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研討會論文集
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會
研討會論文集

教學實踐
研究與創新
9 789865627553

指導單位：教育部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編印

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教育領導與評鑑所

教學實踐研究
教學創新研究
教學學術研究

2019 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會論文集
目

錄

I 序~邱創雄主任
II 2019 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會議程
1 「公民社會的正義實踐」提升參與公民社會行動的教案

方中士

11 以教學實踐為基礎的中日翻譯課程設計與成果

李詠青

24 「工程倫理與社會」和「電影與文學」共學課程設計歷
程探論

駱育萱

58 從倫敦領導學習中心專業發展質量標誌看我國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發展成效評估之啟示

許銘哲

75 Some Research Results on Range and Skewness from
Teaching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Using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蔡秉真

91 憲法通識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

郭俊麟

序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延續 2014 至 2018 年教師專業與教學研究學術
研討會的經驗，辦理 2019 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會，其目的在鼓勵大專院校
教師將教學現場問題導入研究方法進行思考，累積教學實踐研究成果以增進教
學知能，落實大學人才培育之目標。
2019 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會於 6 月 15 日舉行，主題範圍為教學實踐研
究、教學創新研究及教學學術研究。收錄發表論文共六篇，論文題目分別為「公
民社會的正義實踐」提升參與公民社會行動的教案、以教學實踐為基礎的中日
翻譯課程設計與成果、
「工程倫理與社會」和「電影與文學」共學課程設計歷程
探論、從倫敦領導學習中心專業發展質量標誌看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成
效評估之啟示、Some Research Results on Range and Skewness from Teaching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Using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以及憲法通識教育課
程設計與教學，充分展現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的成果。
感謝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張仁家所長以〈教師教學反思與
創新〉為題的專題演講，提示本校教師教學反思與創新的重要方向，更感謝林
幼雀副教授、謝青龍教授、羅家玲副教授、張正平教授、陳建州教授與阮黃燕
講師的精闢評論，為論文加值。再者，也要感謝本中心人文藝術組現任召集人
薛清江副教授、楊雅琪助理教授、本校教育領導與研究所張信豪助理教授，以
及行政同仁的協助，期盼未來繼續辦理本項學術研討會，進而引領本中心由教
學與研究面向，持續推動通識課程之改革，落實教學實踐研究及創新。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邱創雄 誌於 201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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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9.6.15（週六）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N201 劇場教室
時 間
08：40～
09：00
09：00～
09：10

議 程
報到、領取資料
開幕式
主持人：賴明材學術副校長（南臺科技大學）
邱創雄主任（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09：10～
10：10

專題演講：教師教學反思與創新
主講人：張仁家所長（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主持人：李金泉所長（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

10：10～
10：30

茶 敘

第一場研討會
主持人：張仁家所長（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1.論文題目：「公民社會的正義實踐」提升參與公民社會行動的教案
發表人：方中士講師（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評論人：林幼雀副教授（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30～
12：00

2.論文題目：以教學實踐為基礎的中日翻譯課程設計與成果
發表人：李詠青講師（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評論人：謝青龍教授（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系）
3.論文題目：「工程倫理與社會」和「電影與文學」共學課程設計歷程探論
發表人：駱育萱副教授（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評論人：羅家玲副教授（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
Q&A

12：00～
13：30

午 餐

II

2019 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9.6.15（週六）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N201 劇場教室
第二場研討會
主持人：謝青龍教授（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系）

13：30～
14：35

1. 論文題目：從倫敦領導學習中心專業發展質量標誌看我國教師專業發展成
效之評估
發表人：許哲銘博士生（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評論人：陳建州教授兼主任（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2.論文題目：Some Research Results on Range and Skewness from Teaching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Using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發表人：蔡秉真助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評論人：張正平教授（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Q&A

14：35～

茶 敘

14：55

第三場研討會
主持人：羅家玲副教授（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

14：55～
16：00

1.論文題目：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期越南使團在廣東的文學活動探析
發表人：莊秋君博士（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
評論人：阮黃燕講師（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下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東方
學系）
2.論文題目：憲法通識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
發表人：郭俊麟助理教授（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評論人：林幼雀副教授（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Q&A

16：00～
16：10

綜合討論及閉幕式
主持人：賴明材學術副校長（南臺科技大學）
邱創雄主任（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6：10～
16：20

領取研討會研習證書
主持人：薛清江召集人（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

16：20～

賦 歸

III

「公民社會的正義實踐」提升參與公民社會行動的教案

方中士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摘要
本文檢視以公民社會實踐追求正義之教學目標的教案設計，從釐清教學目標到引
導學生思辨在公民社會實踐諸如司法正義、程序正義、匡正正義、分配正義、土地正
義等追求正義之實踐可能途徑，由此目標之預設政治哲學與憲政學理的檢驗來安排課
程授課大綱與提供學生的學期評量小組報告的命題。本文未進行質性研究或問卷統計
之前後改變對照，只在教案設計自我反思上展現教案設計之改進可能。
關鍵詞：公民社會、民主、憲政、人權、正義、教案設計

1

壹、前言──如何讓學生感受到正義是社會生活的第一美德？
「正義是社會生活的第一美德」1，但這美德卻在功利主義的主流倫理觀操控下成
為地下伏流，往往須經重大人為或自然災難時被勇敢追求公義的人挖掘而冒湧出土，
而一種公義的價值若要形成社會生活的公義，也需經由長期且普遍的生活倫理的實踐，
方能蔚為風氣，成為身在其中而不自覺的直覺道德判斷。因此，論《正義論》基本預
設者，便提出反功利主義便是《正義論》的明顯基本主張，例如婦權等各種平等權的
主張到落實如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邏輯下勞動權的復振如在全球貧窮問題日益嚴重的
當前推動全民無條件收入的可能……；2因此，正義的實踐絕不可能是呼應順從社會主
流或被統治威權強加的正義價值，絕對會與未經思辨與衝撞的日常生活經驗對反，必
然會是預設了獨立批判理性思考的啟蒙後的公民意識為目標。
唯有預設了具獨立思考與理性批判能力的公民意識才能在專制獨裁威權統治政權
與滲入日常而無所不在的商業市場利益操控下追求被功利主義與馴服威權心理壓抑的
正義伏流，而能在眾人皆醉皆濁下扭轉出清醒與潔淨的社會生活來，讓公民不迷惑於
忘卻傷痛與歷史陰影而拒絕好像無益於當前利益的轉型正義3，使公民覺醒於重商與開
發主義剝削少數與弱勢者的權益中4，會看到狂亂無節制的發達資本主義過度生產與過
度消費對自然環境的不義傷害，會有機會察覺並跳出讓公義不成為公義的庶民私刑正
義衝動5。
因此，本課程最大的挑戰便是如何排除可能引發學生正義被來自威權的事先定義
成見，慎防昔日獨佔國家權力政府透過教育界定公民社會運作的排他性正義，而能以
修課學生的生活經驗中的正義與否的議題激發其反思正義議題的可能，採取開放的態
度。即使，學生始終無法覺察自身的文化制約，沒能擺脫主流價值的操控，習慣的從
既成現實的功利主義正義判斷對錯，馴服於把公民責任推給其實並不信任的代表威權
的政府與法律，遇上了明顯強權下的不公義時卻只能推說「政府就要這樣我們又能怎
樣」的順民，遇到死刑爭議就高舉應報主義的簡便大旗，一有酒駕肇事致死案立即血
氣衝腦門的要求須修法改判為故意殺人致死罪的速審速決司法正義，在這樣的多數甚
至是絕大多數學生庶民素樸的正義觀背景，課程教案裡的議題與教材並不迴避與學生
既有的主流價值衝撞與決立，但這僅僅就只是提供反思當代民主政治生活裡實踐正義
的議題與架構。
1

引自約翰‧羅爾斯《正義論》李少軍等譯。桂冠圖書。前言，頁 1‐2；本課程與本教案論的正義觀基
本上出自此法理與倫理學哲學家與其主要著作：反功利主義的正義觀、正義即公平與自由平等優先的
前提，如分配的不正義或公投多數決不能決定少數者的基本人權等。
2
「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
（參蓋伊．史坦丁 關鍵評論網 20180513 https://www.thenewslens.com/）
。
3
此可以臺灣 2017 年立院正式通過促進轉型正義處理條例與設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來某些主流媒
體對轉型正義目標所反映的民意為例，具體的例子便是 2019 年一月發生推動轉型正義政務的文化部長
於公務行程中遭反對者羞辱性掌摑攻擊後的媒體反映。
4
這可以台灣近年來各種土地開發與都市更新徵收案的爭議為例（參《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
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徐世榮著 遠足文化 2016 年）。
5
此可以網路社群批評言論或公眾生活中的正義魔人甚或如 2019 年 1 月加辣肉圓哥事件中的私刑暴民
為例（參王鼎棫／肉圓家暴事件中的「制裁者」到底制裁了誰？法律白話文 PLM15 Jan, 2019）
。
2

教師固然無可避免的提出自身的立場一判斷，但絕不能強加預設立場的是非標準；
也就是說，本課程的正義實踐教案學習目標就只是提供刺激學生省思社會生活中正義
議題的機會與意識，在正義與否的不同面相與多元選擇上，教師的責任就只是提供思
考正義議題時的方法和途徑，這是實踐教育上不介入即是一種正義的實踐。
本文根據這樣的實踐正義觀來省思課程教案的設計，架構整個學期課程安排的內
在結構，省思各週議題與教材安排上的目標與可能問題，省思教師提供的期末小組報
告選題的省思正義目標；最後，評估其中幾個重大正義議題的學習成效，作為以後課
程教案修正調整的依據。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無能採取合格的如質性或問卷統計或前後對照學習成效等合格
教育學術研究方法，純粹是個人課程教案設計上的教師自我省思，難免自說自話而無
以科學驗證的困境，但也希望藉此自我檢視教案的機會為將來進行教案施教成效評估
之前導。

貳、正義實踐各週議題與教材安排學習目標
本課程所謂的「正義實踐」的「實踐」不採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或具體個案的觀察，
而是在《正義論》的「正義」觀指引下，針對諸如匡正正義、分配正義、程序正義、
轉型正義、司法正義、環境正義、土地正義、居住正義等提供刺激並提升學生反思與
討論的議題與教材6，純粹是課堂上的靜態思辨與討論，教學目標與成效的設定也就局
限在是否提升了學生關懷與思辨正義議題的意識；當然，此意識並未經施教前後對照
之科學研究方法的驗證，有的只是針對各週主題的學習單紀錄的成績高低反映其投入
與否與互動成果。
以下，為本課程 107 學年一學期 3 學分課程的授課大綱各週議題7：
一、反思何謂「正義」
：
你生活中的正義議題──低薪、過勞、貧窮與環境敗壞……；察覺生活中被迴避被
忽略的正義？如何察覺並追求正義的實踐？如果正義即公平，那生活中有哪些不公平
與這些不公平是否可能予以調和與修正？
二、人民在憲法的權利與義務：
從公民抵抗權與請求權看人民與國家的關係，而此關係又如何表現在民主憲政的

6 除《正義論》外，另參考麥克‧桑德爾《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樂為良譯。雅言文化。）；另，匡正
正義、分配正義、程序正義議題思辨架構參考《挑戰未來公民──正義》，(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09
年，五南圖書)；轉型正義等正義議題則為近年來網路媒體較常出現的延伸正義專題。
7

本課程的主教材為《人權/民主與法治：當人民遇到憲法》
（許育典著。元照出版公司。2018/2），依
據此主教材章節架構配合以憲法基本人權為核心的正義議題設計授課簡報，課堂以議題為導向安排各
週進度與學生討論議題。
3

基本原則上？如何透過三權與監督的媒體第四權的權力分立與民主選舉的課責與授權
來確保人民與國家的關係？如何讓人民的自由與平等權不被往往是反映主流、多數或
強勢觀點的政府操控的國家權力剝奪破壞？
三、憲政與國家：
在有憲法這人民與國家權力關係契約下的國家權力與人民的關係，身為人到國民
到公民的不同關係？我們透過國家權力來保障自身權利，因此，我們也不得不預設了
有國家的存在，而這對於當前的我們言則顯的尤其敏感與尖銳；在這個議題，我們將
再檢視我國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所呈現的國家認同與制憲、修憲的諸多挑戰。
四、憲政與民主：
建構健康且合理的民主政體是為了確保所有國民在這個體制內充分且平等的實現
自我，亦即能讓各種正義獲得討論與實踐的可能，這在這個「反民主」逆潮來襲的時
代尤為有意義8；在這個議題，我們將檢討我國的間接民主的選舉與直接民主的公投，
檢視其中實踐了甚麼正義與維護了誰的正義。
五、何謂司法正義：
佩帶劍的司法正義是誰的正義又實踐了怎樣的正義？例如我們社會怎還在容忍甚
至鼓勵私刑肉圓歌？藉由諸如精神病患的死刑、吸毒除罪化、刑罰政策的檢討反省庶
民私刑主義與司法正義的關係，延伸至公民抵抗權下的國家法律與未來國民法官制度
的正義反思。
六、大法官釋憲權如何捍衛正義：
我國大法官釋憲權如何維護人民的基本人權正義：選擇幾個近年來影響人民自由
平等權的釋憲案反思大法官釋憲如何在不同利益與權力競逐下維護人民的基本人權？
間及近來我國大法官釋憲權走向憲政法庭對其職權與對人民權利的關係9。
七、從國際公約反映的社會弱勢族群的正義：
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益公約到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之關懷社會弱勢者的
正義：著重身心障礙族群在契約論正義觀的預設背景下如何促進其自由與平等權的實
踐？並從社會生活經驗中反思不利於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生活與自我實現的文化與環
境。
八、《正義論》裡的平等權：
8

「反民主」的民主價值與制度的逆潮可以參《反民主》
（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譯 劉維人。
聯經出版公司）為代表，這股這個世紀初興起並影響許多民主體制國家的反民主逆潮對追求公共生活
的正義目標言帶來更紛歧更艱難的思辨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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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憲的憲政法庭化參自【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是什麼？對未來有什麼影響呢？」（參法操：

憲法訴訟法草案報告 20180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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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憲法第 7 條、22 條與大法官 748 號釋憲文與 2018 年底公投來看性平議題
中的不同面相正義：少數者長期在歷史文化主流價值中被剝奪壓抑的不正義如何在憲
法的法體制中回復其權利？其中會涉及政教分離世俗憲法中的宗教自由與國家權力在
國民義務教育中的行政中立原則下的分際問題。
九、《正義論》的自由權：
國家權力下的人身自由權為何？甚麼是基於普遍平等的自由權？同志的婚姻自由
權可基於基本平等人權而來的自由權嗎？是甚麼判準能剝奪限制同志的平等權？憲法
第八條的司法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權之秹序正義與第九條的免於特別權力之軍事審判
權與人民居住遷徙之自由看憲法 23 條限制人民人身自由的依據與必要程序。
十、言論自由權：
國家權力下的人民言論與思想自由權是百分百抑或是有條件的言論自由？這涉及
了如何確保公共媒體的中立公共性？如何避免國家權力進行的監控？從憲法第 11 條
的言論、講學、著作到出版的表現自由權，到憲法 12 條的個人密祕通訊之隱私權，到
13 條含括不信仰宗教的宗教自由權到 14 條抽象的個人言論與思想的自由轉而為集體
的有組織的集會與結社的自由，這尤關於追求弱勢人民正義實踐的自由，是人民與國
家權力關係中抵抗與請求權焦點所在。
十一、憲法生存、財產與工作權下的勞動權：
由憲法 15 條之「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保障引伸而來，側重於在發達資本主
義的市場經濟背景下，如何維護勞動權價值與尊嚴？檢視當前社會的勞動意識與不同
勞動型態的權利；本正義主題可引伸到國際移工的勞動權與勞資對抗關係下的分配正
義，相信唯有理解「」你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一個人這不同於把人物化的正義始能
匡正被經濟體制剝削的勞動價值。
十二、從勞動三法看我國的勞動權問題：
包含勞動基準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勞動三法中勞動權現況與爭議處，
從勞動基準法的修法爭議反映諸如罷工與工會組織等勞權困境，由此反映我國經濟發
展過程中的分配不正義與體制形成的貧窮問題。
十三、土地正義與居住正義：
從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財產權與工作權來看人民的土地正義與居住正義如何被
挑戰被限制與剝奪？在資本主義經濟成長與開發主義下操控國家權力的資方主流間的
嚴重衝突，在公部門國土利用開發與私人都更計劃中被強迫徵收土地與財產的人民如
何看待國家權力？憲法 23 條限制人民基本權時該遵守的程序正義如何確保？在政府
放任甚至是刻意推升房價後年輕世代的居住正義該如何保有？這是當代公民社會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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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迫切的正義議題10。
十四、原住民歷史轉型正義：
從原住民爭取劃設與官方頒佈的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的差異反映原住民的歷史轉型
正義的艱難，從這引發爭議與衝突的差異反映怎樣的不同正義觀？又反映了對其歷史
轉型正義怎樣的不同目標與理想？當代原住民要恢復的自然主權是否會與國家主權衝
突？如何調和？失去土地的原住民自治權是怎樣的自治權？其慣俗與傳統文化與當前
國家司法主權法律衝突時該怎麼辦？而其文化與部落所在地域的自然環境承受經濟開
發的壓力時能否借助其力量來實踐環境正義？例如礦業法的修訂能否保障花蓮太魯閣
地區原住民本來該有的土地、自治與傳統領域下的知情同意權益？這其中有有歷史發
發展過程中弱勢族群的匡正正義。
十五、轉型正義：
我們在經濟成長方面曾高喊韓國能為何臺灣不能卻罕有人倡議在轉型正義上要韓
國能臺灣也能？強者與主流不需要高喊正義，因為強者與主流已掌握話語權與對何者
為正義的定義，而轉型正義的價值便在於還給未民主化前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受到國家
權力傷害的弱勢者正義，唯有如此，方能克服清算與鬥爭罪名的阻礙而能帶來「再民
主化」的成果；轉型正義是艱難的也是極具價值的正義。
以上 15 個課綱週單元議題作為教師導引學生討論與思辨正義議題的指引，另配合
主題編製簡報、影片與週主題參閱讀文本，進行從教師簡報導讀到學生文本閱讀與討
論到週主題學習單的紀錄到當週主題心得口頭報告，希望這歷程能把公民社會的正義
實踐問題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喚起其關懷公眾生活中問題之正義與否的意識。

参、契合正義主題的期末小組報告設計
除了前述的 15 個週正義主題來引導學生感受並、討論、省思生活經驗中的正義議
題外，本課程也安排了期末小組正義主題報告，期望藉由小組互動與互助共學的過程
促成對正義主題的深入把握，並理解這種共學與互助即是公民社會的正義實踐。
為了達成期末小組報告教案的學習目標，本教案特別著重報告的導引過程：
一、學期初的期末小組報告目標與制作方法說明。
二、學期中報告選題與製作方法、組員互動檢視，教師與小組報告製作問題座談，針對
選題的正義立場、論述角度與架構、材料進行檢討與提醒。
三、期末小組報告前進度檢討，針對將小組報告的選題、架構與材料轉為個人期末報告
的提醒。例如，107 學年本課程學生期末小組報告建議選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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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週正義議題主要參考書目是《居住正義》（張金鶚《居住正義》201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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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避免被當成清算鬥爭的轉型正義的「正義」是誰的正義：
讓轉型正義政治工程帶領社會再民主化能避免昔日威權統治濫用國家權
力傷害人民的事不再發生嗎？對已民主化的國家有價值嗎？為何當前我們
的社會大眾普遍對此無感甚至反感？經濟一百分而政治零分的意識是怎麼
來的？又有何影響？請聚焦於某一昔日代表曾傷害無辜人民的威權象徵物
件，探討去除或改變此物件之必要與可能方法。
(二)原住民歷史轉型正義：
你關心並支持只佔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原住民族群追求歷史轉型正義的
積極目的──讓原住民文化傳統幫被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綁架的我們
守護山林與大海？請問原住民族群爭取回復其歷史轉型正義的正義是甚麼？
其爭取的傳統領 域劃設是否會妨礙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公共建設？其要維護
的傳統文化是否有牴觸當代法律的地方？請聚焦我們當代社會須支持其歷
史轉型正義的理由深入其爭取的拿回他們本來擁有的正義。
(三)司法正義的正義為何議題：
大法官如何透過釋憲來解除限制或不符人民基本人權的法律──以判民
法排除同志婚姻自由權為違憲之 748 號釋憲文為例，檢視法律所反映的正義
問題思考惡法亦法合理嗎？公民社會如何檢視並改變惡法？請選擇一項司
法改革或一重大司法判決探討其中的正義問題。
(四)分配正義下的不正義如何形成世代正義：
我們是不是預支下一世代的生存資源？上一世代的社會安全保險是否立
基於下一世代生存更艱難的低薪與過勞的剝削上？已下不來的高房價又是
否讓一整個年輕世代放棄其人生夢想？如何透過社會住宅政策改變青年貧
困世代階層固化現象，請聚焦青年低薪過勞怨世代如何翻身如何在這政經結
構下尋求其分配正義？
(五)反貧窮運動所反映的分配不正義：
你聽過全民無條件收入嗎？這運動真的能解決全球性貧富懸殊日益嚴重
的問題嗎？真的能施行嗎？會拖垮財政或讓窮人變成偷懶的寄生蟲嗎？讓
無家者有家可回？──思考如何解決游民日增問題？請從分配正義與制度改
變的解度探討解決遊民街友日增的社會問題。
(六)分配不正義之勞動權：
勞基法是保障勞動權利的最低準則卻被資方當不改善勞動權利的合法藉
口，在厤經修法後還是被認為不利於勞方的勞資關係日益緊張的年代，我們
該如何看待透過合法罷工爭取勞方權利的弱勢者的正義？請聚焦於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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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勞動權的對資方發動的重大勞方抗爭事件，探討其中被媒體與社會主流
價值給遮蔽掩蓋的勞方正義。
(七)國際正義之國際移工勞動權：
面對我們因產業外移與尋求降低勞重成本的職場所引進的國際移工，我
們如何跳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把人異化商品化的觀點？如何認識到「你
要的是勞動力而來的卻是一個人」這樣人道主義立場的匡正正義價值？開放
國際移工自由選擇僱主真的能解決移工人權被剝奪的問題嗎？請聚焦近年
來一重大移工勞動權被剝削事件探討其中弱勢者的正義問題。
(八)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誰的正義？從共有地的悲劇省思環境正義背後的人類全體共
業？誰能當環境的代言人？海平面上升與空污受害地區與受害者往往不是
破壞環境的獲利者，那又如何向強勢者加害者要回正義？例如從屏東這非工
業開發區卻飽受空污探討環境正義？
(九)高房價與惡劣條件下的租屋族的居主正義：
我們真的對高房價帶來的高房租束手無策嗎？高房價與高房租已是青年
世代主要的生活痛苦指數，降不下來的高房租吃掉我們的經濟成果也是帶來
創業夢幻滅的夾娃娃機風潮的經濟背景，我們的青年世代是還繼續期待外資
來炒高房價還是另尋該有的居住正義？
(十)台灣惡劣條件下的土地徵收與迫遷爭議下的土地正義：
從苗栗大埔區段徵收、南鐵東移案等迫遷案省思憲法財產權保障與經濟
發展與公共建設間的衝突時的程序正義、匡正正義，省思當行政法庭判決政
府徵收土地與強拆人民樓房違法敗訴時政府該如何面對「原地重建」的回復
要求？其間弱勢的人民之正義為何？請選一爭議案件檢視其中的衝突與正
義。
(十一)多元性平價值下的性平正義：
在全球性平運動的背景下，該如何省思反男性霸權、性別歧視、反同性
與跨性別者所反映違反平等價值的性文化，我國在公投之後如何看待同志的
婚姻平等權？請從大法官 748 號釋憲的理念理解性平運動中的平等權與公投
結果所反映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正義衝突。
(十二)從國際公約所追求的自主與不歧視原則看我國身心障礙等社會弱勢族群的
正義：
從政經結構來看階層化的貧困世代、被身心正常者建構的文化與環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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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化了的身心障礙族群、區域發展不均衡下的被拋棄者的平等權？例如如何
找回被忽視的失學中輟少年的未來？
(十三)身心障礙族群追求的正義：
從國際二公約、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益公約及其國內施行法與我國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法條所欲保障的參與社會的平等權看我國待改善的具
體無障礙環境與文化的可能？

肆、結語
本文先闡述課程教案的理論背景：以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裡預設了的自由
平等權優先與不平等安排須有利於處最不利階層利益的分配正義來架構我國落實憲法
基本人權章權利與義務關係條文之可能，據此，建構人民與國家請求權與抵抗權關係
中的正義觀，而這正義觀須透過真實的生活經驗裡的正義情感問題來呈現。
本課程安排了 15 個正義議題，議題除了用簡報來講授外，主要須透過相應的文本
來引發學生反思與討論的可能，為達到此教學目標，各週文本會取材於網路上與議題
相應的文本，希望透過這即時議題文本的閱讀與討論能引發學生的正義道德情感。
期末小組正義主題報告，則採主題導向設計只給主題大方向，由學生小組討論後
自選主題，報告題目與材料則由學生在互助討論過程中完成，教師只給予主題中可能
涉及的不同正義角度的引導。
總之，本課程雖然沒有嚴格社會科學的田調或個案質性研究，但就課程教學目標
的核心價值在省視社會生活中的正義觀，當然須特別著重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應，但
又希望不能停留於時事討論，希望藉由憲法基本人權與《正義論》的法哲學理論能讓
學生深刻掌握到生活經驗不同正義觀衝突背後的正義並真的有助於其生活中的「正義
實踐」
；當然，以上的教案理論基礎與達成教學目標的設計沒經過縝密的學習成效調查
與統計，除了用心課前準備與授課過程的互動與調整外，教案設計的成效就只能訴諸
學生的週主題小組學習單評量，畢竟正義與否意識的產生與改變行動是需要整個社會
共同的文化與道德情感的改變來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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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學實踐為基礎的中日翻譯課程設計與成果

李詠青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
隨著翻轉教學、磨課師等教學方式的興起，以及教學場域的多元化，近年來大專
校院的課堂風景也漸漸有了轉變。然而以外語教學為例，教師經常被教學進度、輔導
語言檢定…等限制，很難真正翻轉課堂風景，僅能按照進度教授單字、文法、句型，
而學習者也因為檢定考或各種大小評量的壓力，無暇思考學習外語究竟是為了什麼。
本研究以應用日語系高年級的翻譯課程，試圖翻轉的以往的翻譯課堂風景，先讓
同學走出教室，從尋找台南市街餐廳招牌或菜單中謬誤的日文翻譯作為翻譯練習的材
料，再與筆者執行農委會水保局「農村實踐示範計畫」結合，協助玉井老街冰品店完
成芒果冰菜單的日譯。
本研究採用合作式翻譯教學，以小組合作的方式，設計活動及評量的原則，期待
能夠補足傳統翻譯教學的不足。此外，透過同儕討論、問題解決、自主學習等方式，
培養學生以團隊合作精神完成翻譯作業。同時由有實踐場域得以落實成果，學習者會
以更嚴謹的態度面對每一次的翻譯作業。
關鍵詞：教學實踐、中日翻譯、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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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翻轉教學、磨課師等教學方式的興起，以及教學場域的多元化，近年來大專
校院的課堂風景也漸漸有了轉變。例如，教學場域延伸至戶外、教材的多元化…等。
而借由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多師共時等方式，也提供學生以不同的角度思考，進而提
升其自主學習、探索知識的意欲。然而以外語教學為例，教師經常被教學進度、輔導
語言檢定…等限制，很難真正翻轉課堂風景，僅能按照進度教授單字、文法、句型，
而學習者也因為檢定考或各種大小評量的壓力，無暇思考學習外語究竟是為了什麼。
在長期而密集的語言訓練之下，習得並純熟語言技巧並非難事。以筆者所任教的
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學生為例，高中職就讀日語科的同學，在入學時已累積至少三年
的日語學習歷程，其中不乏已取得日語能力檢定一、二級者。但這些同學也坦承，為
了通過日檢拼命練習題庫、運用各種小技巧記憶單字、句型、破解聽力、讀解（閱讀
測驗）難題…，因此即便已經通過一級檢定，仍缺乏開口說的勇氣，更遑論提起筆翻
譯。
翻譯教學不若外語教學，有教學理論和方法可循，
「由於翻譯教學缺乏自身的教學
研究傳統，需參酌援用性質相近的外語教學理論和方法，即使近年來國內各大專校院
競相設立翻譯系所及課程，翻譯教師對教學的目標、方法、教材和評量方式都尚未形
成共識，大多數仍承襲傳統外語教學方法中的「文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GTM）的觀念從事教學」
（彭建銘，2014，引自廖柏森，2009）。此外，沿襲
「文法翻譯法」教學方式的翻譯教學法，教師在課堂上先講解語言轉換的技巧，如翻
譯教科書上常見的詞性轉換法、增詞法、省略法、以及被動語態、同位結構、形容詞
子句等句型的翻譯方法，接著提供原文文本給學生練習，待學生繳交作業後再進行批
改。
「教師會指出學生在翻譯技巧上的缺失並改正其譯作語言結構上的錯誤，有時也提
供模範譯文（model translation）供學生模仿，以期待學生未來能避免重蹈相同的錯誤」
。
（彭建銘，2014，引自廖柏森，2007）。
而李孟紅、林盈均與鄭素琴(2017)認為，目前台灣各大學院校的日語系所大多都
以教好學生日語為目的，較少學校會以教導學生成為一位優秀的翻譯人員為目標。因
此除了少數設有翻譯系所的學校以外，大部份的學校都未把翻譯這門課程當作核心科
目。因為不是核心科目，長久以來便缺乏一套有系統的教授方法，課程往往容易流為
單純的翻譯練習，既無法有效提昇學習者學習的欲望，也難有實質的成效。
前述沿襲「文法翻譯法」教學方式的翻譯教學法，實際使用於翻譯課堂時，若講
解句型結構、詞性轉換的時間佔課程內容比例過高，一則會使課程內容與文法、讀本
的課程的重疊性太高，二則使課堂實作練習時間減少。因此本研究希望以教學實踐為
基礎，配合實踐場域的應用，研擬出適合國內大學日語系學生的中日（日中）翻譯課
程，期能彌補傳統翻譯教學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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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翻譯文本分析模式
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逐漸成為獨立的學科，翻譯教
學在外語課程的規劃中已逐漸獲得重視。彭建銘(2014)指出，傳統的翻譯課程多偏向
以教師為中(teacher-centered)，教學方法多採用練習與講解，授課的教師多將課程重點
放在翻譯技巧的傳授，並藉由翻譯習題與作業檢討，提供學生練習的機會，並提供模
範譯文(model translation)給學生參考。但此種教學法流於制式，使學生相信翻譯有標
準範本。功能學派翻譯研究學者 Nord 提出「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透過對來源語文本的分析，有助於翻譯學習者理解
來源語文本的功能，並選擇與翻譯目的相符的翻譯策略。
Roiss 和 Weatherby (1998)針對譯入外語的翻譯課程設計提出三大方針：(1)譯文導
向 (Target Text Orientation)，注意學生在表達階段的困難與解決方法；(2)體認語言學
習與翻譯的重疊，引導學生在處理翻譯任務時結合語言學習；(3)選擇功能明確、文體
清楚的作業，協助學生瞭解兩種語言文體的差異與翻譯問題。Weatherby (1998) 強調，
學生譯入外語時很容易陷入詞彙的泥沼而忽略翻譯篇章層面，且由於對譯入語的文體
慣例不夠熟悉，難以判斷譯文的接受度，無法如譯入母語一般充分運用由功能翻譯理
論發展出的翻譯前文本分析 (pre-translational text analysis) (Nord, 2005)。
Nord (2005)針對翻譯學習者進入翻譯課程時，母語與外語的語言、文化能力都可
能尚不足，建議可以提供學生語言課程；而該語言課程應以翻譯為導向，培養學生對
兩種語言、文化的瞭解與轉換的後設溝通能力，使用真實文本，讓學生進行平行文本
的「對比風格分析」
，觀察類似目的文本在兩種語言中呈現的差異，並瞭解文本的組成
受到文本的目的、文化、類型、讀者/聽眾、媒體、 語言慣例、術語等因素的影響。
Nord 進而提出「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
，該模式源自兩大中心思想：一為「文本是一
種溝通活動，可以透過語言和非語言的因素來實現」
；另一思想擇源自於文本類型學，
並認為譯者一但了解來源語文本的功能，就能夠「將所要求的目標語文化中的預定功
能進行比較，辨認出或排除掉來源語文本中那些沒有用的成分」。「翻譯的文本分析模
式」有助於譯者理解翻譯過程中，必須考慮的種種因素，亦可協助翻譯學習者分析文
本，以判斷來源語文本中哪些訊息或語言成分應該保留，哪些應該根據分屹的意圖及
文本目的進行調整(彭建銘，2014)。
因此若能在翻譯的教學上，運用文體分析概念，協助學生深入瞭解語言文體類型，
可彌補學生在譯入外語時語言詞彙與覺知的不足。許多學者也指出，以溝通目的鮮明
的應用文體，如食譜和旅遊手冊，作為翻譯教學譯入外語時文體分析的入門，是引起
學習者興趣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研究將以臺南地區的商店招牌或菜單考察學習，並
進一步以臺南玉井老街冰舖菜單做為翻譯實踐對象。

