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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整理了「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三年的課程發展與教學歷程，

說明教師如何受創新作法影響建構課程內容，包括翻轉教室、自學計

畫，並運用多元媒材，逐漸形塑出適合學生需求的課程安排，協助記憶

與理解知識，並能進一步實踐。在教學目標與對應策略上，有四點考

量：多元組合學習設計、持續強化學生學習動機、生活經驗與時事結合

課程，以及課堂討論與作業分析，逐步培養學生更高層次的應用能力。

此外，作者持續收集學生回饋，並自我檢視，逐步調整三年的課程設

計。最後就教學目的、學生需求、課程實施的發現和反思，提出課程設

計與導入創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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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工作是助人的應用學科，既要助人，自然需對人及其行為加以

理解。社工與其他助人專業之不同，在於「人在情境中」的系統觀，強

調人與環境的相互影響（Besthorn & Canda, 2002）。「人類行為與社會

環境」則是學門中建構學生系統觀點和多元評量能力的關鍵科目。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不僅是各校社會工作系的基礎必修，更是

社會工作師專技考試六大科目之一。此課程所需傳授知識內容豐富廣

泛，在專技考試上題目也相當細瑣，一不小心即會成為單向講授的授課

模式。筆者在預備此課程前，曾嘗試探詢一些過來人經驗作為參考。由

於「上課加減聽，考前抱佛腳，考後忘光光」是系上不少學生面對課堂

學習的常態，筆者在預備教授此課程時，即期望能改善此狀態，讓學生

修課後可培養出「帶得走」的知能。

與此同時，大學教育的改革也正風起雲湧。在全球化趨勢下社會變

遷快速，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是當前高等教育的當務之急，為教導學生有

效回應改變社會、社區和個人狀態與趨勢，社工教育者應透過發展與應

用學習經驗來幫助學生理解技巧的應用（Garthwait, 2015）。

在教學先驅努力下，目前國內流行許多新式作法：如e化，磨課師、

翻轉教室等，本校教發中心也鼓勵教師以創新做法導入課程，故筆者在

教授「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這門課程時作各種可能的嘗試，期待能琢

磨出一套既符合個人風格又滿足學生需求的教學形式。本文即整理103

至105學年這三年間，筆者發展並講授「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的

經驗，反思不同教學形式下是否落實教學目的、能否回應學生需求，以

作為後續課程實施優化的依據，亦可提供相關課程教師參考。

貳、教學理念與特色

本課程的教學理念，主在傳授「有感的知識」，強調知識必須讓

學習者理解，才能夠在生活或專業上產生影響。作者提出「有感的知

識」說法，是因感受到學生普遍有著理論和實務二分法（theory-practice 

divide）的認知傾向。為評估學生具備哪些先備知識，作者習慣詢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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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過往修課中學過哪些知識概念。有趣的是，無論是本校或他校同學，

多數學生提起過往的學習經驗，常會回應「老師教的都滿理論的」，進

一步詢問有哪些理論，往往就語塞答不上了。

「理論說」背後可能有幾種原因，一種是學生聽了老師介紹相關理

論，但未能理解意會理論的內涵，理論等於艱澀難懂的學問；另一種則

可能是學生覺得上課內容與其無關，缺乏學習意願，理論成為枯燥的

代名詞；當然也可能是學生的推託之詞，上課沒聽就以「老師講得很理

論」來塘塞。

無論是哪種狀況，當學生表示忘記課程學習過哪些知識，這對筆者

而言是亟需警惕的訊息。尤其筆者相對於系上老師，年資很淺，未必能

有資深老師的威嚴可影響學生、使其專注學習，勢必得發展出屬於自己

合用的教學形式，且能確實有效地協助學生學習。

「有感的知識」之構想亦源於筆者對過去教學經驗的反思。筆者於

博士班求學階段曾負責「社會心理學」，該科亦屬「人類行為與社會環

境」相關科目；筆者自該科教學過程中發現：採行單純講解上課的方

式，學生易感覺無聊而失去參與課程的動機，容易放空或趁上課從事其

他活動，即使老師再如何唱作俱佳，也不容易讓學生專注學習，因此課

堂上師生間的互動相當重要。但怎樣的師生互動、課程設計方為有效的

呢？

課堂上師生間的互動形式，僅有「問與答」是不足的。不少學生受

到過往經驗的制約，能與老師上課互動者實屬少數，往往變成少數同學

與老師應答，其他學生則毫無反應。因此轉換不同形式的教學法勢在

必行，而導入多元、混合的教學形式是可思考的方式，例如Bodriguez-

Keyes與Schneider（2013）即嘗試運用多元方法增進學生對相同課程學

習的動機，並提供學生彈性運用時間的可能。而美國心理學會（APA）

建議的有效教學原則第一條「Nature of the learning process」意指：學習

複雜事物最有效的方式，係透過有意識的過程中，從資訊和經驗中建構

出意義（Karolich & Ford, 2013），此與筆者所思考「有感的知識」，似

有異曲同工之妙。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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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定位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以下簡稱本課程）於系上的教學地圖，

安排於二年級全學年教授，因此筆者將之定位為進階課程，讓大一時已

修習過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學生，能將先前所學理論銜接至本課程，進一

步思考理論之用。瞭解這些理論對於認識、解讀人的行為有何意義，從

而也能思考自己適合修習哪些實習領域。

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C S W E）的教育政策與授權標準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ccreditation Standards）第2.1.7條強調：社工員

需要運用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知識，以引導評估處遇的過程，能批判與

運用這些知識來瞭解「人」及其所處「環境」。此規範反應了本課程之

講授不能只傳遞知識，更需培養學生轉換知識至實務應用的能力。

此外則是助人應始於自我認識。社工系學生在接受專業訓練過程

中，不少人是帶著焦慮和壓力，擔心自己是否適合從事助人工作？能否

習得足夠知能來助人？本課程正可讓學生檢視自我，省思過去如何形塑

影響自己，又該如何開展對未來的安排。

綜合前所考量，筆者對本課程教學的理念定位如下：除了能有效傳

遞知識外，希望能減少理解至實踐的差距，期許學生理解、記憶之餘，

也能活用知識理論。而為增進學生投入課程的意願，則以「自我認識」

來鼓勵學生學習。

二、教學目標與對應策略

考量到社工系學生應具備對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整體（holistic）

認識，本課程所設定之目的（goal）為「學生能理解不同理論對人類行

為的解釋，並加以運用」，並衍生四項教學目標（objective）：

1. 瞭解人類在不同階段的生理、心理與社會面的發展意義，以及影

響其發展的關鍵性因素。

2. 認識與人類因應環境有關的重要社會環境，從基本的家庭單位、

乃至社會系統對人的影響。

3. 能夠辨識人在哪些情境下獲得優勢，而又有哪些因素會導致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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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弱勢或傷害。

