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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 

一、研討會目的 

本研討會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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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共創高教的未來發展之目的。 

本研討會以｢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為主要議題，目的如下： 

(一)為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鼓勵教師進行教學實踐研究，以發展有效教

學創新模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希冀透過此研討會交流與分享，

提供多元升等之發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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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透過此研討會進行校際

交流與分享。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中心、研究發展處。 

四、研討會日期：107年6月23日(六)~24日(日)。 

五、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篤行樓Y603未來教室、Y304、Y305等教室。 

六、活動網站：https://oradntue.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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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取向的師資培育模式 

周玉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系 

 

摘要 

因應新世代，有效培育二十一世紀的老師，師資培育從傳統重視學術準備、與學校

聯繫鬆散的現況，轉變為充分根植於臨床實務，統合學術及教學專業課程的方案。不同

於強調課程本位，以職前教師為中心的傳統師培課程；本研究轉化師資培育重點為場域

本位的臨床經驗，關懷學習者中心的教學實務，企冀有效提升職前教師的專業知能、教

學角色與場域意識。  

與公立小學臨床團隊合作，研究者每周進入小學場域教學，與班級老師接力教學、

現場對話。修習課程的 85 位師資生，在大學與小學教師合作的團隊組織中，置換學習

場域，於同一班級多層次觀課、議課 3 次。臨床社群提供師資生參與觀察、討論教材、

共同備課，試教與補救教學。分析場域班級學生特質，發展數學教材教法教學環節，小

組試教、評量，輔之以影像論述，回顧清楚的脈絡與教學情境。 

臨床模式課程聚焦於場域經驗，師資生連續參與團隊教師之教學及議課對班級教學

實務脈絡、專業敏感度與教育信念多所理解，為多元的學校班級帶來教學策略、師生對

話與實務內容等面向的動態變化，數十人次的觀課回饋文本也精進了教學者、現場教師

的教學研究與教學素養。 

 

關鍵詞：臨床教學、專業發展、臨床社群、師資培育、數學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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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based teacher education model 
Yu-Hsiu Chou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Career Service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teaching education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pre service teacher -centered to the 

learner-centered, so the instruction would take place at school classrooms more frequently than 

at universities, now that teachers’ pedagogical knowledge derives from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his study, 85 pre-service teachers learn how to teach math by entering the classes where 

the researcher herself taught weekly in the field. After each class,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a contextual discussion with the researcher and the clinical faculty, and hand in their personal 

reflections to conclude what they have observed in class and then even bring up some questions. 

These classroom-observations provide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the various contexts which 

enable them to have the better picture of practical knowledge. 

As for the subject concept and the differentiated assignments, the clinical faculty has been 

apparently benefitted from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the discussion and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documented reviews. 

 

Keywords: Clinical Faculty, Teacher Education, Math Pedagogy, Teache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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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師資培育再概念化 

大學端重視學科知識、教學方法與學習目標的教材教法，以傳統的課程本位，進行

抽象、疏離的理論性探究，即便於講堂上模擬情境試教，完全承接了講師傳授的教學方

法，掌握學科知識與教學方法，優秀的職前教師依然缺乏實務經驗、脈絡、區域性與情

境，一再置於身心被解構(deconstruct)的現實震撼。(Correa, J., Martinez-Arbelaiz, A. & 

Aberasturi- Apraiz, E., 2015; Shulman, 1992) 

有效引導新世代教師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進入二十一世紀經濟變遷與人才移動的多

元異質學校，各大學必須積極改革其師資培育課程，發揮其能量影響職前教師，提升其

教學效能，進而激活學生的學習(Bates, 2008; CAEP, 2015; Kimonen & Nevalainen, 2017)1。

此一師資培育的績效期待，引領起一股再概念化的臨床研究2。區隔傳統師培課程，新的

師培趨勢不獨尊課程本位，多與現場學校合作，走實務場域本位，將關注焦點由職前教

師轉移至學習者中心，以臨床實證的經驗累積符應教學場域的基礎研究。 

Fives & Buehl 的研究3指出，激活的(activated)教學信念與教師所處脈絡攸關，當教

師面對抉擇(Dilemma)與不確定時，介入、改變教師的信念，可有效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與成就。基此，將學習移至場域的師培模式，以案例提供脈絡化的概念教學，既能有效

提升職前教師的專業知能、教學角色、場域意識與研究能力，也同時豐富師培者累積實

證研究的教學基礎，據以改革專門學科領域、教材教法、教育學及學校實習課程。 

貳、動態的教師知識 

教學知識是實務知識，是一門需要細膩判斷及不斷做決定的複雜領域，教師學習怎

麼教學的知識是一種案例知識，更是策略知識，其本質特殊，包含了程序、理論與實作

知能，為一行動取向的實踐智慧。(Shulman, 1986; Towers & Rapke , 2011；Merseth, 1996)  

2017 年，關於改革教學與師資養成教育「Reformi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的

研究清楚論述，師資生常認為其在養成階段所習得的課程過於理論性，儘管分析過教學

內容、設計縝密的教學活動，進到實際教學時仍相當疏離。 

Herbel-Eisenmann 進到現場研究個案老師教數學，觀察班級學生的學習表現，清楚

指出新手教師的教學信念未能符應教學現場實務，初任教師在教室現場的表現又不及其

                                                      
1 Bates, 2008; 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Educator Preparation( CAEP), 2015;  

Kimonen, E. & Nevalainen, R. (2017). Reformi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 Bright Prospects for Active 

School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 Johnsen, S., Goree, K. & Sulak, T. (2017). Transforming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 Fives, H.  and Buehl, M. (2012). Spring cleaning for the messy construct of teachers’ beliefs: what are they? 

Which have been examined?what can they tell us? In Fives and Gill, 47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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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信念與言語所論述之教學能力，初任教師常無法將他於教育領域中的所學與研究，

轉化、帶入教學場域。 

回顧近廿年師資培育的文獻，多有指出必須從傳統重視學術準備、與學校聯繫鬆散

的現況，轉變為充分根植於臨床實務，且將學術及教學專業課程統合的課程方案。師資

生常認為其在養成階段所習得的課程知識過於理論性，未能學習教師「在教學歷程幫助

學生發展概念知識」4教學方法。直言之，抽象、疏離的職前課程，重視教學端的知識，

忽略學習端的實務知識，無法因應實際的教學現場。 

多項研究指出，臨床教學的實踐，能有效地結合理論與實務，增進實習生的實際教

學能力，甚至增加教學上創新與教學改進的能力，更有因應未來挑戰的能力。(Kimonen 

& Nevalainen , 2017) 尤有甚者，提升教材教法師資的研究能量與教學表現 

(Niedersachsen, 2002)。 

參、置身脈絡的行動方案 

建立在個案研究的基礎，Darling-Hammond (2006)主張臨床的行動不只可以強化師

培端和現場的關係，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科知識、教學知識，同時分享教學信念。統合學

術與兩班教學專業課程，本研究規劃大學教材教法授課教授到小學場域臨床教學，師生

共同在場域中實踐教學，其歷程由共同備課、概念教學到教案文本，一則提供師資生參

與教學、多次觀課、議課討論，強化師培大學與小學的合作研究，提升整體的研究風氣，

也讓學科教學研究更符應實際教學現場的需求，呼應多元學生的學習特質。（甄曉蘭，

1996；Towers & Rapke , 2011） 

                                                      
4 早在 1996 年 Copeland and Decker 的研究(video ca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aning making in preservice teachers)

已關注到職前教師特別 not develop topics and ideas.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5 

 

 

圖 1、臨床教學行動方案 

修教材教法課程的師資生，分三組共 5次進入國小四、六年級的場域進行置換學習。

合作學校實踐學習共同體的教學理念，鼓勵校內教師參與臨床團隊，協商了三個班級的

三位教師組成臨床社群投入教學實驗。前兩次的臨床教學採學習共同體模式，由社群三

位教師公開授課，參與觀課的師長及三組師資生分別給予各班教學者回饋、參與議課對

話。 

研究者與班級老師協議於每週二或四進班教學，設計 12 年素養導向課程，每一次

的內容會於一週前確定後，設計完成教案(詳附錄一)。教學涵蓋四、六兩個年級單元，

如:全等圖形、分數小數、簡化運算及速率等(如圖 1)。 

肆、專業培力 

    師資生進班觀課的時候，能夠歸納察覺教學策略、掌握迷思概念，同時堅定其對教

學本質的信念。本文分析「速率」及「怎樣解題」兩單元之師資生觀課紀錄，從中能提

取師資生觀察到教師的教學結構與流程、教學信念以及教學技巧，並指認學生的迷思概

念。以下分層簡述之。 

一、認知負荷高的教學:由場域中觀察到的策略與環節 

當老師用不同題目引導，問學生「時速、分速、秒速的異同有哪些？」能協助師資

生觀察到學生認知，他們可以透過該節課 3 個題目，說出「距離相同，時間不同」，知

道「 /s」、「/min」、「/h」代表的意義。 

六年級學生在接觸速率題時，師資生發現老師的教學策略，是出同類型的題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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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速率單位，六年級學生在算這些題目時，「會卡在單位不同」。此時老師會聚焦於題

目，比較其差異，比較過後找出「距離÷時間」這個公式。 

教學過程中，師資生發現老師對教學的信念，歸結認同：寧願讓學生更清楚之後，

再進行走下去。當學生遇到困難時，老師會停下腳步，透過各種提問，讓學生進行差異

上的比較，讓學生能真正懂速率的意義。 

二、關注教學程序與結構 

分析該組 17 位師資生在「怎樣解題」單元的文件，研究人員採三角檢核取得(表一)

實徵資料。第三次進班觀課，3 位師資生記錄了教學結構，「老師先使用圖表講述概念，

再練習平分概念，並在應用題時運用畫數線協助學生解題。」2 位師資生看見在課堂中

運用課室評量對於教學回饋的立即性。學生從中主動發現自己的學習狀況:「使用簡單

的評量（小考），讓學生明白是否學會。在評量過程中學生可以討論。」 該堂課中，13

位師資生觀察到教師會結合學生生活經驗，使用豐富的實體佈題。 

師資生對於教師如何用各種情境題讓學生比較，以解除迷思概念較為深刻；教師使

用多元實務教具的外顯行為，是最多師資生所看見的。較少師資生針對課室評量進行的

模式與立即回饋性理解討論。 

伍、來自場域的教學省思 –知識存有的客體 

開放教學，提供脈絡對話，分享策略，列舉學生迷思類型，師生共同創發教師與

教學知識。進入場域教學後，自己成為一個新手，像班級的陌生人般，每一節課設計

教案，一再推敲學習目標與學習表現之間的關聯性，請教原班教師，分享自己預期課

程結構的教學互動，真切感受到以往我的學生們可能面對的不安。一個數字不當的佈

題，瞬間凍住的學習活動，學生在脈絡外，認知負荷過高的課程，皆讓教學者深切自

省。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相互影響，班級內部與周遭的變動現況，皆成為學習型教師

成長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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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實錄（頁 175-188）。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Correa, J., Martinez-Arbelaiz, A. & Aberasturi- Apraiz, E. (2015). Post-modern reality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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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課程對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文化智商影響之研究 

莊孟勳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摘要 

    近年來，嘻哈（Hip-Hop）成為世界青少年主流文化，在嘻哈之中除了藝術實踐之

外也強調與社區連結並促進文化發展。過往少見我國對於嘻哈於文化發展及教育應用之

相關研究，而 1991 年起美國學者 Powell 率先提出嘻哈在學術上的應用價值，影響之後

研究者發展嘻哈教學法，本研究將探討嘻哈及嘻哈教學法，並設計嘻哈課程，研究嘻哈

課程提升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文化智商程度之影響觀看嘻哈課程在教育中的應用價值。 

    本研究以準實驗設計為主，質性研究為輔，隨機挑選 97 位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進

行單群前後測準實驗研究，以藝術文化智商量表檢測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實施八週嘻哈

課程後對於文化智商所產生之影響，研究發現，嘻哈課程能對文化智商各向度造成顯著

提升之影響。研究者以觀察法、內容分析法及訪談法作為質性資料輔助，分析嘻哈課程

影響學生文化智商之相關成因，本研究成果供未來研究者研究嘻哈應用於教育及文化發

展之可能價值。 

關鍵字：嘻哈教學法、嘻哈課程、藝術教育、文化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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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Hip-Hop Curriculum on Cultural 

Intelligence of Performing Arts Student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Meng-Hsun Chu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Abstract 

    Hip-Hop has became a popular phoenomoenon among young people this decade. In 

addition to artistic practice, hip hop emphasizes community involvement to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1991, Powell was first apply hip-hop to education, and it became Hip-Hop 

Pedagogy later. This study explores Hip-Hop and Hip-Hop pedagogy to design Hip-Hop 

Curriculum to develop possibilities which Hip-Hop curriculum bring to education and to study 

the impact on improving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this study,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also used to calculate the scores on 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a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on 97 

random performing art students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Researcher use Art-Cultural 

Intelligence Scale to research 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p-Hop Curriculum. And the result shows Hip-Hop Curriculum is useful for increasing 

Cultural Intelligence. Researcher used observation, cont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 as aided data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develop future hip-hop ap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Hip-Hop Pedagogy, Hip-Hop Curriculum, Art Education, Cultur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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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過往藝術學校舞蹈科學習芭蕾舞及現代舞，現今表演藝術科則學習流行舞蹈及街舞

為主，而音樂專業技能也從過往學習學習國樂及西樂，近年出現饒舌歌曲創作之表演藝

術課程。嘻哈元素於表演藝術科中所產生的影響有越趨顯著之勢，我國對於嘻哈文化探

討及應用之研究較少，過往台灣對於嘻哈文化有整體探討之文章共有三篇，李靜怡於

2005 年撰寫《台灣青少年嘻哈文化的認同與實踐》，該文章探討台灣及美國嘻哈歷史起

源、文化實踐及認同並分析媒體及商業如何影響嘻哈文化；2005 年施昱竹《舞動台灣－

談嘻哈街舞自 1980 年代末期進入台灣後，這 20 年來的發展流變》及 2011 年唐弘廷《嘻

哈文化在台灣:展演軌跡、媒體再現、身體政治》分別以台灣舞者質性訪談資料及參與觀

察法歸納台灣嘻哈次文化資本。而嘻哈是否具教育應用價值，過往並無相關研究文章，

因此本研究將以研究者依照嘻哈及嘻哈教學法內涵所設計之嘻哈課程對文化智商產生

之影響為探討主題，研究者認為嘻哈的多元性及嘻哈對於文化能力的影響將是未來教育

應用之中值得探討的發展方向。 

    嘻哈一詞於 1974 年正式確立，指稱由五個嘻哈元素所形成的文化，分別為：DJ、

MC、塗鴉音樂、B-Boy 及知識。以文化的角度觀看嘻哈，指的是從是從事上述元素的

藝術創作並有相似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群體；嘻哈教學法由三個關鍵教育理論架構

而成：批判種族理論、文化相關教育學、批判教育學。嘻哈教學法是指使用嘻哈元素作

為教學文本的教育方案，其教學過程首重提升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Hill, 2009）。文化

智商指的不同文化及群體中成功適應之能力，此能力可依靠語言與人際關係的能力去適

應各種不確定情況，以便在不同環境中進行自我調整。文化智商所代表的是一種文化敏

感度與包容度。而文化智商共含四維向度，其內容構面分述如下： 

認知文化智商：指從教育和個人經驗中獲取不同文化知識的能力。 

動機文化智商：指在不同文化引導注意力和經歷的學習和運作能力。 

行為文化智商：指在多種文化情景下表現適當的言語和非言語行為的能力。 

後設認知文化智商：指在跨文化體驗期間和之後調整心理模型的能力。 

貳、研究方法及課程設計 

    本研究以新北市新店區某高職表演藝術科二年級隨機抽樣兩個班級學生作為單群

前後測準實驗研究對象，此群合計共 97 人作於正規課程時間實施八週嘻哈課程教學方

案，研究者根據文化智商四維構面定義以及 Ang 與 Earley 等學者在 2007 年研究開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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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智商量表內容所設計成藝術文化智商量表，本量表根據專家意見評估，刪除專家內

容效度較低之題目，並針對 80 名預試對象施測，經 SPSS 24.0 進行因素分析後，其因

素負荷量介於.61 至.80 之間，四個向度的量表題目 α 信度皆達 7 以上水準，具有一定的

穩定度及信度。本量表為五等量表，依照文化智商四維向度，每向度各 5 題，共 20 題，

本研究所使用之藝術文化量表，每題分數為 1 至 5 分，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

同意，其分數越高則顯示其文化智商指數越高，反之亦同。而本研究質性資料以「教師

觀察日誌」、「各單元學習回饋單」及「訪談資料」進行輔助研究資料。 

    本研究實施之嘻哈課程以嘻哈藝術元素及文化精神探討作為教材，並以嘻哈教學法

所含之相關理論、執行要點及成功要素為框架，課程以 DJ、MC、B-Boy、塗鴉、Cypher、

Battle 等六項藝術實踐操作作為提升認知及技能領域之教學工具並探討 Love、Peace、

Diss、Respect、知識…等五項精神價值。針對各嘻哈課程內容分述說明如表 1 

表 1 嘻哈課程單元內容簡述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簡述 

一 DJ 
DJ 指的是音樂播放及混音技巧，本單元將使學生透過數位音樂剪輯軟體操

作，理解 DJ 音樂之混音創作 

二 MC 
MC 指的是在派對中的主持及搭配音樂之韻腳詩詞撰寫，本單元將使學生

理解文學及音樂藝術的創作，用於鼓舞他人。 

三 B-Boy 
B-Boy 指的是派對中，於舞池中進行隨興舞蹈的派對客，本單元將使學生

理解音樂與肢體間的運作關係，增進肢體開發、發展互動舞蹈技能。 

四 塗鴉 
塗鴉指的是運用非傳統媒材及非傳統傳播介質上的視覺藝術創作，本單元

將使學生嘗試使用不同媒介創作視覺藝術作品。 

五 
Cypher 

Cypher 指的是一群藝術家彼此分享能量並激盪藝術創作的過程，本單元將

使學生學習使用藝術行為共同進行即興創作，學習接收刺激並即時創作。  

Love Love 探討的範圍，包含如何以言語及行動進行相互付出及回饋 

六 
Battle 

Battle 指的是藝術家以同一主題作即興創作的較量方式，本單元將使學生學

習主題性的即時創作競賽。  

Peace Peace 的探討範圍為，學習以客觀角度處事並學習相互溝通達成共識。 

七 

Diss Diss 的探討範圍，學習真實並精準的表達，達到真正的意見交流。 

Respect 
Respect 的探討範圍，學習對生命、事物、物品、大自然、人生觀、價值觀、

對自己及對他人的尊重。 

八 知識 知識的探討如何增加求知慾並領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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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實施八週嘻哈課程並以藝術文化智商量表進行前後測評

量，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量化研究資料分析，研究發現嘻哈課程對文化智商各分項

皆有顯著提升之助益，其量表前後測資料分析表如表 2：  

表 2 藝術文化智商量表前後測資料分析表 

向度 
後測得分平均值 

-前測得分平均值 
t 值 p 值 達顯著差異 

認知文化智商 +0.88 -12.25*** .000  

動機文化智商 +0.48 -5.90*** .000  

行為文化智商 +0.54 -8.00*** .000  

後設認知文化智商 +0.33 -4.86*** .000  

註：***p<.001 

一、嘻哈課程對認知文化智商之影響 

    嘻哈課程中，在第一、二、三、四、八週課程單元之中，研究者透過介紹不同族群

之藝術使學習者吸收藝術文化知識並引導學生實際操作藝術項目，學習者會發現自己和

其他族群的不同之處也因為這樣加深了印象。研究者發現此方式不僅能成功使學生學習

到其他國家的文化知識之外，也能激發學生創作動力及想像力，研究顯示嘻哈課程對於

學習者提升對於其他族群的認知有十分顯著的助益（t=-12.25）。 

二、嘻哈課程對動機文化智商之影響 

    動機文化智商與情緒智商和人際關係相關，在嘻哈課程中的第二、三、五、六週課

程單元有較多的互動課程內容，幫助學習者在教室內學習如何和與自己不同生活圈文化

的同學相處互動，藉此打破班級小團體的界線。嘻哈課程內容能促進不同生活圈及不同

文化的兩群人增加彼此互動的機會，對於學習者主動接觸其他群體的動機造成顯著之提

升（t=-8.00）。 

三、嘻哈課程對行為文化智商之影響 

    嘻哈課程第五、六、七單元中的藝術操作中，透過隨機分組，研究者鼓勵組員共同

創作並依每週課程單元達成不同目標。在嘻哈課程的任務目標式集體創作中，學習者能

快速地知道自己在團體中的定位、節省任務完成時間並增加成就感，也讓學習者在各團

體中的行為表現產生影響造成顯著提升（t=-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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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嘻哈課程對後設認知文化智商之影響 

    嘻哈課程提供多元的角度讓學習者反思自身與他人的相異之處，在嘻哈課程的第一

至第八週單元內容，嘻哈課程以議題引導創作，以藝術作為表達工具，形成「議題－創

作－批判－回饋」的過程，研究顯示嘻哈課程對於後設認知文化智商的提升達顯著之水

準 （t=-4.86）。 

肆、結語 

    嘻哈課程實施於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經藝術文化智商量表前後測結果顯示，嘻哈課

程對於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之文化智商四維向度能產生助益。此研究與參考文獻相稱，

以歷史角度觀看嘻哈，其本質在於解決族群問題。而嘻哈課程對於高職表演藝術科學生

的文化智商四維向度影響程度由大至小排列為認知文化智商（t=-12.25）＞ 行為文化智

商（t=-8.00）＞ 動機文化智商（t=-5.90）＞ 後設認知文化智商（t=-4.86）。 

    嘻哈課程教學方案「以生活為文本」，鼓勵「領導學習」，使主體能主動發現自身與

他人之間的差異，引發主體追求知識的渴望，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及「相互溝通」，

嘻哈教學法運用批判教學法的觀點，使學習者能建設性的「應對反對意見」並「解決問

題」。嘻哈藝術元素涵蓋了音樂、文學、舞蹈、視覺藝術，以知識作為各領域藝術間的

連結，凸顯了嘻哈精神中的「兼容並蓄」，讓學生不僅有能力發現彼此差異之外也能應

用這些差異產生的價值。嘻哈課程的多元性對於培養跨領域學習人才具有相當的潛力。

嘻哈課程能為未來教育提供更多元的應用方式。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使用相關研究法針

對不同變項對嘻哈課程的內容進行研究，以進一步發現嘻哈課程中的 DJ、MC、B-Boy、

塗鴉、Cypher、Battle 等六個藝術元素，分別對於提升整體社區及國家文化有何應用價

值並可以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科系之對象實施，以利未來進一步研究嘻哈及

嘻哈課程對於文化智商及文化能力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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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elf in Hip-Hop Pedagogy. (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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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材與任務導向學習於財金教育之課程設計與成效探討 

謝欣容 

開南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行動裝置、數位科技等技術的成熟發展，近年來多元型態的數位學

習方式蓬勃發展。財務金融學科以專業理論的教授為課程學習之核心，然而財金學科的

知識在真實市場的應用、實務上的瞬息萬變與理論結合的應變能力著實應該被強調，本

研究針對 104、105 學年度某財務金融學系三年級的「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此一

財金專業必修課程作為主要研究課程，檢視數位教材上傳數位學習網平台、「問題/任務

導向學習」 (Problem/Project-based learning，簡稱 PBL)的教學方式是否有助於混成學習

(Blended Learning)於財金教育之課程設計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和專業素養，結果發現只

要學生能實際的參與課程，在課程專業理論的熟悉度上以及實務報告的分析應用上都有

顯著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數位學習、問題/任務導向學習、混成學習、財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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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s when Applying e-Learning 

and PBL in Finance Education 

Hsin-Jung Hsieh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K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well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mobile device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various e-

learning approaches flourish nowadays. The important learning goal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s 

the connection of financial theory and real market. However, Financial education was seldom 

being discussed on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research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s applying e-Learning and Problem/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alysis and Business Valuation” which is the core course among most financial 

education field. We believe that Blended Learning strategies can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 

ability and quality to adapt to financial market changes. As long as students can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this curriculum, they have significant learning progres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urriculum professional theory and in th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financial analysis 

report. 

 

Keywords: E-learning, Problem/Project-based Learning, Blended Learning, Finan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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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目的 

Graham(2005)指出融合面對面教學 (face-to-face learning)以及電腦多媒體學習

(computer-mediated (or distributed) learning)的混成學習法(Blended learning)在高等教育蔚

為風潮。目前台灣高等教育在混成學習的實踐上以「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 MOOCs) 以及「模組化物件導向動態學習情境」(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簡稱 Moodle) 被廣泛使用著，不論

MOOCs 或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皆為傳統面授課程的教學輔助工具、提供學生們於課

前預習、課堂中使用以及課後復習的好幫手，亦獲得多數研究的正面評價(如張菀珍、葉

榮木，2014；Lin, Tseng, and Chiang, 2016)。研究者認為財務金融學科以專業理論的教授

為課程學習之核心，然而財金學科的知識在真實市場的應用、實務上的瞬息萬變與理論

結合的應變能力應該被強調；尤其許多研究皆指出傳統面授的課堂教學難以使學生的實

務經驗與應變能力提升，唯有突破性的教學策略才有助於學生培養順應實務應變之能力

與素養（Betty, Angie, Neal, & Andrew, 2014；Bristol, 2014；邱淑芬、蘇秀娟、劉桂芬、

黃慧芬，2015；黃志雄，2017）。本研究以鮮少被教學實踐研究討論的財金領域作為主

要研究課程，於教學進行中採用「問題/任務導向學習」 (Problem /Project -based learning，

簡稱 PBL)的教學方式偕同教材數位化並上傳數位學習網平台，將多元的教學創新方法

實踐於以專業理論應用為核心素養的財金專業課程中，目的在於檢視學生對於數位學習

與 PBL 實踐於財金課程中的學習成效。 

貳、 研究方法與教學模式 

本研究以 104、105 學年度某校財務金融學系三年級的「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

此一國內外財金專業必修課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及教學實踐課程，在此課程的教學實

踐採用 PBL 的教學主軸，透過要求同學學期末前完成自選台灣上市上櫃公司的財務報

表分析實務報告當作學期重要的任務，配合上課進度與內容依序、分次逐步地以問題/

任務導向的方式提供學生們遵循，藉由反覆多次的小組討論、問題探索的方式，來達到

自主學習的目的，針對授課期間發生較有爭議的財報新聞案例，由研究者引導同學們一

起參與討論，如此的教學方式用以擺脫教師單向的講述授課，讓學生有「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實作體驗，同時提高學生上課的參與感與成就感。 

此外，在本課程的數位教材中輔以許多合宜的網路資源、多媒體素材搭配使用教師

自製的數位化教材，讓同學們在每一章節段落透過有趣案例的思考、體驗學習與討論提

升整體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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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生學習成效 

一、數位教材分析 

「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課程傳授方式以由淺入深的課程內容進行安排，課程

初始著重在專業知識的建立，從宏觀角度瞭解公司經營的基本概況、資產負債表、損益

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股東權益變動表等財務報表的基礎介紹，乃至於進一步地聚焦於企

業償債能力、經營能力、資產運用能力以及獲利能力等財務比率的應用並輔以國內外知

名企業或者課程進行中的新聞事件進行個案討論，期中過後則廣泛地進入到理論與實務

連結的應用層面，由帶領學生分組共同製作學期報告以逐步培養問題解決、知能合一的

專業素養，期能達成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成效。 

由於本課程教材仍以專業理論知識為主要架構、輔以適合的網路資訊作為理論與實

務結合的素材，期待能在專業建立的同時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本學期所有教材

皆數位化上傳至學校的數位學習網 e-learning 教學平台中提供學生預習與複習。然而本

課程教材數位化並上傳至數位學習網平台後，實際的學生使用率於 104、105 學年度分

別為 80.28% (57/71)與 95.12% (39/41)、學生平均上課次數從 7.85 次提升至 9.61 次、平

均閱讀頁數從 12.14 頁提升至 13.76 頁、平均閱讀時間也從 50 分又 44 秒提升為 1 小時

19 分又 34 秒。此外，本課程教材數位化並上傳數位學習網平台後，實際獲得質化的成

效如下： 

(一) 教材數位化並上傳學習網後，使同學於授課前事先了解當週教授的課程內容，

獲得預習課程內容的機會，期望誘發學生課前上網找尋相關資訊以參與課程討

論，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興趣。 

(二) 教材數位化並上傳學習網後，便利同學於授課後有再次複習課程內容的機會，

以輔助同學充分了解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各章要義，不因上課抄寫筆記不

及而有任何缺失。 

(三) 數位學習網平台確實提供課程公告以及教師訊息傳遞的相關功能(圖 1)，並且

確實傳達教材檔案以及學期作業題庫等檔案資料，協助同學課後複習討論並完

成課後作業等項目，提升師生資訊流動、溝通的效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9 

 

 

圖 1、課程公告版使用成果 

 

(四) 本課程充分使用課程討論版之功能，讓全班同學分組進行財務報表分析實務報

告，並要求限期上傳期末報告至課程討論版中(圖 2)，且提醒全班同學上網相互

欣賞學習，並於期末測驗中檢驗同學利用以及互相學習之成效。 

   

圖 2、課程討論版使用成果 

 

二、學習評量與成效評估 

    本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採取多元的評量方法，以學生平時課程參與(包括學生

出席率以及課堂互動)、期中和期末的學科知識測驗以及學期末財務報表分析實作報告

各佔 25%作為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考核方式。在學期總成績方面，104、105 學年度分

別為：全班期末實際修課人數 66、36 人5，學期總成績為 74.5 分(標準差 17.3 分)與 79.4

分(標準差 17.9 分)；就分項評量部分，平時課程參與平均成績 68.8 分(標準差 24.7 分)與

82.3 分(標準差 17.7 分)、期中學科知識測驗平均成績 61.7 分(標準差 22.1 分)與 79.3 分

                                                      
5 實際修課人數為修習總人數扣除整體出席率低於 20%且未參加期中期末測驗者，104 學年為 71 人扣

除 5 人、105 學年則為 41 人扣除 5 人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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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13.1 分)、期末學科知識測驗平均成績 82.7 分(標準差 18.4 分)與 75.4 分(標準差

17.6 分)以及學期財務報表分析實作報告平均成績 74.1 分(標準差 20.1 分) 與 77.2 分(標

準差 11.0 分)。此外，部分同學的學期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報告深具特色亦帶動其

他同學的學習參與動機。然而，本課程修課學生給予教師的期末教學評量平均分數為五

等量表中的 4.7 分(標準差 0.6，圖 3)與 4.9 分(標準差 0.3，圖 4)。由以上資料顯示，本

課程只要學生能實際的參與課程，在課程專業理論的孰悉度上以及實務報告的分析應用

上都有顯著的學習成效；然而在學生對教師的授課教學評量上也給予高度的肯定。 

 

 

圖 3、104 學年度教師期末教學評量系統 

 

圖 4、105 學年度教師期末教學評量系統 

 

肆、 結論與回饋反思 

本課程「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乃國內外財務金融學系學生必修的一門重要科

目，在系所設定專業能力、就業能力、職場應變能力、倫理人際能力、人文關懷能力等

五力的教育目標下，本課程藉由循序漸進的專業能力培養、實務個案討論與應用乃至於

企業財務評價的學期報告製作讓學生有系統的將專業知識、溝通表達、基本外語、問題

解決等核心素養結合，使修課後的學生充分具備相關的就業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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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某校學生於學習能力、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態度等方面的表現變異性頗高，但本課

程試圖以漸進式、階段性的問題/任務要求大多數的同學們能夠逐步地達成課程目標，

過程中軟性地鼓勵並硬性地規定具時效性目標的讓同學們不但有「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課程體驗以提高大家的課程參與感，同時在同學們有困難的時候提供課輔協助

與社群學習互相砥礪，最終讓所有同學皆完成他們原本認為困難且無所適從的學期報告，

不論學期報告成績的高低、多數同學們亦認為能夠完成報告便是一種成就、也相信自己

在未來職涯中具備進行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專案的專業核心素養，同學們的收穫即

是本課程進行數位教材與 PBL 教學實踐上最重要的目的，更期待未來於本課程的教授

中能吸收更多學生們的反饋意見讓本課程設計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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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之研究 

吳善揮  

黃綺筠 

蘇俊杰 

香港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摘要 

  本研究是探討創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之課程，能否提升學生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

生死本質的理解，生命的希望感。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學生反思日誌、問卷調查

（前測及後測），以評量本次研究之成效。研究結果發現，創意教學活動能夠提升學生

對生死概念的認知，並使他們對相關的議題有更深刻的反思。另外，學生均能夠透過創

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的課程，提升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以及對生命的希望感。 

 

關鍵詞：創意教學、生命教育、生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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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corporating Creative Instruction into Life-and-Death 

Education 

Ng Sin Fai Eric 

Wong Yee Kwan 

So Chun Kit 

Hong Kong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creativity instruction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in life-and-death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ir sense of hope. 

