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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是一門通識與專業跨領域結合的創新課

程，以技職體系視光學科學生為對象，透過多元教學活動，教授與眼

睛、眼疾及眼鏡專業相關的文學文化知識，目標在拓展學生文化視野並

深化其文學素養。論文第一章說明課程設計理念；第二章說明教學實務

設計及操作，分述創新課程實際內容及特色；第三章以教學評量回饋顯

示修課學生高度肯定這種以活潑趣味的方式來增長與專業相關文學及文

化知識的學習模式；第四章則指出囿於課程時數限制，課程以拓展知

識面廣度為先，未來可進一步系統性整合教材，設計專業問題以強化深

度。

關鍵詞： 技職文學教育、通識教育、創新課程、視光教育

本作品於「2018年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獲獎為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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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簡介與教學理念

一、教學動機

通識與專業的融合是近年來大專教育重要的概念與發展指標，在

許多學者專家大力倡導下，大學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必須經由互動而

邁向融合的理念，已普遍為國內大專教育接受，並開始進行許多通識

課程的革新。黃俊傑教授指出：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斷裂的情況隨著

高科技的發展而日趨嚴重，造成這種現象中主因是現代大學所傳授的

專業知識是極為規格化、標準化的「套裝知識」。從專業知識的內容

來看，這種知識系統的研發與傳習，具有高度自主性，很少與該知識

系統以外的知識社群互動，於是，該學門的知識逐漸脫離創造人類福

祉的目標（黃俊傑，2006）。這種專業知識強勢主導的現象在技職教

育恐更為嚴重，因為技職教育以訓練學生就業為導向，是以滿足產業

需求、促進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學校教育，所以更容易傾向技術至上。

有學者亦指出：技職體系中的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需要時間來打破藩

籬，來幫助學生達到專業縱向發展與通識橫向融合，獲得知識、情意

及技能整體均衡的發展。技職教育的養成，是要培養兼具技術專長以

及有人文氣息、藝術氣質、通識眼光的有用人才，才是符合業界需求

及社會期待的專業人才（鍾愛，2012）。

通識與專業課程的融合可以落實為不同層面的具體作為，大至調

整通識與專業課程的結構配置，小到教學內容的跨領域結合，都是可

以推動的方向。1 筆者任教的專科學校是培養中階技術人才的技職學

校，學生學習目標以技能訓練為導向，對於通識課程的學習動機相對

薄弱，學習成效也不顯著，特別對於通識選修課程，更普遍存在是營

養學分的預期心態。而學生對通識課程缺乏學習動機，除了受技職教

學偏重技術的外在環境影響，也有課程內部的因素，以國文課為例，

課堂講解的文言課程大多抒發歷史興亡或人生慨嘆，對人生經驗尚未

1 黃俊傑教授亦指出專業與通識在大學校院中的落實，可以參考的融合方法有課程結構與教
學內容的調整，以及溶滲式致學方法的落實（參見黃俊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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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學生而言也較難產生共鳴。面對這種困境，筆者開始反思：除

了奠定學生基本語文能力的國文教學外，是否還能為學生多做些什

麼？我的文學專業是否能幫助學生在技術養成的過程中，拓展他們的

文學或文化視野，培養學生具備真正的專業素養――兼顧科技與人文

的涵養？就是這個起心動念，筆者開始思考融合視光與文學的可能

性，而這也是開設這門技職文學創新課程的初衷。

二、學生專業背景分析

筆者任教於本校視光學科，授課對象以該科五專部學生為主。視

光學科主要培育驗光配鏡專業人員，教授學生各項視光專業知識與技

能實務操作，如眼疾病學、光儀器學、驗光學、低視能矯正、隱形眼

鏡學、配鏡學等等，目標是學生畢業後參加考試取得驗光師生證照，

以具備執業資格。學生畢業後進入職場，可至醫院眼科部擔任驗光人

員，或至鏡片公司、視光儀器公司擔任驗光人員或門巿經銷人員。毫

無疑問的，筆者的學生在校所學及未來就業的專業技術，都聚焦在

「眼睛」的生理功能，以及輔助視覺功能的輔具上，這個專業背景也

為這門技職專業與文學融合創新課程起了定向的作用。

三、課程設計理念

技職專業與文學文化結合的課程在技職教育中並不乏先例，如

醫護學校開設「醫護文學」課程，餐飲科系開設「飲食文學」課程，

在中國的紡織服裝高等教育中，也有「文學與服飾文化」教材，從中

國文學中尋找中華服飾文化的內涵（馮盈之，2016），這些課程或教

材都是結合專業技能與文學文化知識的成果。而放眼國內視光學科教

育，11所設有視光學科系的大專校院，2 目前為止尚未有針對視光學

2 目前國內設有視光學系的大學有：中山醫學大學、亞洲大學、大葉大學、中臺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及康寧大學，設有視光學科的專科學校有：馬偕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及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共計11所大專院校。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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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開設相關文學文化課程，然而事實上，以視光學專注的「眼睛」或