4. 能將理論與相關知識轉換於實際服務中，能觀察並解讀人類行

為，辨識出影響的社會因素，促進自我省思，對自己的行為與抉

擇更有意識。 

為協助學生達到上述目標，同時也考量到上述教學理念的定位，筆

者以多元學習設計來規劃18週的學習，除了以生活化且貼近學生經驗的

語言講解，並大量結合新聞時事輔助學生理解課程知識，減少學生視理

論為空談，或高不可攀之誤解迷思，課室經營也傾向促進師生討論與互

動。過程中持續強化學生學習動機、促使行動，雖然三年間課程的執行

作法有所差異，但本課程教學目標與對應策略背後的思維是一致的。

（一）多元組合學習設計

為創造並維持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環境，美國心理學會提出14條原

理，且經研究確認有助改善學生學習成果（Karolich & Ford, 2013）。這

14條原理分為四大類：認知與後設認知、動機與情感、發展與社會，以

及個別差異因素。

這些原理準則相當吻合本課程所教授的內容，即人的行為受到生

理、心理和社會因素的多重影響，雖有共通的發展進程，但仍有個別

差異性。因此在課程上，除了以傳統講授方式解說課程重要概念外，教

師在課堂互動、作業設計上也盡量以刺激學生拓展認知、激發動機和情

感，促進學生思考社會時事、新聞下人類行為的差異性，使同學能以有

意義的方式連結新的訊息與舊的知識，並鼓勵學生應用課堂所學，理解

不同生活條件之下人們行為的考量。

（二）持續強化學生學習動機

以多元組合來規劃課程，也是考量到學生的背景殊異，需要不同形

式來吸引其學習。有興趣的學生，即使單純講課也能專注聆聽；但因考

試分數剛好選填上社工系，卻對此專業無熱情而影響學習意願者，在班

上也有一定比例。若不考量他們的狀況、適時提升其學習意願，易因其

意興闌珊而影響課堂氛圍，對筆者而言，也是一種教育資源的浪費；因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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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強化學習動機、維持投入是筆者在授課過程中特意為之的面向。

為喚起學習動機，筆者運用「講理遊說」與「自我承諾」策略。

「講理遊說」強調連結課程與人生的關連性，說明本課程的實用性且

對生涯發展有助益，即使不投身社會工作，內容對學生的自我探索和生

涯規畫都有幫助。例如介紹懷孕至學齡前期，強調早年經驗如何形塑人

格，讓學生回顧兒時，瞭解哪些因素影響自己；介紹至成年前期階段，

則可引導學生思考自己對未來有何展望，鼓勵他們掌握自己的黃金時

期，為後續十年預作準備。

「自我承諾」則協助同學認知：學習主體在於學生，學習成效有賴

自我投入的程度。故期初筆者均會指定同學撰寫入門作業及自我介紹，

並設定對本課程學習的目標。藉此份作業筆者可瞭解學生之學習優勢與

限制，並具以調整授課形式，亦可作為後續溝通的憑據。

課程中也運用社交媒體，融入獎勵、遊戲等策略，多管齊下維持學

生投入程度。例如在學生常用的社交軟體臉書（Facebook）開設社團，

筆者遇有相關時事新聞或網站資訊，即轉至社團與同學分享，並補充說

明觀念。社團也可當作點名加分的工具，準時到課的學生可在上課一開

始拍照上傳社團「打卡」，作為獎勵其準時加分的參考，是鼓勵學生上

課之助力。

（三）生活經驗與時事結合課程，課堂討論與作業分析培養應用能力

「有感的知識」讓學生感受到「原來生活中的見聞也與課本理論有

關」，進而萌生學習興趣，因此融合生活經驗和時事素材於教學，是課

程設計中特別留意的面向；筆者也藉此增進學生擴充其個人的認識論

（personal epistemology），練習以反思性的判斷（reflective judgement）

討論現實問題的解決方式。Taylor與White（2006）認為形式的知識

（formal knowledge）無法減少社工實務上的未知與意外，使得社工常以

過度簡化、去脈絡的方式來面對複雜問題。透過適當的媒材來培養學生

詮釋能力、洞見和批判性反思，才可能培養學生解決真實但不完美的問

題。

透過時事的討論，可培養學生應用課堂所學的能力。三年中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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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結合的新聞時事俯拾皆是，例如2015年八仙塵暴事件，傷者除了生理

灼傷痛苦之外，心理上更是創傷煎熬；家庭、社會的支持與否以及輿論

反應，影響著傷者度過危機與復元的可能。相關報導即可提供學生理解

課本「多面向層次」――所謂生理、心理、社會面向因素如何影響人的

行為和適應。學生們也可思考這些塵暴倖存者一旦復原出院，回到日常

生活中將可能面臨哪些挑戰以及社工角色該如何介入協助的問題。

八仙塵暴週年時，相關回顧報導與對倖存者的追蹤資訊大量湧現；

筆者選擇了願景工程青年工作室所製作「八個人的八仙」系列報導，課

後讓學生閱讀網站的追蹤報導，並從中選擇一位倖存者當成案主撰寫報

告，練習作問題判斷與假設。

除此之外，社會上對「同志多元性別婚姻」存在護家盟等和同運人

士立場相左的爭議，則可協助學生思考對家庭的想像、討論性別歧視、

同性戀恐懼等概念。又如2015年3月一位父親掐死腦麻兒的人倫悲劇、

2016年3月28日的隨機殺人小燈泡命案、2017年2月「冷颼颼讓女兒穿吊

嘎」的疑似虐兒爭議新聞、2017年4月「家人還是客人」鰻魚媽錄製女

兒懺悔影片等，皆置入課程中作為討論素材或連結課本內容的實例。

（四）知識與實踐的位移：從被動聽課到學習備課

認知學習活動的進程，基本上是累加的：上學期是透過示範和課堂

的討論訓練，協助學生逐漸熟悉理解到應用的過程；而到了下學期，學

生就必須產出分析的成果報告。這是一個讓學生角色轉換的歷程：從被

動聽課到學習思考，進而到類似備課的狀態，並逐步擴展其能力。

學習的深度層次，最為大家所熟悉的是美國學者B l o o m、

Engelhart、Furst、Hill與Krathwohl（1956）建構之教育目標分類系

統所提出的認知目標理論。Bloom將認知學習的教育目標區分為六個

層次，從低階至高階將認知歷程向度分為知識（knowledge）、理解

（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綜合

（synthesis）、評鑑（evaluation）等六個主要類目，是彼此間具有內在

關連性的一套理論體系；愈往上層的活動，愈能有豐富的收穫和留存記

憶。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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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等人（2001）則試著修正並提出更符合當代課室需求的架

構，新版的認知目標又區分為知識向度（knowledge dimension）和認知

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兩類系統，前者將知識分類，

教師因此能掌握「教什麼」（what to teach），後者則引導學生能保留

（retention）並轉移（transfer）所學的知識（陳豐祥，2009）。歷程向

度由表淺至深入則調整為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與創造。記

憶、理解所對應的是認知，即智識層面的學習，而應用、分析則屬於較

高層次的實作學習（learning to do）。

為了讓學生能有更深度的學習，筆者以漸進方式，分段讓學生投入

更高層次的學習：透過課堂講解與生活實例結合以及考試，讓學生獲得

知識的記憶和理解；同時為了培養學生習慣互動性的課程設計，通過各

種課堂活動、小組討論，練習應用課程內容的理論至真實案例，加以結

合解釋，使學生能夠從理解邁向應用；最後則透過作業與課程任務的指

派，學生為完成課堂講解的任務，從資料蒐集、尋找案例素材、整理篩

選重要的概念、準備簡報等一連串步驟中，實際經歷應用、分析的過

程，以培養基本分析的能力。

參、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一、課程內容

本課程為橫跨上、下學期的全學年課程，這三年皆選用Ashford

與LeCroy（2013）所著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5th ed.）作為教科書。該書亦有第四版的

