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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大學生公民的教學策略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於2011年起委託本計畫推動團隊，連結大專院校
及教師，共同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本計劃以公共性、自主性
及多樣性為精神，倫理、民主、科學、美學、媒體五大素養為範疇，強調大學
教育與社會之連結，培育學生將抽象化的知識概念轉化為參與關懷社會的實踐
能力、具備發現及解決問題能力、包容多元及欣賞人生之美的健全發展。
本計畫推動策略，乃藉由全校之學習環境與制度陶塑素養、通識與專業融
合素養之教學改進課程，及教師發展與推廣等方式。而在引導學生發展、增進
教學成效之前，提升教師本身之能力尤其重要，因此透過教師社群讀書會、教
學工作坊、研習營等經驗分享，與教學課群發展、績優夥伴課群發展等方式進
行宣導推廣，由多重管道來提升高等教育品質。
計畫執行至今，已累積相當之論述及經驗，而也在計畫參與成員及教師身
上看到，許多對教育的熱忱與理想，老師們用心設計規劃課程，使出渾身解數
的想將所學傳達給學生。計畫辦公室欲結集些成果以「系列專書」呈現並陸續
出版，希望藉此流通與傳承相關經驗。本系列之開頭是以教師為對象，包括甫
站上講臺的新進教師及精益求精的資深教師們，大家都希望能在學生身上帶出
影響力；教育是百年大計，需要大家一起為這塊園地共同努力，培育我們的下
一代能因應現代社會的挑戰。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總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林秀娟教授

201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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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績優教師短文
許多的嘗試可以累積一點點故事，許多的故事可以創造一點點歷史。感謝學生豐富了這些故
事，謝謝攜手努力的夥伴一起共創這段歷史。
──統計與生活∕李雪甄∕文藻外語大學

這不只是一個教學研究計畫，更多是企圖建立一專業通識教育制度與其實現。對象不只是學
生，更多是老師，因影響一位老師，就可能影響一群學生。
──工程與社會專題（能源）∕林聰益∕南臺科技大學

在課堂上，通過不斷的提問、討論、反思、書寫，那站著丟問題的人，不禁時時叩問自我：
「你誠實了嗎？」、「你這樣做就可以了嗎？」這是段苦樂交織，高速成長的日子。
──自然文學∕洪錦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我是經濟系專業系所的老師，跨領域通識課群經由不同領域老師、專家學者，以及非本科系
學生之間的交流，有助課程經營和提升。課群老師分享課程經驗與心得交流，增進彼此感
情，共識在短時間內建立。跨領域課群中的老師不僅是同事，更是亦師亦友、生活學習的好
夥伴。通識課程專業化，專業課程教學通識化，問題導向模式導引教學豐富多元化。
──臺灣勞動市場變遷和新移民族群融合∕徐美∕國立臺北大學

性別教育讓我和學生重新解構與建構人我的關係，學習如何把別人當作自己、把自己當作別
人、把別人當作別人、把自己當作自己的實踐歷程。
──性別與教育∕張德勝∕國立東華大學

計畫執行過程辛苦，但是一切的付出和努力皆是值得。學生對課程的吸收及肯定是計畫執行
最好的回饋，期盼有更多老師的參與及投入。
──績優指導計畫（媒體素養與網路社會）∕郭俊麟∕南臺科技大學

因為參與，而開拓視野，激發創新的能量，看到教學的美麗風景，對快要退休的我而言，分
外珍惜，也可說是無憾了！
──臺灣歌謠與文化∕陳雪玉∕崑山科技大學

夥伴老師在教學現場的對話互動、競合張力，恰似棋逢對手的武俠過招和交鋒，是課群魅力
之所在，讓師生一起成長，也同感過癮與成就。
──海洋環境的科學與人文觀∕陳靜珮∕文藻外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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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部的課程補助，擁有絕佳的機會，也面臨重大的挑戰。感謝過程中相互扶持、一起
努力、教學相長，共同創造無限可能的朋友與同學們。
──漢字文化與藝術∕黃智明∕元智大學

課程可以順利執行，需要感謝來自許多單位的老師與朋友們的支持協助，感謝助教們的犧牲
奉獻，更要感謝協助我完成夢想的同學們的可愛熱情。
──文物與文學∕黃智信∕元智大學

教育若已成為由電腦科技、績效指標和量化工具所建構出的形式與虛假的世界，教師們更應
以恆心、耐心及勇氣堅持教育的本質與任務。加油！共勉！
──科技、倫理與社會∕楊劍豐∕南臺科技大學

媒體民意跨領域

角色扮演引興趣

公民論壇添光彩

盼為社會增關懷

課群來自四科系

同事成為好朋友

未來合作無窮盡
──媒體與民意∕劉嘉薇∕國立臺北大學

學以致用，先得學到。教與學的對立，使得學習者封閉在教學者的「考試」重點思維中；沒
有學到，只是接收！生、師同為學習者，方得由彼此的重點相互成長。
──性別與醫學倫理∕蕭宏恩∕中山醫學大學

自然生態是人類生存的時空環境，而生命的開展則是人類的內在世界，時空變遷、內在堅
貞，是生命教育的重要精神，也是時空環境落實於內在世界的契機。
──自然生態與生命教育∕賴伯琦∕大葉大學

這是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實踐！
從小品學兼優的我，因罹患視網膜色素變性在歷經二十年的煎熬後，終於難逃失明的命運。
當時完全不知如何自處，直到開始接觸特殊教育，重新學習如何過「盲人」的生活，並於習
得生活自理能力後，幸運的再度步入校園，獲得碩、博士學位。
於是，有了一個發想：在大學通識課程中導入特殊教育導論的內涵，讓學子們珍惜所有，在
面臨不可預期的困境時，也能尋獲生命的亮光。
也曾惑於學群的歸屬，苦於實質的收入與無形的付出不成比例，但終因學子們發自內心真誠
的回饋而繼續執鞭。在如此的實踐歷程中，我感受到人生的矛盾與亮點，也確認「苦難」的
意義和價值！
──困境與人生∕賴淑蘭∕靜宜大學

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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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尋回體制內教學的批判性

囤積式教育種種現行的作法，都是用以消滅思考的……。
Paulo Freire《受壓迫者教育學》，頁113

「大學生公民」系列 I《課的反身》，以整合式課程（capstone courses）作
為「代結論」，蘊含了「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中程個案計畫」的初步理想。回
應動態世界的反思性（reﬂective）與反身性（reﬂexive）課程，強調的並非知識囤
積，而是期待學生在課程中面對任務、面對問題，適時調動，運用大學歷年所學
習的種種知識與技能。
學生在整合性課程中，應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整合歷年課程中所培養的核心能
力與獲取的知識以解決問題。提出整合性課程並非創造一種新的規範，而是一種
概念。在明確學習目標下的課程，原本就應有不斷收斂與發散的功能。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課的解析》，正是期待學生從多元課程中將知識技
能收斂為「頂石」（capstone），然後以此為基礎再出發，往外發散連結為自主
學習的知識技能地圖。我們期待教師與學生能共同以創意來瓦解被動性教育，掌
握自主的學習地圖以面對現實世界。
或許，核心能力，就像攀岩者的體能技巧；各課程的知識內涵，則如攀岩者
的登山釘。在學習歷程中，攀岩者以自己的方式安排學習，四處找尋並釘上登山
釘。當有一天，問題出現，攀岩者大可以不必遵循過去的登山指南或攀岩聖經，
只要依照當時條件限制，勇敢思考，便可決定自己往上攀爬的路徑、速度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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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攀岩者，需要的不是升學版或就業版的課程地圖，而是屬於自己的
學習地圖。教師的課程改革，看來必須打破許多由來已久的課堂慣例，看起來
「反」，其實卻是「返」回教育的理想。「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中程個案計畫」
執行期間，出現許多嘗試突破規制化與照章行事的熱血教師。他們參與教學工作
坊，執行計畫，不斷改進課程，相互支持，努力尋回體制內教學的批判性。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課的解析》中的文章，大多來自歷次「課程與教學
技能工作坊」參與教師的手筆，是計畫歷史發展的軌跡。因此，可以看到類似議
題會有不同的觀點。譬如：關於數位科技與教學，我們便同時看到陳炳宏老師的
保守評估，與林武佐老師的樂觀期待。當然，共同摸索，也經常出現類似的意見。
多篇關於教學設計或教學策略的文章，都可見「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 based

learning）、ARCS（attention, relevance, conﬁdence, satisfaction）、ADDIE（analyze,
design, develop, implement, evaluate）模式的討論。各種意見形成所有參與計畫人
員的對話溝通背景，不是「最佳解」，而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共同創作。
《課的解析》最後收錄兩篇「觀察報告」。黃俊儒老師的文章主要是關於歷
年計畫數據的描述與統計，讀者可以大略知道計畫執行者的屬性。陳佳欣老師的
報告，則是以觀察員的身分，提供她個人對整體計畫的觀察紀錄。兩篇觀察報告，
並沒有任何規範性意味，而是提供描述性的背景，供所有讀者參考。
巴西的成人教育家 Paulo Freire 認為教育天生就是一種美學活動。因為當我
們研究或認識某事物的同時，也創造了該事物的生命。另外，他也認為教育天生
是一種廣義的政治活動。因為當我們研究或認識某事物的同時，批判了事物本
質，讓我們有能力進一步質疑、挑戰、改變一些形塑事物現狀的體制。
《課的反身》與《課的解析》是階段性成果，感謝所有參與者的心血結晶。
期待所有參與計畫的老師、同仁與學生，能夠繼續發散，為臺灣的大學教育連結
出更有意義的動態網絡！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編輯委員會召集人
陳恒安副教授

2014/2/18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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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能力

從課程地圖到學習地圖
陳政宏∣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壹

背景
自從教育部推動各式中綱計畫以來，高等教育中許多的課程及教學方法

都有或多或少的更新改進或試驗。隨著這些教學成果的累積，人們也逐漸體認
到需要更有系統性的教學創新與課程改革。自從推動以通識為核心之全校課程
革新計畫，希望藉由全校課程地圖來引領學校開設具有統整性、連貫性的課程
（王嘉陵， 2011）。之後，又於第二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中推動課程地圖
的製作。
然而，課程地圖終究是個外來的新觀念、新作法，且各校未能充分理解課
程地圖的內涵與核心能力的關係（李坤崇， 2011 ，頁 189 ），中文名詞與譯名
容易混淆，望文生義及過去的作法也容易產生誤解。另一方面，過去教育部的
中綱計畫推動時，一些學校的示範性作法引導也限制了後繼者對課程地圖的作
法與想像。其擴大實施以來，也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與檢討，甚至是實務工作
者的質疑與疑惑，例如：官方所謂課程地圖的定義、目的與作法不明，課程地
圖的架構與路徑是固定或彈性等，而課程地圖繪製思考是否有固定樣式、能否
跨越工具性目的，及如何繪製有展望性的課程地圖等（王嘉陵， 2011）。這是
由於擴大推行時的目標或概念與定義說明不足，且受限於當時可用的工具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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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本文簡要回顧一些相關的概念，討論可行的方法與工具，再對未來的發
展提出建議。

貳

改良課程地圖的概念
現行的課程地圖概念可能是兩個不同來源的整合。一開始，從一個教學科

目（ subject, course ）內的教學主題與能力的對應（ mapping ）關係開始發展，
最早是美國的 English（ 1980 ）提出 curriculum mapping概念，意指課堂上教師
實際所教的內容，而非原先規劃課程所想教授的。其後在國外一些學者的發展
之下，大多是強調課程地圖的內容與方法應該如何進行，將教學內容與教材、
教法對應（ mapping ）到教學目標及所欲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以期能檢視兩
者是否相符，或如何改進，範圍是在一門課程內部，例如： Jarchow & Look
（ 1985 ）、 Koppang （ 2004 ）、 Bartoo （ 2005 ），及李坤崇（ 2011 ，頁 191 -

194 ）所回顧之文獻。之後學者也紛紛發表建置與改良的經驗（ Harden, 2001 ;
Oliver et al., 2007; Watson et al., 2007; Hege et al., 2007; Hege et al., 2010），
其中醫學教育的課程地圖建置、使用與改良經驗頗具參考價值，例如：Harden
（2001）已經明確指出這項工具對於課程規劃者、教師、學生、考試單位、行
政單位、認證單位、潛在學生及公眾各有何用處；發展出模組化的的課程管理
系統（ Watson et al., 2007 ），也可應用網路工具（Hege et al., 2007; Hege, et

al., 2010 ）。在國內，也有如蔡秉燁（ 2007 ）曾以範例詳細說明小學的數學課
教學。這或許稱為 course mapping較妥。
另一方面，哲學方面對人類知識體系的興趣，發展出知識間關聯的地圖。
這條路徑則與上述醫學教育改革時，由於醫學課程內容的連貫性緣故，所發展
改良的課程地圖改良的方向接近，超越早期所指一門課內部的範圍，而是把多
門課程連結起來。這兩者現在在大學的課程設計（ curriculum design ）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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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規劃（ learning planning ）的結合下，被整合為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中推
動課程地圖（ curriculum map ）改良的概念；Curriculum map 的對象不是單一
科目（ course ），也不是 mapping （對應），因此不是單一科目內的事情，也
不僅僅是對應關係而已，而是更往上放大，指科目間的關聯，強調知識體系的
建立與彼此間的關聯性，其目的是希望能使學生利用這種工具，來規劃其學習
或回顧已經學習的知識；教師也可利用來規劃課程的內容，檢討課程設計的結
構；課程委員會與行政主管或許也可以利用來檢視課程的關聯與效率（陳政
宏， 2013）。
在課程地圖的基礎理論上，除了上述文獻曾論述基於學習與評鑑理論的理
由外，我們認為目前欲發展課程間關聯的課程地圖，主要是希望對學生的學習
路徑與規劃能有幫助，而這不僅表現在選課上，更重要的是基於 Bruner 的發現
式學習理論（邱上真， 2003）：教師不直接給學生一個完全整理好的知識體系
（這點在大學中也不可能做到），而是提供足夠的訊息，由學生主動發現其間
的相關性，建構自身的知識體系與結構。因此全校性的課程地圖，是把各系所
的課程地圖再統整出一個更完整的知識與課程的空間，讓學生可以從中發現及
探索各種知識的強弱關聯與階層，選擇及規劃自己的學習路徑與目標。
因此，我們同意王嘉陵（ 2011）的看法，課程地圖不應該侷限在作為學生
就業能力培養或職涯發展路徑的工具而已，更應該提供學生探索世界與知識、
規劃學習與自我發展的工具。更不用說全校性課程地圖的應用發展潛力可能不
小，對於 Harden （ 2001 ）指出的其他相關人員或單位的功能，也可以再進一
步思考與擴大。由於近年來強調能力概念（鄭雅丰、陳新轉， 2011），並希望
能應用到強調學生學習地圖的通識教育、大學入門（陳柏霖， 2011），或大一
年的課程統合設計，大型的綜合性大學能加強此工具的開發、改良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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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製作課程關聯圖的方法與工具
過去國內做出來使用的課程地圖，比較像是各系的課表經過有組織的整

理所呈現的表格而已，頂多有系內的課程關聯圖（如圖1 ），還沒有跨系（例
如：全院）或全校統整的圖表工具可顯現跨單位課程的。這種圖比較接近傳統
的系所課程系統性排列後之表格化，多半也有引導學生職涯發展功能的修課路
徑，也能發揮協助學生選課的功能，但是卻也有些限制，甚至陷阱：
成大系統系修課路線圖

自10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核心通識

大學部

跨領域通識
人文學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生命科學與健康
領域
哲學與藝術

基礎國文
國際語言
公民與歷史
哲學與藝術

通識

系統及船舶機電概論
工程圖學

必修

工程數學(一)(二)

計算機程式設計
C++程式語言設計

自動控制

融合通識
科技與社會導論
工程倫理學
環境倫理導論
工程史

微積分(一)(二)
應用力學(一)
應用力學(二)
材料力學

通識領袖理論
通識教育生活實踐

普通物理學(一)(二)
熱力學(一)

普通物理學實驗
電工學

流體力學(一)
電子學
基礎力學與電學

系統工程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輪機工程
造機設計原理
船舶輔機
船舶艤裝設計

機電系統應用組

造船原理
船舶靜力學
船舶結構學
船舶阻力與推進
船舶設計基礎

系統工程分析

船舶系統應用組

專業指
定選修

綜合實驗

系統設計理論

電機機械
電力系統
機電系統整合

線性系統分析
微電腦控制
微機電系統概論
工程量測與虛擬儀表

工程材料學
高等材料力學
振動力學
焊接工程
有限元素法
結構矩陣法
複合材料與應力分析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網路程式設計
產業電子化導論
電子學(二)
應用光電學

電磁學
高頻電子學
資訊與通訊概論

電腦輔助船舶設計
船舶實驗設計原理
船舶產業實務與展望
推進系統設計
舟艇設計
其他選修
船用電學
遊艇設計
船舶耐海與操控

流體力學(二)
熱力學(二)
熱傳學
內燃機
液氣壓學
能量轉換
冷凍及空調

第二外語
軍訓(一)∼(二)
普通化學
校外實習
工程數學(三)
工程統計學
數值分析
線性代數
人因工程

機械原理
機械設計
機械製造

圖1：典型傳統的系內課程地圖（成大系統系，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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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能呈現課程間知識上的關聯性，而僅有修課規定的關聯性。
2. 未能同時呈現其他系院的課程，不便於跨系評估規劃。
3. 未能呈現其他系院課程與該系課程的關聯性，不利於跨領域知識的掌握。
而陷阱是指在臺灣當前的脈絡下，學生很容易不自己思索，而依賴有明確
指引的職涯路徑選課。這陷阱搭配上述的限制後，非常容易使學生因而忽略了
其他的可能性，及其他未被標明的職涯路徑發展，更不用說提供學生自行探索
的機會與工具。
在課程地圖的製作與執行技術上，一些目前受補助學校受限於前幾年建置
的課程地圖系統無法跨越不同教學單位的問題，但其實早已有可用的工具，例
如：蔡秉燁（ 2007 ，頁 69 - 83 ）描述數學課的課程地圖中學習結構要素的分析
方法，可用電腦協助演算詮釋結構的矩陣與繪圖，只要將其方式從一門課的
內容提高一層到課與課之間也是一樣的。又如國內成功大學的學者 Su & Wang
（ 2010 ）也開發一套軟體做類似的知識地圖（ knowledge map ），可以得出課
程中重要觀念的關聯性。其他得知課程間關聯的方法還包括： 1 . 教授（或研究
生）提供所知的課程關聯，這可以由各系課程委員會提供後，到院校級結合；

2 . 資料探勘與文本分析技術，藉由電腦演算課程大綱所提供資料的關係，只需
要每門課都有一致格式的課程大綱； 3 . 個別教師提供先修與延續課程資料，需
要每位教師配合在課程大綱內提供一兩門以上的先修科目、平行的相關科目、
建議續修科目，即可由電腦運算完成。
這些關聯資料，我們可再以一些繪圖軟體（例如：免費軟體 Graphviz ）繪
製課程關聯圖（如圖2 ）。類似圖1 的原有課程結構圖改繪後，可以變成類似圖

2 上方的複雜圖形，其中一部分放大（框線）後可以看到各科目間的次序與關
聯，甚至擴大範圍到整個學院也是可能的（如圖3 ）。目前這種平面全展示的
繪製方式，其缺點是太複雜難懂，但正如一般地圖一樣，充分的資訊與連結對
認知理解而言，乍看之下的確過多且複雜，但是若從一門科目開始細看，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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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呈現複雜關聯性的課程地圖（成大系統系，筆者繪製）

圖3：某國立大學管理學院的主要課程關聯圖與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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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讀一般地圖般容易了解，獲得所想要的資訊，同時獲得原本不知道但順便發
現的新資訊。其次，這種課程間的複雜性正是我們想傳達給學生了解的知識架
構！因此不可任意簡化。但另一方面，為求使用便利，未來藉由動態網頁製作
技術協助後，一次可以呈現較為簡潔的畫面，但需要資料時再一一呈現複雜之
處，或許能兼顧複雜結構與使用的便利。

肆

未來的發展與願景
未來課程關聯圖的改良，除了在使用者介面需要動態網頁製作技術等協助

製作適合的瀏覽介面外，並可與現有的課程資料庫、選課系統、各種職涯發展
1

平臺（例如：教育部發展的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 UCAN ） 、高高屏教學
2

資源發展中心發展的大鵬網 ），或電子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 ）等連結，
以提供使用者最大的工具使用效益。
除了與職涯發展連結以促進實用的就業與生涯規劃的功能之外，回歸到知
識學習的方面，我們也希望課程關聯地圖的改良，未來能與生活學習圈結合，
朝向統合所有規律性、定期性學習活動（例如：固定的講座、藝文季、競賽
等）的學習地圖發展，成為學生喜歡且常用的工具平臺，得以了解他們可以如
何有效利用學校內外的生活學習圈之各種學習資源，並能主動規劃各類學習活
動，事後記錄、統整、分析，乃至於整理學習歷程之處。但是，在成為這樣理
想的學習工具之前，我們的學校與老師，需要先能建立妥適且足夠的生活學習
圈及資訊流通管道，也要能介紹校外相關的學習資源與方式，並且設法在大一
時，以適當的活動說明大學階段的學習與中學之不同，調整大一課程結構與貫
穿能互相配合的教學方式，才能使學生有機會學習使用課程關聯圖，並感受到
未來使之朝向學習地圖發展的好處與需求。
1

https://ucan.moe.edu.tw/

2

http://youngeagle.kkp.nsys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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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淺談重視理解的教與學設計架構
─UbD
劉怡甫∣輔仁大學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壹

前言
追求對新知識的「理解」（ to understand）一直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

重要目標之一。在新、舊版本的 Bloom 認知領域六階教育目標中（ Bloom,

1956 & Anderson, 2001 ），請參考圖 1 內容，「理解」（ comprehension 與
understand）的基礎性僅次於「知識的記憶」（knowledge與remember）。
在教育研究發展中，持續對「理解」議題作深入探究的首推哈佛大學的

Stone Wiske、Dwight Perkins與Howard Gardner等學者。早在1992年，這群哈
佛大學教育研究學院的學者就開始和中小學教師合作展開「重視理解的教學」
研究。 1998 年 Wiske 主編了《 Teaching for Understanding 》一書，提出「重視
理解的教學」的四項教學基本要素，亦即：生成式主題（generative topics ）、
理解目標（understanding goals ）、理解成效（understanding performances ），
以及持續評量（ ongoing assessment ）。在此同時，以 Perkins 與 Gardner 為首的
哈佛Project Zero開始針對「重視理解的學習和教學」展開了長達十數年的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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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以「理解」為主

Anderson, 2001

軸的教育研究中，以美國 Grant

評鑑

創造

Wiggins與 Jay McTighe的研究發

Evaluation

Create

展成果較為系統化與模組化，也

綜合

相對較適合各級教育從業人員進

與 Mc Ti g h e 在 2 0 0 5 年 出 版 的

Evaluate

分析

分析

Analysis
應用
Application

Expanded 2 nd Edition》書中即

理解

提出了「理解」的六大面向、大

Comprehension

計，以及 UbD 單元模板與評量
等一系列教學設計理論架構。

Analyze
應用
Apply
了解

基礎

《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概念、主要問題、逆向教學設

評鑑

Synthesis

認知能力

行規劃、演練與導入。 Wiggins

進階

Bloom, 1956

Understand

知識

記憶

Knowledge

Remember

圖1：新、舊版本之Bloom認知領域六階教育目標對照

Understanding by Design之英文簡稱為UbD，中文名稱則依國內賴麗珍翻
譯之書名《重理解的課程設計》為準，其架構相對於 1965年由美國教育心理學
家 Gagne 主張的九大教學事件（ Nine events of instruction ，請參考表 1 ），與

1975年美國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學者提出的ADDIE模式（參考圖2）而言，
UbD算是相當「年輕」且「建構導向」的一套教學設計框架，而前二部具歷史
性的重量級教學設計架構則是側重「教學者中心」與「認知導向」發展。有鑑
於此， UbD 模式在講求「多元評量」、「學習者中心」，以及「問題解決導
向」的二十一世紀學生就業能力養成來說，不失為教育單位及其從業人員極具
參考價值的教學設計良方。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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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九大教學事件內容

特徵

學習需求（內在）

1. 感知到刺激
學習準備

2. 預備心理狀態，

（Gain attention）

媒體

N2.告知目標

習得與表現

成記憶的語意碼

6. 行為反應

7. 增強性回饋

回想過去習得的知識與

（Stimulate recall of prior learning）

技能

N5.提供指導
（Provide learner guidance）

學習遷移

存入長期記憶

II

展示有意義的組織架構
要求學生討論、實作或

（Elicit Performance）

實施小考

N7.提供回饋

回饋是非優劣，讓學生

（Provide feedback）

習得

（Assess performance）

9. 類化→檢索→

顯示具明顯特徵的內容

N6.實際演練

N8.評量

8. 索引恢復

告知學成後能做什麼

N3.喚起舊有回憶

（Present stimulus material）

5. 編碼儲存，轉化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突然刺激、提問、播放

N4.呈現教材

4. 選擇性知覺

實例

N1.吸引注意力

（Inform Learner of objectives）

有所期待

3. 回憶舊經驗

26

九大教學事件（外在）

N9.強化學習保留與遷移
（Enhance retention & transfer）

測驗考試

類似情境複習

Analyze
分析

Design
設計

Develop
發展

Implement
實施

Evaluate
評量

分析工作
Analyze Job

發展目標
Develop Objectives

說明學習事件
與活動
Specify Learning
Events/Activities

執行內部評量
Conduct lnternal
Evaluation

選擇任務功能
Select Task
Functions

實施教學管理
計畫
Implement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Plan

發展測驗
Develop Tests

說明教學管理
計畫與教學系統
Specify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Plan
& Delivery System

執行教學
Conduct
Instruction

建構工作表現
測量模式
Construct Job
Performance
Measures
分析現行課程
Analyze Existing
Courses

描述起點行為
Describe Entry
Behavior
決定順序與架構
Determine
Sequence
& Structure

選擇教學情境
Select Instructional
Setting

檢閱／選擇
現行素材
Review/Select
Existing Materials
發展教學
Develop
Instruction

執行外部評量
Conduct External
Evaluation
改善系統
Revise System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Armed Services
‧SAT / ISD
‧Job-based Design

檢核教學
Validate
Instruction

圖2：瀑布式ADDIE架構

貳

本文
Wiggins與McTighe在其2005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 by Design, Expand-

ed 2 nd Edition 》書中針對 UbD 整理了若干重要原則，本文歸納為五點，分述
如下：
一、利用大概念引導學習者積極學習
大概念（ Big ideas ）與主要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是 UbD 的重點之
一，UbD係將大概念轉化為課程核心的持續理解與主要問題，參考表2說明。
二、協助學習者聚焦於持續理解（Enduring understanding）的六大面向
持續理解的六大面向是 UbD教學設計中用來引導學習者完成學習歷程的重
點，參考表 3說明。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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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大概念與主要問題

大概念（Big ideas）

主要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學科內容的「核心」概念。

‧在我們生活中會經常面對與解決的重

‧將持續專注於普世認同的價值。
‧具備「可遷移到」其他學科或主題的特質。
‧能有效連結學科內容的事實與技能。
‧教學設計時不能只將知識內容照本宣科，而
是要解構、綜合後再理解、建構。

要問題。
‧學習者能藉由主要問題來掌握大概念
並做出相關決策。
‧切中學科知識主題與引起學習動機的
問題。

表3：持續理解的六大面向內容

理解層次

六大面向

說明

Explanation

利用學習歷程中的證據（作業與評量結果）來證明、推

說明
低層次理解

Interpretation
詮釋

Application
應用

Perspective
洞見

Empathy
高層次理解

移情

Self-Knowledge
自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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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描述、設計與實證學習主題內容。
轉化所學的新知識創造新事物。例如：提出批評（建設
性）、類比、隱喻、翻譯與預測等個人見解。
將所學應用於新的、獨特的，或未知的情境脈絡。例
如：創作、發明、解決與測試等活動。
提出對事件、主題或情境的個人看法，並做出分析與結
論。
展現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例如：參與角色扮
演、解讀他人想法，以及分析、辯護他人行為等。
自我反思與評價，以及闡述反思後產生的洞見為何，尤
其要能持續監控與改善自我對資訊的蒐集、組織與分析
的能力。

對照圖 1 與表 3 內容可發現 UbD 的理解六大面向與 Bloom 的認知領域六階教
育目標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UbD架構中，理解的六大面向不僅對理解在認知
與情意上定義了不同層次的意涵，而且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提供了「概念透
鏡」（ conceptual lens ）。例如：參酌理解六大面向能幫助判斷―教師判斷
學生或學生判斷自己；究竟是達到了說明、詮釋與應用的低層次理解，還是現
實了洞見、移情與自我認識的高層次理解。
三、三階段的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
所謂的逆向設計意指先確認學科知
識的終極學習遷移目標為何，由此展出

UbD逆向設計

傳統教學設計
1

大概念、主要知識與關鍵知識技能後

設計學習
經驗與活動
（教學）

3

確認預期
的學習結果
（目標）

（階段一），再由階段一的關鍵產出設
計實作任務，並定義需要蒐集用以評量

2

的學習成效證據（階段二），最後綜合

決定可接受
的學習結果
（評量）

2

決定可接受
的學習結果
（評量）

階段一與二的重點設計有意義的學習活
動。這裡指的「逆向」（ backward ）是
特別強調有別於傳統教學設計中，首先
由目標確認教學內容後（階段一），再
根據內容設計學習活動（階段二），最

3

確認預期
的學習結果
（目標）

1

設計學習
經驗與活動
（教學）

圖3：逆向設計流程

後才依要教的設計評量（階段三）的做
法。有關逆向設計的概念可參考圖3說明。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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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從目標訂定核心概念與問題
重點在於設計出優質的學科知識相關的大概念（ Big ideas ）與主要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以緊密串起整個課程教學。主要項目：目標
（ Goal ）、主要問題（ Questions ）、理解（ Understanding ）與知識技能
（Knowledge and skills）。參考圖4說明。

G
解讀目標，產生
根據階段一的設計標
準測試你的想法，然

Big Ideas 、關鍵
知識與技能

找出Big Ideas

後視需要修訂之

Q

KS
找出關鍵知識與技能

階段一

選擇與發展主要問題，

目標

以引導 Big Ideas 的探索

U
考慮可能的迷思概念

將Big Ideas 架構成特
定理解項目（學生將
理解……）
圖4：階段一的內容重點

階段二：實務理解導向的多元評量
重點在於定義用於學習成果評量的多元證據，以及設計實作任務（authen-

tic tasks）。主要項目：實作任務（Tasks ）、評量標準（Rubrics ）與相關學習
成果（ Other evidences ），以及參照 GRASPS 架構的實作任務設計（ Task ）。
參考圖5與表4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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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階段二的設計標

考慮階段一列出之理

準測試你的想法，然

解事項、知識與技能

後視需要修訂之

的學習結果證據

OE
列出所需的其他學
習成效證據

R

階段二

使用理解的六面向

評量

來找出所需的證據

找出適當標準，並將
其用於評分指標的設
計與評分

T
使用GRASPS來設計
真實的實作任務

圖5：階段二的內容重點
表4：GRASPS的內涵說明

GRASPS

內涵

Goal

希望學習者在實作任務成果上能達成學習目標，或解決問題與挑戰，或

目標

克服障礙

Role
角色

Audience
觀眾

Situation
情境

Performance
表現

Standards
標準

學習者在實作任務中扮演的角色

實作任務中的互動對象或利害關係者

實作任務的情境與環境

學習者在經歷實作任務後所產出的成果

評量學習者實作任務成效的標準（即RUBRICs）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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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設計學習活動
重點在於善用階段一與二的成果，有效設計與組織教學內容，以及學習活
動。主要項目：利用 WHERETO架構設計學習活動。參考圖6與表5說明。
相對於想涵蓋的內容，
考慮需要發現的知識有
哪些

根據WHERETO連

L
使用WHERETO來

階段三

結階段一、二的測

設計學習活動與教

教學

量來編輯學習計畫

學活動

使用理解的六個層面

利用診斷性與形成性

來產生關於學習活動

評量來監控與調整課

的新想法

程設計
圖6：階段三的內容重點
表5：WHERETO的內涵說明

WHERETO
W

確保學習者了解學習主題的發展（Where）與脈絡（Why）。

H

從學習開始就引起學習者的動機（Hook）；並繼續維持其學習動機（Hold）。

E

使學習者具備必要的經驗、工具、知識與技巧以達成評量目標（Equip）。

R

提供學習者多樣的機會去「深思」（Rethink）大概念（Big Ideas）；「反
思」學習進展，以及「改善」（Revise）學習成果。

E

提供多樣機會讓學習者能評價（Evaluate）自己的學習成效。

T

針對學習者個人的才能、興趣與需求作量身活動設計（Tailore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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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

系統性、組織化（Organized）地提升學習者理解學習內容，而非淺薄地單
向地照本宣科（only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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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學習歷程成果集結成「相簿」，而非「快照」
儘管學習結果的成效很重要，但在學習歷程中逐步累積成結果的點滴證據
（作業報告、個人作品與專題成果等）確實是個人成長進步與改善精進道路上
的一座座里程碑；學習者學習歷程中的紀錄與成果，應該類似於一本本依主題
與脈絡建立的相簿集（album portfolio），而非片段零散的快照（snap-

shots），學習者可藉由規劃、整理與回顧相簿內容，以達成學習計畫、反思與
持續精進的目標。
五、利用UbD打造學習型社群（組織）

UbD架構的威力不僅止於教學設計，它更代表經過統整後，以實務應用、
持續學習為本的最佳教與學策略，這些策略關係到改善師與生的教與學品質與
成效。除了微觀的教學設計層次外，更可巨觀地應用 UbD 來組成「學習型組
織」中所強調的實務社群（ practice community ），以有效推動教師教學專業
發展活動。

參

結語
作為一種「以學生為中心」取向的教學設計模式， UbD 為現代教育工作

者，甚至為現代學生帶來有別於傳統「以教師為中心」模式的各種新挑戰：
一、對教師的挑戰
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師生在課堂上的「習慣與默契」就是透過
紙筆測驗，講究一點的會有小組報告，完成學生對於課程知識理解程度的成績
認可。惟按照 UbD的理念架構，教師傳遞知識給學生的方式不再是以「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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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 sage on the stage ）角色，而是以「身旁的引導者」（ guide on the

side ）身分引導學生透過「理解」的體驗歷程，自主建構出個人化的知識體
系。三階段的逆向設計觀念是為教師突破傳統習慣的一大挑戰。此外，教師需
要 設 計 「 理 解 導 向 」 的 學 習 活 動 ， 參 考 實 作 任 務 ： GRASPS 與 教 學 活 動 、

WHERETO 心法，以多元評量與實務演練為主的教學形式，讓學生從「做中
學」的歷程中實現充分「理解」知識的終極教學目標。
二、對教材的挑戰
在傳統教學模式中，教材的被利用方式多半以「記憶」與「標準答案」為
主，亦即學生須熟記教材內容才能在大小測驗中獲得理想成績。但在UbD講求
理解的前提下，教材的功能是在幫助理解與解決問題，而非記憶；教材是作為
理解的參考，而非「標準答案」；且教材是作為重視理解之「學習活動」的配
角，而非主角。於是教師對於教材的蒐集、設計與編寫邏輯須以多元、啟發、
重視理解與解決問題為訴求，身為教材提供者的教師本身也要升級成為「重視
理解」的持續學習者，才能有效發展出「重視理解導向」的優質教材，以期在
課程進行的學習歷程中，陪伴學生達成理解的學習目標。
三、對評量的挑戰
在UbD的逆向設計三階段中，評量即為第二階段的大重點。傳統「教師為
中心」教學設計是依循「目標→教學→評量」順序，這個順序已廣為多數教師
與學生所習慣而被視為理所當然。但 UbD架構則是採取了反向的設計邏輯，即
按照「目標→評量→教學」脈絡實施教學。這種逆向設計要求教師要適應評量
的規劃構思「先於」教學的設計，因為根據教學目標與課程核心能力設計的評
量內容能更有效地貫徹教學目標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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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學生的挑戰
相較於經歷 UbD 設計的理解導向式學習活動，學生參與傳統「教師為中
心」教學活動所承受的「認知負擔」是相對較輕的。但就是因為接受「教師為
中心」學習的相對「認知負擔」較輕，以致於現代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難
以有效提升。有鑒於此， UbD教學設計架構對學生來說不該被解讀為挑戰，而
應被視為一種能提升整體學習力與就業力之能力導向的鍛鍊體驗。

設計

35

參考文獻
1. Perkins, D. & Blythe, T. (1994, February). Putting understanding up front.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1 (5), p.4-7.
2. J. McTighe & G. Wiggins 著（ 2004 ），賴麗珍 譯（ 2008 ）。《重視理解
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冊》。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3. G. Wiggins & J. McTighe 著（ 2005 ），賴麗珍 譯（ 2008 ）。《重視理解
的課程設計》。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4. 劉怡甫（ 2011 ）。〈 21 世紀教師不知不可的 UbD 〉。《輔仁大學深耕教與
學電子報》。25期。

36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教學設計模式及其應用
侯志欽∣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壹

前言：教學設計模式發展與特性
教學設計模式（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s ）是以學習理論、系統理論

及教學科技為基礎，透過不斷的教學實踐與修正所獲致的集體智慧。自 1940
年代開始發展迄今，教學設計已有豐富而多樣化的模式，並且廣泛運用在正
規教育及企業訓練之中。教學設計模式（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通常分
為系統化教學設計（ systematic instructional design ）或建構主義的教學設計
（constructivism instructional design）兩大類。
系統化教學設計採取系統理論（ system theory ）觀點，將學習環境視為
一個完整系統，以行為學派或認知學派的心理學研究結果為基礎，建立系統
化的流程，來設計、發展、實施、評估教學活動。系統化教學設計是一種處
方性模式（ prescriptive model ），目的在作為教師規劃及實施教學的程序性指
引（ procedural guidance ），經由訂定教學目標、掌握教學重點、規劃教學活
動、實施形成評鑑與總結評鑑、持續回饋與修正等歷程，提升學習效果與教學
效益，並使學習活動更為生動有趣。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是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歷程，也就是藉著現在和
過去的知識，來形成新觀念或產生新知識。學習者倚賴認知架構（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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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又稱為認知基模 schema或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s）來選擇訊息、轉
換訊息、形成假設、進行決策，對經驗賦予意義及組織經驗，最後能超越現有
知識而創造新知識。
建構主義認為課程應以螺旋式架構循序安排，使新學習植基於先前的科目
之上。教學設計並不預先設定教學目標，而是在學習歷程藉著教師引導、師生
互動、同儕合作等方式，不斷發展個人的知識體系或思維能力。

貳

常用的教學設計模式
最常採用的教學設計模式包含九項教學事件（ 9 events of instruction ）、

ADDIE 模式、問題導向教學設計、建構主義的教學設計、行動反思學習，以
及結合電腦網路資源的網頁主題探究教學模式等。
一、九項教學事件模式（9 events of instruction）
美國教育心理學者蓋聶（ Robert Mills Gagné ）認為人類學習具有高度
的 豐 富 性 與 多 樣 性 ， 他 將 學 習 的 內 容 歸 納 為 五 種 類 別 ： 語 文 知 識 （ ve r b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心 智 技 能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s k i l l s ） 、 認 知 策 略 （ c o g n i t i ve
strategies）、態度（attitudes）、動作技能（motor skills）。
蓋聶認為學習是將外在環境刺激轉化為新能力的認知活動與訊息處理歷
程。因此教學要透過妥善設計學習的情況（Conditions of Learning ），使學習
的外在條件（external conditions of learning ）與內在條件（internal conditions

of learning）相互結合。
「學習的內在條件」是指各類學習的先備技能與認知處理步驟。學
習的主要認知處理步驟為：1.注意訊息（attending）、2.產生學習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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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ctancy ）、 3 . 提取訊息到工作記憶中（ retrieval to working memory ）、

4.選擇式知覺（selective perception）、5.進行語意編碼（semantic
encoding）、6.取用訊息與反應（retrieval and responding）、7.增強
（reinforcement）、8.提取線索（retrieval clues）、9.類化（generalize）。
「學習的外在條件」促進學習的環境因素，也就是「教學事件（ events

of instruction ）」。蓋聶以訊息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模式為基
礎，根據學習過程的心智狀態，提出九個步驟的教學活動模式（ 9 events of

instruction）。這些步驟包括：
（一）引起學生注意（Gain attention）：透過各種方式吸引注意，並能專
注地觀看、聆聽教學內容。例如：運用新聞事件、相關案例、網路影音、趣味圖
片、笑話、故事等，或透過議題辯論、腦力激盪、破冰活動使學生產生興趣。
（二）告知學習目標（Inform learners of objectives ）：分別在教學大綱、
單元教材和各個教學活動中提示學習目標。讓學習者知道學習的方向與重點，
並能透過目標來組織思考與學習內容。
（三）刺激回憶所學（ Stimulate recall of prior learning ）：引導學生回想
過去學習重點，以先前所學的知識技能作為新學習的基礎，並使知識系統產生
整合。
（四）呈現學習內容（Present the content）：運用各種方式與管道，包括
講解示範、教材教具、學習活動、教學媒體等，讓學生獲得學習內容。
（五）提供學習指引（ Provide learning guidance ）：告知學習重點、步
驟、順序以及預期成果，可減少浪費時間及降低挫折感，或避免反覆操作錯誤
而形成不良習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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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導實作／練習（Elicit performance／practice）：提供各種方式讓
學生應用學習到的知識或技能，包括個別或團體作業、實驗操作、專題計畫、
成果發表等。
（七）提供學習回饋（ Provide feedback）：提供學生個別化的回饋，使其
明白正確與否，了解原因為何，並協助修正其觀念、知識或動作技能。
（八）評量學習成果（ Assess performance ）：透過紙筆測驗、作業、
專案或實作成品等多元化方式進行學習評量；非標準化測驗可使用評量準則
（ rubric）作為輔助。
（九）增進保留遷移（ Enhance retention and transfer to the job ）：和學
生一起討論、歸納所學的內容或繪製認知地圖，分享如何有創意、有意義的應
用學習內容；提供學生相似的或新的問題情境，讓學生有機會應用所學。
二、ADDIE模式
包含分析（analysis）、設計

分析

（ design ）、發展（ development ）、
實施（implementation）、評鑑

形成評鑑

設計

（ evaluation ）五個階段，整體流程以
分析作為基礎，再進行教學歷程的整

發展

體性、系統化的規劃。
總結評鑑

實施

（一）分析（ analysis ）：包含學
習者分析與學習環境分析兩部分。學

圖1：ADDIE模式

習者分析主要工作在於了解學習者特性，包括學習者人數、年齡或年級、語言
能力、已具備的知識與能力，以及學習動機等；學習環境分析在於確認教學環
境、教學設備、教學時間等。透過分析階段可釐清學習需求與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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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 design ）：設計階段主要的任務是訂定明確具體的教學目
標，根據目標選擇教學重點與內容，規劃教學方法或學習活動，並設計學習評
量方式。
（三）發展（ development ）：發展階段的重點是選擇或編寫教材、搜尋
或製作教學媒體、規劃練習或學生參與活動、擬定作業以及評量方式。
（四）實施（ implementation ）：引發學習興趣並告知學習目標，按照計
畫進行各種學習活動，使學習者獲得良好的知識、能力、態度。運用適當方式
讓學習者展現學習成果，並以適當方式激勵學生持續學習、樂在學習。
（五）評鑑（ evaluation）：包含形成評鑑（ formative evaluation）和總結
評鑑（summative evaluation ）。形成評鑑又稱過程評鑑，是在教學設計過程針
對分析、設計、發展及實施等各階段持續進行評鑑，來確認合宜性與正確性。
總結評鑑目的在測量整體教學效果（effectiveness）與效益（efficiency）。
三、問題導向教學模式
提倡問題導向教學模式的學者認為，問題就是學習的機會。課程規劃應以
解決問題為中心，兼顧學習知識和培養認知技巧，學習活動包括小組教學、獨
立研究等，強調主動學習，教學者扮演催化、激勵的角色。
問題導向學習一般分為介紹問題（ introduction）、探尋問題（inquiry）、
自導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檢視假設（ re-view hypothesis ）及自我評
鑑（ self-evaluation ）等五個階段。在介紹階段，教學者仔細說明問題情境；在
探尋階段，教學者引導搜尋相關資訊、進行事實描述，提出假設與學習議題，
並規劃行動方案；在自我導向學習階段，學習者訂定自己的學習方式與進度；
在檢視假設階段，透過小組討論檢視學習結果是否印證假設；在自我評鑑階段
中，學習者進行自己及同儕的學習成效評鑑。各個學習階段中，教學者必須協

設計

41

助掌握問題重點，並引導小組合作學習與討論思考（陳木金，2007）。
相對於傳統教學多集中在教導與示範，主張問題導向的學者強調以真實世
界的問題為核心，因為學習者投入任務／問題導向（task ／ problem-centered ）
學習時，學習效果大為提升。學習活動則按以下步驟進行：

1. 喚起經驗（ activation ）：引發
相關的舊經驗可作為新學習的基

喚起經驗

統整融合

礎，教師必須了解學生已經擁有
問題情境

的知識與能力。

2. 教導示範（demonstration）：老

教導示範

應用所學

師示範將要學習的知識與能力，
使學習者充分掌握及理解。

圖2

3. 應用所學（application）：設計問題情境讓學習者練習，並運用學得的知識
與能力來解決真實的問題。

4. 統整融合（integration）：學習者透過整理反思、統整融合，將學得的知識
能力與原有的知識架構相結合，建立新的知識體系及培養出新的解決問題
能力。
四、建構主義的教學設計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討論、互動、實作、反思之後建構的產物，設計教學
活動應善用情境與經驗使學生樂於學習，並透過螺旋式組織使內容易於學習。
實施教學活動時，應該鼓勵學生跨越知識架構、勇敢探索未知領域，建構主義
的開創學者布魯納（ Jerome Bruner）主張教學應注意以下原則：

1. 教師將知識轉換成學生可以理解的形式，並建立簡明易懂的結構，使學習
者快速掌握、運用、產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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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最有效的順序來呈現學習材料。
3. 以適當方式及步調來促進學習。
4. 教學過程要設計真實情境與適當活動。
5. 師生間要主動對話，激勵學生主動思考，形成新的知識架構。
建構主義的教學設計以布朗及柯林斯等學者（ 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提出的認知學徒教學模式（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s）最廣為採用，其
教學原則為：
（一）教導明確而固定的教科書知識（ textbook knowledge ），也教導隱
含的、啟發性的知識（tacit, heuristic knowledge ）：隱含知識是指專家透過經
驗累積已經內化的知識，通常在無意識、不經思考的狀態下，就可快速準確的
運用。這些內隱知識在教導傳授以前，需要透過回溯與反思來整理寶貴的經
驗，並以適當方式傳授給學習者。
（二）情境學習（ situated learning）：知識與其應用情境原不應分離，認
知學徒教學模式強調應儘量建立真實情境（ authentic contexts ），使所學得的
知識技能活用於真實生活之中。教學過程提供豐富、具有意義的情境，可使
學習者練習運用所學，並更容易遷移（ transfer ）到真實的社會情境或生活場
域中。
（三）示範解說（ modeling and explaining ）：按次序示範過程或動作，
同時說明每個步驟的目的、原理和相互關係。示範時可以影片或多媒體來輔助
說明，及協助觀察關鍵動作或順序。
（四）指導回饋（ coaching and feedback ）：觀察學生完成學習任務，提
供必要的線索與協助。根據個別情況給予指導，使其及時調整及修正錯誤；也
可透過同儕提供回饋或使用媒體輔助紀錄，教師扮演激勵及正面回饋角色，但
避免過度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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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鷹架（ scaffolding and fading ）：教師在初期帶領學習並給予
支持，但逐步減少提供學習鷹架並淡化教練的角色，漸漸轉交學習者自行控
制；但是在可能發生危險或學習方向偏差時則須適時介入。
（六）闡明反思（ articulation and reflection ）：讓學生詳細說明他們採
取的學習行動和理由，使學生將內隱知識外顯化，回顧檢視自己的努力和表
現。說明自己解決問題的計畫和行動，會幫助學習者建立更適當的心智模型
（ mental models）。
（七）探索嘗試（ exploration ）：鼓勵學生採用不同策略並觀察其效果，
學生可以應用現有知識與問題情境連結來尋找解決方案。學生如果觀念錯誤，
可用反例來對照或辨證。
（八）循序學習（ sequencing ）：讓學生由簡而繁，逐步增加多樣性，最
後以充分探索整個知識領域的方式學習。老師可先教導基本原理，再指導學生
在面對特殊情境時，如何微調原則來解決問題。
五、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與行動反思學習（action reflection learning）
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是將學習者組成行動學習團隊（action

learning sets），一起工作、共同學習，透過解決實際問題，回顧反思所採取的
行動，來整理知識、提升能力，並引導未來行動。團隊成員分享心得、相互提
問、討論行動過程忽略的事項等，都會產生有價值的學習經驗。
問題是行動學習的基石，倡導行動學習的雷方教授（ Reginald Revans,

1980）提出行動學習的要素是L（learning）= P（programming）+ Q
（ questioning ）。好的問題可以促使團隊相互聆聽、快速融合，產生具有創意
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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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卡特教授（ Michael Marquardt, 2004 ）進一步擴展行動學習（ action

learning ， AL ）為行動反思學習（ action reflection learning， ARL ）， L = P +
Q + R，R指的就是反思（reflection）。他認為反思是針對當前的問題、預期達
成的目標、發展行動方案及執行步驟等，進行具有啟發性的討論。

AL 和 ARL 模式在實施時有些差異， AL 期望學習的責任由學習者承擔，強
調以團隊為學習單位，並由團隊中的學習者擔任帶領的角色，以消除依賴教
師的心態。 ARL 則認為應設立具有一定的權威的學習指導者或催化者（稱為

learning coach），根據行動學習計畫的需要，提供學習資源或給予適當建議，
並且應給予個別學習者相當程度的挑戰。
六、WebQuest教學模式
網際網路迅速發展的時代，高等教育機構如何運用電腦科技與網路提升
學習成效，是教育工作者共同關心的議題。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道奇教授
（ Bernie Dodge）所提出的網頁主題探究教學（WebQuest），是被廣泛使用的
模式。

WebQuest 依照學習時間長短可分為兩種類型：短期網頁主題探究（ short
term WebQuests）約為1～3節課，目標是協助學生運用網路資訊，並在學習結
束時，有條理的彙整知識；長期網頁主題探究（ long term WebQuests ）約為 1
週至 1 個月，目標是協助學生擴展知識廣度與增進探索深度，並能在學習結束
時，以新的方式統整知識或呈現學習成果。

WebQuest 模式的特色在於教學過程採用多種學習策略，並善用全球資訊
網（ World Wide Web ）資源。教學前老師根據主題整理相關網站，設計探究
導向學習活動（ Inquiry-Oriented Activity），規劃任務讓學生運用資訊，進行
探索與學習。WebQuest基本教學模式包含六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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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簡介（ Introduction ）：以清楚生動的方式介紹學習主題、設
定引導情境，引發學習動機及幫助學生做好學習準備。
（ 二 ） 學 習 任 務 （ Task ） ： 學 生 須 解 決 的 問 題 或 須 完 成 的 工 作 ， 也 是

WebQuest 學習的核心。訂定學生能力所及並且感興趣的任務，目的在運用開
放性、非結構式的問題，增進解決問題與創新的能力。例如：如何防範登革
熱？如何監控及降低海嘯災害？如何建立玩具交流平臺？如何在 M 型社會中成
功？擬定 WebQuest 任務時較不適合採用「事實性問題」。例如：可設計學習
活動，讓學習者扮演情報人員破解核武裝置，而非只是讓學習者認識核武與核
武問題。
（三）訊息來源（ Information sources ）：老師提供網際網路上的各種資
訊幫助學生完成任務，資訊來源包括相關網站、線上資料庫或百科全書等。由
於網路資訊變動迅速，教學前老師應仔細檢查，確認各項資源是否有正確的連
結與清楚的說明，以免無法順利蒐集資料，影響學習進度。
（四）學習過程（ Process）：老師設定學習團隊的角色或分工，擬定明確
步驟讓學習者依循完成任務。主要過程常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進行學生分
組與角色分配，並完成個別學習；第二階段以適當活動將個別完成內容整合。
（五）成果評量（ Evaluation ）：事前讓學生了解評量學習成果的原則，
並以開放方式評估學生解決問題的結果或創作的成品。
（六）總結討論（ Conclusion ）：老師帶領學生反思及總結所學到的知
識、技能與思考方法等，並鼓勵運用到其他學習領域。
高等教育機構電腦網路設備普及率高，學生學習能力與網路運用能力良
好，具有運用 WebQuest 模式的基礎。根據筆者實施教學經驗，建議應注意以
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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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環境：選擇電腦設備充足及網路連線速度良好的教室，每人
可使用電腦及網路進行學習與探索，並可彙整及呈現學習成果。在學習環境方
面，除了一般資訊設備充裕的教室外，使用輕便且可彈性組合的桌椅，充足的
手提電腦與無線上網系統，以及大型電子白板，能使課堂中的 WebQuest 活動
進行得更加順利。
（二）學生人數：全班人數以 30人左右最為適宜，儘量不超過 50人。每組
約 5 ～ 6 人，大約 6 ～ 8 組，必要時第一階段可個別學習或 2 人一組，第二階段再
做另一組合。在教學過程應該注意個別差異與學習過程管理，確認學習者可以
參與學習並且獲得預期成果。此外，應該建立學習成果彙整與建檔保存機制，
使學習過程得以保留，成為學習者反思及評估教學效果、改進教學內容的重要
依據。
（三）導入部分：選擇能引發學習興趣並具有真實度的主題，必須規劃符
合教學目標並有高度學習遷移效果的模擬情境，在任務部分應該安排合理有趣
的角色，並妥善規劃團隊組成與增進團體動力，使每個組員能共同參與。透過
適當方式推選學習團隊領導者或組長，也有助於提升學習效果。
（四）學習任務：設計任務需考量學習者程度及學習時間，與適當可行的
流程。以兩節課的基本時間分配為例：導論與學習說明約 10 分鐘；完成任務的
學習活動約40分鐘，第一階段約20分鐘、第二階段約30分鐘；發表與成果評鑑
約40分鐘；總結與延伸活動約10分鐘。
（五）學習資源：網際網路資源快速成長及不斷更新，除教育機構建置的
學習網站之外，網路上的百科全書、知識庫、開放課程、線上期刊或資料庫、
電子書、部落格等不斷推出，此外研究機構、博物館、圖書館、政府部門、公
共媒體、公益團體、基金會、專業公司建置的網站等都提供大量資訊、知識以
及線上課程，因此教師必須運用良好的搜尋技巧，投入充分時間，整理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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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源以供學習。除了教師彙整之外，應保留適當彈性允許學生自行搜尋，
但教師也應適時檢視學生搜尋資料的正確性與適切性。
（六）成果評鑑： WebQuest 學習活動強調高階思考、合作學習、多元觀
點、回饋反思等原則，因此學習後應讓學生以各種方式呈現學習成果，如：角
色扮演、團隊發表等，也可讓學生用影音媒體記錄學習過程，或運用電子學習
紀錄（ electronic portfolio ）呈現學習成果等。老師透過展現的成果，可以充分
了解學生運用資料、解決問題、研究創新等各方面的能力。

參

結論
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在積極推動通識教育，提升現代公民核心素養之時，

「希望將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具體實例，引導學生學習並能經由實作而身體力
行，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並能關懷周遭的環境，與他人及社會有良好的連結；
為人師者所需的工作則為透過具體有效的教育方式，讓學生能深化學習經驗，
擴展社會參與，欣賞並體驗人生之美。」（林秀娟， 2011 ）善用教學設計模
式，則是提升通識教育成果的重要策略。
系統化的 ADDIE 教學設計模式雖然有時被批評過於線性化而缺乏彈性，
但具有步驟明確、易於運用的優點，較適用於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情境。問題
導向學習、行動學習與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都強調學生的主動性與合作性，透
過真實情境或以問題為核心，發展學習內容或行動方案，並藉著反思統整及經
驗分享，產生豐富深刻、具有價值的學習經驗。不論哪一種模式的應用，都須
以建立師生共識為前提，充分認同採用模式的核心理念，熟悉其原則與實施步
驟，善用該模式的優點，並根據教學經驗作必要調整，將可相當程度的提升教
學品質，促進通識教育理想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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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知與建構主義學習觀點
談教學設計理論與模式之應用
劉怡甫∣輔仁大學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壹

前言
「教學設計」對各種有教學／培訓需求的人來說是做好教學準備與實施工

作的關鍵基本功。隨著知識經濟與資訊化社會來臨，在講求多元與創新的教與
學趨勢下，融合教學設計理論與觀念，設計有效學習活動也是現代教師精進教
學技巧的重要修練。本文內容前段係針對教學設計的源起與演進脈絡作概要性
介紹，後段則介紹認知主義與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相關論述，包括認知主義領
域二大教學設計工具： ADDIE 模式與九大教學事件，以及建構主義領域相關
的合作學習與分散式認知學習等議題。