「眼疾」等課題，在中西文學及文化的範疇中有著為數不少的素材，

也有源遠流長的發展，所以筆者嚐試建置以「眼睛」、「眼疾」或

「眼鏡」為主題的文學文化教材，搭配演講、參訪、遊戲式測驗、報

告等多元的教學活動，開設國內第一門以視光為主題的文學文化課

程，讓這些驗光配鏡專業背景的學生，有機會學習跟他們專業相關的

文學文化知識，並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拓展他們的專業文化視野，

深化人文素養。 

貳、教學實務設計與實施

一、課程簡介

本課程原訂名為「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 3 是針對視光學科五

專部的學生編纂與視光學相關的文科教材，讓學生從視光專業出發，

觸類旁通，學習與此主題相關的文學文化知識。4 課程總計18週，概

分為兩個階段，前半階段從文學的起源――神話切入，介紹中西神話

中著名的眼睛象徵，以及中國繪畫中的眼鏡及眼鏡店鋪，接著介紹中

國傳統面相文化，邀請業師教授基本面相學，以及如何將面相學應用

在配鏡上。最後進入文學範疇，首先聚焦在中國古文學，從詩文中去

認識中國古人的眼疾病書寫，並以白居易為例，瞭解眼疾對中國文人

生活的影響，以及當時人們治療眼疾所做的努力。

3 本課程原訂名為「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課程主要著眼於視光專業與文學專業跨領域融
合，因科目表整體考量未修入視光學科專業選修科目，而置於通識教育中心一般選修科

目，課程名稱以「文學與文化專題」的開放性課名暫代，選課備註上說明本課程為視光文

學與文化專題內容，建議由視光科學生優先選修。
4  本創新課程申請教育部創新先導計畫經費，支應外聘專題演講及參訪經費。另外，本課程
也送交兩名校外專家（學界專家一位、業界專家一位）進行課程外審，並依據外審意見調

整學期各項作業及測驗配分比例及補強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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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後半階段則延續文學的軸線，從古代文學進入現代文學，以

現代盲人文學為主題進行課程設計，5 搭配視障社福團體的參訪，讓

學生認識視障人士生活的困難和不便，以及各方為友善視障環境所做

的努力。透過這些認識，培養學生同理心及人文關懷的精神。有了這

樣的先備知識與心理預備，再進入盲人文學（或電影）的文本，就能

對文本中失明的困頓及努力振作的心路歷程有較貼切的感受。盲人文

學選讀以分組方式進行，各組擇定一本盲人文學或一部盲人電影進行

摘要及心得口頭報告，並搭配評分量尺Rubrics和同儕互評，讓學生在

觀察評核同學表現同時更內化對口頭報告技巧的認知，間接提升自己

上台時的表現，強化口語表達能力。

二、教學目標

本課程希望帶領視光學科的學生從視光主題出發，到文學及文化

領域中拓展與自身專業相關的見聞，藉由文學文化教材的課堂講授、

業界專家的指導，以及盲人社會福利機構的參訪，從不同向度逐一開

啟學生視野，而這些視野又與他們視光專業背景緊密相連，所有教學

活動的設計都朝著培養學生專業人文素養的總目標而輻輳，這也是這

門課程所要擔負的使命——透過專業人文素養的深化，強化學生的就

業軟實力，所以在這個總目標之下，本課程擬定具體教學目標如下：

（一） 能具備東西方關於眼睛的文化基本知識

（二） 能瞭解中國古代文學對於眼疾及眼鏡的書寫

（三） 能發揮文學與專業創意創作眼鏡廣告文案

（四） 能理解盲人文學的內涵並培養關懷同理心

（五） 能完成專業主題文學作業及口頭報告

5 選擇盲人文學課題，主要思考點在於：技職專業強調專業技術，但技術再純熟，若失去對

人的關懷和溫度，那這些成就只能停留在工具的層次，無法真正以科技來服務人群改善生

活。失明是視力失去功能最極端狀況，視光科系的學生若能對這種極端失能的眼盲人士有

所接觸與了解，除了可以培養同理心之外，更可以體認到視光專業的意義，他們的職業就

是要協助更清楚的看到這個世界，這是極有意義的職業，能體認到這一點，學生便可提高

對自身專業的認同與自信。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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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綱要

 週次         單元名稱                 內容綱要           教學活動
第一單元　古代文學與文化中的眼睛、眼疾與眼鏡

 1 課程介紹 課程介紹／學生分組 PPT講授
   分組作業／圖書館找書完成作  2 文學及文化概念探索  個人作業單    業單
    1.PPT講授   中國神話、埃及神話、希臘神 3 中西文化中的眼睛象徵  2.個人作業單   話、土耳其傳說中的眼睛象徵    3.Kahoot即時反饋測驗
   明清繪畫中的眼鏡及眼鏡店／ 1.PPT講授  中國繪畫中的眼鏡及眼 4  明清文獻中的眼鏡紀載/眼鏡的 2.個人作業單  鏡店鋪   別名 3.Kahoot即時反饋測驗
   中國面相學基本概念與配鏡之  專題講座：面相文化與  5  應用――鏡框形式材質與面相 業師協同教學  配鏡之美   之搭配   中國文人的眼疾病書寫 白居易的眼疾病書寫／唐朝白 1.PPT講授 6  及醫療對策 內障手術金篦術 2.個人作業單
   廣告文案解說/製作明朝「益美 1.PPT講授 7 古代眼鏡創意廣告創作   齋水晶眼鏡鋪」宣傳廣告 2.分組討論
 8 古代眼鏡創意廣告報告 創意廣告口頭報告 分組報告
 9 期中測驗 期中範圍總複習 紙筆測驗