This study us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student reflection journals and questionnaires (pre-

test and post-test)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crea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can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of life and death, and also, 

students reflected more deeply on the related issues. In addition, from the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ed, students exhibited enhanced learning motivation in life-and-death education and a 

higher sense of hope in life. 

 

Keywords: Creative Instruction, Life Education, Life-and-Dea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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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香港不少學生因為不同的問題而選擇自殺，在 2016 至 2017 年度，便有 19

名學生自殺身亡，而香港的學生自殺率亦較其他地區高，情況實在令人擔憂（呂凝敏、

梁融軒，2017）。為此，香港政府於 2016 年成立了「防止學生自委員會」，以探討香

港學童自殺的成因，並檢討現行的教育策略；當中，委員會建議學校加強學生的生死教

育，以培養學生以正面態度去面對生命裡的一切困難及挑戰（香港防止學生自委員會，

2016）。由此可見，如何向學生施行生死教育，實乃當前香港各級學校需要關心的問題。 

所謂生死教育，就是透過探討死亡的本質，促使我們深切地反省自己與天下萬物的

關係，進而覺察生命之終極意義及價值，並克服面對死亡時的懼怕，以及學會珍惜自己

和天下一切的生命，最終建構出一己的人生意義及價值（劉香東，2008）。另外，生死

教育之目的，就是在於透過對死亡的瞭解，讓人們能夠更好地生存和生活（李冬雲、張

淼、李瀟、李曉婧，2017）。而生死教育的本質，就是為學生提供生命教育，關愛他們

的生命（張永超，2015）。由此可見，生死教育的核心精神，在於讓學生了解生命的本

質，從而讓他們熱愛生命，並為着自己的目標而努力奮進，最終活出自己的人生意義。 

然而，香港學校多以單向式的方法施行生死教育，例如：專家講座、老師直接講授

等，這都使到學生未能夠對生死教育產生學習興趣，也未能促進學生對生命的自我反思。 

貳、 主題與目的 

生死教育的實施，能夠有效地協助學生處理死亡的問題，並且有助他們規劃人生、

欣賞生命、珍惜健康，以及無懼死亡，而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並

尋找自我的生命意義（吳庶深、劉欣懿，2002）。事實上，要達至以上的教學成果，教

師便需要協助學生多元地思考自我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引導他們思考如何快樂健康地生

活，並創設機會讓他們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蔡昕璋，2014）。括言之，生死教育能否

取得成功，取決於教師能否讓學生思索生命的意義，以及反思自己對生命的態度。 

所謂創意教學，就是教師給予學生時間並鼓勵他們進行創意思考，以及發展自己的

學習興趣，同時也容許他們表達不同的觀點，當然，教師也需要以「好玩」之教學方式，

以提升學生對學習的動機及興趣（邱珍琬，2014）。另外，在實施創意教學之時，教師

也要尊重學生為學習主體，致力建構出師生互動、共同建構知識之學習環境，並誘發學

生主動參與課堂活動之動機，以及推動他們進行創意發表（黃玉幸，2008）。事實上，

教師施教之時，不宜只運用特定的教學法，而應融合各種以創造思考為設計原則之教學

活動，以使課程變得更為活潑（洪榮昭、林雅玲、林展立，2004）。簡言之，創意教學

能以學生的興趣為本，並在此基礎上促進他們的思考，最終讓他們掌握所需學習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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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生死教育重視學生的生命反思，而創意教學正好強調尊重學生為學習主

體，即在他們學習興趣的基礎上，給予他們思考及表達的機會，以引發創新的觀點及省

思。故此，本次研究以「生死教育之旅」為主題，並以創意教學方法為主軸，希圖能夠

在照顧學生學習興趣的情況下，讓他們深刻地掌握生死教育的概念，以及引發他們對自

我生命歷程的反思。 

 

圖 1、創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課程架構圖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以 94 名國中一年級學生為對象。他們大部分都未曾接受過生死教育，對

於生死概念也知之不詳。另外，他們普遍欠缺個人目標及夢想，也不曾反思自己的生命

意義。此外，部分同學的思想較為負面，不願意面對人生之中的困難及挑戰。雖然如此，

他們與筆者之間存有良好的師生關係，願意聽從師長的教學指示及指導。 

二、研究問題 

1.  創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之課程能否提升學生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 

2.  創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之課程能否提升學生對生命的希望感？ 

3.  創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之課程如何影響學生對生死本質的理解？ 

三、研究工具 

  首先，本研究採用了半結構式訪談，本次研究透過筆者和 4 名學生進行訪談，以探

討是次研究對他們的反思（生死本質）有何的影響，當中所設置的先導問題包括：1. 學

生如何看待創意教學在生死教育課程中之作用？2. 學生如何看待自己於是次教學研究

的學習表現？3. 學生如何評價這次生死教育課程之實施成效？另外，本次研究特別著

重學生對自我生命歷程的反思。因此，筆者特設反思日誌，讓學生在完成學習任務後填

寫，以讓他們反思課堂內所學習到的生死概念。此外，為了評量學生能否透過是次課程

提升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以及對生命的希望感，筆者自設問卷進行調查。當中，筆

者於課程實施的前後派發問卷供學生填寫。之後，研究者再以 SPSS 24.0（統計產品與

服務解決方案）的 Paired Samples T-test 對所收集到的數據進行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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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程實施 

  是次課程以創意教學的原則進行設計，包括：創意教學材料（流行曲及短片）、創

意教學活動（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另類經驗之經歷），內容如下： 

表 1 課程教學重點簡表 

單元 課節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生之歌

－「苦路

啟航」 

人到底要如何

存在？ 

 推動學生思考自

己的人生去向； 

 鼓勵同學立定心

志，活出更美好的

人生。 

 教學與討論 

流行曲：Supper Moment 《沙燕之歌》 

短片：《劉媛媛․人生的價值》 

 微小說創作《我的出生》 

路很「苦」?  讓學生明白人生

可以很美好； 

 讓學生明白人生

可以過得不平凡。 

 教學與討論 

流行曲：農夫《重新找到你》、台灣

歌《啟程》、鄭融《非凡人生》 

短片：《小罐子帶出大的人生哲理》 

 拍攝影片 

珍貴片段：最開心的三件事 

死之曲-

「雖死

猶生」 

行善就是幸福  反思自己的處事

方法及態度； 

 學習日行一善，積

極正面地生活。 

 教學與討論 

流行曲：古巨基《愛得太遲》 

短片：《與神同行》選段 

 微寫作 

回憶成長中的經歷，寫出自己做過的

善事和惡事，反思生活中的為人處事

態度。 

 小檔案 

進行一星期「日行一善」紀錄，在班

上與同學分享，讓同學感受行善的美

好，並培養行善的習慣。 

一切很美只因

有你 

 珍惜寶貴而短促

的生命； 

 學習及時地愛； 

 學會對身邊的人

表達感恩之情。 

 教學與討論 

流行曲：蘇打綠《我好想你》、《小

時候》 

短片：《麥當勞母親節驚喜影片》 

 微寫作〈生命留言〉 

向摯愛訴說心聲及愛意，以作最後的

道別，從中，學生可以學會為所愛而

活，愛就是對摯愛的祝福。 

 即場活動「愛的來電」 

邀請同學致電家人，對家人表達感謝

及祝福，並親口說聲「我愛你」。 

活著就是幸福  反思自己與他人

的關係； 

 教學與討論 

流行曲：C AllStar《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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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頌-

「活在

當下」 

 學會凡事感恩； 

 明白愛就是幸福。 

短片：《AIA 愛在當下微電影－父子篇》 

 微寫作：感謝卡（愛在當下） 

感謝那些參加追思禮的人（學生可以

自行預計），並思考為何這些人會來

緬懷自己（與自己的感情及闗係為

何？），從中，反省自己與人相處的

態度及問題。 

生命由美德  

開始  

 明白生命的意義

在於道德實踐； 

 以追求美善價值

為目標。 

 教學與討論 

流行曲：林志美《愛是不保留》、鄭

秀文《加爾各達的天使》 

短片：《無名英雄-施比受更有福》 

 設計天堂護照 

你認為進天堂的條件是什麼？試設

計一本護照，以批准符合條件的人進

入天堂。 

 天堂論壇（學生需先觀看短片） 

你認為無名英雄可以進入天堂嗎？

試談談你的看法。（小組討論：6分鐘） 

伍、 研究結果分析 

一、量性資料分析 

    本問卷經 SPSS 24.0 的 Cronbach α係數分析，α係數=.985，代表本問卷之內部一

致性具有高可信度。由表 2 顯示，本次研究確實能夠提升學生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趣。 

表 2 學習興趣相關題項 

題號 題目 測試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1 我對生死問題有濃厚的學習興趣。 
前測 2.26 1.34 

-12.29*** 
後測 3.96 1.32 

2 我會主動與身邊的人談論生死問題。 
前測 1.72 .68 

-14.41*** 
後測 3.69 1.34 

3 我會主動思考死亡的價值及意義。 
前測 2.68 1.08 

-8.70*** 
後測 3.94 1.17 

4 我會主動思考生存的價值及意義。 
前測 2.54 1.08 

-10.53*** 
後測 4.09 1.10 

5 學習生死教育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前測 2.54 1.19 

-9.15*** 
後測 4.12 1.23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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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 顯示，本次研究能夠提升學生對生命的希望感。 

表 3 生命希望感相關題項 

題號 題目 測試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6 我凡事都會往正面的角度去想。 
前測 2.66 1.28 

-8.12*** 
後測 4.03 1.19 

7 

我認為生命裡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值得我

們欣賞，而我們不應只著眼於那些不好的

東西之上。 

前測 2.66 1.28 

-8.67*** 
後測 4.09 1.14 

8 
縱使生命裡存有很多不同的挫折或傷痛，

可是我還是覺得生命是美好的。 

前測 2.60 1.35 
-7.82*** 

後測 3.93 1.15 

9 困難會讓我們成長。 
前測 2.56 1.19 

-9.58*** 
後測 4.13 1.14 

10 
我熱愛自己的生命，並相信未來 

必定會更好。 

前測 2.77 1.20 
-8.14*** 

後測 4.04 1.16 

*p<.05、**p<.01、***p<.001。 

二、質性資料分析 

  綜合而言，質性資料都反映出這次研究具有一定的成效。在理解生存意義方面，學

生都能夠從課程中明白到實踐美善的價值才是人們生存的意義。例如：「只有願意幫助

別人和愛人，才會得到真正的快樂」（學生 A․反思日誌）、「行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

美德，因此我能幫就幫，因為助人才會使我們感到快樂」（學生 B․反思日誌）、「施

比受更有福，在幫助別人的同時，自己也可以受益，感到快樂並得到別人的祝福」（學

生 C․反思日誌）。在理解死亡意義方面，學生也明白到死亡正好提醒了我們需要珍惜

生命的道理。例如：「時光十分短暫，好好珍惜現在，別等失去的時候才去珍惜，那時

已太遲了，而我們也會後悔」（學生 A․反思日誌）、「死亡就是一個提醒我們珍惜的

時鐘」（學生 B․反思日誌）、「死亡與我們很近，如果不懂珍惜，死亡來到時，我們

便會感到遺憾」（學生 D․反思日誌）。在課程成效方面，受訪學生都表示創意教學能

夠引發他們的聯想，並因其趣味性，讓他們能夠增加對課堂的參與度，進而使到他們能

夠專心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意義。例如：「課堂活動都很有趣，而且又可以聽歌和看短片，

使到課堂氣氛變得輕鬆」（學生 A）、「課堂活動能夠給我們機會反思自己的人生，回

顧自己有沒有在生命之中做得不好的地方」（學生 B）、「老師鼓勵我們表達意見，使

我也想想相關的反思，以分享自己的感受」（學生 C）、「老師都把說話的機會讓給我

們，使到我們的學習不再是填鴨式，而是可以深入地思考自己的問題」（學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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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綜合而言，本次創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的研究，能夠提升學生對生死教育的學習興

趣，以及對生命的希望感。同時，參與研究的學生也能夠增進對生死概念的掌握。由此

可見，筆者認為本次創意教學融入生死教育課程具有一定的成效。然而，筆者亦有以下

建議：首先，由於本次研究的教學時間較為緊迫，所以教師未必能夠給予學生足夠的時

間對生命歷程進行反思。因此，筆者建議後續研究者增加生死教育的課堂時數，以讓教

師可以有更充足的教學時間，並騰出更多時間供學生進行反思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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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學習理論融入通識英文課程之教學研究:以英文電影課程為例 

徐曉雯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影音資源已被廣泛運用於教學。其中，電影具豐富語言與

文化資源，提供了最佳的學習資源與了解文化差異的範本。本通識課程「英文電影語言

與文化」以英語電影為主要教學媒介，以實境學習理論(Situated Learning Theory)為基礎，

將課堂中的學習與現實世界的活動進行連結，從而提升學生英語學習動機。期末課程問

卷結果顯示，87.5%的學生認為，透過本課程對英美文化的溝通方式有了更進一步的認

識。在增進英語溝通能力方面，也有過半數的學生表示認同。同學們表示在說英語時更

能加入自己的感情，語調變化上也有進步、說英語的信心也增強了。整體而言，九成以

上的學生認為透過英語電影，學習動機提高了許多，且因為有了影片的實際情境與示範

以及吸引人的電影情節，更能幫助他們了解與記憶英語，英語學習不再只是枯燥的課本

與單向的紙本測驗。透過英語電影配音的活動，約有七成五的同學表示此類型的作業讓

他們更願意開口說英文。 

 

關鍵詞：實境學習理論、語言與文化、學習動機、英語電影配音、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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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ing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into General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Hsiao-wen Hsu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K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o promot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eaching efficacy, movies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his study aims to offer student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aise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situated learning at tertiary level. Based on the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this 

course tried to make a connection between classroom learning and the authentic activities to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Data including pre and post questionnaires, 

movie-dubbing assignment, and class feedback were collected. The findings confirmed that 

students had better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 does their English 

ability. Mor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vided. 

 

Keywords: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Language and Culture, Learning Motivation, 

English Movie Dubbing,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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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現今多語言與多元文化的地球村環境中，英語可說是確保國際溝通與促進相互理解

的重要工具之一。英語文教育一直以來扮演著重要的地位，然而由於考試導向的教學方

式，英語學習的重心多偏重於文法與單字的傳授與學習，語言實際運用的重要性相對常

被忽略。尤其是對於中後段的大學生而言，英語能力與學習動機相對低落，因此在課程

設計上，如何有效提升學生英語學習動機便成為首要目標。 

本課程「英文電影語言與文化」為開設於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外語學門之選修課程。

課程目標在透過英語電影了解他國文化，培養學生表達與小組討論能力，強化對社會相

關議題批判思考能力的訓練。同時運用實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的理念，間接促進學

生英語口語能力、發音，進而提升英語學習動機與信心。 

貳、 實境學習與學習動機 

倡議「Situated Learning」實境學習(或稱情境學習)者，強調知識如工具，是學習者

與環境互動的成果，基本上皆受到活動與文化脈絡的影響（Brown, Collins & Dugid, 

1989）。換言之，學習者透過實際的運用才能夠真正了解並掌握知識，而非僅是習得「僵

化的知識」。此一學習理論強調教學內容取材於生活當中，提供完整的範例，並由學習

者主動操作探究，學習如何在真實情境中使用其所學到的知識，建構出一套自己的知識

與概念系統(陳國泰，2008；陳慧娟，1998)。 

為達到外語學習與教學的目的，電影被視為是最受歡迎的教學素材之一。電影因具

有豐富的文化形態，包含了靜態課程中不易表現的元素，如手勢、臉部表情、身體語言

等，語言意義豐富。學者李路得（2010）認為電影中的對話雖是設計好的對白，但因劇

本為母語人士所編製，觀眾亦為母語人士，故其對話在語言用字與社會情境上是合適的，

且可視為一種專業技術示範。本課程以實境學習理論(Situated Learning Theory)為基礎，

將課堂中的學習透過英語電影連結到現實世界，豐富學生學習經驗，強化課堂參與程度，

幫助學生探索周遭環境，建構生活中所需要之知識。 

語言是用來建立、改變與維持人際關係，具有社會情境意義的對話，才是英語學習

者需要學習的。陳國泰(2008)提出實境學習的教學環境設計應配合教學目標、提升學習

者參與感、設計富有挑戰性的學習任務、增加學習意願的吸引力、提高回饋率與互動性

以強化學習動機、提供適當的輔助工具、減少干擾因素的影響等。此外，評量方式也應

提供完整與多元的角度去檢視學習者的狀況。據此，本教學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1. 認識並欣賞各式電影主題，理解與尊重不同國家的文化。 

2. 運用英語電影片段之真實語料情境，提升學習動機與增進英語聽力、口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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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與教學設計 

與一般著重電影劇本英語學習的教材不同，本課程以電影為出發，內容包含跨文化

溝通、批判性思考、文化覺識、英語電影配音與英語學習五個部份，並視電影主題內容

穿插如字謎、創意繪圖、短篇閱讀、主題曲聽力測驗等英語小練習，在文化議題討論之

餘，帶入英語學習。 

一、 學生背景與特色 

    課程研究對象為 106 第一學期選修本課程的 117 位學生(女生佔 59.8%)。根據圖 1

統計顯示，學生來自校內各院系，近八成為四年級，系所方面，主要來自創意數位學程，

佔 17.95%，其次為資傳系(12.82%)、觀光系與國企系則各為 10.26%。 

 

 

 

 

 

 

 

圖 1、修課學生系所分布圖 

    根據期初問卷所示，超過八成六的學生認同英語的重要性，且六成表示對英語學習

有興趣。然而，超過五成的學生(55.2%)對自己的英語學習保持中立的態度。在自評英語

能力方面，顯示多數學生仍對於自己的口說與聽力程度沒有信心。另外，同學們對於上

台發表似較無意願，僅有 12.6%學生會有意願想參與英文話劇演出。 

二、 教學素材 

    為求多樣化與新鮮感，在教材方面以七部自選電影貫穿全學期的方式進行，學生須

自行在課前看完整部影片(表 1)。 

表 1 課程採用之電影與課堂議題 

編號 電影片名 類型 議題 

1 The Joy Luck Club (1993) 劇情 母女關係、文化差異 

2 Outsourced (2006) 喜劇、劇情、愛情 國際溝通、文化衝突 

3 About Time (2013) 喜劇、劇情、奇幻 回到過去、父子關係 

4 The Little Prince (2015) 動畫、劇情、冒險 價值觀、成人與孩童 

5 
Peanuts minisode: Bye-by ball & Fight 

for Food 
動畫、喜劇、家庭 人際關係 

6 Madagascar (2005) 動畫、喜劇、冒險 自由、朋友的價值 

7 The Truman Show (1998) 劇情、喜劇、科幻 直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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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蒐集 

本研究質性與量化資料皆兼顧，收集工具包含：期初課程問卷調查、教室觀察、分

組學習紀錄與個人學習心得、電影配音錄音檔案、期末課程問卷。 

肆、 結果與討論 

    為了讓學生能夠實際運用課堂上電影片段達到英語學習的目的，學習評量作業採用

英語影片配音方式，影片來源為上課中所用以討論的主題電影片段，同學視影片角色數

量自行決定組員人數。根據同學們的學習心得與個別課堂上訪談，同學們第一次遇到這

樣的作業都覺得新鮮有趣。不過也因為是英語配音，講話速度要快，且強調要對到嘴型，

不少學生須先行練習數次才能真正進行配音作業。例如，國企系陳同學表示： 

「我負責狐狸的角色，它的台詞比較長，速度也比較快，練習的過程中，我們聽到彼此的發音錯誤

時，會提醒對方並討論如何唸得更好。但發現始終跟不上影片速度，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配音

時，覺得很挫敗，但發現自己越來越跟得上時，便很有成就感，也發現其中有趣的地方，不過以後

應該不會想要從事配音員的工作，因為好累啊。」(陳同學、國企系、The Little Prince) 

足見，透過此一配音作業，同學間的關係也不知不覺的緊密起來: 

「最大的困難就是(速度)跟不上，不然就是(自己)發音蠻奇怪的，不過搞笑十足，組員間的互動很

好。」(蘇同學、觀光系、Madagascar) 

這組同學選擇了 Zoo Transfer 的片段，共四個角色，借用學校圖書股研究小間完成配音

的工作。從錄音前的演練、討論如何改進句子的流暢度、糾正發音問題到正式錄音配製

總共練習了 30 多次，重複配音了 15 次才完成，難怪同組的同學反應：「配音完，台詞

想忘記都很難。」另一位劉同學則提到： 

「剛開始不懂為何要我們配音，但當我開始進行配音的時候，我發現原來學英文也可以這麼有趣。

配音前組員之間會互相討論單字或發音，錄音時大家為了要投入角色都非常認真，當配音遇到困

難時也會互相幫忙及解決，甚至想到更好的方式，在這些過程中學到很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收

穫非常多。」(劉同學、觀光系、Madagascar) 

「每位組員都須專注自己的負責角色，…光一小段的配音都很不容易…配音過程中，我也對電影

中的許多台詞有了不同的感受與想法，非常開心。」(曾同學、資傳系、The Little Prince) 

雖然配音過程中不斷的重來，覺得有挫折感，可是在完成時的那種喜悅是無法言喻的。

電影系的程同學則認同此種配音作業的進行方式提升了英語學習興趣： 

「這次作業藉由電影結合了台詞情緒表現，從中去學習英文會話的用法，快速又有趣。」 

同組的陳同學也認為： 

「配音活動提高了我的學習動機，因為這種不是死板板的教科書文字，類似邊看電影邊學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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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大家都喜歡看電影，我也不例外，能邊看影片邊學習英文，何樂而不為？」 

對於電影系同學來說，電影本來就是主要的學科教材，作業與電影相關，搭配系所專長

之一的配音，本來就是駕輕就熟，只是需要把英語元素加進去，多練習幾次，似乎也就

不會太困難了。健康系的黃同學也覺得上完課感覺跟英文的距離又比較近了一點。資傳

系的涂同學與王同學則選擇了 Outsourced 這部影片，其中一位角色是印度人，需要模擬

印度英文腔調，間接也了解到印度文化的她表示： 

「外國人唸英文的咬字和台灣人不一樣，有一些字會簡化唸法，所以跟著唸時會不習慣，他們又

唸的特別快…跟著唸的時候就會覺得有點吃力，舌頭會打結，發現慢拍時會覺得很好笑，學印度

人講英文非常有趣。」(涂同學、資傳系、Outsourced) 

此外，影片配音原本只要求學生以簡易的影片剪輯軟體進行配音即可，不過電影系與資

傳系同學甚至去借到系上專業配音教室進行配音，足見學生對此一作業的重視程度。 

    根據期末的問卷調查結果，學生對喜劇與動畫片較能接受，其中又以動畫片小王子

(The Little Prince)最受到同學們的喜愛(35%)。其餘依次為英國浪漫喜劇 About Time、美

國實境秀電影 The Truman Show 以及冒險動畫 Madagascar。有趣的是，不同性別的學生

對本學期所使用的電影類型喜好有顯著的不同(χ2=40.05, p<0.001)，女同學對電影 The 

Truman Show 所探討的實境秀議題的興趣明顯高於男同學，而後者則對 About Time 情

有獨鍾。在同學們選擇影片的理由中，故事情節內容顯然扮演著重要因素，尤以情節具

啟發性(81.3%)以及內容有趣(76.3%)為首要。  

  在全學期課程收穫方面，87.5%的學生認為，透過本課程對英美文化的溝通表達方

式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77.5%的學生則對不同文化的價值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此兩

項符合本門課程開設之目的。而在增進英語溝通力方面，雖有過半學生表示認同，但比

起前兩項仍有落差，這也可能因為課堂中較偏重文化思考的訓練，僅有配音作業需要練

習到英語，課堂中較少實際英語口說訓練之故。 

    整體而言，超過九成的學生認為英語電影提高了他們的學習動機(91.3%)，且因為看

到了實際的情境與示範(93.8%)以及吸引人的電影情節，有助於幫助他們了解與記憶英

語(92.6%)。然而，在開口說英文方面，雖學生反應不若前三項的高比例，卻也仍有約七

成五學生認為配音作業讓他們更願意開口說英文。經由同學的反饋意見也可以看出本課

程所採取的上課方式與英語配音作業讓同學感覺到新鮮有趣，學習動機得以提升。 

伍、 結論與建議 

教學者於初次教授本課程，因班級人數眾多，且來自各院系，英語程度也較無法掌

握，因此嘗試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本課程，透過指定電影的欣賞，促進文化覺識，並以實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37 

 

境英語學習方式，讓學生從模仿影片角色口語提升學習興趣。本課程的目的在於帶給學

生不同的文化視角以及英語學習，因此電影類型較多為輕鬆喜劇或動畫片，透過電影中

衍伸的議題引導學生重新思考。學生學習問卷結果也顯示，嚴肅的電影(如 The Joy Luck 

Club)不若喜劇與動畫片般受歡迎，此外電影類型也影響學生所選擇進行配音的片段。 

學生也認為透過本課程，學到了從不同的角度來欣賞電影。為了提升學生課堂中討

論意願，也避免因有些同學不願意在全班面前發表，本課程利用 Line@app 建立課程群

組。由於是大班制通識課程，以討論方式進行課程，需要同學發表時，總不免會因為時

間有限而無法讓所有同學在班上分享其討論結果，且在整理學生討論資料方面也會因為

要回收紙張而顯得不環保且浪費時間。此一課程社群是採教學者可全班發送訊息，但學

生是單獨傳送訊息給教學者的機制，即使有些同學對於在全班面前發表自己想法會覺得

害羞而不願意，但透過此一方式，則可讓同學暢所欲言，教學者也可即時回應，並將同

學想法以匿名方式分享給全班，亦可作為課堂參與度的成績計算方之一。 

然而，多數同學們似乎對議題深入討論這件事非常不擅長，顯示此一課堂活動需要

更多的帶領與學習。另一問題則是學生若未課前先看完指定電影，便無法順利跟上課程，

上課時只能一旁發呆、無法進入討論，期末考時也無法針對題目完整作答，造成申論題

變簡答題。另有同學表示希望能減少電影的數量，增加討論長度與深度。因此，擬於再

開課時，改以二至三部電影為主，引導學生對主要議題深入了解，對電影細節與英語用

法加以討論，增加自我學習反思紀錄表次數，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電影配音作業運用「情境學習」，讓學生從熟練台詞、模擬聲音表情到完成配音，

透過此一練習達到提升英語學習目的。配音的片段皆取材自課堂中講解討論過的影片，

劇本內容亦詳載於當週課堂講義，同學可依據喜好選擇影片片段，組員與角色皆由同學

決定。此一配音作業意外地受到學生的喜愛，然有感於程度後段學生的學習動機較低，

不敢貿然指定學生進行超過三分鐘的英語配音。而有些組別似乎又太草率，選擇的配音

影片內容台詞過少，無法達到學習的目的。故擬於新開課時增加作業次數，並加以指定

影片片段，讓學生多做英語口語練習，達到提升英語口說能力的目的。整體而言，本課

程利用電影為主要教學媒介，輔以小組討論、社群軟體互動等跳脫傳統教學模式，不僅

讓學生了解電影裡對社會議題、文化差異的討論，亦達到提升英語學習的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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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 

以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評鑑分析影響學習成效之相關因素探究 

祝若穎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  

 

摘要 

    近年來高等教育發展趨勢關注於學生學習，而教學評鑑也有了變化，趨向以學生為

中心來提高教學品質，因此透過教學評鑑的機制，不僅是評估教學滿意度，更是期望能

找到提升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由此理念下，本研究旨在以「學生學習」為導向的教學

評鑑下，探究其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學習因素與教學因素。研究樣本為臺灣某一頂尖大

學，以 2016 年為主，包括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數共有 3684 門。並使用 Anova、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的研究方法。本研究發現在不同學院中，學生自評的教學滿意度

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聯存在著差異，差異最大的有理學院、工學院與電資院，由此可知

教學滿意度與學生學習成效不一定呈正相關。其次學生態度對學習成效有所影響，特別

是學習付出時間 3 至 6 小時對提升學習成效有所幫助。以學習成效為依變項，發現教學

方法、教學內容、教學評量為最顯著影響學習成效的教學因素，而學習態度越認真、內

在動機越強則是影響學習成效最顯著的學習因素，因此本研究以提升學習成效為目的，

在教學評鑑下，瞭解哪一種教學因素為其影響變項，讓教師能在評量中改善自己的教學

方法，進一步以此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達到「教學相長」的目標。 

 

關鍵詞：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生評鑑教學、學習成效、有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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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gether: 

