之影響
李勝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供應鏈管理系
shli@nk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經濟學之學習，以問題導向學習法，探討問題導向學習動機、
投入程度、參與程度等構念對學習績效之影響，以及學習者背景對各項影響之干
擾效果，希望藉由本研究，提升學⽣之經濟學學習效果，增強同學之職場競爭力。
構念間之相關分析資料方面，學習績效與問題導向學習、學習動機、學習參與程
度之相關達顯著，但與數位學習投入程度之相關不顯著。樣本在構念之 t 檢定資
料方面，日夜間部在各構念無顯著差異。性別方面，男性在數位學習投入程度及
學習績效方面，略高於女性。有無學過經濟學方面，沒有學過者在數位學習投入
程度方面，略高於有學過者。有學過者在學習績效方面，高於沒有學過者。以全
體樣本採逐步迴歸分析時，學習動機、學習參與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
若針對日間部學生進行探討，學習動機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若針對夜
間部學生進行探討，學習參與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若針對沒有學過經
濟學之學生進行探討，學習動機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若針對有學過經
濟學之學生進行探討，學習參與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學習動機、投入程度、參與程度、學習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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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Motivation, Involvement Degree, Participation
Degree, and Learner Background toward
Economics Learning Performance
Sheng Hsiang Li
Department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li@nkust.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the learning about economics. It will use the problem based learning
method. This study will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tructs including problem based
learning motivation, involvement degree, and participation degree toward economics
learning performance. It will also analyse the interference effect of the learners’
background towar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learning performance. We hope
this study will be helpful to the students learning about economics. And it is useful to
the students’ competence in the industry. I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
Learning performance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degree.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digital
learning involvement. In the t test about the sample. Day department students and night
department studen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constructs. Male students are
higher than the female students in digital learning involvement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The students without learning experience are higher than th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digital learning involvement. Th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experience are higher than the students without learning experience i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bout the whole sampl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degree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bout the day department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bout the night department students. Participation degre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b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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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ithout learning experience. Learning motivation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bout th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experience. Participation degre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Involvement Degree,
Participation Degree, 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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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系四技大學部的招生來源，分為商管組與外語組，經濟學之學習方
面，商管組的學生在高職階段大部分已有一些經濟學基礎，外語組的學生
在高職階段大部分沒有經濟學基礎，學習較吃力，本研究主要針對經濟學
之學習，以問題導向學習法，探討問題導向學習、學習動機、數位學習投
入程度、學習參與程度等構念對學習績效之影響，以及學習者背景對各項
影響之干擾效果，希望藉由本研究，提升學生之經濟學學習效果，增強同
學之職場競爭力。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強調以問題為學習起點、
學生為中心、從實務中學習，進而培養更高層次之歸納技巧與問題解決技能
（Creedy and Hand 1994，林真瑜、金繼春、周汎澔 2008），相較於傳統依
循理論，有系統的帶領學習者循序漸近可是卻離傳統實務較遠的學習方式，
問題導向學習同時重視小組學習及多元評量。在面對知識爆炸及講求實證
的現代學習環境，經濟學教育更應著重培育學生在工作實務上能充份發揮
其專業及自主的功能，以便在處理及看待問題或事件時能更有效的發揮其
思考創造力與問題解決的技巧，增強其主動學習的精神及批判思考的能力，
此亦為目前教學與學習者要思索的重要課題（Creedy and Hand 1994）。因
此，正值此國內PBL 正蓬勃發展用於教學與學習之際，本研究期望藉由理
論與實行現況的探討，使學生能更了解問題導向學習，並能適切地應用於所
處的情境。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首先是，問題導向學習對學習績效之影 響，
期望瞭解問題導向學習掌握程度愈高，學習績效是否愈好，以及學習者學
習前已具基礎者，問題導向學習掌握程度對學習績效之影響程度是否愈高。
其次是，學習動機對學習績效之影響，期望瞭解學習動機愈強，學習績效
是否愈好，以及學習者學習前已具基礎者，學習動機對學習績效之影響程
度是否愈高。第三是，數位學習投入程度對學習績效之影響，期望瞭解數
位學習投入程度愈高，學習績效是否愈好，以及學習者學習前已具基礎者，
數位學習投入程度對學習績效之影響程度是否愈高。最後是，學習參與對
學習績效之影響，期望瞭解學習參與程度愈高，學習績效是否愈好，以及
學習者學習前已具基礎者，學習參與程度對學習績效之影響程度是否愈高。

貳、文獻探討
問題導向學習起源於1910年，為Flexner倡導的教育改革理念，內容強
調獨立學習及問題解決的具體構想，但直到1950年，美國的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學才開始正式啟用，而於1960年末，加拿大的McMaster大學才完
整的予以應用（Barrows 1998）。目前廣泛使用於國內外醫學（如藥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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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護理等）教育上，其它如機械工程、工業提昇、社會工作、組織結構與
管理，在國外皆有沿用（Boud & Feletti 1997）。有關問題導向的定義，許
多學者皆有自己的定義方式，大體而言，問題導向的教學是一種以學習者
為中心的教育方法，它不但是一種課程的組織方法，也是一種教學策略，更
是一種學習過程，透過有系統或是多元的課程設計，以學習者為主體，利用
真實的情境問題引發學習者學習或思考，且於小組學習之互動過程中，進
行知識之交融與建構，它的目的是在以問題為主的情境脈絡中，提高學習
者的自我學習動機，並促使學習者將資訊加以統整成可行、可運用的知識。
曾惠珍、簡淑媛、徐芸芸、柯薰貴、金繼春、周汎澔（2006）研究中，將參
與學生分成三組，由各小組同學決定學習重點，再由教師提供不同案例及
情境，進行討論，提高學習者的興趣。
問題導向學習根植於五個重要假設：1.學習會發生在與自身有用的相關
情境當中；2.學習的發生取決於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動參與；3.學習者
必須是在以自我學習中主導、嘗試經驗、受問題情境影響而富有動機的想
要尋求解決；4.要成為有效率的學習者，必須反複不斷地面對實際可能發生
的問題，藉以思考可能解決的方法；5.要成為終生學習者，學習者必須將學
習的價值內化至生活，而不斷地進行自我導向學習（Barrows & Tamblyn
1980）。
問題導向學習的理論基礎源於理性主義與認知心理學，當時理性主義
學家主張，人的理性為一切知識的本源，而個體被定義為擁有與生俱來的
觀念，同時在教學上發展出引導式的教學，主張知識是不能被轉移的，而是
需要依靠學習者自己本身去熟悉這些知識，才能真正獲得（Wong et al.,
2001）。
認知心理學則強調學習的主動性，與近代主張的建構主義學習觀一致
（Savery &Duffy 1995）。1980年代初期建構主義者提出有別於傳統經驗主
義的知識本質、學習者概念發展及認知歷程的看法，也使得教學模式有了
一個嶄新的方向（Von Glasersfeld 1989）。建構主義是一種教育哲學，其主
張學習者必須自己建構知識，每個人為了要了解、預測或控制自己的環境，
會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這當中對於學習者而言，所建構的知識無所謂
對錯，答案也不是絕對，其意義為對知識世界的理解與整體觀，在與環境的
互動過程中，產生認知衝突並進而學習，並根據所獲得的經驗重新確認新
資訊，才得以建構知識。此外，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亦認為知識不
能孤立於情境脈絡之外，知識存於社會情境、文化脈絡中，所以教學者應儘
量提供一個學習者真實情境，以利學習者進行學習。因此，根據情境學習理
論，透過真實的問題情境來學習，亦可以增強記憶及平緩遺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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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ows 1998）。只要學習者有意識的將新知識與舊有的經驗加以聯結，
有意義的學習便告產生，同時學習者亦需顯示有其學習的意向，願意主動
嘗試且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再加上使用有意義的教材，如此一來學習者也
就容易將其新學習的知識或概念建立成一個更大、更廣的知識結構（余民
寧 1997）。簡而言之，奠基於理性主義、認知心理學、建構主義與情境學
習的理論基礎之上，問題導向學習者從主動參與學習的過程，能在適當的
脈絡情境中獲得知識（Barrows & Tamblyn 1980）。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針對經濟學之學習，以問題導向學習法，探討問題導向學
習、學習動機、數位學習投入程度、學習參與程度等構念對學習績效之影
響，以及學習者背景對各項影響之干擾效果，研究架構如圖 1。

二、研究假設
1. 問題導向學習對學習績效之影響

本課程將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進行，問題導向學
習其理論來自認知建構主義（cognitive constructivism）(辛幸珍 2010)， 認
為知識是由學習者以同化與調整的認知歷程主動建構而成，而學習更為主動
之互動過程，而不是被動的填塞知識（梁繼權，2008；楊坤原、張賴妙理，
2005）。源自於建構主義的課程設計，學習的活動鎖定於一個較大而真實的
問題或任務中，透過認知引導與教案設計來挑戰學生的思考，由學習者發展
問題並具主動探究，讓學生能應用多種方式來處理問題。而其教學 過程中
還融入互動合作、相互評鑑、自主性的主動學習、反思與多元性的價值觀，
透過新舊知識的聯結來建構意義，並能在學習之後對各種可能的結 果進行
檢測與反省，凡此種種皆為PBL 所援用。於通識階段採用源於建構主義之
PBL，主要是預估學習者已有足夠智能，並能連結過去之經驗去解釋、理解
新的事物，而建構出自己的知識。同時認為，由學習者自我建構，具有個人
意義的知識必定比單向授課、被動接受而未經仔細思辨的知識來得持久，且
較容易奉行於實際生活中（辛幸珍，2009；楊坤原、張賴妙理，2005）。
因此本研究建立下列假設：
H1：問題導向學習掌握程度愈高，學習績效愈好。
H1a：學習者學習前已具基礎者，問題導向學習掌握程度對學習績效之影
響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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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
H1

H2

學習動
H3

學習績

數位學習投
H4

學習參與程

H1a、H2a、H3a、

學習者背

圖 1：研究架構
2. 學習動機對學習績效之影響

學習動機係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表現的內在心理歷程，它是個體
用來作為維持學習活動與達成目標動機與信念的一種思考過程(陳偉瑀、黃
素芬 2004)。
有些研究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學生成為獨立和以自我為主體的學習
者，並探討學習動機和學習策略對學生學習歷程的影響性，以便瞭解如何讓
學生有效的學習並提高學習成就(盧青延 1993，林清山、程炳林 1995， 梁
麗珍 2001)。學習動機不僅影響學習者的學習績效，更與學習策略具有一定
的相關性，唯有進一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態才能掌握學生學習績效差異的因
素，並且對症下藥，改善其學習困擾，使學生能夠投入於學習活動中，並獲
得最大的學習效果。
學習是動機與策略兩者的產物。Nolen(1996)指出動機可以決定學生對
任務的投入與參與意願，學習環境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情形，學習策略則是
學生完成學習任務的方法與能力。
學習動機是學習者承擔學習任務的意願與目的，強調學習者的心理。學
習策略則是學習者完成學習任務的方法與能力。學習者若只求通過考試，
只要練習最有可能被測驗的項目即可，但若要做深入有意義的學習，則需
要後設認知學習能力，若沒有此方面的能力，只能選擇反覆練習。所以學習
動機與學習策略的使用對於學生自我學習的準備度是有所助益的。
Biggs(1985)指出學習動機應包括利用性、內在與成就動機。內在動機又
是協助學習者負起學習責任的關鍵因素(Palmer and Goetz 1988)。內在動機
是學習行為的基礎，內在動機的提升可強化自我決定，其對學習者的自主
性影響很大(Goudas, Biddle, and Underwood 1995)。Johnson(1991)指出， 學
習者無法對其所學負責，一方面是動機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缺乏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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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trich(1989) 指出價值、期待等學習動機會影響學習策略的使用，學習動
機除影響學習策略外，並和學習策略交互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投入、表現與
堅持。由此可知，學生的學習過程中除了動機和環境的影響因素外，學習策
略對學生的學習效果也有其影響。因此，把學習動機納入學習策略的研究
之中，才能更清楚的瞭解學生的內在歷程與狀態。
學習動機、學習策略使用情形愈佳，學業成就的表現也愈好，研究發 現，
學生學習動機中的價值會影響其認知策略的使用(Dweck and Elliott 1983， 程
炳林 1991)。Covington(1984)發現，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策略有密切關係。
McCombs(1988)認為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的使用，會使學習者更自律，更主動
的學習。Hargett(1994)指出，學生接觸新知識或訊息時採用的學習策略對其學
習成效有極大的影響。李國禎( 2001 )發現，學習策略能有效預測學習成就。
由此可知，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對於學習的自主性有很大的影響。學習
沒有單一的最好方法。學生接觸新知識或訊息時採用的學習策略對其學習
成效有極大的影響，因此透過研究來瞭解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生，在學習動
機及其所採用的學習策略的差異情形，提供教師對低學習成就者在學習方
向上的修正與調整，讓學生瞭解如何吸收訊息，以及在學習情境中如何使
用較理想的學習策略，將有助於學生克服學習困難，且能進而提高學習成
就。因此本研究建立下列假設：
H2：學習動機愈強，學習績效愈好。
H2a：學習者學習前已具基礎者，學習動機對學習績效之影響程度愈高。
3. 數位學習投入程度對學習績效之影響

數位學習(e-learning)具有知識分享與傳遞的功能，以學習者為導向，可提
升學習者之學習動機、加速學習態度和降低學習成本(侯東旭、侯幸雨2008)。
美國訓練發展協會(2001)對數位學習的名詞作了一些界定：1.電腦化學習
(Computer-Based Learning)：是指學習的內容儲存在光碟或磁片內，透過獨立
的個人電腦來學習。2.網路化學習(Web-Based Learning)：透過網際網路或企
業內部網路來學習，相當於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3.數位學習(E-Learning)：
包括了電腦學習、網路學習、虛擬教室及數位共同學習等， 其定義泛指所有
透過電子媒體為媒介的學習。4.遠距學習(Distance Learning)： 除了利用電子
式的媒介之外，還包括文件式函授與空中教學等。
數位學習的特色是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學習者可以更加彈性的
吸收知識及接受個人化的服務，不斷地改善數位學習的內外在環境，方能
提升學習的品質。李春雄(2004)在探討「數位學習系統」的學習歷程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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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之關係時，使用「線性迴歸分析」模式，以瞭解學生在線上學習的閱讀
教材時間、線上評量、同儕互動、上傳作業及合作學習等學習歷程的記錄，
對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的關係，研究發現學習者「上傳作業」、「閱讀教材
時間」，在整個學習歷程中之影響程度最高。洪昆裕、董興國(2006)研究中
也呈現了迴歸模式，模式中將網頁內容豐富化、資訊科技環境、參與程度納
入後，對網路學習績效之影響程度最高。鄭博文、侯幸雨(2005)研究利用迴
歸分析，探求學生在網路學園Access課程數位學習之態度，自變數為上課次
數、閱讀時間、閱讀頁數、學制與閱讀進度，依變數為學期總成績，從逐步
迴歸模式發現有顯著差異的變數為：上課次數與閱讀時間交互作用、學制
因子。
良好的網路學習環境，必須能同時滿足教師與學生的需求，同時並兼顧
教室與教材的安排，才能增強學習效果(陳年興 2001)。經營數位學習教學
的三個成功關鍵因素為：(1)服務品質；(2)教學績效；(3)經營人才(韓慧文
2000)。由此可知影響數位學習績效的因子包含有教材面、學習者態度與經
驗、教學策略及資訊面等等。教材及教學策略是以教師為中心的角度去調
整，資訊面是改善外在的學習環境，但是如果從學習者的角度設計，也就是
以學生為中心的角度，將可以針對不同學習者的屬性加以改善，可以滿足
個人化的服務需求並提升數位服務的品質。
網路學習成效的評估方式，除了學習內容實際的學習成效作為衡量的
標準外，學習者對於網路學習態度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Bostrom,
Olfman, and Sein 1990)。Murphy,Drabier, and Epps(1998)認為網路學習應以
學生為重心，學習者反應網路學習是可增加同儕及師生間互動，進而提升
學習成效。從上述文獻得知，本研究將針對學習者因素深入探討。因此本研
究建立下列假設：
H3：數位學習投入程度愈高，學習績效愈好。
H3a：學習者學習前已具基礎者，數位學習投入程度對學習績效之影響程
度愈高。
4. 學習參與對學習績效之影響

學習參與的意涵有很多，有研究從參加學習的角度，認為學習參與是
指學生在整個學習的目標活動中行為、感覺與思考的歷程(Kuh, 2003, 2009，
洪嘉駿、施昆易、王淑卿、董曜瑜、王國華 2018)；也有研究從學習投入的
角度來界定，指學生投入和參與學習活動的程度(Ryan & Patrick, 2001)，或
是，以學生所投入的時間與精力為指標，透過與他人的互動，使這些教育活
動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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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認為學習參與有三個重要元素，包括行為參與(behavioral
engagement) 、 認 知 參 與(cognitive engagement) 、 及 動機 或 情 緒 參 與
(motivational/emotional engagement)(Linnenbrink and Pintrich 2003，Fredricks
et al. 2004，Finn and Zimmer 2012)。學生的部分參與到全部的投入，皆屬於
行為的參與，老師可以很容易在課堂內看到一些行為參與的指標，例如，學
生在參與過程的努力(effort)、堅持(persistence)、或求助(help-seeking)等等
(Linnenbrink and Pintrich 2003)。Fredricks et al. (2004)則擴展學習參與，除了
對於學習與學習任務的投入行為(包含努力、堅持、出席等主動參與行為外)，
還包含遵守行為規範及參與學校相關活動等等，面向較為寬廣。認知參與是
指學生學習時能用心思考，會使用不同學習策略來增加學習的理解，並能表
現出批判性、創思性的思考(Linnenbrink and Pintrich 2003)。所以，認知參與
可視為學生心理層面的學習投入。在課堂中，可以看到學生認知參與的參考
指標，例如學生使用一些組織和精緻化的學習策略，如能摘要及圖表化學習
內容，另外，學生能使用計畫監控和自我調整等後設認知策略也是認知參與
的指標。
動機或情緒參與的意涵，有研究認為是學習者表現出來的興趣、價值、
及正向的情意等等(Linnenbrink and Pintrich 2003)。有研究則擴展其至一種
對學習機構或場域的認同和歸屬感(Fredricks et al. 2004)，這是從人際關係
及對學習本身比較多元的的觀點。而和學習參與相關的變項，也受到很多
學 者的 注意。學習參與 和動 機 及情 緒 有關， 也 受學習情 境因素 影 響
(Christenson, Reschly, & Wylie,2012)。
學習參與和學習效益是有關的，有些學者提出學習的動機(包括自我效
能)，會影響學習者的情緒，及自我調整學習，進而影響其學習成就(Pekrun
& Perry 2014 , González, Fernández, & Paoloni 2017)。Fredricks et al. (2004)指
出學習參與會影響學業成就、學習情緒以及學習的行為。Dotterer and Lowe
(2011)的研究也指出，對於沒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心理和行為的參與是課室
情境和學業成就之間的中介影響因素。另外，有些研究發現，學生的學習參
與，會因學生的學習特性、學習內容、教師，學習任務等等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參與程度(Gallagher & Tobin 1987,Lee & Anderson 1993, O’Connell &
Dickinson,1993)。學習的參與會受到自我效能影響，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和
成就(Linnenbrink & Pintrich 2003, Fredricks et al. 2004, Finn & Zimmer 2012)。
因此本研究建立下列假設：
H4：學習參與程度愈高，學習績效愈好。
H4a：學習者學習前已具基礎者，學習參與程度對學習績效之影響程度愈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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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針對高雄科大供應鏈管理系一年級的學生進行研究，日夜間部方面，
日間部一年級有 60 人，進修部一年級有 24 人。性別方面，女性有 54 人，男
性
有 30 人。有無學過經濟學方面，沒有者有 38 人，有者有 46 人。資料列於
表 1。表 1：樣本基本特性
日
夜

性
別

有無學過經濟學

日

夜

女

男

無

有

60

24

54

30

38

46

為了暸解問題導向學習、學習動機、數位學習投入程度、學習參與程度、
學習績效等構念，本研究針對各個構念加以量化，依受測者之回答，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再進行統計分析。全體受測者在各個構念變項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列於表 2。
表 2：樣本各構念變項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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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變 項

研
究
構

平

標

均

準

值

差

念
問

1.我上課很喜歡發問。(PBL1)

2.68

.853

題

2.我很喜歡和同學討論課業。(PBL2)

3.71

.830

導

3.我很細心聆聽別人的問題。(PBL3)

4.07

.741

學

4.我很想學習有關經濟學的內容。(Motive1)

3.73

.855

習

5.經濟學是很重要的課程。(Motive2)

4.01

.843

動

6.經濟學會影響我的人生。(Motive3)

3.64

.859

數

7.我很喜歡用數位教材學習。(DLI1)

3.25

.834

位

8.我常主動找尋有關經濟學的數位教材。(DLI2)

2.92

.795

學

9.我使用數位教材學習的效果很好。(DLI3)

3.11

.728

學

10.我上課喜歡參與所有的內容。(Participate1)

3.65

.703

習

11.我課前會事先準備相關的作業。(Participate2)

3.21

.906

參

12.我課前會先看該課程的內容。(Participate3)

3.17

.929

學

13.我的經濟學課程成績很好。(Perform1)

2.71

1.082

習

14.我對經濟學有很深入的瞭解。(Perform2)

2.44

.923

績

15.我對經濟相關議題，可以有條理的分

2.69

.891

效

析。(Perform3)

向
學習

機

習
投
入
程度

與

構念間之相關分析資料列於表 3，學習績效與問題導向學習、學習動機、
學習參與程度之相關達顯著，但與數位學習投入程度之相關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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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構念間之相關分析
Pearson 相
關
p
學習績效

問題導
向

學習動
機

數位學
習

.228*

.407**

投入程
度
.054

.037

.000

.626

學習

問題導向
學

.508**

.343**

.000

.001

學習參與

.382
**
.000
.628
**

.000

習
.126

學習動機

.602
**

.255

.000
.257
*

數位學習
投入程

.019

度
*：p＜0.05, **：p＜0.01
樣本在構念之 t 檢定資料列於表 4，日夜間部在各構念無顯著差異。性別方
面，男性在數位學習投入程度及學習績效方面，略高於女性。有無學過經濟學方
面，沒有學過者在數位學習投入程度方面，略高於有學過者。有學過者在學習績
效方面，高於沒有學過者。
表 4：樣本在構念之 t 檢定
構
念

t
值

日夜間
部

p 值

日間部
(n=60)

夜間部
(n=24)

問題導向學習

3.5111

3.4306

.564

.574

學習動機

3.7944

3.7917

.015

.988

數位學習投

3.0444

3.2083

1.074

.286

3.36726

3.3056

.355

.723

2.6056

2.6389

-.162

.872

t 值

p 值

入程度
學習參與
學習績效
構念

性別
女(n=54)

男(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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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

3.4506

3.5556

-.71
7

.477

學習動機

3.7593

3.8556

-.48
1

.633

數位學習投

3.0062

3.2444

1.673

.098+

學習參與

3.3648

3.3222

.26
0

.796

學習績效

2.4938

2.8333

1.785

.078+

t 值

p 值

入程度

構念

有無學過經濟學
無(n=38)

有(n=46)

問題導向學習

3.5877

3.4058

1.41
8

.160

學習動機

3.7632

3.8188

-.33
2

.741

數位學習投

3.2193

2.9855

1.70
6

.092+

學習參與

3.3874

3.3188

.43
3

.666

學習績效

2.1316

3.0145

5.548

入程度

+：p<0.10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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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習績效之迴歸分析資料列於表 5，以全體樣本採逐步迴歸分析時，學
習動機、學習參與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接受 H2、H4 之假設。若針對
日間部學生進行探討，學習動機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若針對夜間部學
生進行探討，學習參與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若針對沒有學過經濟學之
學生進行探討，學習動機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接受 H2a 之假設。若
針對有學過經濟學之學生進行探討，學習參與對學習績效之影響達顯著水準，接
受H4a 之假設。
自變數

表 5：影響學習績效之迴歸分析
p
b 值
t 值

假設

.028

.237

.813

H1

學習動機

.401

3.945

數位學習

.001

.008

.000
**
.994

接受
H2
H3

.219

1.744

問題導向學
習

投入程度
學習參與

.085
+

接受
H4

因變數：學習績效。全體樣本。逐步迴歸。調整後 R 平方=.151。+：p<0.10
*： p<0.05
**：p<0.01。
b 值
-.031

t 值
.230

p
.819

學習動機

.408

3.378

.001**

數位學習

-.059

-.487

.629

.138

.928

.358

自變數
問題導向
學習

投入程度
學習參與

因變數：學習績效。日間部樣本。逐步迴歸。調整後 R 平方=.152。+：
p<0.10
*：p<0.05
自變數
問題導向

**：p<0.01。
b 值
.174

t 值
.710

p
.485

.012

.048

.962

學習
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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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207

1.008

.325

.548

3.070

.006**

投入程度
學習參與

因變數：學習績效。夜間部樣本。逐步迴歸。調整後 R 平方=.268。+：
p<0.10
*：p<0.05

**：p<0.01。

自變數

b 值

t 值

p

假設

問題導向

.122

.751

.458

H1a

學習動機

.466

3.118

.004**

接受 H2a

數位學習

.146

.974

.337

H3a

.215

1.132

.265

H4a

學習

投入程度
學習參與

因變數：學習績效。沒有學過經濟學之樣本。逐步迴歸。調整後 R 平方
=.195。
+：p<0.10

*：p<0.05

**：p<0.01。

自變數

b 值

t 值

p

假設

問題導向

.224

1.532

.133

H1a

學習動機

.223

1.424

.162

H2a

數位學習

.056

.421

.676

H3a

.525

4.090

.000**

接受 H4a

學習

投入程度
學習參與

因變數：學習績效。有學過經濟學之樣本。逐步迴歸。調整後 R 平方
=.259。+：
p<0.10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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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學數學系課程實施問題導向學習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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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 109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第一學期實施成果。計畫的目
的是以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透過數學建模的歷程導入數學主修課程中。第一
學期在數學實驗課程中實施，共有三個問題解決的作業。研究的主要目的與問
題為1.學生在此學習環境中的成長情況為何。2.探討在數學主修課程實施問題導
向學習時，有哪些正反因素會影響學習。
本研究開發學習能力與學習方法兩個面向的自省問卷，包含學習理解、完
成任務、運用資源以及與人共學等四個項目，並再分成上課理解、教材理解、
完成作業、取得成績、查詢資料、使用工具、同儕討論、他人討論等八個子項。
問卷分於期初、每個作業的中期與後期、期末等共實施八次。我們將學生每次
的資料轉換成改變向量，比較期初與期末的差異，並分析擾動學生學習的因素。
研究結果顯示，1.學生在學習能力與學習方法兩面向均有成長，其中學習
方法面向的成長明顯。2.學生在學習方法面向中查詢資料，使用工具與他人討
論子項成長明顯。3.學生有兩次不同啟動原因的全面成長。第一次是對作業的
偏好造成，該作業的特性是(1)解答具有多樣性，自主性比較高；(2)解答是產生
具像的圖形，具有可親近性。第二次是從作業的困頓中突破完成解答的成就感
與對成長內涵的洞察。4.學生有一次各子項均負成長，原因是小組合作形式的
抽象數學問題，入手解題或是與不熟悉的同儕合作都讓學生感到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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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本研究發現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對於主修數學的大學生具有正
向的效果，在學習方法上的成長尤其明顯。其次，我們發現學生偏好解答多樣
性、解法自主性、結果具像性或可親近性的作業。而若作業本身抽象度高，又要
與不熟悉同儕合作，學生就會感覺沒有學習效益。但若能從這種困頓中突破，學
生就能從脫困的經驗中更深刻感受到改變過去學習方法的必要性。
關鍵詞：大學數學系、問題導向學習、數學實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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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Elective
Subjects of Mathematics Major
Wei-Chen Yao1, Ying-Hao Cheng2
University of Taipei1, University of Taipe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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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 to
mathematics major courses.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is implemented in the
mathematics experiment course.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olving assignment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e study are 1.What is the growth of students in this problemsolv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2. What i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s that affect
learning when implementing problem-oriented learning in mathematics major courses?
This study developed a questionnaire for investigation students’ awareness of 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methods. The learning ability is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say
comprehension in learning and accomplishment of tasks, and is divided into four subcategories: comprehension of instruction, comprehension of text, accomplishment of
tasks, and achievement of studies. The learning method is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say application of resources and learning with cooperation, and is divided into four subcategories: information gathering, use of tools, peer cooperation, and others cooperation.
We analyzed 1.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o show the growth of students in this course; 2.We converted each student's
data into a change vector, and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disturb the students as the
prototype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Students have growth in both 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methods. The growth of learning methods is obvious. 2. About learning methods, the
information gathering, use of tools, and learning with others cooperation have obvious
growth. 3. The students have growth in two periods. The first, from the end of the first
task to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task, many students mentioned that the second task
gives them a higher motivation to complete it. The reasons why students prefer this task
include: Strategy of solutions are diverse and highly autonomous; and the task is
approachable and aesthetic. The second, from the middle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task. It
shows students' awareness of achievement and insight into the meaning of growt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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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breaking through difficulties. 4. From the end of the second task to the
middle of the third task, each sub categories has negative growth. Because the third task
is an abstract mathematical problem in the form of team work. It is challenging to start
with the problem or cooperate with unfamiliar peers.
In summary, from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 mathematics major
course, especially in the growth of learning method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in the
mathematics major course.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applying basic mathematics
subject knowledge to modeling and problem-solving,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 has a great chance of success. In addition, students prefer to work with task
of diverse, autonomous strategies. Such kind of task can stimulat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and also make students try to use extra resources to solve it. On the
contrary, if the work itself is in the form of abstract mathematics, and also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unfamiliar peers, it is easy for students to feel unable to start, and it also
need to spend effort to interact with peers. However, if this kind of difficulty can be
solved, students' perception of achievement will be extremely obvious, and they can
recognize the value of changing learning methods insightfull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getting rid of difficulties.
Key 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University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Experiment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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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本研究為109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第一學期實施成果。計畫的目的
是以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將現實問題與專案研究導入數學主修課程中。透過數
學建模的歷程，讓學生學習如何探索問題、利用資源與合作，尋找規律性與可能
的解答，進而在問題脈絡中驗證並調整自己的猜測與解決方案。
大學數學課程的教學現場常碰到的問題是學生學習態度不佳、學習動機不足
與學習上遭遇困難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些現象其實互為因果。其中一個原因是大
學數學的內容與相對於高中以前的數學本質上有所不同，同時更為抽象，常使得
學生無法接受，誤以為大學數學只是抽象的推理活動，而不是可以實際運用的知
識。而傳統的教學以敘述定義、推導定理、結論，輔以例題的方式進行。雖然在
課堂上講解例題或要求學生操作類似題型的習題，但因學生會以死記方式學習，
忽略課程內容的內涵，而且常因進度落後在一段時間後就無法繼續學習，這種現
象會重複出現在許多同學身上。另一方面，因為大學數學較為抽象或是在課程中
所討論的範例不能接近同學的想像或理解範圍，即使學生能在考試中獲得不算差
的成績仍然對所學數學的內容與實際內容不了解，因而沒有動力學習更深更進階
的數學。
為了改善學生學習困境，過去幾年，我們在台北市立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的補助下，分別在103與104學年，以數位化方式對微積分、代數學、高等微積分、
高等線性代數等科目進行補救教學。我們將課程中較為複雜的計算過程錄影並將
影片上傳教學網站，讓學生可以不受時空限制觀看解題過程，這種方式讓同學對
上課中無法完全了解的內容有機會再次學習，對學習複雜的數學推論過程達到一
定程度的效果。105學年起，我們結合密碼學導論課程，在台北市立大學數學系辦
理密碼闖關活動，讓學生透過解密闖關的過程增加對密碼的了解以及增強程式寫
作的能力。這個以解決問題為目標，學生得以合作蒐集必要資訊與運用可能工具
的學習活動獲得學生極大的好評，他們都認為這種有明確問題要解決的活動， 更
有助於體會所學知識的功能，同時更能整合不同領域知識以及各種形式工具的有
效運用。107學年我們開始嘗試將問題導入教學放在數個課程中，提出學生具有知
識可以了解的問題，帶領學生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找出例子，找尋規
律性及可能的解答，並提出假說進行驗證。
近幾年來透過台北市立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補助，我們在數學系進行各
種不同教學方式，希望能解決學生學習上的困難，但回到學習的本質。我們必須
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如何讓學生了解數學的實際內涵與推
理、驗證的必要性而不是單純的以記憶背誦的解題，以及高等數學往往是對應解
決現實環境中的複雜問題，而非僅只是心智中的抽象推論，成為我們發展新的教
學方式的主要目標。據此，我們開始推動問題導向教學，希望透過數學建模的方
式，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找出規律性與可能的解答，並提出假設與現實脈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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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讓同學在解決問題時，同時理解現實世界與高等數學的存依性，以及數學
定義、定理與相關內容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以及數學證明的必要性。
本 研 究 希 望 以 現 實 問 題 ( 專 案 ) 導 向 學 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ProjectBased Learning)引入教學，同時導入數學建模(mathematical modeling)的探索歷程，
讓同學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可以增加學習動機，與學習如何搜尋及應用相關理論
與結果，連結過去所學知識進而解決問題，並且透過相互討論、相互刺激增加對
數學的了解，同時希望藉由了解及解決問題的過程引導同學探索未學過的數學知
識。

貳、 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
一、 研究動機
學生學習態度不佳、缺乏學習動機或是在學習上遭遇困難是目前在教學現場
常見的現象。而這幾種狀況其實互為因果。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大學數學課程
與學生在高中以前的課程在本質上有極大差異(Dahl, 2018)，除了內容較為抽象外，
大學數學強調論證的特性也與高中以前為了應付考試強調解題技巧與解題速度
有所不同。因此同學無法接受，也因學生不了解數學的實質內容與證明的必要性，
誤以為大學數學只是單純抽象的推理活動，而非可以實際運用的知識。所以對學
習失去興趣，使得學習態度不佳，進而放棄學習。另外，有許多學生雖然在學習
上沒有太大困難，能通過考試，得到學分，但因對數學內容沒有深刻了解， 所以
沒有動機與動力學習更深更進階的數學。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是希望透過不同的教
學方式，能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從問題中連結過去所學的
數學知識，進而透過數學建模的過程，學習如何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找出例子、
找尋規律性及可能的解答，並提出假說進行驗證。讓同學在解決問題的同時理解
定義、定理與相關內容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並讓同學理解數學證明的重要性。除
此之外,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方式增加同學的學習動機與改善同學的學習態度，並且
讓同學有意願學習更深更進階的數學。

三、 研究問題
1.

透過學習能力與學習方法的自省，學生在此學習環境中的成長情

況為何。
2.

透過學習反思與訪談資料分析，探討在數學主修課程實施問題導

向學習時，有哪些正反因素會影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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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獻探討
一、 問題導向學習
荷蘭的奧爾堡大學(Aalborg University)在1974年開始成立時即對學習工程的
學生開始實施問題導向學習，並且的到很好的效果。在近幾年也將專案／問題導
向學習的教學方式在數學課程進行實驗，他們分別提出純數學與應用數學問題觀
察學生學習狀況與學習成果，認為問題導向學習在大學數學上的實施一樣可以得
到非常好的學習效果(Dahl, 2018)。
Wu and Li(2017) 在 Borough of 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BCC, CUNY)的微積分課程實施專案導向教學，他們在極
坐標的單元引入數學軟體maple作圖，並且要求學生利用修改參數製作圖形，他
們認為專案導向學習(Project-Bases Learning)可以促進學生學習, 通過為一個有
組織的分組分工合作進行一個實際的問題（或專案），可以期望學生通過自己的
發現，提問，練習和創造來學習。 這種學習方式所得的學習知識與效果將不容
易被學生忘記。
同樣的在BCC,CUNY , Serme(2014)將Alseweed(2013)在英文課程中進行的教
學實驗，放入數學教學的補救教學中，將學生4至5人分為一組，給予不同任務：
證明者(Prover)、解釋者(Explainer)、檢查者(Checker), 學生依照不同任務做不同
分工，一起將原本不清楚的知識，由互相討論，質問等方式一一釐清理解，也會
將學生任務改變，藉由角色轉換學習不同理解問題與數學知識的方式。他們認為
大部分的學生透過相互學習，反應更敏銳，更理解他們所學的內容，效率更高，
同時，他們也認為由小組和專案/問題導向學習還幫助學生進行橫向學習，從而提
高了他們的一般數學寫作，管理和領導能力。
Lee et. al. (2014)在不同領域的大學課程實施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在這篇章中，他們提出問題導向學習成功的要件與此種方式的挑戰，
在他們的研究中建議，若要讓實施問題導入學習在高等教育中成功並且使問題導
入學習更加融入大學課程中，必須得到學校等相關機構的支持。另外，在這篇文
章中他們也提供幾分資料及問卷讓參與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師參考。
整體來說，問題導向學習或專案導向學習的教學方式在大學教學中以慢慢成
為一個重要的教學模式。
二、 數學建模歷程
在問題導向學習中，現實問題的呈現只是學習的起點，學生從看見問題開始
所要進行的學習活動，是一種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標的數學任務，這其中有許多
思考上、思維轉換上的挑戰。作為一種課堂教學方案，我們不能只是將問題丟給
學生，然後隨興地等待學生求助給與教學，而是必須提供一個明確的思考導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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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讓學生在初期能夠有所依據進行學習活動。在數學的領域中，與此想法最近
的就是數學建模。
數學建模初始的概念是將現實問題在其所在的情境中，析出數學元素，發展
或應用數學模式來描述該情境蘊含的數學關係，進而解決該特定數學問題，然後
再將數學解對應回原問題的情境中確任此解的適當性過程，可以簡單以圖一表示。

形成

數學問題
數學世界
模式

現實世界
情境

數學解

解釋

圖一、數學建模示意圖
這個看似簡單的過程，因現實世界情境中影響因素的眾多與不穩定，並不是
那麼容易就可以直接對應到數學模式上，因此許多數學建模的研究學者都提出這
個建模過程中的步驟或關鍵成分的主張。例如Penrose(1978)提出建模循環的七階

段：(1)明確說明現實問題；(2)創出一個數學模式；(3)明確說明數學問題；(4)解決
數學問題；(5)解釋數學的解；(6)證實該模式；(7)修正與報告(Revise and Report)。
Weigand & Weller (1998)提出數學建模六步驟：分析、模擬、模式化關係等
式、實驗性實作、說明與詮釋等。也有很多學者將數學建模視為一個循環的過程，
提出在此循環過程中重要的思維步驟，如Berry & Davies (1996)從現實與應用的觀
點提出一個七階段的建模循環模式(如圖二)。
Galbraith & Stillman (2006)提出強調學習面向觀點的數學建模循環，包含七
狀態以及七轉換(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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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Berry & Davies七階段的建模循環模式

圖三、Galbraith & Stillman七狀態以及七轉換的建模循環模式
我們綜合這些數學建模的過程和循環主張，可以知道在數學建模過中，依據
問題與解所在的脈絡，可以分成四種狀態：(1)情境問題、(2)數學問題、(3)數學
解、(4)情境解。而建模時狀態的轉換歷程可以看成是八種思考類型的循環：從情
境問題到數學問題的轉換需要(1)界定問題、(2)轉化系統，從數學問題到數學解
的轉換需要(3)發展策略、(4)分析推測；從數學解到情境解的轉換需要(5)解讀與
詮釋、(6)批判反思；從情境解到情境問題的轉換需要(7)評估修正、(8)調整方向
等。
本研究教學所進行的方式，問題導入時就是情境問題的狀態，教學初期時會
引用上述數學建模的思考類型來引導學生思考，並讓學生內化這個思考循環，成
為學生在問題導向學習中解決問題的自發性思考歷程。

肆、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場域
本研究為109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第一學期實施成果。在北市大數
學系大三數學實驗課程進行。
本課程為選修課，期初共有27人選課，期中預警後，有9人因整體課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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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而停修，期末有1位同學棄修，實際17位同學修完本課程。
本課程共有三個建模作業，均為引入數學或由現實情境轉化的數學問題，讓
學生透過討論以及利用工具找尋解答並驗證自己的答案。摘要說明如下：
（一） 作業一：
1. 利用牛頓法和泰勒展式求正實數開根號的近似值
2. 由一個特定函數了解牛頓法的限制條件

（二） 作業二：
1.將牛頓法用在複變數多項式上，繪圖開始學習碎形(fractal)
2.利用迭代繪出碎形的Sierpinski’s triangle 和fern
3.由函數值迭代繪出碎形的Mandelbrot set和Julia set.
（三） 作業三：
數論問題4題。分組進行，不提供結果，學生由實驗討論出猜
測， 並且嘗試證明自己提出的猜測。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自我效能與數學後設認知的想法，開發學習能力與學習方法自省
問卷，學習能力面向包含學習理解與完成任務兩個項目，並再分成上課理解、教
材理解、完成作業、取得成績四個子項。學習方法面向包含運用資源以及與人共
學兩個項目，並再分成查詢資料、使用工具、同儕討論、他人討論四個子項(如表
一)。每一個子項設計有一個5點量表的題目，另外還有針對成就感、興趣、學習
需求、以及教法期待等主題的開放性反思問題(如附件一)。
表一、學習能力與學習方法自省問卷架構與題目

註*：僅在期初問卷使用
問卷依作業進行的時序，分於期初、每個作業的中期與後期、以及期末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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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八次調查。
三、 資料分析
將每位學生八次的問卷回答依序建檔，5點量表的資料，除了記錄原始逐題分
數外，我們將一位學生每次每題的分數減去前一次同題的分數，稱為改變向量，
此向量表示與前一次的分數相比的差異。若為正值，表示學生此次在該題的自省
評分高於前一次，若為負值，表示學生此次在該題的自省評分低於前一次。將所
有學生的改變向量放在一起平均，我們就可以得到這門課程依時間序學生的自省
評分，再對照開放性反思問卷的回答與訪談資料，可以找出學生自省分數消長變
化的影響事件，進而從中分析出正向與負向影響的內涵。
總而言之，我們分析了1.期初與期末分數的差異，以呈現學生課程實施前後
的成長情況；2.針對改變向量變異較大的資料進行背景與反思資料分析，以發現
擾動學生的因素，作為影響學習成效因素的雛形，進而在後續的計畫中調整教學
設計並再做檢驗。

伍、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期初與期末問卷分析結果
學生在期初與期末的自省分數以圖四顯示，其實際數值與分數成長值如表
二。

圖四、學生在期初與期末的自省分數圖
從圖四可知，在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下，學生在學習能力和學習方法兩面向
都有成長。在學習理解、完成任務、運用資源、與人共學四個項目上也都有成長。
而在七個子項中，除了完成作業以外，其餘子項也都有成長。
我們從訪談中得知，對學生而言，雖然本課程的作業只有三個，但作業本身
都是沒有具體標的的大問題，與學生過去習慣的課本習題相比，本課程的作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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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確課本的章節或習題可以參考。因此在評估自己能否完成時，比起過去習慣
的課本習題作業，在本課程中完成作業的自省分數呈現負成長的狀態。
表二、期初與期末的自省分數與分數成長值

從表二中可以進一步得知，雖然在學習能力和學習方法兩面向都有成長，但
學習方法面向的成長明顯(0.46)，而學習能力面向則只有微幅成長(0.08)，顯示問
題導向學習的方式對於學生數學主修時在學習方法上的效用較為明顯，不過對於
對學習能力來說，可能本質上還是引用已學數學知識處理數學資訊的作業，因此
並沒有感覺自己的學習能力有太明顯的增長。
從項目來看，學生在運用資料項目上成長0.56，期末的自省分數已超過4，
顯示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對學生提升運用資源的能力有極大功效。
從子項來看，除運用資料項目下的查詢資料與使用工具都有超過0.5的成長
外，在與人共學項目下的他人討論也成長了0.41，顯示透過此種學習方式，學生
更能夠運用資源以及與人共學，其中在查詢資料、使用工具、他人討論的學習方
法上成長明顯。由於這些學習方法在數學系常見的講述式教學下較難養成，也往
往不需要，因此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恰好可以補足講述教學法的不足。
二、 改變向量分析結果
我們將一位學生每次每題的分數減去前一次同題的分數，稱為改變向量，此
向量表示與前一次的分數相比的差異。若為正值，表示學生此次在該題的自省評
分高於前一次，若為負值，表示學生此次在該題的自省評分低於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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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從面向、項目、子項來看，學生的改變向量整合如表三。
從表三中可以看出，本課程中有兩次學生在面向、項目、子項全面成長，一
次在作業一後期到作業二中期之間，另一次在作業三中期到作業三後期之間。同
時在第二次後期到第三次中期之間則有一次全面負成長。我們從學生問卷上開放
反思的記錄以及訪談的資料中發現，兩次的全面成長與一次全面負成長是不同的
情況，學生呈現出極為豐富的感受。
第一次全面成長，從作業一後期到作業二中期，是學生完成作業一並開始進
行作業二的期間。許多學生提到對第二次作業碎形設計與作圖有更高的興趣
去探索以及更大的動機去完成，而學生偏好這個作業的理由有：(1)碎形設計的方
式具有多樣性，調整參數產生不同圖形的自主性比較高，同時可以立即看到所設
計的結果，趣味性很高，也有高效率的即時反饋。(2)這個作業的解答是產生具像
的圖形，具有可親近性，同時也帶有美感，作業本身像是一個視覺圖案設計的
創作，而不是算出答案的冰冷數學問題，也不是嚴謹證明的枯燥數學論證。
第二次全面成長，從作業三中期到作業三後期，則是學生從困頓中突破獲得
結果的成就感與對過程中成長內涵的洞察。學生提到第三個作業是老師指定分組
後，在數論領域中的臆測與論證作業，本身就是個純數學推論的問題，抽象性極
高，初期的臆測就不容易入手，一時間也沒有有效的工具可以檢驗結果。加上因
為分組是老師指定的，學生必須與不熟悉的同儕討論合作，由於過去學習數學的
方式偏向個人自立自強的方式，許多學生不熟悉合作學習的方法，甚至連與不熟
的同儕對談都感覺困難，因此第三次作業佈置後，很多學生都感覺無法入手，與
同組同儕的互動也沒有效率。因此第三次作業的中期問卷自省分數偏低。之後在
與同組同儕的互動漸漸磨合，並找到用電腦程式運算以幫助檢驗規律的方法後，
學生突破這個初期的困頓，最終完成作業，並得到不錯的評價，這個谷底翻身的
成就感與喜悅，反應在第三次作業的後期問卷上，因而產生了第三次作業中期至
後期間的全面成長。
而第二次後期到第三次中期之間的全面負成長，就是前述第三次作業佈置後
的困頓狀態的具體表現。如前所說，第三次作業是老師指定小組合作的抽象數學
問題，無論是問題的入手或是與不熟悉的同儕合作都是有挑戰性的，初期兩方面
都沒有效率，此時學生普遍認為無法完成作業，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工具協助，因
此，相對於完成第二次作業後的成就，此時整體的感受都是負成長的。

655

APA-6

表三、改變向量整合表
期初

作業
一

作業

中期

作業

作業

一後

二中

二後

三中

期

期

期

期

作業三

期末

後期

學習能力

-0.37

0.22

0.25

-0.14

-0.24

0.20

0.16

學習方法

0.15

0.16

0.26

0.04

-0.22

0.24

-0.18

學習理解

-0.56

0.41

0.32

-0.15

-0.12

0.21

0.12

完成任務

0.38

-0.18

0.12

-0.12

-0.47

0.18

0.24

運用資源

0.26

0.06

0.32

0.06

-0.35

0.35

-0.15

與人共學

0.03

0.26

0.21

0.03

-0.09

0.12

-0.21

上課理解

-0.59

0.47

0.29

-0.18

-0.06

0.18

0.06

讀懂教材

-0.53

0.35

0.35

-0.12

-0.18

0.24

0.18

完成作業

0.00

-0.18

0.12

-0.12

-0.47

0.18

0.24

查詢資料

0.47

-0.12

0.29

0.12

-0.29

0.18

-0.06

使用工具

0.06

0.24

0.35

0.00

-0.41

0.53

-0.24

同儕討論

0.12

0.18

0.12

0.12

-0.12

0.12

-0.24

他人討論

-0.06

0.35

0.29

-0.06

-0.06

0.12

-0.18

面向

項目

子項

作業

陸、 研究結論
本研究為109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第一學期實施成果，在數學實驗
課程中實施，總共有三個問題解決的作業。課程中引入數學或由現實情境轉化的
數學問題，讓學生透過討論以及利用工具找尋解答並驗證自己的答案。
從研究成果來看，透過數據分析和原因探究，我們發現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
對於主修數學的大學生在學習能力和學習方法兩面向上都具有正向的效果，其中
在學習方法面向上的成長尤其明顯，學生在查詢資料、使用工具、他人討論的學
習方法上成長明顯。這樣的結果顯示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值得在大學數學系裡推
廣，特別是應用基礎數學科目知識以探究問題的領域，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有極
大成功的機會。
其次，我們發現學生偏好解答多樣性、解法自主性、結果具像性或可親近性
的作業，這樣的作業不僅較容易引起學生投入心力去探索，也更能激發解決此問
題的動機，同時也更能趨使學生設法取得與運用資源去解決。
然而，若作業本身是抽象數學的形式，又要搭配與不熟悉同儕的合作，則很
容易讓學生感覺無法下手解題，還需要耗費心力去取得與同儕互動的效益，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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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業容易讓學生產生挫折感，因而對自己學習能力與學習方法的自省都會退
縮。
然而，我們也發現，雖然前述的作業使學生陷入困境，感到挫折，但若這種
困頓能夠突破，最終解決了問題，則學生的成就知覺會極其明顯，並能從脫困的
經驗中更深刻感受到改變過去學習方法的必要性，察覺運用資源以及與他人合作
是更有效率與威力的解決問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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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習能力與學習方法自省問卷題目

一、請依據你/妳的經驗，以下列數字表示你的符合程度。
5.完全符合，4大部分符合，3.大致符合，2.小部分符合，1.完全不符合

1.
2.
3.
4.
5.
6.
7.
8.

我能理解老師上課時講述和演示的內容。
我能讀懂課本和指定教材的內容。
我能按時完成指定作業。
我能在考試得到滿意的成績。
我會運用網路資源或圖書資料以幫助學習和完成作業。
我會運用資訊或實體工具以幫助學習和完成作業。
我會與修課的同儕討論學習內容與作業。
我會與其他人(助教、學長姊、老師…)討論學習內容與作業。

二、請以文字敘述回答下列問題：
1. 到目前為止，修哪一門課最有成就感？為什麽？

2. 到目前為止，對哪一門課最感興趣？為什麽？

3. 還想多學哪些數學？為什麼？

4. 在學數學上，哪些方面做得比較更好？哪些方面還不足？

5. 心目中最好的上課方式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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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DIT 培力課程的教學實踐研究
丁祈方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
chifang@ntua.edu.tw

摘要
數位模式的電影製作在拍攝現場與後期工作間，有幾項需要謹慎面對的課題：
數位設備間的訊號溝通與傳輸、各式設備如何處理影像檔案的管理和備 份、如何
讓影像顯示和人眼的視覺感知保持一致等。電影產業發展出以數位影像技師（DIT）
來處理上述各項問題。DIT 需具備能統合運用檔案管理、色彩管理與訊號管理等
三個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研究者在影片製作與教學經驗中發現，目前的學習環境或
歷程，欠缺能把拍攝與後期的知識與能力加以整合的學習環境與平台式課程，導致
學生們未能在電影製作時正確處理前述課題，容易造成如檔案遺失、訊號源頭不一
致、或素材影像與現場監看影像截然不同等無法還原的失誤。本研究嘗試以「DIT
培力工作坊」的辦理來探究問題的解決方法，以具備 DIT 三個能力範疇的課程內
涵，透過「知識體系建構」與「實作能力操演」的教學任務，培養學生具備「整合
運用能力」。在課程建構時，以協同授課的策略，採納業界經驗與合適的電影製作
規模規劃單元內容；在策略擬定與實施面，注重有效教學的同時，以協同授課和實
作教學作為實施策略；在學習成效檢核時，藉由前、後測取得學習反饋與檢定學習
成效是否顯著；在課程檢討與優化面，綜述學生專業領域知識與能力的變化。最後
再將上述資料針對課程內涵與教學策略，進行分析與梳理後得出幾項結論：（一）
教學策略的優化，可採能力分組與加深課程間知識與技能的連結，加強學生對 DIT
現況的理解；（二）本課程能有效培養學生具備 DIT 的知識與能力，可作為基礎
DIT 能力養成的參考或示範課程；（三）DIT 人才有助於電影製作能量的提升，
惟課程實施受限於師資與軟硬體，較難以大學校院常態性課程模式實施，可朝與業
界共同規劃並整合教學和產業資源，辦理階段性的專業培育課程。
關鍵詞：數位影像技師(DIT)、檔案管理、色彩管理、電影教育、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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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DIT training course
Chi-Fang T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Dept. of Motion Pictures
chifang@ntua.edu.tw

Abstract
In digital film production, there are sever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carefully between the on-set & the post-production work: signal communication &
transmission between digital devices, how devices handle the recording of image file
data, how to manage & backup data, and how to make the optical/electrical
transformation display of the image consistent with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human
eyes. The film industry has developed a Digital Imaging Technician (DIT) to deal with
the above problems. Therefore, DIT needs to have relevant knowledge & skills that can
integrate the three areas of data management, color management and signal
management. The researchers found in the film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he curr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or course, there is a lack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platform-based courses that can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 abilities between shooting
and post-production stages. This causes students to fail to properly handle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during film production, 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unrecoverable
errors such as file loss, inconsistent signal sources, or footage image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on-set monitoring image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way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offering the platform-based course "DIT Training
Workshop".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s the three competence categories of DIT. Using
the teaching tasks of "constructing a knowledge system" and "practical performance",
students are cultivated to have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ability". While 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using a collaborative teaching strategy, with adopting industry
experience and appropriate film production scale to plan content of the unit. In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cusing on effective teaching,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practice teaching a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While check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using pre-test & post-test to obtain relevant
learning feedback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hanges. And then, in
the course review and optimization, the changes in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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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bilities are reviewed. Finally, after analyzing and combing the above-mentioned
materials for 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several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1)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strategies, can adopt ability grouping,
deepen the connection of knowledge & skills between courses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DIT. (2) This course can effectively train students
to have the knowledge of DIT and the production ability of integrated application, and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or demonstration cour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DIT
ability. (3) DIT talents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ergy of film production.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s is limited by teachers and software and
hardwa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 normal course model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t can plan and integrate teaching and industrial resources with the industry to
handle phased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Key words: DIT (Digital Imaging Technician), data management, color
management, film education,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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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研究者在實務製作與教學現場長期觀察後發現，國內電影製作人才面臨與國
際間發生技術斷層的問題。隨著電影製作的數位化演進，國產電影多因成本考量
縮編技術團隊，導致專業技術人才養成連帶犧牲。也因受限於製作規模和預算，
劇組尚難普遍設置DIT1部門，甚至連至關重要的檔案管理工作也多交由攝影組助
理負責，明顯輕忽電影製作流程各環節需緊密合作的意義與重要性。
此外電影製作轉以數位模式為主後，在製作規劃與準備上也面臨幾項與無法
避免的課題，如：各項數位設備間的訊號與溝通與傳輸、經由各式設備把記錄成
的影像檔案後的處理與管理、以及把光學影像轉換成電學顯示需和人眼視覺感知
保持一致性等。
以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以下簡稱電影系）為例，舉凡製作技術有關的攝
影、燈光、剪接、錄音與調光等製作技術領域，已在課程結構中有相當程度的培
育和養成計畫。然若要同時把上述的知識體系加以統合性理解，並透過實踐模式
培養實作能力，在目前的課程結構則較難實現。此外，同學們在製作時如何將相
關製作技術的理論與知識基礎，進行水平式運用的能力也較為欠缺。加上製作課
程持續以各自領域的深化培育為目的，沒有餘裕設計可融合彼此特性的單元等因
素，使得現實上無法實現整合運用達成具備DIT能力的學習環境。因此在欠缺可整
合相關專業領域的平台（課程）現況，難以讓學生理解與具備DIT的知識與能力，
導致學生在製作時較難讓主要技術部門有效銜接，甚至發生拍攝檔案遺失、訊號
源頭不一致、或是現場影像與事後影像截然不同等無法還原的重大失誤。故具備
檔案管理、色彩管理與訊號管理的知識與整合運用的能力，顯得相當重要。
二、研究目的
DIT需要負責各式檔案的無損校驗和備份，與包含工作樣片（dailies）的轉製
和傳遞等相關工作（檔案管理），將攝影師與導演期待的影像風貌在現場實現，
並在後續作業時保持一貫性（色彩管理），並實現各式攝影設備的訊號在監看螢
幕上影像的一致性（訊號管理）。上述情形在拍攝現場有賴DIT組建系統性的監視
設備加以實現、維持、檢視、檢查、建議與預調光，以及精確無誤的檔案管理來
避免發生疏漏或錯誤。
在拍攝現場擔任影像質量溝通與針對風貌處理的專業管理是DIT的任務之一，
這在國外劇組的設置與技術培養已行之有年。因為DIT在整個影片拍攝過程扮演
承先啟後的角色，並且可以影響拍攝現場與後製工作的許多環節。但DIT要精通

1

DIT全文是Digital Imaging Technician，中譯是數位影像技師。DIT一詞是國際電影劇場勞動
協會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Theatrical Stage Employees,簡稱I.A.T.S.E)的旗下組織國際攝影
師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inematographers Guild，簡稱 I.A.T.S.E Local 600）所創設的名稱。
內容詳見本研究「文獻探討」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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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工作／作業流程與相關步驟，也要掌握和瞭解後期製作的各項工作。因為他
深知前期的參數變化或後期的格式轉換的意義，確保檔案無誤並建構多重保險的
機制，在檔案管理上的專業與專注，更是DIT的使命。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探索出能讓學生具備檔案管理、色彩管理與訊號
管理三個範疇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及具備整合拍攝與後期工作知識及能力的學習
環境與方法，提升數位時代的電影製作能力。

貳、 文獻探討
一、 DIT 的發展與相關教學現況
DIT 誕生約莫在 2001 年，發展自隸屬國際攝影師協會（簡稱 I.A.T.S.E）的
International Cinematographers Guild Local 600（簡稱 Local 600）。歷經拍攝與製
作設備的演進後，此部門主要任務可歸納為協助攝影師進行畫面的控制、協助導
演獲得想要的影像、掌管影像資訊的拷貝、轉換及傳遞檔案，與協助規劃使用的
攝影機與後製工作流程（Steven Gladstone,n.d.）。
王東、王孟樂、馬喆與郭佳昊（2013）認為，要讓拍攝影像的技術合格與最
佳化，並在前期與後期眾多數位設備的條件下，強調製作工藝流程的最佳化相當
重要。因此針對DIT的主要核心工作任務做了明確的界定：（一）輔助並制定拍攝
與後期工藝流程、（二）協助攝影師對拍攝影像進行品質監控、
（三）原始數據管理、保證拍攝過程中各種元數據2的記錄準確無誤、（四）
按要求向相關部門提供相應格式轉換的檔案、（五）現場色彩管理、現場一級調
色、（六）給導演和攝影提供參考、以及（七）提供樣片等7個核心項目。
雖然美國與大陸對 DIT 的任務區分有些差異，但認為其應肩負的工作項目
如：作業流程的規劃、相關設備的配置標準制定、關於攝影和工作樣片、色彩管
理和一級調光、數據管理及與其他部門的銜接、3D 拍攝工作與根據需求提供不
同規模的服務內容等可說並無二致。所以實務上，把攝製工作中影像檔案相關環
節的關係明確建立，並依劇組的時間、人力、預算等，針對工藝流程與使用設備
的規模進行規劃，提出檔案管理與各部門銜接作業（包括檔案格式與後設數據傳
遞的完整及相容性等項目），是 DIT 的工作項目與能力指標。
若劇組缺乏正確引導和規範，現場拍攝資料的管理工作可能形成一種沒有效
率和欠缺協同性的工作模式，這種狀況應極力避免。在後期工作前期化的觀念 下，
王婷婷（2016）針對前期拍攝工作的規範進行研究後提出現場資料管理與DIT 能
力分工的建議。在檔案管理面首重數據的正確與安全性，提出資料安全、資料備
份和備份優化方案，以及數位工作樣片製作與檔案管理思維的建議規範， 為影片
素材的檔案管理建立出周全的系統思考。

2

原文為meta data，也可稱後設資料、後設數據或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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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影電視廣告等製作為服務對象的4K London公司3，對應劇組的期許和製
作規模，將DIT的工作分成數據操作員（data wrangler）、DIT與高級DIT共三個等
級，提供劇組各種模式的DIT服務。王婷婷認為這種區分與華語地區的影視製作
需求不符，而提出應把DIT以五個等級區分的建議：數據搬運工（data loader）、
數據操作員（data wrangler）4、數字媒體工程師（digital media technician）、數字
圖像工程師（digital image technician）與高級數字圖像工程師
（Senior DIT），讓DIT有了不同級別的專業能力與工作項目的區分與定義。以王
東等人的研究主張、加上4K London在產業模式對DIT能力所做的區分，預期可改
善多數製片人普遍對拍攝現場資料安全和管理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的缺憾。因此王
婷婷針對現場資料安全、備份與管理等範疇，總結出DIT人員需要能夠優化資料管
理的工作與作業流程的能力。
在教育培訓的現況上，高等教學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專屬單位與開設課程以實踐
上述的政策。戴敏利、周德富、柯健與王會燕（2017）等人的研究顯示，北京電影
學院最早建立以Baselight5系統為核心的數位調色系統，中國傳媒大學也建立了數
位色彩校正實驗室，浙江傳媒學院亦於2010年建置了以Autodesk Lustre和Smoke6 為
核心的數位中間片配光與色彩校正實驗室。2011年北京電影學院開始進行DaVinci
Resolve7調色人才的培訓工作；2012年商丘師範學院搭建了動漫創意研發中心，把
DaVinci Resolve調色系統用於教學科研；其後又指出在蘇州市職業大學以實訓小組
開展實訓任務，藉由先進技術和平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實訓任務培養學習主
動性。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辦理名為「The Role of the Digital Imaging Technician in
Cinematography」、一學期4學分的正規課程，內容是以工作流程、色彩管理與樣片
的處理和檔案管理為核心，並以實作爲策略培養學生們的DIT能力（UCLA, n.d.）。
電影系雖已分年分批在103學年度完成DaVinci Resolve的購置，並搭配由研究
者任教的「電影數位後製」課程開設「後製調光工作坊」單元，逐步落實電影製作
人才數位創作手段與方法的養成。但Christian Daniel Sau（2016，頁41）的研究亦
提出DIT的專業無法以獨立培訓方式完成，對象應該已具備媒體設計或媒體訊息的
高等學位能力者更為理想作為結論便可得知，有關DIT的能力養成在課程統合面並
未有明顯的增長與變化。教育界對此部門在電影製作產生的影響、理解與關注和文
獻較欠缺，故本研究嘗試將重心聚焦在教學策略的相關範疇。

3

4K London，是一家以提供電影電視影片製作上的技術服務公司，業務內容特別以提供劇組所
需的DIT、以及數位拍攝工作流程設計之技術服務聞名於世，位於英國倫敦市區。
4
中國大陸用語「數據」等同於「資料」或「檔案」，「數字」即「數位」。
5
Baselight是影像製作設備公司FilmLight的調光調色系統。
6
Autodesk Lustre提供給影視後期進行調色和完成片的軟硬體系統，Autodesk Smoke是以合成
特效與完成片系統著名的軟體。
7
DaVinci Resolve被Black Magic公司收購後以購買攝影機贈送完整版軟體，與鎖定部分功能免
費版供下載使用，成為廣泛使用的調色與套片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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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採用的教學策略回顧
（一） 有效教學法
有效教學專注於教師的專業培養，有效教師之發展專業能力，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也就是說有效的教學來自有效的教師。林進才
（2006）歸納相關研究與文獻後，提出有效教學共涵蓋六個面向：分
別從教學歷程的規劃之規範性、教學活動的系統與目標的明確性、依
對象調整方法和行動的多樣性、有效運用工具技巧提升學習的成功比
率、參與修正和回饋的全心投入、及以講求責任制和激勵學生達成目
標的任務取向。
Borich(2011/2014)在《有效教學面面觀》提出，有效教學法必備的
五項關鍵行為：1.講課清晰（lecture clarity）、2.多樣化教學（teaching
variety）、3.任務取向教學（teaching task-orientation）、4.引導學生投
入學習（advising students engage learning）
、5.確保學生成功率（ensuring
students success rate）。因此莊貴枝、林義棟、劉邦棟與陳進東（2015）
認為有效教學是一項面對人的特殊工作，需要具備「專業的特殊能力」
才足以勝任複雜且難以掌握的教學工作。教師也因此被視為如同具有
素養的藝術家，相同的內容卻可給人不同的印象。
（二） 協同教學
學者專家認為協同教學是指教師團隊共同研究、規劃與設計的活
動，因此教學團隊組織運作是協同教學的共同定義。李園會（1989）
便提出協同教學是教學組織的一種，由二位或二位以上的教師相互協
助，對同一團體的學童進行全體教學，或負責協同教學中的分擔工 作。
協同教學也是教師人力間、學科間、學習領域間及教學資源等的整合
運用模式。就如蘇哲賢與林盛基（2002）認為科際或科技整合之更需
運用協同教學策略，符合當代的教育所需。再就實徵研究來說， 業師
能提供心理支持、角色規範與職能發展等功能。顏佩如與溫羚勻
（2016）針對實習類課程的研究便提出，協同教學可藉由業師實務經
驗之教學，對於學生實務操作與了解有顯著提升，而能獲得良好的實
務經驗，能更懂得設備的應用、發展趨勢、實作技巧及想法。
（三）實作教學
杜威（Dewey）強調學校學習經驗連續性與統整的重要性（引自
朱耀明，頁 40），主張應該更關注高層次的成果和有意義的學習。朱
耀明（2011）在關於杜威的學習意涵研究中強調，做中學是經驗產生
的條件也是學習者經驗成長的原因。這影響了戴爾（Edgar Dale）有關
具體學習方式與學習效果的分類與界定（轉引自 Sang Joon Lee &
Thomas Reeves ,2018,頁 3）。戴爾在針對使用不同教學媒體在兩週後
的學習成效研究後，提出將學習經驗分為 10 個層級的學習經驗金字
塔，並強調最扎實的經驗是透過直接與真實事物本身的接觸經驗，是
透過「做」的過程而成為最具體的經驗（1969），便與杜威的「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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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體驗學習相仿。
George Miller （1999）在臨床醫學教學成效研究中，提出金字
塔型評估框架。框架底端到頂端共分四層，依序是第一層知識面的
「Knows」，第二層是了解知識並知道如何去做的「Knows how」，
第三層是能表現與運用所學知識的「Show how」，頂層是能將知識融
入臨床工作的「Does」，強調臨床醫學知識和運用能力的轉換， 最
重要的是能否具有選用時機與選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與戴爾同樣強
調實作學習。賴慶三與吳正雄（2004）的學童天文教學研究中提出實
作教學是獲得良好學習成效的策略。劉錦蓉、黃薇瑄與趙慧玲（2013）
在針對醫療黏性產品製作的學習成效研究中，也呼籲臨床醫學應以實
作教學取代講述性教學。
三、小結
從國際與兩岸在相關軟硬體的系統建置，與陸續對DIT人養成的投入，和在工
作任務上的細部定義與要求，可見培養DIT的工作在電影產業中的重要與不易。
綜合上述，莊貴枝等人針對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有效運用各種策略使學生在學
習上成功、達到預定教學目標的詮釋，是教師實現有效教學的指標，具有一定參考
性。
胡斯淳（2002）針對特殊教育系學生的學習研究指出，採用協同教學策略的優
缺點有：可以促進主動學習、結合學生的學習經驗、鼓勵學生與不同教師對話；不
同背景的協同教師滿足多樣的學生需求、鼓勵師生間、同儕間的聆聽，減少單一教
師與學生個性不合的可能性，深入交流互動；提高學生的學習滿意度，等的特點是
本課程學習策略的參考。
戴爾提出學習真正的理解在於親身的實行和體驗，Miller 和劉錦蓉、黃薇
瑄與趙慧玲在醫療學習領域、和賴慶三與吳正雄天文學中呼籲實作教學，說明
了具體的實作教學，是能力養成的有效途徑，也是本研究教學策略的一環。

參、 研究方法與課程設計
研究者透過影片製作和教學經驗發現，目前的學習環境與歷程缺少將電影
拍攝與後期知識與能力整合的學習環境與平台，導致學生在電影製作時容易發
生如檔案遺失、訊號源頭不一致、現場影像與事後影像截然不同等無法還原的
失誤，且缺乏處理前述問題的能力。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能探究如何藉由「知識體系建構」與「實作能力操 演」
，
使學生具備「整合運用能力」。故本研究便提出的學習環境與方法如
下：在知識體系建構面，研究者聚焦在增強學生「檔案管理」、「色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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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訊號管理」三個範疇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實作能力操演面，則是設計實際
演練的內容進行授課，期能使學生具備在製作現場整合拍攝與後期工作之知識
與實作能力。
整體研究架構由問題意識出發，並以此建構研究目的。再根據擬定之教學
策略制定教學實踐方案（包含課程建構、課程大綱制定、課程安排等）。並以
課程學習的前、後測問卷施測，作為學習成效檢視及課程總檢與優化的依據。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有效教學法、協同教學與實作教學三項教學策
略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有效教學綜合林進才與 Borich 的見解（合於規範、多
樣化教學、任務取向教學、引導學生投入學習、確保學生成功率和全力投入），
以多樣化課程安排與即時成果回饋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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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係由研究者邀集業界師資，共同針對課程內容進行規劃設計，
並以雙師授課方式進行教學。研究者與業師針對知識面與實作面進行講授搭配
實作內容，結合授課教師之理論與實務經驗進行各單元。
實作教學的重心則放在學生如何運用理論知識的實作操演。藉由設置電影
製作現場，協助學生運用製作範疇的專業知識，進行實際操演與修正。依據上述
教學策略制定的課程大綱如表 1 所示。課程屬性以「知識理論」授課時數
11.5 小時（48%）及「實務技能」授課時數 12.5 小時（52%）安排。

表 1 「DIT 培力工作坊」課程大綱

為掌握學生學習成效，本研究於課程開始前與結束後進行相關題
項的前、後測問卷，獲得學生對課程之相關回饋。前測以學生製作經
歷、過往製作遭遇困難與問題、現有檔案、色彩與訊號管理概念、對於
DIT 職務與角色之認知與了解等面向進行調查；後測是以課程內容理
解度、課程內容實用性、對 DIT 職務與角色之認知與了解，與相關能
力的改變為重心。關於顯著差異的檢定，因本研究為小樣本數的 15 人
且不為常態分佈，因此採用無母數檢定的曼-惠特尼 U 檢定(MannWhitney U Test)，把前後測的關聯題項填答內容轉換為對應分數，進行
顯著差異的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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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的發現與討論，分成課程建構、教學策略擬定與實施、學習成效檢核、
課程總檢與優化四個構面。
一、 課程建構
（一）課程內涵研議與教學設計
採協同教學法的原則進行。首先是研究者將影片製作與教學現
場的經驗與觀察發現作為基礎，在數位模式的電影製作環境中，電
影系學生應有的 DIT 能力，需建立在保護與管理檔案的專職工作、
影調風貌和製作流程的規劃，輔以合適的電影製作規模為基礎向產
業界諮詢。經數次研議後確認將課程內涵訂為「檔案管理」、「色彩
管理」和「訊號管理」三個範疇的知識與能力養成。並把「知識體系
建構」和「實作能力操演」做為教學任務，以實現協助學生具備「整
合運用能力」的目的。
經與業界針對三個範疇的知識體系、與無縫接軌能力設備架構
之諮詢，教具選用決定採用業界主流軟硬體以期發揮課程的核心目
的。
（二） 課程研議與業師延聘及職責
研究者與2位具國際與兩岸劇組經驗的DIT、1位超過10年資歷的
調光師、1位超過30年資歷的電影後期工作的技術長，以「國內如何
培育DIT」為框架針對課程有數次的討論。除一致認同課程開設的意
義與必要性外，也成功招募1位DIT擔任業師。
DIT需具備相當多領域的知識與能力，故授課教師在課程職責的
區分相當重要，實務面借重業師有較多的比例，這對業師來說便有如
負責一部電影拍攝前的規劃和執行般的重要。除了需有如「DIT的角
色」進行脈絡演進與現況闡明、以利相關知識和技術導入。其他如各
式軟硬體的優劣和選用基準，和技能深淺區的範疇等之取捨， 與諮
詢和輔導等也由研究者與業師分攤與負責。
（三） 統合課程資源與教學輔助
教師團隊針對各單元的知識和相關理論，依課程內涵與實踐方案
調度各式軟硬體資源，協議如何進行補充、強調或說明的合作模式，
在課程操作時言簡意賅進行解說或提供再示範之協助。課程所需教學
設備除善用電影系原有資源外，並尋得廠商提供業界規格軟硬體之有
無償支援，如售價逾百萬的 4K HDR 監視器（如圖 2）、硬碟陣列和
不斷電系統（如圖 3）等硬體，有效地推進產學資源的整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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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廠商提供教學使用的 4K HDR

監視器

圖3 廠商提供教學使用的陣列印碟與不斷電系統

二、 教學策略擬定與實施
本研究將有效教學、協同教學與實作教學，作為教學策略的核心，並以矩
陣式思維用於課程設計。各單元皆含有比例不等的知識授予和技能養成本質，
並依順序搭配上機等過程加以落實。
（一） 有效教學法
將有效教學法中的規範性、明確性、多樣性、成功比率、全心投
入和任務取向，作為課程內容的設計與實踐方案如下
1. 參考美國電影電視工程協會（SMPTE）的 DIT 訓練課程，再
依教師團隊經驗與國內的條件和現況微調，讓課程同時合乎期
待與可行性，組構課程的規範性。
2. 分別將「檔案管理」「色彩管理」和「訊號管理」三個範疇作
為課程內涵，依據「知識體系」和「實務技能」兩大屬性進行
課程單元的設計，實現教學活動的系統性，並建立起學生得以
「整合運用」的明確目標。
3. 根據學生學習與製作經驗和能力，在授課、課間或校師與業師
的協同授課時，以問答、諮詢和談話等方式，提供實際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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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與運用或調配模式，採用依對象調整方法和行動的多樣性
授課模式。
4. 建構模擬拍攝現場與組建 DIT 工作站，讓學生們在「情境中」提高
學習成效，提升學習成功的比率。
5. 每次單元前後，教師團隊針對授課內容與課堂學生的反饋，進
行進度、深淺與互動的修正和優化，全力投入教學活動。
6. 在課程中，教師團隊適時體察學生學習狀況，適時引導學生，
並採取任何可能途徑和方法，給予學生相對應的鼓勵，抱持任
務取向的責任制進行教學。
秉持著有效學習是來自於教師的專業培養，因此從教師的專業發
展能力出發，落實有效教學的教學策略。
（二） 協同教學
依協同教學的策略，擬定課程內涵是經教師團隊研議達成共識、
並將先備知識與後續知識的發展有效地在學習領域間產生連結的結
構框架內，決各單元大綱。爲有利提升教學品質，每單元由主講教
師和輔助教師，分別協助學生學習知識與技能養成，藉此將教師人
力有效調配。本次協同教學在課程設計時便綿密研議實踐方案，實
際授課時依據理論與實務需求擔任講授或輔助角色，整體成效相當
正面。此外本課程高度依賴產業規格的專業設備，僅憑電影系的器
材無法順利搭建起 DIT 培訓工作所需的系統設備。藉由協同教學策
略，有效引進業界與業師資源，讓資源獲得一定程度的整合8。
（三） 實作教學
研究者和業師設計並建構拍攝現場的需求與常遭遇的困難之實作
教學，藉此引發學習興趣深化學生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依此策略作為
課程單元和內容實施的依據（參考表 1 課程大綱）。
1. 知識建構面
研究者與業師設計相關情境，如：拍攝完成的檔案應如何備
份、備份素材應如何交付給剪接、現場剪接應取得何種檔案以及
會遇到的困難等，在教師團隊的引導後讓學生面對上述狀況，再
以演進、理論基礎和必備知識為前提，設計「DIT 的角色」「數
位攝影機的基礎」「抽樣理論」「攝影機的意義對系統的影響」
「RAW 的含義以及如何對其進行數位處理」「壓縮文件系統」
「常見的攝影機媒體類型」「各種形式的色彩編碼與色彩空

8

相關資源整合請見本研究「統合課程資源與教學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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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及「Gamma 和 Log 的運作原理」與「連接和接口
（I/O）」等單元，養成學生理解應有的知識體系。

2. 實作操演面
著眼在實務操作與學習，設計有「通用文件格式」、「XML
格式的工程文件」、「數據整理工作流程」、「日報」、「現場調
色」、「元數據處理」、「資產管理/物流」、「後期特效調光統
整」等，藉由練習與模擬狀況的排除演練，體現實作教學策
略，如圖 4 和 5。

圖 4 現場調色前，HDR 和 SDR 監視器，在低於正常曝光值 3 時影調風貌一致

性的處理

圖 5

當拍攝合成影像的前景時，如何透過軟硬體的優勢獲得即時監看，提升影像
成功率
藉著建構模擬的拍攝現場提出包括檔案交換、時間軸交換、鏡
頭顏色匹配、光號交換等較常出現的實際問題，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教師再視狀況協助學生獲得與知識相對應的技術，讓學生在其中獲
得具體經驗，提升學習成效，如圖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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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建構模擬拍攝現場與組建 DIT 工作站讓學生實際操作獲得具體經驗

圖 7 學生依序進行操演，教師團隊在旁提供指導

三、 學習成效檢核
本研究以修課學生為調查對象，以紙本方式在課程開始前發放前測問卷17
份、回收有效問卷15份。課程結束後發放後測問卷15份、回收有效問卷15份。
以下依問卷調查結果分別從課程內容理解度、課程內容實用性、對DIT職務與角
色之認知與了解、學習成效是否具顯著差異等面向，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 課程內容理解度
為了解學生課程內容的理解度，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學生是否認為
課程能有效強化相關知識與能力（對應後測問卷題項7、8），並於問
卷題項中融入課程內容進行課後檢核，藉此了解學生對於授課內容的
理解程度（對應後測問卷題項13、14）。
經分析調查結果發現，在學生自評題項中多數學生同意透過本次
課程，能有效強化自身在電影製作領域之整體知識與能力（對應後測
問卷題項7填答非常同意者佔33.3%、同意者60%，題項8填答非常同意
者佔60.0%、同意者40%）。然而在授課內容知識上，題項13填答正確
者計有11人（佔填答人數73.3%）、題項14填答正確者僅有1人（佔填
答人數6.7%），顯示學生對於專業知識之理解程度，受到學生自身經
驗與專業能力累積不同的影響，加上DIT知識與能力的培育需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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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爲基礎，導致部分知識建構未能準確把握要領。統計結果如
圖8所示。

圖8

後測問卷題項7、8、13、14之統計結果

本研究發現學生們雖自大學一年級修讀研究者任教的「電影技術
基礎」、與部分同學在三年級「電影數位後製」課程後，應已具備理
解色彩管理的知識與基礎，但DIT所需能力和軟硬體資源相對更高，
在製作時欠缺實際執行能力與可運用的資源不足仍是現狀。再者，
DIT源起於電子攝影機的訊號品質管理職務－視訊工程師（video
engineer），在行業間的長久認知造成相當程度刻板印象和影響，這從
華語地區影視劇組往往未配置DIT的現況便可得知。未配置的實際原
因是雖是經費考量，但卻往往以行之有年的訊號管理來作為強調則是
當前的實況。上述的認知觀念應是造成學生們把「訊號管理」的必要
性認定高於「色彩管理」的原因。數位模式的電影製作應理解色彩資
料的記錄與再現和再運用，除了光線外還深受「抽樣理論」「攝影機
感光元件選擇」和「色彩編碼」與「色彩空間」等的影響，應再強化
單元間的關聯性，並強化同學們在相關領域的認知以提升學習成效。
（二） 課程內容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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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實用性的認知，經分析調查結果發現，有66.7%
的學生同意本次課程內容能實際運用（對應後測問卷題項6，非常同意
者3人、同意者7人、沒有意見者5人，非常同意與同意者合計佔66.7%）
。
而若未來有機會願意在劇組配置DIT者亦為多數（對應後測問卷題項
12，非常同意者5人、同意者8人、沒有意見者1人、不同意者1人，非
常同意與同意者合計佔86.6%）。顯示修課學生雖有意願推薦或於劇組
團隊主動設置DIT，但囿於產業現況能否成功設置之信心稍嫌不足，連
帶對於課程的實用性評估也轉為保守。但學生對於設置DIT可增進拍
攝檔案之確保、現場與後期之色彩一致性、與節省製作時程之層面給
予肯定（對應後測問卷題項15）。統計結果如圖9所示。

圖9 後測問卷題項6、12、15之統計結果

美、歐、日、韓等地電影如《進擊的鼓手》（Whiplash,2014）、
《拆彈少年》（Land of Mine,2015）、《第三次殺人》（Third
Murder,2017） 、 《 意 外 》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2017） 、 《 首 相 失 憶 了 》 （Hit me Anyone One More
Time,2019）和《南山的部長們》（The Man Standing Next,2020），與
兩岸三地的《嘉年華》（Angels Wear White,2017）、《我不是藥神》
（Dying to Survive,2018）、《過春天》（The Crossin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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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Suk Suk,2019）、《少年的你》（Better Days,2019）、
《親愛的房客》（Dear Tenant,2020）和《同學麥納斯》（Classmates
Minus,2020）等電影配置有 DIT9。
上述電影在概念上多屬作者型電影，意即並非大型製作電影才配
置 DIT，也意謂著電影製作模式正逐步優化。但對於產業現況的認識
學生們原本便較緩慢的現實，也應是造成 DIT 實用性的認知傾斜甚
至偏頗的原因。雖然課程已有《快把我哥帶走》（Take My Brother
Away,2018）和《飛馳人生》
（Pegasus,2019）等華語電影的實例說 明，
但學生尚未排除大型製作電影才配置 DIT 的刻板印象。日後課程宜
加強業界運用現況與討論等內容，強化學生實用層面的理解。
（三） 對DIT職務與角色之認知與了解
針對本課程是否使修課學生對於DIT職務與角色有足夠之認知與
了解，根據後測問卷調查結果可知，學生在認識與理解DIT角色及任務
有實質幫助（對應後測問卷題項8、10、19至21），且學生能更明確的
認知DIT相關知識與能力對於劇組的實質效用（對應後測問卷題項11
至17），統計結果如圖10、11及表2、3所示。但對於DIT的主要工作範
疇的認知，則有26.7%的回覆是不完全正確。期待DIT擔任工作的優先
次序之認知，則有93.3%是不完全正確，如圖13、14所示。可能原因續
於關於顯著差異之檢定與課程總檢與優化中討論。

9

資料來自研究者根據上述電影片尾工作人員字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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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後測問卷題項8、10~14之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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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後測問卷題項15~17之統計結果
表2 後測問卷題項19之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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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後測問卷題項21之統計結果

（四）關於顯著差異之檢定
本研究針對知識面，如「DIT 的知識理解」、「DIT 重要性次序
認知」、「期待 DIT 擔任工作的優先次序」；與實作面如初步的檔案
管理、色彩管理和訊號管理能力等共六個項目，進行學習成效變化的
差異檢定。有效樣本為 15 份且不為常態分佈，故採用曼-惠特尼 U
檢定(Mann-Whitney U Test)，顯著水準 α 為.05，左側臨界值-1.96，右
側臨界值 1.96。
關於填答內容之對應分數，當填答是依正負向程度時，「非常同
意」5 分、「同意」4 分、「沒有意見」3 分、「不同意」2 分、「非
常不同意」1 分。當填答為半開放時依正確內容，完全正確如「檔案
> 色彩>訊號」5 分、部分正確如「檔案>訊號>色彩」4 分、「色彩>
檔案>訊號」3 分、「色彩>訊號>檔案」2 分、「訊號>OO>OO」1 分。
若僅填答單一答案如檔案、色彩或訊號時，分別為 3、2、1 分。。
表4 六個學習成效項目顯著差異U檢定結果簡表

顯著水準α= 0.05，左側臨界值-1.96；右側臨界值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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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所示，課程前後學習成效的差異檢定，在知識面的「DIT
的知識理解」z 檢定值=-4.547、「DIT 工作重要性次序的認知」z 檢
定值= -4.326，與實作面的「初步檔案管理能力」z 檢定值= -2.859、
「初步色彩管理能力」z 檢定值= -2.207，共四個項目皆小於左側
臨界值-1.96，達顯著差異。但「期待 DIT 擔任工作的優先次序」z 檢
定值= -0.495、與「初步訊號管理能力」z 檢定值= -1.615，兩個項目 z
檢定值界於左側臨界-1.96 和右側臨界值 1.96 之間，未達顯著差異。
「期待 DIT 擔任工作優先次序」成效檢定未具顯著差異，呼應了
「課程實用性」因產業現況不甚理解導致信心不足，連帶使學生對於
課程實用性的評估也轉為保守的結果，這也同時是「DIT 主要工作範
疇」作答中有高比例「不完全正確」的原因。上述說明了即便對 DIT
的理解、與檔案和的色彩的初步管理能力雖已提升，但對DIT 的原有
印象與期待獲得的「功能」受既有認知影響，導致「期望 DIT 工作的
優先次序」檢定結果未具顯著差異。
此外，不同於檔案管理和色彩管理使用的設備多可在電腦上完成，
加上訊號管理的設備需求較特殊，與數量較少導致學生們操作時間較
不足的結果，則應是造成初步訊號管理能力學習成效檢定未具顯著差
異的原因。
四、 課程總檢與優化
（一） 教學策略是否實現課程目標
從多數學生對於本課程內容安排表示認同顯示，本研究的有效學
習法、協同教學與實作教學的策略與課程單元，能有效激起學生學習
意願。以 48%知識理論、52%實務技能屬性的課程設計，採兩者並重
的方式進行，得以使學生在吸收知識的同時進行實作。惟就學生的知
識吸收與實作練習而言，24 小時總授課時數則稍嫌不足。未來應維持
以知識理論與實務技能並重之策略，增加實作時數，以使學生有較足
夠時間吸收專業知識與進行實務演練。
（二） 部分項目學習成效未具顯著差異的反思
本課程修讀學生雖為電影系所學生，但各自著力之專業能力程度
不同、製作經驗亦不相同。依據「學習成效檢核」分析結果顯示，學生
因自身經驗與專業能力程度不同，加上國內行業間長久的認知傾斜之
刻板印象影響，連帶影響 DIT 的知識與能力建構。例如期待 DIT 擔
任工作優先次序與訊號管理能力改變未見顯著差異的原因，皆是如
此。故優化工作應可在課程開始前依據學生已具備的知識和能力進行
分組，增加實作單元時數，加強學員「較」期待的知識和能力範疇單
元的力度，建立更具彈性的對應模式以利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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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建構之檢視
完整的 DIT 部門工作區分，包含了作業流程的規劃、相關設備配
置建議、攝影和樣片、色彩管理和一級調光、數據管理和其他部門的銜
接、與根據需求提供不同規模的服務等。《邪不壓正》（Hidden Man,
2018）因為拍攝場景量大且範圍廣泛，同時使用多部攝影機，並有許多
須以遮罩繪景等合成影像的需求，配置 DIT 團隊需要提供現場色彩調
整、現場視頻管理和現場數據管理的三個環節（S-J Work, 2020），與
《小美》（Xiao Mei, 2018）和《風中有朵雨做的雲》（The Shadow Play,
2018）等電影，僅配置檔案管理員協助電影拍攝的分工明顯不同。
本研究認為上述現況說明了數位模式的電影製作，檔案管理始終
是最優先之外，也會因攝影師和劇組成員對於影像風貌的掌握能力和
處理流程有所調整。據此，日後可增加產業界應用的實例，並再依學
生先備知識與能力分組，續以階段性（如入門、初階、進階、專業級
等）模式的課程安排，提升學生課程傳授知識之吸收與理解成效。並
依據製作規模與工作流程之差異，強化不同的單元重點，來提升同學
們對 DIT 領域的理解和整合運用的能力。
綜上所述，本課程採用有效教學法、協同教學和實作教學等三種策略設計課
程內涵，達到一定的學習成效。但有關產業現況理解與訊號管理能力的成效較不
明顯的結果，除了既有的刻板印象影響之外，實作單元倚重軟硬體的周全和數量
的現實，也是本課程面臨的問題。受惠於協同教學讓學界和產業界實現短暫程度
的資源整合，但本研究尚需更充足的軟應體設備，才能有效地把DIT的養成目標
逐步落實。本次以人脈關係勉強完成上述系統的臨時性建構，讓同學得以實際操
演，但設備數量不足確實影響學習成效。實習所需相應的設備規格與數量，是日
後課程辦理時迫切需解決的課題。

伍、 結論
一、研究結論
（一） 有關教學策略的思考
本研究發現，DIT 能力的養成需有一定的先備知識與能力，因此
可進行一些教學策略的優化：
1. 關於有效教學法的策略
從學習成效的反饋得知，學生因自身經驗與專業能力累積不
同，影響 DIT 知識與能力建構之準確性。故單元設計可增設業界
現況與討論等內容，強化學生產業現況的理解。並依先備知識與
能力於課前進行分組，輔以階段性的單元安排，提升學生知識的
吸收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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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實作教學的策略
學生在知識建構上雖準確把握大部分要領，但實習單元需較
多時間與設備數量以利實作操演。本研究亦認為宜將實作單元時
數宜適量增加，以利強化學生實際操作機會、提升實務能力。
（二） 本課程能有效養成DIT，可作為辦理基礎DIT人才培育的參考
或示範課程
本課程將培養具備有檔案管理、色彩管理和訊號管理的知識與實
用能力作為課程內涵，採用有效教學法、協同教學和實作教學的教學
策略，來設計實踐方案、課程單元與大綱。經研究證明能有效協助學
生具備 DIT 的知識與能力，與整合運用的製作技術，故可作為大學校
院辦理 DIT 人才培育的課程參考或示範課程。
（三） 關於DIT人才培育的必要性與建議
處理影像時，我們不僅在處理它們所呈現的事物或是概念，也在
處理它們被呈現的方式（Graeme Turner,2010,頁 65）。隨著數位演進，
電影的製作模式變得更加多樣。但電影影像的形式和內容在質量
面的要求並沒有妥協空間。除了電影院，當前以大尺寸電視和 OTT 平
台的觀影模式，強調以 HDR 或 HLG 顯示的影像規格已逐漸成為觀
眾的選項。因此攝影師和導演是否具有掌握影像的能力也成為影片優
劣的關鍵之一。這讓身為輔助角色的 DIT 凸顯其重要性的同時，也說
明了 DIT 人才養成的必要性。
由校師與業師組成的教師團隊能同時在學生、系所與產業間讓整
體教學資源極大化與效能化，但這優勢也隨著業師在授課結束後便終
止，較難建構起具延續性的學習環境。故能否持續結合業師與業界資
源，是本課程施行的課題。此類課程在國內因知識獲取途徑的欠缺、
設備規格高、費用昂貴、教師不易育成，加上技術培養的耗時費力，
實屬於開設不易的課程，在大學校院的常態課程模式也不易實施。因
此或可思考將辦理經驗與涵蓋層面擴展，作為辦理在職人士職能提升
課程之參考。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並未採用追蹤後測，未來辦理時應可依現況考慮納入作為強化學習
成效評估和優化的參考。
致謝
本研究相關資料的匯集與整理工作，受到薛詩慧女士的大力協助，與兩位匿名
審稿委員和評論人張仁家教授，詳細與建設性的修改建議，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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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上眼睛學寫作—
口述影像教學提升五專生故事敘事力之研究1
林佩儒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視光學科
s093@mail.mkc.edu.tw

摘要
故事敍事力為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軟實力，為服務視障者所發展出的「口述
影像」，將影片中的情節、時空、動作等視覺符號轉譯成語言符號，其中所運用的
觀察、訊息擷取、重組和精準描述能⼒，符合故事敍事最重要的基礎能力要求。本
研究以「口述影像」融入寫作教學，透過「觀看影片—寫作—聆聽口述影像—修正
再寫作」教學模式，利用「聽覺」刺激「視覺」，讓學⽣聆聽口述畫面細節，思考
整合觀影的線索，練習有條理地描述故事。本研究以五專二年級「視光文學與文化」
課程學⽣為研究對象，透過六次寫作成果評量，檢驗學⽣故事敘事能⼒及自我效能
的變化。實施結果經統計分析：透過口述影像教學模式， 學生故事寫作後測成績
有顯著提升，其中又以低分組學生的成績提升幅度最大， 其次依序是中分組及高
分組。而在寫作字數的變化上也有一致的趨向：字數增加倍數最多也為低分組，最
少則是高分組，可見此教學模式對低分組學生寫作品質及寫作內容量的提升最具
成效。進一步分析全體寫作表現，則以「文字修辭」進度幅度最大，高於「內容思
想」及「組織結構」，在畫面感的營造上最有成效。另根據課程問卷調查，82.2%
的學生認為口述影像教學對於故事敍事寫作能力提升有具體幫助，寫作自信心也
隨之增加，足見「口述影像」寫作教學策略能有效提升學生故事敘事的能力和信心，
值得落實在國語文課程中，以補強五專國語文教育不足之處，強化學生就業軟實力。
關鍵字：口述影像教學，敘事力，聆聽教學，寫作教學
1

本論文感謝 2021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評論人靜宜大

學中國文學系汪淑珍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肯定及寶貴建議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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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Audio Description Teaching Model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Storytelling Ability
Pei-Ju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ptometry,
MacKay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s093@mail.mkc.edu.tw

Abstract
The "audio description,"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the visually-impaired, is to
verbally transform the plot, setting, characters, and actions in a video or a film into
languages. It requires to observe and extract information, and to reorganize and
describe the intake information, which matches the fundamental ability in storytelling.
This study applies "Audio description" in teaching and uses "hearing" to stimulate
"vision." Students listen to the details of the oral description of the images through ears,
integrate their observations and viewing, and practice logically narrating a story.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students who took the "Optical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hose
changes of storytelling ability and self-efficiency are examined by evaluation on their
six writings. The results, after statistically analyzed, show that the post-test scores of
students’ story writing increased. The students whose scores increased most are the
students with the low-range scores in the pre-test, and then the students with the midrange scores, and then the students with the high-range scores. In the aspect of the
number of words in writing, the students with the low-range scores increased most
while the students with the high-range scores increased the least. Ther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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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ethod can be most effective on the students of the low-range scores. In the
aspect of writing, “style and rhetoric” improved most, better than “content” and
“structure.” The most effective aspect is the creation of sense of picture. Also, the
result of the course questionnaire shows that 82.8% students consider audiodescription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ir story writing and confidence in writ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audio-description method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both the ability and
confidence of students’ storytelling. The method can be applied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future ability at workplace.
Keywords: Audio description teaching model, Storytelling ability, Hearing teaching,
ri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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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美國前副總統的首席演講撰稿人 Daniel H. Pink（2013）在《全新思維》一書中，提
出決勝未來的六大能力，其中一項重要能力是「故事力」；在 TED x Taipei 發表過上百
演講的講者朱為民及余懷瑾認為造成表達效果差異的關鍵能力，也是「故事力」
（朱為民、
余懷瑾 2019）。這些透過演說發揮影響力的演說家不約而同指出故事力的重要性，表示
這種能力不僅可成為個人優勢，也將成為各類競爭的致勝關鍵。人們喜歡聽故事，誰擁有
說故事的能力，誰具備影響他人的能力。從職場就業核心能力看來，這無疑是一項重要的
專業軟實力。
雖然尚無嚴格學術定義，但在許多故事力相關的課程、書籍、平台中，所謂的「故事
力」大多指的是將要傳達的訊息，以清晰條理有邏輯、符合故事結構的型態呈現出來，以
達到說服聽眾、感動聽眾目的的一種能力。推求這種能力的本質，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
是一種「敘事能力」的展現。這種敍事能力可透過國語文課程中的寫作或表達訓綀得到培
養，但以本校現行國文課程為 例，教學目標著重在使學生理解中國經典文章內涵，學習
品評賞析各類文體， 增進古典文學素養，是以文言文教學為主要內容的國語文教學，幾
乎沒有任何課程設計能強化這項有益於學生職場競爭的語文能力。五專教育強調畢業即
就業，如何在學生畢業之前，在適當課程中尋找合適教材，融入故事敘事力的教學，以協
助學生提升其就業軟實力，就顯得格外重要。
許多專家學者指出，未來是屬於說故事產業的世紀，想要成功就要練就說故事的能力，
因為說故事本身就是引導、溝通及說服，放在所有產業皆適 用，現代人已經習慣用故事
去表達、遊說、推銷、接收和傳播，除了影劇界和教育界的專業所需，一般人也可從學習
說故事中得到很大益處（汪淑珍， 2107）。任櫓燕（2015）則指出要強化故事力的訓練，
可以從學生的發現力、描寫力和構思力三個面向展開訓練步驟。任櫓燕所稱的發現力是觀
察生活、發現寫作素材的能力，描寫力則是對動作、對話、場景的描述能力，構思力則是
謀篇布局，對情節旳安排設計。整體來說，除了創造一個全新的故事需要發想設計新的情
節外，故事力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觀察力」和「描述力」的綜合表現：觀察一個事件，
然後以引人入勝的方式敍述出來。而本人發現：近年來在「文化近用」的理念推廣下逐漸
受到重視「口述影像」，正是這些能力的高度綜合表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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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口述影像」是在影片播放過程中，配合劇情發展，在某一特定時間內（通常為
未出現任何對白的靜默時段），以言辭方式將所對應的視覺畫面中呈現的情節、時空、角
色陳述出來。換句話說，就是將影片中視障者無法接收的「視覺符號」，透過「言辭符號」
加以轉述（趙雅麗，2002）。這種對於視覺成份以言語描述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是透過
具體描寫畫面，來帶動故事及情節的發展，而這些口語描述，可以刺激視障者／聽眾對電
影細節有更多的觀察，和更深層的理解和感受。
明眼人習慣依賴視覺，輕鬆獲取所處環境的資訊，正因為得之輕鬆，容易疏忽許多關
鍵細節或線索，而「口述影像」提供了另一種獲取資訊的管道， 在沒有視覺的輔助下，
它帶領視障者／聽眾以「聆聽」的方式慢慢在「腦中觀看」每個畫面的場景、情節或動作。
為了建構畫面感，這樣的描述必須精準—
—不僅「觀察精準」，也要「描述精準」，而這種對觀察能力和描述能力的高度要求，
正是故事力的展現。本研究就依據這個特質，將「口述影像」做為示範性引導教材，應用
在敘事寫作教學上，期待學生藉由「口述影像」影片引 導，從實際觀影體驗中，學習觀
察畫面、擷取重要訊息，並依照時間、因果等邏輯來組織訊息，練習描述畫面和情節，具
體提升敍事寫作能力。

貳、文獻探討
「口述影像」是在影片中對白或敘述停頓時，在不干擾原影片成音的前提下，將畫面
的視覺成份加以描述。國外對於口述影像的研究，多集中在視障者欣賞口述影像作品之成
效、口述影像本身技巧，或是口述影像製作技術方面的探討。在國內，則以趙雅麗為主的
研究成果最具系統性，其研究主題多集中於口述影像真義的討論，以及語言與文字兩套不
同「符號」系統之間的轉換問題。整體而言，「口述影像」的研究多以傳播學領域的研究
為重，較少其他領域的應用，特別在教育或教學方面，研究篇數更是寥寥無幾（劉芷晴，
2014）。
事實上，口述影像雖是為了服務視障者而發展的文化近用服務，但這種形式的影像論
述卻可能對於明眼人也有著實質的幫助。口述影像發展協會趙又慈曾在訪談中表示：包括
口述影像或輔具，其實適用所有人，老人家與小孩也可以。這就是全人的概念，就像某種
程度上滑手機的時候，我們都是視障者， 因為我們的焦距會變得更小，雖有視野，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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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卻很有限（翁煌德，2019）。這種說明暗示口述影像發揮的作用不僅限於提供視障者視
覺訊息，對於明眼 人，它在人們能力受限時，也能適時提供必要的指引和輔助。
而單就口述影像本身來看，它特殊的敘事形式也具有一般教學功效，根據 Hoffner、
Bake 以及 Quinn（2008）使用迪士尼口述影像版卡通《木蘭》做為教材，實際檢測學生
寫作表現的研究成果顯示：以口述影像影片進行寫作教學，有利於一般學生及視障學生。
他們將一般動畫片及口述影像版本動畫片播放給明眼兒童觀賞，發現觀賞過口述影像版
本影片的小學生在描寫卡通劇情 時，能更具體而精準的描述，使用更多形容詞，並出現
許多他們自己口語中不常使用、但卻出現在口述影像敘事中的特定名詞，這些寫作能力上
明顯的進 步，讓他們支持將口述影像運用在一般學生的寫作教學上。
Hoffner、Bake 及 Quinn 的研究提供了一條可能的教學或研究路徑，口述影像所使用
的口語敘事形式，事實上就是近年來在教學現場很被重視的「敍事 力」，而這種敍事能
力是「故事力」很重要的內涵。麥成輝（2016）在《說故事：會說故事之前先說好自己故
事》中提示：透過「故事人物設定、情節發 展、敍事觀點、對白設計、訊息傳遞」等路
徑，可學習培養說故事的能力。但對口述影像而言，人物、情節、對白等重要的故事元素
都是影片本身已經俱足的，口述的功能是忠實呈現與畫面相對應的視覺元素，讓聽眾透過
聽覺在腦中建構屬於自己的視覺畫面，這與「故事力」另一個基本內涵：自己發想情節來
創造一個故事有些不同，但是對畫面關鍵線索進行觀察、提取、組織而後進行描述則是一
樣的動作，它本質上就是一種「看圖說故事」的敍事能力，差別在於圖是靜態的，而影像
是動態的，口述影像是看到連續的圖像（畫面），依照圖像（畫面）播放的順序依序把故
事情節娓娓道出的動作，是看著動態圖像說故事。
而用圖像引導的語文教學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許多研究成果提供了肯
定的答案。曾瑞雲（2003）指出實施看圖作文，學生的觀察力得到提升，寫作表現更為生
動細膩，且學生的寫作動機也得到強化，有助於上課的互動和學習氣氛。余毓珊（2011）
也指出看圖作文可提升寫作的一般能力與運材佈局能力。胡維堯（1996）則指出：看圖說
話是訓練口語能力的有效方法，它要求用語言準確而生動地描繪畫面上的實體，不是自己
編故事，訓練時需先讓學生明瞭圖畫的主題，再抓住一個點，往外推展開去，有條理地敘
述畫面。最後再注意修辭的訓練，把話說得更漂亮。而「口述影像」及口述腳本，可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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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說故事及看圖作文的進階版，它是一連串連續的畫面連綴起來的表現形 式，若依照
看圖說故事及作文的研究成果來看，
「口述影像」應用故事敘事教學上或口語表達教學上，
應也能有效提升學生語文能力的效果。
陳其芬（2016）在〈談「故事力」之培養：如何以英文寫好一篇敘事文〉中歸納出學
生在寫敘事文常出現的問題，例如在場景描述部分，可能含有過 多、過少，或根本不相
關的細節；在情節動作部分，普遍性的動詞運用不足； 而在敘事發展部分，也常發生時
間錯亂、故事因果關係不合邏輯、缺乏合理性等等寫作問題。針對以上的缺失，她提出幾
個培養「故事力」的教學建議中， 其中包括：加強學生對敘事文結構與功能之瞭解，常
觀摩好的敘事文；輔以圖像或是重點文字排出事件發生順序，加強敘事發展之組織關聯
性，刪去不必要之情節，並使情節發展具合理性；多用動詞，少用形容詞，清楚描述動作
發生細節等等。「口述影像」有精準的敘事內容，也有影像做為引導，應用在教學上，對
訓練學生的故事敘事力應可發揮良好的示範作用。
綜上所述，目前尚未有將「口述影像」應用於故事敍事教學上的教學成 果，本教學
研究擬結合兩者結合進行教學設計，研究口述影像對於故事敍事能力的影響，探討一種提
升學生故事敍事力的創新教學模式的可能性。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教學研究利用「視光文學與文化」課程—「盲人看電影：口述影像」單元實施，
實施場域在校園課堂教室中。該門課程為專業選修課程，教師無法任意選擇或調動班
級成員，故研究採用「便利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以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視
光科 2 年 2 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學生的起點行為相同， 都具備五專二年級國語文能
力程度，在校內也沒有接受過其他寫作或口語表達訓練，能力水平相近。全班人數為
51 人，完整參與四週口述影像寫作練習者共計 45 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探討使用「口述影像」教學後，學生故事敘事力及寫作自我效
能的改變情形。在研究工具方面，為評鑑成效，本研究使用量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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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事敍事寫作評分表
寫作評分量表琳琅滿目，許多研究都已產出信效度皆佳的量表可供使用， 教師可依實
際評量目標不同而修改量表項目與規準，使其符合評量需求。本研究主要探討故事敍事寫作
能力的表現，本質上是一種記敍文體，故採用許俐雅
（2016）的記敘文評量尺規為底2，分為「內容思想」、「組織結構」、「文字修辭」三大評
分向度，而考量故事敍事的特質，側重場景、情節、人物、動作等文字描述能力的表現及變
化，所以「文字修辭」設計七個評量指標，「內容思想」及「組織結構」則分別設計三個及
四個評量指標。評分方式則採五點量表

2

許俐雅指出記敘文基本評核面向大抵不出「內容思想」、「組織結構」、「文字修辭」，其
中指標包含：（1）內容思想：文題相符、主旨明確、段旨明確、取材真實、取材適當；（2）
組織結構：結構完整、段落分明、句群分明、結論完備、銜接適切：（3）文字修辭：標點適
當、用字 正確、修辭精確、文法通順、句型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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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敍事寫作能力自我效能量表
為了解學生在接受「口述影像」教學前後，對於故事敘事寫作的自我認知
（含故事敘事的結構、內涵等）、寫作時的情感（含成就感或認同感等），以及寫作行為（含
觀察、擷取畫面訊息、組織訊息、描寫情節、場景、人物等）的改變，做為故事敘事寫作的
行為評定參考，本研究另編製「故事敍事寫作能力自我效能量表」，進行各面向細部規準的
設計。題目設計採專家效度，請中山大學教育系教授專家審視後修正，而受限於整個教學設
計需於正課實施，為期四週，計分部分也接受專家建議，依李克特量表編製要點採七分點制
（非常同意、有點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有點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以觀察短期間
的細微變化。本量表實施兩次，分別在「口述影像」教學單元實施的第一週及第四週，用以
評量研究對象自我效能的變化。
（三）課後問卷調查表
針對「口述影像」單元共計四週教學，編製課後問卷調查表，調查學生對該單元的整
體感想，分數選項部分同樣採李克特量表的七分量點，並設計開放式問題，讓學生自由書寫
對本教學單元的感想，以了解使用口述影像進行教學，學生的實際寫作感受。
三、教學設計
（一）教學目標
「盲人看電影—口述影像」是本人執行「視光文學與文化」這門創新課程時所發展出的
教學單元，該單元除了介紹文化平權、文化近用概念外，也負擔起這門課程做為文學性課程
的任務—透過寫作練習強化故事敍事能力，這也是本單元的教學目標，藉由聆聽口述影像及
寫作，提升觀察力及描述能力，進而提升故事敍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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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方法
本教學單元主要採用實作練習法，輔以講述教學法，讓學生在適當的引導說明下，實際
練習敘事文寫作。主要教學活動包括：觀看原音版影片、聆聽口述影像版影片、填寫故事結
構表、原音版故事寫作及口述版故事寫作。其中， 最重要的練習：觀看／聆聽影片進行寫
作的過程將重複三次，透過不斷寫作再修正的過程，持續拓展觀察的角度，揣摩更好的表達
方式，逐漸強化故事敘事能力。
本教學設計案的教學模式為：課程開始由教師講解故事的基本結構（背景、問題、解
決、結論）後，學生先一邊「觀看」原音版影片，一邊使用故事結構表記錄影片結構及重點
訊息，並據此寫作完整的故事內容，接著「聆聽」同一支影片的口述影像版，在腦中建立畫
面感，同時檢核剛剛觀影時是否遺漏重要影片訊息，並直接修改前一份原音版故事寫作內容，
完成口述版的寫作。而在第一次寫口述影像版之前，會輔以畫面感的寫作要領的提醒，如適
時加入對話、描寫人物重要肢體動作、表情變化，並多使用名詞、動詞等，整個教學過程如
下圖至步驟。接下來再使用第二支或第三支影片，重複「觀看原音版影像」、「原音版
故事寫作」
、
「聆聽口述影像」
、
「口述影像故事寫作」四個步驟（即重複下圖步驟）
。
整體教學設計模式如下圖所示：


故事結
構講解





觀看原音
版影像
↓

聆聽
口述影像
↓


畫面感
講解


原音版故
事寫作


口述影像
寫作

圖 1：口述影像寫作教學模式

（三）教學實施及研究流程
為檢核上述教學模式之成效，依據教學步驟，本研究案共規劃四週課程，
每週二節課，共計 120 分鐘。課程實施進度表如表 1 所示。總計使用六支影片，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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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原音版、《相信》原音版、《衣櫃裏的貓》原音版、《衣櫃裏的貓》口述影像版、
《銘謝惠顧》原音版、《銘謝惠顧》口述影像版。
影片受限於課程時間無法過長，所以各選擇片中一段完整的故事情節為教材進行演練。
其中，第三週的練習重點在畫面感，所以影片時間以不超過 3 分鐘為原則，讓學生專注練
習描述場景、人物動作、表情變化等畫面細節，寫出立體的畫面感，強化觀察及描述能力。
而在第一次寫作時，為協助學生熟悉故事結構，同時記錄影像線索，課程使用故事結構
表，引導學生紀錄畫面重要關鍵訊息，分辨影片中的背景、問 題、解決及結論。此外為增
加課程活潑性，也強化同儕互動學習的效果，第一次寫作分為 AB 兩組，觀看不同的影片，
並在觀影後兩兩口述所看的影片內容，藉由複述故事內容的動作，讓學生進行觀影反芻，在
腦中統整所得到的影片訊息，對影片內容的掌握度更高，以提升寫作整體表現。

由上表可知：第一週 A 組觀看《看見》原音版、B 組觀看《相信》原音

695

APA-6

版，並分別完成寫作成果，此成果做為本研究最重要的前測，接下來第二週及第三週，規劃
全班學生先觀看原音版影片，進行影片內容寫作，接著聆聽同一支影片的口述版，再請學生
使用前一堂課完成的原音版寫作內容，直接進行修正。換句話說，就是分別完成《衣櫃裏的
貓》以及《銘謝惠顧》這兩支影片的原音版以及口述影像版寫作成果，共計四篇。
在經過兩輪觀看、寫作、聆聽、思考、修正寫作的過程後，學生在第四週，
重新觀看第一週的原音版部影片《看見》/《相信》，並且重新進行寫作，此次
寫作成果做為本案最重要的後測，與第一週的前測進行比較分析，用來觀察口
述影像做為引導教材，學生敍事能力的變化。

肆、學生學習成效
本教學研究以學生寫作表現為學習成效的展現，共計三次前後測寫作，寫作成果六篇，
完成六篇寫作學生數 45 人。為了更公正而客觀地呈現學生寫作成效，本教學研究採「雙師
評核」，學生寫作成果除由授課教師（本人）評分外，另聘請一位外校國文教師共同評分，
並在評分前討論取得評分標準共識， 學生寫作的成績則為兩位教師評分之平均。最後，經
專業統計軟體分析學生前後測成績變化，得到結果如下：
一、整體故事敍事能力顯著提升
整個教學設計共計寫作六篇，三次前測三次後測，其中第一週及第四週為同一段影片
寫作的前後測，第二週及第三週則分別為另兩段影片完整的前後
測，寫作成績如表 2：
表 2：六次寫作前後測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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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第二週《衣櫃裏的貓》寫作成果，後測（口述影像版）成績高於前測（原
音版）成績，p=0.000 達顯著差異。而第三週《銘謝惠顧》寫作成果，也是後測高於前測，
p=0.001 達顯著差異。這兩週的後測均明顯優於前測。雖然兩週的模式，是在短時間內（同
一週課堂上）針對同一部影片進行兩次寫作，且為了讓學生有所比較，能觀察自己寫作的不
足處，口述影像版寫作是以原音版寫作內容為底稿，直接進行修正改寫，如此，口述影像版
寫作成果做為後測成績優於前測似乎也是較合理的現象，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顯示透過
口述影像的引導，學生有能力補強自己的弱項，改善自己的文章敍述技巧，展現自我學習的
能力。
而真正能顯示敍事能力得到強化的，則是第一週及第四週的寫作成果比較。這兩週使
用同一部影片，且都是原音版，沒有口述影像的引導（或干擾），學生在第四週再次觀看第
一週影片，並重新寫作，經分析第四週的原音版寫作成績明顯優於第一週的原音版寫作成績，
p=0.000 達顯著差異，可見在經過第二、三週的聆聽口述影像寫作練習之後，學生整體故事
敍事能力確實得到改善。
二、「文字修辭」面向改善幅度最明顯
敍事寫作能力評分向度為「內容思想」、「組織架構」及「文字修辭」三方面，以第二
週學生首次嚐試口述影像引導的寫作成果來看，各細項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 3：第二週《衣櫃裏的貓》寫作成果細項分析

從統計數據上可知：口述影像版寫作做為後測，在「文字修辭」面向上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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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原音版寫作的前測有顯著改善，p 值<0.05，而「內容思想」、「組織架構」方面則沒有
顯著改善，由此可見，口述影像的確能在學生的文字描述能力上發揮初步的引導效用。而進
一步分析最能表現學生敍事寫作能力變化情況的第四週後測成績，則得到以下結果：
表 4：第一週及第四週《相信》/《看見》寫作成果細項分析

由上表得知，經過二、三兩週實施口述影像教學模式，相比於第一週的前測，學生在第
四週寫作成果上的「內容思想」、「組織架構」及「文字修辭」三個面向都得到明顯改善，
p 值均<0.05，其中「文字修辭」平均差為-7.26667， 改善幅度最大，其次是「內容思想」，
最後是「組織架構」。
本次口述影像教學規劃兩個重點，一是故事結構的掌握，一是畫面感的強化。前者攸關
文章的組織架構，後者則是倚賴文字修辭能力。而從實施結果來看，後者的成效高於前者：
學生在「文字修辭」面向的「充分描寫場景內容」、「具體描寫人物動作細節」、「具體描
寫人物神情、情緒變化」、「適時加入人物對話」、「多用名詞、動詞」等指標上，進步最
快，幅度也最多，這表示學生能觀察到更多景物及人物的細節，並在文章中加入這些細節變
化的描寫，營造更立體的畫面感。而對故事細節有更多、更細緻的描述，連帶使得文章篇幅
變長，內容相對也充實起來，所以在「能選取適當材料寫成文章」、「文章內容充實，篇幅
足夠」等「內容思想」面向的指標表現上，在最後一次後測也有顯著的進步。
相較之下，故事結構教學的成效則顯得較弱，包括「段落安排恰當，結構完整」、「情
節描述符合邏輯性」、「文章架構層次分明、轉折順暢」等「組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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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向的表現，進步幅度是三個面向中最小的。這可能歸因於學生對於文章需適時分段已
有普遍認知，而故事結構中先描述背景，再依序說明問題、解決以及結論等基本架構，也與
記敍文各段之間需符合時間或因果邏輯的基本概念一致，所以前測的表現已有一定水準，後
測進步幅度就相對有限。
三、對低分組學生的助益最大
除文章各面向的分析之外，以第一週前測寫作成績前 27%為高分組、中間46%為中分組，
以及後 27%為低分組，三組學生第四週的後測表現如下表：
表 5：高中低分組第一週及第四週寫作成績比較

依表 2 得知：第四週後測成績明顯優於第一週前測成績，而從表 5 進一步分析高、中、
低分三組成績，三組後測成績皆有顯著提升，p 值均<0.05，而低分組平均差達-9.00000，高
於中分組及高分組的平均差表現，成績提升幅度最大，其次是中分組，最後是高分組。而對
照三組前後測平均字數表現如表 6：
表 6：高中低分三組第一週及第四週寫作字數比較

三組後測平均字數較前測皆有倍數的成長，字數增量最多的組別是低分組，其次是中分組、
高分組，這個序位與寫作整體成績的進步幅度有一致的趨向，低分組無論是在文章的內容量
上面，以及「內容思想」、「組織架構」及「文字修辭」三個面向的總體得分上，成長的幅
度皆優於中分組及高分組，可見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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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教學融入故事敍事寫作的教學策略，對原本寫作能力較差的學生，發揮最多正面效益。
四、故事敍事寫作能力自我效能提升
為觀察學生接受口述影像教學模式對個人故事敍力寫作能力的自信程度影
響，編製自我效能量表，題目包括對觀察力、寫作技巧、寫作信心的自我評值，
採專家效度，經修正後定稿，共 17 題，於第一週及第四週分別進行前測及後
測，採計全程參與四週訓練課程者為有效份數共 45 份，統計結果為前測平均
分 167.24 分，後測平均分 197.65 分，p=0.000，自我效能後測得分優於前測
得分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生在經過四週的寫作練習後，明顯提升對於自我觀察
力、敍事力的自信心。17 項指標中分數提升最多前五項指標如表 7 所示：

從上表得知，對於人物外部動作及內在情緒變化，學生傾注了最多的關注，
從「觀察」到「描寫」，學生有意識地在寫作時裏強化這些部分的表現，也明
顯感受到自己能力的增長。
值得留意的是：動作及神情等變化描述，正是口述影像口語敍述的重點內
容，不管是動作或是情緒都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元素，而這些部分也都是缺
乏視覺就無法獲得的訊息，必須轉譯成語言描述出來，才能提供視障朋友足夠
的訊息量來建構畫面，理解故事的發展。所以，學生在這幾項指標的信心有顯
著的增強，應是聆聽口述影像學習寫作最直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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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指標 15「對我來說，要敘述一篇完整而流暢的故事
並不難」後測分數大幅提高 38 分，但指標 1「對我來說，要把影像內容轉換
成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測則低於前測 3 分，這意謂學生對於能完成一
篇故事敍事寫作，這種普遍性的寫作能力信心是增強的，但這並不表示學生認
為將影片轉譯成文字是一件簡單的事。換句話說，把影像畫面改成文字畫面，
對學生而言是新的嚐試，學生主觀感受到的難度，只經過兩、三次短暫練習，
並沒有降低，但這並不妨礙學生在練習過程中自我寫作能力信心的提升。

伍、結果與討論
本教學研究案旨在探討口述影像融入寫作教學，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故事敍事能力。
依據上述學習成效分析結果，透過聆聽口述影像練習寫作，學生的故事敍事能力得到顯著改
善，且以寫作低分組學生改善效果最佳。而在寫作表現上，又以「文字修辭」能力得到最大
幅度的提升。
整體而言，本研究證明此教學策略的有效性，而學生對於這種學習模式的實際感受，則
可透過課後問卷調查進行觀察。根據學生在參與四週課程、完成六篇寫作後填寫的「課後問
卷調查表」，有 86.7%的學生同意寫作是每個人都要具備的能力，更有高達 93%的學生表
示這六次寫作練習都很用心在寫作。而對於以聆聽口述影像來學習寫作這種方式，學生主要
的學習感受如表 8：
表 8：課後問卷調查統計—口述影像單元部分回饋

＊同意包含非常同意、有點同意、同意。不同意則包含非常不同意、有點不同意、不同意。

有高達 82.2%的學生表示：口述影像可以為他的寫作提供更多觀察的角度、寫作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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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靈感；75.6%的學生則認為聆聽口述影像，比起直接觀影， 腦中會形成更具體的畫面感，
而有更深的感受；也有 57.8%的學生認為透過聆聽會讓自己更專心。口述影像做為寫作的引
導教材，有 80%的學生認為是不錯的安排。由此看來，學生在主觀態度上是願意接受也高
度肯定這個學習媒介。另外在質化回饋上，開放讓學生反應學習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及收獲，
如問題 2，便是進一步了解學生認為將影片寫成文章不容易，但具體困難為何：
表 9 課後問卷回饋意見摘錄
問題 2：將影片寫成一篇生動又具有畫面感的故事，最難的部分是什麼？
明明知道在講什麼，但卻不知道要怎麼形容得很生動（B106）
完美描述景物、細節，無細節的話，故事很乾（A121）
要在很短時間把所有故事呈現出來，還要一直專心的觀察（B120）
某些情感難用文字形容出來，情緒起伏很難寫（B114）

影片訊息量大，能寫的材料很多，記多了怕成流水帳，寫少了也呈現不出畫面感，如
何精準的把活靈活現的畫面用文字呈現，的確不容易，更何況受限於時間，六篇寫作都需在
課堂上完成，從觀影、思考、落筆到完成，學生有時間上的壓力，無法篇篇句斟字酌，再三
修改，這種學習上的緊張感是一直存在的。適度的緊張感可以提升學習的成效，而就此次施
做的情況看來，有些學生的確適合再多給一點寫作時間，才能更從容完成作品。
而在課程收獲部分，學生也有不少正向回饋：
表 10 課後問卷回饋意見摘錄
問題 3. 此次透過口述影像來描述故事，你認為如果有收獲會是什麼？
從來沒有這樣寫過，這是另類的觀察方式，發現很多內容（A103）
更能生動描述畫面，使自己用更多豐富的詞（A109）
學到更多寫作的方法，提升了視覺摹寫的比喻（A123）
可以把腦中的影像轉為文字，提升描述能力（A121）

寫作是學生從國小到現在最熟悉（可能也是普遍最不喜歡）的語文學習活動，而聆聽口
述影像對學生來說卻是新奇的體驗，它提示了一種新的觀察人事物的角度，像是一個超然的
說書人，看著所有事件的發生，娓娓道來。學生在寫作過程中挑戰自我，在口述影像的引導
輔助下，模仿口述影像對影片場景、人物、動作等細節的描述，最後從模仿經驗中磨練自己
觀察和描寫的能力，得到自我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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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部分
本教學研究利用「視光文學與文化」中的「盲人看電影—口述影像」單元實施，為期四
週共計八堂課，透過六篇寫作練習，檢視學生故事敍事能力的變化。而根據實際教學成果，
分析學生的寫作成果及問卷回饋得出以下結論：
（一）口述影像融入寫作教學，有效提升故事敍事能力
本教學研究利用口述影像影片，融入寫作教學，以「聆聽」重塑「觀看」經驗，讓學生
透過「觀看影片、寫作、聆聽口述影像、修正再寫作」的重複循環過程，逐漸強化觀察力及
描述力。而由學生寫作成果分析證明：學生的故事敍事能力得到顯著改善，其中以寫作低分
組學生改善效果最佳。其次是中分 組，最後是高分組；而改善面向又以「文字修辭」能力
得到最大幅度的提升， 其次「內容思想」，最後是「組織結構」。
（二）口述影像融入寫作教學，有效提升敍事寫作自我效能
透過口述影像輔助，學生經過幾次練習引導，除了在實際寫作表現上有進步外，對自我
寫作故事的信心也大幅提升。其中特別是對於人物外在動作及神情，以及內在情緒的變化，
學生更有把握能給予更多細緻的觀察和描寫，而這部分自信的提升，又與口述影像本身著重
於描述畫面的特質息息相關。
二、建議部分
經過此次的教學研究，以口述影像融入故事敍事寫作教學是一種值得採用教學模式，以
下幾點建議，提供實施本教學模式時可以參考：
（一）單元式融入國文課教學
寫作能力雖然重要，但以本校為例，尚無開設專課教導寫作，在種情況 下，可將本教
學模式採單元式教學融入國文課，每學期利用二週時間實施寫作練習，在不嚴重排擠既有課
程內容進度的情況下，每學期常態性安排，一來寫作需長期訓練才能累積真正深厚實力，二
來也可避免長時間頻繁地寫作，造成寫作疲勞，影響學生寫作意願及成效。
（二）使用電腦打字練習寫作
以本人教學經驗而言，學生對寫作普遍存有抗拒心態，因為寫作一則需要動腦思考，一
則需要動手寫作。雖然傳統及正式寫作測驗都採手寫方式，但本次教學實施六次寫作，特別
規劃在電腦教室進行教學，一人一台電腦搭配一副耳機，各自觀看影片後，直接開啟 word
進行寫作。在課後問卷調查第 15 題， 本人即針對這個設計調查學生反應—「15.用打字代
替寫字，可以增加我寫作文的意願」，結果本題同意的比例高達 82.2%。若教學目標是為增
進寫作技巧， 建議可彈性讓學生使用電腦打字，以提高學生的寫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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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度融入模仿寫作
以本次教學設計為例，學生在聆聽口述影像版影片後，直接以原音版寫作內容為底稿
進行改寫，這種做法可以讓學生同時比對自己寫的跟口述版敍說的內容，透過比較差異，一
眼看到自己原來不足在哪裏。而口述影像已經提供一套關於這部影片的完整口述內容，學生
邊聽邊改寫，很難不受到引導或影 響，甚至把口述影像裏面的敍述文句直接寫進文章中。
這種情況在第二及第三週的口述影像版寫作中都有發生，這與前述 Hoffner、Bake 以及
Quinn（2008）發現學生在寫作中使用更多口語不常使用、卻常出現在口述影像故事中的特
定名詞的情況很類似，但這種把好的句子融入自己的文章，或者模仿口述的內容寫出差不多
的文章，並不是壞事。事實上，仿寫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練習，學生可以透過不斷的抄寫、
仿寫來熟悉該怎麼描述原本不會描述的內 容，慢慢從這種觀摩、模仿句子表達的經驗中學
會如何寫好一個畫面，寫活一個人物或動作。至於成效，以本次為例，學生在第四週的後測
寫作，所使用的影片是第一週前測時所使用的原音版影片，沒有口述影像的輔導，學生後測
的寫作成果明顯優於前測，達統計學上顯著水準，並且以「文字修辭」能力得到最大幅度的
提升，這就是第二、三週口述影像寫作教學的具體成效。
整體而言，從本研究結果得知：「觀看影片—寫作—聆聽口述影像—修正再寫作」的
口述影像寫作教學模式可有效提升故事敘事能力及寫作信心，學生對這種學習也持著正面肯
定的態度，能力、信心和態度同步提升，就能培養真正的寫作素養。在這基礎之上，未來可
更進一步朝結合口語表達方向發展，讓故事敍事寫作成為真正說故事的能力，從提升寫作能
力到提升口語表達能力， 多面向深化技職體系學生的就業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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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第一週前測學生寫作成果選錄

字數 372 編號
B109

影片寫作：相信（原音版）

女主角在一班火車上，神似緊張地抓住一隻莫名男人的手，「我離你三
步，有事就叫我。」說完，那男子就輕輕地放開了女主角的手，然後那男子
就越隔越遠，每隔幾步就提醒女主角，「接下來，你得靠你自己了。」男子
說完就消失在女主視野中了。

火車到站了，每位乘客都紛紛下車，只有女主小心翼翼地下車，他把他
的白手杖拿出來，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出火車站，走著走著在大馬路上不慎的
跌倒了，她不爭氣的流下眼淚，到了學校，朋友看到他那副傷心的神情便過來
詢問，「你怎麼了？」「我爸不要我了啦！」女主大吼著，「可是我看她剛
剛在校門口欸。」友人說道。

原來那名男子就是女主角的父親，而在她看不到的同時其實他一直在旁
邊守護著她，深怕自己的寶貝女兒出了事，頓時女主角知道了自己不是一個
人，有人在她旁守護著她。

知道了這件事後，女主就非常勇敢地向未來踏出，成功地進入社會，踏
實地在社會上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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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四週後測學生寫作成果選錄

影片寫作：相信（原音版）

字數 633 編號 B109

相信兩個字出現在畫面上，火車快速的在路上行駛，車廂內一個陌生的
男子說:「我在你身邊，慢慢來。」隨後出現了一隻手緊抓著另外一隻手，
「我往後退一步，別怕。」男子說道，「我離你三步遠，你有什麼事就叫
我。」「現在我退到五步了。」「七步。」「十步了喔。」男子說:「接下
來你要靠你自己了。」畫面中男子的手狠狠地把另一隻手甩到旁邊去，只剩
一隻
不知如何是好的女主角默默地把手放下。
火車到站了，每位乘客紛紛下車，女主角把她的白手杖拿出來給打了
開，試探前方是否有障礙物後一個人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下車到火車月台。
離開火車站後，女主角仍自己一個人在馬路上行走著，一顆石頭拌到了他，
但她沒有就此放棄，他在她周邊尋找自己的東西後慢慢地站了起來，膝蓋上
的傷口留著一滴一滴的血，女主角也不爭氣的流下眼淚。到了學校，女主
角走到了學校的廁所，用手慢慢尋找著洗手台，開了水後他把腳上的傷口給
沖
洗了一下，在沖洗的過程中一名學生也進來上廁所，看到女主角的傷心神情
和正在流血的膝蓋後就過去詢問她的情況說道：「你怎麼了？」「你爸今
天有……」「我爸不要我了啦！」女主角氣憤地打斷同學安撫的話語，他
回想
著剛剛在馬路上的情景，想著自己剛剛有多麼痛苦，「可是我經過校門口
有看到你爸在那邊欸。」
聽完同學講的話後，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爸爸嘴上說著要一步一步地
離開他，但實際上一直在她的身旁守護著他，下車的時候，離開火車站的時
候，在馬路上跌倒的時候，他爸爸在身旁小心翼翼的呵護她，因為他爸爸
知道「最好的對待不是保護，而是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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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事敍事寫作能力自我效能量表

故事敍事寫作能力自我效能量表

學號

姓名

請根據你寫完第一個原音版故事後的實際寫作感受，圈選最符合你的選項。你的作答對你的寫作成績
不會造成任何影響，請安心圈選。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

對我來說，要把影像內容轉換成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2 3

4 5

6 7

2.