貳

教學設計的源起與演進
教學設計流程的源起可追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

國軍方招募大量優秀且有經驗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來從事軍事訓練資源的
研究與開發工作。這些人包括了 Robert Gagne 、 Leslie Briggs 、 John Flanagan
等；這些專家學者所應用的學理多源自於學習和人類行為的心理學研究與理
論，他們所倡議的教學模式之原則與方法對後來的學術界教學與企業界培訓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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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各派學習理論在發展過程中，對教學設計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行為主
義、認知主義和建構主義三種。正是這三種學習理論，成為劃分三代教學設計
並指導其發展的理論界標。以下分別就這三種學習理論的教學設計理念作概要
性介紹。
一、行為主義學習理論
行為主義最早是在二十世紀二○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華生所倡議。其基本
觀點是：「教學」就是按照一定目標塑造人的行為；「學習」是經過強化建立
刺激與反應之間的連結。其公式為： S → R （刺激→反應），而且在 S → R 之間
不依靠任何媒介傳導，直接連結。
第一代教學設計― ID1（Instructional Design 1）的最初嘗試就是依據行
為主義學習理論在程序教學中開始的。起初是對教學機器、個別媒體的設計，
後來逐步拓展到對多種媒體乃至整個教學過程與教育專案的設計。七○年代
後，這個理念又被廣泛用來指導電腦輔助教學（ CAI ）的教學設計，於是整個
六○至七○年代，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在教學設計中扮演了主導的地位。
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對 ID 1 的理論指導，主要是藉由強調「外在客觀刺激」
的原理來實現。它把教師的教學當作「客觀刺激物」，放在 S → R 中的「 S 」位
置，學習者則被放在接受刺激和被動反應的「 R 」位置。 ID 1 即以此為依據發
展，把教師的「教學」置於教學設計的中心地位，學習者則「相對」處於被教
與被控制的地位。
由於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 S → R 脈絡與成效切合傳統教學方式的需要，使
得行為主義學習理論指導下的 ID 1 ，在今天仍深深為許多傳統講授式與訴求動
作技能的教學所緊緊擁抱。然而，由於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固有的機械性、被動
性和效能有限性，造成學習者對於複雜事物的學習產生較大困擾；特別是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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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及其學習積極、主動性的忽視，此乃直接與科學、科技與教育的發展相
背。因此，認知主義學習理論及其支持的「第二代教學設計」（ ID 2 ）很快得
到發展。
二、認知主義學習理論與ID2
認知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並非S→R直接地、機械地連結，而是以學習者
的自我動機（ self-motivation ）為媒介來實現。認知主義學習理論又分為完形
心理學、認知主義、建構主義等不同學派。其中產生於七○年代，以美國心理
學家與教育學者 Robert Gagne 為代表的認知主義學派，由於兼取行為主義學習
理論和認知主義學習理論二者之長，得到更多教學者與學習者的認同，成為七
○至九○年代認知主義學習理論的代表性學派。其主要觀點歸納如下：
（一）學習公式不該只是S→R而已，應該是S→O→R（「O」代表學習主
體的內部處理）。此一觀點為 ID 2 所主張的「透過科學安排教學的外部條件來
促進學習者內部認知過程發生」的設計原則，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 Gagne 認為，認知過程是人腦按照一定目的、策略，從外界環境輸
入、處理、儲存、提取、使用、創造資訊的內部過程，這個過程及其結構，是
無法直接被觀察，但可以透過電腦資料處理類比研究認知形式（資訊在人腦中
的呈現方式）的方法，了解學習者進行學習時的認知心理過程。 ID 2 中對學習
層次、認知過程、教學策略等的分析，主要依據就是 Gagne 的訊息處理模式觀
點。有關Gagne的訊息處理模式可參考圖1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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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Gagne的訊息處理模式

認知主義學習理論及其所支持的 ID 2 ，與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及其所主張的

ID 1 相比，在對學習者自我動機的確認、學習者特徵的分析、教學策略的設計
等方面，有了根本性的區別和發展。然而，由於認知心理研究的複雜性和隱祕
性，使學習者內在因素的發揮產生了許多困難，至今難有根本性突破。公式

S → O → R 中的「 O 」的地位與作用，在現實上仍然為「 S 」所統馭， ID 2 從整
體來看，仍然是客觀主義的「學習的發生主要靠外部客觀事物的刺激」，「教
學」依然處於中心地位；而以教學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在此時已難以完全適應
社會教育、教學改革和現代教學科技發展的需要。於是，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及
其支持下的第三代教學設計（ ID3）便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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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與ID3
二十世紀九○年代以後，結構主義被應用於教育領域，導致了一場教育心
理學的革命，使認知主義學派中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得到迅速發展。此一理論
認為，「學習是建構內在的心理表徵的過程，學習並不是把知識從外界搬到記
憶中，而是以已有的經驗為基礎，透過與外界相互作用來建構新的理解」，亦
即，學習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主動進行意義建構的過程。學習不是外界客觀
事物對學習者的強化刺激，不是教師對學習者傳授和灌輸知識，而是學習者在
與外界環境相互作用中進行意義建構的過程。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是一個處
於中心地位的主動者，主動與所處情境（社會文化背景）發生交互作用，主動
取得教師與協作同儕的指導和幫助，主動選取學習資源、學習方法，主動根據
自己先備的認知結構，注意和有選擇地知覺外在資訊，建構當前事物的意義。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與行為主義，以及認知主義學習理論相比，其為一個
本質上的重大變化與發展。它超越了客觀主義認識論，把學習者的認知作用提
升到了關鍵地位，樹立了結構主義認識論的建構觀，把以「教學」為中心的

ID1、ID2推進到了以「學習」為中心的ID3。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及其支持下的 ID 3 ，由於切合於當前社會教育、教學改
革發展的方向，並得到現代教學科技發展的支援和保障，於是在國內外產生了
極大的迴響。

參

系統化教學設計代表─ ADDIE
自九○年代「教學設計」成為學界教學與業界培訓的重要研究發展議題

以來，相繼有許多重量級學者提出理念相似，但步驟順序不盡相同的系統化
教學設計模式（例如： Dick, Dick, Carey, & Carey, 2005 ; Gagne et al.,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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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 Ross, & Kemp, 2004 ; Smith & Ragan, 2005 ）。然而，所有這些系
統化教學設計流程都包含了以下的關鍵要素（階段）：分析（ Analysis ）、
設計（ Design ）、發展（ Development ）、實施（ Implementation ）與評量
（ Evaluation ）；將此五個關鍵階段流程化串起後，即所謂的 ADDIE 教學設計
模式。

ADDIE 模式最早是在 1975 年，由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教授們提出給美國
陸軍，作為系統化教育訓練參考的架構。綜合這個五階段式的教學設計流程，
其目的在於精簡、效率化各專家學派的教學設計模式，確保教學目標、方法策
略與評量之間的協調一致性，以及教與學的有效性。 ADDIE 的內容可參考圖 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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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y Learning
Events/Activities

執行內部評量
Conduct lnternal
Evaluation

選擇任務功能
Select Task
Functions

實施教學管理
計畫
Implement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Plan

發展測驗
Develop Tests

說明教學管理
計畫與教學系統
Specify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Plan
& Delivery System

執行教學
Conduct
Instruction

建構工作表現
測量模式
Construct Job
Performance
Measures
分析現行課程
Analyze Existing
Courses

選擇教學情境
Select Instructional
Setting

描述起點行為
Describe Entry
Behavior
決定順序與架構
Determine
Sequence
& Structure

執行外部評量
Conduct External
Evaluation
改善系統
Revise System

檢閱 選擇
現行素材
Review/Select
Existing Materials
發展教學
Develop
Instruction
檢核教學
Validate
Instruction

圖2：線性瀑布式 （Water fall）ADDIE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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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圖 2 的 ADDIE 模式內容，其
評量 Evaluate

運作邏輯大體上與一般教學者的教學
邏輯相似，惟須特別注意的是一般教

Analyze
分析

師的教學設計思維步驟大多是：先設
計好教學內容，然後實施教學，然
後根據教學進度設計測驗並施測；

Implement
實施

而ADDIE模式「建議」的流程是在

Design
設計
Develop
發展

確認與「發展目標」後，即「發展測
驗」，然後才選擇素材、發展教學與
執行教學，最後評量。因為如此才能

圖3：動態的ADDIE模式

確保教學是緊扣住評量（測驗），而非慣見的「教到哪裡，考到哪裡」，造成
評量、教學與目標脫鈎的窘境。
雖然 ADDIE 模式在許多場合為便於各階段內涵的功能與順序說明，所呈
現出來是類似圖 2 內容的「線性」流程，然而其在「實務」運作時卻不盡然會
以線性進行。參考圖 3 的動態式 ADDIE 流程，其中的分析、設計、發展與實施
各階段雖然循順時針方向進行（實線），但亦可視需要機動地回溯改善與修正
（逆時針的虛線）。再者，評量項目在圖 2 的線性流程中是處在最後階段，但
在實務上，如圖 3 的評量，除了最後的總結性評鑑之外，攸關 ADDIE 流程的歷
程反思與調整的形成性評鑑卻是隨時都在進行的。

肆

兼顧內在歷程與外在條件的九大教學事件
美國心理學家與教育學者 Gagne 的教學理論是以學習心理學為基礎，融合

了行為學派與認知學派的觀點，強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密切配合。 Gagne
將「教學」界定為「針對預期的不同學習結果，安排適當的學習條件，以支持
內在學習歷程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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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ne 所倡議的教學模式，其關鍵在於協助教師配合學生的「學習歷程」
特性與「學習結果」類型，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這一系列依學習需要所
排序的教學活動版型，即為「九大教學事件」。參考表 1內容說明。
表1：學習的內、外在條件與九大教學事件

特徵

學習需求（內在條件）

1. 感知到刺激
學
習
準

2. 預備心理狀態，有
所期待

九大教學事件（外在條件）

1. 吸引注意力
（Gain attention）

2. 告知目標
（Inform Learner of objectives）

3. 喚起舊有回憶

備

3. 回憶舊經驗

（Stimulate recall of prior

learning）
4. 選擇性知覺
習
得

5. 編碼儲存，轉化成
記憶的語意碼

與
表

6. 行為反應

現

7. 增強性回饋
學
習
遷
移

8. 索引恢復
9. 類化→檢索→存
入長期記憶

4. 呈現教材
（Present stimulus material）

5. 提供指導
（Provide learner guidance）

6. 實際演練
（Elicit Performance）

7. 提供回饋
（Provide feedback）

8. 評量
（Assess performance）

9. 強化學習保留與遷移
（Enhance retention & transfer）

教學實例
突然刺激、提問、
播放媒體
告知學成後能做什
麼
回想過去所學的知
識與技能
顯示具明顯特徵的
內容
展示有意義的組織
架構
要求學生討論或實
作
回饋是非優劣讓學
生習得
測驗考試

類似情境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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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教學事件依照學習成效的需要，概分為三個重要階段，分別是「學
習準備」、「習得與表現」與「學習遷移」，由這三個不同成效目標的階段發
展出各有所屬的九個教學活動（事件）。在這三個階段中，「學習準備」與
「學習遷移」二階段的教學活動是採線性順序進行，即在整個教學循環―例
如：學期的 18 週中各事件只進行一次；而「習得與表現」階段的教學活動則是
以「循環迴圈」（ looping ）的形式進行，即每個「教學單元」都會進行一次
「 4→5→6→7」的習得與評量步驟。
此外，九大教學事件中的活動 8 「評量」，實際上是活動 6 與 7 「實際演
練」與「提供回饋」二者的再加強，此乃鑒於現代心理學研究所歸納結論―
「一個新知識的初步理解需要有三次的嘗試練習」之應用。
儘管「九大教學事件」架構曾引發學術界一些不同觀點的議論，但毫無疑
問地，它仍是迄今為止最為人們―不管是實體教學或線上學習―所廣泛參
考的有效教學設計模版工具。

伍

ADDIE v.s. 九大教學事件
ADDIE 模式與九大教學事件兩者在應用操作實務上還有些異同點，可參

考表 2說明。

ADDIE 模式與九大教學事件是認知學習領域的兩個易於理解且效用卓越
的教學設計模版式工具。隨著數位學習的蓬勃發展，兩者模組化、結構化、程
序化的特質特別適合數位化教與學，以及混成式學習的設計；然而，真正要設
計出優質的教材與教學內容，除了良好的輔具應用之外，終究還是要靠學科專
家與教學設計團隊（如教學設計師、媒體設計師與教學助理等）的經驗、毅力
與創意始能達成教學卓越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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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應用ADDIE與九大教學事件的異同比較

教學設計模版

應用上的差異性
‧類似專案管理

ADDIE

下的產品，偏重教學者中心

‧較適合團隊分工協作

的思維模式

大
‧類似教案設計
‧較適合活動（事件）為主的教學設
計
‧較適合學科專家設計學習活動
‧需投入的人力、時間與技能相對較
小

陸

‧二者皆為認知主義學習理論

‧較適合教材為主的教學設計

‧需投入的人力、時間與技能相對較

九大教學事件

應用上的相似性

‧可應用於教學者中心與學習
者中心的教學設計
‧可應用於課堂授課與線上學
習的教學設計
‧可融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之
應用於其中
‧可視實際教學需要佐以其他
工具共同設計發展

建構主義觀點的教學設計
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中，教學者多直覺地以 ID 1 與 ID 2 思維的「直接教學

法」傳遞學科知識給學習者。為了讓這個傳遞快速且有效，大部分老師對全班
學生會使用「少互動」的教學方式。然而，由於課程內容多半是由學習者不
熟悉的新知識所構成，因此，在課堂中最常出現的情境就是老師對全班同學反
覆解釋與演繹課本文字的概念和過程，亦即一種不斷強調認知的過程，以至
於分組活動與討論並不常發生，若有也僅侷限在資料收集的實驗活動中。有
關這種情形的實證研究可參考下頁表 3 的統計數據中，老師「單向講解課本或
講義」的比例遠高於「學生分組」或「師生互動學習」的比例。長期身處這
種僅強調認知模式下的結果，學生學習成效的驗證重點，就必然成為認知記
憶導向的「判斷習得的概念符不符合上課時所講過的定律或真理」（ Roth &

Roychoudhur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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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你修的大部分課程中，老師會用下列上課方式嗎？」問題結果分析

老師上課方式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1. 使用媒體輔助教學

0.80%

11.90% 40.50% 46.70%

2. 單向講解課本或講義

1.00%

14.60% 43.20% 41.20%

3. 學生分組討論、設計、發表

1.70%

20.40% 41.90% 36.00%

4. 老師提供案例或實例討論

1.20%

19.70% 51.40% 27.70%

5. 師生互動學習（發問、討論）

1.10%

23.40% 50.60% 25.00%

6. 混合式（教室面對面+電腦網路輔助）

11.60% 28.40% 36.10% 23.90%

7. 學生選擇主題，並蒐集整合資料做研究報告

4.50%

28.70% 43.60% 23.30%

8. 老師協助實作、實驗或研究

8.90%

38.20% 38.10% 14.80%

9. 請人演講或示範

7.00%

39.60% 41.30% 12.10%

10. 與其他教師共同開課

35.20% 39.40% 19.70%

5.70%

11. 完全網路化（無固定面對面教學）

50.60% 31.00% 15.00%

3.40%

12. 校外教學

35.10% 45.70% 16.40%

2.70%

13. 校內實地參訪

35.00% 46.70% 15.80%

2.50%

14. 遠距同步視訊（遠距教室進行，輔以網路資源）

65.10% 22.90% 10.00%

1.90%

（註：針對94學年度大三生統計分析，樣本數49,609人，回收26,307份問卷，回收率為67.83%。）
資料來源：彭森明（2003）。〈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之建置及相關議題探討〉。

有別於強調認知記憶的作法， ID 3 的「建構」思維模式提供了另一種不
同的學習觀點。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在於知識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被建
構」。當某種意義被包裝到文字內且被傳遞到另外一個人時，攸關該文字的觀
念和想法常是難以被傳遞的；亦即老師無法強將觀念加諸在學生的腦中，學生
必須建構他們自己的意義，因此老師在教學上的努力並非在於純粹傳遞一些意
義而已，更要傳送老師自己對於意義的解讀與表達方式，以便激發學生去建構
這些意義（ Wheatle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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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認知主義學習―以記憶理解學習的模式已廣為教學者所應用外，建
構主義觀點的學習觀與教學觀日益受到重視（ White & Tisher, 1986 ）。歸納
學者們的研究結論，普遍認為建構主義學習觀能夠提供給學生更豐富的認知，
這個認知是用來「改造」在學校教室中教學和學習互動的本質，這種建構觀點
的基本原則就是知識是被建構出來的，而不是靠著傳遞得來的。
美國教育學者 Dale （ 1969 ）提出的「經驗錐」（ Cone of Experience ，參
考圖 4 ）中即提到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藉由不同媒體與情境的運用，會創造出
不同程度的學習成效。單純文字與聲音的聽讀，只能創造出約10 % ～ 30 % 的效
用；藉由影像刺激與活動參與，則可將學習成效提升到 50 % ～ 70 % ；若能落實
學習者自我親身建構與體驗的做中學模式，則有機會將學習成效提升至 90 % 。

Dale 的經驗錐觀點充分顯示出建構主義學習模式能有效促進學習成效，而這也
與美國教育家Dewey（1938），以及e-Learning專家Shank（2001）先後倡議的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理念完全一致。
人們 2 週後能記得的比例

聽過的30%
看過的30%
聽過而且看
過的50%

親身實作
過的90%

定義
條列

敘述
解釋

聽
觀看圖像
欣賞影片
參加展覽
觀摩示範
參與有實習的研習會
設計合作式的課程內容

建立真實經驗的模擬或模式
設計或執行簡報說明，親自把事情完成

示範
應用
練習

學習中心取向↓

說過而且寫
過的70%

讀

↑教學中心取向

讀過的10%

人們能達到的學習成效

分析
設計
創造
評估

圖4：Edgar Dale的經驗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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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合作學習相關概念

一、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
以合作方式進行學習活動的概念，按照較嚴謹的定義來說即有二種模式，
一稱為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另一則為協作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兩者間的共同點有二： 1 . 二者都是採取小組學習的形
式進行。 2 . 兩種學習方式都有小組自己學習的共同目標。兩者間的差異之處可
參考表 4的對照內容（Pollard, 2005）。
雖然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能就定義與學理部分作出差異比較，惟兩者的概
念在廣泛應用實務中，其差異界線已經變得模糊。由於兩者無論從目標到學習
組織的策略均十分相近，以至於在很多情況下也沒有必要對二者作出明確的區
分；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在很多實務應用中是相互交融，並不會獨立存在。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之合作學習中心（ Cooperative Learning Center ）的

Johnson D.W.與 Johnson R. T.將合作學習定義為：在教學上運用小組的方式，
讓學習者一起工作以增進彼此的學習成效。

Johnson & Johnson （ 1994 ）認為有效的合作學習應具備下列五個要素：
1.面對面的積極互動（face-to-face positive interaction）：小組成員以面對面的
方式互動，過程中必須互相協助，並互相分享成果，鼓勵進度落後的組員，
這樣才能完成共同的任務。 2 . 積極的相互依賴（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
合作學習強調小組成員間的相互依賴感，個人的績效需依賴整個小組的成功，
所以小組成員有共同目標和資源，必須分配工作，互相幫助。 3 . 個人績效責任
（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每位小組組員都必須熟悉如何分配工作，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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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被指派到的工作負責，避免只依靠個別表現完成小組任務；小組任務的完
成必須由每位同學都盡到責任才行。 4 . 社交技巧（ social skill ）：小組必須進
行有效的溝通，所以學習者必須學習領導能力、決策能力、相互信任與解決衝
突的能力，因為只有藉著良好的社交技巧，才能產生高品質、高效率的學習成
效。 5 . 團體歷程（ group processing）：需要提供機會讓小組一起檢討完成任務
的歷程和組內互動的狀況，以改善小組的工作效率。
表4：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差異

使用目標

預期成效

小組成員
組成
完成工作的
方式

最佳實務

具體實例

適用工具
彼此關聯性

合作學習

協作學習

藉由工作分享與分擔來達到彼此

共同達成「由個人可能無法完成」的集

共同利益，目標是建構新知識、

體成就，是齊心協力、完成共同目標，

解決問題

以及成員間互相教學

除了有效率地達到成果與目標之
外，也節省了時間與金錢成本

由班級中程度相近的學生組成
成員採彼此分工方式，每個人負
責做好自己的部分，共同完成同
一件任務

除了有效率地達到成果與目標之外，也
達到創新、突破的成果，以及團隊眾志
成城的成就感
由不同領域和不同程度的學生組成

成員不講究分工，採相互支援與協調方
式，共同完成同一件任務

在「複雜」的環境或系統中合作

在「複合」的環境或系統中合作，喚起

解決問題

彼此對於共同願景的共識

婚姻、操作社區公用設備、對抗
傳染病、應付大災難

利用腦力激盪產出絕妙良方來完成某件
事、爵士樂或舞台劇的即興演出、集體
創作

系統思考、分析性工具，如根本

激賞式提問法、開放空間的討論模式、

原因分析法等

對話與故事

合作學習中存在著協作關係

協作學習是透過合作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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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mon （ 1992 ）歸納整理出造成合作學習失敗的四個效應為： 1 . 搭便
車效應（ free rider effect ）（ Kerr & Bruun, 1983 ），指的是學習者在合作的
過程中，小組中有人完全沒有做事，依賴小組其他組員的努力而坐享小組成
果之現象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2 . 冤大頭效應（ sucker effect ）（ Kerr, 1983 ），
這是指當認真的組員發現自己被偷懶的組員利用時，覺得很不愉快卻又不得
不繼續進行小組任務之現象所帶來的影響。 3 . 地位敏感效應（ status sensitivity

effect ）（Dembo & McAuliffe, 1987 ），指的是小組中有組員居於主導者的地
位，合作成果其實就是其個人成果，這對合作學習成效會有不良影響。 4 . 結夥
草率完工現象（ganging up on the task phenomenon）（Salomon & Globerson,

1987），則是指小組成員為了能盡快結束合作任務，所以採用最簡單、最快速
的方式草率進行合作活動的不良現象。以上這四個常見的負面效應，值得所有
推行合作學習的組織或個人作為警惕與防範。
二、電腦支援合作學習
基於電腦科技的發達，以及避免上述干擾合作學習的因素，電腦支援合作
學習（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 CSCL ）於是應運而生。

Ellis、Gibbs，以及 Rein（1991）定義CSCL為輔助合作小組進行一般任務並提
供小組工作介面的電腦網路系統（Gay, Stefanone, Grace-Martin & Hembrooke,

2001 ）。由於 CSCL 具備電腦網路的彈性與潛能，因此在同一空間或分散在各
地教室內的學習者可以有效的進行合作（Silva & Breuleux, 1994）。

捌

認知觀點再進化― 分散式認知學習
八○年代前期的認知學習觀點關注的是學習者內在和個人的學習與外在條

件的互動歷程，缺乏學習的社會化（人際與社交）相關論述。到了八○年代中
期 Hutchins （ 1995 ）等人明確提出了分散式認知（distributed cognition ）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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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傳統認知心理學與分散式認知理論比較

傳統認知心理學

分散式認知理論

注重的焦點

個人

個人與環境

認知過程

內在

內在與外部

認知過程進行所在

內在表徵

內在表徵與外部表徵

學習面的應用

知識的獲得

知識的建構與意義的獲得

學習模式應用

個人化學習

分散式學習

自主學習

合作學習

內容導向學習

活動導向學習
建構式學習

念，認為它是重新思考所有領域認知現象的一種新基模。分散式認知是指認知
行為分散於個人腦中、人與人之間，以及媒體、環境、文化、社會與時間等關
係因素當中。有關傳統認知心理學與分散式認知理論比較可參考表 5說明。

Salomon（1993）提出了一個個人認知與分散式認知的交互模型
（ reciprocal interaction model ）。如圖 5 所示，在這個螺旋式互動發展過程
中，個人除了有自我認知的行為之外，還會藉由分散式認知的活動行為與其他
個人互動，並形成一種
序列性的正向養成與促
進的循環。學習者的
學習歷程，依此模型演
繹，自此跳脫出個人有
限的認知智能框架，遂

A3

逐次養成……

A2

B2

A1

B1

擴展成一種分散式與集 個人認知
體式智能的共同體驗與
成長。

B3

提供分散式
認知的活動
參與涉入……
圖5：個人認知與分散認知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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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認知概念的提出，使得認知心理學領域出現了一次重要的分野：傳
統的認知心理學只注重個人內在認知的研究，而分散式認知的概念則將個人學
習與他人、社群的學習連結（社會化），也關聯到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分散式
認知的相關研究則支持並強化了分散式學習與網路學習的理論基礎，這也使得
後續的 Web 2.0、電腦輔助合作學習（CSCL），以及同步與非同步數位學習發
展，乃至於自2012年開始火紅的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規
模開放式線上課程）模式等應用，有了更扎實的學習心理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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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教學策略
蔡介裕∣文藻外語大學全人教育學院

壹

前言
過去，大學生是少數中的少數，菁英中的菁英，經過大學聯考層層篩選，

各個學習動機強烈。然與昔比，如今大學錄取率已達九成，眾多大學生實「不
知為何而來」，學習被動，自我要求也低。同樣的，大學生學不好，也與部分
教師們制式的教學方式有關。大學教師們停留在過去的教學模式，教授發下
講義，就低頭「獨白」，看著茫然的學生，只能感嘆……。事實上，由於成長
背景的改變，大學生的學習行為已與過去大不相同，大學教授必須理解這種轉
變，適度調整教學方式，並給予引導。若教學策略與方法沒跟著時代改變，徒
然感嘆現代學子一代不如一代，也是大學生學習困境的另一個主因。
面對這一代普遍缺乏學習動機與方法，學習行為與過去大不相同的大學
生，身為教師的我們，究竟該如何對症下藥？
個人以為，學習動機的激發與教師的教學策略和方法有著密切的關係，教
師的教學策略與方法的確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教師的教學必須不斷
地創新改變，以符合學生的需求 為主體考量，才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以下
即針對如何引起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有效的教學策略與方法，從學理面與實務
面著手，分享個人教學經驗，嘗試提出激發學習動機的一些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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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師生互為主體的教學模式

一、教與學典範的轉移
時代的改變，教學重點由教授者主導的層面，轉移到學習者所發生的改
變。所謂「教與學的典範轉移」，就是「促進學生自我學習」的重點，已由教
學過程轉移到了學習過程。
教學典範（強調教）

學習典範（強調學）

教導知識＋學習的方法

教導知識、學習的方法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學習是競爭及個人的

學習個人亦是合作與分享

學習是固定地點與特定時間、情境及內容

學習是符合學生需求、達任何地點與時間
的學習

教師是權威

師生是互動與相互學習

教學後的評量

多元的評量

教師中心

學生中心

我們過去常常重視「教」，沒有重視「學」。老師面對學生，往往思索
的是「我應該教什麼」、「我應該如何去教」、「我如何知道已經教了」而忽
略到真正重要的是：「學生要學到什麼」、「學生怎麼樣去學」、「學生怎麼
知道自己已經學會了」國外大學在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議題上，皆認同如何使
「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學會學習」，重要的是怎麼樣幫助學生能夠學
會學習，讓學生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 learner ）。換句話說，回歸教育的基本
面，導引學生掌握學習方法，才是第一步。大學教育應從過去以教師為本位的
課程與教學設計，轉型為以學生學習需求為主體的規劃模式。學生是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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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就個人學習的觀點上看，順應學習者的特質來施行教育，才是最有效
能的教學。「教育」完全是基於學生個人的需求而發生的，而「教學」總是因
應學生個別差異來安排的。因此，通識課程設計由「以教師為主體」的立場轉
移為「以學生為主體」的立場來考量教學上的措施（如：課程、教材、教學、
評量等），應是自然的、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大家都有一個錯誤的認知，豐富的學識是好老師的唯一必要條件，不論你
教了學生什麼，學生應該有本事能夠學到東西。如果是研究所課程，這個認知
或許成立，不過在其他層級的教學絕非如此。以大學部課程而言，老師的重要
工作是教授知識並讓學生能夠了解教材的意義。同樣的課程與教材，不同的老
師，一個可以讓學生了解並充滿熱情去研讀；換另一個老師，學生望課程而卻
步；又或者再換另一個老師來授課，學生上完課卻變得更加地困惑。好的老師
會願意用創新的教學方法，讓學生能夠了解複雜的概念；好的老師在教授複雜
的學科時，會儘 量用學生能夠了解的方式來指導。所謂「給我一條魚不如教我
釣魚的方法」是好老師應該有的教學態度，給學生答案解決了一個問題，還不
如教導學生自己自動自發找答案的方法，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過去的教師大多把焦點放在教師本身的作為，而非學生應該學些什麼。在
這種傳統的標準思維中，教育基本上是老師單方面地對學生做出某些事情，通
常就是傳遞該學科的一些真理，或稱之為「傳遞模型」。然而，一個有創意的
老師是由後往前進的，也就是先從想要促長的結果著手。我們必須把教育看成
是任何可能幫助或激勵學生的事情。也就是要引導學生參與，造就一個能讓他
們安心學習的場域。嚴肅看待該如何創造成功學習環境的問題，老師應該如何
幫助、激勵學生發展那些能力，並且培養實際運用技能的心靈習慣？
現在的老師必須具備多重角色：一個老師必須設計並管理學習的環境，以
便促進、指導學生的學習過程，修飾學生的思考模式，發展學生的自我學習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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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影響學生將來甚至一輩子的思考與學習。在這樣的教學環境，學生才能夠
打好自我學習的基礎，學生更能夠採取主動與學習的責任，成為自己學習的管
理者。切記主角不是你，而是你教學的對象。有些老師認為他們是某方面學有
專精的專家，他們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傳道、授業。這是不對的理念。優秀的老
師，當他們自己是指導者，他們分享自己所知的，並且了解他們不是課堂上的
主角，學生們才是。對某些老師而言，讓他們了解自己並不是教學上的主角，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老師不是教學上的主角，並不表示老師本身不重要。我
們過去常常重視「教」，沒有重視「學」，而忽略到真正重要的不是教師「應
該教什麼」、「應該如何去教」、「如何知道已經教了」，而是「學生要學到
什麼」、「學生怎麼樣去學」、「學生怎麼知道自己已經學會」。與其問老師
自己「我今天要做什麼」，不如問「我的學生今天該做什麼」、「我的學生應
該被引發及觸動什麼」，重點在學生是否能在此堂課結束 後，在未來競爭力上
更上一層樓。
以是，在這個資訊爆炸以及科學迅速成長的數位時代，傳統上的教育以課
堂授課教授事實的資訊，已經不能符合現代環境的實際需要。教育者必須重新
審視課程的設計，是不是能夠符合教學典範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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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學科與問題導向的教學策略
傳統的教學是教學者知道學生需要什麼，進行教材的預先編列，並
依 照 課 程 安 排 的 順 序 、 設 定 的 步 驟 執 教 ， 是 所 謂 「 學 科 導 向 學 習 （ SB L ，

Subject Based Learning ）」。至於「問題導向學習（ PBL ， Problem Based
Learning ）」，乃指教師運用真實或模擬問題引發小組學習，增進學習者自我
學習動機，促使小組在互動的過程中，將資訊整合為可行、有效的知識，並藉
學習過程發展解決問題之能力。茲表列其要如次：
SBL

PBL

焦點

教師中心

學生中心

學習的隱喻

水桶

探照燈

教學的方法

講述、告知

引導、合作、討論、發現、探究

教師的角色

知識的提供者、教室的主宰者

傳道者、諮詢引導者、共同學習者

學習的目標

了解與獲得

了解與獲得＋參與及啟發

任何人在教書的過程當中，都會面臨一種兩難。一方面，我們很清楚學
生在回答自我問題時，學習效果最好；但是另一方面，掌控問題、擬定教育進
程、設計教學內容與目標的人是老師，不是學生。而且，由老師主導教學似乎
合理而正當，因為教授身為該領域的專家，對於學科應該學習的內容有更精
準的掌握。因此，課程實施，應建構「師生互為主體的教學模式」（黃俊傑，

2002），一種結合「學科導向」與「問題導向」的教學模式與策略：一方面要
兼顧基礎知識的系統重構，採用學科導向的 SBL 學習法；同時為期待培養學生
面對問題解決的能力，讓學生直接面對問題的解決，不在於只是累積知識或規
則，而是在於發展具彈性的策略來應付非預期、模糊的情境，並找出有意義的
解決方法，這就要嘗試用問題導向的PBL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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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師生互為主體」，在教學策略上，初始可以使用水桶式的教學方
式，先給予學生進行系統性的知識累積，接下來再使用探照燈的方式，讓學生
透過問題探究活動來進行自我導向學習的解題歷程。學習是在於探討對事情
的不知，而如何探討，則始於發問問題。知識是建構出來的，而非被動的接
受，必先有所儲備，日後方能使用。一個好的教師應致力於設計出能讓學生自
我思索的方式，以幫助學生建構知識體系。所以儘可能不要直接告訴學生哪裡
出了問題、「正確的」答案是什麼；而是以問題探索的方式來幫助學生發現自
己的錯誤。因此，好老師問好問題，提問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能幫助我們建構
知識，指出記憶結構的缺洞，並且透過探尋解答的過程，有效地將獲取之資訊
分類整理。在教學過程中，老師提出的問題愈多，就愈有機會在學習記憶庫裡
編排想法。當我們能成功地激發學生提出自己的問題時，我們便為他們奠立好
學習基礎。可見「提問」在學習及修正心靈模式的過程當中，都扮演 了非常關
鍵的角色。一個好的老師教學生如何思考。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是站起來告訴
你的學生要如何做，或者給他們你想要聽的答案。最好的老師重視學生的思考
勝於給他們答案。作為教育者必須要做好的，是能幫助學生如何用他們自己的
方式思考，勝於告訴他們該怎麼思考。當你希望你的學生知道你想要什麼的同
時，他們也要能夠做出他們自己的判斷。你必須要有定奪，知道什麼時候放手
讓學生去思考，而不是讓他們依賴著你。人類的學習基本上是透過接收之感官
資料，建構出自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教學應著重之處，在於如何引導學生的
建構過程，而不是單純的「傳遞知識」。
在教學與引導學生學習過程中，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傳道者亦是諮詢
引導者，更是共同學習者。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全知全能的，教師應承認自己並
非全能，不必逞強。蘇格拉底亦曾說過：「知道自己的無知是智慧的開始。」
有時候對一位老師而言，最好的答案是「不知道」。承認你所不知表示你還在
學習。老師， 實際上，也仍然是個學生，仍然需要不斷的充實學習。的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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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教師也應該具有通識的觀念與認知，走出自己的限制，邁向整全人生的面
向。因為每個人都是有所侷限的。哲學家叔本華也說：「每個人都以自身視野
的限制來看這個世界。」身為教師就是要扮演替學生開竅的事業，為擴展學生
的視野與眼界而努力。同時，教師的涵養更不斷地在授課歷程當中與學生的成
長相呼應。

參

學習動機的測量工具― ARCS
ARCS 指的是 Attention （引起注意，吸引學生的興趣和刺激學生的好奇

心）、 Relevance（切身相關，能滿足學生個人的需要及目標，進而產生積極的
學習態度）、 Confidence （建立信心，幫助學生建立能夠成功的信心，相信自
己有掌握完成的能力）、Satisfaction （感到滿足，學生能因成就而得到內在和
外在的鼓勵和報償）四個要素，強調引起學習者的動機必須配合此四個要素的
運用，才能達到激勵學生學習的作用。此一模式乃是 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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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傳統以來的教學設計對於學習者學習動機的關注太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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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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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學生不足之動機，以提高學習效果。因此， 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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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S 模式的過程，建構在「先引起你對一件事的注意和興趣」，再讓
你發現「這件事和你切身的關係」，接著你又覺得「你有能力和信心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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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後你得到了「完成後的成就感的滿足」。它不僅著眼於教學效果的
提升，還特別重視學習的趣味性，藉著一連串的策略，強化維持學習者的興
趣，以達到學習效果的目的。茲將運用 ARCS 模式之概念及問題的思考，彙整
一些教學策略的建議與老師分享（李文瑞， 1990 ；林邵珍， 2003 ；林思伶，

1993；高熏芳，2003；賴淑玲，1997）：
學習
動機

思考問題

重要概念

什麼方法可以引起
學生的注意和興

可運用的教學策略

‧不同的音調
感官的吸引

趣？

‧不同的色彩
‧不尋常的畫面

‧引起學生的興趣、刺激學生的好奇心和維持學生注意，如
果教師能將議題相關的新聞圖片資料，翻拍成幻燈片，或
是將資料轉化 PPT ，以投影說故事，諸如 AIDS 、戰爭、
（A）
引
起
注
意

非洲飢荒等，這些怵目驚心的照片，學生一定會產生視覺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震撼。
‧為加強建立學生在議題討論上的共同經驗，經常需透過觀
賞影片、增加學生背景經驗。是以在課程進行中，適時安
排視聽媒體的影片資料來充實教學的進行，作為上課討論
的焦點，充分利用影片中的故事情節與計畫討論的議題，
更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如何刺激學生產生
探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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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詢問技巧
問題的探究

‧提出難度適切的題目
‧引發學生的好奇心

‧以問題意識建立問題導向的教學方法，亦即從現代社會議
題中，選取若干主題或「問題意識」引導學生思考，建立
共通的經驗，創造學生討論的機會。
‧學生對報紙的事件，都很有興趣，尤其是新鮮事。所以教
師將可以配合課程的新聞，剪貼下來，也可以由學生提供
新聞剪貼或發生在校園的事件，編製講義再影印給學生，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然後設計和課程有關的題目，從社會新聞（報紙）談起，
供學生討論，討論後便可切入上課的主題。
‧教師可以適度配合學生的興趣，提供具有新奇、創意性
的教材、活潑化、遊戲化的學習活動引發學習的興致。同
時可以安排一些讓學生出其不意的教學活動，讓學生有不
同的意外驚奇，而引起學習動機。為引發學生的興致，問
題導向亦可貼近世代，甚至以年輕人所熱中的「腦筋急轉
彎」，利用「趣味謎語」引發學生興致，皆能引導學生思
考與反省，並進一步訓練學生思維的敏銳性。

如何維持學生的注
意和興趣？

‧教學媒體的運用
多變性

‧教學方法的改變
‧教學環境的布置與改變

‧「多元」係指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策略及教材呈現方式，
如：教學方法以講授、協同及專題講座教學；教學策略以
合作學習、問題導向學習、 TA 引導實體及線上討論；教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材呈現方式以網站、Blog、教學管理平臺呈現。
‧數位化時代的知識傳承與知識經驗的延續，改變原有的
教育型態，透過數位化通識教育的網頁與資料庫的建立，
期使通識教育的知識庫達到資源共享，發揮群體學習的功
效，並作為全體師生教學與學習重要參考媒介，以提供人
性化的資料呈現模式。

（R ）
如何讓學生了解課
切
身
程能滿足他們的要
相
求？
關

目的導引：目
標引導動機

‧告知教學目標
‧提供教學大綱
‧告知課程與學習者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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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缺乏學習興致，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不了解學習的目
的與意義何在，只有確實讓學生了解學習的性質，幫助學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生設定適切、具體、可行的成就目標，學生對學習掌握的
目標和方向，才會樂於學習。
‧教學者想要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首先要確定學習者的真
正需求，才能訂定教學目標、評量模式、教學策略與教材
內容。

用什麼方法在學習
過程中提供學生適
當的表現機會？

過程導引：配
合學習者特性

‧因應不同特質，採不同的教學策略、教
學方式、例子與說明、教室經營管理方
式。

‧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適合不同學習方式。教師若能先行了
解學生的個別差異，探究影響學生學習動機的因素，將有
助於擬定有效的教學設計，提高學生學習的意願及成效，
（R）
切
身
相
關

幫助學生有效學習。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關於學生期末測驗之評量的問題：學生的學習成果驗收，
就目標取向來說，要做到的是提出自我的「評論」。所謂
「評論」，需要把握兩個重點，也就是分析別人的論點，
以及評斷別人的主張並嘗試提出自己的具體合理之論點。
因此，教師如何由淺到深，引領學生從事一篇學術論述的
進行與完成，降低其困難度以提高學習之興趣與自信，亦
是當務之急。

怎樣把教學內容和

熟悉感：連結

學生的經驗結合？

熟悉事務

‧選擇最符合其學習模式的教材與教法。
‧引用學習者熟悉的周遭事務來舉例與說
明。

‧倘若在教學的過程中，遇到對應討論主題較為抽象性的
議題時，可適度加以圖解，並採用與學生較親近的人物照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片，呈現在學生面前，自然可以產生教學效果。
‧漫畫與動畫的圖像化，使學生易於領悟畫意並甚具親切之
感受，可說是一種屬於大眾的藝術。尤其表現方式充滿想
像與天馬行空的自由向度，更是創造力發揮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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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助學生了
解，要學好這門功
課，有哪些必要的
條件？

明定學習要

‧明定公平的評分項目與標準。

件、成功標準

‧告知他人成功的經驗與過程。

與期待

‧強化學生的自我效能。

‧讓學生覺得學習內容與他具切身相關的體認，能滿足學生
個人的需要及目標，進而產生積極的學習態度。教學者想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要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首先要確定學習者的真正需求，
才能訂定教學目標、評量模式、教學策略與教材內容。
‧以學生為主體，強調自我負責與學習。以是，課程的學習
評量建立在所有學生對於每一次授課、聽講、討論、作業
甚至課後「部落格」分享的「參與」。
‧由學生主導部分的教學內容與測驗題

有何適當的活動或
（C） 經驗可以協助、提
建
高學生的學習能
立
力？
信
心

提供操之在
我、自我掌控
的機會

目。
‧由學生決定自我的學習方式、速度與時
間等。
‧與學生共同訂定個別的學習目標與精熟
標準。

‧學生缺乏學習興致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不了解學習的目
的與意義何在，只有確實讓學生了解學習的性質，幫助學
生設定適切、具體、可行的成就目標，學生對學習掌握的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目標和方向，才會樂於學習。
‧師生互為主體性，強調的是師生對話，設定上課目標，再
擬定授課計畫書，由同學討論各個單元如何進行？希望達
到什麼學習目標？對上課內容的意見？最後要怎麼評量自
己？
‧教學速度建議以班上 75 ％同學速度來進

如何讓學生知道學
習的成功與否決定

提供成功的機

在他們自己的手

會

中？

行。
‧強調努力對學習的重要性並鼓勵學生努
力付出。
‧給予低程度學生指引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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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心，幫助學生建立能夠成功的信心，相信自己有
掌握完成的能力。教師應注意學習內容的難易度是否適當
（C）
建
立
信
心

（太難會畏懼、太簡單會輕忽）。
課堂實務

‧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當老師的，並不只是準備教

經驗分享

材，而是必須要知道你教學的對象、他們的才能和先前的
經驗及需求。不然，你怎能很確定地知道他們已經學會
了，或還有什麼需要再進一步學習的呢？進而積極協助每
個學生獲得學習成功，確保其繼續學習的信心。
‧提供可運用新學習與新知識的課後作

有何機會可讓學生
運用所學的新知

提供表現機會

識？

業。
‧任務分派：需運用到新知識與新技術。
‧提供理論遷移至實務上的環境。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可藉由角色扮演、短劇、行動劇、辯論賽由合作組演出，
也可以重新組成。需給予扮演的學生準備期，事後要有討
論、回應和引申論述等，提供學生展現的多元可能。
‧使用外在報償：如獎品、獎狀等增強

有哪些內、外在報
（S）
感
到
滿
足

償和鼓勵可回饋給
學生？

提供正面結果、
回饋與報償

物。
‧使用內在報償：如讚美、表揚、肯定
等。
‧使用回饋的訊息。

‧人們在使用語言的時候，常常帶有濃淡不同的情緒成分，
以致於有些話讓人聽了心情愉快，有些話卻讓人聽了很不
課堂實務

舒服。這就是中國俗諺「美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

經驗分享

寒」的意思。教師的表達應以正向、積極、啟發、激勵、
民主、幽默為先，切忌負向、消極、質問、刺激、權威、
嚴肅。

如何幫助學生對他
們的成就感到滿足
並產生積極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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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公平公正

‧獎賞學習成果的公平。
‧等量指導。

‧教師應於學期初提醒學生分組與著手進行研究與閱讀工
作。學期中還要不斷地詢問和關注他們的合作學習與進展
課堂實務
經驗分享

情形。期末結束前幾週繳交並安排於課堂上向全班同學匯
報分享。
‧為可斟酌實際情形讓學生自由組合，亦可由教師指定，共
同完成課程所規定之議題或作業。教師須注意正義與維護
公平性。

肆

結語
就學生的學習而言，其學習動機受到許多面向的影響，然學生在學業上的

學習動機表現，取決於教師的教學策略與方式、互動型態、課程內容，以及教
材與經驗的連結。換句話說，就是教師如何將教學素材加以統整，並考量學生
的心智發展、起點經驗，扮演「教」與「學」的引導媒介和催化的角色，藉以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強化其動機，進一步產生學習興趣和動力。
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學習的重要驅動力，更是學生學習的一項重要變數。學
生是學習的主體，再好的環境、設備、師資，若無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仍
不能達到學習效果。因為學習動機乃是整個學習成敗的關鍵。就教師而言，激
發學生學習的動機是目的也是一種手段，教師須將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視為首要
任務，運用多元教學策略與方法，了解學生學習反應，配合適當的教學活動之
進行，教師在教學設計時，若能適時運用動機策略，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念，相
信對師生之教與學將有莫大助益，對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更是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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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學加一點料：
「CAREFUL」動機七策略
計惠卿∣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壹

前言
在 2013 年 5 月 21 日的平面及電子媒體，有一篇吸睛的新聞報導―考卷變

愛情故事，不怕數學了。有一群怕數學的清水高中音樂班學生，拿到數學考
卷時，突然眼睛一亮，還邊微笑著的認真作答；成績及格率也從 50 % 提高成

75 % ，到底發生甚麼事情呢？原來是廖年祥老師把數學題目生活化，將泰國中
學生電影《初戀那件小事》（ First Love ）的演員、劇情等，套用在「排列組
合」數學題目上；第一題的考題是「為了跨出幸福的第一步，小嵐每次出門總
是用心打扮，衣櫃有 3件上衣、5件短裙及2雙高跟鞋、 4雙球鞋，為吸引阿亮學
長注意……請問小嵐最多可以維持幾天不一樣的穿著？」讓學生原本覺得硬梆
梆的數學試題，變得格外輕鬆又有趣。至於廖老師為何會突發此想呢？起因於
學生曾經跟他提起：「老師你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啊？」
從這個新聞事件可以看出來，只要「把學生關切的生活經驗」作為調味
料，僅僅改變了考試題目，並沒有改變教學，就能藉著考題激發學生的動機，
當下就提升了學習的成效，這真是一件振奮教師的事件啊！倘若在教學的時
候，也能採用類似的策略，儘量把合宜的情節事件（ Scenario ）納入課堂的教
學活動裡，那麼豈不是讓每一個課堂都動機洋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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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CAREFUL 」動機七招
動機（ motivation ）是發自內在的驅力（ drive ），能激發個人開始採取行
動且持續前進，朝著目標（ goal ）奔去。動機既然是一種內在驅力，就會有時
強時弱的狀況；常言說的好：「人生不如意事，占十之八九。」任何人在邁向
目標的路途中，難保諸事順遂，當面臨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路障、干擾或岔
路，動機之強弱就會影響一個人採取何種行動以期達陣（ touch-down）——完
成既定的目標。
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和生理動機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比如說，
「教育是脫離貧困的良方（education is the cure of poverty）」此一常見文句，
描述了長久以來大家所熟知的一系列現象：認真勤奮向學、學習成果優等、關
鍵考試高分、學歷契合職場、薪資結構優渥。如果，此一系列歷程的終點（人
生目標）是薪資收入好、生活變優渥，那麼「家庭經濟環境」因素，是否會影
響學生之投入起點行為（認真勤奮）的動機呢？常常看到學習動機的強弱呈
現了三類狀況： 1 . 無論家庭經濟條件如何，擁有重視教育的家庭風氣，則學習
動機高； 2 . 無論家庭經濟條件如何，家庭之教育風氣弱，則學習動機低；以及

3 . 無論家庭經濟條件是優是劣、家長是否重視教育，學生具有主動奮發、積極
向上的心志，則學習動機超高。也就是說，就家庭影響學習動機來說，主要因
素有二：主觀的學生自己之內趨力、客觀的家庭成員之引導力。
當一位學生來到教學現場，原本就呈現了上述的不同狀況。無論是因為家
長的外力或自己的內趨力，具有較高學習動機的學生，都能讓教師彈唱：「得
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的。然而，當面對動機薄弱的學生，教師們就
需要絞盡腦汁、使出渾身解數，以便提升學習的動機。當前教學現場中，呈現
學習動機薄弱的學生漸漸增多；因此，如何激發學習的動機、如何點亮引導喜
愛學習的火炬，就成為當前各級教育工作者的關鍵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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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考卷變愛情故事」具體呈現了「 Contextual 情境脈絡的」教學
調味料的理想效果，再加上「 Attractive 吸引學生的、 Relevant 學習相關的、

Engagement主動參與的、Feedback回饋強化的、Use Graphic Organizers視覺圖
表的、Learning Outcomes學習成效的」，就是「CAREFUL」動機七策略了！
一、Contextual 情境脈絡的
進步主義教育（ Progressive Education ）強調人類是社會化的動物，因此
最好的學習是在真實生活與他人的活動經驗中學習。 Dewey （ 1897 ）更指出教
育是經驗（ experience ）的不斷累積與重組，教育的關鍵在於創造充分的條件
讓學習者去經驗；「經驗」是有機體（個體）和環境（對象）之間的相互作
用，具有主動又被動的（ active-passive ）特質。 Dewey 提出建構主義之「做中
學（ learning by doing ）」的教育理念，能常久有用的教學就是回到引起反思
的日常生活中，教學方法是要讓學生去主動操作，而不是被動聽講；藉著做的
過程之思考，而注意到事物間的關聯性，學習就就發生了（ Dewey & Bentley,

1949）。
情境認知（ situated cognition ）學者認為知識、技能與情意之建構，發
生於學習者與情境之間的互動，強調學習必須要在巨觀的「情境」中發生，
不能 與情 境脈絡分 離 ；當抽 離 了情 境 時 ， 所 學 得 的 知 識 是 內 隱 的 、 惰 性 的
（inert ），難以被有效地應用；主張提供合宜的學習情境，讓學生能主動地探
索現象、操弄事物，進而發現事物間或知識間之結構，以主動建構新的知識和
技能，並據此以解決新的問題（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Torp 與 Sage （ 2002 ）表示人們真正學到知識不是來自於學校教育，而是
在現實生活中面對問題與困難時，引發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時刻，才是真正產生
學習的開始。因為真正的學習不是由教師教導出來的，所以教師應為學習者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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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個複雜、富有挑戰的「問題情境」，在教師的引導下，逐步進行確認問
題、蒐集資料、尋求資源、實際應用等過程。因此，教學的設計方向，轉為提
供有趣、資源豐富且幾近真實的學習情境，來激發學習者與情境之間的互動，
使學習者主動的與整個環境交互作用，進而提升學習成效；且該學習環境應是
真實化的學習情境，以利學習成果的遷移。然而在多數情況下，基於人、時、
地、物及經費限制，大部分的學習是無法在完全真實的情境下進行的。由於數
位科技能整合呈現多媒體元素（如：文字、圖像、影像、影片、電腦動畫、音
樂、語音等），因此數位學習資源就提供了創設非真實的（ real ）、是擬真的
（authentic）之虛擬學習情境的可行途徑。
在眾多創設有助於學習的情境脈絡的方法中，善用故事特質的「情境模
擬」（Goal Based Scenarios）（Schank et al., 1999），能將學習主題之內容以
一故事的方式來編排後，這些知識不再只是枯燥的文字，而是隱藏交織在劇情
結構中，成為一鮮明的情境，容易在學習者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心像，並可塑造
出使學習者如身歷其境的效果。而以一劇情發展來作為學習活動開始時的入門
之鑰，不但易喚起學習者之注意力，也可引發學習者參與學習活動的喜好及興
趣。而學習者在融入情境故事之後，將會產生想要得知後續發展的結果，進而
產生願意繼續學習活動至完成的意願，也就是說：有著高度的動機。
教師們可以藉著虛擬事件的鋪陳（如服裝搭配），把學習內容包裝在內
（如數學之排列組合），然而要特別小心避開一個偏離正題的陷阱：教學活動
之終極任務是要達成學習目標，學習內涵才是主角，而不是偏重故事，淡化了
學習內涵。此外，倘若學習內涵比較複雜，教師可以配合學習目標的高低層
次、編排劇情的先後發展事件；就能引導學習者順著情節發展，逐一走過所有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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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ttractive 吸引學生的
人類具有兩種與生俱來的動機（ Bruner, 1966 ），一為好勝驅力（ Drive

for competence ），一為好奇驅力（ Curiosity drive ）；好勝心、好奇心與幻奇
感最能夠有效地提升動機（Malone & Lepper, 1987）。
競爭的好勝驅力能讓人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提供成績榮譽榜可以得知其他
學習者的成績及排名，而產生競爭的心態；在內在的競爭上，提供學習者自己
的學習歷程紀錄，可以比較自我進展狀況，亦能挑戰以往的紀錄。而當學習活
動能提供適度的困難性及挑戰性時，便能激起最大的內在動機。
好奇心可分為感官上的好奇（Sensory curiosity）及認知上的好奇
（Cognitive curiosity）。感官上的好奇是由學習環境中感官上的刺激及變化，
吸引學習者注意後而造成，如：強調文字的視覺呈現方式。而認知上的好奇則
由學習者感到必須修改其理解內涵所引起，在教學時，可經由學習環境的訊息
刺激，讓學習者體認其自身現有知識架構之不完整或不一致之處，就能引起認
知上的好奇。
三、Relevant 學習相關的

Keller 所提出的 ARCS 激發動機模式（注意 Attention 、相關 Relevance 、信
心 Confidence 及滿足 Satisfaction ），強調教學的設計如何兼顧個人的內在因素
及教學環境的外在因素，以更符合學習者參與及互動的激勵動機需求，此四項
要素雖分別探討，但其實質上卻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整體，因此學習動機
之設計必須配合此四要素才能達到激勵學習者學習的作用。為了提升切身相關
的動機，可以引用這三種策略：

1. 熟悉（Familiarity）：用具體的語言，並運用與學習者經驗及價值觀相符的
例子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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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提供可呈現目標之例子。
3. 動機符合化（Motive Matching）：採用與學生已有動機相符之教學策略。
四、Engagement 主動參與的
影響動機的因素很多，有些因素頗令我們意外。像是管理領域在 1920 年
代的「霍桑研究（ Hawthorne Studies）」原以為改善工廠的環境因子（燈光變
更亮）或提供獎勵（獎金）能夠提高工作動機，經過系列的研究之後，赫然發
現，促進工作績效的主要因素不是更好的環境、也不是實質的獎勵，而是對於
「我受到管理階層重視」的感受度。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才是
影響工作投入動機的主要因素。
類似的情形也會發生在「教師 v.s. 學生」的互動上，若是在教與學的歷程
中，能讓學生感到被重視，就可能激發投入學習活動的動機。當我們想要找出
「怎樣的教學活動會讓學生感到被重視？」時，可以先反向思考「怎樣的教學
活動會讓學生感到不被重視？」，再朝著相反方向調整即可。比如說，在一
個「老師從頭講到尾」的課堂裏，學生的參與動作多是「坐而聽」，確實難以
讓學生感到自己是被重視的，若是把教學策略朝向學生能夠「起而行」加以調
整，就能大幅改善學生的參與度、大大提高學習的動機。
研究顯示：「優良的平常教學要比刻意的動機策略，更能夠促使學生
遠離冷漠。」（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good everyday teaching practices can

do more to counter student apathy than special efforts to attack motivation
directly）（ Barbara Gross Davis, UC Berkeley ）因此，跟學生討論重大新聞事
件或議題、把最新的專業發展訊息分享給學生、詢問學生的意見、鼓勵學生多
想想、請學生給予意見等，都能促進學生的動動腦、動動口、甚至動動手，
認知的參與就水到渠成了（ Bonwell & Eison, 1991 ; Jain, 2013 ; UC Berkele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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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Feedback 回饋強化的

Gagne （ 1985 ）提出能關切注意力及學習動機引發的九大教學事件（ 1 . 引
起注意、 2 . 告知學習目標、 3 . 喚起先備知識、 4 . 呈現教學內容、 5 . 提供學習引
導、 6 . 引發練習表現、 7 . 提供回饋訊息、 8 . 評量表現及 9 . 促進保留與遷移），
其中的事件 7 . 提供回饋訊息（ feedback ）是最強有力的激勵因子（ the most

powerful single moderator that enhances achievement）（ Hattie, 1999 ）。因
此，學習活動必須包含能鼓舞學習者自信的回饋，而且回饋的頻率要高、回饋
的性質要鼓勵的及建設的，並且能反應學習者的能力及進步狀況。在檢視學習
者之行為表現後，應給予回饋；而回饋的提供時機與內容，要依據學習內容及
學習對象而定。
六、Use Graphic Organizers 視覺圖表的
藉著圖文並茂的視覺圖表，呈現知識內涵，不但更能讓學習者緊緊盯住
學習的內容，更能促進其編碼、組織、精緻化、記憶與萃取得認知歷程；因
此，在視覺圖表的六類功能中，除了裝飾（ decorative）可能具有反效果，應該
避免使用之外，其他五類對於學習都有助益（ Clark & Mayer, 2008 ）（ Levin,

1979）：
（一）表象（ representational ）：將資訊具體呈現，使學習者能夠看到資
訊內容的具體或真實，如：剖面圖、透視圖、俯瞰圖、衛星雲圖等。
（二）組織（ organizational ）：將資訊的結構、概念、關聯或重要性依序
呈現，使學習者能整合資訊內容之意涵，如：階層圖、蛛網圖等。
（三）數量關係（relational）：能呈現量化的統計關係，如：長條圖、派
圖、線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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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釋說明（ interpretive ）：能把困難、模糊、複雜或抽象的資訊以
圖解方式呈現，就是加註文字或符號在表象圖像上，如：在衛星雲圖上加註H
表示高氣壓，三角形符號則代表鋒面。
（五）轉換（transformational ）：能將原有知識作為轉換成新知識的線索
或提示，並用圖像方式來促進記憶，如：歷史人物名、地名、藥物名稱、難記
單字等。
七、Learning Outcomes 學習成效的
一個人為了無形的收穫（發自內心的興趣或喜好、希望自己能進步），而
投入努力，這屬於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而個體為了求取有形收
穫（獎賞、分數、獎品、獎金）的身外之物，而投入表現，這就屬於外在動機
（ extrinsic motivation ）。人人都具有內在動機，非常公平。至於外在動機就
要看個人的機會如何，不同地區、不同環境、不同社群的外在機會差異很大，
難以達到機會公平的結果。
為了獎品（外在動機）去從事一件原本就喜歡的活動（內在動機），會
降低從事該活動的喜歡程度，因為當原本喜歡的活動加入外在獎勵後，人們會
開始疑惑自己投入此一活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因為我喜歡？或是因為想要
獲得獎勵？於是發生了內在動機受到外在動機影響而減少的現象，如果外在
誘因消失，個體行為可能也跟著消失，形成了過度辨證（ Overjustification ）
（Cameron, Banko & Pierce, 2001）。因此，無論是教庭教育或學校教育，都
該把提升內在動機（能學懂、能牢記、能更好、能更快）列為教學活動的首要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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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養成「愛學習」習慣的關鍵，乃是在於學生自己能夠擁有「喜愛學習」的

好習慣，亦即學習不是被動的要求或任務，而是自動自發的內化習慣所外顯的
行為。即使沒有指定作業、沒有考試、沒有打分數，也能藉著各樣的機會多涉
獵世界的新知。因此，在屬性上類似「新生活運動、搭捷運不飲食、排隊不插
隊」等能夠延續終身的好行為、優習性，而此一內化習性的養成，需要相當歲
月的長久孕育及生活環境中的密集提醒，絕非一蹴可幾。
換言之，喜愛學習之習慣的養成，需要仰賴從小到大的各種學習歷程，尤
其是課堂學習之甜美學習經驗的鼓舞，以及循循善誘的學習激勵者（學校之教
師、家庭之親友、社會之同好團體）的誘導。如果每一課程都能給予學生嚐到
甜美之學習經驗的機會，就能對於學習動機的激發及維持產生正面的影響；如
果每一位學習激勵者都能提供大大小小的甜美經驗，那麼學生的學習動機必能
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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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教學溝通之二
─課室情境與溝通
林幼雀∣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壹

前言
1998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會，大會通過

《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之世界宣言：視野與行動》其中第九條「創新的教育
方法」，即主張在高等教育應以學生主體的新視角增強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
（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的教育。此項主張也為臺灣高等教育的發
展確立指標方向，一時間創新教學方法與策略乃應運而生，而直接挑戰傳統的
教學模式。
各種知識的傳授只是通識課程教學的手段，其核心理念乃是如何在知識內
化的過程中，培育具有主體性思考的地球村公民。博雅教育的宗旨目的，強調
的是知識與實踐整合，教師之授業必須將知識在轉化的過程，投射到與學生生
活經驗相融滲，以引導思考專業領域裡的人文關懷，才能培育以統整知識作背
景，且有原創力、能理性思維的科技文明公民。職是之故，博雅教學典範應是
互動式的教學，乃在以學生為主體設計「教」與「學」的溝通互動，強調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自我導向學習。教師的角色並非只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以學生
為中心的新視角和新模式，以引導學生如何學習和主動學習。同時藉此當反思
如何提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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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學的意義
1

依據黃政傑（1997）在《教學原理》一書中對教學所下的定義是 ：

1. 教學是「教」的活動加上「學」的活動。
2. 教學是教師、學生、教學資源間的互動。
3. 教學是為達成有價值的學習目標之活動。
4. 教學是師生間為達成有價值學習目標的多樣互動。
5. 教學是需要妥善計畫相關要素和策略的活動。
所謂「教學」即是指在教與學互為主體的前提下，乃在以學習者為中心，
並透過系統化的教學規劃與實施，而使得學習者能有高效能的學習。由此定義
教師當反思，為什麼教（教學動機與目標）？教什麼（教材內容與設計）？如
何教（教學策略與方法）？而且三者應當環環相扣。 2008 年哈佛大學伯克教
學中心（ 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曾經針對 20 門課的教
授及 400 位學生，調查老師與學生是否掌握課堂的「核心概念」？只有不到三
成的學生理解該課程傳達的核心概念。此項調查讓哈佛大學意識到，在一個知
識經濟的時代，「怎麼教」比「教什麼」更重要；教育的焦點從「內容」（學
什麼）轉移至「過程」（怎麼教與如何學）；同時也提醒教師角色必須重新
調整，不再是單向傳遞知識的聖人（ Sage ），而是與學生一同探索學習的夥伴
（Collaborator）。

2

美國教育學者艾德格‧戴爾（ Edgar Dale ） 1969 年曾提出「學習金字塔」
（ Cone of Learning ）的理論，說明如果透過閱讀學習在兩週後能夠記住內
容的 10 % ，透過聽講學習能夠記住內容的 20 % ，透過圖片學習能記住內容的
1

黃政傑（1997）。《教學原理》。臺北：師大書苑。

2

李雪莉、彭昱融（2008）。〈哈佛的難題〉。《天下雜誌》。4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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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透過參觀展覽或示範觀摩來學習能夠記住 50 % ，參與提問討論學習能記
住70%，做報告或實際操作能夠記住90%（如圖1）。
Cone of Learning
After 2 weeks
we tend to remember...
what we READ

READIING

what we HEAR

HEARING WORDS

what we SEE

Verbal Receiving

LOOKING AT PICTURES
WATCHING A MOVIE

50% of

what we
HEAR and SEE

LOOKING AT AN EXHIBIT
WATCHING A DEMONSTRATION

Visual Receiving

PASSIVE

10% of
20% of
30% of

Nature of
Involvement

SEEING IT DONE ON LOCATION

90% of

PARTICIPATING IN A DISCUSSION
GIVING A TALK

Receiving /
Participating

DOING A DRAMATIC PRESENTATION

what we
both SAY
and DO

SIMULATING THE REAL EXPERIENCE

Doing

ACTIVE

70% of what we SAY

DOING THE REAL THING

Edgar Dale (1969). Audio-Visual Methods in Teach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圖1：學習金字塔

由學習金字塔顯示，以聽讀為主的「被動式」學習（ passive learning ）在
新知識的記憶上較差，而「主動式」學習強調參與式學習，經由自身的體驗所
達到的學習效果最好。 前者即是以教師為主的教學，後者則為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教學。然而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教學設計，其意旨乃在教學目標的設定，要
以學生的角度為考量，理解學生的需求與認知，課程內容要能與學生的生活緊
密連結，如此方能激發學生參與課程的動機而能樂於學習。這也是有效教學必
然要考慮的問題意識。成功的教學還需要各種因素與資源的配合，然而影響教
學的因素相當多元，包括教學目標、教學者、學生、教材設計、進度、教學方

96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3

法、評量、教學環境。 筆者於此擬就個人的教學經驗，分享情境教學在課堂
的運用。

參

情境教學之基本理念
情境教學（ situated learning ）是根據近代認知心理學所發展出的一種教

學模式，經由讓學生置身在真實情境或是虛擬真實的情境下學習，以引起學
生的學習動機。情境教學的理念，首先於 1989 年 Brown 、 Collins & Duguid
在一篇名為〈情境認知與學習文化〉（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的論文中提出。文中對情境教學理論與實務敘述如下：

4

一、在理論方面：

1. 「活學活用」—知識必須透過使用才能理解。
2. 「真實性」—學習強調真實的活動（authentic activity）及具脈絡
（context）的情境。

3. 「實際參與」—學習是從周邊參與漸至核心參與。
4. 「知識來自於對話」—學習必定透過群體的互動、對話與觀察。
二、在應用方面：

1. 無法親身經歷的場景或是抽象的觀念。
2. 運用故事、遊戲、實作或模擬等方式，讓學習者進入情境脈絡之中。

3

Kemp, J. E.(1985).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cess. New York: Harper& Row.