13

二、合作學習法
郭卫平（2009）認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合作式翻譯教學法的優點如下：1.注重
學生的情感體驗，增強相互間的包容能力。2.注重合作精神培養，重視個人能力發展。
3.尊重學生的個人差異，讓每個學生體驗成功。郭卫平（2009）提到具體的操作過程，
首先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將學生分為若干合作小組。其次，巧妙設計問題，明確教學
目標和任務。在問題教學中，要讓學生無疑而生疑，有疑而思疑，思疑而解疑，解疑
而心悅。再次，在制定分層次的教學目標，分別佈置小組學習任務。最後即時進行課
堂小結。
而黃群輝（2014）則提到，任務驅動型小組合作模式教學法的特點，就是「以任
務為主線、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改變了以往「教師講，學生聽」、以教定學的
被動教學模式，創造了以學定教、學生主動參與、自主協作、探索創新的學習模式。
黃群輝（2014）同時提及，任務驅動型小組合作模式翻譯教學屬于過程教學法，將教
學理論與實踐教學結合，強化實踐教學，突出翻譯活動的實踐性，強調在實踐中翻譯
理論和技巧的應用，這充分體現了「以實用為主、以運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
而在任務驅動型小組的翻譯實踐上，黃群輝（2014）分為四點論述：
（一）翻譯任務的設計：選擇任務有針對性、任務要求明確、具體。
（二）分析解決任務過程中的小組內合作：互相啟發、集思廣益。
（三）分析解決任務過程中的小組間合作：互相交流、共同探討
（四）解決任務過程中實現多方面的能力培養：一舉多得、事半功倍。
黃群輝（2014）認為，任務驅動的特點之一是圍繞任務展開教學，因此，翻譯任
務的設計、編寫非常重要，既要注重翻譯方法和翻譯知識體系，又要考慮到翻譯教學
的文化性、綜合性，兼顧學生其他素養的形成和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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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
一、教學對象
本課程以應日系三年級同學為主要授課對象，修課人數共計 43 人，除應日系本科
之外，有兩位日籍交換生、兩位陸生（正式修讀學位生）
、還有一位資管系選修的同學。
其餘均為應日系的本國籍學生。為了課程討論，將學生分為六組，每組約 6-8 人，兩
位日籍學生、兩位陸生分別在不同的組別，在討論時可以不同母語的視角出發，增加
翻譯的細膩度與準確度。
前述教學對象除兩位日籍交換生（日語為母語、大學主修中文，修課時為日本國
學院大學中文系的大三學生）外，其餘均已經修畢初、中階日語，修讀本課程的同時，
也必須修讀應日系開設的「日本文章導讀」課程（相當於高階日語讀本）
，課程進行則
以中文為主、日語為輔。
在本課程的第一堂課，筆者先針對修讀本課程同學是否有實際翻譯（包含筆譯、
口譯）經驗，絕大多數的同學的「翻譯」經驗多僅限於作為日籍友人與不諳日語的友
人之間溝通的橋樑;少數則有會展現場的翻譯（口譯）經驗。但沒有任何一位同學有「筆
譯」
（課堂上中翻日、日翻中考試例外）的實際體驗。有鑑於此，筆者決定翻轉以往翻
譯課堂的風景，以「實踐」為教學目標，讓同學在課堂上學習的成果，能夠有實踐場
域，增加學習成就感，同時也是大學落實社會責任的方式之一。
二、教學目標
1.確立教學目標
有鑒於本課程的教學對象均須具有基礎的翻譯能力，課程設計方向定位於
「經由翻譯教學活動與討論、將學習成果應用於實際生活」
。因而教學目標建立
如下：
(1)學習中日翻譯基本要領，培養翻譯者應有廣泛學習的認知。
(2)經由翻譯練習及討論，了解中文與日文基本的表達特色，提升日語讀、寫
能力。
(3)透過翻譯練習，並於課堂上講解翻譯心得，提升製作報告的能力。
(4)創造「翻譯實踐場域」，將教學成果落實於實際生活:除了傳統的翻譯教學透過文本的閱讀、理解、討論進行翻譯之外，創造「翻譯實踐場域」本課
程的最重要的教學目標之一。
有鑒於本課程定位在「經由翻譯教學活動與討論、將學習成果應用於實際
生活」
。走出教室、進入社區，以台南街頭招牌或菜單上謬誤的日譯為教材，透
過課堂上的試譯、改譯、討論與解說…等翻譯練習、再進階到「翻譯實踐」的
階段，將學習成果展現於實際生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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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討論中文與日文在表達上的差異
陳憲忠（1998）認為，翻譯的課程本來就需要建立在閱讀與寫作的基礎之
上，翻譯過程的前半是在閱讀，後半是在寫作，不同的是引導譯者下筆寫作譯
文的是原文。 如果說譯者必須要忠於原文，不自覺地，他的寫作就會受到原文
影響，傾向於用對應的結構(子句對子句，名詞片語對名詞片語)、詞類(動詞對
動詞，副詞對副詞)、固定的字詞(雙語字典上提供的對應字詞).甚至於固定的行
文順序，或者語言文字反應出來的觀點都一一加以保留。
日語和中文的語句結構不同，例如日語經常省略主語，且所有的名詞與名
詞之間都要用助詞連接起來。加上日語的表記方式係由漢字、平假名、片假名
組成，學習者在日翻中時，經常出現被日語漢字誤導、找不到長句的主詞…等
狀況;一旦轉換成中翻日，更常出現誤/濫用日語漢字，例如將中文的「退休」
一詞，直接翻為「退休する」（日語中沒有這個詞彙）、或直接按照字面翻譯，
例如將「義式冰淇淋」直接翻譯為「イタリアンアイスクリーム」
（較接近的譯
文為「ジェラート」）。因此，在翻譯練習時，與同學討論中日文語句結構、表
達方式上的差異，也是翻譯課堂的重點之一。
3.翻譯教學前的準備
陳子瑋、林慶隆、彭致翎、林俊宏與何承恩（2017）認為，由於各方所處
情境不同，對於翻譯教學的目標各異，教學模式和方法也就各有不同。鄭曄、
穆雷(2007)便認為有必要先了解整體翻譯學科發展在相關課程中的定位，例如
對應用英語系而言，翻譯課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以培養譯者為主，
反而提升英語能力才是最大重點(楊承淑，2000，引自李亭穎、廖柏森，2010)。
廖柏森(2003)認為，從認知主義及社會建構理論的觀點而言，翻譯不必然是外
語學習的障礙，因此也不一定要嚴加禁止，只要慎加注意翻譯活動背後目的與
使用時機，並提醒學習者翻譯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有助於提升外語或甚至多
元能力學習之成效。
透過翻譯課程，學習者得以展現並印證過去累積的學習成果，即便應用日
語系的同學，將來不見得會成為翻譯人力，但透過翻譯教學、提升日語能力、
以及對於日語能力的自信，才是翻譯教學的意義。
三、教學方法與課程設計
黃政傑(1996)曾提到，合作學習教學法受到重視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
希望透過合作學習來提高學習成效，讓能力高的學生指導能力較差的學生，或讓經驗
豐富的學生協助沒有經驗的學生進行學習。第二的理由是希望經由合作學習來增進人
際互動機會，培養人際關係能力，解除社會隔離的現象。
本研究採用合作學習法中的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作為教學模式架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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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分組，以進行系統性、結構性的學習活動，學生需分享共同資源與成果，以訓
練社會技巧，此法強調成員之間的互信互賴關係，而作業的分工需公平，團體分數及
獎勵來自於成員的個人貢獻。而李孟紅等人(2017)在〈台灣日語學習者在中譯時易犯
之誤譯傾向研究－其傾向與對策〉一文中提到，讓學習者翻譯專業譯者在作品中誤譯
的句子，接著再透過學習者的翻譯結果歸納出學習者容易發生誤譯的傾向，最後並分
析探究其原因。因此利用合作學習的模式、將學生分組討論中、修訂譯文的過程，輔
以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讓學生看得見自己經歷試譯、誤譯、修正、重譯的歷程，期
能在這樣的歷程中，逐漸掌握翻譯要領。
前述學習歷程檔案，係筆者在每次教學活動結束後，將每組同學課堂練習的歷程
照片依主題、修訂順序建置，再放上校內的教學平台，如此學習者隨時可查閱自己的
學習歷程。
本課程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府城商店招牌或菜單考察學習係由同學分組後，
以舊台南市區（縣市合併前的台南市）為主、有日語標示的餐飲店菜單或招牌為主，
自訂考察區域，在自行訂定的區域內採集中譯日的案例樣本，並針對正確的翻譯樣本
進行學習，而對於「誤譯」樣本（如圖 2）
，再進行試譯、討論、重譯、定案，最後透
過期中報告展現學習成效。第一階段考察區域以中西區為主、東區為次，每組決定考
察區域後，即以該區域為組名：府前路、火車站、國華街、神農街、育樂街、南台街。

分組至
市
進
行考察

區

台
區

南

說明翻譯
基本概念

找出市
日語招牌
的「誤譯」

課堂進行
分享

教師針對
分享內容
進行說明

圖 1 第一階段翻譯教學實踐流程圖

經過第一階段的暖身練習，期中考後即進行第二階段的田野調查實際菜單翻譯。
本階段選定玉井老街為範圍，以校外參訪的形式進行田野調查。田野調查的對象擇定
為老街的芒果冰店，玉井市區除農會經營的「熱情小子」之外，老街的芒果冰店幾乎
沒有日語菜單，為協助玉井芒果冰店推廣給逐漸增多的日本遊客，特別擇定此處為教
學實踐的地方。本階段仍以分組方式，請每組自由挑選一家芒果冰店的菜單，詢問店
家老闆每樣冰品的做法或材料內容，並拍照後攜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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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採集之翻譯材料(「誤譯」樣本)

肆、教學活動與成果
一、府城商店招牌或菜單考察學習
本課程並非一開始就進入「翻譯」階段，第一週上課即請同學分組，每組約 6-8
人，共分六組，進行流程如圖 3：

圖 3 府城商店招牌或菜單考察學習流程圖
本次教學實踐課程為應用日語系開設的大三專業選修課程「翻譯入門」，係以高
階日語學習者為對象，經過兩年的基礎訓練後（讀本、文法、聽力等課程）
，大多數的
同學應具有基本的翻譯能力，但是經過調查，除課堂練習外，班上同學完全沒有實際
翻譯任何筆譯的經驗。因此在實際翻譯菜單之前，先進行試譯的暖身練習。課堂上先
說明翻譯的基本概念後，讓同學分組至台南市區，針對市區有日語翻譯的招牌或菜單
找出「誤譯」的樣本作為翻譯材料，攜回課堂進行討論與試譯為較接近正確的譯文，
最後由教師（筆者）針對討論與分享的內容進行說明與評析。
圖 4 為其中一組同學設定之考察範圍，該組同學利用課餘時間至神農街（考察區
域）採集翻譯材料，由於該地區係觀光客集中區域，店家為了友善外國遊客，菜單大
多會標示英日文，如店家將販售的「大腸包小腸」標示了英日韓譯文。「大腸包小腸」
係台灣的特色食物，同學觀察到從「もち米の腸」、「組合」、「ソーセージ」三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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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面翻譯，日籍觀光客應該無法從文字領會菜單內容，因此拍照攜回當作翻譯材料。
筆者也在課堂上開放小組討論，讓同學從網路、字典查詢較接近的翻譯方式，同時也
引導同學跳脫被中文字面制約，先思考「大腸包小腸」究竟是什麼樣的食材做成、從
食材與作法為翻譯的切入點，討論後請同學於筆者發的小白板上以馬克筆寫下譯文，
如圖 5「ソーセージセット」（香腸組合）、「もち米とソーセージセット」（糯米配香
腸），就是課堂討論與筆者修訂後，獲得共識的翻譯。

圖 4 某一組設定考察範圍

圖 5 針對餐廳菜單誤譯範例重譯
二、玉井老街冰舖菜單翻譯實踐
有了第一階段的暖身練習，第二階段則將考察範圍限定在玉井老街，讓同學自由
選定老街任何一家冰店的菜單進行初步翻譯，並攜回課堂進行討論、分享，各組完成
菜單翻譯的初稿，並於期末成果報告時呈現，經由教師評選、同儕互評，選出最優秀
的一組，以該組翻譯之菜單為初稿，由教師與同學共同進行修訂、潤稿、定稿，並與
該菜單所屬的芒果冰店負責人聯繫，是否願意將日語菜單置於店內，提供日本觀光客
試用，店家同意之後，才會印製菜單，實際上場。
經過第一階段的暖身練習，同學們漸漸知道翻譯食物名稱的訣竅，例如「綿綿冰」
係以將牛奶冷凍後再製作為口感軟綿綿的「綿綿冰」
，在翻譯的過程中，先與同學討論，
該冰品的製作原料、製作方式以及成品呈現的口感、外觀…等，最後決定仍翻為「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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々氷」
，但是加註做成方式讓日籍觀光客瞭解冰品內容。此外，將芒果打成汁、冷凍後
刨成刨冰、再加入新鮮芒果等製成的「芒果無雙」
（如圖 7，若依據中文字面直接翻譯，
使用者是否看得懂。筆者引導同學先了解「作法」、「食材」後，同學試譯的結果如圖
8，標題仍翻譯為「芒果剉冰」，加註說明，強調係百分之百的芒果果汁製成的挫冰。

經過數次
課堂討論、
分享完成
菜單翻譯
初稿

期末報 ‐
選出優秀
組別

由教師與
學進行
修訂、潤
稿

與芒果冰
店老闆商
量該日語
菜單 實
際應用
能

圖 6 玉井老街冰舖菜單翻譯實踐流程圖

圖 7 新鮮芒果等製成的「芒果無雙」

圖 8「芒果無雙」學生試譯

三、學習成效評量與教學成果
本研究配合教學目標訂定學習成效評量表如表 1，對應四個教學目標、訂定出學
習指標、效益指標，同時透過學習歷程檔案之收集：每次上課將學生的課堂分組練習
依不同主題/翻譯教材歸類，並依修訂順序排列之，課後放上教學平台分享，學生可透
過學習檔案看見自己的修訂/勘誤的歷程、完成持續性累積翻譯學習紀錄。而透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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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法，讓同學在學習過程中發揮團隊精神、練習協調溝通能力，建立學習信心。同
時，透過將學習成果落實於實踐場域，也提高自主學習意願，更加了解翻譯實務的內
容。
表 1 教學目標與學習指標教學評量檢核表
教學目標

學習指標

效益指標

檢核欄

學習中日翻譯基本要
領，培養翻譯者應有廣
泛學習的認知。

翻譯實務

翻譯正確度

經由翻譯練習及討論，
了解中文與日文基本的
表達特色，提升日語
讀、寫能力。

日語應用

具有對內容相關背景知識
中日語表述能力
中日語閱讀能力

透過翻譯練習，並於課 報告溝通
堂上講解翻譯心得，提
升製作報告的能力。

口語表達能力

創造「翻譯實踐場域」， 透過實踐場
將教學成果落實於實際 域、將學習
生活
成果展現於
實際生活應
用

譯文之完成度

團隊合作能力
協調溝通能力

譯文之實（可）用性

期末報告展現同學翻譯菜單的成果，從全班六組中透過「教師評選」
、
「同儕票選」
的方式，選出優勝組別（一組）
，就是經由不斷去電詢問玉井老街「阿月芒果冰」老闆
夫婦後，翻譯出來的成果。該組的菜單經過修訂、潤稿後，親自詢問該店是否有意願
將菜單擺在店內試用，老闆也欣然同意。直至目前為止，示範使用該菜單點菜的日籍
觀光客超過 50 人次，實際使用應該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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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翻譯入門同學完成的日語版菜單
課程結束後，當學期教學評量為 4.5487（全校平均：4.2228），學生的反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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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如下：
同學 1：「嘗試了翻譯店家的菜單，才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可以做到翻譯菜單的能
力了。」
同學 2：
「透過這次讓我真正去翻譯一份菜單而且要讓別人看得懂才發現不容易。」
同學 3：「我們討論菜單上每一個日文部分與其對應的中文。有發現它翻譯出色
和讓人存疑的部分，這讓我感受到了翻譯的魅力和明白翻譯是需要不
斷的推敲」。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應用日語系高年級的翻譯課程，翻轉的以往的翻譯課堂風景，先讓同學
走出教室，從尋找台南市街餐廳招牌或菜單中謬誤的日文翻譯作為翻譯練習的材料，
再與筆者執行農委會水保局「農村實踐示範計畫」結合，協助玉井老街冰品店完成芒
果冰菜單的日譯。
本研究採用合作式翻譯教學，以小組合作的方式，設計活動及評量的原則，期待
能夠補足傳統翻譯教學的不足。此外，透過同儕討論、問題解決、自主學習等方式，
培養學生以團隊合作精神完成翻譯作業。同時由有實踐場域得以落實成果，學習者會
以更嚴謹的態度面對每一次的翻譯作業。以下是筆者提出本課程實施過程中，所發現
的價值、問題以及建議。
一、覓得實踐場域可落實學習成果，有效提高自主學習意願與自信。
二、本課程的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中心的小組討論為主，為免小組討論偏離主題、話題
鬆散、教師必須適時介入討論，並限制討論時間，以利控制課堂氣氛，掌握課程
主題。
三、本課程設定的教學對象為具備中階閱讀能力、文法程度的學生，故指定給生練習
的教材不宜太難，例如過於複雜的的長句或內容較為艱深的篇章，以利學生的理
解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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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倫理與社會」和「電影與文學」共學課程設計歷程探論
駱育萱* 許藝菊** 林聰益**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新創群組計畫，目的在鼓勵大學校院強化學科專業課
程之表達溝通訓練，增進學生涵攝學科知能之綜合敘事能力，透過以利他精神為核心
議題之新創群組課程，進而回應社會群體或環境之具體實踐，促進多元敘事想像力希
望強化同學在專業知識上能加強其敘事能力的表達。本校計畫團隊執行 104、105、106
年度三期三年半計畫，旨在加強工學院同學的專業敘事力—加強四心四力：通識心專
業力、熱情力溝通力、創意心表達力、利他心實踐力。透過專家演講、工作坊、跨域
共學、分組討論、海報/簡報製作與口頭提報等課程規劃與執行培養同學帶得走的九種
能力：敘事力、溝通力、表達力、合作、利他、簡報、思考、專業、熱情。為使執行
計畫的班級同學能落實所學，培養自主學習精神，體驗跨領域對談1的興趣。計畫課程
群組設計特色，則是建立兩班共學模式，透過專業教師和通識教師先行跨領域合作，
針對環境倫理、情緒網站與抒壓小物、智慧型型機器人三大主題，進行三組兩門課程
之間的合作模式。三組課程共學的成效不錯，同學們之敘事力有所提升，特以本論文
加以論述。

二、研究方法
計畫以三組兩門課程共學架構進行，共同課程敘事力培育以四次專家演講和五擇
一工坊2，強化同學熱情力、溝通力、短講力、簡報力之敘事能力；共學中分組討論體
驗跨領域對談的困難與樂趣。
本論文研究方法為觀察法，由各授課教師、計畫班同學對談、期末教學反應意見
調查等，獲得對此共學設計的觀察意見。各組教師為達成引發同學跨領域學習的興趣，
針對共學方式，均經過多次討論，彼此商議更好的合作細節。且透過 TA 的協助，更
加明確得知同學的看法。教師除了前述觀察外，驗收學生的心得報告、期末成果展之
海報製作與口頭提報等表現皆佐證學生之敘事力是否已有所提升。
1

跨領域學習、跨領域人才培育已然成為目前重要的教學方針，但本計畫並不是直接設定跨領域學習為
其課程目標，而是以體驗跨領域對談的方式。107 學年度的議題導向跨領域多元敘事力計畫才得以真正
設計跨領域學習課程。此論文可以提供給開始嘗試跨領域教學的教師一些建議。
2
105 學年度以安排四次專家演講來統整各班同學的敘事力訓練，106‐107 學年度時發現以工作坊的方
式來培訓敘事力，更見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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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共學群組操作說明
下圖說明本計畫的三組共學架構，每組兩班關注同一議題方式進行共學。各組教
師都是工科專業和通識搭配，其合作模式都不盡相同。今以 104、105 及 106 學期說明。
104 學年度，計畫執行第一年，最大的嘗試，就是老師的跨領域課程設計和同學
的跨班共學。104 上學期，工程倫理與社會 VS 電影與文學--能源與環境議題共學工作
坊、天然物概論 VS 電影與兩性課題--你的健康是我的幸福共學工作坊；104 下學期工
程倫理與社會 VS 電影與文學--能源與環境議題共學工作坊，創意性工程設計 VS 文學
與生活--醫療共學工作坊。兩班同學組組成共學小組，共同完成分組報告。此為最有
難度的工作，也是最難以掌握進度的作業。透過兩組老師跨領域的合作討論，共同擬
訂分組報告的方向與作業細項。看似簡單的跨領域和跨班，其實是十分不容易的。開
啟老師帶頭，學生跟進，實驗新的對話空間。

105 學年度林聰益老師的「工程‧倫理與社會」和駱育萱老師的「電影與文學」，
以怒火地平線和穹頂之下兩部電影進行兩次課堂共學；謝銘原老師的「智慧型機器人」
和馬美娟老師的「文學與生活」以服務型機器人為主題，進行三次共學；105 下學期
余兆棠老師的「無線通訊與網路」和彭易璟老師的「情緒與壓力管理」
，以優化南臺人
情緒網站為主軸，進行五次共學；許藝菊老師的「工程‧倫理與社會」和駱育萱老師
的「電影與文學」，以環境污染為主，進行兩次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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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上學期謝銘原老師的「智慧型應用」和馬美娟老師的「文學與生活」
以服務型機器人為主題，進行三次共學；余兆棠老師的「電子碩一專題研討」和彭易
璟老師的「情緒與壓力管理」
，以情緒抒壓為共學核心，進行小組討論，設計溝通之舞
和抒壓小物。106 下學期謝銘原老師的智慧型機器人和馬美娟的文學與生活，一樣採
行上學期的共學模式；林聰益老師的「工程‧倫理與社會」和駱育萱老師的「電影與
文學—幸福微實驗」
，以明日進行曲電影進行兩次課堂共學；107 上學期，則是余兆棠
老師「電子碩一專題研討」和彭易璟老師的「情緒與壓力管理」
，繼續以情緒抒壓為共
學核心，同時更進一步輔導出優秀組別實作出抒壓小物。許藝菊老師的「工程‧倫理
與社會」和駱育萱老師的「電影與文學—幸福微實驗」
，則以環境開發與能源議題為主，
進行兩次共學活動，以明日進行曲為主軸，以台灣「桃園藻礁議題」來探討其環境公
民行動。

小結前面課程，三組共學模式如下：
(1)彭易璟+余兆棠/情緒與壓力管理+電子研碩一專題研討：
情緒與壓力為溝通訊號，進而呼應工科課程，優化人際關係，切實共學。共構學習
課程內容，實際與共學小組互動。結合兩班共學資源，編寫情緒情境劇本和優化情
緒網站及開發抒壓小物。
(2)馬美娟+謝銘原/文學與生活+智慧型應用：
以「文學」和「人工智慧」的跨學科合作，實踐校園利他，以南台校園為場域，以
「智慧化」改善校園環境，自利利他：「文學」和「智慧型應用」這二門課程的學
生將合作，以南台校園為範疇，共同找出其中隱藏的「智慧化需求」，並提出某一
個「校園智慧化的改良提案」
。提出之後，
「智慧型班」的學生將負責提出智慧化之
技術、功能方面的評估與改進，而「文學班」的學生會負責相關之校園情境、人物
的敘寫。
(3)駱育萱+林聰益或駱育萱+許藝菊/電影與文學+工程‧倫理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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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影《怒火地平線》
、
《穹頂之下》
、
《明日進行曲》的引導，同學可以透過能源、
農業、地區經濟、民主、基礎教育去思考，如何運用專業知能實踐於社會，達到知
識與社會之良性互動，並將專業知識與社會實踐之概念、想法或行動，予以再現或
表達。例如工程班和電影班的同學就可以提出南臺校園能源調查，提出校園內有關
水力、電力、垃圾等觀察報告，進行「改善南臺校園環境」方案。
之所以會以教師做為分群的依據，主要是因為執行三年半下來，跨班共學的方
式，看似強調不同班級共同完成一件學習任務，實則最重要的反而是雙師兩人之間
的共學設計。因本論文意在分析雙師如何完成共學課程設計，故以筆者教授之「電
影與文學」和林聰益師、許藝菊師之「工程‧倫理與社會」共學課程之進化歷程，
詳細說明之。