我能觀察影片中人物各種大小動作細節

1

2 3

4 5

6 7

3.

我能觀察影片中人物的情緒或神情變化

1

2 3

4 5

6 7

4.

從影片中挑選哪些情節來寫成故事，對我來說不難

1

2 3

4 5

6 7

5. 要找出影片中的「背景」、「問題」、「解決」及「結果」，對我來
說不難

1

2 3

4 5

6 7

6.

寫作時，我能適當的分段，且各段內容前後連貫

1

2 3

4 5

6 7

7.

寫作時，我能完整描寫故事的時間、場地等背景

1

2 3

4 5

6 7

8.

寫作時，我能完整描寫人物的細部肢體動作

1

2 3

4 5

6 7

9.

寫作時，我能適時在文中加入人物對話

1

2 3

4 5

6 7

10. 我能描寫人物的心理感受、情感的起伏變化

1

2 3

4 5

6 7

11. 我能充分描寫畫面中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感受

1

2 3

4 5

6 7

12. 我能充分使用譬喻、擬人、誇飾等修辭來增加文章變化

1

2 3

4 5

6 7

13. 我能使用不同的布局方式來寫作，如倒敍法、前後呼應法等

1

2 3

4 5

6 7

14. 我在描述故事時常會詞窮或詞不達意

1

2 3

4 5

6 7

15. 對我來說，要敍述一篇完整而流暢的故事並不難

1

2 3

4 5

6 7

16. 我覺得我有能力把故事描述得很精彩且吸引人

1

2 3

4 5

6 7

17. 我喜歡讀自己寫出來的故事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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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故事敍事寫作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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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體驗活動融入程式設計學習動機與成效之影響
黃淑賢*、鄭宇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shuhsien@gm.ncut.edu.tw

摘要
程式設計為資訊管理系的重點課程，著重於平台的建置，因此資管系學生
在學期間必須要克服程式相關課程學習，雖有規畫基礎課程，常因為學習不佳
造成習得成就感低落的問題，導致對本科系認同低。過程中會有部份學生因此
轉系， 而不轉系的學生到了畢業之後，也會因為在學期間沒有學到資管應具
備之能力或缺乏自信心，不敢投入與資訊或管理相關的職場中，造成大量教育
成本的浪費。因此，本研究搭配應用經驗學習法，結合體驗活動引起動機，搭
配活動連結程式邏輯概念，了解程式邏輯架構，上機實作展示程式成果，提升
程式開發能力，過程中搭配焦點討論法，能促進學生反思與討論的能力。最後
藉由分別就質與量的工具，以 ARCS 動機模式作為量化工具探討學生對於學
習動機的調查，此外， 客觀的標準評量表及質性的教學觀察記錄來評估學生
的學習成效，結合教師評量及同儕互評的量化成績及質性觀察記錄，以了解本
研究對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藉由體驗活動能引起學習
者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搭配引導手法，讓活動與程式連結，透過日常生活
案例拆解了解邏輯概念，運用生活邏輯串聯程式邏輯，能讓學習者更進一步了
解程式邏輯的脈絡。

關鍵詞：程式設計、體驗活動、ARCS 動機模式、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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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Integration with Experimental
Activities on Programming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Shu-Hsien Huang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uhsien@gm.ncut.edu.tw

Abstract

Programming are the key courses of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which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Therefore, the student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must overcome the learning of programrelated courses during their studies. Although there are basic courses in programming,
some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ave low acceptance
of their own depar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ose students will try to change to
others department or fear to go to related career. They considered that their
competence cannot fit into the related career. It will waste great education hidden
cost. For this reason, this project proposed to improve learning intention by use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activity will implement in programming course to
increase the conception of logic computing. The main tool of learning processing
will use focused conversation method. The method can integrate and ref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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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content and students’ cognitive. Finally, ARCS motivation model will use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rogramming. Rubric for learning programming will use in
this project for evaluating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Both teacher and student will
use a rubric to evaluate performance and achievement. A learning portfolio will
include teacher and peer assessment.
Two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had been observ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connection of experimental activity.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experimental activity
arouse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facilitating flow, learning
activity combined programming concept were combined. Learners knew logic
concept with the daily life case study who connecting and disassemble the
programming logic. Furthermore, learners can understand the system of
programming logic.
Key words: Programming, Experimental activity, ARCS model,
Learn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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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者觀察近年資訊管理系的學生，近八成學生畢業之後投入職場並非找
尋與資訊或管理相關的工作。發現普遍資訊背景的學生，會因為程式邏輯運算
思維及程式撰寫基礎能力不足，以致於學生對於資訊相關課程學習意願低落，
加上大部份的教學者因為教學進度的壓力，因此無法在大部分學生出現學習狀
況時，進而停下教學進度並給予相關的指導。
猶如上述，這些課程對於資管系的學生大部份為必修課程，因為學習過程
中的挫敗感且在撰寫程式過程中，發生的相關問題，無法自我排除解決這些問
題時，普遍的學生則會選擇放棄學習資訊相關的課程，導致後續問題的衍生，
資訊背景的學生畢業之後大部份學生從事非資訊及管理相關的工作。
目前高等教育在程式相關課程的研究，大多專注在整合能力的課程教學設
計上，多以專題製作等方式作為評估方式，亦嘗試透過不同的教學方法進行學
生的教學活動設計，如專題導向、目標導向、自我調整、合作學習等方式。
在課程部分，亦有學者導入合作學習的模式，運用於程式設計專題教學的
課程，藉由合作學習的模式，了解學生透過合作的過程中，如何進行程式設計
的專題製作（王子玲，2003）。此外，蔡易穎（2007）則將程式設計的學習更
加強化在大學生進行程式設計課程學習得學習成效與自我調整策略，該研究指
出，如果給與學生一定的學習支持及設立相當的目標將有助於學生進行學習並
且自我調整。夏至賢和王湄雁（2014）透過專題式導向學習結合樂高機器人在
大學生對於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上，並且透過相關研究工具了解學生的問題解
決能力、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研究結果指出，透過樂高機器人能讓學生維持
正向的學習態度，並且在問題解決的行動力上有所加強。此一研究結果亦可推
演到其他研究上，透過讓學生進行體驗的過程中，讓學生對於學習成效有正面
的影響。普遍在程式設計課程的教學研究專注在透過專題的方式進行課程的學
習，鮮少專注在對於學生階段性的基本程式邏輯能力課程設計上，因此本研究
將這樣的構想進行建構，透過遊戲式體驗互動學習的方式，讓學生能夠藉由相
關的教材教具進行多元學習，如此可讓對於程式有所懼怕的學生能有不同的學
習管道方式，亦可讓熟悉程式的同學進行合作與互動，在學生的學習上定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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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幫助。
在資訊管理系的學生投入大學四年的期間，藉由相關課程的學習或實習的
經驗，需要具備資訊及管理相關的技能，教學者以資訊技能為主，從事教職之
後， 在資管系學生的需求面發現，學生有學習程式的意願，但卻不知從何下
手，缺乏相關的程式邏輯運算概念及架構的基礎知識。因此，規劃資管系的程
式課程，搭配基本架構之教學，亦會結合有趣的遊戲體驗式的互動活動，例：
體驗教育或桌遊…等。希望藉由本研究，來解決資訊背景學生對於學習資訊相
關課程的抗拒感，建立資訊管理系學生對於本科系的認同感，並影響學生後續
投入資訊及管理業界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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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動機，本研究將研究主題聚焦在資訊管理系學生進行程式設計的
學習上，本研究之研究脈絡與研究目的如圖 1 所示。

圖 1、研究脈絡與研究目的

1. 藉由多元學習的方式，提供體驗互動遊戲式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於程式邏
輯概念的學習成效。
2. 在教學設計上以學生理解歷程為中心進行教學設計調整，藉此提升學生的
學習意願。
3. 提供學生實際 Debug 案例作為學習，培養學生對於多變化的問題解決能
力。
4. 以設計思考為學習架構，培養學生對於實務經驗的連結，加強學生專題實
作與創新能力。
5. 發展針對程式設計與設計思考架構下的標準評量工具，提供相關工具以強
化學生學習與批判性思維能力。
6. 提供學生系統化課程以提升學生對於學習的認同感與自信，減少學非所用
的教育資源浪費。

貳、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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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藉由體驗活動的型式，進行相關能力的培養，強化學生對於所學的
認同感與自信，藉由焦點討論的方式，在設計思考的架構下進行研究設計，因
此將依子題進行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分析。
一 、 體 驗 教 育
美國體驗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簡稱 AEE）對
「體驗教育」 (Experiential Education) 的定義是「藉由從挑戰與經驗中反思，
以達成學習和成長的目標。體驗教育是一種教育哲學，涵蓋了許多方法論使教
育者透過有目的透過創造直接經驗與關注反思，以增進知識、發展技能、闡明
價值、提升能力， 使個體得以更好地貢獻於團體。」(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AEE], 1994)。
體驗學習是在經驗不斷地累積和改變下達到學習，也就是體驗教育是一種
連續的經驗累積和轉換的歷程，在體驗學習中，Dewey 視經驗來自主動與被
動的結合，這兩個要素就是經歷體驗（experience/doing）和承受（undergoing）
。
Dewey提出的經驗學習理論更是強調經驗中的反思對於教育的重要性(Dewey，
1938)。體驗教育則是藉由體驗學習方法，提供目的性之主動學習機會， 讓學
習者在真實情境中，運用多元感官體驗豐富個人經驗，透由反思內省建構知識、
獲得技能與提升自我價值(謝智謀，2003)。然而體驗學習是與真實環境接觸，
透過個人感受及經驗，而獲得學習的過程，強調學習者在知識、情感及行為的
全面參與(Hoover，1974)。而且強調體驗教育應以學生為主體，透過積極參與
活動，經由反思而建構有意義之學習(Estes，2004)。
當體驗成為主要經濟商品，唯有提供比其它競爭者更具有價值之產品或服
務給消費者，才能提升企業整體效能，使其更具競爭力(Ravald & Grönroos，
1996)。體驗教育作為一種學習模式，經由有計畫地設計，使個體在活動體驗當
下產生真實經驗，並從體驗歷程產生有意義的反思學習，進而達到個體在知識、
技能、價值態度的改變（吳崇旗、謝智謀，2012）。
體驗教育整理為經由真實的體驗，與個體原有的舊經驗發生交互作用，在
經驗中歷經「心理失衡」，使個體發生「調適」功能，內化後產生新的認知與
創發新行為，並經由來回反思人與經驗交流互動的過程和結果而成形之「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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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制 」 不 斷修 正 ，最終 達 到 學 習 者 內 化 及深 化 效 果 的 活 動 (Liu, 2020) 。
Stremba(2009)指出，體驗教育沒有一致的定義，但是體驗教育包含了興奮、不
確定性、真實、可知覺的風險性、努力，以 及與自然環境的互相影響等元素。
Gass(1993)則提到， 體驗教育活動及發展，至今已有許多形式，例如服務學習、
團隊活動，甚至是戶外教育活動的哲學、來源與原則，此皆是以體驗教育作為
基礎。
郭托有、廖淑惠、施慧怡(2009)則說明體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
又譯為經驗教育，泛指所有須透過體驗式活動而得的學習的總稱。讓學習者經
歷一個或一系列設計好的活動，並在體驗活動前、中、後經由引導員的引導，
讓學習者透過體驗活動中所得的經驗進行反思，進而引發學習，並將反思後的
改變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體驗活動可以是遊戲、藝術、或者各式戶外活動等，
此為廣義的體驗教育。
二、 焦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又稱為 ORID）
焦點討論法於 2000 年由 Stanfield（2000）提出，在該作者所出版的 The
Art of Focused Conversation: 100 Ways to Access Group Wisdom in the Workplace
中 提及，這部分提供了對於團隊智慧的引導與討論，藉由焦點討論的架構，
強化團隊成員間的引導與反思，進而提升團隊智慧（Stanfield，2000）。焦點
討論法主要透過四個步驟進行階段性的對話，分別為 Objective （客觀、事實）
、
Reflective （感受、反應）、Interpretive

（意義、價值、經驗）、Decisional

（決定、行動），這四個階段性的對話不僅僅是字面上的意義，透過四個層次
的引導，能夠有效的引導抽象思維能力，對於拓展思考力與學習力也有相當的
幫助（Marchel, Keenan, 2005）。此一討論法更是有相當基礎的邏輯思考在各
個階段，各個階段是可以藉由動態方式往復互相來回，階段與階段間有非常強
烈的連結，能夠讓人進行深度思考，除此之外，在動態往復的來回討論間，亦
可增加廣度的思考，可謂是深度與廣度並進的討論方式（Kapla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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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 1 所示，藉由這四個不同層次的對話，能夠有助於在教與學的過
程當中進行深入對話，不再是表面性的說明而以，透過該四個階段，能夠促使
學生在學習活動的過程當中，由淺入深的了解學習的內容，藉由學習活動的輔
助強化自身的學習能力及自我觀察的能力，進而達到自我調整學習與自主學習
的目的，透過焦點討論法與學生進行課程活動學習的專業對話亦能有助於學生
與 教 師 間 的 專 業 溝 通 （ Thompson,

Robinson,

Kim,

Reich,

Owho-

Ovuakporie, 2018）。Spee（2005）將焦點討論法應用於碩士班課程，該課程
在美國發生恐怖攻擊之後，藉由焦點討論法進行議題的討論，對於學生在課堂
中進行討論有相當的幫助。Lane
（2008）配合學生的個人特質結合團隊學習策略進行透過焦點討論法可以有效
的降低學生學習的挫敗感，進而促進學生成功學習的機會。Lin、Scherz （2014）
亦將焦點討論法應用在學生的學習上，特別是針對在美國地區就讀大學的亞洲
交換學生。藉由焦點討論法的運用，學生能夠有效的彙整出一個完整的知識系
統架構，足以代表焦點討論法在學習上有其可應用的價值。
焦點討論法目前推廣相當廣泛，由於涉及團隊間的合作與溝通等議題，更
能有助於建立團隊的相互理解與尊重，因此不論在產業界、教育界、學術界，
應用都相當廣泛（Paisley, 2018; Cox, Jones, Reagan, Key, Chow, McFarlin, &
Docherty, 2018; Galuvao, 2018）。更有書籍說明目前在教育現場的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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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的案例進行說明，並且給予提問的架構與範例，透過有系統的提問，
強化學生對於學習活動過程中的感受與整合，提供一種可以自我觀察學習的方
式。
三、 ARCS 學習動機
學習過程中除了考量學生學習興趣之外,其學生的學習動機不外乎也是一
個很重 要的環節,Keller 在

1980 年代早期即提出

ARCS

動機模式,並廣

泛的被應用於課程教 學中。ARCS 動機理論衍生,最主要是在教學過程中所提
供的教材, 若不能吸引學生的 注意與興趣,其學習成效往往會大打折扣(Kruse,
2002)。其研究顯示,動機對學習者的學 業成就表影響占 16%~38%,表示學習者
本身的學習動機愈強烈,其學習意願愈高,相對 的較投入於學習情境中(Means,
Jonassen & Dwyer, 1997)。因此,本研究運用 Keller(1983)所提出的 ARCS 動機
模式探討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及學習滿意度,內 容包含「注意」(Attention)、
「相關」(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滿足」 (Satisfaction)四個與學
習動機相關之元素。「注意」是課程教學過程中,評量學生的 好奇與興趣之指
標依據;「相關」是學生在課程學習的過程中,評量學生感受到與本身 相關之指
標依據;「信心」是學生能從學習中對自己產生信心,評量學生對學習產生積 極
的學習態度之指標依據;「滿足」是評量學生能從學習中獲得滿足,並能運用於
未來 生活中之指標依據(Keller, 1983)。
綜合上述，結合遊戲式的學習，連結體驗活動的設計，藉由焦點式訪談的
結構，整合設計思考的架構下，能夠發展一個更多元、接近現實問題、創造高
峰經驗的課程，藉由以上的文獻可了解目前的相關應用確實有其價值存在，是
一個足以嘗試用於改變學生學習環境與學習現況的研究架構。

參、 研究方法
此研究採用行動研究，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一詞在 1940 年代，
由Kurt Lewin 用來描述「社會科學實驗方法」與「社會行動方案」的結合性研
究； 將科學研究者與實際工作者之能力與智慧，結合在一件合作事業上的方
法。行動研究法是將研究和行動結合的一種研究方法；即情境的參與者（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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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基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與專家、學者或組織中的成員共同合作，將問
題發展成研究主題，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講求實際問題之解決的一種研究方法，
透過實際的行動，改善實際的工作情境（Schon, 1983）。
在行動研究的教學實踐與反思中發現，學生操作行動載具學習專注力提升
並展現高度的自律，但時間一久學生顯得疲乏而失去新鮮感，使得班級管理仍
有賴教師用心經營才得以維持（薛慶友、傅潔琳，2015）；當資訊科技在課堂
上缺乏教師的安排與監督，任意由學生自由操控，對於學習的成果是讓人失望
的（Kennewell, Tanner, Jones & Beauchamp，2008）。如何在教學的過程中不
斷調整其教學方式，讓學習者不失去學習的熱誠才是教師需要去思考的問題。
由於研究者身兼教學者的身分，以 Lewin（2013）提出的螺旋循環模式為
基礎，運用教育界 Kemmis 和 McTaggart（1982）所提出的教育行動研究，藉
由行動研究的觀察過程發現其教學問題，教師反思其教學問題後，適時的調整
其教學內容，包含計畫、行動、觀察及反省的螺旋循環至課程結束。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分為行動研究計畫以實施其教學實踐計畫：一、研擬教學方
案、實施教學活動、觀察並蒐集相關資料及資料分析與反思，以調整實際教學
現場之必要性。教學流程搭配遊戲體驗互動學習及引導反思焦點討論法
（ORID），讓學生輕鬆進入並了解程式邏輯運算概念，搭配引導反思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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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學生反思表達及觀察能力。

圖 5、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對象
為了了解資管系學生藉由這樣的教學模式，對學習成效與動機的影響，本
研究為教學實踐計畫，以中部某科技大學為例進行探討。由於部份學習者進入
資管系就讀的學生並非資訊背景（例：資處科、資訊科…等），課程搭配引導
手法焦點討論法訓練學生觀察、表達及互動。應用設計思考模式建立學生了解
程式設計之流程，並激盪其程式設計之創作能力。探討學生藉由不同教學模式
進行程式邏輯運算的學習，來了解程式概念，最後搭配專題實作之方式，發揮
學習之應用之實作能力。
三、 研究工具
量化及質性研究工具，量化工具：前後測驗及學習標準評量表（Rubrics），
Rubrics 的架構包括三個層面：（1）評量項目及指標；（2）評量尺度（表現
的等級）；及（3）每個評量項目在每個級距所應呈現的內容。舉評量團隊合作
為例，評量項目就可能包括「協助團隊成員」、「完成分配的工作」、「聆聽
他人意見」等； 評量尺度可以分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滿意」及
「非常滿意」等四個級距；針對協助團隊成員，從「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
意」，相對要求可能是「完全不」、「偶爾」、「時常」或「總是」協助其他
團隊成員。完成分配工作上，則可以是「完全沒完成」、「沒完成多數」、「完
成多數」、「完成所有分配的工作」。至於聆聽別人意見，又可以從「發言冗
長」、「完全不讓他人發言」、「多數時間搶發言，很少讓別人發言」、「聆
聽，但有時發言過多」，到「認真聆聽，且鼓勵他人發言」。此量表可以考量
學生的背景，依據所擬評量的層面，界定所要求的標準， 再配合適當的尺距，
發展適合本課程的標準評量表（Rubrics）。評量的層面可以分為：成果口頭報
告及書面報告，質性工具：教師觀察記錄，以便後續評估其學習/教學歷程之變
化及影響關係。

721

APA-6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準實驗進行，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二班授課者為同一位教師，實
驗組前一學期的程式課也是由該位教師進行，為了了解運用體驗活動於程式設
計課程的成效及動機，實驗組採用體驗活動的方式，而控制組則使用原本的型
式進行。控制組有 50 名實驗組有 48 名進行本研究，其中實驗組有 1 名學
習者之前有修過該名教師的課程，喜歡該位教師的教學模式進而從進修部跨日
間部課程選修，還有 1 名實驗組的學習者則是之前沒有修過回來補修學分的，

其比例如圖 6 所示。
圖 6、 實驗組與控制組人數比例

在正式實驗之前為了了解兩組學生的背景經驗，調查學習者對程式設計的
印象(圖 7)及程式設計的狀態(圖 8)。兩組學習者在課程之前對程式設計的印
象，控制組有24%(12/50)及實驗組18.75%(9/48)表示學習程式課程還是會讓他
感到害怕跟緊張，非第一次接觸該名教師的實驗組學習者，可以看到有
81.25%(39/48)表示平常的心態，其中超過五成的學習者表示 56.41%(22/39)，
學習程式設計課程是有趣好玩的。而控制組的學習者雖然第一次接觸該名教師，
但也有 76%(38/50) 平常心，且也有五成 50%(19/38)的學習者表示學習程式
的課程是有趣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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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對程式設計的印象
另外從程式設計的狀態來看(如圖 8)，控制組的學習者有意願嘗試的學生佔
九成 90%(45/50)，而實驗組則有九成六 95.83%(46/48)。從上述兩組學習者對研
究計的印象及狀態來看，兩組學習者在實驗之前的狀態差異性不大，這也表示實
驗組與控制組學習者的背景狀態是在同一個基準點。

圖 8、 程式設計的狀態
控制組則是採用原本教學方法，過程中說明程式架構之外，亦會搭配案例演
練，而實驗組則會在課程進行之前都會透過體驗活動的方式，搭配遊戲互動與生
活經驗連結，再藉由生活邏輯延伸至程式邏輯概念，才會進行說明及案例練習。
經由一個月的實驗，之後兩班使用相同測驗試卷，搭配 2 小時上機考試，從兩組
考試的狀態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得知(表 2)，實驗組 48 人進行，平均數 41.00
標準差 21.20，而控制組有 50 人，平均數 30.78 標準差 19.81，從描述統計可
以發現，實驗組的平均數高於控制組，表示實驗組的學習狀態高於控制組。但是
實驗組的標準差也高於控制組，顯示實驗組的學習者之間的學習差距高於控制組。
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顯示，兩組之間達顯著差異，意味著藉由體驗活動進行程式
設計課程能提升其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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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獨立樣本 t 檢定

*p<.05
更進一步分析兩組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本研究採用 Keller(1987)提出 ARCS
動機模式， 將動機分為四個要素： 注意(Attention) 、相關(Relevance) 、信心
(Confidence)、滿足(Satisfaction)，改編自 ARCS 動機模式所發展出來的教材動機
量表(Th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tivation Survey, IMMS)，依據四個要素共設計
36 個題項，選項採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Scale)五點量表，非常同意，為 5 分；
同意，為 4 分；沒意見，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
結果如表 3 所示，學習動機問卷經 Cronbach α 信度檢驗，前測信度均高於 0.7，
表示本問卷具有良好信度。
表 3、ARCS 學習動機描述

探討二組學習者對 ARCS 四個面向的看法，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從結果
表3 得知，在動機量表的注意面向，是有達顯著差異，表示實驗組藉由體驗活動
的方式能吸引學生對這個主題的注意力。另外相關、信心及滿足未達顯著差異，
這也可以說明，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的內容關連性能建立學生信心及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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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學習者透過體驗活動的方式能提升學習成效，從動機面向又可以
證實，活動能吸引學習者的注意力，進而影響其學習狀態。

伍、 結論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進行，藉由多元學習的方式，提供遊戲體驗互動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對於程式邏輯概念的學習成效，並在教學設計上以學生理解歷程為中心
進行教學設計調整，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
提供學生實際 Debug 案例作為學習，培養學生對於多變化的問題解決能力，
以設計思考為學習架構，培養學生對於實務經驗的連結，加強學生專題實作與創
新能力。發展針對程式設計與設計思考架構下的標準評量工具，提供相關工具以
強化學生學習與批判性思維能力。希望提供學生系統化課程以提升學生對於學習
的認同感與自信，減少學非所用的教育資源浪費。
目前本研究僅探討學習成效及 ARCS 動機面向，從研究結果得知，能有效
的提升其學習成效、學習動機。但加入體驗活動需要較大的學習場域及課程時間，
如果無法將課程安排 3~4 小時，這樣可能會造成學習中斷而影響其效果。後續
研究將探討特殊個案，更深入的了解學習問題點，整體還是希望學習者能增加自
信心及提升學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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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大學生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調查
温蕙甄 1, 何永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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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1、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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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游泳教學培養自救能力、降低溺水死亡率，然而當前推展現況與所遇問題包
括捷式游泳教學學習成果不慎理想、初學者在克服恐水與學會換氣的困難，然而，
目前針對大學生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研究有限。目的：本研究擬調查大學生學會
游泳的影響因素並進行排序，以及修游泳課是否會影響其排序。方法：本研究經
過花蓮慈濟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先參考文獻及開放性問題蒐集學會游泳的
關鍵因素後，統整出相關因素並進行專家效度與重測信度，邀請 108-109 學年
度三個學期三所綜合大學體育相關課程選課學生以 google 表單進行填答，經篩
選分析共計 487 份有效問卷。結果：一、大學生認為「個人體質 19.8%」、「平
日練習18.5%」、「教師教學技巧 17.9%」是影響學會游泳的前三名因素；有趣
的是，會游泳者認為「平日練習」是關鍵、不會游泳者則認為「個人體質」是關
鍵；另外男大學生認為「平日練習」是學會游泳最關鍵因素、女大學生認為「個
人體質」最為關鍵；二、進一步分析修習游泳相關課程大學生有效問卷 80 份得
知，大學生在學期初認為「平日的練習 21.0%」、「教師教學技巧 20.7%」、「過
去經驗 18.2%」是前三名影響因素，然而經過一學期的課程學習後，前三名排序
變為「教師教學技巧 22.4%」、「平日的練習 18.8%」、「個人體質 17.6%」。
結論：「個人體質」、「平日練習」、「教師教學技巧」是影響大學生學會游泳
的前三名關鍵，修課之後「教師教學技巧」躍升為學會游泳的首要關鍵，建議未
來發展出適合初學者的教師教學技巧之大學游泳課程，以提升學習成效(感恩
MOE108-50A 支持)。

關鍵詞：教學技巧、平日的練習、學會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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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key factors affecting learning to swim
in University students

Huei-Jhen Wen1, Yung-Bin Ho2
Tzu Chi University1, National Tai Dung
University2 win@gms.tcu.edu.tw1,
yben0423@nttu.edu.tw2

Abstract
Swimming teaching cultivates self-rescue ability and reduces drowning
mortality. Howe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encountered include the
improper learning results of crawl stroke swimming teaching, and the need to
develop teaching materials for beginners to overcome water fear and learn to breathe.
Purpose: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ranking of factor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learn to swim, and to further understand whether taking swimmingrelated courses will change the key factors of learning to swim. Method: This study
was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
A total of thre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related courses were
collected for three semesters during the 108-109 academic years and answered using
Google forms.
After screening and analysis, a total of 48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1. College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 three factors of "personal physique
19.8%", "weekday practice 18.5%", and "teacher teaching skills 17.9%" are the top
thre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bility to learn to swim. Interestingly,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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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know how to swim think that "weekday practice" is the key, while those who
can't swim think that "personal physique" is the key; in addition, male college students
think that "weekday practice" i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for learning to swim. Whil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ink that "personal physique" is the most important; 2 Further
analysis of 80 qualified questionnair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swimming-related
courses shows that, college students believe that "weekdays practice 21.0%", "teacher
teaching skills 20.7%", and "past experience 18.2%" are the top rank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However, the top three rankings becomes "teacher teaching
skills 22.4%", "weekday practice 18.8%", and "personal physique 17.6%" after one
semester of course. Conclusion: "Personal physique", "weekday practice", and
"teacher teaching skills" are the top thre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to swim. After taking the course, "teacher teaching skills"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key to learning swimm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develop suitable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of university swimming courses to enha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or beginners in the future (Supported by MOE108-50A).

Key words: teaching skills, daily practice, learning to sw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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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體力等於國力，世界強國相當重視體育政策，近年臺灣學校體育發展分
兩大主軸，一是體適能的推動（施致平、黃蕙娟，2011），主要在提升學生
的健康體適能；一是推展水域活動與增進學生的游泳能力，如「提升學生游
泳能力中程計畫」、「推動學生水域運動方案」、「確立海洋臺灣的推動體
系─ 推動學生游泳能力方案」、「泳起來專案─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檢測合格
率及游泳池新改建行動方案」等（教育部， 2001，2003，2005，2010）。
教育部體育署持續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實施要點，目的在擴展學生
水域運動體驗學習機會，培養學生游泳能力，以提升學生水中安全認知及自
救能力， 促進學生將水域運動列為終生運動之選擇（教育部，2018）。藉由
政策面的實施，已使學生的游泳能力增加、國內溺水死亡的人數顯著的減少。
於 2013 年每 10 萬名學生溺水死亡率降至 0.9，預期將在 2021 年達成
80%的學生學會游泳技能，並通過游泳能力檢測合格（李心信、王俊權、李
昱叡，2010）。日前在體育署的積極推動下，水域安全防治成果發現，近 10
年學生溺水死亡率顯著降低，每 10 萬名學生溺水死亡率平均為 0.79；然而，
也發現未實施游泳教學的學校比例越多，發生學生溺水死亡的風險越高（許
瓊云， 2020），顯見游泳教學之重要性。
據資料顯示，近十年 2008 年大專校院實施游泳教學的學校比率為
64.81%，但實施游泳教學之學生比率僅 9.21%，遠低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
32.09 %（教育部，2010）。因此，大專校院的游泳課除需加強游泳技能的學
習，亦急需進行相關研究，從實務面確實增進學生的游泳能力。研究指出，
大學生未來繼續參與游泳運動之意願會受到「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
及「學習成效」的影響（許富淑，2010）。過去探討游泳課程教學滿意度的
研究指出，大學生對教師教學滿意程度最高，但有趣的是在學習結果自評項
目最低，進一步探究其游泳課程測驗評量項目為 25 公尺捷泳打水（陳明坤，
2006）。研究指出，經過五週游泳課程教學後，有 45%的大學生認為對其游
泳能力並未有顯著提升（陳明坤，2006）。然而，課程除了「環境設備」因
素不因性別有所影響外，其餘在游泳池使用狀況及課外練習狀況的不同而國
中生對滿意度有所影響。在大專校院的游泳課程相關研究方面，以「游泳教
學」、「游泳學習」及「游泳能力」搜尋，發現游泳教學之相關研究以現況
了解、滿意度及推論為主，較少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深度的探討（湯子葳、林
靜萍，2013）。探究學會游泳的影響因素，並針對影響因素發展出對應的解
決策略，期待未來發展出更適合初學者的大學游泳課程提升游泳能力與自救
能力等學習成效。
本研究目的為：
（一）藉由此問卷了解大學生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排序。
（二）修習游泳相關課程是否會改變學會游泳關鍵因素。

732

APA-6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經過花蓮慈濟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IRB108-138-B)，本研究先發
展問卷，包括專家效度、問卷的再測信度後，發給大學生填答。

一、問卷題目發展
(一) 要素建構：依據文獻回顧及個人過去教學經驗，先以開放性問題邀請有意願
的大學生協助回答，蒐集學會游泳的影響關鍵因素後，初步歸納包括環境（如
游泳池在校內、水溫等）、個人體質（包括體脂肪太少、太瘦者浮不起來）、
過去經驗（因溺過水導致恐水）、平日的練習、同儕合作（自己一個人游缺
乏同伴幫忙看動作與鼓勵）、課程安排（包括教學進度）、教師的教學技巧
（包括使用相關輔具，如浮條、浮力腰帶等）。
(二) 專家效度：將題目初步擬定為「您認為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由重要性依次排
序：過去經驗、水溫、個人體質、課程安排、同儕合作學習、教師教學技巧、
平日的練習」。將此題目邀請 11 位專家提供專業意見，並進行專家效度
(Expert validity)分析。從內容適用性（3.73 ± 0.47 分）與文字清晰度（4.0 ±
0 分）給予評分（1 到 4 分），每題以 1-4 分計算，分數愈高代表該題目
的適切性愈高，結果計算此題的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為
1.0。
(三) 再測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
經專家效度檢驗後的問卷題目，邀請慈濟大學 8 位非游泳修課大學生進行
問卷回答，相隔兩週後，再邀請相同的學生針對同樣的題目再填寫一次，以
其認為第一至第七的排名進行再測信度分析，Cronbach α = 0.705，Pearson
之相關係數(coefficient)，得到類別內相關係數 r = 0.71，表示再測信度屬於
高的 (Everitt & Skrondal, 2010) 。
經過專家效度、再測信度後，本研究發展出「影響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選
項包括：過去經驗、水溫、個人體質、課程安排、同儕合作學習、教師教學技巧、
平日的練習。

二、研究對象：
自 108-2 至 109-2 學期初，邀請東部三所綜合型大學 (慈濟大學、東華大學、
臺東大學) 體育相關課程授課老師進行說明，再由授課教師邀請有意願的大學部
修課學生協助以 google 表單作答。

三、資料分析與處理：
將所有填寫問卷的大學生之回答做整理，分成學期初填答、以及游泳相關
選修課程之學生進行學期末再次填答，將此兩部分進行分析，方法如下：
(一)、三個學期共計 487 份有效問卷，將學期初一次性填答所有問卷的前三名
排序做統計加權，將「第一名因素的次數」×100、「第二名因素的次數」
×75、
「第三名因素的次數」×50，算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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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觀察有修習游泳相關課程學生，在學期初第一次上課、與學期末最後一
次上課之學會游泳的因素排序是否改變，將有修游泳課且有確實填寫前、
後測的大學生單獨挑出共計 92 份，挑選完整填寫前、後測，且有將影響
因
素明確排列之受試者問卷，刪除未符合的 12 份問卷，共計有效問卷 80 份
（108 學年第二學期共 28 份、109 學年第一學期共 52 份），兩學期分
別將前、後測之前三名分別加權，「第一名因素的次數」×100、「第二名
因素的次數」×75、「第三名因素的次數」×50，計算出比例。

參、 結果與討論
一、大學生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排序
三個學期共收到 487 份有效問卷（108-2 收到慈濟大學 83 份問卷、109-1
慈濟大學、東華大學以及臺東大學共收到共 213 份問卷，刪除 24 份未正確排
序或
無法辨識，有效問卷共計 189 份，109-2 慈濟大學以及臺東大學收到共 215 份
有效問卷），將所有問卷的前三名排序進行統計加權，結果如圖一。大學生認為
「個人體質 19.8%」、「平日練習 18.5%」、「教師教學技巧 17.9%」這三項因
素是影響學會游泳的前三名。

圖一、大學生調查結果
針對部分學生進一步詢問，所謂「個人體質」包括有些學生認為自己太瘦、
脂肪量過低，因此漂浮不易。
進一步將受試者以游泳能力與生理性別區分統計：
（一）、游泳能力：
734

APA-6

刪除 153 份問卷（無法辨識受試者是否會游泳），共計 334 份有效問卷。
1. 會游泳的大學生：（游泳距離≧50 公尺定義為會游泳），有效問卷共計 158

份，排序結果如圖二，會游泳的大學生認為「平日練習 21.6%」最為重要、
「個人體質 18.1%」與「教師教學技巧 18.1%」並列第二（圖二）。

圖二、會游泳的大學生調查結果

2. 不會游泳的大學生：（游泳距離≦10 公尺定義為不會游泳）有效問卷共計

176 人，排序結果如圖三。不會游泳的大學生認為「個人體質 22.1%」、「過

去經驗 18.1%」、「教師教學技巧 17.4%」分別為前三名（圖三）。
圖三、不會游泳的大學生調查結果
從游泳能力區分進行調查發現一有趣的現象，不會游泳者認為的影響因素中，
「個人體質」與「過去經驗」皆屬於個人目前無法改變的，而「教師教學技巧」
也是學生本身無法操控的因素；然而會游泳的大學生則認為「平日練習」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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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似乎由此調查可以略見真章。
（二）、生理性別
1.大學男生：共 178 份問卷的排序結果，男性大學生認為「平日練習 21.4%」、

「個人體質 19.2%」、「教師教學技巧 17.5%」這三項因素是影響能否學會的前
三名（如圖四）。
圖四、男大學生的調查結果

2.大學女生：共 309 份問卷的排序分別為「個人體質 20.1%」、「過去經驗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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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技巧 18.2%」(如圖五)。

圖五、女大學生的調查結果
過去研究指出，游泳教學會因不同性別而影響「課程內容」、「教師教
學」及「學習成果」的滿意度（陳明坤，2006）。而國中女生可能因為生理期
造成降低出席率，其游泳能力當然降低（劉兆達、林德隆、陳和睦，2005），
但並未有針對大學女生為調查對象探討影響學會游泳關鍵因素的研究。

二、修習游泳相關課程會改變學會游泳關鍵因素的排序
由所有92份問卷中，挑選完整填寫前、後測，且有將影響因素明確排列的問
卷，同時刪除未符合的12份問卷，共計有效問卷80份（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共28
份、109年度第一學期共52份），兩學期分別將前測、後測（圖七）之前三名排
序發現：在修課前的排序為「平日練習21.0%」、「教師教學技巧20.7%」、「過
去經驗18.2%」（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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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修課前的調查結果

圖七、修課後的調查結果
有趣的是，經過一學期游泳課程學習後，「教師教學技巧22.4%」變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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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平日練習18.8%」、「過去經驗17.6%」（圖七）。此結果與部分符合先
前研究，某大學游泳教學滿意度調查結果的前五名多為教師教學能力及教材內容
相關（陳明坤，2006）。
由圖七及部分大學生的質性回饋得知，「教師教學技巧」躍升第一，大學生
們在上完課之後認為教師教學技巧相較其他因素來得重要。由此結果，對從來沒
有修過游泳課程的大學生一般會從過去經驗填答，然而，在完整的一學期 36 小
時正規游泳課程修習後，無論填答者是否學會游泳，卻改變學會游泳關鍵因素的
排序，本研究收錄東部三所綜合大學開設的游泳課選課大學生為對象，本研究重
點並非在分析每位老師的教學方法，而在強調凡是大學開設正規的游泳課程，學
生在修完後都認為有所收穫、肯定授課教師的專業性，這也是大專校院教師在游
泳課程專業度的肯定，只要修一學期就改變學會游泳認知的關鍵因素。建議未來
也可針對不同教師的教學技巧進行後續比較學習成效。
蒐集問卷中學生自由填答的質性回饋，摘錄如下：
「有效率的課程和厲害的教師，再加上自己的練習，必定能使游泳能力更
加精進。」
臺東大學 廖 O 婷
「過去經驗很重要，會影響自身能力，有溺水經驗者需要勇氣克服。」
慈濟大學 謝 O 瑜
「有好的老師及課程安排也十分重要；並且，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個
人也要重視平時的練習」
東華大學 馬 O 昇
而「平日的練習」不論在前、後測皆位居前三名，可看出大學生們認為技能
的練習也是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所謂熟能生巧，此結果符合過去文獻，游泳屬
於技術性較高的運動項目，必須要經過不斷練習，並經由教師/教練正確指導動作
與 回 饋 ， 才 能 做 出 正 確 動 作 ， 且 持 續 練 習 才 能 形 成 恆 定 動 作 (stereotype
movement)(Sprague & Newell, 1996)。
過去研究提到，大學生未來繼續參與游泳運動之意願會受到「學習動機」、
「學習滿意度」及「學習成效」的影響（許富淑，2010）。目前一般游泳教學順
序研究亦指出，讓初學游泳的專校學生在接受 18 節課捷式游泳換氣教學課程後，
學習成果不慎理想，尤其是換氣動作，致使學習過程中深感挫折（陳嫣芬, 1993）
；
作者提到，在捷式游泳學習過程中，學生感到最為困難的階段依序為換氣、手腳
聯合、划手。好幾位有溺水經驗的學生在一學期的游泳課竟能克服自己，順利游
過 50 公尺（温蕙甄，2014）。在未來發展游泳教學策略將能幫助學生學會游泳
與自救，本研究依據個人過去教學經驗以文獻回顧，統整出可能影響學生學會游
泳的因素，包括環境（如游泳池在校內、水溫等）、個人體質（包括體脂肪太少、
太瘦者浮不起來）、過去經驗（因溺過水導致恐水）、平日的練習、同儕合作(自
己一個人游缺乏同伴幫忙看動作與鼓勵)、課程安排(包括教學進度)、教學技巧（命
令式教學）、老師教學的技巧。大學生認為「個人體質」、「平日練習」、「教
師教學技巧」這三項因素是影響能否學會的前三名因素，有趣的是，會游泳的大
學生認為「平日練習」是學會游泳的最關鍵因素、不會游泳大學生認為「個人體
質」是關鍵；另外男大學生認為「平日練習」是學會游泳最關鍵因素、女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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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個人體質」最為關鍵；然而，「教師教學技巧」對選修游泳課程的大學生
在學會游泳至為關鍵。

肆、 結論
（一）大學生學會游泳的關鍵因素排序為「個人體質」、「平日練習」、「教師
教學技巧」這三項因素是影響學會游泳的前三名關鍵因素。有趣的是，會
游泳的大學生認為「平日練習」是學會游泳的最關鍵因素、不會游泳大學
生認為「個人體質」是關鍵；另外，男大學生認為「平日練習」是學會游
泳最關鍵因素、女大學生則認為「個人體質」最為關鍵。
（二）在一學期的游泳課程後，會改變學會游泳關鍵的因素排序。在選修游泳課
程後發現，「教師教學技巧」躍升大學生學會游泳的首要關鍵因素。
（三）建議未來大學游泳課程發展適合初學者的「教師教學技巧」，以幫助提升
初學或恐水者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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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畫融入表演藝術教材教法之教學實踐研究
范聖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程
fanst@ntnu.edu.tw

摘要1
跨領域╱科教學是臺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的關鍵特色，
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是如何教導國民中學師資培育生進行跨領╱科教學。
研究目的是為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的師資培育，發展創新的教材教法，來催
化藝術領域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的跨科教學（音樂藝術與視覺藝術）能力
以及協調素養。研究者將「音畫」，融入到所任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
術學士學位學程的「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課程科目（109 學年度），此門
課屬於臺灣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的教育專業課程，必修二學分，課
程目的在於傳遞學科教學知識。研究者以工作坊的形式，與鄰近信義安和捷
運站的「The Escape Artist 藝甸園娛樂繪畫空間」合作，讓修讀表演藝術科
教材教法的十三位師資培育生，赴此創作空間， 體驗同時聆聽音樂與動手
繪畫，培養運用兩種藝術形式的能力。本教學實踐論文運用質化的紮根研究
法，來探索、反思與歸納學生的學習體驗暨學習歷程，以「開放式敘述型問
卷」來取得研究資料，並在表演藝術師資培育的課堂中發展音畫教學方法，
以及持續精進以表演藝術為本的教學法之理論架構。本研究結果有三項 :
一、音畫工作坊能促進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發展跨科教學的教材教法。
二、音畫工作坊能催化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的協調素養。三、藝術製作空
間與流程融入教材教法能引導國民中學學生進行反思。
關鍵詞：音畫、表演藝術、教材教法、課程設計

1

拙作承蒙「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師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

計畫」， 為其部分研究成果，並為未曾發表之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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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on
Applying Music Painting into
Performing Ar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Sheng Tao F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 B. F. A. Degree Program in Performing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anst@ntnu.edu.tw

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rricular teaching is essential for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research problem is
how to cultivat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pre-service teachers’ competences in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rricular teaching.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develop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junior high school performing arts section
for teacher education, aiming to facilitate the competences in cross-curricular teaching
for arts area, performing arts specifically, including music and visual arts as well as in
coordination. The researcher applies “Music Painting” into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Performing Arts,” the course that he teaches in the B. F. A. Degree Program
in Performing Arts at his university during 2020 academic year. This course with two
credits belongs to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urs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performing
arts teacher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course objective is to teach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hrough leading the workshop and collaborating with The Escape Artist,
the arts-making space near the Taipei Metro Xinyi Anhe station, the researcher let
thirteen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Performing Arts experience listening to music and paint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at
space in order to develop their competences of using two arts forms. The researcher
deploys Grounded Theory as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o explore, reflect, and induct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s well as provides open-ended and narrative
questionnaires to acquire data. T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can develop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Music Painting for performing arts teac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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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ze Performing Arts-Based Pedagogy.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First, Music
Painting can advance cross-curricular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pre-service teachers. Second, Music Painting as workshops can
develop the performing arts pre-service teachers’ competences of coordination. Third,
infusing arts-making space and procedures into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can
facilitat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flections.

Keywords: Music Painting, Performing Ar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Cours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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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本研究的動機是回應「2021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2」的徵集，子題
為「教學實踐研究」。研究目的是透過研究者所開發的創新教材教法――「音畫
工作坊」，來催化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的跨科教學（音樂藝
術與視覺藝術）能力以及協調素養。既有文獻已顯示音畫作為藝術形式，以及作
為教材教法在國民小學，如何促進學習與融入音樂欣賞課程。本研究則聚焦在音
畫於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跨領域教學的運用，探討音畫如何促進協調。
研究者在其任教的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表演藝術科教材
教法」，舉辦音畫工作坊，並以參與工作坊的十三位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為研
究對象，探究三個研究問題 : 研究問題一、音畫工作坊與跨領域教學的關聯 ? 研
究問題二、音畫工作坊與協調素養的關聯 ? 研究問題三、音畫工作坊與國民中學
表演藝術科教學的關聯 ?

本教學實踐研究論文共分為五個小節 :

壹、緒論；

貳、文獻探討；參、研究方法；肆、討論；伍、結論；以及參考文獻。

貳、 文獻探討
研究者將現有文獻歸納為三部分，首先介紹跨領域在教學上的應用、實踐與
課程模式，並檢視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中的跨領域教學；其次說明音畫的定義、
意涵，以及作為教材教法在教學上的應用；最後則區分協調的三個面向，並與素
養導向的課程設計理念相互參照。
一、表演藝術跨領域教學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新課綱強調「跨領域╱學科」教學（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跨領域╱學科並列的則是「議題融入」，為提供教科書
編者或數學教師進行跨領域課程設計的參考，鄭章華（2020）剖析深探性別平等
議題融入數學教學的可行做法。潘文福與謝金威（2018）設計與執行關於體感創
客的跨領域教學，並說明教學前後師生對創作表現的成效評價，以及歸納在創作
過程中學生的合作角色。
2

本文經嚴謹的匿名審查程序，並於「2021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國際研討會」進行口頭全文發表，
承蒙主持人程緯華教授暨評論人黃國豪副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者惠賜寶貴意見，特此銘謝；
研究者誠摯地感謝義務填寫問卷的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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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跨領域教學在教學設計上方興未艾，實施跨領域教學的師資更是亟待培
訓，陳信宏與蔣佳玲（2020）從培養創客到使之成為創客師資的角度，讓職前
教師，運用 3D 列印機，由仿作到共同創作，體驗「自我調適學習」（頁 1）
的精神。為了對臺灣教學現場提供借鏡，張曉琪（2019）引介「美國跨領域教學
趨勢：從STEM 到 STEAM 的轉化」，即從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轉化到科學、科
技、工程、藝術（Art）、 數學，增添了藝術。
黃俊儒（2018）以科學新聞文本作為題材，結合科學與媒體的相關知識，透
過「閱讀、猜測、總結、澄清」等四個步驟，發展跨領域教學模式（頁 353）。
黃瑞菘（2018）指出跨領域╱學科有下列三種課程模式 : 一、問題導向跨領域
╱學科課程；二、幫助學習跨領域╱學科課程；三、拓展學習視野跨領域╱學
科課程（頁17），培養學生應用所學，以跨領域╱學科知識來探究、解決問
題。在分析完跨領域課程模式後，宜據此思考副領域╱學科，例如 :
主要教授的課程之視為藝術領域音樂學科，跨領域課程模式為「問題導向
跨領域課程」。教師根據學生學習需求，或是預期培養學生具備哪一種能
力，而選擇副領域。因此，副領域的選擇相當多元，例如：數學領域、
自然領域或是社會領域。（黃瑞菘，2018，頁 17）

意即跨領域教學需確立主、副領域╱學科。此外，陳明柔（2018）倡議「敘事力」
（頁 32）為載體的跨領域教學實踐與知識產出歷程。呂怡菁（2017）主張詩歌
富含深遠的意境、鮮明的意象，作為「跨領域學能的教材」，能培育「視覺空間
智能」（頁 1）。徐惠莉（2017）用文字擬化數學概念，並以視覺圖像呈現，進
行文學、數學與美學的跨領域教學。而表演藝術非常適合跨域溝通。
一般認為表演藝術至少包含音樂、舞蹈、戲劇，本身就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
張曉華等人（2014）運用「教育戲劇」（Drama in Education），歸納六種教育戲
劇模組，包括「戲劇理解」、「角色戲劇」、「程序戲劇」、「百寶箱」、「專
家的外衣」以及「故事戲劇」，並融入「建立情境」、「敘事性」、「詩化」與
「反思」的戲劇「習式」（Conventions），呈現完整的教育戲劇跨領域教學的設
計範例與實作教案。而范聖韜（2019）更表示表演藝術非常適合作為跨領域╱科
教學的媒介。
在國民中學階段，表演藝術與音樂、視覺藝術這三個科目，同屬於藝術領域；
而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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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領域」（2018），藝術領域的課程發展，「適時連結各領域╱科目，並融入各
項議題，結合藝術領域的基本素養與社會文化的關切」（頁 1）。鄭明憲、李其
昌、陳曉嫻（2017）也已建立「藝術領域內的共同核心素養和能力，以培育領域
內的統整知能和跨領域基礎視野」（頁 2）。
師資培育表演藝術科中的跨領域教材教法。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師
資職前教育科於 2021 年 2 月表示，目前能培育國民中學表演藝術教師的共有
九所大學，包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
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國立
臺南大學、國立中山大學，這九所師資培育大學近三年（2019 年至 2021 年）
產生的畢業論文，題目包含「跨領域」關鍵字的共有三篇，如下表 1；其舉辦關
於表演藝術跨領域教學相關的研討會則有五個，如表 2。
表 1

九所師培大學於 2019 年至 2021 年間生產的畢業論文題目含有「跨領域」
作者
范姜泰基

年份

碩士論文題目

學校

202 0

寫實表演「眼技」之跨領域分
析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戲劇 學系表演
藝術碩士班

陳彥后

201 9 現代舞創作「海詠天舟」融入
繪畫跨領域之研究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舞
蹈學系

張媛

201 9 由策展人跨領域整合探討其專
業養成之研究：以生活產品設
計展為例

資料來源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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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九所師培大學於 2019 年至 2021 年間舉辦關於表演藝術跨領域教學的
研討會
年
份
2021

研討會主題

主辦單位

美感跨域與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
人文教學研究所

2021

戲・聚――跨領域的美學對話、創作交

國立臺南大學

融與社會參與
2021

跨界對談 16――表演藝術研究學術研討
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20

跨界對談 15――表演藝術研究學術研討
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2019

跨界對談 14――表演藝術研究學術研討
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由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新課綱重視跨領域╱學科教學，跨領域教學的實
踐與研究在教學設計上方興未艾，然而教師作為新課綱重要的執行者，跨領域教
學的師資培育已成當務之急；藝術領域具備跨域溝通的任務，其中的表演藝術科
在跨領域教學更顯其重要與價值，本教學實踐研究，即探索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
師資職前教育的跨領域教材教法。
二、教材教法與音畫
教材是「課程實施首件要務」（李其昌，2021，頁 44）。國民中學表演藝術
科的教材編選原則包括 : 「取材自生活」
、
「結合當代議題或其他領域╱科目」
、
「融入劇場藝術家、工作職掌與製作流程」，以及――
當代與傳統表演知識、聲音與身體表達、表演藝術元素的認識與實作、
創作原則與方法、呈現展演、美感體驗與鑑賞等範疇。（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 2018，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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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昌（2021）亦進一步說明教材仰賴教法的詮釋與呈現，「沒有教材，課程就
沒有內容；沒有教法，學生學習將有疑難」（頁 47），因此教材教法彼此相互
依存。除此之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新課綱並未明列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特
定的教法，僅針對藝術領域，提出「建立學習情境」、「發展基礎技能」、「培
養美感態度」、「促進師生互動」、「實踐平等價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2018，頁 32）等五項
教學實施的原則。
音畫是聽音繪畫。音樂能增強視覺的經驗，並且捕捉繪畫中的心境、情緒與
故事（Peters, 2016）。許天治（1975）指出「音感作畫」是將聆聽音樂的感受，
當成繪畫的主題，將音樂富含的內容，或聆聽音樂後的聯想與回憶，運用色彩和
形象等繪畫技巧呈現出來（頁 45）。廖妙柔與簡明慧（2007）表示音畫是以圖像
來呈現音樂要素，且為聽覺與視覺的兩種感官的互動，音畫協調「音符與線條、
音質與色彩、曲式與圖像、故事與布局」（頁 79），她們寫道 :
長短線條表示節奏的時值差異、大小圖像表示力度之強弱、高低圖像代
表曲調進行的方向、色彩變化表示不同樂器的音色、圖形符號表示樂曲
的曲式結構。（頁 79）
音樂、繪畫均為藝術的表現，兩者有許多的共通要素，好比音樂旋律與繪畫線條、
音樂織度（和聲）與繪畫色彩、音樂曲式與繪畫型式（黃詩評，2018；謝斐紋，
2006）。音畫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創造多種符號的抽象作品；另一類是描繪情緒
氛圍的具象作品（胡寶林、周結文，1997；黃詩評，2018）。
音畫除了是跨領域的藝術形式，亦已作為教材教法融入到教學之中，劉孟雅
（2019）運用實驗組與控制組，以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檢視音畫教
學與學習動機、學習成就之關係，結果應證採用不同的智能教學技巧，能引發學
習興趣並提升學習成效；陳佳萍、林雨青、黃黑汶（2010）透過行動研究，實踐
音畫融入音樂欣賞的教學。本教學實踐研究則聚焦在音畫於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
師資職前教育跨領域教學的運用，探究音畫如何促進協調。
三、素養與協調
協調是管理活動之間依賴關係的過程（Malone & Crowston, 1994）。根據國
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協調」的英文為
「Coordination」，在舞蹈領域有時也英譯作「Attunement」；Coordination 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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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領域除了協調外，也可中譯為「整合」，在海事領域中則譯為「協同」，在
化學中譯為「配位」，在礦物學中可譯為配位或「配合」，在核能領域中譯為「協
調配位」，在獸醫領域中譯為「共濟」，因此，協調、整合、協同、配位、配合、
協調配位、共濟、Coordination、Attunement 有著相近類似的意思。
畫家不僅是等待靈感的謬思交付在畫布上的任務，而更要掌握許多的「核心
素養」――「知識、能力與態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
頁 3），包括色彩理論、繪畫技巧、手眼協調等（Schein, 2013）。在商管領域中，
關係的協調意指高品質的關係能夠促進協調（Claggett & Karahanna, 2018），管理
的協調需要透過溝通管道，使得資訊能夠穿梭與貫串權勢中心與執行中心
（Boisot, 2011）。
有效的協調是合作教育的關鍵（Beckley, 1994）。教室的管理與協調是教學
中的重要議題，尤其是大班級。O’Connor、Mullane 與 Luethge（2021）歸納四
種在大班級的虛擬環境，如何分組進行體驗式活動的協調策略，包括 :（一）、
運用許多的小組來協調班級溝通；（二）、管理小組與催化小組溝通和信任；
（三）、在體驗活動的全程間，管理虛擬小組表現以及教師回饋；（四）、管理
與評估學生的參與（p. 1）。
綜合上述，協調可以歸納為處理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溝通與促進符號的表達、
整合人力資源達成綜效，對應到新課綱中的三個面向、九個項目，以及國民中學
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如下表 3 :
表 3

協調與國民中學階段的核心素養對照表
協調
處理局

核心素養面
向
A 自主行動

核心素養項
目
A2 系統思

部與整

考與解決問

體的關

題

國民中學教育核心素養具體內
涵
J-A2 具備理解情境全貌，並做
獨立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
適當的策略處理解決生活及生

係

命議題。

B1 符號運

J-B1 具備運用各類符號表情達

促進符

用與溝通表

意的素養，能以同理心與人溝通

號的表

達

互動，並理解數理、美學等基本

溝通與

B 溝通互動

達

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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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人

C 社會參與

力資源
達成綜

C2 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
作

J-C2 具備利他與合群的知能與
態度，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
和諧互動的素養。

效
資料來源 : 表格第一欄為研究者自行設計，第二、三、四欄擷取自第 4-6 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 年 11 月 28 日）。

參、 研究方法
一、教學場域與課程架構
本教學實踐研究的教學場域是研究者任教的臺灣一所國立大學，原以師資培
育為主，近幾年來已轉型為綜合大學。承蒙「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補助教師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補助，實施的課程科目為「表演藝
術科教材教法」，這門課是由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所開設的，隔年的上學期開
課，屬於任教學校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師資職前課程的教育專業必修，二學分，
每週上課一次，一次二小時，共十六週。依照課程大綱，課程目的與簡介如下:
本課程針對目前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藝術領域中之表演藝術科課程，進
行教材與教法的探討。茲就表演藝術的定義、落實於教育現場的核心目
標、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策略進行有系統的教授。
研究者暨教學者舉辦九場「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 : 觀課工作坊」，每場四小時 :
與任教大學附近的「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專任表演藝術教師合作，讓修讀表
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師資培育生，實地觀察現職國民中學教師，如何在課堂上進
行表演藝術科的教學，以增進師資培育生「學科教學知識」與「班級經營」的能
力。
研究者暨教學者亦舉辦一場「跨科教學 : 音畫工作坊」，共三小時 : 與鄰近
信義安和捷運站的「The Escape Artist 藝甸園娛樂繪畫空間」合作，讓修讀表演
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師資培育生，赴此創作空間，體驗同時聆聽音樂與動手繪畫，
培養運用兩種藝術形式的能力，以使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增進藝術領域的跨科
教學（音樂藝術與視覺藝術）能力。
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這門課，選課有 23 位學生，其中五位為表演藝術研究
所的學生、二位來自教育系、一位來自公領系、一位來自物理系、二位來自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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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十二位來自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其中有十三位參加於 2020 年 11 月 3
日在 The Escape Artist 藝甸園娛樂繪畫空間舉辦的跨科教學 :

音畫工作坊。此

空間為繪畫融入臺灣企業教育訓練的領航者。
其創辦人暨執行長陳建衡（Brendon Chen）擁有義大利米蘭珠寶設計學位，
以及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的背景，並曾擔任綠光劇團音樂劇「月亮在我家」的男主
角，對客戶關係的經營從 CEO、企業第二代、人資高層主管的品牌設計角度， 擴
散到教育訓練。目前擁有超過百家的教育訓練企業客戶名單，以外商公司或國際
品牌為主。位於臺北文昌街的繪畫空間之經營，除了提供社會大眾個人玩畫與自
由創作的服務之外，店內亦有現作的咖啡、輕食、小酌，以及為企業提供的教育
訓練方案（The Escape Artist, n.d.），空間如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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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The Escape Artist

藝甸園娛樂繪畫空間臺北文昌店外

觀資料來源 : 研究者拍攝
工作坊當天，由研究者暨教學者簡述舉辦工作坊的目的，值班的店長再行介紹整
個由工作坊使用的空間設施，以及說明畫筆、顏料、工作服的使用方式，然後請
十三位參加者自行找到屬於自己的畫架，每位都在一個 Gift 尺寸（30 公分 X40
公分）的白色畫布上，經歷同時動手繪畫與聆聽音樂的體驗，歷程約三小時，如
下圖 2。在其間不間斷地播放不同版本的經典歌曲《今宵多珍重》，包括崔萍原
唱國語版本、紫薇演唱國語版本、陳百強演唱粵語版本、黃鶯鶯演唱國語版本、
蔡琴演唱國語版本、費玉清演唱國語版本、蔡幸娟演唱國語版本、周蕙演唱國語
版本、楊培安演唱國語版本、譚嘉儀演唱粵語版本、蕭東山薩克斯風演奏版本，
歌詞如下 :
南風吻臉輕輕

飄過來花香濃

南風吻臉輕輕

星已稀月迷濛

我們緊偎親親

說不完情意濃

我們緊偎親親

句句話都由衷

不管明天 到明天要相送 戀著今宵 把今宵多珍重
我倆臨別依依 怨太陽快昇東 我倆臨別依依 要再見在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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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20 年 11 月 3 日音畫工作坊
現場資料來源 : 研究者拍攝
二、研究參與者
本教學實踐研究的參與者包含研究者、參加音畫工作坊的十三位學生。研究
者是第四年擔任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任課教師，因此對課程主題、教學方法、
學生的學習歷程，有相當程度的掌握，以下的表 4 以匿名代稱的方式，簡介各研
究參與者以及在本教學實踐研究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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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教學實踐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師教學
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主持人、表演藝術科教材教
法任課教師。

工作坊參加者
A

修讀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學生，表演藝術研究所行
銷及產業組藝術管理領域。

工作坊參加者
B

修讀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學生，表演藝術學士學位

工作坊參加者
C

修讀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學生，表演藝術學士學位

工作坊參加者
D

修讀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學生，大學四年級。

工作坊參加者
E

修讀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學生，大學四年級。

工作坊參加者
F

修讀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學生，表演藝術學士學位

學程，大學三年級。

學程，大學三年級。

工作坊參加者
G

學程，大學三年級。
修讀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學生，表演藝術研究所表
演及創作組劇場專長。

工作坊參加者
H

表演藝術研究所表演及創作組劇場專長，研究所二年
級。

工作坊參加者 I

修讀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學生，大學三年級。

三、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本教學實踐研究主要採取個案研究作為研究方法。王瑞壎（2014）以臺灣一
所偏遠山區部落國民中學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個案，研究生命教育的實踐與師
資培育課程的傳承。Deale（2019）的教學實踐研究論文，以美國東南部某大學為
個案，運用「反思敘述」（Reflective Narratives），探究學生的學習偏好；Vázquez
（2007）指出反思敘述為敘述者的內在狀況與認知歷程，常由一系列的「心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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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Mental Actions）所組成，且較為「個人」（Personal）（p. 659）。
本教學實踐研究的個案為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參
與研究的人員包括研究者，以及十三位工作坊參與者。總共發出十三份問卷，收
回九份問卷。本教學實踐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法包含文獻回顧（如本文第貳
節）
、 開放型敘述問卷、工作坊的攝影，以及工作坊的作品照片。本教學實踐研
究採用開放型敘述式問卷的原因，在於調查十三位表演藝術科師資培生在參加完
音畫工作坊後，對跨領域教學、協調素養、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教學等研究主題
的個人內在狀況和認知歷程。
本教學實踐研究之目的為瞭解音畫工作坊，如何催化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
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的跨科教學（音樂藝術與視覺藝術）能力以及協調素養。開放
型敘述式問卷的知情同意說明與三個問題如下。問卷的第一個問題回應研究問題
一，探究音畫工作坊與跨領域教學的關聯；問卷的第二個問題回應研究問題二，
探究音畫工作坊與協調素養的關聯；問卷的第三個問題，回應研究問題三，探究
音畫工作坊與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教學的關聯。
開放型敘述式問卷

一、研究目的為促進表演藝術師資培育教材教法的學術發展與傳播，研
究名稱為「音畫融入表演藝術教材教法之教學實踐研究」，研究者為范
聖韜。
二、承蒙「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教師教學精進創
新與專業社群計畫」的支持，於 2020/11/03（二）研究者主辦的工作坊
中，招募研究對象。
三、基於「知情同意」的研究倫理，本問卷符合「自願參與」原則，參
與者可以選擇是否要參與研究（填寫問卷），也可以選擇要做答的問題，
並可以不說明理由，隨時終止填寫。
四、 本問卷發放的時間為 2021/04/17，為「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課
程結束（授課教師評定成績）之後，授課教師（研究者）已結束與問卷
填寫者在該門課的師生權利與義務。
五. 本問卷包含「保護隱私聲明」: 填寫者的問卷將以匿名處理，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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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時，會以課程名稱、課程年度、編號代替；本問卷亦提供專業背景
的欄位（好比是系級、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表演藝術研究所表演及

創作組劇場專長、表演藝術研究所行銷及產業組藝術管理領域......），
讓填寫者自由決定是否要勾選。

六. 問卷填寫者的敘述，可能會由研究者自行翻譯為英文，且經過專業
英文編修後，進行國際學術期刊的英語投稿與發表。
七、研究對象填寫完問卷後，研究者將贈送研究對象《表演藝術教材教
法與企業組織引導技術》專書一本，表達對研究對象無償填寫問卷的感
謝。
填寫者背景，可自由勾選，並可以複選。
□大學一年級、□大學二年級、□大學三年級、□大學四年級、
□大學五年級、□研究所一年級、□研究所二年級、□研究所三年級、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表演藝術研究所表演及創作組劇場專長、
□表演藝術研究所行銷及產業組藝術管理領域、□其他 :
一、當您參加完「音畫工作坊」，對「跨領域教學」有哪些感受和想法 ?
您在音畫工作坊中的經歷，又如何與跨領域教學相互呼應? 請您用 300
個字以內的文字敘述。
二、當您參加完音畫工作坊，對「協調」有哪些感受和想法 ? 您在音
畫工作坊中的同時聽音樂與繪畫的經歷，又如何與協調相互呼應 ? 請
您用 300 個字以內的文字敘述。
三、國家教育研究院指出表演藝術科在教材編選上，「宜融入劇場藝術
家、工作職掌與製作流程；可邀請藝術家到校，或進行校外參訪」。當
您在「The Escape Artist 藝甸園娛樂繪畫空間」參加完音畫工作坊，對
這句話有哪些感受和想法 ? 您在音畫工作坊中的經歷，又如何與這句
話相互呼應 ? 這些經歷又如何啟發您對國中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的想
法，請您用 300 個字以內的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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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分析的部分，研究者參照質化的「紮根研究法」
（Grounded Theory）
（Glaser
& Strauss, 1967；Corbin & Strauss, 2008），紮根研究法的目的在於建立理論，拉
近理論和實證研究的距離，並主張理論應該根植於實地所蒐集的資料，尤其是人
的行為與互動。本教學實踐研究在資料分析的階段運用紮根研究法的理由有二，
其一是在表演藝術師資培育的課堂中發展音畫跨領域教學方法，二是持續建立以
表演藝術為本的教學法（Performing Arts-Based Pedagogy）之理論架構。
研究者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仔細閱讀每份問卷、在問卷周圍處作註記、並
尋找重複出現的主題、關鍵字，以進行資料的分類，且從問卷中摘要可以引用的
敘述（Quote），同時持續檢視相關文獻，以替資料進行編碼。研究者從這些資料
中，進行比較、尋找關聯性，以發展理論架構（Sutherland, 2013）。以下，研究
者將第貳節中的文獻，以及工作坊參與者的回饋，進行分析與討論。（2018，頁
31）。

肆、 討論
師資培育生對開放型敘述問卷的回覆敘述，聯結到既有文獻中跨領域╱學科
教學已成為教育場域與學術研究的趨勢，同時在教學實務上，跨領域需確認主、
副領域╱學科。同時，師資培育生的回覆敘述，也將音畫作為教材教法的場域，
從國民小學拓展到國民中學表演藝術師資培育；而音畫所催化的協調素養，亦呼
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人際關係與團隊
合作等核心素養項目。此外，師資培育生的回覆敘述，也呼應表演藝術教材的編
選原則 :
教材應積極結合當代議題或其他領域╱科目，擷取合宜的素材為教材
教具，引導學生即興感受、想像、思考，進而探索、表現、實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藝術領域，2018，頁 31）
一、音畫工作坊能促進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發展跨科教學的教材教法
（一）跨領域是新課綱的教學趨勢，在生活中也隨處可見。
參加者 D 認為音畫工作坊「讓課堂有更多的可能性」，參加者 C 表示跨領
域並非如想像中的困難與遙遠，「它其實就在生活中，處處可見，而我們身為教
學者應該要協助學生發現它」。參加者 A 說道 : 「不同同學繪畫時的態度與姿
758

APA-6

態」是很好的觀察對象，且「找尋靈感的過程，也增進對自身心理變化的覺察」；
參加者 F 指出「藝術的多樣媒合是未來教學的重點」，關於跨領域是教學潮流
也是生活現象，參加者 H 的敘述值得用長引文標註 :
有時在同個領域待久了，其實會限制不管是想像力或創造力，所以我
覺得跨域的重要性還是必須的，把自己的專業再加上其它領域的專
業，除了會蹦出新的火花外，其實也會對自己的專業更了解及清楚，
在教學上，學生也能融會貫通，去了解更多不同的專業融合。
（二）跨領域教學需確立主、副領域╱學科。
關於音畫工作坊的跨領域，參加者 A 提到繪畫、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
藝術；參加者 B 提到音樂和「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的結合」，參加者 C 提到
「美術和音樂融合」；參加者 E 寫下「藝術領域的課程彼此都是相輔相成的」；
參加者 E、F 均寫下音樂與繪畫；參加者 G 則認為是音樂與舞蹈；參加者 I 提
到音樂與畫圖；工作坊參加者 A 認為音畫工作坊「比較偏向視覺藝術」，參加
者 B 寫道「沒有很強烈明顯感受到音樂」，因為「音樂對我而言是營造出一種
熟悉感，讓我能很放鬆的作畫」，以繪畫為主，音樂猶如背景音樂的配角功能。
二、音畫工作坊能催化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的協調素養
（一）處理局部與整體的關係
工作坊參加者 A 紀錄著「有些人只拿音樂當背景」，論及協調會聯想到「連
結」、「主導」；參加者 E 指出協調是與環境的互動――「有可能因為音樂的
流動或節奏而畫出與音樂相符合氛圍的畫作」；參加者 F 認為協調是在不同中
找到平衡。關於在音畫過程中從整體到拆解，從拆解再到整體的協調與循環過程，
參加者 G 很著傳神的詮釋 :

在繪畫同時，並不會特別去聆聽音樂，可是當音樂風格、速度、大小聲
轉變時，都會有所察覺。關於「協調」，或許我們習慣將這些藝術元素
拆開解析、學習，然而對於「察覺整體」和「協調各元素」，卻較容易
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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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與促進符號的表達
工作坊參加者 B 認為音畫工作坊協助「用平常較不會用的方式表達自己，
找到一種平衡與協調」，參加者 C 表示協調是「轉化」的過程；參加者 D 的回
饋呼應協調作為符號的溝通功能――「每個人對於音樂的感受不同，會在繪畫上
反映出不同的化學反應」。
（三）整合人力資源達成綜效
依照第貳節的文獻回顧，協調在整合人力資源達成綜效對應到核心素養的面
是社會參與，對應到核心素養的項目則是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詳如表 3。而工
作坊參加者 H 認為協調是對專注力的管理，因為 :
當音樂風格較強烈、聽得懂的語言或是熟悉的歌曲時，其實有時專注力
會被抓走，沒有不好，而是讓自己更享受在那個環境跟狀態下。
工作坊參與者 I 的敘述說明協調是整合兩種以上的資源相互加乘，產生創新――
音樂是聽覺的藝術，而繪畫是視覺的藝術，在工作坊中我們體會到了當
兩者共同進行，便產生出了不同的藝術結晶。
三、藝術製作空間與流程融入教材教法能引導國民中學學生進行反思
工作坊參加者 G 認為「工作職掌與製作流程」有其必要，且在實境中較易
有實作的機會，參加者 A 表示校外參訪「有不同於學校中的刺激，也跟外界的
商業有部分連結」，參加者 I 提到為了讓國民中學學生體會到所學貴在應用與
實踐於生活當中，實作課程――「我一直認為，舞臺上學習到的，總是比自己私
底下琢磨的還要多」（參加者 H），而校外參訪很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參
加者 I）或「提高學生的興趣，也能開拓其視野」（參加者 B）。
到校外參訪能提供「新鮮感」、「經驗」、「體驗」（參加者 C）、「接收
各式各樣的訊息」（參加者 F）與「更多想像」（參加者 D）。參加者 E 認為
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的教材編選，融入藝術家到校或進行校外參訪，不僅能提供
學生靈感， 更能――
進一步引導學生運用表演藝術所學習到的知識提升其解決現在及未來
生活可能面臨的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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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本教學實踐研究論文目的是透過研究者所開發的創新教材教法，催化國民中
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的跨科教學（音樂藝術與視覺藝術）能力以及
協調素養。研究者將現有文獻歸納為表演藝術跨領域教學、教材教法與音畫、素
養與協調等三個部分。本教學實踐研究的個案是研究者任教大學的國民中學表演
藝術科師資職前專業課程表演藝術科教材教法，研究者與鄰近信義安和捷運站的
The Escape Artist 藝甸園娛樂繪畫空間合作，舉辦音畫工作坊，讓修讀表演藝術
科教材教法的十三位師資培育生，赴此藝術創作空間，經歷同時聆聽音樂與動手
繪畫，藉以體驗運用兩種藝術形式的協調能力。
在資料分析的部分，研究者採用質化的紮根研究法，分析九位工作坊參加者
寫的開放型敘述式問卷，並與既有文獻相互對照。本教學實踐研究結果有三 : 一、
音畫工作坊能促進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發展跨科教學的教材教法，跨領域是新
課綱的教學趨勢，在生活中也隨處可見，跨領域教學需確立主、副領域╱學科。
二、音畫工作坊能催化表演藝術科師資培育生的協調素養 : 處理局部與整體的
關係、溝通與促進符號的表達、整合人力資源達成綜效。三、藝術製作空間與流
程融入教材教法能引導國民中學學生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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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參加者 A 的音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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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參加者 B 的音畫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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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參加者 B 的音畫作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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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參加者 C 的音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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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參加者 G 的音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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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參加者 H 的音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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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參加者 I 的音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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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連結能力與自主學習之關聯性研究-以設計
實作課程為實施標的
游元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所助理教授
yuyl@yuntech.edu.tw

摘要

技職教育目標在於培育產業所需之技術骨幹人才，以實作教學貫穿理論知識
為技職教育主要特徵。近幾年，全球科技發展與產業趨勢，對專業人才之需
求已產生重大改變，跨領域整合與創新是其中主要的發展趨勢。現今學生取
得知識來源多元化，專業知識更新的加速，跨領域學習的趨勢，教師在課堂
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傳統中專業知識的主要提供者，已逐漸轉變為引導學
習的陪伴者。然而，當設計實作課程教師轉扮演學習陪伴者，在課堂中大量
運用小組團隊合作的分組教學模式，學生的社群連結能力很明顯的影響學習
表現。因此，教師如何架構合宜的課程機制，在教學訓練過程，激發學生自
主學習以發展綜合專業能力?本教學實踐研究規畫在設計實作課程的課堂團
體分組中，加入3項教實踐要點：社群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同儕指
導(peer tutoring)、跨域探索(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以研究社群連結能力
對學習表現的影響。研究成果，有助於普遍性的提升學生課堂自主學習，以
及提升學生離校之後職涯成就。本研究，藉由學習成績表現的直接證據與問
卷調查的間接證據分析顯示，人際連結的處境明顯影響學習者學習態度；個
別學習者社群連結能力的發展與學期成績表現未必一致；然而， 在課程教學
納入有助於發展社群連結的不同學習議題，能明顯影響學習態度及自主學習。
關鍵字：技職教育、社群連結、自主學習、同儕指導、跨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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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kills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autonomy enhancement in design
practic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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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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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s to cultivate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professionals needed by the industry through teaching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goa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high schools have be changed
into emphasis on higher education instead of develop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As a consequence, teacher in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eed to reinforce
students’ practice application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in four years.
Recently,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trends changed
dramatically which call for needs of professionals wit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with cross-discipline integration ability. However, the curricula in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re designed based on professions of the teachers and less stressed on
integrating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to develop cross-discipline professions and
knowledge of students. Besides, the diverse sources of learning and accelerated speed
of updating knowledge have created trends of cross-discipline learning. The roles of
teacher in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have been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roles
of the primary or only source of knowledge provider into learning compan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develop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how can
teachers arrange a proper curricula framework to stimulate self-learning ability of
students? This project proposes research on teaching innovation focusing on students’
self-learning issues oriented from entrepreneurship. Currently,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s "initiating courses" system to
connecting design practice and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The project aims to
experiment the curricula innovation in the new system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ollege student self-organized learning group. We expect that the dual education
go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ich are cultivating innovative professionals
and developing self-learning ability, can be met concurrently.
Keyword：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skills, learning Autonomy,
peer tutoring,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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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研究背景與動機(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技職教育強調務實致用，以實作教學貫穿理論知識。「教」的品質與「學」
的歷程，涉及參與教學的共同群體，教師與眾學生之間彼此的互動與連結關係。
筆者在課程教學現場觀察的相關現象，因學生取得知識來源多元化，專業知識
更新不斷加速，專業學習導向跨領域整合，教師事實上已失去在課堂中擔任主
要或唯一知識供應者的傳統角色，而轉換成引導學習的陪伴者角色。設計實作
課程教師轉扮演學習陪伴者，在課堂中大量運用小組團隊合作的分組教學模式，
學生的社群連結能力很明顯的影響學習表現。此外，根據筆者亦發現，無論是
在校學生或畢業後校友的長期表現，不少個案顯示，在學學習成績與畢業後應
用能力無法完全畫上等號。學習成績表現前段的學生，不 代表在現實環境具
備相對的問題解決能力；反之，某些學習成績表現不突出的學生，卻能具備靈
活應用所學，展現出人意表的問題解決能力。「社群連結能力」代表個體具備
有效連結資源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優質的連結能 力，與課堂學科學習成
績優異未必一至。學生可能有能力快速的透過網路資訊工具抓取資應付作業問
題，但卻有更大可能大幅度降低參與社群互動歷程， 因而弱化了面對現實環
境的能力。另一方面，某些入學成績優異的學生，卻呈現學習成效不佳、學習
熱誠低落，通常也呈現社群連結弱化的徵狀。
筆者認為學習者在學習群體中的「社群連結能力」，以及學習者在群體
中的所扮演的功能角色，是造成學用落差的重要成因。本系設計實作課程，
多年來皆以主題學習導向，學生團隊分組運作的方式施行課程。指導教師、
學生在課堂團隊分組中與團隊夥伴連結互動，團隊群組的「學習人際連結網
路」明顯左右學習成就，但並未成為課堂經營的重點。因此，形成以下現象：
(1).學生方面－學習態度的傾向明顯反映人際連結強弱。人際關係疏離的學
生，學習熱誠、學習自主相對弱化，例如重修生，重複同樣的學習內容與歷
程，學習表現比較，呈現停滯，或更不理想。 (2).教師方面－課堂經營聚焦
於課程技術性內容解析。教師均不自覺地專注於技術性知識內容的解析，學
生的學習人際連結的形成與運作處於自然形成，由學生自由發揮，未成為課
堂經營的重點。 (3).教學機制－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明顯偏向修
課學生個人專業作業的成果論。但是，從學生角度而言，學習成就的提升，
極高的比率來自於團隊彼此的同儕影響。
本研究是以設計實作課程中的小組團隊合作教學模式為主體，探討學習
者在班級群體中的社群連結能力與自主學習之間的關聯性。研究成果的重性
在於，是否能普遍性的提升學習成就，特別是處於人際連結弱勢的學生。

774

APA-6

另一方面，當產業趨勢往跨領域發展，社群連結能力是銜接其他領域的關鍵
能力，會長遠的影響學生離校之後，專業職涯的表現。

貳、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一、企業組織中的社群連結能力
企業管理的研究指出，管理者或是在組織中不同階層的人才所具備的專
業能力，可區分成三方面：概念化能力(Conceptual Skills)、人際能力(Human
Skills)、技術能力(Technical Skills)。對於基層人員，技術能力是指運用專業
技術能力達成目標，著重特定任務的效率與品質。對於中高階人員，不僅具
備執行任務之執行力，更需具備人際能力，善於溝通聯繫，組織團隊，支援
與協助夥伴，調配組織資源，帶領團隊完成任務。對於高階決策人員所需的
概念化能力，是指有能力進行抽象思考，理解不同領域的觀點，對企業能診
斷體質、分析趨勢、運籌帷幄，進行前瞻性的目標制訂與策略規劃(Robert. L.
K, 1955)。以筆者曾經在產業界擔任設計研發部門主管的多年實務經驗能充
分印證，在企業現場評估與培育人才，與此三方面的能力息息相關。在教學
過程，教師若能以完整的組織人力發展的角度，可讓學習者具備更完整的學
習 願景，在訓練技術能力(Technical Skills)的 同時引導人 際能 力(Human
Skills)、概念化能力(Conceptual Skills)的發展。
二、學校教育創造個體與群體連結的重要意義
關於學校教育的本質與目的為何? 學校教育一項重要任務是必須建立
學校與社區、個體與群體的連結關係。職業與工作具有社會性意涵，皆來自
群體社會的需求。個體維持與群體、事物的和諧關係而構成共同生存的社會。
每個個體需學習透過自我調整、配合他人與社群，因此，需要社會教育。學
校教育就是以系統的方式，教導學習者學習「如何組成生活」的職業。學校
若忽視教育在生活方面的社會基礎，過度傾向於學科教學方法、抽象性的學
術研究，輕忽了社會性基礎、社會發展與需求，至終，會導致學習者孤立、
自我，與社會各行各業疏離，轉而專注於生存競爭與個人追求。學校作為教
育歷程發生的場所，應該提供引導學生了解自身能力，而將能力運用在社交
與工作上。最終，學生能成為一個更好、更快樂、更具效率的人。因此，教
師擔負一重要任務，應在學習現場創造學生和周遭環境的連結。(John Dewey,
呂金燮、吳毓瑩譯,2018)
近年來，芬蘭教育的成功經驗，受全球各界矚目。其教育理念的「核心
能力」，第一項即是「兼顧個人學習與團隊合作的能力與態度」，其餘各項
核心能力原則更蘊含個體與群體正確連結的含意。(溫明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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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群連結能力對於自主學習能力的影響
學習者「如何學?」的模式，深層影響學習的有效性。學習的模式若能從
「接受式學習」轉換成為「發現式學習」，將能促使學習者將新學得的概念，
整合並聯結到學習者原有的認知概念結構，而發生有意義的學習(余民寧，
1999)。技職教育所需要的教學方式與內涵，絕非只是操作性能力的習得，而
是強調在實作中有系統的建立專業智能。當專業知識更新不斷加速， 專業
學習導向跨領域整合，教師事實上已逐漸失去在課堂中擔任主要或唯一知識
供應者的傳統角色，換成為學生探討研究議題的學習陪伴者角色，學習者學
習模式必須具備自主學習特質。自主學習（autonomous learning）能力涉及
學習者對於學習的自我控制以及對於學習的責任感。發展自主學習的學生無
論在認知、動機與行為上都是積極的參與者(林永豐，2015)。自主學習者並
不是天生的，是受許多因素影響而成的，也有其自然發展的路徑，不同年齡
的學生所表現出來的自主性特徵可能不同。然而，一位自主學習者能從人際
互動中，滋養出自主學習能力(吳璧純、秦葆琦，2015)。因此，本研究認為
教師有意識的塑造人際連結的學習環境，能有助於學習者發展自主學習， 學
習同儕的互動連結能引導學習者積極參與學習議題，從而有效地轉換為
「發現式學習」模式。
四、個體如何藉由與群體連結提升能力
管理學的相關研究指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的觀點，對組織生產力產生不同層次的影響。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是指某一個體具備的聰明才智、專業能力的表現；在一個組織群體中例如公
司企業所有個體結合的人力資本的總量，表示該組織的競爭力強弱(Bourdieu,
P.1986 )。然而，若是從個體連結所形成的群體表現，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是指組織內部的連結網絡，具有催化與激發個體能力表現的功效。強化群體
中的社會連結，能提供個體獲得更佳表現的資源網路。類似現代的網際網路，
透過連結群體能為個體創造前所未有展現能力的機會。社群連結的途徑，能
呈現個體受群體接納、認同、激勵的因素。企業組織的強化，教育現場學習
成就的提升，皆能透過社群連結獲得明顯的改善，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組織
優化策略 (Matthew D.2018)。行為科學的相關研究指出，在群體中有機會幫
助他人，可激勵個體更佳的能力表現 (Grant, A. M. 2013)。其中，因群體連結
所創造的歸屬感，更會直接強化個體學習表現(Walton, G. M., & Cohen,G.
L. ,2007)。社會連結是一種社會動機，是人的基本需求，若無法滿足或遭受
損壞，會降低學習表現。教學相長(learning-for-teaching)的相關研究指明，創
造幫助他人的情境，能提升個人學習表現。在學習過程中加入社會動機因素，
讓學習者在學習時把自己轉換成老師的角色，讓學生有機會教學生，產生同
儕學習(peer tutoring)，此時為教導而學習教材，皆能明顯的提升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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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gh,J.A.,& Schul,Y.,1980)。同儕指導能使指導者與被指導者雙方同時受益，
但對於指導者更明顯。從此觀點，有助於擺脫，「學習弱勢者只能持續在他
人協助、接受指導」的刻板印象。若能在課堂普遍性的實施同儕指導，使所
有學生同時兼具指導者與被指導著角色，特別是激勵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轉
換角色，產生學習熱誠，能翻轉弱勢者的學習成就(Matthew D.2018)。

參、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為主體，結合其他相關研究方法及
配合課堂各學習議題的作品評量，觀察團隊運作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以檢
視其教學實踐之成效，參考圖 1.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對照圖。其中，課程
與研究設計的詳細規畫，以圖 2.課程與研究設計圖，詳細說明。

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界定

研究方法

文獻研究
社群組織

能力發展

社會資本

學習模式

自主學習

同儕學習

課程與研究設計(參考圖
實務設計實作教學

團隊運作社群經營

歷史文獻回顧法

行動研究法
深度訪談法
參與觀察法

從以上結果建立學習者個案與團隊運作資料
進行比較分析

比較研究法

匯集研究成果

圖 1.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對照圖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貫穿整個計畫，強調研究者參與課
程進行實地的觀察、理解、實施、掌握，從而使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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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教育現場的研究探索。採用文獻研究法(Literature research)，探討社群
組織、同儕指導、學習模式等相關研究。以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
訪談參與課程的學生主觀感受，分析內在學習歷程與學習態度，建立學習個
案的基礎資料。採用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觀察參與實驗課程
的學生，在課堂現場學習表現，以建立團隊學習個案的記錄。最後，採用比
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y)，比較上述個案的學習記錄，釐清不同個案之間
團隊學習差異的成因。(管幸生等，2007)
二、 教學實踐與教學研究設計
本研究假設，在教學現場透過刻意的創造學習者社群連結的機會，有助
於激發學習者的自主學習成效，與專業技能的學習表現。實施對象以大學部
二年級一學年的「基本產品設計課程」共 51 為學生，課程教學計畫請參閱

附件 1. 課程大綱與教學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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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教學實踐要點
原課程設計實作教學，主要專注於設計專業執行力之訓練。本研究
加入 3 項教實踐研究要點，規劃團隊社群經營機制協助修課學生發展
社群連結能力，提升學習表現。
(1). 社群組織－在團隊分組中以附件 2.團隊「社群組織」、「同儕學

習」規劃表的內容，創造成員擔任團隊組織角色，形成
資訊共享、經驗分享，降低孤立學習的機會。在課程四
個不同主題，逐漸加重社群連結的比重。
(2). 同儕學習－營造團隊成員發揮特色專長協助他人的機會，激發同儕

指導、教學相長，產生自主學習的效果。
(3). 跨域探索－賦予團隊成員共同面對困境，尋找解決方案的學習任

務， 連結跨領域資源，發展問題解決的能力。
(二).本研究教學研究要點
如圖 2.課程與研究設計圖所示，實施教學研究資料處理，在各課程
個階段的學習主題，對學生個案與團隊分組的學習表現進行分析。以附
件 3.教學回饋問卷，調查與追蹤學生在團隊中發展社群連結的趨向。
(1).學生個案分析－藉由個案訪談、問卷調查、學習評量，在課程各階
段，觀察學生個案在群體中人際連結發展的差異與
趨勢。
(2).團隊分組分析－從問個案訪談、問卷調查、學習評量的資料，研究
不同團隊分組之間，團隊整體的學習表現與團隊內
社群連結強弱的關聯性。

肆、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一、教學實踐與研究成果
本計畫實施之課程，包含 108 上下學期，上學期修課 51 位，下學期修
課 53 位，其中 51 位修上、下學期共一學年課程學生，2 位下學期新加入
修課學生。各階段重要教學過程紀錄，如下圖 3~6 所示。

779

APA-6

圖 3.設計主題 2.人因應用手工具設計之教學過程紀錄

圖 4.設計主題 3.場域整合設計之教學過程紀錄

圖 5.設計主題 4.自主探索主題之教學過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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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管道與人際連結的變化
參閱圖 6、7，本研究顯示經過 3 項教學實踐方案「社群組織」、
「同儕學習」、「跨域探索」的實施，學習者的學習管道產生明顯的變
化。

圖 6.上學期(20200105 問卷)學習者學習管道排序

圖 7.下學期(20200629 問卷) 學習者學習管道的轉變與
差異
若比對學習者的「學習管道重要性的排序」，以及比較上、下學期
學生「學習管道轉變程度的排序」，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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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習管道重要性」與「學習管道轉變程度」排序對照表
排序 1

排序 2

排序 3

課堂同伴

課堂教師指導

性排序

網路資
源

學習管道轉變
程

課堂同
伴

圖書館書籍閱
讀

課堂外教師指
導

學習管道重要

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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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從慣用的網路查詢解決問題，逐漸轉變為透過人際連結的
方式取得學習資源；其中，建立與課堂同伴關係是學習管道轉變程度排
序第 1。經過深度訪談顯示，在各學習小組中賦予每一位成員在團隊中
的功能角色，促進同儕彼此合作、互相指導，引發自主學習的成效，或
許是促使「圖書館書籍閱讀」成為「學習管道轉變程度」排序第 2 的
主因。此外，「課堂教師指導」雖是「學習管道重要性排序」的第 3 重
要因素，但在正式的課堂教學中顯示不出學生主動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
傾向。在下學期第 3 主題開始實施之後，經由上學期的學習經驗，學
生清楚領悟團隊運作直接影響整體學習表現，於是學生在非課堂教學時
段，以團隊而非個人的方式主動要求「課堂外教師指導」的頻率快速攀
升。顯示學生個體融入團隊運作主動解決問題，產生自主學習的趨向，
亦即人際連結的處境明顯影響學習者學習態度。
(二).不同的學習議題對學習者發展人際連結具有不同的成效
在課程教學中教師所指定安排的學習議題，對於學習者發展社群
連結會產生不同效果。對照圖 8~11 與附件 4，在問卷「6.全學年四個
單元，最能幫助我連結新的學習同伴」一題中，以學生選填偏向 4-5 分
選項統計，各學習議題獲得學生正面回應「有幫助」的比率如表 2。
表 2.各學習議題學生回應有助於連結新學習同伴的比例
學習議題

學生選填偏向 4-5 分選項
統計回應比率

主題 1 壓克力材料應用

21%

主題 2 人因應用手工具設計

52.4%

主題 3 場域整合設計(海科館跨領域設計)

54.8%

主題 4 自主探索主題設計

73.8%

圖 8.主題 1 壓克力材料應用，有助於連結新的學習同伴之學生
回應比率(1 無幫助5 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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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主題 2 人因應用手工具設計，有助於連結新的學習同伴
之學生回應比率(1 無幫助5 很有幫助)

圖 10.主題 3 場域整合設計(海科館跨領域設計)，有助於連結
新的學習同伴之學生回應比率(1 無幫助5 很有幫助)

圖 11. 主題 4 自主探索主題設計，有助於連結新的學習同伴
之學生回應比率(1 無幫助5 很有幫助)
主題 1 材料應用的課程進行，均在校內上課空間，回應「有幫助」
連結新的學習同伴的學生占 21%。主題 2 手工具設計、主題 3 場域整
合設計學習環境除了學校課堂，開始接觸校外產業議題，回應「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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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新的學習同伴的學生提高到接近 55%。主題 4 自主探索主題設計，
教師不再指定設計議題走向，學習者必須在學習團隊中一同自選主題、
設定目標、規畫行動；回應「有幫助」連結新的學習同伴的學生提高到
74%。從主題 1 到主題四，接觸產業進行校外教學頻率提高、時間變長，
無法單靠個人克服的學習問題也越來越複雜，團隊合作成為是否能順利
達成課程任務的必要條件。因此，從學生問卷回饋可清楚呈現，在團隊
中社群連結朝正向發展的比例越來越高。以二年級學生而言，已經過大
學一年級的學習歷程，對學校資源、班級同儕並不陌生， 均已建立基本
的熟悉程度。合理推論，團隊中社群連結隨著 4 個主題的實施越來越
明顯的趨向，顯然不是來自課程時間累積、同儕熟悉度增加所造成，而
是課程設計之四個不同內涵的主題所呈現的教學效果。
(三).個別學習者社群連結能力的發展與學期成績表現未必一致
設計教育中的實作課程，經常實施分組教學。學生分組形成的方法，
有學生自行組織、教師調配分組、學號排序分組 等傳統分組方法， 皆
存在無法控制的缺陷。教師所認為合適的組合，學生作為當事者未必認
同；即使學生彼此認同而成為同組學習夥伴，但最終經常失敗收場， 例
如學生常理想化的尋找成績表現佳且互補型的學習夥伴，極高比例是在
衝突中導致拆組。如前述文獻探討指出，教師的重要任務，應在學習現
場創造學生和周遭環境的連結；本研究試圖找出一套實作課程的分組教
學策略，在問卷中設計「被推薦指數」如附件 4.中之第 7-1。藉由開放
式問題「7-1.請推薦 1-2 位同伴，以描述「我」曾如何幫助同伴， 或同
伴曾如何幫助「我」 」，累加被推薦次數在以百分轉換成「被推薦指
數」。教師能透過「被推薦指數」，理解每一位學生對學習同伴的正向
影響與互動連結的程度。

圖 12.「個人學習成績表現」與「在團隊中被推薦指數」對照圖

785

APA-6

本研究發現，個別學習者社群連結能力的發展與學期成績表現未必
一致。從圖 12 顯示，橘色曲線表示 51 位修課學生的「學期成績」分
佈，
藍色曲線表示 51 位修課學生的「被推薦指數」分佈。全班「學期成績」
分佈最高分 93、最低分 61、平均 78；在小組團隊中「被推薦指數」最
高的 9 位同學，學期成績平均 79。合理推論，能對同儕的專業學習發
揮正面影響力的學生，其社群連結能力與學期成績表現並未朝向正相關
發展；亦即能對同儕產生主要且正面學習影響力的學生，未必是教師認
為學期成績優秀的標竿學生。此現象也呼應前述筆者所發現，無論在校
學生，亦或畢業後校友的長期表現，不少個案顯示，在學學習成績與畢
業後應用能力無法完全畫上等號。學習成績好的學生，不代表在現實環
境具備相對優秀的問題解決能力；反之，某些學習成績不突出的學生，
卻能具備靈活應用所學，展現出人意表的問題解決能力。若是如此，是
否需朝向學習者性格特徵的研究，以尋找更有效的分組學習策略?
二、教學反思與研究結論
社群連結能力的培養與專業技術能力的學習，無論是教師的「教」與學生
的「學」看似兩個獨立的課題，但經常在課堂現場並存出現，深切的交相影響。
本研究後續，嘗試結合新生入學『MAPA 複合向度性格』測試的數據， 從學
習者人格特質優勢的角度，在專業課程中建立有助於發展人際連結的課堂教
學設計，以提升學習成效。學習弱勢同學，通常在學習團體中伴隨著人際連結
疏離的傾向。對於逐漸陷入學習弱勢或人際連結疏離困境的學生個案， 目前
的支持方案，大體上皆採取輔導中心介入輔導的方式，仍屬於被動因應措施。
若能朝此方向研究，或許能有效的結合校方『教務系統』與『學務系統』，『教
師』與『導師』的角色能無縫銜接的教學環境，以期「教」與「學」皆具備事
半功倍的功效。本研究，以人際連結促進自主學習的策略，初具成效；但是以
量化分析人格特質、人際連結、學習成就之間的關聯性，尚感個案資料數不足，
有待新年度繼續投入教學實踐，獲得更具體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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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
一.附件 1.課程大綱與教學計畫書
課程名
稱
開課時
段
授課教
師
開課
系
(所)
課程屬
性
學分數
上課時
數
實習時
數
授課對
象
過去開
課
經驗
修課人
數
授課語
言
教學目
標

開設課程一基本產品設計（一）、(二)/ Basic Product Design（I）、
(II)
■上學期 ■下學期 □寒假 □暑假 □其他(請說明
)
工業設計系李傳房、工業設計系翁註重、工業設計系游元良
工業設計
系
■系所必修(工業設計系) □系所選修(
系所) □共同科目
□通識課程 □學程(
學程)
□其他
4 學分(如無學分數，請填「0」)
總計 180
小時( 5
小時/週) (實習時數不計入)
總計

180

小時( 5

小時/週)

□專科生(
年級) ■大學部學生(_二_年級) □碩士生
□ 博士生
■曾開授本門課程(18學年度) □曾開授類似課程□第一次開授本門
課程
51

■中文

□英文

□其他(

文)

培育具實務研發能力之產品設計師，使修課學生能處理各式議題
的基礎設計能力，包含：
1. 發現問題的能力：藉由訪談的技巧，實際踏入田野以建立產品發
展的基礎，能務實理解與發現問題，進入使
用者的生活經驗，發展設計方案。
2. 溝通傳達的能力：與使用者、不同領域專業人員溝通，與團隊同
儕
討論。具備傳達創意方案的技術，透過繪圖、
手做作品，呈現他人了解設計概念及創意眾不
同之處的綜合能力。
3..設計的實現能力：能透過各式手做製作技術，完成作品原型，以
充分展現作品實際樣貌，功能特性，使設計
概念能與產業實務融合，動手實踐創意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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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
法

本課程為設計實作課程，採用師徒制小組教學方法。本課程為本
系大學部二年級學年核心實務設計課程，每學期進行兩個設計主
題， 每個設計主題以9周為基本執行時程。上下學期共4個前後呼
應、彼此關聯的主題。產品設計（一）的主題為:
1. 主題1 材料應用專題 - 藉由材料實驗與製作工法，學習掌握材料
特性發揮創意之訓練。
藉由業界實務場域(中部手工具產業聚
2. 主題2 手工具設計 落)、使用者場域觀察與操作實驗，學
習關於產業技術趨勢、使用者觀察、工
具操作，人因設計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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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3 場域整合設計 - 進入特定場域(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觀察

成績考
核方式

學
期

主
題
材
料
應

思考，學習社區文化，及創意商品化之
整合設計訓練。
4. 主題4 自主探索主題 - 融會貫通前三主題所學之設計專業技巧，
由同學組織團隊自選探索主題，延伸發
展社群協調、團隊合作的自主學習能
力。
修課同學分成6-8人小組，全班共9小組，由三位教師分組師徒制主
題指導，強調身歷問題環境、實驗體驗、手做驗證理論，進行設
計發想、設計執行、設計發表。各階段採用教學方法為：
1. 教師指導－協同教學法(Team Teaching)
2. 團隊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法(Coop erative Le arni ng )
3. 設計發展－探究教學法 (Inquiry Method) 、討論教學法 (discussion
method)、練習教學法(Practice Method)
4. 作品發表－發表教學法(Expressive Teaching)
1. 以成果發表呈現學習成效
每一主題為期9週，每三週進行1次，9週共3次全班集體發表
發表。全學年4個主題共12次全班集體發表發表。
每週(或每
課程主題與內容
次)
週
課程主題
內容說
。
明
次
藉由材料廠商解說，與實地手作工坊的
I1.材料廠商演講
1
實驗體驗材料特性，尋找可發揮產品創
意的應用方案，發表設計概念與創
I1.手做工坊實驗與體驗
2
意方向。
I1.概念發展與發表
3

第

用
與

I-4

I-

2.實驗 與 構想發展
2.實驗 與 構想發展

5
I-6

1
學

創
意

期

開

I-8

課

發

I-9

程

人

I-

I7

2.實驗 與 構想發表
3.原型實作 與 使用測
試
3.設計優化 與 發表預
備
3.業師參與校內成果發
表
1.手工具工廠參訪

10

進

因

I11

度

應

I-

1.手工具使用觀察與體
驗
1.概念發展與發表

根據上階段，觀察目標使用情境，探索
可能的創意構想方案，藉由構想繪圖與
實作原型，發表具可行性、創意性的構想
，
方案
評估與篩選構想方案，製作產品原型，，
實際進入使用情境使用測試，回饋修
正。邀請校外業師參與校內進行成
果發表。
。
參訪手工具製造廠商，研究製造方
法與產業現況。進入使用場域，實地觀
察與體驗手工具使用。發表設計概
念方向。

12
I-

根據上階段，創意概念方向，探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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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之

II-

2.實驗 與 構想發展

構想方案，藉由構想繪圖與實作原

5

型，發表具可行性、創意性的構想

2

整

II6

2.實驗 與 構想發展

學

合

期

設

課

計

II7
II8
II9

3.原型實作 與 使用測
試
3.原型實作 與 使用測
試
3.校外主題場域成果發
表
團隊籌組

II-

程

方案。

10

進

自

II-

主

II12

饋修正。最終，前往博物館對遊客與館方
發表
學生自行籌組設計團隊，規劃團隊運作
。
模式，成員擔任的功能角色，設定主題

主題探索

11

度

評估與篩選構想方案，製作產品原型與
。
服務方案，實際進入使用場域測試，回

1.發表第 1 階段探索議題

議題與目標場域。發表第 1 階段探索
。
成果。

二.附件 2 本研究發展之團隊「社群組織」、「同儕學
習」規劃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大學部 2 年級基本產品設計（一）、（二）
社群
組織、同儕學習規劃表 (範例)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團隊經

組

別

類
別

序 主要負責與個人特
質

賦予職稱

1 對內對外聯繫協調

公關組長

2 帶領團隊研討探索

組長

3 經營社群擔任版主

資訊組長

4 建檔管理記錄提醒

資料組長

團隊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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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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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像紀錄採集編製

紀錄組長

6 其他
個人能力與特質趨向

1 設計主題資料搜尋

…

2 概念創意發展表現

…

3 手繪電繪繪圖表現

…

4 平面立體手做工法

..