4

Brown, Collins 和 Duguid 所合著的〈情境認知和學習的文化〉（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首先提出情境教學的理念並對情境教學的理論與應用的敘述（如上文）。
http://140.136.213.187/bitweaver/wiki/index.php?page=%E8%A7%92%E8%89%B2%E6%89%AE%E6%
BC%94%E6%83%85%E5%A2%83%E6%95%99%E5%AD%B8/visited by20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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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不會與實際情況脫節，以至於學習者能在真實情境中
可以輕易運用所學知識或技能解決問題。
此外，施並宏（2005）曾將各家學者的觀點，歸納出「情境教學」的內涵
有四個要素：

5

1. 情境教學是利用以形象為主體的教具、教材及教法，創設適宜的、典型的
或模擬的場景。

2. 情境教學首先應建立認知主體與認知客體之間濃厚的情感氛圍。
3. 情境教學的重點在激發學生的情感反應及學習情緒，引起學生感性的心理
體驗。

4. 情境教學的目的在結合認知活動與情感活動，以激活學習者的情境思維。

肆

情境教學的實施
以下引用筆者課堂間師生的對話：
「老師你們都想太多！只要直接告訴我怎麼做或是答案是……。」
「政治民主與否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又不當立委……。」
「法律就是法律，怎麼會有性別，會不會想太多……。」
學生拿一張A4空白紙說：「老師！行動作業的訪問我要訪問什麼？老師可
以直接告訴我們訪談地點在哪裡……。」
在大學教育裡，我們的學生如何看待所學的知識領域，又是以何種學習態

5

施並宏（2005）。《情境教學論在國小作文教學的實踐與省思—以竹北市光明國小三年級為例》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進修部語文教學碩士班，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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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面對教育。我們可能面對的學生是被動學習、不喜歡動腦思考、不習慣發問
發想，更遑論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四年一度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
6

成就趨勢調查（ TIMSS ）」 結果公布， 2010 年臺灣國中二年級數學表現居世
界第一，至於科學項目，臺灣則位居全球第二名；但是在產生議題的能力卻偏
低，是教育工作者進行教學活動時應當省思的課題。
一、激發樂於學習的動機
教學即是溝通，有效的溝通強調的是雙向的而非是單向的權威式溝通，所
以在營造教與學的「情境」之先，教師善用溝通技巧以引發學習者願意學習的
熱忱，進而思考如何使學生「樂學」。因為過去在升學主義掛帥之下，教學設
計太過強調知識內容的記憶與背誦，鮮少理解知識之本體而疏於啟發學習者思
維的原創力，因此學生的積極學習動力與動能不足。必須先突破傳統單向式的
講授教學模式，改變由教師主導知識的傳遞內容，學生則是被動接受知識的情
況，恢復教師與學習者之間應有的溝通與互動管道。
杜威（ J. Dewey, 1956 ）分析傳統教育最大的問題，在於課程內容與學生
生活經驗不能相互溝通，而主張：「教育應以學生為本位，以學生所熟悉的生
活經驗為主，反對以學科知識為主的填鴨式、灌泥漿的教學。」學習情境的安
排不是以教學為中心，而是以學習為中心，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已是教育的核
心理念，唯有在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中，學習才會有意義，教師角色則由知
識傳播者轉變為學習引導之角色。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包括教學目標的設定要以
學生的角度為考量，理解學生的需求與認知，課程內容要能與學生的生活緊密
連結，如此方能激發學生參與課程的動機而能樂於學習。教學活動沒有學習者
的參與，如此的課堂氣氛是僵化的，學生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學習動力未能被激
6

TIMSS由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IEA）從1995年開始，每四年一次針對各國學生科學及數學成就
進行週期性調查，至今已完成四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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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充其量是「一言」師的「一言」堂。合作互動的教學，教師與學生之間既
是平行的關係也是相輔相成的合作關係，教師不再是以知識權威來主導支配教
學活動。在許多的研究發現，學習環境中，經營融洽的師生關係以及成員之間
能相互尊重，易使學生維持強烈的學習動機。
二、營造情境教學氛圍
杜威說：「要想改變一個人，必先改變他的環境，環境改變了，他就被改
變了。」可見「境教」或是適宜的課堂情境氣氛的營造，可以發揮潛移默化及
畫龍點睛的效果。
首先，在上課之初需要開始營造通識課堂氣氛，因為在本課堂前學生可能
沉浸在不同領域的課程中，經由教師的巧思，設計出某個情境的分享，將學生
的學習情緒轉化到本課堂。接著作課程的連結，利用約 3 ～ 5 分鐘時間回顧上週
課程重點以及本週課堂安排，將學生的學習注意力導引到課堂來。筆者會將平
日所見聞實例彙編成《雀雀私語》小品故事，透過幽默、感性的語調於上課之
初與學生分享故事情境。一則使學生知道課程即將上課，將學習情緒與注意力
移轉過來；二則由此生活小品的分享延伸到通識素養反省，引導學生轉化含藏
於內心深處的人文精神。
三、情境要素的應用
情境教學的要素如何運用在教學之中？李吉林（ 1996 ）提出建構情境途
7

徑有 ：「以物激情」、「以情發辭」、「以辭促思」、「以思加深對情的認
識」的相互作用的脈絡。亦即以生活展現情境、以實物演示情境、以圖畫再現
情境、以音樂渲染情境、以表演體會情境、以語言描繪情境。情境教學的首要
7

李吉林（ 1996 ）。《小學語文情境教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頁 7 。引自何方宜（ 2009 ）。
《國中小作文情境教學之研究-以凡目法、賓主法、因果法為例》（未出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碩士論文，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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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即是引導學生學習，透過規劃與引導可以提供學生一個極佳的學習刺激，
以觸發學生的學習潛能。實施情境教學的原則有下列四點：

8

（一）情感性原則
情境教學最大的特徵就是以情感為樞紐，注重學生情感的激發和培養，教
師所創設的情境必須能夠激起學生的情感。
（二）生活性原則
知識源自於生活，情境教學的這些情境應包含來自學生的日常生活問題，
或未來將面對的實際問題，透過教學將生活中的問題與知識聯繫，使生活與知
識融為一體，學生就會理解知識。誠如林崇熙教授所云：「當知識與生活問題
脫節及知識缺乏實踐性而無法解決社會問題時，教育就失去了意義。」（摘自
林崇熙教授演講講義）
（三）問題性原則
情境教學必須隱含問題解決於課堂教學中，教師應該把問題作為教學的出
發點，精心設計好每個問題，創設一種問題情境，以便激發學生的參與意識，
讓學生充分經歷發現問題、探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以培養學生的問題意
識，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造力的發展。
（四）參與性原則
一個有效的問題情境，不僅有賴教師的巧妙預設，更要依靠學生的主動參
與，對於情境所包含的主題予以展開，使情境的內容變得豐富，情境的學習意
義才會被學生認同，以促使學生去豐富情境的內涵，體驗情境的思維價值。
8

周志遠（2008）。《數學情境教學中的情境創設方法及實踐》（未出版）。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碩
士論文。引自於張憲庭（2009）。〈學校實施情境教學的有效策略〉。《北縣教育》。69，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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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體合作的學習情境
情境教學強調合作學習與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的重要性，透過小
組共同合作學習，教師扮演引導者的角色，引導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同時經
由小組討論、互動與溝通的過程，學生在發表自己的看法同時，可以培養其思
考、溝通與表達的能力，在討論的過程之中可以培養聆聽、整合各方觀點的能
力，教師則是運用提問的方式帶領學員作更深入的思考，藉以釐清學習者的理
念，協助建構知識的意義。同時在合作學習的互動模式裡，學生可藉由觀察人
我互動的學習，經由反思理解協調與尊重的重要性。
學習必定透過群體的互動、對話與觀察。筆者將合作學習情境安排在「人
權」單元，讓學生參與教學的重要角色，亦即由學生講述「人」：複製人是
「人」？受精胚胎是「人」？老師講「權」：人權？公民權利？公民義務？學
生藉由討論人權中之主體「人」的過程，反省思考自身的價值，思考人之本
質、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進而啟發對 人的尊嚴、價值的尊重，以理解個
人存在的價值與自我實現的意義。筆者引用此法嘗試將學生在教學活動主體角
色予以實踐，在師生的教學合作之下，人權的議題不再是原理或條文的釋義。
情境教學也強調以實作經驗的學習方法，培養學生行動與實踐的能力。
筆者就應用群體觀察模式，將法拍活動帶入課堂，透過小組行動觀察學生民主
活動的學習，省察自我公民人格的素養。同時藉以觀察學生人我互動的學習，
使其理解協調與尊重的重要性，進而反省思考民主實踐過程中，協調與程序正
義的重要性。例如：「性別與法律」課程，引進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
的概念，透過團隊的合作學習，擬定行動計畫如角色扮演情境設計、性別實踐
期末報告，由實際問題中學習、回饋、反省的循環過程，進行發現問題及問題
解決能力之養成。在生育與墮胎單元，規劃生命經驗訪談：由分組中選其中兩
組，針對「女性」及「產婆」進行生育訪談，回到課堂分享女性身體的特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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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學生樂意透過性別實踐實作報告，「當亞當碰到亞當或夏娃行動劇」、
「法庭模擬」等行動方案，學習運用性別概念探索性別議題及對法理分析。可
見學生積極主動參與課程的可行性，只要發揮創意情境的設計課程，是可以如
此的感動。

2. 創設故事情境教學
即使在以學習者為導向的基本概念之下，將單元教學主題的敘事性內容，
以故事情境引導學習的模式。例如：運用實際的案例，精心構思案例的背景故
事說明，隨著情節的開展去感染學習情緒，以引導學生建立自己的情境，並透
過對於案例的分析、討論、綜合、反省，引導學習者去探討案例中複雜深層意
義及爭議性的問題。
筆者在法律課程，即運用國內外時事案例輔助說明，使課堂的進行活潑
化。因為這些實例在學生的生活資訊中是垂手可得的，不僅豐富課程內容，讓
學習者理解國際社會的脈動；同時可以訓練學生在生活中發現問題，以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

3. 連結學生生活經驗情境
知識是來自於相關的情境脈絡（ context ）之中，且知識間的關聯性也必
須靠適當的情境來連結整合。知識只有在它所產生及應用的情境中來解釋，才
能產生意義。知識源自於生活，生活中又充滿知識，教師要善於從學生熟悉的
實際生活中創設教學情境，讓教學與生活緊密相連結，將學生引入與問題有關
的情境中，引導學生自主的發覺問題、形成問題、探究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學
生在生活情境中學習到的知識，才能應用於生活，激發學生學習知識的興趣。
例如：討論議題設計（ 1 ）學生感興趣的議題、（2 ）與學生生活經驗相近者、
（3）反思與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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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角色扮演情境
情境教學的重點在激發學生的情感反應及學習情緒，引起學生感性的情感
體驗。易言之，使之身臨其境或感同身受。角色扮演教學，主要是運用與課程
相關的個案、議題和活動，讓學生模擬其中的角色。即設計行動劇之情境，由
其實際情境的角色體驗，讓學生反思問題情境的解決方案，同時透過角色扮演
讓學生學習同理心，以及從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來看待問題。
例如：筆者以「以親密關係性別互動行動劇」為例，藉由《親密關係模
擬劇—當亞當碰到亞當或夏娃》模擬劇的設計，由各組角色模擬親密關係中
不同角色的扮演，強調性別互動過程中情愛關係及家庭親情（夫妻、親子、兄
弟、婆媳）關係，所涉及倫理價值與現實衝突的兩難抉擇。引導運用同理心以
理解不同立場、不同角色的心路歷程，培養同理心、關懷生命以及接納並尊重
多元性別的差異。同時藉以檢視親密關係的危機處理，並由此探討新世代的情
愛觀以及性別法律觀念。在憲政課程「臨檢與人權」議題，讓學生以行動劇方
式模擬警察臨檢情況，引導檢視警察臨檢時所引發的人權問題，及熟知執法過
程之程序正義。

5. 媒體情境的應用
在傳統教學中，學習環境僅限於課室中，教學媒介除了教材外就是黑板與
粉筆，教學方法是單向的講授式教學。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高度發展與應用，
學習環境已由課室延伸到數位學習的環境中，包括數位媒體的應用、上網學
習、雲端的行動學習等。數位化科技的時代，教學媒體 e 化的運用已然是勢之
所趨。
多元媒體是實現情境教學的有效工具，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蒐集適當的素材
來建立知識的資料庫，藉由媒體素材（實物、圖片、投影片、教學電影、紀錄
片、廣告、音樂）的途徑導入課程，將教學內容與實際情境或事物，經由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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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媒介貫穿起來，以加深學習內容印象及提升教學的效益。此外，傳統的學習
成果僅限於紙筆測驗，而在數位化學習的時代，學生慣於使用數位媒體，則可
以透過實作設計加強自主性的學習，使之運用媒體情境來展示，促進及加強學
習效果。

伍

結論
教學元素包括課程、教學與學習。教學與學習當思考，為何教？教什麼？

如何教？為何學？學什麼？如何學？但是 2008 年哈佛大學伯克教學中心的調
查，提供我們在教學上的反思，就是「怎麼教」比「教什麼」重要，「如何
學」比「學什麼」重要。一門精彩的課程如何營造教學氣氛以促進教學效能，
即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引之以「悟」、導之以「行」，意指教師
的熱情與情意教育設計使之以感動學生，理性教導使之辨是非、明曲直，引導
體悟反思以及身教的力行實踐。
一門足以引起學習動能的課程不是以教學為中心，而是以學習為中心而
設計。學習情境應該根據學生的特質和教學內容設計，並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方
法，以發展學生的學習動機，使達到認知、情意、技能之教學目標。教師的教
學，絕不是「灌輸」固定的知識給學生，而是「啟發」學生主動求取知識與
自我建構知識。蓋以教師專業的實踐應建立在「學文化」而非「教文化」的觀
念上。「學文化」的教學歷程是以學生為主體，啟發他們對學習教材的興趣且
明白教材使用的意義，使舊經驗與新經驗相互交融，進而主動去探索、體驗知
識；「教文化」則只是灌輸知識，將課程內容倒入學生的腦袋裡，學生只是被
9

動的學習。 所以教師角色須由知識傳播者轉變為學習的促進者或協助者，以
示範、鷹架等方式引導學生學習。
9

鄭麗慧（2008）。〈有效的教學，來自有效的教師〉。《師說》。205，頁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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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機制之初探：百分制與等第制
蕭佳純∣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管理研究所

壹

前言
學習成就評量是教育過程中一項必要的工作，不僅教師們在課堂教學中需

要進行評量，了解學生學習情形，而且學校及各級教育主管機關，也都要推展
評量，為教育成效把脈，以便掌握各級教育績效以及教育品質，為教育決策提
供實證資料。國內學者盧宏益（ 2012）就指出，在教學的情境中，測驗的目的
為藉由考試評量的過程，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若是從教師的觀點來探討，
測驗的結果是可反映出學生的學習狀況，並且能提供教師擬定新的教學策略或
調整其教學方式，以使能有效地達成其教學目標；另外再從學生的角度來探討
之，評量的結果可以提供學生對自我的定位有更深入的了解，進而能規劃其自
我的發展。因此不管是在「教」與「學」的雙方思考上，評量結果的正確與否
就顯得格外具有意義以及重要性。近年來，國內教育機構紛紛將評分辦法從百
分制轉變為等第制，然而這兩種機制的內涵、意義以及差異為何，有待本文逐
一解析。因此本文首先將先介紹何謂百分制與等第制，並進一步地分別介紹其
在評量上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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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何謂百分制
百分制又可稱為「絕對評分制」，係根據「標準參照評量」的原則，以

100 分為學習精熟程度的標準，對每份試卷給予一個分數。標準參照評量的主
要目的在於特定精熟性的考驗，所評量的內容就是針對界定的學習項目來當作
評量，其量尺的定準點在於兩端、事前決定的，並且其參照點的性質具有理想
性與絕對性，計分方式則往往採用傳統的百分制。有關於百分制的定義，國內
學者黃光雄已於 1992年就在其《教學原理》一書中提及，所謂百分制是傳統上
教師評定學生的方法之一，是以滿分為 100 的成績評量方式，行之許久，目前
在臺灣仍然是被廣泛地運用在教師的教學評量中。盧雪梅（ 2006）亦接納此一
說法，認為在國內傳統上所使用的百分制，範圍從 0到100分，對教師來說，這
種成績報告方式是相當簡便的，因為在理論上，這種方式似乎可將學生區別與
排序得最為精細（共可分為 101 個等級）；但是若是只有些微的分數差異，是
否真能反映出代表學生學習表現、學習效果的真實差異呢？因此，下文將以討
論百分制之優、缺點予以說明之。
百分制的優點在於較「通俗易懂」，換句話說，就是會比較讓人容易明瞭
百分制的分數（ 0 ∼ 100 ）所代表的意義。但是在使用百分制時所該注意到的
是，例如：每次考試的題目，有時簡單，有時又很困難，那麼當在簡單的試題
得分上所獲得 90 分與在較困難的試題上所獲得的 90 分，雖然在簡單的試題得
分上與較困難的試題得分上所施測的結果都獲得相同的分數，但是我們是否能
說，這就代表兩者的學習成就或分數意義性是一樣的？另外一提的是，既然是
考試難免可能會有測驗誤差的產生，若以甲生與乙生的測驗成績比較來說，假
設甲生所測得的測驗成績結果是 80 分，而乙生所測驗出來的施測成績結果則為

85分，一般來說，大都會認為乙生的學業成績應該是比甲生的學業成績還要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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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不過這是因為在彼此所測得的成績兩相比較之下的結果，也許事實上並不
見得是如此，因為彼此所相差的 5 分可能也許只是測驗上的誤差而已，並不能
代表甲生與乙生真正能力上的差別。盧雪梅（2006）就提及國外學者Guskey和

Bailey （ 2001 ）、 Marzano （ 2000 ）就已經分別在其研究中指出：當教師在評
定成績時，所需考量到的規準（criteria ）可分為學習成就、學習過程（如：努
力、課堂參與、出勤狀況等）與進步情形等三大類別，但是如果將不同來源的
表現（如：成就、努力、行為、進步等）總結歸納成為一個分數的話，這將使
得分數在意義上變得很難去解釋，並且也無法提供診斷性的資訊（例如：學生
學習的強項與弱項分別為何？），因此這也是百分制的缺點之一。而百分制另
外一種明顯缺失為，因為百分制是屬於標準參照評量的計分方式，因此其參照
點性質是屬於理想的、絕對的，和以常模參照評量為主的等第制相比之下，會
較缺乏明確、穩定和一致性的參照點。舉例來說，當試題或評量作業難易度是
不同的時候，教師之間所評量的標準寬鬆度不一致時，相同分數反映出來的意
義就未必相同，至於分數所代表的學習成就又是為何呢？這都將很難去解釋。
因此，在百分制的解釋上，其在溝通資訊的意義性與可用性上是非常有限
的。現行的百分制較容易培養出學生有一種想要不斷獲取高分的感覺，即使已
經拿到 95分了，還想再拼到100分。並且成績採用百分制來評定除了能鑑別 0到

100 個等級，除此之外，分數級距過於細密，除了會造成老師評量上的困擾之
外，也容易讓學生有斤斤計較於1 、 2 分成績之差，這將有礙於培育出寬闊視野
之人才。另從統計的角度而言，所有的測驗成績皆含有誤差，且成績1 、 2 分之
差，在統計上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吳明隆、蔡博， 2013）。因此，如何在取
得適宜的級距區分，將有助於教學目標的達成，亦將有助於學習效果的提升與
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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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何謂等第制
等第制又可稱為相對評分制，係根據常模參照評量的原則，將學生分數

的高低，按比例分配為若干等級，例如： A +、 A 、 A -、 B +……或者是優、甲、
乙、丙、丁等類別。而會採用常模參照評量的主要目的在於能夠有學習成就的
相互比較，而評量內容則涵蓋了廣泛的成就領域，其量尺定準點則是採用中
間、事後決定的方式，其參照點性質是屬於實際的、相對的，計分方式通常是
採用常態等第制。另外，國外學者專家 O ’ Connor （ 2002 ）即指出，「符號」
是可被運用在學生的成績評定以及報告上的。至於關於評量結果的分級，盧宏
益（ 2012）指出，在實際的教學評量中，等第的等級通常為兩種以上，例如：
優、甲、乙、丙、丁之五等第，都是國內或國外常用的等第評量方式。
國內學者黃光雄已於 1992年提及，在等第制的使用方法上，通常是需要搭
配使用到統計上的常態分配之原理與原則的。例如：當我們將學生的考試成績
劃分為五個等級時，在人數分配上，基本上會使較居位中等第的人數較多，而
兩端所佔的人數會較少，因為如此一來，就可以從學生的等第中看出他在所屬
班級中所佔的相對位置。盧雪梅（ 2006）則認為，國內將分數轉換成等第的情
況已相當普遍，在過去教育部舊制的〈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中的評
量規範，是將百分數轉換為甲、乙、丙、丁和戊五個等級。不過，各等第間之
切截分數的決定是相當主觀武斷（ arbitrary ）的，並且也沒有一套明確的理由
說明。換句話說，就是在舊制的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中，
並沒有明確的規定分數和等第的轉換關係，因此導致不同的縣市在評定分數上
有不同調的現象產生。而目前根據教育部現行的〈國民中學和國民小學學生成
績評量準則〉（ 101 年 5 月 7 日修正），已經將全國國民中小學成績等第轉換關
係加以規範與統一，並且去除「戊」等改增「優」等。因此，從目前教育部的
〈國民中學和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法規來看，國民中小學的評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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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為「五等第」之分數，並且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能避免學生因為些許的
分數差距而進行惡性競爭與比較，以培養學生能更具有多元面向之發展（盧宏
益， 2012）。
施行等第制之前，必須要明確地、清楚地明訂出各項評量標準，假設當欲
使用等第制將學生的評量結果欲分為優、佳、好……之等第時，首先就必須明
訂出「優」等第代表的是什麼面向、「佳」等第代表的又是什麼面向等，簡單
的說，就是需事先規劃出欲使用的評量指標。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 2011 ）指出，等第制的評量優點在於，首先對教師而言：1 . 能夠客觀評量，
避免主觀的成見或者是依既定印象來評定； 2 . 能夠明確的回應學生對於評分高
低的疑問； 3 . 能夠節省教師在評估作業及提供回饋所需之時間； 4 . 能夠幫助教
師檢視並調整其課程目標與教學行為。對學生而言： 1 . 能夠了解成績的評量標
準及各等級之範圍，使能引導其朝向正確有效的學習目標前進； 2 . 可藉此知道
自己的優缺點以及未來應該朝向何種方向與需改進的地方； 3 . 可發展出自我評
估的能力，並能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因此，對於教師而言，當有事先明訂的考
核標準，將有利於教師能客觀的考核學生的評量結果，也有利於教師修正其教
學行為，讓學生能了解自己需改進的地方。
但是使用等第制仍然有一些需要留意的部分，因為當等第制與常態分配法
合用時，有時會有不合理的情況產生，例如：假設某一個班級的學生組合是屬
於普遍成績低落的狀況，若套用了常態分配的原理與原則，結果可能會變成即
使該位學生的成績並不理想，但還是會獲得高等第；但假設另一個班級的學生
組合是屬於普遍成績偏高趨向，同樣地，也套用了常態分配的原理與原則，卻
因常態分配的設限，就是較居中等第的人數較多，而兩端人數少的設定，即使
成績是相當不錯的學生，也有可能不得不列入較低之等第的狀況發生。如此一
來，兩相比較之下，有沒有可能會有評分有欠公平的情形呢？國內學者盧雪梅
（ 2006）就指出，分數轉換成等第的確是會出現一種顯而易見的問題，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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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等第內的差異可能會有大於不同等第間之情況。例如：以現行的成績評量
準則的規範而轉換其關係為例， 80 分和 89 分可同列甲等，但是 80 分和 79 分就
必須分列為甲等和乙等，雖然彼此只差了 1 分，但就已經將學生分在不同的等
第了，並且不同的等第對於學生、家長和教師往往是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意涵
的。另外需留意的是，若分數的意義不明，則不管分數轉換成何種等第，均無
法實質的展現出它所代表的溝通意義，而且再從學生的學習目標達成或者是從
學科內容的精熟程度來看，當等第無法展現出其意義性時，等第本身和其含屬
的分數範圍所傳遞的意義也將微乎其微了（盧雪梅， 2006）。
因此，若是教師在考核學生成績結果時，能採用適宜的級距來區分，也許
有可能有助於教師教學目標的達成，也可能讓學生不會再以追求高分為唯一目
標，而改以會比較願意致力於如何能讓自己的學習效果提升。除此之外，不管
是採用百分制或是等第制來當作考核方式，都應該參酌現實的狀況，視所要評
量的對象來決定應該使用哪一種的評量方法將較為合宜。

肆

百分制與等第制之比較
首先是依解釋評量結果來分：常模參照方式（ norm-referenced scoring ）

係以等第制的計分方式，則標準是相對性的，係根據某一個群體的表現定的，
學生的表現水準決定於該生與該全體比較之結果，因此評量分數可以解釋個
人在群體中的相對位置，一般係以百分等級或標準分數來呈現結果。標準參
照（ criterion-referenced scoring ）方式則是採用傳統百分制的計分方式，其標
準則是絕對的，係著重於個人是否達到某種標準的程度（如：是否學會或是
沒有學會某一課程項目），因此通常以傳統的百分制來呈現結果（彭明森，

2006）。進一步再根據社論以及國內學者對於百分制與等第制之評論可知，根
據人間福報（ 2010）的報導中提及，在國內不管是支持百分制或是等第制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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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認知基礎。有些學者認為等第制的「成績辨別度」不高，因此對認真的學
生來說，百分制比較有激勵的效果存在。若採等第制，教師對表現好的學生打

A 等第，對表現較差的學生打了 D 等第，看起來是差別不太大的；反之百分制
則不然，若甲生評量結果只有 20分，乙生的評量結果則為 80分，則看起來就差
別很大了，很容易就能讓人了解兩者之間的差距。
另外也有支持等第制的學者專家認為，百分制看似刻度大，但若是教師
習慣將成績打在 80 分到 90 分之間的話，不管成績怎麼轉換，等第都會將在

A +、 A 、 A -，如此一來，反而沒有鑑別度存在。並且國際上其實是習慣使用等
第制的，因此有時候會發生臺灣學生在申請國外學校時，國內校方雖提供成
績轉化，但是我方所轉化後的分數卻往往使國外學校懷疑。國內學者盧宏益
（ 2012）亦指出等第制的評量思維，是希望學生可以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成
績，減少計較分數間的差異以強化課程外的均衡發展，才能追求更多元化的學
習。除此之外，綜觀歐美國家，等第制的分數是世界趨勢，採用等第制將能讓
學生更容易與國際接軌，因此國內許多大專院校，也開始研擬評估等第制分數
評量的可行性。例如：臺灣國立清華大學於 2010年就以《傳統與創新之間，本
土與國際化接軌的變革

學生成績評量改採等級制》為題，以新聞稿的方式說

明指出，從教育的觀點來看，學生的學習成果比較不容易以密集的百分制加以
區隔，多一分或是少一分是很難鑑別出學習效果上的差異。但是若在等第制適
當的級距區分下，將更有助於教學目標的達成，讓學生不以追求高分為唯一目
標，而更願意致力於自我學習效果的提升，與學習目標的達成。
傳統的測驗是以百分制分數為主，容易造成學生之間比較的心理。隨著多
元評量的普及，以及教育部明文規定國民中小學的評量需要轉換為「五等第」
分數，也就是需將連續型的百分制分數轉換為類別型的等第分數（盧宏益，

2012 ）。標準參照評量與常模參照評量，各有其適用時機及優缺點存在，經
由評量對教師教學結果從事價值判斷時，並非只靠單獨一種評量歷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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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為評量實施的時機、評量資料的解釋、評量的目的，以及對教學歷程的
功能等因素之不同，需要使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其結果是可互相參考的，如此
一來，不僅可以幫助教學者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亦可幫助學習者據此了解自
身的學習情況（吳明隆、蔡博， 2013 ）。因此，不管是使用百分制或者是等
第制，如何有正確性的解釋以及能產生代表性的意義，都將是我們所欲關心的
議題。

伍

代結語
教育測驗、分數、評量、考試與排名，本身就不是原罪，這只是一個「工

具」與「工具理性」互相辨證的關係，也是一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相
對關係。在教育的世界裡，有上位者進行著監督與考核，並視學生、老師、學
校的表現給予獎懲。當國家把「測驗」與「分數」視為一種評價教育績效的專
門技術，它相對地也會漏失許多教育評鑑技術所難以察覺到的教育意義。好的
評量應重視學生對知識深度的了解，而非資訊、知識的儲存量，在教育歷程
中，教師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評量學生學習成果的資訊，以做明智的教學決
定，達成預定的教學目標，其運用情形將對教育產生重大影響，自不待言。不
論是百分制或等第制，這都只是評量的一種機制，或許面對考試和知識成長的
正確態度才是關鍵，也才是教育實踐中的一個重要真諦與課題，不論是對教師
還是對學生而言都應該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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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典範轉移：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的角色與案例探討
黃淑玲∣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壹

前言
許多老師們不禁要問，為何我們需要學習成效評估？我們不就一直在給學

生打分數嗎？打分數與評估不一樣嗎？若要提升學習成效，是否意味著老師們
該降低對學生的要求，以求成效良好？也有老師說，大學畢業生的薪資實在太
低，所以在學校要求他們做很多作業、練習、實習，似乎沒有道理；在大環境
不佳的情形下，現在的努力將來也得不到回饋，所以對學生要求嚴格實在沒有
意義。
上述說法非常需要進一步求證，如果大學期間訓練不佳，畢業生不符合社
會期待，自然薪資不如預期，一旦實際薪資與學生的預期水準有相當的落差，
學生們自然疑惑大學教育的價值。反過來問，那麼我們應該教育出什麼樣的大
學生呢？對老師、系所、甚至到大學本身又需要做什麼才能幫助學子達成自我
實現、符合社會期待呢？
本文以高教典範轉移為始，說明環境的改變如何影響大學校院，進而以學
習成效評估作為透視鏡，幫助讀者重新思考大學的轉變，以及教師、系所的角
色。最後，以案例說明，解釋課 程、系、院如何落實成效評估，回應高等教育
的典範轉移，探索二十一世紀之教學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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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高等教育典範轉移
學者們擔心高等教育過度在乎排名、就業市場，使得大學教育的精神淪為

競賽、職業訓練，因此對過往菁英式教育的鄉愁油然而生。若檢視二十一世紀
的高等教育，則不難發現下列幾項因素牽引著高等教育的轉變：
一、競爭與合作互為一體兩面
標竿學習、合作是高等教育一直以來的互動模式。隨著經貿版圖提升至全
球化的格局，大學校院的標竿學習與合作也跟著跨越國界；隨著標竿學習而來
的是大學品質是否提升？展現品質提升的績效很容易藉由原屬於商業行為的大
學排名來展現。有趣的是，美國教育部與相關教育單位，從不以排名作為獎補
助的指標；但是在俄國、法國、亞洲國家的教育官方單位，常以排名作為大學
品質標竿和補助績效指標（黃淑玲， 2011a，2011b）。因此，高等教育在全球
化的局勢下，教育單位敦促大學校院進行跨校、跨國的合作與排名競爭似乎水
到渠成；而每所大學在面對少子化的壓力下，也很難自外於這樣的客觀情勢。
二、企業雇主最愛「能深入掌握專業知識並能轉化和應用」的人才
每到畢業季，報章雜誌總要公佈他們的調查結果，看看哪些人格特質最受
歡迎、哪些學校是企業雇主最愛。有趣的是，美國大學畢業生同樣面對企業雇
主最愛誰的考驗。根據美國大學校院聯盟（ AAC&U, 2013）對318位來自規模

25人以上的公司行號之主管、老闆所做的問卷調查發現，專業知識固然重要，
但是其他能力更要充分才能成事。其中，最重要的元素是在工作場域中具有創
新能力（ innovation ）（ 95 % ）；而個人的思考判斷、溝通能力、解決問題的
能力更勝於專業知識（ 93 % ）；倫理判斷、操守，以及持續學習新知也很重要
（ 90 % ）。透過問卷，企業雇主更建議學校教育應該讓學生多練習做研究與實
證分析，深入掌握專業知識並能轉化和應用，才能幫助於學生有效接軌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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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創造主動、努力不怠的學習型態，是雇主認為學校應該努力的方向；具
體做法包含合作解決問題類型的計畫、實習、研究計畫、專題計畫、社區參與
等皆屬之（ 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2013, p.3）。
三、品質保證的需求
大學究竟教育出什麼樣的人才？是
否適才適用？官方單位為了解教育投資的

大學校院

效度，已漸透過高等教育評鑑組織，對大
學進行教育品質認可與管理的模式（黃淑
玲， 2012 ）。圖 1 中的三角關係顯現幾種

評鑑組織
或機構

現象：

教育官方
單位

1. 官方單位與大學呈現間接關係：評鑑
組織執行立法授權後的職責，包含大
學教育機構接受評鑑、決定大學是否

圖1：「大學校院、評鑑組織及教育官方單位」
三角關係

具有接受教育補助的基本資格等。

2. 大學與評鑑組織的直接關係：評鑑是教育品質的認可機構，因此大學接受
評鑑組織的品質認可架構之規範，但兩者沒有利益關係。

3. 執行公權力的非營利組織：在美國，評鑑雖是自願制，但是沒有接受評鑑
認可的大學，就沒有達到接受政府補助的基本門檻。同時，為了確保評鑑
組織本身的公正性與合法性，也同樣接受監督與公評。在臺灣，大學法則
明定大學接受評鑑的義務。
不難想像，各大學需要能務實規劃與建立校務經營的行動方案、執行與
落實方案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與檢核的能力，方能符合教育品質保證的認可架
構；而順利通過評鑑組織的認可，則是獎補助的重要門檻。可想而知，績效責
任的要求已經嵌入評鑑架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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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改變知識傳輸管道與學習型態
有鑑於高等教育成本高、學費昂貴，因教育反而製造社會階級與不公。為
了逆轉這樣的社會不公（ social injustice），個人到大型企業開始開發、建立免
費的網路學習平臺。由微軟主力出資的 TED.com即是一個典型例證。近期的摩
課師（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S）則更是藉由網路科技，促進無遠
弗屆的互動學習，造成一股大學校院爭相學習的教學熱潮。此時，正需要進一
步思考：

1. 傳統面對面課程（face-to-face，F-2-F）如何辨證其存在價值。
2. 大學評鑑又如何給予新的學習方式做品質認證。
3. 學生如何在學習自主的情境下學到自律與自主，進而培養出持續追求新知
的終身學習態度。

4. 智慧財產的劃界與授課者的版權歸屬。
全球化夾雜著資訊科技的發展，高等教育的議題已經超越領域、校園與國
界。身為每日在教學現場的教師們，很難自外於這些改變。

參

學生學習成效

一、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性
無論是呼應新時代的需求，或是回應政策要求，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已在各
校推展。為什麼學習成效評估成為重要議題？除了高等教育的典範轉移如上所
述之外，有了明確的學習目標（如專業知識、批判思考、合作解決問題等），
課程規劃、教學才能聚焦，學生才能將有限的時間、精力投入在這目標上；學
生本身可以了解自己的強、弱項與未來學習重點。同時，學習成效也是系所、
大學向評鑑組織、教育單位、家長與雇主溝通對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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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學習目標、核心能力、學習成效等名詞常常造成困擾。雖
然各方定義不同，但有幾個原則可供參考（ Lindholm, 2009）：

1. 學習目標可以大、可以較抽象，是系所規劃、開設課程的參考，是課程地
圖的骨架。

2. 因為學習目標連結所有的課程規劃與授課內容、提供學習成效的直接與間
接證據、評量方式，所以核心能力的規劃必須：（1）明確具體、可觀察，
才能測量；（ 2 ）項目以少為多，可行能執行為要（黃淑玲， 2011 c ）。畢
竟，可觀察且得以評量的三項核心能力，遠比十項模糊、不具體的能力來
得更具說服力。學習成效則是核心能力受評估的結果，如此方能了解達成
學生學習目標的程度。
二、課程評鑑檢核課程設計
教師設計課程時，涉及水平與縱向組織兩個面向。前者考慮課程主題的涵
蓋範圍，並將片段的知識與經驗羅織為具有統整性的知識體；後者則著重在課
程範圍內，安排主題單元的先後順序，以及單元間的連貫性。但引導水平和縱
向組織的設計概念則在課程地圖（ mapping），意即（1）該課程在所屬大學或
系所教育目的脈絡中的位置；（2 ）教材、學習者與社會需求三者平衡；（3 ）
知識內容、技能、態度與價值兼備（方德隆譯， 2004 ，頁 85 - 87 ）。課程評鑑
則是一個透過各種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的歷程，了解各方評鑑者對於該課程設計
之授課效果的評斷。因此評鑑者包含學生、教師與專業同儕、課程委員會，甚
至是外部的評鑑人員等（方德隆譯， 2004 ，頁 311 - 315 ）。不過，各個角色在
不同的時間點執行課程評鑑，而且評鑑的目的也各有所異。儘管如此，課程評
鑑的結果最終仍以回饋課程設計為最高目標，以持續調整並改善課程設計的適
當性與適切性為核心，以達成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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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成效評估並非打分數（ grading ），更不僅止於教師個人教學表現之良
窳，核心目的在於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進而了解教育目標落實到課程層次
的情形為何。依據美國高等教育評鑑委員會（ CHEA ）的定義（ CHEA, 2003 ,

p.6）：
評估（ assessment ）意指大學或學系透過各種方式蒐集並詮釋佐證資
料以說明其辦學的教育效能。因此，評估的目的遠大於蒐集學生的學
習直接證據，打作業成績，雖然這是評估過程的必要條件。
學習成效評估在校、院、系、課程等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目的與做法。課
程層次的學習成效是最基本的工作。學生從課堂學習中所完成的作業、成品是
評估的重要資材，更是評斷學習成效的主要依據。以研究所課程為例，每堂課
的期末報告或作品，是評斷學生形成性（階段性）學習成果的重要資料來源；

2至3年累積下來的總結性學習成效如何，就以畢業作品作為判斷學生學習成果
的重要依據。畢業作品作為一種總結性評量的資材，可以測得畢業生下列三項
能力：

1. 能習得核心與相關領域知識。
2. 能執行研究探討的實作技能。
3. 能以客觀理性的專業態度進行口語答辯，藉此闡述個人在領域知識上的突
破與貢獻。
若學生兼備上述三種能力並得到領域專家所認同的品質，則該生即可成
功取得學位。在研究所課程的層次，研究報告、展演成品等都是學習成效的展
現，而順利取得畢業證書，都足以具體展現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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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品質高低，除了反映個人成就，更說明系所學程的教育落實於
課程的情形。因此，學習成效評估不僅是給學生打分數的評分行為，更是為了
了解系所整體的教育目標是否與課程規劃連結，而教學與學習的情形是否展現
教育目標；最終顯現於畢業生在專業知識、行為與態度和價值的結果。因此課
程層次的學習成效評估，如上所述，不僅是基本且核心的評估工作，更是檢核
學系目標是否達成，人才培育是否達陣的第一線。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新典範即
是透過學習成效評估，了解教育目標與人才培育媒合的程度。這樣的典範將大
學從過往以「教」為核心，轉向以「學」為核心的組織型態，更改變大學數百
年來的運作模式（ Barr & Tagg, 1995; Banta, 2009, p.5）。
四、學習成效事證資料
既然需要了解學生學習進展、學習成果的良窳，首先得蒐集與學習相關
的資料，以利證明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學習，並能分析學習結果之良窳，以備後
續檢討與改善。但是，什麼才是足以顯示學習情形的證據呢？根據美國西部
校院認可協會之大學校院認可委員會（ WASC Senior ）的建議，所謂佐證資料
（ evidence ）是足以支持學校提出的說詞之真偽，因此佐證資料的來源與品質
就顯得相當重要。就來源而言，佐證資料必須是刻意規劃且具有目的性、內含
詮釋與自我反饋、經過統整且具有整體性、質量化資料皆備、直接或間接證據
兼顧；而有品質的佐證資料則必須與需要被證明的事物或項目有相關、可查
證、具代表性、累積性、有後續性。
下表 1 整理各項學習成效的佐證資料證據的種類與來源。分為顯示學習者
習得程度之直接證據，說明學習情境、環境、各類利害關係人對於學習成果之
看法或經驗調查之間接證據。這些證據種類依照資料來源的不同，可得自學校
內部或學校外部（如企業雇主），甚至是全國性的學習能力調查或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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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學生學習成效證據種類與來源

事證種類向度

質化
校內

直接

間接

學習歷程檔案、專題研究、專
業

臨場表現

晤談、出席點名、導生時間

筆試、系校內標準考試、學習
量化

歷程檔案、專題研究、標準
考、會考、專業

校外

全校性在學學生經驗調查

臨場表現

國家考試、證照考試、語言測
驗、升學、就業情形

雇主意見調查、畢業校友調查、全國
問卷調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一、
大三、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等）

資料來源：黃淑玲（ 2012 ）。〈從評鑑精神探討學習成效為本的系所評鑑之實務：釋義與釋疑〉。
《教育研究月刊》。218，頁44。

五、學習成效評估具體做法
雖然學生的作業成績並不足以作為學習成效資料的主要佐證，但是如上所
述，它的確是重要來源之一。下圖 2 說明學習成效評估是一系統性的行為，並
不僅止於教師個人打分數，而是了解學生達成學習目標的情形，以及達成教育
目標的程度。爰此，評估者需訂定出一張評估學生作業成品或其他佐證資料的
評分標準列表，熟悉評量尺規者，則可用尺規評分。圖 2 的選項 1 ，授課教師
本身擔任評估者，撰寫一份評分報告，說明學生作業在評量尺規上所呈現出的
強、弱項。選項 2 則由非授課教師擔任評估委員，但是目的也是在了解學生作
業的強弱項所在。這樣的評估可以了解發生率最高的強弱項所在，以進一步了
解學系的課程規劃之未來的改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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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學系，通識教育單位，校級委員會，或行政主管

彙整並分析教師所寫的評估報告，
和評量尺規上的得分。

選項1

選項2

每位教師用自己所發展出的評量尺

教師審閱者一致採用同一評量尺

規或評量標準列單，評量自己學生

規，依照問題或標準列表，評估其

的作業成品，每位教師依據評量尺

他班級的學生作品，審閱完畢後，

規的評分結果，說明學生在尺規中

選出尺規得分，或學生作品中所呈

所展現的強、弱項。

現出的強弱之項之總結。

學生課堂作業成品選集，或學習歷程檔案
資料來源：黃淑玲譯（2013）。《新手也能上手的學習成效評估》。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頁30。
圖2：學習成效評估規劃

伍

透視學習成效評估案例

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UC-Berkeley）案例分析：
承上述課程地圖的概念，其內含的知識（cognitive）、技能（behavioral）、
態度與價值（ affective ）三個面向，正是學生學習成效的核心元素。因為地理
位置和學術領域性之故，學生學習成效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歸
納評鑑組織和大學的自我定義 （ CHEA, 2008 ； UCLA, 2009 ；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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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wick, 2011 ），學習成效意指學生規律地上課，並積極參與授課過程後所
累積的知識、技術、態度與價值，並能具體展現之，而被測量。其中，「知
識」是指學習者能知道學術性理論，並具有理解的能力；「技能」則指學習者
能判斷情境之需，將知識化為實務或技術的實作能力；最後，「態度」則指個
人能尊重專業（學術）同儕並自重，而「價值」則屬更高層次的信仰系統，了
解知識的運用對個人、社會與環境所帶來的影響。每受邀演講，總有聽講者要
問，能力與素養的差別何在？具體言之，知識與技能可歸於「能力」，態度與
價值則可歸為「素養」。爰此，一位能展現學習成效的學習者，具備專業知識
和理解力，擁有運用知識的技能，並能權衡人、我和環境三者的關係而適當運
用知識，以及了解知識運用對環境帶來的影響。
以學習成效為本的系所學程規劃，即是系所經過公開討論的過程，訂定出
一套學生的學習目標。並圍繞著這些學習目標而規劃課程、教學方法和學習評
量 方式，以確保學生在參與授課過程後能獲得規劃中的學習目標；經過成效評
估後，方能得知學生達到學習成效的程度。
以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UC-Berkeley ）的商業行政學系為例，商學院設
定學習目標，並包括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等三個面向。而所謂的學習成效
評估（ assessment）即在了解學生達成學習目標（learning goals）的程度。下頁
表2詳列三個面向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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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商業行政學系之學習目標

1.專業知識
引用適當的概念與理論：
• 能發展並引用模型解釋影響總體經濟
的各項要素。
• 管理商業組織時能了解會計系統與報
告。
• 能具備財務的基本要素。
• 能識別、衡量並說明各項活動對商業
組織的財務之影響。
• 了解『行銷』，並融入計畫施行的過
程。
• 了解與組織總體表現相關的社會行為
之本質與互動性，以利發展提升組織
效能的策略。
大學生學習目標

3.能度 價值
對於商業行為的道德要求具有敏感度：
• 能識別商業道德的核心意涵。
• 能覺察（具敏感）商業決策對於環境
的永續性所產生的影響。

2.技能
分析與量化工具佐證下可敏銳思考並決
策：
• 能選用適合的工具解決商業問題。
• 能運用經濟原則解決商業問題並管理資
訊。
• 能展現充分運用電腦輔助工具的能力，
以解決商業問題。
選擇適當工具以進行口語與書寫上的有效
溝通：
• 具優質的寫做能力，以書寫商業性主題
之報告。
• 能有效的口語溝通，講演商業議題。
• 能適當運用科技，有效傳播傳達書面報
告與口語溝通之內容。
面對策略性與組織性的挑戰能提出具原創
性的解決之道：
• 能學習並規劃組織之競爭優勢的策略方
案。
• 能創意思考，藉由人力資源的管理，達
成競爭優勢。

資料來源：作者譯。轉引自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C-Berkeley. Retrieved from

http://www.haas.berkeley.edu/Undergrad/learninggoals.html

下頁表 3 則針對態度與價值類的學習目標，說明目標、目的、行為表現
三 個層 次的能 力對 應 授課科 目 的課程 地圖 規劃 ， 此 規 劃 可 作 為該 學系 之開
課與修課的指引與參考。在「對於商業行為的道德要求具有敏感度」的學習
目標之下，訂定「能識別商業道德的核心概念」和「能覺察（具敏感性）商
業決策對於環境的永續性所產生的影響」兩項更具體的學習目的（ learning

objectives）。而學習目的下又訂立行為表現（ traits），作為特定授課科目的講
授重點和評量準則。在「能識別商業道德的核心概念」之下包含：「學生將強
化參與討論從商生涯中，可能觸及的道德議題之能力」、「學生將強化透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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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商業行政學系三層次課程地圖規劃
Learning Goal

學習目標

4 Students will be sensitive to the ethical
requirements of business activities

學習目標被拆解為
更具體的學習目的。

Learning Objective 學習目的
1 Students will identify (learn) key
concepts in business ethics

Traits

行為表現

A Students will strengthen their abilities to
anticipate the ethical issues that will arise
during a career in business.

UGBA UGBA UGBA UGBA UGBA UGBA UGBA UGBA UGBA
100 101A 101B 102A 102B 103
105
106
107

B Students will strengthen their abilities
to analyze critically the ethical issues
that will arise during a career in
business.
C Students will strengthen their abilities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the ethical
issues that will arise during a career in
business.
2 Students will identify (be sensitive) to a A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conflict
business decision’s potential impacts on
between our faith in a fre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ur desire for regulations providing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可觀察的行為表現
，對應學習目的，
以便評量。

B Student will learn how best to manage
business given the conflicting demand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from shareholder and stakeholder
groups with incompatible short and
long-term interests.