中文版，可供英文能力較不佳的學生比對。

課程內容以教科書所編排進程為主軸。共有十二個章節，筆者將之

對分，於上學期教授1～6章，下學期教授7～12章。前四章是奠定人類

行為與社會環境概念的基礎，分別為多面向架構、生理面向、心理面

向、社會面向；第五至十二章則是講述人類一生的發展，以年齡的增長

介紹不同階段下的相關議題：懷孕生產與新生兒、幼兒、兒童早期、兒

童中期、青少年、成年早期、成年中期、成年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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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並不侷限於教科書概念和理論的講解導讀，而有多元組

合，包括以下內容：

1. 教師授課講解：以教科書章節為主軸，教師整理重點並搭配PPT

簡報檔於課堂說明。

2. 影片觀賞討論：播放與教學主題相關影片，引導學生觀察與討

論。

3. 課堂活動：教師就課程內容拋出議題或任務讓學生討論、報告分

享。形式包括小組討論、分組競賽、填寫學習單等。

4. 實務專家演講：每學期邀請二位不同領域專家分享工作經驗，幫

助同學更瞭解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知識如何應用於實務領域，並

增加他們對社工專業的感知。三年間曾邀請過社工分享身心障

礙、愛滋防治、同志藥物使用、老人安養、燒燙傷復原、遊民服

務等主題。

5. 小組報告案例分析：學生應用課堂所學分析議題相關案例，並於

上課時簡報，案例來源包括報紙新聞、人物專訪、他人創作之故

事如小說、電影。國外已有嘗試將小說應用至人類行為與社會環

境課程的學習（Mendoza et al., 2012）。

6. 翻轉教學：教師自行拍攝講解影片，讓學生課前作自學預習，上

課時間則搭配線上資源與科技軟體（Zuvio），增進學生課堂參

與，包括預習小考、分組活動讓學生發表意見、促進演練，講解

後隨堂測試等。

7. 自主學習：順應本校教學發展中心鼓勵校內老師減少教學時數所

嘗試之計畫，使學生在老師指導下嘗試「具主題、議題性、有創

意、或具自我挑戰精神之學習實踐計畫」，鼓勵學生以實作或再

創作的方式，應用相關知識至自己有興趣的群體和議題，形式不

拘。

8. 課後網路活動：透過經營臉書社團的方式，將社團當成課版，讓

學生能更多參與課程互動，延伸課程學習到不同時間。

在三年授課歷程中，均採多樣活動組合，但每學期的設計配置均有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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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差異；原則上，第一學期教師講授講解的比例較高、第二學期則會安

排學生分組上台報告，推動學生嘗試應用理論於案例。以下為歷年之大

致安排，至於各學年之規畫變化背後之考量，將於教學實踐歷程段落說

明之。

表1

103～105學年的課程設計演進

103

學

年

104

學

年

105

學

年

目標2：認識社會

環境對人影響

教師授課講解

影片觀賞討論

實務專家演講

教師授課講解

影片觀賞討論

實務專家演講

翻轉教學（上下

學期部分週數）

教師授課講解

影片觀賞討論

實務專家演講

目標4：能應用理

論，解讀人我行為

課堂活動小組討論

指定觀察報告

小組報告

指定新聞分析報告

（小組報告案例分

析）

指定觀察報告

指定讀書報告（老

年－臨終）

小組討論與課堂回

饋

指定八仙案例分析

指定觀察報告

自學活動（下學

期）

目標3：辨識個人

優勢與劣勢

電影觀賞分析

（Babies）

課堂活動小組討論

指定作業電影觀賞

分析（Babies; 

Boyhood）

課堂活動小組討論

案例分析

指定作業：電影

觀賞分析

（Boyhood）
自學活動（下學

期）

目標1：瞭解人類

發展與關鍵因素

教師授課講解

影片觀賞討論

課堂活動：分組

競賽、配對活

動、填寫學習單

課後網路活動

教師授課講解

影片觀賞討論

翻轉教學（上下

學期部分週數）

教師授課講解

影片觀賞討論

三、學習評量方式

由於課程內容設計多元，因此學習評量方面筆者亦採取多元形式，

包含筆試成績、上課參與、報告心得、隨堂小考、期末作業等，給予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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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評分。此種評量配置組合，是筆者在過往教學經驗中摸索出來的心

得，避免讓學生在單一的評量標準下被低估其表現。分數計算以教師、

助教評量為主，但亦加入同學互評、學生自評。學生分組上台報告以及

同儕互評的方式，在群體智慧下均能合理反應報告好壞的差異性，使分

數不會因老師的刻板印象而有所偏頗。

肆、教學實踐歷程

筆者在這三學年期間教授的課程內容是一致的，但教學設計則隨著

課堂觀察、教學反思和學生回饋而呈現不同樣貌：一方面探索適合學生

的上課形式，觀察學生反應而即時修正，同時也順應教學卓越計畫獎勵

教學創新趨勢，導入更多資源改善教學設計。其中，104學年的「翻轉

教室」和105學年下學期的「自學計畫」均正式申請學校「教師發展與

教學資源中心」的補助，其設計也受到補助規則的規範。對筆者而言，

教學歷程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價值理念實踐的一場行動研究。核心

理念即是提供學生「有感的知識」。

 

一、教學設計演變

（一）103學年：熱鬧有餘、設計有待優化

在103學年為第一次授課，初期以課程講解為主。在設計簡報檔案

方面，筆者特別注意生活案例、選用可讓學生有共鳴的圖樣，以增進學

生的興趣，同時也搭配使用教學輔助軟體Zuvio。Zuvio是本土研發的輔

助教學軟體，此軟體標榜有許多功能，可增進學習樂趣，例如能隨機

點名、互評分數，或學生可傳訊息表達反應其意見等等，讓師生互動增

加，以及打破教學現場學生不習慣於課堂中主動發言的風氣。

使用Zuvio初期帶給學生新鮮感，確實引發上課興致；但執行幾次後

發現未如預期好用：一來並非所有學生都有智慧型手機、平板，再者即

使學生有載具，因教室Wi-Fi頻寬不穩定，網路連結不夠便利也削弱使用

動機。此外，使用Zuvio期間，該軟體也仍在建構中，多少影響上課氣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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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Zuvio要能靈活應用發揮，除了必須有硬體的充分配合，以及授課

教師清楚的課程設計之外，在運用技巧上也需要多加練習；評估整體利

弊得失，最終還是捨棄此軟體的應用。

觀察到學生們對於有趣、挑戰是很有感的，因此除了Zuvio外，筆者

也嘗試多種課堂活動，例如課文概念的配對活動、分組競賽、填寫學習

單，甚至使用實質獎勵如送小禮物、抽獎等活動，意欲增強學生的上課

參與。但評估執行情況時發現，雖然課程熱鬧、卻未必有益學生學習；

再者，這些活動只滿足了目標一、二，對於目標三、四強調的判斷與應

用能力幫助不大。

到了下學期，由於有學生私下反應認為上課形式變化大、有些無所

適從，筆者也評估教學設計有簡化之必要，因為課堂活動要成功，應是

學生已事前熟悉課本內容才有意義，故仍回歸以課程講解為主，並輔以

討論活動作為穿插，避免課堂成為一言堂。為讓學生能應用理論，筆者

指定學生們分組做案例分析報告，並於期末時上台報告其成果。在期末

報告中，筆者發現學生整體素質均佳，但在應用上會出現一些共通性的

問題：例如急於就問題診斷給予建議，在報告中填塞網路現成資料，而

未思考其合理性；又因為所有的學生都集中於二次的課程中報告，實難

再就教師的回饋做修正。

綜合第一年教學的經驗，主要有三點反思與修正。首先是課程設計

的簡化：本課程於第二學期實施後，發現除了教師講授外，學生還是需

要有機會實做或討論，才能對課程知識有感，因此課堂上穿插討論活

動；其次，上、下學期均嘗試過輔助教學軟體，使用上不順利故捨棄，

未來如能克服困難再考慮啟用；至於第二學期的小組報告部分，則評估

應拉長報告期程，並讓報告與課程內容更緊密結合，讓學生能在適時的

鷹架建構過程中，培養判斷與應用知識的能力。

（二）104學年：導入翻轉教室、強化學生應用能力

本課程在104學年作了相當大的變動：筆者嘗試導入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下學期除了部分週次進行翻轉教學，還增加學生

