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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需要爲學生做好解決問題的準備，但是傳統的教學方式卻讓教師的教學習慣性
地跳脫了讓學生思考問題的階段，造成學生只擁有背誦而來的知識，卻未有充分應用知
識的能力。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卻有別於傳統教育模
式，以學生為學習過程的主導者，藉由分組討論引發學生主動探索知識的動機以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

本研究以修習國立中山大學通識中心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所開設《家庭與人際關
係：經典劇本導讀》課程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此一 PBL 課程的設計當中，何種課
程活動方式最能引發學習者學習，以及 PBL 教學對於學習者未來的助益為何，期盼能
藉由這個研究，提出對於日後課程修正的建議。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行動研
究法，研究者以教學助理的身分直接參與課程設計與觀察學生的學習，並且以問卷調
查、焦點團體訪談以及學生學習檔案進行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台灣學生普遍認為 PBL 的教學方式能引導自我學習以及增
進多元的思考；二、本課程中最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以及完整應用 PBL 教學的課程活
動方式為「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而「問題討論」
、
「角色扮演」
、
「角色辯護」以及「課
外閱讀延伸學習」是最能達到本課程目標的課程活動方式；三、《家庭與人際關係：經
典劇本導讀》本門 PBL 課程，適合不同性別、學院的學生前來修課以形成多元的討論
環境，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以及社交能力；四、本課程可以培養大學生具備多元的
思考能力、與人相處的能力以及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符合我國通識教育所強調的基礎
與核心能力的培養、人文精神及全人品格的養成。

關鍵詞：問題解決導向學習、通識教育、藝術教育、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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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to help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solving problem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however, let teachers ignore this part and make students learn
by rote without applying the knowledge in lives.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course is centered on the students who decide what
to learn themselves. By using group discussions, it initiates students’motivations to seek for
knowledge actively, and improves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This study was focused on the “
Family and Human Relations: Guided Reading of
Classic Plays”provided by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2008 academic year. It uses the students who took this
class as examples to investigate which curriculum ac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initiate
their learning spirits, and what are the benefits for them in the PBL teaching method. The
study will also raise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se purposes, the researcher applied the action research in this study and served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to help the course design as well as to observe the students’behaviors. The
study also adop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students’learning
portfolio to collect data.
The research found: 1. the students in Taiwan consider that PBL can improve their
self-learning sprits and promote multi-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2. the best way to utilize PBL
teaching method and increase students’learning motivations is “
collecting and reading
extracurricular materials,”and the most efficient ways to achieve this curriculum goals are
“
pr
obl
e
mdiscussion,”“
role playing,”“
characters’defense,”and “
e
xt
r
a
c
ur
r
i
c
ul
a
rreading”
; 3.
“
Family and Human Relations: Guided Reading of Classic Plays”i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genders and colleges’s
t
ude
nt
stogether to form a diversified environment, which can promote
the students’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encourage their social abilities; 4. this curriculum can
cultivate students’abilities of multi–thinking,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and solving
problems. This course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s of Taiwan’
s general education that
emphasize to foster students’core competencies, and to breed their humanistic spirits and
holistic care personalities.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general education, art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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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需要爲學生做好解決問題的準備，但是傳統的教學方式卻讓教師的教學習慣性
地跳脫了讓學生思考問題的階段，而一味地給予制式化的知識內容促使學生機械式地反
覆背誦，因而剝奪了學生自行發現問題的機會，最後造成學生只擁有背誦而來的知識，
卻未有充分應用知識的能力。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以下簡稱
為 PBL）卻有別於傳統教育模式，以學生為學習過程的主導者，藉由分組討論的方式，
引發學生主動探索知識的動機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
研究者畢業於師範體系大學，但畢業直至取得國小教師執照，研究者對於 PBL 的
認識卻僅止於片面上的認識，甚至將 PBL 誤認為是老師和學生在課堂上一問一答的教
學形式而已。直到九十七學年度上學期有幸與呂弘暉助理教授至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教授《生命價值與衝突─世界名著導讀》這門通識課，在擔任一學期教學助理的過程中，
才發現 PBL 真正的教學意涵，同時也開始對有別於傳統教學的 PBL 感到極大的興趣。
可惜在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所實施的 PBL 教學，因為對於 PBL 教學的不熟悉，在課
程操作上給予學生自行操作議題討論的空間有限，大大折損 PBL 所能帶給學生的學習
效益。
因此，在得知呂弘暉老師將在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於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開
設類似的課程，並且導入完整的 PBL 教學時，研究者隨即決定參與協助 PBL 的相關教
學資料蒐集，並在擔任教學助理的同時深入探究在 PBL 的課程設計當中，何種課程活
動方式最能引發學習者學習，以及 PBL 對於學習者未來的助益為何，期盼能藉由對這
個課程的研究，提出對於日後課程修正的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國立中山大學通識中心於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所開設的《家庭與人際關
係：經典劇本導讀》課程為研究範疇檢視，教師運用 PBL 的教學，以引導但不領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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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針對各個議題設計一連串不同的課程活動方式，促使學生從劇本中深入探討現實
生活中可能面對的家庭與人際關係問題。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 歸納台灣學生比較傳統教學模式之後，對於 PBL 的觀感。
二、 探究本課程所實施的活動方式中，何者最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三、 分析出不同學院的學生對於《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這門課程的評量。
四、 探討本課程對學生未來的助益，以及其是否達到通識教育所強調的基礎與核心能
力的培育、人文精神及全人品格的養成。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方式

對於國立中山大學通識中心於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所開設的《家庭與人際關係：經
典劇本導讀》課程，研究者將採取行動研究法，以教學助理的身分，實際參與和觀察課
程的執行，並且以問卷、焦點訪談和學生的學習檔案來收集資料，瞭解學生的參與情形，
提出對於後續課程修正的建議，以下將分別敘述。
一、行動研究法
行動研究法最早起源於 1944 年左右的美國，一開始被 Kurt Lewin 以及 John Collier
兩位學者運用於改善社區的生活，繼而在 1970 年代才開始被 Ralph Tyler 運用在教育領
域中。Tyler 認為教學問題的研究同時兼具教師解決問題的策略及研究方法上的複雜
性，所以他認為有系統的教室的教學研究應重視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功能（轉引自林佩
璇，2002）。Mills（2000）則指出行動研究是由實務工作者所進行的系統性探究活動，
其目的在於理解實務、發展批判性的行動、改善學校環境、提昇學生學習效果。另外國
內學者蔡清田（2000）則提出行動研究是一個持續不斷反省的歷程，每一個循環歷程都
可能包括瞭解和分析須加以改善的問題、有系統地研擬行動策略、執行並檢視其成效，
以及進一步澄清所產生的新問題或工作情境。
綜觀上述學者的說法，研究者認為行動研究法應當是一個具有行動實踐的研究方
法，是一個實務工作者面對自身工作環境所發現的問題，進行有系統且持續性的探究歷
程，並且在所設計的研究歷程中透過實際參與的行動去反覆瞭解與分析現況，藉以不斷
修正的方式找出解決問題最佳的策略與方案。因此，本研究將運用行動研究法來進行《家
2

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的課程探究，上課前與授課教師討論教學方式、參與課
程活動設計，課程進行時研究者以從旁參與觀察為研究主軸，下課後再與授課教師討論
整個歷程中，釐清並修正課程活動過程，藉以發展更適切的課程進行方式並且付諸執行。
二、資料蒐集方式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究台灣學生對 PBL 的觀感以及 PBL 課程的實施對於學生
的助益為何，經由國立中山大學諮商輔導組教師的協商與建議，本研究運用課程問卷來
蒐集學生對於課程活動方式的喜好與回饋，並藉由焦點團體訪談的團體互動的對話過
程，進一步蒐集學生對於 PBL 課程更直接的觀點與感受，最後再運用可以展現學生學
習成效以及認知轉變過程的學習檔案來加以蒐集分析 PBL 課程帶給學生的具體助益，
以此三項資料蒐集的方式作為檢視本研究目的是否達成的依據。

（一） 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
問卷是蒐集初級資料最普遍採用的工具（Kotler，1995）
，是一種發掘與
歸納事實現況的研究方法，根據調查目的設計相關問題，其最大的目的在於
蒐集和累積某一目標族群對研究問題的反應。本課程利用 PBL 的教學方式，
其中導入九種不同的操作方式，包括：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角
色扮演、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角色
取代（論壇戲劇）、角色辯護以及校外參訪等活動。為了檢視在這一學期的
學習下，哪一項課程活動設計較能使學習者進入 PBL 課程模式中，達成此課
程的目標，因此針對每項課程活動研擬出問卷題目及選項。研究題目以封閉
式題目為主，開放性問題為輔，藉以調查學生對於各課程活動進行方式的喜
好程度與觀感，相關問卷如附錄一。

（二） 焦點團體訪談（focus group interview）
焦點團體訪談是一種以「團體」的方式來進行訪問的質性研究方法，此
種訪談方式與一般的深入訪談最大的差異是多了團體成員的互動和討論。焦
點團體訪談的目的在於聽取意見與收集訊息，這種訪談方式有助於加深了解
人們對某個特定議題的感受，因為焦點團體訪談可以提高團體成員自我表露
（self-disclosure）的程度（洪志成、廖梅花，2003）
。Beck、Trombetta 和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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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將焦點團體描述為：「由經過選擇出來的人士，針對眼前情境有關
的主題，彼此進行非正式的討論。」（王文科、王智弘，1999，頁 5）。
由上述可知，焦點團體訪談是一個工具，可以立即獲得受訪者對研究發
現有關的知覺和解釋。焦點團體訪談的意圖在於蒐集參與者的觀點而不是建
立共識，必須鼓勵團體的每個人勇於發表不同的觀點。因此，本研究於期末
課程結束後，透過茶敘的方式與學生分組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經由訪談的記
錄去了解學生對 PBL 教學方式的感受，以及在《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
導讀》課程中，每位同學對於不同型態的課程活動方式有何不同的感受，進
而了解何種課程活動是為學生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同時檢視出 PBL 的課程活
動方式對於學生的具體影響與啟發為何。

（三） 學習檔案（learning portfolio）
Alter & Spandel（1992）指出：學習檔案是指一有目的地蒐集學生一段
時期之作品的評量方法，檔案中的作品需包括讓學生參與內容的選擇、選擇
的標準、判斷價值的標準、及學生自我反省的證據（轉引自張基成、童宜慧，
2000）。由上述可知，學習檔案除了可以展現學生的學習努力和成效之外，
亦是學生反省自身學習及認知改變的證據。因此，本研究利用學生在學習檔
案中所紀錄的學習歷程、自我反思以及回饋紀錄來檢視學生在本課程學習中
的感受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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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第五節 名詞解釋

茲將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名詞，分別將其涵意闡釋如下：
一、劇場論壇（forum theatre）
「劇場論壇」是由巴西導演奧古斯托‧伯奧（Augusto Boal）所提出，打破了古希
臘戲劇中最早的劇場性結構，將演員與民眾分化的界線清除，認為觀眾在戲劇演出的過
程中不再是無法干預劇情走向的旁觀者，而是可以對台上角色的語言或行為提出建議的
行動者，奧古斯托‧伯奧將越界成為演員的觀眾重新命名為「觀演者」
（賴淑雅，2000）
。
此套系統中的關鍵人物 Joker 負責將劇情倒帶式地重複演出同一個問題，在「劇場論壇」
中，觀眾是劇場的主體，因此會被邀請參與解決劇中人物所面對的問題，每個觀眾皆有
審視與批判演出，以及自己充當劇中任何一個角色演出的權利，透過角色取代將劇情引
導到觀眾認為最適當的方向（孫惠桂，1993）
。
「劇場論壇」的目的並不是要找到最好的
解決方式，而是要讓觀演者發現更多可行的解決方式，以此啟發人們能擁有對自己人生
提出抉擇與行動的勇氣（賴淑雅，2000）。
二、弱結構性問題（ill-structured problem）
PBL 問題的設計主要在促使學生必須去研究並且蒐集各種可能答案所需的資訊，再
根據新發掘的資料與先前的知識作連結，以引導學生探索更多答案的可能性。而這樣的
問題設計即是一種弱結構性的問題，迫使學生操作額外的研究並且發現問題的複雜度，
以探求更多答案的可能性（周天賜，2003）。
三、水桶式教學（the bucket teaching）
「水桶」一詞源自於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利用認識論來批判權威主義時所
使用的概念，他認為人們在工作或學習的時候容易被既定的時間和規範給制肘，因此拼
命地以機械式的勞動與背誦，將外在於人的知識框架以灌輸或移植的方式進入人的心靈
中，這樣的心靈類似於一個水桶，而人類的知識全都累積在這個水桶裡面（姜美玲，
2005）。因此，水桶式教學是一種將教師所教授的課程內容，原封不動的硬塞進學生記
憶裡的教學方式，亦即是一種填鴨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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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照燈式教學（the searchlight teaching）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指出：知識的性質因為時代變遷的因素已經悄然發生
了變革，人類不再將單純地將知識記存，而是逐漸探尋所記存知識的意義性、價值性與
連結性（姜美玲，2005）。因此，探照燈式教學是一種不以發現絕對性答案為目標的教
學，而是以發現越來越好的理論、發明越來越好的解決問題方式，有如探照燈一般的教
學方式。

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本研究以國立中山大學通識中心於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所開設的《家庭與人際關
係：經典劇本導讀》之通識課程為研究範圍，探討以 PBL 為基礎的教學模式下，
何種課程活動方式最能引導學生進入 PBL 的課程情境中，研究對象的回應受限制
於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參與修課的國立中山大學學生。
二、 本研究乃依相關理論與學生的回應作為主要素材，由於教學工作極度仰賴於教師
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教師或學生成員的改變都會直接影響教學工作的進行，因此
本研究結果的推論僅提供《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相類似之通識課程
參考，不適宜過度擴大推論到其他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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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 PBL 在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中的執行歷程與成效，故本章將先探討
我國通識教育的沿革，再整合國內外學者對於 PBL 的相關理論以及 PBL 在台灣人文課
程上的運用情況之論述，作為本研究探究的依據。以下共分為五個部份來論述，分別是：
第一節、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與現況；第二節、PBL 的理論基礎與起源；第三節、
PBL 的定義與特徵；第四節、PBL 的實施步驟；第五節、PBL 在台灣人文課程的運用。

第一節 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與現況

我國大學通識教育起源可溯自 1958 年自教育部所頒布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
規定，將「國文」
、
「英文」
、
「國父思想」
、
「憲法」
、
「歷史」等科目訂定為各大學校院必
修課程，隨後於 1964 年、1973 年、1977 年分別加以局部修訂，繼而於 1984 年頒布「大
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
，要求各大學院校必須在「文學與藝術」
、
「歷史與文化」
、
「社會與哲學」
、
「數學與邏輯」
、
「物理科學」
、
「生命科學」
、
「應用科學與技術」等七大
領域中開設各種選修科目，以上兩項法令的頒布乃成為我國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
教育」課程規範之濫觴（劉金源，2006，頁 2）。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是從 20 世紀才開始流行的詞彙，主要是用來表示
「專業教育」（specialized education）以外的課程（江宜樺，2005）。大多數學者認為通
識教育的精神源自於西方，鄒川雄（2006）指出通識教育可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的博雅自
由教育，在中世紀的大學中更將七種博雅自由學科（liberal arts）的課程：
「文法」
、
「邏
輯」、「修辭」、「算數」、「幾何」、「天文」、「音樂」併稱「七藝」。但昭偉（2006）則指
出通識教育的緣起至少有兩端，除了源自古希臘博雅教育的理念外，另一個則是為了解
決 19 世紀以來知識急速分化而產生的對策。
大學通識教育的目的旨在培育大學生具有睿智思考的能力，以有效解決問題、適應
生活環境，並健全發展其人格（林瑞欽，1993）。林思伶（2009）更進一步指出：通識
教育的目的在於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使其擁有多元的文化視野，並且在態度上能夠包
容異己、欣賞差異，在能力上能夠理解差異進而關懷他人，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成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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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世界公民素養與能力的全人。在全人教育的理念下，通識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的一環，
其重要性尚能普遍的被認同，然而將通識教育當作是大學基礎於核心教育的角色，未必
能即時的被體會與認知。為數眾多的大學更將通識教育視為專門教育之外的補充性教
育，使得通識教育在發展的過程中喪失了主體性格（劉金源，2006，頁 3）。
自教育部頒布「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規定通識教育的基本範疇之後，
各大學院校紛紛開設「通識教育」課程提供學生選修，但是由於社會體系複雜化、資訊
科技發達化所帶來知識爆炸的影響，導致現今學術研究日益精緻，大學科系也日趨分
化，至於課程更是愈分愈細，教師也就愈攻愈專，局限於個人專精的領域內無法跳脫（尹
建中，1993）。在這樣知識急速發展與精緻化所造成的專門教育掛帥的環境下，教師們
更關注於自身學術領域而無暇用心開設通識課程。
如此長期忽略通識課程的重要性之下，使得通識課程漸漸缺乏學術內涵而且評分寬
鬆，因而逐漸在學生心裡衍生出通識課程即是「營養學分」的錯誤觀念，形成現今通識
教育最大的危機（劉金源，2006）。再加上原本通識教育的產生是為了導正專業教育過
於偏狹之用，但也正因如此使得通識教育自始就以專業教育的「抗議者」的面貌出現，
結果造成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壁壘分明對立的情況產生（鄒川雄，2006）。因此，通識
課程不僅僅出現零碎化、膚淺化的現象，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之間更是缺乏統整性，甚
至造成專業系所對通識課程的排斥，促使學生在面對通識課程時缺乏應有的學習動機。
為了導正上述學者在通識教育上所提出的負面情況，教育部於 2006 年推動為期四
年的《96-99 年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 2007-2010）。此計
畫旨在將通識教育的目標，從易流於零碎化、膚淺化的「知識廣博」、「知識均衡」，轉
向為「基礎知識」的精實、「核心能力」的鍛造。以嶄新的視野去推展通識教育的改革
工程，把通識放在「全校性」的脈絡來改革，以學習者為中心，由最初的點（單一課程
精實）
、到線（跨越通識與專業的學程開設）和面（課程地圖導引全校課程的整合）
，逐
步推動以能力導向為基礎的教學，實踐以問題解決導向為基礎的學習，發展出能夠培養
學生知識反思能力、知識整合能力、知識創新能力的通識教育。希冀透過基礎知識的精
實，達成領域知識的跨越；透過人文關懷的涵養，達成公民素質的提升（人文社會科學
相關領域計畫年報編輯小組，2008，頁 35）
。簡而言之，
《96-99 年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
畫》目的在於推動以能力導向為基礎的教學，發展以問題解決導向為基礎的學習，實踐
出一個能夠培育學生知識反思能力、知識整合能力、知識創新能力的通識教育。
《96-99 年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
（2006）指出：一個以解決切身問題為導向的課
程最能使得學生積極參與；此外，強調通識教育的實踐面向將有助於統整各專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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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實的議題複雜，一方面它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解讀，另一方面，要解決現實問
題也需整合各種方法及各種理論方可奏效。關秉寅（2006，頁 2）進而闡述：通識教育
的教育目標為養成學生分析能力、批判思考、倫理推論、有效溝通、實踐智慧以及社會
責任感，這使通識教育成為問題導向、行動導向學習的核心場域，因此，「問題導向、
行動導向」的學習應為我國通識教育推動的重要目標。所以，我們可以歸納出《96-99
年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的重點之一，即是透過行動導向及問題解決導向的通識教育
來強化學生的知識整合能力、問題解決能力以及行動抉擇能力。
為了達成這個要項，教育部於 2006 年頒布了《教育部補助及輔導優質通識教育課
程作業要點》來輔導技專校院，改進通識教育的品質，以促進大學校院推動通識課程。
補助類型分為兩類：一為技專院校類，優先補助「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
和「基礎通識課程」等通識課程；其二為優質課程推廣類，亦即曾獲教育部通識教育課
程績優計畫獎勵之教師，與他校通識課程教師共同提出申請，前者之課程稱為「績優課
程」，後者之課程稱為「夥伴課程」（教育部補助及輔導優質通識教育課程作業要點，
2006）。由上述可看岀「行動導向/問題解決導向通識課程」，目前在教育部所推動的優
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中，佔有極重要的部分。
自 1995 年大法官會議解釋「部分共同必修」違憲之後，國立中山大學隨即展開通
識教育與共同必修課程之改革，並於八十五年學年度即完成規劃並擬定整體教育架構，
且於八十六年學年度開始實施。實施至今經過四階段的改革：第一階段（1997/8~2000/7）
以建立理念、凝聚共識為主軸；第二階段（2000/8~2003/7）以課程開發為主，同時發展
具有特色之通識教育講座課程；第三階段（2003/8~2005/7）以整合通識教育相關行政單
位並全力推動通識教育為中心；第四階段（2006/8~迄今）以修訂通識課程架構、發展
博雅核心課程為重心。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以基礎與核心教育為定位，整體通識教育
的實踐課程為軸心，並且輔以相關的活動與環境，包含通識講座、服務學習、藝文活動、
生活智能與態度培育以及校園景觀營造等，以期達到「培育濟人濟物之博雅人才」的目
標，進而到達「全人教育」的境界（劉金源，2006）。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對於現行的通識教育課程主要規劃為「基礎課程」與「博
雅課程」兩部分，「基礎課程」是以培養學生基礎語文能力、健全體魄、服務人群的精
神為主軸，為全校共同必修課程，科目內容包含：國語文能力、英語文能力、運動與健
康、服務學習、興趣選修等。「博雅課程」則強調課程的統整性與穿越性，融合了人文
與科技以拓展學生的視野，並藉由學校教學與教學環境建構出學校本位之教學特色。博
雅課程又細分為博雅核心課程以及博雅深化課程，博雅核心課程主要強調均衡學習人文
與科學之核心基本知識，包含三大領域、十五門科目，大一大二學生必須自其中選修六
10

科；博雅深化課程延續博雅核心基礎課程，提供大三大四學生深入探討相關的主題。此
外，國立中山大學還經由通識教育相關講座，來建立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國際
觀、正義感與民主素養，並且配合藝文活動藉以陶冶學生性情，培育其養成優良嗜好之
能力（詳見「圖二」）
。而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則屬於
「博雅深化課程」裡「人文與社會科學類」領域的課程。

圖 2-1 國立中山大學 97 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http://www.general.nsysu.edu.tw/download/intro/crs_001_97generalcenterCourseStructu
re.pdf

第二節 問題導向學習（PBL）的理論基礎與起源
本節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先說明 PBL 的理論基礎，分別在情境認知、合作學
習以及建構主義三個理論層面上，分別敘述其與 PBL 的關係；第二部分則將敘述 PBL
的起源、沿革與目前在台灣運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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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導向學習（PBL）的理論基礎
所謂的 PBL 是將學習者安置在有意義的學習情境中，以解決擬真情境中的問題為
學習主軸，不同於傳統以講授為主的教學方式，PBL 的教學通常是將學生組成小組討
論，並以指導老師為顧問，提供學生解決問題所需要的資源與導引，好讓學習者能在解
決問題的過程中，主動建構知識進而發展出問題解決的技能（關秉寅，2006；廖敦如，
2006）。由上述可知，PBL 是以弱結構的生活化擬真情境問題作為學習的起點，使學習
者將學習與生活情境結合，符合情境認知理論（situated cognition theory）的精神；其次，
PBL 的教學讓學生組成小組討論，以透過小組合作學習的過程培養團體合作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這樣的學習歷程符合了合作學習理論（cooperative theory）
；而且在解決問題的
過程中學習者要主動去建構知識而發展出問題解決的技能，這樣的過程亦符合建構主義
理論（constructivism theory）的理念。因此，本研究將從情境認知理論、建構主義理論
以及合作學習理論此三個理論背景分別描述其與 PBL 的關係：

（一） 情境認知理論與 PBL
認知的功能是具有適應性的，是學習者經驗世界之後的組合，而不是實
體的一種發現，也就是說個體的「知」是調適的一種過程（Lerman, 1989; Von
Glasersfeld, 1989），根據這樣的理念，人類學者 Suchman（1987）在觀察人
們使用影印機時發現，大部分的人並不會先閱讀使用說明書就開始操作影印
機，直到使用過程中碰到困難了，才會翻閱說明書或直接請教會使用的人。
因此，Suchman 提出了「情境行動」
（situated action）的觀點，強調知識如果
脫離了使用的情境，那麼學習就會變成玩抽象符號的遊戲（轉引自邱貴發，
1996）
。接著 Brown、Collins 與 Duguid 於 1989 年所發表的《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一文中指出：人類獲取知識的歷程是無法跳脫他
所存在的社會脈絡（context）而獨自進行，因為知識的產生是要透過人與環
境的互動下所建構而來，如此才真正具體化了情境認知的理論（轉引自黃國
勳和劉祥通，2006）。
情境認知理論強調知識是蘊含在情境之中，因此必須透過個體在情境
裡，以其既有的認知架構主動去建構知識（王春展，1996；幸曼玲，1994）。
陳品華（1997）指出以認知的角度來看情境認知理論可以有兩個學習意涵：
1. 學習所關注的焦點不是只有學習者本身而已，還要關注學習環境、學習活
動以及學習夥伴；2. 學習者是主動的知識建構者，所建構的知識是經由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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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互動和調整而來的。張新仁（2003）則認為情境認知理論所強調的是學習
應建構在學習行為發生時，因為知識就蘊含在學習情境的脈絡中。
由上述可知，大部分的情境認知學者都認為學習者必須在情境下與問題
產生互動，才能對學習的課題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所以學習者必須積極地透
過對話、思考歷程以及與他人的互動來理解情境進而解決問題（劉佩雲、簡
馨瑩，2003 年）。是故，情境認知理論強調學習者必須與真實生活情境產生
互動行為，藉此建構出屬於個體本身的知識，此一論點是為 PBL 之問題設計
需與生活情境相結合的基礎，以期透過真實情境的問題設計，使學習者進行
主動性的情境學習，並且建構出屬於其獨有的知識，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 合作學習理論與 PBL
Hooper（1992）認為合作學習是指全組成員一起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的
學習過程，只是將學習者分組並不等於就是合作學習，而是必須讓學習者在
小組中能與其他小組成員產生互動學習。而 Hotkevich（1990）以及 Johnson,
Johnson & Holubec（1990）都認為有效的合作學習必須包含以下幾點要素（邱
克豪和邵慧綺，2004，頁 32）：
1. 異質分組（heterogeneous group）：依據學生的性別、種族及社經背景等
的差異，將學生分配到不同的小組，透過異質的組成讓學生彼此互相學
習，藉以認識多樣的觀點。
2. 積極互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積極互賴是指學生能察覺到自己與
小組成員是必須共同承擔成敗，自己的成功是有賴於整個小組才獲致的
成功，因此小組內每個成員都應該共同努力以完成小組任務。
3. 面對面的正向互動（face-to-face promotion）：組內成員必須彼此面對面
的互動與協調，透過這樣的安置，不但有助於成員彼此的了解，對於小
組學習更有正面的影響。
4. 評鑑個人學習績效（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小組的成功代表組內每一
個人的成功，而不是一個成員的成功就代表小組的成功，因此，每個人
對於小組的成敗都有責任。
5. 社交關係技巧（social skill）：除了學業任務外，小組中的每一個人都要
學會如何運用社交技巧，其中包括彼此信任、溝通協調、相互接納與扶
持等，以強化小組正向依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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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團體歷程（group progressing）：合作學習是一種團體合作的歷程，每一
個小組成員要使用社交技巧，並且貢獻己力一起達成小組的共同目標。
Linn & Burbules（1993）認為合作學習的小組任務就像是拼圖一樣，小
組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一塊拼圖，將原本複雜的問題切割成好幾部分，以降
低個人的負擔，透過這樣的團隊合作來達到分散知識的交流目的，藉以提高
解決問題的層次（轉引自徐崇誠，2005）。
綜合上述學者所言，合作學習不單單只是幫學習者分組而已，還必須讓
異質性的小組成員達到共同承擔、積極互賴以及溝通協調等互動，以達成小
組共識並完成共同的學習目標。換句話說，合作學習是一種透過小組成員彼
此的互動來強化學習效果的學習，重點在於互動而不是分工。因此，PBL 的
學習歷程中運用了合作學習的理論，能讓小組成員透過彼此互相學習並協力
解決問題，進而提升學習者的溝通社交能力、強化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三） 建構主義理論與 PBL
建構主義理論是由行為主義到認知主義以後所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學習
理論，其主張學習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建構過程，學習者不是被動地接受外來
的訊息，而是依據既有的知識結構主動地建構事物的意義（陳麗萍、曾潔，
2009）。簡而言之，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個人經驗的合理化，必須藉由學習
者主動地建構而來。建構主義的類型可分為個人建構主義以及社會建構主義
兩種：
1. 個人建構主義（individual constructivism）：強調知識是由個人的主觀所
建構的，只反映出個人經驗的現實，所以只對個人自己才有意義。皮亞
傑（Jean Piaget）是這一派的先驅，個人建構主義不承認書中的文字是知
識，因為文字只是一種符號，而符號本身並無意義，所謂的有意義是需
要透過讀者的閱讀來賦予（轉引自陳芸慧，2006）。Ausubel（1968）主
張新知識的獲得是建構在既有的觀念與經驗上，強調知識是由個人的主
動建構而成的。
2.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認為「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由協
商與和解的社會建構」（張靜譽，1995）。會建構主義學者認為早期所強
調的個人建構主義摒除了社會因素的作用，雖然知識的概念必須經由個
體產生，但是同儕支持和社會因素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因此，知識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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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雖然是相當主觀，但也不是隨意的任意建構，而是需要與他人不斷溝
通和協商來加以調整和修正的。所以，社會建構主義強調知識必須在社
會文化的環境下才能建構而成。
由上述可知，建構主義的內涵具有個人主動與社會協商的特質，梁繼權
（2008）進一步指出建構主義的三個基本原理：
1. 知識是個體透過認知來主動建構而成的，在接受與吸收知識的同時，已
加入主觀的選擇與賦予上個人的解釋與意義，不是被動的接受或吸收。
2. 認知的主要作用在於適應，人們透過認知來架構經驗的世界，目的在於
去適應世界而不是發現真實的本質。
3. 知識是個人與別人透過協調溝通的互動所形成的社會產物。
根據上述學者所論述，PBL 可以視為實踐建構主義理論的教學模式之
一。建構主義認為知識必須透過學習者主動去建構而成，而不是被動地去吸
收，所以在 PBL 的學習歷程中，教師應將學習的自主權交還至學生的手中，
因為知識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是具有個人意義的。建構主義認為認知的
目的在於適應這個世界，強調真實的重要性，因此，在進行 PBL 的教學時，
必須替學習者創造一個與真實世界最接近的學習環境。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
個人與別人經由互動而產生的社會產物，所以 PBL 必須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
進行，讓學習者在與小組成員溝通協調的過程中，獲得屬於自己獨有的知識。
二、問題導向學習（PBL）的起源
1910 年 Flexner 所發表的 Flexner Report 中，除了提及「醫學科學實證主義」外，
全篇報告也充斥著「從做中學」的理念，Flexner 認為醫學院學生的智能發展應奠基於
第一手的經驗，而非書本的背誦，強調學習者「從做中學」的重要性，此可謂 PBL 理
念最初的發源所在（關秉寅，2006）。而這樣的教學改革理念，至 1952 年美國的 Case
Western 大學開始以臨床教案為基礎授課的形式出現在醫學教育上，成為 PBL 教學的濫
觴，但此時的教學仍以教師為中心。直至 1969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McMaster 大學，
為了改善醫學院學生只知大量背誦書本知識而不知變通的情況，因而開設了發現學習
（discovery-based learning）的個案研究課程，是以「學生為中心」
、
「問題為教材」
、
「小
組為模式」以及「討論為學習」的形式開課，這是基於醫學生是成年學習者，應有責任
自我教育的概念，而為學習者開創的全新醫學學習方式，這才完整的應用了 PBL 之教
學（Neufeld & Barrow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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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 1970 年代，一些新設的醫學院如荷蘭的 Maastricht 大學與澳洲的 New Castle
大學都採用 McMaster 大學醫學院「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課程」（problem-base learning
curriculum）的授課方式，因而將 PBL 教學繼續發揚光大。1979 年美國 New Mexico 醫
學 院 ， 是 美 國 第 一 個 引 用 PBL 教 學 的 學 校 ， 但 當 時 的 學 生 仍 接 受 以 課 堂 講 授
（lecture-based）為主，PBL 為輔的雙軌制教學課程，直至 Southern Illinois 和哈佛
（Harvard）等大學先後設置了 PBL 實驗班，歷經多年與傳統課程的學生比較之後，才
全盤改為 PBL 教學。美國醫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在 1984
年發表了一個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the Gener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the
Physician and College Preparation for Medicine（簡稱 GPEP Report），鼓勵學生要學會自
己學習與解決問題，鼓勵老師要減少講課時間，進而評量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當時有
不少美國醫學院院長和教授，因為這份報告肯定了 PBL 的教學，因而重新檢視自己的
教學方法。
到了 1990 年，美國幾乎有 40%的醫學院都採用 PBL 為學習課程（Hendry & Murphy,
1995），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及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皆認定 PBL 是必要的醫學教育課程。雖然 PBL 最初是
爲醫學院的教學而發展出來的，但因其符合當前的教育理念且具有多項功能，故自發展
迄今，PBL 已流行於許多國家各個階段的教學課程中，從學齡前到大學及研究所各領域
的教學。以高等教育而言，除醫學外，PBL 已先後被應用於物理學、生物科技、法律、
普通生物學、普通化學、普通物理學、機械工程、建築、資訊、管理學、經濟學、教育
心理學、社會工作、特殊教育、教育行政和師資培育等多個領域的教學（楊坤原，2008，
頁 9）
。在 2000 年，美國工程學院大約有 50%的課程是採用 PBL 的教學方式（Abman &
Lopez，2000）。
PBL 在台灣發展的起始點於 1992 年台灣大學醫學院開始規劃實施，以醫學系 30
位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實施的小組問題導向學習課程，直至 1994 年 9 月才全盤進
入全新的 PBL 課程實施階段。接著是 2002 年的輔仁大學醫學系規定從大學三年級開始
施行 PBL，此後 PBL 成為台灣醫學院重要的教學評鑑項目。目前在台灣 PBL 的教學模
式已經廣泛地應用在中小學自然和社會教育上（楊坤原和張賴妙理，2005），而大學教
育也開始運用其在基礎教育改革的重點計畫中，如教育部於 2006 年所推動為期四年的
《96-99 年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中，將 PBL 作為設計通識教育課程的要點之一，由
此可見 PBL 在臺灣除了運用在醫學上以外，現今也將成為通識教育改革的一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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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導向學習（PBL）的定義與特徵

一、問題導向學習（PBL）的定義
新知識的產生來自於學習者對現況的瞭解，並提出有建設性與意義的質疑，進而提
出因應問題解決方案的過程（林思伶，2009）。傳統著重講述的教學雖然可以使學生馬
上獲得知識，但卻不足以培養學生在真實世界中，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West &
Watson，1996）。所謂「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不僅只是要學生累積知識而已，而是要發
展具有彈性的策略來應付未來社會上複雜且不可預期的情境，並且找出有意義的解決方
式，而這就是 PBL 的目標（關秉寅，2006）。
PBL 的目標不是單單讓學生找到問題最後的答案，其重點在於學習者思考步驟、研
究論題以及發展解決方案的歷程。Barrws 和 Tamblyn（1980）將 PBL 定義為：由努力
了解及解決問題的歷程而造成結果之學習，並且將這樣的歷程歸納如下：（一）這是第
一次遇到的問題，之前並未有過任何準備或研究；（二）呈現給學習者的問題情境與真
實環境中的一樣；（三）學習者處理的問題應該要適合其學習程度，以讓他能夠應用知
識去推理，並且接受挑戰及評鑑；（四）根據問題的處理過程找出所需學習的部分，並
引導作為個別化的研究；（五）將研究所學得的技術和知識運用於原本所設定的問題，
以評估學習效率及增強學習動機；（六）在處理該問題與個別化研究中的學習，進而歸
納建構於學習者已有的知識與技能（周天賜，2003）。
Mayo、Donnelly、Nash 及 Schwartz（1993）指出 PBL 提供學習者一個有意義的、
脈絡化的擬真情境，協助學習者發展內容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技能（轉引自許淑玫，
2005）。Albanese & Mitchell（1993）認為 PBL 最重要的教學方式是透過弱結構性的問
題，讓學生去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相關的基本知識。Tam（2001）指出 PBL 在班級內
進行小組教學以促進學習者之自主學習，在此一學習過程中，教師退居於催化、引導之
角色。PBL 是一種挑戰學生「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小
組中共同找出真實世界問題的解決方案，進而發展自我引導學習的能力，所以 PBL 的
學習目標是能力的學習，而不只是知識的學習而已（吳清山、林天祐，1995）。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 PBL 的教學方式除了注重以學生的真實生活經驗為教學起點，
強調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學習之外，學生的學習模式以及教師的角色皆不同於傳統教學
型態。Biggs（2000）認為 PBL 之所以會受到重視的理由為：（一）接觸過 PBL 的教師
和學習者都覺得 PBL 比傳統教學有趣；（二）受過 PBL 課程訓練的學生在職場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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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傳統教學的學生好。
（三）經由 PBL 課程訓練的學生比較能自主學習並且與他人分
享，進而提升團隊的工作效率。由上述可知，比較傳統教學方式，PBL 的教學方式愈來
愈受到認同，許多學者因而相繼爲 PBL 賦予新的定義，為了更清楚瞭解 PBL 的意義，
茲整理成下表一：

表 2-1 PBL 定義表
學者
Barrows &

年代

定義

1980

PBL 以學習者為中心並鼓勵他們突破傳統學科之界線，並透
過一特殊問題進而整合相關知識的方法，是由努力瞭解及解

Tamblyn

決問題的歷程而造成結果的一種學習。
Walton &

1989

習任務與挑戰，並且提供其所需的資源。

Mathews
Boud & Feletti

PBL 的原則是將學習者放在特定的情境中，給予他們一個學

1997

PBL 是一種提供學生一個刺激學習的問題去練習，使其專注
地面對並將課程結構化的課程方法。

Bridges &

1992

不是在學科中獲得知識。

Hallinger
Creedy, Horsfall &

1992

PBL 是一種教學方法，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學方法，但
並非形式自由，而是具嚴謹性、實踐性的教與學之過程。

Hand
Albanese &

PBL 是一種教學策略，學習者在處理問題時去建構知識，而

1993

PBL 的重要基本教學方法之特質是透過弱結構性的問題，讓
學生去學習問題解決的技巧以及獲得相關基本和客觀的科學

Mitchell

知識。
Newman

1993

PBL 最純粹的形式是教學者提供一個問題於一個小組之學
習者前，而後由小組之學習者決定所要採取的相關知識與解
決這個問題的步驟。

Mayo、Donnelly、 1993

PBL 是一種教學方法，提供一個有意義的、脈絡化的擬真情

Nash & Schwartz

境，協助學習者發展內容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技能。

Finkle & Torp

1995

在建構一個圍繞在混亂和複雜性質的弱結構性問題的發展
與教育方法上，亟需探究、聚集資訊和反思，PBL 是最具有
改變性和嘗試性，而且沒有絕對、固定、對的解決方法。

18

表 2-1 PBL 定義表（續）
學者
Barrows

年代

定義

1996

PBL 是指讓學生透過真實遭遇的問題、規劃解題、自我研
究、小組討論及呈現結果等探究活動來進行自主學習的解題
歷程。

Duch

1996

PBL 是一種以問題為根基的教學方式，它利用真實情境問題
培養學習者的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獲得課程內之重要
概念。

Glasgow

1996

PBL 是以學習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主
動地選擇所要學習的議題、設計、發展與修改可能的解答，
學習者必須自我決定學習何種知識並尋找出可用的資料，透
過溝通與精熟問題以產出最後的成果。

Delisle

1997

PBL 是一種課程設計的模式，同時也是一種教
學策略。

Fogarty

1997

一個以真實世界的問題為中心來設計的課程模式。

King et al.

1997

PBL 是一種催化批判與創造思考技巧的教學策略，也是一種
催化後設認知之教學策略。

Aldred & Aldred

1998

PBL 是一種可以幫助學習者確切學習並獲致瞭解的教學
法，學習者能從中發展有效的溝通技能，更能激發初學席者
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反思的能力。

Samford

1998

PBL 是一種教學策略，它可提升活動的學習，同時也可以用
來當作一種模式、課程、方案或眾多科目的架構。

Camp

1999

PBL 是一種影響學習者「全人」的教學模式，同時也是教育
方法與哲學的組合，整個學習方式是以學習者為主軸，而學
習焦點集中於所欲探討的問題之上。

Edens

2000

PBL 是一種使用真實、複雜的問題來當作學習的啟發來源，
幫助學生獲得知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Levin

2001

PBL 是一種鼓勵學習者運用批判思考、問題解決能力，去解
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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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PBL 定義表（續）
學者
Tam

年代

定義

2001

PBL 是一種教學型態，其特徵是經由真實生活形成的問題，
在班級內進行小組教學及促進學習者之自主學習，在此一學
習過程中，教學者退居於催化、引導之角色。

Sousa

2003

PBL 的學習是要讓學生試著去解決多個面向且複雜難題的
狀態。

資料來源：改編自蕭宜綾（2003）。問題導向學習取向之諮商倫理網路教學研究。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P.45。
綜合上述學者所言，PBL 指的是：「將學習者放置在一個有意義的、弱結構性的擬
真情境中，並給予一個可刺激學習的問題，透過與他人合作的小組討論模式來刺激學習
者批判性思考和反思能力，進而協助學習者發展內容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技能的一種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
二、問題導向學習（PBL）的特徵
早期的 PBL 學者（Norman，1988；Walton & Matthews，1989）認為 Bridges 和 Hallinger
（1995）所提出的 PBL 必要特徵，可以明確地將 PBL 教學法和其他教學法區別出來：
；
（二）問題必須是學生
（一）問題是學習焦點的開始（一個來不及準備去反應的刺激）
未來職業領域上可能遭遇到的問題；（三）學生知識的獲得是來自於問題的解決而不是
（五）大部分的學習
來自學科；
（四）學生個別地或共同地在學習中獲得很大的責任感；
發生在小團體內而不是在講授課程中。
（一）以問題作為學習
Cordeiro 和 Campbell（1995）亦歸納 PBL 的主要特徵有五：
的起點；
（二）問題必須是學生在其未來的職業生涯可能遭遇的弱結構性問題；
（三）學
生所有的學習內容是以問題為主體所架構的；
（四）偏重小組合作學習，較少講述教學；
（五）學生必須扛起學習的責任，教師的角色是指導認知學習技巧的教練。Delisle（1997）
亦指出 PBL 的特徵在於：（一）處理的問題必須接近實際生活的情境；（二）可激發學
生主動參與學習；
（三）促進一種多學科的互動與整合；
（四）讓學生有機會去選擇所要
學習內容與方式；（五）可促進合作學習；（六）提昇教育的品質。
Savin-Baden（2000）亦提出 PBL 的七個特徵：（一）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二）
強調學生必須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三）理論與實務互相結合；
（四）著重於知識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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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而並非結果；
（五）教師角色從教學者轉變成學生學習的促進者；
（六）學習
評量由教師評分變成學生自評或同儕評量；（七）強調溝通和人際互動的技能。歸納上
述，PBL 的主要特徵乃是其課程設計的架構是圍繞著「問題」而構成，強調學習者合
作解決實際問題，並致力於創造可能的解決問題方案。讓學習者擔負學習的重責，教學
者的角色轉變為課程的設計者、問題的創造者、小組的協助者以及課程的評鑑者。
由以上的觀點可以歸納出 PBL 所具有的五項特徵：
（一）PBL 的問題必須始於真實
問題且同時具有弱結構的性質；（二）PBL 是一種強調學習者自主學習而教師引導但不
領導的教學模式；（三）PBL 的教學是鼓勵學習者互動討論的合作學習；（四）PBL 重
視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鑑；（五）PBL 的教學模式能培養學習者應用知識的能力。

（一） PBL 的問題必須始於真實問題且同時具有弱結構的性質
進步主義學者杜威認為教學的藝術在於問題的難易設計要足以挑戰學
生的思考，除了面對新的情境所面臨的困難本質外，還要從明顯已知的地方
發展出有用的建議，因此，為了合乎於杜威所謂由「明顯已知的地方」發展
出「難度足以挑戰學生思考的問題」，教師必須將問題扎根在學生實際生活
的經驗上（周天賜，2003）。當學生知道所要處理的問題與自身的現實生活
以及未來職場可以連結時，他們會更致力於探究問題的結構，並且積極創造
出解決問題的方式。
PBL 的目標不是單單讓學生找到問題最後的答案，其重點著重於學習者
思考步驟、研究論題以及發展解決方案的歷程（周天賜，2003）
。因此，PBL
教學所設計出的問題必須具有弱結構性，好讓學生可以自主操作額外的研
究，主動去發現問題的複雜度，進而發展出多種解決問題的策略方案。

（二） PBL 是一種強調學習者自主學習而教師引導但不領導的教學模式
Barrows（1998）認為學習者應該根據自己舊有的知識與技能來決定學
習需並追求更有效率的學習方法。Ekhaml（2001）指出和以往傳統教學以教
師為中心，學習者是被動接受知識的學習過程不同，PBL 的學習者是自主學
習的一個問題解決者。因此，PBL 的教學模式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教師秉
持著引導但不領導的原則，由一個知識的提供者變成引導並促進學習者學習
的角色，讓學生有自主學習的機會，藉由這樣的學習方式，養成學習者未來
面對新問題時所必須具備的能力，進而成為有效率的終生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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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BL 的教學是鼓勵學習者互動討論的合作學習
Barrows（1998）認為合作學習是提高以學生為主的學習方式，並且能
夠幫助學生獲得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主學習和團體合作的技能。進行
PBL 的學習方式是將學習者分為小組，每組約七至十二人，小組成員最好來
自不同的學習領域，因為彼此間的差異才能引起更多不同的看法，進而改變
及提成學習者內在的認知結構（梁繼權，2008）。
Marsh（1999）認為在 PBL 的學習過程中，學習者以小組合作的形式，
進行真實問題之解決活動，透過此一歷程，學習者不但可以獲取新知識，更
可以習得問題解決與溝通技巧及團隊領導能力。因此，在 PBL 的進行過程
中，學習者必須經由對話互動的方式進行學習，藉由團隊合作的討論及分
享，促使自己對問題情境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並且建構出自己的知識與
技能，進而增強解決問題能力、溝通技巧以及團隊領導等等之能力。