X

X

“x”表示該課程授課
涵蓋可觀察的行為表現。
X

X

X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編輯。原文轉引自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C-Berkeley. Retrieved

from http://www.haas.berkeley.edu/Unergrad/pdf/learninggoals.pdf

商生涯中可能觸及的道德議題之能力」、「學生將強化回應從商生涯中可能觸
及的道德議題之能力」三項行為表現；在「能覺察（具敏感性）商業決策對於
環境的永續性所產生的影響」之下則包含「學生將了解我們既相信市場自由，
又渴望提供消費者和環境保護法規兩者間的衝突」、「學生將學習如何權衡各
方利害關係人與利益持有人，對於環境永續性的長、短期利益間的衝突」兩項
行為表現。
值得一提的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完全沒有提到所謂的「核心能力」，
原因在於策略運用。校內教師對於評鑑有心理上的抗拒，為了避免因抗拒可
能帶來的衝突，該校區行政副校長室下專責教學、學習與學術規劃與設施副
教務長室（ Teaching, Learning, Academic Planning and Facilities），策略性地
「運用不同的名詞，避免教師們一下子就認出這樣的規劃與評鑑要求有直接關
係」。助理教務長 Dr. Schrager 在 2010 年秋接受筆者親訪時，進一步表示「我

128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們避免用核心能力，改取名為學習目標，表示我們督促教師從教學的觀點關注
學生的學習……但要求全校各系訂定學習目標的確是為了符合評鑑要求。我們
這個處室的工作之一就是要順利完成這項任務，因為我們是公立大學，不能不
通過評鑑……。」（黃淑玲， 2010a）。
上述案例說明在大學評鑑的訪評中，名詞不該是評鑑者與受評者的爭論
重點，而是各校在符合評鑑指標的精神下，校、院、系各層級自訂經過充分討
論達成共識的學習目標，並加以明確定義後廣加運用，以求全校上下前後一
致。例如： UC-Berkeley 指出「學習目標」意指，教師期望學生在課程結束之
後應該習得的知識、能展現的能力。因此，一門以學習目標為本的課程設計
從學習目標的設定、傳達學習目標的用字遣詞、授課資料的選用，到學生作業
類別和課堂活動媒合學習目標、評分項目百分比等，成為連貫無接縫的整體規
劃。設計過程中，教師仍需要援用過往的教學經驗輔以新的構思（ Teaching,

Learning, Academic Planning and Facilities, UC-Berkeley），所以學習目標不是
侷限教授自主，而在具體溝通學生應獲得的知識、能力，以便學習能更聚焦。
而這門課程的確能可透過學生所呈交的作業，課程相關的活動（如課堂討論、
隨堂測驗、課堂即時回饋等）看出學習成效之端倪。
二、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os Angeles）
當然，在落實的過程中為了避免學習成效評估變相成為究責文化，美國加
州大學洛杉磯校區（ UCLA ）從課程層次評量為起點，以學程或學系「總體」
的學習成效為核心，讓教授們發展多年的測量計畫，以促進系所學程整體的
進步，因此該校的規劃並不在學生「個人」每年的學習成效測量（黃淑玲，

2010b ）。借用Lindholm （ 2009 ）的詮釋，從學習成效評估到課程改善規劃的
步驟，如下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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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事證分析結
果，提升學生學
習。

1.設立學習目標。

3.消化分析學習事
證，了解學習成
果之強、弱項。

2.蒐集學習事證。

資料來源：筆者譯自 Lindholm, J. A. (2009). Guidelines for developing and assessing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for undergraduate majors (1st edi). Los Angeles, CA: UCLA, p.4.
圖3：學習成效評估結果回饋學生學習步驟

已經執行自我評鑑六週期的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將學生的碩士論文作學習
成效評估，經過學習成效評估並對照碩士學程的學習目標後，發現學生交叉檢
索參考資料、撰寫文獻回顧等能力不如預期。經過評估小組的討論決議，除了
重新檢視碩士學位的品質程度，並全面檢討該學程的課程規劃。新的課程規劃
包含變更既有課程的授課內容（如增加撰寫文獻回顧之訓練、簡報訓練）、增
設新課程（如增設研究方法課）、改變修課規定（將研究方法課程從選修課改
為必修）（蘇錦麗、楊正誠， 2011，頁42）。

陸

結語
除了學生與家長外，大學的董事會（經營者）、各階主管、教師的確需要

進一步了解學習成效評估。不僅表示績效責任，更將大學教育推向更高層次，
從過往的菁英時代追求個人自我實現，回應高等教育典範轉移；同時，學習成
效評估幫助診斷學生的個人學習成就，更針砭大學的辦學效能，是否具有自我
檢視、適時調整、創造福祉的品質保證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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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導向之課程成效評估方式
劉孟奇∣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公民素養與核心能力真的可以評量嗎？」這可能是有些參與計畫的老
師，心中仍然不免會有的疑問。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沒辦法評量學生在一門課
上面的學習表現的話，那我們的學期成績又是怎麼打出來的？」
簡單地說，我們或許不能直接衡量一個學生的「公民素養與核心能力」
（可能可以透過有嚴謹信效度的問卷題項來間接衡量，但是顯然我們不會用問
卷調查結果來打分數），但是我們評量的對象顯然是我們這門課希望學生在
「公民素養與核心能力」上達到的「可觀察、可據以評分的學習成果」。
一旦我們將問題從「如何直接衡量公民素養與核心能力」轉成「如何衡量
可觀察的學習成果」，就會發現關鍵在於「我們要如何好好界定一門課與公民
素養及核心能力相關的預期學習成果，如何透過好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來讓
學生達成學習成果，並且能有效及有系統地評量學生可觀察到的學習表現，然
後據以評估課程的實施成效。」
1

1

課程「評估」（評鑑）（Assessment）的對象是課程，是希望了解學生學習成果的整體表現有沒有達
成預期，以做為了解課程表現與進一步改善的參考。課程評估需要有系統的蒐集與檢視學生學習的
相關證據。評量（Evaluation） 的對象是學生，是為了評定個別學生的學習表現等級（也就是為了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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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我們可能很難衡量一個學生有多少「倫理素養」，或有多少
「包容多元的能力」。但是我們可以希望學生在完成課程後，至少能夠「列舉
並說明三種不同正義理論的主要內容」，與「說明三種不同正義理論對於同一
具體情境的道德判斷」。
針對這樣的預期學習成果，我們就知道教學內容當中應當要至少包含對於
三種不同正義理論的介紹；要舉出不同情境，跟學生共同討論這些不同正義理
論會做出的道德判斷可能為何。我們不管透過考試或交報告，都可以看到學生
在這些學習成果上的表現，並進行評量（我們可以先做好評量尺規，定義學生
怎樣的表現算優秀，怎樣算佳，怎樣是尚可）。然後我們審視全班的考試或報
告的整體表現，就可以評估我們的教學成效，並且做為精進教學的根據。
上面描述的過程，或多或少都已經隱含在每個老師的教學當中。在執行計
畫時需要的，其實是透過報告或表格把這樣的過程更加外顯、更系統化與更嚴
謹地表現出來。
我們可以將這個過程歸結為四個步驟，也就是：
步驟一：描述、界定課程預期達成的學生學習成果。
步驟二：決定課程用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果的方式以及成功的標準。
步驟三：執行評估，並以檔案記錄。
步驟四：運用評估結果改進課程。
學習成果應當描述：在課程結束時想要學生知道什麼、在課程結束時想要
學生能夠做什麼。基本上，學習成果的敘述應有三項特質：界定學生可被觀察
的行為、界定學生可被衡量的行為、界定學生完成的行為而不是教學者完成的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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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訂定學習成果時，要特別注意的是：學習成果必須是可衡量的，並聚焦
在學生在結束課程時應該知道的或能做的，可以包括：知識、技能、態度等。
敘述學習成果時，應該以學習者為主詞，使用主動動詞，描述其具體的、可觀
察的、可衡量的行為。最好避免「了解」、「認識」、「具備」這樣難以衡量
與觀察學習者表現的動詞。
以我所教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例，如果我為這門課訂定的學習成果
是「學生能夠了解研究方法與具備研究能力」，這其實相當難以觀察與衡量學
生到底「了解」與「具備」多少。與此相比，如果我訂定的學習成果是「學生
能夠建立完整的研究計畫大綱」，以及「學生能夠運用統計軟體，對研究假說
進行檢定與分析其意涵」。就前者而言，我可以從學生的期末報告加以評量；
而就後者而言，我可以用上機考試來評量。這樣的學習成果才是可觀察與可衡
量的。請參考本文末之表 1 至表 3 ，期中考評量、期末報告評量，以及期末考評
量尺規。

2

再舉兩個例子，如果我們寫出以下兩個學習成果的敘述：「學生能夠了
解基礎人類發展理論」與「學生能夠欣賞其他文化的音樂」，那麼我們要如何
觀察到一個人「了解」一個理論或「欣賞」其他文化？要如何衡量「了解」與
「欣賞」的程度？相對地，如果我們改成「學生能夠辨認與描述主要的人類發
展理論」與「學生能夠辨認其他文化音樂的特質」，不管對於老師的教學內容
與評量方式，其意涵顯然都要清楚許多。
關於訂定學習成果，還可以注意以下幾點：課程的預期學生學習成果大約
只需要列出 5 ∼ 10 個陳述（更細的陳述可以放在課程單元裡）；聚焦在整體性
與一般性的知識與技能，而非太過於細節或枝微末節；聚焦在課程主題的核心

2

提供這門課的評量尺規主要是提供格式範例，表裡的評量項目請依教學科目專業需求加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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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技能；從學生角度來陳述，而非教學者；描述學習的結果，而不是教學
活動或章節；最好能夠納入能讓學生展現學習成果的不同方法。
在評估課程實施成效時，我們可以針對個別學習成果，分別從直接證據的
考試、作業、報告，與間接證據的教學意見調查或課後回饋來加以評估、分析
對應各預期學習成果的學生整體表現。我們可以取樣進行分析，例如：傑出取
三份、優良取三份、滿意取三份、不佳取三份。另外，我們也可以製作課程的
歷程檔案，以電子檔案保留證據，除了做為評估分析基礎之外，並可預備將來
評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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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期中考評量尺規

評量標準

優秀

良好

尚可

不佳

結構完整 依據論文報告格式 依據論文報告格式 有論文報告格式組織 未能依照論文報告

20%

完 整 組 織 整 篇 報 完整組織整篇報

架構，但中間有疏漏 格式組織架構撰寫

告，段落清楚，次 告，但段落編排與 之處，段落次序與前 報告。
序井然，能前後呼 前後呼應可更加
應。

後呼應需大幅改善。

強。

陳述表達 文 字 說 明 清 晰 易 文字說明通順，文 文字說明尚可理解， 文 字 說 明 不 易 理

20%

懂，段落與章節有 獻有引用格式的觀 但文獻引用格式、段 解，對於文獻引用
清 楚 的 開 頭 與 結 念，段落與章節的 落與章節的開頭與結 格式、段落與章節
論，能以正確格式 開頭與結論可更明 論都需大幅改善。

需有開頭及結論的

引用文獻。

觀念相當缺乏。

確。

理論變數 能以適當的理論支 能以適當的理論支 有透過理論支持實證 缺乏實證模型需有

20%

持實證模型，使用 持實證模型，但在 模型的觀念，但文獻 理論支持的觀念。
文獻給予支持，並 文獻支持與對應變 支持與對應變數的關
使用能正確對應理 數上可更加強。

聯性需大幅加強。

論的變數。
實證分析 建立完整的實證模 建立完整的實證模 能建立實證模型並進 未能建立有意義的

20%

型，實證分析步驟 型，實證分析步驟 行實證分析，但實證 實證模型，實證分
能依照次序清楚與 基本上能依照次序 模 型 與 實 證 分 析 步 析步驟缺乏或嚴重
完整的進行。

進行，但完整性可 驟的完整性需大幅加 不正確。
更加強。

強。

結論報告 能清楚報告與準確 能報告與詮釋實證 能報告與詮釋實證結 對於實證結果未能

20%

詮釋實證結果，以 結果，以符合學術 果，但在表格呈現或 透過文字與表格進
符合學術格式的表 格式的表格進行呈 結果解釋上需大幅改 行 基 本 程 度 的 報
格完整呈現，並能 現，並在結論中解 善。在結論中對於實 告。
在結論中充分闡釋 釋其意涵。但在清 證結果的意涵未給予
其意涵。

晰度、準確度或完 應有解釋。
整度上可更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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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期末報告評量尺規

評量標準

優秀

良好

尚可

不佳

結構完整 依據信效度分析結 依據信效度分析結構 報告有信效度分析結 未能依照信效度

20%

構完整組織整篇報 組織整篇報告，但有 構，但疏漏多，完整 分析結構撰寫報
告，次序分明。

疏漏，完整性與次序 性 與 次 序 需 大 幅 改 告。
可更加強。

善。

陳述表達 文 字 說 明 清 晰 易 文字說明通順，文獻 文字說明尚可理解， 文字說明不易理

20%

懂，段落與章節有 有引用格式的觀念， 但文獻引用格式、段 解，對於文獻引
清 楚 的 開 頭 與 結 段落與章節的開頭與 落與章節的開頭與結 用格式、段落與
論，能以正確格式 結論可更明確。

論都需大幅改善。

引用文獻。

章節需有開頭及
結論的觀念相當
缺乏。

樣本抽樣 能取得足夠樣本數 能取得足夠樣本數進 能取得樣本進行分析 樣本數、樣本特

20%

進行分析，對於樣 行分析，對於樣本特 與說明樣本特性，但 性說明、抽樣過
本特性說明清楚， 性說明清楚，但抽樣 在樣本數、樣本特性 程與樣本之隨機
抽樣過程與樣本能 過程與樣本之隨機性 說明、抽樣過程與樣 性與代表性有極
具有隨機性與代表 與代表性有所不足。 本之隨機性與代表性 大缺陷。
上，需大幅改善。

性。

信效度分 完成完整的信效度 完成完整的信效度分 大 致 完 成 信 效 度 分 基本上未能完成
析 20%

分析，分析步驟能 析，分析步驟基本上 析，但完整性與分析 信效度分析，分
依照次序清楚與完 能依照次序進行，但 步驟的次序需大幅加 析步驟嚴重缺乏
整的進行。

完整性可更加強。

強。

或不正確。

結果應用 能清楚報告與準確 能報告與詮釋信效度 能報告與詮釋信效度 對於信效度分析

20%

詮釋信效度分析結 分析結果，解釋其意 分析結果，但在意涵 結果未能給予基
果，能充分闡釋其 涵並據以修正量表。 解釋與量表修正之應 本程度的報告、
意涵並據以有效修 但在清晰度、正確性 用上需大幅改善。

詮釋與應用到量

正量表。

表修正。

或完整度上可更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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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期末考評量尺規

評量標準

優秀

良好

尚可

不佳

量表改善 能清楚報告與準 能大致完整報告與詮釋信 基本上能報告與詮釋 對於信效度分

50%

確詮釋信效度分 效 度 分 析 結 果 ， 報 告 過 信效度分析結果，報 析結果未能給
析結果，完整報 程，解釋其意涵並據以修 告過程；但在意涵解 予基本程度的
告過程，充分闡 正量表。但在清晰度、正 釋與量表修正之應用 報告、詮釋與
釋其意涵並據以 確 性 或 完 整 度 上 可 更 加 上需大幅改善。

應用到量表修

有效修正量表。 強。

正。

信效度分 完成完整的信效 完成大致完整的信效度分 基本上完成信效度分 基本上未能完
析 20%

度分析，清楚報 析並報告過程，分析步驟 析並報告過程，但完 成信效度分析
告過程，分析步 能依照次序進行，但完整 整性與分析步驟的次 或報告過程，
驟能依照次序正 性與正確性可更加強。

序與正確性需大幅加 分析步驟嚴重

確進行。

強。

缺乏或不正確。

應用分析 能正確應用迴歸 大致上能應用相關分析或 基本上能運用統計方 基本上未能運

30%

方法分析多個解 平均數差異檢定方法分析 法樣本分析解釋變項 用統計方法分
釋變項與因變項 解 釋 變 項 與 被 解 釋 變 項 與 被 解 釋 變 項 之 相 析解釋變項與
之相關，並完整 之相關，並報告與詮釋結 關，但在方法之適切 被解釋變項之
報告與正確詮釋 果；但在方法之適切性、 性、報告之完整性或 相關。
結果。

報告之完整性或詮釋之正 詮釋之正確性上需大
確性上可更加強。

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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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的內涵要素：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養成
苑舉正∣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壹

前言
在教育部顧問室實施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的努力下，國內高等教育逐漸

重視通識教育之發展。在這個發展歷程中，各校積極推出各式各樣的通識教育
課程。對於國內高等教育長期重視專業教育的精神而言，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
轉變，但在推動這個轉變的初期，依然有許多人不解，為什麼高等教育需要這
樣的改革，甚至有必要由官方推動？面對這一些質疑，伴隨而至的是一連串有
關通識教育內涵的論述，它們從多元而且豐富的角度，為大學教育應有的宗旨
與目標提出說明與規劃。
在落實通識教育與論述通識教育之內涵的雙重努力下，國內大學的通識
教育處在「延續傳統，展望未來」的情況，使得通識教育在國內高等教育中應
當扮演的角色日漸清晰。這是一項具體的成就，也說明中程綱要計畫促成國內
高等教育重視通識課程的成就。現在，伴隨著四年為期的中綱計畫逐漸進入尾
聲，取而代之的將是「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養成計畫」，我們也必須本於前瞻
規劃的精神，對於什麼是「現代公民核心能力」提出一些看法，也藉此確認，
以通識教育養成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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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通識教育與公民核心能力
事實上，以現代公民核心能力之養成作為通識教育之延伸，在通識教育中

綱計畫主持人林從一教授於《教育部 98 年度通識課程教師工作坊學習寶典》
中，已經針對通識教育中綱計畫的期許說得很清楚了：「希冀推動以能力導向
為基礎的教學，實踐以問題解決導向為基礎的學習，發展出能夠培養學生知識
反思能力、跨領域知識整合能力、知識創新能力的通識教育，以提昇我國整體
國力及國家競爭力。」這一段話充分顯示，通識教育實施之目的在於推動受教
學生的能力，使得學生能夠在教育訓練的薰陶下，學會解決問題，培養反思能
力，具備整合知識能力，能夠創新知識，而其終極目的在於提升國家競爭力。
我們以為這並不是提升國力的「老生常談」，也不是鼓吹國家主義的思維；這
是有關現代公民素質的培育計畫，必須加以重視之。
整體而言，現代社會中包含政治民主、社會平等、經濟自由與文化多元
等各式各樣的特質。任何自詡為現代社會的公民群體，都不能夠不實現這幾項
特質。但是，以這裡所列舉的四項特質為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它們並不是
自然而然即可達成的社會共識，因為這是西方社會歷經幾百年所發展出來的
價值。雖然我們不能說西方社會發展出現的價值，就是「普世的價值」，但是
在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中，這些特質具有無可取代的功能，於是它們成為多數
國家在建立公民社會中所鼓吹的價值；我國亦然。因此，我國需要以教育的方
式，讓所有學生認知這些價值的「普世性」，以求能夠追求我國社會的整體進
步。這就是通識教育的內涵要素。

參

培育公民是通識教育的具體目標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養成」，就是通識教育所應當實現的具體目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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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教育的內涵要素並不是以「教導」學生學習什麼樣的知識為主，而是透過學
習的過程，讓學生自我體認其學習之內容所包含的具體意義。例如：學習與憲
法相關的通識課程，其目的並不全然在於教導學生知道，甚至背誦憲法內容，
而在於讓學生體認現代民主精神展現在憲法中的意義。學習與社會變遷相關的
通識課程，其目的在於讓學生認知族群、鄉里、姓氏、階級等都是長期發展的
結果，因此應當以平等的態度相互尊重。學習與在地文化相關的通識課程時，
其目的不再是從事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而是藉由在地文化的形成傳統，理解文
化多元性的本質應以寬容之精神加以發揚。學習與經濟知識相關的課程，自然
應以自由的商業行為為主導，並認知這是國際企業精神之主軸。其他各式各樣
的通識課程都應以相同的方式，透過教學內容，讓學生能夠體驗出這些課程在
實際生活中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它們所欲提倡的公民素養。
為了讓通識教育的授課教師們理解，我們在此所提出的「公民核心能力」
並 不是特定文化價值的依附，我們必須針對這些能力提出非常具體的說明。在
說明這些能力之前，我們先說明什麼是一個公民。公民並不同於一個國民，因
為她（他）除了有年齡上的限制之外，還擔負了各種權利與義務。雖然各國對
於符合公民資格的年齡層有不同的法律規定，但大致而言，公民的年齡多數是
就讀大學這段時期。這也是為什麼有關公民素養的培育集中在高等教育的通識
課程中的原因。另外，一個公民對於自己作為公民所享有的權利與義務應有足
夠的認知，因為這個認知與其所屬國家的未來命運可說是息息相關。國際競爭
力的提升與否不論，一個國家公民體所展現的素養，就足以決定這一個國家的
命運了。
一群公民對於國家的政治結構可以行使投票權，決定什麼樣的人可以取得
合法的執政權力。同樣的，這一群公民決定社會共識，讓社會得以在和諧的條
件中發展。公民所形成的自主意識，可以讓經濟生活在自由的條件中蓬勃，卻
不會導致純粹以資本家利益為主的剝削。此外，只有具備 現代公民意識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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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才會體認現今社會講求的是，尊重本土以及放眼國際。在本土層次上，
現代公民必須懂得欣賞不同族群文化的意義，而面對國際時，現代公民要具有
向鄰國學習的能力。這些能力的培育是重要的，但通識教育與這些能力又有什
麼關係呢？

肆

通識教育培育公民之自主學習能力
通識教育與這些能力有最直接關係的原因，在於通識教育不以灌輸知識

為主，強調學生自主學習（無論是以行動導向或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學生
在自主學習的訓練中，會逐漸理解受教育的樂趣，透過學習使自己作一個有用
的公民。我們以為，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並不能以開宗明義的方式，說明
在這一課將要培育學生學習什麼樣的「公民核心能力」。這必然是錯誤的教導
方式，因為作為一個有用公民的首要前提，並不需要直接面對這個問題，然後
提出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為什麼我們會認為這不會是一個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呢？因為這是一個學生個人經過反思後的結果。若是一位學生在受教育的歷程
中沒有進行過任何反思，那麼這一位學生對於培育自我成為一位現代公民的期
待必然落空。為什麼？因為這個反思能力的培育與養成，構成一位公民未來在
進行各種思考時，會以國家之發展為考量，也會注意社會和諧、經濟自由與文
化多元等利人也利己的價值。 沒有養成反思能力，一個人往往只會著重於眼前
的利益，不會以整體的發展為各種考量的前提。這樣的人，不會是一個好公
民。
為此，我們必須說，通識教育應透過各種課程的教學內容，訓練學生主動
學習，養成學習後針對學習結果進行反思的習慣。雖然訓練學生的反思能力有
各種教學方法與技巧，但就理念而言，反思能力來自於其他各種能力的累積，
然後逐步形成思維的習慣。為此，我們建議，通識教育應當培育學生如下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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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一、訓練學生發問的能力；二、提倡學生說理的能力；三、獎勵學生具
有開發理念的能力；四、要求學生具有實現人生目的的能力。我們將在以下的
篇幅中，針對這四種能力，作更進一步的說明。

伍

養成公民的四種反思能力

一、訓練學生發問的能力
首先，有關訓練學生發問的能力。我國教育長期著重於「標準答案式教
學」，導致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只求答案」的心態。這種教學方式所發展
出來的後遺症，就是學生在課程進行中，不管懂還是不懂上課內容，均不會發
問。我們試想，若是在一課中，學生頻頻發問的結果，除了能夠讓師生產生
互動之外，也可以為其他聆聽的學生聚焦於問題所牽涉的範圍。然而，沒有人
發問的課程就完全不同了。教師的「單向」教學，不但效果有限，也會使得這
類課程的教授方式與一般專業課程幾乎無異，都是在「灌輸」教師認為學生應
當知道的知識。我們必須坦承，學生普遍缺乏發問能力是所有教師的困擾，而
且這個現象並不只出現在通識教育課程中，但通識教育更應當利用機會訓練學
生發問的能力。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學生心目中先建立兩種觀
念：第一種觀念是「求知的好奇心」；第二種觀念則是「從錯誤中學習」。
一個學生坐在課堂中，她（他）會有發問的動力，必然來自於求知的 好
奇心。如果缺乏這種好奇心，那麼連學習的動力都沒有了，更遑論發問了。因
此，訓練學生發問能力的前提，就是要讓學生對於所學的內容充滿好奇心。但
是，作為教師者又要如何訓練學生擁有求知的好奇心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
必須坦言，雖然好奇心並不是透過某種訓練可以養成，同時好奇心的強度確實
也是因人而異，但這些事實並不代表好奇心是不能培養的。好奇心來自於個人
對於周遭事物的關懷，而只有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物容易引發當事人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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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好奇心的培養並非全然是個人興趣與求知慾望而定，必須在授課教材中
將令人覺得與切身相關的部分引入教學的內容中。例如：有關推展政治理念的
課程中，必須強調現有政治環境中所享有的自由與平等，以及一旦失去現有之
政治自由所造成的後果。在社會領域中，則可以強調任何型態的歧視與敵對均
無助於社會和諧。經濟的生活更應該強調，國際化的提升，才能有助於物資、
資金與人才的流動，也能夠因而增加所有人的工作機會與改善其生活條件。這
些都只是一些提升學生好奇心的建議，其實實際的作法仍須授課教師依照課程
內容做出最適切的判斷。然而，無論如何，培養學生對上課內容充滿好奇心，
是鼓勵學生發問的絕對必要條件。
在培養學生學習的好奇心之後，鼓勵學生上課發問的另一個重要的條件，
是養成「從錯誤中學習」的觀念。傳統中許多學生在課堂中即使有問題也不敢
提出的原因是怕丟臉。她（他）們往往認為，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你不懂，一說
話就露出馬腳了。我們必須 說，這種學習怕丟臉的問題，是學習歷程中最大的
障礙，因為這個習慣不但會誤導教師「自我感覺良好」之外，還會導致學習的
疏離感。我們必須強調，上課發問沒有丟臉不丟臉的問題，而且出錯是重要
的。為什麼呢？因為出現錯誤的時候，正是令我們注意力集中的時候。原先我
們以為正確的事物，經過他人的糾正後，發現是錯誤時，這正是學習中印象最
深刻的時機。利用這種觀念的轉變，學習的效果將能夠大幅度提升。
二、提倡學生說理的能力
其次，當學生懂得發問後，她（他）們所期待的答案不應該也不完全會是
教師所回答的內容，而是自己要學會回答自己的問題，最好是能夠說出一番道
理來。當然，這並不是鼓勵學生強詞奪理；這是告訴學生，問題的答案是自己
組織各方意見後，綜合出來的。這同時也表示，學生在說理的時候，必須經常
訓練兩種求知的能力：組織理念的能力與脈絡化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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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理念的能力是能夠說理的前提要件，原因在於我們透過各種途徑所接
收到的理念與訊息，往往都是很紛雜的，並不是有系統的。在這種情況中，一
連串堆砌而成的理念，不但沒有辦法讓他人聽懂，甚至自己有時候都會覺得凌
亂無比。面對這種似是而非的各式理念，單憑感覺是不夠的，必須要透過組織
能力才能夠將所有的理念組織成為一個融貫的整體。一旦所有理念組織成為一
整體時，就是能夠透過脈絡化的過程，加以表述的時候了。
脈絡化就是將已經頗具組織架構的理念整體加以敘述，形成具有前因後果
的說理方式。一個具有脈絡的答案，不但能夠回答自己的問題，也將自己認為
正確的答案以道理的方式來說服他人。當大家都能夠以理說服人時，最具有理
的說法，就是能夠說服最多數人的道理。這是達成協議的最佳方式，也是避免
爭議的主要方法。
三、獎勵學生具有開發理念的能力
接下來，就是需要獎勵學生具有開發理念的能力。獎勵這種能力的重要性
牽涉到學生學習的具體成果，因此必須建立在前面兩種能力（發問與說理）之
上。當一個學生具有發問與說理兩種能力之後，她（他）應當能夠進一步開發
自己的理念。這種能力的開創，需要的是想像力與創造力。想像力來自於大量
知識與常識的吸收，使得學習者能夠感覺到，透過思想所展現的世界，其實遠
比實際生活中的世界要大太多了。這多出來的部分並不是事實，但想像力可以
讓這個思想的世界透過概念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環境，其中人
與人相互尊重，彼此關懷，所以社會沒有什麼爭端，大家也都生活得很愉快。
我們也可以想像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缺乏互信，以致於大
家平日都因為擔心上當受騙而感到極度缺乏安全感。在這兩個想像出來的社會
中，代表理想與夢魘的對比，讓我們發現最明確的好壞善惡的判準，來自應用
於極端的對比。而這種極端的對比，只會出現在想像的世界中 。因此，雖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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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世界並不是事實，但是價值的判斷往往也不是事實的產物，而是理念的發
展。所以，想像力對於理念的發展而言，是至為關鍵的。
想像力的發揚，會使得學生在做出價值判斷時，能夠超越其所認知的範
圍。但是這並不足以使學生具有開發理念的能力，至多也只能算是反映原本已
經存在於我們心靈之中的理念。開發理念需要創造力，因為理念的開發，代表
我們能夠將原先已經具備的理念，再延伸至更具原創性的境界。例如說，當我
們學習了一些有關現代公民應當具備的價值，我們不能夠一成不變地將這些原
先屬於西方的價值直接引入我們的生活中，也不能夠將這些價值置於一旁，僅
當作是參考的對象。我們需要開發理念的能力，將新的價值與在地的環境結合
在一起。如此，我們才能夠達到學以致用的精義，也才能夠展現吸收現代價值
的實質意義。
四、要求學生具有實現人生目的的能力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就訓練現代公民素質的核心能力而言，所有能力培
育的終極目的，就在於期許現代公民能夠實現人生目的。我們必須坦承，這種
能力的培育與先前的能力有本質上的差異，因為人生目的的實現並不必然是一
個與教育相關的目標。但是，教育在實現人生目的上，可以為學生做出兩種準
備：「相信自己」與「因應時代轉變」。我們在教育的過程中不斷學習，但學
習的最終目的卻在於建立個人對於人生具備一個整全式的觀點。這個整全式的
觀點，來自於我們無數個判斷所累積出來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為這個結果負
責，同時我們也必須為這個結果而感到驕傲。
教育讓我們不但具有各種事物的認知能力，還讓我們能夠知道，教育為人
生的發展指出一條康莊大道。因此，我們必須相信自己所做的各式抉擇，同時
我們也必須具備各種能力，因應這個快速轉變時代中，所引發的各種情況。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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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之，教育不但賦予我們各種能力，也讓我們針對各式情況做出判斷。這些
能力促使我們相信自己，而且這些能力也有助於我們在作判斷時，能夠針對外
在環境的轉變，提出動態式的因應措施。我們必須說，雖然實現人生目的這樣
的大課題似乎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但是就「實現人生目的」之本質而
言，我們可以發現，它依然是人生各個片段中所做出的決策累積而成的結果。
在這個累積的過程中，教育為我們提供了所有做出判斷的自信心與能力。

陸

結論
我們在這裡，從培育現代公民素養的角度，針對通識教育的內涵要素提

出看法。在本文的內容中，我們並沒有針對通識教育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去定
義通識教育的內涵，但我們卻針對通識教育後續發展的方向，也就是在培育現
代公民的理念上提出幾點建議。我們建議，通識教育應當培育學生如下四種能
力：一、訓練學生發問的能力；二、提倡學生說理的能力；三、獎勵學生具有
開發理念的能力；四、要求學生具有實現人生目的的能力。在有關這四種能力
的進一步分析中，我們再針對每一種能力的培育，提出更為根本的能力培育。
這些能力與其所要展現的公民能力相互輝映，形成一個頗具系統的整體教學方
向。我們以為，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從整體的教學方向，培育具有高
素質的公民體。我們期待，在為國為民的原則下，通識教育應以培養現代公民
作為自我期許。在這些具體的能力訓練中，每一位通識教育的授課教師必然能
夠戮力以赴，為國家的現代公民之培育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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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通識教師應有的理念、實踐及認同

1

黃俊儒∣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壹

前言
如果翻開國內通識教育之研討會或是近年來教育部所推動的通識教育相關

活動，那還真是國內少數針對高等教育去討論課程設計、教學方法的場合。雖
然有時候，當聽眾在臺下仔細聆聽時，不免會有個疑惑，難道這些問題不該在
高等教育的其他場合中被討論嗎？比方說，談論「行動導向」（ action-based）
的教學，企管系或傳播系不需要透過行動導向去進行一個專案嗎？談論「小組
討論」的方法，社會系及物理系難道不能透過小組討論來學習相關主題或概念
嗎？談「教師的理念及關懷」，難道機械系與哲學系不需要教師具有清晰的理
念及投入的精神嗎？那麼，為什麼鮮少發現有專業的系所及教學單位針對「電
子學」、「心理學」、「土木工程」、「近代物理學」、「統計學」、「企管
學」等學科的教學進行研討呢？在臺灣高等教育的場域中，這些基本的教育議
題，似乎只有在通識教育的場合中會被提及。古云：「師者，所以傳道、授
業、解惑也」，是因為通識教育的內涵與大學教學所強調的精神特別相關？還
是因為通識教育提供了大學教師重新去作為一個「老師」的機會？

1

本篇改寫自黃俊儒（ 2010 ）。〈通識課程落實的關鍵要素：一位通識教師應有的理念、實踐及認
同〉。《教育部99年度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頁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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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通識教育經常被認為是大學教育最初的原型及精神，其意義及重要性
也常常在公開的場合中被強調；但弔詭的是，與實質層面上所被分配的資源及
重視程度卻有著明顯的落差。因此雖然也有不少老師基於文化深處中對於「教
師」形象的認同，而願意在通識教育的教學上投注心力，但卻也常徒留形勢比
人強的感嘆。
事實上，身為教育工作主體的「教師」，幾乎是許多教育改革工作最後落
實與成敗的關鍵。而且，在臺灣屬於高等教育範疇的通識教育場合，其實也蘊
含著許多教師可以自我實踐的契機，這種契機不僅對於教學有效，更能裨益研
究及學術生涯的發展。就一個大學教師對於自己的角色及定位而言，本文旨在
針對通識教育提供能夠聯繫理念及實踐間之進路的一種想像，供目前認同通識
教育理念，並且在通識教育崗位上兢兢業業的教師們參考。

貳

通識教師應有的問題意識─ 理念
十年前，當筆者剛在大學任職教書的時候，常在許多不同的通識教育場

合中，聽見有老師不解地問道：「通識教育究竟是什麼？」十年過去了，最近
常聽到的疑問是：「你們這些通識理念我們都很認同，但是如何帶進教室中
呢？」前後的這兩個問題，正好標識出臺灣這幾年來，通識教育所經歷的不同
階段。
通識教育在臺灣的教學現場上至少有兩個特殊難度，除了通識教育的課室
就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場域之外，另一個難度就是我們正經歷臺灣高等教育中前
所未有的巨變。首先，通識教育強調「統整」與「貫穿」的精神，因此教師原
本備課的難度就較高，加上在通識課室中，學生來自於不同的學院及系級，有
著最大的異質性，就像個社會的縮影。教師需要能夠講述合理與動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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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這一個社會縮影會不客氣地給予最直接與真實的回應。對於現今事事講求
短期績效的高教氛圍而言，準備一門好的通識課，對大部分老師來說，往往是
一項付出成本極高但回收效益極低的「良心志業」。
此外，教改浪潮後的臺灣高等教育概況，造就了人人上大學的生態，伴隨
而來的問題，就是學生之間的程度差異很大，而學校的屬性、地域及規模各不
同，學生往往展現出截然迥異的特質及風格。在這樣的狀況下，教師如何具有
敏銳的問題意識及正確的通識教育理念，就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
能夠依據所面臨的不同狀況而時時調整，教育現場才有改造的可能。試想，如
果有一道針對臺灣目前的教育概況之描述的考題是這樣出的，一個教師該怎麼
回答：
考題：下列對於目前臺灣教育所提供之服務的描述何者為真？
A：為保貨品新鮮美味，僅限店內使用。
B：貨品一經售出，概不負責。
C：不含防腐劑，常溫下勿置放太久。
D：以上皆是。
這個答案可以很容 易，也可以很困難。長久以來，臺灣教育受制於考試
領導教學的魔咒，僅強調也僅保留了那些抽離個人特殊經驗的「套裝知識」。
然而這些套裝知識幫助人取得文憑，謀求出路，但無助於人的知性成熟（黃武
雄， 2004 ）。因此，我們的教育內涵常常是在教室內講得再怎麼漂亮，一旦
出了教室之後就不一定適合，甚至背離也不以為意，所以是一種「僅限店內使
用」的知識。由於升學主義幽靈的盤據，「考試」往往更大程度地被賦予社會
篩選的功能，因此當完成某些階段性任務之後，往後的終身學習及永續經營也
常常不是我們教育售後服務的主要考量，「帶得走的能力」常只是一種想望。
此外，習慣於填鴨式的教學與學習型態，我們的學生很在行地去解一些邊界條

154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件界定清楚的問題，有正確答案的問題，但是對於最接近「常溫」的真實場域
問題卻往往顯得束手無策。這些幾乎都是臺灣教育教育長久以來的積習，所以
上述問題的答案似乎早已昭然若揭。
面對這些狀況，大學的通識教育其實具有一個極佳的發揮空間。首先，大
學本身就是一個人接受制式教育過程中，最近生命當刻、也是最後的學習機會
（葉啟政， 2001 ）；再者，在大學的各種教學場域中，通識教育具有最大的
彈性及社會實踐空間；最後，通識教育中強調的跨域與融通精神，最有機會串
連起學生過去的學習內容及生命經驗。所以縱使臺灣社會受到「書中自有黃金
屋」的觀念影響深遠，升學與文憑主義強固，而導致許多教育改革的理念受挫
（朱敬一， 2008 a ），但是在大學的通識教育場合，卻仍有著極佳的空間可以
改善，尤其是在學生即將進入社會之前的最後一道關卡。然而這些處境卻也是
通識教師最亟需要感知的問題意識，需要體認到自己的重要性及特殊職責。
基本上，由於臺灣的通識教育發展已經歷過了理念宣導的時期，因此普遍
來說，幾乎很少人會直接去拒絕通識教育的意義及重要性，主要的問題反而是
在實踐層面上的落實。教育改革的主體與動力主要在於「教師」，教育品質的
關鍵也在於「教師」。如果我們沒有把「教師」置於核心焦點，任何有關教育
改革與教育品質的探討都會流於空談（饒見維， 2003）。因此通識教育改革的
成敗，主要關鍵仍在於教師要有深刻的自我認識及覺醒，而這樣的問題意識與
理念，正是目前通識教育最欠缺也是迫切需要的。
過去，筆者曾經在投入教學工作之初，在某大學看過一門名為「泡茶過
生活」的通識課程。教師為了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因而捨棄了許多自己
專業知能上艱深的學科知識，轉而用自己的休閒興趣開課。因此課程內涵中，
只見這位老師規劃每週準備不同的茶葉與同學泡茶、喝茶、品茶。如果這位教
師對於通識教育的理念可以多些理解，並且更有問題意識地關照學生學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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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機會將這門課改成「泡茶與人生」，可以介紹給學生各種茶的類型與知
識。進一步想，必然可以再改成「茶葉與社會」，可以讓學生了解到茶葉在社
會中的意義及用途。最終，若這門課可以規劃成「茶飲、文化與社會」，則學
生可以了解各種茶飲背後的文化、社會意義及歷史淵源，成為一門十足稱職的
通識課程。對於不同領域的學生去了解這一個世界，會更加有助益。如果一門
課程可以這樣演進，倚賴的必然是這位教師在社會觀察的過程中，隨時保持清
明的問題意識。

參

通識教師需拿捏的必要張力─ 實踐
除了有清楚的問題意識來作為理念上的靠山之外，許多實務問題及狀況

上的拿捏，恐怕還是通識教師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目前仍有許多線上的大學教
師認為通識教育是營養學分，甚至覺得能夠把通識課程帶得熱鬧與喧譁、能吸
引選課人潮，這就是一種成功。於是所謂叫座的通識課程，常常需要充滿笑話
與樂趣、充滿教師的個人魅力，題材需要富有聳動性、能夠引領話題，最好能
夠兼具娛樂、綜藝、特技「三位一體」。這樣的效果，應該就是最容易被認可
的「成功」通識課程標準。於是乎，通識課常常需要充斥著目不暇給的精美投
影片、兼具聲光的影音效果、團康般的活動設計……。不可否認地，結合新的
教學媒介、富有活力的活動設計，均是經營一門課的重要元素，但是如果「手
段」變成「目的」的時候，膚淺與廉價的意象就會不脛而走。因此多了笑聲卻
少了意義，贏了人氣卻輸了尊敬。
這樣的認知及氛圍其實有其結構性的因素，它包括了通識教育及專業教育
之間的關係與定位，教師在研究與教學之間進行分配的拉扯，在通識教學之班
級經營理念上「收」與「放」之間的權衡。這些問題明顯地影響著大學教師對
於通識教育的認知與定位，這些問題間其實都存在著一種張力（ tension ）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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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這種張力似乎也在默會中昭示著，若過度地往任一端傾斜，其結果恐怕
都不會太理想。
一、通識與專業間的必要張力
因此，在通識與專業之間，過去似乎被認為無絕對的關聯性，甚至常常是
衝突的。但事實上，專業知識所象徵的就像是一種收斂的能力，而通識教育所
提供的則是一個發散的場景。透過通識教育的思考，可以讓大學教師去反思自
己專業的意義，例如：自己的專業知識在集體人類文明中所座落的位置為何？
意義為何？影響為何？價值為何？忝為一個知識分子，這似乎都是非常基本需
要去思考的問題，而通識教育正好提供了大學教師去反省自我專業的一個路徑
及機會。此外，立基於專業知識的通識教育，則可以在堅實的知識基礎上，不
斷地累積與堆疊，藉以在更高與涵蓋度更大的視野融通與貫穿。如同著名的科學
家 Lakotos 曾說過的：「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
學史是盲目的」。同樣地，沒有學術根基的通識教育，既可能是空洞的，也可
能是盲目的。因此，通識與專業之間不僅有著無法切割的連帶關係，並且通識
可以協助專業，專業更可以裨益通識，兩者之間需要有一股時時維持的張力。
二、教學與研究間的必要張力
就一位大學的專任教師而言，「研究」與「教學」的工作幾乎會消耗掉他
她絕大部分的心力，因此兩者間的比重該如何調配，常常是個私下被廣泛討論
的議題。追根究柢的來看，「研究」的意義應該是什麼？它當然可以被認識
成一些工具性的目的（例如：升等、名聲、產出、業績……），但是不可否認
的，大學教師之所以有其特別的社會意義，當然是基於他們也肩負了這個時代
中，在知識的前沿上拓發與開展的責任。這也是自詡為知識分子的大學教師，
在社會期待下，所應該全力以赴的工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研究」理應是
一種在清晰的問題意識下，極力地反省、批判與建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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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教學」的意義又應該是什麼呢？金耀基（ 2003 ）曾引述懷海德的話
指出，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與少壯以從事創造性之學習，而謀求知識
與生命熱情的融合，大學學者與學生不能超然物外、對社會無縈念、對生命
無熱情。所以依照過去西方大學起源之初所做的界定，在大學教學應該是一
個現在知識分子與未來的知識分子，彼此互動、激盪與促進的過程。因此，
教學理應能夠反饋給研究的意義及創發。例如：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費曼（ Feynman ）博士，他就很抗拒進入那個完全沒有教學負擔，並被許多研
究者視為研究聖地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因為他認為，透過課堂的教學及
學生的提問，他可以有機會重新思考一些很基本的問題，觸發新的研究方向
（ Feynman, 1985）。
因此在「教學」與「研究」之間，也存在著一股如同「發散」與「收斂」
般的張力。如果教師對於自己的專業不投入，那麼教學大概很難能夠感動人；
反之，如果教師不常透過教學來反省自己的專業信念，那麼這個專業恐怕也會
有流於匠氣之虞。
三、通識課程經營中的必要張力
至於在教學層次上，更清楚地存在這種「收斂」與「發散」的張力關係，
而通識課程的膚淺化傾向，便常常是源自於這兩股張力之間的失衡。例如：秉
持「收斂」思維的老師，堅持課程專業知識的不可折扣，因此執拗、嚴肅、僵
化、不願變通，結果在「選課市場機制」的運作下，就被自然淘汰了；僅奉行
「發散」邏輯的教師，就把所有媚俗、從眾與綜藝的元素融合在課堂中，美其
名是奉自由與開放為圭臬，結果班級越開越大，熱鬧有餘深度不足。
朱敬一（ 2008 b ）院士曾以「貫穿」一詞作為是通識教育最重要的關鍵
詞，對比於過去通識教育常被習慣地認為是一種「簡化」的課程，可謂一語中
的。如果以「統整」與「貫穿」去構築一門課的話，在學理上必然需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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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理念軸線去串連，在實踐上更需要能夠連結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因此
它需要收斂性的學術根基，更需要基於生活世界中真實性（ authentic ）問題的
發散性情境氛圍。因此在通識課程的經營中，在深刻的理論基礎及活潑的教學
活動中，「收斂」與「發散」之間必須存在一種必要的張力關係，才能一方面
彰顯課程的主旨，另一方面又能進入到學習者的認知中。這不僅適用於課程之
內，也同樣地適用於課程與課程之間。

肆

每個大學教師都應該是通識教師─ 認同
在許多通識教育的場合中，常常會聽見來自不同學校及背景的老師們，

提及通識教育在學校常常會被忽視的狀況。也常常聽見許多老師在面對研究發
表壓力及教學負擔兩相夾擊下，導致研究做得無趣，教學也教得無力的痛苦掙
扎。更不堪的是，隨著臺灣高等教育的劇烈演進，大學老師的角色也常常成為
一種被消遣的對象，例如：教授長工（李雪莉， 2005）、學術長工（聯合報，

2005 ）、埃及人（聯合晚報， 2004 ）等說法所在多有。如果不談過去在文化
底層中教師所曾被賦予的神聖、莊重角色，有的時候，對照起自己經常需要去
做的事情，相信許多的伙伴也會忘卻了自己究竟是誰？或是自己為何身為一位
老師？如果一個社會中，負責培養以後菁英的工作者，也為自己的角色、方向
及職責困惑時，那這個國家社會豈不岌岌可危？
大學的教師應該都要有機會去開設通識課程，或者是說每個大學教師都應
該是通識教師。為什麼呢？因為通識課堂就是一個社會的縮影，也是一個真槍
實彈的實戰場。以現代社會知識的生產方式，以及社會體系運作的概況來看，
幾乎沒有任何一項知識的生產可以完全置外於其他社會或文化體系的環節。但
是各個受過專業領域訓練的博士或專家們，在專業體系內制約久了，無不時時
保持著強固的自我學科本位。因此，如果要反省自己的學科定位，或是想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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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學科究竟有何重要性，那麼何妨經歷一下通識教育場域的試煉。如果覺
得自己的專業領域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如果覺得自己的專業是社會重要的
維繫力量，那麼就在這個活生生的社會縮影中，說個動人的故事來說服下面的
學生吧！否則這個社會縮影的坦率回饋，將會是教師自我專業反省的最真實
諍言。
以往在傳統想法中，高等教育被認為應該是為菁英提供博雅、非職業性的
課程，而非僅是專才的培育，但現在卻被認為是不合當代學生的需求而遭到廣
泛的批評（朱建民， 2006）。也就是說，原本通識教育的理念應該才是近代大
學緣起的原型，但是隨著學科分化的快速，卻反而易主為客了。要改善現階段
臺灣通識教育的處境，最終仍須落實到課程設計與課程經營的層次去考量，而
「教師的自覺與投入」將是最關鍵的因素。每次在通識教育的研討會中，看見
老師們熱切地交換著經營一門通識課的心得時，常常會有所疑惑，這些老師們
所交換的各種大學的教學心得，例如：如何協助學生學習？如何結構教材？如
何發展新的教學單元？如何反思課程的意義？如何帶給學生一堂飽滿而充滿人
生意義的課？難道這些問題在專業系所的課堂裡都不是問題嗎？那為什麼關於
這些問題的討論卻往往僅會出現在通識教育的場合？答案很可能只有一個，就
是只有在通識教育的場合中，它提供給我們重新作為一個教師的機會。
身為一個老師，每當因為感嘆社會大環境的亂象、教育的商品化趨勢、
學術研究的工匠化等令人沮喪的問題時，相信每個教師的心底，必然有個找尋
那個原初「教師圖像」的渴望。畢竟，教育是需要憑藉著每個人的信仰與理念
去支撐著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演講場合的討論中，不經意地提及「……有時
候，在通識教育的場合中，我才發覺我是一個老師……。」（黃俊儒， 2009）
這樣的心情抒發，相信這是許多大學通識教師的共同寫照。因此，即便尚有著
諸多的不滿意與橫逆，仍須感謝的是：幸好我們還有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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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教師教學技巧
林思伶∣文藻外語大學

壹

教學是一種傳播行為
教學就如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其歷程是一種傳播的過程。教師在課堂上最主

要的任務就是將所準備的內容（教材）傳達給學生，並期待學生能夠精確的學
到教師所欲傳達的訊息。誠如傳播理論的學者對傳播歷程的主張，教學傳播過
程中也有三大要素：教師、教材及學習者。這三要素透過教師的教學準備與教
學的實施，分別形成教學設計、教學實施與學習等三任務。透過此三大任務的
完成，教師才能有效達成這一切教學歷程中的訊息傳播行為，完成有效教學。
首先，在「教學設計」階段，教師以其具備的知識和分享的意願，將知識
規劃為學習者可以理解的教材，再透過教學歷程使學習者接收到學習的訊息。
至於學習者，則主觀地以其個人的過去經驗和基礎，將所接受到的訊息，加
以詮釋、解讀成個人認為有意義的學習結果。三者之間可以下圖 1 來說明。其
中，有關教學設計的議題，另有篇章討論，本文將聚焦在教學現場，有關教師
執行教學的技巧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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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教材

學生

訊息來源者

訊息轉變成符號

訊息的傳遞

接受符號還原

接受者的反應

具備某些專業
知識、資訊、
或觀念，及與
學生分享之意
願

將訊息變成文字、
語言、圖畫或其他
有形的符號，並經
處理與組織的過程

運用各種管道
與技巧傳遞訊
息

訊息的接受者按
過去的經驗，將
符號還原並加詮
釋

接受者若認為訊
息具有意義或用
處，則設法使之
成為自己知識的
一部分

教學

教學設計

學習

圖1：教學傳播、教學設計與學習的關係

集中注意
是

是

是

課前活動
呈現教材
學生參與
測驗

教材是否
與我個人的
需要和興
趣相關

我
是否有
信心只要花
相當的努
力就能
學會

不是

不是

追蹤輔導

這樣
的學習
是否滿足
我個人的
需要和
興趣

不是

轉移注意
資料來源：Dick, W. (1991). An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view of constructivis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1(5).
圖2：教學策略與學習動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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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學是教師和學習者的思維打交道，了解為何學生會分
心很重要
教師在教學的歷程中，其實是在與學生的思維打交道，因此影響學習者上

課歷程中的因素，都可能影響其上課的注意和專心程度。學習動機學者 Keller
（1987），及教學設計學者Dick & Carey（1987）曾提出，學生在課堂上常會
自問學習內容與個人的興趣相關與否，而影響其注意和專心的程度（概念如上
頁圖 2 ）。因此，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如何以有效的例子，或任何可以維持學
生注意的教學技巧，對學習的終點結果具有莫大的影響。
然而，教師究竟要如何持續地維持學生的注意，並避免在學習歷程中可能
的分心呢？ Keller （ 1987 ）彙整學習動機的相關理論後，提出 ARCS 模式，可
做為教師引發學習動機的教學規劃，或是在教學實務上，口語表達的參考。首
先， ARCS模式係指由1. A：Attention（注意）、2. R：Relevance（相關）、3.