分組分析案例報告活動：學生就青少年、成年早期、成年中期以及老年



51

期所面臨的挑戰，以分組合作方式報告案例與分析。上台報告前，學生

必須與助教和老師約談討論，以確保其報告切中要點。

翻轉教室是近幾年新興的教學模式，將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翻轉

為「以學生為中心」（劉怡甫，2013），具有教學流程轉變、師生角色

對調，以及課堂時間重置的特徵（曾釋嫻、蔡秉燁，2015），學生需在

課前完成學習任務，在課堂上則透過同儕小組合作、教師引導以探究知

識。教師角色轉變為課程學習教練、學生協助者、課堂活動觀察與回饋

者，學生則從被動收聽轉為主動參與，依照自己的步調與學習方式完成

任務，課堂時間進行更廣泛的實踐。

由於是試行，導入翻轉教室作法只有數週，筆者事前抓出課程重

點、錄製教學影片，讓學生回家依自己方便時間預看影片，上課時再測

試學生學習成果，確認其理解程度，並針對學生不理解處，補充說明以

協助其釐清觀念。

實施翻轉教室後學生反應兩極，喜歡者覺得新奇，但也有人反應影

片品質有待改善。受限於資源不足，自製的教學影片品質並不理想，不

少學生反應聲音單調或忽大忽小、內容不夠吸引人，再者學校提供的

影像平台無法下載，尺寸只適合於電腦上觀看，對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學

生，並不是友善的設計。種種因素皆影響學生事前自學的意願和成效。

實際上筆者對於影片水準期許甚高，對自製影片並不滿意，但礙於已申

請校內計畫無論如何需按規劃執行。

至於學期中分組報告，學生們就課前指定的議題，如青少年未婚懷

孕、中年失業等，選擇案例並結合課本概念來解釋，並於課堂中報告，

結束後需接受同學提問，筆者也會當場給予回饋。準備這樣的報告不僅

費時也挑戰學生的經驗，特別在找案例和作案例分析時，如果挑了不適

當的材料，原有的討論只能作廢重來。但經過來回的準備，學生們的表

現算是有一致的水準。分組報告成績是由同儕來評分，20組學生中，除

了一組被評為79.3分外，其餘均在80分以上，最高的組別獲得89.81分。整

體而言，同儕評分大致能分辨各組努力程度的差異，不會敷衍亂給分。

綜合第二年教學的反思與修正，翻轉教學的模式應是可行的創新；

但礙於筆者目前的資源有限，不考量在本課程繼續採行此模式。而學生

分組報告的成果，顯示這種做法對學生應用知識理論是有幫助的，未來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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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繼續執行，但也有優化的空間。

 

（三）105學年度：終止翻轉，嘗試自學

本課程在105學年度實施時，恢復講課形式而停止翻轉教室。筆者

原規劃到下學期，讓學生延續上學年的分組報告；但因為受到本校教學

發展中心積極邀請參與「自主學習課程計畫」，並希望能爭取多一些人

力協助指導學生培養應用能力，因此後來改導入自學方案，取代原定的

分組報告。

105學年度的課程雖以講課為主，但上課時縮減教師單方講解的時

間，增加小組討論以及與學生對話的頻率。小組討論活動可能是看短影

片解讀、或就時事新聞來討論，因從上學期就開始培養學生應用的習

慣，到了下學期分組合作時，才不會覺得難度提高、跨度太大。

關於「自主學習課程計畫」，筆者原始構想是提供同學選擇，可依

個人創意發想自由參與、而非強制。但申請補助後才發現依據教發中心

之規範須全體同學參與。為鼓勵學生投入，教師在成員組成上給予彈性

空間：少者可獨自一人，多者則以五人為限，避免人數過多而稀釋同學

參與的學習。最後形成21組自學小團體，學生提出的主題相當多元：有

介紹幼教方法、偏鄉遠距教學、對身心障礙者服務、探討長照議題者，

也有實作文化認識體驗活動、非行青少年輔導、一週不用手機實驗、使

用環保餐具無塑生活21天，原民學生的自我探詢、訪談外國人如何決定

人生志向，甚至還有人想設計協助長輩找老伴的媒合服務。

由於筆者是第一次執行自學計畫，如何開展自學計畫、指導準則為

何等等皆須摸索；與此同時，教發中心也定下不少規範，包括學生除了

要撰寫「自主學習計畫書」和「成果報告書」外、執行過程需填寫「自

主學習日誌」，每次接受老師和TA督導亦需填寫「自主學習指導紀錄

表」等。在這些框架下，學生實際執行自學方案的時間遠比教師釋出的

彈性時數還多；教師端投注的人力、勞動時數，也比一般課程吃重，除

了筆者統籌指導外，另動員了三名TA協助同學。

三名TA各負擔若干組別，負責引導學生構思與計畫成形的前期工

作，待有計畫草案後，再與筆者約督導時間，確認草案是否可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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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調整較多幅度的小組，則接受筆者不只一次的督導。待筆者同意自學

計畫可行後，學生們方能執行。執行過程中，如遇困難，學生可自行決

定與TA或與筆者討論。

雖然執行此自學計畫過程頗為繁複，因「規定」而產生的文書量也

讓學生私下屢有抱怨，但計畫結束並讓同學於班上發表成果後，不少學

生均覺得有所收穫，筆者也對學生能力有新評價。因為是自己發想的主

題，多數學生十分用心投入。

值得一提的是：104學年製作的翻轉影片，在這學期仍派上用場：

提供給學習狀況不佳之學生作為補救教學之用並給予加分機會。為確保

學生確實觀看，教師另設計學習單要求同學手寫完成。透過教師在期末

實施學習評估活動，發現課餘看影片寫學習單的作法，對於上課參與度

不高的學生，確實有其教學效果。

二、學生回饋與反應

學生回饋與反應是影響本課程走向的關鍵，包括教師教學中感知到

學生反應後之自我修正，以及定期和不定期地收集學生意見，以為參

考。學校雖有例行性的課程評量，但緩不濟急，等到回饋分數送至教師

手中，課程早已結束；且通常填寫者並不多，難以反映學生真正想法。

或許是傳統教育抑制學生表達意見所養成之慣性，學生有疑慮並不會主

動表達意見。

（一）質性回饋

為及早瞭解課程設計對學習成效的影響，筆者習慣透過期中考試和

期末評估收集學生意見，私下也會個別詢問較熟悉的學生。期中考時的

回饋，由於是考試外的額外要求，較難有規格要求，多數學生均會寫下

一些開放性的意見。以下綜合三年回收的學生回饋意見，列舉前五項最

能提升學習興趣的作法：團體分組討論、影片預習（翻轉教室）、外聘

講者分享、課堂小考，以及筆者生活化的講課方式。

學生肯定的觀點如表2：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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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有利提升學習興趣的五項教學安排與正向回饋意見