（四） PBL 重視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鑑
Delisle（1997）指出，現存在教室中的評量方式，大部分都是以一種測
驗的型態出現。測驗的效用在於測出學生究竟學到了多少知識，但卻無法測
量出學生是否能夠靈活運用這些知識。而學生的學習態度受到評量方式相當
程度的影響，所以如果評量的形式只是要求學生記憶片段事實，那麼 PBL
課程是不可能成功的（程慧娟，2006）。因此，PBL 的評量方式必須不同以
往傳統測量的形式，只要求學生從教科書中記憶片段事實，以考卷答案答對
的多寡來評斷學生的學習狀況。
Shepherd 和 Cosgriff（1998）指出 PBL 的評量方式不是只針對學習結果，
學習的歷程同樣是評量的範圍，包括了問題解決能力、知識的獲得、自主學
習以及對小組的貢獻等。Barrows（1998）強調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量是很重
要的，因為能夠對他人提出建言或者接受別人的意見並給予回饋，是達成團
隊合作與終身學習的重要因素。因此，PBL 必須讓學習者從小組討論的學習
過程中，評估自己與同儕學習進步的能力，間接促使小組成員更投入學習過
程，最後以此讓教師評定學習者是否具有監督個人表現的適當性以及發展終
身自我學習的必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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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PBL 的教學模式能培養學習者應用知識的能力
PBL 重視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不同於傳統教育只注重學生的考試成果，
藉由學生所知的概念找出問題的癥結點，建立出問題結構之後進行額外的資
訊探索，再從新舊知識中決定什麼資訊是需要的、哪些知識可作進一步的連
結以確實解決問題，促使學生從分析問題與處理問題的學習過程中，習得整
合以及應用知識的能力（梁繼權，2008）。

第四節 問題導向學習（PBL）的實施步驟
了解 PBL 的定義與特徵之後，本節第一部份將列舉國內外學者所提出的 PBL 之實
施步驟，並於第二部分說明 PBL 教師的教材準備及任務，最後於第三份部將學者的理
論彙整成一套適合導入以劇本為基礎教材之課程的 PBL 實施步驟。
一、問題導向學習（PBL）的實施步驟
PBL 植基於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學習是在社會環境中建構知識的過程，而不是獲
取知識（吳清山、林天祐，1995），因此著重於學習者思考步驟、研究問題以及發展解
決方案的歷程。所以如何有效地在學習過程中引導學生去瞭解問題、理解哪些額外的資
訊是必要的、知道如何去找到所需的資訊以及能夠在學習最後建構出問題解決的策略，
即是 PBL 教學的要點。為了完成這一連串的學習歷程，對於 PBL 的教師而言，建立一
套 PBL 的實施步驟就變得十分重要。
Woods（1994）認為 PBL 的教學進行步驟可分為起點、腦力激盪、限定問題範圍、
建構問題、確認資訊與學習內容、擷取所需的知識、使用擷取的知識以及結論共八個步
驟。吳清山、林天祐（1995）則提出 PBL 的教師必須扮演觀察和激勵的角色，其主要
過程是為教師確認或設計一個弱結構性的問題、呈現問題給學生、學生分組討論、教師
觀察學生討論活動以及最後小組提出建議解決方案。Delisle（1997）明確地指出 PBL
的實施歷程有連結問題、建立學習架構、面對問題、再次面對問題、呈現表現或成果、
評估表現與問題等步驟。
Greenwald（2000）認為 PBL 的實施步驟有十項，包括：（一）讓分組後的學生遭
遇弱結構性問題；（二）讓學生對問題產生興趣；（三）學生進行問題探究；（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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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問題探究策略的前後順序；
（五）小組分工探究問題；
（六）學生分析探究結果；
（七）
學生向小組呈現結果；
（八）小組共同提出解決方案；
（九）小組重複溝通探究並產生最
後結果；（十）學生進行自我評鑑。Biggs（2000）指出 PBL 的基本步驟必須包含專業
知識的運用、目標的設定、問題的解決以及評估，其關係結構如下圖 2-2：

專業知識
圖三 問題導向學習基本運作架構
目標：
問題解決：
設計問題能力培養
團隊創造技法運用
團隊技巧培養
資源導向學習
專業知識獲得
互相督促

評估：
解決問題
知識獲得
思考技巧
社會技巧

圖 2-2 問題導向學習基本運作架構圖
資料來源：林平勺（2003）。問題導向學習在成人科技教育的應用。生活科技教育
月刊，36(8)，P.32。
陳木金（2007）指出藉由 PBL 進行步驟分析問題與處理問題的過程，學習者可以
學到「獨立思考、自我學習」的能力，以周遭可能面臨的問題為腳本，讓學習者在小組
討論的方式下發掘問題、分析問題、搜尋資料、習得必要得知識以及解決問題，從這樣
的歷程中使學生擁有終身受用的「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之能力。楊坤原（2008）認為
PBL 課程的進行應該涵蓋以下步驟：
（一） 介紹：將學生分成幾個合作小組，師生自我介紹與溝通、介紹課程內容以及
小組成員責任。
（二） 遭遇問題：準備具有弱結構性、且能引起興趣與注意的問題給學生。
（三） 透過問題進行探究：此步驟主要是讓學生再確認學習議題、決定學習的目標
和探究的策略。
（四） 自我引導研究：收集資料、小組討論。
（五） 重新思考原來的學習議題：修正原先所列出的學習議題與探究策略。
（六） 決定最適合的解答：學生總結和整合所獲得的訊息，在可能的選擇中，依據
一些標準或原因，來決定一個最合適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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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展現結果：透過小組口頭報告、書面報告，視聽媒體展現、召開會議或論壇
以及戲劇等方式。
（八） 進行評鑑：自我評鑑、小組互評及教師評鑑等項。
蔡哲嘉（2008）根據馬斯垂克的七級跳步驟（Maastricht seven jump processes）提
出 PBL 的教學步驟為：（一）研讀教案，辨識並澄清不熟悉的名詞定義；（二）界定問
題，列出需討論的議題；
（三）腦力激盪，運用已知的知識，提出可能的解釋；
（四）針
對問題，提出初步的解決方案，組織整理和排序；（五）擬定學習目標，組員間達成共
識，教師確認小組學習目標完整並且切合實際；（六）個別研習，每位學習針對學習目
標蒐集資料；（七）小組分享研讀的成果，老師督促學習成效並且評估整組的表現。蔡
哲嘉（2008）再根據學者 Dolmans、De Grave、Wolfhagen & Vander Vleute（2005）的論
點將 PBL 歸納成四項歷程：
（一） 建構學習歷程（constructive process）：學習者以主動學習的態度去建構新的
知識網絡。
（二） 自我導向學習歷程（self-directed process）：學習者參與規劃、進行和自我評
鑑的學習過程。
（三） 互助合作學習歷程（collaborative process）
：成員之間與教師敞開心胸彼此互
動，分享學習的責任，達成共識並追求共同學習目標。
（四） 脈絡體驗學習歷程（contextual process）
：認知到學習須與真實世界結合，並
且能將所學轉變成日後工作所需的實務經驗。
由上述可知，PBL 的實施步驟可以歸納為：教師設計教材、分組形成合作討論模式、
呈現問題、界定問題、小組討論、小組建立學習架構、個別收集資料、小組再次討論並
提出解決方案、小組展現成果、評鑑等階段。
二、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師的教材準備
上述學者中，除了吳清山、林天祐（1995）強調在 PBL 的實施歷程裡，教師必須
扮演觀察和激勵的角色，其主要任務是設計一個弱結構性的問題給學生外，多半學者仍
以學習者為中心來規劃 PBL 的實施步驟。Delisle（1997）認為教師在 PBL 的每一階段
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首先教師必須配合課程設計教材、課程進行中引導學習者、最後
當學習者解決問題時還必須評鑑學習者的表現。由此可知，教師設計課程教材可謂是
PBL 實施步驟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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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惠卿和張杏妃（2001）指出教師在正式教學前應提供學生一個來自真實世界的弱
結構性問題做為學習的依據，Delisle（1997）認為這個問題不論是選用現有的題材或是
從頭設計，都要能適合年齡發展，扎根於學生經驗，另外，問題還要可以讓學生可以操
作額外的研究，發現問題複雜的程度，進而了解可能的答案有許多種。Duch（2001）
提出五項建議作為教師在設計 PBL 教材的參考步驟：
（一） 選擇一個將在課程中呈現的中心想法和概念，接著考量可以幫助學習者學習
概念的問題、評量或作業。最後列出希望學習者透過問題將獲得的學習目標。
（二） 以真實世界為情境，發展出一種用說故事去敘述問題的方式，或者設計出一
種可以提高學習者學習動機的方式。
（三） PBL 的問題必須被設計以及呈現，如此一來學習者才能定義所要學習的主
題，進而繼續探究學習內容。
（四） 在課堂中進行 PBL 教學時，需事先擬定一份詳細的教學計畫，計畫中必須明
確寫出各種不同的教學方式以供教師應變。
（五） 最後步驟則是提供學習者學習的資源。
Delisle（1997）提出教師一旦決定了問題，就要依照歷程選擇課程內容及方式、決
定資源的可用性（以確保學生可以找到所需的資訊）、書寫問題的描述、選擇引起動機
的活動、設計焦點發問（以協助學習者掌握問題的焦點）最後決定評鑑策略（周天賜，
2003）。因此，他提出了設計弱結構的問題設計檢核表如下表 2-2：
表 2-2 問題設計檢核表
問題設計檢核表
我是否

是

選擇了適當的內容？
決定了可用的資源？
問題的書面敘述
－是否適合學生的年齡發展？
－是否根據學生的經驗？
－是否以課程為基礎？
－是否適用於不同的教導及學習的策略方式？
－是否屬弱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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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表 2-2 問題設計檢核表（續）
選用了一項引起動機的活動？
設計了一項焦點發問？
決定了評鑑策略？
資料來源：周天賜（譯）
（2003）
。問題引導學習 PBL（原作者：Robert Delisle）
。台北：
心理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97 年），P.30。
三、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師的各階段任務
楊坤原（2008）進一步指出在 PBL 各個階段的歷程中，教學者因應階段的不同而
有著不同的任務。在實施 PBL 教學之前，教師必須決定如何組織教學內容與所要採用
的教學策略，並且收集 PBL 課程所需的各類材料與設備，接著撰寫問題。在教學進行
之中，教師必須先建立課堂氣氛，提供必要的資源以幫助學生澄清問題或迷思，並且透
過問題和角色的扮演，以發問或挑戰思考等方式來指引小組合作學習，促進學生好奇、
質疑、思考、探究、討論、自評和反省，而在小組合作解題的過程中，教學者只需示範
探究技能、鼓勵小組成員的參與、支持學生自我引導的學習、逐漸融入過程而成為合作
解題者和學習資源、 隨時監控整個過程並做必要的調整。在教學結束之後，教師還必
須針對學生個人與小組表現給予評鑑與回饋。
梁繼權（2008）認為教師在 PBL 教學進行中應具有的任務為：
（一）引導與協助小
組討論，而不是主導與傳授知識；（二）維持小組良好的運作，避免討論離題、鼓勵沉
默寡言者以及控制好討論的時間；（三）以問問題的方式提示學生錯誤的地方，以確保
討論內容與觀念的正確性；（四）針對小組討論成果、小組運作功能以及學生表現三點
給予回饋。
由上述可知，在 PBL 課程進行之前，教師必須擬定一份適合學生心智發展且扎根
於學生經驗的教材內容，引發學生的興趣。而由教材內容所發展而出的問題必須書寫成
學生可以接受的文字，而這個問題同時必須具有弱結構性，讓學生可以在課後個別收集
相關資料，在此之前教師還必須確定學生可以找到這些資料的來源。確定課程內容以及
問題之後，教師還得決定評鑑學生學習成果的一套策略，然後彙集成一份詳細且多樣化
的教學計畫，可供日後課程之應變。在 PBL 課程進行之中，教師必須掌控小組討論的
時間，以引導但不領導的方式維持小組良好的討論方向和運作。在 PBL 課程結束之後，
教師還能針對小組討論成果、小組運作功能以及學生表現給予回饋，如此才完整達到
PBL 教師應盡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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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劇本為基礎教材之課程的 PBL 實施步驟
PBL 並非指稱某一種固定的教學法，可隨教學目標與實施情境的需要而加以設計
（Barrows，1985）。因此，歸納前面各學者所陳述的論點並導入以劇本為基礎教材之
PBL 課程進行中，其步驟可為：
（一） 教師設計教材
擷取與授課內容相關的劇本作為課程的教材，擷取的劇本因為沒有給予
後續發展的結果，因此具有弱結構性。源自於現實生活的劇本，以故事描述
的型態出現，更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致。教師針對每個劇本所探究的議題不
同，將課程進行方式做不同的安排，確立一份詳細且多樣化的教學計畫。

（二） 分組形成合作討論模式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由互動而產生的社會產物，所以 PBL
必須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梁繼權（2008）指出理想上的 PBL 學習團體
是八至十人的小組，且其成員最好來自不同的學習領域，因此，在課程進行
時將各學院的學生平均分配至數個組別當中，讓學習者透過彼此的差異而引
發更多的討論面向，並經由小組討論的模式進行問題解決的任務，並且從中
學到合作及團體學習的技能。

（三） 從劇本中提出問題（呈現問題、界定問題）
PBL 的問題必須扎根於學生的生活經驗上，而劇本即是一種根源於人類
生活所衍生出來的創作，所以從劇本中學生會容易從中發覺與自身的現實生
活有所連結的問題。因此在小組建立之後，請學習者從劇本中提出問題，以
促使他們更致力於探究問題背後所形成的原因。

（四） 小組建立學習目標（小組討論、建立學習架構）
Delisle（1997）曾提及學習架構是 PBL 實施的關鍵，它能提供學生建立
學習目標的架構，不至於使小組討論偏離主題太多，並且能使學生就所列情
境思考問題，從而得到適當的答案。因此，教師讓小組成員將各自從劇本所
提出的問題經過共同討論，決定小組所要探究的問題。從討論中學習者瞭解
自己已經習得的知識為何，並且知道仍須探詢的資訊為何，幫助小組建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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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最終目標。此時教師必須確認小組學習目標是否完整，同時切合實際
狀況。

（五） 個別收集資料
小組建構出學習最終的目標之後進行分工，小組每位成員針對所分配的
部分個別蒐集相關資料。

（六） 持續反覆性的共同討論（小組再次討論、提出解決方案）
讓小組再次面對問題，透過分享討論的形式，從小組成員個別收集的資
料中，確認學習內容所需的知識與資訊。PBL 具有反思性學習的內涵，教師
應提供時間讓學習者進行思考，以體驗學習的深度及廣度探求的可能（關秉
寅，2006）。因此，必須讓小組持續反覆的討論，促使學習者總結和整合所
獲得的訊息，進而產生更多元的問題對策，不斷修補學習目標所不足的地
方，最後提出最佳的解決方案。

（七） 小組展現成果
處理問題必要的步驟是學會做總結的分析，因此在每個議題時間的最
末，讓各個小組分別向全體同學作成果的展現。透過這個階段，學習者才能
夠建構出學習到的整體概念與原則，並將問題解決過程中得到的知識轉化為
未來解決問題的技能。此時教師必須督促個人或小組的學習成效，並且評估
其表現。小組成果展現的方式可以透過小組口頭報告、書面報告，視聽媒體
展現、召開會議或論壇以及戲劇等方式呈現。

（八） 自我評鑑、同儕回饋與教師評鑑
在每個議題的成果展現之後，學習者必須評估自己與小組其他成員的表
現，以發展自行評估以及建設性評估同儕的能力，進而促使學習者發展終身
自我學習之技能。而教師也得針對小組討論成果、小組運作功能以及學生表
現給予立即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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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問題導向學習（PBL）在台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課程上的運用

研究者於 2009 年 9 月 11 日至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搜尋，共蒐集到 27 筆與 PBL
教學相關的論文資料，其中以醫學、網路以及自然科學領域相關的論文居多，數量高達
26 筆。而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的論文僅有一篇，由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的
研究生宗欣儀所撰寫的《問題導向學習應用於班會活動以提升學生問題解決能力之行動
研究》碩士論文。由此可見，目前除了醫學教育界普遍使用 PBL 教學作為教育方法之
外，逐漸也有網路、自然、人文、社會等科學領域開始採用 PBL 的教學法，而其中以
人文與社會科學課程上的運用最為鮮見。
由於《96-99 年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中明確指出目前通識教育的重點之一，即
是透過行動導向及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來強化學生的知識整合能力、問題解決能力以
及行動抉擇能力。因此，研究者擷取了 96 學年至 97 學年教育部所補助及輔導的優質通
識教育課程中，有關 PBL 運用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上的課程，以此來說明 PBL 在台
灣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課程上的運用狀況，其整理如下表 2-3：

表 2-3 PBL 在台灣通識教育人文與社會科學課程上的運用表
授課者

學年

開課學校

課程名稱

廖敦如 96-1、96-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文化與藝術－創意產業

吳仁明 97-2

大華技術學院

防災與生活

潘正德 97-2

中原大學

全人關懷 Holistic Care

黃富昌 97-2

南亞技術學院

PBL 教學－工作與安全

呂佩穎 97-2

高雄醫學大學

全球與在地－全球化與世界變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廖敦如因感受到學生在現實生活中對體驗藝術文化層面的需求，因此開設了《文化
與藝術－創意產業》之通識課程，希望透過社區藝術、人文與地方產業資源的結合，帶
領學生深入體驗虎尾社區文化。其以 PBL 的教學策略導入課程，將學生引導至問題情
境中，其課程設計的問題情境不是假設也不是虛幻，而是真實存在於社區的問題。課程
設計一共 17 周，強調真實情境的問題呈現，因此學生分組之後便深入社區老街問題現
場，期盼學生能透過「藝術涉入」
、
「文化創意」
、
「產業化」等思維，提出具體的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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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幫助老街打造一個全新的文化意象（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受
補助計畫之基本資料摘要表，2007）。
吳仁明所開設的《防災與生活》之通識課程，是以建立愛與信心為基礎，愛的能力
指標就是引導學生培養關心生命、關心環境的素養，強調以「問題」為學習起點，在解
決問題過程中學習應用知識，養成自主管理與知識分享的態度。此課程的教學方式是採
取分組討論模式，在大華校園內或校外地點提出當地可能發生的潛在災害，讓同學們進
行腦力激盪，互相討論，指出校園或校區內環境議題及危機為何，藉以讓學生增進對環
境知覺的敏銳度（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補助計畫基本資料摘要
表，2009）。
潘正德為了實踐該校的教育理念，特別設計出建構現代大學生的全人關懷學習的通
識課程—《全人關懷 Holistic Care》。此課程的目的是透過教學、討論、參訪、觀摩、
座談、問題解決、上網閱讀等活動，使學生得到知識、能力的培養；達成態度、情感與
性情的陶冶與發展，進而養成惜福愛物、自愛愛人、熱愛生命、追求超越自我的生活態
度與積極人生觀。教師在課堂中帶領學生分組討論，實施校外參訪時，亦透過事先所擬
定的討論提綱，讓學生以 PBL 的模式分別討論，此課程是屬於合作學習式的「行動導
向/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模式，認定學生是一個問題的解決者甚至是專家，而教師所
扮演的角色則是將學生導引至真實的問題情境中，催化學生與真實的問題情境產生互動
的學習（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補助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2009）
。
黃富昌為了實施校園安全與職場安全的教育，因而開設了《PBL 教學－工作與安全》
這一門通識課程。融入了 PBL 的教學策略，將安全衛生定義為「不僅是知識，亦是過
程、態度、創造力以及應用等五個領域的綜合體」，以校園、地方、全國或全球性相關
的工安議題來設計課程。教學規劃中強調學生在分組討論中需要擔任主持人、紀錄人、
及參與者，主持人的任務是引導討論、避免離題、鼓勵發言、控制時間、維護良的互動、
促進小組達成任務等；參與者必須遵守小組討論的規範，與小組分享自己所蒐集的資
料，聆聽別人的發言，提供自己的意見。課程透過 PBL 小組討論的模式，促使學生在
小組中學習知識，並且學習如何在團體中與別人合作，以發揮團隊的能力，進而讓學生
產生創造力並應用於未來職場的就業情況中（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97 學年度第 2 學
期獲補助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2009）。
呂佩穎所開設的《全球與在地－全球化與世界變遷》是以全球思維出發，簡介全球
化的定義以及對於文化均化作用的辯論，除了檢視全球化的歷史及發展脈絡和當今狀況
之外，還涵蓋文化、經濟、政治地理、媒體文化與科技、國際醫療等面向，並介紹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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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接軌，及同學如何參與國際醫療服務。教師在課程活動設計中，藉由探討真實
世界存在的現象，引導學生發現問題並激勵學生嘗試解決問題，讓學生深入體驗全球化
的真實樣貌。每個主題授課時，教師依據主題設計一個 PBL 的教案，以情境式的問題
描述，引導小組學生互相腦力激盪，發表個人理解與意見，最後由老師作總結評析回饋。
以這樣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能有設身處地的思考，同時也回應了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培
養大學生廣博知識基礎、兼顧理學及實務能力培養」，並且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與能
以全球化觀點看台灣文化與特色的能力，成為具批判思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之大學生
（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補助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2009）。
關於 PBL 在台灣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課程上的運用，尤煌傑（2007）曾在《以問
題為基礎的學習（PBL）教學法在哲學概論課程的應用》一文中提出，也許有人會認為
PBL 是一種強調實踐的教學方法，而純粹的哲學研究強調的卻是在理論學科的傳授，兩
者之間如何融貫還是個問題，尤煌傑則認為任何學科其分為理論或實踐科學，只是在研
究目的、對象以及內容上做的區別罷了，因此，即使研究的內容是像哲學這般抽象的學
科，在學習過程中也是可以通過 PBL 的設計來提升教學的效益。廖敦如（2007）也在
《應用問題導向學習策略於建立大專學生公民美學觀之藝術行動課程研究》一文中明確
地指出運用 PBL 的教學策略，可以引發學生更多元探討藝術如何改變社區的各種型態。
由上述可知，雖然台灣目前運用 PBL 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課程還不多，但是 PBL
的教學方式不再是醫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專利，漸漸也轉變為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可以
加以運用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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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實施介紹

第一節 課程基本資料
一、課程目標
《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設定為中山大學通識中心「博雅深化課程」之
「人文與社會科學類」課程之一，希冀學生透過「博雅核心課程」瞭解基本的戲劇欣賞
和歷史之後，進階修習本課程，進而引領學生閱讀劇本。本課程經由中西兩本經典劇本
的導讀，引導學生深入去探討個人與家庭，以及學生和生活週遭其他人的關係。本課程
規劃時依照劇本內容共設計七項議題，包含：男女分手的藝術、難以啟齒的秘密、職場
關係的解套、兩代溝通的難題、情感的懺悔與救贖、男性之間的相處以及女性在家庭當
中的地位等。
課程的設計主要在於利用經典劇本—《圓環物語》和《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
中所提供的家庭問題與人際關係，以及相關故事脈絡為藍本，建構一個虛擬的情境，透
過劇本的導讀與演繹，讓學生能認識戲劇中的文化內涵與價值，再運用 PBL 之教學方
式來界定劇本當中的角色間人際問題、並且將所提出的問題透過討論、演繹與辯證，討
論不同的解決可能，以此來培養學生文化素養、分析、思辯以及表達溝通能力。
藉由 PBL 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分組討論，劇本所提供的情境脈絡，促使學生尋找
所要學習的課題為何，期盼學生能夠將劇中人物所碰及的情境遭遇引伸至真實生活的情
境中，並積極地透過對話、思考以及與他人的互動中，釐清劇中角色的家庭與人際問題，
進而尋找可能的解決模式。因此，本課程的目標在於訓練台灣學生所經常缺乏的自我表
達與獨立思考能力，培養學生包容的態度，學習關懷別人與自己的能力，以提升學生之
家庭與人際關係。
二、課程計畫期程
本課程經由 PBL 的模式來探討兩部中西經典劇本中主要角色之間所發生的問題，
其中有六個議題是從賴聲川的《圓環物語》劇本中所擷取而出，分別為：男女分手的藝
術（《圓環物語》〔第一場〕劇本）、如何表白難以啟齒的秘密（《圓環物語》〔第二場〕
劇本）
、職場關係的解套（《圓環物語》
〔第三場〕劇本）
、兩代溝通的難題（《圓環物語》
〔第四場〕劇本）
、情感的懺悔與救贖（《圓環物語》
〔第五場〕劇本）
、男性之間的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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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環物語》
〔第七場〕劇本）
；而最後一個議題則從亨利‧易卜生（Henrik Ibsen）的
《玩偶之家》擷取部分劇本，來引導學生探討女性在家庭當中的地位。
除了閱讀劇本以外，本課程另外安排了一次校內講習以及一次校外參訪的課程活動
內容。校內講習的部分邀請了金枝演社的劇場經理曾瑞蘭老師至課堂，與學生分享戲劇
當中的角色創作與人物關係；由於《玩偶之家》的創作時代距今超過 100 年，當時的女
性地位與現今截然不同，因此透過校外參訪「高雄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瞭解目前
新移民婦女在台灣家庭生活的衝擊，也讓學生衍伸比較《玩偶之家》劇中人物、新移民
族群的婦女與現代婦女的差異。以下為本課程的教學計畫期程如下表五：
表 3-1 課程計畫期程表
日期

週次

教學進度

2009/02/19

第一週

課程大綱介紹、認識同學：賓果遊戲卡（詳見附錄五）

2009/02/26

第二週

《圓環物語》〔第一場〕導讀與小組提問

2009/03/05

第三週

小賈與以樂的角色分析、情境討論與角色扮演

2009/03/12

第四週

《圓環物語》〔第二場〕小組提問以及角色扮演

2009/03/19

第五週

以樂與炳忠的角色分析、情境討論與再次角色扮演

2009/03/26

第六週

《圓環物語》〔第三場〕職場性騷擾問題討論

2009/04/02

第七週

2009/04/09

第八週

2009/04/16

第九週

家庭問題的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報告

2009/04/23

第十週

《圓環物語》
〔第五場〕角色關係討論與論壇戲劇演繹

2009/04/30

第十一週 演講「劇場中的人生」曾瑞蘭老師的戲劇創作分享

職場關係情境討論、角色扮演以及角色替換（論壇戲
劇）
《圓環物語》
〔第四場〕家庭問題提問；老師指定各組
課外資料蒐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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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課程計畫期程表（續）
2009/05/07

第十二週 內疚情感的懺悔和救贖：悟寧與己欣角色認同辯論

2009/05/14

第十三週 《圓環物語》
〔第七場〕小組提問與小組自訂閱讀主題

2009/05/21

第十四週

2009/05/28

第十五週 端午節放假

2009/06/04

第十六週 校外參訪—高雄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2009/06/11

第十七週

2009/06/18

第十八週 個人學習檔案報告

男女大不同、做心情主人等的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
組報告

《玩偶之家》角色分析以及外籍配偶在台灣家庭處境
小組討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論文採用行動研究法，透過實務工作者所進行的系統性探究，以理解實務、發展
批判性的行動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為參與國立中山大學通
識通中心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所開設的《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課程之學生。
修課人數一共為 38 人，其中男學生 19 人，女學生 19 人，而學生年級分佈為：大五生
1 人、大四生 13 人、大三生 21 人以及大二生 3 人；而就學生就讀科系來看，其分佈為
文學院學生 11 人、理學院學生 12 人、工學院學生 8 人以及管理學院 7 人。因此，本研
究在課程進行時，將各學院的學生平均分配在五個組別中，以均化各組參與討論之學生
的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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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實施流程
本課程共規劃 14 次的分組討論，以上課所提供的劇本和角色發展做為個案，再經
由小組討論的方式來進行本學期的課程活動。每次議題依 PBL 方式進行，歷程包含以
下階段：分別為從劇本中提出問題（與問題連結）、小組討論、劇本演繹與課外閱讀回
饋等，並於期中以及期末進行同儕回饋（小組同學對於組內成員的課程參與程度進行互
評以及自評）。
課程當中共有七個議題，每個議題進行兩週（第七議題為一週校外參訪、一週討
論），可大致區分為兩種不同性質的方式來進行課堂討論：
第一週為「劇本導讀與討論」，每次由各小組讀劇的方式一起讀過原劇本，再以劇
本內容為個案讓每個學生寫下自己的想法和提出問題，然後和同組同學一起檢視這些問
題，並從中選出希望探討的 2-3 個議題、建立學習目標，接著透過小組合作學習模式進
行討論、持續反覆性的共同討論；在第一週下課前，各小組都會整合發表其知識成果，
並與其他小組分享討論心得。
第二週為「延伸型討論」，在每個議題的第一週結束後，學生回去必須針對劇中人
物做「角色分析」，瞭解其外在的特徵與內在的心理動機、以及劇中人物的關係，角色
分析所得的資料，會在第二週上課時與小組成員進行討論，確認劇中人的行為與心理狀
態，而後開始進行小組的「角色扮演」
、
「角色替換」或「角色辯護」的活動，這些活動
的目的在於讓學生能夠藉由表演或變證的方式更深入瞭解戲劇中人物的情境，藉此產生
同理心，甚至延伸反映到日常周遭的真實生活面貌。第二週結束後則有課外閱讀文章或
要求蒐集相關案例與故事，學生於閱讀後在課程網站或部落格上發表回饋，並完成該議
題之學習檔案。
由於台灣學生在傳統教學的環境下，多年來已養成由教師主導教學的模式，因此本
課程在教學策略上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學生進入「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環境：
在第一至三個議題當中，主要讓學生學習提出問題，以及與小組同學溝通、討論，課後
則由老師和助教提供課外閱讀材料；當學生慢慢熟悉課程學習模式之後，從第四個議題
開始，由老師在課堂中根據各小組討論選出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讓各組學生可以回去
自行蒐集課外閱讀資料；而到第六個議題開始，教師與助教完全退居幕後，引導而不領
導的教學模式，讓學生自行決定學習的議題並且蒐集相關課外資訊，將學習的主導權交
還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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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也針對每個議題之不同，將課程進行方式做各種不同安排，其中包括：課外
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
、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角色辯
護以及校外參訪等，各相關活動依其特性融入課程中讓學生進行演練。並在每個議題討
論過後，要求學生將所有課堂討論、學習歷程、學習結果與反思紀錄於個人學習檔案中。
以下則是本課程的執行情況：
一、課程準備階段
PBL 實施步驟的首要任務即是教師在正式教學前設計出課程教材，而教材必須是一
個來自真實世界的弱結構性問題，以成為學生的學習依據（計惠卿和張杏妃，2001）。
因此，本課程擷取《圓環物語》和《玩偶之家》中有關人際關係的情節以建構出擬真的
情境，源自於現實生活的劇本以故事描述的型態出現，更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且主
動探索與思辯現實生活的人際關係問題。為了多元化課程探討的人際關係面向因而選取
了七個學生在未來可能遭遇的問題情境，分別是：男女分手的藝術、如何表白難以啟齒
的秘密、職場關係的解套、兩代溝通的難題、情感的懺悔與救贖、男性之間的相處以及
女性在家庭當中的地位。
課程教材確立了之後隨即擬訂課程教學計畫，由於根源於建構主義的 PBL 理論指
出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由互動而產生的社會產物，因此本課程的教學模式即以小組討論
的方式進行。另外，梁繼權（2008）認為 PBL 學習小組的成員最好來自不同的學習領
域，所以在課程進行時將各學院的學生平均分配在五個組別中，讓學習者因為彼此的差
異因而引發更多面向的討論，以發展更多解決問題的策略並且從中學到合作及團體學習
的技能。此外，教師也針對議題探究面向的不同，將課程進行方式做不同的安排，例如
情感的懺悔與救贖的議題，因為角色關係對立的顯明，因此運用角色辯論的方式來進
行；劇本《玩偶之家》所探討的女性在家庭地位之議題，則藉由參訪高雄市新移民家庭
服務中心的方式來探究。此外在正式上課之前，教學網站助理必須將課程網站架設完
成，同時教學助理必須至網路上申請一個便捷的部落格空間，並且蒐集與議題相關的課
外閱讀材料給予學生參考，並且要求學生在閱讀之後必須將感想寫至課程部落格與全班
同學分享。本研究課程網站網址為 http://www.general.nsysu.edu.tw/gehs/gehs55/，課程部
落格網址為 http://www.wretch.cc/blog/pblnsysu。
決定了課程內容以及課程進行方式之後，考量台灣學生在傳統教學的環境下，多年
來已養成由教師主導教學的模式，因此本課程在教學策略上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
學生進入 PBL 的學習環境：在第一至三個議題當中，主要讓學生學習提出問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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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組同學溝通、討論，課後則由老師和教學助理提供課外閱讀材料；當學生慢慢熟悉
課程學習模式之後，從第四個議題開始，再由教師在課堂中根據各小組討論選出值得深
入探討的問題，讓各組學生可以回去自行蒐集課外閱讀資料；而到了第六個議題開始，
教師與教學助理完全退居幕後，運用引導而不領導的教學模式，讓學生自行決定學習的
議題並且蒐集相關課外資訊，將學習的主導權交還給學生，至此完整了授課準備的階段。
本課程的目標在於訓練學生自我表達與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培養包容以及關懷他
人的態度，進而提升學生的家庭與人際關係。為了獲得檢視課程目標是否達到的評估方
式，因此教師與研究者於課程正式開始前至國立中山大學諮商輔導組尋求協助，詢問是
否有相關的量表或策略可以提供作為檢視學生的人際關係提升的工具。諮輔組老師表
示：關於人際關係上的檢測，坊間多運用測驗出版社所出版的人際行為量表
（interpersonal behavior survey）來進行相關檢視，但本課程所進行的期程僅有一個學期
的時間，若要做學期前後的施測比對，諮輔組的老師認為間隔時間太過短暫，不僅難以
看出成效同時也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不建議本課程藉由人際行為量表來檢視課程目標
的達成與否。
此外，諮輔組的老師表示：在他們輔導學生的過程當中，常運用自製的問卷來做為
衡量學生情況的依據，因此本研究根據課程的特性研擬出一份問卷來檢視課程的成效。
而為了更深入瞭解學生對於課程的感想與建議，更在課程結束後的當週舉行了三場焦點
團體訪談，邀請學生自由與會，暢談對於課程內容以及課程活動方式的想法以及回饋，
作為本研究的參考依據。另外，有鑑於學習檔案是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學生認知改
變的證據，所以本研究最後還選擇學生在學習檔案中所紀錄的學習歷程、自我反思以及
回饋紀錄等，來檢視學生在本課程學習中的感受與成長。確立了課程教材、課程教學計
畫以及課程目標評量方式之後即完成進入正式課程教學前的準備階段。
二、課程第一週
考量學期開始的第一週選課學生的不確定性因此不先予以分組。一開始向學生說明
本課程的課程大綱、上課方式以及作業要求，請同學仔細思考是否參與本課程的進行。
並且提醒確定修習本課程的學生必須在第二周課程進行之前，進入課程部落格並且標明
個人的系級、學號、姓名、性別以及電子郵件信箱的資料，即完成確定修課的登記動作。
之後進行賓果遊戲卡（詳見附錄五）的破冰遊戲，經由尋找賓果遊戲方格內條件符合的
同學，促使學生主動認識他人以利日後課程的進行，教師也可藉由填寫賓果遊戲卡內的
資料，瞭解選課學生的基本背景，學生繳交填寫完畢的賓果遊戲卡即結束第一週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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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課後統計在課程部落格上登錄的學生人數，共計三十八人，隨後依據學生性別與學
院的不同將其平均分配至五個組別內，形成每組七至八人的課程討論小組。
三、議題一：男女分手的藝術（《圓環物語》〔第一場〕）
劇本情境：賈耕偉（小賈）是電視台連續劇的現場指導，他和已婚的編劇康以樂（以
樂）暗中來往著。在交往期間，以樂已經數度提出分手的要求，但是兩人仍藕斷絲連繼
續往來。這天，以樂將外面兩人合租的房間退了，帶著小賈的物品來電視台，再次決定
要將兩人的關係結束。她的舉動引起了小賈強烈的反彈，甚至以死相逼。在威脅、溫情
攻勢等都得不到結果，兩人發生了一陣拉扯，最後以樂丟下了一句：「我永遠不會再讓
你看到我！」轉頭奔跑離去。

（一） 第一次課程
第一個議題的開始，教學助理根據事前的分組資料在現場進行分組，接
著教師說明課程進行方式隨後小組進行讀劇。
《圓環物語》
〔第一場〕主要劇
本描述賈耘偉與康以樂的分手情景，因此藉由劇情來發展探討男女之間分手
的議題。完成讀劇之後每個小組成員必須根據劇情內容，寫下心中感想並提
出三個問題。根據每個人所提出的問題小組進入共同討論，分享彼此的問題
與想法，並且選出二至三個最具爭議性或值得深度探討的問題，此時教師必
須掌控小組討論的時間並且請各小組推派出各組的組長。最後由各小組輪流
向全班同學報告小組討論結果，以下是各組討論的結果：
3. 第一組問題：以樂為甚麼要和小賈分手？還給小賈的照片為何是「挖掉
頭」的？小賈說：「我感激妳」的原因？
4. 第二組問題：（劇本）前段（p.4）是否為以樂的劇本演練？是否以樂利
用小賈的反應來尋找寫劇本的靈感？以樂是否已決定離開（自殺、癌症、
辭職、移民）？
5. 第三組問題：為甚麼愛講反話？為甚麼要把照片的頭挖掉？愛的定義？
6. 第四組問題：到底是「愛情沒有先來後到，只有愛與不愛」
，還是維繫家
庭重要？如何和平分手？
7. 第五組問題：愛與責任該如何取捨？如果另一半對你說「只要分手，我
就死給你看」
，那你會如何處理？當以樂老公發現婚外情時，他該如何面
對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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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能夠適應小組討論溝通與合作的方式，所以第一次課程方式
的設計先由讀劇入手，再由每個組員所提出的問題當中，尋找出共同有興趣
的議題，以此引導學生 PBL 的初步學習。透過分組討論進行劇中情境的分
析，可以讓學生深入瞭解男女分手時的各種行為、言語，檢視男女分手的各
種方式與應對可能，也由此延伸出相關的可能問題。而小組在最後所進行的
成果簡報，也能讓學生學習報告的技巧，並且分享其他組別在不同的思維模
式下所產生的結果。
由於是第一次課程的進行，研究者在擔任教學助理過程中明顯感受到學
生對於課程進行模式的生疏感，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因為小組成員彼此的不
熟識，因而常有討論停頓的現象產生，於是在各組進行第一次討論的過程當
中，特別請各組推舉出各組的組長，並且強調組長的職責，以此改善小組討
論運作不佳的狀況。課程最後請學生回家針對劇中人物「小賈」與「以樂」
進行角色分析，以利第二次課程的進行。

（二） 第二次課程
課程一開始請個別小組分別討論上週回家作業當中的角色分析，並且在
小組中達成角色共識。接著教師說明「角色扮演」的模式與方法，隨後挑選
一組同學進行劇中的角色扮演活動，在全班共同討論該組演出的成果之後，
再挑選另一組同學進行劇中的角色扮演活動。「角色扮演」的課程設計，乃
是有鑑於人際關係的複雜性是一個終身學習的問題，而在大學生的年齡當中
並不一定有足夠的人生歷練，因此在本課程的 PBL 教學中，特別以此做為學
生深入劇本中人物的處境，進而產生同理心的工具。另外，角色扮演的另一
個功能在於提供學生上台表演的舞台，演出藝術性的好壞並非本活動的考量
重點，但藉由上台演出可以訓練學生表達和實際揣摩人際關係的能力。
而在議題一討論結束之後，學生需將小組討論與個人獲得的學習歷程彙
整至個人的學習檔案之中，並且於下週上課之前將檔案寄至教學助理的電子
郵寄信箱。除此之外，考量台灣學生對於 PBL 教學的接受程度，因此由教學
助理上網公告事前所蒐集可讓學生延續討論的課外閱讀文章，分別為：諾
曼‧萊特（H. Norman Wright）的《戀人還是朋友：療傷治療手冊─預備分手》
、
佘德慧的《中國人的愛情觀─分手時的傷痛與抑鬱》
、以及呂坤政的《逝去的
愛情－分手失落與悲傷》，學生閱讀後將感想寫至部落格與大家分享，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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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根據學生的感想逐一在網路上給予相關的回饋，而學生在課程部落
格回覆此議題的篇數共有 18 篇。
在此次課程活動當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角色扮演的課程活動表現了
高度的興致，再加上剛開始的角色扮演是由劇場藝術學系學生所帶領的演
出，更提升學生對於課程的參與程度。
四、議題二：如何表白難以啟齒的秘密（《圓環物語》〔第二場〕）
劇本情境：康以樂（以樂）是電視連續劇的編劇，剛與她外遇的男人分手在家，她
準備向丈夫趙炳忠（炳忠）坦白一切。炳忠下班回到家中，以樂卻不知如何啟齒，所以
假借劇本角色的討論，請求炳忠幫忙，如何讓劇中的女主角對丈夫說出她外遇的事情。
炳忠禁不住以樂的央求，由以樂扮演女主角玉如，而他則扮演女主角的丈夫，而於是一
段似真似假的對白展開了。在對話中，炳忠似乎察覺到以樂的問題所在，但還是選擇不
把事情說破，以很不自然的方式結束了對話，逕自回房休息了。

（一） 第一次課程
教師說明課程流程之後小組進行劇本讀劇，
《圓環物語》
〔第二場〕主要
劇本描述康以樂對丈夫趙炳忠表露心中秘密的情景，因此藉由劇情來探討
「如何說出心中秘密」的議題。完成讀劇之後，每個小組成員由劇情內容，
寫下心中感想並提出三個問題。根據每個人所提出的問題，小組進行共同討
論，分享彼此的問題與想法，並且選出二至三個最具爭議性或值得深度探討
的問題，最後由各小組輪流向全班同學報告小組討論結果。以下是各組討論
的結果：
1. 第一組問題：炳忠知不知道以樂有外遇？知道的話，為何逃避？否，則
相處？究竟幾人行？演戲是為了？a.發洩情緒（溝通不良）；b.讓炳忠反
省；c.揭發地下情；d.以上皆是；e.以上皆非。
2. 第二組問題：炳忠為何逃避真相？自卑？消極？愛面子？以樂事個怎樣
的人？為何外遇？想要甚麼？如果以樂直接說出事實，那炳忠是否接
受？
3. 第三組問題：肚子被搞大？以樂是否暗示自己的外遇炳忠有責任，希望
炳忠挽回？以樂想怎麼表達？又希望炳忠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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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組問題：你認為在外面對衝突時，壓抑或爆（攤牌）？以樂如果有
下一步，你覺得會是甚麼？這真的是我（炳忠）能承受的真相嗎？為何？
5. 第五組問題：康樂隊事件？導致外遇的因素？以樂藉由排劇本來說出外
遇實情，是否替自己留後路（鴕鳥心態）？
各組發表結束之後接著挑選一組同學進行《圓環物語》〔第二場〕部分
劇情的角色扮演活動。本次議題採取先不透過「角色分析」即先進行角色扮
演，一方面讓同學由演出當中釐清以樂與炳忠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藉此測
試角色分析對於學生進入劇中人物的幫助。另外，角色扮演可以讓學生可以
更容易投入劇中人物的情境，也藉此令學生能站在不同於自己原有立場來思
考「如何揭露和表白心中秘密」的問題，以體驗不同角度的思考模式。課程
最末提醒學生必須在下次上課之前，針對劇中人物「以樂」與「炳忠」進行
角色分析，並且記錄於課程講義當中。
在此次課程的進行當中有些組別的組長開始發揮其引導組員討論的功
效，而在協助小組討論的過程中也發現組員間因為不熟識而產生的隔閡也逐
漸消逝，小組討論的運作也開始趨於穩定的狀態。

（二） 第二次課程
議題二的第二次課程，先請個別小組分別討論上週回家作業當中康以樂
與趙炳忠的角色分析，以及討論兩人之間的關係。接著挑選一組同學進行角
色扮演活動，並且由全班共同討論演出的成果，隨後再挑選另一組同學進行
劇中的角色扮演活動。
此次課程方式的設計是經由小組討論來探討大家對「秘密」與「溝通」
的認知，讓彼此可以有交流檢視的機會，理解向對方表白時的各種行為、言
語，檢視表露心中秘密的各種方式與應對，也對「私密表白」的議題能有深
入體會。另外，在劇本角色扮演的活動當中，特別鼓勵「非典型角色扮演」，
即由男性（或女性）學生反串不同性別的角色，由這個活動可以讓學生瞭解
平常對於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也藉此延伸探討向親密者表白內心秘密的相
關議題，刺激同學思考自己日常的生活模式，也更加瞭解自己本身的個性優
缺點。而這次先請小組透過角色分析的步驟去釐清劇中人物之間的關係，再
挑選同學進行角色扮演的活動，藉由各組角色分析的差異來引發學生探討劇
中角色的內在想法。
42

在議題二討論結束之後，請學生將小組討論與個人獲得的學習歷程彙整
至個人的學習檔案之中，並且於下次上課之前將檔案寄至教學助理的電子郵
寄信箱。除此之外，教學助理也於課後上網公告事前所蒐集的課外閱讀文
章，分別為：蓋兒‧薩姿（Gail Saltz）的《秘密：你不可告人的 X 檔案─情
、蔡鴻銘的《外遇的源起》
、葉高芳的《外遇問題知多少？》、
人的秘密生活》
以及李文瑄的《外遇與終結》
，學生閱讀過後將感想寫至部落格與大家分享，
此次學生針對此議題回覆的感想篇數共有 22 篇，同時教學助理根據學生的
感想逐一在網路上給予相關的回饋。
研究者在本次課程的活動進行當中，發現儘管不是劇場藝術學系的學生
也能將劇中角色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似乎這樣的課程方式能將潛伏在學生
內心深處的表演慾望給激發出來，讓「角色扮演」的功能可以深入到學生學
習當中。
五、議題三：職場關係的解套（《圓環物語》〔第三場〕）
劇本情境：趙炳忠（炳忠）是一個建設公司的總經理，背後正承受著太太可能有外
遇的壓力；在公司裡，許多的事情也不是那麼的順利，一份剛登報的廣告中，經理卻弄
錯了要出售的房屋，炳忠因此動怒，甚至做出怪異的決定，出售產權尚未弄清的房子，
並且要經理負責將裡面所住的人安排處理。這樣的情緒延續到他與剛畢業的職員丁娟娟
（阿丁）身上，在談話間，炳忠一時失控將阿丁緊摟在懷裡，最後才羞愧地向阿丁道歉。

（一） 第一次課程
在老師講解課程進行方式之後小組開始讀劇，
《圓環物語》
〔第三場〕主
要劇本描述趙炳忠、經理與職員丁娟娟之間的關係與衝突，藉由劇情來探討
職場中上司與下屬之間的議題。完成讀劇之後每個小組成員必須根據劇情內
容，寫下心中感想並提出三個問題。再利用改編自《問題引導學習 PBL》
（周
天賜，2003）的「職場性騷擾訪查表」（如表 3-2），讓學生建立架構以釐清
問題。「職場性騷擾訪查表」共分為點子、事實，待考慮以及解決方式五個
欄位：
「點子」代表學生天馬行空所設想出來的解決職場性騷擾之方法；
「事
實」是學生根據劇本所知的條件或現實已知的相關資訊；「待考慮」則是不
明確且必須查證的資訊，例如法律上明定構成性騷擾的條件為何和性騷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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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的細則有哪些等；「解決方式」則是代表小組經由點子的討論所構成
的一連串行動解決的方案。