第二單元 失去視覺的大觀園――盲人世界與盲人文學
    1. PPT講授   國內友善視障環境介紹／《再 10 盲人的大觀園  2.影片解說   見了，可魯》導盲犬影片導覽     3.個人作業單
  你是我的左眼――視障 參訪「臺灣盲人重建院」／視 11   校外教學  社福機構參訪（I） 障行走體驗   你是我的右眼――視障 參訪「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 12   校外教學  社福機構參訪（II） ／國內導盲犬培訓教育介紹     1.PPT講授  盲人閱讀（I）：用手 點字原理講解/點字翻譯體驗 13   2.點字卡  閱讀 （李家同〈我的盲人恩師〉）     3.分組接力翻譯
    1.PPT講授  盲人閱讀（II）：用耳 盲人有聲書網路資料導覽／ 14   2.有聲書網站  閱讀 有聲書選聽及測驗     3.Kahoot即時反饋測驗
    4.聆聽狀態自我評估單
    1. PPT講授   北京「心目影院」口述影像介 15 盲人看電影  2.影片解說   紹／《聽見天堂》影片導覽    3.個人作業單
   盲人文學作品選讀（Henry  1.PPT講授 16 盲人文學選讀    Grunwald《眼戲》） 2.盲人文學文摘作業單
    1.分組報告 17 盲人文學心得報告 盲人文學心得分組口頭報告    2.Rubrics同儕互評
    1.Kahoot即時反饋測驗 18 課程回顧及回饋 課程回顧總結及回饋    2.課程回饋建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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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教材設計

本課程以視光學科專業核心――「眼睛」及「眼鏡」為主題，

從文學及文化領域中蒐羅相關教材進行建置，18週課程以兩大主軸貫

穿，前半學期以古代文學文化中的眼睛、眼疾及眼鏡知識為主，後半

學期則聚焦在現代盲人文學。

（一）古代文學與文化中的眼睛、眼疾與眼鏡

1. 中西文化中奇特的眼睛象徵

本單元介紹中國及西方文化中重要的幾隻眼睛，包括：

(1) 中國神話《山海經》中的「一目國」、帝王的象徵――《史

記》記載虞舜及項羽的「雙瞳」及《封神演義》中楊戩額頭

上具強大神力的第三隻眼「天眼」。

(2)  埃及神話中守護幸福健康及象徵復活的「荷魯斯之眼」。

(3)  希臘神話中具有石化力量的「美杜莎之眼」。

(4)  中東文化護身符「土耳其藍眼睛」及「法蒂瑪之手」。

(5)  象徵上帝全知全能力量、一元美金紙鈔上的「上帝之眼」。

2. 中國古畫中的眼鏡及眼鏡

本單元介紹明清繪畫中的眼鏡圖像，包括：

(1) 堪稱明朝〈清明上河圖〉的仇英〈南都繁會景物圖卷〉，該

畫尺幅千里，描繪明朝南京秦准河兩岸熱鬧非凡的巿井景

象，圖中密密麻麻一千多名從事不同活動、各有姿態的人物

中，有幾位戴眼鏡的人士。課堂上利用投影機放大截圖，讓

學生從茫茫人海中進行尋人任務找出戴鏡者，並觀察當時所

繪眼鏡式樣。

(2) 清朝〈蘇州市景商業圖冊〉描繪明朝蘇州物產豐饒的巿景圖

像，熱鬧街廓中有間眼鏡店鋪，課堂上同樣透過局部放大截

圖，讓學生從圖像中觀察明朝商業社會各種繁榮的生活樣

態，並找出眼鏡店鋪。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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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相文化與配鏡之美」專題演講

在文化的範疇中，透過觀察人臉部或身上的特徵來判斷一個人

性格或命運的古老學問是一種極具特色的中國文化，臺灣社會對於面

相文化也有普遍性的認知，這些認知也實際影響人們在生活中的判斷

與決策。從面相學角度來看，眼鏡經年累月配戴在臉上，影響臉部外

觀相貌，也進而影響人的運勢，基於這種思考，課程特地安排面相單

元，邀請業師協同教學，介紹五官面相的基本概念，並教導如何根據

不同的臉型及五官特徵，搭配合適的材質或樣式的眼鏡，來補強戴鏡

者的面相弱處，以修飾塑造個人理想的相貌。

配合面相學理介紹，業師邀請現場帶眼鏡的學生上台做真人範例

講解，從學生起身至台前的行走儀態、站立姿勢，配合身形、臉形、

五官或眼神，分析學生的性格特徵和五行屬性，再從面相學角度論學

生的眼鏡在樣式及材質上是否合宜。學生透過學理與實務的驗證，一

窺面相文化的奧妙，也開啟新的視野，認識未來職場可以應用發揮的

面向。

透過同儕親身示範，課堂氣氛十分熱鬧，被邀請上台的學生多半

羞澀，因為要成為被人品頭論足的對象，而本堂課邀請的業師具備專

業相學素養理念，在分析及評論學生面相時都採正面論述，讓學生對

自己的優勢更具信心，對先天不足之處也能抱持健康心態，知道後天

的學習和修養才是決定命運好壞最重要的關鍵。6 

6 本論文引用之學生作業及照片均獲修課學生簽署同意書授權使用。視光廣告創作單元學生

作品所使用之圖片素材，亦均於創作理念說明單中完整註明引用出處。

圖2 「面相與配鏡」專題現場真人
範例講解

圖1「面相與配鏡」專題講解面相
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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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古代文學的眼疾病書寫