The investigation of explor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actors by student-

learning-based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 

Jo-Ying Chu 

Center for Learning Assessment Servi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is to focus on the 

student’s learning, so SET has become student-center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s a 

result, SET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as a method not only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but also to find the key factor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 T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eaching factors. The sample of this research is a top university in 

Taiwan with 3684 courses, and us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ova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colleg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irst, teaching 

quality has the most different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College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Second, the student’s attitude factors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pecially spending three to six hours in studying is helpful for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t last, teaching approach, content, and evaluation are three 

crucial teaching factors in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hile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and strong learning motivation are the two important learning factors in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words: Student-centered,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earning Successful Rate, Effec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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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近年來高等教育發展趨勢關注於學生學習，而教學評鑑也有了變化，趨向以學生為

中心來提高教學品質，因此透過教學評鑑的機制，不僅是評估教學滿意度，更是期望能

找到提升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然而近年來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更為關注於學生學習，導

致教學評鑑也有了變化，趨向以學生為中心來提高教學品質，因此透過教學評鑑的機制，

不僅是評估教學滿意度，更是期望能找到提升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Chang(2002)以 15

個預測變項（包含教師、學生、科目等變項）來預測學生評鑑教師教學的結果也發現，

學生對所選課堂的興趣為重要的解釋變項，其解釋量高達 57%，可見學生對學科興趣為

學生評鑑教師教學的重要變項，也就是說學生並非完全以教師教學效能為標準。由此可

見得學生學習態度或學習投入比起學生實質成績來說，對於評鑑教師教學更有重要的影

響力。這也代表老師看待「學生評鑑教師教學」，應去了解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或

學習成效才是關鍵。 

從過去教學評鑑的目的主要是教學品質保證與教學專業成長，轉變至現今的目的則

為可否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由此可知，這是一個翻轉教學評鑑（Flipped teaching evaluation）

的概念。若以此為目的，那學校所採用的教學評量工具如何檢視學生學習？評量回饋應

是促進教師改善自己的教學方法，調整並充實教材內容，又如何進一步促進學生的學習

表現？ 

    由此理念下，本研究旨在以「學習者中心」(Learner-Centered)的教學評鑑下，分析

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因素。本研究樣本為臺灣某一頂尖大學的教學意見調查，以

2016 年為主，包括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數共有 3684 門。其問卷採取鼓勵填答方式，

回收率約 70%，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本研究方法使用描述性統計、Anova、階層性迴

歸分析。本研究從 Borich (1996) 提出學習成功率的概念，衍生至學習成功率與有效教

學的同心圓概念，並以此概念為階層性迴歸的分析架構。 

據此，本研究目的有四項： 

1. 瞭解各學院學生在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的差異。 

2. 瞭解學生的付出時間對提升學習成效的影響情形。 

3. 找出影響學習成效較重要相關因素，包括課程因素、教師特質、教學因素與學習因

素。 

4. 分析從較重要的相關因素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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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對象、工具、評量方法等） 

一、 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為臺灣某一頂尖大學的教學意見調查，該校的教學評鑑問卷內容，分核

心題、教師自選題、教師自訂題、給老師的建議和意見留言五大部份。自 94 學年度啟

用「網路彈性化學生評鑑教師教學系統」，該系統最大特色在於利用網路資料庫讓教師

自己能選擇或編寫評鑑題目，讓評鑑工具更適切地反映各課程的教學性質（曾正宜、陳

舜芬，2008）。本研究樣本抽取 2016 年，包括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數共有 3684 門。

其問卷採取填答送禮品以鼓勵學生踴躍填卷，每年回收率約 70%，故本校教學意見調查

前提為相信學生有足夠的自主能力與專業能力去主動填答問卷，並信任學生的填答結果，

因此其亂填機率較低，藉以強化本校教學意見調查的可信度。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使用 SPSS20，透過描述性統計、Anova、階層性迴歸分析完成研究目的。 

參、研究結果 

一、 各學院學生在教學滿意度與獲得學習成效之差異 

    由表二可看出在不同學院中，學生自評的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聯存在著

差異，差教學表現優異大於幫助學習有理學院、工學院與電資院。相反地，學習收穫大

於教學表現有生科、人社、科管院，由此可知教學滿意度與學生學習成效不一定呈正相

關，由此回答目的一。 

二、 學生付出多少時間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 

    從表三來看，學生付出時間對學習成效有所影響，特別是學習付出時間 3至 6小時

對提升學習成效有所幫助，若付出越多時間，則學習成效反而越差，由此回答目的二。 

三、 分析影響學習成功率的學習因素與教學因素 

    第三，以學習成效為依變項，以階層性迴歸的分析，由表四來看，課程因素可以解

釋學習成功率變異中 R2=8.4%，而在控制課程因素後，教師特質可以增加 R2=1.8%，而

教學因素大幅增加至 R2=76.45%，學習因素則小幅增加 R2=0.6%，表示教學因素對學習

成功率具有顯著解釋力。Step4 在控制其他變項下，發現課程因素中以「必修」、教師特

質以「教授」、「副教授」、學習因素的「外在動機」對學習成效為負的影響。教學因素

中以「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師生互動」、「教學態度」、「教學評量」，與學習因素

以「學習態度」為最顯著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以此回答目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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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從較重要的相關因素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情況 

最後，本研究從階層性迴歸分析的最顯著的因素來看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情況： 

從「必/選修」來看學習成效：由表五來看，選修(M=4.52)高於必修(M=4.34)，並具有顯

著差異（F=174.02, P=.000, Eta=.212)。 

從「教授職稱」來看學習成效：由表六來看，助理教授(M=4.46)高於副教授(M=4.40)，

副教授又高於教授(M=4.38)，並具有顯著差異（F=13.60, P=.000, Eta=.151)。 

在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的預測變項具有較高解釋變異量，但又是什麼樣的教學內容與方

法之具體建議可達到一個高成效的學習呢？本研究從學習成效對「學生給教師的建議」

的分佈比例可發現，以教學方法：放慢講課速度與教學內容：多提供講義的比例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學習成效的分數較低時，學生給教師的建議尤以「再充實內容」的比例

最高。 

從「外在動機」來看學習成效：由圖四顯示出「外在動機：必修或必選」隨著學習成效

的值，其比例的波動較大，也代表必修或必選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頗大。 

從「學習態度」與「付出時間」來看學習成效：學習成效的分數越高，學習態度越認真

的比例越高。注意到學習成效低的區間(如 2.6 分)，仍有許多學生自評自己「還算認真」

與「普通」，且在付出時間上其 5～7 小時與 7 小時以上的不在少數，了解這些學生的學

習態度還算認真，因此仍須注意這些學生透過教學評鑑所反映的意見，如「學生給老師

的建議」上以「再充實內容」就可以多加參考。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階層性迴歸分析，發現必修、教授、副教授、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師

生互動、教學態度、教學評量、學習態度認真、修讀課程外在動機都是影響學習成功率

的重要因素，且其 R 平方解釋力也具有 87.3%，達到一定水準的預測，對於實務上的應

用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研究以提升學習成效為目的，在教學評鑑下，瞭解教學方法與

內容為其影響變項，並進一步分析發現，以放慢講課速度、多舉實例、多提供講義及參

考資料、再充實課程內容、將教材放上網的比例最高，讓教師能在評量中具體的改善自

己的教學方法，進一步以此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達到「教學相長」的目標。 

二、建議 

（一）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存在差異 

    Bervan 與 Violato(2009)指出學生投入（engagement）會影響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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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學生在學習時間和努力的投入方面付出了更大的挑戰和價值感，他們可能會覺得學

到了更多的東西，從而給予很高的評價。從本研究結果來看教學表現優異大於幫助學習

有理學院、工學院與電資院。相反地，學習收穫大於教學表現有生科、人社、科管院，

這顯示教師教的很賣力，不見得學生的學習獲得是成正比，因此如何適性教學來得到更

大的學習成效是值得老師再思考之處，教師在教學過程時可多思考一些教學方法讓學生

付出時間來思考與學習。與其老師在課堂單向式教導，直接給予答案，可如何推動讓學

生自主思考的契機，例如解決問題、自主思考、團體合作、深度思考的教學方法，讓學

習回歸到學生主體責任，提高學生的付出時間，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自主性，或促發學習

動機，讓學習成為一種能力。 

（二）學生付出 3-6 小時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 

    本研究發現學生態度對學習成效有所影響，特別是學習付出時間 3 至 6 小時對提升

學習成效有所幫助，若付出時間超過 6 小時以上的話則會降低。 Marsh＆Roche(2000)

表明工作量和學生評分之間存在著積極和直接的關係。Bervan 與 Violato(2009)、

Greenwald(2002)、Kulik(2001)指出較高的工作量與較低的學生評分有關; 如果課程工作

量過大，導致學生高度的壓力，可能會導致評分偏低。因此學生付出時間是值得讓教師

教學時深思的重點，此外，亦能進而深入去探究學生課外時間的投入與活動參與情形對

於學習成效的影響。 

（三）影響學習成功率的學習因素與教學因素 

    學習成功一直都不是用成績來衡量，有時學生後來所感念的絕不是自己在課堂所得

的分數，而是在這一堂課自評自己的學習收穫，不論是老師所教的或是學生與自己或同

儕之間所合作激盪出的學習收穫，那是一種無形的能力或經驗的累積。因此本研究的學

習成功率以學生自評的「我覺得授課老師的教學對我在本課程的學習有所幫助」來當作

結果變項。從研究結果來看，控制其他變項下，課程以必修(β:0.045)、教師職稱為教授

(β:0.019)與副教授(β:0.016)、教學上以教學方法(β:0.306)、教學內容(β:0.205)、教學評量

(β:0.191)、學習態度越認真(β:0.095)、外在動機越弱(β:-0.024)有顯著解釋力。因此本研

究以提升學習成效為目的，在教學評鑑下，瞭解哪一種教學因素為其影響變項，讓教師

能在評量中改善自己的教學方法，進一步以此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達到「教學相長」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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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的評量為未來教育趨勢 

    彭森明（2010）指出若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的評量，不僅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措施，

也可幫助改變對教師的評鑑措施。因此教師評量可增加學習成效為主軸的內容。本研究

發現在不同學院中，學生自評的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聯存在著差異，差異最

大的有理學院、工學院與電資院，由此可知教學滿意度與學生學習成效不一定呈正相關。

更重要的是，設計適當的評量所得的結果可幫助教師與學校相關人員了解教學缺失，提

供改進方向與重點（彭森明，2010）。 

伍、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在重視學生中心及學習成效的思維下，彰顯出教師教學的出發點不只是考慮教什麼

就好，而是要思考什麼樣的教學才能引導學生的高峰成果。然而過度重視學生的學習容

易使評鑑適得其反而箝制了教師的教學自主與教學品質，有些研究亦指出學生對教師的

期待分數會影響評鑑分數，雖然不與教學正面評價有關，但常被視為負面評價，也對教

育評鑑產生負面影響（Clayson & Haley, 1990；Heckert, Latier, Ringwald-Burton, & Drazen, 

2006；Sojka, Gupta, & Deeter-Schmelz, 2002）。這也導致教育機構在評估教師表現的價值

時，教師可能容易受到降低標準和膨脹成績的誘惑（Churchill, 2006；Fram & Pearse, 2000；

Share, 1997）。因此，教學評鑑制度若只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的話，可能導致教師為了

提高評鑑分數而迎合學生的學習喜好（例如降低課程難度、提高成績分數等），教學評

鑑易成為「顧客滿意度問卷」，而學生則被當作課堂的消費者，更可能讓評鑑適得其反

而箝制了教師的教學自主與教學品質。 

目前教師評鑑太過強調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evaluation)，又和教師升等制度的

這樣「績效責任」為目的做結合，讓教師評鑑制度失去原有的意義，失去了實質提升教

師專業發展為目的。大學教師的專業發展必須重視「領域研究」與「教學專業」，而「教

學專業」更應該是重視發展歷程勝於結果產生。例如美國史丹福大學與柏克萊大學近年

都致力倡導教師同儕指導，在課堂中相互觀摩教學過程，以改進回饋取代批評性意見（陳

琦媛，2007）。因此未來若能以形成性評鑑（Formative evaluation）的原則來進階現行大

學教師評鑑制度，從教師的教學知能切入，多元且彈性運用自我評鑑、同儕評鑑、學生

評鑑等方式（林劭仁，2013）。這些多元的評鑑方式，最終回應至其評鑑的設計目的，

不僅是提升教學滿意度，更是能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達到「好的教學」，以期能建構

出學習導向、「教」與「學」相互成長的教學評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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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式設計之創新教學方法 

陳信嘉 

開南大學數位空間與商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參數式設計為數位建模之新觀念，多應用於建築設計與產品造型創作上。其原理乃

是將數值定義為參數，再依規則編寫程式，自動運算產生電腦圖像或立體幾何結構。簡

言之，是以編寫程式來產生平面或立體的設計建模方法。此課程於教學上的挑戰在於需

同時熟悉程式的邏輯性思維，以及 2D 及 3D 的美感設計，屬於結合科技與美學之跨領

域專業。本課程採用各種創新手法吸引學生的興趣，並循序漸進地帶領學生掌握到技術

的關鍵，學生於此課程之學習中，最大成效為了解程式設計的方法與技術，也讓設計領

域的學生，累積多項具獨特性之作品，包含平面的動畫藝術創作及立體參數化設計模型。 

 

關鍵詞：參數式設計、程式設計、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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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for Parametric Design 

Shin-Jia Chen 

Degree Program of Digital Space and Product Design, 

K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Parametric design is a new concept of digital modeling, which is mostly used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roduct modeling. The principle is to define the value as a parameter, 

and then write the program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automatically generate a computer image 

or a 3D geometric structure. In short, it is to use program code to generate a design model. The 

challenge of this course in teaching lies in the need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the program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design of 2D and 3D. It is a cross-domain profession that 

combines technology and aesthetics. 

A variety of innovative techniques are used to attract students' interest. Students learn 

programm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 this course. Student make creative projects include 

2D animation art creation and 3D parametric design models. 

 

Keywords: Parametric Design, Programming,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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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參數化設計為一種將數值定義為參數(parameter)，以邏輯運算的規則，運用電腦圖

像(computer graphic)及幾何構成(mathematics description)的建構方式，來產生物件的模型。

有別於傳統三維模型建構之不同處，在於其不受限於軟體平台所提供的制式模型建構功

能，參數化設計能讓使用者依據自己開發的邏輯程序進行程式編寫，並透過電腦高度運

算的能力，將此程序作相對複雜的結合，進而能構成過去較無法處理的有機複雜型態。

目前廣泛的運用於建築、空間規畫、工業設計、互動媒體、視覺傳達等相關領域。 

本課程為設計學程所規畫之必修課，乃是針對數位設計所需，除平面外，更強調於

空間中的設計。課程開設於大二，於此之前，學生已修習平面美工軟體，及 3D 建模軟

體。然而對於更複雜之平面或立體的設計，則需更進一步融入程式開發技術，此為本門

課程之宗旨所在─用程式來做平面及空間設計。 

貮、教學內容及歷程 

此課程之教學，除了課堂上的講解授課外，更規畫了多樣性的活動搭配。這些教學

設計有校內校外、有課堂中及下課後、有理性分析與感性設計，主要目的是除了技術訓

練外，更要讓學生的個性得以充分發揮，而藉此提高學習興趣，並確切的掌握到獨特的

專業技術。各項教學之活動包括課程初期之預習活動、由美術創意到參數邏輯訓練、專

業課程技術訓練及作品佈展及發表，以下逐一說明。 

一、 課程初期之預習活動 

包括實地參觀探討以及網路資料搜集。在課程初期，要求學生尋訪台灣可見之參數

式建築及設計。參數式設計形式應用於建築主體在台灣仍屬少見，但多數會在建築外觀

或景觀造型中出現，推薦之地點包括：烏來立體停車場、土城運動中心、中和運動中心、

桃園展演館以及屬於參數式設計之建築個案。 

除了推薦的數個地點外，更鼓勵同學發掘出現於大廈外牆等具有數學幾何概念之設

計。在參觀之前，全部學生對於參數式設計完全沒有概念，即使在課堂上看了網路的圖

片，依然很難了解參數式設計的特色。而所有參訪之拍照及報告，於課堂中進行解說，

分析出感官上的認知及結構的設計，以期使學生們了解參數式設計的觀念。 

引領參數式設計之先驅為札哈哈蒂 (Zaha Hadid) 建築事務所，而世界級建築師札

哈哈蒂於 2017 年 3 月逝世，大量的作品集、回顧展不斷推出，更引出許多媒體的爭相

報導。台北松菸亦有《札哈哈蒂全球設計實驗室特展》，要求學生鎖定札哈哈蒂本人及

作品為主軸，進行參數式設計相關資料的搜集及了解。於此報告中，明顯可看到學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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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起始源流，到隨著時代的轉變，以及正在進行中，於未來才可見到的作品…專注於

本源，對於整個參數式設計的發跡到演進，有一完整的脈絡知識。 

二、 由美術創意到參數邏輯訓練 

以設計學程學生較喜愛的美術開始，進行手繪創意展現與美術發想，以數個主題，

包含『直線的聯想』、『圓的聯想』、『點光源及平行光源』等，讓學生以此主題進行

創意發想，並以手繪方式把相關設計自由呈現。 

此活動的設計目的在於讓學生的思考方式，能由單一範圍再逐步擴大，藉由各種提

示，如長度、厚度、顏色、角度的衍生及變化，由單純到複雜化的成形，由形體到背後

故事性的聯想…等，在各種提示中，學生能夠在原本略顯僵化的設計中，產生多樣的變

化。每個創作除了圖像，同時需提出故事性或情感上的描述，使設計更靈活。 

在每個手繪的圖案中，挑選出具有邏輯思維之圖案，進行參數式的定義及規則的歸

納，以此發揮個人創意之時，能夠銜接到電腦的參數式規則。此為美術的創意展現，同

時也是程式設計的準備。多數的學生在對參數的定義上是有困難的，更遑論規則的表達，

即使是教師直接針對每個學生的畫予以解答，仍然是有難以理解的部分。因此此活動共

延續三次，藉由一次又一次微小的變化中，逐步發現彼此的共通性。 

由手繪稿進入到程式設計，讓學生由自己親手繪製的手繪稿為範例練習，如圖 1。

再由自己所設計的圖案，以參數及規則轉成電腦程式輸出的成果，如圖 2。此種教學方

式，教師需要針對每一個人的作品單獨指導並協助轉化為程式的思考模式，需要十足的

程式功力及臨場應變力。然而藉由此訓練，學生能夠更確切了解抽象的程式碼所隱含的

意義，以及如何從圖像的自由風格轉為規則嚴謹的邏輯思維。 

 

 

圖 1、手繪創意發想 

 

圖 2、轉變為電腦程式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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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業課程技術訓練 

專業課程的訓練包含兩部分，以 Processing 之基礎程式進行參數化生成設計，再以

Rhino 及 Grasshopper 進行建模之技術訓練。 

針對學習數位互動科技的需求，編撰出一系列以美術為主軸的程式設計課程，旨在

跳脫程式設計傳統塑造的艱澀難懂的學習門檻，而改以美術、想像力為主導，進而學習

到程式設計的方法，採用的語言為 Processing，這是常見於藝術創作及互動科技的程式

語言。 

由於坊間對於 Processing 介紹的書籍很少，於是配合此參數設計課程，自行編製了

大量的教材及範例。學生必須具有程式設計的邏輯能力，方得以掌握到設計變化的精髓，

因此讓學生學習程式語言同時，也完成平面的參數設計作品。教材跳脫刻板的程式語法

解說，而是以圖案設計為範例，先了解目的，再對照語法說明，了解每段程式的功用，

再進一步加上一點又一點的變化，循序漸進。 

Rhino 為 3D 建模之重要軟體，也是學生必須學習的曲線式為主的建模工具，而

Grasshopper 為 Rhino 的外掛模組，也是目前全世界於參數設計時最主要使用的工具。

Grasshopper 以圖像式的邏輯組合著稱，其功能專門針對參數式設計及衍生式運算，藉

由視覺化的介面，讓設計者可以毋需撰寫程式，就可以利用電腦的幾何運算能力，完成

複雜的 3D 建模。然而其背後原理需由使用者自行設定參數及調整數值，並且依嚴謹的

邏輯規則來設計，故必須有程式設計的底子，方得以真正靈活地運用此工具。 

由於相關的教學資源罕見，且大多的書籍未充分進行教學上的安排，故教師自己編

寫每週上課所使用的講義及實體模型，如圖 3。藉由專為學生編寫的講義，由淺入深引

導學生學習此一專業性的程式軟體工具，如圖 4。 

 

 

圖 3、搭配實體模型進行參數設計 

 

圖 4、曲線變化的參數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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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品佈展及發表 

為了讓學生擁有更多的作品製作經驗，除了每個學生個別的作品創作外，亦安排了

全班的集體創作。選定的主題為『瓷磚拼貼之設計』。其內容為在定義的規範下 (瓷磚

的四個邊中央會互相銜街，其餘空間留白)，各自設計自己的瓷磚花紋造型，如圖 5。學

生再觀摩所有同學的作品，利用電腦模擬預看拼貼後之成果，選出組合式的整體花樣，

對於所選擇的設計進行心得發表，必須能夠提出選擇的依據及對圖案的觀感描述，同時

針對其他人的選擇進行鑑賞評論，以此培養更多表達意見的自信與台風。 

 

 

圖 5、瓷磚拼貼之設計 

 

圖 6、參數式模型作品發表 

 

設計的學生必須具備有作品展示的能力，有鑑於設計學程的空間極其有限，故自學

期初，即以現有教室牆面為展示牆進行裝潢。牆面的設計即採用參數化設計的規則進行

草圖及木工材料的規畫，也讓同學有更大的參與，實際投入牆面的木工訂製及裝潢，讓

學生懂得學以致用，並有確切的體驗。 

期中報告要求之作品為利用 Processing 程式，寫出平面參數化的互動藝術的動畫作

品，需繳交之成果為包含可執行程式、展示海報及作品說明，並在教室舉辦期中成果展，

成果豐碩。期末報告要求的作品為利用 Rhino 及 Grasshopper 設計 3D 的立體模型，需

繳交之成果為建模的程式、運算後的模型並進行渲染，同時以大型解說海報及實際模型

作品，如圖 6。 

參、學習評量及成效評估 

本課程於學期的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上採取多元評量方法，目的在使得學習成效及個

別差異均能顧及。以學生平時課程參與(包括學生出席率以及課堂互動)、每週隨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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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和期末實作報告各佔適當的比重，作為學習成效的主要考核方式，具有強制性

的技術練習，也有創意性的作品發揮，。 

學生於修習完本課程後，最大成效為了解程式設計的方法，而身為設計學程的學生，

亦累積多項具獨特性之作品，包含平面的動畫藝術創作及立體參數化設計模型。本課程

為設計學程學生首度面對程式設計類的相關技術，因此採用各種創新手法吸引學生的興

趣，並循序漸進地帶領學生掌握到技術的關鍵，而實際成效確實能讓學生對於程式邏輯

有基礎的掌握，並能實際應用。 

此一課程的最大挑戰，在於設計學程大多數為社會組的文科學生，幾乎全員均未曾

接觸過程式設計的課程，起初甚至對它懷具恐怖心情，然而在課程之後，多數均能確切

掌握，每週指定的作業與一般程式不同，全都帶有個人獨有的創意發想空間，各各不同。

充分在規則的遵守及想像力的變化中取得協調，讓程式不至於冷冰冰，甚至能將設計人

的特質發揮出來。學生最大的收穫為能夠跨入原本格格不入的程式領域，而這領域，是

深具未來發展的設計理念及方法。 

肆、結論 

參數式設計課程的性質，含大量程式邏輯思維，需培養學生程式設計能力，具挑戰

性；而且此課程為美學與科技之結合，需要跨領域之經驗與協調，具獨特性。在參數式

設計的創新教學手法上，歸納包含下列數點：（1）從平面到立體，從圖像造型到 3D 建

模；(2)從手繪到電腦程式，同樣主題，兩種不同風格呈現；(3)從觀摩到創作，每個人的

作業及作品都有獨特性；(4)從獨立創作到集體合作，學會欣賞與鑑別；(5)做中學，理論

與實作並進；(6)融合美術與程式技術。 

從學生的專擅項目進行正確的引導，讓學生在學習中具有樂趣及成就感，將專業的

知識及技能傳授予學生，讓學生對於設計的觀念，於數位科技領域中能夠有所啟發，是

這一門參數式設計課程教學方法的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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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吧～場域融合的企業倫理教學與大學社會責任 

楊泰和 

溫佳蓉 

崑山科技大學 

 

摘要 

倫理議題通常過於抽象難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的刻板印象也會先入為主地

認為倫理相關課程即為說教課程因而心存抗拒、大學部或非在職學生缺乏實際的工作經

驗難以融入個案教學、坊間亦少有較生活化可引起學習熱忱的本土化教材…。凡此總總，

正說明了在原有的校內教學場域中，企業倫理教學一直以來都面臨著“學生無感”的困

境！本研究運用行動研究的概念，結合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來引導學生以在地需求為問題導向，創新採用「地方本位學習」(Place-Based Learning)

及「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這種「雙 PBL」教學模式的概念來推動

企業倫理教學。最後，本研究召集修讀本課程並實際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行動的學生

來進行焦點群體訪談及個別深度訪談，經由對質性文本的分析與詮釋，我們可以發現「雙

PBL」教學法確實引發了相當優質的學習成效，各分組學生對企業倫理或大學社會責任

從原本幾乎是很模糊的理論知識層次，已跨領域、跨界至具體的認知與行動。如此活化

與翻轉了傳統教學模式、不再僅以課本為據在課堂上憑空教學，而是將學習場域轉換到

社區，進行場域融合及可實地操作的有感教學。 

 

關鍵詞：企業倫理教學、雙 PBL、大學社會責任、場域融合、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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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 It Up~ Field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Ethics Teaching and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ai-Ho Yang 

Chia-Jung Wen 

Kun 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thical issues are often too metaphysical to attract students' interest of learning. 

Students’ will supposed the ethical course as lectures of preaching as stereotypes. For 

undergraduate or non-working students’, they have difficulties to understand easily by les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to cases study. There are just few localized textbooks published could 

make enthusiasm to the students in our daily life. It shows that is happened in the campus about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 are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about that students are “non-sensible”! 

The study uses the concept of action research combines the idea from the project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to guide students focus on local 

needs as a problem-base, innovatively adopt the concepts of Place-Based Learning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to promote these two concepts of “Dual PBL” as a teaching model to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convenes students who take this course and 

actually participate in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s to conduct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view texts, we could find out that the “Dual PBL” teaching method has indeed resulted in 

a positive learning effects. Each group of students have been learned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over from the blurry level of theoretical ethics to specific acknowledge and action. To the 

conclusion, this study has activated and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Instead of 

the teaching just only by the textbooks as without foundation, then turned the field of study 

into the community to become a sensible teaching. 

