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 

壹、會議目的 

近年來，高等教育積極推動教學改革與校務研究，期望落實學習者中

心教學以及學習者為本位之治校理念，希冀透過此研討會進行校際交流與

分享，共創高教的未來發展。 

本研討會以｢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為主軸，目的如下： 

(一) 鼓勵教師在教學現場以課程設計、教材教法、科技媒體運用、評量

工具等方式，促進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藉由不同教學場域的

經驗交流與分享，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二) 鑑於校務研究有助提升大學發展自我定位與辦學特色，從審視學生

入學、學習成效、教師教學、課程設計及招生策略等面向，促進校

務研究實務經驗的分享與反思，並推廣校務研究應用之成效。 

貳、研討會論文集 

 本次研討會論文集為教學實踐研究論文，經由徵稿與兩位以上審查者採

雙向匿名方式審查，共收錄40篇全文論文，以及9篇海報論文之摘要。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發展處、校務研究中心 

伍、研討會日期：108年6月22日(星期六)~23日(星期日)  

陸、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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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學習對五專護理學生時間管理與課業任務價值的成效研究 
駱俊宏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精神科護理學組 

 

摘要 
近年來研究者在精神科護理學課程之護理教學現場發現，五專護理學生時間管理能

力欠佳，課後大量課餘時間聚焦於瀏覽網路、與同儕聊天、線上遊戲等活動，而不懂得

善用與掌握時間及對課業任務價值感受較低，缺乏主動學習的動機。故本研究旨在探討

自律學習對五專護理學生時間管理與課業任務價值的影響。 

採準實驗研究設計之等組前後測，於 2018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透過研究招募

公開訊息，招募護理科年滿 20 歲並修習精神科護理學課程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以隨

機分派將護理學生分為實驗組(採自律學習介入措施，n=67)與對照組(採傳統講述教學，

n=67)。實驗組進行為期八周的自律學習，每週 2 次/每次 50 分鐘，共 16 次。兩組介入

前及介入後第八周，填寫時間管理量表與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並應用 t 檢驗及兩因素重

複測量方差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實驗組護理學生採自律學習介入措施後，實驗組於時間管理均數的改變差異均有統

計學意義(介入前 1.72±0.29，介入後 2.19±0.36，t=9.07, p=0.000)；而課業任務價值的改

變也達顯著差異(介入前 2.46±0.35，介入後 3.48±0.27，t=-22.34, p=0.000)。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護理學生的時間管理改善程度高於對照組，而實驗

組課業任務價值改善程度優於對照組。本研究僅使用問卷收集量化資料，建議未來研究

可請護理學生分析個人時間管理能力及課業任務價值的感受進行質化資料的收集，以彌

補量化資料取向在某部分的不足。 

 

關鍵詞：五專護理學生、自律學習、時間管理、課業任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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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ects of S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on Time Management and 
Achievement Task Value among Nursing Students of a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Jiunn-Horng, Lou 

Department of Nursing, Hsin Sheng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Abstract 
On the site of nursing teaching (psychiatric nursing), the researcher has found the 

awarenes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in time management has been weak 
in recent years. They spend most of the extracurricular time browsing webpages, chatting with 
peers and playing online games. Lacking the concept of time management,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spend and seize time rationally. Besides, they are weak in realizing the achievement 
task value and lack the motivation of active learning.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SRL on the time management and achievement task value of nursing students in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The pre-post test of equivalent group of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utilizing nursing 
students of some vocational college in the north of Taiw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Sept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8. Students who are at least 20 years old and learn the course 
of psychiatric nursing department are recrui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public 
announcement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recruitment. Additionally, the nursing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RL adopted, n=67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dopted, n=67) random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alizes an eight-week SRL, twice 
per week, 50 minutes per time, 16 times in total. Time Management Scale (TMS) and 
Achievement Task Value Scale (ATVS) will be filled in the eighth week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two groups. In addition, the data will be analyzed through statistical 
approaches of t test and Two-way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After the interventional measures were taken b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ime management mean changes 
(1.72±0.29 before intervention, 2.19±0.36 after intervention, t=9.07, p=0.000);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alue of the assignments (2.46 ± 0.35 before intervention, 3.48 ± 
0.27 after intervention, t = -22.34, p = 0.000). 

The research result reveals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TM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above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ATV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Moreover, the 
quantitative data are only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 this research. In future researches, 
nursing students can be invited to analyze their feelings about personal time management 
awareness and achievement task value, in order to collect qualitative data and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quantitative data in some aspects.  

Keywords: Nursing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 Time management, 
Achievement task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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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研究者在醫護專科學校的護理教學現場服務十六年，近年來在教授精神科護理學

課程(course of psychiatric nursing, CPN，如下簡稱 CPN)中，發現當前部分五專護理學生

存在的問題與現象，包括：1.經濟弱勢學生增多：在護理教學現場的觀察，發現家庭經

濟條件困難的人數逐年增加，導致課後進行打工活動的學生人數增加，而打工活動占據

了學生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的時間。2.時間管理能力較差：處於 3C 產品世代，學生大

量課餘時間沉浸於網遊、與同儕聊天、談戀愛等活動，而鮮少投入時間於課業學習活動

中。3.課業任務價值感受較低：許多在國中階段學習動機較低的學生，進入五專以後，

其學習態度無法於短時間內由被動學習態度轉變為主動學習，致使學習成績較不理想。

上述這些問題與存在現象為研究者帶來教學困擾(teaching disturbance)，而激起研究者試

圖尋找適合五專護理學生的學習方法，期能提升護理學生的學習成效。 

    護理學生的自律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是當前護理教育亟需深入探索與

重視的議題(Robb, 2016)，而自律學習是協助學習者塑造成為主動、積極的終身學習者

(Salamonson, Ramjan, Nieuwenhuizen, Metcalfe, & Bronwyn, 2016)。根據 Heyder, Kessels 

and Steinmayr (2017)研究指出，課業任務價值是學生對學習活動所抱持的一種主觀態度，

及學生對課業活動的價值，影響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表現。然而，提升護理學生學習表

現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時間管理能力，若護理學生缺乏時間管理的能力，不懂得善用與掌

握時間，會嚴重影響其學習表現(Mirzaei, Oskouei, Rafii, & Ravari, 2015)。據此，本研究

試圖探討自律學習介入措施(如下簡稱 SRL 介入措施)融入 CPN，對五年制護理學生時

間管理與課業任務價值的成效，研究結果提供醫護專科學校護理教師精神科護理學課程

創新教學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之等組前後測。以臺灣北部某

醫護專校護理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所需樣本數，以G*power 3.1.7進行Unpaired t檢定事先

檢力估計，設定雙尾，α=0.05，效果值0.5，β= 0.80，初估樣本數至少需128位。因此，透過

公開方式招募護理科年滿20歲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共134位學生參與研究並簽署知情同意書。

將護理學生隨機分派為實驗組（採SRL介入措施，n=67）、對照組（採傳統講述教學，n=67），

並於介入措施前後填寫時間管理量表、課業任務價值量表，以評價介入措施的成效。實

驗組護理學生為期八周的SRL介入措施，每週2次，每次50分鐘，共16次介入措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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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維持一般的傳統講述教學。本研究係通過取樣學校科務會議審查通過，並經國立

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才進行研究。  

二、SRL介入措施於精神科護理學課程的應用 

研究者，以教育部審定合格之精神科護理學教科書做為授課教材，並以SRL介入

措施為教學方法，主要係因CPN的內容存在著許多抽象概念或名詞(例如：精神疾患

出現了聽幻覺、意念飛躍、聯想鬆弛等)，及許多精神疾病的症狀與病因機轉較為複

雜、不易理解，多數學生普遍認為學習的內容較為枯燥乏味，難以促進護理學生的學

習興趣。  

基於上述，本研究對照組維持一般的傳統講述教學，而實驗組護理學生採取SRL

介入措施，該措施可以依據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之實際情況做彈性調整，每個步驟具

有相互循環的特性，如於某個教學階段學生對某個概念不清楚時，則教師與學生即可

以重回到該教學階段進行學習。如下就SRL介入措施的每個步驟與應用情形進行說明：

(一)步驟1：發展基礎知識(develop basic knowledge)：教師協助學生準備學習CPN所需

的基礎知識，包括內外科護理學、藥理學與解剖生理學等先備知識，瞭解學生的基礎

知識後，協助學生擬妥CPN的學習目標與自律學習的方式。(二)步驟2：討論(discuss 

it)：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對CPN的理解程度，並解釋自律學習的有效性，並確認其

學習適應情形與自我學習的進度，以隨時修正。(三)步驟3：示範(model it)：教師應訓

練學生自律學習的方法，包括針對課程內容先行討論、撰寫筆記、教師提出課程內容

中相關的問題，選定臨床案例情境後，請學生進行理論與案例的融合。(四)步驟4：記

憶(memorize it)：學生需記憶與聯結該課程中的理論與臨床精神疾病案例分析內容，

以縮短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的落差。(五)步驟5：支持(support it)：教師應該支持學生

所使用自律學習的方法，至學生可以獨立學習，在此過程中教師應該適時地提供學生

所需的協助。(六)步驟6：獨立表現(independent performance)：學生學會獨立的學習策

略後，亦要常複習某些已學會的策略，並檢視CPN中新舊知識的連貫性，引導學生類

化學習內容( Siadaty, Gasevic, & Hatala, 2016; Sebesta & Speth, 2017)。 

基於如上所述，護理教師於護理教學中指導學生進行自律學習，有助於提升時間

管理能力；參考臨床實例以提升對較為抽象課程內容的理解；學習作筆記的方法與重

點內容的摘錄；並練習相關的考題與準備測驗，讓護理學生充份熟練內化為自己的學

習策略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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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一)基本資料：包括：父親的教育程度、母親的教育程度、父母的婚姻狀況、居

住狀況、家中排行、打工情況。(二)時間管理量表( Time Management Scale, TMS)：本

研究係為參考 Akcoltekin (2015)所發展時間管理技巧量表，及青少年時間管理相關文

獻(Pehlivan, 2013)所編制而成，以瞭解護理學生對時間管理的情形。該量表的三個向

度，包括時間價值感(6 題)、時間控制觀(5 題)、時間效能感(8 題)等，共 19 題。該量

表的計分方式為「完全不符合」(1 分)至「完全符合」(3 分)，該量表得分愈高，表示

護理學生時間管理能力愈好。TMS 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整體量表的內在一致性

信度 Cronbach’s α 為 0.922；專家給分計算內容效度指標 CVI(content validity index)為

0.902。(三)課業任務價值量表(Achievement Task Value Scale, ATVS)：本研究係參考

Sánchez-Rosas, Lou, Lin and Larroza (2017) 所發展大學生課業任務價值量表

(Achievement Task Value Scal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及課業任務價值相關文獻 Brisson, 

Dicke, Gaspard, Häfner and Flunger (2017)為編制基礎，以瞭解護理學生對課業任務價

值感受的現況。該量表共計 24 題，量表的計分方式為 1 分(完全不同意)至 4 分(完全

同意)，該量表得分愈高，表示護理學生對課業任務價值的感知愈高。ATVS 的前趨研

究的 Cronbach’s α 為 0.882，正式研究前測的 Cronbach’s α 為 0.920，後測 Cronbach’s 

α 為 0.904，再測信度相關係數達 0.622(p<0.001)，表示 ATVS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四、統計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以 SPSS for Windows 21.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1.使用描述

性統計：建立各項背景基本資料，並進行兩組同質性檢定。2.應用 t 檢驗及兩因素重

複測量方差，分析組內時間管理與課業任務價值前後測各依變項的差異。本研究顯著

差異水準訂為 α＝0.05。  

參、學生學習成效 

一、本研究兩組護理學生的一般基本資料，包括父母的婚姻狀況、居住狀況、

家中排行、打工情況等資料的差異均無顯著性，具有可比性。  

二、兩組護理學生SRL介入措施前、後TMS的得分比較  

兩組護理學生的TMS得分的比較，以兩因素重複測量方差進行分析，介入效應達

顯著(F=33.67，p<0.001)，時間效應達顯著(F=52.84，p<0.001)，TMS前後測得分與組

別交互作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34.37，p<0.001)，而實驗組護理學生採SRL介入措施

後，實驗組於時間管理均數的改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介入前1.72±0.29，介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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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36，t=9.07, p=0.000) ，即為實驗組TMS改善程度高於對照組，如表1所示。    

三、兩組護理學生SRL介入措施前、後ATV的得分比較  

兩組護理學生的ATV得分的比較，以兩因素重複測量方差進行分析，介入效應達

顯著(F=140.80, p=0.000)，時間效應達顯著(F=153.89，p<0.001)，ATV前後測得分與組

別交互作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60.38，p<0.001)，但通過SRL介入措施後，實驗組護

理學生於ATV的改變達顯著差異 (介入前2.46±0.35，介入後3.48±0.27， t=-22.34, 

p=0.000)，如表2所示。    

表 2 兩組護理學生介入措施介入前與介入後 ATV 得分的組間分析， ¯X±S 
  介入前  介入後  F P 

組別 n     
對照組 67 2.34±0.52 2.58±0.71 60.38 0.000 
實驗組 67 2.46±0.35 3.48±0.27   

t        -0.29         -9.86   
p  0.774  0.000   

肆、討論  

一、通過 SRL 介入措施後，實驗組護理學生 TMS 改善程度高於對照組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通過 SRL 介入措施後，實驗組護理學生 TMS 的改善程

度高於對照組，此一研究結果與 Mirzaei, Oskouei, Rafii and Ravari (2015)與 Thibodeaux, 

Deutsch and Kitsantas (2017)的研究结果相同，他們的研究以自律學習為介入措施，探

討學生在不同介入階段對時間管理能力的變化，研究結果發現學生通過自律學習方式，

提升對時間管理的能力，促進學生有更好的學習參與與提升學習表現。因此，護理學

生在學校接受護理專業教育期間，除了學習各項護理專業知識外，更需要培養時間管

理能力，這種能力可以通過學校課程融入、後天環境與主觀努力下逐漸形成與發展

(Wolters, Won, & Hussain, 2017)，提升其主動參與學習，更有利培養護理學生的終身

學習。 

表 1 兩組護理學生 SRL 介入措施介入前與介入後 TMS 得分的比較分析，¯X±S) 
  介入前 介入後 F P 
組別 n 

TMS 
均數 

時間

價值

感 

時間

控制

觀 

時間

效能

感 

TMS 
均數 

時間

價值

感 

時間

控制

觀 

時間效能

感 

  

對照

組 
67 2.23± 

0.22 
2.22± 
0.36 

2.14± 
0.41 

2.21± 
0.35 

2.17± 
0.46 

2.12± 
0.43 

2.19± 
0.61 

2.19±0.54 33.67 0.000 

實驗

組 
67 1.72± 

0.29 
1.57± 
0.27 

1.54± 
0.32 

1.93± 
0.55 

2.19± 
0.36 

2.22± 
0.45 

2.20± 
0.54 

2.12±0.49   

t  0.53 0.05 -0.77 1.36 7.56 9.81 8.42 3.10   
p  0.595 0.962 0.444 0.175 0.000 0.000 0.000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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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過 SRL 介入措施後，實驗組護理學生 ATV 改善程度優於對照組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通過 SRL 介入措施後，實驗組護理學生 ATV 改善程度

優於對照組，此一研究結果與 Makhosazane and Puseletso (2018)的研究结果相同，該

研究結果發現護理學生通過 SRL 介入措施後，明顯提升學生的課業任務價值，學業

成績愈好。因此，自律學習會影響護理學生的課業任務價值，若護理學生課業任務價

值感較高，則學生的學習成就會較高(Vandergoot, Sarris, Kirby, & Ward, 2018)。因此，

若能引導護理學生從課業任務價值的觀點，思考學習 CPN 的目的與意義，有助於提

升護理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表現。  

伍、研究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SRL 有效促進護理學生時間管理的能力 

五年制護理學生是處於青少年階段，係培養個人妥善運用時間管理的關鍵時期，

而時間管理有助於促進護理學生有更好的學習適應(Makhosazane, & Puseletso, 

2018)。因此，SRL 培養護理學生時間管理能力，有助於護理學生有更好的學習參

與，以促進其對課程內容學習的理解程度。 

（二）SRL 有效提升護理學生對課業任務價值的感受 

     SRL 是一種自我激發並達到自律，促進學生的學習成長，使學生主動創造利

於各種學習的條件。對五專護理學生而言，在課業活動中學生的興趣、對課業活動

的重要性、對於實現目標的作用、對重要他人的看法、對需要付出多少代價等因素，

影響著護理學生對這些課業活動的價值，及影響其在學習活動中的表現。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使用的評量工具，僅以北部某醫專護理學生為研究對象，建議未來的研

究若在人力與物力充裕的情況下，可以擴大樣本的取樣範圍，以全國醫專的護理學生

為母群體，以發展最具代表性的評量工具，以提供後續相關研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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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管理教學實務探索—行動研究法 
施翠倚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際商務系 

 

摘要 
隨著翻轉教學、實驗學校不斷出現，生活環境數位化與科技化的情形日益加劇，教

師授課模式需要不斷調整才得以因應時代之變革。「行銷管理」課程是商管學院必修課

程，上課模式視教師的著墨重點不同而有差異。為瞭解商管學門中「行銷管理」課程之

有效實施方式，本研究在北商大 107 學年度下學期，國際商務系四技一年級之「行銷管

理」課程中，應用下列授課模式：課堂講授、個案分析、業師教學、企業參訪、iBeacon

數位平台應用等。授課實施過程中，採用行動研究法，統整觀察法、晤談法、問卷調查

法（前測、後測）等研究技術。資料分析方法則包含質性分析（例如：學生課堂表現、

學習單）與量化分析（例如：期中考、期末考、問卷前後測等之分數）兩種。本研究藉

由系統性的行動研究過程，完整記錄、蒐集資料並進行分析與比較，藉以探討不同授課

模式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關鍵詞：行動研究、行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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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sui-Yii Shih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flipped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school in recent years, along 

du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daily life, teacher’s 

teaching approaches need to be adjusted to respond to the changes of times. The course 

“Marketing Management” is a required course of th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teaching approach varies with teachers’ focuses in teach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the course “Marketing Management” in th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apply the following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he 

“Marketing Management” course offer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four-year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research will be conducted during the 

second term of the academic year 2018 in th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The 

teaching approaches include classroom teaching, case analysis, expert’s teaching, enterprise 

visit, actu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keting), etc. Dur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action research, which integrates observation 

method, interviews, and surveys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data analysis methods include 

qualitative analysis (such as student’s classroom performanc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worksheet)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such as scores of mid-term exam, final exam, and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questionnaire). This research records and collects the data, and then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m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ction research proces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eaching approaches on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ill be discussed.  
 

Keywords: Action research, Market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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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資通訊科技一日千里，學生成長的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傳統授課方式已逐漸無法

凝聚學生注意力，教師需漸進調整教學策略。雖然課程改革並非教師單一個人可完成，

但如何統整課程的實施，教師仍是關鍵角色。本研究之執行課程：行銷管理（Marketing 

Management），屬於北商大財經學院國際商務系四技一年級的必修課程，上課內容旨在

讓學生瞭解行銷管理內涵，有效掌握行銷學重點，培養學生產業面、消費面以及因應國

際情勢變化的行銷執行能力。根據楊貞瑋(2002)行動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致力於改善校

園中，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品質，支持教師有效因應教學工作的挑戰。行動研究遵循「計

畫—行動—觀察—反省—修正」螺旋式的研究流程(楊貞瑋，2002)。基於此，本研究以

行動研究作為主軸，系統性的觀察不同授課模式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間的關聯性，期能藉

由研究分析結果，有效改善教學實務，提升教育品質。本研究以一學期的時間進行各主

題，並區分為行動循環的不同階段再據以呈現。 

貳、主題與目的 

一、研究主題 

就各種教學模式來看，教師單向授課，再進行紙筆測試的教學方法，由來已久，

亦具有一定成效。但紙筆測驗近來被詬病有利於記憶力佳的學生，對於喜歡手作的學

生而言，無法有效測出其能力。業師教學則多為彌補教師實務經驗的不足，幾次上課

的業界經驗分享，有助於學生理解特定業師的職場經驗，但仍偏向單向授課模式。企

業參訪亦是教師常使用的方法之一，授課教師可選定對課程而言具代表性的產業環境，

讓學生親自到場體驗。然而，業師教學與企業參訪，雖具體驗成效，卻無法讓學生親

自操作，對商管學院的學生，仍然不足。企業個案分析是良好的互動教學方法，但其

多用於高年級課程或碩士班課程，對低年級學生而言，有其邏輯分析尚未成熟的進入

障礙。 

模擬遊戲是商管教師常用的教學模式之一，其目的在透過進行遊戲時所產生的娛

樂性、挑戰性、競爭和合作來獲得成就感，提升使用者的學習動機。基於此概念，用

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的數位遊戲式學習之教學方式近年來逐漸興起(呂其澤，2016)。

溫采婷(2016)的研究指出：「情境式的科學模擬遊戲可以幫助學生連結問題與科學知

識的關聯」。因此，導入 iBeacon 科技行銷模式於教學中，透過 iBeacon 應用讓行銷

管理之學習更多元，培養學生利用新技術進行行銷的能力，屬於行銷實作技能培養的

教學模式。綜上所述，如何從跨領域的角度出發，透過教育科學專門方法，以及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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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運作的科技和工具，實施教育流程，是學者們在教學領域的重要課題(Crişan & 

Enache, 2011)，亦是本研究針對「行銷管理」教學實施方式所關注的主題。 

二、研究目的 

本計劃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教師以不同方式進行課程教學的實施歷程，並發掘學

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因子。本研究依據行動研究法，遵循「計畫—行動—觀察—反省—

修正」五步驟的循環，改進行銷管理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利用深入情境之行動研究特

點，以觀察、晤談、輔以問卷和課堂作業的方式，並適度運用業家專家教學、企業參

訪與 iBeacon 科技行銷之應用，蒐集班級學生教學反饋以及學生學習成效之質化與量

化資料，探討各種教學實施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綜合言之，本研究藉由系統性的

研究過程，記錄、蒐集資料並進行分析與比較，據以探討不同授課模式對學生學習成

效、行銷管理知識建立之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行動研究 

在教育界，行動研究可應用在課程發展、專業發展以及系統性的計劃發展等。行

動研究是社會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社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角度來進行的研究取向

（楊貞瑋，2002）。行動研究可分為技術式行動研究、實踐式行動研究和解放式行動

研究(Carr & Kemmis, 1986）。行動研究的精神係教師本身即為研究者，其目的在改善

教學實務，其方式為在行動中探究、為行動而研究，其功能為將理論應用於實際、假

實際經驗修正理論(Reason & Bradbury, 2007）。行動研究的實施要領在於分析情境與

條件，從可以解決的困難問題啟始，審慎行動、不輕易下定論，掌握行動運作過程與

反應，蒐集資料、從教師及學生觀點評估行動方案成效（Reason & Bradbury, 2007）。

本研究以實踐式行動研究為主，在研究中，實踐式行動研究是指教師不僅施行事先規

劃之行動，教師與學生需共同參與及自我反省，其目的在發展參與者的知識實踐與應

用能力。 

二、質化與量化研究 

質化研究又稱定性研究，是社會科學領域常用的研究方法，其可包含民族誌研究、

論述分析及訪談研究等。本計畫之質化研究將以觀察法與個案晤談法為主，觀察學生

在課堂上之表現：例如參與程度及反思程度。而晤談法則將視學習單的內容，瞭解其

對於本計畫之教學實踐心得、感想與課程改善建議。量化研究又稱定量研究，亦是社

會科學領域常用的研究方法，是指用統計、數學或計算技術等方法來對社會現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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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觀察，驗證數學模型、理論或假設。本計畫之量化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在

課程實施前進行問卷前測，例如對行銷管理課程內容之瞭解程度及初步行銷概念；並

於課程實施結束後進行問卷後測，瞭解其在本計畫實施結束後，對於行銷管理課程內

容之瞭解程度和提升程度。 

三、教學模式 

本研究在學年度之上學期先進行課程規劃與課程內容擬定事項，設計學習單、準

備前測與後測問卷、挑選合適之業師與企業參訪場地，擇定討論個案等，期能有效與

課程內容相結合。於下學期課程啟始後，採用實踐式行動研究法來進行，教師親自參

與其中，並藉由觀察法、問卷前測及後測、學習單心得、個人作業以及考試等，來探

討學生學習成效。其中，學生參與之積極度、創意、團隊合作程度與執行力將列入成

績考核，iBeacon 分組行銷活動與競賽適足以督促學生參與與投入。本研究在課堂中

分次進行 iBeacon 分組行銷活動之前置與討論作業，讓學生能明白老師的期望與準備

方向，並透過每組學生上台分享，讓各組同學能於聆聽後自主檢視並修正。 

肆、學生學習成效 

一、教學實施 

上課班級人數為 52 位學生，課堂學生之背景分析，簡述如右：小於等於 20 歲者

44 人（84%），大於等於 21 歲者 8 人（16%）。性別：女性 33 人（63.5%）、男性

19 人（佔 36.5%）。國籍：本國人 45 人（86%）、外籍生 7 人（印尼 3、南非 1、馬

來西亞 2、越南 1）。學生對於未來的工作的自我期許則包含:公務員、主管、外商公

司、商業、國貿相關、金融業、行銷相關等類別。 

開學第一週在課堂上進行問卷前測，瞭解學生對行銷管理基本常識之認知，測試

分數從 15 分到 65 分皆有，但多數為不及格，原因可能是受測題目中列示較多專有名

詞，並且題項中有問答題，但多數同學觀念尚未建立下，選擇不填答，或僅填答一至

兩行。同時，亦告知本學期即將進行之各項活動，讓學生分組開始準備，並於每週上

課時，適時提點學生課程中需準備的各項事宜。整體而言，學生會歷經教師授課、業

師座談、個人行銷企劃作業、個案分析與討論、企業參訪、iBeacon 分組行銷活動與

期末成果發表會等過程。第一次的業師座談主談題目為 iBeacon 科技介紹，讓學生對

於 iBeacon 有基本概念，此科技行銷技術在本門課程中，作為學期報告內容中行銷應

用之一環。系統開發經理人於 4 月中到班上向學生說明系統使用方式，並發放 iBeacon

讓同學分組使用。第二次業師座談和個案分析與討論則著墨在市調方式與廣告應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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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5 月中旬在校內進行自選產品之 iBeacon 行銷推廣活動，由班上十組同學分別挑

選十種品項，進行海報設計、攤位佈置與 iBeacon 科技行銷，並於六月中以競賽方式

進行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教學成果 

受限於截稿日期與計畫執行期間尚未結束，部份學生資料尚未回收完畢之故，無

法進行量化分析，以下先就觀察法簡述教學成果。就期中考試而言，外籍生有 7 人，

所以考題分為中文版與英文版（另指定原文用書）。由於學生入學管道多元，考試成

績呈常態分配。在 iBeacon 分組活動時，有些同學已有默契組員，外籍生則懂得找到

與自己屬性較相投的合作組員，或透過學藝股長認領。整體來說，東南亞學生的學習

表現受限於語言，考試成績表現不佳，但其會勇於與老師互動，陳述自己能力問題，

樂觀面對學習環境，為課堂型塑出小型的國際化學習氛圍。 

兩次業師和企業參訪已如期舉辦，觀察學生的參與表現，相較於業師分享，企業

參訪的體驗過程似乎更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業師座談安排的出發點，在於使學生能

與產業業師實際互動，透過業師經驗讓學生更能瞭解職場實務生態，兩位業師之安排

具有主題性，有效補充教師理論授課之不足，並強化業界實務經驗之分享，而學生的

心得回饋則不一，有些認為是教師理論授課的進階版，有些則能體會業師授課之實務

精華。在企業參訪部份，為避免路程太遠影響學生下午課程，且參訪內容需結合行銷

管理課程主題，經由助理協助安排與連絡後，挑選品牌改造公司為參訪標的，該公司

以餐飲業為主要服務受眾，為餐飲業者進行一條龍的企業形象和店面改造服務。受訪

公司規劃良好的導覽流程與活動解說，實做部份則以 AIETA 為主，讓學生體驗行銷

活動的設計與考慮要素，參訪行程安排緊湊，學生普遍認為收獲良多。iBeacon 行銷

分組活動設計，則串連於本學期的行銷課程，在不同週次中，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選

定企業或產品、進行企業與產業分析，再透過個案分析課程的安排與三次個人行銷作

業的要求，讓同學瞭解 iBeacon 行銷活動的目標與作法。整體而言，學生可透過個人

作業的自我修練以及團體報告的分工合作，培養行銷企劃能力。在團隊合作過程中訓

練討論與溝通能力，並藉由 iBeacon 分組行銷活動之各個階段體現執行力與創意力。 

伍、回饋與反思 

在歷經近一學期的各式教學方法執行，以下僅摘錄業師座談、個案分析與討論兩種

方法之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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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師座談 

葉同學：透過這次講座，學習到了一個不曾接觸過的新型推廣方式－iBeacon，因

為平常有無線網路就可以知悉很多消息了，對於藍芽的印象我只停留在可以傳輸多媒

體檔案，跟配對無線耳機，從沒想過原來它也可以成為一種行銷手法.. 

林同學: 這堂課實在讓我感到非常驚艷，原來一個短短的廣告在一些小小的設定

變化上就能產生好大的連帶效應，另外廣告也分了好幾種，有動態有靜態，然而運用

動態或靜態卻也能創造出不同的藝術之感，運用顏色與人物的配置來強調產品的特色，

抓住觀眾的眼睛與吸引觀眾的好奇心！ 

二、個案分析與討論 

陳同學課前心得：看完了「創造有用的創意」的這篇文章，讓我了解並不是所有

的廣告都可以如此成功，「現代廣告之父」John Wanamaker 說：「我花在廣告上的

錢，有一半浪費掉了，問題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可以看出企業對於創意廣告的

成效是不可預知的，僅能從錯誤中學習。行銷 iBeacon 的簡訊宣傳我們也可以善加應

用羅伯．史密斯的模型，設法在簡訊內容上跳脫一般框架，否則可能投入了人力設計

卻成效不彰，應依據情況調整模型。 

陳同學課後心得：老師利用搶答、問答的方式讓上課變得有趣多了，增加課堂的

活潑度，黑板上也有 TA 幫大家整理回答重點，辛苦老師和 TA 了！ 透過先預習文章

內容，再上課講解的方式，我覺得有助於提升對文章的印象及了解程度，而且文章中

的廣告舉例只有圖片，效果不夠顯明，課堂上 TA 直接播放廣告片段，我們可以更了

解成功的廣告是運用了什麼面向。 

陸、結論與建議 

在堅定的教學策略思考下，教師通常認為自己為學生設想的是最佳的教學方法。雖

然教學策略各有不同，學生的性別與來源背景亦有差異，各種教學模式，可能都是促成

學生能有效學習的方法，但本研究認為若能有效區辨其對學生學習成效的不同影響至為

重要，而非僅是單純的應用而無法釐清其差異性。藉由教學計劃的實施，本研究採用實

踐式行動研究法，透過業師教學、個案分析和個人作業、問卷設計、問卷調查、個案討

論與分析、企業參訪、iBeacon 分組行銷活動與期末成果發表會，漸進式的將行銷管理

理論與知識結合實務專題製作，讓學生能夠經歷理論與實務合一的學習。而在行動研究

過程中，由於面對學生來源多元所致之程度不一現象，教師則需適時的調整與因應，以

期讓更多學生能有所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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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遊戲結合翻轉教室輔助『綠能生活』通識課程效益之研究 
王修璇 1 

國立宜蘭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 

王怡萱 2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 2 

 

摘要 
本研究以科學遊戲互動教學法結合翻轉教學模式，並以Zuvio即時回饋系統融入「綠

能生活」課程於教學現場，探究學生透過科學遊戲互動、即時回饋系統與翻轉教學的學

習經驗。研究對象以國立宜蘭大學四個學院的78位學生，實施於綠能生活課程中「太陽

能電池」主題單元。研究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將相關知識原理與實務技能拍攝成多媒體

影片，上傳至學聯網平台，進行翻轉教學。讓學生在家運用平台以多媒體影片來學習核

心知識，透過影片中動畫說明綠色能源專有名詞，以實務操作影片示範太陽能電池製備

流程，更於主題單元教學後以數位學習單測驗檢視學習成效。於教學現場以擴增實境遊

戲，透過攝影機影像位置及圖像分析技術，讓螢幕上的虛擬世界能夠與現實場景互動，

以深化認知、情意及技能等學習效能，提升綠色能源的具體內涵。以SPSS統計軟體作為

統計分析工具，進行資料處理、描述性統計，並針對學習問卷進行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

評量。從數據資料分析得知，以結合翻轉教室及Zuvio即時回饋系統應用於輔助綠能生

活通識課程教學皆有積極正向的回饋，尤其對科學遊戲互動，學生都感受到新穎有趣，

確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同時能提升教學品質，並可提供相關課程教學

設計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科學遊戲互動教學法、翻轉教學、Zuvio即時回饋系統、學習動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8D%E7%BD%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9%9B%E6%93%AC%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F%BE%E5%AF%A6%E4%B8%96%E7%95%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5%8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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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Using Game-Based Learning with Flipped 
Classroom Strategy for Green Energy Life Course 

Hsiou-Hsuan Wang1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1 

Yi-Hsuan Wang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amkang University2 
 

Abstract 
This study is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Using Game-based Learning with Flipped 

Classroom Strategy for Green Energy Life Course. The Zuvio real-time feedback system is 

employ during the lesson to facilitate discussions about the effective teaching framework. In 

line with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this teaching approach is applied to help learners build Green 

Energy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pattern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discipline, 

and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applying relevant knowledge to resolve daily problems, thereby 

making Green Energy a part of everyday life. This learner-centered approach ensures the 

attainment of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outcomes through multimedia lectures delivered using 

the Science-Game Tournament with Flipped Classroom method, bringing together aspects of 

cognitive learning as well as learning of practical skills and affective thinking 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targets students from four colleges of the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Learners transformed their memory and understanding into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thus 

enhancing their self-learn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abilities.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SPSS 

statistics software to analyze data and probe into learners’ learning feedback and their learning 

behavior.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Science-Game t Tournament with Flipped 

Classroom can help inspire learners to think, enhanc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onsolidate 

teaching practices, allowing teaching activities to align with learning objectives, thereby 

meeting the expectations of nurturing talent i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Science-game tournament, Flipped classroom, Zuvio Real-time feedback 

system, Learning motivation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9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在數位學習科技不斷發展下，知識的來源不再是唯一，學生可透過網路資源學習

知識後，再到教室與老師、同學進行討論，讓知識得以延伸，引發更多學習。研究者

選定「綠能生活」課程作為研究，期望將節能減碳融入大學課程中，透過動手做能源

達到環保節能，培養學生對永續能源的態度與使命感。台灣地處亞熱帶，陽光充足，

適合推廣綠色能源，課程內容將綠色能源與生活經驗結合，如花園中花朵、菜圃中高

麗菜當作色料，或利用寶特瓶作成的葉片，在家動手做簡單太陽能電池與風力發電機，

並應用於日常生活，創造美好綠色生活環境，提升學習興趣。由於研究者在講述教學

經驗，觀察到學生常因為專業名詞過於抽象，產生錯誤認知，造成學習困境。又加上

學習情境不足，在缺乏認知、情境的推論邏輯思維下，使學生降低進行科學探究動機，

喪失學習動機與成效。研究者深刻體會教學設計須以「學習者」角度思考，才能展現

教學的效能和功能，因此，用翻轉教室的太陽能電池原理以動畫及影片呈現，讓學生

從抽象思維轉換為形象視覺化，創造多元學習環境，在教學現場以實務技能，結合科

學遊戲互動提升團隊合作，利用Zuvio即時回饋系統輔助學習效益，提升「教與學」的

品質。研究者在教學設計中以運用「翻轉教學」與「科學遊戲」二種教學理論，分別

闡述說明於下： 

(一)翻轉教室教學法 

翻轉教室的概念是指將課堂「知識講授」錄製為影片，學生課前觀看，課堂時

間用於問題解決或討論的教學互動，進行雙向溝通的教學活動。首倡翻轉教學的

Bergmann and Sams (2013)表示此教學模式是強調學生能依照自己的學習節奏，老

師也能有效運用現場教學時間，激發學生潛能(Bergmann & Sams, 2013)。在課堂透

過老師引導協助學生釐清學習內容，並透過相互討論完成作業，深化學生對知識的

理解、思考與應用（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進而培養 5C 能力（溝通協調

能力、合作、批判思考能力、複雜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創造力）的人才（黃國禎、伍

柏翰、朱蕙君、葉丙成、楊韶維、許庭嘉、王秀鶯、洪駿命，2016）。翻轉教室要掌

握設計原則，教材設計必須能在 15 分鐘內，主題以分段影片呈現，學生能理解主題

單元，才適合自主學習。為鼓勵學生認真地觀看影片，可運用教學技巧，在教學影

片中最後做 2-3 題 Q&A，並搭配課堂學習活動，深化學習效能。教師追求創新教學

時不要忽略教學內容與目的。葉丙成（2015）強調翻轉是從學習者角度出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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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足夠時間讓學生觀看影片，避免在上課前才將影片上傳，造成學習更大的壓力。

善用科技把授課內容和基本技能，放在正式上課時間之外，重新打造教室，讓數位

「翻轉教室」教學貼近學生學習程度（許妍飛，2015）。數位學習雖然帶來學習的

改變，教師要給學生有吸收及思考的時間，同儕有溝通與學習的機會，讓教師啟發

學生自主學習，彼此創造教學環境，進而提升教與學的品質。 

(二)小組遊戲教學法 

「遊戲化」的概念由來已久，正式出現則是在2002年，直到2010年方被大量運

用（連宜萍，2013）。謝金杏、張詠涵與吳淑美（2018）強調小組遊戲運用社會學

習理論的觀點，藉由同儕觀察與學習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人際互動。小組遊戲是以

合作學習理論為基礎，有助於主動學習與同儕學習，適合高成就與低成就互相學習，

同時具有系統與結構性的教學，是非常受歡迎的教學策略。在遊戲互動合作，透過

不同能力學生分工合作能有效激發潛能，增進認知與技能。黃政傑與林佩璇（1996）

指出合作學習是運用團體學習策略，提供人際互相協助與溝通，達到建構知識學習

的過程。探討小組遊戲法融入教學中提升大學生歸納、論證評鑑與整體思考能力，

同時也能提升同儕關係與學習效果之滿意度。此外，小組遊戲常使用在中小學的教

育，呂欽武與王燕雀（2012）以探究小組遊戲教學法結合國小一年級數學運算的效

益，研究結果發現，透過小組遊戲確實能提升學童對學習數學的興趣，降低數學學

習焦慮。小組遊戲教學法可以帶動學生在課堂的表現，完成學習任務，提升學習興

趣。 

二、研究主題與目的 

基於研究者具有綠色能源專長與太陽能電池競賽經驗，本研究主題以太陽能電池

單元為主，在學聯網平台進行翻轉教學，學生擁有學習的主控權，自行決定學習之時

間、地點及學習之進程。程度好的學生加速學習，而對程度差的學生可重複觀看學習，

貼近學習者程度。在教學現場以分組競賽提升實務技能，將知識融入科學遊戲互動，

深化學習歷程，以Zuvio即時回饋系統確認學習成效，掌握學習動態。研究目的讓學

生依循翻轉教學，提升自主學習，建構學科學習，同時對環境永續發展有使命感。歸

納待探究問題分述如下：(一)以翻轉教室結合學聯網平台應用於大學課堂之學習反饋？

(二)以Zuvio即時回饋系統應用於大學課堂之學習經驗？(三)以科學遊戲對太陽能電

池單元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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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立宜蘭大學四大學院（人文及管理學院、生物資源學院、電機資訊學

院及工學院）10 個科系（外文、經管、土木、環工、機電、生動、森資、生機、食品

與電機）的 78 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綠能生活」為選修的通識課程，對綠色能源

有興趣且願意動手做能源的學生選讀，運用學聯網平台以翻轉教學影片教學，搭配動

畫讓專有名詞淺顯易懂，並且實務的材料從日常生活即可取得，很適合能源科普活動

與推廣。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以自編的「教學省思量表」、「實務技能競賽」與「教學研究問卷」為主： 

（一）以編製「教學省思量表」29題，測量學習省思內容包含：1~7題以學生的學

習態度、8~22題以多媒體影片的學習效能，另外有1~7題以科學遊戲互動的

學習動機。 

（二）「教學實務技能競賽」在課堂教導學生用手眼鑑定導電薄膜面，透過分組競

賽，在30秒能判斷導電薄膜層面片數最多者為優勝，給予獎勵，以深化學習

歷程。 

（三）擬訂「教學研究問卷」9題以文字書寫學習感受，題目如表1所示： 

表1 教學研究問卷 
題   目 

依您所學的專長學習「太陽能

電池單元」知識有瓶頸？ 
請說明學習本課程有增進綠色能

源的知識，最大的收穫？ 
請提出「太陽能電池單

元」教學建議？ 
依您所學的專長學習「太陽能

電池單元」實作有困難？ 
今天課堂互動遊戲有實質幫助同

學學習「太陽能電池單元」 
請問會推薦同學修綠能

生活通識課程嗎？ 
請說明使用學聯網平台學習

「太陽能電池單元」的感受。 
課堂中Zuvio互動、實務競賽及科

學遊戲互動，喜歡哪部分？ 
請以文字敘述對於本課

程的綜合意見。 

三、評量方法 

在「量」的研究係以 Zuvio 實施前測與後測的成績為主，在「質」的研究以形成

性評量分析，針對「教學省思量表」與「教學研究問卷」，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

SPSS 統計軟體作為分析工具，分析描述性統計、成對樣本 t 檢定以及獨立樣本共變

數分析，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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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模式 

綠能生活課程的「太陽能電池」單元，分為教學實踐三階段，如圖 1 所示： 

一、課前準備階段：構思教材內容 (認知、技能與情境)、製作教材 (講義與影片)將多媒

體影片上傳至學聯網平台，學生在學聯網觀看影片後，進行線上學習單檢測。 

二、現場教學階段：首先以 Zuvio 進行前測作為暖身，其次，透過分組競賽讓學習者以

判斷太陽能電池導電面作為實務技能，將知識融入 AR 遊戲進行團隊接力活動，再

以 Zuvio 進行後測，遊戲問答中深化學習，培養思辨能力。 

三、分享成果回饋階段：透過教師整合回饋與同儕間分享學習經驗後，填答「教學省思

量表」與「教學研究問卷」。 

 

 

 

 

 

 

 

 

圖 1 綠能生活課程教學實踐之三階段 

肆、學習成效回饋與教學品質省思 

以 SPSS 軟體進行統計數據分析，藉由資料分析與回饋，教師教學省思。分析前後

測的成績發現，整體學習成效均有進步，且進步幅度達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不同學院

學生成績資料後發現，不同學院的學生之後測成績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2、3 所示。經

由科學遊戲結合翻轉教室的學習模式，是可以讓科學普及化，教材淺顯易懂，不會因學

生不同背景專長而有不同學習成效。 

表 2 不同學院學習者的前、後測驗成績描述性統計 
學院 人數 前測平均分數 前測標準偏差 後測平均分數 後測標準偏差 

人文及管理 10 70.60 18.638 95.20 5.846 
工學 36 73.36 17.764 93.86 5.468 

生物資源 24 79.63 17.707 97.21 4.681 
電機資訊 8 85.88 9.265 95.88 4.853 

總計 78 76.22 17.513 95.27 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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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後測驗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 

平均分數 N 標準偏差 標準錯誤平均值 t 顯著性 

 前測 76.22 78 17.513 1.983 -10.206 0.00 
後測 95.27 78  5.330 0.603   

根據問卷回饋，學生對於「翻轉教室結合學聯網平台應用於大學課堂」、「應用 Zuvio

科技工具於課堂」及「科學遊戲互動」都有極正向的反饋。根據表 4 以翻轉教室結合學

聯網平台反饋，平均數大多超過 4 分。從質化資料發現，學生表示喜歡以學聯網平台呈

現數位教材，不受時間地點進行預、複習課程，可依據自己學習進度與步調，控制學習

速度的教學模式；肯定用 Zuvio 可增加教學互動，整體總表現平均也在 4.07。根據表 5

顯示學生對於科學遊戲 AR 於課堂活動之反饋，平均數介於 3.74 ~ 4.14 之間。探討其原

因，學生大多肯定遊戲模式，確實能讓小組成員更具團結力，但因 AR 感應設定區不靈

敏，將針對 AR 遊戲互動設計再做後續調整，但從質化資料發現，學生肯定教學設計，

全體學生表示極願意推薦此通識課程給同學。最後，研究者以不同學院作為變項，分析

學習者的問卷資料回饋，結果顯示，學習者並不會因不同學院而有不同問卷回饋。 

表 4 問卷分析-學習者對於應用翻轉教室結合學聯網平台之反饋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偏差 

1. 我在上課前已對授課內容做好準備 4.14 .639 
2. 我看影片時態度認真 4.09 .687 
3. 影片教學會啟發我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4.00 .601 
4. 影片能清楚表達課程內容與想法 4.18 .597 
5. 修習此課程感覺有所收穫 4.24 .488 
6. 整體而言，我對本課程翻轉教學的方式滿意 4.13 .589 
7. 我對自己在學習活動中表現很滿意 4.06 .631 
8. 對實驗影片講解專業知識感到滿意 4.14 .697 
9. 對實驗影片示範操作步驟感到滿意 4.14 .597 

10.對實驗影片講解實驗數據感到滿意 4.15 .626 
11.對實驗影片的流程感到滿意 4.19 .559 
12.對實驗影片的品質感到滿意 4.08 .687 
13.對實驗影片教學模式感到滿意 4.14 .597 
14.實驗影片內容切合主題 4.29 .605 
15.實驗影片內容具有啟發性 4.15 .685 
16.實驗影片教學能提升學習成效 4.15 .646 
17.實驗影片教學能提升學習意願 4.05 .681 
18.實驗影片作為實驗課前預習，喚起先備知識 4.16 .590 
19.實驗影片有助於提升實驗手法 4.12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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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平均數 標準偏差 
20.對此次實驗課程的學習方式覺得輕鬆有趣 4.10 .615 
21.對此次實驗與日常應用相結合感到滿意 4.17 .575 
22.對此次實驗學習成效感到滿意 4.08 .648 

表 5 問卷分析-學習者對於應用科學遊戲互動的之反饋分析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偏差 

1.使用AR覺得沒有壓力 4.14 .639 
2.使用AR覺得蠻有趣 3.90 .713 
3.使用AR讓我有更多機會思考 3.82 .679 
4.使用AR學習輕鬆自在 3.74 .692 
5.使用AR學習綠能生活比較沒有學習焦慮 3.94 .692 
6.課堂使用AR對我學習有幫助 4.07 .671 
7.我願意於課堂使用AR與老師做互動 4.10 .676 

根據資料分析與回饋，教師進行教學省思，在質化資料統計，學生喜歡翻轉學習，

覺得沒有壓力，對實務競賽判斷導電面覺得興奮，對 AR 遊戲覺得新穎，在 78 位學生

中有 10 位喜歡 Zuvio 科技互動，有 26 位喜歡實務競賽互動，有 36 位喜歡 AR 互動，

有 6 位三種活動都喜歡，本課程的教學設計與模組是值得肯定。但學生反應 AR 感應區

域不靈敏，學生身高差距大在接力時 AR 感應不到，造成競賽中斷。針對此現象研究者

會在 AR 遊戲設計再做後續調整，本次是初探式研究，學生建議都很寶貴會逐一修正。 

伍、結論與建議 

從研究結果發現，翻轉教室確實減少學習的焦慮，並擁有學習的主控權，全班前測

平均達 76 分之表現。融合科學遊戲與小組競賽，強化同儕團隊合作能力，更內化學習

知識與技能，尤其在大班教學上學生學習成效加倍，本課程的教學設計與策略模組，對

於高等教育的教學有正面實質影響，可做為設計相關領域課程的參考。 

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擬根據研究發現再持續修正：一、科學遊戲互動設計的靈敏

度對位設計須進行後續調整；二、未來讓學生規劃實務設計，實踐樂活學習之目的；三、

採擷樣本數資料未能有對照組相互比較，導致所獲得的資料分析較為狹窄，未來研究可

以修正，以獲取精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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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師資生個別差異對創新教學科技使用意願之影響 
顏榮泉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系 1 

吳亭慧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2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基礎，探討國小師資生之個別差異，對其在課堂

教學中採用創新教學科技之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有趣性及使用意願的影響為

何。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相關資料之蒐集，調查對象為北部某大學 2018 年選修教

育學程資訊教育課程之國小師資生 137 人，扣除作答不全及無效樣本後共計 122 人參

與，問卷包含參與者個人資料及創新教學科技之科技接受度量表等。結果顯示：(1)國小

師資生使用創新教學科技之接受度均相當正面且使用意願高；(2)師資生之性別、相關研

習次數及科技熟悉程度之個別差異，在知覺易用性、知覺有趣性及使用意願呈現顯著差

異；(3)創新教學科技之系統品質會透過知覺有用性、易用性及有趣性影響其使用意願。

研究建議資訊教育課程內涵應以有用、易用與有趣作為教學科技之篩選原則，以提升師

資生教學設計時採用創新科技之意願。 

 

關鍵詞：科技接受模式、個別差異、創新教學科技、國小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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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re-service Elementary Teach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Willing to Use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Teaching: A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pproach 
Jung-Chuan, Yen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1 

Ting-Huei Wu 2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re-service elementary teach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their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interest 

and willingness to use innovative instructional technologies. The participants comprised 122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teachers enrolled in an electiv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 offered by 

a university in northern Taiwa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cceptance of pre-service elementary teachers using innovative 

teaching technology is quite positive and high willingness to use;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ticipa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interest 

and willingness to use; (3) Use intention was indirectly influenced by system quality of the 

technologies through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 interes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education curriculum should be useful, 

easy to use and interesting as the filtered principle of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 their instructional design. 

 

Keyword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novative technology, 

Pre-service elementary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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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新世紀的教育氛圍已逐漸走向教育 4.0(Education 4.0)的思潮。教育 4.0 係指教育發

展為因應工業 4.0 與數位科技所帶來制度、教學環境、課程與教學、學生學習等方面的

改變，朝向更具科技化、智慧化和數位化的教育型態，以利個體更有效的學習（陳明溥、

顏榮泉、陳萩紋、羅心妤，2018）。 

研究者任職於師資培育之教育大學，以培養國小資訊教育專業師資為目標，同時肩

負師資培育課程中師資生使用創新科技融入學科教學相關知能之授課。由於資訊科技、

雲端環境、數位學習、與社群機制的成熟，使得新世代接受知識的來源已經不再侷限於

學校教育，課堂中的教學模式亦逐漸轉換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學習者已非被動的

接收者，而是積極主動參與的知識建構者。於是，如何在師資培育課程中，培養師資生

能夠以更開放的態度，具備將創新科技以符合教學原理與學習者需求的方式，融入課程

教學設計中的能力，這無疑將是強調科技素養、終身學習的十二年國教實施重點，也是

師培教育中資訊教育領域相當重要的課題。 

因此，在師資培育的資訊教育或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等相關課程中，國小師資生們對

於新興學習科技所抱持的態度為何？是否願意使用此類創新教學科技來輔助教學？皆

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因此，本研究將以科技接受模式的理論為基礎，探討國小師資生

對創新教學科技的接受程度，以及影響師資生使用創新教學科技之個別差異因素為何。 

貳、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師資生的個別差異對創

新教學科技使用意願之影響。為顧及教育學院、理學院、及人文藝術學院等不同學科背

景師資生的知識專長不同，影響研究的內在效度，本計畫選擇以「雲端即時回饋系統」、

「課程臉書學習社群」、「行動載具與高互動教室」等毋需專業資訊技能之教學科技，

作為創新教學科技的代表內涵進行接受度調查。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主題與目的： 

一、探討國小師資生對於使用創新教學科技的「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有

趣性」及「使用意願」。 

二、分析個別差異因素對國小師資生使用創新教學科技的「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

「知覺有趣性」及「使用意願」的影響。 

三、以徑路分析方法探討創新教學科技之系統品質如何透過知覺有用性、易用性及有趣

性影響師資生之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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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Davis (1989)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為理論基礎，分別探討外部變項（參

與者的個人背景資料）、內部變項（包含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及知覺有趣性）和

使用意願之間的關係，以探討國小師資生在教學情境中使用創新教學科技輔助教學之

意願，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預定假設 

二、研究對象與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師資生使用創新教學科技之系統品質與科技接受度對其使

用意願之影響。主要以問卷調查法來蒐集資料，研究對象為北區某大學 106 學年度第

一學期選修教育學程資訊教育相關課程之國小師資生，篩選具有基礎電腦知識（能運

用瀏覽器搜尋資料)、相關電腦知能（會使用 Office 文書處理）及擁有智慧型手機能

完成教學實驗課堂中之互動任務之學生（排除資訊專業系所之學生），總計共有 5 個

班 137 人參與，扣除作答不全者後有效樣本為 122 人。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架構及科技接受模式，編擬「國小師資生創新教學科技使

用意願調查問卷」。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學

院別、參加相關研習次數、與使用新科技的熟悉程度等；第二部分則是科技接受度量

表，主要參考湯凱雯（2010）之系統品質問卷及 Davis (1989)之科技接受度問卷修訂

而成，包含系統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有趣性及使用意願等五個構面，

經專家內容效度之修正後共編訂 23 題，採李克特(Likert)5 點量表模式填寫，從 5 分

外部變項 內部變項 使用行為 

知覺有用性(PU) 

知覺易用性(PU) 使用意願(WU) 

知覺有趣性(PI) 

H4 

H5 

H6 

H1 

H7 

H8 

H9 

創新教學科技 

系統品質 

H2 個別 

差異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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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 分代表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等不同接受程度。本研究調

查問卷之整體信度為 0.956，具有可接受之良好信度。 

三、教學流程、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教學模式為對參與班級實施兩週 4 小時之科技融入示範教學，採用之創

新教學科技包含：以臉書(Facebook)為課程討論社群、以 Zuvio 為課堂即時回饋與師

生互動系統、及以行動載具與高互動教室為場域之教學情境安排，教學內容則以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的理論方法與應用實務為主，實際將創新教學科技融入在教學活動中，

使研究參與者能親身體會科技融入教學之實施方式與策略。教學演示後 15 分鐘，參

與者需連線至 Google 表單填寫本研究所發展之教學科技使用意願調查問卷。 

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分別以敘述性統計、t 檢定及變異數分析，進行師資生個

別差異對科技接受度不同構面之統計分析。此外，本研究採徑路分析法(path analysis)，

進行探討系統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有趣性及使用意願間之迴歸係數

及預測度分析。 

肆、 結果與討論 

一、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之接受度均相當正面且使用意願高 

本研究所編修之「國小師資生創新教學科技使用意願調查問卷」，在創新教學科

技接受度之構面包含系統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有趣性及使用意願，

問卷調查後各構面之描述統計如表 1 所示。 

從表 1 調查結果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可知：參與本研究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

學科技之使用意願，各構面之平均數皆高於 4.0（總平均數 4.12），除使用意願（平

均數 4.02）存在不同考量因素而相對略低於總平均數外，多數參與者皆肯定創新教學

科技品質穩定、對教學有幫助、容易使用、有興趣及有意願繼續使用的正面態度。 

表 1 國小師資生創新教學科技使用意願調查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 
構面 題數 有效樣本 構面信度 平均數 標準差 

系統品質 4 122 .876 4.18 .54 
知覺有用性 5 122 .813 4.11 .52 
知覺易用性 5 122 .884 4.12 .56 
知覺有趣性 5 122 .894 4.16 .59 
使用意願 4 122 .942 4.02 .67 

合      計 23 122 .956 4.1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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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生之個別差異在知覺易用性、知覺有趣性及使用意願上呈現顯著差

異 

本研究以參與者之個人基本資料呈現個別差異，篩選的項目包含性別、學院別、

參加相關研習次數、與使用新科技的熟悉程度等，表 2 為問卷調查結果所進行的個人

資料分析，以次數分配描述與百分比統計呈現。 

表 2 參與本研究之國小師資生個人資料分析之次數分配與百分比統計 
個別差異變項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2 26.23% 
女 90 73.77% 

學院別 
教育學院 49 40.16% 

人文藝術學院 42 34.43% 
理學院 31 25.41% 

參加相關研習次數 
1 次以下 82 67.21% 
2 次以上 39 31.97% 

使用創新科技的熟悉程度 
不熟悉 9 7.38% 
熟悉 73 59.84% 

非常熟悉 40 32.79% 

本研究以參與者之個人基本資料呈現個別差異，篩選的項目包含性別、學院別、

參加相關研習次數、與使用新科技的熟悉程度等，表 2 為問卷調查結果所進行的個人

資料分析，以次數分配描述與百分比統計呈現。 

(一)不同性別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系統品質及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施測對象為北區某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修教育學程之國小師資生，該校

就讀學生之性別比例原就女性學習者為多數，反映在受試樣本之男女生比例約為 1：

3。本研究不同性別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使用意願之差異分析詳如表 3，

結果顯示性別因素僅在知覺易用性之構面上達顯著差異，男學生認為新科技的易用

性（平均數 4.29）顯著高於女學生（平均數 4.06）。 

表 3 不同性別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系統品質及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科技接受度 
男(N=32) 女(N=90) 

t 值 顯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系統品質 4.19 .57 4.18 .53 .112 .91 
知覺有用性 4.19 .51 4.08 .53 1.079 .28 
知覺易用性 4.29 .60 4.06 .54 2.056 .04* 
知覺有趣性 4.31 .58 4.11 .59 1.68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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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接受度 
男(N=32) 女(N=90) 

t 值 顯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使用意願 4.16 .67 3.97 .67 1.357 .18 

(二)不同學院別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系統品質及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不同學院別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使用意願之差異分析詳如表

4，結果顯示學院別在創新教學科技接受度各構面之差異均未達顯著差異。 

表 4 不同學院別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系統品質及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科技接受度 
教育學院(N=49) 人文學院(N=42) 理學院(N=31) 

F 值 顯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系統品質 4.14 .54 4.18 .56 4.23 .53 .267 .77 
知覺有用性 4.09 .51 4.14 .52 4.09 .56 .139 .87 
知覺易用性 4.01 .50 4.10 .61 4.32 .57 2.935 .06 
知覺有趣性 4.10 .55 4.15 .59 4.28 .66 .878 .42 
使用意願 3.89 .68 4.05 .67 4.17 .65 1.719 .18 

(三)不同研習次數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系統品質及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參加校內相關科技輔助教學研習或講座之次數進行調查，將填答者區

分為 1 次以下及 2 次以上之組別，進行對創新教學科技使用意願之差異分析詳如表

5，結果顯示研習次數對創新教學科技接受度各構面之差異均未達顯著差異。 

表 5 不同研習次數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系統品質及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科技接受度 
1 次以內(N=82) 2 次以上(N=39)1 

t 值 顯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系統品質 4.13 .55 4.28 .52 1.378 .17 
知覺有用性 4.09 .56 4.14 .44 .447 .66 
知覺易用性 4.08 .60 4.20 .48 1.062 .29 
知覺有趣性 4.14 .64 4.22 .49 .679 .50 
使用意願 3.95 .68 4.17 .64 1.754 .08 

註 1：有 1 名參與者本項目未作答，故總人數為 121 人。 

(四)不同科技熟悉度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系統品質及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參與者對創新教學科技之熟悉程度，區分為不熟悉、熟悉及非常熟悉

三組（選答非常不熟悉之人數為 0），不同科技熟悉度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

技使用意願之差異分析詳如表 6。結果顯示科技熟悉因素在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趣

性之構面上達顯著差異，自認為非常熟悉教學科技之師資生在易用性（平均數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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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高於自認不熟悉之師資生（平均數 3.73）；且自認為非常熟悉教學科技之師資

生在有趣性（平均數 4.28）的構面上顯著高於自認不熟悉之師資生（平均數 3.67）。 

表 6 不同科技熟悉度之國小師資生對創新教學科技系統品質及接受度之差異分析 

科技接受度 
不熟悉(N=9) 熟悉(N=73) 非常熟悉(N=40) 

F 值 顯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系統品質 3.89 .64 4.15 .52 4.29 .53 2.235 .11 
知覺有用性 3.87 .57 4.09 .49 4.20 .57 1.652 .20 
知覺易用性 3.73 .62 4.07 .54 4.29 .57 4.395 .01* 
知覺有趣性 3.64 .62 4.16 .57 4.28 .58 4.466 .01* 
使用意願 3.67 .72 3.99 .60 4.15 .67 2.109 .13 

三、創新教學科技之系統品質透過知覺有趣性影響師資生之使用意願 

徑路分析(Path Analysis)是一種以模式化的方式進行變項間關係分析的統計方法，

主要是透過多元廻歸分析探討變項間的共變關係來檢驗其影響路徑，並預測其可能的

因果關係（林信志、湯凱雯、賴信志，2010）。本研究以此方法檢視系統架構圖中對

系統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有趣性及使用意願所擬訂之假設，得到如

表 7 之檢驗摘要表。 

表 7 本研究研究架構中各構面之徑路分析與研究假設檢驗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假設 β 係數 顯著性 是否成立 

知覺有用性 
系統品質 H1 .347 .00*** 成立 
知覺易用性 H4 .305 .00** 成立 
知覺有趣性 H6 .202 .04* 成立 

知覺易用性 
系統品質 H2 .245 .00** 成立 
知覺有趣性 H5 .599 .00*** 成立 

知覺有趣性 系統品質 H3 .659 .00*** 成立 

使用意願 
知覺有用性 H7 .070 .43 不成立 
知覺易用性 H8 .072 .48 不成立 
知覺有趣性 H9 .633 .00*** 成立 

本研究架構中 H1 至 H9 九項假設，僅 H7 與 H8 未獲徑路分析結果支持。H7 為

國小師資生使用創新教學科技之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願之影響，分析結果顯示 β=.070，

p=.42>.05 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國小師資生對於創新教學科技對教學是否有用的看法，

並不會影響他們未來擔任教職時的使用意願。而 H8 為國小師資生使用創新教學科技

之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意願之影響，分析結果顯示 β=.072，p=.48>.05 同樣未達顯著水

準，表示國小師資生對於創新教學科技在教學時是否容易使用的看法，也不會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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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未來對系統的使用意願。除此之外，其他各項假設均獲得徑路分析的結果支持，所

完成之廻歸係數與預測關係則詳如圖 2 路徑圖所示。 

 

 

 

 

 

 

 

 

圖 2 本研究之科技接受模式徑路分析結果圖 

伍、 對教學實踐之應用與省思 

本研究結果呈現：創新教學科技透過唯一路徑「知覺有趣性」，影響國小師資生之

使用意願。Gardner 與 Davis (2013)描述 App 世代的學習者偏好影像與遊戲之學習風格，

或許能解讀本研究參與者對新科技使用意願之影響因素，獨鍾科技有趣性的結果。當新

世代的學習者逐漸成長並扮演教育創新的主角，師資培育課程在導入創新科技於教學設

計中時，建議多從動機面篩選具備有趣性的教學科技，應更能提升整體課程之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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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品質 

個別 

差異 

.659**
.202* 

.245** 

.599**

.305** 

.63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3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37 
 

 
翻轉學習中的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運用在設計專題製作上 

王強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摘要 
世界正在「翻轉」，教育也跟著「翻轉」，這是目前最流行的教育顯學，但只要一談

到「翻轉教育」，許多人都摸不著頭緒，不知道「翻」的是什麼、又要「轉」至何處？

由於「翻轉教育」這個名詞在臺灣這幾年才剛起歩，就被學校的老師們廣受歡迎，但是

效果不應該只是由老師評價，學生評價也值得被探討，必須在資源均等情況之下進行。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模式，應用在設計系大四專題製作

課上有哪些效益。此方法是否能使設計學生在這專業領域上，增加獨立思考、團隊合作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本研究發出 46 學生份問卷，並採用準實驗法，安排前與後側，兩

組同樣的學生來做學習成效比較。針對對照組研究採用「傳統教學法」，實驗組則採用

「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問卷回收後分別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Pearson 積差統計

方法進行資料分析。「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問卷調查顯示:81.1%的學生表示運用新

穎的教學，自己的學習興趣有大幅提升，更願意嘗試其他的學習方法。72.97%的學生表

示會，學習成效確實會受到同儕與老師間互動影響大於「傳統教學法」。86.49%的學生

表示會，因為上課要分享所以會更加主動與認真。89.19%的學生表示會，因為同儕競爭

與互動導致有更多想法，因此，也提升個人成就。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學思達教學法、翻轉教育、學習成效、翻轉學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38 
 

Problem-Based Share Start Teaching Method of Flip Learning Apply 
Within Design Capstone 

Thomas Chiang Blair 

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world is turning, so was education, it’s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topic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as we began to talk about “Flip Education,” many people are puzzled, don’t know what to 

“Turn” or “Turn” where? At present, the most popular topics in education are “Problem-

Based Learning.” Since the term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Taiwan a few years ago, it became 

widely accepted by many of the teachers. However, the scope of its effectiveness should not 

concentrate on just the action of an individual teacher, student’s reaction to the method also 

worthy to consid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ether or no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blem-Based Share Start Teaching Method of Learning” have enabled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think independently, teamwork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 In the 

study, 46 surveys were issued out to senior design capstone courses students. The quasi-

experimental method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same group of students between two different 

learning methods. For the control group, research us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using “Problem-Based Share Start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methods. The data were examined with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d Pearson product dif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81.1% of the students indicated by us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o learn,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increased and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try a different kind of learning methods in the 

future. 72.97% of the students confirmed, “Problem-Based Share Start Teaching Method,” of 

learning effect, is indeed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ers and teachers, also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86.49% of the students claimed they would be more 

active and serious in learning because they know they would have to share their information in 

class. 89.19% of students expressed, because of peer competition and interaction, which lead 

to more ideas and thinking also improved personal achievements.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Share start teaching Method, Flip educati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li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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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教育是百年的大計，也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投資。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臺灣的教

育界有了許多的改變，但唯一少了就是我們還是一直進行填鴨式教育。在孩子們在面

對多變又不可知的未來，我們到底需要幫他們規劃哪具備的能力?在回答這個問題之

前，我們先要了解教育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如果你問 100 位臺灣人，我相信有 99

位都會回答：「就是唸書啊」但可悲的是在臺灣傳統的教育理念，為了挑出那 1 位「讀

書人」，而犧牲掉 99 位的學生。這也只達到了一個目的：「篩選出那一位」，而讓那 99

位的學生被迫跟著那 1 位上著浪費時間、不符合自己人生需求的課程，而不是得到足

以應付未來人生的基本知識、專業技能和心理準備。但對筆者而言教育應該是為了那

99 位不適合讀書的人而服務，內容也應該為了那 99 位的人而設計。 

我曾經在某網站中看到有人寫到：「臺灣教育的翻轉，註定要失敗！」。到底臺灣

教育的「翻轉」會成功、還是失敗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一個最重要前提是，教

育是什麼? 為何要「翻轉」?又要「翻轉」什麼?它的成功又是什麼？在探討這個問題

前，我們更應該先了解教育的核心和關鍵是什麼。在臺灣，學生不太思考「什麼是該

學的」，只在乎「什麼是會考的」(謝宇程，2014)。因此，缺乏學習動機的孩子也愈

來愈多，大多臺灣的教師也都把學習動機和考試掛勾，使得學習對許多的學生而言，

是一種充滿創傷的旅程，學習僅僅也只能被考試驅動。因此，教師如何才能夠幫助學

生養成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讓學生更有自信的面對下一階段的學習？也是目前最受

關注的議題。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設計教育是一種教育理論以及應用方法、服務及環境等多重概念的組合。近年來

在臺灣教育圈掀起一股改革浪潮，舉凡「翻轉教育」有關的新氣象，甚至開始掌握了

一點點教育創新的先機。然而，如果我們沒有很清楚它的價值觀與目標，具體的策略

與步驟，也可能因此會失掉這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機會。然而、近年來「翻轉」一詞

充斥教育現場，老師們對此名詞很熟悉，但對它方法和其精神與內涵卻一知半解。很

多教育同仁雖有滿腔熱血，卻因「翻轉」精神較為抽象，沒有具體的模式，因此、不

知方向在哪。我也常常聽到很多老師說「翻轉教學法概念真的很不錯，但是在我教的

科目上好像不太適合進行翻轉吧!」其實，只要老師願意改變，為了幫助學生更有效學

習而進行改變，可以是微調，也可以是重構，只要是能夠讓學生有機會學習，自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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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教學方式，這就是最好、最有效的「翻轉」。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是以「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來探討是否適合設計學

科。因此，本研究實施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設計專題製作課上，並以四個問題來進行

探討： 

(一) 設計系的學生是否願意嘗試多元、新穎的教育思維？ 

(二) 設計系的學生是否認同「問題導向學習」中強調的「學思達」？ 

(三) 設計系的學生運用「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策略實驗後，自我學習態度能否造

成影響？ 

(四) 設計系的學生運用「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策略實驗後，學習成就能否有效提

升？ 

三、研究背景 

近來，臺灣教育圈掀起一股改革浪潮，舉「問題導向學習」、「學思達」、「合作學

習」、「學習共同體」、「翻轉教育」等，無非是希望為混亂的臺灣教育現況中重新找尋

定位與價值。二十多年前，筆者在美國大學時有位老師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至今天仍

然還在腦海中，她說一個老師「怎麼教，比教什麼還重要」，How to teac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each what”。我之前一直不太懂這個理論，直到自己當上老師以後才開

始明白，這一句話。雖然我知道只要教師有心嘗試，不論任何程度的學生，都能收效。

但是，我在很多場合卻只聽到「翻轉學習」是如何提升考試分數，雖然我並不認為考

試分數是學生學習的唯一指標，但在亞洲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在十二年教育結

束時的大考決定他們是否上大學，分數頂尖者可進入國家最好的大學，而卻不是教他

們怎麼做人。 

對筆者來說，我知道學生為應付考試而唸書，實在是因為課程乏味上課時有聽沒

有懂，要和大家討論更是免談，長期下來學生在傳統的教育上，始終沒有自創思想，

而老師的教育也被傳統束縳，沒有日新月異，長久循環下來僅能如此。在這幾十多年

來在臺灣大學教書，我越來越覺得孔子(Confucius)和 Socrates(蘇格拉底)的話「有教無

類、因材施教」與「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非常有道理的。我相信他們之所

以說會那麼說，乃是因為他們早就發現有些人是要慢慢教才學的會，他們了解一個非

常重要的原則，就是老師的存在不是給孩子知識，而是讓他們具備學習能力。 

四、研究方法與設計 

教育本身就是相當複雜的議題，其遭遇到的困難與挑戰也會因人、因時、因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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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更難提出具體且為標準答案的解決之道。因此，如何設計「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方式將是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一開始先採用文獻探討法以多方面角度了解

「翻轉教育」，並且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設計學系學生來進行

調查和訪談，藉以探討臺灣大學校園內設計科系「翻轉教育」的實行現況，在於「問

題導向學習」方法上對現代學生是否具備專業的能力。 

因此本研究之教學的設計規劃。是根據筆者期望改善課堂上的學習環境，因此，藉由

探討合作學習，參考「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的模式進行教學，「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注重彼此間相互分享支援的影響力，再搭配「翻轉教室」的學習模式，課堂前看先完教

才來預習「傳授知識」，在課堂中面授只是預習的延伸，學習加深加廣，期望達到「知

識內化」的目標，希望改善傳統被動的學習方式，培養學生主動思考的能力，將高層次

的思考力激發出來；透過互助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因增加互動樂趣，更樂於學習。

筆者依上述研究步驟及內容，自行繪製本研究之實施流程，如圖1所示。 

再者，本研究以「問題導向學習」加上張輝誠老師的「學思達教學」法為例，打造

學生樂學的課程「提出問題、自學、思考、組內討論、表達、補充、評分」的教學七

部曲，使老師由「知識的教導者」轉型為「學習的引導者」，把學習的主導權還給學

生，解決了「學生缺乏學習動機」、「程度好的學生無聊，程度差的學生不懂」等教學

難題，讓學生更有興趣、更投入學習(張輝誠，2015)。因此本研究之貢獻是探討「問

題導向學思達教學」學習在設計領域，教與學的成效研究之先鋒，更採用學生觀點進

行探討。 
 

 

 

 

 

 

 

 

 

 

 
 

圖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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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理論，本研究研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前後測方式進行研究，所

有的學生都要有前測卷(第2週)、中測卷(學生互評，第16-18週)與後測卷(第18週)這樣

相對之下才會知道「翻轉」是否有效，一共18週。研究試圖了解「傳統教學」與「問

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應用於設計專題製作課上對學生的影響，正式問卷回收後，研究

者先將無效之問卷逐一刪除、過濾，並將有效之問卷資料建檔完成，再運用SPSS 20.0

統計套裝軟體，執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作業。主要研究假設如圖2：  

H1A: 學生學習態度在「傳統教學法下沒有顯著差異。 

HA2a：學生在「傳統教學法」下在同儕關係上沒有顯著差異。 

HA2b：學生在「傳統教學法」下在課業壓力上沒有顯著差異。 

HA2c：學生在「傳統教學法」下在參與意圖上沒有顯著差異。 

H3A：學生在「傳統教學法」下的學習成效沒有顯著差異。 

H1B：學生學習態度在「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下沒有顯著差異。 

HB2a：學生在「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下在同儕關係上沒有顯著差異。 

HB2b：學生在「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下在課業壓力上沒有顯著差異。 

HB2c：學生在「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下在參與意圖上沒有顯著差異。 

H3B：學生在「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下的學習成效沒有顯著差異。 

H4：學生在學習成就上對「傳統教學法」和「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沒有顯著

差異。 
 
 
 

 
 
 
 
 

 
圖2 學習態度在傳統教學法與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之學習成就 

貳、文獻探討 

一、何謂翻轉？ 

臺灣在 2014 年教育部開始推動實驗教育三法(教育部，2018)，有人稱之為「翻轉

元年」，其實在媒體的推波下，「翻轉」二字在教育界被廣為使用，如「翻轉教育」、

「翻轉學習」、「翻轉教學」、「翻轉教室」等以前在臺灣未曾聽過的專有名詞，至於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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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翻轉」呢？「翻轉」其實有兩層意涵。廣義的「翻轉」，其實是指老師願意為

了讓學生可以有更容易學會，或是依照學生的學習個別需求，而去改變自己既有的教

學方式，或是在既有的教學基礎上去求新求變，重要的就是要「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來進行課程設計及課堂教學，讓學生更有效能的把課堂上老師所教的課程學會。狹義

的「翻轉」，則是指教師將自己的課堂上的教學拍攝下來或透過各種儲存方式，放置

在雲端，或是以其他方式讓學生可以在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一種方式，也由於網路

及資訊科技發達，這讓學習有了不一樣的可能性出現，讓教學和學習有所改變，也讓

教學與學習無遠弗屆。其目的在轉動了教學的時間與空間，也「翻轉」被動的學習環

境。 

二、學思達 (自學、思考、表達) 教學法 

這幾年來，臺灣有著一股由教師醞釀的自我改革，鼓勵學生「自學、思考、表達」

的創新教學風潮，這股由教師們自發的教學法來自目前最流行的「翻轉教育」模式。

是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張輝誠老師，經過 6 年實驗而發展出的一套教學法叫「學思達教

學法」，他為了改變了一般傳統的教師主導教學、學生被動吸收的學習型態。而變成

臺灣教育創新的先機，這方法訓練學生「自學」、「思考」、「表達」等能力，最終能夠

成材、能夠為人類社會有所貢獻(張輝誠，2015)。使老師由知識的教導者轉型為學習

的引導者，把學習的主導權還給學生，解決了學生缺乏學習動機、程度好的學生無聊，

程度差的學生不懂難題，讓學生更有興趣、更投入學習(張輝誠，2015)。 

簡單的來說張輝誠老師的「學思達教學法」的觀念有2個：  

(一) 讓學生成為主角，將學習過程中的學習設為首要目標，唯有學生自主、思考、體

驗與討論的學習，才能把從學習中逃走的學生重新拉回到快樂的學習世界(張輝

誠, 2013)。 

(二) 好奇心和思考，這才是真正學生學習的最佳動力：有別於傳統教師霸佔講台講述

課程，也要製作以問題為主軸的講義讓台下的學生激起好奇心因而與同儕做討論、

思考，訓練思辨與表達能力(張輝誠, 2013)。 

三、什麼是設計專題教學法 

「設計專題教學法」，也可叫單元教學法，就是構想、創設一種問題的情景，能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活動後學生能獲得解決一個實現問題的完整經驗。所以是一種

有確定的目的；有指導前進的計畫；有為實現目的，激勵求知的學習方式。進行這種

教學活動之時，一定要先設立一個實際的問題，然後由學生去擬定學習計畫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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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運用有關的具體材料，從實際活動當中去完成解決問題。因此，整個的設計專題

教學法可根據楊漢麟（2005）所提的，在設計教學的過程中因具有下列 6 個特點(一) 

有目的的活動；(二)有計劃的活動；(三)在實際的情況中進行；(四)手腦並用；(五)完

整的過程；(六)自發的過程。 

參、結果與討論 

本次研究對象是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大四設計專題製作課上

的學生，調查發出 46 份前側「傳統教學」和後側「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問卷，但有

效問卷回收 37 份，回收率 80.43%。針對設計科系的學生是否願意嘗試多元、新穎的教

育思維？調查顯示: 81.1% (30/37)的學生表示運用新穎的教學，自己的學習興趣有所提

升也願意嘗試其他的學習方法。在設計科系的學生是否認同「問題導向學習」中強調的

「學思達」？72.97% (27/37) 的學生表示會，學習成效確實會受到同儕與老師間互動影

響大於「傳統教學法」。在設計科系的學生接受「問題導向學習」加上「學思達」教學

策略實驗後，自我學習態度能否造成影響？86.49% (32/37) 的學生表示會，因為上課要

分享所以會更加主動與認真。在學習成就能否有效提升？89.19% (33/37) 的學生表示會，

因為同儕競爭與互動導致有更多想法也因此提升個人成就。 

研究在更深入的看在傳統教學法上通過單向 ANOVA 總體研究假設沒被接受

(F(1,34) =5.738,p=.022*)確定組之間在統計學上確定有顯著差異，沒被接受。使用 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表平均得分 (M=2.65,SD=.266)沒有顯著差異。在 H1A 學習態度

(F(1,34)=.287,p =.596) 確 定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Scheffe 測 試 之 後 比 較 平 均 得 分

(M=3.18,SD=.427)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A2a 同儕關係(F(1,34)=2.605,p=.116)確定沒有顯

著差異。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平均得分(M=1.75,SD=.386)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A2b 課

業壓力(F(1,34)=2.837,p=.101)確定沒有顯著差異。Scheffe 測試的事後比較平均得分

(M=2.72,SD=.586)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A2c 參與意圖(F(1,34)=.053,p=.819)確定沒有顯

著差異。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平均得分(M=2.57,SD=.619)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3A 學

習成效 (F(1,34) =2.684,p=.111)確定沒有顯著差異。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平均得分

(M=3.03,SD =.649)也沒有顯著差異。 

在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上通過單向 ANOVA 總體研究假設被接受

(F(1,35)=.033,p=.858)確定組之間在統計學上沒有顯著差。使用 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表

平均得分(M=2.39,SD=.311)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1B 學習態度(F(1,35)=3.184,p=.083)確

定沒有顯著差異。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平均得分(M=2.66,SD=.339)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B2a 同儕關係(F(1,35)=.464,p=.500)確定沒有顯著差異。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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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0,SD=.513)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B2b 課業壓力(F(1,35)=.000,p=.986)確定沒有顯

著差異。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平均得分(M=2.42,SD=.487)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B2c 參

與意圖 (F(1,35)=1.141,p=.293)確定沒有顯著差異。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平均得分

(M=2.32,SD=.488)也沒有顯著差異。在 H3B 學習成效(F(1,35)=5.970,p=.020*)確定有顯

著差異，沒被接受。Scheffe 測試之後比較平均得分(M=2.42,SD=.434)沒有顯著差異。在

H4 傳 統 教 學 法 與 問 題 導 向 學 思 達 教 學 法 學 習 成 就 上 通 過 單 向 ANOVA 

(F(1,35)=.4.156,p=.049*)確定有顯著差，研究假設沒被接受。使用配對樣本 T 測試事後

比較之間存在顯著的平均差異(t= 3.543,p<0.01**)。 

表 4 傳統教學法與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比較 
 傳統教學法 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 

 有效

樣本 
平均

數 
標準

差 
F 檢

定 
顯著

性 
有效

樣本 
平均

數 
標準

差 
F 檢

定 
顯著

性 

H1A/H1B
學習態度 

36 3.18 .127 .287 .596 37 2.66 .339 3.184 .083 

HA/HB2a
同儕關係 

36 1.75 .386 2.605 .116 37 2.10 .513 .464 .500 

HA/HB2b 
課業壓力 

36 2.72 .586 2.837 .101 37 2.42 .487 .000 .985 

HA/HB2c 
參與意圖 

36 2.57 .619 .053 .819 37 2.32 .488 1.141 .293 

H3A/H3B 
學習成效 

36 3.03 .649 2.684 .111 37 2.42 .434 5.970 .020* 

總體 36 2.65 .266 5.738 .022* 37 2.39 .311 .033 .858 
傳統教學法與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學習成就 

有效樣本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36 2.52 .190 4.156 .049* 

附註：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翻轉無所不在，翻轉教育的目的在於激發學生興趣、提供知識挑戰，及培養解決

問題的能力，給予學生們可帶得走的知識與能力。在學習過成中所獲得知識就是思考

歷程；「知道」什麼並不是最重要，而是如何將所知「表現、做出來」才是真正的關

鍵。在 H1「傳統教學法」總體上有顯著差異，因此假設沒有被接受。以本研究的結

果顯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同儕關係和參與意圖。原因並不難猜測，在臺灣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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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教育」裡，一般都只有注重和在意個人的表現(AKA 考試成績)。而不像西方較注重

在互動/社交上，也因此同儕關係自然會比較差，也導致學生們都被動的參與，因為學

生只在乎考試(什麼會考)與個人表現。 

透過問卷調查，我們發現其實許多的學生都願意接受多元、新穎的教育思維，願

意嘗試「翻轉教育」，並且意識到「翻轉」中的討論與分享有助於自己未來進入職場

和人之間的溝通及交流。不過這都還要看學生自己的態度，如果學生學習動機與態度

不佳的話，教育制度再完善，也是沒有效果的。在 H1B「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總

體上並沒有顯著差異，被接受。但在 H3B 學習成效上是有顯著差異，沒有被接受。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此方法只使用了一個學期學生可能還沒有完全接受和理解，加上和

一般「傳統的教學方法」考試不一樣。再此方法中沒有一個可背的東西、也沒有考試，

評量方式比較開放，學生不一定馬上看的到成績，也因為沒看到成績導致感覺不到具

體的成效丶但成績不應該等於是成效吧！ 

然而，翻轉的目的就是找回學習的本質，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將學習主權還給

學生，進而能達到老師因材施教，學生自主學習的教育理想，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在 H4「傳統教學法」和「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兩者之間的比較，總體上是有顯

著的差異，本研究得知現代的學生很顯然的是願意嘗試新的學習方法，只是可能需要

多花一點時間習慣，目前只運用在一個學期可能是無法完全融入最大的原因。學生大

多認為「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比「傳統教學法」有更多的自由度，可學到更多知

識，評量方式多元化，最重要的是社交能力也增強了。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依據本研究發現的結果與研究過程，以研究橫切面與縱切面角度提出一些相關建

議，以供未來其他相關研究者或相關教育單位參考。 

(一)「問題導向學思達教學法」對學生之學習確實有成效，但本實驗僅使用了一個

學期，若能長時間使用，再來分析學生學習的成果，應該在推展上會更具說服

力。希望能抛磚引玉，引發更好的想法與作法。共同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努力。 

(二) 雖然本研究採行量化研究法，但可能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至其他臺灣大專院

校，是本研究最大限制，若未來研究者或許可考慮嘗試在不同的大專院校看看，

以增加研究可推論範圍之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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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vio 形成性評量對師資生自我監控促進學習之影響 
-以教學原理為例 

劉唯玉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摘要 

研究者任教於師資培育大學之師資培育學系與國小教育學程，長期開設「教學原理」

課程，本門課為必修課，並且是教師檢定考試必考科目。為在本門課實施形成性評量並

達到立即回饋之效，研究者使用具即時反饋系特色之 Zuvio 網站平台實施形成性評量，

並在教學模式上運用 Nicol and Macfarlane-Dick (2006) 提出之促進自主學習之良好回饋

實踐的七個原則，探討大學教授在教學原理課程使用 Zuvio 形成性評量，是否有助於師

資生之自我監控促進學習。本研究以研究者 106 學年度教學原理授課之二個國小教育學

程班級 72 位師資生為研究參與人，全學期使用 Zuvio 共實施十次形成性評量，並分別

在期中考週和期末考週請師資生回答「促進自主學習之良好回饋問巻」和開放性問題。

研究者搜集並分析上述資料，並進行描述性資料統計與文字質性資料分析。研究發現

Zuvio 進行形成性評量及時回饋系統，搭配運用 Nicol and Macfarlane-Dick (2006)提出之

促進自主學習之良好回饋實踐的七個原則，能幫助師資生澄清什麼是好的學習表現；促

進師資生反思自己的學習策略；提供師資生高品質的學習訊息；鼓勵師資生和教師圍繞

學習進行對話；鼓勵師資生的正向動機信念和自尊；提供師資生彌補現有和期望表現差

距的機會，並能省思自己學習策略的優缺點。 

 

關鍵詞：Zuvio、形成性評量、自我監控、師資生、教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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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Zuvio Formative Assessment on Self-Monitoring and 
Promoting Learning of Preservice Teachers-  

the case of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Wei-Yu Liu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searcher is the faculty of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teaches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course for a long time.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and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teach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formative assessments and achieve immediate feedback in this course, the 

researcher implemented the Zuvio website platform and used seven principles of good 

feedback practices advocated by Nicol and Macfarlane-Dick (2006) to help preservice teachers 

to self-monitor and promote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whether university 

professors use Zuvio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the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course would 

promote preservice teachers to self-monitor and promote learning.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72 preservice students of the Elementary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taught 

by the researcher in 2017. Through the whole semester, Zuvio was used to implement ten 

formative assessments, and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were ask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 of 

Promoting good feedback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form Zuvio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one 

open question were respectively taken in the mid-term and final exams. The researcher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above data and conducted descriptive data statistics and textual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Zuvio’s formative assessment with timely 

feedback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seven principles of good feedback practice promoted by 

Nicol and Macfarlane-Dick (2006) can promote preservice teachers to clarify what is good 

learning performance; promote preservice teachers reflect on their own learning strategies; 

provide high-quality learning messag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encourage teachers and 

teachers to conduct dialogues around learning; encourage positive motivation and self-esteem 

for teachers;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to make up  existing and expected 

performance gaps; and think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ir own learning 

strategies. 
 