本單元挑選唐宋詩文中關於眼疾的描述，探討文人的眼疾狀況，

並以中唐社會詩人白居易為主要探討對象，教材涵蓋三個部分：

(1) 白居易眼疾症狀書寫

白居易患有嚴重眼疾，除了有四十多篇詩文提及自己「眸昏」、

「眼花」、「眼痛」、「目澀」、「眸暗」外，更有兩首眼病詩完整

交代自己的視力狀況，白居易自述「散亂空中千片雪，蒙籠物上一重

紗。縱逢晴景如看霧，不是春天亦見花」，「大窠羅綺看才辨，小字

文書見便愁」，白居易詩文創作數量浩瀚，眼睛功能的損傷對這多產

型的詩人而言無疑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詩人把這種沈重屢屢入

詩，可見詩人正承受著極大的困擾和苦痛。

(2) 白居易眼疾成因探討

白居易讀書至勤，他在〈與元九書〉中自述「晝課賦夜課書，間

又課詩，不遑寢息矣……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

子中也，動以萬數」，滿眼亂竄的黑點顯示飛蚊症已十分嚴重，加以

他在自傳〈醉吟先生傳〉中也坦白自己「性嗜酒」、「醉復醒，醒復

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詩和酒是他生活的兩

大重心，用眼過度又嗜酒如命，視力的惡化也是必然的結果。

(3) 白居易治療眼疾對策

病者求醫，深為眼病所苦的白居易積極尋求各種治療方法，他就

醫並按醫囑服藥：「醫言風眩在肝家」、「醫師盡勸先停酒」、「兩

眼春昏點藥頻」、「盒中虛撚決明丸」，但生活習慣沒有改變，光是

服藥也是枉然，所以在藥石罔效後他轉而求神問卜，從宗教層面去尋

求解脫之道：「僧說客塵來眼界」、「道侶多教早罷官」。在藥力佛

力都發揮不了效用後，他甚至考慮「爭得金篦試刮看」，想嚐試印度

傳入中國的白內障手術――金篦術來治療眼睛。金篦術在杜甫、韓愈

和蘇軾詩中都有提及，在當時似乎是頗為流行的眼科手術，沒有史料

明確記載白居易是否接受手術，但從這些詩文紀錄我們也獲得唐人在

眼疾方面的醫療訊息。

這單元讓學生從古詩文中去探索古代文人的眼疾病，搭配延伸

閱讀教材――譚健鍬《歷史課本沒寫出的隱情》一書中分析白居易眼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



88

2018 年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專刊

病的臨床表現最接近「原發性急性閉角型青光眼」的專章，學生透過

古今文章的相互印證，讓詩人在教科書中的扁平形象變得立體鮮活起

來，學生深切感受古人不是一堆文字，而是跟我們一樣的血肉之軀，

有日常生活的困擾，有肉體上的病痛。

（二）失去視覺的大觀園――盲人世界與盲人文學

1. 認識友善視障環境

盲人文學是一種特殊文學，可以定義為視覺失能者所進行的創

作，或以描述視障主題的創作，這是盲人文學的定義，也是盲人文學

的特色。文學作品的解讀雖然不要求讀者具備跟創作者相同的經歷，

才能體會作者所要傳達的情思意念，但不可諱言的，視覺是人們連結

外在世界最重要的感官功能，失去視覺，視障朋友的生活經驗有著明

眼人難以想像的困難不便。為了協助學生在閱讀盲人文學時能有更充

分的同理心來接近文本，在閱讀盲人文學作品之前，課程安排參訪兩

個視障社會福利機構――「臺灣盲人重建院」以及「惠光導盲犬教育

基金會」，透過認識不同的視障類型，瞭解視障朋友的生活挑戰，看

見他們如何努力克服困難，學習在沒有光的世界中自力更生。而導盲

犬的培育與機制設計，也是發展友善視障環境一個重要里程碑，盲人

文學中並不乏描寫視障朋友與導盲犬之間感人互動的作品，所以認識

導盲犬的培育過程，以及牠們所擔負的責任、執勤的任務，甚至是除

役後晚年的安頓，都有助於學生未來閱讀相關文學作品時，能對書中

所述有更貼切的感受。

在「臺灣盲人重建院」參訪活動中，特別安排同學進行盲人行走

體驗。儘管靠著同學的攙扶及口頭指引，矇眼同學們能緩慢前進或坐

下，沒安全疑慮，但實際阻斷視覺的依賴，對學生來說仍是十分具衝

擊性的經驗。雖是短短十多分鐘的體驗，學生卻能在看似趣味性的活

動中正視到嚴肅的意義，那就是：盲人文學中的世界不是杜撰，而是

另一個陌生卻又真實存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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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盲人文學及盲人電影介紹

延續從詩文中去發掘古代文人眼疾書寫的課題，課程最後以盲人

文學作品的選讀收尾。7 盲人文學的主題可以涵蓋視障朋友視力受損

過程描述、求醫記實、失明前後心境轉變，或是失明後生活重建、人

生價值觀改變等等，大多是以真人真事改編或自傳性質的創作，本來

就具有撼動人心的力量，加以在進入文本閱讀之前，已先安排參訪完

臺灣盲人重建院及惠光導盲犬基金會，學生對視障者的生活已有基本

認識，所以在閱讀時就較能貼近書中主角的內心，去感受在主角遇到

困境時的絕望和掙扎奮鬥的難能可貴。

為使課堂討論能聚焦，在盲人文學部分，課堂閱讀文本統一選擇

Henry Crunwald的Twilight-Losing Sight, Gaining Insight（中文書名：
《眼戲――失去視力，獲得識見的故事》），描述曾任美國Time雜