四、「電影與文學」和「工程‧倫理與社會」共學之進化歷程
「工程‧倫理與社會」和「電影與文學」共學是以「環境能源」為主軸，運用電
影作品為共同教材。其中探討的電影作品如下：
1.心靈勇氣：劇情片，天然氣開發帶來小鎮發展，但天然氣開發安全嗎？小鎮土
地一旦出租，經濟效益和環境安全，兩者風險管理孰重孰輕？
2.穹頂之下：紀錄片，柴靜談中國大陸霧霾，繼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
，華人版
的談空污記錄片，面對強大的石油產業，環保指標能做什麼？身為同呼吸共命
運的小市民，能夠有何行動？
3.怒火地平線：劇情片，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石油是全球無法面對的兩難，經濟
發展和環境保護，我們如何做到平衡？
4.深水地平線：紀錄片，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導演從罹難者家屬、公聽會、油污
小鎮居民，自救會等不同角度去訪問
5.明日進行曲：面對全球正在發生的危機，導演從農作、能源議題、垃圾危機、
地方循環經濟、民主和教育五大面向去訪問全球各方的公民行動組織。
選擇適切的電影的是很重要且不容易的事，運用電影敘事，可以很快地帶領同學
進入議題的情境之中。不論是專業課程還是通識課程，都有可以切入的角度。以下針
對共學方式說明之：
(一)兩班組成共學小組，共同完成報告
以 104 學年度--從｢心靈勇氣｣電影與｢柴静霧霾調查：穹頂之下同呼吸共命運｣紀
錄片看能源與環境議題共學為例，其目的讓｢工程‧倫理與社會｣課程和｢電影與文學自我追尋之旅｣課程同學，共同討論｢心靈勇氣｣與｢穹頂之下｣兩部電影看能源與環境議
題。其目的在培養電影班同學好好評論一部電影的劇情、人物及意義，工程班同學則
把工程師理解論述「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看天然氣或石油。為了讓雙方有更進
階的合作模式，教學團隊還設計，如果工程班和電影班共換報告內容，則可加 20 分，
以鼓勵同學自行共學且勇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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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一次操作共學小組報告，同學對於跨班分組這事，覺得很有難度。TA 必須
在第四週就替兩班同學分好組別，是將班上分為九大組，然後大組裡又分為 a、b 二個
小組，所以就有 1a、1b、2a、2b……9a、9b。其中 a 小組是心靈勇氣，b 小組是穹頂
之下，電影 1a 配工程 1a，再組成六人跨班共學小組；這樣每班一大組中同時可以交
換心靈勇氣與穹頂之下的學習心得。
報告項目由雙師和 TA 共同擬定，由駱育萱師負責評論心靈勇氣組，林聰益師負
責評論穹頂之下組。
從｢心靈勇氣｣電影看能源與環境議題。
1.劇情簡介
以幾段文字的重新敘述電影故事(不需評論故事背後的含意與用意)。
2.角色人物剖析
3.故事意義
4.以｢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角度看電影內所表達的能源(天然氣)議題
適當科技：由社會的脈絡找到真正的需求，從技術的脈絡找出解決問題的適當技
術。
風險評估：找到真正的風險，以確認需求，進而找到降低風險的設計與技術。
從｢柴静霧霾調查：穹頂之下同呼吸共命運｣紀錄片看能源與環境議題。
1.重點摘要
2.以幾段文字的重新敘述此記錄片之重點(不需評論電影內容背後的含意與用
意)。
3.談穹頂之下的敘事方法 (如簡報技巧、短講的說理與達情)
4.故事意義(本記錄片最終要傳達的理念)
5.以｢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角度看電影內所表達的能源(天然氣)議題
6.適當科技：由社會的脈絡找到真正的需求，從技術的脈絡找出解決問題的適當
技術。風險評估：找到真正的風險，以確認需求，進而找到降低風險的設計與技
術。
其中兩班同學先在班上完成期中報告，電影班要報告的項目是 1、2、3 項，工程班的
同學是 1、4 項。第一次共學報告則合併兩份報告成一份報告。
第一次共學完成之後，兩週後進行第二次共學工作坊。第二次共學兩班同學要共
同聚在一起，聆聽四組績優組的修正報告。由於這中間安排了一日八小時的蔡宗翰業
師簡報工作坊，讓績優組可以增能學習短講口頭報告以及簡報優化的能力。第二次共
學時績優小組可以展現其進步成效，主要重點有二：一是兩部電影報告，各挑選績優
兩組來報告。二、雙師各有一場報告，以引導同學理解共學這種學習方式。筆者主談
從｢心靈勇氣｣電影看分組簡報面面觀。
1.當主題及報告脈絡已被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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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綑綁創意 VS 清楚明確
(2) 時間太短？全組組員上場？
(3) 不可能的任務
2.簡報技巧運用
(1) 格式普遍合乎要求(封面加組員名單、引用說明、資料出處)
(2) 封面
(3) 善用分頁
(4) 圖文運用
(5) 字體選用及大小
(6) 風格前後一致
林聰益老師則從｢柴静霧霾調查：穹頂之下同呼吸共命運｣紀錄片看能源與環境議題。
1.重新敘述電影故事，以強化同學｢達情｣的敘事能力
(1) 文字的改寫與重述
(2) 建立其內容結構關係圖
(3) 知識與技術內容的補充
2.運用專業知能去論述看完電影後心得，以強化同學｢說理｣的論述能力。
(1) 若您是車輛製造公司的工程師，如何處理污染超標的車輛問題或改進對策如何
（體制內）？
(2) 若您是煤礦公司的工程師，如何處理褐煤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又如何讓您
公司的褐煤商品更有競爭力？（獲利又環保）
(3) 若您是環保部的工程師，如何進行能源體質改革（體制內）？
105 學年度，從柴靜穹頂之下的記錄片，關注到石油能源議題，再進一步關注到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所以沿用上次分組和共學方式。前期和林聰益老師經執行過二回
共學課程，嘗試教師間跨領域授課機制。共學及自主學習機制的創立，透過 TA 協助，
拉攏小組成員的共同學習，自動自發找到學習資源，與他班建立互動機制。各班在看
完怒火地平線和穹頂之下紀錄片後，TA 群製作十分精采完整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的簡
報，讓同學在完成期中報告時，有所觀摩。期中報告為分組共學報告的先行作業，如
同上學年一樣，班上共分為九大組，每一大組又分為｢怒火地平線：浩劫始末｣紀錄片
與｢柴靜霧霾調查：穹頂之下同呼吸共命運｣紀錄片二小組。
共學之前的期中報告內容如下：
怒火地平線組：

穹頂之下組：

一、主要人物介紹 (人物的關聯性)
二、故事劇情摘要 (含有事件起因、過
程、結果)
三、故事主要意義 (對全球的影響)
四、最深刻的一幕 (why ?)
五、觀後心得 (根據事件發生的原因探
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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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者簡介及拍攝記錄片的原由
二、穹頂之下論述的大綱及議題 (議
題牽扯到哪些層面?? ex: 健康 or 環
境 or 產業 orXXX)
三、穹頂之下的簡報技巧 (根據你客
觀想法描述你看到的簡報方式和技巧)
四、最能影響你的一段話 or 畫面

(why ?)
五、觀後心得 (請重新描述穹頂之下探
討之問題的重要性)
105 上學期原規劃以既有之成效基礎可再精進之處，如同上學年一樣有兩次的共
學。共學內容經過數次磨合，可以更加精進。例如，規定好共學報告的項目內容，例
如班上的期中報告是一次，再和工程班的合併時又得再次思考。舉怒火地平線為例，
林聰益老師就將工程各組的報告內容有所變更，讓共學工作坊的報告更有質感，而不
是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報告項目。而是把有關「怒火地平線之石油產業」拆成了九大
要項：
(1) 海上石油的探勘與開採--需要那些重要的技術與設備?談其技術極限
(2) 海上石油的探勘與開採--需要那些重要的技術與設備?談其技術極限
(3) 海上石油的探勘與開採--其事件發生前的風險管理及評估談其安全性、環境
生態、…事件發生前
(4)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前因後果--事件摘要(分析漏油爆炸的原因)
(5)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前因後果--事發過程(原油洩漏到完全抑制漏油的過程中
用了哪些措施？)
(6)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前因後果--後果與善後(洩漏的原油使用了哪些方式處理？
漏油對石油開採業的後果是什麼？)
(7)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後續發展--漏油事件過後至今有哪些風險管理及評估的方
案被提出來?
(8)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後續發展--漏油事件過後至今有哪些風險管理及評估的方
案被提出來?
(9)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後續發展--現今海上石油開採技術是有哪些新技術或新方
法被提出來?
經過不同的報告內容設計，讓共學工作坊發揮更大的效益。本期共學原擬定各二
次，但因為放假的關係，能源環境議題共學工作坊改成一次。電影也由心靈勇氣改成
怒火地平線—浩劫始末紀錄片，由駱育萱老師負責，一邊是穹頂之下組由林聰益老師
負責講評，評分則是電影與文學和工程倫理與社會的修課同學都要評分。這次穹頂之
下的場次，討論時火花四起，十分有互動。有陸生因為同學對於柴靜穹頂之下討論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環保政策而有不同的意見，反而刺激同學們去思考各方立場。共學
之後的延伸活動，林聰益老師依循 104 學年度，一樣要同學期末分組海報競賽做南臺
校園污染源的調查。電影文學班則是一樣請各組同學完成校園幸福微實驗的行動方
案。
(二)專家演講+共學討論會
電影文學班與工程‧倫理與社會同學跨領域學習，除了對電影與文學文本脈絡及
價值議題探討外，與工程同學學習以能源工程問題為焦點，共同討論墨西哥灣漏油事
件，藉由記錄片｢怒火地平線：浩劫始末｣與劇情片｢怒火地平線｣兩部片子來探討能源
與環境議題，初步了解什麼是敘事脈絡，人物關係，故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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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共學模式，不在共同完成報告，而在兩班透過實體接觸的機會共同討論交
換對環境污染的看法。接著透過與工程倫理與社會班的同學共學，了解台灣社會在科
技發展過程與環境保護的相互關係，以其所涉及之問題探究或解決方案來組織或主導
分組報告的重點。
105 下學期和許藝菊老師合作，則以怒火地平線討論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為起始，
搭配共學(一)黃煥彰教授的專家演講—台灣土地的野蠻遊戲，共學(二)共學討論會，由
電影班解析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和工程班報告國內環境污染事件的成因和解決方案。
1.專家演講
專家演講重點在點燃同學對於環境保護議題的興趣，由於期中同學針對《怒火地
平線》已經做過電影報告，探討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讓同學能針對環境污染有所認知。
期中之後針對台灣的土地污染問題，講師黃煥彰演講「台灣土地的野蠻遊戲」
。黃煥彰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台南市社區大學環境行動小組召集人，台南市社區
大學研究發展學會理事長，致力於台南當地的環境守護工作，當地居民尊稱「黃老師」。
對週遭環境污染的議題相當關心，投注環保議題的研究，前後已有十幾年。演講之重
點如下：
二仁溪污染：
「若要關懷我們的環境，就要找一個污染最嚴重議題來做。」惡名昭
彰的二仁溪，民國九十年，黃老師在拍攝二仁溪綿延三、四公里的死魚時，邊拍邊流
下痛心的眼淚，更堅定他終身只做副教授、「環境佈道師」的職志。
台鹼安順廠汙染：發現舊台鹼附近土地竟然長不出東西，一連串問號激勵他逐步
揭發真相的決心，追查台鹼案。
爐渣廢棄議題：近年來爐渣議題不斷再蔓延，松菸爐渣屋、旗山大林農地回填爐
渣、魚塭傾倒爐渣等全台爐渣亂竄，造成環境受到嚴重的危害與汙染，台灣社區的野
蠻遊戲就此展開！工廠廢棄物掩埋，爐渣掩埋污染土地，台灣廢棄物處理法，圖利不
肖廠商。
黃煥彰檢舉台灣污染事件超過 300 場，例如台鹼戴奧辛汙染，大寮戴奧辛鴨事件，
全台各地爐碴與焚化爐底渣污染及台灣最毒的海岸線等等。最後他要大家搶救龍崎國
家公園，泥岩地形雖看似光禿禿，事實上坡地邊有許多樹林及長草，是野生動物生活
的地方；當地像月世界的惡地形，是全球罕見存在熱帶氣候區的泥岩地形，在生態與
地質上更有保存意義，全球各地相似的地形，幾乎都被列為國家公園保護，台灣卻拿
來做掩埋場，
「只能用 10 年的掩埋場，卻留給子孫永久禍害」
。經過演講之後，加上之
前做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的探討，同學眼睜睜看了一場在台灣上演的環境污染記錄片。
2.共學討論會
這次和許藝菊老師的共學，不同於與林聰益老師的合作方式，先是專家演講台灣
土地上的野蠻遊戲，激發同學了解臺灣生態環境的了解，工程班的同學會針對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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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工安問題進行研讀。電影班的同學，則是在了解美國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後，
再進一步思考臺灣在地如何處理相關問題。
小組討論的方式，目的在運用跨班併組的方式，討論出國內外重大污染事件的異
同。培養其理解敘事、論述、簡報表達能力。分組方式同上，一半的共學小組由許
藝菊老師帶領，一半的共學小組由駱育萱老師帶領。其進行流程分為兩階段，如下
所述：
第一階段


小組討論

組員發言：

電影班
請你們依照期中報告整理出三個主軸:
1.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事情始末)
2. 導演的觀點，如何呈現各方權益衝
突(BP 石油、政府當局、當地居民、
工程科技專家的立場)，劇情片 A 組
和記錄片 B 組的重點為何？
3. 我們小組認為要如何解決此一環境
倫理的議題
每一小組的 3 人，下週在小組內告訴共
學同組工程班三位同學。每位同學的發
言時間為 2 分鐘，每位同學發言後，他
班同學則有 1 分鐘評論時間。


工程班
請你們依照期中報告整理出三個主軸:
1. 台灣環境安全案例分析(事情始末)
2. 各方權益衝突--政府當局、當地居
民、工程科技專家的立場的重點為
何？
3. 我們小組認為要如何解決此一環境
倫理的議題
每一小組的 3 人，告訴共學同組電影班
三位同學。每位同學的發言時間為 2 分
鐘，每位同學發言後，他班同學則有 1
分鐘評論時間。

書寫統整

時間約 5 分鐘，以共學討論前和共學討論後的區別為主軸。以「共學前，我
看到了……」、「共學後，我還看到了……」為大組分享報告兩大方向。
第二階段

大組報告



各組工程班和電影班各派一位同學上台報告，將小組意見整合在一起，聚焦
於共學前和共學後的差異。每人 2 分鐘，一組有 4 分鐘。



九組同學報告完，進行投票，最優二組，頒發獎品。



導師講評

期末成果報告設計，電影班依然是「校園幸福微實驗行動提案 21 天」，工程
班的同學則是 21 天環保行動方案。都是強調「在地行動」能夠運用在生活上的
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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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影自學+共學討論會
經過和許藝菊師合作之後，強化筆者環境公民的概念。發現一部以全球觀點在地
行動的好片--明日進行曲。不再以跨班分組報告的方式，而嘗試真正讓跨班同學可以
實際上好好去了解對方在說什麼，所以開啟不同的共學方式。
由於有前幾次合作的經驗，發現教師的課程目標和同學的修課心態有一大段差異。
這次採行 TA 林子耀的意見，加上對於手機錄影使用普及，雲端儲存的技術。所以這
次共學加上一些自學的方式。共學步驟如下：

1. 共學前準備：
兩班同學在看過《明日進行曲》
，電影對電影班同學來說是比較重要的教材，
所以要做期中報告；對工程班來說，則是引導同學了解水利、電力、垃圾資源
的前導影片。接著自行製錄報告影片，分享給另一班共學小組同學觀看，然後
記錄觀後意見，並在共學當天雙方互相討論。原計畫要簡報對方的簡報，實則
難度太高而改變成為摘要及提問。
2. 共學討論會：
共學討論會之活動目標在加強同學論述能力--面對問題需要理解、辯論以
及論證：其步驟為：
(1)討論理解：
A.簡述對方討論的內容並整理出思考的脈絡
B.提出問題雙方討論
C.共學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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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發表：
電影班與工程班的共學小組各推派一人，合作上台發表小組討論心得，每大組
8~9 分鐘。
A.從工程師角度和使用者角度有何不同？
B.透過共學，對方的資料有可以加進自己報告中？不論 Yes or No 請說說你的
見解。
C.關於未來校園，有沒有什麼提案？1.在目前校園中，你看到那些需要資源被
浪費需要被改變？2.現在有個機會能向資方簡報自己的校園需要進行綠化的
改善，你會怎麼說服他們投資這個計畫。共學是「未來校園」提案前的創意
發想討論會，未來校園則是期末成果分組海報競賽的主題。
這次的共學是一個嶄新的合作方式，以往讓跨班共學小組雙方私下聚會討
論，其實不太容易。這次透過 TA 林子耀同學的創意，有新的設計，可以把想
要讓對方理解的簡報做動態錄影，放上雲端，一來可以訓練同學口語表達能力，
有直播錄影的效果，成效很好。二來對同學來說，不用因為約不到共同時間，
又一定要交報告而著急生氣或放棄擺爛。這次共學討論有助於期末成果海報競
賽，電影班期末成果主題為未來校園提案，且以電力、水力、垃圾處理三大項
目來分配。工程班的同學期末海報報告即是這次共學簡報內容相關，一樣分為
電力、水力和垃圾處理來呈現目前台灣的環境能源工程的現況。所以對同學來
說並不是另外一項作業，而是提早把期末報告做到好。
(四)創新共學玩轉化(演講+討論會)
經過執行幾次共學課程，加上教師團隊學習遊戲化課程設計，第七次共學課程「從
明日進行曲紀錄片看桃園藻礁環境能源議題」有二場，上一場由許藝菊老師大班演講
協助同學建立臺灣能源和桃園藻礁議題的認知與了解。第二場的共學討論會，借用世
界咖啡館的跑桌模式，加上類直播形式，讓同學對於所學思考之後更能得以展現。
1. 電影班共學前準備：
第一週課程說明時就得暖身，強調期中會與另一班共學有關環境能源議題。
期中報告，課堂看明日進行曲，並分配每一組報告主題。請各組同學依各組分
配主題完成：1.主題的敘述脈絡 2.以採訪人物為論證內容 3.各組員觀影心得三
大部份，期中報告時間每組七分鐘，每位組員均須口頭報告，最後一頁簡報請
列工作分配。
2. 第一次共學：
期中報告後，許藝菊老師針對臺灣能源與藻礁議題說明清楚，課堂操作方
式是將兩班的同學打散，重新組成共學小組的，並在各組發一個白板，用互動
式對答的教學方式，以小組的答題的速度及答案的正確率，來進行積分，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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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總分的方式。利用下課時間，讓共學小組認識，課堂上小組計分搶答方式，
頗有互動。且於最後抽卡片決定下次共學討論會要擔任的角色--政府官員、專
家學者還是在地居民。
3. 第二次共學：
運用玩轉學校工作坊角色扮演的方式，城市浪人青年使命感工作坊直播方
式，和世界咖啡館跑桌的概念，來一場你的鄉鎮你的聽證會的共學討論會。其
流程為：
 第一階段：選出每桌桌長。各角色發表意見，每人約 3 分鐘，其順序為政府
官員 1→在地居民 1→專家學者 1(贊成)→專家學者 2(反對)→在地居民→政府
官員。桌長整合小組意見
 第二階段：同性質的角色整合並分享各桌意見。如在地居民一都滙集在一桌，
針對第一階段討論而發表意見，相互整合。
 第三階段：回歸各自組別，小組討論最後結果，並上台發表自己這個鄉鎮要
不要開發。
 第四階段：錄影類直播 3 分鐘，你對這個議題的看法。(也可以在第一階段時
就錄影)
4. 期末成果海報為 21 天行動方案--校園環境有幸福—幸福微實驗
(五)各共學方式執行結果觀察：
經過幾次的共學方法實驗測試，以上四種方式都有觀察心得，而且每一種方式都
因教師課綱設計週次進度、教師特性、TA 配合度、班級屬性而有不同。茲將四種共學
方式執行結果，做一觀察說明。
第一種：兩班組成共學小組，共同完成報告
1. 兩班組成共學小組，必須有 TA 的強力協助才能有辦法相互討論。雖然在之前
的演講場次，已經刻意有認識的機會，成立 LINE 群組來討論，但是自學自行
討論一事，並無法如想像中順利進行。TA 林芳筠要花很多時間和各共學小組
追問進度，共學小組也會有人處於已讀不回的狀態。
2. 可以完成共學報告，是因為教學團隊已經把報告項目如前頁所示很清楚地公告。
同學才能在短時間之內就組合成一份報告。
3. 在共學報告之前，在各班的期中考其實就先進行過各班負責內容的期中報告，
也就是報告並不是從無至有，在合作共學之前已經先有自己的報告，才有可能
完成共學報告。
4. 一樣會出現報告當天才整合的組別，但筆者以為在同學看到其他組願意共學時，
自然也可以看到共學的成效；另外，筆者發現通常來不及事前整合的組別，其
期中報告的完成度也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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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反應這種跨班共學方式，確實有收穫3，尤其是績優組同學；但相對對某些
同學來說，會覺得課程負擔變重。
第二種：專家演講+共學討論會
1. 專家演講談臺灣土地環境污染對兩班同學來說都有強化認知到能源與環境關係
的成效。邀請的講者十分重要，由於親身是環境義工，隨手拈來都是實例，其
感染力十分強烈。有許多同學會後都還跑來和黃煥彰老師交換意見。
2. 共學討論會是第一次雙方實體討論，由於設計每位學員均要發言，(每桌學員都
編號，教師場控時是用現在請電影班一號成員發言，計時開始三分鐘；不論同
學是不是能發言滿三分鐘，因為都得發言，所以比教師直接設定 20 分鐘小組討
論時間為佳。
3. 共學討論會比前次的共學報告來說，比較輕鬆，同學將期中報告內容統整其適
合發表的言論，陳述給另一班同學。電影班對墨西哥漏油事件較有研究，論述
深入；工程班則針對台灣的環境工安事件加以印證，這種交換不同資訊讓共學
討論變得有意思。接著討論共學前和共學後的學習心得，有助於同學對之後的
行動方案有更大的執行動力。由於比較輕鬆，同學反彈較少；但相對於完成第
一種的共學方式，簡報能力的訓練較少。
第三種：電影自學報告+共學討論會
1. 此共學方式，在只能有一次共學討論會時之設計下是為最佳解。因為要求學生必
須參與一次周末工作坊(八小時)，所以教師已經設計有三週是停課(調到工作坊)
的方式，再扣除期中期末週，僅有十三週可以授課。若共學再利用二週，那專業
知識僅有十一週可以授課，在此情況下，教師們覺得共學的時間以一週為佳。
2. 在僅一週共學的方式下，此次操作可以說是十分菁華的，因為同學一樣要完成一
份報告，且此報告是上下有所承接，電影班是明日進行曲報告後，做校園戡查，
從使用者角度去看水力、電力、垃圾的問題。工程班也是針對這三項，去做出臺
灣的能源報告。然後雙方觀看彼此的報告動態錄影。其實也彷若雙方實體見面報
告給對方聽，而不是只是丟了簡報給對方看。
3. 雖然運用科技，創造彷若之前就討論報告的感覺；但是同學對於這次的共學反而
給的負評較多，認為負擔太重。電影班的 TA 李函庭就勸我可以讓報告再更簡單
點，本來的設定是看完對方的報告，共學討論會時報告對方的報告，後來調整為
整理對方報告重點和提問三個問題。工程班則有少數同學說共學討論會的相關事
項公告不清楚，讓同學來不及準備。
4. 這次的共學合作，其實教師和 TA 都花費很多心思，教學團隊四位至少開過三次
公開會議，私下的問答與沙盤推演，也高達六、七次；按理很多環節都設想清楚，

3

計畫班學生訪問意見。可參看 https://youtu.be/cP‐Ry2b‐z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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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流程及簡報製作都較以往更能精細。但修課同學的反應不如前幾期同學反應好。
但也有可能是和同學的關係比較近，所以反而能聽到他們私下的抱怨。
第四種：創新共學玩轉化(演講+討論會)
1. 這次共學方式，是由第二種模式創新發展而來，第一場共學，許藝菊老師運用拼
圖式學習加上小組競賽積分的方式，果然課堂上的氣氛活絡不少。第二次共學討
論會的設計，主要由筆者設計，以角色扮演方式，讓同學完成類直播錄影，也呼
應到同學參與週末玩轉學校工作坊或是城市浪人青年直播主工作坊所學，提高同
學的學習動機。所以兩次共學活動課堂都是活絡而參與度較高的。
2. 同學的意見回饋對於教師的知識傳授、兩班的交流及討論，以及最後就這個議題
的了解與學習，都是持正面的回應4。另外也對於角色扮演一事，訓練思考及辯
論能力，回饋正面意見5。
3. 根據授課教師觀察，透過遊戲化課程設計，讓同學在探討議題時較能投入參與。
訓練同學立場思考，陳述意見的能力。但是口語簡報的能力，並沒辦法融入此次
共學活動之中。
綜合以上三年六次的共學操作，每一次共學都有不同的改變和嘗試，不論是在選擇電
影、教材、議題或是共學的方式上。就算是同一門工程‧倫理與社會，但不同教師上
課，其課程核心目標就會不同，所以也會隨著合作的教師不同而改變作法。例如這幾
部電影中，對林聰益老師來說，
《穹頂之下》以及《怒火地平線》有明確工業災害所帶
來的危機，用來談風險管理、使用者網絡、STS 就比較適切。而對於許藝菊老師來說，
《明日進行曲》所談的公民行動，就比較符合其課程從倫理素養到公民行動的精神。
談共學活動設計，就要回歸到課綱，教師所著重的課程核心目標去思考。茲將兩
門課程六學期的課綱都列入附錄二，以供參考。筆者之前沒有執行計畫前，電影與文
學課程並沒有環境能源的部份。只是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三大方向；因
為執行計畫為了培育同學跨領域對談的能力，所以加入了人與環境的部份。相同的，

4

王嘉祥同學的意見回饋：
「對於電影文學的共學活動，我覺得非常的特別還記得那一次是和機械工程
學系的同學們一起上課，上課的內容主要是在討論關於臺灣的能源與氣候的關係，我在上課前並沒有
對這個議題作提前的預習。但在上課時，經過老師的教學與和其他班級同學的交流、討論，讓我對於
這個議題有了更深的認識，尤其是與其他班級的同學交流，因為學習的專業知識不同，所以對於同一
個議題的看法及角度都不太相同，也因此討論了很多以前從來都沒有想到過的問題，經過了這堂共學
的活動讓我覺得學到了很多。
5
.游鈺萱同學的意見回饋：
「第一次參與電影文學的共學，真的很新鮮也很有趣，起初老師讓我們回家
收集關於藻礁的資料，我一開始對於藻礁議題完全不了解，因此在上課前我找了許多資料，有點先輩
知識其後抱著不安的心情去上課，機械系的同學們人都很好，老師也很有耐心，一下子就融入課程中，
和自己所學的專業完全不同的機械系一同上課真的學習到很多，老師的授課方式以小組來發表意見，
我們分組找資料 以不同的立場來看到要探討的議題，我們分為專家、政府、民間三大立場來探討藻礁
的環境議題，真的很有趣，因為大家都為個別的立場來做辯護，當時身為政府的我還差點被民間辯護
給說服了~很開心有這樣的機會能共學很難得也收穫很多，有別於以往的通識課，十分充實，很謝謝駱
老師帶著我們有這樣不一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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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程‧倫理與社會的林聰益和許藝菊老師來說，在原有的課程中，似乎也不見得
要有電影敘事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是工程師，你想要宣傳重要的理念，圖表和數據或
許在專業領域行得通，但對於非專業領域的人，如果可以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讓人理解，
就很重要。

五、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嘗試透過共學等多樣性課程設計培養技職工科同學的敘事力，從教師與 TA
之觀察、學生之反應表現、期末成果展同學們的敘事能力等來看，大體而言是令人滿
意的。不過筆者並沒有準備量化的問卷來證明共學機制的成效，只有同學訪談結果和
期末成果的表達能力來證明共學機制是有助於課程推動的。以下針對學生面和教師面
來談設計共學活動幾點筆者的觀察。
一、對同學來說，運用電影來推動同學對於環境能源議題的關注程度，是有效的；因
為教師選擇的電影和討論的議題，都是現實世界近期的真實事件。此外筆者也觀
察到利用共學機制，雙方各自完成報告，互相給予建議的方式，體驗跨域溝通較
易達成；但如果要讓共學小組團隊合作共同完成報告則比較困難。此外對於不願
花費更多的時間來學習的同學來說，常常無法跟上共學的概念，反而覺得共學是
一種天外飛來一筆的活動。其實共學設計並不容易，如果只是安排一個班到另一
個班去報告，而且礙於時間只是示範組報告的話，很容易讓其他同學有事不關己
的心態，所以若要共學，一定要設計雙方都可著力的報告主題。
二、對於授課教師來說，104、105 學年度敘事力計畫仍受限於 18 週之課程安排，四
次敘事力演講穿插於課程造成課程不連貫，共學又佔去幾週時間，極度影響工科
班級專業課程以及通識課程的進度。所以在 106-2 和 107-1，已經用五次週末敘事
力工作坊，讓修課同學擇一參加，而解決了這個困境。至於授課教師願意捨幾分
原課程內容，以換得學生在海報/簡報製作與口頭提報等能力；以及為了這些改變
與嘗試，教師勢必要花費更多的心力，這些都是在執行共學設計時，所必須考量
的。雙方課程教師得視共學內容，數次溝通才能構思較佳執行方式。舉例來說工
程和電影同學，以穹頂之下和心靈勇氣為題，兩班各分 8-9 大組，每一大組再分
為穹頂之下和心靈勇氣兩小組，在期中考週就先在班上，依教師要求報告過一次。
接著工程班和電影班各小組再合併報告，而報告內容項目都是林老師和駱老師經
過四、五次討論過的，如心靈勇氣組的報告項目有：以行動者網絡理論來建立天
然氣開採(心靈勇氣)的風險管理(｢工程‧倫理與社會｣期中報告內容)、劇情簡介與
角色人物剖析(｢電影與文學｣期中報告內容)、故事意義(｢ 電影與文學｣期中報告
內容)三項；而穹頂之下組則是：以行動者網絡理論來建立霧霾汙染(穹頂之下)的
風險管理、談穹頂之下的敘事方法 (如簡報技巧、短講的說理與達情)(｢電影與文
學｣期中報告內容)、故事意義(本記錄片最終要傳達的理念) (｢電影與文學｣期中報
告內容)。教師和 TA 想得越仔細，規定越明確，才能有所成效，否則對同學來說
就是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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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學要成功一定要靠有熱情有實力的 TA，如果師生中間沒有 TA 擔任橋樑的角色，
教師因共學而多出來的教學行政事務一定吃不消，而熱情很快就被消磨殆盡。現
實生活裡，教師不可能只有這一門課， 也無法緊盯每一組的進度，TA 很多時候
可以從學生的角度去建議教師怎麼做比較容易讓學生達成目標。
以上三點是筆者經過六學期共學活動而有的結論，共學與雙方課程內容的架接、
執行的課堂經營、師生關係，乃至於教師雙方教學風格與個人特質都有相關，都會產
生不同結果。今後再探討本計畫另外兩組教學共學模式，或許對於共學模組有更多面
向的了解。

參考書目
Barbara E. Walvoord Trudy W. Barnta 原著，黃淑玲譯，2013 年 1 月，
《新手也能上手
的學習成效評估》，臺北市：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Richard 著，鄭博真譯，2008 年 2 月，《行動研究實作指引》，臺北市：華騰文化 股
份有限公司。
王驥懋、吳玉玲、陳貽照等著，2016 年 1 月，《跨科際教學之思與行》，嘉義： 國
立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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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5 學年開設課程簡表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修課
人數

學
分

敘事方
式

課程一

智慧型機器人學

謝銘原

電機工程系

54

3

簡報

課程二

文學與生活(D)

馬美娟

通識教育中心

45

2

簡報

課程三

工程‧倫理與社會

林聰益

機械工程系

63

2

簡報

課程四

電影與文學(B)

駱育萱

通識教育中
心

53

2

簡報

課程五

情緒與壓力管理

彭易璟

通識教育中
心

40

2

課程六

無線通訊與網路概
論

余兆棠

網通四甲

13

3

課程七

工程倫理與社會

許藝菊

奈米三甲

58

2

簡報

課程八

電影與文學

駱育萱

通識教育中
心

52

2

簡報

口說、書
寫
口說、書
寫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開設課程簡表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開課班級

修課
人數

學
分

敘事方
式

課程一

智慧型系統應用

謝銘原

四技控晶四
甲等合開

46

3

簡報
紀錄片

課程二

專題研討(一)

余兆棠

博研電子一
甲等合開

37

3

簡報

課程三

文學與生活(A)

馬美娟

通識分類選
修

45

2

簡報
紀錄片

課程四

情緒與壓力管理(A)