Keywords: Zuvio, Formative assessment, Self-monitoring, Preservice teachers,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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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目的 

形成性評量之主要目的，是在教學歷程中提供持續不斷的回饋訊息，讓學生的思考

與學習歷程，藉由各種評量方式「顯現」(visible)或透明化，協助學生了解自我的長處及

需要改進的地方，提高其學習動機與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教師也可以根據回饋，檢視

並機動調整教學。形成性評量主要是協助教師與學生監控學習進展、提昇與改進教學與

學習。它強調持續的歷程，具診斷性與探索性，是評鑑過去與目前，做為規畫未來發展

的指引（張麗麗，2002）。 

在高等教育中，形成性評量和回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由教師控制並且是教師

的責任；並且回饋通常仍然被概念化為傳輸過程，儘管一些有影響力的研究人員最近挑

戰了這個觀點(Sadler, 1998；Boud, 2000；Yorke, 2003)。這個傳輸觀點在應用至形成性評

量和回饋時有幾個問題。首先，如果形成性評量完全掌握在教師手中，那麼學生如何被

賦權以培養他們在大學以及整個生命過程所需的自我調節技能(Boud, 2000)。 

其次，當教師向學生傳遞回饋信息時，假設這些訊息可以被輕鬆解碼並轉化為行動。

然而，有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回饋訊息總是很複雜，難以辨認，而且學生需要通過討論

等積極建構對它們理解的機會，然後才可以用來調節表現行為 (Ivanic, Clark, & 

Rimmershaw, 2000；Higgins, Hartley, & Skelton, 2001)。 

第三，將回饋視為僅涉及轉移的認知過程的訊息，忽略了回饋與動機和信念相互作

用的方式。研究表明，回饋既調節，又受到激勵信念的調節。外部回饋已經被證明會影

響學生對自己的感受（積極的或消極的），以及他們學習的方式(Dweck, 1999)。 研究也

顯示(Garcia, 1995)，信念可以調節回饋信息的影響（例如，對自我效能的看法可能通過

重新解釋原因來維持失敗）。 

第四，由於這種回饋的傳遞觀點，高等教育的教師隨著學生人數和班級規模逐年增

加，工作量也變大。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重新審視回饋的本質，誰來提供（例

如：老師、同伴、自己）回饋，以及回饋支持學習過程的有效性(Nicol and Macfarlane-

Dick, 2006)。 

Nicol and Macfarlane-Dick (2006)提出，促進自主學習之良好回饋實踐的七個原則如

下：(一)幫助澄清什麼是好的表現（目標，標準，預期的標準）；(二)促進反思自我學習

的發展；(三)向學生提供關於高品質學習的訊息；(四)鼓勵教師和同學圍繞學習進行對

話；(五)鼓勵正向的動機信念和自尊；(六)提供彌補現有和期望表現差距的機會；(七)教

師提供可用於幫助塑造教學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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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任教於師資培育大學之師資培育學系與國小教育學程，長期開設「教學原理」

課程，本門課為必修課，並且是教師檢定考試必考科目。為在本門課實施形成性評量並

達到立即回饋之效，研究者使用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Zuvio IRS)進行評量。Zuvio 網站

平台有四大特色，包括課前出題、點名簽到、課中互動和課後追蹤。Zuvio 支援教師課

前出題，教師可依自己課程的需求，設計並在網站平台輸入選擇題或問答題，並設定學

生匿名作答。學生在課堂中答題後可立即得知自己的分數，以及答對和答錯的題目。教

師透過網站平台，可立即得知全班學生評量結果，包括全班同學的成績分布，以及各題

答對和答錯的人數和作答人名。 

本研究擬使用 Zuvio 網站平台之形成性評量即時反饋系特色，並在教學模式上運用

Nicol and Macfarlane-Dick (2006)提出之促進自主學習之良好回饋實踐的七個原則，探討

大學教授在教學原理課程使用 Zuvio 形成性評量，是否有助於師資生之自我監控並促進

學習，此為本研究目的。 

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研究者 106 學年度教學原理授課之二個國小教育學程班級 72 位師資生為

研究對象。研究者使用 Zuvio 實施形成性評量三次後，正逢期中考週，請師資生回答表

1 內 1-7 題問題和 1 題問答題如：「請提供能達成上述任何一題題意的具體建設性建議」。

研究者使用 Zuvio 實施形成性評量十次後，正逢期末考週，72 位師資生回答表 1 內 1-6

題問題和同上問答題。研究資料如下： 

106_1_AB_0_姓 代表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學程 AB 班／期中回饋/師資生； 

106_1_AB_1_姓 代表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學程 AB 班／期末回饋/師資生； 

106_1_AA_0_姓 代表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學程 AA 班／期中回饋/師資生； 

106_1_AA_1_姓 代表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學程 AA 班／期未回饋/師資生。 

根據本研究目的，研究者搜集並分析上述資料，進行描述性資料統計與文字質性資

料分析。 

參、 教學模式 

為使形成性評量能促進師資生自我監控並促進他們的學習，研究者以 Zuvio 進行形

成性評量及時回饋系統，同時搭配運用 Nicol and Macfarlane-Dick (2006) 提出之促進自

主學習之良好回饋實踐的七個原則。說明如下：為達到回饋實踐的第一個原則，幫助澄

清什麼是好的表現（目標，標準，預期的標準）。研究者以 Zuvio 網站平台立即回饋形

成性評量成績以及師資生個人答對和答錯題目以及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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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回饋實踐的第二個原則，促進反思自我學習的發展。研究者請師資生反思自

己學習策略的優缺點，如何做才能幫助自己懂得、學會。 

為達到回饋實踐的第三個原則，向學生提供關於高品質學習的訊息。研究者在期中

考後請形成性評量考得好的師資生分享其讀書方法。 

為達到回饋實踐的第四個原則，鼓勵教師和同學圍繞學習進行對話。研究者在期中

考後請形成性評量考得好的師資生分享其讀書方法，並與形成性評量成績不理想的同學

個別討論其讀書情形和讀書方法。 

為達到回饋實踐的第五個原則，鼓勵正向的動機信念和自尊。研究者讚美努力和課

前預習、上課認真聽講之策略行為，並且聚焦在學習目標的回饋。 

為達到回饋實踐的第六個原則，提供彌補現有和期望表現差距的機會。研究者提供

閱讀參考書目的加分機制。 

為達到回饋實踐的第七個原則，教師提供可用於幫助塑造教學的訊息。研究者請師

資生在教學前與教學後提出的一分鐘問題，例如課堂中的重要論點為何？課堂中一直浮

現在你腦中的最重要問題是什麼？ 

肆、 師資生自我監控促進學習情形 

表 1 為描述性資料統計結果。由表 1 得知，本研究使用 Zuvio 進行形成性評量及時

回饋系統，搭配運用 Nicol and Macfarlane-Dick (2006) 提出之促進自主學習之良好回饋

實踐的七個原則，能幫助師資生澄清什麼是好的學習表現；促進師資生反思自己的學習

策略；提供師資生高品質的學習訊息；鼓勵師資生和教師圍繞學習進行對話；鼓勵師資

生正向的動機信念和自尊；提供師資生彌補現有和期望表現差距的機會，並能省思自己

學習策略的優缺點。Zuvio 網站平台立即回饋師資生的形成性評量成績以及師資生個人

答對和答錯題目以及標準答案有助於師資生澄清什麼是好的學習表現： 

表 1 Zuvio 形成性評量對師資生自我監控促進學習之影響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1. zuvio 評量幫助我澄清

什麼是好的學習表現 
14 19 56 52 1 1 1 0 

2. zuvio 評量促進我反思

自己的學習策略 
12 23 59 47 1 2 0 0 

3. zuvio 評量提供我高品

質的學習訊息 
16 19 51 52 5 1 0 0 

4. zuvio 評量鼓勵我和教 15 12 50 58 7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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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師圍繞學習進行對話 
5. zuvio 評量鼓勵我正向

的動機信念和自尊 
15 17 54 55 3 0 0 0 

6. zuvio評量提供我彌補現

有和期望表現差距的機會 
12 18 58 51 2 2 0 1 

7. 我使用 Zuvio 的評量結

果回饋省思自己學習策略

的優缺點 

13  57  2  0  

進一步分析師資生提供能達成上述任何一題題意的具體建設性建議，發現如下： 

一、Zuvio 網站平台立即回饋師資生的形成性評量成績以及師資生個人答對和答錯題

目以及標準答案有助於師資生澄清什麼是好的學習表現。 

可以立即得到當週題目的答案回饋，這點可以讓我知道當週的學習成效，這點我

覺得蠻好的！（106_1_AA_0_蘇） 

能夠回頭查看作答紀錄，看見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強，並能夠警惕我要回去預

習內容。（106_1_AA_1_古） 

二、每個人分享自己的學習方式，或增設相互鼓勵平台能促使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策

略。 

為促使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策略是否得當或有效率，可增設每人發表自己的學習

方式以互相學習，或增加互相鼓勵的平台。（106_1_AB_1_李） 

三、事前預習老師上課 PPT 能促進高品質的學習。 

關於高品質的學習訊息，課堂上只有使用 Zuvio 來做教學回饋的部分，收到學習

訊息的部分我認為沒有那麽多。（106_1_AB_0_王） 

我希望老師的 PPT 能在固定時間傳給我們，讓我們預習。（106_1_AA_0_盧） 

四、此外發現，利用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學生答錯的題目更能達到鼓勵師資生和教師圍

繞學習進行對話。 

希望老師可以針對形成性評量錯誤的題目說明。（106_1_AB_0_張） 

希望老師能提供檢討每次小考的題目的發問時間。（106_1_AB_0_陳） 

有檢討的機會跟時間讓我們了解錯在哪裡。（106_1_AB_0_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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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資生可以透過 Zuvio 形成性評量成績的成長曲線和老師鼓勵的話提昇正向的

動機信念和自尊。 

能鼓勵我正向的動機信念和自尊。如果能有這次考試與前幾次考試的成長曲線做

比較，讓我們比較能夠了解自己哪單元比較不足。（106_1_AB_1_陳） 

關於第五題的感受比較微弱，雖然可以透過考試成績的高低分，感受到正向動機，

若要有更強烈的感受的話，老師的部分可以給一些小鼓勵的話語。謝謝。（106-

_1_AA_1_張） 

六、師資生能透過自己答錯的題目，翻課本澄清相關概念，下次複習時加深印象來彌

補現有和期望表現差距。 

能夠有歷史紀錄，紀錄曾經答錯的題目。（106_1_AB_0_黃） 

知道正確答案之後我會針對自己錯誤的部份回去翻課本找概念把錯的地方在課

本標記，下次複習時能加深印象。（106_1_AB_0_王） 

伍、 回饋與反思 

反思我的教學過程，發現 Zuvio 形成性評量立即回饋成績、答對錯題目以及標準答

案有助師資生澄清什麼是好的學習表現。但形成性評量若希望師資生自我監控促進學習

還需要相關教學策略配合。例如：同學分享讀書方法有助師資生反思自己的學習策略、

促進高品質的學習和師生圍繞學習進行對話；師資生事前預習老師上課 PPT 和課本練

習題能促進高品質的學習；教師利用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學生答錯的題目能鼓勵師生圍繞

學習進行對話；Zuvio 形成性評量成績的成長曲線和老師鼓勵的話能提升師資生正向的

動機信念和自尊；老師的讚美和鼓勵能提升正向的動機信念和自尊；師資生能透過自己

答錯的題目，翻課本澄清相關概念，下次複習時加深印象以及寫參考書目閱讀心得加分

來彌補現有和期望表現差距。教學前與教學後提出的一分鐘問題能幫助塑造教學的訊息。 

從 106 學年度至今，我持續使用 Zuvio 形成性評量，隔週即在課堂開始上課時講解

學生上週答錯的題目；常常提醒他們上課前要預習；讚美學習成績好的同學，也會私下

鼓勵關心成績不理想同學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困難之處；當週批改同學的參考書目閱讀心

得，隔週發回。未來還需加強鼓勵同學分享個人讀書方法，並以身作則進行素養導向教

學，將在教學歷程中，不斷地交錯與接續「情境、思考、學習方法或策略使用、行動或

反思」等要素。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56 
 

陸、 結論與建議 

Zuvio 形成性評量搭配促進自主學習良好回饋實踐七個原則的教學策略，有助於師

資生自我監控促進學習。建議師資培育者依據師資生特質，參考研究者之回饋與反思內

容，邁向素養導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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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設計與實踐 
張金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摘要 
    在華語文教學系所中，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是師資生的

重要課程之一。劉曉雨（1999）、張和生（2006）都提到華語文教學實習的重要，並認

為唯有透過實際教學，才能展現所學。但目前少有針對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設計與實施

進行較深入的探究。本研究以反思為主線，目的在使華語文教學師資生運用所學於華語

文教學現場。研究參與者為修習研究者所教授「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之華語文教學碩

士班研究生 16 位，真實教學之外籍學生來源為就讀於北區某大學之外籍人士，年齡在

18 歲以上，共計 61 名。研究者為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採取行動研究法，以 Wallace 

(1991)的外語教師「反思性師培模型」為基礎，以 18 週教學時間來設計與實施課程。師

資生透過不斷「練習、反思」循環以獲得華語文教學專業知能。研究工具分為質性資料

與量化資料，前者包括學生資料表、課後作業、教案、教學回饋單、期末心得報告等；

後者則是師資生教學能力增進程度評量表。研究結果有二：一是具體建立反思性華語文

教學實習課程模式。二是華語文教學師資生在參與此課程後，教學知能—特別是在教學

計畫能力與教學技巧兩方面，有顯著的提升。具體的研究結果可供華語文教學系所開設

此類課程之參考。 

 

關鍵詞：華語師資培育、華語教學實習、反思性師培模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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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Reflective TCSL Practicum Course 
Ching-Lan Cha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reflection and aims to enable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 teachers to 

apply to the teaching site.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16 graduate students of TCSL Master's 

Program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um Course. The foreign students were 

studying at a university in the North District. A total of 61 peopl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at the teaching site, the researcher adopted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based on the "Reflexive 

Teacher Training Model" (Wallace, 1991), and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course with 18 

weeks of teaching time. Student teachers continued to "practice and reflect" to obtain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tools were divided into qualitative data and 

quantitative data. There were two results: Firs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flectiv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um course. Secon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urse, the student 

teachers could demonstrate their knowledge—especially in terms of teaching planning skills 

and teaching skills. The specific results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the courses off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TCSL. 

 

Keywords: TCSL teacher training, TCSL practicum course, Reflective teacher training    

          model,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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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華語文教學系所中，「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是讓華語文教學師資生 1從理論通

往實踐的橋樑，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課程之一。此課程目標應該在於使理論透過實踐充

分展現，並使師資生瞭解真實的教學現場。研究者除了曾經擔任多年第一線的華語文教

師之外，還參與國內外華語文師資培育工作，深知華語文教學知能對於師資生的重要性，

但當前華語文教學系所對於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並未有共同的規範，且學界對於此類以

實務為主的華語文教學相關課程少有具體研究成果展現。研究者擔任「華語文教學實習」

課程授課教師已有多年經驗，在此過程中不斷思索如何能夠發揮此課程最大的效益。因

此，本研究嘗試對於「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進行新的探索，希望結合理論與實務，使

華語文教學師資生透過不斷練習與反思的實作歷程與真實教學，充分運用所學於教學現

場。研究目的有二：一是進行反思性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設計與實施，二是瞭解師資生

參與此課程的教學知能發展情形。有鑒於華語文教學實務課程相關研究較少呈現出具體

的課堂教學研究成果，包括課程內涵、設計理念、架構、實施策略等問題，本研究將從

統整歸納華語文教學實務課程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著手，並以之為基礎，具體運用於「華

語文教學實習」課程中，以展現教與學的具體面貌。 

貳、文獻探討 

一、國內外相關理論依據 

    首先，在師資培育時，學者常以 Dewey (1933)的反思性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為

基礎，指的是針對一個問題反覆不斷地思考，是針對一種信念或是假設性的知識，依

據其支持的理由所得出的結論進行積極、持續、縝密的思考。學習者可以透過反思性

思維來瞭解、控制與評估自己的學習。Wallace (1991)據此更清楚描繪出外語教師專業

教育發展反思練習模型，簡稱為「反思性師培模型」，如圖 1。 

 

 

 

 
 

 

圖 1 反思性師培模型 

                                                      
1
 本研究的「師資生」指的是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可開始進行教學實習之研究生，非師培中心之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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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靠練習來發展其「行動所得的知識(knowledge-by-action)」，再與「觀察所

得的知識(knowledge-by-observation)」相互對照。重要的是藉由不斷的「練習、反思」

循環過程才能將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轉化為專業能力。有關師資培育的研究，如

Verma and Sheu(2002)認為師資培育不僅關注在課堂教學（包括教與學的技巧），也

應聚焦於師生間交互的影響，亦即師資培育的重心不只是教學與教學成效，更要關注

學生的理解與認知。在實習課程安排方面，謝寶梅（2002）將實習分為在大學教室內

的活動與在實習教育機構的活動。前者包括微型教學(micro-teaching)、模擬情境

(simulation)的討論教學、教學錄影觀察等；後者則包括參觀、觀察、試教等。 

其次，在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育方面，李泉（2009）提到對外漢語教學理念的問題，

應採取知識和方法並重的教學實施理念，教授知識和理論要考慮實用性問題。馮麗萍

（2009）認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課程內容應以培養教學能力為核心，突出其應用

特色。劉曉雨（1999）、張和生（2006）都提到華語文教學實習的重要，他們認為唯

有透過實地教學，才能把學到的教學理論與方法展現出來。此外，臺灣大專校院華語

文教學系所多開有華語文教學實習相關課程，如「華語文教學實務」、「華語文教學實

習」等課程，列入核心課程（必修），且學分數為 2-3 學分（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

足見「華語文教學實習」相關科目為華語文師資培育重要項目，但卻少見關於此課程

的深入研究。李戎峴（2013）分析了國內 12 所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後發現，實習課程

僅佔 3%。由以上文獻發現，雖然修業規定必須進行教學實習，但華語文教學實習課

所佔比例略低，實在無法確保師資生在進入教學現場時有足夠的教學知能。 

二、國內外相關實證研究情形 

目前一般的教學實習課程相關的實證研究，如 Van Den Boom, Paas and Van 

Merriënboer (2007)發現結合師資生反思與同儕回饋，對於師資生的學習有所助益。在

華語文教學實習方面，廖宜瑤、林芝如與吳俞萱（2009）以量化分析的方式探討華語

文教學師資生實習時所面臨的問題，結果顯示學生發音、備課壓力為最大的挫折。宋

如瑜（2011，2014）分別針對華語文測驗與評量、華語文教學導論等兩門課程進行行

動研究，透過對於培訓模式的反思，修正課程設計以做為未來改善的依據。以上研究

少見對於「華語文教學實習」的課程設計與實施進行深入探討者。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於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的模式尚未完整呈現，因此本研究以

「反思性師培模型」為主要理論架構，設計並實施「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在課程

中提供華語文教學師資生真實教學的場域，由授課教師教學示範與評鑑、同儕觀課與

互評、自評等方式，使師資生在不斷地練習與反思中提升教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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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為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由研究者擔任「華語文教學實習」

課程授課教師。以下分別就研究參與者、研究工具、實施程序等逐一說明。 

本研究之「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為北區某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班二年級必修課程，

共三學分。採取立意取樣，研究參與者為修習研究者所教授之「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

之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共 16 位，即本研究之「師資生」。真實教學課堂中的外籍學生來源

為就讀於北區大學之外籍人士，年齡在 18 歲以上，共計 61 名。由研究者指導師資生進

行宣傳、招生與分班測驗後，分別在四個程度的班級 2參與教學實驗。 

為了解「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實施與師資生教學知能的發展情況，研究工具分為

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質性資料編碼與說明如下表 1，量化資料為師資生教學能力增進

程度評量表，用以調查師資生在八週真實教學後自評教學能力增進情形況。將於研究結

果處詳述。 
表 1 質性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名稱 資料編碼 說明 

學生資料表 資料-A1 表示師資生 A13的學生資料表。 

課後作業 作業 1-A1 表示師資生 A1 第一次作業，共計 3 次。第二次為「作

業 2-A1」，以下類推。 

教案 
教案 W1 -A 表示第一週 A 組師資生所撰寫之教案。 

教案（修）W1-A 表示第一週教師給予 A 組回饋並修正後之教案。 

教學回饋單 

自評 W1-A1 表示第一週上台教學的師資生 A1 自評。 

互評 W1-A2 to A1 
表示第一週未上台教學的師資生 A2 對於上台教學的 

師資生 A1 進行同儕互評。 

師評 W1-A1 表示教師針對第一週上台的師資生 A1 進行評鑑。 

期末心得報告 心得-A1 表示師資生 A1 的期末實習成果心得報告。 

本研究之以 Wallace (1991)的「反思性師培模型」（見圖 1）為基礎，以 18 週教學

時間來設計與實施課程。師資生要獲得專業的教學知能需包括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相互

印證，藉由不斷地「練習、反思」循環過程將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轉化為專業能力。專

業知能的形成、運用與反思在課程的前期、中期與後期形成一個大循環，在各單元的教

學過程中亦有專業知能的形成、運用與反思的小循環。課程內容與說明如下表 2。 

                                                      
2 依據 CEFR（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語言能力分級之三等六級，1 班約為 A1 程度，2 班約為 B1 程

度，3 班約為 B2 程度，4 班約為 C1 程度，外籍學生人數分別為：21 位、17 位、15 位、9 位。目的在

使師資生能夠在八週密集的真實教學中瞭解並體驗不同程度的華語文教學實際情況。 
3 師資生分為 A、B、C、D 四組，每組四位師資生依序編號，如 A 組編號為 A1、A2、A3、A4，以下

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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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內容 

週別 課程內容 說明 分期 

1 課程說明與實習分組  

 
 
前期： 
教學 
知能 
形成 
階段 

 
 
↓ 

 
 
 
 
中期： 
教學 
知能 
運用 
階段 

 
 
↓ 

 
 
後期： 
教學 
知能 
反思 
階段 

2 知識建構：課程設計與教案編寫 知識建構：由教師(研究者)講授並帶領師

資生討論，每次課後師資生必須完成教師

指定的作業，並於下次上課時討論。包括

課程設計與教案編寫、教學案例研討、教

學示範等三大主題。 

3 知識建構：教學案例研討 

4 知識建構：教學示範 

5 教學觀摩：影片觀課 教學觀摩：為使師資生瞭解真實的教學現

場，在八週真實教學前先進行教學觀摩，

包括影片觀課與現場觀課兩種方式。前者

請師資生於課前觀看，並針對影片寫出觀

課心得，須包括教學目標、教學設計、教

學方法、教學評量等；後者安排入班現場

觀課。兩者在觀課後均進行研討。 

6 外籍生分班測驗 

7 教學觀摩：現場觀課 1 

8 教學觀摩：現場觀課 2 

9 師資生教學週：外籍生上課 1 師資生教學週：此階段為期八週，分為教

學準備、課堂教學與反思兩部分。(1)教學

準備：課程規劃、教材設計、教案撰寫，

以上資料於教學前必須完成並上傳教學

平台（教學前五天），由授課教師（即研究

者）批閱並提供意見上傳（教學前三天），

師資生修正後再次上傳（教學前一天）。除

教材、教案外，尚需備妥學習單、教具以

供教學時使用。(2)課堂教學與反思：本課

程為每週 3 小時，主要流程為：教學、觀

課、教學研討。前兩個小時為教學、觀課，

由 A、B、C、D 四組師資生同時輪流上台

教學，外籍華語學習者亦按照程度分為 1、
2、3、4 等四個班級。此時授課教師依據

排定時間入班觀課，未上台者進行同儕觀

課並撰寫互評表與錄影，上台教學者於課

後撰寫自評表。第三個小時教師與全體師

資生共同進行研討。 

10 師資生教學週：外籍生上課 2 

11 師資生教學週：外籍生上課 3 

12 師資生教學週：外籍生上課 4 

13 師資生教學週：外籍生上課 5 

14 師資生教學週：外籍生上課 6 

15 師資生教學週：外籍生上課 7  

16 師資生教學週：外籍生上課 8 

17 模擬面試  
八週真實教學結束後，師資生需撰寫期末

心得報告並上台分享與討論，總結參與

「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的心得與反思。 
18 期末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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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師資生參與課程前 

在參與本課程前，師資生多數無相關知識與經驗，如「上實習課的時候，我非常

焦慮，對編寫教材到如何寫教案都一無所知（心得-A3）」、「雖然在碩士班學習了華語

教學相關的基礎知識，卻都沒有機會能夠實際運用（心得-D3）」等。有些師資生有教

學經驗，但以非華語文教學經驗居多或少有團體班或成人教學經驗，如「在國小先後

擔任實習教師和代理教師（心得-A1）」，擔任過一對一的中文輔導（心得-B2、心得-

D3）等。 

師資生對於課程的期待多集中於獲得教學經驗，以及將理論付諸實踐等，如期待

自己可以實踐所學的內容到課堂中（心得-11）」、「上了研究所後，由於我所選的課偏

向語言本體、理論的課居多，因此這學期的實習課讓我非常期待，希望能將大學和研

究所所學的運用於教學（心得-A3）」等。此外，師資生也期待能提升教學知能，如「希

望可以學習更多教學的技巧、見識更多教學活動，避免自己一直原地踏步（心得-D3）」

等。劉曉雨（1999）、張和生（2006）都認為實習課程相當重要，唯有透過真實教學，

才能真正將理論運用出來，與師資生的期待相符合。 

二、師資生參與課程後 

師資生認為此課程真正能夠落實所學，如「透過寫教案的過程，把整個教學流程

和可能發生情況都設想過一遍（心得-B4）」。其次，師資生發現與真實教學現場之間

的落差，並瞭解各程度學生的真實反應，如「學生的反應與我們的想像不一樣（心得

-D3）」、「藉由實習課，更能深刻的觀察與體會到教學過程中的突發狀況和困難（心得

-C3）」等。對師資生來說，課程中的反思很重要，如「在實習課進行的過程中，印象

最深刻的部分應該就是常常『跟自己對話』吧!（心得-B3）」；也有的師資生透過錄影

來反思自己的表現（心得-A3），還有透過反思「深刻體會語速、引導方式、話題性和

時間掌握這幾個面向的重要性（心得-A4）」等，並認為「自己能逐漸掌握化理論為實

務的鑰匙！（心得-C2）」 

至於教學知能具體提升情形，首先是教學回饋單，在教學的前四週常常出現如「學

生語法 1 結束時，若能稍微歸納總結一下，比較不會有突然跳到語法 2 的感覺（互評

W2-A1 to A4）」、「學生說錯，教師未糾正（互評 W1-C4 to C1）」、「建議再多一點回饋

與鼓勵，給學生正面的肯定（互評 W1-A4 to A2）」、「語速請放慢一點（互評 W3-D3 

to D1）」等需要改進的地方；後四週則出現如「生詞引導的設計很好，能夠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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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一次學會相關詞彙（互評 W8-C2 to C3）」、「能提供語境，啟發學生思考，讓

學生自行問題，增加練習機會（互評 W6-C2 to C4）」、「能給學生較多說話練習的機

會，增加師生互動的機會（互評 W5-D3 to D2）」、「指令清楚、口齒清晰（互評 W5-

B4 to B2）」等正面意見。其次是師資生於期末填寫「教學能力增進程度評量表」，此

評量表分為教學計畫能力（題號 1-1 到 1-5）、教學法運用能力（題號 2-1 到 2-3）、教

學技巧（題號 3-1 到 3-4）、教學評量能力（題號 4-1 到 4-5）等四大項目，每個問題

按照增進程度由少到多以李克特五點量表（1、2、3、4、5 分）來呈現，用以了解師

資生在參與本課程後教學專業知能的增進情形，表 3 呈現各題目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3 師資生教學能力增進程度評量表 

項目 1 教學計畫 2教學方法運用 3 教學技巧 4 教學評量 

題號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4-5 

平均數 3.95 3.95 4.05 4.05 3.84 3.84 3.63 3.68 4.21 3.61 3.53 3.63 3.16 3.53 3.16 3.53 2.78 

標準差 0.71 .062 0.78 0.78 0.83 0.69 0.76 0.95 0.54 0.61 0.91 0.68 0.90 0.77 0.90 1.12 1.17 

由以上資料可看出增進程度平均數之前三名分布於「項目 1：教學計畫」（1-3、

1-4）與「項目 3：教學技巧」（3-1）。唯 4-5 為「能規劃並指導各種類型的作業，且能

以作業評鑑結果改進教學」增進程度平均數最低，原因在於此課程並未固定安排作業，

因此與其他項目相較之下增進程度較低。 

綜上所述，本研究具體建立以「反思性師培模型」為主的教學模式，透過教學知

能的形成、運用、反思等三個階段，使師資生在不斷「練習—反思」中提升專業教學

知能。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使師資生運用所學之教學知能於真實教學現場，所得研究結果

有二：一是具體建立以「練習—反思」為主之「反思師培模型」為理論架構的反思性華

語文教學實習課程。二是華語文教學師資生在參與此課程後，教學知能—特別是在教學

計畫能力與教學技巧兩方面有顯著的提升。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兩項建議：一是在教學方

面，許多研究參與者對於教案編寫與教學設計毫無概念，甚至缺乏相關教學經驗，未來

可進行華語文教學專業知能的前測與後測，並對照兩者以具體了解師資生教學專業知能

的發展情形。二是在研究方面，本文的研究資料多為師資生參與課程前後的質性資料。

未來在研究資料收集方面，建議可透過課堂錄影、更詳盡的逐字稿整理，將真實教學現

場的記錄重現與分析；或可徵求自願者接受訪談，以便深入了解師資生對於整個研究過

程的心得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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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反思為主要方式對「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進行探索，對於研究者與研究

參與者雙方來說，均是不斷成長的歷程。最大的特色在於並非僅僅是模擬教學，而是運

用真實教學，建立以反思為主的「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模式，並瞭解師資生教學知能

的發展情況，展現「華語文教學實習」課程的整體面貌。透過本研究，希望能有助於「華

語文教學實習」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以供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開設此課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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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靜心課程於教師的靈性發展與班級經營之應用 
林佑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評估瑜伽靜心課程對在職教師身、心、靈健康的影響，並探討瑜伽靜心

課程融入中小學場域的可行性。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研究對象為 106-107 學年

間 28 位修習「瑜伽與靈性發展」專題研究課之在職中小學教師。課程內容主要包含研

讀瑜伽典籍、學校瑜伽之實證性研究文獻，以及練習呼吸、靜心、冥想與體位法。研究

過程蒐集課堂討論記錄、學習單、每月瑜伽練習日誌以及融入中小學場域的瑜伽靜心教

學活動資料等，進行質性資料分析。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一、瑜伽靜心課程能使在職教

師感到身心舒適、平靜與喜悅，以及有較好的睡眠品質；在職教師能時時覺察自己的身

體、呼吸，控制心念的變化，與自己共處。二、約有 18 位在職教師能將設計出的瑜伽

靜心教學活動實際於中小學教學現場執行，從幼兒園到國中學生對瑜伽靜心教學活動的

接受度高，即使是特殊生也能參與其中，且學生於瑜伽靜心活動後變得比較沉穩與專注。 

 

關鍵詞：教師、學校瑜伽課程、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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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Yoga and Mindfulness Program on Teachers’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Class Management 

Yu-Chen L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yoga and mindfulness program on 

teachers’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health, an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school-based 

yoga program. This study used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and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28 in-

service teachers who took the “Yoga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course during the 106 and 

107 academic years. The course contents included studying the “Yoga Sutra” and research 

literature of school-based yoga program, and practicing breathing exercises, mindfulness, 

meditation and physical postures. The study process collected class records of discussion, the 

student documents, yoga practice diary, and school-based yoga teaching plans. The main study 

results are: (1). In-service teachers felt comfortable in body and mind, and experienced calm 

and joy, and had better sleeping quality after the yoga and mindfulness program. They learned 

to be aware of their bodies and breathing, to control the mind and to get along with themselves. 

(2). There were 18 out of 28 in-service teachers who could bring the yoga and mindfulness 

program into their classroom. The yoga and mindfulness program was well accepted by 

students from kindergarten to junior high school, even those with special needs. Students 

demonstrated more calm and concentration after yoga and mindfulness practice. 

  

Keywords: Mindfulness, School-based yoga program,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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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許多中小學教室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爭吵、紛擾或行為問題。親子天下雜誌

抽取 635 位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所進行的「情緒力大調查」發現，近九成六輔導教師認

為學生有情緒管理問題，一般學生主要是「缺乏挫折忍受力」，輔導個案則以「衝動易

怒」為首（蘇岱崙、方翊涵，2014）。教師一方面要進行班級秩序的管理與學生輔導，

一方面還要兼顧學生的學習進度與課業成績，更遑論其他來自家長、學校行政方面的要

求。若無適當的調適方式與支持系統，這些長期累積的壓力和焦慮容易讓教師產生工作

倦怠，而且負向情緒可能會傳染給學生，形成一種惡性循環(Oberle & Schonert-Reichl, 

2016)。 

提升學生專注力、減少問題行為以及管控學生與自己的情緒，是現代教師面臨的挑

戰也是應有的素養。瑜伽是一門有 5000 年歷史傳承的古老印度科學，本義為「連結」、

「結合」，是種連結身、心、靈的修煉方法，其最終目的在控制人心念的變化，進而達

到三摩地（梵文：समािध，Samādhi）或超然自在的境界（羅涼萍，2012）。Davidson、

Dunne、Eccles、Engle、Greenberg、Jennings、Jha、Jinpa、Lantieri、Meyer、Roeser 與

Vago (2012)指出，瑜伽與冥想等包含沉思練習(contemplative practice)成分的活動，能引

起大腦結構性與功能性的變化，增加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與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進而改善兒童與青少年的學習表現。近 10 年來許多歐洲、美洲與澳洲的中

小學紛紛於學校的正式或非正式課程中引進瑜伽活動，一項由耶魯大學醫學院所進行的

調查顯示，2013-2014 年間全美有超過 940 所中小學提供瑜伽課程(Butzer, Ebert, Telles, 

& Khalsa, 2015)。這些學校瑜伽課程主要包含四種基本瑜伽要素：體位法、呼吸法、放

鬆技巧以及靜心(mindfulness 或譯正念)和冥想(meditation)練習，有些還會加入社會情緒

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以及品格教育去增進學生的身心健康與正向行為。融入的

形式有短至每次四分鐘（2 分鐘體位法，2 分鐘冥想）於一般學科課程中(Bergen-Cico, 

Razza, & Timmins, 2015)，亦有完整一節 30 分鐘的專門課程(Butzer et al., 2015)，或是專

門針對有情緒或行為障礙學生的小團體課程(Steiner, Sidhu, Pop, Frenette, & Perrin, 2013)。

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顯示，學校的瑜珈介入能提升學童的注意力、記憶力、

情緒自覺和管理、自尊與自我調節、體適能，以及降低壓力與焦慮程度、對身材的不滿

意等 (Ferreira-Vorkapic, Feitoza, Marchioro, Simões, Kozasa, & Telles, 2015)。除了孩子的

情緒與學習狀況有所改善外，一些研究也顯示參與瑜伽介入的班級教師發現自己較能平

靜下來、較易維持專注、工作精神與掌控班級氣氛(Bergen-Cico et al., 2015；Bazzano, 

Anderson, Hylton, & Gusta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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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地區的學校瑜伽介入課程，主要由一些專業瑜伽組織與各級中小學進行策略聯

盟，以工作坊或訓練課程的模式，教導現場教師一些簡易的瑜伽活動融入課程中，幫助

現場教師創造一個更放鬆、舒適、適合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環境，讓孩子學會放鬆技

巧，藉以提升學生的專注力與挫折容忍力，能面對環境與課業所帶來的身心壓力。國內

雖有一些民間組織提供兒童瑜伽師資訓練，但多屬於培訓兒童瑜伽師來從事商業化的兒

童瑜伽課程，較無針對在職教師提供運用瑜伽活動於班級經營或學生與教師的情緒管理

之專能增長課程。在瑜伽應用於學校教育的相關研究方面，多數將瑜伽視為一種運動而

融入體育課、課後社團或特教活動中，介入對象早期以特殊生居多，近年來也擴及各學

齡階段的一般生。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瑜伽介入能改善國小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的注

意力、判斷力、學習表現（林子鈺，2012；趙珖甫，2016）、國小智障生的身體意識、

體適能與人際關係（李玉琪，2010；黃潔茹，2012）以及國中智障生的自我概念（劉若

葳，2017）、對一般幼兒的注意力與動作協調能力（鄭雅菱，2010；鄭雅斤、賴世炯 ，

2012)、國小學童的健康體適能與身體自我概念（陳亭蘭、毛新春、賴政秀、李中一，

2009；王淑珍，2010）、高中運動員的柔軟度、情緒與運動表現，以及青少女的身體意

象、幸福感等（林美玲，2011；方欣蕙，2012；林美玲、羅玉枝、李敏玲，2016）亦有

正向效益。國內鮮少有瑜伽對現職教師之影響的相關研究，更遑論探討教師如何運用瑜

伽活動於班級經營中。本研究旨在透過「瑜伽與靈性發展」課程，促進教師身、心、靈

的整體安適與喜悅，並轉化發展出能於中小學施行的瑜伽靜心教學活動。研究目的包括： 

一、評估瑜伽靜心課程對在職教師身、心、靈健康的影響；二、檢視瑜伽靜心課程融入

中小學場域的可行性。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的方式，研究對象為 106-107 學年間 28 位修習「瑜伽與靈性發

展」專題研究課之在職教師。這些在職教師包括 2 位幼兒園教師、23 位國小教師以及 3

位國中教師，全部皆為女性；有兩位是基督徒、三位是佛教徒、其餘則為一般民間信仰

或是無特定宗教信仰。因坊間有「瑜伽是宗教」的誤解，研究者於第一堂課即向選課同

學說明內容與進行方式，並鼓勵同學以批判性的角度隨時提出質疑，若有疑慮亦可選擇

停修，實際上並無研究對象退出或反應課程內容有違宗教信仰。研究過程蒐集瑜伽經典

的課程討論記錄、學生學習單、每月瑜伽練習心得，期末省思以及融入中小學場域的瑜

伽靜心教學活動資料等，進行質性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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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模式 

教學內容主要分成文獻研讀與實作練習兩大部分。在文獻研讀的部分，包括「研讀

與討論瑜伽經」、「瑜伽修行相關書籍與電影」，以及「學校瑜伽之實證性研究」等。

瑜伽經 (yoga sutras) 為瑜伽大師帕坦伽利(Patanjali) 於公元前 300 年所著，全書分為四

個篇章、195 句經，由簡而繁，將瑜伽的意義及修煉方法，逐步開展細說。主要以八肢

瑜伽(ashtanga yoga)為基礎，將瑜伽行者的修行階段分為持戒(Yama)、精進(Niyama)、體

位法(Asana)、調息(Pranayama)、攝心(Pratyahara)、凝神(Dharana)、入定(Dhyana) 以及

三摩地 (Samabhi)等，被認為是學習瑜伽者必讀的經典之作（石宏譯，2015）。「瑜伽

修行相關書籍與電影」的部分包括閱讀「大師在喜馬拉雅山」（馬孟大、李匡正、楊台

基、蘇德、陳靜濤譯，1988）、「哈達瑜伽」（石宏譯，2015）等書籍以及欣賞「露西

(Lucy)」、「奇異博士(Dr. Strange)」等電影並討論其與瑜伽哲學相呼應的地方。為使修

課的在職教師能將課堂所學，發展出於中小學教學現場可以運用的瑜伽靜心教學方案，

先於課堂上介紹與討論相關學校瑜伽之實證性研究，修課教師再依課堂所學到的瑜伽課

程要素，設計發展出 2-4 堂課的活動教案。 

實作練習部份包括於課堂上進行的體位法、呼吸、靜心與冥想練習，以及「瑜伽於

生活中的應用」之每月自我監測紀錄與省思。實作練習遵循由淺而深、循序漸進的原則，

體位法以初階的站、坐姿瑜伽動作為主，結合一些較不受場地限制、教室中容易進行的

兒童瑜伽活動。呼吸練習包括臥姿與坐姿的腹式呼吸、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等，靜心練

習包括身體的掃描與動作的覺察，冥想練習包括語音冥想與感恩冥想。為落實瑜伽修行

於生活中之應用，運用行為改變技術之自我監測法，每月自我檢視與評估每日瑜伽經典

智慧以及呼吸、體位法、語音冥想、放鬆等之應用與執行成效。 

肆、學生學習成效 

一、瑜伽靜心課程對在職教師身、心、靈健康的影響 

在實作練習部份，大多數學生表示上完瑜伽課後，感到放鬆、身心舒適、有平靜

及喜悅感等，其中有兩位長期失眠困擾的教師表示睡眠品質獲得改善。學生的回饋如：

“經由教師的說明與引導，讓我親身體驗到瑜伽曼陀的清淨感受，內心能獲得平和與

放鬆”（107 生命日碩學生 A）。透過「瑜伽經」的經句與生活的應用討論，有些學生

聯想到自己曾受過的正念、行禪或靜坐的訓練體驗；有些學生將一些較有感觸的經句

與自己看過的其他經典、心靈修養書籍、電影的名句或情節聯結起來；部分學生開始

練習內觀各種起心動念所帶來的影響。學生的回饋如：“以前會覺得處事應該要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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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聽聞與見證諸多校務事件後，開始覺得黑白分明的原則可以拿來要求自我，但

如果拿來衡量生活中的是非，有時候只是和自己的原則碰撞，徒增困擾”（106 生命夜

碩學生 C）。而每次上課的實作練習與每月瑜伽修行自我檢視，則幫助修課教師學習

時時覺察自己的身體、呼吸，控制心念的變化，與自己共處。學生回饋如：“透過專

注呼吸與聲音冥想，感受到心念暫停運作，並遠離自己內心不斷創造出來的想法與是

非對錯的評價”（106 生命夜碩學生 B）。 

二、瑜伽靜心教學活動融入中小學場域的可行性 

28 位研究對象各依其所教授的學科或能接觸到的學生，設計出不同型式的瑜伽

靜心教學活動，其中約有 18 位在職教師能實際於中小學教學現場執行，活動內容主

要以瑜伽的呼吸、靜心與體位動作為主。因需完成原本課程進度，多數在職教師只能

在一節課中進行約 10分鐘左右的瑜伽介入活動，少數幾位幼兒園教師以及輔導教師，

因所授課程較彈性，能進行完整的ㄧ節課或一系列的小團體活動。在職教師們普遍感

受到教學現場學生的接受度高，即使是一些特殊生也能參與其中，有些學生甚至會要

求教師於比賽或考試前練習瑜伽呼吸來減緩緊張，且學生於瑜伽靜心活動後變得比較

沉穩、專注、學習上有較高的參與度。在職教師於學校現場執行瑜伽活動後的回饋如：

“雙人動作我帶班上孩子體驗過後，孩子竟然發展出四人合作的動作，經常找同學一

起作”（106 生命夜碩學生 A），“學生對瑜伽的介入多是正向且認為有趣的，特別是

在樹式的部份，學生真的能靜下心來、專注在此時此刻上”（107 生命夜碩學生 B）。 

伍、回饋與反思 

有鑒於以瑜伽「體位法」或健身運動為主軸的教學方式，雖能讓學生改善生理與心

理的健康狀況，但對學生靈性的開展上似乎較為不足，未能真正達到瑜伽身、心、靈整

合的教學目標。本課程自 105 學年度起，加入研讀「瑜伽經」經句意義並探討其在生活

上應用的部份。許多學生原以為此門課程就是來上瑜伽體育課，經一學期的文獻研讀與

實作練習後，多數學生對於瑜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並能學習將瑜伽的道理運用

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亦即多些柔軟、包容與慈悲心，讓周遭的人也能感受到平靜、

喜悅。雖說對於要改變自己原先的習性、征服自己的內心、能以更超然的角度處理人、

事、物無法一蹴可幾，但有些學生表示透過這門課真正體會到生命教育中有關靈性提升

的重要意涵，足見將靈性發展融入瑜伽靜心課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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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瑜伽靜心課程能增進在職教師的身、心、靈健康，並能融入中小學

場域來協助在職教師幫助學生調適壓力、提升專注力與改善班級氣氛。 

本研究中修課教師因翻譯用語、文化差異或無相關哲學基礎，較難理解瑜伽經的經

句涵義。建議未來相關課程可選擇一些重要且較能符合現代生活的經句進行深入討論。

此外，在職教師在執行瑜伽活動中遇到的主要障礙包括需要趕課、缺乏自信以及擔心學

生不受控或沒有興趣等。未來可多提供成功案例的介紹與前輩經驗分享，並增加讓在職

教師於研究所課堂中試教與同儕回饋的機會。本研究採用質性資料來評量在職教師的學

習成效，未來研究可使用信效度之量表、增加樣本數，深入了解在職教師修課前後身心

靈的變化與瑜伽靜心課程對中小學生情緒與學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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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圖像組織圖視覺化英文寫作構思  
曾琦芬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摘要 
科技大學的學生對英文修辭結構的掌握並不理想，尤其是說明文和議論文體，以致

於對英文寫作沒有學習動機，甚至產生莫大的焦慮感。為能提升學生對英文修辭結構的

掌握，使完成的英文作文可讀性高，研究者進行本行動研究，藉由融入圖像組織圖

(graphic organizer，簡稱 GO)於寫作教學中，協助學生掌握英文作文的修辭結構，降低

英文寫作的焦慮感，進而提升英文寫作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GO 利用簡單線條與

幾何圖形將文本的重要訊息以具層次的方式呈現，可以凸顯訊息之間的關聯性，有層次

地組織文本所呈現的資訊之關係，幫助學生建立基模(schema)，是幫助學生建構後設認

知的有效教學策略，被廣為應用在各個領域的教學，應用在 EFL(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寫作教學仍屬少見。參與研究者為 21 位就讀中部某科技大學二技部的應用英

語系學生，修習的課程為寫作必修課，教師在講述文體時融入自行設計的 GO 分析範文，

學生撰寫文章之前，先用 GO 構思，再根據自己繪製的 GO 撰寫文章。本研究為準實驗

設計，採混和研究方法，以「前測-教學-後測」的方式進行，分析的資料包括學生的作

文、及訪談內容。學生英文議論文作文的分析包括流暢度和質性文本分析；訪談內容進

行質性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利用 GO 分析文章體例確實有助學生掌握各種文體的修辭

結構特性，且利用 GO 構思後撰寫的文章可讀性較高、較符合英文議論文的修辭結構。

分析訪談內容顯示，學生肯定 GO 對寫作的幫助，認為利用 GO 構思雖然會花費較多時

間，但在寫作過程中有所依據，覺得壓力較小，比較不這麼排斥寫英文作文。 

 

關鍵詞：英文寫作、圖像組織圖、行動研究、混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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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ing Ideas in EFL Writing Via Graphic Organizers 

Christine-Chifen Tse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Techn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usually do not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rhetorical structure, expository and argumentative in particular. They also do not have much 

motivation in and feel very anxious about writing English composition.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English rhetorical structures better and write more readable essays in English,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this action research, which by incorporating graphic organizers (GO) 

aimed to improve learners’ use of rhetorical structures, lower their anxiety level about writing 

in English, and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efficacy of English writing. GOs employs 

simple lines and patterns to present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exts in an orderly and hierarchical 

way, highligh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helping build schemas and meta-

cognition in students. GOs have been employed in many fields of education, but they are not 

as commonly used in EFL writing instruction. Twenty-one English majors in a 2-year program 

of a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central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aking a required writing 

course. The teacher used self-designed GOs to analyze writing samples;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use GO to organize ideas and then composed a text based on the GOs. The study, be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ook a quasi-experimental pretest-treatment-posttest design. Data 

analyzed included students’ written texts and interviews. Written text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fluency an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terviews we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Os did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better rhetorical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genres 

and that written texts composed with GOs as a pre-writing aid were more readable and 

conformed more to 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of argumentative essays.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s 

revealed that students hel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GOs and confirmed GOs’ effects on EFL 

writing. They indicated that using GOs to brainstorm ideas was more time-consuming, but they 

felt less stressed and detested writing English composition less because they had something to 

rely on in the writing process.  
 
Keywords: EFL writing, Graphic organizer, Action research, Mixed method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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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寫作本就是不容易學好的能力，更遑論以第二語言或外語寫作。在學習英文聽說讀

寫四項技能的歷程中，英文寫作一向是學生最感困難的一項能力，對教師而言，這也是

聽說讀寫四項能力中，最具挑戰的科目，尤其當教授人數多、學生的程度差異大的班級

時，教師所面臨的壓力與教學負擔之大，更容易讓教師不知所措，甚至視寫作教學為畏

途。第一語言(L1)和第二語言(L2)的差異包括構詞、詞彙、字詞的語意、句法、和格式

等(Hyland, 2016)，都影響 L2 作者是否能夠適切的表達意思，跨語言的寫作不只是語言

媒介不同而已，寫作的策略運用和修辭結構(rhetorical structure)也都會因為語言不同而

異。修辭結構是某一種語言所偏好之呈現想法與概念的方式，不同的語言其修辭結構不

盡相同。在進行英文寫作時，若只是把中文句子譯成英文，即使句子均正確無誤，並不

一定能確保最後的文章能流暢地達到溝通的目的，此乃因為中文與英文對於不同的文體

採用不同的修辭結構。因此，確實掌握目標語言的修辭結構是 L2 寫作時極為重要 

圖像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s，簡稱 GO)藉由簡單的線條和幾何圖形將文本資訊以

二維空間視覺化方式呈現(Jiang & Grabe, 2007; Manoli & Papadopoulou, 2012; Stull & 

Mayer, 2007)，並能凸顯訊息之間的層級與類別關聯性，降低對工作記憶造成的認知負

擔，是幫助學生建構後設認知的有效教學策略(Dexter & Hughes, 2011; Singleton & Filce, 

2015)，被廣為應用在不同年紀的學生及各個領域的教學，藉以提升學生對學習內容的

理解與記憶，GO 對提升學生寫作表現也很有助益(Gardner, 2015; Miller & Calfee, 2004; 

Nussbaum & Schraw, 2007; Ponce, Mayer, & Lopez, 2013)，可以協助學生組織串聯概念和

想法，在第一語言(L1)的寫作教學常被使用，但在 L2 或 EFL 的教學情境中較少應用，

本行動研究即藉由融入 GO 於寫作教學中，協助學生掌握英文作文的修辭結構，降低

英文寫作的焦慮感，進而提升英文寫作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貳、主題與目的 

本研究的主題為融入 GO 於英文寫作教學，目的是藉由 GO 的輔助視覺化寫作構

思，協助學生寫出符合英文文體的修辭結構的英文寫作，達到有效的書面溝通。本節針

對 GO 應用於教學中的理論與實務予以說明。 

一、GO 的定義及理論基礎 

GO 指的是以圖形及線條等視覺輔助呈現文本中的助要資訊(Jiang & Grabe, 2007; 

Stull & Mayer, 2007)，GO 能顯現資訊間的前後、從屬與群聚等各種關係，廣義而言，

任何表格、圖表、矩陣、心智圖、流程圖等均可視為一種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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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的應用是有學習理論支持的，包括基模理論(schema theory)、認知負荷理論

(cognitive load theory)、雙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視覺論述假設(vsual argument 

hypothesis)、聯合存放假設(conjoint retention hypothesis)等。GO 呈現資訊的方式有助

學生建立相關基模，降低外在認知負荷，提升增生負荷，因此能提高學習成效；雙編

碼理論認為 GO 將圖像與文字結合，提供視覺與語言雙重的編碼，能幫助學習；視覺

論述假設認為 GO 的空間視覺特質有助於將晦澀隱含的資訊明顯化。因此，能降低工

作記憶的負荷，提升學習效率；聯合存放假設則認為 GO 促使學生使用文字與空間兩

個管道學習，有助於資訊的保留與記憶。 

二、GO 於教學實務之應用 

GO 在教學上運用可因教學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介入時段(Kang, 2004; Vacca & 

Vacca, 2005)，用於教授新素材之前有助於建構教材內容架構、預習內容、腦力激盪

和連結就有的基模；用於講授過程中可作為記錄重點的策略、延伸學習內容、幫助記

憶課程內容、作為形成性評量之用；若用在講授課程內容之後，則可作為複習與強化

學習及總結性評量之用。GO 非常適合融入於寫作的教學中，事實上，有很多研究已

證實 GO 在 L1 的寫作教學所達成的助益(Gardner, 2015; Nussbaum & Schraw, 2007)，

學生寫作時需要用有效的方式發想並組織概念，GO 就能發揮此功效(Lee, Browder, 

Hawley, Flowers, & Wakeman, 2016)，尤其 EFL 學生對英文文體修辭結構不熟悉，GO

能將隱藏在字裡行間的修辭結構以二度空間方式呈現，讓學生清楚看見概念之間的關

係，也能反向的藉由 GO 組織自己的想法與概念，撰寫符合英文文體結構的文章，Wei, 

Chen and Adawu (2014)融入 GO 軟體作為 L2 敘述文和描寫文寫作的構思和組織策略

之用，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構思與組織想法方面有進步而且更投入運用構思和組織

策略。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共有 21 位就讀科技大學二技修習英文寫作課程的大三學生參與本研究，學生的

多益(TOIEC)英文檢定成績介於 450~905 之間，寫作能力介於 CEFR A2~B1+之間，相

當於全民英檢初級至中級程度，學生就讀二技之前已獲得副學士學位，但主修不同的

科系，包括英文、法文、企管、國貿、會計、餐飲等，其中有 11 位學生從未修習過

英文寫作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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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混和研究方法，以「前測-教學-後測」的方式進行，分析的資料包括問

卷、學生的作文、及半結構式訪談內容。學生於課前填寫「英文寫作需求問卷」，藉

以了解學生在英文寫作方面的自我評價與需求；作為前測後測的學生寫作樣本為兩篇

議論文，一篇是在 GO 教學之前完成的作文，一篇在 GO 教學後完成，藉以比較融入

GO 教學對學生論說文寫作表現的影響。選擇議論文作為本研究的文體乃因英文議論

文的修辭結構與中文議論文修辭結構差異較大，學生需要較多明確的說明與指導

(explicit instruction)，同理，也較易觀察到 GO 教學介入的成效；半結構式訪談題目為

「你覺得寫作前用 GO 構思對寫作有幫助嗎?如果有，在哪方面有幫助?如果沒有，為

什麼?」、「你會建議老師以後繼續融入 GO 於英文寫作教學中嗎?為什麼?」 

三、資料分析 

資料進行量化與質性的分析。問卷為英文寫作學習需求問卷，藉以了解學生對英

文寫作的自我認知；學生英文作文的分析，包括流暢度、質性文本分析；訪談內容進

行質性分析。 

肆、教學模式 

一、教學理論 

本寫作課程以文體為主的教學(genre-based approach)，Hyland (2007)定義文體為

「經社會認可抽象的語言使用方式」，Johns (2008)認為文體具社會與認知的功能，且

具有目的性(purposeful)。不同的文體是爲達到不同的溝通目的，包括敘述事件經過、

描述人、地、物、將事物分門別類、比較、說明因果、陳述立場、說服讀者等，而不

同的文體有其既定的方式呈現想法。確實掌握這些呈現想法的模式是極為重要的，文

體結構常因語言文化不同而異，學習外文寫作時務必了解該語言各種文體的修辭結構，

因此教師也應將分析修辭結構視為寫作教學的一項重點。就學生而言，以文體為主的

寫作教學能重視語言、內容、情境，讓學生清楚知道在如何以適當的語言在適切的組

織架構下表達內容(Hyland, 2007)；對教師而言，以文體為主的寫作教學有助清楚解說

範文、有系統的說明如何構思組織文章並提供學生評論與回饋，是相當適合做為 EFL

寫作的教學模式(Hyland, 2016)。 

Hyland(2007, 2016)提出的「教學-學習循環」(the teaching-learning cycle)可以做為

實踐文體為主的寫作教學模式之教學步驟，圖 1 顯示這個循環的五個步驟，分別是

(一)建立情境；(二)示範解說；(三)合作寫作；(四)獨立寫作；(五)連結與比較。這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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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循環符合 Chamot 與 O’Malley (1993)的 CALLA model 的五項原則：prepare, 

present, practice, evaluate 和 extend 以及科學教學的 5E 概念(the Five E’s)：engage, 

explore, explain, extend and evaluate (Trowbridge & Bybee, 1990)。「教學-學習循環」同

時可提供學生適當的鷹架支持(scaffolding)(Vygotsky, 1978)，協助學生有效學習英文

寫作。GO 教學在步驟(2)與步驟(3)時融入，藉以幫助學生建立基模以及強化後設認知。 

二、教學流程 

本課程的教學流程依循 Hyland 教學-學習循環的五個步驟，每個步驟的配合教學

活動如表 1 所示，使用的 GO 因文體不同各異，圖 2 為講授議論文所使用之 GO。 

表 1 本課程教學實施步驟與相關教學活動 
步驟 教學重點 教學活動 

建立情境 

(Setting the context) 

進行每一個單元之初，教師先

作解說，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

協助學生建立基模(schema)。 
說明文體特色。 

示範解說 

(Modeling and deconstructing 
the text) 

建立情境後，教師利用 GO 詳

盡解說文體修辭架構，加強學

生對文體知識的理解與吸收。 

融入 GO 教學，分析範本、內

容、討論寫作題目等。 

合作寫作 

(Joint construction) 

在教師的示範說明之後，學生

分組進行全班討論或小組討論

並建構 GO，藉此進行腦力激

盪或合作學習，學生亦可藉此

獲得認知與情意方面的鷹架支

持(scaffolding)。 

小組討論、建構 GO、師生討

論、同儕批閱等。 

圖 1 融入 GO 於 Teaching-Learning Cycle 

Setting the 
context

Modelling & 
deconstructin

g the text

Joint 
construction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Linking & 
Com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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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教學重點 教學活動 

獨立寫作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完成前面四個步驟後，學生已作

好獨立完成寫作任務的準備。  
根據 GO 在家或在課堂中進

行獨立寫作。 

連結與比較 

(Linking and comparing) 

教師提供機會引導學生反思與

比較，讓學習效果最大化。 
教師解說共同錯誤、觀摩同

儕佳作、寫作錯誤反思等。 

 

 

 

 

 

 

 

 

 

 

 

 

三、評量方式 

評量與教學是一體之兩面，評量有兩大目的：(一)檢視學生程度，進行素質把關；

(二)探究改進方案，以提升學生學習。從評量的時機和功能而言，教學評量可以分為

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和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前者指在教學

過程中教師所採用之各種形式的評量活動，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與能力現況，並據此

檢視並調整教學內容、方法與步調；後者指的是在一個或數個教學單元結束後，教師

所採用的評量活動，藉以判斷教學目標的適切性與教學的有效性。在多元評量的前提

下，形成性評量是不可或缺的評量方式(Davis, 2000；甄曉蘭，2008)。 

本課程採用的評量方式包括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包括：(一)小

組討論；(二)圖像組織圖；(三)錯誤反思；(四)觀摩心得；(五)學習檔案。總結性評量

則為個人寫作成品。在形成性評量的部分特別著重學習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

主要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彙集寫作討論以及學生修改/成品相關的各項資料，進行評量，

具有持續累積的評量效用，並能讓學生有自我評量(self-evaluation)的機會。 

 

Reason 1 
for my 
stance 

Supporting details 
Hook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esis statement 

Reason 2 
for my 
stance 
 

Introduction Body Paragraphs Conclusion 
 

● summarize the 
main ideas;  
● restate the main 
ideas 
● give suggestions 
● make predictions 
● ask rhetorical 
questions 
 
 

Supporting details 

Counter- 
Argument 
& 
Refutation 

 

Supporting details 
 

圖 2 英文論說文(argumentative essay)修辭結構圖像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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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撰寫的兩篇議論文題目分別是題目 A: Should school children have their own 

smartphone?以及題目 B: Should college students take a part-time job?爲避免題目因素造成

學生撰文流暢度如字數的差異，在使用 GO 構思前，一半的學生所撰寫題目 A，另一半

學生寫題目 B，使用 GO 構思後學生則換寫另一個題目。表 2 摘錄前後測學生撰寫作文

的流暢度，顯示使用 GO 構思與否對英文作文流暢度沒有影響。然而，文章分析經質性

內容分析後顯示，使用 GO 構思後的文章更為符合英文議論文的修辭結構，包括斷落分

明、有清楚的 thesis statement、所持的理由清楚呈現、有支持句、相對的立場亦能清楚

敘述， refutation 雖較難掌握，但多數學生嘗試對相對立場予以反駁。 

訪談學生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學生認為以 GO 構思作文能助於較有系統的發想、寫

作的過程中比較能聚焦不會岔開主題、段落的主旨較能掌握，雖然建構 GO 會耗費較多

時間，但大多數學生仍願意繼續使用 GO 作為寫作前的構思策略；有 2 位學生覺得畫

GO 很麻煩，寧可用大綱方式來構思，不過他們仍肯定 GO 較能讓作文不離題，而且不

會漏掉主題句或支持句。 

表 2 使用 GO 構思前後寫作流暢度比較 
 未使用 GO 構思 使用 GO 構思 題目 A (手機) 題目 B (打工) 

最大值 443 377 443 443 
最小值 211 196 196 212 
平均值 284 281 285 279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融入 GO 於教學中協助學生掌握英文作文的修辭結構，降低英文寫作的

焦慮感，進而提升英文寫作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教學實施結果雖未對學生寫作的

流暢度產生影響，但確實因融入 GO 提升了學生英文作文的可讀性，文章更符合英文議

論文應具備的修辭結構特色，學生亦對 GO 作為構思策略持正面態度，並認為以 GO 為

憑，寫英文作文時感覺壓力較小，焦慮感降低，比較不這麼抗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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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模擬方法數位課程教學改進研究 
蔡桂宏 

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  

 

摘要 
應用模擬方法是系上的專業選修課程，可同時列為工業統計、商業統計及生物統計

學程的專業選修。開設於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下學期 3 學分，是銜接「統計學」與「統

計程式設計」課程。本課程以數位教學為主，透過數位科技，讓學習無遠弗屆，不受時

空的限制。透過可連網之行動載具可以讓課堂中教師與學生角色翻轉，促使教學現場「教」

與「學」間互動關係變得熱絡且緊密。在實施上預先參照了教育部數位課程 8 項規範進

行設計與實際授課，並進行檢討動態調整，讓學生能有所依循，順利達成學習目標。為

了讓學習者能夠更具體的體驗結合了多種相關的程式語言，諸如:Visual Basic、Maple、

Excel 以及 SAS 軟體進行模擬應用。多年來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在此門課上，從原先使

用 VB 逐步建立共 18 個程式形成『銘傳統資系展覽館』到近期使用 127 個 SAS 與 33

個 EXCEL 範例程式，作為課程教學研究成果。課程的進行設計各項多元學習方式諸如

說明會、作業、面授、線上輔導、單元自我練習及測驗、小考、討論、期中期末考、線

上同步教學、專題報告、作業解答與觀摩、程式範例研讀、期中及期末問卷及檢討等。

本數位課程於 2017 年七月正式收到教育部數位課程審查通過。 

 

關鍵詞：數位課程、模擬方法、多元學習、程式設計、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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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Study for Applied Simulation Method E-learning 
Course 

Gwei-Hung Tsai 

Department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pplied simulation is a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 in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hich is a 3 credits course for the second or third year of 

Ming Chuan University(MCU). In the past it is a link between Statistics and SAS programming. 

This course was based on e-learning. Through digital and web technology, so that mobile 

phones or devices can carry out most of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free from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can let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flip the ro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field becomes hot and close. The implementation in advance refers to the E-learning curriculum 

8 specific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he design and actual teaching, and to conduct 

a review of dynamic adjustm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follow,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ear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learners’ programming ability, I combine a variety of related programming 

languages, such as: Visual Basic, Maple, Excel as well as SAS Software packages for 

simulation applications. Over the years I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this class, from the original use 

of VB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series of programs to form a "Ming Chuan ASIS Exhibition Hall" 

to recently use The 127 SAS with 33 EXCEL Sample programs,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The course will be designed with diverse learning styles such as 

presentation, assignments, face-to-face, self-practice, quizzes, discussions, midterm exams, 

online synchronous teaching, special reports, homework solutions, and observation, procedures, 

example program study, midterm and final questionnaires and so 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carry out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make 

the learners interact with the lectures, interact with classmates, and carry out the learning 

assessment. This E-learning course is officially certified on 2017 July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learning Curriculum board. 
 

Keywords: E-learning, Simulation, Autonomous Learning, Programming, Research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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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傳統的教學主要以課堂講授為主，在此教學環境下，學生較為被動，故而教師需要

花費許多心力來設計教學活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以期提升學習成效（吳清山，2017）。

近年來在教學策略規劃方面則希望將學習主體回歸於學生本身，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學

習環境。因此，老師所扮演的角色由知識的傳授者提升到知識獲取的協助者，因此在教

學上的各項細節、活動等、教學者教學方法等都朝向互動和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為主，

藉由學生的討論參與和分享來進行教學（何慧群、永井正武，2015）。在互動的過程中，

老師與學生均能主動、兩者均能充分的表達觀點與看法，相互分享意見，如此整個教學

活動從傳統教師完全掌控課堂學習情境，逐步翻轉將控制權交予學習者，由學習者來控

管學習活動的進行，這類教學方式常見的有角色扮演、學習情境模擬、個案討論等方式，

讓學習者成為課程進行的主角，讓學生發揮主動學習的意願，加強學習參與度。王家強、

劉輝、柳維揚（2017）分析了實踐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產生根源，並為地理資訊

系統課程實踐教學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就是實踐與互動。 

應用模擬方法是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系的專業選修課程，可同時列為本系

工業統計、商業統計及生物統計學程的專業選修。本課程此次在實施上特別以數位學習

的方式進行，在內容上除參照了應用模擬方法基本核心教科書外，也根據個人多年教授

各種統計相關方法綜合研究的心血集結而成。包含各項基本統計學原理、應用、數理統

計外，也為了讓學習者能夠有更具體的體驗而結合了多種相關的程式語言，諸如:Visual 

Basic、Maple、Excel 以及 SAS 套裝軟體進行模擬應用。多年來個人投入了非常多的心

血在此門課上，從原先使用 VB 逐步建立共 18 個程式形成『銘傳統資系展覽館』到近

期使用 127 個 SAS 與 33 個 EXCEL 範例程式，作為課程教學研究成果。 

貳、教學模式與研究方法 

本課程自行製作了「應用模擬方法」課程數位教材，同時為了降低學生對數理統計

的恐懼，也實際提供合計約 200 個的 VB、MAPLE、EXCEL 以及 SAS 模擬範例程式，

供學習者參考使用。程式範例絕大部分皆設計為應用統計領域相關之議題，以提升親和

力。所有模擬程式與範例均為個人 20 餘年來依據教學上所需要，能夠幫助同學學習與

引發動機而自行逐年研發持續修正改善而成。主要相關課程計有統計學、程式設計(VB、

MAPLE、SAS 與 R 語言)、數理統計、統計套裝軟體與統計計算與繪圖等等。 

本課程主要參考了多年來個人所從事的研究核心-應用模擬方法三篇期刊論文(蔡

桂宏、謝亞辰，林以修、林沿兆，2013；蔡桂宏、張慶暉、陳德進、林秋華，2014；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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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宏、張語庭、翁悅禎、李茜、江翊廷、洪毓婷，2014)、兩篇研討會論文(蔡桂宏、張

慶暉、陳德進與林秋華，2014；TSAI, 2015)與多年指導的研究生及大學生畢業論文及專

題的研究所得加以融入課程中，期望學生經由本課程能夠充分使用程式設計技巧達成模

擬方法應用，以因應未來求學就業及研究方面所需。學理基礎部分主要有參考了兩本教

科書課本 Sheldon (2002)之『Simulation』與 Rubinstein, Reuven, Melamed, Benjamin (1998)

所著作的『Modern simulation and modeling』。此兩本教科書對於模擬的基本定義、常

見模型與應用方法都有詳細的解說。但是缺少程式實作範例，因此特別在課程中以 SAS、

MAPLE 或 EXCEL 製作實作範例，讓學習者更能理解與體會模擬應用。另外也參考了

Deng, Lih-Yuan, Shiau, Jyh-Jen and Tsai (2008)及 Deng, Lih-Yuan, Li, Huajiang, Shiau, Jyh-

Jen and Tsai (2009)所發表在 Springer-Verlag 的期刊論文，以及多年指導研究生孟祥仁

(民 95)、陳峰彪(民 95)、廖家賢(民 96)、蔣尚羽(民 97)、鍾鐙褘(民 98)、林謂迪(民 99)、

鈕麗黛(民 100)所累積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核心為各種隨機數的產生分式以及隨機數的

比較與檢定。也於課程中參照融入兩本個人所指導的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資訊學系的大學

部專題研究報告余康豪、徐培豪、廖炯翔、李菁元、余諺奎（2007）使得課程的進展更

能貼近大學部學生學習的方向，同時也鼓勵大學部的同學積極參與各項學術研討會共同

發表。 

本課程以多種應用程式進行模擬方法為內容，共計分為十三單元。前三周主要講解

隨機數的各項應用，包含 M/M/1 QUEUE 的應用與分析、圓周率估計、積分應用與統一

發票開獎等基本議題。四至七周講述重要的當前隨機數的產生方法、性質比較與檢定方

法。八至十四周講述各種離散分配與連續分配的原理與產生方法。十五周起講解ㄧ些常

用的模擬模型與專題，並由同學分組討論最後進行一個分組專題報告。 

所有的授課教材影片都依照內單元小節內容儘量特別設計以不超過十分鐘為原則

下錄製，且以兩種格式:電腦與行動裝置格式可供學生選用，尤其是行動裝置 MP4 格式

讓同學能夠直接使用手機就能夠觀看學習，大大打破學習上的時空障礙。為鼓勵同學參

與活動，進而吸收知識、強化統計理論批判驗證、透過程式實作，開拓胸襟視野，課程

安排「鼓勵課程參與」與「提昇知情意」兩類型活動，具體活動有：網路環境認識、自

我介紹分組、程式範例研讀、期中與期末問卷、分組討論、行政提問、討論分享、專題

研討、自我練習、小考測驗等，配合各項獎勵分數以提昇效果。現將本課程所使用的教

學方法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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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教師網路錄影講解：每周根據進度老師事先將錄製的課程影片錄製完成後

放置在 MOODLE 各周的教學影片彙整網頁內，同學可以依照個人安排時間自行

進行學習，課程影片內並包含範例演練及程式講解執行結果與說明  

二、線上自我練習測驗：每一周都會根據課程講解後設計相關的練習提供同學自我

練習，以測驗出對於課程的理解情形，並給予回饋，每一份自我練習測驗共可以

練習三次，紀錄最高的成績。讓同學重複練習可以熟能生巧，掌握練習問題的核

心，此活動有列入平時成績內，做為學習成效的依據。  

三、線上輔導會議：每周固定在星期五(除了第 5、9、14、16、18 周之外)下午第 08

節課 15:50-16:40 進行線上會議，解答同學學習與閱讀上所遭遇的困難，以及各

項行政事務方面瑣碎事務，也在會議上做簡單投票，問卷等。以充分與同學互動，

掌握同學的學習情形。 

四、同步數位教學會議 2 次：共計提供兩次，分別安排在第五周與第十四周，提供

同學學習相關的重要觀念、額外的學習輔導與各項問題的回覆解答，以充分掌握

同學的學習實況，提升學習成效。會議中也進行投票及意見表達，並彙整結果供

同學瞭解。 

五、指定個人作業：根據課程相關議題，除了指定自我練習測驗外，也安排個人作

業，加強學習的啟發與深度，也有提供模範範例與最後的解答。 

六、線上討論區互動學習：提出與課程相關的議題，供同學相互討論尋找答案，也

相互指定練習題，找出答案，並由另一位同學擔任批改，鼓勵發揮團隊合作，共

同解決問題。 

七、自我介紹與分組：於第一周要求同學進行自我介紹，並要求同學增進相互間的

瞭解，以互助學習為方式，自行形成小組提升學習成效。 

八、教學成效評量：分別於第九周和第十八周安排期中問卷和期末問卷，充分了解

課程進行的學習成效。  

九、專題研究報告：特別安排於第十七周規定時間內繳交一份分組專題報告，內含

模擬程式，結果與分析檢討，讓同學能夠真正用心體會模擬學的應用成果。  

十、期中與期末檢討：請同學個別就個人學習情況加以檢討，改善學習，並鼓勵其

他同學能夠提供建議、協助改善，共同提升學習環境，進而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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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本課程具體的研發成果有自行開發的投影片、教學實況影片、程式範例(EXCEL、

MAPLE、SAS、VB 程式)、練習及測驗題庫、各項學習活動設計以及期末專題報告等均

能豐富本課程的教學實施。今將各項重要研發成果整理如下： 

一、『課程投影片』資料夾內包含了 14 個 PPT 課程檔案。 

二、『EXCEL 程式』資料夾內含 33 個 EXCEL 檔案，可供範例參考使用。 

三、『SAS 程式』資料夾內含 6 個子資料夾，分類將 127 個 SAS 範例檔案置入相關

的子資料夾內以方便參考使用。 

四、『隨機數的產生與應用 VB 6』資料夾內為隨機數的產生與應用 Visual Basic 套

件檔案，可以複製到 C 或者 D 磁碟機內，完成後在該『隨機數的產生與應用 VB 

6』資料夾之子資料夾『隨機數的產生與應用-更新版』內點擊『隨機樣本的產生

及應用.exe』執行檔，即可執行以體驗各種常見分配隨機數的產生與比較。 

五、『statshow』資料夾內為統計課程相關的應用模擬套件檔案，可以複製到 C 磁碟

機內，完成後在該『statshow』資料夾內點擊『銘傳統資系展覽館.exe』執行檔，

即可執行以體驗各種四大類模擬應用程式。 

為了更加精確掌握網路課程的學習成效，本課程分別於期中及期末進行問卷調查，

以實際了解同學學習上的各項指標是否如預期般的達成。問卷內容涉及七大項目、二十

五題。包括學生對核心能力達成的認識、老師教學看法、課程規劃、教材適當度、師生

互動狀況、考評規劃、網路環境等。分兩次進行：1. 期中問卷：於當學期第九至十周，

期中考前後進行。2. 期末問卷：於當學期第十七至十八周，期末考前後進行。 

為方便兩次的問卷作一個相互比較與分析，特整理並建立問卷分析整體滿意情形如

下表 1 所示。 

表 1 期中及期末問卷整理分析表 

項 目 
序

號 
題          目 

期中

滿意

度 

期末

滿意

度 

一、核心能力達成

成效 

1 a. 具統計資訊相關軟體處理資料之能力(80%) 4.10 4.13 
2 b. 具資料蒐集規劃與設計之能力 (20%) 4.13 4.13 

二、教師教學部份 

3 老師教學認真負責 4.50 4.39 

4 老師教材準備適當，符合課程目標 4.40 4.35 
5 有疑問或困難時，老師會給予回答與協助 4.57 4.39 
6 老師會提供鼓勵學習的方法，並激發學生興趣 4.03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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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序

號 
題          目 

期中

滿意

度 

期末

滿意

度 

三、課程規畫 

 

7 課程目標清晰 4.20 4.22 
8 課程進度適當 4.10 4.09 
9 課程與活動對應恰當 4.20 4.13 

10 課程與活動規劃有利維持學習動機 3.97 4.00 

四、課程教材 

11 教材內容清晰有重點 4.13 4.22 
12 教材內容豐富，有助於主題的理解 4.20 4.30 
13 教材份量適中，符合自學課程 3.97 4.04 
14 補充教材與參考影片有助課程的理解與反思 4.27 4.17 
15 實況錄影與參考影片的畫質與音質清晰 4.20 4.26 

五、師生互動方式 

16 老師、助教、助理有提供聯繫方式 4.40 4.26 
17 老師、助教、助理會即時回覆問題 4.33 4.22 
18 老師、助教、助理會積極激發討論，促進學習 4.30 4.26 

六、評量與考試 

19 作業和報告有助於對課程的了解 4.20 4.22 
20 作業份量適中 3.93 3.57 
21 作業難易度適中 3.87 3.74 
22 考試難易度適中 3.80 3.91 
23 考評方式可以測驗出學習成果 3.97 4.04 

七、網路環境 
24 網路環境友善，有利資料與訊息取得 4.33 4.17 
25 教學管理服務有效率 4.27 4.17 

本課程於 106 年 2 月 22 日由學校檢送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審查，於 106 年 7 月 25

日正式接獲公文通過認證。所有八項規範 37 項檢核項目全部都達到 A 以上，審查報告

給予了極正面的評價，也提供了未來教學上的建議以供精進參考。整體而言，從問卷的

呈現與網路的統計仍可見同學對於課程內容、方式、互動、策略等方式均具有高度的肯

定與投入。也從數位課程審查委員的整體評分與建議看來此門課程是一門具有高度研發

成果及學習成效的課程。 

肆、回饋與反思 

以下提出修過本課程的許同學實例 : 本系 100 學年度入學學生許凱璋學號

00350060 於 100 學年度下學期研修之前本人所授課之應用模擬方法，並於 104 年畢業

當年以甄試管道正式錄取國立交通大學統計研究所，目前已經順利畢業取得碩士學位。

當時的面試口試題目就是與本課程直接相關的專題題目: 均等分配 U(0,A)對參數 A 進

行估計。因為許同學平時學習認真，也在最後的期末報告上對於此專題做了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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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碩士甄試入學口試回答的令口試委員非常滿意因而能夠脫穎而出順利正式錄

取前去交通大學進修碩士學位。 

另外一位曾修過應用模擬方法於民國 96 年畢業的余諺奎系友也來函，對於修習了

本課程受到啟發所做的心得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余系友目前服務於敏惠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擔任數學科講師也即將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完成博士

學位。他也課程中所使用到的 VB 範例『隨機數的產生與應用 VB 6』模擬套件的主要

作者之一。 

伍、結論及建議 

本課程內容豐富實用，除了製作了傳統的投影片外，也同步錄製了教學影片，使得

同學可以在手機上直接觀看，突破了學習時間及地點的限制。投影片與教學影片的內容

不同於其他課程，多為參考整合別人的著作，本課程內容一半以上均為個人指導碩士學

生與大學部專題自行開發的應用研究，尤其著重在各種統計相關應用程式設計及研發。

搭配了 statshow『銘傳統資系展覽館』的 VB 程式套件，可以加深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

興趣，也能夠提供同學應用模擬方法的有趣實例。從 127 個 SAS 程式、18 個 VB 程式

套件、講義內附上的 MAPLE 程式，讓同學不僅從理論上也實務化為模擬應用去體驗模

擬方法。也實際提供畢業學長們自行開發的 VB 套件去啟發並鼓勵同學的程式設計能

力。另外課程提供了超過 400 題的自我練習題（還在持續擴充中），能夠讓學習者立即

測試自我學習的現況成果。未來考慮到 R 軟體的快速流行及 R 程式設計已經列為本學

院的院必修課程，計畫持續將此課程調整轉化為以 R 程式範例為主的數位課程，本人

已經有以 R 程式為主的期刊論文發表刊登為期刊蔡桂宏、張慶暉（2018），這是下一期

課程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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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課業適應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研究-以中原大學為例 
吳肇銘 1 

金志聿 1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1 

林湘庭 2 

中原大學校務研究暨評鑑中心 2 
 

摘要 
本研究以校務研究的觀點，探究不同性別和學院之大一新生入學一學期的課業適應

狀況。本研究採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針對107學年上學期入學的大一新生進

行分析，合計共得到507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在課業適應構面分析

方面，多數大一生在剛入學之第一學期具有好的學習動機；但在課業表現上，學生普遍

認為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在不同性別大一新生的課業適應分析方面，結果顯示女生有

較好的課業適應；在不同學院大一新生的課業適應分析方面，結果顯示設計學院有較好

的學習動機；商學院和電機資訊學院則相較於其他學院學習動機較弱。 

 

關鍵詞：校務研究、課業適應、校園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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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Adapt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Wu Chao-Ming1 

Chin Chih-Yu1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1 

Lin Hsiang-Ting2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2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cademic 

adjustment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college for freshmen. This study conducted a randomized 

sampling survey to analyze the freshmen enrolled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107th school year. 