教學安排 肯定觀點

團體分組討論 能激盪與理解學生彼此不同的想法

  相較傳統單向授課的方式，此種方式較活潑且有參與感

  老師及同學互動能更深刻地記住重點

  強迫自己思考，而非被動吸收生硬的知識

  可以學習較多東西，且內容較充實

翻轉教室影片預習 有助預先瞭解課程內容

  很有新鮮感，覺得影片有趣且有意義，能有新的思考方式

  若有不懂可以重複撥放，且作筆記能更有條理，不易漏掉

  能自行決定觀看時間，在自我狀態最良好情況下吸收

  對上課易分心者，可以回家看影片較不會無聊

  能很快看完重點，影片像是「課文懶人包」

  影片預習也可能增加主動學習的機會

外聘講者 透過講者分享自身工作歷程，使同學更瞭解課程內容

  可以藉此思考未來，瞭解這個領域自己適不適合

  內容不會枯燥刻板

  講師的分享有趣且實用

課堂小考 課堂中小考，增進學生產生溫習動力

  透過老師講解題目更理解教學內容，釐清作答錯誤原因，若

答對也可增加成就感

生活化的講課方式 課程內容和生活貼近，能介紹時事，不會無聊反而有趣

  透過結合理論和實例，對於應用知識有幫助

  可以增進敏感度

  能夠在課堂中和老師互動，也較不會睡著

相異的意見則為：學生希望可以再多增加介紹理論結合實例，言下

之意似建議筆者可再加把勁。但也有學生表示結合時事，使其聽課時覺

得較鬆散，希望講課能更有結構。其他的課程設計形式，包括「網路作

答」、「Zuvio考試」、「有獎徵答」、「補充課外閱讀」等則迴響不

大，但均有少數學生肯定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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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中學生也會自我省思，例如遲到、上課時因疲累而睡著等，有

些人也會自行提出該如何修正。少數學生也提到課程對於其自我瞭解是

有幫助的。

透過這門課讓我瞭解到人的行為不單單只是個人的因素，……

最重要的就是在這門課也讓我更深入的瞭解自己，為何會有這

些行為……幫助我自己作出改變和調整。（105-1-662）

這學期裡我自己的狀態一直都不是太好，有些外務壓力排山倒

海而來，我接的不是太好，所以也被壓得喘不過氣，但我覺得

老師是教得很好的，而我也是非常喜歡人行課。這一學期的沉

澱和成長，也讓我更理解了自己一點，希望下學期的自己能更

好。（105-1-650）

有時候會遲到，但有來上課就會把內容帶走，甚至有時候是一

星期來最認真的一堂課，也是會回答問題或發問，相較於其他

課程，我很喜歡上課的方式。（105-1-789）

人行真的不是一種只能關在教室裡上課的科目，他是一門很活

的，很彈性又無所不在的東西。每次從人行教室出去，人行課

卻沒有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先讀課本再去看實際觀察，會

覺得自己好像能看透人類行為的超人（這形容有點過頭）。

謝謝老師每堂課帶我們做討論，這讓課堂更有趣。（105-1-

442）

 

學生們若覺得課程可如何改善，也都能提出具體建議，包括提醒筆

者放慢講課速度、覺得英文吃力、希望能提醒上課重點在課本內的對應

頁數等。筆者也都盡量就學生的期望作後續調整。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56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3-1

（二）量化課程評量

由於教師參與教發中心的計畫申請，課程結束後需有量化問卷評

估。因問卷是教發中心設計提供，不同學年的問項有所增減差異，無法

完全比較之。在「對於教師授課方式？」、「對於教材的設計？」以及

「對於學習活動安排？」方面，隨著教師不斷調整修正，學生的評價愈

趨向正向肯定。

到了105年度下學期因配合教發中心計畫，課程設計部分時間讓學

生自學，於期末調查同學回饋，衡量表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結果如下：

「本課程有助於提升自我的學習規劃能力」有87%同學表示非常同

意與同意。

「本課程更能讓我從中獲得問題解決經驗與能力」有82%表示非常

同意與同意。

「課程更能讓我將所學知識應用於實際場合」有72%表示非常同意

與同意。

「本課程更能讓我學到如何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看事物」非常同意

與同意者達92%。

「本課程更能激發多元想法與視角」有87%表示非常同意與同意。

「本課程能讓我在團體中以協調、溝通與合作的方法來達成目標」

非常同意與同意者有94%。

雖然在投入時間學習、對學習方式的喜歡度、繼續參與課程自學的

意願的肯定度較低，但單純就學習目標來說，教師講授與自學方案的課

程設計對於促進學生能力確有其效果。

  

三、教學助理觀察與建議

為呈現多元觀點，本文邀請兩位課程教學助理回想其參與經驗，就

其觀察提出建議。教學助理甲是協助自學方案的助教群之一，但其「人

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學分是由別的老師教授，目前是安置機構的社工。

教學助理甲提到「結構化」教學設計對學生是有幫助的，而從發想

到實作的學習歷程最讓她印象深刻。這也是筆者在實踐「有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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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期望達到的效果。

因為課程僅兩學分，授課時間有限；且社工系學生眾多，我認

為具有「結構性」的教學設計是有幫助的，如：學期初，即給

予學生定期繳交「學習進度」的具體項目，助教定期批閱後，

再約定時間面對面給予回饋、討論，以確保、督促學弟、妹的

進度。另，社工系學生眾多，老師須聘用多位助教以協助學生

學習，若助教間具相互交流、傳承教學方法的機會，我想此計

畫會更加順利。（教學助理甲）

從自己的學習歷程到現在成為社工實務工作者，我認為「發

想」、「引導」和「實作」的學習歷程最為印象深刻。從認識

自己、站在他人的角度到我們之間的關係與環境產生的影響，

過程中的反思、體驗是獨特且深刻的。因此，每次的討論時

間、實作很重要。（教學助理甲）

由於104學年至105學年間曾協助本課程的其他教學助理，目前都是

實務工作者，因工作繁重無力協助。另一名教學助理乙，實際協助的是

更後期的課程，但她本身即是104學年修習本課的學生，目前在校內兼

職服務，將進修碩士班，因聽聞筆者的困擾，熱心表示願意協助，對修

課時的經驗提供明確建議，在此也列出作為參考。

在教學助理乙的回饋，筆者原只期待短短文字，未料其建議十分詳

盡：包括翻轉教學在學生的觀感中可能是「麻煩」多於「收穫」、肯定

小組討論，以及對筆者知錯能改、調整激勵方式的鼓勵，這些確實都是

影響筆者優化教學設計的關鍵之處。

我大二時（104年度）印象深刻的是一上課時的加分點名，一

開始其實是採取遲到扣分制，引發不少同學反彈。自此之後老

師也有嘗試過上課發點名卡（撲克牌）等方式，仍不脫鼓勵的

加分性質，我想，使用正增強的點名方式是老師學到的寶貴一

課。（教學助理乙）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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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請學生在每週上課前聽完她事先錄製的課程進度，到了課