表 3-2 職場性騷擾訪查表
職場性騷擾
點子

事實

待考慮

解決方式

資料來源：改編自周天賜（譯）
（2003）
。問題引導學習 PBL（原作者：Robert Delisle）
。
台北：心理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97 年），P. 47。
經由訪查表來釐清職場性騷擾的問題，來讓學生討論發生職場性騷擾時
可能引發的心理狀態與可能的應對行為，並彙整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再請每
組派代表向全班分享其討論結果。課程最後交代學生必須在下週上課之前完
成劇中人物「炳忠」、「經理」與「阿丁」的角色分析。
本次的課程設計著重於「職場性騷擾訪查表」的運用，藉由訪查表讓小
組成員進一步去釐清職場性騷擾的問題，藉以延伸討論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
相類似的問題時各種可能的應對方式。課程進行中，有些組別並未弄清楚「職
場性騷擾訪查表」各個欄位所該填寫的內容為何，而各組學生對於欄位所下
的定義不同所衍生出的方案廣度也就所歧異。例如有些組別認為「待考慮」
的欄位僅代表劇本不明確的資訊，而非必需向外尋求的資訊時，其組別所探
究出來的解決方案就略顯狹隘。
以研究的角度來看，此次課程設計主要發生的問題在於欄位的文字說明
不夠明確，因此建議往後在訪查表的相關運用上，事先必須將欄位的文字說
明仔細標示清楚，讓學生得以順利建立架構並釐清問題。

（二） 第二次課程
課程一開始先請各小組討論上週的回家作業，並且討論趙炳忠、經理與
丁娟娟三人之間的關係。隨後挑選一組同學進行角色扮演，接著由教師說明
「論壇戲劇」（角色取代）的進行方式，並且請小組討論剛才的演出有哪些
問題，可以如何修改。之後再請該組再演繹一次，演出期間若有同學覺得角
色扮演不精準，可隨時喊「卡！」並上台接續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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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課程設計強調「論壇戲劇」的運用，奧古斯托‧伯奧的「論壇戲劇」
原用意是希望將觀眾與表演者的地位平等化，觀眾能隨時「主動」參與、取
代台上的演出者；而本課程則利用此一特性，激發強化學生對於角色的理解
與認同，對於台上的扮演有不認同者可隨時上台，用自己的觀點呈現該角
色，也進一步瞭解劇中人物間的關係。
活動一開始的時候大多數學生都不敢主動上台表演，於是暫由教師與教
學助理指定學生上台取代特定角色的演出。在部分學生精湛演出的帶動之
下，其他學生的表現才開始趨於生動，甚至到最後非表演相關系所的學生演
得比劇場藝術學系學生還要誇張、突出。
課程結束後教學助理提醒學生將議題三的小組討論與個人獲得之學習
歷程彙整至個人的學習檔案之中，並且於下次上課之前將檔案寄至教學助理
的電子郵寄信箱。課後助教也上網公告事前所蒐集的課外閱讀文章，分別
為：黃煥榮的《工作場所戀情與性騷擾關連性之理論探討》、劉嘉蕙、江承
曉的《以「社會情境－性互動」架構分析大學女生遭受性騷擾之主觀知覺模
式》
、張佩麗的《如何管理好上司？》
、以及王寶玲、柯明朗的《別在原地找
乳酪─建立良好的職場關係》
，學生閱讀後將感想寫至部落格與大家分享，教
學助理再根據學生的感想逐一在課程部落格上給予回饋，而針對此議題學生
至課程部落格回覆感想的篇數共有 21 篇。
研究者認為「論壇戲劇」操作的困難點在於如何促使學生主動表達看法
以及勇於上台演出的部分上。而由教師與教學助理指定學生上台取代特定角
色的演出並不是一個十分理想的開始，若班上學生多半持有被動的心態，那
麼整個活動的主導權將不易從教師手中轉移至學生手上，所幸此次有多名劇
藝系學生前來修課，其充沛的表演慾順利帶動了其他學生的熱烈參與。此外
建議進行「論壇戲劇」的活動操作之前，應讓大多數學生有上台做「角色扮
演」的經驗，因為研究者認為「角色扮演」是「論壇戲劇」的基礎，當學生
熟悉了「角色扮演」的操作模式，那麼要進入「論壇戲劇」的演練情境也就
不那麼困難了。
六、議題四：兩代溝通的難題（《圓環物語》〔第四場〕）
劇本情境：丁娟娟（阿丁）是位大學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還在研究所唸書的陳悟
寧（小悟）是她男友。小悟第一次到阿丁的家裡來，想向阿丁的父母（丁父、丁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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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但是不巧，丁父最近因為公司倒閉而被解職，導致阿丁家裡的氣氛有點詭異，丁父
情緒的不穩定、丁母對於小悟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阿丁的阿公重聽，兩代之間對話的
情況更是陷入膠著。小悟原本要放棄提親的請求，但在丁母的鼓勵之下總算說出口，當
丁母追問身為一家之主的丁父意見時，丁父卻突然暴怒轉身離開，兩個世代之間的溝
通，因此驟然停止。

（一） 第一次課程
課程由小組開始讀劇，
《圓環物語》
〔第四場〕主要劇本描述丁娟娟帶男
友陳悟寧回家提親的情景，因此藉由劇情來探討家庭相關的議題。讀劇完成
之後小組成員根據劇情內容，寫下心中感想並提出三個問題，隨後同組組員
彼此分享問題與想法，依照小組討論所得，選出二至三個最具爭議性或值得
深度探討的問題，最後由各小組輪流向全班同學報告小組討論結果，以下是
各組討論的結果：
1. 第一組問題：阿丁的生父是炳忠嗎？如果你是知情的阿丁，怎辦？若小
悟知道阿丁家庭狀況，怎辦？為何小悟沒工作，阿丁急著結婚？中年失
業，怎辦？阿丁內心的自卑？丁父是否知生父？
2. 第二組問題：結婚是兩個人或兩家人的事？成長背景是否會影響另一半
對他/她的觀感？血緣關係對家庭結構及氣氛的影響？如何表白難以啟
齒的特殊家庭背景？為甚麼要急著結婚？
3. 第三組問題：家庭關係應如何經營？為何阿丁在如此的困境依然堅持小
悟提親？提親的禮儀？
4. 第四組問題：若在論及婚嫁時，是否會因對方家庭狀況或瞭解不夠而打
退堂鼓？小悟在面對這樣的狀況時，該如何陪伴阿丁？如何面對中年失
業（自我調適和家人態度）？
5. 第五組問題：阿丁與炳忠的關係？在不瞭解對方家庭的情況下就要結婚
是否妥當？丁父是在何種情況下娶了丁母？知道心愛的女生懷孕了，但
孩子是別人的，你還會娶她嗎？
教師與全班討論各組所提出的問題，並為各組挑選一個問題，請小組深
入討論，並且分工搜尋相關資訊以利下週小組共同的討論。以下為各個小組
的延伸學習：
1. 第一組問題：血緣是否為家庭構成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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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組問題：結婚是兩個人或兩家人的事？
3. 第三組問題：為何阿丁在如此的困境依然堅持小悟提親？（兩代溝通問
題）
4. 第四組問題：如何面對中年失業（自我調適和家人態度）？
5. 第五組問題：知道心愛的女生懷孕了，但孩子是別人的，你還會娶她嗎？
（關於未婚懷孕）
各組針對老師所挑選的問題討論來尋找問題的弱結構，接著透過小組分
工搜尋課外相關資料的練習，藉此培養學生收集課外相關資訊的主動性。本
次議題雖然仍由老師指定「待解決的問題」，但蒐集資料的工作則交由學生
處理，教師不再提供課外閱讀文章，課程進行於此已逐漸將學生導入 PBL
的教學模式。
在此次課堂當中可以明顯看出各小組討論速度的差異，有些小組迅速將
問題討論出來，而在等待他組討論的時間，小組成員因而開始不著邊際地閒
聊，十分浪費課堂時間。此外，從小組所提出的問題看來，其深度與學期初
相較之下較為深入，因此不難從中看出學生的成長。

（二） 第二次課程
課程一開始讓各組分享組員所蒐集的相關課外資訊，經過分享討論之後
各組彙整出閱讀心得感想。隨後各組依序向全班做專題深入研究之發表。發
表結束之後再由部分同學進行議題四的角色扮演活動，
《圓環物語》
〔第四場〕
主要劇本描述陳悟寧到丁娟娟家中提親的情景，由於該段劇情人物複雜，而
可以引伸探討的議題較多，因此將課程重心放在 PBL 的問題討論，僅由部分
同學進行角色扮演練習。另外，透過課外相關資料蒐集活動，讓同學能夠針
對問題的弱結構自主自動地去蒐集相關資訊、討論和分享，以深入去探究家
庭溝通的相關議題。
有些組別對於此次的課外資料與蒐集的小組分享活動仍不大瞭解，甚至
有小組組長將組員交予他彙整的資料直接濃縮為兩頁個人心得，造成該組在
第二次課程進行上的不便。此次小組討論的過程中，仍有小組討論進度不一
的狀況發生，研究者認為教師一開始對於小組討論的時間掌控必須明確規
定，若一味地給予學生更多討論的時間，不僅會延遲課程的進度，同時也會
讓小組因為不懂得擅用時間而使得小組運作的機制日趨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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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後請同學整理第四議題的小組與個人學習檔案，並且給予同組
成員期中的同儕評分與評語。另外學生還必須上網閱讀各組所彙集整理的課
外資料，分別是「血緣是否為家庭構成的要素？」
、
「結婚是兩個人或兩家人
的事？」、「兩代溝通問題」、「如何面對中年失業？」、「關於未婚懷孕」，學
生閱讀後將感想寫至部落格與大家分享，針對此次議題學生共有 32 篇的回
覆在課程部落格上呈現，其中已有學生開始對助教所回覆的內容產生了回
應，研究者認為學生的積極回應對於課程而言是一種良性的互動，同時也可
看出學生日益積極投入課程的現象。
七、議題五：情感的懺悔與救贖（《圓環物語》〔第五場〕）
劇本情境：陳悟寧（小悟）即將要結婚，在結婚的前一天，他約了七年未曾見面的
初戀情人林己欣（己欣）出來。兩人約在一個小吃攤前，互相問好之餘，小悟開始回憶
當年兩人的戀情，談到己欣在酒廊上班、被包養等，最後卻翻出多年前的歷史：當初己
欣曾為他懷過一個小孩，但卻不見容於小悟的父母，只好把小孩拿掉，而導致兩人分手。

（一） 第一次課程
由教師說明課程進行方式之後小組開始讀劇，
《圓環物語》
〔第五場〕主
要劇本描述陳悟寧與林己欣兩人分手後，再次見面的感情衝突，藉由劇情來
讓學生了解情感的懺悔與救贖，每個小組成員根據劇本寫下心中想法並提出
三個問題。小組針對陳悟寧與林己欣的角色分析，與兩人之間的關係提出討
論，隨後挑選一組同學上台做「角色扮演」，演出後請各小組討論，再請該
組再演繹一次，演出期間若有同學覺得演出有問題，可依據「論壇戲劇」的
規則隨時上台接續演繹，如此依序循環數次。課後交代學生於下次上課前完
成劇中人物「小悟」與「己欣」的角色分析。
本次課程的劇本演繹以「論壇戲劇」為主，由於劇情主要描述男女的情
感衝突，學生也較容易投入劇中人物（陳悟寧與林己欣）的內在心理，而「論
壇戲劇」可以令學生不斷地來辯證兩人之間的關係，站在不同於自己原有立
場去思考「男女感情」的問題，體驗不同角度的思考模式。由現場的觀察看
來，學生對於「論壇戲劇」（角色取代）的課程進行方式開始感到熟悉，而
且在表演藝術相關系所學生連番主動上陣的帶動之下，教師不再需要指定學
生上台，大多數學生都能主動喊「卡」上台取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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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論壇戲劇」進行之中，學生訝異於同一角色竟然有那麼多種
詮釋的方式，就連演出經驗豐富的劇藝系學生也表示：「原來戲劇還能這樣
呈現啊！」研究者認為這次的「論壇戲劇」（角色取代）的課程活動方式，
讓學生開始學習如何自我表達以及如何獨立思考的能力。

（二） 第二次課程
由教學助理將全班學生兩兩分組，一人擔任陳悟寧好友、一人擔任林己
欣好友，各自以陳悟寧與林己欣分手的事件為藍本，以朋友的立場為好友辯
白並與對方進行情境對話（有需要解釋一下甚麼是情境對話？需要怎樣的解
釋？我認為上述的交代應該足以讓讀者了解情境，或者用引號標示出對話的
。隨後再將全班學生分為兩個大組，一組為認同陳悟寧、
開頭，你覺得呢？）
一組則是認同林己欣，兩方開始進行辯論兩人分手的責任問題，計時 15 分
鐘。第一場的角色認同辯論結束之後，兩組學生分開討論彼此之間的論點，
接著兩方才開始進行第二次辯論。角色辯論結束之後教師、教學助理與全班
學生共同討論本次辯論的過程與心得，最後提醒學生彙整第五議題的小組與
個人學習檔案，並請學生將還想發表的感想寫至部落格與大家分享，而此次
學生針對議題五在部落格上回覆的篇數共有 26 篇。
《圓環物語》〔第五場〕以男女感情的衝突為主，雙方各有不同立場，
因此本次課程採取「角色辯護」的方式進行，藉由情境對話的立即反應性來
刺激學生的思考，激發學生更多面向的思維可能。藉由角色認同辯論來探討
大家對感情挫折處理的認知，讓彼此可以有交流檢視的互動，並且使學生對
「男女分手後，感情懺悔與救贖」的議題能有深入體會，培養學生除了會問
自己問題之外，也能回答其他同學提問的能力。
透過角色認同辯論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很多同學都有過於壓抑自我的
傾向，平時謹言慎行而不多話的學生其實心裡藏了許多想法，其表現實在令
人驚豔。不過部份學生因為太過投入角色的立場，因而將太多的個人情緒帶
入辯論之中，使得場面有些微失控。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此次「角色辯護」
的課程方式十分成功，確實有激發學生更多面向思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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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劇場中的人生」演講
本課程在第五議題進行的兩次課堂之間安排了一場「劇場中的人生」的演講，邀請
【金枝演社】的劇場經理曾瑞蘭老師至課堂，與學生分享戲劇當中的角色創作與人物關
係。但是在整個演講過程當中，講者對於劇本角色創作與人物關係並沒有太大篇幅的講
述，反而著重於該劇團的介紹以及新作品的推銷上。因此，研究者認為此次演講對於本
課程並沒有太大的助益，實在略嫌可惜。
九、議題六：男性之間的相處（《圓環物語》〔第七場〕）
劇本情境：經營進口汽車生意的賈耕偉（耕偉）最近剛被騙了一筆錢，他到攝影棚
來找飾演「國豪」的演員（阿倫），要把最心愛的一部汽車賣給阿倫。在攝影棚碰見擔
任電視台的現場指導的弟弟賈耘偉（小賈），小賈最近也才跟情人康以樂分手。兩兄弟
互相探詢對方最近的遭遇，想關心對方，卻又表現出自己很好，不需要對方操心的態度。
（一） 第一次課程
小組先進行讀劇，
《圓環物語》
〔第七場〕主要劇本描述賈耕偉與弟弟賈
耘偉兩人對於所遭遇困難的情景，課程目的主要讓學生了解一般男性常發生
的溝通問題。接著每個小組成員根據劇本內容寫下心中想法並提出三個問
題，然後小組進行討論並依照小組討論所得，選出二至三個最具爭議性或值
得深度探討的問題，隨後再由各小組輪流向其他同學報告小組討論結果。各
組討論的結果如下：
1. 第一組問題：若朋友有心事不說，怎辦？角色是否會影響表達？耕偉究
竟想對小賈說？借錢？外遇？
2. 第二組問題：為何兄弟間無法分享心事？為何兩兄弟都要婚外情？為甚
麼想要快樂卻得不到快樂？
3. 第三組問題：男性會如何表達內心的情緒、煩惱？男女之間表達方式的
不同？為何有此不同？表達與不表達在一段關係中會有甚麼影響？
4. 第四組問題：男人之間很難互訴心事嗎？車子與女人的關係？在低潮
時，如何找到快樂？
5. 第五組問題：為甚麼連最親的兄弟都不能坦白？為甚麼兄弟倆都有不正
常的感情生活？小賈用甚麼方式讓自己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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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助理與全班討論各組所提出的問題之後，再請小組根據各自
所提出的問題中挑選一個問題作為課後延伸學習的主軸，並且分工搜尋相關
資訊以便下週小組的共同討論。以下為各個小組所選定的議題：
1. 第一組問題：如何由不快樂到快樂？（做心情的主人）
2. 第二組問題：如何從低潮時，找到快樂？
3. 第三組問題：男女情緒表達方式的不同
4. 第四組問題：男女之間表達情緒方式的不同？為何有此不同？
5. 第五組問題：男女生如何表達內心的情緒煩惱？
本次議題開始將學生引導為完整的 PBL 教學，由小組自訂「待解決的問
題」
，老師依舊不提供相關的課外閱讀資料，並且交由小組自行分工蒐集之。
原本預定要讓學生探討一般男性常發生的溝通問題，可是經由小組的共同討
論之下，學生所提出的問題面向卻不再限於教師原本所預定的範圍，大大跳
脫了教材的侷限，增加了課堂討論的深度與廣度。此外在課堂中仍發現有組
別討論停滯的狀況發生，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可能是為了等待其他未
討論完成的組別以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學生對於相同的討論模式所造就的疲
倦感使然。

（二） 第二次課程
教師請各組分享與討論各自所蒐集的相關課外資訊，各組彙整出閱讀心
得感想後，再依序向全班做專題深入研究之發表。小組延伸討論可大略分為
兩類：
「如何能快樂？」以及「男女之間表達情緒的不同」
，透過課外相關資
料蒐集的活動，讓學生能夠針對問題的弱結構自主自動地去蒐集相關資訊。
此次課程延續議題四的課程活動方式，但是這次不再由老師為各組指定所需
探究的問題，而是由各組學生全權主導自己的學習方向，正式從水桶式教學
進入探照燈式的教學方式，以讓學生真正擁有自主探索的空間。
此次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的課程活動比起第四議題在
執行上更為順利，學生確實了解課程的運作，並且積極投入小組討論的過程
當中。在各組依序向全班做專題深入研究的發表當中，有些學生開始展現不
同以往的穩健台風，將死板的書面資料用極為生動的口語和舉止來表現，著
實令人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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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之後除了提醒學生預先閱讀第七議題的劇本內容之外，同時也
告知學生必須閱讀各組所彙集整理的課外資料，分別是「做心情的主人」
、
「如
何從低潮時，找到快樂？」、「男女之間表達情緒方式的不同？為何有此不
同？」、「男女生如何表達內心的情緒煩惱？」，閱讀後再將感想寫至部落格
與大家分享，此次學生針對此議題回覆的感想篇數共有 22 篇，同時教學助
理根據學生的感想逐一在網路上給予相關的回饋。
十、議題七：女性在家庭當中的地位（《玩偶之家》劇本導讀與討論）
劇本情境：聖誕夜前，娜拉的丈夫托伐剛升為銀行經理，娜拉正在為他和三個小孩
準備一切。舊識琳達來訪，因為家庭變故，希望托伐能幫她在銀行安排一份工作。同時
間，科洛司登來告知娜拉，在許多年前，托伐病重時，娜拉為了讓丈夫能安心養病，曾
偽造父親的名字透過科洛司登向銀行借錢，但是如今托伐卻開除他在銀行的工作，他已
寫信要脅托伐。因為琳達和科洛司登原是舊識戀人，娜拉請琳達去說情。托伐發現了要
脅的信，對娜拉大發雷霆，並且說他們的婚姻已經破裂、她將不再有教育子女的權利等
等；此時傳來科洛司登已燒毀借款信函，托伐再度轉變態度，他願意原諒娜拉，可是娜
拉卻已認清她在家中真正的地位，最後決定離家出走。

（一） 第一次課程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主要描述娜拉在家庭當中對深處地位的覺醒，以
及其與丈夫之間的關係與衝突，由於該劇本距今超過一世紀，女性的地位已
截然不同，因此本課程透過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讓學生了解原劇情的發展
背景與現在新移民外籍配偶在台灣家庭所碰到的情況之異同。在參訪之前教
學助理利用電子郵件叮嚀每位同學務必閱讀第七議題的劇本內容，並且簡介
高雄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以讓學生提早了解這次參訪的目的。
抵達高雄市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之後，即由社工介紹中心的組織與運作
的狀況，接著再由新移民婦女分享在台灣家庭生活當中的地位與處境，學生
則針對外籍配偶所分享的內容提出相關的問題。回程期間告知學生必須蒐集
自己或親友家中對於女性認知的衝突或類似的相關案例，以供下次課堂的參
考。
本次課程旨在透過外籍配偶的分享，刺激同學思考自己日常的生活的女
性地位，使其更加瞭解現今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可惜此次參訪的時間太過短
52

暫，扣除交通來回與社工簡介中心的時間，同學與外籍配偶所能互動的時間
就變得十分短暫，大大折損這次校外參訪的效益，實在非常可惜。

（二） 第二次課程
在教師說明此次課程進行的方式之後，小組開始分組讀劇，易卜生的《玩
偶之家》主要描述娜拉在家庭當中對身處地位的覺醒，以及其與丈夫之間的
關係與衝突，目的主要讓學生了解女性在家庭中所處地位的轉變與應對。接
著小組成員根據劇本內容寫下感想並提出三個問題，並且與小組其他成員分
享問題與想法，小組再依照討論所得選出二至三個最具爭議性或值得深度探
討的問題，並將小組討論成果向全班同學報告。其結果如下：
1. 第一組問題：為甚麼女人為男人犧牲是理所當然的？女性如何維護在家
庭中的地位？如何與自以為是的人相處？為何夫妻不能坦然相對？
2. 第二組問題：妳會為了甚麼犧牲？男女間的關係連結是甚麼？控制慾？
3. 第三組問題：如果你是娜拉，離開？不離開？帶走孩子？留下孩子？娜
拉的角度，甚麼是真正像夫妻的生活？閃出了甚麼新希望？
4. 第四組問題：夫妻間無法坦誠的原因？男女之間如何達到地位的平衡？
「奇蹟中的奇蹟」暗指？
5. 第五組問題：「奇蹟中的奇蹟」？海爾默真的愛娜拉？真的只剩「離開」
這一條路可走？玩偶？被塑造出？還是娜拉自我定位？
由於這是正式課程的最後一堂課，所以這次的小組討論過程大家顯得非
常熱絡，率先把問題討論完畢的組別甚至開始聊起畢業旅行的趣事，整個課
堂就像是許久不見的同學所辦的同學會一般熱鬧。在結束最後一次的小組報
告之後，教師提醒學生需整理第七議題的小組與個人學習檔案的內容，並且
將這一學期所累積的學習歷程與心得彙整成一份完整的檔案，並且給予同組
成員期末的同儕評分與評語。同時根據學習檔案的內容製作一份學習心得簡
報，於下週期末報告前一併寄至教學助理的電子郵件信箱。另外教學助理告
知學生必須針對各組所提出的問題至課程部落格作相關的感想回應，此次學
生針對此議題回覆的感想篇數有 7 篇，同時教學助理根據學生的感想逐一在
網路上給予相關的回饋。
研究者發現在一個學期的課程討論下來，小組成員之間的情感似乎日趨
熱絡，而在研究者發下課程焦點團體訪談意願表給予修課學生填寫時，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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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成員都會根據彼此允許的時間來填寫，研究者認為修課學生透過課程的
進行中，在同儕情感上的獲得或許比課程內容上的獲得還要珍貴。
十一、

期末報告週

教學助理於課前檢視所有學生的學習心得簡報，以小組為單位從中擷取一至兩名學
生，並且以電子郵件通知被選取的學生做好上台報告的準備。最後一週課程所進行的學
生個人學習檔案報告，大多數的學生對於本課程的進行方式表示贊同，認為這樣的課程
模式有別於以往的課程，多元且有趣的課程活動讓他們更能夠投入其中，進而學習到發
掘問題、尋求答案、實際實行以及邁向自主學習的自我成長能力。報告結束後請學生填
寫課程問卷（詳見附錄一），並且通知參與課程焦點團體訪談的學生訪談進行的時間與
地點。
十二、

實施焦點團體訪談

研究者選定課程結束當週的五、六、日三天作為課程焦點團體訪談的施實日期，並
於課程第十七週的課程中請願意參與課程焦點團體訪談的學生填寫可以參與訪談的場
次。並於最後一週根據學生人數決定訪談的時間，並通知參與學生其參與的場次、時間
以及地點。焦點團體訪談場次分別為：200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三點整、2009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中午十二點點半以及 2009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三點整，三個場次皆
於國立中山大學藝術大樓三樓 311 教室舉行，共 18 名學生參與。
焦點團體訪談一開始由研究者告知參與學生訪談的目的為何，並且說明訪談的內容
僅作相關研究的參考並不會影響學生的期末成績，請學生踴躍發表意見。隨後研究者根
據事先擬定的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三）依序詢問學生對於教學方式、課程進行方式以及
課程內容的意見。研究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以團體的方式所進行的焦點團體訪談有助於
提高受訪者的參與程度，透過團體成員的互動及討論的過程，研究者更容易專心去聽取
訪談學生的意見，同時加深研究者對學生意見的了解（詳細的訪談內容請查閱附錄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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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參與國立中山大學通識中心於九十七學年度下學期所開設的《家庭與人際
關係：經典劇本導讀》之通識課程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且運用以下三個研究工具來探
討學生的學習情形：PBL 學生課程活動建議問卷、焦點團體訪談以及學生們的學習檔案。

第一節 PBL 學生課程活動建議問卷分析
《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以 PBL 的授課方式共使用九項不同的課程活
動方式：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角色扮演、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
集與閱讀、角色取代、角色辯護以及校外參訪等活動，為了能夠客觀地瞭解這些活動對
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以問卷檢視其是否有助於學生了解三項課程目標：特定角
色、特定議題、角色關係。在問卷題目的設計方面，研究者將九項課程活動與三項課程
目標互相之間有關連性者交織命題而成。有鑒於未曾全程參與本課程之進行，即無法理
解課程中所實施的九項課程活動方式的內容為何，因此本問卷僅與指導教授反覆討論，
無法交由其他教師學者做問卷信效度的相關檢測。另外，因為每個人在同一事物上的認
知上永遠有所落差，因此在施測前先播放一段剪接之影片，提醒受測者課程中的各項活
動方式，對於問卷上各項題目的闡述則未做詳細的說明與解釋。
本節針對「PBL 學生課程活動建議問卷」結果予以彙整分析，問卷於期末交由所有
修課學生來填寫，修課學生共有 38 人，因其中有兩名學生長期缺課，而填寫問卷當天
有一名學生缺課，故本問卷僅有 35 份回收。第一部分針對受訪學生的基本資料加以分
析；第二部分利用李科特尺度量表（Likert Scale）來衡量學生對於各項課程活動的喜好
程度；第三部份則由學生開放性問題意見調查予以分析，並彙整學生們對於各個課程活
動方式的優劣評價。各部分內容分別敘述如後：
一、受訪學生之基本資料如下：
（一） 性別：回收問卷中男生 18 人、女生 17 人，分別佔 51%和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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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院：回收問卷中，學生中以「理學院」人數最多，計 12 人（34%）
；其次
為「文學院」和「工學院」
，各有 8 人（23%）
；
「管理學院」之受訪學生最少，
計 7 人（20%）。
二、李科特尺度量表結果分析（封閉性問題）
李科特尺度量表是李科特（Rensis Likert）於 1932 年所發展出來的，是一種測量受
試者態度的量表（姚開屏，1996）。李科特認為：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情的反應，應該是
在某種範圍內所變動的，因此李科特尺度量是詢問受試者對於一件事情反應的強度而不
是絕對的反應（李正揚，2008）。李科特尺度量表的計分方式採用等距計分，本研究以
五點計分為例，題目填答「非常同意」者給予 5 分，填答「同意」者給予 4 分，填答「無
意見」者給予 3 分，填答「不同意」者給予 2 分，以及填答「非常不同意」者則給予 1
分來進行評量（吳鍇，2002；陳瑞龍，2009）。
本研究的問卷針對每項課程活動（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角色扮演、課
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角色取代、角色辯護以及校外參訪等活動）研
擬出相關題目，用以探討不同的課程活動對於學生理解劇本、特定角色、劇中角色關係
以及特定議題的影響。在發放問卷之前，播放一段 3 分鐘的課程剪輯影片，讓學生重溫
各項活動內容後才開始進行問卷填寫。封閉式題目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設計，題目選項
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五個等距尺度來衡量，若學生填答為「非常同意」即
給予 5 分、「同意」給予 4 分、「無意見」給予 3 分、「不同意」給予 2 分、以及「非常
不同意」則給予 1 分，題目得分越高，表示學習者對於該問題之課程活動方式接受程度
越高。各題統計數據結果分析如下：

（一） 提出問題
1. 從劇本提問的練習活動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本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
：由表 4-1 看出，學生「同意」從劇本提問的練習活動能讓其更深
一層認識劇本最多，計 21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
，計 13 次；
「無意見」，
計 1 次，填寫無意見的學生認為要從平凡無奇的故事中找出問題是相當
困難的一件事情。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3×5＋21×4＋1×3＋0×2＋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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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學生從提出問題對劇本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勾選次數

13

21

1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問題討論
1. 從問題討論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由表 4-2 看出，學生「同意」從問題討論當中可讓其對於劇中的
勾選）
特定角色有更深的認識最多，計 21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
，計 14 次。
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4×5＋21×4＋0×3＋0×2＋0×1＝154
表 4-2 學生從問題討論對特定角色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4

21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從問題討論的活動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本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請勾選）
：由表 4-3 看出，學生「同意」從問題討論當中可讓其
對於劇本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的認識最多，計 25 次；其次為「非常同
意」，計 10 次。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0×5＋25×4＋0×3＋0×2＋0×1＝150
表 4-3 學生從問題討論對劇本中角色關係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0

25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角色分析
1. 從角色分析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
：由表 4-4 看出，學生「同意」從角色分析當中可使其對於劇中的
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19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
，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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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無意見」，計 2 次，因為在進行角色分析時，通常會選擇自己比較
親近了解的角色去分析而自己對角色也早有成見，所以在這部分的獲得
，計 1 次，學生表示角色分析比較像是把自己所認為「該
還好；
「不同意」
角色」的個性寫出來，因此並沒有更深的對其產生認識。本題運用李科
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3×5＋19×4＋2×3＋1×2＋0×1＝149
表 4-4 學生從角色分析對特定角色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3

19

2

1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從角色分析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
：由表 4-5 看出，學生「同意」從角色分析當中可使其對於劇中角
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24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計 7
次；「無意見」，計 3 次，填寫無意見的同學表示這部分的獲得從討論角
色時會得到比較多的了解，平時就算試圖以異性的角度去思考，但仍會
有不周全的地方；「不同意」，計 1 次，因為用角色分析去瞭解劇中角色
關係較為困難，由於劇本中所提供的必要條件仍不足，因此有點難準確
抓取到劇中角色的關係。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7×5＋24×4＋3×3＋1×2＋0×1＝142
表 4-5 學生從角色分析對劇中角色的關係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3

19

2

1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角色扮演
1. 從角色扮演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
：由表 4-6 看出，學生「同意」從角色扮演當中可使其對於劇中的
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21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
，計 11
次；
「無意見」
，計 3 次，填寫無意見的學生表示自己很難融入角色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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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當個旁觀者觀看反而會比較有想法，而因為本身非專業演員，所以有
時也無法以視覺直接理解。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1×5＋21×4＋3×3＋0×2＋0×1＝148
表 4-6 學生從角色扮演對劇中特定角色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1

21

3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從角色扮演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由表 4-7 看出，學生「同意」從角色扮演當中可使其對於劇中角
勾選）
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20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
，計 13
次；「無意見」，計 2 次，填寫無意見的學生認為角色扮演是很直覺性的
呈現，而且上台緊張也會影響對角色的判斷，另外，在課程上的短時間
內要進入角色關係的世界還是有其難度在。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
統計數據結果為：
13×5＋20×4＋2×3＋0×2＋0×1＝151
表 4-7 學生從角色扮演對劇中角色的關係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3

20

2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1. 從課外閱讀延伸學習當中，是否讓你對於特定的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
識？（請勾選）
：由表 4-8 看出，學生「同意」從課外閱讀延伸學習當中
可使其對於特定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21 次；其次為「非常同
意」，計 14 次。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4×5＋21×4＋0×3＋0×2＋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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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學生從課外閱讀延伸學習對特定議題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4

21

0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從課外閱讀延伸學習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請勾選）
：由表 4-9 看出，學生「同意」從課外閱讀延伸學習當
中可讓其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17 次；其次為
「非常同意」
，計 9 次；
「無意見」
，計 9 次。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
統計數據結果為：
9×5＋17×4＋9×3＋0×2＋0×1＝140
表 4-9 學生從課外閱讀延伸學習對劇中角色關係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9

17

9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 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
1. 從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當中，是否讓你對於特定的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
識？（請勾選）：由表 4-10 看出，學生「同意」從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當中可使其對於特定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19 次；其次為「非
常同意」，計 14 次；「無意見」，計 2 次，因為有些議題在現今社會比較
少發生，因此查到的資料就比較沒那麼實際了。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
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4×5＋19×4＋2×3＋0×2＋0×1＝152
表 4-10 學生從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對特定議題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4

19

2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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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
的認識？（請勾選）：由表 4-11 看出，學生「同意」從課外資料蒐集與
閱讀當中可使其對於劇中角色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21 次；其
次為「非常同意」
，計 7 次；
「無意見」
，計 7 次。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
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7×5＋21×4＋7×3＋0×2＋0×1＝140
表 4-11 學生從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對劇中角色關係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7

21

7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 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1. 從角色取代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由表 4-12 看出，學生「同意」從角色取代當中可使其對於劇中
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19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
，計 12
次；「無意見」，計 4 次。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2×5＋19×4＋4×3＋0×2＋0×1＝148
表 4-12 學生從角色取代對劇中特定角色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2

19

4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從角色取代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由表 4-13 看出，學生「同意」從角色取代當中可使其對於劇中
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23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計
8 次；
「無意見」
，計 4 次。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8×5＋23×4＋4×3＋0×2＋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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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學生從角色取代對劇中角色關係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8

23

4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 角色辯護
1. 從角色辯護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由表 4-14 看出，學生「非常同意」從角色辯護當中可讓其對於
劇中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16 次；其次為「同意」
，計 14
次；「無意見」，計 4 次；「不同意」，計 1 次。主要因為透過角色辯護的
活動可以很深入地站在某個立場來了解角色，但卻也很容易失去理智。
而填寫不同意的學生表示角色辯護對特定角色的認識較無幫助，而是有
助於了解他人對某一特定事件的想法和態度。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
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6×5＋14×4＋4×3＋1×2＋0×1＝150
表 4-14 學生從角色辯護對劇中特定角色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6

14

4

1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從角色辯護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由表 4-15 看出，學生「非常同意」從角色辯護當中可讓其對於
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18 次；其次為「同意」，計
11 次；
「無意見」
，計 5 次；
「不同意」
，計 1 次。填寫無意見的學生認為
角色辯護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當下卻容易盲於為了辯護而辯護。本題
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8×5＋11×4＋5×3＋1×2＋0×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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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學生從角色辯護對劇中角色關係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8

11

5

1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 校外參訪
1. 你覺得校外參訪，是否讓你對於台灣新移民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與相關
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由表 4-16 看出，學生「同意」從
校外參訪當中可讓其對於台灣新移民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與相關議題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最多，計 19 次；其次為「非常同意」，計 13 次；「無意
見」
，計 3 次，填寫無意見的學生表示因為之前上過類似的課程，因此較
無更深刻認識的感受。本題運用李科特尺度量表的統計數據結果為：
13×5＋19×4＋3×3＋0×2＋0×1＝150
表 4-16 學生從校外參訪對相關議題了解的勾選意見表
題項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勾選次數

13

19

3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如表 4-17 的統計數據結果排序可看出，修課學生認為從「問題討論」當中，最能
促使其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其數據結果為 154；而從「課外閱
讀延伸學習」當中，最能使其更深入「了解特定的議題」。其次為從「劇中提出問題」
可以幫助「了解劇本」
，以及從「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中去深入「了解特定議題」
。另
外，從結果排序中可分析出，「問題討論」的課程活動方式對於學生「了解特定角色」
的功效大於「了解角色關係」
；
「課外閱讀延伸學習」和「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對於學
生「了解特定議題」的幫助很高，而幫助學生「了解劇中角色的關係」的效益卻很低。
此外，由 4-17 各項課程活動方式的平均數來看，可見修課學生對於所有課程活動方式
的偏好程度皆在「同意」以上，由此可知修課學生對於此次課程活動的安排大致上覺得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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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問卷封閉式問題統計數據結果排序表
李科特尺度量表

排序

課程活動方式

了解面向

1

問題討論

特定角色

154

4.4

1

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特定的議題

154

4.4

2

提出問題

劇本

152

4.34

2

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特定的議題

152

4.34

3

角色扮演

角色的關係

151

4.31

3

角色辯護

角色的關係

151

4.31

4

問題討論

角色的關係

150

4.29

4

角色辯護

特定角色

150

4.29

4

校外參訪

相關議題

150

4.29

5

角色分析

特定角色

149

4.26

6

角色扮演

特定角色

148

4.23

6

角色取代

特定角色

148

4.23

7

角色取代

角色的關係

144

4.11

8

角色分析

角色的關係

142

4.06

9

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角色的關係

140

4

9

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角色的關係

140

4

數據結果

平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若由了解特定角色、特定議題和角色關係面向來討論學生對於課程活動方式
的喜好，由表 4-18 可看出，若要學生深入了解劇中的特定角色，運用問題討論是最好
的課程活動方式，其數據為 154；角色扮演與角色取代，數據為 148，是為了解劇中特
定角色的面向中，最不受學生青睞的課程方式。由表 4-19 可看出，讓學生深入了解特
定議題最好的方式是為課外閱讀延伸學習，其數據為 154；最差是為校外參訪，數據為
150。若要讓學生深入了解劇中角色的關係，由表 4-20 可看出，最好的課程活動方式為
角色扮演和角色辯護，其數據為 151；最不能引導學生深入了解劇中角色關係的是為課
外閱讀延伸學習和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其數據皆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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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學生了解特定角色的課程活動方式之喜好排序表
排序

課程活動方式

數據結果

1

問題討論

154

2

角色辯護

150

3

角色分析

149

4

角色扮演

148

4

角色取代

1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9 學生了解特定議題的課程活動方式之喜好排序表
排序

課程活動方式

數據結果

1

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154

2

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152

3

校外參訪

1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0 學生了解角色關係的課程活動方式之喜好排序表
排序

課程活動方式

數據結果

1

角色扮演

151

1

角色辯護

151

2

問題討論

150

3

角色取代

144

4

角色分析

142

5

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140

5

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1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資料可知，國立中山大學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所開設的《家庭與人際關係：
經典劇本導讀》的課程中，修課學生認為透過問題討論的方式最能了解劇中特定的角
色，以及透過課外閱讀延伸的學習最能了解特定的議題。此外，若要了解劇中角色的關
係，則學生最喜愛的課程活動方式是透過角色扮演以及角色辯護兩項活動。因此，可以
推論，往後的課程設計，若要使學生深入了解特定角色，該選用問題討論的課程活動方
式；要了解特定議題，則選用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要了解角色關係，就運用角色扮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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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角色辯護，用以強化學生在課程的學習效益。其中最符合本課程目標「引導學生深入
去探討個人與家庭，以及學生和生活週遭其他人的關係」則是能幫助學生了解角色關係
的角色扮演和角色辯護，以及可幫助學生了解特定議題的課外閱讀延伸學習，因為劇中
角色的關係探討和特定議題的延伸學習，皆可做為真實生活中類似情境問題的參考，也
最符合本課程的宗旨。
三、意見調查結果分析（開放性問題）
此部份將針對學生對於各項課程活動方式的意見加以分析，並依學院分別彙整出各
學院學生對於各項課程活動方式的優劣評價，用以評估各學院學生對於課程活動的評量
是否有所差異，進而將其作為日後課程修改的參考。各題意見調查整理分析如下（詳細
意見整理請查閱附錄二）：
（一） 你覺得提出問題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一、2.）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可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提出問題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透過提出問題的過程，可以讓自己更深一層去思考並
且認知劇中角色；在看似正常的環境中提問，加強自己的觀察力和聯想
力；聽取別人的意見聽到不同層面的思考，得知每個人的想法差異和得
到豐富的知識。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由 8 份問卷回覆整理可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提出問題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是：從提出問題中可以了解大家對劇本的看法，得到與自
己不同的視角與看法；能讓自己更主動更深入去思考問題，而非等待答
案；從劇本延伸到生活和社會現象的問題；經由同學的互相討論，發現
異性間想法的差異。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的彙整可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提出問題的練習當中
最大的收穫為：訓練自己提出問題的能力，讓自己可以提出更深一層的
問題；在提出問題的練習過程中，要試著去講解或聆聽，進而發現自己
沒有考慮到的地方；了解自己歷練不足和缺乏延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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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可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提出問題的練習
當中最大的收穫為：更深入了解戲劇；思考如何提出問題；聽取不同的
想法，進而發現自己的盲點；男女的看法相差很多，可增進更多元的思
考。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提出問題的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的最大收穫
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更了解戲劇與認知劇中角色。
2. 訓練自己提出問題的能力，加強自己的觀察力和聯想力，進而更主動提
出更深一層的問題。
3. 發現每個人的視角與看法的差異，尤其是異性間想法的差異，進而增進
更多元的思考。

（二） 你覺得問題討論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二、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回覆問卷整理得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問題討論的練習當中
最大的收穫為：學習到如何在團體中積極發言和仔細聆聽，進而驗證己
見是否被他人認同，同時得到多元的思考模式；提升自己面對事情的態
度和觀點的方向；討論時將自己投射到劇中角色，進而更加了解自己；
學習與他人共同歸類出答案。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一人未填答）：
從 7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問題討論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是：更能揣測劇中人物的心情與行為動機與理解該議題中
人物角色的關係，進而深入去思考現實中的人際關係；聽取他人意見，
看到他人思考模式的差異、男女觀點的不同，發現事情的更多面；小組
共同討論常會有新認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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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可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問題討論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對劇情更加了解；聽到更多的看法，得知一輩子都不
會考慮到的事情；發現大家想法的差異，原來同一件事情有很多面向可
以考慮；運用別人的經驗分享來彌補自己經驗上的不足；融入小組的能
力進步了；加強邏輯、說話能力。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份回覆問卷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問題討論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聽到不同學院的想法，更發現每個人觀點的差異，對
自己的想法有更進一步的提升；可以從角色本身出發，並且延伸至切身
經驗；透過小組討論可以發現之前沒想到的議題。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問題討論的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的最大收穫
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提升融入小組的能力，在討論中訓練邏輯、說話能力。
2. 小組討論常會有新認知產生，並且習得與他人共同歸納出答案。
3. 學習到如何在團體中積極發言和仔細聆聽，進而驗證己見是否被他人認
同。
4. 發現大家想法的差異，同時得到多元的思考模式，提升自己面對事情的
態度和觀點的方向。
5. 運用別人的經驗分享來彌補自己經驗上的不足。

（三） 你覺得角色分析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三、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可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分析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可以更加了解劇中的角色；發揮想像力和邏輯性的推
論，利用文字的敘述把一個人具體化；學會如何判斷一個人的外在和內
在，有助於現實生活的分辨；會選擇跟自己較了解的角色去分析，所以
獲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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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回覆問卷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分析的練習當中
最大的收穫為：理解角色的心理及外在的層面，進而反思自己是否也會
有相同的想法，多認識角色有助於了解自己；提升想像力與聯想力，並
且將劇本引申至其他電影或者自己週遭的人事物；發現自己對角色的設
定會有成見。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分析的練習當中最
大的收穫為：沒有更深的認識，僅有助於同組討論的分享，因為大家的
看法不同；提升自己觀察人的能力，描述能力也會進步；會與自己週遭
的人來相比對，提升自己的判斷與聯想力。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分析的練習
當中最大的收穫為：深入思考角色背景、揣摩角色心理，並且完整剖析
劇本；學會思考一個人做事背後的動機以及性格與外在行為表現的關
聯；提升想像力。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角色分析的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的最大收穫
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可以更加了解劇中角色的心理及外在的層面，進而反思自己是否也會有
相同的想法，多認識角色有助於了解自己。
2. 發揮想像力和邏輯性的推論，利用文字的敘述把一個人具體化，並且將
劇本引申至其他電影或者自己週遭的人事物。
3. 學會如何判斷一個人的外在和內在，在現實生活中思考一個人做事背後
的動機以及性格與外在行為表現的關聯。
4. 由於自己對角色的設定會有成見，沒有因此對角色有更深的認識。

69

（四） 做不同性別的角色分析，是否對於異性的觀點、處境會有更深刻的瞭解？（問
卷題三、4.）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理學院學生對於做不同性別的角色分析練
習的觀感是：較難感受到能更深刻了解異性的觀點，因為劇本中的條件
不夠；就算試圖以異性的角色思考，仍會有不周全的地方，但這部分可
藉由討論來彌補；對於異性的觀點和處境的認識還好，如果是組內男女
對同一角色分析，或許比較能感受到差異；會學著用另一性別的角度切
入思考，嘗試去揣測異性的想法，是個難得的經驗。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回覆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對於做不同性別的角色分析
練習的觀感為：對於異性的了解感覺還好，因為還是會用既定的印象進
行角色分析；藉由分析異性角色會讓自己換個角度思考，改變原來的觀
感，因而產生更多的想法；會學著用異性的角度去看事情，但是還是得
經由與異性的討論才會對異性的看法有所了解。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工學院學生對於做不同性別的角色分
析練習的觀感為：自己單方面去做異性分析的時候，還是會不知不覺用
自己的觀點去思考，只有在與組員討論的過程中，才會對異性的觀點有
深刻的了解；更會站在異性的角度和立場來思考。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對於做不同性別的角色
分析練習的觀感為：異性的角色分析讓我能設身處地去思考，同時發現
異性對彼此的認知差異；可以藉此練習去思考異性的看法。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做不同性別的角色分析之課程活動方式，所提
出的最大收穫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較難感受到能更深刻了解異性的觀點，因為劇本中的條件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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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己單方面去做異性分析的時候，還是會不知不覺用自己的觀點去思
考，只有在與組員討論的過程中，才會對異性的觀點有深刻的了解。
3. 藉由分析異性角色會讓自己換個角度思考，改變原來的觀感，因而產生
更多的想法，同時發現異性對彼此的認知差異，是個難得的經驗。