A total of 50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as a whole, 

most of the freshmen had a good motivation to learn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course, but in 

term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students generally did not achieve their goals. In the 

adjustment analysis of freshmen in different gender, girls have better academic adjustment; In 

the adjustment analysis of freshmen in different colle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llege of 

design has better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the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re less academic motivation than other colleges. 

 

Keywor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cademic adjustment, School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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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高中轉換到大學，在生活型態、學習方式等，都與高中別有不同。參與大學應該

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經歷，可以改變學生的生活方式，提供真正的滿足感(Clinciu 

& Cazan, 2014)。過去有許多文獻表明，上大學需要轉變的生活，其中包括很大的壓力。

進入大學後，良好的第一年運作包括獨立運作、在新的複雜世界進行溝通的能力、培養

學習的內在動力、有良好的時間和金錢管理、課堂出席和按時完成作業(Mattanah, 

Hancock, & Brand, 2004)。 

由此可知，入學的第一年學生適應校園的狀況非常關鍵，學生在適應的過程當中可

能有許多需要克服的困難。因此本研究想針對大一生入學後第一學期的適應狀況對課業

成績的影響進行探討。 

貳、文獻探討 

一、課業適應 

對大學的適應涉及各種不同的要求和程度，需要大量的應對或調整。就課業適應

而言，學生是大學的獨立學習者，他們需要根據新的學術要求進行調整。這與他們在

過去學校的經歷不同，因為在大學他們必須面對更多的競爭，處理更多的學術負擔，

並與班上其他學生保持同步，他們需要遵循不同的教學方式。 

關於性別、抑鬱症狀水平與大學新生表現出的壓力水平之間關係的研究結果表明，

所有這些因素都被認為對促進他們向大學生活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Dyson, & Renk, 

2006)。因此，本研究針對不同背景的大一新生進行分析，希望可以深入瞭解不同因素

對大一新生在入學一學期後的適應狀況，進而提出相關的對應改善。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 107 學年上學期入學之大一新生，合計共得

到 507 份有效問卷。 

一、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指出，學者普遍認為學業表現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還包括學校所

帶來的影響與態度養成，以及學生參與、投入與學校環境互動的過程，因此本研究欲

針對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瞭解其適應狀況。故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不同性別的大一新生，在課業適應上有顯著差異。 

H1a:不同性別的大一新生對學習動機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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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不同性別的大一新生對課程應用有顯著差異。 

H1c:不同性別的大一新生對課業表現有顯著差異。 

H1d:不同性別的大一新生對學業環境有顯著差異。 

H2: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課業適應上有顯著差異。 

H2a: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對學習動機有顯著差異。 

H2b: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對課程應用有顯著差異。 

H2c: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對課業表現有顯著差異。  

H2d: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對學業環境有顯著差異。 

二、研究變數與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有下列變數:學習動機、課程應用、課業表現以及學業環境。在此，列出期

操作型定義與參考來源，請參考表 1。 
表 1 研究變數與操作型定義 

研究變數 操作型定義 參考來源 
學習動機 上大學和做事的動機。 (Baker & Siryk, 1989) 
課程應用 將動機轉化為實際學術努力。 (Baker & Siryk, 1989) 
課業表現 所花費的努力之成效。 (Baker & Siryk, 1989) 
學業環境 對學術環境的滿意度 (Baker & Siryk, 1989) 

三、研究對象與問卷探討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107 學年上學期入學之大一新生，採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

問卷調查並使用 Google 所提供的問卷平台，請校內各系辦助理以連結方式發布於

大一班級使用的社群媒體平台讓學生進行填答，合計共得到 507 份有效問卷。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對於校園適應問卷衡量，係參考 Baker and Siryk(1989)的校園適應問卷

之部份題項，問卷問項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由 1 分到 5 分，分別代表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並利用 SPSS24.0 統計軟體進行資

料統計及分析。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 107 學年大一生入學一學期後適應校園之狀況，以及校園適應狀況

對學期成績之影響。本研究依據問題與研究假設進行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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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本資料分析 

(一)性別 

根據填答結果發現，男性大學生有 180 人，佔 35.5%，女性大學生有 327 人，

佔 64.5%，總共 507 人。進一步探究母群人數得知，該母群體男生有 2731 人，佔

53%;女生有 2420 人，佔 47%，本研究女性學生之抽樣比例偏高。 

(二)學院 

根據填答結果發現，理學院共有 105 人，佔 20.71%；商學院共有 127 人，佔

25.05%；法學院共有 6 人，佔 1.18%；工學院有 84 人，佔 16.57%；人文與教育學

院有 43 人，佔 8.48%，電機資訊學院有 81 人，佔 15.98%，設計學院有 61 人，佔

12.03%。近一步探究母群體得知，本研究各學院樣本抽取與實際母群比例亦大致相

符。 

二、課業適應整體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課業適應之各個構面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學習動機高

於課程應用、課業表現與學習環境；課程應用高於課業表現與學習環境。整體而言，

在課業適應構面分析方面，多數大一生在剛入學之第一學期具有好的學習動機；但在

課業表現上，學生普遍認為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相關資料如表 2。 
表 2 課業適應整體分析 

構面 個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標 
準 
誤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自 
由 
度 

F檢定 
顯

著

性 

事後 
比較 

學習動機 3042 3.5552 .93407 .01694 組間 237.480 3 286.762*** .000 1>2 
課程應用 1521 3.4037 .92840 .02381 組內 .831 11150   1>3 
課業表現 2028 2.8180 .89835 .01995 總和  11153   1>4 
學習環境 4563 3.1931 .89654 .01327      2>3 

          2>4 

註:1=學習動機;2=課程應用;3=課業表現;4=學習環境。  

*p<0.5. **p<0.1. ***p<.001。 

三、不同性別大一新生在課業適應各構面之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性別大一生在課業適應各構面差異進行分析，旨在了解大學生的

個人背景變項對校園適應的四個構面是否有差異。研究結果在敘述統計上，女生在平

均數上皆比男生高，但是否達到顯著，需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相關資料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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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性別對課業適應各構面之敘述統計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學習動機 女生 327 3.5887 .91089 .02056 
男生 180 3.4963 .97322 .02961 

課程應用 女生 327 3.4404 .91460 .02920 
男生 180 3.3370 .95021 .04089 

課業表現 女生 327 2.9820 .85568 .01672 
男生 180 2.7431 .90667 .02389 

學業環境 女生 327 3.5099 .78181 .02162 
男生 180 3.4903 .86013 .03206 

表 4 為不同性別對課業適應各構面之獨立樣本 t 檢定，由表可知學習動機、課程

應用和課業表現有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女生相較於男生有較好的學習動機、課程應用

以及課業表現。本研究假設 H1 不同性別對課業適應各構面有顯著差異，就表 4 數據

顯示，不同性別僅在部分構面呈現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部分成立(假設 H1a、假

設 H1b、假設 H1c 成立)。 
表 4 不同性別對課業適應各構面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

面  

變異數相等

的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t檢定 

F檢定 
顯

著

性 
t 自由度 

顯著

性 
(雙
尾) 

平均 
差異 

標準

誤差

異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學

習

動

機 

假設變異

數相等 7.700 .006 2.612 3040 .009 .09239 .03537 .02304 .16174 

不假設變

異數相等   2.563** 2101.605 .010 .09239 .03605 .02168 .16309 

課

程

應

用 

假設變異

數相等 .0850 .770 2.079* 1519 .038 .10333 .04969 .00586 .20080 

不假設變

異數相等   2.056 1075.145 .040 .10333 .05025 .00474 .20192 

課

業

表

現 

假設變異

數相等 43.708 .000 8.333 4056 .000 .23899 .02868 .18277 .29522 

不假設變

異數相等   8.195*** 2821.932 .000 .23899 .02916 .18181 .29618 

學

習

環

境 

假設變異

數相等 6.859 .009 .523 2026 .601 .01966 .03761 -.05410 .09342 

不假設變

異數相等   .509 1366.230 .611 .01966 .03866 -.05618 .09551 

 註: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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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課業適應各構面之分析 

本研究針對不同學院對課業適應的四個構面進行變異數分析，旨在了解大學生的

個人背景變項對校園適應的四個構面是否有差異，各構面之分析結果如下。 

(一)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院的學生在學習動機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工學

院、理學院和設計學院的學生相較於商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有較好的學習動機，如

表 5。 

本研究假設 H2，不同學院大一新生，在課業適應上有顯著差異。就表 5 數據

顯示，不同學院在學習動機構面呈現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成立(假設 H2a 成

立)。 
表 5 不同學院在學習動機構面變異數分析摘要 

學院 
個

數 
平均

數 
標準差 

標準

誤 

變異數分析 

變

異 
來

源 

平方和 
自 
由 
度 

平均 
平方

和 
F檢定 

顯著

性 

事

後 
比

較 

人文

教育

學院 
43 3.4806 .82849 .05158 

組

間 
48.873 6 8.146 9.486*** .000 2>4 

工學

院 
84 3.6606 .89387 .04030 

組

內 
2606.126 3035 .859   2>7 

法學

院 
6 3.7500 .87423 .14571 

總

和 
2655.000 3041    5>4 

商學

院 
127 3.4094 .92295 .03344  

     
5>7 

理學

院 
105 3.6286 .94447 .03763  

     
6>4 

設計 
學院 

61 3.7650 1.00654 .05261  
     

6>7 

電機

資訊

學院 
81 3.4558 .93181 .04176  

     
 

總和 507 3.5559 .93438 .01694        

註:1=人文教育學院;2=工學院;3=法學院;4=商學院;5=理學院;6=設計學院;7=電機資訊學院。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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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課程應用之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院的大一生在課程應用無顯著差異，如表 6。本研究假

設 H2，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課業適應上有顯著差異。就表 6 數據顯示，不同

學院在課程應用構面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不成立(假設 H2b 不成立)。 
表 6 不同學院在課程應用構面變異數分析摘要 

學院 
個

數 
平均

數 
標準差 標準誤 

變異數分析 
變

異 
來

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 
平方

和 

F檢
定 

顯著

性 

事

後 
比

較 
人文教

育學院 
43 3.4109 .83491 .07351 

組

間 
9.627 6 1.604 1.868 .083  

工學院 84 3.4593 .88777 .05660 
組

內 
1300.512 1514 .859    

法學院 6 3.3333 .84017 .19803 
總

和 
1310.139 1520     

商學院 127 3.2782 1.00330 .05140        
理學院 105 3.4794 .89339 .05034        
設計學

院 
61 3.4754 .98237 .07262        

電機資

訊學院 
81 3.3936 .89224 .05654        

總和 507 3.4037 .92840 .02381        

(三)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課業表現之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院的學生在課業表現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人文

學校和設計學院的學生相較於法學院、商學院以及電機資訊學院有較好的課業表現，

如表7。本研究假設H2，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課業適應上有顯著差異。就表7數

據顯示，不同學院在課業表現構面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成立(假設H2c成立)。 
表 7 不同學院在課業表現構面變異數分析摘要 

學院 個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標準

誤 

變異數分析  

變

異 
來

源 

平方和 
自

由

度 

平均 
平方

和 
F檢定 顯著

性 
事後

比較 

人文

教育 
學院 

43 2.9793 .87545 .04450 
組

間 34.269 6 5.712 7.302*** .0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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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人文教育學院;2=工學院;3=法學院;4=商學院;5=理學院;6=設計學院;7=電機資訊學院。 

*p<0.5. **p<0.1. ***p<.001。 

 (四)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環境適應之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院的學生在環境適應無顯著差異，如表 8。本研究假設

H2，不同學院的大一新生，在課業適應上有顯著差異。就表 8 數據顯示，不同學院

在環境適應構面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不成立(假設 H2d 不成立)。  

工學

院 84 2.9065 .84203 .03100 
組

內 3416.728 4368 .782    
1>5 

法學

院 6 2.5741 .92353 .12568 
總

和 3450.997 4374      
1>7 

商學

院 127 2.9195 .87111 .02577   
 

 
 

 
6>3 

理學

院 105 2.7881 .90442 .03121   
 

 
 

 
6>5 

設計

學院 61 2.9545 .98886 .04220   
 

 
 

 
6>7 

電機

資訊 
學院 

81 2.7380 .83693 .03248   
 

 
 

 
 

總和 507 2.8699 .88825 .0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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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學院在環境適應構面變異數分析摘要 

學院 
個

數 
平均

數 
標準差 

標準

誤 

變異數分析 

變

異 
來

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 
平方

和 

F檢
定 

顯著

性 

事

後 
比

較 

人文教

育學院 
43 3.4767 .75280 .05740 

組

間 
3.575 6 .596 .907 .489  

工學院 
84 3.4299 .82837 .04574 

組

內 
1327.408 2021 .657   

 

法學院 
6 3.6250 .92372 .18855 

總

和 
1330.982 2027    

 

商學院 127 3.5276 .82205 .03647        
理學院 105 3.5286 .81258 .03965        
設計學

院 
61 3.5492 .79196 .05070   

 
 

 
 

 

電機資

訊學院 
81 3.4759 .80558 .04421   

 
 

 
 

 

總和 507 3.5030 .81033 .01799        

五、各構面的題項相關分析 

本節針對「我有明確的學業目標」題項以及「我對自己上大學的目標很明確」題

項的平均值偏低之科系與「我對大學生活感到疲憊」題項之關聯性進行分析，其中人

文教育學院、商學院以及電機資訊學院在我有明確的學業目標以及我對自己上大學的

目標很明確題項平均值較低。 

經卡方檢定分析後得知商學院與電機資訊學院對於「我有明確的學業目標」與「我

對大學生活感到疲憊」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可能是因為商學院與電機學院的新生，

對於上大學的目標較不明確，因而對大學生活感到疲憊，相關分析如表9。 

表 9 卡方檢定分析表  

學

院 
題

目 
項目 數值 

自

由

度 

漸近

顯著

性 

題

目 
項目 數值 

自

由

度 

漸近顯

著性 

商

學

院 
1 

Pearson卡方 29.275(a) 16 .022 

2 

Pearson卡方 29.113(a) 16 .023 
概似比 25.988 16 .054 概似比 29.007 16 .024 

線性對線性

的關連 
9.402 1 .002 

線性對線性

的關連 
12.971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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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題

目 
項目 數值 

自

由

度 

漸近

顯著

性 

題

目 
項目 數值 

自

由

度 

漸近顯

著性 

有效觀察值

的個數 
127   

有效觀察值

的個數 
127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Pearson卡方 34.817(a) 16 .004 Pearson卡方 37.130(a) 16 .002 

概似比 33.842 16 .006 概似比 34.404 16 .005 

線性對線性

的關連 
1.402 1 .236 

線性對線性

的關連 
.100 1 .752 

有效觀察值

的個數 
81   

有效觀察值

的個數 
81   

人

文

教

育

學

院 

Pearson卡方 18.688(a) 16 .285 Pearson卡方 11.351(a) 12 .499 

概似比 17.745 16 .339 概似比 11.433 12 .492 

線性對線性

的關連 
1.289 1 .256 

線性對線性

的關連 
2.447 1 .118 

有效觀察值

的個數 
43   

有效觀察值

的個數 
43   

註:1=我有明確學業目標我最近與大學生活感到疲憊;2=我對自己上大學的目標很明確與我最近對大學生活感到疲

憊。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大一新生入學一學期之校園適應狀況，並了解其影響因素，以下

分別敘述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一) 整體而言，在課業適應構面分析方面，多數大一生在剛入學之第一學期具有

好的學習動機；但在課業表現上，學生普遍認為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 

(二) 在不同性別大一新生的課業適應分析方面，結果顯示女生在學習動機、課程

應用以及課業表現相較於男生有較好的課業適應。 

(三) 在不同學院大一新生的課業適應分析方面，結果顯示設計學院有較好的學

習動機；商學院和電機資訊學院則相較於其他學院學習動機較弱。人文學院

和設計學院之學生在課業表現上相較於部分學院較好。對於課程應用和學業

環境，各院學生之感受沒有顯著差異。 

(四) 商學院與電機資訊學院對於「我有明確的學業目標」與「我對大學生活感到

疲憊」、「我對自己上大學的目標很明確」與「我對於大學生活感到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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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推論可能是因為商學院與電機學院的新生，對於上大

學的目標以及學業目標較不明確，因而對大學生活感到疲憊。建議校方應對

商學院及電資學院的學生進一步輔導關心，瞭解其學習上遇到的問題。 

(五) 在課業表現上，學生普遍認為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其中人文學院和設計學

院之學生在課業表現上相較於部分學院較好，建議系上導師要增強對新生的

輔導，以了解實際上學生的學習狀況。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中原大學之資料進行分析，抽樣的對象係採隨機抽樣，其樣態可能與其

它性別、學院組成比例不同之學校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結果恐無法推論為其它大學

校院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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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之建構與運用：大學與小學協作 
趙曉美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發展大學與小學協作指導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之檢核表，藉此師資生

可了解自編成就測驗要項並自我檢視，協作輔導教師亦可掌握指導重點。透過研發會議，

初步建構「大學與小學協作指導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國小教育學程「學習評量」課堂中試行。該課程採專題導向學習，計有 42 名師資生，

分為 11 組，各組邀請一位國小教師協作指導。為了解檢核表之運用成效，透過檢核表、

問卷、個別訪談等途徑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檢核表可協助師資生熟悉

並檢核編製成就測驗應注意事項，讓協作輔導教師掌握指導方向，改進試題品質，提升

學習成效。本研究依據師資生與協作輔導教師回饋意見，修正檢核表內容，形成「大學

與小學協作指導師資生編製成就測驗檢核表」，檢核項目包括：規劃 6 項、命題與組卷

32 項（含國語命題 4 項、數學命題 3 項）、施測 7 項、閱卷 3 項、試題分析 4 項，師資

生與協作輔導教師，分別於完成試卷初稿、試卷定稿、完成試題分析後進行檢核。此檢

核表不僅可作為大學與小學協作指導師資生編製成就測驗之參照依據，亦可作為一般教

師編製成就測驗之參考。 
 

關鍵詞：國小師資生、教師自編成就測驗、學習評量、協作、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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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e-service Elementary Teachers 
to Design Teacher-Made Achievement Test Checklist: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Elementary Teachers 
Hsiao-Mei Chao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Taipei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the Teacher-Made Achievement Test checklist for 

the pre-service teacher to design the achievement test and to evaluate the helpfulness of the 

checklist; and to facilitate elementary teachers providing guidance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elementary teachers. Via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eetings, the Teacher-Made Achievement Test checklist were constructed. The checklist was 

also implemented in the “learning assessment” curriculum at the 2nd semester of 107 school 

Year.  42 pre-service teachers in 11 groups and each group had been assigned on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Checklist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ecklist. The results showed, the 

checklist can help pre-service teachers to familiarize the Teacher-Made Achievement Test 

contents, to provide elementary teachers guidance direc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xamination questions and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ith the feedback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checklist has been modifi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number of topics: 6 items 

in planning, 32 items in examination questions design, 7 items in testing, 3 items in test 

marking, and 4 items in item analysis.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ill 

conduct reviews in all test phases including initial test design, final test design and also after 

item analysis phase. The Checklist can not only provide guidance to university professors and 

elementary teachers in directing pre-service teachers to design achievement test, but also can 

b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achievement tests design. 

 

Keywords: Pre-service elementary teachers, Teacher-made achievement test, Learning 

assessment, Collaboration,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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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學習評量」係屬師資培育課程之教學方法課程，在大學課堂中指導師資生編製成

就測驗時，小學脈絡情境會影響評量之規劃與實施，亟需透過與小學現場教師協作，以

提供師資生更符合教育現況的實作學習，以提升學習效能。 

教師自編測驗是指由教師依自己的教學需要和教學目標而自行編製的測驗，它能滿

足教師在教室情境內使用，以符合教學目標和適應班級個別差異的需求（余民寧，2011）。

就教學現場觀之，即便處於提倡多元評量的今日，國小學生的學習評量仍多採紙筆測驗，

故仍應加強教師對於紙筆測驗之命題與施測能力。良好的評量實務，能有效促進學生的

學習（Black & Wiliam, 2010）。一份周詳且具體可行的測驗編製計畫，包括：確立測驗

目的、設計雙向細目表、選定測驗的題型、編擬試題、試題審查、施測、試題分析以及

試題修正等（余民寧，2011；謝廣全、謝佳懿，2016）。對於選定測驗的題型、編擬試

題與組卷，師資生會面臨一定程度的挑戰，小學教師的協助是相當必要的。黃源河（2010）

認為，當師資培育機構與中小學攜手搭橋，大學教授與中小學教師從不同的角度出發，

雙管齊下，有助於化解長久以來理論與實務的斷裂。 

貳、研究主題與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發展大學與小學協作指導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藉以協助師資

生了解自編成就測驗要項並自我檢核，同時讓協作輔導教師掌握指導重點。透過大學與

小學教師協作，提升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之學習成效。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包括修習國小教育學程之師資生與國小協作輔導教師。師資生部分，

為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研究者所開設之國小教育學程「學習評量」課程師資生，

計有 42 名，以每 4 名師資生一組為原則，共分為 11 組。每組邀請一位國小協作輔導

教師，其中 9 組係由研究者提供名單，請師資生接洽並徵得其同意；有 2 組師資生考

量其熟識度與方便性，自行接洽。協作輔導教師為無給職，由研究者的服務學校致送

感謝狀。 

二、 研究工具 

(一) 大學與小學協作指導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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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指導師資生編製成就測驗，本研究研發「大學與小學協作指導師資生自編成

就測驗檢核表」。首先由研究者與曾修習學習評量課程之師資生，初擬檢核表內容；

接著辦理二場次研發會議，邀請具指導師資生編製成就測驗經驗的 12 位國小教師

討論與修正，確立協作指導師資生編製成就測驗的內涵，初步建構「大學與小學協

作指導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此檢核表包含 49 項檢核重點，包括：規劃

階段 6 項、命題與組卷階段 24 項、施測階段 5 項、閱卷階段 7 項，同時考慮領域

特定性，國語命題檢核 4 項、數學命題檢核 3 項。 

師資生分別於初擬試題完成時、試題經輔導教師指導修正定案後、完成試題分

析後進行三次自我檢核；透過檢核表以熟練命題要項，並了解自己的成長。研究者

身為指導教師，規劃於師資生初擬試題完成時、完成試題分析後進行二次的檢核，

以了解師資生的困境與進步情形。商請小學協作輔導教師於收到師資生初步修正之

試卷時、試卷定案後進行二次檢核，讓師資生具體了解需調整之處與修正的成果。 

(二)「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經驗問卷 

為了解在師資生對於檢核表的功能、修正意見以及學習歷程反思，設計「師資

生自編成就測驗」經驗問卷，請師資生於進行第二次自我檢核後填寫。 

(三)國小協作輔導教師訪談綱要 

為了解國小協作輔導教師對於檢核表內容與運用之建議，於期末進行個別訪談。

訪談重點包括：檢核表的功能、適宜的檢核次數與時機、檢核表內容需調整與增刪

之處等。 

三、 評量方法 

為了解師資生對於編製成就測驗之學習成效，本課程採實作評量方式進行。透過

師資生、指導教師以及協作輔導教師之對於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的檢核，進行形成性

評量，了解師資生的學習表現與困境，並及時給予協助與指導。                                                                                                                                           

四、 資料分析 

為了解本研究之成果，將透過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經驗問卷、個別訪談

等途徑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資料編碼方式：G01-G11，第 1 組至第 11 組；S01-S42，

42 位師資生；M01-M11，11 組協作輔導教師；T01，指導教師(即研究者)；檢 I、檢

II、檢 III，第一次檢核、第二次檢核、第三次檢核；卷-S01，編號 1 號師資生的問卷

內容；訪-M01，第一組協作輔導教師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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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模式 

本課程採取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藉由專題，安排複雜且真實的

任務，統整不同學科領域知識的學習，學習者經由一連串的探索行動，以及合作學習的

情境，學習問題解決的知能以及知識活用的技能（Thomas, 2000）。在「學習評量」課

程中，以「完成自編成就測驗」為學習目標，要求師資生透過小組合作，編製國小成就

測驗並實地施測，最後完成試題分析。 

於大學課堂中，研究者指導師資生了解並熟悉各類試題之命題技巧、擬定雙向細目

表、編擬試題、組卷等；待師資生初擬試卷並參照檢核表自行檢核後，交由研究者(指導

教師)進行檢核並指導師資生修正；接著，請小學協作教師指導師資生修正試題；待試

卷編擬完成，指導師資生入班施測；施測完畢，研究者指導師資生進行試題分析，並將

分析結果提供小學協作教師參考。 

伍、學生學習成效 

為了解在檢核表的輔助與導引下，師資生之學習成效，本研究透過檢核表、經驗問

卷以及個別訪談資料，分析此檢核表的功能與師資生的學習成效。 

一、 檢核表所發揮的功能 

經分析顯示，檢核表能協助師資生清楚知道編製成就測驗應注意事項(卷-S29)、

檢視試卷品質與題目精確度(卷-S02、卷-S28)，了解進步情形。 

對於國小協作輔導教師而言，此檢核表可以提醒指導時應注意的面向（訪-M06、

訪-M11）；仔細檢視，避免缺漏（訪-M01、訪-M03、訪-M06、訪-M08）；促使師資

生更投入學習（訪-M06）等。M07 指出，此檢核表可做為將來教師們出題的依據，以

便設計出一份難易適中且能檢測出學生迷思概念的試卷(訪- M07) 。 

二、 師資生的學習成效 

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此一歷程，頗為辛苦，但完成之後有著高度的成就感。進一

步分析透過檢核表的輔助、指導教師及協作輔導教師的指導，師資生的學習進步情形。 

(一) 提高雙向細目表的適切性 

師資生先擬定雙向細目表，再據以命題。經由輔導教師兩次的檢核顯示，師資

生在命題與組卷「1.依照雙向細目表編擬試題」此檢核項目，由大部分符合進步到

完全符合（M01、M03、M11-檢 I & 檢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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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試題陳述的品質 

師資生編製成就測驗，題幹敘述往往不夠精準（訪-M01、訪-M11）。透過師資

生自我檢核與輔導老師的檢核回饋，較能理解小學生的用語，試題語意更加的清晰

（M01、M03、M11-檢 I & 檢 II；卷-S05、卷-S06），改善了試題的品質。 

(三) 試題的難易度更符合學生程度 

本檢核表中明列，入班觀察學生學習狀況至少一次，師資生經由對小學生的了

解以及輔導教師的回饋，試題的編製更能掌握學生的迷思概念，符合學生的程度

（G07；M01、M03、M11-檢 I &檢 II；卷-S09、卷-S31）。 

(四) 提升試卷版面編排品質 

分析輔導教師二次檢核表與師資生問卷顯示，試卷之「字的大小、行距適切」

（M01、M06-檢 I & 檢 II）、「各試題位置配置適切(如:不跨頁) 」（M01-檢 I & 

檢 II）、「填答空間充足」（M01、M06-檢 I & 檢 II；卷-S11）等項目，已有所提

升。 

陸、回饋與反思 

本研究研發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並於課堂中實際運用，針對師資生與協作輔

導教師的回饋意見，進行彙整分析與反思修正。 

一、 檢核表內容的調整 

師資生大多覺得檢核表內容詳細完善；協作輔導教師提出以下數項修正意見，包

括：增加「確認試卷的印製稿」檢核項目（訪-M01、卷-S31）、增列「試題之目標層

次分類適切」（訪-M11），以確認各試題之目標層次。修正後之檢核表內容如附錄一。 

二、 檢核時機與次數調整 

有關檢核表之檢核時機，針對師資生與輔導教師之回饋意見，反思與修正如

下。 

(一) 師資生的自我檢核 

本研究規劃師資生分別於完成試卷初稿、試卷定稿、完成試題分析後進行三次

檢核。師資生支持進行三次的檢核，對於整個試卷編製歷程能有更全面的學習(卷-

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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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導教師的檢核 

本研究原規劃指導教師（即研究者）於師資生初擬試題完成時、完成試題分析

後進行二次的檢核，然在實務運作時，由於研究者對檢核表內容相當熟悉，直接針

對初擬試卷提出修正意見，並未依據檢核表逐項檢視。指導教師的檢核可調整為一

次，於試題分析後，針對師資生的期末試題分析報告進行檢核，亦可與輔導教師的

檢核結果做比對，以作未來與輔導教師溝通或教學調整之參考（T01）。 

(三) 協作輔導教師檢核 

本研究原規劃協作輔導教師於收到試卷初稿與試卷定稿時進行二次檢核，但因

閱卷階段中第4至7項需於試題分析後才能進行檢核，輔導教師建議列為第三次的檢

核（訪-M01、訪-M03、訪-M11），並建議改稱之為階段一、階段二、階段三檢核，

將檢核表隨同試卷提供給輔導教師，較為明確（訪-M01、訪-M03、訪-M08、訪-M11）。 

三、 大學與小學的合作 

本課程採大學與小學合作，為利雙方合作，師資生與協作輔導教師提出以下建議： 

(一) 尊重小學行政運作生態 

本研究在與學校連繫時，每校有著不同的做法與要求。有協作輔導教師建議，

大學與小學的行政聯繫與接洽，尊重小學的生態即可（訪-M01）。 

(二) 大學與小學教師互相尊重並加強溝通聯繫 

有師資生表示，大學與小學端兩位老師都互相尊重，往往讓師資生不知如何拿

捏，此部分宜有更明確的溝通，讓小學端理解有些內容可以讓輔導老師這邊決定（卷

-S02）。此外，輔導教師建議與指導教師建立聯繫管道，以利師資生的指導（訪-

M03）。 

柒、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研發「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並實際運用於師資培育「學習評量」

課程，對於師資生與協作輔導教師具有導引作用，大學與小學能有效協助師資生編製

成就測驗，有助於提升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之學習成效。 

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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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建立大學與小學協作指導師資生學習編製成就測驗，宜尊重小學生態環境，

強化大學與小學之間的溝通與聯繫，以建立順暢的協作模式。此外，本檢核表可作為

在職教師編製成就測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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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後設認知理論建構設計科系之策展企劃創新教學模式 
林家華 

大同大學媒體設計系  

 

摘要 
隨著臺灣設計類展演日益蓬勃，設計策展人(Design-curator)的培育實有其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針對設計科系的學生的特質及對策展企劃的學習需求，基於後設認知的教學

理論，提出一策展企劃創新教學模式。此模式主要幫助學生透過內化原知識及新知識的

過程，學習策展前端對議題及思維的掌握，啟發學生觀點突破與展覽脈絡梳理，學習如

何撰寫一份完整的策展企劃案。研究結果發現透過此教學模式，了解思維的革新層次，

如何觀看展覽、對策展企劃的邏輯形成，到策展主題的掌握都能具體發揮。特別在展覽

呈現樣貌上(form)、展覽內涵與概念(theme)及展覽脈絡(context)上提升幅度最大。整體

教學成效也獲得高度肯定。未來希冀能在作品的閱讀力、展覽動線的思考、預算控制上

進行優化，讓學生在策展執行上具有自信心，使設計策展的學習能更加完整。 

 

關鍵詞：策展企劃教學、後設認知、設計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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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ing Metacognitive Theory to Construct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of Curatorial Planning Course in Design Department 

Chia-Hua Lin  

Department of Media Design, Ta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booming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in design field in Taiwan, the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the design-curator talents should be valued.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metacognitive 

theory to develop a curatorial practice teaching mode in design department. This mode aimed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hinking, and inspired students to explore concepts in ways that 

are meaningful and have purpose. By the process of internalization in thinking revolution of 

students, the ability of how to complete a curatorial proposal would be lear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this teaching mod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of thinking can be realized 

by understanding how to watch the exhibition, the logic of the planning of the exhibition, and 

master of the curatorial theme. Especially in the items of exhibition form, exhibition theme and 

exhibition context shows a high positi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curatorial teaching mode 

has also been initially highly recognized. Look forward to optimizing this teaching mode for 

curatorial learning in design depart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eaching of curatorial planning, Metacognitive theory, Design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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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教學現場之問題  

近年臺灣設計類展演蓬勃發展，興起許多設計師擔任策展人的角色來規劃展覽，經

由設計創意性的思維，策展的形式變得多元且自由。目前，設計科系的學生每年在課程

結束及畢業展覽時，都會進行作品的展演規劃，但反思現有設計教育的教學架構，缺乏

針對設計策展專業知識的教學規劃，學生多在摸索中進行策展，對於如何規劃一場展覽

存有許多疑惑。現今，策展形式早已跳脫框架（陳泰松，2009），策展內容不僅只是用

來展現作品，更是策展人透過展覽的實踐來陳述知識生產及觀點論述的思考空間。面對

展覽的議題及場域充滿了實驗性與挑戰性，如何針對設計科系提出適合的設計策展教學

方式，以了解設計科系的學生將對產品、媒體的創意思維運用在展覽上，對於設計策展

人(design-curator)的培育實有其重要性。 

筆者自 2013 年至今，於設計科系研究所開設「藝術行政與策展實務」課程，教學

核心即透過「策展人角色體驗」的策展實務，讓設計科系的學生分組實踐完整策劃一場

展覽。由這幾年教學現場之觀察，發現許多設計科系高年級學生及研究所的學生對於策

展後端的設計實務面掌握度高，在議題轉化設計操作上已具備專業能力，對展覽設計的

掌握度高。然而，在設計科系的課程架構中，較缺乏的是策展前端的思維訓練部分，如：

該如何開始策劃一個展覽、該思考何種議題、面對許多作品，又該如何從作品中去思考

策展脈絡，提出嶄新的觀點、又該如何著手規劃展覽流程等策展企劃的學習，仍需有深

化訓練之必要，而此訓練也是對於一個策展人最基礎但最具決定性的能力養成。因此本

研究調整以展覽議題的思維訓練及策展前端知識為教學核心，著重於策展企劃應具備之

思考及統整能力為主要教學重點。 

貳、研究主題與目的 

本研究的主題為：「應用後設認知理論建構設計科系之策展企劃創新教學模式」。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的學習理論是針對個體在學習及思考過程中，以自我控制

(controlling)及自我監控(monitoring)對客體層次(object level)及後設層次(meta level)的互

動機制與因果關係過程 (Nelson & Narents, 1990)。學習者對本身既有知識及所取回

(retrieval)的知識與思考進行監控，根據自我擁有的理解與思維的轉移(transportation)，以

進一步支配所取回知識，形成新的觀點 (Hacker, 1998)。本研究取其後設認知為核心概

念，結合現場教學上的經驗，提出策展企劃教學策略模式。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針對設計系學生於策展學習上的需要，強化展覽背後自我思維

與議題掌握、創新觀點以及思維深化的訓練，啟發學生對議題思維的核心切入點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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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自我歷程」在「內化層次」中產生思維的革新。基於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策展企

劃教學策略模式的可行性，本研究想了解之問題為：一、探討學生在此學習模式下之學

習行為與歷程；二、階段性的比對學生在學習前後，在我歷程與內化層次上的學習差異；

三、對課程實施之教學評價與建議。 

參、文獻探討 

一、後設認知及其教學上之應用 

「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理論於1970年代首次被提出(Flavell, 1981)，是以「Meta」

（事後）及「Cognition」（認知）組成的辭意，其含義是指個體能對自我認知的知識進

行回溯思考的過程，經由自我教導、自我提問以及自我監控的內在轉化，形成的一種思

維歷程現象，即「對認知進行認知」(cognizing about cognition) (Burke, 1999)。 

根據 Perfect and Schwartz (2004)對於後設認知之應用研究，證實後設認知的監測、

控制機制與記憶表現之間有正向的關係 (Cull & Zechmeister, 1994)，因此長期用來針對

大學或中小學等學齡階段的學生，主要是希望透過這些研究可找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的

方法。肯定後設認知教學之學者指出，後設認知扮演原本具有的知識與長期存在的知識

之間「取回-轉移」(retrieval–transportation)的角色、選擇性的將知識吸收進入短期記憶

中以串聯工作記憶區中各知識的建構等連結的程序 (Yore & Treagust, 2006)。 

對於後設認知應用之具體教學原則，透過教學實驗結果，可歸納為以下之重點：(一)

不同的學習活動，應使用不同之學習方法；(二)於授課中讓學生了解教學的結構與脈絡；

(三)讓學生明暸自我的認知特質；(四)提供基礎的後設認知策略；(五)由問題解決或提案

的過程中發展自我的後設認知策略；(六)逐漸減少指導，讓學生自我發揮(Brown, & 

Armbruster, 1984；Glover, Bhattacharya, Sandler, & File, 1981)。此外，Tregaskes and Daines 

(1989)也經由研究證實經由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執行可有效提高學生之學習效果。 

二、策展與設計教育之意義 

設計展覽的發展，最早由 1982 年臺灣新一代設計展開始（臺灣創意設計中心，2019），

至今每年的臺灣設計師週、臺灣設計博覽會、臺灣文創展、高雄設計節展、簡單生活節

等各類設計展，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由設計師主導或擔任策展人的展覽越來越頻繁，顯

示未來的設計人才更應該具備策展的專業能力。Elkins (2004)分析美國視覺藝術的策展

課程規劃中，其中一類的課程目的著重在對當代藝術思潮與創作的批判及策劃展覽，課

程內容包含展覽參觀、策展企劃、作品裝裱、平面設計及目錄解說文字、出版品等。國

內針對設計領域策展之相關研究仍在初始階段，林廷宜（2013）由美國藝術策展教育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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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提出鑑賞能力及統合能力的培養須融入大學基礎教育中。馬睿平與陳維翰（2013）

以歷史人物為主題探討策展團隊的後設認知-學習之架構。此外，黃巧慧與莊明振（2013）

應 用 國 外 學 者 Sandell 在 2006 年 針 對 藝 術 策 展 教 育 ， 提 出 了 FTC(Art= 

Form+Theme+Context) model為基礎，以粉樂町政大續展為個案研究，發展出 FTCC(Form, 

Theme, Context, Cost)之策展決策策略模式。本研究針對設計科系的專業與特質來思考，

將運用 FTCC 模式，加入「Design」一項，成為 FTCDC(Form, Theme, Context, Design, 

Cost)模式，如表 1，以此作為教學內容及自我評量之項目。 

表 1 本研究所提出之 FTCDC 模式之內涵 
Form Theme Context Design Cost 

展覽呈現

的樣貌 
展覽的主要內涵或

其所要傳達的概念 
展覽條件設定(何時？何

地？為誰？為何？等) 
設計與展覽內

涵的傳達性 
展覽的經費預

算與成本控制 

肆、研究方法與教學規劃 

一、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回顧、專家訪談、授課觀察以及問卷調查法作為研究方法。

根據後設認知理論建構出具體教案後，在實施教學前，進行 2-3 位專業策展人之深度

訪談，根據專家對課程的建議進行調整，以確立教學流程。進入正式授課時，除了理

論教學外，會進行兩次個人思維的翻轉企劃演練，並進行發表。每個階段完成後，請

學生填寫該階段之 FTCDC 問卷，問卷以五尺度量表（完全不足 0，稍微養成 1，有進

步 2，養成不少 3，已養成 4）進行評價，以 Excel 進行統計分析。 

 

 

圖 1 FTCDC 問卷(本研究製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20 
 

課程結束後，再進行教學評量問卷以了解整體教學的成效。問卷分為課程、個人

以及學習三個構面，以五尺度量表（劣-2，差-1，普通 0，佳 1，優 2）進行評價。整

體綜合評價，以學生各階段之 FTCDC 項目的學習結果，配合學生學習過程中之觀察，

歸納出學習成效。 

二、教學規劃 

教學主要對象為設計科系大四、碩士班學生為主，修課人數共計 17 人，以一學

期 18 週三學分的課程進行。課程主要目標為能引導學生完成撰寫一份完整的策展企

劃書。教學以漸進式的方式進行，第一部分以學生個體為主要引導目標。第二部分以

團隊小組的方式進行策展企劃合作。策展企劃教學概念與模式，如圖 2。 

 

 

 

 

 

 

 

 

 

 

 

圖 2 策展企劃教學概念與模式 

個人引導階段，分兩次思維後設演練。第一次演練課題只單純給予學生設計師的

展品清單，讓學生透過作品與藝術家解讀，為此提出策展觀點與議題，以學生原有知

識進行策展企劃的規劃。完成後，帶領學生參觀正在進行的真實展覽，並配合策展人

針對課題演練之結果進行解說，對比真實展覽規劃之觀點與差異，由此幫助學生了解

實際場域與策展人對議題的思維脈絡，讓學生透過對話直接體驗策展工作，產生「自

我歷程」的「內化層次」，反思與自我認知的差異，形成「革命後」的「新思維」。 

第二次演練課題，配合課程的教學與閱讀，進行顛覆性的演練。課程帶領學生參

觀展覽後，針對該展覽進行重新的解構提案，「如果我是策展人，我會如何提出何種

議題來策劃展覽」。爾後，再邀請當展之策展人針對學生演練之結果，進行解說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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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真實展覽規劃之觀點與差異，讓學生在觀點上可再次翻轉。兩次階段性的引導，企

圖幫助學生體會在展覽前原知識與新知識的衝擊，以及展覽後新知識取回後與顛覆思

維的挑戰。課程中請學生對陌生文本進行認知描述及反思紀錄，有助於了解學生在思

維轉化及擴展、定案、抽象理念轉換為實質內容的策展設計能力之建構過程。最終策

展任務，即以徵件展為例，請學生組成策展小組，由觀點的提出、策展主題、脈絡鋪

陳、展覽形式、設計、空間、預算、流程等提出完整企劃案，進行正式發表。發表邀

請策展人協同參與發表，並給予企劃提案具體的看法與建議，以期讓學生更真實的了

解業界在評價提案可行性之重點與過程，如圖 3。 

 

 

 

 

 

  
圖 3 第一次與第二次思維翻轉演練與觀展-與策展人對話 

伍、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各階段 FTCDC 之學習評價 

    課程結束後，問卷回收共計 17 份，女生 13 名，男生 4 名，皆為有效問卷。根據

研究結果，最高評價為 4 的基準下，第一次思維後設演練時，展覽呈現的樣貌(Form)

及展覽主要內涵及傳達概念上(Theme)自我評價平均各為 2.8 及 2.7，其中在「策展主

題的創意能力」上學習收穫最高，為 2.9，其次為「策展議題的具題化」為 2.8。學生

比對在原知識上進行策展企劃及了解策展人的策展思維後，對於學習上的回饋有：「以

前看展覽都是走馬看花，可以很容易比較自己與策展人的觀點差異，並從中思考策展

人的角度」、「有助於理解自己的認知與實際策展時的認知」、「命名的學問以及如

何將命名的關聯性帶到作品上面，當作品本身的敘事性已經足夠且強壯，要如何將數

個這樣的作品用一個故事組織起來，是策展人需要思考的」、「較能有脈絡的看展覽」等。 

    第二次思維後設演練後，在展覽呈現的樣貌(Form)(2.8)、展覽主要內涵及傳達概

念上(Theme)(2.9)、展覽條件設定(Context)(2.9)及設計(Design)(2.9)上的學習都有高評

價。其中在「策展主題的創意能力」(3.0)、「策展各軸線的鋪陳與安排」(3.0)、「對

展覽基本條件的評估能力」(3.1)及「空間的思考應用」(3.1)的自我學習評價上較為突

出。整體在經費部分的學習較需要強化。此次演練的回饋有：「對展覽概念有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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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整力，第一階段時概念較為零碎，企劃書內容也較為鬆散，沒有統一性及邏輯性，

但在此階段時，就比較有邏輯性，內容較為扎實」、「學習到各個主題如何串連的功夫，

可大致完成一份策展企劃書」、「這個階段是我認為全部學習中進步最大的，先看一遍

在業界的展覽會怎麼做，再用一樣的素材自己實行一次，經過發表再跟老師檢討」。 

    在綜合小組演練後，學習收穫最多的為「策展議題的具體化」(3.0)及「主題符合

組織目標的思考」(3.1)，在「策展主題的創意能力」、「展覽形式於策展團隊專業能力

有所發揮」、「強化議題的知識創新」及設計上的「主題、視覺、空間的關聯性」等空

間、動線的連貫思考上皆為 2.9。另外，在經費編列(Cost)上，「策展經費項目的編列」

(2.9)及「能完整規劃預算」(2.9)上有明顯進步。另一方面，「會思考經濟、政治、文化

與社會、科技與教育等趨勢而策展」(2.4)、「參展藝術家的特質思考」(2.4)為最需強化

之處。對於期末企劃書的回饋：「完整學習整套策展流程，企劃書內容的繕寫更加深

入，更能掌握主題的走向與發展性，以及策展實務面又比前次思考的更縝密」、「將之

前所學的綜合起來，從無到有，自己組織一個企劃，從發想主題到命名，找藝術家，

安排空間等，最後完成一場展覽的策劃，要理性與感性兼具才有辦法做成一份完整的

企劃書」、「與其他人相互合作，各面向的能力皆有提升」等。根據三階段的回饋，可

發現學生對於思維的革新層次由了解如何觀看展覽、對策展企劃的邏輯形成，到策展

主題的掌握都能具體發揮。對於每次原知識的革新、新知識取回後，所內化的學習能

力可明顯由回饋中得知。 

    由第一次思維翻轉至期末策展企劃提案，在展覽呈現樣貌上(Form)，由 3 提升至

3.6。在展覽內涵及其所傳達的概念上(Theme)，評價在 2.7-2.8 之間。在展覽脈絡的內

在與外在評估上(Context)，提升幅度最大，由 2.9 提升至 3.6。在展覽空間與動線呈現

上(Design)，評價在 2.7-2.6 之間。在展覽預算與成本控制上(Cost)，為最低 2.4。教學

中，策展議題的思考力、及與策展人對話和導覽的學習助益，評價由 2.8 提升至 3.2。

整體上透過每次的思維後設轉化歷程，內化層次的思維學習及企劃能力有顯著的提升。

唯在展覽空間與動線呈現(Design)及展覽預算與成本控制(Cost)的構面上，學生回饋在

既有格局的展覽場域中，較難理解策展的動線規劃，若能由從無到有的展覽場域中，

進行解說較能理解動線規劃的重點。而就預算控制上，還未能有效掌握經費的使用比

例。 

二、教學成效評價 

整體教學成效的結果，最高評價為 2 的基準下，在課程、個人以及學習成效上的

綜合平均達 1.7。在課程構面上，「策展理論學習」、「模擬提案學習」及「業師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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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三項評價皆達 1.7，其中對作品提出自我觀點的能力、主題的創意能力、議題的

創新知識、提案及規劃能力皆高達 1.8，惟對作品類型的決定與選擇(1.5)、提升策展

專業技能(1.5)上須強化。在個人構面，對自我評價上達 1.8，對於了解自我特質、學

習後的修正與反思、對議題的研究思考與創意能力皆達 1.8 的正向評價。在學習成效

上，對「課程達到學習目標」、「策展能力有加值」及「我對課程的執行方式持肯定

與正面態度」皆達 1.9 的高度肯定評價。然而，在策展執行的自信度上、促進新知識

及展覽的思考與吸收較低，是未來授課可再強化或延伸規劃之處。本研究所提出的教

學策略，具體實施的成效已初步獲得學生的回饋及肯定，後續的授課規劃將優化本次

回饋中較須強化的項目，使本研究所提出之策展企劃教學模式，能針對設計科系的學

生特質，進一步加值設計策展能力的發展。   

陸、結論與建議 

後設認知的教學思維，著重於讓授課讓學生明瞭自我的認知特質、了解教學的結構

與脈絡外，逐漸減少指導，讓學生自我發揮，由問題解決或提案的過程中發展新知識的

學習策略。未來希冀能優化本研究所提出之策展企劃教學模式，並擴大課程規劃，由思

維引導至實際操作展覽，讓學生在設計策展的學習上能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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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中預習教材的型式對學生課前預習投入的影響 
王豐緒 

銘傳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摘要 
翻轉教室要求學生在上課之前須進行課前預習，以預備好課堂活動所需要的基本知

識。因此，本研究探究預習教材的型式是否能夠吸引學生投入預習活動。本研究採準實

驗法，邀請某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兩個班級共 113 人（實驗組 59 人，控制組 54 人）參與

實驗。實驗組學生使用互動式影音教材作為預習教材；控制組學生使用靜態式投影片教

材作為預習教材。本研究使用 Moodle 數位平台做為教材遞送媒介，紀錄學生存取預習

教材的時間作為學習歷程資料。本研究應用重複測量的混合效果模型(Mixed Effect 

Model for Repeated Measure)比較兩班的預習投入程度的趨勢是否有所差異。實驗結果顯

示互動式預習教材可以顯著提升學生在課前預習的投入次數且顯著降低課堂預習投入

的時間。同時，兩組學生的課前預習狀況都有隨著時間減少的情形。研究建議教師發展

互動式預習教材吸引學生投入課前預習，並減少臨時抱佛腳的情形。另一方面，隨著時

間的遞移，學生的課前預習投入明顯減少，需有進一步的措施協助學生持續投入課前預

習。 

 

關鍵詞：翻轉教室、課前預習、學習投入、重複測量的混合效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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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ects of Content Types on Student Engagement with Pre-class 
Study in Flipped Classrooms 

Feng-Hsu Wang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Flipping the classroom requires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he class before class to acquire 

the basic knowledge required for class activit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content 

types of pre-study materials can attract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preparatory activities. This 

study adopte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invited 113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ment, with 59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54 in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interactive video materials; 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used slides as the pre-study materials. The current study used Moodle as the content 

delivery platform to record the time when students accessed the learning materials. 

Engagement in pre-study activities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student groups using the 

Mixed Effect Model for Repeated Measur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teractive video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engagement in pre-class preparation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time spent on classroom preparation. Meanwhile,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vels of pre-class 

engagement for both student groups have decreased with tim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eachers 

develop interactive videos to attract students to engage in pre-class activities and reduce the 

situation of students’ temporary entanglement with quiz preparation in classroom. On the other 

hand, as time goes by, students' pre-class engagement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refore, 

measures are needed to help students continue to engage in pre-class preparation.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Pre-class study, Learning engagement, Mixed effect model 

for repeated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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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翻轉教室是近年來頗受教育研究人員與教師重視的一種新穎的教學模式。有別於傳

統教室，翻轉教室重視課堂時間的有效運用，藉由投入問題解決活動，師生間可進行高

度的互動，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進行高層次的學習，諸如問題解決與批判性思考。因

此，翻轉教室要求學生須在上課之前須進行課前預習，以預備好課堂活動所需要的基本

知識。研究文獻顯示課堂的課前和課中活動的設計可以增強學生的學習經驗，且學生對

於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普遍表示滿意 (Gilboy, Heinerichs, & Pazzaglia, 2015；Sergis, 

Sampson & Pelliccione, 2018；Awidi & Paynter, 2019)。然而，誠如 Akçayır and Akçayır, 

(2018)指出在翻轉教室中，針對學生在課堂之內與課堂之外的學習表現的研究非常重要，

尤其是如何面對學生課前不預習的挑戰成了大學教育實施翻轉教室的挑戰之一 

(O'Flaherty & Phillips, 2015)。 

貳、研究目的 

Long, Logan and Waugh (2016)經由問卷調查法發現學生認同使用視訊教材，有正向

的態度，並建議視訊教材應該短而且吸引人投入。Ferrer-Torregrosa, Jiménez-Rodríguez, 

Torralba-Estelles, Garzón-Farinós, Pérez-Bermejo, & Fernández-Ehrling, (2016)研究也發現

教材媒體的形式度學生的學習也有影響。因此，本研究探究預習教材的型式是否能夠吸

引學生投入預習活動。預習教材型式有兩種：互動式影音教材（講解視訊加上互動測驗）

以及靜態式教材（投影片）。本研究問題是使用互動式影音教材作為預習教材的學生是

否比使用靜態式教材作為預習教材的學生更投入預習活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準實驗法，以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課程為例，邀請台灣某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兩個班級共 113 人（甲班 59 人，乙班 54 人）參與實驗，其中甲班是實驗組，乙班是控

制組。實驗組學生使用互動式影音教材作為預習教材；控制組學生使用靜態式投影片教

材作為預習教材。本研究使用 Moodle 數位平台做為教材遞送媒介，紀錄學生存取預習

教材的時間作為學習歷程資料。實驗時間八週，每週上課 3 小時。學生於每週上課前須

先瀏覽預習教材，上課開始前進行預習程度小考。教學流程為第一週簡介；另外分別在

第二、三、四、六、七週（第 5 週放假）共進行 5 次預習小考。 

本研究定義學生的投入 (engagement)是學生將精力 (energy)投入在學習的程度。預

習投入 （pre-class engagement）是指學生在課堂上課之前一週為了達成課堂活動的需求，

所投入存取預習教材的次數和閱讀所花費的時間（單位：小時）。預習投入進一步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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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一種是課前預習投入，另外一種是課堂預習投入（在課堂上課開始到小考前學生

所進行的預習動作，一般會有 20 分鐘左右）。後者的課堂預習投入可能某種程度反應

出學生臨時抱佛腳的心態，又或者學生重視預習小考的程度。藉由 Moodle 平台歷程紀

錄的功能，預習教材的次數和閱讀所花費的時間均可透過歷程資料的進一步推算而得。

值得注意的是受限於 Moodle 目前追蹤技術的限制，花費的時間推算可能隱含若干的誤

差，進而帶來本研究的限制。例如，學生下載教材之後可能會因故離開電腦桌一陣子後

再回來繼續閱讀，這些時間也都會併入閱讀時間。為了降低此限制對研究結果的影響程

度，考量到每一份教材大約預設為 15-20 分鐘，因此，從歷程資料推算學生每次閱讀時

間是以一小時為上限，若超過仍以一小時計。 

最後，為了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差異，本研究首先利用 t-檢定，檢驗兩班在第一

週的預習投入是否有所差異。接著運用重複測量的混合效果模型 (Mixed Effect Model 

for Repeated Measure)比較兩班的預習投入程度的趨勢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使用 R 語

言的 lme4 套件中的 lmer()函數計算不同的混合效果模型，並且挑選其中較適合的進行

結果討論。 

肆、研究結果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各週參與預習的人數分佈如表 1 所示，其中第 5 週因放假，所

以第 6 週統計的人數事實上橫跨兩週的時間。從表 1 看出離下一次預習小考的日期間隔

似乎會影響學生參與課前準備的人數。 

實驗組與控制組各週課前與課堂預習投入次數與時間走勢如圖 1 所示，其中

PreClass_A 與 Preclass_A_Time 分別表示課前預習的投入次數和時間；PreClass_I 與

Class_I_Time 則是分別表示課堂預習的投入次數和時間。從圖 1 可以看出實驗組的課前

預習投入次數和時間高於控制組；課堂預習的投入次數和時間則反之。此外，兩班的預

習投入次數和時間均有隨時間遞減的趨勢。 

表 1 各週（2-7 週）參加課前準備的學生人數（課前預習/課堂預習） 

週次 W1 W2 W3 W4 W5* W6 W7 W8 
實驗組 0/0 23/18 28/17 29/17 0/0 15/4 11/8 0/0 
控制組 0/0 36/17 24/31 12/15 0/0 6/7 9/13 0/0 

*第 5 週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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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實驗組(Class 1)與控制組(Class 2)各週課前與課堂預習投入次數與時間走勢圖 

本研究首先利用 t-檢定，檢驗兩班學生第一週的預習投入是否有所差異。表 2 顯示

檢定結果，只有課前預習時間兩班有顯著差異，其他預習投入指標均無顯著差異。 

表 2 兩班學生第一週的預習投入檢定結果 

預習投入 M1 M2 SD1 SD2 t df p-value 
課前預習次數 1.085 1.667 1.985 1.991 -1.554 110.067 0.123 
課前預習時間 0.128 0.297 0.255 0.373 -2.779 92.476 0.007 
課堂預習次數 0.475 0.778 0.838 1.449 -1.345 83.259 0.182 
課堂預習時間 0.059 0.140 0.159 0.322 -1.660 75.737 0.101 

接下來，本研究探索分析七種線性迴歸模式（如表 3 所列），並使用 R 語言的 lme4

套件進行分析，其中 Target 變數分別為課前預習次數 (PreClass_A)、課前預習時間 

(PreClass_A_Time)、課堂預習次數 (PreClass_I)、以及課堂預習時間 (PreClass_I_Time)。

藉由 ANOVA 分析比較這七種模型，最後挑出 AIC, BIC 最低，執行效率高且顯著的

Model 5 模型。表 4 顯示各種預習模式的混合效果模型。結果分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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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七種探索性線性迴歸模式 

模式 公式 描述 

Model1 Target ~ 1 
General linear model (no random 
effects) 

Model2 Target ~ 1, random = ~ 1| id 
Unconditional Model (random 
intercepts) 

Model3 Target ~ Week, random = ~ Week | id 
Unconditional growth model (random 
intercepts and slopes) 

Model4 Target ~ Week * Class, random = ~ Week | id 
Conditional growth model based on 
Class Group (random intercepts and 
slopes) 

Model5 Target ~ Week * Class, random = ~ 1 | id 
Conditional growth model (dropping 
random slope) 

Model6 
Target ~ Week * Class, random = ~ 0 + Week | 
id 

Conditional growth model (dropping 
random intercept) 

Model7 
Target ~ Week * Class, random = list ( id = 
pdDiag (~Week) ) 

Conditional growth model (dropping 
intercept-slope covariance) 

表 4 課前/課堂預習次數與時間之混合效果模型 

模型 
固定效果 隨機效果 

ICC 
Factor β Lower-95 Upper-95 Group SD 

課前預習次

數 

Intercept 2.211 1.864 2.558 Student 
Id 

0.406 
0.115 

Week -0.333 -0.402 -0.264 
Class2 -1.366 -1.868 -0.864 

Residual 1.125 
Week:Class2 0.208 0.107 0.308 

課前預習時

間 

Intercept 0.316 0.271 0.421 Student 
Id 

0.065 
0.063 

Week -0.046 -0.068 -0.037 
Class2 -0.035 -0.206 0.012 

Residual 0.249 
Week:Class2 0.014 -0.008 0.036 

課堂預習次

數 

Intercept 0.768 0.499 1.038 Student 
Id 

0.317 
0.117 

Week -0.089 -0.143 -0.035 
Class2 0.292 -0.097 0.682 

Residual 0.873 
Week:Class2 -0.027 -0.105 0.050 

課堂預習時

間 

Intercept 0.092 0.023 0.161 Student 
Id 

0.043 
0.033 

Week -0.007 -0.022 0.007 
Class2 0.136 0.036 0.236 

Residual 0.232 
Week:Class2 -0.014 -0.035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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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1：在課前預習投入次數方面，週次與組別有顯著交互。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

入次數估計值為 β=2.211 (p<.001)；控制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次數估計值為 β=.845  

(p<.001)。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次數顯著高於控制組。此外，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入

次數隨著週次顯著遞減 (β=-.333，p<.001)；控制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次數隨著週次顯著遞

減 (β=-.125，p<.001)。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次數的遞減速率也顯著高於控制組。 

結果 2：在課前預習投入時間方面，週次與組別沒有顯著交互。實驗組的課前預習

投入時間估計值為 β=.316 (p<.001)；控制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時間估計值為 β=.281 （但

不顯著）。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時間高於控制組（但不顯著）。此外，實驗組的課前

預習投入時間隨著週次顯著遞減 (β=-.046，p<.001)；控制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時間週次遞

減(β=-.032)，但不顯著。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時間的遞減速率高於控制組（但不顯著）。 

結果 3：在課堂預習投入次數方面，週次與組別沒有顯著交互。實驗組的課堂預習

投入次數估計值為 β=.768 (p<.001)；控制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次數估計值為 β=1.060（但

不顯著）。實驗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次數低於控制組（但不顯著）。此外，實驗組的課堂

預習投入次數隨著週次顯著遞減 (β=-.089，p<.01)；控制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次數隨著週

次遞減 (β=-.116)，但不顯著。實驗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次數的遞減速率低於控制組（但不

顯著）。 

結果 4：在課堂預習投入時間方面，週次與組別沒有顯著交互。實驗組的課堂預習

投入時間估計值為 β=.092 (p<.01)；控制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時間估計值為 β=.228 (p<.01)。

實驗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時間堂顯著低於控制組。此外，實驗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時間隨著

週次遞減 (β=-.007，p<.001），但不顯著；控制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時間週次遞減 (β=-.021)，

但不顯著。實驗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時間的遞減速率低於控制組（但不顯著）。 

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前述之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1)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次數顯著高於控制組；

(2)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入次數的遞減速率也顯著高於控制組；(3)實驗組的課前預習投

入時間和課堂預習投入次數均隨著週次顯著遞減；(4)實驗組的課堂預習投入時間堂顯

著低於控制組。結果顯示運用互動式預習教材可以讓學習者更多次投入課前預習，並減

少使用者在課堂上可能是臨時抱佛腳的時間。然而，使用互動式預習教材的學生投入課

前預習的次數隨著時間遞減也比較快，而且其課前預習投入時間也隨著週次顯著遞減。 

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建議教師發展互動式預習教材，比起靜態式教材應該更能協

助學生發揮自主學習精神，投入課前預習，並減少臨時抱佛腳的情形。另一方面，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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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遞移，學生的課前預習投入明顯減少，特別是使用互動式預習教材的學生，需要

有進一步的措施協助學生持續投入課前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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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普通物理實驗教學的改進與發展 
葉聰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摘要 
為探討探究式教學是否能有效增進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本研究以生活素材發展動

手做實驗儀器，並根據大學普通物理實驗標準規劃實驗內容。經過七年時間，以行動研

究方法發展實驗教材，並利用實驗研究法建立實驗器材。將教學過程學生的實驗報告、

教學評量、教學問卷等資料，利用三角校正內容分析法，探討學生在問題解決能力方面

的學習成效，分析結果顯示：探究式實驗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關鍵詞：探究教學、大學普通物理實驗、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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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Tsung-Wen Yeh 

Depart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s,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o study how the inquiry-based teaching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living materials to make hands-on instruments, and planed the 

content according to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 standards. After seven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instructions were designed by ac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equipment was established 

by experimental methods. The students' reports,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reports, and the 

teaching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by the data triangulation method.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kills. 

 

Keywords: Inquiry teaching,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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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物理學是一門同時包含理論及實驗的實證科學。從教育觀點而言，即包含內容知識

與過程技能。學習者須透過實驗驗證其內容知識的正確性，與培養其從事實驗的過程技

能及問題解決能力  (Kozminski, Lewandowski, Beverly, Lindaas, Deardorff, Reagan, & 

Zwickl (2014)。成這些目標，需要完善的實驗教學環境，包括詳實規劃的課程內容及能

落實教材的實驗設備(傅昭銘，2006)。 

傳統食譜式實驗教學以能具體培養學生的過程技能及儀器操作能力為目標。隨著科

技的進步，食譜式實驗的教學目標已逐漸無法滿足未來科技發展的需求 (Havlíček, 2015; 

Hofstein & Lunetta, 2004)。人類社會及自然環境問題趨向複雜化，使得問題解決能力逐

漸成為未來人才應具備的重要能力(Solving, 2017; Wright, 2004)。傳統實驗教學中常忽略

探究的重要性(Hofstein & Lunetta, 2004)。然而，許多研究顯示探究式實驗確實能有效促

進學習者發展其問題解決能力(Banchi, & Bell, 2008; Council, 2000; Goldberg, Otero, & 

Robinson, 2010; McComas, 2014)。這現象或許與學生在從事探究式實驗中，必須動手經

歷科學家研究的過程(Banchi & Bell, 2008; Goldberg et al., 2010)，在此過程中學生將時常

遭遇實驗的失敗過程，經歷科學論證的批判，進而有助培養其從事科學事務時應有的正

確態度(Solving, 2017)。 

大學普通物理實驗課程內容包含的實驗項目多且繁雜，為達成具體實驗的精確性，

需要足夠實驗精度的實驗設備 (Kozminski, 2014)。這些實驗設備多數不易由大學校系自

行設計製作，商業套裝實驗裝置（例如 PASCO, Phywe, Vernier）逐漸成為多數大學普物

實驗課程規劃時的參考依據。然而，儀器的維護與更新所需經費經常所費不貲，近年來

更成為許多大學院校科系財務的重要負擔。如何改善教材與設備以符合時代的需求，探

究式實驗逐漸成為大學普通物理實驗課程的取材內容(傅昭銘，2006；國立臺灣大學普

通物理實驗室，2019)。 

貳、主題與目的 

本研究探討探究式大學普通物理實驗是否能有效促進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為發展

探究式實驗教材，以生活素材設計動手做實驗儀器，並根據大學普通物理實驗標準規劃

實驗內容(例如參考 Napolitano, 1999;Tekestebrihan & Gebeyehu, 2013)。經過七年時間的

行動研究(Schön, 1987)發展教材內容，並利用實驗研究法(Heitink, 1999)建立實驗儀器。

發展的實驗教材涵蓋下列主題：誤差分析方法（步長實驗、投針實驗、面積測量）、運

動學（等速運動、瞬時速度、等加速運動、變加速運動）、力學（靜力平衡、自由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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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傘、圓周運動）、碰撞運動（質心測量、直線碰撞、斜向碰撞）、聲音與波動（單擺、

駐波、吸管笛、亥姆霍茲共振）、流體力學（噴霧器、簡易飛行翼）、光學（硬幣隱形、

髮絲繞射、針孔成像、圓孔繞射、繞射光柵）等二十五項實驗。 

每一項實驗教材皆透過行動研究法(Schön, 1987)經三步驟循環歷程(DBRC, 2003)：

設計-實施-評鑑，逐步精緻化教材內容。在設計階段中，透過文獻探討與資料分析收集

具有科學趣味並能引起學習興趣的科學實驗項目(Martinez & Haertel, 1991)，並透過實驗

研究(Heitink, 1999)探求其科學內容；將活動素材設計成動手做教學活動單元實施實驗

教學；觀察學生的學習反應，並透過學生作業分析該項教學活動的內容適切性；將具有

教學意義的實驗活動，依據探究教學旨意編寫教材(Hodson & Hodson, 2014; McComas, 

2014; White & Frederiksen, 1998)。在實施階段，依據實驗教材進行實驗教學，並記錄教

學活動與學生的學習過程。於評鑑階段，根據課堂紀錄學生的活動情形、教師與學生的

互動討論、紀錄學生的認知學習層次、透過實驗報告等分析學生的學習成效。在實施實

驗教學的過程中，持續進行設計-實施-評鑑的輪動改進。經過三輪次的發展歷程，整理

成探究式實驗教材。 

參、研究方法 

為探討探究式實驗教學的有效性，將教學過程所有學生的實驗報告的抽樣分析、學

校教學評鑑、自製教學問卷等資料，利用三角校正內容分析法 (Bengtsson, 2016; 

Erlingsson & Brysiewicz, 2017)，探討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成效。實驗教學對象是

本校理學院同一系所大一修習普通物理實驗課程的學生。學生未來的主要發展目標是以

擔任國小自然科學教師，或成為化學或生物領域應用科學人才。該課程為每周兩小時一

學分的必修課，平均每學期修課學生人數約為 45 位。擔任普通物理實驗課程教學教師

擁有連續擔任該項課程十五年教授的教學經驗。實驗報告的抽樣分析，將學生一學期所

繳交的報告採用 6 碼制編碼：西元年後兩碼-學生學號後兩碼-實驗報告編號。採用隨機

抽樣方式針對學生學號進行隨機取樣，對每年度修課學生中固定抽取 5%為分析對象。

為了解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發展與實驗教學的進度的相關性，針對實驗報告內容依據問

題解決能力評分表進行評分，並將評分結果依實驗進行的時序做排序。本研究的內容分

析定義為僅針對學生的實驗報告中顯示學生是否具有某項能力作為分析依據。依據表一：

「問題解決能力定義分析表」對報告內容進行評分。針對所評分報告中的評分項目，若

符合評分表所列表徵則給予該項次一分，若不符合則不予計分，加總各項分數即為該分

報告所得的評分，最後計算屬於同一實驗編號的所有抽樣實驗報告的平均分數。 

為彌補實驗報告內容對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評鑑資料的不足，參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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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鑑及自製教學問卷等調查資料。將實驗報告、教學評鑑、及教學

問卷三分資料利用三角內容分析法探討教學對學生的影響及學生對教學內容的觀點。教

學評鑑包含「教材設計的適切性」、「教學是否能促進學習」、「評分標準是否合理」、「作

業規劃是否恰當」、「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是否勝任」等。自製教學問卷則針對學生對實

驗學習的自我評量進行問卷調查，項目包含「學生對實驗內容知識的了解」、「學生對實

驗的學習態度」、「學生對實驗的學習興趣」、「學生對於實驗中所涉及的過程技能」、「學

生的實驗態度」、「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等面向共設計 90 道五等第評分題目。針對所

有修課學生於學期結束後進行問卷調查，並利用線上作答系統進行問卷的填寫、紀錄、

與分析。 

肆、教學模式 

研究顯示實驗教學對促進學生的概念發展、過程技能及問題解決皆有正面的效應，

尤其是探究式實驗教學更能促進學生在分析、評估與創意等後設認知的能力 (Hofstein 

& Lunetta, 2004)。實驗教學一般分成食譜式教學與探究式教學。食譜式教學著重在培養

儀器操作、過程技能與數據分析等能力的培養。探究式教學則視實驗過程為科學研究的

一種歷程，著重在發展批判性思考、創意發想、與問題解決等能力( Etkina, Karelina, 

Ruibal-Villasenor, Rosengrant, Jordan, & Hmelo-Silver, 2010)。探究式教學分成開放式、引

導性、與驗證性等三種探究模式(Bybee, 2005)。本研究所指的各探究式教學模式定義如

下：在開放性探究模式中，學生能完全進行自主性的探究學習，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僅擔

任監督與諮詢的角色，不干涉學生的探究活動。在引導性探究模式中，教師會根據學生

的能力與先備知識設計教材，透過引導方式，協助學生進行學習活動。在驗證性探究模

式中，教師會根據教學目標設計完整的學習歷程，帶領學生完成整個實驗活動。本研究

的探究式實驗教學，依據教材內容採用對應的探究教學模式。 

伍、學生學習成效 

為釐清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以學生在執行實驗時應具備的問題解決能力為依據。

根據實驗探究歷程:觀察現象、提出假設、設計實驗、驗證、與預測，界定本研究所指的

問題解決能力為下列四項：觀察現象、獨立探究、建立假設、嘗試發現等。問題解決能

力的觀察指標及評分依據訂定如表 1 所示。 
表 1 問題解決能力定義分析表 

能力 定義 判斷依據 

觀察現象 能利用物理量描述實驗現象 
能於實驗目的中利用物理量描述欲觀察

的實驗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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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定義 判斷依據 
獨立探究 能針對實驗現象獨立進行探究活動 能於實驗步驟中敘述實驗活動流程 
建立假設 能根據觀察結果建立解釋模型 能於原理中說明模型內容 

嘗試發現 
能自實驗數據中找到自變量與應變

量間的數學模型。 
能於實驗數據中利用數據分析方法建立

數學模型 

綜合問題解決能力分析與教學評鑑的分析結果顯示：(1)多數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皆隨課程進行朝向正向發展；(2)根據教學評量，多數學生皆對實驗教學抱持正面肯定態

度；(3)教學評鑑的回饋內容指出，動手做的實驗方式能確實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陸、回饋與反思  

教學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學生能明確區分探究式實驗與食譜式實驗的差別；(2)

學生認為探究式實驗方式較食譜式實驗更能激發學習興趣；(3)學生表示在探究式實驗

中能體會更多從事實驗的樂趣；(4)學生認為採用生活素材設計實驗不僅能讓物理生活

化還能降低學習物理的恐懼；(5)學生認為探究式實驗較食譜式實驗更能培養其問題解

決能力。 

維護實驗器材的完整性及可用性是普通物理實驗教學的基本需求。然而，在實際教

學現場中，教師需經常面臨儀器損壞或設備數量不足的問題。在中小型大學中，因普通

物理實驗的修課人數有限，在需求不足下，無法獲致足夠經費以維持實驗課程的運作。

因此，實驗設備不足的問題即經常影響教學的效益。解決經費不足及發展容易維護的實

驗項目或許是解決前述實驗教學問題的可行方案。本研究在此假設下發展動手做實驗，

經前述發展歷程，發展完成的實驗器材平均每項實驗所需的費用低於數百元，相較於市

面多數商用實驗器材平均高於數萬元。維護器材的方便性也是影響實驗教學效益的另一

項因素。動手做實驗使用生活素材，除了價格低廉外，亦具備器材的耐用性及容易維護

的優點。商用器材多使用電子設備或由特殊規格器材所組成，在耐用性及維護上皆較不

容易。動手做實驗器材具有價格及維護的優勢，有利於中小型學校的推動與實施。 

柒、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形成的結論：(1)探究式實驗與食譜式實驗所達成的教學成效相當接近；

(2)探究式實驗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3)動手做實驗的實驗維護成本低廉，

能有效解決實驗器材經費與維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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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運用於解剖生理學課程之成效 

林自勇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臨床技能中心 

 
摘要 

解剖生理學是研究人體構造與功能運作的學問，其教學過程需仰賴大量的醫學圖片

來進行知識傳授，然而學生卻往往看不出這些複雜圖譜中所蘊含的學習重點。「引導式

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是透過順序性、方向性及系統性的人體器官描繪過程，同時穿

插講解與提問，逐步引導學生拆解圖層來進行記憶學習。前述所提及的順序性，是指在

作畫時需依照講課順序來逐步構圖；所謂方向性，是指描繪時需依循人體脈管的行進方

向，來勾勒血管或神經之走向，以使學生明瞭其運行模式；所謂系統性，則是指繪圖的

用色原則需遵照一般醫學圖譜所採用的顏色來示意各種人體器官構造，以讓學生能與教

科書的附圖進行對照學習。遵循上述三大繪圖原則並搭配講解與提問，「引導式圖像記

憶學習」教學法能帶領學生解讀複雜的醫學圖譜，更能促進師生即時互動進而提升學習

興趣。從教學評量問卷的五分量表可看出，有超過九成以上的學生喜歡「引導式圖像記

憶學習」更勝於簡報式教學。為協助學生完成學習筆記，另提供附有各種人體器官底圖

及學習重點的教學講義，以方便學生臨摹註記；也運用此種教學模式來錄製一系列教學

短片，並上傳網路教學平臺，以培育學生主動求知之態度並增進學習成效。 

 

關鍵詞：解剖生理學、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解剖學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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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Guided-Image Memory Learning" Applied to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ourses 

Tzu-Yung Lin 

Department of Nursing/Clinical Competency Center,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natomy & Physiology” is the study of human body’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his course 

relies on a lot of medical pictures to help students learnt from these pictures, unfortunately 

most students didn’t manage to identify the key learning points from these pictures. The 

"guided-image memory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is a process of depicting human body organs 

through sequence, direction and system. Meanwhile, interspersed with explanations and 

questions, and gradually guides students to disassemble layers for memory learning. The 

"sequence" mentioned above refers to the step-by-step composition in the order of lectures 

when painting; The "directionality" refers to according as the transport direction of the human 

blood vessels or nerves to outline the run of these structures 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ir mode of operation; The "systematic" refers to the color principle of drawing.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color used in the general medical pictures to indicate the structure of 

various human organs so that students can compare with the textbook pictures. Following the 

above three drawing principles with accompanying explanations and questions, the "guided-

image memory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can lead students to interpret complex medical 

pictures, and promote real-tim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reby enhancing 

learning interest. From the five-point scale of the teaching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it shown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90% of students likes the "guided-image memory learning" than 

teaching by presentation slides. In order to assist students in completing their study notes, a 

teaching handout with various human body base pictures and key notes will helps student’s 

learning; Also record a series of teaching videos and upload to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it’ll 

foster the student actively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ttitude and outcomes. 