彭易璟

通識分類選
修

40

2

簡報
紀錄片

課程五

智慧型機器人

謝銘原

四技控晶四
甲等合開

46

3

簡報

課程六

文學與生活(A)

馬美娟

通識分類選
修

45

2

簡報

課程七

工程倫理與社會

林聰益

奈米一甲

57

2

簡報

40

課程八

電影與文學-幸福微
實驗

駱育萱

通識分類選
修

52

2

簡報、
記錄片

107-1
課程一

情緒與壓力管理

彭易璟

通識分類選
修

54

3

簡報

課程二

工程倫理與社會

許藝菊

車輛三乙

57

2

簡報

課程三

專題研討（一）

余兆棠

博研電子一
甲合開

41

2

簡報

課程四

電影與文學-幸福微
實驗

駱育萱

通識分類選
修

52

2

簡報、
記錄片

104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開課班級

自控三甲

通識必選修

修課人數

53 人

50 人

2

2

口頭簡報與短講

口頭簡報與短講

學分
敘事方式
週次

課 程 內 容

第1週

課程簡介 大綱/進度/分組規劃/報 課程解說、如何做好分組報告
告/評量/教材/文獻主題：如何做好 課程綱要：
分組報告
(一)課程設計
(二)評量標準
(三)介紹教學團隊（教師、TA）
(四)解說專屬教學網站之設計與使
用

第2週

主題—工程設計概論
人與自我--獨一無二
介紹工程設計之概論、程序、方法、 ․ 電影：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及實例
․ 文本：張曉風〈生命以什麼單位
計量〉
黃文成〈天台上的青春〉

第3週

電影：練習曲、轉山
主題—STS 概論
著重其社會與技術脈絡、適當科
技、技術物的政治性、風險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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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公民參與等 STS(科技與社會)議題
第4週

溝通力--團體動力與人際溝通—李 溝通力--團體動力與人際溝通—李
亦欣心理師
亦欣心理師

第5週

熱情力—熱情說不完 女外科的辛 熱情力—熱情說不完 女外科的辛辣
辣日記—劉宗瑀醫師
日記—劉宗瑀醫師

第6週

心靈勇氣討論會
主題—當社會遇上科技
1. 多視野與 Gestalt 心理學性、
2.ANT 行動者網絡理論

第7週

穹頂之下討論會
主題—工程倫理概論
工程師如何在即時做出應該有的判
斷與抉擇？

第8週

能源科技與社會：從蒸氣機到核能 旅行文學討論會
發電（案例：著重在熱力發電系統 文本：李崇建〈十六歲的漂流〉、謝
的風險評估、管理與溝通）
旺霖〈朝聖者〉
1. 由社會脈絡找到真正需求
2. 由技術脈絡找出解決問題的適
當技術

第9週

小組報告—《心靈勇氣》
、
《穹頂之下》
口頭報告

期中考

第 10 週

短講力—說理用心，達情以真—陳 短講力—說理用心，達情以真—陳畊
畊仲醫師
仲醫師

第 11 週

共學討論會工作坊從｢心靈勇氣｣與 共學討論會工作坊從｢心靈勇氣｣與｢
｢穹頂之下｣電影能源與環境議題看
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每組報告)
心靈勇氣(駱育萱老師主場)：K401
穹頂之下(林聰益老師主場)：K412

穹頂之下｣電影能源與環境議題看適
當科技與風險評估(每組報告)
心靈勇氣(駱育萱老師主場)：K401
穹頂之下(林聰益老師主場)：K412

第 12 週

主題：敘事力的訓練
期末報告—幸福微實驗
從｢心靈勇氣｣電影與｢柴静穹顶之 提案討論與發現
下｣紀錄片的內容，重新敘述電影故
事，以強化同學｢達情｣的敘事能力

第 13 週

第二次共學(績優組別報告)

第 14 週

主題：論述力的訓練
電影討論會
以運用專業知能去論述看完電影後 我的愛—派特的幸福劇本
心得，以強化同學｢說理｣的論述能

第二次共學(績優組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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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力（著重在工程．倫理與社會概論 文本：張愛玲《愛》、陳雪《戀人練
的內容）
習題》
週次

課 程 內 容

第 15 週

主題：簡報力的訓練
電影討論會
仿柴靜霧霾調查與製作的方式，進 我的家庭--繼承人生
行南臺科大之汙染源調查的紀錄與
簡報
文本：劉梓潔〈父後七日〉
奚淞〈姆媽，看這篇繁花〉

第 16 週

端午節放假

期末分組報告
—幸福微實驗

第 17 週

期末成果聯合發表會

期末成果聯合展演

第 18 週

期末考週：繳交期末報告與筆記

期末考週：繳交期末報告與筆記

105-1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開課班級

自控三甲

通識必選修

修課人數

53 人

50 人

2

2

敘事方式

口頭簡報與短講

口頭簡報與短講

週次

課 程 綱 要

學分

第1週

颱風停課

第2週

課程簡介-大綱、進度、分組規劃、 課程簡介-課程大綱說明、進度、分
報告、評量、教材、文獻
組規劃、報告、評量、教材、文獻
主題：如何做好分組報告
主題：如何做好分組報告

第3週

颱風停課

颱風停課

第4週

熱情力—向舒適圈下戰帖—城市浪
人張希慈

熱情力—向舒適圈下戰帖—城市浪
人張希慈

第5週

主題—工程設計概論
主題—一個人的旅行
介紹工程設計之概論、程序、方法、 如果你有三張票，你會去那裡，展

第6週

颱風停課

及實例

開你一個人的旅行？

溝通力--團體裡的合作與溝通—講

溝通力--團體裡的合作與溝通—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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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師：彭渤程

師：彭渤程

主題—STS概論
著重其社會與技術脈絡、適當科

主題—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電影：練習曲、文本：轉山
討論提綱：
1.雪兒第一幕，為什麼要把這幕放
在片頭？
2.現實並不全都完美，你隨時可以
放棄
3.搭便車，法蘭克的一席話，你怎
麼想？
4.清理背包，這段有何意涵？

第7週

技、技術物的政治性、風險與溝通、 5.雪地→回憶母親、和弟弟一段
公民參與等 STS(科技與社會)議題 話，母亡墮落一段，如果你是雪兒
的朋友，你怎麼陪伴？
6.現實並不全都完美，將渴死，被
強暴的恐懼，雪兒如何克服？
7.最後的小男孩，喃喃自語的鼓勵
8.雪兒走這一段太平洋屋脊步道，
找到了什麼？
第8週

主題：怒火地平線記錄片討論會
TA演示PPT

第9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期中考

期中考
主題：當愛情來時
張愛玲〈愛〉一文，分鏡故事圖報
告。

主題—當科技遇上社會
(一) 多視野與 Gestalt 心理學
(二)ANT 行動者網絡理論
禮拜三11/23:
短講力—我說故我在—侯智薰

禮拜三11/23:
短講力—我說故我在—侯智薰

禮拜六11/26:
短講簡報工作坊—蔡宗翰

禮拜六11/26:
短講簡報工作坊—蔡宗翰

共學討論會工作坊從｢怒火地平線｣
與｢穹頂之下｣電影能源與環境議題

共學討論會工作坊從｢怒火地平線｣
與｢穹頂之下｣電影能源與環境議題

看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每組報告)
怒火地平線(駱育萱老師主場)：

看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每組報告)
怒火地平線(駱育萱老師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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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W701
穹頂之下(林聰益老師主場)：W702

W701
穹頂之下(林聰益老師主場)：W702

第 13 週

第 14 週

主題：派特的幸福劇本
閱讀文本：陳雪〈愛〉
討論提綱：
1.幸福如何翻轉？
2.派特如何獲得幸福？你希望派特
「由 NPE 與山寨機，探討專利制度
與前妻重修舊好，還是蒂芬妮？
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3.何謂幸福？你如何追求？
簡報力—以一個演講案例呈現簡報
力的重要，而演講的內容是本課程
的核心內容之一。講者：車慧中博
士，講題：

禮拜三12/14:
主題—工程倫理概論
（一）工程倫理—是適當科技與風
險管理的目標
（二）工程師如何在即時做出應該
有的判斷與抉擇？

如何作好一份簡報
期末報告—幸福微實驗說明、實驗
提案討論

禮拜六12/17(第15週調課):
主題—敘事力的訓練(課堂報告)
從｢怒火地平線｣紀錄片與｢柴静穹
顶之下｣紀錄片的內容，重新敘述電
影故事，以強化同學｢達情｣的敘事
能力
第 15 週

因公出差，調課至第 14 週禮拜六

主題：繼承人生電影討論
閱讀文本：
〈父後七日〉
、
〈姆媽，看
這一片繁花〉
討論提綱：
1.主題意識：你認為這部片子主要
表達的意涵是？面對家庭的即將崩
壞，男主角如何一步步重建?夫妻關
係？親子關係？
2.情節安排：請寫出電影的情節線。
3.場景氛圍：電影那一幕最令你感
受強烈？
4.人物塑造：男主角 Matt King 最讓
你欣賞的是？電影人物裡你最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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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那個角色?為什麼？
5.語言特色：最喜歡的本片佳句

第 16 週

主題：被討厭的勇氣
請寫下各段的意旨，並且每段設計
三個問題。
主題：論述力的訓練(期末報告)
以運用專業知能去論述看完電影後
心得，以強化同學｢說理｣的論述能
力（著重在工程．倫理與社會概論
的內容）

1.楔子
2.你的人生決定於當下
3.為什麼討厭自己
4.人生，並不是與他人競賽
5.不要為了滿足那個人的期望而活
6.割捨別人的課題
7.真正的自由是什麼？
幸福微實驗分組報告

第 17 週

第 18 週

105-2 學期

期末成果聯合發表會
（一）仿柴靜霧霾調查與製作的方
式，進行南臺科大之汙染源
調查的紀錄與簡報
（二）敘事力和論述力的測驗

期末成果分組海報報告競賽
以幸福微實驗為主題

期末考週：繳交期末報告與筆記

作業補交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電影與文學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開課班級

通識分類選修

機械系奈米三年級

修課人數

52 人

58 人

敘事方式

2
分組報告、影像

2
討論與海報報告

週次

課 程 綱 要

學分

第1週

課程簡介-課程大綱說明、進度、分
組規劃、報告、評量、教材、文獻
主題：如何做好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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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倫理學」道德哲學理論概述 :
勞動權益 vs. 效益論
 「倫理」與「道德」是否同義？
 「道德」與「法律」的不同

105-2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電影與文學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主題—一個人的旅行
如果你有三張票，你會去那裡，展
開你一個人的旅行？

何謂「倫理學」道德哲學理論概述 :
勞動權益 vs. 效益論
 兩種重要的基本理論
 聯合國 世界人權宣言 第二
十三條
 案例探討

第2週

第3週

主題：被討厭的勇氣
請寫下各段的意旨，並且每段設計
三個問題。
1.楔子
2.你的人生決定於當下
3.為什麼討厭自己
4.人生，並不是與他人競賽
5.不要為了滿足那個人的期望而活
6.割捨別人的課題
7.真正的自由是什麼？

工程倫理守則 + 工程倫理案例探
討




常見工程倫理課題分類
工程師的責任與權利
案例探討

第4週

熱情力演講_甘苦成就不凡。和生命
賽跑的阿甘老師
課程綱要：
(一) 講題：熱情力演講_甘苦成就不
凡。和生命賽跑的阿甘老師
(二) 講者：徐凡甘

熱情力演講_甘苦成就不凡。和生命
賽跑的阿甘老師
課程綱要：
(一) 講題：熱情力演講_甘苦成就不
凡。和生命賽跑的阿甘老師
(二) 講者：徐凡甘

第5週

溝通力演講_團隊溝通技巧

溝通力演講_團隊溝通技巧

課程綱要：
(一)講題：團隊溝通技巧
(二)講者：李冠儀

課程綱要：
(一)講題：團隊溝通技巧
(二)講者：李冠儀

第6週

主題—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電影：練習曲、文本：轉山
討論提綱：
1.雪兒第一幕，為什麼要把這幕放在
片頭？
2.現實並不全都完美，你隨時可以放
棄
3.搭便車，法蘭克的一席話，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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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與人類未來小組討論期中
報告案例
 介紹各種能源科技
 科技與社會的關聯


指定各組個案

105-2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電影與文學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想？
4.清理背包，這段有何意涵？
5.雪地→回憶母親、和弟弟一段話，
母亡墮落一段，如果你是雪兒的朋
友，你怎麼陪伴？
6.現實並不全都完美，將渴死，被強
暴的恐懼，雪兒如何克服？
7.最後的小男孩，喃喃自語的鼓勵
8.雪兒走這一段太平洋屋脊步道，找
到了什麼？
第7週

深水地平線/怒火地平線
針對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以劇情片
和記錄片的敘事手法，有何不同？

第8週

主題：怒火地平線記錄片討論會
TA演示PPT

期中報告
 依據案例各組做報告
期中報告
 依據案例各組做報告

第9週

期中考--怒火地平線、深水地平線分
期中考周
組報告

第 10 週

主題：期末報告—幸福微實驗說
明、實驗提案討論

科技與風險 HW2 科技與風險管理

第 11 週

環境能源第一次共學--環境議題演
講
(一)講題：台灣土地倫理

環境能源第一次共學工作坊 (電影
班、工程班 共學)黃煥彰(台灣土地
上的野蠻遊戲) + 周末口語表達一

(二)講者：黃煥彰

日工作坊

第 12 週

敘事力演講--短講力講座--如何溝
通
課程綱要：
(一) 講題：敘事力演講--短講力講座
--如何溝通
(二) 講者：侯智薰

敘事力演講--短講力講座--如何溝通
課程綱要：
(一) 講題：敘事力演講--短講力講座
--如何溝通
(二) 講者：侯智薰

第 13 週

共學討論會--從｢怒火地平線｣與｢台
灣環境議題｣
怒火地平線劇情片(許藝菊老師主

共學討論會--從｢怒火地平線｣與｢台
灣環境議題｣
怒火地平線劇情片(許藝菊老師主

場)：W702
怒火地平線-浩劫始末(記錄片)(駱

場)：W702
怒火地平線-浩劫始末(記錄片)(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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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學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電影與文學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第 14 週

第 15 週

育萱老師主場)：W703

萱老師主場)：W703

主題：派特的幸福劇本
閱讀文本：陳雪〈愛〉
討論提綱：
1.幸福如何翻轉？
2.派特如何獲得幸福？你希望派特
與前妻重修舊好，還是蒂芬妮？
3.何謂幸福？你如何追求？

科技與風險
 何謂風險
 討論當利益之外還有風險時，
是否仍要發展科技
 是否有零風險的科技

主題：繼承人生電影討論
閱讀文本：
〈父後七日〉
、
〈姆媽，看
這一片繁花〉
討論提綱：
1.主題意識：你認為這部片子主要表
達的意涵是？面對家庭的即將崩
壞，男主角如何一步步重建?夫妻關
係？親子關係？
2.情節安排：請寫出電影的情節線。
3.場景氛圍：電影那一幕最令你感受
強烈？
4.人物塑造：男主角 Matt King 最讓
你欣賞的是？電影人物裡你最喜歡
那個角色?為什麼？

科技‧環境與倫理公民社群行動參
與的實例+科技與風險口頭報告
 風險社會
 科技作為控制風險的工具
 風險社會的三個管理/行動者
 行動參與的實例

5.語言特色：最喜歡的本片佳句
第 16 週

計畫成果展--期末成果分組海報報
告競賽
以幸福微實驗為主題

第 17 週

科技與永續
 電子廢棄物的悲劇
 低碳生活不等於省錢省電
 如何節能減碳:我們實際來計算

幸福微實驗期末分組報告

第 18 週

期末海報展演

作業補交討論

期末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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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學
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電影與文學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開課班級

通識分類選修

機械系奈米三年級

修課人數

52 人

58 人

敘事方式

2
分組報告、影像

2
討論與海報報告

週次

課 程 綱 要

學分

第1週

何謂「倫理學」道德哲學理論概述 : 勞
課程簡介-課程大綱說明、進度、分
動權益 vs. 效益論
組規劃、報告、評量、教材、文獻
 「倫理」與「道德」是否同義？
主題：如何做好分組報告
 「道德」與「法律」的不同

第2週

何謂「倫理學」道德哲學理論概述 : 勞
主題—一個人的旅行
如果你有三張票，你會去那裡，展
開你一個人的旅行？

第3週

動權益 vs. 效益論
 兩種重要的基本理論
 聯合國 世界人權宣言
三條
 案例探討

第二十

主題：被討厭的勇氣
請寫下各段的意旨，並且每段設計
三個問題。
工程倫理守則 + 工程倫理案例探討
 常見工程倫理課題分類
 工程師的責任與權利
 案例探討

1.楔子
2.你的人生決定於當下
3.為什麼討厭自己
4.人生，並不是與他人競賽
5.不要為了滿足那個人的期望而活
6.割捨別人的課題
7.真正的自由是什麼？
第4週

熱情力演講_甘苦成就不凡。和生命
賽跑的阿甘老師
課程綱要：
(一) 講題：熱情力演講_甘苦成就不
凡。和生命賽跑的阿甘老師
(二) 講者：徐凡甘

熱情力演講_甘苦成就不凡。和生命賽
跑的阿甘老師
課程綱要：
(一) 講題：熱情力演講_甘苦成就不
凡。和生命賽跑的阿甘老師
(二) 講者：徐凡甘

第5週

溝通力演講_團隊溝通技巧
課程綱要：

溝通力演講_團隊溝通技巧
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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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學
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電影與文學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一)講題：團隊溝通技巧
(二)講者：李冠儀

(一)講題：團隊溝通技巧
(二)講者：李冠儀

第6週

主題—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電影：練習曲、文本：轉山
討論提綱：
1.雪兒第一幕，為什麼要把這幕放在
片頭？
2.現實並不全都完美，你隨時可以放
棄
能源科技與人類未來小組討論期中報
3.搭便車，法蘭克的一席話，你怎麼
告案例
想？
 介紹各種能源科技
4.清理背包，這段有何意涵？
 科技與社會的關聯
5.雪地→回憶母親、和弟弟一段話，
 指定各組個案
母亡墮落一段，如果你是雪兒的朋
友，你怎麼陪伴？
6.現實並不全都完美，將渴死，被強
暴的恐懼，雪兒如何克服？
7.最後的小男孩，喃喃自語的鼓勵
8.雪兒走這一段太平洋屋脊步道，找
到了什麼？

第7週

深水地平線/怒火地平線
針對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以劇情片
和記錄片的敘事手法，有何不同？

第8週

主題：怒火地平線記錄片討論會
TA演示PPT

期中報告
 依據案例各組做報告
期中報告
 依據案例各組做報告

第9週

期中考--怒火地平線、深水地平線分
期中考周
組報告

第 10 週

主題：期末報告—幸福微實驗說
明、實驗提案討論

科技與風險 HW2 科技與風險管理

第 11 週

環境能源第一次共學--環境議題演
講

環境能源第一次共學工作坊 (電影
班、工程班 共學)黃煥彰(台灣土地上

(一)講題：台灣土地倫理
(二)講者：黃煥彰

的野蠻遊戲) + 周末口語表達一日工
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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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學
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電影與文學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第 12 週

敘事力演講--短講力講座--如何溝
通
課程綱要：
(一) 講題：敘事力演講--短講力講座
--如何溝通
(二) 講者：侯智薰

敘事力演講--短講力講座--如何溝通
課程綱要：
(一) 講題：敘事力演講--短講力講座-如何溝通
(二) 講者：侯智薰

第 13 週

共學討論會--從｢怒火地平線｣與｢台
灣環境議題｣
怒火地平線劇情片(許藝菊老師主
場)：W702

共學討論會--從｢怒火地平線｣與｢台灣
環境議題｣
怒火地平線劇情片(許藝菊老師主
場)：W702

怒火地平線-浩劫始末(記錄片)(駱
育萱老師主場)：W703

怒火地平線-浩劫始末(記錄片)(駱育萱
老師主場)：W703

主題：派特的幸福劇本
閱讀文本：陳雪〈愛〉
討論提綱：
1.幸福如何翻轉？
2.派特如何獲得幸福？你希望派特
與前妻重修舊好，還是蒂芬妮？
3.何謂幸福？你如何追求？

科技與風險
 何謂風險
 討論當利益之外還有風險時，是
否仍要發展科技
 是否有零風險的科技

第 14 週

第 15 週

主題：繼承人生電影討論
閱讀文本：
〈父後七日〉
、
〈姆媽，看
這一片繁花〉
討論提綱：
1.主題意識：你認為這部片子主要表
達的意涵是？面對家庭的即將崩
壞，男主角如何一步步重建?夫妻關
係？親子關係？
2.情節安排：請寫出電影的情節線。
3.場景氛圍：電影那一幕最令你感受
強烈？
4.人物塑造：男主角 Matt King 最讓
你欣賞的是？電影人物裡你最喜歡
那個角色?為什麼？
5.語言特色：最喜歡的本片佳句
52

科技‧環境與倫理公民社群行動參與
的實例+科技與風險口頭報告
 風險社會
 科技作為控制風險的工具
 風險社會的三個管理/行動者
 行動參與的實例

105-2 學
期

課程一

課程二

課程名稱

電影與文學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第 16 週

計畫成果展--期末成果分組海報報
告競賽
以幸福微實驗為主題

第 17 週

科技與永續
 電子廢棄物的悲劇
 低碳生活不等於省錢省電
 如何節能減碳:我們實際來計算

幸福微實驗期末分組報告

第 18 週

期末海報展演

作業補交討論

期末考周

106-2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開課班級

奈米三甲

通識分類選修

修課人數

48 人

52 人

2
口說、書面報告

2
分組報告、影像

學分
敘事方式
週次
第1週

課 程 綱 要

課 程 綱 要
2/28 停課

課程簡述
工程設計概論.-定位與設計

第2週

課程簡介-課程大綱說明、進度、分組
規劃、報告、評量、教材、文獻
主題：如何做好分組報告

工程設計概論.-什麼是設計?
第3週
工程倫理概論- ANT 行動者網絡找
出食安問題

量〉、黃文成〈天台上的青春〉
小組作業—超級比一比

第4週

第5週

小組作業：我們的追尋地圖
文本：張曉風〈生命以什麼單位計

STS 概論-工程設計需要 STS 嗎

禮拜六 3/31
敘事力工作坊-救災英雄‧我在 TED
的日子-蔡宗翰

救災英雄‧我在 TED 的日子
(一)主題：如何在簡報的舞台進步

電 影 討 論 會 —人 與 自 我-- 獨一無 二
電影：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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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第6週

(二)講者：蔡宗翰

分組討論並回家製作一人一頁的 PPT
題目：如果你有三張票，你會去那裡，
展開你一個人的旅行？

玩轉學校世界高峰會工作坊
(一)主題： 遊戲＋反思 = 學習
(二)講者：吳點蒼

4/4 兒童節放假

1.期中小組課堂報告

玩轉學校世界高峰會工作坊

第7週

(一)主題： 遊戲＋反思 = 學習
2.青年直播主工作坊
(一)主題：跨出舒適圈、重新認識自 (二)講者：吳點蒼
己
(二)講者：張希慈

第8週

1.期中小組課堂報告
2.說故事的力量工作坊
電影討論會－主題：《明日進行曲》
(一)主題：說故事的手法完成口頭報
TA 演示 PPT
告
(二)講者：蔡宗翰

第9週

1.期中考週
2.短講力及簡報力演講工作坊：簡報
設計
(一)主題：簡報視覺
(二)講者：彭毅弘

期中考 小組報告—《明日進行曲》報
告
每組分別從電影中所提及水力、電力
及垃圾能源中抽取其一題目以簡報方
式做電影介紹

第 10 週

以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的角度來看
台灣發電系統(水力、火力、風力發
電)

校園實際觀察報告
每組依照各組主題到校園觀察水力/
電力/垃圾能源

第 11 週

《被討厭的勇氣》讀書討論會
請寫下各段的意旨，並且每段設計三
個問題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讓同學們
到各組解說自己組別的答案。
以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的角度來看
台灣水資源系統(河川、水庫)

1.人常常決定要不要改變
2.你的人生決定於當下
3.為什麼討厭自己
4.人生，並不是與他人競賽
5.不要為了滿足那個人的期望而活
6.割捨別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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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課程名稱

工程倫理與社會

電影與文學

任課教師

林聰益

駱育萱
7.真正的自由是什麼？

第 12 週

以適當科技與風險評估的角度來看
以文本：張愛玲《愛》
、陳雪《戀人練
台灣垃圾處理系統(焚化爐、掩埋場) 習題》分組完成四格漫畫

第 13 週

共學討論會從「明日進行曲」電影能 共學討論會從「明日進行曲」電影能
源與環境議題以工程師及使用端的
源與環境議題以工程師及使用端的角
角度互相交換彼此的想法
度互相交換彼此的想法

第 14 週

我的愛—派特的幸福劇本
討論提綱：
1.幸福如何翻轉？
2.派特如何獲得幸福？你希望派特與
前妻重修舊好，還是蒂芬妮？

期末口頭個人報告

3.何謂幸福？你如何追求？
第 15 週

期末口頭個人報告

繼承人生－我的家庭到不了的地方

第 16 週

期末海報展覽(同學攜帶海報於展覽
區進行三分鐘口頭報告)

期末聯合發表會—分組海報競賽

第 17 週

期末口頭個人報告
期末口頭個人報告

期末報告

第 18 週

課程名稱

作業補交討論

107-1
電影與文學—幸福微實驗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開課班級

通識分類選修

車輛三乙

修課人數

52 人

57 人

敘事方式

2
口說、簡報、海報

2
簡報

週次

課 程 綱 要

課 程 綱 要

學分

第1週

課程說明、相見歡
人與自我—獨一無二

9/12 在學期初，老師先說明這堂課的
配分方式與課程大綱。

電影討論會
電影：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9/19 打破道德框架
打破以往我們以往所認為正確的事
情去思考，並提出林曉星的例子讓同
學們去思考，如果自己會怎麼做?