（五） 你覺得角色扮演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四、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扮演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可以更深入揣摩角色的個性和行為，藉以了解角色的
立場和想法；實際的角色扮演可以用來檢視角色分析的細緻度；訓練膽
識、口條以及台風，是一種難得的舞台演出經驗；覺得很難融入角色當
中，當個旁觀者用視覺去體會，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想法。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回覆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扮演的練習當中
最大的收穫為：在互動演出中，除了可以更了解角色以外，還能夠訓練
臨場反應，進而了解自己遇到相同情況時會有怎樣的反應；看到同一個
角色、同一句台詞，每個人的表達及詮釋都不同；滿足戲癮，樂在其中。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扮演的練習當中最
大的收穫為：能欣賞到各式各樣的演技，並且發現同一個角色每個人的
演出方式都不同；更能融入劇中角色所面臨的情況，並且將情況套用在
現實生活中雷同的例子上，有時可以得到應證；可以訓練台風。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扮演的練習
當中最大的收穫為：更能融入劇情，角色的形象也更加鮮明；發現一樣
的角色，不同人的詮釋卻截然不同；學會放開自己，釋放內心的表演慾，
藉此激發大家的表演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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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角色扮演之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的最大收穫
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訓練膽識、口條以及台風，學會放開自己，釋放內心的表演慾，是一種
難得的舞台演出經驗。
2. 能欣賞到各式各樣的演技，並且發現同一個角色、同一句台詞，每個人
的表達及詮釋都不同。
3. 更能融入劇情，深入揣摩角色的個性和行為，並且將情況套用在現實生
活中雷同的例子上，有時可得到應證。
4. 能夠訓練臨場反應，進而了解自己遇到相同情況時會有怎樣的反應。
5. 覺得很難融入角色當中，當個旁觀者用視覺去體會，反而可以得到更多
的想法。

（六） 做不同性別的角色扮演，是否對於異性的觀點、處境會有更深刻的瞭解？（問
卷題四、4.）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一人未填答）：
從 11 份回覆問卷整理得知，理學院學生對於做不同性別的角色扮演
練習的觀感為：很難，在演出的短時間之下，要進入異性的觀點做扮演
有其難度在；扮演異性的角色，會讓自己的思考做一些改變，可真實體
會到與想像上的差異；沒實際做過這樣的扮演，所以無法得知。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對於做不同性別的角色扮
演練習的觀感為：感覺不會很深入的了解異性心中的想法，因為角色扮
演是一種很直覺性的反應，而且上台緊張也會影響對角色的判斷；沒有
做過這樣的嘗試，所以不知道；可以反映出對於異性的看法與了解，但
是需要做更多次的演練會更好。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工學院學生對於做不同性別的角色扮
演練習的觀感為：還好，不深刻，只覺得好玩而已；雖然很搞笑，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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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戲過程中會漸漸發現異性的觀點；經過討論之後再實際扮演，對於角
色的感受才會有所不同。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兩人並未填答）：
從 5 份回覆問卷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對於做不同性別的角色扮
演練習的觀感為：沒扮演過異性，但可以觀察扮演不同性別的同學對異
性的想法；可以體驗異性的說話模式、思路和行為，對異性有更深的認
識。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做不同性別的角色扮演之課程活動方式，所提
出的最大收穫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沒實際做過這樣的扮演，所以無法得知。
2. 感覺不會很深入的了解異性心中的想法，因為角色扮演是一種很直覺性
的反應，而且上台緊張也會影響對角色的判斷。
3. 雖然很搞笑，但在演戲過程中會漸漸發現異性的觀點，也可以觀察到扮
演不同性別的同學對異性的想法。
4. 可以體驗異性的說話模式、思路和行為，對異性有更深的認識，但需要
透過討論和更多次的演練才會更好。

（七） 你覺得課外閱讀的延伸學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五、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課外閱讀的延伸學
習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藉由閱讀相關文章，對劇本所引發的議題
有了更深更廣的看法，有了更多不一樣的思考立場；除了問題本身，更
發覺出新的問題，也讓我們做了反思。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回覆問卷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課外閱讀的延伸學習
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從更多層面去了解該議題，才有了更多元、
更客觀且有根據的想法；藉由多閱讀去探測別人的想法，獲得反思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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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將思考範圍拉至現實生活面，發現原來很多人也面臨相同的問題，
讓人很想幫助他們。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課外閱讀的延伸學習的
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得到更精闢的想法和更廣泛的視野；經由資料
的閱讀，就好比多了很多經驗豐富的人參與小組討論一般，同時也多了
很多理論上的支持；課程有分享當然有幫助，因為現在很少學生會自己
主動去查資料；將劇情和現實社會做連結，延伸出來的議題也可以追溯
到很多問題的源頭。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課外閱讀的延伸
學習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可以增加知識，讓觀點更多元，進而重
新認識自己；可以在部落格上分享在課堂中未表達的觀點；讓議題有延
伸思考的空間，並且得到劇本以外的資料作為證據；由自己找資料，將
會接觸更多，也會提升探討的層面。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課外閱讀的延伸學習之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
的最大收穫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藉由閱讀相關文章，從更多層面去了解該議題，才有了更多元、更客觀
且有根據的想法，進而去探測別人的想法和重新檢視自己。
2. 將劇情和現實社會做連結，讓議題有延伸思考的空間，並且得到劇本以
外的資料作為證據。
3. 經由資料的閱讀，就好比多了很多經驗豐富的人參與小組討論一般，同
時也多了很多理論上的支持。
4. 課程有分享當然有幫助，因為現在很少學生會自己主動去查資料。
5. 可以在部落格上分享在課堂中未表達的觀點。
6. 由自己找資料，將會接觸更多，也會提升探討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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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你覺得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
卷題六、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的
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增加蒐集與歸納統整的能力；因為有了疑問所
以去主動蒐集相關資料來解決問題，讓學習目的更加清楚；將問題細分
讓大家分工合作，由分享得到的資訊量更廣大，而且團隊合作的感覺很
棒；了解別人如何解決問題，並透過別人的實際例子來檢視自己的看法。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課外資料蒐集與閱
讀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變得更積極面對問題，並想辦法解決之；
吸取更專業的知識，並獲得新的觀點和小常識；發現每個人蒐集資料所
切入的角度都不同，因此資源變得很多元，再經由交換、分析自己所見
來歸納彼此對同一議題的看法，讓人更有把握去掌握該議題之探討。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回覆整理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獲得解決問題和彙整資料的能力；將劇本議
題與現實社會接軌，只是有些議題現今較少發生，所查的資訊也就沒那
麼實際了；讓我們的想法有更多理論的支持。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課外資料蒐集與
閱讀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學習主動學習，並且學會搜尋、篩選所
要的資訊；了解議題所反映在現實生活中，過去沒注意到的社會現象；
閱讀鮮少接觸的文章，並且從文章的多層面去探討議題。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之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
的最大收穫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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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為有了疑問所以去主動蒐集相關資料來解決問題，讓學習目的更加清
楚。
2. 學習主動學習，並獲得蒐集資料、歸納統整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3. 藉由團隊合作將問題細分讓大家分工搜尋資料，由分享得到的知識更廣
更深。
4. 發現每個人蒐集資料所切入的角度都不同，因此資源變得很多元，再經
由交換、分析自己所見來歸納彼此對同一議題的看法，讓人更有把握去
掌握該議題之探討。
5. 了解議題所反映在現實生活中，過去沒注意到的社會現象。
6. 閱讀鮮少接觸的文章，並且從文章的多層面去探討議題，讓想法有更多
理論上的支持。

（九） 你覺得角色取代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七、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一人未填答）：
從 11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取代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發現同一個角色每個人詮釋的方式都不一樣，反映了
每個人的獨特性，並藉以檢視自己對該角色的成見；可以馬上有機會上
台換下角色詮釋不夠貼近自己想法的演員。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一人未填答）：
從 7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取代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發現一個角色有多種設定的可能；表現出內心的角色，
並藉由喊”
卡”
的互動讓角色成長；可以引發思考，透過不同人的詮釋從
不同層面去理解該角色。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回覆整理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取代的練習當中
最大的收穫為：大家對同一角色的詮釋都有很大的不同，從中可以知道
別人的想法以及更多的經驗分享可窺探出來；每換一次人就像看到另外
一個靈魂，想像力會因此增加；面對不同人會有不同的演法，對手戲要
互相配合才會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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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取代的練習當中
最大的收穫為：每一個角色都會有不同的詮釋方法，因為每個人的想法
不同，因而所展現出來的角色也就不同；可以請平時較害羞的人上台，
以激發出更多人的表演潛能。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角色取代的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的最大收穫
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發現同一個角色每個人詮釋的方式都不一樣，反映了每個人想法上的獨
特性，並藉以檢視自己對該角色的成見。
2. 可以引發思考，透過不同人的詮釋從不同層面去理解該角色。
3. 每換一次人就像看到另外一個靈魂，想像力會因此增加。
4. 可以請平時較害羞的人上台，以激發出更多人的表演潛能。
5. 可以馬上上台換下角色詮釋不夠貼近自己想法的演員，經由這樣的反覆
互動來讓角色成長。
6. 面對不同人會有不同的演法，對手戲要互相配合才會流暢。

（十） 你覺得角色辯護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八、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辯護的練習當中最
大的收穫為：會讓人很深入地站在某個角色的立場說話，但很容易失去
理智；可以很直接明顯得知他人的訊息，雖然當下會有不理性的話脫口
而出，但那卻是最純粹的部分；透過辯論的活動更能了解他人對特定事
件的想法和態度，藉由思考如何辯護的同時，來思考人物之間的關係，
了解有時候我們堅信的立場不一定是對的；勇敢發表意見，並且傾聽他
人的想法，互相包容尊重；了解一件事情的不同面向，學會抓取邏輯上
的矛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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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一人未填答）：
從 7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辯護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可以讓大家有不同的意見發表，並且更深入地探討該
議題，引發更多的想法也會認同反方的意見，然後在去思考自己的立場；
發現事情是沒有單純的是非對錯，因此面對事情不能太過果斷；活動最
大的缺失是當下盲於爲了辯護而辯護，可是卻也令人印象深刻。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辯護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發現用自己的主觀價值去評斷別人是很容易，但是應
該以客觀的角度去認識別人才對；從多方角度批判角色的爭議性，因而
了解大家的看法，同時也發現男女的觀點大不相同；很多事情沒有絕對
的對錯。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份回覆問卷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角色辯護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練習辯論的技巧、整合與表達能力；學習在團體中接
受並尊重不同的聲音；發現當初沒深入想過的問題，對事情的觀念更加
具體；大家太過投入而爭吵。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角色辯護的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的最大收穫
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透過辯論的活動更能了解他人對特定事件的想法和態度，藉由思考如何
辯護的同時，來思考人物之間的關係，了解事情沒有絕對的對錯，因此
面對事情不能太過果斷。
2. 從多方角度批判角色的爭議性，因而了解大家的看法，同時也發現男女
的觀點大不相同。
3. 練習辯論的技巧和整合能力，勇敢發表意見，並且傾聽他人的想法，互
相包容尊重。
4. 可以讓大家有不同的意見發表，並且更深入地探討該議題，引發更多的
想法，同時也會認同反方的意見，然後去反思自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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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讓人很深入地站在某個角色的立場說話，並且明顯而直接地接收他人
的訊息，但是容易因此失去理智。
6. 活動最大的缺失是當下盲於爲了辯護而辯護，可是卻也令人印象深刻。

（十一） 你覺得校外參訪，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九、2.）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12 份回覆問卷整理得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校外參訪的練習當中
最大的收穫為：與新移民女性直接面對面接觸，可以聽到最直接的聲音，
也更加了解她們在台灣融入家庭、社會的獨特經歷；從劇本上的議題到
眼前真實的例子，更讓人深切的體悟她們的心境；能體諒新移民女性在
台灣家庭中的地位還有偉大，但是要放棄國籍真的很讓人難過。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校外參訪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來台面臨的問題、困境和想法，
引發我們調整與之相處的關係與態度；非常好的活動，讓人印象深刻，
今後也會持續關心相關的議題；了解台灣相關的社會團體，未來有機會
的話也想加入；發現新移民女性不是弱勢族群，反而相當有智慧與生命
力。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校外參訪的練習當
中最大的收穫為：親自聽到新移民配偶在台灣的處境，因而更加了解他
們的難處；對新移民配偶的印象完全改觀。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7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校外參訪的練習
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了解新移民女性來台的困境，改變對新移民的看法，
同時學著站在她們的立場思考；知道政府和民間組織如何幫助新移民。

79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針對校外參訪的課程活動方式，所提出的最大收穫
之意見歸納分析如下：
1. 與新移民女性直接面對面接觸，可以聽到最直接的聲音，也更加了解她
們在台灣家庭的處境，因而改變對新移民的看法。
2. 從劇本上的議題到眼前真實的例子，更讓人深切的體悟她們的心境，引
發我們調整與之相處的態度。
3. 知道政府喊民間組織如何幫助新移民，未來有機會的話也想加入。
4. 發現新移民女性不是弱勢族群，反而相當有智慧與生命力。
5. 非常好的活動，讓人印象深刻，今後也會持續關心相關的議題。

（十二） 由以上各項不同的課程操作中，你認為哪些對你未來的人際關係的處理最
有幫助？請詳細說明。（問卷題十）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一人未填答）：
從 11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理學院學生認為在所有課程的練習當中，
對未來的人際關係最有幫助的是「提出問題」、「問題討論」以及「角色
扮演」
。理學院學生認為發現問題是學習的動力，相信提出問題對於未來
在閱讀和批評文章上有幫助；認為小組的問題討論讓大家都有機會發表
自己的意見，在溝通協調中引發更多的思考，除了更加了解自己外，對
於未來的人際關係也有所幫助；認為角色扮演除了可以訓練台風外，在
未來自己出社會之後，也有可能會扮演類似的角色，因此就會比較容易
去設想應對的方式。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由 8 份問卷的彙整得知，文學院學生認為在所有課程的練習當中，
對未來的人際關係最有幫助的是「問題討論」
，因為在問題討論的過程中
每個人能夠提出不同的看法，從中學習聆聽到別人的意見和適時的將自
己的意見表達出來，經由這樣的交流方式來磨合，可以學習到同性、異
性之間溝通的方法，對以後人際相處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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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
從 8 份問卷回覆整理得知，工學院學生認為在所有課程的練習當
中，對未來的人際關係最有幫助的是「提出問題」以及「角色扮演」
。運
用提出問題可以來訓練自己更有想法，而偶爾的角色扮演可以娛樂大
家，產生話題之後可以促使彼此的熟識度。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一人未填答）：
從 6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認為在所有課程的練習
，認為問題討論可以
當中，對未來的人際關係最有幫助的是「問題討論」
讓組員共同釐清問題，分享彼此的想法，進而挑戰自己的思維而擁有多
元的思考方向。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所歸納的意見可得知，修習《家庭與人際關係：經
典劇本導讀》本門課程的學生認為，對未來人際關係最有幫助的課程方式是
為「問題討論」
，共計被提及 12 次。學生認為在小組問題討論的過程中可以
學習聆聽別人的意見和適時的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在溝通協調中共同釐
清問題，引發更多元的思考方向，除了學習到同性、異性之間溝通的方法外，
還能更加了解自己，相信這對未來的人際關係會有很大的幫助。
其次為「提出問題」
，共計 8 次。修課學生認為發現問題是學習的動力，
從劇中提出問題來激發更多層面的思考，並且學會如何抓出問題和陳述問
題，而這除了對於未來在閱讀和批評文章上會有所幫助，對未來人際上的溝
通也會有所助益的。
「角色辯護」
，計 6 次，學生認為透過角色辯護了解事情
沒有那麼絕對，並且加強邏輯、反應以及尊重他人的能力，對於議題了解越
深入，越有助於處理未來的人際問題。
其中尚未被修課學生提及的課程活動方式為「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可見此課程活動方式對於學生未來的人際關係沒有直接的幫助。而從各學院
的意見反應可分析出理工學院的學生認為「角色扮演」對他們未來的人際關
係處理較有幫助，可能的原因是前來修課的文院學生皆來自於劇藝系和音樂
系，學生本身在該系的學習過程中就時常有上台演出的機會，而管理學院也
不乏上台報告的經驗。相較於文、管理學院的學生，理工學院的學生上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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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者演出的機會就略為鮮少，因而才對「角色扮演」的課程活動抱持較為
高度的肯定。

（十三） 其他建議（問卷題十一）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五人未填答）：
從 12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理學院學生建議：希望多設計辯論以
及角色扮演的課程活動；課程本身的多樣性可再提升，否則在進行到期
中的時候，會感到模式化；期末考週不要有作業，否則會很累；可以加
強組跟組之間的交流，以摩擦出更多的火花，認識更多朋友。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四人未填答）：
從 4 份問卷的意見整理得知，文學院學生建議：作業十分繁重；希
望改為劇藝系的學年課，因為很好玩；希望每一次都能有角色扮演的活
動；有些議題可能要花三個禮拜的時間來討論；可多增加一些家庭的議
題，或者其他劇本來加以探討。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三人未填答）：
從 5 份問卷回覆整理得知，工學院學生建議：希望能有多些課外資
料蒐集與閱讀的小組專題報告；課程討論時間需要拿捏好，否則有些組
別討論與發表時間會過長或過短。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分析如下（四人未填答）：
從 3 個開放性意見整理得知，管理學院學生建議：希望多些角色扮
演的活動和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的小組專題報告。

綜合上述各學院學生之意見歸納、整理、分析如下：
1. 希望多設計辯論以及角色扮演的課程活動。
2. 希望能有多些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的小組專題報告。
3. 希望增加家庭議題，或其他劇本來加以探討。
4. 課程本身的多樣性可再提升，否則到期中會感到模式化。
5. 可以加強組跟組之間的交流，以摩擦出更多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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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些議題可能需要規劃成三個禮拜的時間來討論。
7. 課程討論時間需要拿捏好，否則有些組別討論與發表時間會過長或過短。
由上述各學院學生的回應歸納結果，未能明顯分析出不同學院的學生對於課程活動
評量的差異，評估是因為各學院學生在進行本課程活動之前已經平均分配至各小組當
中，因此在長期與不同科系的組員進行小組討論的活動之下，使得各學院學生對於課程
活動的意見趨於一致而無法清楚分辨其差異。

第二節 焦點團體訪談紀錄

爲了更深入探討學生對於《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這門 PBL 課程的意
見，本研究利用焦點團體訪談紀錄來進行歸納分析。一開始將簡介受訪學生的基本資
料，接著分析台灣學生對 PBL 的觀感、最令受訪學生印象深刻的課程活動方式以及本
課程對學生未來的幫助為何。各部分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一、受訪學生基本資料如下：
（一） 性別：男生 10 人；女生 8 人。
（二） 學院：受訪學生中以「管理學院」人數最多，計 7 人；其次為「理學院」和
「工學院」，皆為 5 人；「文學院」之受訪學生最少，計 1 人。
（三） 受訪學生編碼：
爲了明確分辨出提出意見的學生所屬的學院和性別，因此予以系統編
碼。理學院（College of Science）的學生編碼以 S 為開頭、工學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以 E 為開頭、文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以 L 開頭以及管
理學院（College of Management）以 M 開頭。另外，於學生編碼的第二碼以
M（male）和 F（female）來表示男學生和女學生的分別，例如理學院第一位
表示意見的男同學就以 SM1 表示，理學院第一位表示意見的女同學則以 SF1
表示，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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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學生對 PBL 的觀感
此部分主要討論三場焦點團體成員對於 PBL 的看法與態度。訪談一開始，由主持
人（研究者）說明舉辦焦點團體訪談的用意，並簡單介紹 PBL 的理論，說明過後即進
行焦點團體訪談，訪談大綱共分為三大題項，分別詢問學生對於本課程的教學方式、課
程方式以及課程內容方面的意見訪談，題目依序為：（一）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請問
大家對於 PBL 課程的教學方式有何感受？；
（二）在所有課程活動方式裡，最令你們印
象深刻的方式為何？；（三）經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對於你們的人際關係與家庭或者其
他方面的獲得為何？（詳如附件三）。
針對訪談的第一題，詢問訪談學生經過一個學期的 PBL 學習，對於該課程的教學
方式有何感受，訪談學生普遍認同 PBL 的教學方式，認同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輕鬆
的學習環境和自我引導學習，能對所學印象深刻；（二）透過小組溝通可增進多元的思
考。
（一）輕鬆的學習環境和自我引導學習，能對所學印象深刻
PBL 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主動
地選擇所要學習的議題、設計、發展與修改可能的解答，學習者必須自我決
定學習何種知識並尋找出可用的資料，最後產出成果。（Creedy, Horsfall &
Hand，1992；Newman，1993；Glasgow，1996）。EM2 和 MF2 亦頗能認同
此一觀點：
因為都可以自己發言，而且不會只讓老師講，只讓老師講的話有時候，沒有
辦法很深刻去體會到，因為只是聽沒辦法吸收，聽過就忘記了。但是如果是
自己去想的話，你就會記得更清楚，自己想出來的東西可以記得最好了！
（EM2）
就感覺比較輕鬆，就是你有在學東西，可是不會就是一直覺得是，好像老師
一直硬塞給你，是你自己要去找資料，而且找資料你可能在網路上又看到一
大堆有的沒的的東西，然後你就會很自然的記住，因為就是在一種很輕鬆的
狀態下學習。
（MF2）
（二）透過小組溝通可增進多元的思考
PBL 是一種鼓勵學習者運用批判思考的教學方式，因此運用小組教學的
形式讓學習者透過團隊溝通的方式增加思考的廣度與深度，進而提升自主學
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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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種課很特別的地方是，你在思考的時候不會侷限於你一個人在思
考，就是你可以聽到很多不一樣的觀點，就是往往會有比較不一樣的想法，
然後通常就是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所以我覺得是一堂可以讓大家想很多的
課程。（MF7）
就不像是老師在上面，老師給我們，而是我們學生彼此之間給什麼東西，學
得東西就不一樣，因為環境不一樣認知也就不同，就算是一個題目，就是大
家背景不同所以得出來的答案也就不一樣，這時候就是學著去理解對方在想
什麼。（SM5）
雖然大多數的訪談學生認同 PBL 的教學方式，但有些學生對其仍採取保
留的態度，SM3 指出：「我覺得這堂課啊！它很自由，但是自由的另外一個
代表意義是說如果你沒有很有動力去學的話，你就學不到東西。」台灣學生
長期接受傳統以講授為主的教學方式，因而一時將其放置在自由討論的課程
框架之中，容易造成某些學生因為無所適從，而對 PBL 的學習產生怠惰甚至
厭惡的現象。LF1 與 EM4 分別指出：
這種課就是見仁見智，因為就在一定的框架下，然後就自己去找說自己想要
學什麼，然後為了你自己想要知道什麼去找些東西去輔助，找一些網路資料
或者藉由跟組員討論的方式去發掘些什麼，可是當然如果就是有人不找或者
自己並沒有那麼想要投入在這個裡面的話，那麼多少會有所影響。所以我就
覺得說，學起來很有趣，但是當然…可能就是要看到底習不習慣這種教學方
式。（LF1）
我覺得上課一直用問問題的方式是…我覺得挺瞎的啦！因為我們要問的問
題就是從一些很正常的東西去找問題，可是問出來就是沒有答案的問題，我
就覺得很奇怪，就討論感覺沒有什麼目標，就不知道討論什麼東西。然後我
們常討論就覺得…講一講就離題了！根本就沒有人專注在那個議題上面，就
是這樣…有些時候上課就會覺得課很無聊啊！（EM4）
因此，在 PBL 的學習架構之下，台灣學生必須熟悉 PBL 的教學模式，
並且積極投入學習的情境中，才能讓學習有所獲得。此發現符合「情境認知
理論」所強調的知識是蘊含在情境之中，所以學生必須在情境中以既有的認
知架構去主動建構知識（王春展，1996；幸曼玲，1994）。其次發現，學習
者如果不習慣 PBL 的教學模式，不僅無法從中產生成就感，反而容易因此而
對學習方式感到困惑甚至排斥。
三、受訪學生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活動方式
第三部分主要討論受訪成員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活動方式，以學生反應次數的多寡排
序說明，並且具體歸納學生的意見以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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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辯護
大多數學生對於角色辯護的課程活動方式最感到印象深刻，認為透過角
色辯論的活動，發現原本認定對錯分明的事情，原來還可以從不同面向去深
入探討；角色辯護不同以往僅限於組內的討論而是全班一起討論，因此還能
聽到更多元的思考。MF2、MF7 以及 SM2 表示：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角色辯護吧！因為一開始看那個劇本的時候，在我心裡
又是那種強者弱者非常明顯的，所以很自然的會站在弱者那一邊，然後也沒
想到兩邊的人都是差不多的，其實對方提出來的理由也真是蠻有道理了，可
是因為自己站在這邊，也會一直想一些理由去反駁他們，然後那個辯護…就
這件事情，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想法，還有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MF2）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應該也是角色辯護，因為那堂課其實還蠻特別的，因為它
是很多人站在同一邊，不像一般的辯論賽是一個人，所以我們那一組的發言
都統整過大家的意見這樣。（MF7）
印象最深刻應該是角色辯護吧！……因為平常討論問題，小組討論問題深度
都不夠深這樣子，因為角色辯護是全部的人想一個問題嘛！雖然說表面上看
起來好像是誰對誰錯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往下深刻去討論就變得很多
東西這樣子。（SM2）
同時也有學生認為角色辯護的進行節奏很快，使其無法在辯論的當下隨
即反應出心裡所想到的，因此辯論期間的個別討論時間，對某些學生而言是
重要的。EM4、MF6 指出：
角色辯護那個印象也很深刻，因為我沒辦法思考跟講話很同步，就是我沒辦
法馬上想馬上講，所以後來才想有什麼理由是…因為後來不是有先辯論然後
再討論，所以在討論的時候我就有講出來，可是一到辯論的時候我就又不知
道怎麼講，馬上聽到沒辦法馬上反應，這是我的弱點！（EM4）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那角色辯護，因為我還蠻喜歡吵架的，我也不知道，
就是當下我可能有什麼想法沒辦法講出來，但是看人家在那邊吵架我就會覺
得很厲害，但是我覺得最後老師應該要出來掌控一下局面，因為對方已經有
點火氣在了。（MF6）
誠如 MF6 所言，有不少學生反應當天辯論的場面有些失控，認為老師
應該出面掌控局面；有些同學也指出當天的辯論到最後變成為辯論而辯論，
或者把個人太多的情緒帶入其中而使整個辯論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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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比較深刻應該是角色辯論那一次，一開始辯論還好，可是後來會覺得
好像是為了辯論而辯論，大家為了要擁護自己的主人，所以你會變得不擇手
段的我要想出一個點來壓制對方，我就會覺得或許到了中間的時候，應該換
邊站或者一個什麼之類的改變方式，而不會讓整個朝向一個失控，感覺就像
是不要讓你贏過我而講些什麼，當時的那些理論自己後來回想起來，會覺得
自己當初在牽強什麼，後來看了影片我覺得我那天有些話，好像有點為了挺
小悟而挺小悟這樣！（LF1）
我覺得辯護那一次真的很屌，可是我覺得那一次是真的有一點小失控，因為
很明顯到後來，我覺得支持己欣那邊真的有點火氣了……可是我覺得那次是
真的很特別，因為不會有這種經驗，而且那是辯護很好玩啊！最後不是有人
在網路上說老師為什麼沒有跳出來控制那氣氛。我就覺得那一次他們真的太
投入角色了，而且那次真的把大家的情緒都帶到角色裡面，然後我們小悟這
邊只是想…也不是支持他啦！就想說他應該有苦衷在吧！（SM5）
由上述可知多數學生認為教師應該適時跳出掌控局面，但是 MF7 認為：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要自由發言啊！其實老師不要干涉太多是對的！只是
說一開始可以跟大家講說我們要針對的是這件事情，而不是這個人，或者是
今天你發表的意見不代表這個人，所以別人否定你的意見也不代表否定你這
個人……所以一開始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有把這個講清楚，就是讓大家建立
比較良好的觀念的話，到後面大家就不會變得面紅耳赤這樣，因為人下意識
都會反抗對自己反抗的人。
因此，在進行角色辯護之前教師應先說明角色辯護的意涵，並且建立學
生良好的觀念，以免將太多的個人情緒投入其中而混淆了辯論的意義與方
向。另外，顧及學生立即反應速度的快慢不同，所以辯論中間應保留幾次討
論的時間予以同學分享與歸納意見，如此一來才真正能發揮角色辯護的課程
功效，讓學生透過辯論的過程得知事情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而習得從不同層
面與角度來看待事情的能力，並且從中學會批判思考以及聆聽包容的處世能
力。
（二）角色分析
大部分學生對於角色分析的課程活動抱持著負面的觀感，唯一有一兩個
學生認為角色分析做起來很有趣：
我覺得我可以講另外一個原因，如果我不讀工科的話，我會想讀心理系的東
西，所以我會覺得寫角色分析非常有趣。就會有點帶那種感覺下去，然後想
他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情，會讓他有這樣的個性，我是想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才喜歡寫角色分析。（E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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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學生皆認為在有限的劇本裡面要分析出那麼多的資訊略嫌繁雜和
形式化，再加上角色分析是一種很主觀的意見展現，因而角色分析到最後，
每一議題的男性或女性角色形象都會不知不覺趨於相似。以下是訪談學生的
相關意見：
我覺得角色分析，一開始我覺得蠻有趣的，可是後來久了，每一次都做一樣
的，我們就會覺得…啊…又是做一樣的，這禮拜又要寫，就開始覺得女生都
是長捲髮啊，然後很白什麼，就一直 copy 那個角色……角色分析可以說看
你們這組有誰是比較適合這個角色，就請大家提出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可
能就會比較有趣吧！看哪個人跟以樂長得很像或是怎樣，或者用明星也可
以。（MF5）
我個人的話是角色分析，因為覺得有時候角色分析太注重形式化，就是一些
不必要的東西，其實是不太需要分析的，像你光一個劇本你要去分析他的家
庭背景啊，然後個人的身經歷這些幹麻的，但是理論上那才幾頁的劇本而
已，就要去觀察他的過去的東西實在是很…這會讓人家不知道要去分析什麼
這樣子，就好像讓人為了做分析而分析的感覺，而不是你在他的劇本感受到
他就是這個劇本而把他演出來的感覺。但是一些習慣性動作、那個儀態之類
的那個東西其實可以從劇本中看得出來，但是有些東西我就覺得太多餘了這
樣子。（SM2）
我也覺得寫角色分析常常讓我很痛苦，因為我不知道我要寫什麼，就像我怎
麼從一個劇本去推說他的身高，然後推他可能長什麼樣子，或者他家裡應該
情況是怎麼樣，常常寫學習檔案的時候我一片茫然，然後劇本翻再多次我也
不知道那傢伙到底長什麼樣子！或者他會有怎樣的身高怎樣的外貌，所以這
一部分常常讓我不知道要寫什麼，所以到最後我每個男生每個女生相似度都
會很高，就想某些部分我會交代得很清楚，但是某些部分我就會很籠統地把
它帶過。（LF1）
由學生上述意見可得知，角色分析的項目（詳細內容請查閱附錄六）繁
瑣，不僅讓理學院和管理學院的學生感到煩悶，甚至也讓文學院的學生感到
吃力，因此或許可以簡化角色分析的項目，抑或接納 MF6 的建議：
「我覺得
角色分析，一開始可能不要每次都寫吧！可能隔幾次再寫會比較有趣。」以
降低學生的壓力。另外，角色分析的進行方式也許可以跳脫憑空的想像，就
像 MF5 所建議的在現實生活中找一個人物來比對，或許就能突破因為主觀
的想像而造成的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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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問題
大多數訪談學生不喜歡提出問題這個課程活動方式，僅有 MF1 表示贊
同：「因為平常看完東西就不會想要反思或是問問題，但是我覺得這種強逼
你要想東西出來的，就覺得其實還不錯啦！」有些學生認為閱讀劇本該是件
很享受的事情，硬要從中找出問題感覺有些麻煩，甚至會覺得自己是為了提
問題而提問題：
我的話應該是最不喜歡提出問題，因為劇本就是看就看，它是一種感情上面
的，可是你硬要去找問題，感覺就是有點自找麻煩，就是你去享受這本劇本
就好，然後你硬是要用這麼理性去看它，就會覺得這就不像是一個劇本。
（MF3）
就提出問題啊！就覺得蠻瞎的啊！就為了提出問題而提出問題，覺得莫名奇
妙，就到後來大家就開始嘴砲硬要講啊！那一章節如果你要提出什麼問題的
時候，你就硬擠出一個，當你硬擠出一個的時候大家就覺得很沒有意義！
（SM4）
我不太喜歡的應該也是提出問題吧！因為我覺得看書是一種很快樂的事
情，你就順順的看完它，然後如果有某些片段觸動你的話，你可能用那個片
段思考……不過這也是部分上的成長吧！像我一開始提出來的蠢問題就是
說，譬如說己欣跟小悟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這種問題也能提出來，真是
太遜了！然後他們討論的都超越等級，他們之間的家庭等級怎樣，我每次討
論都…amaz
i
ng這樣！後來你會想說造成問題的本身是怎樣，就天時地利人
和這樣下去做探討，所以我覺得這部份還是有成長啦！（EM3）
提出問題那個，可能跟我自己比較有關係吧！就一開始第一單元要提出問題
的時候，就會開啟管院模式，因為管院的學生就是在報告上面想要從不一樣
的角度去切入，然後就會想一些在十分鐘的報告裡面讓教授能夠注意到我們
的…然後對我們有印象，我們就是這樣被訓練，所以就會想一些奇怪的東
西。像我們這組議題一提出來的問題感覺就是要來鬧場的，可是那就是為了
不一樣而不一樣。可是後來慢慢地融入那個氣氛之後，然後就會想認真的從
那個劇本裡面去想一些問題，可是這對我來說是另外一個麻煩，因為就是會
想到自己的事情。（MF4）
由上述訪談學生意見可知，學生雖然表示不喜歡提出問題的課程方式，
但是在談論中還是可以看出提出問題的課程方式帶給他們的幫助，例如 EM3
所認為的部分成長，即是指自己也開始會更深入探究劇本的問題；MF4 則認
為當融入學習的情境時，就會促使自己認真探究劇本問題，甚至想起與自己
過去發生與劇本情況類似的事情。在行動研究現場中研究者也發現，從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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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出的問題能否在小組討論中產生共鳴，端看提出的問題是否與小組成
員的經歷有所呼應。EM4 亦提出類似的觀點：
最不喜歡就是提出問題啊！因為提出問題很瞎啊！因為找出的問題不像問
題，而且也沒有答案。像上次我們提出來的問題，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還是
兩家人的事情，那我覺得是太扯了吧！怎麼想那麼多！問題就不像是我們會
問的問題啊！就覺得有點離譜……通常有些經歷比較豐富的講出來，可能比
較有價值，可是就像我講出來都是雞毛蒜皮比較表面的事情，所以這部分我
比較不喜歡。（EM4）
由上述可知，EM4 對於經歷豐富的小組成員所提出的問題覺得很有價
值，卻對自己所提出的問題感到困惑，因而對提出問題的課程方式產生排
斥。由此可推論，當學生對週遭和未來生活的感受不那麼強烈時，通常對提
出問題這樣的課程方式會感到不解而無法投入，因為他不認為這樣問題會發
生在自己，因此無法將劇本和生活連結而提出有意義的問題，最後對於提出
問題的課程活動就容易產生了排斥感。雖然提出問題的課程活動雖不受修課
學生喜愛，但是從問卷封閉式統計數據結果以及訪談內容看來，提出問題的
課程活動對於學生的幫助還是有其影響性存在的。
而就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學生所提出的問題從第四議題開始，其深度與
學期初的問題相較之下明顯較為深入，並且也會將問題延伸至與自己生活週
遭類似的情境來詢問同組成員的意見，由此可發現提出問題的課程活動可增
加學生對於週遭生活感受的強度，對學生未來的生活有其一定的影響力。
（四）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
訪談學生認為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可以拓廣小組討論
問題的層面，也從小組分工合作中學習其他人蒐集資料的方式：
就像我們平常討論的議題啊，就是課堂上面你就要把它討論出來，就是提出
問題之類的，然後提出問題你要想怎麼解決，這可以分很多種，但是上課你
要真的講到怎麼解決的話，就變得很淺，就是你可能把問題單一化，變成你
只能從一個角度來想，然後大家想這樣解決的話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那如果
你是回家蒐集的話，就像什麼類似我們第一次做的，婚姻是兩個人還是兩家
人的關係，那你就可以把它分得很細，就類似說你們兩個負責找，比如說我
們已經同意說要找婚姻是兩家人的事的話，你們兩個就是負責找好的例子，
那你們就找不好的例子，那你們就找現實的啊還是一些專欄，分析探討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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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專欄……那你可能就會有篩選啊，或是比較好的資料出現，而且比較有其
他人的意見，那大家討論起來就可以把問題細分化，那就可以講得更精采！
（SM1）
其實那個東西就是可以幫助自己去找一些課外的資料，然後你也可以看大家
蒐集資料的方式，就是有些人拿到這些資料會上 BBS 去問大家的意見，有
些人可能看到這個問題會去奇摩知識，有些人可能會去找一些文獻，然後你
就會知道…喔！原來有這麼多方式可以得到一個問題有那麼多方式可以去
解答這樣，然後大家思考的模式也不一樣，就很有趣！（MF7）
由上述可知，透過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的課程活動方
式，可以促使學生發現更多元的知識，增加小組同學探討問題的深度與廣
度。並且透過小組合作的過程中，得知同一問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來解
答，同時也從小組資料的分享過程中，從其他小組成員身上學習到更多元的
資料蒐集方式。
（五）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從訪談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學生對於角色取代的印象十分強烈，認為這
樣的課程活動方式很有趣，大家也因此演得很投入：
我覺得我的話是角色取代那一次吧！因為那一次大家演得很瘋！很好玩！
就是一個角色讓不同的人去演，然後真的是很多種詮釋的方法，我覺得那很
好啊！然後玩出來，喔！原來也可以這樣拿出來玩，我覺得很有趣！（EM2）
我最深刻的應該是角色取代吧！因為那個真的就很好笑，而且在角色取代你
會看到大家的詮釋都不一樣，然後你會發現，一個角色不是你自己認定是這
樣就是這樣，它一定有很多種可能，所以我覺得角色取代還蠻特別的。
（MF3）
像角色取代啊，就覺得一樣的劇本一樣的對話，可是每一個上去的人演得都
不一樣，我覺得這很好玩耶！因為明明是一樣的東西，可是大家都…因為每
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人，可能背景什麼都不一樣，所以看一樣的東西就是不一
樣，所以在台下看大家演會有很多的想法。（MF4）
從角色取代的課程活動中，學生更容易從中深刻體驗到儘管大家看待的
同一件事物，但因為每個人的觀點不同所以詮釋出來的東西也就不同。另
外，SM1 表示：「我覺得角色取代，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花的時
間會比較長，而且參與的人不多！而且真的敢玩的沒幾個啊！」反應出角色
取代在課堂執行上的困難點，台灣學生多半不喜於主動發言和表演，可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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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門課有 6 個劇場藝術學系的學生前來修習，因而稍稍改善了上述的狀
況，並且帶動了其他系所學生的參與。因此，往後在課程的實施上應強調學
生的主動參與性，若有劇場藝術學系的學生前來修課，也應平均分配在各個
小組當中，以期帶動全班學生的主動參與性。
（六）校外參訪
對於校外參訪有同學表示這樣的課程活動方式對他們來說是一次不錯
的經驗，因為對新移民配偶的觀感改變了，也因此開始正視新移民配偶來台
的問題：
就覺得去看過外籍配偶之後，就覺得對他們的印象就完全不一樣，一開始可
能就覺得他們是為了錢來台灣這樣，然後之後就覺得也不完全是這樣吧！就
覺得他們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就他們一直很努力在適應環境，就印象
還蠻深刻的吧！（EM5）
我覺得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校外參訪吧！因為校外參訪只有一次，然後再加上
那一次就可以了解到，就是發現當外籍新娘嫁來台灣是一個問題，以前可能
會不知道這方面的事是怎樣一個問題，因為頂多是你的鄰居或是認識的人有
外籍新娘嫁來台灣的，不然你完全不會發現到這是一個社會上的問題，然後
是一個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是個不錯的經驗。（EM1）
除此之外，也有學生認為透過這樣的校外參訪活動所得到的實際效益不
大，因為獲得的東西不夠深入：
我不喜歡校外參觀！我對這次的校外參觀印象沒有很好！因為我覺得時間
短，然後問的問題也…淺淺的！就跟平常知道的差不多啊！我覺得既然都到
那邊了，還聽不到自己想知道的。（SM1）
我覺得我也是不喜歡這次校外參觀。因為我覺得那算是蠻個案的，因為那女
生自己的學歷好像還不錯，不像我們一般知道的外籍新娘，就是那種走婚找
到的。如果真的好一點的話，像那種拍紀錄片的那種，給我們看到底大部分
的外籍新娘是怎麼樣一個情況去看，可能比較不錯！（EM2）
學生認為在校外參訪的活動過程中所獲得的東西不夠深入，研究者認為
造成這樣的原因是因為車程的因素壓縮了參訪的時間，因而造成學生與新移
民之間互動時間的減少，大大減低校外參訪的效益。因此，研究者認為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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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回來車程的時間，將新移民配偶邀請至學校內進行分享，相信這樣的安排
更可以提升課程活動的整體效益。
（七）角色扮演
有些學生對於角色扮演的課程活動持有很高的評價，認為需要學生上台
演出的類似課程很少，所以在課堂上有這樣演出的機會，多半帶給他們很大
的驚喜。MF5 就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方式，我覺得是角色扮演，因為本身
我還蠻喜歡看別人演戲的，之前都會去看劇藝系的表演，以前真的很少課可
以看到別人表演。」其次，有些學生則認為角色扮演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壓力，
小組內光要決定由誰上台演出都是一個問題，LF1 指出：「上課中我比較害
怕的就是角色扮演，就是通常我會把它推去給我的組員，讓他們去承擔這一
方面的。」MF2 也表示：
我最不喜歡的應該是角色扮演吧！因為我們那一組每次都會想太多，然後時
間就會不夠，要不然就是我們這組會一開始決定誰演誰演，有時候還會很麻
煩的要猜拳抽籤，然後老師每次走過來都會拆穿我們在抽籤的這個事實，所
以就會覺得實在是…可是演起來還蠻好玩的啦！只是一開始要選誰的時
候，大家就會陷入一種沉默，都不想抬頭。（MF2）
由學生上述的意見可得知，角色扮演與角色取代在執行上有同樣的困難
點：台灣學生多半不喜於主動發言和上台表演，因此提升學生主動參與性是
本門課執行上的重點之一。
（八）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訪談中僅有一名學生指出她不喜歡課外閱讀延伸學習的課程活動方
式，她表示：
因為我覺得文章都是論說文，而且我也是那種不太喜歡看字的那種人，就看
完就沒什麼感想，然後就看完了，就硬要寫感想。我記得有一次就是卡到期
中考，然後又要交作業，然後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寫什麼，我就跟我的同學說
我前面那一句跟後面那一句完全沒關係，然後打那些完全不合邏輯的，就不
知道自己在幹嘛！（M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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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該名學生而言教師所提供的文章或許太過艱澀難以閱讀，研究者建
議往後提供予學生閱讀的文章的類型應趨向多樣化，以滿足學生多樣化的閱
讀型態。
（九）問題討論
關於問題討論的課程活動方式，SM5 認為小組的分組討論可以增進同學
彼此之間的認識：
整個課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組一起討論，因為我覺得很少有課是…因為一
般通識課是大家坐在那邊，啊下課大家就走了，然後上完一個學期的通識
課，沒有認識班上的任何人，覺得一點都不像在上課，因為我覺得上課不只
是上課，因為我覺得認識人也應該是上課的一環。（SM5）
本課程藉由 PBL 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分組討論，希冀學生透過對話、思考
以及與他人的互動中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除了學業上的任務之外，本課
程也希望小組中的每一成員都學會與他人溝通協調、互相接納與扶持等的社
交關係技巧。因此，如 SM5 所言，認識他人的確是本課程非常重要的一環，
而這樣的功效必須透過問題討論的課程活動方式才能達到。
（十）其他
訪談學生除了針對課程活動方式提出相關意見外，還提出了其他課程上
的建議，EM2 提出：「我覺得有時候那個討論的時間會太長。我們自己討論
的時間太長，還有小組分享的時間也會太長，有些小組分享十幾二十分鐘還
沒結束。」SM5 亦有雷同的意見表示：
每次討論都要討論一個半小時的，因為一開始大家都不熟，就來個一個半小
時的，然後大家都很尷尬這樣，就一開始時間真的太長，所以一開始老師也
許可以用一些團體活動，讓小組織間大家可以比較快熟……可是到後面的話
是覺得時間太短，因為大家已經聊起來了。像最後我們那一組聊到都不知道
跑哪去了，Range 一直在跑，最後我們提出來的兩個問題，就我們討論到那
個劇本給我們什麼問題，所以我們是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問題，所以那一次
就真的聊得還蠻開心的。就是覺得一開始聊的時間可以再彈性一點。
（SM5）
由上述學生的意見可知，教師在小組分組討論上的時間掌控需好好拿
捏，在一開始大家都不熟的情況下可適時做一些破冰遊戲以加速小組成員之
間的熟識，並且適時調整小組討論時間的長短以利課程的運作。另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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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上課的過程中發現，每個小組處理在處理同一議題的時間長短並不一
致，以致於加深在時間控制上的難度，因此研究者認為可以明確限定小組討
論的時間，以讓各組討論的速度可以趨於一致，進而培養學生在限時內完成
小組工作的能力。