 

Keywords: Anatomy & Physiology, Guided-image memory learning, Anatomy draw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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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解剖生理學是學生邁入醫護領域的基礎課程，其教學目標是要學生能瞭解人體器官

之形態構造，進而明瞭人體各系統之組成及其彼此運作關聯。簡報式教學是一種最容易

實施的教學方式，教師在展示、說明課程內容的過程，通常是由教師主導教學，學生進

行被動學習，其學習效果有限。隨著資訊科技及教育研究之進展，即時互動教學軟體、

多媒體影音教學、網路自主學習、團隊導向學習等教學策略日漸受到重視並被導入教育

過程，藉以引導學生思考、活化課程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態度（林紀慧、蔡耀德，2015）。

目前教授解剖生理學的教師多半仍採用簡報式教學來傳授大量醫學知識，但學生在面對

每張複雜的醫學圖譜之時，通常不易體會圖像中所隱藏的教學意涵，致使難以熟記人體

各種結構，更無法將所學前後連貫而進行知識整合。 

貳、主題與目的 

坊間有許多補教業者標榜可運用圖像來激發學生的右腦學習，以增進學習成效。從

解剖生理學的觀點來看，一般左腦具有語言、概念、數位、分析、邏輯推理等功能，右

腦則具有音樂、繪畫、空間幾何、想像、綜合等功能，但左、右腦之間具有胼胝體等連

合纖維互相傳導神經訊息，因此大腦在運作時是不會單獨使用左、右腦，而是整合左、

右腦同時進行運作。人體雖不能單憑右腦來完成有效記憶學習，但圖像學習確實能有助

於提升解剖學學習成效(Gross, Wright, & Anderson, 2017)。 

解剖生理學教科書中的附圖很多，每一幅都深具教學意涵，都需花許多時間加以說

明。然而，運用簡報式教學常有一個困擾，那就是在展示一幅醫學圖片時，便會將該圖

像一次完整地全部揭露出來，無法逐步展露圖片中各個細節，用以引導學生進行圖像學

習。如此老師在解說圖片時，學生只能被迫在複雜的圖片中，試著聚焦在某些正在講述

的部位，無法透過「拆解圖層」之概念，循序漸進地解讀複雜醫學圖譜。為突破此教學

瓶頸，我慣於仿照教科書上的醫學圖片，在課堂中重新描繪該圖片給學生看，在繪圖的

過程中同時進行講解並提問，以讓學生專注學習並進行思考。部分解剖學教師也會採用

現場描繪人體結構來提升學習成效(Noorafshan, Hoseini, Amini, Dehghani, Kojuri, & 

Bazrafkan, 2014; Greene, 2018)，然而每位教師的繪圖功力及表達方式畢竟不同，這樣的

「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是否適用於我的課堂則有待研究探討。 

參、研究方法 

本人教授解剖生理學的教學經驗已達近二十年，期間改採用「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

教學法並捨棄簡報式教學已超過十年。自 104 學年度起，我開始於國內北部某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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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針對我親授的四技護理系 1 年級班級，在我完授「解剖生理學暨實驗」課程的最後

一堂課，對學生實施無記名教學成效問卷調查，以得知學生的對本教學法的反應與回饋。

針對「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的教學成效問卷題目共有 7 題，分別是：我看得懂

老師所畫的圖像、老師畫的圖像很好理解、我瞭解老師藉由描繪圖像所要傳達的知識、

這種教學法有助學習、這種教學法讓我記憶深刻、課後我也能依樣描繪註記而完成我專

屬的筆記、相較於簡報式教學，我更喜歡「引導式圖像記憶教學」。以上問題學生可分

別自由勾選「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五種

選項，藉以瞭解學生對每項問題的認同程度。問卷下半部另設有一處空白欄位，以讓學

生寫下學習心得或教學建議，這些質性與量性的資訊都成為我日後改進教學的重要參考

依據。 

肆、教學模式 

講解解剖生理學教科書圖片是需要技巧的，通常需先說明該器官之組成結構，之後

才能敘述每一種構造的功能，進而整合各種構造之間的交互作用。闡述過程需由簡而繁、

由淺而深，如此才能讓學生漸行明瞭而使知識堆疊。因此，在課堂中我慣用多種顏色的

粉筆在黑板上描繪各種人體器官簡圖，根據該圖像所要表達的教學意涵，並依照講解的

順序來逐步構圖，作畫講解過程中不時向學生提問，以提醒學生專注思考學習並探知學

生能否看懂繪出的圖示，透過這樣的「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學生更知道如何拆解課

本中複雜的醫學圖片來進行圖像學習。 

在進行「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時，我會明確告訴學生我現在正要講解課本中

哪一張圖片或哪一段課文，之後便利用不同顏色的粉筆及不同筆觸，在黑板上畫出比課

本附圖更為淺顯易懂的人體結構簡圖。此作畫過程需依照教學順序而逐一描繪圖層，堆

疊後的圖層最後就會是一幅具備教學意涵的圖像。以講解心臟結構(圖 1)為例，剛開始

我會運用藍色粉筆勾勒出右邊心臟輪廓，再用紅色粉筆畫出左邊心臟樣貌，並畫出房室

瓣的位置(圖 1 A)。此時我會故作停頓來反問學生：「請問人類心臟共有幾個腔室？各

是哪些腔室？」學生便會思索後回答：「4 個腔室，包括右心房、右心室、左心房及左

心室。」之後我會再問：「老師在右心及左心分別以藍色及紅色表示，請問這有何意義？」

此時學生會稍想一下便能回答：「因為右心具有缺氧血，而左心具有充氧血。」問完後

我再接續畫完兩組半月瓣，並將房室瓣的腱索連接至心室內面的乳頭肌上(圖 1 B)，又

問：「所謂『房室瓣』是指哪些瓣膜？位於何處？『半月瓣』又是位於何處？」學生此

時會看一下課本的圖片，確認之後回答：「房室瓣是位於…；半月瓣則是位於…」接續

我又問：「哪些心臟瓣膜才有所謂『腱索』構造？」學生看了黑板上的圖像便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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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室瓣才有腱索。」之後我再依血液的含氧性質與循流順序，分別以藍色或紅色箭號

逐一進行標示（圖 1 C），同時逐步說明：「全身缺氧血液將從上腔靜脈及下腔靜脈匯

入右心房…，最後再從左心室將充氧血注入主動脈而運送至全身各處給細胞利用。」講

解完後隨即便問：「你還記得哪些大血管分別連接心臟哪些腔室嗎？血液在心臟的循流

路徑你自己能依序說出嗎？」此時學生便會試圖回憶剛剛的解說過程，並喃喃自語自述

一遍。最後我再補畫上梳狀肌、心肉柱與卵圓窩等細微構造（圖 1 D），再問學生：「請

問哪些構造是心房內部所獨有？哪些構造又是心室內部所獨有呢？」此時學生便會動腦

思索而嘗試回答…。最後我會問：「如果你是老師，這張圖可以考怎樣的題目呢？」至

此學生便能建立完整的心臟結構概念，並掌握學習重點，且整個描繪講解過程師生互動

頻繁，教師也因而能充分掌控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適性教學。由此可初步看出：「引導

式圖像記憶學習」非常適用於解剖生理學教學，因為整個描繪與解說過程，可以引導學

生思索並逐層拆解繁雜的醫學圖片，教導學生如何由淺而深逐步地學到圖片中所隱藏的

教學意涵。 

圖 1 「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運用於解剖生理學教學，繪圖講解過程需遵循順序性、方向性及

系統性這三大原則進行作畫。本圖以描繪心臟結構為例：A 圖先勾勒出心臟的四個腔室及連接

血管；B 圖繪出心臟瓣膜所在位置；C 圖闡述血液性質及血流方向；D 圖繪出心臟內部其他細

節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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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容易看懂我所描繪的簡圖，畫圖過程我會遵循「順序性」、「方向性」

及「系統性」三大原則進行作畫： 

一、 順序性 

係指繪圖順序需依照課程的講解順序逐步構圖，例如：繪製腎元時，依照尿液的

製造流程，需先畫出腎絲球與鮑氏囊，而後再依序畫出近曲小管、亨利氏環及遠曲小

管等構造並逐一說明。 

二、 方向性 

係指脈管的畫法是依內容物的循流方向來勾勒線條，例如：動脈是由心臟往周邊

方向畫去，靜脈則是以相反方向為之。神經的畫法則是依其傳導方向進行描繪，例如：

運動神經纖維是由中樞神經系統（腦與脊髓）往周邊方向繪去，感覺神經纖維則以反

方向畫之，以使學生對於該神經的傳導方向更有概念。 

三、 系統性 

係指作圖的用色原則需遵循一般醫學圖譜所採用的顏色來標示各種人體構造，例

如：骨骼以白色粉筆描繪形狀外觀，關節軟骨則以藍色示意；含充氧血的血管採用紅

色，含缺氧血者則採用藍色；神經以黃色粉筆勾勒線條圖示；膽道、淋巴管則以綠色

表示。如此學生才能方便與教科書的附圖進行對照學習。 

利用粉筆手繪人體器官時，若能遵照以上三大原則，不僅能讓學生易懂易學，更

能讓學生對於該構造的生理運作模式奠定正確概念。隨著數位教學設備的進展，近年

我也試圖在電子白板上作畫，但要熟悉電子白板的各種功能並掌握其特殊筆觸與色調，

是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去練習。舉例而言，電子白板作畫在筆觸上相對呆板，不易

達到像似在黑板上可隨使用力道不同而有色調深淺之作畫效果；在作畫的用色原則上，

電子白板雖有更多的色調可選擇，但卻需考量電腦投影後的對比效果而進行選色。然

而，電子白板作畫也有許多優點，例如：畫完免擦拭，故而不會有危害人體的粉筆灰

在現場飄逸就是其最大優點；工具列也有方便老師能輕易畫出直線、圓形等幾何圖案

之功能選項；甚至還有「重播」按鍵，能讓整個描繪過程依選擇的播放速度，進行畫

面重播以讓學生進行回顧。 

每當我繪製完成一幅作品時，總會有許多學生要求想用手機拍照存檔，甚至授課

過程中也有學生希望可以全程錄影以便課後方便觀賞進行複習，我都欣然答應。甚至

我還發現有許多學生在課堂中也準備了筆記本以及各種顏色及各種筆觸的繪筆，試圖

仿照老師的描繪方式畫出自己所屬的個人筆記。既然描繪這些人體器官插圖的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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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對學生的學習有顯著幫助，我便開始思索如何幫助學生臨摹我的作品，以方便

他們能於課後複習解剖生理學。 

伍、學生學習成效 

「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在課堂中雖獲得學生肯定，但仍需透過問卷分析以

確認其教學成效。自 104 至 107 學年度期間，針對我親授「解剖生理學暨實驗」的四技

護理系 1 年級學生(N=276)施測問卷，每題問卷題目經量性分析後顯示：超過九成以上

學生（同意及非常同意族群）都認同「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是易學好記的教學

方式，唯有「課後我也能依樣描繪註記而完成我專屬的筆記」這一項的同意比例為 81.9% 

(表 1)，表示該項是需要老師再給予協助之處。為此，針對人體各大系統，我特地編撰

附有各式人體器官底圖及學習重點的教學講義，提供給學生臨摹註記之用；也將描繪解

說人體器官之過程錄製成一系列教學短片，透過線上教學平臺提供課後自學資源。上述

兩種作法，都有助於學生能於課後重複自學，並能利用教學講義進行臨摹註記，輕鬆完

成自己專屬的學習筆記，從中更能將學生被動學習之陋習改為主動學習之積極態度。 

表 1 「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教學成效問卷分析                    (數據以%表示) 

問卷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我看得懂老師所畫的圖像 59.8 36.9 2.2 0.4 0.7 
老師畫的圖像很好理解 63.5 32.2 3.6 0.7 0.0 
我瞭解老師藉由描繪圖像所要傳達的知識 
這種教學法有助學習 
這種教學法讓我記憶深刻 
課後我也能依樣描繪註記而完成我專屬的筆記 
相較於簡報式教學，我更喜歡「引導式圖像記憶教

學」 

66.7 
68.8 
61.6 
43.5 
69.9 

29.3 
27.5 
32.3 
38.4 
24.6 

3.3 
3.3 
5.4 
13.0 
5.1 

0.7 
0.4 
0.7 
0.4 
0.4 

0.0 
0.0 
0.0 
1.1 
0.0 

陸、回饋與反思 

透過教學成效問卷的質性分析，得知學生認同「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的主

因如下：上課時能跟著老師一起畫圖並進行思索，課後複習時較易喚起記憶，也不易在

課堂中睡著；「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不僅能將課本的重點直接標示在圖中，方

便理解學習重點和迅速複習，老師清楚、簡潔的人體圖像更方便學生複習時能夠模仿將

它畫下來，進而加入自己的重點，成為自己的筆記；這種教學方式出乎意料之外地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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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效果，準備考試過程中會不時浮現與題目相關的插圖，有利作答。由以上的質性與量

性的回饋得知，「引導式圖像記憶學習」教學法非常適用於解剖生理學這門課程。 

柒、結論與建議 

對學習者而言，圖像較詞語或文字更容易學習，心理學將此種現象稱為「圖優效應」

(Picture Superiority Effect) (Stenberg, 2006)。從神經學的觀點來看，圖像也較文字更容易

形成記憶(Grady, McIntosh, Rajah, & Craik, 1998)。但何以學生喜愛我的人體描繪簡圖更

勝於教科書中的精美圖片呢？王藍亭與李傳房(2014)曾指出：高真實度的圖像會因為太

過真實而無法呈現圖像的特徵，然而低真實度的圖像雖能對圖像輪廓產生深刻印象，但

卻會因過度精簡圖像而喪失圖像的訊息性與趣味性。因此真實度太高或太低的圖像，普

遍都不受學習者青睞。由於我的人體描繪簡圖屬於該研究中的「中真實度圖像」，保留

了完整的圖像概念與圖像意涵，所呈現的真實性可讓學習者以圖像性之意涵進行閱讀，

也較寫實圖像更具趣味性，並能呈現圖像之特徵，是最廣受各年齡層學習者喜愛的圖像

類型。 

雖然我的人體描繪簡圖廣受學生喜愛，但從教學成效問卷的質性回饋中仍看到許多

寶貴建議，例如：插圖中盡量標示出各種構造之名稱，以讓學生清楚明白該圖像所繪何

物，拍照後也更容易與教科書進行對照學習；課堂中若能同時呈現教科書中的對應圖片，

老師的插圖將更容易理解吸收等。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而為之才是有效教學，不時

探知學生的想法與意見，才能突破教學瓶頸、日益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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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學思達於二技護理學課程領域 
劉瓊玫 

黃靜鳳 

長庚科技大學 

 

摘要 
本研究以護理創新教學為主題，利用學思達教學法，觀察護理系學生過去傳統的課

室教學，學生上課採被動學習居多，沒有學習動機，大多滑手機、打瞌睡應付。藉學思

達創新教學法，張輝誠(2015)教學經驗發展設計，訓練學生自主學習之「學」、獨立閱讀

之「思」考，然後藉者同儕互動討論、分析、歸納、上台表達「達」、寫作、溝通等能

力。研究目的為以學思達教學法，利用授課科目以二技統合護理一為例，觀察護理系學

生，運用此教學策略，提升護理系學生學習成效及未來臨床內外實習的專業能力。研究

對象為某科技大學二技一年級新生，護理系學生共 39 人，研究工具為學生教學回饋質

性內容、學習評量問卷。課程教學設計內容，利用 e campus 將各單元的指定閱讀醫療

最新期刊、文獻及治療指引 guideline，各單元學習單，提問單 ORID，情境教案教學應

用、統合護理一各教學單元以概念圖為架構，增進學生批判性思考，最後學生能整合學

生護理專業知識及臨床照顧病人的能力於情境教學案例。研究結果質性回饋學生學習動

機及興趣提升、能護理評估技術實作，並應用情境模擬課程，學習成效評量均能達成統

合護理一的學習目標。 
 

關鍵詞：學思達、護理教育、專業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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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grate the Learning, Thinking, Expressing Teaching Strategy in Two-
Year-Bachelor School of Nursing Program 

Chiung-Mei Liu 

Ching-Feng Hua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used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nursing as a subject. As the 

traditional, teacher-centered, most students tend to exhibit passive learning styles. They were 

less motivation and doze off and phubbing in class. Dr. Chang, Hui-Cheng (2015) developed 

this teaching strategy. To identify the learn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ng strategies and elevate 

their nurs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learning outcomes and performance in medical-surgical 

clinical practice. 

According this teaching method, to increas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independent in "thinking", and then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 to present their idea in 

“expressing” at clas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ere to use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learn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ng, in two- year-bachelor nursing program as a example, observed 39 

nursing students. The research tools provided feedback on the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outcomes questionnaire for students.  

The teaching content included in using e campus teaching platform to support the current 

medical journals, guidelines, study list, question list ORID, as a concept framework to increase 

the nursing ‘s critical thing. Finally, we hope to integrate the nursing professional and 

knowledge in class si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future clinical. 

This study outcomes shown the learn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ng teaching’s method can 

achieve the learning goal 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 In additional to assessment as well as 

skill training on integrating nursing of simulation was very well. 
 

Keyword: Learning, Thinking, Expressing teaching’ method, Nurs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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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護理創新教學為主題，透過質性內容教學回饋，利用學思達教學法，觀察

護理系學生過去傳統的課室教學，學生大都聽講居多，採被動學習居多，在課堂聽老師

講，若教學無趣，學生沒有學習動機，大多滑手機、打瞌睡應付。創新教學法能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Tough, 2016)，增加學生知識背景，進而提升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最後能

運用此能力於未來護理臨床工作。 

貳、文獻探討 

學思達教學法，張輝誠（2015）發展設計、注重學生理解、教師角色多為主持與引

導、訓練學生思考與表達。這是針對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法，訓練學生自主學習之「學」、

獨立閱讀之「思」考，然後藉者同儕互動討論、分析、歸納、上台表達「達」、寫作、

溝通等能力。 

 

                    

 

 

 

圖 1 學思達理論(張輝誠、胡毓雯，2018) 

希望學生完成學習目標的內容，藉由學生小組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新學習模式、

將學生學習責任交還給學生，讓老師轉換成引導者。促進學生學習興趣、增加學生各種

能力、增進學生閱讀、思考、表達、寫作等綜合能力（張輝誠，2018）。讓學生的學習

成為課堂的焦點，授課老師的責任，不斷誘發學生的好奇心與批判性思考(Lasala & 

Nelson, 2005) 

參、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學思達教學法，利用授課科目以二技統合護理一為例，觀察護理系學生，

運用此教學策略，提升護理系學生學習成效及未來臨床內外實習的專業能力。 

肆、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為某科技大學二技一年級新生，護理系學生共 39 人，研究工具為學生教

學回饋質性內容、學習評量問卷。統合護理課程是一綜合護理，課程目標有統合基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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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醫學知識，專業知識與評估技巧，批判性思考確認個案之健康問題，情境教學能提供

個案尊重及關懷的態度，與醫療專業團隊良好溝通，建立專業性人際關係，主動瀏覽醫

藥護資訊。授課內容有成人常見的健康議題，引導學生統合專業新知及技能於個案照護，

讓學生運用批判性思考，整體性評估及確立健康問題，並在情境演練提供個案為中心的

照護措施。 

一、教學步驟策略及內容 

以二技統合護理一課程應用說明:授課老師所有教材提供給學生，放在 ecampus，

包括講義、上課 ppt，參考資料、期刊、參考書籍，網路相關資訊等等，教師的準備

所有和該教學單元教材，課程一開始，為了解來自各五專護理科學校，背景知識不一

致，課堂一開始先利用學習單書寫，了解學生對該疾病的理解程度，再進行下一輪的

討論。 

 二、ORID 提問設計步驟說明 

(一) 再來準備提問，利用提問法 ORID 焦點討論法，每一次的提問，將提升不同層

級的問題，逐步的引導學生了解內外科相關的疾病及護理措施、臨床處置等。 

(二) O客觀層次：這個疾病有哪些病理特徵? 需要作哪些檢查確立診斷？護理重

點？(資料、事實) 

(三) R 反映層次：臨床遇到這類病人，你的感覺反應是什麼？(學習者本身情緒、感

受、直覺) 

(四) I 詮釋層次：病患臨床表徵代表意義？發生什麼？影響病患的？(目的、意義、

關鍵問題、深入探討) 

(五) D 決定層次：護理評估重點？照顧病人的優先順序？決定要做哪些處置？ 

 三、說明統合護理一背景、應用 

統合護理一課程包括醫學基礎知識有解剖生理、病理、藥理醫學專業知識，連結

護理照顧， 二技學生的特質大都是五專畢業學生，具備護理基本背景知識，臨床實

習通過，大部分學生有護理師執照，獨立閱讀英文的能力訓練不足，因此，指導學生

使用工具，google translate 先進行翻譯，讓學生不排斥閱讀英文文獻，最新醫學期刊

或研究，當中翻譯的文章，如果邏輯不通或不懂，請同學隨時提問，或試者回答提問

題，訓練思考邏輯，藉由同儕小組間討論，最後每一小組抽籤一人上台發表(同組同學

成績是綁在一起，所以大家都很重視，會的同學教會不懂的同學，是競爭也是合作)，

再來閱讀醫學專業期刊文章段落，利用小白板，並確認學生真正理解，讓每一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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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重點或強調護理措施，寫起來拍照放 e campus 當成作品及作業，當同學在台

上表達，可以借助小白板提示，比較不緊張，也能增進學生表達及溝通能力，將學習

的主權交給學生，老師藉由學生互動的過程，看到同學不足或不理解的部分，加以補

充說明，引導理解，期盼學生對創新教學表達滿意，每個單元結束，均有護理評估及

技術練習，及模擬情境演練。 

伍、研究結果 

 一、學生學習成效量表 

教學實務與學生學習成效分析，問卷是一自擬問卷，共 25 題。Cronbach's α.92 共

位 39 學生，學習成效量表，量表在課程設計平均 4.58、課程內容平均 4.61、教學技

巧平均 4.70、學習自我評量 3.95 分，各面向平均值請見表 1。 

表 1 教學學習成效評量各面向平均值 

 Minimum Maximum Mean Std. D 
課程設計 2 5 4.58 0.996 
課程內容 2 5 4.61 0.986 
教學技巧 2 5 4.70 0.871 
學習評量 2 5 3.95 1.417 

 
 
 
 
 
 
 
 
 
 
 

圖 2 教學成效評量 

二、教學質性內容 

(一)期末質性回饋問題 

根據教學目標，學生課程評值之質性回饋問題，1.針對本課程，你覺得值得

讚許的有哪些？2.針對本課程，你覺得修正哪部分可以增加你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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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期末學習評量回饋質性內容，與學習知能相關部分 

“老師都會講得很清楚，也會叫我們分組討論，在我們快睡覺時，也會用課程影

片給我們看。” 

“覺得老師上課很風趣，很容易清楚明瞭，給老師一百分，希望再來還能上到

老師的課，讓我們可以學到更多學理及技術上的知識。” 

“藉者這次的情境模擬教學，讓我對冠狀動脈的疾病更進一步的認識。” 

(三)學生期末學習評量回饋質性內容，與學習態度相關部分 

“老師的授課內容不單單只是講授課手上的學理知識，亦會讓我們去思考更深

入及臨床普遍會遇到的問題，使得我們可以靈活運用所學，也很喜歡聽老師講

時事，藉著輕鬆的談吐方式將知識帶給我們，很喜歡。” 

“老師上課都會講許多自己臨床的故事，也會一直讓我們思考問題，也會增進

我們較不擅長的表達及英文，謝謝老師的用心。” 

“情境模擬很緊張，但可以從示範中批判性思考，不是以往的填鴨式教學。” 

“可以看到同學的模擬情境的表現，也可以反思自己的不足。” 

“我覺得情境模擬可以協助學生學會臨機應變，增加批判性思考能力，若家屬

有問題詢問時，腦中的知識要整理好，再進行相關的衛教。” 

“雖然這種上課方式非常緊張，破是人讀書、預習，但是學到的不少，可以複

習喚醒以前的記憶，也能聯想臨床實作的真實情境。” 

(四)學生期末學習評量回饋質性內容，與學習技能相關部分 

“老師所選擇的同儕教室在與同組的互動上十分良好，在教學更能清楚看到 PPT

與同學所報告的內容，我很喜歡老師的教學方法很有幸且學到很多東西，教會

我們在未來如遇到問題有自我找答案的能力，很謝謝老師所帶給我們的東西，

我會銘記在心，期待未來還有機會能再上老師的課。” 

“老師時常鼓勵同學們思考、積極盡可能的回答問題。老師講解清晰音量剛好。

上課我沒有壓力。幽默、有趣。用心，利用時事結合教學。” 

“老師授課配合影片及圖片，更讓我印象深刻並可以運用於臨床，常分享臨床故

事及詢問問題，時常鼓勵我們回答問題，讓我們思考，我覺得收穫滿多的。 

“情境模擬教學，可以模擬未來臨床工作的模樣，讓我們提前思考能會遇到的狀

況。” 

“能清楚的知道應該如何做”“情境模擬有真實感，面對不同的情況，能有更好的

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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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回饋與反思 

過去專注於護理專業傳授，大量將專業知識、醫學新知想要全部傳遞給學生，補充

大量記憶性資料，不但一堂課 50 分鐘時間塞滿，經常要補課，學生也反映上課內容太

多，老師講話速度太快，無法消化，反而失去學生學習的興趣，最後反映學生成績，並

未有任何提升。 

實踐學思達教學法後，以學生為中心，關注學生的反應及理解，讓閱讀、討論、發

表與歸納，成為一學習方式，專注學生的課堂表現，轉向學生，把舞台還給學生，學生

才是教學現場的主角。其中學習困難的學生，我可以適時觀察，引導學生藉查閱相關資

料，即時補充教學，閱讀相關文章，用核心問題 ORID，刺激學生思考理解，小組互動

討論，提高學生學習層次，例如醫學專有名詞定義，再次解釋說明，釐清重要的概念，

對於病理生理機轉就容易了解，當學生提出問題，我就知道學生在哪裡卡關，哪個概念

不清楚，用簡單的譬喻或將定義重新解釋清楚。經過一學期時間醞釀，觀察學生的學習

心智狀態和行為模式，教學過程中仔細記錄學生學習歷程，並反饋給學生，並且針對各

單元系統不足之處，補充相關內容，協助學生的學習經常遇到困難或盲點，或學生學習

的問題無法解決，隨著時間過去，學生及教師持續學習，及觀摩其他同儕教師及社群老

師們的分享教學意見，找到更合適的方法幫助學生。 

柒、結論與建議 

透過「學思達」教學法能護理系學生能提升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護理評估技術實

作練習熟練，情境課程模擬操作等連結臨床實習實際應用，能達成統合護理一的學習目

標，訓練護生未來將臨床護理照顧與核心能力結合，進而提昇護生專業能力，改善教學

品質。建議未來護理教學能應用學思達教學法，作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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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民小學師資生自編成就測驗檢核表（修正版） 

命

題

與

組

卷 
 

試題內容 
1.  依照雙向細目表編擬試題 V V V      
2.  試題之目標層次分類適切 V V V      
3.  避免直接抄自教科書或講義 V  V      
4.  各試題之間無暗示性 V V V      
5.  各試題答案具獨立性，不受其他試題答案是否正確之

影響。 
V V       

6.  視教材性質採用最適當的題型 V V V      
7.  特殊考題設計適切(如:聽力試題呈現方式、作答時間) V V V      
8.  試題難易符合學生程度 V V V      
9.  試題配分合理(考量試題類型與難易度) V V V      
10.  同組與他組同儕審題 V V       
題目陳述 
11.  字詞、語法正確，語句流暢(不使用流行語) V V V      
12.  試題陳述符合年段學生的程度 V V V      
13.  使用肯定句敘述；若使用否定句，特別強調(底線/粗/

斜體)。 
V V V      

14.  作答說明清楚並視需要提供範例 V V V      
版面配置與組卷 
15.  字的大小、行距適切 V V V      

編

製

階

段 

序

號 
檢核項目 檢核者 檢核結果 

師

資

生 

指

導

教

師 

輔

導

教

師 

4
完

全

符

合 
1
0
0
% 

3
大

部

分

符

合 
8
0
% 

2 
少

部

分

符

合

6
0
% 

1
不

符

合 
6
0
%
以

下 

無

法

評

估 

規

劃 
1.  了解認知/情意/技能領域目標之層次 V V       
2.  了解各類試題命題原則 V V       
3.  了解施測班級評量生態  

  3-1 入班觀察學生學習狀況(至少一次) V  V      
  3-2 訪談輔導教師，了解教學內容、學生迷思概念、

題型、試卷版面編排等。 
V  V      

4.  確認評量範圍與施測時間 V V V      
5.  掌握評量範圍之教學目標 V V V      
6.  編製雙向細目表(試題取樣具有代表性) 

  6-1 命題前完成雙向細目表 V V       
  6-2 雙向細目表的適切性(評量內容、目標層次、題

型、配分)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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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各試題位置配置適切(如:不跨頁) V V V      
17.  圖片與表格清晰 V V V      
18.  填答空間充足 V V V      
19.  試題份量適切 V V V      
20.  各試題之評分規準明確 V V V      
21.  各試題排列由易到難 V V V      
素養導向試題 
22.  試題情境設計合理 V V V      
23.  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 V V V      
24.  結合舊經驗解決問題 V V V      
25.  運用跨領域知能解決問題 V V V      
國語 
1.  能操作國字與注音排版軟體 V        
2.  注音的聲調調符標示正確 V V V      
3.  標點符號使用正確 V V V      
4.  字詞義、文意理解、閱讀理解等試題數量，符合年級

教學目標。 
V V V      

數學 
1.  題號不干擾試題數字的閱讀(如:1.23x2=?) V V       
2.  選擇題與配合題以概念性理解為主，避免大量計算。 V V V      
3.  明確界定數值運算的精準度或單位 V V V      

施

測 
1.  確認試卷的印製稿 V  V      
2.  印製所需的試卷數量 V  V      
3.  能適當說明評量注意事項 V  V      
4.  觀察與了解學生作答情形 V  V      
5.  能適切回答學生的提問 V  V      
6.  提供特殊需求學生作答協助 V  V      
7.  妥善處理評量時的偶發事件 V  V      

閱

卷 
1.  批改符號清晰美觀 V  V      
2.  無因爭議而送分之試題 V  V      
3.  回施測班級發考卷與檢討 V  V      

試

題

分

析 

1.  試題的難易度適中 V V V      
2.  試題具有良好鑑別度 V V V      
3.  試題具有良好誘答力 V V V      
4.  提供試題分析數據給輔導教師 V V V      

註 1：有關國語、數學命題檢核項目，視實際需要進行檢核。 
註 2：師資生與輔導教師分別進行三個階段的檢核：師資生於完成試卷初稿(規劃、命題與組卷)、試卷定稿(命題

與組卷)、完成試題分析後(命題與組卷、施測、閱卷、試題分析)進行三個階段的檢核；輔導教師於收到試
卷初稿(規劃、命題與組卷)、試卷定稿(命題與組卷)、完成試題分析後(施測、閱卷、試題分析)進行三個階
段的檢核。指導教師於試題分析後，針對師資生的期末試題分析報告進行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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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法-以無線網路課程為例 
練凱文 1  

建國科技大學 1 

李亦君 2  

中國文化大學 2 
 

摘要 
本研究於網路教學中的無線網路單元融入修正的創造性教學法，期能提升學生解決

網路問題能力，並檢視此教學方式是否對其它傳統授課單元產生影響。以分組評量、問

卷調查與專業證照考試等方式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分組評量觀察，兩組學生使用課

堂教授的解決問題流程，嘗試找出日常碰到網路問題的答案並與老師討論，顯示修正的

創造性教學法對部分學生有正面影響。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學生認為修正的創造性教學

對「提升解決網路相關問題是有幫助」。從證照考試通過率顯示，學生太專注在分組討

論與實驗，分配較少心力於其它單元，導致證照通過率降低。 
 

關鍵詞：創造性問題解決、問題解決能力、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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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Revised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 Teaching Wireless 
Networks 

Kai-Wen Lien1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1 

Yih-Jiun Lee2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2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revised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teaching methods into a network course. 

It expects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networking problems. The course examines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y means of group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om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analysis, this 

teaching method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and solve networking problems. Students 

focus on group discussions and experiments, so the passing rate of certificates decreases. 
 
Keyword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Problem solving skills,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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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多年網路基礎課程教學發現，學生無法運用課堂所學解決日常生活碰到的網路相關

問題與困惑，學生期末教學回饋中反應這門課雖然學習到許多網路知識與接觸網路硬體，

但在生活上碰到一些網路問題或困惑時，解決上仍碰到很多挑戰，無從著手。事實上，

網際網路對學生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可以透過課程實務設計，讓學生找到學習網

路知識的熱情與動機，未來才有持續深入網路學習與研究的動力。 

學習過程其實可以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創造思考歷程，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是近年

教育改革的重點方向。人們認為「創造性思考能力」（creative thinking abilities）能在創

造性成就中發揮作用，許多教育家與心理學家認為這種能力是「發散思考」（divergent 

thinking），「生產性思考」（productive thinking）或「想像力」（imagination），一些

學者則使用「創造性」（creative）解釋（Torrance, 1968）。本研究以「解決問題」教學

方式重新設計課程，減少教師講授學生聽講的型態，讓內容貼近日常生活誘發學習動機

並從解決問題中學習，透過小組討論與制訂解決流程，課後實驗觀察相關數據與現象，

分析問題並尋找適合解決方案得到解答，最後歸納與討論。本研究之目的為：一、提升

學生解決網路問題能力；二、特定單元融入「解決問題」教學是否對其它單元產生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創造性問題解決相關研究 

Parnes (1967)以創造為核心提出創造性問題解決（Creative Problem Solving；CPS）

理論基礎五個步驟：1.發現事實；2.發現問題；3.發現想法；4.發現解決方案；5.接受

發現解決方案，並在實驗的過程中證明 CPS 是一個有效的問題解決的模式（Parnes, 

1977; Parnes, Noller, & Biondi, 1977）。Treffinger and Isaksen （1992）依照 Parnes （1967）

的 CPS 步驟，提出修正後的六階段 CPS 步驟：1.發現困難；2.發現資料；3.發現問題；

4.發現構想；5.發現解決方案；6.接受所發現的解決方案，但也提出並非每次解決問題

都一定需要按照上述六個步驟進行，六步驟是可適當調整與合併。洪文東（2003） 則

是針對 Treffinger and Isaksen（1992）的六個 CPS 步驟進行修正，認為「發現資料」

與「發現問題」能視為一體，合併成「發生問題」；「發現構想」用「產生想法」表

達學生的思考；「發現解決方案」和「接受新的解決方案」兩步驟就是以實驗讓學生

「選擇想法」並「評鑑結果」；因而提出修正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模式（Revised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RCPS），各階段分別為「產生困惑」、「發生問題」、「產

生想法」、「選擇想法」、「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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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性問題解決應用於教學研究 

許多學者將CPS相關理論運用在課堂教學之中。鄭英耀、劉昆夏與張川木（2007） 

針對 CPS 教學模式於國小學童自然科之學習效果進行討論，發現使用 CPS 教學的學

生在圖形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及自然科的學習成就整體表現優於使用一般教學的學

生，且 CPS 展現在圖形創造力及問題解決能力的表現，具持續性效果。楊訪屏（2005）

將 CPS 運用於模組化科學遊戲之教學，發現學生需以實際活動問題來應用 CPS，其

能力展現會更佳，活動方式可以小組或個人方式來執行。王佳琪、何曉琪與鄭英耀

（2014）則是修訂了適合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科學創造性問題解決測驗」，觀察學童

在日常生活中以科學知識為基礎，運用觀察、分析與思考進行解決問題的能力，實驗

結果指出，使用科學知識解決問題的確與自然科學表現有相當的關聯性；女生在問題

解決能力上優於男生。洪文東（2006）探討培養學生之「解決問題能力」意涵與教學

活動設計，說明「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模式的活動設計用來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

是可行方式。洪文東（2013）以 Treffinger and Isaksen（1992）提出的 CPS 模式加以

修正的 RCPS，提出化學單元教學與學習材料，對 39 位國小學童進行實驗教學，比較

在實驗教學前後學童科學創造力與問題解決能力之表現，評估設計之教學及學習材料

之有效性，結果發現學童經由 RCPS 主題教學活動後科學創造力有顯著之進步。Kobe

（2001）實驗結果顯示以電腦為基礎（computer-based）的 CPS 訓練過程是有效的。  

參、研究設計理念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希望融入修正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於大學網路基礎課程，經由課程

執行與引導，讓學生運用所學，在生活碰到網路相關疑問時，能自我進行思考並解決

問題，同時瞭解此教學是否對其它單元內容產生影響。 

(一) 課程設計與教學單元 

洪文東（2003）提出的 RCPS 中，詳細研究問題解決力與創造力之關係於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認為問題解決能力需包含創造思考力、推理思考力與批判思考

力三要素，但在科學的角度中，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必需具備一定科學領域的專業

基礎知識與概念（Science Concept and Knowledge；SCK），因此在課程設計上並非

直接要求學生去發掘問題，而是經由課堂的專業知識授課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或

困惑，進而推理與思考，進行實作，最後針對結果進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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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學期的 RCPS 僅針對無線網路單元進行規劃，原因有三點：1.無線網路是學

生近年最常接觸與使用的網路範圍，根據經驗是最常產生疑問與共鳴的單元；2.基

礎內容與其它單元較無直接關聯，內容獨立，適合在學期前段授課，讓學生執行活

動時具備無線網路相關知識；3.實驗設備容易取得，且實驗場域容易掌控。雖然以

無線網路為主軸，但學生有其它感興趣議題，也可與教師討論並在確認整體規劃完

善後進行。其它授課內容則與過往相同，以一般教師課堂講授方式授課。 

(二) 課程執行時程與階段與目的 

第 1 週講解 RCPS 運作方式；第 2～4 週教授無線網路教材，讓學生具備專業

基礎知識與概念，也就是 SCK，此階段還會整理近年學生提出的無線網路問題，用

預先錄製或是網路上相關影片進行模擬解說，將學生引導進入「產生困惑」與「發

生問題」階段；第 4 週進行一次問卷調查，了解學生是否清楚課程運作；第 5～6

週，分組進入第三階段的「產生想法」，課後進行資料蒐集後並密集與老師討論與

修正想法；第 6～8 週針對修正的「產生想法」，在課後進行「選擇想法」的第四

階段與簡單的課後實驗，確定「選擇想法」的正確性與可行性；第 9 週進行第一次

的報告，提出初期實驗的觀察與未來完整實驗規劃；第 10～17 週課後則是學生針

對「選擇想法」進行實驗，並完成第 18 週的實驗報告，詳列於表 10。大學生具備

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每一階段老師扮演的角色從主角變成輔導，參與各組討論

卻不干涉其獨立發揮的精神。 
表 10 課程結合 RCPS 設計與執行時程 

週次 主要執行內容 目的 

1 課程概述與 RCPS 執行方式 學生瞭解課程授課內容與 RCPS 運作方式 
2～4 無線網路課程單元授課 學生具備 SCK 能力 

4 第一次問卷 瞭解學生準備度，必要時進行補充說明 
5～6 小組思考題目與老師討論 讓學生開始進行創造性思考，提出問題 

圖 1 問題解決力與創造力之關係（參考資料：洪文東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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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主要執行內容 目的 
6～8 小組針對問題題目，進行簡單實驗 問題修正並與教師持續討論 

9 小組第一次報告 小組初期的觀察與未來規劃方向 

16 期末問卷 學生針對 RCPS 課程的回饋 

18 期末報告 完整實驗報告 

二、研究方法 

本節針對「修正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融入於大學網路基礎課程研究架構、研

究樣本與範圍以及評量方式進行說明。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修正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融入於網路基礎課程，過程配合問卷、

文獻討論、分組討論並實驗印證、教師參與、期中報告、期末問卷與期末報告等，

進行分析，探討 RCPS 融入網路教學對提升大學生解決網路相關問題的能力。 

(二) 研究樣本與範圍 

本研究對象是大學二年級「資訊網路」課程，學生 58 名為樣本，男學生 35 位，

女學生 23 位，分成 11 組，進行一學期十八週的教學，每週三節課，以無線網路單

元為 PRCS 執行範圍，讓學生從中發現問題並以實驗方式探索與解決問題。 

(三) 評量方法 

評量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 RCPS 評量，第二部分是考試評量。RCPS 評量

包含各組與教師的互動、期中與期末兩次上台報告為評分依據，評鑑以「問題解決

能力」、「實驗過程」與「結果討論」三項目考核。(一)問題解決能力考核：教師

針對 RCPS 的「產生困惑」、「發生問題」、「產生想法」，此階段鼓勵各組提出

有關「困惑」的網路問題與「產生」解決的思考流程，教師也要參與各組討論，與

成員互動並給予相關建議，提出不同「問題」激發組員思考，適時了解組員的參與

情況，評分以各組想法的實務性與成員的參與互動為評分依據。(二)實驗過程考核：

實驗過程評量針對「選擇想法」評分，教師參與各組實驗過程並瞭解各組對實驗規

劃過程步驟，進行評分。(三)結果討論考核：針對「評鑑結果」評量，各組在期末

報告需要解釋實驗過程觀察，包含數據或圖表所代表的意義是如何支持「想法」，

內容包含選擇此想法的實驗過程與各種可行性評估與結論，並提交完整的期末報告。 

第二部分的考試評量，主要以微軟網路基礎專業證照「MTA Networking 

Fundamentals」三個內容（網路基礎結構、網路硬體、網路協定與服務）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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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課堂授課，目的是不希望學生只專注在 RCPS，網路的基礎理論知識也非常重

要，需要銜接大三、大四相關課程。有關網路基礎理論知識的測驗分兩次，第一次

為為內容前半部份，安排在期中考；第二次為正式證照考試安排在第 16 週。 

肆、結果與討論 

本節探討在執行 RCPS 教學後，各階段的初期結果與討論，作為持續將 RCPS 融入

網路相關課程的參考。 

一、 教學過程與發現 

授課期間發現學生與老師的互動增加，包含上課提問、課後找老師、使用 Email

或即時通訊軟體與老師討論問題，是近年教授本課程最頻繁，問卷調查採用李克特五

點量表（Likert Scale），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以

及「非常同意」引導受訪者作答，分數的轉換為 1、2、3、4、5 分。 

(一) 學生準備度問卷 

第四週執行第一次問卷調查主要是針對「學生準備度」，了解學生是否在第 5

週進入 RCPS 前充分了解相關步驟、方式與實驗準備，結果有將近 4 成學生針對調

查是「無意見」或「不同意」，意味還有許多學生仍未了解整個 RCPS 的意涵、學

習目的與執行方式，因此第五週再一次針對 RCPS 整體進行說明，讓學生在充分了

解後進行相關活動。 

(二) 期末問卷調查 

期末問卷有五大構面，平均數在「學習動機與態度」為 3.98，「RCPS 對解決

網路困惑幫助」為 4.02，「師生關係」為 4.03，「合作技巧與同儕互動」為 4.08 以

及「課程滿意度」為 4.11。顯示學生肯定 RCPS 教學能幫助解決網路相關問題，同

時也對整體課程設計滿意。在「師生關係」與「合作技巧與同儕互動」兩面向反應

也是正面的，顯示老師參與小組討論與實驗進行，對課程是正向的。第二大項「RCPS

對解決網路困惑幫助」的相關討論，第 2、4、5、6、7 子項次反映正面，但在第 1、

3 子項次分數最低，顯示學生對可否運用所學在日常生活解決網路問題，仍需要持

續討論，列於表。 
表 2 RCPS 對解決網路困惑幫助 

項次 調查項目 平均數 

1 我能夠將課堂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上 3.95 
2 我會嘗試用不同的角度看日常碰到的網路相關問題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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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調查項目 平均數 

3 我會嘗試自己解決網路相關問題 3.98 
4 遇到不瞭解網路問題總是會主動去查資料或者跟教授請教 4.00 
5 我會分析問題並進行批判性思考 4.03 
6 我會在進行 RCPS 分組實驗活動時，動腦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4.10 
7 整體而言，使用 RCPS 學習後，對我提升解決網路相關問題是有幫助 4.05 

二、學生學習成效 

(一) RCPS 學習成果 

RCPS 的三個評量項目「問題解決能力」、「實驗過程」、「結果與討論」由

授課教師評分，各階段教師都有參與，所以在評分上是客觀的；分為十個級距，10

分為最高，共十一組，分數列於表，「結果與討論」分數僅列出期末書面報告分數，

分組口頭報告尚未執行。「結果與討論」的 11 組平均分數是三個項目最低，表示

技職學校學生對動手實驗與實作較能接受，但在書面報告撰寫與上台報告相對感到

退縮，問卷調查也反應相同現象。 

有 5 組超過 25 分，根據整學期觀察，這些組從「產生困惑」、「發生問題」

到「產生想法」、「選擇想法」都有高度參與度並與教師互動頻繁，其中第 5、7 組

的同學，甚至主動與老師討論周遭碰到的網路問題並商借相關設備，利用課堂所教

授 RCPS 方式在課後實驗並記錄數據與心得，這部分並沒有列入小組成績，但也呈

現出融入 RCPS 教學，對部分學生開始嘗試自己解決問題有正面影響。3 組低於 17

分，這些組從「產生困惑」與「發生問題」就處於被動消極態度，與教師鮮少互動，

後面的參與度也就不高，在未來執行 RCPS 時，應考慮在第一階段特別注意有這些

現象的學生，必要時可增加助教進入 RCPS 整個過程，進行協助。 
表 3  RCPS 考核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平均 

問題解決能力 7 5 9 8 9 8 9 7 7 8 8 7.73 
實驗過程 5 3 9 7 10 9 10 5 8 8 10 7.64 
結果與討論 5 3 7 6 9 8 8 5 8 6 8 6.64 

總分 17 11 25 21 28 25 27 17 23 22 26  

(二) 融入 RCPS 教學是否對基礎知識與理論學習造成影響 

網路基礎知識與理論評量分成兩次。第一次是期中考試，內容為前半部分，第

二次是第 16 週證照正式考試，課程中不定期舉行小考來增加學生學習動力。全班

56 人報考，以證照通過成績 70 分為標準線，期中考試有 41 人成績超過 70 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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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取得證照的標準；期末證照考取 26 人且這 26 人中，只有 1 人是期中考試低於

70 分，其它 25 人都是期中考試成績超過 70 分的同學。56 人報考，考取 26 人，通

過率 46.4%。相較於其它年度通過率都超過 85%，原因可能是學生在課後專注於太

多時間於小組討論與實驗，而忽略基礎理論與知識在學習的過程也是非常重要，但

因為這只是第一年度嘗試融入 RCPS 於課程，詳細原因可能還需要持續觀察。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融入 RCPS 於網路課程的無線網路單元進行教學，問卷調查顯示學生肯定

RCPS 教學方式；兩組學生使用 RCPS 解決問題流程，嘗試找出在日常生活碰到網路問

題的答案並與老師討論，顯示 RCPS 對部分學生在本門課產生影響；網路基礎知識與理

論評量通過率卻是近幾年最低，顯示學生投入太多時間於 RCPS 相關活動，可能降低投

入學習網路基礎理論與知識，未來執行教學在此方面需額外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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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數學教育與動手做融入六年級學童數學課程之個案研究-以縮圖、放

大圖與比例尺為例 
張芷瑜 

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現實數學教育融入六年級學童之數學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的課程，

配合動手做的教學方式，探究學童於學習活動中的學習表現、學習放大縮小圖比例尺數

學概念後的學習情形。本研究對象為台中市某國小六年級 8 位學童，以個案研究之方法

探討該班級於現實數學教育與動手做之數學課程。本研究流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課

程設計，分析該國小使用之教科書，進行放大縮小圖與比例尺相關內容的分析，並設計

課程情境、教學內容；接續為教學活動實施，研究者以現實數學教育理論為基礎，設計

課程情境，並讓學童透過動手做完成題目；最後，資料分析，以習作進行教學後評量，

透過研究者編制的研究工具，學生數學日記分析學童的學習表現，並以後測評量卷分析

學童學習情形。從研究結果發現：一、六年級學童在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活動實踐

中數學學習表現，課堂參與的興趣提升。二、六年級學童在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活

動實踐後的解題情形，真實情境與動手做能使學生建立基礎的幾何案數與量的概念，整

體題目答對率高。鑑於上述結果，本研究認為，現實數學教育能有助於學生建立數學學

習情境，動手做能幫助學生較為具體理解數學概念，更能提升學生學習數學之學習興趣。

建議 一、動手做題目層次化：將動手做題目分出難易度，可同一題型加深難度或是同

一概念以不同面相出題，由淺入深，幫助學生將較具體的動手操作的概念，漸漸往抽象

概念發展。二、評量方式多元化：應參考該校學生多元智能發展的面向，設計符合個別

學生的評量方式，鼓勵學生延伸思考與發展。 

 

關鍵詞：現實數學教育、動手做、學習表現、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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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Hands-on in Mathematical Courses 
for Sixth Grade Students - Taking Thumbnails, Magnifications and Scales 

as an Example  
Chih-Yu Chang 

Master Program of Professional Teacher,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a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at incorporates 

the mathematics thumbnails, magnified maps and scales of sixth-grade students, and with the 

hands-on teaching methods,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o learn the mathematical concept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eight students 

from a sixth grade in Taichung City. The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of the class in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hands-on. The research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to see whether the children can complete the problem 

through hands-on. There are two results in this study. First, sixth graders with hands-on 

activities in the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their enthusiasm of particip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Second, the real situation and hands-on to enable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number of geometric cases and quantity. In view of the above result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can help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mathematical 

learning situation, and it can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mathematics concepts more 

specifically, and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There are recommended 

to design the course (1) Deepen the difficulty of the same question type or the same concept 

with different aspects, from shallow to deep, help students to be evolved into an abstract 

concept. (II) Diversification of assessment methods: It should refer to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nd the design conforms to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extend their thinking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Hands-on, Learning performance, Learning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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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本國之十二年國教提出數學領域的核心素養，以作為領域或科目課程發展垂直連

貫與水平統整的主要組織核心，並具體落實為領域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研究者認為，由生活經驗及實作入手，較能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投入數學學習

之中，提升數學學習成就。而學生能從他們喜愛的操作及遊戲中慢慢理解熟悉數學知

識，減低數學學習的呆板印象，讓學生覺得學數學是有用的。故計畫以荷蘭現實數學

教育知理論擬定現實情境，設計「小室內設計師的大計畫」，以營造數學學習需求，

教學「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之單元，透過具體的動手做活動，讓學生運用相關數

學知識與能力。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運用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之活動融入國小六年級數學領域「縮圖、

放大圖與比例尺」單元之教學，並透過數學日記與後測，了解學童學習狀況與歷程。

據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六年級學童在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活動實踐中數學學習表現。 

(二)探討六年級學童在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活動實踐後的學習結果與解題情

形。 

貳、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某一六年級班級為研究對象，並透過質性的觀察與文字的紀錄，蒐集

學童在現實數學教育與動手做的活動下，針對特定班級學生的數學學習進行深入的探

究，符合郭生玉（1998）對個案研究的定義，故屬個案研究法。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於台中市一所國小六年級學童為對象，學校屬於偏鄉國小，每年級一班，

班級人數為 8 人，男生 5 人，女生 3 人，本節針對個別班級進行分析。 

三、研究工具 

(一)教學活動設計 

透過動手做的活動設計對於六年級學童在比例尺單元的學習表現，以及學後的

解題情形，研究者將概念分成八節課來分數其教學內涵，並於第八節課來評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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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研究下的學習表現，以及解題情形。 

表 1 教學活動設計 
編碼 節次  概念 教學活動內涵  

S-6-1 
S-6-2 

1 
縮圖和放大圖的

意義 

【小室內設計師的大計畫-理想客廳】 
利用實際大小的觀察，發現原圖和縮圖或放

大圖的對應角、對應邊的關係。 
學習日記 

2 繪製放大縮小圖 
【小室內設計師的大計畫-波波的花園】 
利用剪貼繪製放大縮小圖，發現縮小放大圖

面積的倍數關係。 
學習日記 

3.4 
比例尺的意義及

表示方法 

【小室內設計師的大計畫-我的夢幻書房 1】
利用 Ikea 線上設計軟體，以等比縮小的真實

家具，設計自己的房間。 
 

5.6 
放大圖和縮圖的

繪製 

【小室內設計師的大計畫-我的夢幻書房 2】
利用比例尺的概念，將設計圖上的長度和實

際長度的比或比值，作為比例尺，進而了解

其意義。 

 

7 比例尺的應用 
【小室內設計師的大計畫-我的夢幻書房 3】
利用比例尺的概念，將設計圖中的家具，依

照比例尺換算，並實際大小化在操場上。 
學習日記 

8 後測 
統整每節的概念，進行最終學習表現的檢

測。 
習作綜合

測驗 

研究者透過文獻的探討發現，轉化後設計符合當地學童生活之實際操作過程真實情

境，能讓學童即使在教室的學習情境中，也較容易與真實情境連結，藉由實務的操作經

驗，令其更能明白，比例尺的概念，以及釐清錯誤的部分，經八節課的實施後於第八節

進行後測問巻的檢核。 

(二)數學日記 

本研究搭配不同層次的比例尺概念設計學習單，作為每一節課的收尾，引領學

童整理所學知識，為下一個層次的概念作準備，其中具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內涵

的概念之練習題。 

(三)後測卷 

本研究在實施真實情境與動手做融入數學之教學活動後，針對參與本研究之

8 位六年級學童在真實情境與動手做融入數學之教學活動前的數學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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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一、學生在真實情境與動手做之教學活動實施後的學習表現 

本研究在真實情境與動手做融入數學之教學活動實施後，8 位學生進行數學日

記的紀錄，以情意態度與理解程度來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 

(一)活動一 

學生對於本單元活動一的動手做與真實情境課程感到有興趣的程度平均為

7.37，對於動此課程理解程度平均為 8.22，如圖 1。透過活動的實施，其中有七位

學生認為活動有趣且感到開心、有興趣。透過實際操作，學生對於對應角、邊、點

與縮圖放大圖的關係有較多的概念。 

 

 
 
 
 
 
 

圖 1 學生情意態度與理解程度(一) 

(二)活動二 

學生對於本單元活動二動手做與真實情境的課程感到有興趣的程度平均為

6.67，對於動此課程理解程度平均為 7.47，如圖 2。透過活動的實施，其中有七位

學生認為活動有趣且印象深刻、有興趣。透過實際操作，學生對於對面積與縮圖放

大圖的關係有較多的概念，並表示透過實際操作數格子等，能加深對於縮圖放大圖

與面積的概念。 

。 

 

 

 
 
 

 
圖 2 學生情意態度與理解程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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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三 

學生對於本單元活動三動手做與真實情境的課程感到有興趣的程度平均為

8.61，對於動此課程理解程度平均為 7.78，如圖 3。透過活動的實施，其中有七位

學生認為活動有趣。透過實際操作，學生對於對比例尺有較多的概念。並有兩位學

生認為動手做與真實情境能幫助它們完成生活中的事情。 

 

 
 
 
 
 
 
 
 

圖 3 學生情意態度與理解程度(三) 

二、學生在真實情境與動手做之教學活動實施後的學習成果與解題情形 

經過三個學習活動的歷程後，進行後測，檢視動手做與真實情境課程的學習成果

與解題情形，後測內容選用習作中的綜合練習。 

(一)教學活動實施後的學習成果 

表 2 後測答對率分析 

主

題 
數學概念 學習內容編碼 題號 答對率(%) 

數

與

量 

邊長與縮小圖的關係 

S-6-1 

1-1 37.5 

角度與放大圖的關係 1-2 100 

面積與放大圖的關係 1-3 62.5 

邊長與放大縮小圖的關係 
2-1-1 100 

2-1-2 100 

角度與縮小圖的關係 
2-2-1 87.5 

2-2-2 100 

2-2-3 100 

角度與放大圖的關係 
2-3-1 100 

2-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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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數學概念 學習內容編碼 題號 答對率(%) 

邊長與放大縮小圖的關係 
2-4-1 87.5 

2-4-2 87.5 

幾

何 

比例尺與比和比值的轉換 

S-6-2 

3 100 

比例尺與比和比值的應用 

4-1 100 

4-2 100 

4-3 12.5 

4-4 100 

4-5 100 

(二)教學活動實施測後的解題情形 

1.對應邊、對應角、面積與縮圖放大圖的關係(記憶題) 

1-1:乙圖是甲圖的 1/3 被縮圖，乙圖的邊長是甲圖邊長的多少倍？ 

從學生解題情形來看，學生能以動手做的活動操作出正確答案，但在語意的理

解上還未能靈活的轉換。 

1-3:丙圖的面積是丁圖面積的多少倍？ 

從學生解題情形來看，學生能以動手做的活動操作出正確答案，但在實際書寫

題目時未能連結舊經驗轉為抽象概念。 

2.對應邊、對應角、面積與縮圖放大圖的關係(理解題) 

從學生解題情形來看，學生未將縮小倍數算清楚，導致計算錯誤，對應邊

的放大縮小倍數一樣的概念正確。 

3.比例尺的應用 

4-3 志明從地圖上量得學校文化中心的直線距離 2.5 公分，若學校到文化中心的

實際距離為 4 公里，這個地圖的比例尺是否為 1/160000？ 

從學生解題情形來看，學生未能將比例尺的單位與應用題中的單位做統一

導致計算錯誤。 

綜上所述，學生於課堂中運用真實情境與動手做能幫助學生理解概念，而

透過紙筆測驗的後測中，學生的解題情形有部分需要舊經驗的連結與轉化。 

肆、研究結果與建議 

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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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旨在分析 8 位六年級學童在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活動實踐中數學學習表

現，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活動實踐後的學習結果與解題情形。提出結論： 

(一)學童在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活動實踐中數學學習表現 

有別於傳統課堂的講述式教學法，學生對真實情境與動手做的上課方式十分

感興趣，課堂參與的興趣也與以往不同，以動手做的操做方式發現縮圖放大圖的

概念，學生更感發表自己的想法，也加深對於數學概念的印象。 

(二)學童在現實數學教育結合動手做活動實踐後的學習結果與解題情形 

從學習結果能看出真實情境與動手做能使學生建立基礎的幾何、數與量的概

念，有部分同學對於比例尺中單位的轉換仍不太順暢，但整體題目答對率高。 

二、建議 

(一)課程設計方面的建議 

1.動手做題目層次化 

依照不同班級的學生程度，應評估該班學生起點程度後，將動手做題目分

出難易度，可同一題型加深難度或是同一概念以不同面相出題，由淺入深，可

幫助學生將較具體的動手操作的概念，往抽象概念發展。 

2.評量方式多元化 

評量方式除校方應有教材，應參考該校學生多元智能發展的面向，設計符

合個別學生的評量方式，設計實務評量、紙筆評量或檔案評量，延伸動手做與

真實情境的主題鼓勵學生，延伸思考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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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應用於大學數學課程教學的成效探討 
鄧志浩 1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1  

簡志峰 2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2 

 
摘要 

本研究經由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幫助程度在中後段學生於大學工程數學課

的學習，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增加學習熱忱以改善學習成效。在大學必修的工程數學(二)

課程中共有 53 位學生修課，其中 28 位學生視為實驗組，另外 25 位學生視為對照組。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工程數學(一)前測成績分佈無顯著差異，在工程數學(二)中，實驗組

學生的選定是將前測成績隨機分成 7 組，其中學生組合以程度異質性分組為:高程度(前

25%)、中高程度(25%~50%)、中低程度(50%~75%)、低程度(後 25%)。學習的評量是經

由六周後的期中考試的成績，經由統計工具共變數變異數分析(ANCOVA)來進行分析。

實驗結果發現後測考試成績，實驗組整體平均分數（M=83.54）顯著高於對照組成績

（M=66.73）而且 STAD 有顯著效果，根據計算 F(1, 53)=12.55, p=.001，顯示當控制前

測之效應時，STAD 合作學習策略結果對於實驗組學生的工程數學成績上有顯著的提升。

同時根據問卷詢問實驗組中同學對此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的滿意程度都得到正面的回

應，對於學習態度有顯著的幫助; 故而本研究顯示出成就區分法在學習大學工程數學課

程中有顯著的絕對成效。對於日後相關工程數學課程教學的品質提升及改善學生對數學

課程學習意願可以提供參考。 

 

關鍵詞：合作學習、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工程數學、共變數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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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chievement of STAD in College Mathematics Teaching 

Jyh-Haw Tang1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1 

C-F Chieh2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2 

 

Abstract 
This study helps students with low degree of learning, and enhances their willingness to 

stud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 teaching strategy (STAD).  The 

total of 53 students were taught in the university's compulsor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I) 

course, of which 28 were considered in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25 were consider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etest score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 between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n based on the previous 

test scores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 course, 28 studen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to 

divide into 7 groups. In each group, 4 students were grouped to varying degrees of 

heterogeneity with composition of high degree (top 25%), medium to high degree (25%~50%), 

medium low degree (50%~75%), and low degree (after 25%). The evaluation of the study was 

through the result of the mid-term exam after six weeks. The statistical tool applied in this study 

was ANCOVA analysis. In each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the score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average of each student in the group. From the analysis of ANCOVA,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CL on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score while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 of their pre-

test, F(1, 53)=12.55, p=0.001. Also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positively response to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is achievement 

differentiation method, which was of great help to their learning attitude. Therefore,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STAD method has remarkable effect in the study of college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course.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course teaching in the future and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 willingness to learn 

mathematics courses.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STAD,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NC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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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工程數學在土木工程系除了是大二必修課程外也是後續高年級課程的基礎，鑒於學

生對於數學的學習態度日漸低落，然而課程的學習除了會影響後續進階課程的基礎能力，

更嚴重的後果是影響到畢業的時程。傳統的上課方式是由老師講授觀念、演算例題、同

學自行練習習題，然後以考試來測驗學生是否習得知識。此種授課方式，由於學生理解

程度不一，也造成學習成效的不同。基於多年教授工程數學課程的經驗，發現學習成效

在中後段的學生往往就沒有明顯動機及意願去學習後續的課程。深思如何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意願讓學生恢復信心不放棄，找到學習動機，尤其是對於成績位於中後段及後段的

同學的補救措施是特別重要的課題。基於此發想，在參考許多有關教學的文獻研究後發

現，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CL)是對於學習很有助益的方法，此合作學習方法

主要是除了老師授課外，還將學習者分成許多小組，由小組中成員互相幫助分享學習解

決課程問題而達成課程學習的目的 (Johnson & Johnson, 1999; Dees, 1991)。尤其在數學

課程教育方面，學者 Chan and Idris (2017) 分析比較了過往多篇有關應用 CL 方法中的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s Achievement Divisions, STAD)模式應用在世界各國

的課程學習 (Awofala, Fatade, & Ola-Oluwa, 2012; Curtis, 2006; Zakaria & Iksan, 2007; 

Mohammed, 2010; Oluwasanmi, 2012; Sundre, Barry, Gynnild, & Ostgard, 2012) 提及數學

課程的學習除了老師要在教學的過程中讓學生覺得數學是有趣的並多鼓勵學生，更重要

的是要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及讓學生具有自我為中心的學習動機。同時多篇的文獻中指

出 STAD 法對於數理及科學方面的學習具有高成效 (Zakaria, 2009；Zakaria, Chin, & 

Daud, 2010; Rattanatumma, 2016）。學者 Rattanatumma (2016) 應用 CL 方法在泰國大學

二年級的數學課程中比較了 STAD 及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兩種

教學方式並且利用 ANCOVA 統計方法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比較發現，學生在數學課程的

學習利用 STAD 方法較 PBL 為佳，成效也較好。借鏡於大學的工程與數理方面的課程

都一樣有清楚的主題和標準答案，認知學習方式亦相近，STAD 能有效幫助學生團隊合

作及自我規律學習的技巧 ( Chan & Idris, 2017)。國內相關利用 STAD 方法探討數學課

程學習的文章是集中於大學以下的學生的學習，也獲得了滿意的成效（黃俊程，2011；

王鏡淑，2012）。因此，在國內的各相關大學院學試圖透過教學策略來幫助工程數學課

程中低程度學生的學習，提升其學習意願以改善學習成效的研究並不多。所以利用此

STAD 方法於國內的大學工程數學的學習可說是一種創新的作法，同時這種方法需要將

修課學生依照不同程度的 4 人融於一組，於課後共同的聚集在一起念書、演算例題及練

習習題然後同學個別考試，進而完成實現共同的學習目標。告知參與實驗的學生個人成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82 
 

績是由小組 4 人的平均成績來取代。這種作法與 Slavin (1990) 所提的 STAD 的方法是

於課程中進行，小組團體的成績若達到高於預定水平或進步則給予鼓勵發給證書或許有

差異，因為本研究的課程是工程數學，學生一般都不會知道單元內容也不會預習，於是

小組討論無法於課堂上進行。學生必須在聽完課堂中老師講解說明後，才能大家一起討

論互相學習。本研究原則上理念與 Slavin (1990) 所提到的 STAD 方法是相同的，不外

乎提升較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意願，激發其潛能而喜愛數學課程的學習。 

貳、主題與目的 

本研究以大學土木工程系的修課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具體的目標是藉由此教學方

法帶動中後段的學生恢復信心，改善數學學習成效對於工程數學的學習能更持續，不輕

言放棄。藉由此研究，目的是希望探討未來在相關工程數學必修課的教學方式的改進以

改善教學品質，同時根據實驗組同學經由 STAD 模式進行探討同學間高程度與中低程

度間的互動、解題來分析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習意願及相互學習的人際關係。同時探討

STAD 合作學習法於數學教學實施後對學生數學學習態度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選定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作為本研究的方法，這方法是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Slavin 

及他同事們設計的模式。此方法是合作學習(CL)策略其中的一種，也是被研究最多的和

最簡單的一種。雖然成效已經被許多位學者加以檢驗證明是提升學生學習意願的方法，

我們國內卻並無相關的應用於大學的工程數學課程的研究。本研究將根據學生前測成績

分成實驗組兩組。課程內容是工程數學中的矩陣、線性代數部分，上課內容乃於課堂上

詳細解說並且將上課內容全程錄影，錄影後整理上傳學校的網站，以提供學生於課後分

組討論時可以反覆觀看。實驗組同學由高程度同學帶領彼此約定一起複習功課的時間，

互相討論課程內容及演練習題並且拍照記錄。最後個別學生進行學習成果的檢驗，是由

6 周後的考試結果來評量。 

一、 對象 

在工程數學(二)進階課程修課共有 53 位學生，告知此項教學的計畫需要將同學

分組進行，組員的組成是根據工程數學(一)前測成績由四個程度: 高程度(前 25%)、中

高程度(25%~50%)、中低程度(50%~75%)、低程度(後 25%) 隨機組成。學生的組成並

無明顯分佈差異，實驗組(平均值 M=63.75, 標準差 S=17.92)及對照組(M=62.76, 

S=19.04)。 

偵詢有願意參與的學生後，結果共 28 位學生志願參與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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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習，於是將 28 位學生視為實驗組，另外 25 位學生視為對照組。在工程數學(二) 

課程中，實驗組共 7 組學生以程度異質性分組。對於學生的授課教材內容無論是實驗

組及對照組是完全一樣的。 

二、 工具與評量方法 

對於學生的評量是採計期中考考試成績，資料分析工具是以 SPSS 套裝軟體分析

描述性統計、變數相關、多因子多變量分析。 

肆、教學模式 

教學課程內容是工程數學中的矩陣、線性代數部分，所有同學同時一起上課並於課

堂上利用板書及製作 powerpoint 詳細解說並且隨課錄影上課內容，藉由學校教學網路

平台上傳影片，以提供所有學生於課後個別或分組討論時可以反覆觀看。實驗組同學由

高程度同學帶領彼此約定一起複習功課的時間，互相討論課程內容及演練習題並且拍照

記錄。若於課後學生有任何問題也可以隨時透過學校網路發問請教老師，老師也會即時

回答。 

伍、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實驗所取得的量化數據包含學生的前測(工程數學一)，實驗組與控制組本學

期之期中考後測成績。在統計分析上，實驗者須以學生在該科目之前測成績作為先備知

識，以作為控制兩組能有相同起始點的分析，來估計是否 STAD 能對後測成績產生影

響。因此，我們採用共變數變異數分析(ANCOVA)。欲使用 ANCOVA 分析，需符合四

項執行 ANCOVA 之假設:1.獨立性、2.常態分佈、3.變異數同質性、4.廻歸異質性。1.獨

立性：教育研究現場欲執行準實驗研究設計，其中所取得之樣本，皆為學生相關之數據，

例如學生測驗成績、學習動機等。因受試者皆來自相同母體，抑或其他相關類似之因素，

讓受試者之間潛在不可抗力之交互作用，進而影響獨立性。然而本研究盡可能控制此因

素，例如採用異質性分組等，以符合獨立性之假設。2.常態分佈：常態分佈之假設以

Shpirol-Wilk 檢定之，然而所獲之結果顯示後測成績在實驗組為非常態分佈(p<0.01)，而

在控制組為常態分佈(p=0.084)。此結果為可預期的。3.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使用 Levene’s 

test 並確定為符合同質之假設 F(1,51)=0.165, p=0.686。4.廻歸異質性之檢定以組間交互

作用(前測*後測)結果檢定之，並確認為符合假設，F(1, 53)=1.682, p=.201。以上四項假

設檢驗符合後，始進行 ANCOVA 分析。分析的結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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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NCOVA Summary Table 

Source SS df MS F p 
pre 9678.844 1 9678.844 34.173 .000 
CL(STAD) 3553.194 1 3553.194 12.545 .001 
Error 14161.471 50 283.229   
Total 330546.000 53    

 實驗結果發現 CL 方法有顯著效果，由計算結果 F(1, 53)=12.55, p=0.001，顯示當控

制前測之效應時，STAD 合作學習策略結果對於實驗組學生的工程數學成績上有顯著的

提升。此外，實驗組內四個程度的學生沒有顯著差異（F(3, 24)=2.74, p=0.067>0.05），調

整後分數顯示出，高程度學生依然成績最高（M=98.29），然而事後比較發現，低程度學

生平均分數（M=75.29）略著高於中低程度學生（M=71.57），顯示低程度學生在學生小

組成就區分法(STAD)，雖然學習成效沒有比高程度和中高程度學生來的有效，但卻比中

低學生有好一些的學習成效。推測其原因可能為高程度的學生會特別對低程度的學生特

別用心輔導，因為小組的成績是由全組 4 人一起平均計算。同時詢問實驗組中同學對此

成就區分法(STAD) 方法的滿意程度都得到正面的回應，對於學習有顯著的幫助; 藉由

課堂觀察紀錄、與學生晤談、學生之學習問卷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以瞭解學生對 STAD

方法用於數學學習的看法。可議歸納的學習成效為: (ㄧ) 實驗組的學生成績明顯較對照

組提升; (二) STAD 學習法使學生的整體數學學習態度、學習意願與經由討論解決學習

上的困難均獲顯著改善，顯示 STAD 對於數學學習態度能有效改善; (三) STAD 學習法

使學生上課變得更專注、學習更具熱忱有，因為有同儕可以討論概念更清楚。整體而言，

學生變得比較喜歡數學，也比較用心學習數學了。故而本研究顯示出 STAD 在學習大學

工程數學課程中有顯著的絕對成效。 

陸、回饋與反思 

STAD 合作學習法實施過程中，在教學及學生學習過程中還是有以下的問題存在: 

一、 分組形成探討: 

一般而言，在大學裡的課程學習大多都是各自為己，分數比較高低也是司空見慣，

因為那將影響成績排名甚至是獎學金的申請，所以各組的高程度同學要額外抽出時間

在群組討論中幫忙中低程度及低程度的同學確實是需要很大的愛心及另外老師給予

的誘因。同時這種方法需要將修課學生依照不同程度的 4 人融於一組，於課後共同的

聚集在一起念書、演算例題及練習習題然後同學個別考試，進而完成實現共同的學習

目標。最後參與實驗的學生個人成績是由小組 4 人的平均成績來取代。然而要進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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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研究試驗其實是不容易進行的，尤其是具有較高數理能力的同學，往往並不會認同

此種做法，因其必須於課後再花額外時間於小組討論學習，一般會認為修課為何還要

去管其他同學的狀況。遇到有這樣的情形，就會循循善誘告知在大學的學習就如同社

會的縮影，未來出社會常常需要完成的工作必須是多人一起完成，於是在組員程度不

同時，如何將能力較弱的組員提升其能力會是對於工作的進度的改進或品質的提升有

極大的助益。 

二、 學生參與度影響: 

並非每一個實驗組的表現都是有進步的，經觀察及問卷分析發現，當各組的高程

度學生有用心在小組討論的經營時，成效就較佳，組內各個同學成績都有提升進步，

低程度學生對於高程度同學也是心存感激。當然高程度同學還是受益最多，成績還是

維持著在組內最高，所以付出並沒有白費，同時，在人際關係的提升與同儕間的感情

增近卻是學習工程數學外的附加價值。 

柒、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 STAD 方法對於工程數學的授課是非常有幫助的，尤其是藉由統計的

分析工具，可以明顯看出學生的進步。除了讓學生對於數學課更有興趣與信心去學習之

外，看到實驗組大部分學生上課變得更專注、學習更具熱忱、學習氣氛更提升、同學間

的凝聚力也更強。整體而言，學生變得比較喜歡數學及用心學習數學，不再懼怕對於數

學的學習。經由此次的研究提出建議如下：(一)教師使用 STAD 教學法能提升學生的數

學學習成就，教師可應用此 STAD 教學策略於教學上，但是要先說服高程度的學生；

(二)因為教材內容只限於矩陣與線性代數部分，對於其他內容可持續探究 STAD 教學法

在不同單元的學習的成效；(三)本研究只探究六星期，在數學學習或許未達顯著，未來

研究可以較長時間的使用 STAD 教學法，探討其對教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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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融入大學通識美感教育課程之教學行動研究 
許維屏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性別議題融入大學通識美感教育課程的實施歷程，以此模式對學生

的美感教育學習成效之影響。以研究者於 2018 年所開設的「女性與藝術」通識課程修

課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 Kolb 的經驗學習法，從鑑賞導向創作的經驗學習課程架構，

結合學習者生活經驗，進行藝術鑑賞、觀察與反思、形成概念、實踐與應用，漸進式深

化及豐富學習內涵。教學策略包含藝術鑑賞與討論、紀錄片賞析、訪談與繪本實作。透

過教師觀察與記錄、學生學習回饋與問卷、學生作品等，運用質性及量化資料蒐集與分

析，以檢視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研究結果發現，融入性別議題的通識美感課程能提升

學生審美能力、性別意識、自我覺察與人文關懷能力。研究者據此研究歷程檢視教學行

動實踐，並持續發展大學美感教育，研究結果可提供大學教師開設相關美感課程之參考。 
 

關鍵詞：經驗學習、藝術鑑賞、美感教育、性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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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in Teaching of Integrating Gender Issues into the 
University’s General Aesthetics Education Curriculum 

Wei-Ping Hsu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integrating gender issues 

into the university's general aesthetic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impact of this model on 

the students'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by the researcher's "Female and 

Art" general course students in 2018. Using Kolb's experiential learning method,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experience-based learning from appreciation, and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integrating learners' life experience,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forming concepts,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progressive deepening and enriching the learning connot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include art appreciation and discussion, documentary appreciation, 

interviews and picture book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eacher observation and record, student 

learning feedback and questionnaires, student works, etc., we us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o examine teaching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eneralized aesthetics curriculum incorporating gender issues enhances students' 

aesthetic abilities, gender consciousness, self-awareness and humanistic care. Based on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examin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university's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to provide relevant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s. 