 

Keywords: Business Ethics Teaching, Dual PBL,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Field 

Integ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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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本研究運用行動研究的概念，將企業倫理的教學場域融入於大學社會責任所關懷的

場域之中，冀望藉此過程來啟發學生的倫理認知與實踐社會責任的問題意識，讓學生在

實地的社區場域中有不同的看見與自我觀照的學習空間。然而，倫理議題通常過於抽象

難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也會先入為主地認為倫理相關課程即為說教課程，因而

心存抗拒；大學部或非在職學生缺乏實際工作經驗難以融入個案教學；坊間亦少有較生

活化可引起學習熱忱的本土化教材。如能藉由引領參與社會實踐的方式進行教學，將學

習場域轉換到社區，進行場域融合的實地教學，如此或能激發學生之學習興趣與熱忱、

改正其刻板印象、活化教材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貳、主題與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創新採用「地方本位學習」(Place-Based Learning)及「問題導

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這種「雙 PBL」教學模式的概念來推動企業倫理教

學。也就是結合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來引導學生以在地

需求為問題導向，鼓勵同學以小組討論一同發掘、面對及解決在地問題，並培養學生批

判思考、解決倫理問題及團隊共學之創新能力。 

參、研究方法  

在研究設計上，依循質性的資料蒐集路徑，於課程結束後從修讀「企業倫理專題」

並實際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碩士班學生中，尋求十名志願者進行焦點群體訪

談、亦與另二名學生進行個別的深度訪談，接續對訪談文本內容進行編碼與詮釋分析，

藉以評量學生之學習成效。 

肆、教學模式  

為避免熱鬧有餘而內涵不足，藉由「學習單」讓學生依個人的興趣、專長或社會關

係脈絡自行分組及執行與大學社會責任相關的議題；在課程進行中各分組需逐步簡報分

享小組的學習歷程，從問題意識的形成、擬執行的行動計畫、以至最後預期的實踐成果。

這過程配合採用之教學模式為「雙 PBL」的概念，分別說明如下： 

一、地方本位學習(Place-Based Learning) 

本文引用 Smith and Sobel(2010)針對原本的五個誤解所重新提出五個「地方與社區

本位教育」再概念化的特點，包括：1.有助於學生的學業成就；2.有助於學校在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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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3.有助於學生進行跨課程、跨領域的學習；4.適合在各種類型、各種區域的學

校實施；5.可配合願意求新求變教師的教學經驗。 

二、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引導學生以在地需求為問題導向，鼓勵以小組討論一同發掘、面對及解決在地問題，

並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解決倫理問題及團隊共學之創新能力。黃永河（2013）主張 PBL

係一種以真實性問題為基礎的探究學習活動，讓學生能主動地蒐集、理解、分析、應用

及評鑑知識，來解決真實的問題，進而培養解決問題的技能。在這過程中，教師只擔任

引導者、促發者及協助者的角色，而學生才是主動參與學習的自我導向學習者。 

伍、學生學習成效  

經由對訪談文本的分析與詮釋，我們可以發現「雙 PBL」教學法確實引發了相當優

質的學習成效，各分組學生對企業倫理或大學社會責任從原本幾乎是很模糊的理論知識

層次，已跨領域、跨界至具體的認知與行動。例如：有分組同學成功的媒合了食品廠商

對偏遠地區小朋友課後輔導的點心贊助；有的嘗試為社區長者搭建生命橋樑來活化老年

人力，不僅推動老人共食、也讓長者親身投入參與社區廚房的運營，讓這些原本是被照

護對象的長者、也可轉身變為樂活工作的提供者；協助形塑社會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產

品及推動公益行銷。其他，可具體呈現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命題尚有以下三點： 

一、 深入偏鄉實地、方能知福惜福  

近年來城鄉差距日增月異，學生深入偏鄉後看見了當地居民交通上的不便、資訊與

知識的匱乏、長者的欠缺陪伴。啟發了學生對弱勢的關懷，祈願發揮己身所長回饋社會。 

大內營區比較弱勢的兒童，在學習或交通方面較不便利，光是上學，就要搭公車到

很遠的地方去，不像都市有好幾間國小、國中、高中，甚至還有兩間大學，所以我

覺得要學習珍惜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東西。(焦 06-3, 14-19) 

企業對於偏鄉地區，可以展現企業責任的一部分，投入資源，也許沒有辦法長期在

那邊，但是資源上可以藉由這樣的回饋，幫助偏鄉地區建立資源。(深 01-2, 25-28) 

二、結合師生能量、推動地方創生 

知識代表力量，學生深入社區後，瞭解菱角殼重新再利用製成生物炭吸附包，經由

導入師生能量來支援各種推廣策略與手法，讓原本是毫無價值的農業廢棄物、搖身一變

成為高附加價值又實用的文創商品，促成「官田烏金社區合作社」這樣的社會企業得以

永續經營，進而成為推動地方創生的一股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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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產業都會反應，現在學術界和業界是脫節的。可是我在這個例子看到，不是脫

節的，我們可以透過產學合作，讓這個社會更美好。(焦 09-2, 27-29) 

三、啟動團隊共學、凝聚資源綜效 

學生經過討論，選定目標、確認欲關懷的對象、族群與區域，共同努力以凝聚彼此

認同感；而不是離開場域，就忘記曾經留下的足跡。其次，經過磨合有了默契後，還可

提供社區改造方案，建立雙方的合作共識、形成雙贏局面。 

到了現場發現要凝聚認同感，困難點是同學及參與者皆要有同感。包括選定的目標、

地區、族群。有些本身就欠缺認同感。或許是目標選定錯誤，但至少可以像剛剛講

的，離開課程與學校，如何永續下去，就是著重在認同感。(焦 01-5, 37-38) 

學習不應局限於教室內，可找尋適合的場域互動學習。每位研究生雖是獨立個體，

但若能將個體凝聚起來，力量是很強大的；透過彼此的分享可截長補短，例如：社會經

驗、人生歷練與專業等等，就能資源共享、創造綜效優勢，形成正向的加乘效果。 

團隊裡，有一些是比較忙的人，沒有辦法全心參與，因為來自不同背景，每個人都

可以互相學習，這都是我們不一樣的收獲，我覺得挺好的。(焦 07-9, 29-31) 

陸、回饋與反思  

由於倫理議題通常過於抽象難以引起學習興趣、而學生刻板印象也總是先入為主地

認為倫理相關課程即為說教的課程因而心存抗拒、大學部學生缺乏實際的工作經驗難以

融入個案教學、坊間亦少有較生活化可引起學習熱忱的本土化教材。然而，若將學生帶

進實地場域，由行動中去體會社會責任及社會參與之精神，串聯行動學習和課堂上所學

的理論知識，如此將能適度改善企業倫理教學是一種讓學生“無感”的教學窘境！ 

柒、結論與建議  

總結來說，本研究活化與翻轉了傳統教學模式、不再僅以課本憑空教學，而是將學

習場域轉換到社區，進行有感教學。引導學生從行動中體驗學習，從學習中瞭解行動；

讓學生實地去發現及解決「在地問題」、參與及激發「在地關懷」、瞭解及認同「社會

責任」，進而將其轉化為自發性地履行企業倫理行為的實踐動力。循此，尚可對教學實

務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課程之設計—應求天時地利人和 

當要把學生的學習場域移到教室外時，綜合考量天時、地利、人和後的課程安排就

顯得特別重要。開學之初先以課堂上理論探討為前導、俟同學們有了基礎概念後再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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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社區實做；使實做與理論二者有適度的占比、以合「天時」。其次，地利的部分，

雖說欲關懷的社區係由學生自由選定並無不可，但若能搭配學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的關懷區域，則更能得有「地利」之便。第三則是人員的安排與人力規劃，找到當地願

意合作對接的窗口人員尤其重要(像是區長)，若得有「人和」則其他一切相關的挑戰自

然也可迎刃而解。 

二、 實做之占比—應能適度平衡調配 

雖說結合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引領學生進入被關懷社區實地參與地方創生，確實

能使修讀企業倫理的學生從“無感”變“有感”、甚至因“感動”而轉化為一股持續性

的改變力量。但仍應適度調配課堂與戶外場域教學之比例，有了理論為基礎、方可避免

屆時人在實地場域中只是走馬看花，缺乏問題意識與解決社會實踐問題之知能。 

三、 分組之安排—應有團隊共學機制 

同學企劃的目標及場域皆不同，獲得的成果各有特色，如果整合各組心得與資訊、

經驗及限制，即能促成團隊共學之綜效，呼應了本研究課題所聚焦之精髓。為確保可以

落實團隊共學之效，應妥善選用教學評量工具，例如本課程所使用的學習單，可以協助

追踪管考學習成效，在設計使用上應如何編排與規範則是須考量的重點。為了避免少數

學生意圖“搭便車”，在學習單之設計上應得以區辨整組學習成果與個人心得反饋之異同，

如此不但保有團隊學習之綜效、也能有效阻絕少數學生欲敷衍了事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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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學實踐-以智慧綠遊實務專題為例 

 

摘要 

 專題製作為高等教育各科系領域中的重要課程，許多科系更將其訂定為系所的專業

必修課程，但現今的大學生，對於專題製充滿了迷惘，更遑論專題製作對他們的未來有

什麼幫助。有鑒於此，筆者運用跨領域學用合一之模式，帶領大學生與在地休閒產業結

合，進行智慧綠色旅遊的專題製作。學用合一之課程即希望學生能瞭解理論以及實務的

結合，縮短學用落差，對於即將大學畢業的學生與未來工作的銜接將有莫大的助益。此

漸進式跨領域的專題教學歷程，教師需付出的時間較長，學生則需額外利用課餘時間與

業者接洽聯繫，但對於學生在專業態度、知能的養成，確有相當大的成長。未來在高等

教育各領域，期望能在教學及學分上有更多的彈性，以利學用合一課程的精進。 

 

關鍵詞：跨領域、實務專題、學用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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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actice i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A Case study of Independent 

Study in Intelligent Green Tourism 

Chen-Hsuan Cheng 

Kai-Lih Chen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dependent study is an important course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many departments 

make it as a required course for graduation. However, many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confused 

about what independent study is, what to do, and how it can help them in the future career. The 

authors used knowledge-action integration in teaching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for students’ 

independent study. The major purpose is to reduce the knowledg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s. Although students in interdisciplinary independent study tea ching practices take 

more times and more efforts, they have tremendous professional growth in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In the future, we hope teachers can have more flexibility and control over course 

credits in higher education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Independent Study, Knowledge-ac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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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專題製作為許多大學院校的畢修課程，但究竟專題是什麼?專題做什麼?專題有甚麼

用?以上這些問題，對許多同學來說，都是一知半解。而現在許多的大學生，想法不多，

僅思考到，既然是必修課程，就看看其他同學想做什麼，跟著做，故許多學生在一年的

專題製作後，往往還是不太清楚為何要做這個專題，這個專題做完了到底有甚麼好處?

專題到底能如何應用在未來的職場?更遑論他們所製作的專題，到底對社會有甚麼貢獻。 

有鑑於此，筆者希望能運用有別於傳統的專題製作課程規劃，設計能促進學生邏輯

思考以及增進同學良性競爭及合作的課程。故筆者運用專題式學習的方式，來帶領「專

題製作一」以及「專題製作二」。在整個專題製作的一年間，讓修習「專題製作」課程

的五位同學，搭配其他的專業選修科目「永續綠色智慧生活」以及「休閒產業經營與實

習」，以學用合一課程的教學模式，在教學中導入更多的實作經驗，讓同學能夠結合理

論以及實務，以縮短學用落差。 

本文首先將敘述專題式教學以及學用合一教學的理論基礎及策略，接著說明一學年

「專題製作」的教學模式，第三部分陳述研究方法，第四部分說明教師以及參與者對學

生專題實踐進行評估的結果，而最後則為討論、結論與未來的研究建議。 

貳、教學理論基礎 

近年來多元的教學策略在各大專院校中被推廣，不外乎是為了刺激大學生的學習動

機以及增強其學習效能(Walsh, 2013)。而筆者所應用的理論基礎，基於經驗學習理論，

而應用的教學策略則包含整合專題式教學及問題解決教學模式，以下將透過相關文獻探

討以經驗學習為基礎的理論。 

20 世紀的眾多學者認為經驗，是人類學習及發展的重要核心，而 1984 年，學者 Kolb

則整合了這些學者的觀點，提出經驗學習理論，而這個理論，主要有以下六個論點。其

一，學習不該只是著重在最後的成果，而是在整個過程中，所以在高等教育中，我們應

該著重的是如何增加學生的動機、如何提供回饋機制，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有更好的

成效。其二，所有的學習都是再次學習的過程，學生學習是個過程，新的知識應該建構

於舊的知識之上。其三，學習應該建構於一次次的衝突、修正以及反思。其四，學習應

該完整的與真實世界接軌，應該包含思考、感受、認知以及行為等全人的培養。其五、

學習是一個平衡的過程，他將新經驗帶入原本的知識，也將原本的知識融入新經驗。最

後第六點，學習是創造知識的過程，而這些知識的創造都是基於體驗的轉化(Kolb, 1984)。

學者亦認為，經驗學習是個不斷精進且不斷循環的過程，近年來，他們更提倡高等教育

的各領域，應該加入學習空間的概念，讓經驗學習可以發揮他最大的效益(Kolb & Ko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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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如此高等教育的學習，不只是局限於校園，而是與社區、實務工作者、各種場域

的管理者進行連結，高等教育的老師，也能讓學生獲得更多系統性的思考能力，以及實

務經驗。(Kolb, 2014)。本教學實踐研究的主題為智慧綠色旅遊的專題製作，期望學生能

將所學運用與產業，以達到最後的在地實踐。 

參、教學模式 

本校所推行的學用合一課程授課方式除本校專業師資外，加入業界師資、帶領實務

參訪、更搭配服務學習以及實務小專題製作，此教學模式，主要期望能培育學生與產業

界進行多面向之溝通，協助解決產業的問題，發揮大學在地社會責任之功能，並建立大

學及產業之永續合作模式(圖 1)。在學生選定本文兩位作者為專題指導老師後，筆者為

學生之專題進行課程的規劃，首先讓學生於 105 學年第二學期修習兩位指導老師合開的

課程「永續綠色智慧生活」以及「專題實作一」，學生於「永續綠色智慧生活」之課程

中，學習智慧科技 APP 的撰寫，學生於「專題實作一」實際規劃色旅遊的遊程。而學生

利用 106 年暑期參與校外實習(學分計入 106 學年第一學期的「休閒產業經營與實習」)，

與業者進行討論，將前一學期所學之技能，實際應用於合作單位的場域。 

 

 

 

 

 

 

 

 

 

圖 1、學用合一教學模式 

本專題實作之合作場域，包含宜蘭縣五個休閒農業區，分別為：新港澳、枕頭山、

大湖底、中山以及大進休閒農業區，每位同學負責一個休閒農業區，進行智慧綠色旅遊

的規劃。專題學生必須根據台灣綠色旅遊協會對綠色旅遊的定義：「旅客以對環境衝擊

最小的旅遊形態，秉持節能減碳的精神，享受生態人文的遊程體驗」，進行遊程及活動

設計(台灣綠色旅遊協會，2010)。筆者期望學生能運用智慧導覽，結合非人員解說、人

員解說，以及綠色旅遊遊程的活動設計，解決在地場域所面臨的問題，亦期望能提高參

與者對於在地環境以及永續農業的知能，進而願意於旅遊的同時，保護在地的生態以及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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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對象、工具、評量方法等)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兩位作者所指導的五位本校大學部四年級學生，筆者在指導學

生完成智慧綠遊遊程設計後，讓學生進行行程模擬，接著實際帶領大二、大三學生實際

參與，並讓參與者在參與後針對其所參加的遊程進行回饋，確認這些遊程是否達成綠色

旅遊的目標。綠色旅遊遊程的評量工具為事先設計的線上問卷，參與者針對綠色旅遊的

檢核項目進行評估，並提供遊程改善的建議。問卷以 Likert 五尺度量表設計，其中 1 為

非常不符合、5 為非常符合。五位同學設計的綠色農業旅遊遊程，主要以友善農業以及

綠色旅程為主要的目標，期望參與者參與過後能夠認同綠色農業旅遊並願意在未來參與

類似的活動，減低旅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下表 1 簡述同學所設計的五個遊程名稱、合

作單位以及遊程理念。 

表 1 遊程資訊 

遊程名稱 合作單位 遊程理念 

魚水香農 新港澳休閒農業區 
以永續農、漁業為主軸，期望大家尊重土

地，才能進行永續的資源利用 

夢境中的秘密 枕頭山休閒農業區 
遊程以在地食材、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為

主，透過綠色農業旅遊了解永續環境 

大大享受湖湖生豐 大湖底休閒農業區 

透過低碳旅遊、綠色消費的方式，讓到宜

蘭的人們都能夠輕鬆的暢遊大湖底休閒農

業區 

中山卡有機 中山休閒農業區 
結合生產、生活、生態資源，以有機及在

地食材的理念來體驗農村生活 

大進生態農業闖關 大進休閒農業區 

以水果為主題的遊程活動設計，讓參與者

了解有機農業及環境永續發展的關聯性及

其重要性 

伍、專題實踐成果 

筆者運用綠色旅遊的目標檢核了學生所設計的五個遊程發現，五個遊程除了大湖底

休閒農業區在減少垃圾量做的不夠確實外，大致皆有達成綠色旅遊的五個檢核指標，遊

程所達成的綠色旅遊目標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綠色旅遊檢核 

遊程名稱 
食用 

當季食材 

減少 

垃圾量 

運用 

大眾運輸 

獲得 

環保知識 

獲得 

休憩體驗 

魚水香農 ˇ ˇ ˇ ˇ ˇ 

夢境中的秘密 ˇ ˇ ˇ ˇ ˇ 

大大享受湖湖生豐 ˇ × ˇ ˇ ˇ 

大進生態農業闖關 ˇ ˇ ˇ ˇ ˇ 

中山卡有機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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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參與者亦對其參與的遊程進行評價，由參與者之回饋，可發現對於綠色旅遊

的符合程度，不同的遊程有些微的差異，故量化與質化的分析並行，能再次的確認學生

在綠色旅遊遊程設計上的差異。遊程的參與者為修習相關課程的學生，五次遊程共 186

人次參與，參與者分別對五次遊程的綠色旅由檢核指標進行評價，本研究針對五次綠色

旅遊遊程之檢核指標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綠色旅遊的五項檢核指標中，有三

個指標：「減少垃圾量」、「獲得環保知識」、「獲得休憩體驗」於各休閒農業區之間有顯

著的差異(F=3.50, p<0.01；F=2.80, p<0.05 )，故接著運用事後檢定，發現中山休閒農業區

的體驗活動於綠色旅遊減少垃圾量指標，顯著的高於大湖底休閒農業區；「獲得環保知

識」指標，在事後的檢定並無顯著的發現；而「獲得休憩體驗」的事後檢定發現參訪中

山休閒農業區參與者所獲得的休憩體驗顯著的高於大湖底以及枕頭山，而參訪大進的参

與者，顯著的高於枕頭山。 

陸、討論 

本跨領域專題研究，讓專題學生藉由實務的操作進行綠色旅遊的遊程的設計以及執

行，研究結果發現兩位教師於智慧綠遊體驗活動當天的質性檢核，與參與者所回應的綠

色旅遊指標檢核具有一致性。檢核的項目「本次活動是否符合綠色旅遊減少垃圾量的目

標」的得分為最低，而其中大湖底休閒農業區的活動設計又顯著的低於中山休閒農業區，

經過事後的檢討發現，於大湖底休閒農業區進行體驗活動的時候，運用了一次性的體驗

材料，包含了免洗筷以及免洗湯匙，因此筆者亦提示專題學生，爾後在體驗活動設計以

及檢核時，應多注意與場域進行面的溝通，使用可重複性使用的材料或者餐具，使體驗

活動能更貼切於綠色旅遊精神。而「獲得環保知識」雖無較為顯著的差異，但可發現枕

頭山休閒農業區的平均數較其他區域來的低，經推測，可能為活動較為著重體驗，解說

時較沒有深入的帶進相關的知識及環保概念所致，筆者也勉勵學生，體驗固然重要，但

知識也是參與者所重視的。最後「獲得休憩體驗」中山休閒農業區顯著高於大湖底及枕

頭山，推測中山休閒農業區原本就是發展較為早的區域，所有的體驗及活動都較其他區

域來的成熟，此外活動進行當天的外在因素亦可能造成影響，中山休閒農業區以及大進

休閒農業區的體驗時間，天候佳，但枕頭山以及大湖底的體驗時間，歷經大雨，天候的

因素極可能造成參與者對體驗活動的感受，故筆者建議學生，雨備方案一定要考量，才

能因應天候對活動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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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綠色旅遊具有吸引遊客前往當地休閒與遊憩的最佳資源，其範圍涵蓋了生態體驗、

民俗文化、農村體驗等，不僅讓遊客獲得農業活動的體驗，更能增加農民的收益與深耕

農村文化，因此綠色旅遊方式已成為國人另一休閒遊憩的選擇。本研究以跨領域專題之

方式，讓學生實際執行宜蘭縣五個休閒農業區的綠色旅遊方案，運用教師質性的檢核方

式，以及體驗者客觀的評斷方式，瞭解專題學生的學習成果。質性研究結果顯示，學生

大致有達成綠色旅遊的目標，而量化的成果，能顯示每位學生於活動規劃以及綠色旅遊

只標達成上的些微的差異。本次研究雖有質性以及量化資料的輔助，能讓教師評斷學生

專題時見的成果，但未能深入以質性訪談的方式，了解學生對本次專題實踐的回饋與建

議，故未來研究期望能整合質化以及量化的評量方式，深入的探討每位專題學生的學習

成果，以利未來課程設計之改進。另外此漸進式跨領域的專題教學歷程，教師需付出的

時間較長，學生則需額外利用課餘時間與業者接洽聯繫，但對於學生在專業態度、知能

的養成，確有相當大的成長。未來在高等教育各領域，期望能在教學及學分上有更多的

彈性，以利學用合一課程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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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體育學生學習社群對學習滿意度之影響 

王元聖  

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  

 

摘要 

本文旨在了解如何提升適應體育課程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回饋及學習滿意度之學

習社群研究，並依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供教學教師參考之依據。研究方法：本文採用

實驗法與焦點訪談，並以合作學習教學為主要教學策略。研究對象為適應體育課程學生，

分別介入 10 週合作學習（實驗組 30 人）與傳統教學（對照組 28 人）課程共 58 人，於

課程結束進行問卷調查，實驗組另外接受焦點訪談。統計方法採用敘述統計及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檢定各變數之差異性，顯著水準定為 α =.05。研究結果：一、「ARCS 學習動

機」、「學習回饋」及「學習滿意度」平均數為實驗組均高於對照組。二、「學習滿意

度」的「教師教學」、「學校行政」及「班級氣氛」平均數為實驗組均優於對照組。三、

「ARCS 學習動機」的「關聯性」及「滿足感」呈現顯著差異性。四、「學習回饋」的

四個構面「上課滿意」、「個別差異」、「教學內容」及「學習效果」均呈現顯著差異

性。五、「學習滿意度」的「教師教學」及「班級氣氛」呈現顯著差異性。六、教師上

課用心且教導我們正確的運動知識及技能，會因同學個別化的差異性做不同的體能指導。

學校重訓器材的故障率高，有些運動設施並不適合我們操作。課堂氣氛很好，同學都願

意互相分享，老師也經常鼓勵我們。研究結論：合作學習可提升適應體育課程教學成效，

對於學習動機及學習回饋均有正向加分效果，讓身心受傷的學生可藉由體育課程得到身

心靈的滿足，豐富人際關係，肯定自我價值。 

關鍵詞：合作學習、學習動機、學習回饋、身心障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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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among the Learning community of 

Students in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Yuan-Sheng Wang 

Off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 Learning Community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how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LM.”, “learning feedback, LF.”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LS.” of students adapting to PE course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as 

teaching references based on the results. Experimental method and focus groups interview have 

been used in this study and adapted with cooperative learning of teaching method as main 

teaching strategy.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a total of 58 students from adapted PE courses, 

they had involved in 10 weeks cooperative learning courses (experimental group, EG. 30 

persons) and traditional learning courses (control group, CG. 28 persons) respectively.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for all and the EG was arranged to 

another focus group interview.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one-

way ANOVA in order to verify the differences of variables with significant level at α =.05.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average of the EG was higher than the CG in the all variables. 2) In 

aspect of “LS”, “Teachers and Teaching”,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Classroom 

Atmosphere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of the EG was higher than the CG. 3) In aspect of “ARCS 

Model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Relevance” and “Satisfactio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4) The four facets of “LF”: “Class Satisfac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eaching Content” and “Learning Results” were all showed i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5) In 

aspect of “L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howed in “Teachers Teaching” and “Classroom 

Atmosphere”. 6) Teachers taught us attentively on the correct knowledge of sports and skills, 

different physical fitness guidance would be given due to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There was a high failure rate on school sports training equipment and some sports 

facilities were not suitable for us.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was very good as classmates were 

willing to share with each other and often encouraged by teachers.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able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obtaining 

positive effects on “LM” and “LF”. Students wi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problem can receive 

the contentment of mind through PE courses, also enrich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self-affirmation.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Feedback,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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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人權高漲的時代，世界各國對身心障礙者的權力(利)都非常重視 (張英鵬，2001)。

美國政府部門曾建議學生每週體育課程至少50%的時間能從事中強度以上的身體活動，

特別是身心障礙學生從體育課程中能獲取增加身體活動的機會，增強健康型態(潘倩玉，

2007)。專業學習社群是透過團體溝通、討論及互助，以達到成員之間學習成長的組群 

(Bolam, McMahon, Stoll, Thomas, Wallace, Greenwood, Hawkey, Ingram, Atkinson, & Smith, 

2005)。另外，師生亦可透過專業學習社群凝聚共同學習目標，相互合作學習增強其專業

知能 (黃美瑤，2017)。本研究之動機理論為 Keller (1987) 所發展的ARCS學習動機理論，

研究發現體育教師應重視 ARCS 學習動機理論在教學課堂上的應用，可有效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 (林信宏、黃美瑤、石國棟、周建智，2006)。從教育心理學文獻中得知，學

習動機與滿意度相互影響且具有高度相關性。詹俊成與陳素青 (2011) 認為提升體育課

程的班級氣氛、學習動機會對於學習滿意度有正面評價。因此，教師在教授課程中能啟

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從學習回饋瞭解學習心態，即可提高學習的滿意度。 

綜合文獻，研究動機為瞭解學習社群對適應體育教學學生各參數之現況，並探究其

影響。其結果可供教師多元教學設計方法，進而改善教學模式。研究目的：(一) 瞭解學

習社群適應體育教學各參數之現況。(二) 探討學習社群適應體育教學各參數之影響。 

貳、 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 106 學年某大學適應體育課學生，對照組 28 (女 15 名，男 13 名)、實

驗組 30 (女 18 名，男 12 名) 進行實驗、焦點訪談及問卷填答。同時皆需經研究內容說

明及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後確認參與本計畫。參與時間為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扣除 1 週期中考共 10 週，問卷填答時間為同年 12 月 18 日至 29 日。 

二、研究設計及流程 

研究設計：採用實驗法與焦點訪談，藉由分析學生對學習社群教學模式的省思及問

卷填答，作為改進教學模式之參考。研究流程：第一部份徵招自願參與計畫之學生。第

二部份從分組之學生進行研究，觀察及問卷調查，以瞭解學生學習滿意度。 

三、研究測量及工具 

測量方式：實驗組於課堂進行十週合作學習社群教學法，實施動作技能、體育知識

及分組學習。對照組採用傳統授課教學法，教師主導教學流程。課程結束後進行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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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但實驗組則多進行焦點訪談。研究工具：(一) ARCS學習動機理論量表採用陳嘉弘 

(2005) 翻譯原問卷課程學習動機量表 (Keller, 1987) 之中文版，其構面為：專注力、關

聯性、自信心及滿足感，共34題。(二) 學習回饋量表採用由陳佩雯 (2004) 設計之問卷。

其構面為：上課滿意度、個別差異化、教學內容及學習效果，共18題。另外，2題焦點

訪談的開放題目：(1) 你對本課程教學方式的感想。(2) 你對本課程教學方式的建議。

(三) 體育課學習滿意度量表原問卷設計為龍昱廷、許淑莉、宋靜宜、張雅君 (2009)，經

研究者修編適合於本研究之內容，其構面為：教師教學、場地器材、安全衛生、學校行

政及班級氣氛，共27題。 

四、資料分析 

研究資料以質性及量化分析，並以 SPSS 22.0 版本進行計算。本研究顯著水準訂

定 α= .05，描述統計呈現基本資料。統計檢定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各參數之影響。 

參、 結果 

一、學習社群適應體育教學各參數之現況分析 

研究參與學習社群體育課程分組的整體滿意度為 (一) ARCS 學習動機 (實驗組

3.80 ± .25、對照組 3.59 ± .47)。(二) 學習回饋 (實驗組 4.48 ± .43、對照組 4.00 ± .78)。

(三) 學習滿意度 (實驗組 4.25 ± .57、對照組 4.08 ± .62) 。結果顯示，實驗組對於教學

授課的模式及滿意度均優於對照組的學生。 

二、學習社群體育教學、學習動機、學習回饋與對學習滿意度之差異 

研究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各參數之差異性。從表 1 可得知，課程分組、學習

動機、學習回饋及學習滿意度呈現，皆呈現部分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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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課程分組對學習 (動機、回饋及滿意度) 的獨立樣本t檢定摘要表 

構面 向度 分組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ARCS學習動機 

專注力 
對照組 28 3.54 .57 

-.84 
實驗組 30 3.64 .30 

關聯性 
對照組 28 3.69 .50 

-2.78* 
實驗組 30 3.99 .29 

自信心 
對照組 28 3.47 .44 

-.25 
實驗組 30 3.50 .23 

滿足感 
對照組 28 3.65 .48 

-3.21* 
實驗組 30 4.02 .38 

學習回饋 

上課滿意度 
對照組 28 4.09 .70 

-3.52* 
實驗組 30 4.61 .38 

個別差異化 
對照組 28 4.18 .77 

-2.45* 
實驗組 30 4.62 .58 

教學內容 
對照組 28 4.03 .89 

-2.29* 
實驗組 30 4.48 .56 

學習效果 
對照組 28 3.85 .90 

-2.53* 
實驗組 30 4.33 .50 

體育課學習滿意度 

教師教學 
對照組 28 4.19 .71 

-4.20* 
實驗組 30 4.81 .31 

場地器材 
對照組 28 4.14 .68 

1.18 
實驗組 30 3.85 1.17 

安全衛生 
對照組 28 4.07 .69 

.54 
實驗組 30 3.95 .92 

學校行政 
對照組 28 3.96 .71 

-.55 
實驗組 30 4.07 .82 

班級氣氛 
對照組 28 4.01 .75 

-3.45* 
實驗組 30 4.57 .45 

         * p < .05 

三、課堂學生的學習反思 

研究整合學生填答，藉由分析學生對課程活動的省思，作為改進教學模式之依據。 

(一) 對於課程教學方式的感想：本研究簡略整合學生填答。 

這門體育課的氣氛非常良好，同學都願意互相分享，老師也經常鼓

勵我們。老師教學非常專業，可以學習到相當多的體育知識與技能。 

(二) 對於課程教學方式的建議：本研究簡略整合學生填答。 

對這門體育課和老師的教學非常滿意，但希望學校的運動器材能汰

換故障或老舊的設備，因為操作的便利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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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ARCS學習動機」、「學習回饋」及「學習滿意度」呈現部分

顯著差異性，且學生課後反思教師授課認真並傳遞正確運動知識及運動技能，也會因材

施教，課堂氛圍相處融洽。但學校重訓器材使用度高相對故障率也提升，並未全盤考量

身心障礙學生的操作方式會不同於一般學生。因此，建議適應體育教師在授課方式應採

取不同的教學模式，並選擇適合不同族群學生的運動相關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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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定教－國小教師國語文教學轉變研究 

翁嘉聲 

李純雅 

臺北市新生國小 

  

摘要 

因應人工智慧（AI）時代的來臨，於學校教育的歷程中培養學生思考和討論能力的

重要性日增。本研究之個案教師嘗試於國語文課程中讓學生先練習提問，再分組和同學

討論。本研究關心：個案教師是否於過程中看到了學生的改變？個案教師是否對自身原

本的教學方式產生不同的思考？個案教師是否產生了一些轉變？由於教師轉變涉及學

習新觀念與新事物的歷程，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適合採用質性取向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 106 年 9 月開始進行至 107 年 4 月止，歸納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個案教師對學生學習表現的改變感到驚喜，自身也有三方面的轉變，包括：自己表

述「對教師角色和學生能力的看法轉變」，以及可觀察到「於教學中實施分組討論

的策略轉變」和「對參與研究的態度轉變」。 

二、教師的轉變可以分成「參與初期」、「參與中期」及「參與後期」依序呈現，簡要將

三方面的轉變綜述如下： 

（一）參與初期（106年9月至106年11月） 

個案教師一向都將自己認為重要的學習內容用講述的方式教給學生，不認為

學生有能力討論。當時個案教師認為實施分組討論會排擠既定的國語文教學

進度，故每課只能勉強挪出6至7分鐘讓學生進行討論，並明訂小組討論的規

範，俾利每位小組成員都能在時限內提出自己事先寫好的一個提問。 

（二）參與中期（106年12月至107年2月） 

個案教師認為課堂中學生間的對話很重要，且發現自己小看學生了，以前常

覺得有些事學生還無法做，現在會試著讓他們做，老師再補充不夠好的部分

即可。個案教師將每課的小組討論時間延長為20分鐘。 

（三）參與後期（107年3月至107年4月） 

個案老師相信學生有自學能力，設計課前預習單和語文單，幫助學生先認識

生字、新詞及其用法，並事先思考三個不同類型的提問，使小組討論聚焦在

課文內容，每課約進行30分鐘。個案教師開始享受在課堂中轉變為傾聽者和

歸納者的角色，期待知道再精進之道。 

最後，本研究對未來欲進行相關研究的研究者和期待教學轉變的教師提出建議。 

 

關鍵詞：國語文教學、學生提問、分組討論、教學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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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by Learning - A Study on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ia-Sheng Wong 

Chen-Ya Lee 

Taipei XinSheng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Age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ow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o 

guide pupils to think and have discu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school education.The teacher in 

question in this study began to try helping pupils practice raising ques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first before entering group discussion.This study looked to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the 

teacher saw changes in pupils during the process of her research participation? Was there any 

change in the teacher herself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Changes in any teacher take place 

during a complicated, long-term process and are more preferably approached us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I. The teacher in question experienced transformation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What she 

described as “Changed opinions on the teaching role and pupils’ abilities,” observable 

“Strategic changes in holding group discussions in her teaching,” and “Her attitude toward 

research participation”. 