C ： Confidence （信心）、 4 . S ： Satisfaction （滿足）等四元素所組成之教學
動機的設計。 Keller 進一步闡述，每一個元素各可透過幾個策略來達成，本文
將其整理如表1。
倘若我們從教學的場域放大到整學期的課程系統，則通識教師可以圖 3 的
系統概念，來理解激發學習動機的課程管理系統，這激發學習動機的系統策
略，不僅與每週的單元教學有關，也與整學期課程學習的管理系統有關（林思
伶，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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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Keller激發學習動機的課程設計彙整

引發學習
動機的要素

定義

吸引學生的
引起注意

興趣和刺激

Attention

學生的好奇
心。

策略

切身相關

和目標，使

Relevance

他產生積極
的學習態

1. 感官的吸引
3. 用變化維持

建立信心

Confidence

信自己有掌
握是否能完
成它的能

1. 目的導引
2. 過程導引
3. 熟悉感

Satisfaction

償。

2. 用什麼方法在學習過程中提供 他們的學習
學生適當的職責、自我訓練和 意願？
表現的機會？

1. 如何幫助學生了解，要學好這
1. 學習必備條
件

2. 成功的機會
3. 操之在我

門功課，有哪些必要的條件？

2. 有 何 適 當 的 活 動 或 經 驗 可 協
助、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

3. 如何讓學生知道學習的成功與
否決定在他們自己的手中？

我如何能藉
著教學來幫
助 學 生 學
好？也讓他

和收穫

內在和外在 2. 正面積極的
的鼓勵和報

如何讓學生
3. 如何維持學生的注意和興趣？ 覺得這個東

結合？

學生能因著 1. 自然的結果
成就而得到

度？

3. 怎樣把教學內容和學生的經驗

力。

感到滿足

興趣？

1. 如何讓學生了解課程能滿足他 西 值 得 學
習？能激發
們的要求？

幫助學生建

的信心，相

思維

2. 問題的探究 2. 如 何 刺 激 學 生 產 生 探 索 的 態

度。

立起能成功

整體

1. 什麼方法可引起學生的注意和

能滿足學生
個人的需要

教師思考問題

結果

3. 公正

1. 有何機會可讓學生運用所學的 們相信成功
是他自己可
新知識？
2. 有哪些內外在報償和鼓勵可回 以掌握的。
饋給學生？

3. 如何幫助學生對他們的成就感
到滿足並產生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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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個人
因素

動機

主觀評估的

技能、態度

滿足與價值

期望

輸出

輸入
環境
因素

個人知識、

學習行
為表現

努力

結果

課程動機

學習設計

增強、回饋、報償

設計與管理

與管理

之設計與管理

資料來源：Keller, John (1983). Use of the ARCS Model of Motivation in Teacher Training. IDD&E

Working Paper No.10.
圖3：個人、環境中各因素（動機、教學設計及管理）與學習成果關係

參

教學就如人際互動，也像二人舞蹈，需要彼此的配適
若進一步聚焦在課堂上教師的行為進行討論。一般而言，教師最經常使

用的教學途徑就是口述。口述的技巧，在許多的語言訓練中多有介紹。然而，
在教與學的情境裡，有效的口語技巧包括，字彙的選擇、語氣的使用、問答的
時間與互動技巧等。教師在課堂上經常使用到的教學技巧包括：焦點問題、重
點摘要、隱喻法、語音法、想像法、隱藏的問題、回饋、個案研究或角色扮演
等。
除了單向的口述外，安排小組合作的機會，近來受到學習理論專家的推
崇。理由是，在合作學習的脈絡中，不僅提供學生對內容的理解、說明，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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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讓學生有機會針對個人的論點進行必要的檢視，可以
深化學習；透過質疑他人的觀點，也提供學生傾聽並提出回饋，將他人觀點與
自己的想法加以比較的心智活動，而使學習的論點更加明確，也增加學習者的
信心。然而，這些一般化的理解可能還不夠，更深入來說：
一、適合學生風格與需求的語彙
無論使用上述哪一個技巧，教師通常做最多的行為就是說話。近年來，神
經語言程式學的專家，強調每個人天生都有屬於個人較優勢的學習風格，因此
教師若能習慣使用必須策動學生不同

多元學習感官的學習策略，對增進學習

的效能應有助益。此外，神經語言學家也認為，按照慣常使用的語言習慣及心
智上對事務異同的認知習慣，也可以將學習者分為四類型。其中每一類型各有
不同的說話習慣與表達方式，不同類型的學生需要不同的對話順序，以獲得安
全感和滿足需求。因此，教師若能在學期之初，掌握、理解學生的學習風格及
其語言使用習慣，教學口述或與學生對話時，便能較具說服力。
二、教師提問、問答與增加參與的機會
在教學實務上，我們也常常發現，教師有隨時邀請學生參與教學的機會。
理論上，教師如果在發問前或發問後即刻指定學習者回答問題或提供意見，則
其他學習者就會期待被點到的學生有責任回答，因而可能減弱其他學生共同或
個別仔細思考教師提問的動機。因此，實務專家均建議，教師必須提供足夠的
候答時間，允許學生真正思考教師的提問或作業。一般而言，也建議在候答時
間後，隨機的邀請學習者回答問題，如此一來，當教師提問後，所有學習者都
覺得自己有責任思考，也均有可能被教師指定作答，因而增加其心智參與學習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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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展學習的廣度與深度
在一般的教學提問互動中，我國的教師與學習者均習慣給予或接受「標
準答案」。然而，在大學教育的歷程中，我們更強調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教師在提問過程中，延展學生的學習至為重要。延展
學生的學習，可透過學生提供意見後，讓其他人檢視其意見，針對該意見提
出回饋而達成。對於明顯的意見，也可請學生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提出該意見的
理由，而確切了解其對個人所提意見之意義。對於遇到無法當下回答問題的學
生，教師也可提供由簡入繁的方式，給予必要的步驟引導思考，而使其獲得學
習的成就感。
四、統整理答的重要性
在大學通識課程的教學實務上，我們現在經常可見到教師使用小組合作學
習的方式進行教學。經常可以看到教師讓小組同學上臺報告、分享學習的進度
與成果。然而，就增益學習的效能而言，教師在各組學生報告後能否「統整理
答」，對其學習的成效具有影響。教師有責任對學生的學習成果提供回饋，必
要時，可以在各組的分享後，進行異同比較。也可藉此強化學習的重點提示。
基本上，教師必須以有次序且具邏輯的方式，再次回顧各組或個人的意見，然
後加以分類，或說明其中的脈絡相關，如此一來，即可有效幫助學生系統化的
學習。

肆

技巧的有效在於熟練與內化
對於教學技巧，每位教師面對學生各有況味，無論如何，在教學規劃階

段，可謹記四大基本問題：1 . 學習目的（ what ）：我們希望學習者學到什麼？

2 . 學習者（ who ）：課程與教材為誰設計？他們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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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具有何特徵？共同

的學習背景？差異的學習風格？ 3 . 他們如何學（ how ）：什麼是最合適的內容
與方法？他們的共同語彙是什麼？以及4.如何評估（evaluation ）：我們該用什
麼方法和標準評量學習成果等。緊緊扣著此四大問題，可讓教師在教學時，至
少有一可循之流程，也能事先熟悉教學內容。透過這四個問題，讓教師有機會
了解學生。無論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策略規劃或整堂課口述的技巧，大部分
技巧的熟練都來自於頻繁的練習與體會。有心的教師將普遍缺乏學習動機的通
識課程當成可克服之挑戰，經常性的練習、體會、內化，甚至與教師同儕之間
的合作與觀摩，均是教師熟能生巧的途徑。
整體而言，欲成為一位有效的教師，除了應具備專業學科內容的結構性
知識外，還應具備教學行動的系統知識（ action system knowledge ），其中包
括：規劃教學的能力、決定教學的程序和速度、清楚表達的技能、班級經營的
技巧等（ Leinhardt & Smith, 1984 ）。此外，在這個數位科技的時代，大部份
學生已習慣利用數位環境進行個別且大量的學習，教師具備符合現代環境與潮
流及學習者習慣的科技素養，已成為必備的行動能力之一。
最後，我們相信教師對於學生大腦、心理運作的科學研究系統，認知的
歷程及學生的思想體系應有所了解，並能準確地測定學生的人格特質與學習風
格，而後，以一種學生可以了解的情境、語彙的方式呈現教材，如此，應能掌
握教學的最高目的─學生學會。準此，我們強烈建議在每學期學習之初，除
了用來做課程介紹外，請再花些心思，讓學生有機會表達個人的學習歷程、價
值觀及學習風格，這將有助於教師了解學生生命的獨特性，對教師未來的教學
規劃及教學方法之擬定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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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能力觀點談通識課程之學習評量
楊百川∣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壹

前言
通識教育做為全人教育的一環，其施行成效深受整個社會環境動態之影

響，近數十年來，臺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之發展與快速變遷均劇烈的影
響了教育政策之走向。經濟掛帥的國家發展方向，更大大扭曲了教育以人本為
核心的該有風貌。專業取向教育主導大專院校校園內之學習方向，通識教育淪
為配角，雖有頗具陳義之理想但卻無從落實，而自高中起的知識分流及進入大
學後的學生專業科系分離體制，更讓通識課程的跨領域整合角色發揮深受限
制，也使通識課程授課教師深感無力。
本文期能基於宏觀趨勢之掌握，提出以個別課程為礎石的微觀改善之道，
建構以核心能力概念為基礎之課程設計與評量模式，讓通識課程之授課教師，
雖處於極度不利之總體環境下，仍可有效地以系統化之核心能力思維，做好課
程的設計與成效的評量，讓每門通識課程都可帶來超越單一課程對學生學習的
影響。由基層效益的發揮，帶來校園內教育與教學思考方向的改變。
本文以核心能力做為教育與教學目 標設定之主體，從而引出課程內容與主
題的選擇合宜方式，同時也提供結合核心能力課程設計程序之原則，交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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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程序設計的理念，提出具前後理念一致且多樣性之評量模式與工具，期
能循目標路徑理論之論述，順利實現每一課程為學生所設定核心能力養成之目
標。配合個別課程達成目標所需之環境條件，也指出各校通識教育主事單位可
努力之方向與具體作法。

貳

通識課程遭逢之困境
近年來，臺灣所面對的各種環境變化速度加劇，社會多元化程度大幅提

升，各種社會議題呈現的複雜度均明顯增加。反觀目前就讀大學的青年學子，
大多數均為民國八十年後出生之人口，是臺灣經濟起飛、國民所得迅速提升、
大量工業化與資訊化的年代。伴隨著這群學生長大的，可能是父母親都在職、
工作十分忙碌、經濟生活充裕但精神生活上困窘，沒有受過重大挫折，大部分
之用度都是仰賴父母，成長過程有些孤單，電視、電玩、網路社群是主要生活
伴侶，這樣的圖像勾勒出大部分目前大學生的家庭與社會背景條件。為追求經
濟成長與發展，臺灣的高等教育長期以來也以專業當道，期待能迅速填補整個
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所謂的通識教育或通才教育，實僅能在大學人才養成過
程中，聊備一格，點綴教育的主流思潮而已。
從八○年代末期以來，臺灣在高等教育供給量大幅增加的政策引導上，也
造成一般大學重視短期職場專業培育，輕忽長期全人通識的不均衡發展。綜合
學生之特殊屬性與大學之主流發展的現象，在尚未做教育體系大幅改革的狀況
下，大專院校如何用現有之課程設計與結構安排，仍能得到專業與通識平衡發
展的效果，讓學生有機會在專業發展的過程中，仍能多元地接觸不同領域的不
同思考，展開較具全人關懷的大學學習歷程，其中通識課程的設計與落實成效
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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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通識課程內容的多樣性與各專業內涵的差異，常使同學誤解其意涵，
同時也因教師的授課模式單一性或無常軌性，常被同學視為營養學分或者是可
有可無的次要課程，導致學習效益有限甚至造成學習的反效果。有鑑於此，為
通識課程設計再下功夫，吸引學生投入，增加學習興趣，促成同學跨領域選
讀，完整其全人的整全觀點，也促成跨領域知識的交流與整合，發揮通識教育
的積極作用，實是當務之急。

參

課程設計之知識內容與設計程序
課程設計須考量的面向頗多，也常因其課程屬性，會有不同的展現，但統

整而言，大致可分為課程知識內容與主題、課程設計程序的兩大考量。前者重
視課程應包含哪些內容？在知識地圖上的哪個區塊？應聚焦哪些主題？各知識
內容與主題取捨後所形成之知識架構為何？常依各通識課程所在領域不同而有
不同之定位。後者則重視課程設計完整程序的落實，而設計程序始自課程學習
目標設定、教學可使用資源之整合與安排、可達成目標之教學方法選擇、用以
達成課程目標之內容與主題取捨、教室內教學活動的執行與班級經營可能途徑
選擇、單一課堂的反應及學習成效掌握，及最後課程學習成效的評量。
綜合課程知識內容與教學設計所涉的多種因素考量，在教育相關專業領域
中也提出極多不同之論述與說法，整體而言，知識內容部分可歸納原則如下：

1. 相關性：所選之主題應貼近所欲傳遞知識領域之主軸脈絡。
2. 系統性：各選定主題間與領域知識整體組合應呈現嚴謹的邏輯思考架構。
3. 完備性：選擇主題應能在深廣度上全面地涵蓋且提升學習者之相關素養。
4. 深入性：設計之內容與選擇之主題其知識的密度與學術承載要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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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教學設計程序部分可歸納原則有以下五點：

1. 目標導向：以達成課程設定之學習目標為主要設計，啟動所有程序。
2. 善用資源：連結、整合、評估教學可用之教室內、外資源。
3. 途徑多樣：依內容與主題屬性差異，採用不同的授課與知識傳遞方法。
4. 興趣引發：能啟動學習者教室內、外的好奇，採取主動之探索行動。
5. 評量多元：採用多樣檢核工具，以各種角度衡量學習之成效與產出。
一般而言，通識課程的修讀者，經常是非屬該專業領域之學生，故在教材
主題選擇與設計上若未有完整思考，則會使修讀該課程的同學不易進入學習狀
況；而老師善意簡化知識內容，或隨同學意願選較容易的主題而失去課程之嚴
謹架構，亦使通識課程遭致學術承載不足的誤解。同理，在設計程序上若不能
周延照顧學生學習之各面向，則甚難根據教學目標，予以客觀評量其學習所達
水準，只能泛泛地側寫學生之浮面表現，也無法設定可嚴謹要求之學術標準，
故常致通識課程是營養學分來源的譏諷。
然就通識教育課程的知識內容而言，到底應包含哪些知識、哪些課程、哪
些主題，實有其總體架構之宏觀角度。然各學校在選擇上也有其資源充分性與
否之客觀判斷與所設定教育與教學目標可達成程度的主觀論述。其最適選擇宜
由各校視其本身主、客觀條件與學生學習狀態，慎思取捨與抉擇，具有各校別
之特殊性，也是創造各校通識教育特色最主要來源，本文不擬在此深入探究。
反觀通識課程設計程序與技術屬課程設計之專業，具有理念及作法上的共通
性，實宜建立一套思考架構，供通識教育之授課教師與相關人員參考採行，本
文鑑此擬提出以核心能力為主軸的課程設計方向，同時也發展具前後一致性理
念的評量方式，提供以單一課程之教學設計及學習評量微觀手法，達成由小而
大、由個別課程之實踐，進而全面提升通識課程教育成效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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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核心能力之理念與課程設計上之應用
通識教育理應重視人本關懷，以學生之全人發展為主要考量，但受評鑑

科學化之風潮影響，對通識教育所設之課程，亦期望以具體之指標或產出數據
加以衡量，其合宜性雖頗具爭議，但就提升通識教育之平均水平而言，不失為
一項可聚焦努力之作法，教育思潮中行為主義之風行，與此趨勢密切相關。行
為主義不同於人本主義的全人關懷，主張淡化或忽視人的各種潛在無法觀察面
向，純粹以外顯行為作為科學上可觀察與衡量之標的。核心能力之概念源於行
為主義，在競爭激烈的當代社會尤受重視。能力的概念在不同論述下，雖具差
異之內涵結構，但均同意：能力作為一個具體概念，有呈於表面可觀察之外顯
行為及潛藏底層之內隱價值與態度面向。故運用能力概念作為通識教育目標是
否達成之指標，確可尋獲一種客觀可衡量、可用以引導教學方向之標準，也頗
有其論述與說理基礎。善用能力之多元面向與行為的關聯性，可跳脫行為主義
之限制，將人本相關之態度與價值觀面向納入思考。本此理念，本文交叉課程
內容與主題及教學程序中之教學方法，以核心能力為學習目標設定主體，從而
發展學習評量模式，形成一套同時思考四個影響學習成效最關鍵面向之核心能
力導向課程整合設計模式（見下頁圖 1）。其思維邏輯與程序為：首先選定欲培
育能力項目為驅力來源，然後選擇合宜之知識內容與主題形成系統架構，再搭
配契合學生特質教學方法之設計，最後以多元且具效度的方法評量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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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課程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能力三
能力四
能力五
能力六
能力七
教學方法

課程設計構想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評量方法

課程設計目標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圖1：4D課程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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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四

能力二

方法三

能力一

方法二

方法一

方法四

方法三

方法二

方法一

主題七

主題六

主題五

主題四

主題三

主題二

核心
能力選擇

主題一

設計

主題

伍

核心能力為主軸之學習評量方式
各課程欲培育之能力與具一致性之學習評量方式，因涉選擇哪項核心能力

作為目標之個人意願與主觀判斷，也與各校設定之通識教育欲達成目標有關，
在一般教學設計論述中較少提出規範性之原則，故欠缺具共識之設計規範引導
個別課程，相對也造成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目標不易明確訂定，亦難提出有效
評量方法的困境。故在充分掌握核心能力導向課程整合設計模式概念與邏輯
後，應對核心能力之選擇與配套之學習評量模式，進行更細緻之解析與對焦。
教學設計理論常用「知、情、意、行」四個面向引導教學目標的設定，
在知識普及性尚不足的年代中，教學的目的常以傳播、散布、灌輸學生知識為
主，對生活於快速變動社會中所需具備的能力條件，均未受重視或被視為次要
考量。面對二十一世紀，知識的迅速普及與環境快速變遷，形成具有落實執行
與回應環境能力才能穩健立足贏得先機的教學目標之共識，使認知面目標的達
成，因知識取得管道的多樣與豐富性 而致其需求漸淡；但培養以具體行動取得
期待結果之能力需求大幅增加，亦即「知」的目標優先性遞減而「行」的目標
優先性遞增。故「行」的能力養成已成為學生面對未來社會變遷必備之素養，
其培育養成方式已漸成通識課程學習最重要的焦點。
解構「核心能力」的概念面向，「核心」兩字代表重要程度的判斷與
選擇；「能力」內涵則包含：領域知識（ domain knowledge ）、特定技能
（ skills ）以及完成任務之正面態度（ attitude ）。「持續展現完成特定任務或
達成目標的行為與特質」是對能力最實際的描述。完成特定任務與回應環境挑
戰，所需具備不再只是單純的知識，實需加入行為展現的要素。「知」的增長
可豐富行為展現的多樣性，而能持續展現特定行為的堅持，其背後需要的正是
「情、意」面的態度支持，只有「行」才能產出可被客觀檢驗之學習成果，故
唯有能兼顧「知、情、意、行」四個面向學習目標的教學設計，才是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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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需求較佳的課程設計與引導模式。綜而言之，知識取得屬認知的目標，技
能熟悉屬行動的目標。而持續的行動需要的生命品質正是屬情、意相關態度面
的學習目標，故以「核心能力」引導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與評量模式之設計，
在實務與說理及上均具充分論述基礎。
一般而言，持續行為的發生都是目的導向的，而目的達成需有極大的內或
外在誘因，在行為塑造或引領的概念上，「獎勵什麼行為就會出現什麼行為、
衡量什麼指標就會得到什麼指標」是最常被引用的規則，故有效的學習評量制
度與機制的設計，可將課程目標與期待的行為進行連結，考量運用課程內容與
教學方法之安排，配合學習評量可提供之內、外誘因，引導吻合特定能力要求
的行為持續出現，亦即對所欲培養能力的關鍵行為加以引導，達到完成所設定
之能力培育目標。進而言之，若每一課程均可明確說明欲培養之核心能力與行
為，則可透過評量與回饋機制的運作，引導出能代表該能力的行為，並經衡量
決定其表現水準，呈現 可被具體衡量與觀察之學習成果達成課程設計之目標。
整體而言，本文嘗試提出以培育學生核心能力為課程目標的理念作為前導，並
以核心能力行為作為評量標的，由要求之行為結果引導課程內容取捨及教學方
法設計，由具象行為展現呼應抽象課程目標的模式，作為通識課程授課老師在
規劃課程內容及評量方式時的參考。
核心能力導向課程整合設計模式，較著眼於核心行為的引導與核心能力
的展現，故其評量的多元性，將因核心能力內涵之豐富性大幅提升，而傳統以
認知為學習評量主體的比重將漸減，而情、意及行為展現面的評量比重則將加
重。多元化的學習評量模式，亦將因此理念變遷而有機會被具體落實，除可呼
應高等教育普及化與社會價值觀多元化之趨勢外，也可讓通識課程授課教師有
系統地對教室內的教材內容與主題選取、教學方法設計、同儕學習夥伴組合、
學習動機引發及評量方式調整，進行大幅改造，也勢必對通識課程之教學成效
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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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核心能力導向學習評量方式說明
因通識課程的屬性不同，期待展現之學習成果並不相同，若以核心能力作

為評量主軸，則需辨識每一門課程期望培養之核心能力為何？每項核心能力展
現的行為標準何在？依據核心能力的內涵，可將問題轉化為更簡潔扼要之形式
表達。亦即分為知識（認知面）、技能（行為面）、態度（情意面）三種不同
之面向加以評量，每一種面向的評量方法，依其屬性差異各有不同，分別說明
如下：
一、認知面之學習評量
評量認知學習成效，應先檢視在知識面向上，此課程欲傳達之認知內涵
為何？清楚欲透過課程傳遞之內容與主題後，可依認知學習所設定的目標，選
取評量學習成效的作法，主要檢測方向與工具為：記憶性檢測、系統推理性檢
測、認知建構性檢測。記憶性檢測與傳統之考試方式相近，主要以紙筆測試
的型態作為評量的工具，可採是非、選擇、簡答、申論的題型，重點在於衡量
學習者對認知內容記憶之廣度與深度。系統推理性檢測主要是以個案或情境分
析為主要評量工具，可採用筆試、口試、個人問答或小組問答的模式進行，其
衡量重點在於評估學習者，能否具有分割、組合知識元素的水平連結與創新
思維，或理解所面對情境之因果分離的垂直脈絡關係，呈現其系統性垂直思考
方式；認知建構性檢測主要是以專題研究或參與體驗性活動的報告作為評量工
具，可以個人或小組型態進行，其評量重點在於學習者能否持續在經驗過程
中，根據自己的思維逐步地形成與建構對所學知識的個人認知體系與架 構。在
某些內隱的知識系統上，若無法外顯地加以檢測，自我認知評量也是一種揭示
內在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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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能面之學習評量
評量技能面學習成效，應先檢視在技能面向上，此課程欲達成之操作性
技能要求為何？技能是指完成一項特定任務，得到具體成果操作過程之完整程
序展現，故學習成效的印證為：是否能展示已學得之實際操作程序，及產出實
作之成果與作品。一般學校機構因教學場域限制，檢測技能面的學習成效是
一種挑戰。理想而言，能在運用知識的實際現場進行技能評量，最能反映學習
成效，但能在實務現場進行檢視之機會罕見，可遇不可求，一般課程之實習單
元，正是為克服此一困境而設。在大多課程不能配有實習機會的情況下，教室
中或校園中，或可創造一些模擬的情境或行動學習方案，讓學習者可以在接近
真實的假想仿真情境下，展現其被要求之操作性技能，有些技能的展示，需與
生活中的情境連結，故其評量的形式也可採用以一起生活或工作的同儕意見表
達之方式進行互相評量。在某些特殊的通識課程中，以實作作品展示學習成果
也是一種評量技能學習成效的作法。此外，技能之精熟度亦是展現 學習成果之
重要面向但評量不易，因此可設計個人用自評量表，作為自我標竿漸進改善之
檢視基準，逐次展現精進狀態。也可以創造讓學習者教導他人之教學機會，運
用「從教學中學習，從教學中評量」的做法，達到更深入學習與更全面評量之
效果。
三、態度面之學習評量
評量態度面學習成效，應先省思在態度面向上，此課程欲啟動之態度改
變與調整方向為何？什麼價值觀是其調整、改變之依歸？在各項學習成效評量
中，通常態度與價值觀改變之檢視難度最高，但卻也正是通識課程最重要的努
力方向之一。得到態度與價值觀改變歷時甚長，在時間有限的學期或學年課程
中，要達成此項目標的難度高，但透過適當評量方式與教學方法設計，可成為
學生價值觀與態度長期改變的基礎。針對課程所學或經歷情境，提出與學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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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世界有關系列反思問題、撰寫心得報告、心得公開分享，深化其反省深度。
或者，安排可呈現態度與價值判斷的個案討論，進行書面報告與心得撰寫，也
可針對其心得的書面或口頭報告進行回饋與反省深廣度的評量。另也可以小組
同儕進行主題引導式互評，亦即在指定之評量項目上，由互動最頻繁之小組共
同學習夥伴進行同儕互評，以提供檢視其態度或價值改變的方向與軌跡。若能
透過網路之教學互動平臺，則除分數之評量外，也可以互相提供開放式意見的
回饋。在態度與價值的評量上，最好採用多點且連續的觀察與檢視設計，較能
得到完整的評量效果。當然能建立學習歷程檔案與學習日誌，並於其中設計特
定議題與事件之觀察、批判、反思、心得撰寫、建立起時序檢核軸，就更能完
整描述與掌握學生之價值態度面向的改變與調整。
除依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面向的個別評量方式外，也需考慮一些具有
整合效果的評量方式，諸如：課堂中的參與及對話、期中或期末的口頭或書面
報告、行動 學習之成果分享與成效簡報、經設計之學習歷程側寫等，均能有效
地以綜合觀點，衡量各種面向的學習成果。整理歸納可用於通識課程學習成效評
量的具體工具與手法，並配合課程進行的前、中、後段時程，匯總如下頁表1。

柒

結語與建議
針對通識課程進行學習成效的衡量，無論從何角度思考，都是頗為主觀又

富挑戰性的任務，除考驗老師的耐心，也檢視教學的專業。由於每一通識課程
所欲培育之能力均不盡相同，而每一能力呈現在外的知識、技能與態度構面也
有差異，故每一通識課程教師應衡量課程之學習目標，依學生之屬性及所握有
之資源條件，善用多元之教學方法並本著多元評量精神，設計屬於該課程特有
之評量模式，達到最佳學習評量效果，並藉以引導教室內外通識課程之學習行
為，除可提高學習目標之達成程度外，也可淬鍊通識教師之卓越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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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課程評量工具與手法匯總表

評量面向

認知面

技能面

態度與價值面

綜合評量面

與方式 認知 認知 行為 模擬 作品 態度 心得 同儕 課堂 口頭 書面 學生
測驗 自我 檢測 實作 產出 自我 日誌 互評 參與 報告 報告 學習
建議

評量

評量 側寫

歷程

使用時機

紀錄

課程前

V

課程中

V

課程後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紙筆 認知 行為 行動 成果 態度 心得 互動 課堂 口頭 書面 學習
測驗 水準 檢測 學習 競賽 評量 報告 回饋 參與 報告 報告 歷程
使用工具

自我 量表 方案

量表

表

紀錄 互評 評量 側寫

檢測

實作 作品

日誌

與評 回饋

量表

報告 展示

撰寫

估表

表

報告

表

大部分國內大專院校通識課程教師都不專屬特定科系，來源也專、兼任皆
有，專長背景差異亦大，頗符合通識之全面關懷屬性，但也因此對通識教育之
觀點或教學設計理念及教學技巧之理解歧異頗大，本文立論以單一課程出發，
嘗試指出課程設計與評量在通識課程之共通性，邀請所有通識課程授課老師善
用核心能力導向課程整合設計模式，投入心力於改善通識課程教學成效，由下
而上形成整體提升之驅力。為讓整體成效提升加速作用，有效支持個別通識課
程引進以核心能力導向課程整合設計模式，進行課程調整與改變，以追求最佳
效益，建議各學校通識教育之主事者，居於共善、共好、共享、共榮之心念，
全力投入於： 1 . 建立不同領域通識教師教學學習成長社群，提供互相激勵學習
的動力來源； 2 . 提供計畫性之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培訓機制，提升老師之教學
能力； 3 . 提供創新課程設計之獎勵與支持機制，鼓勵正向改變之氛圍； 4 .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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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評量與回饋機制，提供教師持續改善之動機與方向； 5 . 形塑一友善互
動且追求進步與提升的環境，引導更多老師參與其中； 6 . 建置跨校合作平臺，
連結與分享彼此之努力。
綜合各校由上而下組織面之心力挹注，改變各校之總體面環境與做法；
同時強化各通識課程由下而上各授課教師之努力，提升個別通識課程之學習成
效；透過社群機制，校內或跨校共享彼此之經驗與智慧，定為通識教育之未來
發展帶來一股新的契機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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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學習成效評估與案例研究
黃淑玲∣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壹

前言
隨著教育部競爭型計畫的資助，以及高等教育評鑑和績效責任的要求下，

通識教育成為各校的重要課題；其功能、意義、目的、教育責任、典範師資培
育，也成為關注的焦點。
通識教育重要性的提升，不僅是計畫補助或評鑑因素，更在於它能延伸
專業訓練，陶養個人能認知社會責任、建立公民意識、全球視野等教育功能
（ Freehill, 1957）。通識教育源自歐陸的古典教育，側重古典文學、哲學、修
辭學、邏輯、外文等知識；二十世紀初進入美洲大陸後則注入了實用主義的
觀點，為學生的職涯作準備。依據 Curran （ 1953 ）的分析，學生職涯訓練所
需、個人專業發展這兩個因素牽引著通識教育的發展方向；雇主需要的員工
是圓融的（ well-rounded ），能對身處的社群表示關切、能與人為善、有閱讀
力、興趣廣泛、了解文化傳承、能變通以適應現狀，並能自我反思（ Curran,

p. 80 ）。另一方面，每個人皆身負多重身分，從專業角色、社會公民、社群成
員，到家庭成員等。因此，通識教育也包含文化的創造與傳承者、價值的取捨
與實踐。延伸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通識教育在現代美國大學教育中，儼然成
為重要的一環（ Hachtman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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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銜接專業與職涯、知識與生活，通識教育的範圍廣大深遠。天、人、
物、我（林崇熙， 2012 ，頁 21 ）、文、史、哲、藝、政、經、社等都可以是
通識課程的範圍。各校之專精與特性也會影響通識教育側重的領域；數學與
邏輯思考常見於以理工學院為強項的大學，而醫學人文與倫理主題則常見於
醫學型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中；有的通識課程目的在培育學生專業以外的情
意（ affective ）發展，也有側重專業相關的思考能力、價值觀等（ Bers, 2000 &

Freehill, 1957）。
基於人才培育，通識教育的推動者與資助者都不禁要問：我們究竟教會了
學生什麼？對學生有何長遠的影響？另一方面，課程規劃或改革，皆須有佐證
資料為基礎（ evidence-based ）（ Bers, 2000 ），因此，學習成效評估方法、事
證類型（直接、間接、量化、質化）、結果運用（呈報、回饋師生）都逐漸受
到各大學的討論與重視。本文以學生學習成效為本的通識教育評鑑為主軸，回
顧評鑑結果顯現通識教育所普遍呈現的弱點，進而說明如何以建制評估系統的
方式，改善弱點，達到有效評估通識教育學習成效，並作為後續課程改革之依
歸。同時，為了具體說明如何在教學現場運用學習成效評估，筆者進一步以自
己的課程為案例，探討多元評估學習成效之取徑。

貳

建制通識教育學習成效評估系統
學習成效評估系統雖不是單一授課教師之責，也不全是教師個人所能為。

然而，對評估系統愈了解，愈有助於教師了解單一課程在整個評估系統中的位
置。因此從課程設計到學習成效評估，都較能融入在整體評估系統的架構。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評鑑核心。在此，先就 101 學年度
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之通識受評單位之未盡處進行解析；進而一探通識教育學
習成效評估之原理與結果運用，作為對照與制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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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識受評單位之未盡處
依照評鑑參照架構，各項之未盡處整理如下（魏炎順，2013a，2013b）：
（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通識教育理念與內涵論述不清，課程規劃與開課準則缺乏凝聚共識的過
程。例如：知識面向應是達成全人教育，抑或深化專業的軟實力？由於目標理
念尚未釐清，通識教育整體特色未能彰顯，行動方案也則多有破綻。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課程規劃小組對教育理念和內涵的深入了解，能使課程規劃與設計有廣
度、深度且多元，且使課程較能達到開設的目的，有助學生學習。但通識課程
規劃委員會與開課審查機制並沒有落實運作。值得注意的是，產界代表、畢業
校友皆可擔任課程審議的校外委員，通識教育核心能力方能不脫節並與時俱
進。同時，教師尚未能落實學習成效評估，所以課程的學習目標達成的程度亦
不明確。
（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知識融通來自於授課教師對於通識教育目標，以及校訂基本素養融入課
程內容的程度。爰此，除了前述凝聚共識的過程外，受評單位也需要建立授課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確保教師開設的課程有效、有益，融入校級素養架構
中；同時，評估機制亦須完整，以順利評估學生學習是否達成通識教育目標或
校訂基本素養。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此部分多與校園整體資源結合，並無特別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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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各受評學校雖於「組織法中明訂通識教育專責單位之定位，並依規定設
置，但多數委員認為專責單位在健全組織架構、充足行政人力、行政運作機制
及建置完整紀錄等方面，仍有很大改善空間」（魏炎順， 2013 b ）。其中，定
期的蒐集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以利持續改善，仍是必
要的。
二、通識教育學習成效評估
依據上述五大缺失面向，評估建議如下（黃淑玲譯，2013，頁117-121）：
（一）建立評估的願景
願景是一種共識，是團隊工作更高遠且可達成的目標。因此，在建構通
識教育的評估計畫時，即應說明學校重視通識教育的態度、預期學習成效達成
的程度、評估結果為了解資源運用的效度、必要的後續改善，而最核心目標是
輔助學生學習。
（二）確立權責
主掌通識教育之評估者（通常是中心主任），需要協助通識教育課程規劃
與改善評估流程（ processes ）。而回顧學生學習的評估結果後，亦應針對教學
法、課程或提升學生學習相關的各種因素，提出課程改善的建議。
（三）訂定評估結果的使用對象與目的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報告需依照閱讀者的需要，而調整報告重點。閱讀者想
知道什麼？該知道什麼？使進行學習成效評估的目的隨之改變。下表 1 即綜合
說明評估報告的讀者、評估實施重點與結果運用三者之間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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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 看出，通識教育的評估，涉及課程改善、評鑑、招生、資源規劃與
設置等決策，因此，評估結果正是各項決策的依據。學習成效評估建制化後，
開始進入大家常說的成果導向（outcome-based）課程設計、成果導向的評鑑。
表1：評估報告讀者、評估實施重點與結果運用一覽表

誰？

需要知道什麼？

學校或學系

學生學習策略執行得如何？

學校領導者以及

我們有何評估策略？我們還需要甚麼才能在

規劃者

未來順利進行評估？

目的何在？
•改善
•改善評估的建議
•向區域性評鑑組織或
外部人員報告

•該大學是否符合我們的評估系統的標準？
評鑑組織

•我們是否能提供該校任何建議，以改善評

•評鑑訪視

估系統？
未來就讀本校的

此大學對於我個人的學習、專業與個人教育

學生

目標是否有幫助？

捐助者

該校辦學情形如何？
評估策略為何？

董事會，立法者

若要強化評估，我們應該做什麼？
該校學生表現如何？
該校是否符合評鑑組織的標準？

•招生
•捐助
•提撥經費、督導，並
代表該校向業界、有
權投票者、雇主以及
其他等各類社會大眾
進行說明。

資料來源：黃淑玲譯（2013）。《新手也能上手的學習成效評估》。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頁145。

（四）釐清通識教育目標
通識教育目標，既不是校訓也不是作文比賽，必須是透過教學過程可達成
的學生學習目標。若廣義訂定之，則可配合校級能力，例如：資訊能力；若是
訂定特定目標，則宜鼓勵教師之間合作，針對此特定學習目標共同制訂評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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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寫作能力」是最廣泛，卻又是教師們較難釐清能力內涵的項目。
本文的課程案例，將針對寫作能力的學習成果評估方式提出建議與說明。
三、通識教育評估系統與執行流程
圖 1 說明通識教育評估系統的完整流程。由於各校的組織型態不同，所以
此系統的流程也可視各校組織而進行調整。
決策：決策者，例如：教務長、教師會、院長

分析（消化）：通識教育主任

委員會，評估委員會，大學校院研究與其他─

分析消化資料並做出建議

分析（消化）資料與決策：
系或學程有開設通識教育課程者，
皆分析學生學習資料，並採後續相
關措施。每系、學程都寄兩頁左右
的報告到校級資料「消化」中心。

資料：
學生問卷、焦
點小組，或由
系所在系通識
課程進行的訪
談。

資料：
學生課堂作業
成品。

資料：
全校型的學生
問卷調查。

資料：
其他校級資料，例如：
－會考
－歷程檔案
－畢業校友調查
－註冊續讀數據資料

資料來源：黃淑玲譯（2013）。《新手也能上手的學習成效評估》。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頁124。
圖1：通識教育評估系統與流程

190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圖 1 所展示的評估系統是一個由下而上的體系。它不僅是個流程，還包含
學習成效資料蒐集、分析、結果運用，以及成果導向的決策。此系統包含：
（一）資料：最底層列出學生學習資料的型態，例如：學生作業、訪談學
生學習的經驗、大型問卷調查、會考、歷程檔案等。大型問卷調查、校級資料
則視各校的人力、工作內容與負荷而決定如何執行。雖然如此，但是一個想要
建立形象品牌的大學，通常多願意投入人力、物力，了解畢業校友流向與回饋
意見、分析歷程檔案。這些報告結果都能幫助校務經營者了解教育成效，有利
成果導向的決策、資源規劃與分配；在招生上，則能說明學校在通識教育上的
成果，是招生宣傳的利器。
（二）分析消化與決策：此部分是分析學生的學習成果的核心。直接評量
可將學生的作業進行分析，間接評量則是進行學生訪談，了解學習經驗。
（三）通識教育主任

委員會：這是呈報評估結果的重要步驟，旨在針對

學習成效良窳提出相對的後續措施。
（四）決策者（單 位）：學習成效評估結果給予院長等主管、首長們參
考，作為成果導向的決策基礎。正如上表 1 所示，評估結果因為閱讀對象不同
而影響評估目的。決策者在評估系統中的角色，是確認學習成效評估的制度是
否建立與執行情形，運用評估結果作為後續措施的基礎，例如：資源的設置與
分配，最終目的是達到學生學習品質保證。
此系統也可說是通識教育自我評鑑的流程，包含自我檢視、委員會討論、
成果與未來規劃的整合與延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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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習成效評估案例說明
上一個部分說明通識教育本身可自成一個評估系統，而這個部分則更將焦

距拉到課程層次，以實例說明如何評估教學現場的學生參與學習；並說明如何
善用學生作業評估學習成果。若學習過程與作業成果都能成為評估項目，則較
能達成多元評估，促進學生學習。
一、課程介紹
身處醫學型大學，筆者開設了「醫學教育與人文陶養」通識課程，幫助學
生了解專業學習歷程，以及醫病關係中的人文要素與倫理議題。課程設計分為
兩個階段，期中考週前的各週主題，以教育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一個高中生如何
進入醫學相關的專業領域學習，闡釋課程名稱中的「醫學教育」；而期中考後
的授課目的集中在「人文陶養」，課程單元探討醫學工作領域面對挑戰、兩難
或抉擇時所需要的心靈素質，例如：跨出界線、守密、感同身受。學習成效的
評估上，除了上課出席外，學生需要參與上課討論與課後心得撰寫。通常，上
課開始的十分鐘，先總覽全班的上週心得，以簡報的方式分享全班同學對於上
課題材的個人觀點或相關經驗。這種作業回饋的形式，可幫助學習者了解教師
觀點，同時也是同儕典範學習的重要媒介。
二、課堂討論：聽見自己、傾聽他人
在課程學期之初，先以調查問卷讓學生對筆者所設定的各項學習目標進行
排序。結果發現，學生對於「能客觀批評他人意見，進行溝通與解決問題」有
極高的學習意願。因此，我調整了教學策略，增加上課討論的時間與機會。上
課討論之前，我以下列評分標準進行同學課堂討論的評估，也可說是同儕討論
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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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認他人的發言內容、例子或事證。
•能將自己的發言建立在他人的意見上，例如：協助提供例證。
•能將個人意見、觀點與課堂閱讀作連結。
•能指出他人觀點中的問題、疑點或預設立場。
•能總結或整合各種觀點或意見。
•能提出另一種不同觀點，並加以說明、解釋。
•能談論課程資材如何影響或改變個人的看法，或解釋自己的經歷。
•能談論課程資材或他人觀點促進自我反思、回饋，或了解多元經驗。
上述標準可視為小組討論的行為準則，以引導同儕互動，使小組討論
可 以聚焦 ，而討論內 容 能與課 堂主 題 密 切 連結 。 此 準 則 也 是 一 項 評 分 列 表
（ checklist ），透過學生自評、同儕互評，甚至正向表列，讓學生列舉典範組
員，以團體動力鼓勵正向學習。而筆者也的確在學生的正向表列中，找到重覆
提及的名字。由此可見，學生的正向表現，的確可以被看見。
正如一位修課學生在心得回饋中所言：「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沒有心
理壓力的情況下，傾聽同學的意見」。事實上，「傾聽」亦是一個醫護從業人
員的重要專業技能與心靈素質。而另一位醫學生更明言，「每次上完此門課，
我總無力再想其他，因為它費盡我的心思，想著課堂主題和我的關係。所以每
每寫完一篇看似篇幅不長的心得報告後，我已無力再想其他，必須倒頭睡去直
到隔天體力恢復為止！」當然，通識課程並非挑戰個人極限，但是它給予個人
反思自我、探索生命的空間，練習如何在天人物我間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諱
言，這樣的思索與探究的確花費心神！
課堂討論是另一種了解學習成效的教學策略。小組討論可以得知學生如何
形成問題意識、意見交換、溝通，以及整合訊息的方法。不過，如果沒有適當
的評估方法，授課教師的確容易錯失評估這種既能觀察成長情形，又能促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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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共學的課堂活動。同時，「能客觀批評他人意見，進行溝通與解決問題」是
此門課程的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之一，而上述評分列表中的各項行
為表現，則是可觀察、能測量的行為準則，透過課堂小組討論以測知學生學習
情形，作為評估學習成效的依據，也是通識課程可積極採取的教學策略。
三、評量尺規
評分是評估成效的基礎。分數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老師從中了解學生的
學習成果，也可得知教學成效。不過，學生如果只知道自己的分數或成績等第
（如 A 、 B 、 F ），並無法得知自己能力之優缺良窳，哪些應繼續保持，哪些是
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等。
表2：學生心得報告評量尺規
core competence

學習成效
標準

評估等級
能力指標

了 解 健 康 等 A3.能將不同
領 域 之 人 文 領域的知識
議 題 ， 例 相互應用。
如 ： 社 會
化、素養、
醫 病 關 係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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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coring rubric is designed to measure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tailored in the syllabi of the intended subject of study. The rubric below
is applied to the class reflections, which may consist of persnonal thoughts
about the session topics, movies, field trips to the KMU hospital, in-class
discussion and alike. Grading criteria identified in the rubric are primarily
to measure evolving thoughts and connections to the topics of the session
expressed in the reflection papers, but not necessarily the writing skills
(structure, arguments, research approach,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per
se, although the clarity of the writing is part of the criteria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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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分數
向度

A.專業知能：
能建立專門知
識、技術的認
知與嫻熟應用
及職場軟實
力，具備跨領
域的思維，運
用於實際生活
或工作，進而
促進個人發展
與組織效能。

II

專業

典範

適當

尚可

亟需努力

10

7

4

2

1. 能以個人的 1. 提出個人觀 1. 個人觀點依 1. 個人觀點薄
專業出發，
點 探 討 主
稀可辨但薄
弱，三言兩
提出個人觀
題，但不與
弱，或重述
語即交代完
點 探 討 主
專業出發或
他人觀點或
畢。(0.3)
題。(1.5)
連結。(1)
情理。(0.5) 2. 沒有觀點，
2. 能看出撰寫 2. 可看出撰寫 2. 撰寫者並不
幾近 Y/N 的
者的好奇心
者用心，但
用心敘述想
回答而已。
與思考性，
較無創意。
法。(0.5)
(0.3)
或 用 心 。
(1)
(1)

能從書報、 B 1 . 能 欣 賞
畫 作 、 電 文學藝術之
影 、 兒 童 文 美。
學 等 教 材
中，了解醫
療健康領域
議題與呈現
方式。

B. 人文素養與
倫理實踐：
能尊重道德與
文化傳統，拓
展對文學、歷
史、哲學、藝
術等領域的廣
度與深度；再
者，能理解自
我個人與生命
了 解 上 述 媒 B4. 能具有同 存在的價值，
材 中 所 呈 現 理 心 與 利 他 進而實踐社會
的 人 文 要 心。
關懷與服務的
素，如：溫
理念。
暖、關懷、
感同身受、
衝突等。

能以撰寫、
小組討論等
方式參與討
論，提供與
文獻相關之
意見、經驗
或建議。

C3.能運用語
文表達與論
述，進行問
題之解釋、
分析、評鑑
與推論。

C. 思考批判與
創新：
能善用所學、
輔以資訊科技
進行提問、分
析與論點評
估，並以科學
方法或創新思
維反思及表達
自我，進而與
他人溝通與交
流，以有效解
決問題。

人文

1. 能描述上課 1. 如左述，但 1. 人文觀點的 1. 沒有提出個
資材中欲傳
撰寫者所提
說明薄弱難
人見解，僅
達人文觀
出之個人見
以辨識。
重述問題，
點。(1.5)
解稍薄弱，
與人文素養
(0.5)
2. 能合理引導
或描述、整 2. 短文中個人
幾乎不相
出同理或利
見解稀少，
理討論後的
關。(0.3)
他的見解，
亦少有課堂 2. 難以判定是
觀點之再出
否提及過往
說出個人觀
討論觀點之
發。(1)
經驗或未來
點與感受， 2. 提及同理心
再出發，鮮
與利他心，
作法。(0.3)
使議題產生
見同理心與
但較缺乏何
延展性；或
利他心等相
以致此的前
整合他人、
關人文的說
後鋪陳。
小組討論後
明。(0.5)
3. 提及的過往
再度發展出
(1)
經驗或未來
的 觀 點 。 3. 簡短提及過
往經驗或未
作法簡短或
(1.5)
3. 從看法中導
來作法。
不明。(0.5)
出個人過往
(1)
經歷或未
來作法或
規劃，而
且合理不
矯情 (i.e., 到
偏鄉服務、
體恤他人付
出)。(1.5)

寫作力 1. 條理清新、 1. 語句清晰可 1. 全文的語意 1. 語句簡短、
用字遣詞準
讀，寫作技
可理解、直
語意不明或
確且合宜，
巧適當。(1)
白，但需求
矛盾，諸多
具有大學寫 2. 論述重點多
言、情相
錯字。(0.3)
重，應可更
作程度的語
符，語句前 2. 想法、交代
有欠明確。
明確以求聚
氣、調性、
後連貫。
焦。(1)
寫作效度。
(0.5)
(0.3)
2. 沒有特定重
(1.5)
2. 能找到論述
點想法、交
的重點，提
待有欠明
出自己的觀
確，有流水
點，或能與
帳之嫌。
自身的經
(0.5)
驗結合，開
展讀者的思
考。(1.5)
得分

8

評語

寫作能力佳，能從課堂閱讀出發，引導出個人經驗與見解。
不僅讀來有趣，更能提升讀者對本週課堂主題的看法，豐富
讀者思考角度。

資料來源：

1. 筆者自行編製。
2. 黃淑玲譯（2013）。《新手也能上手的學習成效評估》。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頁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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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頁表 2 是筆者評量本課程的心得報告之評量尺規，以可觀察、能衡量的
評分準則（criteria ）作為評估心得報告的品質準則；此準則亦可作為學生自我
回饋，了解優缺的學習建議單。此尺規製作原理如下：
（一）開宗明義
此即尺規說明，製訂該尺規的目的與運用範圍。這個說明可以提醒評估者
與受評者雙方如何看待該尺規與評分結果。
（二）向度與品質描述
表 2 中的向度包含「專業」、「人文」、「寫作力」等三項，並依照各等
第的品質程度進行描述，以鑑別心得作業的品質，並給予評分。
（三）等第
包含「典範」、「適當」、「尚可」、「亟需努力」。筆者採用四個（偶
數）等第，原因在於偶數類別可以避免趨中現象；若是三個類別稍嫌精省，五
個類別又過於精細難以制訂。而後續使用者更可依照其使用需要與經驗，加以
調整修訂。
（四）分數
即依照各向度的等第進行分數配置。分數多寡依照評分者實際的配分而訂
定。筆者所訂定心得報告分數，滿分為 10 分。屬於「專業」表現共有 7 項，在
「典範」類每項 1 . 5 分、「適當」則 1 分，以此類推。而在此 7 項中，有些落在
「典範」，或「適當」，甚至有些落在「尚可」。所以「專業」這個向度的得
分，最高 2 . 5 分，最低 0 . 6 分。「人文」、「寫作力」等向度的得分方式則以此
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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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成效標準
此「成效標準」是依照課程內容訂定而成，直接對應「能力指標」，而能
力指標對應校級「核心能力」，共計三個層次。在此設計下，核心能力是最抽
象的專業知能，到較具體的能力指標是「能將不同領域的知識相互運用」，最
後是由筆者（授課者）所訂定的「了解醫學健康等領域之人文議題，例如：社
會化、素養、醫病關係等」。此標準也是筆者因地制宜符合校級規劃的結果，
以利檢視學生在各項成效標準的學習結果。
運用評量尺規的積極意義是教師可將評分從心靈活動轉化為標準化的過
程；因此，學生個人表現到班級整體學習成效之良窳都明確可辨。另一方面，
教師亦可教導學生如何評估自己和同儕的作業成品，使學生發展出鑑賞力。
運用表 2 的尺規的每份心得報告滿分是 10 分，而歷次的全班總平均從第一
次的 3 . 02 分，經歷 4 . 16 、 5 . 75 、 6 . 18 、 6 . 42 ，達到最後的 7 . 67 。更有趣的是，
自我探索（我可能會怎麼做……）、自省（回顧過往經驗並給予自我評價）、
連結（例如：群我關係、環境 v.s. 我關係）等面向，隨著學期進程則愈趨明
顯；回顧、反思、自我評估、探索多元（ alternatives ）、期許未來等後設認知
的能力也就愈發自然且順暢。這在通識教育的意義上，更能幫助莘莘學子可以
將授課主題結合個人生命歷程（過往、當下、未來），使知識產生個人化的意
義，正如劉美慧（ 2013）所言，幫助學生「完成你自己」。
事實上，評量尺規的評分結果能引導課程規劃與教學方向。如果歷經教
師同儕、師生溝通的討論過程，則運用評量尺規的班級可擴大，進而全系或該
學院運用同一尺規進行特定作業型態的評分，則很容易看出全系學生之學習表
現。此效益，小者引導重新規劃與課程設計；大者可促進全系的課程改革，例
如：必、選修課程重新調整、增設特定課程以加強訓練、重新設計既有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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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目標與單元。這些評量結果若加以彙整，皆可作為日後系所自評的重要佐
證資料；若到學院層級，則可作為開設院級課程的依據，有助跨系選修，促進
教學資源的橫向整合與運用。假使對照表 1 的評估報告閱讀對象、評估重點與
目的，則不難明白以評量尺規進行學習成效評估，可帶來的效益。
四、魚缸式討論法
配合小組討論，全班經過分組，並運用上述評分標準進行問題討論後，可
運用「魚缸式討論法」的進階討論策略。意即請每組自推代表一名，並將所有
代表組成新的討論小組坐在全班中間，外圈則是所有各組成員。坐在中間的小
組就像魚缸內的魚，魚缸外就是坐在外圈的所有組員，再次聆聽魚缸內的組員
如何討論剛才的議題。所以理想的狀況是，代表們都是表現優異、足為典範的
成員。經過典範組的示範討論，大家可能得到新的看法與結論。
完成小組討論以及魚缸式討論法後，再讓學生將當天的課堂討論，依照
問題寫成書面心得。如此一來，同學們面對同一個問題必須歷經「一般小組討
論」、「魚缸式討論」、「心得撰寫」三個層次不同、口語和書寫並濟的意見
交流與心靈回饋。學生也可以更趨近「能客觀批評他人意見，進行溝通與解決
問題」的學習目標，從中了解他人多元觀點與經驗，進而拓展專業所需之跨界
視野。對魚缸式討論法搭配心得撰寫的授課方式愈熟悉，學生愈能了解學習方
向，因而分數也隨之提升。

肆

結論
通識教育無論是著眼於職涯訓練、專業軟實力的發展，或兩者兼而有之，

都是在成就個人。因此授課教師們該持續了解學生從課程中獲得了什麼。正如
六十年前的 Curran （ 1953 ）之建言，教師們可以問問畢業生他們從事什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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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作經驗為何？甚至婚姻或生活如何？而過往的通識教育裡如何幫助他們
增長智慧，並從中受益？
以筆者開設的通識課程為例，該課程希望學生透過討論、撰寫、分享回饋
的多元教學方式，能練習思考與探索、積極參與討論、進行後設自我評鑑。如
此，不外乎是希望學生能將授課主題與個人的生命經驗連結，使通識課程成為
幫助個人知識融通，專業轉化、人生歷程接軌的媒介。
最後，通識課程的知識版圖與社會情境、政經現勢息息相關，過往如此、
未來亦然。 Hanstedt （ 2012 ）分析當今的通識教育發展有三個趨勢： 1 . 幫助學
生的生活能跨界思考，學會演繹、歸納和應用； 2 . 知識爆炸迫使專業要面對橫
向整合，以解決問題； 3 . 工作場域是專業知識的延伸，再加上多元的工作型態
以及交錯的人我關係。每個人都需要具備這種與多元共處的工作力。跨界、問
題解決、人際關係這三個趨勢不僅呼應美國五○年代學者對通識教育發展的觀
察，更符合當今臺灣社會對於大學畢業生的呼籲。換言之，人從來沒有停止思
索如何扮演好社會角色，也沒有停止追求天人物我中，身為一個「人」應站立
的位置。通識教育是載具、是媒介，而學習成效評估，是幫助教師了解學生是
否已經準備就緒。最終，我們希望學生能融通、轉化、接軌；走在知識探索的
曲徑上，不斷有新發現、豐收、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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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導向學習課程之研究─
以「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為例
呂弘暉、林惠敏∣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

壹

前言
傳統臺灣的教學方式常以記憶為主，卻缺少讓學生思考問題的階段，造

成學生只擁有背誦而來的知識，沒有充分應用知識的能力。問題解決導向學習
（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乃是有別於傳統教育模式，教師以引導的方
式帶領課程，讓學生直接成為學習過程的主導者，藉由分組尋找議題和討論來
引發學生主動探索知識的動機，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再藉由彼此分享，包容
不同意見、擴大視野，使學生能學習、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研究者在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於國立中山大學開設「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
劇本導讀」課程，為能引導學生主動從課程議題中探索更多答案的可能性，以
啟發學生能擁有對自己家庭與人際關係提出抉擇與行動的勇氣，遂導入 PBL 為
課程的教學方法，並設計不同的課程活動來體現此一教學策略。執行的過程
中，為了了解學生對於該課程的學習成效、教師可以如何設計課程活動來幫助
學生盡快進入 PBL 的學習情境，以及應如何操作才能使臺灣學生適應 PBL 課程
的自由教學型態與學習氛圍，研究者採用可持續不斷反省與改善教學歷程的行
動研究法來深入探究這些問題，並將研究目的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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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構以劇本為素材，運用PBL之課程設計策略。
二、檢視不同課程活動方式對於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

貳

正文

一、問題解決導向學習（PBL）

Mayo, Donnelly, Nash & Schwartz （ 1993 ）指出： PBL 提供學習者一個
有意義、脈絡化的擬真情境，協助學習者發展內容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技能。

Albanese & Mitchell（ 1993 ）則認為： PBL 最重要的教學方式是透過弱結構性
問題，讓學生去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相關的基本知識。由此可知， PBL 是一
種挑戰學生「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 ）的教學模式，讓學生找出真實世
界問題的解決方案，進而發展自我引導學習的能力，所以 PBL 的學習目標是能
力的學習，而不只是知識的學習而已（吳清山、 天祐，1995）。
關於 PBL 的特徵， Delisle （ 1997 ）認為 PBL 的特點在於： 1 . 處理接近實際
生活情境的問題； 2 . 激發學生主動參與學習； 3 . 促進多學科的互動與整合；

4 . 學生有機會去選擇所要學習內容與方式； 5 . 促進合作學習； 6 . 提升教育品
質。 Savin-Baden （ 2000 ）則提出 PBL 有下列七項特徵： 1 . 以學生的經驗為基
礎； 2 . 強調學生必須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3 . 理論與實務互相結合； 4 . 著重於知
識獲得的學習歷程，而非結果； 5 . 教師角色從教學者轉變成促進者； 6 . 學習評
量由教師評分變成學生自評或同儕評量；7.強調溝通和人際互動的技能。
綜合上述文獻可將 PBL 的定義歸納為：「將學習者放置在一個有意義的、
弱結構性的擬真情境中，並給予一個可刺激學習的問題，透過與他人合作的小
組討論模式來刺激學習者批判性思考和反思能力，進而協助學習者發展內容
知識和解決問題技能的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而 PBL 的主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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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其課程設計是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圍繞著弱結構性質的「問題」而構
成，強調教師給予刺激而學習者自主解決問題， PBL 是一種多元互動的合作學
習，重視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鑑，並著重學習的歷程而非最後結果。
其次， PBL 植基於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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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著重於學習者的思考步驟、
研究問題以及發展解決方案等歷程（吳清山、林天祐， 1995 ）。所以如何有
效的在學習過程中引導學生去了解問題、理解哪些額外的資訊是必要的、知道
如何去找到所需的資訊以及能夠在學習最後建構出問題解決的策略，即是 PBL
教學的要點。為了完成這一連串的學習歷程，對於 PBL 的教師而言，建立一套

PBL的實施步驟就變得十分重要。
Woods （ 1994 ）認為 PBL 的教學進行步驟可分為：起點、腦力激盪、限定
問題範圍、建構問題、確認資訊與學習內容、擷取所需的知識、使用擷取的
知識以及結論共八個步驟；吳清山、林天祐（ 1995 ）則提出 PBL 的主要過程包
含：教師確認或設計一個弱結構性的問題、呈現問題給學生、學生分組討論、
教師觀察學生討論活動以及最後小組提出建議解決方案； Delisle （ 1997 ）明確
地指出 PBL 的實施歷程為：連結問題、建立學習架構、面對問題、再次面對問
題、呈現表現或成果、評估表現與問題等步驟。
由以上的文獻可知， PBL 課程的教學可以被分為以下幾個步驟：教師設計
教材、分組形成合作討論模式、呈現問題、界定問題、小組討論、小組建立學
習架構、個別收集資料、小組再次討論並提出解決方案、小組展現成果、評鑑
等階段。
二、課程目標與規劃
本課程主要是利用《圓環物語》和《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 ）兩個
劇本中所提及的家庭問題與人際關係，以及相關故事脈絡作為藍本，建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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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的情境，刺激學生將劇中人物所面臨的情境遭遇引伸至真實生活的情境
中，再透過思考、對話以及與他人的互動，來培養其文化素養、分析思辯與表
達溝通能力。因此，本課程的目標設定為「訓練臺灣學生所缺乏的自我表達與
獨立思考能力，培養學生包容的態度，學習關懷別人與自己的能力，藉以提升
學生之家庭與人際關係」。
課程的前期規劃乃依照劇本內容預設七個議題：男女分手的藝術、難以啟
齒的秘密、職場關係的解套、兩代溝通的難題、情感的懺悔與救贖、男性之間
的相處以及女性在家庭當中的地位等。而課程的主要規劃步驟分為以下八項：
（一）教師設計教材：
擷取與授課內容相關的劇本作為課程的教材，由於擷取的劇本並沒有明確
給予後續發展的結果，因此具有弱結構性。而源自於現實生活的劇本，以故事
描述的型態出現，更能引起學習者的學習興致。教師針對每個劇本所探究的議
題不同，將課程進行方式做不同的安排，確立一份詳細且多樣化的教學計畫。
（二）分組形成合作討論模式：
由於 PBL 必須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而梁繼權（ 2008 ）指出：理想
上的 PBL 學習團體是八至十人的小組，且其成員最好來自不同的學習領域；因
此，在課程開始時，即將不同性別與不同學院的學生平均分配至數個組別當
中，讓學生透過彼此的差異而引發更多討論面向，再經由小組討論進行問題解
決的任務，從中學到合作及團體學習的技能。
（三）從劇本中提出問題：
小組共同閱讀過劇本之後，由學生從劇本中提出問題，促使他們更致力於
探究問題背後所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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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組建立學習目標：
教師讓小組成員先就劇本各自提出問題，再經過小組討論決定所要探究的
問題。從討論中學生必須思考自己已經習得的知識為何，並且了解需要探尋的
資訊為何，以此來幫助小組建構出學習的最終目標。最後教師必須確認小組學
習目標是否完整且切合實際狀況。
（五）個別蒐集資料：
小組建構出學習最終的目標之後進行分工，每位成員針對所分配的部分個
別蒐集相關資料。
（六）持續反覆性的共同討論：
讓小組再次面對問題，透過分享討論的形式，從小組成員個別蒐集的資料
中，確認學習內容所需的知識與資訊，接著小組透過持續反覆地討論，促使學
生整合所獲得的訊息，進而產生更多元的問題對策，不斷修補學習目標所不足
的地方，提出最佳的解決方案。
（七）小組展現成果：
處理問題必要的步驟是學會做分析與總結，因此在每個議題的最後，安排
讓各小組分別向全體同學做成果的展現，其方法可以包括小組口頭報告、書面
報告，視聽媒體展現或論壇、戲劇表演等。透過這個階段，學生才能夠建構出
學習到的整體概念與原則，並將問題解決過程中得到的知識 轉化為未來解決問
題的技能。此時教師必須評估個人以及小組的學習成效。
（八）自我評鑑、同儕回饋與教師評鑑：
在每個議題的成果展現之後，學生必須評估自己與小組其他成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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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展自行評估以及建設性評估同儕的能力，促使學生發展終身自我學習的能
力。而教師也得針對小組討論成果、小組運作功能以及學生表現給予回饋。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
可用於教育研究的研究方法很多，包括：調查研究法（survey method）、
觀察研究法（ observational method）、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等，
這些研究方法雖能針對問題尋找一個客觀標準的解決答案，但對於教育現場上
所面臨的狀況，卻無法立即提出修正方案。因此為了能共同參與課程、有效了
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即時回應教學歷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深入檢視 PBL 運
用在課程上之成效，研究者選用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 method ）來進行
課程探究。