5 成果包裝展示發表

…

6 其他

…

三、附件 3 –本研究發展之教學回饋問卷(下學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大學部 2 年級基本產品設計（一）、（二）
課程學習意見調查問卷，問卷方向包含屬性、行為、態度 / 問卷問題屬性包
括封閉式與開放式
1 個人基本資料
1-1.姓名

1-2.學號

1-3.系級
□工程 □管理 □人文 □藝術設計

1-2. 關於專業學習背景(屬性)我大

□醫護 □農林 □其它

學
(本課程)之前相關專業背景
2.關於上下學期學習成效比較(態度)
2-1.我覺得本學期重新分組後，個

人整體學習成效，比較差?
或
比較好?(3 分無差別)
2-2.我覺得本學期重新分組後，新
的小組整體表現，比較差? 或
比較好?(3 分無差別)

比較
差

□□□□□

比較好

比較
差

□□□□□

比較好

比較
差

□□□□□

比較好

3.關於分組團隊學習與學習同伴

3-1 我覺得本學期重新分組，比
上學期分組，對於個人學習
幫 助，比較差? 或比較
好?(3 分
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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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覺得本學期重新分組，比
上學期分組，讓我向同伴學
習的機會(頻率)，是否有增
減 ?(3 分為上下學期一樣)

有減
少

□□□□□

有增加

3-3 我覺得本學期重新分組，比

有減
少

□□□□□

有增加

分
為上下學期一樣)
3-4 關於小組團隊學習，我覺得
和同組同伴越熟悉，我個人
學習成效(3 分為沒差別)

越差

□□□□□

越好

3-5 關於小組團隊學習，我覺得

越差

□□□□□

越好

有減
少

□□□□□

有增加

上學期分組，讓我能幫助同伴
學習的機會，是否有增減 ?(3

同組同伴越熟悉，小組整體
表現
(3 分為沒差別)
4. 關於個人學習同伴數量增減
4-1.相較於上學期，本學期重新分
組後我能頻繁互動的同伴
數， 是否有增減(3 分為一
樣)
4-2.我上學期在學習上能頻繁互
動

□0 □1 □2 □3 □4 □5

的同伴數，約有幾位
4-3.我下學期在學習上能頻繁互動

□0 □1 □2 □3 □4 □5

的同伴數，約有幾位
5. 關於學習途徑
□ 網路查詢(非群組)

5-1 本學期對我最有幫助(遇困
難時，最先想到)的學習管

□ 臉書社群問群組同伴

道 排名前 3 位

□ 課堂同伴面對面互動研討
□ 課堂教師指導
□ 學長姊互通有無
□ 圖書館借閱書籍
□ 校內外演講講座
□ 非課堂時間約老師討論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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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相較於上學期，本學期有 "最

□ 網路查詢(非群組)

明顯改變" 的學習管道是(可

□ 臉書社群問群組同伴

複選)

□ 課堂同伴面對面互動研討
□ 課堂教師指導
□ 學長姊互通有無
□ 圖書館借閱書籍
□ 校內外演講講座
□ 非課堂時間約老師討

論其它
6. 全學年課程四個單元，能幫助我連結新的學習同伴

6-1.壓克力材料應用

無幫
助

□□□□□

很有幫
助

6-2.人因應用手工具設計

無幫
助
無幫
助

□□□□□

很有幫
助
很有幫
助

無幫
助

□□□□□

6-3 場域整合設計(海科館跨領
域設計)
6-4.自主探索主題設計

□□□□□

很有幫
助

7. 關於人際連結與團隊學習(開放式問答)
7-1.我想推薦 1-2 位同伴，以描述「我」曾如何幫助同伴，或同伴曾如
何幫助「我」，解決困難的歷程( 請簡要說明，若無則填無)
8.關於未來課程教學設計的期望(開放式問答)

8-1 我希望在大二基本產品設計課程，對我最有幫助的教學設計，能在
大三繼續實施(請簡要說明)
8-2 我希望在大二基本產品設計課程，仍有缺點的教學設計，能在大三有
改善(請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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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lowcharting Instruct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Yang,Cheng-Che1, Lin, Chien-Liang2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1,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2 zawarudo@smail.nchu.edu.tw1, marklin@email.nchu.edu.tw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whether an online Flowcharting system
can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develop computational thinking with program
flowcharts.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an online flowcharting system to assist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programming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using simplified
flowcharts to train college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formula solving
problems. Randomly select two classes of 34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grades one to four, collect the flowcharts drawn by the students in an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and analyze their flowcharts. ANCOVA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decis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F (1, 65) = 9.011, p <.00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wchart
is helpful to foster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programming learning, and the
simplified and real-time drawing function will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for
students to draw the programming flowchart, thereby reducing the frustration of
process design.
Key words: computing thinking, flowcharting,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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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t the time when programming education is popular in the world, programming
teaching requires technology to help learners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rinciples and
operating methods of programming. Flowchart can be regarded as graphical tool and as
a semantic form that characterizes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a computer program. Like a
blueprint, it provides a medium for designers and programmers to communicate
(Ensmenger, 2016). Using Flowchart to characterize the process of programming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program execution. The process can also be used as an
visual tool to improve program functions.
App Inventor2 (AI2) is a visual programming tool developed by Google to develop
Android applications. Later, it was maintained and operated by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t is a free and easy-to-use App development tool. Visual
programming language (VPL) such as AI2 can develop students' basic programming
concepts (Tsai, 2019).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s a logical ability emphasized by programming.
Flowchart provides a graphical tool to show learners' thinking process on program
solving.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flowchart programming can help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and develop programming
skills (Rahman, Sharker and Paudel, 2020; Città, Gentile, Allegra, Arrigo, Conti,
Ottaviano, Sciortino, 2019; Marcelino, Pessoa, Vieira, Salvador, & Mendes, 2018).
However, how to introduce flowcharts into programming courses and reduce learners'
cognitive load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 researcher simplified the flowchart and built
an online flowchart drawing system to facilitate learners to use the flowchart to draw
the flow of the program. The simplified flowchart contains four main graphics:
Terminal, Process, Decision, and Input/Output.
This research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a Flowchart drawing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program problem-solving through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explores whether
the Flowchart drawing system helps college students to draw the four main graphics in
the program flowchart.

METHOD
We chose a Mobile Device Programming course at a university in central Taiwan to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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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what problems in daily life can be solved or simplified
through the programs on the mobile vehicle, and implemented these ideas in MIT’s App
Inventor 2. In the process, it was found that when students actually write programs,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analyze, disassemble, and convert the problems into the logic and
flow of program operation. So we tried to bring the concept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T) into teaching in the 2020 course and give it to students. The questionnaire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situ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we set up a flowchart website on the school server to help students
practice logic design before writing program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way
of drawing flowcharts for students' formulaic problem-solving thinking, and the effect
of their program learning. The two courses we opened in the fall of 2020 were to teach
flowcharts before writing program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general drawing software
such as Google Draw to practice flowchart produc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the flowchart drawing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 Before teaching App
Inventor, the concept of flowchart is introduced, and students are asked to use the
flowchart drawing system designed by us to implement and submit homework after
class. In order to compare with the classes that did not use the flowchart system and to
compare their learning status before and after use, both classes conducted three
questionnaire surveys, at the beginning, mid-term and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focuses on students' learning conditions and logical concepts, and
inverse questions are designed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of students' answers.

EXPERIMENT
1.

FlowChart and CT
The concept of CT can basically be broken down into four major items:
Decomposi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Abstraction and Algorithm Design
(Wing, 2006). The flowchart system we designed helps students convert the
design process of the problem they want to solve into a logical language.
Before students draw a flowchart, they must first disassemble the function
they want to do into various steps and situations. They would choose the
certain

symbol

(Terminal,

Process,
798

Decision,

Input/Outpu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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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each
sequence

step,

study how

the

process

goes,

design

the

and trigger condition, and then result a complete flowchart.This

can help students write programs step by step and promote their CT ability.
2.

System Design
In order to draw the flowchart directly and easily, we developed an online
flowchart drawing website as shown in Fig 1. For example, students can
obtain an account by registering to store the flowchart in the server, which
also enables us assess the flowchart of the student.

Fig 1. Online flowcharting website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for the flowchart system in this experiment, we and the school
applied for a server to set up a website and use the Unity engine for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match the teaching progress and simplify the operation of students, the symbol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system are limited to Terminal, Process, Decision, Input/ Output
as shown in Fig. 2. These symbols can freely input content, zoom in and out, rotat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connection function. The connection points are up, down, left and
right. In order to avoid operation errors, the externally connected points cannot be
connected again. With the above simple restrictions, students can get familiar with the
usage scenarios and methods of various symbols. After they are finished, the flowcharts
can be checked by teaching assistants and discuss them in the next class. The website
also provides an archive system that can store the drawn content, so tha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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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keep the flowchart of each design until the next time for reference.
Fig 2. Element of Flowchart
1. Flowchart analysis
This research lasted for a semester and totaled 18 weeks. The two classes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students we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In the 3rd, 6th, and 9th weeks, the students’ flowcharts were collected and
count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our symbols. Two teaching assistants from information
related departments conducted screenshot analysis and counted the correct terminal
symbols (Terminal), process symbols (Process), decision symbols (Decision), and
input/output symbols (Input/Output) in the flowchart. . The overall research design is
shown in Table 1.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eaches Flowchart Teaching (FCS) after Pretest, and then receives Flowchart Teaching (FCS)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in
Post-test I. In the control group, general flowchart teaching was used.
Table 1 Experimental design of this study
Group
Pre-test
Treatme
nt

Posttest

Treatme
nt

Post-test
II

O1

X1

O3

X3

O5

Comparison O2

X2

O4

X4

O6

Experimen
tal group
group

Note: O1, O2 = Pre-test; O3, O4 = Post-test I; O5, O6 = Post-test II; X1
=FCS instruction; X3 = FCS instruction + PBL; X2, X4 =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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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umption of homogeneity of regression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1, 66) = 5.859, p > .01). It means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covariance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have same effect for
each group.
The ANCOVA results for the post-test II of Decision are shown in Table 2.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posttest of Decision (F(1, 65) = 9.011, p < .005). The resulting effect size of this analysis
was close to large, as Cohen’s f = 0.373, suggesting that the experimental treatment
had remarkable effects on students’ decision.
Table 2 ANCOVA for the post-test of Decision
Group

Pretest
Mea
n

Post-test

F

η2

Cohen's f

0.373

II Mean
(SD)

(SD)
Experimental

2.03

3.59

9.011

.1

group (n=34)

(1.84)

(3.10)

**

22

Comparison

1.62

1.74

(1.71)

(1.75)

group (n=34 )

Note: ** p < .01; *** p< .001; SD = standard deviation; SE = standard error;
Cohen's f = (η2/(1-η2)) 1/2

Covariat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online flowchart drawing system is helpful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desig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e programming
process. It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drawing tools. If the conditions and outpu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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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making can be clearly indicated in the teaching, it can reduce students'
mistakes in the program decision-making.
Researchers also found from the students’ teaching evaluation suggestions at the
end of the term that the curriculum design is quite helpful for the programming of
students’ learning action vehicles. Some students’ comments are as follows:
Online course handouts and program examples can really help students learn
programs. Some students responded in the questionnaire, "This is my first contact
with design program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principles of
programs, so I often read the handouts and try Imitate examples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behind.” (ILQ201207App0555_4109066020)
The professor of the flowcharting course can effectively assist students in planning
and designing related programs. One student mentioned that "draw the flowchart
first, because you can know how to design it more clearly and planned."
(ILQ201207App0555_4106021051)

CONCLUSION
The online flowcharting system is helpful for the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program learning, and the simplified and real-time drawing function will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for students to draw the flowchart, thereby reducing the
frustration of process design.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an use
flowcharts as a learning tool for computation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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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紙激發文化風景想像的創新設計課程實踐
胡惠君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momo@mail.ncyu.edu.tw

摘要
創新設計教育理念期以設計思考本位，培養大學生具備「跨領域、高創造
力、社會關懷及熱情」的心態，進而具有主動、積極、具社會關懷與跨領域整
合思維能力。本研究藉由多元化創新思維與團隊合作共創價值，帶領學生「走
出教室的經驗知識學習」，讓學生走進在地的傳統農鄉，進行一系列創新設計
課程規劃的體驗、擷取、轉換、解構、重組、詮釋與實踐。課程規劃成「場域
認識探索」、「穿戴創作：立體結構到數位手工」到「文化風景的影像構成」
三單元，讓學生在團隊合作下，從農鄉空間與文化故事中吸取經驗，收集在地
材料、五感元素等， 再藉由「紙」材料為主體、生活素材為輔、結合 Arduino
燈光電子模組，進行「立體穿戴創作」，最後再搭配攝影與構圖美學，呈現出
「年輕人」對當下傳統老空間想像的獨特看法，也形成一幅幅遊走於農鄉空
間「與慢對話」的文化風景。
關鍵詞： 創新設計、4D 教學方法、文化空間想像、立體穿戴、在地實踐

804

APA-6

壹、前言
大學教學工作不只是專業知識的傳遞，更包含了人與人之間情誼的交流，
透過教學互動相長，自己更有機會不斷的學習挑戰新事物、開拓新視野。尤其
近年數位媒體技術的快速進步，設計思維與設計創作形式更加寬廣具發展性，
因此教學的方式更需適時調整以符合市場環境脈動，設計課程的教學上除了
理論知識講授，更強調設計實踐的精神。且近年，台灣教育政策也重視大學社
會責任與社會實踐，期許大學師生能針對當前所在地的重要社會議題與困境，
提出具人文關懷與創新社會設計的行動方案。研究者認為，透過教育，有機會
連結學生與農鄉資源，改變現況。即透過與區域連結合作，培育對在地發展能
創造價值的大學生， 運用各自專長與所學，協助產業與文化發展，激發學生
在地創作與創業的意念。如此，不僅培育學生具有社會關懷與熱情的社會服
務精神，也讓學生找到專業發展的可能性與多元性。同時，也讓在地社區及民
眾，認同感受到現今大專學生的實質存在價值。
本課程對象為修習視覺藝術系「設計概論」課程之大二學生。課程目標為
訓練創意思考與設計方法、熟悉造形的視覺語言、落實視覺設計執行能力。帶
領學生走出教室、進入在地社區，透過「做中學」，進行一系列創新設計課程
規劃的體驗、擷取、轉換、解構、重組、詮釋與實踐。在創造性過程中運用知
識主動探究，可增進創意的分析與想像之綜合能力。學生既能習得解決問題
的能力，又能在小組學習中增進溝通、分享與團隊合作的能力，並可以提升主
動探索與研究的能力，激盪學生展開關於農鄉、關於文化、關於空間的更多創
新設計之可能性， 達到農鄉空間美學設計想像創作。
Kevin Lynch（1960）就表示城市意象是每位城市居民都和自己所著城市
的某部分有著長久的情感連結，而且對城市裡動態的元素，尤其人的活動，跟
靜態讀元素同等重要。他將城市意象可分為通道（path）、邊界（edge）、地
區（district）、節點（node）、地標（landmark）五種元素。區域由節點組織
而成，由邊界劃分，期間有通道穿越，其中散佈著地標，各種元素彼此交疊穿
插。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一座城市的空間形態，是城市居民感知環境的重要參考。
本課程進入場域大林鎮， 昔稱大莆林，意為林木青翠之地。而今連綿不盡的
稻田取代了森林，覆蓋著這塊土地的每一個角落。是一個典型的農業鄉鎮，純
樸自然，一年四季都有豐美的作物收成。大林雖然只是嘉南平原上的一個小鎮，
但日治時代，因為大林糖廠的設立，工商業發達，且五、六○年代中坑與崎頂
兩大兵營的設置而成為許多男士曾經停留的記憶之處，當時的雪香亭大酒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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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萬國戲院等娛樂事業的起飛而呈現一片歌舞昇平、聲色繁華的榮景。如今大
林雖繁華褪盡，人口外移嚴重並高齡老化，但大林小鎮亙古不變的在地濃厚人
情味，以及大林人日常生活中對人、對物、對家鄉的真情熱愛依舊，如此傳統
的美好經驗，如何透過更多的文化探索與空間想像營造，看見慢生活大林的美
好。本課程將藉由年輕活潑的美學創意與科技技術的帶入，達到農鄉空間文化
故事傳承與文化風景形塑。

貳、教學研究設計
一、教學理念
設計首要工作是對問題本質的瞭解(Norman, 2004)。可以透過影像、形式、
紋理、顏色、聲音和味道，讓我們投入情感、豐富人生。化需要為需求，把人
放第一位，為我們指出了下一步，我們可以利用人類的同理心和理解力來設
計體驗， 找出真正的問題(Brown, 2009)。課程設計引導學生用開放的眼界收
集見解，發展他們看到的東西的各種想法，決定什麼是新鮮的有趣的，會激發
什麼新想法，儘可能的發散探索社區文化與問題意識，盤點在地人、文、地、
景、產。另外，透過團隊合作將想法快速化為行動，不斷的驗證與修正改進，
就有機會找到好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強調用「手」思考、製作原型的能力。動
手嘗試下，讓學生自己找尋可能的答案，這種為解決問題而努力找尋資料的
過程，正符合杜威先生所提倡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精神，也就
是最有效的學習是從解決問題中獲得。透過實作取向的教學，讓學生主動的
反省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來領會事務之間的關聯(Dewey, 1998)。

二、課程規劃
意象形成是觀察者和被觀察物體間雙向作用的結果，觀察者看到的是取
決於物體的外觀型態，但觀察者如何詮釋、組織眼前的物體、投注多少注意
力，也會影響他看到的景象(Lynch, 1960)。本課程目標透過立體穿戴創作形塑
文化風景， 靈感來自於對大林鎮農鄉空間印象的擷取，經由 path -> edge ->
district -> node -> landmark，自我對文化空間的投射與延伸。創作內涵存在著
觀看者被觀看者間的意義，複雜形體轉換為簡潔形體的重新詮釋與定義。紙
結構作品再加入異材料與數位科技元素，賦予更多層次的表現肌理。最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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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身體、載體、媒體於空間遊走的故事線。因此課程規劃成「場域認識探索」、
「穿戴創作：立體結構到數位手工」、「文化風景的影像構成」三個單元。
1.

場域認識探索：透過場域參訪認識與調查，讓學生親身體驗人、環境、
產業景觀等豐富面貌，發覺在地特色與文化故事，並且融入社區特色之
研究與實踐，帶領學生進行理論與技術的研討，透過文化地標的擷取與
在地媒材的運用，元素轉化爲造形符號與象徵語言，重新賦予地方新意
象。課程安排大林小旅行，由多位大林社區子弟為我們導覽解說大林各
個特色景點故事，有大林糖廠、禾樂居、萬國戲院、台鐵日式建築、鹿
掘溝、泰成中藥行、十信眼鏡行、武聖宮、舉人厝等，並品嚐了社區媽
媽採自在地食材烹煮的特色美食， 如義和社區九層粿、上林社區梔子花
粉粿冰、筍絲空心菜、中藥雞湯等。

2.

穿戴創作：立體結構概念到數位手工。課程帶入設計摺學技法與創意思
考方法，透過「城市意象」的擷取，藉由「紙」材料、複合媒材、五感
元素、Arduino 燈光電子模組等元素的整合，進行簡化形體可穿戴的創
作。

3.

文化風景的影像構成：最後再搭配攝影與構圖美學，形塑對當下文化風
景的情境穿戴創作。本課程讓學生在團隊合作下，激盪更多創新設計之
可能性， 發展問題解決的創新穿戴形式，創作屬於這片文化空間的新風
景。

三、教學方法與步驟
本課程以「走出教室」的設計實踐，帶學生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用開放
的眼界收集見解，注意新事物和尋求靈感，發展他們看到的東西及各種想法。
課程展開前先讓修課同學認識課程目標、活動內容、問題意識、任務目標等課
題，並進行學生核心能力評量前測，課程結束後再次進行學生核心能力評量
後測。
教學方法帶 入 Design Council 雙鑽石設計 流程(the "double diamond"
design process model, 4Ds)(Council, 2005)，來完成本課程規劃的三單元。探索
(Discover, 1D) 程序，經由實地參訪調查，讓學生走進社區場域，感受社區居
民的溫度，認識社區人、文、地、景、產之豐富面貌和發現地方場域之特色，
並且融入社區特色之研究與實踐，將課程帶領學生進行理論與技術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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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利用分組團隊合作來展開腦力激盪與創意思考，定義(Define, 2D)出場域
的問題，透過在地媒材運用轉換與造形象徵語言的整合，創新各種可能的發
展(Develop, 3D)，最後經由合作協力與跨領域教師，指導 ICT 技術與影音構
圖表現，整合創新思維，落實想法，成為具體的實行(Deliver, 4D)方案。雙鑽
石設計流程強調教學過程「雙重發散─收斂」的模式，第一個菱形為「尋找定
義正確的問題」的發散與收斂過程，第二個菱形為「開發實踐能滿足人類需求
的答案」的發散和收斂過程，此兩個重要設計階段的引導，有機會創新更多元
的想法。應用 4D 教學方法之 18 週課程規劃如圖1。課程第 2-5 週著力於
「場域認識與探索」，包含場域參訪探索、深度訪談、經驗交流等。第 w6w17 週著力於「穿戴創作：立體結構到數位手工」，包含創意引導、設計摺
學、立體結構、問題定義、團隊溝通、協力創作、資通訊教學、設計討論等。
第 15-17 週著力於「文化風景的影像構成」，包含概念提案、影音拍
攝技巧、設計實作等活動規劃。並於第 18 週舉辦「穿戴作品展演」，作品評
量標準包含：作品整體表現（設計理念、視覺美感、創新思維）、科技應用與
團隊合作。作品評量表見表 1。

圖 1. 應用 4Ds 教學方法於 18 週課程規劃（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

808

APA-6

表 1. 本課程期末作品評量表
團隊成員
作品題目
創作理念
作品整體表現 (70%)

評量項目

說明

科技應
用

設計理念

視覺美感

創新思維

作品依循問
題
定義，展開
設
計規劃之主
體
性，具有充
分
滿足社區需
求
之設計考
量。

具有造形、
色
彩、樣式與
表
現技法等設

作品的構想、
素
材、表現手法
等，能表現社
區
精神、環境與
人
文等因素，並
具
獨特創新創
意。

計要素所構
成之整體美
感。

(10%)
因應問題需

求，提出的
資
通訊技術應
用
之創新性與
適
切性。

團隊合作
(20%)
團隊溝
通、
協 力 創
作
之契合
度。

分數
總分
審查意見

參、創新教學實踐
一、教學現場
本課程創新教學實踐目標為：文化老空間自造想像，一場觀察身體與舊空間
的切片術。各團隊選定想要認識與表現的「農鄉空間」，利用「身體」裝置與特
定空間，產生對話與景象。傳達出各組對於空間閱讀及身體意涵的獨特看法。為
團隊擷取的文化空間，經量身訂製一套「可穿戴的裝置」。材料以紙結構摺紙展
開，加上異材質、燈光互動元素，可支撐身體移動於空間之裝置。最後藉由影片
形式拍攝紀錄下，一幅幅遊走於農鄉空間風景。課程教學過程紀錄整理成表 2：
表 2. 創新教學課程過程紀錄

團隊合作破冰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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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志工導覽大林鎮萬國戲
院

立體穿戴單元教學

ICT 業師科技互動教學

燈光模組實作

設計摺學教學

設計摺學結合燈光互動之實作教
學

LED 燈展示教學

攝影構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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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概念編織之草圖 a

團隊概念編織之草圖 b

立體穿戴實作

立體穿戴實作討論

立體穿戴展演與發表

立體穿戴展演與發表

二、穿戴裝置成果
引導學生進行大林鎮農鄉空間印象的擷取，藉由整合場域探訪發現、在地文
化特色、資通訊科技技術，找出符號元素，將複雜形體做簡化轉化，加入各式材
質，完成一系列「穿戴裝置」。傳達「年輕人」對當下文化空間閱讀的獨特看法，
一幅幅遊走於農鄉空間的文化風景，透過行銷影片與慢對話，圖 2 為修課全體
師生與穿戴裝置合影。最後，文化空間想像形塑的穿戴裝置成果，藉由「迴游」、
「叮叮噹」和「祐護之光」三支影片串連「林好！與慢的對話」的全班整體創作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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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修課全體師生與穿戴裝置合影
<創作說明>
1. 「迴游」。（創作團隊：游松霖、王翊馨、施惠午、陳雅琪、廖楚瑩）

慢慢，漫大林。昔日的風采在「大林」寧靜的土壤上生根，花開花謝，時代變遷，
唯一不變的是那份屬於大林的溫柔。結合大林緩慢舒適的蝸牛意象及魚群洄游的
歸鄉形象來呈現大林的傳統特色及美好。大林擁有“慢城”的美譽，擁有緩慢且溫
柔的浪漫，以大林代表意象蝸牛為主軸，帶領大家認識大林美好的傳統氣息， 隨
著一片寧靜的土壤，靜靜地生根、開花，一代接著一代，古老與自然的味道待我
們細細去感受。拍攝對象穿戴蝸牛殼，象徵大林慢城形象，衣服上的花紋取自傳
統窗花，飛機的靈感則來自於早期大林有飛機場，在某些民家也可看到飛機的圖
示，做為衣服上的裝飾。「迴游」穿戴裝置影像見圖 3。

圖 3. 「迴游」穿戴裝置影像

2. 「叮叮噹」 。（創作團隊：黎愷俐、羅珮云、林蓮、張嘉育）

出外遊子歸巢返鄉、叮叮噹噹兒時童趣回憶。「叮叮噹」象徵著小精靈來臨的聲
音，我們以突然冒出的小精靈為媒介，在大林這個慢城裡散步遊玩。小精靈背著
熱水器連接著雨傘的概念是來自於在大林探索期間也有看見很多老瓷磚，這是大
林的一種特色，而古早台灣最常使用豐富花樣磁磚的地方是浴室，從這發想成最
終的成品。於是我們挑了幾個磁磚或柵欄的造型，畫在透明雨衣上，讓小精靈去
尋找一樣的磁磚花紋，以此探索大林。「叮叮噹」穿戴裝置影像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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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叮叮噹」穿戴裝置影像
3. 「祐護之光」。（創作團隊：吳芷嫺、宋佩蓉、鄭玨）

神民守護保佑鄉民。武聖宮是特別的，不同於一般的廟宇有寬敞的廟埕與雄偉
的宮廟，它需要從一條小路進入，才能窺探到它的真正面目。但是，無論大小
和偏僻與否，武聖宮的關聖帝君卻是實實在在的保佑、庇護著大林的民眾，甚
至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那多次「立杯」的傳奇；「祐護之光」，就是藉由
「立杯」這個概念為整個作品的主軸，以頸部「杯」的架構環繞，既有立杯的
形象，也同時有「保佑」民眾的意思；而周圍黃色的摺紙架構則是想表現出神
明「光輝」的意象；而斗篷部分的綠底、雲紋及下方藍白捲紙部分，則是分別
呈現「大地、天、海洋」的形象，統合出「天人合一」的意味。利用 Arduino
藍牙傳輸啟動光條， 當雙手持筊杯，心誠則頭戴立杯亮起，意指神明感應了心
聲。「祐護之光」穿戴裝置影像見圖 5。

圖 5. 「祐護之光」穿戴裝置影像

三、課程學習評量
本研究參考陳俐淇和王子華（2017）等人編制的「跨領域整合核心能力評
量表」(陳俐淇, 王子華, 邱富源, 沈欣宜, & 曾敏, 2017)，擷取其團隊溝通（7
題）、實踐（6 題）、實務知識與能力（6 題）、科技價值（6 題）和反思（10
題），五部分核心指標，編制了 35 題問卷，來進行本課程學生核心能力之課
程前測與後測評量。圖 6 為本課程前後測整體分析結果，顯示本課程帶入 4D
教學方法，學生在五部分核心能力（團隊溝通、實踐、實務知識與能力、科技
價值和反思）均呈現正向成長。學生意見回饋：系上對於數位科技課程著墨較
少，初次接觸 ICT 感到興奮，但也不熟悉如何深入應用在創作上。對於創作
融合了新舊的元素，並創造出與眾不同無同的想法和成品，更因為結合了在
813

APA-6

地風情，使得整個活動有了濃厚的人情味。因為體驗過當地風情，所以對其感
到更加親切。於創作期間雖感到疲倦，可做出作品的那一刻的成就感，覆滿整
個情感。對拍攝的成品感到非常的滿意。因此我要感謝我的組員，辛苦的參
與，使作品的品質達到優良的效果。感謝老師的辛勞，使我們的創作得以展
露。進一步，將課程前測與後測，經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在「實務知識與
能力」，顯著性為 0.00（小於 0.05），及在「科技價值」，顯著性為 0.02（小
於 0.05）。因此，表示課程前與課程後的在農鄉議題的「實務知識與能力」
和「科技價值」兩個部分都具有顯著性差異，且從 95% 差異數信賴區間可看
出，其上下限皆為正，可推論學生經由此課程學習後在農鄉的「實務知識與能
力」和「科技價值」顯著增加（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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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課程前後測整
體分析表 3. 本課程前後測成對樣本t 檢定結果
相對差
異數

團隊溝通(後測-前測)

平均

標準

標準錯誤平

數

偏差

均值

0.27

0.83

0.18

95% 差異數的信賴

df

區間

顯著性(雙
尾)

下限

上限

-0.11

0.64

1

20

.

.0

4

0

0.16

7

* p <0.05
實踐(後測-前測)

T

0.32

0.86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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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研究者在教學上不斷嘗試著不同形式的教學教法，希望「設計」能力的培
訓， 可以更加活潑實用於生活，創造更大的價值，給予學生更寬廣、前瞻的
設計思考啟發，引導學生具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設計實踐。課
程規劃讓學生從農鄉空間和文化情節為起點，收集在地既有元素，藉由「紙」
材料為主體及其他附屬材質為輔，透過立體摺紙結構，結合 Arduino 互動燈
光模組，實作發展成為作品，呈現出對當下農村文化風景想像的「摺紙穿戴裝
置」。最後，再搭配攝影與構圖美學，團隊成員將穿上量身定製的穿戴裝置，
回到社區空間，進行主題式拍攝表演，展示對特定文化空間的想像與文化故
事訴說。藉由學生的創新思維，為社區帶進更多年輕活力與故事線。課程目標
在培養學生人文關懷之視野與社區藝術美學之觀點，並可增加場域實習機會
與經驗，課程活動也在訓練學生觀察洞察力、互動溝通力、文化轉換力、協力
創作力等課題。
本研究應用了創新設計課程的實務創作性，激發學生在人文探索、媒材整
合、
創新展演、在地實踐與團隊合作的整合能力。並且學生學習核心能力前後測的
問卷評量，在團隊溝通力、實踐力、實務知識力、科技價值力和反思力五個向
度指標，均呈現正向成長，且學生經由此課程學習後，在農鄉的「實務知識與
能力」和「科技價值」兩部分的核心能力都顯著增加。也表示此創新教學方法。
藉由理論與實務整合，引發了學生好奇與動力，艱深難懂的理論知識無形中也
進入腦袋， 與生活場域的結合，學生所學能提早和產業界做結合，提升了視
野，也帶來更多的刺激和知能。讓學生更加有自信和實踐力，更愛上「學習付
出」後所得的成就感。學生也反應透過「與文化對話」、「與材質對話」、「與
團隊對話」的過程， 發現出更多設計創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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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團隊導向學習法(TBL)導入醫技專業英文學習的教
學實踐
吳正男 1、陳碧蓮 1、黃瓊華
1

1*

中臺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chhuang@ctust.edu.tw 1*

摘要
醫學專業英文術語大量源自希臘文或拉丁文，以科技大學學生原本就不佳的英
文素養來說，在專業醫學英文學習上常面臨重重困境。團隊導向學習法（TeamBased Learning，TBL）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並以團隊學習為基本策
略。這種學習方法不同於以往由教師上課、學生聽課的單向學習模式。在 TBL 中，
學生必須先準備好基本知識，透過團隊合作來完成學習任務。此教學實踐應用 TBL
於醫技系三年「醫技專業英文Ⅱ」課程，佐以「醫學英文專業詞彙學習平台」作為
輔助教材。課程執行面分為課前學習、課堂學習與課後評量三部分。評量內容包含
認字、口說與音聽能力測試， 藉由個人與團隊測驗確保學習效果。再將前測與後
測結果進行比較與分析，結果顯示以 TBL 教學模式明顯提升認字、口說與音聽能
力的學習成效，在課堂中團隊學習與同儕評量的氛圍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課後佐
以語音平台學習強化學生自信。本教學實踐以 TBL 導入醫技專業英文學習，期能
訓練學生團隊合作的能力與激勵其自我學習，更以培育學生的就業力為課程目標。
關鍵詞：團隊導向學習法、教學實踐、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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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of English learning in Medical Technology
with Team-Based Learning Method (TBL)
Chen-Nan Wu1, Pei-Lain Chen1, Chiung-Hua Huang 1*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huang@ctust.edu.tw 1*

Abstract
The origin of medical English terminology is from Greek or Latin. Most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 not obtained excellent ability in English. Thus it
might be difficult for them to learn medical term. Team-Based Learning (TBL) is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English learning in medical technology. It is able to train the ability of
teamwork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by themselves, and to cultivate students'
employability as the goal of the course. Team-oriented learning (TBL) is a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to teaching, with team learning as the basic strategy.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 in
which teachers used classes and students listened to classes. In the Team-oriented learning
(TBL) class, students prepare basic knowledge to conduct teamwork to complete learning tasks.
This teaching practice applies TBL to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for three years
of "Medical Technology English II" course, accompanied by [Medical English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Learning Platform] as an auxiliary textbook. The classe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re-class study, classroom study and after-class assessment. The assessment includes
cognitive, oral and audio ability tests, and individual and team tests ensure learning outcome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results, it showed that the TBL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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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word recognition, oral and audio-visual
ability. In the classroom, the atmosphere of team learning and peer assessment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fter class, learning from the voice platform enhanced student
confidence. The goal of the study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orking power. TBL utilized in
Teaching Practice not only help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medical terms, also can train students'
ability to cooperate with teams and encourage their self-learning.

Key words: Team-Based Learning, Teaching Practice, Learn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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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教體系理工農醫等科系學生從大一開始即慣於以原文教科書做為主要教材，
但相對於科技大學學生而言，在原先英文素質不佳的狀況下，對專業的醫學英文學
習實在是困難重重。但能獲得的忠告卻常是「先把一般英文唸好」亦或是「課前先
多預習」等緩不濟急的建言。對於長期教授醫技系必修課程的教師來說， 這樣的
建議實在是太飄渺，根本無濟於事。
醫學專業英文術語大量源自希臘文或拉丁文，然而在台灣，多數的理工科系教
學或傳承過程中，並沒有這些語言的養成教育，所以多數人甚至是教授們，都是看
「比較熟的國外同行」怎麼唸就跟著唸。然而同樣一個單字，美國人、英國人、歐
陸不同語系的人的唸法也不盡相同，連重音都不同。如果不會唸也唸不出來， 這
些專業辭彙就很難真正內化成為學生知識體系的一部份，對他們來說永遠都是一堆
「只會拼但不知道拿它們怎麼辦的難搞單字」。
為了協助學生能具備在醫學專業英文聽說寫的能力，醫技系由專業課程教師團
隊於 102 學年開始籌畫「醫學專業英文語音平台」的建置，至今已完成線上網頁
版及手機應用程式(APP)兩種版本。各學科的常用臨床用字英文詞彙，按字母排序
編撰、提供中文翻譯及定義解說，再逐字錄製其英文口語發音，部份內容則佐以相
關資料及圖片，發展成為學生可在桌機或手機上流覽之數位學習資源。在詞彙收錄
與解註解方面涵蓋了與臨床工作或專技高考有關之內容，可幫助學生在學習英文
詞彙正確的發音之外，同時也獲得其專業知識與以應付專技高考。
在目前競爭的就業市場中要擁有好的工作機會，除了本身的專業能力，在團隊
中與人合作共事的能力也是重要的素養之一。因此從課程設計中融入合作學習的方
式，可訓練團隊合作的能力與激勵學生自我學習以培育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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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精神」與「自我學習」方面，都可經由「團隊導向學習法」（Team-Based
Learning，TBL）來改善。

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是導入TBL教學模式於醫技系三年「醫技專業英文Ⅱ」課
程。其研究目的在提升學生學習專業語言、主動與自主學習及團隊合作之能力。研
究目標為: (1)提升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 (2)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3)強化學生醫學之
專業知能。經由此創新課程設計訓練學生專業語文並培養專業素養，激發學生主動
並獨立之學習動能，提升學生專業英文的聽說與認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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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有關教學實踐研究的文獻
教學實踐研究係指教師為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以教育現場或文
獻資料提出問題透過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或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 採
取適當的研究方法與評量工具檢證成效之歷程。教學實踐研究的核心精神是從解決
教學現場的問題出發，驅動一連串系統性反省批判與建構的歷程，最後再回饋到教
學現場(黃俊儒, 2019)。大學教學實踐研究就大學課程、教材、教法、 教具、科技
媒體運用或評量工具等主題，進行創新、改進或研發，並應以多元證據具體說明是
否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 (張新仁，2018)。

二、有關團隊導向學習法(TBL)的文獻
團隊導向學習法(Team-based Leaarning,TBL)是一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
方法，以團隊學習為基本策略，不同於以往由教師上課、學生聽課的單向模式 (史
美瑤, 2012a; 佐藤學, 2012)。團隊導向學習法(TBL)學生須先備基本知識，以進行團
隊合作來完成學習任務。經由個人與團隊測驗確保學習(史美瑤, 2012b）。美國學
者Larry Michaelsen於1970年具體推展團隊導向學習法(TBL)，訂定了團隊組成、訓
練負責任的團員、設計團隊作業與即時回饋為團隊導向學習法(TBL)課程設計的重
要元素。並將團隊導向學習法做了一個清楚的定義，包含如預習、個人測驗、小組
測驗、小組申訴討論、團隊作業等施行的步驟。這些步驟是希望學生能夠先自學，
以個人測驗確保學生自學的基本成果，目標是個人準備好基本知識，以進行更高層
次的團隊作業來完成學習任務。小組測驗以討論共識方式進行，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和老師與同儕互動，提升學生個人對團隊的責任感，培養學生進行團隊討論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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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Michaelsen L.K, 2004,2007)。此學習法常被國內外教學體系採用， 運用的學
科範圍頗為廣泛，獲得不錯的教學成效 (劉淑如, 2014; 王人傑,2015)。

三 、專業英文能力評估
英語是國際化的語言，也是每個行業的工作人員要邁向國際化的基本專業核
心能力之一。專業英文指涉及專門領域之知識之術語，在醫學檢驗職場英文的表達
與溝通是專業核心能力之要項。從廣泛的觀點看語言學習，第一集的語言系統為聽
和說的能力又稱為「口語能力」，第二層次為讀和寫的能力，又稱讀寫能力。Geva,
Wade-Woolley與Shany (1997)指出外語的閱讀能力發展建立在字母的認讀的基礎上。
就醫學專業英文而言，對醫院職場英文資料與文件閱讀能力發展，建立在一般英文
與專業英文的認讀基礎。正確的認讀能力可以協助醫院職場英文的流暢性。此研究
計畫的英文能力測驗將口說與聽力分開，共分成認字、聽力與口說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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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中臺科技大學醫技系三年選修「醫技專業英文Ⅱ」課程之學生為對象， 男
生25人，女生68人，合計93人。
二、研究架構

圖1 研究架構

三、研究目標
1.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之能力。除學習專業語言外能自我主動學習、發展統整 邏
輯推理、團隊合作、自我學習等能力， 並獲得分析及解決問題的整合性知
識基礎， 達到使用醫學語言閱聽寫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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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於 TBL 活動過程中深化實務經驗， 並經由教學團隊的
互相支援與心得分享， 提升教學的理論認字及實踐能力。

3.

學生透過課程設計及接受多元素養成， 強化醫學之專業知能， 並能在學習
過程中自我評估， 檢視自己須加強不足之處。

四、課程執行
課程執行可分為課前學習、課堂學習與課後評量學習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課前學習，
在 上 課 前 學 生 利 用 自 編 講 義 與 「 醫 學 專 業 英 文 語 音 平 台 」 (https://sites.google.com
/site/ctustmt/)上進行預習，此平台由系上專業老師經多年合作完成的學習平台，作為輔助
系上學生學習醫學專業字彙的工具，置於中臺科技大學醫技系網頁。有電腦版及行動版。
教師於第一堂課進行前測。前測題目有十題，以筆試要求學生將英文翻譯成中文作為認
字能力評估，並評估學生對該題的口說與音聽能力。
再將全班進行分組，並由老師選定各組組長，再由學生自選組別，每組約 6-8 人。
每周有一組學生作為種子學員，每位種子學員除了準備上課教材進行英文專業字彙的字
首、字尾與字根的教學，並帶領全班練習該字彙進行口說。上課前 1 周先進行試教，除
了字義解釋說明，另有圖片附註(圖 2 )，教師則依各組表現進行指導。

圖2 種子學生準備的上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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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為課堂學習，經過試教評估指導合格的組別上台進行授課，第一節課介紹
20-25 個單字， 每位種子學員平均講授 3-5 的專業英文字彙。教師針對每位種子學員
的英文發音與字彙說明個別評分。接著全部學生依分組進行自我學習，可自行上學習平
台練習，也可請種子學員一對一指導，或與同組同學一起練習。
第三部分為課後測驗， 題目由該組學員自行設計， 首先為個別測驗(individual test)。
每位受測學生有兩個題目， 為口說與認字能力的測試。由三位種子學員進行同儕評分。
全部學生皆完成第一部分評量後，接著為團體測驗(team test)的加分題搶答。期中與期末
考試包含認字、口說與音聽能力測試， 口說部分則請同學錄音再將檔案寄給老師進行
評分。
課程進行於第十六週進行後測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後測題目有十題，與前測題
目相同，以筆試要求學生將英文翻譯成中文作為認字能力評估，並評估學生對該題的口
說與音聽能力。
課程執行以團隊導向學習法(TBL)，學生先預習準備好基本知識，種子學員以進行團
隊合作來完成學習任務，為自己與團隊加分。教師負責協助課程的進行與問題釐清， 不
再是授課的唯一角色。

五、研究方法及工具
以 t 檢定來考驗診斷教學實驗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應用次數分配表百分比分析內
容，進行描述分析，求出前測、後側之平均數、平均數之差、標準差，據以呈現醫技系
三年級的學生學習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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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
一、

口說、音聽與認字能力的前測結果:
評估學生在醫技專業英文字彙的學習成效，以口說與音聽的能力分級，依次分
別為(1)口說(-)聽力(-):即對該醫技專業英文字彙不會說也聽不懂。(2) 口說(-)聽力
(+):不會說但聽得懂。(3) 口說(+)聽力(-):會說但聽不懂。(4) 口說(+)聽力(4): 會說
也聽得懂。
尚未開始進行 TBL 模式教學前先做前測，內容為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

分為認字、口說與音聽三種能力測試。以 TBL 模式教學後再進行後測。前測結果
(圖3)口說(-)佔了 73%，而聽力(-)佔了 74%，口說(-)且聽力(-)的佔 57%。顯示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平均有 7.3 個字不會說，有 7.4 個字聽不懂。而既不會說也不
會念的有 5.7 個字。在認字能力測試中，以正確寫出醫技專業英文字彙的中文作為
評估，前測結果正確寫出的題數平均為 1.34 題。

圖 3 醫技專業英文字彙口說與音聽能力的前測與後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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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說、聽力與認字能力的後測結果:
進行 TBL 模式教學十週後進行後測，內容為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分為認字
口說與音聽三種能力測試。其後測結果(圖 3)顯示，口說(-)佔了 18%，而聽力(-)佔
了37%，口說(-)且聽力(-)的佔 9%。顯示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平均有 1.8 個字
不會說，有 3.7 個字聽不懂。而既不會說也不會念的有 0.9 個字。在認字能力測試
中， 以正確寫出醫技專業英文字彙的中文作為評估。後測結果正確寫出的題數平均
為5.01 題。

三、TBL 教學模式提升認字能力的學習成效:
1.

認字能力的學習成效
在認字能力測試中，以正確寫出醫技專業英文字彙的中文字義作為評估，內容為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前測認字評量結果可以正確寫出的題數平均為 1.34 題，後測
結果正確寫出的題數平均為 5.01 題 (p<0.001)，以 TBL 教學模式在認字能力學習
成效方面提升了 3.67 題。圖 4 為前後測中答對題數與人數的比較。在認字能力前
測顯示答對 0 題與 1 題者佔了 65.2% (62/95 人)，答對 6 題以上只佔 2.1% (2/95
人)。進行 TBL 模式教學十週後進行後測，答對 0 題與 1 題者降為 7.4% (7/95 人)，
答對6 題以上增加為 50.5% (48/9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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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生醫技專業英文字彙認字能力的學習成效

四、評估認字能力差異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前測結果顯示 80%的學生的認字能力(正確寫出醫技專業英文字彙的中文)低於
30% (圖 4)。圖 5 中以 TBL 教學模式學習後，原本前測結果認字能力為 0% (十題皆
錯)的族群，其認字能力提升至 41±26 % (4.1±2.6/10 題正確)；前測結果認字能力為 10%
(1/10 題正確)的族群，認字能力增加至 40.4±19% (4.04±1.9/10 題正確)；前測結果認字
能力為 20% (2/10 題正確)的族群，認字能力增加至 46.4±18% (4.64±1.8/10 題)，學習成
效最佳。就全部學生族群分析，認字能力以 TBL 教學模式學習後平均提高了 44.1±
19%% (4.4±1.9/10 題)，其結果顯示前測中認字能力的差異並不影響學生認字方面的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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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學生對醫技專業英文字彙認字能力差異與學習成效的關
係五、TBL 教學模式提升口說與音聽能力的學習成效
在前測結果顯示對醫技專業英文字彙的口說能力(-)佔 73.3%，音聽能力(-)佔73.2%。
圖 6 中以 TBL 教學模式學習後，口說能力(-)降低至 18.3%，音聽能力(-)降低至 37%。
TBL 教學模式明顯提升學生在醫技專業英文字彙的口說與音聽能力的學習成效，尤其
是口說能力。

1. 口說能力(-)音聽能力(-)學生族群的學習成效

在前測中對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不會說也聽不懂(口說(-)聽力(-))的比例為
56.7%，在後測時降低至 9%。以 TBL 教學模式學習後追蹤這群學生的學習成效 (表一)，
在後測評量中口說能力進步佔 76% (7.6/10 題)，聽力進步佔 55%(5.5/10 題)，沒有顯著
進步佔 15% (1.5/1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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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說能力(-)音聽能力(+)學生族群的學習成效

在前測中對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不會說但聽得懂(口說(-)聽力(+))的比例為16%，
在後測時降低至 8.9%。以 TBL 教學模式學習後追蹤這群學生的學習成效 (表一)， 在
後測評量中口說能力進步佔 70% (7/10 題)，維持原狀(口說(-)聽力(+))佔 19% (1.9/10 題)，
音聽能力退步佔 8% (0.8/10 題)。

3. 口說能力(+)音聽能力(-)學生族群的學習成效

在前測中對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會說但聽不懂(口說(+)聽力(-))的比例為16.5%。
以 TBL 教學模式學習後追蹤這群學生的學習成效 (表 1)，在後測評量中音聽能力進步
佔 46% (4.6/10 題)，維持原狀(口說(+)聽力(-))佔 30% (3/10 題)，口說能力退步佔 24%
(2.4/10 題)。詢問口說能力退步的學生，他們在前測自評時覺得會唸，但經學習過後，
發現自己的讀音並不正確，所以在後測時自評音聽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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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學生族群學習成效的比較
前測\後測

口說能力(-)

口說能力(-)

口說能力(-)

口說能力(+)

口說能力(+)

音聽能力(-)

音聽能力(+)

音聽能力(-)

音聽能力(+)

15
%

9%

30
%

46
%

8
%

19%

10

63
%

15
%

9%

30
%

46
%

音聽能力(-)
(56.7%)

口說能力
(+) 音聽
能力(-)
(16%)
口說能力(-)
音聽能力(-)
(16.5%)

833

APA-6

圖 6 口說與聽力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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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評量與學生自我省思
修此課程的學生對在期末此課程的教學評量平均為 4.95/5，在學生的意見回饋中表
示同儕學習的氛圍讓他們提升學習興趣，也讓上課變有趣且較無壓力。而 APP 與英文
學習平台的建置，讓學習更無障礙，在課前預習或課後複習遇到不會念的單字，皆可利
用語音平台，讓學習更有效率。表二是滿意與認同度的問卷統計，學生滿意對 TBL 的
教學模式，也相當認同(高於 4.5/5)此上課模式上課方式較活潑， 可提升學習興趣與學
習動機， 對醫技英文的學習很有幫助。學生對學習的自我省思(表三)中大部分學生用心
參與上課(96.5%, 83/85), 課後會自修此科目(79.9%, 68/86)
表 2、期末滿意與認同度統計

835

APA-6

836

APA-6

肆、 討論
專業的醫學英文是醫技系學生在職場工作的重要的必備條件，對於原先英文素質不
佳的科技大學學生，要培養學生對醫學英文會講、會寫、會聽的能力，實在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在認字能力的前測結果顯示，以正確英翻中寫出醫技專業英文字彙作為評 估，
醫技系二年級學生 93 人，前測結果 10 個題目可以正確寫出的題數平均為 1.34 題。10
個題目的口說與英聽前測結果顯示口說(-)佔了 73%，而聽力(-)佔了 74%，口說(-) 且聽
力(-)的佔 57%。即表示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平均有 7.3 個字不會說，有 7.4 個字
聽不懂。而既不會說也不會念的有 5.7 個字。

專業英文英翻中的題目為二年級學過的字彙，所以大部分的學生都已經忘得一乾二
淨，因此在前測評量中以認字能力表現較差。為了增強學生對專業字彙的認字，在課堂上
加強字首字尾字根的說明，也介紹相關圖片。希望能以文圖連結來強化學生的英文認字
能力。在認字能力前測結果顯示答對 0 題與 1 題者佔了 65.2% (62/95 人)，答對 6 題
以上只佔 2.1% (2/95 人)。圖三顯示進行 TBL 模式教學後進行後測，答對 0 題與 1 題
者降為 7.4% (7/95 人)，答對 6 題以上增加為 50.5% (48/95 人)。就全部學生族群分析，
學生對醫技專業英文字彙認字能力差異與學習成效的關係(圖四)， 認字能力以 TBL 教
學模式學習後平均提高了 44.1% (4.4/10 題)，但前測中認字能力的差異並不影響學生認
字方面的學習成效。舉例來說，原本前測結果認字能力為 0% (十題皆錯)的族群，其認字
能力提升至 41% (4.1/10 題正確)，前測結果認字能力為 10% (1/10 題正確)的族群， 認
字能力增加 40% (4.04/10 題正確)。原本前測結果認字能力低的族群，其認字能力的提升
接近於整體平均值，因此前測中認字能力的差異並不影響學生認字方面的學習成效，學
837

APA-6

習態度才是最具影響力。
進行 TBL 模式教學後進行後測，後測結果(圖 4)顯示，口說(-)佔了 18%，而聽力
(-) 佔了 37%，口說(-)且聽力(-)的佔 9%。顯示 10 個醫技專業英文字彙平均有 1.8 個
字不會說，有 3.7 個字聽不懂。而既不會說也不會念的有 0.9 個字。在 TBL 課程學習
課程中， 每一位學生都得上台教課， 在演練與試教過程中教師會一對一的個別指導，
而同組學生也會相互學習， 因此口說能力有明顯的進步。此外每堂課的 individual test,
每位學生都得上台接受口說測驗，多次的練習明顯提升學生的自信，克服原本對專業英
文口說的恐懼感，口說能力就有明顯的進步，由原本口說能力(-)的學生族群佔 73.3%，
在後測口說能力(-)的學生族群降至佔 18.3%。相較之下，英文音聽能力除了聽得懂英文
字彙，還得結合認字能力。否則只是聽得懂， 但不了解其意。所以在前測音聽能力(-)的
學生族群佔 73.2%， 在後測結果音聽能力(-)的學生族群降至佔 37%(圖五)。在音聽方面
的進步沒有口說能力進步明顯。
此課程在教師期末評量為 4.79/5，學生認同以 TBL 模式導入醫技英文教學可提升
學習興趣與動機，比傳統上課方式活潑有趣，有助於提升學習興趣與動機的認同度約
4.6/5。學生自評在上課時很用心參與佔 79.1% (68/86)。團隊導向學習法(TBL) 不同於以
往由教師上課、學生聽課的單向模式。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上
課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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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以團隊導向學習法(TBL)導入醫技專業英文學習的教學實踐研究中，學生對專業英
文字彙的認字能力由 18%提高至 51%，學生口說(-)聽力(-)族群由前測的 56.7%降低至
9.4%，口說(+)聽力(+)的學生族群由前測的 10%明顯地提高至 54.1%。在課堂中團隊學
習與同儕評量的氛圍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課後佐以語音平台學習強化學生自信。在前
測口說能力(-)的學生族群佔 73.3%， 在後測口說能力(-)的學生族群降至佔 18.3%。在
前測音聽能力(-)的學生族群佔 73.2%， 在後測結果音聽能力(-)的學生族群降至佔37%。
以 TBL 導入醫技專業英文學習有效提升學生對專業英文字彙的認字、口說與音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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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莊子思想實踐心靈環保理念之教學實踐──
以「孤獨」主題為例
蕭麗芬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Tina0216@dila.edu.tw

摘要
酷愛閱讀，以「文學．老莊．哲學．宗教」形塑自己的生命底蘊，積
極從事「體驗．創造」生活藝術的實踐工程，正執行 109 學年度「以老莊
思想實踐心靈環保理念之教學實踐研究」，期許將中國人文思想發揮更大
的實踐力量。
科技文明進步帶給人們無比的速度感受與巨量信息，然而，在現代人
享受前所未有的便利性下，卻面臨了具大的「憂鬱」現象，人們正逐漸迷
失在人性價值與生命意義的懷疑與喪失當中。現代人因為心靈貧窮所衍生
的困境，比從前物質貧窮所造成自我的傷害、對他者的不尊重及自然環境
的毁滅性破壞等問題更加嚴重。於是，在 1996 年開始有了「生命教育」
的提倡，以「深化生命的價值」之精神目標為核心內涵，似乎為教育方向
帶來一線生機；2017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校院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回
到以「學生」為主體，在教學中透過教師的教學創新設計，真正落實「教
學目標」以提昇教學品質。本研究以研究者目前(109 學年度)所進行的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以老莊思想實踐心靈環保理念之教學實踐研究」的執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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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作為教學創新實踐的檢視對象，並配合 109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老莊
思想與生命反思專題一──莊子的孤獨」
，作為本研究論述的內容，透過「存
在的孤獨性」、「價值的獨特性」、「生命的獨立性」及「宇宙的獨有性」
四方面，從理解生命談心靈環保、認識自己談生活環保、人我關係談禮儀
環保，及天人關係談自然環保的教學及實踐過程，引導並啟發學生思維之
更多可能性，目的在使心靈得以淨化與提昇，以完成「生命」的「教育」，
使學生邁向生命意義與人生價值的實踐。
關鍵字：莊子、孤獨、心靈環保、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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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Implementing Spirit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Zhuangzi's
Philosophy──Take "Loneliness" as an example
Li-Fen Xiao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Life Education M.A. Program
Tina0216@dila.edu.tw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rought people an
incomparable sense of speed and a hu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However, under the
unprecedented convenience that modern people enjoy, they are faced with a great
phenomenon of depression.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utilitarianism" and
"performance orientation" have become the principles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ducation scene, the teaching is led by "exam orientation" and "
credentialism", which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value of people's life growth and
thinking construction. People are gradually lost in the doubt and loss of the value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plight of modern people caused by the
spiritual poverty is more serious than the problem of self-harming, disrespect for
others, and devastating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the previous
material poverty. Therefore, in 1996,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motion of "life
education", and taking the spiritual goal of "deepening the value of life" as the core
connotation brought a slim chance of survival to the education policy. In 201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moted the "research projects of teaching practi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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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main body returned to "students". Through
teacher’s innovative teaching design, the "teaching goals" are truly implement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researcher's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 of teaching practice “Lao Zhuang’s philosophy to
implement the spiritu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as the object of
inspection for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This research’s content is based on the
course "Lao Zhuang Thought and Life Reflection Topic-Zhuangzi's Loneliness" in the
first semester in 109 academic year. Through the four aspects: " loneliness of existence",
"uniqueness of value", "independence of life" and " exclusion of the universe ", from
understanding life to talking about spirit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nowing oneself
to talking about lif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o talking
about etiquet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to talk about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aching and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guide and inspire students to think and create more possibilities. The purpose is to purify
and elevate human spirit, to complete the "education" of "life", and to enable students
to move forward to implement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Keywords: Zhuangzi, Loneliness, Spirit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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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鑒於時代環境的急劇變化，發現當世界各地正掀起一
股股的環境保護策略推動時，卻忽略了最根本性的問題，就是人的思想觀念才是
破壞家園環境的關鍵性因素；於是法師在 1992 年提出「心靈環保」的理念，目
的在突破人類舊有的思維框架，以改變觀看世界的方式；其主張人人應當透過自
我內在的心靈淨化，以提昇心靈品質，才能從內而外，自發主動的落實愛護社會
環境，與珍惜自然資源的作為。聖嚴法師以佛教思想為實踐「心靈環保」的內涵
及方法，然而也認為「心靈環保是應該不分古今的、不分地域的、不分宗教的」
(2012，頁 33)；至於中國思想以「生命」及「實踐」為特質，莊子消化老子所提
倡的宇宙根源之「道」，將之內化為人人均可透過修養而得以開展出「道法自然」
的心靈境界，正可謂為「心靈環保」之徹底體現。本課程研究在「教學內容的創
新」上，以「莊子思想」之「孤獨」主題為教學內容，呼應以「心靈環保」為中心
所涵攝的「禮儀環保」、「生活環保」和「自然環保」之「四種環保」的實踐。從
理解生命之「存在孤獨性」談心靈環保，從認識自己之「價值獨特性」談生活環
保，從人我關係之「生命獨立性」談禮儀環保，最後從天人關係之「宇宙獨有性」
談自然環保，使「莊子」思想與聖嚴法師之「心靈環保」理念有對話的可能性。在
「教學模式之創新」上，除了傳統之「文本詮釋」為理論脈絡的論述方法外，結
合「教學及生活實踐」之覺察思考與實踐方法的設計，其中並以「莊子思想之生
命教育」面向為「教學理論之創新」，引導學生從學習莊子思想中有更多元思維
的發現過程，使其具有自我探索的能力，進而提昇心靈品質，開展生命境界，以
實踐「心靈環保」之理念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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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一、

文獻探討
莊子思想及研究

本課程以「莊子思想」為內容，但在長期以「四書」為主要內容的學習歷程
下，多數人對於老莊思想並沒有太多的學習機會，反而受諸多的制約，在一個學
期 3 個學分，共 18 週的課程中，如何將莊子的核心思想作全方位的論述，能夠
與學生的生命需求連結，並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落實莊子思想？《莊子．天下》篇
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莊子展現
出一種生活在人群社會中的「孤獨心靈」，而此種孤獨心靈卻是因為與宇宙自然
大道相契，而流露出一種自由無礙的生命狀態；此種生命境界，不似儒家之積極
入世，亦不為原始佛教之提倡出世，反而展現出一種「生活在世界中的求道者」
(Peter France 著，梁永安譯，2004，頁 236)的形象，亦即用一種「出世之心」過
「入世的生活」的獨特樣貌。徐復觀提到老莊思想所建位的最高概念是「道」，
目的在精神上「與道一體」；並以「體道」的人生觀，達到現實生活的安頓為目
標(2013，頁 48)。古學今用，這或許正是能夠提供給現代人在紛亂困頓之生活中，
達到平衡和諧的可能性參考。
本課程以「孤獨」為主題，《說文解字》提到「獨」者从犬、蜀聲。羊爲羣、
犬爲獨，犬好鬥，好鬥則獨而不羣，又有「老而無子、無子孫曰獨」；至於「孤」，
从子、瓜聲，「幼兒無父曰孤」。而「獨」與「孤」多合用而為「孤獨」一詞，
英文翻譯有「loneliness」，意指「不與人交流、孤零零一個人」的狀態；另有翻
譯為「solitude」，意指背對世界，從世界的價值觀中分別出來之意，研究者將整
合「獨」與「孤」之文字內涵，以莊子文本中之「獨」為核心，將此概念定義為
「孤獨」，並延伸、轉化此概念為「獨特」、「獨立」及「獨有」之可能性內容，
展開相關之論述詮釋及教學實踐設計。
中國思想為「生命的學問」與「實踐的智慧」，針對老莊思想以「實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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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研究文獻，主要以詮釋老莊思想中之「生命實踐智慧」內容，仍然屬於「理
論方法」的論述。於是，如何將一套「思想理論」，透過教師教學方法的設計，
使學生能夠對「思想理論」產生理解，而願意在日常生活中落實此思想理論的智
慧，使其生命有機會深化？本研究內容「以莊子思想實踐心靈環保理念之教學實
踐──以『孤獨』主題為例」，課程將以莊子思想「孤獨」的生命智慧為內容， 透
過多元的理解與實踐分享中，設計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覺察」、「反思」的課後
活動，使莊子思想能夠真正被「實踐」出來，目標在完成「心靈環保」的理念，
協助學生在提昇心靈品質後，能夠主動發揮「生命實踐」的精神，產生自然而然
「社會實踐」的影響力，此乃與前輩學者研究之最大不同點。二、 心靈環保及研
究
聖嚴法師提到「心靈環保」是一件「都需要做，都應該做」的事(2012，頁33)。
而「心靈環保」的核心價值，亦正是中國思想的共同特色，因為儒釋道三家都是
以「人心」為解決一切困境的方法，孔子以內在之「仁」，孟子以「四端之心」，
老子以「致虛」、「守靜」，莊子以「心齋」、「坐忘」，中國佛教以「明心見
性」等，「心」成為一切工夫實踐的下手處、著眼點。聖嚴法師說明自己所提的
「心靈環保」這個名詞，雖然是自己新創的，但是「它的內容，其實就是以觀念
的導正，來提昇人的素質」(頁 34)。思維方式的不同，產生不同的價值觀點， 而
人的「行為表現」乃是受到「價值觀念」的影響，當人的價值觀念不正確，或受
到價值思維的框架所制約時，那麼當外在環境有所變化時，內心便會受到影響而
失去了自主性；若是在每次的「狀態」、「現象」、「環境」、「人事」等發生
的過程中，能夠有正確的價值思維時，便能夠由此而鍛鍊內在心靈，進而提昇生
命境界。於是，在內心不受拉扯干擾而安定清明的境界中，便能夠超越現象世界
的二元對立，順應自然之勢而轉化思維框架所造成的困境，使人有機會過幸福的
生活。
聖嚴法師提到的「心靈環保」有四種內涵，乃是以「心靈環保」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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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的情意、思想觀念、及精神作一淨化，目的在消弭人們普遍的「心靈貧窮」
所延伸的問題。心靈環保涵蓋了以生活的節儉、整潔和簡樸的「生活環保」，以
真誠、謙卑和禮貌與人相處的「禮儀環保」，及以保護自然資源與自然生態的「自
然環保」(聖嚴法師，2012，頁 49)。四種環保，由內而外，由「人心」到「人的
作為」，再到「人與人的關係」，以至「人與天地宇宙」的關係。亦即以人類「心
靈的淨化」為核心，透過「覺察」、「反思」、「鍛煉」、「修行」並「轉化」
的過程中，使人能夠從「自我中心」的束縛之中釋放出來，在心靈所涵蓋的「心
理」、「思想」與「精神」三個層面上，達到「情緒的穩定」、「思想的疏通」
及「精神的提昇」，而「精神的提昇」，正是從心理情緒的穩定及思想觀念的淨
化，所產生的心靈層次。
至於有關「心靈環保」理念的研究上，仍是多以聖嚴法師之佛教思想為內容
者最多，均說明透過心的鍛煉，使心靈品質得以提昇，而這正是與中國傳統儒道
二家思想有其相通相似的特點。至於本研究乃是透過教學活動的設計，以「莊子
思想」為教學內容，使學生透過莊子思想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心靈環保」
之生命提昇的實踐工夫，則是與前輩研究內容之相異處。
三、

教學實踐研究

本課程主要為「生命教育學程」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之選修課程，學生年
齡多樣化，四十歲以上者佔百分之八十；學生身分多樣化，從在職進修者至退休
人員，學生多認同聖嚴法師「提昇人品，建設淨土」之理念。在「報考動機」上
有 84.6%是為了「認識自己」，在「未來規劃」上有 53.8%要「做公益」(法鼓文
理學院校務研究(IR)工作小組，2020)，學生對自己生命的探索有一種內在的強烈
動機，也都能秉持著準時上課、不缺席、參與討論、全力以赴的良好學習態度。
然而，在傳統長期以填鴨被動理解的學習歷程中，教師如何使學生對老莊內容有
真正的理解，進而引導學生在生活中能夠實踐「心靈環保」的理念，便成為此課
程的創新之舉，亦成為本研究之動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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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踐能否合一？牟宗三定義中國傳統思想為「生命的學問」，以其思
想家所建構的理論系統，都是從生活中所觀察、體悟而得著的生命智慧。在相關
教學實踐的研究中，有透過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師態度之改變為內容，又有
以教學歷程為研究內容者，亦即透過課程歷程的環環相扣，使學生充分理解課程
內容後，主動發動「意識」，進而反省「內化」為自己思維模式；於是產生「轉
化」的想法，願意淘汰舊有的慣性思想，而願意「選擇」新的思維模式，最後依
著此思維模式而產生實踐的「行動」。本研究的教學目標在於透過多元的詮釋文
本，使學生透過自己的意識覺察，將「莊子思想」的精神內化為自己的思維模式，
開始鬆動原有的思維框架而以莊子思想的智慧取代之，開始產生新的選擇，最後
依著新的選擇去行動，實踐生命的價值。

圖 1：「教學歷程之創新」

參、
一、

研究方法
經典文本詮釋法

袁保新提出「經典不會說話，除非我們發問」，意即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經
典與詮釋者的對話過程，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曾經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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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基本要求，包括要承認自己的可能錯誤性，及自己的有限性，因此並
沒有所謂的「絕對知識」，也就是在詮釋的過程中要承認自己的「無知」。因為
所謂的「詮釋」，它並「不是一個獨斷固執己見的過程，而是不斷被作品修正的
過程」(陳榮華，2011，頁 3)，是以在詮釋的過程中，應當是以開放的態度進行對
話才是；而且詮釋更如同在遊戲當中，並非遊戲者支配遊戲，反而是「遊戲本身
才是支配者」，亦即讓文本帶領著那個彷彿在忘我中的詮釋者(陳榮華，2011，頁
3)，進而使文本本身帶領著詮釋者走進文本的真正內涵。林安梧也提到生命之間
有一種「互動感」、「熟悉感」，於是在詮釋研究的過程中，要「把它當成一個
生命一樣地交往，在過程中慢慢熟悉，知道它的生命、它的脈絡」(2009，頁 33)，
是以，在以「生命」為前提下，莊子與詮釋者在人性上必然有其共同性與共通性，
詮釋者乃是以自我生命為核心，透過文本內容，進行與莊子生命的連結、感通與
對話。
本研究之詮釋，除了傳統上透過歷代注家及論述，綜合詮釋《莊子》文本的
內容外，更試圖恢復中國思想「實踐」的特質──以莊子思想落實於日常生活為
詮釋的新路徑，在以「文本」帶領實踐覺察行動的工夫中，詮釋者也在不斷與文
本的對話狀態中，保持完全的「開放」與願意「修正」的態度。即以教師本身及
學生自身的生命經驗為載體，在日常生活的覺察、反思、實踐及體悟中，從文本
的表層，能夠進入文本的深層，以期發現莊子之「道」，進而逐漸掌握莊子的生
命智慧。於是，在整個莊子思想的教學實踐中，透過教學活動，教師與學生的生
活乃是一種有意識的生活，成為「生活覺察的實踐者」，透過「生活的實踐」與
「生命的發現」中，再加強文本詮釋的多元性，使人能夠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
逐漸獲得生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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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現場與生活實踐法

圖 2：「教學模式之創新」
(一) 教學現場

藉由學生在教學現場的參與品質高低，可為反思修正教學實踐的指標。
1、在面對學生的態度上：需要(1)肯定學生獨特的生命狀態，尊重個別差異。
(2)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引導學生敞開學習與分享。(3)啟發學生的生命為核心，
不再是知識的貫輸，而是將所學習的莊子思想能夠運用在日常生活，具有自我實
踐的勇氣。
2、在教學的方法上：透過以「實踐」為方法的詮釋內涵，教師以真實的生活
體驗與所教授的內容相結合，使彼此達到一種開放信任的關係，營造一種安全溫
暖的學習氛圍；在討論分享中，學生也能完全投入莊子思想的內容，與自己的生
命經驗，有一種真切的連結。在師生同儕都能全心投入課程中，達到一種忘記時
間感的「心流體驗」，產生古人與今人、專業與通識及理論與實踐之合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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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實踐

藉由學生的日常實踐及分享，作為教學實踐反思的指標。在中國思想之「實
踐」特色下，中國所有重要的哲學家都是「身體力行」、「親證體驗」的典範。
他們的一生，是他們哲學理論的觀點寫照；他們的行誼，是他們的理論型態的實
踐歷程；甚至，他們的人格，是他們的理論成立的最終證立(杜保瑞，2013，頁 3233)。是以，在課後活動中有意識的過一種反思、覺察的生活實踐，就是一種以思
想理論實踐修養工夫的體現。
首先藉由上課內容的理解，要求學生下課後仍然帶著教師之提問去參與日常
生活，以一種新的角度思維來面對同樣的狀態，而此時正是檢視自己學習效能的
機會；再者因為日常生活的實踐，需要在下次上課時分享，於是更能釐清所學習
之思想理論與生活實踐的差距，亦可作為教師之教學反思、調整教學內容及方法
的關鍵。最後，當以「問題意識」過生活時，在莊子文本的學習上，便能開啟尋
找解決答案之「自主學習」的可能性，更是延伸學習的最佳引導方式。

肆、

教學實踐之內容與討論

教學實踐的內容乃是以莊子思想為文本，目的在藉由學生對莊子思想以「孤
獨」為主題的文本理解中，試圖開展學生的視野，提昇學生的心靈境界，朝向精
神生命的追求，以培養人格的獨立，並達臻精神的自由。以下說明教學實踐課程
的內容及相關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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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歸道之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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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異而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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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情而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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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踐生活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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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天人關係
之
「宇宙獨有性」
談
自然環保
(一)困境與轉
化1、機事與
機心
2、渾沌之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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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關係
1、守道而見獨
2、無古今生死
(三)實踐自然環
保

圖 3：「教學內容之創

新」一、

從理解生命之「存在孤獨性」談心靈環保

「生命」從來沒有一本說明書告知人們要如何使用，但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和
思想家，無不想要提出一種如何實現生命的可能性方法。

(一) 困境與轉化

常人常陷於現象世界的流轉中而不自知，至於智者或先覺者則莫不對「生命」
本身有強烈的「存在感受」。莊子在〈齊物論〉提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
盡」內容，說明對於「存在的覺察」和「精神的永恆」的體會。在課程討論中如
下：
1、引導學生反觀自己的一生經歷，是否有類似的存在感受？再者討論「人
性」與「物性」之不同，其存在之差異性是什麼？

853

APA-6

2、引導學生回憶與他者的關係中，能夠真正被回憶的是什麼？是肉體？是物
質？還是他者給予自己的一種精神性感受？其次，討論什麼是「價值」？最後，
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是「真正的價值」？
(二) 理解生命

莊子在〈養生主〉提到公文軒與右師的對話，所謂「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
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獨」是「一隻腳」，此一隻腳之「獨」
乃為天所賦與；在此詮釋轉化「獨」為「獨特」的意涵，說明每個生命具有「自
身的獨特」，並且能夠「體驗天之與」。在課程討論中如下：
1、邀請學生思考自己和他者的不同之處？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與他者的不同
之處？此不同是否為自己的獨特色？
2、覺察在自己與他者不同的生命經驗時，能否轉化此生命經驗為自己所具
有的「獨特性」？其次邀請學生覺察此「獨特性」是否為自己的人生帶來不同？
最後，觀察此「獨特性」是否能夠提昇或如何成為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三) 實踐心靈環保

從理解生命之「存在孤獨性」談「心靈環保」，透過「存在的覺察」，看見
生命存在的流轉變化、無可奈何的狀態，但並不僅於此，乃是更深刻的要喚醒人
們對精神世界的永恆性價值追求。而且當人的內在心靈能體會「天之所其獨也」
的價值時，則將不再受任何外在環境的干擾影響，並全力以赴，專注於生命之所
以為此之自我實現，以發揮自己的獨特性；且在二元對立的環境中，不受影響，
繼續保持在安定平靜的狀態下實現自我，這正是體現「心靈環保」理念的最佳方
式。
二、 從認識自己之「價值獨特性」談生活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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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價值」？「價值」是「人」在面對客觀世界之對象時，「對象」之於
「人」所產生意義與作用的高低感受，而價值的高低，往往因為人在認知上的差
異性，而產生不同的價值感受，並形成所謂的「價值觀點」。而價值觀點的不同，
最後會形成一套的「價值標準」，在約定俗成中成為人人在社會中所應該遵循的
法則。
(一) 困境與轉化

莊子〈齊物論〉提到「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的內容，說明「名言
之有限」與「歸道之一體」的體會。莊子提出「名言」具有「不定」的問題，主
張是否能夠停止二元對立之分別判斷，讓所有的一切能夠如其本來的樣子呈現。
在課程討論中如下：
1、引導學生觀察「日常生活」所形成的習慣性價值思維，覺察自己在無意
識生活中被制約的價值觀？進而反思在日常生活中之行為，是否因為科技文明進
步的趨使下，自己常常遺忘真正的價值，反而追求物質欲望之有限價值？
2、邀請學生進入自己所以為理所當然的思維，引導學生看見此思維的框架，
是否能夠容許其他的對立面的呈現？
(二) 認識自己與事物的關係

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到「朝三莫四」之「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內
容，說明了「名異而實同」與「和是非之別」的體會。人除了無法以「言」明「道」
外，更是常常陷溺於「名言」的困境。莊子在超越「是」與「非」的二元思維中，
以「道」的絕對價值，讓「是」與「非」同時表述呈現，以達到和諧的境界。在課
程討論中如下：
1、引導學生檢視生命中的「失敗」與「成功」，雖然名稱、喜好、情緒不同，
但其中是否有其「共同性」？或是「絕對性」？再者，先從「失敗」與「成功」
之「已然」角度認知，檢視「失敗」與「成功」之「或然」角度認知，開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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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視野。
2、邀請學生重新去檢視「價值」之真正內涵與本質，及是否有調整及發揮其
他的可能？引導學生去反思自己所捍衛的社會價值是什麼？再釐清「真正價值」
與「社會價值」的落差？使人更能掌握生命中的核心價值。

(三) 實踐生活環保

從認識自己之「價值獨特性」談「生活環保」，當人僅從多數人所形塑的「社
會價值」來衡量一切對象物的價值時，便容易失去人之主體性，容易流轉在外在
環境及物質事物當中，而不能夠掌握身為一個人的人性價值及核心信念。若「以
道觀之」，則一切均在大道中，而無有不包容。是以，當人不執著於言論所形塑
的「是」，如：功利、欲望與成功等之社會價值追求時，才能真正的回到生活的本
質或道中，過一種簡樸、節約、共存及共榮的生活模式，而這正是「生活環保」的
實踐。
三、

從人我關係之「生命獨立性」談禮儀環保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第 40 章》)，在人類世界開始了
「有形」與「命名」後，後來也形成「有情」的人我關係。而人亦透過人我關係
中， 以完成「道」之開展。
(一) 困境與轉化

莊子在〈至樂〉中提到「莊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說明「人本之無生」
與「通乎命之行」的體會。莊子原本對妻子的死亡是感慨不已，到最後以敲鑼打
鼓如同慶典之歡樂方式，來迎接這獨立生命的「死亡」變化現象。在課程討論中
如下：
1、引導學生從過往至親的死亡，理解自己如何看待「死亡」的現象？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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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人們為什麼會害怕「死亡」？2、引導學生從「死亡」的獨特經驗，更深刻的
進入「人我關係」中之「生命獨立性」，使人能夠超越關係之糾葛。

(二) 認識自己與他者的關係

莊子在〈德充符〉中提到「人故無情乎？」的內容，說明人之「有情而無情」
與「因自然而獨」的體會。莊子說明人雖然在關係中，卻可以順應自然之勢而無
情，也就是人可以不受關係之影響以致情緒起伏而受傷、影響生命本身，是以人
可以有情而無情。在課程討論中如下：
1、引導學生作「情感」與「情緒」討論，人可以有情感而沒有情緒嗎？
2、檢視自己情緒之起伏點為何？是否因為「好」與「惡」之價值觀點判斷
而影響情緒？反思自己的習慣性價值思維，並加以突破。

(三) 實踐禮儀環保

從人我關係之「生命獨立性」談「禮儀環保」。若是能夠認識整個生命的存
在狀態就是一個「孤獨」的呈現，每個生命之本來「無生」，最後都將歸於「無
生」時，生命才能超越「待」或「依賴」的「無能」與「附著」；也唯有在精神
生命之「獨立自主」狀態中，才能生發出一種永恆關係的存在。在人我關係中，
因「道」而挺立生命，生命才能獨立，才能消解關係之禮儀形式化的制約，方能
以真誠、謙卑待人，而這正是「禮儀環保」的最佳體現。

四、

從天人關係之「宇宙獨有性」談自然環保

老子提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第
38 章》)欲使人從人倫關係之仁義道德中，回歸至天地宇宙根源之「道」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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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恢復人與道之最根本性的連結，將人安置在天地宇宙的關係當中。老子的目在
為當時「禮壞樂崩」的社會亂象提出解決的方法，肯定人之在天地宇宙中的「獨
有」特質。
(一) 困境與轉化

莊子在〈天地〉提到丈人「將為圃畦」的故事，表達了「機事與機心」和「渾
沌之純白」的體會。莊子以丈人理解生命是天地宇宙中的獨具存有，人應在生活
中實踐「道」之「無限」開展，而非陷溺於「事」之「有限」忙碌，人在獨具的
存有中才能實現人的意義與價值。在課程討論中如下：
1、邀請學生反思在科技文明的便利下，人是否失去了某些東西？使學生在
科技文明不斷的進步下，能夠回到以人為本的價值，檢視科技與人文的關係是否
有衝突？能否有平衡的展現？
2、檢視生命中之「純」、「白」、「神」與「道」是什麼？是一種人性價值
嗎？ 什麼是永恆的價值？

(二) 認識自己與宇宙的關係

莊子在〈大宗師〉中提到女偊「色若孺子」的內容，說明「守道而見獨」與
「無古今生死」的體會。莊子以生命的展現如同大道一般，本來就能夠超越人情
事物間的一切送往迎來，而能夠在看似一切紛亂的現象世界中，任其自然而然的
發展，而內在卻是安定而不受影響的。在課程討論中如下：
1、引導學生反思，自己最在乎的是什麼？在人倫關係中的好處是什麼？然
而在人倫關係中，是否有制約？若是重新將自己置身於天地宇宙中，可能將面臨
的挑戰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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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是直接將自己置於天地宇宙關係，那麼生命將具有什麼樣的特質？能
否從自然萬象中觀察到「生命」的共同性？而人與其他物種的「差異性」是什麼？

(三) 實踐自然環保

從天人關係之「宇宙獨有性」談「自然環保」，人因為科技文明的快速進步，
逐漸切斷與天地宇宙的連結，失去了在天地宇宙中原有的關係與位置；而迷失在
天地中的人們，內在心靈變得無比貧瘠。莊子透過守道的過程，開始產生與天地
宇宙萬物的共感、共生、共存及共榮的「永恆」與「無限」的體會；當人不再以
「人類」或「自我」為中心，方能放下以「主體」宰制「客體」的至高姿態，開
始將自己真正融入天地中，在天地萬物平等中，產生尊重所有萬物存在價值的態
度，並且與天地宇宙達到一種和諧的關係，而這正是「自然環保」理念的實現。
從理解每個生命的存在具有「孤獨」的本質，到認識自己生命的「獨特」價
值，並透過人我關係中實踐生命的成長與成熟以完成精神的「獨立」自主，目的
在實現自我生命具有道生德畜之「獨有」內涵；以上四點內容說明了在教學內容
上的創新。其中從對自我存在的覺察，以提昇內在自我的「心靈環保」；從名論
言稱的限制，以簡化世俗價值的「生活環保」；從人之所本無所始，以獨立真誠
實踐人我關係的「禮儀環保」；從因機事而有機心之檢視，探討人類長期宰制天
地萬物之唯我獨大，進而能夠珍惜萬物齊一的「自然環保」。

伍、 研究結果
一、

覺察筆記本的實行

本課程的最大特色，乃是透過莊子文本以「孤獨」為主題，展開對生命本身
具有「獨特性」、「獨立性」與「獨有性」之價值理解。在教學策略上，主要以
「提問方式」不斷思辨以理解文本內容，課後再以「覺察筆記本」之書寫，能更
深的覺察記錄學生如何將莊子思想文本真正落實在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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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學策略尚有以學生對自己生命的「問題意識」展開對莊子思想的相關
研究，在期中作成「摘要」，在期末達成「完整的小論文」，目的在補充上課的不
足及養成學生自學的能力；還有，透過一個月一次的「心齋茶室」讀書會，閱讀
聖嚴法師的相關著作，使學生能融會貫通道家與佛教的生命思想特色，以「心靈
環」為核心，展開古今對話的可能性；更有以「自然體驗營」為主題的設計，邀請
業界講師作校內演講如「零廢棄」的生活實踐，與校外教學如「城市園林漫步」
之發現與探索，目的均在使學生對老莊的自然思維有更多元的實踐。
本研究就 109 學年上學期課程「老莊思想與生命反思專題一」以「孤獨」
為主題的課程，主要教學策略為「提問法」，並運用「覺察筆記本」，說明本研
究之教學實踐成果。以下是除去期中期末之報告時間，及有時覺察功課會重覆兩
週外，共有 12 組題目是課後之覺察題目。
1 透過這一週所發生的一件事，去仔細覺察(看見、發現)那到底是什麼?
2 試著想想自己以前的價值觀通常是什麼?再覺察自己真正的核心價值可能是
什麼?
3 請試著覺察自己的獨特性?
4 分享聽見自己內在聲音的經歷、及感受?
5 去仔細傾聽他者的話，試著發現其內在之真意?
6 若自己是一座寶山，試想自己挖掘了那些?還可以再挖的可能是什麼?
7 覺察自己如何安頓孤獨?
8 覺察自己的生命已經超越的部分?尚待努力的部分?
9 去覺察體驗:能真正面對孤獨的人，方能以成熟的愛與人建立關係。
10 請覺察自己生命的依賴是什麼?
11 請覺察自己的狀態，若以「自然之道｣應用在生活時，那會是怎麼一回事?
請分享事件及實踐的過程。
12 從生活經驗中，去覺察死亡的內涵?
二、

教學實踐的研究成果

109 學年度所執行的教學實踐計劃，以研究者授課的三個班級為實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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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研究因篇幅限制，而將此研究及成果限定於 109 學年度上學期「老莊思想
與生命反思專題一」以「孤獨」為主題的課程上。本課程總共有 8 個人選修(1 人
有修過研究者過往老莊相關課程、7 人第一次選修)，8 人中有 1 人未參與此計
畫，亦未填寫問卷，有 7 人填寫「知情同意書」參與此計畫的實行。而 7 人中
又
有 2 人因修研究者別門課，而不再重覆做問卷。原則上共有 5 人之回饋問卷，然
因其中 1 人已有做期初問卷，共有 6 人資料呈現，期中期末問卷則為 5 人資料。
(一)有關「課程內容」之問卷，分「期初」(第 2 週)、「期中」(第 10 週)及「期
末」(第 18 週)問卷。期初期中問卷題目為開放性問題，期末問卷則以選擇題為
主， 附有統計圖表呈現。
期初問卷
主題：對自己的認識與對課程的期待
A.我認為的生命實踐是什麼？
答：
1 能安頓自我之價值，達到良善的心靈品質。
2 發揮上天賦予個人獨特能力，在家庭中或職場上活出自己的樣貌，讓能力
有機會發現和展現。
3 將經過思考的生命方向的願景，認真地去在日常生活中給「做」出來。
4 找到核心價值，實踐它。我的生命核心價值是找到真正的快樂，樂在實踐
過程，然後我的自在快樂感染給家人、朋友。
5 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進而可以為他人、社會做些事。
6 過好每一個當下，照顧好自己，身邊的人，依能力擴及更多的人。
B.我認為生命轉化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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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目標不明確
2 慣性思維。雖然透過學習而懂得許多真理，可是落實到生活層面的時候，
仍會因為習以為常的習慣而破功。
3 已經習以為常的認知概念。
4(1)取捨(2)能否看清楚，想透，信仰自己的中心思想。
5 面對真實自己。
6 積習難改。
C.我為什麼要上這門課？
答：
1 歷來多少文人騷客因《莊子》而轉化人生困境，故當一窺六才子書之一的
教化。
2 希望活得像莊子那般逍遙，希望自己這把刀可以修鍊到無厚，希望下半生
的歲月可以活得更有有智慧。
3 我想了解內心那股幽幽存在的感覺是什麼，而我又該如何與它相處。
4(1)探索老莊思想(2)找到共鳴、轉化生命底蘊(3)找到生命轉化的方法，實踐
它， 享受生活過程、安頓身心。
5 對老莊思想有興趣，並想透過對老莊思想的探索，結合心靈環保實踐的可
能連結。
6 擺脫既有框架，活得更自在。
D.我希望教師用什麼方式來教我們？
答：
1 先文本分析及歷來各家評論，再由學生發揮感想。
2 目前的方式就很好了。講述部分，讓我們學習莊子學說的精神與實踐方
向。討論部分，讓我們可以腦力激盪，進一步思考，探索自己內在。
3 透過分享認識不同同學和老師的想法，但要在範圍內、跟主題有關。
4(1)喜歡每週的覺察筆記，可以記錄探索的過程。(2)小班上課，老師可以近
距離關照到每位學生、每位學生可以放鬆的分享每週的覺察。
5 配合老師
6 講授理論，轉以案例或故事，加深印象。
E.我希望從這門課學習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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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了解到莊子的精神，及學習的典範。
2 如何逍遙，如何知魚之樂，如何懂得泥塗曳尾而不羡他人的功成名就，更
好的境界當然是『找到自己』。
3 面對自己內在的能量，以及對於相異，甚至衝突的事情，我能提升自己的
視野和胸襟去看待這些對立差別。
4(1)能將老莊思想的積極面及適己……內化成自己生活的態度及習慣，讓自己
能自信、自在活在每個當下。(2)訓練表達，希望在分享過程中訓練用正確的文
字表達讓他者明白感受，進而共鳴。
5 從老莊思想結合心靈課程，進而落實到生活中，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自己。
6 認識自己，活出自信。
F.其他
答：
4 自己看莊子的書很難靜下心來或甚至有不明瞭地方，若有讀書會可能有幫
助。

期中問卷
主題：從學期初至目前所上課程，在我生活中的實踐
A 當時我上這門課的動機為何？
答：
1. 一窺《莊子》如何安頓中國人的心靈，文人騷客因他得到契機，生命得以

轉化。
2. 想從莊子對於生命的理念探索自己該如何面對孤獨。
3. 學程專任老師我都想上看看。了解莊子的思維以及能否在生活中實
踐。
4. 對這個課程有興趣。
5. 學習新的領域

B 至目前本課程和我當時上這門課的預期有差距嗎？這個差距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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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沒差距
2. 基本上沒有差距
3. 因為沒上過相關的課程，所以對我來說，課程內容都是收穫
4. 都很好
5. 沒有差距

C 至目前學習本課程我認為有收穫嗎？收穫是什麼？
答：
1. 有收穫，對《莊子》更深一層的認知，不僅字面的解釋，且了解到更多的

意涵。
2. 有很大的獲利，對於外在物質世界的追求有更清楚的認識！
3. 必然孤獨的意涵，改變我對人生與生活態度一些改變。
4. 對莊子的思想有初步的認識，並透過課程在老師的帶領下，從莊子的角度
來對自己對生命進行不同的思考與覺察。
5.(1)有收獲。(2)學習到莊子寓言的人生處事態度及如何提昇生命境界。
D 上這門課對我的日常生活有什麼不一樣？
答：
1. 生活中遇到的課題，會有更多方面的看見，為人處事更順遂。
2. 我對於物質世界的看法改變，該追求物質還是要追求，但會告訴自己不能

被這些所拘束。
3. 內心較平靜
4.（未答）
5.放慢腳步，欣賞沿途的風景，學習追求心靈的自由，不以別人的眼光及想
法來改變自己。
E 我覺得這門課有提高對自己的認識嗎？說明在我的生命上有哪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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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世上是非黑白本難定論，許多事情也無需下定論，所以一些事就用超越的

心態對待，或者一笑置之吧！
2. 有，我會期待未來的自己不受外在世界的紛擾影響了內心的靈性。而這也
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在這一門課中被發掘出來。
3. 藉由老師每週的課業，在書寫過程中，漸漸找出內心的一些陰影且藉由
分享，找到一些方法安住自己。
4. 孤獨之必然，讓我了解因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即使他人不了解
我也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自己要清楚方向，順著內心的聲音，好好的把自己
生活過好。
5. 認識到在自己身上以很多以前認為理所當然的各種框架，試著慢慢逐一解
構。
F 我可以給老師的建議是什麼？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
答：
1. 無
2. 請老師繼續維持！

3.（未答）
4.針對原文是否需要逐字逐句解釋？因老師有開書單，是可查。是否考濾挑
重點的部份解釋？喜歡老師給予的空間與討論（對話），謝謝！
5.（未答）
期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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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教學現場檢視」之問卷，分「期中」(第 10 週)及「期末」(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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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兩種問卷，以選擇題為主，以統計圖表呈現。
期中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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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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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教師教學反應評量表」，目的在補充上述問卷設計之客觀性不足。
以下就本課程 109 學年度上學期「老莊思想與生命反思專題一」課程之評分及具
體建議陳列如下：
總平均：4.85
校平均：4.64
[其他具體建議]
老師上得非常非常好，我收穫非常非常多，好希望更多一些書面資料喔，
更方便複習。
很謝謝老師除了使用文本充分地介紹莊子一生對於「孤獨」的人生與價值
觀外，還更進一步分享自己的生命歷程給我們大家！讓我們知道莊子的精
神是可以被實現的。建議：老子與莊子能不能拆開變成兩門不同的課程，
甚至是莊子的孤獨、死亡與自由都可以拆成三門不同的課程，這樣就可以
每年開不同的課，就可以正選而不用旁聽。eg.莊子之孤獨與生命價值、莊
子 之生 死 與 生命歷 程 或是 莊子 之 自由 與 生 命 發展 ～ 感 覺 超 級 讚 的啦
XDDDDDD (以上純屬建議，提供老師為日後構思開設的課程) 最後謝謝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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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的反思及展望

在研究過程中，透過理論詮釋與實踐行動的滾動式教學反思並修正的
歷程 中，研究者本身才是本課程的最大受益者。而莊子思想中運用了「寓
言」、「重言」， 若無法更深刻的理解老莊的思想內涵，是不易將其寓言
和重言作更深刻的詮釋。研究者透過前人的詮解以理解莊子思想，亦僅是
能掌握住與自身生命相應的詮釋內容，而無法將歷代各家詮釋作全部的理
解，且後代詮釋是否為真正理解莊子思想者，又是一個更大的詮釋問題。在
研究限制上，一者研究者所參考後人詮釋內容必然有限制，二者研究者透
過自己的生命實踐與反思來理解莊子文本，亦可能陷入自我中心的有限理
解。三者本課程為碩士二年級選修課程，原本修課人數便不多，又因本研究
篇幅有限，所以僅採研究者其中一個班級為研究觀察；且本研究非心理計
量內容，乃是以特定主題課程之質性問卷為研究成果之呈現，顯然樣本數
所呈現的信度及效度不足，造成此研究成果未能完全客觀。在此期待未來
能擴增實踐的對象，作成更完整的量化分析。然而，此教學實踐的研究結果
大致可以發現：
(一)學生對於莊子思想的理解是更加透徹的。

(二)學生也能夠逐漸具備將莊子思想運用於日常生活的實踐
智慧。(三)學生對於自身內外及人我間的關係都更加和諧滿
意。
(四)學生對於本課程的學習成果，與自己所期待之收穫，呈現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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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及完全滿足狀態。
最後說明，以思想理論落實於日常生活的教學實踐，目標在於引導學生
能夠轉化並跳脫舊有的思維框架，而產生一種對生命的新視野。若要將「知」
與「行」合一確實不易，因為除了將文本詮釋為學生可以理解的內容外，並
且要將文本裡的問題意識轉化為學生日常生活的問題意識，使其能夠將莊子
思想運用於自己的生命中；而且在每次的實踐中，如何更加巧妙的轉化，仍
有甚多不足與欠缺。古代傳統經典博大精深，應當不僅止於學術論述，而能
真正發揮其「實踐」的精神為今人所用，使人人都能憑著前人的智慧，得以
走得更遠、更高、更廣及更深， 仍是有待於後來學者一同努力研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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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設計思考課程對學生能力之影響
虞邦祥 1、林晋寬 2、楊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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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管理暨設計學院
phyu@mail.mcut.edu.tw1, jinkwan@mail.mcut.edu.tw2, yangcm@mail.mcut.edu.tw3

摘要
近年重視翻轉教育與學生創新創意教學，技職體系學生如何串聯產業需求與
激發創意素養，並提升面對問題的自信心與挑戰性，為大學教育重要議題。明志科
技大學的設計思考創新教學活動，在校方支持與多位教師推動下，藉由理論講授、
實務演練、原型製作、報告撰寫與成果競賽等方式，整合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
管理系、工業設計系與視覺傳達設計系等四系師生，通過跨領域工作坊「創意整合
實作」課程的舉辦，將四系學生混合編組，讓新世代學生瞭解傾聽與聆聽的重要，
學習與相異背景學員共同團隊合作，在密集連續九天五十四小時塊狀課程，從需求
了解、問題同理、解決方案、可行性分析、說服與行銷等從零到有具體成果方案。
本課程目的是希望提升學生創意思考與跨領域整合的能力，成為未來求職/升學的
重要能力。為了解「創意整合實作課程」的實施成效，本研究藉由實驗設計方法，
驗證課程活動對學生創造力相關的影響，經由 299 位學生問卷發現，在本實作課
程後可提升學生的挑戰與好奇面向的創造力思維，學生在課程結束後正向肯定本
課程設計與執行可提升個人在團隊合作、創意執行、創意發想與創意整合之成效。
關鍵詞：創造力、設計思考、團隊合作、翻轉教育、創意發想

致謝 本計畫承教育部高教深耕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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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ross-domain design thinking courses
on creativity, creative integration practice courses,
comparison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class
Pang-Hsiang Yu1, Jin-Kwan Lin2, Chao-Ming Yang3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Design1,2,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3
phyu@mail.mcut.edu.tw 1, jinkwan@mail.mcut.edu.tw 2, yangcm@mail.mcut.edu.tw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lipped education and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teaching. How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system
students connect industry needs and stimulate creative literacy, and enhance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challenge in facing problem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chool and the promotion of many teachers, the
school’s design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integrate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and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through theoretical lectures, practical exercises, prototyping, report writing, and
achievement competition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four departments, including the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organized a cross-field workshop
“Creative Integration Practice Course”. The students of the four departments were
mixed and organized to let the new generation of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and listening and learn to share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Teamwork, in intensive nine-day and fifty-four-hour block courses, from zero to
concrete results from need understanding, problem empathy, solutions, feasibility
analysis, persuasion and marketing.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improv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cross-field integration ability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ability for
future job hunting/promotion. Fo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eative Integration Practice Course", this study used experimen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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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curriculum activities on students' creativity. According
to a questionnaire of 299 stud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 can
improve students' challenges with curiosity-oriented creative thinking, students are
positively affirming tha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urse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ividual teamwork, creative execution, crea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e
integration after the course.
Keywords: Creativity, Design Thinking, Teamwork, Flipped Education, Cre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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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長久以來，透過教學途徑提升學生的創造力，一直台灣教育發展重要的策略
之一，而為因應創意經濟時代的需要，培育學生創造力也已經成為美國、新加坡、
香港等世界各國，厚植人力及提升國家競爭力的教育發展方向(Chan & Yuen, 2014;
Chang, Chuang & Bennington, 2011)，而透過教學策略的使用，來提升學生的學習
力與創造力意亦是大學教師的責任。因此，運用跨領域的學習策略，顛覆傳統的
課程模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此乃本研究的肇起之研究動機。
設計思考近年來深獲學者們的重視，亦被企業大量應用於解決商業與社會的
問題，乃因它可以洞悉消費者內心真正的需求(Dunne & Martin, 2006）。事實上，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是一種「以人為本」（human-centred）的創意思考方
法(Melles, Howard, & Thompson-Whiteside, 2012)。設計思考與傳統的分析式思考
（analytical thinking）最大的差異在於，設計思考是一種偏向感性分析（emotional
analysis）的創意發想方式，而分析式思考是一種以理性分析（rational analysis）
為主的創意思考法(Razzouk & Shute, 2012），而設計思考可協助設計者從顧客的
身上找到真正的需求，藉由這個需求提出一個合理性又有兼具藝術性的創意點子
(Lugmay, 2011）。因此，將設計思考導入跨領域的課程中，從中探索學生的創意
力啟發，此乃本研究的另一個研究動機。

貳、 文獻探討
一、 創造力理論
（一） 跨領域學習與問題解決能力：
1. （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指不同的學門並列組成，這些學門之間

有時並沒有任何明顯的關聯性（例如：音樂＋數學＋歷史）。
2. 多元學科（Pluridisciplinary）：指將某些或多或少具有相關性的學門加

以整合起來。
3. 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y）：指將某一學門的研究取向（approaches）

與公理（axioms）強加在另一個學門上。
4. 跨科際/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跨科際的是一個用來描述兩個或兩

個以上學門之間互動交融的形容詞。這個互動所指涉的概念非常廣，自
觀念的交流，到概念、方法論、程序、認識論、專有名詞、資料、研究
教育組織的整合等皆可屬之。
5. 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為一組學門建立一個共通的公理（axioms）

系統。各科學門之間的結合可能基於諸多研究目的與研究情境/脈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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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門之間的整合幾乎為各種不同的整合性研究與經驗提供無限的可能
性。
其 中 (4) 「 跨 領 域 能力 」 的 類 型 可 分 為 「 共 有 能 力 」 (common
competence)、「專業協同能力」(collaborative competence)以及「個人專
業 能 力 」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Barr, Koppel, Reeves,
Hammick, & Freeth, 2005)，跨領域人才需有專業知識與技能，還需具備
融合多學科的能力，並能隨時調整認知與作業模式來適應不同的學科之
專業與領域，此外，個體亦能依據環境背景所給予的資訊，將知識整合
與移轉，並做出最適宜的反應，進而跨越單一領域的學科能力，展現跨
領 域 的 綜 合 創 新 (Spiro, Visopel,Schmitz, Samarapungavan, & Boerger,
1987)。本研究採用陳俐淇等人(2017)編制的跨領域核心能力量表作為本
次訓練效益評估之前後效標工具。
（二） 創造力：
創造力，是一種基於概念工具及精神上技巧的人類精神現象而最終
產生或發展為創意、啟發及直覺的過程。從一個科學觀點去看，創造力
思維通常被認為必須具原創性。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去創造
新的事物即是創造力思想，創造力思維和慣性思維最大的一個不同點在
於創造力思維沒有一個固定的方法標準。
創造力的量表又稱創造商數，創造力商數(Creativity Quotient)，簡稱
「創造商數」或「創商」(CQ)；它是一個人的能力智商，思維能力、開
放能力、創新能力和創造能力。創商的核心理念：OIC，即開放（Open）
+創新（Innovation）+創造（Creation）。
本研究參考吳靜吉教授等(1998)所開發之創造力量表，作為衡量之
工具。Tierney與Farmer (2002)將自我效能理論與Amabile (1988)的創造力
理論予以結合，提出「創意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此一概念，
並在職場長期驗證該創意自我效能具長期影響員工創意表現(Tierney&
Farmer, 2011)，因此本研究也會加入問卷作為測量。
二、 行動研究法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AR)是一種方法學，行動研究相信每個人
都可以採取行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或工作實務，並透過有系統的研究來
修正行動，以促成改善的成效。行動為了改善實務解決問題，而研究則
透過瞭解問題、改善策略及專業成長以增進知識。近年來在國高中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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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行動研究，在2014年台灣中小學「翻轉教室工作坊」，開始在台灣點
起了翻轉教育的火種(葉丙成，2015)。本計畫在創意整合實作課程中實施。

參、 研究方法
一、 課程說明：
（一） 主題：我看見高齡者的娛樂需求
（二） 方式：塊狀密集式授課6/11~6/20，共7天，54小時。
（三） 教師：本課程採用「雙師指導」進行授課，由設計與管理的老師各一位，
組成「雙師團隊」，每一組雙師將分配4組學生，每一組學生約6～7人，
總計共有24位老師投入。
二、 課程目的：透過跨領域學習之過程，培育學生問題解決與跨域整合之能力。
本課程之進行方式，係將四系的學生混合編組後，共同面對相同的課題， 藉
由教師的引導，從中學習問題解決、跨領域團隊合作與跨域創意思維等技巧，
期望學生除了成為系所專業的人才外，另亦能成為具備「觀察體驗」與「設
計思考」之跨域創新的人才。
三、研究流程：本研究分為三個階段，分述如下：
（一） 前測：修課學生填寫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沉浸經驗量表、創造力
自我效能量表，了解其相關創造力構念現況。
（二） 本研究工具採用威廉斯創造力傾向量表、創造力自我效能、沉浸經驗量
表。工具題項有經過前測，時間不超過十分鐘，同時施測時有AB卷，讓
學生不致於背題目與記憶自己的回答。
（三） 課程進行
(a) 社會關懷議題與痛點的案例分享與現身說法；(b) 進行設計思考跨

領域的互動學習活動。
在54小時課程如附錄，其中第一天與第二天是針對議題的了解與認識。
上 課 後 的 抽 樣 質 性 分 析 在 本 課 程 中 可 以 用 當 天 上 課 之 AEIOU 或 是
PERSONA活動單取代，透過學生填寫內容，可了解小組對議題的掌握程

度。
（四） 後測期末：
(a) 修課學生填寫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沉浸經驗量表、創造力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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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問卷，了解其相關創造力構念現況了解其學習後的創造力構念。(b)
課後問卷中獨立詢問學生本課程習得能力與尚需成長部分。問項如下:
一、經由本次課程你覺得自己哪一方面創意能力有增加(可複選)?
1.創意發想 2.創意整合 3.創意執行 4.團隊合作 5.其他:
二、經由本次課程您覺得個人尚須成長的部分有?
1. 創意發想 2.創意整合 3.創意執行 4.團隊合作 5.其他:

表一 研究流程

（五） 研究假設
透過【創意整合實作】團體實作課程，希望可以增加以下能力：
跨領域能團隊合作能力、創造力、創造力自我效能。
（六）

統計方法
因第一次與第二次受測接近，會有記憶效果，將會以A版與B版呈現；並
作測驗等同性分析。
透過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量化統計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
方法如下：以獨立樣 本 t 檢定、相依樣本 t 檢定及獨立樣本單因子共
變數分析，就達顯著水準者，進行事後比較計算Cohen的d係數判斷實驗
結果實際顯著性之程度。其中Cohen's d 以 0.2-0.5-0.8 做為效果小、中、
大的簡單分界（Cohe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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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具分析
一、 信度檢驗結果
（一） 信度檢驗：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
1. 以 Cronbach’s α對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的整體與分量
表進行信度檢驗：
(1) 課前部分，冒險性與挑戰性題組的內部一致性較低，好奇

性與想像力數據可以接受。
(2) 課後部分，冒險性題組的內部一致性較低，好奇性、想像

力與挑戰性數據可以接受或表現不錯。
(3) 若看整體 50 題，課前與課後的內部一致性較低都相當高。
2. 將課前、課後的合格樣本視為不同人作答後合併計算，僅冒險

性題組的內部一致性較低，其他分量表的信度都在可接受範
圍， 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非常高。
表二 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課前課後信度檢驗結果

3. 以 Cronbach’s α對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進行信度檢驗：
課前資料的內部一致性不高，課後資料的內部一致性很高，合併來
看則在可接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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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 Cronbach’s α對沉浸經驗量表進行信度檢驗：
課前與課後資料的內部一致性都很高，合併後的數據也沒有問
題。
表三 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課前課後信度檢驗結果

表四 沉浸經驗量表課前課後信度檢驗結果

伍、 研究結果
一、 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一） 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冒險性分量表
經過課程後，威廉斯創造力傾向的冒險性分量表11題中，有7題產
生了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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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冒險性分量表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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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好奇性分量表
經過課程後，威廉斯創造力傾向的好奇性分量表14題中，有7題產
生了明顯差異。
表六 好奇性分量表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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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想像力分量表
經過課程後，威廉斯創造力傾向的想像力分量表13題中，有7題產
生了明顯差異。
表七 想像力分量表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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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挑戰性分量表
經過課程後，威廉斯創造力傾向的挑戰性分量表12題中，有5題產
生了明顯差異。
表八 挑戰性分量表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五） 威廉斯創造力傾向測量表-整體
(1)

威廉斯創造力傾向的整體 50 題總分，經過課程之後並沒有明
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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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個分量表中，好奇性與挑戰性分量表總分會因為課程的影
響產生差異，但冒險性與想像力分量表並沒有明顯變化。
表九 整體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六） 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
經過課程後，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的多數題目的平均值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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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七） 沉浸經驗量表
經過課程後，沉浸經驗量表中有5個題目的回答平均值產生差異。
表十一 沉浸經驗量表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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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內在動機問卷-評分題
經過課程後，內在動機問卷的6題評分題中，僅”對自己作品的分
數”與”作品想像力分數”的平均值產生差異。
表十二 內在動機問卷-評分題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九） 內在動機問卷-其他題目
(1)

經過課程後，自己願意完成此活動的原因中 “本來就喜歡畫
畫與寫東西” 的回答比例明顯下降。

(2)

超過六成覺得此活動比較像是工作，而非休閒活動，課程前
後間並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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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內在動機問卷-其他題目課前課後比較結果
二、 對課程成效意見
（一） 接受本課程後的感想
(1)

接受課程之後，最多人覺得團隊合作能力有增加，其次是創
意發想、整合與執行。在複選回答反應中團隊合作有 73.5%
填答學生回應學習此項能力最多，而創意發想佔 62.1%回
應，創意整合 57.5%, 創意執行 48.9%。

(2)

個人尚需成長的能力依序是創意發想 51.6%；創意執行
46.6%；創意整合 32.2%；團隊合作 27.9%。

圖二 對課程成效意見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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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關注在跨領域設計思考課程後對學生能力的影響。透過威廉斯創造
力傾向量表、創造力自我效能、沉浸經驗量表發現:
一、 學生在學習後在挑戰性向度上具有低效度顯著性提高，
二、 在課後自評上 73.5%的學生覺得團隊合作能力提升。創意發想整合與執行，
分別為 62.1%、57.5%與 48.9%，
可見本跨領域創意整合課程可提升學生挑戰性創造力與在創意執行上具有漏斗
式效應。

陸、 討論與結論
量表在施測時會因學生個人變異與其他因素(團隊表現成績、雙師帶領方式、團隊互動等等)對
量表部分項目造成影響。
如果可用科學的實驗法(實驗組與對照組)設計可以具體真確的取得跨領域設計
思考對學生創造力等能力的影響。但教學場域需要對學生負責，此為一門三學分
課程，透過前後測問卷可找到部份蛛絲馬跡，利用近 300 位學生問卷可以讓小
的效應放大出現，具體對焦後再進行小規模、短時程的實驗法確認跨領域團隊合
作創意整合課程可以協助學生提高挑戰性的創造力。例如利用募資競賽、個案競
賽、設計工作坊進行實驗法確認。
本研究限制為利用問卷，學生反應被限制在題項中，學生若有其他能力成長建議
可以透過質性訪談與其他開放式研究取得。