II. Transformation in the case teacher took place in three phases. They are summed up 

respectively as follows: 

(I) Early Phase of Participation (Sep 2017 ~ Nov 2017) 

The teacher always lectured to pupils. It never entered her mind that pupils had the ability 

to discuss. Therefore, she spared merely six to seven minutes per lesson for pupils to have 

discussions as a gesture to support this study. She also set rules for group discussions. 

(II) Middle Phase of Participation (Dec 2017 ~ Feb 2018) 

The teacher thought that the converse between students and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is 

very important. She also realized she had belittled her pupils. The teacher now put aside 20 

minutes of her class time for group discussion. 

(III) Ending Phase of Participation (Mar 2018 ~ Apr 2018) 

The case teacher now believed that pupils had the ability to learn by themselves. She 

designed preview handouts and language handouts. She also guided her pupils to think about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questions in advance so that group discussions would focus on key 

issues of the lesson. The group discussion time was 30 minutes. The teacher began to enjoy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r role, now a listener and a conclusion maker.  

Lastly, this study proposed suggestions to researchers who intend to conduct relevant 

studies and teachers who seek to make changes in teaching.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upils Raising Questions, Group Discussions,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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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現處於求學階段的學生未來要面對人工智慧時代，其獨立思考和溝通討論的能力更

顯重要。教育成果驚豔全世界的芬蘭，已於2016年8月全面推出的中小學新課綱中納入

「思考與學習的能力」、「文化識讀、互動與表述能力」，表示「未來，學生的學習方

式不是單靠聆聽老師的演講，而是透過討論、思考而來」（每日頭條，106.06.07）。臺

灣將於108學年度上路的十二年國教課綱也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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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生學習型態的改變，來自

教育第一線的老師於課堂教學中培養學生思考和討論的能力。 

貳、 主題與目的 

國語文學習是未來一切學習的基礎。近年打開教室公開觀課的風氣漸開，然部分教

室仍以IRE (教師啟動(I)—學生回答(R)—教師評量(E))言談模式為主，教師主要採「我說

-你聽」的教學方式，學生不需要思考，然而國語文的「聽、說、讀、寫」能力要由思考

開展，發現問題是其起點，又提出好問題是開啟對話，提升閱讀素養的契機，要透過在

日常教學活動中建立提問和討論的學習型態，以逐步提升思考能力和討論深度。 

本研究的吳老師（化名）想要改善班上學生在國語文課堂上鮮少主動參與的情形，

經過研究者觀察，她的教學以講述為主，是前述IRE模式的代表，於是建議她於課堂中

讓學生練習提問及進行分組討論。本研究探究：吳老師是否於過程中看到學生的改變？

她是否對自身的教學方式產生了不同的思考？她是否產生了一些教學轉變？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吳老師為臺北市首善文教區一所中型額滿小學的六年級導師，積極參加各種國

語文課程教學相關研習、工作坊或公開觀課，持續提升自己的國語文專業知能。她今

年任教班級共有學生 27 人，經家長同意參與研究者為 24 人。 

二、 研究方法 

由於教師轉變涉及學習新觀念與新事物的歷程，稱之為教育行動（action）和教

育認識（knowing）的轉變（黃譯瑩,2007），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無法同時研

究多個個案，故本研究採取質性取向之個案研究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78 

 

三、 研究工具 

研究者於研究期間長期進入吳老師的國語文課堂觀察教學實施及各組討論情況，

蒐集的資料以國語文教學錄影檔、小組討論錄音檔、學生問卷和師生訪談錄音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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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老師對話，達到資料分析的三角校正。 

肆、 教學實施與學生表現 

本研究從 106 年 9 月開始進行至 107 年 4 月止，歷程大致可以分成以練習提問為主

的參與初期、以促進討論為主的參與中期，及以深究課文為主的參與後期來加以說明。 

一、 以練習提問為主的參與初期（106 年 9 月至 106 年 11 月） 

剛開學時，吳老師參考 PIRLS 閱讀理解四層次提問，教導學生提問不同類型的

問題，並於每課第一節朗讀課文、認識生字與新詞後，讓學生練習寫提問，第 7 課開

始實際於整課教學結束後進行小組討論，採異質分組，每組都指定小組長協助每位同

學依序完成提問，每次約 6~7 分鐘。第 8 課後，吳老師在全班朗讀課文後不再主動

教生字和新詞，先讓學生提問，再整理全部的提問在課堂上呈現，發現多為提取和推

論訊息的問題，然後針對學生提出有關字詞義的問題進行教學後才分組討論。而各組

因討論時間短、提問多，幾乎都是提問後有人回答就換下一位，多半沒有引發討論。

第 9 課開始，陸續有不同類型的提問，吳老師開放小組自由討論且告知學生「一問一

答不叫討論」，鼓勵聆聽他人的回應，練習追問，學生不再受到發言序限制，開始出

現明顯的追問行為，也有學生提出詮釋整合的提問。討論結束後，吳老師請學生分享

小組討論的優缺點。此階段中高成就生較主動回應他人的問題，低成就生可能因害怕

說錯，顯得沉默，但隨著分組討論的次數增加，各組參與回應的學生數也逐漸增加。 

二、 以促進討論為主的參與中期（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2 月） 

因第 9 課有較精采的討論出現，吳老師開始在之後各課小組討論前用簡報將上

次的討論對話呈現給學生看，並在小組討論時到各組參與討論，每次約進行 20 分鐘，

之後老師再整理歸納或針對討論不夠充分之處加以補充。在這個階段，可以明顯感覺

到學生喜歡且期待與同學分享，學生覺得討論有趣且沒有標準答案，吳老師也常因學

生提問的好問題和回應的獨特想法感到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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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深究課文為主的參與後期（107 年 3 月至 107 年 4 月）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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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事先思考三個不同類型的提問，使小組更聚焦討論課文內容，每次約進行 30

分鐘。此階段吳老師發現學生提出更多比較評估不同課文的問題，也看到學生來回推

敲文本、談論作者，甚至敏銳地察覺一篇經過改寫的教材有銜接不順的段落，可見學

生已有不侷限表面文字訊息的思考判斷能力，而更加認同討論能提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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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問卷結果均顯示學

生 100%喜歡六年級的上課方式勝過五年級；上學期有 75％的學生同意「我學會表達自

己的想法」，下學期增為 96％；上學期有 42％的學生同意「我提出的問題通常會引起

同學討論」，下學期增為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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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回饋與反思 

因吳老師願意做新的嘗試，才能帶來學生的改變和教師的轉變。然提問和討論都需

要學習和累積經驗，若能增加討論的頻度，可能會促進同儕的互動和提升討論的技巧。 

柒、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吳老師因學生表現超乎預期，而產生教學理念和行為的轉變，其轉變包括：自己

表述「對教師角色和學生能力的看法轉變」，以及可觀察到「於教學中實施分組討論

的策略轉變」和「對參與研究的態度轉變」，分述如下： 

（一）對教師角色和學生能力的看法轉變 

吳老師從以往認為學生須依賴老師教學到發現學生可以討論和具有相當的自

學能力，逐漸從一位講述教學者轉變為課堂傾聽者和歸納者的角色。 

（二）於教學中實施分組討論的策略轉變 

吳老師從勉強於教學後擠出時間讓學生討論，並認為學生需要有規範才能進

行討論，轉變為認同課堂對話的重要性，會於課堂呈現上次的小組討論情形幫助

學生學習如何討論，並增加學生課前自學內容，減少課堂講述，來增加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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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參與研究的態度轉變 

吳老師從不認為討論是必要的，到主動邀請同學年教師也在課堂中讓學生提

問和討論，甚至於主動鼓勵社群夥伴一起實施分組討論，態度從被動轉為積極。 

二、 建議 

以下對未來想從事相關研究者和想要教學轉變的老師提出建議。 

（一） 對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提出建議 

討論應重視參與者的主動性，包括：討論不該行禮如儀，而是自然的由有想法

的人回應，以及未教的內容更具探究性等，使學生真正透過討論達成學習的目標。  

（二） 對想要教學轉變的老師提出建議 

教師應從學生學習的需求尋出自身教學轉變的方向，包括：掌握學生能力起點，

及專業成長不只是豐富課程內容，更重要的是幫助學生思考和學會學習，真正落實

以學習者為主體，以學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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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轉教室教學設計提升解剖生理學學習成效 

莊禮聰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摘要 

本教學改進課程運用翻轉教室理念提升解剖生理學學習成效。學生於課前閱讀教學

影片，並撰寫筆記。課室中，以即時反饋系統 Zuvio 進行課前、課程和課後測驗。所有

Zuvio 成績平均為 89.76 分，標準差為 8.59。將一年級期末考成績當作起點成績，二年

級教學改進和對照班級成績隨著時間而有所差異。教學改進課班級增加了 68.8％的機率

為持續高分模式，並減少 54.1％機率為逐漸低分。學生認為課程能讓自己能瞭解更多、

上課能更認真、能掌握重點、能知道老師上課在說些什麼等。而希望能保留的部分，主

要為寫筆記、上課的幽默、問答和影片等。可見學生在學習成效上明顯之改變。 

 

關鍵詞：解剖生理學、翻轉教室、教學改進、即時反饋系統、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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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Flipped Classroom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Outcome for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ourse 

Li-Chung Chuang 

Department of Nursing,  

Cardinal Tien Junior College of Healthcare & Management 

 

Abstract 

The improving instruction used the idea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outcomes for th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course. Before class, the students previewed videos 

and took learning notes. In class, the digital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Zuvio, was used to 

conduct quizzes of pre-, during- and after-class. The average score of Zuvio quizzes was 89.76 

scores with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8.59. This class increased 68.8% that the student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rend "consistent high score" and decreased 54.1% with the "consistent low 

score". The students thought they understand more, more seriously in the class, more mastering 

the central parts of the course. The retaining parts included the writing of notes, teacher's humor 

in the class, Zuvio quizzes, and instructional videos. In conclusi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were obviously changed on the courses. 

 

Keywords: Analogy and Physiology,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Improvement,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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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解剖生理學對於醫學的理解具有重要的角色。該課程內容的繁瑣而抽象的特性，

常讓授課教師與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相當大的挑戰。近年來有許多新的翻轉教室教學

法，包括學思達（張輝誠，2015）、爽 MAPS 教學法（王政忠，2015）和 BTS 翻轉

教室（葉丙成、數學，2015）等，於課室中強調學生自己的表達與整理、教師透過

創新教學成為課程引導者而非講授者。數位學習應用在各種教育領域愈來愈普及，

數位學習融入課程已是目前的教學趨勢。，數位學習之使用率之高低，其在學習動

機、學習行為及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黃添丁，2015），而結合影片學習和傳統教學

可有助於提高學生對課程的學習興趣（李佩如，2016）。普遍來說大部分的學生目前

都有行動裝置，像是手機和平板等。將行動裝置結合數位學習網以及即時回饋系統

等方式，可提高學習的興趣和動機並以即時回饋增加班上的共同討論與參與。 

貳、 主題與目的  

本課程運用翻轉教室理念，以科技輔具融入教學。以影片達到自學與預習成效、

並以多種教學策略，提升解剖生理學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分析假設為：1.教學改進班

級與對照班級的成績有所差異；2. 以一年級成績為起點，和對照班級相比，教學改

進班級之成績長期趨勢有所差異。 

參、 研究方法  

以所教授二年級解剖生理學與實驗（2）之班級為教學改進班級，其餘二年級非

教學改進班級則為對照班級。對照班級三個班共有 168 人，教學改進班級二個班共

有 112 人。學期總成績包括四次考試佔 60％，平常成績佔 40％。四次考試約一個月

進行一次，平常成績則包含每週之筆記與 Zuvio 測驗等。在教材使用部分，整學期

共使用 66 部影片教學，所有影片觀看時間共 67,780 分鐘，共有 11,361 次觀看。在

Zuvio 測驗部分，兩個班在整學期之題目數分別是 1,600 題和 1,382 題；作答率分別

是 90％和 93％。以學期不同時間進行教學評量，進行課程與教學之評鑑。 

將一年級的解剖生理學與實驗（1）之期末考成績定義為 T0，二年級解剖生理學

與實驗（2）四次考試分別定義為 T1-T4。比較對照班級和教學改進班級在 T0 至 T4

等 5 次的原始成績，以獨立性 T 檢定分析是否有差異。另外，為建立成績長期趨勢

模式，首先將所有原始考試成績轉換為 Z 分數（Z-score），建立 T0 至 T4 不同次考

試可比較之基準。接下來將 Z 分數大於 1 者定義為 4、Z 分數介於 0 到 1 之間為 3、

Z 分數介於-1 到 0 之間為 2、Z 分數低於-1 為 1，即轉換分數越高，成績表現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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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每一個人從 T0 至 T4 的轉換分數透過多重軌跡分析模式建立出成績長期趨勢模

式。之後，依照每一個人之成績長期趨勢模式比較對照班級和教學改進班級在解剖

生理學與實驗（2）的成績長期趨勢是否有所差異。 

所有的成績透過教務處工作支援單申請取得去識別化資料。統計部分，利用卡方

分析檢定每一個成績長期趨勢模式中，對照和教學改進班級間是否有差異；以邏輯

斯迴歸計算在特定成績長期趨勢組別中，教學改進班級之勝算比與 95％信賴區間；

以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分析教學改進班級是否與時間具有交互作用，並以多重比較

校正每一時間點在對照班級和教學改進班級之差異。以 R 語言之多重軌跡分析模式

建立出成績長期趨勢模式，其餘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以 SAS 9.4 執行。 

肆、 教學模式 

一、 課程前： 

 將當週教學 YouTube 影片擷取嵌入網址，嵌入數位學習網中。學生於課前登入

數位學習網，先觀看課程影片。要求學生看完影片後，需寫筆記。筆記以組為單位繳

交，最多 2 人一組，整學期不能更換組員。每週最後一節課會隨機抽 10 組筆記來計

分，沒交即 0 分，4 次大考前每一組都需要繳交筆記評分。另外，以 Google form 讓

學生自主填達是否看過影片，需於上課前完成填寫。每週的課前 Google form 網址會

放在數位學習網，其填寫會當作平常成績一部份。 

二、 課室中： 

 以即時反饋系統 Zuvio 進行即時問答，可分成課前、課程和課後測驗。課前測驗

在於檢核上週內容；課程測驗在於協助學生瞭解、記憶與掌握本週課程影片；課後測

驗則是檢核本次課程內容。課前測驗約 20-30 題左右。其中會加入情意問答部分給予

加分，像是「一開始念解剖生理課程很辛苦，就好像是肌肉訓練。…..當妳/你覺得很

煩躁想放棄時，要怎麼提醒自己堅持下去呢？」，引導檢核和增強學習動機。課程測

驗數目搭配著當週影片，如果有 4 部影片，就會有對應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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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包括有：抽點單一學

生作答，但是同組同學可以協助。抽點答對的可以加課室表現成績，答錯扣分，同組

兩人連坐加減分；先講解影片，然後讓同組成員一起討論解題；教師直接說明答案在

課本的那個部分，引導學生找出答案。待所有題目都討論完畢，才開放 Zuvio 這份測

驗卷讓所有學生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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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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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測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教師直接出題，需在 3 天內完成作答。另一種是自

己的考卷自己出，將請每人出一題題目，上傳至網站。將每人的題目統整成一份考卷，

並將這份考卷當作課後測驗讓全班作答。另外，建立加減分規則，引導學生思考出題。

該生所出題目全班若低於 40％和高於 90％答對不加分、介於 40-60％加 4 分、介於

60-70％加 3 分、介於 70-80％加 2 分、介於 80-90％加 1 分。如果超出範圍、題目或

是答案有錯誤，則扣 20 分。當週最後一節課，直接將全班題目匯入到 Zuvio，然後再

開放全班作答。 

伍、 學生學習成效 

Zuvio 測驗整學期每週答對率最高和最低在兩個班分別是 59％和 91％與 47％和

81％。所有 Zuvio 成績中，112 人之平均為 89.76 分，標準差為 8.59。另外，透過質

性回饋顯示，學生發現了自己在學習態度、專注度和能力上的改變，顯示對於困難

的解剖生理學內容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已有了明顯提升。自己考卷自己出部分，出

題者需思考怎樣的題目是難易適中且符合本週上課重點，可當成學習後之統整與應

用。能區別出高低分組表現之鑑別指數，整份考卷大於 0.4 的題目數，兩個班都呈現

逐漸增加的趨勢。A 班從第一次 22％到第四次之 36％，B 班從第一次 20％到第四

次之 69％。四次大考部分，透過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顯示，教學改進和對照班級在

一年級期末考、二年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考試成績隨著時間而有

所差異（P-value, 0.0011）。考慮時間因素後，在起點成績沒有差異狀況下，教學改

進班級在第二次和第四次考試的成績顯著優於對照班級。將五次成績以多重軌跡分

析模式建立出五種成績長期趨勢模式，如圖 1 所示包括有持續高分、逐漸高分、持

續中等、逐漸低分和持續低分等模式。所有二年級學生中比例最高為持續中等，佔

29.5％，其餘依次為逐漸低分、持續高分、持續低分和逐漸高分（22.5％、21.4％、

19.3％和 7.5％）。如表 1 所示，教學改進課程之學生相較對照組有 3.20 倍會是持續

高分，而有 0.46 倍會是逐漸低分，兩者皆達統計顯著差異。也就是說，教學改進課

班級增加了 68.8％的機率會是持續高分之表現，並且減少了 54.1％的機率會是逐漸

低分模式。在一年級起點成績對照班級顯著高於教學改進班級的狀況下，教學改進

班級在二年級成績進入持續高分模式仍顯著高於對照班級。 

教學改進課程中學生對於教師和課程於期中考和期末考的滿意度皆是介於「滿

意」和「非常滿意」之間。期中考評值學生對於課程和教師感到滿意，課程評值達

平均 4.01 分，對於教師部分評值達平均 4.20 分。統整教師自評分數後，教學改進

課程期末評值得分達平均 4.63 分，為全校教師 PR 值之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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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二年級解剖生理與實驗（2）學生五種成績長期趨勢圖 

表 1 教學改進班級對於成績長期趨勢之勝算比與信賴區間 

持續高分(N=60, 21.4%) 

組別 
該組 

人數(比例) 
非該組 

人數(比例) 勝算比* (95%信賴區間) p-value 

對照班級 
(N=168) 29(17.3%) 139(82.7%) 1.00   

教學改進班級
(N=112) 31(27.6%) 81(72.4%) 3.20 (1.48-6.92) 0.0030 

逐漸低分(N=63, 22.5%) 

對照班級 
(N=168) 46(27.4%) 123(72.6%) 1.00   

教學改進班級
(N=112) 17(15.2%) 95(84.8%) 0.46 (0.24-0.86) 0.0159 

*該勝算比已經調整過一年級期末考成績 

於第 16 週教師自行進行之教學回饋，如圖 2 所示，學生認為改進教學方式可

以讓自己能瞭解更多、上課能更認真、能掌握重點、能知道老師上課在說些什麼

等。而希望能保留的部分，最主要提到的是寫筆記、上課的幽默、問答、影片等。

從回饋中可見學生在課程專注度的提升，且看到自己在學習的理解能力之改變。 

  

圖 2、希望課程能保持那些部分（A）和與傳統上課相比的協助（B）之回饋文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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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反思、回饋與結論 

針對五專護理學生之學習成效研究顯示，教師應採取能協助學生確實理解教材

內涵之深度學習策略，而非背誦內容應付考試（鄭博真、黃靜君，2017）。本次教學

改進課程中所有的影片平均每人共有約 100 次的觀看，並教學影片可達預習和複習

的效果。同時，同學也提到對於影片的修正。同學希望每一部影片能控制在 10-15 分

鐘。同學表示 15 分鐘影片要寫成筆記，需要花的時間約 1 小時。每週約有 4-8 部影

片，在正式上課前，他們就必須花 4-8 小時觀看影片與撰寫筆記。這樣的教學策略

課程延續到整週的學習。在筆記部分，透過像是當作平常成績、以及在課後測驗時，

只能翻閱筆記資料等方式增加筆記之價值，讓筆記不只是一份要繳交之作業，而是

真的可以運用在之後的重點複習和考試上。有學生回應：「真的靠看影片抄筆記印

象很深」。然而，每週的筆記也是很沈重的負擔，有學生這樣回應著：「除了筆記

外都希望能繼續保持下去」。未來對於筆記的執行方式，將會再思索如何操作能有

最合宜的效應。 

透過 Zuvio 的即時測驗，在限時作答的壓力下，創造出類似競賽遊戲之氛圍。整

班學生主動答案、不斷翻閱課本和筆記、甚至看到即時呈現的成績會開心大叫。翻

轉教室的核心在於教師在課室中的引導，以選擇題方式容易讓部分學生會以網路搜

尋答案的方式快速作答。而問答題則是讓學生回到較為基本的單元核心內容，同時

也能避免直接上網找選項之狀況，將更能引導對於該單元核心概念之掌握。未來之

教學改進計畫，將會針對課程評量指標（ Rubrics）進行進一步之探討與研究。 

在教學改進課程中，需花更多的時間說明教學理念與需要改變之原因。持續和學

生溝通教師自身想要改變的初衷，同時聆聽學生的需求，相信未來在堅持推動數位

教材和翻轉教室的過程中，能帶給學生更適合的學習方式和更棒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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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應用於助人工作導論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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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探討產學合作在助人工作導論課程的實施情形。助人工作導

論屬心理與諮商學系大學部入門課程，透過產學合作模式，增進學生對助人專業實務之

廣泛了解，同時有益於修課學生之生涯發展與規劃。 

為增進學生對助人工作之了解，本課程架構與比重包含「自我探索 30％」、「知識

概論 30％」與「經驗整合 40％」等三層面，其實施內容有「助人工作課程講授」、「助

人者自我探索工作坊」、「業師訪問」與「業師經驗分享」等。 

本研究資料蒐集管道包含教師教學檔案、業師焦點團體訪談紀錄、學生完成之課程

作業、學習省思與學期報告等。研究資料分析後發現本課程幫助學生對於自身優、劣勢

能力有所覺察，嘗試訂立學習與生涯目標；在知識學習上也了解到助人工作內涵與未來

發展趨勢。 

本研究結果顯示，助人工作者若在養成歷程增加與業師學習與交流之機會，對其未

來職業認識、生涯定向、專業發展將有更多投入，亦可帶給業師在專業工作發展上之回

饋。 

 

關鍵詞：助人工作導論、產學合作、業師、體驗學習、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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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in 

Introduction to Helping Profession 

Iou-Zen Hsie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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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o exam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y-

academy cooperation in Introduction to Helping Profession, which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ling. It was 

expected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ver the practice of helping 

profession as well as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recognition and in-depth knowledge of helping, the 

structure and grading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which were self-exploring (30%), basic 

knowledge (30%) and experience integration (40%). These were fulfilled by four methods as 

lectures, self-exploring workshops, industrial experts interview and industrial experts’ 

experience sharing. 

The data of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teaching materials, interview records from focus 

group hosted by industrial experts, students’ assignments, self-reflection and term reports. 

Af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will obtain self-awareness about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ry to set learning and career goals. Their knowledge of 

helping profession and the future trend will also be improved. 

Finally,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if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helpers has the 

opportunity of interacting with current industrial experts, they will devote themselves more in 

future career knowledge and planning as well as give feedback to industrial experts on their 

professional work. 

 

Keywords: Introduction to Helping Profession,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Industrial Experts, Experiential Learning,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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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因著學制與社會變遷之故，當今大學教育越來越重視技職之訓練，甚至部分特定大

學以就業為導向進行學生能力培訓（吳靖國，2014）。在許多助人工作專業者的養成過

程，也是以大學為主要受訓階段，但不少研究也顯示，專業助人工作者在面臨實務工作

時常面臨到自認能力不足、對行政體系不夠理解與融入、自我專業定位不易與自信心不

足等困境，甚至造成工作耗竭等狀況（許雅惠，2011；許育光，2013；林郁倫、陳婉真、

林耀盛、王鍾和，2014；林淑華、田秀蘭、吳寶嘉，2017）。針對上述問題，研究者認

為其克服方法除了在職期間持續精進能力，大學期間的教育方式尚有調整的空間，尤其

大學期間的授課與訓練若僅限制於書本知識的累積，畢業後進入職場將反應出學用間的

巨大差異，進而使工作者感到挫折，用人單位亦可能與工作者相互質疑。 

產學合作為近年學界相當盛行之教學方式，各國研究發現產學合作除了能透過知識

交流與擴散，增加業界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回饋，對學生而言，也是了解實務技能、增加

自我效能，使學生從知識走向社會實務的最佳接口（簡惠閔，2007；溫肇東、樊學良，

2013；余曉雯、鍾宜興，2015；劉玟宜、宋惠娟，2017；Tener, 1996；Slotte & Tynjälä, 

2003）。 

因此，若將產學合作應用於助人工作導論課程，在課堂上引進業師資源與學生作分

享及交流，或許能使學生在開始接觸助人工作領域之時，了解助人工作所需重要能力，

以充實業界所需技能，增加往後進入職場之自信心與自我效能感，有利於所謂菜鳥助人

工作者適應嶄新的工作場域，創造工作單位、工作者與被服務者的三贏局面。 

貳、 主題與目的 

承接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欲探討產學合作在「助人工作導論」課程的實施情形。

由於「助人工作導論」屬心理與諮商學系大學部必修入門課程，目標在幫助學生了解助

人助人工作的內涵，同時協助學生在大學一開始便思考自身與助人工作之適配性。 

因此，本研究目的為將「助人工作導論」課程與產學合作結合，邀請業師進入課堂

與學生作交流與經驗分享，而學生亦走入業師工作場域訪談，一窺助人工作實務現場之

文化生態，了解此課程設計對學生之助益為何。 

參、 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法的源起為 1945 年社會學家 Collier 為平衡美國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的

種族關係所發展出來的研究方法，而後 Corey（1953）更將行動研究視為一種可用於改

善教育現場問題的研究方法，因此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將研究者所設計結合產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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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概念之「助人工作導論」課程，實踐於學校課堂，為期一學期共 18 週，使研究者—

同時也是授課老師—與學生及業師進行多方交流，了解產學合作應用於本課程對於學生

是否有不同於以往的效果。 

而本研究資料蒐集管道多元，兼具質性與量化資料。在質性資料方面包含授課教師

教學檔案、學生課堂參與心得與省思、學期報告與業師焦點團體訪談紀錄等；量化資料

則為每堂業師經驗分享之滿意度與受益度評值，以及期末針對課程授課方式與內涵回饋

評值。其中，業師焦點團體訪談分別於課程開始前與學期末進行，共進行三場，訪談邀

請諮商輔導界資深實務工作者與相關學系教授參與，針對本課程設計、帶領與教學歷程

進行半結構式交流討論，以透過第三方所提供之資料給予本研究回饋。 

肆、 教學模式 

本課程為心理與諮商學系大學一年級學生為主要授課對象，教學方法與目標包含三

部分：一、探索自我助人動力：透過書籍閱讀、自我分析、同儕討論、教師回饋等機制，

探索學生助人動機、助人經驗、受助經驗、期待、意圖與生涯規劃等；二、瞭解助人工

作內容：過課程教學、資料閱讀、參觀見習、業師分享了解助人工作領域、內容、所需

技能與生涯發展；三、嘗試整合自己與助人專業之適配性：透過學生自我探索與課程見

習體驗，探索學生自身人格特質及助人的優勢能力，配合探索助人工作的場域屬性，整

合自我與助人工作間的適配性。 

本課程實施架構與比重包含「自我探索」30％(自我探索工作坊、助人實務體驗與學

習心得)、「知識概論」30％(資料閱讀、教師講座、教師示範與實務體驗)與「經驗整合」

40％(業師訪談與業師經驗分享)等。 

本課程內容與進度如下表所示： 

表 1「助人工作導論」課程內容與進度 

週次 課程主題與內容 

1 
課程介紹：課程大綱、評分標準、課堂要求、課程期待 

助人工作的基本概念：著重在廣泛的助人工作定義 

2 助人工作的內涵：自我與助人工作的關係 

3 助人者的自我探索概論(1)：助人動機與價值觀 

4 助人者的自我探索概論(2)：成長經驗—優勢劣勢探討 

5 助人工作者的領域、場域、設備、媒材、硬體與軟體 

6 助人工作的新趨勢與挑戰：相關時事新聞、心諮系就業發展、新興助人行業 

7 助人工作議題(1)：新手助人者的優勢與困境 

8 助人工作議題(2)：助人者的角色與助人歷程 

9 助人工作議題(3)：助人工作倫理與相關法律 

10 助人工作的實務分享：分組角色扮演與業師交流—少年調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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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助人工作的實務分享：分組角色扮演與業師交流—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心理師 

12 助人工作的實務分享：分組角色扮演與業師交流—專任輔導教師 

13 助人工作的實務分享：分組角色扮演與業師交流—校長 

14 助人工作的實務分享：分組角色扮演與業師交流—大專院校諮商心理師 

15 助人工作的實務分享：分組角色扮演與業師交流—社會工作師 

16 助人工作的實務分享：分組角色扮演與業師交流—表達性藝術治療師 

17 助人工作的實務分享：分組角色扮演與業師交流—行動諮商心理師 

18 期末學習心得分享 

為使學生對於助人工作內含有更深刻之體會，本課程特別與業界資深專業工作者合

作開設以下活動，透過業師分享等安排，使學生學習範疇推展至實務工作現場： 

一、助人者自我探索工作坊：邀請業師於週末帶領學生參與「助人者自我探索工作坊」，

全班學生逐週輪流參與以透過體驗活動探索自身助人動機。 

二、業師訪問：將學生分成 8 組，請各組學生自行選定感興趣之助人工作類別，進入該

職類場域進行 2-4 小時見習與訪談，同時蒐集網路資料並撰寫見習心得，再自製影

片針對參訪機構、軟硬體設備以及該職類工作內容與專業養成等進行介紹，最後將

影片置於 YouTube 平台，請學生於課前先行觀賞並準備課堂討論議題。 

三、業師經驗分享：逐週邀請接受學生訪談之 8 位業師至本校進行課堂經驗分享各一

次。課程以學生自製之介紹影片及演練該職類工作樣貌為開場，再請業師分享其專

業成長經驗、工作成就感、工作挑戰、職業迷思與其他問題討論。 

伍、 學生學習成效 

透過分析課程期末問卷、學生作業與業師焦點團體訪談等量化與質性資料，發現將

產學合作之業師資源引入本課程，在助人者自我探索工作坊中，幫助學生提升自我認識、

拓展人際關係與探索生涯規劃，同時對諮商輔導技巧與媒材運用有所學習；在業師訪問

與經驗分享部分，能開展學生對多元化助人工作內容、工作者基本人格特質的認識，尤

其是更實務導向的案主類型、助人成效，甚至是該助人工作被賦予之期待與壓力等內容；

工作同時激勵學生培育自我精進的職涯能力，進而提升對該行業之認同感。 

期末課程問卷回饋結果部分，本課程整體受益度分數為 4.3，學生對於助人者自我

探索工作坊、業師訪問與業師經驗分享之「受益度」分別為 4.3、4.5 與 4.4，每一項目

分數為 0-5 分，越高分代表學生自陳從該課程設計中獲益更多，上述結果顯示出學生對

課程中與業師交流之安排有相當高的投入與吸收。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學生在課程結束後對於自身優、劣勢之助人能力有所覺察，

並且開始嘗試訂立學習與生涯目標；在知識學習上，不但了解到助人工作內涵與未來發

展趨勢，對於更多實務工作細節有所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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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回饋與反思 

為精進未來授課教師對助人工作導論之教學與學生學習，本研究特別邀請所有合作

之業師與授課教師於期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針對本課程整體設計與學生上課反應作回

饋與交流。首先，透過業師貼近實務工作之眼光，歸納出本課程之設計宗旨，首要幫助

學生了解其最在意的助人工作生涯出路與職涯發展，再透過業師經驗分享激發學生助人

熱忱、初探助人工作場域的文化脈絡，並打破刻板印象與過度理想化。最重要的是，課

程中自我探索的機會，能協助學生思考自身與助人工作的適配性，同時培養對此行業較

有彈性的認識與思考。 

參與在本課程當中有所反思的不只學生，業師在與學生交流後不但勾起自身當時走

入助人工作場域的初衷與熱忱，也欣賞著後進在思考助人工作的熱情與投入，不啻為業

師在面對繁重工作壓力之時的一劑強心針。 

柒、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學生成為助人工作者前的大學期間，若增加與業師交流的學習

機會，對其職業認識、生涯定向與專業發展將有更多投入，可能幫助學生對於未來的助

人工作有較實際的想像，同時裝備好所需能力。回應到本研究背景之相關研究，印證將

產學合作應用於課程確實能幫助學生提早具備實務能力（劉玟宜、宋惠娟，2017；Tener, 

1996），且業師與校方師生間的交流能增進彼此了解，甚至幫助雙方知識交換與重塑（簡

惠閔，2007；溫肇東、樊學良，2013；Slotte & Tynjälä, 2003；Tener, 1996）。 

對於本課程建議方面，因著學生初入助人工作學習領域，在課堂上扮演助人工作者

相對困難，建議未來學生在角色模仿呈現之前與授課老師或業師進行討論，確認其呈現

內容與該職類相符。另外，因應當今助人工作面貌多元，課程選定探索之助人工作種類

可在教師引導下增加企業諮商、人資、員工健康促進等，拓展學生對於助人工作範疇之

視野。最後，課程進度安排上，若將「助人工作議題討論」與「業師經驗分享」穿插設

計，可藉由業師實務經驗引發學生思考該議題，同時幫助學生更加貼近實務現場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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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模型在大學生快樂之研究 

張芳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 

 

摘要 

大學生快樂嗎？本研究以一所大學生為樣本，來瞭解他們快樂的相關因素，本研究

自編問卷，調查蒐集550名學生，運用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獲得以下結論：(一)多數背景變

項對大學生快樂影響不大，性別與年級對快樂有明顯影響；尤其各系之間的差異解釋大

學生快樂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二)學生的父親教育程度對快樂有正面預測力，打工時數

對快樂有明顯影響，學生睡眠時間對於大學生快樂有助益。(三)系層的學習風氣對大學

生快樂有增加效果，學生自律學習則否。(四)學習風氣對於時間管理對大學生快樂具有

調節效果。 

 

關鍵詞：大學生、快樂、睡眠時間、階層線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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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ppiness by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Fang-Chung Cha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Are students happy? To examine the related factors, our study employed data collected 

from 550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It employe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to analyz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 most of the students’ 

background variables were not significant factors, and only gender and the number of years of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are significant factors on happiness. Besid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departments, important in predicting students’ happy, are not negligible factors. Second, the 

students’ fathers’ educational level, time the students spent on working part-time and their 

hours of sleep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happiness. Third, in terms of the department-level 

factors, the departments of climate for learning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happiness. Fourth, the 

department of climate for learning has a mediation effect on happiness. 