 

Keywords: Experiential learning, Art appreci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Gender 

consciousness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89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通識教育以培育具有人文素養、思辨溝通、問題解決等健全公民為目標。近年來

議題融入通識課程在各大專院校積極推動，關於美感課程，除了藝術鑑賞，更應著重

美感教育，學習者能體悟生命的美好經驗，並能在生活中展開美的自覺與行動。 

研究者觀察性別意識與性別平等在政策面與教育面推行多年，但長久以來深植於

生活中的父權觀念、言語、行為等，許多人仍存有刻板印象、習以為常，或知道了但

不以為意，將此視為女性生活日常。又從藝術史觀看女性，無論是消失的女性藝術家，

或女性在畫面中的角色，都反映了長期以男性為主的社會形態，忽略女性藝術家的創

作思維及作品內涵；另外，近來更有感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離，觀察學生因科技的

影響，無心參與校園活動或對班級事務冷漠以待，與家人之間的互動也顯得薄弱，不

在乎、不願付出的態度令人憂心。 

所以本研究透過議題融入美感課程，期望能引發學生在通識課程的學習動力與課

程參與，透過藝術喚起對生活的反思，即從美的感知進而達到美的自覺，對人與事物

都能心存尊重與關懷。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所論，本研究選擇與學習者生活密切的性別議題融入通識美感課程，透

過課程規劃與內容設計，在藝術史與現實生活中發現性別意識問題，透過美的行動與

實踐體會藝術創作過程。本研究目的有二： 

(一)發展性別議題融入藝術課程之教學模式。 

(二)分析學生從鑑賞導向創作的經驗學習模式之成效。 

貳、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 

一、研究對象 

本計畫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職的技職院校，於 2018 年兩個學期(106 學年度第二

學期及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所開設的「女性與藝術」通識課程修課學生為研究對象，

修課人數 79 人。此為通識必選修課程，學生依興趣選課，所以研究對象來自不同學

院與科系。研究者觀察教學現場及學期初學生所填寫的「學前美感檢視回饋單」，發

現學生學習成就感偏低且自信心普遍不足，在美感層面上不主動參與藝文活動，且以

為與藝術距離遙遠，不知自己也具有美的感受與實踐力；於課堂觀察學生多數是被動

學習，害怕口語表達，且課堂專注度不佳，部分學生常因故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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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本研究計畫主題「性別議題融入大學通識美感教育課程之教學行動研究」，是以

「女性與藝術」課程作為教學研究，從鑑賞導向創作的經驗學習，讓學習者在審美與

理解(美的鑑賞)→觀察與反思(美的感受)→形成概念→實踐與應用(美的實踐)的課程

架構，提升對性別意識的靈敏度及藝術鑑賞能力。 

課程設計是藉由女性藝術家作品賞析與生命經驗，提升藝術鑑賞能力與理解藝術

創作歷程，發現性別議題在生活中不平或無感的存在狀況，從他人的故事引發關懷與

尊重。以下為研究架構與課程內容設計。 

(一)美的鑑賞－審美與理解 

認知與鑑賞女性藝術家生命歷程及作品呈現，以了解多元的藝術創作形式與風

格，及所面臨的時代問題。此分為兩部分，一是觀念的建構，包含「從芙烈達·卡蘿

生平與作品賞析認識藝術鑑賞方式」單元，認知藝術鑑賞四步驟－描述、分析、詮

釋、判斷，引導學生欣賞作品，並以芙烈達·卡蘿作品作為藝術鑑賞四步驟練習；以

及「為什麼藝術史上沒有偉大的女畫家」單元，從藝術史談為什麼女性藝術家缺席

的原因，從女性在作品中的呈現談藝術家與欣賞者觀看女性的角度。 

二為「國內外女性藝術家創作觀點與作品討論」，藝術創作是藝術家生命的實

踐，從國內外女性藝術家創作歷程與作品賞析，了解女性所處時代環境及其藝術成

就，透過作品解析可了解藝術家思維與藝術多元的表現形式。研究者選擇依據女性

藝術家所處年代、創作經歷與藝術表現形式等，以作為小組討論對象，國內女性藝

術家有陳進、嚴明惠、吳瑪俐、尤瑪·達陸、侯淑姿、劉世芬、王德瑜、林珮淳等為

討論對象；國外女性藝術家以阿特密西亞·真蒂萊希(Artemisia Gentileschi)、伊莉莎

白·維傑·勒布倫(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瑪麗·卡薩特(Mary Cassatt)、喬治亞·歐姬

芙(Georgia O'Keeffe)、草間彌生(Yayoi Kusama)、蘇菲·卡爾(Sophie Calle)等進行小

組討論。 

(二)美的感受－觀察與反思 

此分為兩部分，一是從紀錄片賞析發現性別偏見與刻板印象，包含《凝視瑪莉

娜》、《玩布的姊妹》，從影像觀察女性生命歷程。二是「一朵花的故事－訪談企

劃書撰寫」，透過深入訪談家族女性長輩，再次認識受訪者並了解其生命歷程與思

維，過程中增加彼此的互動與了解，觸動學生反思、感恩與珍惜，對女性生活與生

命有更多感受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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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的實踐－實踐與應用 

「一朵花的故事—繪本創作」是引導學生體驗藝術創作過程，從對家族女性長

輩的訪談內容引導學生找到創作主軸並進行繪本設計，透過媒材的運用呈現多元的

藝術表現。從創作實踐過程中深化美感經驗。 

三、教學策略 

(一)運用多元方式進行分組討論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發現在進行分組討論時，小組成員未就議題內容先有充分了

解，就急著進行分工，例如將工作大切三塊，依各自任務進行，在拼湊後完成作業，

導致如盲人摸象，未能了解討論重點與問題全貌，甚至成為一人作業，失去了教學

與學習目的。為解決上述問題，研究者採用課堂分組討論，雖佔用課堂時間，但學

生運用手機等數位媒體進行資料查詢，能提高學生課堂專注力與參與度，研究者藉

此掌握及引導小組討論，並了解學生個別的學習狀況及參與度。 

在「芙烈達·卡蘿生平與作品賞析認識藝術鑑賞方式」單元，學生需課前欣賞

《揮灑烈愛》影片以了解畫家生平與創作(僅 2、3 位學生有課前觀看)，課堂由教師

說明藝術鑑賞四步驟，並簡述其生平與創作經歷。由研究者準備畫家作品照片，小

組抽一張作品照片並以手機收集資料，運用藝術鑑賞四步驟進行作品賞析，並以口

頭報告分享小組討論內容。 

在「國內外女性藝術家創作觀點與作品討論」單元，小組先抽籤決定研究者所

設定討論的對象(女性藝術家)，學生以手機進行資料蒐集以了解藝術家生平，小組

分析討論藝術家創作歷程，並選擇三件代表作品放至講台的投影簡報檔，小組以此

進行口頭報告分享討論結果。在此同時，台下同學書寫重點記錄與同儕評分，透過

他組分享與研究者補充講述，加深對女性藝術家生命歷程與作品印象。 

(二)紀錄片賞析 

透過紀錄片賞析能深刻學習印象。本課程選擇《玩布的姊妹》作為了解婦女在

家庭與自我之間內心的衝突與所需，以承接下一階段「一朵花的故事」單元的訪談

與創作，對受訪者日常與內在思維能有所感受。並於 107-1 課程加入藝術家瑪莉娜·

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的行為藝術紀錄片《凝視瑪莉娜》，了解藝術創作

的多元表現及藝術家所欲傳達的訊息，藉此省思人性與自我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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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企劃與繪本創作 

課程單元「一朵花的故事」包含訪談與企劃書撰寫、繪本創作。此單元屬於學

生個人作業，因涉及學生感受與受訪者隱私，研究者採取個別討論。在研究者說明

學習目標及企劃書撰寫內容、訪談技巧與訪談重點，學生開始著手進行族譜調查與

製作→訪談資料蒐集→企劃書撰寫→確定創作主軸與表現形式→進行繪本創作。 

現代以小家庭居多，各自為生活忙碌因而疏離，或許迎面而來的是親人但卻不

知，透過詢問父母長輩完成族譜製作，可增進互動與了解。而後從族譜中，學生選

擇一位女性長輩作為訪談對象，透過研究者引導訪談內容與技巧，學生收集口述資

料與受訪者昔今照片製做企劃書，以了解受訪者人生經歷與生命故事。並引導學生

從訪談資料中找出深刻影響受訪者的事件或內容作為創作主軸，指導學生運用多元

表現形式與材料來完成繪本製作。完成後贈予受訪者，並請受訪者給予回饋。 

四、研究工具 

依課程單元需求運用質性問題設計與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進行評量設計。

研究工具包含：教師教學日誌(教學內容、課堂觀察、教學省思與建議)、教學同儕建

議、訪談學生記錄；學生端的學習單書寫、回饋單(期初學前美感檢視、期末學習反思

與回饋)、學生作品。上述資料依屬性建立編碼以有系統管理與分析，說明如表 1： 

表 1 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類別 編碼舉例 代表意義 

教學日誌 T1062-0516 研究者於 106 學年第 2 學期 5 月 16 日的教學記錄與反思。 

學生學習單 S1071-2016-2 學生於 107 學年第 1 學期學號 2016 學生的學習單。 

學生回饋單 B1062-9109-3 學生於 106 學年第 1 學期學號 9109 學生的回饋單。 

學生作品 A1071-8033 學生於 107 學年第 1 學期學號 8033 學生的作品。 

参、學生學習成效 

一、對自我覺察與人文關懷 

融入性別議題的美感課程，引導學生透過審美與理解、觀察與反思、實踐與應用，

進而以藝術行動達到省思、尊重與關懷，期待學習者日常行為與態度的轉變。從女性

藝術家作品討論觀看時代背景、文化與價值觀下女性的處境；從深入訪談家族女性長

輩（88%學生以母親為訪談對象），再次認識並了解其生命歷程與對家庭的付出，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93 
 

及性別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影響。過程中情感互動與再次認識，使彼此更加了解與珍惜，

達到本課程設計的目的。 

學生於期末反思與回饋能認同課程規劃，並分享想法或行為的改變：「聽完媽媽

說婚姻那段我很納悶，女生到一個年齡就一定要結婚嗎?不結婚會被看不起或說閒

話…」(S1062-9109-3)；「我跟媽媽很少聊天，但是有事情我總會找她，我以為很了解

媽媽，這次訪問中我問媽媽最需要什麼，媽媽笑而不語，問姐姐才知道原來媽媽真正

需要的，其實是我們常常回家...。」(S1062-8080-3)；「在這次的訪談之中，我了解到

了“家人”對阿嬤的重要，從阿嬤敘述她的遺憾時，她的表情與聲音透露對母親的思念，

看著阿嬤我發現，現在自己也忙於課業及打工，很少回家陪家人，也因為這次的訪談，

我第一次翻開放在家已久的相簿，和阿嬤一起看那些照片，慢慢地回憶起忘掉的事，

原來我們小時候是這樣被愛護長大的。很開心有這次的訪談讓我更了解阿嬤，也更認

識自己。」(S1062-6009-3) 

學生作品《橘子成熟時》以外婆家的橘子樹與母親嚮往居住的小木屋進行設計，

傳達母親對已逝外婆的思念(A1062-8047)；《銀杏的一生》是學生與研究者討論，透

過訪談父親來回憶述說對已逝母親的思念，並藉此對父親說出深藏已久的心裡話

(A1071-2216)。 

二、對藝術的鑑賞力 

藝術鑑賞是透過對藝術作品的審美而提升美感經驗。本研究課程從探討女性藝術

家生命歷程、創作思維與作品賞析，並透過美的行動與實踐，從訪談家族女性長輩的

內容找出創作主軸與繪本表現形式，以體會藝術創作過程。在期末回饋中能發現學生

對藝術欣賞與美感的提升：「看到女性藝術家芙烈達·卡蘿經歷身體、心理的傷害仍堅

持創作，學到她的勇敢和毅力。」（B1062-1027-3）；「從瑪麗娜的行為藝術讓我知

道"最難的是什麼也不做"。」（B1062-7074-3）；「以前看到一張畫，只會覺得美不

美，不會去思考，在這門課程中學會如何看作品，思考作品的意涵以及藝術家想表達

什麼。很少接觸藝術的我，難得選了這門課，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偉大的女性藝術家，

他們的創作方式都很特別。」（B1062-9109-3） 

肆、教學省思 

研究者於本校通識課程開設「女性與藝術」已四學期，運用以環境融入通識美感課

程的多年教學實踐經驗，能快速掌握課程脈絡與統整性，透過不斷的省思、修正、再計

畫，促使研究者解決教學現場所面對的問題。觀察教學現場學生學習狀況，太艱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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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生無法吞嚥、課後討論成效不佳、循序漸進的課程規劃又因學生忙於專題製作或因

故缺課，導致不理解課程規劃，所以研究者必須一再重述作業方式與學習目的，不但拖

延了教學節奏，更影響認真學習學生的進度。研究者反思未來在進行連貫性的課程設計

時，可運用 Rubrics 評量尺規，讓學生清楚知道學習目標與自我檢核學習進度，以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教師也能以此作為評量依據。 

另外，研究者於 107-1 課程中分享了 106-2 課程學生的學習經驗，包含族譜製作、

企劃書撰寫，以及作品創作形式，發現提供範例可讓學生快速並掌握作業製作方式，但

學生會過於依賴，或部分因時間壓力所以使用市售空白桌曆進行繪本製作，因而限制創

意發揮。所以反思未來在進行創意實作時，建議學生發揮創意進行設計，若學生採用市

售冊子為基底，則必需將創作內容主軸融入創作表現形式。 

伍、結論與建議 

總結以上所述，學生透過課程設計與引導，能有效提升在通識美感課程的參與度；

在分組討論及做中學習過程能豐富藝術鑑賞與美感經驗；透過訪談親人能更加了解受訪

者的生命歷程與思維，觸動反思與感恩之心，對女性生活與生命有更多感受與省思。藝

術創作是藝術家生命歷程與情感的展現，教學理念與實踐是教育者對人生的體悟與對學

習者的期待，所以議題融入大學通識美感課程的教學模式，是有助提升學生藝術涵養與

人文關懷。 

本研究成果可提供大學教師教學實務研究之參考，但教學者需視學習者狀況與教學

現場，以調整教學策略與內容的難易度，並運用其他可增進學生學習的評量方法以達到

學生學習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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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教學實習課程的設計與實踐之研究 
劉世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摘要 
本研究發展有別於「分科/分領域的教學實習」之「中等教育教學實習」師資培育課

程，聚焦在跨領域課程的設計與教學實踐，本研究目的即在於探討此「中等教育教學實

習」課程的合宜性。課程內容核心是師資生設計跨領域主題統整校本課程，教學活動則

以教學試教與共備觀議課為主。本課程邀請一個國中的校長、主任和三位老師為協同教

師，共同發展評量工具與實際進行評分。共有 11 位師資生選課，各組師資生均完成 1.

跨領域主題課程與教學方案設計、2.上台教學、3.觀議課紀錄與省思紀錄。本研究再訪

談協同教師和師資生，察覺此課程設計的可學習性。研究結果顯示師資生在跨領域課程

設計以及教案設計上均有良好的表現，也符合學校端的期待，此課程對中等教育師資培

育方案是可行的，但師資生過於理想與未有足夠的教學實踐能力。 

 

關鍵詞：教學實習、中等教育、跨領域課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98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Shih-Hsiung Liu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developed a course named Teaching Practice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differing from Subject/Field-Specific Teaching in previou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The new course focused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urse as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 The contents of the course contained the school-based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and 

were designed to implement collective lesson preparation, teaching observation, and lesson 

discussion after teaching, in addition to lectures and deliveries of core concepts. This study 

invited the principal, administrative leader, and three teachers of a junior high school as the 

collaborating teachers for developing the assessment tools an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TDSs). A total of 11 TDS enrolled in the course. 

The TDSs were acquired to achieve the tasks, including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teaching 

practice, and lesson study. All collaborating teachers and all TDSs were interview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DSs have sufficient ability to design school-based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However, the TDSs lacked sufficient experiences and abilities to teach elaborately.  

 

Keywords: Teaching practicing, Secondary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99 
 

壹、前言 

以中等教育階段的師資培育而言，傳統的教學實習課程大都由各學系開設，課程名

稱普遍是「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課程教材也僅涉及該師資學科的內容。當前十二年

國教課綱推動在即，跨領域課程(inter-interdisciplinary)佔一定的比例，若再分析社會環

境變化對國教課程的影響，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是中學教師必要的教學專業，如

此似乎顯示跨領域課程與教學實踐在師培課程方案的重要性。然而，當前「分科/分領域

教學實習」無法提供師資生跨領域主題統整課程設計的學習經驗，即使已有少數師培方

案涉及跨領域課程，可能也鮮少到中小學進行教學實踐，跨領域課程的學習比較淺薄。 

跨領域課程有著不同學科整合之意涵，亦有一些類似的課程，例如：交叉學科 

(cross-interdisciplinary) 、 多 學 科 (multiple-interdisciplinary) 、 超 學 科 (trans-

interdisciplinary)的課程設計。根據Holley (2009)的觀點，交叉學科課程是利用某一學科

解釋另一學科；多學科是多個學科並列，學科界線仍清楚劃分，沒有像跨學科的整合

性，但具有知識增量作用；而超學科是超越具體學科與特定問題，不會受到學科思維

影響。跨領域課程是藉由整合多個學科、不同領域的內容或概念，形成緊密的關係，進

而強化學習與知識的產出 (Pountney & McPhail, 2017)，這不僅是一種課程設計方式，也

是一種教育理念。 

跨領域課程是當前中小學教育相當重要的課程理念，根據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教

育部，2014），學校可以藉由校訂課程發展校本特色課程以及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

（實驗）及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學生統整、實作（實驗）、探究、應用與表現能力。

因此，一般中小學從校訂課程嘗試發展跨領域課程與實踐作為是可行的方向。而師資培

育大學也應該在跨領域課程列入師資培育課程中，透過教育理念與教學實務的結合，培

養師資生中小學教師的跨領域課程與教學設計能力。 

基於此想法，我與我的師資培育大學多次討論課程架構，增設「中等教育教學實習」

課程。此有別於各學系的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以及到中學進行分科教學實踐的活動，

而是以中學的校訂課程之跨領域主題課程設計與實踐，作為「中等教育教學實習」課程

發展主軸，選課學生包含所有來自各學系的師資生。本研究目的即在於探討「中等教育

教學實習」課程設計與實踐之情形，並從多元資料中分析其在師資培育課程的合宜性。 

貳、文獻探討  

    教學實習意味著在實際教學現場進行教學練習，符合教學現場的課程內容設計與教

學活動設計是教學實習課程的核心重點。再者，中小學的課程設計除了部定課程有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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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科書外，在校訂課程上需要教師自己編擬，主題統整跨領域的課程設計是當前中小

學教師最常思考的課程內容；另外，一般中小學教師可能會以社群方式進行共同備課、

相互觀課與議課，這些作為可以促進教師的教學省思，教育實習課程也可以如此運用，

以促進師資生進行教學實習的省思與成效。因此，本研究針對「跨領域主題課程內容的

設計」以及「教師社群進行共備觀議課的教學活動」進行文獻探討。 

一、「中等教育教學實習」課程的內容發展：中學跨領域主題課程內容的設計 

    早期由上而下的課程設計以及由外而內的課程發展無法滿足地方與學校師生應

付多元社會的需求（卯靜儒，2009），更無法瞭解教學現場的複雜性。已有研究確認

學校與教師才是課程發展的關鍵角色（方德隆，2001；Bolstad, 2004）。因此，校本

課程的發展便有其必要性。 

    但校本課程並非獨立於部定課程之外，部定課程或校訂課程均可以體現校本課程

發展之意涵教育部（2017 年 12 月 7 日），學校教師可以分析學校情境脈絡，整合運

用內外各種資源，建立多樣化與適切性的課的，也同時回應社會、社區與學生的學習

需求。也因為校本課程是以在地文化需求為主，非以部定學科領域知識為核心，因此，

主題式、跨領域的課程設計便是校本課程的發展模式，並在「彈性學習課程」或「彈

性學習時間」的校訂課程時間中實施。 

    在跨領域課程設計上，Jacobs (1989)提出：選擇主題的組織中心、進行主題相關

的腦力激盪、發展核心問題並設計教與學的範圍與順序以及組織學習活動與評量。

Drake 與 Burns (2004)則認為跨領域課程要從問題意識出發，選定「主題」範圍以發

展「概念」，再依「概念」的內涵與性質歸入不同學科，繼而以「概念」組織學科或

領域的知識內容進行探討，亦即以統整方式探究一個主題或問題的課程取徑。再綜合

先前所述，跨領域課程設計的要素即包含：1.透過情境分析發展主題與次主題、2.形

成課程目標、3 編擬學習方案與評量設計，這即是跨領域主題課程的設計階段。 

二、「教學實習課程」的教學與實踐方法 

教學實習課程的教學活動是以到中小學進行教學實踐與省思為主，Hanks (1991)

認為學習者不可能在得到一個抽象概念後，就可以順利地、自然地應用到日後所處的

環境中，必須有實際參與、操作練習的過程。因此，師資培育課程中的教學實習課程

之實踐就需要帶領師資生到實際教學現場進行教學設計與實際教學。徐綺穗(2009)的

研究發現試教時的焦慮感有助於激發實習學生積極的學習動機和反思檢討，可強化學

生的教學知識，教學實習課程中的試教練習對培養師資生的教學能力也顯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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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一般學校教師透過共備觀議課對提升學生學習有相當大的助益，已經許多

研究證實共備觀議課對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的效益 (Groves & Doig, 2010; Kadroon & 

Inprasitha, 2013; Lim, Lee, Saito, & Haron, 2011; Ono & Ferreira, 2010)。原因在於教師

可以在共備觀議課中相互傾聽和討論共同議題，成員彼此互惠，也透過質問與藉由他

人的觀點挑戰自己原有的理念 (Kuusisaari, 2014)，共備觀議課有助於教師的專業成長，

亦可以讓師資生在教學專業的培養上所有成長，黃永和（2016）就曾建議將共備觀議

課列入師資培育課程之必要學分，以培養師資生具備協同互動的技巧，提升自己的教

學能力。師資生在教學實習課中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亦可運用共備觀議課促進

專業學習。 

參、研究與教學設計 

根據前述理念與文獻探討，本研究藉由一門「中等教育教學實習」兩學分的師培課

程培養學生校訂跨領域課程與教學能力，共有 11 位師資生選課（分為三組），選課學

生已修畢基礎教育與教育方法課程。本研究與一所國民中學進行合作，進行一學期的教

學實踐研究，並探討以下問題。1.師資生在跨領域主題課程的發展與理解情形為何？2.

師資生在跨領域主題課程的實踐（觀議課與省思）情形為何？ 

一、課程內容設計 

本課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屬於核心知識的學習，包含跨領域課程理念與實

務、校訂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共備觀議課理念與流程以及教學實務與省思等，這些課

程在前半學期在大學課堂中進行教學；第二部分屬於實作部分，包含國中之情境理解

與分析、課堂見習與觀課、實際進行教學與觀議課等，此部分內容在國中會議室以及

教室中進行。 

二、教學活動設計 

核心知識的學習活動是由我在課堂中講述相關理論與實務，並以問題討論的方式

促進師資生的思考。而教學實作的部分，我邀請該國中校長主任對於學校校務的介紹，

各組師資生需要根據，再自主探究該校的人文背景以及學生表現，分別設計主題式的

跨領域課程，並於國中課堂中以模擬社群教師觀課與議課的方式進行。 

三、教學評量與研究資料蒐集 

國中校長、主任和三位老師是本課程的協同教師，協助評分與評分後的指導。選

課學生需要完成 1.跨領域主題課程與教學方案設計、2.上台教學、3.觀議課紀錄與省

思紀錄。細節上，某一師資生上台教學時，除了協同教師的評分與指導外，未輪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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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同組成員必須協助觀課，並於課後集體議課，相互回饋與分享。校長主任與我共同

評分跨領域課程設計，三位協同老師協助評分教學與觀議課。 

    另外，我訪談學校校長和主任對此課程的評價，訪談大綱是：1.此課程對於

一般學校教師的合宜性為何？2.師資生在跨領域主題課程的掌握情形為何？另外，我

也訪談選課學生在學習上的知覺與困難，訪談大綱是：1.此課程對於協助你瞭解學校

課程發展的知覺為何？2.此課程的教學活動（共備觀議課）對於協助你瞭解教學實務

的知覺為何？ 

四、教學評量工具與研究工具的發展 

我根據跨領域課程文獻以及校長主任的觀點，發展「跨領域課程設計檢核表」（表

1），另外，再與三位協同教師共同發展教學評量工具，包含教案（如表 2）與教學實

務（如表 3）評分標準表，主要針對師資生的學習表現進行評分；其次，師資生需要

繳交觀議課紀錄表，本研究採用劉世雄（2018）發展的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觀課紀錄

表，本研究藉上述資料檢證師資生之教案設計與教學表現情形；第三，本研究再以訪

談了解師資生的學習經驗。本研究再綜合比較分析上述資料，提出此課程的價值觀點。 

表 1 跨領域課程設計檢核表 

 檢核指標 待加強 普通 優良 

主

題 

1.跨領域主題與學校情境或特色具有關連性 □ □ □ 
2.跨領域主題與次主題之間具有統整性 □ □ □ 
3.跨領域次主題連結至兩個以上領域知識或技能 □ □ □ 

目

標 

1.學習方案連結合宜的核心素養 □ □ □ 
2.學習方案選取或自編合適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 □ □ 
3.學習目標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等目標 □ □ □ 

方

案 

1.學習方案的活動內容能善用資源 □ □ □ 
2.學習方案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 □ □ 
3.學習方案的評量能回應到學習目標與核心素養 □ □ □ 

表 2 教學計畫（教案）評分標準表 
向度與分數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評量 

5 分 
100%完美 

根據教材設計適當的

教學目標，認知、情意

與技能目標全具有合

宜性，並以低層次至高

層次的邏輯編寫。 

能針對教材內容、教學目

標選用合適的教學策略，

並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

啟發學生學習。 

能針對教學目標發展

適當的形成性與總結

性評量，且適當地安排

在教學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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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與分數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評量 

4 分 
80%精熟 

大部分教學目標根據

教材內容設計，認知、

情意與技能目標多數

具有合宜性及其邏輯

組織良好。 

大部分教學活動能依據教

材內容、教學目標編寫，也

多注意到學生學習動機的

激發。 

大部分的形成性評量

與總結性評量具有合

宜性，且大多適當地安

排在教學活動中。 

3 分 
60%需改進 

部分教學目標根據教

材內容設計，認知、情

意與技能目標部分具

有合宜性及其邏輯組

織尚佳。 

部分教學活動能依據教材

內容、教學目標編寫，部分

注意到學生學習動機的激

發。 

部分的形成性評量與

總結性評量有所疏漏，

只有部分適當地安排

在教學活動中。 

2 分 
40%不足 

僅少部分教學目標根

據教材內容設計，認

知、情意與技能目標僅

少數具有合宜性，少部

分具有邏輯性。 

僅少部分教學活動依據教

材內容、教學目標編寫，很

少注意到學生學習動機的

激發。 

大部分的形成性評量

與總結性評量不具合

宜性，且與教學活動的

關連性不佳。 

1 分 
20%待加強 

教學目標與教材內容

較少連結，認知、情意

與技能不夠準確，且缺

少邏輯性。 

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和教

學目標較少連結，毫無注

意到學生學習動機的激

發。 

很少形成性評量，總結

性評量缺乏或不宜，與

教學活動的關連性不

佳 
分項得分 
(可用小數) 

   

表 3 教學實務評分標準表 
向度與分數 教材與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與流程 師生和同儕互動 

5 分 
100%完美 

能完全掌握教材內容

與概念細節，並能善

用教具或實例，強化

學生對教材的理解。 

整節課能依據教材運用各

種教學策略，並能注意到

學生程度及差異，適當地

調整教學進度。 

能善用機會，鼓勵學生表

達想法，並進而刺激學生

思考和同儕互動討論，學

生能從中自我建構知識。 

4 分 
80%精熟 

多數時間能掌握教材

內容與概念細節，亦

能善用教具或實例，

強化學生對教材的理

解。 

大部分時間能依據教材運

用不同教學策略，也能注

意到學生程度及差異，進

而調整教學進度。 

常藉由發問鼓勵學生表

達想法，多次刺激學生思

考和同儕互動討論，提供

學生建構知識的機會。 

3 分 
60%需改進 

部分時間能掌握教材

內容與概念細節，有

時能用教具或實例，

強化學生對教材的理

解。 

部分時間能依據教材採用

另一種教學策略，也有時

注意到學生程度及差異，

進而調整教學進度。 

常藉由發問鼓勵學生發

言，雖多次提問，但問題

多為封閉性問題，學生互

動討論只是答案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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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與分數 教材與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與流程 師生和同儕互動 

2 分 
40%不足 

少部分時間掌握到教

材內容與概念細節，

偶而能用教具或實

例，強化學生對教材

的理解。 

僅根據教材採用單一種教

學策略，偶而注意到學生

程度及差異，略微調整教

學進度。 

偶而對學生提問，但問題

多為封閉性問題，也僅有

少數學生參與互動討論

情形。 

1 分 
20%待加強 

很少時間掌握教材內

容與概念細節，幾乎

沒有教具或實例，學

生對教材理解相當薄

弱。 

僅採用單一種教學策略，

較少注意到學生程度及差

異，沒有因應學生學習調

整教學進度。 

很少對學生提問，對學生

的問題也都以直接給予

答案，沒有或很少學生討

論活動。 

分項得分 
(可用小數) 

   

肆、學習結果與討論 

受訪校長和主任認為此課程具有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之職前師資培育的需要性，他

們認為即使是國中教師，也未必瞭解校訂課程與跨領域課程的發展，師資培育課程中能

有這些專業學習與準備，對師資生未來實際到教育現場服務可以具備足夠的基礎能力。

再察覺師資生在跨領域課程設計的細節，第一組師資生是以國中附近的景點「挑水古道」

進行主題設計，包含植物介紹、歷史發展、環境察覺、口語表達等內容，以認識家鄉為

課程設計理念；第二組師資生是以「芬園米粉」進行主題設計，包含特色、美食、科技

展現等內容，以介紹和推廣家鄉文化為課程設計理念；第二組師資生是以「引領芬園往

前進」進行主題設計，包含認識芬園、創意思維、科技應用等內容，以認同在地文化為

課程設計理念。受訪的校長主任認為師資生已經具有校訂主題課程設計的能力，包含情

境分析、主題、目標與學習方案等內涵，對三組的評分介於普通與優良之間。此結果如

同 Jacobs (1989)和 Drake and Burns (2004)對於跨領域課程設計的觀點，因此，從文獻和

受訪的校長主任確認，此課程具有引領師資生發展跨領域課程設計的正向效益。 

再者，經過四次教學與觀議課，協同教師對師資生教案設計之評分平均 4.2 分，但

對於實際課堂教學活動則平均僅是 3.3 分，4.2 分是達到精熟等級，而 3.3 分是介於待改

進與精熟等級，這即表示師資生對於跨領域主題課程的教學方案設計已具有教學設計的

知識，但在教學實務上未有足夠的教學實踐能力，小組觀議課紀錄也顯示教學者在師生

互動上以及學生行為回饋的關注上較差，觀議課紀錄發現「學生對高層次問題難以理解，

需要有鷹架式的順序」、「無法激發部分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學生分組討論互動情

形不佳」等問題。再訪談師資生，他們認為此課程對他們未來瞭解學校課程規劃具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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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也認為協同教師的指導和小組觀議課可以提供他們一些省思的機會，然而，他們還

無法確定面對教學困難時該有的解決策略。如同文獻所言 (Kuusisaari, 2014)，共備觀議

課有助於師資生對課程實務的理解，而黃永和（2016）也建議師資生可進行共備觀議課

提昇教學專業能力，但本研究發現，師資生即使遇到教學困難，也無法提出合宜的教學

策略。由於合宜的教學策略需要教學知識的學習與豐富的教學經驗，師資生已經理解跨

領域主題課程的設計，但在教學實踐上並不如預期，這種結果似乎也是合理。 

伍、研究結論與省思 

研究者透過各種資料的綜合評估與自我省思，師資生在跨領域課程設計的理念以及

教案設計上均有良好的表現，也符合學校端的期待，師資生也已能掌握校訂課程跨領域

設計的理念。因此，此「中等教育教學實習」課程對中等教育師資培育方案是可行的。

然而，師資生未有足夠的教學實踐能力，即使課程設計已經符合跨領域主題課程的內涵，

也透過觀議課察覺學生的學習困難，但由於經驗不足，無法提出合宜的教學策略。 

傳統上，中等教育階段的師資培育之教學實習課程均是分科或分領域，並由各學系

教師開設，然而，十二年國教課綱部分強調跨領域主題課程設計，師資培育課程並不涉

入跨領域課程與教學實習之內涵，本研究發展「中等教育教學實習」課程可以滿足上述

的需求，經過一學期的教學實踐，也發現此課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師資生欠缺教學經驗，無法提出因應的教學策略。未來在「中等教育教學實習」的

課程設計上，需要多強調校訂課程之理念與教學實務之間的轉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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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文字探勘在教學評鑑分析之研究-以中原資管為例 
吳肇銘 

金志聿 

蔡毓霖 

李怡瑩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系 

 

摘要 
為了校務研究與掌握教學品質，台灣的大專院校皆已全面實施教學評鑑。然而在教

學評鑑資料中，學生所填答、回饋的質化意見往往很多，學校教學管理單位與教師必需

花費許多時間、一筆一筆地查看，方能了解不同學生的不同意見，而且無法統整出一個

具有方向性的結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本研究以 103-106 年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必

修課程之教學評鑑資料為分析資料，透過文字探勘技術來分析、了解學生對教師教學評

鑑回饋的質化意見，藉由詞頻分析、情緒分析，針對不同屬性類型的課程（如管理類、

技術類、實作應用類、理論類、商用類）進行分析，透過學生反應的文字來了解不同屬

性的課程，學生對課程、老師的評價、意見及重視的教學元素。本研究提出之分析模式

及研究發現將可供學校教學管理單位、系上、教師有效使用，並作為瞭解學生的課程學

習意見、學校規劃課程以及老師改善教學內容之參考，以針對學生之學習需要，提高課

程教學品質、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文字探勘、校務研究、情緒分析、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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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eaching Evaluation Analysis by Text Mining : A Cas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Chao-Ming Wu 

Chih-Yu Chin 

Yu-Lin Tsai 

Yi-Ying Le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 
Taiwanese university have fully implemented teaching evaluation for instituti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quality. However,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responses and words in teaching 

evaluation from students,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ers must spend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s 

to read each comment to understand students’ opinions. It is hard to efficiently count or 

categorize these opinions by reading to get directional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proposes to use text-mining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data. Based on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data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from the academic 

year 2014 to 2017, we use term-frequency method and sentiment-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ata 

of 5 type courses (including management, technical,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business course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teaching elements from students' reflec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model and finding in this stud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ers can effectively understand 

students' opinions about the courses, and improve the design of teaching to enhance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Text mining, Institutional research, Sentiment analysis,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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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基於校務研究以及掌握教學品質，許多大專院校紛紛實施教學評鑑、訂定優良教師

評選及追蹤評量結果（王保進、周祝瑛、王輝煌，2011）。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學生是

教師教學中的接收對象，因此透過學生表達對教師教學品質的感想及意見，將可有效作

為協助教師改善教學或判斷教師教學成效之參考（陳琦媛，2007）。Abrami, Apollonia 

and Cohen (1990)、Marsh (1982)指出，學生經過課程學習後，根據學習狀態及學習成效

填寫教學評量意見問卷，可以瞭解教師的教學績效，並讓教師能透過學生反映的意見了

解教學評價，作為教學改進以及升等、續聘等參考依據。同時，也可以讓學生能有選課、

選擇教師的判斷資訊。 

貳、研究目的 

目前大學教學評鑑問卷的分析，多是針對問卷各問項之量化得分，透過平均或加權

平均計算出對應的教學評量分數，然後提供教師及管理單位參考。而教學評鑑中，學生

所填答、回饋的質化意見，往往因為資料的非結構化而未做分析，逕自交由教師一筆一

筆閱讀、查看。也因為未作完整、具有方向性的分析，管理單位根本無法透過質化資料

來整體瞭解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意見。因此，本研究提出以文字探勘方法來分析、了解學

生對教師教學評鑑回饋的質化意見。藉由詞頻分析、情感分析，針對不同屬性類型的課

程（如管理類、技術類、實作應用類、理論類、商用類）進行分析。透過學生反應的文

字來了解不同屬性的課程，學生對課程、老師的評價、意見及重視的教學元素。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如下：(一)針對不同屬性之課程教學評鑑進行量化分

析及比較；(二)針對教學評鑑質化意見進行文字探勘分析及情感屬性分析，瞭解學生對

不同類型課程、老師的評價、意見及所重視的教學要素是那些內容？是否有所不同？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為了瞭解文字探勘技術運用在教學評鑑質化資料的可行性，本研究提出如圖 1 之

分析模組與程序。將基本資料進行量化統計分析；分析模組主要分為兩部分：（一）

詞彙分析：將教學評鑑資料進行前處理，針對學生提供之課程質化意見文字進行斷詞、

計算字詞出現次數並分析字詞重要程度；（二）情緒分析：分析學生質化意見文字之

情緒正負向，並計算對應之數量與比例，以了解學生課程意見之正負評價。並將評鑑

分數進行相關分析，檢定不同特徵屬性之學生會對評鑑結果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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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設計示意圖 

二、研究資料 

本研究透過專案申請，並在去除填答者辨識資訊後，採用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必修課程 103-106 年之教學評鑑資料（含量化及質化資料）進行分析。並將課程依內

容屬性分為技術類、管理類、實作應用類、理論類、商用類五類課程，共 23 門課程

進行分析。 

肆、研究結果 

一、不同屬性類型課程之教學評鑑資料量化分析 

本研究以中原大學施測之教師教學評鑑問卷所得之量化資料進行分析，該問卷共

有十題問項，並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1 至 5 分）。將中原資管系必修課程分為

技術類、管理類、實作應用類、理論類、商用類共五類、23 門課程，進行分析。各類

課程教學評鑑之填答人數、性別人數及 10 題平均得分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類課程之教學評鑑填答人數與平均得分 
 技術類 管理類 實作應用類 理論類 商用類 

男 1404 842 445 832 1247 

女 1345 819 393 783 1108 

總填答人數 2749 1661 838 1615 2355 

平均得分 4.30 4.32 4.29 4.38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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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屬性類型課程之教學評鑑資料質化分析 

(一) 技術類課程之分析 

1.詞彙分析 

經由「詞彙分析」，可以發現學生在技術類課程教學評鑑質化意見中前 5 名

重要字詞為：「謝謝」、「程式」、「認真」、「作業」、「教學」。透過這些

字詞的呈現，可以瞭解學生相當「謝謝」老師的教學；老師的「認真」、「用心」

受到學生的認同；技術類課程中，學生所在乎的教學主體與元素為：程式、作業、

時間、講解、內容、方式等，這些資訊將可有效提供技術類課程老師更注意這些

教學元素的準備與執行。 

2.情緒分析 

經由「情緒分析」，分析 1804 筆有效留言資料，評定為正面的留言有 1112

筆（佔 61.64 % ）、負面 323 筆（佔 17.90 % ）、中立 369 筆（佔 20.45 %），

正負留言之比例為 3.44。整體而言，學生留言意見以正面居多。 

(二) 管理類課程之分析 

1.詞彙分析 

經由「詞彙分析」，可以發現學生在管理類課程教學評鑑質化意見中前 5 名

重要字詞為：「謝謝」、「認真」、「報告」、「教學」、「管理」。透過這些

字詞的呈現，可以瞭解學生相當「謝謝」老師的教學；老師的「認真」、「辛苦」、

「用心」、「有趣」受到學生的認同；管理類課程中，學生所在乎的教學主體與

元素為：管理、報告、內容、行銷、方式、服務學習等，這些資訊將可有效提供

管理類課程老師更注意這些教學元素的準備與執行。 

2.情緒分析 

經由「情緒分析」，分析 820 筆有效留言資料，評定為正面的留言有 591 筆

（佔 72.07 % ）、負面 86 筆（佔 10.49 % ）、中立 143 筆（佔 17.44 %），正

負留言之比例為 6.87。整體而言，學生留言意見以正面居多。 

(三) 實作應用類課程之分析 

1.詞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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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詞彙分析」，可以發現學生在實作應用類課程教學評鑑質化意見中前

5 名重要字詞為：「謝謝」、「報告」、「方式」、「知識」、「時間」。透過

這些字詞的呈現，可以瞭解學生相當「謝謝」老師的教學；老師「很棒」、「有

趣」、「認真」受到學生的認同；實作應用類課程中，學生所在乎的教學主體與

元素為：知識、報告、方式、時間、企業、問題、內容等，這些資訊將可有效提

供實作應用類課程老師更注意這些教學元素的準備與執行。 

2.情緒分析 

經由「情緒分析」，分析 448 筆有效留言資料，評定為正面的留言有 284 筆

（佔 63.39 % ）、負面 75 筆（佔 16.67 % ）、中立 89 筆（佔 19.87 %），正負

留言之比例為 3.79。整體而言，學生留言意見以正面居多。 

(四) 理論類課程之分析 

1.詞彙分析 

經由「詞彙分析」，可以發現學生在理論類課程教學評鑑質化意見中前 5 名

重要字詞為：「謝謝」、「認真」、「內容」、「教學」、「報告」。透過這些

字詞的呈現，可以瞭解學生相當「謝謝」老師的教學；老師的「認真」、「用心」

受到學生的認同；理論課程中，學生所在乎的教學主體與元素為：知識、內容、

報告、方式、作業、時間等，這些資訊將可有效提供理論類課程老師更注意這些

教學元素的準備與執行。 

2.情緒分析 

經由「情緒分析」，分析 843 筆有效留言資料，評定為正面的留言有 581 筆

（佔 69.17 % ）、負面 103 筆（佔 12.26 % ）、中立 159 筆（佔 18.39 %），正

負留言之比例為 5.64。整體而言，學生留言意見以正面居多。 

(五) 商用類課程之分析 

1.詞彙分析 

經由「詞彙分析」，可以發現學生在商用類課程教學評鑑質化意見中前 5 名

重要字詞為：「謝謝」、「認真」、「教學」、「講解」、「數學」。透過這些

字詞的呈現，可以瞭解學生相當「謝謝」老師的教學；老師的「認真」、「有趣」

受到學生的認同；商用課程中，學生所在乎的教學主體與元素為：數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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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講解、方式、理解等，這些資訊將可有效提供理論類課程老師更注意這些

教學元素的準備與執行。 

2.情緒分析 

經由「情緒分析」，分析 1359 筆有效留言資料，評定為正面的留言有 862

筆（佔 63.43 % ）、負面 202 筆（佔 14.86 % ）、中立 295 筆（佔 21.71 %），

正負留言之比例為 4.27。整體而言，學生留言意見以正面居多。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文字探勘技術可以有效運用在教學評鑑質化資料之分析，提供老師學生

所重視的教學元素。透過「詞彙分析」所分析出來的關鍵字詞及其權重分數，可以有效

地掌握學生們所表達的共同意見，並可據以了解學生對課程、老師的評價及所重視的教

學元素；透過「情感分析」亦可有效地分析學生留言之正負向與正負比例，了解學生對

老師的評價，並可參考最肯定、最否定的質化意見內容，提供老師在教學上進行維持或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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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生學習成效與其獲獎與輔導之調查-以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為例 
辛旻靜 1 

盧錦洋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1 

蔡佩樺 2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 2 

邱繼智 3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3 

 

摘要 
教育是了解弱勢族群，協助其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關鍵，而弱勢生的學習資源

輔助尤被重視。本研究以臺北商業大學為例，探討其弱勢生的種類與特性。研究方

法則先計算臺北商業大學五專與四技弱勢生的人數，調查其學籍資料，以及計算學

期成績 PR 值與標準差，並針對獲得學業成就獎、與參加課業輔導班讀人數列表討

論 ，以描述統計來呈現三者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兩學制弱勢生學籍資料分布

接近，而成績方面雖大致位於平均，皆以經濟弱勢群表現較佳，人數也較多，而人

數最少的文化弱勢表現最差，且兩學制得獎的比例接近，約 20%弱勢生得到學業優

秀獎。但參加課業輔導班的人數偏少，尤以四技最少。而參加輔導班中僅有一名五

專生得學業優秀獎。研究可推論學業輔導班的成效不明，且參加人數相當少，仍須

加強推廣。而課業輔導是否能真正提升弱勢生學習成效，他們的真實需求也仍須進

一步探究與觀察。結果將提供校方相關單位，為未來擬定輔導策略或開設課程的參

考。 

 

關鍵詞：弱勢生、學習成效、學業優秀獎、學習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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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earning Outcome, Academic Awards, and Study Support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Ming-Chin Hsin1 

Jin-Yung Lu1 

Center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Business1 

Pei-Hua Tsai2 

Academic Affair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Business2 

Chi-Chih Chiu3 

Center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Business3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outcome of the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nd to present the distribution of those students with 

academic awards and attending study support clas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as applied to 

show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os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ir learning outcome, awarded 

records, and study support rec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sadvantage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 were mostly around average with very high standard deviation. There were about 20%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were awarded but the number of attending study support classes 

were very few. The study support classes may not be able to promote those disadvantage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authorities shall consi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al need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to meet their 

needs.  

 

Keywords: Disadvantage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 Academic awards, Stud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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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弱勢生現況 

近年來，教育改革為臺灣教育界重要的話題之一，而弱勢生的公平教育機會，與

提供弱勢生的真實需求協助，越來越受到各級學校的重視（吳清山，2011；巫淑華， 

2015；楊振昇，1999；鄭勝耀，2013）。由於家庭社經背景的不足，社會環境輔助資

源的缺乏，弱勢生經歷文化不利與文化剝奪的狀況已久，教育則被視為協助弱勢生翻

轉階層的機會。而今雖社會不斷進步，校園中弱勢生仍不乏可見，而學校方面能否針

對學生所需來提供適當的補償教育或資源輔導，以達成教育公平，目前實行的輔導策

略成效為何，為日前熱門議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近年來招收弱勢生人數略有增加，強調其招生的多元化與關懷

弱勢就學機會，並有相關獎助學金提供申請。臺北商業大學弱勢生種類眾多，包含：

中低收入戶子女、中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中度身心障礙學生、全公費-卹內軍公教遺

族、低收入戶子女、卹內軍公教遺族半公費學生、卹滿軍公教遺族、重度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原住民族籍學生、弱勢助學金、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極重度/重度身心障學生、

極重度/重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輕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輕度身心障礙學生，共 15

類。依照其申請性質分為經濟弱勢（中低收入戶子女、全公費-卹內軍公教遺族、低收

入戶子女、卹內軍公教遺族半公費學生、卹滿軍公教遺族、弱勢助學金、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文化弱勢（原住民族籍學生）、與社會弱勢（中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中度

身心障礙學生、重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極重度/重度身心障學生、極重度/重度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輕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輕度身心障礙學生）三類。有部分學生同時

具有兩種資格，本研究以學生登記申請獎助學金的條件為主，例如原住民學生同時申

請中低收入戶子女獎助金，則以中低收入戶獎助金為主，這也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

一。 

二、臺北商業大學課業輔導班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近年來除了弱勢獎助金的申請，也積極規劃弱勢生的輔導策略。

先前研究證實補償教育的實施有助於弱勢生學習成效的提升 (Chaney, Muraskin, 

Cahalan, & Goodwin, 1998；Kulik, Kulik, & Shwalb, 1983；徐美慧，2010；楊振昇，

1999；鄭勝耀，2013)，因而許多學校單位皆實行各種課業輔導策略來輔助弱勢生的學

習。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也籌辦相關輔導課程與服務，針對弱勢生與學習成效低弱學生

進行小型調查，瞭解其學習需求，開設學習輔導專班，目前已於課後時間陸續開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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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學科課程，以及電腦資訊能力課程，而此專班開放給所有同學參加，以避免造成弱

勢生標籤化現象。 

三、學業優秀獎 

國內各教育階層單位針對學習表現優良者，實行多項獎勵機制，這類學業優秀獎

項的設立，不僅是給予增強，促進自我評價與自我增強，維持得獎者的自我學習效能，

達成良好學習成就歸因，以期待未來維持表現，另一方面也可為其他同學設立模範，

引發其學習模仿的動機(Bandura, 1986；趙珮晴、余民寧，2012)。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的學習優秀獎實行已久，每學期頒發給各班級前三名，以資獎勵並鼓勵同儕。學業優

秀獎的獲得與許多因素有關，如學生個人特質、學習策略、先備知識、也與父母及學

校環境提供的資源等，此研究則是針對校園中弱勢生中獲獎者的討論。 

貳、主題與目的 

本研究為瞭解目前臺灣高教體制中弱勢生的學習狀況，並進一步探討是否為弱勢生

提供適切的補償教育或獎助機會。因此，本研究問題設定為，弱勢生學習成效與其接收

到的課業輔導與獎助機會之關係為何？進而檢視學業輔導的實施成效，並提供相關單位

參考，以做為未來開班與策劃活動之參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收集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弱勢生相關學籍資料，以完整記錄的五專

生與四技生為主，亦即扣除休退轉學生，唯有求學歷程完整（五專五年、四技四年）的

學生資料節錄下來，因此清理了 101 年與 102 年入學的四技學生四年來就學資料，以及

100 年與 101 年入學的五專學生五年來就學資料，扣除重複計數者，再進一步進行分析，

計算三組弱勢生在學期間各學期成績排名 PR 值之平均，與學習成績之標準差(SD)，來

呈現三組弱勢生的學習成效與人數的關係。 

同時收集該學年度期間獲得學業優秀獎的學生資料，以及期間參加課後輔導班的學

生資料，與前述的弱勢生名單交叉比對，並篩出其中同時獲得學業優秀獎與參加課後輔

導班的學生清單，計算其中交集與聯集。 

肆、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弱勢生學籍資料分部如表一，可知，以四技弱勢

生人數較多，兩學年度共 144 人，約佔全校四技生的 13.5％，而五專弱勢生兩學年度共

67 位，約佔全校五專生 8.3％左右。男女比例分布，兩學制皆為女性居多，呼應全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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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數多於男生的狀況。兩學制的地區性則有顯著差異，雖兩學制弱勢生多半戶籍位於

北部，四技弱勢生有一部份來自東部與中部，可知四技弱勢生來源較多元，有較多學生

需要北漂，獨立學習與生活。根據前述弱勢性質分類，弱勢生中以經濟弱勢佔最多數（四

技 89 人，五專 36 人），社會弱勢次之（四技 30 人，五專 26 人），文化弱勢人數最少

（四技 25 人，五專 5 人），可知經濟上的弱勢佔絕大多數。入學管道部分，因不同學制

的入學管道不同，故僅呈現比例，但可從其中得知多數弱勢生經由一般入學管道進入學

校就讀，其中經由繁星計畫與技優甄選等管道，較少數，皆是入學之後才申請各項弱勢

補助。 
表 1 四技弱勢生與五專弱勢生學籍資料次數分布 

 四技（n/%） 

n=144 

五專（n/%） 

n=67 

總計（n/%） 

n=211 
P/value 

性別    0.16 
女 103(71.5%) 54(80.6%) 157(74.4%)  
男 41(28.5%) 13(19.4%) 54(25.6%)  

學院    0.98 
財經 94(65.3%) 39(58.2%) 133(63.0%)  
管理 50(34.7%) 28(41.8%) 78(37.0%)  

戶籍    0.00*** 
北 86(59.7%) 62(92.5%) 148(70.1%)  
中 23(16.0%) 4(6.0%) 27(12.8%)  
南 12(8.3%) 1(1.5%) 13(6.2%)  
東 23(16.0%)  23(10.9%)  

弱勢種類     
經濟 89(61.8%) 36(53.7%) 125(59.2%)  
社會 30(20.8%) 26(38.8%) 56(26.5%)  
文化 25(17.4%) 5(7.5%) 30(14.2%)  

入學管道     
聯合登記分發 65(45.1%) 10(14.9%) 75(35.5%)  
聯合甄選入學 57(39.6%)  57(27.0%)  

繁星計畫 19(13.2%)  19(9.0%)  
聯合免試入學  38(56.7%) 38(18.0%)  
聯合抽籤入學  13(19.4%) 13(6.2%)  
體優聯合招生  1(1.5%) 1(0.5%)  

技優甄審 1(0.7%)  1(0.5%)  
技優甄選 2(1.4%)  2(0.9%)  
轉學考試  1(1.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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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n/%） 

n=144 

五專（n/%） 

n=67 

總計（n/%） 

n=211 
P/value 

其他  4(6.0%) 4(1.9%)  

針對弱勢生的學習成效，計算五專弱勢生歷年學期平均成績 PR 值與標準差，由圖

1 可知，人數最多的經濟弱勢同學的學業成績表現最好，也是唯一超過平均（PR 值=59），

而文化弱勢學生學績較差（PR 值=47），社會弱勢學生則是居中(PR 值=49)。三組弱勢生

的人數比例十分懸殊，文化弱勢僅有五人，而社會弱勢有 26 人，經濟弱勢則有 36 人。

雖三組弱勢生的學習成績 PR 值差異不大，但三組標準差相當高，顯示其各組內成績相

差相當明顯，尤其文化弱勢人數最少，但其標準差最大(SD=27)，可知這 5 位文化弱勢

同學的成績差異性非常大。 

另一方面，四技弱勢生亦有類似的分布，經濟弱勢生人數最多（89 人），而成績表

現較好（PR 值=56），社會弱勢學生次之（30 人，PR 值=51），文化弱勢弱勢生則是成

績表現明顯較差，人數也較少（25 人，PR 值=31）。由圖 2 得知，三組弱勢生成績 PR 

值差異性較大，文化弱勢僅 31，經濟弱勢達 56，表示三組成績的差異大。再者三組標

準差都很高，尤其以經濟弱勢的標準差最高（SD=28）。 

圖 1 五專弱勢生學習 PR 值、標準差、與人數 

圖 2 四技弱勢生學習 PR 值、標準差、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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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弱勢生學習成績標準差相當高，可知各組內弱勢生學業表現懸殊很大，可能

成 M 型分布，進一步探究標準差偏高的狀況，計算弱勢生中得到學業優秀獎的人數，

由下表 2 可知，四技弱勢生中獲得學業優秀獎的人數為 26 人（18.1％），其中也以經濟

弱勢最多，社會弱勢次之，而文化弱勢生全無得獎記錄。而五專弱勢生分布亦同，獲得

學業優秀獎的人數為 13 人（19.4％），其中也以經濟弱勢最多，社會弱勢次之，而文化

弱勢生全無得獎記錄。 

課業輔導班旨在於提供同學學科複習與再次加強的機會，但參加課業輔導班的弱勢

生人數仍不多，兩學制學生參加課業輔導的比例都低，四技弱勢生參加輔導班的人數雖

少，僅佔全體弱勢生的 11％，但最大群竟是整體人數最少的文化弱勢族群，推測大多數

經濟弱勢與社會弱勢同學較無意願或無法配合課後輔導時間。五專弱勢生參加課後輔導

班有 25 位（37.3％），其中經濟弱勢與社會弱勢人數一致，文化弱勢人數最少。而其中

有一位參加課業輔導班並得到學業優秀獎。 
表 2 四技與五專弱勢生得獎與參加課後輔導班次數分布 

 四技（n/%） 
n=144 

五專（n/%） 
n=67 

總計（n/%） 
n=211 

得獎    
得書卷獎 26(18.1%) 13(19.4%) 39(18.5%) 

 經濟弱勢 23(16.0%) 經濟弱勢 9(13.4%)  
 社會弱勢 3(2.1%) 社會弱勢 4(6.0%)  
 文化弱勢 0 文化弱勢 0  

未得書卷獎 118(81.9%) 54(80.6%) 172(81.5%) 
輔導班    

 有參加 17(11.8%) 25(37.3%) 42(19.9%) 
 經濟弱勢 5(3.4%) 經濟弱勢 11(16.4%)  
 社會弱勢 3(2.1%) 社會弱勢 11(16.4%)  
 文化弱勢 9(6.3%) 文化弱勢 3(4.5%)  

未參加 127(88.2%) 42(62.7%) 169(80.1%) 
得獎與參加輔

導班 
0 1(1.5%) 1(1.5%) 

 經濟弱勢 0 經濟弱勢 1(1.5%)  
 社會弱勢 0 社會弱勢 0  
 文化弱勢 0 文化弱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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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呈現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五專與四技弱勢生各項學籍資料與學期成績，並討論

得學業優秀獎與參加課業輔導班的分布。弱勢生學業表現雖大多位於平均左右，以人數

最多的經濟弱勢族群學業表現仍比其他兩族群好，而文化弱勢族群人數較少，成績表現

也較差。然而，弱勢生中仍有 20％的學生得到學業優秀獎，實為多數，可知部分弱勢生

在學業表現相當傑出，也因其他學生成績較低，導致 SD 偏高。再者，參加課業輔導班

的人數不多，也僅有一位得到學業優秀獎，目前無法推論課後輔導班能有效的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效，仍須長期觀察與探討。再者，參加課後輔導班人數偏少，四技弱勢生更少，

推測其可能原因為學生課餘時間需打工，或學生返家交通時間無法配合，或是所開設班

級無法滿足等因素。而弱勢生在學習上的需求為何，學校能提供的服務為何，仍有待進

一步調查與探究。 

本研究仍有研究限制的考量，樣本為限制之一。其一為本研究只篩選這段期間完整

完成學業的學生，而修退轉的學生並不納入計算，因此所呈現的弱勢生人數遠少於每一

學年度的弱勢生比例，然而這些修退轉的學生是否因課業無法追上，或是補助不足，而

決定離校，並不在此研究範圍內，但他們仍是需要關注的一群弱勢生。未來除後續追蹤

外，將規劃針對修退轉學的學生進一步統計與調查其學習需求，期望得以降低修退轉的

比例。再者，如前所述，部分弱勢生同時具備兩種資格，本研究以學生登記申請獎助學

金的條件為主，這可能為造成各種類弱勢生人數的偏差，也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一。 

課業輔導班雖原為弱勢生專設，且先前進行調查時也表明有參與意願，但實際參與

的比例偏低，尤其四技學制，由此，校方需再思考該如何調整輔導措施。影響學生學習

成效因素眾多，當然家庭的社經環境、學校提供的輔導機制皆為原因。研究結果用以提

供學校教學單位參考，未來將針對弱勢生族群，先行調查其需求，以提供專屬的輔導措

施。 

參考文獻 
吳清山（2011）。我國高等教育革新的重要課題與未來發展之分析。長庚人文社會學

報，4（2），241-280。 
巫淑華（2015）。臺灣大學教育被忽視的一角：華僑學生學習的個案研究。雙溪教育論

壇，（3），139-158。 
徐美慧（2010）。多元教育下提供弱勢學生教育措施之學習成效初探。中等教育。  
楊振昇（1998）。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與省思。教育資料與研究，21，29-30。 
趙珮晴、余民寧（2012）。自律學習策略與自我效能、學習興趣、學業成就的相關研

究。教育研究集刊，58（3），1-3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23 
 

鄭勝耀（2013）。弱勢學生與補救教學之研究。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雙月刊，30（1），
13-26。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Chaney, B., Muraskin, L. D., Cahalan, M. W., & Goodwin, D. (1998). Helping the progres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federal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program.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0(3), 197-215.  

Kulik, C.-L. C., Kulik, J. A., & Shwalb, B. J. (1983). College programs for high-risk and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 meta-analysis of finding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3(3), 397-41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2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25 
 

國小六年級理財教育課程設計之行動研究 
張家蓉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1 

曾榮華 2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2 

 

摘要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旨在探究發展符合國小六年級學生之理財教育課程，以及歷

程中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本研究以台中市快樂國小（化名）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設計包含兩個循環，前三節課為第一循環，以研究者自編經濟學課程為主題；第

四至第六節課為研究者依據第一循環學生學習狀況後調整之課程，教材參考現行國小高

年級社會科教科書與理財相關之單元內容。透過單元學習單、課程觀察紀錄表等進行資

料蒐集。依據相關研究結果，研究者建議教師可嘗試讓班級經營之代幣制更接近真實生

活，學生可使用代幣進行理財練習；理財素養的提升應從提供學生充足的理財知識開始。 

 

關鍵詞：理財教育、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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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f Designing Curricula of 

Financial Education for Sixth graders 

Chia-Jung Chang1 

Master Program of Professional Teacher,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1 

Jung-Hua Tseng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on research was to develop suitable curricula of financial education 

for six grader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aichung City, with 23 sixth-grad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for six weeks.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textbooks of the subjects, and 

integrated the context of Economics. The quantitative tool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compiled into 

the Financial Literacy Scale and Student Feedback Sheet.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 collect the 

qualitative data such as class observation logs, student’s workshee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The major findings are：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literacy 

should start from financial knowledge. Teacher can give students opportunity to practicing 

money management by token economics.  

 

Keywords: Financial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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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理財素養需透過理財教育來培養，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具備的，包含理財知識、態

度與技能(Hayhoe, Leach & Turner, 1999)。許多學者也提倡理財素養的重要性，Hogarth 

(2006)指出可以降低社會成本，使人們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準備；Lusardi and Mitchell 

(2014)則認為缺乏理財素養，會為人們帶來許多交易成本。Worthington (2004)認為缺

乏理財知識將提高人們債務和投資的機會成本。因此，理財教育可以降低許多社會成

本，使資源有效利用。有鑑於目前社會資本主義盛行，少子化、雙薪家庭的社會樣貌，

大多數的學童每天都有使用金錢購物的經驗，OECD(2011a)建議理財教育應從幼兒時

代即開始，除了家庭理財教育外，學校有責任扮演理財教育的互補功能。不過在中小

學的學校教育中，沒有正式的課程，而僅是散見於公民、社會與家政等課程中。因此

研究者希望設計適合國小學童的理財教育課程，以培養孩子正確的理財觀。透過行動

研究，老師可以更貼近教學現場運用問題解決教學法協助學生發展新基模，提升問題

解決的能力，並發展成有效的教學策略。因此研究者希望於教學過程中，探討研究者

面臨之問題與解決策略。此外，從文獻中也可發現理財教育可以對學生帶來正向的學

習成效。因此研究者希望於教學過程中，探討本理財教學單元對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

成效之影響。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發展符合國小六年級學生之理財教學單元。 

(二) 探討研究者於教學過程中之問題與解決策略。 

(三) 探討本理財教學單元對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四) 探討研究者教學反思及專業成長之情形。 

貳、文獻探討 

針對本研究主題之理財教育之意涵與特色與理財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探討如下。 

一、理財教育之意涵與特色 

OECD(2005)建議：「理財教育應由學校開始，人們應在他們的人生中盡可能的提

早被教育理財相關的事物。」以下就理財教育之意涵與特色探討之。 

(一)理財教育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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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布希總統的總統理財素養諮詢委員會(PACFL)認為理財教育是一個過程，

來改善人們對金融產品、服務和理念的了解，使得他們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選擇，避

免金融陷阱，知道在哪些機構獲得幫助，並採取實際行動以改善他們目前的和長期

的理財福祉 (PACFL, 2009)。這個定義說明了理財教育包含知識與實際技能獲得，

而且沒有年齡的限制。理財教育應依不同年齡學生設計課程，國內中小學階段學生

生活費多來自父母，打工經驗較少，該階段為基本理財知識與技能培養，包含金錢

價值觀、理性的消費和儲蓄、正確看待信用與借貸等，為學生建立正確金錢態度。 

(二)理財教育之特色 

理財教育含有以下的四種特性：1. 理財教育具有多效性（王善邁，2004）。除

了可以直接增加學習者的消費與儲蓄能力外，尚可以提高人們對錢財的價值觀，產

生較高的責任感。 2. 理財教育具有外溢性（王善邁，2004）。除了使受教育者增加

理財知識和技能外，還可以影響周遭的親友，使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受益。 3. 理財

教育具有遞延性(Campbell, 2006)。學生畢業後，把學校獲得的理財知識運用到實際

理財決策上，有轉化和遞延的時間效益。 4. 理財教育具有衡量不確定性 (Campbell, 

2006)。個人理財行為的金額、時間、程度大小不一，因此對於理財教育成效無法取

得明確的衡量數據，然而此並不意味理財教育沒有一定的實施效益。 

二、理財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探究 

OECD 調查指出已有 20 個國家執行全國性的理財課程策略，有 25 個國家正在設

計全國性的理財課程策略(G20 Presidency & OECD, 2013)。以下就美國、英國及台灣

三國的理財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探討之。 

(一)美國 

1995 年 Jump$tart 聯盟開始在美國倡導個人理財教育的重要性，希望透過理財

教育課程使個人達到基本的理財素養。在 1998 年，該聯盟規劃了個人理財課程綱

要和基準(Personal Finance Guidelines and Benchmarks)，成為美國第一份理財課程的

全國標準。該個人理財課程全國標準分為 1.理財責任與決策(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ecision Making) 2.所得與職業(Income and Careers) 3.金錢管理與規劃(Planning 

and Money Management) 4.信用與借貸(Credit and Debt) 5.風險管理與保險 6.儲蓄與

投資(Saving and Investing)。學生分為三個學習階段：一至四年級(4 th Grade)、五至

八年級(8 th Grade)、九至十二年級(12 th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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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 

英國學校課程大部分由中央政府透過全國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的設置來

規定，其課程由小學延伸至中學(5-16 歲)有系統的分為四個階段。2000 年 7 月，英

國教育與職業部 (DFEE)出版了「透過個人理財教育的理財能力」  (Financial 

Capability through Personal Financial Education)一書，做為對學校的指導概要，確定

三項議題如下：1.理財知識與理解(financi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是關於協

助青少年理解金錢的概念。2.理財技能與能力(financial skills and competence)：是非

常關心每日的金錢管理與思考未來的規劃。3.理財責任(financial responsibility)：理

財決策如何能影響，不僅是做決策的那個人，同時也影響到他的家人與社會 (DFEE, 

2000)。 

(三)台灣 

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05 年 4 月以「金融知識普及三年(95-97)推動計

畫」作為推動理財教育之藍本（金管會，2005）。不過在中小學沒有正式的課程，

而是散見於公民、社會等課程中。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推廣協會公布國小至大學階段

的綱要指標，大致依照美國 Jump$tar 聯盟理財課程標準，僅將儲蓄與投資改為投

資管理，學習目標則分成小學、國中、高中與大學四個學習階段。我國現行課程對

於理財教育採行融入模式，相關能力概念分別融入社會領域、綜合活動領域(周玉

秀，2015)。若比較各領域教科書與相關試題，可發現國內教材單一，偏知識、觀念

題，較忽視運用技能、情意的面向（黃美筠、紀博棟、饒玉屏、呂啟民，2012）。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發展符合國小六年級學生之理財教學單元，其動機建立在研究者於教學

現場中發現，近年來學生的消費行為越來越頻繁，若能從小增強學生良好的理財觀念，

必定能協助學生更完善的規劃未來。並且 OECD (2011)建議理財教育的實施，除了在家

庭之外，學校更擁有重要的互補功能。而行動研究的特徵正是依據研究者發現到的問題

採取行動，於過程中不斷反思遭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式，並藉由評鑑、反省、回饋、修

正等方式來解決問題（蔡清田，2000)。為達此研究目的，研究者選擇行動研究作為本研

究之研究方式。以下就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說明之。 

一、研究對象 

快樂國小位於火車站商圈，商業環境熱絡，外在誘惑多，學生容易過度消費，未

能妥善運用零用錢。學生多來自雙薪家庭，學生於下課後大多會直接到安親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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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使用金錢的機會非常多。有一半的學生擁有固定的零用錢，另一半則為家長給的

早晚餐錢，壓歲錢為學生主要的金錢來源。大部分家長傾向讓孩子自己學著理財，承

擔風險，理財的觀念和學生的特質有關。 

二、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透過觀察、蒐集相關文件與記錄省思札記，加以處理與分析，並忠實呈現

研究歷程與結果。以下就研究者在本研究中使用到的量化與質性資料分項說明。 

(一) 觀察記錄：採直接觀察技巧，研究者於實施教學後記錄並與徵友教師討論。以

此為依據，修正教學。為詳實記錄上課狀況，研究者於每堂課皆進行錄影。 

(二) 文件：每堂課時所用之教學資源、學習單、理財教育學習成果評量與學生回饋

表等。 

(三) 省思札記：研究者與教學後，進行反省及檢討，記錄自己的專業成長，供往後

教學改進之用。 

肆、教學實施 

配合快樂國小學生課程進度，本研究於開學後第七週實施，每周一節四十分鐘的教

學時間，共實施六週。於研究進行前，先行施測理財教育學習成果評量，以了解學生之

學習背景。本研究設計包含兩個循環，前三節課為第一循環，以研究者自編之經濟學課

程為主題；第四至第六節課為研究者依據第一循環調整之課程，教材參考至現行教科書

與理財相關之單元內容。接著，對學生施測理財教育學習成果評量及課程回饋表，了解

學生對課程的想法。課程實施中同儕教師在旁協助課堂觀察，並於每節課後共同討論課

程改進方向。 

伍、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就學生學習成效在理財知識、態度與行為三面向分別說明如下。 

一、理財知識面向成效分析 

為了解學生在接受理財教育課程後理財知識是否提升，研究者透過敘述性統計檢

驗學生前後測量表平均分數及標準差之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理財知識面向前後測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 

 人數(n=23) 

M SD t p 
95％CI 

LL UL 

前測 21.89 3.389 
-3.004 .008** -4.472 -.791 

後測 24.53 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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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001 

從表 2 可以得知，平均分數從 21.89 提升至 24.53。除平均分數外，標準差從 3.389

降低至 3.178，表整體學生之成績差距降低。此外，t 值為-3.004，p 值小於.001，考驗

達顯著水準，表示在進行兩循環理財課程後，研究對象的理財知識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二、理財態度面向成效分析 

研究者設計的題目提供了三個不同投資觀念的敘述，請學生從中選擇自己認同的

理財觀念，並寫下自己選擇原因。在 23 位學生中，有 17 位學生認同投資前應該多蒐

集相關資訊的投資觀念，有 6 位學生則傾向不做任何的投資。學生選擇 C(投資前應

該多看相關的資訊)的原因為可以瞭解自己投資公司的營運狀況，進而降低自己財富

損失的風險。其中 S15 更分析其優缺點，才作出選擇。而選擇 B(投資風險太大，不

作任何投資)的學生則另採用儲蓄等較為保險的理財方式。從學生的回答不僅可以確

定學生已經了解投資伴隨著風險的概念，也可看出學生的理財態度。 

三、理財行為面向成效分析 

研究者設計的題目僅提供了相同商品，售價不同的差異，請學生從中選擇店

家，並寫下原因。在 23 位學生中，有 15 位學生選擇到買一送一的商店，有 8 位學

生則傾向選擇九折的店家。選擇買一送一優惠的學生認為買一送一，是相當划算的

選擇。其中，S2 更回答第二雙鞋可以作為備用，S19 則將每家店的售價詳細列式，

互相比較，最後得出「半價的折扣﹥七五折﹥九折」的結論。選擇九折優惠的學生

中，S7 認為自己只需要一雙球鞋，S12 更寫出而且在丙商店購物也能享有九折的優

惠。 

陸、教學者教學反思與專業成長 

以下就研究者教學反思及專業成長進行整理如下。 

一、研究徵友協助研究者及時改進課程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同時為教學者，研究者可能無法客觀地看待研究過程，在此

時研究徵友的協助有助於研究者及時修正問題，以達協同教學之效，透過教師彼此間

的合作，讓教學更精進且有效。  

每次下課後和老師討論都讓我看見教學不同的面貌。每次教學總是讓我感到戰戰

兢兢，深怕未能獲得成效，但在老師的協助之下，給予我許多協助，從中獲得更多教

學上的技巧，獲益良多。                              (札 4-10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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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班級經營可使用代幣讓學生練習理財 

從學生的回饋中，可以知道學生很喜愛最後一節課的遊戲。因此，研究者認為在

班級經營的代幣制上，除了外表上印製類鈔票的集點券，更可以結合記帳，讓學生學

習記錄自己獲得的獎勵。也可以嘗試定期讓學生能選擇「管理自己財富」的方式，像

是安排投資股票或是郵局儲蓄的活動，並隨機安排股市上漲或下跌的情境，郵局發放

利息的情境等。 

從課程結束後學生的回饋單中看見學生對該活動的肯定，同時研究徵友也認同該

遊戲是可以協助學生學習的，然而限於時間限制，我認為未來在班級經營上可以讓學

生運用自己獲得的代幣學習記帳與儲蓄。                   (札 6-1071113) 

三、理財素養的提升從提供學生充足的理財知識開始 

結束六節課兩循環的理財教育課程之後，研究者認為要提升學生理財態度仍有其

限制。究其原因，首先，不僅是學生金錢使用經驗差異大之外，每個人的金錢態度也

相距甚大，此外，小學生不覺得理財對現在的自己是重要的。反思後，研究者認為於

小學生的學習階段，可以從提供學生正確的理財知識開始，從而建立學生的正確的價

值觀。 

雖然從閱讀文獻資料中都發現理財教育課程可以協助學生提升其理財素養，但是

在研究過程中可以發現每位學生的用錢習慣大不相同，且小學生每天的支出仍是由家

人支付，尚欠缺實務經驗。我認為可能藉由提供學生相關的理財知識是較可行的教學

策略。                                               (札 4-1071030)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目標導向課程設計之理財教育課程可提升學生理財知識 

本研究發現目標導向課程設計之理財教育課程可提升學生理財知識，透過理財

知識進而提升學生之理財態度與理財行為。 

(二) 研究者自編理財教育課程有助於研究者省思與專業成長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透過不斷的運用觀察與蒐集文件分析來了解學生狀況，針

對學生學習況狀加以修正，以協助學生學習，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上收穫良多。 

二、建議 

(一) 建議理財教育課程因不同學生的特質做調整 

對金錢的價值觀將因個人的收入、個性與環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議教師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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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教學上，依據學生的特質做課程的調整。教師可根據不同學生的使用金錢狀況，

讓學生有不同的學習任務。 

(二) 建議將理財融入各學科進行教學 

除了於社會課中進行教學，研究者認為更可以結合其他學科，像是數學學科，

練習計算利息的金額、商店促銷的金額；國語課學習媒體識讀，分辨商人的行銷把

戲等。讓理財教育課程更多元，融入學生的生活之中。 

(三) 建議教師和家長合作，從生活中培養學生的理財素養 

小學生每天的支出仍是由家長負責，尚未擁有足夠使用金錢的機會。教師可請

家長協助，像是和學生分享自己目前的理財方法，或是考慮讓學生領有零用錢，並

教導學生如何使用金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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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位教材於暑修解剖生理學課程之學習成效探討 
莊禮聰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摘要 
本研究探討混合不同年級學生並且以密集方式授課之暑修課程中，使用數位教材對

解剖生理學課程學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以北部某專科學校護理科 106 學年度選修暑期

解剖生理與實驗(2)課程之 40 位學生為探討對象。學習成效包含學習動機和學業成績兩

部分，學業成績包括即時反饋測驗成績之形成性評量和期中考之總結性評量，並透過匿

名問卷了解學習動機與對於課程之建議。研究顯示，透過教學影片講解和同步使用即時

反饋系統，學生對於課程設計感到滿意。學習動機之內在價值部分認為在解剖生理學暑

修課程這門課裡，最令學生滿意的事，就是盡量把課程內容徹底搞懂，而學習動機之自

我效能部分則是有信心可以學會這門課所教的基本觀念。學業成績部分，即時反饋系統

的平均測驗成績為 89.5 分而期中考成績平均為 70.6 分，兩者之相關係數為 0.3758，達

顯著相關。無論是形成性評量或是總結性評量成績，修課年級越高，皆呈現成績越高之

趨勢。透過複迴歸分析，即時反饋系統的平均測驗成績和修課年級等兩項因素對於總結

性評量成績之變異量可被解釋比例為 84%。整體而言，於暑修解剖生理學課程中使用數

位教材對於學生之學習成效具有成效。 

 

關鍵詞：解剖生理學、暑修課程、數位教材、即時反饋系統、學習成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36 
 

Exploration of Using e-Learning Materials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in Summer Intensiv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ourse 

Li-Chung Chunag 

Department of Nursing, Cardinal Tien Junior College of Healthcare & Management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of improving instruction, we used the integrated e-learning materials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outcomes in the summer intensive course. The improving instruction 

involved 40 students from second-, third-, fourth-, and fifth-grade of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in the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who participated for the summer elective cours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in 2018. The learning outcomes included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formative 

evaluation of the score of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and summative evaluation of mid-

term examination. The anonymous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for the assessment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most satisfying thing 

for students was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course content thoroughly. The self-efficacy of 

learning motivation was to have confidence in learning the basic concepts taught in this 

summer intensive course. The mean scores of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and the mid-term 

examination were 89.5 and 70.6, respectively; the above two appear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showing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3758. We observed the higher the students' grade of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were, the higher their scores' were, whether in the formative or 

summative evaluation.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84% of the variance in the 

mean score of the mid-term examination explained by the mean score of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and students’ grade. In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using e-learning 

materials in the summer course was effective for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Keywords: Anatomy and physiology, Summer intensive course, E-learning material,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Learning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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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解剖生理學對於醫護相關科系的學生而言是一門重要的必修課程。該課程抽象而複

雜之內容，讓許多學生在初次修課時，其學期總成績無法達到及格而必須再次修習課程。

作者於之前建構五專護理科解剖生理學翻轉教學模式，其包含即時反饋系統、學生自行

擬題和筆記等多種教學策略。透過與對照組班級相比，顯示出實驗組班級在學習成績上

之顯著提升，並具有長期趨勢之差異。此教學實踐結果於 2018 年發表於國立台北教育

大學之「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中（莊禮聰，2018）。此一教學模式建構於學期間，然

而該模式對於以密集授課之暑修課程是否也能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卻尚未瞭解。本次

教學實踐研究目的在於透過數位教材的使用，增加學生在課程中的參與程度，探討對於

解剖生理學暑修課程中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貳、 主題與目的 

本次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之暑修教學改進課程以翻轉教學模式進行，將原本設計

給一整個學期之翻轉教學模式修正成適用於暑修密集課程後，探討混合不同年級學生並

且以密集方式授課之暑修課程中，該模式是否也對於學習成效有所影響。本研究之學習

成效包含學業成績和學習動機兩部分，學業成績包括即時反饋測驗成績之形成性評量和

期中考之總結性評量，並透過課程與教學評量瞭解學習動機與對於課程之建議。本次研

究假設如下： 

一、 調整後之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翻轉教學模式中，即時反饋測驗成績之形成性

評量與期中考之總結性評量有所相關。 

二、 調整後之翻轉教學模式中，學生對於暑修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課程具有內在

學習動機。 

三、 暑修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學生對於翻轉教學模式感到滿意。 

參、 研究方法(對象、工具、評量方法等) 

一、 授課對象 

本研究以北部某專科學校護理科 106 學年度選修暑期解剖生理與實驗(2)課程之

學生為授課對象。本次課程共有 40 名學生修課，其中二年級有 22 位、三年級有 10

位、四年級有 3 位、五年級有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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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與教學評估 

該課程為四學分課程，即共需上 72 節課，每天共上六節課，每週上課四天。課

程總成績包括四次考試佔 60％，平常成績佔 40％，每授課 16 小時進行一次考試，即

每三天便有一次考試，共需進行四次考試。第一次考試和第二次考試之平均為期中考

成績，第三次考試和第四次考試之平均為期末考成績。本次課程由兩位老師授課，前

36 小時之課程由執行教學改進之教師負責，包括講授期中考試之課程範圍(心血管、

呼吸與消化系統)、第一次考試和第二次考試之命題與期中考前之平常成績(佔 20％)。

課程後半 36 小時之課程由另一位教師以傳統講授方式授課，並包括講授期末考試之

課程範圍(泌尿、內分泌與生殖系統)、第三次考試和第四次考試之命題與期中考後之

平常成績(佔 20％)。期中考前之平常成績以每次 Zuvio 測驗之平均計算，期中考後之

平常成績以不定期紙本小考之平均計算。 

本篇研究作者負責前半部授課，也就是期中考前的範圍，共計 6 天 36 小時。本

研究觀察之學習成效包含學業表現和學習動機等兩個部分。學業表現則包含每次上課

之 Zuvio 測驗成績之形成性評量和期中期末考試之總結性評量成績，並探討影響總結

性評量之可能因素。學習動機部分是透過匿名問卷收集學生的回饋，於前 36 小時課

程最後一節授課時在課室中進行，請學生針對課程、教師和學習動機等部分提供回饋。 

三、 資料分析方法 

本篇研究作者負責期中考前的範圍，因此以期中考前之學習表現為主要分析內容。

學業表現部分包含每次上課之 Zuvio 測驗成績之形成性評量和期中期末考試之總結

性評量成績，並探討影響總結性評量之可能因素。為比較不同考試之間之差異，將所

有成績轉換為標準化 Z 分數後進行後續統計分析。以相關分析與檢定，探討形成性評

量與總結性評量之間是否具有相關，並以複迴歸分析找出可預測總結性評量之可能影

響因素。若將期中考成績前 23%當成高分組，以羅吉斯迴歸計算成績高分組中，影響

因素之勝算比與 95％信賴區間。學習動機部分是透過匿名問卷收集學生的回饋，於

最後一天授課時在課室中進行，請學生針對課程、教師和學習動機等部分提供回饋。

問卷內容包括有學習滿意度和學習動機等部分，選項包括非常同意（5 分）、同意、尚

可、不同意、非常不同意（1 分），反向題部分非常同意、同意、尚可、不同意和非常

不同意之計分別為 1 分、2 分、3 分、4 分和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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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學模式 

課程前，教師將當日教學 YouTube 影片擷取嵌入網址，嵌入數位學習網中。學生可

先於課前登入數位學習網，先觀看課程影片。根據 YouTube 之數據分析顯示，期中考前

課程期間(107/6/25-107/7/2)共有 343 人次觀看，共計觀看時間為 1,365 分鐘，平均觀看

時間為 3 分 58 秒。課室中，教師於課堂中播放並且講解數位學習網影片，之後以即時

反饋系統 Zuvio 進行即時問答。課程測驗數目搭配著當日影片，如果有四部影片，就會

有對應的四份測驗。題型有選擇題和問答題，測驗內容以該部影片應該瞭解掌握之內容

而設計，一部影片和測驗完成討論之後，才會開始下一部影片和測驗。 

伍、 學生學習成效 

學業表現之形成性評量為講解完影片後所進行之 Zuvio 測驗，如表 1 所示，期中考

試前之六天課程中共有 38 份 Zuvio 測驗卷，平均每天需作答 74 題，平均作答率為 97%。

如表 2 所示，所有測驗卷平均成績為 89.5 分，標準差為 5.3。總結性評量部分，期中考

前以教學改進方式授課，期中考成績平均為 70.6 分，標準差為 10.3。期末考範圍以傳

統講授方式授課，期末考成績平均為 64.0 分，標準差為 9.7。無論是形成性評量或是總

結性評量成績，修課年級越高，皆呈現成績越高之趨勢。 

表 3 顯示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之相關係數，期中考前 Zuvio 平均成績和期中考

成績之相關係數為 0.3758，並達統計顯著，為中度相關。第一次至第二次考試間 Zuvio

之平均成績，無論是與期中考或是期末考成績之皆達統計顯著相關，介於中度到高度相

關。透過複迴歸分析探討影響期中考成績之因素，將期中考成績標準化成為 Z 分數並當

成為依變項，修課學生年級和 Zuvio 平均成績之 Z 分數當成為自變項，結果可見兩個自

變項對於期中考成績的變異量可被解釋比例為 84%。 

表 1 期中考前之 Zuvio 測驗狀況 
日期 測驗卷數目 總題數 作答率 答對率 

2018/6/25 8 75 98% 77% 
2018/6/26 10 84 95% 82% 
2018/6/27 4 87 96% 83% 
2018/6/28 6 62 97% 79% 
2018/6/29 6 94 97% 85% 
2018/7/02 4 44 100% 88% 

總計 38 446 9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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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暑修課程之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成績分布 

  
修課年級 

  
人數 

Zuvio1 期中考 2 期末考 3 

平均成績 Z 分數 平均成績 Z 分數 平均成績 Z 分數 

二 22 89.5 0.0 68.5 -0.2 62.7 -0.1 
三 10 85.6 -0.7 68.9 -0.2 62.2 -0.2 
四 3 94.0 0.9 73.7 0.3 65.0 0.1 
五 5 94.6 1.0 80.8 1.0 78.3 1.5 
總計 40 89.5 0.0 70.6 0.0 64.0 0.0 

註：1.只有在期中考前進行 Zuvio 測驗；2.為教學改進課程後之考試；3.為傳統講授後之考試 

若將期中考成績前 23%當成高分組，透過羅吉斯迴歸分析顯示，修課學生的年級

對於期中考高分組之勝算比為 2.1(95％信賴區間 1.1-4.0，p-value=0.034)。也就是說，

和二年級修課學生相比，每增加一個年級，期中考成績表現會是高分組的機率便增加

53%。 

圖 1 對於課程建議之回饋文字雲 

表 3 Zuvio 平均成績與期中考和期末考成績之相關係數 

 
Zuvio1 

第一次 
考試 Zuvio2 

第二次 
考試 Zuvio3 期中考 4 期末考 

Zuvio1 1.000       

第一次考試 0.2214 1.000      

Zuvio2 0.1977 0.3992* 1.000     

第二次考試 0.1026 0.5290*** 0.4278** 1.000    

Zuvio3 0.8815*** 0.3684* 0.6366*** 0.2928 1.000   

期中考 4 0.1818 0.8606*** 0.4735** 0.8875*** 0.3758* 1.000  

期末考 0.1345 0.5001** 0.5346*** 0.6401*** 0.3678* 0.6624*** 1.000 

1.第一次考試前之 Zuvio 平均成績; 2.第一次至第二次考試間 Zuvio 之平均成績; 3.第二次考試前之所有 Zuvio 平均成

績;4. 期中考成績為第一次和第二次考試之平均。*：p-value<0.05; **：p-value<0.01; ***：p-value<0.001 

匿名問卷共有 39 人作答，圖一所示為問卷質性回饋部分之文字雲，可見修課學

生對於課程感到滿意。如表四所示，課程設計之滿意度、學習成效之滿意度和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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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三部分顯示皆為高信度之問卷，其中學習動機部分，包含內在價值、自我效能和控

制信念三部分，內在價值和自我效能問卷之克朗巴赫係數分別是 0.88 和 0.87，而控

制信念則是低於 0.5。課程設計之滿意度、學習成效之滿意度和學習動機三部分平均

得分分別為 4.78(標準差 0.43 )、4.69(標準差 0.54 )和 4.05(標準差 1.06)，介於同意到

非常同意之間。 

表 4 回饋問卷之信度分析與平均得分摘要表 

類別 題目 
克朗巴赫 
係數 

得分 標準差 

課程 
滿意 

課程 
設計 

我對本次教師授課感到滿意 

0.88 

0.90 

4.82 

4.72 

0.39 

0.51 

我對本次課程的 Moodle 影片感到滿意 4.77 0.43 
我對本次課程的 Zuvio 測驗感到滿意 4.72 0.46 
我認為 Moodle 影片的設計可以增進我的學習效果 4.82 0.39 
我認為 Zuvio 測驗設計可以增進我的學習效果 4.82 0.39 
我認為老師抽問題目，可以增進我的學習效果 4.74 0.55 

學習 
成效 

上完這個課程之後，我的解剖生理學實力有所增

進 

0.95 

4.74 0.55 

我可以很容易應用課程所學在考試的準備上 4.72 0.51 
我可以藉由 Moodled 影片預習和複習教材重點 4.79 0.41 
我可以藉由 Zuvio 測驗確認教材中所學的知識是

否重要 
4.79 0.41 

我能充分了解所有課程的內容 4.56 0.64 
我覺得教材內容具吸引力，讓我想繼續學習、完

成課程 
4.56 0.68 

我覺得教材架構清楚易學 4.69 0.52 
我覺得教材講解清晰且生動 4.74 0.44 
我覺得教學內容的難易程度適當 4.54 0.64 
我覺得課程活動順序安排恰當 4.67 0.62 
課程具應用性 4.74 0.50 
課程整體規劃恰當 4.74 0.44 

學習 
動機 

內在 
價值 

在這門課裡，如果有機會挑選作業，我會挑選我

能從中學到東西的 

0.88 

 
 
 
 
 
 
 
 

4.36 
 
 
 
 
 
 
 
 

0.87 
 
 
 
 
 
 
 
 

在這門課裡，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內

容，即使這些內容困難 
4.49 0.82 

在這門課裡，最令我滿意的事就是盡量把課程內

容徹底搞懂 
4.56 0.60 

在這門課裡我比較喜歡對我有挑戰的內容以便能

學到新的東西 
4.38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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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題目 
克朗巴赫 
係數 

得分 標準差 

控制 
信念 

如果我不瞭解這門課的內容，那是因為我不夠用

功 

0.38 

 
 

0.80 

3.79 
 
 

4.05 

1.20 
 
 

1.06 如果我用對方法讀書的話，那麼我就可以學會這

門課的內容 
4.62 0.59 

如果我沒學會這門課的內容的話，那是因為課程

的關係(反向題) 
3.31 1.40 

如果我學會了這門課的內容，那是因為這門課容

易學習 
2.69 0.59 

自我 
效能 

我有信心在這門課裡的考試表現優異 

0.87 

3.64 0.87 
我有信心我可以學會這門課所教的基本觀念 4.26 0.75 
我有信心我能瞭解這門課程裡所教的最複雜的內

容 
3.77 1.13 

我確定我能精通這門課所教的技巧或技能 3.72 1.02 

陸、 回饋與反思 

作者於之前針對五專二年級護理科解剖生理學與實驗課程建構翻轉教學模式，其包

含即時反饋系統、學生自行擬題和筆記等多種教學策略。由於暑修課程密集上課之特性，

本次教學改進課程修正該模式，只保留教學影片和即時反饋系統之教學策略。匿名問卷

中有學生提到課室專注力部分：「我覺得這門課程讓我更能夠專注於課堂中，在這幾天

裡是我覺得最用功的幾天，當初在學生理解剖的時候我真的都是在混，來重修以後我發

現其實也不會太難，真的很謝謝老師！」。過往研究顯示，專科學生學習專注力在即時

回饋機制後有所提升(林凱胤，2014)，本次教學改進課程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另一位

學生提到影片之協助：「對於我來說，這次上的解剖生理方式與教法是最適合我的，聽

不懂的地方，回去可以影片看到懂，也可以邊看影片邊做筆記統整，希望老師繼續維持

這種教法！！謝謝老師。」。結合影片與問答之教學模式，有學生回應：「一開始以為用

影片上課很無趣 可是搭配問題回答 真的有比較增加記憶」。以上顯示修正後之教學模

式對於學生在課室專注力、學習動機和學業成就仍具有正向之作用。 

 解剖生理學在初次學習上的困難包括有許多需要背誦之內容，首次學習時專有名

詞之艱澀、結構和功能彼此的複雜性等。然而，護理科三年級必修課之內外科護理學奠

基於解剖生理學之知識，四年級之後的許多專業課程，像是產科或是兒科護理學等以及

後續的各科臨床實習，學生都持續地使用解剖生理相關知識。本研究觀察到修課年級越

高，皆呈現成績越高之趨勢。高年級的學生完成了許多專業課程與實習之經歷，對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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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艱澀抽象的解剖生理內容，相較於二年級重修之學生已更為熟悉。因此，修課年級越

高的意義在於相關知識的理解越為熟悉，透過適當的教學方式，表現出較佳之學業成績。 

 另一方面，期中考前之 Zuvio 成績對於期末考成績依舊具有顯著相關性。一個可能

的原因是，透過期中考前影片與問答方式的學習，開始逐漸掌握到學習解剖生理學之要

領。即使期末考範圍以傳統講授方式授課，期中考前之 Zuvio 成績表現較為優異者，由

於自我效能之學習動機提升，學生有信心可以學會這門課所教的基本觀念，因此依舊能

維持期末考之學習表現。此一部分之影響，仍需後續教學實踐研究來驗證。 

柒、 結論與建議 

本次教學實踐研究結果顯示，透過教學影片講解和同步使用即時反饋系統進行解剖

生理學暑修課程，在學習成效上學生對於課程設計感到滿意，學習動機之內在價值部分

認為在解剖生理學暑修課程這門課裡，最令學生滿意的事就是盡量把課程內容徹底搞懂，

而學習動機之自我效能部分則是有信心可以學會這門課所教的基本觀念。學業成績部分，

無論是形成性評量或是總結性評量成績，修課年級越高，皆呈現成績越高之趨勢。即時

反饋系統的平均測驗成績和修課年級兩者與期中考成績有所相關，可被解釋比例為 84%。

雖然期末考範圍為傳統講授方式授課，第一次至第二次考試間 Zuvio 平均成績，仍與期

末考成績達統計顯著相關，介於中度到高度相關。 

將一門學習上感到吃力的課程，透過暑修這樣密集授課的方式進行，可以想像學習

負荷的沉重。本次教學實踐研究結果顯示，透過數位學習互動，增加學習者主動參與程

度，在學習動機和學業表現上皆可看到學習成就展現。建議暑修課程中，應增加像是數

位學習或是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等教學策略，增加學習者主動學習程

度，培養學習動機並影響後續學業表現。本研究觀察到修課年級越高，皆呈現成績越高

之趨勢，未來課程中可以設計混成性小組，讓不同修課年級學生組成同一小組。讓高年

級的學生協助低年級的學弟妹，透過適當之課程設計，提升低年級學生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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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實習歷程初探與建構動機設計模式以提升學習成效表現 
廖珮妏 

修平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  

 

摘要 
本計畫研究試圖瞭解學生們實習狀況以及問題與需求，以 107 學年度實習學生、輔

導老師、合作廠商為研究對象，並直接將所開發的新教案運用於 108 學年度實習學生身

上。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 107 學年度 7-8 月暑期 2 個月實習生於實習進行中的心理歷

程，包括實習焦慮與實習後的表現；並且從廠商督導的角度瞭解帶實習生的狀況以及學

校輔導老師的建議。透過訪談瞭解督導的立場、實習生們的狀況以及輔導老師的建議；

並輔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 107 學年度實習生的心理適應歷程。將其結果整理放至 108 學

年度實習課程 eclass 課程教材區，並且藉由訪談整理出實習生所遇到的實習問題拍攝成

影片，共三大類包括人際互動、實習工作內容、態度方面共 12 部，以 ARCS 動機設計

模式，規劃更適合於 108 學年度實習課程的行前作業與課程活動及教案，整合於知識平

台，並以 IMMS 量表進行 108 學年度實習前同學們於修課後成效評估。 

 

關鍵詞：職場實習、ARCS 動機設計模式、心理適應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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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Workplace Internship and Construction of 
Motivational Design Pattern to Improve Learning Performance 

Pei-Wen Liao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student of internships and problems and needs. We take 

the 107 Academic Year internship student, tutor, and partn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new 

teaching plan developed will applied to the 108 Academic Year internship stud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course of the internship during the summer of July 

and August of the 107 Academic Year, including anxious anxiety and performance after 

internship. The perspective of vendor supervision,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s and the 

advice of the school counselor. Through interviews, we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the 

supervisor,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s, and the advice of the tutor;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process of the interns in the 107 academic 

year. The results into the eeclass curriculum area of the 108 Academic Year internship course. 