堂則是多以討論的方式讓大家參與，同時補充與釐清觀念。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很不錯，一方面要同學們做足事前預習的

功夫，一方面在課堂中能進行更有意義的事；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事前預習的線上語音也有它的限制在，只能聽到老師聲音

搭配PPT，感覺訊息的接收不盡完全，而有時音質不佳，需來

回多聽幾遍才能理解。此外，事前聽錄音預習的操作對大部分

同學老實說是不習慣的，顛覆習慣，認為需要額外花時間很麻

煩，且約三分之一（約20人）同學常常沒能完成，造成進度上

的落後。（教學助理乙）

老師使用小組討論的方式，我認為這方式十分合適，首先能使

同學參與度提高，再者給同學溝通互動的機會，最後藉由上台

分享訓練口語表達，實則能兼顧多個面向。我觀察到老師很棒

的一點是，在同學討論時鼓勵他們利用科技查詢資料，我認為

現代人很重要的不再是記憶而是使用資訊的能力，看見同學能

夠快速地從一些政府部門、法規網、論文網等查詢找有益的資

料，真的是如虎添翼。而小組討論可能發生搭便車情形，這部

分老師會邀請每次上台發表需要為不同的同學。（教學助理

乙）

伍、反思與建議

教學歷程牽涉到許多複雜環節，包括內容設計、教師授課技巧、學

生狀態、資源配置、教室硬體搭配等。影響課程改革的脈絡更包括學校

系統、官僚系統、教育內系統、學校內系統等（Cornbleth, 1990），往

往牽一髮而動全身。誠如本課程強調「人在情境中」的系統觀，課程實

施中各種影響教學成果的因素，既有其作用、也會交互影響，進而形塑

出教學氛圍和學習成果。

學習是雙向的，「教學相長」即是在描繪良好教學對教師和學生皆

有正向助益；然而要達至雙贏狀態需要許多條件配合，教師端的錯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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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也可能影響學生學習表現，如：忽略學生起始點，高估其能力，以至

於跳太快；「趕進度」也是教學情境中常見劇碼，但過程中知識是否有

效地傳遞給學生？課程內容和學生成效是否有所關連？以及哪些傳授方

式有助於學生學習？均為筆者在過程中不斷思考的議題。教師有課程設

計、教材選用的考量，但學生也會依自身條件加以因應；師生間對彼此

關係的想像和預期，在上課過程中因各種行為、態度、事件的詮釋理

解，而修正對刺激的反應，逐漸形成一種動態平衡。

整理完三年的課程執行與修正經驗後，筆者就三個面向來反思：是

否落實教學目的、有無滿足學生需求、有哪些發現作為後續課程實施優

化的依據。

一、是否落實教學目的

從設定教學目的、規劃教學設計，到教學成果的檢視，流程描述不

過寥寥數字，執行起來卻是挑戰重重。與其說反思「是否落實教學目

的」，更精確地說是反思何謂「有效學習」。每個人都可提出其對有效

學習的期待，教師可運用各種策略方法來引導學生作出對教學的回應，

但有回應、甚或有產出，並不代表其學習具成效。有效教學最終應是師

生間有良好的互動，提升學生學習表現、讓學生的行為態度與學業成就

獲致令人滿意的結果（Guskey, 2002）。

（一）有興趣不等於有學習

在初期，筆者以為提供生活化、結合實例的講課方式，甚至結合活

動競爭，能提起學習興趣，讓學生不排斥理論，減少瞌睡、放空的狀

態；加上小組討論、分享討論也有助學生理解不同觀點並接納多元，似

乎結合這些安排就能有效學習。然而上課情境的活絡，不保證學生因此

有智識能力上的成長，或反映在其考試成績上。有效的學習仍需有學習

者自己承諾投入、實際理解與實踐。有趣的課程設計，要小心是否會無

意間傳遞錯誤訊息，或讓學生有所誤解，以為學習毋需努力。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60

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 3-1

（二）重新看待考試機制對學生的幫助

筆者也反思，在教學設計上何以偏向營造輕鬆、有趣感？除了不能

忍受學生在課堂放空外，似乎也跟自己過往的經驗有關。一方面許多學

生害怕考試，恐懼不及格的壓力，因此以有趣的元素來沖淡焦慮，與此

同時也不忍給學生太多考試壓力，故考試評量在評分架構下占比偏低。

但隨著筆者多方接觸各種教學實證的文獻，發現考試機制對於學生提存

知識是有幫助的，也較能讓學生留存記憶（Rawson, Dunlosky, Sciartelli, 

2013），經過三年的教學歷程後，目前筆者也將小考納入課程設計中。

二、能否回應學生需求

由於三年來執行課程中的質性學生回饋，是學生於書面中自由發

揮，故較難直接、肯定地回應「能否回應學生需求」的提問；不過筆

者嘗試以另一種方式來思考：美國麻州大學安姆斯特校區的教師教學發

展中心，彙整了15年的期中教學評量資料，提出五項教學策略給大學

教師參考，每項教學測驗背後皆反映了多數學生共通的需求（史美瑤，

2012），包括：

1. 生活化教學：期望教師能聯結課程中所學的內容，提點其與實驗

或課外作業的相關性，或提供宏觀的視野，使其瞭解課業的意

義，以及教師授課時能多引用實際生活例子。

2. 團體討論、課堂互動：期望除了直述性講課，亦能多安排課堂討

論，與同儕學習、交換意見；能由教師帶領學生討論，由討論中

將學到的知識內化、深化，而不侷限於被動接收知識。

3. 多樣性評量：能夠給予學生多樣性評量的機會，期望評量是給學

生學習和展現的機會，而非只是給與分數。

4. 與學生親近、身教示範：能夠熟悉學生，以身教來傳播知識與解

惑，能讓他們聯結學習情緒。

5. 結合多媒體：利用多媒體科技來教學，或讓同學利用多媒體呈現

其學習成果。

對照前述筆者在三年間整理學生意見所得的質性回饋，讓同學們覺



61

得有幫助的五項作法：團體分組討論、影片預習（翻轉教室）、外聘講

者分享、課堂小考，以及筆者生活化的講課方式。雖然有部分差異，但

大致上來說筆者所操作的課程設計應是能符合一般學生的學習需求。

當然這當中確實也有筆者待加強、優化之處，例如學生有「作筆記

的需求」，這確實是筆者在系統性整理三年教學歷程中才發現到自己可

能忽略之處：三屆學生普遍反應，希望筆者上課能講慢一點。這可能是

因為筆者較性急、也希望能於課程中多講解內容，不自覺就會趕課。因

此需要有意識地提醒自己，學習理解學生都是新手，不論是從認知到理

解、從模仿到獨立批判，都需要時間消化。

（一）看見學生潛能，逐步引導上台

傳統上教師是知識真理的壟斷者，學生被動接收教導、只要專心聽

講作筆記即可；但現代教育模式翻轉，教師不再是學習的唯一管道，許

多網站、影片均能提供知識，促成自學可能。從後現代觀點來看，知識

是建構多元，學生也可能是知識的提供與創造者。

在課堂上互動，筆者發現學生其實都很有想法，創造機會讓他們表

達意見，甚至易位扮演「教師」角色，反而能更促進其學習。這並非說

教師退位，而是將閱讀、介紹課本概念的部分交還給學生，教師則負責

澄清解惑，以專業來應變。背後價值是教師需相信學生有意願學習，也

有能力組織管理自己的學習，只要提供舞台使其自由發揮，教師應作的

是給予期待，支持引導並給予回饋，逐步提升學生能力，並給予學生自

行學習的彈性。

讓學生分享意見、從而練習「教學」，可分階段進行：初期先引發

學生參與課堂對話的動機，釋出發言機會並增強學生的參與行為；中期

可逐步分派任務讓學生練習案例分析、上台報告並獲得回饋；後期則給

予任務，提供更多自主時間學習，讓學生以自己的步調完整設計、執行

並報告。由於學生需要自主安排課後時間，因此上課的安排要更有計畫

地聚焦。教師需有意識地檢視教學安排是否符合目的，並持續協助學生

釐清其對課業的期望和老師要求是否一致。

從學生回饋中得知：他們很喜歡課堂上同學不同觀點的分享，會讓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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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理解到人群思想的多樣性，並學習尊重不同的判斷，有些人希望老