第2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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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107-1
電影與文學—幸福微實驗

工程倫理與社會

任課教師

駱育萱

許藝菊

第3週

電影討論會—享受吧！一個人的旅
行！
小組作業：分組討論並回家製作一人
一頁的 PPT
題目：如果你有三張票，你會去那
裡，展開你一個人的旅行？

9/26 倫理可不可教?
以倫理可學與不可學的兩種立場，去
解釋這兩個立場的出發點，並得出倫
理教育的目標。

第4週

電影討論會—享受吧！一個人的旅
行！

10/3 潘政忠講師-觀潭藻礁議題
潘政忠講師說明桃園的觀音藻礁生

請同學用簡報報告假如有三張彩
態與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和他們組織
票，會去那些國家，並且用一個東西 為了藻礁的保育做了哪些行動。
形容自己並說明原因。
第5週

雙十節放假

10/10 國慶假日

第6週

電影討論會－主題：《明日進行曲》
TA 演示 PPT，再讓同學們看影片作
討論。

10/17 工作坊補假

第7週

電影討論會－主題：《明日進行曲》
討論期中報告內容

10/24 工作坊補假

第8週

10/31 黑天鵝與灰犀牛議題
期中考
從黑天鵝效應與灰犀牛事件這兩件
小組報告—《明日進行曲》報告，根
事情的意義去引申台灣目前正在發
據章節一組一個議題報告。
生的風險與危機。

第9週

期中考

11/7 期中考週

第一次共學討論會—討論藻礁議題
由許藝菊老師帶領認識藻礁的議題

11/11 台灣能不能__? (共學)藻礁議題
利用現在全球的能源危機來喚醒同
學們的節約能源的意識，並以桃園藻
礁與天然氣第三接收站的事件讓同
學們去更加的深入了解。

我的環境報告
我的小實驗—垃圾減量

11/21 電器與生活
老師請同學們觀察自家中的電器的
功率，來計算一年中所花的電費，讓
同學了解節能的重要性。

第二次共學共學討論會—世界咖啡

11/28 世界咖啡館(共學)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館模式
以共同學習的方式，在不同專業領域
將兩班的同學分為三種角色，政府、 的同學們分享對於藻礁議題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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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107-1
電影與文學—幸福微實驗

任課教師

工程倫理與社會

駱育萱

許藝菊

公民、專家學者，討論究竟開不開發 管理階層中三種立場不同的看法。
藻礁
第 13 週

文學討論會
文本：張愛玲《愛》、陳雪《戀人練
習題》
藉著文字的情境，於各組內討論畫
面，並繪出八格的圖

12/5 小組行動方案討論
老師讓小組之間討論 21 天行動方
案，並執行期望在 21 天之後這些行
動會帶來那些成果。

第 14 週

電影討論會-我的愛—派特的幸福劇
本 幸福微實驗提案

吳科毅講師說明佈展的概念與分享
自身的經驗。

電影討論會-繼承人生

12/19 小組海報設計
老師請各小組利用 21 天的行動方

第 15 週
幸福微實驗提案進度報告

案，設計出一張海報並說明各小組的
理念。

第 16 週
期末聯合發表會—分組海報競賽
班內報告並互評
第 17 週

第 18 週

12/26 個小組第一次演說
各小組在期末海報展前的第一次講
說，並請吳科毅講師講評需要改進的
部分。
1/2 期末海報展覽各小組在 E 棟 1 樓
佈展並向其他同學說明他們的動機
與他們得到的成果。

幸福微實驗期末成果展

期末考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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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倫敦領導學習中心專業發展質量標誌
看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成效評估之啟示

許哲銘
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博士生

摘要
倫敦領導學習中心(LCLL)是英國最大的高等教育中心，負責教育領導、創新和影
響方面的研究、開發和教學，設立於倫敦大學教育學院（IOE）的學習與領導部門內，
並提供各領域的專業知識。其於領導力發展計劃中有一子項:「專業發展質量標誌」，
是一種評估工具，使學校能夠評估其專業發展方法的質量，並確定進一步改進的方法，
由 LCLL 提供外部資源的驗證，進而頒發給學校「專業發展質量標誌獎」作為認證的
獎勵。
LCLL 的評估工具內含了四大向度，向度為「專業發展的領導者」
、「高品質專業
發展」
、
「評估專業發展的影響」
、
「合作和夥伴關係」
，而每一向度皆再細分為四個子項
及三項標準。本文綜合國內外文獻與此評估工具和我國所發展之評估工具之比較，提
出建議，以供我國實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評估之參考。
關鍵字: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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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社會大眾對教育革新與發展之期盼日益殷切，無形中成為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進行教育改革的一股動力。然而，教育的革新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各層面的發展息息相關。在教育改革熱潮中，原本在過去受到忽視的教學領導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與課程領導(curriculum leadership)等議題逐漸受到重視，而身為
教育一線工作者的教師其專業發展更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 103 年 11 月 28 日發布以來，即引起教育
界的熱烈關注及討論。因應社會需求與時代潮流而與時俱進所規劃之新課綱，以「自
發」、「互動」、「共好」為課程理念、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期望透過此次課綱
的推展，持續引領教師之熱忱與專業發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培養具有終身學
習力、社會關懷及國際視野之現代優質國民。
呼應著新課綱中互動及共好的精神，教育部成立「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
量協作中心」，建立「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協作機制」。設有課程教學研發、課程推動
與實施、師資培用與教師專業發展以及評量與入學制度等 4 個系統，分別由教育部各
司與國家教育研究院進行整體性規劃。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是 12 年國教新課綱的願景，教師是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最重要推手，教師在面對 12 年國教新課綱的推展，如何透過教師專
業發展相關措施，增益教師有效教學、適性輔導及多元評量等知能，教師教學熱情的
燃燒、專業能力的發展、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更是新課程改革推動的關鍵力量。自
此，教師專業發展將與新課綱更為密切結合，增加教師設計跨領域統整課程之能力，
透過對話與激盪，為孩子們帶來符合核心素養學習課程。
綜上所述，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然而，教師專
業發展內涵包括學科專業知識、教學實務能力與教育專業態度。教師應自發組成專業
學習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交流教學實務；積極參加校內外進修與研習，不斷與時俱
進；充分利用社會資源，精進課程設計、教學策略與學習評量，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本文主要係以倫敦領導學習中心於「專業發展質量標誌獎」所提出相關評估向度，
再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對我國實施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評估提出參考建議。

貳、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意涵
一、什麼是「學習社群」？
林思伶和蔡進雄（2005）指出學習社群係指一群人對團體具有歸屬感及認同感的
人，且彼此有共同的目標與價值，透過集體對話與分享討論的學習方式，提升專業知
能，最後共同達成組織的目標。
學習社群亦是指一群具有共同學習興趣或學習目標的成員所組成，經由持續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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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交流、參與學習、相互激勵，提升彼此的知識、技能或態度（教育部，2010）。
二、什麼是「專業學習社群」？
近年來國外學者開始將「社群」的概念運用至學校教育中，杜威早在 1916 年就提
出「具有共同的學習目標且一起分享活動與經驗的特性」是理想學習環境的概念。學
校可視為學習者的社群，學習社群中的成員都認為學習是重要的事，也會彼此鼓勵學
習，不管成員中的學生或成人都會積極參與在學習當中，並分享做決定的責任和機會。
羅文彩(2018)指出專業學習社群是一群專業工作者所組成的學習與成長團體，成
員基於對專業的共同信念、願景或目標，為促進服務對象的最大福祉或專業效能的極
大化，而透過協同探究的方式，致力於精進本身的專業素養，以持續達成專業服務品
質的提升與卓越。
三、什麼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孫志麟（2004）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教師和校內外的教育工作者，基於
平等互惠、民主開放的原則，進行專業對話，實踐批判反思、教學、改進與研究，並
促使全體教師一起發展。
教育部在 2010 年於《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為一
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組成，其持有共同的信念、願景和目標，為了促進學生獲得
更好的學習成效，而共同努力不懈的以合作方式共同探就、解決問題（教育部，201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一個包容性的群體，由共同的學習願景所激勵，在社群成員
之間，尋找方法、實踐和一起學習新的更好的方法，亦即期待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發
展，能進而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然而，在創建一個真正的專業學
習社群時，集中重點更多的是學習而不是教學，其強調合作和責任感是成功 PLC 的關
鍵(Hoaglund, Birkenfeld＆Box, 2014）。
綜上所述，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必須關注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不僅僅只是在教
師專業知能的成長或個別興趣的追求，其也提供了一個鼓勵教師專業發展、協作和創
新的環境。因此，建立專業學習社群的主要目標是從學校文化、教師領導、教學知能、
課程發展等，提高教師的專業水準並對學生的學習產生積極影響。
四、教師專業社群政策脈絡
教育部（2014）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五─教師專業
發展中，明定教師需要不斷努力提升自身之專業發展以促進學生學習，教師應該自主
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進行教學實務之探究與分享交流，以持續更新促進專業成長，
同時在實施內涵中說明教師可透過自主組成之不同形式專業學習社群（校內、跨校或
跨領域），不斷進行多元專業發展活動，持續提升自身專業以促進學生學習。
在前述政策脈絡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7）發布了「補助辦理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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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載明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之目
的，例如要求地方政府必須健全國教輔導團組織及運作，設置教師專業成長支持系統，
且應督導轄下國中小推動教師學習社群運作，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其與教師專業發展
相關之實施原則，例如成立教師專業支持系統，依教師專業、專長及需求規劃研習，
並結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不斷提升專業成長及研究氛圍。同時促進專業對話、提
供專業支持以實踐專業增能，並明定地方政府應將加強督導學校發揮校內推動課程與
教學專業增能，支持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列為推動重點。

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理念
教師專業發展的起源是 196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召開「教師地位之政
府間特別會議」，會中決議採納各國所提議之「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強調教師的專
業性質，認為教學應被視為專業(梁福鎮，2006)。針對各國發展所提的建議，在其建
議書中提及各國應將教學工作建立成為一種專業，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成長以及專業
地位；爾後，透過師資培育以及相關研究機構定義出「專業」是指一種連續性且不間
斷地成長與發展歷程，而「教師專業發展」是指針對教師在學科教學以及思維上，為
了有效教學的目的所進行或獲得內在與外在專業成長的歷程，其中包含專業知能、專
門知識、教學知能以及行政知能，例如：課程發展與設計、社會資源的取得、教學創
新、班級經營、行動研究以及學校行政等專業能力與知能。
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大致源自美國 1980 年代，檢討學校革新與改進(school reform
and improvement)政策推動成效不彰而採取的新方案。當時美國的校園安全亮起紅燈，
學生中輟率高、缺乏自我紀律、家長與社區人士無法成為學校運作的支持、教師與行
政人員被動消極、教室管理問題層出不窮。為解決這些問題，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開
始受到倡導，並被視為促使學校進步的有效模式。
其後，Peter Senge(1990)在著作《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提出，在知
識經濟時代，一個機構或組織為確保永續發展，必須持續地提升其知識管理與運用的
能力，而其關鍵在於運用五項修錬並促使機構成為學習型組織，這五項修練分別是：
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團隊學習、共同願景及系統思考。教育領域受到學習型組織理
念的影響，逐漸導入相關新思惟來鼓勵教師進行教學專業發展。
Kruse、Louis 和 Bryk(1995)提出專業學習社群有五項要素：反省的對話、專注於
學生的學習、教師同仁的互動、合作、分享價值和標準。Hord(1997)提出專業學習社
群有五項特徵，分別是：1.支持與分享性的領導(supportive and shared leadership)；2.
共同的價值與願景（shared values and vision）
；3.合作學習與應用（collectiv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4.分享個人實務（shared personal practice）
；5.支持性的環境（supportive
conditions）
。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實施，從形成、運作到制度化是一項動態的發展歷程，無法
一蹴可及。Fullan（2001）、Huffman & Hipp（2003）認為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歷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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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分別是：1.啟始階段（Initiating）；2.運作階段（Implementing）；3.制度化
階段（Sustaining），各階段的實施重點不同：
1.啟始階段:重視建立信任關係、發覺實務問題、倡導權力分享、開啟專業對話、
回應社群需求等。
2.運作階段：強調教師有實踐共同願景的高度期望，分享領導權力也分擔責任，
並能獲得適當的回饋意見與獎勵支持。
3.制度化階段：將專業學習活動融入教師日常生活中，教師專業發展與學校組織
發展成為一個持續性和全面性的系統，專業學習社群正式成型並有效運作。
林奕成（2018）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包括下列四個發展層面：
「共塑願景與價
值」、「關懷支持的關係」、「專業分享與學習」、「關注學生學習」，分述如下：
1.共塑願景與價值：意指學校教師能透過討論、合作的方式共築願景、目標與規
範，且付諸行動實踐核心價值與目標。
2.關懷支持的關係：意指學校教師在關懷、信任氣氛的社群中，彼此可藉由溝通
管道進行交流與商討決策，社群教師能獲得學校行政所提供的時間、環境、經
費等行政資源，以供社群運作。
3.專業分享與學習：意指學校教師在社群中能透過共同對話、學習與反思等方式，
提供一個平台來協助教師經驗分享、探究新知、鼓勵進修、改善教學技巧，並
得到相關的回饋而彼此專業知識的成長與精進。
4.關注學生學習關注：意指學校教師透過社群運作，將焦點聚焦於學生的學習成
效，考量學生學習過程與需求，而設計教學課程、改善教學計畫協助學生客服
困境，並建立獎勵制度等表現情形。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前提是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在於教育工作者需持
續不斷地專業成長與學習，根據 Dufour 與 Reeves（2016）的研究，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是一個真正的專業學習團體，其於發展時必須考慮下列四個問題：
1.我們期望學生學會什麼？
2.我們如何知道學生已經學會了？
3.如果學生還沒有學會，我們該如何處理？
4.如果學生早已學會了，我們又該如何處理？
綜上所述，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以學校為本位，以關注學生學習為主體，採同
儕合作方式，重視結果取向，用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平台。依據整體學校發展
方向，所形成的不同專業學習社群，促使學校成員在共同願景和目標的指引下，共同
關注和學習如何改進教學實務，並結合集體智慧與力量，透過具體的行動方案，一起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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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內涵
教師專業發展的一項基本假設是：教師職業是一種專業性工作，教師是持續發展
的個體，透過持續性專業學習與探究的歷程，進而不斷提升其專業表現與水準 (饒見
維，2003)。
教師專業發展的功能或目的，並不僅限於幫助教師獲得和擴展其教學所需的知識
與技能，而是希望透過教師專業的成長，使得教師個人和其服務的學校能夠（Blandford,
2001)：
1.發展和適應他們的實務範圍。
2.反省他們的經驗、研究以及實務，以滿足學生個別和整體的需求。
3.對學校的專業活動有所貢獻，並與學校社群和外在組織進行互動。
4.隨時掌握目前的教育思潮，以維持和發展好的實務。
5.對於教育政策提供批判的建言，特別是在提升學習標準方面。
6.擴展對於社會的了解，特別是在資訊和溝通科技方面。
學習小組(Study Group)或是群組模式(Cluster Model)始於 1980 年代早期，研究發
現教師本身比校外培訓者能夠提供更好的教學回饋。學習小組提供教師一個終身學習
的管道， 而且由於教師可自選學習主題，因此能夠與教師本身的教學實務相結合。學
習小組模式成功運作的因素包括：
1.信念系統：學習小組需要一個能夠培養終身學習需求的信念系統，教師必須了
解專業發展永無止境。
2.行政的支持：學習小組需要資源，例如時間和取得最近相關研究。
3.促進者：促進者協助發展和維持小組學習主題以及召集每一次的會議，學習小
組會議每次以一小時為限，每次舉行的時間和地點應保持一致，會議中應鼓勵
成員嘗試新的觀念和實務。
目前，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下列方式來進行：
1.校內各項教學研究會：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教學研究會、學年會議。
2.教師自發性學習社群：教師自發組成的校內、跨校或跨領域的專業學習社群，
如目前新北市所推展的三級教師學習社群（教師社群、學習社群、貢獻平台）。
3.各類型教育專案社群：學習共同體、環境教育、閱讀理解、教師專業評鑑等專
案學習社群。
上述各類型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進行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
教材、參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實地參訪、線上學習、行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
公開分享與交流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以不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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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轉化
基於社會大眾對中小學教學品質的期待，教育部自 95 年開始辦理教師專業評鑑，
以教師自願、學校申辦方式辦理，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並增進學生學習成果，同時明訂
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評鑑目的，並讓評鑑結果與教師成績考核及不適任教師處理機
制脫鉤。102 年起由教育部師資藝教司承辦，經諮詢各界意見並積極改善精緻各項策
略與作為，包括行政鬆綁、精緻網站、簡化表件、經費寬鬆、輔導機制、深化人才培
訓等，於 104 年申辦教師約 7.8 萬人(36.5%)、申辦學校約 2.4 千校(62.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推動的教學觀察三部曲，參用多種創新教學策略融入，期待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能以科學的方法、有系統的策略、形塑教與學對話的教師文化來奠
基教師專業發展；而教育部於 103 年起補助各縣市政府成立「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
心」
，以「評鑑」為策略，以「專業、簡明、可行、e 化」為原則，漸進實踐我國中小
學的教師專業化制度。
綜上所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其過程乃運用評鑑的原理
原則，以科學方法、有系統地蒐集教師教學相關表現的事實性資料，進行分析與評估，
以便了解教師有效教學與專業成長的真正需求，進而提供由下而上之教學精進的協助，
以增進教師專業職涯發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然而，近年來教育現場反映中小學充斥與教學無關之行政工作、訪視、評鑑及研
習過量的現象，造成縣市、學校行政及教師負擔過重。於 105 年教育部師資藝教司張
明文司長表示，教育部已正研議，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轉型為「支持系統」
。實習和初
任教師，協助增進教學技巧，由教學領導教師帶領成立學習社群。對於年資達 3 年以
上的教師，則開放「由下而上」的多元專業發展模式，讓教師自行對話、合作、分享，
相關團體的建議，都會考慮納入。 張明文也提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 10 年以來，
評鑑指標已由 69 個降為 20 多個，好的指標也會考慮留下來，轉為支持系統(中央社，
1051004)。
至此，爭議多年的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度，在教師組織持續要求檢討、停
辦下，教育部終於做出正面回應。先是潘文忠部長出席「全國 SUPER 教師獎頒獎典
禮」時宣布將深刻檢討統合視導、相關教育評鑑制度，希望減輕教師壓力，讓老師回
歸教學專業工作；教育部藉此通盤檢視已推動多年的政策和相關計畫，以系統思考、
盤點整合概念，規劃於 106 學年度起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以積極策略減輕
學校教師與行政同仁的負擔，從中央、地 方、學校、教師發展共好的夥伴關係，提供
貼近現場教師專業成長需求之實質支持協助，讓教師有充裕時間回歸教學專業，幫助
教師課堂實踐，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教育部針對「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規劃構想如下：
1.盤點整合教師專業發展相關計畫與資源，窗口單一化 從中央到地方共同朝系統
思考、資源整合方向，整合盤點整 合同質性高之計畫、組織及資源等，補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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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教師專業發展計畫之窗口單一化。
2.以教師、學校為本位，由縣市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方案學校規劃以教師及學
校為本位之教師專業成長計畫，並由縣市政府彙整提出符合需求之教師專業發
展方案，中央依其需求給予補助；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構在地教師專業
發展分區網絡，提供在地教師專業支持人力，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3.研習減量，規劃共同備課時間 提早調查研習需求，整體規劃校本或縣市層級年
度研習計畫；並將規劃全國或分區各領域(學年)共同備課時間，以利各領域教師
跨校或跨縣市共同備課，避免影響正常教學。
4.提供不同職涯階段教師的多元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提供不同職涯階段之多元專
業發展模式，並重視課堂實踐；支持教育專業團體或教師由下而上之自發性揪
團進修、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學思達、MAPS、有效教學基地等教師專
業增能計畫。
5.強化師資培育大學之地方教育輔導 各師資培育大學依各縣市政府需求，規劃地
方教育輔導區教師進修活動、到校輔導等，提升師資培育及地方教育品質。
6.「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推動十年的「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將於 106 學年度起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成為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之其中一項推動方案，未來將保留教專評 10 年成果優
點及經費；提供 e 化平台，減少紙本作業，並簡化行政程序；10 年培訓之各類
人才資格予以保留，並規劃初階、進階人才培訓整併為「專業回饋人員」
，以實
踐取代認證。
7.協助校長落實課程與教學領導 將規劃初任校長導入輔導機制、補助各縣市政府
協助校長及教 師成立跨校專業學習社群，並引進國外具權威性資源辦理國際工
作坊，增加校長校務經營之對話與分享機會，協助校長提升課程教學 領導知
能。
因此，教育部規劃中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預計以自發、互助、共好之概念
給予教師專業成長支持，針對實習生和初任教師提供系統化之教學領導教師機制，打
造客製化的服務，協助增進教學通識技巧，並透過教學領導教師帶領校內教師學習社
群，進行備課、觀課、議課，帶動新進同儕教師專業成長。其也針對年資達 3 年以上
之教師，也朝向給予由下而上的多元專業發展模式包括揪團進修、學習共同體、分組
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學思達、教師學習社群、學校策略聯盟及教學基地學校等更
多的支持，透過持續對話、合作、分享與省思，增進教師學科知識及教學品質，期望
教師專業發展政策更貼近現場教師專業成長需求，建立與教師之夥伴關係。
歷年來教育部推出許多教育政策，並對下級單位做出不少行政指導，這些由上而
下的政策指導或多或少影響了基層學校校務發展與正常教學。其中，統合視導與中小
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就是備受批評的兩項政策。相較於增加教學現場壓力與額外負擔
的擾民政策，長期以來，讓基層教師有感的教育施政卻不多。此次教育部明確回應教
師組織訴求，宣布讓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退場，是近年來最讓第一線教師有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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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鑑制度是以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看待教育的產物，以美國為例，從 1980
年代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執政時期開始就鼓吹引進市場機制以挽救美國的教
育競爭力，到了 2002 年布希（George Walker Bush）任內更簽署「有教無類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Public Law 107-110）
，宣稱「不讓任何孩子落後」
，卻無
視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階級、社區與家庭因素，直接將學生學業成績與學校辦學績效
掛勾，甚至任由績效落後的學校退場，以「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
從而衍生許多問題，可謂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的極致。
台灣的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之所以能延續 10 年之久，關鍵在於歷任部長
杜正勝、鄭瑞城、吳清基、蔣偉寧、吳思華、潘文忠等 6 任教育部長，都認為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與教育品質，也因為這樣的認知，教育部、各縣
市教育局處均十分重視參加教師評鑑的校數與教師人數，並以此當作衡量教育品質良
窳的重要指標。直到 10 月 4 日的教育部新聞稿都還宣稱：教師專業評鑑推動至今，105
學年度已有 21 個縣市、2,483 校（佔全國校數比例為 63.41%）
、7 萬 5,676 名教師（佔
全國教師人數比例為 37.24%）參與，校數及教師數均逐年增加。
然而，以統計數據評價教師評鑑，並無法掩飾教師評鑑存在的本質問題。究竟引
進此一教師評鑑系統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與教育品質的依據何在？如果評鑑有助於提
升教育品質的假設為真，為何只能獨尊教育部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度」？官方又
該如何證明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老師確實比未參加者專業？教師除了參加官方指
定的系統，難道沒有其他提升教師專業素養的途徑？
反過來說，如若官版教師評鑑系統造成的紙上作業、形式主義、績效主義、造假
文化確實本末倒置、影響教師正常教學，就算全國多數學校與教師都參加了教育部的
教師評鑑系統，又能藉此說明什麼？如果此一系統真的有助於提升教育品質，教育部
又為何願意轉型？教師素質是影響教育品質的關鍵，如何有效提升教師專業素養深受
各國關注，教育部宣告改以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取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觀念與做
法符合國際趨勢。
過去幾年，一度曾是國際教育顯學的教師評鑑制度其實已經退燒，以 2016 年 3
月 在 德 國 柏 林 舉 辦 的 國 際 教 學 高 峰 會 議 （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STP）為例，討論主軸為「教師專業進修與成長：創造達到卓越學習成果
之優質教學」
，與會各國聚焦的不是如何評鑑教師，而正是如何尊重教師專業自主、強
化教師專業地位、支持學校、教師對提升教學品質的策略與作法、減少行政部門干預、
引進教師組織參與教育決策。
至此，期待放棄官式評鑑系統的教育部，也應翻轉原先的行政思維，改變由上而
下的決策模式，揚棄績效主義迷思，才能建構貼近現場需求的專業成長支持系統，真
正把教師專業自主權還給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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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評估
一、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評估現況
江嘉杰（2014）針對國內外學者所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層面進行分類彙整，綜
合學者提出的觀點，將研究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層面歸納為「共同願景和目標」、「專
業省思與對話」
、
「協同合作」
、
「分享教學實務」
、
「專注學生的學習」等五項主要層面。
然而，在「行政支持」、「持續改進」與「檢視結果」則較少提及。於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轉型為支持系統之後，關於教師專業發展的檢核與改進亦轉型成輔導取代評鑑。
目前我國在教師專業發展相關資源共享平台，負責人才培訓、教師專業發展資源
共享，以及教師專業發展專案經費的申請、審核、與成果分享，其在中央由教育部建
構｢師資培育資源整合平臺」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
，而在新北市有｢新北市三
級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平台」。
再者，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效評估，有教育主所主編之<中小學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手冊>中所附之「專業學習社群評估指標及自評工具」
（詳如附錄 1）
。該評估工
具有「共同願景」
、
「協同合作」
、
「共同探究」
、
「實踐檢驗」
、
「持續改進」
、
「重視結果」、
「社群運作」、「行政支持」等八個評估項目，目前各縣市如桃園市、新竹市、台南市
與高雄市採用此工具進行專業社群的成效評估；另新北市針對三級教師專業社群的審
查則採線上由支持團隊成員審查為之。
然而，在教育部所主編之「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中也提到有關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成效的評估，可採用多元方式，如使用量表、檢核表，訪談焦點團體，方
析學生學習成果，觀察教學表現，或評量教學檔案等，也從以下列五個層面來蒐集相
關資料作為社群成效評估的佐證：
1.是否符合專業學習社群的特徵？
2.社群成員對於「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安排的活動是否滿意？
3.社群成員是否學到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安排的學習與成長內容？
4.社群成員是否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學習的內容應用於教學實務中？
5.「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於學生學習成效是否有助益？
在 105 年度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優良社群甄選計畫中，針對社群的平
選規準，則分成教專社群理念、團隊共榮與社群經營、社群成果與實踐推廣三大面向，
每一面向皆有評選規準如下：
1.教專社群理念
1-1 重要性：能清楚陳述教專社群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
1-2 關聯性：能掌握教專社群與教專的關聯
1-3 價值性：能呈現教專社群的特色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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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隊共榮與社群經營
2-1 確實性：能規劃與發展具特色之教專社群
2-2 合宜性：能依實際需要進行教專社群任務與分工
2-3 發展性：能運用教專社群的組織、運作與實施策略(結合教學觀察、教學檔
案及學生學習評量機制)
2-4 永續性：能經營出具永續發展的教專特色社群
3.社群成果與推廣實踐
3-1 覺察性：能針對教專社群指標呈現社群成長或問題
3-2 清晰性：能清楚描述資料並分析(質性資料蒐集、量化資料)
3-3 脈絡性：能呈現教專社群故事、短片或行動研究探究
3-4 洞察性：能分析、解釋教專整體社群特色之運作成果
二、英國倫敦領導學習中心與社群成效評估
倫敦領導學習中心是英國最大的高等教育中心，負責教育領導、創新和影響方面
的研究、開發和教學。其位於倫敦大學學院教育學院（IOE）的學習和領導部門內，
並提供各領域領域的專業知識。其成立的目的如下：
1.發展關鍵性：建立以證據為基礎、理論為基礎、創新的政策和實踐方法。
2.深化學習：拓寬視野，建立理論、政策和實踐的聯系。
3.培養合作：鼓勵學習者社區內和社區之間的共同思考。
4.啟動知識：開發和調動組織和系統內的知識和理解。
5.增進公平：促進對公平和社會正義的理解和行動。
專業發展質量標誌(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Mark, PDQM)是英國倫
敦領導學習中心(London Centre for Leadership in Learning, LCLL)針對英國各級學校包
括教學學校、學院、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所提供用來提高專業發展的策略領導能
力的發展架構。
PDQM 提供一個來發展和提高專業發展的戰策略領導能力的架構，使組織能够提
供對教學、學習和幸福有影響的高品質專業發展機會。亦能夠有效地被新的和已建立
的 PD 領導人最為稽核工具，用以評估他們自己的 PD 方法的質量，並確定進一步改
進的方法。
依據倫敦領導學習中心所述，參與 PDQM 的學校與組織其優點如下：
1.提高其專業發展領導策略的質量。
2.為員工提供專業發展服務和機會，從而改善學生學習的進度措施和成果，同時
加強對關鍵員工的保留和招聘。
3.完成自我評估架構，使他們能夠反思自己的績效評估實踐，突顯強項和發展領
68

域。
4.根據 PDQM 標準進行驗證，以達到青銅（開發）
、銀（增強）、金（嵌入）或白
金（創新）標準。
然而，學校或組織申請 PDQM 的優勢如下：
1.驗證了專業發展策略方法的質量。
2.使學校/組織能够根據既定標準衡量其專業發展規定的質量，並製定個性化的改
進計畫。
3.領導者與組織成員有機會就學校/環境中專業發展實踐的質量和影響進行有意義
的專業對話。
4.申請的學校將接受 UCL/IOE 品質保證驗證人員的 3 小時訪問。
5.經過驗證後，學校將收到一份詳細的評估性報告，其中序明了學校/環境中專業
發展質量和影響持續改進的優勢和領域。
6.經驗證，能够證明達到 PDQM 認可標準的學校/機構將獲得青銅、銀、金或白金
獎證書和個性化的牌匾。
7.獲得黃金或白金標準的學校的 PD 領導有資格培訓成為 PDQM 核查員。
專業發展質量標誌（PDQM）針對自我評估量表，其架構有 4 個「向度」的策略
來制訂改進行動計畫：1.專業發展的領導者；2.高品質專業發展；3.評估專業發展的影
響；4.合作和夥伴關係。每一個向度各有四條「發展鏈」
：1.願景；2.文化；3.策略和政
策；4.最佳價值；每一條發展鏈有 3 個「標準」：1.開發；2.增强；3.嵌入式。
依上述各相關評估向度與指標，研究者針對 LCLL 專業發展質量標誌，從｢專業發
展的領導者」、｢高品質專業發展」、｢評估專業發展的影響 」、｢ 合作和夥伴關係」等
四個向度進行討論如下：
（一）專業發展的領導者
專業發展質量標誌評估表針對學校或組織的各級領導人，從願景、文化、
策略以及最佳價值進行評估。就願景而言，無論是學校領導人或是社群領導人，
一致的願景是為學童帶來正向的影響與開發潛能，而其文化則是在領導者的支
持下，組織成員參與並一同承擔社群的運作與迎接創新的風險，而且視專業發
展為一個持續的過程。
對於策略的擬定，考慮有關成員的需求、訊息的提供與績效的管理；也其
依照資源提供的優先順序與共享、以及專業知識的共享與策略聯盟的建立，都
有其品質的要求與控管。
（二）高品質專業發展
專業發展質量標誌評估表針對學校或組織的專業發展的品質，從願景、文
化、策略以及最佳價值進行評估。就願景而言，專業發展的目標是同時滿足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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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團隊與組織的需求，並且以學生的需求與相關數據為依據來改進。於文化
方面，專業發展的方向與學校優先發展事項息息相關，將每一位成員視為是知
識學習者，並且對於專業發展有共同的理解、反思、分享與機會。
對於策略的擬定，學校的領導者將人視為是知識資本，招募時以兒童、青
年的利益考量為優先。學校對於專業發展提供畜疫的時間分配，以符合組織成
員的需求。對於專業發展的規劃，也策略性的規劃個別性的專業發展活動，並
且結合內外部的機會與檢核機制。最後，學校為專業發展提供最佳價值的時間
與資源分配，並進行相關的行動研究。
（三）評估專業發展的影響
專業發展質量標誌評估表針對專業發展對學校與組織的影響，從願景、文
化、策略以及最佳價值進行評估。就願景而言，組織能理解專業發展應該對教
學與學習有所影響，而各項專業發展活動對於學校、組織以及個人的成長有正
向的影響；當然，這些影響是否改進了教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與組織的成長，
也必須透過反思、評估與有效的分析，並以學生的回應為核心目標。
就文化而言，大家都有所共識，認為影響的評估，可以促進學習社群的發
展，領導者也藉由授權賦能讓同仁能及時評估與反應，專業發展對學生學習的
影響；同時，在這組織中，每一位成員都是反思的實踐者，並共同的支持彼此
所在的學習社群。
就發展策略而言，組織對於專業發展活動展開前，即有明確的目標與預期，
同時對於專業發展活動進行形成性評估；同時，對於專業發展的影響評估，是
有結構化與計畫性的，領導者以此評估來支持與改進專業發展的實踐策略。
最後，運用質性與量化的證據，來評估專業發展的質量與有效性，並依據
結果來分配予調整相關資源；透過與其他學校、組織形成策略聯盟，共享彼此
的研究數據與資源，藉此提昇專業發展的最佳價值
（四）合作和夥伴關係
專業發展質量標誌評估表針對與合作夥伴的關係，從願景、文化、策略以
及最佳價值來進行評估。就願景而言，學校、組織與合作夥伴，一同參與專業
發展活動，其共同願境就是改善青少年、兒童與相關者之學習成效；再者，學
校是專業發展網絡的一部份，彼此共享知識與資源，以期建構專業發展的系統
永續性。
就文化而言，與合作夥伴彼此採開放的態度，一同探索創新的專業發展方
式，並持續進行上述的努力，以求更廣泛的影響專業學習社群。
就策略而言，學校與組織運用適當的專業知識與資源，提供成員與合作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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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專業發展的機會；策略聯盟透過專業發展的活動，來一同致力於提升個人、
團隊與組織的能力，並以此為專業發展的重點。
策略聯盟的夥伴關係，一同承擔改進、創新與注重組織優先事項所帶來的
風險，並且顯示專業發展的計畫所帶來的資源效益。藉由合作共享的專業發展
活動來為成員、組織與學校以及所有的學習者提供綜合性的支持，讓專業發展
產生價值性的綜效。
三、我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評估與 LCC 社群成效評估之分析
我國所推動的專業社群評鑑 LCC 的社群成效評估，經分析有其異同之處：
（一）相同之處
1.社群成員彼此有共同的願景與發展目標
2.透過社群領導人領導力的發揮，引進多元資源並進行整合
3.社群成員積極參與，並共同承擔社群的運作與發展
4.經由反思與回饋，著重社群與成員的專業發展歷程
5.社群發展成果與學生學習成效相連結
6.社群發展符應社群成員個人專業發展需求
7.以行動研究，展現社群成果
8.推展策略聯盟，建構平台共享資源與成果
（二）相異之處
1.LCC 的每個向度，皆以願景、文化、策略與政策，以及最佳價值為標準，
進行各細項之評估。
2.社群的發展，不僅僅只有共同的願景與相同的目標，更透過社群領導人來
規劃有關發展目標、績效管理、改進計畫與優先推動事項之縝密發展計
畫。
3.學校或組織對於社群領導人領導力的培養，視為是社群發展之優先事項。
4.除了支持型的學習型組織文化外，社群成員有意識的，對於創新實踐，也
願意承擔隨後帶來風險。
5.著重於社群發展歷程中，組織與成員訊息的搜集，並定期地進行內部審池、
研議與評估，以作為動態修正的依據。
6.社群發展計畫的擬定，考量了組織發展目標與成員個人發展目標之關聯性，
並力求與學生的學習成效提升相連結。
7.資源的整合與分配，不是植基於學校或社群領導人的個人判斷，而是透過
內部的資訊搜集與調查，經由分享與討論，作為未來資源有效分配的依
據。
8.學校及社群領導人，透過實證資料的分析，並依其結果調整行動策略。
9.行動研究不僅僅是為了將專業發展成果應用於實務，更提升其視野與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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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整個社群的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有效連結，提供更客觀的資訊與改
進策略。
10.策略聯盟講求在地化的資源共享，並建構網絡與支援平台，分享來自於公
共資源的知識經驗與資源，達成集體智慧與資源的轉化，以支持學校、組
織與社群的永續發展。
綜上所述，就 LCLL 所發展的專業發展質量標誌評估系統而言，除了內部自我針
對各向度的評估之外，最重要的是藉由外部的資源來檢核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成效，
以及與學生學習的連結性和相關影響，最重要的是講求發展計劃與行動策略的擬定，
並透過客觀資訊與實證的研究，進行滾動式的修正，以讓社群的發展符應最新的現況。
再者，LCC 社群發展評估系統，依循著自我意願來申請認證，同時也能讓學校或
組織中的社群領導人被看見，而成為更高階的策略聯盟領導人，以及升格擔任認證委
員。此系統就像新北市三級教師社群，能由最初級的學習社群，自願性的邁向教師社
群，經由支持團隊成員的探訪與評估，進而成為貢獻平台與策略聯盟的領導者。
因此，如果我國能研擬社群專業發展質量標誌評估系統，就如同我國教育部現行
所推展的領導卓越獎、教學卓越獎、優質學校、空間美學等相關認證系統，其所帶來
的效益，不僅能讓專業社群的發展與努力獲得肯定，並且能夠展現專業發展成效的亮
點與價值，並與資源效益投入相結合，以追求社群專業發展的永續成長。