The interviews were compile the internship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interns. The three 

major categories include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ternship content and attitudes. The ARCS 

model is more suitable for pre-departmental curriculum activities and lesson plans for the 108 

Academic Year internship course. That integrated into the knowledge platform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ents after the 108 Academic Year internship with the IMMS scale.  
 

Keywords: Workplace internship, ARCS model,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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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學生的學習成長以及未來就業力(employability) 一直是高等教育非常重視的一環，

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企業界仍普遍感到人才不足，突顯高等教育內容與產業需求有其

落差的窘境。有鑒於此，近年來政府亦積極推動各項職場實習或見習方案計畫，例如公

部門見習計畫、企業職場實習方案、青年職場體驗計畫等，期望能透過職場實習來提升

青年就業力（呂宛蓁，2017）。回顧各大專校院為了讓學生順利與職場接軌而推動職場

實習課程，對於實習期間不僅只是為了給學生未來就業準備，更讓學生體會職場上認知，

培養實習生找出自己的興趣以及瞭解自我是否適合所實習的產業，最重要的是提早接觸

工作環境盡早做足準備。因此本研究試圖改善實習課程教案與研發新教材，以 107 學年

度實習學生、輔導老師、合作廠商為研究對象，並直接將所開發的新教案運用於 108 學

年度實習學生身上，以調查問卷方式配合訪談瞭解學生學習的表現。 

職場實習對學生而言除了能累積實務經驗，更重要的是能加強未來就業的能力，對

於大學生而言，在未正式踏入職場以前，學校工讀或打工場所即是其就業前的職場學習

模式之一，這樣的學習模式，可以透過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的學習來達到，幫助學習

者從現場實務中建構「學習如何學習」的主動能力；另一方面，筆者亦發現同學們在實

習媒合前的準備階段也有許多需要實質協助指導的狀況，包括同學們自傳履歷撰寫，模

擬面試等，然而這些能製作成數位教材才能有效建構知識管理平台，讓更多學生受益。

因此反思了職場實習課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協助同學順利地進入職場實習，不單單只

是協助同學媒合成功這件事，而是在進入職場實習前的安排如何讓同學們更順利，包括

自傳履歷撰寫、模擬面試，學長姊經驗分享，減少實習壓力緊張與適應不良情況，最後

將課程成果彙整到線上平台成為職場實習課程相關資源提供同學們參考。本研究探討本

系大四同學們在暑期選擇實習課程，在實習過程中與實習後的表現，與下一屆大三同學

在實習前的動機透過實習前的活動與課程安排提升同學們的正向視框，與探討學生的學

習表現與反思成長。 

貳、 文獻回顧 

本研究肯定實習課程存在的重要性，但對學生而言實習是從單純的校園環境到職場

工作環境，學生將面臨雙重身份，從學生的角色逐漸脫離轉換為工作者的角色，其教師

身為學校教育者更應該協助同學在步出校門前，知道如何善用自我長處與優點來強化實

習課程，以及讓學生們知道能從哪些地方找尋資源提升正向視框、降低壓力知覺，最終

讓同學們成功的學職轉換。以下本研究將針對校外實習課程規劃與設計來提升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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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動機加以說明。教育工作者皆認同學生若對學習缺乏動機，正是當前教育環境的一大

問題 (Legault & Green-Demers, 2006)。Keller (1987)認為傳統教學的設計對學生學習動

機關注太少，且無法引起學生興趣或專注的教材，對教學效果品質學習效果就會大打折

扣，因此提出 ARCS 動機模式，將個人內在因素區分為個人學習動機、期望、知識、技

能、態度與主觀認知的價值滿足等，而教學環境的外在因素區分為動機設計、學習設計、

學習成果設計與管理等。綜合兩種因素後，透過學習者的努力、表現和結果，將會使學

習者動機增強或減弱。學習者依其學習結果決定是否繼續努力，並表現在行為上及學習

結果上，最終形成循環。ARCS 動機設計模式，區分為四個要素，目的在於幫助課程設

計或改進教學，ARCS 指的是 Attention(注意)、Relevance(相關)、Confidence(信心)、

Satisfaction(滿足)四個要素，強調引起學習者的動機必須配合此四要素的運用，才能達

到激勵學生學習的作用。因此針對 108 學年度實習課程，將採 ARCS 動機模式設計與發

展，在課程教學設計時應用 Keller 與 Koop (1987)所提到的 ARCS 模型策略，並需要以

體驗式學習方式的創意與思考的啟發，使學習者注意力集中在內在動機的知識追求，因

此我們將利用讓準實習生產生困擾的問題來激發求知的好奇，也就是高品質的教學本身

應增強學生信心以及激發學習動機。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先針對 107 學年度校外實習學生、輔導老師以及廠商督導或主管進行訪

談以及問卷調查瞭解實習歷程的內在機轉，整理出本系實習課程的問題缺口，建構實習

過程的歷程機轉模式，以做為 108 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教案改善，與新課程內容研發，

其安排的課程除了實體授課，並且逐步建構完善的校外實習課程知識管理平台；在課程

規劃以 ARCS 動機設計模式授課安排，其教案包括：1. 自傳履歷與面試技巧、2. 安排

實習合作廠商相關說明會、3. 學長姊實習經驗分享與互動、4. 提供壓力因應策略 5. 提

供學長姊所拍攝實習狀況劇等，讓 108 學年度實習同學事前想像實習可能面臨的環境問

題，可以如何應對與處理。並且針對 108 學年度實習同學在完成新教材課程之後的學習

成效，以 IMMS 量表進行 108 學年度實習前同學們在修課後成效評估。 

在質化研究採訪談方式主要針對三大研究對象，分別為實習合作廠商、實習學生，

並參考 Norma and George (2017)透過質性訪談方式瞭解實習生的狀況其問題，整體而言

本研究期望實習經歷歷程紀錄下來，轉成文字、以及影片等相關教材，提供後續實習同

學們參考，以強化實習課程的教材與安排，讓本系實習課程更完整且確實協助同學應對

實習前的準備與壓力以及更順利進入實習場域。在量化研究上採問卷調查方式主要針對

兩大研究對象，分別為 107 學年度實習過程的歷程機轉模式，以及針對 108 學年度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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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接受本計畫所安排的課程與新教案方式的效果，採教材動機量表(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tivational Scale, IMMS)，皆採用五點尺度量表，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 分

表示非常同意。 

肆、 資料分析 

一、 質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包括 107 學年度暑期實習合作廠商所安排的督導主管們、暑

期實習學生實習前以及實習後，以及暑期實習所安排的系上輔導老師們。 

(一)暑期實習合作廠商所安排的督導主管對實習生的看法 

在分析結果將呈現督導們用什麼樣的標準錄取面試的實習生，以及帶領本系實

習生所遇到的困難，最後督導給予實習生在進入實習前的建議，以這三個主題能探

討實習生所欠缺需要補強的能力，像是面試需要的自傳、口條、資訊整理，到實習

中所需具備的態度、心理建設、專業證照，來幫助這些實習與畢業後需接軌的職場。

實習主管們表示，實習的錄取標準會參考就讀系所、居住地以及面試資料的準備與

當下的應對能力。再者提到實習生在工作上的熟悉與認知度不太足夠，如何不懂的

要學會提出，但也避免一點小問題就馬上詢問主管，需要拿捏。最後提到自傳履歷

需強調專業亮點且面試可適度提問，事先瞭解產業性質考取相關證照，具備正確的

心態。 

(二)實習生於實習期間的狀況與反應 

實習生們剛到實習場域第一週其實有很多不安緊張，以及心理壓力，因此透過

訪談瞭解 107 學年度暑期實習同學們在實習前的情緒反應以及所遇到的狀況，透過

暑期實習其實能讓同學們模擬踏入職場生活的體驗，其感受能使得實習生未來進入

正式職場環境前的因應，與未來課程和輔導老師們能協助實習生的因應準備。實習

生表示在實習第一天擔心沒辦法完成工作要求而感到緊張。實習生們所認知的實習

內容與實際有所落差。實習生們提到實習工作上所交待的任務不清楚。 

 (三)暑期實習生於實習結束後的回饋 

107 學年度暑期實習結束後這群實習生們以親身經歷的方式，分享對於職場所

遇到的問題，亦可提供未來學弟妹們初次進入實習場域，有更萬全的準備更具良好

的表現。也透過實習生們的經歷，讓系所在實習前的課程安排與規劃更符合實習場

域的需求。包括他們認為實習前能夠加強自傳履歷撰寫和模擬面試安排，並且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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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以及 EXCEL 實用面操作；想給予學弟妹的建議，則是認為態度與努力是最

重要的。 

(四)系上輔導老師給予實習生的建議 

系上輔導老師針對實習生的建議，在準備實習前應整頓自我帶著一顆學習不怕

苦不計較的心態，在實習場域的表現給公司的印象與態度非常重要，如攜帶筆記本

把交代的所有事情都記下來的積極態度、實習結束應該要能審視自己適不適合此工

作、有無興趣；若非自己所要，需要重新思考自己興趣，若無法勝任，則要檢討自

己缺乏哪些能力。 

二、 量化資料分析 

在量化資料首先以 107 學年度實習單位與實習生為研究對象，共發放 35 間實習

廠商單位共 63 位實習生，扣除無效以及無填答問卷後，並且因應各實習單位的實習

生 1-6 位不等，有效配對回收共 32 間實習廠商督導主管與 59 位實習生填寫。並且針

對 108 學年度實習課程同學則是以 ARCS 動機設計模式，規劃更適合於 108 學年度

實習課程的行前作業與課程活動與開發教案，整合於知識平台，並以 IMMS 量表進行

108學年度實習前同學們在修課後成效評估，修課同學共 43位回收有效問卷共 42份。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與信度分析 

首先將量表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與信度分析，本研究探討 107 學年度實習生心

理歷程的研究變數：社會支持(M=4.401 SD=.665)、實習動機(M=3.996 SD=.733)、

角色明確 (M=4.142 SD=.587)、實習壓力 (M=3.692 SD=.590)、勝任感 (M=4.068 

SD=.657)、正向視框(M=4.057 SD=.601)、實習滿意度(M=4.098 SD=.761)，Cronbach's 

α 信度落於.722-.929 之間，再者實習表現(M=4.356 SD=.740)由 107 學年度實習廠

商督導填寫 Cronbach's α 信度為.943。以 ARCS 動機設計模式授課後，針對 108 學

年度實習課程的同學們以 IMMS 量表進行施測，研究變數包括引起注意(M=4.07 

SD=.649)、切身相關(M=4.04 SD=.437)、建立信心(M=4.09 SD=.715)、獲得滿足

(M=4.23 SD=.610)，Cronbach's α 信度落於.775-.944 之間。並且針對實習課程各週

安排，於 107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結束後先調查同學們所認知的受益與重要課程活

動，以模擬面試是同學們認為最受益的活動課程共 32 人次(76%)、其次為自傳履歷

工作坊共 26 人次(62%)、依序為學長姊實習成果報告共 21 人次(50%)；其他依序如

專題與實習說明會 19 人次(45%)、自傳履歷諮詢與輔導修正 17 人次(40%)、工作價

值觀與態度講座 16 人次(28%)、企業參訪 14 人次(33%)、實習廠商說明博覽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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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31%)、實習媒合說明會 12 人次(29%)。再者於預計於 2019 年 6 月 27 日課程

結束當天調查同學們所認知受益的 107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活動：包括繳交文件、評

分、輔導老師安排、學長姊工作日誌分享、讀懂督導要的是（事）講座、PODA 測

驗自我探索、學長姊實習短片系列活動、實習大會考：勞務師模擬考 、實習計畫口

試、系友講座與互動-實習分享與我的成長、暑期實習行前集合說明會(文件發放)。 

(二)相關分析與迴歸 

    探討 107 學年度實習生心理歷程共八大變數，相關係數如表 1 相關矩陣，值得

一提的是，各變數與實習表現皆無顯著相關性。另外探討108學年度實習課程 IMMS

量表共四大變數，其相關係數介於.672-.840 之間(p<.001)。 

    後續將 107 學年度實習生心理歷程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如圖 1 所示，首先針對

角色明確、實習壓力、勝任感以及正向視框為依變數，分別以階層迴歸投入社會支

持與實習動機兩項自變數，在這四個模型 F 考驗皆為顯著，社會支持只有對角色明

確有顯著影響效果 β 為.275(p<0.1，t 值 2.030)；實習動機對角色明確 β值為.402(p<0.5，

t 值 2.970)、實習壓力 β 值為.629(p<0.01，t 值 4.859)、勝任感 β 值為.370(p<0.1，t

值 2.439)與正向視框 β 值為.489(p<0.5，t 值 3.574)皆有顯著正向影響。接著將實習

滿意度以及督導評估的實習表現視為依變數，分別再以階層迴歸投入角色明確、實

習壓力、勝任感以及正向視框，且此兩個模型僅有實習滿意度模型的 F 考驗顯著，

且角色明確 β 為.375(p<0.1，t 值 2.562)、正向視框 β 為.360(p<0.1，t 值 2.173)對其

實習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表 1 相關矩陣                                                         

變數 
社會

支持 
實習動

機 
角色明

確 
實習

壓力 
勝任

感 
正向視

框 
實習 
滿意度 

實習表

現 

社會支持 1 .643*** .526*** .431** .360** .462*** .648*** .057 
實習動機 .643*** 1 .594*** .627*** .460*** .570*** .749*** .231 
角色明確 .526*** .594*** 1 .583*** .499*** .751*** .697*** .109 
實習壓力 .431** .627*** .583*** 1 .339** .509*** .487*** .016 
勝任感 .360** .460*** .499*** .339** 1 .684*** .458*** .241 
正向視框 .462*** .570*** .751*** .509*** .684*** 1 .684*** .192 
實習滿意度 .648*** .749*** .697*** .487*** .458*** .684*** 1 .144 
實習表現 .057 .231 .109 .016 .241 .192 .144 1 

*p<.01  **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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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 p<.05  ***p<.001 

圖 1 107 學年度實習生心理歷程架構 

伍、結論與建議 

這學期透過實習前的課程活動安排，除了能讓同學們瞭解實習的重要性，並且讓學

生也一起投入這些前置準備，除了持續強化同學們專業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之外，更對

學生們的職涯發展規劃做足準備。 

一、實習前的心理適應狀況 

如實習生在實習前的確是非常緊張，因此在今年度的實習課程也先透過訪談廠商、

實習生們在實習場域所碰到的問題與感受討論後拍攝成一系列小短片，透過課程的欣

賞讓 108 學年度即將要實習的同學們瞭解未來他們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以及應該可

以有哪些選擇和處遇方式，亦透過學習單的設計，讓同學們進行討論與反思。且配合

量化研究分析亦發現，實習生的心理適應歷程其社會支持對角色明確有顯著正向影響，

實習動機對角色明確、實習壓力、勝任感以及正向視框皆有顯著正向影響，再者明色

明確、正向視框能提升實習的滿意度。 

再者我們實習生也面臨到實習內容想像與期待的落差，因此針對這樣的問題，在

今年實習前，花費更多時間在說明每位實習同學的實習內容，讓同學們清楚思考所謂

的人資工作者。此外實習生也常遇到督導在交待工作不清楚的問題，因此這學期安排

「讀懂督導要的是（事）講座」，讓同學知道督導交代的事應該在準備開始動工之前，

可以先和督導再確認你所認知督導交代的工作，可以試著講出來，若不是督導所要的

可以提早修正，千萬不要自己以為的方向就埋頭苦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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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督導所重視的面向以及師長與學長姊們的建議 

本研究透過訪談除了整理出系列小短片的題材劇本，也藉由訪談瞭解廠商在選才

的重點，如面試的臨場反應、外向特質等，也發現在學生實習與督導在帶實習生的問

題，如廠商督導希望來實習的學生有相關的專業證照跟知識，也會希望在實習期間表

現良好，能夠在畢業後長期留任，所以學生的留任意願也會成為公司的考慮之一，除

了相關證照外，還有態度、心態、溝通，這些也都是可以提早準備的，針對這些建議

找出改善方法，才能在職場順利。 

系上師長們的建議提到，實習後主要都是讓實習生審視自己適不適合這份工作、

有沒有興趣，如果認為實習的這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那就要重新思考自己興趣在

哪，或是會覺得擔任的這份工作沒有辦法勝任，那就要檢討自己缺乏什麼樣的能力，

經過了實習後，也要統整自己在實習間的經歷，把看到的缺失記錄下來並提出改善，

藉由實習讓自己更了解未來的方向，結束後給幫助過你的前輩們一張感謝卡，感謝各

位前輩在實習期間的幫忙跟指導，在職場上人脈是非常重要的，懂得感謝與感恩也會

讓自己在職場上加分留下好印象。 

透過實習，這些大四實習生以親身經歷的方式面對職場，分享在職場上所遇到的

問題以及給學弟妹們的建議，像是在實習之前應該要了解公司類型、從網路上的資料

或主動請教督導公司的資料、準備好後進入實習場域，當你選定好實習單位就不要後

悔，盡力完成實習的體驗內容。在整個實習過程中，要具備積極學習的態度，外觀與

服儀也需要整潔，並隨時保持最佳精神狀況，在工作上更需要多一點細心，包括帶記

事本到實習場域記錄督導交辦的事項，特別是外勞仲介單位要具有良好的語文能力，

以及電腦文書處理如 WORD 和 EXCEL 的應用等。 

三、針對 108 學年度實習前的課程活動同學們反應良好 

而今年度正準備 108 學年度暑期要實習的同學們在經過了這學年的實習前課程

準備與活動，同學們認為最受益且重要的課程內容前三名為：模擬面試、自傳履歷工

作坊、學長姊實習成果報告，且 IMMS 量表所獲得的滿意度平均皆高於 4 分。 

參考文獻 
呂宛蓁（2017）。工作控制與運動實習成效之關係：主動人格的調節效果，體育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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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朗讀與發音-以文藻法文系/科二年級學生為例 1 
陳郁君 

文藻外語大學法國語文系 

 

摘要 

教授法文多年，筆者發現多數的學生在唸法文句子時，會將看到的單字逐字地唸，

在不該停頓的地方停頓，忽略了法文「句子是由數個有意義的節奏群組所組成，重音落

在群組的最後一個音節」，於是句子唸得斷斷續續，聽者往往費神也不易了解句意。 

 本文於是假設，若學生認真聆聽，熟悉法語的單字發音、句子語調，進入法語特

有的系統，透過反覆練習掌握訣竅後，便有助於提高學習成效，正確發音朗讀。因此筆

者思索結合「法文閱讀與發音」、「法文閱讀」課程內容，讓共計研究對象 80 名學生可

以在課堂內有明確的方法練習，理解文義，將有意義的詞組標示出來，使法語口語表達

能夠更流暢。 

該教學行動研究主要以學生口語表現為資料蒐集依據，之後請三位法語系外籍教師

聆聽並作系統化分析評量。評量給分依據法國的習慣訂定，滿分為 20 分，配分共有七

個面向，分別為意義詞組斷句 4 分、連音連誦 4 分、語調 2 分、速度 2 分、英文干擾 2

分、子音（字尾子音）3 分、母音（複合母音及鼻腔元音）3 分等。 

此次的教學實踐計畫因應文藻的大學(四技)部和專科(五專)部的不同學生進行課程

的實踐實驗，一來可以觀察各部別的學生各自的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效，亦可提供 16-17

歲學習法文，和 19-20 歲學習法文的表現成果。 

 
關鍵詞：法語教學、法文朗讀與發音、法語發音錯誤 

 

                                                      
1 獲教育部 107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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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Reading and Pronunciation - A Learning Case of Wenzao 
French Department's Sophomore Class 

Yu-Chun Chen  

Department of French,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bstract 
As a French professor for many years, I often find that students read French sentences 

word by word and make a pause in the wrong place. They ignore that in French, " a meaningful 

sentence is made up of several groups composed of rhythm and the accent falls on the last 

syllable group". So finally, it is not easy for the listeners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tion. 

Such situation is probably what is so-called the "interfer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Materials previously learned interfere with subsequent materials - previously acquired items 

are incorrectly transferred or incor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 items which will be learned. 

Students apply the four tones of Mandarin language when they read or speak French.     

Therefore, I consider combining the course cont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have a clear 

method of practice inside the classroom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French articles, to 

recognize the meaningful sections, in order to make the French spoken language more fluid. 

The author decides to use the following steps “rhythm marks 1 - recording 1 - meaning of 

words - explanation of the text - rhythm marks 2 - models of recording, rhythm marks and 

exercises - recording 2”.   

In order to examine students' learning,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study the pronunciation 

of 80 students, with the first and second recording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will also invite 3 

impartial French teachers to examine students' recordings.  The author collects information 

from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mak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to obtain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wor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ench, French reading and pronunciation, French 

pronunciation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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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主要結合「法文閱讀與發音」、「法文閱讀」課程內容，讓學生可以在課堂

內有明確的方法練習，理解法文句子以及文章的意義，將有意義的詞組標示出來，以

期使法語發音朗讀能夠更流暢。這對我們的學生有相當的重要性，主要習得新的程序

性知識，漸漸不受中文的干擾，了解法文意義的建構，知道在哪裡斷句。就溝通和心

理層面來說，一旦口語表達較順暢、較明確，除了可以確保溝通的有效性，亦能增加

學生學習法語的信心。 

二、研究假設 

在教學現場發現的這個問題，即是語言學習理論中負轉移(transfert)的「干擾」

(interference)，起因於「先前習得的材料會干擾後來的材料–先前習得的項目不正確轉

移或與待學習的項目產生不正確關聯」2。我們的學生將國語聲調的特性，應用到法

語朗讀上，同時學生也受到第一外語英語的學習影響，例如法語的單字會用英文的發

音方式念出。 

托瑪迪斯醫師曾做以下表示：「說法語，也就是聽見、仔細聽法語；說英語，也

就是聽見、仔細聽英語。一個法國人若英語說不好，是因為他聽見英語，但是卻用法

語方式在聆聽。」3  

三、研究目的 

「仔細聽法語才有機會將法語講好」這是筆者同時身為法語教師與法語學習者的

信念，但是如何仔細聽呢?筆者認為模仿是個很好的練習。當然高年級的課程並不適

合利用模仿仿效教學，但是基礎的語言課程，筆者仍舊希望藉由實踐研究計畫來實證

學習成效。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共計兩個部別學生總數 80 人。大學部二年級學生 40 人。「法文閱讀與發音」是

大學部二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每週授課兩小時(每堂課以 50 分鐘計，10 分鐘為下課

休息)，共開設 3 班，筆者負責其中一班，學生九成以上是法文系學生，少部分是重

                                                      
2 道格拉斯.布朗(H. Douglas Brown)著，林俊宏等譯，2007，《第二語言教學最高指導原則》。臺北市：台

灣培生教育出版。頁 120。 
3 A. Tomatis , L’oreille et le langag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1,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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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或是外系學生但選修法文為雙主修或輔系。五專部的法文閱讀(一)課程有 40 名學

生也納入研究，這群學生與四技部二年級學生相比，年紀介於 16-17 歲中間，在一年

級學習法文的時間為每週 9 小時(四技部則為 8 小時)，一般教師認為專科部的學生學

習成效較高，因此藉由此研究我們希望可以有明確的資料分析做科學統計來證明是否

屬實。 

二、文章級數 

文章的難易度設定在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CEFR)A2 的級數，學習者的語言能

力分述如下表 1 所列： 

表 1 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A2 級數 4 

詞彙能力 擁有足夠的詞彙，能在自己熟悉的語境中，就自己熟悉的話題，處理一般的日常事務。 

語法能力 
能正確使用簡單句式，但常犯基礎性錯誤，如時態概念混亂、性數忘記配合等，

不過基礎意思還算清楚。 

語音能力 發音總體上清晰可懂，但外國口音明顯，有時候，談話對象可能會要求重複。 

拼寫能力 
能抄錄關於日常生活的比較短的句式，如指路說明等。能基本正確的寫出自己口

語中比較短的詞語，但也只是按拚音書寫，不一定符合拚寫規則。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步驟主要採取張德銳 5等所提到的教學行動研究五個階段：發現問題、診

斷問題、擬定與實施行動計畫、選擇方法與分析資料、結論與省思。文章課程設計與時

間預計安排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課程設計與評量策略的時間預計安排 

時間(分鐘) 教學內容 

第一節 

5 學生閱讀新文章。 

5 學生畫第一次文章斷句註記表。 

10 學生看斷句註記表作第一次錄音並上傳個人錄音檔至教師 gmail 帳號 

10 
學生透過分組、同儕合作學習以理解文章的意思(同學可以利用電子辭典)。此

時教師會在教室觀察每個分組的進行，適時給予協助。 

20 
讓同學解釋文章內容，並就文章內容仍不理解的地方向教師提問，此時教師會

試圖以發問的方式，循序漸進地引導全班學生理解思辨尋找答案。 
第二節 

5 理解文章意義後，學生畫第二次斷句表。 

                                                      
4 筆者自製表格，內容取自歐洲理事會文化合作教育委員會編，劉駿、傅榮主譯，2008，《歐洲語言共

同參考架構：學習、教學、評估》。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108、109、112、113。 
5 張德銳等，2007，《教學行動研究：實務手冊與理論介紹》。台北市：高等教育出版。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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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鐘) 教學內容 

5 
教師確認學生理解文意後，引導全班畫斷句表，該表為範例表，請學生比較該

表與前兩次斷句表之不同。 

10 

教師引導學生利用斷句表範例做正確斷句朗誦練習。教師朗讀段落由短而長，

速度也會先慢後快，然後再由同學跟著老師覆誦。提醒學生留意發音清楚、語

調、連音/連誦、斷句、速度、情感等。 

10 提供法籍人士錄音範例，給予學生朗讀練習的時間。 

10 學生作第二次錄音並將個人第二次錄音檔上傳至教師 gmail 帳號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每位同學的第一次錄音，以及理解文意後並且模仿斷句的第二次錄音都將分類儲存。

分析資料則先由助理統一整理每位同學的錄音後，聆聽成功之錄音之後，彙整並且打散

原班級重新分類。另外筆者邀集 3 位法語為母語的外籍教師協助分析，請他們聆聽並且

在筆者準備的紀錄單上分別詳細記載每一位學生的朗讀表現。此篇文章，共計 72 人出

席參與錄音，共計可分析之抽樣有效為 66 人。 

評量給分依據法國的習慣訂定，滿分為 20 分，配分共有七個面向，分別為意義詞

組斷句 4 分、連音連誦 4 分、語調 2 分、速度 2 分、英文干擾 2 分、子音（字尾子音）

3 分、母音（複合母音及鼻腔元音）3 分等。 

參、學生之問卷回饋 

針對出席的專科部 38 位同學，以及四技部的 34 位同學進行問卷，詢問其對於斷句

教學之意見，全數的同學共 72 人，100%均對此教學步驟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專科部 3

位同學覺得上課速度有點慢，四技部則有 1 位同學反應速度太快，1 位同學希望錄音的

場地可以到室外以免同學間相互干擾，1 位認為可以加入功課，多做練習。以下表 3 主

要擷取部分同學之回饋意見。 
表 3 斷句教學之回饋意見 

專科部 
X13 喜歡這種上課方式，可以讓我的發音口說，更貼近法國人，而且前後錄音的方法，也

讓我知道有進步很有成就感。 
X34 今天學完後覺得又更了解法文的句型了（一直覺得法文句型有夠複雜）。還有，上法閱

都能學到很多單字，覺得很棒！！！謝謝老師！ 
X09 我覺得這樣教學很好，知道在唸文章或朗誦法文時，更知道要怎樣斷句，才不會就一

大段句子沒有換氣就念過去，就變得整句很含糊，也糾正了某些字的發音及念法，之後唸法

文會更流暢、更好聽。 
X29 我挺喜歡今天學的斷句，更清楚句子裡的停頓，還有怎麼區分不同的主詞 + qui，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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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部 
啊，這樣練習下來發音有進步，也念得更順了，希望我的法文能念得更溜更法國一點！ 
X13 我喜歡這個活動，雖然不能全部看懂，也不是唸的很好，但是可以藉此增進自己的口

說能力，比一般上課有趣，多唸幾次應該可以幫助記憶，希望以後可以用這種方式上課文。 
X10 文章偏短，可以搭配課外文章，然後我認為速度有點慢。 
X17 今天的斷句練習，覺得很有幫助，只是步調有點慢，可以再快一點，老師最棒惹。 
X03 發音上傳時花了不少時間，因為不太會用。斷句是第一次上，感覺很新鮮，不過應該

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 
四技部 
U05 我覺得課程安排得很不錯，當下學期發音及測驗練習，可以糾正錯誤並改善，我覺得

很不錯。 
U27 我覺得透過此錄音教學模式會讓我進步很多，因為可以直接地學習到口語及聽到自己

說出來的發音及連音部分。而且還可以學單字和用法，超棒！ 
U34 我很喜歡這個方式，因為可以糾正我的發音也可以讓我念得更有自信。 
U20 我覺得這個方法很棒，可以改善自己的發音方式，有沒有唸對很清楚，而且也可以改

善音調，知道哪裡應該斷句，唸起來更清晰。 
U07 覺得蠻有用的，我對自己的發音頗沒信心，也抓不準斷句時機，透過老師講解，我感

覺比較有感了。 
U18 很有幫助，對發音規則更清楚，但有一點快。 
U36 這種練習有助於練習發音，以後可以再多做。希望可以出去教室外錄音，較不會和其

他同學互相干擾。 
U08 這課程我覺得不錯，可以加入功課，讓我們多練習。 

肆、結論 

在學習成效分析上，可以從表 4 看出在意義詞組斷句、連音連誦、語調、速度、子

音（字尾子音）上，四技部的同學進步的分數多於專科部的同學，而在母音（複合母音

及鼻腔元音）上面則是兩個部別的學生同分。然而，在英文干擾方面，四技部的同學的

進步幅度少於專科部同學，主要是因為專科部的同學在英文干擾上第一次錄音時較明顯，

第二次的錄音有機會修正的較多。亦可解讀成四技部的同學受英文干擾低於專科部的同

學。 
表 4 第一篇文章 un professeur 之斷句教學學習成效 總表 

評分面向 
意義 
詞組 
斷句 

連音 
連誦 

語調 速度 英文 
干擾 

子音 
（字尾子音） 

母音 
（複合母音及

鼻腔元音） 

配分 4 4 2 2 3 3 3 
進步 
分數 

全體 0.36 0.38 0.3 0.26 0.15 0.3 0.18 
全體% 9% 10% 15% 13% 5%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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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面向 
意義 
詞組 
斷句 

連音 
連誦 

語調 速度 英文 
干擾 

子音 
（字尾子音） 

母音 
（複合母音及

鼻腔元音） 
四技 0.38 0.42 0.32 0.29 0.13 0.32 0.18 
專科 0.35 0.36 0.28 0.23 0.16 0.28 0.18 

本教學實踐計畫研究目前預計會另有 3 篇文章以此斷句教學方法進行，為了讓研究

有對照組，將另外於 6 月中旬有一班專科部學生近 40 人，以及四技部學生近 32 人加入

研究。此 72 名學生將和原本之 80 名學生，朗讀一篇沒有讀過的法文文章，再由 3 位法

籍教師評分，以檢視法文朗讀與發音研究之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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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融入通識情緒教育課程之教學實踐與成效 
黃素惠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摘要 
面對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改革之挑戰，各國皆致力於培養優秀的人才，以奠定國家

之競爭力，故因應快速變遷的時代裡，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面，不僅需培育學生學理

知識與技能，更需要學會、學以致用，將學識轉化為各種真實生活所需之關鍵能力。 

本研究以通識情緒教育課程－「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為例，在教學實踐時，採用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多元化課程實施策略，鼓勵學生能自主學習，且從多元化的角度，

建構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之知能，培養學生對情緒與人際互動行為的發展有基本的了解，

且引導學生探索當代情緒與人際互動行為的主要議題。 

因此基於研究者教學現場上所面臨的問題及解決問題動機，透過體驗學習理論與相

關論述，設計「擁抱內在情緒萬花筒」與「讓溝通零距離」體驗學習教學方案，藉由參

與實踐中之反思及分享的活動模式，探究與省思教學歷程，以解決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問

題與困難。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研究工具包含期中、期末教學評量、通識教育課程學生學習

成效評量、翻轉教學滿意度及教師省思等，探究體驗學習教學方案實施後，學生的學習

成效及實施體驗學習教學方案後的教師省思與成長，最後再依據研究結果提出課程實踐

之參考建議。 

 

關鍵詞：體驗學習、通識情緒教育課程、教學實踐、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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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Learning Outcomes with Experiencing 
Learning and Integrating into General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u-Hui Hua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u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21st century, we are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 cultivating students' knowledge and skills,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and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the key 

competencies needed for real life.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Research tools include teaching 

assessm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s, flipping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teacher 

reflection.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teaching program, explor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teacher's reflection.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the course practice are proposed. 

 

Keywords: Experiencing learning, General emo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practice,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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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面對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改革之挑戰，各國皆致力於培育優秀人才，以奠定國家之

競爭力，故因應快速變遷的時代，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面，不僅需培育學生學理知識

與技能，更需要學會、學以致用，將學識轉化為各種真實生活所需之關鍵能力，故引領

學生體驗真實生活，從實際的情境中，親自動手、演練、操作，並鼓勵學生從生活週遭

人、事、物學習，透過觀察、感受、實作中演練，培養學生帶著走的生活智慧（黃素惠、

賴廷彰，2018）。 

研究者在通識教育課程之教學上，重視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在教與學的歷程中，學

生是學習主體，讓學生習於探索、樂於學習，並著重能力本位導向，幫助學生發現與發

展個人優勢與潛能，並適性發展。故本研究針對學生情緒管理的需求，融入體驗學習理

論，承如李坤崇（2004）所云，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理念，強調起而行、

做而省，藉由參與實踐中之反思及分享的活動模式，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情緒管理觀念，

達到自我覺察與人際知覺之目標。 

基於研究者教學現場上所面臨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動機，本研究依據個案學校通識教

育理念、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時代脈動及學生特質，建置課程架構及課程核心概念架

構，設計「擁抱內在情緒萬花筒」與「讓溝通零距離」之體驗學習教學方案，並採用形

成性與總結性多次、多元的學習評量方法，培養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即藉由參與

實踐中之反思及分享的活動模式（感受問題→想像問題解決方案→可行方案的實踐→發

表與分享），探討體驗學習對情緒教育之影響，故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根據體驗學習理論與相關論述，設計融入於情緒教育之體驗學習教學方案。 

二、探究體驗學習教學方案實施後，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探討教師在實施體驗學習教學方案後的省思與成長。 

貳、文獻探討 

一、體驗學習之義涵 

體驗的拉丁文「experientia」之詞是「經歷(to go through)」，即體驗(experience)一

詞的來源，在中古英文及法文的詞意是表「實驗(experiment)」之意，以現在的語言表

達就是「經歷一項實驗」（謝智謀，2003）。體驗教育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把體驗教育定義為：「由直接經驗建立知識，技巧及價值觀的一個過程。」 

基本上，體驗學習就是把一個概念設計成一個互動式的學習過程，學生可透過自己的

親自參與和領會，了解概念與活動內容的關係，而不再是由教師單向式地教授。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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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與林天祐（2005）指出體驗一詞，具有經歷某些事物的歷程，或者是一種感受，認

為體驗學習之內涵，至少包含下列四種學習的意義：(1)經驗學習：學生從實際的經驗

中學習；(2)行動學習：學生從觀察、嘗試與實作中學習；(3)反思學習：學生從一連串

省思中，強化生活能力；(4)能力學習：整個學習過程中，能力習得重於知識獲得。 

故本研究將體驗學習定義為「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針對學生生活經驗須培養的

能力，以多元的教學活動設計，使學生獲得有目的性之主動學習，讓學生在親身經驗

的歷程中，得到體驗、感受，進而認知、理解的一種學習方式。」 

二、Deway 體驗學習理論 

Deway (1938)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經驗不斷的改造或重組」、「教育即生

長」等說法，透過思考性的觀察從而建立學習與經驗的關係，以協助學生做中學，主

張「在經驗中學習」，才能產生真正的知識與豐富的理解力，就教育或學習的本質言，

學習是經驗不斷地重組與改變的過程；學習是把經驗轉換為知識、技巧與態度的過程，

強調經驗意義化，包含了反思與行動，個體與情境間的互動。 

本研究將採用 Deway 體驗學習的理念應用於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著重「生活

經驗是省思性經驗的材料」、「省思的次級經驗」、「回溯到自身生活經驗來體驗」的生

活經驗與實踐觀點，強調經驗不斷重組與改造歷程的省思思考，以及兼重個人能力的

培養、社會責任的承擔。 

三、體驗學習之模式與實施原則 

雖體驗學習的理念來自 Deway，但之後發展出體驗學習圈的模式，因研究學者和

研究方向之不同而有許多種，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被普遍應用的是 Kolb (1984)的四

階段學習圈（如圖 1 所示），係由體驗、反應、歸納及應用與實施，再回到體驗所組

成的體驗學習圈模式。 

Kolb 認為學習是透過轉化體驗中個人與環境互動、衝突和問題解決的結果，所

創造知識的過程，亦即是知識創造過程是由學習者的具體經驗出發，透過觀察與反思，

形成概念和推論，並在新情境中考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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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Kolb 體驗學習圖（引自葉麗真，2014） 

四、體驗學習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有關體驗學習相關研究綜述如下： 

（一）就研究主題言：主要為自我效能、課程發展教材編寫、品德教育、結合社區

資、學習態度或教學成效等，進行實徵研究，且多為正面之研究成果。 

（二）就研究對象言：國內研究對象主要多以國小、國中為主，亦有以大學生為研

究對象，國外則多以成人為研究對象。 

（三）就研究方法言：在研究方法上有行動研究法、準實驗研究法及個案研究法等，

相關研究法除了量化資料外，亦有輔以學生作品、學習日誌及教師教學省思

等質性資料加以說明。 

黃素惠（2018）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教學策略，進行體驗學習方式帶給學生嶄新

學習感受之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於體驗學習融入通識健康促進課程之學習滿意度高，

且進一步進行體驗學習課程學習滿意度之差異分析，發現在性別、年級別及學院別上

之看法皆未達顯著差異。又黃素惠（2018）亦對於通識性別教育課程翻轉教室「教」

與「學」進行滿意度調查研究，研究顯示學生對翻轉學習課程具有極高之學習滿意度。

綜上，本研究將採行動研究法，並將體驗學習融入於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之設計與實踐，

以探討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省思。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 107 學年度上學期修習個案學校通識課程「情緒管理與人際溝

通」的學生 109 名，主要探討在面對教學問題時，如何運用體驗學習理論於通識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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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課程，透過設計之「情境體驗、教室學習」的體驗學習教學方案，包含「擁抱內

在情緒萬花筒」與「讓溝通零距離」教學方案，並探究體驗學習教學方案實施後學生

學習成效，及教師省思與成長。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架構圖 

二、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課程發展係從認識「自我之美」出發，培養學生以理性的態度探討情緒管理與人

際溝通的意涵，及如何面對衝突的過程，採用學生為中心多元化之課程實施策略（如

圖 3 所示），透過講述、量表體驗與省思、分組討論與回饋、方案設計與行動等方式，

並實施「翻轉教室翻轉教學」，鼓勵學生能自主學習，並從多元化的角度建構情緒管

理與人際溝通之知能，培養學生對情緒與人際互動行為的發展有基本的了解，且引導

學生探索當代情緒與人際互動行為的主要議題。 

 

 

 

 

 

 

 

 

 

圖 3 各週教學活動之實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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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依據通識教育理念、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時代脈動及學生特質訂定課程

計畫，並建構課程架構（如圖 4 所示）及課程核心概念架構，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方面，主要是培育學生具有三大能力（專業知能、通識教育核心能力、自主學習能力）

及二項基本素養（讀與寫）。 

 

 

 

 

 

圖 4 課程架構圖 

「擁抱內在情緒萬花筒」方案設計與實踐：「體驗→省思→實踐→分享」，從方案

中體驗及瞭解情緒的變化，幫助自己或重要他人「認識情緒」，學習接納及妥善處理

自己的情緒，進而引起情感共鳴，有效紓解情緒，達到心靈最佳的處方籤。「讓溝通

零距離」方案設計與實踐：(1)感受：發現人際的問題（從日常人際互動中，自己或身

邊人的人際問題，或者潛在的問題出發。）；(2)想像：各種解決的方法（想像這個問

題可能有哪些解決方案？而且設想需要使用的資源，學習使用自己擁有的能力將解決

方案寫成計畫。）；(3)實踐：執行擬定的計畫（在行動期間，蒐集現有資源、改變現

況，並做錄影或拍照及文字記錄。）；(4)分享：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最後將改變的故

事，傳遞給周遭的人。）各週教學活動規劃表，如表 1 所列。 

表 1 各週教學活動規劃表 
週

次 
單元名稱 體驗量表 

省思或翻轉學習回饋 
（以◎表示翻轉） 

2 認識情緒與情緒發展 － ◎我是誰？我喜歡自己 

3 
情緒理論與影響情緒表達的因

素 
測量樂觀 我對樂觀的詮釋與行動 

4 情緒內涵 董氏憂鬱量表 ◎向憂鬱說不 

5 防衛機制與情緒覺察 左腦型／右腦型測驗 理性與感性 

6 情緒管理的方法 快樂量表 ◎找回快樂的鑰匙 

7 壓力管理與調適 壓力指數量表 抒壓作法 

8 情緒障礙 挫折容忍力 3Q Very Much 
9 情緒溝通 人際風格 ◎祛除先天的弱點 

10 擁抱內在情緒萬花筒 體驗→省思→實踐→分享 
「擁抱內在情緒萬花筒」創意行動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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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單元名稱 體驗量表 

省思或翻轉學習回饋 
（以◎表示翻轉） 

11 自我知覺與人際知覺 坦露與隱藏自我檢測 情緒表達策略 

12 語言溝通與非語言溝通 解讀測驗 ◎愛，每天都需要加溫 

13 各種人際關係中的溝通 人際關係的型態 人際互動上對自我之期許 

14 思想與情感的溝通 問題解決自我檢核表 提升問題解決能力 

15 傾聽與同理心 A 型人格量表 ◎愛的框框 

16 人際衝突 解決衝突量表 有效處理衝突的作為 

17 人際影響 你自我肯定嗎？ 活出健康出色的自我 

18 讓溝通零距離 感受→想像→實踐→分享 
「讓溝通零距離」創意行動

方案 

並採用學生中心之形成性（反思單、討論分享單、體驗學習日誌、課後 moodle 學

習平台的閱讀與分享）與總結性（方案設計與行動、學習歷程檔案及課程回饋表）多

元、多次評量方法，培養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即教學的設計與實踐，兼重認知、

技能與情意之完整學習，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並達知識的轉化與內化，圖 5 為評量概

念架構圖。 

 

 

 

 

 

 

 

圖 5 評量概念架構圖 

肆、研究結果－學習成效與省思 

一、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採多元教學評量，期中形成性教學評量作為即時調整教學參考，學期末總

結性教學評量瞭解學生對教學意見，做為改善教學參考並進行課程規劃與改善，提升

教學品質；且運用通識課程成效問卷檢視課程目標及核心能力達成情形，作為教學及

課程設計調整參考。 

(一)期中教學評量問卷調查 

此評量同意度達95％（回收可用率66.06％），問卷內容為「教師清楚說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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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進度、評量方法與標準、採用不同教學方式啟發學習動機與興趣、講解清楚

深入淺出、與教師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或溝通管道，營造班級良好的學習氣氛」，

可見學生在形成性教學評量上之肯定。  

(二)期末教學評量問卷調查 

本課程學生學期成績平均為62.31分，此評量同意度達91.9％（回收可用率89.91

％），內容為「教師採用之授課教材或教學方式能啟發學生學習、能依學生學習的

反應而調整教學、能培育課程所設定之核心能力、助於提高對課程學習之興趣、助

於提高對課程專業知能之吸收、確實學習到課程有關的專業知識」，可見學生在總

結性教學評量上之肯定。 

(三)翻轉教學課程滿意度調查 

此學生滿意度為90.85％（回收可用率66.06％），問卷內容為「教師自我開發之

教材或能啟發學習興趣、數位教材影片有助自我調整學習進度、教師引導進行作業

或小組討論、翻轉教學上課模式能增強學習效果」，可見翻轉教學型態課程之可行

性。 

(四)通識教育課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根據通識教育課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回收可用率44.04％），本課程核心能力

之認同度：自我管理能力達89.38％、人際溝通能力達88.75％、語文應用能力達89.01

％，本課程核心能力之提升程度，依序為88.44％、88.33％、87.92％，可見學生在

通識課程核心能力之成效。 

二、教師省思與成長 

（一）課程設計的省思 

1.課程設計重認知、技能與情意層面之完整學習 

本課程發展從認識「自我之美」出發，透過體驗活動引導學生進行深層的思

考與分辦，培養分析、歸納、解決問題與實踐能力，在教學設計與實踐上為讓學

生能有完整的學習，認知層面：培養學生具有「我要做什麼」、「為什麼我要做」

的專業知能，技能層面：培養學生「我如何做」的技術或技巧，情意層面：培養

學生「我喜歡做」、「我抉擇要去做」的興趣、態度與熱情，故利用評量檢視教學

目標的完成情形，以增強師生的教與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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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對缺乏自我規劃與行動力學生之挑戰 

體驗學習融入課程著重學生的自發性體察、覺察，進而關懷與實踐，學生是

行動的主體，然面對較缺乏自我規劃、自主學習力與行動力的學生，如何設計適

性教材與教法，行動面如何擴展至社區或無所不在的生活體驗，將更具有意義，

亦是研究者面對的挑戰。 

3.面對行動力與實踐力較弱的學生之挑戰 

本課程翻轉教學與方案設計時，學生需進行討論、溝通、協調與分享，面對

通識課程學生之多樣性與差異性，對於較缺乏問題解決能力與反思寫作能力的學

生，如何於課程實施時具備此實能力，以利於體驗學習歷程中能順利開展，亦是

研究者面臨的挑戰。 

（二）教師教學的省思 

1.體驗課程方案與學生生活經驗結合，能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體驗課程方案將情緒管理議題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問題結合，能引起學生學

習的興趣，提升學習成效，引領學生在真實生活中擁抱內在情緒與溝通零距離的

具體行動方案，強調自省能力和提升自我覺察與人際知覺。 

2.翻轉學習情境受限且差異化教學困境 

因教室課桌椅為固定式，進行課堂翻轉學習、分組討論互饋時，則無法面對

面進行分享，為突破此困境，有時讓學生到校園內適合地方進行，但如此又影響

到時間控制。又學生因年級、學院別、學生特質、潛能等不同，如何促進學生在

學習鷹架上發展，要實施差異化教學實有困難，目前是以同儕合作學習方式進行，

但難以達到符應學生之多樣化與差異性。 

3.體驗學習實際情境的囿限 

因受實體教室教學之規定，在切身體驗的學習活動，主要是透過自我瞭解量

表的施作與省思進行，及通過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審查時，才能進行二次的校外專

業服務（社區體驗學習），較缺乏走入社會／實際情境之親身體驗歷程中，得到

體驗、感受，進而認知、理解。 

4.需因應學生個別差異表現 

本課程採取多元、多次的學習評量方式，然因學生的個別差異（如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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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力、學習興趣、學習動機、性別、學院別…等）而有差異性表現，雖有進

行學習風格量表，讓學生能善用個人與同儕之學習特性，尚有行動方案的設計與

實踐有些不完美之處，加上課程時程之緊湊，或可以數位教材增補基礎學習能力，

或可以延伸課程方式學習統整。 

（三）研究者的成長 

1.精進體驗學習融入於課程設計 

本課程從學生生活經驗出發，運用適當的多元化教學方法，結合學校、社區

的資源，引領學生進行深化與廣泛的學習，研究者認為Kolb的體驗學習模式是適

合的，能讓學生能將知識化為行動力，進而將知識轉化與內化，未來訮究者乃持

續再精進課程規劃與實踐能力，持續與學群夥伴教師相互討論，提升自我專業知

能，並將此教學模式融入於通識健康促進課程。 

2.為瞭解學生各方面的學習狀況，增進研究者多元評量的能力 

本教學方案著重情意態度的培養，行動力與實踐力的養成，除兼重形成性與

總結性評量，且採用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未來為因應學生個別差異特質，可採取

學生自評與他評、教師觀察記錄等多元評量方式，以期適切地評量學生在小組合

作、實踐行動與解決問題等方面的學習表現，更全面且有效地瞭解學生真實的學

習情形，同時亦增進了研究者多元評量的能力。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通識情緒教育課程之體驗學習教學方案具適切性與可行性 

本研究之教學方案將情緒管理議題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問題結合，引領學生在

真實生活中，設計與實踐「擁抱內在情緒」與「溝通零距離」的行動方案，強調自

省能力和提升自我覺察與人際知覺，不僅能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且提升了

學習成效。 

（二）體驗學習融入通識情緒教育課程之多元教學評量滿意度高 

學生對於體驗學習之多元教學評量、翻轉教學滿意度、通識教育課程學習成效

評量等結果皆能肯定，表示體驗學習之教學方法與教學方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及提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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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學生學習與教學實施困境，持續精進體驗學習融入課程設計之能力 

體驗課程方案與學生生活經驗結合，重認知、技能與情意層面之完整學習，能

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並促動學生將知識轉化與內化，然面對缺乏自我規劃與實踐力

較弱的學生、翻轉學習與體驗學習情境的囿限等，研究者需持續不斷地精進體驗學

習融入課程設計之能力，與增進研究者多元評量的能力。 

二、建議 

（一）激發教師角色的改變與創新，強調學習者為中心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以學生為中心的體驗學習教學，既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應有參與課程設計的權

利，即學生基於自己的先備能力及興趣提出想法，尤其是一年級修課學生，教師重

視學生的意見，師生共同設計課程，學生也會有參與感，而更加專注投入自己設計

的體驗活動，且能增加學生的成就感與自信，師生之間的感情也會因共同的學習目

標而更加融洽。 

（二）重視經驗統整之實用性與有用性的教學設計 

通識教育課程之教學設計模式與教育目的，在課程發展與設計上，宜特別重視

事物實用性層面的重要性，自身的經驗，訂定一個在真實世界中是可用的及有用的

學習目標，即著重於學習設計的概念如何得以落實，並全面性的提升學習體驗。 

（三）體驗學習融入通識情緒教育課程的教學，並掌握實踐反思的精神 

體驗學習可增進學生的正向學習態度，並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生對於體驗

的學習方式，也有相當良好的反應，因此，只要掌握體驗、反思、實踐的精神，相

信體驗的學習方式也可以推廣到通識教育的其他課程，以全面提升通識教育課程之

學習成效。 

（四）強化引領學生反思相關議題，走入社區／實際情境之親身體驗 

體驗學習中最重要的是活動後的分享、反省，促使學生能了解活動背後的意義，

故教師應明確瞭解問題的內涵，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深入問題的核心，因此在設計課

程時，宜詳細列出體驗學習後進行反思的議題，再視教學情況延伸或擴大思維的範

圍，促進學生來自於對自己、他人、社會三個層次的關照與體認。 

（五）引發經驗與反思交互作用，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當經驗與反思兩者結合越緊密時，則有較多且更深入的學習，故教師應有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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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供經驗並激發反思與進一步的行動，藉由學習的外在動機之引發，再透過經驗

與反思的連結，進而學生經本身結合經驗與反思的行動，作為學習內在動機之促動，

再引發經驗與反思交互作用，必能提升學生學習的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並促進教師

之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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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別致謝教育部107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費補助(107-Z27-MO-001-01)。 

參考文獻 
王全興（2006）。體驗學習的理念及其在教育情境的應用。台灣教育，640，32-36。 
王全興（2007）。Deway 體驗學習的理念及其在道德教育上的應用。國教新知，54

（2）， 74-82。 
吳清山、林天祐（2005）。教育新辭書。臺北市：高等教育。 
李坤崇（2004）。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臺北市：心理。 
張春興（1991）。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市：東華書局。 
陳雪雲(2000)。經驗、自我與學習。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社會教育學刊，

29，57-92  
黃素惠（2018）。應用翻轉教室教學融入通識教育課程之學習滿意度探討，2018 全國

資訊管理前瞻技術研討會。(2018/12/6) 
黃素惠、賴廷彰（2018）。體驗學習課程之學習滿意度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學報專刊，

330-340。 
葉麗貞（2014）。以體驗學習培養四年級學童同儕衝突解決能力之行動研究（碩士論

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102NTPT0611016） 
謝智謀（2003)。另類學習方式－體驗學習。教師天地，127，6-13。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1995). AEE definition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The 

AEE Horizon, 15(1), 21. 
Dewey, J. (1938).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New York, NY: Macmillan. 
Kolb, D. A.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Kraft, R. J., & Sakofs, M. (1985). The theory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Boulder, CO: 

Association for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7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77 
 

信念質變，邁向教學新境界 
翁嘉聲  

臺北市新生國小  

 
摘要 

教師的教學是其信念的傳遞過程。因國小國語文教學對學生未來的學習影響深遠，

故本研究與一位國小教師合作，採質性研究的觀察與訪談法，探究該教師的國語文教學

信念、教學方式、學生與教師的互動情形，探討影響教師國語文教學信念之因素。 

本研究自 106 學年度九月起，進行至隔年六月止。個案教師於研究期間嘗試於國語

文課堂進行分組討論。歸納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 個案教師的國語文教學信念有四方面的轉變： 

(一) 教學目標方面，個案教師從技能取向轉變為視國語文為溝通的工具，重視閱

讀理解、思考與表達。 

(二) 教室管理方面，個案教師從「一言堂」的權威管理轉變為賞識學生多元觀點

的「群言堂」，賞罰控制、要求靜默的行為管理措施明顯減少。 

(三) 教學方法方面，個案教師覺察單向講述讓學習乏味，實作和討論才能帶動參

與、引發興趣，轉而重視同儕或師生的共同討論。 

(四) 教學評量方面，個案教師從績效導向轉變為以促進學習發展為主，重視透過

共同的有感經驗落實讀寫結合的教學。 

二、 影響個案教師國語文教學信念轉變的因素有以下三個： 

(一) 對於學生學習力的重新看見。  

(二) 始終為學生著想的教育初心。 

(三) 想要成為專家教師的上進心。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充分顯示，教師的教學信念不僅反應在其教學方式和內容之中，

同時也反應在其與學生的互動關係中，影響學生學習至深且遠。除外，期望此個案的研

究發現可提供給學校人員做為促進教師思考性教學的具體案例。 

 

關鍵詞：國小、國語文教學、教學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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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tative Change in Beliefs towards a New Realm of Teaching 
Jia-Sheng Wong 

Taipei XinSheng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Teaching, as done by teachers, is the transmission of belief. Mandarin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has a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future of 
students. This study presents observation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Mandarin teaching belief and 
the approach used by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It includes interviews and a study of 
student-teacher interaction as well as an exploration of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aching of 
Mandarin.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etween September 2017 and June 2018 and during this time 
the case teacher held group discussions in her Mandarin classes.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in 
this study are:  

1. The Mandarin teaching beliefs of this teacher changed in four aspects: 
(1) The teaching objective changed from a skill oriented approach into one that regarded 

Mandarin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at was focused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2) The teacher’s classroom management approach changed from that of authoritative 
management into one of an appreciation of the students’ diverse views. Behavioral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reward and punishment control and the demand for silence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3) The case teacher realized that a unilateral lecturing approach was boring and that sharing 
and discussion could more readily elicit interest. The teacher also started having joint 
discussions with her peers and other teachers.  

(4) The case teacher also changed her approach to the assessment of teaching from that of 
performance, to one of learning development promotion, and emphasiz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commonly 
perceived experience. 

2. The thre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se teacher’s change in approach to Mandarin teaching 
include: 

(1) A reevaluation of student learning ability. 
(2) The initial intention of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   
(3) Motivation to become an expert teacher. 

The findings provided the school faculty with a specific case for the promo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eaching.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Mandarin teaching, Teaching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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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因應人工智慧時代的來臨，獨立思考和溝通討論等非認知的軟實力更顯重要。臺灣

的十二年國教課程將於108學年度上路，將「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列入學習者的核心素養（教育部，民103）。然教師是學校中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的

重要他人，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教師的教學行為息息相關。 

貳、 主題與目的 

教師的教學是其信念的傳遞過程。信念是個人信以為真、賦予情感的心理傾向，具

有引導個人內在思考和外在行為的作用（Borg, 2001）。故教學信念是指教師所持有的教

學歷程相關觀點，可能早已被教師覺知，也可能內隱在教師的潛意識當中（Borg, 2001）。

信念可以透過觀察個體的言行舉止、行為、表情等外顯行為，回推出個體抱持的信念。

又根據文獻（王恭志，2000）指出，教學信念的塑造會受到經驗和環境的影響。這意謂

新的經驗可能改變原有的教學信念。 

本研究的賈老師（化名）想要改善班上學生在國語文課堂上學習態度不積極的情形。

經過研究者觀察，賈老師的國語文教學以講述為主，內容豐富但千篇一律，學生在課堂

上的任務主要是聽講和作筆記，偶爾才有少數人舉手回答老師的提問。研究者根據自身

的教學經驗，視學生的課堂反應乃教師教學未能引起學習興趣、帶動參與所致。 

由於國小的國語文教學是在為學生未來的長遠學習奠定基礎，故本研究與賈老師合

作進行協同行動研究，以探究和反省的循環，探究她的國語文教學信念、教學方式、學

生與教師互動情形，進一步探討影響她的國語文教學信念之因素。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賈老師為臺北市首善文教區一所中型額滿小學的導師，她對國語文教學有熱情，

積極參加各種課程與教學研習活動，精進專業知能。她在 106 學年度任教六年級，班

級共有學生 27 人。研究者在徵得家長同意後進入教室。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協同行動研究（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協助一位國小教師對國

語文課堂遭遇的問題進行探究和反省的循環－計畫、行動、觀察和自我反省。研究者

和賈老師為研究夥伴的關係，本研究採用 Sagor（1992）在「如何實施協同行動研究」

（How to conduct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一書中所建議的兩種方法：反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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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reflective interviewing）和分析性的對話（analytic discourse），幫助賈老師發現

問題，然後澄清和確定研究問題，再蒐集與分析資料、發展行動策略並付諸實踐，之

後必須觀察、自我反省、批判行動策略與實踐情形、檢視行動後的結果，若未順利解

決所提出的問題，則循環以上步驟，直至問題解決。 

三、 研究工具 

研究者於研究期間長期進入賈老師的國語文課堂觀察教學實施情形，蒐集的資

料以國語文教學錄影檔和半結構訪談錄音檔為主，並於轉譯後輔以研究者札記，依質

性研究方法加以分析。為確立可信度，本研究邀請了一位諍友在過程中持續與研究

者、賈老師對話，達到資料分析的三角校正。 

肆、 行動歷程 

行動研究是教師為改進自身教學實務，而自我反省探究的一種形式。本研究自 106

學年度九月起，進行至隔年六月止，行動歷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說明如下。 

一、找出問題的可能成因和發展策略、實施、觀察、反省、修正（106 年 9 月

至 106 年 11 月） 

經過對賈老師教學實況的觀察，因為她總是擔心自己教得不夠、學生會考得不好，

所以她充分把握上課時間將課本內容講給學生聽。因為她長期採取單向講述的上課方

式，以致學生也習慣在國語文的課堂上就是安靜聽講和作筆記。 

研究者建議賈老師讓學生有機會進行討論活動，但老師擔心學生沒有類似的經驗、

不會討論，因此經過蒐集資料和討論，賈老師決定讓學生先練習提問，希望藉學生之

間相互提問來引發討論。她參考 PIRLS 閱讀理解四層次提問，教導學生提問不同類

型的問題，並在每一課結束前利用短暫的時間，讓學生分組依據老師指定的輪流順序

對同學練習提問。剛開始時學生行禮如儀，只有一問一答，於是賈老師經過反省後，

調整作法，開放小組不按順序的自由發言，並鼓勵學生聆聽他人的回應，練習追問，

學生在沒有發言序的限制後開始出現明顯的追問行為，各組參與回應的學生人數增加，

班上的學習主動性略有改善。 

二、再發展策略，再實施、觀察、反省、修正（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 

為促進學生間更頻繁的對話，引發真正的討論，經過蒐集資料和討論後，賈老師

開始在之後各課的小組討論前使用簡報將上次各組討論時的對話內容呈現給學生看，

肯定部分開放性的提問引發了較多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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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賈老師發現有更多學生出現能引發討論的提問，也獲得部分同組同學的積

極回應，各小組中參與討論的人增加，但老師卻也明顯感覺自己可用來講述課文的時

間被壓縮。於是她主動上網查找資料，發現學習金字塔指出討論和實作的學習成效遠

高於課堂講授，於是她著手展開課前預習單和語文單的設計。 

三、 再發展策略，再實施、觀察、反省、修正（107 年 3 月至 107 年 6 月） 

賈老師設計課前預習單和語文單，讓學生自學生字、新詞、形近字或多音字及其

用法，節省了一些上課的時間，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可以做分組討論，並發現原來學生

可以透過討論來理解課文，不一定需要教師進行完整講述。於是老師再將每一課分組

討論的時間提早於內容深究之前，也將以前參加研習學到的排段落等操作活動以及透

過全班共同有感經驗來寫作，都設計成分組的討論活動，發現學生展現了高度的學習

興趣和參與度，對課文和寫作也都更有感，教學真正的朝向閱讀與寫作結合的方向邁

進。 

伍、 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於 107 年 1 月和 107 年 5 月分別透過問卷了解學生對在國語文課進行小組

討論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成長，也蒐集定期評量的表現作為佐證。上學期有 87％的學生

同意「經過提問討論後對課文的內容更加理解」，下學期增為 100％。又從期中、期末評

量的成績表現來看，該班五年級國語科的平均成績並非全學年最佳，六年級後的每一次

定期評量平均成績則都是第一，寫作品質也普遍提升。 

陸、 回饋與反思 

研究者雖協助了賈老師深刻省思自己的教學，並於教學中展開新的嘗試，且主動尋

求更能幫助學生學習的教學方法，才能帶來師生的改變。然研究者本身非國語文專長，

若能引進國語文教學專家共同參與，可能會對賈老師幫助更大。 

柒、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個案教師國語文教學信念的轉變 

賈老師的國語文教學信念在「教學目標」、「教室管理」、「教學方法」、「教學評

量」等四方面產生轉變，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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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目標方面 

賈老師從原本採技能取向，重視學生對生字、語詞的認識與反覆練習以及文

體、修辭的判斷等，轉變為視國語文為溝通的工具，重視學生深層的閱讀理解、

從中產生的思考和經驗連結，以及表達自己想法、與他人互動溝通的能力。 

2.教室管理方面 

賈老師以前總是想要把握課堂時間，盡可能把課文中考試會考的重點講給學

生聽，唯恐自己沒教學生就不會，故國語文課堂是「一言堂」，且會以權威管理

的方式，營造一個全班安靜聽講的環境，以為這樣能達成最佳的學習效果。 

後來賈老師認同讓學生在課堂中有表達的機會，不僅能了解學生的想法，也

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參與度後，國語文課堂轉變為期待和賞識學生多元觀點的「群

言堂」，課堂中以賞罰控制秩序、要求靜默的行為管理措施也明顯減少。 

3.教學方法方面 

賈老師深受學習金字塔啟發，覺察單向講述讓學習變得乏味，難怪學生在課

堂上的學習動機低落、學習態度被動，也因為自己實際嘗試分組討論，體會實作

和討論才能帶動參與、引發興趣，轉而重視同儕或師生的共同討論。 

4.教學評量方面 

賈老師以往總是擔心學生在考試中拿不到好成績，而採績效導向，將定期評

量試卷會考的內容當成教學的重點，然而在肯定著重思考和討論的教學能帶給學

生更多成長後，轉變為以促進學習發展為主，重視透過共同有感經驗落實讀寫結

合的教學，發現學生成績不降反升。 

（二）影響個案教師國語文教學信念轉變的因素 

1.對於學生學習力的重新看見 

賈老師一向以教師為知識權威者自居，認為教師沒教學生不可能會，然在發

現學生的表達能力超乎預期後，始驚覺自己小看了學生，教學中應多給予學生參

與和表現的機會。 

2.始終為學生著想的教育初心 

從事教職後一貫秉持想把孩子教好的教育初心，讓賈老師在肯定學生的學習

力後，重新以學生的角度省思自己的教學，進而能夠同理學生被動聽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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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調整自己，讓國語文課堂更有趣、也更有成效。 

3.想要成為專家教師的上進心 

賈老師因自身為師資班背景，始終認為自己的專業知能不足，因而在專業發

展的歷程中求知若渴。在發現教師的教學改變可以帶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並提升

多元能力後，個案教師變得更勇於嘗試，期許自己更精進，成為能夠幫助學生學

習的國語文專家教師。 

二、 建議 

以下對未來想從事相關研究者和想要教學精進的老師提出建議。 

(一) 對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提出建議 

信念是教師信以為真的想法，要改變並不容易。故教學信念相關研究需要較長

時間的觀察與對話，並需要專業觀點和策略運用，讓教師嘗試改變，再敏銳給予肯

定、引導體會不同教學行為帶來的學生表現差異，且要激發教育願力，始能造成改

變。  

(二) 對想要教學精進的老師提出建議 

國小教師通常是教室裡的知識權威者，因此容易對自己的教學盲點習而不察。

勇敢打開教室的門，並虛心接受回饋，透過他人的眼睛，將有機會跳脫自己的思維

窠臼看見自己真實的教學面貌，更重要的是要確實的省思現況和實踐改變的行動，

才能真正體會教學改變對學生帶來的影響差異，而內化成為自己的教學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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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了沒？ 
教學實踐成效評估之校務研究：以國立清華大學為例 

祝若穎 

林世昌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  

 

摘要 

本文透過校務研究證據為導向，本研究對象為第一屆申請教學實踐計畫的老師，共

23 位。本研究編制適合該計畫的「教學實踐量表」共有 11 堂課程施測，調查時間為 107

學年度上學期，263 份有效問卷，填卷率 77.3%。本研究主要是想了解參與這次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之學生，是否透過教學方式的改變後，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並

試圖找出影響學習表現幾個重要的變項，以期老師能運用分析成果，提升教學品質。 

 

關鍵詞：教學實踐、校務研究、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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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Teaching been Practiced? Th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f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Practice: Case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Jo-Ying Chu 

Eric S. Lin 

Center for Learning Assessment Servi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evidence-base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applied teacher 

for the teaching practice program, a total of 23 teachers. In this research, a total of 11 courses 

were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Scale" suitable for the project. The survey time was 

semester of the 2018, 263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whethe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rough changes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try to identify several important variables that affect learning performance, so 

that teachers can Use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words: Teaching practic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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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教育部有感於大學太過偏向學術價值傾斜，升等又過於強調學術研究，故於 2013

年推動教師多元升等相關要點，鼓勵大學實施教師分流並推動教師多元升等。2017 年

推出「教學實踐計畫」，鼓勵教師探討教學實踐歷程的研究，強調與教學現場、學生學

習的連結（教育部，2017）。並搭配校務研究，建置校務研究資料庫設立學生學習指標，

以利教師透過數據分析規劃課程及教學方式，掌握教學品質。目前教育部推出第一屆教

學實踐計畫清大即通過件數為 23 件，為全國第二，不僅通過件數十分可觀，亦表示該

校老師付出許多心力在教學實踐計畫上，且其成果亦值得繼續追蹤。 

本研究對象為第一屆申請教學實踐計畫的老師，共 23 位。本研究編制適合該計畫

的「教學實踐量表」共有 11 堂課程施測，調查時間為 107 學年度上學期，263 份有效問

卷，填卷率 77.3%。該問卷分為教師教學、課程內容、課程與教材滿意度、學習動機興

趣與表現同意度、整體學習經驗方面。本研究主要是想了解參與這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之學生，是否透過教學方式的改變後，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並試圖找出影

響學習表現幾個重要的變項，以期老師能透過該分析成果，進而提升教學品質。本研究

方法運用描述性統計、相關進行初步分析，其研究目的有三： 

一、今年有申請上與未申請上的教師在 97-106 年的教學意見調查中教學評鑑分數（整

體兩題）是否有所差異？ 

二、瞭解今年有通過的教師在整體參與課程中，教師教學方法、課堂內容、課程內容與

教材滿意度、學習動機、興趣與表現等的描述性統計。 

三、瞭解今年有通過的教師在整體參與課程中，學習表現與教學與課堂之相關係數，瞭

解與學習表現最有相關的重要變項。 

綜合上述，本計畫透過以證據為導向的校務研究（evidence-based institutional 

research)，我們主要是想了解參與這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學生，是否透過教學方式的

改變後，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並試圖找出影響學習表現幾個重要的變項，

以期老師能透過該分析成果，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第一屆申請教學實踐計畫的老師，共 23 位。本研究編制適合該計

畫的「教學實踐量表」共有，11 堂課程施測（7 位老師參與），調查時間為 107 學年

度上學期，263 份有效問卷，填卷率 77.3%，從下表可看出有四門課程填卷率低於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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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育學門有四門、工程四門、通識（含體育）兩門、人文藝術與設計一門。 

二、研究工具 

本問卷以本校大學生學習經驗問卷改寫，其是以 Pace and Kuh (1998) 所發展的

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CSEQ)為藍本，翻譯其問卷題項，並參考校

內、外專家意見進行改寫，並亦參考 Elliot and Church（1997）、Elliot and Murayama

（2008）。該問卷分為教師教學、課程內容、課程與教材滿意度、學習動機興趣與表

現同意度、整體學習經驗方面。因問卷題數較多，以因素分析來彙整許多有相似概念

的變項，透過數學關係的轉換，簡化成幾個特定的同質性類別，讓分析者可透過具有

代表性的構面來做為比較分析。本研究分為教師教學方法、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與教

材滿意度、學習動機、興趣與表現、整體學習經驗。且每一構面的信度 cronbach＇s  

α 都有 0.65 以上，表示內部一致性非常高，故可將各構面的題項加總平均後視為該構

面。 

參、研究結果 

一、有申請上與未申請上的教師在教學意見調查中教學評鑑分數是否有所差異 

整體而言，有申請的老師歷年來的教學評鑑分數高於沒申請者。推論有申請老師

可能對自己教學較有信心。 

二、教師教學方法 

教師教學方法上，以師生互動學習的教學方法的平均值最高，其次為使用媒體輔

助教學與在老師協助下學生完成實驗研究，這也表示本次教學實踐計畫中多數老師會

採取師生互動的教學方式，並搭配教具媒體的輔助下完成教學，這兩者在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與表現上是常用的教學方法。 

另外，從全校學習經驗問卷與參與教學實踐課程相比，全校以單向解題較高，其

他的仍是教學實踐課程較高，通常大學較常採用教師中心的教學法（如單向講述法），

但是對學生幫助程度較低；教師較少採用學生中心的教學法（如師生互動、實作），

但對於學生幫助卻較大。這也表示參與教學實踐課程的教師確實在教學方法上都比較

能有助於學生學習。 

三、課程內容 

在課堂內容上，以強調綜合統整的課程內容的平均值最高，最低為強調記憶課程，

意指本次教學實踐計畫的老師會考量用偏向培養高層次思維來設計課程，這也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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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四、課程內容與教材滿意度 

在課程內容與教材滿意度上，以課程內容切合於教育目標，並有前後連貫體系的

平均值最高。這也表示本次教學實踐計畫老師能系統性編排課程內容，目標明確，使

其讓學生更有效的學習課程。但在「教材內容難易與份量適中」與「課程內容符合我

的能力與程度」卻較低，且標準差變異高，表示有些老師的課程難易程度讓讓學生難

以跟上，這點老師可能還要再注意。 

五、修讀本課程的理由 

在修讀本課程的理由，有七成的學生認為修讀理由為「必修」，但亦有四成的學

生是因「學分要求」與「興趣」而來修讀，代表大部分學生是因為外在動機而來修課。 

六、學習動機、興趣與表現 

本報告將「學習動機、興趣與表現」依據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分為三個構面，

第一個為「學習表現較為積極」，以「雖然有時學習本課程會有挫折，但我會繼續堅

持下去」與「這堂課即使遇到我不喜歡的課程內容，上課時仍會專心聽講」的平均值

最高。這也表示學生對於自我的學習堅持力是要求很高，但如何更有效激發學生內在

學習動機則是後續所需關注的焦點。 

第二個為「追求內在習得感」，意指自我知識與學問上的追求較高，屬於自主學

習程度高的學生，以「不管別人如何競爭，我認為這堂課有學到知識才是重要的」的

平均值最高。這也表示學生參與課程中學到知識比起競爭更加重要。 

第三個為「學習表現要求平平」，以「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如期完成老師規定

的作業」的平均值最高。這也表示學生參與課程中都會按時完成老師規定作業，因此

如何在作業中去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亦是可思考的重點。 

七、整體對本課程感興趣、瞭解與學習動機程度 

在整體對本課程的觀點來看，座落於 8 的程度的比例最高，尤以學生對於該課程

的學習動機的程度的比例最高。其次在了解程度上則座落於 6 至 7 的比例最高。相較

之下，以感興趣程度的比例較低。且三者之間的相關係數也很高，因此如何讓學生上

完課程後也能維持其感興趣或學習動機程度，可能有賴於學生對課程了解程度而有所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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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習表現與教學與課堂之相關係數 

本研究發現「課堂內容與教材滿意度」與學生學習表現積極、追求內在習得感、

整體學習經驗有中高度的相關，這也表示教師若能在課程內容與教材設計上更具系統

與邏輯性編排，將可能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表現，這可能也與亞洲學生的傳統學習方式

有關，亦即以書本教材為主的學習模式。另外，「學習表現積極」也與學生學習表現

積極、追求內在習得感、整體學習經驗有中高度的相關，這也表示如何提升學生學習

表現亦是與整體學習經驗有所關連。 

表 1 學習表現與教學與課堂之相關係數  
教師

單向

講解 

師生

互動

學習 

學生

合作

教學 

媒體

網路

教學 

創作

教學 

課堂

內容

偏向

記憶

概念 

課堂

內容

偏向

高層

次思

維 

課堂

內容

與教

材滿

意度 

學習

表現

積極 

追求

內在

習得

感 

學習

表現

消極 

整

體

學

習

經

驗 

教師單向講解 1            

師生互動學習 -.065            

學生合作教學 .056 .391**           

媒體網路教學 .083 .261** .315**          

創作教學 .090 .176** .464** .171**         

課堂內容偏向

記憶概念 
.286** .056 .157* .250** .035        

課堂內容偏向

培養高層思維 
.150* .285** .440** .292** .369** .199**       

課堂內容與教

材之滿意度 
-.096 .234** .356** .266** .124 .092 .366**      

學習表現積極 -.116 .098 .270** .248** .131* .243** .206** .666**     

追求內在習得感 -.102 .106 .187** .119 .087 .028 .260** .643** .551**    

學習表現消極 -.009 .068 .245** .148* .162* .071 .330** .572** .649** .468**   

整體學習經驗 -.103 .191** .241** .165* .078 .103 .208** .709** .614** .558**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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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影響整體學習經驗的重要因素為何 

本研究從迴歸分析來看，此模型之變異量顯著性考驗的 F 值為 27.23，具顯著性。

且此模型可解釋整體學習經驗的變異量為 54%，達顯著的變項依預測力包含「課程內

容與教材之滿意度」（β=6.97）與「學習表現積極」（β=4.15）。 

表 2 影響整體學習經驗的迴歸分析 
變項 B β t 

(常數) -.48  -.65 
被動式教師單向講解 .01 .01 .17 
師生互動方式學習 .17 .06 1.21 
學生合作教學 -.03 -.01 -.23 
媒體網路教學 -.09 -.04 -.90 

創作教學 -.01 .00 -.09 
課堂內容偏向記憶概念 .00 .00 .03 

課堂內容偏向培養高層次思維 -.10 -.04 -.74 
課堂內容與教材之滿意度 1.21 .49 6.97*** 

學習表現積極 .75 .30 4.15*** 
追求內在習得感 .28 .12 1.94* 
學習表現消極 -.17 -.06 -1.01 

Adj R2 0.54 

F value 27.23*** 

肆、結語 

本文透過校務研究為導向，本研究對象為第一屆申請教學實踐計畫的老師，了解這

些老師在參與教學實踐計畫的課程是否與一般課程有所差異，包含他們的教師教學方法、

課堂內容、課程內容與教材滿意度的狀況，並試圖找出影響學習表現的重要的變項。 

一、透過校務研究檢視教學實踐的成效反思其內涵 

教學實踐研究主要是以解決教學情境中的實際問題，試圖藉之改進本身的教學、

促進學生學習的一種研究行動，教師可藉由教學實踐研究過程，進行批判性的辯證思

考與循環性的自我對話（甄曉蘭，2018）。因此若能有效的衡量出學生的學習表現就

顯得十分重要，透過校務研究的實徵評量為導向，從本研究為開端，了解參與教學實

踐的課堂中的學生，當實施新的課程方案時，進行教學實踐研究，是否真的有達到改

善教學、幫助學生學習，因此也必須特別去重視學生在課堂上所習得的能力來進一步

做改善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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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踐研究是教學研究還是教學輔助 

教育部之所以推行教學實踐是為了激勵教師探討教學實踐歷程的研究，強調與教

學現場學生學習的連結，透過課程、教材等教學方式的改變促進學生學習品質（教育

部，2017）。然而這一屆運作下來，筆者身為行政單位，常會遇到一種不同學院的老

師對該計畫有不同的定義，例如教育學院的老師比較偏向於「教學研究」；相反地，

理工學院的老師大部分會較為偏向於「教學輔助」。教學實踐研究的基礎應是奠基於

教與學之學術研究，亦即用自己專長領域的知識去探索學生學習的問題，反思自己的

教學方法，找出有效的教學策略，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符碧真，2013）。因此教學

實踐計畫的推行，絕對不僅是促使老師從單向解講至問題導向或師生互動方法，而是

讓老師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去思考什麼樣的教學方法有效（What-works），了解教學

並非只是單純的行為科學，更可能是複雜的實踐藝術。 

三、後續研究 

本研究僅以第一年有申請的老師作為研究對象，並依據教學意見調查之數據資料、

教學實踐問卷之分析結果來進行初步統計分析，未來亦可全面方式來檢視(holistic 

approach)，用質性方法分析參與計畫老師的教學大綱，並同時進行深入訪談，以了解

透過這些課程，如何落實教學實務上。 

本研究的價值為一方面分析這次實施狀況，以便於下次若有機會可繼續施測做為

一個對照與累積；另一方面，分析結果不僅可提供目前參與老師計畫執行之用，未來

也可提供學校目前推動教學社群之設計、執行與評鑑等決策論證之用，以做為校務研

究的實務推展上很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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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教學應用於五專文言文教學之研究—以「琵琶行并序」為例 
林佩儒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摘要 

傳統文言文教學以「講述教學法」為主，由教師講授及學生抄錄構成整個教學活動，

需橫跨二至三週才能完成一課教學，學生被動學習，所學又流於零碎片段，成效普遍不

佳。本研究以白居易＜琵琶行并序＞進行聆聽教學設計，製作「前導組體」有聲教材，

配合撰寫摘要、kahoot 測驗及尋找文言文句子等教學活動，希望提升學生文言文學習成

效。在國文成績前測無顯著差異情況下，實驗組與對照組後測所得分數，經獨立樣本 t

檢定得出＜琵琶行并序＞成績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顯示實施聆聽教學設計可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進一步分析各組高、中、低分群學生成績發現：此教學設計對中分群學

生的學習能產生顯著影響。而根據回饋問卷調查，學生普遍認為這種教學方式活潑有趣，

且能協助他們更理解課文，本研究顯示聆聽教學設計確實可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及成

效，若能持續推廣應用，應能對五專文言文的教學成效有所助益。 
 

關鍵詞：聆聽教學、五專國文教學、翻轉教學、文言文教學、前導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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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Listening Approach in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in a Junior 
College: A Case Study of Bai Juyi's "Ode to a Lady's Pipa Play with an 

Introduction" 

Pei-Ju Lin 

Mackay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applies Listening Approach in 

the teaching of Bai Juyi's "Ode to a Lady's Pipa Play with an Introduction” with teaching 

activities, such as creating “Advanced Organizers” of audio teaching materials, summary 

writing, Kahoot online tests, and searching for Classical Chinese sentences. A pre-test was 

conducted in the two classes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post-test result shows 

that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scores of high-performance, medium-performance and low-performance 

students also indicates that this teaching design ca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medium-

performance students.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s also show that the student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is approach can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in a 

more lively and interesting wa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Listening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willingness and effectiveness in learning. If the approach can be broadly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it should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t junior-college level. 
 