師多給予自由，有些人則希望可以有持續回饋。在第三年的自學計畫

中，學生反應特別有熱忱想嘗試、並且覺得有收穫的比例高，顯示適當

地給予授權、引發學生自主動機對於學習是有幫助的。

（二）對導入翻轉教室經驗的反思

倡導翻轉教室者，認為其優勢為增進學生理解並培養問題解決的高

層次能力。批評者則認為其不重視知識辯證，有遊戲化、虛無化的危險

（吳仲堯，2015），倘若只是變動時間順序，但卻立基於相同的教導

式，純粹是「換湯不換藥」，或只是一件「壞事」的較佳版本，未能真

正挑戰體制問題（史英，2015；Ash, 2012）。筆者認為二方的觀點皆有

其道理。

筆者在試行時將翻轉教室視為手段而非目的。製作翻轉影片的好處

在於編錄過程中能核對課程目標與內容的關聯性，影片解說中如何轉換

不同重點並賦予邏輯，除此之外更要扣合學習成效，這對於教師教學設

計的精進實有助益，更能注意教學內容設計嚴謹的重要。

理想上，教師事前錄製影片讓同學於課前觀看，可減少上課講解時

間；透過互動測驗評估學生在家吸收理解的狀況，並加以澄清；上課中

進行活動，更有利於同學理解。然而，實際上學生未必能事前閱覽，使

得教師必須重新解說，但這對已預習者來說卻是浪費時間，因此需要有

些機制協助同學切實預習。此外，由於教科書內容很多，影片僅能介紹

部分，學生尚須自行閱讀，但因需額外學習時間，對不少學生來說是增

加負荷反而無心投入。當然這可能是筆者運作不夠成熟所致，不能因此

而推翻此作法的價值。

關於運用新技術於教學中，Holmes、Tracy、Painter、Oestreich以及

Park（2015）提出八個問題，以評估採行的必要：(1) 是否有潛力協助學

生學習？(2) 是否貼近整個課程目標？(3) 對所有學生而言是否可得且可

近的？(4) 學習新技術需付出多少時間？比起運用此技術所得的收益是

否划算？(5) 是否能支持學生的學習與課程的教授，或者反而會折損整

個課程的目的？(6) 與其他不同的技術相比，是否更為有效？(7) 學校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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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否支持教學創新？(8) 學校環境是否有足夠資源持續支持運用此技

術？這些提問對於筆者判斷是否持續運用翻轉教學，很有幫助。

經過一年試行，筆者發現若想成功導入翻轉教室模式於教學，應全

面實施而非「作半套」，並需建立穩定架構，讓同學習慣上課次序的調

換，並逐漸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此外，影片品質也是影響翻轉教學成

效的因素之一。考量到時間資源有限，若想採行翻轉教室的作法，則影

片未必都要教師自行錄製，例如可利用現有的網路影片，再結合教科書

與課堂活動，一樣能收到讓學生理解、應用、分析的效果。

在一份人文課程導入翻轉教室的研究，發現縱使翻轉教室有其正向

效果，但學生對於是否要轉向至翻轉教室的態度是呈現矛盾的（Hu & 

Hsu, 2018），顯示翻轉教室要能夠達到理想的效果，需要多方面條件的

配合（黃政傑，2014）。這也是為何筆者決定先擱置幾年，待翻轉教室

的設計條件更成熟時再採用。目前的作法係以結合多媒體影像於課堂活

動討論，並允許學生可用多媒體素材來表現學習成果。

（三）對工具的反思

PowerPoint簡報軟體是目前多數老師常用的輔助工具，能更有組織

地傳授課程內容。然而這也可能有副作用，特別是學生易產生依賴PPT

簡報檔的心態，若老師未提供就無法應付考試；尤其從學習平台學生下

載影片或檔案的動態可知，多數人還是考前臨時抱佛腳，少有人是平日

就養成按週閱讀習慣。當教師因忙碌未提供PPT簡報檔時，確實會影響

同學考試表現，但平時即有在課後準備者，即使無檔案也都能考出高

分。PPT簡報檔的存在，或許便利了教學，但似乎也侷限了學生的學習

廣度。

另外如Zuvio這類的課程互動軟體，雖然可以增進課程的活潑性，但

需要有強大的硬體設備支持，例如足夠的Wi-Fi流量配合，在資源無法到

位的情況下，反而無法達成預期效果，更可能導致學生因可以「合理」

使用手機而更無法專注的負作用。因此在運用各種輔助工具時，仍需評

估其是否確實有助於教學的目的。一篇關於運用臉書於教學中的研究反

思，也有類似看法，認為教學不宜因科技的使用而忘却教育基本原理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發展與教學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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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佩玲、易正義，2016）。教師在運用新興輔助工具前，本身也需培

養運用科技的知能，從大學生的課程評量建議可知，無法順利操作科技

的教師，是在浪費學生上課時間（史美瑤，2012）。

 

三、後續課程實施優化的發現與依據

三年的行動嘗試，筆者發現傳統模式仍會於無形間限制學生和教師

的行動，例如學生不習慣事前預習、倚賴上課老師講解，以及期望教師

要提示重點、放慢速度讓他們抄筆記、提供PPT檔以利其考前準備等。

而身為教師的自己，則易在不自覺間逕自講述自己覺得重要的內容，而

忘記確認學生是否能接收、理解。過往筆者的教學雖穿插案例、故事、

圖像增添趣味，但基本上仍是單向傳授，因此效果不彰。

（一）從「理解」至「實踐」需要有計畫的架構引導

學生們過往長期接受填鴨教育，習慣單向接受老師教導，突然在這

門課要放手讓其展現自主思考、獨立判斷，確實是跨了很大一步，並非

所有學生都能跟得上。經過多次嘗試，發現要使多數學生能「應用理

論」，老師協助搭鷹架相當重要。

以這三年的經驗為例，第一年的教學實偏重在知識向度，而較少認

知歷程的引導，單透過指定撰寫分析作業，未必能確保學生有實踐的能

力。因此第二年以導入翻轉的方式，讓學生有較多課堂討論機會，培養

思考習慣，並透過不同的指定作業來逐步發展應用分析的能力。到了第

三年，筆者更簡化課程的設計，將案例解說與小組討論加以結合，縮短

時間但增加頻率，讓學生能具備更多體驗、提高應用分析的能力，而自

學方案讓學生不僅有規劃和實踐的經驗，對某些特別認真投入的組別，

甚至可達至評鑑、創造的程度。

因此筆者認為，要使學生能有更高層次的應用分析學習，較有效的

作法是減少單向知識講授，避免一堂之言。教師可在課堂上示範如何應

用理論於案例，並讓同學練習後當場給予回饋；當然學生也需要清楚老

師的期望和要求為何，有了目標才有學習跟調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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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步簡化，回歸學習本質