四、本門課對學生未來的幫助
針對訪談大綱的第三題詢問參與訪談的學生經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對於他們的人際
關係與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獲得為何，歸納訪談學生的意見為：（一）增進與人相處的
能力；
（二）從討論中了解異性的觀點；
（三）得到更多元的想法，學會站在他人立場思
（五）習得領導與面對自己的能力。詳細說明如
考；
（四）獲得自信與主動交談的勇氣；
下：
（一）增進與人相處的能力
訪談學生大多認為透過課程的議題內容讓他們更了解如何與同性或異
性相處：
就是有差啊！怎麼去安慰女生、怎麼跟她們聊天這種…其實跟男生也是一樣
啊！你跟男生有好關係的話，別人對你的印象也會很好！就是…你看有些人
不講話的時候，就直接去問他怎麼了，或者你覺得怎麼樣，就直接問他是不
是怎麼樣，有些人就算不講話就是有事的，然後就跟他溝通一下。（EM2）
我覺得有一個蠻有用的！就是男生跟女生心情不好…要怎麼解決，我覺得這
個很有用！就是說男生生氣會一個人，想辦法把它解決完！然後女生生氣就
想要人家陪，可是女生會脾氣很硬…就硬撐著！就會想要等你先道歉，硬撐
著說沒怎樣啊！就這樣啊！然後也不哭喔！沒表情！最後男生肯低下頭來
的話，女生就會開始哭，嗚~~~我就是要這樣之類的。（SM1）
由上述可知，從議題六「男性之間的相處」所引發出來的男女不同的相
關討論，確實讓學生更加了解如何與人相處，同時也達到提升學生人際關係
的課程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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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討論中了解異性的觀點
PBL 強調學習者合作解決實際問題，並致力於創造可能的解決問題方
案，因此從小組合作的溝通過程中，小組成員能夠透過心得與經驗的分享而
更加了解異性的觀點。LF1 與 MF7 表示：
我是因為男女分手跟不能說的秘密這兩個議題而吸引我選這個課程，可能我
之前有不好的分手經驗，所以我會想說可不可以藉由別人的想法、別人的看
法，來點醒自己某些盲點，因為當你是處於當事者的位置，你常常會搞不清
楚狀況，然後我會想說藉由問題的討論，就因為這議題的關係，然後我可以
去聽看看大家的意見，可能對自己以後可能會有所幫助。（LF1）
就是修了這堂課，跟一些人討論之後，自己就會再進一步去思考說，自己跟
異性之間的關係到底應該怎樣去拿捏，然後就是以後真的自己有婚姻的話，
自己應該怎樣去面對，或者會去處理一些事情，我覺得是對未來做一些準
備，自己的觀念上去做一些調整。（MF7）
從學生的意見可知，藉由小組問題的討論可以讓學生聽到更多不同的觀
點，並且從中深入了解異性的想法，進而促使其進一步思考彼此之間相處的
關係。
（三）得到更多元的想法，學會站在他人立場思考
經過一個學期的課程學習下來，學生普遍認為在本門課最大的獲得是為
聽到很多不同的想法，發現每個問題不會僅有一個絕對的答案，而是必須站
在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EM1 表示：「會試著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想事情，然
後溝通的時候就不會只是依自己的想法去…就是說出自己的話而已，就是會
試著體諒別人啊。」MF3、MF5 和 EM5 亦有相同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只是多認識了一些人，然後你會看到大家的想法其實還是會有很
大的差別，然後也是從課堂上你會知道很多人的意見，所以如果你遇到這件
事情的時候，你就會想到有人講過這樣的意見，然後你可以比較有方向去解
決之類的。（MF3）
課程對我來說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想法，譬如我以前辯論的時候也是
會很激動，以前高中也是會有辯論，到最後大家都生氣這樣，下課後還是會
覺得他上課的時候怎麼可以那樣講。可是這次辯論的時候我之所以可以那麼
冷靜，就是想說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聲音，你認真你就輸了！（M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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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比較可以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就像我小時候總是覺得應該有一
個絕對對的答案……高中的時候就覺得很困惑啊，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就覺
得應該沒有無解的問題，我覺得每一題應該都是會有一個答案的，然後現在
就是覺得可以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的話，就比較可以理解是為什麼了！所
以我覺得可以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事情，就會比較不一樣！（EM5）
PBL 的目標不是單單讓學生找到問題最後的答案，其重點在於學習者發
展解決方案的歷程，由上述意見可分析出訪談學生在該課程中理解到與人相
處根本沒有所謂單一對的答案，因為每個人的背景不同、思考模式也就不
同，所以能發展出來的解決方案也就變得很多元了。因此，學生在課程活動
中發現在進行溝通的時候必須學會站在別人的立場去思考，而不再以自身出
發，並且接納多元的意見才能提升日後問題解決的能力。
（四）獲得自信與主動交談的勇氣
在課堂學習中，教師鼓勵學生與小組成員溝通互動，並且上台演出和發
言，因此有學生認為這堂課可以增加自信和與人溝通的能力：
我覺得可以讓我學到跟平常不是很熟的人開始聊天，像我現在跟班上的人，
平常沒有很熟，偶爾見面還是會打招呼，現在就變得比較敢跟他們聊天。儘
管只是我單方面講，他們也笑得很開心，這樣就可以了，比較敢講啦！（SM1）
就是依我個人來說有想到什麼，就是比較不會自己把它講出來，上次聽人家
簡報的時候，什麼你有什麼話想講的時候就用眼神之類的，不過我還是學不
太過來，就個人的主動性還是要強一點。就覺得有時候場面很困窘，但是又
講不出來，但是到最後有比較主動一點，總之之前沒有人點我，我就當作沒
這回事這樣子，所以現在算是在講話上面比較大的進步。（SM2）
我覺得這堂課我學到的，就是比較信心成份的東西吧！就像上台報告啊！我
都覺得我講的東西都不太好笑，但是大家卻笑得跟瘋子一樣，就讓我充滿信
心啊！（SM4）
從訪談學生的意見中可得知，本課程透過小組討論以及課堂發表的活
動，促使學生獲得在人前表現自我的信心以及與人主動交談的勇氣，大大提
升了學生在人際關係溝通上的能力，並且達到本課程培養現代學生所經常缺
乏的自我表達能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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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習得領導與面對自己的能力
本課程在進行小組討論之前，請各組推派出一位組長，以引領小組進行
議題的討論，LF1 表示：「可能因為自己是組長的關係，所以就會擔負起把
團體帶動起來的功能性，所以我可能因為這個角色讓我學到一點領導的東
西。」由上述可知，透過本課程的學習過程，可以促使擔任組長的學生獲得
領導能力。除此之外，本課程期盼學生能夠將劇中人物所碰及的情境遭遇，
引伸至真實生活的情境中，並運用 PBL 的問題解決方式，理出每個人的人際
問題，進而尋找可能的解決模式。MF4 指出：
可以讓我重新思考很多事情，像一開始還沒確定選課的時候，不是有填那個
25 格的那個……裡面是有一個格子是符合我的，但是我不敢簽，就是你有沒
有被學長姐欺負的經驗。現在很多人看到我這樣開心的樣子，都不知道我以
前被學長姐欺負得超級久的……那時候我還想說要藉由心得發言講說，我現
在敢在這邊講就代表我已經走出來了！還有議題一那個男女分手的經驗，我
那邊打超久的，因為我不想從頭去回想那種事情，因為過了之後我通常不會
再去想，可是為了寫作業，還從頭從很甜蜜的過程寫到不開心的過程，我覺
得這堂課讓我重新去面對很多關於我自己的事情。（MF4）
從 MF4 的意見中可得知，透過這堂課的課程規劃，確實讓學生將課程
問題延伸至真實生活情境之中，並且透過心得發表以及學習檔案的書寫過
程，讓學生願意重新去面對關於自身的人際問題，因而習得勇於檢視自己並
且改善自己的能力。

第三節 學生學習檔案觀察
學習檔案強調學生在課程上的學習歷程，是學生學習成長的證據。本課程實施期
間，要求學生必須在每一議題當中紀錄自己的學習歷程、自我反思以及回饋紀錄，藉此
可以提供學生檢核、反思及調整學習策略的機會，同時也是研究者據以檢視學生在課程
中的感受及成長的工具。本節將學生撰寫於學習檔案的內容分為四個部分進行分析探
討，第一部分利用學生所寫的學習反思內容加以分析歸納；第二部分根據小組在各議題
所提出的問題做進一步的檢視；第三部分則運用學生於部落格上的回覆做前後探討分
析；第四部分則利用學生於期中和期末對於同組成員所做的自評與互評的回饋評語做前
後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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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學習反思內容
焦點訪談過程中，雖然有學生指出學習檔案整理起來很累，但大多數學生對其表示
認同，如 MF6 認為：
「學習檔案都會問一個你自己有關的事情，每次寫完的時候都會覺
得很過癮，因為我都會寫很多自己的事情，然後寫完之後就像又重新整理了一次，感覺
蠻有心得的。」因此本部份將利用學生撰寫於學習檔案的學習反思內容，分別歸納出以
（二）學生修習本門課最大
下三點：
（一）本課程對學生影響最大的單元、活動或事件；
的收穫；（三）學生若再次修習本門課將如何調整學習計畫。
（一）本課程對學生影響最大的課程活動和議題
修課學生大部分認為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活動是課堂上的問題討論，學生
認為藉由小組問題討論的過程，可以讓人輕易表現自我、透過彼此的激盪之
後看清事情的本質以及增進對外系學生的認識進而擴展自己的生活圈：
儘管一開始整個不在狀況內，但是深深的被這種開放式的教學所吸引（PS：
雖然我沒有資格去評論，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歡台灣的教育制度），教室裡彷
彿有種魔力般，每個人平常不輕易表現的一面慢慢的被釋放。（SM6）
我最有感觸的議題是第一單元：男女分手的藝術，在小組討論時，我提供了
一些過往戀情的經驗，雖然我並不避諱聊這方面的話題，但在完全不熟悉的
人面前大肆的分享還是第一次。（MF6）
議題當中，助教以及老師有選擇幾個單元讓我們自己去找問題以及準備相關
的資料，這些應該是讓我收穫比較多的，過去有問題可能會去參考一些書
籍，看看些人是怎麼做的，怎麼去應對，唯獨就是缺少了討論，在小組時間
裡，大家的意見都不一樣真的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情，經由討論、爭辯，常
常可以看見事件的盲點，看見的是事件的本質，有時候自己的堅持，在激烈
的討論過後，常常會有一種當頭棒喝的衝擊跟輕鬆，輕鬆的是原來自己這麼
無知。（EM6）
在課堂上的討論，也使之氣氛更加生動有趣，也能夠認識更多外系的同學，
從而把自己的生活圈子更拉廣，並且讓他們也放開心膛，更可以有發表自己
意見的權力，也可以使之更融入大家的發表。（LM1）
小組問題討論的課程活動除了可以促使小組成員更熟悉彼此並且更能
從各方角度深入探討相關問題之外，也有學生表示小組討論的同儕壓力還可
以促使自身的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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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看大家這樣子做，就會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就會被逼去記…自己
去學東西，就無形的…同儕的壓力，迫使我要去，而且好像自己要自己去學，
就是學習的目的、目標好像就很自由！（SM4）
我覺得應該是有團體就會主動學習，像一開始大家不熟啊！然後組長總是被
我們推出來，一開始總要有人被推出來，然後就是至少就要去 Cue 別人，像
我自己就會先發表意見，然後也不能光是一個人在講，然後在裡面就要學著
說怎樣誘使人家跟你討論，就是硬要跟大家聊什麼的。可能聊久了，大家就
不會那麼奇怪，就開始聊。然後主動的話就是看到什麼文章跟課題有關的，
就會特別去點一下，就是奇摩有時候會有奇怪的標題，就會想說這個跟我們
那個有點像，然後就會點進去看一下。（MF5）
對於理工學院的學生而言，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活動是針對「議題五：
情感懺悔與救贖」所進行的角色辯護活動，有些人發現自己在情緒激動時很
難將心裡的想法完整表達出來，更多人從辯論中體會到每個人的想法不同，
因此要懂得尊重別人的想法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衝突，同時也讓學生懂得要更
客觀去看待一件事情。
那一次兩方分別站在小悟及己欣朋友角度的辯論讓我印象深刻，發現自己在
情緒中會很難將完整的想法表達出來吧（一動怒就只想一直反駁），也聽到
除了自己組內同學之外班上其他同學的看法。另外，經由那次的辯論也讓我
體認到人際溝通方面的一點－千萬不要試圖讓每個人的想法都跟自己一
樣，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反而很容易就會導致衝突。（SF1）
在整個課程中印象最深的課的一個活動就是小悟的朋友與己欣的朋友的雙
方對談吧，在這個活動中，不難發現確實在大家的想法中有很大的差異，就
算是在同一個陣營中也是一樣。在表達的過程中，還可以體會到要讓對方也
同意自己的想法有多困難，因為雖然自己對於對方有道理的想法也可以接
受，但還是會有很令人傻眼的看法出現。再來就是表達的方式在不同人身上
也會有很大的差異，有些人說話的方式就會讓其很有說服力，這應該是可以
好好學習的部份吧。（SF2）
整個學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單元是分兩邊討論的那一次，戰況激烈的程度
實在是印象太深刻，沒想到只是一個劇本裡的一小段劇情，就可以讓大家的
鬥志高昂到這個境界阿，而且男生女生的思考，在那次也分的很明顯，雖然
好像有人覺得有點太激烈到快吵架的感覺，但其實我覺得這樣子討論真的還
蠻有趣的。對我個人的影響，我覺得就是了解到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除了
要包容別人的想法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套用整個世界，
也不要去套用別人，懂得尊重別人，尊重別人想法真的很重要！（EM5）
其實最有印象的單元應該是單元五，一來是老師有分兩大組群去辯論，二來
是這個問題會發生的年齡層比較接近我們，所以大家的想法也自然而然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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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豐富，讓課程中大家可以討論的部分愈來愈多，而且一開始是討厭小悟
的我，在兩人一組的小辯論活動中，讓我逐漸可以對我直覺認為是有罪的人
去想他的處境以及他這樣做的想法，而不是看到一件事情就先入為主的設定
哪一邊就肯定是受害者，這種先入為主的感官沒辦法做到客觀理性的去看待
一件事情，也沒辦法兩方面的深入去思考，這個單元討論完之後，我覺得我
的想法應該有些進步了，至少我覺得我有進步有改善了。（EM7）
另外也有學生表示課程中所討論的議題內容對其未來有一定的正向影
響。LF2 指出「經由這門課讓我更快先體會到現實社會即將會發生的事情，
而提早先準備既有的知識以去應變。」LM1 以及 LF4 也表示：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議題三職場關係的解套，雖然我自己還沒有要踏入職場的
時候，但是我對這議題特別有興趣，而且還更是過癮，因為在當中老師需要
以演戲的方式來呈現出劇中的角色與情感，我在這邊也尤其投入，專注力也
甚高，無論台下叫得怎麼樣都沒有干擾到我，全程投入在其中。在當中，我
很認同作為一個上司不能對下屬太超過，甚至做出不應該做的行為，這樣除
了可能會引起下屬對你的不滿，而且也會更使人覺得受到傷害。加上也不要
把自己的情緒投入在工作上，這樣不單只會影響整件事情的處理，也會令你
失去判斷能力，這也正好可以帶入我們現在的一些製作中運用，不一定要在
職場上才用得著，這樣才更能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拉近與增長感情。在其
他議題中，也探討了一些家庭與兩性之間的相處，也會使之帶入自己的生活
中，然後回想過去，從而反思並且改進過錯。（LM1）
七個議題並非每一個我都已面臨過，面臨過的問題，讓我對自己有了更進一
步的認識，讓我更了解自己真正的想法，而沒有面臨過的呢，如果在未來真
的遇到了，因為這門課，我已經知道該如何面對，或許說的真的比做的好聽，
真的面對的時候，可能沒辦法像自己想的那樣完美的把事情解決，但是，至
少不是腦袋一片空白的去面對。（LF4）
由上述可知，課程中所探究的議題內容確實能積極影響學生面對未來可
能遭遇的人際問題，使其能更有智慧與勇氣去處理人際關係，進而幫助學生
增進與他人之間的情誼。
（二）學生修習本門課最大的收穫
修習本課程的學生共 38 名，兩名長期缺課的學生以及填寫問卷當天缺
課的學生不計算在內，理學院和工學院的學生共 20 名學生，其中有 17 名男
同學以及 3 名女同學；而文學院和管理學院學生共 15 名學生，其中有 14 名
女同學以及 1 名男同學。因此本部分為了方便資料的彙整，同時探究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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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學生對於本課程獲得的差異，因而將學生的意見依學院類別分為兩大部
分來進行分析：
1. 理工學院的學生
理工學院的學生認為本課程帶給他們最大的收穫為：(1) 學會在團
隊中合作分工，並且從中獲得更多元的思考；(2) 更了解異性的想法，
增進自身與人相處的能力；(3) 更能敞開心胸與人交談，並且更加勇於
表現自己。以下分項的說明：
(1) 學會在團隊中合作分工，並且從中獲得更多元的思考
理工學院的學生指出透過課程中的分組活動促使其學會如何在
團體中適時表達自己和仔細聆聽他人意見，並且更加能融入團體的
分工運作：
學習到在一個組裡面，適時的表達，並且仔細聆聽他人的意見，讓
自己想法更加寬廣這是一個人孤立奮鬥所達不到的效果，從以前開
始，我不喜歡團體運作，總是會覺得會被很多人礙了事，透過這門
課，好多珍貴的意見是自己一開始根本想不到的，我覺得這是最大
的收穫!!（SM9）
最大的收穫可能是在學習的過程中體會到一個團體是如何運作，需
要怎樣的分工，還有在表達自己意見時所應該使用的方式，當然，
在每個議題上因為有同學的分享以及討論，都讓我對看待事情的角
度有新的體驗。（SF2）
由上述可知，當學生融入團隊的運作時，就更能夠仔細聆聽並
且接納他人的意見，因而增進自己思考的廣度及深度，EM2、SM5
和 SM9 表示：
課程結束，透過課堂討論與學習檔案，我發覺我比以前更會思考了。
有時候我跟朋友討論一些生活瑣事或心情小語時，有人說我想的方
向很正確，都確實到問題的癥結點上，甚至說我心思纖細地根本不
像個男人，是男兒身女兒心，雖然是種讚美，卻讓我有點哭笑不得。
（E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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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的課程讓我用更多不同角度切入議題，其實很多問題都在劇
本本身，但是在劇本外的問題更是有趣，跟大家的討論真的很開心，
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看法。（SM5）
我在這學期，我想我自己正在慢慢的蛻變，會變得更有想法，更加
的了解自己。對於人際關係，和人相處之道，如何溝通、協調，在
課程中所學到的，在自己的周遭都可能會發生，而未來所要面對人
事物也會出現上課中的情境，如果去表現自我，處理身邊的人際關
係，這不單單是一學期，而是一輩子的。（SM9）
透過團隊合作的討論過程，學生學會接納他人的意見，進而改
變自己的想法，除了獲得更多元的思考模式以外還能更加了解自
己，最後增進學生自我的人際溝通能力。
(2) 更了解異性的想法，增進自身與人相處的能力
由於理工學院的學生以男生居多，所以有男同學表示透過課程
的討論，能幫助他們更加了解女性的觀點，一如 EM4 和 EM1 指出：
男生女生的想法真的就差很多很多，每次女生發表的意見都會讓我
又學了新的一課的感覺，畢竟跟我的觀念真的差了不少，但是我想
這種衝擊是有正面意義的，也因為討論的議題都在人與人相處的主
題上，這樣對以後的人際關係處理上會有很多的幫助，畢竟能有人
會分享想法的機會越來越少了。（EM4）
我是電機系的，我們班上只有 6 個女生，平常很少有機會和女生相
處。這堂課有很多機會討論男生女生的不同，這些不同很多都是修
課後才慢慢明白（例如：女生善於有肢體表達自己想法；女生喜歡
找姊妹淘訴說心事...等等）。（EM1）
課程中利用男女、科系均分的策略來進行小組討論，由上述可
知這樣的分組模式是有利於學生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也將有助於學
生未來在人際關係上的處理。
(3) 更能敞開心胸與人交談，並且更加勇於表現自己
理工學院的學生認為透過上台表演、報告以及討論的過程更能
敞開心胸地與他人交談，並且勇於表達自我意見，SM1、SM7 和 EM7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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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堂通識課顛覆了以往給我的感覺，是要認真要參與更重要的是要
討論，每次的分組討論，一次次的上台表演，都能讓我感覺更進步
一些，思考更能全方位，畢竟每個人的思考角度不一樣，能學習的
對象太多了，我努力著。（SM1）
我在其他課程討論時總會擔心這個擔心那個，總是在思考討論論點
時還來不及發表大家就轉了個話題；雖然我在這門課思考時還是常
常停頓，但每討論過一次累計增加的經驗也讓我慢慢克服討論、報
告時的緊張感。（SM7）
我覺得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比較能跟不太熟的人討論一些問題，而且
是一些自己的想法佔比較多成分的問題，就比較能夠和其他人交換
自己的心得，可能會讓自己比較沒有那麼的自我主觀吧。（EM7）
由上述學生所述可以得知，經過不間斷的小組討論可以提高學
生與他人溝通的能力，並且就由上台的報告和演出來增進自我的信
心，讓學生更加懂得如何在團體中表現自己。
2. 文、管理學院的學生
文、管理學院的學生認為本課程帶給他們最大的收穫為：(1) 學會
分享與傾聽，增廣自身看事情的角度與視野；(2) 更能面對未來可能發
生的人際關係問題；(3) 課程後續的反思，能改變自身的心境與行為。
以下為分項的說明：
(1) 學會分享與傾聽，增廣自身看事情的角度與視野
文、管理學院的學生認為，透過小組來自不同科系的成員討論
之過程能夠學會如何去分享與傾聽，並且接納多元的意見以增廣自
身視野和深度：
我不是個吝於分享的人，在小組討論或單元經驗分享並不困擾我，
在這堂課中我學會的反而是接納不同的意見，再將兩者綜合，而後
歸納、下結論，且能更有條理並扼要的闡述自己的看法。（MF6）
學習到了去聽跟自己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學習如何從別人的看法中
去修正自己的想法，增進自己看事情不同的角度與視野。這堂課讓
我重新思考了很多事情，不論是在男女方面，或者是對劇本的看法，
也了解了男女之間的不同。（LF2）

104

修習這門課最大的收穫是真正聽到不同的想法，因為平常生活圈內
相處的人有限，對事情的看法可能角度也相去不遠，接觸來自各個
不同生活經驗的朋友，學習別人怎麼處理同一件事情，有時候可以
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小組討論真有所謂的相乘效應，到學期
末的時候，我發現我們討論的問題，已經比學期初的層次更深、角
度也更廣一些了，分享與傾聽，能夠有所成長真的感到非常地充實。
（MF5）
這堂課收穫最多的，其實是大家的意見，每個人不同的想法，都讓
我有更多的思考，不是只有自己想的這樣。也符合這堂課人際關係，
可以學著去跟同儕相處，不同系也會激盪更多不同的火花。（LF5）
從分享與傾聽當中，文學院和管理學院的學生認為透過小組討
論的過程可以提升問題討論的深度和廣度，並且增進自己看事情的
角度和視野。同時也因為小組成員背景的不同產生更多的火花，也
從中學習到如何與各式各樣的人相處的能力。
(2) 更能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人際關係問題
文、管理學院的學生認為本課程所提供的議題內容有利於理解
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並且提早體驗了現實生活中尚未發生在自
己身上的人際關係問題：
上完一整個學期的《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
，讓我更能夠
理解到人與人相處之間的態度以及對於在家庭中出現問題時要如何
面對，透過劇本來探討議題的確令我覺得更有趣，以及不會覺得很
無聊，因為這樣也可以等於是活學活用。（LM1）
看到老師與助教的用心規劃課程，激發了我們的大腦，更實際的去
體驗了現實生活中尚未發生的故事，在這堂課的體驗，將會是出社
會時所直接面臨到的問題所在，但在經由這堂課的學習與分享，讓
我更能感受身為人類的快樂。（LF3）
除了可以替未來的人際關係先做好準備之外，MF3 認為本課程
所提供的討論議題還能幫助自己勇敢面對過去，進而更加了解自己：
經過這一學期，我感覺到這並不是全然和劇本有關，更多的是花時
間去省思一系列的議題，所以老師並沒有限制我們思考的方向，課
堂上靠的全是小組間彼此思考的激發，因此讓我重新認識自己一
次，過去無法面對的事情和議題牽扯上關係的話，就不可能繼續逃
避。（M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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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文學院和管理學院的學生認為課程中的議題討論
是有助於學生面對過去的不完滿，進而以全新的自己來面對未來所
將面臨的人際關係問題，在如此活用的課程過程中體驗了身為人類
的快樂。
(3) 課程後續的反思，能改變自身的心境與行為
文、管理學院的學生認為本門課的課程模式有助於學生課後的
資料收集與反思，有助於調整與提升自身的看法與心態：
說到收穫，應該就是心境上的改變吧！總覺得以前的我真的很任
性，總是想怎樣就怎樣，但在經過一學期的課程以後，我知道，人
總是該學著長大，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每件事都是順著自己的意思
在進行的，遇到不順時，不能只是怨天尤人，應該要盡自己最大的
努力去改變，讓事情可以順利進行，倘若事情無法因為自己的改變
而改變，就必須要調整自己的心態，換個角度來看待整件事情，這
樣才不會讓自己太難受。（LF4）
我認為一堂課最棒的是後續的反思，很多的學習不應是片斷的、階
段的，更進一步他應該是可以反思，可以延續的，很多時候五花八
門的補充資料常常可以讓自己有另一番的思維出現，這時候就會去
反思自己的行為，而我自己發現我在行為上真的有所改變，這門課
感覺是在為未來或是現在的自己做功課，很多時候我巴不得我的男
朋友也來上這堂課，因為有些話、有些觀念透過團體的討論會更具
有說服力，會更有影響力！（MF7）
由上述可知，從 PBL 學習的過程中文、管理學院的學生完整應
用了 PBL 的學習方式，了解學習不是片段的吸收而是一個延續的過
程，從小組討論中所分享的多元資料與課後的反思中提升自己的思
維與心境，以達成公民素質的提升。
由上述可歸納出，不同學院和性別的學生皆認為在小組討論的分享與傾
聽的過程中，增廣自身多元的思考是本課程帶給他們最大的收穫。以男同學
居多的理工學院的學生更進一步提出小組討論的合作模式除了有助於了解
異性的想法之外，還能提升團隊合作的能力，並且增進溝通與分工的能力。
而以女性居多的文、管理學院的學生則認為小組討論成功的關鍵在於成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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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因為背景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會不同，因此才能激發出更多的意
見，從中也能學習到如何與各式各樣的人相處的能力。
以男性居多的理工學院的學生認為上台演出、報告以及小組討論的過程
能增進自我信心，並且提升在團體中表現自我的能力。以女性居多的文、管
理學院的學生則認為課程中所提供的議題內容除了可以替未來的人際關係
先做好準備之外，還能幫助自己勇敢面對過去的不完滿。另外，文、管理學
院的女學生認為學習不是片段的吸收而是一個延續的過程，並且認同小組討
論的功效和實踐課後學習的反思，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本次課程中文、管理
學院的女學生是最能完整應用 PBL 學習的族群。
（三）學生若再次修習本門課將如何調整學習計畫
修課學生多半認為如果有機會再次修習本門課的話，他/她們並不會改變
學習的目標，因為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以來他/她們還沒完整地達到學期初所
訂定的學習目標：
雖然在課堂中發現自己的表現沒有一開始想像中的差，但我不足的地方可能
還是同樣的，所以目標、規劃應該都不會改變。（SF1）
若有機會在修習本堂課的話，依然會有相同的學習目標，因為在這次的學習
過程中，還沒有完全的達成我的學習目標，像是跳脫自己的框架這一部分，
常常在討論中還是會陷入自己的觀點中，雖然大部分時候是可以接受新的想
法，不過當不能接受時自己就會變得有點強勢，這是需要改進的部分。
（SF2）
對照我學期初設立的學習目標與計畫，現在評比我對各項計畫的完成率，我
應該會給自己打 80 分，我捫心自問，這幾項我都有做到，但還沒到滿分，
因為我知道自己還有進步的空間。有幾位組員的表現比我優秀許多，若能再
選一次類似的課程，我想以他們為藍本，作為自我追求的目標。（EM2）
視野狹隘其實是我個人方面一直存在的問題，所以，如果再修一次這門課，
我的學習目標還是會是一樣的，還是希望能在上過一學期的課程之後，讓自
己的視野開闊一些，心胸也能寬廣一些。（LF4）
另外也有學生表示會改變學習的規劃，藉此讓自己能更積極參與課程的
演出、積極分享及了解小組成員的想法以及確實紀錄學習所獲：
如果還有機會修課，我會定下不同學習規劃，我規劃自己勇於爭取上台演
戲，因為我容易對於陌生環境面前隱藏自己，怯於表達自己。如果有機會在
修課，我會希望自己能在這點有所改變。（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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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機會再修一次的話，我會把握上課的前幾堂生疏期，多多和組員分
享以及了解大家的想法，而不是花那麼多的時間在〝漸漸〞認識組員而已。
（EM7）
如果再有機會修這門課的話，我會希望有更多的演戲，從而從角色融入進生
活，感受當中的情感與經歷，並且能與其他人有更多的火花。（LM1）
我會每週給自己一個功課，這個功課來自於上完這單元的感觸、想法，或是
認為可以去改進的地方……很多觀念要透過進一步的實踐才能更加的清
楚，並且感同身受。如果都只是聽一聽其實很難將觀念塞進腦袋裡，未來也
不一定用的出來。或者我可以將我這個禮拜的所學做一些統整分享給同學知
道，再進一步交換他的意見，並記錄下來，其實我現在會跟同學交換意見，
但我並不一定會記錄。畢竟透過記錄可以讓自己思維更加清晰，也可以進一
步去思考。（MF7）
由上述可知，修課學生多半對於一個學期以來的學習過程抱著些許遺
憾，認為如果再有一次機會修習本門課將會更全心全意投入課程活動之中，
積極參與演出與小組討論，藉以提高學習的效能。
二、小組所提出的問題檢視
本課程擷取與授課內容相關的劇本作為課程的教材，由於根據各議題所擷取的劇本
內容並未給予學生後續發展的結果，其弱結構性可以促使學生更致力於尋求問題，並且
經由小組討論的模式探究問題背後所形成的原因並進行問題解決的任務，而本部分將依
據學生撰寫在學習檔案中小組討論所提出的問題來做學生學習成長之檢視，各小組的全
部提問問題詳見第三章的第三節。
由各組學生所提出的問題可發現，學生於期初所提出的問題多半是直接從「劇本內
容」所列舉而出，例如在議題一學生所提出的問題：「以樂為甚麼要和小賈分手？還給
小賈的照片為何是“
挖掉頭”
的？小賈說：
『我感激妳』的原因？」
（第一組）
、
「前段（p.4）
是否為以樂的劇本演練？是否以樂利用小賈的反應來尋找寫劇本的靈感？以樂是否已
決定離開（自殺、癌症、辭職、移民）？」（第二組）、「為甚麼要把照片的頭挖掉？」
（第三組）
；議題二：
「炳忠知不知道以樂有外遇？知道的話，為何逃避？否，則相處？
究竟幾人行？演戲是為了？a.發洩情緒（溝通不良）；b.讓炳忠反省；c.揭發地下情；d.
以上皆是；e.以上皆非。」（第一組）、「肚子被搞大？以樂是否暗示自己的外遇炳忠有
責任，希望炳忠挽回？以樂想怎麼表達？又希望炳忠如何理解？」（第三組）、「康樂隊
事件？以樂藉由排劇本來說出外遇實情，是否替自己留後路（鴕鳥心態）？」
（第五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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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見學生在還未熟悉 PBL 學習模式的情況下，所提出的問題較多是劇本層面上
的問題，而還不能夠將其層次推廣至真實生活的情境之中。
然而在第二議題開始有些組別所提出的問題已能稍稍跳脫劇本的限制，而進入「劇
中特定角色」所面臨的問題，例如：「炳忠為何逃避真相？自卑？消極？愛面子？以樂
是個怎樣的人？為何外遇？想要甚麼？」（第二組）、「這真的是我（炳忠）能承受的真
相嗎？」
（第四組）
；議題四：
「如果你是知情的阿丁，怎辦？若小悟知道阿丁家庭狀況，
（第一組）
；議題六：
「車子與女人的關係？在低潮時，如何找到快樂？」
（第四
怎辦？」
組）
；議題七：
「如果你是娜拉，離開？不離開？帶走孩子？留下孩子？娜拉的角度，甚
麼是真正像夫妻的生活？」（第三組）、「真的只剩「離開」這一條路可走？玩偶？被塑
造出？還是娜拉自我定位？」（第五組）。
直至議題四之後的問題討論，學生就逐漸能將劇本的情境套用在自己真實生活的情
境問題上，提出的問題也較多與生活相關，例如：「結婚是兩個人或兩家人的事？成長
背景是否會影響另一半對他/她的觀感？血緣關係對家庭結構及氣氛的影響？如何表白
難以啟齒的特殊家庭背景？」（第二組）、「若在論及婚嫁時，是否會因對方家庭狀況或
瞭解不夠而打退堂鼓？」（第三組）；議題六：「若朋友有心事不說，怎辦？角色是否會
影響表達？」（第一組）、「男性會如何表達內心的情緒、煩惱？男女之間表達方式的不
同？為何有此不同？表達與不表達在一段關係中會有甚麼影響？」
（第三組）
；議題七：
「為甚麼女人為男人犧牲是理所當然的？女性如何維護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與自以
為是的人相處？為何夫妻不能坦然相對？」（第一組）、「妳會為了甚麼犧牲？男女間的
關係連結是甚麼？控制慾？」（第二組）、「夫妻間無法坦誠的原因？男女之間如何達到
地位的平衡？」（第四組）。
由小組在各議題中所提出的問題層次之轉變，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學生在整個學習過
程中的成長，學生從一開始停留在劇本層面上的探討，經由課程的小組討論學習的磨練
逐漸能夠跳脫劇情層面而深入探討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問題。由此可發現提出問題的課
程活動可增加學生對於真實生活感受的強度，使學生能將劇本情境與自身真實生活連
結，相信這樣的學習成長對學生未來生活有正面的影響。
三、學生部落格回覆
本課程共規劃七個議題，每個議題進行兩週，在議題結束後皆有課外閱讀文章或要
求蒐集相關案例與故事，課程要求學生於閱讀後在課程部落格上發表相關的回饋，每個
學生至少要發表四次。為了深入瞭解學生的學習成長，此部分將依據學生在課程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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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作的回覆做進一步分析。在此採取四位在部落格回覆超過五個議題以上的學生作為
分析的樣本，另外再擷取幾位同學的回覆做為資料分析的補強。
（一）學生回覆初期
在學生回覆初期可發現學生在一開始的回覆較傾向於將閱讀資料的內
容做摘要式的說明，接著再補述自己的感想，例如 MF6 與 SM5 在課程部落
格上的回覆：
我認為「逝去的愛情──分手的失落與悲傷」一文中所分析的關係解體（分
手、精神、對立、社交及穿喪服）等五階段，以及分手（否認、憤怒、討價
還價、沮喪及接受事實）等五階段都相當貼切，我也經歷過。起初都會無法
接受，亟欲否認分手的事實，試圖去挽回，但卻常常失敗。在發現挽回似乎
起不了作用，對方又過的很好時，或許會出現一些失控的行為，諸如自殺或
簡訊電話騷擾、守在對方網誌前不停的搜尋有關他或她透露出的點滴，然後
自己放大解釋之類，族繁不及備載。（MF6）
從補充資料來看，外遇分成感情與肉體，我認為肉體外遇只是感情外遇的下
一步，或者說雖然只是單純聊天，其實不知不覺中內心開始期待與他的相處
比面對自己感情對象更加愉悅、輕鬆，在這同時外遇已經發生了。對於自己
的感情早已產生不忠誠的心態，感情漸漸轉移，身旁的人不再是最能讓你放
鬆的人，剩下一種責任，對於感情只剩下責任 沒有實質意義。或許自己認
為問心無愧，因為沒有跟他發生關係或對不起這段感情的行為，但感情是建
立在彼此信任上，並不是單純守護而已。（SM5）
（二）學生回覆中期
課程進行至第三議題時發現學生的回覆較會跳脫撰寫文章大綱的制式
回覆模式，轉而直接與同學分享自我的感想以及周遭所見的相關經驗：
在本人國中的時期，體育老師跟歷史老師是夫妻，但是在校園裡根本不會看
見她們兩個人手牽手……感覺起來體育老師不會對那位老師特別好，讓她想
做什麼就做什麼，該不爽的時候還是會唸個幾句，跟別的老師也差不多。我
要說的是既然有準備在職場上有戀情，工作上就不應該有任何的私情，有這
樣的準備私底下要怎麼樣，我認為旁人其實也干涉不了吧！（EM6）
在「別再原地找乳酪──建立良好的職場關係」中提到六類難纏同事的分類，
我特別有感觸，我的個性比較直，對於團體中做事拖拖拉拉或是應變能力不
足的人就會很不耐煩，所以我最不喜歡沒有主見的同事……另一種同儕也很
難纏，就是自視甚高外加喜好批評的人……面對這樣的同儕，若意見相左時
或自己遭受批評時，我都盡量不發表意見，讓他闡述自己的高見，再默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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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我的優勢，讓他自己感受到他的論點錯誤，事情並不如他自以為的那
樣，若是對方還是堅持己見，那就隨他沉浸自己的世界吧！（MF6）
到了第四議題，由於課外閱讀資料皆交由各小組成員進行蒐集，再經由
助教放至網路上予以全班學生下載，因此學生閱讀課外資料的興致明顯地提
升了。而這樣的提升也帶動了學生在課程部落格的感想回覆上，讓學生開始
對部落格上其他同學的回覆發生反應，如 EM6 與 SM5 表示：
看到上面有人提到家庭背景，最主要所反應的應該是生活態度以及面對事情
的處理模式。兩個人結婚最重要的是兩個人，曾經看過有一個人說道“跟你
在一起 痛苦會減半 幸福會加倍”，我覺得這樣就夠了！雖然面對生活的困
境，但是兩個人一起努力，有正面的態度，再怎麼苦也是覺得甜滋滋。
（EM6）
對於包容一切 甚至包容孩子的人，真的非常有肚量，但是女朋友是否愛著
你會影響未來的生活，結婚是需要用心經營，但是懷著別人小孩結婚，感覺
婚姻的基礎，信任本身就開始動搖，無法確定婚姻的未來，倒不如重新檢查
這段感情是否該延續？（SM5）
此外，在第四議題的回覆上，除了學生對其他學生所提出的意見做了感
想回覆，更有學生開始對於助教的回覆做了比較激烈的回應：
以女生來講，如果你沒有自己本身就能夠養活這個小孩並保護他的能力，你
生下來對小孩也很不公平，萬一哪一天，你跟老公分了，你的小孩你要怎麼
獨自撫養？而且你要有準備，你接下來的人生可能就要帶著一個拖油瓶……
所以除非你真的對自己那麼有自信，確定老公永遠愛你或者自己很有能力照
顧這個小孩，不然就不要生，不要說什麼人道主義，不能保障你的小孩生活
的話，對孩子也是不公平的！（LF6）
關於懷了孩子要不要打掉的問題，不知道耶！總覺得打掉一個小生命真的很
殘忍，或許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雖然母親沒辦法保護他，但或許上天就是
要這樣磨練他也說不定啊，說不定這孩子會成為拯救世人的偉大人物也說不
定，所以說要這樣殺害一個小生命，連一個生存機會都不給，實在有點說不
過去。不過話說回來還是要在健全的條件之下再生小孩子吧！（TA）
但我覺得為人母的不應該讓孩子一出生就承受這麼大的壓力。這不能以磨練
當藉口，一萬個小孩當中就算有一個偉人，他能取代剩下的 9999 個吧？家
庭不健全往往產生很大的社會問題，這種問題你如果不能負責，總不能叫小
孩自己負責吧！……我並不是覺得一定要有完美的家庭背景才能生小孩，只
是看看如今的社會單親媽媽如此氾濫，多少的小孩學壞理由都是家庭不完善
的原因，難道這能責怪他們沒通過磨練嗎？如果人真的有靈魂那生命就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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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因此生命永遠也不會缺乏，我們不用擔心小小的生命會被抹殺，他自
然會有更好的出路。（LF6）
由上述學生回覆資料可以看出，學生在部落格中期的回覆已跳脫初期先
概略提及課外閱讀的內容，最後再簡略說些自己的感想的中規中矩的回覆。
直至第三、四議題的回覆開始，學生就比較能大膽抒發己見，甚至直接批評
助教的回覆，由此可見學生在獨立思考與思辯能力上的成長。
（三）學生回覆末期
在部落格回覆的末期，學生更能直接跳脫文章內容的討論範疇，直接抒
發自己在整個議題的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感觸，而也有學生更直接地對該回
覆就延續性的思考：
劇本中娜拉為了家庭願意犧牲自己的名譽換取家庭的穩定，然而現實中我們
會為了什麼犧牲自己呢？所以我們將題目設定為「如果與男女朋友考上不同
位置的學校，是否會願意為了愛情放棄自己的未來」在這個前題下，可以發
掘男女之間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有些許差異。我們本組的男生都直接回答會
選擇學校而非愛情，對於愛情採取順其自然的態度……但是如果把年齡設定
為二十五歲以上，此時答案會有相當大的差別，男生還是會選擇學校，但是
女生卻因為年齡增長，感覺應該穩定下來以及想到未來的工作環境可能沒辦
法遇到喜歡的人選，生活環境的單調，所以無法跟更多的人接觸。會選擇留
下來跟男朋友一起讀書的猶豫時間大增，這是非常大的差異性。（SM5）
我想延續上面第一位同學的問題，「如果與男女朋友考上不同位置的學校，
是否會願意為了愛情放棄自己的未來」，這真是個令人猶豫又天人交戰的答
案，我想是一種割捨不下的情感吧！但是我又會想其實誰也無法為誰的人生
負責……但愛情究竟不是經濟學,或許今天如果決定要結婚，或者是為人妻，
或許就不一樣了。但我仍然知道某位女老師跟老公分隔兩地，而且是歐洲和
台灣的距離，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我認為其實這跟個性，還有自己對理想
的堅持，還有彼此的信任有關。若是這段感情彼此的建立不單單在於陪伴，
而是心靈上的契合或者是價值觀，喜好相同等，那或許距離並不一定是最重
要的因素。（MF7）
此外，在回覆末期更能明顯看出學生在議題探究的深度加深，並且所提
及的感想與自身生活經驗更是緊密連結，較能真實呈現學生的自我觀感：
社會價值觀對於人的影響是始自於兒時的，男女生從小被教導成，或説是有
意無意被引導成ㄧ般所認為的性別樣態……男生會慣於將自己比較私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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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緒隱藏起來，所以男性之間的相處模式就比較會是ㄧ種目的性或是外向
的，女生則比較能夠對其他人傾訴。因此，男女生在這方面的差異大部分是
來自於教養方面的，而非生理方面的，因此就不會是ㄧ種常態性的現象。
（LF5）
「做心情的主人」一文中提到，將每日感到快樂的事情記錄下來，我認為這
的確很有幫助，這讓我聯想到日本暢銷書《晨間電子日記》，其中也闡述了
相同的原則，作者表示我們應該在隔天早晨再寫前一日的日記，因為若在當
晚記載，就很容易將負面的情緒放大、延續……我在實行了一陣子後已收到
不錯成效，足見紀錄快樂的事項是簡單卻重要的。（MF6）
之前有一則新聞在描述台灣女性地位是亞洲第二，僅次於新加坡。看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應該開心會不開心。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一直在嘴巴上宣導「女
性地位」這四字，因為會一直提出來就是心理自己覺得相對弱勢，但是如果
連我們女性都覺得自己是弱者，那還有必要提「捍衛」二字嗎……誰說女性
為了家庭選擇放棄某些事就代表她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如果這是我們心甘
情願，放棄事業如果可以得到更溫暖和樂的家庭因此而更快樂，這樣哪裡被
歧視了呢？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人都有追求自己夢想和愉悅的權利，所以
只要生活是開心的，沒必要不斷掀起男性與女性的紛爭。（MF4）
由學生在部落格末期的回覆資料可看出，學生在回覆末期較能掌握自身
所要關注的課題為何，並且將課外閱讀的相關資料引申至自身真實生活的情
境中，再做相關的經驗分享。由此可見學生在課程進行中分析、思辯以及獨
立思考能力的提升。
四、學生自評與互評回饋
PBL 必須讓學習者從小組討論的學習過程中，評估自己與同儕學習進步的能力，間
接促使小組成員更投入學習過程，最後以此讓教師評定學習者是否具有監督個人表現的
適當性以及發展終身自我學習的必要技能（Shepherd 和 Cosgriff，1998；Barrows，1998）
。
因此教師要求學生於期中與期末給予同組成員相關的回饋，而本部份將從各組擷取二至
三名期中和期末自我評析有明顯差異的學生，並依據同組成員所撰寫的兩次回饋評語來
分析學生的成長。由學生自評語互評回饋可歸納出三點：（一）認為自己於期末有所轉
變的學生，大多數為個性害羞的學生；
（二）組長的用心帶領能間接提升組員的成長；
（三）
少數學生認為自己在期中之後變得比較不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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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為自己於期末有所轉變的學生，大多數為個性害羞的學生
在學生自我評析的部分中，認為自己與期初有所不同的多半是在課堂上
害羞不多話的學生，例如 SM8 於期中的自我評析表示：
「有認真的參與討論，
並準時出席，可是作業都會遲交！！」
，然而在期末則認為：
「期末與期初的
我已經完全不同了，對於人際關係，和人互動上，我邁進一大步。」。而同
組的學生給予 SM8 的評價前後也大有不同，在期中同組學生大多認為 SM8
較為被動且不夠積極發表個人意見，直至期末卻有人認為 SM8：「思考角度
頗有趣，扮演阿公令人印象深刻。」
（LF1）以及「會主動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主見，很好笑，會主動關心他人。」
（MF7）由此可見 SM8 在一個
學期的小組討論課程裡增進了不少與人溝通的能力。
SM2 於期中表示：
「自己在討論時總是採取被動，算是個人的毛病之一，
尚待改善。」同組成員對他在期中的評價為：「對戲的時候有點扭捏，不過
討論的時候蠻認真的。」（EM7）、「很配合的組員，總是靜靜的聆聽，會適
時的說出自己的想法，總是笑笑的很和善。」（MF7）直到期末同組成員則
認為 SM2：「期中以後發表較踴躍，有自己的主見，會適時的說出自己的想
法，總是笑笑的很和善。」（MF7）、「其實是很有想法的組員，比較屬於那
種要沉思很久的，可以很深入去想一個問題，有時候會給人很不一樣的想法
唷。」
（EM7）由上述可看出 SM2 期許自己的改變，在期末也確實在組員的
評鑑中得到了證實。而 SM2 自己在期末的自我評鑑中給了自己些微的肯定：
「有較主動的討論，不過對於一個議題的思考還是略久，比較不適合快速討
論或辯論。」
SM4 在期中給予自己的評價為：「一付想睡樣，參予度普普。」而同組
成員在期中亦表示：「會很認真聽大家的討論，但如果能再勇於發言一點會
更好！」
（SF1）以及「是悶騷派的，但人很可愛，會笑咪咪的，不太主動發
表，但默默的在聽，常常一問他，才發現他都有跟上進度，不是睡著了！是
眼睛真的比較小啦！」
（LF6）直至期末 SM4 認為自己：
「接近期末有比較認
真！」
，同組成為亦認同他的成長：
「跟期中之前比起來變得比較主動發表自
己的意見，也會把分內的作業做好。」
（SF1）以及「似乎是組中公認最有修
養的人，性情溫和，比較不會語帶批評，後來很多討論問題的發表，也能夠
神情自然的講解我們的問題與結論。」（E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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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本課程藉由小組討論以及角色扮演的課程活動方式，可以
幫助個性較為內向的學生在對話互動的學習過程中漸漸放開自己，進而提升
自身與他人溝通的能力以及與人相處的能力。
（二）組長的用心帶領能間接提升組員的成長
第三組的組長 EM6 是個責任心十分強烈的學生，在課程開始之初對於
同組不擅主動參與小組討論的同學感到憂心，甚至還寫信給教師與教學助理
詢問該如何幫助他的組員，認為組員的不投入即是他的責任與問題，於是在
期中的自我評鑑 EM6 嚴苛地表示：
「我是個失敗的組長，最近把私下的情緒
也帶到了組上，希望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希望接下來的日子，我還可以
帶領大家一起努力。」而同組成員在期中卻認為 EM6：「認真負責，總是很
努力的帶大家討論，很有想法。」（MF2）、「認真負責的組長，懷疑他是不
是我媽派來盯我的！」（SM3）以及「早到三人組之一，總是很用心也很積
極的討論，就是他在上課前都會托或掃地真的很優秀，不給他 10 分還有誰
可以給 10 分啦！」（LF6）
於是在組長 EM6 的用心帶領之下，同組成員 SM4 在一開始的被動變得
較懂得主動發表己見，並且將自己份內作業做好。另一同組成員 SM3 在參
與訪談的過程中表示組長 EM6 的用心帶領對他的學習幫助很多，另外從同
組成員於期末所撰寫的回饋也可看出 SM3 的成長：
「開始比較常發表自己的
意見，但通常都是經由逼問的。」
、
「討論雖然加入的意見不多，但是在問題
的發表也不會逃避，根據自己所整理的傳達給大家，常常也會有很多很有趣
的反應出現，是組中的開心果。」而組長 EM6 於期末的自我評析中表示：
「作
業常常會拖到截止前夕才交出，不過漸漸也讓部分話比較少的組員開始發表
意見，覺得很為他們感到開心。」由此可知，組長的用心帶領是能帶動同組
成員的成長，進而提升小組的討論成效以及組長本身的團隊領導能力。
（三）少數學生認為自己在期中之後變得比較不積極
MF4 於期中表示：「我覺得自己上課的時候都很認真，也很積極參加討
論，就算一時之間對某個議題沒有想法，我也會很努力的一直想，就是希望
本組的討論可以流暢、有效率並且開心。」而 MF4 的同組成員於期中也給
予其肯定正面的評價：「提供很多意見，會讓整組的氣氛活絡常常提供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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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MF3）、「在討論時意見相當豐富的一位，而且都是有意義的意
見喔。」（EM4）以及「Idea 超多，又很會炒熱小組的氣氛，是個很有想法
的女生耶！」（LF4）然而在期中過後，MF4 在期末給予自己的評價為：「我
覺得自己沒有前半個學期認真。」而其他同組成員也認為：「只是下半學期
好像有點累的感覺，感覺比較沒勁了。」
（LF4）
、
「好像也有一點散漫，但討
論時間還是很踴躍。」
（LF8）以及「期末疲憊症好像讓大家累了，沒有期初
的活耀，但是還是很棒的，有想法總是會分享。」（SM1）
另外，組長 SM1 在期末也表示：
「身為組長到了後來為了考試有點不盡
責，沒有期初的積極讓團隊有時候會懶懶的。」同組成員也認為：「期中過
後有一點散漫，但組長職責還是有做到。」
（LF8）由上述可知，期中考過後
部分學生會有些許倦怠的情況產生，如果教師沒有及時轉換學生的學習心
態，那麼對學生接下來的課程學習恐怕會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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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國立中山大學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課程《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
本導讀》的教學成效，以修課的三十八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以 PBL 為教學模式
的課程對於學生學習之影響。本章第一節將延續第四章研究結果的討論，針對本論文之
研究目的做結論；第二節則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該課程教學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論文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主要來自於問卷調查、焦點團體訪談以及學生學習檔案三
項研究工具所蒐集的資料為依據，而從上一章的資料整理中發現學生在問卷調查與學生
學習檔案中對於課程的回覆較為正向，在焦點團體訪談中的回覆則較有不同面向的意見
反應。可能原因來自於學生害怕前兩項的回覆會影響他們的學期成績，而焦點團體訪談
的舉行時間在學期結束之後，因此對於學生而言較無成績的壓力，故以下結論主要依照
焦點團體訪談的意見為主，另外兩項研究工具所蒐集的意見為輔。
然而焦點團體訪談的回應有時會受到同儕回應的影響，因而導致學生部分思考較不
週延，因此研究者也將依據實際情形做出結論的修正，故依據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獲得以
下結論：
一、 台灣學生普遍認為 PBL 的教學方式能引導自我學習以及增進多元的思考。
參與《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課程的學生比較 PBL 與傳統以講述為主
的教學方式之後，普遍認同 PBL 的教學方式，認為在 PBL 的學習過程中，能主動地選
擇所要學習的議題並發展可能的解答，因此讓學生對所學印象深刻。另外，學生認為
PBL 以小組討論為主的學習環境較為輕鬆自在，透過來自不同領域的小組成員之討論與
溝通可以增進學生多元的思考。
但由於台灣學生長期接受以講述為主的傳統教學方式，因而初期將學生放置在自由
討論的課程架構中，仍會造成少部分的學生因為無所適從，而對 PBL 的學習方式產生
怠惰或排斥的狀況。因此，教師在進行 PBL 的教學時，必須讓學生熟悉 PBL 的教學模
式，才能使其積極投入學習的情境中而主動建構與獲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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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課程中最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以及完整應用 PBL 教學的課程活動方式為「課外
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而「問題討論」、「角色扮演」、「角色辯護」
以及「課外閱讀延伸學習」是最能達到本課程目標的課程活動方式。
修課學生認為「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的課程活動方式，是由小
組成員共同決定學習的目標，因而加強學習的主動性，藉由團隊合作的解題過程中，還
可以獲得蒐集資料、歸納統整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是為最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
課程活動方式。同時研究者也發現：
「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在透過小
組的共同討論之下，學生所提出的問題面向可跳脫原先課程教材的侷限，不僅增加了課
堂討論的深度與廣度，也達到 PBL 教學著重於學習者思考步驟、研究論題以及發展解
決方案的歷程，因此「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是最完整應用 PBL 教學
模式的課程活動。
另外，從學生的學習檔案中可看出，修課學生大部分認為「問題討論」是影響他們
最大的課程活動方式；學生認為在小組進行「問題討論」的過程可以讓學生輕易表現自
我，小組討論的同儕壓力更可以促使自身主動去學習。而研究者也在教學現場中發現小
組成員來自不同領域，更能促使小組討論從各方角度與層面去進行問題的剖析，進而使
學生獲得更多元的思考能力。除此之外，透過與組員問題討論的對話、思考以及與他人
溝通協調的互動中，還能獲得互相接納、扶持等社交關係技巧；因此研究者認為「問題
討論」是最能達到本課程訓練台灣學生自我表達與獨立思考能力、學習包容與關懷他人
的能力、以及提升學生人際關係之目標的課程活動方式。
此外，從問卷調查的分析可看出最符合本課程目標「引導學生深入去探討個人與家
庭，以及學生和生活週遭其他人的關係」的課程活動是能幫助學生了解角色關係的「角
色扮演」和「角色辯護」
，以及可幫助學生了解特定議題的「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因為
劇中角色的關係探討和特定議題的延伸學習，皆可做為真實生活中類似情境問題的參
考，也最符合本課程的宗旨。
三、 《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本門 PBL 課程，適合不同性別、學院的學生
前來修課以形成多元的討論環境，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以及社交能力。
從研究者的行動研究過程中發現 PBL 所著重的小組討論的課程進行方式，本身的
形式就是一種人際關係的練習，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的小縮影，因為 PBL 的教學強調小
組成員必須來自不同的學習領域才能因為彼此的差異而激發出更多不同的看法，而這樣
的情況研究者亦在實際課堂中得到相同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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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認為以探討「家庭與人際關係」為主的課程，適合來自不同科系、不
同領域以及不同性別的同學一起共同修習，形成多元的討論環境才能發揮課程的最大效
益。教師必需依據學生的性別、種族及科系等的差異，將學生分配到不同的小組，透過
異質性的組成讓不同背景的學生彼此互相學習、共同承擔、積極互賴以及溝通協調等互
動來強化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而提升學生的溝通與社交能力。
四、 本課程可以培養大學生具備多元的思考能力、與人相處的能力以及有效解決問題
的能力，符合我國通識教育所強調的基礎與核心能力的培養、人文精神及全人品
格的養成。
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目的，旨在培養大學生具有多元睿智的思考能力，並且能有包
容異己和欣賞差異的心態，以有效解決問題並且適應生活環境，進而健全其人格的發
展，成為具備世界公民素養與能力的全人（林瑞欽，1993；林思伶，2009）。研究者在
研究過程中發現，大多數修課學生認為透過小組異質性討論的分享與傾聽的過程中，可
以增進自身多元的思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接納異己的能力。另外也有學生表
示透過課程的訓練可以增加自我信心，而課程所提供的議題內容除了可以替未來的人際
關係建立基礎外，還能幫助學生勇敢面對自己過去的不完滿，因而健全其身心的發展。
因此由上述可證，本課程能夠培養大學生具備多元的思考能力、與人相處的能力以及有
效解決問題的能力，符合我國通識教育所強調的基礎與核心能力的培養、人文精神及全
人品格的養成。