 

Keywords: Happines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s, Hours of Sleep,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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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在的大學生快樂嗎？他們在面對課業學習、社團活動、同學相處與師生互動的過

程感到快樂嗎？這是一個值得探索問題。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於 2005 年「大學生主觀

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相關性調查」抽取國內 43 所大學施測(有效問卷 5,950 份)顯示

24%大學生憂鬱情緒嚴重到需專業協助(葉雅馨，2005)。有不少大學生在校念書與參與

社團之外，運用課餘時間打工與談戀愛，甚至有些需要通勤，花費很多心力，究竟他們

在大學學習是否快樂呢？學生是學校的主體，學生在校的心情感受好壞也與他們學習成

效有關。因此大學生快樂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是校務研究值得探究主題。大學由

很多學系組成，每個系由四個年級所構成，學生巢套（nested）在學系之中，而學系又

巢套在學校之中，所以以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來分析學生快

樂情形是很適切方法(張芳全，2018)。簡言之，本研究目的運用 HLM 分析臺北教育大

學學生學系與學生層之因素對學生快樂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什麼是快樂呢？它的意義相當多元。它與喜悅、歡喜、愉悅、欣喜、幸福感、正面

情緒的意義很接近。Ben-Shahar(2007)指出，可以從學習中獲得快樂，快樂是心靈獲得

放鬆的一種狀態。個人的快樂是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願意投入。快樂是一種主觀

感受，它受到生活中的事件、個人的身心健康程度所影響。個人的身體健康，沒有病痛，

經濟上有穩定的收入或不會匱乏，有安全的住所及工作受到保障，容易感到快樂。陳富

莉、黃宇晴、陳映伶、林孟穎、蔡旻倩(2014)研究發現，大學生健康行爲、主觀幸福感

與自覺健康有正向顯著關係。快樂可以透過態度測驗來瞭解個人的快樂程度，這種態度

感受性的測驗較主觀，容易受到情境或生活事件的影響。其實，快樂與生活構成美好生

活的要素，兩者可以為人們帶來幸福(Keyes et al., 2002 ; Lent, 2004)。本研究的快樂是以

學生在校的生活及與學習快樂有關的因素進行探討，在研究工具面向依據(余民寧、陳

柏霖、許嘉家、鍾珮純、趙珮晴，2012；吳靜吉、郭俊賢，1996；Pekrun, Elliot, & Maier, 

2009)將快樂分為身心健康、自我價值、快樂打工、人際關係、職涯規劃。 

    此外，本研究對於學生層有關快樂的因素包括性別、來自國別、年級、父親教育、

家庭收入、打工時間、談戀愛、蹺課次數、睡眠時間、修學分數與時間管理。而學系層

因素以學習風氣與學生自律學習對學生快樂進行分析。因受限於篇幅學系因素及相關

研究與論證無法多做說明。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5%90%B3%E9%9D%9C%E5%90%89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83%AD%E4%BF%8A%E8%B3%A2
http://web.b.ebscohost.com.metalib.lib.ntue.edu.tw/ehost/detail/detail?vid=4&sid=32209b2f-a5dc-4a50-b539-08e1fbb20a94%40sessionmgr120&bdata=Jmxhbmc9emgtdHcmc2l0ZT1laG9zdC1saXZl#c32
http://web.b.ebscohost.com.metalib.lib.ntue.edu.tw/ehost/detail/detail?vid=4&sid=32209b2f-a5dc-4a50-b539-08e1fbb20a94%40sessionmgr120&bdata=Jmxhbmc9emgtdHcmc2l0ZT1laG9zdC1saXZl#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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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為了達成本研究目的，採用問卷調查法對臺北教育大學學生抽樣調查，運用 HLM 來

分析，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臺北市一所國立大學生快樂情形，以 2017 年 12 月以該所大學

學生為母群體 3,010 名，運用便利抽樣，對不同系的學生抽取，共抽取樣本數 620 名調

查，最後回收有效樣本數為 550 人，其中男女各占 33.8%及 66.2%；中華民國籍與非中

華民國籍各占 92.4%及 7.6%；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與延畢生分別占 18.2%、26.0%、

36.2%、17.1%、2.4%。本研究參考吳靜吉、郭俊賢(1996)、余民寧、陳柏霖、許嘉家、

鐘珮純及趙珮晴(2012)設計大學生快樂問卷，將快樂分為身心健康、自我價值、快樂打

工、人際關係與職涯規劃。在學系層脈絡變項運用學系學習風氣(包括學生上課學習氣

氛、學生未來進修動機、補習英語及參與英語檢定情形)、學習自律情形(包括主動規劃

未來目標、自我要求課業、自我反省學習狀態、規劃課業學習狀態)。研究工具運用因素

分析對快樂問卷進行建構效度分析；再運用 HLM 探討影響大學生快樂因素。 

肆、研究結果 

經過分析發現：(一)表1看出17個系學生快樂平均數(r00)為2.750分，標準誤為0.68。

零模型在快樂的信度估計(reliability estimate)為.85，表示以各系學生平均快樂，做為真

實各系學生平均快樂的信度高。學系層的隨機效果的χ2= 29.32，df = 16( p < .001)，拒絕

為0的虛無假設，它說明各系學生快樂之間有明顯差異。階層二的各系之間平均快樂

性別、來自國

別、年級、父親

教育、家庭收

入、打工時間、

談戀愛、蹺課次

數、睡眠時間、

修學分數、時間

管理 

 

 

大學生快樂 

 

學生層次 

脈絡變項          學系學習風氣、自律學習 

學系層次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5%90%B3%E9%9D%9C%E5%90%89
http://w1.dorise.info/JCSE/search_result.php?schctg=author&SearchKeyword=%E9%83%AD%E4%BF%8A%E8%B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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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數= 2.04，組內平均快樂變異數σ2= 14.57，其內在組別相關係數/ 

，，具有高度相關(Cohen,1988)，代表各系之間的快樂存

在差異。臺北教育大學各系之間的快樂差異大，以零模型就可以估計出，各系之間的差

異可解釋快樂14.0%。代表各系之差異是解釋快樂的因素之一。表中的離異係數(deviance 

coefficient)用來反應檢定模式之後的適配度參考標準，因此，影響臺北教育大學快樂因

素的分析可運用HLM來進行。可見各系差異是學生快樂不可忽略因素。 

表 1  大學生快樂在隨機效果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階層二 學系平均快樂 r00 2.75 0.78 4.04**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χ2 

階層二 學系間的平均快樂 u0j 2.04 16 29.32*** 

階層一 系內的平均快樂 εij (σ
2) 14.57   

離異係數(-2LL) 5521.10   

**p <.01. *** p < .001. 

(二)在脈絡模型分析如表2，階層二中，僅有學習風氣達.01統計顯著水準，代表學

系的學習風氣愈好，學生愈快樂，而自律學習對快樂沒有明顯預測力。這說明學系風氣

對學生快樂的重要。另外，女生比男生快樂、年級愈高愈不快樂；打工時數愈多，學生

愈不快樂；父親教育程度愈高，其子女愈快樂；此外，學生睡眠時間對大學生快樂有助

益。多數背景變項對大學生快樂影響不大；(三)學習風氣對於時間管理對大學生快樂有

調節效果，也就是如果學系的學習風氣愈好，加上學生時間管理愈好，學生愈快樂(受限

篇幅無法納入表格)。 

表 2  學生快樂的脈絡模型 

固定效果 係數 估計標準誤 t 值 

β0    

階層二 學系平均快樂 r00 2.58** .50 5.16 

脈絡變項    

學習風氣 r01 0.02** 0.15 7.50** 

自律學習 r02 0.03 1.78 0.02 

ß1    

性別(女生參照)r10 -4.52** 0.65 -6.92 

中華民國(其他國家參照)r20 1.67** 1.36 1.22 

大二 r30 -0.25 0.14 -1.78 

大三 r40 -0.30* 0.15 -2.00 

大四 r50 -0.32* 0.14 -2.29 

延畢 r60 -0.36** 0.13 -2.76 

父親教育 r70 2.95** 0.37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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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 r80 1.56 1.10 1.41 

打工時間 r90 -5.72** 1.38 -4.14 

有談戀愛(沒有者參照)r10 0.71 0.38 1.86 

蹺課次數 r110 0.21 0.20 1.05 

睡眠時間 r12 0.60** 0.21 2.86 

修學分數 r13 0.25 0.26 0.96 

時間管理 r14 0.81 0.70 1.15 

隨機效果 變異數 df χ2 

階層二 系間的平均快樂 u0j () 3.33 4 11.85** 

性別至時間管理14 都不顯著(省略) 7.37 8 35.44 

階層一 系內的平均快樂 εij (σ2) 11.30   

離異係數(-2LL) 4339.53   

** p < .01 

階層二的隨機效果中，= 3.33，df = 4，χ2= 11.85 (p < .001)，表示納入學生層變項

對快樂影響，各系學生快樂平均值明顯不同。各系之間平均快樂變異數= 3.33，零模

型為 2.04，代表階層一加入解釋變項之後，無法解釋快樂變異百分比。組內平均快樂就

變異由零模型的 εij (σ
2) = 14.57，下降為 11.31，表示階層一加入解釋變項之後，能解釋

學生快樂變異百分比為(14.57-11.30) / 14.57 = 22.44%。離異係數由零模型的 5521.50 降

為 4339.53，減少 1181.97，顯示此模型比零模型之適配度好。(受限篇幅無法納入綜合

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學生快樂受學生的背景因素影響較小，宜關注其他重要因素。尤其各系之間的

差異可以解釋學生快樂程度有14%，是不可忽略。(二)大學生性別及年級對快樂有明顯

預測力，女生比男生快樂，年級愈高愈不快樂。(三)學生的父親教育程度對快樂有正面

預測力；學生打工時數愈多，愈不快樂。(四)學生睡眠時間對於大學生快樂有助益。(三)

學習風氣對大學生快樂有增加效果，學生自律學習則否。(五)學系學習風氣愈好，加上

學生時間管理愈好，學生愈快樂。 

二、建議 

    (一)學生快樂受背景因素影響小，宜關注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各系的差異性。(二)

學校及導師應多注意男生、高年級生與家長教育程度較低的子女在校的快樂之心理變

化，鼓勵他們多參與社團及休閒活動，培養良好嗜好及人際關係。(三)學校提供充足資

訊和輔導服務，讓學生從適度打工，找尋正確的自我價值及生涯規劃。(四)大學生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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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間睡眠休息，補充體力，提高他們的快樂。(五)建立優良的學系學習風氣，鼓勵學

生時間管理。(六)未來研究建議，大學生快樂之研究工具可以聚焦於情境式的快樂內

涵，瞭解大學生快樂情形。校務研究需要有嚴謹研究工具，本研究建構的工具很適合校

務研究，尤其學校長期追蹤學生快樂的研究工具。尤其未來還可以將不同的學院區分，

以瞭解不同學院的學習風氣對大學生快樂之預測力。總之，運用HLM於校務研究是重

要趨勢，未來可以多加應用，更能了解大學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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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治理研究–出版中心之組織職能分析 

陳靜怡 1  

國立空中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生活科學系助理教授 1 

郭婉容 2  

國立空中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2 

 

摘要 

國立空中大學主要以遠距教學為主，學生主要倚賴教科書並搭配影音教材自主學習，

因此，教科書的品質尤為重要。一本高品質的教科書，除了作者的編寫能力外，出版中

心的職能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本校出版中心為研究對象，利用「內容

分析」及「個案分析」檢視出版中心人員之職能表現。最後，提出之具體因應策略：（1）

出版中心應提供市場資訊及成本估算給予學系，作為出書參考。（2）作者撰書過程，出

版中心應積極提供作者所需資源。（3）出版中心應多加利用本校專業教師之撰書及媒體

教材優勢，拓展出版市場。 

 

關鍵詞：出版中心、教科書、職能、自主學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06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nd Research - An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in NOU Press 

Ching-Yi Chen1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Department of Living Sciences,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1 

Wan-Jung Kuo2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2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approach in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NOU) is distance learning, 

students in NOU are greatly self-taught through textbooks and media materials, the quality of 

textbooks is therefore important. In addition to authors, the NOU Press is an important role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textbooks. This study takes the NOU Press as its research object, using 

content analysis to know the competency of private publishers, and examines the performance 

of NOU Press’s employees. Finally, there are three coping strategies as following: (I) NOU 

press should provide market analysis as well as cost estimation to department actively; (II) 

NOU press should provide the resources and advice to assist authors; (III) NOU press should 

use the advantages of NOU to expand the other market.     

  

Keywords: NOU Press, Textbooks, Competence, Self-ta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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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不同於一般大學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上課用書，本校為自製教科書大學。設有「出

版中心」，並為一級單位，負責各學期之新開課程書籍製作。本校歷年之新開課程約 20

門，近年雖開放可採用外書授課，但新開課程自製教科書之比例仍占八成。由於本校主

要以遠距教學為主，學生大部分的時間需要搭配影音教材自主學習，故而，教科書的角

色尤為重要。一本好的教科書，除了倚賴作者的專業度與編寫能力外，透過恰如其分的

內容編排及適當的美編，使教科書的整體質感提升，出版中心的職能扮演了一個至關重

要的角色，爰此，本研究後續將從組織職能觀點，分析出版中心之運作，人員表現是否

能有效提升本校之出版業務，使本校出版中心之發展更具效率與前瞻性，教科書之品質

能更符應學生之自主學習需求，以提升本校之辦學品質。 

貳、 文獻探討  

組織職能（Competency）主要是透過組織結構與任務目標的確定，以釐清組織之工

作項目與責任範圍（彎紅地等，2014）。故，組織職能主要在探討工作活動中之分工、

協調，以及資源分配問題（丁明勇譯，1994；孫永正，2003）。依據彭紹蓉（2014）之

研究指出，人員之工作表現會影響組織績效，換言之，組織所設定的目標要能夠清楚地

將工作內容及資源分配予員工，每一位員工對工作的勝任程度都能夠影響到組織是否有

達到績效目標。當組織達成的績效目標愈高時，即顯示組織越落實組織職能。 

出版業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之定義為：從事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軟體等具有著作權商品發行之行業（葉怡宣，2013）。本校出版中心以發行書籍及其他

出版品為主，作業內容傾向為狹義的出版，包括：圖書的選題、審稿、編輯加工、版式、

封面和插圖設計、印務、成本與定價計算、發行等（許力以，1992）一系列過程。本校

並將此一系列之工作內容劃分為出版及發行二組，與熊楚君（2012）研究中小型紙本出

版社組織架構研究結果相較，本校出版中心兩組之任務分配，相對較缺乏「業務與行銷

企劃」及「版權交易」之業務執行。主因是本校教科書在民國七、八十年代，因網路不

發達，知識資料取得不易，故外校與本校學生多以購置「紙本」書籍為主，圖書銷售量

一直穩定成長，致長期以來，相對較忽略行銷與當前著作權意識高漲下之版權交易相關

業務。然而，隨著本校教科書之銷售量有逐年遞減之趨勢，近幾年之收支也不足以平衡

的情況下，出版中心之人員與組織職能都有需要再檢視與再定位。 

出版中心之任務目標主要為出版具可讀性之圖書，依據文獻資料指出，圖書出版過

程，文編需要積極加入的工作包括：出版企劃，分析出版價值，提出行銷計畫，考量出

版成本，擬定出版架構等（鄭如玲，2005）。作者撰稿時，出版社人員也需從旁協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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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必要的資料。在審校稿時，文編除了校正錯別字以及語句的邏輯性外，審閱書本

內容是否符合預設的題材、風格，並確認書本所使用的圖片及引用的文字資料是否合法

也是相當重要的工作（林曉舲，2004；鄭羽庭，2013；鍾慧萍，2005）。後製包含：書

本配色，版型設計等（林曉舲，2004），都決定了書本的市場定位與客群。當書本定稿

後，出版社必須依據計畫所訂定的開本、裝訂方式等（熊楚君，2012）與印刷廠溝通，

進行印製。書本出版後，出版社亦必須推動銷售通路，並依據書本特色搭配行銷計畫（楊

玲，2009）。以上流程皆須倚賴從業人員之職能認知與充分勝任，才能掌控好每一個環

節，防止發行延滯或金錢損失。 

參、 研究方法 

為了釐清從事出版人員應具備之職能，本研究先透過與出版有關之文獻進行內容分

析（Content analysis），爾後再透過個案分析，比對本校出版中心人員之特質與執行職

務的能力是否能有效落實出版中心之職能，以利檢視出版中心之職能表現，並提出相關

具體建議，以臻校務治理之完善。 

內容分析法主要係藉由探討各種文獻資料，透過系統、客觀及量化方式歸類後，根

據類別的統計數字，做進一步的敘述和闡釋（許禎元，2003）。本研究利用「CEPS 華

藝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及「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二項資料庫，以「出版」、

「編輯」、「文字」及「職能」、「工作」、「能力」等關鍵字進行交叉檢索，找出與

出版職能相關之文章，共計 22 篇，再將各篇文章所提及之職能加以分類為內隱及外顯

職能（Spencer & Spencer, 1993），並顯示其被文章所提及之占比，以表示具備該職能特

質在出版業之重要性。 

肆、 研究結果 

一、內容分析 

從文章之檢索結果發現，出版業之從業人員內隱職能主要以：「溝通、協調能力」、

「責任感」、「創造力」及「表達能力」等四項要求為主，其於文章提及之占比分別為：

63.6%、18.2%、18.2%、13.6%。可見從事出版工作，須具備良好的溝通與業務協調能力。

且出版流程環環相扣，出版教科書需要「有品質」的「如期完成」，因此，責任感更是

出版及發行組人員應具備的基本能力。此外，出版也涉及一系列的「設計」過程，而這

些「設計」也都倚賴創造力與對市場趨勢的瞭解，因此，相對來說，本校出版組人員須

具備此一特質之要求高過於發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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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職能部分，其文獻普遍提及之能力包括：「文字敏銳能力」（81.8%）、「市

場資訊蒐集及分析能力」（68.2%）、「企劃能力」（63.6%）、「版型設計能力」（36.4%）、

「瞭解行銷、通路能力」（36.4%）、「瞭解法律、合約相關知識能力」（36.4%）、「成

本估算能力」（31.8%）、「時程掌控能力」（27.3%）、「協助作者並提出建議」（22.7%）

及「瞭解印務能力」（22.7%）等。出版業務既然是透過圖文表達意思與知識，具有文

字敏銳能力自然為首要要求，其次為市場資訊蒐集及分析能力。圖書出版仍強調獲利，

故從業人員必須對於出版品的市場特性與趨勢具有敏銳的嗅覺與熟悉度，才能依據這些

資訊，提出具特色的出版企劃。對應至本校人員之特色，此兩點特質之要求又以出版組

之人員高過於發行組。整體而言，出版過程中，本校出版組人員所負責之工作相對較發

行組為吃重，因此在人員配置上，本校也以出版組人員之編制較多。 

二、個案分析 

本校出版中心職員目前共計十六人，相較於 105 年文化部出版之臺灣出版產業調

查，臺灣圖書出版單位雇用正職人力規模僅一人（18.9%）至上百人（4.9%）皆有，65.1%

之圖書出版單位職員數低於十人。本校出版中心的職員人數已高於六成五以上的圖書出

版單位，顯示本校出版中心之規模不算小。從財務與職能面項檢視本校出版中心之績效

表現：在財務收入面，本校出版中心的收入來源主要有：影音商品及實體圖書銷貨收入，

106 年增加電子書銷售權利金，其中，實體圖書（教科書）為主要收入來源，占比高達

99%，但根據文化部臺灣出版產業調查（2016）顯示，臺灣坊間出版單位收入之占比中，

有三成來自非圖書出版收入。 

在支出面，本校出版中心 104 至 106 年之支出超出收入的 2.4%至 12.2%，顯示近

三年來，本校出版中心之營運為虧損狀態。大部分的支出項在薪資及圖書出版相關費用

6，占比分別為 50.6%及 46.6%；相較於坊間出版單位的支出占比，薪資為 21.9%、圖書

出版相關費用為 56.8%7，本校的薪資占比明顯較高，主因為本校之人員編制有專人排版

及美編外，給付之薪資也較坊間單位為高8。另外，坊間出版單位支出部分，編列有行銷

費用，平均占比約有 4.2%（新聞局，2010）。相較本校出版中心之財務支出未見此項

目，顯示在過去的時空背景下，本校出版之圖書確實較不需要有太多的行銷考量，但在

                                                      
6圖書出版相關費用包含：版稅稿費、印刷費及編輯相關費用，占比分別為 19.9%、25.1 及 1.5%，計算

方式為 104 至 106 年占比平均。 
7 56.8%包含版稅稿費 16%、印刷費 28.4%及編輯相關費用 12.4%。 
8 依據文化部 105 年臺灣出版產業調查報告，年資逾五年職員薪資為 36,963 元（此為編輯人員、行銷業

務以及倉儲物流人員平均薪資。）本校出版中心 106 年 12 月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40,0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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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日漸萎縮的圖書銷售市場下，出版中心仍應在行銷面加以著墨。同時，對於無「非

圖書出版」之相關收入，也顯示中心應進一步規劃財務開源面向。 

組織職能方面，以「106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之出版中心職能目標進行檢視，

結果發現，出版中心於教科書製作流程上，較著重於「時程掌控」、「文字檢核」及「版

型設計」等方面，「校稿」及「協助作者完成書籍內容」以另聘「執行助理」方式執行，

相較於前述出版事業出版社介入圖書出版過程之工作內容為少。由於本校出版中心與坊

間出版社在角色上有所差異，故而在職能落實面向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包括： 

1、本校出版中心完全不涉入出版前的「市場資訊蒐集及分析」及「成本估算」，主因

為本校以學系主導教科書之取材，出版中心乃配合學系之開課需求，發行書籍。 

2、在作者撰書的過程中，出版中心較無參與其中，致在書本內容方面，較無以讀者的

角色，提出回饋意見給作者進行參考或修改的機會。後續校稿過程，又可另聘「執

行助理」，致校稿疏漏，卻有不易苛責的現象產生。 

3、由於本校出版之書籍專業度較高，對於出版中心職員及執行助理而言，僅能校對錯

別字並查看語意是否通順，並無相當之專業能力潤飾及改正作者的內容。 

4、在版型設計及印務方面，學校為保有學生能夠負擔的合理銷售價格，因此在訂價上

也難以有大幅度的變動、更改。 

5、本校的圖書出書時程影響課程是否能如期開課，故本校出版中心較偏重時程的掌控。 

爰此，要全然仿效坊間出版業之運作模式有其困難度，但為了落實出版中心之職能

表現，本研究提出當前可具體實施之因應策略，包括： 

1、本校出版中心在出版過程中，應化被動為主動。在開設新課程時，可積極提供市場

資訊及成本估算給予學系參考，使學系能在考量市場競爭趨勢下，擇優出版較具典

藏性之教科書。 

2、出版中心出版組在作者寫書過程中，能更積極的提供寫作所需資源，例如：協助取

得圖片授權，並適時以讀者身分回饋意見給作者，以提高教科書品質。 

3、出版中心發行組應多加利用本校的專業師資、媒體教材優勢，主動、積極從事書籍

行銷、推廣，以增加銷售量，並積極拓展出版新市場，使收入面穩定。 

伍、 結論 

本校出版業務在過往無網路資訊的時代，學生以及校外教學單位通常會以購買本校

圖書的方式進行教學，因此，市場占有率以及客源穩定性高，較不需要透過業外收入與

行銷策略，即可成為極佳的收入單位。然而，隨著網路資訊的發展與教學方式的推陳出

新，傳統的「書本」教學已不再是主流，因而，本校之出版中心也不再只能靠著原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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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目標與任務編排，即能成為收入單位。從幾項財務指標，包括：近三年收支未能平

衡，無非圖書出版相關收入；支出又以人員薪資占比最高，皆為本校出版中心之組織運

作一大警訊。為因應出版業的瞬息發展與變化趨勢，本校出版中心應該再進行適當的組

織與人員定位調整，訂定明確的苛責機制，以因應傳統出版業沒落，電子書時代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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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之實務教學與實務研究對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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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教師實務教學與實務研究對學生學習成效之現況，並探究三者之間

關係情形。本研究對象以某科技大學105學年度校務資料庫之教師與學生資料數據，採

用敘述性統計、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以及逐步多元迴歸進行分析。研究發現

為：1.學生感受課堂教學之學習成效現況具有中高程度認知表現；2. 教師實務教學、實

務研究與學生學習成效具有正向相關；3.教師實務教學與實務研究之「近3年教學評量」、

「升等方式」對學生學習成效之預測力最佳。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教師實務教學、實務研究與學生

學習成效實務推動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實務教學、實務研究、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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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eachers’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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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ree variables. This research object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the 105 

year 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tabase. A series of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conducts to analyze the data collected.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d: 1.) Students experienc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a high 

degree of cognitive performance;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chers’ practical teaching, practical research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3.) The 

“Three-Year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Upgrade Method” of Teacher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e research  have the best predictive effect on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as references for teachers’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future follow-up study. 