Mills （ 2000 ）指出：行動研究是由實務工作者所進行的系統性探究活
動，其目的在於理解實務、發展批判性的行動、改善學校環境、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另外，蔡清田（ 2000）則提出：行動研究是一個持續不斷反省的歷程，
每一個循環歷程都可能包括了解和分析須加以改善的問題、有系統地研擬行動
策略、執行並檢視其成效，以及進一步澄清所產生的新問題或工作情境。
綜觀上述學者的說法，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來進行課程探究，以一個實
際工作者面對自身工作環境所發現的問題，進行有系統且持續性的探究歷程，
並且在所設計的研究歷程中，透過實際參與的行動去反覆了解與分析現況，藉
以不斷修正的方式，找出解決問題最佳的策略與方案。
此外為了檢視課程的教學成效，研究者根據課程教學目標，蒐集學生所
表現的學習情況與其成長的資料，藉此來評量課程教學成果。在本課程教學上
的評鑑方式，研究者最後以問卷來了解學生對於課程活動方式的反應與回饋，
並藉由焦點團體訪談的團體互動對話過程，進一步了解學生對於 PBL 課程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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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與感受，最後再運用可以展現學生學習成效以及認知轉變過程的學習檔
案，加以蒐集分析 PBL 課程帶給學生的具體助益，本研究即是運用此三項輔助
的資料作為檢視研究目的是否達成的依據。
（一）問卷調查法（ questionnaire survey）：
問卷是蒐集初級資料最普遍採用的工具（ Kotler, 1995 ），是一種發掘與
歸納事實現況的研究方法，根據調查目的設計相關問題，其最大的目的在於蒐
集和累積某一目標族群對研究問題的反應。本課程利用 PBL 的教學方式，導入
多種不同的操作方式，包括：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角色扮演、
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角色取代、角色辯護以及校外參訪
等。為了能夠客觀地了解這些活動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以問卷檢
視其是否有助於學生更深入了解劇本、劇中的特定角色、劇本中的角色關係，
以及劇情所引發的特定議題。
（二）焦點團體訪談（ focus group interview）：
焦點團體訪談是一種以「團體」的方式來進行訪問的質性研究方法，比
起一般的訪談多了團體成員的互動和討論，其目的在於聽取意見與蒐集訊息，
這種訪談方式有助於加深了解人們對某個特定議題的感受，因為焦點團體訪
談可以提高團體成員自我表露（ self-disclosure ）的程度（洪志成、廖梅花，

2003）。由上述可知，焦點團體訪談的意圖在於蒐集參與者的觀點而不是建立
共識，必須鼓勵團體的每個人勇於發表不同的觀點。
本研究於期末課程結束後，透過茶敘的方式與學生分三組進行焦點團體
訪談，經由訪談的紀錄去了解學生對 PBL 教學方式的想法，以及每位同學對於
不同型態的課程活動方式感受，進而了解何種課程活動是學生最容易接受的方
式，同時檢視出 PBL的課程活動方式對於學生的具體影響與啟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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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檔案（learning portfolio）：

Alter & Spandel 指出：學習檔案是指有目的地蒐集學生一段時期之作品的
評量方法，檔案中的作品需包括讓學生參與內容的選擇、選擇的標準、判斷價
值的標準，及學生自我反省的證據（張基成、童宜慧， 2000）。因此，學習檔
案除了可以展現學生的學習努力和成效之外，亦是學生反省自身學習及認知改
變的證據。
本課程在學期初即要求選課學生必須記錄個人學習檔案，並且強調該學習
檔案是展現個人成長的過程和歷程的呈現，記錄個人的學習計畫目標、在課程
中的省思、小組討論、課外所蒐集的資料，以及同儕的回饋紀錄等。因此在本
研究中，學習檔案中所記錄的學習歷程、自我反思以及回饋紀錄可以用來檢視
學生在本課程學習中的感受與成長。
研究過程則包含課程準備階段和課程實施策略。由於 PBL並非只是一
種固定的教學法，必須隨教學目標與實施情境的需要而加以設計（ Barrows,

1985 ），因此教師也針對議題探究面向的差異，將課程進行方式做不同的安
排。例如：在情感的懺悔與救贖的議題，因為劇中的角色關係對立顯明，運用
角色辯論的方式來激發學生對人性的不同觀點；《玩偶之家》為外國劇本且創
作年代較久，為了引伸探究女性在臺灣家庭中的地位與轉變等問題，課程中藉
由參訪高雄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了解外籍婦女在臺灣的生活現況與家庭問
題，進而讓學生反思自己所身處的現況。此外，在正式上課之前，由助理設置
課程網站和部落格空間，提供學生在蒐集、閱讀課外材料之後，可以透過網路
將感想與全班同學分享。
本課程的實施策略在於讓每個議題皆進行兩週的分組討論：第一週為「劇
本導讀與討論」，小組共同讀劇、從劇本中引伸出議題、小組討論並確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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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研究主題

建立研究架構

文獻收集

課程規劃分析

行動研究過程

課程進行

課程修正

觀察反省

設計問卷、擬定焦點團體訪談大鋼、彙整學生學習檔案

問卷調查與統計

訪談紀錄整理

分析資料

撰寫研究報告
圖1：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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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學習檔案

習目標、並在下課前，各小組都會
整合發表其討論的成果，並與其他
小組分享討論心得。第二週為「延
伸型討論」，在每個議題的第一週
結束後，學生必須針對劇中人物做
「角色分析」，來了解劇中人物的
內在心理動機以及與其他角色的關
係，以便於第二週上課時與小組成

圖2：劇本導讀與討論

員進行討論，而後進行小組的「角
色扮演」、「角色替換」或「角色辯護」的活動，進而讓學生能夠藉由表演或
辯證的方式，更深入了解劇中人物的情境，藉此產生同理心，甚至延伸反映到
日常周遭的真實生活面貌。第二週結束後則有課外閱讀文章或蒐集相關案例與
故事，並且在課程網站或部落格上發表回饋，完成該議題之學習檔案。

圖3：部落格上發表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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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引導學生逐步進入 PBL 的學習環境，研究者在教學策略上採取三
階段的循序漸進方式：在第一至三個議題當中，主要讓學生學習提出問題，以
及與小組同學溝通、討論，課後則由老師提供課外閱讀材料；當學生慢慢熟悉
課程學習模式之後，從第四個議題開始，由老師根據各小組在課堂中的討論，
選出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讓各組學生回去自行蒐集課外閱讀資料，再與小組
成員分享討論；而到第六個議題之後，教師完全退居幕後，運用引導而不領導
的教學模式，將學習的主導權交還給學生。

參

結論
本研究結果主要來自於問卷調查、焦點團體訪談以及學生學習檔案三項研

究工具所蒐集的資料為依據，在資料的整理過程中發現：學生在問卷調查與學
生學習檔案中對於課程的回覆偏於正向；在焦點團體訪談中的回覆則有較多不
同面向的意見。其原因可能來自於學生視問卷或視學習檔案為作業，會影響學
期成績的制式反應；焦點團體訪談的舉行時間在學期結束之後，對於學生而言
較無成績的壓力。故以下結論主要依照焦點團體訪談的意見為主，另外兩項研
究工具所蒐集的意見為輔。而焦點團體訪談的回應有時會受到同儕意見影響，
導致學生部分思考較不周延，因此研究者也將依據上課實際情形做適度的修
正，最後獲得以下教學成效的評估：
一、臺灣學生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導入問題解決導向學習之課程。
由於臺灣學生長期接受由教師主導教學的學習型態，因此課程開始時就將
學習的主導權交回學生手上，仍會造成部分學生無所適從，甚至對 PBL 的學習
方式產生排斥的狀況。而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時也有學生表示，因為 PBL 的學習
方式十分自由，若在一開始沒有給予一定的引導和督促，很容易就會造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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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怠惰的情形產生。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中也觀察到，臺灣學生多半不喜歡主動發表個人意見，
因此教師在課程前期，有時需要給予小組適當的刺激，以利課程進度的進行。
另外，在學生熟悉 PBL 的學習架構之前，教師事先準備相關課外教材，以提供
學生閱讀，當可有助於學生日後資料的蒐集與學習。由此研究者歸納認為：臺
灣學生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導入 PBL 的課程當中，如果沒有提供學生足夠時間
去適應不同的教學模式，恐怕會造成學生對 PBL 的學習方式產生怠惰或排斥的
狀況。
二、本課程中最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以及完整應用PBL教學的課程活動方式為
「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參與焦點團體訪談的學生認為「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的課程活動方式，
是由小組成員共同決定學習的目標，而藉由團隊合作的解題過程中，可以獲得
蒐集資料、歸納統整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是最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課
程活動方式。同時，從小組所提的問題當中也可發現：有了課外的資料，再透
過小組的共同討論，學生所提出的問題面向可跳脫原先課程教材的侷限，不僅
增加課堂討論的深度與廣度，也達到 PBL 教學著重於學習者思考步驟、研究問
題以及發展解決方案的歷程，因此，此一活動方式為最完整應用 PBL 教學模式
的課程活動。
三、「問題討論」是最能達到本課程目標的課程活動方式。
從學生的學習檔案中可看出，學生大部分認為「問題討論」是影響他們
最大的課程活動方式，在小組進行「問題討論」的過程可以讓學生輕易表現自
我，而同儕壓力更可以促使自身主動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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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也觀察到小組成員來自不同領域，可以促使大家從各方角度與層面
去進行問題的剖析，進而使學生獲得更多元的思考能力。除此之外，透過與組
員溝通協調的互動中，還能獲得互相接納、扶持等社交關係技巧；因此研究者
認為「問題討論」是最能達到本課程訓練臺灣學生自我表達與獨立思考、學習
包容與關懷他人的能力，並且能提升學生人際關係之目標的課程活動方式。
四、本課程雖然無法判定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增進與否，但是對於培養面
對未來社會中複雜且不可預期的情境上有正向的幫助。
由於家庭與人際關係並無標準答案，因此無法有效地判斷學生在解決問題
能力上的增益。然而，本課程可以提供學生包容別人、欣賞差異的能力，相信
能為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預作準備。
而在問卷的開放回應中，大多數同學認為：「問題討論」可以學習聆聽
到別人的意見和適時地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加深了解自己和他人思考的差
異；「角色扮演」、「角色分析」和「角色辯護」可以幫助自己從不同角度切
入問題，更加深入去設想更多的可能性，思考別人所面臨的狀況；而「課外資
料蒐集與閱讀」則是從他人經驗、理論的分享，讓同學能以更客觀的角度去看
待發生在自己周遭的事件，日後面對相關問題時能以比較輕鬆的心情來看待及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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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與課程教學：
1
以「媒體素養」通識課為例
陳炳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壹

前言
仔細觀察，當前的主要教學策略可以統稱為「 MTV 教學法」，因為好像

有越來越多的教師強調，在授課前不僅需要先利用電腦軟體，設計好上課的講
綱內容（ PPT ），同時還必須尋求數位科技的協助，以取得或製作課程相關的
媒體教材，好讓教學活動能充滿影音聲光效果，以吸引學生的注意目光，並且
最好還要具備娛樂性，讓學生可以注意力集中，不然學生可能無法專心學習，
以致使學習成效大打折扣。這種對教師應具備十八般武藝且樣樣精通的期待，
相信一定有人會感嘆，這年頭教書真是越來越像表演工作了！
而這樣的感嘆好像越來越普遍，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年輕世代因為從小受
網際網路興起的影響，以及習慣於電玩遊戲聲光影像的刺激後，純講授的教學
模式對他們已經缺乏吸引力，也無法凝聚學生的專注力，因此需要有具備聲光
影音等多元刺激效果的媒體教材作為教學輔助，課堂上的學習活動才能引起他
們的注意，這時候數位媒體教材便成為課程設計很重要的輔助工具，而如何利
1

本文係根據作者發表之〈數位科技與教學：「媒體素養」課程運用數位教材之經驗分享〉論文增補內
容改寫而成。前述論文收錄於蔡介裕（主編）（2013）。《教育部102年度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規劃與
設計（A）工作坊暨公民核心能力教學設計與實務（B）工作坊學習寶典》，頁197-201。高雄：教育
部公民核心能力推廣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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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位科技以設計或製作吸引學生的教學內容，也就成為現代教師必備的基本
能力。
但是數位媒體教材融入教學活動，是否真能對教學成效與學習效果產生
正面的影響呢？恐怕到現在這樣的疑問都還不見得有具體的結論。因為長期以
來，諸多教學相關的研究文獻尚無法證實，利用媒體科技於課程教學上，學生
的學習效果一定優於沒有使用媒體科技的教學課程，或者嚴謹點來說，教學是
否使用媒體科技與學生學習成效高低這兩變項間，尚未有確切證據可以證實有
正相關（賴正山、黃世傑， 1994 ）。例如：王千倖（ 2012 ）研究指出，生命
教育課程如果使用影片作為教學素材，跳脫「說教」的教學模式，較能激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另一項研究則發現，教師運用多媒體進行教學目的在促進學生
對教材內容的理解，但其實學生對數位多媒體教材能否理解，有賴於教師本身
對媒體訊息的認知處理過程與深度，未必與是否使用數位教材本身有直接相關
（劉世雄， 2010）。因此說不定教師如何使用數位教材，比教師用不用數位教
材更容易影響其教學成效。
不過如前所述，現在的教學設計已避免不了要運用數位科技與媒體教材，
來達成強化教學成效，並增進學習效果的目標。誠如薛清江（ 2010）的建議：
「如果一位教師所處教學情境不需使用多媒體就能夠把課上得精彩萬分，學生
們也都能從中受益，那麼，多媒體的使用其實沒那麼必要。……（但是）如
果授課教師所面臨的學生屬性及整個教學環境已經無法依循傳統的講授方式來
進行，那麼，換個講故事的方式，仍然可以把自己所欲堅持訴說的版本展示出
來，而多媒體的融入方式，就是一個不錯的說故事方式」。其次不少關心媒體
素養教育的學者也發現，媒體素養課程很難施教與推廣，很重要的原因是普遍
缺乏相關教材，導致有心的教師都必須自己準備教學素材與輔助教材（呂傑
華、陳逸雯， 2009），因此如何利用數位科技以蒐集及製作課程相關的媒體教
材，便成為推動媒體素養教育，很值得學習與分享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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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結合數位科技設計媒體素養課程教材
本節將媒體素養分成課程理念概述與運用數位科技的教材設計等兩部分來

說明。
一、課程理念
美國「媒體素養中心」（Th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創辦人Elizabeth

Thoman 強調，在此變動的世界中，媒體素養應該成為世界各國推動教育的最
優先目標，因為面對全球性的媒體與科技的日新月異，多媒體環境已改變人們
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正挑戰教育理念的根本。因此當人類邁進二十一世紀的新
時代時，世界各國應該設定媒體素養為國家最優先的教育目標，以培養其公
民有面對二十一世紀新的媒體素養能力（ Thoman & Jolls, 2004 ）。有關媒體
素養教育的源起，普遍認為是，當 1933 年英國劍橋大學基督學院（ Downing

College, Cambridge ） 教授 Frank Raymond Leavis ，在其著作提出系統性講授
有關傳播媒體知識的計畫，並強調教導學生批判媒介內容的重要性的同時，即
被視為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開端。另外同樣在 1930 年代，當美國一群教師與
公共廣播業者共同組成「威斯康辛優質廣播協會」（ Wisconsin Association for

Better Broadcasting ），目標在提升閱聽眾對廣播節目的認知、批判與鑑賞等
能力時，也被認為是倡導媒體素養教育的先驅主張（ Brown, 1991 ；吳翠珍，

1999；賴祥蔚，2007）。
在臺灣「 media literacy 」有多種翻譯，有稱為「媒體識讀」或「媒體素
養」，也有直接譯成「媒體教育」（鄭智仁， 2009 ）。所謂「素養」，源自
於拉丁字「literatus」，意謂有學問（ learned）、有素養（ being literate）的狀
態，而「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 ）一詞係結合「媒體」與「素養」兩個概
念，實際上是從傳統素養教育中書寫閱讀能力訓練的概念延伸，並納入多元素
養的一環（李明穎， 2012）。其實「素養」是指長期、自然、累積所形成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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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氣質，但以往「素養」的定義卻較著重在文字的聽、說、讀、寫能力上，
亦即「識讀能力」即代表個人具備與外界進行有意義溝通的能力，但隨著傳播
科技的發展，識讀能力的概念已發展成多涵義、多角度、多層面的概念，除原
有的文字聽、說、讀、寫能力外，尚需加入圖形、影像、聲音、視覺等其他符
號的識讀能力，因此一個具備識讀能力的人，必須有能力去理解、詮釋、解
讀、選擇、批判和運用各種匯流的訊息（郭榮瑞， 2006 ；謝筠， 2009 ；吳曼
如， 2009 ）。而毛榮富與陳國明（ 2005 ）則將素養概念運用在媒體上，解釋
媒體素養為民眾在社會的脈絡之下，經由批判性的思考媒體、評價媒體、接受
媒體、多樣地創造出溝通的能力，並且具有獲得的能力，稱之為媒體素養。
簡單說，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2009 年 12 月 16 日）認為媒體素養
是 「 在 各 類 處 境 中 存 取、 理解及 產 製媒體 訊 息的 能 力 」 ；或 者 說 ， 媒 體素
養 可 視 為 「 閱 聽 人 近 用 、分 析、評 估 ，以及 使 用 各種媒 體 形式 傳 達 信 息的
能力」（ Aufderheide, 1993 ）；若更具體說，媒體素養即是「了解大眾傳播
媒 體如何來運作 ，如 何產 生 意義 、 如何 組 織 ，以 及 如何 聰明 使 用 的 一 種 能
力，也是現代公民必備的素養能力之一」（ Lloyd-Kolkin and Tyner, 1991 ）
（ Hart, 1991 ）。另外，根據 1992 年在美國舉行的「全國媒體素養領袖會議」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 ）所提出的定義，「媒體
素養」係指閱聽眾能體悟媒體的影響力（ impact ），並了解大眾傳播訊息的過
程（ process ），還能發展出分析（ analyze ）與探討（ discuss ）媒體訊息的策
略，也能理解媒體訊息作為了解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事務的基礎，最後達到
能愉悅使用（ enjoy ）、理解與欣賞（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媒體內容的
目的，並且有能力近用（ access ）媒體，表達對公共議題的意見（ Aufderheide,

1993）（Silverblatt, 1995）。
另若論及媒體的角色與功能，不管從政治學的制衡功能，或者是傳播學的
第四權角色來說，大眾傳播媒體都被視為是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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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它更具備形塑民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重要功能，因此追求政治民主的臺灣
社會亟需有專業自主的大眾傳播媒體，而大眾傳播媒體對當前臺灣的重要性更
是不言而喻。而循前所述，若以媒體素養教育理念為基礎，以公民社會發展脈
絡為框架，來檢視當前臺灣大眾媒體、閱聽眾，與公民社會等三者間的關係，
則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國人談起大眾媒體的表現，無不搖頭嘆息，而不斷鼓動
藍綠對立與腥羶色掛帥的媒體生態，早已成為全臺灣民眾集體焦慮的源頭。但
令人遺憾的是，即便如此，大家還不是電視照看、報紙照買，還是脫離不了大
眾媒體的思想魔控，以致雖然臺灣媒體持續惡質化已然成為全民共識，但大家
好像也只能無助與無奈地面對，不是茫然無知，就是束手無策。
面對這樣的媒體環境，臺灣如何奢望國家民主發展能仰賴日益惡質的大眾
傳媒來確保？臺灣的公民社會又如何能仰賴向下沉淪的大眾傳媒來建構？除非
臺灣放棄追求民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目標，否則大家怎可不關心媒體的功能 與
角色？因此民眾必須體認全民都有認識媒體與監督媒體的義務與權利，如此才
能督促媒體扮演正確角色，發揮正常功能。因此「媒體素養」課程即據此理念
來規劃設計，期望從媒體教育著手，培育積極主動的閱聽眾，成為耳聰目明的
閱聽人，透過積極的媒體改革，以奠定公民社會與民主國家發展的基礎。
二、教材設計
本文將數位教學定義為「利用現代數位科技，如電腦、網路、電視等數位
影音媒體，並將其產品，如軟體、節目、影帶、音樂等內容，作為教學素材而
進行的教學活動」。本節將以通識課程「媒體素養」的教學策略與教學設計為
案例，提出利用數位科技進行教學活動與教材設計的建議。由於僅利用文字與
口述的教學法，明顯不適用於需要大量媒體內容作為課程教學素材的「媒體素
養」課程，因此如何大量且多元地取得與課程內容相關的媒體素材，就成為該
課程設計與規劃很重要的教學策略。根據媒體素養課程的執行經驗，該課程所
需的數位教材主要來源有以下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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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素材：剪報是筆者從大學時即養成的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
但過去剪的都是紙本報紙，而當網路電子報盛行後，則改為「剪」電子報，亦
即將網路新聞資料分門別類放在不同主題的資料夾存在電腦資料庫裡，成為我
經常利用的教學資料，因為「媒體素養」課程如果能有時事配合解說，則可以
讓同學更容易了解且具象化課程相關的知識及理論概念。例如：當課程講解
「媒體產權會影響內容多元」的理論概念時，我就會把中時媒體集團如何報導
旺中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案的剪報資料作為補充教材，來檢視媒體擁有者如何透
過自身媒體的報導，來創造言論市場的一言堂，這樣便能讓同學對產權影響內
容有更具體可理解的時事資料。因此，每學期在課程大綱撰寫完成後，我就會
搜尋數位剪報資料庫裡，是否有合適的剪報資料可以作為某堂課的補充資料，
看是影印在課堂分發後，作補充教材，或者是放在課網上，讓同學配合課程進
度自行來閱讀。
（二）網路素材：即便有自己建置的數位資料庫 ，還是要繼續不斷的蒐集
數位資料。各家廣電媒體，以及報紙或電子報等新聞媒體的官方網站都是很好
的數位資料來源，另外如 Google 、 Youtube 、創用 CC （ creative commons ）網
2

站 （ http://creativecommons.org.tw/ ），以及任何可以提供資料查詢的網路資
料庫也都是很好的數位資料來源，都可善加利用。不過要提醒的是，來自網路
的文字資料，其真實性與正確性應該作反覆查證，以免導致在課堂上提供錯誤
的資訊給學生；而網路上的影音資料（包括圖檔與照片），其來源也都應該確
認，雖然在教室內播放可視為合理使用的範圍，但謹慎點也好，以免觸犯智慧
財產權。例如：某大學某系曾因在其官方網站上貼出一張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
照片，被舉發而纏訟多年即是一例，因此創用 CC 資料庫成為值得特別推薦的
網路資料來源，因為這是很值得教師去參考取用的公開授權資料庫。通常網路
2

「創用CC （Creative Commons）」是一種針對受著作權保護之作品所設計的公眾授權模式。任何人
在著作權人所設定的授權條件下，都可以自由使用創用 CC 授權的著作（取材自教育部創用CC 資訊
網，https://isp.moe.edu.tw/ccedu/introduction.php）。

224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資料的蒐集都是比較機動的，大都是隨著課程進度，以及與課程相關時事的發
展而機動性蒐集，然後再存入課程的數位資料庫，逐步成為課程資料的一部分。
（三）影音素材：這裡所指的影音資料包括，各類網站（個人、營利組
織、非營利團體等）、新聞媒體，以及 Youtube 等所提供的網路影音資料。現
在的年輕世代從小在虛擬網路及電玩世界等影音聲光效果刺激下成長，影音資
料似乎已成為教學上不可或缺的數位資料來源。不過這類資料在取得與使用上
會比文字資料來得更複雜些。例如：不明的影音資料提供者、影音資料的著作
權歸屬；再例如：影音資料檔有播出規格的問題，建議在上課播放前要請課程
助理先到教室試播。筆者個人不太贊成在授課時利用網路連線直接播放，因為
如此做常會遇到不可抗拒的意外，例如：網路連不上、網路速度造成畫面延遲
而導致上課進度無法控制等問題，結果反而浪費時間且壞事。
（四）電視素材：「媒體素養」課程需要大量的影片來輔助講解或印證
課程理論概念，因此電視媒體可說是課程補充資料來源之大宗。為方便取得電
視節目內容或電視廣告影片，一方面除可在網路上搜尋所需的節目影片資料
（例如： Youtube 網站會有上傳的電視節目），以及部分電視臺的網站首頁也
會有節目播出內容外；另一方面也可自備錄影機器隨時進行節目內容與新聞報
導的預錄；如果還是無法取得所需的電視節目資料，那也可以向電視節目監播
公司購買課程所需的節目內容（為避免有廣告嫌疑，此處還是暫時保留公司名
稱），通常購買時是以一則新聞影片，或一小時節目長度為計價單位。
（五）自製素材：這類素材以影片或圖片為主，教師必須具備簡單的影片
製作技術，不過現在電腦軟體都很易學易用，只是稍具基本的影片製作能力，
應該都不成問題。問題比較大的是版權與授權的問題。其解決之道如前述，建
議大家多到各個提供創用 CC 影音與圖檔資料的網站上，去搜尋自製素材所需
的影片畫面、相片圖表，以及圖檔等，不僅可以避免侵權的問題，也可以免付
費取得可用的資料素材。例如：除前述的國科會、教育部所提供的創用 CC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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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公共電視也建置有「公視創用」網站（ http://cc.pts.org.tw），提供各類
型無侵權之虞（且免費）的影音資料檔以供下載，希望能讓全體國人擁有一個
影音資源共享的數位影音平臺。

3

另外除可免費提供影像畫面的網站外，也有如「 The Freesound Project 」
（ http://www.freesound.org/ ），及「 Jamendo 」（ http://www.jamendo.com/

en/ ）等網站，服膺創用 CC 的分享精神，願意提供各種免付費的聲音（音效）
及音樂，展現創用 CC 無國界的精神。因此建議教師們可以多多使用這些免付
費的數位素材，以製作更多更適合教學內容的影音教材（詳見附錄）。
以上五項是執行「媒體素養」課程可蒐集的數位媒體素材的主要來源，至
於數位素材蒐集後，有關個人數位資料庫的建置，本文建議，所有與課程相關
的數位資料，不管是文字還是影音，都可以依課程別以及週次別分別存檔，也
就是以建立課程次目錄的方式儲存，例如：「媒體素養」課程共有18 週，則以
「媒體素養」為名的資料夾，裡面新增18 個次檔案夾，以存放每一週課程所需
的資料素材，以方便存取。如此一來，哪一週哪堂課需要哪些數位教材，教師
都可以立即取用，以免每次上課前都還要進入數位資料庫裡去不斷搜尋，這樣
比較浪費時間。
最後最重要且一定要提醒的事是，執行數位教學的教師也要能善用媒體科
技，本身必須先熟悉硬體設備，及簡單的應用軟體等的操作才行。如果無法習
得操作教學現場的機器設備，那再完整的數位媒體教材也都會變得英雄無用武
之地的。例如：不會使用 PowerPoint 軟體，那又如何能設計出吸引人的 PPT 教
學內容呢？
3

公共電視推動創用CC授權，除了關注創意的傳散與分享之外，更支持尊重與保障智慧財產權，及其
合理使用。「公視創用」務求善盡合法著作版權管理之責，讓使用人可以透過創用 CC授權方式，取
得公視影片而不必擔心違反著作權法。創用CC授權，同時也是一種世界通用的著作權授權條款，鼓
勵「創作」與「使用」的精神，來促進文化的自由流通與創作者更多的對話，進而在世界共通的平臺
上，創意共用Creative Commons。（資料來源：http://cc.pts.org.tw/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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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最後，雖然數位教材可協助課程知識的傳遞，但同時也該強調的是，數位

科技應用於課程教學的作法應該跳脫「科技決定論」的思維模式，不能有科技
萬能的迷思。如前所述，當前研究文獻還無法完全證實，利用數位科技作為教
學輔助工具對學生即有正面的學習效益，也許可能還有其他影響變數。因此所
有的教學設計還是要回歸到重視課程知識傳遞本身的真正需求，例如：有些數
位媒體素材可能適用在某些教學內容上，但也並非所有課程內容都需要有數位
媒體教材。所以數位教學設計還是應該要強調因「ㄘㄞˊ」施教這個道理！而
這裡所說的「ㄘㄞˊ」是指教「材」，也是指人「才」，亦即應根據課程內容
與學習者等兩者的不同需求，去思考如何將數位科技與數位內容融入於學生學
習上，而不是為科技而科技，或為使用而使用，讓教學真正回歸到以課程的內
容與學習的需求作為教學設計的本質理念，這才是思考數位科技如何運用於教
學上最該具備的核心思維。

肆

附錄：創用 CC 共享資源網站

一、影像

1. 公視創用：http://cc.pts.org.tw/New_MainPage.aspx
2. Animations for Physics and Astronomy ： http://phys 23 p.sl.psu.edu/phys_
anim/Phys_anim.htm
二、插圖

1. The Peirce Clipart Collection：http://clipart.peirceinternet.com/
2. Clipart ETC：http://etc.usf.edu/cli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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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pen Clip Art Library：http://openclipart.org/
4. Lee Hansen Graphics：http://www.leehansen.com/
5. Free Clipart Now：http://www.freeclipartnow.com/
6. Karen’s Whimsy：http://karenswhimsy.com/public-domain-images/
三、音樂與音效

1. Magnatune：https://magnatune.com/
2. Jamendo：http://www.jamendo.com/en/
3. The FreeSound Project：http://www.freesound.org/
4. Ccmixter：http://ccmixter.org/
5. Free Music Archive：http://freemusicarchive.org/
6. Beat Pick：http://www.beatpick.com/
7. Simuze：http://kobo.home.xs4all.nl/samuze/
8. Cash Music：http://cashmusic.org/
9. Opsound：http://www.opsound.org/pool/artist/
10. AudioFarm：http://audiofarm.org/
11. Internet Archive’s Netlabels Collection：http://archive.org/details/netlabels
四、資料來源

1.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站（ https://isp.moe.edu.tw/ccedu/search_
cc.php）
2. Creative commons─ Legal Music For Videos（http://creativecommons.org/
legalmusicfor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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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與教學
林武佐∣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

壹

前言
在這數位科技、三 C 產品大量普及的時代，人類知識的保存與延續方式有

了諸多的變革，這個變革也逐漸影響到大專院校的教學場域。
試比較傳統教學方式與科技融入課程這兩種教學設計所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的差異：傳統課堂教學最能吸引學生的部分，無疑是教師生動而有趣的口語、
豐富的肢體語言表達；而科技媒體融入課程的設計與實施，除了授課的文本內
容外，若以一般的傳統教學方式為主、假以科技設備與多媒體影音的融入為
輔，便會在學生面前形成一股獨特的臨場感與新鮮感，進而提升該課堂學生的
學習興致；至於科技媒體融入教學的呈現這部分，由於各科教學屬性不同，應
在融入前評估其適切性，有些學生會對媒體科技融入課程的多元豐富性充滿無
限期待，但有些則不易接受科技媒體的融入（不適應）。但是，大多數的調查
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課堂教學，一般科技融入教學、以數位多媒體輔助
教學的結果，大都能有助於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延伸學習。例如：有些教
師建置數位教學網站，以24 小時都能服務同學做為教學目標的網站規劃設計，
在課後的綜合、歸納、補充知識和師生互動方面，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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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數位科技的優勢
數位科技的特性是開放參與、數位化、便利化、無時空限制、以多媒體

的形式呈現、方便再利用且節能減碳。因此，如何將既有的知識內容與上課教
材，經由科技化後應用到教學現場中，進而提升教學成效，是當前各大專院校
教師所感興趣的重要議題。以一個積極投入數位科技融入教學的學習者背景提
出建言：若一位有志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的大專教師，首先，他必須了解科技
融入教學的真諦在於，教師在課堂教學時，配合講授內容與教學策略之需，能
利用到數位科技產品，例如：利用單槍投影機、一般電腦、平板電腦、影音播
放設備及網路，將數位媒體素材（教材）融入教學活動中，以取代傳統教學的
粉筆、黑板、紙本講義與脣舌講授（所謂的「裸教」）。但是，就廣義的科技
融入教學，不單指教師使用電腦軟硬體將製作好的 PowerPoint 檔案投影在教室
的大銀幕上授課而已，更令人信服的解釋是，教師能駕馭科技產品並有效率的
完成教學準備與課堂授課，舉一例來說：有少部分教師能熟練地運用適當的電
腦軟硬體，有效率、有效果地將媒體科技融入課程的設計、實施，學生興致非
常高昂的在教室內外延續老師的教學指引，從期末的教學回饋看出百分之百的
完成教師起初所設定的教學目標。就如上述，像這樣能熟悉使用三 C 科技產品
融入教學的教師，可事半功倍地輕鬆利用科技的特性與功能，準備好教學的素
材與媒體導入課程的設計與教學活動。
除了三 C 科技產品與數位媒體的使用之外，我們還可將科技的神經管線：
「網路」（雲端）融入教學的領域。目前正夯的「雲端」，可供教師存放、備
份所有教材在網路伺服器，讓教師可隨時存取教材並秀在學生面前。另外，
「雲端」所提供如 Youtube 等網站的服務也可以找到各類型合適、切題的教學
媒體（影片、動畫等），使上課的過程活潑化。再者，在「雲端」所建構的

E-learning 平臺，讓學生在課後的自學活動上，也扮演了一個永不打烊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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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角色，幫助學生預習、複習與補充教材的攝取。最後，教師亦可利用新近崛
起的臉書（ Facebook）與互動式的部落格（Blog），來拉近師生的距離。
上述是科技產品與網路的優勢，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探討數位科技結合教
學的目標、優點與方法，其次是分享個人將科技結合教學的實務經驗，結論是
對科技融入教學的反省。

參

數位科技結合教學的目標
簡言之，科技融入教學主要目標是運用科技產品或多媒體資源提升教學成

效。在此單一目標的要求之下，我們必須考量教學現場對於科技產品的應用是
否合適這個重要議題。
考量的原因在於各類課程內容、課程特性與學生吸收能力及理解力多數不
同，因此能適應的科技工具或媒體與程度亦有所不同；就如同人的體質，不一
定都適合單一的食物，例如：食用螃蟹對多數人而言是很滋養的，但對某些人
而言，食用螃蟹與吃砒霜一樣毒。因此，在審慎分析學習者特質後，我們必須
將科技產品與多媒體的聲光特性，平順且適切地置入各科之教與學的歷程與各
個環節。教師不應強調科技的結果與表現，而應重視課程文本與教學意旨（目
標），教師必須視其能否將教學內容與策略，藉由科技媒體的導入更有效地呈
現出來。因此，科技融入教學的施行應需顧及多方的影響因子，以確保增進
教學成效。例如：數位資源的選擇、科技媒體工具的選擇、學習活動的設計，
以及融入方式、融 入時機、適用對象的選擇等。在此，筆者建議科技融入教學
的最終目標，是讓科技融入的觀念、過程和科技的可用性，成為師生不可或缺
的教學助力，並使得科技產品的使用成為在教室與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順此
目標，我們可以延伸科技三 C 產品與網路的運用，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來尋
求教學困境的解決。因此，我們殷切期盼出現一系列科技應用在課程教學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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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如此一來，透過對典範的追隨與仿效，能有助於教師及學生運用數位科技
解決教與學的各種問題，而非單單強調科技的好處。

肆

科技結合教學的實務經驗

一、科技融入教學的經驗分享（一）：影片製作
科技融入教學的實施能力，並不等於教師的電腦操作能力。一般而言，教
師只需要具備基礎的科技或資訊素養，即可進行科技融入教學的活動設計；而
此類素養極高的教師，若欠缺對課程的了解，或是沒有正確的教學活動設計概
念，往往在科技融入教學的表現上反而不如科技素養普通的教師。
舉例來說：一般大學通識課程或某些專業課程的老師，會用數位媒體（如

Flash 等動畫或遊戲）、影片或電視擷取的新聞或節目片段來做為授課的輔助
教材。姑且不管授課主題為何？科技媒體或影片融入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似乎已
成為不可擋的趨勢。依筆者經驗：媒體教材影片製作的最低要求，是一部數位
相機及一套後製軟體，數位相機具備流暢的錄影功能即可；目前市面上 2012年
以後生產的數位單眼相機（ DSLR ）皆具此功能且效果奇佳，很適合做媒體教
材影片的拍攝用途。如果能用高清數位攝影機（ HDV ）來拍攝影片更好，因
為家用型或專業型的數位攝影機可外接麥克風，使收音效果更趨完美。以上這
些拍攝的硬體投資不超過四萬元便可達成。筆者進一步傳授一個影片製作的秘
訣：要有穩定的畫面、成功的拍攝，一支合適的腳架是必備的。腳架的錢不能
省，因它關係著製播的影片素材是否具備可看性。至於如何拍攝？劇情片是將
腳本寫好，一幕幕的架好腳架拍攝即可；紀錄片就是透過田野調查之後再實施
影音蹲點紀錄。機器拍攝時儘量不要離說話主體太遠，聲音就不會太小且較無
嘈雜的環境音被收錄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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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學習共同開發數位教材已成趨勢

圖2：HDV搭配外接式麥克風

拍完的影片統稱素材，素材必須用後製軟體編輯並輸出成特定格式。編
輯的過程簡單說包括：剪接（去蕪存菁）、轉場特效的使用、上字幕、配樂
與製作片頭及片尾。以市面上最容易取得的「微軟 Movie Maker 」、「威力導
演」、「繪聲繪影」與「 Corel DVD Movie Factory 」等四套後製軟體來說，
皆可學習完整剪接的技巧。取得的價格從免費到四千元不等。若是最新版本的
話又兼容各種影片規格（例如：藍光或 HDV 等高清格式），讓各種格式之影
片素材可以互剪，增加教材影片內容的豐富程度。再者，上述四套軟體皆有完
整的圖文並茂的電子說明書檔案，可無師自通不需假借他人的經驗，能自我
學習影片製作的完整過程。最後，影片完成後可應需要輸出成各種格式的影音
檔案，例如：無失真的 AVI 檔；畫質高、檔案容量小的 MPEG 、 RM 、 MOV 、

RMVB 、 MTS 、 MK 、 FLV 等格式的檔案；可在 DVD 播放機播放的 DVD 影
片、藍光光碟等。只要您熟悉一套後製剪接軟體，加上前置拍攝的影片，便可
以輕鬆的完成一部劇情片或紀錄片，讓上課的過程更為活潑、吸引學生的目
光，更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教學熱忱。這種科技媒體融入教學的方式，推薦給
各位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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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融入教學的經驗分享（二）：推薦實用的軟硬體與雲端服務
分享了製拍教材影片或帶學生拍片的科技融入教學的經驗之後，接著筆者
推薦可協助教師的六種實用的軟硬體與雲端服務，幫您提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
的功力。
（一）使用有錄影功能的數位相機：
購 買 數 位 相 機 時 ， 最 好 具 備 Fu l l H D （ 高 畫 質 解 析 ） 「 動 態 錄 影 」 的
功 能 。 由於 設計原 理 與成本 的差 異， 高 畫 質的 錄 影 功 能 只有 單 眼數 位 相機
（ DSLR ）才具備。一般消費型的數位相機，因受限硬體的規格較低，而無法
順暢的進行高畫質的動態影片錄製，或產生的影片格式較不易跟剪接軟體溝通
（格式較特殊）。在過去，若個人想要製作音樂影片、紀錄片、創意影片，必
須大費周章的採購攝錄影機（傳統 V 8 或 DV 數位攝影機），拍完後的影帶需要
轉檔，若沒有具備一些電腦動態影像處理的基本概念，上述這些影像創作可說
是相當艱難的。不過數位相機普遍化後，把高畫質動態錄影的功能簡單化、平
民化，只要按下數位相機的錄影按鈕，立即就可拍攝一段高畫質影片並馬上在
電腦上瀏覽、進行後製。並且，平時還可利用照相功能，無時不刻的捕捉身邊
的感動瞬間，將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以數位的檔案格式被保存下來。
（二）利用數位影音電視盒（棒）錄製節目成為教材：
目前市面上的數位影音電視盒（棒）可區分為：一般電視盒（或稱為機上
盒）、可錄式電視盒與 USB 數位影音電視棒。 1 . 一般電視盒是連接電視的訊號
電纜，可以用 VGA或是RCA AV、S-VIDEO、HDMI等其他影像傳輸方式，直
接連接到顯示器或是電視機。觀賞電視節目時，只需打開電視機上盒與顯示器
或是電視機的電源即可。這款不建議購置，因無法立即將節目錄製下來。 2 . 可
錄式電視盒則是連接電視的訊號電纜，可以用 VGA或是RCA AV、S-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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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等其他影像傳輸方式，直接連接到顯示器或是電視機。觀賞電視節目
時，只需打開電視機上盒與顯示器或是電視機的電源即可，並且可以利用電視
盒內建或是外接硬碟來錄製節目內容，成為我們可能用得到的教材。3. USB數
位影音電視棒則是連接電視的訊號電纜，以 USB 接到電腦主機，在安裝好驅動
程式後，就可以觀賞電視節目。每次要觀賞電視節目時一定要打開電腦主機，
並且執行驅動程式。除此之外， USB 數位影音電視棒還可利用安裝在電腦之驅
動程式來進行節目排程錄製的功能，將合適融入課程的節目或報導以高畫質的
格式被錄下來利用。
（三）用平板電腦取代隨身碟：
平板電腦具備易攜輕量的特性，結合億萬個免費或付費的 App （微型應用
程式），可成為老師教學上的利器。因為利用平板電腦讓老師找到更多適合應
用在教學的各種 App 應用程式，讓學生有不一樣的學習方式，引導學生有更多
面向的思考。另外，傳統筆電能做的平板電腦幾乎都能做，因此，教師可將平
板電腦當作一個巨型的隨身碟使用，再也不用擔心會把隨身碟遺忘在數位講桌。
（四）架設私人的NAS網路伺服器：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網路附屬存儲）是一種將分布、獨立的
資料整合為大型、集中化管理的資料中心，它就是連接在網路上，具備資料儲
存功能的裝置，因此也稱為「網路記憶體」。它是一種專用資料儲存伺服器，
可提供跨平臺的檔案分享與共用功能。 NAS 本身能夠支援多種協定（如 NFS 、

CIFS 、 FTP 、 HTTP 等），而且能夠支援各種作業系統。在資訊科技環境日益
複雜、數位資料大量膨脹的今天，企業、教育界與個人建置 NAS 已成為一種趨
勢。 NAS 還有一項特色，可將儲存空間分配在不同的伺服器或工作站，讓資料
檔案以分享型態在網路上使用。身為教師的我們在資訊爆炸的今天，可以建置
一個裝有大容量硬碟儲存空間的NAS，協助個人平常數位教材的備份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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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用Evernote幫自己記筆記、管理檔案：

Evernote 是一個功能超強的數位記事本，它協助我能隨時記錄所有事物，
且在第一時間能透過 3 G 或 Wi-Fi 訊號同步到所有裝置，讓個人的資料流通與
取用沒有斷層。 Evernote 的使用者只要申請註冊一個帳號，就可以在桌上型電
腦、筆電、手機、平板電腦之間互通有無，完全沒有溝通上的障礙。Evernote
的記事方式分四大種，分為記事、速拍、語音、附加（所有類型的檔案）四
種。「記事」為文字輸入撰寫；「速拍」則是馬上開啟相機軟體拍照；「語
音」即是錄音，利用這功能可以把 Evernote 當做上課或開會時的錄音筆；「附
加」則是從手機或平板電腦中選擇任何類型的檔案上傳到雲端。因此，建議
教師能學習使用這項軟體，它將會協助教材的整理與管理更有效率。另外，

Evernote 除了有 Windows 、 Mac OS 版本外，也提供多種瀏覽器外掛，更支援
Android、iOS、Windows Phone跟Blackberry手機。
（六）充分利用各種免費的雲端服務：
當我們申請 Hotmail 、 Gmail 或 Yahoo 電子信箱，就是利用雲端在收發電子
信件、取代過去本地端的 outlook 等軟體；再者， Flickr 、 Picasa 、 Pchome 、

Pixnet 等網路相簿也被普遍使用來放個人的照片。前文所介紹的 Evernote 數位
筆記本與Facebook社群網站也是雲端科技的利用。
教師將數位資料放在雲端有什麼好處？以筆者的經驗來說，由於目前網路
普及，上網變得既簡單又迅速，從家用的 ADSL、光纖，到無線的 3 G 、 3 . 5 G、

4 G （ WiMax ）上網。再加上行動上網的設備與花費越來越便宜，平板電腦、
小筆電、智慧型手機與學校的數位講桌，都支援了有線或無線上網的功能。因
此我們不必再隨時帶著一支 USB 隨身碟，只要將常用的資料與檔案放在雲端，
只要透過上網這個動作隨時隨地存取這些雲端的資料，甚至是能將資料與他人
藉由網路分享，或是共同編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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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哪些好用的雲端服務可供教學利用？這些服務包括雲端掃毒，例
如：Panda Cloud Antivirus；雲端影像處理，例如：Photoshop免費版本線上直
接用、 Amazer 可把照片變漫畫的雲端網站、Photovisi 可在雲端將照片拼貼；雲
端轉檔服務，例如：從Youtube將各種影音檔案轉成mp3或mp4等、利用Online

converter 可轉各種檔案格式、使用 Convert PDF to PowerPoint Free Online 可
在雲端直接將 PDF 檔轉 PPT 檔、 Zamzar 可將影音、圖片、文件直接線上轉檔；
雲端音樂，例如： TunesAccess 、 Grooveshark 、 SoundCloud 、 Mixest 、 Google

Music 等。最後介紹雲端備份軟體（網路硬碟），它應該是最多人使用的服
務，只要將檔案丟上雲端，就能同步到所有電腦，讓檔案管理更方便，其中
最知名的就是 Dropbox 。但除了它以外，還有其他雲端硬碟，例如： Box.net 、

Ubuntu One for Windows、Webhd、Google Drive、Xuite等，它們各有特色，
有的空間大，有的支援中文等。

伍

結論
基於上述對數位媒體融入教學的個人經驗，冒昧對於剛起步，要從事數位

科技融入教材製作與課程設計的教師們一個良心的建議，數位軟硬體的投資是
必須的，不要再依賴校方的資源或排隊等器材的出借。若是不花點預算購置硬
體或付出時間學習操作、儘快熟悉您的數位科技工具並有系統地學習每一項拍
攝、剪接、軟硬體操作技巧，屬於您自己的創意媒體教材是不會出現的！
最後，還須提出一些忠告，這篇文章的數位化教學主張，有可能招致一
般提倡傳統「裸教」的教師們所反對。身為大學的教師，若無法用一根粉筆跟
一張嘴在課堂上談知識、論真理，實不配為人師表，這樣的主張倒也有幾分道
理。舉一媒體圈的例子來說明這種論調：日本三一一東北大地震，宮城縣石
卷市的《石卷日日新聞》，在地震發生後斷水斷電與對外通訊中斷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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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們以徒手的方式用紙筆記下所見所聞，並用大字報的方式連續六天發行報
紙，適時彌補災區的資訊空白。另外，同一時間在氣仙沼避難所避難的小學
生，也自動的組織起來，用手工繪製發行了五十期的《 FIGHT 新聞報》，及
時供應訊息與人情溫暖給災區民眾閱讀，滿足民眾知的權利，這是完全不依賴
科技而能持續有所作為的實例。
因為提倡「裸教」的教師們，就是常看到有些老師，當數位講桌故障、
單槍燈泡燒掉、忘了帶電腦或 USB 隨身碟（因上課簡報在裡頭），就無法好好
上課，因這群新興族群的年輕教師已經習慣數位化的教學環境，無法實施「不
插電」（ Unplugged ）的課堂演出。數位科技固然帶給教學現場極大的便利與
極佳的教學氣氛，但是，過於依賴數位科技的教學結果，當教材或教具突發生
狀況時，卻讓教師們束手無策、無法正常授課，這是我們介紹「數位科技與教
學」這個主題時所必須提出來供各位反省的。工具始終是工具，不能取代教學
主體本身。教師在「教學」的本職學能必須合乎水準之上，數位科技的融入才
能讓教學加分。
總之，傳統教學與數位科技，若能彼此合作、截長補短，必能為教學成效
的提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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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到我們：課群合作的規劃與實踐
王冠生∣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壹

前言
筆者近幾年參與教育部課程改進計畫，其中有七次與校內外教師共同執行
1

課群計畫 。課群的運作模式與單一課程大不相同，由三至五門課程組成，不
同課程之間需要集思廣益、相互合作，分享彼此的教學亮點。透過共同課群活
動，引領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培養跨領域知識統整能力，產生一加一大
於二的學習效果。而在合作過程中，老師們可形成一個教師成長社群，彼此分
享教研資源，相互學習教學方法，對於老師的教學、研究、學術生涯發展，具
有正面幫助。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將根據過去所執行的七次課群計畫經驗，分
享課群計畫的經營模式與心得。
1

這七個課群分別是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由「哲學概論」、「職場倫理」、「應用社會心理學」合組的
「倫理與心理課群」；99學年度第1學期由「道德推理」、「哲學思考與美好人生」、「傳統文化與
現代社會」合組的「哲學與生命教育課群」； 100學年度第1學期由「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臺
灣勞動市場變遷和新移民族群融合」、「媒體與民意」、「社會運動」合組的「多元文化中的公民課
群」；100學年度第2學期由「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當代全球議題與國際法」、「中華民國憲
法」、「當代臺灣犯罪型態研究」、「職場倫理」合組的「正義：倫理與法治跨領域課群」；101學
年度第1學期由「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臺灣勞動市場變遷和新移民族群融合」、「政治學」、
「當代全球議題與國際法」、「健康社會學」合組的「全球化下的公民視野課群」；101學年度第2學
期由「公民倫理學」、「人口經濟學」、「當代全球議題與國際法」合組的「社會變遷下的公民涵養
課群」；102學年度第1學期由「公民倫理學」、「人與環境」、「犯罪學」、「國際公法─跨越
百年之中華民國與國際法」合組的「正義與臺灣公民意識課群」。每個課群的第一門課皆為筆者所開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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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群合作
經營一個課群，如同合奏一

首交響樂，從一開始找課群夥伴，
到執行計畫期間的課程設計，到計
畫結束之後的課群合作，每個環節
都須密切配合，相互合作，才可能
共同奏出優美的樂章。以下即根據

圖1：社會變遷課群

課群的發展時程，分為「申請計畫期」、「執行計畫期」、「計畫結束期」，
說明課群合作機制，最後再說明課群運作的成功關鍵，並說明團隊成員應有的
態度。
一、申請計畫期
在申請計畫之前，課群成員應有一段磨合期。首先，成員之間需要充分討
論，仔細思考究竟為什麼要合組課群？為了申請教學研究計畫、拚計畫業績？
為了形成教師成長社群、有助學術生涯發展？為了尋找志同道合、訴苦抱怨的
夥伴？……在討論過程中，成員也需要進行自我檢視，究竟參與課群對自己的
學術發展是助力還是阻力？自己教學研究目標是否與課群教學研究目標相符？
個人專長能否在團隊中找到定位？在團隊成立之初，這個討論與反思的過程非
常重要，經過充分的意見交換與自我檢視，才有可能找到適合的夥伴，合組具
有熱情與戰力的團隊。
特別要強調的是，課群的形成應該避免「為課群而課群」、「為計畫而
計畫」。如果只是為了想爭取公部門的教學資源，硬把不相干的課程湊在一
起，將難以產生合作的動力與能量。縱使獲得計畫補助，也難以實踐出精彩的
成果。簡言之，在磨合過程中，個人的教學研究規劃需適度配合團隊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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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但不需為了整合而整合，參與意願與容忍彈性越大，團隊越能成功。此
外，無論是教學或研究，加入跨領域團隊計畫時，都面臨調整個人原本教學研
究框架，如果能將學科本位主義轉換為團隊合作模式，由單兵作戰轉換為團隊
作戰，將有助於提升社群夥伴的教學與研究品質。
除了成員心態的調整之外，在申請計畫之前，社群成員還需思考在什麼
「主題」下整合不同課程。例如：正義、全球化、多元文化、社會變遷、環境
保育、性別平等等。設定主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短期而言，好的主題能
夠在計畫書中呈現申請課群計畫的理由；長期而言，好的主題能夠讓整個團隊
永續經營，不至於在計畫結束後解散。因此，決定課群主題的過程，仍需要集
思廣益與充分討論，讓所有課程都得以在此框架下發揮所長。如果有課程不適
合在此主題下發揮，就應該割愛，否則為了遷就某一門不易整合的課程，很可
能讓整個課群走偏方向。課程與課程之間難以合作，不僅無法產生一加一大於
二的效果，亦會影響整體課群完整性，降低獲得計畫補助的機會。
當確定團隊成員與課群主題之後，接下來就要進一步討論課群合作細
節、撰寫計畫申請書、設定交稿時間表、緊盯申請行政流程。此過程中，課群
成員仍要密集聚會、充分討論。尤其在撰寫計畫書的過程中，夥伴之間必須無
私分享創意，協助較不會撰寫計畫書的成員，並選出文膽整合不同意見，以
圖文並茂的形式完成計畫書。此外，若能有一位認真負責的領頭羊帶領團隊合
作，給予計畫成員加油打氣，緊盯作業時程與行政細節，將可以讓計畫推動較
為順暢。
二、執行計畫期
在申請計畫之前，若能有縝密的規劃、充分的討論，在獲得計畫補助之
後，便可按部就班推動計畫。課群與單一課程最大的不同在於課群聯合活動，
這是一個課群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筆者曾經觀摩過若干課群，獲得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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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天，即是課群解散的那天，課群存在的目的只為了申請計畫，整學期的課
群運作相當零散，欠缺合作機制，這完全不符合教育部推動課群計畫的用意，
也失去團隊成長的大好契機。
由於不同專業屬性的課群，會發展出不同的合作模式，有些側重於課程之
間的合作，有些側重於教師之間的合作，甚至有些側重於同學之間的合作。以
下筆者僅就過去執行課群計畫的經驗，介紹幾種主要的課群合作機制。
（一）聯合公民論壇：這是筆者所執行的課群計畫中最重要的課群活動。
我們每學期皆會針對時事性議題舉辦公民論壇，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與同學進
行對話，引領同學學習從不同面向思考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理性溝通的能
力。過去所舉辦的公民論壇主題包括「女性新移民在臺灣」、「原住民自治的
理想與現實」、「人權、正義與公民意識」、「名嘴文化與言論自由」、「居
住正義 ─從士林文林苑事件談起」、「美牛、國際貿易與公民健康」、「人
口老化、照顧政策與移工人權」、「核能利用之反思與挑戰」、「環境犯罪與
環境正義」、「原住民權利與族群正義」、「觀音海域藻礁汙染與國土規劃治
理」。在單一課程中，礙於資源與觀點的侷限，比較不容易集結各領域專家，
從不同角度探討同一議題。然而在課群計畫中，在集思廣益之後，比較容易整
合資源，邀請不同領域專家與同學交流，此有助於跨領域對話與知識統整。此
外，相較於單一課程，由三至五門課程共同上課，討論視角較為豐富多元，分
析內容也較為精闢深刻。
（二）聯合校外教學：在過去所執行的課群計畫中，部分公民論壇結束
之後，我們會帶學生進行校外參訪，實地進行校外教學，從實際行動中反思論
壇內容。例如：在舉辦「人權、正義與公民意識」公民論壇之後，帶學生參訪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在舉辦「核能利用之反思與挑戰」公民論壇之後，帶
學生參訪「臺電龍門施工處（核四）」。在舉辦「觀音海域藻礁汙染與國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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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治理」公民論壇之後，帶學生到桃園新屋觀察工廠廢水對河川的汙染，再帶
學生到河川下游，觀音、新屋出海口，探查海岸藻礁被汙染的狀況。這種跨領
域的課群實地參訪，能夠讓同學進一步了解問題全貌，也能夠透過實作活動反
思公民論壇中的觀點，提升學習成效。
（三）聯合徵文比賽：筆者過去所執行的課群，在每次公民論壇、聯合
參訪之後，皆會舉辦聯合徵文比賽，請同學分析專家學者的討論內容，撰寫參
訪心得，學習從不同角度思考相關議題。筆者認為，不論是單一課程或課群計
畫，教學活動皆應避免流於熱鬧有餘，學習不足。因此，徵文比賽是提供一個
讓同學反思、沉澱的機會，讓同學在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以及進行實地參訪
之後，嘗試整理各方意見，並反思自己立場，此有助於深化學習成效，提升課
程品質。
（四）聯合成果發表會：在學期最後一週，課群舉辦聯合成果發表會，
每班推薦兩組作品上臺報告，分享學習心得。此外，我們也鼓勵同學以多元方
式呈現學習成果，不論是海報、論文、微電影、創意短片、 PPT 簡報等皆可被
接受。形式不拘，重點在於深入分析問題內容，若能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尤佳。在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多元文化中的公民視野」課群中，有一組同學
針對學校無障礙空間提出檢討，先用影片清楚呈現問題焦點，再撰寫一份報告
分析問題內容，並提出問題解決方法。由於作業內容豐富、問題分析深刻，因
此我們鼓勵同學參加「 Eco-City 國立交通大學智慧生活科技區域整合中心主辦
「『發現校園障礙