五、 學生從劇本所提出的問題，有逐漸跳脫劇情而深入普遍的人際關係問題。
在焦點團體訪談的過程中，有學生表示不喜歡提出問題的課程方式，但從研究者的
角度看來，學生在小組討論時，所提出的問題層次從一開始直接從劇本內容所列舉而
出，接著變成跳脫劇本的限制進入特定角色所面臨的問題，最後演變成能夠將劇本的情
境延伸至與自己生活週遭類似的情境來詢問同組成員的意見，由此可發現：經由課程小
組討論學習的磨練，的確能夠增加學生對於真實生活感受的強度，進而促使學生跳脫劇
情層面而深入探討真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問題，相信這樣的學習成長對學生未來生活有
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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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生在課程部落格的感想回覆，於期末能明顯看出學生探究議題上成長。
學生一開始於課程部落格的感想回覆多半會先作課外閱讀內容的大意撰寫，接著再
簡略說初自己的感想，直至第三、四議題的回覆開始，學生就比較能大膽抒發己見，甚
至直接批評助教的回覆。到了末期，學生更能直接跳脫文章內容的討論範疇，直接抒發
自己在整個議題的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感觸，並且所提及的感觸與自身生活經驗更是緊
密連結，由此可見學生在課程進行中分析、思辯以及獨立思考能力的提升。

七、 組長的用心帶領能間接提升組員的成長。
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以及學生自評與互評回饋中發現，小組組長若能確實引導小組
成員討論的運作，那麼小組成員在組長如此用心的帶領之下，能夠比較懂得主動發表己
見，並且將自己份內作業做好，進而提升小組的討論成效以及組長本身的團隊領導能力。

第二節 建議
第二節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
教學設計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 《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教學設計之建議
（一）需明訂小組討論與發表的時間，以確保課程進行的效益
在焦點團體訪談過程中有學生表示，有時候當所屬小組已將問題討論完
畢時，會發生其他小組還在討論的情況，因而在等候的過程中，讓所屬小組
產生停滯的狀況；在問卷回饋意見中也有學生認為課程討論的時間需要拿捏
好，否則有些組別討論或發表的時間會過長或過短；另外，研究者在研究現
場也發現，若教師並未明確告知學生討論時間的長短，有些小組會無意識地
將討論時間拉長，而率先處理好問題的組別則會因為等候而導致學習停滯的
狀況產生。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師需明確告知小組討論與發表時間的長短，
以增進小組掌握時間的能力並且確保課程進行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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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實施應注重學生的主動參與性
本門課是以劇本為小組探究的個案，而在九十七學年度上學期於國立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教授《生命價值與衝突─世界名著導讀》通識課程時，有學
生反應劇本中所探討的某些角色所遭遇的情境並不是在大學生這樣的年紀
所能經歷到的，因此本課程在本學期的課程活動進行上特別以「角色扮演」
的演出方式來促使學生更快進入個案的情境之中，但由於台灣學生多半不喜
於主動發言和上台演出，以致於造成某些學生的壓力而影響其學習的效率。
因此，研究者建議執行本課程的重點在於提升修課學生的主動參與性，教師
須在課前建立修課學生的自信心，若有劇場藝術學系的學生前來修課，應平
均分配至個別組別中，以期帶動全班同學的主動參與性。
（三）進行角色辯護前教師需建立良好的觀念，辯論中需保留討論的時間
角色辯護是最令學生印象深刻的課程活動方式，但因部分學生將太多的
個人情緒投入其中，因而使得辯論的場面顯得有些失控。因此研究者認為在
進行角色辯護的活動之前，教師需告知學生辯論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更客觀
來看待角色的立場，而不是為了評論誰是誰非，因此不該帶入太多的個人情
緒，以此建立學生良好的角色辯護觀念，確保課程活動的順利進行。另外，
有鑒於角色辯護進行節奏的快速，因此需保留辯論中間的討論時間，以讓想
法和說話無法即時同步的學生可在中場討論的時間發表己見，以促使角色辯
護所探討的層面可以因而變得更多元。
（四）可刪減角色分析過多的項目，並鼓勵學生跳脫憑空的想像
大部分學生認為在有限的劇本內容裡要分析出那麼多的角色資訊（詳細
項目請查閱附錄六），實在略嫌繁瑣和形式化，因此研究者建議不要每個議
題都做角色分析，或是將角色分析的項目刪減掉一些。另外，由於角色分析
是一種很主觀的意見展現，因而有學生表示每次角色分析到最後，每一議題
的角色形象都會不知不覺趨於相似，因此研究者建議教師應鼓勵學生跳脫憑
空的想像，以生活週遭認識的親戚、朋友或者明星來做比擬，以減低角色形
象的一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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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加強組跟組之間的交流，以摩擦出更多的火花
由於課程大部分以小組個別討論的方式進行，僅有小組發表以及角色辯
護是由全班同學共同進行，所以有學生表示其十分好奇其他小組所發表的意
見是怎麼產生的，因此研究者建議，課程進行可加強組與組之間的互動，以
提升全班同學意見交流的廣度與深度。
（六）若時間足夠可讓學生輪流擔任小組長，以培養學生領導同儕的能力
本課程在進行當中曾試圖讓各小組成員輪流擔任該組組長，以促使大部
分學生都能獲得領導同儕的能力。但因顧及學期時間的短暫，期間若不斷更
替擔任小組組長的學生，會使得學生因為演練時間的不足而未能善盡組長的
職責。而學生對於組長職務的不熟練更會影響課程執行的整體進度，因而本
課程並未執行小組長的更替。因此建議課程執行的時間若足夠，可以讓各小
組成員輪流擔任該組組長，以促使更多學生習得領導他人的能力。
（七）教師與助教應鼓勵小組成果展現的多樣化，並且適時給予回饋
本課程的執行規劃並未強調小組成果展現方式的多樣性，以致於一個學
期以來學生多半以口頭報告的方式來展現他們的討論成果，略嫌呆板無趣。
因此，研究者建議教師應鼓勵小組成員應用多元的報告方式，例如以新聞報
導、戲劇演出以及多媒體等方式來呈現小組成果。另外教師必須明確且適時
地給予各組成果展現的回饋，以持續激發學生的學習與表現之動機。
（八）教師與助教應積極引導學生學習檔案的撰寫
學習檔案是學生學習成效的展現，同時也是學生反省自身學習及認知改
變的證據，但是由於教學教理於開學之初即將先前高應大學生所撰寫完成的
學習檔案放至網路上供學生做參考，雖助教一直提醒學生學習檔案的內容可
自行決定不應受囿於助教所提供的範本上，但多半學生還是受該範本所影響
而照其格式來撰寫自己的學習檔案。另外，從學生最後所完成的學習檔案內
容可發現，大多數學生在書寫學習檔案時仍難以跳脫以往撰寫書面報告的模
式，陳述的文字內容大多停留在表面的意義上，而難有更深一層內心思考的
文字呈現，因而難以從中檢視出學生切確的學習成長，因此建議授課教師可
更積極引導學生撰寫學習檔案，讓學生能夠將學習過程的感想真實地呈現在
學習檔案上，以讓學生看到自己的多面性，並且肯定自己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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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擴大研究對象與研究時間
本課程僅以一個班級的修課學生為研究對象，應可擴大研究對象的班級
數，以獲得更多元的訊息並且更深入地歸納出台灣大學生對於本門課的觀感
與獲得。除此之外，學生需要較長的時間來適應 PBL 的教學方式，短短一個
學期的時間，較不易看出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建議未來可增長課程執行的
時間，以全面探究學生在 PBL 教學模式下的學習成效。
（二）可比較學生對通識課程認知的不同所造成的學習差異
劉金源（2006）指出在台灣學校長期忽略通識課程的重要性之下，通識
課程漸漸缺乏學術內涵而且評分寬鬆，因而逐漸在大學生心裡衍生出通識課
程即是「營養學分」的錯誤觀念。這樣的觀念大大影響本課程於九十七學年
度上學期在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的進行，一位從未繳交學習檔案的學生於
期末向教師發出不滿被當的聲響，理由是他從未缺席這門通識課程，因此不
認為自己還有被當的理由，著實讓教師與研究者十分訝異。本研究尚未深入
探究學生對於通識課程的認知是否會影響其在課程上的學習成效，因此建議
未來的相關研究可以從這部分深入去探討。
（三）課程實施期間若能延長則可運用人際行為量表來評量學生的成長
由於本課程所進行的期程僅有一個學期的時間，因此無法運用測驗出版
社所出版的人際行為量表來進行相關檢視。若未來相關的研究期程可拉長至
一年以上，則建議可運用人際行為量表來做學習前後的施測比對，以確實評
量出學生人際關係方面的成長。
（四）若研究時間與經費許可，建議可做學生的長期追蹤
由於學生和生活週遭他人的關係之檢測並不是短短一個學期的時間所
能輕易探究而出的，因此建議未來相關研究的時間與經費許可的話，可對修
課學生作長期的追蹤調查，以確實掌握學生與生活週遭他人的關係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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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PBL 學生課程活動建議問卷
各位同學大家好：
本問卷的設計是為了檢視《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這門課，
利用問題導向學習（PBL）的教學方式導入與運用，包含：提出問題、問
題討論、角色分析、角色扮演、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小組專題報告）、角色取代（論壇戲劇）、角色辯護以及校外參訪等活動
融入課程，在這一個學期的學習中，對學生而言哪幾項課程活動設計，較
能使學習者進入 PBL 課程模式。此問卷希望可以透過同學的集思廣益，找
到最適合本課程的活動設計，以利本研究調查與往後課程的修正。(與學期
成績無關，請放心填答！)
敬祝
平安 順心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藝術管理碩士班
林惠敏 敬上
指導老師：呂弘暉
本問卷均為半開放式問卷，請依問題寫下您的意見，供作往後課程之參考
本學期的課程活動主要包含以下幾項：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角色扮演、課
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
、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角色
辯護以及校外參訪，請先看過學期課程剪輯影片後再回答以下各問題：
基本資料
系級：____________ 院 _______________系 _________ 級

性別：□男

□女

一、提出問題
1.從劇本提問的練習活動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本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2.你覺得提出問題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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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同意

二、問題討論
1.從問題討論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從問題討論的活動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本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
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你覺得問題討論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

三、角色分析
1.從角色分析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從角色分析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你覺得角色分析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

4.做不同性別的角色分析，是否對於異性的觀點、處境會有更深刻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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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色扮演
1.從角色扮演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從角色扮演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你覺得角色扮演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

4.做不同性別的角色扮演，是否對於異性的觀點、處境會有更深刻的瞭解？

五、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1.從課外閱讀延伸學習當中，是否讓你對於特定的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從課外閱讀延伸學習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
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你覺得課外閱讀的延伸學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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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
1.從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當中，是否讓你對於特定的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從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
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你覺得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

七、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1.從角色取代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從角色取代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你覺得角色取代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

八、角色辯護
1.從角色辯護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的特定角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從角色辯護當中，是否讓你對於劇中角色的關係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請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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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你覺得角色辯護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

九、校外參訪
1.你覺得校外參訪，是否讓你對於台灣新移民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與相關議題有更深一
層的認識？（請勾選）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你覺得校外參訪，最大的收穫為何？

十、由以上各項不同的課程操作中，你認為哪些對你未來的人際關係的處理最有幫助？
請詳細說明。

十一、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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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開放性問題學生意見整理
（一）你覺得提出問題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一、2.）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可以聽到一些沒有想過的問題和不同層次的思考，自己也會強迫自己去思考，
觀察力和聯想力會較深。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當一個 Q 提出後，往往最後會導向另一個問題，不再像是以往死板板的沒有變
通，且過程中不只個人和自己都有了更多更多的看法。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可以藉由想問題的這個過程更加了解劇本的內容，也可讓自己有更多思考的機
會。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可以得到更多的方向去認知角色性格，而非自己以第一印象去想像角色之性格、
背景…等。另外在這些角色上或多或少能看見現實生活中他人的性格，再經過討論，能得到其他人對
這些人的相處模式，然後見賢思齊。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腦力激盪，獨立思考，更細心的看待劇本每個細節。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藉由討論問題，可以知每個人不一樣的想法，對於問題的提出，各人有各人的
角度。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在提出問題更進一步去思考，劇中角色和其他角色彼此間的互動，以及在
劇中某些動作、對話、它所要表達的意涵。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更深一層的去想，把自己融入角色中。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觀察劇本中可能的問題點，影射自己的身分進入劇本，藉以發現問題。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試著對看似正常的環境提問，用自己的看法解讀。
(11)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得到一些豐富的知識。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聽取別人的意見，讓自己看到不同的東西。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會思考更多更深層的問題。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看事情的角度會更廣，想法也更多。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經由問題的交流來發現自己想到的切入方面，也因為同性和異性間的執著點不
同，而有許多新的激發。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從劇本中去延伸有關生活面、社會現象的問題。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了解大家不同的想法，也深入了一些同學的內心，從提出問題中可以了解到大
家對劇本的看法，著重的內容為何，並從中發現與自己不同的視角&看法。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逼迫自己去思考，而非等答案。
(7)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能擴充視野，發現更多不同的角度。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讓大家更能深入去討論問題，而且更可以引發思考，再加上可以觀摩其他同學
之討論。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比較可以在看到或聽到一個故事的時候，有自己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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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就要從平凡無奇的故事中找出問題，是相當困難的。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在讀過劇本之後，從原本較不會去對劇本內容作深入探討發生原因…etc，變得
較可以去提出可以令人多家省思的問題。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改變自己問問題的層次，且看到劇本會有更深的想法。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以往不管是閱讀小說，抑或是看電影，所理解的都是透過自己的角度，但是在
提出問題的練習中，有些相同有些不同，不同的就要試著去講解或聆聽，在這之中，總有一些和自己
所沒有考慮到的事件。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了解自己歷練的不足，延伸力缺乏。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訓練提出問題的能力。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訓練找碴的能力，思考力上升。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同學能發現自己的盲點。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思考如何提問題，仔細閱讀劇本。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增加頭腦更多元的思考。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聽來自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想法。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可以和不同想法的人做交流，尤其男女的看法相異之處很多。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更深入了解戲劇。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跟組員互相討論，交換不同的意見，發現不同性別、不同科系或是不同年齡面
對事物的觀點都不同。
（二）你覺得問題討論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二、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同一個問題可能的答案有很多，學習到如何在團體中發言和傾聽。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第一次看的想法，加上課堂和組員討論後回去打作業時再看一次，每次都有不
同的體悟。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可以多聽聽其他人的想法，並且知道自己的意見是不是被別人認同。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從提出問題的練習，可以得知他人的想法，及一些人注重的癥結點，大大地提
升自己面對事件的態度、觀點方向。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可以聽到大家對一個事件不同的意見，學習勇於表達及聆聽，包容並接受。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聽取他人意見，往往會有新的收穫。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得知小組之中其他人的想法，會有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答案，並且可以在
問題討論把自己當成劇中角色，自己會有什麼反應，更加的了解自己。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得到組員們多方面的思考模式，而不是單一向。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了解每個人對於一個議題的不同看法。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學習到個組員不同的思考邏輯。
(11)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從不同看法討論出新的角色定位。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練習表達說出心裡的意見，並且共同歸納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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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一人沒有填答）
：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聽取他人意見，和收取更多自己不懂或是沒想到的。
(2)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讓心中所想的藉由口說管道告知他人，有時候所想的可能無法完整轉述，再加
上討論溝通常會有新的 Idea 或是新認知產生。
(3)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從角色的外在行動去體認角色的內心衝突，以及與他人的關係互動，十分有趣。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男女觀點不同，會讓我去思考大家所提出的問題，從討論中，也會發現不同的
角色關係。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看到每個人不同的思考模式，發現事情的更多面。
(6)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能更細心的看劇本中的小細節，更會去思考動機或者角色心情。
(7)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更能理解該議題中人物角色的關係與深入去思考人際關係。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可以聽到比平常更多的想法，還有同一件事大家都有不同想法也很有趣。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聽到別人的經驗是很難得的，可以彌補自己經驗上的不足。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有時候看到一件事情時，我們容易以先入為主的立場去看待這件事的當事者，
可是這種習慣再某些時候會讓人盲目的去信從或同情某一方，因此，學習到不該在看待一件事的時
候，不該單方面看事情。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除了對劇情更加了解之外，會發現別人的思考方式，方向與自己不同，討論進
行時也會有新的想法。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每個人的看法和想法都不盡相同，似乎在短短的討論當中，可以得知可能一輩
子都不會考慮到的事情。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了解他人想法。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融入小組的能力進步了。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訓練邏輯能力，說話的能力。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可發掘同學的想法。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看到不同人的觀點，對自己的想法更進一步的思考、確認。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可以聽到不同學院的想法，因為平常都和管院的人相處，想法比較相近，缺乏
激盪。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不同人看同一個劇本能有不同切入點，很新奇。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不只是討論劇本問題，還能延伸至切身經驗。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從角色本身出發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發現了第一次看劇本，或是自己看劇本的時候沒有想到的議題。
（三）你覺得角色分析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三、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試著做有邏輯性的推論並加以描述，並揣摩其心理&行為並呈現。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通常會選擇自己比較親近了解的角色去分析，所以獲得的覺得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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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去思考如何詮釋那樣的角色。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聽到其他人不同的意見，漸漸地勾勒角色形象，另外，也可以另外聽到他人對
此角色的某些性格的批判。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利用文字的敘述把一個人具體化。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學會如何去推斷一個人的外在和內在。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角色分析中，會藉著劇本，去想像劇中人物的外貌、體型以及內心的想法，更
加了解劇中的角色。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去找很多線索，從對話、語氣、更甚至動作。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了解角色本身該具有的行為模式。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更了解人的個性。
(11)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用自己的背景去詮釋角色，令角色有了生命。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由自己的方法去看這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可以讓我們更快的分辨。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分析不同人物，可以讓自己有反思的機會，思考自己是不是有同樣的想法與行
為。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對角色的研究有更多揣摩，也提供更多資訊了解角色。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學習把字面劇本具象化，實際去參與劇中人物，體會如果是自己會有怎麼樣的
呈現。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發現多認識角色，有助於多了解自己。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在進行排練時，會對角色有初步的認識，發現大家想像力十足。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自己對角色的設定會先有成見，且外系學生不懂何謂角色分析，但在幾次過後，
也會從他們的觀點中，去發現不同的值得自己深思去探討的角色性格，進而讓自己去重新沈思閱讀劇
本。
(7)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會開始發揮無限想像力，也會聯想到自己週遭的人事物或一些電影畫面。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理解該角色之心理及外在的層面，讓更容易去透入當中。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可以找出自己的刻板印象是什麼。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觀察一個人的能力，從很少的線索中，去猜測他的外在與內在。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其實角色分析比較像是把自己所認為的”
該角色”
個性…先寫出來，我覺得沒有
更深的認識，但是有助於同組討論時分享每個人所想的，所認定的角色。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劇本提供一個角色的描述，通常會讓大家有不同的分析結果，透過角色分析，
可以使自己確定該角色在自己心中是有哪些特色。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可以把角色的形象更加具體化，並且描繪細緻，不再是不顯眼的路人。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感覺帶入。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描述能力進步了。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判斷能力和聯想（和自己所遇到的人的性格相對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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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可以想像他/她的樣子。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學習去思考一個人做事背後的動機，性格與外在行為表現之關聯。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更完整的剖析劇本。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去深入思考角色背景，內心世界作為其劇中行為依據。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揣摩角色心理，更能理解劇情走向。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用角色的定位來幫助劇本中的語氣或走向。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讓我能根據劇本去創造出一個新的，和我生活的世界不一樣的角色。
（四）做不同性別的角色分析，是否對於異性的觀點、處境會有更深刻的瞭解？（問卷題三、4.）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從討論角色時會得到比較多的了解，因為大部分時候就算我們試圖以異性的角
色思考，仍會有不周全的地方，但這部分可藉由討論來彌補。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因為是自己比較少接觸的，所以反而容易有許多平常沒想到的跑出來，也稍微
有點可以理解。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會，因為不同性別的角色會有不同性別的同學分析，可以聽到更多建設性的言
論。嘗試去揣測異性的想法，會了解。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在一開始自己做分析時是一種想法，在交流後又會有其他的想法；如此的確增
加了對”
異性的想法”
的了解。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這點其實覺得還好耶…但組內男女若對同一角色的分析比較可以感覺到。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會。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是，在做異性的角色分析，如果是站在同性的立場去思考，會覺得不合常理，
但如果是站在異性的角度，那一切就合情合理。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是的，內容有七個單元，每個單元內兩性的相處方式都很不一樣，讓我也假想
自己是劇中角色。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較困難，由於劇本中抓取的條件與必要性條件仍不夠，因此有點難抓取異性角
色的大致看法。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異性果真有另一套思維。
(11)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會學著用另一性別的角度切入。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是，讓自己由不同的性別看世界，是難得的經驗。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有，可是因為分析的是劇本中的角色，所以都是憑空想像，換成現實生活中的
異性，不知道會不會跟想像中一樣。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會，至少會有更多的想法。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我覺得有所幫助。畢竟對於和自己同性相關的一切總是比較熟悉，藉由分析異
性角色會讓自己換個角度思考。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是。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還好，但會學著用異性的角度去看待事項，但是在討論時，經由與異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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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更去了解異性的想法。經過討論之後，兩性交流過後才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好像還好，因為還是會用一些既定印象進行角色分析。
(7)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會，因為有異性組員與你討論，讓你更了解異性角度。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會有一定的了解，而且也可以令原來之思考或了解或觀感而有所改變。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有，因為可以站在異性的立場思考，更可以設身處地的體會到他們的難處。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有，自己扮演的只有一種性別，對異性的猜測是較為困難的。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我覺得自己單方面去做的話，基本還是自我認知的層面上而已，只有在討論中
與組員交換心得時，會有比較顯著的了解，畢竟每個人的長大歷程不同，所想的也不同，大家一起分
享時，收穫會較大。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是，當分析角色時，會分析到角色的個性，在分析過程，會漸漸站在該角色的
立場看待劇情。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自己做的時候，還是不知不覺用自己的觀點去思考，但一起討論後，就會發現
很多不同的地方。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普普。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是的，更會站在異性角度思考。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觀點方面有很大的收穫，原來不同性別看事情的角度大不同。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有。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會，常常會聽許多不同男生的觀點，了解對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對事情看待
輕重的程度。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是的，可以藉此練習去思考男性的想法。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會，因為平時都以女生的角度想事情，很少反過來思考。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是。同時發現異性對彼此的認知差異。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會，因為必須設身處地去想。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很多時候對於不同性別的思考模式會很不了解，角色分析讓我能設身處地。
（五）你覺得角色扮演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四、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有時自己心中會有某個角色的雛型，而實際的角色扮演可用來檢視角色分析的
細緻度。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覺得自己很難融入在角色當中，當個旁觀者看其他演員反而才比較有想法。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可以練膽啊~~（呵呵…）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可以直接以視覺去體會，而超出了僅以想像而能得到~（不過其實非專業演員，
有時無法以視覺理解）
。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揣摩自己是想像中的那個人，可以更深入探討角色的個性和行為。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難得的舞台演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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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在自己扮演角色時，更了解角色的立場，了解角色的想法。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把自己心中的角色定位演出來，跟大家分享。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嘗試用角色的角度與語氣看事情。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訓練口條、台風。
(11)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突破自我。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當自己化身成人物的時候，會想到很多不同的想法。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設身處地的扮演，可以讓自己了解遇到同樣狀況時，會有什麼行為。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可以看到同一角色，每個人的表達及詮釋都不同。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比較不怯場（其實還是很害怕啦 ORZ）？！經由和他人實際互動應對，隨著當
下情況有所”
意外”
演出還蠻有趣的。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訓練臨場反應。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從互動與演出中，讓角色成長，並更了解角色。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滿足戲癮、更接近角色、演別人真的很困難。
(7)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看別人上台，真的好有趣，哈~而且看別人的詮釋角度，才會發現一句台詞有如
此多種說法。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讓我樂在其中，並且更能對該角色有深入的理解，而且本身就愛演戲。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可以自己想像人物的行為，有時候再把這些行為套在現實上時也會發現真的那
樣子的角色，就常會有那樣的行為。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訓練自己的台風以及模擬各種情況的發生。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角色扮演中，如果能設身處地的去演，那我覺得，會比較清楚該角色所面臨的
情況。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可以發現該角色的扮演者和自己心目中形象有什麼不同。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角色扮演的時候，很容易可以讓人融入當時的情景，對於每一個角色的認真，
也比較能夠進一步。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演員很了不起，劇情的張力。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能欣賞到各式各樣的演技。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看到不同人的演出方式，一個角色的感覺都不一樣了。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更融入是也。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角色更加鮮明。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可以發現一樣的劇本，一樣的對話，經過不同人的詮釋卻截然不同。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敢表現自己內心的戲劇因子。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釋放內心的表演慾，了解他人對同一角色不同的詮釋方式。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可以藉此發現大家的潛力，也設身處地去想會如何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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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學著放開自己，勇敢在別人面前表達自己。
（六）做不同性別的角色扮演，是否對於異性的觀點、處境會有更深刻的瞭解？（問卷題四、4.）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一人未填答）
：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藉由不同性別的角色扮演，可真實體會到一些在想像上會有差異的地方，觀察
不同人對於同一角色的扮演也可有新的感受。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同上。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不知道，沒做過這樣的扮演，有機會的話可以嘗試看看，應該很有趣？！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同上。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會吧。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會！理由同之。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是，扮演異性的角色，就必須讓自己的思考做一些改變，了解異性的一些想法，
是非常重要的。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從演出中，知道了角色的處境，也會更強烈的感受到相處的氣氛。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很難，在課程上的短時間之下，要進入異性觀點做扮演有其難度在。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揣摩異性的思考模式。
(11)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是，分析是一回事，扮演又是另一回事。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還好，因為只是把劇本演出來，感覺不會很深入的了解異性心中的想法。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 還好。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因為我並沒有做這樣的嘗試，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有更深刻的了解。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還好，因為扮演不同性別的角色是很直覺性的，可以說是以自我的刻板印象為
出發，上台的緊張也會影響對角色的判斷。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Yes，會用不同觀點去看世界。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因為只扮演過一次異性，時間也很短，好像不足以深入體驗。
(7)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我沒做過不同性別的，不過我想拿一個女生演男生，一定跟一個男生演男生有
許多不同。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對！因為可以反映出對於異性之看法與了解，但可以做出更多的演練會更好。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這個我自己覺得還好，可能是沒有真正的變性吧…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是！雖然都是很搞笑，但能從中發現異性的觀點。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不知道耶，現在只有在心態上放在異性上，可能還有很多地方是要去考量的。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是，若扮演異性，在演戲過程會漸漸發現有些對異性的小細節，增加對異性認
識。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經由討論之後，再加上實際扮演，對於角色的感受，真的會有所不同。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必須帶入才能演出。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是的，扮演時要交換性別，並非只是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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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有一點，但不深刻，覺得蠻好玩的而已。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兩人並未填答）：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沒扮過，但想必做不同性的應該更困難。
(2)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我沒有演過異性 XD，但是從別的女生演的感覺可以觀察她對男性的想法。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是。體驗異性的說話模式、思路、行為。
(4)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是，以異性的角度去看每件事。
(5)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不同性別，不論語氣或用詞都不一樣，讓我對異性有更深認識。
（七）你覺得課外閱讀的延伸學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五、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自己對一些本來不常接觸的議題更為了解。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是吧，因為有了更多不一樣的思考立場，可以不只知道他們會說出或做出那樣
的事，而是因為什麼吧。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最大的收穫就是能夠更清楚角色的定義，對於該角色發生的事情也有更多層面
的探討。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找到很多他人的經驗，事業的資料，增加了面對此事之廣度及深度。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能更深入了解一些問題。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藉由閱讀平易近人的文章，有意義且會發人省思。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在藉由看一些文章，或者一些討論可以從中得到自己一些所欠缺的想法，也可
以獲得一些另類的想法去探討劇本。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在內容中找到和自己想法相同的，當然也有不同的，可以更深層思考。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在課外閱讀中得到更詳盡的資訊與看法。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得到更深入更確實的知識。
(11)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除了問題本身，更可以發覺出新的問題。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由每次的議題延伸出的問題很多，也讓我們做了反思。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從更多不同面向探討一件事，想法看法都能更多元。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更客觀或是有根據的想法。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藉由多看多閱讀去探測別人的想法，在反思這是我覺得真的有所獲得的部份。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刺激思考，從小範圍的劇本拉到大範圍的現實生活面。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看到大家不同的看法，再看看自己寫的東西會更有想法。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可深入了解相關背景或情境資料，得知更多面向的思考。
(7)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可以發現原來有很多年輕人面臨這種問題，不只是討論題目，而是真的很想幫
助他們。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從很多的層面去了解該議題，並且可以引發更深的思考。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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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可以看到一些更精闢的想法，讓自己更上一層樓。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看到相關聯的議題可以了解更多。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就不會僅限同組之間的分享而已，何況很少學生會自己主動去查這些資料吧，
課程有分享當然會有幫助。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會使劇本發生的事件討論跟現實社會結合在一起，ex:由本課程最後一個單元，
延伸到討論社會上男女地位。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在先前的討論當中，大家都是根據自己的認知，但經由資料的閱讀，就好比加
入了很多很多經驗的人，也能有很多理論的支持，好比男女的不同，就可以從生理結構，演化上來討
論。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了解專家學者。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對類似的話題能有更廣泛的視野。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延伸議題可以追溯到很多問題的源頭。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知識增加是也。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觀點更加多元。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重新認識自己。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完整的對該議題有延伸思考的空間。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在部落格上分享同學課堂中未表達的觀點。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由自己找資料，將會接觸更多，延伸的課外閱讀也是一種不同層面的探討。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得到劇本外的資料作為證據，讓一些劇本中的問題得以解釋。
（八）你覺得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六、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增加蒐集與歸納統整的能力。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因為有了疑問所以去蒐集了資料，解決了疑問很讓人開心，沒的話也還是可以
知道哪裡有問題。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很多不會注意到的議題，可能藉由課外資料蒐集去了解。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和上述差不多，但由分享得到的資訊量更大更廣。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了解自己對於哪方面的問題比較有興趣，就會主動想去找相關資料吧！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在自己查資料的過程中，往往會學到很多。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課外蒐集資料，可以由一些資訊，去了解其他人在面對問題會如何去解決，以
及一些人去描寫該如何思考劇中的問題。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把一個問題分得很細，並且大家分工合作，一個團隊把工作做好，這種感
覺很棒！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尋找題材與資料的過程發現統整能力之重要。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可以做連貫、學習目的更清楚。
(11)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把問題更加深入，更觸碰到角色深處。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從別人的實際例子來看自己的看法是否有偏差，或者有哪些思考不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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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以前遇到問題都是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來面對，現在會積極面對問題，
並想辦法解決。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吸取較專業的知識和研究的結果。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資訊五花八門，每個人所切入的角度不同，就會有不同的蒐集產生，經由交換、
分析自己所見來擴充彼此對同一主題的看法。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從資料蒐集中發現每個同學對於同個議題會有不同的關心重點。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發現新知識！並從閱讀中去得到新觀點。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獲得很多小常識，例如低潮中如何獲得小快樂。
(7)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我認為同第五題。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讓自己更有把握去掌握該議題之探討。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看到和生活相關的資料時，更可以聯想在一起。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需要更多的聯想與創意來蒐集資料。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是有收穫，不過有些 case 在現今社會沒再發生了，有時候查到的資料就比較沒
那麼實際。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可以讓劇本議題與社會上的議題接軌。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資料的蒐集，可以讓我們的想法有更多理論的支持。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普普。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能從一個話題，找出它更多的話題性。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解決疑問的能力，彙整資料的能力。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可以看朋友是如何找到資料的。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學習主動學習。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可以更加了解我們所蒐集的議題是如何反映在社會上，因為過去可能沒有注意
到。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多面向的接觸該議題（尤其是實例部分）。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閱讀平日鮮少接觸的文章。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可以看見更多資料。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去搜尋、篩選資料，從找到的一大堆資料中選出自己有用的資訊。
（九）你覺得角色取代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七、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一人未填答）
：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每個人試圖演出自己心中的角色，同時也展現了同一角色能有很多不同面向的
可能。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是喊”
卡”
的那個嗎？最大的收穫就是可以看到許多的演法，每個人詮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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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一樣，蠻有趣的。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看到不同人對同一角色的觀感，拋掉一些自己對此角色的成見。
(4)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更明顯的看出大家對同一個角色不同的想法，並且更可以知道自己心中想像的
那個角色是什麼樣子。
(5)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嘗試把自己變成一個不一樣的人，去揣測別人。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看出別人是如何詮釋劇中的角色，以及和自己扮演有何不同。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可以演出自己鎖定位的角色，以及和別人定位的角色擦出火花。
(8)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藉由不同人去詮釋一個角色，看出每個人對於一個角色不同的看法與了解，反
映了每個人獨特的個性。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事情有很多做法。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突破自己並可分析每個人對角色的詮釋。
(11)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如果覺得台上演得不夠貼近你的想法，可以馬上有機會換人詮釋。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一人未填答）
：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會在每一次的取代中看見不一樣的呈現。
(2)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勇敢喊”
卡”
或許是藉由發現別人所缺少，而自己所看到那部份來互補些什麼。
(3)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在同學的表現過程中去想還有沒有其他的詮釋方式！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表現出自己內心的角色，並藉互動讓角色成長。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發現一個角色可以有多種個性設定，可能都是合理的。
(6)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第一次見識如此多種詮釋方法，我在看的時候會拼拼湊湊，選擇所有人最自然
也最有真實情感的段落，慢慢就真的在心中出現那個角色了。
(7)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引發不同人的思考，也讓更多人或層面去理解該角色。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每換一次人，就像看到另一個靈魂，想像力真的會增加。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不同人的詮釋有很大的差異，可以看到更多的經驗分享在裡面。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大家對劇本角色的詮釋都有著很大的不同，可以知道別人心中怎麼想的。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可以感受到兩個人扮演同一角色的差異。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每個人對劇情的解讀，其實都不大相同，經由取代，便有不同的詮釋。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不同人有不同的表現，呈現感覺不同。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面對不同人，會有不同的演法，對手戲要互相配合才會流暢。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和心境，想法、替換很快，突然會有不同的感覺。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好玩！同學們讚啊！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知道原來一個角色可以有這麼多可能。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可以看到每個人不同的詮釋風格。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讓更多平時較害羞的人上台表演，可以看見不同人的潛能。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看見每個人用肢體語言表達自己對角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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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每一個角色都會有不同的詮釋方法，因為人也是個個不同。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演方式，選擇角色的個性也會很不一樣。
（十）你覺得角色辯護的練習當中，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八、3.）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會很深入的站在某個立場了解角色，但很容易失去理智…冏…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真的是很讓人印象深刻，很直接明顯得到其他人的訊息，雖然當下有許多是不
太理性而說出口的，可是卻也是最純粹的吧。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可以學習如何反駁對方（？！）藉由思考如何辯護的同時，來思考人物之間的
關係。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我認為對”
特定角色的認識”
較無更深層的認識，相對之下，我認為這活動更能
了解他人”
對特定事件、想法、面對態度”
。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傾聽別人的想法，勇敢發表意見。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藉由雙方的辯論，找出癥結點在哪。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讓我了解別人是如何去看待角色，了解雙方的想法。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沒來，但是一定很好玩，透過辯護可以讓大家對角色的想法更清楚。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尋找與了解一件事情的不同面向，去抓取邏輯上不正確&矛盾的點。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沒有絕對的對錯，重要的是互相包容尊重。
(11)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學習包容不同意見，更有種相互了解。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有時候我們所堅持的，保護的立場可能不一定是對的，由這個活動可以激出更
多的火花。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一人未填答）
：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更深入了解特定角色，知道更多人不同的想法。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每個人都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很特別。
(3)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其實我覺得這比較大的缺失似乎是當下會盲於為了辯護而辯護，可是這做法其
實還蠻印象深刻的。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也會去認同反方的話，然後去思考自己的立場。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爲角色辯護的同時，才發現劇中角色有太多盲點及情感問題，而非單純的是非
對錯。
(6)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發現很多事情不能太果斷，我決定以後遇到事情，要多問問別人的想法。
(7)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讓大家有不同的意見發表，而且更可以深入地去探討該議題，並且可以引
發個人更多的想法。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看到大家為自己的想法辯護，真的很有趣。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要深刻的去了解一個人是很困難的，但用自己的主觀價值去評斷卻是如此的容
易，該努力的方向應是以客觀的角度去認識別人。
(3)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發現自己與敵方立場和觀點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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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原本先入為主的去看待一個人就是從這發現，本來討厭一個人，深入去思考後，
可能會對他改觀。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發掘細節中的細節，嘗試去理解劇中角色的心境，每一句話的代表意義。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普普。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從多方角度批判角色的爭議性，了解大家看法。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男生想的出發點和女生差很多，很多事情沒有對或錯的。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大家太愛角色扮演了，投入到會吵？！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觀念更具體，彼此都回饋和互動。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可以更加體諒異性。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練習辯論的技巧和整合能力，表達能力。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學習在團體接受並尊重不一樣的聲音。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可以發現當初沒有深入想過的問題。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了解大家不同的溝通方式和觀點，學著表達自己。
（十一）你覺得校外參訪，最大的收穫為何？（問卷題九、2.）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得知新移民女性的現況。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又比較瞭解他們的心態吧，要放棄國籍真的很讓人難過。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可以聽到最直接的聲音，平常沒機會遇到的讓我更清楚的聽到他們的甘苦談。
(4)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以當局者來說明絕對是最有力的。
(5)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親自與他們接觸，比想像中的更能體會她們的心境吧。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了解外籍娘的生活方式。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了解一些由外國來台的女生，是如何去融入家庭，融入台灣社會。
(8)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收到吹風機的鈴聲！知道移民女性在台灣的想法以及體認。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看見與聽見異國人所具有的獨特經歷，了解新移民所會遇到的語言、教育問題。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能體諒女性在家中的地位與她的偉大。
(11)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接觸社會中不同族群的朋友。
(12)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從書上的議題，看到真實人生中的例子，更可以反映出更深切的體悟。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人的想法。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 了解在社會上有什麼樣的團體，如果可以也能加入。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有事，沒參加 ORZ。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十分震撼！在接下來的生活中，我也會持續關心
有關新移民在台灣社會中所產生的議題。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經由經驗分享，更能深刻體會。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不在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可以了解當事者的心情與經驗，外籍配偶不再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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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相當有智慧與生命力。
(7)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發現她們其實都是很勇敢的女性，不是我心中想的那種”
弱勢”
族群，我知道她
們需要幫助，但她們並不比我們弱。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認識新移民女性在台的生活，會有什麼的不一樣，而且更可以讓我們知道
當事人所面臨之問題與困難，並用什麼方法去調適，且引發我們對不同國家的人之間相處關係與態度。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對外籍配偶印象完全改觀！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聽到這些外籍配偶的想法。
(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因為之前上過類似的課程了。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增進對新移民的認識，了解她們的難處。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原來大家都是一樣的。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了解不同族群遷移的辛苦。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稍微了解目前的台灣新移民處境。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實際聽到外籍新娘的口說。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改變我對新移民的刻板印象！Good！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知道政府和民間組織如何去幫助新移民。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直接了解新移民來台的生活點滴，和平常過電視的感覺不同。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提醒了我思考新移民的地位。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認識新移民，分享她們的心路歷程。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平時很少接觸這類的族群，藉此了解她們的辛苦。
(7)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了解新移民女性來台灣的心理、生理適應問題，學著站在她們的角度想。
（十二）由以上各項不同的課程操作中，你認為哪些對你未來的人際關係的處理最有幫助？請詳細說明。
（問卷題十）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一人未填答）
：
(1)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角色扮演」吧，可能會比較容易去設想較多的可能性。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
「提出問題」跟「問題討論」
，這可以幫助我們如何協調問題及接受他人的意見，
這是要有好的人際關係不可或缺的。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角色辯論」及「校外參訪」
，以實際的方式去理解他人的想法，雖然討論議題
和我們相距有點遠，但如果是其他議題的話絕對有實質幫助。（其實小組討論交流早已拓展了人際關
係^^）
(4) 理院生科四年級女：
「問題討論」吧，小組常會針對不同的議題進行討論，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表自己
的意見，可以更了解大家的觀念及想法，對人際應該很有幫助。
(5)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
「提出問題」並揣測答案，往往學習就是在問題當中，有了問題才有學習的來源，
當你能確切找出問題並解決之，相信很有幫助。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角色扮演」：真正的了解角色，在未來自己在出社會之後，有可能也會扮演類
155