本研究貢獻在:一是挑戰性向度創造力提升，二是創造力的漏斗式能力構念、
三是團隊合作能力如何教?
一、關於挑戰性創造力對於當下世代年輕人很重要，坊間提到佛系、三無世代(無
移動、無需求、無雇用)，若學生願意去挑戰，擁抱多元觀點、願意探究真實性，
對未來工作與社會具有推動與改變的動能。故透過跨領域設計思考課程可以提升
學生挑戰性創造力。

第二是關於學生自評在本課程所增長的能力提到創意發想整合與執行，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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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7.5%與 48.9%，可見本跨領域創意整合課程可提升學生挑戰性創造力與
在創意執行上具有漏斗式效應。
第三、團隊合作能力怎麼教? 本課程透過九天五十四小時的小組實作課程設計，
提供學生一平台需要在短時間內與不同專業合作，跨領域完成成品，從做中學與
課程設計與要求中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能力，在此要強調的是，團隊合作的能力
不是與朋友合作、不是社團合作，在職場上多的是專業快速成為團隊解決任務。
因此本課程擬真完成短時間、跨專業、創意需要執行成果的要求下，讓學生體驗
團隊合作的歷程，也因此學生回饋中團隊合作能力提升作最多。
在討論中增加:
本研究在教學領域的應用價值:
設計思考在歐美甚為風行，但在台灣大學教育端的應用常以活動、海報、展演便
利貼等，究竟對學生的影響是什麼? 本研究利用暑假集中式課程，在九天的跨領
域創意整合課程中，可讓學生自評在團隊合作、創意發想、創意整合、與創意執
行上有提升，表示課程設計學生是有感的。本研究成果適用於大學生素養提升課
程設計可使用其中幾種不同的設計方式，例如跨領域團隊合作、設計思考流程(從
無到有)、強迫式產出與上台展演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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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小弱勢孩童關懷為導向之輔具開發
陸蕙萍
亞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jasmine@asia.edu.tw

摘要
本研究選定霧峰區光復國中小為實踐場域，並以國小部之弱勢孩童為對象，
針對孩童學習上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並開發具遊戲性質之輔助學習用具。為
強 化 課 程 內 容 與 在 地 連 結 ， 本 課 程 以 「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為核心任務，從在地需求出發，透過人文關懷來解決問
題，並透過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進行創新與跨領域教學合作。
本計畫將建立一個結合 USR、PBL 及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架構，並組織跨領
域教學團隊，透過觀念建立、創意思考法之學習、小組討論及設計實作的方式
來 規劃課程，並將學生帶領至實際場域，接觸真實個案，同時解決設計課程以
模 擬情境居多，較少接觸真實情境及個案的問題。本計畫之教學成果包括：舉
辦 輔具成果發表會、呈現實體作品、簡報及繳交專案計畫書。此外，將教學成
果 衍生競賽及研究能量，產出作品可參與教材(教具)設計競賽及建立之課程架
構可 進行計畫申請及論文發表；最後完成之輔具則贈予光復國小輔導室做為
諮商輔 導及實際教學之輔助用具。

關鍵詞：大學社會責任、專案導向學習、服務學習、輔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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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ssistive Devices for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Elementary Schools
Hui-Ping Lu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sia University
jasmine@asia.edu.tw

Abstract
This project selects the Taichung Municipal Kuang-Fu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as the practice setting with the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game-based assistive
learning devices in response to learning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will be adopted as the core tenet of this course to enha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urse
content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According to local needs， this course aims to solve
problems through caring human culture and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ve teach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 course framework involving
integration of USR and PBL, service learning implications, organization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group, concept establishment, creative thinking-based
learning, group discussion, and design practices will be developed to expose students to
actual settings, where they interact with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Increased exposure
to actual situ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need compensates for the deficiency of
mainstream design courses merely focusing on scenario simulations. This teaching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include holding a presentation to showcase actual assistive devices
as well as submissions of PowerPoint files and project proposals. Furthermore, this
project may induce subsequent competitions and increased research capacity. For
example, teaching material/aid design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created assistive
device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ed course framework for project application and
dissertation publication. Eventually, the produced assistive devices will be offered as
gifts to the counseling office of Kuang-Fu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for
consultation, guidance, and teaching.
Key words: 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Service-learning, Assistive devi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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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一、 研究動機
近年來，已有許多大學將大學社會責任列為校務發展的重要項目，讓大學 的功
能不僅是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更要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所在地 區的繁榮
與發展，推動社會永續向前(新聞傳播處，2019)。Gomez(2014)認為大 學推動社會責
任實踐的活動對學生有著正面的影響，包括；專業責任、公民意 識及社會責任的提
昇。從以上論述可以發現，USR 已成為各大學校務發展的重要項目，教師除了傳授
知識之外，把社會責任的議題納入教學也已形成一種趨 勢。此外，很多大學的畢業
門檻都包含「服務學習」的內容，服務學習是以事 先規劃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
設計的反思過程，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貢獻社 區；同時可透過服務的過程中得到啟
發及省思，學習課堂中學不到的知識與經 驗，服務與學習二者在課程中具有某種程
度的平衡關係，它是一種「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的學習經歷，強調服務與
學習目標同等重要，對所有服務與被服務的人都能加強其完成目標，以達「互惠」
之功效(維基百科，2019)。然而， 這種學生自發的新式教育模式已有所變質，部分
服務學習課程淪為打雜及強制 勞動，喪失原有的內涵。另一方面，
PBL(Problem/Project-based learning)教學法自 19 世紀以來逐漸走紅，它將任務與問
題連結，使學習者投入到複雜、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通過學習者的自主探究和合
作來解決問題，從而學習潛藏在問 題背後的知識，養成解決問題的技能和自主學習
的能力(林怡伶，2015)。再者，「遊戲」出自於本能和自發，任何文化中的兒童都會
遊戲，基本上兒童透過「遊戲」來學習生活，對兒童的成長及其潛力的發展非常重
要(台灣遊戲治療學會，2019)。遊戲具有讓人放鬆紓壓的特色，人的思考與解決問題
的行動模式也都會在遊戲過程中展現，因此可以透過玩遊戲的過程，協助孩子覺察
自我的情緒、信念及行動模式，進而激發孩子自己發展或調整問題解決的方法(林家
弘， 2014)。
基於以上論述，本研究嘗試將「創意思考與設計倫理」課程結合 USR 及服
務學習的概念，採 PBL 的學習模式，組織跨領域教師團隊，帶領修課學生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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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弱勢孩童開發具遊戲性質之輔助學習用具，透過小組討論、實際解決問題及實
作的方式來規劃課程，以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望能因應時代趨勢，一方面將 USR、PBL 及服務學習的內涵導入
課程中，建構一個整合上述元素的教學模式；另一方面嘗試解決設計領域的教學
問題。因此，此計畫預達成的項目包括：
（一） 建構一個結合 USR、PBL 及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架構。
（二） 以國小弱勢孩童為對象，開發能輔助弱`勢孩童學習之輔具。
（三） 解決設計科系教學以情境模擬居多，接觸真實個案較少之問題。

貳、 文獻探討
為能有效且明確地掌握相關領域的研究及整體運作之脈絡發展，研究初期需
探討 USR、PBL、服務學習及遊戲學習等相關文獻。
一、 USR
2017 年，教育部試辦「大學社會責任實碊計畫」，主要提到以下三項目標(教育
部，2018)：
（一） 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的在地連結合作。
（二） 藉由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科系、跨領域、跨團隊、跨校串聯的力量，或結
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與社區文化創新發展。
（三） 培養新世代人才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藉此增進學生的在地認同，激發在
地就業與在地創業的動力。
本計畫與以上三項目標緊密結合。首先，與光復國中小之小學部輔導室建立
合作關係並了解其需求；接著將「創意思考與設計倫理」課程結合實際需求，採
跨領域專長授課方式執行課程，共結合了二個系所之教師（視傳系及商品系）；
此課程安排學生與弱勢孩童實際接觸，透過專案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解決問題
的能力。
二、 PBL 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roject-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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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指的是「問題/任務導向學習」，它是以現實世界為基礎，並且以學生為
中心的學習方式。PBL 將學習與任務掛鈎，使學習者投入於問題中；PBL 會設計
真實性的任務，強調把學習設置到複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通過學習者的
自主探究和合作來解決問題，從而學習潛藏在背後的科學知識，養成解決問題的
技能和自主學習的能力(林怡伶，2015)。問題導向學習法係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以實務問題為核心，鼓勵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
問題解決能力。因此，問題導向學習的目標就是能力的學習，而不是知識的學習
而已(吳清山及林天祐，2005)。而 PBL 教學法對教師本身的素養與教學技巧有很
高的要求，教師從教學者變成引導者的角色，因此教師需要熟練並掌握相關領域
的知識，同時必須具備相當的問題解決能力，還必須懂得靈活地運用知識、嚴密
的邏輯思維與良好的組織管理能力，讓學生能在互動中寓教於樂，這樣才能夠引
導出好的 PBL 教學法(林怡伶，2015)。
本研究將 PBL 學習法導入「創意思考與設計倫理」課程中，以現實世界為基
礎，並以學生為中心，賦予修課學生一項真實任務，為國小弱勢孩童改善學習上
的問題。
三、 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
服務學習的理念源自於杜威(John Dewey)的「從做中學」的教育哲學(教育部，
2008)。而服務學習課程則最早出現在 1967 年的美國，為了矯正學校教育與社區生
活脫節的問題而發起的教育課程設計(林勝義，2002)。它是一種「服務」與「學習」
相互結合的一門課程，以事先規劃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設計的反思過程，讓學
生運用課堂所學貢獻社區(闕河嘉及陳亞彤，2012)，學習課堂中學不到的知識與經驗，
服務與學習二者在課程中具有某種程度的平衡關係(國立台北科技大學，2019)。它對
大學學生而言，是個能滿足學習和發展需求的好媒介。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課程，
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習慣，加深他們對課程內容的理解，結合理
論與實務，增加他們對潛在社會問題的認識，加強社會責任感，強化認知、人和精
神發展，讓他們更加了解人的差異和共通處，並磨練他們發揮創意解決問題及合作
的能力。

905

APA-6

本研究依據文獻內容所述，將「服務」與「學習」結合，事先規劃一個社區服
務，即為光復國小弱勢孩童設計輔具，更在任務進行的過程中與國小輔導室及孩
童接觸，不斷的反思及調整設計方向，以符合孩童的需求。學生在任務執行的過
程中，須將課堂所學之創意思考方法應用在輔具設計的概念發想上，真正將理論
與實務結合，並在課程結束後，為參與課程且完成任務之學生申請服務學習時數。
此外，此課程有二位跨領域教師參與授課及從旁協助及輔導，再加上縝密的課程
規劃，能避免上述強迫勞動卻學不到東西的窘境。
四、 遊戲學習
遊戲世界有一種讓玩家無法自拔的魔力，玩中學能夠營造歡樂的學習氣氛， 讓
學習變得簡單，幫助學習者思考!強行灌輸的知識，學生食不下嚥，而利用5~20 分鐘
內的「迷你」教育遊戲活動，能有效提升師生內在動機，並促成學生在自主學習過
程中完整的認知思考歷程(慈濟大學，2019)。「微翻轉遊戲式學習模 式」為臺灣科
技大學迷你教育遊戲團隊所提出，強調考量認知理論，設計 20 分鐘內的迷你遊戲
式教學活動來提升與延伸師生內在動機，並促成學生自學過程中 完整且高層次的認
知思考歷程，從而有效培育許多重要關鍵素養能力(侯惠澤， 2017)。一個微翻轉遊
戲中將必須同時涵蓋三個元素，即自主學習、協作討論與 認知鷹架。此外，侯教授
也提出「卡簡單」遊戲化教學設計模式，即是教師用卡 片遊戲、簡報媒體與學習單，
將講述、討論、提問、引導、思考、互動、情境、 科技這八個課室要素的認知與互
動設計最佳化，來進行素養導向遊戲式教學設計 與課程設計(侯惠澤，2019)。此外，
侯教授撰寫了「知識主題桌上遊戲設計」提 供了一套循序漸進的桌遊設計方法可以
讓一般人快速學習。從遊戲與桌遊的簡介、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理論，到遊戲的分析、
設計、規劃與實作各種環節的說明與完 整的體驗活動、評量練習等，是一本同時兼
顧遊戲設計與認知設計兩種專業知識 的桌遊設計書籍(侯惠澤及台灣科大 NTUST
MEG 教育桌遊設小組， 2018)。不論是將教學設計成遊戲，或者把遊戲元素加入教
學過程中，都能增加學習者「自主 學習」的動機，因為好玩所以主動接近，進一步
理解並應用知識(陳怡君，2019)。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人們在遊戲的過程中，可以自然的投入，對學習及改善
成人與兒童關係有所助益，若把遊戲應用在教學上，則能有效提升師生內在動機，
並促成學生在自主學習過程中的認知思考歷程，因此，本研究認為，若將遊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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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弱勢孩童的學習問題上，勢必較純粹的口語式輔導更為恰當及有趣。而侯教授提
出的「微翻轉遊戲式學習模式」及其著作「寓教於樂-知識主題桌上遊戲設計」則可
以做為開發具遊戲性質的輔助學習用具技術層面之參考。

叁、研究方法
一、 研究說明
（一） 研究架構
本課程規劃包含了三個面向：教學、
研究及參與。其中教學與研究之交
集處促使了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產
出； 教學與參與的交集處落實了服
務學習的基本信念；而研究與參與
的交集處建立了與社區學校合作的
可行性，整
圖 1 研究架構
圖

體研究架構見圖 1。

（二） 課程說明
本課程結合 USR、PBL 及服務學習等內涵，與光復國小輔導室合作，為弱勢孩
童開發具遊戲性質的輔具設計，課程基本資料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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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單位

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

學分數

3

課程名稱

創意思考與設計倫理

課程類別

系核心課程/USR+PBL+服務學習

課程目標

從在地需求出發，透過人文關懷及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之概念，參與臺中市立
光復國民中小學輔導室整體計畫，培養學生跨域問題解決能力，根扎霧峰土
地， 善盡社會責任。

課程內容

以小組討論的方式，找出設計主題、規劃行動方案、收集資料、執行問
題解決、建立決策行動、完整探究歷程，引導學生完成輔具之開發。

課程特色

本課程帶領修課學生透過 PBL 及服務學習，進行創新與跨領域教學合作，
關懷輔導霧峰區光復中小學國小部需要輔導之弱勢學童。

研究參與
者

視傳系及商品系教師各一名；助教一名；視傳系大二生 30 名

適用對象

設計相關科系二年級學生

先備知識

基礎手繪及電繪能力；溝通協調與個案執行能力

學習評量

平時作業（課堂練習+課堂參與）：30%（教師評量+同儕互評）期中作業
（創意思考法）：30%（教師評量）
期末作業（輔具開發與成果發表）：40%（教師評量）

二、 研究步驟
（一） 研究流程
本課程採先演練創意思考法再進行設計實作。創意思考單元主要以三種思考
法為主：創意發想法、腦力激盪法及曼陀羅思考法，分別透過實際演練來強化印
象，且部分思考法與後半段主題相互結合，可直接應用於設計實作。設計實作單
元主要以光復國小弱勢孩童為對象，為其量身打造輔助教學用具以強化學習，同
時與光復國小簽署合作協議書。學生必須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不定期的造訪光復
國小，訪談輔導室主任，以了解孩童的問題所在，再針對問題設計輔具。每次的
訪談結果都要進行回報，並提出所遭遇的問題及解決措施並撰寫會議記錄。接著
透過設計來解決問題，形成最終的輔具成品，成品完成後，必須經過二階段的測
試與修改方能定案。最後將完整的設計過程整理成報告及 PPT 進行成果發表，且
在專案執行前簽署研究告知同意說明書，並表態是否願意將完成作品贈與光復國
小輔導室，研究流程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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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圖
（二） 學習活動與作業設計
本課程以大學的社會責任為核心，為光復國小需要輔導之孩童設計輔助學習
工具，採分組方式運作，每組由五位學生所組成，負責一位需要協助之孩童，根
據需求為其量身定做專屬之輔助學習工具。學期初到學期中分二個方向同時進行，
其一，講授創意思考相關之方法及實際於課堂演練；其二，利用中午休息時間造
訪光復國小與輔導主任進行訪談以蒐集孩童相關資料，做為後續開發輔具之依據。
學期中至學期末則以輔具的實際製作為主，針對訪談蒐集的資料輔以創意思考法
進行概念發想，接著繪製草圖與色稿完成初步的作品；初步作品完成後，進行一
到二次的實際測試，再依測試結果所發現的問題進行修改，進而完成作品，最後
將完整過程整理成報告書進行成品展示及口頭發表。
（三） 學習評量方式
1. 形成性評量設計：主要為師生的互動討論，學生必須在設計任務執行期間，
不斷的與教師討論訪談結果並釐清問題，接著嘗試依據問題開發適合個案之
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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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結性評量之設計：開發之輔具必須經過測試、調整及修改，直到定案，最
終以口頭發表、作品及報告書的方式呈現。

肆、研究結果
一、 教學成果
本課程於期末舉辦一場成果發表會，包括二個部分，其一為口頭提報配合
PPT 及作品展示(如表 2)，其二為輔具開發完整過程之計畫書。
表 2 修課學生完成之輔具設計(部分)
組別／組
名

作品
-1

作品
-2

作品
-3

第 1組
太空英雄
隊

第 2組
家鄉憶趣

第 3組
你要去哪
呀
二、 教學貢獻
將 USR 的核心概念導入課程，可以從幾個面向來探討其未來展望：
（一） 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發展：區域內學校與學校的連結，可 透
過雙方擁有之資源，協助教育發展，創造雙贏的局面。107 學年度上學期， 商
品系林信宏老師與附近光復國中小之輔導室合作，為弱勢學生量身定做專 屬輔
具。林老師將課程結合實際情境，讓修課學生與弱勢學生接觸，實際理 解其需
求，再依序找出可發揮的主題、規劃行動方案、蒐集資料、解決問題、最後形
成真正實用的教材。107 學年度下學期，此次課程以視傳系為主，更以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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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再次為弱勢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題並獲得極大的廻響。依二年的執行成
果來看，合作方對此計畫多所讚許，並期望能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目前正進
行長期合作的規劃。
（二） 整合院系特色，提昇設計競賽及研究的能量：此課程跨域整合了視 傳
系及商品系的教師，使得修課學生能多方的吸取不同教師的專長及經驗。 學生
所產出之實際作品除了可協助弱勢學生之外，更可進一步參與設計競賽； 所撰
寫之報告書可做為學生型研究計畫之基礎；所建立之教學模式可做為教 師申請
研究計畫之參考。
三、 教學反思
可分成二個層面來探討，其一為個案方，包括對待弱勢兒童的態度及進行訪
談的注意事項；其二為設計方，包括設計輔具的相關細節及注意事項。
（一） 個案方

1.

對待弱勢孩童的方式：挑選孩童的過程，不宜直接以「弱勢」為依據，容易
形成二次傷害，因此擴大範圍，包含少部分一般兒童，以避免孩童有被貼
「弱勢標籤」的觀感。此外，在訪談及測試的過程中，不宜直接贈送較貴重
之禮物，容易引發孩童之間的比較與忌妒心理，造成人際關係的傷害。若要
贈禮，則建議以小卡片代替，透過言語及文字來關心。

2.

弱勢孩童的照片處理方式：在設計個案執行過程中若有進行拍照者，需避
開孩童正面，或進行後製處理，以保障孩童之隱私權。

3.

訪談與測試之時間安排：為了不影響孩童在校之正常作息，僅能在
12:00~13:00 之間進行訪談與測試，扣除用餐時間往往僅餘 30 分鐘左右，
可用時間短暫，因此在造訪之前，需充分將問題釐清且將完成之輔具備妥，
才能在短時間內達到功效。

（二） 設計方
1.
2.

輔具之視覺設計考量：需以孩童需求為主，而非設計者之純粹美感為主。
輔具之機能考量：應以 10 歲孩童能接受的內容及操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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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具之耐用度考量：應製作出耐用度高，可反覆操作之輔具，且零件
容易複製，可在部分零件耗損時即時補充。

4.

輔具之成本考量：學生需考量以最經濟的方式達到最佳的設計效果。

伍、結論
本研究以國小弱勢孩童為對象，開發能輔助弱`勢孩童學習之輔具，並將此

議 題融入課程中，建構了一個結合USR、PBL 及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架構，
同時也 解決了設計科系教學以情境模擬居多，接觸真實個案較少之問題。共產
出輔具六 組，這些輔具預計捐贈予光復國中小之小學部輔導室做為輔導弱勢
孩童學習之用， 後續研究將可針對應用成效再做一進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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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運用於創新實踐之教學研究
吳宜靜
致理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ycwu03@mail.chihlee.edu.tw

摘要
長期以來教育較重視理論知識的傳授，卻輕忽實務訓練與問
題解決能力的培養，且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化，學生的專注力和
記憶力明顯下降。為此，將運用問題導向學習（PBL）及教學互動
科技工具導入創新實踐之教學研究中，整合教學理論知識並加以
實踐，促進學生學習專注力之提升，增進學生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
的能力。本研究以致理科技大學修習企業管理系「創新產品開發與
管理」課程之修課學生為調查對象，並透過實地觀察、學生學習問
卷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方式，以探討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導
入教學模式之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學必要性，並進一步瞭解學生
PBL 學習經驗上的困境或限制。研究結果顯示，透過 PBL 教學
教案，並佐以主題式單元結合教學互動科技工具來設計課程教案，
並搭配階段性創新行動企畫書進行學習檢核，有助於強化學生的
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促進學生學習專注力之提升。PBL 融入創
新實踐課程的困難在於學生學習經驗的差異以及整體運作時間不
足等問題，以致於花費許多精力與時間共同討論，而影響行動計劃
之發展。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教學設計、創新實踐、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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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 Practices Through Problem-based
Learning
Yi-Ching W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ycwu03@mail.chihlee.edu.tw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education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teaching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neglected the training of practical train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smart phones, students' concentration and memory hav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o this end, the use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nd
teaching interactive technological tool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teaching research of
innovative in practice to integrate teaching theory knowledge and practice,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concentration, and enhanc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The objects of this research are students who are taking
courses in the "Innov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course of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t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t uses
field observations, student learning questionnaire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teaching model integrating PBL and teaching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ools and the difficulties or limitations of the students’ PBL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BL teaching plan, should combined with thematic units
and teaching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ools to design the course teaching plan, and
combined with the staged innovative action plan book for learning review. It help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learning willingnes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t can als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concentration.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PBL

into innovative practical courses lies in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he lack of overall operating time. As a result, a lot of energy and time are spent
discussing together,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tion plan.
Key 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Teaching Design, Innovative in Practices,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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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
就國內教育環境而言，教育部自 107 年度起至今積極推動「高教深耕計畫」
，
且學校也將在未來五年發展計畫，以打造培育卓越商務實務人才之創新學習型大
學，其中教學面強調「PBL 在地連結」之目標，以改善傳統單向講授式教學的缺
失，透過課程讓學生可以與在地的人事物連結，自主探究和合作來解決問題，從
而學習潛藏在問題背後的科學知識，養成解決問題的技能和自主學習的能力。因
此本研究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運用於創新實踐
之教學，將教導學生根據問題情境，率先定義出問題，透過已知事實進行問題分
析，主要讓學生從人本觀點來設計符合人性開發的創新產品，對於解決問題的方
案進行資料蒐集及研討，最後再根據學習論點提出回饋與反思，期能藉由活潑多
樣的教學活動，改善枯燥的教學與學習氛圍，提振學生對於課程的興趣與學習成
效。
而過往教學模式大多採用傳統教科書進行單向講授課程，但「坐而言」不如
「起而行」，與其讓學生坐在教室聽講，不如讓他們起身親自體驗從讓夢想到實
踐的整個參與歷程，因此本研究秉持著「與其給學生魚吃，不如教導學生釣魚的
方法」，期望學生能夠經由 PBL 的教學方式，透過問題的討論與同儕合作的方
式， 敏銳地觀察且積極主動的尋求資源解決問題，藉以提升學生的批判思考與問
題解決的能力。
此外，透過教學互動科技工具運用已經是教育現場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啟
發與輔導學生多元化學習，強化學生單元課程的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並讓學習
更專注，也是本教學研究之重點。本課程教材製作運用 PBL 教學教案，並佐以
主題式單元結合教學互動科技工具－Zuvio IRS 雲端即時反饋教學系統來設計課
程教案，並搭配階段性創新行動企畫書進行學習評量，讓學生透過課堂即時參與
及互動創作與回饋等方式，以清楚的文字或圖示呈現創新產品構想，並透過專利
資料蒐集進行修正分析，進一步規劃製作方式及步驟，於學期期末將初步雛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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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具體展現。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選擇致理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具統整性與實務性的「創新產品開發與
管理」課程，並選定銀髮族安心照護及智慧生活之二大議題，進行 PBL 之課程
學習設計，提供學生研討學習。
本教學研究目的主要有三，包括：
（一） 瞭解PBL運用於創新實踐之學生學習成效；
（二） 探討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對於實施PBL之教學必要性；
（三） 從學生角度看PBL及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導入創新實踐之教學
困境與限制。

貳、 文獻探討
一、 PBL 定義與特色
PBL是一種以真實情境的案例問題為核心的教與學之模式，教師透過案例之
問題情境激發學生學習，並引導及協助學生解決問題；學生則透過同儕合作與自
我導向學習，來培養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之歷程（張德銳、林縵君，2016）。
林明地（2005）也曾提到PBL在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必須主動負起學習的
責任，透過團隊（小組）的學習方式，從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包含定義問題、分
析問題、解決問題、回饋與反思），實際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實施解決方案，
呈現問題解決的成果，並從中獲得該特定方案的實質知識內容，以及其他技巧與
能力（例如學會領導技巧、人際技巧、主持會議的技巧、促進完成任務的技巧、
作決定達成共識的技巧）。而PBL教學的目標是能力的學習，而不只是知識的學
習，是要發展學生具有自我引導學習的能力，以學生為中心並強調內在動機、鼓
勵合作學習、允許學生持續增加或修改他們的作品或表演、教學設計在於學生能
在活動中主動參與工作，而非只是學習關於事物的知識、要求學生有成品展示或
表演，是一種屬於高層次的知能挑戰（計惠卿、張杏妃，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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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植基於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學習是在社會環境中建構知識的過程，而
不是獲取知識。而教師在PBL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核心，鼓勵學生進行小
組討論，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根據計惠卿及張杏妃
（2001）研究，提出PBL教學主要目的與特色包括以下五點，茲分述如下：
（一） 以個人自發性思考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PBL強調透過解決問題的實際
經驗來逐一審視個人經由自發性思考所延伸的觀念或思想，以便從為數
眾多的策略中選擇最佳的解決方案，達到有效解決生活問題、主動創造
新知的目的。PBL是培養學生自我引導學習、審視問題的技巧及分析問
題的能力。此種學習方式可鼓勵學生由被動學習轉為主動思考，激勵學
生整合訊息來解決問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合作能力。且修習本課程
學生之創新能力具有高度個別差異，PBL適合所謂適性教學，足以連結
學生個人過去之特殊經歷，以及激發創造聯想力展現，去解釋、理解未
來新事物，建構自己的知識。
（二） 以非結構問題強化學生學習轉移的能力：提出問題為學習的起點，也是
PBL教學主軸。學生在正式學習之前被賦予一個與學習內容相關的真實
世界問題或任務，此問題具有非結構化、複雜、解題線索不全、沒有正
確解答的特性，可讓學生透過問題解決的過程，培養自我學習的能力，
也能將所學的知識有效的保留，更容易進行知識的轉移。
（三） 以問題解決歷程來統整多元知能學習：真實世界的問題也是統整學科知能
的利器，學生在解決問題過程中，透過搜集資料，學習各學門的知識， 經
由小組合作練習社會化的人際技能，在假設與驗證的過程中學習邏輯推
理的能力、與他人溝通，並透過各種媒體元素的整合展現成果，落實多元
知能的實踐，使學生對於問題、事實的真相進行有意義的、相關的、
連貫性的學習。
（四） 以小組合作學習提升主動自我學習的能力：藉由分組同儕間的分工合作
來達成解決問題，過程中彼此能分享、豐富彼此的學習經驗，亦可由小
組的合作學生表達自我及聆聽他人想法意見。透過PBL，學生不再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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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被知識填鴨，而是主動的尋求所面臨問題的解決方式。學生對於賴
以學習的問題具擁有感，一旦積極投入問題的情境當中，則必須自行界
定問題、產生學習的議題，學習也成了一種解謎的過程，有效提升了學
生主動自我學習，並進一步促成未來面對其他生活或職場問題時，能夠
積極面對的終身學生。
（五） 以社群互動凝聚學校與社區共識：PBL的真實問題與學生的生活背景息息
相關，學習的內容引入社區生活的聯繫，讓學生能夠關懷在地的議題。在
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可由社區人員、專家訪談與諮詢、對於社區資源的了
解與深入的認識，更能進一步的使學生關懷社區、關懷他人。在學生、教
師、社區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當中，也由於共同的目標以及工作的分享，
而凝聚共識與默契，透過彼此的貢獻與分享，使社區的成員皆能獲益。

二、 教學互動科技工具融入教學
傳統的教育科技即是一種教學媒介，但現今的教學互動科技之出發點則是希
望提升師生互動，即時瞭解學習狀況進行調整，也因為這種互動，強化學習動機，
且教師或同儕間的意見回饋，會讓學生更勇於參與，樂於分享與回饋。而王曉睿
（2004）也提到應用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可從學習為體、科技為用、學習需求為
基石、系統發展為依歸、主動學習為目的等面向作為思考的起點。在此思考中，
教師被視為是嶄新的學習輔導角色，經由教育目標的引導下，透過適切的設計，
提供適性的學習環境，整合教學策略，引進教學互動科技工具融入教學，使得教
與學的互動過程發揮最大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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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專注力
專注力定義為一種心理歷程，個體從環境中的眾多刺激，選取一個或多個刺
激加以反應，並獲得知覺知識（張春興，1991）。在教學歷程中，學生必須要有
學習專注力，才能有效學習，因而培養學生優質的專注力，不僅可增進教學品質，
更可提升學生學習的自我效能，達成師生雙贏局面（李淑菁，2015）。然而，教
師如何運用專業，透過適當教學策略，強化學生學習動機與意願，這也是課程設
計的一個重要議題。符碧真（2012）透過研究發現一堂 50 分鐘的課程，多數學
生在剛上課和快下課時專注力最佳，課堂中間時段精神較渙散，不過在實際教學
情況下，多數老師會將教學熱情放在課堂中間時段，然而這個時段學生專注力較
差，學習效率較低弱，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關注學習專注力的變化，在學
生專注力佳時，講授課程重點；在學生專注力較差時，引起注意，提升其專注力
（李淑菁，2015）。

參、 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 創新實踐課程 PBL 教學對象與步驟
本研究欲瞭解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工具運用於「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課
程之學生學習成效，因而規劃於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致理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大學部三年級之「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課程實施，本課程教學目標有三，分述
如下：
（一） 經由個案之問題情境實際演練新產品構想開發過程中所使用的創新思維
技巧及剖析主要的考量因素，建立對新產品開發之相關管理議題的認知。
（二） 透過創新實踐之教學，並與在地化人事物連結，增進學生批判思考與問
題解決的能力。
（三） 輔導參加校內外相關創新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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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教學方法主要整合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導入，促進學生學習專
注力之提升，整合教學理論知識並加以實踐，增進學生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
力，更間接提升教師教學信心與效能感。教學重點分述如下：
（一） 以PBL為學習之核心：各主題式單元中設計相關問題情境及發想主題，以
問題作為核心，配合當次教學主題，提供學生進行問題相關資料的蒐集、
思考與討論等合作式學習互動，進而整合問題的相關資訊，以達解決問題
之目的。
（二） 以小組合作學習模式進行討論：於學期初進行學生分組，讓各小組組員
之間透過分工合作及議題討論互動來解決學習問題，且藉由小組學習的
歷程，組員間可以有效的學習問題解決方法，並分享彼此的學習心得。
（三） 以即時互動模式課程交流：透過課程互動題項設計，搭配IRS雲端即時反
饋教學系統，讓每位學生均可於課堂上發表自己的觀點或想法，刺激不
同創新解決方案的產生，有助於增加課程中師生互動及提升學生踴躍回
答意願，且直接在課堂中透過檢視學生回覆答案或作品，當優秀的作品
透過電腦畫面被分享展示出，學生也會受到正面鼓舞，讓學生願意主動
學習思考。
（四） 以階段性創新行動企畫書檢核：PBL強調學生必須主動思考學習目標、瞭
解自我能力，因此本課程設計擬定階段性學習目的與進行自我評估，以階
段性創新行動企畫書進行學習檢核，因該學期期間會進行二次PBL教案教
學，議題分別為銀髮族安心照護及智慧生活，以連結在地化人事物， 第
一次繳交的創新構想書將以智慧銀髮生活議題為主，內容包含創意構想
內容經課程教師完成批改後建議，第二次繳交的則為修正後具體計畫報
告書，需進行相關專利研讀，並進一步規劃製作方式及步驟，且將PBL 教
案最後產出之行動計畫整合至期末創新行動企畫書中，於學期末完成創
新行動企畫書及作品展示，期待學生透過學期中階段檢核，能更發揮自己
所長，在小組學習環境中主動地與他人進行互動討論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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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績考核方面，將採行多元評量方式，平時成績佔總學期成績 50%，主要
評分依據則是依據學生學習積分小卡，此評量表設計需要學生在學期期間完成10
次課堂小組活動，每次挑選出 5 組優異的作品，且由班上所有學生投票決定那些
小組成員可獲得 5%的獎勵分數，以遊戲化方式進行，可激勵學生參與該課程的
主題討論及提升學習專注力；個人課堂表現也開放可於每週獲得 1 次 1%的機會，
透過此學習紀錄也有助於教師於學期期間適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此外， 學期期
間將透過彈性課程方式，以 PBL 教案，搭配主題式單元結合教學互動科技工具，
並將二次 PBL 討論框架中最後產出的行動計畫階段性整合至期末創新行動企畫
書中，並於學期末完成創新行動企畫書及作品展示，最終成果表現將佔總學期成
績 50%，以作為研究對象之學習成效檢核成果。

二、 創新實踐課程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導入教學模式之實施
依據 PBL 教學的步驟，授課教師應於實施 PBL 教學之前，先行完成教案
編寫，並透過課堂上進行該教案引導，教導相關創新產品開發原理及人本設計概
念，並佐以主題式單元結合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建立課程互動檢核題項和搶分題
項，不只有助於增加課程中師生互動及提升學生踴躍回答意願，也可讓學生學習
專注力提升，協助學生快速了解教案內容，為之後的 PBL 討論框架做好事前準
備。而 PBL 的學習需要小組學生以分組形式相互討論，發掘可能的問題，自行
尋找解決之道，以達到學習的目的，也能透過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將此學習紀錄
保存於雲端即時反饋教學系統，有助於教師於學期期間，即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進行適性調整，讓教與學的互動過程發揮最大的學習效果。
而本研究以「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課程為例，經由 PBL 教學法，進行二
次 PBL 教案教學，議題設定分別為「銀髮族安心照護」及「智慧生活」，以連
結在地化人事物。
在以「銀髮族安心照護」議題方面，引導學生從長者的起居作息生活模式進
行創新產品思考，使學生對於長者如何生活在一個安心、安全、安定的友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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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規劃與設計有完整的了解。教案分為三幕，包括「夕陽向晚－家有一老如
有一寶」、「蹣跚而行－要獨立老，不要孤獨老」及「迎向彩霞－改善長者生活
模式對策」，其學習目標分別為
（一） 瞭解長者起居作息生活模式及影響；
（二） 瞭解對於長者而言，安心、安全、安定的友善生活環境之定義
及關鍵因素；
（三） 理想的長者生活模式對策規劃與設計要點研討。
而在以「智慧生活」議題方面，引導學生從跨領域整合的新興科技，瞭解如
何利用智慧科技產品，依據自身問題、需求設計使用情境，讓智慧科技產品落實
在長者生活與照護應用。教案分為二幕，包括「讓人們幸福的資訊革命－科技是
為人而生，而不是為生而生」及「鑑往知來－智慧樂高齡」，其學習目標分別為
（一） 瞭解跨領域整合的新興科技類型及影響；
（二） 掌握人本設計的秘訣與成功案例；
（三） 智慧樂高齡設計要點研討。
本課程共有 84 位同學選修，全班共分為 12 個 PBL 討論分組，每組 7 人，
其中 1 人為組長。每組應完成學習活動項目包括：PBL 討論框架之討論發言、
資料搜尋、文字記錄、成果報告等。組長負責帶領小組成員適時完成工作項目，
並在討論時引導發言，過程中成員可提出不同的意見與看法，且任何人都不能做
任何評論及批判，以激發不同的觀點與想法，共同完成議題的討論並提出成果，
並讓學生將議題討論內容整合至「智慧銀髮生活」之期末創新行動企畫書。

三、 研究實施
本研究採取實地觀察、學生學習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在實地觀
察方面，由研究者於實施 PBL 教學現場觀察、拍照並錄影以了解學生學習的狀
況及反應，必要時，可直接詢問學生對於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導入教學模
式進行的意見，以了解學生心中的想法。在學生學習問卷調查方面，主要參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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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學習手冊（2006）之學習者自評與互評表，調查內容分三
部分，分別為學生對於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導入教學模式的學習技能、參
與程度及任務達成，在 PBL 教學完成後，以無記名方式由修課學生填寫問卷，
並根據李克特量表的五分法尺度進行評量，以非常同意為 5 分，非常不同意為
1分。此外，為更為了解學生心中確實的想法，本研究也立意抽樣選擇 4 位較為
認真參與「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課程 PBL 教學活動且願意接受訪談的同學，
在課程結束後以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個人意見蒐集，期使受訪者能依心中所想提
供意見，使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本研究不公開受訪者姓名，訪談紀錄的登錄方
式採以編碼方式，以英文字母 S 開始順序編號，以保護受訪者隱私。受訪學生
相關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就讀系別

年級

S1

女

企業管理系

四年級

S2

男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S3

男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S4

女

企業管理系

三年級

肆、 研究結果分析
一、 學生學習問卷回饋
根據所回收的問卷資料進行分析與結果探討，以瞭解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
導入創新實踐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本研究共計發放 84 份學生學習問卷給修課
學生，最後統計回收 74 份問卷，回收率為 88.10%，但扣除填答不完整者後，
共計有效問卷 70 份，實質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83.33%。
本研究以 SPSS 24 進行量表效度檢驗，經過 KMO（Kaiser-Meyer-Olkin）取
樣適當性檢定，整體 KMO 為 0.89，顯著性為 0.000，結果支持可進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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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列，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60，累積解釋總變異量為 68.30%，
表示本量表構面具有區別效度。本量表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皆大於 0.8，表示
量表具有相當高程度的內部一致性。
表 2 量表之信效度分析結果

而在表 3 中顯示回收之有效樣本學生中，對於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
創新實踐課程的實施過程與專業學習成效，均表示高度肯定，PBL 整體評鑑之
平均數達 4.14，其中又以「任務達成」之「份內工作完成度」平均數最高達 4.34，
其次則以「參與程度」之「出席討論」平均數達 4.27，第三則是「任務達成」之
「所負責任務達成之品質」平均數達 4.19。相對地，在本研究實施中，有待改進
的前三項分別為「學習技能」之「提出有助問題解決的想法或資訊（4.00）」、
「學習技能」之「有效應用資訊以解決問題（4.04）」及「參與程度」之「主動
承擔任務情形（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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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生學習問卷回饋

二、 訪談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選取共四位受訪者，分別進行面對面訪談，以錄音資料和
備忘錄記事整理出訪談紀錄，盡量使受訪者談話內容完整呈現，並經過議題的分
類、編碼及資料分析，比較受訪者之間意見的異同，歸納獲得多數受訪者的意見
與看法如下：
（一）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創新實踐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採行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教學模式，改善傳統單向講授式的缺
失，讓修課學生根據在地化問題情境，率先定義出問題，透過已知事實進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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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實際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以階段性創新行動企畫書進行學習評量，最
後再根據學習論點提出回饋與反思，以提振學生對於課程的興趣與學習成效。
就「學習技能」面向，技能是行為和認知活動的結合。透過 PBL 教學教案，
佐以主題式單元結合教學互動科技工具，不只能教導學生議題相關的專業基礎知
識，從中獲得該特定方案的實質知識內容以及其他技巧與能力，也可透過即時課
程互動題項設計，刺激多元創新的問題解決方案，提升學習專注力與學習意願。
此外，PBL 的學習過程是針對實務案例所模擬的情境加以研討，此問題具有非結
構化、複雜、解題線索不全、沒有正確解答的特性，可讓學生透過問題解決的過
程，培養自我學習的能力，落實多元知能的實踐。

過去的學習大多是老師單向給我們一些知識，卻沒有真正了解那些原因是為
什麼，只告訴我們正確的答案。不過 PBL 的教學方式就比較靈活，它可以
增加我們思考的空間，然後問題的引導方向較多元，範圍也較廣，它可以增
加我們剖析問題的靈活思考度。（S2）

透過 PBL 集思廣益，別人提到的可能是我沒有想到的，那就可以拿出來一
起討論，會有與自己不一樣的答案跑出來。而且除了小組內討論，課堂上老
師也會請各組把想法寫在 Zuvio（IRS 雲端即時反饋教學系統），然後再請
各組做分享，大家都可以參考到別組不同的觀點與想法，感覺也受到激勵。
我覺得 PBL 很適合運用在創新實踐課程教學上。（S4）

從老師的教案、同學的討論，還有上網去搜尋，都對於討論議題的發想有很
大的幫助。但若組員間有人有這方面的生活經驗或學習經驗，就可以更快地
發現問題，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案。像是期末有些小組提出的概念，如連結服
務供給方與服務需求方的銀髮陪伴服務系統或是智能銀髮護具搭載 AI（人
工智慧）與物聯網技術等，在未來有很高的市場需求與潛在商機。（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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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用 PBL 討論框架於理論與實踐教學上，提供我們初步聚焦的功能，它
幫助我們將創新產品設計的目標聚焦在一起，讓我們依照這個目標去把以往
所學得的理論跟實際操作做調整，這是在學過 PBL 後，我覺得影響我們這
組最大的部分。（S3）

就「參與程度」面向，本課程教材製作運用 PBL 教學教案，並佐以主題式
單元結合教學互動科技工具－Zuvio IRS 雲端即時反饋教學系統，來進一步地即
時掌握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習進度，並在成績考核方面採行多元評量方式，平時成
績佔總學期成績 50%，主要評分依據是透過學習積分小卡的活動表現紀錄，此
遊戲化設計有助於提升學生參與課程主題式單元與議題討論的動機，及提高學習
專注力。

PBL 是可以激勵學生自主式的思考，這樣學生對於上課的參與程度也會來
的比較高，而且相較傳統單向授課，Zuvio（IRS 雲端即時反饋教學系統）使
用也可以提高課堂的趣味性及競爭性，如果想要得高分就可以多利用課堂搶
分時間，增加學習積分小卡的點數。當然在小組討論時間，還是要很認真地
想問題、找答案，那問題越多，你要找的答案勢必越多，所以就一定要找同
學一起討論會比較快!（S4）

我覺得運用 PBL 討論架構，可以組員間互相協助，這方面還不錯，第一個
可以引導思考找到關鍵原因，第二個就是不知該如何解決問題時，可以詢問
聽從別人意見（可以跟他人合作），就是能反思自己並改進成長。有關平時
成績的採計方式，我覺得還蠻客觀公平的，要來上課才有機會賺到學習積分
小卡的點數。（S2）

我覺得可以增加對問題的辨識度，因為你思考多了，所想的問題一定會多，
而且會衍生出很多很有趣的問題，這樣也會讓學生課程學習的參與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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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每次的上課紀錄都會保存在 Zuvio（IRS 雲端即時反饋教學系統），還
有每次課程活動獲取的學習積分小卡點數也很重要，這都會列入學期平時成
績的計算。（S3）
常在構思新想法的時候，會不知道自己的盲點在哪裡，但透過課堂中小組對
於議題的合作討論，並遵循 PBL 討論架構，可以把問題看得更深更廣，並
透過同儕間交流互動，可以看到自己欠缺的地方並擷取學習，然後從他人的
觀察中才知道原來自己沒有想像中的好，在經過使用完 PBL 討論架構，我
們這組還會自行更新版本，就更能知道哪些是我們需要更加精進的地方。而
在課程參與度方面，學習積分小卡的設計還蠻特別的，可以讓大家隨時可以
看到自己的平時累積分數，需要補強的地方。（S1）

就「任務達成」面向，對於創新實踐課程，特別重視學生必須主動思考學習
目標、瞭解自我能力，因此本課程設計擬定階段性學習目的與進行自我評估，
以階段性創新行動企畫書進行學習檢核，也讓學生在小組討論、小組作業以
及小組報告時有諸多機會與不同學生互動交流，不只有助於提案豐富化，透
過教學互動科技工具進行期中與期末階段檢核之分組與組內互評，也可增
加每位成員分擔任務與表達個人成效的機會。

因為不是老師直接告訴我們知識或答案，是我們自己去找出來的答案，這個
好像和「不要給魚，要給釣桿」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學到一些找答案
的方法。而且透過階段性檢核，大家循序漸進開始集思廣益，一起討論，也
可以得到一個大家認同度比較高的答案。（S2）

我覺得以創新實踐課來做 PBL 的話，一個案子下來，我們可以先思考長者
會有哪些生活痛點，進行完 PBL 討論架構的學習後，再去進行創新產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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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這樣會更有信心一些，因為這樣的創新產品構想是經過同學一起討論和
認同的，不是只有自己在想的。這樣也可以學習到更多，最終產出的作品品
質也比較好。（S1）

我覺得只要清楚了解 PBL 兩個課程議題方向的階段性進行方式，在進行自
己的創新產品設計之前，其實很適合用 PBL 來討論設計的方向和細節，因
為以人本出發的創新產品設計，本來要思考的方向就很廣泛，而且我們要了
解的一些設計的理念範圍也很廣，所以我覺得 PBL 的教學方式是很適合用
在創新實踐方面的課程，可以增加學生的思考全面性與完整度。（S3）

除了課堂間老師提供議題相關的專業基礎知識及數位學院上的補充資料外，
從教案討論及上網去搜尋，都對於學習議題的發想很有幫助，特別是在沒有
任何想法的時候，可以用既有點子或他人想出的點子為線索，進行相關聯想
與連結。而且階段性的計畫書檢核方式，也可以幫助我們提前發現計畫書問
題所在，即時提出修正調整，才不會最後才發現白忙一場!（S4）

整體而言，PBL 融入教學實習課程確實能促進師資生整體的學習成效，特
別是在教學理論知識整合與實踐的部分，而建立教學檢核表以及融入其後實地觀
摩與試教的過程，不僅促進學生的反思、分析與問題解決的能力，更間接提升其
教學信心與效能感。

（二）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創新實踐課程之困境與限制
雖然學生對於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創新實踐課程有高度的肯定，且整
體實施成效亦有正向結果，然在整體運作過程中仍有部分困境與限制。對於本研
究之修課學生而言，可能鮮少接觸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教學模式之相關課
程，因此在學生學習背景與學習經驗不同的狀態下，容易影響到行動計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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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讓學生自己去思考，有一些地方不一定是真正很重要的問題和方向，
所以，也可能會被延伸出一些題外話，所以上課學習進度可能會被壓縮，也
可能有時討論會偏離主題，會拖比較長的時間，我覺得那是學生上課態度的
問題，不能說是這個教學法的問題。（S4）

當老師的教案議題發下來之後，可能要剛好題目是你在生活經驗和學習經驗
當中就要有一點累積的，你才有辦法去找出那些答案。（S1）

我認為我原有的知識是不足的，是不至於影響我在課堂上的討論的，因為還
可以當場去尋找答案，但是找的方向和廣度可能就會有些限縮，應該要事先
在議題相關的專業上再多了解一些，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由先修一些課程或
者有一些非企管系學生組隊，或是老師在 PBL 討論前先做一些補充，或者是
我們先去做一些預習，這樣討論起來應該會比較順利，也會比較完整。（S3）

我覺得有需要先累積這些經驗或基本知識，當老師把議題丟出來的時候，你
才不會無從下手。如果有累積這些經驗跟知識的話，在聯想這些問題跟找答
案的時候就會很快、有方向。我認為 PBL 教學較不適合低年級實施，高年
級的課程或總整性的課程會比較合適。（S2）

由於 PBL 合作分工的方式，不同於傳統的合作學習，因此成果報告無法以
分工拼湊的方式形成，也使得成員間需花費更多時間共同討論、釐清與統整，才
能提出最適的解決方案，但學期時間有限，要進行 PBL 教案與主題式單元學習，
並完成期末創新行動企畫書，使學生普遍覺得運作時間不足。
一學期總共有 18 週，但扣掉放假或有事無法上課的時間，大概就只有 15
週，同組同學也不一定會每週都會全到，這樣真正可以討論的時間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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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沒來的同學下次上課，也可能無法馬上進入狀況，所以要從使用者的痛
點到人本創新品原型設計，真的還蠻趕的，一下子一個學期就過完了。
（S4）
有時間限制都會有一定的壓力，所以大家其實都討論到三四點才睡，就一起
處理，每個人想法都不一樣，一個人覺得想的很完美，但可能一丟出來就被
打回票。當其他組員解釋給你聽時，就會覺得原來剛剛想的都白費了，便重
新再來，就一直熬夜在這個框架上。（S2）

PBL 教學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參與度，也可以由討論的過程來集思
廣益，獲得較多方面的學習內容。另一方面，也因為 PBL 教學由同學分組
各自討論問題與解決方案，因而不易掌控討論方向，會使有限的課堂學習時
間受到壓縮。（S3）

PBL 學生以分組方式討論並發掘問題與尋求解答，參與討論的學生若具備足
夠的相關生活經驗或基礎專業知識，就能使學習活動順利且內容完整。（S1）

伍、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致理科技大學創新產品開發與管理課程為例，以有別於傳統授課方
式，選定銀髮族安心照護及智慧生活二個議題實施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本研究針
對參與課程學生以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經由問卷調查的回饋及訪談
內容的整理與分析，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一）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創新實踐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
透過學生在整體評鑑與訪談結果的回饋，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創新實
踐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均獲得高度肯定，且以「任務達成」面向最為顯著，本研
究透過 PBL 教案教學，再搭配階段性創新行動企畫書進行學習檢核，落實「與
其給學生魚吃，不如教導學生釣魚的方法」之教學原則，讓學生在同儕合作與問
題討論上，敏銳地觀察且積極主動的尋求資源解決問題，不但增加學生的思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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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與完整度，也結合教學互動科技工具，進行期中與期末分組互評與組內互評，
亦強化學生的執行成效及期末小組作品的產出品質。
其次，在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創新實踐課程之「參與程度」面向，本
研究主要透過多元評量的成績考核方式，包括Zuvio IRS 雲端即時反饋教學系統
學習紀錄及學習積分小卡點數，再透過遊戲式的教學活動設計，讓課程活潑彈性
化，不只可提升學生參與課程主題式單元與議題討論的動機，也有助於提高學習
專注力。而在有關「主動承擔任務情形」評分項目方面，有稍低的回饋分數，主
要可能是在課程學習活動中，採行階段性分組，過程中需要與不同學生互動交流，
但團隊默契需要成員間長久經營，且各組通常會指派主要提案者擔任組長， 雖可
由組長帶領小組成員適時完成工作項目，並引導小組成員進行討論，但往往導致
組員可能會過度依賴組長，且在成績考核方面，雖採行多元評量方式，但學生在
進行組間評分及組內互評時，並未事前提供學生一致性的評分標準，因此也導致
團隊運作的激勵效果不大，使得組員願意主動分擔任務的程度受到影響。
最後，在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創新實踐課程之「學習技能」面向，PBL
的學習過程是針對實務案例所模擬的情境加以研討，再運用 PBL 討論框架於理
論與實踐教學上，以便初步聚焦於使用者痛點與問題，引導方向較多元，範圍也
較廣，有助於培養自我學習的能力，落實多元知能的實踐。雖然相較於其他面向
之評分項目表現較弱，但若學生在修課前能有相關的先備知識、生活經驗或學習
經驗，則可增進學生在剖析問題的靈活思考度，強化學生學習轉移、批判思考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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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創新實踐課程之教學困境與限制
相較過往教學模式大多採用傳統教科書進行單向講授課程，PBL 及教學互
動科技導入創新實踐課程是讓學生能學習到與真實情境相近的知識與問題解決
方法，但面對學生學習經驗的個別差異影響，確實會讓行動計畫的發展上受到限
制，且目前該課程修課學生全部都是就讀企管系，在組隊專長方面確實也受到很
大的限制，因此鼓勵具備相關生活經驗或學習經驗之學生可以優先選修外，其他
修課學生也可在進行 PBL 議題討論前，先補足所需的先備知識，包括課堂間老
師提供議題相關的專業基礎知識及數位學院上的補充資料外，也可以從教案討論
及網路搜尋獲取知識，都對於創新產品發想與設計是很有幫助的。
此外，學生普遍也反映 PBL 需花費許多精力與時間共同討論，整體運作時
間不足，最主要是因為學生對 PBL 討論框架的內涵還不熟悉，要在一學期內熟
悉並並階段性整合至期末創新行動企畫書，確實容易產生學習適應上的困難，進
而會影響到學生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解決問題的自信心與學習堅持力。

二、 研究建議
經由實際進行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導入教學模式的過程中發現，其中仍有
些問題仍需改善，才能使得教學進行順利並發揮其效果。本研究對於創新實踐課
程實施 PBL 教學的建議包括：
（一） 加強 PBL 討論框架的說明與引導
在進行 PBL 議題討論過程中，修課學生常會對 PBL 討論框架及進行的流
程不熟悉，以致於程序錯誤或記錄不全的現象發生，因此建議 PBL 教學實施的
課程應以中高年級總整課程為宜，也建議未來授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加強
PBL 討論框架四步驟「想法、事實、學習論題、行動計畫」的說明與引導，並以
更多的練習案例，反覆提示學生相關的步驟與做法，以減輕學生運用上的受挫感
與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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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教學資源補給站及學生學習經驗值，以解決時間不足之問題
PBL 是以真實情境的案例問題為核心的教學模式，從問題解決的過程中，
需經歷定義問題、分析問題、實際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實施解決方案及呈現問
題解決的成果，並從中獲得解決方案的實質知識內容以及其他技巧與能力（林明
地，2005）。為使學生能在有限的學期期間，順利完成這一連串的學習歷程，建
議結合教學互動平台，提供修課學生有關課程錄影及補充教材的教學資源補給站，
以及邀請已修過該課且表現優異的學長姐來擔任創新實踐助教，適時協助引導學
生討論，並提供 PBL 學習經驗諮詢，避免浪費在不適的討論上。
（三） 豐富 PBL 研究方法，強化學習考核方式，以提升創新實踐課程實施成效
本研究主要透過實地觀察、學生學習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方式，以探討 PBL
及教學互動科技工具導入教學模式之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學必要性，並進一步瞭解
學生 PBL 學習經驗上的困境或限制。在本研究結果中亦顯示，對於初次接觸
PBL 教學模式的學生，容易產生學習挫折與使用困難，未來若能透過多元評量
準則方式來制定學生學習考核機制，除了提高學習考核的分數具可信度外，相信
對於團隊運作的激勵效果也能有所助益。此外，未來建議也可利用個案研究、準
實驗研究等研究方法，以更深入了解或驗證 PBL 融入創新實踐課程之成效與限
制，並適時修正課程，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進而提升學生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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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ought to establish whether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provided by Nigerian universities was able to equip the final year pre- 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the 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skill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was employed in the study, where final year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training was able to developed five out of the six (i.e. 83.33%)
required teaching skills and competency to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ich includes lesson plan, communication skills, classroom management,
evaluation technique, and teaching personality. The assessment shows that 80% of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demonstrated incompetency in lesson
presentation (e.g. mastery of subject matter, use of teaching board, effective use of
teaching aids etc.). Perhaps the inability of the training to prepare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adequate competency of lesson presentation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other factors. These factors could be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ining curriculum contents and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or
which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been train to teach (Ibrahim, 2020).
Equally, the period of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practiced teaching in school could be another factor for their incompetenc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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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s that the program should be re-evaluated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incompetency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ining curriculum or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curriculum contents of the trai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 was implemented.

Keywords: Pre-service teachers, effectiveness, program, teaching
competency, skills,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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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Incompetency is a major problem of many school teachers in provid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The main cause of this problem maybe associated with inabi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to prepare pre-service teachers with adequate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and
skills. Government inability to update and upgrade teachers’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the current
trend of education, perhaps will be root of teacher’s incompetency in providing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Nevertheless, teaching competency is the possession of adequate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and skills which will guide and enable school teachers to provide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s, and improves students’ performance. Jackon (1990) defined competencies as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hat enable a teacher to be successful. To maximize students learning,
teachers must have expertise in a wide-ranging array of competencies in an especially complex
environment where hundreds of critical decisions are required each day”. (p. 1). Similarly,
Nessipbayeva (2012) viewed competencies as the possession of adequate knowledge, skills and
abilities which would enable teachers to meet complex demand by applying relevant resources in
particular context.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teachers in proving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has
largely depends on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been prepare and
equipped with adequate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 The training they received during their preservice or in-service training will enable them to face the complex demand of their expertise in
guiding and improv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Pantic and Wubbels (2010) have identified four
teaching competenci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i.e. instructional
delivery, classroom management,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personal competencies. The skill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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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for school teacher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nd maximize their teaching performance
(Pantic & Wubbels, 2010).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 to prepare and
equip their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Adequate possessions of the skills will not only qualified them
as competent school teachers, but also enable them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society of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Shmelev (2002) has identified the 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ies and skills that each preservice teacher must possess to be able to provide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The pre- service
teachers should be able to: perform complex pedagogical duties; to be well-spoken, in good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stable and tolerant; to have a propensity to work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good communicative and observational skills, tact, a vivid imagination, and leadership (Shmelev,
2002). Moreover, analysis of the 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skills for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has identified the core teaching competencies and classified them into three dimensions.
The dimensions are: Professional practice,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and personal effectiveness
(Low et al., 2009). They further explained each dimension in relation to classroom teaching as follow: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is dimension is concern with encouragement of student to learn. A
competence teacher has the believed that all student can learn, and they all have the potential, what
they needs is support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which will enable them and influence their learning.
Leadership management: This dimension is concern with winning of heart and mind of students
through collaboration and working with others. A competence teacher will always strive to win the
heart and mind of his student by engaging them to work within and beyond the schoo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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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effectiveness: This dimension is concern with teacher’s attitude and behavior in dealing
and handling students. A professional teacher always develops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before providing support or guidance. This practice will inevitably enable them to carry ou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effectively (Low et al., 2009). Apart from these teaching competencies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should also be prepare with adequate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of their chosen
profession, since they are expected to master their subject area more than their students (Ibrahim et
al., 2020). This will enable them to guide their students and provide quality classroom instruction.
However, it’s the objective of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in the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the training to prepare qualit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will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at secondary school level (NPE, 2004). The policy emphasizes on the
important of quality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Since no education system may rise above the
quality of its teachers, teacher education shall continue to be given emphasis in all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NPE, 2004, p. 39)”. It’s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of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olicy declared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NPE, 2004, p. 39):
1. To provide highly motivated, conscientious, and efficient classroom teachers for all

levels of educational system.
2. To encourage further spirit of enquiry and creativity in teachers.

3. To help teachers to fit into the soci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and society at large and to

enhance their commitment to nation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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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dequate for their

assignment and to make them adaptable to any changing situation not only in the life of
their country but in the worl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e declar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objectives is that, the new policy st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like to: “Produce highly skilled,
knowledgeable and creative teachers based on explicit performance standards through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Programs who are able to raise a generation of students who can compete
globally” (NPE, 2004, p. 39).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re is a major problem with attainment of the set objectives of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in the country. Nigerian government has declared to produce highly skilled,
knowledgeable, creative and competent school teachers who will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at all level of education (NPE, 2006). In this regard the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has task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poly technique to prepare primary and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while universities to prepare quality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Despite
the set objectives of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in the country, there is a course of alarm over the
quality of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The level of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they displayed, ability
to construct mathematical expression, equation and their solution is more of comparable to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 they were teaching (Ibrahim et al., 2018; Musa, 2011; Usman, 2015).
There is a large volume of published studies describing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ers in
providing quality classroom instruction. Some they linked their incompetency to inabi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 to prepar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adequate subject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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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skills which will enable them to discharge their duty effectively (Anaduaka & Okafor,
2013; Ibrahim et al., 2020; Kuiper, Thomas, & Olorisade, n.d; Odia & Omofonmwan, 2007). Equally,
Ibrahim (2020) has evaluated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provided by Nigerian
university, he found that there is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ining curriculum contents and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or which the pre- 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been
train to teach. Th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what the training has been equipping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and the knowledge they need to provide quality classroom
instruction. Should the inability of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 to prepare competent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persist, the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objective of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may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A need therefore arise to assess whether the teacher training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are able to develop the required teacher competency and skills.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The study was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mathematics teachers
education training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are able to develop the 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skills.
Research Questions: 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answers to the below question:
1. Do the training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are able to develop the required teacher
competency and skills?

Methodology:
The study employed qualitative study in which Teaching Practice Assessment Form was used
as an instrument for data collection. This instrument was adopted from Nigerian Universities
Commission Teaching Practice Assessment Form (2018). The instrument was us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final year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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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ies and skills, expected for each pre-service teacher to display during
his/her teaching practices. The instrument is used to assess the level of competency of final year preservice teachers after they have under rigorous training of becoming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e
instrument has six sections (See Appendix). The first and second sections of the instruments evaluate
pre-service teachers’ lesson plan and lesson presentation. The third and fourth sections of the
instrument evaluate pre-service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last
two sections of the form evaluate pre-service teachers’ questioning technique, students’ evaluation
skills, and their personality during lesson presentation (i.e. mode of dressing, presentation and
competency).
A purposive sampling technique was used to select 20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are at their final year of graduation. The number of selected sample was enough for the study as
Creswell (1998) suggested for 20-30 respondents for qualitative study. A purposive sampling
technique was defined as a,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method and it occurs when elements
selected for the sample are chosen by the judgment of the researcher. Researcher often believe
that they can obta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by using a sound judgment, which will result in saving
time and money” (Black, 2010, p. 1).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are at final level of graduation, and they have been exposed
to training of becoming competent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The training was
designed to prepare competent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are expected to teach all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contents immediately after graduation (NPE, 2004). The training
equipped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theoretical aspect of mathematics and education
for period of seven semesters and at their final semester of graduation posted to secondary schoo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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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ey received into practi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in preparing competent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was assesses
based on the six indicators of teaching competency (See appendix for the indicators). The final year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the teaching
competency they have demonstrated.

Findings and Discussion
The study sough to establish whether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are able to equip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skills.

Presentation of Data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teaching competency was assessed based on the 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skills. The assessment was based on the six indicators for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NUC, 2018). These indicators are: Lesson Plan, Presentation of the lesson, Clas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tudents Evaluation Technique, and Teachers’ Personality.

Lesson Plan
The assessment of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form shows tha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as observed dur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e finding revealed that out of
the 20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PMTs 4, 7, 8, 9, 10, 12, 13,
15, 16, 17, 18 and 19 (i.e. 60%) lesson plan received no comment from the teaching practice
supervisors. This implies that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adequate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skills

of

writing

good

lesson
946

plan.

The

supervisors’

comments

APA-6

on

the pre-

947

APA-6

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are incompetent in writing good lesson plan was summarizes in
Table 1.1
Table 1.1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lesson plan
Lesson Plan
Poor statement of objectives
Poor sequence of content
Inadequate content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PMT1, PMT11,
PMT2,PMT5, PMT14, PMT20
PMT3, PMT6

Table 1.1 presents supervisors’ comments on weaknesses of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writing lesson pla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revealed that PMTs 1 and 11 do not clearly state their
teaching objectives. For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teaching objectives should be clearly stated.
What you want to achieved at the end of the lesson? What contents to be taught? Which method is
effective? All these questions should be asked when designing a good lesson plan. Answered to these
question will guide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to articulate their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supervisors
of the exercise commented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should “State the objectives to be achieve in
a clear terms” Supervis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m revealed that PMTs, 2, 5, 14 and 20 have inadequately
arranged the contents of the lesson. The ideal arrangement of contents of the lesson plan should be
from simple to complex, known to unknown. This is because students cognitive ability can be
develop, when contents of the lesson is presented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in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Schacter, 2009). Equally, the students may consolidate their understanding when lesson
is presented from known to unknown. Unfortunately,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presented the lesson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sychological ability of their stud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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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s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commented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should “Arrange
problem from simple to complex; known to unknown”.
Moreover,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m shows that PMTs 3 and 6 do not prepared
their lesson plan with adequate contents. The contents are not relevant to the set objectives of the
lesson.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required teacher’s ability to design a lesson plan with
adequate contents and consider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ents of the lesson should be
adequate, relevant to the set objectives and student’s needs. Such lesson plan will not only guide the
teachers to provide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but also influence the attainment of the set
objectives (Gronlund, 2004).

Lesson Presentati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m shows that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 3, 8, 10
and 15 (i.e.20%) have presents their lesson effectively during the supervision. The supervisors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do not commented on their presentation. This implies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adequate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skills of lesson presentation. The supervisors comments on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have weaknesses in lesson presentation was summarizes
in Table 1.2.
Table1.2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Lesson Presentation
Lesson Presentation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Poor Questioning technique
PMT 1, PMT6, PMT19
Lesson not link with
PMT2, PMT11,PMT14, PMT19,
previous
PMT20
knowledge
Lack of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PMT4, PMT6, PMT7, PMT12,PMT14
Poor time management
PMT1, PMT11, PMT13,PMT20
ineffective use of teaching aids
PMT5, PMT9, PMT11,PMT12,
PMT13,
949

APA-6

PMT18

Poor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lesson
poor summary/conclusion of lesson

PMT7,
PMT17,

Table 1.2 presents information of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lesson presentatio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shows that PMTs 1, 6, and 19 have poor questioning techniques. The PMTs
used the same question techniques in evaluating students learning. The supervisors of the exercise
suggested that the PMTs should to change their questioning style and used the terms: “solve, evaluate,
examine, and identify”. The finding also revealed that PMTs 2, 11, 14, 19 and 20 introduced their
lesson without linking it with prior knowledge or ideas. The supervisors commented that the PMTs
should link the lesson with previous lesson or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to enable them to build
connection with the immediate activity. This will enable their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lesson (Hailikari, 2008; Scott et al., 2011).
Furthermore, the assessment revealed that PMTs 4, 6, 7, 12 and 14 have inadequate mastery of
the subject matter. The PMTs were not able to explain certain concept and cited more examples
during the lesson. Although, adequate mastery of the subject matter is one of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that determine quality teaching in school (Perrzada, 2014). The pre- service teachers
have poor mastery of the subject matter. This perhaps will affect their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
understanding (Metzler & Woesmann, 2012). The supervisors of the exercise suggested the PMTS
to meet with the head of mathematics in the school to guide them on their area of difficulty.
The assessment form shows that PMTs 1, 11, 13, and 20 have demonstrated poor time
management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The PMTs wasted most of their time in explaining one problem.
The stated objectives of the lesson were not achieved at the end of the lesson. The supervisors
commented that “Present the lesson within the time frame; don’t go beyond your allocated period
950

APA-6

when presenting lesson as other teachers might wait you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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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m revealed that PMTs 5, 9, 11, 12, 13, and 18 have not
used the instructional material effectively. The supervisors commented that they should use the
material to enable their students to follow the lesson. They further noted that their topics required
physical object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Therefore, the PMTs should “Improvise the materials
that are not available or insufficient, make use of it,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Teaching practice
supervisor). John (2016) noted that i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are effectively use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will be improved. The material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that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improved students’ achievement (Effiong & Igiri, 2015).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revealed that PMT 7 has not engaged all his students in the problem
solving. The supervisors commented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 should take note of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among his students.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should carry all his students along, to enabl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blem solving. Moreover,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m
shows that PMT 17 concluded his presentation without summarizing the lesson. The pre-service
teacher did not highlight the key issues discussed in the less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supervisors
suggested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 should summarize the lesson.

Class Management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assessment form shows that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1, 3, 5, 9, 10, 11, 13, 14, 16, 17 and 20 (i.e. 55%) out of the 20 pre-service teacher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have effectively managed their students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The supervisors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have not commented on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This implies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adequate competency and skill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The supervisors’ comments on the pr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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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have weaknesses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were summarizes in Table
1.3
Table
1.3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Class Management
Class Management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Poor students reaction/ reinforced
PMT2, PMT4, PMT7, PMT8, PMT12, PMT15,
PMT19
Poor class control
PMT2, PMT4, PMT6, PMT18
Table 1.3 presents information of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revealed
that PMTs 2, 4, 7, 8, 12, 15 and 19 have poor reaction toward students’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
The level of students’ reinforcement was also poor. The supervisors commented that the PMTs
should use positive reinforcement to motivate their students when responded to the questions.
Research literature has shown that teachers’ reaction/reinforcement to students’ responses in the class
build and enhanc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tudents and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Rumfola,
2017). This shows that teachers’ reaction/reinforcement has direct effect on students learning.
Unfortunately, many school teachers’ not only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fail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ir reaction to students’ responses. Therefore, school teachers should take
note of their reaction when students responding to the question. This is because “A teacher’s behavior
can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affect students’ cognitive, affective, psychomotor, and intuitional
behavior” (Alacapinar, 2016, p. 50).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study better, enhance their
productiv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hen they are motivated to learn (Otero & Huant, 2015;
Rumfola, 2017). Moreover,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revealed that PMTs 2, 4, 6, and 18 have not
controlled their student effectively. The supervisors commented that the PMTs should ensure the
students a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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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assessment of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assessment form shows that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1, 3, 5, 9, 10, 11, 13, 14, 16, 17 and 20 (i.e. 55%) out of the 20 preservice teacher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have adequately communicated with their students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The supervisors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do not comment on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It implies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supervisors comment on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have weaknesses in communication
skills were summarizes in Table 1.4
Table1.4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Communication Skills
Communication Skills
Pre-s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Use of ambiguous words
PMT2, PMT4, PMT6, PMT7, PMT8, PMT12,
PMT15, PMT18, PMT19
Table 1.4 presents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eaknesses in communication skills
during teaching practice.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PMTs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PMTs
2, 4, 6, 7, 8, 12, 15, 18 and 17 have poor communication skills during their presentation.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used ambiguous words which are beyond students’ ability. The supervisors
commented that the PMTs should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by using very simple words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the students’ ability.

Evaluation Technique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m shows that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1, 4,
5, 7, 9, 12, 13, 14, 15, 16, 17, 18 and 20 (i.e. 65%) out of the 20 pre-service teacher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have assesses their students effectively at the end of the lesson presentation. The
supervisors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have not commented on their evaluation technique. This im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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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adequate competency and skills of
students’ evaluation. The supervisors comments on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have weaknesses in evaluation technique was summarizes in Table 1.5
Table1.5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Evaluation Technique
Evaluation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Non-attainment of stated objectives
PMT2, PMT3, PMT11
Poor students evaluation
PMT6, PMT8, PMT10, PMT11, PMT19
Table 4.37 presents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eaknesses in evaluation technique at
the end of the lesso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shows that PMTs 2, 3, and 11 have not achieved their
stated objectives at the end of the lesson.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not answered the questions raised
at the end of the lesson. The supervisors of the exercise instructed the PMTs to re-plan their lesson.
The assessment also revealed that PMTs 6, 8, 10, 11, and 19 have used the same evaluation technique.
The supervisors of the exercise advised the PMTs to used different technique to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Teachers’ Personality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m shows that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4, 7,
9, 11, 12, 14, 15, 16, 18, 19, and 20 (i.e. 55%) out of the 20 pre-service teacher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have adequate teachers’ personality during and after the presentation. The supervisors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have not commented on their personalities. This implies that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adequate teachers’ personality. The supervisors comments on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have weaknesses in teachers’ personality were summarizes in
Table 1.6
Tabl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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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Personality
Teachers’ Personalities
Improper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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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PMT2, PMT 10, PM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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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focus and compose

PMT1,PMT3, PMT8, PMT17

Table 1.6 presents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eaknesses in teachers’ personality.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 assessment revealed that PMTs 2, 10, and 13 have not dressed properly
during their lesson supervision. The supervisors of the exercise instructed the PMTS to properly
dress.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uld dress either in their local attire or corporate dress.
The assessment also revealed that PMTs 1, 3, 8 and 17 have not focused and composed themselves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The supervisors commented that the pre- service teachers should focus in
their lesso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amine whether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are able to develop the 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ies and skills. On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finding emerges from this study is that 60% of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during teaching practice supervision have exhibited good skills of
writing lesson plan, 55% have demonstrated good skills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50% have
demonstrated competency in communication skills, 65% have demonstrated excellent skills of
students evaluation, 55% have displayed good teaching personality , while 80% of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displayed incompetency in presenting their lesson.
The finding provides the evidence that the program was able to developed five out of the six
(i.e. 83.33%) required teaching competency and skills to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namely, lesson plan, classroom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skill, evaluation technique and
teachers’ personality). Surprisingly, the program was unable to develop the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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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skills of lesson presenta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that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Perhaps the inability of the training to prepare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with adequate competency of lesson presentation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other factors. These factors could be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ining
curriculum contents and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or which the pre- 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been train to teach (Ibrahim, 2020). Equally, the period of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practiced teaching in school could be another
factor for their incompetency. Since the period is not enough for them to develop their teaching
competency. This is because teaching practice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of enhancing pre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 development and the periods are not adequate to enhance their teaching skills.
Therefore, more works are needed to be conduc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s of
the program and teaching practice.

Implication of the study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was design to prepare competent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will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eaching mathematics at secondary school level
immediately after graduation (NPE, 2004).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in
preparing competent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ws that over 80% of the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demonstrated incompetency in lesson presentation (e.g. mastery of
subject matter, use of teaching board, effective use of teaching aids etc.). This implies that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cannot be relied upon to teach the subject matter with confidence. The level of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atter can be use as a basis for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effectiveness when
employ to teach mathematics at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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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 Teaching Practice Assessment Form
Registration Number
Subject Taught
Name of Student Teacher
Topic Taught
Teaching Practice School
Date
Class Taught
Time
Areas
Skills/tasks
of
Assessment
Lesson Plan
Presentation

Clas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Evaluation
Teacher’s
Personality

Marks/Obtainable Score

Statement of Objectives
Logic and sequence of content
Adequacy of the lesson plan
Relevance of the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of the lesson
Mastery of the subject matter
Use of teaching board
Time management
Questioning technique
Effective use of teaching aids
Class participation
Summary/Conclusion
Class control
Classroom arrangement
Reac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Students
response
Clarity of voice
Appropriate use of language
Suitability of Assessment
Attainability of stated objectives
Dressing
Comportment
Total

Name of Supervisor
Signatur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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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3
5
5
10
5
5
5
10
5
5
5
2
5
2
3
5
5
5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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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行銷實務之體驗、統整與反思:
整合設計思考與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之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評量
孫儷芳
明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

摘要
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脈絡下，跨領域問題解決能力、批判能力與創造力等已
成為 學生面對未來挑戰所需具備的的關鍵能力。本研究以經管系大二必修課程「行
銷管理」進行創新教學設計與評量，考量過往修習行銷管理課程學生所發展之創意
行銷提案離業 界標準仍有落差，故整合「設計思考」與「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
發展以問題為學習起 點，結合設計思考解決問題方法論及行動學習之創新教學策略，
建構學生整合性素養與 終身學習力。本研究於課程係由產學合作業者「開丼燒肉 vs
丼飯」出題，提出該業者關注的 4 個真實行銷情境，由學生以分組方式合作探索並
解決問題，提供學生採行問題導向行動學習的真實情境，從做中學的過程建構行銷
知識與技能。實驗組(A 班 42 人)係在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法下，結合設計思考五
階段(同理/定義/發想/原型/驗證)規劃教學活 動，每階段任務均包括設計體驗活動讓
學習者參與體驗，然後引導學習者統整與反思學 習經驗，讓學生在真實行銷問題的
體驗歷程中發展更多有用知識，並運用學習歷程評量 為學生搭建學習的鷹架，促進
和引導學生進一步深度學習；對照組(B 班 45 人)則在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法下，
採取傳統教學法，依據行銷管理教材章節單元先進行統整授課， 再讓同學進行體驗
練習。研究結果發現：(1)對照組(傳統教學+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在專 業知識紙筆
測驗上略優於實驗組；(2)實驗組(設計思考+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則在行銷 核心素
養的各個面向優於對照組，尤其在同理與市場研究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簡報提 案
發表能力、創新創意能力以及問題解決能力等項目的自評上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 此外從業界評審的評分以及同學課後的質化反饋，均獲得類似的印證。綜言之，
結合設 計思考教學策略於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的確明顯有助於建構同學的行銷核
心素養能力。

關鍵字: 設計思考，問題導向行動學習，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學習歷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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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Integ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Creative Marketing
Practice: Competency-Based course design and assessment
integrating design thinking and problem-oriented action learn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cross-domain problem- solving skills,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collaboration and teamwork have become key competencies in preparing
students for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This study using "Design Thinking" and "Problem-based Action
Learning"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cours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course design can engage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re competencies. This study arranged a real scenario-based
marketing practice case,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learning by doing to explore and solve problem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42 students in class A) was based on the problem-oriented action learning,
combined with the 5 stages of design thinking (Empathize, Define, Ideate, Prototype and Test), Each stage
included designing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learners to Experience, and then guiding learners to Integrate and
Reflect, and use learning process assessment to verify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control group (46
students in class B)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under the problem-oriented action learn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teaching + question-oriented action
learning) was bett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st scores, but (2)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sign thinking + question-oriented action learning)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in all
aspects of marketing Competency, especially in the self-evaluation of empathy and market research ability,
teamwork ability, presentation ability of briefing proposal,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creativity, and ability
of problem-solving have reach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evel. It shows that integrating design thinking
teaching strategies with problem-oriented action learning is indeed helpful in constructing students’
marketing core literacy capabilities.
Keywords: Design Thinking, Problem-based Action Learning, Competency-Based course design,
Aseessment as Lea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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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脈絡下，跨域力、創造力、實踐力、學習力已成為學生面對未
來挑戰所需具備的關鍵素養(張玉山，2020)。過去在教學現場多由教師將學科知識進行單
元式講授，提供學生「沒有問題的答案」。然而，面對複雜模糊且多變的時代，學生需要
的是「以問題驅動的學習方式」，以問題為學習起點進行對話，引導學生透過「到現場找
答案」的問題解決方法論，主動獲得整合性知識及問題解決的能力(閻自安，2015)。
為使學生具備行銷核心素養，本人在行銷管理課程多年來均落實「問題導向式行動學
習」，每年透過產學合作方式邀請業界出題，提供學生針對真實行銷情境發揮創意、發想
解決方案的舞台，109 學年度已辦理第 16 屆創意行銷競賽。此課程結合實務競賽後， 不
僅促進師生整合教學理論知識並加以實踐，亦有效提升教學成效。惟長期執行後，業界評
審指出學生所完成之解決方案仍有創意過於天馬行空、深度不足以及可行性不高的問題，
致使學生作品離業界標準仍有差距，此為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的目的是透過解決問題來學習如何學習新
知與技術，因此在 Hazlett(2018)所提 PBL 的「探索學習、自我學習及分享學習」的基本
理念架構下，本研究結合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解決問題方法論進行素養導向課程
設計。設計思考重視目的與任務，回到以人為本的核心，先找出使用者的正確需求， 再
用最簡單、快速的方式解決它。這套方法論已被史丹佛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三星、蘋果等知名學校和企業視為必修課程(王維玲，2013)。
由於本系的學生在高職階段及大一時已學過一些商業管理基礎課程，因此對行銷管理
已有初步概念，在講授統整知識時參與度較低。因此，本研究試圖改變過往先進行知識統
整再體驗的傳統能力本位教學模式；參考設計思考方法論，先設計真實的體驗情境， 再
進行知識統整與反思，以達成建構學生整合性的素養與終身學習能力之目標。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目的即在發展設計思考與問題導向行動學習的整合性架構，在問
題導向式行動學習情境下，透過體驗、統整及反思活動來貫串設計思考的五個重要步驟，
引導同學深化學習和運用創意解決問題，並進一步檢視此整合性教學設計與評量架構在
行銷管理課程之成效。

二、文獻探討
2.1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PBL 定義。吳清山和林天祐(2005)指出問題導向學習(PBL)是一種挑戰學生「學會學習」
（learning to learn）的教學活動，教師讓學生在真實情境的脈絡中，鼓勵學生透過小組討
論的方式提出問題解決之道，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李孟智
(2008)認為 PBL 是以問題為核心，藉由誘導、探索、溝通、統整，獲得分析問題和解決問
題的綜合性知識與技能。鍾愛(2009)指出PBL 是指任何以問題來驅動的學習方式， 以問
題為學習起點、以對話為主軸，引導學生主動獲得整合性知識及解決問題能力。
PBL 特徵與實施步驟。彙整 PBL 的主要特徵應包括：1)以結構模糊的問題來組織學
習內容與學習情境；2)搭配小組合作學習；3)著重學習者的主動性，學習過程以對話為主
軸；4)教學者扮演認知教練或促進者角色；5)採用多元評量方式(Barrows,2002；HmeloSilver, 2004)。亦即學生在小組中共同找尋真實世界問題的解決方案，更重要的是發展學
生成為自我引導學習者的能力，是故 PBL 的目標是能力的學習，而不僅是知識的學習而
已(吳清山，林天祐，2005)。PBL 的優點包括：1)激起學生學習動機 2)培養高層次思考能
力 3)強化學生後設認知能力 4)真實情境運用(程慧娟，2006)。張幼珍(2017)整理實施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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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 個步驟。1)閱讀問題，進行問題討論、思考與提出衍生問題；2)回想與分享相關知識
與生活經驗。查詢術語；3)根據 1-2 步驟，提出問題相關假設與機制；4)根據
1-3 步驟，決定學習議題；5)分工尋找學習議題相關資料與決定議題的學習順序；6)應用
自學新知在原始問題上；7)回顧與總結學習到的新知和能力，自評與評量組員貢獻度、回
饋全組合作學習表現。
PBL 評量。程慧娟(2006)指出學生的學習受到評量方式相當程度的影響，如果評量形
式只是要求學生記憶片斷性事實，PBL 課程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評量應該依照課程
目標來設計，採取一系列不同的評估方式。張幼珍(2017)指出在 PBL 評量上可以 1)回顧
與總結學習到的知識與能力；2)自評與評量每位組員的貢獻度與回饋全組的合作學習情況；
3)總結學習到的新知能力與有助於強化未來相關知識與能力的應用。此外，依據評量領域，
將 PBL 的評量分為三大類：1)內容(知識)、2)過程(方法與技能)和 3)結果(產物)三大類
(Glasgo, 1997；Koh,2009)；若依據執行者的不同，可將 PBL 的評量分為學習者自我評量、
同儕互評和教師評量三種方式(Allen et al., 1996；Torp & Sage, 2002)。
小結：在 21 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中，問題解決的方式面臨改變，需要學習者透過自主
學習來解決問題，然而自主學習的能力也是需要透過引導與練習才能活用。透過 PBL 方
法的實施，可以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需要、找尋知識的技巧與知識的理解與應用， 並
透過合作學習方式，提升學生溝通能力。最後，應採用多元方式，針對參與過程、探討的
內容與成果等進行自評、互評與教師評量等。
2.2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認為設計思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解決問題方法論，以人的需求出發，為各種議題尋求
創新解決方案，並創造更多可能性。設計思考是一種較為感性的分析，注重了解、發想、
構思、執行的過程(維基百科，2018)。IDEO 執行長Tim Brown 提出這套以人為本的思考
方式，並濃縮成五大步驟「同理」、「定義」、「發想」、「原型」、「驗證」(維基百
科，2018；Rosie, 2018)。
1.

2.
3.
4.

5.

同理(Empathize)。在解決問題之前你必須先了解你的 TA(Target
Audience)，即以使用者為中心，透過多元的方式(訪談、田野調查、體
驗、問卷、觀察等)一步步挖掘使用者的真實需求，獲取使用者洞察。
定義(Define）。將所蒐集到的資訊，重新解構並定義核心問題。對問題重
新做深入的定義，確認關鍵問題點(痛點)。
發想(Ideate)。透過腦力激盪發想各種解決方案，透過發想的過程激發創
意，廣泛的拋出大量點子，並找到真正適合的解決方案。
原型（Prototype）。製作半成品，以具體的呈現方式快速的將想法表達出
來，嘗試識別出可能的最佳解決方案，並可立即針對使用者的回饋進行修
正。
驗證(Test)。 回歸使用者的需求，以製作出來的原型進行市場測試，讓使
用者測試是否適用，從中觀察使用者的使用情況，重新定義需求或了解使
用者。

小結：設計思考成為管理界的顯學，已被視為一種新的決策模式和管理技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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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因為我們面臨一個多變、不確定、複雜、模糊的時代，而設計思考這種「到現場找答
案」的問題解決方法論，有效打破過去習慣定義與解決問題的框架，透過深入觀察找出問
題真正癥結，並產出創意的解決方案。
2.3 學習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

評量是取得資訊，進而形成判斷，並據以作成決定的過程。在整個教學歷程中，評量
更具有承接轉合、提供回饋的積極功用。簡紅珠(2000)指出評量具有四項功能：(1)了解學
生的學習成就，以判斷其努力程度；(2)了解學生學習的困難，作為補救教學及個別輔導的
依據；(3)衡鑑教師教學的效率，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的參考；(4)獲悉學習進步的情
形，可觸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史美瑤(2013)整理兩種不同的評量觀念，一是「審核性」評量（auditive），一是「教育
性」（educative）評量。若教師給學生學習成效的回饋只包含兩次期中考和一次期末考，
便是屬於前者，目的就是審核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後者則透過多層的評量方式，提供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不同的回饋與再學習機會，主要是幫助學生知道如何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如何可以學得更好，而且可以靈活運用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
學習評量的類型，就時機和功能而言，分為「安置性評量」、「診斷性評量」、「形
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1)安置性評量(placement evaluation)：又稱為前測，係在教
學前對學生的「起點行為」進行評量，以獲知學生所具備的行為、學習特質和在知識技能
方面的精熟程度，以作為規劃教學內容的依據；2)診斷性評量(diagnostic evaluation)：旨在
發 現 學 生 學 習 困 難 的 成 因 以 提 供 教 師 補 救 教 學 之 參 考 ； 3) 形 成 性 評 量 (formative
evaluation)：提供教師及學生連續性的回饋資料，以幫助教師了解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學習
成敗的原因；4)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evaluation)：教學告一段時用以評斷學生的學習成
就、預期的教學目標達成的程度及其適切性，以及教師或課程的效能(簡紅珠，2000)。依
據評量者而言，可分為 1)學生自我評量(self-assessment)、2)同儕評量(peer assessment) 和
3)教師評量，教學過程中可以實施各式各樣的評量活動來了解學生學習情況，依據評量結
果教師隨時調整教學內容和方法(廖柏森，2014)。
小結：評量是以幫助學生學習成長為出發點，而每一次的評量都是一次再學習的機會。
如果學生不斷從評量中學習，繼續加強他們的知識與學習能力，則將來在別的課程或工作
上，他們所學過的都是未來可以用得到的。學習得有一個清楚的學習目標，並知道如何適
時修正；這些端賴不斷地評量與回饋，以提供方向和修正的方法。這些回饋可以來自教師，
可以來自同儕，也可以是自評而得。適時的評量提供他們足夠的資訊與動機去繼續學習，
繼續改進。

三、研究設計
「行銷管理」課程為經營管理系之行銷管理模組的核心必修課程，教學實踐對象為本
系兩班大二同學。本人自 94 學年度開始便在本課程採用「問題導向式行動學習」教學策
略，每年該課程均與實務界產學合作，由業界出題方式辦理創意行銷競賽。
3.1 教學設計

行銷管理課程之教學目標即在建構學生行銷核心素養，包括專業知識與實作技術、問
題解決與創新、團隊合作與溝通等能力。為解決過往在教學現場學生解決方案過於天馬行
空、深度不足及可行性不高的問題，除持續搭配產學合作以真實行銷專案發展情境式課程
外，本研究進一步結合「設計思考」的解決問題方法論，進行創新教學設計，重新思考如
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重新設計學習體驗，思考教學活動如何安排?學生需要做甚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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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甚麼?如何進行教學評量?
過去在教學現場為達成學科知識的精熟學習，並提昇學生應用理論的能力，係將行銷
管理的學科知識依據課綱切割成許多的小單元進行講授，讓學生先「聽講」再「練習」。
透過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的知識與行銷案例講述後，再以分組學習方式讓學生進行練習， 協
助學生建立理論知識並加以實踐。雖然過去在課堂上有著良好的教學成果，但學生仍有知
識零散、經驗不容易轉移的問題。
由於修課同學在大一曾經修習企業概論、管理學等課程，已具有管理基礎概念，在實
作運作上尚須結合會計(大一上下)、設計思考(大一下)、統計(大二上)等課程之先備知識，
以發展具有創意及可行性之解決方案。因此，本研究參考詹明峰和吳穎沺(2019)所提素養
導向課程設計，在課程規劃上讓同學先「體驗」、再進行「統整」與「反思」的學習經驗
設計。期望學生透過探究、實作、討論、合作、反思、表達等教學活動，以情境式學習方
式統整學生的行銷知識與經驗，讓學生為未來而學。
據此發展本課程之素養導向教學規劃與設計概念如圖 1 所示。在課程設計方面， 係
以問題導向行動學習為基礎，由業界提供真實行銷管理情境，結合設計思考方法論的五步
驟，依序規劃同理、定義、發想、原型、驗證等五大教學階段，每階段均包括經驗學習設
計三要素：(1)設計體驗情境、(2)設計知識統整活動、(3)設計反思活動。在學習評量方面，
包括(1)課前的安置性評量(課前問卷調查)、(2)課中的形成性評量(實作評量)、(3)課後的總
結性評量(競賽暨成果發表會業師評量)，以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並將評量結果反饋教學策
略與教學活動。

素
養
導
向
課
程
設
計

設計思
考

問題導向學習
(PBL)

同理(體驗->統整->反思)
定義(體驗->統整->反思)
發想(體驗->統整->反思)
原型(體驗->統整->反思)
驗證(體驗->統整->反思)

結構模糊的問
題小組合作學
習 主動學習
新知

定義

發想

原型

驗證

綜合
反思

開

課

素養
導向
學習
評量

設

安置性
評量
(課前)

形成性
評量
(課中)

總結性
評量
(課後)

圖 1 教學規劃與設計概念
3.2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實驗法進行研究，設自變項、依變項及控制變項，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學
習成效分析，研究架構如圖2所示。本實驗之依變項為受試者在接受實驗後之學習成效；
自變項為設計思考教學策略，即實驗組實施「整合設計思考與問題導向行動學習教學策
略」，而對照組實施「問題導向行動學習教學策略」；控制變項則包括教材內容(教科書)、
教學時數(3學分)、競賽活動(共同辦理競賽說明會、業師專題演講、殘酷舞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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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行銷競賽成果發表會)、競賽主題(開丼出的食物實務行銷題)，惟因授課教師安排及教
學負荷考量，甲乙兩班由不同教師授課。
問題導向行動學習
「業界出題創意行銷競賽」
競賽說明會


業師專題演講

殘酷舞台審查
創意行銷競賽成果發表會

+
先備知識前
測
行銷專業知
識
行銷核心素
養

設計思考教學策略(實驗組)
同理->定義->發想->原型->驗
證
(先體驗、再統整、反思)

教學成效

專業知識
後測核心素
養後測
競賽業界審查

傳統學習策略(對照
組)
依教材章節授課
(先講述、再應用)

圖 2 研究架構
在研究對象與場域方面，研究對象為明志經管系大二修習「行銷管理」必修課之學生，
以A班的42位同學為實驗組，B班的45位同學為對照組。本校分班係將各種管道(技優、甄
選、聯合登記分發)的各種生源隨機分在AB兩班。為確認兩班同學是否同質，於課程第1週
進行行銷專業知識與行銷核心素養自評的先備知識前測。在教學實驗結束後， 再次針對
兩組學生實施測驗，以進行量化資料蒐集。
在測驗量表方面，主要包括行銷專業知識及行銷核心素養兩部分: (1)行銷管理專業知
識部分，係依據課程教材10大單元，包括行銷的定義與本質、市場調查/行銷研究、行銷環
境分析、消費者行為、競爭對手分析、市場區隔/目標市場/定位、產品、定價、通路、推廣
等發展測驗，共50題選擇題，滿分100分；前後測採用相同的題目，運用Google 表單測驗
的隨機決定問題順序、隨機決定選項順序和自動評分(學生可以查看分數值，但無法查看答
對或答錯)等功能進行之。(2)行銷核心素養部分，則分從8個面向進行，包括同理與市場研
究、釐清問題、行銷企劃與執行、團隊合作、簡報製作設計、簡報題案發表、創新創意、
問題解決能力等；前後測採用相同的題目，亦透過Goolge表單進行之。此外，再加上競賽
業界審查等進行教學成效量測。
3.3 問題導向行動學習教學設計ˋ

行銷管理課程搭配產學合作辦理創意行銷競賽，每年均邀請企業界提供行銷實務議
題，提供學生進行行銷實作的舞台。提案過程中同學需以行銷管理理論知識為基礎，結合
次級資料蒐集、實地觀察、消費者深度訪談、問卷調查與分析等方式獲得寶貴的參考資訊，
作為創意發想的重要起點，修課同學在師長引導下發想貼近業界需求的行銷實務問題解
決方案。創意行銷競賽已成為系上的特色教學活動之一，結合問題導向學習(PBL) 之課程
設計，讓學生有機會將行銷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發揮行銷創意。
1.

主題：109 學年行銷管理課程與杰立餐飲產學合作辦理第 16 屆創意行銷
競賽，本屆競賽主題係針對杰立旗下之「開丼燒肉 vs 丼飯」品牌進行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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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之創意企劃。競賽主題為「開丼的食物實務行銷題」，由杰立餐飲執
行長楊哲瑋團隊出題，包括: (1) 料理包上市、(2)會員制度優化、(3)自助點
餐系統導入以及(4)擴大產品線等實務議題。兩個班級各分 8 組依 4 個主
題進行抽籤，兩班同學共計 16 組，每個議題各有 4 組針對該主題完成創
意行銷企劃。
2. 活動：競賽系列活動自 10 月份起便已陸續展開，AB 兩班在問題導向行
動研究法上的教學活動均有共同的安排，期使各組透過行銷研究掌握真實
行銷問題與缺口，並據此鎖定目標客群，發展可行之創意行銷企劃。相關
活動包括:
(1) 競賽說明會(第 5 週):邀請開丼游哲姍副理與康雅婷主任前來辦理競賽說明會，
讓學生了解業者所遭遇的行銷問題並清楚說明競賽任務目標；
(2) 專題演講(第 11 週):邀請凱義品牌整合行銷管理顧問王福闓負責人兼總

顧問辦理「服務流程再造與品牌延伸企劃工作坊」，引導學生發想解決
方案；
(3) 殘酷舞台審查(第 14 週):邀請杰立執行長及公司行銷主管蒞校辦理殘酷
舞台審查，務使學生之企畫方向與內容符合業界的需求，並提升同學之
企劃邏輯與行銷創意；
(4) 決賽暨成果發表會(第 17 週):辦理決賽暨成果發表會當天，除杰立公司
代表外， 尚邀請多位業界專業評審嚴謹把關，針對企劃提供回饋與建
議，藉以增進同學對行銷實務的理解。
(5) 實作材料費與設計稿費: 競賽過程尚提供各組實作材料費與設計稿費，
期使各組之企劃呈現能符合業界標準，也讓經管系同學有機會與設計系
同學合作，磨練跨領域溝通與整合能力。
3.4 整合設計思考教學策略

以問題導向行動學習為基礎，整合設計思考流程為問題解決方法論，搭配體驗、統整
及反思活動的安排，引導學生發掘以人為本的問題解決方案。教學場域除大學課室之外，
尚安排課室外的體驗活動，如：安排產學合作企業同理場域，帶領同學進行觀察、調查等
活動，使學生有機會體驗企業文化、實作情境以，並具體掌握目標客群的輪廓與真實需求。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學習評量設計如表 1 所示。
表 1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素養導向學習評量
活動
(週次)
破冰
與分
組
(1)
行
銷
整
體
概
念
(2~4
)

素養導向課程設
計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





破冰活動、學員分組
問題導向行動學習教學設計_創意行銷競賽
研究者參與同意書

(課前安置性評量)
行銷專業知識自評前測





行銷管理的本質
顧客管理與顧客關係管理
行銷策略規劃與行銷策略

小組課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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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出
題(5)

邀請產學合作業者到校辦理創意行銷競賽說明會，讓學生了解業者目前的
行銷組合作為及其所遭遇的行銷問題，並說明任務目標。




同理
(6~8)
20%

1. 真實
體驗活
動

同理場域：產學合作企業
同理方式：
1. 次級資料蒐集。蒐集與任務主題相關的次級資
料，以對實作任務有初步的概念。
2. 觀察。透過直接或是間接的方式觀察使用者的行
為， 提 供 AEIOU(Activities/Environment/
Interactions/Objects/Users)表單作為框架，提供學生
進行有系統地觀察。
3. 調 查 ( 深 入 訪 談 / 問 卷 調 查 ) 。 訪 談 相 關
stackholders(顧客、服務提供者、行銷管理人員)的
使用與管理的經驗，了解訪談對象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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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說明會紀錄

(實作評量)
次級資料蒐集
AEIOU 觀察記錄

訪談大綱/問卷
模擬田野筆記

APA-6

活動
(週次)

2. 知識
統整活
動

3. 反思
活動







1. 真實
體驗活
動




素養導向課程設
計
4. 模擬。讓學生扮演顧客諮詢購買預防產品與服務，
錄
影並撰寫田野筆記
教師引導學生如何從不同 stackholders 的角度來發
現業者行銷的種種問題。
統整「行銷研究」知識，引導學生討論透過次級資料
與
初級資料(觀察、調查、模擬)工具同理相關使用者。
教師運用「同理反思學習單」引導學生思考
1. 如何同理他人的感受
2. 比較過去與目前對於同理的想法的差異。
同理分享&討論。組員輪流分享同理的相關紀錄&分
析結果，針對行銷環境/競爭對手/業者本身/消費者進
行相關分析，並以便利貼撰寫關鍵字張貼於牆上。
行銷環境分析。各組發展 SWOT 分析與交叉策略。
STP。各組發展目標顧客群的特徵，並為其產品發展合
適的產品定位。



定義
問題
(9~
10)
20
%

2. 知識
統整活
動

3. 反思活
動

1. 真實體
驗活動

統整「行銷環境」、「消費者行為」、「競爭者分
析」知
識，引導同學再次檢視 SWOT 分析與交叉策略分析
結
果
 指導學生分析複雜且牽涉眾多的行銷問題情境(KJ 法)
2. 問題分類與評估。教師說明針對問題分類、命名，評
估重要性、並找出可以被解決的問題。
3. 找出重要議題與排序。各組員依照問題的重要
性排序、找出想要解決並且能被解決的關鍵問
題。
4. 規劃流程。整理出各類別問題的關聯性與相互影
響，
規劃出解決先後順序的流程
 統整「市場區隔、目標市場與定位」知識，引導同學
再
次檢視所要服務的目標顧客群樣貌特徵及定位
 教師運用「問題定義學習單」要求組別清楚定義他們
要
解決的問題，並運用同理與定義問題來說明發散思考與
收斂思考的使用方式、時機與優缺點。
 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定義問題反思學習單」來了解
1. 如何發現與定義問題
2. 反思和過去思考方式的差異。
 邀請業師演講，引導學生開始發想解決方案。
1. 腦力激盪法。引導成員發想解決方案，並說明為
何如此發想?組員可提問但不得批評他人看法。
2. 強迫關係法。提供刺激物，引導學生從兩樣看似
無關的事物，強迫聯想尋找創新的構想，激發全
新創意產生新的結果
3. 分享完後，討論各解決方案的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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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訪談大綱/問卷調整優
化訪談/問卷結果分析

同理反思學習單

(實作評量)
SWOT 分析&交叉策略
表
單
STP 學習單
(實作評量)
SWOT 分析與交叉策略
調整與優化
關鍵議題

STP 調整與優化

問題定義學習單

定義反思學習單

(實作評量)
行銷解決方案

APA-6

發想
(11~
12)
20%


2. 知識統



整活動

3. 反思活
動




統整「產品、定價、通路、推廣」知識，引導同
學再次檢視行銷解決方案
引導學生投票找出最佳設計解決方案。建立篩選
指 標，如「最特別」、「最喜歡」、「最可行」
等標準，由團隊成員進行投票，選出 2～3 個方
案
教師提醒學生注意發散與收斂的運用時機。
教師引導學生運用「發想反思學習單」來了解
1. 定義清楚的發想與定義不清楚的發想
2. 檢視發想的方案是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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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行銷解決方案調整與優
化

發想反思學習單

APA-6
活動
(週次)


1. 真實體
驗活動
原形
制作
(13~
14)
20%

2. 知識
統整活
動




3. 反思與
知識統整


1. 真實
體驗活
動


場域
驗證
(15~
18)
20
%

2. 知識統
整活動




3. 反思活
動



素養導向課程設
計
各組將發想的方案具體化，以建立團隊內部、團
隊與使用者間溝通的工具
1. 業師介紹原形製作的工具。
2. 各組快速拼湊與建構方案原形，並嘗試辨識出最
佳
解決方案。
統整「行銷企劃」、「行銷成本效益」知識。引
導學生思考各項目間的邏輯性與關聯性，並進行
必要的調整
與補強。
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原型製作反思學習單」來了解
1. 具有邏輯性與不具有邏輯性的行銷企劃內容
2. 想要解決的問題為何（沒有）解決，並反思可能
的
問題
原型進行場域驗證，從專家與使用者身上發現問題
1. 殘酷舞台審查。邀請產學合作業者、業界專
家，進行各組創意行銷企劃提案的閉門審查，
提供各組修
正提案的參考。
2. 實地測試。小組進行提案的顧客實測驗證。
教師引導小組檢驗與統整專家審查與使用者實證
時提出的問題，利用取得的反饋優化提案。
創意行銷成果發表會。各組進行提案發表競賽，並接
受相關領域專家的公開評審
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場域驗證反思學習單」來討論
2. 各組創意行銷提案初稿與最終成果發表版本
的差異性
3. 其餘不同組別想要解決的問題為何、如何解決
4. 反思課程前後個人對如何解決行銷實務問題
能力的改變
進行課後之總結式評量:包括行銷專業知識自評後
測、課程總結式教師教學評量以及同儕互評。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
(實作評量)
原型製作

(實作評量)
原型製作調整與優化

原型製作反思學習單

(專家評量)
上台報告

實地測試報告
(專家評量)
創意行銷競賽暨成果發
表會
驗證反思學習單
(課後總結性評量)

行銷專業知識、核心素
養後測；總結式教師教
學評量；同儕互評

四、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欲探究整合設計思考與問題導向學習法之教學成效，首先在教學實驗前進行
先備知識與能力前測，並於教學實驗結束後進行教學成效之衡量。
4.1 專業知識與核心素養前測

前測包括行銷專業知識與行銷核心素養兩部分，前測結果彙整如表 2 所示。
1.

行銷專業知識前測：係從教材題庫中選出 50 題選擇題(共 10 單元，每單
元 5 題，滿分 100 分)進行評測。從表 2 可知，對照組學生平均分數
(59.85)略高於實驗組學生的平均分數(57.15)，但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 T 檢
定得知，兩班在行銷專業知識的前測上並無顯著性差異(p=0.268>0.05)，由
此推論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的背景相似且課程基本專業知識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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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銷核心素養能力前測：發展指標包括同理與市場研究(如:市場研究、數
據分析、營運分析)、釐清問題(如:問題察覺、分析與洞察、發掘關鍵問
題)、行銷企劃與執行、團隊合作(如:團隊分工、溝通表達)、簡報製作設
計、簡報題案發表、創新創意、以及問題解決能力等共 8 各面向，採學生
自評方式實施，每項滿分 10 分，從非常不擅長(1)到非常擅長(10)進行自
評。由表中可知，兩班學生在各項指標的平均值上雖
各有高低，但T 檢定結果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兩班同學在教學實驗前對各
項核心素養能力自評結果上也沒有顯著差異。

綜合上述，兩班學生在行銷專業知識和行銷核心素養能力的各個面向前測，其獨立樣
本T 檢定的結果均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將視 AB 兩班學生在上課前的行銷基礎能
力為同質。
表 2 AB 兩班行銷專業知識與行銷核心素養自評前測T 檢定
行銷專業知識(滿分 100 分)
行銷管理專業知識(1 行銷的定義與本
質、2 市場調查/行銷研究、3 行銷環
境分析、4 消費者行為、5 競爭對手
分析、6 市場區隔/目標市場/定位、7
產品、8 定
價、9 通路、10 推廣)
行銷核心素養(滿分 10 分)

A 班(實驗組)42
平均
標準
數
差

B 班(對照組)45
平均
標準
數
差

57.1
4

59.7
3

9.96
5

A 班(實驗組)42
平均
標準
數
差

11.4
84

B 班(對照組)45
平均
標準
數
差

01 同理與市場研究能力

5.10

1.48
3

5.25

1.74
3

02 釐清問題能力

5.85

2.15
9

5.50

1.90
6

03 行銷企劃與執行能力

5.00

1.48
7

5.50

1.60
6

04 團隊合作能力

6.25

1.77
3

6.50

1.23
5

05 簡報製作設計能力

6.45

1.31
7

5.70

1.78
0

06 簡報提案發表能力

5.45

1.95
9

5.25

2.09
9

07 創新創意能力

5.60

1.66
7

5.80

1.64
2

08 問題解決能力

6.05

1.43
2

6.25

1.74
3

T 值
(p
值)
1.116
(0.268
)
T 值
(p 值)
-0.293
(0.771
)
0.544
(0.590
)
-1.102
(0.313
)
-0.517
(0.608
)
1.515
(0.138
)
0.311
(0.757
)
-.0382
(0.704
)
-0.396
(0.694
)

4.2 教學成效評量

本課程於教學實驗結束時，再次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進行量化資料蒐集，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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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整合設計思考教學策略之教學成效。
行銷專業知識後測：由表 3 可知，整合設計思考教學策略的實驗組後測平
均分數為 70.19，低於傳統教學法對照組的 75.47，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p=0.043<0.05)。進一步分析可能原因，傳統教學法(對照組)在專業知識紙
筆測驗成績略高於結合設計思考的創新教學法(實驗組)，由於傳統教學法教
師於課堂中講授各章節行銷理論與案例，以系統性的方式建構學生專業知
識，紙筆測驗題庫亦是依據教材章節所編列；實驗組強調引導學生自己建構
知識並進行反思，加上課程安排上，體驗、反思活動均需要時間，用於統整
知識的時間也相對較少，因此在知識的傳遞上不似傳統教學法那般有效率、
精準和成效本位，便也反應在紙筆測驗的成績上。
2. 行銷核心素養後測：由表 3 可知，實驗組在各項核心素養的平均分數均
高於對照組， 且在同理與市場研究能力(p=0.032<0.05)、團隊合作能力
(p=0.027<0.05)、簡報提案發表能力(p=0.031<0.05) 、 創新創意能力
(p=0.038<0.05) 以及問題解決能力(p=0.017<0.05)等項目的自評上均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水準。從分析結果可知，在各項核心素養能力指標上，實驗組
則顯著優於對照組，亦即結合設計思考教學策略的確有助於建立學生「帶
得走的能力」。導入設計思考教學策略，透過同理、釐清、發想、原型到
驗證五步驟，提供一套清晰的解決問題方法論，在引導同學發散、收斂思
考的過程中，須一再地確認解決方案的邏輯性與關聯性，再加上每階段體
驗、統整和反思歷程的執行，均在強化整合性素養和終身學習能力之建
構，使得實驗組在同理及市場研究、團隊合作、簡報提案發表、創新創
意、問題解決等項目的自信心顯著優於對照組。
1.

表 3 AB 兩班行銷專業知識後測T 檢定
行銷專業知識(滿分 100 分)
行銷管理專業知識(1 行銷的定義與本
質、2 市場調查/行銷研究、3 行銷環
境分析、4 消費者行為、5 競爭對手
分析、6 市場區隔/目標市場/定位、7
產品、8 定
價、9 通路、10 推廣)

A 班(實驗組)42
平均
標準
數
差

B 班(對照組)45
平均
標準
數
差

70.1
9

75.4
7

11.902

12.4
95

A 班(實驗組)42
平均
標準
數
差

B 班(對照組)45
平均
標準
數
差

01 同理與市場研究能力

8.13

1.744

7.34

1.63
2

02 釐清問題能力

7.68

1.173

7.27

1.51
4

03 行銷企劃與執行能力

7.78

1.440

7.24

1.48
2

04 團隊合作能力

8.73

1.393

8.13

1.10
1

05 簡報製作設計能力

8.16

1.157

7.69

1.56
1

06 簡報提案發表能力

7.30

1.755

6.43

1.91
7

行銷核心素養(滿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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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值
(p 值)

2.052
(0.04
3)*
T 值
(p 值)
2.18
(0.032
)*
1.420
(0.159)
1.724
(0.088)
2.253
(0.027
)*
1.589
(0.116)
2.195
(0.031

APA-6
)*
07 創新創意能力

7.88

1.507

7.23

1.39

08 問題解決能力

8.14

1.025

7.47

1.52
1

3.

2.107
(0.038
)*
2.397
(0.017
)*

業界評審結果：本競賽共分 16 組，AB 兩班各 8 組，並依據 4 個實務
問題進行創意行銷企劃實作。決賽當天共邀集 8 位評審，其中 3 位為產學
合作單位代表，5 位為產學業界專業評審，評分準則包括企劃架構與內容
(30%)、創新程度(20%)、表達能力(20%)、可執行性(20%)、質詢答辯
(10%)。競賽結果前三名均由實驗組班級所獲得， 佳作 5 組中有 2 組為實
驗組、3 組為對照組，針對 8 位評審對各組的各項評分項目和總分進行 T
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4。由表中可知，實驗組在創新程度(p=0.014<0.05)、表
達能力(p=0.015<0.05)、質詢答辯(p=0.020<5)以及總分(p=0.025<0.05)等面向
上優於對照組，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由上述結果推論，結合設計思考的
教學設計， 的確有助於提升解決方案的創新創意程度，且設計思考方法論
的確有助於提升企劃案的邏輯嚴謹性，使得學生對於企劃提案能有較佳的理
解，故而也在提案表達能力和質詢答辯上有較佳的掌握度。此外，將業界評
審結果中實驗組表現較佳的三個面向和學生自評結果進行比對，結果發現創
新程度(對應學生的創新創意能力)、表達能力(對應學生的簡報提案發表能
力)這兩項上得到相同的共識，而質詢答辯部分則反映學生對研究議題與企
劃方案的整體理解與掌握程度，整體獲得較佳的成果應和同學自評於同理與
市場研究能力、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能力的進步高度相關，顯示結合設計思
考的教學策略，的確有助於提升解決方案的創新程度，且能使學生對於議題
的提報說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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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B 兩班業界評審競賽評分項目T 檢定
A 班(實驗組)42
第三
名
第二
佳作
名
第一
名
佳作
A 班(實驗組)42
標準
平均
數
差

佳作
B 班(對照組)45
平均
標準
數
差

企劃架構與內容(30%)

23.9
5

3.392

22.9
4

3.88
7

創新程度(20%)

15.5
3

2.232

14.4
1

2.83
2

表達能力(20%)

15.9
7

2.115

15.0
6

2.04
6

可執行性(20%)

14.7
2

2.963

14.2
2

2.55
4

質詢答辯(10%)

6.53

1.718

5.75

2.00
8

決賽總分

76.7
0

10.369

72.3
8

11.1
55

競賽成果
料理包上市

會員制度優化
自助點餐系統導入
擴大產品線
業界評審結
果

4.