誌與時代出版集團總編輯的Crunwald罹患黃斑部病變，逐漸喪失視力

的心路歷程，該書於其病中完成，他稱該書為「我眼睛的自傳」。課

程進行由教師先製作文章摘要填空講義，讓學生仔細閱讀討論後，梳

理文意，填入適當字詞以完成全文，並依完整文意回答教師設計之問

題。

除了小說，電影也是文學藝術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盲人文學單

元中也選擇一部改編自義大利國寶級電影錄音師真人真事的電影――

圖3 學生體驗盲人行走及引導 圖4 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參訪

7 雖然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文學，以盲人為創作者或以盲人為創作對象的所謂「盲人文學」，

在作品數量上實在無法與其他文類相提並論，但綜觀國內外仍有不少優秀的作品，可以帶

領讀者一窺視障朋友艱辛的心路歷程或激勵人心的奮鬥過程。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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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天堂》，設計作業單讓學生在觀影過程中記錄關鍵訊息最後完

成摘要撰寫。而配合電影中有一段描述視障小朋友排除萬難進入電影

院想看電影的情節，課程最後補充介紹讓盲人也能看電影的「盲人電

影院」――北京「心目影院」，這種口述影像的服務雖然還不普遍，

但正慢慢受到正視與推廣，是新興而體貼的視障服務。

期末報告則與本單元主題結合，由學生分組討論選擇一本盲人文

學或一部盲人主題電影進行閱讀觀賞後，撰寫摘要及閱讀觀影心得，

並上台進行口頭報告，練習口語表達能力。

五、多元教學活動運用

課程除了教材內容創新多元外，為達到較好學習效果，針對不同

單元也設計不同教學活動，包括：

（一）使用線上遊戲平台Kahoot提升學習動機與效果

本課程約有四分之一課程屬於知識性講授，為了強化學生的吸收

並提高學習動機，在進行以講授為主的單元時，搭配使用網路即時反

饋平台Kahoot進行課堂測驗。Kahoot是一個免費遊戲平台，提供教師

在平台上設計題目，學生利用個人手機登入後競爭答題，並給出答題

排行榜即時回饋。

Kahoot軟體有幾個特點可以成功帶動課堂氣氛：第一、它評分是

依據使用者答題的正確度及速度兩項因素計分，答題正確但速度不夠

快，或回答夠快卻答錯，都拿不到高分。要拿高分，回答就必須又快

又準確。換句話說，這個設計要求使用者高度集中精神，並且要眼

到、腦到、手到，三者協調缺一不可。在實施過程中，教室中響起此

起彼落的哀嚎，有人為搶快卻答錯抱頭懊惱，有人緊張到手抖按錯選

項，更不乏同學在旁幸災樂禍哈哈大笑，教室現場歡呼與哀叫交錯不

斷，氣氛十分熱烈有趣；第二、Kahoot在每題作答結束後，都會顯示

目前積分最高的前五名排行榜，名列前茅的人，隨時可能因為下一題

答錯就摔出榜外，每一題答完排行榜都會重新洗牌甚至大翻盤，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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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更新排名的設計，讓每一道題目都是翻身的機會，所以學生會緊

盯螢幕，全神貫注進行下一題的作答，這種刺激高度引爆學生的學習

樂趣。

而依課堂融入Kahoot測驗實際效果觀察，在提升學習動機部分，

在開始上課時即先預告課程結束時實施Kahoot測驗，測驗題目取自今

日上課內容，學生的確會因為期待得到好名次而更集中精神上課。而

在學習成效部分，每題作答結束都會顯示全班答題狀況統計，這個統

計在相當程度上反應學生對這一題概念的理解狀況，教師若能立即針

對錯誤選項進行講解，學生的精神因為涉及比賽積分所以呈現高度集

中的狀態，都會十分專注聽解答，這時解說的效果會比紙筆測驗的講

解好非常多，對於知識觀念的釐清有極好的成效。

（二）實際操作體驗代替學理講授

1. 用手閱讀――點字卡翻譯

點字是視障者進行閱讀學習的一種重要方式，課程特別設計「用

手閱讀」單元，讓學生對視障者認知外在世界的方式有基本認識與感

受。本單元利用點字翻譯，以實際操作體驗來代替純理論解說，課程

進行方式如下：

(1) 選定文章，與愛盲基金會合作製作點字卡，將文章製作成點

字卡後進行切割頁面切割。

(2) 每位學生各拿一張三至四行點字的點字卡，在聽完教師講解

點字構造原理後，使用點字對照表逐字進行翻譯，並將譯出

的文字書寫在點字下面。

(3) 翻譯完畢，各組將組內各人點字卡收齊，依文意拚出文章段

落，派代表到台前輪流唸出各組拚出的內容，以組織成全

文。

(4) 上台讀點字卡的學生面對全班宣讀，背後螢幕同時放出全文

內容，讓全班同學比對其正確性，同時進行閱讀。點字卡文

章特別選取李家同先生的〈我的盲人恩師〉一文，李家同先

生的博士指導教授是位盲人，透過李家同先生透過近身觀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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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講述美國社會如何給予盲人平等合理的對待和有尊嚴的