似的角色，要如何扮演才會恰當。
「問題討論」
：由於每次劇本中都會有些問題被提出來討論，討論之
中可以了解自己和別人思考會有所差異，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問題產生之後，要如何去解決、溝通、
引發自己更多的思考，更加了解自己。
「課外延伸學習」
：課外的一些資料能改變自己的一些想法，以
及資料上的一些意見，對未來的人生會所幫助。
(7)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角色分析」：可以更清楚知道，身邊的朋友地雷在哪，不要踩，正所謂路邊的
地雷~你不要踩~~~
(8)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提出問題」對於未來在閱讀和批評文章上有幫助；
「資料收集」對於問題假設
與統整是好的訓練；「角色辯護」加強邏輯與反應能力，當然對於議題了解越深入，越有助於處理人
際問題。
(9)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角色扮演」，對於想當老師的我，在台風的訓練上有較多的收穫。
(10)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
：在小組討論中讓彼此看法相互激盪，在開放的環境下
使角色定位更加深化。
(11) 理院應數三年級男：「角色分析」，有人說看人的眼睛要能擦得亮，否則誤判了一個人，會損失了自
己機會，能多磨練就能多一分經驗。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課外閱讀延伸學習」
：以往看事情都只會從自己的立場去思考，課外閱讀可以
讓自己從其他不同角度去思考同一個問題，想法不再那麼單一，面對問題時心情會輕鬆許多。
(2) 文院音樂四年級女：「問題討論」：每個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從中學習聆聽到別人的意見和適時的將
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
(3) 文院音樂三年級女：「問題討論」，經由交流讓彼此所想有一個共同平台去磨合，然後發現新 Idea。
(4)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
「提出問題」從劇本中去激發對於不同層面的思考！「課外閱讀延伸練習」老師
找的文章都十分有趣，在我們回覆之後助教也會給予回應，可以說是受惠良多。
(5)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問題討論」，經過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會有許多別於自己觀點，從彼此的辯
論、對談到談心，會學習到同性、異性之間溝通的方法，會了解異性的想法，對以後人際相處有很大
的幫助。
(6)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可能是感情問題吧，不再傻呼呼犧牲自己，而是多溝通多理性看待兩人關係。
(7)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問題討論」跟「角色辯護」
。這兩項可以讓我學習到各種切入的角度，有時候
事情沒有那麼絕對，我想我有點驚訝於別人的想法可以那麼與眾不同，有些佩服。相信以後會更懂得
採納別人意見，也要了解自己的想法有時會太狹隘。
(8)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更能與人建議良好的溝通，使做事情不會與人發生爭吵與摩擦，而且更可
以自我反思與改進，在角色扮演中，可以使我們更為投入，且能夠更深入去了解該議題所探討的事情，
而去反思日常生活中之習慣與人際關係。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
「提出問題」和「問題討論」
，因為這兩項分別代表思考和容忍別人想法的能力，
而有自己想法和虛心接受別人想法都是很重要的呢！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提出問題」、
「角色扮演」、
「問題討論」，研究問題是永遠都要做的事情，不管
任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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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角色辯護」，更深入去思考角色所面臨的情況。
(4) 工院電機三年級男：對社會上的很多議題有不同於之前的想法，對異性的思想特色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
(5)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課外資料蒐集」
，很多經驗、理論的分享，可以讓我們以更客觀的角度去看待
事件，從朋友身上所能得到的改變有限。
(6)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一百種有一百零一種想法，知道越多越能了解，比較知道女性的想法。
(7)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角色扮演」，偶爾可以扮演某些角色娛樂大家，與更多人有共同話題，更快熟
識。
(8) 工院材光二年級女：有，知道口說的能力很重要。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一人未填答）
：
(1) 管院企管四年級女：不知道耶！但都還不錯。默默的都很有幫助。最大的幫助我想應該是能有這麼
長時間和同學互動吧！這種課越來越少了！
(2) 管院企管三年級女：
「課外閱讀」了解每件事件可能的延伸議題，這世界上更多的故事無論是科學上
的考證、文獻上的，或是論壇的討論都讓自己有更多的想法。「問題討論」了解不同人背後的動機，
挑戰自己的思維，共同釐清，分享彼此的想法。
(3)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
「問題討論」和「角色扮演」
，和很多本來不相識的人互動，強化自己的社會性，
也可以擁有更多元的思考方向。
(4)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在男女交往上有新的想法，站在對方的角色互相思考體諒。
(5)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提出問題」：抓住並陳述問題、「問題討論」
：分享意見、「角色辯護」
：尊重他
人，在團體中發聲。
(6)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提出問題」、
「討論問題」、
「角色辯護」，這幾個課程操作讓我學到思考、溝通
和表達。
（十三）其他建議（問卷題十一）
1. 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五人未填答）
：
(1)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請不要當我。
(2)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這課很有意思啊~建議喔…期末考週不要有作業啦！很累耶！不過，反正我都修
過了，那還是要出作業好了，最好出多一點，^^y
(3) 理院生科三年級男：老師和助教超棒的！！！
(4)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希望能多設計辯論以及角色扮演。
(5)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課程本身的多樣性或與可以穿插或再提升，因為課程進行到期中時，略有點過
於模式化。
(6) 理院化學三年級男：餅乾很好吃，可以讓組和組之間多交流，可以摩擦出更多火花，認識更多的朋
友。
(7) 理院物理三年級男：老師好，助教美。
2. 文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四人未填答）
：
(1)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作業十分繁重！課堂上互動良好！是堂會讓人期待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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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院劇藝四年級女：覺得有些議題可能需要三個禮拜的時間來討論，要是每一次都能角色扮演應該
很有趣。
(3) 文院劇藝三年級女：改學年課好了，或者有”
進階家庭劇本”
，因為真的好好玩。
(4) 文院劇藝三年級男：可以更多的角色扮演，而且可以增加多一些關於家庭的議題，還有可以增加不
一樣的劇本從而去探討。
3. 工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三人未填答）
：
(1)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呂老師跟助教都很棒，希望會有更多人來上這堂課，祝你們一切順利。
(2) 工院電機四年級男：問卷好多…
(3)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能夠有多一點課外資料的蒐集。
(4) 工院機電三年級男：小組專題報告多點，還不錯。
(5) 工院材光四年級男：課程討論時間需要拿捏好，否則有些組別討論與發表時間會過長或過短。
4. 管理學院學生意見整理如下（四人未填答）
：
(1) 管院財管三年級女：多讓大家表演（很有去想多看一點）
，有機會的話想看老師&助教發揮功力 XD。
(2)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秘密─可以找方法說出心中的秘密；上司下屬─以後一定會面臨的問題。自行
找問題，自己解決，團體溝通對未來都有許多幫助。
(3) 管院不分二年級女：很好，ver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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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課程焦點團體
訪談大綱
時間：
地點：
受訪者：
訪談人：

一、 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請問大家對於 PBL 課程的教學方式有何感受？
（教學方式方面意見訪談）
1. 與教師講述為主的傳統教學方式來做比較的話？
2. 對於你們的（主動）學習是否有幫助？
3. 是否會引起你們主動學習的意願？
二、 在所有課程活動方式裡，最令你們印象深刻的方式為何？【提出問題、問題討論、
角色分析、角色扮演、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
、
角色取代（論壇戲劇）、角色辯護以及校外參訪】
（課程方式方面意見訪談）
1. 哪種方式最能吸引你們投入課程的學習？Why？
2. 哪一種方式不吸引你們投入？Why？
三、 經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對於你們的人際關係與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獲得為何？
（課程內容方面意見訪談）
1. 與人溝通相處上是否有所助益？
2. 除了在與人相處上是否還有其他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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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課程焦點團體
訪談逐字稿
學生編碼以 S 開頭的為理學院（College of Science）學生、E 開頭的為工學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學生、L 開頭的為文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學生以及 M 開頭的為
管理學院（College of Management）學生。另外，於學生編碼的第二碼以 M（male）和
F（female）來表示男學生和女學生的分別，例如理學院第一位表示意見的男同學就以
SM1 表示，理學院第一位表示意見的女同學則以 SF1 表示，以此類推。

第一場焦點團體訪談逐字稿
時間：2009/6/19 (五) 15:00
地點：中山大學 藝術大樓 3F 311 教室
受訪者：SM1、EM1、EM2、MF1
訪談人：林惠敏（以下簡稱 M）

訪談內容：
M：首先歡迎大家可以抽空來分享這個課程，因為有些問題想深入做一些探討，所以有這個焦點團體，
那如果有什麼想法就盡量講。因為大家背景不一樣，碰到的人也不一樣，所以講出來的話，不要害
怕講錯，因為沒有所謂的對錯，請大家踴躍發表，所以我們就像聊天一樣就可以了，好！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入第一個主題。

問題一、 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請問大家對於 PBL 課程的教學方式有何感受？
（教學方式方面意見訪談）
M：一般我們的教學方式就是老師在台上講，那他要丟什麼東西學習什麼主題，都是由老師他來決定，
去主導你們學習的方向，那 PBL 就是把這個選擇權丟回學生身上，所以你們看這節課都讓你們討
論，就是把選擇權丟還給給你們，然後老師就變成一個引導但是不領導的位置這樣子，所以你們對
於這樣子一個學期的學習，對於這樣的 PBL 的課程教學方式，你們有什麼感受？
SM1：我想想喔！我覺得啦！那種教學方式我覺得會比較不會那麼嚴肅，而且會比較…好像每個人都會
參與到，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然後又是分組，所以你比較會變得說你一定要講話，就像我們那一
組就是，我這個組長就規定大家一定要講話，如果你不講話的話，我就會點你講，然後你講不出來
就，你可能…好！你先跳過，那等一下再跳回來，就變成你一定要講，所以大家一定都會有自己的
想法。那如果是只是老師在上課講，然後下面就…除非老師真的點你，但是老師一節課只能點五個
吧！然後五個上來也不知道幹麻就下去了。然後變成…對同學自己跟自己來講都是同學，變得大家
比較有話敢講，然後到後來熟了就變成什麼話都可以講了。
M：什麼話都可以講？！
SM1：對啊！就百無禁忌！所以我覺得這種授課方式就是大家會比較輕鬆，而且會比較想要參與啦！

160

M：會想要參與？為什麼？
SM1：因為來這邊，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就像你上課你…就像現在很少人會敢在上
課老師講到一半就舉手說我覺得怎樣怎樣……但是這個可以，你可能講到一半，你可能今天換你報
告，就像小組報告，我今天收集到的資料什麼什麼………他可能講到一半就可以跟他插話說，我覺
得你這個怎樣怎樣………然後就可以讓大家有更多的想法。
EM1：我覺得這個教學方式啊，就是可以讓每個人都參與，就是像不會像一般課堂可以讓人家睡覺，因
為這堂課不可能睡著，而且我覺得這堂課也都蠻有趣的，大部分就算精神不好，來這邊精神也會變
好。
M：真的嗎？！
EM1：對！每次來這裡都是那天的第七堂課，我禮拜四有十堂課。
M：哇！好累喔！
EM1：對啊！真是超累的一天，但是來這裡就是都有互動，就是不會讓自己想睡覺。
EM2：其實也是跟他們兩個講的差不多，因為都可以自己發言，而且不會只讓老師講，只讓老師講的話
有時候，沒有辦法很深刻去體會到，因為只是聽沒辦法吸收，聽過就喔…就忘記了。但是如果是自
己去想的話，你就會記得更清楚，自己想出來的東西可以記得最好了！
M：那所以你們覺得這一堂課，就是比較有趣、不會睡著然後比較會去想，然後記得起來，然後……
SM1：然後還可以認識其他系的人！我覺得其他通識課都是，就可能說這堂什麼什麼管理，我們就去看
看好了，然後混個學分回來，然後就變成你認識的人還是自己係上的，或者是坐你前後左右的人。
但是這種小組討論，然後會上台報告的，你就會變成說，我知道你，然後雖然我們不是同一組，可
是我知道你，然後你可能也知道我，因為我們都上去演過戲或是怎樣怎樣，然後在路上就會打招呼，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EM2：我連續三個通識課都是分組的！
SM1：好累喔！呵！
EM2：一個是跟自己系上在一起，另外兩個就是老師分的，要你跟其他系上的在一起，這樣就能認識其
他系上的人，這樣比較好！
M：對！就拆開！
EM2：不然自己系上就會變成一個小團體！
SM1：真的！
M：真的！所以你覺得由老師分會比較好嗎？你覺得？就分組的話？
EM2：嗯！就老師決定好了，要不然我們自己選的話，一定會找自己認識的。
M：對！一開始老師就有這個顧慮，所以一開始系級、性別什麼的開始，要平均分配……
SM1：結果我們第二次上課就跑掉一半了！
M：對！
SM1：耶！這個生科女生不錯看！下禮拜來不見了！唉！
All：哈哈哈！
M：好啦！那這樣的課程對於你們的學習方式有什麼改變嗎？譬如自動學習這樣？因為 PBL 就是包含你
要學習什麼的主權丟回你身上……
SM1：我覺得會！就像我以往的通識課就是去啊！然後拿本小說，拿本課外讀物，然後期中考到了，就
拿書出來念，然後這一堂課是，像他們都是我找來的……
M：你找來的？！有多少人？
SM1：就三個啊！安西、周政儀跟小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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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都是你找來的？
SM1：他們本來要退，因為很麻煩，每個禮拜都要交報告。
EM2：對啊！是每兩個禮拜啦！
M：對！每兩個禮拜一次！
SM1：每兩個禮拜交一次，然後還要準備……
EM2：準備小組報告。
SM1：還要自己準備功課啊！喔！真的好麻煩喔！
EM1：做角色分析。
SM1：對對對對！還要做個性分析，這個好麻煩，所以我都上課才做！
All：哈哈哈！
SM1：我覺得這比較麻煩啦！可是我覺得這比較好玩的是，你就會變成，如果你小組討論的時候，你對
這個有興趣，然後你回去就會找資料來跟大家分享。
M：嗯！
SM1：或是你有比較類似的經驗，你就可以很輕鬆的跟大家分享，因為我怎樣怎樣……然後就開始講。
M：對啊！你都有話可以一直侃侃而談的！
SM1：對啊！因為我都負責開話題的！我覺得還不錯啦！就是會比較有出現一個帶頭講的跟一個比較搞
笑的，然後大家就會比較開心，就不會把通識課弄得很沉。
M：所以你在這堂課有自主學習到嗎？
SM1：沒有！哈哈哈！自主學習到底什麼意思？
M：就是自己想到這個議題，就想去找什麼資料之類的……
SM1：我找資料是不會，就像，可能這個議題是說男女分手，我不喜歡小組討論死氣沉沉的，然後男女
分手大家都不講話，耶！我有一個同學跟他女朋友啊……可能不是有沒有！可是硬扯！信教啊！或
是女朋友家境太好，父母反對，然後大家就會說，真的喔！真的喔！後來大家就會，耶！對啊！我
有一個同學怎樣怎樣的開始。像我第一次上課，分組我就跟他們講一個我有個同學救了一個樓下自
殺的女生，那是真的！那是看大家死氣沉沉我才講的！
M：好啦！
SM1：像我這樣講的話，大家比較愛喇賽的就會出現，我覺得一組裡面有兩個到三個很會喇賽，或者大
家覺得無聊就會拋話題，那就會討論得比較熱烈！
M：恩嗯！這是討論的方面！那你呢？你有沒有覺得這堂課裡面，讓你比較會想自主學習的部份？
EM1：像之前討論男女的不同的時候，然後就會要…課外閱讀的部份，然後就去查，發現還蠻有趣的，
然後就會想查更多資料，就是 Google 每筆就會一直看一直看，看好幾筆資料。
M：那會分享嗎？就是你比較少發言。
EM1：對！就是分享的話，因為男女的不同我體會的比較少，所以能分享的還蠻有限的。
EM2：自主性的學習喔！
M：就是傳統上的老師主導，跟這堂課的方式，對你以後去學習的話，自主性會比較強烈一點嗎？
EM2：我覺得有耶！因為這堂課我覺得就是逼你一直去想，一直去想出來之後就會找出一個答案出來。
然後我覺得…恩…其實很多啊！因為他問說那種，像問說那個在課後討論不是有那個，自己親身經
歷的，那種情境之下就會有那種回想到當初那種情況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有啦！回到當初的那種
情況，然後以後要怎麼去改善這種情況之類的，我覺得像這方面也是有的。
M：謝謝你的分享，那麼我們就進入第二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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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在所有課程活動方式裡，最令你們印象深刻的方式為何？【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
角色扮演、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
、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角色辯護以及校外參訪】
（課程方式方面意見訪談）
M：其實就是寫問卷時候看的影片，那我們再看一次吧！
M：好！所以就這些方式你們會覺得，哪一個方式你們比較，就是可以引起你們投入這個課程學習，就
是哇！好 High 喔！想一直投入在課程裡？
EM2：其實後面那個只有一兩次而已，不像前面那個已經太多次了，所以就覺得好平淡化，就沒有什麼
感覺了！
M：真的真的！
SM1：我覺得如果我那一堂課有來，就是我角色辯護有來，應該是角色辯護。我那一堂沒去，所以就很
可惜！超氣的！
M：那你可以看影片啊！
SM1：我也沒看那個影片，所以他們跟我講說，哇！超兇的耶！因為他們跟安西走進來，因為他們遲到，
一走進來……
M：欸！你沒看過喔！網路上應該還有放！
EM2：可是你沒親身體驗，沒有那個 feel 啊~~~
SM1：對啊！就很想參加！然後他們就遲到，然後啊耐ㄟ分兩邊，
（吸氣）右邊比較近，走右邊！哈哈~~~
EM2：還好坐在炮火，比較剛好那邊。
SM1：對啊！然後就很好笑，他們就說超兇的，而且都是女生在吵架，他說女生超兇的，然後還喊說你
們男人就是賤！哈~~~
All：哈哈哈~~~
SM1：我永遠記得這句話，超好笑！什麼什麼，懷孕了不會跟父母講，就是賤！很好笑，我…不是我啊！
哈哈~~~我覺得我那一堂有來的話，應該是那堂。如果沒來的話應該是，恩…可能是課外資料蒐集
與閱讀，就是小組要報告。
M：為什麼？
SM1：因為就像我們平常討論的議題啊，就是課堂上面你就要把它討論出來，就是提出問題之類的，然
後提出問題你要想怎麼解決，這可以分很多種，但是上課你要真的講到怎麼解決的話，就變得很淺，
就是你可能把問題單一化，變成你只能從一個角度來想，然後大家想這樣解決的話會不會比較好一
點。那如果你是回家蒐集的話，就像什麼類似我們第一次做的，呃…婚姻是兩個人還是兩家人的關
係，那你就可以把它分得很細，就類似說你們兩個負責找，比如說我們已經同意說要找婚姻是兩家
人的事的話，你們兩個就是負責找好的例子，那你們就找不好的例子，那你們就找現實的啊還是一
些專欄，分析探討的那種專欄，然後我就整理資料嘛！哈~~~那一次真的不小心幫大家整理資料，
四十幾頁我把它整理成一頁半！最後結論還是我打的耶！對對對！耶！就是這樣！哈哈哈~~~
M：就老師幫你們印的時候，想說這組怎麼只有一頁半……
SM1：因為後來就是大家找過的資料會比較清楚，因為你找資料，因為網路上找的資料不會只有那一兩
篇嘛！就是你可能找了八篇，然後你看過之後，這個資料比較符合我想講的，那你可能就會有篩選
啊，或是比較好的資料出現，而且比較有其他人的意見，那大家討論起來就可以把問題細分化，那
就可以講得更精采！對對對！
EM1：我覺得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校外參訪吧！因為校外參訪只有一次，然後再加上…
M：你們根本是當作郊遊吧！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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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1：哈~~~沒有沒有~~~再加上那一次就可以了解到，就是發現當外籍新娘嫁來台灣是一個問題，以前
可能會不知道這方面的事是怎樣一個問題，因為頂多是你的鄰居或是認識的人有外籍新娘嫁來台灣
的，不然你完全不會發現到這是一個社會上的問題，然後是一個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是個不錯的經驗。
EM2：辯論那次你有來嗎？
EM1：辯論有。
EM2：我覺得我的話是角色取代那一次吧！因為那一次大家演得很瘋！
M：對！真的！
EM2：很好玩！就是一個角色讓不同的人去演，然後真的是很多種詮釋的方法，我覺得那很好啊！然後
玩出來，喔！原來也可以這樣拿出來玩，我覺得很有趣！
SM1：我覺的角色取代，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花的時間會比較長，而且參與的人不多！
EM2：對！其實有這樣的問題。
SM1：而且真的敢玩的沒幾個啊！真的敢這樣卡然後上去…
EM2：都是被拱上去。
SM1：都是被陷害的！都是被出賣的，就是大家討論之後，好啦！那就我們上去，就是你真的很難卡到
一個上去的。
M：這也是那時候我跟老師在考量的問題，所以到最後真的不行的時候，就我們來點人。所以你最喜歡
的是角色取代！
M：耶！來了來了！
SM1：你好！
MF1：對不起遲到了！
M：沒關係沒關係！簽到一下！
M：好！我們現在討論到第二個，所有上課方式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沒關係你可以慢慢來！吃點東西也
好！我們剛剛聊了大概一圈，就是說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方式，那先讓他休息一下。好！最喜歡的你
剛剛有講是…有來的話…
SM1：角色辯護！
M：但是如果沒來的話是小組專題報告。
SM1：對！
M：然後你是校外參訪，因為可以出去郊遊，呵！沒有啦！呵呵~~~啊你是角色取代…
EM2：那如果沒來的話我是角色分析。
M：為什麼會是角色分析？！因為我會覺得角色分析對大家…有些人來講應該是蠻 boring 的對不對？！
SM1：不是 boring，是…就很不喜歡還要寫下來，就你要我分析他，來我就講就好了，我覺得寫下來很
浪費時間！
EM2：我覺得我可以講另外一個原因，如果我不讀工科的話，我會想讀心理系的東西，所以我會覺得寫
角色分析非常有趣。
M：所以你去分析那個角色的時候，就會……
EM2：就會有點帶那種感覺下去，然後想他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情，會讓他有這樣的個性，我是想就是因
為這個關係，所以我才喜歡寫角色分析。
M：那你覺得角色分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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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1：我沒有很喜歡角色分析，因為感覺基本上給我的條件就有限，然後那個角色分析這麼多欄，很多
地方就是資訊不足，還要憑自己的感覺去亂寫。
SM1：沒有！最氣的是！你已經敎完了，還不給我們結果！
EM2：可是這不需要結果啊！
M：呵~~~那本來就沒有結果啊！
SM1：對啊！就我們討論了半天，我們這一組在那邊討論，這個最後一定怎樣怎樣，那個什麼以樂一定
會回來之類的，
EM2：這個根本不需要結果啊！這不是角色分析吧！這是問題討論了吧！
SM1：就是大家討論完他的個性他應該會回來，或者誰跟誰會怎樣怎樣，就大家分析完個性就是這樣。
結果想說應該第七堂會講了吧，結果問老師說結局呢？他說沒有結局啊！
EM2：沒有結局。這沒有結局！
SM1：他就說沒有了我就說呃……什麼東西，居然沒東西！
M：所以你對於這種就沒有答案的這種，會覺得很不舒服？
SM1：對啊！
M：所以你還是心裡還是希望老師在最後還是要給一個正確答案？！
SM1：我覺得因為大家討論很久啊！我覺得如果是大家去討論出來，就我們討論出一個結果，已經討論
出一個結果，那最好還是有一個可以讓我們比對…
M：就印證這樣…
SM1：對！去印證！因為你沒有去印證，你會不知道你這次思考的邏輯或方向是對還是錯的。就像你可
以用對話來分析，可能是他的心理或個性，那你可以用動作啊，所以它上面不是有很多動作詞，你
可能用語氣啊，那你不知道，像我覺得像語氣大於動作大於對話，那我就覺得這個人個性非常暴躁
之類的，那如果我分析出來了，那我們大家也覺得應該是脾氣暴躁，那結果應該快知道答案的時候，
老師卻說，恩…沒有答案！那我就會覺得說…呃？！我分析那麼久！
M：呵！PBL 真的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SM1：我們小組辯論了一下，結果沒有答案。
M：嗯嗯！
EM2：我覺得角色那個還好，因為一個人的話，不是每個人看他都是同一個觀點啊！
M：嗯！真的！
EM2：重點是這個劇沒有辦法給它一個確定的結果！同樣一個劇本給大家看，大家的看法可能就都不一
樣。
M：對啊！所以真的沒有真正的解答。
EM2：我覺得沒有辦法給一個正確的答案，都只有大家各自的看法！
M、SM1：真的！
EM2：所以才需要大家討論。
M：所以上述，你最印象深刻的課程方式是？
MF1：嗯…應該是提出問題吧！
M：為什麼？
MF1：因為平常看完東西就不會想要反思或是問問題，但是我覺得這種強逼你要想東西出來的，就覺得
其實還不錯啦！然後通常是想不到什麼好問題，哈~~~
All：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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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1：被同組吐槽這樣子。
M：哈哈哈~~~好！印象最深的，那有沒有最討厭的？
MF1：最討厭喔！
M：就是最不吸引你們投入這個課程的。
MF1：應該是角色分析跟課外閱讀延伸那個，就是自己要去找資料的。
M：自己找資料的應該是小組專題那個…
MF1：就是每一次議題最後面那一個…
EM2：那是問題討論吧？
M：那你討厭的部份是？小組自己去找？還是我丟給你們的延伸學習？
MF1：喔！兩個都不是。
SM1、EM2：哈哈哈~~~
MF1：是那個……
EM2：角色分析後那三個問題嗎？
MF1：是每一次議題後要自己有什麼去找參考資料的那個。
M：那也算是延伸學習……
EM2：那就是延伸閱讀啊！就是最後一個啊！不是有一個親身經歷再下面一個的問題！
MF1：對！就是親身經歷後面那一個。
M：是喔！為什麼？
MF1：就是延伸閱讀，就是想以前看過什麼書而已，就不是自己新去找的這樣子。對！然後自己要重新
去找，沒那個力氣嘛！
M：有人剛說他找得很開心耶！
EM1：對啊！
MF1：真的嗎？哈哈哈~~~
SM1：找了兩百多 page 才找完！
EM1：哪有！我沒說喔！
MF1：可能我比較懶，他比較勤勞，所以同組剛剛好！
M：那你呢？你也不喜歡角色分析？
EM1：我也不喜歡角色分析，有一欄預期反應，我都不知道怎麼寫！
M：所以你平常應該不會想很多吧？
EM1：想很多？
M：就幻想啊！看到他的語氣動作，下一步應該會怎麼做…
EM1：嗯！應該不會！
M：那你哩？最討厭的是那一個？
SM1：應該…角色分析吧！我不喜歡…我不知道耶…就是我其實都還蠻喜歡的，我覺得都還可以玩，對
我來講這幾個都是，喔！我不喜歡校外參觀！我對這次的校外參觀印象沒有很好！因為我覺得時間
短，然後問的問題也…
EM2：不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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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1：對！淺淺的！
EM2：就跟平常知道的差不多啊！
SM1：就是我覺得這次校外參觀，就兩個上去分享他們自己的親友啊，就是都是講他們自己怎麼帶小孩
啊、來這邊適應多好啊，但是我其實看到的社會版版面啊，都是什麼頭條啊，都是比較偏失敗的。
就是，怎麼講，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就是孩子不好敎吧！娶外籍新娘的畢竟，可能家境都比較不好，
困境啊什麼的，然後就變成父母都沒辦法敎，如果父母都沒辦法敎，你又一個媽媽是外籍新娘，那
你要怎麼敎會他去跟人應對啊，或去學校學東西…對！
EM2：我覺得我也是不喜歡這次校外參觀。
M：嗯！
EM2：因為我覺得那算是蠻個案的，因為那女生自己的學歷好像還不錯，不像我們一般知道的外籍新娘，
就是那種走婚找到的。
EM2：如果真的好一點的話，像那種拍紀錄片的那種，給我們看到底大部分的外籍新娘是怎麼樣一個情
況去看，可能比較不錯！
M：我覺得這次比較可惜是因為這次校外參觀，因為要減掉交通的時間，真的壓縮很多，而且他們談的
也不大是我們一開始預期他們會跟我們分享的，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把劇本那個年代女性主權非常不
張的情況拉到台灣現在環境來看，只能在新移民這一塊還會發生這樣不公平的對待這樣…
SM1：他們可能被那個院長威脅，不可以講壞的，只可以講好的！因為他們是新移民之家。我覺得應該
是不能講不好的！
M：這一部分我一開始也覺得不好，好像跟課程沒有那麼切合到！
EM2：我覺得是那個外籍新娘她老公對她還不錯，所以她才沒有遇到那種不公平的狀況。
MF1：可是像這樣子的校外參訪，我是覺得願意出來講自己不幸的應該很少，應該是過了之後，才會去
講過去的那段歷史，所以這樣說自己多苦啊，感覺又很奇怪。
SM1：也是啦！可是我覺得既然都到那邊了，還聽不到自己想知道的…
M：嗯！那有沒有對於這些，還有沒有其他可以更改的方式啊？就是說…對每個課程！
SM1：我覺得可以，我覺得就是所有的課程安排都是自己小組的，不然就是跟大家講東西，我覺得應該
會有那種組跟組之間的交流之類的。
M：組跟組的交流？
EM2：照你的說法是組跟組拆開，然後換另外一組嗎？
SM1：就…類似…因為我覺得像我們這一組討論的東西啊，有時候剛好跟其他組問題都一模一樣，可是
有些其他組的問題是…完全是天馬行空那一種，可是我完全想不到為什麼他會那麼天馬行空，因為
我每次提出來的問題就是那麼…可能大家都想得到，或者再深一點點而已，對…然後很想知道他們
到底怎麼想的，可是後來就也沒去問。
M：所以你覺得有點可惜就對了？！就看不到他們討論的那個過程，就只看到呈現，你會覺得…
SM1：對對對！他到底是怎麼去想的，就…不知道。
M：想說有些活動是可以讓你們有交流的，恩…那還有什麼可以建議的嗎？就是關於上課的方式。
EM2：我覺得有時候那個討論的時間會太長。
M：討論太長？
EM2：我們自己討論的時間太長，還有小組分享的時間也會太長，有些小組分享十幾二十分鐘還沒結束。
M：有啊！老師有時候會覺得讓你們多討論啊！可是其實到後面好像變大家聊天。
EM2：對啊！討論完就聊天啊！我不知道…你們自己是不是聊天聊得太開心然後忘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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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沒有！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每次，上學期在高應大的時候也是這樣啊！就給他們很多時間，然後我
就會接近聽…耶…已經開始說閒話了，啊這組也是，可是老師會覺得再五分鐘再五分鐘，哈~~~之
後我就覺得算了，老師有他的 tempo，他想怎樣都 OK。
SM1：我是覺得也不錯啦！時間不會那麼…
M：長到那麼…
SM1：對啊！就覺得時間很長，因為我覺得來上通識都時間短短的，怎麼一下…耶…五點四十幾分！呵…
該回去了！就突然間…因為我覺得大家聊天就可以…就覺得上通識除了學東西還可以交朋友，然後
聊天是還不錯一個…
EM2：可是有時候討論到一個時間都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好累喔！
SM1：厭倦期是不是。
EM1：期中考週的時候。
SM1：期中考的前一週啊！我們那一組都不講話喔！然後我也沒力氣了，每天都很累。
SM1：然後我就來啊，然後大家討論嘛…我忘記那次是討論什麼？小組討論吧！後來就跟大家報告…就
報告前然後我們完全沒有討論，怎麼辦？沒東西…
All：哈哈哈~~~
SM1：我今天沒力氣了，然後上去的時候，啊不管啦！你講這個、你講這個，然後上去把它講完。
M：對…會有倦怠期！有啊！那時候高應大沒有那麼多玩法的時候，其實他們很快就疲憊了！
SM1：我覺得應該是我們有那個…劇藝系的。
EM2：對！我覺得有差！
SM1：跟一些比較喇賽的…就是…大家都好玩！
EM2：我覺得主要是管院的他們好像沒有，管院的有差！
M：可是他們會喇賽的也很多耶！
EM2：就嘴砲。
M：對！所以嘴砲跟喇賽是不一樣的？！
SM1：我覺得就像我們劇藝系是那種我們大家開心，有些就是會帶動起大家的討論的那種…熱烈，就有
些是你講完，像許博凱…我覺得他很好笑，他講完是很好笑，但是我不會想…就是他講完，我就不
會想再接下去。可是有些人是你講完了，然後你就會想應該是這個樣子，你就會想繼續講。我覺得
我們還不錯…就上課…蠻多這樣子的。
M：那你們哩？
MF1：我們有疲憊期、倦怠期嗎？
EM1：就期中考週吧！
MF1：好像每次都很快講完那個議題之後…
EM1：就沒事幹…
SM1：應該來我們那一組聊天！我們那一組很愛聊天！
M：真的！有！有差！
EM2：不是每一組都會聊天嗎？
M：呵~~~好吧好吧！那我們進行下一個。

問題三、 經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對於你們的人際關係與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獲得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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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方面意見訪談）
SM1：我想一下！這個很深，我要先想一下！
M：你怎麼知道我要先讓你講？呵~~~好吧！先講人際關係溝通方面。
SM1：溝通喔？
M：溝通相處上啊！有沒有什麼助益？
SM1：其實還好，我只覺得我溝通能力還不錯，對啊！就像我之前去修一門，那叫什麼…單親課輔！對！
那是服務的，我們跑去那個忠孝國小去敎，對！因為比較遠，然後我時間沒辦法配合啊，然後我第
一天去我穿得很邋遢，因為要趕回去練球，我是上禮拜三然後下午兩點到四點，然後我四點要練球，
所以我就直接穿球褲去，想說都是學生，就那些小二小三，而且都是問題學生，他們會當著你的面
罵髒話什麼的，然後我就想辦法跟他們溝通，喇賽然後後來想跟隔壁魔術…我隔壁室友是魔術社
的，敎我幾招魔術，他就覺得…耶…還蠻厲害的，然後算是跟他們打成一片啦！我覺得我溝通沒什
麼問題！
M：嗯！那你呢？你覺得呢？這堂課對你的溝通啊！與人相處上的人際關係，有沒有什麼幫助？
EM1：嗯…就會試著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想事情，然後溝通的時候就不會只是依自己的想法去…就是說出
自己的話而已，就是會…試著體諒別人啊…恩…大概是這樣。
M：所以課程上敎的有用囉？！
SM1：有！我覺得有一個蠻有用的！就是男生跟女生心情不好…要怎麼解決，我覺得這個很有用！
EM1：對！我也覺得蠻有用！我也覺得蠻有用！
SM1：因為我們班有一對情侶很妙，就是他們從頭到尾都在吵架！可是他們從大一上就是情侶了，我們
自己私下還開賭盤賭他們什麼時候分！現在都三下了還沒分！就很妙啊！就常為了一些小事情吵
架，而且他們吵架…像我們一般男女朋友吵架就自己吵，不會弄得大家都知道，可能比較不會…反
正他們就常常為了小事而吵架，然後吵架就算了，他們吵架是那種 Po 網狀態，男生會說啊是怎樣？
我對你不夠好喔！不爽啦！飆車去！ㄆㄧㄤˋ！就走了！還掛離線喔！超貼心的！掛離線，手機還
會開機讓大家找他！哈~~~~
All：哈哈哈~~~
SM1：然後女生孤立無援，好冏！怎麼辦？難道我又錯了嗎？
All：哈哈哈~~~
SM1：他就就常…可能一個月吵一次架我覺得還蠻正常的，他們不是，他們可能一個禮拜就有兩三次這
種情況，不爽就 Po 狀態，不爽就 Po 狀態。
M：哇…
SM1：然後這是屬於小事的，然後每發生四件小事就會發生一件大事，就會單獨約出去談。那時候我跟
他們還不錯，就當和事老，我跟兩邊都還不錯，這個男生就對妳還不錯啊，幹麻…妳要多體諒他啊！
跟男生就說，女生其實很好啊！你看她以前多好啊！現在因為跟你在一起都不跟其他男生講話！可
是我覺得不好啦！因為那男生很愛吃醋，女生可能跟我們聊聊天啊！男生就覺得不行！不爽！不開
心！幹麻跟其他男人聊天那麼開心，昨天還跟我鬧脾氣！很幼稚！我賭他們二下就會分！超氣的！
害我輸了兩百塊！
All：哈哈哈~~~
M：你說有用在哪裡？！
SM1：就是那天我跟他們講說…喔對厚！離題了！
M：離超遠的！
SM1：就是說男生生氣會一個人，想辦法把它解決完！然後女生生氣就想要人家陪，可是女生會脾氣很
硬…就硬撐著！就會想要等你先道歉，硬撐著說沒怎樣啊！就這樣啊！然後也不哭喔！沒表情！最
後男生肯低下頭來的話，女生就會開始哭，嗚~~~我就是要這樣之類的。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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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是要這種感覺，男生就是放給他爛嘛！他心情不好就給他酒嘛！女生心情不好坐在旁邊給她衛
生紙。他就說喔~~~原來是這樣啊！之前都不知道！
M：那你哩？就上過的課程啊，或是那些情境，有沒有可以套用在你的生活上？比如說男性之間的相處
啊，就是你有沒有碰過你的同學…之類的？或者跟家人吵架啊？有幫助嗎？就是對於你的溝通上？
EM1：其實我感覺我的生活就是比較一成不變，沒遇到什麼特別的事情，所以目前我還沒有應用到，但
是說不定未來可以用到。因為現在生活就是很單純，就每個禮拜都是一樣這樣過。
M：那除了關係啊、家庭啊、有沒有其他地方有所獲得的？就這堂課，不管是不是家庭，就是上完這堂
課你覺得你的獲得是什麼。
EM2：我覺得家庭比較少吧。
M：對！就一個篇幅而已。
EM2：而且像我們學生大部分又是住外面，比較少回家接觸…我覺得有差。
M：那你們會不會去檢視你們跟家人的關係？就像我之前在高應大上課，聽他們分享自己跟父母相處的
情況，有些人都說他們跟家人…跟媽媽啊，可以聊心事什麼都可以跟他講，任何大小事都可以講，
可是我想到自己…沒有耶，我好像都是報喜不報憂，有什麼事情也不會…媽！我跟你講什麼什麼！
不會！除非他問我，我才會跟他溝通，我就覺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那你們呢？難道你們上完
課都沒有想到…這一堂課這個 section，然後你可能想到，以前分手分得不好啊，或是怎麼樣的？然
後怎麼改進之類的？都沒有？
MF1：我是想到，我以前跟我媽媽啊，其實我也不太會跟她講心事，但是我的弟弟跟哥哥都會跟她講心
事…
M：這樣就有落差了耶！
MF1：對！然後她就一直問我為什麼都不跟她講，因為我這樣很奇怪，然後有一天她就跟我弟開始逼我
講心事，然後就逼到我大哭。可是之後才慢慢學會跟她講事情這樣子。
M：那你們跟家裡相處的情況呢？你應該什麼都不講的吧？
SM1：我會講，但是還是報喜不報憂啊！
M：嗯！那還有什麼可以分享的呢？想一想，做個結語吧！有沒有幫助啊？這堂課？
SM1：人際關係…幫助…我覺得可以讓我學到…跟平常不是很熟的人開始聊天，我覺得啦！像一開始大
家來都不熟，然後就會跟幾個…也很會聊的啊，可能今天第一堂課就是我們兩個在聊，就講完換他
講、講完換他講，然後換我講、換他講，然後慢慢地你會發現這樣不行，然後你會跟一些比較悶騷
的啊，不講話的開始丟一點訊息給他，然後他可能一開始回對啊！我也是覺得這樣子！然後慢慢
的，對啊！我也覺得這樣子！後來就會變得…他也會丟訊息回來給你，那就變成…像我現在跟班上
的人…平常沒有很熟，偶爾見面還是會打招呼，現在就變得比較敢跟他們聊天。儘管只是我單方面
講，他們也笑得很開心，這樣就可以了，比較敢講啦！
M：比較敢講！那你呢？
EM1：我不知道要講什麼耶！
M：他真的比較拘謹耶！沒關係！你就隨意說說嘛！
MF1：助教我等等要先走，那我先講好了！就是大四比較孤僻，這堂課可以見到比較多的人，就這樣子
了，呵！
SM1：好難得喔！怎麼那麼多人！這樣！
MF1：對啊！
EM2：大四本來就沒什麼課啊！
MF1：其實我還蠻多課，就是因為大一大二大三都會在人群中生活，但是大三下就漸漸沒有，然後大四
上也比較少…恩。
M：就認識比較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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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1：對！
M：那你呢？
EM2：就…騙到學姐啊！
M：怎麼騙到？這堂課？
SM1：最好是！你說助教我還相信！
M：好啊！你跟我講你跟我講！這堂課怎麼幫你騙到學姊的？
EM2：就是有差啊！怎麼去安慰女生、怎麼跟她們聊天這種…
M：所以也是男女之間不同的那些…
EM2：沒有！其實跟男生也是一樣啊！你跟男生有好關係的話，別人對你的印像也會很好！
M：那有沒有實例？講一下？
EM2：實例喔！
M：你怎麼安慰學姊？哈！沒有啦！那跟男性相處呢？
EM2：男性相處喔！就是…你看有些人不講話的時候，就直接去問他怎麼了，或者你覺得怎麼樣，就直
接問他是不是怎麼樣，有些人就算不講話就是有事的，然後就跟他溝通一下。
M：好啦！這堂課還是有小小的用途啦！好啦！吃東西吧！我把這個關掉囉！

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逐字稿
時間：2009/6/20 (六) 12:30
地點：中山大學 藝術大樓 3F 311 教室
受訪者：MF2、MF3、EM3、SM2、LF1、MF4、EM4、SM3、SM4
訪談人：林惠敏（以下簡稱 M）

訪談內容：
M：謝謝大家今天來參與這個焦點團體的深入訪談，然後我們大概只有三個問題，然後大家有想到什麼
就丟什麼東西出來，不要擔心害怕講錯話，大家就當作聊聊天，開心就好。不要害怕講錯話，就丟
出來做個參考這樣子。然後呢！接下來就看我們第一題題目。