Keywords: Listening approach, Chinese teaching at junior-college level, Flip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Advance organiz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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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國文是五專教育中的基礎科目，從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綱要到 108 年技術型高中國

語文課程綱要，國文選文中文言文篇章都佔有不容小覷的比例。針對文言文教學，以

筆者在任教學校觀察，國文教師大多仍維持傳統「講述教學法」——由教師負責講授

課文，學生則聽講抄錄翻譯來完成國文課的教學活動。文言文講解抄錄費時，本校每

週僅兩小時的國文課，一篇文言文通常需耗費二至三週才能完成講授。完整課文切割

成數段分次學習，學生對課文理解易流於零碎片段，對全文也不易有整體性的掌握，

加以由教師主導緩慢探索字句文意，學生對課文的理解是被動的「被建構」，在對課

文內容沒有全景式認知前提下，學生較難有自己的主動性思考，去發覺哪些部分再補

強。在學生對文言文普遍存有畏懼排斥的主觀心態下，這種傳統被動聽講的學習模式，

讓學生既缺乏學習動機，所學又流於零碎，學習成效普遍不佳。 

美國心理學家奧斯貝(D.P.Ausubel)在其意義學習理論(Meaningful-learning theory)

中提出「前導組體」(advance organizer)概念，指出在教學前提出抽象而概括性的介紹，

讓學習者在認知結構中形成一個相關的概念架構，以便容納新的學習內容(張新仁，

1993)。6而根據梅伊爾(Mayer)研究指出：具體的前導組體比抽象的更為有效；紐曼

(S.B.Neuman)等人則用「情節預習技巧」(previewing technique)作為前導組體，研究兒

童對電視故事的理解情形，結果也顯示預習故事情節對故事的理解有顯著幫助。這些

研究證實前導組體對教學的重要性，它是學習新教材之前的重要線索提示，透過呈現

適當訊息，幫助學習者建立內在知識結構與外在訊息的聯結，對新教材的理解有很大

幫助(陳英娥、鄭芬蘭，2012)。 

「前導組體」呈現方式彈性，可以是文字或影音形式，然而透過視覺傳達的引導

式教材，文字可前後反覆觀看，影片也有影像和聲音雙重輔助，學生不需高度集中精

神就可輕鬆接收訊息，而這種訊息的高穩定度反而鬆懈了學生的學習緊張度，精神愈

鬆懈，學習效果愈不佳。而相較於視覺教材，有聲教材僅靠「聽覺」做為唯一接受與

理解訊息的媒介，聲音稍縱即逝，必須提高專注度才不會遺漏訊息，這種對有意義的

聲音內容集中注意力以進行理解的聆聽專注力和理解力，也是學生在語文學習過程中

                                                      
6 「前導組體」(advance organizer)是在教學前所提出的一個「比學習材料本身具有較高抽象性、一般性、

及涵蓋性的引介材料」，目的是為了在學習者認知結構中，引出或形成一個相關的概念架構，以便納入新

的學習。「前導組體」必須要能涵蓋所要教的內容，要能指出各個概念問的關係或架構。它可以是一句陳

述，一個問題，一段示範或是一段影片，呈現方式頗具彈性，至於長度可能是一個句子，也可以是一整

課（張新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296 
 

需要培養的重要能力—聆聽能力，若能加以練習強化，應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馬行

誼，2011)。 

所以，針對前述五專文言文教學成效不佳的困境，本研究案根據前導組體的概

念，製作白居易〈琵琶行并序〉前導組體，並以需提高專注力的聆聽方式設計教學

活動，將前導組體錄製成有聲教材，搭配作業單的施作進行「聆聽教學」，讓學生透

過聆聽前導組體，形成對全課內容的全景式概略理解，在腦中先預準備好一個架

構，或準備好既有的先備知識，安放及組織即將學習到的文言文內容，以對〈琵琶

行并序〉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形成一種更有效的學習。 

二、研究目的 

針對五專文言文教學成效不彰的困境，筆者根據奧斯貝的「前組導體」理論，配

合聽覺學習的特性，提出改進教學成效的策略—編製文言文課程「前導組體」有聲教

材，並設計聆聽教學活動，希望提升學生文言文學習效果。本研究以白居易〈琵琶行

并序〉為例，探究實施「前導組體」有聲教材來教授文言文課程的成效。若能證實此

教材及聆聽教學活動能提升學生對〈琵琶行并序〉的理解，有效達成知識學習的內化

作用，化解學生對文言文篇章的排斥心態，本教學設計就提供了文言文教學一個具有

參考價值的新方向，所以本研究目的在於： 

(一)探討學生以聆聽教學法學習〈琵琶行并序〉的學習成效。 

(二)探討學生接受聆聽教學設計的學習心得或反應。 

貮、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受限於現有編班體制無法任意調動班級成員，配合實際情境的限制，本研究採取

準實驗研究法，以視光學科五專二年級兩個班為研究對象，學生入學編班為未依成績

分類的混合編班，其中一班為實驗組 44 人，另一班為對照組 49 人，前者接受「聆聽

教學法」，後者則接受「講述教學法」，而為進一步研究「聆聽教學法」的成效，本研

究也將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依最近一次期末考成績分為高分群(前 27%)、中分群(中

46%)及低分群(後 27%)三群，實驗組高、中、低分群人數分別為 12 人、20 人及 12

人，對照組則為 13 人、23 人及 13 人，並比較兩組各群在接受不同教學法後的學習

成效差異。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探討「聆聽教學法」與「講述教學法」對學生在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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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就之影響，在量化資料分析方面，以 SPSS 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包括： 

(一)起點行為分析 

將實驗組及對照組學生二年級上學期期末考成績作獨立樣本 t 檢定，檢視兩組

起點行為是否相同。 

(二)學習成就測驗分析 

檢驗實驗組學生在接受「聆聽教學法」以及對照組學生接受「講述教學法」後，

共同施作學習成就測驗的得分表現變化，同時也分析高、中、低分群學生在接受不

同教學法後，在國文學習成就測驗的得分表現是否有所差異。 

在質性資料部分，則綜整觀察實驗組學生於教學回饋單上的意見回饋，搭配量

化資料分析結果，如實呈現學生對此教學方式之成效及回應。 

三、評量方法 

配合聆聽教學活動，本案設計「聆聽理解力作業單」，包含：單元一、聆聽〈琵

琶行并序〉前導組體有聲教材並摘錄訊息；單元二、kahoot 線上即時測驗；單元三、

摘要寫作；單元四、找原文句子問答題；單元五、課外延伸(〈秋聲賦〉、〈赤壁賦〉、

〈明湖居聽書〉描寫聲音經典段落)；單元六、學以致用：聆聽名曲描寫聲音(音樂曲

目：莫札特《魔笛》〈我心沸騰怒火〉以及朱宗慶樂團〈打擊樂之歌〉)。 

在完成教學活動後，實驗班及對照班共同施作「學習成就測驗」以驗收成效，共

40 題單選題，內容涵蓋國學知識、字詞解釋及文意測驗。另外，也實施回饋問卷，透

過學生意見回饋了解學生對聆聽教學的反應和看法，以做為未來修正參考依據。 

參、教學模式 

本研究選擇五專二年級國文課程〈琵琶行并序〉為教學文本，以聆聽教學為核心，

搭配數種不同教學活動，讓學習過程有變化和趣味，也具挑戰性，以維持學生高昂學習

動機，並增進其信心（周新富，2014）。課程實施前先將白居易寫作背景及〈琵琶行并

序〉全課白話大意等撰成前導組體，並請專業配音員錄製成有聲教材，教學實施步驟如下： 

一、「聆聽教材」：播放前導組體有聲教材，學生依作業單內容記錄關鍵訊息。7 

二、「摘要寫作」：整合所記錄之訊息撰寫〈琵琶行并序〉摘要，簡述全文大意。 

三、「kahoot 線上即時測驗」：針對有聲教材內容設計 kahoot 題目，學生使用手機登

                                                      
7 做筆記策略能使學生專心聆聽，掌握訊息主旨，並且由被動的接收訊息進步到主動的回應，提升聆聽

能力(胡琪敏，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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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平台搶答，立即檢驗學生對前導組體的理解度，並即時修正觀念。  

四、「尋找文言文」：設計尋找原文句子題目，學生在掌握全課文意基礎上，運用個人

文言文基礎能力，配合生字詞解釋，主動理解原文句意找到正確句子。  

五、「檢討及補充講授」：學生完成作業單所有寫作任務，老師帶領學生共同檢討，並

講解一次全文，補充必要細節，以確認學生對文言文理解無遺漏或誤差。  

六、「學習成就測驗」：最後實施評量測驗，面向包括國學常識、語詞及文意測驗。  

對照組則採「講述教學法」，由教師講解白居易作者生平題解、生字詞解釋、課

文翻譯及研析，學生聽講劃重點及抄寫翻譯，課程最後與實驗組一同進行學習成就測

驗。 

肆、學生學習成效 

〈琵琶行并序〉為本校五專二年級第二學期國文課第一課，故本研究以兩班最近一

次國文科期末考分數為前測，檢驗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起點行為。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兩

班國文期末考成績分別為：實驗組 44 人平均分數 65.9 分；對照組 49 人平均分數 66.2

分。進行獨立ｔ樣本檢定，p 值為 0.927，在 5%顯著水準下，實驗組與對照組國文成績

並沒有顯著差異，顯示兩班學生國文學科知識能力相當。 

接著，實驗組接受「聆聽教學法」、對照組接受「講述教學法」完成〈琵琶行并序〉

課程學習，兩組施作同一份學習成就測驗卷，針對〈琵琶行并序〉的國學知識、字詞解

釋及文意進行評量，共計 40 題單選題，施測時間為 30 分鐘。實驗組全程參與聆聽教學

活動並完成測驗者為 44 人，對照組接受傳統講述教學後完成測驗者為 49 人。以施測所

得分數當作後測，實驗組平均分數為 69.2 分，對照組平均分數為 62.9 分。經獨立樣本

t 檢定，p 值為 0.003，實驗組與對照班琵琶行成績有顯著差異，實驗組＜琵琶行并序＞

學習測驗成績顯著高於對照組。 

進一步檢驗兩組各能力分群的前後測成績，在前測成績部分，經獨立樣本 t 檢定，

高分群測得 p 值為 0.388，中分群 p 值為 0.810，低分群 p 值為 0.984，顯示實驗組與對

照組的高、中、低分群成績並無顯著差異。而後測部分經獨立樣本 t 檢定，高分群測得

p 值為 0.099，中分群 p 值為 0.018，低分群 p 值為 0.143，高分群及低分群成績無顯著

差異，而中分群成績則有顯著差異，可知：以目前所設計之聆聽教學法，對高分群及低

分群學生的學習尚未能產生顯著影響，而對中分群的學生則能明顯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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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饋與反思 

實驗組學生在完成整個聆聽教學活動後施作回饋問卷，回收有效份數為 40 份，依

據填答結果分析顯示：有 82.5%的學生認為聆聽教學設計能幫助他們更理解全課，特別

是在文意的部分。而在所有的教學單元中，學生認為對學習最有幫助的是「單元四」：

主動去理解文言文句子來回答問題的「尋找文言文」單元。針對這單元中，有 55%學生

可以透過聆聽有聲教材，配合查閱課本解釋，自行理解文言文的句意，45%學生對於自

行解讀文言文則感到有點困難，還是需要他人的協助。此單元是本次教案的重要設計之

一，有別於「講述教學法」是從透過翻譯文言文逐步入白話文意的學習過程，這種讓學

生以有聲教材中的白話文意為線索回頭辨識文言文的教學設計，是帶著答案(白話文意)

找答案(文言文句子)，它可化解學生對文言文的畏懼感，在強化學生對文意掌握度時，

也同步提升學習自信心。回饋問卷中重點題目回饋情況統計，如圖 1。 

 

 

 

 

 

 

 

 

 

 

圖 1〈琵琶行并序〉回饋問卷統計圖 

另外，在讓學生提供綜合性心得或建議的開放性問題回饋上，對照上圖有 5%的學

生表示還是希望用傳統講述教學法上課，這兩位學生不約而同指出主要障礙在聆聽時容

易分心而影響學習效果，至於另外 95%的學生則認為其他文言文課程可再實施聆聽教

學法，學生大多表示這次的學習過程較以往活潑，不用死抄翻譯，是用更需動腦但卻輕

鬆有趣的方式在短時間內迅速理解課文，回饋意見摘錄，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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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琵琶行并序「聆聽教學」回饋問卷意見摘錄表 
問題：你覺得這樣的上課方式如何？對這課的掌握有比以前其他課更多嗎？你覺得跟傳統上

課方式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喜歡或不喜歡都好，請告訴老師你的想法。 

1 很有趣，需要思考，有掌握比較多，差別我認為大概是更好理解，很深刻的記住，雖然

因為要思考才寫所以有時覺得有點麻煩，因為時間關係，有時想表達的感覺寫不完。 

2 上課的方式比以往更多了互動，以前總覺得要寫很多解釋才能理解課文內容，但換成聆

聽教學就如同聽故事般，希望之後能多嚐試用這種上課方式。 

3 我覺得比傳統方式好很多，這直接印證在我考卷的分數上。我以前考認很少在及格的，

這次有 77.5 而且是輕鬆拿到分，之前的不及格甚至是苦讀過的成績。 

4 我非常喜歡這種教學，傳統上課方式抄翻譯都寫到很累，聆聽教學自己去思考翻譯，更

容易記住，也比傳統方式更容易理解課文內容。 

5 與傳統的教學方法相比，能對課文更有印象，考試時看過就知道答案，掌握重點的速度

較快，也會更認真去了解內容。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以視光學科五專二年級兩個班為研究對象，其中一班為實

驗組接受「聆聽教學法」，一班為對照組接受「講述教學法」，並分析整體及高、中、低

分群學習成效。教學文本則選擇長篇詩文——白居易〈琵琶行并序〉，製作該課前導組

體有聲教材，引導學生使用聽覺提高注意力，並搭配聆聽、記錄、寫作及思考等多樣教

學活動，希望提升文言文學習成效。透過前後測成績檢定分析及回饋可得到以下結論： 

一、聆聽教學設計對提升〈琵琶行并序〉學習成效有顯著效果 

實驗組與對照組以最近一次國文期末考成績為前測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p 值為

0.927，兩組國文成績無顯著差異。而在實驗組採用「聆聽教學法」教授白居易〈琵琶

行并序〉一課，對照組採用「講述教學法」上課，以該課學習成就測驗做為後測，經

獨立樣本 t 檢定 p 值為 0.003，實驗組後測成績上顯著優於對照組，可知「聆聽教學

法」設計能提升該課的學習成效。 

二、聆聽教學設計對效提升中分群學生學習有顯著效果 

分析兩組各能力分群發現：實驗組及對照組的高、中、低分群在前測部分經獨立

樣本檢定結果，成績均未有顯著差異，而後測成績經檢定，兩組高分群及低分群 p 值

為 0.099 及 0.143，未達顯著差異；中分群 p 值為 0.018，達統計上顯著水準，顯示聆

聽教學設計對於高分群及低分群學生的文言文學習成效並沒有明顯幫助，但對中分群

學生卻能明顯提升其學習成效。這種情形或也與高分群學生有較強自我學習能力、受

不同教學法影響較少，而低分群學生容易放棄學習的普遍情況有所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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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肯定聆聽教學設計實施成效 

根據回饋問卷統計，有超過 80%的學生認為聆聽教學可以幫助他們更理解課文，

也有 95%的學生願意在其他文言文課程也接受聆聽教學，學生普遍高度肯定這種模

式讓學習饒富趣味，雖然需要主動思考學習，但對課文的理解度更好，掌握度更高。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兩點建議做為文言文課程創新教學之參考： 

(一) 實施能力混合分組，刺激高分群與低分群學生學習意願 

針對本次高分群及低分群學習成效未有顯著提升情形，未來再度實施時，可嚐

試以分組合作方式來完成作業單撰寫，各組平均配置高、中、低分群學生，能力混

合編組，透過分組討論，讓高分者肩負教導同儕任務，賦予使命感來刺激學習，同

時也可讓低分者有來自同儕的即時協助，可以跟上學習進度不使落後而心生放棄念

頭。 

(二) 擴大應用聆聽教學法在其他文言文課程教學 

聆聽教學法與傳統抄寫的上課模式最大的不同在於：有了前導組體的引導，學

生不是被動式的被建構一個未知的圖像，而是能在極短時間內獲得一個全景式的輪

廓，並逐漸將之清晰與細緻化，就像相片顯影的過程，是整體的呈現，學習變成一

個主動驗證的動作或思考的過程，去驗證在學習之初所粗知的作品。而從學生學習

成效及回饋意見來看，這種結合聆聽、摘要、思考等多樣活動的聆聽教學設計可進

一步擴大應用在其他文言文課程，特別是無法一次上完的中長篇課文，應可對現存

片段式、被動式學習造成學習意願及效果不佳的困境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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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計教育課程與方法之研究－以日本福岡國際工作坊為例 
郭維倫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摘要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自 2012 年起與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建築學系，每年暑假期間

舉行永續環境設計工作坊，透過國際工作坊的課程，本研究試圖將教學經驗與方法活用

至環境設計教育。本次的研究調查焦點針對參加國際工作坊的學生做深入的訪談，內容

著重於教學的「現場」，在環境設計教育在教學互動的方法下，歸納整理出設計教育的

內容與方法。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一、探討跨國籍於異文化背景、跨領域之設計教育現

場，學生之學習狀況；二、歸納整理支持國際工作坊教學「現場」的關鍵點。本研究透

過日本文化人類學者川喜田二郎獨創『KJ 法』，將訪談的學生意見做歸納及分析，訪談

對象為 2012 年至 2018 年，中國文化大學參加設計工作坊的學生，訪談期間為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有效訪談計有 17 人。分析內容得知有「學習環境」、「課程」、「溝

通」、「創意邏輯」四大關鍵詞。在此關鍵詞可以發現：學習環境受脫離既有的場域而得

到情緒滿足;在課程上主要受到時間的壓縮使得注意力集中，偏好以模型來呈現空間，

英文的重要性也被重視，其中國外課程較重視未來，而台灣的課程較重視過去的軌跡，

在歸納後，可以發現，異環境、多文化學習的課程環境與設計課學習成效有密切的關係，

也是影響學習滿意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環境設計教育、國際工作坊、設計課、KJ 法、永續環境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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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iculum and method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workshop in Fukuoka, Japan 

Wei-Lun Kuo 

The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2012, the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Chinese 

Cultural University and the Department Architecture of Kyushu University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Design Camp during the annual summer vacation period.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i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this study tries to wisely us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methods in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edu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an in-

depth interview with stude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with a focus on the "scene" of 

teaching. Under the method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nd then sort out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design education. The main research purposes are,1)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situation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e cross-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ross-domain design educational scene, 2)To sort out the key point of the "scene" that supports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workshops. This study will use KJ method made by Japanese 

anthropologist Jiro Kawakita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opinion of respondents. 

Respondents are student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design workshop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University from 2012 to 2018, and interview time is from September 2018 to April 2019, there 

were a total of 17 persons who had an effective data to the interview.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are "Learning environment", "Curriculum", "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Mind" 

four key words. It can be found from these key words: The environment is satisfied by being 

isolated from the existing field.: In the course, the compression of time makes students become 

concentrated, also makes they prefers to present space by the model, and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is also taken seriously. Among them, foreign cours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uture, 

while Taiwan's cours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ast. After induction, we can find that the 

curriculum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multicultural learning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design curriculum, and it is also a key factor affecting learning 

satisfac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desig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Design studio, KJ 

method, Sustainable design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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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自 2012 年起與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建築學系連續七年合作舉

行永續環境設計工作坊(Sustainable Design Camp)，除此之外，也獲得九州台日交流協會

的支援，提供活動參與同學在活動期間生活上的協助，使得每次的活動都能順利進行。

在過去七年裡，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推動師生的國際合作活動，不僅讓本系學生能實

際的參與國際交流，並且提昇了學生的國際視野，也做了最直接的國民外交，提供參與

師生良好的異國文化體驗。在專業領域上，跨國合作的規劃與設計的構思已經是近年來

全球競爭力的基礎，透過學校間工作坊的教育方法，更可以讓學生開拓視野提高理論與

實踐的力量(Kuo, Kuo, Chen, & Lee, 2012)。從 2015 年起，除了中國文化大學與日本九

州大學，另外美國 Texas A&M 也成為福岡永續環境設計工作坊的固定成員，在至少三

校的基礎上加上九州大學留學生一同加入，每次工作坊參與的學生及教師的國籍計約七

至九國，成員背景豐富頗具國際化之水準。站在國際工作坊的參與的契機，本研究試圖

將國際工作坊的教學經驗與教學方法活用至國內的環境設計教育，特別在跨領域、跨學

門的教學上，達成美學教育真正落實於教學之中。 

貳、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在學期設計課與工作坊的發展下，環境設計的專業知識不斷的膨脹與擴大，

學習環境設計除了需要不斷培養相關知識的整合與運用能力之外，更需要巨觀思考及精

微分析的能力。在跨國教學、跨領域教學的課程及方法，針對設計科系的學生來做教學

內容的分析與整理，特別在於教學的「現場」（郭維倫、蕭暐婷，2017；郭維倫、蕭暐

婷 2018），透過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學生參與日本九州大學之『永續環境設計工作坊』

的教學現場對學生做深入的訪談，特別是設計教育在教學互動的方法下，歸納整理出影

響環境設計工作坊的內容，並找尋其有效的方法；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二點： 

一、探討跨國籍於異文化背景、跨領域之設計教育現場，學生之學習狀況 

二、歸納整理支持國際工作坊教學的「現場」的關鍵點 

透過上述之研究成果，將訪談之成果活用於未來校內課程中，如環境設計教育的課

程中導入跨領域的教學內容，從不同專業的磨合與作品產出，重現工作坊的教學「現場」，

活用於設計課程上。 

參、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以授課時數一周合計約 36 小時來做計算，以集中型

的課程，透過分組評圖，建築、景觀、都市計畫不同專業的混合分組，不同國籍混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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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其特色為授課時間集中、課程內容集中及實做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對於環境的想像

能透過練習的方式將其想法執行出來。透過課堂教學，在環境創造過程中應注意哪些元

素、批判那些觀點、回饋那些意見，達成設計與使用之概念吻合的大目標。 

一、課程時程的設定 

以授課時數 36 小時來做計算，國際工作坊為集中型的課程，集中於一周內完成，

以 2017 年 8 月的授課內容為例，在工作坊授課期間，總授課時數約為 36 小時，授課

學生們在不同國籍的分組、不同專業的混合分組，但皆為空間設計其專業為景觀設計、

建築設計、都市計畫等科系，在專業領域類似的前提下作分組教學，教學內容如下： 

Day1 環境設計案例、welcome party(授課時數：3 小時、課堂聽講) 

Day2 課題說明、分組及基地勘查(授課時數：6 小時、小組互動) 

Day3 基地勘查(小組互動)、CASSBEE(課堂聽講) (授課時數：6 小時) 

Day4 小組作業、分組走評(授課時數：6 小時、小組互動) 

Day5 小組作業、期中報告(授課時數：6 小時、小組互動) 

Day6 小組作業、分組走評(授課時數：6 小時、小組互動) 

Day7 期末發表、farewell party(授課時數：3 小時、課堂聽講) 

二、訪談調查方法－KJ 法 

本研究由於參加的學生與樣本數限制較多，不超過 30 人之限制下，為達到較有

效的、直接的、深入的結果，利用質性的訪談方法，由日本文化人類學者川喜田二郎

獨創『KJ 法』，將訪談的學生意見做歸納及分析，然後進行整體性的問卷訪談。『KJ

法』是日本文化人類學者-川喜田二郎，在喜馬拉雅山做探險時，歷經多年野外調查經

驗，由實踐中所衍生出來的方法，又可被稱為「現場的科學」，其命名方式為將川喜

田二郎的姓名 Kawakita Jirou 的字首兩個字母取之命名，稱其創造的方法為 KJ 法。

在一系列的著作中以 1976 年的《發想法》、1970 年的《發想法（續）》、1986 年的《發

想法》最具其代表性，KJ 法可將研究調查結果藉由架構式的組織做出歸納及結論。

此方法在抽象又複雜的主題中，具有強大的整合力，可完整的整理看似發散又無法歸

納的許多事實與內容。和其他科學不同之處在於，在 KJ 法創造前，以往的科學雖也

具有相當完整的分類能力，但是在「整合」上相對是較為薄弱的，KJ 法的出現將整

合的科學帶向另一個新的方向，從而挖掘出「創造性的技巧」。 

KJ 法的實行程序，KJ 法的具體作法和實行程序共有以下幾個階段，包含：卡片

製作(Card making)、分組與命名(Grouping and naming)、圖解化(Chart making)、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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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Explanation)，各階段的名稱會依據不同翻譯版本有些許出入，但是並不影響辨識

KJ 法的各階段。 以下就各階段操作步驟說明： 

(一)卡片製作(Card making) 

卡片製作，又稱作「紙片法」，這是操作 KJ 法的第一個步驟。其要點在於將收

集到的資訊，其所提及的事實或陳述文句做關鍵字提取，將「具有可獨立、最低限

意思」的字句為單元，寫在卡片上，而每張卡片只寫一件事實或字句。在訪談結束

後的「事後整理」，每位受訪者的受訪內容都打成逐字稿件，並在稿件上方使用編

號替代。 

KJ 法的第一個步驟「卡片製作」將依照稿件內容，挑出和本次研究有相關的

事實或陳述文句，每一件事實或是具有可獨立、最低限意思的字句做為一個單元，

寫在字卡上，作為卡片。而在關鍵字挑選的相關事實或是陳述文句時，依據研究者

所認為所有有影響的因素都會在第一階段挑出，並製作成卡片，在此階段，關鍵字

有可能是一個單字、句子、或是一個事實，而裡面又包含了不同的詞性，如：動詞、

名詞、形容詞等，在製作卡片的階段會產生為數龐大的字卡，這些字卡將會依序攤

開至平面上，待第二階段「編組與命名」時找出其相關性。在本次研究中，每位受

訪者的字卡將依照受訪者單獨作為一個單位，在製作字卡的階段並不會將所有受訪

者的字卡全部混散，而是各自獨立分開的。 

 

 

 

 

 

 

圖 1 KJ 法-卡片製作示意圖 

 

 

 

 

圖 2 KJ 法-編組與命名示意圖 

(二)分組與命名(Grouping and naming) 

結束了卡片製作後，下一步將進入編組與命名。顧名思義，在此階段就是將製

作好的卡片編組，並將各組重新命名。將所有的卡片一目了然的攤開在同一個平面

上，排列方式不拘，要能清楚的閱讀每一張卡片，攤開後，抽出內容相似的卡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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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推疊在一起，並重新命名，並反覆此動作，直到將所有卡片都編組與分類，並

進行至更精準的分組與命名。  

當字卡依序至做完後，在攤開的平面上開始將內容類似、或是有相關性的字卡

歸成一類，加以分組，並分別依照每組的特性或是內容命名。完成後在重複進行更

高階的分組、命名過程，一直到不能在分類為止。在本次研究，分組的過程中遇到

了些許問題，其為有些關鍵字既同時與 A、B 兩個組別個自有關係，這時就會遇到

是該把此組關鍵字歸類在 A 組或是 B 組中就是個難題，此時本研究的解決方法為，

將層級做劃分，看分類是較接近哪一個層級，則會將此關鍵字歸類為此組，而層級

將會依照分類的階段做判斷。 

(三)圖解化(Chart making) 

圖解化意指把已編組完成的卡片分類弄成能一目瞭然的圖形。當所有卡片都分

組與命名完成後，將各組的命名標籤取出，在空間上攤開，並將各群組編排，一組

組成一個大圈，並將有關係者用相互連接起來，關係者之間的線可用不同顏色、粗

細各自表達不同的意思，這點可依據不同操作者靈活運用研究目標與目的，最後再

加上各自大圈的標題，並說明其關係。每個關鍵字進行完分組與命名後，在每組的

最上方會有該組的最高層級的分類，將個組分類的名稱挑出，並在平面上從新攤開，

將上該組的其他字卡圍繞者此組的名稱排開，並用圍繞成一組，將越有相關的字卡

排列相近，並也畫上關係圈，加上標題。當所有的分組都完成該動作後，會得到好

幾個大圈圈，而大圈裡面有小圈。接下來在拿出筆，將此一平面上，有關係的字卡

用線連接在一起，依照連線的呈現，將可以發現每個圈圈各自的關係。 

本次研究關係的因子個自有不同，因此在做圈與圈之間的關係連線時，例如使

用「學習環境」的主題作為指標，連線出不同的關係線。假設依照「學習環境」之

關鍵詞分組分類，依照涉入的事物不同，如本研究中分析出其中有「國家、外面、

學校」依照其分類之關鍵詞連線，在將出現的關鍵詞相互關係歸納。 
 

 
 
 
 
 

 

圖 3 KJ 法 圖解化示意圖 

 

圖 4 KJ 法敘事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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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敘事化(Explanation) 

在經過圖解化過後，釐清了新的句組之間的關係與命名，歸納出結論，將所瞭

解到的事情再次作為文字書成文章或是口頭發表出來，這就是一個完整 KJ 法的步

驟過程。經過圖解化的過程後，我們可以從圖面上看出各個事物的關係和結果，這

時就可以將所得到的結果和了解的事實轉述成文字表達出來，也是就敘述在這樣的

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什麼樣新的事實和關係，此一步驟就是解釋上述每個組圈分別

的關係和關鍵字的關聯是什麼，做出說明並歸納出結論。 

本研究將採用 KJ 法來整理研究者訪談的內容與述敘，挑出訪談者的受訪關鍵

字，經過上述方式以編組與命名、圖解化再到敘事化的過程歸納出結論。KJ 法的

特性為可以在一堆看似毫無關係的且混亂無組織的內如中，整理出一定的關係，藉

由一次又一次的進階分類過程中，在大量的資料中推敲出不易察覺的關係。這樣的

方法非常適合本次研究，在探究社會事實的相關議題中，能完整的抓住看起來無法

歸納的許多事實內涵，藉由架構式的組織與統合，抓掘出新的意義。 

肆、研究分析 

透過上述之工作坊設計課程設計與研究方法建立後，在訪談紀錄後，主要分為四大

類關鍵詞，在各個關鍵詞內之內容，分述如下。 

一、學習環境 

在學習環境上，學生由於跨國上課，加上不同國籍混成編組，在課程的設定上，

在多文化背景刺激下，學生特別的感受到不同於國內的上課方式，在歸納的關鍵詞中，

集中在「國家」的差異，「外面」關鍵詞，其意思為校外，且對應於「學校」一詞，

可以顯示出設計科系在教育過程中，主觀性的意識特別強烈。 

二、課程 

在課程上，工作坊以集中授課的方式，一般的設計課程以每周分散的方式，學生

在學習過程對「時間」的主動與被動感受特別強烈，並且對「分析」的比重也是重點

之一，國內課程對於基地分析的比重較多，並且透過「模型」的實作也比國內多一些。 

三、溝通 

在溝通的項目中，學生開始會發現「英文」的重要性，與「溝通」傳達是否傳達

其意，及產生「障礙」的狀況，部分的學生會透過上述之「模型」或手繪方式來達成，

有趣的是大多數學生透過軟體、手機、甚至次文化的方式來達成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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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意邏輯 

創意邏輯的內容中，學生的反應為國外課程較重視「未來」的想像，重視「想法」

的產出，但國內課程則注重現況的分析與過去的發展的軌跡。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完成永續環境設計工作坊課程訪談後，發現在異文化、集中課程、議題明

確的狀態下，學生的學習狀態與滿意程度為較正面的回饋，但一般學期課程是否能保持

這樣的狀態此部分本研究抱持著保守的態度，或許還有更多穿梭設計課程之中的關係本

研究並未完全挖掘。學習環境受因脫離既有的場域而得到情緒滿足程度影響，在課程上

主要受到時間的壓縮而使得注意力得以集中，學生在實作上能有立即的學習成效，其中

最令學生重視的國外課程較重視未來論述，而台灣的設計課較重過去發展軌跡的分析。

設計科系在本科的訓練上，除了本科的基礎訓練之外，建議未來可透過跨領域的教學方

式導入更多的設計討論與發想產出，在國內用跨領域的方式讓學生討論，在環境創造過

程中應注意哪些元素、批判那些觀點、回饋那些意見，達成設計與使用之概念吻合的大

目標，了解並促進人與環境之間良性的互動過程，活用於環境設計之中。在課程內容調

整上已不是僅針對設計學院的學生來教學，透過理論立即實踐的方式，讓不同領域的學

生能將其想像實現於眼前的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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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學習理論在國小師資培育課程教學應用的個案研究 
-以輔導原理與實務為例 

謝曜任 1 

吳毓瑩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1 

陳志賢 2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2 

 

摘要 
在國小師資培育的課程中，輔導原理與實務是培育師資生學校輔導工作能力的重要

學科，讓未來的國小教師在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中，學會輔導實務工作能力就非常重要。

本研究嘗試由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輔導原理與實務的課程研究，在課程設計中，應用體

驗學習的理論，增進學生對自我的覺察、對學校輔導實務機制瞭解與提升輔導技巧。本

研究以師培課程，「輔導原理與實務」一個班師培學生為研究對象，課程設計包含:輔導

理論、輔導技巧與輔導實務，課程作業包含自我覺察、國小輔導室參觀訪問與模擬國小

個案演練，透過體驗學習法培養學生同理心，並且藉由個案模擬演練培養學生輔導技巧

與輔導能力。本研究藉由分析學生的作業與回饋，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研究結果發

現，體驗學習法對學生的自我覺察能力有所提升，對於輔導概念與機制、輔導技巧與實

務個案都有很好的學習，部分學生在修完這門課的學生也有許多的自我成長與人際關係

都有改變。本研究也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關鍵詞：體驗學習法、輔導原理與實務、學校輔導工作、個案研究、自我覺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312 
 

A Case Study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on Teacher Cultivation Course: 
An Example of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Iou-Zen Hsieh1 

Yuh-Yin Wu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1 

Chih-Hsien Chen2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2 

 

Abstract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is an important course at the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this subject imparts knowledge to students how to possess counseling ability. Many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numer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lace they work and be cultivated. In 

addi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usually lack of empathy ability, counseling ability, and practice 

work ability. As a result,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the empathy of students by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he course of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Furthermore, by 

mean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counseling ability of practice work can be cultivated. By 

analyzing students’ homework and feedback, we can evaluate their learning effect.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great effects on students’ learning of counseling concepts and mechanism and 

counseling skills. Some of the students also have changed themselves of self-develop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after finishing this class. We also 

provide some advice and discussion for experiential learning. 

 

Keywords:Experiential learning,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School counseling, 

Case study, Self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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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由於社會的變遷，導致學生問題變嚴重，學生輔導需求越來越受重視(教育部，2013)，

國小學校輔導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做到早期發現早期預防的效果。然而，實務現場的老

師經常因為個案學生的輔導或者親師衝突而壓力倍增，教師輔導知能跟自我效能呈現正

相關(楊華倫，2015)，因此在教育學程階段，培養未來的教師具備輔導能力素養就顯得

非常重要。然而師資培育專家提到，大學的理論知識，跟中小學實務現場，經常有很大

的鴻溝(Darling-Hammond, 2006)，如何降低理論與實務的差距，是許多師資培育專家須

面對的問題 (Christianakis, 2010)。 

輔導原理與實務對於師培生輔導能力的養成就非常重要，然而國內對輔導原理與實

務課程的研究相當稀少只有林奕秀(2017) 及吳志鴻(2011)兩篇。林奕秀(2017)研究在地

服務學習導向的「輔導原理與實務」的方法對師培生的學習效益評估，發現學生在修習

之後，對於輔導專業的學習動機有顯著提升、成為教師意願增加、對於生涯目標更積極、

更多自我環境探索以及團隊合作的人際能力也明顯增加。而對於課程學習的方法上；吳

志鴻(2011)建議「輔導原理與實務」課前分組與提問能幫助於學生學習；多元方式上課，

貼近生活；不用考試領導教學、經由議題探討論更有印象；從做中學；分組學習；善用

回饋；注重歷程記錄。 

貳、研究主題與目的 

而體驗學習是讓學生能獲得更多的經驗的方法。輔導工作經常是要在體驗與實務過

程中才能發揮。吳清山(2003)談到體驗學習就是讓學生從經驗中學習，獲得實用能力，

在實際生活中實踐知識，也就是「知行合一」。從教育的意義來說，吳清山與林天佑(2003)

更談到體驗學習就是教師安排學生進行各種體驗活動，進行有意義的學習，以獲得實際

生活的能力，並且應用在生活之中。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提升輔導員理與實務課程學生的輔導素養，藉由體驗學習的設

計，達到促進學員自我覺察、增進學員輔導能力與提升學員的學校輔導工作認知的目的。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步驟包含發現研究問題、蒐集資料與初步評估、界定研究問題、研擬體

驗教學方案、實施體驗學習方案、思考研擬與修正、資料分析與撰寫研究告，其架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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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修改自蔡清田(2000:148) 

二、研究對象 

為了能更貼近研究現場，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用以蒐集豐富的實務現場

資料，本研究對象是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培課程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之「輔導原理

與實務」課程的一個班 27 名修師培學生。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包含:學生自我覺察日誌、學生的期中作業、期末作業、學

思考研擬與調整 

撰寫研究報告 

實施體驗學習方案 

 

界定研究問題 

用體驗學習提升學員自我覺察與輔導能力 

研擬體驗學習教學方案 

發現研究問題 

學員缺乏輔導能力與經驗 

蒐集資料與初步評估 

教學日誌 

觀察 

作業 

訪談 

研究同儕 

回饋 

教學同儕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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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心得省思、教師日誌資料及教學檔案資料，並將資料進行分類，並且編碼，並且歸

類，形成重要的資料。並與一位專家，進行資料的討論，以獲取最需要的資料。 

參、教學模式 

一、課程架構 

課程的架構包含三個層面 

(一)自我覺察(20％)：自我覺察及生活經驗分析。 

(二)概念技巧演練(40％)：校園輔導個案、班級輔導、諮詢、表達性藝術治療。 

(三)實務練習(40％)：輔導室參觀訪問、小組個案模擬演練。 

二、教學方式 

本研究的教學方式，資料閱讀、參觀見習、業師講座、技巧演練、教師示範、學

習心得、實務體驗。以下就各週上課內容進行說明： 

表 1 課程主題與內容 
週次 課程主題與內容 

1 課程介紹:課程大綱、體驗學習策略、自我覺察練習、學習期待調查 
2 學校輔導工作的基本概論與內涵:三級輔導的 WISER 模式介紹 
3 學校輔導工作理論介紹、個人成長經驗探討與學校案例探討 
4 輔導空間、設備、行政組織與人力資源取向 
5 學校輔導工作計畫、成效、評鑑與行銷倡導  
6 學校輔導工作的倫理、法律與學校倫理案例探討 
7 個別輔導技巧練習，分組帶領技巧演練 
8 表達性藝術媒材技巧練習 
9 小團體輔導練習 

10 班級宣導與輔導練習 
11 心理諮詢練習:家長諮詢分組技巧演練 
12 家庭議題(失功能、兒少保護、高風險) 個案三級輔導演練 
13 情緒障礙議題個案三級輔導演練 
14 性平議題個案三級輔導演練 
15 特教議題(含疑似生)個案三級輔導演練 
16 校園霸凌個案三級輔導演練                       
17 校園危機事件的三級輔導演練      
18 期末學習心得分享:運用心智圖來整理學習經驗 

為了增進學員的學習成果，在學習過程中需要做以下的作業，包含撰寫自我覺察

週誌；進行學校與輔導室觀察暨訪談；小組以自己國小經驗模擬個案報告，並且進行

諮商晤談演練與逐字稿謄寫。 

肆、學生學習成效 

透過對學習資料的分析，學生的學習與成長包含以下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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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更多的自我覺察 

透過自我覺察週誌，學生能覺察到自己更多的面向，另外透過老師的上課引導，

更能傾聽自己的內在聲音，也經驗到溫暖、關懷及輕鬆的輔導課程氛圍，經驗到輔導

課程可以幫助自己更多覺察與個人成長。 

二、增進輔導概念與技巧 

透過體驗學習，學生開啟了新的視框，打破了自己原本對輔導的舊概念，對國小

個案有更深入的同理與瞭解。另外在輔導的技巧上，透過個案模擬演練，學生學習建

立關係的技巧，以及更有覺知地處理個案的防衛，並且在寫逐字稿的歷程中，提升了

輔導技巧，最後能將學習到的輔導技巧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三、對學校輔導系統更加認識 

透過國小輔導室的實地參觀訪問、業師分享及課堂討論，學生更認識輔導室，也

對學校的輔導網路系統更熟悉，對小學學校輔導機制有更多瞭解，並且學習到實務現

場輔導人員系統合作的方式 

伍、回饋與反思 

由本研究發現體驗學習法可以幫助學生認識到自己的更多的面向，並且在課堂上的

學習也能夠經驗到老師提供的溫暖的感覺，透過這樣的溫暖的經驗，學生也較有能力來

內化，將來有機會可以用在自己跟孩子的相處經驗上，此外，也能將上課所學運用在自

己的日常生活當中，達到助人助己的效果。 

 在課程的教學活動中，有一個作業是需要學生到學校去做訪問，並且觀察學生上

學的情形。很多同學都反映，這一個學習活動有助於同學們對於國小的輔導室有更深的

認識與瞭解，對於學校的輔導機制、輔導設備、輔導活動以及輔導老師的互動方式的資

料蒐集，也對於自己未來在使用輔導資源上，具備概念與運用的可能性。透過這一門課

程的學習，學生們對於學校輔導工作的運作情形，不再僅只於想像教科書所寫，現場的

觀摩與訪問，印象更為深刻，對於未來他們進入職場不論是教學或者是學生的輔導工作，

獲益良多。 

 透過體驗學習法，學生更能夠練習輔導技巧，並且瞭解在國小現場三級輔導的運

作。課堂上透過不斷的個案演練，學生也學習到個案輔導的技巧，以及如何使用更多的

三級輔導資源，並且透過系統合作，讓個案可以獲得更多的幫助，因此這一門課的設計，

增進了學習者的實務接案能力，未來更能夠運用在自己的輔導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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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由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在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中，應用體驗學習法可以提升師培學

生的自我覺察能力，幫助學生對自己更多的瞭解，增進學生的輔導能力，也幫助學生對

國小輔導現場的認識。 

套過本研究期待體驗學習法可以應用至其他輔導相關課程，例如學校輔導工作、學

校輔導工作實習、諮商倫理等課程，透過在課堂上設計體驗的活動，讓學生可以直接操

作與練習，實務案例的提供，讓學生可以有更多實際場域模擬練習的經驗。運用體驗學

習法的方式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也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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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高擬真情境模擬提升兒童心臟術後即刻護理完整性照護之成效 
羅琬真 1 

羅美如 1 

羅雅珍 1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1 

楊盈盈 2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部臨床訓練科 2 

郭玲娟 3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3 

 

摘要 

心臟病病童接受心臟手術後的即刻護理是複雜、危急的醫療處置，今因心臟術後病

童的減少，導致同仁對手術後立即性照護流程日漸不熟悉、缺乏團隊分工默契，以至於

同仁感到困難、慌亂、害怕等現象，甚至讓臨床護理人員沒有信心照護，因未依照心臟

術後常規處置，嚴重影響照護正確性而危害病人安全；故本研究透過高擬真情境模擬訓

練，期望提升兒童心臟術後即刻護理完整性照護之成效。 

本研究以北部某醫學中心之兒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 N2-N4 為訓練對象，採用高擬

真模擬教學策略，以直接觀察臨床技術檢查表、團隊專業表現檢查表及滿意度問卷進行

結果評估。 

共有 28 位學員參與，參與學員經由高擬真情境模擬訓練後，臨床技能提升 58％及

團隊合作能力提升 95％。 

藉由高擬真情境教育訓練，可提升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兒童心臟術後即刻護理照護

學習成效，增強臨床照護技能及團隊合作能力提升醫療照護品質與病人安全，未來可多

利用此策略作為臨床護理人員教育訓練。 

 

關鍵詞：情境模擬、兒童心臟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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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Integrity of Executing Early Nursing care of Pediatric 
Cardiac Surgery Using High-Fidelity Simulation 

Wan-Chen Lo1 

Mei-Ju Lo1 

Ya-Chen Lo1 

Nursing Department,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1 

Ying-Ying Yang2 
Division of Clinical Skills Training Center,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2 

Ling-Chuan Kuo3 

Nursing Department,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3 

 

Abstract 
Nursing care after the pediatric cardiac surgery is complex and a high risk clinical situation. 

Nursing team members in a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PICU) have to interpret the 

complicated hemodynamic data and provide immediate nursing care to critical-ill patients. 

However,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children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the immediate 

postoperative care of staff is becoming unfamiliar. The staff feel difficulty, panic, fear and so 

on when they take over knife, and even because they do not follow the normal postoperative 

treatment,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correctness of care and harming the safety of patients. 

Simulation is an excellent teaching strategy for many skills but especially for critical care 

nursing. That improves trainees’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ardiac critical care. 

This study enrolled 28 nurses (level from N2 to N4) working in a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of tertiary medical center in northern Taiwan. After completing the first simulated scenario 

in three months, we held an in-service education and developed 2nd simulated scenario. We 

used high-fidelity simul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Instructors assessed clinical skills and 

teamwork of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fulfilled the self-assessment after the curriculum. 

The study had 28 participants. After simulation, participants well refreshed their clinical 

nursing skills(58%) and teamwork skills(95%).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e simulation training course is mor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than a 

didactic course for PICU nurses. Participants can learn more clinical skill and teamwork and 

improves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and patient safety for critical-ill children. 

Keywords: High-fidelity simulation, Pediatric cardiac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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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兒童加護病房是一個跨專科的醫療領域，其工作情境複雜，且充滿壓力，在醫院評

鑑基準及評量說明條文提到，護理人員應具備加護護理能力包含重症護理知能、儀器操

作、危急狀況之預測、緊急處置能力等(衛生福利部，2019)，尤其是接受開心手術後之

即刻照護是複雜，且危急的醫療處置，醫療人員除面臨著剛下刀麻醉甦醒期時意識尚未

完全清醒、躁動不安、疼痛不適、身上眾多管路的病童外，還需持續監測與維護病童的、

臟手術後即刻護理，常常成為護理人員的一大挑戰。 

因醫療科技的進步，部分的先天性心臟病病童可用心導管方式來行矯正措施，而不

需依賴外科手術，以至於接受開心手術後轉入本加護中心之病童數有日漸減少的趨勢，

除護理人員在照護開心手術的經驗減少外，也有部分新進人員對於開心術後立即性照護

流程不熟悉，因此，同仁在面對手術後立即照護時仍感困難、慌亂、忙碌及壓力大等現

象，甚至偶爾也會於交接班時才發現有遺漏，或未依照心臟術後常規處置。雖然曾多次

以講授方式舉辦相關在職教育仍無法改善現況。發現團隊缺乏立即分工的默契，嚴重影

響照護正確性而危害病人安全。 

重症臨床實務上，面對許多緊急或危急之事件，雖可用傳統的紙筆測驗來評量認知，

但無法評量其臨床實務與應變能力，為了有效檢視醫護人員是否具備執行照護過程中所

需的知識與技能，醫學及護理教育積極推展在擬真情境下應用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評量學員的知識、技能及態度(李惠珍、

高麗茹、詹淑惠，2016)。另在加護病房的照護，非一個人就能獨立完成，常需藉由團隊

分工合作，來提升工作效率、滿意度及減少醫療失誤，而情境模擬訓練就是最好的訓練

方式之一(林嘉玲、林君萍、蘇美禎、張媚，2014)，根據研究指出，特殊單位如：急診、

產房、加護病房等高風險的臨床環境，照顧病人需要一個凝聚力、高效率，且訓練有素

的專業團隊，透過團隊模擬訓練、學習與練習彼此間的合作，讓團隊成員有機會在急劇

的環境中練習，各具特定的角色與功能，才能以完美方式達成共同的目標，促進醫療服

務品質和病人安全(Abe, Kawahara, Yamashina, & Tsuboi, 2013； Davenport, Henderson, 

Mosca, Khuri, & Mentzer Jr, 2007)。電子假人結合模擬真實的臨床情境，創造出高擬真情

境，模擬一個與實際工作環境相似的訓練場景，提供醫療人員在一個安心、無害的狀況

下，讓學員身歷其境，挑戰在緊迫時間及氛圍內整合病人的許多數據，並完成許多周邊

的醫療儀器設備設定，實際動手演練 (Kane, Pye, & Jones, 2011；Kapoor & Irpachi, 2016； 

Mowry & Gabel, 2015)，更能刺激學員主動學習，訓練臨床思考、團隊合作、溝通與立

即回饋，這些對急重症護理訓練尤其重要(邱艶芬，2015；Brunette & Thibodeau-J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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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故針對兒童接受心臟手術後之即刻護理，透過高真情境模擬訓練，設計臨床常見複

雜、危急的情境，讓同仁學習、思考、分工，期盼彌補臨床經驗的不足，增強臨床照護

技能及團隊合作能力，以提升醫療照護品質與病人安全。 

貳、研究方法 

一、課程設計 

教案設計以實際病例為教學主題，說明為 1 歲病童接受心臟手術後即刻護理，讓

學員進行模擬情境演練，讓學員在教案中做出處置、決策，每組時間無限制，當該組

主護及學員自覺已完成任務即結束此情境演練；於第一次情境評估後 3 個月給予在職

教育，之後再進行第二次情境模擬訓練，情境結束後再由講師給予回饋及討論。 

此情境模擬訓練於單位病室進行，在情境模擬開始前，帶領學員認識環境、熟悉

器材，高擬真病人由臨床技術訓練科提供 SimNB 扮演，有自發性呼吸、心跳，四肢

關節可移動，可做為肌張力評估，相關設備如同真實狀態，SimNB 會放置氣管內管、

中央靜脈管路、胸管、導尿管等；環境設備，包括生理監視器、呼吸器及靜脈輸液幫

浦等。 

二、研究對象 

對象為某醫學中心兒童加護病房護理師，每組參與人數約 3-4 人，共分 6-7

組，每組學員再隨機抽籤決定一位擔任主要全責護理師(圖 1)。 

 
 

 

 

 

 

 

 

 

 

 
圖 1 模擬課程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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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評估與資料收集 

學員在情境模擬演練時，接受講師以臨床技能評估表及團隊評估表評估。第一部

分主要評值學員是否達到該教案要求的臨床技能，包含確認氣管內管位置，計算特殊

藥物的配法及劑量，胸瓶連接及計量，追蹤抽血報告等；第二部分評值團隊合作，包

含團隊溝通、守望相助、病人安全及整體表現等，並統計確認該組執行此教案時所需

花費的時間。學員於擬真情境訓練後，也需完成一份課程評估問卷，請學員針對此次

訓練評核是否有助於提升工作效率、領導統御能力、臨床溝通能力、決策能力及團隊

合作能力等。 

講師期望受評學員能知道接受開心手術後立即照護的重點，有系統的執行照護技

能和注意事項、團隊分工、適當溝通、解決問題。 

參、結果 

研究期間為 107 年 1 月至 6 月，共有 28 位參加，級階 N2：21 位、N3：6 位、N4：

1 位，工作總年資平均 15.14 年，兒童加護病房單位年資平均 8.98 年(表 1)，共舉辦 2 場

擬真訓練，立意分配為 7 組團隊進行高擬真評估訓練，由 3 位講師進行評核 40 個項目。

在臨床技能方面共評值 23 項，第二次成績較第一次成績提升 58%，最高前 3 項為聽診

評估心跳及兩側肺部呼吸音、胸瓶接上低壓抽吸及確認胸瓶引流量確認、氣管內管尺寸

及固定位置。另外針對團隊合作及整體表現方面共評值 17 項，第二次成績較第一次成

績提升 95％，最高前 3 項為成員角色工作分配、領導者角色功能明確、團隊成員溝通

明確清楚；完成該教案演練時間，第一次平均花費時間約 17 分鐘，第二次平均花費時

間約 20 分鐘，增加 3 分鐘，後測時間較前測時間增加，分析原因可能是因在執行臨床

技能完整性提高。在課程評估問卷方面，針對經過高擬真模擬訓練課程後的滿意狀態，

第二次訓練後較第一次訓練後的滿意 狀態針對認為經過模擬訓練有助於提升臨床工作

效率、領導統御能力、臨床溝通能力，而提昇病人安全的滿意度是較第一次增加 65%(表

2)，認為經過擬真情境訓練課程後，在臨床處置能力方面之自信是有提升；實際回饋方

面，學員對於擬真訓練，特別是單位年資較淺的學員表示，在實際臨床工作準備面對心

臟手術病童立即照護前應該要接受擬真情境訓練，且認為接受該教案情境訓練後，可應

用在類似相關手術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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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與人員基本資料 

 N=28 
級階 N2  21 

N3  6 
N4  1 

年資  
工作總年資(年) 15.14 
單位工作年資(年) 8.98 

表 2 模擬課程得分比較 

 

第一次模擬 
平均值 

第二次模擬 
平均值 

達成率

(%) 
臨床技能    

聽診評估心跳及兩側肺部呼吸音 0.38 0.68 79 
胸瓶接上低壓抽吸及確認胸瓶引流量 1.33 2.35 77 
確認氣管內管尺寸及固定位置 1.71 2.98 74 

團隊合作    
成員角色工作分配 1.43 2.62 83 
領導者角色功能明確 0.67 1.21 81 
團隊成員溝通明確清楚 1.29 2.25 74 

自我滿意度    
提升臨床工作效率 1.57 2.86 82 
領導統御能力 1.43 2.59 81 
臨床溝通能力 1.24 2.25 81 
病人安全 0.67 1.11 65 

花費時間 (分) 17 20  

肆、結論 

高擬真模擬訓練比傳統教學課程更能提昇相關照護知識和技能，可以讓學員在一個

安全的學習環境裡，重複練習所需的技能，定期接受訓練，亦能提升護理人員相關的照

護知識和技能並讓學員學習團隊合作，以提升照護品質和安全；經過相關情境演練後，

護理人員表示自信心提高。舉辦心臟手術後即刻護理情境模擬訓練之目的是希望藉由實

際體驗方式，讓新進入加護中心經驗較缺乏的同仁，在複雜的情境中，提升照護能力和

問題解決能力，讓經驗較資深的同仁，學習如何領導團隊、提升團隊工作效率，並同時

建立標準化流程，以確保醫療品質與醫療安全。學習者表示藉由擬真情境訓練，提供臨

床真實感，更能增加記憶、印象，未來可多利用擬真情境演練作為臨床護理人員教育訓

練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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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BL 及 Web APP 提升教學成效：測量與測計學課程實施成果 
許立達  

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摘要 
「測量與測計學」是森林學必修的核心知識課程，其學習內容係為高中數學及地理

學的延伸應用。不過，根據過去教學經驗，不少學生在國、高中階段學習數學多是背誦

書本內容，對於數學興趣缺缺，也不善於應用數學解決實務問題。為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本課程採「專案導向學習」方式設計課程及實習活動，以分組合作實務專案引導學生學

習理論知識及操作實務，藉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及解決問題之能力。由於課程內容涉及

大量數學計算，繁瑣費時的計算過程不僅拖累了教學，也讓學生失去了興趣。因此，本

課程翌年自行開發輔助教學網路應用(Web APPs)，藉由程式設計簡化計算流程，並即時

展示測量成果，讓同學更能專注於理解與吸收。以問卷調查實施後之學生反應，在第一

年的 67 位學生中，有 86%的學生對於專案導向式的教學設計感到滿意。對於翌年以 APP

輔助教學，55 位學生中則有 96%的學生認為 APP 有助於課程內容學習。 

 

關鍵詞：測量、測計、專案導向學習、網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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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PBL and Web APPs:  

Results from a Surveying and Mensuration Course 

Li-Ta Hsu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Surveying and Mensuration" is a required core course for forestry students. Its learning 

content stems from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nd geography. However, according to past 

teaching experience, many students study mathematics by reciting the contents of books at high 

school stage. They lack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and are not good at applying mathematic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is course adopts a 

"project-oriented learning" approach to design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guides students to learn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team projects to foster 

students' ability to actively learn and solve problems. Because the course content involves a lot 

of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the cumbersome and time-consuming calculation process not 

only drags down the teaching, but also makes the students lose interest. Therefore, this course 

developed several customized Web APPs in the following year, which simplifies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by programming, and displays the surveying results in real time, so that students can 

concentrate on understanding and absorpt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86% of the 67 students in the first year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project-oriented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APP-assisted teaching in the following year, 96% of the 55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 APP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ourse content. 

 

Keywords: Surveying, Mensur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Web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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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 

測量與測計是森林學基礎知識，也是學生未來從事林業工作之必備之技能，舉凡

森林調查、生態調查、林產物利用、林地區劃管理等，都必須仰賴這些技能才能順利

進行。「測量與測計學」及「測量與測計學實習」為開設於大一上學期的必修課程，

是大學新鮮人自高中畢業進入大學後首先接觸的實務專業課程。「測量與測計學」學

習內容涵蓋了國、高中數學的距離、角度、三角函數、面積及體積計算等知識，以及

地理學地圖投影、比例尺、座標、地形等觀念，可以說是國、高中基礎課程的統合延

伸，而「測量與測計學實習」更可謂是這些學科的綜合實務應用。 

然而對許多高中生而言，國、高中階段的「數學」及「地理學」等課程多半僅止

於課堂講授而缺乏實際應用，學生通常只是背誦書本內容或各種公式，但並未真正了

解這些學習內容未來到底能做什麼用，以至於進了大學之後，對於這些所學知識雖有

印象，但概念往往仍是懵懵懂懂。 

根據近年來授課觀察，由於少子化以及本系招收社會組高中畢業生比率增加的緣

故，入學學生數理能力有漸漸低落的傾向，原本的教材與教法對於數理能力較差的同

學而言，學習上感到吃力。尤其不少學生在高中就是因為不喜歡數理科目而選擇社會

組，進了大學後對此一於涉及數學的測量與測計學課程興趣缺缺，學習意願低落，甚

至不願嘗試即自行放棄！因此，「測量與測計學」及「測量與測計學實習」兩門課程

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已經面臨進行檢討改變的必要。 

二、主題與目的 

本「測量與測計學」教學改進計畫包括「實習教材研發」及「APP 輔助教具開發」

兩個主題，「實習教材研發」主要在於採用「專案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方式重新設計測量與測計學實習活動單元；「APP 輔助教具開發」則是藉由 Web APP

之設計開發，將測量與測計學之學習內容融入手機或平板行動裝置，做為輔助教學工

具。 

「專案導向學習」之理念源自於 John Dewey「從做中學」的教育觀點。Katz and 

Chard (1985)指出在專案導向學習與傳統課堂教學之差異在於學生是學習主體，教師

角色則是誘發學生學習動機，建立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並發展高層次思維。許多學者

或研究結果指出，專案導向式學習具有許多優點，例如藉由完成專案任務，學習者不

僅能學到解決問題的知識與技能，更學會如何應用知識，並促進學生合作關係，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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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生發展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決策力、解決問題能力、終身學習能力，以

及學習自主性與自信心(Blumenfeld, Soloway, Marx, Krajcik, Guzdial, & Palincsar, 1991; 

Mergendoller, Maxwell, & Bellisimo, 2006; McCarthy, 2010)。 

「專案導向學習」在國內各級學校及各種領域已有許多實證研究，綜合各研究結

果顯示，專案導向學習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蔡佳薇，2014；顏毓菁，2018)、

提升學習成效(汪書琦，2011；吳祖賢，2018)、提升問題解決能力或創意(莊盛宇，2017；

李淑芬，2018)，以及自主學習批判思考能力(李淑芬，2018)、溝通表達、團隊合作等

社會能力(王大成，2015；李淑芬，2018)，並發展高認知層次上的應用與分析能力(吳

祖賢，2018)。 

在「APP 輔助教具開發」方面，「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CAI)在國內外發展已久，隨著近年手持式行動裝置日益普及，APP 融入教學目前已普

遍在各教育領域進行，許多實證案例均指出 APP 融入教學有助於知識概念之理解(李

采臻，2013；陳宜欣，2013)、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鍾馨慧，2015)，並能顯著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或意識(白婉菁，2012；邱瑞蓉，2016)。 

基於上述成功的實證經驗，本「測量與測計學」教學改進計畫中的「實習教材研

發」是希望能「以學生為本位」，透過生動有趣、由淺入深的實習活動設計，循序漸

進引領學生體驗國、高中數學及地理學知識在實務上的實際應用，引導學生學習專業

技能，奠定未來專業學習之基礎；「APP 輔助教具開發」之目的則是希望藉由 Web APP

做為輔助教學工具，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避開繁瑣之數學運算，發展更高層次

之思維。 

貳、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測量與測計學」與「測量與測計學實習」兩門課程皆為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

育學系一年級必修課程，「測量與測計學」為 2 學分，「測量與測計學實習」則為 1 學

分，授課時數 3 小時。課程開設於每學年之上學期，上課對象分別為該年度入學本系

之新生，104 學年計有學生 68 名；105 年則有學生 56 人。 

教學改進計畫之兩個主題「實習教材研發」及「APP 輔助教具開發」分為兩個階

段分別於 104 及 105 學年的上學期進行實驗教學。104 學年扣除中秋節放假一次，計

進行 15 周次；105 學年之 APP 則使用於 6 個單元，計 6 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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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設計與實施方式 

104 學年測量與測計學「實習教材研發」目標在於使學生具有能力測量並展繪一

個範圍(如公園、綠地)之正確地圖，從而計算其面積、標示出範圍內之主要地物及樹

木植栽位置，並能調查及計算樹木的各項性狀(直徑、樹高、材積、固碳量等)。實習

活動分為 17 個單元於學期中進行(表 1)。先由認識地圖著手，接著學習定位與導線測

量、地圖調整展繪方法，以及 GPS 定位、地形測量、三角測量、航空測量等。再來則

進入到樹木測計領域，學習伐倒木、立木以及林分性狀之測計。統合應用方面則於期

中考週由各組開始策畫「學期專案報告」，選定校園內綠地實地進行樹木分布圖測繪，

並於最後一次上課由各組進行學期專案成果簡報。 

表 1 實習活動專案單元與正課對應(接下頁) 
單元 正課授課內容 實習活動專案設計 

1 
【課程學習】 
「測量」和「測計」做什麼？ 

【野外實習初體驗】 
我的第一張手繪探勘地圖 

2 
【地球與地圖】 
立體世界的平面呈現 

【地圖裡的真實世界】 
地圖能告訴我什麼？ 

3 
【定位原理】 
距離、角度與羅盤儀測量 

【你在哪兒呀？】 
量距離、角度定出目標位置 

4 
【準或不準】 
測量誤差與正確度、精密度 

【專業上場】 
實測我的探勘地圖 

5 
【地圖展繪】 
測量成果展繪與誤差修正 

【我的第一張專業地圖】 
導線測量展繪與調整 

6 
【各顯神通】 
導線測量方法比較 

【好還要更好】 
精益求精的羅盤導線複視測量 

7 
【數學解算】 
導線測量座標及面積計算 

【算準了再畫更精確】 
精確計算測量座標 

8 【考前複習】 【學期專案報告製作】說明 

9 【期中考試】 【學期專案報告製作】實作 

10 
【眼見為憑】 
平板儀測量 

【此「平板」非彼「平板」】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WYSIWYG) 

11 
【不再迷航】 
後視交會求點與 GPS 

【我在哪兒呀？】 
後視交會法定出自己所在位置 

12 
【連綿起伏】 
地形測量 

【一「坡」未平，一「坡」又起】 
等高線繪製與坡度計算 

13 
【大地測量】 
三角、三邊測量與航測 

【大視界】 
三角、三邊與立體觀測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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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正課授課內容 實習活動專案設計 

14 
【緣木求「積」】 
伐倒木測計 

【TIMBER(樹倒了)！】 
伐倒木材積及形數計算 

15 
【屹立不搖】 
立木測計 

【樹木也有 BMI】 
樹木胸徑、樹高量測 

16 
【獨木不林】 
林分測計 

【不再「見樹不見林」】 
樹高曲線及材積表製作 

17 
【考前複習】 
重點整理與搶答比賽 

【學期報告成果簡報】 

105 學年「APP 輔助教具開發」係配合各單元之教學及實習內容，在 Code.org 的

APP Lab 平台撰寫程式，設計「練習測驗」、「實作模擬」及「趣味遊戲」等三類共 30

個 APP。「練習測驗」是根據學習內容進行練習及測驗(例如圖 1a)；「實作模擬」是模

擬實作操作過程以讓同學能理解操作方法與成果(例如圖 1b)；「趣味遊戲」是將測量

概念改編為趣味遊戲，以吸引學生提高學習興趣(例如圖 1c)。 

 

 

 

 

 

 

 

 

 

 

a 練習測驗 b 實作模擬 c 趣味遊戲 

圖 1 三類 APP 舉例 

三、分析方法 

本「測量與測計學」教學改進計畫之成效分析方法係請同學於期末填寫教學意見

問卷調查，問卷問項題目如表 2。回答選項為 5 點量表同意度，非常同意為 5 分；很

不同意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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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生教學意見回饋問項 
主題 題號 問項 

實習教材研發 

1 教師授課重視互動，鼓勵學生發問、討論或表達意見 

2 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設計，讓我感到滿意 

3 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之內容，符合本課程學習之需求 

4 授課教師樂意於課堂內、外，解答學生的問題 

5 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有助於提升我的專業技能應用於實務 

6 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有助於提升我對該科目的了解 

8 總體而言，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對我實務學習有正面幫助 

APP 輔助教具開發 

9 APP 有助於我了解課程學習內容 

10 APP 有助於我熟練測驗作答及考試 

11 APP 有助於我更了解實習操作是在做什麼 

12 APP 有助於我在實習操作時，知道自己做對或做錯 

參、 結果與討論 

一、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問卷回饋結果如表 3，「實習教材研發」和「APP 輔助教具開發」之有效問

卷分別為 67 份、55 份(各有 1 人未答)。各問項中以「授課教師樂意於課堂內、外，

解答學生的問題」、「教師授課重視互動，鼓勵學生發問、討論或表達意見」最獲學生

認同，而「APP 有助於我在實習操作時，知道自己做對或做錯」和「實習教材與實作

活動設計，讓我感到滿意」兩項學生的認同度最低，不過其平均分數仍然高於 4 分。 

表 3 學生教學意見回饋 
問項 (5) (4) (3) (2) (1) 平均 

教師授課重視互動，鼓勵學生發問、討論或表達意見 71% 24% 2% 2% 0% 4.7 
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設計，讓我感到滿意 49% 37% 12% 2% 0% 4.3 
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之內容，符合本課程學習之需求 57% 33% 10% 0% 0% 4.5 
授課教師樂意於課堂內、外，解答學生的問題 77% 21% 2% 0% 0% 4.8 
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有助於提升我的專業技能應用於

實務 
57% 35% 6% 2% 0% 4.5 

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有助於提升我對該科目的了解 61% 29% 10% 0% 0% 4.5 
總體而言，實習教材與實作活動對我實務學習有正面

幫助 
55% 33% 12% 0% 0% 4.4 

APP 有助於我了解課程學習內容 51% 46% 3% 0% 0% 4.5 
APP 有助於我熟練測驗作答及考試 53% 40% 7% 0% 0% 4.5 
APP 有助於我更了解實習操作是在做什麼 53% 29% 18% 0% 0% 4.4 
APP 有助於我在實習操作時，知道自己做對或做錯 44% 36% 20% 0% 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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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饋與反思 

「實習教材研發」部分，有少數學生表示學習負荷稍大，未來藉由更加淺顯易懂

的教材設計，以及適度減少作業份量，應可緩解學習速度較慢同學之壓力。「APP 輔

助教具開發」在倉促的課程進度壓力下邊學邊做自行設計 APP 應用於教學，因此使

用者介面沒辦法花太多心思做得更美觀、友善，有時候程式也難免會發生有小 BUG

出問題的情形。不過，學生也提出許多改進意見，未來將繼續對於目前開發出來的 APP

進行改良。 

肆、 結論與建議 

「測量與測計學實習」之前實施時，各實習單元較缺乏縱向連貫，也未曾以「學期

專案報告」方式統合學習內容。本「實習教材研發」之用意即在於重新設計各實習單元，

期使實習活動具有循序漸進的連貫性，並且能藉由「學期專案報告」使學生完成整學期

實習活動後具有更整體的概念及實務的經驗，而不再只是各單元學習完後「見樹」而未

能「見林」。而且，透過「學期專案報告」之執行也更能訓練學生的專案策劃能力、團

隊合作執行力及成果展現表達能力。 

「APP 輔助教具開發」就功能性而言，在教學過程多數同學都能積極主動參與，邊

學邊做，讓原本枯燥乏味的公式推導馬上可以實際在手機上作答練習，更能確切瞭解上

課內容，印象也會更深刻，而學生的反應也普遍認為具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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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在師資培育課程的規劃與實踐 
陳鳳如 

國立清華大學 

 

摘要 
本研究以大學師資培育課程中的一門「國語教材教法」為教學實踐的場域，邀請修

習本課程且願意共同發展素養導向課程的師資生，組成協同行動研究團隊，共同探究與

規劃一個以自主學習為核心、實踐力行為任務的素養導向課程。歷經不斷行動、調整、

反思及修正的過程，並搜集社群對談、教學試驗的課室觀察、研究者的省思札記、量表、

問卷、訪談等資料，以分析本課程設計的可行性。研究結果發現：師資生在閱讀課前指

定材料漸能確定閱讀的目的，且能採取閱讀步驟、運用一些策略及圖表來幫助自己讀得

更懂，有時也會和別人討論並提出一些問題來檢查自己是否讀懂了，提升了師資生的認

知調整策略、對課程了解的程度、感興趣的程度、學習表現的自信心及學習動機。另外，

經由課後師資生自組專業學習社群的出席及對談狀況，可知參與度達九成以上，且從修

課師資生於課前自主學習及閱讀指定材料，到課堂中對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知能的探究

與實作，再經教學實踐、反思及修正的歷程，讓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更具可行性。 

 

關鍵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主學習、協同行動研究、素養導向課程、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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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Competency-Based Curricula in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Feng-Ru Ch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aiwan’s new 12-year curriculum, an educational reform aimed at 

enhancing student competencies, and suggests a collaborative action-based approach to 

designing a 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through a course entitled “Language Ar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Chinese.” A 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focuses on student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and practical tasks.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such an approach in a course on teacher education. Participants were the students 

who took the course, and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required courses in teacher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students and the researcher formed a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group.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mainly qualitative, supplemented by quantitative data.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include observation, interview, documentation, field notes, and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gradually determined the purpose of reading 

while reading the specified materials. They took steps to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using certain 

strategies and charts, and sometimes checked themselves by discussing the material with others 

and asking questions. Furthermore, the student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 material as well as their interest level, self-confidence in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to learn. Through focused conversation methods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read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topics. After the course, over 90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went 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where they reflected on and applied knowledge and teaching 

practices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From th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nd reading of the specified 

materials before class, to the inquiry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design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revision, the 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design has become more feasible. 
 