B 班(對照組)45
佳作

備註

佳作

T 值
(p 值)
1.575
(0.118)
2.496
(0.014
)*
2.46
3
(0.01
5)*
1.023
(0.308)
2.365
(0.020
)*
2.274
(0.025
)*

學生心得反饋：實驗組同學對於整合設計思考與問題導向行動學習的教學
方式，於課程結束時也提供了反饋，摘錄修課同學的質化回饋，並依據項
目歸納彙整如表 5。從表中可知，同學的反饋主要提到問題導向行動學習
PBLA(01,04,05, 11)、設計思考(01,06,07,08,10,11,13,14)、同理研究(14)、團
隊合作(01,02,03,05,06,12)、溝通表達(03,04,06,07,09,10,12)、創意思考
(03,08,09,10, 14)、問題解決(01,08,10,11,12,14)等面向。
表 5 實驗組修課學生課後質化回饋
P
B D
L T
A

實驗組學生課後反
饋
01 我覺得這樣的上課方式很特別，分組實作競賽很貼近行銷實務，然
後教我們用設計思考的方法一步步思考發展解決方案，雖然大一的時
候有上
過設計思考，我以為是用來設計產品的，沒想到也可以用來解決行銷問
題。
02 這門課的作業都是以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我覺得這樣很好，畢竟
團
隊合作是未來在職場上重要的能力。
03 完成這個競賽不能只靠自己，非常需要同學之間的幫忙。而在每次
討
論時，我也會去觀察別人想到的方案，慢慢開展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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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這門課老師真正在講課的內容並不多，但是我覺得我學到了很多。
05 我覺得學到最多的是怎麼和組員一起解決實務問題，過程中良好的
溝通，互相表達自己的想法更是重要的環節，由於有很多討論分享的時
間，
覺得自己的表達能力進步了。
06 一開始很不適應這樣的上課方式，以前上課只要坐著聽講就好，也
不習慣要發表自己的意見，但一堂一堂課下來跟著設計思考步驟慢慢發
展，
也才知道甚麼叫做團隊合作，很開心感覺到自己的進步。
07 我的個性比較內向，大多聽從別人的想法，對於自己的表達不是很
有自信，有時候沒辦法在適當的時候提出，但老師帶領我們做設計思考
的時候，都會要求每個人都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在發表的過程可以看到
別人的
閃光點，也慢慢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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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同 團 溝 創 問

實驗組學生課後反

B D

理 隊 通 意 題

饋

L T

研 合 表 思 解

A

究 作 達 考 決

08 剛開始不太適應，因為必須不斷的思考，而且還沒有正確答案，但
經過每一次的討論與修正終於做出最後的企劃，我慢慢覺得這樣的上

V

V

V

課方式對
我的思考上有了很多的啟發。
09 每次的任務討論過程，大家被要求要發想很多想法，有時都覺得自
己寫的是廢話，沒想到有時廢話還蠻重要的~哈哈。所以愈來愈能發揮

V

V

V

V

想像
力。
10 一開始我們這組感覺沒啥亮點，反正就照著老師的要求一步步討論，
但真的有點不知道在幹嘛，很有挫折感。沒想到後來居然找到不錯的創
意發想，老師要求我們再回頭檢視前面的步驟(其實有點不情願拉)，後

V

V

來才知道這是要我們把邏輯卡緊，最後我們居然拿到了第一名、第一名、
第一名，獲得評審的肯定，執行長還說他以為是在業界聽提案，真心覺
得我們
太強了，謝謝老師的指導。
11 競賽實作真的是超級有挑戰性的，沒想到行銷課居然還要解決實務
問題。剛開始不太習慣這種上課方式，因為上課好忙、好累，下課後更

V V

V

忙、
更累，但我知道老師都是為我們好。謝謝老師!
12 做行銷報告的過程組員們都很投入，不像以前做報告就是分工完成
自己負責的部分就好，也因為大家都很投入討論，所以常常會有想要堅
持自己想法的時候(老師~我們沒有吵架，就是大聲了一點)。最後把一個

V V

完整的行銷企劃做出來的時候，才知道原來這才是團隊合作，是很不一
樣的體驗，
覺得很有成就感。
13 我覺得課程中的反思很有意思，老師上課時通常都先下達指令直接
開始做，做了之後才跟我們說有甚麼重點、有什麼理論要注意，因為已
經做過了，再聽老師的重點提示特別有感覺，最後居然還叫我們反思，
比較一下原來自己想的和老師講解後調整的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剛開始
覺得老師有點多此一舉，可是後來發現這招很厲害，那些行銷的概念好
像自動的就
記住了，謝謝老師，令人印象深刻的課程(沒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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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職做小論文的時候也是做有關產品的行銷企劃，所以覺得應該不
難， 做了之後才知道以前是問卷分析後憑直覺寫答案就結束了，沒有
深入了解過這是不適目標顧客群的想要的，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光是顧客

V

研究調查就改了好幾版，不僅要想出創意的行銷方案，還要規劃所有細
節，好不容易
做完了，結果整個砍掉重練，姐:我們真是太難了拉~~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究問題導向行動學習課程結合設計思考方法論的教學
設計能否有效改善學生解決方案過於天馬行空、深度不足的問題。為解決
教學現場的困境，本研究結合設計思考方法論進行教學課程設計，打破傳
統依據課本單元先講授再進行實作練習的方式，於設計思考的五個步驟均
先安排體驗活動，再統整反思的方式，期望建立同學的行銷核心素養，並
於兩個班級進行實驗研究。
在問題導向行動學習方面，本研究不論實驗組還是對照組均導入問題
導向行動學習法於課程之中，提供學生真實行銷議題進行創意行銷企劃。
從行銷核心素養 8 個面向的評估來看，發現兩班學生後測自評均明顯優
於前測自評結果，雖然並非所有的教學成效均來自問題導向行動學習法，
但業界評審均相當肯定本課程融入問題導向行動學習的教學成效。本次競
賽第一名的組別針對各種自助點餐系統進行深入評估，除依據所選系ˋ統
提供清晰之使用者介面設計外，尚針對導入自點餐後與顧客互動減少部分，
發展有趣的互動遊戲；第二名的組別針對開丼之現有會員系統，經由導客
成本分析找到具效益的導客管道，並針對顧客關係維繫提供遊戲化會員經
營企劃；第三名的組別則在後疫情時代，選定輕開伙的沾鍋一族發展彭湃
的料理包，並依據此目標族群的消費者行為發展整合行銷創意提案。此外，
佳作的組別有以偽出國議題進行新產品線企劃，亦有組別提出以澱粉置換
概念，降低消費者吃肉的罪惡感等，豐碩成果獲得合作廠商的青睞與業界
評審的肯定。雖然大二學生的作品仍然生嫩、與業界實務要求尚有落差，
未來在行銷專業的學習歷程中仍有許多需要精進的部份，但參賽同學們面
對行銷實務的挑戰，願意堅持努力到最後一刻的精神，深獲業者與評審的
肯定。經過此次實務競賽洗禮以及評審們的專業指導後，參賽同學們對行
銷理論與實務的理解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厚植學生進入職場所需的競爭
力，符合明志培育產業實務人才之目標。
為進一步探究結合設計思考法於問題導向行動學習之成效，本研究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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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修習本課程的大二學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研究，實驗組(A 班 42
人)採用[問題導向行動學習
+設計思考]，對照組(B 班 45 人)採用[問題導向行動學習+傳統教學]。研
究得知：(1)行銷專業知識測驗：T 檢定結果發現對照組在專業知識紙筆測
驗上顯著優於實驗組。主要應是傳統教學法係以系統式的方式建構學生知
識體系，也較有充裕的時間詳細的講述專業知識，故在紙筆測驗成績上對
照組的表現較佳。(2)行銷核心素養自評：T 檢定結果發現實驗組則在行銷
核心素養的面向優於對照組，尤其是同理與市場研究能力、團隊合作能力、
簡報提案發表能力、創新創意能力以及問題解決能力等項目的自評結果，
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結合設計思考教學策略的方式，的確於建
構核心素養能力上有顯著的成效。(3)業界評審結果：8 位業界評審對 16
組同學進行期末發表審查，審查結果實驗組共計 5 組獲獎(獲得 1,2,3 名
和佳作 2 組)、對照組共計 3 組獲獎(佳作 3 組)，針對各項評分項目進行
T 檢定結果發現，實驗組在創新程度、表達能力以及質詢答辯等向度的表
現顯著優於對照組，顯示設計思考方法相關工具導入有助於引導學生發想
創新創意解決方案，且透過設計思考的發散收斂過程，有助於於釐清企劃
的邏輯與呈現，並反映於質詢答辯之上。(4)學生心得反饋：分析實驗組同
學的質化反饋內容，除對問題導向行動學習和設計思考的教學方式的肯定
之外，尚提及同理研究、團隊合作、溝通表達、創意思考和問題解決能梨
的提升等核心素養，和前述核心素養自評以及業界自評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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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導向學習下的日語寫作後設認知能力發展以學習歷程檔案分析為主
李桂芳
大葉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annkflee@gmail.com

摘要



研究目的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是指個人對自己的認知歷程能夠掌握、控制、支配、
監督與評鑑的高一層之認知，亦是指個人駕馭既有知識的高一層知識。特別是追求
深度學習、自主學習、自律學習，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的今日，協助學生養成能夠
自我檢視、管理，並調整自身學習狀況的「後設認知能力」之指導更顯重要。
在文章寫作學習中，不論語言別，許多的研究論文均認同後設認知對於學生寫
作能力的提升是有所影響的。只是，在日語作文教育領域中，卻較少提及「後設認
知能力」。相關教學研究較重視如何協助學生內容構思、自省等自主學習、自律學
習的培養，或是在作文學習成效的分析與探討。
又，過去研究文獻中指出專題導向學習是使用「專題」來組織學習的一種學習
模式，使學生在做中學中可以培養高層次的認知能力與反思。有鑒於此，本研究嘗
試導入專題導向學習於研究者所擔任的應日系三年級進階日語寫作課程，並針對
專題寫作這類整合型學習活動對於學生日語寫作後設認知能力有怎樣的影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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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怎麼樣的更高層次的後設認知能力？等細部問題進行更進一步確認。



課程介紹

本次教學實踐的場域是應日系大三生的「進階日語寫作」課程。本課程內容主
要為「文章基礎知識（如：文體、書面語、標點符號的使用等）」、「讀者意識」、
「句子/段落的連結與段落區分」、「意見文的文章構成」等四大單元課題。專題
導向學習是以專題寫作的形式進行，於課程結束前 5 週開始實施。在此階段學生
們將以小組合作的模式，共同運用本學期所學習到的寫作技巧，合力完成一篇專題
作文，作為整學期課程的總複習。專題寫作的主題設定為「為系上學弟妹推薦～」
。
請學生考慮本系大一大二生的需求，找出適合的主題，完成一篇可以受到學弟妹青
睞的文章。



研究問題

為確認專題導向學習對於日語寫作後設認知能力的影響，本研究目的是希望
透過研究工具的分析釐清以下幾點問題：
問題 1 導入專題導向學習在日語寫作課程之作法對於學生後設認知能力形
成之影響？
問題 2 學生在經歷專題導向學習後的後設認知能力有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學生繳交的期末專題寫作學習歷程檔案為分析對象。期末專題寫
作學習歷程檔案包含學生的期末專題作品初版與修改版，以及期末專題寫作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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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心得單。本研究希望從學生日語寫作的後設認知知識、經驗、技能三方的角度下
手， 全面地分析導入專題導向學習下學生後設認知能力養成狀況。將從學生反思
心得單中關於「透過專題寫作學到的東西」與「對於此次專題寫作的心得感想」所
寫的內容，分別來分析學生日語寫作「後設認知知識」以及「後設認知經驗」的形
成狀況。至於「後設認知技能」部分，將自專題作品的初版與修改版的內容變化，
來檢討該項目的形成狀況。



研究發現

關於「後設認知知識」的形成，比較專題作品獲得較高與較低評價小組成員的
反思狀況，可以發現作品的評價高低反映出學生對於專題寫作的投入程度外， 另
外在反思的廣度與深度上也有所差距。換言之，高評價小組花了較多的時間在內容
構思與撰寫上，在反思時，他們的後設認知知識範圍較能涵蓋整學期課程單元內容，
特別對於文章整合與構成方面的反思較具深度；而低評價小組除了對於專題寫作
的投入度較低外，從專題寫作獲得的知識多為日語文體方面的反思，後設認知顯得
較侷限與簡易，對於文章整合與結構相關的議題亦無深刻反思。
在「後設認知經驗」方面，最多學生提及「由專題寫作發現自我的不足」。這
顯示了專題寫作有助於學生們發現自己的問題點與不足之處，達到「做中學」之功
效。只是，學生多是敘述對於自己不足之處的體認，最後是如何克服，或者是未來
要如何改善，較無更具體得陳述。
在「後設認知技能」方面，普遍來說各組的修正版專題作文評鑑是高於初版的。
只是，相較於低評價小組僅是單純訂正錯字；高評價小組在修正版上有較積極的改
正，除了訂正錯誤外，另外在內容面也有積極的調整：增加詳細的敘述說明、增加
吸引讀者的有利資訊、或是大幅調整內容排列，使得整體文章更淺顯易懂。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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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評價小組的學生在後設認知技能上較有明顯的成長，他們較知道該如何寫出一
篇吸引讀者，內容完整的文章，並且願意具體實踐在自身文章的改進上。



教學建議

經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專題寫作經由同儕互評、教師回饋，確實有助於學生
後設認知能力的形成，且帶來的影響並不僅只有課業上的學習，還可以促進學生對
課程內容的深度反思、以及自我能力不足處的檢討。
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專題導向學習對於學生的影響程度會因學生本身對專題
製作的參與度而有所不同。依據本研究研究分析結果，作品獲高評價的小組均為認
真參與專題寫作的同學，也因為他們認真參與並設法完成好作品，所以在後設認知
的知識、經驗、以及技能的養成上會遠遠超過其他同學的表現。相對地， 成績不
佳小組，不只是組員對於專題寫作參與度較弱，連帶地學習成效亦有限。如何督促
這類專題學習低參與度學生明白並認同專題學習的意義而有更積極的學習，應是
未來專題導向學習的課題。
另外，本研究雖嘗試在日語寫作課導入專題導向學習，但過程中，並非只是讓
學生分組完成作品，期間亦導入同儕互評與教師回饋，讓學生可以此作為修改的方
向。但是，學生學習上的自立性，即在沒有他人回饋下是否可以獨自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相關研究還需進一步探討。
關鍵字:專題導向學習、後設認知、學習歷程、日語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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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是指個人對自己的認知歷程能夠掌握、控制、支配、
監督與評鑑的高一層之認知，亦是指個人駕馭既有知識的高一層知識。特別是追求
深度學習、自主學習、自律學習，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的今日，協助學生養成能夠
自我檢視、管理，並調整自身學習狀況的「後設認知能力」之指導更顯重要。
在文章寫作學習中，不論語言別，許多的研究論文均認同後設認知對於學生寫
作能力的提升是有所影響的。只是，在日語作文教育領域中，卻較少提及「後設認
知能力」。相關教學研究較重視如何協助學生內容構思、修改能力的提升， 或是
分析與探討學生在作文學習成效。
過去研究文獻中指出專題導向學習是使用「專題」來組織學習的一種學習模式，
使學生在做中學中可以培養高層次的認知能力與反思。有鑒於此，本研究嘗試於應
日系三年級的課程中導入專題導向學習於自身所擔任的進階日語寫作課程，並針
對專題寫作這類整合型學習活動對於學生日語寫作後設認知能力有怎樣的影響？
能培養學生怎麼樣的更高層次的後設認知能力？等細部問題進行更進一步確認。

二、相關文獻
2.1

後設認知

後設認知一詞，主要是認知心理學中所提出的概念，於 1970 年代，由 Flavell，
Brown 所提出。採用張春興（2006）的解釋，即是指個人「對認知的認知」，是指
個人對自己的認知或認知歷程能夠掌握、控制、支配、監督與評鑑的高一層之認知，
或指個人駕馭既有知識的高一層知識。關於「後設認知能力」，簡單來說， 即是
個人管理自身思考、學習的能力（深谷, 2016）。比方說，學生對於日語寫作方面
學習產生如：「該怎麼掌握日語寫作技巧」、或是「寫作時要留意哪些要點」等等
的反思，都是屬於後設認知能力的範疇。
Flavell(1981)認為後設認知包括三方面的認知：後設認知知識（meta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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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後設認知經驗（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 ）與後設認知技能
（metacognitive skill）。關於三方面的認知定義，引用張春興（1991）的中
文解釋與三宮（2008）的日語舉例，整理說明如下：

（一）、後設認知知識（metacognitive knowledge）：
1、知人的知識－認識自己，了解別人，所謂「知己知彼」是也。
2、知事的知識－對事務難易之判斷，以及對事理對錯之辨別的知識。
3、知術的知識－有隨機應變，採適當方法去處理問題的知識。
例如：「我的英文閱讀很擅長，但是英文寫作很不擅長」、「Ａ比Ｂ 理解
更快」、「有目標的學習比較有用」等等。

（二）、後設認知經驗（metacognitive experience）：
是一種知之後的經驗感，亦即所謂「心得」或「教訓」。從成功的經驗獲有
心得者，與從失敗的經驗獲得教訓者，都是後設認知經驗。
後設認知經驗與後設認知知識之區別，主要是前者偏重在個人從失敗經驗中
得的知識。此種知識理性中帶有感情，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 其理由在此。
例如：「在算數中，數字的位數越多，計算得失誤會越多」。

（三）、後設認知技能：
是指隨時機需要的求新求變的能力，以及為適應未來的預測與設計能力。所
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亦即此義。
例如：「說明困難的事情時，用對方知道的內容作比喻，會比較容易懂」。

Brown（1987）重視促進後設認知的活動，並把後設認知分為「認知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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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行控制」兩個部分。簡單來說，前者是對於自身認知狀況的檢視、後者是
對於自身認知知識養成的計畫、監控與檢查。
三宮（2008）把 Flavell，Brown 的後設認知論述整合，將後設認知大分為「後
設認知的知識」，以及「後設認知的活動」，並參考 Schraw & Moshman（1995）
對於「後設認知技能」的再分類（陳述性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程序性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條件性知識 (conditional knowledge)），最後以圖 1 來詮
釋後設認知的定義。

圖 1 後設認知架構（三宮（2008），研究者翻譯與整
理）

「後設認知的活動」即是促進更高階的「後設認知的知識」的活動，裡面包含
「檢視（monitoring）」與「控制（control）」。「檢視（monitoring）」是自我認
知狀態的評量，比方說：寫文章時，「意識到自己寫的內容有些難懂」，即是此項。
「控制（control）」即是承襲檢視的結果，所產生的學習上的行動。承 前，如果
覺得自己所寫的內容不夠易懂時，嘗試把過長的句子或是艱澀的句子予以簡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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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設法舉具體的例子補充說明，又或是與同學討論該如何改進等， 這類進行學
習行動或策略上的調整與改變即屬此項。透過一連串的後設認知活動， 學習者最
終對課題有充分的理解時，方才是具有真正的學習能力。而學校教育， 應該要以
培育這樣的後設認知與理解為教育目標（深谷, 2016：11）。

圖 2 後設認知的活動(三宮（2008）, 研究者翻譯與整
理)

三宮（2008）認為學習者對於自身後設認知知識的檢視未必在課程中才會發生，
課後的回顧也會有後設認知知識的檢視。另外，課前對於學習課題的預想、學習目
標的設定、學習計畫的擬定等，也都會用到後設認知知識，因此，三宮將後設認知
的活動大分成圖 2 所示的三階段，學生自身或是教師可針對學生後設認知的形成
狀況，施以不同的後設認知活動，並就學習成效，在進行滾動式地調整與改變，不
斷地進步與成長。

2.2

後設認知與作文學習

後設認知是支援學習活動的重要要素之一，在語言的學習策略上，Oxford（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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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後設認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視為幫助學生整合自身語言學習過
程的策略。後設認知策略的知識包含對自己認知歷程的知識，以及認知活動的監控
與調整（洪金英, 1993）。具有後設認知的學生在寫作時會運用這些知識，並且隨
時調整自己的寫作內容與方向（崎濱, 2003）。
以日語作文教育來說，雖然沒有具體地提出後設認知一詞，但是許多老師會在
教學上施以不同的後設認知方面的「介入」，來協助學生熟悉寫作歷程，檢視自身
的學習狀況，以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比方說，細川（2000）佐藤（2008） 牛窪
（2005,2010）塩谷（2008）寅丸（2017）等在自己的日語寫作課程中，導入教室內
的「對話」
，來促使學生在教室中與教室成員不斷地議論與合意，完成自己的報告，
達到自我的實現。「透過訪談、口頭討論，學習者逐漸能自覺到自己想要表達的東
西，而相應的日語也隨之開始成形」（細川 2000：34）。池田（1999），

羅

（2009），跡部（2011）等等在課堂中採取「自然過程」（natural process mode）
的寫作教學模式，導入同儕互評（Peer Response）的協同學習，透過互評，讓學生
重新審視文章內容，調整內容中的不足之處，以培養學生寫作的後設認知能力。研
究者（2014），採以「結構性過程」（structural process mode)）的寫作教學模式，
加強學生寫作技巧的訓練，讓學生在同儕互評時，除了內容面的議題，可以更重視
文章結構方面的議題。研究者（2019）則導入鷹架理論的概念，伴隨課程中的同儕
對話與互評，培養初階日語寫作學習者的日語寫作方面的後設認知能力。
另外，為了培養學生日語寫作方面的自主學習、自律學習能力，橫溝（2001,
2002）、市鳩（2008）等在日語作文教學中加入學習過程面的形成性評量，請學生
利用課程回顧、自評等方式，定期地來檢視自己的學習過程。市鳩等(2008)表示形
成性評量方式可以不斷地磨練學生的評量意識，甚至培養出學生自律學習的能力，
使學生在課程結束後，還是可以繼續自我檢視、自我督促。川村（2005） 金· 來
嶋(2009) 研究者（ 2019, 2020 ）等則是將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Portfolio Assessment）
的概念實踐於日語作文練習中，除了讓教師透過學習歷程檔案評量可以細膩地掌
握學習者學習過程以及學習上的不安，並其藉此讓學習者，透過學習歷程檔案，逐
一檢視自己的成長，積極地面對自我問題以及設定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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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以知道在日語作文教育中，許多的研究論文均嘗試以各種不同的
「介入」，來增加學生學習面的反思（即後設認知），以促進學習成效。只是，過
去的研究文獻多是在探討「如何教」，相對地，研究學生「如何學」「學到什麼」，
即檢討與分析各個學生在接收這些教學的「介入」後，學生們各自在後設認知能力
上有何細部的變化？相關的教學實踐研究較不多見。

2.3

專題導向學習

關於專題導向學習，Thomas（2000）認為專題導向學習是使用「專題」來組織
學習的一種學習模式。Moursund(1999)提到在專題導向的學習歷程中，學生能夠專
注於一個專題或議題，在學習社群中與他人共同合作完成專題，增進自己的知識和
技能，培養高層次思考與對專題的參與感，透過自我評量和同儕評量學習鑑賞評析
的能力，並建立學習歷程檔案，此即專題導向的主要目標所在。溝上(2016）亦表
示：實作的專題不一定只是研究調查報告，創作的作品也可以視為成果。
過去以來，為促進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在外語教學中，常採用任務導向學習
法（Task-Based Learning）來作為單元課程後的應用練習。然而，文章產出本身就
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認知活動。裡面包含了內容構成、目標設定、高層次 的 寫 作
計 畫 、 有 效 率 的 撰 寫 、 文 稿 的 校 正 與 調 整 等 等
（Bereiter&Scardmamalia,1987、Ransdell&Levy,1996）。所涉及的思考層次、內容
規模、耗費時間等都比一般作為單元應用練習的「任務」來得更具規模。
因此，有鑒於專題導向學習具有培養高層次思考、重視同儕互評、學習歷程、
也可以是創作作品的幾項特點，為培養學生對於日語寫作的後設認知能力， 本研
究決定以專題導向學習為「後設認知的活動」，希望透過這樣的「介入」， 可以
促進學生「檢視」自己日語寫作上的不足，並以此作為「控制」目標，力求調整與
改進。專題導向學習將於在本研究的課程最後階段導入，嘗試賦予學生比任務更大
規模的專題寫作來促使學生有更全面的學習。
為確認專題導向學習對於日語寫作後設認知能力的影響，本研究目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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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研究工具的分析釐清以下幾點問題：
問題 1 導入專題導向學習在日語寫作課程之作法對於學生後設認知能力形
成之影響？
問題 2 學生在經歷專題導向學習後的後設認知能力有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次教學實踐的實施對象是進階日語寫作課程的應日系三年級學生，日語程
度應是屬於日語初中級的學生。此課程為大三應日系學生的必修課，為期一學期十
八週。在此之前，學生已修習了一學年的初級寫作課程（日語習作(一)(二)），即
已具備基礎的日語寫作能力。在學生的特質上，本系的學生雖然認真，但上課的專
注度仍較偏弱，比較需要實作才會有較深刻的印象。在作文的學習上，學生學習態
度較為被動，需由教師引導以及持續的督促下，方才能夠掌握作文寫作歷程。
3.2 教學歷程
課程教材以『中級日本語學習者對象系所論文撰寫指導 12 步驟』(大新書局)
與教師補充講義為主。上課學生人數共 34 人。授課時間為每週五的 56 節，一週
2 小時，歷時 18 週。
整學期課程的教學歷程可以大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小組合作培養階
段，上課的內容以文章寫作基礎知識為主，內容包含：文體、書面語、標點符號等，
歷時 4 週。第二階段為寫作實力培養階段，以培養學生文章結構技巧為主， 逐步
地教授學生各種寫作技巧，並實施相關隨堂練習。內容包含：句子的連結、段落區
分、段落連結、意見文的文章構成等，歷時 10 週，以來培養學生寫作能力，並且
熟悉寫作歷程。第三個階段為專題寫作階段，歷時 4 週。在此階段學生們將以小
組合作的模式，共同運用本學期所學習到的寫作技巧，合力完成一篇專題作文，作
為整學期課程的總複習。專題寫作的主題設定為「為系上學弟妹推薦～」。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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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弟妹設定為筆者大一與大二日檢證照班讀本課的學生。請學生考慮他們的需求，
找出適合的主題，完成一篇可以滿足學弟妹需求的文章。
寫作其實也是一個關係歸納與整理的技術。在專題寫作中，各組組員將把搜集
而來的素材進行歸納與整理，並且互相合作，把彼此寫的內容共同彙整成一本圖文
並茂的雜誌。然後初稿經由同儕互評、教師回饋，最後各組再重新修改內容、展示，
修改稿將由讀者投票，選出最喜歡的作品。
又，為確認班上同學與老師的看法跟目標的讀者群評價是否一致，雖然專題寫
作課題的設定是以筆者大一與大二日檢證照班讀本課的學生為讀者對象，為本研
究又另安排班上的同儕互評（為表 1 的本研究實踐班），並請 3 位本系老師（2
名台籍教師Ｃ＆Ｈ；1 名日籍教師Ｉ）老師選出最喜歡的作品，各組成績整理如表
1。
表 1 各組1專題寫作作品讀者評價2
紐9

題Y

第 紐

台1，大推薦！

第2紐

打工度5

2

第3紐

我所推薦的通識課老師

3

第4紐

台U67劇

第5紐

容易拿學8的老師！

第6紐

3天，YOU吃2麼？

第7紐

彰化私房景點

第8紐

專題研究

第9紐

竟然不知道！可4學習日語的O法！

本研
究實
踐班

讀
者

老
師C

2

1

每組的組員為 3~5 人，只有第 9 組為個人組。該生原為第 5 組成員，但
因有感於組員的不積極，而決定自行一組。
2
各個讀者依據個人喜好而產生不同評價。此評量方式的設定也是要讓學生理
解「讀者」的喜好傾向，會影響作品評價。在內容構思時，有必要留意目標讀
者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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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具與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藉由專題寫作的訓練，讓學生得以有更高層次的
後設認知，以提升學生日語寫作能力。並且確認該活動對於後設認知的知識之影響，
即，在專題導向學習的訓練下，學生後設認知能力會產生如何的變化。
有鑒於三宮（2008）表示「課後的回顧是對後設認知的知識3的檢視」，因此，
本研究將以學生繳交的「期末專題寫作學習歷程檔案」為分析對象。期末專題寫作
學習歷程檔案包含學生的期末專題作品 1,2,3 版與期末作文的反省心得單。
學生的反思心得單，內容包含：1.透過專題寫作學到的東西 2.個人對小組合作
的參與狀況 3.對於此次專題寫作的心得感想。本研究將從學生對於「1. 透過專題
寫作學到的東西」所寫的內容，來分析學生日語寫作後設認知知識的形成狀況；將
從「3.對於此次專題寫作的心得感想」，來分析學生後設認知經驗的形成狀況。至
於，後設認知技能部分，將自專題作品的初版（第 1 版）與修改版（第3 版）4內
容變化分析，來檢討該項目的形成狀況。希望從學生日語寫作的後設認知知識、經
驗、技能三方的角度下手，全面地分析導入專題導向學習下學生後設認知的知識養
成狀況。

五、考察與分析
5.1 後設認知知識
本課程為十八週的學期課，課程內容主要為文章基礎知識（如：文體、書面語、
標點符號的使用等）、讀者意識、句子/段落的連結與段落區分、意見文的文章構
成(PREP)。根據學生在反思心得中所寫的「1. 透過專題寫作學到的東西」5，根據
所提及的內容進行分類，可得表 2。

3

三宮的後設認知的知識包含 flavell(1981)的後設認知知識、經驗、技能。
作文的第 1 版是各組學生所寫的最初版本；歷經跨組的同儕互評後，修改為
第 2 版，此為由讀者評分版本；最後再重新調整與修改繳交，此為第 3 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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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為十八週的學期課，課程內容主要為文章基礎知識（如：文體、書面語、
標點符號的使用等）、讀者意識、句子/段落的連結與段落區分、意見文的文章構
成(PREP)。根據學生在反思心得中所寫的「1. 透過專題寫作學到的東西」5，根據
所提及的內容進行分類，可得表 2。

表 2 學生對於「1. 透過專題寫作學到的東西」回答統計
3 習0 元

第
紐

5 章1 礎 9 識

4

讀者4識

4

/2／7落8連結與7落區
-

2

4見585章結6

3

第2
紐

第3
紐

第4
紐

2

第5
紐

第6
紐

第7
紐

第8
紐

2

2

3

2

第9
紐

總－
5
0

3

2

2

2

2

6
3

其他

2

整體來看，全班學生的後設認知知識以「文章基礎知識」面的理解最高、其次
為「句子/段落的連結與段落區分」、「讀者意識」。
將表 2 與表 1 作品成績比對，可以發現小組學生在專題寫作學到的內容與
成績似乎有所相關。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分別為作品受到讀者青睞的第一、二、
三名，這三組從專題寫作中反思的學習內容明顯與其他組有所差異。除了反思主體
涵蓋性較高，後設認知亦包含句子/段落的連結與段落區分、意見文的文章構成等，
較多是文章整合與構成上的反思，認知品質較具深度。
特別是第一組，為了這個專題寫作，他們事前訪談學弟妹，問卷調查學弟妹需
求，然後以台中好玩的景點介紹為主題，進行分項敘述；之後再透過同儕互評， 依
據他組同學給的意見進行初稿調整，完整踏實地經歷了這樣的寫作歷程。第一組的
作品不但獲得了高評鑑，在小組成員的反思心得中，對於學到的內容的反思， 亦
幾乎是涵蓋了整個課程的各單元主題（如例 1），從專題寫作中反思學習課程內容
的主題，也比其他組來的更顯全面，顯示其對於學期中的各單元課程有所瞭解。

5

此問題設計主要是要掌握學生對於課程各單元的認知與反思。問卷中，若沒
有在這題提及，反在其他項目論及到課程內容反思的話，也將移作為此部分的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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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學生Ｋ
在這次的作文我學到了很多寫作技巧，利用這些儂缩版的技巧去寫的話會非
常簡單明瞭有條理，雖然沒辦法馬上上手，不過透過練習可掌握住的，技巧分為以
下這五個部分。
一、依對象去選擇「文體的變化」以及「句読点」的部分。二、要加了解「文
章構造」以及「は和が的使用方法」。 三、「讀者意識」最重要的點就是怎麼去
體貼讀者。四、「段落、文的分配」一個段落一個主題、內容排序、起承轉合。五、
「意見文」立場、理由、具體例、主張，簡稱 PPRP 非常重要。

第二組的專題作品是打工度假的介紹。他們的初稿在段落區分與內容整合上
發生很大的問題6，這也促使了小組成員對於句子/段落的連結與段落區分的議題更
有深刻的體認與反思（如例 2）。

（1） 第二組學生 C
第一次像這樣分小組一起寫一篇長文章。一起分工完成的感覺十分有成就感，
雖然有些小問题、但在經過小組評分及老師的指點後有大為改善。像是沒有做好全
文的措詞統整，有的地方前文不對後文之類等等.. 在第 2 次修改後基本上都沒什
麼問題了。像是全文的統整這類的分工比較會有的状況，都是經験累積才會知道的
事，這次期末作文讓我學到最重要的分工後的統整。

6

詳細說明請見後設認知技能部分

997

APA-6

第三組的專題作品是分項推薦學弟妹幾門通識課程與老師。文章架構與第一
組類似，皆是分項敘述各個重點；但是整體寫作歷程與作品完整度的品質不如第一
組。對於學期內各單元主題的反思，小組成員各自有不同學習主題的反思，如： 例
（3）論及了文章基礎知識中的文體統一、標點符號，以及意見文的文章構成（PREP）
；
例（4）論及了讀者意識與句子的連結與段落區分。雖然整合小組成員的反思心得，
倒也涵蓋了學期中的各項課題，但是整體來說小組成員反思內容並不如第一組來
的全面。

（2） 第三組學生Ｗ 學習到的內容:
文體統一，整篇文章都要統一為「です、ます」體或是「だ、である」體。標
點符號，標點符號沒標對，可能會讓人誤解你要傳達的意思。PREP，以立場為開
頭，再寫出理由，理由後面再加上說明，最後再寫出自己的主張，就可以寫出一篇
好的意見文。

（3） 第三組學生Ｌ
在這一學期裡，我學到了不僅是如何寫好一篇好的作文，也學到了如何更好的
去應用。在這學期裡，我學到了什麼是「讀者意識」，如何讓讀者有更好的閱讀體
驗也很重要。在一篇文章裡，清楚的讓讀者理解到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句子要有來連慣性,段落分明，一個主題一個段落。
相較於第一、二、三組，第八、五組則為低評價小組。這二組的小組成員對於
單元主題較偏向以文章基礎知識方面的反思，課程內容的反思較為平面，不夠深入
（如例 5）。另外，部分反思內容較無涉及學習課題，反多為課程單元主題外的議
題反思，如：團隊合作（例 6）、美編等（例 7）。

（4） 第五組學生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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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的文章不只要有讀者意識，文體、書き言葉、文章結構還有敘述内容都
要想到。我也學到因為讀者的背景所以對於文章的看法有所不同

（5） 第八組學生Ｃ1
透過這次合作寫意見文讓我知道，組隊寫一個文章真的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寫出來的文章也都不同，要將大家的文章都統整起來真的
很難統整，期間要做的溝通真的非常的多。同時還要顧慮到有沒有人不會寫等等的，
也要讓某些有能力的組員多做點事情但又不會感到心理不平衡，還有如何控制所
有人的寫作時間讓大家準時交。這次算是學到了統合一個小組真的很麻煩，不是一
個簡單的事。

（6） 第五組學生Ｃ
（前略）我覺得一開始選題目的時候就有點坎坷，後來更發現其他組跟我們選
了差不多的題材，經過證實我們一開始選題並不差，可惜沒有把文章發揮好，我覺
得可以改善的地方有兩個，第一個是文章的文體沒有完全統一，在很多地方發現了
錯誤，修改了兩版都沒有修改完全，代表小組成員大家在這方面的意識薄弱。所以
我覺得我們需要在文體方面多訓練積極活用。第二個是美編不足，在背景的選用和
字體的大小上沒有盡善盡美，讓大家在閱讀文章的時候覺得眼花撩亂，所以排版是
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夠多加注意。
總之，第八、五組從專題寫作獲得的後設認知較侷限與簡易，對於文章整合與
結構相關的議題較無深刻反思。甚至第五組在反思中完全沒有論及到文章整合與
結構在寫作中的重要性。雖然在同儕互評中，他們的作品被同學批評：「作品構思
不夠吸引人，句子連接不順暢」，但似乎也沒有促使他們積極地改進。這樣的學習
狀況似乎也導致了他們專題作文上的低成就，無法獲得讀者們的青睞。
比對高低評價小組的反思心得，可以知道：後設認知知識的程度與學習成就似
乎是有正相關。高評價小組花較多的時間在內容構思與撰寫及修改上，在反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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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後設認知知識範圍較能涵蓋整學期課程單元內容，特別對於文章整合與構
成方面的反思較具深度。對於他們，透過專題寫作，在做中學下，可以促使他們有
明顯的後設認知知識形成。而低評價小組則因無致力於文章的修改，導致他們從專
題寫作獲得的後設認知知識有限，可以說自主學習的不積極限制了他們後設認知
的成長。

5.2 後設認知經驗
經歷了這個專題寫作，各小組成員有何感想或經驗呢？為掌握學生歷經專題
寫作後的後設認知經驗，即學生情意面的認知，本研究針對學生提交的「3.對於此
次專題寫作的心得感想」內容進行統計分析。關於專題寫作的感想陳述，依據學生
的心得內容，內容大致可分為感受到分組合作困難性、感受到小組溝通困難性、對
專題寫作給予肯定評價、感受到自我進步、問題解決歷程敘述、對自我寫作能力不
足的省思等六類，相關量化統計整理如表 3。
表 3 學生「3.對於此次專題寫作的心得感想」回答統計
2習98類1

第
紐

第2
紐

第3
紐
2

感-到分紐合作困難性
2

感-到7紐溝通困難性

第4
紐
2

第5
紐

第6
紐

第7
紐

第8
紐

第9
紐

8

2

7
2

65題4作給予肯3意義
3

感-到自我進步
2

問題解決歷程敘述
6自我不足的省思

總計

3

2

4

5
2

2

3

在各類的感想中，以「對自我寫作能力不足的省思」面的敘述最高（如例 8）。
只是，亦有學生的心得中，如例（9）般僅敘述對於自己寫作能力不足之處的體認，
未來要如何改善，較無更具體得陳述。

（8） 第 1 組學生 W

這次我在寫文章比較大的問題是，在文體上的轉變以及想要表達的東西可以
用日文說出來，但是過於的口語化，而不能使用在文章上面。我認為這是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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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善案的部分，在文體的方面我認為主要還是要多加練習。經過這次的作文
我也有感受到自己在原本不習慣的文體當中有所進步，沒有以前那麼的卡了。而口
語化的部分，我認為主要還是要回歸文體上的根本，多加的練習熟練，這樣才可做
到在寫文章時，一個比較快速並不浪費時間的解決方式。

（9） 第 3 組學生 L

一樣還是助詞的缺點，不夠熟悉助詞的意思，會用在錯誤的地方。會更加地加
強對助詞的練習。其次，對於「分組合作」
「小組溝通」的困難處的體認（如例 10，
11），這也是一般專題導向學習所希望學習者可以意識到的部份。過去寫作都是一
個人在進行，此次的專題寫作是以小組為單位，組員各自負責某一部份。因此，為
了使內容有所整體性，學生們必須針對內容的統合與段落的串連有所積極的分工
與合作。而在題目與內容構思，以及討論與修改上，也關係到小組成員的溝通。顯
然學生們在這邊感受到許多的衝突與挫折，在文章寫作的學習外，許多人都意識到
寫文章不單單只是個人的事情，小組合作的難處與良好溝通的必要性。

(10) 第四組學生Ｗ

我覺得這次的小組作文讓我學到了不少，學到如何跟小組一起討論和合作共
同完成一篇作文。但是這次讓我覺得最難的是我們大家要分開寫一人一段，然後最
後再把它統整再一起。大家寫的都不一樣，所以要統整再一起的時候要注意語意通
不通順，句子跟句子之間有沒有連接還有段落之間有沒有關聯性，除此之外，還有
大家的時間要配合好，像是有沒有人會拖稿跟不交，這些都是在團體作文裡面比較
會發生的問題，在個人作文裡面只要自己寫自己的就好了，也不用跟組員討論。

(11) 第二組學生Ｌ

我的溝通能力很不好。一起寫作文時我有說我的意見，也以為大家知道我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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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但是，組員中有一人誤解我的說詞。充分顯示出我溝通上的問題。因此有了
這個經驗後我之後會再留意要對組員陳述清楚，並且再次確認。另外，有學生肯定
專題寫作的意義，甚至建議可以此取代傳統的考試（例 12），也有人認為自己透
過這樣的學習有所進步(例 13)。這也反映出專題導向學習運用在日語寫作的可能
性。

(12) 第七組學生Ｙ

不知道老師之前有沒有期末考試以這樣的方式當期末考，但我覺得受益良多，
所以學弟妹也可以以這樣的方式來當作是期末考。

(13) 第八組學生Ｃ2

這學期最後做 3 份作文，還拿去比賽，過程中想題目就非常耗神， 還有組員
分配每個人員責一段，因為我們的題目是專題製作的要點，要構想出內容我覺得非
常難，好在我們組裡有一個大四的學長在，他之前也是剛做完專題，有很多經驗可
以跟我們分享。所以我們的作文就在學長的經驗幫助下完成。過程中，還有給別組
看着還有沒有需要修改的部分，別組給了我們很多建議。初稿有些部分改了，但有
些太困難了改不了。做完了這份期末作文,我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以及聽取他人意
見的重要，我覺得有利於四年級專題報告的方向。
總之，過去文獻中對於專題導向學習所帶來的課業外的影響，在學生的心得感
想中亦可以見到。因此，作文學習，不一定要侷限於傳統地一個人寫作文的模式，
透過專題寫作，除了寫作技巧的磨練，甚至可以帶來更多課業學習外的體認， 可
以說是一舉數得。

5.3

後設認知技能

關於學生在作文內容上的調整與精進狀況，本研究將利用「j Readability」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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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日語文章評價系統針對學生專題作文的初版與最後修正版進行評分，並根
據前後兩版內容評價變化進行比對（表 4），以此觀察出學生後設認知技能的養成
狀況。
表 4「j Readability」留學生日語文章評價
專題作文

1

2

3

4

5

6

7

8

9

可讀性(初版)

3.9
2
3.9
8
5.7
27
6.0
36

3.2

3.2
8
3.2
6
3.4
35
3.5
06

3.8
3
4.1
4
5.2
96
5.5
08

3.5
4
3.6

4.0
3
4.2

3.3
39
3.3
72

3.2
9
3.1
2
4.3
45
3.1
34

3.1

3.3
36
3.1
74

3.4
3
3.5
9
3.2
15
4.8
64

可讀性(修改版)
作文評分(初版)
作文評分(修改版)

3.3
5
6.2
27
3.6
87

「j Readability」留學生日語文章評價系統主要是針對學習者作文的流暢度來
決定「可讀性（Readability）」，依內容的總字數以及用字遣詞難易度來給予「作
文評分」評量。由表 4 可以知道，在「可讀性」方面，普遍來說各組的修正版專
題作文評鑑是高於初版的。
此次專題作文獲得讀者最高評價的是第一組。如表 4 所示，第一組的「可讀
性」與「作文評分」不但均遠遠高於其他組，修改版的評分也均優於初版評分。
（14）是第一組學生的初版與最後修改版的一部份。有別於初版內容開頭敘述
的籠統不充足，在修改版中增加了「將以順時針方式，依序介紹南屯、西屯、北屯、
霧峰、以及沿海地區，推薦學長姐好吃或好玩口袋名單」，明確地為讀者標示出專
題內容中要介紹的地方，更以「口袋名單」一詞來喚起讀者的注意，希望能讓讀者
看下去。對應到第一組成員反思心得中所掌握到的後設認知知識，可以發現該組的
確留意到「讀者意識」在寫作上的重要性，而且也確實地執行於作品修正中。

7

日本早稻田大學日語教育研究科李在鎬 2013 年所開發之日語文章難易度系統

（14）第一組學生日語作文例初版
アンケートの調査によって、今回紹介するのは台中である。なぜというと、
後輩達にもっと台中の美しさを知り、美味しい店を紹介す る。台中に行った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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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しい食べ物と遊びところを迷わず存分に楽しめる。そして、台中にいる時、
もっと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のは、私たちの目標である。
修改版アンケートの調査によって、今回紹介するのは台中である。なぜかと
いうと、後輩達にもっと台中の美しさを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からである。そして紹
介の順番は時計回りで、南屯、西屯、北屯、霧峰。最後には、沿海地区だ。先輩
たちのポケットリストの美味しい食べ物や面白い遊ぶところを推薦する。
第二組是獲得次高評價的小組，初版的作文在「作文評分」中獲得最高的評分，
不過比起其他小組，初版作文的「可讀性」卻是偏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初版作文
的量雖然多，但是句子的連接與段落的整合上有相當多的問題，比方說第四段的
「第二個理由」指出去打工度假的理由「是有很多的工作選項」，可是在同理由內
容中的第五段，指出打工度假可以在工作處遇到不同國籍的人，能學習各國的習慣。
這段敘述比起第二個理由，似乎更接近第一個決定去打工度假的理由「可以接觸他
國文化，豐富價值觀」。這類的問題導致文章結構與流暢度欠佳， 不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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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整體文章結構設計上，欠缺讀者意識，第二組只是單純的敘述自己為
什麼想去打工度假，並沒有清楚明確地指出打工度假的意義，推薦讀者的學弟妹們
參與打工度假。也因此被同學指出「主題是想推廣打工度假，但後面寫缺點，有想
互相矛盾」「大部分只有在說明，加一點個人經驗會更好」「說明過長，讓讀長看
得有點辛苦」8。所以整個文章結構鋪成並不吸引人。
有鑒於這些問題，第二組在修改稿時做了大幅的修改。修改版的作文與初版有
了完全不同的文章結構呈現，整體文章的字數雖然變精簡，但文章變得更容易閱讀
與理解，全文明確地聚焦於打工度假的優點，並提供自身的經驗談， 加強說服力。
所以雖然因為字數變少導致「作文評分」略降，但是文章「可讀性」變高了。
相較於高評價的第一組、第二組，第五組與第八組是評價較低的小組，兩組對
於內容方面的調整較無。第五組僅修改教師指出的文法錯誤，刪去贅字；第八組則
是主要針對文體進行調整，但卻又未將全文修改完，導致「可讀性」變差， 又因
字數的減少而影響「作文評分」。
總而言之，普遍來說各組的修正版專題作文品質是高於初版的。只是，相較於
低評價小組僅是單純訂正錯字；高評價小組在修正版上有較積極的改正，除了訂正
錯誤外，另外在內容面，為了使作品更好也有積極的調整：增加詳細的敘述說明、
增加吸引讀者的有利資訊、或是大幅調整內容排列。運用各種不同方式， 使得整
體文章更淺顯易懂。這顯示高評價小組的學生在後設認知技能上較有明顯的成長，
他們較知道該如何寫出一篇吸引讀者，內容完整的文章，並且願意具體實踐在自身
文章的改進上。

8

摘自同儕互評單上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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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省思
經過本次在教學上的實踐與研究，有了以下的省思與發現：
專題寫作經由同儕互評、教師回饋，確實有助於學生日語寫作後設認知能力的
形成。在初稿到修改稿的修改過程中，不僅促進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深度反思、以及
自我寫作能力不足處的檢討，另可促使學生對於小組合作與溝通方面的檢討與改
進。
承（1），雖然專題導向學習有助於學生日語寫作後設認知能力的養成， 但是
專題導向學習對於學生的影響程度會因學生本身對專題製作的參與度而有所不同。
以本研究來說，若是學生能積極參與專題作文，積極運用課程中所學習到的日語寫
作技巧來修改自身的作品，將更能深度理解課程中單元課題的重要性，與掌握學習
重點並妥善運用，獲得真正的學習能力；反之，若是學生只是依照教師回饋來做文
法或單字面的修改，則無法對寫作技巧有更深刻的反思與理解， 並導致學習能力
發展有限。為促進美味學生皆能積極投入此專題寫作，本研究在最後導入讀者票選
活動，並給予評價高的小組獎金。但此舉仍無法鼓舞班上每位學生皆認真參與，如
何促使參與度不高的學生可以更積極參與專題導向學習是一個課題。
一般日語作文課程中寫作都是個人的事，比較少由小組來共同完成。可是，在
社會上的實務運作中常常會需要小組成員一起來完成一份報告，因此在日語作文
課中導入這樣的小組合作共同完成一篇文章，不但讓學生學習如何寫，還要學習如
何把意見陳述清楚，讓對方理解、如何整合資訊，把大家的創作整合成一份內容充
分完整的文章，在日語寫作的訓練上是具有意義的學習。特別是對於句子的連結、
段落的整合，一個人寫常會有盲點，但是透過小組合作撰寫，互相檢討，再加上同
儕、教師等多方面的回饋，是有助於學生更了解自身寫作上的問題點以及課題的重
要性。而此專題寫作的安排，也普遍獲得學生的正面肯定，認為奇比傳統作文寫作
練習更具學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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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專題寫作與反思心得的分析，確認到（1）本研究在日語寫作課的
期末導入專題寫作，以此作為學生學習成果評量，透過歷時四週的構思、撰寫、同
儕互評與教師回饋、修改等過程，不但可以促進學生統整學期中的學習課題， 也
可以加強學生反思，促進日語寫作後設認知能力的養成。（2）關於學生歷經專題
導向學習後的變化，依據本研究研究分析結果，作品獲高評價的小組均為認真參與
專題寫作的同學，也因為他們認真參與並參考他人回饋設法修改完成好作品，所以
在後設認知的知識、經驗、以及技能的養成上會遠遠超過其他同學的表現。相對地，
成績不佳小組，不只是組員對於專題寫作參與度較弱，連帶地亦是消極處理他人回
饋，這樣的態度導致學習成效有限。如何督促這類專題學習低參與度學生明白並認
同專題學習的意義而有更積極的學習，應是未來專題導向學習的課題。
關於如何增加低學習參與度學生的學習成效部分，考慮到低參與度可能也與
低學習成就有關，所以未來將考慮在課程中導入更多的隨堂實作練習或是導入混
成式學習，嘗試結合磨課師教學，透過教師錄製的教學影片加強學理知識，搭配課
程中的各式實作，加強學生學習應用能力。
另外，本研究雖嘗試在日語寫作課導入專題導向學習，但過程中，並非只是讓
學生分組完成作品，期間亦導入同儕互評與教師回饋，讓學生可以此作為修改的方
向。但是，學生學習上的自立性，即在沒有他人回饋下是否可以獨自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相關研究還需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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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邏輯運算引導程式執行情境設定

趙茂林
龍華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
mlchao0628@gmail.com

摘要

現今培育學生具備程式設計寫作能力已是刻不容緩的事情，然而在學生獨
立思考與思維組織方面能力貧乏的情況下，在學習上必然會因為缺乏銜接知識
而出現學習障礙。透過以邏輯為奠基知識而進行的程式設計學習，既可以讓學生
因應當前人工智慧浪潮下所帶動的人才需求轉向，亦能夠從根本解決「學-思-用」
落差的問題。
程式設計的本質與數學相關，而數學本身就是訓練邏輯思維的方式，然而若
忽略了如何從其學習、寫作與運算的過程中掌握住邏輯思維的能力，反而達不到
訓練的成效 自行撰寫與設計程式。「邏輯」是一門涉及思維推理的學科，與程
式設計有著高度的關聯性，不過以往學習者多是從模仿或對程式碼的「複製-貼
上」開始，觀看到程式執行出的結果後就打完收工卻不知所以然。如此便錯失了
從設定目標到進入程式寫作，將腦海中所構作的情境設定直接鋪陳在程式碼中，
並嘗試有效地組織程式架構，且不斷思考著如何舉一反三，並在嘗試寫作出達成
目標的程式時，也開始尋思提升程式效率的可能性。
本文將就個人如何結合邏輯與程式設計的跨領域教學經驗，舉使用邏輯運
算子進行真假值判定，到設定程式中判斷式、迴圈執行所需要的條件為例，敘述
課程中所實踐的方式，及如何進一步引導學生至實作上。
關鍵詞：程式設計、邏輯、情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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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logical operation as a guide to programming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 Leisure,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lchao0628@gmail.com

Abstract
Nowadays,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programming. In the
case of students' poor ability i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thinking organization,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learning obstacles due to lack of connection knowledge. Through
programming learning based on logic-based basic knowledge, students can not only
respond to the talent demand driven by the current wa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als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gap from learning to use.
The essence of programming is related to math, and math itself is a way of logical thinking.
However, if we don’t concern how to train the ability of logical thinking
from the process of its learning, writing and calculation, it cannot achieve the effect of
training and design programs. "Logic" is a discipline that involves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nd is highly related to programming. In the past, most learners started
from imitation or "copy-paste" of the code but don’t know how and why. In this way,
they missed from setting goals to entering program writing. Laid out the situation
settings in their mind directly in the code, and tried to effectively organize the
program structure, and thin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 inconsistency and trying to
write to achieve the goal and to think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gram is the quintessence of programming.
This article will give an example of how to combine the logic and programming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experience, use logic operators to determine the true and false values,
set the judgment in the program writing, and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loop execution,
ways and how to further guide students to practice.
Keywords: Programming, Logic, Situatio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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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如果「程式設計」是現在與未來學子的必學科目，那麼筆者認為一個新手（尤
其是非資訊相關科系學生）從接觸到學習與熟練這項技術，一個必須被填補上的缺
乏（gap）便是迫切得進行的工作，而這個缺乏我所指的即是學生在「獨立思考」
與「思維組織」能力上的不足。當前大數據、人工智慧浪潮不斷襲來，各校皆有其
良善美意希望自校的學子能迎浪前行，而不是逆浪受阻，甚至於被巨浪吞歿。然而，
沒有經過循序流程擺上檯面的菜色，再怎麼美味可口，最終也只是得到「普普」的
評語。
筆者本人也是非資訊相關科系（哲學系）出身，對於程式語言的學習歷程也
曾飽經挫折，深知如果只是想教會學生編碼（coding）怎麼「寫作」1，一種填鴨
式的教法或許可行，也就是一直寫、一直做複製與貼上的動作，這樣做個幾年，
自然就「記住」了。然而這種方式對於非資訊相關科系學生無疑是天方夜譚，他
們如何能有這般「長期」的配套課程讓他們可以一直與程式為伍。故而，如何讓
他們能藉由接觸課程（或許只有「一次性」）後，便能存放寫程式的精髓在腦海
中，比起要他們學會一套程式語言的複雜操作來說，筆者認為這個學習指標實際
多了！
「邏輯」是筆者直指此論文研究議題的解方，透過對真假值運算推展到程式中
的條件撰寫，寫程式像是寫一套劇本、編輯一齣戲劇，只不過出來的不是視訊影片，
而是程式撰寫者心目中想得出的結果。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程式語言是人與電腦之間溝通的工具，為了要讓電腦能夠完成我們交代的工
作，電腦專家就為程式語言制定了一套特殊的格式與語法規則，藉此指揮電腦完
成我們交代的事。不同類型的程式語言所運用的語法格式便不相同，情形就如同
我們現實世界中的各種語言，如中文、英文等，各自的語法都是不一樣的。簡單
來說，程式就是許多叫電腦做事的指令程序，程式設計就是用程式語言把求解特
定問題的演算法描述出來的指令。
（一）研究背景
在筆者所任教的學校中，「程式設計概論」課程是由校內資網系來安排該課
程的授課教師，筆者有幸因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緣故取得一張授課門票，擔任本
校國企系一年級的授課教師，也有機會實踐將自身在哲學領域所習得的邏輯知識
結合上大家口語言談中很夯的一門技術—程式設計。
1

這裡我特別用「寫作」二字有特殊的用意，這動作已經涵括理解的成分在其中，而非只是形
式上的把程式碼拼對、校正無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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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筆者曾任教校內一門「服務學習與社區發展」課程，授課前對此課
程無甚所知，經多方查詢得知該課程經常淪為「勞役」性質的課程，故藉校內所推
廣之「創新教學教法」徵案，在課程中引入了「網路爬蟲」的程式寫作，藉此得知
社區資訊，並希望學生的服務要針對社區發展的所需，或數據科學家所說的「痛點」
來進行，而非虛擲無謂的勞力與智力的浪費。不過，筆者注意到，就算是有資訊背
景的學生，對於「程式」這件事依舊是「抄」多於「寫」，離「寫作」這種展現個
人獨立思考與創作的方式，仍是存在著一段距離。
（二）研究動機
對於「創新教學」一事，筆者總是躍躍欲試，尤其在親自從事教學工作後， 深
覺教師的教學方式將影響學生對於學習這件事是否繼續保持興趣。儘管筆者面對的
多是想取得大學文憑卻不下定決心來增長自身見識的「消費者」，但仍是有目光炯
炯且想從教師身上挖掘知識的學生。
近年來大學院校內的基礎（或通識）課程一直在轉變當中，與「程式設計」此
類相關的課程突然成了每位學生都「非學不可」的科目，筆者任教的學校，「程式
設計概論」已是大一必修課程，緊接而來的學期也將「人工智慧概論」設為必修。
程式設計與寫作在教學上必將是通識教師群的一項新挑戰，尤其在面對許多非資訊
科系的學生，該如何引導他們從不排斥到學會程式寫作，甚至到自行設計程式，筆
者已經強烈地感受到這個迫切的需求。
（三）研究目的
在筆者自身所熟悉的科目中，邏輯一直被拿來與程式設計連結在一起，然而到
底「該如何」或以「什麼樣的方式」讓二者聯繫在一起，一直沒有找到明確的解說，
故而筆者想根據自身所學並透過教學的方式（將學生設定為初學者），嘗試在親身
的實踐中試著找出答案，抑或建立出一個概略的連結輪廓。
筆者所任教的學校並無「邏輯」或「思維方法」此類的課程，因此若筆者能
藉教學探得出一些成果，將會循以下方式做累積：
短期目標：撰寫課程講義、參與跨領域教學研討會與發表相關文章
中期目標：撰寫從人文科系角度切入程式設計的書籍
筆者本身不是資訊領域出身，但深覺能有機會透過程式設計與大數據分析、人
工智慧科學等學科進行結合，應該能為自身所學激盪出一些不錯的火花。藉此研究
也希望能吸引人文相關科系的學者願意跨領域將自身所學與程式寫作嘗試進行結
合，創造出諸多新穎的學習方式，或是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領域。「學用落差」一
直是筆者憂慮自身學科給學生的刻板印象，但透過跨領域的教學實踐， 筆者認為
是一條可行的道路，而此刻也正在實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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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讓「程式設計」進入課綱的推手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德財（2016）認為，「我們
無法預知，未來還會誕生什麼平台解決人類面臨的傳統或新興挑戰？但是如果我們
懂程式設計，就有機會解決自己的問題，與國際接軌並占有一席之地。」Scratch 程
式語言創辦人瑞茲尼克（Mitchel Resnick）曾在 TED 演講中也曾說過，
「學習程式設計就像學習閱讀一樣。」我們每個人一開始都是會先學語言，學會讀，
才開始進入寫作與創作。在程式設計的部分也是，我們接觸科技，使用軟體， 不
論是玩遊戲、使用 App，都已經是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所以接下來就是要能利
用科技，理解軟體、進而到創作與設計軟體程式。如同我們嫻熟閱讀之後， 就要
能夠寫作，嫻熟軟體科技之後，就要能夠利用科技，創作屬於自己的軟體， 這就
是為什麼我們要學程式設計。
由上述可知，學習程式設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在國民教育課程方面，
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所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將
「資訊科技」設為必修科目，預訂於 2018 學年起實施。其中「資訊課程」是以運
算思維為基本理念，期能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資訊科技與合作共
創」、「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及「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等能力，學習內容則包
含「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臺」、「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資
訊科技應用」及「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等 6 大面向（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
旨在透過電腦科學相關知能的學習，培養學習者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
並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與實作，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
作以及創新思考的能力。
誠如 Scratch 程式語言創辦人瑞茲尼克所述，先從瞭解我們所使用自然語言開
始，而李家同教授在其著述（2011）中也提及，學會了邏輯思考，中文系的學生都
能因此而寫出 500 行的程式。李家同教授長期關注台灣教育，了解台灣學生學習
問題的癥結，因此在教學指導上，總是從最基本的概念循序解說，先幫助學生釐清
觀念，配合習題演練作為加強。筆者認為，處理自然語言分析的邏輯正是學習程式
設計的基本概念，也是筆者設定邏輯為學習程式寫作與設計關鍵的主要理由。
尋思邏輯與程式設計的結合方式，多半只是約略提及後，便直接帶往程式的寫
作，或許這種「點到為止」的方式適用於某些人，但對於諸多的初學者來說， 還
是適應不良！如果能讓他們與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思考進行結合，那麼現在先天對程
式語言所冠上之「艱澀難懂又難學」的刻板印象，應該會消失了吧！在鐮田正浩
（2016）一本寫給初學者學習 python 的書籍中就嘗試以這樣的方式來教導學習者，
例如：以妳身上既有的現金來選擇妳能夠購買的甜點，來介紹判斷式的寫作。作者
也在建構多重條件判斷式時，以真值表的方式給出了說明，並藉此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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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程式的寫作。惟在筆者認為也頗為重要的迴圈寫作，作者引用邏輯的篇幅頓時
少了許多。
周穎（2020）的著作是筆者所接觸的第一本從學習邏輯（另一方向是數學）
此方向來訓練程式設計寫作思考的書籍，邏輯部分他從語句邏輯、真假值談到了
推論。不過可惜的是，內容敘述較像是一本邏輯的教材，而不是一本跨領域對如
何從邏輯到實際協助寫作程式的指引。
通過以上的初步探究，邏輯與程式寫作之間有明確的關連是無庸置疑的。但
是理論與實踐間的聯繫，筆者所閱讀文獻提到比例不是過低，就是在介紹上存在
著一些有缺漏，因此未能照顧到多數想進入程式領域的初學者。故而筆者希望能
藉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的機會，透過教學一探究竟，將邏輯與程式設計間的
連結方式能以結合生活化的方式重新進行彙整，並以更完整豐富的對照內容做出
介紹！

參、 研究方法
從實際的教學中進行確證是筆者主要的研究方式。在筆者自身所學與所執教
的科目中深覺邏輯中的「語句邏輯（sentential logic）」與「述詞邏輯」（predicate
logic）對程式語言寫作的幫助最大！語句邏輯是一門處理自然語言的學問，其中
由語句、語句形式與邏輯運算子建構而出的真值表（truth table）不僅本質上淺顯
易懂，其中也涵蓋了我們在語句使用中所運作的思考（推論）規則。程式語言基
本上也是一套語言系統，只不過與之進行溝通的對象不是人，而是機器或電腦，
但究其根源也是人類語言知識所拓展出來的架構，其邏輯結構在本質上與我們所
習慣的自然語言可謂是一脈相承。
然而並非所有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語句都是語句邏輯要處理的對象，
其實這一點正合適於用來與總是一板一眼進行工作的電腦進行溝通。語句邏輯明
確地將其所探討的對象框限在「有真有假的語句」，故能在說話者說話的當下立
即判斷出語句的真假。詩情畫意的語句固然動人心弦，但是卻無助於協助電腦區
別出當下所處的情境。「非此即彼」、「非真即假」的二分法轉換成程式，對於
電腦來說便是再清楚不過的指令。
拿語句邏輯中的內容對比程式語言後會發現一些有趣的對照，如常元
（constants）、變元（variables）與運算子（operators）。當我們說出「今天是星期
一」這句話時，它被分類到語句常元中，而且在說話者說出的當下，語句即被賦予
了真假值。賦值背後所根據的是一套名為「真理符應論」（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的真值理論，概略來說，只要語句中所描述的事態與現實世界中的樣態相符
合，語句即為真，反之為假。在程式語言中（筆者課堂操作以 python 為主），字
面常數就是直接寫出來的數值，不過比較少見，多半在被寫出來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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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給變數。反而是加上數學以及比較運算子的列式與邏輯中的語句常元最為相
近，也能立即得出真假值，如：1 + 2 > 0, 2 * 3 == 6 等。但是在程式的實際應用
中，變數才能表現出各式各樣的情境變化，也才能在真正處理各種複雜的難
題。
如同語句邏輯的核心關鍵是形式，掌握了形式的各種組合與變化，複雜的語
句與
推論亦能迎刃而
解！
語句變元或語句形式則是像「今天是星期 」這樣的內容，它稱不上是一個
語句，只是語句的結構而已，等待有實質的內容被填補上才算完成。在語句邏輯
中，真值表的寫作即是透過語句型式與運算子來完成，如下表（[v]代表語句連詞
「或」）：
p

q

pv
q

T

T

T

T

F

T

F

T

T

F

F

F

其中 p,q 所代表的即是語句的形式或結構，它們的內容可能是「今天是雨天」這
樣一個簡單的語句，也可能是「巷口的那家麵店有賣『麵』與『水餃』」這樣稍
微複雜的語句，或者是「如果中美貿易衝突未獲得解決，那麼『全球經濟陷入衰
退』與『各國失業率將攀升』」這類有著更複雜結構的語句。由於只是語句的形
式（架構），當置入不同的實質內容後，便形成了不同的語句。也正因為如此，
語句邏輯透過 5 種基本的語句結構，便可涵蓋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之具有真假
的語句。程式語言中也存在這種類似的結構，透過承載如字串（string）、串列
（list）、元組（tuple）、字典（dictionary）與集合（set）等不同的資料型態，變
數可涵蓋資料科學中可處理的任何型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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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如同邏輯一般，當要處理的資料（在語句邏輯中為語句）順利被完構
（well-formed）2了，就可以安排後續要推進的流程。然而，從資料建立到目標完成
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如何架接這條通往目的的橋樑？在邏輯中為證明一個論證
是否為有效論證，前提（原始資料或證據）到結論（目的）之間的推理過程必須給
予充分的說明理由（每個推理的步驟是推論規則的代換例 3）。而在設計程式到
產出結果的過程中，則必須考量清楚執行程式所將遭遇到的情境，如同在論證證明
過程中思路必須不斷地轉換。如何讓程式順利地一再通關直達目的地也是需要經過
多次反覆的推敲與實驗，而這也是本論文中實驗課程主要想著重的教學重點。
在運算子部分，除了數學與比較運算子外，語句邏輯中的邏輯連詞與程式語言
中的邏輯運算子是完全一致的，惟有「實質涵蘊」（if…,then…）與「若且唯若」
（if and only if）此二連詞所建立的關係需要轉譯為透過「非」（not）、「且」（and）
與「或」（or）等連詞組合而成的結構進行運算，不過在實際操作上出現的機率不
高（或主要用其他的連詞即可做出詮釋）。
（一）教學方法
本文以「以邏輯運算引導程式執行情境設定」為題，故而在教學的程序上先
以邏輯打出基礎，而後才是程式的寫作。
1. 邏輯教學方式概說
課程最初屬於「試水溫」階段，筆者不走以往教授「邏輯」、「思維方法」等
課程的方式介紹廣狹義邏輯、語句與論證關連等介紹，直接便在課程中切入「真假
值」（truth value）的概念，這是最明確與程式語言相關的內容，而在程式語言中則
以「布林值」（Boolean value）稱呼。真與假這二元的值與程式如何進行情境判斷、
是否繼續執行程式運作有著緊密的關連，如同玩影像設計的專家說：「掌握了色版
中黑白灰之間的關係，便掌握了影像處理的關鍵」，筆者認為掌握住真假值在程式
設計寫作中亦起著相同的作用。
自然語句的使用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事，不過「舉例」對於這個世代的學生來
說卻是難上加難的事（筆者也覺得疑惑）。所以在課堂上筆者盡量舉日常生活中的
語句來說明真話與假話之間的區別，並進而從簡單句舉到複合句的例子。從複合句
的例子開始便有語句連詞的涉入，此刻也正是時機帶入邏輯運算子，然後順理成章
地教導真值表的建構與使用。

2
在語句邏輯中，語句的結構有其規則，如果該語句是利用二元連詞（connective）所建構，未置
入二個常元便不算是「完構句」。程式中資料型態的結構亦是如此，舉包含鍵（key）與值（value）
的字典資料型態來說，鍵與值必須同時存在，該筆資料才算建立完成。
3
代換例就是形式加上了材料所形成的結果。如果 p 是一個語句形式，「今天是晴天」、「馬公
市不在台灣本島上」等都是其代換例。推論規則的代換例也是循這個模式進行，如果從條件 p 與
q， 推論出 p 當作其結論（此為「簡化」的推論規則），那麼從「林志穎與金城武是帥哥」，推
論出「林志穎是帥哥」便是該推論規則的代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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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只要我們能與人溝通，對於複雜語句是如何決定其真假自然應該都是
熟悉的，只是當文字替換成「符號」時，學生的生疏感頓時飆升，此時便需要不斷
地反覆舉例，讓他們熟悉二者之間的置換關係。由不斷地觀看真值表中出現的各列
解釋（情境設定），到複合語句的真假值在表中如何被計算進而得出最終值，固定
語句結構所進行的邏輯運算已經不算難解。筆者也在此時帶入了語句邏輯中一個有
趣的單元：語句的邏輯翻譯。如果固定語句結構的邏輯運算是從左至右，或類似論
證從前提到結論的推論過程，那麼語句的邏輯翻譯就像是個「翻轉」的過程，從已
知的結果（最終的值）逆推回去語句結構的樣貌。舉例來說，「魚與熊掌二者不可
得兼」此句話在語句結構上該是個什麼樣子呢？在瞭解語意後， 我們便可以嘗試
用真假值來進行語意的掌握。這句話想要表達的情境是：二樣東
西我只能取得其中一樣，同時都能得到的情形不會發生！因此，這個語句架構
出現在真值表上應該是下表中的這種情況，
p

q

？

T

T

F

T

F

T

F

T

T

F

F

T

也就是，只有在第一列（獲得了二樣事物）所出現的情境下該語句是一句假話。而
「?」的語句結構會是什麼呢？從過往課堂中所教授的真值表，透過「且」所形成
的語句架構恰好與上表每一列所得出的值「相反」，如果在此整個語句結構前加上
個「否定」，那麼每個列的值就都相同了。經由這樣的比較方式，「~( p‧q )4」便
是上表「？」裡該填入的答案了。當然不是只有這個答案，透過對原語句的「換句
話說」，「~p v ~q」這樣的語句結構亦能符合上表中的各列解釋。為何會如此？
因為~( p‧q )與~p v ~q 通過代換（p,q 以相同的實質語句進行取代）所得出的語句
其實即是語句上的「同義句」。
基本上，語句邏輯的範圍概略介紹到此，筆者評估對於該學期程式所能運用到
的部分已然足夠，故自此之後便開始轉入程式寫作課程，以程式寫作持續加深對邏
輯思維能力的訓練。
2. 程式教學概說
在程式語言的寫作上，筆者以 Anaconda 此開源軟體中的 Jupyter Notebook
應用程式當作寫作工具，一來是筆者幾乎可以逐行解釋每段程式的內容，並操作出
結果；二來筆者可以隨時突發奇想，從已經完成的成果中隨機設定題目，然後試著
請大家停駐下來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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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實際教學上是如何透過邏輯運算進而在實際教學中引導學生設定程式
執行時的情境，我分成下列二個部分：
（1） 判斷式

課程之初，我們先把時間花在瞭解 python 中的各種資料結構，但受限於授課時
間，課程重點放在與本課程最終設定目標相關的資料類型，也就是字串與串列。除
了教導學生如何在程式裡建構各種類型的資料外，當資料由外部輸入或讀入，如何
辨識該資料的屬性，該歸屬於哪一類的資料結構，也是此階段課程的要項。
接著下來的程式教學便與前述語句邏輯的概念緊密相關了。首先課程帶出的
是「判斷式」的寫作，從「單一」條件的判斷式開始，設定了如下的題目：

思考電影售票流程 1：
不同的影片會限制可觀賞的年齡層（
「電影分級制度」。
）如果今天播放一部限定 18
歲以上才能觀看的電影，公司請 AI 來決定售票與否並回話，你該如何協助撰
寫這個程式呢？
此時先給學生們一個公式（if [條件]：（Tab 空格）[做什麼事]），讓他們知道
python語言的「文法」是什麼？然後就可以開始「玩」起程式來。最初，透過設
定一個變數 age，然後同學可以指定任何一個值給它，接著被裝在 age 中的內容
我們確信那是一個「整數」（integer）後，就可以利用數學運算子將條件輕鬆地
建立出來，如下：
age = 20
if age > 18:
print( ‘全票為 330 元，謝謝！’ )
不過，直接給個固定的值難免有些無趣，程式便可以加上一些指令來添增變化，
例如與使用者的互動，可以用上 input( )指令，而將程式更改為：
age = input( ) if
age > 18:
print( ‘全票為 330 元，謝謝！’ )
此時若執行上述的程式便會發生錯誤，而筆者總是利用這樣的機會開始解釋出現
錯誤的原因，並讓學生瞭解區分資料型態的重要性，程式語言與日常的語言一樣，
弄錯了一些關鍵的成分，溝通便無法完成。在此出現的問題是：不同的資料型態
間無法進行比較、運算。因此，所得到的資料需要做出調整，問題就解決了！

4

[‧]代表語句連詞「且」，[ ~ ]代表語句連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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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 int( input( ) ) if
age > 18:
print( ‘全票為 330 元，謝謝！’ )
是的，這裡也希望讓學生學習到的是：對問題的解決能力。若學生能再舉一反三
接著提問，學習效果應該就會更加的顯著。
對於簡單的判斷式有所掌握，便應該發現該程式的不足，也就是如果面對的是
那些「年齡小於 18 歲」的顧客呢？就置之不理了嗎？此時推出完整版的條件判斷
式就是最恰當的時機點，邏輯真假值中的「假」值便是可以搭配 else 做出陳述，
也就是，如果此處售票的分類是「非此即彼」，那麼下列這個程式就能滿足需要，
age = int( input( ) )
if age > 18:
print( ‘全票為 330 元，謝謝！’ )
else:
print( ‘很抱歉！您不能觀賞這部電影。’ )
「單一」條件的判斷式操作至此應該也差不多能掌握了，「多重」條件的判斷
式可在此時進行銜接。如同「非此即彼」的「彼」可能有無限多種可能，我們在現
實中所遭遇到的情境也是這樣的，該如何有效地做出區分，程式的寫作在情境的區
分上又產生了一項新的議題，如下：

思考電影售票流程 2：
又，如果今天播放一部限定 18 歲以上才能觀看的電影。但是，公司對於 60 歲
以上長者有敬老優待票（原價：330 元，優待票：200 元）
。公司請 AI 來決定售
票與否並回話，又該如何撰寫這個程式呢？
在這個情境裡，年齡大於 18 歲的顧客又必須再做出一次區分，把年齡大於 60 歲
的顧客再分成一群。這種分群工作在日常生活的思考中再容易不過，可是在程式裡
如何做出描述？在前述的「單一條件」中，「年齡是否超過 18 歲」此條件即
可對顧客族群進行二分。但此際所面對的情況，必須依據 18 歲與 60 歲劃分出三
類顧客族群，但如何表現在程式上，又能做出正確的區分呢？elif 是 python 設定
多重條件的方式，公式如下：
if （條件 1）：
（指令
elif （條件 2）：
（指令
1021

APA-6

… else:
（指令 3）
此時筆者會寫一個錯誤範例，看是否學生能發現錯誤並指出問題，如下：
age = int( input( ) ) if
age > 18:
print( ‘全票為 330 元，謝謝！’ ) ＃（指令 1）
elif age > 60：
print( ‘您的優惠票價為 200 元，謝謝！’ ) ＃（指令 2）
else:
print( ‘很抱歉！您不能觀賞這部電影。’ ) ＃（指令 3）
如果執行此程式，當輸入的值大於 60，「全票為 330 元，謝謝！」即此內容是
所得到的結果，為什麼呢？因為程式判斷的流程是循序漸進的，並不是跳躍是地
自己去找「最適合的答案」。所以當輸入的值大於 18 時，該程式便認定已經完
成了判斷，所以給出「指令 1」的內容就是唯一的答案。因此，必須要讓條件具
有一致性，要麼升羃排列（先從年齡小的顧客進行比對，數值由小到大，比較運
算子為「小於」）要判斷的數值，要麼就是採用降羃（數值大由到小，比較運算
子為
「大於」）的方式。下列即是以升羃方式寫出的程式：
age = int(input()) if
age < 18:
print('很抱歉！您不能觀賞這部電影。')
elif age < 60:
print('全票為 330 元，謝謝！')
else:
print('您的優惠票價為 200 元，謝謝！')
有次序地逐步排列出可能的對象後，再給予適當的回應。有了以上的設定訓練，
接著便可以透過邏輯連詞的使用再深化學生對於判斷情境的設定省思，如下：

思考電影售票流程 3：
承上題情境，如果公司對於有帶集點卡，且點數超過 5 點（含）的顧客，也
給予優待價格，請問又該如何改寫成這個程式呢？
在此情境下一個變數已經不夠用了，必須再多出二個變數來記錄顧客「是否有集
點卡」，以及集點卡的「點數」有多少？也必須將「有集點卡」與「點數超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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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顧客的條件撰寫出來，程式修改後的樣子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ge = int(input('您的年齡為：'))
card = input('有卡片請您輸入「T」，無卡片請您輸入「F」')
point = int(input())
if age < 18:
print('很抱歉！您不能觀賞這部電影。')
elif age > 60:
print('您的優惠票價為 200 元，謝謝！')
elif card == 'T' and point >= 5:
print('您的優惠票價為 200 元，謝謝！')
else:
print('全票為 330 元，謝謝！')

此處的寫作又與前述大不相同，因為使用的變數增加了，所以必須重新構思如何把
顧客族群區分出來。基本上，情境可能有 6 種（但實際出現的只有 5 種，「無
集點卡」+「點數大於等於 5 點」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但回答只需要 3 個。
如下表所示：
年
齡
年齡小於 18 歲

集點
卡

點數

答案

X

X

A

<5

B

>=5

C

有
年齡大於 18 歲，小於 60
歲

<5
B

無
>=5
年齡大於 60 歲

X

X

C

「集點卡的有無」與「點數是否大於 5 點」是個需要合併在一起判斷的條件，故
在寫作時可以先區別出僅憑「年齡」就能篩選的情境，也就是程式 4-7 行所述，
接著再涉及「集點卡+點數」的情境處理。此刻範圍已經將年齡限縮到 18 至 60 歲
之間的顧客，只要再結合上「有」集點卡而點數又「大於 5」此條件的判斷， 此年
齡區間的顧客便能明確地區分。在後者的條件描述中，使用 and 此邏輯關係才能挑
選出唯一（從 4 種可能性中）為真的情境出來，故程式的第 8 行即是採取這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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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讓符合的顧客能被篩選出來。
然而，如同邏輯中對論證的有效性證明存在著多種方式，但是在多種方式中也有「好
的」、「精簡的」證明。上述的程式寫作並非有什麼錯誤，雖然已經解決了導致程
式太多層（判斷程序）而難以閱讀與理解的麻煩 5，但是可以看出程式在經過判斷
後，有二處「相同的處理動作」，即 7,9 行被執行的指令。這一點應該可以再寫出
更簡潔的程式，所進行的即是「彙整相同的處理動作」，改寫後如下列程式所述：
1
2
3
4
5
6
7
8
9

age = int(input('您的年齡為：'))
card = input('有卡片請輸入「T」，無卡請輸入「F」')
point = int(input())
if age < 18:
print('很抱歉！您不能觀賞這部電影。')
elif (age >= 60) or (card == 'T' and point >= 5):
print('您的優惠票價為 200 元，謝謝！')
else:
print('全票為 330 元，謝謝！')

「60 歲以上」的條件，與「『有』集點卡+點數『大於等於』5 點」的情況是「二
者擇一」的關係，在邏輯中的「或」就是表述這種關連。所以只要不是「年齡小於
60 歲，且又不符合集點卡相關條件」（相關的情境有 3 種），那麼程式必然會
執行出「您的優惠票價為 200 元，謝謝！」這個結果！

5

此處指的是，程式本來可以逐一地檢視各項條件是否符合，8-9 行程式可能在沒有精鍊寫作之
前會是下列這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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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迴圈

「能處理大量資料」的特點是程式給我們的印象，而從前述對程式的掌握， 為
了要順利地與電腦溝通並執行我們規劃的指令，如何讓程式得出「真」是必要條件。
而「大量」與「真」這個要求，述詞邏輯中涉及論域（domain）的解釋
（interpretation）可以提供這方面的協助，如符號化後的語句(x)(Ax ⊃ Bx)，可以是
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Ax）都是『會死的』（Bx）」，或「所有的『整
數』都是『自然數』」這些語句。如何將多個要判斷的個體（對象），用一個單一
的判斷方式來決定是否要執行指令，這便是迴圈所要進行的工作。
迴圈所面對到的情境，有的時候可以知道對象所含括的數量範圍，有時卻無法
做出斷定 6。因此，程式以 for 迴圈來解決「已知」會出現的重複情況，而使用 while
迴圈來面對「未知」會出現的狀況。在實際的練習中，數值 1 到 100 的加總便是
最佳的練習範例。如果我們知道有 100 個數要相加，用 for 迴圈的作法如下：

if card == 'T':
if point >= 5:
print('您的優惠票價為 200 元，謝謝！')
因為判斷的方式是多重的，卻有可能合併在「條件 A 成立的同時，條件 B 也成立」的這種
情境下，因此不嘗試做出解決並不算是「好的程式」。
6
如同透過論域設定來進行述詞語句的解釋時，有時論域是「有限的」，例如設定為「動
物」、「人類」或「龍華科技大學的學生」等，有時則可以不做限定。

1
2
3
4

sum_total = 0
for i in range(1,101):
sum_total += I
print(sum_total)

其中程式第 2 行中的 range(1,101)即是表示出這個有固定範圍的判斷對象，也能
讓我們得知程式將會對這 100 個數值進行 100 次重複的相加動作。
同樣的問題也可以交給 while 迴圈來處理看看，但所面對到的情境就複雜上
許多。首先要知道從哪裡開始（如下述程式的第 2 行），然後必須給予一個「停
下來」的方式（如下述程式的第 3 行），否則程式將陷入「無窮迴圈」的困境當
中。這點與邏輯中證明論證有效性過程的間接證明法（Indirect Proof）相類似， 當
推論到一個設定目標後，直奔結論且證明結束！
1
2

sum_total = 0
i=1
3

while i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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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sum_total += i
i += 1

print(sum_total)

當邏輯與程式寫作相融合的教學方式進行至此，筆者接下來的課程走向便是奠基在
此基礎上，將程式寫作移往應用的課題，如：資料分析、網路爬蟲與文字探勘等。
（二）教學單元內容
在規劃之初到實際操作後，筆者所進行的邏輯教學內容如下表所示：
週

主

次

題

第一週

邏輯是什麼？

原

規

劃
容

內

廣、狹義邏輯的區分/邏輯與
程

調

整
容

後

內

邏輯與程式設計間的關聯

式設計間的關聯/討論的語句範
圍
連言（and）/選言（or）/如言

第二週

語句與連詞

（if…then…）/否言（not）/
雙如言（if…and only if…）

第三週

語句真假值

第四週

語句與語句組

第五週

論證與有效性

1.

/否言（not）

2.

恆真句/適真句/矛盾句
判定一致與不一致的語句組

有效論證與無效論證/一致性與

1.

第七
週

8 條單向推論規則
10 條雙向推論規則（邏輯等

推論規則 II

從真假值掌握語
句的翻譯

2.
1.
件

字串（string）與位移
值
真假值與「單一」條

判斷式寫作
2.

推論規則 I

程式安裝與基本操作

真值表介紹 / 複合句真假值運算

有效性的關聯

第六
週

連言（and）/選言
（or）

串列（list）

真假值與「多重」條件判
斷

式

同） 輔助證明法（條件/間接

述詞邏輯論域與解釋/ 迴圈

證明法）

寫作

調整的原因在於只談理論與舉例，學生沒有透過操作與在視覺上看到些什麼，無
法立即在腦海中產生印象，故「邊說邊做」成了我們課堂上的習慣。
在應用層面的介紹上，原規劃只安排如下表中的二個實作項目，因課程提早採
邏輯與程式寫作的混搭課程，故在「資料探勘」的操作後，增加了「資料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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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讓學生能從透過程式整理好的資料，從其中的數值資料搭配其他欄位繪製
圖表，增強對資料的解說能力。
I

I
I

實際應用範
例： 資料探勘

實際應用範
例： 網路爬蟲

實作項目：資料檢索、資料切割與清洗整理（包含去除「空
值」）
講解部分：網頁語法認識
實作項目：抓取與解析網頁資料、資料檢索、資料切割與清洗
整理、匯出爬取資料

又，因為網路爬蟲的對象是「PTT 網站」，故筆者規劃在該實作項目完成後，
搭配其爬取完的資料進行文字探勘工作，並將經字典斷字後的整理資料製作成文字
雲，讓學生能獲得一些學習上的成就感。
此外，在課後作業的設計上，筆者也盡量讓學生自己就已經學會的內容試著進行程
式設計，挑選一些生活相關的議題，如請同學根據下圖的「介入措施」試著寫一個
判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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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業的重點不在於是否寫得正確，而在是否動了腦筋對不同的三種情境做出合
適的條件設定。
在協助學生課後的學習上，筆者配合任教學校的「Open Courses」計畫，製作
了教學影片，如下截圖所示：

網址為 http://igtplus.lhu.edu.tw/accounts/566/channels/1290?locale=zh_tw

肆、 研究結果
基本上，在此寫作的過程中，筆者的實踐課程仍在進行。但在邏輯理論與程式
寫作之間關連的確證工作上，透過教學工作筆者試著將一些研究所得標註如下表：
程式設計

邏輯

程式架構 / 基本資料
型態

語句邏輯：語句形式與代換例

判 斷 式 I
（if…else） 判斷式 II
（if…elif…else）

語句邏輯：
語句連詞（邏輯運算子）/真值表

迴圈（for/while）

語句邏輯：證明法
述詞邏輯：論域與解釋

「推論規則」、「論證結構」與程式設計的關連性，筆者推測與「函式」（function）
的撰寫有關，因為函式即是一連串指令的組合，透過要執行的步驟進行設定，並以
return 回傳結果（類似「結論」）。不過礙於課程中並沒有對此有過多的著墨， 故
只能概略做出介紹且有待藉更多的研究進行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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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在現下程式設計作為這個世代學子的必學科目，教師如何教學與引導？學
生如何進行學習？才能真正將學習此科目的成效提升到理想的水準。邏輯是我
們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工具，透過語言或文字不斷反覆進行著思考與推論，而
也是眾專家所說與程式設計最為相關的學科，故筆者試圖透過教學實踐以瞭解
此經常被提及之密切關係究竟為何。
非資訊人跨足資訊相關領域總是存在著必須得解決的「痛點」，筆者認為此
痛點即在於：程式所進行的事對他們來說是與生活、工作或未來展望脫節的，是
另類的語言。而坊間關於程式設計的書籍，標榜著「人人都能輕易學會」，可是
拿來實際一覽卻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讓有志學習者頓時被澆了盆冷水。然據筆
者透過教學工作的實踐中，除了確認了邏輯與程式設計的緊密關連外，且嘗試用
日常生活中的語言與實例伴隨程式寫作的進行，就解釋力與思維引導面向來說，
自評已較之以往多上了許多內容。但筆者相信目前所進行的研究工作仍也只是
起了個開端，尚有許多的關連內容與模式等待著被挖掘開發，是筆者有幸跨足資
訊領域科目教學將繼續努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Hausman, A., Kahane, H., & Tidman, P. (2010). Logic and Philosophy: A Modern
Introduction. Australia: Thomson Wadsworth/Cengage lappli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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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聯經。
鐮田正浩著（2016），陳禹豪、林子政譯，Python程式設計「超」入門，台北：

旗標。
Annalyn Ng & Kenneth Soo著(2018)，沈佩誼譯，文科生也看得懂的資料科

學，台北：碁峰。
周穎著（2020），H＆C譯，打下好基礎！程式設計必修的數學思維與邏輯訓

練， 台北：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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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教育運用於學習與創業研究
馬維銘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k3666@gcloud.csu.edu.tw

摘要
虛擬實境(VR)技術作為教學輔助教具的巨大潛力，可吸引與啟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已經被許多的研究人員和教育工作人員發現。本研究於 2019 年與三家數位
科技公司密切合作，建立以擴增實境 (AR) 為主，VR 為輔的創新平台經營模式，
將 AR/VR

技術應用於空間互動設計，實踐於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課程。本研究

提出兩個問題：1. 如何強化「3D 多媒體系統設計」的 AR 與 VR 製作學習動機？
2. 評估「3D 多媒體系統設計」的 AR 與 VR 製作學習成效。經過一學年度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課程，以問題導向實務教學法 (PBL)，AR/VR 技術實作，學習後
執行學習動機問卷調查，獲得提升學習滿意度與學習動機的成效。研究結果與建議：
(1)定期邀請業界專家擔任課程規劃與課程執行諮詢委員，給予許多 AR/VR 專案
管理實務寶貴建議，並據此修正教材內容。(2)做中學、PBL 及專案導向教學模式
執行時，應針對教學目標、實作活動流程、業師協同教學擔任的角色等與實務教學
模式相關部分進行說明，以免僅停留在學習資訊技術的層次。(3)教師在教學準備
時，須注意產業的人力需求，與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 依據學習者特性，設計
適合學習者的數位教材，安排適當的教學場域，更能貼近業界，有利營造以創業為
目的實務學習氛圍。(4)從同學們的教學回饋中，讓老師瞭解用心規劃教學，以實務
教學為主，會讓同學學習到新的虛擬實境技術，並體會到教師教學的用心 (5)學生
技術實作之成果與評量依學生特性或學制保持彈性，除了要求達到專案製作的品
質，在學習過程中，更需給予友善的輔導和支持，以建立學生的處理問題的信心，
提升創業能力。
關鍵詞：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做中學、學習成效、創業
1030

APA-6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Applied
in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Education
Wei-ming Ma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Cheng Shiu University
k3666@gcloud.csu.edu.tw

Abstract
The vast potential of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y as a teaching aid can attract and
inspir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has been discovered by many researchers and
education staff. In 2019, this research worked closely with three digital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establish an innovativ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AR) supplemented by VR. AR/VR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interactive spatial
design and practiced in 3D multimedia systems. Design courses. This research raises
two questions: 1. How to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AR and VR production
in "3D multimedia system design"? 2.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R and VR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of "3D Multimedia System Design". After one academic year
3D multimedia system design course, problem-oriented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
(PBL), AR/VR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after learning,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was obtained. Research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1) Regularly invite industry experts to serve as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curriculum
executive advisory committees, give valuable advice on many AR/VR project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revise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ccordingly. (2)
When implementing the learning by doing, PBL, and project-oriented teaching model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practical activity process, and the teacher's collaborative
teaching role should be explained about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so as not to stay
at the level of learning information. (3) When preparing for teaching, teache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ustry's human resources needs and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y
need. According to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design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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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s suitable for learners, arrange appropriate teaching fields and be closer to the
industry. Conducive to creating a practical learning atmosphere for entrepreneurship.
(4) From the feedback of the students, let the teacher understand the planning of

teaching, focusing on practical teaching,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new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he teacher's intentions in teaching (5) Student technical
practice The results and evaluations are kept flexibl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s or the school system. In addition to meeting the quality of project
production, friendly guidance and support are required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o
build students' confidence in handling problems and enhance their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Learning by Do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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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過去10年在教授3D多媒體系統設計等教學現場觀察或教學實務經驗，發現本
校學生普遍有的學習現象是畏懼撰寫程式，因此，程式設計邏輯思考訓練不足。
缺乏數位內容設計概念，僅能設計低面數3D角色或遊戲場景，須加強數位音樂製
作、燈光、提高畫質解析度、遊戲程式優化等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 數位
內容設計，缺乏多媒體整體設計全般概念，等教學議題或教學實務碰到的問題。
由於學用落差，各校目前均強調連結產業的實務教學，也是真正的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精神，以改善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成效；在學生面，強調「厚實技能•
順利就業」，協助學生職涯探索，課程連結產業需求，推動企業面對面，強化企
業參訪，職場實習，厚植學生就業力與創業即戰力。本研究於2019年持續與愛迪
斯科技、首羿國際、科勁數位三家公司密切合作，希望能建立以AR為主，VR為
輔的創新平台經營模式，AR/VR技術應用於空間互動設計，實踐於3D多媒體系統
設計。

貳、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就國內外學者對於學習撰寫程式的障礙、AR/VR 技術運用於教育、ARCS
動機模式等相關研究做簡要說明。
一、 學習撰寫程式的障礙
Chao (2016) 指出，視覺化程式設計工具提供程式設計初學者視覺化的支持，
有助於理解程式的架構，舉例來說，視覺化物件可以幫助使用者檢查物件的狀態，
如：行為、位置等；拼塊式語言或圖示化指令，讓使用者利用拖拉方式建構程式；
視覺化回饋執行的結果，幫助使用者觀察程式如何運作 (Maloney, 2010)。資訊科
學科系所提供的程式設計入門課程 (CSI) 強調程式設計、軟體設計以及其他成
為電腦科學家的必備技能 (Dawson, et al., 2018)，為了符合不同背景學生的需求，
應減少課程目標、放慢教學步調、降低學生負荷，並將課程內容聚焦於「如何應
用程式設計於自身領域」。Sullivan (2013) 設計了一門以資料科學為主題的程式
設計入門課程，其中課程目標亦強調學生能學習實用的技能，同時理解電腦科學
的思考模式，最重要的是課程的可取得性(accessibility)，使更廣泛的學生從課程
中受益。
二、 AR/VR

技術運用於教育

Pagano (2013)研究使用者體驗發現，遊戲在玩家進入虛擬球體 Virtusphere
(VS)並戴上 VR 耳機後開始遊戲。為了使學習者保持在流動管道中，需要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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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技能提高相同的速度增加活動的難度等級，以防止學習者感到焦慮或厭倦，
從而保持她參與學習體驗。Dada Hayes (2014)等許多的研究人員和教育工作人員
已經發現虛擬現實技術作為教學工具的巨大潛力，可吸引與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Winters et al., (2013) 設計師和教育工作者應該認真思考 VR
學習/教學任務的支持程度，並在必要時為不同的任務制定 VR

平台對每個

世界的設計。在

後門學習，對壽命中非傳統學習的反思。每個虛擬或混合學習空間應該是一個獨
特的學習環境，這意味著學習空間的設計應該適應個人學習任務，反之亦然。
Merel (2017) 對 AR 和

VR

感到興奮，但 VR

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成為主

流，因為它需要專門的設備。行動 AR 很感興趣，因為“設備無處不在，使用者
體驗和投資回報率很高”。許多 AR/VR

開發人員反映，免費 Unity 3D 遊戲引

擎軟體更新快速，以往所開發之 C# 程式，無法使用在新的套件，如 Unity 3D
客製化匯入安裝 GoogleVRForUnity_1.180.0.unitypackage 套件，以往測試正常
C#

程式可能無法使用，造成教學很大的困擾，需要多次與原廠技術人員協助解

決，增加專業版軟體成本訂閱成本，降低生產力。
三、ARCS動機模式
ARCS動機模式是 Keller（1979、1983）以激勵學生學習動機的系統化設計
模式為基礎，整合動機理論與相關理論所提出的動機模式。Keller (1979)認為任
何一種教學設計所發展出來的教材，若無法引起學習者的興趣或專注，學習的效
果將無法彰顯。ARCS 動機模式下的教學，必須引發並維持學習者的感官注意和
好奇心，同時兼顧學習目標導向與個人興趣，提供與學習者身相關的教材，讓學
習者體認到自身的投入與成功是息息相關的，最後則在內在與外在激勵下，清楚
感受到自身的學習成果（Keller, 1987; Keller & Suzuki, 2004; Molaee & Dortaj,
2015）。因此，約翰凱勒期望ARCS 動機模式能提供教育工作者針對學生動機需
求，確認與瞭解教學的設計策略，以激發學習動機，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與表
現。ARCS動機模式模式不僅用在許多科目的教學中，在多媒體設計課程的教學
中，也值得加以採用。
該模式包含引起注意(Attention)、切身相關（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
及滿意(Satisfaction)等四個組成要素，前三個要素是主要的骨幹成分，滿足則是前
三項要素的產出（Keller, 1987; 2010）。引起注意是指學習者的興趣，獲得與保持
學習者的興趣和興趣至為重要。切身相關是指學習過程應顯示內容的有用性，使
學習者能夠填補內容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差異。建立信心是培養學習者的成功期望，
以及成功預期允許學習者控制他們的學習過程。獲得滿足是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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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滿意度之間有直接關係，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獲得的成就感到滿意。ARCS
模式 主要類別和定義過程問題，如表1.：
表 1. ARCS 模式主要類別和定義過程問題
主要類別和定義
注意(Attention)

相關(Relevance)

信心(Confidence)

滿意度(Satisfaction)

過程問題
抓住學習者的興趣；激
發

怎樣才能使這種學習的

學習者的好奇心
滿足學習者的個人需求/
以建立積極的態度為
目標

這種學習經歷對學生
有何價值？

幫助學習者相信/感覺
他們會成功並能掌控
他們

如何透過指導幫助學
生成功並能讓他們掌
控成

的成功。
本人（滿意度）透過獎
勵
（內部和外部）加強成
就

功？
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來
幫助學生對他們的經
驗和繼續學習的願望
感到滿

體驗既刺激又有趣？

意？
From: Keller (2010）。
ARCS 動機模式於3D多媒體系統設計教學應用，如表2.所示：
表 2. ARCS 動機模式於3D多媒體系統設計教學應用
ARCS 四大組成要素
引起注意（Attention）

3D多媒體系統設計教學設計的重點
為了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建置許多視覺化與虛擬
實境的頭盔，如：HTC Vive、Occlus 、Acer Mixed、
Google Cardboard，手機遊戲，能引起學習興趣，並
邀請業師協同教學，如邀請香港網龍公司陳專員
協同教學VR編輯器工作坊；邀請翔昱創新科技有限
公司李經理辦理VR技術結合行銷運用實務；邀請科
勁公司黃宇正教授AI人工智慧運用於遊戲學習，
經專家得引述和實務分享引導並激發好奇心。

切身相關
（Relevance）

教材設計以2D VR 射擊遊戲，再製作3D VR塔防
射擊、尋寶遊戲，AR寶可夢遊戲，VR虛擬實驗室、
O2O虛擬商店等配合目前同學們喜歡玩得電玩遊
戲，與學生息息相關的主題―3D VR塔防射擊、尋
寶，AR寶可夢，VR虛擬實驗室等遊戲，讓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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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學習中瞭解臺灣數位內容產業所需的人才與
技術，讓學習與休閒遊戲體驗互相關聯並結合，提
高學習意願。
建立信心
（Confidence）

以敏捷專案管理手法，與同學們充分溝通，詳細說
明專案需求。因為電腦環境限制，同學們白天須工
作，因此教學均已設計微型專案為主，讓同學有能
力在課堂上即完成作業，從做中學獲得信心。

獲得滿足
（Satisfaction）

課程教材設計從2D VR 射擊遊戲做起，再製作3D
VR塔防射擊、尋寶遊戲，再AR寶可夢遊戲，VR虛
擬實驗室、O2O虛擬商店等，逐步增加難度，讓同
學們在實務教學下，突破每個技術關卡，每當完成
小型AR/VR專案後，學生會產生成就感。

為了有效地將 ARCS 動機模式3D多媒體系統設計教學活動設計中，參考國際
AR/VR教材與實務分享的概念，將 ARCS 的四個主要概念融入其中（教學設計
重點如表 1），發展出虛擬實境教學的教具，作為教學設計的基礎。本教學設計
從VR 2D、3D遊戲主題式的關卡設計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注意；利用目前常見線上
遊戲中的例子，使主題與學生已體驗過並且熟悉的遊戲的例子息息相關；從關卡
難度設計中，讓學生相信自己可以辦得到並挑戰更難的關卡，產生信心；最後從
過關的過程中，使學生獲得成就感與滿足感。

參、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有兩個問題：
一、如何強化「3D 多媒體系統設計」之 AR 擴增實境與 VR 虛擬實境製作學
習動機？
二、評估「3D 多媒體系統設計」之 AR 擴增實境與 VR

虛擬實境製作學習成

效？

肆、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一、研究設計說明
本研究設計針對多年教學多媒體設計，學習者的害怕寫程式，程式除錯
須花大量時間與學習VR/AR成效不彰等學習困難，為研究動機。
二、研究步驟說明
（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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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已指出學生的害怕寫程式，程式除錯須花大量時間與學習
VR/AR成效不彰，有著密切的關聯。除課程設計之外，本研究也想了解
以VR/AR專案為基礎所設計之課程，對於幫助學生開發VR/AR專案有
著何種程度的成效。我們將研究學生在教學實驗前後，其能夠將VR/AR
專案轉換為產品觀點是否轉變？
本研究架構包括：教學理念、教學方式、教學成效、資料蒐集與分析等
四個構面。3D多媒體系統設計(一)、(二)的教學理念為：以學習者為中
心、以AR/VR實務教學、培養學習者程式邏輯思維、結合社區AR/VR 需
求服務學習、培養學習者撰寫程式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等6項理念。教學方式為：PBL專案導向學習方式、鼓勵學習者自主學習、
認識社區需求、熟悉軟體專案管理與流程、參與專業社群討論、團隊合
作分組專案、鼓勵參加軟體或創業競賽等7種方式。預期達到教學成效：
就學生面向：提高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及學習滿意度；就教師面向：
課程內容改進、教學省思、教學回饋。透過資料蒐集與分析， 如：學生
訪談紀錄、協助教師問卷、教師教學省思、課堂活動紀錄錄影等作為提
出可衡量、可達成的目標，如圖 1.：
（二） 研究假設
「研究」的目的在於求知，發現真相，以增進對現象的瞭解，以建立理
論、模式或行動方案。以「研究」的精神來看待「教學」，營造出讓學
生心動，老師感動的教學環境。根據研究動機和目的，本研究欲探究的
問題與假設如下：
1. 使用不同 AR/VR 應用程式對學習成效是否有差異？
2. PBL 專案導向學習方式對學習成效是否有差異？
3. 鼓勵學生參加軟體或創業競賽對學習成效或學習態度是否有差

異？
（三） 研究範圍
1.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之 AR 擴增實境與 VR 虛擬實境製作教

學內容精進。
2. 實務教學提升學生撰寫 C++程式能力。
3. 訓練獨立思辨與創造的習慣，透過反思與分享，延伸閱讀養成。
4. PBL 專案導向學習方式對學習成效是否有差異？
5. 提升多媒體資訊素養，透過業界專家講座、易課學習平台 eclass

討論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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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對象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進修部108學年度四技大學三年級學生。
108學年度第1學期修課3D多媒體系統設計(一)計有26人，108學年
度第2學期修課3D多媒體系統設計(二)計有26人都為高中主修資處
科或大學資訊管理系背景學生，每班人數約26人，2班共有52人。
（五） 研究方法與工具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ools)
1. 靜態方面蒐集學生的隨堂作業、參與線上討論區，含：12 項微型
實務專案、行銷企劃案一頁企劃書等，進行評分、分析及課堂檢
討；動態方面對於學生上傳的 12 項微型實務專案、期末微專案等
影片，進行分析與優劣講解，並透過學生的實作分享，以及課後
滿意度評鑑與學習心得，擴大研究範圍。
2. 目標導向學習：撰寫電腦程式，簡單的說就是很解決問題！步驟：
確認與探索問題。步驟 (2) 建立一系列操作（算法）來解決問題。
步驟 (3) 測試演算法的準確性和效能。步驟(4) 撰寫程式碼並將
它們轉換為原始碼。步驟 (5) 測試、調校、維護和改善程式碼（這
也稱為軟體開發）。
3. 學中做、做中學：以學中做-基於 3D 多媒體技術的學習-數位內
容與思維，包括：多媒體理論教學 故事發想、設計理念、腳本設
計、程式語言、AR/VR 設備。以做中學-服務學習與設計創意
AR/VR，將課程所學的 AR/VR 知識技能，融入「服務學習」課程，
至社區對長輩、國小學生擔任小老師，達到教學相長與服務社會
的理念。邀請同學擔任志工合作接力，讓學童每天都有人陪伴與
課業輔導。由專題小組創作作品在服務學習的國中、小發表，讓
國中、小學童參與票選與評分。讓長輩或學童瞭解大哥哥與大姊
姊的 AR/VR 創新作品，並將學生創意作品留在國中、小讓小朋友
課餘之外可以多玩 AR/VR。
4. 專題導向學習：PBL/專案教學「是具體發揮建構主義理念的一
種學習方式，其目的在解決學習者不能活用 AR/VR 知識之現象。
主要的做法是藉由知識或技能的專題，統整不同的學科領域，安
排複雜的作業，設計出能增進學習動機、發展後設認知策略、以
及合作學習的情境，使學習者不僅能學到解決問題的知識、能力，
也能學到如何應用知識。」主要內容包括：(1) 導引問題(Driving
Question )。(2) 調查活動及專題作品 (3) 合作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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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方式。(4) 使用科技作為認知工具。
5. 實務教學：上課教材以 AR/VR 多媒體專案製作為主，AR/VR 專
案介紹與討論，觀摩與做中學成功專案為主要的教學教材：3D
AR/VR、行動 AR、IoT 與互動設備專案製作實務。
6. 深度企業參訪：參訪愛迪斯科技、翔昱創新、科勁數位等 AR/VR
多媒體專案。
7.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每學期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一次，每次 9
小時，以傳承實務經驗。與業界專家共同指導實務專題，擬定符
合業界需要專題，在製作專題中與業界專家參與共同討論克服技
術的問題，最後的專題成果邀請業界專家協助評比，提供商品化
建議。
8. 專案團隊導向學習：以自我組織的敏捷專案手法將學生分組，完
成創業企劃案：請學生 4-5 人為一組且安排各組進行創業企劃討
論與意見發表，使得各組針對數位內容產業、擔任不同職務或角
色的獨到見解。資訊管理系、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兩系能夠相互支
援師資、鼓勵同學們相互學習，學習團隊合作。
9. 製作創新數位化實務教材：目前已完成實務專案：VR 技術結合
行銷運用實務 Unity 搭配 Excel 賣場貨物上架、購物車、付款
設定；HTC Vive 虛擬資訊安全數位鑑識互動實驗室、開發 AI 人
工智慧運用於遊戲學習、A* Pathfinding 人工智慧尋找最佳路徑、
IoT 心跳 AR 擴增實境健康教育應用、3D HTC Vive 虛擬實境室
內空間互動遊戲、寶可夢擴增虛擬實境遊戲、3D VR 塔防遊戲、
VR 藝廊瀏覽、3D VR 尋寶遊戲、網頁 3D VR 3600 影片網路行
銷網頁、2D Google Cardboard 射擊遊戲、101 創想世界 VR 專案
等 12 項微型實務專案數位教材，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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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D多媒體創新實務教學教材設計彙整
產品或教材名稱
應
延伸應用
用
3D HTC Vive 虛擬實
大賣場布置、企業行
定價實務、貨物上架、
購
境賣場 (Unity 搭配
銷、產品試用
Excel)
物車、付款設定、結帳
訓練。
3D HTC Vive 虛擬實境
室內裝潢、家具配置
家具配飾選用、室內個
室
人
內空間互動遊戲
風格設計、消防設備配
置
3D HTC Vive 虛擬資訊
電腦概論、網路概論、
火災消防訓練、防爆訓
數位鑑識、資訊安全鑑
練、危險工作訓練、專
安全數位鑑識互動實驗
室
識訓練、計算機概論等
業性實驗經驗獲得
課程體
寶可夢 AR 擴增實境遊
戲

驗
寶可夢 AR 互動、相關
產

城市、世運玩偶模型互
動

開發
VR 3D 塔防遊戲

品銷售
身歷其境射擊遊戲

昆蟲生物防禦行為教育

VR 藝廊瀏覽
Web 3D VR 3600 影片
網

參訪單位動線設計
空間互動、增進身歷其
境

教學看板展示
農作物生長體驗、場域
體

路行銷網頁
2D Google cardboard 射
擊

感覺
身歷其境射擊遊戲

驗
VR 基礎與簡易應用

身體結構、顯示心率

健康教育、血管循環系
統

AI 人 工 智 慧 與 Unity
內建資源整合，尋找角
色最佳行動路徑

AI 人工智慧巡徑、AI
巡航、NPC 社交臨場感
受世界、相機運鏡與烘
烤場

遊戲
IoT 心跳 AR 擴增實境
教育應用程式
A* Pathfinding 人工智
慧尋找最佳路徑

一潛究鏡

道

身歷其境潛水體驗

VR 角色扮演遊戲

景、偵測碰撞
生態教育、水中調查、
海
生館與 VR 商品互動體
驗
草書書法學習、了解各
種
宗教文化特色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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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學成果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2020.06.19 期末報告採用WBS 世界商務企劃師聯合會所發展的行銷企劃案
一頁企劃書，教師提供真亦甲科技公司創業企劃書、獲得優等MT行動遊戲
工作室創業營運計畫書、智選工作室寵物選購手機應用程式App創業企劃做
為參考案。激發同學們創意方向目標、短期階段性目標。新創公司可能的
效益(Benefits)。企劃內容要點，包含策略議題和STP行銷策略。再就5W提
出探討：地理範圍（Where)、實施方式（How）包含探究關鍵障礙/問題點
與對策戰術設計、實施期間(When)、執行團隊（Who）、所需經費 (How
Much)。所有同學都完成了一份自己的一頁企劃書。期末完成多元創意教學
之學生學習成效檢核量表填答，應填人數 26，收回26 份，回收率:
100%， A表示1分，依序至J表示10分，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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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元創意教學之學生學習成效檢核量表
應填人數: 26 / 收回: 26 份 / 回收率:
100%
題
選項
總
百分
目
數
比
A. 1
0
0%

1. 這門課的學習目標連結系專業核心
能力-具備程式設計及具備創意思考的
能力。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0

0%

G. 7

2

8%

H. 8

3

12%

6

23%

J. 10

16

62%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0

0%

G. 7

1

4%

H. 8

4

15%

5

19%

J. 10

17

65%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1

4%

G. 7

2

8%

H. 8

3

12%

1

4%

J. 10

20

77%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I. 9

2. 這門課除上課外還有課後學習家族
(或討論版、課程錄影)協助我主動學
習

I. 9

3. 這門課除聽講外還有期末分組討
論、實作和發表

I. 9

4.這門課增進我思考、提出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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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

5.這門課學習過程有創新之處引發我
的學習趣

6. 這門課程內容和我以前學過或是
做過、想過的事物相連結。

7. 這門課進行許多實務教學活動對我
獲得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專業知識與
技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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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 5

0

0%

F. 6

0

0%

G. 7

1

4%

H. 8

3

12%

I. 9

9

35%

J. 10

14

54%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0

0%

G. 7

1

4%

H. 8

1

4%

I. 9

3

12%

J. 10

22

85%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0

0%

G. 7

0

0%

H. 8

5

19%

I. 9

8

31%

J. 10

14

54%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0

0%

G. 7

0

0%

H. 8

7

27%

I. 9

7

27%

J. 10

1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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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這門課讓我很高興有機會能夠學習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新的技術

9.這門課在學習的時候，我有信心學
好它。

10. 這門課中學到一些原來沒有預期
會學習到的東西，像是多媒體創業企
劃撰寫實務等。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0

0%

G. 7

2

8%

H. 8

5

19%

I. 9

7

27%

J. 10

13

50%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0

0%

G. 7

4

15%

H. 8

5

19%

I. 9

6

23%

J. 10

12

46%

A. 1

0

0%

B. 2

0

0%

C. 3

0

0%

D. 4

0

0%

E. 5

0

0%

F. 6

2

8%

G. 7

4

15%

H. 8

4

15%

I. 9

6

23%

J. 10

13

50%

二、 教師教學反思
(一)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系為培育優秀的 AR/VR 實務人才，開設「多媒體
程式設計」課程，課程中邀請數位產業，愛迪斯、科勁公司、香港網龍、
翔昱創新等四家公司參與實務教材設計，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並將課程
投影片、影片及相關成果整理上易課平台教學網，供其他夥伴學校參考，
培育 AR/VR 設計與製作人才，共計完成 14 項實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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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發「多媒體程式設計」及「行動擴增實境與體感互動系統開發」兩門
課程之相關授課教材，於 108 年度進行試教，並提供週邊學校，如：
輔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參考，提升各校在實施 AR/VR 多媒體程式
設計教學之教材品質，同時訂定學生之核心能力指標、編撰核心課程之
教材及其它學習資源。
(三) 舉辦「2019 多媒體程式設計 AR/VR 技術論壇」，邀請專精於AR/VR
相關領域之學者及業界如愛迪斯李協順副總經理、科勁公司黃宇正總
經理、翔昱李佳憬總經理先進與會，會中除邀請產、官、學界各專家
學者進行精闢演講外，也於會場中設置相關攤位供參與廠商作實體展
示，藉由此次活動相互交流最新 AR/VR 技術及研討未來發展，促進
產學合作，創造雙贏局面。
(四) 舉辦「行動擴增實境與體感互動系統開發工作坊」，邀請愛迪斯科技
分享其在行動擴增實境與體感互動系統開發之實務經驗，並帶領學生
透過專案討論與實作實現簡易有趣的實體互動遊戲，希望為業界激發
出更多具創意的互動遊戲程式設計人才。
(五) 鼓勵同學組成 AR/VR 團隊撰寫實務專題，參加系上獲教育部主辦
2019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積極培養自信展現能力，以增加競
爭力，在眾多軟體創作專案中頭角崢嶸，脫穎而出。
三、 學生學習回饋
(一) 多樣評量系統(Reynolds, Doran, Allers & Agruso,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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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學生團隊撰寫 AR/VR 創新創業企劃案，
規劃創立虛擬實境規劃成立「實在」新創公司，以
創 業精神混合實 境、虛 實交替、快 樂學習開 發
AR/VR產品，且利用 Unity 引擎開發於遊戲、教育
產品體驗行銷，滿足顧客需求，增進 AVR 市場聚
集效應。積極參加「青年創業圓夢競賽」獲獎與創
業基金。
(三) 研發 AR/VR 優化，改善模擬器暈眩問題。讓學
習者能夠順利學習，AR/VR 使用者能夠。
(四) 至2019.10.31高雄林園、2019.10.20高雄南新社區
等偏遠國小推廣AR/VR教學，運用 CoSpace、101
創想世界 AR/VR 入門應用軟體， 讓同學體會
AR/VR，並能運用在國文、自然、算數等科目。在
南新社區服務長輩，體驗VR 新科技研發成果，每
位同學須完成反思單。
(五) 透過服務學習六大步驟：調查、準備、執行、反
思、成果慶賀、維續，可以培養學生關心自己與他
人的態度，藉由反思獲得自我成長，激發學生學以
致用，獲得專業的發展服務社會的機會。
(六) 教學實踐與反思，利用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填
寫反思單，擔任小老師服務社區，讓同學們瞭解創
業企劃案撰寫，能夠熟悉產品特色，利用社群網路
行銷，掌握風險來源，適當控管，建立成本觀念等，
以集資方式，將產品快速推上市場。
(七). 學生學習回饋意見，如表5：
表 5. 學生學習回饋意見彙整
編
號

學生
姓名

(1)創新之
處

(2)學到了甚
麼

(3)改變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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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教學很用心，

上課速度建議可

很實用，雖然不是

以再慢一點點。

本科系學生，學得

1

有點吃力，老師也

林吟

會循序漸進慢慢
教， 感謝老師！
以前從沒有接觸

辛苦老師了！每

3D

次課程都能感受

軟體，上完此門

到認真授課的態

課讓我又多了一

度，每每都能收

項新技能。

穫良多，感謝

過類似的

2

楊舒

做了很多新的

3

吳
珊

4

韓
憲

模擬

學到了如何操
作 3D

沒啥改變

無

學到 3D
沒有

5

不要一只切螢 幕

課程安排可以更
簡單明瞭 這樣

勝
林

學習

6

魏
唯

7

蔡鈞

8

潘宇

不一樣的軟體

學到如何使用
VR

改變我們學習風
氣

3D 動畫

不一樣的上課方
式

創業計畫
創業計畫

會更好
很棒

無

沒
有
學習很多

難

3D

VR 的 東 西 像

9.