打造友善空間』企畫書競賽」，最後，該組同學獲得此競

賽第一名。評審意見說明：雖然此企畫書處理的議題不大，但能夠清楚分析問
題內容，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獲獎主要理由。之後臺北大學也參考同學
意見，改善校園無障礙空間，此為課群活動的一大成果。筆者要特別強調，這
種期末作業形式，也是在課群成員充分討論、集思廣益後所共同決定的模式，
此增加了同學投入課程的意願，也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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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群聯合網站與臉書社群：在執行計畫過程中，雖然各課程都有自
己的專屬課程網頁，然而我們還是會利用學校數位學習平臺、臉書等資源，成
立課群聯合網站與臉書社群。試圖整合不同課程，讓課程之間更緊密聯繫，以
達到擴大討論、資源共享的目的。從這幾學期的運作情況來看，由於臉書是一
個方便、有趣、人性化的平臺，因此臉書社群的使用率要遠高於學校數位學習
平臺。特別是在課程結束之後，學校數位學習平臺的功能就立即停止，但是臉
書會持續運作下去，課群成員仍可在臉書上發布消息，討論相關議題，有助於
課群的永續經營。
上述五點是較核心的課群合作機制，除此之外，筆者過去亦透過以下機制
進行課群合作。例如：學期初舉辦 TA 工作坊、母雞帶小雞經驗分享會、兩班
協同教學、互邀演講等。此外，筆者過去所執行的課群，每學期不同課程皆安
排在同一時間上課。我們認為在同一時段授課，較有可能舉辦共同課群活動，
筆者認為這是進行課群合作的一項重要關鍵。就筆者過去的觀察，有許多課群
欠缺合作機制，主要原因即在於沒有共同授課時間。如果基於行政或其他特殊
因素，課群中的不同課程實在無法在同一時間上課，課群就應該要再集思廣
益，設計其他共同活動，才能達到課群合作的宗旨。最後，筆者要特別強調，
不同屬性的課群可能有不同的合作機制，不論採用何種機制，最重要的是要能
讓各個課程之間密切合作、相互學習、共項資源，培養學生跨領域學習與知識
統整的能力，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三、計畫結束期
有些課群在計畫結案後，課群即自然解散，這份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能
量，瞬間化為烏有，筆者認為相當可惜。比較建議的做法，是將這些夥伴聚集
起來，成立教師成長社群，持續進行其他教學計畫、研究計畫，讓課群繼續運
作。尤其是在重視研究的高教環境中，如果能從「教學成長社群」逐漸發展為
「研究成長社群」，將有助於課群團隊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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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臺北大學合作的課群，即嘗試從「教學成長社群」發展為「研究
成長社群」。我們一共有八至十位長期合作的夥伴，過去曾分為「多元文化與
臺灣政經社會發展」、「多元文化與臺灣公民社會建構」兩組申請校內研發處
的研究計畫，兩組皆獲得補助。在執行計畫過程中，社群夥伴共同舉辦論文發
表會，分享研究成果。會後也陸續修改論文，投稿至相關領域期刊。除了學校
的研究計畫之外，我們進一步申請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其中有兩位老師的
合作計畫獲得補助，帶給我們莫大鼓勵。未來，我們會持續兼顧「教學成長社
群」與「研究成長社群」，讓教師團隊永續經營，對學校教學與研究產生良性
影響。
四、課群成功的關鍵
筆者過去執行過七個課群，並非所有課群皆能夠持續發展。個人覺得一個
成功的課群，有賴於以下幾個重要因素。
（一）熱血教師的結合：對教學保持高度熱情，是一個成功課群的重要因
素。在筆者參與的臺北大學課群中，絕大部分成員都是專業系所老師。就現實
情況而言，他們投入大量時間執行課群計畫，對他們的研究業績不會帶來太多
加分。他們大可專注在研究上，花少數時間應付教學。但是這些專業系所教師
願意持續投入課群計畫，精進教學方法。這份對於教學的熱情，應是課群成功
的重要關鍵。
（二）發揮雁行理論：所謂「雁行理論」是指，一群雁子以「人」字型飛
行時，其所形成的浮力可協助雁群往前飛行，雁群的飛行距離比單雁的飛行距
離增加百分之七十。而當領頭的雁子感到疲倦時，會有其牠雁子頂替上來，帶
領雁群繼續飛行。當某隻雁子受傷時，也會有其他雁子陪伴牠，等待牠康復，
再另組雁群繼續飛行。筆者認為，好的課群合作就如同雁群飛行，藉由彼此合
作，提升團隊戰 力。尤其是每個課群的領頭羊應扮演好火車頭的角色，透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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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會議與非正式會議讓成員密集聚會，積極促進社群成員合作。而當領頭羊疲
倦時，可由其他人繼續領導課群前進。此外，課群成員之間應該無私分享資
源，相互提攜。假若某些成員未獲得計畫補助、研究遇到瓶頸，其他夥伴也能
給予協助，克服困難。如果一個課群能夠徹底實踐「雁行理論」，領頭羊與課
群夥伴各司其職，相互關懷，將可大幅提升課群成功的機率。
（三）教學夥伴＋研究夥伴＋生活夥伴：筆者認為，一個好的課群，其成
員關係不只是教學夥伴，還應是研究夥伴與生活夥伴，基本上是一個能夠在各
領域皆相互支援的教師成長社群。而一個教師社群的成立，並不見得必須由教
學夥伴開始，也可能是從研究夥伴或生活夥伴開始，當夥伴之間運作出一定的
默契之後，便可延伸至其他領域發展，深化團隊合作。例如：筆者在臺北大學
的團隊原先是基於執行教學計畫所組成，目前也共同執行研究計畫，甚至閒暇
之餘，也會一起練習太極拳，交換生活資訊。這樣多面向的合作與關懷，有助
於 社群的長期經營。
（四）成就與樂趣：筆者在臺北大學的課群，是由專業系所教師與通識
中心教師合組的團隊，我們在成立之初，即希望能達到「通識教育專業化」、
「專業教育通識化」的目標。希冀此跨領域的合作，有助於專業課程與通識課
程的相互成長，以「專業課程的知識承載度」提升「通識課程的學術品質」，
以「通識課程的教學模式」活化「專業課程教學方法」。經過近三年的實際運
作，讓團隊成員的教學與研究能量都有所提升，也增加在學術生涯與日常生活
中的樂趣。這些成就與樂趣，都是讓教師社群得以永續經營的重要因素。

參

結論
在現今的高教環境中，教師所面臨的評鑑、升等壓力日益增加。而在廣

設大學之後，學生的學習動機卻日益遞減。尤其是在少子化的浪潮下，部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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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甚至面臨工作危機。不論是頂尖大學或一般大學，大學教師多多少少都面臨
一些教學、研究等學術生涯中的課題。在這樣的環境中，單兵作戰略顯孤單，
如果能夠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支援，將有助於克服難題、共同成長。筆者
近幾年努力耕耘於教育部課程計畫，有幸找到夥伴共同執行課群計畫。幾年下
來，不只匯集教學能量，提升教學成效，原本的教學社群也逐漸發展為研究社
群，進而凝聚了一份跨領域的友誼，這些都是學術生涯中意外的收穫。基本
上，筆者認為一個好的教師社群是教學夥伴、研究夥伴、生活夥伴的組合，多
方面相互支援，如同野雁形成團隊，彼此照應，協力飛行，才能夠飛得又高又
遠。如果你對於跨領域研究抱持興趣、願意接受多元觀點分析問題、能夠真誠
溝通積極討論、期望在執行計畫中培養革命情感，就開始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
吧！從「我」到「我們」，課群合作會讓你在學術生涯中不感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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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情四重奏
─記一段通識共學之旅
劉柏宏∣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音樂是人類心靈一種無意識地默默數數的愉悅經驗。
德國哲學與數學家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音樂難道不能被視為是一種感官上的數學？而數學不就是推理的音樂嗎？
英國數學家James Joseph Sylvester

壹

前言
數學知識的形式與內涵在人類社會中始終充滿著地域民族色彩，且隨著

時間變化。在中國古代算學因被視為一種經世致用之技，而名列儒家「禮樂射
御書數」六藝要事之一。然南北朝的顏之推卻告誡其子弟，即使「自古儒士論
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算學卻只「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反觀
古希臘時期，數學則被奉為哲思養成之道，據聞柏拉圖在其所創辦的哲學學院
入口，豎立著「不懂幾何者，勿進此地」的牌坊。這種對待數學知識「道」、
「技」之分的態度，無形中也標記出東西方迥異的數學文化，進而影響往後千
年的科學與數學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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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算術、音樂、天文」是中世紀歐洲大學博雅教育裡所謂的四藝
（Quadrivium）。這四種學科是研究宇宙萬物，彼此間數量關係的根本。到了
文藝復興時期，四藝之學更形蓬勃發展，不僅孕育出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更進
而引動理性啟蒙時代的來臨。由此可見，數學雖非人類文化發展的動力馬達，
卻也是傳遞理性智識的樞紐。然而，這些數學的特質卻都隱沒於現今數學課程
與教學之中。因此於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便邀集三位課程夥伴，由我擔任主持
人，籌組「數學與邏輯思考」課群時，我們就嘗試傳達數學的夙昔典型。由於
三位課程夥伴分屬於三所不同學校，為方便與課程夥伴分享心得，特開闢部落
格，以感性與隨想的方式記錄計畫執行過程。以下將整個課群實施過程分為規
劃期、執行期和檢討期，分別介紹與說明。

貳

課群實施過程

一、規劃期
（一）界定課群主軸

99年底當臺北市立大學蘇意雯老師來電，希望能邀請我擔任績優計畫指導
課群的主持人時，考量到一對一的課群過於單調，於是分頭再邀集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的陳東賢老師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王銀國老師共組課群。
三位老師預計開授的課程分別是蘇意雯老師的「數學思維的發展與應
用」，主要是以歷史進路傳達宏觀的數學思維，讓學生對數學思考的具體模
式有廣泛的了解。陳東賢老師的「數學遊戲與思考」，則是激發學生對數學
思考的操作性理解，以「 learning by doing 」的具體實踐，體會數學思考的趣
味性與邏輯性。王銀國老師的「邏輯思考與應用」強調以結構式的組織，傳
達邏輯思考的本質，並結合生活實例的推理演練，以增進學生的批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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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三門課程之內涵後，我們就
數學思維的
發展與應用

決定以「數學與邏輯思考」做為

數學與
邏輯思考

課群主軸。雖然「數學是一門講
究邏輯的科學」，可以說是人們
對數學的主要印象，可是當問起
學校的數學教學是否曾令你真正
體驗過邏輯思考的樂趣時？恐怕

邏輯思考
與應用

數學遊戲
與思考

許多人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一個大
「？」！曾幾何時，在考試壓力

圖1：課群核心目標

下，數學已成為符號堆疊的運算操作。因此在通識課程中傳達數學的邏輯思考
面向，便成為我們課群共同的目標。
（二）建立明確課程目標
指導計畫主持人的主要工作，在於協調各課程展現出自我特色，來彰
顯數 學與邏輯推理 的 價值並 傳達 數學 通 識 理念 ，協 助 教 師 在 通 識 架 構之 下
建立明 確課程目 標 。三門 課程 依據 各 自 不 同 的 屬 性 ，分 別 以 三 種 不 同進 路
（approaches ）達成培養學生數學與邏輯推理能力的教學目標，各課程在整個
課群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分別為：

1. 蘇意雯老師的「數學思維的發展與應用」屬於「歷史性進路」（ historical
approach ）。以數學史為媒材，傳達數學概念發展的宏觀思維。學生從數學
思維的歷史性進路可以發現，部分數學知識的非理性與非演繹式的發展，
並進而思索數學知識與思維發展，是否一直以符合邏輯結構的方式演進。此
外，課程中觸及許多文化議題，可以讓學生體認數學與文化的關係。

2. 陳 東 賢 老 師 的 「 數 學 遊 戲 與 思 考 」 則 是 「 操 作 性 進 路 」 （ o p e r a t i o n a l
approach ）。透過實際動手操作，以引發觀察、探索、發現、論證等一連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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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活動。這門課的發展係基於符合科技大學學生「做中學」、「學中做」
的學習模式。為加深本課程的知識承載度，在各種遊戲活動結束之後，說明
遊戲背後所隱含的數學知識。

3. 王 銀 國 老 師 的 「 邏 輯 思 考 與 應 用 」 採 取 「 結 構 性 進 路 」 （ s t r u c t u r a l
approach ）。經由系統性與結構性的介紹，讓學生了解邏輯思考的本質，以
培養學生具備獨立的批判思考與推理能力。為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增加
「實戰經驗」，課程中不時穿插相關實際生活經驗與新聞時事做為邏輯實
例，鼓勵學生進行論證與推理。
歷史性進路

數學遊戲與
思考

操作性進路

邏輯思考與
應用

結構性進路

數學與邏輯思考能力

數學思維的
發展與應用

美學素養
數學與科學素養
媒體素養

圖2：課群進路與培育的素養

（三）建立互補交流機制
三門夥伴課程雖有相同的核心理念，但課程內容與重點各有不同，因此建
立課程互補的交流機制非常重要。我們的宗旨是「一修（咻）三享（響）」，
修讀一門課程，就可以同時享受三門課程的內容。三門課程的老師必須到其他
兩門課程實施「易地教學」，以便讓學生能體驗不同形式的邏輯思考。此外，
三門課程的網站相互連結，以便讓學生可以隨時了解其他兩門課程的內容，相
互觀摩。不過事後檢討發現，除少數學生外，一般學生到其他課程網站瀏覽的
情形不是很踴躍。雖然任課老師相當鼓勵，但缺少評量機制與誘因，學生對其
他課程的關注無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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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期
（一）教室觀察
為了解每位夥伴課程的實施情形，我針對每一課程選擇兩個教學單元，進
行實地觀察與分析。教室觀察與分析的目的，並非檢討老師的教學方式，而在
於探知課程實施所遇到的困難，和觀察課程實施的效果，以做為計畫執行的形
成性評量（ formative assessment ）。為使教室觀察的效益發揮到最大，且三門
課程之間能相互參考交流，實施方式採Acheson & Gall（2003）建議的步驟：

1. 確認教師所關注的教學重點。
2. 選擇所欲觀察的重點。
3. 記錄教室關鍵對話與事件。
4. 教室觀察後會談。
5. 教師反思。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由於三位老師的教學經驗都相當豐富，因此觀察重
點，不在於一般師資培育所關心的教學行為或班級管理技巧，而在於課程夥
伴如何執行當初所設定的課程目標。因此教室觀察表不採用定量的項目檢核
表（ checklists ）或評量表（ rating scales），而是質性的描述性方法（ narrative

method），教室觀察表格請參見文末附錄。
隨後我根據教室觀察表撰寫教室觀察感想並發表於課群部落格。教室觀察
中發現，有時課群夥伴可能過於專注在「教」這件事情上，節奏相當緊湊，以
至於影響「學」的效果。通識課程的重點在於啟發以知識為本位的思考，必須
給予學生足夠的發想空間，過於急促的步調，容易使師生間的火電靈光一閃即
逝。這時我會在部落格上嘗試以自我反思的方式提醒課程夥伴。例如：下面這
段文字是某次教學觀察之後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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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和學生人數似乎是影響老師教學品質的兩大因素，前者操
之在己，後者操之在人。操之在己的只要放下執著即可，操之在人
的得靠外部的資源，例如：助教從旁協助。不過我覺得最難的應該
還是放下「我執」，畢竟老師負有教學使命，而且「教不嚴，師之
惰」，怎能不加鞭追馬？但是西諺有云：「I hear and I forget. I see
and I remember. I do and I understand.」，而荀子也說過：「不聞不若
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
止矣」。
也就是說，所有知識的獲得，都需經過學生自我反芻之後的實踐過程，要
經歷這過程，老師必須給予時間。
（二）教學反思
教學反思的焦點，在於檢討整個課程的通識理念是否獲得充份的實踐。反
思活動分為定期與不定期兩種。定期反思分期初（ 9 月初）、期中（ 11 月中）
與期末（ 1 月底）三次進行，所有成員都參與每一次的反思活動，以便彼此分
享教學心得。期初教學反思的目的，在於讓每位課程夥伴成員檢視過往的教學
歷程與體驗，並說明如何規劃這門課程，以及希望從課程夥伴中獲得哪一些回
饋。期中教學反思則先由指導計畫主持人，針對每一門課程提出第一次教室觀
察報告，並聽取課程夥伴的回應，之後所有夥伴都針對其他課程提出建議，最
後每位夥伴再次發表感想，並完成教學反思報告。期末反思實施方式與期中反
思類似，除針對第二次教室觀察報告進行討論外，也檢討整個學期的實施狀
況。所有定期反思的內容都作成紀錄。不定期反思則在課程計畫執行期間隨時
進行，只要課程夥伴有需要，都可以跟任何一位成員或指導計畫主持人連繫與
交流意見。
針對在反思會議中，課程夥伴所提出的問題，我儘量以實例說明，避免抽

256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象性的描述。例如：某位課程夥伴 A 老師提到班上學生考試表現不佳，卻不知
如何改善。根據教室觀察我發現， A 老師的課程一直以比較傳統的方式上課，
因此反思會議中便舉哈佛大學 Michael Sandel 教授的「正義」通識課為例，其
中 Sandel 教授不斷以兩難議題挑戰學生的邏輯思辨和價值判斷能力，因此建議

A 老師不妨也在上課和評量方式上做些改變，以互動思辨的方式，激發學生問
題意識，而不僅僅以傳統題目測試。另外也舉臺灣大學苑舉正教授所強調的，
通識課程應培養學生「發問」、「說理」、「開發理念」和「實踐人生價值」
等四大能力做為借鏡。而在期中反思會議結束後不久，課程夥伴 C 老師到另兩
位老師的課堂進行易地教學時，也在部落格上寫下他的感想：
昨天A老師與B老師課堂上，都有學生主動發問，顯現兩位老師教學
都很成功，其中A老師班上有一些數學系學生，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四
年級學生，在對答互動中，顯現出嚴謹的思考態度（說理），也讓我
想到該生經過四年數學系的洗禮，果然邏輯思維都變得很嚴謹，反倒
是我有時為了讓學生更容易去了解一些原理，自己反而忽略了一些重
要小細節，如同郭台銘常說：「魔鬼都藏在細節裡」，自己要好好警
惕。
可見教學反思和易地教學可以收觀摩之效，在經營課群時是值得考慮的教
學成長活動。
三、檢討期
歷經一個學期的課群合作模式，甘苦都有。個人有幸獲得這個機會，與三
位老師共同為培養學生數理邏輯思考而努力，進行由點而面的理念推廣。以往
三位老師的通識教學都是各自單打獨鬥，這是第一次結合眾人之力實踐課程理
念，尤其是透過易地教學，不僅讓三位老師互相教學觀摩，也使學生能同時體
驗其他學校精采課程的吉光片羽。為求整個課程可以聚焦且相容，三門課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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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採取一致性的風格以利相互學習比較，而三位老師也可以依據自己課程的特
色增刪內容。據課群夥伴的反應，這樣的設計督促他們相互學習，因而激勵自
己在課程設計上的加強與落實，應該已達成部分預期效果。
電影《濃情四重奏》中飾演大提琴家Peter的男主角曾說：「四重奏在演
奏過程中，每位演奏家都必須隨時適度調音，配合全體，以免走調。」這種須
適時壓抑自我職業本能的體悟是最難的。這次課群指導計畫最大的挑戰，就是
課群夥伴間理念的整合。不少研究指出，教師們對於知識本質的內在信念，是
影響他們教學行為最關鍵的因素之一。課群夥伴們當初願意參加指導計畫，都
是有心改進課程設計與教學，但是當課程開始執行之後，老師們仍舊可能會回
到最熟悉與穩當的教學模式，而忽略當初就是因為想改變課程內涵而參加課群
計畫的初衷。由於信念的改變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因此我在部落格的文章中，
嘗試以隱喻的方式觸發老師自我反思。例如：透過比較元代畫家黃公望的《水
閣清幽圖》（圖 3 ）和達文西《蒙娜麗莎的微笑》中背景山水（圖4 ）不同的表
現方式，說明課程適度的「留白」比「獨白」更重要。兩張畫所呈現的 S 形的
山水構圖雖相當類似，皆有曲徑通幽之趣，但前者中後座高山山腳留白所形成
的高聳視覺，顯然比達文西清楚明白界定山水交線的技法，更令人充滿想像。
透過這種隱喻交流，即使課程後期我也看見老師逐漸改變教學方式的一些成
效，但這並不表示老師的教學信念已真正有所轉移，而是必須等到老師確實感
受到改變教學方式所獲得的回饋後，才能起實質作用。

參

結論與建議
曾幾何時，社會關心高等教育發展的焦點，已不再是大學的價值，而是

在乎其價格。大學學費該不該漲？五年五百億該怎麼分配？大學爭取到多少國
科會計畫經費？有多少金額的產學合作案？大學畢業生薪水為何只 22 K ……。
整個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關注，幾乎被量化的價格議題所綁架，而忽略教育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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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水閣清幽圖》

圖4：《蒙娜麗莎的微笑》背景山水

的人本價值。教學與研究是大學教育的兩大使命，而即使在所謂的頂尖研究型
大學，教學仍是整個校園每日活動的主體。但可能由於教學是校園中最稀鬆平
常的活動，師生每天行之如儀，幾乎無法引起特別關注，好比呼吸。而通識課
程又佔據著大學教育的基礎核心，是任一系別學生的必經之路，在眾人經年累
月的踏查之下已成尋常阡陌，很難吸引低頭趕路人一絲絲的好奇，宛如心跳。
為喚起大學對通識課程的重視，教育部從 92 年開始推動實驗性質的「個別型
通識教育改進計畫」； 96 年再提出「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深化通識課
程內涵； 100 年更將此模式進一步拓展到專業課程，推行「現代公民核心能力
課程計畫」，策略也從以往的單兵作戰，進化到團隊合作。在這課程改革三部
曲中，我有幸能有不同程度參與的機會，深切感受到通識課程這十餘年來在形
式、內涵與氛圍上的轉變。
本文所分享的，是個人在第三階段的「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中，
與幾位老師共同經營通識課程的歷程。一來做為個人的反思紀錄，二來也希望
能為將來有意組織課群的老師，提供一些指引與殷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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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室觀察分析表

學校名稱：

教師姓名：

任教科目：

課程單元：

觀察者：

觀察日期時間：

觀察地點：
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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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

教室互動及

重大事件

與教學活動

師生教學狀況

及師生對話

II

觀察者省思札記

參考文獻或延伸閱讀
1. 數學與邏輯思考部落格：http://blog.ncut.edu.tw/meworksv2a/meworks/page.
aspx?no=3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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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徵件觀察
黃俊儒*∣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

壹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精神
延續過去教育部教學補助計畫的推動精神，「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

畫」的徵件中，在內涵面及實踐面上，分別具有下述特色：
一、五種公民素養的內涵深耕
隨著時代的演進，臺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難題，
在這些難題中，有許多都需要仰賴全體公民的關心及意見參與，這樣的問題意
識也是這一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所關注的重點。過去教育部的相
關教學計畫中，就曾經針對現代性、 STS 、多元文化、通識教育等主題進行徵
件，這一期的計畫則在這些基礎之上，更具體地聚焦在倫理、民主、科學、媒
體及美學等五種公民素養的內涵，這也幾乎標定出目前臺灣社會中最迫切需要
解決的問題。
隨著推動的過程，計畫辦公室也逐步地界定出能夠更聚焦地實踐這些內
容的大原則，畢竟這五種素養所含括的範圍十分廣泛，它需要清晰而具體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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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加以貫穿：其一，強調「公共性」，也就是不論在哪一種素養的內涵上，我
們強調需要突顯公共的意義，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自我」之外，更
能體驗「群我」的意義，積極思考整體社會能夠共從共榮的方式。其二，「自
主性」則是另一個主軸。因為現代社會快速變遷，公民需要能夠不斷地增能與
學習，以便隨時面對新的挑戰。不僅受教的學生如此，授課的老師亦需如此，
教與學的雙方都需要自主學習並共同成長。最後，「多樣性」的關照則是最後
一個重點。因為現代公民必須能體認現今臺灣社會的多樣性及其動態的文化內
涵，如此學生方能透過理解進而尊重。這些主軸的設定，希望能促成五種公民
素養內涵的深刻落實。
二、教師團隊的深度實踐
有了具體的公民素養內涵及方向，相信所有曾經參與過高等教育改革現
場的人都了解，如果要真正落實這些理念，身為第一線實踐者的「教師」，仍
然是最重要的關鍵。尤其當計畫中所強調的議題多具備「跨領域」特質時，這
樣的挑戰更具有難度。畢竟大學教師多學有專精，在自己所精熟的學科領域
之外，需要創造更多與其他領域交流的機會，方有機會引領學生探討這些跨領
域的課題。過去教育部所推動的部分課程計畫，也基於這些理念而鼓勵「學程
計畫」的推動，以作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策略，立意雖好但是成果卻常常很有
限。原因不外乎當「教師之間」缺乏理念融通的機會時，所開設的學程就只會
像是自助餐盤式的「拼湊課程」，彼此之間聯繫與合作的基礎薄弱，且對於學
生缺乏誘因的狀況之下，不僅當下推動不易成功，更常常在計畫案結束後，
「學程」就成為學校典藏的另一個「行政化石」。
鑑此，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推動期間，計畫辦公室亟思改
造此狀況因而規劃了「 A 類課群類計畫」。推動的用意，一方面旨在透過「線
狀」的課程來取代零散的「點狀」課程；另一方面則在促成校內教師的互動及

代結論

265

合作。因此在本期計畫中將這樣的教學設計規劃，視為從「單一課程」能夠過
渡到「學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突破目前學術分工精細下，能夠鼓勵教師
從事整合與跨域思考的重要策略。因此「課群」在執行過程中，我們鼓勵參與
者在校內形成一個穩定的教師社群，在一定的情感基礎上，跨領域地融滲彼此
的專業知識及學術關懷，更希望這些影響層面不僅在教學上，甚至在研究上都
能夠有所發酵。
換句話說，透過「 A 類課群類計畫」的補助基礎，計畫辦公室希望讓這些
教師團隊在校內形成一個「隱形的互動平臺」，是一個能夠同時兼具「知識基
底」與「情感基礎」的溝通管道。對於有過度分工之虞的臺灣學術處境，這是十
分珍貴的資產，若能延續，必能成為各個學校推動課程改革的火車頭。這是過去
相關課程計畫推動的過程中，未有過的執行策略，亦是本期計畫實驗的重點。

貳

徵件觀察
前述的計畫精神及實作發想，並不容易在簡短的徵件說明中就能夠表達清

楚，它甚至是一個與執行計畫教師的持續互動中，不斷修正與調整的過程。因
此在徵件的每一個重要轉折階段，我們都會針對計畫辦公室所觀察到的徵件情
形，書寫一份「觀察報告」，而這些觀察報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記錄了這一
個過程中的各種演變。包括 100 - 2 學期、 101 - 2 學期及 102 - 2 學期的觀察報告，
依序羅列如下：
一、100-2徵件觀察建議報告（101年1月）
100學年度第2學期的徵件作業中，課程計畫投件數共計391件，
包括67件課群（A、C類）及137件單一課程計畫（B類）；其中，課
群類之通過率約34.6%，單一課程類通過率約40.1%。綜合評審委員之
審查意見，相關觀察與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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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觀察與建議

1. 「公民核心能力課程」之切題性：本計畫徵求以「公民核心能力」
為主軸，十分強調能夠基於社會觀察與問題意識來設計課程，並據
此推演出該課程所欲賦予學生的能力。許多投件計畫應是規劃良善
的課程，但在前述的基礎上，因切題性不高而予以捨棄。

2. 「公共性」之忽略：本計畫徵件中所界定的「公民核心能力」，包
括倫理素養、民主素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及美學素養，這些內
涵需要在「公」民的前提下方能予以維繫。意即，需要能夠體現這
些內涵的「公共性」意義，才能更符應本計畫的徵求核心。例如：
美學藝術類的課程，雖具美學素養內涵，更需在公共議題上著力方
能與本計畫精神契合；又如自然科學類課程，雖具科學知識內容，
亦仍須同時回應或思考相關公共議題才有意義。

3. 主軸與焦點之分散：本計畫的徵求辦法雖鼓勵在課群中處理多項公
民核心能力的培養，但並不意味著「處理越多項越好」。若能夠在
同一個課群中培養 2到3項核心能力，一方面可以更聚焦地深入相關
的內涵，另一方面可以促進不同領域教師的橫向融滲，會是較理想
的處理方式。部分課群計畫因為一次涵蓋太多項核心能力，焦點因
而過於分散，較為可惜。

4 . 課程規劃之完備及合理性：開設與規劃課程原屬教師的職責，因
此，若透過計畫補助開課，理應有更周延及具開創意義的作法。
例如：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設計、行動與問題導向的設計、多元化
的評量模式、具累積性的規劃等，均是本計畫鼓勵的執行方向。反
之，課程架構鬆散、相關配套不明、課程設計脈絡過於單一、計畫
書編排紊亂等，均是較不利於審查的共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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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類觀察與建議
★ A類（課群計畫）
1. 課群中各課程間需有橫向關聯，課群名稱亦宜有邏輯的連貫性，避
免不同屬性之課程領域間的牽強融合。
2. 各課程之間的橫向合作機制甚為重要，需要明確地加以闡述，以確
保能真正帶動整體課群的整合。
3. 「跨領域課群類」之課程間宜確實有跨越不同領域之合作，否則過
度同領域課程的集結，有違計畫之初衷。
4. 透過各課程之間的互動，除了教師間的交流外，亦能讓課程間的學
生彼此學習，雖具有相當的挑戰性，但為本計畫十分鼓勵的努力方
向。
5. 因課群計畫較為龐大，故在計畫書的撰寫上，宜統一各表單、附件
之名稱，並填寫正確，從中亦可窺見此課群是否真有整合的可能
性。
★ B類（單一課程計畫）
1. 課程內容若過於偏向專業課程性質，對於大專院校之通識課程修習
學生而言，恐接受度不高或範圍過於侷限，宜依據計畫徵求主旨作
妥適性的調整。
2. 部分課程安排專家演講或座談，雖立意甚佳，但仍須依據整學期之
規劃作適當整合 ，避免因佔據過多實際授課分量而破壞課程的整體
性。
3. 不論投件至前期計畫或其它相關計畫，若計畫書內容過於雷同者，
宜多加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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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類（績優夥伴課群計畫）
1. 因本次計畫徵求聚焦在「公民核心能力」，因此，績優指導計畫宜
加強夥伴課程與績優計畫之整合性，部分差異性過大的課程於結合
上有難度且顯牽強。夥伴課程所含括之素養向度，與績優計畫所帶
動者宜更緊扣相關。
2. 教學觀摩活動為績優計畫經驗的傳承，宜包括教師教學、引導討
的觀摩；若教學觀摩內容僅止於學生課堂的作品或報告，似較不合
理且甚為可惜。
3. 鼓勵將績優課程與夥伴課程關係定位為協助者與分享者的角色，以
促進課群發展的具體機制。
二、101-2徵件觀察建議報告（102年1月）
為鼓勵「重複執行計畫」能逐步開始扮演帶領者的角色，以及鼓
勵新進計畫的投入，所以本期徵件規定中重新修訂相關申請者資格，
期能將教育資源進行更有效的應用。本期徵件作業中，課程計畫投件
數共計301件，包括187件課群（A、C類）及114件單一課程計畫（B
類）；其中，課群類之通過率約38%，單一課程類通過率約28.1%。
在通過的各類型計畫中，課群類（A類）新進計畫佔該類的22.9%，
單一課程類（B類）新進計畫佔43.8%。綜合評審委員之審查意見，相
關觀察與建議如下：
（一）「公民核心能力課程」之切題性：本計畫徵求以「公民核
心能力」為主軸，鼓勵課程設計能夠基於社會觀察、問題意識出發，
並體現「公共性」的意涵。部分課程或課群計畫規劃良善，只是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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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計畫徵求重點而未獲補助，甚是可惜。類似此種狀況，建議能重
新思考課程與本計畫之切題性，或是改投其他更適合的徵件計畫。
（二）課程規劃之永續性：經過教育部多年的課程計畫推動，許
多投件計畫書之撰寫均已日臻完善，足以作為課程落實的依據。不過
在此同時，卻也發覺部分計畫書偶有華而不實之虞，讓人感覺此課程
若缺乏經費挹注就可能嘎然終止，此實非計畫補助之初衷。因此具有
永續性、累積性、成長性的課程規劃，會是很被鼓勵的方向，建議投
件者能予以審慎考量。
（三）課群計畫之團隊考量：跨領域的思維是時勢所趨，「課群
計畫」的精神就在促成「教師間」的互動與對話，藉此深化課程的內
涵，並從「線狀課程」逐步取代「點狀課程」來影響校園氛圍，因此
補助原則以「整群」為考量。部分課群因通過之課程數不足三門，所
以導致整群不予補助，甚是可惜。建議未來投件者能更慎重考量整體
課群之團隊完整性，以避免遺珠。
（四）「重複執行計畫」之創新性：開設與規劃課程原屬教師應
有之職責，透過計畫經費挹注旨在拔擢優良與創新的教學典範。因此
在教育資源共享的前提下，對於「重複執行之計畫」會更重視其每一
次補助過程中的創新性表現，以期將教育資源進行最有效的運用。
（五）績優指導計畫之效益性：在C類的績優指導計畫中，旨在
發揮「母雞帶小雞」的功能，因此母雞能夠發揮的功能及效益越大，
越是被鼓勵的方向。因此部分團隊若小雞已執行多年，會比較鼓勵能
逐漸往 A類課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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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2徵件觀察建議報告（103年1月）
「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子計畫」直至這一期，已完
成了六次的徵件審查作業。在前五期的徵件及執行過程中，業已累積
了許多績優的課程計畫及課群團隊，並在校園中逐漸地營造出從「點
狀」課程連結成「線狀」課群的影響氛圍，相關成效讓人十分欣慰。
由於教育部這個額外挹注的資源，旨在透過經費的補助，鼓勵大學課
程依據時代的演變進行革新，之後更能夠將研發的成果，透過學校自
己的力量予以永續經營。因此補助的精神並非基於焦土式競爭下的資
源「搶奪」，而是對於整體高教創新與研發的「鼓勵」。
鑑此，在徵件審查的作業中，計畫團隊一方面欣喜許多課群團隊
的逐步成熟，另一方面也更希望能夠把這些寶貴的教育資源，讓更多
不同處境的教師分享，讓有限的教育資源能夠在刀口上發揮最大的功
效。因此在這一期的徵件規劃中，特別在申請表格中增列「重複執行
計畫」的精進說明欄位，希望能夠將補助所能造成的進步效益列入重
要的考量，一方面讓多次受補助的計畫能亟思永續經營的策略，另一
方面也讓更多新進計畫有機會分享這些資源。
總計本期徵件作業中，課程計畫投件數共計 330 件，包括 219 件
課群（ A 、 C 類）及 111 件單一課程計畫（ B 類）；其中，課群類之
通過率約 30 . 6 % ，單一課程類通過率約 23 . 4 % 。在通過的各類型計畫
中，課群類（ A 類、 C 類）新進計畫佔該類的 47 . 8 % ，單一課程類（ B
類）新進計畫佔 50 % 。綜合評審委員之審查意見，相關觀察與建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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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複執行計畫」之突破性：依據前述，本計畫經費挹
注目的旨在鼓勵革新，因此本次審查以較嚴格的創新標準來檢驗重複
執行之課程計畫。此次徵件中，多數未再獲補助之重複執行計畫，原
因約略如下： 1 . 多個重複執行計畫未使用「最新申請表格」填寫，以
致未能適切地說明該計畫之精進處，因此無法明確地說服審查委員再
次補助的必要性；2.許多具多次計畫執行經驗的教師，其課程規劃實
已十分完整，然可能為了符應計畫徵求中對於「突破性」的要求，反
而因有些過於牽強的設計而被排除；3.部分表現傑出，甚至曾獲得績
優計畫表揚的課程，其實整體課程規劃已臻完善，在「變動不大導致
進步效益有限」及「資源能更有效運用」的前提下，委員只好忍痛割
愛。
（二）課程與計畫精神之切題性：本計畫徵求以「公民核心能
力」為主軸，尤其強調課程中的「公共性」意涵，鼓勵課程能夠基於
充分的社會觀察及問題意識來進行設計。由於本期徵件中的新進計畫
很多，雖有部分課程或課群計畫規劃良善，然因不切合本計畫徵求重
點而未獲補助，甚是可惜。類似此種狀況，建議能重新思考課程與本
計畫之切題性，或是改投其他更適合的徵件計畫。
（三）課群計畫之團隊考量：在A類的「課群計畫」中，除了鼓
勵教師團隊透過跨領域的對話來豐富課程內涵之外，更希望能夠促成
「教師間」的永續互動與交流。因此補助此類課程的原則是以「群
體」作為考量，部分課群因通過之課程數不足三門，所以導致整群不
予補助，甚是可惜。建議未來投件者能更慎重考量整體課群之團隊完
整性，以避免遺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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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三個時期的徵件報告中，可以清楚地標識出計畫推動的三個階段。在
第一個階段中，不論是申請計畫的教師或團隊，都還在釐清計畫精神的內涵，
並嘗試摸索一個可以促成跨領域互動的運作樣態。例如：不論是課程或團隊一
開始多誤以為，一個計畫中若能夠處理「越多公民素養」應該越好，事實上就
成功的課群團隊而言，如果能夠細緻地處理 2 至 3 種核心素養，就已經是很好的
突破。再者，「公共性」的意涵還需要有許多的溝通與釐清，例如：同樣是處
理「美學素養」的課程，計畫辦公室需要說明為何計畫鼓勵能夠體現「公共美
學」精神的課程，而比較不鼓勵著墨於個人藝術鑑賞的課程。而這些闡釋與澄
清也在計畫之初發揮很好的功能，讓往後的提案更加聚焦。總結來看，不論是
計畫內涵與運作方式，這一階段是大家都在嘗試摸索並尋求聚焦的時期，不論
是計畫辦公室或計畫參與者都在這一個階段的互動中，共同形塑了本計畫接續
進行的主要樣貌。
到了第二階段，明顯地可以觀察到許多課 群計畫已因應自己的處境，開
發出各種不同的課群運作模式，例如：合班上課、教師課堂交流、聯合工作會
議、共同大型活動展演或參訪、聯合期末發表會等。對於計畫精神的掌握逐漸
明確，許多重複執行的計畫越來越能體現「公共性」的計畫核心精神，並透過
各種成果發表會影響新進的計畫成員。隨著推動方向的逐漸明朗，計畫辦公室
這邊也開始比較嚴格地要求課群團隊組成的合理性及合作機制，並在審查機制
中強化以「團隊」作為補助的核心，不再針對績優的個別計畫予以另案考量。
在這個階段中，脫穎而出的績優計畫，也開始發揮很好的帶頭作用，示範了許
多成熟的操作方式。整體而言，這一階段的計畫體現了十分優質的公民素養內
涵及執行品質。
最後一個階段，是整體計畫趨於成熟並進一步鼓勵新進計畫參與的時期。
隨著績優的課程及團隊越來越多，為了讓經費能夠被運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計
畫辦公室在徵件的規範及審查作業上均進行了調整，開始更嚴格地檢視重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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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計畫的表現。這些調整，一方面旨在讓有經驗的計畫人員更能夠思考課程永
續經營的策略，另一方面也鼓勵新進的教學團隊及人員以擴大參與。或許這一
階段的計畫有許多比前一階段生澀的地方，但是卻讓整體計畫的補助範圍更加
外延，希望能更全面地帶動臺灣高等教育的革新。

參

觀察、反省與策勵
綜觀這一系列的徵件計畫，雖然對於公民社會的形塑而言有著不錯的成

效，但吾人仍觀察到在現階段高教氛圍中，推動類似教學計畫的幾個必然困
境：首先，理念及執行上的必然拉扯。由於整體高等教育的大環境進入一個急
遽的變動期，在教育資源有限而各校亟思突圍的處境下，學術圈普遍存在一種
搶奪資源的「駭客邏輯」。即使本徵件計畫出發點用意良善，但是在教師們艱
辛的生存及業績壓力下，難免也會被少數掠奪式的資源競逐方式所扭曲。
其次，「教學」及「研究」目標的涇渭分明。大學原本是培養現代化社會
公民的基地，但是這些教學資源雖為多數私立大學所熱烈競逐，然對於以研究
及頂尖排名掛帥的國立大學而言，卻多無動於衷。除了少數幾所比較積極於教
學品質的國立大學之外，本計畫的精神似乎不容易貫徹至所謂的「頂尖大學」
之列。這樣的狀況雖不在本計畫的規劃責任上，但是整體高等教育在研究與教
學目標上的明顯分化，卻仍讓人擔憂。
最後，量化及質化成果的經常矛盾。參與本計畫的老師經常抱怨教育部這
類補助計畫的繁瑣行政程序，尤其大量的成效表格與數據最讓參與者卻步。或
許很多人都會同意，教育過程中有許多重要的質素很難「立即」或「量化」地
被衡量，尤其是需要深度涵蘊的各種「公民素養」。但是當行政體系非得透過
這些「看得見」的數據成果去進行政策遊說時（例如：說服立法院諸公核定教
育預算），這些數據、表格、 KPI 值卻不得不成為一種必要工具。這種既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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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教師能夠慢慢醞釀，又希望有立即具體的數據可以說服他人，這兩者之間
的拉扯經常是本計畫推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矛盾。
好的大學精神與成熟的公民社會，絕對需要靠理念來引領，方能走得久遠
而深刻。長久以來臺灣高等教育的學術偏食：重研究而輕教學、重數量而輕品
質、重速成而輕涵蘊，已然造成公民社會發展上的營養不良，更確實到了非調
整不可的地步。透過教育部的經費挹注，理應要能夠用在改善整體高教環境的
氛圍，而不該僅是零星的煙花。透過本計畫的推動，雖然整體大環境的兩難仍
在，但是我們確實也看見了許多可能的鬆動。只要一個計畫的推動，能夠多激
發一位主動的教師，一個積極的教師社群，一份為臺灣社會量身打造的教材，
一個被恆久認同的教育理念，相信就足以造就繼續綿延的漣漪。在這個計畫徵
件與執行的過程中，雖然仍有許多需要克服的險阻，但至少，我們如是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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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從 100 學年度至今，已完成辦理 3 個學年度的徵件，申請件數共計 2 , 244 案
（詳見圖 1 ），通過審查補助共計 743件，其中 A 類通識課群共計 282件， A 類跨
領域課群 178 件， B 類單一通識課程 222 件，以及 C 類績優夥伴課群 61 件（詳見
圖 2 ）。從圖 3 可以發現，為了能鼓勵更多教師投入課群合作的操作方式，逐年
降低 B 類單一課程的補助。同時為鼓勵更多教師投入，增列課群中同一課程已
獲本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三次補助之教師，不得再申請，故自 102 學
年度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新進的計畫比率約佔39-50%（請見表1）。

A類通識課群類

A類跨領域課群類

B類單一課程類

C類績優夥伴課群類

204
172

109

144

137

130

131
114

108 110

102
87

111

102

93
79

77

72

53
37

100-1

100-2

25

101-1

101-2

圖1：100至102學年度申請件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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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0至102學年度通過補助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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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歷次通過率趨勢分析
表1：102學年度新進計畫比率

類別

獲補助件數

新進計畫件數

新進計畫比率（%）

102-1

102-2

102-1

102-2

102-1

102-2

A類通識 跨領域課群

82

61

32

29

39.0

47.5

B類單一課程類

26

26

12

13

46.2

50.0

C類績優夥伴課群類

6

6

3

3

50.0

50.0

114

93

47

45

41.2

48.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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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觀察報告

*

1

陳佳欣 ∣日本東京大學新領域創成科學研究科

壹

前言
本文探討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的推廣模式，內容以績優課程分類區分

為 A 類跨領域課群、 B 類單一通識課程，以及 C 類績優夥伴課群等三類。各類
課程皆有其特色與優勢，可作為未來課群及課程設計之典範案例。典範分析方
向為計畫辦公室提出的各類課程審查要點，分析內容以期末報告書文本內容為
主，參與課程期末觀察紀錄為輔。由各類分析結果發現，三類課程具備共同特
色，且各類課程皆具有其特殊性。因此，最後提出三類課程整體的討論與總結
建議，作為現代公民核心能力推廣時，以課程規畫為主軸的典範模式之參考依
據，亦為今後推廣核心能力課程的具體案例和借鏡。

貳

三類課程主要共同特色
這三類課程的共同特色，對課程內涵依： 1 . 理念層面是否具備公民素養之

精神； 2 . 課程實施層面在內容、教學、作業、評量等設計之合理性，以及課程
*

編註：此觀察報告是100年度內部計畫執行參考之討論紀錄；而今經改寫公布的目的，是希望成為讀
者設計課程及組成課群之參考。本文內容已經過編輯編修，且為尊重執行教師及單位，已變更校名及
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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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創新性與其特色發展； 3 . 學生學習成果評量方式等三大層面分析後，分
成以下五點說明：
一、培育學生核心能力特色：強調學生多元參與，以及思辨能力。
經由觀察分析可發現，不管是A 類跨領域課群、B 類單一通識課程，或是C
類績優夥伴課群，皆著重培養學生多元參與能力與思辨能力。例如：甲校所開
設之「多元性別教育」課程，教材中設計「問題與討論」，課堂最後的 20 - 30
分鐘留給小組互相討論，除了激發學生的性別敏感度，也可以從中學習他人的
性別經驗。討論結束後，各組派代表上臺報告該組的想法來由及討論心得，與
別組同學教學相長，互相學習性別經驗，由個人到小組，小組到全班，藉此學
習各種不同的議題與看法。而乙校所開設之「法律與性別平等」課程，藉由探
索特定歷史脈絡與性別文化，對當代社會的建構、性別權力關係如何具決定性
的影響力，以及引導學生檢視日常生活的性別關係（含性關係）並反省自身的
性別（化）經驗，以期學生能更深入探析性別意識型態，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
社會常規、文化風俗和社會結構中的運作。
二、課程內容設計規劃：強調與時事和周遭環境結合，且討論議題多元化。
就課程內容設計與規劃而言，三類課程授課內容的問題意識明確，與時事
結合，和社會重大議題能產生對話，且課程單元架構完整。此外，課程規劃內
容相當具體、紮實，同時佐以案例分析之規劃方式，使知識內容和生活能產生
連結，引導及培養學生體現對社會重要現況的觀察。例如：丙校所開設之「臺
灣古蹟」課程利用「主題講授法」，除自編講義外，上課亦以簡報呈現，並配
合新聞時事來設計個案教學，透過對臺灣古蹟的源流與形式探討，使學生珍惜
地方的文化資產，進而參與社區古蹟的守護行動，藉此培養學生具備民主參
與、美學鑑賞、媒體詮釋等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素養，共同創造美好的生活環
境。丁校所開設之「論壇與網路」課程，其成果報告主題除符合時事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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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也十分多元。同時課程也有許多外籍生選修，可以有更多不同國家的意見
融入，十分多元化。
課程設計之目的在於，學生能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臺灣目前社會議題，
以及培育學生之公民素養。學生是否能在課程中學習到公民核心能力，是課程
設計的一項重點。經由觀察分析後發現，三類課程和課群在課程目標與議題設
計，皆能與培養公民核心能力的目標相互呼應。以下分別就三類課程說明：
（一）以戊校的 A 類跨領域課群為例，課群開設課程的主軸為民主素養結
合倫理素養，而其中「公民 v.s. 媒體」除包含媒體素養外，且在議題之規劃上
具多元性。
（二） B 類單一課程之議題設計，則強調課程規劃之獨創性，且包含二個
以上的素養內涵。例如：「環境與生活」課程，則以公民核心能力的「倫理素
養」為主軸，以「媒體素養」為輔，課程整體以環境倫理為主要價值貫穿，除
讓學生了解環境外，也啟發學生對於環境覺知，了解自然環境與人之間相處之
倫理與態度，而課程中也搭配相關媒體素材，讓學生建立起對於媒體之批判思
考。「多元性別教育」、「經典研讀」、「論壇與網路」等課程培育民主素
養。其中「論壇與網路」則以培育「民主、倫理、媒體」等公民核心能力為目
標，融合多元教學方法與多元評量方式，以實踐「通識課程精緻化」與「通識
教學生活化」的宗旨。「藝術史的故事」課程中結合藝術參與學習，讓學生不
再對畫作無感覺，並安排美術館專家導覽行程及導覽訓練課程，讓學生直接進
入情境與導覽員互動學習，並結合數位科技，建構數位式創意藝術地圖，透過
感知、感動、陳述的歷程以達到美學感知的整合能力，除此也透過實踐活動
─結合校園公共藝術展覽活動，培育美學素養等。為呼應現代社會脈絡對於
網路的需求，「論壇與網路」課程則以「民主素養」為主體，並同時包括「媒
體」與「倫理」素養，課程將「電子民主觀帶進通識」，藉此培養學生在 e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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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倫理與法律知識，使學生對網路世界裡的言論自由、誹謗、隱私權等使用
規範與禮儀有所掌握，並透過網路的主題討論，體現「問題解決」之自治能
力，刺激學生挖掘與反思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使知識與學生的生活相互結合。
（三） C 類夥伴課群之議題設定具多元性，如庚校績優夥伴課群中「環境
與倫理」課程，融合民主素養、倫理素養、媒體素養等三大能力，使學生了解
環境倫理思想對環境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以擴大學生的世界觀，進而創造出對
環境關懷的永續發展行為為教學目標。透過發掘校園之美、校園環境議題探索
和公聽會等設計，使得學生關心人類發展與生態共存共榮的價值信念、尊重不
同生命與文明的價值，以及利用角色模擬公聽會使意念明朗化，或共同經歷一
場價值澄清過程，進而使學生學習從不同觀念、不同角度看待問題，而課程設
計也預計培養學生整合社會與自然學科基本知識的能力，鼓勵學生從民主精神
出發，關心人類發展與整體生態共存共榮的價值信念，並尊重不同生命與文明
的價值。
從課程內容規劃中可發現，教師們普遍認為核心能力之培養，皆須從關懷
周遭生活環境開始著手。因此，培養學生主動關懷周遭生活環境和環境議題，
也是環境教育課程欲傳達予學生之重要使命，以培養學生對環境倫理之理解與
落實環境友善行為。例如：以辛校開設之「自然文學與環境」 B 類課程為例，
除透過閱讀綠色經典、欣賞自然文學作品、哲學性之價值思辨、環境議題案例
之分析外，也以體驗性環境服務學習，以及自發性行動方案之執行等教學策
略，來形塑學生正向環境倫理觀，並規劃環境服務行動學習之單元，與民間公
益團體合作，安排學生在進行環境服務的行動過程中，整合課堂中所學之理念
與小組討論之成果，透過參訪、調查、訪談與親身行動的深刻體驗中，思考如
何把對環境的正向態度與所知的生態概念，落實在行動中，從多元教學方式中
培養學生環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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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 程執行及配合資源：搭配教學助理，建置課程網站，強化學生與課程之
互動。
由觀察課程執行過程中發現，課程教學助理的密切配合，為協助課程執
行的重要一環。例如：壬校所開設之「社會關懷」課程，助教除協助授課教授
處理教學網站之相關業務外，包括將相關授課資料上傳、公告事項、指定作
業、了解學生作業繳交狀況、以電子郵件與修課同學保持聯繫與討論，並利用
課餘時間協助授課老師蒐集可補充之閱讀材料。此外，教學助理除協助課堂教
學外，也幫助授課教師課後帶領學生討論等，其課程以外的教學相關事務，例
如：「多元性別教育」課程由兩組 TA 共同協助帶領學生課後討論，並安排讀
書會時間，學生在課堂上有疑問或者想做更深入之探討，可於討論網站及 TA
的信箱、課程網站或即時通訊，密切與同學聯繫。
就課程網站建置實際運作成效，一方面使授課教材資訊化，一方面亦建
立了師生互動交流之平臺。普遍來說，以「討論與分享專區」留言版交流最為
熱絡，學生針對上課內容提出問題，形成課堂外和授課教師或是同學間互相討
論與溝通的最佳管道，而留言版上的討論內容，亦提供教師於課程改進上之參
考。因此，教學網站可謂提供了互動、多元的教學模式，也引導學生利用網路
資源學習，讓學習更活潑和多元。
四、學生成效呈現方式：運用質性評量方式，強調學生參與及課堂反思。
教學過程中，合適的學習評量方式亦為學習成果的展現，可了解學生課程
學習狀況和學習成果。由分析結果發現，課程學習成果展現，多數運用質性評
量方式，例如：學生個人心得報告、網站意見分享、課堂學習單，或是學習日
誌方式。這也呼應第一年核心能力指標專家調查中的結果，大部分專家認為，
無論是「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或「素養」培育的成果，無法用量性呈現，需多
元質性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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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反思日誌」、課堂反思回饋的課堂學習單，以及「參訪心得撰
寫」，皆被多數課程運用於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以上學習成果展現方式，都
強調學生將上課學習或文本閱讀吸收到的知識內容，和生活經驗產生連結，透
過反思結合知識和生活經驗，使學生不僅能於知識層面上有所獲得，也對個人
行為或是生命經驗等產生深刻思考。再者，學生也經由參與課堂中團體討論和
分享過程，培養溝通和表達能力，並且看到或聽到不同的生命經驗與省思。
以 A 類跨領域課群為例，癸校的「勞動與族群」課群，從學生對於公民論
壇、專題演講和校外參訪的心得撰寫內容，間接得知學生在參與以上活動過程
中，培養對生活議題的關心、對議題的思辨能力，以及自發性的收集討論議題
相關的資料，尋求問題解答的能力。再者，課堂內容設計，亦將分組討論內容
紀錄下來，除了幫助學生於討論過程中，明確的釐清問題意識外，亦能培養學
生針對討論內容，進行歸納和分析能力。
五、教師自我評估機制：學生反思或學習回饋可作為教師評估機制之一。
學生撰寫的課堂反思日誌及課堂反思回饋的學習單，也能成為教師自我評
估機制之一，亦為學生與教師溝通的管道。因為學生能將課堂上所學習到的知
識與對議題的思考、對教師的課程安排，反映至反思日誌及的學習回饋單，讓
教師了解學生學習情況。例如：「多元性別教育」課程，從學生學習的前後測
問卷調查結果中得知，學生於課程結束後對於性別議題如同志議題，相較於上
課前態度較為開放；再者，期末問卷結果也顯示，同學對於課程內容的滿意度
也很高。因此，運用問卷方式，除了可以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外，也能讓教師了
解的教學成效是否達到原先課程預設之目標。另外，亥校「經典研讀」，教師
則設計助教日誌，請助教每週書寫上課情形，觀察同學與討論情況之回饋。於
此，教師除了藉由助教日誌記錄課程內容和上課情形外，也能藉此培養助教之
反思能力。相較於授課教師，助教和學生互動更為頻繁且能貼近學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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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亦可藉由助教日誌反思內容，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間接檢視教學成效是
否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

參

課群分析共同特色 ，針對 A 和 C 類課群討論
針對 A 類和 C 類夥伴課群類的分析，還包含課群的分工和合作機制。以 A 類

跨領域或 C 類的夥伴課群來說，如何透過課群合作機制開創新局，以及建立教
學資源相互共享平臺，為課群間運作和理念架構完整性的關鍵因素。以某一跨
領域課群為例，教師們為提升教學品質與確實掌握教學成效，透過定期會議分
享教學經驗，形成教師社群間的溝通與討論平臺，無論於規劃階段或學期間，
都能隨時了解各課程間的相互連結狀態。
教學資源相互共享，例如：交流上課教材使教學資源得以更有效利用，
對於課群設計基礎理念架構和整體性將更為完善，設計課程初期，課群內之教
師可加強彼此間的討論，審察是否配合五大素養，使課程因經過整合而有連結
感，成為本次課群發展之重點。此外，舉辦課群的共同活動，讓學生對於議題
反思，發表本身之看法；還有舉辦「聯合成果發表會」，聽取所有修課同學各
組的成果報告與學習心得分享，使課群內之教師、學生能彼此連結互相提攜，
除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外，也可讓不同課程學生有交流的機會。此外，可結合
不同專長的教師組成教師成長社群，建立一個通識與專業教師交流之平臺。
除上述 A 類特點之外， C 類為績優指導計畫主持人帶領兩位課群夥伴成
員，其主要工作重點包括定期舉行工作會議、組織夥伴課群、凝聚課群精神、
確立課群計畫具體目標、擬定績優指導計畫與夥伴課程計畫內容等，在經過績
優指導人與課群夥伴討論後，擬訂本計畫實施方向，而績優指導人定期視察也
會協助夥伴課群改進課程，以確保本課程之整體課群精神、具體目標等。另外
夥伴課程教師也會彼此到對方的課堂觀摩，在合作視導之過程中，彼此合作改
進教學，並且增加對計畫執行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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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總結與討論：各類課群特色與建議
以下說明三類課群及課程的特色，以及觀察期間的發現，作為此篇觀察報