 

Keywords: Teachers’ Practical Teaching, Practical Research,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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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少子化衝擊及大學錄取率不斷攀高的情況下，學生間之基礎知能與學習態度差

異性正逐漸加大，教師如何有效銜接實務教學與實務研究，以及提升學生主動學習動機

與成效，都需要教師在實務教學、實務研究上的專精與投入。因此，本研究希冀透過本

校之校務研究資料庫，擇選出教師實務教學、實務研究相關變項，探究本校教師在教學、

研究等現況之表現情形，以及學生相關學習成效表現與相關影響因素，便成為本研究重

要目的之一。 

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學生學習成效不但多元且難以完整評估，且各相關研究之重

點面項皆不同，因此對於學生學習表現的內涵解釋及所提出的學生學習表現層面亦有所

差異。教師專業教學發展與實務研究應用之提升，亦可能影響學生學習品質成效，進而

發展學校特色與提升競爭力。故探究教師實務教學、實務研究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性，

便成為本研究重要目的之一。 

本研究係以致理科大之校務研究資料庫數據資料，擷取重要變項之欄位資料進行

整合串接與除錯，再進一步進行統計分析，以實證導向方式進行分析論證，以作為校務

治理之參考依據，為本研究重要目的之一。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究教師背景變項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現況。 

二、探究教師相關背景變項與學生成效之差異性分析。 

三、探究教師實務教學、實務研究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關聯性分析。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實務教學、實務研究之重要性 

大學教師的主要工作在於教學、研究與服務，目前大學教師的升等與評鑑方式亦是

以此做為主要條件和內容。而大學的校務發展與計畫推動亦多仰賴教師來實踐，若教師

專業教學、實務研究能與學校辦學定位、特色發展、獎勵誘因以及教師專長相結合，教

師在配合校務推動、教研任務、產學合作的動力與意願就會相對提高。教師可依其一定

品質的研究產出、服務績效、學生輔導，教學實務成果提出升等，達到教師專業分工，

多元路徑升等的目的。 

近年來，教育部基於多元人才培育目標，鼓勵大專校院結合教師職涯發展、學校定

位特色及學校人才培育之需求，特訂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

辦學校計畫審查作業要點」（教育部，2013），即強調教師專業教學、實務研究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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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希冀建立多元升等制度引導大學教師職涯發展與學校人才培育方向相結合，以確保

教師專業能力品質，建立多元徑路之專業職涯發展，針對學生特質進行適性教學以確保

學習成效。 

二、學生學習成效之重要性與意涵 

當前社會趨勢發展，皆將學生視為教育主體，任何教育行政作為或教學活動，當以

增進學生學習效果為優先考量。因此，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就，乃為教育發展的重要課

題(吳清山、黃建翔，2013)。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反映大學教學品質的重要指標。因此，

瞭解影響大學生學業表現的相關因素，以有效提升大學生的學習表現，更是大學邁向教

學卓越的重要關鍵（Beno, 2004）。 

本研究歸納國內外研究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看法（余民寧，2006；張春興，2007；

楊憲明，2006；OECD, 2007；Pascarella & Terenzini, 2005；Tafarodi, Marshall, & Katsura, 

2004），認為「學生學習成效」係指學生學習成就係指學生在學校場域中，經過一段長

期之學習歷程後，透過吸收、瞭解、轉化及應用後，在各學科領域之學業評量方面所獲

得之測驗成績，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展現的學習態度與行為表現，當中包涵了認知、情意

與技能三方面的學習成果，而所增進之學習成果應是有具體證據可展現以及可被驗證的。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架構如圖 1，包含教師背景變項、教師實務教

學與實務研究、學生學習成效等變項，有關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及採取的研究方法，依

序說明如下： 

 
圖 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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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以致理科技大學全體教師（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與學生(二技、四技)之

相關資料為研究對象，採取校務資料庫之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調查方式說明如下： 

1.針對 105 學年度之教師基本資料(性別、職級、學院別、科系別、近一次採用升等方

式、服務年資)進行篩選與分析，並利用教師基本資料（近 3 年課程教學評量、近 3

年發表期刊論文、專書數量）、學生對於教學評量之相關評分內容進行分析。 

2.調查對象：透過校務資料庫之本校專任(案)教師與日間部及夜間部之二技、四技學生

為研究調查對象。 

肆、研究結果 

一、本校不同學院之教師現況分析 

二、學生感受課堂教學與學習成效現況分析 

三、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差異分析 

四、教師實務教學與實務研究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情形 

五、教師實務教學與實務研究對學生學習成效預測分析 

伍、結果與建議 

一、結論 

(一)教師及學生之現況分析 

1.就本校整體近一次升等方式現況分析發現，學位升等最多數，著作升等為其次；

再者為技術升等，最後為教學升等。本校整體教師職級現況分析發現，副教授

佔最多數；助理教授為其次；再者為講師；最後為教授。 

2.就本校學生在課堂學習感受，依序為「感受教學特質」、「感受教學態度」、

「感受教學內涵」、「自我學習狀況」。 

 (二)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差異分析 

1.學生對於不同升等方式教師，感受教學內涵具有顯著差異。 

2.學生對於不同服務年資之教師，感受教學內涵、感受教學態度、感受教師特質、

自我學習狀況、整體學生學習成效皆具有顯著差異。 

3.學生對於不同學院之教師，感受其自我學習狀況具有顯著差異。 

(三)教師實務教學與實務研究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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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在專書期刊表現與學生自我學習狀況、感受教學內涵上具有正向相關。 

2.教師在I級期刊表現與學生自我學習狀況、感受教學內涵、感受教學態度、感受

教師特質、整體學習成效上皆具有正向相關。 

3.教師在產官學合作計畫表現與學生自我學習狀況、感受教學內涵、整體學生學

習成效上具有正向相關。 

4.教師在近3年教學評量平均表現與學生自我學習狀況、感受教學內涵、感受教學

態度、感受教師特質、整體學習成效上皆具有正向相關。 

(四)教師實務教學與實務研究對整體學生學習成效預測分析 

本研究進行整體學生學習成效之預測分析，其中以「近 3 年教學評量」、「教師

升等方式」對於學生學習成效最具有其預測力。 

二、建議 

(一)全面體檢教師職級結構與學生學習現況，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二)持續推展教師專業學習發展及多元升等，精進教師專業素養 

(三)落實建置各院系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指標，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四)重視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發展，建立學校品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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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用合一對初入職場新鮮人勞動市場表現影響:以國立清華大學為例 

邱詩詠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  

 

摘要 

本研究以校務研究觀點，探討學用合一對初入職場新鮮人勞動市場表現影響，運用

多元線性迴歸和排序性常態機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分析，探討自評的學用合

一程度對畢業後一年和三年的薪資、工作滿意度、求職時間、和轉職次數等勞動市場表

現的影響，分析結果對即將畢業的個人或教育決策機構都極具有實務面和學理上的參考

價值與意義。結果顯示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的相符程度越高，則越容易獲得高薪、整體

的工作滿意度也越高，也就是畢業學生自身所擁有的專業能力，是投入職場獲勝的關鍵；

此外，自評的學用相符程度，雖沒有影響薪資水準，卻顯著的影響工作滿意度和轉職頻

率，顯示投入畢業系所相對應的工作類型，是一個相對好的選擇。 

 

關鍵詞：學用合一、薪資、工作滿意度、求職時間、轉職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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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ducation-Job Match on Rookies’ Labor Marke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Shih-Yung Chiu 

Center for Learning Assessment Service（CLAS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estimated by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the education-job match, the higher the wage. 

Similarly,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ducation-job match,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the job 

satisfaction. In terms of the duration of job seeking, graduates with higher education-job match 

would spend less time seeking their first job. In terms of the transfer/switch, for bachelor 

graduates, those reporting with the better major-job match would tend to stable. For graduates, 

those assessing themselves with the better conformity between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job 

context would tend to transfer frequently.  

 

Keywords: Education-job Match, Wage, Job Satisfaction, Duration of Job Seeking, 

Transfer/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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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在高階人才的供需市場中，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帶來高素質勞動力驟增，但科技技

術的快速創新與知識技能的日新月異，衝擊市場對於高階人才的不同需求，使得擁有高

學歷的人才供給不見得符合產業或市場的需求，也就是學校教育培育的勞動力，無法與

產業結構配合。加上勞動市場吸收大專校院畢業生的能量有限，因此導致大學畢業生畢

業後失業或低度就業（Shimbori, 1981），產生了所謂的學非所用，或是高成低就等問題，

引發各界關注（Duncan & Hoffman , 1981；Rumberger, 1987；Sicherman, 1991；Halaby, 

1994）。 

遠見與 yes123 求職網合作進行學用落差調查，從社會職場人的角度，回想大學對

於職場的價值，其中有高達 55.4％的上班族認為第一份工作無法學以致用，有 54.8％表

示從事的現職工作非當年大學所學之相關行業（受調者平均年資為 8.3 年），而大學學

歷的上班族，更有超過半數（60.4％）表示學非所用；若有機會重讀大學，有 47.5％表

示會換科系就讀，18.1％會換學校，11.2％會換學校體系（李建興，2018），9顯見學用

落差問題的嚴重，若仍等閒視之，恐動搖國之根本。 

因此，本研究將以校務研究觀點，探討學用合一對初入職場新鮮人進入勞動市場表

現之影響，實證數據的客觀分析結果對即將畢業的個人或教育決策機構，都極具有實務

面和學理上的參考價值和意義。 

貳、 文獻探討 

探討在校所學的專長技能是否與工作需求相符的研究並不多見，Robst （2007）採

用美國高等教育畢業生的調查資料，發現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人其年所得將低於學用相

符的人約 11%，而教育與職業的不相稱帶來的懲罰或傷害遠大於過度教育或教育不足。

Nordin, Persson, & Dan-Olof （2010）運用瑞典的資料發現主修與職業不相稱將可能導

致男性大學畢業生的年收入下降 20％，女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收入損失約為 12％。Bender 

&Heywood （2011）也有類似的結果，也就是教育不相稱使男性科學家年收入損失約 10.8

％，而教育不相稱的女性科學家則損失約為 13.9％，此外，職業生涯後期的教育與職業

不相稱會比在職業生涯初期產生更大的收入損失。Zhu （2014）利用中國樣本對大學專

業與大學畢業生早期職業收入不相稱的影響進行評估，發現主要教育與工作不相稱的大

學畢業生遭受的月收入損失約為 1.3%，遠低於過往文獻的估計，且影響會因學院系所、

性別、產業等個人特徵或產業差異而有所不同。 

                                                      
9 李建興。(2018 年 2 月 27 日)。55.4％上班族學非所用 技職學用落差高於普大。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42/300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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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工作的不相稱，不只會影響薪資水準，也會影響工作滿意度，而因為想極力

擺脫目前所處的工作困境，也較不會參與和承諾工作（Khan & Morrow, 1991；Borgen, 

Amundson & Harder, 1988），對於職場生涯的看法趨向悲觀（Feldman & Doerpinghaus, 

1992；Feldman, Doerpinghaus & Turnley, 1994），因此與離職率（turnover）呈高度正相

關 （Feldman & Turnley, 1995）。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想探討學用合一對初入職場新鮮人勞動市場表現之影響，而相對於學用合一

的「學非所用」問題，勢必需要大專以上就業程度的觀察值，因為大專程度以上的教育，

才具備有專長教育，才會產生所謂的「學以致用」或「學非所用」問題，故本研究對象

包含大學部畢業生（學士）和研究所畢業生（碩博士和研究所在職專班）。 

資料來源為國立清華大學畢業後投入職場一年和三年後的校友流向追蹤調查，雖然

畢業後一年投入職場的時間仍短，卻也是最能確保薪資不受正式教育以外因素（例如在

職訓練）的干擾；此外，因國立清華大學的大學部畢業生，畢業後多以升學為主要流向

（約六成），不升學的男性也有服兵役的義務，使得畢業後一年的樣本，投入職場的比

例偏低，且以女性為主，因此本研究除了考量畢業後一年的樣本，也分析畢業後三年的

調查數據。 

學用合一的指標，為主觀自評的「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相符程度」和「畢業系所所

學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本研究將透過多元線性迴歸和排序性常態機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探討自評的學用合一程度對畢業後一年和三年的薪資、工作滿意度、求

職時間、和轉職次數等勞動市場表現的影響。當被解釋變數 y 為連續變項，如薪資、

求職時間，將運用多元線性迴歸模型估計；當被解釋變數為順序性的類別資料，如工作

滿意度、轉職頻率，將運用排序性常態機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進行分析；解

釋變數包含常數項、性別、主修、工作地點、是否需要證照、工作類型、畢業成績。 

肆、 研究結果 

學用合一對勞動市場的各面向影響說明如下（參附件 1）: 

一、 薪資 

 對研究所畢業生而言，專業能力與工作類型相符程度越高，則薪資越高；但於其

他各項學用相符指標中，對於大學部和研究所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和三年的薪資大多

不太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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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滿意度 

 不論是對大學部和研究所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和三年的調查，皆為自評的專業能

力與工作類型相符程度越高，則對工作滿意度越高；除了大學部畢業生的畢業後一年

調查結果，自我評估的系所所學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越高，則對工作的滿意度也越高。 

三、 求職時間 

 求職時間方面，則發現研究所畢業生自評的專業能力與工作類型相符程度越高，

則尋找第一份工作所花的時間越少；但於其他各項學用相符指標中，對於大學部和研

究所畢業生尋找第一份工作所花的時間，不具有顯著影響。 

四、 畢業三年內的轉職次數 

 對於大學部畢業生而言，自我評估的系所所學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越高，則畢業

三年內的轉職次數越少；對於研究所畢業生而言，專業能力與工作類型相符程度越高，

則轉職頻率越高，這也許是由於自認為專業已經超過目前工作所需，可以轉往對專業

程度需求更高的工作。自我評估的系所所學與工作內容相符程度越高，則畢業三年內

的轉職次數越少。 

伍、 結論與建議 

整體結果顯示，專業能力與工作需求的相符程度越高，則越容易獲得高薪、整體的

工作滿意度也越高，此可供即將投入職場的畢業生參考，也就是不論如何，自身所擁有

的專業能力，將是投入職場獲勝的關鍵。因此，學校和系所應持續地強化師資與充實課

程資源，以提高學生的專業能力；此外，自評的學用相符程度，雖沒有影響薪資水準，

卻顯著地影響工作滿意度和轉職頻率，顯示投入畢業系所相對應的工作類型，是一個相

對較好的選擇。就畢業後一年和畢業後三年的勞動市場表現結果比較，也可以發現畢滿

一年的學生中，專業不符合與系所所學不符合工作需求的比例亦遠高於畢滿三年的學生；

因此，學校和系所應增加系所對應的相關工作和產業資訊，讓畢業生在畢業前就能充分

掌握職場訊息，選擇最適合的工作類型。 

本篇研究以國立清華大學畢業後的校友流向追蹤資料進行分析，結果仍有諸多侷限，

包含（1）自評的學用相符影響力大多顯示在畢業後三年的調查結果，可能是因為剛投

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仍無法了解與掌握自身工作內容的能力需求。（2）本校大學部

畢業生畢業，有超過五成的人會選擇繼續升學，且不升學的男性也有服兵役的義務，因

此畢業後一年的樣本，不但投入職場的比例偏低，且以女性為主。（3）仍有許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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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素並未考量到，例如：畢業後就業、升學等不同流向的自我選擇問題，以及哪

些類型、特徵、或特質的人，較容易面臨學非所用的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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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輔導提供英語弱勢學生之學習成效分析-以致理科技大學為例 

高千文 1  

致理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語言中心 1 

莊惠凱 2  

致理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語言中心 2 

林佳靜 3 

致理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語言中心 3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輔導課程之成效。以該校學生為母群體，收集

105 學年度校務資料進行分析。根據學生參與狀況分為四組：1)參與午間英語及語言診

斷組、2)午間英語組、3)語言診斷組、4)未參與任何課程。其研究結果發現學生接受兩

項輔導課程其英語表現優於未接受任何課程，也優於只參加午間英語學生。本研究建議

設計以「學習者課程大綱(learner syllabus)」之輔導課程來提升弱勢學生之英語學習效益。 

 

關鍵詞：英語弱勢學生、多元語言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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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Multiple Counseling Programs on Low Achievers’ 

English Performance i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an-Wen Kao1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1 

Hui-Kai Chuang2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 Language Center,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 

Chia-Ching Lin3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3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nglish counseling programs i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y collecting site-based data of university freshmen from 

105 academic year.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1) both lunch-time English and 

language diagnostics group; 2) the lunch-time English group; 3) the language diagnostics group; 

4) the control group where neither programs were particip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both programs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ed those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any program as well as those who only participated in the lunch-time English program in terms 

of English performa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unseling progra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earner syllabu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help solve low-achievers’ learning problems. 

 

Keywords: English Low Achievers, Multiple Language Counseling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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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貿易與經濟自由化衝擊之下，英語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 

(Jenkins, 2012)。英語的使用不再只是口語上的交流與對話，網路與資訊電子化的蓬勃發

展下，有越來越多的人必須要每天接觸英文書寫的文件，通常這些商業、技術、法律…

等文件往往攸關公司獲利與權益，因此對於專業領域英文的語言應用能力，在各職場領

域的需求日益廣泛。對此，在以實務致用為導向的技專院校語言教育裡，專業英文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的研究與教學，重要性與日俱增。各技專院校紛紛將

專業英文視為英文普及教育並增加國家競爭力的重點指標項目之一。 

貳、文獻探討  

一、語言技能教學模式之分類 

語言教學的演變從早期所強調的文法翻譯教學法至視聽教學法到晚近的溝通式教

學法，語言教學界無非想要尋求更有效能的教學方式，以期改善教學。經過諸多課堂實

驗，當今的教學觀點已經改變許多。茲以 Hinkel(2006)所提出四個逐漸改變當今 L2教學

觀點之因素探討如下： 

(一)折衷式的教學 

八十年代開始尋求有效的教學法以求改善教學品質與因應學生需求。然而，眾多研

究發現特定的教學方法無法應用在不同程度的學習狀況。故有許多教師尋求融合各教學

法中適合的部分，比如 Larsen-Freeman (2000)所用的「有原則式的折衷主義」字眼

(principled eclecticism)。此外，越來越多的研究趨向於學習者的變數，並且了解社會文

化等不同的面向以了解他們特定的學習環境與學習目標。 

(二)由上而下論與由下而上論( Bottom-up and top-down skills) 

早期學者著重在學習者語言表現的流利度和正確性（Lightbown & Spada, 1990）。

現在則是提出以由上而下論與由下而上論需同時並重之論點(Nunan, 2003)。 

(三)語言語料庫的運用 

大型的口語和書寫英文的語料庫分析，讓英語為母語人士如何在日常生活使用英語

有更多了解。因為可以辨識出學習者需要知道的語言特質以便達到他們學習目標 (Byrd 

& Reid, 1998)，許多語言學者也認為語料庫的分析結果可以幫助 L2教學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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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式與多種技能並重 

L2 教學最終目的就是要達到溝通的效果，學習語言也是幫助學習者達到教育或是

專業的機會。整合式的教學可以同時使用多種的語言技能，進而達到溝通。 比方說，

閱讀教學中不免會運用到寫作與字彙部分，還有口語教學也可幫助發音與聽力練習等

(McCarthy & O’Keeffe, 2004)。藉由整合式的教學可以達到不同情境上的語言使用，也

可以達到發展學生學生語言程度的目標(Ellis, 2003)。 

二、致理科技大學英語教學輔導課程 

為提升語言弱勢學生對於英語學習之興趣，進而提升其英語能力，所研究之科技大

學規劃一系列的英語輔導課程，詳細課程內容如下： 

(一)語言診斷中心 

語文學習診斷評量暨輔導專案計畫之主要目的，在於針對不同學習領域中語文程度

不同的學生，評估其具體之職場語文致用力之學習需求及目標，並結合校內課程、各領

域專長師資，搭配不同的語文學習輔導方案，協助學生依其需求訂定學習目標，並透過

參與適合其學習需求之學習課程，以達成其學習目標成果。課程輔導內容較重視學生後

設語言知識之察覺以及語言學習策略之運用。 

(二)午間英文 

午間英文於 105 學年度開辦，主要利用午間時間由外籍教師提供給在正規學術英語

課程的基礎班學生，另一項英語學習的輔導機制。課程設計以專業英語內容為主，大致

可分為下列主題：體育英文、紙牌和棋盤遊戲、音樂英文、電視英文、漫畫英文。學生

可在主題式的英語學習模式下，以語言溝通能力為主，語言知識能力為輔的輔導方式，

熟悉該領域之英語使用表達方式。 

本研究動機主要在於瞭解致理科技大學各種不同輔導措施下之英語弱勢學生學習

成效為何。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午間英文輔導課程」及「英文診斷輔導課

程」對於四技新生語言弱勢學生之學習成效。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105 學年度致理科技大學校務資料為主，該校學生為母群體，採立意抽樣

的方式以該校進行能力分班後(分為進階班、普通班及基礎班)，233 位四技一年級基礎

班學生為調查對象。調查期間為民國 106 年 4 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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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變項之定義及屬性 

研究變項 操作型定義 變項屬性 

多元英語 

輔導機制 
教學(輔導)管道 

1：一般正規英語課程搭配英文診斷、午間英

文 

2：一般正規英語課程搭配英文診斷 

3：一般正規英語課程搭配午間英文 

4：一般正規英語課程 

類別 

英語學習 

表現 

教學(輔導)課程

成績分數 
英文教學(輔導)課程前後測成績 連續 

本研究將以 SPSS 22.0 版作為資料分析工具為主，進行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及推

論性分析二類，以完整呈現資料結果之樣貌。其說明如下： 

本研究將針對學生學習狀況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了解樣本的組成情形，內容

包括各種多元英語輔導機制之成績分數。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採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探討輔導模式與前後測成績表現之交互作用效果。並於發現交互作用後，採用單純主

要效果針對參與英語輔導管道及未參與英語輔導管道學生之英語學習效益進行比較分

析。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及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期能瞭解「語言診斷」及「午間

英文」對於弱勢英語學生之英語表現為何。以下茲就學生接受輔導課程之成效進行分

析。 

 一、敘述性統計及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本研究茲就四技部一年級基礎班學生之英語表現前後測成績進行各組英語輔導教

學課程(未接受任何英語輔導課程組、接受午間英語課程組、接受語言診斷課程組、接

受午間英語及語言診斷課程組)之成效分析，各組前後測敘述性統計分析及二因子變異

數分析如下： 

表 2 各組前後測敘述性統計 

前後測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人數 

前測 

未接受任何英語輔導課程 55.1746 17.85112 63 

接受午間英語 52.4737 12.69905 76 

接受語言診斷 56.9167 20.75932 24 

接受午間英語及語言診斷 55.4000 13.57897 70 

後測 

未接受任何英語輔導課程 61.0794 17.42384 63 

接受午間英語 62.5000 13.92216 76 

接受語言診斷 63.3333 18.45951 24 

接受午間英語及語言診斷 68.4571 12.6544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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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組別及不同英語輔導課程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前後測 7375.015 1 7375.015*** 133.587 

前後測 X 不同輔導課程 974.351 3 324.784** 5.883 

組內 12642.490 229 55.207  

全體 20991.856 233   

***p < .001 **p < .01 

從上面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中可以發現，在顯著水準設為.05 情況下，前後測

和不同英語輔導課程兩者的交互作用對四技新生英語能力表現的影響達到顯著水準(F 

= 324.784, p < . 01)，可見學生的英語能力表現在前後測上會因為所接受英語輔導課程種

類不同而有所差異。 

由於前後測和不同英語輔導課程兩者交互作用達到顯著，所以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

效果分析，以確認在不同因子的水準之下，學生前後測英語表現在細格內的變化情形。 

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 

本研究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針對接受不同英語輔導課程組別進行各別前後測之

比較。結果如下： 

表 4 各組前後測比較 

課程組別 前後測 平均值 人數 標準差 t 自由度 

無接受任何輔導課程 前測 55.1746 63 17.85112 
-5.144*** 62 

後測 61.0794 63 17.42384 

接受午間英語課程 前測 52.4737 76 12.69905 
-8.345*** 75 

後測 62.5000 76 13.92216 

接受語言診斷 前測 56.9167 24 20.75932 
-4.241*** 23 

後測 63.3333 24 18.45951 

接受午間英語及語言診斷 前測 55.4000 70 13.57897 
-8.795*** 69 

後測 68.4571 70 12.65448 

***p < .001 

由上述結果得知，無論是否接受英語輔導課程以及無論所接受輔導課程種類為何，

學生後測英語表現皆顯著高於前測英語表現，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生認知能力變得成

熟，而導致其英語表現進步。為探究英語輔導課程之成效，本研究將針對前後測施測情

形進行各組英語輔導課程之比較。 

由於學生英語表現前後測的 Levene 統計量 F 值其顯著性均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不

同輔導組別的學生在前後測變異數達顯著，即本研究的前後測違反變異數同質性假定。

因此，本研究將於事後檢定比較分析採用 Tamhane 檢定進行調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33 

 

表 5 不同英語輔導組別學生在英語表現前後測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來源 依變量 平方和 自由度 F 檢定 事後比較 

不同英語輔導課程 
前測 537.203 3 .753 N/A 

後測 2109.675 3 3.082* D > A、D > B 

誤差 
前測 54486.660 229   

後測 52246.308 229   

註：1. *p < .05 

    2. A: 無接受任何課程、B: 接受午間英語課程、C: 接受語言診斷課程、D: 接受午間英語

與語言診斷課程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八所示，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英語輔導課程的學生在後測

的差異達顯著水準。經事後比較發現：同時接受午間英語與語言診斷課程的學生其英語

表現顯著高於未接受任何輔導課程及只接受午間英語課程的學生。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多元輔導課程對英語弱勢學生之效益為何，並以致理科技大學校務

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同時接受兩項英語輔導課程(午間英語與語言診

斷)時，其英語表現優於未接受任何輔導課程，也優於只接受午間英語課程的學習者。

由於午間英語輔導較傾向教師主題式教學帶領，而語言診斷則傾向學習者為中心之問題

討論。故兩種輔導課程正好可截長補短，相得益彰。此兩種課程之結合正好符合「有原

則式的折衷主義(principled eclecticism)」(Larsen-Freeman, 2000)的理念，亦即教師不只遵

循某一教學方法，而是會根據學習者的需要以及當下語言環境的刺激，思索如何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及製造更多語言溝通互動。因此，同時接受兩種英語輔導課程的學習者其英

語表現顯著優於未接受任何輔導課程的學習者。另外，同時接受兩種英語輔導課程的學

習者，亦顯著優於只接受午間英語課程的學習者，該結果指出語言診斷之重要性。由於

午間英語的輔導課程主要由外籍教師採教師主導主題式教學，而語言診斷的輔導課程則

主要由學習者根據自我語言學習狀況，選擇台籍或外籍教師進行英語學習問題之請益。

語言診斷課程的設計剛好印證了 Corder (1967)所提倡的「學習者課程大綱(learner 

syllabus)」的重要性。本研究建議大專院校對於英語弱勢之學習者，應提供更多以「學

習者課程大綱」為設計概念之語言輔導機制，以增進其英語學習之效能。 

陸、致謝 

本文感謝致理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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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弱勢學生需求分析之探討－以醒吾科技大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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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於高等教育挹注大量弱勢學生經費資源，冀望提供全方位弱勢

就學扶助措施，確保弱勢學生接受高品質教育之公平性，以提升其學習成就及表現，進

而透過教育獲得社會階級流動之機會。醒吾科技大學為私立技專校院，學校有將近 25%

的弱勢學生，需政府、業界及學校投入更多的關懷及資源，以協助其安心求學，並順利

銜接未來就業職場。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瞭解本校弱勢學生之需求，並比較不同學生

背景需求之差異，以作為學校未來具體規劃弱勢學生扶助及輔導措施之參考。 

 

關鍵詞：科技大學、弱勢學生、扶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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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ination of the Analysis of the Need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king Hsing W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Chi Hsu1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rch, 

Hsing Wu University1 

Chih-Ming Chu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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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actively invested a large amount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n high educational. It hopes to provide all-round support measures for school 

attendance to ensure that disadvantaged students receive a fair education of high qual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performance, and thus gain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education. Hsing Wu University is a private science and technical 

college with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ccounting for nearly twenty-five percent. The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the school need to devote more care and resources to help them to 

study with peace of mind and smoothly connect with the future job market.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need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our school and to 

compare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chool in 

planning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and counseling measures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Suppor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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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基於社會公平正義之理念，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於高等教育挹注大量經費資源，冀

望提供全方位弱勢就學扶助措施，確保弱勢學生接受高品質教育之公平性，以提升其學

習成就及表現，進而真正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之教育理想與目標。醒吾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屬於私立技專校院，學校有將近 25%的弱勢學生，需政府、業界及學校挹注更

多、且符合弱勢學生需求之資源，以協助其安心求學，並順利銜接未來就業職場。而給

予弱勢生的補助若越能精準地給予與提供，則浪費越少，且較能達到預期目標（Sen, 

1995），故在提供弱勢學生各種扶助措施之前，先行瞭解及分析弱勢學生的實際需求，

即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瞭解本校弱勢學生之需求，並比較不同

學生背景需求之差異，以作為學校未來具體規劃弱勢學生扶助及輔導措施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扶助措施 

臺灣大專校院對弱勢學生的入學與就學提供了相當多的扶助措施，除了教育部

（2017a）訂定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針對家庭年所得約在後 40％的大專

校院學生提供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緊急紓困助學金及住宿優惠等四項政府或學校的就

學補助扶助措施外，還有特殊選才、特殊申請入學、學海惜珠（獎助清寒學生海外學習）、

大學招生報名費減免、學雜費減免、就學貸款等（鄭英耀、方德隆、莊勝義、陳利銘、

劉敏如，2015），各校針對弱勢學生的扶助措施已經越來越多元及完善。其次，教育部

（2017b）於 5 年期的高教深耕計畫（2018-2022）中，也特別訂定「提升高教公共性」

之計畫目標，其中績效指標之一為「完善弱勢生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更是

希望引導學校針對不同學生的需求，提供更多元輔導機制，並確實建立外部募款機制，

以整體規劃的形式，提供弱勢生更多的資源，真正回應弱勢學生需求。 

二、私立技專校院弱勢學生現況分析 

近二十年來，臺灣高等教育逐漸從菁英教育轉化為普及大眾教育，2017 年大學指

考錄取率高達 97%，幾乎已經是進入「人人都可以念大學」的時代。教育有助於個人獲

得向上社會階級流動之機會（陳奎憙，2006），同樣地，對於弱勢學生來說，大學學歷

應能有助於提升其社經地位（Bowen & Bok, 1998），扭轉過去先天不公平之劣勢。然

而，侯雅雯（2017）利用教育部資料庫，分析 100 年至 104 年弱勢學生在公、私立大專

校院的人數比例，結果亦顯示弱勢生以私立技職校院就讀比例最高。其次，根據教育部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2018）公布之「獲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補助之受惠學生人數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E6%A0%A1%E5%8B%99%E9%A1%9E/SirdAssistancesForStuden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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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比率」數據，105 學年度領取大專校院弱勢助學金學生人數共計 78,300 人，一般大

學占 22,717 人，技專校院占 55,583 人，技專校院領取人數為一般大學的 2.45 倍，其中

私立技專校院領取人數更占所有人數 60.41%。因此，雖然教育部近年來鼓勵公立大學

招收弱勢學生，但仍是僧多粥少，弱勢家庭學生還是以就讀私立技專校院為主，而許多

來自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卻享受公立學校低廉的學費及高額的教育資源補助（教育部，

2012）。不同社會階層學生在教育機會與教育品質上的不均等（Lucas, 2001），將可能

使教育促進個人向上社會流動的功能流於理想，反而印證馬克思主義者提倡之教育再製

理論，強化不同社會階層之穩定性（吳耀明，2004；陳奎憙，2006；鄭英耀等，2015）。 

綜上所述，相較於過去，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扶助措施不應只是協助弱勢學生順

利讀完大學，還有許多面向需要更細緻的處理（教育部，2012）、更審慎的規劃，尤其

是就讀私立技專校院為主的弱勢學生，需要政府、業界及學校挹注更多的經費及資源，

以協助其安心求學，順利銜接未來就業職場。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針對本校 106 學年度 1,564 位弱勢學生進行普查，問卷回收 891 份，扣