是遊戲的製作

陳
瀚

也學習到如何製
作簡單的
撰寫創業計畫
10

黃
宏

小遊戲
接觸到之前所沒
有 很 了 解 的
unity，知道很多
使用介面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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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使用

一頁創業計畫

沒有意見

以前有學使用商
店下載模組來建

11

造，上了這門課

曾
瑞

該指導教授很用
心教大家學習建
模
3D AI 應用
12

謝
民

實作。
3D 應用AI 應

可以用不同立場

教學可以更簡單

用一些建模

思考創作

易懂 多些實作
時間

可以自己製作
13

14

許
綾

駱
宸

AR、VR 遊戲， 巧、如何運用
並且實際操作

教學方式變得更

沒有

沒有

好了解

CoSpace

可以自己製作
AR、VR 小
型專
案
會寫創業計畫

15

更多 Unity 技

老師您辛苦
了

3D 設計

教學模式新

廖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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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ARCS 問卷調查結果：
1. 基本資料
女性同學 7 位，男性同學 19 位，如表 6.:

表 6. 基本資料
次數分配

百分比

表
有效

有效百分

累積百分

比

比

女性

7

26.9

26.9

26.9

男性

19

73.1

73.1

100.0

總計

26

100.0

100.0

2. 信度分析表
可靠性統計量（Reliability Statistics）Cronbach's Alpha 值
為均大於 0.7 以上， 如表 7.：
表 7. 信度分析表
構

題

Cronbach’s

面

數

Alpha

引起注意（Attention）

10

0.963

切身相關（Relevance)

7

0.928

建立信心

8

0.904

獲得滿足（Satisfaction)

11

0.971

P 創業意願

2

0.866

（Confidence）

（Entrepreneur
ial
willing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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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敘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1)各
題項統計
表 8. 各題項敘述性統計
數量
3D多媒體系統設計課程
2
的內容對我而言剛剛好，
不會太難也不會太簡單。

標準差

範圍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值

3

5

4.15

.967

.935

3

5

4.27

.874

.765

2

5

3.15

.834

.695

2

5

3.77

.652

.425

3

5

3.88

.588

.346

2

5

4.15

1.00

2
6

3D多媒 體系統設計課
程2 的講解方式有一
些引人注意的內容，能

2

吸引我的注

6

意力。
3D多媒體系統設計課程
2
內容比我想像中的更
難。

2
6

聽 完 3D 多 媒 體 系 統 設
計2 課程的介紹之後，
我 知 道 我 會 在 3D 多 媒

2

體系統設計

6

課程中學到什麼。
學完3D多媒體系統設
計2 課程的全部內容

2

之後，我

6

感到很滿足。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的內容和我以前學

2

過的知

6

1.015

8

識能連貫起來。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的畫面與講解出現

2

太多東西，害我抓不住

6

2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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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中，有許多部份看

2

起來非

6

2

5

4.23

.992

3

4

3.65

.485

.235

2

5

4.08

1.01

1.034

.985

常吸引人。
3D多媒體系統2設計課
程的圖片或例子無法

2

說明這

6

個課程的重要性。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
課程的內容對我而言

2

非常重要。

6

7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的呈現與解說方式

2

能幫助

6

2

5

3.92

1.16

1.354

4

我集中注意力。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的內容太抽象了，

2

讓我很

6

1

5

3.77

1.30

1.705

6

難集中注意力。
我 在 學 習 3D 多 媒 體 系
統設計2課程的時候，我

2

有信心學好它。

6

很喜歡3D多媒體系統設
計
2課程，希望有機會再多
學
習這方面的知識。

2

2

4

3.50

.707

.500

2

5

4.08

1.01

1.034

6

7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的畫面呈現與課程

2

解說讓

6

3

55

6.12

10.0

100.2

13

66

我覺得枯燥無趣。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
課程和我的興趣有
關。

2

3

5

4.12

.952

.906

3

5

3.69

.549

.302

6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教
學資料在螢幕上表現的

2

方式

6

能夠幫助我集中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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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3

5

3.69

.549

.302

2

4

3.46

.647

.418

3

5

4.15

.925

.855

2
6

3

5

4.23

.951

.905

程中有很多重複的部

2

3

4

3.69

.471

.222

分，讓我覺得很厭煩。

6

3

5

4.42

.809

.654

2

5

4.23

.951

.905

2

5

4.15

1.00

1.015

程中有說明如何應用

2

課程中的知識。

6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
課程的解說方式對我

2

而言太

6

難。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的畫面呈現與講解

2

方式能

6

引起我的好奇心。
S4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的內容與講解的方

2

式讓我

6

覺得很值得學習。
我從3D多媒體系統設
計2 課程中學到一些

2

原來沒有

6

預期會學習到的東西。
學習3D多 媒體系統設
計2 課程之後，我覺得

2

有把握可以通過考試。

6

S6

2
6

2

5

4.23

1.03
2

1.065

程中的建議能給我鼓

2

2

5

4.12

.993

.986

勵的感

6

2

5

4.12

.993

.986

8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覺。
3D多媒體系統設計2課
程中畫面的呈現、講解
方式及各種練習能幫

2

助我集中

6

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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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學習3D多媒體
系統設計2課程，我早

2

就知道

6

2

5

4.19

1.05

1.122

9

這些內容了。
我能將3D多媒體系統設
計2課程內容和我以前
學過或是做過、想過的

2

事物相

6

2

5

4.15

.967

.935

2

5

3.96

1.11

1.238

連結。
學完3D多媒體系統設
計2 課程後，我不希

2

望再多學

6

3

習跟這些有關的知識。
學完3D多媒體系統設
計2 課程讓我很有成
就感。
我覺得3D多媒體系統設
計
2課程的內容對我來說
沒
什麼用處。

2

3

5

4.15

.925

.855

2

5

4.23

.992

.985

2

5

4.15

1.00

1.015

6

2
6

我對3D多媒體系統設
計2 課程內容還有很

2

多不了解

6

8

的地方。
由於3D多 媒體系統設
計2 課程內容很有組

2

織，使我有信心學好

6

3

5

4.15

.925

.855

3

5

4.23

.863

.745

3

4

3.62

.496

.246

3

4

3.58

.504

.254

它。
我很高興有機會能夠學
習
3D多媒體系統設計課
程。

2
6

若有機會，我會利用學
習 3D 多 媒 體 系 統 設 計

2

課程所得知識創業

6

若政府提供青年創業貸
款機會，我會利用學習

2

3D 多 媒 體 系 統 設 計 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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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得知
識創業

有效的 N (listwise)

2
6

(2) 表 各構面敘述性統計
表 各構面敘述性統計
數量

引起注意

最小

最大

值

值

2.60

3.80

26

平均值

標準
差

3.3769

.352
49

（Attention）
建立信心

2.50

26

4.50

3.7356

.804
15

（Confidence）
切身相關（Relevance)

2.71

26

26

獲得滿足

2.64

4.14

4.91

（Satisfaction)

3.6

.578

154

20

4.1

.881

014

89

3.5

.469

962

45

創業意願
26

（Entrepreneurial

3.00

4.00

willingness）
有效的 N (listwise)

26

4. 相關性（Correlations）
經過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引起注意、建立信心、切身相
關、獲得滿足ARCS 各組成元素與創業意願有顯著的正
相關性，如表 9.：
表 9. 相關性
引起注意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1
1054

建立信

切身相

心

關

.740**

.818**

獲得滿

創業意願

足
.826**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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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起
注
意

性
顯著性（雙尾）
平方和及交叉乘積
共變量

.000

.000

.000

.003

3.106

5.241

4.169

6.415

2.308

.124

.210

.167

.257

.092

26

26

26

26

26

.740**

1

.982**

.955**

.878**

.000

.000

.000

N
建
立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性
顯著性（雙尾）

信
平方和及交叉乘積
心
共變量

.000
5.241

16.166

11.409

16.924

8.286

.210

.647

.456

.677

.331

26

26

26

26

26

.818**

.982**

1

.960**

.836**

.000

.000

.000

.000

4.169

11.409

8.358

12.235

5.676

.167

.456

.334

.489

.227

26

26

26

26

26

.826**

.955**

.960**

1

.823**

.000

.000

.000

6.415

16.924

12.235

19.443

8.519

.257

.677

.489

.778

.341

26

26

26

26

26

.558**

.878**

.836**

.823**

1

.003

.000

.000

.000

2.308

8.286

5.676

8.519

5.510

.092

.331

.227

.341

.220

26

26

26

26

26

N
切
身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性
顯著性（雙尾）

相
平方和及交叉乘積
關
共變量

N
獲
得
滿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性
顯著性（雙尾）
平方和及交叉乘積

足
共變量

N
創
業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

.000

性
顯著性（雙尾）

意
平方和及交叉乘積
願
共變量

N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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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型摘要（Model Summary）如表 9.：

表 9.：統計輸出摘要

Mo
del

R

R
平
方

1

.89
1a

.7
93

調
整 R
平方

.7
54

估計
的標
準誤

變更統計
量
自
由
F
自
度
變
由
1
更
度
2
4
20.1
2
29
1

R 平
方
變
更
.7
93

.232
97

顯著
性
F 值
變
更

DurbinWatson

.0
00

2.3
23

a. 預測： (常數)、獲得滿足、引起注意、建立信心、切身相關
b. 相依變數：創業意願

表 10.：統計輸出摘
5) 共線性診斷（Collinearity Diagnostics）
變異數比
條件指標
模式

維度

例
(常數)

特徵值

引起注

建立信

切身相

心

關

意

1

獲得滿
足

1

4.963

1.000

.00

.00

.00

.00

.00

2

.031

12.570

.10

.00

.01

.00

.01

3

.003

37.759

.29

.23

.06

.00

.09

4

.001

59.113

.59

.22

.03

.05

.82

5

.000

135.644

.01

.55

.91

.95

.07

a. 相依變數：創業意願

3. 教學成果公開發表分享
(1) 108 學期第二學期 109.04 輔導兩組專題末於本校

數位電競教室展示 AR/VR 專案製作成果展，邀請業
界專家者的提點，學生將在 AR/VR 實務專案的實
務經驗上精進增長，並提升專案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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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暑期配合學校教學成果展，與高雄市漢神巨蛋購物廣

場展示 AR/VR 競賽獲獎實務專題。
(3) 舉辦「AR/VR」教學成果展，藉由作品展示發表與互

動觀摩學習，深化課程學習的專業度與實用性。
(4) 擴增實境寶可夢遊戲決鬥賽，期末專題成果展與教學觀摩。

「2020 全球商業經營
(5) 鼓勵同學投稿本校管理學院主辦
管理學術研討會」透過論文研討會方式，提供 AR/VR
技術與創新經營模式構想，多元視野的開拓機會。
(6). 鼓勵同學參加「2019 國際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意創新創業管理個
案專
題競賽」、2019.11.29 日「創業圓夢百萬獎金競賽」
本校學院主辦「2019 創業圓夢百萬獎金競賽」等，
透過AR/VR 實務專案的實務經驗，創業企劃案成果
發表，學生將更理解 AR/VR 市場需求與經營模式的
意義與精神，將可提升學生 AR/VR 專業與競業態度，
提升其就業競爭力， 並有機會獲得創意基金。如：
109 年度正修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P-1 學生
面：樂學助學逆勢成長，P-1-3-4 扶弱微創孵育夢想
計畫： 潘正憲、吳月婷 嚕啦啦科技公司創業企劃；
蔡大鈞、侯美禎 偶久錢網路買賣 APP 創業企劃；廖
慶澤、許親平 知三多媒體創業企劃。
4. 教學成果對教學社群/參與社區發展/技術實作可能產生之影響與貢
獻
(1). 至高中、職學校協助教師，進行 AR/VR 實務專

題指導，邀請大學端實務專題優良小組成員擔任
小老師，協助建構或架設 3D 多媒體系統，透過
大 學 生 的 講 解 與 示範 ， 讓 高 中 、 職 體 驗 相關
AR/VR 作品，提前接觸 AR/VR 相關技術，可以

1057

APA-6

解答同學們的疑惑，藉由擔任小老師的知識分享，
大學同學們的所學習的知識與技能將更紮實。
(2). 2019.11.01 邀請高雄地區國小以上教師參加香

港網龍公司陳冠羚經理辦理創新課程-VR 編輯
器工作坊，101 創想世界研習營，分享國文科天
淨沙元曲白描作品製作，計有 12 位教師參加。
(3). 2020.07.04 邀請高中職以上教師參加 VR

技術

結合行銷運用實務與實作 1 天暑期教師研習營，
實作 Unity + Excel 賣場 APA-6 貨物上架、購物
車、付款設定。計有樹德家商等高中職教師、林
園國小、東港國中等 26 位教師參加。
(4). 2019.10.17 09:00-14:00 邀請業界專家翔昱創新
股份有限公司李佳憬總經理，至高等多媒體專題
協同教學如何防止模擬暈眩症AR/VR 實務，講
授以 O2O 超市專案為例。
(5) 2020.08.13 至宜蘭大學積極參加學門工作坊，吸

取其他先進的教學實踐做法與經驗，藉由互動交
流，啟發靈感更能精進
教學。
(6) 利用各種時機分享，讓同學們感受到每一位老師

或業界專家持續創新與改變教學方法、活化教學
內容，能夠以身作則激發同學學習興趣，幫助同
學發現自我實現自我。

陸、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一、在教師教學準備中，須注意產業的人力需求，設計適
合同學學習的教材， 安排適當的教學場域，更能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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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教與學與創業的相關性，需因應學生來源不同
特質，教師應採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學方式、虛擬實境
範例與說明、課堂經營管理方式等。學校、教師、業界
專家參方可建構一個提供學生創業成功的機會與環境。
因此，教師教學的速度需要考慮到80%學生學習的能
力，鼓勵同學克服學習上的困難，如：應用軟體介面為
英文，程式邏輯的訓練等，需多花時間解決程式邏輯
的錯誤。程度稍差同學多給予關懷與持續的鼓勵，設
法提升學習興趣。教師應給予每一位同學公平公正的
待遇，傾聽學生的聲音給予適時的指導。
二、從同學們的教學回饋中，讓老師瞭解用心規劃教學，
以實務教學為主， 會同學學習到新的虛擬實境，也能
體會到教學的用心。進修部同學因為半工半讀方式，
平常無法在家練習 Unity，在課堂學習時，又要重新學
習介面，教與學都會顯得點吃力，但在老師循序漸進
慢慢教下，學生能逐漸適應老師的教法，學會敏捷專
案管理方法、創業計畫書撰寫等。
三、本計畫研究完成 IoT 物聯網心跳感測系統、AR/VR
專案製作、HTC Vive 高互動性 O2O 虛實整合商店
等技術實作專案外，強調實作場域介紹， 如學生實作
活動進行之地點，雖大都以校內電腦教室為主，但測
試則會在多媒體體驗實驗室綠棚讓其他同學體驗 VR，
受限於進修部同學授課在晚上，無法在校外場域實施。
在高等多媒體課程時，結合校內上機實作，多媒體體
驗實驗室綠棚體驗 VR，2019.10.31 日在服務學習融
入專業課程活動至高雄市林園國小將自己的 AR/VR
專題讓小朋友體驗實習場域服務社區，同學們擔任小
老師讓小朋友熱切的學習氛圍中，獲得學習的成就感，
反映在學習反思中，並蒐集到作品的優缺點，作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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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改進的參考，非常的值得。
四、實作教學模式針對實作活動如何進行之流程、業師角
色等與實作教學模式相關部分進行說明。由老師依據
業界需求的 3D AR/VR

技術準備實作數位教材 14

份，在課程開始後前 30 分鐘，先重點講解課程內容，
關鍵技術與需要注意的操作程序等。在實作中，協助
同學操作軟體，較多的教學障礙是 Unity 軟體版權設
定與啟動，常造成同學們的挫折感。排除開啟程式後，
同學又面對介面為英文版的問題。在實作課程時也須
面對這項挑戰。在實作實，進度必須放慢，等待大多
數同學們能夠跟上操作指令。培養同學們的自信心，
多給予鼓勵，逐步完成每一份隨堂作業。
五、2020.05.03 邀請業界專家愛迪斯李協順副總經理、科
勁公司黃宇正總經理、翔昱創新股份有限公司李佳憬
總經理擔任課程規劃與課程執行諮詢委員，給予許多
實務寶貴建議，修正教材內容。計畫期間邀請業界專
家協同教學時，2019.11.23~11.27 翔昱創新股份有限
公司李佳憬總經理講解 VR 密室遊戲製作、2019.10.2
科勁公司黃宇正總經理 HTC Vive VR Music Game
製作傳送、2020.03.20 開發 AI

人工智慧運用於遊

戲學習1-A* Pathfinding 人工智慧尋找最佳路徑，
2020.04.11 愛迪斯李協順副總經理講授 AR/VR 敏
捷專案管理等，傳授業界實務經驗，與專業教師相輔
相成。
六、學生技術實作之成果與評量，因為同學是進修部同學，
白天有工作，因此安排同學們在課堂上實作，以同學
是否能夠製作遊戲場景、利用 C# 樣本程式，撰寫成
所需要的遊戲互動程式；能夠完成測試執行效能，發
布 APP 應用程式到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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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ppendix)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
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等等。

1. 研究問題與假設範圍設定過大，除非問卷設計相當精

密，難以檢測高達七項的研究問題與假設。
2. 學生學習成效檢核量表是否有執行專家效度，同時並

交代回收的信度。3.教學內容寫 C++、Java script 程式
能力、ARCore、ARKit 平台，在教學成果出現 Unity 引
擎開發遊戲，是否教學設定前後不一致?
4. 教學成果才提出 ARCS 問卷，前言皆無提到使用問卷的交代與文獻

探討。
5. 統計分析並未說明多元迴歸統計結果，並無交代數值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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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通識課程的開發與實踐
蘇意雯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
yiwen@uTaipei.edu.tw

摘要
長期以來數學在人類社會一直扮演著多重角色，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中，總是思考
如何為學生串連數學知識與社會脈絡之互動發展。讓每一個學生都有成功的機會，是每一
個學科、每一個教師的理想與目標，數學通識教學亦復如是。而為達此理想與目標，研究
者於設計課程與執行教學之際，乃致力於將數學與生活經驗相結合、運用數學媒材引導
學生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創客自造激發學習動機等，藉以促發學生能自發、互動
與共好，進而營造出學習成功與自信。

此教學實踐之目的在於透過通識課程內容，為學生揭開數學神秘的面紗。經由視聽
作品的閱聽及賞析，讓學生瞭解數學的多元面向。本課程內容規畫數學影片的欣賞及評論。
在課程設計中，探討不同主題的數學故事，讓學生經由教師的講述及數位媒體的呈現，得
以認識數學家的生平以及數學思維的發展軌跡和應用。在課堂進行中，除了教師專
題講述、數位教學外，我們也請學生搜尋在各行各業中所需運用的數學知識，透過小組討
論的腦力激盪，培養學生對於數學知識的反思、整合及創新能力。此外，我們也藉由所提
供的閱聽素材，引導學生對數學的探究與了解，增強學生的組織、整理及發表能力，進行全
班討論，希望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析辨能力及理性價值判斷的智慧，讓不同學門的同
學體會到數學的各種面向，擁有基本之數學素養，以拓寬其知識領域。如前所述，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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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目的為開發跨領域數學通識課程，並希望此通識課程對修課學生有正向之學習成
效。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如何開發數學通識課程?」，以及｢所開發之數學通識課
程之實踐成效為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在每一週的教學實踐之時，研究者都會撰寫教學日誌，
以利課後反思，作局部的調整。此外每一次上課，學生都必須繳回自我學習紀錄表，從學生
回饋中教師彈性修改教學活動及方式。除了學生的每一項任務展現都可以反映教師之教
學成果外，數學信念的前後測、數學學習問卷、數學學習反思問卷以及期末的學生意見
調查表也可以幫助研究者更了解學生，並從中分析本研究之實踐成效。
研究者以四項原則開發數學通識課程，茲分述如下:
1. 落實數學生活化，生活數學化:從數學思維脈絡發展引入，引動學生學習
興趣，讓學生體會到不管是古代或現代生活，數學都佔有一席之地。專題部份的安排，讓學
生從古代社會中， 瞭解數學的起源，數學思維的發展，各民族社會的不同生活型塑了不同
的數學風貌。期末報告讓學生探討各行各業中用到的數學，以及自身科系與數學的相關
和生活中的數學，讓他們體認到數學存在於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
2.運用數學數位媒材，寓教於樂:本課程在各專題的進行中，尋找適合之數學
數位媒材引入，包括與課程主題相關之電視影集、電影、卡通動畫、教學影片等，研究
者先以專題引導開啟數學知識內含，隨後搭配數位媒材的欣賞，藉由聲光音效的佈置，劇情
的鋪排，讓學生在數學故事的情境中學習，領略數學之趣味。
3.引導學生創客自造，展現數學素養:創客自造運動在各階段教育中方興未艾，
本課程期中作業有別於傳統的紙筆計算，讓學生完成數學繪本的繪製或數學年曆
之製作、數學動畫、數學遊戲，或者是數學劇本撰寫及演出等數學創意設計，也就是讓
學生進行創客自造，完成作品後學生還必須與全班同學分享他的設計理念，探討成品與數
學之關聯，展現數學素養。期中作業分享過後，全班學生還必須於數位學習平台寫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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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他人與自身作品對照進行反思。
4.鼓勵學生發表分享，進行同儕互評:研究者除了在課程中鼓勵學生發表分享看
法之外，也利用課後在數位學習平台回應與當週上課內容相關之加分題方式，引動學
生自發性學習。針對期中創意成品展現的發表分享，研究者也設計互評表單，讓學生進行
互評，並給予互評成績較佳者鼓勵。另外研究者也於學期結束舉辦學生成果展覽，學生在現
場展示所製作之數學創意設計成品及數學詩，在自己的攤位上分享設計理念及回答參觀來賓的提
問。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方式，主要以「觀察」、「文本收集」、「實作成品」、「問卷
調查」等方式取得，藉由資料來源與蒐集方法的多元性，探究所開發之數學史課程
實施之成效，提高研究資料的可信度。「觀察」、「文本收集」、「實作成品」以
三角校正的方式進行分析。「問卷調查」則是統計的分析，藉由數據呈現的資料，
解讀學生之學習成效。研究者從學生的每一項任務展現，以及數學信念的前後測、
數學學習問卷、數學學習反思問卷、期末的學生意見調查表等分析本研究之實踐成
效，發現以上述四項課程開發原則所發展之數學通識課程，可以對修課學生有正向
之學習成效。本研究開發一學期之數學通識課程，並進行教學實踐，希望此實踐歷
程之省思可以提供數學教師社群日後進行數學通識教學之參考。

關鍵詞：教學實踐、數學史、數學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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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 mathematics course
Yi-Wen Su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Taipei
yiwen@uTaipei.edu.tw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developing and practic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general
mathematics course. The entire program execution process includ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as stage one, and reflect and present as stage two. In the first
phase, the researcher concerned how to conduct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plan design, completing one semester of interdisciplinary general mathematics course
curriculum design and actual teaching. This course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in connection with philosophy, aesthetics, literature, and social life,
to help students realize and experience that mathematics is a human activity. In the
classroom, we added digital learning media and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using various themes and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pening
the students’ mind to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cultivate multicultural
discipline and concern for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student's
learning assessment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was added, and the researcher
also analyzed the students' feedback. After the course observation feedback during the
semester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had a positive
evaluation of this course, and the researcher also put forward teaching reflections from
the practice process for reference by relevant communities.
Key words: Teaching practic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General mathematic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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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計之創新教學研究：
實踐、翻轉、與科技融入
林長鋆
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chlin6@nchu.edu.tw

摘要
「實驗設計」為我的學術研究的專長領域。而長期以來，我在我們所上多次開設實驗
設計的課程。之前採用的教學方法為傳統的教學法，如下：A. 上課時， 老師在台上授課，
學生台下聽課。B. 下課後，老師出練習題，讓學生當回家功課。C. 安排期中與期
末考，以評量學生成績。雖然學生期末成績還算理想，但我心中一直存在著以下疑
問：A. 實驗設計為一門非常「實務」的課程，如果學生只是透過課本來吸收知識，
他們畢業後，是否真能將其所學，應用在未來的職場上？B. 是否有更好的課程設計與
教學模式，讓學生更能吸收實驗設計的原理與技巧，更能深刻體認實驗設計的精隨所
在？這些疑問，啟發了我研究的動機。希望能藉由此次研究，開發一套融合理論知
識與實務應用的創新課程與教學方法，並進行教學研究，以驗證此課程及方法是否能
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力與實踐力。

因此，對實驗設計的課程，不能再使用傳統的教學方法，必須做一個創新的改變與設
計，本研究開發一套創新的實驗設計的課程與教學方法，以實踐、翻轉、與科技融入，來解決
現有的教學問題，並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提升教學品質。所解決的問題與策略方法如下。問
題 1：學生在選課時，沒有對課程做初步的理解。有些學生可能只是為了取得畢業學分而
修課。其心態大部份為「老師教什麼，我學什麼」，並無太大的學習動機，而且缺乏創新
思考的能力。策略 1：第一堂課時，在學生尚未吸收任何實驗設計的相關知識前，立刻
安排學生進行分組實驗。學生在小組的討論中，去思考如何完成此實驗，以啟發學
生的思考力及合作能力。學生在完成實驗後，心中必定存在著疑問：「我們這樣進
行實驗的方式正確嗎？是否有更有效率的實驗方法來得到更好的結果？」藉由此實驗，
啟發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使學生想在未來課程中，將課本的知識與自己探索的實驗方法
進行比較與驗證。問題 2：教科書上的實驗範例大部份為工廠端的大型實驗、或成本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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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複雜實驗（如高爾夫球實驗）
。在時間、空間、及成本有限的學校教學中，不易
操作與執行若只依課本之範例來做講解，將降低學生對實驗設計之理解能力。策略 2：透
過翻轉教學，讓學生在上課前觀看教學影片，縮短課堂講解時間，而將多出的時間進
行討論與實務操作，增加學生的理解能力。問題 3：學生對實驗設計的理解只來自課
本書面的文字描述及老師的口頭講解。無實際操作之教學，很難使學生從探索中學習，
對實驗設計有更深入的理解。學生彼此為獨立的學習個體，並無法體認未來職場上，以團
隊合作來解決問題分功合作模式。策略3：除了一開始的探索性實驗，另外在每個課程
主題結束時，安排實作實驗。實驗以小組方式進行，讓小組成員間彼此討論出適當的
實驗方法，親自執行。透過小組實作實驗，可以讓學生發現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遇到的問
題。透過問題解決，來加深對課堂上所學方法的印象。並可增加與同學間的團隊合作能力。
問題4：學生的學習只限課堂上的教學或範例，當一個沒有接觸過的新問題產生時， 學生
通常缺乏獨立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策略 4：從第 9 週開始，學生以分組方式，展
開實驗專案。學生不得使用教科上書的數據資料，必須自己去尋找所想要解決的問題。運用課
堂上的所學技巧，完整的從頭到尾，透過小組合作， 完成一個實驗設計專案。此專案執行期間
長達 9 個星期。每一小組必須完成一個完整的書面報告，並在最後一堂課，進行口頭報告。
透過口頭報告方式，訓練學生未來進入職場的簡報技巧，並與其他小組分享及討論其執行成
果。

此次研究得到以下結果：藉由探索性實驗，引發學生強烈學習動機；數位科技融入教
學，增加學生學習興趣；透過實作實驗，提升學生的理解能力與學習成效；學生完成期末
專案後，增加解決問題的自信，並提升對課程的整體理解。

關鍵詞：探索性實驗、做中學、實踐、假設、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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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teachingresearchinexperimentaldesign:
practice,flipping,andtechnologyintegration
Chang-Yun Lin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chlin6@nchu.edu.tw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A.
Problem 1: Students lack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B. Problem 2: The
experimental paradigm is not easy to operate and implement at the school and classroom.
C. Problem 3: Students lack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cooperation skills. D. Problem 4:
Students lack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practical skills. The problems raised above ar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this course is not only to make students
score high in the semester, but to hope that students will truly apply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after they enter the society. Therefore, for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curriculum,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an no longer be used, and an innovative
change and design must be made.
Thus, I propose this teaching research study to try to solve the existing teaching
problems with practice, flipping,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o be solved are as follows: A. Strategy 1: Conduct exploratory experiments to inspir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B. Strategy 2: Technology simulation is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experimentation. C. Strategy 3: Conduct grouped
experiment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learning by doing” and teamwork. D. Strategy 4:
Execute the final project report to enable students to “practic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is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hypotheses to be verified, and used statistical hypothesis testing method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hypothesis was correct.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are
achieved:

A.

Initia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B.

Improving understanding. C.

Cultivating practical ability. D. Practicing learning theory.
Key words: Exploratory experiment, learning by doing, practice, hypothesis,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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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題導向學習(PBL)導入保健食品實務
之教學實踐計畫
黃惠玲 1、林為森 2、蕭慧美
嘉南藥理大學保健營養系

1,3

3*

、嘉南藥理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2

cherry85@mail.cnu.edu.tw1, weirsen@mail.cnu.edu.tw2, mei@mail.cnu.edu.tw3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學策略將「實證
醫學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概念與操作帶入營養系「保健食品實務」課
程中，目的在於探討此教學方法能增進學生對於保健食品專業新知的學習方法及小組討
論的學習態度。
課程介紹:本課程內容涵蓋食品法規、功效評估實驗與安全性評估方法及各類保健
成分，並非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有趣與實用。目前保健食品因應生技快速進步以及在中草
藥研發下發展快速，商品琳琅滿目，因此在課堂上教授的東西趕不上市面上推陳出新的新成
分與新功效的廣告內容。因此希望藉由「實證營養」概念提供學生新知學習管道與重視臨
床證據以判斷保健功效，提升永續自學的能力，未來在實習或畢業從事營養師工作都
能隨時跟上時代的腳步。
研究問題:學生擅長使用網路工具，但是未能具備分辦網路訊息真偽能力， 在課堂
上亦缺乏主動探詢問題之學習動機。為解決以上的問題，所以本次計畫藉由「問題導向
學習(PBL)」教學策略讓學生分組尋找想探討的保健食品問題後， 透過正確的網路
搜尋管道與指導文獻閱讀，讓學生自主延伸學習能力、掌握學習工具，自行解決問題
以提升學習效果。
研究設計/方法:本次研究對象為保健營養系三年級學生。本研究採用自行設計的問
卷調查蒐集資料，內容共包含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學生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專業知
識測驗，第三部份為學生對 PBL 及 EBM 的認知問卷，第四部份自我檢視學習態度，包
含「學習態度」、「自我檢核」、「學習動機」。第五部份是僅用於後測的「滿意度調查」，滿意程度
分成五級「非常滿意 1 分」、「滿意 2 分」、「尚可 3 分」、「不滿意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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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滿意 5 分」以供學生勾選，內容涵蓋「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學習滿意度與
教學資源滿意度、整體學習滿意度」等多個面向。本問卷五大部分的內容皆由四位專家進
行審視進行效度分析與修正。
研究方法: 透過以下教學策略、成績考核以及問卷調查來進行研究。教學法包含課
堂授課、數位教學影片、網路課後練習、導入 PBL(提出問題)活動、導入實證醫學
文獻查詢 (解決問題)、學習單撰寫、安排業師授課、分組上台分享成果並進行保健
產品評析達到學以致用之目的。課程內容進度分成三階段:(1) 基礎背景知識建立依保健食品之功效分類、法規與實驗進行教師、業師授課。(2) 設定 問 題 - 設 定
臨 床 營 養 主 題 與 PICO (Patient/ Problem, Intervention/ Indicator, Comparison,
Outcome) 撰寫，同時進行產品成分價值分析。(3)解決問題-查閱文獻回答問題-製
作簡報與成果分享。
問卷施測方式採用 Zuvio 回饋系統於第一週(活動前)及第十七週(活動後)於課堂上
進行。學生在專業知識之成效以前後測問卷之第一部分專業知識分數作為研究量化佐證指
標，其他數據以 22 版 SPSS 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如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
差)分析。
研究結果: 全班修課人數 54 名，前、後測皆完成者共有 47 名，有效問卷回收率
87%。專業知識人數進步率達 100%，前後測分數進步率達 71%。PBL 教學介入後，
學生認為 PBL 練習可提高解決問題能力(100%)、提高溝通能力(95.7%)、增加實務應
用能力(83%)。關於實證醫學的好處認為可以找到教科書以外的知識(97.7%)，可以
與時俱進知道最新資料(95.7%)。在判斷網路保健食品資訊正確性時會注意發布機
構(93.6%)，會質疑業配文內容之可靠性 (87.2%)，並且會上衛福部網站(97.7%)及上專
業期刊資料庫做查詢(91.5%)。有 95.7%的學生認為自己知道使用資料庫查詢專業期
刊文獻。對於資料的認識又增加了 Pubmed (89.4%)、google 學術網(91.4%)、考科
藍資料庫(80.9%)以及華藝線上圖書館(76.6%)。
在自我學習方面，包含學習態度(例如會認真參與討論與報告也喜歡小組討論的方
式)、自我檢核項目(如出席率與專注力提高、上台報告更有自信)，學習動機 (如期望
價值、工具性、自我效能與內在動機)三方面在課程結束後都有顯著(p<0.05) 的正
面提升效果。可見本次 PBL 融入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有所助益。
在計畫執行後的滿意度調查結果，內容包含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與 PBL 學習過程、
教學資源三方面的平均個別滿意度都在 1-2 分之間(1 分=非常同意，2 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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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學習滿意度達 1.27 分，顯示學生的高滿意度。其中細項得分最高的依序為「任
課教師的教學態度」(1.11)、「授課內容符合課程綱要目標」(1.149)、「課程內容
豐富且實用」(1.15)。得分較低的細項為「組員在討論時的參與度」(1.596)、「自
己在解題前的準備程度」(1.61)，在此看到學生在 PBL 學習方面的自我要求與反
省。本次教學成果，包含 PICO 撰寫學習單設計、建立數位影音教材供學生複習、
學生 EBM 成果發表共 10 份。
研究價值性: 本次教學計劃以 PBL 方式將實證醫學帶入課程，涵蓋兩大創新價值。
一為首次將 PICO 帶入保健食品課程之學習，讓學生及早接觸實證醫學及閱讀文獻，
啟發解決臨床營養問題為學習方向，燃起學生求知若渴的學習動機。二為融合產業產品分
析應用，透過切身感興趣的議題，並結合坊間的商品進行分析了解與比較，可以直接提
供購買建議與營養叮嚀，啟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教學建議或實務意涵: 課程內容設計以及學習單的輔助使用，有助於學生在課後
學習的依據，課程內容與 PBL 主題必須相扣，避免失焦，造成學習混淆。此外，
因為作業與口頭報告皆以分組討論來進行，因此對於個人之學習態度或成績進步成效是
否具代表性仍不確知。

關鍵詞：PBL、EBM、保健食品、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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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Approach
in the Course of Functional Food Practice
Hui-Ling Huang1, Weir-Sen Lin 2, Huey-Mei Shaw3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Chia-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Tainan, Taiwan.1,3, Department of Senior Citizen Service Management, Chia-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Tainan, Taiwan 2
cherry85@mail.cnu.edu.tw1, weirsen@mail.cnu.edu.tw2, mei@mail.cnu.edu.tw3

Abstract
Purpose: This research uses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teaching strategy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step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into the
"Functional Food Practice" cours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is
teaching strategy promo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learning attitude. Course
introduction: A wide range and renew ingredients of functional products in the market
increasingly attribut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Therefore, to learn a self-learning method for knowledge update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s in this course.
Research question: Students are good at using internet tools, but fail to have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correctness of internet messages, also, they lack the initiative learning
motivation in class. So, this PBL-project teaching strategy allow students to ask one
question they are interested in groups, and then try to solve problems by using PubMed
data and clinical literature reading.
Methods: This study use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The content
includes five parts: basic student information, a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st, students’
knowing of PBL and EBM, a self-examination of learning attitudes ("learning attitude",
"self-checking"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final part is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 such
as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
satisfaction, overall learning satisfaction"). The satisfaction level is divided into five
levels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acceptable", "unsatisfied", and "very dissatisfied".
Four experts have been invited to review this questionnaire for validity analysis and
revision. The Zuvio feedback system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questionnaires in the

1075

APA-6

classroom on the 1st week (before the activity) and the 17th week (after the activity) during
the semester. Data are analyzed by the SPSS package software for statistics.
Research methods in teaching: Including classroom lectures, digital teaching videos,
online after-school exercises, arranging industry teachers to teach, (Stage1, for basic
background knowledge establishment). PBL (proposed questions) activities, writing
study sheets, analyze the ingredients and value of market product, grouping for discussion
(Stage 2. for asking one question). Clinical trial literature search, read the literatur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ral presentation of the clinical research results and evaluation
market products (Stage 3, for problem solving).
Results: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recovery rate is 87%. The improvement rate of the
number and 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reached 100% and 71%.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PBL teaching, students believe that PBL exercises can improve problemsolving skills (100%), improve communication skills (95.7%), and increas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kills (83%). Regarding the benefits of EBM, it is believed that knowledge
beyond textbooks can be found (97.7%), and to update information anytime (95.7%).
When judging the correctness of online functional food information, it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publishing agency (93.6%),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tent of the commercial
advertising article (87.2%), and will check it on the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97.7%) and the professional journal database inquiry (91.5%). 95.7% of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y know how to use the database to search for professional journal literature.
Students known more new database like Pubmed (89.4%), Google Scholar (91.4%),
Cochrane Database (80.9%) and Huayi Online Library (76.6%). In terms of self-learning,
it includes learning attitude (for example, will seriously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s and
reports), self-check items (such as increased attendance and concentration in class, more
confident on oral report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such as expected value,
instrumentality, self-efficacy and inner motivation) all have significant (p<0.05) positive
improvement effect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urs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PBL into teaching is helpful to students' learning.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results,
including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PBL learn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resources, the average individual satisfaction score is between 1-2 points (1 points =
strongly agree, 2 points = agree), the overall learning satisfaction score reached 1.27
points, indicating high satisfaction by students. The highest scores in the sub-items are
"teacher's teaching attitude" (1.11),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meets the objectives of the
syllabus" (1.149), an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s variety and practical" (1.15). The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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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with lower scores were "participation of group members in discussion" (1.596) and
"preparation status before discussing problems"(1.61). Here we can see students'
self-expectation on PBL learning. The teaching results include 10 PICO ,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audio-visu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tudents to review,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student EBM results.
Research value: This teaching study introduces EBM into the class by PBL, including
two major innovation values. One is to bring PICO to the study of functional food courses
for the first time, allowing students to get early access to EBM and reading literature,
inspire solving clinical nutrition problems as a learning direction, and thirst for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second is to integrate commercial product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topics of personal interest,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products in the market, it can directly provide purchase advice in nutritional opinion
by students, and activat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self-learn.

Key words: PBL、EBM、Functional food、Learn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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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對
護理學生身體評估技術課程自我導向學習之影響
李瑾婷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s376@mail.mkc.edu.tw

摘要
研究目的：瞭解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後，對護理學生身體評估技術課
程之自我導向學習的影響效果。
課程介紹/教學場域介紹：護理乃是學理理論與實際操作雙軌並重的一門科學，然
而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是護理科學生在護理教育養成過程中重要的一個課程，同
時也是驗收一至三年級所學的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基本護理學及內外科護理
學等課程運用在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是否做到統整能力，將一二三年級所學的專業
知識實際運用在三年級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上，然而「身體評估與實驗」是護理人
員收集病人健康狀況的重要技能，因此護理科學生在踏入醫院實習及就業前，身體
評估與實驗此課程在護理課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是進入護理專業的進階階
段，此課程為銜接各種護理學專業核心課程，是未來進入職場前極為重要的訓練過
程。
研究計畫者在課程教學現場主要是大班教學且以傳統授課，技術部分也是大
班教學示教及回示教方式帶領者護理學生，課程教學現場場地為階梯教室，雖然教
學現場運用視播影像鏡頭，且在階梯教室中也裝設電視機，增加護理學生們對操作
過程中，可以更清楚明白授課老師們正確之操作步驟過程，但護理學生缺乏有效的
精熟與回示教機會，往往請護理學生執行回示教過程中，發現護理科學生們無法正
確接收到正確資訊，且課堂上經常只是教師的講解過程，對於概念的釐清缺乏思
考。另一方面，有限課程架構下，教師難以真正發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面臨的問
題，並個別給予學習診斷或輔導。對學生本身來說， 學習的過程是需要給自己充
分的時間來消化教材；消化完畢之後仍須內化成自己的東西，才能確保對於學習內
容有所真正瞭解。因此，研究計畫者在此趨勢背景下，欲藉由一套實驗教學設計來
實踐精熟學習的理論構想，以從中瞭解並掌握學生學習的狀況。

1078

APA-6

研究計畫在空間上因為透過網際網路過程中，擁有第一手資料且快速解答學
生疑惑；針對學生學習給予不同進度的進展，更可以確保每位同學以達到先備知識
後，才會進行另一高階進度而往下進行。護理科學生學習透過他們最愛的智慧手機
完成課業上功課；透過智慧手機軟體真正運用在生活實務上，讓學習更有意義更有
趣。
在護理教育過程中，往往會通過講述法和技術練習來教授身體評估與實驗課
程，並且更重視於技術部分。由於講述法和技術練習時間是有限，大多數護理教育
工作者缺乏足夠的時間來引導護理科學生，這使護理科學生他們無法將其知識運
用到實作中。此外，醫療保健正在迅速變化並不斷更新。因此，護理課程需要培養
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指導他們制定學習目標並實施適
當的學習策略。結果，使得護理科學生們可以終身學習，追求知識及技能不斷增長，
加強護理科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至關重要。
目前護理科學生當中大多數為 2003 年出生，這些學生被稱之 Z 世代。他們
喜歡在沒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情況下進行休閒和社交互動的智慧 3C 產品。Kinder
and Kurz (2018）研究發現 Z 世代學生喜歡透過視聽刺激和觀察增加自己的學習。
O’Connor and Andrews (2018)研究指出，學生更喜歡帶有圖形或視頻的簡單的應用
內容。且不包含醫學術語或難懂的詞彙，以使用護理科學生們可以在技術實作中輕
鬆的到正確信息。其有助於主動學習的學習材料將提高學生的認知和自信心，從而
促進自我導向的學習（O'Connor 和 Andrews，2018）
。因此，適當的智慧設備的應
用可以促進學生的有效自我導向學習。
問題意識/研究問題：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是否較傳統講授，可以有
效提昇護理學生之自我導向學習？
研究設計/方法：研究計畫以台北市某私立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三年級學生且
修習身體評估與實驗課程為研究對象，以準實驗設計方式將護理學生依照授課共
2 班，先後分為實驗組 50 人及控制組 50 人。實驗組接受「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
像精熟學習法」，控制組接受「傳統教學法」。實驗組於研修此課程之前，教師於
開課第一天說明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進行方式，第一先將實驗組先
分十五組，一組平均三至四人；第二教師已授課完畢之系統，教師會將系統拆為小
單元進行精熟學習部分，同學必須每一小單元以達到精熟水準後方可進入下一個
小單元，所以一周至少三天必須執行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上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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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手機視頻錄像的影片。同時上傳影片之前每組同學會先計畫何時要練習身體
評估之技術，確定時間後真正執行實施，因為同學間會彼此互動溝通彼此在技術上
那些地方是正確或是錯誤，所以會有彼此人際互動溝通及做到彼此間的自我監控，
透過自我監控每一小單元達到精熟水準， 也因為是運用同學最愛使用智慧手機，
增加同學們學習動機。第三當同學們上傳影片後教師會在 Tronclass 給予一一回
饋，第四同學收到回饋後會不斷修正及精熟學習，並且再將修正後即精熟學習後的
影片再上傳，教師再回饋，每一系統維持四周的上傳、回饋、修正、精熟之循環。
第五會在每一系統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後，預約空堂練習，審視同學
對該系統的熟練度，並且面對面澄清學習問題所在。所以實驗組在運用智慧手機視
頻錄像精熟學習法之前，以「自我導向學習量表」，作為測量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之前測。
實驗組接受每一系統四周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的介入方法，再以「自
我導向學習量表」，作為測量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之後測。此外，實驗組繼續在期中考後共八
周接受運用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的介入方法，以「自我導向學習量表」，
作為測量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之延宕性效果的檢核依據。控制組在學期第一周時，以「自我導
向學習量表」，作為測量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之前測。控制組則不做任何的介入方法，維
持一般授課教學模式，仍規定同學必須一周兩小時之空堂練習經過九周為學校期
中考周，再以「自我導向學習量表」作為測量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之後測。此外，控
制組則不做任何的介入繼續在期中考後，維持一般授課教學模式及同學必須一周
兩小時之空堂練習。在期末考第十八周， 以「自我導向學習量表」作為測量學生
自我導向學習之延宕性效果檢核依據。本研究以「自我導向學習量表」作為檢核項
目，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於課程前後在自我導向學習量表得分的差異。以廣義估計
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發現或結論：1.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基本資料無顯著差異，如性別、入學方式、
選擇護理科就讀的興趣程度、解剖學課室學習成績、生理學課室成績與父母親教育
程度等。採費雪精確檢定（Fisher’s exact test）獨立樣本 t 檢定，以檢測實驗組與
對照組起點行為之同質性，其結果顯示兩組的起點行為相同。2.在「學習動機」與
「計劃和實施」次量表，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及延宕測的進步幅度並無差異。3.
在「自我監控」及「人際互動溝通」次量表與「自我導向學習量表總分」，實驗組與
控制組在後測的進步幅度並無差異；然而實驗組於延宕測的進步幅度顯著高於控制組。
在「自我監控」及「人際互動溝通」次量表在實驗組於延宕測的進步幅度高，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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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護理科學生們無法正確接收到正確資訊會透過同學間互動溝通及同學間彼此自
我監控，最後對於概念的思考及釐清。在「自我導向學習量表總分」實驗組於延宕
測的進步幅度高，說明當護理科學生們在學習過程中面臨問題時，透過運用智慧手
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給與個別給予輔導，最後對於問題也解決。於是運用智慧手
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於延宕測時具有顯著的介入成效。證實運用智慧手機視頻
錄像精熟學習法之「身體評估技術課程」可有效提升護理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
研究價值性：研究計畫者針對學生應具備的基礎及關鍵實作技能做強化，並且精進
學生在臨床實習實作能力。智慧手機視頻錄像精熟學習法沒有時間空間上的障礙，
隨時隨地將第一手資料分享給授課老師，授課老師可以立即做回饋給予最適當的答
案及技巧，因為不斷的更新資料，所以學生會達到精熟學習技 巧，最後達到師生
想要的成果，可有效提升護理學生自我導向學習，並全面解決得到更完善教學品質
及學生擁有優質學習環境。
教學建議或實務意涵：對於這次的教學所遭遇實務問題是，因為得到第一手資料必
須做立即回饋的動作，所以在回饋的部分比較耗時，所以未來課程規劃預計運用此
教學模式及學習理論，必須在課程規劃中留意此部分，不然最後造成授課老師的壓
力，無法呈現雙贏局面。

關鍵詞：智慧手機視頻錄像、精熟學習法、自我導向學習、身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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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martphone Videos Exercises Mastery
Learning Instruction on Physical Assessment SelfDirected Learning of Nursing Students
Chin-Ting Lee
Mackay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s376@mail.mkc.edu.tw

Abstract
Research Question：Is smartphone video exercises mastery learning more proficient
learning method than traditional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of nursing students?
Purpose：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martphone video- based
mastery learning approach as a learning intervention on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of
nursing students in a course on the techniques of physical assessment.
Method：The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third-year nursing students at a private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in Taipei City who undertook a course on
physical assessment and practic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smartphone
video-based mastery learn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traditional
learning. A self-directed learning scale served as an examination too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scale scores obtained by both groups of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aking the course were then compared.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
and other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employ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 1.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 terms of their basic data, such as gender, enrollment
method, level of interest in studying nursing, anatomy class score, physiology class score,
and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2. With regard to the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subscale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both groups in terms of their improvements in the post-test and the follow-up
test results. 3. With regard to the Self-Monitoring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subscales 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elf- directed learning scale, no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both groups in terms of their post-test results
improvement; however, in the follow-up tes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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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s relative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martphone videobased mastery learning approach as a learning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students’ post-test result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implementing the
smartphone video-based mastery learning on a course on physical assessment and practic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nursing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Key words: Smartphone Videos, Master 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physica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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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磨課師應用於初級日語學習成效
影響之評估
陳志文
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
Jwc67@nuk.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日語磨課師應用於初級日語學習成效影響之評估」為題，研究主題
與創新性在於實體課程導入磨課師做專業知識內容之輔助(也就是 SPOCs)， 檢視
是否可因此確保學習成效外，同時有助於初級日語能力的提升。因此，本研究以結合磨
課師之教學模式，探討此模式是否可以解決傳統課堂授課所面臨的困境。
筆者在 109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通過後，立即在台灣全民學習平台
(TaiwanLife)磨課師課程上傳網站開設「初級日語Ⅰ」之課程。每週課程時間約達 75 分
鐘以上，加上期中考及期末考兩週後，開課期間總計 11 週。修課人數將近 1,000 人選
課。所以本課程之開設不但達到翻轉教學的課程目標，間接地也提供海內外國人一
個優質的日語學習平台。

圖一、初級日語磨課師內容片段

圖二、初級日語磨課師內容片段

本研究主要之命題是“如果以中文為母語之台灣學生僅僅於實體課程中採用中文講授
初級日語課程，可能不利於學生專業學習成效”這個假設為真，則本計畫想 探究的是：在
實體課程外，另外導入日本學生擔任助教之磨課師課程做教學內容之輔助，是否可因此確保
學生專業學習之學習成效。同時，因為在課堂上有較充分的時間可以更活化教學方式，以至
於有助於日語能力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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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探討使用磨課師課程作為解決一直以來初級日語課程僅止於課堂授課所
面臨的困境的可能性，磨課師課程除有助於專業學習的確保，並藉由磨課師的線下學習(offline)， 使老師在實體課堂的教學有更充分的時間，使用翻轉模式，與學生進行更多的日語
PBL 教學方式的互動，進而有助於學生日語能力之提升。
日語相關學系的日文能力培養，對於學生競爭力的重要性，應該是無庸置疑的。那如何
提升學生日文能力或是學習效率是我們身為教師每天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於
實體課程(四學分)之外，另外導入磨課師課程(初級日語基礎句型練習、一學分)做專業知識
內容之輔助(也就是 SPOCs)，確實改善目前初級日語相關課程主要皆以中文講授的傳統方
式，突破目前教學所遇到之瓶頸。
本次研究在授課課程部分選用申請者 109 學年度上學期開授之「初級日語Ⅰ」， 另與
學生(含日籍學生)製播補充教材磨課師課程。本次研究中，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表現因
子有：教師的日語教學專業能力、實體課程授課內容、磨課師教材。其中，本研

究將”

教師的日語教學專業能力”設定為固定變數，專業課程內容、磨課師教材等設定為探討變數。
檢核方式則使用本校教學意見調查、磨課師觀看次數、時間、線上測試成績等作為檢核依
據，並以期中考試、學期成績、期末考試(皆為筆試)做為學習成效之評估依據，如表一所示。
表一、本研究預計探討之變動參數與檢核方式
影響參數(1-5項)

變數設定

檢核方式

1. 教師的專業能力

固定變數

教學意見調查

2. 實體授課專業課程內

對照組：僅修習實體課程

教學意見調查

容

專屬內容

3. 磨課師教材

實驗組：實體課程內容相同

觀看次數、時間、線上測試

並修習磨課師專屬內容

成績、觀看模式

4.專業學習成效

期中考試(筆試) 期末考試

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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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實驗組探討磨課師輔助教學之成效，對照組設計則探討單獨修習實體課程
學習成效。所有學習成效的表現影響因子，主要考慮兩組之間期中考、期末考及學期平
均之差異性是否顯著。本研究之實體課程「初級日語Ⅰ」選修人數為 39 名。其中僅選
擇實體課程「初級日語Ⅰ」的對照組有14 人(最後有一人棄選、一人退學)，另外選修磨
課師課程「初級日語基礎句型練習」者共有25 人。為避免影響學生受教之權益，故在
實體課程外是否加修磨課師課程，皆由學生之自由意願抉擇，所以實驗組及對照組人
數並未相同。兩組學生之期中考、期末考以及學期成績平均分數如表二。表二、對照組
及實驗組成績表現之差異性

期中考平均

期末考平均

學期成績平均

對照組(僅實體)12 人

81.5

73.58

74.33

實驗組(磨課師)25 人

84.28

78.44

82

註:個人之詳細各項成績請見附表

為了看出對照組及實驗組學習成效之差異性。針對兩組學生期中考、期末考及學
期成績進行統計之 t 檢定，得到以下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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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統計結果可以看出，雖然期中考和期末考有修習磨課師輔助課程學生
的平均成績並未出現顯著之差異。然而學期成績之學習成效上，表現出顯著之差異
性。此結果呈現出加修磨課師課程者，學習成效表現明顯優於僅修習實體課程之學
生。本項結果也顯示出因為本課程為日語 50 音開始之最基礎課程， 期中考為止課
程內容相對簡單、句型普遍較為單純，兩組之間成績無顯著差異。然而隨著課程內容漸漸
變難之後，磨課師課程開始發揮輔助學習成效之效果。所以，以總結性之觀點來看，應可
說磨課師課程的確達成了輔助學習成效之目的。此外，有關實體課程及磨課師課程，教師之
教學反應調查平均分數為「4.86」及「4.75」(滿分為五分)，兩科成績皆高於人文社會科學
院「4.51」之平均分數， 可見教師的授課能力並非影響學習成效之變數。另外觀看磨
課師時間愈長者，在期中考、期末考、學期成績亦呈現較高之趨勢。以上結果皆反
映出磨課師課程搭配實體課程，確實可以達到翻轉教學的成效。

關鍵詞：磨課師、實體課程、學習成效、初級日語

附表、實驗組及對照組之個別成績
對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組

78.70.72

89.81.81

56.47.52

87.80.80

74.72.69

88.78.80

74.68.68

80.74.76

86.78.78

87.76.77

⑪

⑫

85.78.76

94.81.83

實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組

78.72.73

91.85.87

85.79.82

94.90.92

93.89.90

84.78.81

75.71.74

88.82.85

84.80.82

93.90.91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87.81.83

94.88.90

86.84.85

87.81.84

74.66.77

83.78.84

87.81.87

83.80.80

78.70.74

71.58.68

㉑

㉒

㉓

㉔

㉕

89.81.86

82.77.83

69.61.65

86.81.82

86.78.85

註:本附表成績乃依期中考、期末考、學期成績方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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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MOOCs in Elementary
Japanese Courses and Its Effectiveness
on Students’ Learning
Chen Jyhwe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Jwc67@nuk.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MOOCs in elementary Japanese courses
and its effectiveness on students’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adopting MOOCs was to
conduct professional knowledge-related content in face-to-face course (SPOCs) and
evaluate whethe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s’ Japanese proficiency can be
ensured and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thus, aimed to integrate the pedagogy
of MOOCs and further discuss whether this strategy could solve difficultie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urses encounter nowadays.
After being granted by th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hel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20, the researcher set up an online course named “Elementary Japanese
I” on a MOOCs website of TaiwanLIFE (an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There were nearly
1000 people who signed up for the online course. Not only did this online course achieve
the goals for flipped classroom strategy, but it also provided a great Japanese learning
platform for Taiwanese at home and abroad.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e.,
participants who took the online course according to their preference in addition to the face-toface course) and the control group (i.e., participants who only took the face-to-face course). A
total of 39 students were involve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was as follows:
(1) 25 of them chose to take the online course; (2) 14 of them chose to take the face-to-face course
only; however, one of them withdrew the course, and one of them was suspended, leaving 12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eventually. Table 2 indicates the participants’ average grades based
on the midterm exam, final exam, and semester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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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rades based o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Midterm exam

Final exam

Semester

average

average

average

81.50

73.58

74.33

84.28

78.44

82

Control group (12
people)
Experimental group

(25 people)

In Table 2, the participants who took both face-to-face and MOOCs-based course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Moreover, the average
score of a survey regarding teaching evaluation of this MOOCs course reached 4.75 out
of 5 points.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reflected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flipped
classroom can certainly be achieved by integrating the MOOCs strategy into the face-toface course.
Key words: MOOCs, Face-to-Face Classes, Learning Effect, Elementary Japanes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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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語為教學語言（EMI)之教學策略初探—
以台灣一所大學博士班課程為例
劉唯玉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weiyu@gms.ndhu.edu.tw

摘要
研究背景
本校在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的推動下，國際學生人數快速成長，我的全中
文「教育學方法論」博士班課堂也因而成為一個多語言、多專業背景和多元文化交
流碰觸的場域。本論文呈現的是大學教授在國際博士生與台灣博士生一同上課的
教育專業理論必修課，發展出什麼樣的教學模式、 策略和能力以雙語上課，兼顧
台灣和國際博士生的學習。

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教學（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簡稱 EMI） 意
味著在英語不是官方語言且學生的母語不是英語的國家或地區使用英語來教導學
術課程。Dearden（2014）將 EMI 定義為在英語不是第一語言的國家/地區使用英
語來教授專業課程。Madhavan 和 McDonald（2014）同樣認為 EMI 是在英語不是
官方語言的情況下使用英語進行課程教學，並且認為語言不是 EMI 的學習目標。
Swain 和 Johnson（1997）根據在 EMI 課程使用母語的百分比，認為有兩種 EMI
課程：完全 EMI 和部分 EMI。前者是雙語教育的一種形式，完全不允許使用母語
在課程中；而後者是雙語課程，其中少於 50％的英語課程（Phuong & Nguyen, 2019)。

我 和 另 外 二 位 協 同 教 導 本 門 課 的 教 授 決 定 採 用 Madhavan 和 McDonald
（2014）的 EMI 定義，使用英語為教學語言，教授台灣和國際博士生「教育學方
法論」之專業課程。全英授課對大學和學生都有許多優勢。對大學而言，提供全英
課程可以提高其在全球排名中的形象和表現，吸引國際學生，並帶來經濟利益。對
學生而言，首先，他們能夠獲得國際教育課程的機會，在就業市場上更有競爭力。
由於有越來越多遍布世界許多國家/地區的外國公司，雙語可能是學生就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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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tam 等人（2012）提出雙語是“職業和學習機會”的根源。如果學生精通英語和
本國語言，他們可能會獲得就業或晉昇機會。另有一些研究顯示雙語和擴散性思考
相關，雙語兒童比單語兒童更具認知流暢性（Baker ＆ Jone，1998）；全英授課為
學生提供母語無法獲得的材料；有更多學習英語的機會，並且能提高學生的英語能
力（Phuong & Nguyen, 2019）。

儘管有上述各種好處，但全英授課也給學生帶來不同的挑戰（Phuong &
Nguyen, 2019)，詳述如下： (a) 難以理解教師在課堂傳授的專業知識。EMI 學生
的聽力理解能力不足，使他們無法掌握講課中講到的要點，也無法通過提問來消除
他們的困惑。 (b) 難以理解教科書和相關教材。EMI 學生缺乏專業詞彙和學術知
識，使他們在閱讀英語教科書時面臨極大的挑戰。陌生的詞彙和專業術語嚴重阻礙
大多數學生理解教科書的內容。 (c) 難以理解與回答考試題目。EMI 學生因為無
法徹底理解問題，或者誤解問題，使他們即使以母語獲得足夠的專業知識，仍舊無
法回答或詳細回答問題。(d)難以參與課堂討論。EMI 學生因為缺乏表達複雜思想
的英語詞彙，害羞，不願犯錯誤，使他們不願意在課堂中提出問題或發表想法，影
響他們和教師與同學對話互動的課堂參與學習機會。此外，全英授課教師在嘗試用
自己不太熟悉的語言表達特定於主題的概念，以及在為全英授課班級尋找教學材
料（或必須自己編寫）時，也常常感到不適應並且負擔沈重。

如何面對全英授課的挑戰？Huang (2011)主張以英語為外語的大學英語授課
教師們可提供語言、文化、和社會層面的協助，來提供主題內容知識（如：各種語
言性、概念性、社會性、文化性以及學術性）的建構，透過此鷹架作用， 學生們
能經由積極的參與，適應於大學文化或是專業領域。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Carr & Kemmis (1986)提倡之批判教育科學「為教育的研究」觀點
進行教育行動研究。三位協同老師各進行 6 週行動研究循環歷程，研究架構如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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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行動研究循環歷程

研究對象為三位協同教學老師和 109 學年度修讀 3 學分「教育學方法論」之
教育博士班 9 位國際博士生和 11 位台灣博士生。國際博士生來自印尼、泰國和
美國等不同的非英語／英語國家，台灣博士生來自課程與教學組、教育行政組、特
殊教育組。他們不但國籍多元，博士班前的學經歷亦多元。

我們採用同質與異質分組合作學習方法之教學策略。原小組依母語或共同通
用語言同質分組，專家小組為來自四個原小組學生之異質性分組。

第一位和第二位協同老師教學階段，原小組依母語或共同通用語言同質分組，
分為四組，每組人數都是 5 人。分別是第一組印尼語組：5 位課程與教學組印尼
博士生，共 5 人；第二組中英語混合組：4 位特殊教育組台灣博士生加上 1 位課
程與教學組印尼博士生，共 5 人；第三組英語組：4 位特殊教育組泰國博士生、
1 位課程與教學組美國博士生、1 位課程與教學組印尼博士生、1 位教育行政組台
灣博士生加上 1 位特殊教育組台灣博士生，共 5 人；第四組中文組：4 位教育行
政組台灣博士生加上 1 位課程與教學組台灣博士生，共 5 人。第三位協同老師教
學階段，原小組仍依母語或共同通用語言分為四組，但每組人數為 4~6 人。第一
組印尼組加入原在第二組課程與教學組的印尼博士生，仍是印尼語組，共 6 人；第
二組變成中文組，由 4 位特殊教育組台灣博士生組成；第三組英語組和第四組中
文組之組員不變，各 5 人。

上課前報告組提出三個問題在 ZUVIO 群組。每一位同學都需要課前閱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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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並回答指定問題。報告小組在第一節課報告當週課程內容；第二節課採用專家小
組之異質分組合作學習方式上課。由四個原小組各派 1~2 人到臨時組成之3 個問
題專家小組，進行討論，所有的博士生都需要以英語為溝通語言分享和討論；再回
到學生依自己覺得自在的通用語言（中文、印尼文和英語）「原小組」分享各問題
討論情形。第三節課由教師主持全班課程內容的討論與分享。

初步研究發現
協同老師提供英文與中文翻譯教科書、講解重要教材內容、概念和專業術語；
進行原小組同質分組，專家小組討論異質分組，融合學生的多元文化背 景，讓學
生彼此提問與討論是有效的教學鷹架策略。台灣博士生若對以英語為溝通語言仍
不自在，在報告時 PPT 以英文呈現內容，以中文口頭報告；對以英語為溝通語言
感到自在的台灣和國際博士生，在報告時 PPT 以英文呈現，輔以中文標示關鍵詞，
以英文口頭報告，是最理想的報告方式。所有的同學都能因PPT 呈現的內容，大
致理解報告重點；細節的部分讓同學以自己自在的語言發表，反而所有的人會學到
更多。
關鍵詞：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教學策略 博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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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the case of one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course
劉唯玉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
weiyu@gms.ndhu.edu.tw

Abstract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grown rapidly, and my all-Chinese " the
methodologie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doctoral class has thus become a multilanguage, multi-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This paper
presents how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collaborative expert teaching
strategies have developed for the teaching strate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providing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textbooks, using Chinese to explain important
textbook content, concepts and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conducting homogeneous
groupings of the home group and heterogeneous grouping of expert groups, integrating
the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and allowing students to ask questions and
discuss each other is an effective teaching framework Strategy. If Taiwanese doctoral
students are still uncomfortable using English as the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hey will
present the content in English with PPT and give oral reports in Chinese; For those who
feel comfortable in using English as the communication language will have the content
in English, supplemented with keywords in Chinese with PPT and give oral reports in
English, is the most ideal presentation method.
Keyword: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teaching strategy, doctor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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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情境擬真教學於護生在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照護流程及防範措施之成效
彭逸稘 1、田沁潔 2、吳樺姍 3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1,3、經國管理學院護理系 2、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醫研部1,3
1

2

pyc620@asia.edu.tw , a0911272155@gmail.com , huashan@asia.edu.tw

3

摘要
研究背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迅速蔓延，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20 年宣布 COVID-19 為全球大流行疾病。台灣政府根據過去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抗疫經驗，迅速採取多項防疫行動並有效防止台
灣地區暴發大規模社區感染。在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時，護理學生需要更多
的準備及經驗以因應 COVID-19 疫情傳染，因此護理教育扮演重要功能，落實規劃個人
防護措施以延緩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內容包含：防疫流程指引、個人防護裝備演練等，以確
保護生在不同教學環境下亦能安全且健康的學習。研究目的：本研究目的以「疑似新
冠肺炎合併急性冠心症」為主題之情境擬真教學介入，探討護生在防護知識、自信心、批
判性思考及技術能力之成效。
研究方法：採用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對象為台中市某大學部護理學系三年級學生共
計 62 人，於第一周進行前測問卷及技能測驗後，介入情境擬真教學法共三次課程，
每次 100 分鐘，內容包括急性冠心症及防護知識課程講述及示範、情境影片觀看、情境
流程演練及反饋討論。學生於第十六及第十七周進行技能後測， 於第十八周進行相同問
卷後測及質性心得回饋，問卷內容包含急性冠心症照護及個人防護知識、自信心、批判
性思考問卷，以 SPSS 20.0 進行資料建檔及統計分析。
重要結論：本研究結果顯示情境擬真教學法介入後，護生在急性冠心症照護及個人防
護之知識、自信心、批判性思考後測得分顯著優於前測得分（p<0.01）
，護理技術得
分方面顯著優於前測（p<0.01）
。因此情境擬真教學法能提升護生對於疑似新冠肺炎
合併急性冠心症照顧及防護知識、自信心、批判性思考及技術能力。本研究可提供
COVID-19 融入情境擬真教學課程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自信心，批判性思考，情境擬真教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護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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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rotection Procedures and Preventions
Against of COVID-19 with Situated Simulation
Teaching for Nursing Students
Yi-Chi Peng1, Chin-Chieh Tien2, Hua-Shan Wu13
Institution Department of Nursing, Asia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1,3,Institution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Taipei,
Taiwan2, Department of Medical Research,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1,3
pyc620@asia.edu.tw1, a0911272155@gmail.com2, huashan@asia.edu.tw3

Abstract
Research question: In 202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eclared the
infection caused by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 pandemic due to rapidly
spreading outbreaks around the world. Based on previou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 experiences, several actions were taken immediately by
Taiwan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ly prevents large-scale community outbreaks of
COVID-19 in Taiwan so far. Preparing and respond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nursing students need more significant experience responding COVID-19. Consequently,
nursing education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aking steps to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to communities. Such protective measures have
been made primarily in the following areas which include: guidanc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management plans,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ividual protec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These measures which are protecting students have ensured a safe and healthy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Purpose of study: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tudents' knowledge,
self-confidence, critical thinking and skill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situated simulation
teaching for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VID-19 combined with acut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a single-group pre- and post-test research design;
the research object has a total of 62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at 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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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chung City. All participants will be collected data for pre-test in the first week and
principal investigator will provide situated teaching method intervention for three times,
100 minutes each time, includes watching situational videos, situational practices of
acut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re with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debriefing.
Finally, the post-skills tes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week, and collect the data for
the second post-test in the eighteenth week along with acut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re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knowledge, self-confide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SPSS 20.0 was
used to build the file and analyze data, adopting frequency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mean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paired t-test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knowledge, self-confide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of nursing students for acut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are and personal protection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re-tes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p<0.01). Additionally, the
skills score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re-test skills(p<0.01). Therefore, the situated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knowledge, self-confidence, critical thinking
and technical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OVID-19
combined acut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COVID-19 with situated simulation teaching
in this paper can potentially be used as a reference.
Key words: Self-confidence, Critical Thinking, Situation Simulation Teaching,
COVID-19,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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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題導向與情境教學策略提升學習興趣
-財金數據分析教學創新研究計畫
周淑卿 1、鄭羽秀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1、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2

chousc@yuntech.edu.tw1, D10624001@yuntech.edu.tw2

摘要
金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衝擊金融服務業的商業模式及所需之人才，金融科技的
人力要求為財金相關知識與程式或數據分析能力並重。然而非主修資工或資管之管理領域學
生，在學習數據分析或程式相關課程時，可能因為撰寫程式相關之數理能力不足、不習慣
程式語言的溝通方式或過去不佳的程式學習經驗，而對數據分析及相關程式學習產生
恐懼或排斥感，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財金巨量數據分析」課程為計劃執行之課程，擬
以問題導向及情境教學策略為基礎，培養學生財務金融數據分析的基本能力，強調如何提
升金融數據分析之學習興趣。

「財金巨量數據分析」課程授課期間為 2020/9-2021/1，配合教學實踐計畫之執
行， 採用多種教學方法，分述如下:
1.

體驗式場域教學法:同學與課程當中，帶筆記電腦，或使用電腦教室有安裝分
析軟體的電腦，透過教學場域的實際程式操作，學習財金數據分析程式語言與分析
技巧。

2.

討論式教學法:鼓勵同學自願和老師及其他同學分享撰寫程式或進行分析時
遇見的問題，例如邏輯或程式錯誤的地方。此討論不限於課堂。擬建立 Line
群組、使用雲端教學平台，供同學間觀摩與討論，避免同學獨自摸索產生的
挫折感。

3.

講述教學法:教師每週課前準備授課講義供學生參考，因為同學皆未學過 SAS
程式語言，老師親自授課講解重點可減少學生摸索與編譯錯誤的發生。

4.

參與式教學法:採用分組方式，鼓勵同學參與課堂討論，達到相互學習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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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務案例分析法:搭配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以上市櫃公司財務資料與股
價資訊作為分析資料，幫助學生瞭解業界現象及問題。

本課程修課學生人數共計 32 位，其中有 2 位博士生、30 位為碩士生，有 20
位同學之前學過其他程式語言，修課的班級男同學 12 位，女同學 20 位。就實施之
教學活動而言，本學期共繳交三次作業，遲交的比率為 3/96 人次，約為 3.13%。
期中實機考試平均分數為 45.44 分(滿分 50 分)，多數學生於限定時間內完成作答，
但少部分學生未能完整作答。就分組報告來看，期中小組報告由教師指定財金領域的議題，
學生分組於課堂中進行演示，期末專題報告由學生自由選定實務議題進行財金數據資料之
分析，多數組別在程式說明與操作上皆表現良好。

本研究同時於課程開始及期末進行學習興趣問卷前測與後測，用以衡量本教學實
踐計畫對學生金融數據分析是否提升學習興趣。根據前測約有 56.25%的學生對程
式學習有高度的興趣，約有 87.50%的學生對於自己若會寫程式會有高度的成就
感，但多數的學生(56.25%)對學習程式的難易度保持中立的態度，而覺得容易與不容
易學習程式設計的學生分別約佔 21.88%。另發現約有 84.38%的學生認為程式設計
可以幫助他們分析更多的數據。整體而言，前測顯示學生修本課程，主要可能是因為想
要增進資料分析的能力，另有超過半數的同學對學習程式感到有興趣及有成就感。
後測問卷顯示約 93.55% 的學生認為本課程有助於建立程式的基本概念，並培養財金
數據分析的能力。就情境教學而言，問卷結果顯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由高至低分別
為課後作業 83.87%、期末專題發表 80.65%、課堂實機練習 77.42%以及小組報告
74.19%。就 PBL 問題引導教學，有74.19%的學生認為課堂的教材包括教師自編教材
可以提升學習興趣。整體而言，相較於前測約有 56.26%的學生對程式設計有高度興
趣，後測問卷顯示約有 87.10%的學生在修過本課程後，提高了金融數據程式學習
的興趣。

本計畫亦針對問卷結果，進行信度與效度測試。信度(Reliability)用於表示測量
本計畫使用問卷的可靠性，本研究採用多數研究者使用之 Cronbach’s α 來代表信
度，後測用以衡量學習興趣的13個問項，其標準誤換算後的平均 Cronbach’s α 為
0.9310，超過信度一般可接受門檻的0.70，顯示本問卷作為金融大數據分析學習興

1099

APA-6

趣衡量工具的可靠程度高。就問卷效度 (Validity) 而言，效度係指測量工具是否可以
測出研究者想要了解的某種特質？ 本 研 究 列 教 學 活 動 問 卷 項 目 計 算 之 效 度 值
為 0.9744 ( 標 準 誤 換 算 後 的 factor loading) ，顯示本研究所採用的教學活動，能
有效地衡量學生學習金融數據分析的學習興趣。

本計畫就教學實踐成果，歸納三點省思：(1)以 PBL 的教學方法建立教材，設
計問題引導學生學習程式數據分析語言，從問卷的結果顯示是有效的。(2)學生認
為有較高自由度的教學活動，例如課後作業及期末專題報告最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而課堂實機測驗較無法提高學習興趣，可見少數學生在獨自完成程式撰寫的過
程中，仍然信心不足或練習不夠，因此在學習程式的初始階段，若採合作式的學習
應有助於提升程式學習的興趣(3)分組學習的結果顯示，多數組別的成效良好亦能提
升學習興趣，但若學生過於強調分工，而未能著重小組共同解決程式的問題，恐影響學
習成效，惟若要提升個人程式的撰寫能力，尚須個別學生實質的投入與努力。上述省思可
列為本計畫執行人於未來教學實踐的改善，亦可供其他有採用分組學習的課程參考。大數
據分析目前受到各行業的重視，過去財務金融系的學生進入職場多任職於銀行、保險、證
券及公司的財會部門，透過此課程可提升學生財金數據資料分析的學習興趣，並培養學生
科技的素養，增加未來進入職場的競爭力與就業選擇，強化教育與業界人力需求的
接軌。
關鍵詞：數據分析、金融科技、問題導向、情境教學、學習興趣

1100

APA-6

Enhancing learning interest by using problem-based
and situ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 The research of
teaching innovation on financial big data analysis
Shu-Ching Chou1, Yu-Hsiu Cheng2*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ance1,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inance2
chousc@yuntech.edu.tw1, D10624001@yuntech.edu.tw2

Abstract
The recent trend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has impacted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required talents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ies. However, the
management school’s students, who do not major i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re likely to fear in learning data processing or related
programming techniques. This research utilizes problem-based and situ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students taking the course “Financial Big
Data Analysis”. Several research methodologies, based on problem-based and situated
learning conceptual, are utilized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including (1)
in-class practice method, (2) participating learning method, (3)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4) didactic teaching method, and (5) case study method with real business data.
There is a total of 32 students taking this course. During the teaching, 3 homework
submissions are required and the late submission rate is 3/96 person-times, which is about
3.13%.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mid-term test is 45.44 points (full score is 50 points).
This teaching project uses questionnaires to measur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test, about 56.25% of stud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interest in
programming and after implementing this project, the post-test questionnaire shows that
about 87.10% of students have increased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financial data
programming, and about 93.55% think that this course helps to establish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programming. Regard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how that increas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from high to low is
83.87% for homework, 80.65% for final topic presentations, 77.42% for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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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s, and group reports. 74.19%. In addition to PBL problem-guided teaching,
74.19% of students believe that classroom teaching materials including teachers’ selfedited teaching materials can increa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Overa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s implemented in this project seems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programs related to financial big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uses Cronbach's α that is adopted by most researchers to measure
reliability of questionnaire. The post-test 13 questions used to measure learning interest
are measured and have a composite Cronbach's α value of 0.9310, which exceeds the
generally acceptable threshold of reliability by 0.70. It shows that this questionnaire is
highly reliable as a tool for measuring interest in financial big data analysis and learning.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 value is 0.9744,
which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used in this research can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in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This teaching projects contributes three reflection points in teaching (1) Use the PBL
teaching method to establish teaching materials enhance interest in learning programs (2)
Homework and final project reports can best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while
classroom tests cannot increa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is finding shows that
cooperative learning helps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programming
learning. (3) Group learning can increase interest in learning while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fail to focus on solving problem together may affect the learning
effect. The above reflections can be listed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utur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plan executors, and can also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courses that
use group learning. Big data analysis is currently being valued by various industries. In
the past,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usually to work in banks, insurance,
securities and the accounting or finance departments of companies. Through this course,
students’ interest in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can be enhanced and the programming
capability can be cultivated. The students will increas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employment options in the workplace and meets the needs of manpower in the labor
market.
Key words: Data analysis, FinTech, problem-based learning, situated learning,
learning interest

1102

APA-6

教學現場的文創能量-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音樂文創種子培力計畫」的推動與期待
李映瑾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lambdamiss@gmail.com

摘要
「音樂文創種子培力計畫」乃是透過「音樂文創與文案書寫」課程之教學與教材的
雙重改進與規劃，培養接榫文創產業之優質人才之特色教學研究計畫。
「音樂文創與文案書寫」課
程主要以西方流行音樂的發展歷史，結合臺灣華語流行音樂文化產業，深入探討東、西方音樂文創產業
現況，並結合音樂文創工作坊課程， 實際練習音樂文創產業中最重要的詞曲書寫與文案
設計之課程。

歷來修習本課程的同學雖然對於流行音樂可能都頗有興趣，但對於語文書寫的掌
握度卻不相同，通識大班的狀況下教師也很難進行一對一教學。且在通識選修課程的進
行中，不易即時了解學生學習狀況為何?而究竟那些部分又是學生最有需要且有興
趣學習的部分，在面臨來自各科系的選修生面前，教師往往也不得而知。

為提升本課程教學品質並掌握學生即時學習狀況，本課程於 2019 年申請教育
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提出採取合作學習教學法的課堂運作方式，提升課堂參與度且即
時了解學生學習狀況，運用 kahoot 或 Quizizz 即時教學反饋系統與相關學習成效評
量工具，實際了解學生在學習創作音樂詞曲或文案書寫時，最需要加強的指導方向與學
習困難處，進而了解本課程中最需要強化教學的詞曲創作技巧與學生學習前後的差異
之處，讓教師也能進一步調整課程相關教材的面向與結構。而學生也能透過合作學習
的教學型態與專門的學習成效評量工具，了解自己所習得的實作技巧與學習前後的差異。
此外，課程亦結合專業音樂人講座以優化課程內容，學生在課程中不但可以學習真正專
業音樂詞曲創作、專輯文案書寫等實作技能外，亦能接軌產業現況、了解業界運作。讓人
文學科中的文創領域在大學的教學場域中，便開始啟動實務訓練，進入產學共融新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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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預計提供先備知識(以西方音樂潮流的歷史發展為起點，結合台灣流行
音樂，探討流行音樂文創七十年間的流變以及分析近十年來金曲獎最佳作詞作品的詞作分
析)後，透過前後測驗、小組分組競賽(kahoot 或 Quizizz 即時教學反饋系統)與專
業講堂的進入，了解合作學習的優點。在專業講座的加入後，可以釐清所能提升的
學習成效程度落在何處?以此分析合作學習法之於本課程的最佳有效落點為何?就
學生作業所呈現出的面向而言研究資料處理可分為兩個部分， 因本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之研究資料來源即為本班學生，故一是透過任課教師專業的中文修辭批改與音樂
文創專業師資的點評，分析經其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施行之後，學生所產出的作品是否
與以往作品不同，並且確實地更合乎專業作品之要求與面向。二則可透過此項教學研究了
解合作學習法在文創類的課程中，最有效的輔助教學處為何?

關鍵詞：音樂文創、教學設計、歌詞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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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Teaching on site -the promotion and expectation
of the "Mus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ed Strengthening Project"
Lee,Ying-Chi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lambdamiss@gmail.com

Abstract
The course of "Music Creation and Copywriting"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estern popular music, combined with the Taiwanese Chinese
pop music cultural industry,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music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ombined with the music and cultural creation
workshop courses to practice musical literature. The most important course of writing and
copywriting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is course and grasp the real-time learning status
of students, this course applied for th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9 and proposed a classroom operation method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to improv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nd real-time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Kahoot or Quizizz real-time teaching feedback system and
relate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tools, to understand the guiding direction and
the students' difficulties of learning, when they are learning to compose their own music.
Moreover, after finishing this course they can learn and strengthen their ability to combine
the lyrics and music.
This course is expected to provide prerequisite knowledge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usic trends, combining Taiwanese pop music,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popular music cre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analyzing the
lyrics and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best lyrics of the Golden Melody Award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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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years) Later, through pre-and post-tests, group competitions (kahoot or Quizizz realtime teaching feedback system) and entry into professional lecture halls, learn about the
advantage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after the professional lectures are added, clarify
where the degree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can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best
effective point of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in this course?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aspect presented by the student work Data process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Because the source of the research data of this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ject is the
students of the class, the first is to analyze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Chinese rhetoric
correction of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nd the comments of the music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teacher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lan,
whether the works produced by the stude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works, and
indeed more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and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works. Second,
through this teaching research, what is the most effective auxiliary teaching office for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urses?
Key words: Music creation, teaching design, lyric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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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體驗課程融合數位教學法對學生環境
教育學習成效提升之研究
李民賢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minhsien@mail.ypu.edu.tw

摘要
本教學實踐研究以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大學部日四技二年級開設
之全校性「餐飲環保管理」專業選修課程為研究場域，以 SPSS 22.0 版本統計軟體之
信度分析、敘述性統計、成對樣本 t 檢定統計、以及相關性分析統計方法， 分析
「體驗式學習問卷」學習評量與「數位學習」教學評量問卷之學生歷程資料， 探討體驗式學習
法融入餐飲環保管理課程之環境教育效益。教學設計融合數位學習與傳統面授課程，
並導入體驗式學習法（Experiential

Learning）
，設計食農教育體驗學習實作課程，帶

領同學實際學中做、作中學，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教學目標。此外，課程邀請學生參
與數位課程議題討論、遠距數位知識評量與滿意度調查、並引導學生團隊合作完成綠色餐飲
創新研製主題分組報告，期能達到增加學生之學習參與、改進學生解決問題技巧、以
及促進同儕間有效溝通之目標。本研究結果顯示，體驗學習或數位學習問卷之前測或後測
信度分析 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於 0.9，顯示本研究結果具一致性，且學生無論
對體驗學習或數位學習後測之滿意度，均明顯高於前測 (P<0.05)。此外，本研究發
現體驗學習滿意度對學生出席率暨學期成績均呈顯著正相關 (P<0.05)。綜合以上
結果，本教學實踐研究建議：課程中應該可以嘗試適度地融入體驗學習與數位教學活動，
提高學生的學習滿意度，進而促進學生學習參與，以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目標。

關鍵詞：體驗式學習、數位學習、餐飲環保管理、食農教育、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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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師協同授課與合作學習應用於
「營養評估實作」課程之成效探討
黃信豪 1、王渝婷 2、黃惠玲
嘉南藥理大學保健營養系

3*

1, 2, 3

as0909472528@gmail.com1, a0936258056@gmail.com2,
cherry85@mail.cnu.edu.tw3

摘要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藉 由 業 師 協 同 授 課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ve
teaching)，引入業界實務經驗，運用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活動讓同學發
揮團隊合作進行衛教活動。目的在探討教學方式改變是否可以刺激學生學習動機，提升
學生學習意願與成效。

課程介紹/教學場域介紹 : 「營養評估實作」是學習與應用多種營養評估專業
方法的一門實務演練實作課程，內容著重於學習營養評估的各種方法、判讀與應用。藉
由業師授課，引入醫院的臨床營養診斷實務與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提供學生臨床案例判讀，除此之外，並加入
合作學習的專業服務活動，類似專題導向式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 ) ，以「樂
活闖關」為主題，帶入合作學習概念，讓學生設計主題活動， 悅趣化地將營養專業串聯到偏
鄉小學、家長與社區居民，提升活動企劃與執行的團隊合作技能。

研究問題 : 主要研究的問題包括 :
(1) 業師協同授課是否可以增進學生的實務知識與臨床個案處理能力?
(2) 主題式合作學習活動介入，是否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問題解決能
力?

研究設計/方法 : 研究對象為本系三年級學生，第 6、7 周運用業師協同授課，
分別傳授營養診斷 PES (problem, etiology, and signs/symptoms)、OSCE 考試與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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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以小學校外專業服務活動，讓學生知道專業如何應用，拉近學用落差， 藉此合作
學習活動訓練團隊合作能力，增加營養評估技巧與衛教能力。本研究採用自行設計的
問卷調查蒐集學生基本資料、專業知識與技能前、後測驗，「滿意度調查」問卷中將
滿意程度分成五級分，「非常滿意 5 分」、「滿意 4 分」、「尚可3 分」、「不
滿意 2 分」、「非常不滿意 1 分」，滿分是 5 分，問卷項目包括課程內容、教學
方法、教學資源滿意度等多個面向。本問卷施測前已由三位專家進行審視進行效度分析與
修正。前測於第三周進行，後測於第十七週活動全部結束後於課堂上進行。學生在營養評估
儀器操作之專業知識與技能、業師協同授課成效， 均以前、後測問卷之分數作為研究量
化佐證指標，數據以 SPSS 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 (如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
分析，採用學生 t 檢 定 (student’s t test) 分析前、後測之差異顯著性，p<0.05 代
表具有顯著性。

教學方法 : 包含課堂授課、業師協同授課、數位教學影片介入與合作學習。
課程內容分成三大部分 : (1) 基礎評估儀器知識與技能 :

利用講述授課、數位教

材影片輔助與實際演練指導，讓同學熟悉評估的儀器操作。(2) 引入業界實務經驗
入 :

業師協同授課介紹醫院 PES 與 OSCE 考試實務。(3) 合作學習與解決問

題 : 校外小學專業服務活動。

研究結果 : 本班修課學生共 63 人，問卷統計人數是 53 人。結果顯示，基
礎評估儀器知識與技能方面，知識題後測有略高於前測，但是無統計差異，能力技術題，
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p<0.05)，然而全班平均分數只有 63.8 ± 24.5 分，比對學
生大三要去醫院進行營養師實習的意願調查，發現，確定要去實習的同學分數都偏高，不
打算去實習的同學，修課的目的幾乎都是及格就好，對於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學習動機缺
缺，因此前、後測分數都不佳。

兩次業師協同授課授課的後測平均分數均顯著高於前測 24.1 分 (p<0.05)，
表示業師授課有明顯促進學習成效。對於「營養診斷的設定」前測答對率 23%，
後測僅提高到 39.3%，表示在「OSCE 考試與臨床運用」的前測平均分數是 50.6±
15.3 分，後測 74.7 ± 11.1 分顯著高於前測 (p<0.05) 其中「營養診斷的格式」僅
有 19.1% 答對率，後測 20%，並沒有進步，由此得知營養診斷相關實務是學生比

1109

APA-6

較不熟/容易混淆，日後教學上應該再多次以個案進行 PES 演練強化之。

在合作學習活動中，每一關的前、後測問卷結果均顯示，後測分數均顯著高於前測
(p<0.05)，學生與師長對於本次活動給予高定肯定，校外專業活動中，學生增添了那些
非課本內的實務技能，問卷結果得知「合作討論與學習」有 91.1% 的學生，「各組互
相觀摩，截長補短、學習更多」75%，「可以和學童、家長互動」71.4%，「我會製
作活動海報 （PPT 或手做）」66.1%，「可以進行簡短衛教」60.7%，「問題解決
能力提高了」50%，「我會規畫活動時程」37.5%，「我會寫企劃書囉」21.4%。在學
習動機問卷結果得知，「自我效能與內在動機」之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p<0.05)，
其他無顯著差異，表示課程活動的介入的確提高學生的好奇心與興趣，而且學生喜歡有問
題、討論與解決的學習過程，可見課程介入主題活動對於學生學習有所助益。滿意度調
查結果，課程內容滿意度 5項平均是 4.76 分，學生覺得課程內容有助於實習 (4.77
分) 、上課講義有助於上課理解 (4.77 分) ; 教學資源滿意度 5 項平均分數 4.78，
整體滿意度佳，其中以「任課教師的教學態度」 (4.83 分) 最高。

研究價值性 : 本研究在課程中加入業師協同授課與運用合作學習活動，給讓
同學有一個明確的主題任務，讓同學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去策畫、執行、解決問題與反思，
明顯刺激學生學生興趣，此教學模式可提供給營養實務課程參考，讓學生知道知識要如
何用、用在那兒，以激發自主學習的動力。

教學建議或實務意涵 : 實作或實務課程，建議加入多次實務案例探討與合作
學習活動，由問題去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強化問題解決之實務技能。對於學生的求知
需求，建議增加個別質性訪談，以期能符合實習與不實習學生的求知需求，規劃出
更適性適才的教學內容。

關鍵詞：數位教材、業師協同教學、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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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for applying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ve teach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practice in nutritional assessment” course
Sin-Hao Huang1, Yu-Ting Wang2, Hui-Ling Huang3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Chia-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Tainan, Taiwan 1, 2, 3
as0909472528@gmail.com1, a0936258056@gmail.com2, cherry85@mail.cnu.edu.tw3

Abstract
I observed some main points in “Practice in nutritional assessment” course that
needed to be resolved. First, students had no correct concept about the instructions of
assessment instruments that caused instruments out of order and getting the uncertain data.
Second, students were bemused incomprehens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and nutrition diagnosis statements - PES
(problem, etiology, and signs/symptoms). Third, students did not understand how to
conduct the introspection and how to do bette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of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ve teach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practice in nutritional assessment” course. Teaching methods
contained intervention of e-learning materials,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ve teach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Finally, I use the active reviewing cycle, including fats, feeling,
finding and future, to guide the effective introspection. The research data analysis was
using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Learning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adopt pretest – post-test design, that statistical analysis performed by student’s t
test. The e-learning materials have been finished before this plan was implementing. Our
data showed that the scores in post-tes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two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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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ve teaching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e-learning
materials about assessment instruments, the knowledge scores did not differ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but the skills scores in the post-tes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re-test (p<0.05). Students had correct concept to understand how to operate our
assessment instruments, but they needed to more education in basic knowledge. The
activity of serving learning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 practical skills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abilities. The average satisfaction of all

teaching

resources

was 4.78 score (full marks for each item was 5). Finally,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pplying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ve teach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could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E-learning materials,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ve teaching,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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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史 STEM 課程設計初探
蘇意雯 1、姚為成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

2
1,2

yiwen@uTaipei.edu.tw1, yao@uTaipei.edu.tw 2

摘要
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綱的基本理念提及數學是一種人文素養，宜培養學生的文化美
感，此外課綱也提及，數學是一種實用的規律科學，應用是跨領域的，教學需重視跨領域
的統整(教育部，2018)。課程統整是指教師或課程專家對學習內容的重新規劃，以各
種方式重組或連繫不同科目，使各部分學習能互相連通、凸顯學科與生活的關係（黃譯瑩，
2003）。在今日大學教育強調跨領域、跨科際之時（陳竹亭、唐功培，2013；Jantsch,
（Science,
1972），數學課程如何規劃跨領域教學？這也是值得重視的議題。在 STEM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 ）的教育理念下，自造者運動方興未艾，在臺灣
無論是自造運動或者自造教育，已經興起一波自造浪潮，再加上十二年國教課程強調動手
實作的內涵，更加使得動手實作愈來愈受到重視(林坤誼，2018）。從 STEM 觀點下，改
進原有之數學史相關課程，添加數學史料與現代科技連結之數學教育實作面向，使課程
內容能與時俱進，正是研究者的目標。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如何設計數學史 STEM 課
程？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研究者汲取之前教授數學史相關課程的經驗，修改課程之教學
設計，從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課程設計出發，以學習者為
中心利用球體積問題來串連引動學習者討論，並將 STEM 教育的理念融入課程當
中，希望能讓數學史與數學教育課程與時俱進，配合數位學習的要求以及科技教育的
觀點，以 6E(Engage, Explore, Explain, Engineer, Enrich, and Evaluate)教學模式，透過
參與、探索、解釋、工程建造、深化及評鑑六個階段(Burke, 2014)，設計出「牟合方蓋與 3D 列
印」課程。

在微積分的課程中，學生對於球體積的計算並不陌生，所以在課程一開始的參與面
向，研究者先提問「如何求出半徑為 r 的球體積？」，讓學生藉由討論， 喚起先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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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研究者介紹中國數學經典《九章算術》，繼續提問「想想看， 古代中國數學家如何求出球
體積公式？」，引動學生的好奇心，激發學生的興趣， 讓他們親自參與課程。在探索面向階
段，研究者介紹數學家劉徽貢獻，並請學生探索「什麼是牟合方蓋？」，「劉徽為何認為可
以利用牟合方蓋，求出球體積？」， 讓學生藉由搜尋資料及討論，建立對此主題的理解。

在解釋面向此階段，研究者設計讓學生分組討論發表，提供學生機會去解釋和提煉
他們對於牟合方蓋模型的理解。因為大部分學生難以想像它的形狀，透過繪圖以及實體
呈現將會使學生容易了解問題以及解決問題，此時研究者藉由「如何製作牟合方蓋？」
的問題，將課程引進工程建造階段。

在工程建造階段，學生進行 3D 建模軟體 Rhino 操作及列印實作牟合方蓋模型，
如下圖一所示:
(1)利用交集的操作方式。牟合方蓋是由兩個
半徑相等的垂直圓柱體的交集。首先利用『實
體』工具中的圓柱體畫出一個圓柱體如下圖:

(2)再畫一個與原先圓柱體垂
直的圓柱體如下圖:

(3)再選取『實體』工具中的交集，分別點選這
兩個圓柱體，再按下 enter 鍵，就可得到牟合方
蓋。

(4)將圖形輸出成 STL 檔案，
進行3D 列印，如下圖所示:

圖一 工程建造面向發展示意圖
在深化面向階段，研究者讓學生觀察牟合方蓋模型，並藉由提問「什麼是祖暅原
理？」、「如何求出牟合方蓋體積，進而求出球體積？」，讓學生閱讀相關參考資料，分組討
論，更深入地探索他們所學到的知識，解決問題。在課程結束之評鑑面向，研究者希望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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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球體積公式的解決過程，讓學生得知數學的發展，是歷經一代代數學家努力推動而
成，很多概念產生的背後也有動人精彩的典故，古代的數學成就也值得今人珍視。

本研究為數學史 STEM 課程的開發，藉由教師的歷次教學行動反思及討論
完成課程設計。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以問題導向學習為核心，並依照 6E
教學模式，可以設計出數學史料與現代科技連結之數學教育實作。之後研究者將以實
驗組與對照組的教學方式，探討學生學習成效、學習動機與課程有趣性的感受，並進
行質性訪談，始能對學生理解課程的程度有更深的理解。希望本課程除了讓修課學生知
曉古算家求解球體積的脈絡，珍視欣賞數學的發展，也能進行現代科技實作體驗。

關鍵詞：牟合方蓋、球體積、跨領域、數學史、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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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esign of STEM
Courses in History of Mathematics
Yi-Wen Su1, Wei-Chen Yao2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Taipei12
yiwen@uTaipei.edu.tw1, yao@uTaipei.edu.tw2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ject, which mainly investigate how to design
a STEM curriculum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a STEM perspective. We took the
"Mou He Fang Gai"(Steinmetz Solid) model developed by the Chinese mathematician
Liu Hui as the theme, and referred to the 6E (Engage, Explore, Explain, Engineer, Enrich,
and Evaluate) instructional model to consider engage, explore, explain, engineer, enrich
and evaluate the six phases to design a mathematics education practical lesson that
connects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athematics with modern technology. In the lesson,
teachers’ presentations, students’ collaborative discussion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re
arrang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how ancient
mathematicians strove to find the sphere volume formula. Furthermore, we introduce
modern technology 3D modeling software-Rhino,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to use this
software to print out the "Steinmetz Solid" model and observe the physical model to
gradually derive the answers. We gradually adjusted the content of the lesson through
reflection, and designed a STEM lesson o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Mou He Fang Gai
and 3D Printing". We hope this 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designed from a
STEM perspective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mathematics educ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 Mou

He Fang

Gai (Steinmetz Solid),sphere volum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history of mathematics,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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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簡單電路」教學使國小學生從
「探究與實作」中建立科學概念
1

盧秀琴 ，李明翰

2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教授1,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研究生2
luchowch@tea.ntue.edu.tw,leo8081067@gmail.com

摘要
因應教育部 108 自然領域新課程綱要，應引導國小學生從既有經驗出發，進行「探究
與實作」與多元學習，培養科學探究的能力，進而提升核心素養。本研究設計「簡單電
路」課程，搭配自製的電路教具，使用預測(Prediction)、操作(Operation)、討論(Discussion)
與解釋(Explanation) (PODE) 教學法進行「探究與實作」教學。包含：「通路與斷路、
燈泡的串聯和並聯」的故事情境的操作與學習，示例說明：圖中是小翰家房間的配置
圖，一樓和二樓各有一間房間，每間房間都有一顆燈泡，並且樓梯間有開關配置；請
根據圖說操作並回答下列問題：1. 預測並說明預測的理由。2. 操作：將其中一個開
關依序連接在燈泡上，觀察燈泡發亮與否與開關連接有關係。3.問題給定、形成假
設：與預測結果是否一致？提出操作結果與預測結果相同或不同的可能原因。4. 討論：
依據操作後的結果與預測相比較，經討論後說明自己的想法要改變或不改變的原因。5.
解釋：燈泡發亮與否和開關有關係？本研究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進行「探究與實作」
教學，希望能幫助國小學生進行「探究與實作」而減少迷思概念的產生，提升「簡單
電路」科學概念的理解層次。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2 班實驗組，共 50 人，採用
PODE 教學法搭配自製「簡單電路」教具，進行「探究與實作」的教學；2 班對照
組，共 50 人，採一般講述式教學，配合教科書的實驗。教學前以「簡單電路二階層
診斷評量」對以上四個班級進行前測，教學後再進行後測；並利用「PODE 教學法
學習單」對實驗組學生進行實作評量，以了解國小學生建構「簡單電路」科學概念的思
考歷程。「PODE 教學法學習單」評量表內容包含：預測(P)、實驗觀察(O)、討論(D)、
科學解釋(E) 等 4 項，採三點量表評分方式，「優」給予 2 分、「待改進」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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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未呈現」給予 0 分。研究結果顯示：1. 「簡單電路二階層診斷評量」經
由 SPSS 22.0 統計分析，以前測當作共變數， 進行後測的 F 檢定，結果達到顯著
差異；表示採用採 PODE 進行「探究與實作」教學的實驗組學生，在「簡單電路」建
構的科學概念優於對照組學生。2. 從「PODE 教學法學習單」評量分析， 實驗組學
生能依據學習單的 PODE 情境，畫出各種正確的「通路與斷路、燈泡的串聯和並聯」
等簡單電路接法，能使燈泡發亮，表示實驗組學生具備設計「簡單電路」的能力。3. 本研
究所設計的「簡單電路」教具，能幫助實驗組學生熟悉電池的串並聯和燈泡的串並聯
接法，觀察不同接法中燈泡發亮程度的變化，增進建立正確的科學概念，減少迷思概念的
產生。4. 當國小學生初接觸「簡單電路」時，建議先檢核國小學生的「簡單電路」迷
思概念，可配合閱讀相關文獻，了解學生的背景知識後再教學，本研究能提供國小
自然科教師有關「簡單電路」的教學媒體和自製教具，能協助自然科教師或國小師
資生教學。

關鍵詞： PODE 教學法、二階層診斷測驗、自製教具、探究與實作、簡單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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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生理學特論」課程培育研究生設計
跨領域仿生學實驗與教學
盧秀琴 1、陳亭臻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2

luchowch@tea.ntue.edu.tw1, chentingjhen15@gmail.com2

摘要
教育部公布十二年國民教育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重視中小學學生自主學習，強
調中小學教師應多採用探究式教學法，故師資培育大學之課程設計也應培養中小學教師使
用探究式教學法，才能在中小學教學現場應用自如。其次，師資培育大學的課程強調跨領域、
跨科的學習，以仿生學（Biomimetic）為基礎的「仿生產業」即是跨領域、跨科的共同創作，
能比傳統產業省下更多原料，提供企業界更好的解決方案。因應 108 新課綱，國小自然
科教師的角色已經從教學者變成引導者，教學內容也轉變成橫向連結各個科目的跨領域、
跨科的教學。本研究以「昆蟲生理學特論」18 週的課程培育 24 位研究生，共 11 組，
設計跨領域、跨科的仿生學實驗與教學，培育的內容包含：
一、介紹各類昆蟲適應生長環境的特殊構造和生理機轉。
二、認識昆蟲仿生學跨領域、跨科的理論，說明其仿生原理的意涵，包含：翅膀、巢
室、複眼等三個仿生主題。
三、透過昆蟲仿生學理論解說目前仿生結構教學的原型設計與應用範圍。
四、進行校外教學，地點為臺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天溪園生態教育中心與二子坪蝴蝶
步道、福山植物園，教導研究生如何觀察昆蟲的特徵與習性，順便做昆蟲族群的資
源調查。
五、共 11 組研究生各設計一個「昆蟲仿生學」實驗與教學，並做出仿生原型，說明
所應用的相類似構造、功能與科學原理。本研究的目的為：一、探討各組研究生運用「昆
蟲生理學特論」課程所學，設計跨領域、跨科的仿生學實驗，採用教師及學生互評的「昆蟲仿
生學實驗設計評量」（AIBED）進行評量與分析。二、探討各組研究生修習「昆蟲生
理學特論」課程的教師專業成長，使用由教師評分的「課程學習指標評量」(AICL)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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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量與分析。此外，還蒐集質性資料，包含：昆蟲仿生學實驗設計、昆蟲仿生學教
學、評分者的回饋與建議；綜合所有質性和量化的資料，提出本研究的主張與詮釋。研究
結果發現：一、共有四組研究生設計「翅膀」仿生主題，內容包含：自製仿生蜻蜓飛行器、
探討撲翼飛行器的科學原理、探討仿昆蟲飛行及空氣渦流、仿種子翅膀的飛行器。二、共
有四組研究生設計「巢室」仿生主題，內容包含：仿白蟻巢室建築以提高散熱反應、仿蜜蜂
巢室帳篷以節省空間、探討沐霧甲蟲集水原理、蓮葉效應在仿生建築的自潔效應。三、共有
三組研究生設計「複眼」仿生主題，內容包含：昆蟲複眼感光與相機鏡頭的應用、鋏蠓趨
光行為的應用、蛾眼效應抗光反射的原理。四、AIBED 評量的平均分數為 86.8 分（滿
分為 100 分）
，包含 4 個向度：「仿生構造特徵說明」平均為 22.3 分，「仿生學理論」平
均為 21.2 分，「設計原型」平均為 21.6 分，「功能介紹」平均為 21.7 分。評量者的綜合評
價是各組研究生所設計的昆蟲仿生原理與仿生原型，一半以上表達清晰、易懂而具有創意，
能引發國小學生的學習興趣。五、AICL 評量的平均分數為 88.2 分(滿分為 100 分)，
包含 4 個向度：「知識」平均為 21.5 分，「技能」平均為 22.0 分，「情意」平均為 22.4
分，「整體表現」平均為 22.4。評量者的綜合評價是各組研究生能有效地利用「昆蟲生
理學特論」所學習的理論知識， 應用於「昆蟲仿生」設計，並做出仿生物的原型，能引
導國小學生探究「昆蟲仿生」跨領域、跨科的科學原理與學習興趣。六、「昆蟲仿生學」可以
讓人類實際觀察昆蟲為適應環境而演化出來的特殊構造或特殊功能，尋找新的設計靈感、研發新的
科技產品，進而改善人類的生活。故希望本研究能持續培育國小師資生， 尋找合適的國
小和班級，提供國小師資生能將所設計的跨領域、跨科的「昆蟲仿生」教案，實際在國
小試教，探討其可行性，以及國小學生是否真的能適應此教學模式。
關鍵詞：設計仿生學實驗、跨領域、跨科、課程學習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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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無人機測繪技術於攝影測量課程
之教學與實作
張智安 1、傅于洳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1、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2

tateo@nctu.edu.tw 1, yuju@nycu.edu.tw2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在攝影測量課程中導入無人機測繪技術，規劃設計無人機攝
影測量的課程教學模組。研究問題是在現行攝影測量課程中有效的融入無人機測繪技術，
以提升教學效益。針對傳統攝影測量教學課程，提出強化無人機測繪專案實務操作及導入現
行無人機相關法規教育兩項精進項目。此研究發展無人機測繪技術之實作型教學課程，課程核
心教學模組包含無人機法規、攝影測量理論與專題實務，使學生學習工程測量所需之無人機
測繪理論與實務。課程定位為問題導向的實作課程，以地形測量為主題讓學生透過
實作養成解決工程問題的能力。經由課程講授攝影測量理論，累積基礎概念與理論知
識，並規劃專業業師演講，分享業界於無人機測繪技術之實務經驗及探討現行相關法
規，再以課程實作作業串聯理論與實務經驗，導入無人機地形測量專案之實務操作，包含
無人機航線任務規劃、資料獲取、地面控制點量測、影像處理與分析及成果評估。最後，
以學生自評來討論課程教學目標成效，評量方式採用六項核心能力指標評估尺規
(Rubrics)。

本次課程教學目標成效以六項核心能力指標評量尺規來衡量，評估學生認為各
項核心能力的重要性與該項核心能力在課程教學中的達成度。六項核心能力指標分別
為: (1)具備無人機測繪技術相關法規知識，清楚載具、飛手、飛行任務、及場域的
法規限制。(2)具備能實際完成無人機飛行任務規劃之能力，有能力使用工具輸出
航線規劃圖，並規避限航區。(3)具備能實際完成無人機處理及分析之能力，有分
析、解釋數據及使用軟體產製三維地形成果的能力。(4)具有能力達成無人機測繪
成果視覺化展示，可互動式瀏覽測繪成果。(5)具有能力達成以無人機完成地形測

1121

APA-6

量之實作，地形測量成果必須通過精度要求。(6)具有有效溝通及團隊合作的能
力。
統計評估結果，核心能力一的重要度為 4.22，達成度為 4.5；核心能力二的
重要度為 4.17，達成度為 4.5；核心能力三的重要度為 4.61，達成度為 4.39；核
心能力四的重要度為 4.5，達成度為 4.28；核心能力五的重要度為 4.5，達成度為
4；核心能力六的重要性為 4.11，達成度為 3.83。重要度最高的前三項依序為核
心能力三(處理及分析)、四(視覺化展示)、五(地形測量)；達成度最高的前三項依序
為核心能力一(具備法規知識)、二(任務規劃)、三(處理及分析)。核心能力一與二的
達成度皆高於重要度，因本課程除了邀請專業業師分享現行無人機相關法規外，亦透過
課堂作業讓學生們實際規劃無人機航拍任務，結合知識與實作，加深學習印象。而核心
能力三到六的達成度低於重要度，其中重要度與達成度落差最大的為核心能力五(地形測
量)，推測原因為課程中使用地形測量實務作業之精度要求為標準，受限於設備與時
間安排，學生實習產出的成果低於實務精度標準， 故學生自評本項核心能力較低。
此外，核心能力六為達成度最低的核心能力指標，推測原因為課程規劃的實作內業
大多為一人作業可完成，除現地測量需團隊合作外，橫向合作的機會低，建議未來將單
人作業減少，提升團體作業比例。

現今土木工程測量及監測作業極積導入無人機測繪技術，本研究的價值性為彌補
工程測量在無人機測繪技術教育的不足，經由課程設計規劃，在傳統航空攝影測量教
育課程中融入無人機測繪技術相關課程，以呼應現今工程測量技術與法規的發展。課
程設計安排實作強化影像資料處理與分析的教學，也讓學生實際參與無人機航拍任務，
使用開源軟體規劃飛航路線與參數，在校園內實際獲取影像處理所需資料，並進行完整
的無人機航拍影像處理作業。此外，亦導入現行無人機相關法規教育於課程，落實實務
應用需求，幫助學生累積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在工程測量領域的競爭力。

關鍵詞：攝影測量、無人機測繪、地形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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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photogrammetry with drone technolog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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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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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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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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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use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mapping technology
in the photogrammetry curriculum and designs the teaching modules for UAV
photogrammetry. The research objective is to integrate drone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ent
photogrammetry course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Two advanced modules include the
hands-on exercises on drone mapping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urrent dronerelated regulations to improve traditional photogrammetry courses.
This research develops practical teaching modules for UAV photogrammetry. The
curriculum comprises of a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 and the core teaching modules
include UAV photogrammetry theory, UAV regulations, and campus topographic
surveying by UAV photogrammetry. The lectures combine the fundamentals of
photogrammetry and practical tasks to enhance the content of the photogrammetry course.
Finally, the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via Rubrics is used to discu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core competencies include:
(I)

the knowledge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UAV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awareness of the legal restrictions on drones, pilots, flight
missions, and fields.

(II)

the ability to design UAV flight

missions, use available tools to layout route

planning, and avoid restricted zones.
(III)

the ability to process, analyze and interpret UAV data and 3D terrain model
generation.

(IV)

the ability to visualize the results of UAV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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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the ability to achieve UAV topographic survey and satisfy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s.