柒、結語
本文從英國倫敦領導學習中心所發展之「專業發展質量標誌」認證制度，再針對
我國教師專業社群發展之成效評估相比較，並綜合相關文獻所得之啟示如下：
一、教師專業社群的建構，其憑藉著共同願景與組織文化的支持，依循著良好的策略，
並追求最佳價值，以健全社群發展體質。
二、教師專業社群的發展，藉由研擬縝密的計畫，透過創新作為與實踐成果，社群領
導人與成員勇於承擔風險，藉由適度的績效管理，以符應社群發展計畫。
三、教師專業社群領導人的培育，將其列為社群發展的優先考量，藉由雁行理論的發
揮，培養社群成員的領導力，讓人人都得以成為社群領導人。
四、教師專業社群憑藉著專業對話、資源共享，並透過行動研究搜集資訊，並加以分
析進行社群發展動態調整，以因應教育環境的變化。
五、教師專業社群運用集體智慧，轉化成果為可用資源，專注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
適性輔導，並共同為社群永續發展而努力。
近日台北市與新北市接連宣佈暫停校務評鑑，新北市教育局張明文局長指出：
「學
校評鑑就像全身健檢，包括課程教學、學生訓育、校長經營、教師專業發展及社區互
動等評鑑主題，幫助學校自我檢查，其實是件好事。目前不是要全盤放棄檢查，而是
改成無痛健檢，利用科技解決問題」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停辦校務評鑑後，轉型為輔
導支持系統，將有效協助學校依據條件差異，創造學校個別特色品牌（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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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4）。
同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也於 106 學年度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從上述
二項評鑑政策與系統的轉型，代表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的籌組，有賴於學校自發性推
展教師專業發社群，以及教師自願性參與教師專業發展，如此才能透過專業發展的共
同願景，行政的支持與資源的整合，教師經由專業發展社群運作進行協同合作、共同
探究，讓每一位社群成員都有機會成為領導人，並與他校的社群成立策略聯盟共享資
源，再藉由評估工具進行實踐檢驗，重視透過內、外部評估與檢視的結果持續改進，
以期待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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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nge and Skewness are two basic but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an introductory-level
Statistics course.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research results on Range and Skewness by
firstly re-examining their definition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relevance of these two
measures using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In particular, the definition of Range is
extended when considering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prices of a financial asset in a trading
day. The extended version of Range may better reflect the true dynamics of asset price
volatility. On the other hand, one common rule of thumb about Skewness is shown to hold
under two conditions – when the data is both continuous and uni-modal. These two
conditions are, however, sometimes neglected in Statistics textbooks. A survey data and a
1-minute return data are shown to be the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Keywords: Range, Skewness, High-frequency Data, Price Volatility, Surve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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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In an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course, Range and Skewness are two commonly
encountered concepts and are routinely used in data analysis. Range, as one measure of
dispersion for a data, is usually introduced after Varianc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Range
may be given less emphasis than Variance or Standard Deviation, and students or even
lecturers would consider i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concept because it is easy to calculate. On
the other hand, Skewness has a more complicated definition and is related to the
higher-order moments of a data. When Skewness is equal to zero, the distribution of data is
symmetric; if Skewness is positive, the three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are such that
Mean
Median
Mode, and vice versa when Skewness is negative. This is a
well-known rule of thumb documented in many textbooks.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new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properties of Range and
Skewness using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R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measure for
financial data, and is commonly manifested in the Open, High, Low and Close (OHLC)
prices for a stock or a financial asset in a trading day. Stock exchanges and on-line trading
platform routinely publish the OHLC data on a daily basis; daily Range of stock price
therefore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as a measure of stock price volatility. For example,
Alizadeh, Brandt and Diebold (2002) use a Range-based method to estimate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 Christensen and Podolskij (2007) develop a Range-based estimator for
Integrated Variance of the underlying price process; Chiang and Wang (2011) use a
Range-based approach to evaluate volatility contagion; Corwin and Schultz (2012) propose
to estimate bid-ask spreads from daily high and low prices; see also the discussion in Nieto
(2018) and Li, Lambe and Adegbite (2018).
The role of Skewness has been investigated in the context of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as well. Neuberger (2012) gives a new measure called Realized Skewness constructed
from intraday, high-frequency returns, which is an unbiased estimate for the third moment
of long-horizon returns. Subsequently, Realized Skewness is shown to carry significant risk
premium for S&P 500 Index (Kozhan, Neuberger and Schneider 2013) and can have
predictive power for cross-section of equity returns (Amaya, Christoffersen, Jacobs and
Vasquez 2015).
For an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course, the aforementioned studies are certainly beyond
the course scope and the capacities of students. Nevertheless, using 1-minute price and
return data,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definitions of Range and Skewness and produce useful
research results which can be easily appreciated b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Specifically, the
definition of daily Range is simply given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est
and
lowest

prices for a trading day ; in this paper this definition is modified by identif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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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ings of the highest and lowest prices and the length of interval between these two
prices is used to normalize the daily Range value. In other words, the usual definition of
daily Range implicitly assumes that the interval between
and
is one, whereas in fact
they can happen on very different times in a trading day. This normalized version of daily
Range is an innovation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is the first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The second contribution made by this study is to confirm the observation in Hippel
(2005) that the simple rule about Skewness only holds under some conditions: when a data
has positive Skewness, the relation Mean
Median
Mode holds and vice versa for
Skewness
0. Two conditions are, however, required here for this relation to be always
valid – the data should be continuous, instead of discrete, and should have one single Mode.
Hippel (2005) points out that these conditions are not given enough emphasis and
sometimes totally neglected by some Statistics textbooks. In this study, a survey (discrete)
data is firstly used to show an exception to the above rule; the same observation can be
made when analyzing 1-minute return data where there are many values of zero due to no
change of prices in these 1-minute intervals.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1-minute,
high-frequency price and return data. Section 3 presents the normalized version of daily
Range and Section 4 illustrates an exception to the simple rule about Skewness. Section 5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of the two modifications on Range and Skewnes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Section 6 concludes.

2. High-frequency SPY Data
In this study, the data considered is the high-frequency, intraday traded prices of
Spyder (SPY) sampled at 1-minute frequency. SPY is an exchange traded fund tracking the
performance of S&P 500 Index, and can be traded like stocks in financial markets. The
traded prices of SPY are downloaded from the Trade and Quote (TAQ) database of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SPY data is given by Tsai and
Shackleton (2016). The sample period is from Jan/02/2002 to Apr/30/2010, with a total of
2,076 complete trading days. In NYSE, a typical trading day has 6.5 trading hours or 390
minutes and as a result there are 2,076
391 = 811,716 1-minute SPY price values in the
sample. The SPY returns of the -th interval on day
are calculated using the
log-difference of price:
,

ln

,

ln

,

.

(1)

Figure 1 shows the time series of 1-minute SPY prices and returns. It can be seen that
SPY price shows an upward trend toward year 2007, but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dampens the price to a level lower than that of 2002. Correspondingly, the SPY 1-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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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can be larger than 1% during the turmoil period. Table 1 repor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for the 1-minute SPY returns; the Mean value -2.19E-07 is small and negative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5.88E-04. Skewness of 1-minute SPY returns are positive
(0.1128), and Kurtosis (46.0855) is very large relative to that of a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Median 1-minute return is zero, and the Maximum (2.63%) and Minimum (-2.67%) are
both in the crisis period 2008. Finally, out of the 2,076
390 = 809,640 1-minute SPY
returns, 10.90% are exactly zero.
3. Range of Intraday Price and an Extension
To obtain the Range of 1-minute SPY prices for the 2,076 days in the sample, the
single-column price series is transformed into a matrix with the -th interval in row and
day in column , where
1, 2, … 391 and
1, 2, … 2076. The value of Range for
day is then given by the difference:
∈ …

,

∈ …

(2)

,

Figure 2 shows the daily series of Range for 1-minute SPY prices; it can be seen that
Range is indeed a good measure of price volatility, which has larger values during the crisis
period 2008 and 2009. Table 2 repor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daily R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daily Range has a positive Skewness (2.8513) and appears to have a single
mode. The Mean value 1.5293 is larger than Median 1.2500, which in turn is larger than
Mode 1.0000. The daily Range can be as large as 9.6600, and as small as 0.3200.
The daily Range values do not contain information on during which interval of a
trading day the Maximum
, and the Minimum price
, occur. When this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questions such as what is the length of interval between
,
and
, can be answered. Denote the time at which
, and
, occur by
and
In either case,

respectively; for any day , it can be that
is the length of interval between
, and

,

or
:

.
Given the measure

.

(3)

, a modified version of daily Range can be constructed as:
/

In (4), the daily Range

is standardized by

(4)
since under the basic

assumption that price follows a Brownian motion
, the distribution of
~ 0,
is Normal with zero Mean and Variance . Consequently, for two points in time
and ′,
the random variable
′ has an
0,
′ distribution for
′; see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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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kosch (1998)1.
Table 3 repor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value of time interval between
minutes. The Maximum value of

with the unit of one day. Thus, the Mean

and
is 0.6295 day, or equivalently about 245
is 1.0000 day, suggesting that
, and
,

can happen on the very first and last price records in a trading day. This is also the Mode of
– there are 18 such days in the sample. Importantly, the Minimum value of
is 0.0154,
or a six minute interval. Figure 3 plots the daily series of , which appears to be very
random with little auto-correlation over time.
With the interval measure

, the modified Range can be computed and its summary

statistics are given in Table 2. The modified Range has a larger Mean (2.0513) than that of
Range, and larger Median (1.6976) and Standard Deviation (1.3931) as well. In fact, all
reported summary statistics are larger than those of Range except the Mode. This is an
expected result, as the original definition of Range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the Maximum
, and the Minimum price
, occur within the interval of a trading day. In
other words, the original Range values are underestimated as a proxy for daily price
volatility. In the bottom panel of Figure 2,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odified Range displays
not only a higher level but also a higher degree of variability than the original Range.
In Financial Econometrics, taking logarithm of volatility has been shown to be useful
in highlighting many important aspects of price volatility 2 . Empirically, Andersen,
Bollerslev, Diebold and Ebens (2001) show that the Realized Variance (RV) measures
constructed from high-frequency squared returns are, after taking logarithm, close to
Gaussian. Table 2 thus also presen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log-Range and log of
modified Range. It can be seen that although the Jarque-Bera (JB) Test for Normality is still
rejected for all four versions of Range, the two log versions are much close to Gaussian
with the JB Test statistics 59.86 and 74.62 respectively.
There are 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modified Range and the interval
measure . For example, do larger values of Range tend to associate with larger values of ?
This question can be answered using a contingency table and the inherent Chi-Square Test.
than
or vice
Another question is that are there more cases of
versa? Consequently, are the values of Range larger than its Mean when
or
when
? The time-series properties such as th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ACF)
of Range and modified Range can also be studied. These important questions should
provide new insights on the usefulness of modified Range, and will be pursued in a future
The value of daily Range
can also incorporate the movement due to jumps; this will be left as a
future research topic.
2
For example, the improvement of model fit by the EGARCH model of Nelsen (1991) over GARCH and the
standard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 of Taylor (198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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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4. Skewness: the Rule of Thumb and Exceptions
In this Section the focus is shifted to the simple rule related to Skewness that:
0
, if

0

(5)

0
Hippel (2005) highlights that this relation is sometimes given without a careful explanation;
many of the 18 textbooks reviewed in Hippel (2005) “… typically state this rule without
qualification, and some … indicate that it “always” holds.” According to Hippel (2005),
violation of this rule is not at all uncommon especially for discrete data distribution.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Median of a discrete data can be a repeated value, and as a
result the proportions of data to the left and right of Median are not equal. This empirical
feature will be illustrated below using two discrete data.
As the first illustration, Table 4 repor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response scores from
a survey, which is about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 on Statistics in the previous semester;
see Appendix A for details. There are 22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For question I,
III, IV, V, VI and VII, students use score 1 to 5 to indicate they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statements in these questions, with 1 being “highly agree” and 5 being “highly disagree”. It
can be seen that for all questions in Table 4, the response scores have positive Skewness;
however, for question VII, the relation that Mean
Median
Mode does not hold. The
Mean value 1.952 is slightly smaller than Median 2.000.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out of
the 22 students five respond with a score 2, which results in unequal proportions to the left
and right of Median. As can be seen from Figure 4, the histogram of scores from Q.VII,
there are 10 counts of score 1 but only six counts for scores above the Median value 2. This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matches the example of Figure 2 in Hippel (2005).
The second illustration is given by 1-minute SPY returns data. For each day in the
sample, the Mean, Median and Skewness of 1-minute returns , are calculated. Logical
comparisons such as Skewness > 0 and Mean > Median are made in Table 5. For all 2,076
days in the sample, there is no day with Skewness = 0, nor does any day see Mean =
Median. In Table 5, “Skewness > 0” and “Mean > Median” are denoted by event A and B,
respectively. It can be seen that 1,036 days have positive and 1,040 days have negative
Skewness for the 1-minute SPY return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ore days (1,124 or
54.14%) with Mean > Median for the 1-minute SPY returns. When event A is true, i.e.
under days with positive Skewness, there are 740 days with Mean > Medi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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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is therefore 71.43%. The corresponding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 ′ , that is, the proportion of days with Mean < Median when Skewness is
negative, is a lower 63.08%. These findings ar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when Skewness is
positive, there are 28.57% of days that do not have Mean > Median for the 1-minute SPY
returns. A similar statement can be made when Skewness is nega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 for the violation of rule in (5), Table 5 also reports the
average proportions of zero 1-minute returns for days in (A ∩ B), (A′ ∩ B′), (A ∩ B′) and
(A′ ∩ B), which are 11.35%, 10.96%, 9.85% and 10.76% respectively. Given that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zero 1-minute returns across all 2,076 days in the sample is 10.90%, it
is not obvious how variations in the proportion of zero returns may cause the violation of
(5). The last two rows of Table 5 report the average proportions of 1-minute returns smaller
and larger than their corresponding Medians on day , respectively under the four scenarios
(A ∩ B), (A′ ∩ B′), (A ∩ B′) and (A′ ∩ B). An immediate result is that the values from these
two rows do not sum to 100%, suggesting that on average the Median value of 1-minute
SPY returns account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otal frequency. Secondly, the reported
propor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our scenarios; in particular, under (A ∩ B′), i.e. when
Skewness is positive but Mean < Median, the proportion of 1-minute SPY returns to the left
of Median is, on average, greater (46.60%) than that to the right (44.27%). Similarly, under
(A′ ∩ B), the Skewness is negative but Mean > Median and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higher proportion 46.16% of returns to the right of Median than the 43.64% to the left.

5. Discussion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of the above results on Range and Skewness in the
context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addition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n Range given in
Section 3, two important topics are worth future research efforts. The first is the study of the
covariance between Range and modified Range with respect to RV, the Realized Variance.
This topic is of special interest because both Range and RV are good estimators of price
volatility over a trading day , and also they are straightforward to calculate. Some of the
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modified Range can be shown to match those of RV, or better match
can be
those of RV than Range. Another application is to see how daily returns
standardized by suitably scaled Range and modified Range. In the literature of Financial
Econometrics and Volatility, it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that daily returns
standardized
by RV is close to Gaussian (Andersen, Bollerslev, Diebold and Ebens 2001); thus it is of
interest to see if the standardization by Range or modified Range can produce a similar
result.
For the findings about Skewness in Section 4, the implication is on the teaching of
discrete and continuous data. This important distinction of data types is usually not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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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emphasis when data collection or sampling is introduced in the beginning of a
Statistics course. Hence, the results in Section 4 on Skewness should serve as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teach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screte and continuous data, since the
violation of the rule in (5) is much more common for discrete data. In particular, the fact
that the Median of a data can itself be repeated values and thus occupy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otal frequency is only possible for discrete data, but not for continuous data.
The results in Section 3 and 4 on Range and Skewness are obtained using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which is less conventional for a Statistics course at
introductory level. Nevertheless,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computing facility, students
nowadays should have little problem in handling with high-frequency data. Indeed, the
above results can be verified conveniently in a high-frequency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 1-minute SPY prices and returns can be sub-sampled or aggregated into 2-minute,
5-minute or 10-minute prices and returns. It is then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the results for
1-minute data still hold at lower sampling frequencies. Specifically, the large proportion of
zero 1-minute returns may cease to exist for, say, 5-minute returns, because it is much less
likely that price remains unchanged over a 5-minute interval than a 1-minute interval.
Through these exercise, students therefore will develop a good sense about the empirical
features of financial data. Moreover,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rite and use simple
codes to process the data. More sophisticated programming languages such as Matlab can
be introduced. All of these can be achieved by giving students a list of tasks in a computer
workshop. Appendix B shows the tasks and instructions for students in two such workshops.
The above discussion suggests that indeed, as expected by the conference to which this
paper is submitt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or the contributions made in this paper
are not confined to either teaching or research, but both. Students of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courses should find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 straightforward extension to the
basic definitions and concepts of Range and Skewness. This should help them appreciate
the usefulness of the basic statistical concepts and tools, which in turn would motivate them
to raise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s and ultimately benefit the lecturer or instructor.

6.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some new results about Range and Skewness are presented by extending
or re-examining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two concepts. Using the 1-minute, high-frequency
price and return data, it is shown that a refined version of Range may better reflect the true
price volatility for a trading day , and that the simple rule of thumb on Skewness fails to
hold for about 30% of days in the sample period. The modified Range is an innovation to
the literature, which would potentially improve many existing Range-based methods. The
illustration on Skewness serves as a suitable point for introduc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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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ete and continuous data. Thus,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not only offer new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price volatility, but also are useful for teaching Statistics at
introductory level. In particular, it is recommended to giv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use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data, as the above results are obtained in a high-frequency setting.
Suitable tasks in computer workshops can als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the first step in
coding and programming. This data-driven approach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hould b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enhancing teaching quality, as well as raising lecturer’s research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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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mmary Statistics of 1-minute SPY returns
Mean

S.D.

Skewness

Kurtosis

-2.19E-07

5.88E-04

0.1128

46.0855

Median

Maximum

Minimum

% of Zero

0.0000

0.0263

-0.0267

10.90%

Table 1 repor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1-minute SPY returns. the Mean value -2.19E-07 is small and
negative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5.88E-04. Skewness of 1-minute SPY returns are positive (0.1128), and
Kurtosis (46.0855) is very large relative to that of a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Median 1-minute return is zero,
and the Maximum (2.63%) and Minimum (-2.67%) are both in the crisis period 2008. Out of the 2,076

390

= 809,640 1-minute SPY returns, 10.90% are exactly zero.

Table 2 Summary Statistics of Daily (Modified) Range for 1-minute SPY price

Mean
Median
Mode
S.D.
Skewness
Kurtosis
Maximum
Minimum
JB Test
-value

Range

Modified
Range

Log-Range

Log-Modified
Range

1.5293
1.2500
1.0000
1.0334
2.8513
16.0322
9.6600
0.3200
1750
< 0.001

2.0513
1.6976
0.7917
1.3931
3.0420
18.3390
16.1890
0.3909
2355
< 0.001

0.2621
0.2231
0.0000
0.5494
0.3989
3.2355
2.2680
-1.1394
59.86
< 0.001

0.5582
0.5292
-0.2336
0.5435
0.4127
3.4261
2.7843
-0.9392
74.62
< 0.001

Table 2 repor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Range and modified Range for 1-minute SPY prices. Daily Range
has a positive Skewness (2.8513). The Mean value 1.5293 is larger than Median 1.2500, which in turn is larger
than Mode 1.0000. The daily Range can be as large as 9.6600, and as small as 0.3200. The daily modified
Range sees all statistics larger than Range except for the Model. This is an expected result, as the original
definition of Range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the highest and lowest prices occur within a trading day. The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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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olumns report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log-Range and log of modified Range. Although the Jarque-Bera
(JB) Test for Normality is still rejected, the two log versions are much close to Gaussian with the JB Test
statistics 59.86 and 74.62 respectively.

Table 3 Summary Statistics of Interval Measure
Mean

S.D.

Skewness

Kurtosis

0.6295

0.2589

-0.4266

2.0540

Median

Maximum

Minimum

Mode

0.6744

1.0000

0.0154

1.0000

Table 3 repor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of
245 minutes. The Maximum value of
sample. The Minimum value of

with the unit of one day. Thus, the Mean value 0.6295 is about
is 1.0000 day, which is also the Mode – there are 18 such days in the

is 0.0154, or a six minute interval.

Table 4 Summary Statistics of Survey Scores

Mean
Median
Mode
Skewness
Kurtosis

I

III

IV

V

VI

VII

2.300
2.000
2.000
0.424
-0.105

2.636
2.500
2.000
0.338
-0.463

2.318
2.000
2.000
0.272
-1.145

2.273
2.000
1.000
0.784
-0.830

2.091
2.000
1.000
0.958
0.699

1.952
2.000
1.000
1.161
0.839

Table 4 reports the summary statistics f response scores from the survey in Appendix A. There are 22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For question I, III, IV, V, VI and VII, students use score 1 to 5 to indicate they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statements, with 1 being highly agree and 5 highly disagree. For all questions in
Table 4, the response scores have positive Skewness, but question VII has Mean value 1.952 which is slightly
smaller than its Median 2.000.

Table 5 Proportion of Days with Skewness > 0 and Mean > Median

No. of Days
Proportion
No. of Days
Proportion*
Pro. of Zeros
< Median
> Median

Event A:
Skew > 0

A′

Event B:
Mean > Med.

B′

1036
49.90%

1040
50.10%

1124
54.14%

952
45.86%

A ∩ B

A′ ∩ B′

A ∩ B′

A′ ∩ B

740
71.43%
11.35%
43.82%
45.30%

656
63.08%
10.96%
45.26%
44.19%

296
28.57%
9.85%
46.60%
44.27%

384
36.92%
10.76%
43.64%
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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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ll 2,076 days there is no day with Skewness = 0 and Mean = Median for the 1-minute SPY returns.
“Skewness > 0” and “Mean > Median” are denoted by event A and B. There are 1036 days (49.90%) with
positive Skewness for the 1-minute SPY returns. When event A is true, there are 740 days with Mean >
Median.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

is therefore 71.43%. The corresponding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 ′ is a lower 63.08%. Table 5 also reports the average proportions of zero 1-minute returns for days in
(A ∩ B), (A′ ∩ B′), (A ∩ B′) and (A′ ∩ B), The last two rows report the average proportions of 1-minute returns
smaller and larger than their corresponding Medians on day , under the four scenarios (A ∩ B), (A′ ∩ B′),
(A ∩ B′) and (A′ ∩ B). The reported propor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our scenarios; for example under (A ∩
B′), the proportion of 1-minute SPY returns to the left of Median is, on average, greater (46.60%) than that to
the right of Median (44.27%).

Figure 1. 1-minute SPY Price and Return, Jan/02/2002 - Apr/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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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hows the time series of 1-minute SPY prices and returns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Jan/02/2002 Apr/30/2010. SPY price shows an upward trend toward year 2007, but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dampens the
price to a level lower than that of 2002. Correspondingly, the SPY 1-minute returns can be larger than 1%
during the turmoil period.

Figure 2 Daily Series of Range and Modified Range for 1-minute SPY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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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hows the daily series of Range and modified Range for 1-minute SPY prices; Range is a good
measure of price volatility, which has larger values during the crisis period 2008 and 2009. The modified
Range displays this property, and also a higher level as well as a higher degree of variability tha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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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aily Series of Interval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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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highest and

lowest 1-minute prices within a trading day. The series of

appears to be very random with little

auto-correlation across days. However, the Mean value appears to be larger than 0.5.

Figure 4 Histogram of Scores from Question VII of Student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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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s the histogram of scores from Q.VII of the survey in Appendix A. There are 10 counts of score 1 but
only six counts for scores above the Median value 2. The Median itself has five counts, or about 40% relative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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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Survey on Statistics Course
1. From the course in last semester, I can understand why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Statistics.
Use 1 to 5 to answer; 1 means highly agree 5 means highly disagree.
2. During the last semester, I usually spent the following amount of time per week in
studying Statistics:
A.
B.
C.
D.

Less than 30 minutes per week
30 minute – one hour per week
One hour – two hours per week
More than two hours per week

3. In general, I think the content of the Statistics course last semester is difficult.
4. In general, I have learned something useful in the Statistics course last semester.
5. In general, I am satisfied with my final score of the Statistics course last semester.
6. I find seeing the course TA useful in helping me understand the lectures.
7. I think the style of the midterm and final exam is a reasonable design (i.e.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all of the questions.)
8. The biggest difficulty for me to learn Statistics is:
A.
B.
C.
D.

I cannot understand the lecture
I cannot obtain help from my classmates because they are also quite lost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to do Statistics
I am not good at math by nature

9. The reason that I cannot understand the lecture is mostly due to:
A.
B.
C.
D.

The lecture is given in English
Vincent speaks too fast
Vincent speaks too slow
Vincent is not speaking a language from planet Earth but something alien

10. I find the assignments in last semester useful in helping me understand Statistics.
11. My height is: A. below 150 B. 150-160 C. 160-170 D. 170-180 E. above 180 cm.
12. My date of birth is on the A. 1-6 B. 7-12 C. 13-18 D.19-24 E. 25 -31 of a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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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Statistics Computer Workshop Week 3
In this workshop you will compute the highest and lowest prices from intraday 1-minute
price data and apply the concept of Range in understanding price volatility. The price data is
obtained from NYSE database; in U.S., there are 6.5 hours in a trading day which amounts
to 390 minutes.
1. Download the Excel file SPY_range from course website.
2. On worksheet 1, plot the price series using a line chart.
3. On worksheet 2, find the highest price (Max) and the lowest price (Min) of SPY for
each day; calculate Range = Max – Min.
4. Plot the daily values of Range using a bar chart; do you think the Range of price
changes over time?
5. For each day find the values of Index_Max and Index_Min using the built-in function
“= match ( )” in Excel. What does the value of Index_Max mean?
6. Calculate the time between Max price and Min price using the values of Index_Max and
Index_Min. Do you see the highest and lowest prices occur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or
do you see they are usually far apart?
Statistics Computer Workshop Week 6
Download the 1-minute SPY data from Week 3,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tasks:
1. For each day , calculate the 1-minute return using this formula:
,

Note that

ln

,

ln

,

2, 3, … 391.

2. Calculate the mean, median, mode, skewness and kurtosis for

,

.