生活環境。

本單元藉由實際操作和分組團隊合作，讓學生體驗不一樣的閱

讀經驗，親身感受視障者在學習上遇到的障礙，除了希望對視障者有

更多同理心之外，也能回過頭更珍惜自己用眼睛認識世界的能力和機

會。

嚴格說來這個點字體驗，學生仍是用「視覺」來辨識點字，而

非用指尖「觸覺」來進行辨識，但是實際摸到全白頁面上密密麻麻的

凸點，學生立即感受到這種「閱讀」方式所帶來的壓力，以及透過這

種方式來學習的艱辛。翻譯過程中有同學遇到瓶頸哀喊：「我不要當

盲人～」，全班大笑，筆者機會教育告訴全班：「沒有人願意選擇喪

失視力。今天上課之前，你翻開課本覺得很煩，因為滿滿都是字；今

天上完這堂課，下次再翻開課本，你會覺得很開心，因為滿滿都是

字。」學生們很聰慧馬上有人回說：「對！」這次的體驗，讓學生知

道學習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對於視障者更是如此。

2. 用耳閱讀――有聲書閱聽及測驗

有聲書是點字之外，視障者進行學習的另一種重要媒介，在「用

手閱讀」單元後，課程接著安排「用耳閱讀」單元，除了介紹國內視

障有聲書資料及網站外，8 也帶領學生模擬視障者僅用「聽覺」來接

收資訊，實際體驗在沒有視覺的輔助之下，集中精神接收聲音訊息的

感受。課程進行方式如下：

(1) 將教室燈調暗，教室呈現光線極弱的昏暗狀態，並請同學閉

上眼睛，模擬視障者聆聽聲音時的視覺狀態。

(2) 播放有聲資料。考量注意力集中原因，選擇約十至十五分鐘

長度的有聲資料。

(3) 聆聽完畢後開燈，立即使用Kahoot進行隨堂測驗，針對有聲

資料中的內容進行選擇題測驗。

有聲資料刻意挑選非故事性文章，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也沒

8 國內現有較具規模的有聲書書庫有愛盲基金會、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臺北市立圖書

館――視障電子圖視障電子圖書館、普立爾文教基金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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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物對話，屬知識性的文章，嚴格說來就是一般教科書的內容，內

容平實穩當，並不吸引人。原本預期學生應很難長時間集中注意力聆

聽，但出乎意外的是，學生在聆聽完後的Kahoot測驗上卻大多能準確

選出正確選項。這種結果，也許是預告將進行Kahoot測驗讓學生有聆

聽動機，加上播放的有聲資料控制在十五分鐘以下，學生精神不致過

於渙散，所以在即時測驗上有不錯的表現。本單元結束前請同學針對

剛才的聆聽狀態進行自我評估回饋，有些學生也表示，缺乏視覺的刺

激輔助，實在不容易長時間集中精神聆聽，開始數分鐘其實就會分

神，必須提醒自己回神，教材時間若再長一點，意識就更難持久專注

了。

（三）視光廣告文案創作激發創意

視光科學生未來主要出路之一是在眼鏡公司從事驗光及銷售工

作，對於眼鏡的行銷能力也是就業必備能力，基於這種考量，課程設

計分組作業，請學生結合明朝的歷史知識和所學眼鏡專業知識，為

〈蘇州市景商業圖冊〉中這間明代「益美齋精製水晶眼鏡鋪」製作文

宣廣告。學生可以查詢文獻，考量當時的眼鏡價格，並配合當時社會

型態或生活需求來訂定廣告行銷策略，呈現在廣告內容之中。作業繳

交除廣告作品外，必須附上創作理念說明，介紹該作品的發想以及特

色。

學生廣告作品有考量明朝為大航海時代，因此設計專賣適合海上

活動使用的偏光眼鏡的廣告；也有著眼於明朝眼鏡價格昂貴，「價准

匹馬」，主打連飄泊困窮的杜甫都負擔得起的平價眼鏡；更有主打形

象的精品眼鏡，請來楊貴妃等名人代言的廣告作品。不管從哪個向度

切入，學生的創意都有所本，令人十分驚豔。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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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用Rubrics搭配同儕互評強化口語表達 9 

學生從小學到中學的學習歷程中多少都有上台報告的經驗，但除

非是語言課程，否則大部分課程的口頭報告要求的是報告內容的專業

度或深度廣度，對於報告時的儀態語音等表達能力是相對被忽視的。

但事實上，良好的口語表達是有效溝通的前奏，而溝通又是技職院校

學生相當重要的職場核心能力，10 所以課程中安排創意廣告報告以及

盲人文學分組報告，除了讓學生彼此分享他人的創作或心得外，也透

過提供上台發表的機會，訓練學生口語表達能力。

口頭報告課程進行方式是在進行學生報告之前，由教師統一律

圖5 李白貴妃品牌眼鏡廣告 圖6 杜甫平價眼鏡廣告

9 Rubrics是用來描述學生學習表現良窳的一種說明書，可被廣泛應用在教學場域，成為一種
有效的評分工具，是教師在進行教學中，協助學生學習所發展的具體陳述（參見蘇錦麗、

黃曙東、浮絲曼，2011）。
10 根據臺北巿就業服務處105年度就業與僱用意向調查案調查報告，雇主最注重的核心就業
能力中，「表達及溝通能力」占第五名（22.2%），而畢業生認為最重要的職場核心能力
中，「表達及溝通能力」占第四名（29.2%），但在自身認為最需再加強的能力項目則是
躍升到第二名（30%），可見「表達溝通能力」是職場普遍重視但畢業生卻普遍認為能力
不足有待加強的職場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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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上台報告模式，包含報告項目及時間限制等，11 並由教師先進行一