(VI)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nd work in a team environment.
The Rubrics indicator includes the degree of importance and degree of achieve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rom the Rubrics indicator, the top three items with the highest
importance are core competence III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IV (visualization), and V
(topographic surveying); the top three items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of achievement are
core competence I (laws and regulations), II (mission planning), and III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The lecture not only introduces UAV regulations and mission planning, but we
also invite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to share their experiment. Therefore, the core
competencies I and II show higher achievements than the other ones. Besides, the UAVrelated hands-on exercises also help students gain knowledge of UAV photogrammetry
and deepen the impression of learning.
The core competence V showed a mo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gree of
importance and the degree of achievement. The speculated reason is that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s of the topographic surveying in practical work are usu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exercises. So the students' self-assessment of this core ability is low. In
addition, core competence VI showed the lowest achievement. The reason is that most of
the hands-on exercises can be completed by one person, except the on-site data
acquisition that requires teamwork. Hence, it is recommended to design a capstone project
which involves working as a team.
Key words: Photogrammetry, Drone mapping, 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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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跨系同儕共學】概念於跨領域
「物聯網概論與應用」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吳建中1、余崇安2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1,2
wucc@stust.edu.tw

摘要
物聯網產業的應用是需要跨領域整合了多種技術來進行開發，學生如果了解越多
的技能與知識將可提出更適合的解決方案，為培育此領域的人才本校工學院跨領域「X
學程」的選修課程中規劃「物聯網概論與應用」課程，課程中除了會用到課程學過的專業
技能，另外需要學習一些團隊合作、口頭報告與系統整合的知識與技術。但因為修課成員過
去的學習歷程、學習的態度及科系的專業背景上的差異，造成在學習不同跨領域單元上對
課程知識理解與進度上有不同的差異， 為了找出適合的教學方式，課程透過「跨系同
儕共學」-將不同科系學⽣分在㇐組進⾏同儕間學習與討論，主要是希望探討各自不同
背景的學生是否可以相互輔助而提高同學的學習意願或是降低同學在不同領域的學
習障礙。

本課程採用成果導向的教育課程執行原則，並採用講述法、討論法、探究教學法、
問題教學法 與合作學習教學法。課程透過 Rubric 評量的設計評估同學學習狀況，
並在學期初及學期末進行 Rubric 評量。

課程根據學生意願進行分組，修課人數有 48 位，助教 1 位，課程分組包括
跨系組、同系組、未參加分組三種，包括跨系分組總共 11 組共 30 位學生，同系分組
總共 6 組共 14 位學生及 4 位同學不願分組。針對「基本電子電路」、「感測器整合」、
「物聯網開發板使用」及「程式設計」四項知識做 Rubric 評量調查， 由同學自己根據表
格進行評估勾選，其中「完全了解」以 4 分計算、「了解內容」以 3 分計算、「部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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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 分計算、「不懂內容」以 1 分計算。期初評估成績， 跨系組、同系組、未參加分組
平均分別是 8.03、9.42 與 7.0，期末評估成績，跨系組、同系組、未參加分組平均
分別是 12.04、12.4 與 12.0。

參加跨系分組的成員有資工系、機械系、生技系、電子系、電機系、光電系的學生，
在尚未上課時，機械系、生技系、光電系相關知識多數普遍不足，但經過跨系上課 Rubric
平均評量明顯從 8.03 進步到 12.04，同系分組大都是資工系學生及一組機械系的同
學，Rubric 平均從 9.42 進步到 12.4。另外，不願意分組的全部是資工系的學生
Rubric 評量平均從 7.0 進步到 12.0。

除此之外，最後期末上機測驗成績，跨系組、同系組、未參加分組成績平均分別是
79.83、78.57 與 81.25。透過這些數據分析發現「物聯網概論與應用」的跨領域課
程中透過跨系合作分組的確會提高非本科系學生學習成效，另外一個值得提出來的觀
察結果是未參加分組的同學因為需要獨立完成課程內容，在最後測驗成績平均較其他
分組的分數來的高。

關鍵詞：跨系同儕共學、成果導向、Ru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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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using the concept of
inter-departmental peer learning
Chien-Chung Wu1, Chong-An Yu2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nan, Taiwan 1,2
wucc@stust.edu.tw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dustry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for development. Students would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more feasible
solutions, if they have m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is course has been added to the
elective courses of Interdisciplinary "X course" of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In addi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learned in the course, students also require the ability of
teamwork, oral reporting and system integration. However, students might have different
lear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gres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due to various types
of courses being taken, different learning attitude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and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was in hope of using "interdepartmental peer learning"- to group a team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for
peer learning and discussion.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learning backgrounds, it might help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ir willingness of learning or reduce students’ learning barriers in different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we expected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students improved their skills as well
as learning new skills in the plan. The design of the Rubric assessment was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how much progress made by students in the class.
This program adopted th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s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and conducted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lecturing, discussing, inquirybased learning, problem-solv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Rubric assessment was
perform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re were 48 students and a teaching assistant on the course, and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of groups: the inter-departmental group, the same-depart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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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group, based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students. There were a
total of 11 groups with 30 students in the inter-departmental group, a total of 6 groups
with 14 students in the same-departmental group, and 4 students in the individual group.
First, conducting a Rubric evaluation on the knowledge of "basic electronic circuits",
"sensor integration", "Use of IoT development board" and "programming", students
required to fill out the form through self- evaluation, where "fully understanding" was
calculated as 4 points,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 calculated as 3 points, "partially
understanding" calculated as 2 points, and " not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 " calculated as
1 point. 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 initial evaluation of the inter-department group, the
same-department, and the individual group were 8.03, 9.42, and 7.0, respectively, and the
final evaluation scores of the inter-department group, the same-department, and the
individual group were 12.04, 12.4, and 12.0 respectively.
The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departmental group were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Department of Optoelectronics. Before the course, the relevant
knowledge was generally insufficient for the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Optoelectronics. However, after conducting the interdepartmental grouping class, their score on assessment of Rubric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rom 8.03 to 12.04 on average. In the same-departmental group were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ir score on
assessment of Rubrics improved from 9.42 to 12.4 on average. All those who were
unwilling to be grouped were th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the assessment of Rubrics also improved from 7.0 to 12.0 on average.
Furthermore, on the final computer-based exam, 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 interdepartment group, the same-department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group were 79.83,
78.57, and 81.25.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collaboration
through inter-departmental group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of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would real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or
non-major-related student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students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grouping required to carry out and complete the course independently, and the average
score on the final test was higher than the score of other groups.
Key words: Inter-departmental peer learning, OBE, Ru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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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建教合作模式於問題導向學習之教學現場
陳思翰
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ssuhanchen@mail.mcut.edu.tw

摘要
目前訪間已有許多人工智慧人相關教科書，但書內範例往往限於完美的經典案例
集，無法引導學生體會解決專案的心路歷程；而使用 Erwin Jr (2015)將網路資料倉庫
(Data Repository)融入實作教材的做法，則會因所提供的專案背景訊息的不足，導致
學生無法得知數據生成的邏輯順序以及其與實務作業上的關聯性。基此，本研究將建
教 合 作 (Co-op)的 運 作 模 式 導 入 問 題 導 向 學 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之授課方式，期能達到產學雙方的互利互惠，學生端能在學習過程中能明確掌握實
務需求，且透過團隊互動、報告制作與發表的歷程中培養自信；教師端則能獲取最新的產業
待解難題並建立實務教材；業師端則能吸取解決數據科學專案歷程的經驗與最新的理論方
法。更重要的是，產學共同完成專案的過程對於人才技術實作能力的培育以及降低學用落差問
題而言十分關鍵，亦符合技職教育的核心。
關鍵詞：建教合作、問題導向學習、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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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Co-op into Problem-based Learning
Ssu-Han Chen1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suhanchen@mail.mcut.edu.tw 1

Abstract
Cases provided in the available textbooks relat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re
often limited to ideal cases that cannot guide students to solve a real-world problem.
Erwin Jr (2015) integrated datasets from online data repositories into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also cannot guide students to know the logical sequence of data generation
and its practical meanings. Based on this, this project introduces the Co-op model into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Students realize the practical needs
via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cultivate self-confidence throughout team interaction, report
as well as oral presentation. Teachers obtain the latest industr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dustry instructors learn the experience of solving data science cases and take away the
latest theoretical methodologies. More importantly, the process of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is critical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echnical implementation and to bridge the
skills and educational mismatch.
Key words: Co-op, Problem-based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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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共創生命故事繪本於大一「老人學」
教學實踐之研究
陳欣蘭
南開科技大學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系
cindyc@nkut.edu.tw

摘要
研究者從大一新生上老人學之上課觀察，得知大部分的學生對老化概念或老人學
相關知識不太清楚，對老人的印象也是負面多於正向，更不用說常與老人溝通。為了要
解決老人學教學場域的這些問題，研究者設計青銀共創生命故事繪本活動，就是希望透過
這個活動的進行，讓他們有機會接觸老人，與老人溝通，從而增進他們與老人之關係。這
個活動也許已有專家學者做過，但是把研究聚焦於大一新生，同時把長者設定為他們熟識
的親人或長輩，相信這樣的研究鮮少。研究者上網搜尋國內外相關論文，發現生命故事繪
本多用於社工、醫療照顧、樂齡學習等領域，但完全沒有論文是以大學新鮮人為研究對象，
也未將生命故事的長者設定在自己熟識的人。林培齡（2017）的研究為「從長者生命
故事繪本活動探究其生命意義與大學生祖孫關係」
，著重在長者的生命意義和祖孫關係。
江玉寶（2016）開闢「生命故事繪本」課程，主要目的是讓長者利用繪畫來紓壓內心鬱
悶，探討人生意涵，並將個人生命自我統整，邁向成功老化與健康人生。呂怡慧（2016）
的研究是以參與生命故事繪本敘寫的八位高齡者的學習狀況作探討，進而探索其心
靈健康發展歷程的前後關係。李盈蓁（2014）探討高齡者參與生命故事繪本課程之動
機與對其生活各層面的影響。由此可見，目前的研究皆非以教學場域出發而進行之研究，
這樣的結果，正可凸顯本研究之創新價值。由此可見， 本研究具有創新性。
是以，本研究旨在透過「青銀共創生命故事繪本」之教學實踐，解決老人學教學場域
發現的問題，協助學生增進其對老人學相關知識之認知、技能與情意。研究者在開學之際，
先引導學生認識老人與老化相關知識，在課程開始，先建立學生生理老化、心理老化、社
會老化等基礎概念。亦即，在期中考前，都是以理論建構為教學主軸。課堂上，研究者會
設計一些問題，讓學生參與討論，以深化學習。期中考主要以紙筆測驗為主，考試內容以
老人學之理論知識為主。期中考之後，研究者透過生命故事繪本的導讀，讓學生知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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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長者的生命故事繪本。研究者請學生選定長輩，著手進行青銀共創生命故事繪本的作
業，作為期末成績。評量方式有上台口報與製作生命故事繪本兩種。之所以採用上台報告，
乃是希望報告學生能與其他學生互動，就自己所遇到的問題，和台下師生共同討 論，並找
出解決方法。研究者要學生繳交生命故事繪本，乃是希望透過這個繪本，
紀錄學生與長輩共同的回憶，並促進彼此之關係。期末成績包含口報成績與生命故
事繪本成績。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研究參與者為選修大一「老人學」之新鮮人，共 19 位， 透過半
結構式的訪談，訪談大綱主要聚焦於了解課程學習前後，學生對老化知識的了解，及活
動進行時學生對老人的溝通情形與對老人的態度等問題。經由訪談結果，獲致以下研究結
果：（1）學生能驗證老人學相關知識：學生在課堂上習得老化概念與老人學相關知
識，並能在活動進行時同理老人；
（2）學生學會與老人溝通之技巧：學生在完成繪本活
動的過程，必須常與老人溝通，課堂上老人學知識之習得，無形中增進其與老人溝通之技
巧，並促進其與老人之關係；（3）學生對老人的態度趨於正向：大多數學生透過繪本活
動的進行，加上課堂上老人學相關知識之習得，對老人的態度已由負面的刻版印象趨於
正向。
以上三項結果正可以解決大一老人學課程教學場域常見的問題，由此可見， 透
過青銀共創生命故事繪本之進行，不僅讓學生習得老人學相關知識或理論，同時還能在
實踐中獲得驗證。譬如，大一新生一開始對生理老化的概念不清楚，然而，透過課堂的習得，
他對動作遲緩的長者就能多一份同理心與包容，也就是當他接觸長者時，課堂上的知識也
會隨著一一印證。亦即，本研究能讓大學新鮮人「做中學」，驗證課堂上的理論，重新建構
其對長者的認知，增進其對長者的了解，促進其與長者的關係，甚至受長者生命故事的啟
發，強化其對長者的態度， 此乃本研究帶給學生學習的創新價值。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參考。研究者認為除了青銀共
創生命故事繪本活動外，尚有其他的活動可以促進世代關係，譬如，幫長者做一件事。建議後
續研究者可以聚焦在世代共融、尊老、敬老等的議題上進行教學實踐。在研究方法上，研究
者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採用量化研究方法， 或質性與量化兼顧的方法，以讓研究結
果更加周全。本研究因為教學場域的受限，範圍的受限，研究對象的受限，以及課程
只有一學期的限制，導致研究結果無法類推至其他研究，此乃本研究之限制。

關鍵詞：生命故事繪本、老化概念、與老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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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Gerontology” Teaching
Practice Based on Qingyin Co-created
Life Story Picture Books
Hsin-Lan Chen
Department of Gerontechnolog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indyc@nkut.edu.tw

Abstract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freshmen in class, the researcher learned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 of aging, and their stereotype towards
the elderly was more negative than positive, not to mention that they often communicated
with the elderly. Therefore, the Qingyin Co-Creation of Life Story Picture Book Activity
was designed to help the freshmen to contact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elderly,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lderly.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life story picture
books were most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work, medical care, senior learning, etc.
However, none of the papers were on the basis of the university freshmen and the story
elders they were familiar, which would make this study innova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teaching field thr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Qingyin Co-creating Life Story Picture Book", and help students enhance
their cognition, skills and affection of gerontology-related knowledge. With a qualitative
method base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19 freshmen were interview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 Students verified the knowledge of gerontology; (2)
Students learned the skills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elderly; (3) The attitude of students
towards the elderly tended to be positive. Finally, the researcher mad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ers as a reference.
Key words: life story picture book, aging concept, communicating with e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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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數據與視覺化融入觀光學院統計學課程
之教學的學習成效研究
羅琪
中華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chilo@chu.edu.tw

摘要
隨著時代潮流的變遷，觀光學院統計學課程之教學，也應該隨著學生的領域與實際
需求而調整，根據教學現場觀察，學生素質比十年前差很多，加上學生原本就多半數學不好，
因此較數理的統計學，學生普遍學習動機低落、不大會解讀統計圖表的資訊、也不太會做基本
的統計分析。為了解決觀光學院統計學教學現場遇到的問題及希望統計學教學能跟上時代潮
流，傳統商管的統計學教學方式， 不再適合觀光學院的學生需求，也不能引起學生的學
習動機，是時候將大數據與視覺化融入觀光學院統計學課程之教學之中。因此本研究
的目的是以 Power BI 為工具，以體驗學習方式設計課程內容，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
將大數據與視覺化融入觀光學院統計學課程之教學之中，並將重點著重在瞭解生活中哪裡用
到統計，能解讀統計圖表的資訊與有能力做基本的統計分析與網路資料分析，設計「做中學」實
作教學，希望由新的課程教學設計，解決教學現場所遇到之問題，並達到提昇學生學習動機
與學習成效的目標，本研究礙於篇幅將只著重於學習成效影響部分的探討。

大數據的定義是 Volume(容量)、Velocity(速度)和 Variety(多樣性)，但也有人另
外加上 Veracity(真實性)和 Value(價值)兩個 V。但不論是幾 V，大數據的資料特
質和傳統資料最大的不同是，資料來源多元、種類繁多，大多是非結構化資料， 而且更新速
度非常快，導致資料量大增。而要用大數據創造價值，不得不注意數據的真實性(李欣宜，
2015)。文淵閣工作室(2017)指出視覺資訊圖表，是將複雜的資訊、數據、知識，以快速
理解及可提高閱讀興趣的視覺效果呈現。Power BI 是一套商務分析工具，可為提供
企業完整的深入解析。連接數以百計的資料來源、簡化資料準備，並推動特定分析。
產生美觀的報表並加以發行，讓企業能在Web 上及行動裝置之間加以使用。體驗學習
最早被解釋為：做中學，係指一個人透過直接體驗來獲的知識、技能與學習價值
(AEE，1995)。其主要的教育哲學就來自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在 1916 年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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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民主主義與教育』，書中提及教育的本質有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與教育即經
驗的重組與改造。杜威提出「做中學」的革新教育，主張新教育應該以現在的經驗為依據
進行教育，讓學習者可以學習到解決他們現階段以及未來即將面臨問題所須具備的
知識與解決能力，而過去既有的知識與技能，只能是過程中的媒介或工具，而不是教育最
後的結果。林秀珍(2007)指出，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意涵為，學校教育應該與學生
的生活經驗連結，不能自外於社會生活而孤立自存。統計教學亦是，應該舉例說明生活中
哪裡用到，學生將生活經驗與統計內容連結，能提高學習動機。杜威在「教育即生長」認
為，所謂「生長」即指個人向著其未發展完成之方面的逐步發展。在統計學習方面，學生
透過做中學，學習尋找與解讀統計圖表，學習如何進行基本統計分析。在「教育即經驗的
重組與改造」，杜威所倡導的經驗學習是一種動態歷程，強調的是學主動的探索與發現，
並經由這個動態的過程當中不斷地進步。統計教學將視覺化與大數據融入，就是希望學生
將網路上取得的大數據資料，透過學過的圖表與視覺化，主動的探索與發現有用的
資訊。

本研究將以學習者為中心，依據杜威所提教育的本質，採用 Kolb 的體驗學習
理論將學習過程分為經驗、省思、歸納與應用四個階段，形成一個學習過程， 設計「做
中學」實作教學，教學教材以各種生活中的統計實例告訴學生哪裡用到提昇學生學
習動機、作業以各種圖表的蒐集與解釋強化學生統計圖表資訊的解讀、期末問卷設
計調查分組報告以 Power BI 與 SPSS 軟體教學生做基本的統計分析與分組比較，
並根據分析之圖表與報表，寫成調查分析結果報告、另外以 Power BI 軟體示範網路與
觀光大數據資料的視覺化呈現，最終達到提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的目的。

為了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生在開學時及課程結束前，均需接受同一份統計試題
測驗(測驗中有 1/4 的題目是圖表解讀題)，本研究採用配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t
test)，要檢定學生在統計圖表資訊的解讀、統計知識方面是否有顯著的進步，並配
合 Cohen’s d 效果值(effect size)來評估統計檢驗結果。課程有日部與進修部兩個班，
日部是餐旅系日部二年級的學生，進修部除進修部二年級的學生外，另外還包含一些之前
本系與外系被當掉重修的學生、轉學生及外籍生。兩班有效樣本數均為 52，結果顯示，日
部學生前後測平均分別為 30.1923 分與 62.6923 分，t 值為-12.827，p 值<0.001，效
果值為-1.77，效果佳，進修部學生前後測平均分別為 24.0385 分與 49.134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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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值為-8.097，p 值<0.001，效果值為-1.12， 效果佳。綜合量化資料的分析結果發現，
學生在統計知識的學習、統計圖表資訊的解讀能力的表現等方面的成效有所提昇。因而
建議未來有意從事觀光學院統計學教學之教師，以做中學為主，融入大數據與視覺化，逐
步培養學生的統計分析與解讀的能力。

關鍵詞：大數據、視覺化、Power BI、體驗學習、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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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or
Statistics Teaching of the College of Tourism
with Big Data and Visualization
Chi Lo
Chung Hua University
chilo@chu.edu.tw

Abstract
As time goes by, the teaching of the statistics course of the School of Tourism should
also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field and actual needs.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 teaching scene,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statistics teaching method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students of the School of Tourism. Also it could not caus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statistics. It is the time to integrate big data and visualiz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statistics course of the School of Tourism. The teaching should focus on
understanding where statistics are used in life, can interpret the information and ability of
statistical charts, can do basic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network data analysis. This teaching
practice plan will focus on the learner and based on "education is life", "education is
growth", and "education is re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the nature
of Dewey's education. Using Kolb's experience learning theory to divide the learning
process into “experiencing”, “reflecting”, “generalizing”, “applying” four stages which
forms a learning process. Designing "learning by doing" practical teaching. Improving
student motivation with statistical examples from various lives. Strengthen students’
interpretation ability on statistical chart information with the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various charts. Using Power BI and SPSS software to teach students to do basic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group comparison. Using Power BI software to demonstrate the
visualization of web and tourism big data. Ultimately, this teaching practice plan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the
same statistical te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and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is
study uses a paired t test to verify whether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istical graph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al knowledge. There are two
classes in this research, one is day school class and the other one is night school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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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valid samples in both classes is 52.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scores of day class students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are 30.1923 and 62.6923 (t=-12.827,
p<0.001, effect size d=-1.77), and the average scores of night class students in pretest and
posttest are 24.0385 and 49.1346 (t=-8.097, p<0.001, effect size d=-1.12). The result
shows that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of statistical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interpret
statistical chart information has been improved.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eachers who intend to engage in statistics teaching in the Tourism College in the future
should focus on learning by doing, and integrating big data and visualization, and
gradually cultivate students'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apabilities.
Key words: Big Data, Visualization, Power BI, Experiential Learning, Learning b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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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作學習模式奠定學生在電子學（一）
專業基礎之研究
賴文正
明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wjlay@mail.mcut.edu.tw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明志科技大學所開設的專業必修課程電子學(一)，探討以合
作學習模式奠定學生在電子學(一)之專業基礎，並且結合講述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
個案分析幫助達成教學目標，透過上課筆記、教科書及補充教材、工程計算機的操作與練
習、影片、作業及課堂發問、專家演講、戶外教學等方式，提出三個創新教學模組，並藉
由｢教師成長社群｣提出解決方案，來達到創新教學。

創新教學模組(一)包括：｢影片、補充教材｣是透過蒐集相關圖片或影片，讓學生
清楚看到半導體結構與製程。｢戶外教學參觀｣主要目的是為了強化課程知識，不但可
以對學生作現場解說，並且知道半導體在將來產品的應用。｢專業演講｣則是邀請業界專
家提出業界經驗，讓課程更能接地氣符合實際需求。創新教學模組(二) 是利用｢學習單｣
在課堂發元件及三用電表，驗證本課程電子元件特性。創新教學模組(三)則是利用分
組合作學習來回答課堂問題及完成期末報告。本研究主要是從整學期所實施發展的
一系列課程與教學活動，探討如何利用｢學生學習方法創新｣來奠定其專業基礎。三
個創新教學模組分別對應到瞭解基本元件特性及電路觀念、二極體特性與交流分析、
電晶體特性及應用等三個教學目標。研究方法是： 開課時，先進行｢前測問卷｣瞭解學生
的起點行為，並藉由專家及同儕諮詢、文獻回顧、研討研習方式提出解決構想，以及｢教
師成長社群｣提出解決方案，開始執行三個模組的｢創新教學｣，這三個創新教學模組也
分別對應到三個教學目標。其後，到期中考週時進行｢期中問卷調查｣，以瞭解其執
行成效是否良好？如果不好，將藉由｢教師成長社群｣相互學習討論，再擬出解決方案，
並對創新教學模組進行調整；如果好，再繼續執行。研究經改善後顯示：前、後問卷調查結果

1139

APA-6

顯示， 8 位同學答對率已有明顯進步，平均進步幅度約有 46%左右，已有明顯進步。期中
問卷針對｢科技媒材｣、｢戶外教學參觀｣、｢專業演講活動｣、｢課堂影片、發問｣、｢模擬
訊號完整性｣能增進你探索本課程感到滿意，非常滿意有 65.34%、滿意有34.66%。
分成四組進行合作學習，共四次的學習單平均成績亦能達到 85 分，顯示有不錯的
學習成效。期末教學評量，對所「修讀課程」的滿意度平均分數：100 分、對「教師教學」
的滿意度第平均分數：100 分，同時期末心得皆表示滿意。

本研究藉由電子學（一）的前測、期中及各項活動問卷調查，及學生「期中反饋」意
見，評估檢討施行後的優缺點，已找到「創新教學」最佳模式，亦達到奠定電子學(一)專
業基礎之目的。

關鍵詞：合作學習模式、電子學(一)、創新教學、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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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ying the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of
Electronics (1) for Students through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
Wen-Cheng Lai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jlay@mail.mcut.edu.tw

Abstract
Focusing on Electronics (1), a compulsory course offered by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o lay the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of Electronics
(1) for students through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 helps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by combining didactic instruction, heuristic teaching and case analysis,
proposes 3 innovative teaching modules through class notes, textbooks and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engineering calculator operation and exercises, videos,
assignments and classroom questions, expert lectures, outdoor teaching,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hrough “teacher development community” to achieve innovative teaching.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ule (1) contain “videos and supplementary teaching material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miconductor
structure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by collecting pictures or videos. The main purpose
of “outdoor teaching” is to enhance curriculum knowledge, so that students can not only
be given a running commentary, but also learn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semiconductor in
future products. “Expert lecture” is to invite industry expert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course more practical.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ule (2) is using
“Learning slip” to distribute components and multi-meters in class for students to verify
the characteristic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ule (3) uses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to answer class questions and complete the final report.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lay the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by “innov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based on a series of courses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The thre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ules correspond
to the thre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understanding basic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ircuit concepts, diode characteristics and AC analysis, and transistor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as follow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rse, “a pretest

1141

APA-6

questionnaire” is firstly used to understand students’ entering behaviors. An idea is put
forward by expert and peer counseling,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method discussion, a
solution is proposed through “teacher 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hree modules is performed, which are corresponding to three teaching
objectives. After that, “a mid-term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midterm examination week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If it is not good, teachers
will learn from and discuss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eacher development community”,
draw up a solution and adjust innovative teaching modules; if it is good, the
implementation will continue. According to the improved study, the results of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questionnaire surveys show that, the correct rate of 8 students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ith an average improvement rate of about 46%. About the items
which can strengthen students’ exploration of the course in the mid-term questionnaire,
such as “technical media”, “outdoor teaching”, “expert lectures”, “classroom videos and
questions” and “simulation signal integrity”, 65.34% are very satisfied and 34.66% are
satisfied. Divide into four groups for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four study slips can reach 85 points, whi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good learning effect. In
the final teaching evaluation, both “taken courses” and “teachers’ teaching” have an
average satisfaction score of 100, and students all expressed satisfaction at the end of the
term. Through pre-test, mid-term and activities-relat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Electronics (1) and students’ mid-term feedback, after evaluating and review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fter its implementation, the optimal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found in this study,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Electronics (1).
Key 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 Electronics (1), Innovative Teaching,
Learning S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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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國際化中之挑戰：多元⽂化教學現場
之學⽣學習經驗質性研究
楊孝康
銘傳⼤學國際學院時尚與創新管理學程
cyang@mail.mcu.edu.tw

摘要
台灣⾼等教育國際化之成功，反應了近幾年國際間不同國家對於我國辦學之
正⾯⼝碑以及信任之外，更有效減緩我國⽇益衰弱之⽣育率所造成之少⼦化衝擊。
國內各⼤專院校近年來積極設⽴國際班、拓展招⽣之國際版圖，以招收外籍學⽣為
主要對象，提供全英語的課程及學習環境。國際學⽣的加⼊，對於台灣之⾼教環境
的⽂化多元性、教學內容與⽅式之⽔準提升、尊重與欣賞不同
⽂化、社會⾵氣皆有正向助益。

台灣⾼等教育國際化的興盛與重視為教學環境帶來許多前所未有之機會與新
象，但在教學實務上存在不少問題及挑戰，有待深⼊討論與探索。筆者在本研究發
現，過去關於多元⽂化教室或教學現場之研究與⽂獻，⼤多集中在於歐美國家等西
⽅教育背景或中⼩學教育。關於⾼等教育之多元⽂化教室之學習經驗，例如學⽣課
程參與度、課堂發⾔程度、信⼼與學習態度等之各⽅⾯具體⾯向⾮常缺乏了解，以
⾄於許多⼤學教授與授課教師在⾯對國際⽣之教育與課堂經營上必須艱難地從零開
始摸索，「從無到有」的這個過程漫⾧且時常因為耽擱了⿈⾦時間，無法有效地將寶貴
的多元⽂化教室善加運⽤及發會其特⾊。
本研究⽬的在於以銘傳⼤學國際學院學⽣為主要研究對象舉辦焦點座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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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學以「國際化」為其教育及發展特⾊，為我國為唯㇐美國認證之國際學校，並
且在招收外籍⽣之⽐例為全國前三名，在⾼教國際化的教學場域上有其舉⾜輕重
的意義。⽽銘傳⼤學國際學院歷史悠久，在國際化教育上㇐向不遺餘⼒地推動創新
教學且提供全英語之教學環境，是少數⼤學四年以全英語教授的綜合⼤學。本研究
之問題意識及研究問題，在於探討及討論「多元⽂化之教學現場學⽣之學習狀況及
與不同⽂化背景之同儕之相處關係」，試圖進㇐步了解， 在⾼等教育國際化當中學
⽣所可能⾯臨到的難處，以及該如何應對？本研究所設計之質性資料收集，由訪談
者邀請願意⾃主參加之學⽣，訪談共有⼗位學⽣，在學期結束時探討學⽣在「企業
倫理」該課程之學習經驗，尤其為「課堂參與」以及「課堂發⾔」 等元素作為主
要討論⽅向。本研究之焦點座談之學⽣分成「外籍⽣」及「本籍⽣」，並且以兩場焦點
座談進下深⼊訪談，以促進對於國際班不同⽂化背景學⽣之理解。本研究之焦點座談，
分別為七位越南籍學⽣（⼤四⽣）以及三位台灣本籍學⽣（⼤四⽣）
，參與訪談者在
學期末所策劃之焦點訪談，並且擔任主持⼈（moderator）每㇐場次總共時間共為四
⼗分鐘左右， 並且由助教擔任第⼆中介⾓⾊，以不偏頗之態度引導學⽣作答及⿎
勵參與者對話。

本篇研究的研究發現及價值性，可分為兩層次進⾏探討：第㇐、國際化教育的
教學設計與教室經營之改善⽅向，第⼆、⼤學教師在國際班中所特別「超前部署」
之前置作業對於學⽣的學習成效及體驗有明顯的助益。⾸先，本研究第㇐項發現及
價值，從本研究之焦點座談之資料分析中可得知，參與者認為能夠與其「頻率相同」
或「擁有合作默契」之同儕在⼩組作業上合作，遠⽐國籍來得重要。在焦點座談中，
訪談者幾乎㇐致同意，在課程之⼩組作業或分組與不同國籍之同學㇐組勢必⼼情上
會⽐較緊張，但是⾄於是否能激勵⾃⼰增加發⾔與參與度，受訪者則在回答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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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意⾒。⽬前國際班教師之學⽣分組實習作法，不少教師為了⿎勵多元⽂化交流
⽽在學期初便以「國籍」為唯㇐指 標，事先將學⽣分組，可⾒此種實施⽅法或許
並⾮最佳。本研究第⼆項發現與價值：教師在課堂外之準備需更加將班級「多元⽂
化」此特⾊納⼊為重要考 量，以利課程內容、教材以及班級經營的規劃，才能夠
使學⽣們在課堂中的學習狀況與經驗能有更好的體驗。在焦點座談中學⽣們㇐致地
認同，當課程設計有多元化的教學（例：個案討論、期末⼩組作品之報告等）
，⼜符
合國際班之特⾊時，則更能激發學⽣本⾝對於該課程之興趣與加深印象。

關鍵字：⾼等教育國際化、國際⽣、多元⽂化、銘傳⼤學、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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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護生跨越那道坎：
以自我效能理論降低不同性別 護生於產科實習
之知覺壓力與提升護理能力初探
張皓媛 1、曾雅玲

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理學系 1、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護理學系 2
changh@ntu.edu.tw1, tyaling@mail.cmu.edu.tw2

簡短摘要
目的：檢驗教學方案於降低護生於產科實習之知覺壓力，與提升護理能力之成效。

方法：採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為某國立大學護理學系產科護理學課程暨實習
修課學生。量性指標含產婦身體評估自我效能量表、知覺壓力量表與護理過程評量指標，質
性訪談護生與其照護之產婦。以無母數統計檢驗前後測與性別得分差異；以內容分析法確認
效果與意義。

發現：初步資料顯示 19 位（5 男性、14 女性）護生於產婦身體評估自我效能有顯
著進步，且男女護生均有顯著進步。知覺壓力方面，實習初期男護生知覺壓力顯著較女護生
高；但實習後期， 轉為無顯著性別差異。護理能力得分顯著增加，顯示其護理過程能力
在實習期間有顯著提升。質性訪談發現「以專業跨越性別界線」是護生適應此過程的主要
感受，信任與自在護病關係三大要素為：態度好、表現專業、表現自在。結論：教師預先
準備護生的知識技能與概念，並以專業能力為導向帶領，有助於護生降低知覺壓力以
及性別差異。
關鍵詞：男護生、產科護理、自我效能、知覺壓力、護理過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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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問題意識/研究問題：國內外論述與調查研究顯示，由於產科實習須面對陌生的孕
產情境以及婦女隱私部位的照護，不同性別的護理科系學生(護生)在產科實習時的壓
力有差異。實習壓力除可能影響臨床實習成效，亦可能對其學習護理產生負面影響，是值
得重視的護理教育問題。基於目前尚無針對此教學現場問題進行改善之教學措施實證研
究，研究者綜合文獻建議、臨床教學經驗與觀察，輔以自我效能理論，設計措施方案。
研究目的：檢驗此「提升自我效能措施方案」對於降低不同性別護生於產科實習之知覺
壓力，與提升護理能力之成效。
課程介紹/教學場域介紹：課程為某國立大學護理學系大三必修產科護理學暨實習，
於課室進行課程說明、招募、與進行課室教學。修課者即符合參加本研究條件對象，排
除條件為不同意參與此研究者。課程說明時先徵求受試者的同意，並於網路上填寫研究受
訪者說明及同意書進行收案。無論是否參與研究，學生均接受相同教學方案。此外，主持人
不知道參加者名單，直到送交成績後，才進行資料分析；而實習簡介、技術演練、模擬實
習、臨床梯次實習之場域在北部一所醫學中心產後病房進行，分三梯次，由同一位老師依
循相同的教學方案進行指導， 該院為大學附屬醫院，接納該校護生實習，護理長與單位
臨床護理師對護生實習抱持正面態度，為一個助力；然而，護理教師於學生實習過程仍須持
續與實習場域護理長與護理師保持良好互動，預先溝通協調，以能提供護生良好的學習環境。
研究設計/方法：採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為某國立大學大三護生，已具
備基本護理學與內外科護理學之知識與實習經驗。教學進度分為五階段：(1) 招
募期：邀請護生參與；(2)準備期：準備護生的產後照護知識與技能，對於臨床情
境之心理預演，透過知識、技能、心理上的準備，期使護生能較容易進入狀況；(3)暖身期：
由臨床見習、嘗試照護(try to care)、漸進獨立照護(nearly total care)、到獨立照護(total
care)，漸進式使護生具獨立照護產婦能力；(4)進階期（運用護理過程概念照顧產婦或
新生兒）
；(5)評值期（評值護生之知覺壓力與護理能力）
。結果評量分為「量性指標」與
「質性訪談」，量性指標以產婦身體評估自我效能量表、知覺壓力量表與護理過程評量
指標，其中評量指標由學生與教師評估，並訪談護生與接受照護之產婦。量性資
料採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與 Mann-Whitney U tests 檢驗結果指標於前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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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差異與不同性別護生的得分差異，質性訪談採錄音與轉為逐字稿，採內容分析
法，以確認措施效果與意義。
研究發現：本研究分兩學期進行，現已完成第一學期之教學實踐研究，以 19 位
（男性 5 位與女性 14 位）進行初步資料分析。產婦身體評估自我效能方面，男
女護生在各面向得分與總分均有顯著進步，各面向進步幅度在 1.00~2.26 分之間
(ps < .01)，總分平均進步 14 分(p < .001)；進一步以性別分析，男護生與女護生在
「產婦身體評估自我效能」均有顯著進步，詳細來說，男護生由 15.74 分進步
到 37.20 分，進步 21 分 (p = .043)；女護生由 22.14 分進步到 33.36 分，進步
11 分 (p = .001)，均達顯著改變。知覺壓力方面，整體而言，知覺壓力總分在實
習前後無顯著差異(p > 0.05)，但進一步以性別分析，男護生在實習初期的知覺壓力顯
著較女護生高(p = .019)；但於實習後期，兩性別護生在此面向的知覺壓力都顯著下降，
且男女護生的知覺壓力轉變為無顯著差異(p > .05)，顯示由實習期間以專業能力為
導向的帶領，也許可幫助護生降低知覺壓力以及性別差異。
護理能力方面，前測平均為 8.00 分，後測平均為 9.46 分，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
檢定分析，發現受試者於從前測到後測，護理過程能力有顯著增加(p = .001)，顯示其護
理過程能力在實習期間有顯著提升。質性訪談結果顯示分為護生端與產婦端呈現：「以
專業跨越性別界線」，是護生適應此過程的主要感受，護生認為有助於其準備好進入臨床場
域的課程包含：技術演練、學長姐經驗分享座談（學長姐給予提醒有助於了解現況、也更
貼近學生們的心）
、臨床專家經驗分享（有助於統整狀況與學習問題解決策略）與以
家庭為中心的護理（會把伴侶拉進來一起參與母嬰照顧）
。而產婦端對於護生性別普
遍接受度高，認為護生態度良好，表現專業，是個案願意信任護生的兩大要素；此外，
無論男女，護生表現自在，也是讓護病關係自在的關鍵。
結論：此教學方案可降低不同性別護生於產科實習之知覺壓力並提升護理能力。
教學實務意涵：護生進入臨床前，教師先提供知識技能與概念的準備（以家庭為中心的
護理概念、護理專業於產科的落實、舉辦學長姊經驗座談會、技術演練） 提供實習
裝備；實習過程中，以專業能力為導向的帶領，有助於護生降低知覺壓力以及性別差異。

關鍵詞：男護生、產科護理、自我效能、知覺壓力、護理過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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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male nurse students across the gap:
Decreasing perceived stress and increasing nursing
competence among male students in maternity nursing
practice by Self-efficacy Theory
Hao-Yuan Chang1, Ya-Ling Tzeng2
School of Nursing,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1, School of
Nursing, College of Health Car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2 changh@ntu.edu.tw1,
tyaling@mail.cmu.edu.tw2

Brief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a teaching program on reducing the perceived
stress in obstetric practice and improving nursing competence among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We adopted a single-group pre- and post-test research design. Participants were
students who studied Maternal and Children Nursing course and internship in a School of
Nursing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wan.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cluded (1) the
maternal physical assessment self-efficacy scale, (2)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and (3)
the nursing process rubrics. We also interviewed nursing students and postpartum women
received students' nursing care.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e- and post-test scores and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Content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confirm the effect and meaning of the teaching intervention.
Findings. Among 19 (5 males and 14 females) students, preliminary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maternal physical assessment self-efficacy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and
both male and female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perceived stress, the
perceived pressure of male nursing stud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nshi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but at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perceived stress of both gender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urned int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erms of nursing competence, participants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nursing process competence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post-test. The results of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 included that (1) “crossing the gender boundary with
professionalism” as the main feeling of students adapting to this process and (2)
appropriate attitude,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nd comfortable status are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of the trust and comfortable nursing-cli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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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During the internship process, providing preparations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concepts for nursing students and leading them with profession-oriented approach
helps nursing students reduce perceived stres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ternity nursing
internship.
Key words: Male student nurse, maternal nursing, self-efficacy, perceived stress,
nurs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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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Ques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ecause of the unfamiliar
situation and the care for women’s private parts, nursi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often feel stress on obstetric internships. The stress would negatively imp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clinical internship among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
suppor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nursing education issue. Currently, no intervention
studies focused o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site problem. Consult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resear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 in clinical teaching, we designed an intervention
study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self-efficacy theory.
Research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Intervention for
Enhancement of Self-Efficacy Program” on reducing the perceived stress in obstetric
practice and improving nursing competence among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
Description of course/teaching field. The course is Maternal and Children Nursing
course and internship (required subjects) in a School of Nursing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wan. Course description, recruitment, and lecture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who take the course a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Exclusion criteria are those who do not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When introducing the course, we invite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Then,
willing participants filled out the consent form on the REDCap system. Students received
the same teaching pla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In addition,
the investigator did not know the list of participants before grades submission and
analyzed the data after grades submission. The internship introduction, clinical skills
practice, simulated internships, and clinical

internship were carried out in a postpartum

ward of a medical center in northern Taiwan. The internship course contains three batches
by the same teacher with the same teaching program. The clinical setting contains
acceptance of nursing students’ internships. The head nurse and nurse staffs have an
accepting attitude towards

nursing students, which helps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however, during the student internship process, nursing teachers must keep good
interaction with the nurses in the practice field practice field and clinical staffs and also
must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in advance, to provide a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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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esign/methods. We adopted a single-group pre- and post-test research
design. Participants were the third-year students who had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fundamental nursing and medical and surgical nursing in the school of nursing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progress wa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1) Recruitment
period (i.e., inviting nurs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2) Preparation period (i.e., preparing
nursing students’ knowledge and skills, psychological rehearsal of the clinical situation,
through knowledge, skills, and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of postpartum care. The
preparation is designed for enabling nursing students to adapt the clinical situation easier);
(3) Warm-up period (i.e., gradually taking the clinical total care from [a] clinical
observation, [b] try to care, [c] near total care, to [d] total care); (4) Advanced period (i.e.,
using the concept of nursing process to take care of the postpartum women and newborns);
(5) Evaluation period (i.e., evaluating changes of perceived pressure and nursing
competence of participants).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The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cluded (1) the maternal physical
assessment self-efficacy scale, (2)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and (3) the nursing process
rubrics. The rubrics were evaluated by both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 Interviews with
nursing students and postpartum women received students' nursing care. Quantitative data
was analyzed by the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and Mann-Whitney U tes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s of the pre- and post-test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s used.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re 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into verbatim manuscripts, and content analysis was adopted.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used to confirm the effect and meaning of the
teaching intervention.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roject is conducted in two semesters, and the first semester
of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has now been completed, with 19 (5 males and 14 females)
for preliminary data analysis. In terms of maternal physical assessment self-efficacy, male
and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have ma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in all aspects, ranging from 1.00 to 2.26 points in each aspect (ps <.01), with an
average improvement of 14 points in total score (p <. 001); further by gender analysis,
both male and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maternal
physical assessment self-efficacy". In detail, male nursing students improved from 15.74
points to 37.20 points, an improvement of 21 points (p =. 043);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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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from 22.14 points to 33.36 points, an improvement of 11 points (p = .001), all
of which reach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erms of perceived stress, overall, the total score
of perceptual pressure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nship (p>
0.05), but further analysis by gender showed that the perceived pressure of male nursing
stud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nshi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p = .019); but at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the perceptual pressure of
nursing students of both genders in this aspec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erceptual
pressure of male and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turned int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5), indicating that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oriented during the internship
leading may help nursing students reduce perceived stres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nursing competence,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pre-test was 8.00 points, and the
average of the post-test was 9.46 points. Participants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nursing
process competence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post-test (p = .001, Wilcoxon tests),
indicating that the nursing process competenc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uring the
internship. The results of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 included two parts: nursing students
and postpartum women. For nursing students, "crossing the gender boundary with
professionalism" is the main feeling of adapting to this process. Nursing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the courses helped them prepare to enter the

clinical

field.

The

courses helps include: clinical skill practice, seniors’ experience sharing seminars (the
seniors’ reminders help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re closer to the hearts of
the students), clinical experts' experience sharing (helps to unify the situation and learn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and concepts of family-centered care (students could bring
postpartum women's partners to participate with mother and baby care together). For
postpartum women, the gender of nursing students is generally highly accepted. They
believe that good nursing attitude and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re the two major factors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trust in nursing students. In addition, regardless of the gender of
nursing students, when nursing students are comfortable, which is the key to a fre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ing students and postpartum women.
Conclusion. The teaching program can reduce the perceived stress and improve
nursing competence among nursi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maternity nursing
internship.
Implications of teaching practice. Before nursing students enter the clinic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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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can provide preparations for knowledge, skills and concepts (i.e., familycentered nursing concept,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specialty in obstetrics, seniors
experience sharing seminars, skill practice) to provide students practical equipment.
During the internship process, profession-oriented teaching helps nursing students reduce
perceived stres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ternity nursing internship.
Key words: Male student nurse, maternal nursing, self-efficacy, perceived stress,
nursing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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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Curriculum of Electromagnetism
Tsung-Wen Yeh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s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wyeh@mail.ntcu.edu.tw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whether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can promote the
learning attitude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of the first-yea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general physics electromagnetism units. Researchers have continued to follow up on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teaching of electromagnetism
courses based on theoretical derivation and analysis of ideal problems for many years.
It indicates that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under traditional narrative teaching mainly come
from the electromagnetism concepts involving complex mathematical methods and
abstract mathematical concepts. Because the teaching goal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with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bstract problems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expertise of
students, the students showed less interest in active-learning, maintaining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and developing problem-solving skills. It is well-known that projectbased learning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s and cultivate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improve the negative benefits of the
aforementioned

traditional

teaching

by

develop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electromagnetism courses. This study uses action research to develop two- semester
courses in two academic years. The teaching objects ar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same college.
The research subjects conta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used the same textbook and learning progress, and the researcher served as the
teacher. The control group was the first-year science education students who were given
traditional narrative teaching and used traditional weekly tests and hands-on
electromagnetic experiments as teaching tools to promote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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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group is the second academic year of the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tud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urses contain preparatory courses and research courses. In the
preparatory course, the guided inquiry teaching method used in hands- on courses
develops students' circuit analysis abilities. In the research course, a problem-oriented
course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olving teaching method, allowing students
to conduct small essay research through independent inquiry. The content includes
discovering problems, setting research goals, propos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s, designing
experiments, conducting experiments, collecting data, analyzing results, discussing issues,
and making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course designs ten research topics based on open
resource electric packages to develop students' future academic expertis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eed to choose one specific research theme for their independent
research. Students would discuss their research problems with teachers or classmates and
collect reference materials by themselves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of three weeks. When
students finished their independent research, they should present a research report based
on their research results, which would contain the research purpose, research process,
important findings, research conclusions. Through the results presentation meeting,
students will publish their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orm of seminars.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e student research reports, teaching feedback, teaching
history records, student interviews.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e
students' homework, week tests, semester test, teaching feedback, teaching history
records, student interviews. Analyze the data content by triangulation correction metho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est scores of basic knowledge of electromagnetism. (2) Mos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affirmed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 of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materials. (3) Most of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affirmed the week
tests and experiments used as tools to promote learning motivation. (4) The results of the
learning questionnaire show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difference in learning attitude and problem-solv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Key words: electromagnetism, introductory physics, project-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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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設計方法引導創意思考與實作教學
施智文
致理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harry015@mail.chihlee.edu.tw

摘要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於 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台灣排名全球第 13，在亞
太地區則排名第 4，報告中也將台灣評為「超級創新國」；然而再看路透社於2018 年
所發佈之全球最具創新力之大學排名，前 100 名卻毫無台灣身影，足見台灣在產
業創新環境與資源提供或許尚可，但在大專院校的創新能力培育與環境建構顯然不足。
面臨當前地方創生與創新前瞻政策的推動之際，「創意、創新、創業與創生」的養成，
以及探討如何將其落實於校園教學場域內，讓學校教育的得以跨越死亡之谷而到商業化
應用的階段，即為本研究之目的。

在大學創意類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很多老師對於如何「教創意」仍處於較為模糊與
抽象的概念，究其原因除了因為坊間創意思考的教材雖多，但真正能引出學生族群或年輕世
代創意構想的方法卻仍少見，多數流於理論闡述或個案分享。本研究即著眼於此，期望將服
務設計的方法帶入課程設計中，逐步引導學生利用系統性方法進行創意思考與實作，創造
不同類的創意主題，並透過競賽、企劃案撰寫、雛型實作等方式，讓創意構想成為具可行性
與商業性之企劃，激發學生從創意為起點，朝創新、創生，乃至創業的目標邁進。

一個企業的價值並非由企業自行決定，而是須透過每一次與客戶接觸的過程中由
顧客來決定。顧客與企業接觸的介面也不僅止於實體產品上，還包括各服務接觸點的體驗，
對於顧客的定義，更不能狹義的指購買者或使用者，應納入全體利害關係人。因此，本研究
在創意實作過程中，特別重視創意的起點是否從顧客需求為出發點而去設計的新產品或新服
務，同時佐以使用者服務流程的體驗設計與體驗過後的意見回饋等，讓實作成果真正接地氣，成
為具體可行的企劃構想。

有鑑於此，本研究應用服務設計學者 Marc Stickdorn& Jakob Schneider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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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提出之服務設計方法與工具為基礎，從人物誌（Persona）
、消費脈絡分析、使用者
旅程分析（User journey）
、心智圖（Mind map）創意發想、腦力激盪術、 TRIZ 40 項
發明原則、商業模式創新、服務藍圖設計、企劃書撰寫技巧，到最後的雛型製作，引
導學員透過創意思考課程中的小組討論，以及每周的圖像實作與教學分享過程，讓思考脈
絡從發散型創意逐步到收斂型企劃，最後利用雛型實作完整表現學習成果，藉此了解服務設
計的流程，創造具商業價值之創意教學成效。在研究對象選擇上，主要鎖定以致理科技大
學企管系二年級的學生為主體，

進行為期一學期的服務設計與實作課程，同時於課程第一週即先對全體學生進行服
務創新能力之前測，從中了解學員在創意思考能力與基礎知識的認知，後續則在整體課
程結束前針對所有學員再做一次後測，透過成對 t 檢定結果顯示，個體學員在學習前
後，對於服務創新能力之提升，具有顯著性差異，證明透過系統性服務設計方法之引導，
可有效提升學生在創意類課程之思考能力。此外，在課程進行的同時，也要求各組學員
需擇一項創新創意類競賽報名參加，在 10 組學生團隊中，也有一組獲得校外競賽
佳作，足見學員在實作能力上也能有所提升。

針對後續研究部分，由於服務設計領域相較於其他研究領域而言較為新穎， 許多
基本工具是從其他領域沿用而來的，因此單純針對服務設計本身進行的研究為數尚少，
性質也大異其趣，此部分是爾後可持續補強的一環。此外，由於創意本身在成效測試上若單
以問卷前後測結果來進行分析，似乎仍有許多變數未納入考量，故是否能發展與創意學習前
後成效衡量相關之工具，或許也是未來研究時另一項可以再投入的領域，也期待能有更多人
投入系統化創意學習方法的研究， 讓台灣真正邁向「超級創新國」的未來。

關鍵詞：服務設計、人物誌、使用者旅程地圖、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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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service design to guide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Chih-Wen Shih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rry015@mail.chihlee.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service design methods and tools which proposed by Marc
Stickdorn & Jakob Schneider, a scholar in 2010. The methods is mainly to guide students
through the group discussion in the creative thinking course, as well as the weekly image
implementation and sharing process, so that the thinking context will gradually change
from divergent creativity to convergent planning.
The main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persona and stakeholders analysis,
consumer psychology analysis, user journey map, mind mapping, creative thinking,
brainstorming, TRIZ, business canvas, service blueprint design, plan writing skills,
prototype production etc. In the research subjects, it is focused on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the one-semester course, all students will be tested the service innovation ability
in the first week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cognit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basic
knowledge. Afterwards, before the end of the overall course, a test will be conducted
again for all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students have improved their service
innovation abi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use the paired sample t test to show that individual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service innovation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learning, which is sufficient to prove that the guidance of systematic service design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in creative course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requires students to choose an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competi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urse. In the overall results of the competition,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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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lso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won excellent works in the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competition. It shows that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the service design methods, th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 Service design, persona, user journey map, cre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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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教學設計師與業師以線上協作
MOOCs 的歷程探討
羅豪章 1、吳衍震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simonlo@mail.ntcu.edu.tw1, bit108104@gm.ntcu.edu.tw2

摘要
長久以來，教學設計師和學科專業教師如何共同完成線上課程設計與製作， 始終持
續被研究探討著。因此，設定教學設計師為未來職業的大學在學生（本文以職前教學
設計師稱之）
，在學習數位課程設計與實作時，安排具有數位內容設 計和教育不同
背景的學生進行協作以培養跨領域合作經驗，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時，考量學生
沒有足夠的教學或線上課程設計與製作的實務經驗，故業師（同 時具備線上課程設計
與製作，以及教學專業的一線教師）的導入，更能促進學生 有效地完成協作。然而，在
教育現場，業師協作最大的挑戰便是時間和空間的問 題。本研究以線上協作方式，讓由數
位內容設計和教育相關系所學生所組成的團 隊，和業師完成近年來線上課程主流「大規
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的設計與製作，並探討學
生和業師在這個協作歷程的心得和感想。

中部某國立大學，背景分別為數學教育（5 位）和數位內容設計相關學系（3 位）
，
大二（2 位）和大四（6 位）
，共 8 位修習「數位課程設計」選修課程的學生參與
研究。學生根據不同專長（系）
，以隨機分派方式至兩組，每組四人。業師則為兩位
（男女各一位）具備五年以上數學教學專業，並參與過教育部因材網數學科 MOOCs
設計與製作的一線教師。

本研究線上協作使用 Line 文字和群組語音通話、Google Drive 文件編輯和檔案
管理以及 Google Meet 的線上視訊會議服務。經業師和團隊成員協商後，各組自訂
協作過程的小組規則。團隊便在業師的指導下，依循 ADDIE 系統化教學設計流程，
每一週一個階段，四週分別完成分析、設計、發展和執行前四個階段任務，成品交由因材網
數學科執行教授團隊進行評鑑，業師和團隊再根據評鑑結果進行修改（歷時兩週）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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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 MOOCs 均成功通過評鑑，並已經上架因材網正式供全國教師和學生使用。同
時，團隊也被要求每週都要撰寫工作日誌，紀錄過程中的重要記事（例如遭遇的問題、
如何解決問題、完成工作細項等）
，以做為 MOOCs 設計與製作的數位學習歷程檔
案（e-portfolio）
。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並透過資料和分析者的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提高研究的
信效度。資料三角校正是指本研究以半結構式問卷，分別對學生和業師進行團體訪談和
問卷調查，以及小組的 e-portfolio，三種不同管道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分析者
的三角校正則是透過兩位碩士級研究生對資料分別進行編碼後，再進行資料的彙整。
兩位編碼者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相互同意度和複合信度分別達 .974 和 .987，表示
本研究資料分析具備很高的編碼者一致信度。

結果顯示：團隊是根據組員背景專業來進行分工，但仍會要求全部組員都要參與歷程
中的所有工作討論和決策，而不會讓某項工作完全由某一組員完成。業師也認為不同背
景組員在本學習活動中各有其專長上的優勢，故團隊依專長分工是合宜的方式。團隊中
數學教育背景修習過教育學程的組員都有撰寫教案和教學演示的經驗，所以溝通內容會聚
焦於教學歷程；而具數位內容設計背景的組員， 重點會放在多媒體設計和製作上；業師
則可以針對學習者特性、迷思概念或是教學的設計的細節上給予團隊成員建議並管控
執行的進度。這樣的協作，除了可以了解不同背景專長組員的考量點，在溝通互動時也
會尊重彼此的專長和想法，更可以從業師接收到許多自己沒有思考和注意的地方。學
生和業師都認為協作過程以線上取代面對面的溝通互動方式，具備省時、方便、即時等
好處，組員之間若有任何想法、問題或成品都可以隨時提出，透過非同步（社群軟體）
討論取得共識，甚至必要時還可以同步（線上會議）
溝通，並且業師可以隨時提供專業協
助， 讓整個工作更有效率。但是，有時若僅透過社群軟體以文字進行溝通，容易產生誤
解，還是使用語音或視訊功能較好。而這種線上互動方式，師生皆認為較無面對面的臨場
感和溫度，甚至業師認為教學現場的當面示範是教學技巧傳承的最佳方式。

本研究在大學所開設之職前教學設計師的相關養成課程中，模擬職場中教學設計
師和學科專業教師共同完成 MOOCs 的設計與製作歷程，並利用線上協作方式克服業
師和學生團隊協作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問題，成功完成符合業界標準的數學科 MOOCs。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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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實徵的質性研究資料可知，團隊能夠以全歷程共同參與但專業分工的方式運作，符
合協作的精神。業師的導入，讓學生了解數位課程設計過程中更多、更細節性以及更實務
性的考量因素。因此，這種業師和異質性學生團隊透過線上協作的運作模式，可供職前教
學設計師養成教育課程發展規劃的一個參考範例。
關鍵詞：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線上、協作、教學設計師、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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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Online Collaboration of
Pre-service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and Industrial
Experts in the MOOCs Creation Process
LO HAO-CHANG1, WU YEN-JHEN2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y
simonlo@mail.ntcu.edu.tw1, bit108104@gm.ntcu.edu.tw2

Abstract
The collaboration of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and faculty (teacher) who serve as
subject matter experts in the online course creation process is an ongoing issue. The
experience of collaboration of cross discipline to create online course is essential and
important to pre-service instructional designer who is college student and want to be an
instructional designer in the future. This research aims at utilizing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include LINE, Google Drive, and Google Meet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of
industrial expert and cross discipline pre-service instructional designer team in the
MOOCs creation process. College students, 5 major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3
major in digital content design, enrolled in ‘e-Learning course desig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Heterogeneous grouping was used and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groups. Two industrial experts who have both teaching profession and MOOCs creation
experience are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ls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and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Group interview with students and
industrial experts’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qualitative data. Qualitative
data was coded by two coders and high inter-coder reliability was proved. Results showed
that distinct discipline background team numbers played different role and all team
numbers were ask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llaboration. Industrial experts
played multiple roles including monitor, experience provider, and design suggester. Both
industrial experts and students thought that utilizing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was an
excellent solution to collaboration because it offered participants easy, instant and realtime communication tools whether asynchronous or synchronous. To sum up, online
collaboration which combines industrial expert and cross discipline team in the MOOCs
creation process provided participants a plentiful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mean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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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ice instructional designer training program can take this kind of collaboration
model as a reference.
Key Words: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 online, collabora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er, industrial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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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化概念融入微致動器教學單元之行動研究
許藝菊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yichu@stust.edu.tw

摘要
研究目的: 傳統教室的特徵，基本上老師是專家，負責傳遞所有教學資訊， 學
生則是被動接受知識並應用於考試中，而這樣的教學方式在高教現場的學習成 效愈來
愈難以推動。為改變如此的現象，本計畫以遊戲化的目標讓學生進入心流三條件(1. Clear
goals, 2. Balance between perceived challenges and skills and

3. Clear and immediate

feedback)來設計課程，現場以行動、回饋、動機激勵三元素來循環授課的歷程。

課程介紹/教學場域：本研究以機械系微奈米組大三必修課程「微機電系統」為實
驗主體，探究機械元件的「微換能器」，包括其理論與應用，該項目又可分 為包括「微
感測器」與「微致動器」等兩個次單元，本次研究挑選的課程單元是 後者，本教學研究實
踐於 109-2 學期的第 4 週到第 6 週進行，為期 3 週。

問題意識/研究問題：將遊戲化的元素融入機械工程系大三必修課程的「微 致
動器」單元，此種教學歷程是否可以改善教學現場的課堂參與和學習動機?

研究設計/方法：學生在課堂參與狀況有很多影響因子，對本研究最根本的 因
素是其學習動機，[Pintrich, 1993]提出期望動機理論模式，說明在學生學習過程中，
包括價值、期望與情感等三個主要動機成份。李[李勇輝, 2017]予以改良提出價值動
機、期望動機、情感動機與意志動機四個層面的版本，並表示價值動 機是指學生對學習
之重要性與效用性方面的認知，期望動機是指學生對學習能否成功之預期，情感動機是指學
生對學習之情感反應，意志動機是指學生能否將學 習付諸行動。其研究結果表示學習動機
的價值動機、期望動機、情感動機與意志 動機對學習成效有正向且顯著之正相關。本研究另
外參考[鄧耀南, 2016 ; Liu, 2006] 保留價值、期望與意志動機，意志動機是指學生能否
將學習實際付諸行動，因此本文以行動與意志做取代以此具象化該層面的意涵。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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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動機的問題聚焦於學生對學習成效的預期，本文以效能與期望取代之。最後，為讓
問卷簡化與聚焦，參考[鄧耀南, 2016] 的問題項目與學生在課堂參與現況後，本研究
將情感動機予之剃除。
本研究之對象為私立科技大學機械系的工學院院訂必修課程「微機電系統」的
課程修習學生，人數有 45 位，皆為男性的大三同班同學。研究工具為自編之問卷，
依據前述之文獻並考慮課程現場狀況，以內在價值、行動與意志、效能與 期望等 3 個構
面為課堂參與和學習動機的研究探討的主軸，平均分配於 9 項量性
的問題中，與 3 項質性問題。問卷在 109-2 學期的第 3 週進行前測(獲得 33
份有
效問卷)，第 7 週進行後測(獲得 34 份有效問卷)，前後測之交叉比對後有 27 份
有效問卷。量性問題為5 點量表，3 構面包括：。經由SPSS 可靠性統計量之Cronbach’s
α 值在前測與後側各為 0.94 與 0.90，為高於 0.9 的優良(Excellent)品質，足
以佐證本研究使用工具之品質。

研究發現或結論
由問卷之前後測的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在 9 題 5 點量性問題的平均
值上，整體後測比前測平均值進步.19，顯著性（雙尾）為.015，小於.05 達到統計
上顯著。若以內在價值、行動與意志、效能與期望等 3 個構面來分析，各自成
長 .11, .27 與 .19 ， 標 準 差

.43, .52

與

.56 ， 其 中 行 動 與 意 志 的 構 面 達

到 .012(小於.05)的顯著性(雙尾)。
而在 9 個量性問題上，除了問題 9(我對自己在課程活動的學習能力有信心)
的均值前後測不變(皆 為 3.7)，其 餘 8 個問題皆有提升。其中有 3 個項目達到
統計上顯著進步，包括：問題

3(我覺得這門課程的學習對我的未來會很有幫助)、

6(我樂意參與老師要我們進行的課堂活動)、7(我覺得我的學習成效在進步中)， 分
屬於內在價值、行動與意志、效能與期望 3 個不同的構面。
在質性問題有 3 項：1. 對這門課程，印象最深刻的是；2. 如果要選擇一個
需要改善的地方，那會是什麼；3. 是否有任何話想和我們說。問題 2

的回應都

是無，問題 3 的回應除了無以外，都為正面如：老師上課方式非常喜歡、希望未來還
有機會可以參與課程、上課還不錯。
質性問題 1 依照屬性將學生的回覆分類：團隊合作、單元、實用三項，後面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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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覆的數量。
團隊合作：分組報告時的參與度（1）
、開放時間讓我們討論（1）
，讓我們可以達到
團隊合作的效果（1）
、討論然後搶分數（1）
、最後面分組報告的時刻、整理重點上台
報告（1）
、各組討論回答問題（1）
、上課許多分組討論（1）
、可以和同學一起來研究
和討論來了解上課的內容（2）
。
單元：微泵閥(3)、應變規（1）
。
實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2）
。

研究價值性：在 3

週的遊戲化概念融入微致動器教學單元之課程實踐歷程

中，學生在課堂參與和學習動機是進步的。其中又以「行動與意志」的學習動機達到統計
上顯著的改變，而內在價值、效能與期望兩構面雖未達顯著，仍為正向成長，且仍有單一問
題達到顯著，整體構面的成長可能需要更長的教學實踐時 程，或者是價值、期望等
較為根深蒂固的觀念，難為一時一刻發生劇烈變化，此次 3 週實驗性的教學可以做為
經驗，鼓勵更多的遊戲化概念融入工程教育。

教學建議或實務意涵：本簡短論文針對工程學院課程中，學生學習意願與動機低落
的情況，以遊戲化三元素，行動、回饋、動機激勵來循環授課的歷程來形成改善。然而此
種遊戲化概念融入課程可能會引發授課老師的疑問是：教學內容是否減少? 教學效能是
否達標?

針對前述問題在本次的實踐是內容並未減少，而後面的問題將藉由更多認

知面向的檢測，於未來後續的研究作探討。

關鍵詞：遊戲化、學習動機、心流、課堂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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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gamification
concept into micro-actuator teaching
Yi-Chu Hsu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ichu@stust.edu.tw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aimed at the engineering students who are low motivated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 learning process. There are many learning methods were proposed
and investigated by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One of many promising methods is
gamification. Game is so popular and welcome to our college students.

Is it possible

to use its elements to trigger our engineering students to learn to the solid knowledge?
Gamification is new field of knowledg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ame design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in

non-game

contexts.

This

study

employed two game concepts

into the course: the process into flow

and

elements

for

engagement loops of

gamification. A flow state is the mental state in which a person performing some activity
is fully immersed in a feeling of energized focus, full involvement, and enjoy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tivity. The study of gamification identifies three processes to lead the
users into the flow state, which are: 1. Clear

goals, 2. Balance between perceived

challenges and skills and 3. Clear and immediate feedback. These three components were
applied into the course design of this study. In addition, the lecture procedures followed
by the cycles of action, feedback, and motivation which are the three elements for
engagement loops of gamification.
"Micro-actuator" under the junior compulsory course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of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s, Micro-Nano Group, is the course unit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to explore whether the integration of gamification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can improv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t the teaching site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course sit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ntrinsic value, action and will, efficacy and expectation are the main axes
about course participation and leaning motivation of the course participants. There are

1169

APA-6

nine quantitative questions and three qualitative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s

produced by the author.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pre-tested in the third week of the 109-2 semester (3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and the post-test (3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in the 7th week. After cross-comparison of the

pre- and post-tests, there were 27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quantitative question is a 5-point scale, with 3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Cronbach’s α value obtained by SPSS reliability statistics

is 0.94 and

0.90 o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respectively, which expressed an excellent quality
with the values higher than 0.9. It shows that the questionnaires are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quality of the tool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T test results of the paired samp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questionnaire show that,
on the average of 9 quantitative questions which are 5-point scale, the overall post-test
is .19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pre-test average, and it is improv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we analyzed the questionnaires by the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intrinsic
value, action and will, efficacy and expectation, the growth of each is .11, .27 and .19,
with standard deviations of .43, .52 and .56, respectively. Finally, among the three
constructions

of questionnaires, the construct of “action and will” also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re are three qualitative questions in this study: 1.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about
this course is; 2. If you want to choose

an item that needs improvement, what will

it be; 3.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us. The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2 is none, and
the response to question 3 is positive except for none, such as: I like the way of teaching,
I hope there will b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kind of class in the future, and the
class is not bad.
Qualitative question 1 was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ir attributes to the following
three items: teamwork, course subject, and practicality. The number in parentheses is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 responses.
Teamwork: Participation in the group report (1), open time for discussion (1), so that
we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teamwork (1), discuss and then grab the score (1), the

moment of the last group report, and organize Focus on presentation (1), group discussion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1), many group discussions in class (1),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with classmate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class (2).
Course subject: Micro-pump and valve (3), strain gauge (1). Practical; the teaching
materials can be applied in daily lif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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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in the duration of the 3-week course of applying gamification into the lecture
of the micro-actuator teaching unit,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have been proved to be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which were
evaluated b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target course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oreover, the statistic results among the three constructions of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nstruct of the item "action and will" achieve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lthough the other two dimensions of intrinsic value, efficacy
and expectations are no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y still positively increased, and there
is at least one single item

that

has reached significance statistically in each

construction. The growth of these two constructions may require a longer time for
teaching practice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significantly. It may be owing to they are
more deeply

ingrained

concepts such as value and expectation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drastic changes to happen in a short period. However, it should be good
enough that this three-week experimental teaching can be used as an experience to
encourage more gamification concept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Engineering education.
Finally,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cern for the first line lecturers.
study

Even

though this

show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amification concept into the curriculum is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it still may lead the instructors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by the

time wasted by the process of gamification, does the

teaching content have to be reduced? Secondly, even though the students are having
during the

class

time, how do I know if they are learn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up to

the education standard? In

materials?

fun

Or is the

response to

the

aforementioned question, the answer is no to this project. The teaching content has not
been

reduced

in

However, the second
and investigation

this

practice,

problems

which

should

will

in compare with the lecture based teaching.
be solved by more cognitive-oriented survey

be discussed in the future follow-up research.

Key words: Gamification, Learning motivation,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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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設計思考策略融入通識教育課程
之學習成效研究
李佳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chiaronglee@gmail.com

摘要
教育部於 2003 年發布創造力教育白皮書，這白皮書內點出台灣推動教育創新
資源普遍不足，缺乏長程思考，重視短期效果，在成果的評鑑與評核上，更勝於學習成效，
很難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有鑑於此，當今翻轉教育興起，目的是為讓課程不再只有老師
教的模式，而是要以學生為中心，重視教學改革，激發學生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生自我
效能與學習成效（Gilboy, Heinerichs ,& Pazzaglia , 2015）
。但究竟如何透過教學改革去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呢？迄今仍是個急需被重視的教育課題。

教育芬蘭教育委員會（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指出，教師可培養
具備橫向素養和跨領域學習的能力，適時提供學生跨域學習機會（洪詠善， 2016）
；
台灣十二年國教中，強調素養導向教學，以能啟迪學習動機、探索力、思考力、判
斷力和能勇於創新，展現科技應用與生活美學涵養、及能具備行動力且更能積極致力於
生態永續、文化發展之課程設計核心為宗旨進行教學（教育部，2019）
。因此，當今
「設計思考」則為可培育創意思考、跨領域人才、著重團隊合作與設計創新的一個
教學策略，故在翻轉教育前提下，啟動教學創新思維，落實教學創新理念與作法對
教學面而言實屬重要。

故本研究將透過以課室教學為場域，導入「設計思考」策略，對臺灣某國立科技大
學之修習通識教育課程之大學生進行教學實踐研究。擬以量化研究法，以「自我效能量
表」、「同理心量表」、「創意作品量表」、「學期成績」為研究工具，透過 T 檢定與 ANOVA 對
不同背景（性別、學院、父母親職業〈制度化形式文化資本〉）之學生進行學習成效之探
究。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效能」方面：前後測未達顯著，但後測平均數高於前測；「同理心
量表」方面：女優於男、父親職業為技術工人的學生表現優於其他三種職業的學生（勞動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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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人員、專業人員）
；創意作品表現上，在「創意作品量表」之新穎性、功能性或
精緻性三構面上與動畫作品表現：女均優於男、設計學院也優於其他三個學院（人科
學院、管理學院、工程學院）
「
；學期成績」表現上：女優於男、設計學院與人科學院表現
優於工程與管理學院、父母親職業沒有顯著差異。將根據上述設計思考策略融入通識教育課
程的結果，在「實務面」將提供給後續欲以設計思考策略融入課室教學之教師參考，及
對「後續研究」提供實質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設計思考、同理心、自我效能、制度化形式文化資本、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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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Integrating Design Thinking Strategies
into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Chia-Rong Lee
Bachelor Program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aronglee@gmail.com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White Paper on Creative Educa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03, Taiwan is lacked in resources in promoting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focuses more on short-term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an long-term future. What’s more,
students fail to hav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ince the accredi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verride the learning result. Considering all the above, flipped
classroom emerges as an innovative pedagogical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learnercentered instruction in which direct instruction moves from the group learning space to
the individual learning space to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with improved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Gilboy, Heinerichs, & Pazzaglia, 2015). Howeve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can be enhanced by education reforms remains as an
urgent issue now.
As pointed out by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by training students with
lateral literacy and cross-domain learning abilities, teachers can provide them with timely
cross-domain learning opportunities (Yongshan Hong, 2016). With emphasis on literacyoriented instruction,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highlights the purpose of instruction as:
to inspire learning motivation, exploration, thinking, judgment, and creativity by
revealing IT applications and life aesthetics and conducting curriculum design that is
practicable, ecological sustainable and culture-base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9).
Hence, “design thinking” can be used a strategy to foster cross-domain talents with
creative thinking and improve teamwork as well as innova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flipped classroom, it is significant to mak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further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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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eaching concepts or practices in instruction.
Targeting at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study introduces “design thinking” as a way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learn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a national Taiwanes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ying on scales of self-efficacy, empathy, creative work, and

the school transcript,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gender, college, parents’ job or institutionalized state of cultural capital can be explored
by T-test and ANOVA.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points are
revealed: (1) for self-efficac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are found, while the mean of post-tes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pre-test; (2) for empathy,
females perform better than males, and the student whose father is technician do better
than others (whose father may be a worker, official or professional); (3) for three
dimensions (creativity, functionality and refinement) of creative work and animation
work performance, the average score of femal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s, and students
from colleges of Design and Human Sciences perform better than those from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while no differences are caused by parents’ job. By combining design
thinking with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t is hoped that this
provide

a reference

with instruction

for teachers who intend to integrate

research

can

design thinking

in practice and supports research orient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ers.

Key words: Design thinking, Empathy, Self-efficacy, Institutionalized state of
cultural capital,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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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劇中人－戲劇的跨域合作與藝術設計
高禎臨
東海大學中文系
chenlin@thu.edu.tw

摘要
本論文將以「戲劇設計」這門課為教學研究對象，進行針對「跨領域教學」與
「跨科系學習」兩個面向的課堂觀察與分析討論。在教學面有不同專長教師的跨域合作，
修課學生則來自全校各種不同學系；教學過程裡我們透過分組設計讓學生進行跨科系的對話
合作來執行戲劇設計的構想與創作，教師之間則分別並共同提供劇本、劇場、視覺與策展等不
同專業知識的教授與建議；而最後課程則以策展的形式展現教學與學習成果。本研究將觀察、
分析與討論這門課從最初的跨領域磨合與最後的實現與成效，包括過程中產生的教學困難以及解
決方式。這篇論文除了是一個對於「跨領域合作」教學方式的案例觀察，也希望提供大學在戲
劇領域的教學上另一種可能的嘗試方向。
對應於當代社會所反映出來的文化駁雜與多元性，各種專業領域的界線不斷地被
打破與重新定義，而這個現象同樣影響了教育的政策與實踐。對於學術研究以及知識的專精
度而言，分門別類的知識體系確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單一的學科知識與專業可能已經無法完全
因應社會多元迅速的變遷，而知識間的界線與分野也未必有助於個體學習生活所需之整合
能力(黃政傑，1991)；因此在特定學科的知識基礎上進行跨域的合作以形成知識的碰
撞與擴大學習，這是現代大學端所重視的教學方向。陳幼慧與莊祐端 (2013) 在〈大
學精神與通識教育的辯證發展〉一文也曾論及專業教育過度發展可能發生的弊端，文
章提到由於近代學科的過度分化，致力於培養社會所需的專業人才；但過度浸淫自己的
專業，卻可能導致本科因缺乏異質元素刺激而喪失知識創新的契機，或者無法和不同專業的
人士進行橫向溝通等弊病。因此重視均衡發展的傳統博雅教育再度被提出，亦包括跨領域或
統整的視野，其教學目的無非是希望學生在專業之外能有更開闊的學習向度。也因此「跨領
域教學」成了近年來從教育高層到各級學校單位極力推行的創新教學實踐方向之一；對於
不同專業的老師而言，跨領域合作可以擦撞出不同的火花，開拓不同課程內容的可能性。
以此深具理想性的初衷作為一個教學改革的起點，其立意是美好的，但往往也在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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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裡裡逐一浮現各種困難。教師之間的跨域合作第一個挑戰是彼此需要在不同專業
裡建立「共同的語彙」，透過充分的協調溝通，確認並落實彼此共同認可的「教學目的」，
並且在不同專業之間達成一種「學習上的平衡」，這對設計課程的教師而言即是一種挑戰。
而跨域課程對於學生而言，其初衷同樣以「提供擴充學習領域與專長的機會」為課程目標，
但實際而言不同科系的學生在彼此差異的知識背景與能力之下，一門跨域課程是否能達
到其預期的教學目的，同樣也是充滿變數的。
其次，「藝術」作為一種專業知識自是毫無疑問的；但其本身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遠勝過
其他學門，也使得藝術領域的課程實現方式相對而言更為多元。藝術除了得以作為一門獨立之
學習領域外，並能與其他學科進行不同層次的統整，也因此使藝術學門成為在諸多學習領域
中，也成為最適於發動跨領域課程的學門之一（喻薈融，2015）
。陳瓊花(2003) 提到，
當今藝術與人文課程政策使藝術教育不再僅止於本科領域內的學習，而需跨越學科疆
界與其他學門領域連結，使藝術學習的經驗與個體生活更形整合。如果進一步參考國外對
於藝術教育的思考，美國在「藝術教育國家標準」(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NAEA，1994) 中便指出，藝術能啟發學生運用感知與感性思維的能力，培養
洞察力，達到語言與非語言、邏輯與情感之間的整合與完備的知能，故強調將各種藝術和
多元文化視為一個整體，並發展能 連結特定議題的藝術學科或跨越不同學科中的知識
和技能。Krug 和 Cohen-Evron（2000）二人則從藝術教育的角度探討課程統整時，
則是提出四種統整的方式，分別是：將藝術做為其他學科的資源、經由藝術擴大學科的
中心思想、透過藝術詮釋主題、思想或觀念及使藝術成為協助了解以生活為核心議題的方
法。陳議濃（2011）便指出，國際間對於課程的主流趨勢傾向統整的概念，促使藝術教
育與其他領域的科際界線模糊或逐漸淡化，這使得藝術學科不僅能潛移默化地影響其他各
領域的知識體系，也有助於藝術教育領域視野的拓展。
在「戲劇設計」這門課裡，正是由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老師（中文系及美術系）老
師共同授課；我們在此課堂上分別提供「戲劇與劇場」與「視覺與策展」的專長。
課程設定的修課對象為來自不同全校科系的學生，教學方式以戲劇的理解與詮釋、劇場設
計的討論與觀察、文字與圖像的分析作為知識基礎，透過教師循序漸進的引導下，讓學生之
間實踐跨科系的分組合作，並帶領學生一起討論並實作，最後以透過藝術設計來呈現戲劇作
品，並檢視設計作品本身所能進一步體現的文本內涵與深度為何，作為一個最終的學習目標。
課程的基礎學習仍為「文本的分析、理解、重新詮釋與改編」，延伸面向為「藝術設計的構想與呈
現」，並且透過課程的安排，讓不同領域的學生在這門課裡發揮不同專長、共同合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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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學科上的跨域學習。
在這樣一門從教師合作教學與學生課堂學習與實踐上，皆具備「跨域」意義的課程
裡；而我所想要實踐與研究的主要課題為：我們是否可能透過課程的安排與學習的漸層引
導，帶領同學將文學的分析與詮釋作為學習的起點，進而走向另一個層次的創作？老
師如何執行跨領域合作教學？以及學生們之間又如何形成跨域學習與合作？跨域
除了是一種彼此提供不同專業的合作，是否也能在這課程裡讓學生的專業知識與學
習能力皆有所拓展？
課程最後則是以跨域合作的劇場藝術設計作為最後成果，並將透過策展的形式呈
現學生跨域合作的過程與最後的藝術設計。具體成果則包含實體設計（影像、視
覺、模型或舞台）
，以及作品設計概念之說明；並記錄學生對於戲劇的詮釋與改編，設
計概念的說明，提出構思、實際討論、場勘、實作之後的陸續修正， 進而檢視作品本身與最
初他們對於劇本的理解與詮釋、預設的創作意圖是否符合。
本論文在研究對象上以「跨領域藝術課程」作為一個觀察的對象，具體討論的課題
如下：一、教師之間如何透過課程理念及教學策略的溝通與討論，並尋求共識的最大值作為
課程開展的基礎；二、學生之間如何透過課程設計建立跨域合作的有效學習關係。三、最後則是
以本門課為例，說明以「戲劇文學的重新詮釋」到「視覺藝術的轉化與創作」作為一種學習的
可行性，包括學生們協力完成的戲劇設計作品，以及這些作品是否能透過策展的方式，與
觀看者（群眾）建立一種有效的互動關係，進而使其理解在此作品裡所達成得劇本文學
的轉譯以及藝術作品的再創。
本論文最後的研究成果不僅針對該門課程提出具體的行動觀察與成果
檢 視，希望藉著這個教學研究論文的實踐與書寫，探討在大學校園裡專業結合的另一種可
能性，以及將戲劇自身的文學性、劇場性、視覺性與藝術性進行結合，或可成同時作為文
學教育、戲劇教育、藝術創作三種教學領域的參考。

關鍵詞：跨領域、戲劇、劇場、戲劇設計、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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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World’s A Stage: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Art Design in Theater Education
Kao.chen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chenlin@thu.edu.tw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investigate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nd interdepartmental studies
by conducting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urse Theater Design, which is
taught by teachers from the departments of Literature and Fine Arts, and is open to
students from all departments.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form
into teams and implement their original theatrical designs, with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provided by the teachers in such areas as script writing, set design, and curating.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each team presents its theatrical design. While conducting this research
I will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entire learning process of this course, including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and how they were dealt with. In addition to presenting a case
study of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provide some alternative approaches for theater education in a university setting.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Theater Education,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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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訓練─探討 APP 介入對
大學生運球學習之影響
方佩欣 1、陳春安 2、邱榮貞 3、杜珈霖
南臺科技大學體育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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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hsin@stust.edu.tw1, spring38@stust.edu.tw2, jane1996@stust.edu.t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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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新科技運用在健康管理或運動訓練已相當成熟，然
而，應用到體育教學領域仍屬少數。傳統籃球教學多以教師的演示教學為主，在大專體育
教學現場，學生的能力差異相當大，學生人數多，即使利用分組教學， 教師也很難顧及每
位同學的能力與學習進度，傳統教學也較難引發學生對更高階技術的學習興趣。因而，
透過教學設計解決大學生在籃球學習能力落差問題是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意識。

從應用資訊科技介入體育教學的相關研究來看，接受手機應用程式介入的大學生
其學習成效、運動自我效能、娛樂感等皆顯著優於對照組 (Melton et al., 2015; Rauef, 2015)。
使用 APP 輔助教學不僅對於學生的健康促進、運動訓練有正面的價值，在教學上
更具另一層意義。誠如王俊傑等人(2015)之研究呈現，體育資訊科技教學對體育創新
教學具有影響力。作者認為，藉由資訊科技補充傳統教學不足，不僅可強化學生的學習效
果，也使體育教學更加多元創新。據此，本研究具體目的在於，探討 APP 介入對大學生
籃球運球學習的影響。

本研究對象為選修籃球課程之男學生，一班為實驗組(36 人)，一班為對照組
(38 人)。因實驗班級有 3 位女生選修，對照班級則有 13 位，人數比例差距過大，
因而不將女學生列入分析。本研究使用準實驗設計，實驗共計進行 10 週，每週兩
小 時 (課程內容包含基礎/進階運球、傳球、上籃/投籃、分組練習、各類比賽安排，
每週固定設計 30 分鐘的運球訓練作為暖身與練習)，兩組的課程與技術練習進度相
同。實驗組使用 Home Court APP 運球訓練介入，並透過教學設計，讓學生完成自
主練習活動。對照組則採取傳統教學方式，由老師及助教示範與指導，也安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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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操作自主練習活動。

研究工具與測量部分，本研究以 Home Court APP 做為介入工具，該 APP 於
2019 上市，不需搭配穿戴裝置即可使用，程式內容包含運球、投籃、身體能力等
訓練，多數內容可免費使用。以現有的籃球訓練 APP 而言，Home Court 具有操作
簡單、數據顯示直覺，學生面對手機畫面，可以觀看自己的動作，即時進行修正，結束後
也可觀看錄影。APP 也有互動遊戲，可以與他人進行各項比賽。在基線測量包含：1.
慣用手；2.自覺運動能力(1~5 分別為非常差~非常好)。3.運球能力前測 30 秒左
手、30 秒右手運球次數。運球學習成效使用 APP 中的「300 COMBO」(右手 50
次運球、50 次低運球、25 次 V 字運球、25 次 in and out 運球，左手重複上述
內容) 進行測驗，由 APP 判斷動作標準及計算次數，完成後顯示總運球時間。學
期末收集實驗組對 APP 介入的意見，瞭解未來課程使用 APP 的改進方向。本研究使
用 SPSS 20 進行分析，顯著水準為 α=0.05。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實 驗 組 的 自 覺 運 動 能 力 平 均 為 2.89(SD=.46)，對照 組
為2.82(SD=.80)；實驗組的30秒左手運球平均為63.28次(SD=10.85)，對照組為62.21
次(SD=6.96)；實驗組的30秒右手運球平均為66.86次(SD=9.17)，對照組為61.76 次
(SD=8.15)；實驗組的300 COMBO的完成時間平均為185.97秒(SD=39.14)，對照組
為206.97秒(SD=47.85)。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部分，以組別做為自變數，慣用手、
自覺運動能力、30秒左/右手運球作為共變數， 300 COMBO為依變數， 進行組內
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交互作用項F值皆未達顯著。共變數分析發現，排
除慣用手影響後，兩組在運球學習成效達顯著(F= 4.41, p= .039)；排除自覺運動能
力影響後，兩組在運球學習成效達顯著(F= 4.05, p= .048)；排除左手 、 右 手 30秒
運球影響後， 兩組在運球 學習成效未達顯著( 分 別 為 F= 3.91, p= .052；F= 2.00,
p= .161)。多數實驗組學生對於APP介入課程給予正面評價，例如：可以使用手機自
行加強練習基本動作、遊戲性質的設計讓運球練習比較有趣、從每次的成績可以
知道進步的幅度等；也有學生提出認為APP有時感應不良、只能在iphone使用等因
素會降低繼續使用的興趣等意見。從量化結果與學生的質性回饋來看，Home Court
APP 做為大學籃球課程的運球教學介入雖有其使用上的限制，但在基本與進階運球
學習、學生對籃球技術練習的態度改變上，有一定程度的成效，其原因可能是該APP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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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性、互動性、挑戰性讓學生感覺新鮮， 未來研究可增加心理變數加以探討。此外，在
教學上可使用 Home Court APP 的錄影檢視的功能，進一步增加教師回饋或學生反思
的活動，對於技術的學習成效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關鍵詞：體育課、準實驗設計、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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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training:
Impacts of APP-Based Mobile Interven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Dribble Learning
Pei-Hsin, Fang 1 、 Chun-An, Chen 2 、 Jung-Chen, Chiu3 、 Chia-Lin, Du4
Physical Education Center,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 2 3 4
peihsin@stust.edu.tw1, spring38@stust.edu.tw 2, jane1996@stust.edu.tw 3,
dodo1017@stust.edu.tw4

Abstract
While traditional basketball teaching used to be characterized by teacher
demonstrations, it is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onsider stud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 total numbers of students that render it difficult for college teachers to keep an
eye on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related research, college students
receiving app-based mobile intervention will savor bette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elfefficacy, and feelings of entertainmen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Researchers argue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reliev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its shortcomings, not only
strengthening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ut revolutionizing PE teaching. Right in
this regar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app-based mobile interven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dribble learning.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male students taking basketball classes and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36 people) and a control group (38 people). This study adopts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o conduct experiments for ten weeks (two hours per week,
including basic/advanced dribble moves, layups, and shots, with the dribble drill set for
30 minutes per week), with the learning progress of the two groups kept the sam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s Home Court app-based mobile intervention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fulfill self-training activities by instruction desig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traditional teaching, revolves around teacher demonstrations, and asks for students’ selftraining. The pretest includes handedness, perceived sport ability, and left and right hand
dribble. The posttest of dribbl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s based on the 300 COMBO test
(right/left hand dribble, low dribble, v dribble, and in and out dribble) of the app.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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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s to the app will be collected after the experiments. This study adopts SPSS 20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is α= 0.05.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inish time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s
185.97 seconds (SD= 39.14) and 206.97 seconds (SD= 47.85), respectively. The one-way
ANCOVA shows that: controlling the impact of handedness,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groups is significant (F= 4.41, p= .039); controlling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port
ability,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groups is significant (F= 4.05, p= .048);
controlling the impact of left and right hand dribbling,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groups is non-significant (F= 3.91, p= .052; F= 2.00, p= .161). Many students are
optimistic about app-based mobile intervention, but some also consider the app
inconvenient. While Home Court App as an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 may have its
limitations, its impacts on students’ dribble learning and training attitudes are promising.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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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合作學習之差異化教學
-經濟學課程為例
譚經緯
醒吾科技大學財金系
095045@mail.hwu.edu.tw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延續本研究者前兩年度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軸- 經
濟學差異化教學，嘗試讓學習者「自主選擇是否合作學習」方式執行差異化教學，透過「準
實驗不等組前後測」之研究設計，以自編成就測驗來檢驗學生學習成效。研究對象為某科
技大學商管學院兩個經濟學班級學生，課程為兩學分之學期課，教學場域為一人一機之電
腦教室，結合該校數位學習系統進行課程教學實驗與線上測驗。

關於本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近年來本研究者透過磨課師數位課件及練習
題，結合「學習者偏好」分析，進行差異化教學設計及系列實驗，無論在「學習動機」或
「學習成就」提升方面都已驗證具顯著之成效。近年來，本研究者持續在課程中某段落講
解完畢時，發現部分學生已懂、但仍有許多學生摸不著頭緒， 而考慮重複講述的同時又擔心
已懂學生學習停滯，長期下來優秀學生可能易感內容過於簡易而漸失上課動機甚至轉學，故本研
究者除透過磨課師數位課件：讓多次講解後仍聽不懂者能自行反覆學習，而另提供之深度學習配件
則可讓欲挑戰更深內容之頂尖學習者自行選讀，以試圖減少上述囧境外，逐漸開始嘗試讓這些先懂
的學生以「小老師」方式鼓勵其協助其他同學理解或完成任務以加分，多次發現：透過「教」
的反思學習模式，有別於直接聽講之單向學習法，不旦這類學生藉此更有成就感，對於專
業觀念亦能更熟甚至有更深體悟，同時往往能帶起程度較差學生之自信及學習動機，溝通上
亦相對教師沒有代溝，甚至班級學習氛圍更加正向，因此誘發本次針對「合作學習」主題之
相關研究與設計。然而，有學者針對大學生合作學習之研究透過學生訪談發現：直接將不
同班級區分為「控制」與「實驗」組之合作學習教學實驗，讓實驗組班級學生感到壓力大、
較累，雖然大致顯示學習成效較佳，但是全班強迫一定模式之分組學習其「個別差異與負面
質性」之評估不易亦不明，且缺乏學習自主性；又一般「控制」與「實驗」組之準實驗教學，
可能因為教學兼研究者之主觀偏誤（如希望實驗教學法之研究效果顯著較優）
，而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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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在實驗組的投注心力相對高而不自知。再者，大學教學場域強迫分組有執行上
之困難與問題，如缺曠相對國高中生嚴重許多之狀況下，「樣本流失問題嚴重」，更難
以掌控分組之學習狀態條件，在現今普遍少子化的小班樣態下，極易造成研究之可靠度
不足。

考量上述教學研究之問題與限制，本研究設計兼顧學生權益、較易落實於大學教學
研究場域、避免教學兼研究者主觀偏誤之準實驗：即讓各班學生自主決定是否進行分組合
作學習來進行之，兩個班級之教學實驗共進行四週含三單元與三回前後測成就測驗，第一、三單
元為傳統教師講授式之靜態教學，前者歷時一週， 後者歷時兩週，第二單元則為活動競賽
式教學（歷時一週）
，每單元授課前皆先進行前測（含性別、科系等個資問卷）
，教師
解說或活動進行後進行後測（同時詢問學生合作狀況）
，過程中兩個班級（含三系學
生）皆含：實驗組為學生自行決定「分組合作學習」之差異化教學組（含協同合作、
共同學習、遊戲競賽與表揚）
、控制組為獨立自學之「無合作學習」組，前後測之自
編測驗題目皆不相同但難度類似，取自本研究者獲教育部標竿課程獎之「創意學經濟」
磨課師課件， 故具專家效度，教學實驗控制變項有五，分別為起點行為（皆為同一科大
商管學院開設於一年級經濟學之課程學生）
、 教材內容（三單元講義與成就測驗
及解答）
、教學時間（四週共 400 分鐘）
、教學進度與教學者（即本研究者）及學習設
備（具網路功能之一人一機電腦教室）
。

本研究採共變數分析法，進行數據分析前先行檢定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以考驗原
分組自變項（組別）與共變項（自編成就測驗前測分數共三回）兩兩間是否有顯著交
互作用，三回測驗同質性檢定結果皆未達顯著水準（0.05）
，顯示組內迴歸係數同質
性成立，可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續以本研究自編成就測驗後測得分為依變項，三回
測驗共變數分析結果：其中兩回達顯著水準（0.05）
，表示兩組後測得分高低會因「是
否有合作」而有顯著之差異，且三回測驗之後測分數經調整後的平均數，皆呈現實驗組高
於控制組（總有效樣本數三單元分別是 88、85 與 78）
。進一步再觀察並檢驗（單
因子 ANOVA）
「實驗組」
：
學生中，「主動合作」與「被動合作」學生，以及「性別」或「科
系」因素是否造成學生之學習成效（後測成績）顯著不同？研究結果為：「主動合作」或
「被動合作」學生之學習成效三回皆無顯著之差異，然而「性別」與「科系」因素，則於不
同測驗中可能造成學習成效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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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設計之「自主合作學習」式差異化教學，學生學習成效
於實驗之三單元皆優於「獨自學習」者（其中兩單元達統計顯著水準）
，同時只要參
與合作，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其學習成效皆能顯著提升，同時，參與合作學習之學習者，
在不同性質之學習單元中，「性別」與「科系」都可能是影響學習成效之因素。

本教學研究之設計方法適合少子化的大學教育現場，其於教學研究實踐方面相較
於傳統準實驗以班級分組方式更具學習自主性，且吻合「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原則，同
時，相較於一切都由教師來執行之「個別差異化教學」，本研究之自主分組合作學習
方式對於教師之負擔相對輕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時空極有限的現今大學教育各方限制下，
仍很有機會落實「有教無類」之目標。

關鍵詞：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經濟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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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Using Autonomous
Cooperative Learning: A Case Study
of Economics Course
Ching-Wei Tan
Department of Finance, Hsing Wu University
095045@mail.hwu.edu.tw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ntinue the researcher’s main axi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previous two years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economics, and try to allow learners to "choose whether
to learn cooperatively or not"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through the
quasi-experimental, nonequivalent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 and the selfmade achievement tests to exc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The course
and objects of the research are two classes of first-year economics courses at a
voc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in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 that the
"autonomous cooperative learn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designed in this research
is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alone learning" in the three units of the experiment (two of
which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same time, as long as they participate in
cooperation, no matter what whether it is active or passive, i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addition, for learners who participate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different types of learning units, "gender" and "department" may be
factors that affec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economic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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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逃脫遊戲導入潔淨能源創意實作教學模式
對於學生與群眾學習成效之影響與分析
白益豪
國立東華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paiyihao@gms.ndhu.edu.tw

摘要
本研究藉由密室逃脫遊戲導入能源知識的教學模式為主軸，以合作學習法、創造
思考與模組教學法等方法進行，藉此提升大學三年級學生之潔淨能源知識與應用及瞭
解其實施成效，進而設計與創作出符合潔能科普知識推廣之遊戲式教材。在研究中
採準實驗研究法，以大學三年級學生與群眾為研究對象，實驗組成員38 人，接受 4 大單
元的能源教育教學活動設計之實驗課程；對照組為 50 人， 無接受任何實驗處理。本
研究採質量並重的分析方式，在質性分析方面，根據參訪與體驗教學活動回饋表、教師觀
察記錄及訪談資料等，以瞭解遊戲式教育實驗教學之實施成效。在量化分析方面，以潔
淨能源教育教學實施調查表為研究工具，進行前、後測及群眾參與度追蹤測驗。
由大學三年級學生所完成的前測統計資料顯示，及格比例僅 32%，顯見實驗組學
生對於潔淨能源基本概念理解程度顯著不足，且一般對於潔能知識教育錯誤觀念類型與研
究文獻相似。然而再經過校外參訪與密式逃脫體驗學習後，同儕的互助與合作能力及對於光電
感測元件應用價值之認同度均明顯提升，並奠定高效率知識學習、邏輯設計與實作展演之經驗，
特別是由後測的統計資料中可發現及格比例大幅提升至 83%，意味著學生能接受遊戲式
潔能知識活動設計之實驗課程，同時也完成 4 大遊戲劇情之潔能主題式密室逃脫桌
遊。在群眾的參與度及體驗成效追蹤測驗方面，94%的群眾對於密室逃脫遊戲導入能
源知識的來傳達能源科普新知表達高度認同，其中又以服務業及學生的參與人數
比例最高(達50%)， 特別是該族群於前後測結果均顯示能源教育概念的釐清及修正
有大幅改善，且能源教育概念亦具有保留性。此外，我們亦將群眾的體驗意見進行統計與
反饋，達到教學永續經營的目的。

關鍵詞：密室逃脫遊戲; 潔淨能源; 學習成效; 創意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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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Analysis of the Escaping Game
Introducing Clean Energy Creative Practice Teaching
Mode on Students and the Masse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Yi-Hao Pai
Department of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paiyihao@gms.ndh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introducing energy knowledge into the
escape room game, and conducts it with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s, creative thinking
and modular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of clean
energy and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unior. Furthermore,
we will design

and

create

game-style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clean energy science knowledge. The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will be used in the study. Junior and the masses will b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38 members and will accept 4 types of experimental courses
designed for energ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control group will be 50 people
(without any experimental treatment). This research adopts a quality-oriented analysis
method. In term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it is based on the feedback form of visits and
experience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 observation records and interview data, etc.,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me-based educa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clean energ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questionnaire is used as a research tool to conduct pre- and posttests and mass participation tracking tests. The pre-test statistics completed by junior
show that the passing rate is only 32%.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ve a significant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clean energy,
and generally the types of misconceptions about clean energy education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However, after off-campus visits and secret escape
experience learning, peers'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capabilities

and

recognition of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hotoelectric sensing componen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y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high-efficiency knowledge

1190

APA-6

learning, logic desig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particular,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post-test that the passing rat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o 83%,
which means that students can accept experimental courses designed for game-style clean
energy knowledge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4 kinds of clean room themed escape
board games were also completed. In terms of mass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performance tracking test, 94% of the masses expressed high agreemen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energy knowledge in escape room games to convey new knowledge of
energy science. Among them,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students have
participation ratio (up to 50%). In particular, the

the highest

pre- and post-test results of this

group have shown that the clarific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concept of energy education
have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concept of energy education is also reserved. In addition,
we also collect statistics and feedback on the opinions of the mass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education.

Key words: Escaping Game; Clean Energy; Learning Effectiveness;
Creative Practice

1191

APA-6

反思寫作融入大一國文經典閱讀教學的嘗試
蕭旭府
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
hxf1970@mmc.edu.tw

摘要
一、研究的動機
「國文」一科，包括文、史、哲學，這些關乎文化、人文素養的修習，難以科
學式的驗證與量化來評量其學習成效，而是潛移默化式的薰陶，雖無法立竿見影，
影響卻是長遠的（王靖婷，2008）
。換言之，大學的國文課程實承擔了培養學生人文
素養的重要任務。然而學生對於國文作品的閱讀卻以過往「背多分」並追求所謂的
標準答案下刻板印象進行學習。柯華葳在《天下雜誌》訪談中指出，臺灣學生普遍
視閱讀為「學校功課」，偏向「死背重於理解」的教學方法（丁嘉琳，2007）
。關於大
學國文課程的沿革，自民國 82 年取消部訂必修課程後，國內各大學展開修訂各校
必修課程的工作（李壽菊，2003）至於教學目標上，各個學者專家看法紛陳，然大
致不脫離語文能力訓練、文學欣賞、文化陶冶等幾項（王靖婷，2008）
。在「革新大
一國文教育」座談會中，陳萬益教授提及「應以提振學生對國文的興趣為目標」
(1998)，讓學生對國文的學習不僅止於大一，而是成為他們自動自發、延續一生的
學習。其內容包括激發學生對國文的學習熱情以及輔導學生閱讀原典，具有主動學
習的能力兩個目標（簡宗梧，1992）
。近年來，關於大學國文的改革腳步並未停歇，
像是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便預定在新學年度將大一國文課改名為「思辨與方法」即是
一例。 綜觀所有的改革論述可以發現，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學生主動學習、訓練
學生獨立思考分析以及深度討論當是大學國文課程的趨勢與目標。

二、問題的重要性
筆者任教之學校為醫學院，且僅有醫學系、護理學系及聽力與語言治療學系三
個學系，學生科系之專業屬性相當明顯，學生對於人文相關的知識汲取， 除了有
限的通識時段外，大一國文成了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重要管道。筆者所任教的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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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生在大學入學考試成績表現上多屬於前段學生，基本上他們在大學教育前的語
文基本能力訓練上已有一定的基礎，那麼，對於透過文本閱 讀，提升學生分析能
力的訓練當較一般大學院校的學生來得容易。但是，有趣的是，或許就是因為前述
以考試為導向的影響，加上醫學院學生其專業及未來就業取向相當明確的背景下，
學生對於人文學科的學習態度事實上有更為實際或功利的想法。此外，學生對於文
本的閱讀與獨立分析能力的表現上仍相對缺乏。因此，如果希望在教學中培養、建
構學生前述所言的相關能力，那麼，在教學現場中，究竟要如何協助學生改變對於
文學課程的學習，以及建構課程所欲達到的教學目標，便成為筆者思考的重點。

三、研究的主題與目的
「反思是促進學生自我學習與成長的一種重要能力，而反思寫作可說是經濟又
有效的教學方式。」（林文琪、李懿純，2015）筆者希望透過經典閱讀以及反思寫作
納入教學的策略，希望提升學生對於文本的分析以及獨立思考能力。此外，本研究
的目的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學生學習，另一個部分是教師成長。從
課程一開始的認知，到課程結束後的學習成果，藉由問卷以及回饋表單的填寫，進
行分析比較。希望藉此能有效地理解、分析學生在學習前後之間的差異以及學習問
題上的癥結與解決之道。

四、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馬偕醫學院醫學系、護理學系 A 班與 B 班一年級學生為對象。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以國文課成為核心，將課程以主題式單元呈現。其次，將課程融入反思
寫作後，在內容的操作上，區分為「課程中的活動」以及「課後的自主學習與反思」。
透過反思寫作的課程規劃，最終目的在於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藉由引導學生閱讀、描述、
分析、感受、結合個人實際經驗、分度分析經驗以及自主的學習規劃等步驟，讓學
生不僅可以從自己本身出發，也可以透過一次次的反思檢視，更清楚自己的學習狀
況，透過這樣的模式，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而不僅僅只是在課程學習中的旁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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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馬偕醫學院大一修習國文課程的學生為主體。根據研究
目的與問題擬定出研究架構與程序。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課程評量則分成「個人以及團體作業成果」以及「同儕互評」等部分，以這樣的活
動模式代替傳統的紙筆問答考試，讓學生在多元學習的狀態當中，獲得更多能力的
提升。

五、結論
整個課程研究的結果關於筆者的獲得與反思如下:
(一) 透過議題的引導與示範，學生比較有方向去解讀文本，達成教學目標。
(二) 透過反思寫作的練習，的確讓學生思考問題時有更縝密的發展。
(三) 學生反思可以做為老師教學調整之參考。
(四) 翻轉學生對於文學文本閱讀時既有的刻板印象並提升思考以及學習效率。
(五) 問卷的設計以及問題的指引仍有改善的空間。
(六) 課堂討論時間及學生對於議題的掌握會影響整個討論的品質。
(七) 留給學生反思記錄的時間會影響記錄的品質。
整體而言，將反思寫作的教學策略納入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課程的教學目標時
成功的，透過反思寫作的練習也讓學生瞭解分析文本以及自我的反思的重要性。

關鍵詞：經典閱讀、反思寫作、大一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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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empt to integrate Reflection writing
into the teaching of freshman
Chinese classical reading
Hsiao Hsu Fu
Mackay Medical College /The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hxf1970@mmc.edu.tw

Abtract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mpulsory subjects of freshmen Chinese course at the
cor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and modes of
reflection: Reporting, Responding, Relating, Reasoning, Reconstructing, As a participant,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is model in the curriculum,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is deepene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can be traced back and analyzed
through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In addition,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project is
not only reading the text, but reading the classic text to further develop students' selfperspective through reading and think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reading process How to
think and put forward the a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Reflecting on Chinese teaching
can help students to re-describe, experience, cognize and reflect o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and expressing Chinese expressions and explore them in a conscious way, then
propose more effective ways of expression. Fi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istic
literacy is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The important goal that the course wants to reach.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gradual and orderly training students from
the text for reading, critical ability, and finally reach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What is more, we hope that by demonstrating model texts,
we hope to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lassics and
further extend their learning to personal life and work. Be a modern citizen with
independence and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 Classical Reading, Reflection Writing, Freshman Chines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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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課程的創新與實踐：
以設計思考為導向之數位製造與互動設計應用
賴宛吟
明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wanyinglai@mail.mcut.edu.tw

摘要
拜科技發展迅速之賜，全球設計相關院校之設計課程紛紛增加相關軟、硬體操作方
式及應用課程。為了減少學生在大學所學之能力與現今產業之需求的差異性，除了傳統設
計加工製作方式外，近年來明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課程亦開始加入數位製造及互動設
計等相關課程，亦於 2019 年開始設立「數位設計菁英學程」，於大二上進行分
流，從原本一班五十位之學生，篩選出十二位具備跨領域潛力之學生，課程規劃上加入培
養學生跨領域數位設計專業能力相關課程，以因應未來產業對於跨領域整合設計人才之
需求，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然而研究者過去進行實作型研究導向的課程時，常面
臨三大問題：(1) 對於新技能及新工具的練習程度不足，導致後續重新操作時仍有
困難；(2) 對於新技能及新工具的掌握程度不足，導致無法於實務應用課程上使
用；以及(3) 容易因學習過程中遭遇到問題及困難後即想放棄學習。本研究即以上述
問題作為出發點，試圖將設計思考之方法及流程導入跨領域專案導向課程，讓創意發
想與實作課程更有效率的配合進行使最終概念得以落實。

本研究結合「數位工具應用」、「Arduino 互動程式設計」和「產品設計」三門課
程，導入「設計思考」的四個階段：發掘、定義、發展和實行，與業師協同引導學生
進行腦力激盪，配合專案導向的學習法，帶學生學習數位設計人才所需的技能與思維。
研究重點在於透過一學期的專案導向學習課程之實施及觀察，以行動研究法進行研究觀
察紀錄藉此了解學生之學習歷程及問題反饋，以了解此課程規劃是否能有效幫助學
生提升學習成效。本研究目的有二：(1)了解於課程中加入設計思考是否能幫助
學生進行設計；(2)以專案導向之教學方式串連三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學生學習。研究
對象為明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二年級數位菁英班十二位學生，研究期程為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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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課程設計是否能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於學期末進行課程滿意度調
查。在專題研究活動期間，研究者將要求每組學生於每週繳交「每週進度報告」， 再根據學
生的學習狀況進行課程紀錄，藉此作為之後課程改進與因應之道。此外，因本課
程以專案導向進行學習，故研究者會與業師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學生學習狀況進行交流，
並於期中與期末進行專家評鑑以確保專案開發之創意度及合理性。

從課程問卷可知，數位菁英班學生對於自己的期末作品滿意度高，學生自評平均為
8.42 分(滿分 10 分)，並在成就感及喜歡自己的作品這兩個向度分別給予自己超
過 9 分的高分，分別為成就感(9.67 分)及喜歡自己的作品(9.17 分)，且在完成跨
領域專題的過程中，亦能有效進行團隊合作(8.25 分)，在作品想像力的表達部分平
均也超過 8 分(8.17 分)，而課程之壓力指數平均為 7.42 分，顯示將三門課程整合
規劃雖然有學習壓力但尚在可接受的程度，而在開放性的回饋中大多給予正面回饋。

從開放式問項回饋可知，相對於一般產品設計課程，跨領域專題更能讓學生了解
專業技術課程如何靈活應用於產品設計課程上，也能藉由新科技馬上就能實現在專題
上而獲得成就感。在概念發展的過程中以設計思考作為專案導向的課程架構確實有助於
學生的概念發想。「設計思考讓我們在想法上能有更好的升級， 每次的討論與建議
都讓我能思考更多」；「 很喜歡業師在產設上的引導設計思考那一部分，像是找自己覺得
最好跟最壞作品那次在課堂上和大家討論，我覺得經過那堂課之後對於設計有了重新的定
義跟理解，在之後整理和思考自己的思考脈絡上，個人覺得幫助很大。」；「在普通產設班
我一直都覺得不太適合我，所以很感謝也很慶幸有數位班，讓我有機會學這麼多，辛
苦但值得！」

以數位工具應用課程之教學進步最為顯著，在各式工具教育訓練時要求製作
SOP，並應用於產品設計上，學習成效大幅提升。以下節錄學生們回饋：「收穫很豐富
的一堂課、很喜歡！」；「漸進式教學進度很棒讓我們學的不會這麼吃力。」；「老
師安排的每個課程我都覺得很有趣，不但可以接觸到機台還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造型。」
而對於工設系的學生若沒有任何程式學習的經驗，程式撰寫仍是三門課程中最困
難的部分，在學期中也出現兩位學生因為覺得 Arduino 程式太困難提出想要退出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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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經過多次討論及了解學生問題後，兩位學生選擇繼續完成數位菁英班課程，並從
期末問卷可知兩位學生都覺得堅持完成課程相當值得。以下節錄期末時兩位學生的回
饋：「雖然一開始真的很多問題但是後來能做出一個完整的作品真的很開心，很開
心能有辦法做出一個完整的產品。」；「謝謝老師在期中的時候鼓勵我跟歐文繼續讀，雖
然讀得跌跌撞撞，可能也讓老師有許多擔心，但是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幫助我們，謝
謝老師。」

本研究提出以設計思考為導向之跨課程設計方案，嘗試整合三門課程並於最
後將所學應用於跨領域專題設計上以呈現學習成果，課程進度之掌控及教師與業師之
溝通亦為研究成功之關鍵，課程結束後教師須針對學生進度及課程反饋進行討論並適
時調整課程規劃，並於課程中增加課程工作坊，如「食材處理問題設計
」
、
「
Marble Machine」
、
「
Useless Box」等，讓學生得以將所學立即應用之主題課程將能
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關鍵詞：設計思考, 專案導向學習方法, 數位互動設計, 產品設計, 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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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ign Course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Digital Fabrication and Interaction
Design based on Design Thinking
Wan-Ying, Lai,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wanyinglai@mail.mcut.edu.tw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design courses in global design
universities have increased relat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oper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courses.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ability in university and
the needs of today’s industry, our department has also begun to include digital
manufacturing and interaction design in the courses in recent years. The department also
started to set up the "Digital Design Elite Program" started from 2019, split in the
sophomore year. Twelve students with cross-field potential are selected from the original
50 students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class. The original purpose is to add digital
courses related to students' cross-field digital design professional ability in the original
course plan to meet the future industry's demand for cross-field integrated design talents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researchers often faced
two significant problems when conducting practical research-oriented courses in the past.
Which are:

(1) The insufficient practice of new skills and new tools, resulting in difficulty in
subsequent re-operations
(2) New skills and new tools Insufficient mastery of,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use it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urses
(3) Often want to give up learning after encountering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ries to
introduce the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design thinking into cross-field project-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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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so that creative ideas and practical courses can be carried out more efficiently to
implement the final concept.
This research applied the "Design Thinking" methods to connect three courses in
series: "Digital Tool Application," "Arduino Interactive Programming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Design Thinking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exploration, definition,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Students learn three courses through the design project,
with iterated processes,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 professional teachers from the company
to brainstorm in these four stages.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method is used in
courses to help students overcome the learning barriers and cultivate their design talent
through the project.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implementing and observing PBL topics,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 records with action research method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and problem feedback.
Moreover, it analyzed whether this curriculum plan can effectively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wofold: (1) to
understand whether adding design thinking to the curriculum can help students design;
(2) whether connecting three courses in a project-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helps
students learn.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twelve students in the second-year digital elite
class of the Industrial Design Department of the Ming C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period is from September 2020 to January 2021.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curriculum design can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study conducted questionnaires and satisfaction survey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curriculum design can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During the project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researcher required each group of students to submit a "weekly report" and
record the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to improve and respond to the
course. Researchers held regular meetings with professional teachers to discuss student
learning situations. It was also conducting expert evaluations at the mid-term and end of
the term to ensure the creativ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s,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ir
views and feedback on the three courses' cross-field collaborative teaching content,
method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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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questionnaire shows that several elite class students are delighted with
their final works. The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averaged 8.42 points (out of 10 points),
and they gave themselves more than two dimensions: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liking for their work. The high scores of 9 points are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9.67
points) and enjoying for one's work (9.17 points). In completing cross-disciplinary topics,
they can also effectively cooperate in teamwork (8.25 points) and express their
imagination in work. Some average points are also over 8 points (8.17 points), and the
average stress index of the courses is 7.42 points, which show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courses has learning pressure but is still acceptable. In the open feedback, most of
them give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open-ended question feedback, we can understand that compared with
general product design cour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ross-field topics 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professional technical courses can be flexibly applied to product
design courses. They can also gain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by using new technologies
to realize the topics immediately. In concept development, the project-oriented
curriculum framework with design thinking i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conceptual thinking.
"Design thinking allows us to have a better upgrade in our ideas, and every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 allows me to think more"; "I like the part of the design thinking that the
professional teacher guides in the design of the product, like finding what I think It’s best
to discuss the worst work with you in class. I think that after that class, I have a new
defi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design. I find it helpful to organize and think about my
thinking.”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setting up classes in general industry is not suitable for
me, so I am very thankful and fortunate to have a digital class, which allows me to learn
so much. It is hard but worth it!"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digital tool application cours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SOPs must be produced during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various tools and
applied to product design. The learning effec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following
excerpts from the students’ feedback: "An enriching lesson, I like it very much!"; "The
progressive teaching progress is great so that we will not learn so hard."; "Every lesson
arranged by the teacher is exciting to me. Not only can you access the machine, but you
can also do some styles you want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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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f students in th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do not have any experience in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is still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of the three courses. In this
research, two students also came up with ideas because they found the Arduino program
too tricky. Idea of quitting, after many discussion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ent's
problems, the two students chose to continue to complete the cross-field topics and
related courses. When they gave feedback from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they felt that it
was worthwhile to stick to the course. In the PBL course, we tried to make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programming experiences learn effectively and gain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 exciting and straightforward topic learning program is better to
enhance learning through thematic topics, such as Useless Box topics.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at the beginning, I was delighted to be able to make a complete work
later. I am pleased to have a way to make a complete product."; "Thank you, teacher, for
encouraging me to continue reading with Owen during the midterm. Although we were
reading, the teacher may have many worries, but the teacher always helps us tirelessly.
Thank you, teacher."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Design-Thinking-Oriented cross-curriculum design plan. It
tries to integrate three courses and finally applies what has been learned to cross-field
topic design to present learning results. The control of the course progres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is a critical factor in the research. The essential to
success is that teachers must discuss students' progress, feedback of courses, and adjust
course planning frequently. In addition, course workshop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curriculum, such as "Food Handling Problem Design", "Marble Machine", "Useless Box",
and so on, so that students can immediately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thematic
courses that will effectively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Design Think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Digital Interaction Design,
Product Design,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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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本到文創的教學實踐
莊坤良
亞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klchuang@asia.edu.tw

摘要
當前的外文系的文學教學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一方面是理論與實踐的落 差、
另一方面是文學與生活脫節。再加上理工實用主義當道，文學進一步被邊緣化。作
為一位資深的文學教授，我深知文學教學一經到了一個變革的時候。過往以教師為
中心的教學法，已經無法因應當前的需要。於是我便開始思考如何「翻轉」教與學
的關係，以「學取代教」作為檢驗成果的手段，思考如何設計課程活動，把教學的
重心從「吸收」(reception) 轉移到「生產」(production)的路徑上。我的思考是：先把
文學「生活化」，讓文學與學生的生活建立密切關係，並透過「學生中心」(studentcentered)、「計畫導向」(projected-based)和「任務引導」(task-oriented)的活動設計，讓學生
「參與」課程的進行，進而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並將文學活化成為文創商品的學習。這也是個
跨領域的年代，因此計畫將結合文學與藝術設計，把經典的文學以視覺藝術的呈現方式，讓文字
與圖畫進行有機結合，這種教學規劃除可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外，也特別強調文學的「產出」
(output)。計畫完成後，參與的同學也能完成屬於自己的文創產品。這種嘗試把傳統的「教師為
中心」的教學，轉化為學習「成果導向」的文學實踐，這對當前低迷的文學教育，具有全新的體
驗價值。
從文學的功能來看，文學具有三個核心價值：
1. 文字素養與文化感知 (words)
2. 生活連接與生命啟示 (world)
3. 批判思考與心智訓練 (mind)

這三個面向分別指涉文字、世界和心靈。文學提供表情達意的文字，而文本則
是世界的縮影，但最後這種文字與文本的交會，都指向最終的心靈模塑。愛因斯坦
說：人文教育的目的在於提供「心智的訓練」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這才是教
育的終局目標，我的計畫也朝此目標來設計，同時強調下列三個面向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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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動性：這個實踐課程的設計教學強調互動性，課程進行以小組為單位，
建立合作學習的機制，透過計畫導向的作業，進行組內的溝通交流。而小組
輪流報告作業進度與心得，老師能給予立即回饋，可強化學習動機與效果。
2. 個人化：文學欣賞與創作思維有時候是非常個人的，雖然透過團體討論
可以腦力激盪引出多元豐富的點子，但是作業成果強調個人特色，個人不必
因為團體的共識壓力而犧牲個人獨特的想法。作品鼓勵維持個人創意發想
的風格。
3. 生產性：所有的學習規劃都是從解決問題出發的設計思考，透過課程規
劃，按步就般，引導同學積極參與投入，引發創作的慾望，並實際動手完成
作業成品。希望上完課程後能有實際的東西產出。有了實際的成果， 就會
有成就感。
II.
這學期上「文學作品讀法」這堂課，這是外文系大一的基礎課程。所有讀過外
文系或英語系的同學，每個人都有機會上這門課。這門課介紹英美文學的入門，從
詩歌、散文、戲劇到小說，同學們會閱讀這些文類的經典名作，來建立基礎的文學
素養。過往傳統的教學，多是以教師講述為主。秉承產出性的理念，我的教學計畫
規畫了幾個 projects 來訓練學生的文字創作能力和圖畫美感能力。按照每周的課程進
度，安排不同的練習活動。
這個計畫的進行分文字與美感訓練，最後是兩者在生活中的融合運用。幾個計
畫與期中作業，同學的練習分別說明如下:

1) 文學語言與生活的連接
同學先從詩歌的閱讀與賞析開始，訓練文字的敏感度。並透過腦力激盪發想把詩行
與生活進行連結，進而發展出可能的文創思維。例如，在進行Bob Dylan 的名曲
“Blowing in the wind”教學時，學生把詩句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作成一張平面設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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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要抬頭幾次，才能看見青天？這句話用來做抗議 PM2.5 空氣汙染的海報，也
很恰當。
另外有同學把華茲華斯的名詩

I Wander Lonely as a Cloud” 改幾個字，套

用到手機套子上，也是一絕。

有人把維多利亞的桂冠詩人丁尼生(Tennyson)的名詩“Ulysses” 用到助行器，
也是帶著黑色幽默的精彩點子。人隨歲月老去，但是意志仍然堅強，就像扶著助行
器走路的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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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挪用與圖畫挪用，同樣具有活用英文句子的效果，尤其後者更是作為開發
文創產品的媒介。

2) 圖文思考與美學訓練
期末作業的個人成果，必須以文字結合圖案的方式呈現。學期課程中邀請台灣
師大美術系莊連東教授和宗宏岡博士生來校擔任藝術講座，提供同學以圖案思考
的練習。美感的訓練雖非可立即養成，但是本校優美的校園，就是最自然的視覺美
感訓練。此外，參觀本校美術館及本校創意設計學院的各式展演， 親近藝術品的
機會非常多。至於，圖畫的運用也可利用現代網路電腦圖檔豐富的資料庫，或自己
動手畫，或借用現有的圖檔，都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的思想轉為圖像化的產品。
今年 3 起 到 6 月底，台中的國美館在在展出《海外存珍: 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
因此利用此以展出機會，也給同學作業去參觀，並針對自己喜歡的作品進行賞析，同時將
期開發為文創商品。同學的電腦模擬作品，也有許多奇思妙想，非常精彩的圖文結
合練習作品。
3) 結合圖文的桌曆計畫
上學期的期末計畫，是每位同學製作一個桌曆。每人選擇一個主題，以一年 12
個月的概念來規劃自己的文創產品。有人以旅遊為主題，從英美文學作品裡去找12
則與旅行有關的文章當作發想，最後配上圖案，做成一個旅遊為主題的「實體」文創作
品。有人選擇 12 則諾貝爾文學獎的故事，或 12 則奧斯卡文學電影的故事，或 12
則成長故事所構成的心靈雞湯。同學們的作品令人驚艷，期末還辦理了作品發表會，大
家互相觀摩，引起很多的關注。這些實作的計畫給同學一個可以真正使用的文創作
品，大家都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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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透過文本細讀、生活體驗與美學設計，來提高同學的文學感知能力。
一個人的英語能力，可分為「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 與「文學能力」
(literary competence)。前者指對語法 (syntax)、語音(phonology)、語意(semantics) 、
語用(pragmatics )的嫻熟掌握。後者是指一個人對文化的感知與理解 (cultural
literacy)、對文本的賞析與批判(critical literacy)與對個人生命的體悟與成長(personal
growth)。這兩種能力，就像一個人的身體(body)與靈魂(soul)，缺一不可。健康的
人，必定要身心均衡發展。語文素養好的人，也必然兼具語言能力與文學能力。這
個實踐計劃能夠有效結合這兩種能力的運用，給同學在愉悅的實踐過程中對英文
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
關鍵字: 文創、文學教學、桌曆計劃、產出性、圖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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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aching Innovation
from Literary Text to Cultural Creativity
Kun-Liang
Chuang Asia University
klchuang@asia.edu.tw

Abstract:
The curr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 is facing a serious challenge
of how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ruptur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In this project, I am using student-centered and task-oriented approaches to conduct
an experiment of turning traditional liter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o some innovative
desig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The project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teaching design.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show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literature by presenting some “real” works of cultural creativity of their own.
In my freshman’s course of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I design a couple of projects
for my students to learn to integrate literature into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s. The projects
include “Literature and Life,”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and “Calendar Project.”
Students are asked to brain storming some innovative ideas and apply them to facilitate
our living comforts. Since my students are not good at fine arts, I do invite professors
from Fine Arts Department to hold a workshop providing them opportunities to gain some
hands-on experiences of drawing. The result of these practices is fruitful. Students are
able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s they are shown in their final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is project incorporates literary reading, life experiences and aesthetic designs, and
student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ensibility are greatly improved. The experiment has
opened up a new territory for future literature teaching.
Key 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literature teaching, calendar project,
productivity,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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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meaning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students in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A multiple case study in Taiwan
Chin-Chang Tsai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ctsai0624@mail.nsysu.edu.tw

Abstract
Purpose of study and research ques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meaning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for students in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by using a multiple case study approach.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received increased atten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 (Giuffré &Ratto, 2014; Shek &Hollister, 2017). Many
universities seek to go beyond research and teaching within the campus, broadening their
social impacts for nearby communities and the wider society. For exampl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eleven well-known universities worldwide,
founded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Network (USRN) in 2015 to facilitate
strategic collaborations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efforts (Tong, Yuen-Tsang,
&Shek, 2017). Universities in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lso seek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as a way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ymaco &Tee, 2019).
These effort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have shown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s.
Moreover,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scholarship has also addressed various dimensions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definitions of USR, several scholars point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USR involves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diverse goal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reach a consensus regarding what USR means (Lo, Pang, Egri, &Li, 2017). As for the
practices of USR, prior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USR entails multidimensional considerations, such as education, community engagement, research, and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Jorge &Peña, 2017).Thus,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impacts of
USR efforts is not an easy task.
Given th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USR theory and practice,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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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perceive of USR practice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which
highlights serving the community and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While more and more
universities try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USR into the design of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how students 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USR would greatly determine their learning effect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n the communities their serve. Without understanding students’
perspectives regarding what USR means to them, both the learning results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ose courses would be limited. Therefore, this study ask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How do students in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How students’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local
communities impact their learning effects?