3. Check when skewness > 0, do you see mean > median? You can use the “ = if
“ function in Excel.
4. For each day,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1-minute returns ,
0 (and also for ,
0
and ,
0) using the “ = countif “ function. Do you think this information helps to
explain the skewness?
5. (Very difficult*) For each day, calculate the longest interval during which we see all
positive 1-minute returns ,
0. Do the same for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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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通識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1

郭俊麟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憲法」在大學法律、政治相關科系是一門基礎必修課程，亦是大學通識教育課
程之一。瞭解憲法原理原則，以及對於人權事務、政治議題的關注，是每位大學生應
具備之基本知識與公民素養。本文以「憲政與國家發展」通識教育課程為例，探討憲
法課程設計與教學，建構創新教學模式。本課程主要以我國憲法內容為授課基礎，融
入民主思想與法學理論，採取問題設計、時事案例分析與分組議題討論之學習方式，
兼顧理論與實務案例分析探討，講授憲法基本原則、基本權與國家政府組織，並輔以
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政案例分析，以及與人權發展有關之重大時事議題等內容。有別
於傳統教師單一講授方式，本課程強調以學生學習為主體，增進學生憲法學習興趣，
激勵學生主動學習動機，採取主題知識講授與分組議題討論雙軌並重，讓學生實際融
入實務案例情境，探索憲法原理與人權議題，熟悉政治制度與政府運作模式，實際運
用所學知識在現實問題的分析與觀察，培育學生民主素養與分析能力。憲法是一門跨
領域學科，並具有豐富的知識內涵，包括新增的實務見解與大法官會議解釋等，在課
程永續經營上，需要持續更新與蒐集教學素材，連結日常生活與民主憲政、人權事務
之關係網絡，引領學生深入議題探索，活用憲法知識，掌握國家社會發展脈動。
關鍵字：憲法、課程設計、創新教學、分組討論、通識教育

1

筆者由衷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架構與內容之寶貴建議，使本文得以更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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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 i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in the Department of Law and Politics
of the University. It is also one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he university.
Understanding the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s well as concerns about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political issues, is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citizenship that every college
student should posses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aught by the author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design and teaching of constitutional curriculum and construct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This course takes the content of our constitution as the basis of teaching, integrates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law, adopts the learning method of problem design, current
case analysis and group discussion, takes into accoun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ase
studies, and teaches the basic principles, basic rights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t is supplement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eting of the Chief Justice, the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cases, and major issues of current affair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of traditional teachers, this course
emphasizes student learning as the main body, enhances students' interest in constitutional
learning, encourages students to actively learn motivation, adopts the dual focus of subject
knowledge teaching and group discussion, and allows students to actually integrate into
practical case situations and explor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familiar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mode of government operation, the actual use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 of practical proble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democratic literacy and analytical skills. The Constitution is a cross-disciplinary subject
with rich knowledge, including new practical insight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Judges
Conference. In the course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update
and collec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link daily life with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affairs leads students to explore topics in depth,
use constitutional knowledge, and master the pulse of na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Constitution, curriculum design, innovative teaching, group discussion,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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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憲法是人民自由權利賴以保障之國家根本大法，並為一切法律之根源，擁有最高
的法律位階。憲政運作是國家「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重要基礎，
國家機關以憲法為忠誠對象，在憲法的軌道上建立「憲政國家」
（constitutional state）。
憲法教育則是實踐憲政的基礎，應使憲法融入國民日常生活，政府與人民共同遵循民
主憲政體制。憲政具有豐富的知識內涵，包含人權、政治、法律與社會文化層面，與
個人日常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如何讓學生瞭解憲法，具備民主素養與人權意識，養成
憲法知識涵養、認知與感情，奠立全民憲法教育的基石，則憲法的教學內容與品質，
深切影響著國家憲政文化與國民憲法認同，甚至民主憲政國家的永續發展。本文以筆
者講授之「憲政與國家發展」通識教育課程為基礎，析論憲法教學之課程設計與教學
實務，採取之授課方法與教學內容規劃，據以建構憲法教學創新模式。
為建立民主的政治文化與法治的公民社會，大學生具備憲法知識與人權觀念，誠
為大學通識教育重要之一環。依據筆者之教學經驗，學生對於法政類通識教育課程，
通常有著生澀、難懂、需要記憶背誦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這也影響著學生的選課
意願與學習興趣。隨著「創新教學」
（innovative instruction）思維與模式的應用及成長，
為能讓學生親近憲法、瞭解人權的維繫與保障，並且提升通識教育學習成效與精進課
程教學品質，本課程引進創新教學觀念、方法與策略，進行創意性、思考性與啟發性
之憲法教學與課程設計，在既有憲法學科教學基礎上進行調整與改變，使教學生動而
富有變化，激發學生學習憲法的興趣，破除刻板印象。創新教學以學生為主體目標、
以學生為著眼點，讓學生敢於提出質疑、善於發想、發展創新思維，主動探索實踐。
受到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教育革新潮流的影響，課堂上的教學生態已不同
於往昔，教學注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與發展學生學習潛能，並且成為教學革新的核心
目標。教學是一種「教」與「學」雙向回饋與交互影響的動態過程，教學不是只有教
師單方面的講述傳授，教學活動應該是雙向和多向溝通混合使用的活動方式，師生共
同參與，相互學習成長。傳統的師生關係，只強調教師單向式教學，重視學生學科成
績表現，缺乏師生之間的互動，但是教學的意義不在於教師講授多少內容，而在於學
生能吸收多少知識。教學的真正功能乃在於引導學生主動學習，激發學習動機，為學
生創造自我學習最有利的環境，讓學生具有先備知識，進而蒐集資料、旁徵博引、整
理分析，思考如何解決問題，證實所學知識能為自己所用。本課程授與學生憲法與人
權知識，讓學生在準備步入社會行使公民權之前，擁有人權觀念、公民素養與熟悉憲
法規範，進以培養尊重他人、關心社會的民主情操。
近年來臺灣教育改革，課程革新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教學品質的提升是教育界
共同關切的問題，教學的改革與創新需要教師的積極投入，若欲達成此一目標，基本
要求在於教師做好課程規劃與經營，而課程經營的良窳則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學習成
就有密切的關連。本文就「憲政與國家發展」通識教育課程之（1）教學設計與理念；
（2）教學內容與規劃；
（3）授課方式與技巧；
（4）教學成果與省思，闡述課程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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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並據以檢討課程運作過程之問題與解決方法，具體提出憲法教學之課程設
計成果，並作為憲法或其他課程創新教學之參考，在教室情境中採取策略行動，進而
提升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

貳、教學設計理念
有關大專校院憲法教學，大致可分為：（1）法律系憲法教學；（2）政治系或相關
科系憲法教學；（3）通識教育憲法課程。憲法教學內容依科系各有不同的重點取向，
例如：法律系以憲法條文解釋為取向，教學內容著重在人權保障與實務；政治相關科
系則偏重於政府組織、政治制度，內容導向於政治權力運作；憲法通識教育課程則是
對憲法一般通論性的介紹，課程名稱諸如「憲法與立國精神」、「憲法與人權」、「民主
憲政與國家發展」等。對於非法政科系學生而言，憲法教學提供給學生接觸與瞭解人
權、政府運作、政治與法律知識等，屬於跨領域的知識學習。如何增進學生對憲法學
習的意願與興趣，化解學生對於法條艱澀難懂的刻板印象，培育民主素養與人權意識，
達成憲法教學目標，對憲法教學者而言，是一項有意義的教學與挑戰。
一、實踐課程教學目標
憲法教育既屬政治教育，亦是人權教育。人民基本權利是憲法之核心領域，人權
保障與發展是憲政體制重要的議題，也是世界潮流走向。本課程目標訂定如下：（1）
探討憲法基本原理，建構憲法知識概念基礎；（2）瞭解基本權保障真義，進行問題思
考與理解；
（3）熟悉政府組織架構職掌，建立權力制衡觀念；（4）剖析大法官會議解
釋，培養人權與法治素養；（5）回顧我國憲政發展歷程，訓練觀察分析能力。本課程
以我國憲法內容為基礎，課程融入民主思想與法學理論，運用創新教學模式，採取問
題設計、時事案例分析與分組議題討論之學習方式，探討憲法基本原則、基本權與國
家政府組織，並輔以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政案例分析，以及與人權發展有關之重大時
事議題等內容予以講述說明。課程目標與達成策略製表如下：

表 1 課程目標與策略
目標

策略

探討憲法基本原理，建構憲法知識概念基礎

預先規劃課程單元與主題內容，採取講
述方法與問題討論方式，課堂進行師生
雙向互動，以學習測驗進行評量。

瞭解基本權保障真義，進行問題思考與理解

蒐集人權議題案例，規劃分組議題討論
與辯論活動，透過合作學習與同儕互動
方式，以討論成果進行學習評量。

熟悉政府組織架構職掌，建立權力制衡觀念

觀察日常政治與選舉活動，運用課程所
學知識內容，分析政黨與政府運作模
式，以專題作業報告進行學習評量。

剖析大法官會議解釋，培養人權與法治素養

彙整大法官會議重要解釋，依據課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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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題進行解釋重點探討，並瞭解案例
背景成因，以測驗進行學習評量。
回顧我國憲政發展歷程，訓練觀察分析能力

製作講義與蒐集影像教材，讓學生實際
瞭解我國憲政發展歷程，經由分組議題
討論，以討論成果進行學習評量。

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係以目標做為教學設計的開端，以表現能力為導
向，以知識和概念為學習的基礎，將教學視為一種包含各種重要的學習因素系統，此
稱為「系統化教學設計」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ISD 或 instructional design, ID），
並且從中延伸不同的設計模式。教學設計考慮的因素包括（任慶儀，2013，頁 114-116）：
（1）確認教學目標；
（2）實施教學分析；
（3）分析學習者與脈絡；
（4）撰寫表現目標；
（5）發展評量工具；
（6）發展與設計教學策略；
（7）發展與選擇教材；
（8）設計與實
施形成性評鑑；
（9）修訂教學；
（10）實施與設計總結性評鑑。在教學設計發展階段必
須考慮學生是否能夠積極參與學習，並以其最終成效做為衡量的標準，而瞭解學生的
學習形態，可以幫助提供較佳的環境，以及不同的學習方式，適應個別的歧異性。本
課程將學生的特性、能力、經驗等列入課程設計參考，注意學生個別差異的瞭解，於
學期初進行「學生學習需求問卷調查」
，蒐集和瞭解學生先備知識、學習需求與課程期
望，據以作為課程設計與規劃之參考。對於技職體系學生而言，普遍重視專業技術的
養成，接觸法律、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的機會較為薄弱與缺乏。因此，對初次學習憲
法與人權的學生，本課程教學由淺入深、循序引導，從學生日常實際的生活經驗著手，
採取案例與討論方式，帶領學生瞭解憲法內容。
二、知識能力養成應用
在面對資訊社會的變化、網際網路所引發學習行為的改變，以及因應全球化競爭
的問題時，政府提出公民應具備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當今網際網路的發
達與普遍，讓尋求知識的管道更形無遠弗屆。在此種氛圍下，當前以表現能力為主的
教學和學習方式，因為理論的成熟，以及符應當前社會需要，而逐漸獲得重視。憲法
教學亦同樣重視公民素養、政治分析與觀察能力，課程設計必須採取一種新的課程選
擇途徑，包括將學習經驗（learning experience）安置在一種讓學生感到具有吸引力的
全新學習情境中。基於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以及學生知識能力的養成與應用，本課程
採取多元評量與創新教學設計，藉由教學環境與學習情境的安排及布置，引發學生可
欲的學習反應，將憲法原理原則、民主政治與人權思想等知識理論，轉化為適合學生
學習的形式，選擇具體經驗或符合現代生活的經驗內容，讓學生發現抽象概念與法則。
本課程之知識載度與延伸繪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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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體制

民主政治

分組討論

線上議題

主題內容

講台分享

專題報告

基本人權

公民素養

圖 1 知識載度與延伸
為達成課程目標與維持教學品質，本課程將知識內容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將課程
內容轉化為適宜學生學習的形式，採擷實際憲政與人權案例，以及符合生活的經驗內
容，規劃以問題討論為基礎的學習方式，透過案例分析諸如人權、政治、法律和社會
議題等訓練，發現抽象概念和法則，培養學生反思能力、整合創新，以及問題解決能
力。教學不只是可以精熟掌握控制的技術，也是一種教育藝術，教師就如同藝術家，
必須被信任並賦予教育專業地位，透過不斷地研究以增進其教學的藝術性（黃光雄、
蔡清田，2014，頁 116）
。透過在教室中實際的教學經驗過程，據以驗證教育觀念與課
程設計內容，並經由教學行動的反省，檢視教育觀念與課程設計的可行性。依據
〝ADDIE〞教學設計模式，本課程在設計、發展與執行階段，兼顧教學的科學性與藝
術性，一方面掌握教學原理、熟練教學方法；另一方面則發揮創意思維，活用各種教
學方法。透過討論、觀察與分析的過程，讓學生將課堂所學知識理論，實際運用於憲
政與人權議題之分析，以及政治現象的演變推論，落實培養學生憲政與人權觀察分析
能力之目標。

知識
理論

討論

時事
議題

觀察

圖 2 理論與時事現象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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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究發現認知學習
學習的主要目的，可以產生認知、技能、態度等改變，特別是當學生學到的觀念
愈基礎，則對於問題的應用性就愈寬廣（Bruner, 1960, p.17）
。認知發展論者 Bruner 主
張，
「求知是一種歷程，而不是一種結果」
，強調認知背景與知識應用（Bruner, 1966）。
本課程基於學生對於憲法、人權與政府組織等內容皆是屬於初學者，以及所欲達成課
程目標之考量，採用探究式發現學習，教師的角色是協助學生順利地進行探究與學習，
學習的目的不在獲得答案，而在持續探究問題的成因與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對策。教
師的教學任務主要在提出問題，引起學生探究的動機與興趣，幫助學生自我發現答案，
教師的課程發展角色是學生的激勵者與引導者，而不是標準答案的公布者、提供者。
教師的重要角色，在於持續鼓勵與激發學生無限潛能的發展，協助學生開展探究遠景
的途徑（Schubert & Schubert, 1986, p.100）。
依據課程教學目標及探究學習之課程設計理念，本課程運用發現教學與探究學習
策略，而非傳統的注入式教學，強調教師與學生在教室情境中教與學的互動歷程，根
據 Bruner 所倡導之「學科結構」及「螺旋式課程」的理念加以設計，主要探究的概念
包括：（1）憲法之功能、特性與種類；（2）憲法之制定、修改與變遷；（3）憲法之基
本原則；（4）基本權之本質、主體、分類、適用範圍、限制與救濟；（5）國家組織與
基本國策。利用由淺至深的概念結構循序漸進，引導學生認知結構的發展，以探究發
現與學習幫助學生認知「概念」，合乎學生的認知發展。
四、融入教學創新設計
教學設計係屬教學科技（instructional technology）的一環，以講求教學設計過程
的科學化為其主要訴求，運用各種教學有關的研究報告，萃取其中影響教學的重要因
素，組成一種彼此可資協調、相互影響的系統，並以學習者的問題、需求、目標為開
端的教學設計歷程，此即稱為「系統化教學設計」或「教學系統化設計」
（任慶儀，2013，
頁 91）
。本課程在教學準備方面，配合學生能力，訂定適當目標，以多元化評量方式，
適時給予鼓勵，強化學習意願；在學習環境方面，提供良好的學習互動環境，關心學
生學習問題，讓學生在被關懷與適度競爭的學習環境，以及師生良好互動的學習氛圍
中，進行課程教學與學習活動；在學生學習方面，給予學生學習與創作發想空間，自
我評量完成學習目標。而學生個人的興趣通常決定學生所注意的事物，亦是決定學習
的主導力量。創新教學包含三個面向：（1）思維創新；（2）規制創新；（3）教材教具
及設備的創新。為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營造優質學習情境，本課程擬定下列之創意
教學設計與規劃：
（一）製作投影片教材，在教材中依據課程內容，穿插圖片影像與統計數據。圖片內
容有助於在解釋原因事件過程中瞭解抽象概念，讓影像與講述文字相互對照印
證，統計數據則用以作為課程講授之佐證依據。透過使用「創用 CC 授權條款」
，
取得相關影像、圖片，豐富投影片教材製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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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權的歷史演變發展對於憲政體系具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在授課過程中提供相
關人權歷史、政治發展等講義資料供學生閱讀，並且蒐集相關紀錄影片，加深
學生學習印象。
（三）對於現實生活中經常聽聞的憲政與人權議題，依據課程進度內容適時加入介紹
討論，激發學生關心憲政與人權議題，提出個人評論、意見與想法。
（四）學生依據憲法學領域中重要的主題與爭議撰寫期中專題報告，報告主題需與授
課教師討論後，依據報告格式方得撰寫，進以訓練學生報告撰寫與分析能力。
（五）安排課堂辯論活動，符合以學習者的活動為主體，透過質詢、探究的方式，培
養學生分析和邏輯思維能力，訓練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技巧。
（六）每週課前進行時事新聞分析，將實際案例與課程內容相結合，藉由時事新聞的
背景說明，引領學生進入課程主題講授的核心內容。

參、教學內容與規劃
民主憲政國家除了具有一部符合現代立憲主義原理的憲法外，更重要者，則是將
憲法精神烙印在每位國民內心，落實憲法施行與運作程序，建立憲政秩序。本課程講
授範圍共分成六個部分，分別為：（1）憲法總論；（2）憲法基本原則；（3）基本權總
論；（4）基本權各論；（5）國家組織論；（6）基本國策論。依據上述範圍，全學期課
程計規劃 17 單元：
（1）導論—憲法的意義與基本原則；
（2）基本權總論—功能體系、
效力範圍、限制與主體；
（3）基本權各論—平等權；
（4）基本權各論—人身自由；
（5）
基本權各論—居住遷徙自由、表現自由、宗教自由；（6）基本權各論—生存權、工作
權、財產權；（7）基本權各論—參政權、結社自由；（8）基本權各論—權利保護請求
權、非列舉權、人民之憲法義務；
（9）權力分立；
（10）總統；
（11）行政權；
（12）立
法權；
（13）司法權；
（14）考試權與監察權；
（15）地方制度；
（16）司法違憲審查；
（17）
憲政發展與憲法變遷。
一、單元教學內容
憲法包括憲法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知識領域及內容，涵蓋不同
範圍的主題、概念與事實。美國課程學者 Hilda Taba 認為，課程內容應該反映現代科
學的知識，課程內容應該代表知識最基本的理念概念與思考方式，並且反映探究的精
神與方法（Taba, 1962）。本課程依據學科之教學目標、教材大綱，以及學生程度和需
求，採用單元教學法，規劃組織課程單元與授課內容，將國內外重要的憲法學文獻，
以及大法官會議解釋重點，整理融入各課程單元。配合學校行事曆，將課程單元加以
排列，編成教學進度表（請參見附錄一）。
二、課程教學策略
教學策略（instructional strategy）係指教學歷程中運用之教材以及教學方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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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案例探討、講述、閱讀、電腦模擬、學習單等活動皆屬於教學策略的一部
分。完整的教學策略尚包括：定義教學的目標、編寫教案、設計測驗、引起學習動機、
呈現教學內容、吸引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成為一位主動的學習者，以及實施測驗和
評量分數等。本課程除依據前述規劃課程單元講授外，採取主題知識講授及議題分組
討論雙軌並重，授課過程採投影片、講義、影音紀錄片、議題討論等方式進行，並且
提供課程單元講義大綱。茲就本課程教學策略，包括：分組議題討論、作業報告、分
組議題辯論，以及多元學習評量等規劃分述如下：
（一）分組議題討論
對於已習慣教師講台全程講授，只須專心聽講的學習方式，分組議題討論
對學生而言是一項全新的學習體驗，特別是每週與同學一起腦力激盪，發表個
人意見想法。為讓每位學生都能夠充分參與討論及發表意見，各分組以 5 至 8
人為原則。依據課程授課進度，全學期計進行 12 次分組討論，於第二節課進行，
每次 40 分鐘，由教師與教學助理分別帶領，從旁予以協助。透過小組成員之間
的互動及知識的交換，同儕之間相互支持、幫助，建立合作關係，而非彼此間
的競爭，整個課堂情境變成學習者溝通的講堂，小組成員一起合作解決問題，
達成小組目標。學生的學習表現除了在學業成績方面外，在社會技巧和認知發
展上亦獲得經驗成長（Johnson & Johnson, 1990, pp.23-27）。
在分組討論結束後，各小組成員須推派代表一人上臺發表小組結論，每位
學生至少皆有一次上臺機會，藉此鍛鍊學生講臺膽識與表達能力。小組成員上
臺分享 2 至 3 分鐘，臺下同學並對發表同學意見內容與講臺表現進行評分。最
後，小組討論成效則以：
（1）討論結果是否切合討論主題？（2）討論內容是否
充裕？（3）小組成員的參與度與發言情況等作為評定成績標準，教學助理並具
成績評量權。小組成員輪流彙整記錄該週討論成果，於規定時間內送教學助理
彙整登記批閱，教師並對成果內容簽註評語意見，各組討論成果上傳教學網頁
公開點閱。
（二）作業報告設計
為提高學生之學習興趣、啟發學生之創意思考與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本
課程在作業報告設計方面，運用腦力激盪、角色扮演、想像力表達、情境模擬
等策略，以小組為單位，各組完成撰寫「國家政策白皮書」
，依據個人分配之角
色，包括政黨主席、總統、行政院長、部會首長、立法委員、縣市長、縣市議
員、鄉鎮市長等，發表施政願景與理念，藉此引領學生運用所學政府職權內容，
依據政府權限，訂定發展策略，關懷國家與地方鄉土。本報告書須經小組成員
預先討論分工，規劃政策目標，並需配合課程單元「總統」
、「行政權」、「立法
權」、「地方制度」等，敘述其地位及職權。專題報告於期中考前一週繳交，依
據規定格式撰寫。書面報告由教學助理統一收齊並登記繳交時間，彙整後送授
課教師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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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學期正逢中央或地方選舉，每位學生於期末則須繳交「選舉觀察專題
報告」
，本篇報告係配合該次選舉，每位學生選擇一位候選人進行觀察，分析其
政見主張、競選策略、造勢活動、優劣因素、選民反應等。本作業報告設計目
的，在讓學生將課堂所學之憲法知識、選舉法規，與社會實際的競選活動相結
合，瞭解憲法保障參政權及中央與地方制度之真義，真正走入民間社會，親身
體驗民主運作與關心國家憲政發展。報告內容包含導論、候選人介紹與特質、
選戰策略分析、選舉過程分析、選舉結果評析，以及結論。學生隨時皆可將其
觀察心得與教師進行討論，並予以適切的指導，達成報告學習目標。
（三）分組議題辯論
為鼓勵學生課堂參與、樂於學習，本課程選擇以學生實際生活主題，規劃
分組議題辯論活動，提升學生憲法學習興趣。發展興趣的學習經驗有其基本條
件（張映芬，2017，頁 26-29）：
（1）應能滿足基本需求，幫助學生從興趣的經
驗領域中，獲得探究機會與滿足基本的社會讚賞、生理與安全等需求；
（2）應
安排聯結其他令人滿意的經驗，以產生情緒類化遷移：（3）可利用學生對活動
的需求，支持學生從各種不同活動的廣泛探究中獲得滿足；
（4）採取新的途徑
或利用完全不同的資料，把學習經驗置於學生感到興趣的全新情境中，使學生
對感到厭煩無趣的活動，變得有趣。依筆者教學經驗，設計課堂團體辯論活動，
通常能引起學生的參與和興趣。為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以及口語表達、辯
才能力，於期末安排分組議題辯論會，以學生切身相關或時事議題，例如：
「大
學生打工」
、
「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
「安樂死」等議題，進行小組「黨」對「黨」
的辯論。辯論活動讓小組成員進一步凝聚，兩組辯論一項議題，每組辯論時間
共 25 分鐘。由於時事議題與學生生活經驗相近，相關辯論資料易容易蒐集取得，
藉由團隊合作，完成辯論準備。最後由其他同學評選最佳團隊，教師並給予鼓
勵與講評。
（四）多元學習評量
評量是教學過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透過適當的教學評量方式，可使師生
受益。教師的教學效率、學生的學習成就、課程設計的良窳，均必須透過評量
方能顯現。本課程主要引導學生以批判性的思考方式結合憲法條文規範內容與
實務，探索分析憲政事務與人權議題，重視學生課堂發言與討論，評量項目不
以筆試為重點，讓學生在自由思考的學習過程中將知識內化，並能實際運用。
學生的意見發表與報告撰寫占成績考評重要的比例，另鼓勵學生於網路與教師
及教學助理進行對話討論，訓練議題分析。
由於標準化測驗無法測出學生綜合內容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的問題解
決能力、團隊合作及整合學科知識能力等逐漸受到重視，要求學生展示知識的
應用，以評量學生各種能力和技巧。本課程採取之多元評量方式，項目計有：
（1）
分組討論成果；
（2）網頁線上討論；
（3）講台口頭報告；
（4）平時上課表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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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專題報告；
（6）期末學習測驗等六項，教學助理在分組討論成果、網頁線
上討論及平時上課狀況具有評量權。為能增進學生課堂參與，講台口頭報告成
績由學生互評，觀摩同學台風技巧。在各項評量項目中，期末測驗成績雖然僅
佔 20％，但平時的報告撰寫、參與討論、線上發表、課堂出席等佔總成績 80
％，學生唯有付出心力、認真投入、敏於思考、積極發言方能獲取高分。各評
量項目配分比重詳如下表所示：
表 2 評量項目配分比例表
評量項目

百分比（％）

說明

分組討論成果

20

授課教師、教學助理評分

網頁線上討論

20

授課教師、教學助理評分

講台口頭報告

5

修課學生互評

平時上課表現

10

教學助理評分

期中專題報告

25

授課教師評分

期末學習測驗

20

授課教師評分

總計

100

肆、授課方式與技巧
本課程除系統地向學生講授憲法知識內涵，發展學生思維能力，亦依據課程規劃
設計使用多元的教學方法，以學生能夠吸收課程知識內容、活用所學知識為目標，於
課前預先擬定憲政、人權等實務經驗議題，引導學生蒐集資料、討論發想，透過作業
報告、視聽媒體、教學網站等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與實踐能力，在教師及教學助理共同
引領下，探求問題、知識與答案。
一、課程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具備科學、藝術與陶冶等三種性質，而科學化的教學，最主要的特徵是
採取系統化的步驟，講求方法精確有效。依據本課程教學設計所規劃之各項內容，包
括：單元主題分析、分組議題討論、作業報告規劃等，本課程採用之教學方法，茲敘
明如下：
（一）講述式教學
講述教學法（didactic instruction）係一種解釋或詮釋式教學法，又稱講演
法（lecture）
，這是傳統的教學方法，亦是最普遍被教師使用的教學方法。講述
教學係以某一特定主題為中心，進行有系統、有組織的口頭教學。惟學者研究
發現，若是學生學習僅偏重上課閱讀、聆聽教師講授，而缺少個人發言表達與
實際操作機會，其所能保留的學習經驗並不多（Clark & Starr, 1986, pp.223-248）
。
101

為避免上述情況，本課程教學方法不以講述式教學為限，而係依據各項教學活
動，適時採用適切的教學方法。
（二）互動式教學
現代教學愈趨重視課堂生動活潑與師生互動的互動式教學（interactive
teaching），這是師生共同參與、經營、承擔責任的雙向式教學，教師須要注意
配合學生的個別需求，適時調整教學策略。教師以良好的教學設計使教學生動
有趣，運用策略及方法來達到學生學習的目的，例如：增進學生參與教學策略、
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多樣性教材、給予學生自由發表的空間、有計畫的教學活
動設計，以及配合學生特性程度調整教學方法等（張世忠，2015，頁 120）
。互
動式教學於本課程主要運用在課堂議題討論、講台成果發表、線上議題發表與
分組議題辯論等，據此創造課堂互動情境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討論式教學
討論教學法（discussion method）是教師進行小組教學時最佳的教學典範，
透過討論、教學與互動，使教學過程更生動有趣。在討論過程中，教師的發問
和學生的爭辯，可使學生對討論的主題有更深入的瞭解，並且培養學生思考與
批判能力（張世忠，1998，頁 17-25）
。在討論之前，教師須先擬定討論議題或
大綱，根據教材的性質與內容、或由教師自行設計、師生共同設計等方式，蒐
集資料一同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因為每個人的觀點都不盡相同，提出問題
的解決方式也不會一樣，但學生經由教師與教學助理的帶領與指導，在面對問
題時，經由對話、意見交換、觀念溝通與辯論等，達成教學目標。
（四）問題教學法
探索創造力的核心要素，係要能辨別問題、適切地陳述問題、提出問題來
討論，並且發現問題。為能在憲法課程中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本課程採用
問題教學法（problem method）
，此係根據杜威的「反省思考」
（reflective thinking）
過程而設計的教學法。為創造自由思考與鼓勵提出問題的氛圍，本課程鼓勵學
生在學習環境中發現問題並得自由提問。在學生習慣這種教學方式後，根據學
生的理解程度及教學目標，選擇有學習價值或是有知識意義的問題，經過設計
後作為分組或課堂討論議題。學生對問題作深入瞭解之後，自然能夠運用創造
性的思考，提出可能的假設或理由，真正發現因果關係，創造有效的方法，實
際應用於日常生活觀察與分析，解決相關問題。
二、教學流程規劃
任何學科的教學，授課教師必須先行安排教學的活動或程序，教學時按照既定的
流程來實施，過程較為自然和順暢，避免有滯礙的缺點。本課程授課時數為每週兩小
時，以單元主題講授為核心。依據〝ADDIE〞教學設計模式之「分析」
（analysis）
、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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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design）
、
「發展」
（development）
、
「執行」
（implementation）
、
「評估」
（evaluation）
階段要項，於「分析」階段進行教學設計之需求分析、內容分析、對象分析、資源分
析、開發教材分析，以及教學目標分析，確保課程規劃內容與教學策略能符合課程需
求；於「設計」階段，為能確保教學成果與品質，著重在課程單元內容設計與教學策
略之配合運用，確保各項教材與活動之互動性與組織性；於「發展」階段，則以預先
製作之各種投影片教材，以及蒐集符合課程單元內容之影像教材，整合所有教材項目；
於「執行」階段，則以教材與活動於課堂之實際進行狀況，包括實際操作與所需之配
套措施，讓課程系統能夠配合實地教學情境，達成教學目標；於「評估」階段，實施
問卷滿意度與學習成效調查，據以檢討課程設計與規劃，並進行必要之修正。本課程
規劃時事議題分析、分組討論、專題報告、線上討論、講台報告等學習途徑，注重學
生自主學習與培養獨立思考能力，採取小組合作學習，增進同儕互動與溝通，共同分
享學習成果。

需求分析

成果分享

作業討論

主題講授

分組討論

學習成效

紀錄影片

議題分析

教學反思

圖 3 教學流程規劃圖
本課程在兩節課的時間安排上，第一節課首先概述當週國內之憲政時事與人權新
聞等，以問答引導的方式連結學生舊知識，引發思考事件發生背景原因，吸引學生注
意力。一週要聞回顧時間計 10 分鐘。新聞擷取以與當週課程相關之新聞內容為原則，
藉此帶入課程主題，將實際案例與課程重點相結合。課程主題內容講授計 40 分鐘，以
問答法診斷學生對主題的概念瞭解，讓學生產生認知衝突，激發學習意願。課程單元
全程以投影片講授，並提供單元講授大綱供學生參考，依課程內容適時播放相關紀錄
短片供學生觀看，藉此實際體會講授內容。最後以問題討論的方式，以啟發性、統整
性的問題幫助學生熟知與複習，刺激學生的高層次認知思考，提供思考推理的機會與
提高課程吸收程度。第二節則依課程單元安排分組討論，先由授課教師針對討論議題
進行 5 分鐘解釋說明與討論重點，授課教師與教學助理分別帶領小組進行，討論時間
計 40 分鐘。分組討論後，各組成員代表一人上臺發表該組討論成果，計 10 至 15 分鐘，
授課教師適時予以講評，並歡迎學生舉手提問。課程安排時間規劃詳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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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課程安排時間規劃表
順序