次報告示範，從實際示範中提醒學生所謂口語表達，並不是像讀稿機

一樣盯著事先擬訂好的報告內容唸完就算完成，因為不論是什麼內容

的報告，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意念的傳達與溝通，報告目的就是希望

聽眾能理解並且有所共鳴，所以一次良好的口語表達除了內容外，同

時得兼顧語音聲調的適度變化和合宜的儀態表現，以吸引聽眾的注意

力，並成功說服或感動聽眾。

而除了教師進行報告示範之外，口頭報告的評分不採取傳統給分

的方式，而是設計口語表達能力評分量尺Rubrics，將口頭報告整體表

現分為「內容、組織、語音、儀態」四個面向，具體描述各級表現應

有的行為，12 並在事前向學生解說評分規準，強化學生觀念，同時，

並搭配同儕互評的方式讓學生互相觀摩，也透過為同學評分的過程更

內化對評分規準的認知，以便換位上台報告時能在更注意自己的音

量、儀態、眼神等，儘量達到較好的表現水準。

參、教學成果回饋

這門課程在106學年度第1期第一次開設，第2學期第二次開設，

修課學生數設定50名。依據校方在學期課程結束時實施的教師授課教

學評量，題目總共23題，涵蓋「教學內容」、「教學能力」、「教學

態度」及「經營班級」四大面向，滿分為5分制，這門課程前後兩學

期分數分別為4.58分及4.85分。

除了校方的評量之外，筆者在課程最後一週也實施無記名課程

回饋評量，筆者將本課程五大教學目標列出，讓學生自我評核透過修

習本課程是否達到課程預設的目標能力。根據填答結果，在「深化專

業知識之文學文化內涵」及「結合專業與通識跨領域所學」兩項，全

11 對學生報告內容進行形式上的規範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限制學生創意的發揮，但唯有掌握
口語表達的基本技巧後，所謂的創意表達才能真正傳達給聽眾，發揮預期效果，而不是講

者天馬行空的自言自語。課程安排兩次口頭報告著重在基本功的訓練，旨在訓練學生具備

基本的頭表達的能力，不怯場台風穩，能運用基本技巧來吸引台下聽眾注意力。
12 Rubric評分量表各項規準內容參考專案式學習手冊修訂而成（Markham, Mergendoller, 

Larmer, & Ravit著，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編繹小組譯，2007）。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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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勾選同意／非常同意選項的比例占98%；在達到「訓練口語表達能

力」指標上，同意／非常同意比例占96%，「培養人文關懷溫度」為

94%，「訓練整合資訊及寫作能力」則是90%，其餘比例則落在普通

這一選項，五個指標中填答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者皆為0%。由此看

來，修課學生都認同選修這門課程有助於拓展他們在專業領域上的文

學文化視野。

而開放性問題的設計主要是想瞭解同學在修課前後及過程中的

實際感受。大致而言，半數以上學生對這門課的原始想像是一般國文

課，以為多唸幾篇文言文而已（這可能受到本人原開設課程皆以國文

課程為主所導致的刻板印象），而實際上課的內容和方式卻出乎他們

的意料之外：

表1

「課程回饋表」開放性問題2回饋意見摘錄表
問題2：這門課程跟你原先想的課程內容一不一樣？哪裏不一樣？

1 不一樣，原本以為只是一直上國文，結果是視光文學以及很多特別

活動。

2 以為跟平常上課一樣都是上國文的東西只是把視光加進來，體會到

了很多元的課程讓我更瞭解視光、並不像平時上課的內容，讓我對

視光的行業更加喜歡。

3 一開始覺得文學及文化課程是一個能夠全方面的多瞭解視光的文學

定義及文化的分類。不一樣的地方是老師跟我想像中的不同，反而

更深入、多元的加上盲人文學及參訪活動課程，課程變得更加有

趣。

4 以為是文學，覺得應該只有影片心得、筆記之類，上了以後，有各

樣有關視光的相關活動，如去導盲院、訓練口才膽量、點字、眼鏡

來源、古人詩詞，很多元，更能認識及知道自己的職業對將來是多

麼的重要。

5 第一次上這門課的時候，就發現這門課跟其他專業課和選修課不一

樣，而且更有彈性、活潑，甚至可以挑戰自己，口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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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最喜歡的單元」這一題上，學生們也有很高的共識，整體

而言學生最喜歡「用手閱讀――盲人點字體驗」、「用耳閱讀――盲

人有聲書閱聽及測驗」以及「面相文化與配鏡之美」這三個單元的設

計。對學生來說，這些教材或演講主題都是以往未嚐試過的嶄新學習

經驗，不管是點字翻譯或是聽覺理解能力的測驗，都是不同感官的刺

激。至於面相學與配鏡學的結合應用，更是同學在二到三年的視光專

業課程學習後，未曾想過可以連結的文化學面向，對他們而言也是另

一個全新視野的開拓。

至於在課程改進之處，大多數反應的是所使用的教室空氣較不

流通、布幕太低擋到後排視線導致抄螢幕資料辛苦、燈太亮或簡報背

景太暗等可克服的技術性問題。在課程部分，有學生建議可以邀請盲

人來演講，是很寶貴的建議。另外也有學生提到「不要逼害羞的人上

台」，可見對學生而言，在正式場合的口語表達還是很有壓力。最後

在統整這麼多面向的學習後，學生認為上這門課的收穫則是：

表2

「課程回饋表」開放性問題3回饋意見摘錄表
問題3：上這門課程對你做為一個「視光科」學生，你覺得有沒有幫

助（收穫）？如果有，請問是什麼？

1 Yes！學到一些雖然不一定是專業知識但蠻有意義的。

2 有，因為更加瞭解古代的視光發展，還有盲人的相關介紹和體

驗，使我增長了很多見聞。

3 有，能夠從一些詩句中瞭解古人的眼疾非常有趣。

4 有。從來沒去想過古代人眼鏡歷史及體會盲人看出去的視力，令

我們更能感同身受。

5 有，上文學及文化課程後，對我來說有極大的收穫，能夠多瞭解

盲人生活不便之處，還能夠學到幫助與協助盲人的方法，對我們

的生活來說，更貼近視光所學的領域。

6 有收穫，更有動力去學習，尤其是三年級有個撞牆期，也更能應

用在生活中，或能有成就後，能去幫助別人。

通識與技職專業跨領域創新課程――

「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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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學生對這門針對他們專業背景所設計文學與文化課程