除 11 份無效問卷，共計回收 880 份有效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56.2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自編「醒吾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弱勢學生需求調查問卷」，共計 20 題，採

李克特式 5 點量表。量表之信效度部分，內部一致性信度為.949，顯示有良好信度；效

度部分，則由 2 位學者專家（教育及諮商輔導領域）評定量表之內容效度。 

三、資料分析 

問卷調查結果主要有量化及質性資料。量化統計資料分析部分，採用統計軟體 SPSS 

22.0，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質性資料部分，則

逐一歸納及分析相關意見，接著將相同的概念整理為類別，反覆閱讀各類別的資料，以

歸納出重要研究發現。 

肆、研究結果 

一、弱勢學生多元需求內涵之平均數及標準差分析 

弱勢學生多元需求內涵之整體性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1 所示。由表 1 結果顯示，弱

勢學生希望學校提供之多元扶助措施整體需求平均數為 3.31，平均數最高的面向為「生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E6%A0%A1%E5%8B%99%E9%A1%9E/SirdAssistancesForStuden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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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濟」（M＝3.71），其次為「職涯就業」（M＝3.13），最後為「課業學習」（M＝

2.79）。 

表 1 106 學年度弱勢學生需求面向之整體分析表 

面向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活

經濟 

1.我有學雜費減免扶助措施的需求 4.47 

3.71 

.734 

0.973 

2.我有生活助學金扶助措施的需求   3.89 .996 

3.我有低收入學生助學金扶助措施的需求 3.46 1.083 

4.我有緊急紓困助學金扶助措施的需求 3.37 1.007 

5.我有住宿優惠金扶助措施的需求 3.06 1.044 

6.我有校內獎學金扶助措施的需求 3.80 1.016 

7.我有校外獎學金扶助措施的需求   3.67 1.046 

8.我有校內工讀機會的需求 3.04 1.049 

9.我有五專前 3年免學費方案助措施的需求 (非五專生免填) 4.63 .786 

課業

學習 

10.我有課堂學習助教的需求 2.90 

2.79 

.992 

0.987 

11.我有課後學習輔導的需求 2.79 .988 

12.我有課輔專屬小老師的需求 2.73 .972 

13.我有學習輔導講座的需求 2.78 .967 

14.我有特教學習輔具資源的需求 2.75 1.016 

職涯

就業 

15.我有職涯探索與生涯規劃扶助的需求 3.07 

3.13 

1.054 

1.046 

16.我有職涯轉銜相關輔導及服務的需求 3.05 1.040 

17.我有升學相關資訊及服務的需求 3.13 1.036 

18.我有就業機會媒合的需求 3.30 1.061 

19.我有就業輔導與穩固支持系統的需求 3.19 1.053 

20.我有專業諮商輔導工作者互動關懷的需求 3.06 1.032 

總計 3.31 0.998 

二、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弱勢學生需求之差異 

本研究進一步考驗不同性別、學制、學院及身份類別弱勢學生在「生活經濟」、「課

業學習」及「職涯就業」三個面向需求之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學制及學院

在三個面向皆未達顯著性差異，而不同身份類別則在三個面向皆達非常顯著性差異，如

2 所示。採雪菲法（Scheffe）進行事後比較，低收入戶弱勢學生在「生活經濟」之平均

數顯著高於一般弱勢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弱勢學生在「課業學習」之平均

數顯著高於一般弱勢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弱勢學

生在「職涯就業」之平均數顯著高於一般弱勢生、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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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身份類別弱勢學生在不同需求面向之差異 

面向 

一般弱勢

生 
低收入戶 

中低收 

入戶 

身心障礙

學生 

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 

原住民學 

生 
F 值 

(p 值)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生活

經濟 
3.48 .680 3.94 .653 3.71 .781 3.70 .797 3.45 .707 3.47 .976 3.67 .698 

8.262*** 

(.000) 

課業

學習 
2.71 .898 2.72 .786 2.80 1.013 3.39 .970 2.71 .891 2.95 .888 2.90 1.039 

5.350*** 

(.000) 

職涯

就業 
3.05 .933 3.04 .948 3.31 .998 3.73 .793 3.04 .855 3.25 .897 3.18 1.024 

5.545*** 

(.000) 

***p < .001 

三、弱勢學生其他需求建議之質性回饋意見分析 

本研究總計蒐集 295 筆弱勢學生回饋之質性意見。綜括而言，學生希望學校提供多

元獎助學金及各項生活經濟上（如：工讀機會、交通、午餐、房租及書籍課本、學習輔

具等）之協助，並在申請補助門檻之設定上可更為彈性。其次，希望學校可多提供外語

能力、專業證照及跨領域多元課程講座（如：彩妝造型、影視特效造型、理財、簡報技

巧、自我行銷、溝通表達等課程），以提升其職場就業競爭力。最後，學生提出具有職

涯就業輔導之需求，包含：自我職涯探索、在校期間打工機會的媒合、實習資訊的介紹、

未來就業輔導等。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弱勢學生對「生活經濟」面向的扶助需求最高，其次為「職涯就業」面

向，最後為「課業學習」面向。 

（二）不同身份類別弱勢學生在三面向之需求達顯著性差異，低收入戶的弱勢學

生在「生活經濟」之需求顯著高於部分其他身份類別；身心障礙的弱勢學

生在「課業學習」及「職涯就業」之需求顯著高於其他部分身份類別。 

（三）弱勢學生具有外語、專業證照、跨領域多元課程及職涯就業輔導之需求。 

二、建議 

（一）針對弱勢學生之需求，提供共通性及差異性扶助及輔導措施。 

（二）擴大辦理外語、專業證照、跨領域課程及職涯就業輔導之專題講座或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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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究建議：針對領取不同生活經濟助學金及進行不同學習輔導扶助措施

之弱勢學生，追蹤其學習成效。其次，透過畢業生流向調查，長期追蹤弱勢學生畢業後

之就業情形及成就表現，以深入瞭解及評估學校執行弱勢學生政策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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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在開課課程朝向多元化發展，透過開設各類型課程，藉以豐富學

生的知識與常識，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研究主要為瞭解學生對授課課程的重要性、滿

意度與學期成績之相互關係，用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運用統計分析連結學期成績與教

學評量之結果，並回饋給各系所及教師，以作為未來授課方式、教學內容調整、系上課

程安排之參考。本次研究對象設計以 105 學年度修習完成課程之二至四年級學生為主，

應填答人數為 1,038 人，有效問卷填答人數為 807 人，平均填答率為 77.75%。年級區分

以二年級填答率最高，隨年級增加而降低。全校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專業選修、通識

選修課程的重要性及滿意度平均為 4.00 與 3.93，各系各年級課程之重要-表現程度分析

主要以第二象限居多 (48.73%)。至於在重要性、滿意度與學期成績之相關性，顯示學生

對於科目重視、能從學習中得到成就感及對教師授課滿意等。進一步探討共同必修科目

重要性及滿意度與學生學期成績和教學評量結果發現，重要性及滿意度間相關係數高度

正相關 (p<0.01)，與教學評量結果為呈低度相關，與學期成績則接近無相關。通識選修

課程部分，以幼兒保育系表現最為穩定，IPA 皆座落於第二象限，顯示學生對於通識選

修課程滿意，教師應持續努力保持。在重要性及滿意度與學生學期成績交叉分析部分，

學生學期成績與重要性及滿意度之相關係數為低度相關，而重要性與滿意度間為高度正

相關 (p<0.01)。綜合上述結果得知本校學生認為在專業必修、專業選修課程之重要性高、

滿意度低，在專業課程部分，教師應優先探討原因，調整授課方式、內容或與學生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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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以了解問題及需改善之重點，藉此學生上課的興趣、滿意度，進而改善學生之學

習成效。在重要性、滿意度與學期成績相關性部分，主要以二年級學生具顯著差異，其

餘皆為低度相關或接近無相關。 

 

關鍵字：重要性、滿意度、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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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tertiary institutions’ courses have become the trend among diversif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courses, they can enrich students’ knowledge, common 

sense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udents’ importance, satisfaction, and semester grades. The 

design of questionnaire was the courses in the 105 academic year.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to collect the empirical data of students from grades 2 to 4. The students 

filled out questionnaires via mobile phone, tablet, and internet at class time. There were 807 

valid respondents. The average rate of completion is 77.75%. The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of each grade course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quadrants 

about 85.32%, and the second quadrant is mostly about 48.73%. Students in the ECC think that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ents are low (the first quadrant). The courses are 

mainly compulsory courses, followed by professional required courses. The courses with low 

importance and high satisfaction (fourth quadrant) are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s, it shows 

that there are excessive efforts. 

The relevance of each grade's grade, importance, satisfaction, and semester grades, which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we found 

the common required subjects with student semester grades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was 0.76, showing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18 年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研討會論文集 

146 

 

a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ion (p<0.01) with teaching assessment. The results were 0.18 and 0.35 

with low correlation, and almost no correlation with semester performance.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elective cours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CC is the most stable. The courses are 

located in the second quadrant. This shows that studen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general elective 

courses and teachers should continue to work hard to maintain. In the analysis of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and student semester grad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tudent grades 

and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was low, while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were highly 

positive (p<0.01). In conclusion,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believe that the importance and 

professionalism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re high a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is low. In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teacher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reasons, adjust the teaching methods, 

content, or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To increase student interest, satisfaction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Keywords：Importance, Satisfaction, Students’ Semester 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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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近年來各大專院校在開課課程朝向多元化發展，透過開設各類型課程，藉以豐富學

生的知識與常識，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研究主要為瞭解學生對授課課程的重要性、滿

意度與學期成績之相互關係，用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運用統計分析連結學期成績與教

學評量之結果，以作為未來授課方式、教學內容調整、系上課程安排之參考。 

教育逐漸服務化、商品化，教學所提供之教學內容、整體服務及教學單位與學生關

係等，皆會影響學生的滿意度(尚榮安、劉宗哲、林炳文，2006)。運用問卷調查發現，

教師教學的過程對學生再選課之意願具正向影響，積極的維持教學品質，便能有效提供

學生再選修其所開課程之意願(丁學勤、周玉媜，2012)，故教學方式、內容等因素皆會

影響學生對課程之滿意度。 

教學評量是由學生評量，以了解每學期教師授課情形、學生學習情況及反應意見等，

藉以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及教學品質，並作為日後回饋給教師授課與改進之依據及學校評

量教師之方式，但學生能否勝任與填答時之公正性應進行慎思(史美瑤，2007)，可藉由

多方進行評量教學品質與成效，讓評量結果能更客觀及正確，以提升教師教學績效。(陳

琦媛，2007、何希慧，2015)。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Importance & 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廣泛應用於顧客對

服務提供的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之相關性研究，將其結果以二維矩陣圖表示該產品或服

務之現況評價(Martilla and James, 1977)。以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之總平均值為分隔點，

將二維矩陣分為四個象限，第一象限為優先改善，第二象限為繼續保持，第三象限為低

優先，第四象限為過度努力，依據分析結果，以作為日後決策之依據(Martilla and James, 

1977; Zhang and Chow, 2004) 

貳、研究方法 

問卷設計以 105 學年度修習完成之課程為主，調查對象為幼兒保育系、美容流行設

計系、食品保健系、高齡福祉照顧系、資訊多媒體應用系、餐旅廚藝系、餐旅管理系、

護理系及觀光休閒健康系之二至四年級學生，另因有部分年級需進行校外實習，且本研

究所探討之課程皆已修習完成，對仍在修習中之四年級課程及校外實習年級無法進行調

查。問卷於課堂時間透過手機、平板及網路進行填寫，了解學生對於共同必修、專業必

修、專業選修及通識選修課程之重要性、滿意度。 

問卷填答人數為 1038 人，有效填答人數為 807 人，平均填答率為 77.75%，男性為

228 人、女性為 579 人，分別占填答人數 28.25%、71.75%。年級區分，二年級填答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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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約 41.39%，三年級次之，約 30.24%，四年級第三，約 28.38%，填答率隨年級增加

而降低。科系區分，護理系為大宗，約 27.51%，餐旅系次之，約 16.36%，幼保系第三，

約 14.75%。根據校務基本資料庫顯示，學校以護理系學生最多，其次為幼保系，第三為

餐旅系，共占全校四技學生約 49.38%，故本研究之填答率主要為這三系科。 

參、研究結果與分析 

探討各系各年級之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專業選修、通識選修課程的重要性及滿意

度發現，全校重要性平均為 4.00，滿意度為 3.93。用系科區分，以幼保系三年級、美設

系二年級、食保系二年級、高福系四年級、資媒系三年級、廚藝系二年級、餐旅系二年

級、護理系四年級及觀健系四年級之重要性及滿意度最高，所有課程介於 3~5，如圖三。

各系各年級之課程主要集中在重要性高、滿意度高(第二象限)及重要性低、滿意度低(第

三象限)，約 85.32%，其中又以第二象限居多，約 48.73%。各系主要在部分專業課程為

第一象限，需優先改善，故教師在專業課程應調整授課方式，多與學生溝通協調，發現

困難點，進而改善學生之學習成效。 

探討各系各年級重要性、滿意度與學期成績之相關性發現，重要性部分，護理系三、

四年級學生具有顯著差異，重要性越高，學期成績越低，滿意度部分為幼保系三年級及

廚藝系四年級學生，滿意度越高，學期成績越高，兩者皆具有顯著差異者為美設系、資

媒系、廚藝系、餐旅系及護理系二年級學生，除護理系呈負相關外，其餘皆為重要性、

滿意度越高，學期成績越高，可推測學生對於科目之重視、能從學習中得到成就感及對

教師授課之滿意等，故學期成績則越高。而護理系之課程因較艱深、專業度較高，故重

要性、滿意度才會與學期成績成負相關。其餘未具顯著差異之科系年級，則為低度相關

或是接近無相關，可能隨年級增加，學生對於成績分數較不重視，只針對成績是否及格、

授課內容、方式等進行評分。  

全校共同必修科目共計為 18 科，IPA 如表二。主要分布於第二、三象限，進一步

分析各科目之重要性、滿意度與學期成績之關係，「憲法、人權、政府」在重要性、滿

意度與學期成績呈負相關(p<0.05)，經迴歸得知重要性與學期成績具顯著差異(p<0.05)，

重要性增加 1 時，學期成績減少 0.768。「英文會話」為滿意度與學期成績呈負相關(p<0.05)，

滿意度增加 1 時，學期成績減少 0.761。造成重要性、滿意度與學期成績呈負相關，可

能為教師評分嚴格、學生於法律、英文基礎不足、學習方向有誤等，日後將探討其原因。 

另將重要性及滿意度與學生學期成績和教學評量結果交叉分析發現，重要性與滿意

度相關係數為 0.90，呈高度相關(p<0.01)，不具共線性，經迴歸得知，重要性增加 1，滿

意度增加 0.895，r2=0.801，呈正相關。與教學評量呈低度相關，與學期成績接近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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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各系各年級課程難易度、專業知識、授課教師皆不同，評分方式之基礎也不同，

故全校共同必修科目之重要性、滿意度才會與學期成績、教學評量無顯著差異。 

表 1 全校共同必修課程之 IPA 分析 

課程名稱 I II III IV 
環境與健康 D F、S、A、C E、H、N、T  

實用中文(一)  F、S、C、H E、D、A、T N 

實用中文(二)  F、S、C、H E、D、A、N、T  

實用英文(一)  F、S、H、N、T E、D、A、C  

實用英文(二) T F、S、H、N E、D、A、C  

實用英文(三) A D、S、C、N、T E、H  

英文會話 S F、T E、D A、N 

日語 T C、H、N E、D、S、A、N  

法語  S、A、C、H、N、T E、D  

體育(一) A、H F、C、T E、D、N S 

體育(二)  F、C、T E、S、H、N D、A 

現代科技與人類文明  D、F、S、H、T E、C、N A 

憲法、人權、政府 T F、A、H、N E、D、S、C  

電腦應用  F、S、A、C、H、T E、D、N  

人際關係與自我成長  F、C、H、T E、D、S、A、N  

服務學習  E、S、A、C、T D、H、N  

歷史與文化 S、H E、A、N D、C  

藝術與人生  D、F、H、T S、N A、C 

說明：E 幼保、D 美設、F 食保、S 高福、A 資媒、C 廚藝、H 餐旅、N 護理、T 觀健 

通識選修課程以「肢體動覺、藝術」、「語文、性靈」、「數理、空間」為主。在「肢

體動覺、藝術」科目，幼保系及觀健系表現最好，資訊多媒體應用系之學生認為應重要

性低、滿意度高，有過度努力的情形發生，如圖四。另將重要性及滿意度與學生學期成

績交叉分析發現，學生學期成績與重要性及滿意度為低度相關，重要性與滿意度間為

0.91，呈高度相關，進一步用迴歸得知，重要性與滿意度呈正相關(p<0.01)，不具共線性，

重要性增加 1 時，滿意度增加 0.905。「語文、性靈」科目以觀健系、幼保系及食保系表

現最好，護理系之學生則認為有過度努力的情形，如圖五。在重要性及滿意度與學生學

期成績交叉分析部分，學生學期成績與重要性及滿意度接近無相關，重要性與滿意度間

為 0.94，呈高度相關，經迴歸得知，重要性與滿意度呈正相關(p<0.01)，不具共線性，

重要性增加 1 時，滿意度增加 0.905。「數理、空間」科目則以高福系、幼保系、資媒系、

廚藝系及護理系表現最好，尤其是高福系之重要性與滿意度皆為 5.00。在重要性及滿意

度與學生學期成績交叉分析部分，學生學期成績與重要性及滿意度為低度相關，重要性

與滿意度間為 0.98，呈高度相關，經迴歸得知，重要性與滿意度呈正相關(p<0.01)，不

具共線性，重要性增加 1 時，滿意度增加 0.981。綜合上述結果發現，在通識選修科目

部分，主要座落在第二、三象限，且以幼保系表現最為穩定，IPA 皆位於重要性與滿意

度高之第二象限，顯示學生對於通識選修課程之滿意，教師應持續努力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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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運用 IPA 分析得知學生認為在專業必修、專業選修課程為重要性高、滿意度低，教

師應優先探討原因，調整授課方式、內容或與學生溝通協調，以了解問題及需改善之重

點，藉此增加學生上課的興趣、滿意度，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在重要性、滿意度與學期成績相關性部分，主要以二年級學生具顯著差異，其餘皆

為低度相關或接近無相關，可能是較高年級之學生在填寫問卷時，不易受到教師評分的

影響，而與教師授課方式、授課內容及修習後得到之知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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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年一貫學程可謂國內大學學、碩士加速累積「實力」與「學歷」的捷徑，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臺海大)經由推動五年一貫學程制度，以協助學生達成繼續修習，

縮短修業年之目的。迄今面臨少子化的問題，更需重視五年一貫學程的推動成效，因此，

本研究以臺海大五年一貫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制度面與學生學習成效的關聯性。 

本研究發現，臺海大學生就讀、申請人數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表示出臺海大學生

對五年一貫學程的需求日益增加。就學生學習成效部分，發現五年一貫的學生修課成績

從 103 學年度起隨就讀人數增加而相對有略微下降的趨勢，經研究結果認為應是學校自

102 年度起五年一貫學程申請的條件放寬導致。然由於學生學習成效與就業力可反應高

等教育的績效，未來可持續探討。 

 

關鍵詞：五年一貫、校務研究學習成效、學分抵免、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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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ve years BA-MA program (BA/MA) is regarded as a shortcut for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at can rapidly accumulate their abilities and academic degre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NTOU) assists students have successively studied and 

compress to get a master’s degree by implementing BA/MA. With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low 

birth rate, we take recruiting students seriousl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relevance of BA/MA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with the participants who were 

BA/MA’ students about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NTOU.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who 

apply for BA/MA are increased year by year. On the other hand, decline of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results from NTOU loosened the applying qualifications up in 2013. However, 

we can propose some discussions about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s and employability of 

the research issues that reflect on perform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Five Years BA-MA Program” (BA/MA),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 

Learning Performance, Credits of Courses They Waived and Transferred,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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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台灣隨者高等教育的推動，在面對國際化的挑戰及未來少子化的衝擊之下，國內大

學為了留住優秀學生以延續大學時期的學習領域，進而推出五年一貫學程制度，目的為

協助學生在 5 年內修習完成學、碩士的課程並取得學位，讓優秀學子得以縮短修業時

間、節省學費，提早一步進入職場。 

國內各大學近年來已積極推展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 IR)，其間產生

各種學習歷程基礎資料，以進行彙整、分析、闡釋。目前各大學據此轉換出許多有用的

質性、量化資訊，提供校內決策評估之用。 

現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臺海大)已推動五年一貫學程制度多年，推動核心

理念即是希望學校的制度面與學生面，能夠達成「學生適性學習」、「厚植海洋專業性」、

「精進學習成效」的目的。因此，本研究透過校務研究，利用校內五年一貫學程的相關

資料，如學生申請、就讀、抵免學分數以及學習成效等量化數據，探討制度面與學生學

習成效的關聯性，以作為未來修訂臺海大五年一貫學程制度之客觀檢核依據。 

貳、研究方法 

一、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NOVA 是一種假設檢定，主要目的是檢定多個平均數間是否有差異性之統計

方法。基本假設為：(一)常態性：每個反應變數的母體均為常態分配。(二)同質性：

每個母體變異數均相同，確保離散程度相同。(三)獨立性：來自各母體的隨機樣本

互為獨立。 

本研究將本校五年一貫學生依照入學年分類，分類成 101 年至 105 年共 5 組，

主要檢定此五組學生在成績上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 

其虛無(𝐻0)、對立(𝐻1)假設為：𝐻0: 𝜇1 = 𝜇2 = … = 𝜇𝑘 = ⋯ = 𝜇5， 

𝐻0:至少有一個𝜇值不同，𝜇𝑘：第𝑘年度之學生成績平均值 

除此之外，假設中的總變異(SST)=組間變異(SSG)+組內變異(SSW)，且定義分別為： 

總變異 = 𝑆𝑆𝑇 = ∑𝑖∑ (𝑦𝑖𝑗 − �̅�)2 =
𝑗

∑𝑖∑𝑗𝑦𝑖𝑗
2 − 𝐶𝑀

 

組間變異 = 𝑆𝑆𝐺 = ∑𝑖𝑛𝑖(�̅�𝑖 − �̅�)2 = ∑𝑖

𝑦𝑖
2

𝑛𝑖
− 𝐶𝑀

 

組內變異 = 𝑆𝑆𝑊 = ∑𝑖∑ (𝑦𝑖𝑗 − 𝑦�̅�)
2 =

𝑗
∑𝑖∑𝑗𝑦𝑖𝑗

2 −∑
𝑦𝑖
2

𝑛𝑖𝑖
= 𝑆𝑆𝑇 − 𝑆𝑆𝐺

 
(定義：𝑛𝑖為第 i 組的樣本數，𝑦𝑖𝑗為第 i 組第 j 個樣本，CM 為校正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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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NOVA 中，組間變異(SSG)為 0，表示組間無差異，則總變異(SST)=組內

變異(SSW)，意即無須分組皆無差異；反之，當組內變異越小，組間變異則越大，

亦代表總變異(SST)是由組間差異性所造成。本研究假設總平均數為 101 年至 105

年所有五年一貫學生成績的平均值，若在此樣本中隨意挑一個數值，此與總平均數

的差異為總變異；同時假設各組(組別以入學年分為 101 年至 105 年，共 5 組的組

別)的平均數為該組所有五年一貫學生修課成績的平均值，若在此樣本中隨意挑一

個數值，此與該組之組平均值之差距為組內變異。另外，總變異與組間變異之差值

亦可得到組內變異；最後，組間變異則為該組所有五年一貫學生成績的平均值與總

平均數之差異。另外，總變異與組內變異之差值亦可得到組間變異。 

二、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獨立樣本 T 檢定用來比較兩群體的差異性，且與 ANOVA 檢定同樣需具備常

態性、同質性、獨立性。其虛無/對立假設為：𝐻0: 𝜇 = 𝜇0，𝐻0: 𝜇 ≠ 𝜇0，(定義：𝜇為

第一個樣本之平均數，𝜇0為第二個樣本之平均數。) 

因此，本研究假設兩群體為 101 年至 105 年間五年一貫學生及非五年一貫學生

的成績，因不同學生之成績不盡相同，因此若拒絕 H0，代表這兩個群體之間具有

顯著差異，反之則接受 H0。為進一步探討差異之顯著性。本研究假設顯著水準

α＝0.05，若 p 值小於 0.05，便可決定此兩群體之間具有顯著性。 

參、研究結果 

一、制度成效 

本研究彙整臺海大五年一貫學程學生統計如表 1 所示。茲分別就「申請與就讀

人數」、「各入學年學生數與抵免學分」以及「五年一貫學程的經濟效益」進行說

明如後。 

表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五年一貫學程之申請、就讀人數與抵免學分平均統計表 

申請學年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申請人數 30 98 245 251 224 171 

就讀人數 18 69 175 179 87 - 

註：臺海大五年一貫學程申請時間可為大三或大四，因此 105 及 106 學年度之申請學生大多尚未取得學士

學位，故就讀研究所人數尚待統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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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與就讀人數 

以申請學年之角度(非入學年)檢視臺海大五年一貫學程的學生申請與就讀情

形，發現申請學生人數從 30 人增至 251 人(101~104 學年)，且就讀學生人數亦有逐

年增加情形，由 18 人增加到 179 人(101~104 學年)，此顯示出臺海大在推動五年一

貫學程制度漸有成效，同時，也反映出臺海大學生對五年一貫學程的需求日益增加。 

(二)各入學年學生數與抵免學分 

進一步探究各入學年(非申請學年)學生人數與抵免學分之間的關係，如圖 1 所

示。結果顯示，各入學年的學生人數從 24 人增加到 170 人(101 ~106 學年度)，學

生人數逐年增加，但平均抵免學分則相對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從 15.3 學分降至

13.1 學分，為探究此現象是否影響五年一貫學程的執行成效，故本研究進行

ANOVA 檢定以驗證其差異性。 

結果顯示，各入學年抵免學分數確實呈現更顯著的差異性(p<.001)，其中主要

差異來自於 105 及 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人數，其抵免學分數顯著的低於其他入學年

度的抵免學分數。探究主要原因係因臺海大在 102 年度以前，五年一貫學程辦法之

申請資格為大三時期的學生，於 102 年度起，為使學生更有彈性的規劃學習生涯，

將五年一貫學程之申請資格放寬為大三與大四時期的學生。前者學生(102 年度前

申請者且於 104 年度前入學者)較後者學生(102 年度以後申請者且於 103 年度以後

入學者)有更充裕的時程去規劃修習研究所課程，故造成整體平均抵免學分數降低。 

圖 1、各入學年度五年一貫學生人數與抵免學分數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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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年一貫學程的經濟效益 

臺海大五年一貫學程的學生平均抵免學分數約 14 學分(101~106 學年)。若以一

學分費為 1,500 元計算，平均每位學生在學分費支出上約可節省 21,000 元。此外，

臺海大為續留優秀學生就讀碩士班，另有提供三種獎助學金方式，以鼓勵學生就讀，

如下所述: 

1. 凡經錄取並就讀者，於入學碩士班第一學期核發獎助學金 10,000 元。 

2. 大學歷年成績班排名前百分之二十之學生加發獎助學金 10,000 元。 

3. 碩士班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具備低收入戶身分者加發獎助學金 10,000 元。 

故臺海大五年一貫的學生除平均在學分費支出上約可節省 21,000 元，若又同

時符合上述三項條件，就經濟上即可得到 30,000 元獎助學金的實質幫助，相對有

助於減輕學生在就讀研究所上的經濟負擔；同時，相較於一般二年制碩士班學生能

取得提早投入職場就業的機會，也相對可儘早累積個人的工作經驗。 

二、學生學習成效 

為了解五年一貫學程的學生學習成效，臺海大在「106 學年度教育部大學校院

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中，係以學生成績作為學生學習成效的衡量指標之一

進行研究分析，其結果顯示成績高低也確實與薪資有顯著的相關性。故本研究亦以

學生成績作為學習成效衡量指標進行探討，分別就「五年一貫的學生研究所修課成

績(含在大學期間修研究所課程)與非五年一貫的學生於就讀研究所期間的修課成

績」以及「五年一貫的學生在各入學年於就讀研究所期間的修課成績」進行分析。 

(一) 五年一貫的學生研究所修課成績(含在大學期間修研究所課程)與非五年一貫

的學生於就讀研究所期間的修課成績 

分析五年一貫學生與非五年一貫學生其在成績上的差異，結果如圖 2 所示。發

現五年一貫學生成績表現較為一致，非五年一貫學生之成績則相對落差較大。而且，

五年一貫學生的平均成績(84.44 分)略高於非五年一貫學生(84.14 分)。本研究為驗

證其差異性，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從分析結果得知，五年一貫學生成績確實較非

五年一貫學生高(p=.009<.05)，故學習成效確實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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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年一貫的學生在各入學年於就讀研究所期間的修課成績 

探究五年一貫學生與非五年一貫學生在各入學年的修課成績，分析結果如圖 3

所示。結果顯示，非五年一貫學生在各入學年的修課成績無明顯的差異性，但五年

一貫學生在各入學年的修課成績卻有些微下降之趨勢。本研究為驗證其差異性，進

行 ANOVA 檢定，從分析結果得知，五年一貫學生在各入學年的成績確實呈現顯著

的差異性(p<.001)成績確實逐年下降。 

其中，五年一貫的學生修課成績從 103 學年度起呈現下降的趨勢，推測應是由

於學校 102 年度起五年一貫學程申請的條件放寬，在人數遽增下造成其修課成績略

微降低，但即便如此，就整體結果而言，五年一貫的學生於各入學年的修課成績仍

高於非五年一貫學生，亦即五年一貫的學生仍維持一定程度的水準。 

 

 

 

 

 

 

圖 2、五年一貫學生與非五年一貫學生成績分析圖 

 

 

 

 

 

 

 

圖 3、五年一貫學生與非五年一貫學生於各入學年的修課成績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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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在五年一貫學程制度成效部分，從臺海大學生就讀、申請的人數逐年增加的趨勢上，

反映出臺海大學生對五年一貫學程的需求日益增加。進一步探究入學學生與抵免學分的

關係，發現兩者確實呈現顯著的差異性。其次，就學生學習成效部分，研究顯示五年一

貫學生的成績相較於非五年一貫學生高；而在各入學年的成績分布狀況，則出現五年一

貫學生隨人數逐年增加但成績平均值卻有略微下降的情形。推測上述結果之原因應與五

年一貫學程制度的申請條件放寬有關。 

就整體結果顯示臺海大在推動五年一貫學程的制度成效佳，包括制度面的推動、學

生面的學習成效，並由於學生學習成效與就業力可反應高等教育的績效，未來可持續探

討，以滾動檢核臺海大五年一貫學程制度，促使制度面與學生面均獲雙贏之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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