Method/Introduction of course/practice field
To address the above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study employs a multiple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public affairs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in a

Taiwan’s public

university. Taiwan is a suitable context for studying USR because its government
highlights USR as one of its central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This study’s main

purpose is to explore how students perceive and realize what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ans to them by engaging in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Qualitative case
study method (Creswell, 2013; Yin, 2013) is appropriate for this

study in that this

approach enables researchers to deeply depict the dynamics within a contemporary social
phenomenon, which fulfills this study’s main purpos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students).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employs a multiple case study design. The cases here are four
different student teams of a public affairs service-learning course during 2019 and 2020.
The basic course design is that one student team (about 8 to 9 students) works with one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o solve community problems. Each student
team is led by one teacher. This service-learning course employs a problem based learning
approach, which means the teacher encourages students to identify community issues,
communicate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develop solutions based on gathere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from diverse sources. The collaborative project takes about six to seven
months (from March to September or October). In 2019, the course collaborated with two
rural communities (A and B). In 2020, the course worked with one rural community
(community A) and one urban community (community C). Rural communities here refer
to the areas that are depend on agriculture for most of their income, while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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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are located at the downtown area of the city. The diversity of practice fields
allows this study to attain fruitful information because of different community contexts.
Furthermore, to achieve the requirement of triangulation, this study employ multiple
methods and sources for data collection. During 2019 and 2021, this study conducted 37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including 29 students, one teacher who led student teams
working with community A (the teacher was interviewed twice for different years’
projects), two project assistants and three community partners (community A’ s manager
was interviewed twice for different years’ projects). The author served as one teacher in
this course, so this study was also able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observations, course
projects, final presentation documents, and course teaching survey results (only available
for the 2020 academic year). This study uses an inductiv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coding central categories and themes from the data. The strategy is suitable since current
USR research is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 and without commonly agre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sults
1.

Practices in multiple case contexts

Table 1 describes the university-community collaborative practices in the four student
team projects.
Table 1 University-community collaborative practices in this course
Communit
y and
project
year
A (rural)
2019

B (rural)
2019

A (rural)
2020

Community context
and issues

Collaborative practices

Need to deal with
wastes produced by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Litchi branches)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community
memories need
preservation.
Local proces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Lemon) need better
marketing
1. Need to redesign the
community image

Refine the litchi wood tableware
Resign the litchi wood tableware’s
DIY process for tourists
Help edit a short book collecting
community stories
Refine the lemon cleaning soap’s
label and promote the products in
different places

1.

Design and place cute
figures
representing the communi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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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ed to preserve
military village
memories
C
(urban)
2020

features in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2. Help edit a brochure showing military
village memories
The composition of
Help design the logo and menu of
community population is
community coffee shop
diverse. The community
Help local residents develop social
has established its time
media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the
bank but resident
time bank (such as Facebook fan
involvement is not
page)
Help organize a creative street
enough
market for promoting community
time bank

2. Meanings of USR for students

This study has identified three major themes regarding meanings from the data
analysis process. First, students demonstrate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USR concept.
Some students possess positive views toward the USR concept while some question the
USR concept in different ways. Students with prior experience of social engagement
tend to have more positive perceptions about USR. Second, student-community
relationships greatly influence students’ evaluations of the course’s learning outcomes
for students and social impacts on local communities. The level of students’
commitment to local communities does matter. Third, the flexibility of course design
does influenc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course and their evaluation of the USR
concept. Overall, this study finds that reflective thinking is vital for students to offer
more insights regarding their experience in those service-learning courses. In addition,
the 2020 course teaching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agree that this course helps
them learn a lot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ttitude, and values (for all 14
students, 9 of them answered totally agree, 4 of them answered agree, and 1 of them
answered agree to some extent). This result also shows that this course is meaningful
for students, but the result should be interpreted with the three major themes addressed
above.

Contribu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literature, this study’s contribution is that it points out the
dynamics of the meaning of USR from students’ perspectives. The USR research needs
to reconsider the position of students in practicing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reover, this study also has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For teaching practices,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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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s that teach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course design of service-learning and
give students more autonomy in developing their projects. Moreover, teachers should
also serve as the negotiator between students and community partners to ensure a good
university-community relationship. Finally, for university practices, this study offers
one possible way to evaluate the outcomes of USR activities. Universities should
reconsider how they want to accomplish their USR and at the same time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U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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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班級經營課程運用影音個案
實施問題本位學習法
陳琦媛
中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Cqy8@ulive.pccu.edu.tw

摘要
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班級經營為擔任教師之重要能力。師資生於班級經營知能的學習若僅透過課堂講
述，雖能學習到理論概念，但較難建立實務問題之解決能力。因此，設法於班級經營課程中
增加實務問題處理能力之培養方法，提供師資生針對班級經營問題進行反思及尋找解決策略之
機會乃重要之舉。針對此問題，本研究者雖曾設法邀請中學實務工作者至大學課堂中進行
經驗分享，但學生於演講式的經驗分享時所採用之學習方式仍舊偏重於聽講與問答，缺乏班
級經營實務問題之解決參與及反思歷程，較難建立班級經營問題解決之實務能力。亦曾嘗試
於課堂中安排實務個案之小組研討，這個方法雖能鼓勵學生參與於班級經營問題解決策略之
發想過程，但實施結果發現作為學生研討之個案問題需更符合目前教學現場真實情況，
且問題個案呈現需更為生動以引起學生興趣並幫助學生瞭解真實問題情境。
為解決上述教學問題，本研究者於 107 學年度曾研發可運用於班級經營課程之
問題本位學習法教材，教材分為親師衝突、學生課堂不當行為、校園安全事件、罷凌四個主題，
每個主題皆包含真實個案之影音短片、分組討論問題、建議解決策略與評分指標。但此套
影音教材研發完成後至今尚未完整實施於課堂中，因此無法瞭解其實施效果。緣此，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於 109 學年度之班級經營課程中運用上述教材實施問題本位
學習法，透過多元評量方式瞭解學生學習成效， 並進一步蒐集學生對於教材內容與教
學方法之感想與建議。希冀透過此種教材運用與教學方法之改良，能有效結合理論與實
務，讓班級經營課程能幫助學生建立目前教育現場所需之班級經營實務能力。

二、課程介紹/教學場域介紹
本研究以班級經營課程為研究對象與場域。班級經營課程為教育學程之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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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必選課程。109 學年度下學期之修課學生為 45 位。因所任職大學之師資培育單
位共開設有 11 個類科，故師資生來自多元系所，修課學生多半依學生可以修課的
時間選修，故修課學生多混雜教育學程一年級至教育學程三年級之學生。學生多來
自不同系所，包括國文、英文、數學、體育、音樂、美術、表藝、地理、歷史、生等學
科，從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至在職專班學生各個年級的學生皆有。且因教育學程學生
修課時間不一，多配合其可修課時間修讀教育專業課程，故學生於班級經營的專業知識與
實務經驗的起點行為分歧且多元，從教育學程剛入門至已具備中學或補習班教學經驗者皆
有，學生對於班級經營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的起點行為分歧且多元，且各領域學生皆有，學
生的特質與專長各不相同。此種多元的學生背景有助於採用異質性分組進行問題本位學習
法，彼此間可運用自身專業知識與經驗激發討論與策略發想之火花。
三、研究方法
為達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以修讀班級經營課程之 45 位學生為研究對
象，選擇親師關係建立、獎懲制度建立、校園危機事件處理及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四個單
元實施問題本位學習法。因教學實踐研究為行動研究，係嘗試於教學場域中運用策
略解決教學工作上所面臨之問題，學生樣本人數少且異質性高，為顧及學生之受教權
亦需統一採用相同之教學法，故未採用實驗組與對照組以瞭解教學介入之成效，而是
運用前後測、小組討論自評與互評，以及學生作業檔分析蒐集並瞭解學生學習成效，並
透過課程後之問卷調查蒐集學生運用該教材進行學習之感想。再者，因學生背景多元且
分歧，無法確保學生對於本課程將實施影音教材之四個主題具備相等的先備知識，因此本
研究設法透過前測瞭解學生對於四個主題所具備之先備知識狀況，於前後測、學生作業
與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時，除整體分析外，將進一步依據前測所獲得之先備知識分配狀
況分析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所採用之前後測問卷係依據四個主題教材之內容編制而成，用以了解學
生運用教材進行問題本位學習後於專業知識之學習效果。自評互評量表用以瞭解學
生進行小組討論之互動情形與感受，以及小組討論對於班級經營實務問題解決能力培
養之幫助性。問卷調查則用以收集學生對於個案教材問題本位學習法之實施感想，
進而評估影音教材內容之實施情形、問題本位學習法之實施效果以及學生之學習感受，
作為未來教學方法改良與精進之參考。上述前後測問卷、自評互評量表與調查問卷皆
已送請三位專家完成審查以取得專家效度，並依據專家意見修正後始開始使用。
四、研究發現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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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研究已完成四份影音教材問題本位學習法之實施，小組討論互評結果顯
示學生認為小組討論有助於腦力激盪，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個案問題，吸收多元觀點並
發展多樣解決策略。作業分析結果顯示學生於四個議題的學習成效有差異，多介於待
發展至發展中。至於前後測與問卷調查部分，目前已於學期初完成前測，學期末將進行
後測與問卷調查，完成後將進一步分析學生於四個主題之專業知識之學習成效，以及
對於運用教材進行問題本位學習之感想與建議。
五、研究價值性
本研究對於班級經營課程培養學生實務問題處理能力提出新的教材，並測試運
用此新教材實施問題本位學習法之學習成效，以及此新教材的實施效果。測試結果發現
運用此新型態的教材實施問題本位學習法，不僅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且能瞭解學生學習
效果。包括問題個案影片內容的呈現與小組同儕的討論，可讓學生對於班級經營實務問題
之處理方式有更清楚的認識，比先前僅是運用文字個案進行討論更能引發學生共鳴與理解，
亦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再者，透過本教材所研發之建議解決策略與評分指標分析學
生作業的結果，可幫助我們發現各議題透過一堂課程之問題本位教學後，多數學生對於班級經
營問題處理能力可達到約發展中之程度，若要在進一步強化學生之班級經營問題處理之實務能
力， 需提供學生更多相關議題之討論時間與練習機會。整體而言，本研究提供了班級
經營課程培養學生實務問題處理能力之新教材，並證實了此教材實施後所能達到之學
習效果。
六、教學建議或實務意涵
本研究於教材運用與問題本位學習法實施過程中，發現問題本位學習法需要提
供學生更多討論以及情境式問題解決策略呈現的時間，因此未來若實施問題本位學習
法，建議可嘗試運用翻轉教育的概念，同步運用線上平台提供學生問題個案學習教材，減
少課堂中知識講述時間，以增加學生討論及策略實作發表之時間。

關鍵詞：班級經營，問題本位學習法，影音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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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video cases as learning materials to
implement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courses
Chi Yuan Chen1
Center of Teacher Education1,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Cqy8@ulive.pccu.edu.tw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to apply four real-case scenario videos as learning
materials into classroom management courses to implement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s well as to explor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To achieve the purposes, the study took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course
offered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2019 school year a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chose
“parent-teacher relationship”,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 establishment”, “campus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s four teaching
units to apply the PBL learning materials and carry out PBL.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study used pre-and-post test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s the research methods to
collect the data need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affirmed that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 is helpful when established the correct concept, attitude, and
ability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Moreover, the case videos allowed students to quickly
catch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cases and ways to deal with the case problems. The group
discussion can help students to absorb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o create multiple
solutions. The experience sharing and feedback of the middle school teachers were useful
for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deal with classroom management problem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improving of PBL learning materials and applying PBL into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course will be offered based on the results.
Key words: classroom management, problem-based learning, real-case scenario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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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融入跨領域學習廣告與文學之結合應用
侯羽穜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first@mail.mcu.edu.tw

摘要
本文以職能融入課程學習進行跨領域教學研究，研究者曾經多次通過校內教學資源中
心課程重構計畫，並且連續於 107 學年、108 學年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2019 年於校外兩所大學演講，2021 年校內講座發表，茲將歷年課程重構計劃與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整理於本研究說明摘要敘述如下：

1.

研究動機：

本研究以中文系「廣告文學及習作」課程與產業實務相結合，讓學生能夠獲得影視、傳播、
動漫、微電影……等各類型與廣告文學相關之專業知識。選修該課程學生滿班 70 位，主
要為應用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五十多位，其它亦有十來位應用英文系的學生，以及非
語文學院的外系學生。這些學生本身未受過視覺傳達設計基礎，對於廣告之理解，僅止於
觀賞電視節目時的印象，故其對於行銷企畫需要認識消費族群、產品市場，以做為廣告文案
之策略導向，仍有待加強學習。雖然大部份學生皆有文學系背景但也都在學習階段，故其文學理
論懵懂情況之下， 如何應用職能於跨領域結合產業實務，是本研究之動機。

2.

課程介紹：

本課程讓學生能夠認識廣告與文學相結合的案例，並且強調以應用實務為主， 除了電
視廣告之外，各種類型之廣告，例如海報、雜誌、捷運車體外與車箱內廣告、廣播、網絡，
皆是可以應用的媒介。在以文學系為主的學生群中，本課程必需跨領域教導傳播、影視等
相關職能知識。在產業實務上以多元化表現，例如讓學生認識廣告連結動漫，現在便利商店流
行用點數換取動漫公仔，就是成功的案例之一。其它還有讓學生認識影視創作，敘述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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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容，寫下感動人心的文案，亦是本課程跨領域教學。

3.

研究問題：

經常研究教學領域的人都很熟悉杜威向來以「做中學」聞名，除此之外，約翰．杜威也
非常重視教學研究，其看法認為：「學校應有試驗的計畫；辦學的， 做教師的，都隨時
隨地試驗，隨時隨地修正，復以各地試驗的結果互相報告，彼此交換意見，彼此糾正。集合
大家試驗的結果，成為有彈性的教育精神。這不是形式上的統一，是精神上的統一。」
（約
翰·杜威《科學方法的重要》）
因此，本研究除了秉持「做中學」的應用實踐之外，亦將辦學經驗呈顯報告。研究所要探討的
問題，如下所述：
(1) 本課程應該具備之職場能力
(2)產業界傳統與新興媒體趨勢
(3)職能融入跨領域之結合應用

4.

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課程主要的教學內容，包括認識廣告術語、文學修辭表現於廣告標語、利用大數據認
識廣告市場調查等各類相關知識。本研究以職能融入跨領域學習為主要導向，其方法涵蓋各
種產業的商品廣告，例如：飲料廣告、食物(麵包)廣告、服飾業廣告、房屋仲介業廣告、汽
車廣告、航空公司廣告、電腦產業廣告、手機產品廣告、便利商店廣告、遊樂園廣告。各
種產業廣告，在文學上的應用，創作出文案、文宣、標語、腳本台詞；並且運用不同之傳
播媒介，例如攝影照片、短片、微電影，也可以應用動漫、插圖；或者沒有畫面，完全著重文句
功力的表現， 例如以聲音傳達訊息的廣播廣告。以上教學方法俾使著重產業實務，並將廣告文學
與影視、傳播、動漫、大數據、微電影，進行跨領域之結合應用。

5.

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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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是否學習到職場能力：

以學生所自述學習之成果來看，第一次接觸到廣告這方面，學生本來認為廣告應該
和中文系沒有太大的關係，沒想到原來廣告中的文案是很重要的，期中是第一次做
廣告企劃書，發現原來要付出這麼多時間來做，卻做得亂七八糟的，像是效益分析、
預算表和市場調查之類的，都不太懂它該怎麼做會比較好，期末還需要再修改，還有
許多不懂的地方需要學習。經過了一個學期的時間，學到了一些基礎的東西，至少
不是一個門外漢了。
(2)

業師帶領入門認識產業界：

本課程歷年業師包括任職於劇團藝術總監、金馬獎評審委員、編劇、小說創作、導
演，講述「廣告文學與微電影創作之關係」、「影視與文字之應用」、「影視動畫與廣告文學」。
(3)

職能融入跨領域結合應用：

以問卷結果來看職能融入跨領域結合應用成果，學生了解進行產業實務融入教學
計畫的目的，80%非常了解。知道如何配合產業實務融入教學計畫的學習， 83%非
常了解。認為產業實務融入課程對提升同學們對職場的認知很有幫助，80% 非常同意。
本課程所施行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對於提升職場認知有幫助，80% 非常同意。
認為提升職場認知縮短學校與產業連接是重要的，90%非常同意。

教學建議：
本課程以職能融入跨領域學習廣告與文學之關係，經過計畫執行，結果與預設目標一
致，學生的成果報告程度較新選課時高，足證學習是有用的。
關鍵詞：廣告文學、教學實踐、課程重構、職能融入、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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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虛擬實境、STEAM 與創客教育於
3D 建模設計實作課程之研究
徐文俊 1、陳重任 2、黃綝怡 3
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1, 2, 3
kenny@stust.edu.tw1, ocean@stust.edu.tw2, zay@stust.edu.tw3

摘要
在一般 3D 建模設計課程教學中，學生常容易因為對三維立體概念的不熟悉，
以及對於 3D 空間透視概念的掌握度不足，造成學習困難進而產生學習動機的低落，
並影響最後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期望在一般 3D 建模課程中採用虛擬實境創新
科技輔助教學，讓學習者在學習建置 3D 模型時，從一般傳統觀看螢幕的第三人稱視
角，與使用滑鼠鍵盤較不直覺的操作方式，透過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新興科技的協
助，讓學習者融入虛擬實境三維創作空間中，改以第一人稱視角與更直覺的拖拉方
式來練習建構 3D 模型，應用跨學科 領域 教學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讓學生所建置的 3D 模型能以跨領域科技藝術
(Technology Art)的虛擬實境互動方式呈現，最後實踐創客 (Maker) 教育理念，以 3D 列
印輸出方式，讓同學親自動手製作出 3D 模型實品。本研究將課程規劃為 18 周，
學生分為 2 組，一組為實驗組，另一組為控制組，每組 25 人，前一～八周，兩組
的授課方式都以傳統使用 3D 電腦軟體(Maya) 與滑鼠和鍵盤等硬體的輸入裝置，來
示範 3D 建模技巧的方式教學，並在第九周進行 第一次 3D 模 型 作 品 評 量 ， 聘
請 專 家 進 行 評 分 與 使 用 MSLQ(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學
習動機量表進行施測，之後第十～十七周實驗組則融入虛擬實境 3D 建模設計軟
體搭配虛擬實境裝置來輔助教學，而控制組則繼續採用傳統教學模式，兩組課程內容
也同時加入 STEAM 互動設計創課教育內容，最後完成老師交代的 3D 列印建模學
習 任 務 ， 並 在 第 十 八 周 進 行 第 二 次 評 量 ， 再 聘 請 專 家 進 行 作 品評 分 與 使 用
MSLQ(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學習動機量表進行施測，最
後以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瞭解實驗組加入虛擬實境輔助教
學後的學習成效和動機與控制組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及兩組在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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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設計與創課教育內容後，是否對於學習成效和動機有顯著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兩組在第十～十七周加入 STEAM 互動設計與創課教育內容後，
兩組的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皆較前面一 ~八周有顯著差異與提升，而實驗組在加入虛
擬實境裝置輔助教學後，在學習動機方面顯著優於控制組，在最後一周的評量中也發
現，針對較為簡單的 3D 建模任務，實驗組顯著優於控制組，但對於較為複雜且難度
較高的 3D 建模任務，則兩組無顯著差異。最後半結構式訪談發現大部分學生對於
能將作品以虛擬實境或擴增實境的方式呈現，並且以實體 3D 列印的方式產出的
STEAM 互動設計與創課教育內容皆覺得非常有趣，並且樂於課後自己研究學習；
研究結果也發現，實驗組的多數同學表示融入虛擬實境設備的輔助教學，對於最後第十
八周較為複雜的 3D 建模任務並無太大幫助，探究原因，在於目前的虛擬實境 3D 建
模應用程式與設備，雖然操作較為直覺，但仍無法像使用滑鼠與鍵盤裝置的傳統 3D
軟體(例 如 Maya)建置出相等精緻的模型，因此也期許未來虛擬實境軟體與硬體都更加進
步時，也許實驗結果會有不同。

關鍵詞：3D 建模設計、虛擬實境、跨領域教學、創客、科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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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pplying Virtual Reality,
STEAM and Maker Education into 3D Modeling
Design Practice Course.
Wen-Chun Hsu1, Rain Chen2, Chen-I Huang3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2, 3
kenny@stust.edu.tw1, ocean@stust.edu.tw2, zay@stust.edu.tw3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3D modeling and design courses, students are often
unfamiliar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 so they feel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frustrations, resulting in low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ffect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hopes to us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o assist teaching in
general 3D modeling courses, so that when learning to build 3D models, learner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virtual reality 3D creation space instead of the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l viewing, emerging through Virtual Reality.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learner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virtual reality 3D creation space, and a more intuitive drag
and drop method are used to construct a 3D model instead of the less intuitive operation
method using a mouse and keyboard. The application of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 i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enables students to build
3D models in a Virtual Reality interactive way of interdisciplinary Technology Art, and
finally practice Maker education concept, using 3D printing to make 3D true products by
themselves, and then hire experts to score and use the MSLQ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to test, and use the variation number
Analysis (ANOVA)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motivation, and discuss b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Key words: 3D Modeling Design, Virtual Reality, STEAM, Maker,
Technolog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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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ing Interactive Bi-Channel APPs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Sharing Spirituality
Wei-Lieh Su 1*, Shu-Chi Wang 2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1. Th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Post-Baccalaureate,
I-Shou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2.
*Corresponding author: suwell@gap.kmu.edu.tw1, Co-author: wansuchi@isu.edu.tw2

Abstract
Research question: People learn by doing, sharing and communication. As a course only
has limited time for sharing during classes, students’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usually not fully facilitated, and learning not totally promoted. This research is applied to
my classes about psychosocial occupational therapy related courses.
Purpose of study: The aim of this action research focus on how to facilitate students’
shar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learned subject materials. Because students

engage most

of their time on social media, computer technology, especially cooperative APPs, are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Method: Through divergent thinking and screening, two interactive APPs are selected.
The one is Line@ and the other is HackMd. Line@ is an APP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ine, FB, Instagram, Twitter, LinkedIn etc. It is originally constructed for
commercial use, so it also named by Line Business Account or Line Official Account.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to this new Line@ APP.

Interactive

messages can be

organized in individualized level, group messages can be sended by teachers in a time to
each individualized account, and it has well-designed bonus point card for rewarding.
HackMD, another APP selected, is a real-time collaboration application. Although more
complicate than google DOC, it is more user-friendly and approachable. Students just need
to learn the basic syntax. After several weeks of HackMd used in classes, most of the
students would out-perform the use efficacy than google DOC. In HackMd,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express self in public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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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ir personal digital devices, including cell phone,
laptop and notebook to engage in class discussion. I suppose it can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shar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rough teamwork to enhance each others’
sharing and learn more than as usual.
Results: After several weeks of HackMd used in classes,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accustomed to expressing self-knowledge on HackMd. Even some more learning
knowledge in software performance, such as students learn how to share a personal-made
mosaic art outcome to really experience the occupational therapy group process; learn to
give feedback to their peer groups and teachers. Some results are still collecting. Till now,
I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that can work better than my class before, and students are more
motivated, and interacted. The students’ learning and sharing spirituality are continuously
promoted.
Key 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Line@, HackMD, Sharing,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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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nded Learning Combines Microsoft Teams
and F2F Mode on 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Enhances Student Learning Efficiency
Shu-Chi Wang1*, Wei-Lieh Su2
Th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Post-Baccalaureate, I-Shou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1,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2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suchi@isu.edu.tw1, Co-author: suwell@gap.kmu.edu.tw2

Abstract
INTRODUCTION: Traditional physiological lab course performance is a
complicated affair. In the aspect of teaching, teachers usually spend a lot of time for
material preparation, in-class performance, and after-class group reports score mark for
each week routinely. This is really a heavy loading for teachers. On the student side,
routine experiment reports for each week after class are also a heavy loading for students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a lot of workloads after class or exam to prepare and thus make
students unhappy. In this situation, teachers usually get negativ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in the school’s final teaching survey although they spent a lot of time to manage the class.
Therefore, we hope to find a way to lighte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burden on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by changing the class performance type, and enhance the student
learning efficiency.
METHODS: Blended learning was applied to medical campus students in this study
from four linked ways.
1.

In the classroom, we opened an online video meeting room on Microsoft

Teams synchronously when we gave a lecture face-to-face (f2f) during class. Students
took their cell phones or laptops in class and followed teacher’s lecture in person or online
when the lecture was proceeded.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students who sit in the back far
away from teacher don’t see the slide or demonstration clearly and less contact with
teacher, thus lower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fficiency. This problem was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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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ved in our study by join the online meeting when lecture is proceeded. Students can
get a clear slide and indicator simultaneously via the meeting video image and thus can
follow teacher’s step more precisely.
2.

The routine after-class reports were replaced by in-class paper worksheet,

including data record, discussion questions and Google/Zuvio online tests accompanied
by practice data and picture upload to Teams group channels or Google drive. All the
performances should be completed in class and hand in the current paper worksheet
before they leave. By this way, students don’t need to write any reports after class and
thus have more time to do their own work. Discussion and test limited to the 2 or 3 hrs in
class period also force students to working hard within a short time, successful find the
answer in the class, and make the knowledge more impressive.
3.

By using Google form in class, we got student’s practice data immediately and

systemic integrated automatically. It’s good for teacher to share and show the whole
classmate data immediately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and let students know what they have
done today clearly. The method also effectively enhanced students’ interest and deepen
their knowledge in the current class.
4.

Upload data and performance picture to group channels in Microsoft Teams

platform was benefit for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results with other classmates. Besides,
teacher can check, mark, give opinions and rewards online, and students can also reply
and give feedback to teacher after class. This way can make mor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RESULTS: We try to compare the ease and favor usability between Google and
Teams platform.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30.8% students prefer to use Google platform
to upload data and perform work; 23.1% prefer to use Teams; 46.2% think these two were
all fine. These proves that most students got the ability to use online digital tools. In the
5 score of survey for students’ learning habit during practice in cla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students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way to check teacher’s slide (ppt file) (4.29 
0.82) and handout (4.14  0.77) than replay the video just recorded in the class lecture
(3.07  1.27). Students who share and interact with other groups online after class were
3.57  1.22. Some students favor to add to Teams video meeting to watch synchronize
when teacher is in lecture (3.29  1.54). Students satisfied with in-class workshee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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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upload method are 4.85  0.35, 4.50  0.58, and 4.21  0.80 in three different class.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students agree and feel gain from this class are 4.57  0.63,
4.50  0.52, 4.80  0.41 in three different class. It means that our strategy for students
learning is positive and useful.
CONCLUSIONS: By the way of our blended strategy, students efficient complete
all the work and sent results to teacher during class, and these discussions were extended
to cloud after class for student-student sharing and student-teacher interactions. The
whole class results were examined, explained, and analyzed immediately in class by
teacher to give the best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to all students. And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class, students in this semester with innovated teaching method gave high enthusiasm and
positive feedback in this class. Teachers also don’t need to grade a lot of incomprehensible
paper reports. We conclude that our blended learning combines f2f and online practice on
experiment class is useful for learning and can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thus elevate learning outcome.
Key words: Blended learning, Microsoft teams, Face-to face (f2f), Synchronous,
Lear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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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教學法的經濟學學習成效分析
許炳堃1、張瓊云2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1、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2
t90014@mail.tut.edu.tw1, tc0004@mail.tut.edu.tw2

摘要
採用傳統一對多單向式教學模式，大學生有 40%的時間是心不在焉的，他們
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傳統講述法缺乏師生互動，更沒有同儕合作學習的機會，
讓教室裡的學生像是一座又一座的孤島。從這些觀點來看，講述法在高等教育的大
學層次，顯然不是最好也不是最合適的上課方式，但遺憾的是卻又普遍存在於國內
外各大學的校園，被許多的老師奉為圭臬，而且短時間看不到有被其他創新教學方
式所取代的可能性。既然現實是如此，那麼可有其他能夠化腐朽(暗喻講述法)為神
奇的魔法呢?

經濟學和數學一樣，都是學生很害怕的學科。經濟學列為大學商管科系必修的
基礎核心課程，幾乎每一個學校(系)都有開設這門課，其養成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學生在態度面上皆認同學習經濟學的重要性，但是每天花在學習的時間可以說
是非常少，學習意願非常低以致於學習成就表現越來越差。

多年來，經濟學的教法一直堅守著傳統的教學模式，那就是授課教師以原文書
或者中文教科書為本，使用書商所提供制式的 PPT 為輔，然後依照教學進度，每
週很精準地教完。問題是原文書裡的教材內容和範例都是外國的觀點， 國內學生
讀起來很有距離感，不易理解。這對於知識素養與理論基礎相對薄弱的科技大學的
學生來說，更是一種學習的障礙，不容易跨越的鴻溝。此外，老師努力地趕完教學
進度，不禁讓我們思考:「內容教得越多，學生就學得越好 嗎?」答案顯然不是! 既
然傳統的經濟學教法有這樣的缺點和疑慮，為何多數教師仍然死守不放呢?

遊戲式教學法真的有用嗎?如果把它應用在學生最害怕的學科教學上，能否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改善學習成效呢?本研究以修習經濟學的學生為研究對 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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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個班級為實驗組(採用遊戲教學法)，另一個班級為對照組(採用傳統講述教學方
式)。實驗組有 36 名修課學生，而對照組則有 42 名學生。跟傳統單向講述教學法
不同的是，實驗組在體驗遊戲式教學法(玩遊戲學經濟)之後，會利用反思回饋與議
題討論題綱讓學生分組進行問題與討論，並藉此檢視遊戲活動與經濟理論之間的
對應關係。研究方法為實驗設計法，研究工具為兩次學科測驗卷及問卷，前者為傳
統的學科知識測驗，後者為學生對經濟學的學習興趣及應用能力等重要的成效指
標。分別在學期初、期末施測一次。除了基本統計量的分析外，將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以評估大學生對遊戲教學法的經濟學學習成效。此外，加入學生背景變項，
探討不同管道入學的學生，其學習成效是否有所差異。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假說予以
驗證:

假說 1: 相較於傳統教學法，採用遊戲教學法能顯著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
假說 2: 不同管道入學的學生，其學習成效有所差異。
實驗組受試者學習前經濟學成績與學習後經濟學成績平均數差異的 T 檢定結
果，成對樣本檢定之 t 值統計量等於-6.953，達到.05 顯著水準。然而採用傳統講
述法的對照組，成對樣本檢定之 t 值統計量等於-1.736，未達到.05 顯著水準。研
究結果發現，受試者經遊戲式教學法之後，其經濟學成績顯著的優於學習前的經濟
學成績。遊戲教學法會讓學生對經濟學產生較為正面的態度，在中長期記憶方面，
遊戲教學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法，而且遊戲教學有正面的外溢效果。最後，採用差異
性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以甄選入學管道入學的學生，成績表現優於
以聯合登記分發管道入學的學生。甄選入學學生的師生關係亦顯著優於聯合登記
分發學生的師生關係。

遊戲化教學在全世界越來越受到重視。遊戲教學法是可以運用於不同領域的
教學之中。從事遊戲化教學研究的初衷與理想，就是希望幫助老師解決教學問題，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學者將遊戲經過設計，從中誘導學生產生適當的學習能力
及反應，讓學生從遊戲中得到有效的學習，達到教育目標。好的遊戲讓學習更有效
率!我深深相信創新的遊戲教學法不但影響深遠，而且可以讓學生快樂有效率的學
習。課程內容與遊戲教學運用之巧妙，讓人著迷。此外，教師觀課同儕共學更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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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裡的另一雙眼睛」，有效運用同儕觀課與教師專業領域的判斷，提供教學回饋，
是可以避免遊戲教學變成熱鬧有餘，教學內涵不足的窘境。好的教學方法應該要被
看見，被運用。教學改變從現在開始，只要開始，都不會太晚；沒有開始，就不會
有開始！

關鍵字：遊戲式學習、同儕觀課、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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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Game-Based
Teaching on Learning Economics
Ping-Kun Hsu, Ching-Yun Chang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90014@mail.tut.edu.tw , tc0004@mail.tut.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game-based teaching on students’
achievement of learning economics, a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course. A total of 78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and they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reatment
group consisting of 36 students adopts game-based teaching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ing of 42 participants uses the lecture-oriented approach. All
students in two groups jointly go through one pre-test and one post-test, which are
implemented in the beginning and late of the semester respectively. We find that stud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exhibit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economics, achieve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improvement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s. Furthermore, the
use of game-based teaching shows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concepts not covered in
the games. Finally, students who enter TUT via multi admission channels perform
differently.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perform better than those
taking a national joint entrance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ir scores reflecting the retention
of economic knowledge.

Keywords: game-based teaching, peer review and feedback,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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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品導入運動醫學課程之教學設計
孫辰喻 1、吳淑芬 2、趙宇棟 3、張文典 4*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競技運動學系

1,2,3,4

*通訊作者:changwendien@ntus.edu.tw

摘要
本研究將嘗試採用實證運動醫學的觀念並透過影像科技的輔助教學，來解決課程
教學現場的問題。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選擇一門碩士班運動醫學類選修課程進行設計，教
授 3 種評估工具。學生將上台分享拍攝影像與運動姿勢評估 APP 軟體應用評估
之內容，進行問題陳述與實務操作來解決問題。報告前讓其他同學針對報告同學所分享的
影像進行再次評估，報告結束後收集學生評估數據，進行信度分析。課程結束評量者間
的信度(ICC=0.82, p = 0.001)具有良好的評估信度，回饋問卷中也發現利用智慧型手機
當作攝影器具，學生容易習慣操作紀錄動作評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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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design of a sports medicine course
assisted with technological products
Chen-Yu Sun1, Shu-Fen Wu2, Yu-Dong Zhao3, Wen-Dien Chang4*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Department of Sport Performance1,2,3,4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ngwendien@ntus.edu.tw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eaching site in a course, using the theory of
evidence-based sports medicine and assisted teaching through image technology. We
hope students would combine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This master course is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tion
assessment as the practical method, introduc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ssistance for
teaching, and then evaluates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ourse. The three
assessment tools were used. The students shared the content of the filming images of
motion evaluation. Before the report, other students were asked to re-evaluate the images.
After the report, assessed data were collected to conduct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After the
course, there is a high inter-rater reliability for students’ assessment (ICC=0.82, p =
0.001). We also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are easy to get

used to operating and recording

motions to evaluate images using smartphones as photographic equipment in this project.
Key words: practice method, 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 sports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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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課堂即時互動工具對
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影響
邱靜娥 1、黃敏溦

2

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2

chiuje@yuntech.edu.tw 1 ,mwhwang701@gmail.com 2

摘要
一、研究背景
隨著資訊科技與雲端技術的進步，許多國家都大力提倡利用資訊科技來促進
教育革新與成效。國內外學者紛紛提出科技整合教學之課程教學模式，發展以「學
習者為中心」多元創新教學模式，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就。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 是透過電子載具，提供即時反饋資訊給老師及學
生的一種教學應用系統。若能透過資訊科技來發展教材教法，進而改善教學與學習
環境氛圍，不僅能增進學生專注力與促進高層次思維，亦能有助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為教學模式增添多元樣態面貌（Bartsch & Murphy, 2011； Shieh & Chang, 2013；
龔心怡，2016；黃建翔，2017；Sun & Hsieh, 2018）。

本研究對象為雲科大國管系大二學生，針對以英文授課的統計學課程，學生大
多不習慣在課堂上發言，除了文化因素、同儕關係與語言因素之外，許多同學反應，
他們不想被老師記住名字，故不會主動回答老師提問，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若能搭配
「課堂即時互動工具」，較能立即掌握同學的學習狀況與參與度，進而隨時調整教學策
略，提供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活動的機會，並提高學習成效。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應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融入臺灣中部某公立大學國際管理

學士學程「統計學」該科目之教學後，對學生學習「統計學」這一科的學習過程之
影響。本研究目的如下：

1235

APA-6

(一)、探討在課程中實施IRS對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
(二)、探討在課程中實施IRS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三)、探討實施IRS教學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實施在國管系大二必修課統計學課程，採英文授課。教學對象為雲科大
國管系大二學生，上課場域皆有電腦、投影機、投影螢幕、及無線WIFI裝置，因此
實施IRS沒有問題。希望藉由本研究的執行，改善同學上課參與度，以活化教學與
幫助學生深化學習以加強學習成效。課程內容包含統計學的基本概念、敘述統計、
各機率分配的原理、抽樣方法、抽樣分配與估計等主題，課本採 用
Groebner/Shannon/Fry 所 著 作 的 Business Statistics- 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第10版原文書。將使用的資源包含學校的 E-Class平台，做為數位教材檔案與上課
錄影檔存放，以及和學生課外的交流平台。利用學校 E-Class作為課堂上問題討論
與即時回饋工具。立即掌握學班同學的學習狀況與參與度， 進而調整教學策略，
同時將學習重心與責任放回學生身上，學生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積極參
與學習活動，從中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
本研究學習成效評量工具分為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收集，質性資料的收集包
括學生上課的學習單、教師教學反思日誌等；量化資料則收集學生學習動機前後測
分數、學習成就分數、E-Class造訪次數、影音教材觀看率、課程完成度、線上互動
次數等資料收集。

(二)、 研究方法
在學習成效評量工具上分為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收集，質性資料的收集包括
學生上課的學習單、教師教學反思日誌等；量化資料則收集學生學習態度前後測分
數以比較其差異、收集學習成就分數、收集課堂參與互動的次數、線上互動次數、
學生對於IRS教學滿意度等資料收集與分析。資料分析方法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
探討前測後測差異，以迴歸分析探討學生的學習態度、教學法的差別是否與學習成
就就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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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論
(一)、在對於 E-Class 使用結果顯示，同學認為「透過 E-Class 學習過程，增加自己
的學習動機」平均分數 4.34；而「對於 E-Class 的影片與教學資料，讓我對統計學
的相關觀念有更清楚的認識」平均分數 4.59 分。平均分數接近非常贊成。因此使用 EClass 互動平台融入課程教學，對於學生是有幫助的。
(二)、探討 E-Class 使用的三個指標(參考檔案查看下載率、影音教材觀看率、課程
完成度)與成績的相關，發現成績與參考檔案查看下載率的相關係數達 0.381（p
＜0.01）；其次為課程完成度，相關係數達 0.372（p＜0.01）；而與影音教材觀看
率相關係數為 0.212。結果顯示成績與 E-Class 使用有正向關連性。

(三)、教學現場使用 E-Class 即時互動，仍有幾項問題需要面對與處理
1. 老師拋出一個問題時，若是要等全班及時線上回應，有些同學回覆快，有些
回覆慢， 回覆快的同學會因為已交差而無所事事。
2. 雖然教室有 WIFI 網路，但是仍有幾次同學的手機無法上線進入 E-Class，
因此無法即時互動。
3. 學生使用 IRS 即時回饋時，老師仍然需要注意上課秩序與學生專注度問題。

關鍵詞：及時反饋系統、學習成效、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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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nstant classroom interaction
tools in Statistics teaching
Jing-Er Chiu1, Min Wei Hwang2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
chiuje@yuntech.edu.tw 1 ,mwhwang701@gmail.com 2

Abstract
Many departments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have listed statistics and related
courses as required courses since it is a very an important data analysis technique.
Especially the era of big data analytics is coming. Therefor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statistical literacy and ability. For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in the
statistics class, they are not used to speaking in class, which limits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We use the "real-time classroom interactive tool" to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students and provide teachers with timely adjustments to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o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number of
interactions at the teaching site is also collected, 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a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uses paired t-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We expect that students no longer
passively accept knowledge, but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knowledge.
Students can further clarify possible doubts,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enhance teach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 instant classroom interacti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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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udio-Visual Aided Instruction on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among EFL Nursing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Tuyuan Cheng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nan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2010tuyuan@gmail.com, TYCheng@ntin.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using audio-visual aided (AVA) instruction and
learner’s note-taking in CAL classroom to improve nursing junior college EFL learners’
medical career-related vocabularies they encountered in the audio-visual material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guided this study: (1) How do nursing junior college learners
perceive notetaking as a means of ret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2) How do
nursing junior college learners believe that the AVA learning in CAL classroom affects
their vocabulary learning by notetaking? (3) To what extent did the nursing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 the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4) What were the perceived

challenges of learners’ notetaking while instructor adopting the AVA instruction, as
reported by EFL nursing college learners?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ESL/EFL) resear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for L2 learners. The instructor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this research) has noticed that to what degree L2 learners accomplish the
lexical knowledge aff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use the lexicon correctly. Furthermore,
in terms of the functional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raditional curriculum merely
designed for general-purpose lexical development fails to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of many
L2 learners, who would like to learn English relevant to their future careers. As indicated
by previous studies, bridging the gap from EGP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 domain to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domain requires much closer cross-curricular
collabor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L2 learners should at least have a vocabulary size of
2000 words to comprehend and produce L2 (Schmitt, 2008), while the professional
vocabularies of ESP more often do not overlap with that basic vocabulary size. This leads
to a growing demand on English for career purpose (ECP) to overcome the mis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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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rching goal of ECP instruction is to help L2 learners to function well in their
workplace where the professional terms and words of profession-related family might
serve as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passage of time, new approaches of teaching vocabulary have come
about. A need was felt for vocabulary teaching methods to be accompanied by new
procedures. Among them, Audio-Visual Aided (AVA) pedagogy, with the advance of
technology, has increasingly reduced the role played by traditional methods in the
classrooms. In this study, the AVA Approach was adopted.
The AVA teaching approach proposed that materials providing visual and aural input
may be conducive to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Webb & Rodgers, 2009). By
undertaking a series of motivating tasks or activities with the intention to induce learning,
the present study uses AVA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extent to which watching Elderrelated movies and TED talks with subtitles of target language may facilitate incidental
learning of career-related (elder/healthcare) vocabulary.
By using within- and between-subjects research design,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the Audio-Visual pedagogy might be conductive to L2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beyond constrained class time for nursing-related L2
learners in junior college. Three classes of about 80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from
departments of Nursing/Senior Citizen Service in a Nursing Junior College took part in
the present study. One class
Receiving the traditional EGP program, one class of 20 sophomores from Senior
Citizen Service (SCS) department was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30 freshmen respectively
from two nursing classes we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taking the Audio-Visual learning
program. Evaluated via a modified version of Vocabulary Size Test (Nation, 2001),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vocabulary size level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researcher applied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struct elder/health-related
vocabularies to the participants. The experimental protocol is tabulated as below.
Receiving the traditional direct teaching instruction, the SCS class is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60 freshmen from Nursing department a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taking
the AVA learning program.

1240

APA-6

Table: Experimental protocol
Approach

Context

Learning

Instruction

Group

Name

Control

C

Traditional

Classroom

Watching &
Listening

Autonomous

Experimenta
l

E1

AVA

Home

Note-taking

Autonomous

E2

AVA

Computer
lab

Note-taking

Guided
Instruction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quired to watch the film and TED talks
togeth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rse, and answered some non-task-based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Then, the content learn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was
adopte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same film and TED talks, with first language
(Chinese) and second language (English) subtitles were uploaded respectively on the
online platform (Moodle). Students in E1 group were required to watch the film outside
the classroom before the course and to answer some non-task-based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to assure their completing the pre-tasked watching. Later in the course the
participants participated the vocabulary learning task cycle conducted by the researcher,
and completed the task-based vocabulary exercises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urse. In
contrast, students in E2 group were required to watch the film in the computer lab,
following the guided instruction from the instructor. The nursing/healthcare film and TED
talks were selected via the keyword searching containing “Alzheimer”, resulting in one
film: Still Alice, and four TED talks. Among them, Still Alice, simplified into four parts,
and the four TED talks were presented respectively each week. The courses (i.e., Control
& Experimental) were held one session a week for one hour and a half resp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were as follows. (1) Four talks/films related to the
profession of nursing/healthcare are decided. Ten words to be learned and tested come
equally from the four films respectively. (2) Before the researcher begins to instruct the
1st Film to students, there will be an unannounced pretest on the ten target words from
this film. This pretest will ask them to write down a Chinese equivalent for each target
word and to make a judgement on a sentence containing the word (cf. Folse, 2006; Lu,
2013). (3) The target films are uploaded to the Moodle platform for the learners to preview.
A comprehension and word choice test are held as scheduled in the course. The instruction
on the film and the vocabulary will be conduct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test. (4)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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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xpected posttest will be administered immediately after one week following the
instructive course. This posttest will ask the students to decide on each English target
word based on its Chinese meaning and its corresponding sentence with the word. (5) For
the target words of the other talks/films, the procedures and scoring will be the same as
those in Talk/Film 1.
A series of one way ANOVA and ANOVA with repeated measures are performed on
the scores on the immediate and delayed posttests of the three classes of students. Results
of ANOVAs will show whether Audio-Visual pedagogy is beneficial to L2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either in the constrained class time or outside classroom for the EFL
Nursing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modified version of Vocabulary Size Test, conduc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rse, showed that the vocabulary size level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experimental group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the program started.
However, after four weeks of instruction or learning, the results of post-learning
assessment indicated that learners in AVA group achiev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nursing/healthcare vocabularies than those in Direct teaching group.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otential for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through movies and TED talks with
a meaningful content can be used for intentional teaching and incidental learning in an
ESP classroom with relevant focus.
Key words: L2 vocabulary learning, L2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English for
career purpose (EC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 Audio-Visu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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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題導向學習(PBL) 融入跨域創新創業
專題之教學個案分析
張怡棻
樹德科技大學應用設計研究所
yiven0629@gmail.com

摘要
1.

研究目的
臺灣近年來大學中有關設計實務導向的課程，教學場域已逐漸跨出校園進入場域，

進行教學實踐與體驗學習，透過實務導向的學習歷程，引導學生獲得反思與成長。何文玲、
李傳房、陳俊宏（2013）亦提到，大學藝術與設計科系中的專業課程，大都以「創作課
程」佔較多比例，因此採「實務導向」作為大學階段的創作教學乃可適的教學理念。本研
究以「跨域創新創業專題課程」(以下簡稱創創課)作為教學個案，學生採分組進行，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教師所設定之實務場域，是否提供學生達到跨域整合、創新設計
等，以達成創新創業之目的。
2.

課程介紹
創創課為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鼓勵師生參與區域議題與發展需求，以課程、

教學、學習為著眼點，以社會實踐、校園創新為目的，提升知識影響力與價值創新。創創
課採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作為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透
過業師協同教學，帶領同學從實務場域中，理解自品牌企劃、產品設計、自媒體行銷等創
新創業的操作過程，強化同學之跨域整合能力。
3.

問題意識
本研究提出以「PBL」融入創創課中，作為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其提出的問

題意識包括：
1)

如何提升學生在「品牌企劃」、「產品設計」、「自媒體行銷」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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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創課是否可藉由導入跨域業師協同教學的方式，補強學生在跨域設計上不
足之處？

4.

研究設計
本研究 以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於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所進行的創

創課程，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課程中以 PBL 的型式，同時以業師協同教學方式，
每週上課一次，總上課時數為 18 週。讓學生統整設計、企劃、行銷等跨域知識，
定義並解決問題。課程中將不同設計領域的學生以混合編組的方式，進行跨領域的
合作設計專案。本研究引用學者 Edens（2000）所提出 PBL 學習模式三階段作為
教學流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 PBL 學習模式三階段教學流程

本研究利用參與式觀察、量化問卷及質性訪談方式，收集相關資料，以探討PBL 作
為創創課之教學成效。量化資料的部分，於教學課程結束後，各小組已有具體成果產出，
此時針對學生對於創創課導入 PBL 模式、業師協同教學、場域實踐等進行問卷調查。
質化資料包括四個來源：研究者參與觀察、課程成果、師生訪談及問卷中的開放性意見
回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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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發現
1)

以 PBL 導入小組學習模式呈現正向的學習成效

問題導向學習（PBL）強調問題的發掘是學習的基礎，所以係以小組學習模式進
行，組員之間必須透過各種合作式的互動來解決學習問題，藉由小組學習的歷程，學習者
之間可以有效的學習問題解決方法，並分享彼此的學習心得(陳志銘，2012)。本研究問
卷調查顯示，學生對創創課以小組的方式產生設計行動， 對「有啟發學習的動力」
同意度 4.2、「能有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意度 4.2、「能產生具體行動的能力」同
意度 4.4、「能有反思與回饋的能力」同意度 4.2。有學生提到：『這次的設計流程跟以
往我學習的都不太一樣，我們確實不依賴網路，去現場田野調查，這是階段中我最喜
歡的部份了，可以去了解那個地方的美好，可以透過對話去感受當地的文化，了解更
多資訊…』
（學生 S01）
2)

業師協同教學，強化學生對跨域知識的需求及接軌就業市場

本研究問卷調查顯示，學生對業師協同教學的方式在「提升跨域整合能力」同
意度 4.2、「開拓創新設計能力」同意度 4.1、「開拓我的自媒體行銷能力」同意度 4.0。
從質性訪談中，可以找到資料，如：『課程中跟許多業師合作，由每位專業業師帶領我們覺得
；
『本課程也有業師的參與讓課程更有實戰的感覺。』
（學生 S03）
。
真的很棒！』
（學生 S02）
3)

以場域實踐實務導向的方式，提升跨域設計應用能力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問卷調查顯示，學生對於能實際走入場域，在「能實際應用跨域設計的專業」
同意度 4.3、「可以讓我獲得更多跨領域的知識」同意度 4.2、「可以提升我實作與內涵的
整合力」同意度 4.4、及「可以提升我帶著走的設計能力」同意度 4.3。創創課讓
學生實踐走入現場，在分組行動過程中，了解場域目前所存在的現象及問題，並由業
師協同教學，以跨域創新為設計策略，提出解決方案。有學生提到：『在這堂課學到了很
多平常不會接觸的東西，從產品設計、包裝、自媒體到最後的展覽通通自己來…』
（學
生 S04）
『這堂課除了學習到技巧，更多是學習到設計過程發生的事情與困難如何解
；
。
決。』
（學生 S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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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價值性
1)

修課學生-強調學習者主動學習

在此修課歷程中，一方面有機會進入場域，實際參與業界產品開發流程與業主的面對
面討論，從實際的設計對象中，了解產業面、文化面的需求，切入產品創新設計；另一方面，
面對不同業師，針對不同階段的設計任務與規劃挑戰，重新理解產品、展場、自媒體等設計
需求，是一次相當具有挑戰的設計實作練習。
2)

授課老師-以教師作為引導者

授課教師對於課程的前期準備、課程規劃、場域觀察、合作對象的共識建立、業師媒合等，
課程前期規劃包括多次與業師團隊、業主進行溝通凝聚共識，成立線上討論群組，更定期
召開課程會議，面對面討論進度，團隊成員都理解不同階段的設計任務，才能確保不同階段
的銜接順暢。老師扮演居中協調的重要角色， 成為學生、業師團隊與業主之間溝通的橋樑，
真正協助學生理解跨域業師的協同指導，又能達成業主期待的創新設計任務，在教學、研
究與產學等達到大學社會責任的正面效益。
3)

課程-以問題為學習之核心

在進行此修課歷程當中，雖然在正式進入課程的前期，老師已經跟業師團隊進行
多次的討論，但是實際進行上課演練時，面對不同學生的設計能力與理解程度，仍需要以
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過程中經多次的調整，以問題為學習之核心， 畢竟設計課程屬滾動
式的教學。因此，這部分是指導老師在掌控整體教學成果進度，與承擔學生的學習效益
上最大的授課挑戰了。

7.

實務意涵

本研究提出以「PBL」融入創創課中，依據學者 Edens（2000）將問題導向學習模
式分成三個階段，實際應用的價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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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BL 對於「問題發展」階段的實務意涵：此階段的目標問題由師生共同決

定，透過「認識課程」、「知識裝備」與「觀光工廠-場勘」，提供足夠的資訊與線索，引導學
生進行產業的資料蒐集與促成全體學生的參與。
2)

PBL 對於「問題起始與探索」階段的實務意涵：學生針對前一步驟所設定

的需求與問題，需要學習解決問題的內容，以及確定新知識的可能來源，操作「設計階段」
、
「企劃階段」與「自媒體階段」；另一方面，學生透過分階段的業師協同教學，獲得專門領域的
專家指導，小組合作進行討論與擬定設計策略，大幅提升學習效益。
3)

PBL 對於「問題解決」階段的實務意涵：小組成員產出最合適的解決方案

包括設計、企劃、自媒體等階段，最後回到場域中，以「成果展發表」的方式進行最後的
表現評估。

關鍵詞：跨域創新創業、問題導向學習、實務導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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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Based Learning is Integrated Into the Topic
of Cross-Doma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eaching Case Analysis
Chang Yi Fen
SHU-T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Applied Design
yiven0629@gmail.com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s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s the teaching model of the
"Cross-doma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 course, and explores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applying PBL to introduce high-level thinking in action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course, the teacher decides the teaching goals and guides the progress of
the problems. It is student-centered, through cross-field perspectives and vision,
combine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leads students to find opportunities
for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rom design inno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practical field set

by teachers can

provide students with cross-domain integration, innovative design, etc.,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o integrate "PBL" into the creative curriculum as a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model. The problem awareness raised includes:
1)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ies in "brand planning", "product design", and

"we-media marketing"?
2) Is it possible to introduce cross-domain faculty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ethods

to strengthen students’ shortcomings in cross-domain design?
This study use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s, and qual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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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s to collect relevant data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PBL as a
creative course. This study found：
1) Use PBL to introduce group learning mode to show positive learning results.
2) Collaborative teaching by professional teachers strengthens students' demand for

cross-domain knowledge and integrates with the job market.
3)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cross-domain design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in a field-based practice-oriented way.

Keywords: cross-doma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actice-orien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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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學習法應用於酵素學課程教學
李信宏 1、吳思霈

2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技製藥系 1、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衛生系

2

boy841164@gmail.com 1, szupeiwu@mail.ypu.edu.tw2

摘要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依行動研究法施行，以修讀酵素學課程的大三學生為研究對
象。課程規劃以經驗學習法為策略，結合微實驗操作單元與教學遊戲單元， 期望能建立
活潑互動的教室氛圍，引導學生融入學習情境，累積學習成就感，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
熱情，進而確實習得酵素學課程之核心知識。
研究計畫結果: 1. 學生自評上課態度很認真和還算認真的比率達 60%，學習動
力明顯提升。2. 學習興趣方面，25% 的同學認為很有興趣和還算有興趣，60% 的同
學認為普通有興趣。3. 比對課前和課後測驗成績，將近七成同學成績進步， 15%同學
進步幅度超過 40 分，確實提升酵素學核心知識。4. 同意整體課程設計能提升課
堂參與度、學習成就感與主動學習能力的同學均達 50%以上。5. 同 學 間互動氣
氛良好，能互相討論，彼此合作學習。6. 比對教學實踐實施前後學期， 無論期中考
或期末考全班平均分數均有顯著增加，顯示學習成效明顯提升。7. 進 一步分析教學
實踐實施前後學期之學生成績分布圖，發現高低分群的分佈差異在期末考時顯
著增加，顯示教學實踐的互動式經驗學習，有效讓低分群學生提升學習興趣，急起直
追。
同學們透過經驗式教學活動，不僅僅是坐在教室單向聽課而已，還必須腦力激盪參
與小組討論，完成單元活動內容，對學生學習態度、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均有顯著提升。

關鍵詞：酵素學、經驗學習法、實驗操作、遊戲教學、行動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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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 in
Enzymology Course Teaching
Xin-Hong Li 1, Szu-Pei Wu 2
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Yuanpei University 1,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Health, Yuanpei University 2
boy841164@gmail.com 1, szupeiwu@mail.ypu.edu.tw 2

Abstract
This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is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designed for the juniors who select enzymology
courses. Curriculum planning uses experiential learning as a strategy, designing microexperimental operating units and game-based learning, aim to create a lively and
interactive classroom atmosphere, guide studen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learning condition,
accumulate a sense of learning achievement,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indeed acquire the core knowledge of the enzymology course.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impact of the designed teaching activities on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s and learning interests, and learning result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1. 60% of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of classroom attitudes are serious and
very serious, and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2. In terms
of learning interest, 25% of students think that they are very interested and interested, and
60% of students think that they are generally interested. 3. Comparing the test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class, nearly 70% of the students have improved their performance, and
15% of the students have improved by more than 40 points, which really improves the
core knowledge of enzymes. 4. More than 50% of students agree that the overall
curriculum design can improv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in
learning and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5. The students have a good interaction atmosphere,
can discuss with each other, and learn cooperatively with each other. 6. Comparing the
semest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 whole class both in the mid-term exam or the final exam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howing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7.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tudent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 and low group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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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l exam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ch shows that interactive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eaching practice effectively increases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by students in
the low group. And they try hard to catch up.
Through experiential teaching activities, students are not just sitting in the classroom
one-way listening to the class, but also have to brainstorm to participate in group
discussions and complete the content of the unit activities,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experiential teaching activities, students not only sit in the classroom and
listen to the teacher one-way, but also brainstorm and participate in group discussions to
complete the content of the unit activities. These curriculum design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interest and learning ability.
Key words: enzymology,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mental operation, game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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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習者出題及同儕教學的
創新模式翻轉課程
王瑜琦
義守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yuchi@isu.edu.tw

摘要
學生的學習常面臨的困境是學習動機不足，學習興趣不高，且學習方式常屬於被動
學習，僅藉由老師課堂授課及閱讀或觀看教材來學習。根據學習金字塔理論，學生要透過
主動學習模式，才能對學習內容深入理解及深刻記憶且不易遺忘，特別是學生能轉變為教
導他人的角色，更是能將所學維持較長久的記憶並應用。學習者出題 (Problem posing)
已被認為一種有效的教學策略，特別是教複雜的課程。同儕教學(Peer instruction) 也
在許多科目被證實較傳統教學成效更好，這兩種模式都屬於主動學習。因此本創新教學
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在大學必修基礎科目的教學，學習者轉變為出題者甚至學習者轉變
為授課者的創新學習方式， 是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成效。此次使用的課程
是本系之微生物學課程，教材以原文為主，內容從基礎微生物及免疫學到進階的微生物
傳染性疾病個論，以及微生物的生態和應用，內容相當繁重及龐雜。研究實施的方式如下，
課程第一周說明本學期創新教學模式及蒐集基本資料和前側之外，課程前面週次部分單元，
將先讓學生從學習者進化成出題者，上完該單元課程之後，學生分組針對不同單元進行出題，
並將題目繳交上傳，經教師評分並修正後，分配給他組同學進行測驗，事後學生還要回收並批
改。課程後幾週部分單元讓學生從學習者轉換成授課者，進行同儕教學，學生事先觀看教師
數位教材內容後，分組針對老師提出之關鍵或重要問題，對全班同學進行解說，並與台下同學
進行即時回饋。研究評量分析區分為進行學習者出題，以及同儕教學兩種方式的前後測比較，評
量重點在學生的學習動機、基本概念、應用能力等等。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會因為要出題或是
同儕教學而必須先念書且理解，在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的意願和動機較傳統的方式高，且相較於
以往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訓練邏輯思考及文字表達能力。學生的回饋也表示可藉由出題及
批改同學作業的過程中達到再次復習的目的，且可知哪些題型容易犯錯，能藉此警惕自己。
許多同學會在課前與老師討論並修改教學內容，從這過程中獲得更清晰的邏輯及訓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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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達方式。且因要扮演指導者的角色，會將內容內化吸收再反饋出解釋文句，因此更能
加深對課程內容的印象，在製作簡報的能力也會提升。前後測結果顯示兩種方式都有顯著
提升學習成效，包括增加基本概念的認識以及提升應用能力。這種方式的負面回饋包括；
學生出題因難易度不均，擔心會導致測驗不公的情況產生。同儕教學因該組事先準備不足
或無法掌握課程重點，或簡報及語言表達能力不佳，影響台下同學的吸收學習。針對測
驗難易度不均問題，未來執行上可以修正方式。同儕教學部分已有老師完整數位教材檔
案可以輔佐，也可藉由加強學生上台前的討論及訓練來修正。整體而言，不論是行學習者
出題或是同儕教學方式，學生覺得比之前學會自學、思考問題、提問、並表達所知的能力，
對於生活中周遭的微生物相關時事或疫情較關心，甚至可以比較清晰地跟身邊親友告
知微生物資訊。

關鍵詞：學習者出題、同儕教學、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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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the innovative model of problem posing
and peer teaching to flip the course
Yu-Chi Wang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I-Shou University, Kaohsiung,Taiwan
yuchi@isu.edu.tw

Abstract
The dilemma that students often face in their learning is lack of learning motivation,
low learning interest, and passive learning attitude, which only depends on the teacher's
lecture teaching and reading or watching textbooks to learn.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pyramid theory, students have to use active learning mode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deep memory of the learning content and not easy to forget. In particular, students
can maintain a long-term memory and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f they can
transform into the role of teaching others. Problem posing by learners has been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y, especially for complex courses. Peer instruction
has also been proven to be more effective than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many subjects, and
both modes are belonged to active learning.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innovative
teaching research is to explore whether in the teaching of compulsory basic subjects in
universities, the change of learners into questioner or even learners into lecturers can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course used this
study is Microbiology of my department. The textbooks are based on the original English
text. The content ranges from basic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to advanced
microbiolog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as well as the ec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bes.
The content is quite heavy and complex. The method of the research is following,
explaining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of the semester and collecting basic materials
and the front side of the course in the first week. Some units in the first several weeks of
the course will allow students to evolve from learners to questioners. After the lectures,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make questions for different units, and submitted the
questions to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After being graded and corrected by the
teacher, they were assigned to other group of students for the test, and the students had to
recall and correct them afterwards. In the next few weeks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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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d from learners to instructors and conduct peer teaching. After watching the
contents of the teacher’s digital textbooks in advance, the students will divide into groups
to explain the key or important issues raised by the teacher, and explain to the whole class
including interacted with other students using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 The
evaluation method for problem posing and peer instruction was the pre- and post-test
which evaluates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students have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because
they need to make questions or teach with peers. The willingness and motivation to
prepare and review before class is higher than traditional method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ents, they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be trained with logical thinking and
written express. Th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y can review content
agai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questioning and correcting classmates’ homework. They can
also understand which question types are easy to make mistakes Many students will
discuss and modify the teaching content with teacher before peep instruction, and
obtain clearer logic and better expressions in this process. Because of being instructors,
students will internalize the content, absorb and fed back into explanatory sentences. They
will deepen impression of the course content, and improve the presentations ability. The
results of pre and post-test showed that these two method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students’ basic concept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Negative feedback of this
teaching includes; students are worried about the unfairness of the test due to uneven
difficulty.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pre-preparation or inability to grasp the key points of
the course, or poor presentation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skills, some group in peer
instruction would affects the absorption and learning of content in the student audience.
In view of the uneven difficulty of the test, the method can be corrected in the future
implementation. In the peer instruction, the teacher's digital materials can be used to assist
learning, and students need to be trained and discussed before doing peer instruction. In
summary, both problem posing and peer instruction were benefit to learning, students also
feel that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microbe-related current events or epidemics
in their lives. They can self-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ask questions, and express their
knowledge. They can even tell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about microorganisms more
clearly.
Key words: Problem posing, Peer instruction, Flipp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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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實踐健康運動與飲食
林嘉志
cclin@gms.ndhu.edu.tw

摘要
研究目的：希望透過瞭解參與學生的個人需求、認知建立、技術建立等三個階段的養成
教育，使學生能有正確的知能，能辨識錯誤的網路資訊，並有能力規劃適合的運動和健康
飲食計畫。並善用反饋工具達到自我監督和改善的目標。課程介紹：階段一(2 週)：需
求分析(need analysis)，使每位參與課程的學生瞭解自己當前日常身體活動/運動、
身體組成狀態，並依照跨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做階段分級。階段二(4
週)：認知建立(cognitive construction)，課堂分組討論參與同學的自身經驗與觀念，並
講授循證健康運動、飲食新知、釐清常見與個人不正確的觀念與迷思。階段三(1 週)：
狀態評估(status evaluation)，目的在瞭解課程進行的前、中、後對學生的影響程度，包括健
康運動和飲食管理準備(readiness) 的知識(knowledge)、技術(skill)和能力(ability)。除了
以紙筆測驗作為評估方式， 技術會以階段四的穿戴裝置驗證示範、指導和修正後的
改善狀況。階段四(8 週)： 技術建立(skill establishment)，講授、示範與指導正確的：
(1)運動技術，包括心肺耐力運動(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阻力運動(resistance
exercise)、柔軟度運動(flexibility)、高強度間歇訓練(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並使用適當的手機 APP(e.g., iMuscle2)，穿戴裝置(e.g., POLAR H10 sensor)做運動姿
勢、訓練強度監控與回饋。(2)飲食管理技術，包括使用電子湯匙量測、估算每餐、
每日熱量攝 取 量 (energy intake) 。階 段 四 (2 週 )：健 康 生 活 習 慣 養 成 (healthy
lifestyle formation)，以手機 APP 作(e.g., Myfitnesspal)為日誌管理工具，實際瞭解
健康運動與飲食生活習慣改變程度。

研究問題：探討本課程進行後是否能有助於改善學生對健康運動與健康飲食在認
知和行為的改善。

研究方法：課程共有 16 位大學高年級學生，進行 18 週學習。學期開始和結束都
實施不記名同一問卷(六部分 37 題)調查，用以瞭解認知能力改變；期中評量(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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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後，給予期末作業(3 類別)引導與小組輔導，加強回饋數據收集管理技能學習。

研究發現：整體而言，絕大多數學生都能達到認知、技術能力改善各項指標，需求
與行為動機可能因為受限於年齡與當前健康因素而有待加強。為了瞭解學生在學習本
課程前後在認知的改善情形與落實實作能力，以下分成兩部分說明成果： (1-1)課程進
行前後填答問卷，問卷分成 6 部分：運動習慣(單選)、運動行為管理(同意程度 1-4
分)、身體組成 (單選)、體重管理(同意程度 1-4 分)、飲食習慣 (單選)、飲食習慣
管理(同意程度 1-4 分)。問卷內容請參閱附件 1。依照問卷題目有無標準答案再分
兩類探討：(1-1-1)有標準答案題目前後測分析(圖 5-1)：除了第 3 部分第 2 題外，
其餘後測均比前測進步。第 3 部分第 2 題為”20 歲男性良好等級的體脂率=？”，代
表大約一半的學生對此問題尚不清楚，可能無法將意象連結數字。(1-1-2)無標準答案題
目前後測分析第一部分(表 5-1)：第 2 題的後測顯示規律運動者(選項 4 和 5 加
總)比前測少，經瞭解，是因前測時對”規律運動定義不瞭解”。第 4 題顯示每週激
烈運動次數達 2 次以上者增加。第 5 題所做運動類型除了平衡明顯較少、柔軟度稍
少；反應、速度相同，其餘包括阻力、敏捷、爆發力、協調都增加。第二部分(表 5-2)：大
多數的學生會因為聽聞認識的朋友因不運動生病而想改變自己去運動；絕大多數的
學生羨慕很會運動的人；多數的學生後測顯示聽聞運動勵志故事會增加運動動機，但後測
不同意者增加；大多數學生能設定短期、具體而可達成的運動目標；絕大多數學生同意運
動能提升免疫力減少看病機會而減少社會負擔；大多數學生不需要外在獎勵才會運動；大多
數學生會想辦法克服會阻礙運動計畫的突發事件，萬一中斷也會願意盡快重新出發；絕大多數學
生未使用穿戴裝置等回饋協助持續運動。第四部分(表 5-3)：大多數學生不同意會在需要減
重時刻意減少整體食量；大多數學生不同意每週 3 天、每次慢跑5 km、半年會有明顯
減重效果；絕大多數學生不同意以減少攝食方式減重不會影響肌肉量；多數學生同意阻力
運動後再做耐力運動最能增肌減脂；後測顯示認為生酮飲食能在短時間內達到減脂效果的學
生減少至少於半數；大多數學生沒有使用智慧或科技裝置做體重管理。第五部分(表 5-4)：接
近半數學生認為每天熱量收支為平衡關係，但後測熱量攝取>消耗者增加、後測每
日進食量與頻率為多量少餐者增加為多數、絕大多數學生喜歡但偶爾吃油炸和烘培食
物、增補維生素和礦物質的時機在後測增加為絕大多數。第六部分(表 5-5)：大多數學
生選擇外食是因為無法自行烹調；大多數學生認為每天所吃的蔬果不足夠；多數學生不
會選擇以少量多餐來控制體重和控制總量以優化身體組成；絕大多數學生不會選擇節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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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體重；大多數學生不同意體重和身體組成縱使和常模比對為正常，但仍覺得太胖；後測
顯示大幅增加使用智慧或科技裝置幫助飲食管理。

研究價值性：整體而言，本課程在認知層面改善學生基本知識是成功的，誠如
所有行為科學的論述，行為改變需要較長時間，但如果沒有方法，等同遙遙無期。課程
當中所指派的作業目的即在讓學生將課堂所學的知識和操作技能落實在日常生活
中。想瞭解當前運動與飲食行為是否達到科學定義的健康標準其實很容易，但較有
挑戰的是改變動機(指開始和維持的動機)和技能(如何完成)。多數同學是體育系學
生，對於運動可能從未想到動機問題，可能對於外系同學來修這堂課就完全不同。其次是
實作，本課程的特色是結合回饋工具加強維持健康運動和飲食控制的行為。透過技能教學、
小組輔導、獨立完成數據收集和作業報告，讓學生整合知識和技能。

教學建議：未來可在問卷中置入開放式問題，更能深入瞭解個人化差異的原
因，進而找到解決個人問題的方法。此外，隨著穿戴裝置在市場上的快速發展，也將在
下一次計畫申請時更新相關課題與實作。

關鍵詞：運動處方、健康運動、穿戴裝置、飲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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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practice to healthy exercise and diet
Chia-Chih, Lin
cclin@gms.ndhu.edu.tw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help students build up correct knowledge, skill
abiliy to differentiate varieties of information in media, and can arrange

and

appropiate

exercise and diet plan for himself/herself or others by use of feedback tools. Sixteen senior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the 18-week class. Anomynous questionnaire survey (i.e., 6
parts including 37 items) was conducted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semester to
understand changes related to knowledge. After midterm evaluation (oral presentation by
group), guidelines (3 categories) of individual assignment were introduced to enhance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general, most of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 indicators
related to knowledge and skill. However, change of need and behavior of motivation were
limited in that young age and good health. In future, some open questions may be
introduced to questionnaire content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problem. In
addition, the technology of wearable apparatus has been developing soon and will be
updated and introduced to the next class.
Key words: Exercise prescription, healthy exercise, wearable apparatus, die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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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某國小學生反霸凌課程實施過程之探討
劉思涵 1、莊子瑩 2、陳宥誠 3、藍菊梅
長榮大學健康心理學系

4

1﹐2﹐3﹐4

107B08025@mailst.cjcu.edu.tw1﹐107B00628@mailst.cjcu.edu.tw2﹐
I84661160@mailst.cjcu.edu.tw3﹐cmlan@mail.cjcu.edu.tw4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目的為發展及實施適合台南市某國小五年級進行之反霸凌課程，
促進學生反霸凌的概念。

課程介紹/教學場域介紹：反霸凌課程於晨光時間進行一次 30 分鐘，為學校規定
外之促進心理健康課程。教學對象為台南市某國民小學五年級 17 位學生，課程於
班級教室內進行。此國小約有 150 位學生，班級數全校約 7 班，學校網站有附上反
霸凌相關防治資訊，不過因其資訊對五年級學生而言有些艱澀難懂，且不清楚學生利用
學校網站查詢反霸凌資訊的頻率為何，故想針對反霸凌議題進行說明，使學生了解霸凌之
嚴重性與學習若遇霸凌時的因應策略。本行動研究於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
共進行 6 個月，研究步驟為發想方案主題、確認國小實施班級、選擇方案主題、建構行
動方案並實施與修正，因文獻顯示多數的兒童青少年曾有接觸校園霸凌的經驗，故行動方
案選擇提供反霸凌課程，促進學生的反霸凌概念，課程內容包括霸凌定義、霸凌種類及霸凌
因應策略，設計過程應留意內容要符合該年齡的認知程度，避免學生無法理解課程內容，之
後進行反霸凌課程，並以有獎徵答之方式加以複習。

問題意識/ 研究問題：在 11-14 歲的兒童近七成的兒童青少年曾有接觸校園霸凌的經
驗(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8)。以網路霸凌為例：現在資訊傳遞快速，且每個
兒童幾乎都會有一台手機，使得很多兒童在不自覺中被霸凌。調查顯示 36.3%的兒少
曾被網路霸凌，最常遇到的狀況為訊息被同學已讀不回（73.4%）
、被同學解除好友關
係（28.4%）以及同學設立群組故意沒有加入自己（26.7%）(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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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20)。國小學生一天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學校，不僅在學校學習知識，也
學習社交技能，所以學校中的人事物對兒童的影響相當大。當好朋友相處上有摩擦是非常正常
的事，但若開始出現攻擊性的行為，就演變為「霸凌事件」了！很多學生並不知道什麼是霸凌，
也不知道霸凌所造成的傷害程度， 無意地讓同學們受傷也不自知。

本研究問題為：(1)透過課程，是否能使學生了解霸凌之涵意？(2)透過課程，是否能使學
生了解霸凌之種類？(3)透過課程，是否能讓學生了解霸凌之因應策略？研究方法：研究
採取行動研究法，提供團體教育方案者為：6 位心理學系大學生。行動方案為：反霸凌
防治課程，內容包括：(1) 反霸凌小短劇：藉由短劇的方式讓學生了解什麼是霸凌，在
校園中可能出現哪些霸凌行為。(2)介紹霸凌有哪些種類：關係霸凌、言語霸凌、肢體霸
凌、性霸凌、反擊型霸凌、網路霸凌六大類，並介紹有哪些差異。(3)提供有關反霸凌的
相關資源，如：反霸凌專線，0800-200-885。(4)提供反霸凌「Yes-No 守則」：Yes 1
遇到被嘲笑或欺負的情形，要溫和但堅定地拒絕對方。Yes 2 遇到其他同學被嘲笑、
排擠或欺負，應該要想辦法阻止。Yes 3 打反霸凌專線。No 1 不要因為身體的特
徵、成績、家庭背景等原因嘲笑別人。No 2 不要因為其他人都這麼做，就只好
跟著做。No 3 不要因為一次的求助失敗就放棄。讓學生了解在未來有遇到霸凌事
件時，可以利用守則來幫助自己或是幫助他人。(5)有獎徵答：在介紹完反霸凌後，進行
全面的複習，例如請學生說出有哪些霸凌的種類，並舉例說明，或是請學生複習「Yes-No
守則」之內容，以利我們了解學生的吸收程度與資訊的再複習。研究資料為課程現場
觀察與記錄並做質性資料分析。結論：研究發現五年級的學生對霸凌這個議題已有一定
程度的認識，但經由大學生更詳細的解說後，學生認識的程度更加提升，由口頭上的前
後測得知。課程開始前，衛教者先詢問過學生對霸凌之了解程度，發現大多學生都了解霸凌
之意，不過面對如何因應，學生並不是很清楚，但經由衛教者的仔細講解後，學生面對衛教者
所提問的有獎徵答，學生能夠有效地回答，故由此得知學生對於反霸凌相關課程皆更加認
識。課程以小短劇的形式，來讓學生們更了解霸凌是什麼，知道霸凌的種類（關係霸凌、言語
霸凌、肢體霸凌、性霸凌、反擊型霸凌、網路霸凌）
。在過程中衛教者向學生們說明
YES-NO 守則，以及若遇到霸凌事件相關的處遇，例如：告訴家長與老師，撥打反霸凌專
線，或是不輕易放棄求助的機會。課程最後透過有獎徵答的方式讓學生們再次溫習內容，
並促進學生反霸凌的觀念及知識記得更扎實與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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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價值性：本研究的價值在於發展合適國小五年學生進行的「反霸凌課程」，讓學生
認識反霸凌的方法和霸凌種類，幫助學生了解遇到霸凌時要如何幫助自己和他人，以避
免學生在日後不自覺的成為霸凌者或是成為旁觀者，透過反霸凌課程可增加班級友善氛
圍，提升班級凝聚力和正向的班級動力。

建議：本研究發展之反霸凌課程可適用於國小五年級學生，課程內容包括：霸凌意義、
種類及因應方式為課程重要元素，建議日後課程增加使用不同課程形式，增加課程趣味性
及活動性，可使課程更吸引學生學習。
關鍵詞：行動研究、反霸凌課程、國小學生、YES-NO 守則、校園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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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Anti-bullying Cours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nan
Szu-Han Liu1, Zi-Ying Zhuang2, You-Cheng Chen3, Chu-Mei Lan4
Psychology,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1, 2, 3, 4
107B08025@mailst.cjcu.edu.tw1﹐107B00628@mailst.cjcu.edu.t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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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anti-bullying
course for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concept about anti-bullying. Course introduction/ Teaching site introduction：The antibullying course was conducted once in the morning for 30 minutes. This was a health
promotion course not included in school course. The subjects were seventeen students
with the fifth-grade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of Tainan City. The course was conducted in
the classroom. There were150 students and 7 classes in this elementary school. There wa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anti-bullying in Internet of this school, but this information wa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for the fifth grade students. There was not clear about the browsed
frequency about this information with anti-bullying in Internet. Therefore, we want to
explain the issues about anti-bullying and to le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he severity of
bullying.
Then they could know the coping strategies when they were bullied. This ac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rom September, 2020 to January, 2021. There were totally six months.
The research steps were to brainstorm the project issue, to identify the class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o practice this project, to select the issue of project, to construct the
action project, then to practice actually and revise finally. Because most of the children
and adolescence had the experiences about school bullying, so we decided to offer the
anti-bullying course to promote the ant-bullying concept for students. This course
included of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bulling. The course
content must be suitable with the cognitive degree for the students and avoid the difficult
content. Then we conducted the course of anti-bullying and reviewed the content by
rewarded. Problem awarenes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re were about 70% of
children and teens with bullying-related experiences in the school (Child Welfare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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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R.O.C., 2018). For example as cyber-bullying: The information spreading is
so fast now. Every child and teens almost everyone have a smart phone, resulting in many
children and teens had been bullied but they did not find out. The survey presented that
36.3% of children and teens who had been cyber-bullying. The most experiences of them
were that they gave their information to their classmates but didn’t get any responses
(73.4%), being unfriended by their classmates (28.4%) and their classmates set the
Internet group but for some reason to reject themselves joining in this group on purpose
(26.7%) (Child Welfare League Foundation R.O.C., 2020). Th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 which were in school one third of a day. They were studied knowledge and
learning social skills about how to making friends. As the result, everything in school also
impacted on children and teens a lot. There were so many difficulties between friends’
interaction was a normal condition. Once, they attack each other; that might be the
“bullying events.” However, there were any students, children and teens, who did not
know “What was bullying?” They might not know how was the degree of injury with
victims was made by the bullying behaviors. But they let their friends feeling hurt actually
and they did not know any more. This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1) Whether the children
and teens caught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bulling through the course?(2) Whether
the children and teens caught understand types of bullying through the course? (3)
Whether the children and teens could underst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bullying through
the course? Methods: This research conduct by the action research. We offered the group
education by 6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earch project was an anti-bullying course.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d as follows: (1) The skit of anti-bullying: That was a skit through
acting to present what was bullying and what kind of bullying in school. (relationship
bullying, verbal bullying, physical bullying, sexual bullying, and counter-attack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2) Bullying type introduction: We introduced six types and
differences about relationship bullying, verbal bullying, physical bullying, sexual
bullying, and counter-attack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3) We offered the resource
about anti-bullying, for example: The dedicate line of anti- bullying: 0800-200-885. (4)
We offered the “Yes-No rules.” Yes 1 was that when they were to be laughed at or bullied
by others, they could reject others by gently and steadily. Yes 2 was that when they met
others to be laughed at, excluded or bullied by others, they should find the way to stop
those bullying as possible as they can. Yes 3 was that they could call the dedicate line.
No 1 was that they could not laugh at others because of theirs’ characters, achievement,
and family background and so on. No 2 was that they could not do things followi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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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so. No 3was we do not give up just because we fail to ask for help one time. We let
children understand that they can use the code to help themselves or others when they
encounter bullying in the future. (5) Reward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We review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after introduction, for example: we guided the children and teens to
tell us there has how many types of bulling and those named, also to take an example, or
to repeat the “Yes-No rules”. The above methods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learning and to review the knowledge. The research data was collected by observation
and recording. The analysis method was qualitative analysis.Conclusions: The founding
was as followings.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had some knowledge toward bullying. But
the knowledge to bullying increased for fifth-grade students by the college students’
teaching process. The course conducted by the skit to let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easier to
understand what was bullying, and how many type of bullying there has (relationship
bullying, verbal bullying, physical bullying, sexual bullying, and counter-attack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were taught with
“Yes-No rules,” the interventions facing the bullying behaviors, for example: to tell
parents and teachers, call the dedicate line of anti- bullying and never to give up for help.
Finally,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review the course content by reward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The course prompted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concept and knowledge for
bullying was more solidly. The research value: The value in this study wa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n anti-bullying course was suitable for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The course included of coping strategies and types (relationship
bullying, verbal bullying, physical bullying, sexual bullying, and counter-attack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that helped the children and teens to understand helped their selves
and others when they faced bullying behaviors. This course is hoped to help children and
teens to prevent they unconsciously becoming the bullies or bystanders. The course of
anti-bullying can improve the kind atmosphere, increasing cohesion and positive dynamic
in the class. Suggestions: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d the anti-bullying course included of
meaning, typ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that was the important element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fifth-grade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We suggested the anti-bullying course can
be increased different forms, making the course more appealing to the students and teens
by adding extra activities, that can be attracted with students and teens.
Key Words：Action research, Anti-bullying course, The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Yes-No rules, School 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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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背景：自殺問題是近年來大學生常發生的議題，也是亟待被處理的議題。
外籍生在大學生活時有需要克服不同生活條件、環境、文化、生活習慣、語言障礙
等適應問題 ( 陳秀惠等人，2011 ) ，可能會導致身心疲憊，甚至出現自殺意念或
行為，但目前研究針對外籍生的自殺防治教育較為缺乏，因此決定進行外籍生的
自殺防治衛教。研究目的：發 展及實施促進外籍大學生自殺防治概念的方案及促
進其自殺防治概念。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研究對象為某私立大學 7

位外籍生，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尋找研究對象。行動方案為：（1）發展自殺防治為
宣導影片並應用於自殺防治教育團體。（2）設計並進 行 一 次 40 分鐘的自殺防
治團體，內容包括：自殺者在自殺前之舉動、自殺的保護因子及危險因子、如何防
範及事發時之危機處理和相關的資源提供。研究工具為：活動回饋單（5 題）, 依
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給 1-4 分。分析方法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及呈現質性描述。
重要結論：覺得團體有意義的有 71.43%，每題平均數為 2.86，代表大部分團體
成員 認為此方案有意義、對自己有幫助及覺得滿意。成員透過互相討論的方式更
深入了解對於自殺的相關概念，小團體反應熱烈並給予正向回饋。研究價值：對
於外籍生在此方面的 研究國內外較無探討，本研究提供了外籍生進行自殺防治輔
導工作的初步方案及實證資料， 有助於大專院校未來對外籍生輔導工作的參考。
研究建議：本研究過程的困難是招募受 試者不易致樣本數太少，建議日後研究
在宣傳過程中的文案及影音資料可更加豐富增加參 與的意願，而本研究教案之
內容可做為日後自殺防治工作的參考。
關鍵詞：教育團體、外籍大學生、自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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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research of education group with suicide
preven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ollege
Tze-Chieng Liu1、Jia-Zhen Kek2、Hsiang-Yun Tai3、Ruo-Jia Li4 、Chu-Mei Lan5
Department of Health Psychology,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1, 2, 3, 4, 5
107b39215@mailst.cjcu.edu.tw1, 107b22285@mailst.cjcu.edu.tw2,
107b00619@mailst.cjcu.edu.tw3, 107b29166@mailst.cjcu.edu.t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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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suicide issues are popular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it is needed to
manage extremely.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college must get over the different living
condition, environment, culture, living habit, language disability and so on (Chen et al.,
2011). These problems in foreign students may result in physical fatigu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even to present the suicide ideas and behaviors. But, there is less
researches with suicide education focusing on foreign students in college.
Objectives: The project of suicide education w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to prompt
the concept of suicide prevention for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college.
Methods：This was an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subjects were seven foreign students in
college with purposive sampling. The action projects were: (1) The suicide film was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suicide prevention group. (2) The education project with suicide
preven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with one session group for 40 minutes. The
education content included of the movement before suicide, the protection and risk
factors,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for crisis, and offer resource. The research
instrument was the feedback sheet (5 items), which was scored using a 4-point ranging
from 1 (completely disagree) to 4 (completely agree) in each item. The analysis methods
were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 majority of the participants (71.43%) reported that they felt meaningful
to the group. The mean score of each item was 2.86 that meant most of them thought that
the education project were meaningful, helpful and satisfied toward the group. Th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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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felt understanding deeply about the concept of suicide prevention by discussing
each other. They involved with enthusiastic and gave positive feedback toward the
education group.
The research value: There were few researches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suicide preven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college. This research offered the preliminary project of suicide
prevention and evidenced based data for the foreign students. This research data offers
references about suicide prevention for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future.
Suggestions: The most difficult for this research was to recruit participates, so the sample
size was few. We suggest improving the rich propaganda copy and film to increase the
wiliness joining the research. Finally, the content of this group project can offer the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suicide prevention.
Key Words：Education group, Foreign students in college, Suicid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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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英語轉而用英語學習CLIL 的教學應用與成效
陳玉蒼 1、楊政郎

2

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學系

1,2

pollychen@nutc.edu.tw1, chenglang@nutc.edu.tw2

摘要
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家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仰賴具國際競爭力人才的培育，
高等教育也以此為目標，希望培育更多具良好英語能力的人才來和世界接軌，提升台灣在
國際舞台的競爭力。專業群科目採全英語教學也成為技職校院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及邁向國
際化的作法。然而，一般大專院校專業課程全英語授課(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以
下稱 EMI )重視的是專業，語言只是一個專業內容講授的媒介，語言訓練不會安排在
EMI 課程中，對於英文程度不佳的技職體系學生而言是有聽沒有懂，更遑論英語
能力的提升。

第一作者自 2017 年起擔任國際商展實務課程全英語授課教師。授課至今，
在專業知識學習面，部分學生表示無法說明國際商展實務課程主要內涵和重點， 也不
清楚該如何應用所學的知識。在語言學習面，有些學生對於使用英語來學習國際商展專
業知識之授課方式感到焦慮、驚慌；部分學生對上課內容或教師提問聽不懂、不敢問，上
台報告照小抄或 PPT 內容從頭唸到尾，作業隨處可見複製、貼上等令人深感挫折的情
況也不時出現。如何讓學生在習得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同時也能提升英語能力是申請人
在教學現場試圖解決之一大課題。

國際商展實務課程旨在讓學生了解國際商展的種類、現況及趨勢，進而循序漸進
地由參展對象選定、攤位選擇、裝潢及展品陳列、產品解說技巧、預算規劃及人員訓練等議
題讓學生及了解國際商展之參展規劃及執行，擴大參展效益。透過參展與行銷的規劃、參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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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與執行等說明，本課程期達成下列教學目標:1. 學會參展前、中、後不同階段的規劃與執
行；2.學會以參展作為行銷方案的手段， 促進廠商的效益；3.培育具參展專業能力及
語言能力的複合型經貿人才。

本計畫以技術實作為導向，以分組方式，由學生實際找尋一家以外銷為主的台灣廠
商，協助廠商完成產品發表及國際商展參展規劃與執行的英語簡報。教學方法應用在專業
知識學習的同時，語言能力提升上亦有具體成效之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學科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教學法於國際商展實務課程英語教
學中，期以 CLIL 多元創新教學方式，藉由實際場域之國際專業商展見習、專家協同
教學、小組討論與合作學習等教學法，協助合作廠商完成產品發表及國際商展參展規劃與
執行的英語簡報任務。計畫目的除了解決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不足問題外，亦期望解
決產業的人才荒，培養協助產業發展之國際商展人才。

本計畫之研究對象為商學院國際貿易與經營學系修習國際商展實務的
學生。此科目開設在中部某科技大學四技三年級及二技一年級開課，為必修課程； 其中，
四技為英語教學，二技為中文教學。修課人數四技 46 名，二技 45 名，授課教材均為
英文教材。二技學生採用傳統之課堂講授方式、業師協同教學及國際展覽實地觀摩，為
本計畫之非 CLIL 教學法控制組；四技英語授課班級為 CLIL 教學法實驗組，教學
方式除課堂講授外，亦導入國際專業商展觀摩、業師協同教學、小組討論與合作學習等多
元創新教學法。兩組學生於學期第二週、最後一週實施前測與後測；學習成效評估問卷調
查於學期最後一週進行，資料的蒐集均在課堂進行。資料分析以 ANCOVA 檢定前後測
國際商展實務課程專業能力學習成效，雖然兩組在後測成績均有提升，在 5%的顯
著水準之下，無顯著差異性。在英文聽書讀寫能力上，經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
實證結果證實 CLIL 教學法對學生英語能力的增進有顯著的教學效果。

起源於歐洲的 CLIL 教學法，其雙重目的是在學習學科內容的同時也提升語言
的能力；CLIL 教學法的應用在歐洲的中小學教育體制中獲得一定的成效。目前，
一般大專院校為招攬國際學生，其所規劃之專業課程全英語授課(EMI)重視的 是專
業學習而非語言訓練。在台灣高教體系下常用的內容導向語言教學法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以下稱 CBI)與 CLIL 類似，但 CBI 是將專業學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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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到語言教學，重視的是語言的學習；唯有 CLIL 兼顧在專業能力及語言能力提升
的學習成效。本計畫實證分析結果證實 CLIL 教學法對學生在國際商展實務課程專
業能力與英語能力均有提升，且對學生英語能力的增進有顯著的教學效果。本計畫所採
用的教學方法力求多元與創新，如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影片、國際展覽觀摩、心得分享等，
但整體上仍以課堂講述為主。後續可探究不同的教學策略， 更活化國際商展實務的全英
語授課，使學生的專業能力更加提升。

關鍵詞：CLIL(學科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教學法、多元創新教學、全英語教學、
國際商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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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earning English to Learning by English:
CLIL Implementation and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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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Tsang Chen , Cheng-La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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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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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wa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country depend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lso aims to
cultivate talent with good English skills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 for professional subjects becomes the way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and to move tow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However,
subjects taught with EMI value professionalism more than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is only a medium for learning professional content. Language training will not be
arranged in the course. The students with poor English ability are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not to mention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ability. How to enabl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while 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i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that the authors try to solve at teaching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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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pplied CLIL to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ow Practice.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talents with good English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in exhibi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by innovative course design
and activity arrangements under the concepts of CLIL.

This study was using ANCOVA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CLIL about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lthough the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have improved in the post-tes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low the significant level of 5%. In terms of English skills
like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paired sample t-test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CLIL had a significant teach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Key words: CLIL （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 ,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how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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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ubrics 評量機制以檢驗虛擬實境
VR 課程之學習成效
張慧穎 1, 馬維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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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開發「虛擬實境 VR (以下簡稱 VR)課程」並使用 Rubrics 評量
機制 以檢驗學生學習成效。因為 VR 在 2016 年有關鍵性的發展，頭戴式 VR 顯
示器於 2016 年陸續發表，軟、硬體趨向成熟，躍進各個產業，手機已經變成日常
生活中的一部份，所以使用手機體驗 VR Google Cardboard 彷彿身在 VR 的 3D
虛擬世界。Yu (2011)提出 VR 具備三項主要的特質，沉浸性、互動性與想像力，
這三項對通識課程的學生可以激發學習興趣。由於教學實踐計畫是要讓學習主體
回歸學生，鼓勵教師改變教學方式，重新點燃學生學習熱忱：而目前在教學現場試
圖解決及遇到的問題是學生對所選修的課程無法激發出學習動機，因此規劃「VR
虛擬實境創作課程」，培育新興科技 VR 人才。

其二是教師如何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而解決方案為建置 Rubrics 評量機
制 以達成學習成效。本計畫之研究對象為南部某科技大學通識課程，對虛擬實境
VR 有興趣無基礎不限背景之學生 51 名，課程設計以學生為學習中心，課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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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透過教學行動研究之計畫(Plan)、試做(Do)、
檢討(Check)、行動(Action)滾動式修正過程，以 VR 新興科技沉浸式教學方法，讓
學生從無到有獲得跨領域的知識與技術，利用 Unity 遊戲引擎軟體做出一款有互
動性的 VR 主題館作品，最後利用 Google Cardboard 虛擬眼鏡欣賞，達到期末作
品的表現任務。課程在人文管理大樓 B314 電腦教室進行教學課程，學生從不會
到會搭建 VR 硬體設備，摸索中體驗使用 VR、360 攝影機，上課期間透過觀察
日誌、教師反思等滾動式修正課程，當學生在 VR 實作過程中遇到問題？如何解
決？是以解決問題的方式讓學生寫出，教師當週收到困難及解決問題表單，立即知
道學生遇到的問題，下周上課就可以調整課程內容，例如安裝軟體時(1)能說出 3
項以上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式，(2)能說出 2 項以上可能遇到 的困難與解決
方式，(3)能說出 1 項以上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式，(4)無法說 明可能遇到的
困難與解決方式。第一次學生對於什麼是問題與困難無法寫出來，透過向學生解說
什麼是問題，學習發問並寫出問題，多次練習後學生能寫出困難與問題，身為第一
線教師及研究者可以充分知道學生的困境，修正調整教學內容與進度，進行差異化
教學。

在期中與期末報告建立以 Rubrics 做為評量之工具，以 Unity 建置的人物、
燈光、攝影機、展場細緻度、專業材質貼圖、影片播放等條件放在左邊第一欄，將
不同等級的標準列，例如優良、普通、待改進放在上方第一列為選項，讓學生評估
自己的表現及檢核。Rubrics 量表隨時可以視學習進度而修改各向度，並將 Rubrics
表格轉換成學生同儕的互評量表及自評量表，這種方式讓同學相互評量整組或個
人的任務表現，期中報告共分八組，學生成績平均為 64.56 分，期中時因為第一
次實施 Rubrics，學生不熟悉 Rubrics 的評分機制，第十周後因學生成績不理想。
經過教師觀察及反思，加上教學助理的觀察日誌、學習單進行滾動式修正，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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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上課內容錄影，學生分組彼此互動教學相長，再邀請業界學者專家諮詢共計 11
位，建議(1)戴上 VR 眼鏡體驗也要算成績；(2)所有 Rubrics 評量機制還要再增加
加分區，例如創作美感、流暢度、互動方式；(3)Rubrics 評量機制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讓學生先在技術部分評分，第二階段在學生上台報告採口說及美感部分
評分，其中先建立檢核表再建立簡易評分，以免評分因複雜失去初衷， 期末報告
學生已掌握各個面向，經過修正 Rubrics 左邊項目後，最後透過學生反饋及專家諮
詢進行修正，因此期末報告評分已經可以達到第一線教師的期望值為 86.4 分，再
經過前、後測比較，後測比前測進步幅度大，從前測 60 分以下 44 人進步到後測
60 分以下 6 人；從前測 60 分以上 7 人進步到後測 60 分以上 45 人，學生學
習成效歷程驗證有顯著進步。

由於 VR/AR 課程屬於新興科技，需要的軟硬體門檻較高，學生在家連上
HTC

Vive 頭盔實作需要花費較高費用，學校有設備提供學生在校體驗及練習是

最好的方式，課程需要學校行政支援，例如軟體安裝及使用電腦教室，達到以下目
的 (1)創新 「VR 虛擬實境創作基礎」 課程，激發出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由於
VR 課程是創新教材，教師掌握核心內容，增加主題之趣味性，以符合重理解之課
程 設計細節，目前系上已發展到建置 VR/AR 課程模組共計 4 個課程，以培育新
興 科技之人材(2)學生對 VR 課程之教學滿意度達 4.76，建置 Rubrics 之評量機
制以檢驗學生學習成效，尤其以期中到期末 VR 實作有顯著進步 22% 以上，達
到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提昇教師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目標。

關鍵字：虛擬實境、Cardboard、Rubrics 評量尺規、P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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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Rubrics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test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virtual
reality V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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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6 is the first year of virtual reality V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VR), mainly because
of the key development of VR in 2016. Head-mounted VR displays have been released
in 2016.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are becoming mature, and they have leapfrogged into
various industries. Mobile phones have become a part of daily life, and mobile phone
experience has become a part of daily life. Students use mobile phones to experience VR
Google Cardboard as if they are in the 3D virtual world of VR, and they can experience
the virtual world in real life. Yu (2011) proposed that VR has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namely immersion, interactivity and imagination, which can stimulate interest in learning
for general education students. Because the teaching practice plan is to return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to students, encourage teachers to change teaching methods, and rekindle
thei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The problem that student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solve and
encounter at the teaching site is that students cannot stimulate learning motivation for the
courses they choose. Therefore, the "VR Virtual Reality Creation Course" is planned to
cultivate emerging technology VR talents. The second is how do teachers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solution is to build a Rubrics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achieve learning results.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is project are 51 students who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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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ed in virtual reality VR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of the university. The
curriculum design is based on student-based learning, and the curriculum model is
project-based learning. Through the rolling revision process of Plan, Do, Check, Action,
and the immersive teaching method of VR emerging technology, students can gain crossdomain experience from scratch through the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plan (Plan), trial
(Do), review (Check), and action (Actio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using Unity game
engine software to make an interactive VR theme pavilion work, and finally using Google
Cardboard virtual glasses to appreciate the final work performance task of appreciating
students. The course is taught in the B314 computer classroom of the Humanities
Management Building. Students never come to the meeting to build VR hardware
equipment, experience and use VR and 360 cameras. During class, through observation
logs, teacher reflection, etc., when students are in the process of VR implementation What
problems will you encounter? How to solve? It is based on the problem-solving grading
standard for students to write, and the teacher can know the student’s problem in the
current week, and can adjust it next week. For example, (1) can say more than 3 possible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2) can State more than 2 possible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3)
be able to say more than 1 possible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4) fail to explain possible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Through the students' explanations, the teacher can fully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plight, and then adjust the progress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o
conduct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In the mid-term and final reports, Rubrics was
established as a tool for evaluation, and the characters, lights, cameras, exhibition detail,
professional texture mapping, video playback, interactivity, and creativity built with
Unity were placed on the left, and different levels were placed The standards are listed as
options for students to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 and check. In addition, the Rubrics
scale is designed as a peer-evaluation scale, which can be modified at any time, and the
Rubrics table can be converted into a peer-to-peer mutual evaluation scale or selfevaluation scale. This method allows students to evaluate the entire group or Personal
task performance, mid-term students are still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Rubrics way.After
consulting indust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 total of 11 suggestions (1)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wearing VR glasses is also counted as a result (2) All Rubrics need
to add additional partitions. For example, creative aesthetics, fluency, and interactive
methods (3) Rubr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allows students to
score in the technical part, and the second stage is to score in the oral and aesthetic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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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ecklist is first established and then the simple score is established., So as not to
los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complex score. Therefore, the peer ratings of the final
report can reach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first-line teachers. After comparing the pre- and
post-tests, the post-test has made greater progress than the pre-test,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t presen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ject have entered VR Work in the workplace shows that this
project has completed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basic skills in VR and being in

line with the workplace, achieving (1) innovatively opening the "VR Virtual Reality
Creation Fundamentals" course (2)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brics evaluation
mechanism test The purpose of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teaching practice plan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mote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Virtual Reality, PDCA, Cardboard、Ru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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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融入中英翻譯課程之探究：
以協助高雄在地產業翻譯需求為例
王慧娟
cwfranceswang@gmail.com

摘要
一、 研究目的
臺灣的語言相關系所在過去十年，紛紛建立翻譯系所及增加語言系所的翻 譯
課程。然而，國內的翻譯課程主要專注在翻譯專業力的培養，且以課堂的句 子轉
換練習或是各式文體為主軸，缺乏與社會接軌的實務演練。另外，根據國 家教育
研究院最近一次的臺灣翻譯產業調查研究(2012)的發現，專業的翻譯從業人員面臨
的最大困難為缺乏行銷管道，年資較淺的較難入行，缺乏個人自我行 銷的能力。
教育部自 106 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鼓勵學校提出「大學社 會
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推動各大專校院實踐社會責任。本研究將「翻 譯
課程」融合 USR 的模式，服務精神的態度，全面提升學生的翻譯能力、自我 行
銷力，並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二、 USR 教學場域及課程特色介紹
(一)自行尋找高雄在地產業
透過「各組訪視」有意願的公司，期末於課堂中介紹各公司，最後經「全班 票選」，
選擇出一間公司進行服務：威聯網科技公司。除了自行尋找的公司，另 協助臺灣
在地的布袋戲團翻譯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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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端的跨領域學習：三昧堂創意木偶團隊嚴團長及威聯網曾部長至課堂進
行跨領域學習的教學。
(三)師生翻譯研討會：教師與各組學生於課堂討論翻譯困難及可解決的方案。 (四)
專業譯者校正及演講：聘請專業譯者校正學生的翻譯，並請他將學生容易犯 的翻
譯錯誤進行講解。
(五)期末慶賀及頒獎 ：期末時各組上台口頭報告學習心得，並請三昧堂團長、威
聯網執行長及部長頒贈感謝函。

三、 研究問題
本計畫的三個主要研究問題：
(1)如何融合「大學社會實踐」的理念，建構以關懷「高雄在地產業」為主軸
的專 業翻譯課程？
(2)此課程對學生的實務學習、大學社會實踐、職涯能力提升的助益為何? (3)
學生對此課程的學習過程、經驗、感受為何?

四、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文藻外語大學日間部英文系修習「進階中英翻譯習作」課程 的
學生，以大三及大四為研究樣本，共 29 名，平均年齡在 21-22 歲之間。
(二)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計畫主要採質性研究法，並以三角認證多元資料收集方式，以求研究的 信
效度。研究資料依平時、期中、期末收集下列資料：
平時：學生個人反思日誌、小組與產業接觸的錄影及書面紀錄、小組的學習歷
程檔案、小組的翻譯檢討口頭報告錄影及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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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慶賀成發的錄影紀錄、焦點團體深度訪談(各組學生)、產業端心得、期
末問卷(學生)、完整的翻譯成品。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以質性研究之「內容分析法」作呈現及解讀，研究者持續且反覆的閱讀、 分
析、統整等過程進行內容分析。資料的分析有四步驟：解碼、分類、描述及 詮釋。

五、 研究發現
本研究者(同教師)觀察到學生以下的能力提昇。
(一)尋職力：學生一開始覺得他們提供免費的翻譯服務，公司應該會爽快地
接受。 但每一組同學幾乎一開始都面臨了找不到合作公司的困境，讓學生有
機會練習主 動尋找工作機會的能力。
(二)受挫力：學生漸漸地發覺社會的各中冷暖，並體會到自己必須學習面對
社會 諸如此類的態度及回應。
(三)工作態度：學生對於布袋戲團及威聯網的翻譯，開始拿出認真的作事態
度， 願意多花時間去查證。

問卷
本研究於期末針對學生上下學期的學習狀況進行調查，填答人數共計有 22
位學生。根據統計結果，前 30 題有關自我學習陳述的同意度，平均值為 4.54，
可推論多數的同學意識到自己在各項的學習。
若排序選擇 5 比例最高的前五題目，分別是題目 1、2、7、24、27。依百分
比的高低為題目 24(77.27%)「對於業界給予的服務機會，心存感激」；同樣百分
比 的還有題目 27(77.27%)「期末業者頒贈感謝狀，備感榮耀。」；再來的題目 1、
2、 7 皆得到(72.73%)。題目 1 是「本課程讓我學會翻譯技巧。」；題目 2「本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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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讓 我學會使用翻譯輔助工具及線上資源」及題目 7「實際的產業翻譯，提升了
我的
實務翻譯能力。」從以上數據可推論，學生對於能協助產業並獲得產業的頒獎
的 認同感最高。其次是翻譯方面的學習及提升，包含翻譯技巧及翻譯輔助工具。
簡 言之，本課程透過服務在地高雄產業，學生覺的是難得的機會，並注意到此活
動 對自己翻譯能力的整理提昇。

各組深入訪談
課程╳服務╳跨域學習
學生對於課程融合服務及跨域學習持非常正面的看法。#19 學生簡述了這三者 對
他的幫忙。他表示：
我覺得其實課程和服務學習其實真的是很相容的，而且起了大作用，然後 對
我們來說我覺得課程和服務學習最終的收穫都是涵養和知識的吸收，透 過服務學
習的熱忱去親近我們自己的學習領域，也透過課程的合作機會去 了解企業的核心
價值，核心技術、事業模式和經營理念等等。

六、教學建議實務意涵
本研究計畫實踐了融合大學社會實踐及關懷高雄在地產業於專業翻譯課 程，
大大提昇學生的尋職力、行銷力、受挫力、工作態度等。除此之外，從學 生的學
習過程及心得可發現學生贊同結合社會實踐與專業服務的課程。此教學 遇及的困
難為學生對於他組的報告或譯作檢討較不關心，因此在課程設計上， 需加入更多
專業研討會、譯者合作等，增加互相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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