告的結論。
一、Ａ類課群的特色及績優課群評選的標準
在共組跨領域課群的教師間，會定期舉行課群會議討論，且相互交流上課
教材，目的為結合不同專長領域的教師，在設計課程之初審察是否能配合五大
素養，讓課程與課程間之連結更為緊密，使彼此課程間經過整合而有連結感。
教師間也組成教師成長社群，建立一個通識與專業教師之交流平臺。另外也會
舉辦課群的共同活動，使課程內容更能整合；而網路平臺等應用，相互交流學
習，讓學生之學習不再侷限於課堂中，且平臺有助於意見或資料之保存。
例如： A 類某一跨領域課群之教學目標，在於結合不同專長的教師合組教
師成長社群，並欲從政治、經濟、社會、哲學、媒體跨領域的角度，引領學生
認識多元文化社會的特質，思索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爭議，以達到培養學生獨立
思考能力之目的，並讓學生擴大關懷弱勢族群之胸襟，及提升參與公共事務之
熱忱；除分析結構條件如何限制、影響社會運動之外，也讓學生開始從日常生
活面切入，以反省民主、公民正義的日常生活實踐。總結來說，該課群培養了
學生媒體素養（對時事與媒體報導分析之能力、思辨能力，以批判性角度解讀
所見之媒體信息）、民主素養（對人培養：尊重、寬容等能力、對社會培養：
積極參與公眾事務、重視公德與公益等能力、對自然環境培養：愛護地球、珍
惜自然等能力），以及學生之社會參與能力（社會關懷課程）。為有效了解學
生之學習情況，該課程於上課時進行紙筆測驗，並於舉辦專題演講聽後撰寫心
得，期中、期末也分別分組討論及展現成果，充分激發學生對議題之分析能力
及強化與團體之合作性；此外，為了解多元文化也進行校外參訪，有了「讀萬
卷書，行萬里路」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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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觀察及分析成果報告，績優課群的評選總結可歸因幾點因素：
（一）符合計畫理念
從課群的問題意識出發，與臺灣社會以及時事連結，使學生從周遭生活經
驗做反思並關懷周遭環境，課程內涵的規劃除了符合計畫理念，也具有公共性
與多元性，還要有設計廣泛的討論議題，使學生可接觸不同議題，藉以學習多
元知識以及在地性知識，並且提升學生的社會參與能力與意願。
（二）分工與合作機制
分工與合作機制也很重要。課群整合機制需完整且具整體性，若能將教師
組成社群，也能促使課程與研究領域合作。此外，若課群本身具通識性質，仍
可嘗試將專業與通識領域互相連結。
二、Ｂ類單一通識課程
課程授課內容除主要素養的培育外，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皆廣泛包含民
主素養和媒體素養內涵，例如：與他人溝通能力、團隊分工與合作能力、國際
視野、分析新聞時事與批判能力，以及對於傳播媒體的認識與反思能力等。因
此，亦可了解所提及之項目，皆是目前第一線授課教師認為重要的公民核心能
力，這也呼應第一年計畫專家調查的結果，表示核心能力指標理論建置於實際
操作上的可行性，以及專家和第一線教師之間的高度共識。
以「論壇與網路」課程為例，課程設計內容具有獨特性，課程目標和計畫
理念也呼應公民核心能力培育計畫推廣特色。為因應計畫特色其多元的教學方
式，也能適度引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和自主性，這些因素都是在培育核心能力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該課程結合媒體，以影片欣賞的方式來帶入學習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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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表達課堂要帶進的知識。而賞析後的討論也可促進學生對影片的反思，藉
此帶入所欲探討之議題，讓學生有討論之空間。除課內進行知識之學習外也舉
辦校外教學，以提升學習意願，兩次的戶外教學，讓學生可以對民主議事殿堂
的功能更加了解，更增加參與感，也提升對民主參與議題的學習興趣。透過實
地走訪親眼所見，除讓學生對於此議題更加感興趣之外，也可趁此機會豐富其
相關知識，刺激學生的求知慾；此外，也邀請不同職業之嘉賓蒞校進行演講，
可以讓學生從不同職業的觀點，更了解民主，並且對民主的了解也比較多面
向，不同職業的嘉賓皆有不同的「民主」思想，而這些民主思想往往能激盪出
新的火花，帶給學生不同的新思維。至於學生成果之驗收則展現於期末報告。
學生期末報告方式十分多元，成果報告主題也很符合時事。同時課程也有許多
外籍生選修，可將不同國家的意見融入，讓學生走向國際化。現在學生對於報
告，方式越來越多元，其主題也十分多面向，且近年來外籍 生日益增加，國與
國間觀念的交流，能促進學生的思想成長。為配合網路之發展，課程也設置
教學網站，要求學生上網留言討論，可讓討論的對象不只限定於同組同學，也
不限定於特定時間、地點。總的而言，由個案分析可發現教師欲使學生透過反
思，培養「道德思辨力」，並學習建構合理之主張，有別以往中心倫理認知，
且可由分組討論報告時，訓練學生與他人溝通、團隊分工及合作能力。
三、Ｃ類績優夥伴課群
在績優指導人引領之下，課群分工與合作機制運作縝密、課程內容整合度
高，且架構清晰。如透過多元夥伴通識課程之群構力量，以「績優通識社群」
之概念，為修課學生建構做為具批判思考與省察能力的優質公民，所應具備的
五大公民能力；此外，報告書內容分類整理清楚，特別於教師自我評估機制與
學生成果呈現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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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推廣美學素養相關課程
從各類成果報告書分析結果中得知，以美學素養為核心之課程較少，可以
多鼓勵美學教師參與。美學素養為因應臺灣社會脈絡發展提出的核心能力，因
此除美學素養理論論述還需加強其完整性外，於實際操作上，亦可藉由此計畫
推廣過中，建立美學素養相關課程典範。
五、加強A類跨領域課群之深化和延續性
課群合作可藉由課程知識與經驗的累積，使跨領域課程的經驗得以在未
來繼續推展，因此具有累積性和延續性。在教學目標上，若能於課群間的連結
時，進行跨領域的知識統整，漸進地培育學生核心能力，將帶給學生更寬廣的
視野。從各類成果報告書分析發現，未來應可進一步推廣及深化跨領域課群運
作的內部連結，例如：建立整體性運作的機制、教學團隊橫向聯繫關係、課程
間彼此的對話等。在課群理念和架構上，須注意課群內不同課程的統整性。在
課程內容的豐富性和知識承載度，亦是可以進一步加強的地方。此外，課群問
題意識須符合當前社會需求，課程規劃須具體，可藉由案例分析，提高學生之
學習意願。以上皆為跨領域課群須考慮之關鍵因素，對於培養學生公民核心能
力有相當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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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00至102學年度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通過名單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01 A類 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熊山副教授

當代世界：國際關係與組織

002 A類

003 A類

（英語授課）（Contempo-

rary Worl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當代世界：跨國社會與經濟議
題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高佩珊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俊元助理教授

004 A類 性別與法律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幼雀副教授

005 A類 臺灣歌謠與文化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雪玉講師

006 A類 臺灣古蹟巡禮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美惠副教授

007 A類

全球化與現代公民─現代公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光正副教授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賀白助理教授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英淙教授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如助理教授

011 A類 論辯與當代文明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鄒川雄副教授

012 A類 性別與文明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艷梅副教授

008 A類
009 A類
010 A類

民的經濟觀點
全球化與現代公民─現代公
民的政治學想像
全球化與現代公民─現代公
民之法學觀點
全球化與現代公民─現代公
民的社會學想像

*

編註1：A類：通識課群、跨領域課群 B類：單一通識課程 C類：績優夥伴課群

*

編註2：計畫主持人的任職單位及職稱，採用計畫申請書上的資料，與現行資料多已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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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13 A類 理性、瘋狂與文明
014 A類 新移民與在地社會
015 A類 公民社會
016 A類 當代倫理議題

執行單位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計畫主持人
周平副教授
林寶安副教授
蔡依倫助理教授
洪櫻芬副教授

017 A類 電視批判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

王慧蘭助理教授

018 A類 網路學習與資訊素養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

許若書講師

019 A類 媒體面面觀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

蔡鴻濱助理教授

020 A類 臺灣政治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劉義周教授

021 A類 社會學動動腦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林佳瑩副教授

022 A類 法律素養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廖元豪副教授

023 A類 自然生態與生命教育

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賴伯琦助理教授

024 A類 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

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
系

張淑微助理教授

025 A類 服務學習─生命與社會關懷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歐秀慧講師

026 A類 法律與民主社會

黃聰明助理教授

027 A類 美學─生命智慧開門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通 劉秋固副教授、
識教育中心

宋秀娟教授

028 A類 性別與醫學倫理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宏恩教授

029 A類 電影與當代思潮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美蘭講師

030 A類 醫學與影像美學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宏名教授

031 A類 科技法與科技倫理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振雄教授

032 A類 環境政策與環境正義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明陵副教授

033 A類 人權、法治與社會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淳禾副教授

034 A類 工程倫理
035 A類 能源科技與環境永續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系、 鄧作樑教授、
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謝智玲助理教授
姚品全助理教授、
侯雪娟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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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036 A類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永續環境經營─國土保育及

大葉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工 陳宜清助理教授、

企業環境責任

業工程與科技管理學系

葉子明助理教授

037 A類 美感探索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宮芳辰副教授

038 A類 環境、科技與人文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李維元講師

039 A類 邏輯與人生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高志亮講師

040 A類 民主、法治與人權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劉獻文助理教授

041 A類 哲學基本問題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德興助理教授

042 A類 科技與社會
043 A類 環境倫理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

梁蜀昀講師、

心、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童士恆副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敏郎講師

044 A類 科技倫理
045 A類 現代宗教倫理與宗教美學
046 A類 城市美學與創意傳播
047 A類 公民典範與現代文化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

黃鼎元助理教授、

心、電機工程學系

葉文冠教授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
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

048 A類 工程倫理

料工程系

江燦騰副教授
張憲堂講師
陳正茂教授
吳文昌副教授

049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資訊）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李育強助理教授

050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能源）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林聰益副教授

051 A類 科技、倫理與社會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劍豐助理教授

052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電機工程） 南臺科技大學電機系
053 A類
054 A類
055 A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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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際法律專題研究─生命規
訓與專業倫理
社會學─現代公民的專業知
識與技能
僑民社會學：從社會排除到社
會融合的能力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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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春棠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施慧玲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林平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朱柔若教授

編號 類別

056 A類
057 A類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文學欣賞：人生風景的詩意想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像

中心

王靖婷講師

環境與健康：「溪」守百年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 張福林副教授、

福

衛生系

058 A類 婚姻與家庭
059 A類 東南亞政經與民主化發展
060 A類 網路政治與民主發展
061 A類 俄羅斯中亞政經與民主發展
062 A類

計畫主持人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系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
治經濟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
治經濟研究所
治經濟研究所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通識

群融合

教育中心

064 A類 媒體與民意

傅清雪助理教授
宋鎮照教授
洪敬富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 許菁芸兼任助理

臺灣勞動市場變遷和新移民族

063 A類 社會運動

孫逸民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通
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

教授
徐美教授
張恆豪助理教授
劉嘉薇助理教授

065 A類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冠生助理教授

066 A類 古琴與哲學實踐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文琪副教授

067 A類 泥塑與身體之美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蒲浩明副教授

068 A類 肢體開發與自我探索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偉誠講師

069 B類 經典研讀：梁啟超《新民說》 大華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王心美副教授
070 B類 生理與心理健康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意旻助理教授
鄭惠芳教授、

071 B類 西洋經典選讀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玉燕助理教授、
陳鳳儀助理教授

072 B類 性別與媒體文化
073 B類

情意與愛─以繪本融入倫
理、美學公民核心素養

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通識教育中心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淑雯助理教授
林乃慧助理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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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074 B類

計畫名稱
生涯規劃─大學生的全方位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孫國華副教授

075 B類 儒家倫理學與現代公民

南華大學哲學系

謝君直副教授

076 B類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孟君副教授

077 B類 枋橋文化與創意經濟

致理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林國榮教授

078 B類 敘事與傾聽

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

公民發展

079 B類 性別與教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080 B類 哲學思考

中心

081 B類 網路民主與公共論壇
082 B類 科技與社會
083 B類
084 B類

公民素養

中心

外文：英語實習─全球公民
議題與英文論述

087 B類 文化景觀與休憩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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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端良講師
陳閔翔助理教授
吳岱融助理教授
楊超智講師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邱齊滿講師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動

系
美和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
系

藝術史─藝術家與他的朋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們

中心

墮落的新聞界─新聞批判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

媒介識讀

研究所

II

張德勝教授

陳惠如副教授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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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真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

環境保護實踐─河川守護行

089 B類 影音鑑賞

091 B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086 B類 生命科學的奧秘

090 B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

085 B類 日本文化與生活

088 B類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
能開發學系

蔡碧華副教授、

何杏

副教授

黃士哲副教授
洪慶宜助理教授
鄧宗聖助理教授
陳鳳雀講師
林東泰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92 B類 社會學：揭開生活世界的面紗
093 B類 藝術與社區營造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計畫主持人
洪儀真助理教授
張純櫻副教授

094 B類 舞蹈、身體、文化

清雲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095 B類 綠色能源與環境認知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傅子亮副教授

096 B類 人權與民主

臺灣首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振仁助理教授

097 B類

公民社會：人權探索與公民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動

中心

098 B類 公民與社會（一）
099 B類 性別、文化與關懷
100 B類
101 B類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
教育中心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寫

人文藝術教學中心

書寫

林安邦副教授
賴奇祿助理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芸嫻副教授

中文領域─女性、文化及書
文學與生活─倫理．調適．

魏淑美助理教授

李淑媛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馬美娟副教授
廖義銘副教授、

102 B類 服務學習─國際服務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3 B類 服務學習─兒童服務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孝慈講師

104 B類

哲學與人生─公民社會的正
義實踐

劉淑玲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方中士講師
尤素芬助理教授、

105 B類 醫療與現代社會

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謝幸燕助理教授、
鄭惠珠副教授

107 B類 環境保護概論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青蓉副教授

108 B類 環境保護與自然文學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梁家祺助理教授

109 B類 詩與當代生活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陳巍仁助理教授

110 B類 選舉美學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葉怡君助理教授

111 B類 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百芳副教授

112 B類 生命的困境與倫理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劍豐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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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遠東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113 B類 環境倫理

程系

114 B類 在地生活美學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116 B類 環境教育素養與實踐

林寶源講師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永雯講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115 B類 環境與人

計畫主持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何昕家講師
葉怡巖助理教授

117 B類 臺灣美術與文化涵養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吳嘉陵助理教授

118 B類 臺灣音樂文化之美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琦助理教授

119 B類 消失的明天─環境危機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怡諭講師

120 B類 臺灣環境變遷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董巖平講師

121 B類 環境輻射與保健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伯霖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

122 B類 音樂劇場

研究所

123 B類 展演空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124 B類 教育心理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

王維君助理教授
江維華教授
鄭明長副教授
鍾隆琛專案博士

125 B類 職場倫理 Career Ethics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26 B類 社區美學行銷

環球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127 B類 網路美學

環球科技大學行銷管理學系 劉文良助理教授

128 C類 績優指導計畫
129 C類 藝術與美學欣賞
130 C類 績優指導計畫

133 C類 績優指導計畫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南亞技術學院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系
程系、教學資源與發展中心

132 C類 科技與生活

II

林顯富講師

郭俊麟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煥玲講師

南亞技術學院土木與環境工

131 C類 環境教育

298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

教師

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
教育中心

鍾愛副教授
黃富昌副教授
張陳基助理教授
劉柏宏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134 C類 數學遊戲與思考
135 C類 邏輯思考與應用
136 C類 數學思維的發展與應用
137 C類 績優指導計畫
138 C類 臺灣流行文化
139 C類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140 C類 績優指導計畫
141 C類

在地的藝術文化軌跡（戲劇
篇）

執行單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
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資訊
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
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環
境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陳東賢副教授
王銀國助理教授
蘇意雯助理教授
趙惠玲教授
莊佳穎助理教授
張子超教授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游宗新講師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曾裕仁講師

142 C類 地方文化產業政策與社區發展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勇成講師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01 A類 情意生命的哲思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希文教授

002 A類 老莊哲學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鄭宜玟講師

003 A類 商業倫理學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世慶助理教授

004 A類 自然生態與生命教育

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賴伯琦助理教授

005 A類 服務學習─生命與社會關懷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歐秀慧講師

006 A類 美學∼生命智慧開門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秋固副教授

007 A類 法律與民主社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聰明助理教授

008 A類 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淑微助理教授

009 A類 科學之美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梁家祺副教授

010 A類 教育與生活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王怡云助理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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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11 A類 文物與文學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信講師

012 A類 漢字文化與藝術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明講師

013 A類 詩與當代生活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陳巍仁助理教授

014 A類 現代公民法治教育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林正順教授

015 A類 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高文斌講師

016 A類 功利社會與利他實踐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蘇世岳講師

017 A類 文創產業下的傳統藝術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吳嘉陵助理教授

018 A類 專業倫理與職涯發展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王惠雯副教授

019 A類 新移民與在地社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林寶安副教授
中心

020 A類 菊島文創C.E.O.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鍾怡慧助理教授
中心

021 A類 多元文化與社區營造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王明輝教授
中心

022 A類 網際網路與法律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振雄教授

023 A類 法律與生活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明陵副教授

024 A類 憲法與立國精神

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淳禾副教授

025 A類 臺灣音樂傳統與現代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宋秀娟教授、
陳孟亨助理教授

026 A類 臺灣小說選讀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莊文福助理教授、
張加佳講師

027 A類 臺灣當代社會分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蓬榮講師

028 A類 性別、文化與關懷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芸嫻副教授

029 A類

變遷與多元─性別、婚姻與
家庭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孫毓英講師

030 A類

中文領域─女性、文化及書
寫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淑媛講師

031 A類 從電影看日本思想與文化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盈銓講師

032 A類 憲政民主與公民生活

大葉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蕭揚基副教授

033 A類 戲劇、表達溝通與公民實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迎春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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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34 A類

弱勢族群，影像再現與現在社
會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鄒川雄副教授

035 A類 現代文明與障礙再現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周平副教授

036 A類 性別，弱勢與現代文明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李豔梅副教授

037 A類 綠色化學與生活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梁偉明教授

038 A類 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余健慈助理教授

039 A類 環境倫理學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勝欽助理教授

040 A類 現代科技面面觀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系
電機工程系

梁卓中教授、
陳木松副教授

041 A類 材料科技與生活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李弘彬助理教授
系

042 A類 資訊科技與社會變遷

大葉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洪春男助理教授、
程仲勝助理教授

043 A類 雲端運算與公民生活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楊豐兆助理教授

044 A類 影像、科技與生活

大葉大學資訊工程系

張世旭助理教授

045 A類 性別與法律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幼雀副教授

046 A類 生態學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

047 A類 臺灣古蹟巡禮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美惠副教授

048 A類 臺灣歌謠與文化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雪玉講師

049 A類 工程倫理

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
吳文昌副教授
料工程系

翁義聰副教授

050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電機工程） 南臺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趙春棠助理教授
051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資訊）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052 A類 科技．倫理與社會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劍豐助理教授

053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能源）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林聰益副教授

054 A類 生死價值與醫學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宏恩教授

醫學人體素描進階
055 A類 （Advanced Sketch of Medical
Human Body）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廖瑞芬副教授

056 A類 醫學倫理導論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鼎元助理教授

李育強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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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57 A類

人文藝術與服務學習：故事的
呼喚

058 A類 環境與健康：愛鄉護水逗陣行
059 A類

愛情心理學：
跨文化的愛情故事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王靖婷講師
中心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與安 孫逸民教授、
全衛生系
張福林副教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傅清雪助理教授
系

060 A類 服務─學習：生命教育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學科 陳致宏助理教授

061 A類 原住民與藝術生根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學科 吳懷晨助理教授

062 A類 新移民與媒體識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學科 王盈勛助理教授

063 A類 服務─學習：舞蹈製作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

064 A類

臺灣勞動市場變遷和新移民族
群融合

平珩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美教授

065 A類 教育與社會變遷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陳婉琪助理教授

066 A類 女性主義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王雅各教授

067 A類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冠生助理教授

068 A類 職場倫理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69 A類 當代臺灣犯罪型態研究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科學院犯
黃蘭媖助理教授
罪學研究所

070 A類 當代全球議題與國際法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法律
王震宇助理教授
學系

071 A類 中華民國憲法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劉嘉薇助理教授
策學系

072 A類 文化景觀與休憩素養

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士哲副教授

073 A類 社區設計

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074 A類 文化觀察研究

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方俊源講師

075 B類 透視生命奧秘─生命的語言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何杏 副教授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076 B類 工程建設與現代國民

聖約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鄭耀文副教授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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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隆琛專案博士
教師

林俊男副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77 B類 河流踏查與守護行動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78 B類 科技、倫理與社會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啟民副教授

079 B類 綠能與環境

大華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吳仁明助理教授

080 B類 永續農業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081 B類 科技與永續環境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聖瑋助理教授

082 B類 科技與親密關係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楊幸真副教授

083 B類 網路美學

環球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

劉文良助理教授

084 B類 在地文化與人文關懷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 施錫美講師、
教育中心
黃國禎講師

085 B類 圖形與數學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惠莉副教授

086 B類

媒體識讀：行動閱聽人與媒體
近用之展現

洪慶宜助理教授

王昱海助理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耀仁講師

087 B類 報導文學與紀錄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范宜如副教授
中心 國文學系

088 B類 歷史文化─臺灣原住民文化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盧彥光講師
國文學系

089 B類 中國藝術與美學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文學系

國

090 B類 中文好好玩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文學系

國

091 B類 西洋古典音樂欣賞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苟彩煥助理教授

092 B類 現代小說與愛情心理學

清雲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魏素足助理教授

093 B類 生活美學與解說服務學習

遠東科技大學餐管系

094 B類 臺灣陶藝文化之美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卓秀冬副教授

095 B類 影視藝術中的古典配樂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麗芳助理教授

096 B類 當代世界：歷史的轉捩點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河北副教授

097 B類 希臘羅馬神話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簡士捷助理教授

康才媛副教授
周少豪助理教授

蔡玲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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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98 B類 社區美學行銷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顯富講師

099 B類 孝經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李宗玉講師
中心

100 B類 高齡社會實務與應用

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于文助理教授

101 B類

性侵害防治教育：大學生性別
平等與健康性知識

102 B類 法學素養
103 B類

外國經典─漢彌爾頓等，
《聯邦論》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林明傑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吳秦雯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許文柏助理教授

104 B類 臺灣社會心理與文化

大華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王惠蓉講師

105 B類 當代倫理思想與主要議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羅慎平副教授
中心

106 B類

臺灣族群文學與文化
（含服務實務）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
蔡美惠助理教授
教育中心

107 B類 人權教育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通識教育
洪福源助理教授
中心

108 B類 公民與社會（二）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
賴奇祿助理教授
教育中心

109 B類 愛情的法律學分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志潔副教授

110 B類 企業、生活與實踐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1 B類 《四書》樂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陳政揚副教授
中心

112 B類 服務學習─兒童服務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孝慈講師

113 B類 性別議題（Gender Issues）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劉明香助理教授

114 B類 生態倫理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敏郎講師

115 B類 純樸價值觀與環境保護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6 B類 文化變遷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
陳緯華副教授
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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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育叡講師、
吳容輝講師

林美香助理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117 B類 工程倫理

林見昌講座教授、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謝智玲助理教授、
學系
陳建憲副教授

118 B類 人類與環境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
何昕家講師
中心

119 B類 科學新聞與公民行動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蔡鴻濱助理教授

120 B類 公民新聞與行動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慧蘭助理教授

121 B類 生命倫理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簡端良助理教授
中心

122 B類 音樂與身心靈管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
蘇金輝助理教授
學科

123 B類 三鶯地區外語導覽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李若庸副教授

124 B類 三鶯地區發展史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洪健榮助理教授

125 B類

藝術與美學欣賞─邊緣發聲
與族群關懷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葉瓊霞講師

126 B類

歷史人物圖像─生命認知與
價值澄清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能治講師

127 B類 職業、法律與倫理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漢副教授

128 B類 憲政民主與公民社會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玉美講師

129 B類 古琴與哲學實踐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文琪副教授

130 C類

績優指導計畫（綠色公民素
養）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化妝品應
鍾愛副教授
用系 通識教育中心

131 C類 環境教育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環境科技
與管理系 教學資源與發展 黃富昌副教授
中心

132 C類 綠色科技與低碳生活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
張陳基副教授
究所

133 C類

績優指導計畫（數學文化課
群）

134 C類 數學社會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
劉柏宏教授
教育中心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蘇意雯助理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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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135 C類 數學遊戲與思考
136 C類

績優指導計畫（全球視野新公
民）

137 C類 網路民主與公共論壇

執行單位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
陳東賢副教授
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
陳炳宏教授
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陳閔翔助理教授
中心

績優指導計畫（教育美學的實
138 C類 踐─臺灣師大公民素養績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夥伴課群）

139 C類 臺灣流行文化
140 C類

計畫主持人

趙惠玲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
莊佳穎助理教授
學系

績優指導計畫（績優夥伴課群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郭俊麟助理教授
發展─媒體素養與專業倫理） 所

141 C類 傳播理論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績優指導計畫（探索「雲林
142 C類 學、學雲林」之在地資源行
動課程）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游宗新講師

黃瓊儀講師

143 C類 地方文化產業政策與社區發展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勇成講師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01 A類 新移民與在地社會
002 A類 澎湖地景與環境倫理
003 A類 公民社會：社會創新提案

執行單位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計畫主持人
林寶安教授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洪櫻芬教授、
中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洪國瑋助理教授
蔡依倫助理教授

004 A類 海洋環境的科學與人文觀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陳靜珮副教授

005 A類 藝術與生活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吳宜真助理教授

306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06 A類 統計與生活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李雪甄助理教授

007 A類 自然經典名著閱讀─大崩壞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葉綠舒助理教授

008 A類 自然與環境概論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江允智助理教授

009 A類 環境倫理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鍾隆琛助理教授

010 A類

永續環境經營─國土保育及
企業環境責任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11 A類 自然生態與環境永續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12 A類 能源科技與環境永續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13 A類 自然文學
014 A類 環境變遷與調適策略
015 A類 自然災害與永續發展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陳宜清助理教授、
徐傳瑛副教授
林康捷助理教授
姚品全副教授、
侯雪娟講師
洪錦淳助理教授
何昕家講師
葉凱翔講師

016 A類 哲學基本問題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德興助理教授

017 A類 邏輯思維與論證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德芳講師

018 A類 職場倫理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簡慧貞助理教授

019 A類 探索臺灣─政經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20 A類 口述歷史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峰銘講師

021 A類 探索臺灣─文化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柯品文助理教授

022 A類 探索臺灣─歷史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書濠助理教授

023 A類 東西方文明的對話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許文柏助理教授

024 A類 儒家傳統與現代性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張錫輝副教授

025 A類 科學與文明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謝青龍教授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魏中平助理教授

026 A類

權力與權利：我們的社會與政
治生活

洪聖斐講師、
姚朝森副教授

027 A類 人權與法律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曹金增助理教授

028 A類 人與自然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劉永超副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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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29 A類 藝術的創作與表現─戲劇篇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李季紋助理教授
030 A類 醫療法律與醫學倫理
031 A類 全球衛生治理與法律
032 A類 生物醫學倫理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
所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
所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
所

何建志助理教授
楊培侃助理教授
祖旭華助理教授

033 A類 現代公民法治教育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林正順教授

034 A類 專業倫理與職涯發展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王惠雯副教授

035 A類 公共藝術與文化法規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吳嘉陵助理教授

036 A類 環境教育與永續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梁偉明教授

037 A類 多元文化與族群關係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余健慈助理教授

038 A類 環境倫理學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勝欽助理教授

039 A類 職業、法律與倫理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漢副教授

040 A類 憲政民主與公民社會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41 A類 臺灣新移民議題探索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42 A類 歷史與文化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雯宜講師

043 A類 臺南文化與生活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44 A類 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蕭百芳副教授

045 A類 媒體面面觀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蔡鴻濱助理教授

046 A類 科技發展與資訊倫理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吳梅君助理教授

047 A類 電視批判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王慧蘭助理教授

048 A類 影像觀點：觀看與實踐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盈銓講師

049 A類 宗教與動畫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鼎元助理教授

050 A類 醫學與影像美學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翁國昌教授

308

課的解析 大學生公民系列

II

陳玉美講師、
鄭景文助理教授
黃昌誠教授、
吳淑華助理教授

王惠琛講師、
沈文珺講師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宋秀娟教授、

051 A類 臺灣音樂傳統與現代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52 A類 臺灣當代社會分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蓬榮講師

053 A類 臺灣小說選讀

大葉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莊文福助理教授

054 A類 海洋文明與臺灣歷史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55 A類 臺灣民俗與休閒文化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邊瑞芬助理教授

056 A類 從電影看日本思想與文化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盈銓講師

057 A類 性別與社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郎亞琴副教授

058 A類 德國文學與電影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林美琪助理教授

059 A類

臺灣勞動市場變遷和新移民族
群融合

陳孟亨助理教授

曾賢熙副教授、
廖賢娟講師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美教授

060 A類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冠生助理教授

061 A類 當代全球議題與國際法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062 A類 政治學
063 A類 健康社會學
064 A類 服務─學習：生命教育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委員會共同學科

王震宇助理教授
劉嘉薇助理教授
張恆豪副教授
陳致宏助理教授

065 A類 服務─學習：舞蹈製作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平珩副教授

066 A類 舞蹈導論Ⅰ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 趙綺芳副教授

067 A類

尋訪那魯灣─都市原住民樂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舞文化

委員會共同學科

068 A類 現代科技面面觀
069 A類 材料科技與生活
070 A類 影像、科技與生活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系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系
大葉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陳俊斌助理教授
梁卓中教授、
陳木松副教授
李弘彬助理教授
張世旭助理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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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程仲勝助理教授、

071 A類 資訊科技與社會變遷

大葉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072 A類 雲端運算與公民生活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楊豐兆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鄒川雄副教授

074 A類 現代文明的障礙再現與超克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周平副教授

075 A類 性別、弱勢與現代文明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李艷梅副教授

076 A類 法律規訓與專業倫理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施慧玲教授

077 A類 語言與文化：法庭中的對話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何德華教授

073 A類

078 A類

現代文明與弱勢族群─影像
與文本再現

勞工關係專題：職場中的公民
權實踐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朱柔若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

079 A類 工程倫理

洪春男助理教授

料工程系

吳文昌副教授

080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能源）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林聰益教授

081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資訊）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李育強助理教授

082 A類 工程與社會專題（電機）

南臺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趙春棠助理教授

083 A類 科技、倫理與社會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劍豐助理教授

084 A類 多元文化教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葉川榮博士後研

顏佩如副教授、
究員

085 A類 性別關係與社會

086 A類 動漫實務與應用

087 A類 新移民與媒體識讀
088 A類 走進老街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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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事業經營
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委員會共同學科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委員會共同學科

李家宗助理教授
陳純瑩副教授、
劉健慧博士後研
究員
王盈勛助理教授
黃士娟副教授

編號 類別

089 A類

計畫名稱
原鄉印記─社區藝文服務與
再造

090 A類 音樂即興與生命關懷
091 A類 環境與健康：愛環境，享幸福
092 A類
093 A類
094 A類
095 A類
096 A類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楊其文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 黃渼娟副教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
衛生系

孫逸民教授

人文藝術與服務課程：虎山故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王靖婷講師、

事地圖

中心

婚姻與家庭：阿公與阿嬤的故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事

系

文學與生活─和諧．家庭．
書寫
體育─從瑜珈中找回身體的
覺知能力
情緒與壓力管理─我的新好
情緒

097 A類 網路影音與社群傳播
098 A類 媒體再現與行動

蔡瓊賢講師
傅清雪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馬美娟副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翠敏副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彭易璟副教授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

江亦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通 陳清河教授、
識教育中心

黃聿清講師

099 A類 社區與傳播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陳澤美助理教授

100 A類 展演空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江維華教授

101 A類 景觀設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廖明誠助理教授

102 A類 音樂劇場
103 A類 視覺心理學
104 A類 視覺傳達設計概論
105 A類 藝術與美學欣賞
106 A類 文化資產導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
研究所
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系
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系

王維君助理教授
賴孟玲助理教授
黃國禮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煥玲助理教授
開南大學觀光餐飲與旅館學
系

李汾陽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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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107 A類 鄉土襲產體驗
108 A類 永續生態旅遊
109 A類 都市（城市）人權
110 A類 多元性別閱讀

執行單位
開南大學觀光餐飲與旅館學
系
開南大學觀光餐飲與旅館學
系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通識教育

111 A類 城市美學

中心

112 B類 歷史人物分析
113 B類 生命科學新視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14 B類 人體迷航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5 B類 企業、生活與實踐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16 B類 環境保護概論

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117 B類 環保與生活
118 B類 生物與電子訊息之認識

計畫主持人
倪仲俊助理教授
劉良力助理教授
許文英助理教授
何妤蓁助理教授
黃明虹助理教授
任天豪講師
何杏

副教授

李意旻助理教授、
吳正男助理教授
周育叡講師、
吳容輝講師
林青蓉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 陳谷汎助理教授、
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陳守德講師
程德勝副教授

119 B類 邏輯思維與論證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敏郎講師

120 B類 數字與生活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許毓云助理教授

121 B類 中國歷史上的婦女與社會

大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心美副教授

122 B類 企業倫理

元培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志鴻助理教授

123 B類 國際發展與臺灣
124 B類 邏輯與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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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政大書院計畫
辦公室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季淳教授
林美香助理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125 B類 數位公民與自身實踐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翁兆言助理教授

126 B類 困境與人生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27 B類 現代公民社會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魏澤民助理教授

128 B類 藝術與文化：表演藝術初體驗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29 B類 數位時代媒體新素養
130 B類 臺灣小說選讀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臺灣語文學系

賴淑蘭助理教授

李玉笛講師、
吳兆琦講師
柯舜智副教授
林淑慧副教授

131 B類 畫中有話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孫維民副教授

132 B類 藝術的數學密碼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惠莉副教授

133 B類 視覺素養與文化多元性探究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秀雯講師

134 B類 視覺藝術欣賞與創作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永雯助理教授

135 B類 臺灣音樂的美學詮釋

東方設計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楊青琳助理教授

136 B類 哲學專論
137 C類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績優指導計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

（公民生活新視野）

研究所

139 C類 海洋科學與繪本藝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簡端良助理教授
陳炳宏教授
葉孟宛助理教授

績優指導計畫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
140 C類 （性別意識與媒體素養的培力
張德勝教授
能開發學系
與實踐）

141 C類 性別與教育
142 C類 媒介素養
143 C類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績優指導計畫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媒體素養與網路社會）

所

謝若蘭副教授
黃毓超助理教授
郭俊麟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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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144 C類 媒體與資訊社會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145 C類 資訊素養與倫理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毓芬講師

146 C類

績優指導計畫（提升綠領人才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化妝品應

公民素養之通識課群計畫）

用系、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

147 C類 低碳生活

究所

黃瓊儀助理教授

鍾愛副教授
張陳基副教授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環境科技

148 C類 全球暖化談溫室氣體管理

與管理系、教學資源與發展 黃富昌副教授
中心

149 C類 綠色科技、社會與全球化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創意流行
時尚設計系、教務處

孫茂誠教授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01 A類 社區媒體DIY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

王慧蘭助理教授

002 A類 科學、新聞與生活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蔡鴻濱助理教授

003 A類 社區敘事與生命敘事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004 A類 媒體識讀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05 A類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謝忠志助理教授

006 A類 電影與臺灣歷史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書濠助理教授

007 A類 臺灣文學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柯品文助理教授

008 A類
009 A類

生命教育─從繪本「預
見」美麗人生
音樂欣賞─音樂與生命的
對話

010 A類 國文─美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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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偉先副教授、
陳姿憓助理教授
洪聖斐講師、
楊鈞池副教授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乃慧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晉名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韻竹副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11 A類 詩與當代生活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陳巍仁助理教授

012 A類 文物與文學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信講師

013 A類 漢字文化與藝術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明講師

014 A類 臺灣當代自然書寫
015 A類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
中心

閱讀與書寫：文本中的倫理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

觀照

中心

016 A類 鐵道旅情與自然書寫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
中心

鄭雪花助理教授
賀幼玲副教授
傅怡禎副教授

017 A類 職業、法律與倫理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漢副教授

018 A類 憲政民主與公民社會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玉美講師

019 A類 臺灣新移民議題探索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昌誠副教授

020 A類 兩岸關係與大陸政策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廖顯謨副教授

021 A類 國際關係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洪銘德講師

022 A類 憲政與民主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況正吉助理教授

023 A類 情意生命的哲思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希文教授

024 A類 趣味思考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金雲助理教授

025 A類 哲學家的人生智慧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盈馨助理教授

026 A類 老莊處世哲學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鄭宜玟講師

027 A類 以水之名：水神話與哲思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蘇美文副教授

028 A類 海洋之歌：水音樂文化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琦助理教授

029 A類 大地之水：水資源環境

中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王怡諭講師

030 A類 哲學基本問題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德興助理教授

031 A類 邏輯思維與論証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敏郎助理教授

032 A類 環境倫理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涵青助理教授

033 A類 自然經典選讀─大崩壞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葉綠舒助理教授

034 A類 自然與環境概論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江允智助理教授

035 A類 永續生活設計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邱奕儒助理教授

036 A類 環境倫理學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鍾隆琛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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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宋秀娟教授、

037 A類 臺灣音樂傳統與現代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38 A類 臺灣當代社會分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蓬榮講師

039 A類 臺灣民俗與休閒文化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邊瑞芬助理教授

040 A類 臺灣小說選讀

大葉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041 A類 海洋文明與臺灣歷史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42 A類 人與環境永續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賴伯琦助理教授

043 A類 自然關懷與環境書寫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歐秀慧副教授

044 A類

永續環境經營─國土保育
及企業環境責任

045 A類 自然生態與環境永續

系

047 A類 環境心理與行為
048 A類 人類與環境
049 A類 環境倫理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系

051 A類 生死議題與生命關懷
052 A類 生物科技與倫理

31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
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050 A類 企業倫理

054 A類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

046 A類 莊子

053 A類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陳孟亨助理教授

莊文福助理教授、
張加佳講師
曾賢熙副教授、
廖賢娟講師

陳宜清助理教授、
徐傳瑛副教授
林康捷助理教授
洪錦淳助理教授
王伶芳助理教授
何昕家助理教授
簡端良助理教授
俞慧芸副教授
林淑貞講師
魏明敏副教授

環境與生命：環境關懷，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

土不二

衛生系

人文藝術與服務學習：虎山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王靖婷助理教授、

新亮點

中心、幼兒保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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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逸民教授

蔡瓊賢講師

編號 類別

055 A類
056 A類
057 A類
058 A類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休閒資源調查與規劃：創意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運動健康

行銷企劃

與休閒系

規範、文化、辯證─多元
真理的善與美
勞資爭議處理：產業公民權
的實踐在全球與臺灣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計畫主持人
彭家源助理教授
施慧玲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朱柔若教授

臺灣多元文化導讀（全英語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

授課）

技學系

林岳喬副教授

059 A類 人口變遷與經濟議題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060 A類 公民倫理學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冠生助理教授

061 A類 當代全球議題與國際法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062 A類 社區學習與社會關懷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游宗新講師

063 A類 多元文化與生活美學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顯富講師

064 A類 圖書館資源利用教育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謝東倫講師

065 B類 身體覺醒與開發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66 B類 俄羅斯文化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淑華助理教授

067 B類 從百老匯音樂劇談性別議題
068 B類
069 B類

漢字之美與文化─解開方
塊字的情感密碼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徐美教授

王震宇副教授

徐瑋瑩講師

高正賢助理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吳憶蘭副教授

國文(六)─美學屏東：踏查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

屏東文史

教育中心

楊政源講師

070 B類 原住民文學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政惠講師

071 B類 戲劇、表達溝通與公民實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72 B類 創意日本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羅素娟副教授

073 B類 報導文學與紀錄片
074 B類 性別與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通識教育中心
大葉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黃迎春助理教授

范宜如教授
郎亞琴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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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中國民主的發展
075 B類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Republic of China）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朝琴助理教授

076 B類 全球化與世界公民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明靜助理教授

077 B類 理財與企業倫理

大葉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徐傳瑛副教授

078 B類 現代詩選讀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加佳講師

079 B類 愛情的法律學分
080 B類 生活與遊戲中遇見數學
081 B類

所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資

學

訊傳播學系

數位科技輔助弱勢者之生活
應用

林志潔副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曹友賓副教授

環境生活科學與科技創意美

082 B類 現代生物科技與社會倫理
083 B類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

翁永進助理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趙大衛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譔博講師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林見昌講座教授、

084 B類 工程倫理

學系

陳建憲副教授

085 B類 原住民與法律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鄭川如助理教授

086 B類 科技與社會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許藝騰講師

087 B類 醫事倫理─醫病關係

元培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88 B類 當代人權議題與挑戰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宏銘副教授

089 B類 當代倫理議題省思

大葉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蔡翠旭助理教授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財務金融

090 B類 商業倫理

系

091 B類 國文─文學與人生
092 B類

國際關係─臺灣擁抱全球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化

中心

093 B類 臺灣政治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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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志鴻助理教授、
陳瓊霞講師

陳天志副教授
王璟助理教授
葛傳宇助理教授
魏澤民助理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94 B類 民主憲政與國家發展
095 B類 多元性別

中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
教育中心

績優指導計畫（性別意識與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

媒體素養的培力與實踐）

能開發學系

098 C類 性別與文化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

099 C類 媒介素養
100 C類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096 B類 數學的文化脈絡與思維
097 C類

執行單位

播學系

績優指導計畫（美學素養與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空間敘事）

所

計畫主持人
徐暄景助理教授
劉安真助理教授
陳東賢副教授
張德勝教授
謝若蘭副教授
黃毓超助理教授
郭俊麟助理教授

101 C類 策略傳播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102 C類 臺灣與世界─從在地出發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能治講師

103 C類

國文（二）─城市觀察與
書寫

黃瓊儀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秀惠講師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01 A類 自然經典選讀─大崩壞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葉綠舒助理教授

002 A類 環境倫理學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鍾隆琛助理教授

003 A類 自然與環境概論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江允智助理教授

004 A類 永續生活設計進階實作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邱奕儒助理教授

005 A類 科技、倫理與社會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啟民教授

006 A類 生命教育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方文慧助理教授

007 A類 環保與生活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游美利副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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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08 A類 生命科學新視界
009 A類 化學分子show
010 A類 實用生活科學
011 A類 動物伴侶與健康人生
012 A類 生理與心理健康

執行單位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護理系

計畫主持人
何杏

副教授

徐惠麗教授
張瓊云助理教授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吳正男助理教授、

心、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林春福助理教授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護理系

李意旻助理教授

013 A類 寓言與繪本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婉甄助理教授

014 A類 數位文化與創意文學

健行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015 A類 人類活動與地球環境變遷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興昌助理教授

016 A類 人與環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賴伯琦助理教授

017 A類 環境閱讀與情意書寫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歐秀慧副教授

018 A類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永續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康捷助理教授

019 A類 能源科技與環境永續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20 A類 海洋之歌：水音樂文化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琦助理教授

021 A類 以水之名：水神話與哲思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蘇美文副教授

022 A類 大地之水：水資源環境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怡諭講師

023 A類 音樂素養的創意美學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24 A類 海洋科學與環境議題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孟陽助理教授

025 A類 海洋臺灣：多元文化經驗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淑珍副教授

026 A類 勞資倫理學
027 A類 消費者的權利與義務
028 A類 研發生產者的六項修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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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
通管理系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
通管理系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
通管理系

陳徵蔚助理教授

姚品全副教授、
侯雪娟副教授

歐遠帆教授、
江淑君教授

陳啟益助理教授
林茲寧講師
陳香伶副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洪聖斐講師、

029 A類 探索臺灣─政經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30 A類 探索臺灣─歷史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楊書濠助理教授

031 A類 臺灣流行音樂與社會變遷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怡靜講師

032 A類 探索臺灣─文化篇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謝忠志助理教授

033 A類 現代公民的社會學想像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如助理教授

034 A類 經濟學與現代社會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光正副教授

035 A類 政治學與現代公民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賀白助理教授

036 A類 情意生命的哲思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希文教授

037 A類 哲學家的人生智慧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盈馨助理教授

038 A類 老莊處世哲學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鄭宜玟講師

039 A類 困境與人生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賴淑蘭助理教授

040 A類 音樂風格與詮釋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宋秀娟教授

041 A類 德國文學與電影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林美琪助理教授

042 A類 影像觀點：觀看與實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盈銓講師

043 A類 戲劇、表達溝通與公民實踐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迎春助理教授

044 A類 現代詩選讀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加佳講師

045 A類 媒體面面觀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蔡鴻濱助理教授

046 A類 電視批判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王慧蘭助理教授

047 A類 廣告與社會

南華大學通識教學中心

郭曜棻講師

048 A類 臺中學：古蹟與歷史
049 A類 歷史文創寫作與出版
050 A類 環境解說與文化保存
051 A類 詩與當代生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楊鈞池教授

魏嚴堅副教授
任天豪講師
葉凱翔講師
陳巍仁助理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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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52 A類 漢字文化與藝術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明講師

053 A類 文物與文學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信講師

054 A類 藝術與社區營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055 A類 倫理學
056 A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中心

北臺灣歷史與地方文藝：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域發展與地方文史

中心

057 A類 文化人類學：社區與民族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張純櫻副教授
蔡幸芝助理教授
連啟元助理教授
楊超智講師

058 A類 音樂與生活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玲光副教授

059 A類 網頁設計

健行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060 A類 行銷企畫實務

健行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陳叔君講師
羅景文助理教授

061 A類 科技生活與永續生存

大葉大學電機系

062 A類 雲端運算與樂活科技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063 A類 社會發展與自我探索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郎亞琴副教授

064 A類 科技照護與倫理關懷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淑微助理教授

065 A類 樂活休閒與觀光旅遊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曾賢熙副教授

066 A類 展演空間導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江維華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

067 A類 音樂劇場

研究所

068 A類 色彩心理學概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
研究所

陳木松副教授
楊豐兆助理教授、
李弘彬助理教授

王維君助理教授
歐立成副教授

069 A類 傳播與社區公民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

王漢銘助理教授

070 A類 資訊搜尋策略與運用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

高瑞坤助理教授

071 A類 社區故事創意書寫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傅楠梓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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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72 A類 創新與創業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蔡閎任副教授

073 A類 新能源永續未來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麗英副教授

074 A類 科技與智慧生活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廖淑慧副教授

075 A類 網路鄉民的正義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昭義助理教授

076 A類 海洋教育
077 A類 海港城市與文化
078 A類 文學與海洋
079 A類 公民倫理學
080 A類

國際公法─跨越百年之中
華民國與國際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
研究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吳靖國教授
吳蕙芳副教授
謝玉玲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冠生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王震宇副教授

081 A類 人與環境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湘繁助理教授

082 A類 犯罪學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黃蘭媖助理教授

083 B類 材料科技與生活
084 B類 科技發展與人類文明
085 B類 科技的迷思與省思
086 B類 物理學與創意思考
087 B類 當代倫理議題省思
088 B類 解析現代生活

大葉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
系

李弘彬助理教授

大葉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林見昌講座教授、
學系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系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陳建憲副教授
陳木松副教授、
許介彥講師
鄒忠毅副教授
黃品堯助理教授
黃秋韻副教授

089 B類 全球化與世界公民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90 B類 世界文明史概論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王惟貞助理教授

091 B類 性暴力之分析與防治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燦槐教授

蔡明靜助理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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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92 B類 性別與社會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郎亞琴副教授

093 B類 理財與企業倫理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傳瑛副教授

094 B類 全球化與當代社會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莊明哲副教授

095 B類
096 B類

中國文化史：歷史與圖像的
軌跡

中國文化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連啟元助理教授

國際關係─外交官眼中的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臺灣與全球化

中心

葛傳宇助理教授

097 B類 海洋文明與臺灣歷史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廖賢娟講師

098 B類 民主與社會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

蔡裕明助理教授

099 B類 國文─文學與人生（一）
100 B類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的建構與反思

人文社會學科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102 B類 臺灣的流行音樂與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

詮釋故事

學系、通識教育中心

105 B類 文學欣賞：文學與當代生活
106 B類 臺灣電影與社會
107 B類 臺灣流行文化
108 B類 臺灣音樂的美學詮釋
績優指導計畫

109 C類 （「工程．倫理與社會」跨
領域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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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璟助理教授
吳德玲副教授
李其昌助理教授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則雄副教授

臺灣小說選讀─以同理心

104 B類 歷史與思想

324

中心

國文─親情、友情、愛情

101 B類 戲劇概論

103 B類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
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
學系、通識教育中心

林淑慧副教授
林煒舒講師
范宜如教授
徐叡美助理教授
莊佳穎助理教授

東方設計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楊青琳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林聰益教授、
資訊工程系

李育強助理教授

編號 類別

110 C類
111 C類
112 C類

計畫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適當科技與醫療）
工程．倫理與社會
（生活與網路科技）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許藝菊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席家年副教授

績優指導計畫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倫理素養與幸福人生）

所

郭俊麟助理教授

113 C類 生涯發展與規劃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環莉講師

114 C類 資訊科技與生活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毓芬講師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01 A類 飲食文學與文化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陳巍仁助理教授

002 A類 水圳開拓與文化發展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林煒舒講師

003 A類 古蹟文化與在地生活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黃智信講師

004 A類 歷史人物分析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邵承芬副教授

005 A類

移民社會的認同：過去、現
在與未來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閔宇經助理教授

006 A類 性別與社會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吳美玲講師

007 A類 移民社會與多元認同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藍清水講師

008 A類 以水之名：水神話與哲思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蘇美文副教授

009 A類 大地之水：水資源環境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怡諭講師

010 A類 海洋之歌：水音樂文化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麗琦助理教授

011 A類

海島物語：水•臺灣文學與
文化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莫素微助理教授

012 A類 藝術進入社區與實踐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許維屏助理教授

013 A類 影像識讀與觀點闡述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曾也慎講師

014 A類 家鄉書寫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秀仍講師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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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財務金融

015 A類 綠色成本

系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

016 A類 綠色行銷

通管理系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行銷與流

017 A類 綠色消費

通管理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

018 A類 美學導論

中心

019 A類 傳播學─媒體與公民社會
020 A類 社會科學概論
021 A類 地方產業與文化創意
022 A類 網路民主與公共論壇
023 A類 媒體與傳播
024 A類 歷史與文創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計畫主持人
陳天志副教授
陳啟益助理教授
林茲寧講師
張忠明教授
華其年講師
陳福川助理教授
魏嚴堅副教授
陳閔翔助理教授
游曉薇講師
任天豪講師

025 A類 環境科技概論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周裕然助理教授

026 A類 表演藝術初體驗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027 A類 社會學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朱秀姬講師

028 A類 數位時代媒體新素養
029 A類 物理學與創意思考
030 A類 邏輯思考與應用
031 A類 社會議題與公民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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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

李玉笛講師、
吳兆琦講師

柯舜智副教授
鄒忠毅副教授
傅皓政副教授
姚蘊慧助理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032 A類 數學的故事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惠莉副教授

033 A類 生活中數字的探索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曹友賓副教授

034 A類 數學與遊戲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建成講師

035 A類 數學思考與邏輯遊戲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阮中華講師

036 A類 民俗與生活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麗紅副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旅遊文化發展

037 A類 臺灣古蹟巡禮

學位學程

王美惠副教授

038 A類 健康飲食與環保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童淑珠副教授

039 A類 臺灣歌謠與文化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雪玉講師

040 A類 傳播敘事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承宇助理教授

041 A類 英美青少年小說

世新大學英語學系

黃裕惠副教授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陳澤美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張伯謙助理教授

044 A類 跨文化溝通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李佩雯助理教授

045 A類 公民倫理學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冠生助理教授

042 A類
043 A類

公共新聞學─社區

居民、

政府、媒體間公共對話的再造
電腦與資訊科技─探索資
訊敘事與協同合作之素養

046 A類 媒體與民意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

劉嘉薇助理教授

047 A類 社會運動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048 A類 人與環境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湘繁助理教授

049 A類 膳食療養學實驗

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暨產
業管理學系

張恆豪副教授

沈祐成助理教授

050 A類 藝術與治療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廖瑞芬副教授

051 A類 保健與人生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李怡靜教授

052 A類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劉淑娟副教授

053 A類 能源、環境與永續發展

吳鳳科技大學光機電暨材料
研究所

劉彥君副教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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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吳鳳科技大學應用數位媒體

054 A類 色彩學

系所

計畫主持人
黃志能助理教授

055 A類 人口變遷與經濟議題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

056 A類 世界音樂與多元文化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子晴助理教授

057 A類

國際貿易法─當臺灣遇上
經貿自由化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徐美教授

王震宇副教授

058 A類 當代臺灣犯罪型態研究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蘭媖助理教授

059 A類 社區信仰與宗教藝術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傅楠梓副教授

060 A類 服務學習與在地社區關係

和春技術學院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田益政講師

061 A類 社區生活中的媒體傳播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系

062 B類 宜蘭文學地景

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陳麗蓮助理教授

063 B類 美學、文創與藝評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64 B類 時尚與流行文化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
所

王漢銘助理教授

黃品堯助理教授
劉名峰助理教授

065 B類 傳播與公民參與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66 B類 臺灣的流行音樂與社會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則雄副教授

067 B類

漢字之美與文化─解讀方
塊字的情感密碼

068 B類 醫護教育與人文陶養
069 B類 倫理學與公民素養
070 B類 世界文化探索
071 B類 綠色科技生活
072 B類 環保與生活
073 B類 環境史：自然與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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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穎助理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吳憶蘭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
育中心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
系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明道大學通識中心

黃淑玲助理教授
謝君直副教授
劉宗智助理教授
葉乃嘉助理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 陳谷汎副教授、
學系

陳守德講師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曾華璧特聘教授

編號 類別

計畫名稱

074 B類 全球化與世界公民
075 B類 現代倫理道德議題思辯

執行單位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
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
蔡明靜助理教授
賴奇祿助理教授

076 B類 婚姻與家庭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育如助理教授

077 B類 生命倫理教育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張馨文講師

078 B類 文學與人生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李興寧助理教授

079 B類

尋訪那魯灣─都市原住民
樂舞文化

080 B類 多元文化在臺灣
081 B類 國文(六)─閱讀屏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學科 陳俊斌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徐叡美助理教授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
教育中心

楊政源講師

082 B類 全球公共議題與治理架構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佘志民助理教授

083 B類 哲學基本問題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王涵青助理教授

084 B類 原住民與法律

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系

鄭川如助理教授

085 B類 發現原生藝術生命力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邊瑞芬助理教授

086 B類 媒體與社會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賴榮偉講師

087 B類 臺灣與南島文化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88 C類

績優指導計畫（從真實環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尋回地方感）

中心

089 C類 青年公民與社區參與
090 C類

績優指導計畫（看見大河文
化─打造二仁溪新溪望）

091 C類 國文─二仁溪文化巡禮
092 C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何昕家助理教授
周芳怡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洪慶宜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勇中助理教授

績優指導計畫（生活美學與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御宅文化）

所

093 C類 流行音樂美學與傳播媒體

黃國超助理教授

郭俊麟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姿光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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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至101學年度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
績優計畫獲選名單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

計畫主持人

*

編號

類別

執行單位

004

A類

林幼雀副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性別與法律

005

A類

陳雪玉講師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歌謠與文化

006

A類

王美惠副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古蹟巡禮

028

A類

蕭宏恩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性別與醫學倫理

029

A類

林美蘭講師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電影與當代思潮

030

A類

張宏名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醫學與影像美學

048

A類

吳文昌副教授

049

A類

李育強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工程與社會專題（資訊）

050

A類

林聰益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工程與社會專題（能源）

051

A類

楊劍豐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科技、倫理與社會

062

A類

徐美教授

063

A類

張恆豪助理教授

064

A類

劉嘉薇助理教授

065

A類

王冠生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系

計畫名稱

工程倫理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通識

臺灣勞動市場變遷和新移

教育中心

民族群融合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通
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運動
媒體與民意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

編註1：A類：通識課群、跨領域課群 B類：單一通識課程 C類：績優夥伴課群

*

編註2：計畫主持人的任職單位及職稱，採用獲補助當年的資料，與現行資料多已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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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主持人

069

B類

王心美副教授

079

B類

張德勝教授

081

B類

陳閔翔助理教授

086

B類

何杏

090

B類

陳鳳雀講師

108

B類

梁家祺助理教授

115

B類

何昕家講師

137

C類

趙惠玲教授

138

C類

莊佳穎助理教授

139

C類

張子超教授

副教授

執行單位
大華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
能開發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計畫名稱
經典研讀：梁啟超《新民
說》
性別與教育
網路民主與公共論壇
生命科學的奧秘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藝術史─藝術家與他的

中心

朋友們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環境保護與自然文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
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
研究所

環境與人
績優指導計畫
臺灣流行文化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編號

類別

計畫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004

A類

賴伯琦助理教授

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005

A類

歐秀慧講師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08

A類

張淑微助理教授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

009

A類

梁家祺副教授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科學之美

011

A類

黃智信講師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文物與文學

012

A類

黃智明講師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漢字文化與藝術

自然生態與生命教育
服務學習─生命與社會
關懷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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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計畫主持人

013

A類

陳巍仁助理教授

025

A類

026

A類

027

A類

077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詩與當代生活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音樂傳統與現代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小說選讀

林蓬榮講師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當代社會分析

B類

洪慶宜助理教授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河流踏查與守護行動

085

B類

徐惠莉副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圖形與數學

097

B類

簡士捷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希臘羅馬神話

101

B類

林明傑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109

B類

林志潔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26

B類

陳能治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宋秀娟教授、
陳孟亨助理教授
莊文福助理教授、
張加佳講師

性侵害防治教育：大學生
性別平等與健康性知識
愛情的法律學分
歷史人物圖像─生命認
知與價值澄清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編號

類別

計畫主持人

004

A類

陳靜珮副教授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海洋環境的科學與人文觀

005

A類

吳宜真助理教授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藝術與生活

006

A類

李雪甄助理教授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統計與生活

013

A類

洪錦淳副教授

014

A類

何昕家助理教授

015

A類

葉凱翔講師

116

B類

林青蓉副教授

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環境保護概論

126

B類

賴淑蘭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困境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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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執行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計畫名稱

自然文學
環境變遷與調適策略
自然災害與永續發展

編號

類別

計畫主持人

129

B類

柯舜智副教授

136

B類

簡端良助理教授

143

C類

郭俊麟助理教授

144

C類

145

C類

執行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
識教育中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計畫名稱
數位時代媒體新素養
哲學專論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績優指導計畫（媒體素養

所

與網路社會）

黃瓊儀助理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媒體與資訊社會

劉毓芬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資訊素養與倫理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編號

類別

計畫主持人

執行單位

011

A類

陳巍仁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詩與當代生活

012

A類

黃智信講師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文物與文學

013

A類

黃智明講師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漢字文化與藝術

033

A類

葉綠舒助理教授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經典選讀─大崩壞

034

A類

江允智助理教授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與環境概論

035

A類

邱奕儒副教授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永續生活設計

036

A類

鍾隆琛助理教授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環境倫理學

059

A類

徐美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

人口變遷與經濟議題

060

A類

王冠生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公民倫理學

061

A類

王震宇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當代全球議題與國際法

065

B類

徐瑋瑩講師

南華大學通識中心

身體覺醒與開發

068

B類

吳憶蘭副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093

B類

魏澤民助理教授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96

B類

陳東賢副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
教育中心

計畫名稱

漢字之美與文化─解開
方塊字的情感密碼
臺灣政治與民主
數學的文化脈絡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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