在大學校園中，教授的權威似乎特別濃厚，再加上一般學習經驗不

鼓勵學生主動發言，更易使教學情境流於單向。為避免單方宣講，從一

言堂轉至多元發聲，筆者運用「輕鬆」、「活潑」的教學風格來緩和學

生對課程的拒斥，營造較平等關係以提高學生上課參與度，並嘗試各式

創新增進熱鬧氛圍。但實際運作後發現，課室氣氛只是一種外在包裝，

更重要的還是回歸學習之目的與本質。

因此隨著經驗累積，這三年的教學設計是朝向簡化的方向來推進，

也不再那麼焦慮於是否能跟得上學生們的興趣、是否需要「使用學生語

言」來包裝。這部分要特別謝謝部分勇敢學生的回饋：教師在上課中穿

插流行語雖然新鮮，但有時會令其產生不協調感。由於師生分屬不同世

代，雖然老師自覺可「跟上時代」，但對學生來說，語言的掌握不夠精

準反而顯得怪異，還不如教師以本身習慣的語彙傳達即可。學生們更期

待的是，教師可分享一些個人過往的故事與實務經驗，說明在怎樣的情

境下、如何考量而做出判斷，以讓學生接觸不同的價值參照。

（三）關於教室經營與課程規範

過往課程規範的拿捏是最挑戰筆者的部分。創造輕鬆上課氛圍，反

映了筆者排斥僵化規範的價值觀，但矛盾的是，又期望學生能專注上課

不要分心，收放之間很難平衡。透過不斷地與學生溝通與反思上課的操

作過程，筆者逐漸認知：清楚的規範是一種協助學生架構學習鷹架的輔

助，一方面可以預期、給與安全感，使不同程度的學生能依條件調配安

排學習時間，例如作業、考試最好能提早預告，避免臨時指派作業讓學

生應變不及；倘若真的需要有額外作業，以加分方式處置會較為恰當；

教師事前的架構亦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例如觀看影片時提供書面的指

引可幫助較多同學聚焦，若有學習單設計則更能確保學習有一定的範疇

和成效。但不論是課室管理的安排或指派作業，「simple is beautiful」

是後續需遵守的原則。

知識如何有感？「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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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知識如何有感？三年嘗試後的經驗談

打破教師上對下、單向講課的傳統作法，混合多樣的學習設計等，

是這三年實踐過程中，獲得多數同學們贊同的教學形式。隨著新一代學

生因身處環境的變化，產生不同於過往的學習需求，例如習慣多媒體、

手機平板等3C產品的運用；再者，目前國內中小學，有愈來愈多教師

從事教學創新，未來當這群接受創新課程洗禮的學生進入大學後，也將

對大學端的教學產生一些影響。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作為社工實務運作

的基礎課程，包含各種對人認識和理解的理論知識，教師若能應用這些

知識於教學情境中，作為學用合一的身教示範，相信能促進學生學習效

果。

當然教學在轉型的過程中，必然會有陣痛期，師生間難免都有需調

適之處。在Bodriguez-Keyes與Schneider（2013）的嘗試中也有相似情

形，學生讚許和批評皆有之。兩位學者在反思後，對課程提出建議：在

施行多元課程前，需告知學生創新作法與傳統教學的差異，以及提供清

楚的指引和解釋，一致的作業繳交時間能使教師有效地應用學生的報告

回饋至課程中；對於使用平台如部落格，教師也需要詳細考量投入的程

度等。這些建議與筆者在施行過程中的心得有許多相近之處。

在教學結構上，穩定、可預期的課程教學模式是多數學生期望的，

比較有安全感。學生對於教師的嘗試改變多表達肯定，但操作需要更細

緻，花俏作法並不保證學習效果，教學的成果仍需雙方的協力合作：教

師端要理解學生的基礎點，但學生也必須尊重上課的架構，而教師更有

責任建構穩定的鷹架，讓學生在有計畫性的引導下向上攀爬。

教學活動的運作是雙向且共構的，為了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讓學生參與課程並有一定的自主性相當重要。學生有潛能可以達成自我

學習的狀態，適當運用引導的機制，包括訂出學習承諾、給予任務挑

戰，能使其更有意願繼續參與課堂的學習。教師可逐步培養學生參與課

程的能力，如有任何的嘗試，均給予肯定鼓勵。一旦提供學生表現機

會，使其有參與、選擇，他們就比較有動能願意投入學習。

多元教學的設計有利於滿足不同背景學生在學習上的偏好，適時地

運用課堂互動，例如使用小組討論、投票民調、任務解決、競賽搶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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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使更多學生願意參與課堂活動。透過課堂教學形式的變化，活化

教室內的團體動力，比較能吸引其參與課堂學習，亦較能對所教授的內

容產生印象。內容活動如何安排，則有賴每位教師依其專長自行組合發

揮。以筆者目前的做法來說，除了由教師講授重點外，在課程中結合影

音的資訊和社會案例，刺激學生討論，使學生能不只是被動學習，而必

須思考如何解決，是兼顧學生不同需求的最佳安排。

教師除了權威表現外也能有不同面貌，但親和之餘仍需在學習引導

上適時給予學生合理規範，包括對作業的要求期待，以及上課時的參與

管理。而無論以何種策略教授課程，終需回歸教學內容的本質。此外學

生課業學習負擔也是需考量之處，是否需與其他課程老師協調、避免不

同課程對學生精力時間的競爭，以更有系統整合的方式來訓練培養學生

的社工專業知能，這是後續可再探討的方向。也是未來筆者再嘗試創新

課程時，傾向以與其他課程的老師合作來規劃。

從熟悉的慣性轉變為不同的教學方法，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推動教

學創新需要許多支持。包括教師課程設計的拆解與重組，學校端若能提

供教學導師或諮詢顧問給與建議，更能協助教師優化作法。此外資源

的挹注也是重要的，包括外在課室設備的配合，以及課程助教的輔助支

持。組成教師社群也是有利於教師創新的重要支持。在三年的嘗試中，

筆者積極參與教發中心的培訓計畫，以及參與社會科學院的教師創新教

學社群，幸能獲得許多老師無私地分享。

關於課程設計之是否有效、有無實證並非本文的重點，但亦是值得

後續發展嚴謹研究確認的部分，未來可對課程設計的成效作有系統的檢

視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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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Environment” 
Curriculum Content Design and Self-

Reflection on Teaching

Wen-Fang Chuang*

Abstract

This study is organized from a three-yea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Environment” course. 
It illustrates how the auther constructed the curriculum as a teacher and how 
certain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had shaped its implementation.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features complementary methods composed of teacher-
student co-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various new teaching practices, e.g.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self-learning and multimedia learning so as to 
promote student’s engagement in learning. The author gradually adjusted 
the curriculum design by consistently collecting student feedback and self-
reflection as a teacher. 

Finally, reflect on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the needs of students, and 
the findings which will benefit for the future improvements of class design, 
several suggestion wa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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