的滿意度是高的，這個滿意展現在上課的高出席率上，以及在回顧時

對自己增長了與專業相關見聞的肯定態度上，雖然有考試、作業和上

台報告，但學生一致肯定這樣的學習讓他們有所成長，是一段有意義

的學習過程。

肆、結論與建議

環顧國內視光學系（科）教育中，尚未有學校從文學與文化角

度出發，連結視光學系的專業，發展出一門專屬於視光學系的文學文

化課程，而這門「視光文學與文化專題」就課程的發想、教材的建構

及教學活動的設計，都是以視光專業科系為主軸進行規劃，教材範圍

涵蓋中外古今，儘可能在知識面上往外拓展，搭配多元教學活動，包

括課堂作業單、分組討論、上台報告、專題演講、Kahoot線上即時測

驗、評分量尺Rubrics、同儕互評等，給予學生不同的刺激和學習，希

望可以深化視光系（科）學生在驗光配鏡專業背景下的文學與文化素

養。整個課程的建置及實施可以下面概念圖來表現：

圖7 文學與文化專題課程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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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程設計的理念來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果，可以確定的是：透

過創新教材和多元教學活動，學生普遍高度肯定這門課程的學習有助

拓展他們對於視光專業相關的文學視野和文化素養。做為一門創新課

程，應是成功的嚐試。13 

只是不可諱言的，課程初步實施兩輪仍有精進空間。比如課程

僅有兩學分，在課程設計上較不易深度廣度兼具。考量這門課程開設

在五專一般選修，課程宗旨在結合技職專業與通識專業，以視光專業

為軸心，在專業基礎上開啟不同的視野，所以課程捨棄深度的問題探

討形式，著重知識面的最大延伸――從古代文學的眼疾書寫到現代盲

人文學、從中國神話到西方神話的眼睛象徵――課程教材看似包山包

海，也期待能發揮撒種的效用，透過讓學生接收最大量的文學或文化

刺激，增長不同面向的見聞，假以時日，在職場或自我成長有所需求

時，學生都可針對其中任何一個子題進一步尋找相關資源自我學習加

以應用。

就以盲人文學中的「用耳閱讀――盲人有聲書閱聽體驗」這個單

元為例，課程實施中測驗的概念取經自電腦技能基金會甫推出的全民

中文檢定新型測驗：中文聽力（理解力）測驗的檢測方式。從課程回

饋單上看來，學生對這個單元的教學和測驗普遍覺得喜愛，對於中文

能力較強的同學，就可以延續這個學習經驗去挑戰正式的中文聽力能

力鑑定，而有進一步深化中文能力的可能。另外，面相單元也高居同

學最愛單元第三名，若能持續充實面相學相關知識，未來在職場協助

客人配鏡時，就能適時加入面相學專業建議，照顧顧客更深層的心理

需求，以提供更好的顧客服務。

另外，同樣受限於課程時數，尚有許多教材未能放入課程，如古

時對盲人的書寫，或畫家眼疾對繪畫創作的影響等，也都是值得一探

究竟的課題。如何整合這些五八花門的教材，讓教材更具系統性，更

13 特別是有幾位學生在課程回饋單中提到這是一門「有意義」的課，也有學生提到因為這門

課的學習，更喜歡自己所選擇的科系。對筆者來說，這兩類回饋是對這門課程最具激勵性

的肯定。如果透過通識課程的實施，可以讓技職學生回過頭來更認同自己的專業，我想是

所有通識和專業老師最樂見的事。而學生如能在學習過程中發掘出「意義」，那也表示學

生已經吸收所學，內化之後反芻出屬於自己的學習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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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練，但同時具備更強的概括性，開啟學生更多不同的野視，這是筆

者尚需努力之處。 

技職教育著重學生的職業訓練以滿足產業界對人才需求，傾向

技術至上，通識教育的功能就是在這種技術至上的教育環境中，強化

其他知識與情意的認知，使學生的學習能夠均衡發展。以本校而言，

除了視光學科，還有幼保、化妝品管理、餐飲管理、高齡服務等等不

同技職科系，就筆者看來，都是非常值得開發創新課程的領域。「視

光文學與文化專題」這門課程就是一種拋磚引玉的努力，希望可以透

過不斷的回饋與修正，形塑一個好的通識與專業融合的課程模型，藉

此鼓勵其他有著相同教育理念的教師們一起投入，為技職教育的學生

研發更多有意義的專業與通識跨領域創新課程，來活化技職與通識教

育，也希望這樣的努力和初衷，能無愧於做為一名在技職學校中服務

的通識教師的職責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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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eminar on Optometric Literary Works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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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ve Optometry Literature course is designed to cultivate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appreciation of optometry students through the 

reading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eyes, vision therapy, and spectacle lenses. 

The first chapter illustrat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curricular design.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pedagogical methods, the content covered,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third chapter presents how students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course from the result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feedback. 

The fourth chapter lists the limitations to the study and discusses the topics 

that can be comprehensively addressed in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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