Keywords:12-year basic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Competency-based 

curriculum,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Self-regul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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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新一波的課程改革，從知識本位、能力本位轉移到素養本位，素養導向

(competency-based)的課程與教學正如火如荼展開，以確保學生具備適應現在和未來社

會所需的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y)（吳清山，2017a）。 

依據 2016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的看法，認為素養包括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四個要素

（吳清山，2017b；OECD, 2016），其中「核心素養」是指較為核心而重要的素養，是

個體為了發展成為一個健全個體及全方位國民，因應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或缺，且必

須具備的共同、必要之素養（陳伯璋、張新仁、蔡清田、潘慧玲，2007；蔡清田，2011）。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UNESCO)、「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都十分肯定核心素養的重要性，企圖培育並提升其會員國的

國民之「核心素養」，協助其會員國的國民在社會參與、公民生活、國家發展和終身

學習上發揮功效，並且透過學術研究探討「核心素養」之學理基礎 (EU, 2007；OECD, 

2005；UNESCO, 2006)。因此透過確立國民核心素養來引領學校的課程及教學改革，

已經成為當前教育改革的一股潮流（張僑平、林智中，2017）。 

因應這一波教育改革的浪潮，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本於全人教育的

精神，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自發」、「互動」及

「共好」為理念，強調培養學生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期

望能夠強化學生擁有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林含諭，2017；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4）。面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即將上路，如何確保教師具備實踐新課綱

理念與目標的能力，是師資培育機構責無旁貸的重責大任。而師資培育的課程及教學

該如何調整及因應，以陶塑師資生富有核心素養，且又能設計出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

學，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及關注的議題。 

核心素養的推廣與落實是新課綱改革的重點，而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更將

是未來中小學課程所強調的特色，有賴於教師適當的掌握並進行課程轉化（蔡清田、

陳延興，2013）。許多學者（林佩璇，2009；蔡清田、雲大維，2008）都支持行動研

究的方式有利於課程改革的推動，為協助師資生因應這一波的教育改革以進行核心素

養的課程轉化，研究者擬與師資生組成協同行動研究團隊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經由不斷辯證與釐清的專業對談，協助師資生逐漸覺知與認同現行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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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再透過素養導向課程的建構與發展，以及教學試驗、反思與循環修正的歷程，

縮短實際運作課程與官方正式課程的差距，以建構一個符合核心素養理念的課程。 

此外，「自主學習」(self-regulation learning)建立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之自發、互

動與共好的基礎上，期使學習者具有自發主動性，於面對學習挑戰時能夠選擇適當學

習策略，進行系統思考以解決問題，並且能參與建構與創發意義（洪詠善、盧秋珍，

2017）。而實踐力行又是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重要內涵之一，經由師資生組成專業學

習社群，創造共同備課─觀課─議課的集體探究活動與文化，既利於師資生在自主行

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三大面向的核心素養之養成，又有助於師資生增進素養導向

課程設計之能力。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考量，本研究以大學師資培育課程中的一門必修課─「國民小學國語

教材教法」為教學實踐場域，邀請修習本課程且願意共同發展素養導向課程的師資生，

組成協同行動研究團隊，共同探究與規劃一個以自主學習為核心、實踐力行為任務的

素養導向課程（以下簡稱「本素養導向課程」），並進一步分析其實施的可行性。 

貳、研究方法 

一、參與研究者 

本研究的參與研究者邀請自修習 107 學年度上學期「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均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國音及說話，且願意共同探究與發展素養導向課程的師資生，

心諮系、音樂系、中文系、中文所及語研所各 1 位，數理所 2 位、幼教係 4 位、英語

教學系 8 位、教科係 25 位及跨一甲學生 4 位，計有 48 位，其中男生 5 位、女生 43

位。 

二、研究者的相關經驗及角色任務 

研究者在大學師資培育任教「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閱讀理解」等課程，對

國語文領域的課程設計、課室觀察及分析，頗有經驗。又研究者在研究所任教「語文

領域教材教法研究」、「研究方法」和「語文教學行動研究」等課程，對於教學行動研

究、觀察研究及其相關注意事項、研究倫理的問題，亦非常熟稔且會特別謹慎處理。 

在協同行動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透過對話與討論等方法，協助參與師資生進行自

我省思與建構，以發展自主學習的精神，成為專業的教學者與研究者，並藉由示範逐

漸將課程研究與設計的責任轉移給參與研究的師資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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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同研究員 

本研究有一位協同研究員，是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的教授，係教學設計

發展與評量博士，對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教學及評量頗有研究，且具備量化研究與

質性資料檢核的經驗。其在課程設計與研究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協助研究者逐步檢核

研究者的分析方法與分析內容是否過於主觀；在研究者詮釋與解釋資料時，與研究者

共同討論，以刺激、充實研究者思考的多元性與豐富性。 

四、研究實施流程 

(一)簽署研究倫理守則及同意書 

本研究確認了參與研究的師資生後，就研究的目的、研究進行的方式和參與研

究之師資生做了充分溝通，並對其說明本研究有關的倫理守則，於授課第二週完成

參與研究師資生之同意書的簽署，計 48 位師資生均同意參與本研究，接著實施研

究者自編的「自主學習量表」、「學習動機與興趣量表」之前測。 

(二)組成協同行動研究團隊及專業學習社群 

本研究自徵得師資生同意參與研究後，向參與研究之師資生說明本課程設計的

理念、實施方式、資料搜集的方法，以及參與研究的任務。課堂外，參與研究之師

資生自組專業學習社群，每個社群的成員約八人左右，主要功能在共商課程設計並

檢討執行的歷程與問題，於 10 月至 12 月進行六至七次的專業學習社群對談。 

(三)本素養導向課程的實施 

本研究規劃「以自主學習為核心、實踐力行為任務」的素養導向課程，首先就

國語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有關議題進行增能及討論，引導學生善用理解監控、自我

詢問及各項學習策略等進行課前自主學習及閱讀指定材料，並將讀不懂的地方做記

號；於課堂中透過焦點討論法及分組合作學習，由師資生同儕互相解惑，最後再將

全組認為高難度且無法解決的問題，提出來全班共同解答，以釐清及解決問題；課

後師資生自組專業學習社群，將課堂所學的理念與知能，共同發想及設計國語文的

素養導向課程；再至課堂中將課程設計進行教學實踐，其他師資生學習公開觀課；

課後師資生的專業學習社群再就教學實踐進行反思及議課。 

(四)本素養導向課程的資料搜集 

本素養導向課程執行期間，所有的教學試驗實況錄影及專業社群對談記錄和研

究者的省思札記均予以搜集。於課程最後一週，針對參與研究之師資生實施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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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的「自主學習量表」、「學習動機與興趣量表」之後測，以及教學回饋問卷、半

結構式的訪談，以綜合評估本素養導向課程實施的可行性。資料編碼方式，O1090104

表示 109 年 1 月 4 日對師資生的訪談資料、J1090118 表示 109 年 1 月 18 日研究者的

省思札記。 

參、結果與討論 

一、探究與規劃本素養導向課程之發展歷程 

本素養導向課程首先就國語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有關議題進行增能及討論，透過

師資生課前的自主學習及閱讀指定材料，並善用理解監控、自我提問及各種學習策略，

以幫助自己對課前的閱讀材料能理解得更好；課堂中透過焦點討論及分組合作學習，

據以釐清課前閱讀材料及授課主題的問題，並加以解決。課後師資生自組專業學習社

群，就課堂所學的理念與知能，共同發想及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而後在課堂模擬試

教，以及到本校附屬實驗小學四年級的仁美班（化名）教學，試教後專業學習社群再

就教學實踐進行反思及調整修正教學設計。歷經不斷行動、反思及修正的過程，讓素

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更具可行性。 

二、本素養導向課程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分析師資生從學期初到學期末，在自主學習量表上的改變情形，發現師資生

在閱讀課前指定材料漸能確定閱讀的目的，且能採取閱讀步驟、運用一些策略及圖表

來幫助自己讀得更懂，有時也會和別人討論並提出一些問題來檢查自己是否讀懂了，

所以在整體認知調整策略上有顯著的提升（N=47, t=2.27, p<.05）。至於在閱讀課前指

定材料的動機調整策略和資源調整策略上，則未見顯著效果（N=47, t=1.84、1.13, 

p>.05）。 

再者，透過師資生於學期初和學期末在「學習動機與興趣量表」的施測結果，進

行相依樣本t檢定，結果顯示：師資生對課程了解的程度、感興趣的程度、學習表現的

自信心及學習動機，均有顯著的提升（N=48, t=6.40、2.77、2.76、2.80, p<.05），其中

尤以對課程了解程度的增進效果最為顯著。 

有關師資生在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和教學的表現，根據「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和教學

實踐檢核表」的同儕互評、教學實踐之課室觀察分析，及邀請課程專家評估的結果加

以檢核，分析師資生從教學設計的初稿、試教前的調整修正稿，到試教後的教學設計

完稿，其課程設計和教學專業能力有明顯的增進。 

另外，經由課後師資生自組專業學習社群的出席及對談狀況，可知參與度達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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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對課堂所學的知能及教學實踐，頗多反思及修正。從各組師資生在課堂的模

擬試教到親臨小學教學實務現場，以小學生為教學實踐對象的進步情形，可見本課程

從修課師資生於課前自主學習及閱讀指定材料，到課堂中對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知能

的探究與實作，再經教學實踐、反思及修正的歷程，讓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更具可行

性。研究者的省思札記和九成以上之師資生的訪談中，都表示：本素養導向課程是可

行的。 

三、授課教師的省思與專業成長 

有關師資生在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從初稿、試教前的調整修正稿，到試教後的教

學設計完稿，其課程設計能力有明顯的增進，但到了第二循環的課程設計時，研究者

未再參與各專業學習社群的討論，任其獨力進行討論及設計，六組師資生中就有三組

的教學設計又重犯一些第一循環課程設計的問題，如：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未能有效

對應、核心素養與學習表現未能契合、具體學習目標的寫法及層次有誤、學習目標和

教學活動及評量未能對應、教學活動流程的敘寫未符合專業體例、教學評量的寫法不

正確等問題，又一一出現了。研究者領悟到課程設計能力的培養是一段漫長的歷程，

對師資生的專業陪伴似乎還不夠，其課程設計能力尚未穩固，支持的鷹架太快撤除，

宜再針對各組師資生的學習狀況，適度的參與及介入協助（J1090111）。 

另外，少數一、兩位師資生表示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及素養導向課程設

計的相關知能講述時間過多，希望能提供更多實作的經驗及機會，而研究者卻以為師

資生對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相關知能尚有不足，宜再強化及穩固，方能做好素養導向

的課程設計。此研究者和師資生觀念上的差距，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以達本素養導向

課程實施的最大效益，是研究者未來需進一步探究的議題（O1090104、J1090118）。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大學師資培育課程中的一門「國語教材教法」為教學實踐的場域，邀

請修習本課程且願意共同發展素養導向課程的師資生，組成協同行動研究團隊，共

同探究與規劃本素養導向課程，從修課師資生於課前自主學習及閱讀指定材料，到

課堂中對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知能的探究與實作，再經教學實踐、反思及修正的歷

程，讓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更具可行性，並提升了師資生的認知調整策略、對課程

了解的程度、感興趣的程度、學習表現的自信心及學習動機，研究者和九成以上之

師資生都表示：本素養導向課程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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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本素養導向課程的規劃及實踐歷程，可供其他領域、科目之素養導向課程設

計的參考，強化學生的自主學習、合作互動及社會參與，有助於核心素養的

養成。 

(二)本素養導向課程引導師資生研發之國小「國語文的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或可

供小學現職教師之參考。 

(三)本教學實踐的執行成果，可促動更多大學老師的教學改善及精進，藉由彼此

的經驗交流與分享，豐富彼此的教學專業知能，形塑大學教師重視教學專業

成長及關注學生學習成效的氛圍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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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技術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對學生自學成效的影響 
–以天體的視運動為例 

黃怡詔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1 

吳季玲 2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小 2 

許嘉耀 3 

屏東縣內埔鄉崇文國中 3  

 

摘要 
天文教學的觀測常受到時間、空間、地形、地點、天候和觀測技巧等諸多因素的限

制，本研究以 Unity 程式開發天體的視運動之虛擬實境教材，教材包含地球自轉、公轉

與月球繞地球運行和日、月、星辰於地面所觀察到之視運動兩個部分。本虛擬實境教材

中，學生可從宇宙不同視角觀察地球、月球與太陽之間的相對位置及運行，以了解地球

上晝夜、四季、月相變化之形成原因；並可於地面環境中體驗太陽與各星星、星座在不

同季節、不同時間的升起與落下，也可實際觀察到不同月相在天空中出現的時間差異及

移動的情形，以突破傳統教學實際觀察上的限制。本研究以南部某國中七到九年級共

171 位學生進行教材之使用與前後測，以了解學生於透過本虛擬實境教材對天體視運動

課程自我學習之成效；另針對學生教材施作後進行教學成效量表和操作滿意度的問卷分

析，以了解使用感受。本研究共收回 157 份有效問卷，分析後顯示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

的進步。學生能開心且有效率的學習到相關知識，且願意將本教材推薦給朋友，本教材

能讓自己更有效率的獲得天體視運動的知識而感到滿意，但卻較難在短時間熟悉按鍵操

控而容易按錯，未來將改善操控介面，使其更友善以提升學習效果。 
 

關鍵詞：虛擬實境、自然學科、視運動、操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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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Students’ Self-Study Achievemen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se 

–Exemplified by the Visual Motion of Celestial Bodies 

Yi-Chao Huang 1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 

Chi-Ling Wu 2 

Ma Dou Elementary School, Ma Dou District, Tainan2 

Chia-Yao Hsu 3 

Chongwen junior high school, Neipu Hsiang, Pingtung3 

 

Abstract 
Astronomical teaching is often limi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ime, space, terrain and 

weather. This study developed a virtual reality system of celestial visual motion. The system 

includes the stir of the Earth and the Moon and the visual motion of the Sun and Moon. Through 

the study of virtual reality, students can observe the orbital mode of the earth, the moon and the 

su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universe, and observe the orbit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in any season and time. Under the virtual starry sky, student can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tarry sky. There are 171 students in the seventh to ninth grades joined the 

teaching experiment and 157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After the program, student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learning outcomes. Students can learn visual motion of celestial 

efficiently and would recommend the teaching material to their friends. In an 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students make use of the voice guidance to learn the knowledge of visual 

motion of celestial body efficiently.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familiar with 

keyboard manipulations in short time. Henc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interface to prevent the error operation.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Natural science, Visual motion, Operation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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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目的 

天體運行一直都是自然領域中重要的課程內容之一。然而，要正確獲得天體運行的

概念，必須要有適當的地形、地點、天候條件和觀測技巧且累積長時間觀察，始可推論

得之。課堂中使用的自然教科書只能呈現平面圖形跟文字解說，教師雖使用地球儀、日

地月立體模型來協助學生理解，不過這些教材之間的轉換理解仍有相當的難度，惟有透

過天文虛擬實境教材直觀的體驗可以突破時空與天候因素所造成的觀察限制，並建構具

體化的教學環境來協助學生理解。若學生能依據自己的學習步調自行操作以進行個人化

學習，沉浸在虛擬實境的豐富體驗，對其學習及理解應有極大的幫助。 

本研究根據國民中小學自然領域課程，應用 Unity 軟體開發以天體視運動為主題的

虛擬實境教材，再將此教材針對國中七到九年級自然與科技課程進行教學施作。天體視

運動虛擬實境教材完成教學後，本研究進行天體視運動知識的前後測、學習成效和操作

體驗滿意度的問卷進行分析，本研究最終期望能達到以下目的：一、探究此教材的學習

成效。二、了解學生使用本教材之感受。三、了解學生使用此教材後的操作滿意度。 

貳、 文獻回顧 

情境教學注重教學過程是在真實情境，學習者透過不斷思索和實際練習來整合知識

與應用（王仁癸，2009）。教師在設計教學情境時，先評估學習者的學習特性，規劃合

適的情境，學習者在此情境中獲得知性與感性的知識(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在科技影音技術逐漸成熟，利用資訊科技讓使用者透過特定的資訊科技硬體設備沉浸在

虛擬實境中，藉由資訊科技的軟硬體感受到聲音、炫光和影像的刺激，進而營造出一個

具有想像的空間，達到在虛擬實境中使用者與物件立即的互動（葉耀明，2001）。2016

年被視為 VR 元年，隨著軟硬體設備的進步，快速增加了虛擬實境的應用，如在醫療上

使用模擬系統減少護理人員對於第一次靜脈注射的恐懼感(黃德昌，2000)，住商不動產

提供客戶虛擬實境看屋體驗，減少看屋奔波的時間（方明，2016），美國國防電子大廠

洛克威爾柯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開發虛擬的軍事訓練系統讓新手體驗未來的工作

環境減少心理的焦慮感（江飛宇，2016），虛擬實境系統可以有效輔助實體槍枝教學之

初步學習（許智淵，2011），台灣福斯汽車導入 VR 虛擬實境互動體驗技術讓消費者體

驗車子內裝設計與輔助套件（陳慶琪， 2018），在大規模傷亡事故中，以虛擬實境(VR)

和臨床模擬(CS)作比較，確定 START，簡易分流和快速治療的執行效率(Price, Tortosa, 

Fernandez-Pacheco, Alonso, Madrigal, Melendreras-Ruiz, García-Collado, Rios, & Rodriguez,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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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程教學以虛擬實境進行可以提供學生身歷其境的體驗，同時感受到聲音和影

像的回饋，比起一般的傳統黑板教學法只透過黑板教授課程搭配教科書的圖文呈現或是

實地觀察與實驗，在虛擬實境的學習是更具有安全性、有效率且能引起更高的興趣

(Verkuyl, Romaniuk, & Mastrilli, 2018)，學生更能沉浸在課程學習且充滿了熱情(Limniou, 

Roberts, & Papadopoulos, 2008)，能加深對教材的印象（陳靖，2002），且虛擬實境系統

具有輔助實驗的特性，學生使用意願高也願意推薦給其他同學（吳沂木，2004），更能

身體力行應用所學於生活中，教學成效、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是受到肯定的（李俊銘，

2004）。從上述的文獻研究可發現，虛擬實境的教材能提供學生一個多元化、適性化且

安全的互動式學習環境，協助學生在實際操作中有效獲得知識，配合互動式的情境可以

讓學生主動探索學習，提高學習興趣，得到真實的學習經驗，避免掉許多實際觀察研究

的時間和體力的消耗。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主題-天體視運動虛擬實境教材 

天體視運動虛擬實境教材主要分為地球和月球的運行與日月星辰的視運動兩個

部分。地球和月球的運行包含地球的自轉、地球的公轉和月球的公轉；日月星辰的視

運動包含太陽、月球和星星於地面觀察到之視運動，詳細的教材階層如圖 1 所示。 

 
 

 

 

 

 

 

圖 1 天體的視運動虛擬實境系統之教材階層圖 

(一)地球與月球的運行 

地球與月球的運行分為地球的自轉、地球的公轉和月球的公轉三個部分。地球

自轉呈現出地球南北半球、自轉軸、北回歸線、赤道和南回歸線，藉由地球旋轉讓

學生觀察，理解晝夜之成因，如圖 2 所示。地球公轉單元是模擬太空遠處觀看地球

繞太陽公轉，有春分、夏至、秋分及冬至四個節氣選項可點選，點選後則會出現該

節氣的說明，如圖 3 為春分節氣畫面。月球公轉即為在太空遠處觀察月球繞著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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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轉及八個不同月相之選項，點擊後即可觀察該月相之日、地、月之相對應的位置

與說明，如圖 4 呈現出現眉月時之日月相對位置。 

   

圖 2 地球自轉 圖 3 地球公轉(春分) 圖 4 月球公轉(眉月) 

(二)日月星辰視運動 

日月星辰視運動分為太陽、月球與星星三個部分。太陽視運動模擬在台灣北回

歸線南北不同區域（包括台北、嘉義、花蓮與屏東）觀察太陽東升西落的情形，學

生可以藉由調整季節、時間詳細觀察到太陽在天空的運行軌跡，並亦可藉由樹影的

變化來推論太陽的位置，如圖 5 所示。月球視運動則模擬在地球上觀測月球的東升

西落以及月相變化情形，可以點選月相的名稱、農曆日期及時間，配合高度角觀察

月球移動軌跡，如圖 6 所示。星星視運動是模擬在地面觀察星星移動的情形，以及

四季不同的星空。教材共呈現 29 個常見星座，除黃道十二宮之外還有許多別具特

色的星座，例如：牛郎星所屬的天鷹座等，如圖 7 所示。 

  

 

圖 5 太陽視運動 圖 6 月球視運動 圖 7 星星視運動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虛擬實境教材教學對象為屏東縣某國中七、八和九年級學生。受測的學

生曾在國小時期學習過月球、太陽及星星的觀察，在本研究進行前都尚未進行國中地

球科學「浩瀚宇宙」單元之課程。受測對象共有 171 位學生，其中七年級男女生各為

27、28 人，八年級男女生各為 24、25 人，九年級男女生各為 33、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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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設計 

本文根據國中地球科學「浩瀚宇宙」和虛擬實境教學軟體的內容，編制成前後測

驗題目，共計有 20 題，滿分 20 分。試題完成編制後，先由校內兩位自然領域老師進

行審題，根據審題教師意見修改測驗題目以確認試題符合課程內容。開始進行前測、

教材學習、後測、教學成效問卷與操作滿意度問卷，詳細流程如下： 

(一) 首先學生先進行天體視運動測驗題的前測驗，時間 20 分鐘。 

(二) 由老師在電腦教室講解虛擬實境軟體介面與注意事項，時間 15 分鐘。教材實施

採用一人一機自學方式，學生在進行虛擬實境學習時皆會配戴耳機已接受教材語

音引導，學習時間為 35 分鐘，如圖 8 所示。 

(三) 經過教材學習後，進行教材試題後測驗，時間 20 分鐘。 

(四) 根據教材內容理解度、難易度、親和度和互動性等項目進行教學成效調查。 

(五) 根據學生在教材學習過程針對學習過程系統操作難易度、學習效率、沉浸程度、

操作指令理解度等問題進行操作滿意度調查。 

 

圖 8 虛擬實境教學 

肆、 研究結果與分析 

在各項測驗與問卷填答完成後，為避免誤差影響到正確的統計分析結果，需檢查收

到的試卷作答結果是否良好，並去除無效樣本。本次教學進行產生的無效樣本主要是因

為課程進行需要兩節課，有些學生因為請假或上其他抽離式課程，導致無法完整參與整

個教學流程。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共 157 份，詳細人數分佈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測有效樣本男女人數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合計 

男生 23 23 30 76 

女生 27 24 30 81 
合計 50 47 6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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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後測分析 

各年級的前後測平均分數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看出前後測成績都提升 50%以

上，再以 SPSS 進行前後測 T 檢定，後測和前測的差平均為 4.25，顯著值小於 0.05，

代表學生在接受虛擬實境教學之後，後測成績高於前測成績達到顯著性的差異，如表

3 所示。 

表 2 前後測平均分數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前測分數 5.8 7.2 7.3 
後測分數 9.4 12.7 11.1 
提升% 61.2 75.9 52.9 

表 3 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 

平均值 標準差 
95%信賴區間 

T 自由度 顯著性 
下限 上限 

4.25 3.64 3.68 4.82 14.637 153 .000 

二、 教學成效量表與滿意度分析 

在本研究的有效問卷的信度分析，採用 Cronbach’s Alpha 信度檢定，本研究蒐集

到的 157 份有效問卷，針對教學成效量表的 10 個項目以及體驗操作問卷的 7 個項目，

共 17 題問卷進行分析，分析所得 Cronbach’s Alpha 值是 0.954，顯示本問卷內容統計

可信度達到優良程度。 

 教學成效量表之問卷結果如表 4 所示，所有項目滿意度都高於 65%而不滿意

度都低於 3%，由問卷結果得知運用虛擬實境教材可讓課程變得有趣（75%滿意度）並

更有效率（71%滿意度），由於此套虛擬實境教材有語音引導，因此能讓學生有與教材

互動的感覺（78%滿意度）並引導學生適當正確的學習（71%滿意度），所以學生認為

這套虛擬實境教材值得推薦給朋友使用（滿意度 77%）並以此模式應用到其他教學單

元上（滿意度 76%）。 

表 4 教學成效量表結果 (%) 

NO 項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意 

1 
我喜歡使用此份教材來學習有關日月星辰的知

識 
36 41 22 1 0 

2 我願意使用虛擬實境模式來學習其他單元 32 44 23 1 0 
3 使用此份教材讓學習變得更有趣 40 35 2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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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項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意 

4 使用此份教材讓學習變得更有效率 32 39 27 2 0 
5 使用此份教材我能說出此單元的學習主題 27 43 27 3 0 
6 此份教材的設計能維持我的學習動機 30 37 31 2 0 
7 此份教材幫助我更快速達成課程目標 27 38 32 3 0 
8 此份教材提供我適當的方式熟習學習內容 30 41 28 1 0 
9 此份教材提供我具體情境進行學習互動 34 44 20 2 0 

10 我願意推薦此份教材給其他人使用 39 38 22 1 1 

在操作滿意度上，有七項問答中有四項達到 70%滿意度，由於本教材可透過語音

引導學生操作教材流程，因此能順利進行操控（滿意度 73%）並能印象深刻（滿意度

70%），由於學習過程可隨時調控季節、時間，不會像以前受到時空氣候影響，因此可

順利的以沉浸學習的方式（滿意度 64%）學習到教材內容（滿意度 73%) ，由於對手

把的操作不熟悉，因此覺得操作難度較高（滿意度僅 52%），未來更新版本將針對此

部分進行改善以使操作介面更友善（表 5）。 
表 5 操作滿意度(%) 

No 向度 內容指標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學習 

上手度 

講解後，能很快熟悉每個按鍵

的功能並依照教案順利進行

操控。 
32 41 24 3 0 

2 學習效率 
能夠快速瞭解虛擬實境內容

且順利的使用教材提供的教

學功能。 
29 44 25 2 0 

3 
增強 

記憶效果 

再次使用時，可容易回想教案

場景的操作模式。 29 41 27 3 0 

4 
操作 

錯誤率 

容易操作，過程不容易常犯

錯、按錯鍵或誤解指令等現

象。 
24 28 32 6 1 

5 融入程度 
虛擬環境描寫逼真，可完全沉

浸虛擬實境中。 29 35 32 3 1 

6 
學生學習

成效影響 

經過虛擬實境教學後，個人學

習成效正面影響，課程內容更

了解 
29 35 34 1 1 

7 滿意度 使用後，對整體環境的滿意度。 41 34 2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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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本論文應用 Unity 開發天體視運動虛擬實境教材，於南部某國中七年級到九年級各

一班學生進行學習活動。在教材施教前後針對天體視運動相關知識進行測驗，以比較學

生使用教材後是否得到實質收穫，根據前後測成績可看出總體成績有顯著提升。在教學

成效方面，教材的語音引導可以讓學生與教材有互動性，讓學生能有趣並有效率的學習

到天體視運動知識，學生普遍認為天體視運動虛擬實境教材值得推薦給朋友並希望此模

式能推廣到其他單元。在操作滿意度上，學生在沉浸式的學習環境中，透過教材語音引

導自行操控學習單元與步驟，讓自己更有效率的獲得天體視運動的知識，但在操作過程

中，學生較難熟悉手把操控而容易按錯或無效指令，因此，在流程指令操控部分必須往

更友善介面調整，才能讓學生短時間熟悉操作，提升其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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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密室逃脫活動作為創新教學方法之學習成效 
許瑛玿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將密室逃脫活動融入諮商專業倫理課程學習單元裡，對修課學

生的學習成效帶來之影響。 

本研究以某大學心理學系諮商心理學組碩士班 14 名修課學生為研究對象。每週上

課方式為第 1 小時先進行密室逃脫活動，第 2~3 小時進行傳統的教學活動，一學期中共

設計與進行 12 週密室逃脫活動。本研究分別於學期初與學期末進行倫理專業知識與職

能量表之前後測，並採用單因子相依樣本 ANOVA 進行前後測分數差異檢定。 

本研究發現，密室逃脫活動融入課程學習單元裡有助於修課學生學習倫理專業知識，

提升學生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工作責任及紀律等能力。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過程與

研究發現進行反思，並提出未來設計密室逃脫活動與未來研究之修正意見。 

 

關鍵詞：密室逃脫、創新教學、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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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When Escaping the Room as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 

Ying-Shao Hsu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after the students 

finishing the course Ethics in Psychotherapy. The teacher used "escaping the room" activities 

as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his study i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design. Fourteen 

students completed the Pre-exam and post-exam about the knowledge of Ethics in 

Psychotherapy, and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the Competence Inventory. Repeated measured 

ANOVA was used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helped the students learn the knowledge of Ethics in 

Psychotherapy, and promote the competence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olving, 

responsibility and discipline. 
 

Keywords: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Escaping the rooms, Learning performance, 

Ethics in psychotherapy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9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359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各工作領域皆有專業倫理，但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諮商專業倫理也不例外。事

實上，對助人專業而言，專業倫理是心理師執業時遵循的規範（林家興，2014），亦

是心理師在面臨兩難困境時之指引。國外研究曾發現，許多當事人在接受心理治療後，

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感覺更糟，此可能和治療師的能力不足、對倫理缺乏敏感度，

或忽視當事人的福祉有關（Lambert, 2010）。因此，美國臨床實務界認為要求落實專

業倫理的能力有其必要性（Welfel, 2015）。然而令人遺憾的，因專業倫理多以條文與

規範的樣貌出現，讓學生覺得是在背誦法規而失去學習的興趣與熱情，上課時不是在

打瞌睡，就是在滑手機，完全展現出為了學分才來選修這門專業倫理課程。 

此外，專業倫理除了準則與規範外，更常出現的是實務中遵循與否的兩難困境，

這是思辨的歷程而不只是背誦的努力。然而，訓練學生思辨的能力，倚靠團體討論與

問題解決的練習，應較個人自己獨自學習更為有效。因此，諮商專業倫理的授課教師

若能提供有趣與促進專業學習的課程設計，規劃團隊學習模式，當能有助於提升學生

的倫理知能與思辨等能力。因此本研究嘗試將目前頗受年輕人歡迎之密室逃脫活動融

入專業倫理課程學習單元裡，透過團隊合作完成密室任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所言，本研究之目的： 

探究將密室逃脫活動融入專業倫理課程學習單元裡，對修課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影

響，並進一歩提出未來設計密室逃脫方案之修正意見，以作為國內未來教授專業倫理

課程教師之參考。。 

(一) 探究密室逃脫活動對於學生專業倫理知識學習成效之影響。 

(二) 探究密室逃脫活動對於學生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團隊合作、工作責任及紀律

等能力之影響。 

貮、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以研究者任教科系諮商心理學組碩士班 14 位選修諮商專業倫理專題

學生為對研究對象。14 位學生中有 5 位男性，佔 35.7%；9 位女性，佔 64.3%。此外，

14.3%為一年級研究生，85.7%為二年級。 

研究者於開學第一週課程說明時進行知情同意說明，修課學生可自由選擇是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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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研究。願意參與研究者須簽署研究參與知情同意同意書，交由教學助理收齊後彌

封交給研究者。待學期結束，學期總成績送出後，研究者才打開彌封的資料袋，確認

哪些學生同意參與本研究。事實上，本課程所有修課學生皆簽署同意書。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工具敘述如下： 

（一）諮商專業倫理知識前、後測考題 

本研究設計以下三道試題作為評量專業知識程度的前、後測題項： 

1. 當一位國三女生跟你說：她懷孕了，你會有哪些倫理考量？ 

2. 當一位高二男生跟你說：他想自殺時，你會有哪些倫理考量？ 

3. 當一位大三男生跟你說：他對就讀科系沒有興趣，他想休學重考學測，你會有

哪些倫理考量？ 

此三道題目包含於期末考五道試題裡，每一題 20 分。研究者於批改期末考

考題時，同時批改前測試卷。 

（二）職場共通職能量表 

本研究採用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niversity Career and Competency 

Assessment Network, 簡稱 UCAN）提供之「職場共通職能量表」，以測量學生於溝

通表達、問題解決、團隊合作、工作責任及紀律等共通職能改變情形。 

（三）自評量表 

本研究亦設計自評量表詢問修課學生：「期中考前每週你大約花多少小時準備

此門課？」、「最近兩週你大約花多少小時準備此門課？」等上課前預習本課程所花

費的時間，學生自行填寫數字。 

此外，自評量表中亦詢問學生：「你認為密室任務活動對於你學習或熟悉教科

書內容的幫助程度為何？」並提供 1（代表幾乎沒有助益）至 5（代表很大助益）

分讓學生勾選。 

三、評量方法 

本研究於開學第一週進行諮商專業倫理知識前測，共 3 道題，預設作答時間 60

分鐘，但所有學生皆於 30 分鐘內交卷。本研究邀請學生於課後自行上網填答「職場

共通職能量表」，並留存測驗結果。 

期中考後 3~4 週（距離期末考 1 個月），請學生以匿名方式填答自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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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週進行期末考試，共 5 道題（內含 3 道前測題目），預設 3 小時作答時間。

學生最快約於 60 分鐘後交卷，最後一位交卷者作答時間約為 2.5 小時。期末考結束

後，研究者邀請學生再次填寫「職場共通職能量表」，並將前後測結果 e-mail 給研究

者。 

參、教學模式 

本研究嘗試將密室逃脫活動融入諮商專業倫理課程學習單元裡，因此針對每週的課

程主題，研究者努力想出適合課程主題的密室活動，讓學生有機會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

複習與整合單元知識。 

本研究之教學模式主要為：第 1 小時進行密室逃脫活動，依活動困難程度設定破解

任務的時間，約為 40~60 分鐘。第 2~3 小時再進行傳統的教學活動，如回顧活動過程與

討論等。 

肆、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將從諮商專業倫理知識與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團隊合作、工作責任及紀律

等共通職能呈現學生之學習成效。 

一丶諮商專業倫理知識 

學期中有一位修課學生因生病而修學，因此只有 13 位學生參加期末考。從表 1

及圖 1 可發現，期末考時，修課學生於三個題項的得分遠高於前測得分。顯見學生確

實於課堂中習得專業知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題項後測的平均數為 13.5、11.9 及

8.5，相對於滿分 20 分，有著努力的空間。 

表 1 諮商專業倫理知識各題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前後測差異檢定結果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 2.5 1.94 2.2 0.69 1.5 1.56 
後測 13.5 5.10 11.9 4.56 8.5 5.41 
差異

檢定 
F（1,12） = 59.73  

P = .000 

F（1,12） = 57.52  

P = .000 

F（1,12） = 17.02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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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專業知識各題項前後測分數平均數比較圖 

二、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團隊合作、工作責任及紀律之能力 

學期結束後有十位修課學生 e-mail 給研究者「職場共通職能量表」前後測結果。

從表 2 可發現，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工作責任及紀律等量表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顯見本研究之教學方法有助於提生學生的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工作責任及紀律等能

力。令人訝異的是，團隊合作量表前後測結果未達顯著差異。 

表 2 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團隊合作、工作責任及紀律等量表前後測差異檢定結果 
 溝通表達 問題解決 團隊合作 工作責任及紀律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 62.1 22.00 61.0 26.04 62.9 29.02 55.4 26.87 
後測 89.5 10.41 86.9 15.74 80.7 10.28 86.6 13.44 
差異

檢定 
F（1,9） = 22.49  

P = .001 

F（1,9） = 11.24  

P = .008 

F（1,9） = 4.26  

P = .069 

F（1,9） = 12.89  

P = .006 

伍、回饋與反思 

一、回饋 

以下將依據學校施測之教學評量結果，與教學資源中心施測之學習成果，呈現修

課學生對本課程的回饋。 

（一）教學成效評量 

本研究諮商專業倫理課程於期末學校進行之教學成效評量的結果為：學生評比

教師的敬業精神、教學方法、教學內容，與教學成效分數落在 94.7~96.0 分之間，

各項分數皆在全系與全校平均分數之上。相較於前一學年度同一學期研究者所有教

授科目總平均分數（表 3 中灰色字部分），教學評量分數亦較高，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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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學成效評量結果 

（二）學習成果評量 

學期末教學資源中心亦進行學習成果評量結果。修課學生於課程結束後填寫紙

本問卷，教學助理收齊後交由教學資源中心進行結果分析。學生於三題開放式問題

填答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學習成果評量結果 
一、教學對您有助益之處為何？ 
1. 課本結合實務，更能運用在場域上；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並透過各項活動引導討論，增加

團隊合作及溝通表達機會，以提升反思及問題解決能力。 
2. 更熟悉課程教材內容，提升專業知識，也更知道在實務上如何應用；能將課堂學習運用在

工作上，大家一同討論的過程也有更多元的角度看見不同的處理方式；提供許多實務層面

的議題討論，增加課程的深度及廣度；幫助學習者在未來進入職場時，有一定程度的專業

概念和策略去處理；更多臨床的資訊，實務現場的想像與練習的準備。 
3. 能夠更聚焦學習的方向與目標。 
4. 溝通，並且理解事情脈絡後能更有對話與解決技巧；更清楚表達意見，對未來以溝通為主

的職場環境幫助很大。 
5. 對於團隊合作有幫助，幫助提升溝通表達能力。 
6. （思考）歷程如何口語化及書寫。 
7. 寓教於樂，藉由實際活動體驗人際互動及增進覺察能力之於諮商。 
8. 老師用各種方式融入學習，我自己很喜歡，因為每次上課都有驚喜，也實際能夠用在課本

以及當周議題。 
二、您覺得教學過程需要改進之處為何？ 
1. 在課程設計上的創新部分相當多，可惜時間太少不足以讓學生展現創意，但仍然很有趣。 
2. 書面活動的前提概要有時不清晰。 
3. 雖然學到很多，但更傾向時間能更結構化。 
4. 可促進每一位學習者於課堂中發言。 
5. 很好，很詳細，很好的學習。 
三、其他寶貴意見： 
1. 給予更多詳細的細節。 
2. 老師可要求倫理守則的背誦考試。 
3. 本學期的活動設計十分完整，可以繼續沿用。 
4. 請持續採用「密室逃脫」的方式，學習收穫非常多。 
5. 請繼續保持神祕感。 
6. 其實已經很新奇了，目前想不到。 
7. 好玩有趣有用。 
8. 很棒! 

敬業精神 教學方法 教學內容 教學成效 
學期個人 
總平均 個人

平均 
全系

平均 
全校

平均 
個人

平均 
全系

平均 
全校

平均 
個人

平均 
全系

平均 
全校

平均 
個人

平均 
全系

平均 
全校

平均 

93.6 93.1 90.8 92.1 91.4 89.6 93.6 91.9 90.2 91.4 90.8 89.1 92.7 
94.7 92.4 90.9 95.3 90.7 90.4 96.0 91.3 90.4 96.0 89.7 89.4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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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 

根據研究者教學時之觀察與上述學生之回饋，研究者有以下反思： 

（一）修課學生不參與研究可能對參與課程產生之影響。 

（二）因研究產生之各項測量可能帶給學生之干擾或影響：學習的需求或教師研究

的需求？ 

（三）成功的捷徑：團隊合作或分工完成任務？ 

（四）有趣之外的實質學習成效。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密室逃脫活動融入諮商專業倫理課程學習單元，確實提升修課學生的

學習興趣，及溝通表達、問題解決、工作責任及紀律等能力。一學期之學習亦建立修

課學生諮商專業倫理的知識與能力，惟此學習成果的廣度與深度有極大改善的空間。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 在密室逃脫任務活動設計上，建議未來增加實務與難度的向度思維，以更精準

規劃密室逃脫時間。 

(二) 在規劃學生參與密室逃脫活動時，建議未來增加討論的架構，以提升團隊合作

的能力。 

(三) 如何提升學生將平時上課討論所得知識，轉換成應試作答的分數，是未來課程

設計努力之目標。 

(四) 如何平衡學生修課的自主權與教學實務研究之實施，亦是未來研究設計必須慎

重思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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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教學法對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內外在動機及學習成效之影響 
顏昌明 1 

鄭毅萍 1 

銘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1 

丁姵元 2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2 

范玟瑄 3 

銘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3 

 

摘要 
在資訊流通快速的時代，資訊技能成為全民必備的基礎能力。但學習程式設計的過

程中，使用者常面對許多的困難，導致未通過率(D-grades, withdrawals and failures, DWF)

偏高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近年來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教學法是最熱烈討論

的教學方法之一，其重點為透過教學方式重新安排，以更有效的運用課堂互動時間。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來了解不同教學方策略於資訊專業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

的學習成效上是否有差異。自變項為教學策略(以翻轉教室教學法為實驗組，而傳統講

授教學法為對照組)，依變項為學習成效，包含期末成績及學習動機問卷。由實驗結果

得知，在外在動機上，對照組學生的前測到後測平均數接近顯著下降；實驗組學生的前

測到後測平均數接近顯著上升。在內在動機上，對照組前、後測顯著與成績相關，實驗

組之後測顯著與成績相關。研究最後並對結果的差異之可能原因進行探討。 

 

關鍵詞：翻轉教室教學法、程式設計、內在動機、外在動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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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Flipped Classroom Method on the Intrinsic Goal 
Orientation, Extrinsic Goal Orient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Learning Programming 

Chang-Ming Yan1 

Yih-Ping Cheng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ing Chuan University 1 

Pei-Yuan Ting2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ung-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2 

Wen-Hsuan Fan3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ing Chuan University 3 

 

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information, programming skills have become the basic foundation 

necessary for the people. However, programing learning can be a challenging task for many 

students. The high percentage of D-grades, withdrawals and failures have always been the 

concern of many teachers and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eaching methods. It focus on how to teach more interactively in the 

classroom. 

This study uses a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to explore whether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result in different learning outcomes for information majors students in a 

programming cours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learning outcomes which include final grade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post-test of the extrinsic motiva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is close to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ve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relevant to the final 

grad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scores, 

And the post-test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expe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relevant to the final 

grade. 
 

Keywords: Flipping classroom, Programming, Intrinsic goal orientation, Extrinsic goal 

orientation,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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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背景 

在資訊流通快速的時代，資訊技能不再只是工程師或專業人士必備能力，逐漸成

為全民必備的基礎知識與素養。世界許多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等，紛紛大力推動其

國民從小即學習程式設計。但學生學習程式設計過程常面臨許多的困難，程式設計課

程的 DWF 率偏高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在台灣，課堂上單向的講述方式為教師們

授課時最普遍採用的傳統教學方式，但此種教學法最大的問題就是壓縮課堂師生互動

的時間，難以進行學寫程式過程中所需的個別化指導（田美雲，2013）。 

近年來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教學法是最熱烈討論的教學方法之一，翻轉

教室教學法的重點在於如何更有效益的運用課堂互動時間 (Sams & Bergmann, 2013)。

此教學法會由學生在課堂前先觀看教師預先準備的課程內容，到學校課堂上，學生在

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練習或完成作業，師生一起進行問題解決及討論( Jinlei, Ying, & 

Baohui, 2012)。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針對資訊專業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對於教師採用「傳統講授教學法」

及「翻轉教室教學法」兩種教學方法，比較不同教學方法，對於學生在程式設計課程

的學習成效是否有差異？除了觀察成績評量，如期末考，同時也觀察學生學習動機，

藉以探討並改善教師的教學方法或進度。 

貳、 文獻探討 

一、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Programming)定義為解決特定問題程式的過程，在軟體開發過程中是

非常重要的步驟。程式設計能力已被公認為人類必備的核心能力 (Kirby & Riley, 

2006)。在過去年間，世界各國及各教育機構均將程式設計作為各級學校的基礎課程

( Esteves, Fonseca, Morgado, & Martins, 2011)。 

程式設計在教學上有許多的困難，如因缺乏學習動機與練習、或因能力上不足，

無法將邏輯抽象推理與實務系統相連結( Bierre & Phelps, 2004)。同時，程式設計課程

亦因其 DWF 率偏高，一直是學者研究的重點關注課程 (Hsu & Hwang, 2017)。在世

界各國，平均約有三分之一的 DWF 率 (Bennedsen & Caspersen, 2007)。且根據學者

研究顯示，近年來的 DWF 率並沒有明顯的改善 (Vihavainen, Airaksinen, & Watson, 

2014)，也無明顯語言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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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轉教室 

最早是由學者 Baker (2000)，及 Lage, Platt, and Treglia (2000)所提出。雖然至今仍

沒有統一的定義，多數同意其特點在於其課程結構：將所要教授的內容讓學生在課前

先觀看，而課堂上的時間用在練習、問題解決、深化概念等互動學習上 (DeLozier & 

Rhodes, 2017)。翻轉教室教學法的優點是學生可以依據自己的程度及喜好，調整自定

其學習的方式及進度，若有必要可重複閱讀自己不熟悉的部分 (O'Flaherty & Phillips, 

2015)。對教師而言，更有機會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與學習風格 (Herreid & Schiller, 

2013)。然而使用翻轉教室也有許多挑戰待面對，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 時間問題：對教師而言，將原教授課程錄製成影片並加上編輯，是非常消耗時

間的工作 (Giannakos, Krogstie, & Chrisochoides, 2014)。 

(二) 影片及其內容問題：若影片內容是完整的課堂內容長度，對多數學生而言，無

法全程專注的將影片觀看完畢 (DeLozier & Rhodes, 2017)。但要修剪成較短長

度的影片，則表示授課教師需要重新規劃整個課程結構。 

(三) 習慣問題：對學生而言，需要時間調整改變其學習習慣以適應此學習方式

(Strayer, 2007)，同時可能造成部分學生無法適應 (Giannakos et al., 2014)。對教

師而言，需要額外設計配合課前內容的活動，如預習測驗，以確保學生有確實

完成課前內容的學習。 

三、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指學習者對學習工作、學習內容、學習結果、學習能力等方面的價值、

期望與情感 (Pintrich, 1991)。本研究採用 Pintrich and Garcia (1991)發展的學習動機量

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來測量學生的學習動機。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北部某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以相同授課教師不同年度的

一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總共 111 名學生，分別進行傳統講授教學法與翻轉教室教學

法。研究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為教學策略，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為學生學

習程式設計之成效，學習成效包含學生期末成績與學生填寫的學習動機問卷。所有參與

實驗的學生均修習大一「程式設計（一）」三學分必修課程，這課程是就讀資訊管理學

系專業的必修入門課程，並使用 Java 程式語言進行教學，因為必修課程，並不區分其

先備知識或學習經驗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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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與教學模式 

對照組在 103 學年度使用傳統講述形式進行教學，扣除重修生後，共有 58 名學

生。除了每週測驗及期中期末考之外，課堂時間都使用 PowerPoint 單純的講述課程內

容與課本問題。大部分都是由教師講述，學生處於被動角色。而實驗組則是在 106 學

年度使用翻轉教室教學法進行教學，扣除重修生後，共有 53 名學生。學生們被要求

在上課之前觀看預習影片。預習影片是向學生講述課程中一些基本概念。影片中包含

PowerPoint 與教師講解的音頻，每部影片長度在 10 分鐘以內，且影片後面皆有幾題

討論題，所有影片皆發布至 YouTube 頻道中。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測量學習動機採用 Pintrich and Garcia (1991)所發展的學習動機量表，量表

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形式，問卷包含動機(Motivation)與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兩種分量表 (Subscales)，其中，本研究僅觀察內在動機 (Intrinsic Goal 

Orientation)與外在動機(Extrinsic Goal Orientation)兩個構面作為學習動機的指標。 

而學習成績以期末成績為代表，期末測驗範圍約在 Java 簡介至陣列以內。考試

方式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筆試測驗，考題包含選擇題與問答題，作答時間為 30

分鐘；第二部分為上機考試，作答時間為 50 分鐘，成績均由同一位授課老師給予評

分。因兩學期之考試配分不盡相同，因此，會先將成績正規化為[0, 1]之間後，再進行

資料分析。 

肆、 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量化資料 

本研究測量學生學習動機方面的研究工具採用 Pintrich and Garcia (1991)所發展

的學習動機量表，比較學生的期末成績及兩個學習動機因素分數在前後測的差異程度，

並使用 t 檢定分析前測與後測在總分及兩個學習動機因素的差異。 

二、學生學習成效 

由表 1 得知，對照組學生在學習動機量表「內在動機」之前測與後測無差異(前

測平均數為 3.664，後測平均數為 3.600，p 值為 0. 332)；「外在動機」之前測平均分

數高於後測（3.577 > 3.417），p 值 0.09 接近顯著。由表 2 得知實驗組學生在學習動機

量表「內在動機」之前測與後測無差異(前測平均數為 3.984，後測平均數為 3.950，p

值為 0. 415)；「外在動機」之前測平均分數低於後測（3.521 < 3.778），p 值 0.06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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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且由圖 1 可看出，不論學生分數高或低，外在動機皆有提升，對於低分的學生

來說提升很多。但不論使用哪種教學法之內在動機，其前、後測皆沒有顯著差異。 

表 1 對照組之各構面差異的 T 檢定(兩個母體平均數差的檢定，假設變異數不相等)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對 
照 
組 

內在動機 
前測 55 3.664 0.516 

69 0.436 0.332 
後測 45 3.600 0.860 

外在動機 
前測 55 3.577 0.446 

71 1.329 0.094 
後測 45 3.417 0.703 

表 2 實驗組之各構面差異的 T 檢定(兩個母體平均數差的檢定，假設變異數相等)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實 
驗 
組 

內在動機 
前測 32 3.984 0.754 

75 0.216 0.415 
後測 45 3.950 0.639 

外在動機 
前測 32 3.521 0.789 

75 -1.518 0.067 
後測 45 3.778 0.689 

 

 

 

 

 

 

 
 

圖 1 實驗組外在動機之前測與後測比較圖 

透過迴歸分析結果可看出，不論使用哪種教學法之外在動機其前測與後測沒有顯

著影響到成績，使用傳統講授教學法的對照組之內在動機前測與後測顯著影響到成績，

前後測 p 值皆為 0.01，使用翻轉教室教學法的實驗組之前測內在動機沒有顯著影響到

成績，但後測內在動機顯著影響到成績，p 值 0.03。 

若將不同年度正規化後學生期末成績，由高至低，並切成四分之一的高分群、四

分之二的中分群以及四分之一的低分群，並觀看不同群組之間內在與外在動機的差異。

分別計算成對 T 檢定與非成對 T 檢定。 

由表 3 可以看出，成對的對照組低分群「內在動機」之前測平均分數低於後測

(3.250 < 2.861)，p 值 0.064 接近顯著；「外在動機」之前測平均分數低於後測(3.806 < 

3.250)，p 值 0.064 接近顯著。其餘成對的對照組高分、中分群以及成對的實驗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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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分與低分群在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之前測與後測無差異。由表 4 可以看出，對

照組低分群「外在動機」之前測平均分數低於後測(3.786 < 3.250)，p 值 0.035 達顯著

水準。而對照組低分群內在動機及對照組高分、中分群以和實驗組高分、中分與低分

群在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之前測與後測無差異。 

表 3 對照組之低分群各層面差異的 T 檢定(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對 
照 
組 

內在動機 
前測 9 3.250 0.500 

8 1.701 0.064 
後測 9 2.861 0.986 

外在動機 
前測 9 3.806 0.278 

8 1.696 0.064 
後測 9 3.250 0.672 

表 4 對照組之低分群外在動機的 T 檢定(兩個母體平均數差的檢定，假設變異數不相等) 
 層面  人數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對照組 外在動機 
前測 14 3.786 0.201 

13 1.969 0.035 
後測 10 3.250 0.597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不同教學方法對於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學習成效之影響。根據研

究者進行不同學期各別為期 18 週之教學實驗後，將所得之數據以 Excel 軟體進行分析，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陳述本研究所得之結論。 

本研究之學習動機量表包含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於實驗前後分別對對照組與實驗

組施測「學習動機問卷」，以了解不同教學方法對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對照組學生在

「內在動機」之前測平均分數高於後測；「外在動機」之前測平均分數高於後測，p 值接

近顯著。實驗組學生在「內在動機」之前測平均分數高於後測；而「外在動機」之前測

平均分數低於後測，p 值接近顯著，且不論學生分數高或低，外在動機皆有提升，且對

於低分的學生來說提升很多。透過 t 檢定分析，顯示不論使用哪種教學法前測與後測之

內在動機皆沒有顯著差異。 

透過迴歸分析結果可看出，不論使用哪種教學法前測與後測之外在動機沒有顯著影

響到成績，對照組之前測與後測內在動機顯著影響到成績，實驗組之前測內在動機沒有

顯著影響到成績，但後測內在動機顯著影響到成績。 

將學生成績分成高中低分群後，檢測其 T 檢定，觀看其結果發現，僅在對照組低分

群之外在動機上，前測皆高於後測，p 值接近顯著，表示使用傳統教學法對於低分全的

學生來說，明顯降低其外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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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實驗結果，本研究推測使用翻轉教室教學法在程式設計課程之中，對於外

在動機有所提升，推測與同儕小組合作的教學方式有關，可能因利用預習影片將課堂時

間空出來做更多課堂互動與練習，如透過課堂中以小組為單位之上機實作練習或討論，

希望成績比同儕出眾，導致提升外在動機。而實驗組之內在與外在動機皆沒有達到顯著

情況，可能與回收樣本數量太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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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實踐研究海報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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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班級經營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教學實踐創新之研究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novation of the Curriculum of 

Class Management and Comprehensive Activiti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王瑞壎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以「班級經營」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為主題，以實踐「高等教

育課程轉化」為目標及師資生能具有「帶得走的能力」為目的。在師資培育課程內涵層

面，乃透過國小「班級經營」課程為大三上學期奠定基礎，下學期能融入「班級經營」

的內涵與策略，進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課程設計與發展，並展現師資生的

有效教學。國小「班級經營」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系統性規劃與銜接之課

程，透過兩門課程實踐，能豐厚現有課程資源。在授課部分，能透過兩門課程教學設計

結合理論與實務；在師資生學習部分，能透過課程的引導，自主學習並能厚植教學能力。 

據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透過實踐課程過程中滾動修正，分析師資培育課程在國民小學「班級經營」與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的課程內涵與重點。 

二、發展國民小學「班級經營」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的師資培育系列

教學模式。 

三、評估師資生在國民小學「班級經營」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的學習

表現。 

本研究過程中，上學期為「班級經營」，下學期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

並從中理解師資生學習概況與表現，為解決師資生在理論與實務間理解的困難，故屬「個

案研究(case studies)」。 

同時，透過文獻分析與文件分析法、訪談法、觀察法進行研究。據此，在進入上學

期課程前，先聯繫實務學校與專家教師，同時並和協助參與之學校教師組成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可隨時理解與對話兩門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其次，下學期仍持續經營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整體而言，藉由評估師資生的表現，以調整教學設計，進而分析課程設計、

多元評量與實踐的關係。在「班級經營」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課程中，課

程教學階段，利用小組合作與同儕學習理論，依據學習回饋分組，進行主題學習，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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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為 4~6 人，並搭配線上助教管理小組，掌握學習主題討論進度。在學校現場中，則

透過與實務學校教師、師資生共同創建與省思課程。 

據此，本研究其研究成果如下： 

一、 提升師資生主動學習動機與數學學習成效。 

二、 實踐以學生為本位的師資培育課程。 

三、 規劃課程，建立師培課程創新的可行途徑。 

四、 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陪伴協助學校教師共同專業成長。 

五、 兩類課程成果如下： 

(一) 學生能在問題解決模式中應用班級經營。 

(二) 學生能善用班級經營的新典範與相關策略。 

(三) 學生能在學習平台或課堂中分享各種班級之經營方式。 

(四) 學生能在主題報告中發展創意班級經營模式。 

(五) 學生能明瞭資訊媒體在班級經營教學上的運用，並在課堂舉例說明。 

(六) 學生能透過實作活動，找出目前綜合活動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 

(七) 學生能具備應用與結合綜合活動課程理論與實務的能力，並呈現在現場教

學中。 

 

關鍵詞：班級經營、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踐、師資培育課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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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題式學習提升 3D 設計學習者的自信心探討 
Research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Promoting 3D Design Learners’ 

Confidence 

牟彩雲 

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摘要 
本研究以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方法導入大學 3D 設計課程中，探討專

題式學習對於 3D 初學者信心的提升效果，以及對於學習者自我標準要求的影響。在大

學的視覺藝術領域裡，數位能力的養成已成為視覺藝術須具備的基礎素養，而 3D 視覺

化的表現則為現代趨勢。因此，培育具備 3D 設計應用能力的人才為教學的重要目標。

然而，3D 設計人才的培養並不容易，在學習上容易因為軟體複雜性、設計應用和問題

解決能力不足等因素，讓學生喪失學習興趣，甚至放棄。此外，設計實作能力的養成需

要時間醞釀，學生在課堂上和課外的應用練習時間若不足，便會在 3D 設計的熟練度不

高，進而影響設計表現。 

由於在 3D 設計學習的歷程中，模型製作為 3D 設計基礎的階段，也是後續進階學

習的墊腳石，此階段為持續發展實作能力的關鍵點，在模型製作階段即帶入創新教學模

式，對於學生在 3D 設計的學習歷程將會有很大的影響，不僅可以培養對於日後進階實

作技術的問題解決能力，也能在基礎階段即培養興趣和建立信心，並將創意設計與思考

融入學習並呈現在 3D 模型作品中。因此，本研究針對大一基礎 3D 課程「數位建模與

材質」進行教學實踐研究，以專題式學習方法、分階段與主題的方式，進行 3D 物件和

3D 場景的設計與建模。 

研究對象為視覺藝術學系數位組學生共 20 人，參與者過去皆無 3D 設計相關經驗。

由於學生尚未具備基礎 3D 能力，課程先帶入基本工具的操作應用，利用造形範例進行

主題模型實作，捨棄傳統工具逐一介紹方式，以日常生活所見物品進行設計練習，從中

帶入各種不同建模技巧，將建模設計時的思考模式、3D 設計細節等透過實作過程中，

學習技術與設計思維。在習得基本技術與經驗後，將以技術的可能應用思考為目標，期

中評量以「我的書房」為設計主題，期末評量則以「台灣特色景物」為設計主題，讓同

學透過模型設計創作，融入造形原理和美學，設計出新的 3D 造形。此設計創作可以啟

發學生的創意力，並培養設計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進而建立信心。教師在學生設計實

作的過程中，扮演協助者的角色，引導學生將設計學理與美感融入造形設計中，並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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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主體的教學方式，找出 3D 設計問題與可能的解決方法。在學生完成 3D 設計作品

後，於課堂中進行設計說明與作品發表，課程結束後進行問卷調查與訪談，以了解學生

在專題式學習歷程中的經驗與想法。 

研究結果顯示，一、學生普遍對於專題式學習的方法接受度高，認為透過課堂示範

和設計實作的方式，對於學習成效有很大幫助，並提升了課堂師生互動。二、比較期中

和期末問卷對於 3D 設計的學習信心，亦有顯著增加。三、在對自我作品滿意度和達成

預計目標等面向，期末滿意度皆比期中稍低，顯示學生在完成專題、培養能力和建立信

心的同時，對於 3D 設計的自我要求亦有所提升。 

  

關鍵詞：專題式學習、3D 設計、自信心、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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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觀點的校外實習工作場域問題探討 

Workplace Issues of Internship: An Intern Perspective 
黃玉梅 

明新科技大學旅館事業管理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科技大學大三階段學生在校外實習場域(以旅館事業管理系為例)

中所面臨的各類狀態，本研究的結果從學生校外實習場域所見問題來了解校外實習的現

象，同時有助於從個體現象中發展出教學實踐的實務建構。 

本研究係蒐集明新科技大學旅館事業管理系 106 學年度 23 位校外實習學生，在國

內外 10 家飯店，如台北華國、台北圓山、桃園諾富特、中壢古華、新竹國賓、竹南兆

品、台中永豐棧、宜蘭蘭城晶英、義大皇家、日本一富良野，所提供的 23 份飯店一年

校外實習報告。這些報告中有關實習現況的敘述甚多，本研究僅針對研究主題進行內容

篩選，擇取 33 個案例作為研究主體有。 

本研究將有關實習現況的敘述區分為正向與負向兩大主軸。正向主軸包括三項：實

習主管正向對待行為、實習生校外實習的職場收穫和所感受到的職場友誼。負向主軸包

括五項：主管的負向對待、所感受到職場不公、霸凌、實習生所產生的抱怨及實習生所

產生的負面情緒。 

有關實習現況正向與負向兩大主軸共計出現 135 次，其中正向主軸包括三項共 71

次，例如實習主管正向對待行為(21 次)、學生校外實習的職場收穫(29 次)、實習生所感

受到的職場友誼(21)。負向主軸包括五項共 64 次，例如主管的負向對待(14 次)、所感受

到職場不公(14 次)、霸凌(4 次)、實習生所產生的抱怨(12 次)及實習生所產生的負面情

緒(20 次)。實習現況的正向部分為 71 次，占全部現況比例 52.65%；實習現況的負向部

分則為 64 次，占全部現況比例 47.4%。研究結果顯示實習生觀點的校外實習場域問題

中，正面的比例略高於負面的比例。 

本研究限制一、本文無法逐一分析各家飯店實習狀況的差異，由於實習生分散於國

內外的十家飯店進行實習，未來可進一步研究不同飯店的實習狀況及其差異之比較。二、

本研究沒有將主管的正負面行為跟實習生的正負面反應進行配對，無法進一步了解其因

果關係，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在這個部分做一些突破。因此，有關實習主管正向對待

行為對實習生校外實習的職場收穫和職場友誼，是否有促進的效果沒有辦法確實了解其

因果關係，還有主管的負向對待是否讓實習生感受到職場不公，以至於實習生有所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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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產生負面情緒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未來可使用統計量化研究方式來做進一步的探

討。 

本研究的結果有助於未來檢視教學實踐的理論及發展更進一步的研究，本研究重要

的教學實踐貢獻，在於從探討校外實習的現況去解析出正向跟負向的兩大主軸，正向狀

態能夠提供一些重要的實務發現，例如分擔工作負荷、幫助的行為都可能讓校外實習的

實習生體會到職場的友誼，增加職場收穫，甚至減緩實習生的負面情緒。反之，負向狀

態也能夠提供一些重要的實務發現，例如排班不公、公開責罵、主管負向對待等也可能

使實習生產生抱怨、甚至負面情緒。這些現象是否會導致實習職場的滿意度高低，是否

會影響學生校外實習的意願，甚至影響未來畢業後在專業科系對接領域的就業意願，這

些都值得未來繼續研究探討。 

總而言之，本研究的貢獻在於了解學生在校外實習的場域進行實習時的現況，雖然

目前僅關注旅館業者對於實習生在該實習場域中實習現況的了解，以及如何面對這些問

題的同時提供研究議題的探討，雖然目前有關校外實習的實務(practice)或者潛在的問題

(potential issues)或許所知有限，但本研究期盼能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對於各產業場域校外

實習工作場域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 
 

關鍵詞：校外實習、實習生觀點、工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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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流向調查分析 

Analysis on the Learning Outcomes for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Employability and Mobility of Bachelor Graduates 

 in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邱品端 

蔡孟佑 

顏翠玉 

薛朝光 

張文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校務研究辦公室 

 

摘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臺海大）以活力、創新、精進、躍進為教育理念，培

育優秀海洋人才。因此，對臺海大學子畢業發展相當關心與重視。為了探討臺海大學子

之學習成效，本研究從畢業生的升學與就業情形、現行的教學方針、各類型就業服務與

職涯活動、相關證照課程是否符合工作所需之專業能力，及對薪資是否有正面影響等事

項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對所有畢業一年之學生發放問卷，並進行回收與統計，以交叉

分析、相關分析等方法進行研究，深入了解臺海大畢業學子相關現況的同時亦能回饋臺

海大辦學研究的基礎資訊，調整學校之教學方針。 

整體調查結果發現，臺海大現行之教學方針，對學生之學習成效與未來職涯發展具

有正向的幫助。以全校原就讀學系(學位學程)相符程度與薪資之分析來看，可以發現學

生畢業後一年薪資越高則學系(學位學程)相符程度越高，兩者呈現正相關，但是更深入

探究各學系(學位學程)之相符程度與薪資分析，研究後發現電機系、資工系、運輸系等

學系相符程度與薪資無顯著正相關。因此，建議上述學系應從改善教學方針與課堂教學

模式，以提升學生專業知識課程之學習成效，進而提升學生之就業力。 

另外，在問卷調查回饋中有兩點：一、本研究發現專業證照對於學生在職場上的幫

助不如預期，推測雖然專業證照有助於取得某些專業能力，如財金、教育類等產業類別，

但大多數領域之證照卻對工作、能力、薪資沒有直接相關性。因此，建議改善課程之方

針，就相關性較高之學系加開相關證照課程，其他則可適當轉型為實務課程。二、本研

究發現學生接軌職場的就業輔導與職涯活動，與預期的成效也有很大的落差，大多數之

臺海大學子認為這些活動沒有幫助或甚至是沒有參加過。因此，本研究建議應該加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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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就業輔導與職涯活動並調整活動方向，讓更多學生知道，並提升參與意願，進而對學

生職涯有所幫助。 

本研究打破從成績來評斷學校之教學成果以及學生學習成效之傳統觀念，而是嘗試

從不同的面向如畢業生之就業力來探討畢業生之學習成效與回饋，反思學校現行之教學

模式是否能真正有效的幫助學生提升就業力，並在職場裡展現足夠的專業能力，並透過

這些回饋與研究結果提供學校改善的方向，讓證照與實務課程的安排更符合職場產業之

需求，舉辦更吸引學生的就業服務與職涯活動，建議少數薪資與所學相符程度無顯著相

關之學系提升教學成果，期許未來能夠讓全校整體學習成效都能促進學生就業力之提升。 

 

關鍵詞：學習成效、教學方針、專業證照、薪資、職涯發展、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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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校院體育主修女子籃球運動技能測驗給分常模建構 
A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 of Basketball Skill Evaluation for Wome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in a Normal University  
胡天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摘要 
運動技術測驗（sports skills testing）的給分標準，是每位體育教師都需面對的重要

議題。目前臺灣常見的各級學校體育成績評定及給分標準，基本上仍是依據課程標準時

期教育部編訂之體育測驗給分量表與運動技能測驗手冊，再加上考量到各校實際情形來

自行編製給分量表。根據姚漢禱（2001）在回顧臺灣運動技術測驗發展的研究，他指出

運動技術測驗的五個編製步驟，分別為界定架構、設計測驗、初步研究、施測和試題分

析、分析效度和建立常模，而臺灣自編運動技術測驗在五個編製步驟中，界定架構、分

析效度和建立常模是最為困難的兩個部分，也是臺灣自編運動技術測驗常見的缺點。本

研究目的為建立師培校院體育主修女生籃球技能測驗的給分常模。 

研究對象為臺灣北部一所師範大學 97 至 106 學年度共 8 屆體育學系女學生，合計

166 人，籃球運動技能測驗項目包括 7 項：左手上籃總投球數(含命中率)、右手上籃總

投球數(含命中率)、五點投籃總投球數(含命中率)、對牆傳球。資料分析以統計軟體 SPSS

進行 Cronbach α 信度分析、常態分配假設檢定、次數、平均數、標準差、z 分數、T 分

數與百分等級等描述性統計，顯著水準 p<.05。 

原始樣本資料為，右手上籃總投球數平均數 14.81（SD=3.44）、右手上籃命中率平

均數.61（SD=.23）、左手上籃總投球數平均數 14.15（SD=3.39）、左手上籃命中率平

均數.56（SD=.25）、五點投籃總投球數平均數 36.46（SD=12.70）、五點投籃命中率平

均數.27（SD=.14）、對牆傳球平均數 33.58（SD=9.92）。 

本研究將籃球運動技能測驗 7 項原始表現成績轉化為標準分數(Z 值)後，以

Cronbach α 信度值檢定其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結果標準化後的信度值為.813，代表信

度值非常高。本研究將 166 名學生合併計算進行常態分配假設檢定，結果發現對牆傳球

數、左手上籃命中率常態化假設未達顯著水準(<.05)，其餘各測驗項目的常態化假設達

顯著水準，表示只有對牆傳球數、左手上籃命中率呈現常態分佈。 

研究者隨即進行原始分數的常態化轉換，並將常態化的 z 分數計算出 T 分數，最

後，以相對地位量數(百分等級)分析，建構出百分等級給分常模表，師範校院體育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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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籃球運動技能測驗給分常模表，包括七項測驗的原始分數、T 分數和百分等級。本

給分表係採百分等級作為給分依據，將各測驗之原始分數轉化為常態分配 T 分數後，依

其分數高低計算所對應之群體中，所佔有的百分等級相對地位(以 PR 表示)，基於教育

的考量，本表取至 PR 值 40 分以上。 

建構出常模為，右手上籃總投球數平均數 50（SD=9.83）、右手上籃命中率平均數

50（SD=10）、左手上籃總投球數平均數 50（SD=9.79）、左手上籃命中率平均數 50

（SD=9.85）、五點投籃總投球數平均數 50（SD=9.88）、五點投籃命中率平均數 50

（SD=9.93）、對牆傳球平均數 50（SD=9.91）。 

 

關鍵詞：體育師資培育、常模參照、籃球技能測驗、籃球投籃、運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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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混擬之音樂發音法融合於英語音標教學實驗 
“Flipped Class”: Creolization of Musical Pronunciation Pedagogy 

Experimented in Dyslexic Students 
吳玲慧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在開創新的教學模式，以解決當前英語教學低落之現象，並對實驗教

學進行學習成效調查。在過去十年多，自然發音法在台灣教育相當盛行。然而，大多數

中小學生未能培養出英語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英語教育之檢核效率相對低

落。百分之八十五之五專學生亦是如此，美國學界稱此種學習者為閱讀障礙生(dyslexic 

students)。 

國中教育通過英語會話一系列的音頻(audio)訓練，強調聽力理解及作業重複練習。

作者發覺這種訓練並不會啟動大腦的專注力，除了語言障礙外，學生學習能力不一，這

種情況下，因對話情境未與學生生活有直接連繫，百分之八十五之五專學生屬於此類型

學習者，原因是學習未經與大腦連繫，大腦有兩邊，右半區掌管五官感覺；左半區掌管

推理、批判、抽象、閱讀等。在此研究，本研究動機起源於現代大腦理論，特指右腦側

重於影像及音樂流動區，本理論假設：英語是語言本身由語音和音樂性構成，因為它的

音韻範圍比大多數語言發音之音韻範疇更密且大，如日語發音的基本模擬，5個母音和

10個子音共50音。然而，英語發音成分由15個母音(1個半母音）和24個子音構成，如是，

英語本身賦予音樂性及節奏之和諧性，有助於初學者可沉浸於音樂，以創造有趣的英語

學習過程，將音樂納入英語發音教學中，是透過右腦發展地圖和音樂學習的功能區，刺

激五官及其反映學習。鑑此，本文意旨實驗及調查五專生英語發音教學及學生學習表現

的可能性，並進一步估計其扎實之學習效率或不足之處。 

五專生英語學習問題如下：一、有學習創傷，從初中開始所產生之焦慮感，典型之

問題在於無法通過字母的發音理論，培養出聽與說之能力，這種理論提供大約91種多樣

性，多數學生無法學習發音技巧。二、沒有具體規定反而有太多發音規則，會使學習者

的大腦和舌頭混淆，無法表達口說英語。研究論點是，研究者提出治療閱讀障礙之「英

語發音混擬教學」，在英語學習過程的模糊理論，即聽、說、讀、寫之學習效率來自穩

定和確定的發音學習基模，因為聽覺和說話只是進一步閱讀和認知發展之必然過程。因

此，像語音的基模用於字母的發音，這樣的複雜模式似乎是有邏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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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活動教學以學生學習環境本身的語言知識著手，如此學習本身始終具有

樂趣。音樂性是由子、母音的動態構成的，如果將英語發音節奏範圍與日語或漢語元音

的語音進行比較，以及喬姆斯基(Chomsky) 的元音和輔音的模式，歌唱教學實踐的關鍵

內容正如研究者所發現，用於口腔和聲帶中的聲音位置。因此，教學實驗的混凝試驗提

供了傳統和當前流行教學法的區辨，基於字母和KK發音系統的組合，具有音樂樂趣，

作為聽覺的先驅教學表現和基礎說話的要素，除了日語和漢語的元音語音將在課堂上進

行比較，再以母音表及子音表配合音樂發音及相關音樂發音之兒歌教導。 

評估方式為前測及後測、問卷調查及統計圖形分析。該實驗於課外活動時間進行，

為期九周，共50名學生，他們都是從不會學習英語發音到可自動學習，學習效率得以實

現一、他們在前測試中都得到零分，但是，透過九週訓練，他們都通過後測。二、向教

師發出感謝信。三、課堂出席率為百分之九十八。四、在發音教學過程中，透過音樂方

法的滲透以實現有趣的英語學習。五、學生和老師之間建立友誼，這是一對一的教學，

使他們建立親密感，能一步步地使用英語問候，因為他們可以正確地發音英語單詞。 

為此，本文將從當前通用英語教學法的問題，到與KK語音系統相結合的音樂理論

的介紹與字母-基礎發音相結合，透過有效的實驗結果，進一步討論對未來研究的相關

建議。 

 

關鍵詞：發音、翻轉、混擬、音樂、閱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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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統計素養的因果推論表現探討 
Investigat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Statistics Literacy on Causal 

Inference 
林原宏 

楊晉民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大學生在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的溝通

判斷和詮釋論述表現。由於當今大數據(big data)時代的來臨，統計素養能協助公民進行

決策，而且 Garfield and Ben‐Zvi (2007)指出，統計素養包含了基本素養(basic literacy)、

統計推理(statistical reasoning)、統計思維(statistical thinking)，而且因果推論是統計素養

在決策應用的基礎。統計是資料處理的科學，由於許多專業領域均需根據資料分析進行

決策判斷，因而更需要統計知識與統計素養。統計學習最重要的是概念原理的理解和統

計方法的正確應用，以及對於統計有正向的情意(Neumann & Hood, 2009)。然而，日常

生活常見未有充分證據便輕率斷定因果關係的不當推論，因果推論是統計學習的基礎和

統計素養的先決條件，由此可知因果推論的重要性(Pearl, 2000)。因果謬誤(causal fallacy)

是一種非形式謬誤，泛指各種未有充分證據便輕率斷定因果關係的不當推論，因果推論

的表現與詮釋影響統計學習(Goodman, Ullman, & Tenenbaum, 2011)。 

美國統計學會(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在其大學統計教育的教學與評量綱要

中指出，大學統計教育的教學與評量宜參考以下準則(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05)：一、強調統計素養並發展統計推理；二、使用真實性資料；三、強調概念性理解，

而非只有知識或計算程序；四、加強統計課室中的學生主動學習；五、應用科技工具來

發展概念性理解並分析資料；六、善用評量方法以促進學生能自我評估學習。而美國統

計學會在其大學統計課程手冊中也指出，應多使用真實性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用有效

的表徵工具呈現統計概念(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14)。Wallman (1993)提出國

民的統計素養的理念，認為統計素養是能理解且評斷在日常生活中各種統計結果的能力，

含有理解和批判評論的能力。此外，美國統計學會將統計素養定義為理解和精確地評估

出現在我們每日生活中的統計結果的能力，與欣賞在各類情境中以統計思維做決策時所

得到的貢獻的能力(Wallman, 1993)。由於大學生的統計因果推論能力表現甚少有文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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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所以，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在因果推論的溝通判斷和詮釋論述能力，有其必要可行之

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進行大學生在因果推論的溝通判斷和詮釋論述

探討，由於文獻上指出，素養評量適合以開放性評量(open-ended assessment)來進行，讓

受評者表達其思維溝通、判斷決策與邏輯論述等能力展現。二階段評量 (two-tier 

assessment)是開放性評量的一種，可據以評量「溝通判斷和詮釋論述」能力。所以，本

研究設計生活情境的開放性二階段評量，第一階段是評量判斷情境論述正確性的溝通判

斷能力，第二階段是評量提出理由的詮釋論述能力。本研究針對文獻上所提出的七種因

果謬誤(causal fallacy)架構，設計二階段評量工具，據以分析大學生的因果推理表現。此

七種因果謬誤為：一、虛假關係 (spurious relationship)；二、巧合關係 (coincidental 

correlation)；三、因果倒置(reverse causality)；四、單因謬誤(fallacy of the single cause)；

五、無足輕重(genuine but insignificant cause)；六、複合結果(joint effect)；七、迴歸謬誤

(regression fallacy)。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因果推論溝通判斷和詮釋論述表現尚佳，

大多能正確進行因果推論，但詮釋論述則呈現多種不同的理由。整體而言，大學生在「虛

假關係」、「巧合關係」、「因果倒置」、「單因謬誤」、「迴歸謬誤」等因果推論的表現最佳，

但在「無足輕重」、「複合結果」這二個因果推論的表現較差且理由詮釋較為迥異。此外，

在某些因果推論中則出現錯誤判斷且詮釋論述說明不清的現象。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

提出統計教育、邏輯推理等教學和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關鍵詞：統計素養、統計教育、因果推論、生活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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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學生的程式設計學習動機與自律學習之個案研究 
A Case Study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Motivation and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Students 

林宏仁 

陳增娟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管理系 

 

摘要 

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已逐漸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現今備受關注的互聯網、大數據、

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等科技更是持續擴大資訊應用的影響範圍。為了札根資訊教育以因

應時代的快速變化，近年來教育部陸續發佈了「資訊教育總藍圖」、「高教深耕計畫」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除了提出資訊教育的發展面向及施行策略外，教育

部進一步將資訊科技列入國、高中生的必修科目。此外，程式設計課程亦已積極的導入

大學教育，中、長遠目標是讓大學畢業生都能在就學期間修習過程式設計課程。然而，

在推廣程式設計教育的同時，若我們能釐清影響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因素，瞭解如何經

營有效的程式設計課程，將更有助於資訊教育的實施與發展。研究者身為技職學校的教

師，體認技職學生學習的獨特性，理解適當的教學方法能在技職教育中得到更好的成效。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技職學校程式設計課程的施行及學生的程式設計學習行為。具體

而言，本研究首先釐清究竟是何種因素能促使學生投入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再者，研

究者在教學時透過觀察發現，在程式設計課程中成績表現接近的學生，經常在後續的程

式專題製作時出現明顯的信心與能力差異。本研究亦將探索學生在自主程度更高的專題

課程中發生差異的原因，期能提出增強學生程式設計自我效能的具體建議。 

為了能夠在研究中建立技職學生的程式設計學習理論，我們採單一個案研究法，以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資訊管理系為個案研究對象，進行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及分析。本研

究資料來源包括觀察、文件及訪談。我們以立意取樣的思維選擇個案單位的學生進行深

度訪談，包括大一至大四的學生共 15 人。研究參與學生的學習背景各異且與師長互動

良好，能提供研究者觀點豐富的訊息。研究進行期間自 107 年 2 月至 108 年 3 月，訪談

後製作逐字稿，續以紮根理論進行分析、編碼及歸納，反覆作業直到最後提出研究理論。 

本研究主要資料來自學生的訪談，其包括正式及非正式訪談兩種型式。在正式訪談

方面，研究者與受訪學生在約定的訪談時間、地點，以一對多的團體訪談型式對話，每

次受訪學生人數為 3 人至 5 人，進行時間約為 1 小時。研究者以半結構訪談型式預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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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訪談大綱，但訪談時保留開放與彈性，我們以技職教師的經驗及專業背景，留意受訪

者提出值得再深入挖掘的觀點，察覺學生言語間透露的訊息，除了正式訪談外，由於研

究者與參與同學為同校師生，偶有機會可以在校內進行非正式訪談。非正式訪談主要作

為正式訪談語意的確認，或以簡短閒聊拉近與受訪者的關係，期在未來訪談中有更好的

互信基礎。本研究的資料分析與蒐集兩者交錯進行。在資料整理時，原始訪談內容由研

究者以開放式編碼方式賦予能反映資料片段意義的主軸編碼，編碼資料續以抽象化分類

並建立範疇，在重覆資訊蒐集、抽象化概念、比對、歸類的工作程序中，分類範疇經過

捨棄、重組、生成、分拆等變化，最終達到研究者認為的理論飽和狀態時結束。 

研究最後提出兩個結論，其一：授課教師是影響學生程式設計學習興趣與動機的最

主要因素，教師的專業知識、教學熱忱、有效教學方法及良好教室管理等因素能給學生

正向感受，提升學生的程式設計學習興趣與動機。其二：學生進行包含動手實作的自律

學習是提升程式設計自我效能的有效方式，研究指出進行程式設計自律學習的學生具有

若干特質，包括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果價值感、有更多的學習管道、有能夠互相

協助的學習伙伴，並且在程式設計中體會到學習的樂趣。最後，本研究建構一個概念模

型，說明技職學生的程式設計學習成果如何受到教師效能、自律學習及時間等因素的交

互影響。 

 

關鍵詞：程式設計、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教師效能、自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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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核心能力建構檢核之研究─以 C 大學企管系為例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e 

─ Take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C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賴廷彰 

玄奘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要 
近年來，由於受到少子化影響和整體教育環境的急遽改變，所衍生出的學用落差問

題，再加上因應就業端企業界人才需求條件調整，傳統大學校院在學習階段所欲培養建

構學生之核心能力，在工作實務上是否能有效滿足職場工作專業能力的需求，實有進一

步檢核之必要性。因此本研究為延續從第二週期評鑑後依學校定位、學系發展、學生先

備特質和職場就業發展等重新修訂之學系核心能力，以系統性方式逐年檢核學系，建構

學生在學期間修讀之不同屬性課程，如基礎課程、核心課程和統整課程等，在學習端對

應到核心能力達成成效檢核之研究，同時本研究並進一步納入未來職場人力需求之發展

趨勢，有效建置學生日後對接職場人力需求之就業能力培養，以凸顯其專業核心競爭力

與價值。 

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於檢核 C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在建構調整核心能力是否與業界實

務需求存在落差的情況，並在參與 ACCSB 評鑑過程中，重新調整建構之系所核心能力

進行與專業課程對應之研究，此核心能力與畢業生日後進入到職場之專業能力能否有效

對接？期能藉由本研究進行各課程所設定欲培養學生具備之專業能力達成程度，其與課

程計畫目標是否相符？並進一步在後續課程檢核中加以修正調整，從而形塑畢業生有一

定程度之職場競爭力，有效縮短職場就業等待期。 

根據研究結果，在施測之 236 份回收樣本分析結果中發現：C 大學企管系學生個人

變項在「課程學習需要」、「符合個人特質」、「實用性」和「五個核心能力」之知覺存在

明顯差異性。 

研究發現 C 大學企管系學生在「課程符合個人學習需求」、「符合個人特質」、「教材

內容實用性」、「修課有助溝通表達能力培養核心能力」和「日後願再參與同類型課程修

讀」等項之看法知覺因不同性別變項具有明顯差異性。其餘題項在不同性別看法知覺上

則無顯著差異。 

研究發現不同年級學生在「符合個人特質」、「教材內容實用性」、「修課有助了解管

理核心知識」、「修課後較期初更了解管理核心知識」、「修課有助了解倫理素養」、「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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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較期初更具領導統御能力」、「修課有助溝通表達能力培養」、「修課後較期初更具溝通

表達能力」、「日後願再參與同類型課程修讀」之知覺看法存在明顯差異性，其中高年級

學生(尤其是延畢生)在課程設計與核心能力之培養知覺上相較於低年級學生，具有較高

認同與滿意度，或許因低年級對課程學習架構和核心能力建構尚未有全面性了解，再加

上高年級學生即將畢業進入職場，在本身專業能力盤點和強化要求下，明顯會比低年級

學生有較高知覺態度。 

由於不同類別屬性之學生在對核心能力之看法和態度上有存在極大的差異性，包括

在不同年級別、不同性別、不同入學管道等均存在不同核心能力建構達成之差異，因此，

未來如能藉助彙集此不同類別學生之看法意見，並長期進行追蹤檢核，作為後續學系專

業核心能力、專業課程、教學理念和方式等修正調整之參考，並進一步納入未來職場人

力需求之發展趨勢，以建構學系培養專業人才之專業核心課程。 

 
關鍵詞：核心能力、就業力、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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