內容

時間（分）

主講人／主持人

1

一週時事要聞回顧

10

授課教師

2

課程主題內容講授

40

授課教師

3

議題導論說明

5

授課教師

4

議題分組討論

40

授課教師、教學助理

5

各組觀點分享

15

授課教師

伍、教學成果與省思
課程創新規劃（planning of curriculum innovation）係根據社會文化價值、學科知
識與學生興趣，針對課程宗旨、教學目的、內容、方法、活動與評鑑等因素，進行一
系列的規劃、選擇、組織與安排（Elliott, 1998）
。為能提升學生憲法學習興趣、建構憲
法通識課程教學內容，本課程採取創新教學模式，製作媒體教材、建置教學網站、規
劃紀錄影片、作業報告與編輯單元講義等，提供學生多元學習途徑，活化憲法課程教
學。課程除採講述方式教學，並採用討論式教學與分組議題討論，預先安排分組討論
時間，透過教師與教學助理的引導協助，進行問題思考與討論。創新是一種經過慎思
熟慮構想的另類變通抉擇，而且有系統地介紹新觀念與新的技術方法，推動教育革新
之嘗試（House, 1979）。本課程經過實際創新教學實踐，累積教學實務經驗與發展教
學成果，建構創新教學模式如下：
（一）以實際案例作為單元主題講授的導引，藉由個案的「問題爭點」及「概念說明」，
讓學生瞭解該實際案例的問題核心與相關憲法知識，進以掌握憲法條文規範之
意涵，有別於逐條解釋憲法條文之講授方式。
（二）基於公民教育之目的，本課程鼓勵學生積極發言，勇於表達個人意見，對於不
同之觀點與想法，要求學生彼此相互包容尊重，培養民主風範。
（三）在講授過程中，輔以大法官解釋之分析介紹，包括單元主題所涉及之各號釋字
及其「背景」
、「爭點」、「研析」等，讓學生瞭解解釋緣由及解釋重點，以輔助
加深學習印象。
（四）課程全程採投影片教材，每週與教學助理共同研討投影片教材內容，在教材中
依據課程內容，穿插「圖片影像」與「統計數據」
。圖片內容有助於對抽象概念
的瞭解，統計數據則用以作為課程講授之佐證依據。
（五）每週課前進行憲政時事分析，藉由時事新聞的背景分析，引領學生進入課程主
題講授的核心內容，活化課程教學。
（六）授課過程提供相關憲政時事新聞與法律案例供學生對照印證，將學生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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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或知曉的案例，依據課程進度適時加入介紹討論，連結課程與現實生活之
關係網絡。
（七）課程採取問題導向學習方式，依據課程進度設定分組討論議題供學生思考及討
論，議題於課前先提供學生蒐集相關資料，在分組討論時間中以充分表達個人
意見觀點，並聽取他人意見。
（八）每位學生於分組討論後皆有上臺發表分組議題討論成果的機會，藉此訓練個人
口語表達與臺風技巧，授課教師並提供適切的指導與建議。臺下同學得對發表
人提出疑問，發表人得針對問題予以回覆。
（九）以小組為單位，撰寫「國家政策白皮書」
，依據個人分配之角色，包括政黨主席、
總統、行政院長、部會首長、立法委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等，發
表施政願景與理想。本報告書需經小組預先討論，規劃政策目標，藉此引領學
生關懷國家與地方鄉土發展，報告資料統整後於期中考前一週繳交，本報告並
配合中央與地方政府課程單元之各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職權與角色。
（十）結合課程所學與時事動態，當學期如遇選舉年，則每位學生觀察該次選舉，實
際去瞭解分析候選人之選舉過程與民主運作方式，配合課程單元「行政權」
、
「選
舉權」
、
「地方制度」進以撰寫「學期專題報告」
，此項作業設計目的，在培養學
生公民意識，實際步入民間社會，瞭解基層狀況，關心國家民主憲政發展。
（十一）設置課程教學網站，學生得隨時於教學網頁上接收最新的憲政訊息，授課教
師並就新聞內容提出評論，每位學生皆可於網頁上下載教材及連結相關網路資
源。教學網站提供線上議題予學生課後討論，發表個人意見與觀點，但要求注
意個人言論，並應尊重他人意見。
（十二）在課程單元中，配合課程內容播放相關紀錄影片供學生欣賞，讓學生實際融
入課程情境，例如人權保障、法庭審判、人身自由、各國實務等。
在期末教學反應調查中，本課程曾獲得 4.6297 分（全校總平均為 4.2926 分），於
「提供學生豐富清晰的講義教材」、「會欣賞及分享學生學習表現和成果」、「教學認真
具有熱忱」及「教師課前準備充分，教學態度認真」等項目獲得高度肯定。除學校教
學反應調查外，本課程另自行設計「期末教學意見回饋表」
，進一步評估課程教學成效
（請參見附錄二）
。從學生教學反應得知，在「本課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內容」問題中，
學生對課程單元進行之分組討論及紀錄影片感到印象深刻，能夠藉此接觸不同的知識
領域，並且課程安排恰當，可以有效融入課程內容。在影片部分則以「請為我投票」
、
「前進北韓」及「我家在巴格達」獲得學生普遍的迴響，對維繫自由與民主的真諦與
價值留下深刻印象；在「教學方式」問題中，學生對播放紀錄片，以及進行議題討論
給予肯定，課程教學能以生動多元的教學方式來與學生進行互動，讓學生認真投入課
程學習；在「評量方式」問題中，對於多元的評量方式，學生認為能讓課程更加豐富，
評量項目多元化是一種令人感到新鮮且獨特的一種方法，例如與小組成員共同撰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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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白皮書」
，讓學生發揮創意，並檢討實際落實的可行性；在「對教師教學的建議」
問題中，學生肯定師生之間有很好的互動，可以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對學習上有很
大的幫助。授課教師能以生動風趣的方式進行教學，讓原本令人感到嚴肅的課程，能
更加吸引學生的興趣；在「對教學助理的建議」問題中，學生肯定教學助理的認真態
度，在學生不知道該如何討論時，教學助理會帶領說明，提供學生不同資訊，以利討
論順利進行；在「其他意見與感想」問題中，學生認為本課程與過去通識課程最大的
不同點在於每週的討論和報告，讓學生可以自由發揮自己的想法與創意，可以聽到許
多不同的意見。辯論會則讓學生訓練思考，鍛練個人的表達能力，建議可以在課程中
多安排辯論活動。

陸、結語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學不只是單純地將知識訊息傳授給學生，知識係由學習者
所建構，經由不斷學習與成長。學習是學習者與環境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開展學習
意義、產生知識的學習經驗與結果，學生能否將課堂所學運用在日常生活實務當中，
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是「內發教學」的設計重點。為能激勵學生憲法學習意願，讓
學生感受這是不同於一般傳統上課方式的通識教育課程，本課程透過「系統化教學設
計」
，從分析、設計、發展、執行、評估五項步驟規劃課程教學，據以確保課程設計之
有效運作，以及維持教學品質。在課程開始前的教學準備，預先設計問卷以瞭解學生
學習需求，安排課程單元與教學活動。學生在分組議題討論與辯論過程中，必須接受
獨立思考、發表意見，以及接納不同意見、思考解決問題的訓練，剛開始學生通常沉
默、羞怯而不善於表達個人意見，但經過適切的引導與鼓勵後，藉由主動發言、觀察
與聽取他人意見，學生逐漸適應這種學習方式，一方面瞭解到個人想法的優點、缺失
或不足之處；另一方面則培養尊重和接受他人不同意見的民主態度。
本課程規劃講授基本人權與憲法規範的原理原則，將實際案例問題引進課程進行
研討。在教材製作方面，廣泛運用圖片影像說明課程重點，讓學生體會課程內容傳遞
意旨，加深學習印象；每週法政要聞分析，將時事新聞事件與課程相結合，增進學生
學習興趣與知識分析實用性；運用教學網站，鼓勵學生上網搜尋資料，參與課後線上
議題討論，延長課程學習時間；撰寫專題報告，對問題原因背景能有更深入的體會瞭
解；透過分組討論，讓學生彼此交換意見，尊重不同的想法觀點；分組討論成果由小
組成員輪流彙整，培養資料整理能力；每位學生皆參與講臺口頭報告，訓練膽識與臺
風技巧；規劃分組辯論活動，培養學生口語表達與民主素養。本課程對修課學生而言，
是一門涵蓋公民核心素養能力，以及法學、人權意識的通識教育課程，具有一定程度
的知識承載，從學生的教學反應與意見回饋中，給予課程高度的支持與肯定，並表示
確實因本課程的要求與訓練，而獲得知識與能力的提升。當學生喜愛求知，對知識產
生價值感的同時，相對也肯定自我的能力與價值，進而引發主動積極的意志。
教學品質的提升是當前教育界共同關切的問題，教學的改革與創新需要教師的積
極投入。有別於過去的學習態樣，學生學習不再侷限於課堂聽講，而是能將課程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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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的觀察與解決問題，將知識與實務相印證，培養獨立思考與判斷
能力。教師方面則須要不斷自我充實，理解學生所處的社會環境，設計教學方法策略，
規劃優質課程設計，使學生樂於學習與思考，同時具備專業知識、解決問題及創造能
力。教學是一雙向回饋與動態的歷程，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以學生單純聽講、僅看
最終考試成績的教育方式，已朝向引領學生思考、主動學習、採用多元評量、應用知
識解決問題之改革發展趨勢。基於學生認知成長的過程，不僅是教導學生記憶或理解，
更要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以及創新能力。本於尊重學生個別學習差異、建構創新教學
策略、提供憲法、人權與政治學知識的學習資源與管道、強調問題導向學習、改善課
堂師生互動、建構創新教學模式，誠為本課程設計與教學規劃之宗旨、目的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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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授課單元規劃
第一單元
單元主題

導論—憲法的意義與基本原則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今日之民主國家無不為憲政國家，民主強調政府的權力係基於民意，憲
政則顯示政府權力的獲得與行使都必須依照憲法所訂的規範與限制。若
要實行憲政、保障民主，便需要讓每位國民知曉憲法、遵守憲法。無論
是執政者的施政，抑或是人民行使政權，皆能發揮憲法精神，如此才是
真正的憲法之治。本單元探討憲法的意義、條文的規範效力與基本原則。
在憲法條文的規範效力部分，主要分為：（1）方針條款；（2）事實陳
述；（3）憲法委託；（4）具體義務規定；（5）消極禁止規定；（6）
基本人權等。首先針對各種條文的意義與效力進行說明，再針對憲法當
中實定條文係屬上述何者予以細部介紹。在憲法基本原則部分，針對（1）
民主國原則；（2）法治國原則；（3）比例原則；（4）社會國原則；（5）
基本權保障原則；（6）權力分立原則予以說明。
第二單元
單元主題

基本權總論—功能體系、效力範圍、限制與主體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人權觀念由來已久，任何憲法都以保障人權作為其主要目的之一，並且
條列明確的人權條款，規定政府必須承擔之保障義務與責任。本章介紹
基本權的功能體系、效力範圍、限制與主體。在功能體系方面，傳統上
著重在基本權作為請求國家作為與不作為的面向上，認為基本權僅具有
請求權的性質。二次戰後，德國憲法學界及實務界對於基本權功能體系
的觀察，更從保護基本權的理念，發展出基本權所內涵的「客觀價值秩
序」。基本權主張的對象是針對「國家的公權力行為」，然而，對於私
人是否亦可以對之主張基本權？若承認對於私人可以主張基本權，則被
主張基本權之私人其實其基本權亦有受侵害的可能，此時就產生兩個私
人間的「基本權衝突」的問題。在基本權本身的限制及外界對其所施加
的限制，則主要探討基本權外在限制的「違憲審查基準」。
教學活動 第一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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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基本權各論—平等權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本單元首先讓學生瞭解平等權與自由權有其差異性，自由權乃是禁止國
家侵害，而平等權主要的關注點則是國家行為有沒有「分類」。此一分
類經過兩種步驟分析，一為「可相提並論性」，所謂的「相同事物」其
實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僅在「重要的相同事物」上形成差別待遇才有平
等權的問題；二是找出兩者的相異點，這個相異點並不會使得相互比較
的事物成為相同的事物，但卻是判斷差別待遇是否合理原因的重要憑
據。最後介紹平等權的內涵，除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給予差別待遇」
這種「反差別原則之外」，「提升社會上弱勢之社經地位以達事實上的
平等」的「反階級」原則亦一併說明。
教學活動 第二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四單元
單元主題

基本權各論—人身自由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人身自由的意義係指人民的身體不受國家權力的任意侵害，人身自由被
認為是所有權利的基礎，因此受到憲法高度的保障。依據憲法第八條規
定，人身自由的拘束應依下列程序：（1）逮捕拘禁；（2）提審與追究；
（3）審問處罰，其中限制人身自由必須由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
方得為之。被逮捕拘禁之人向法院請求審查逮捕拘禁是否合法，此種提
審權不以「非法逮捕」為前提。任何人非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
不得審問處罰。
教學活動 第三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五單元
單元主題

基本權各論—居住遷徙自由、表現自由、宗教自由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本單元講授憲法規範中之居住遷徙自由、表現自由與宗教自由。憲法第
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本條所規範者，乃是「居住
自由」與「遷徙自由」兩項人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前者性質上是屬於
「隱私權」的範圍，主要在防止國家任意的干預人民居住之自由；後者
則屬於個人活動的自由，使人民不只可以在國內自由活動，亦可以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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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及返國之自由。在表現自由部分，主要講授「雙軌理論」與「雙階理
論」之內容。「雙軌理論」是將政府的管制措施區分為「針對言論內容
之限制」及「非針對言論內容之限制」。如此區分是因為國家保障言論
自由的主要目的，在防止政府基於言論所表現出來的觀點或思想而禁止
該言論的表達。「雙階理論」指在各種類型的言論之間，並非全然受到
憲法同等的保護，而應區分為「高價值」言論與「低價值」言論。針對
高價值言論之限制，司法者採用「嚴格審查標準」，某些時候亦會搭配
其他的審查模式，而針對低價值言論的限制，司法者則採取「類型化」
之「利益衡量」的審查模式，亦即針對言論內容的不同而適用不同的審
查模式。在宗教自由部分，講授「信仰自由」、「宗教行為自由」、「宗
教結社自由」及「宗教自由之限制」等內容。
教學活動 第四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六單元
單元主題

基本權各論—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本單元講授憲法規範中之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憲法保障人民的生
存權係要求國家不得侵害人民的生存、更不得侵害人民的生命，此即消
極面向的生存權。生命權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利，因此若國家的公權
力剝奪人民的生命或危害人民的生存，應受到嚴格的審查。積極面向的
生存權則是進一步賦予人民請求國家為特定的「給付」
，以維持其生存或
生命的延續，此為「給付請求權」和「社會權」
。在工作權方面，工作權
同時具有自由權與社會權的性質，工作權不容國家任意的限制或剝奪，
人民可以對國家請求制定一定的社會政策或是請求給予其工作機會，然
憲法第 152 條之規定僅具有「方針條款」效力，故工作權仍須由法律來
加以落實而不能作為請求權的基礎。憲法保障財產權是將其作為一種主
觀的公權利來看待，國家若對人民的財產權有所侵害，人民得請求除去
其侵害。財產權具有自由權與防禦權等面向，一般認為屬於消極性的權
利，但亦有認為財產權的內容具有積極權利的色彩，因為財產權必須藉
由國家的法律對於權利義務做清楚的劃分，以及提供必要的保障，若這
些制度未能建立，則財產權無法存在。
教學活動 第五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七單元
單元主題 基本權各論—參政權、結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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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媒體
課程重點

教學活動

投影片教材
本單元講授憲法之參政權與結社自由。參政權係指人民基於其主動地
位，直接參與或影響政府決策的權利。參政權的範圍包括憲法第 17 條之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憲法第 130 條之「應考試、服公職」之
權，以及表現自由等。結社自由是指人民可以聚集多數之人，基於共同
的目的而組成自由且持續性的團體，並非一定是法人，甚至是非法人團
體。不過通說認為，此處所稱之團體必須是「私法團體」而非「公法團
體」。一般而言，結社自由包括：（1）組織團體的權利；（2）參加或
不參加團體的權利；（3）退出團體的權利；（4）團體召集成員的權利；
（5）團體內部自治的權利；（6）決定團體名稱的權利。政府不得強制
交出成員名單、不得因為人民參加或不參加某團體而給予其利益或不利
益、更不得干預團體內部自治。
第六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八單元

單元主題

基本權各論—權利保護請求權、非列舉權、人民憲法義務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第七次分組議題討論

課程重點

教學活動

本單元講授憲法規範中之權利保護請求權、非列舉權及人民憲法義務。
請願、訴願及訴訟三個基本權，一般合稱為「權利保護請求權」
，此三權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救濟其他基本權遭到侵害時而設。請願、訴願、訴訟
三種權利主要皆為受益權，請願及訴願為「行政上」受益權，訴訟則稱
為「司法上」受益權。非列舉基本權利係指憲法並未明文規定，但卻仍
受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利，此種權利因為具有憲法位階而與明文列舉權
利一般受到憲法之保障，因此任何國家機關均不得任意的加以侵害。非
列舉基本權的承認，可以讓憲法與時俱進，避免權利保護出現漏洞。我
國憲法關於人民的基本權利有所規定之外，尚規定人民的憲法義務，即
「納稅」
、
「服兵役」及「受國民教育」等三項義務，依據憲法第 19 條及
第 20 條之規定，均有「依法律」的用語，因此對於稅捐及兵役等相關的
立法，仍須以法律加以規定，而法律更需具有正當的立法目的，符合公
共目的與比例原則。
第七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九單元

單元主題

權力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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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媒體
課程重點

教學活動

投影片教材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它規定政府的基本架構、賦予統治權的合法基礎、
界限政府部門的職權範圍。國家政治權力的分配與使用，都必須依據憲
法。而權力分立原則，則是歐美近代推動立憲政治中，政府組織原則的
核心概念，其目的在保障人民政治自由，排除政府的專斷權力。權力分
立原則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建構憲法的根本原理，特別是對於國家權力
的分配上，權力分立甚至是最高指導原則，我國憲法亦是採取權力分立
原則來建構，即使我國憲法將政府部門分成總統、行政、立法、司法、
考試、監察等，遠較國外的三權為多，仍然是屬於「分立」的狀態，由
於我國的分權狀態較為特殊，因此更有必要對於「權力分立」原則作詳
細的解說。
第八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十單元

單元主題

總統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憲法本文對我國總統所做的規定，基本上偏向「內閣制」的總統，雖然
並非是完全虛位的元首，總統卻僅有極少數的實質權力。其餘的權力多
需由行政院長副署或僅屬於儀式性的權力。行憲至今，我國總統一向擁
有實質上最高的決策權，在修憲之後，總統擁有對行政院長的任免權，
總統的憲法定位即擺脫虛位元首，而完全成為實質上的行政首長。本單
元講授憲法上總統之地位、職權、產生、繼任、特權與責任。
第十一單元

單元主題

行政權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憲法第 53 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而我國憲法本文又
存在三項內閣制的主要特徵：（1）信任制度（憲法第 55 條）；（2）責
任制度（憲法第 57 條）；（3）副署制度（憲法第 37 條）。第一項與第
二項特徵顯示出「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的態勢，第三項特徵則為「行
政權歸屬於行政院」，因此憲法本文設計的行政院，偏向於內閣制的政
府，而行政院長也相當於內閣制的總理。不過在修憲之後，行政院長由
總統任命而無須立法院的同意，並且總統可能將行政院長免職而無所限
制，故而憲法本文的修正式內閣制就產生了變化，變化後的體制學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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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所爭議。本單元介紹行政院之地位、職權、行政院長、決策組織與
方式、責任。
第十二單元
單元主題

立法權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教學活動

本單元講授立法院之地位與職權，立法院具有民意基礎以及公開的議事
程序且是經常開會的組織，其擁有預算權與立法權，其地位與其他國家
的「國會」相當。不過我國的立法院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國會，欠缺「彈
劾權」與「審計權」，憲法增修條文亦刪除其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
第九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十三單元

單元主題

司法權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教學活動

本單元講授司法院之地位、職權、組織、大法官的地位。司法權具有三
種不同的見解：（1）最狹義說：僅解決個案爭議、職司審判；（2）狹
義說：除審判之外，尚可行使「抽象解釋權」；（3）廣義說：包含行使
裁判權的一切必要附隨權力；（4）最廣義說：除前述三種之外，尚擴及
「司法行政權」，例如程序之處理、司法監督，乃至於司法政策的提出。
我國司法權的範圍有：（1）民事訴訟審判；（2）刑事訴訟審判；（3）
行政訴訟審判；（4）公務員懲戒；（5）解釋憲法；（6）統一解釋法令
等。
第十次分組議題討論
第十四單元

單元主題

考試權與監察權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本單元講授憲法規範中之考試院與監察院之地位與職權。考試院依據憲
法第 83 條之規定，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不過其所掌理的事項不僅
僅限於考試而已，尚包括：考試、任用、銓敘、級俸、陞遷、保障、褒
獎、撫卹、退休及養老等事項。質言之，考試院為最高的「人事行政」
機關。監察院的職權依照憲法的相關規定，主要有：調查權、糾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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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權、糾舉權、巡察權、監試權、審計權、法律提案權及受理財產申
報權。
第十五單元
單元主題

地方制度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中央與省、縣之間的權限劃分，給予地方「憲法位
階」的自治權利。不過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卻將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的
權力，交由中央的立法機關行使，所以我國的地方制度介於聯邦國與單
一國之間。本單元講授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理論及爭議救濟。
第十六單元

單元主題

司法違憲審查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當國家機關違反憲法的規範要求或發生違憲的爭議時必須有一護憲機制
可以維護憲法的優越性，落實憲法保障人權的基本目的，並防止政府部
門的濫權違憲，從各國實證經驗觀察，主要的護憲機制有司法違憲審查、
修憲程序及界限的限制、人民抵抗權等。其中又以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為
實踐上最重要的護憲機制，而司法違憲審查制度的實效更會影響憲法實
際規範效力的高低。司法違憲審查實為保障基本人權、維繫權力分立的
最重要機制之一。本單元主要講授：（1）審查制度類型與審查程序：誰
來行使違憲審查權？審查的對象為何？審查程序又如何設計？（2）違憲
審查的效力及界限：違憲的法律或命令之效力如何？相關人民的救濟為
何？違憲審查有何界限？（3）司法違憲審查的正當性：執掌違憲審查者
之所以能夠宣告法律或命令違憲的依據或權力來源何在？其與民主正當
性的衝突應如何化解？
第十七單元

單元主題

憲政發展與憲法變遷

教學媒體

投影片教材

課程重點 我國憲法自 1946 年 12 月 25 日通過、1947 年 1 月 1 日公布、同年 12 月
25 日正式實施至今。本單元首先探討憲法變遷的理念與機制，進以檢視
我國的憲政發展與憲法變遷，分別從憲法修改與憲法變遷，以及憲法解
釋與憲政發展等面向進行講授。在憲法變遷部分，則在探討成文憲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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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夠與時俱進，使憲法能成為「活的憲法」，主要內容包括：（1）憲
政慣例；（2）憲法解釋；（3）憲法修改，並就此三種方法予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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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末教學意見回饋
問題

意見
1.
2.
3.
4.
5.
6.
7.
8.

9.

本課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內容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議題討論。
不適任教師處理方式之議題討論。
議題討論是很有趣的方式。
討論議題，可以分享彼此之間的想法。
每次課後的討論，讓各位發表意見，非常的
好。
每次的討論問題都能讓我省思，也多了解當今
社會議題。
課後的討論很好，因為同學不只是上課聽聽而
已，而可以更了解並吸收更多的知識。
議題可以再比較貼近學生一點，這樣比較好
寫，課程單元也是一樣，希望老師可以更說一
些學生的權益，我們希望可以有什麼法律的途
徑或者是有什麼方法可以更保護學生的權益。
課程單元、討論的議題。較接近生活化，可以
從中得到一些法律相關訊息紀錄影片。
影片—各說各話。
韓國的紀錄片，看見北韓的真面目。
前進北韓，讓我知道北韓可怕。
印象最深刻的影片是紀錄伊拉克內戰的影片。
紀錄影片很好看，但是如果播國家的歷史形成
就很無聊。
一個對大陸班長選舉進一步探討〝民主〞的影
片，讓我重新認識民主的可貴。
看伊拉克的年輕人在伊拉克過的生活；中國小
朋友在選班長，用賄賂的。
辯論很精彩。
辯論很有趣。
期末辯論大會很特別，很好 !
期末大辯論，Free 黨表現超棒。
辯論大會。訓練臨場反應，加深對議題的思
考。
我覺得是後面的辯論大會，可以把事情拿出來
說，一起討論，所以讓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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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評量方式

23. 最後的期末辯論看到大家為自己的議題絞盡
腦汁的相互爭辯和以前的期末考方式大不相同。
24. 紀錄影片的內容都很有趣，以及最後的辯論會
讓大家都可以互動，和課堂討論可以促進組員
和樂，感覺良好。
1. 上課內容很好。
2. 課堂都會有收穫。
3. 不錯，可持續使用。
4. 看影片的記憶會很深刻。
5. 上課很清晰，不會很冗長。
6. 議題討論是很有趣的方式，good。
7. 很符合這門課教學方式，議題討論可以學到滿
多東西的。
8. 讓學生能去思考發表感想，這樣的教學比中規
中矩的上課來得有趣多了。
9. 十分的有架構，而且讓我親身的體會一些社會
問題，並得到不同的、直接的意見。
10. 影片欣賞，可以看到尚未得知的知識，從影片
中學習欣賞。
11. 有的議題太難去討論了。
12.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對法律不了解所以會覺得老
師在講法條時很無趣，所以可以搭配一些互動
或遊戲，來讓課堂活潑一點。
13. 我不喜歡議題討論的方式，雖然分組討論有好
處，但是其實討論時間占了大部分的課程時間。
14. Keep going，教學很棒。
1. 多元化。
2. 不錯，可持續使用。
3. 很多的評分，可以很公平。
4. 〝國家政策白皮書〞讓我體會到政府對政策的
苦惱。
5. 從平時課堂上的討論作為成績十分滿意。
6. 希望不要測驗，以學習、分享、互動的方式，
可以學到更多，也不會有壓力。
7. 其實這個時代考試已不代表什麼了，只是一個
期中、期末的拘束，平常可能都不來上課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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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師教學的建議

對教學助理的建議

的，所以用課堂議題討論、報告跟辯論這樣的
方式是非常好的。
8. 不用期中考對我們來說是減輕我們的考試負
擔，報告讓我們能在平時就可以參與課堂課
題，所以很贊成以報告代替考試。
1. 上課的內容準備很多。
2. 老師上課很認真 ! 很盡責 !
3. 議題討論是很有趣的方式。
4. 可以再多一點活動。
5. 可以多用現代的影片進行教學會更引人注目。
6. 老師您在課堂講授的時候，也可以用一些短片
幫助我們更了解。
7. 可以在討論議題後，將正確的應對那樣議題
時，可如何解決的方式。
8. 上課有太多的議題討論，可以兩個禮拜一次，
不要每週都有分組議題討論。
9. 辯論：老師應該在辯論前幾節課說明清楚，因
為每個議題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如果學生一
直強調這種論點的盲點的話，辯論會就沒有什
麼意義了，就只是討論會；老師要跟學生講說
你們是贊成方就得一直站在贊成，就算錯也要
講到對的道理，反對那一方也一樣，或是播放
影片，讓學生知道辯論會精神。
1. 辛苦了。
2. 很用心。
3. 很認真負責。
4. 很親切，人很好。
5. 對老師的幫助有目共睹。
6. TA 好親切，超有親和力的啦
7. 助理都很親切，會時時提醒我們。
8. 助理們的 email 通知非常貼心，辛苦了。
9. 在討論時會幫忙結論或提出問題，good。
10. 在討論的時候很認真的與我們探討那些議題。
11. TA 很辛苦，每次上課都與同學一起討論!很感
謝他們。
12. 很棒，TA 都很用心，且如果功課有問題都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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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感想與建議

用心的幫忙!
13. 助教每週都很認真的幫我們紀錄課堂討論，也
很努力的幫老師處理很多雜務，很NICE 的助教。
1. 很棒的通識課程。
2. 老師好可愛，上課風格讚 !!
3. 老師好棒，助教用心!
4. 我會推薦同學選本課程！滿意。
5. 謝謝老師的上課所給我的知識。
6. 謝謝老師一學期的教導，學了很多!
7. 受益匪淺。很多平時沒機會探討的高深一點的
議題，這堂課能體會、認識，非常難得。
8. 此堂課程我認為讓學生彼此的互動更多，而也
有許多的意見交流，謝謝老師給予這樣的課程。
9. 這門通識課和以往接受的上課方式很不一樣，
透過討論讓學生思考並學習法律，活潑不乏味。
10. 這學期很高興可以上到這門通識課，了解到很
多關於法律的一些議題與實例，也對我們以後
遇到這些事情能夠有處理方式的認知與觀念。
11. 老師上課很認真，上課氣氛愉悅輕鬆，課後作
業不會造成大家很大的負擔，以分組討論議題
來促進大家思考還不錯，最後謝謝老師和 TA，
辛苦了 !
12. 辯論大賽可以訓練思考，除了課業以外的問
題，有誰會更進一步去思考社會上的問題？可
以藉由辯論大賽或是由每一堂的議題討論去讓
自己更深入了解社會。
13. 在這學期的上課非常喜歡，因為在表達讓我們
個人的學習到與表現，就算不太會表達也學習
到如果表達也給自己一個經驗。在互動方面，
也讓不同科系的同學也有認識的機會。在期末
最後的辯論會也是個很好的互動，也可學習到
別人的表達能力。
14. 老師辯論議題太敏感，若有當事人在場會使辯
方很為難 !
15. 辯論大會的比率可以多做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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