一、 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請問大家對於 PBL 課程的教學方式有何感受？
（教學方式方面意見訪談）
M：就是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啊，因為 PBL 跟以往傳統的教學方式是比較不一樣的，我不知道你們之前
有沒有接觸過 PBL，就傳統的教學就是老師在台上講，我要敎什麼、你們要學什麼是一定是，由老
師來主導，但是 PBL 它就是把這個學習權交到學生手上，就是你想要學什麼，你想要探究什麼，由
你自己決定，就是那主導權、主動性交還給學生。那我不知道你們在這樣子學習下來，對 PBL 這個
教學方式有什麼樣的感受？以你平常…以往的傳統式教學來做比較的話？
MF2：就感覺比較輕鬆，就是你有在學東西，可是不會就是一直覺得是，好像老師一直硬塞給你，是你
自己要去找資料，而且找資料你可能在網路上又看到一大堆有的沒的的東西，然後你就會很自然的
記住，因為就是在一種很輕鬆的狀態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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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就這樣傳下去，每個人都要發言。
MF3：就跟一般上課方式很不一樣，因為如果是老師在台上直接這樣講的話，可能下面大家各做各的，
可能其實也沒有在聽，然後到考試的時候反而是也都是自己在讀。可是如果是這種課的話，就是你
上課的過程你是自己在學習你自己找的東西，就是你會比較清楚說，到底上課在幹麻。
EM3：這樣的上課方式，就是大家自己想問題很輕鬆，然後期末考也不知道考什麼，所以還不錯啊！謝
謝大家！
SM2：好快喔！沒有…我就是覺得說，我是覺得這樣的課程會…有一點是見仁見智啦！因為我覺得有時
候像這樣的課程沒有老師敎，所以幾乎都是自己發現，然後當然做出來的品質也是看個人的…sense
這樣。還會覺得說，有時候到底學到多少是看自己做了多少這樣子。對啊！有時候就會覺得說，就
少了一種…雖然說一樣要交報告，但是就覺得督促性就少了很多，因為就覺得說好像沒有一定要做
出什麼東西的感覺，然後也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這樣子。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加一些…就是老師把
他自己的看法提出來，讓大家去分享，說不定也是一件好事這樣子，至少會有個標準。但是我覺得
這種東西還是見仁見智，比較像是辦營隊的那種感覺，營隊大部分領導力課都是大家討論怎樣做比
較好這樣子，對！大概是這樣子！呵！
M：昨天也有人提說，做角色分析，小組討論性格應該是怎麼樣，在吵得很兇的時候，結果老師說沒有
答案，然後就覺得很生氣這樣。呵！
LF1：我剛剛想的跟他一樣，這種課就是見仁見智，因為就在一定的框架下，然後就自己去找說自己想
要學什麼，然後為了你自己想要知道什麼去找些東西去輔助，找一些網路資料或者藉由跟組員討論
的方式去發掘些什麼，可是當然如果就是有人不找或者自己並沒有那麼想要投入在這個裡面的話，
那麼多少會有所影響。所以我就覺得說，學起來很有趣，但是當然…可能就是…恩…就是要看到底
習不習慣這種教學方式。
MF4：好緊張喔！拿這個就很怪，我覺得這課…我自己是沒有想說會學到什麼，可能我上課從來沒有想
過我要學到什麼，可是就覺得還蠻好玩的，就是會想要來上課，我就覺得禮拜四好開心喔！我們是
不是先跳有氧舞蹈，然後再來上通識課，呵~~~對！就禮拜四下午好開心喔！感覺很悠閒！對啊！
就來這邊聊天，然後講一些自己的事這樣，然後講一講就可以把作業交出來了！好開心喔！對啊！
我就覺得我還蠻喜歡的啦！
EM4：這要放很近嗎？
M：你可以放很近！
EM4：不要！真的什麼都可以講嗎？
M：對！
EM4：喔！我覺得上課一直用問問題的方式是…我覺得挺瞎的啦！
M：挺瞎的？！
EM4：因為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從一些很正常的東西去找問題，啊可是問出來就是沒有答案的問題，我
就覺得很奇怪，就討論感覺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目標，就不知道討論什麼東西。然後我們常討論就
覺得…
MF4：就涼掉！
EM4：對！講一講就離題了！根本就沒有人專注在那個議題上面，就是這樣…有些時候上課就會覺得課
很無聊啊！那其他像演戲那些是還好啦！都還不錯！
MF4：那第一次上台演戲你的感覺是什麼？
EM4：第一次演戲很緊張啊！因為以前根本就不會有…像我們電機系的課就是老師從頭講到尾，啊其他
通識課也都沒有在演戲的啊！所以演戲…對啊！而且第一次上去很刺激，而且又碰到對手是劇藝系
的，我還不知道他是劇藝系的，我就想說他怎麼演得那麼厲害，然後感覺越演越弱越弱，哈~~~然
後我就不敢講話。我的感想大概就是這樣，不過整體來說是…因為禮拜四我滿堂所以…
M：為什麼大四了還會滿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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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4：我特別選禮拜四啊！因為我想說排在一天好了，要不然每一天來一次就…
M：很浪費。
EM4：對對對！就很無聊啊！就早上早起下午回來，所以我就排在一天然後禮拜四都上得很累。不過最
後一天上得還蠻輕鬆的啦！對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SM3：要很近嗎？我覺得這堂課啊！它很自由，但是自由的另外一個代表意義是說如果你沒有很有動力
去學的話，你就學不到東西，就像我啊！就像這一組我跟組長比的話，組長他很認真，他就想很多
東西，啊我就是沒有興趣或是去那邊觀察別人在講什麼，對啊！就當我醒過神來就發現，喔！他們
都寫好了！就這樣…喔！掰掰！
All：哈哈哈~~~
SM4：對！真的！
M：對！你們兩個是幽靈！
SM3：對啦！這堂課我是覺得很自由沒錯啦！但是…主要還是要有動力才能學得比較好！不然也沒有什
麼…得到太多的東西。
SM4：我是覺得我應該可以轉去劇藝系吧！哈！沒有！
M：真的真的！
SM4：對啊！我覺得這門課對我收穫最大的是，可以訓練自己口條，然後還有台風這些東西，其他的是…
我是覺得沒什麼啦！就是…我覺得這兩點是對我收穫最大的。我後來有比較好一點，我一開始覺得
還蠻緊張的，就悶悶的，因為感覺大家都滿有興趣的，然後…對啊！對劇本蠻有興趣的，而且大家
討論得很熱烈，但是我覺得我劇本好像怎麼都看不懂…
M：真的喔？
SM4：因為我對看文章啊…太多字的東西我好像比較排斥，然後就不會去看，然後每次被組長這樣問，
然後就…很冏。然後後來我就是裝 High…
M：裝 High…呵…
SM4：對啊！至少是你劇本看不懂你要…High 一個啊！人家才不會覺得你什麼都沒用。然後後來我還上
台講一些東西，對啊！然後…你們覺得怎樣？
All：哈哈哈~~~
M：你好激動喔！為什麼那次會那麼激動？
SM4：妳說哪一次？
M：就蓮蓬頭啊！
SM4：蓮蓬頭是因為有親身經歷嘛！對對對！大概就是這樣子，讓我的台風變得還不錯！好！就這樣子！
M：那就謝謝你們對這一題的分享，那剛問了感受，那你們…因為 PBL 主要就是希望學生可以有自主學
習、自主性的這一個點這樣子，那你們覺得上完這一個學期，覺得 PBL 有讓你激起這一份學習的心
嗎？就是自主學習這一部份？有嗎？都沒有嗎？
SM4：呃…就是你看大家這樣子做，就會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就會被逼去記…自己去學東西，就無
形的。
M：因為小組的關係嗎？
SM4：對！你就會被逼著去…自己去幹麻，自己去學，像我也一開始也抱著說來這邊就”度姑”，然後
就過這堂課，後來覺得不行，就會被組員…就是…
M：因為是同儕團體的壓力，迫使你要前進。
SM4：對！就是同儕的壓力，迫使我要去，而且好像自己要自己去學，就是學習的目的、目標好像就很
自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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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很自由，那這對你未來的學習會有幫助嗎？你覺得？
SM4：未來的學習喔？
M：沒有組長就沒事了！哈~~~
All：哈哈哈~~~~~~
SM4：我覺得有一個人去領導還是比較好，因為對於比較被動的我是比較有幫助的。
M：你們組長真是用心良苦，有時候還會寫信就是說，唉！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麼幫助我的組員…
SM4：他只是講我而已啦！其他都還不錯啦！
M：真的嗎？
SM4：對！我比較糟糕一點。
M：他真的很用心良苦，很替你們擔心。
SM4：說真的，我真的看不懂，尤其是最後一章劇本，我是真的看不懂，真的是看不懂，不然…組長不
錯啦！很用心！太感動了！痛哭流涕！
M：真的嗎？那昨天有沒有跟人家說聲生日快樂啊？
SM4：欸…昨天…
M：痛哭流涕？！你涕在哪啊？
SM4：心裡啊心裡啊！淌血了！感恩感嗯！
M：好啦！那還有其他人要講講嗎？台大電機！
EM4：現在問題是什麼啊？
M：就是說這堂課上完，PBL 的教學方式，會不會讓你以後學習上會比較有自主性？
EM4：因為這堂課的關係？自主性…可是我覺得我一直都蠻自主性的啊！
M：比如說哩？
EM4：比如說說都自己念這樣算嗎？對啊！上課沒有聽老師講。
MF4：好自主喔！完全自主！
EM4：哈哈！
M：就是老師上課沒有講的東西，你就超有興趣，好想知道喔！這樣，你會自己去學習嗎？還是老師有
交代的東西，我有讀就好了？
EM4：不會不會！我不會聽老師講課，我很少聽老師講課。
MF4：真的嗎？！你還記得老師長怎樣嗎？！
M：所以台大電機都是自己讀來的？
SM4：超強的！
EM4：幾乎都自己讀啊！聽老師…
MF4：默默往旁邊移動，免得被光環震懾到了！
EM4：呵！沒有這麼嚴重啦！因為老師想的不一定跟你一樣啊！就是老師想法，他會有自己的想法，他
一定也是自己念上去的，我覺得，就是如果都要有一些很特別的那種想法的話，一定都是自己研究
出來的。所以聽老師講課，實在不是我的風格。
M：那老師都不講課，這一堂課對你來講應該是…
EM4：很爽！
All：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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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可是我覺得你有點矛盾耶！就是你覺得老師上課對你的助益沒有很大，可是如果又沒有給你一個目
標，討論問題你好像也覺得沒…
EM4：對對！給一個目標跟老師講課，我覺得老師講課在很細節的地方…
M：至少他會告訴你，你要學會什麼。
EM4：對！可能講一個目標、要做什麼，之後自己做，這樣比較輕鬆，不用跟著老師的步調走。
M：所以你希望這堂課是要有目標的？
EM4：對！至少要有個宗旨。
M：給我解答給我解答！炳忠的個性應該是這樣子的！這樣嗎？
EM4：不是不是！不是這個意思啦！我沒有想要研究哪一個角色，研究角色也是蠻無聊的，因為他的線
索很少啊！劇本就講幾句話，就要猜出穿什麼啊，這樣蠻難的吧！
M：好啦！那還有呢？就到底對你們學習有沒有幫助，就自主性這個來說，因為這堂課就是你想要學什
麼由你們自己決定，從細微中找出問題，去找出解答。
SM2：對我來說自主性是還好耶！
M：不然對你來說是什麼？
SM2：不知道耶！做到期中的時候覺得有點累，因為期中之前大部分都還是以分析角色跟劇本，問問題
之類的為主這樣子，就整個模式慢慢被抓到，就覺得失去一開始的新鮮感的感覺，那時候就會有一
點疲倦這樣。以自主性來說的話，因為我讀書的嗜好比較不太一樣這樣子，我是那種連課外書都可
以看得很嚴肅的那種，所以說本來看課外讀物就有這種習慣了，所以就沒有特別影響這樣子。
M：就是你本來就很喜歡 search 這些課外閱讀資料了是嗎？
SM2：就是光看一個戲都可以想很多這樣，就是會亂想一些奇怪的東西，所以就自主性來說是還好，沒
有特別差到哪裡這樣子。
EM3：自主性喔！不太曉得耶！因為這門課你說要給…自主性，是指自己去找問題的解答嗎？我覺得問
題的解答都是自己發生過的事情啊！那你說要參考別人的，說實在的就是半相信半懷疑這樣子，這
種事看你個人啦！就我個人自主性是還好。但我看劇本也是普普而已啊！就坐下來…耶！人物分析
這樣子而已，不會有太大的…去調查炳忠到底身後是怎樣的。
MF3：自主性是什麼啊？
MF2：就是比較會自動自發去學習。
M：想要知道一些知識，而不是老師單方面給你的，就是自己想要學什麼啊！
MF3：我覺得沒差，其他課也是一樣就混混的而已啊！就因為這堂課你需要這樣，所以你才會這樣做，
其他課就覺得沒有影響很大。
MF2：如果是在讀書上面，沒什麼差，因為其他課還是教授在上面講，然後我們在下面睡。如果是自己
去看東西的方法，就是我以前看書，我沒辦法像他一樣那麼理智，我就看書…哇！這個人好可憐喔！
然後就會想他真的好可憐，或者是這個壞人太壞了，可是看這個劇本，有時候還是會說看己欣，己
欣好可憐，可是一開始要討論就馬上會被拉出來，就要開始想他們個性方面問題，可是本來在看書
我是沒有這個習慣啦！然後上這個課程之後自己看書，就變成不要只是一直專注於那個人可不可憐
這件事，就會比較去思考裡面有什麼問題和他們的關係吧！
M：謝謝大家的分享，大家的感受真的是見仁見智這樣子。那好！我們就進入第二個題目吧！

二、 在所有課程活動方式裡，最令你們印象深刻的方式為何？【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角色
扮演、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角色
辯護以及校外參訪】
（課程方式方面意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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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其實問卷裡面都有，那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影片吧！
M：好！我們又看完一次了！呵！主要是我們上學期去高應大，主要就是討論問題為上課的主軸，可能
就是你剛剛說的，我們就都問題給他們，到最後他們就是有點疲乏了，所以這一堂課在中山，我們
就想說要用什麼方式去導入課程，像辯論、角色替換，就是放了很多東西在裡面，所以老師就很想
知道說，這麼多方式對你們來說是印象比較深刻的？就這一堂課比較能讓你投入去學習的課程方式
是哪一個？
MF2：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角色辯護吧！因為一開始看那個劇本的時候，在我心裡又是那種強者弱者非
常明顯的，所以很自然的會站在弱者那一邊，然後也沒想到兩邊的人都是差不多的，其實對方提出
來的理由也真是蠻有道理了，可是因為自己站在這邊，也會一直想一些理由去反駁他們，然後那個
辯護…就這件事情，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想法，還有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MF3：我最深刻的應該是角色取代吧！因為那個真的就很好笑，而且在角色取代你會看到大家的詮釋都
不一樣，然後你會發現，一個角色不是你自己認定是這樣就是這樣，它一定有很多種可能，所以我
覺得角色取代還蠻特別的。
EM3：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演戲的那一部分吧！從第一次開始做角色分析的時候就想是不是該做點功
課，然後就開始想說為什麼他要講這句話，他講這句話應該有怎樣的表情，我就莫名奇妙開始做筆
記做筆記…然後在我完全沒有做筆記的那次，我就上台表演了！哈哈~~~
All：哈哈哈~~~
EM3：基本上我覺得角色這一部份，我覺得看歷練吧！如果人生歷練很多，看的東西有很多不同角度的
感覺，像我就只有單一角色的感覺，就覺得還滿遜的！這就是歷練啊！各位同學！
SM2：印象最深刻應該是角色辯護吧！雖然那一次我是還滿沉的這樣子，因為個人思路比較緩慢一點這
樣子，所以我跟我的對象對話不到一分鐘我就被秒殺了這樣，他問了兩個問題我就…失敗這樣子！
印象最深刻是這樣子，因為平常討論問題，小組討論問題深度都不夠深這樣子，因為角色辯護是全
部的人想一個問題嘛！雖然說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誰對誰錯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往下深刻去
討論就變得很多東西這樣子。但是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是，當天辯論得太快，依我自己的感覺來說，
回去要回想起片段是有點困難的，所以可能也要有個人稍微紀錄一下，不要辯論那麼快這樣子，這
一點有點可惜，因為我想大家回去能夠記下的論點應該不是很多這個樣子，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地方，可是我覺得辯論能夠探討的東西其實還蠻深的，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LF1：我印象比較深刻應該是角色辯論那一次，一開始辯論還好，可是後來會覺得好像是為了辯論而辯
論，大家為了要擁護自己的主人，所以你會變得不擇手段的我要想出一個點來壓制對方，我就會覺
得或許到了中間的時候，應該換邊站或者一個什麼之類的改變方式，而不會讓整個朝向一個失控，
感覺就像是不要讓你贏過我而講些什麼，當時的那些理論自己後來回想起來，會覺得自己當初在牽
強什麼，後來看了影片我覺得我那天有些話，好像有點為了挺小悟而挺小悟這樣，對！
MF4：我覺得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都跟角色比較有關係，就像是角色扮演或者是角色取代那個，我真的很
難對角色扮演沒有印象耶！因為我就是抱阿丁，阿丁尖叫的那個，我每天看到許博凱我就…媽呀！
All：哈哈哈~~~~~~
MF4：然後像角色取代啊，就覺得一樣的劇本一樣的對話，可是每一個上去的人演得都不一樣，我覺得
這很好玩耶！因為明明是一樣的東西，可是大家都…因為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人，可能背景什麼都
不一樣，所以看一樣的東西就是不一樣，所以在台下看大家演會有很多的想法。
EM4：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角色扮演啊！因為第一堂課就演了，所以印象很深刻，然後之後就想應該沒
差了吧，因為都演過了！角色辯護那個印象也很深刻，因為我沒辦法思考跟講話很同步，就是我沒
辦法馬上想馬上講，所以後來才想有什麼理由是…因為後來不是有先辯論然後再討論，所以在討論
的時候我就有講出來，可是一到辯論的時候我就又不知道怎麼講，馬上聽到沒辦法馬上反應，這是
我的弱點，嗯！
SM3：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角色辯護，我記得那一堂我遲到，然後我一進去就不知道狀況，就隨便找一
邊坐下來，然後就聽到我們那一組的女生講男生就是賤！想說我怎麼站在己欣這一邊？！
All：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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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3：對啊！她們超兇的！我覺得那次的經驗就是分男女兩邊的不同嘛！然後站在己欣那邊的女生比較
多，就是我覺得女生都會為女生講話，然後男生為男生講話，好像就有點女生能夠體會女生的那種
痛，男生就為自己的錯找藉口，雖然我站錯邊了，早知道不要遲到！
SM4：我要講點特別的，我是覺得校外參訪坐遊覽車不錯！因為我很久沒有坐遊覽車了所以…哈哈~~~
就覺得蠻特別的！然後我們去看了外籍配偶，她們扮演這個媽媽的角色真的是蠻辛苦的，就讓我想
起母親啊！
All：哈哈哈~~~
SM4：就覺得那堂課整個就很溫馨有沒有？！就跟我們平常上課不一樣，就比較溫馨，那是我印象比較
深刻的，就坐遊覽車然後看媽媽！不錯啊！
All：哈哈哈~~~
M：好啦！差不多耶！大家都是角色辯護啊、或是角色扮演這一些會比較多一點。校外參訪就是可以遠
足這樣子，昨天也有人覺得可以坐遊覽車可以出去這樣，可惜只有一次！呵~~~好啦！講了那麼多
印象深刻的，比較喜歡的，那針對這些課程方式，有沒有哪一些是讓你覺得上起來就覺得不想投入，
就覺得很厭煩不想學了？就是最不喜歡的課程方式？
MF2：我最不喜歡的應該是角色扮演吧！因為我們那一組每次都會想太多，然後時間就會不夠，要不然
就是我們這組會一開始決定誰演誰演，有時候還會很麻煩的要猜拳抽籤，然後老師每次走過來都會
拆穿我們在抽籤的這個事實，所以就會覺得實在是…可是演起來還蠻好玩的啦！只是一開始要選誰
的時候，大家就會陷入一種沉默，都不想抬頭。
MF3：我的話應該是最不喜歡提出問題，因為劇本就是看就看，它是一種感情上面的，可是你硬要去找
問題，感覺就是有點自找麻煩，就是你去享受這本劇本就好，然後你硬是要用這麼理性去看它，就
會覺得這就不像是一個劇本。
EM3：我不太喜歡的應該也是提出問題吧！因為我覺得看書是一種很快樂的事情，你就順順的看完它，
然後如果有某些片段觸動你的話，你可能用那個片段思考。那如果你要看一個劇本，然後你開始思
考，為什麼為這樣子？就覺得…不過這也是部分上的成長吧！像我一開始提出來的蠢問題就是說，
譬如說己欣跟小悟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這種問題也能提出來，真是太遜了！然後他們討論的都
超越等級，他們之間的家庭等級怎樣，我每次討論都…amazing 這樣！後來你會想說造成問題的本
身是怎樣，就天時地利人和這樣下去做探討，所以我覺得這部份還是有成長啦！謝謝大家！
SM2：我個人的話是角色分析，因為覺得有時候角色分析太注重形式化，就是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其實
是不太需要分析的，像你光一個劇本你要去分析他的家庭背景啊，然後個人的身經歷這些幹麻的，
但是理論上那才幾頁的劇本而已，就要去觀察他的過去的東西實在是很…這會讓人家不知道要去分
析什麼這樣子，就好像讓人為了做分析而分析的感覺，而不是你在他的劇本感受到他就是這個劇本
而把他演出來的感覺。但是一些習慣性動作、那個儀態之類的那個東西其實可以從劇本中看得出
來，但是有些東西我就覺得太多餘了這樣子。
LF1：我也覺得寫角色分析常常讓我很痛苦，因為我不知道我要寫什麼，就像我怎麼從一個劇本去推說
他的身高，然後推他可能長什麼樣子，或者他家裡應該情況是怎麼樣，常常寫學習檔案的時候我一
片茫然，然後劇本翻再多次我也不知道那傢伙到底長什麼樣子！或者他會有怎樣的身高怎樣的外
貌，所以這一部分常常讓我不知道要寫什麼，所以到最後我每個男生每個女生相似度都會很高，就
想某些部分我會交代得很清楚，但是某些部分我就會很籠統地把它帶過。然後上課中我比較害怕的
就是角色扮演，就是通常我會把它推去給我的組員，讓他們去承擔這一方面的…對！
MF4：我覺得是那個課外延伸學習跟提出問題！我先說課外閱讀的那個是因為我覺得文章都是論說文，
而且我也是那種不太喜歡看字的那種人，就看完就沒什麼感想，然後就看完了，就硬要寫感想。我
記得有一次就是卡到期中考，然後又要交作業，然後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寫什麼，我就跟我的同學說
我前面那一句跟後面那一句完全沒關係，然後打那些完全不合邏輯的，就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然後
提出問題那個，可能跟我自己比較有關係吧！就一開始第一單元要提出問題的時候，就會開啟管院
模式，因為管院的學生就是在報告上面想要從不一樣的角度去切入，然後就會想一些在十分鐘的報
告裡面讓教授能夠注意到我們的…然後對我們有印象，我們就是這樣被訓練，所以就會想一些奇怪
的東西。像我們這組議題一提出來的問題感覺就是要來鬧場的，可是那就是為了不一樣而不一樣。
可是後來慢慢地融入那個氣氛之後，然後就會想認真的從那個劇本裡面去想一些問題，可是這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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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是另外一個麻煩，因為就是會想到自己的事情。因為平常我就是很吵，然後如果我那次去就突
然不講話，組長就會說那個誰你怎麼不講話，我通常會說，喔！就做報告很累這樣！可是有時候是
看到那個劇本就想到很多，啊然後又不知道要不要講。對啊！像我隨便跟他們講我家裡的事情他們
就超級緊張的，但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所以要我提出問題的時候，好像就逼自己要去回想以前的
事，就覺得很累！
EM4：最不喜歡就是提出問題啊！因為提出問題很瞎啊！因為找出的問題不像問題，而且也沒有答案。
像上次我們提出來的問題，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還是兩家人的事情，那我覺得是太扯了吧！怎麼想
那麼多！問題就不像是我們會問的問題啊！就覺得有點離譜，然後討論也沒有什麼答案！可是…如
果沒有提出問題的話，後面課程也不知道要怎麼進行，所以很矛盾，因為有提出問題，後面才有更
細微的。可是如果要每個人都提出三個問題，剛開始那過程很悶，因為每個人都會停住，想說這個
問題講出來有點弱，又不知道怎麼講，通常有些經歷比較豐富的講出來，可能比較有價值，可是就
像我講出來都是雞毛蒜皮比較表面的事情，所以這部分我比較不喜歡。這邊沒有學習檔案，學習檔
案很累啊！學習檔案是我大學生涯寫過最多字的報告。
MF4：我覺得那很棒耶！
MF2：對啊！我也覺得很有趣！
SM3：我個人是比較討厭角色分析的地方，因為那是很主觀的東西啊！比如說有人覺得是 43 歲，有人覺
得是 44 歲，明明就差不多，幹麻去爭那個哩！為了吵這個時間都到了！真的超誇張的！要不然就
是穿什麼白色衣服還是紅色衣服，那有差嗎？我是覺得現在我們的年齡只有二十幾歲嘛！去分析比
我們老的其實很困難，因為你的際遇還沒有到那邊啊！我們只能用最合理的方式去推斷說他可能是
怎樣的人，但是我們並沒有經歷過那些事情啊！像炳忠可能是四十幾歲的男人，啊我們只有二十幾
歲的年輕小夥子，所以年輕還是好！
All：哈哈哈~~~
M：那你呢？
SM4：就提出問題啊！就覺得蠻瞎的啊！就為了提出問題而提出問題，覺得莫名奇妙，就到後來大家就
開始嘴砲硬要講啊！那一章節如果你要提出什麼問題的時候，你就硬擠出一個，當你硬擠出一個的
時候大家就覺得很沒有意義，我覺得應該是劇本出了問題！
All：哈哈哈~~~
SM4：就劇本有問題，然後問題也有問題，然後大家講的也有問題，所以都是問題！
M：好啦！很多人都提出對提出問題這一個方式不太好，那我們這學期就是問題導向學習嘛！那當然提
出問題是我們的重點，那像剛才說沒有提出問題的話，後續是很難討論的。那你也提說很多問題是
現在不會想到的，結婚是兩家人的是還是兩個人的事，其實一開始老師也在想這對你們的助益是什
麼，因為現階段你們也都還不會碰到這些問題啊！最後也只能笑笑的說這堂課可能不能為你們現在
帶來什麼，可是至少就是打個預防針！至少你先討論過這個問題，聽過別人的意見，雖然你現在還
沒想到，可是也許以後會有用也說不定。所以這是一個缺失啦！因為你們現在還碰不到，可是畢竟
是人際關係，我們也盡量把議題拉廣一點，家庭問題、還有老人安養問題啊！這些都是你們衍生出
來的問題啊！那可能就是討論來預防用的，有沒有問題就是看以後啦！
M：那好！我們就進入最後一個問題！

三、 經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對於你們的人際關係與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獲得為何？
（課程內容方面意見訪談）
M：與人溝通上或相處上之類的。
MF2：剛好在上這一堂課的時候，我以前的高中同學他剛好是經歷跟人家告白，然後被人家打槍，就是
那個男生拒絕她！然後我就跟她講說沒什麼，就是會跟她講一些事情，可是很多事情都是課堂上聽
到的。就像第一次男女分手，反正就是那一類的東西，有時候會討論到那些兩性的關係，然後就會
跟她講，就開始安慰她說那個男生可能不是這個意思啊，可能他們思考方式表達不好，就是開始跟
她扯一些這一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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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3：我覺得應該只是多認識了一些人，然後你會看到大家的想法其實還是會有很大的差別，然後也是
從課堂上你會知道很多人的意見，所以如果你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就會想到有人講過這樣的意
見，然後你可以比較有方向去解決之類的。
EM3：其實經過這堂課我還是不知道怎樣跟別人相處啊！
M：真的嗎？越來越有距離了嗎？真的嗎？難道討論到什麼議題，你都不會想到過去跟人家分手分得不
好，可以怎樣改進啊…或是現階段…
EM3：基本上對劇本上探討的東西我都是沒有經驗的，然後…我忘記了…
M：好吧！那只好跳過，換你講吧！
SM2：就有關於戀愛部份沒有什麼感覺這樣子，因為沒什麼經驗這樣，然後個人跟朋友之間的相處就還
好，沒什麼大問題，所以沒什麼印象。然後個人比較有印象的是那個家庭問題，就是老年人的關懷
那一部份，因為阿祖有發生一點事情，然後就是有不孝子孫的那種感覺就對了，後來就沒有很安定
的死掉這樣子，就是算是家庭問題之一，然後就對那一部分非常有興趣這樣子。然後有一些東西也
不是從討論得到的，有些像課外閱讀，然後就覺得找不到想要寫的東西，然後也有一些比較有興趣
的東西，像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最後一篇，就是有關女性在社會的地位，因為我個人總覺得所謂
的女性地性，好像不只是女性在社會上自己的觀感，應該說是整個社會造成的觀感這樣子，就會覺
得對大部份來說，有錢啊或是很帥，就是大眾會喜歡的口味的樣子，就會想說這真的是人生應該追
求的目標嗎？感覺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的感覺，就對這一部分特別有興趣。這其實不是
討論出來，而是找到的資料就寫有關這部份的東西就印象很深刻這樣子。所以說有時候課外閱讀找
得很茫然，可是還是會得到一點東西這樣子。
LF1：就覺得可以透過小組的討論、互動，強迫自己去思考一些東西吧！可能因為自己是組長的關係，
所以就會擔負起把團體帶動起來的功能性，所以我可能因為這個角色讓我學到一點領導的東西。然
後對於議題方面，我是因為男女分手跟不能說的秘密這兩個議題而吸引我選這個課程，可能我之前
有不好的分手經驗，所以我會想說可不可以藉由別人的想法、別人的看法，來點醒自己某些盲點，
因為當你是處於當事者的位置，你常常會搞不清楚狀況，然後我會想說藉由問題的討論，就因為這
議題的關係，然後我可以去聽看看大家的意見，可能對自己以後可能會有所幫助。
MF4：我覺得裡面有很多議題，就是我剛講過的，可以讓我重新思考很多事情，像一開始還沒確定選課
的時候，不是有填那個 25 格的那個，那時候看到對方的時候也不知道對方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就
是請對方看一下有沒有可以填的。其實那時候很多人拿給我的時候，裡面是有一個格子是符合我
的，但是我不敢簽，就是你有沒有被學長姐欺負的經驗。現在很多人看到我這樣開心的樣子，都不
知道我以前被學長姐欺負得超級久的，因為我是體保生，因為競爭太大了，能夠出頭的機會比我們
普通唸書還要少很多，除了實力上、人際上或者跟教練的關係，反正就是很多，再加上我從小溜冰
成績就很好，所以教練很喜歡我，可是相對的…就被欺負得比較慘，小四到國三，六年。我是到現
在我過得很開心，我才知道我以前過得很痛苦，所以我那時候不太敢簽，那時候我還想說要藉由心
得發言講說，我現在趕在這邊講就代表我已經走出來了！還有議題一那個男女分手的經驗，我那邊
打超久的，因為我不想從頭去回想那種事情，因為過了之後我通常不會再去想，可是為了寫作業，
還從頭從很甜蜜的過程寫到不開心的過程，我覺得這堂課讓我重新去面對很多關於我自己的事情。
EM4：我一直很難相處，講話又愛挑剔，可是我不是故意要求，可能我覺得講那些話會對事情比較有幫
助！通常都是沒有在很嚴肅的情況下講出來，而且我都很直接，對方也通常是自己很熟的人，所以
也都了解我這種個性。
M：那你現在有比較圓滑一點嗎？
EM4：而且我這一學期還有休另外一堂人際關係的課，那個課也是人際關係的成分比較多，自己的心態
還是會想說尊重一下別人比較好，但是做出來的，像講話就覺得有點難改，就是嘴巴會有點賤，我
就是追求比較完美，會追求完美，這是本性，我不是故意的。我難相處，可是朋友不少，只不過都
沒有很熟，就沒有…
M：那你沒有死黨喔！
EM4：就難相處了怎麼會有死黨！
M、S21~ S29：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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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好啦好啦！換你啦！
SM3：這堂課喔！我其實不太會跟人家分享我的經驗，所以我通常都是聽別人的生活經驗，而我不會去
跟別人分享什麼秘密。
M：那你呢？
SM4：我覺得這堂課我學到的，就是比較信心成份的東西吧！就像上台報告啊！我都覺得我講的東西都
不太好笑，但是大家卻笑得跟瘋子一樣，就讓我充滿信心啊！我是一個很沒有信心的人，像我啊！
從來不一個人去學校附近的攤子吃東西，我都會去比較遠的地方去吃。我通常出去都是一大群人去
吃飯，所以如果是一個人去吃的話，就很怕被認識的人看到。
LF1：這個社會好像很不能接受一個人自己的樣子，像我之前很想吃一家餐廳的東西，我就一個人去，
那小姐看著我還說小姐請問是兩個人嗎？我明明就是一個人啊！她就說，喔！是喔！一個人！可是
她的眼神就很奇怪，奇怪一個人不能去餐廳吃飯嗎？社會價值觀真的很奇怪。
SM4：真的嗎？我以為是我生病了！
All：哈哈哈~~~
M：好啦！除了這些，還有其他獲得嗎？或者一些經驗可以聊這樣。
MF2：就是可能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很放得開，就是大家只是第一二次上課就都可以聊得很熟那一
類的，那其實面對陌生人我比較不喜歡笑，因為以前也曾經被排擠，然後就覺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什
麼事，所以之後會比較保護自己。國三的時候有個朋友偷藏小說漫畫被他媽媽捉到，可是他卻跟他
媽媽說那是我的，然後隔天親師座談會他媽就跑去跟我們老師講，然後我媽也在，然後我媽就大抓
狂，所以我整個就是說朋友…雖然已經到了國中還是跟國小一樣，就是幼稚，都把事情推給別人。
可是到了高中就好一點了，可能是碰到一群好朋友，就可能大家想法比較成熟，到了大學才可以笑
看以前的那些事情，可是到了現在看到陌生人還是比較不喜歡笑吧！然後就覺得說這堂課怎麼大家
都可以笑得那麼開心，就感覺大家都好像很熟，還是好像認識很久的，可是明明才一個禮拜才見一
次面。
M：那你呢？
SM2：其他的就是跟組內的那種感覺吧！個人就是比較有觀察傾向，就是有觀察到組內的一種情況，就
是組內只有兩個女生，整個就覺得她們在擠東西的時候特別靈敏這樣子，就是她們思路過於敏捷了
這樣子。但是就看得出來每個人在講話或相處上都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包括坐在這裡的每個人談話
方面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就是覺得這一點特別感興趣這樣子。就是依我個人來說有想到什麼就是
比較不會自己把他講出來，上次聽人家簡報的時候，什麼你有什麼話想講的時候就用眼神之類的，
不過我還是學不太過來，就個人的主動性還是要強一點這樣子。就覺得有時候場面很困窘，但是又
講不出來，但是到最後有比較主動一點這個樣子，總之之前沒有人點我，我就當作沒這回事這樣子，
所以現在算是在講話上面比較大的進步這樣子。
M：對啊！之前看你總是笑笑的，今天這樣談下來我才發現，哇！其實你是可以講的。
M：那還有其他嗎？嗯！好的！那今天謝謝大家！我們就到此結束囉！

第三場焦點團體訪談逐字稿
時間：2009/6/21 (日) 15:00
地點：中山大學 藝術大樓 3F 311 教室
受訪者：MF5、MF6、EM5、MF7、S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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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人：林惠敏（以下簡稱 M）
訪談內容：
M：謝謝今天大家來，等一下會請大家發言，然後拿這個說話筆，這個訪談只是想做個研究吧，就是想
了解對於 PBL 的心得，雖然下學期老師不會開，不過還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建議這樣子。然後大家
就暢所欲言吧！大家不要有壓力就講啊，像我們昨天也是很不正經的談，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
第一個題目。

一、 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請問大家對於 PBL 課程的教學方式有何感受？
（教學方式方面意見訪談）
M：因為傳統教學是老師在台上嘛，那你們學生要學什麼，老師已經有既定的規劃，就是學習權由老師
來主導，但是 PBL 就是把這個主動權交到學生手上，你們想學什麼、提問的東西是什麼，就由學生
來主導，就不知道你們相較於傳統教學跟 PBL 這樣的教學方式，兩者比較之下你們的感受是怎樣？
MF5：我覺得上課這樣子就比較活潑，就是傳統的你會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很久，就是一開始可能會很
集中，就算老師敎得再怎麼好，可是沒辦法講出…有時候上課老師講什麼，然後自己內心會有 OS，
可是如果像是這種課，就可以直接把 OS 講出來，就會覺得暢所欲言。而且每次上課都會不太一樣，
就會比較期待說下一次會有什麼不一樣。
MF6：我覺得就是它每堂課都要討論啊！然後寫東西，就會讓你一次不來就會不知道該做什麼，所以就
會讓你想盡量都要出席。而且它都有紀錄你上課都在做什麼，所以不會說上完課就忘記了這樣子。
EM5：我就覺得還滿特別的，因為以前上的通識課不會這樣子，這學期上了三個通識，然後有兩個對比，
一個就是這一個，大家每次都會來，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大家每次都不會去。
M：為什麼？因為老師不點名嗎？
EM5：不會，就是只要交報告就可以了。然後…就是比較不一樣吧！就覺得特別、新鮮、好玩！然後…
可能比較可以思考吧！大概就是這樣子。
MF7：我之前有上過跟這一堂課很類似的課，它就是管院的課，然後它也是大家會分好幾個小圈，然後
做討論，可是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每次都是不同的主題，然後主題可能是對上次的議題做討論，然
後每次你討論的人都不一樣，它可能是用亂數去決定這樣子。但是這堂課比較不一樣的是都是固定
的人，我覺得個有好處，像我們這樣固定的人討論就會滿有默契的，可是那不同人就會有不同的火
花。我覺得這種課很特別的地方是，你在思考的時候不會侷限於你一個人在思考，就是你可以聽到
很多不一樣的觀點，就是往往會有比較不一樣的想法，然後通常就是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所以我
覺得是一堂可以讓大家想很多的課程。
SM5：因為我這學期修的兩門通識都剛好是…雖然另一門課說它不是 PBL，但我覺得它就是 PBL 的上法，
是性別與通識，那它是老師會講解一段東西，是比較學術性的，是性別領域類型的，然後它就是會
放一段影片，那你就是從影片抓出問題來，我們小組就要十幾個人這樣子做討論，有點像我們這樣，
所以我就是覺得這種教學方式，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背景拿出來，因為每個人的背景不一樣，所
以感受到的東西也不一樣。就不像是老師在上面，老師給我們，而是我們學生彼此之間給什麼東西，
學得東西就不一樣，因為環境不一樣認知也就不同，就算是一個題目，就是大家背景不同所以得出
來的答案也就不一樣，這時候就是學著去理解對方在想什麼，所以我們就會想很多，像我們第一組
實在太讚了！每個人就是很喜歡講這樣，就像我們組員在一起久了之後，感覺就不錯啊！就是還滿
有趣的！
M：提到這個就是跟傳統學習的差別在於主動學習這一塊，那你們上過這一門課之後，請問對你們以後
對那種學問追求的主動性有什麼幫助嗎？就是自己去探索知識這一方面？
SM5：主動學習？！
M：就是突然想要學習什麼，就會自己會變得很有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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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5：沒有耶！就沒有那種…就一個問題出來的時候大家討論的過程，可能那個就是主動學習，不過我
覺得那就像是在聊天，不過聊一聊就發現…耶！大家都不一樣這樣子。雖然 PBL 我已經把它當成聊
天課程，就感覺還蠻開心的！
M：願意去聊天就是主動學習了啊？！
SM5：對啊對啊！這就是一種主動學習啊！說不定如果不主動學習我就不聊天！耍自閉！
MF5：主動學習…我覺得應該是有團體就會主動學習，像一開始大家不熟啊！然後組長總是被我們推出
來，一開始總要有人被推出來，然後就是至少就要去 Cue 別人，像我自己就會先發表意見，然後也
不能光是一個人在講，然後在裡面就要學著說怎樣誘使人家跟你討論，就是硬要跟大家聊什麼的。
可能聊久了，大家就不會那麼奇怪，就開始聊。然後主動的話就是看到什麼文章跟課題有關的，就
會特別去點一下，就是奇摩有時候會有奇怪的標題，就會想說這個跟我們那個有點像，然後就會點
進去看一下。
MF6：應該跟他一樣，就是如果看到跟這堂課有關的，就會想要去搜尋文章，然後有時候也會跟同學一
起討論，就是一些別人的經驗，有時候課堂裡的題目，有時候就會讓你發揮、多做一些延伸。
EM5：我覺得主動學習就是增加還好，可是看到一件事情的時候就會有比較多的想法，就是會有比較多
的問題，然後就會想去解決那些問題，也不是解決，就是多想一點這樣子。
M：就是想法的面向比較廣一點？
EM5：嗯嗯嗯！對啊！
MF7：如果是要看主動學習，就要看以後在其他課程會不會看到東西就主動去抓一些資料，我覺得這可
能要看個人，就是看他自己有沒有這種意願跟對那個東西有沒有興趣。至於這堂課程，我覺得它很
有趣的地方，是它是用一個劇本，它是讓我們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去看這件事，然後相對之下我們看
這件事的時候我們會有自己的看法，然後相對之下映射到本身，然後你會想要說，那今天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解決，然後你也會想要了解你身旁週遭的人怎麼解決，然後你漸漸地就會促使你自己想要
去跟他討論這件事。所以我經常一件事情結束之後，問別人…耶！你會怎麼做這樣子，然後聽他怎
麼做的時候我會更了解這個人，就是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想法。而且我印象當中很深刻的就是我們
這一組的男生，我們這組男生就討論到以後啊，賺了錢以後你們錢會給老婆管的請舉手，很神奇喔！
我們這一組男生全部舉手，都給老婆管！然後我就去問一個我比較要好的男生朋友，然後他就跟我
講說看情況，然後我就…什麼…心裡就失落了一下，就是很有趣在這過程當中，很多議題，而且真
的很希望身旁的一些男生朋友可以來修這堂課，因為這堂課去敎男生思考還蠻多的，然後很多時候
你都會了解另外一個性別的人怎麼思考，其實對女生來說修這堂課還蠻有用的。
M：好！謝謝大家的分享！那我們就進行到第二個。

二、 在所有課程活動方式裡，最令你們印象深刻的方式為何？【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角色
扮演、課外閱讀延伸學習、課外資料蒐集與閱讀（小組專題報告）、角色取代（論壇戲劇）
、角色
辯護以及校外參訪】
（課程方式方面意見訪談）
M：就是想深入去了解到底哪一個方式比較能夠引導你深入去了解這個議題，因為之前在高應大，我們
主要的方式就是提出問題、問題討論、角色分析、角色扮演這幾個，所以他們就很容易有疲憊的那
種情況，所以這學期開始我跟老師就有一些討論，所以這次就會多比較多東西，就是想知道到底哪
一項東西對你們來說是比較有趣的，是比較會讓你們想投入到課程裡面的這樣子。
SM5：整個課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組一起討論，因為我覺得很少有課是…因為一般通識課是大家坐在
那邊，啊下課大家就走了，然後上完一個學期的通識課，沒有認識班上的任何人，覺得一點都不像
在上課，因為我覺得上課不只是上課，因為我覺得認識人也應該是上課的一環，然後之前的通識課
上完就是上完了，走了就覺得還蠻無聊的。那除了討論以外，角色扮演跟辯護吧！我覺得辯護那一
次真的很屌，可是我覺得那一次是真的有一點小失控，真的有一點小失控，因為很明顯到後來，我
覺得支持己欣那邊真的有點火氣了，我講到後面不敢講話就是因為看到己欣那邊有些女生的臉已經
整個發臭了，我都聞到了…哈哈…！那次失控了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當我這邊一發表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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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臉就整個不屑這樣，可是我覺得那次是真的很特別，因為不會有這種經驗，而且那是辯護很好
玩啊！下次可以準備一些刀槍這樣子！
All：哈哈哈~~~
SM5：最後不是有人在網路上說老師為什麼沒有跳出來控制那氣氛。
MF5：我也是這麼覺得。
SM5：對啊！因為那一次…不過我們小悟這邊還蠻歡樂的啊！我們就想有什麼招這樣子，就是想出來的
招式一定讓他們沒話講！
EM5：可是到後來他們生氣我們也就不敢講了！
SM5：對啊！我就覺得那一次他們真的太投入角色了，而且那次真的把大家的情緒都帶到角色裡面，然
後我們小悟這邊只是想…也不是支持他啦！就想說他應該有苦衷在吧！那一次我覺得我們這邊不
是覺得小悟都沒有錯，只是覺得小悟應該有個方式可以去理解他為什麼會那樣做而已，所以我們也
承認他有錯，我們討論那時候也覺得小悟真的有錯，他讓己欣一個人去面對，可是我們支持小悟並
不是說他完全沒罪這樣子。所以那一次就失控，然後我印象覺得還蠻深刻的。
MF5：印象最深刻的方式，我覺得是角色扮演，因為本身我還蠻喜歡看別人演戲的，之前都會去看劇藝
系的表演，以前真的很少課可以看到別人表演，像以前高中還比較常，就以前還是會排話劇什麼的，
可是上大學就想說有什麼表演課什麼的，但是劇藝系他們自己有些課是要受過理論的課程才能去修
表演課，所以接觸到看人家表演的課，有時候組內也可以演。像阿丁就是一個大家都會去…呵！就
是類似這個樣子。就是看劇藝系去演跟我們一般人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比較細膩啦！然後像
Peter 他演戲就是比較認真，我就覺得這樣比較好，因為如果台下在笑什麼的，然後上面也在笑，就
會整個不知道在幹嘛，所以看他很認真這樣，就覺得很過癮！就讓大家瞬間很入戲！
MF6：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那角色辯護，因為我還蠻喜歡吵架的，我也不知道，就是當下我可能有什
麼想法沒辦法講出來，但是看人家在那邊吵架我就會覺得很厲害，但是我覺得最後老師應該要出來
掌控一下局面，因為對方已經有點火氣在了。另外就是課外閱讀延伸學習吧！就是學習檔案都會問
一個你自己有關的事情，每次寫完的時候都會覺得很過癮，因為我都會寫很多自己的事情，然後寫
完之後就像又重新整理了一次，感覺蠻有心得的。
EM5：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也是角色辯護吧！就是跟他差不多，我也有其他朋友上這門課，然後下課我們
一起去吃飯，也被他們問說為什麼要站在那邊，你覺得他對嗎？然後我就覺得吃飯的時候被質問，
我就說對對對！你們對！我都不敢回答，所以我對這個印象很深刻。然後還有校外參訪，就覺得去
看過外籍配偶之後，就覺得對他們的印象就完全不一樣，一開始可能就覺得他們是為了錢來台灣這
樣，然後之後就覺得也不完全是這樣吧！就覺得他們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就他們一直很努力
在適應環境，就印象還蠻深刻的吧！
MF7：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應該也是角色辯護，因為那堂課其實還蠻特別的，因為它是很多人站在同一邊，
不像一般的辯論賽是一個人，所以我們那一組的發言都統整過大家的意見這樣，我覺得這種東西就
是要自由發言啊！其實老師不要干涉太多是對的！只是說一開始可以跟大家講說我們要針對的是
這件事情，而不是這個人，或者是今天你發表的意見不代表這個人，所以別人否定你的意見也不代
表否定你這個人，而是他覺得你這個看法不太適合或者他不太認同這樣，所以以前有學過一個東西
叫懸掛，就是我們不要把自己的情緒放進去，因為當我們自己把太多情緒放進去的話，我們很容易
不想要說真話，就不會想說我們真正想要講的真話，因為我們會害怕傷到對方，或是對方傷到自己。
所以一開始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有把這個講清楚，就是讓大家建立比較良好的觀念的話，到後面大
家就不會變得面紅耳赤這樣，因為人下意識都會反抗對自己反抗的人。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延伸學習
的閱讀吧！其實那個東西就是可以幫助自己去找一些課外的資料，然後你也可以看大家蒐集資料的
方式，就是有些人拿到這些資料會上 BBS 去問大家的意見，有些人可能看到這個問題會去奇摩知
識，有些人可能會去找一些文獻，然後你就會知道…喔！原來有這麼多方式可以得到一個問題有那
麼多方式可以去解答這樣，然後大家思考的模式也不一樣，就很有趣！
M：對啊！我看你辯論那一天就是不疾不徐，非常的懸掛，真的是。那這些方式，你們提出來的都是讓
你們覺得 OK 的，可以讓你們比較深入去探討這個議題的課程方式，那有沒有其他方式是你們覺得
很無聊的，比較 Boring，是你們比較不喜歡的課程活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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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5：比較 Boring 的，就是每次討論都要討論一個半小時的，因為一開始大家都不熟，就來個一個半小
時的，然後大家都很尷尬這樣，就一開始時間真的太長，所以一開始老師也許可以用一些團體活動，
讓小組織間大家可以比較快熟，因為一開始大家都不熟，那要帶氣氛又很怪。一開始一個議題下來，
可是因為大家都不熟，所以大家講的都是很表面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小組是聊久了，大家才敢把心
裡的想法拿出來，因為一開始像以樂跟小賈的時候，問題剛出來，一個半小時就很冷，可是不知道
該怎麼解決，因為時間太長，可是到後面的話是覺得時間太短，因為大家已經聊起來了。像最後我
們那一組聊到都不知道跑哪去了，Range 一直在跑，最後我們提出來的兩個問題，就我們討論到那
個劇本給我們什麼問題，所以我們是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問題，所以那一次就真的聊得還蠻開心
的。就是覺得一開始聊的時間可以再彈性一點。
MF5：我覺得角色分析，一開始我覺得蠻有趣的，因為一開始來是寫經典導讀，所以我就想可能會，雖
然是非本科系，但是可能會跟他們受一樣的訓練你去分析一個劇本、角色啊什麼，可是後來久了，
每一次都做一樣的，我們就會覺得…啊…又是做一樣的，這禮拜又要寫，就開始覺得女生都是長捲
髮啊，然後很白什麼，就一直 OP 那個角色，就覺得以樂、己欣、阿丁應該都長得蠻像的，就會一
直參考，就內心的部分還有社會階級那部份有點長，不過我還是覺得角色分析不錯，可是東西有點
多，一開始會覺得很新鮮，可是到最後會寫說他想要什麼，他要別人做什麼，就會有點重複，因為
你想要什麼就會寫下去說想要別人關懷他，那他需要別人做什麼，就會寫說需要別人關懷他，然後
不知道怎麼寫，應該是這樣吧！角色分析可以說看你們這組有誰是比較適合這個角色，就請大家提
出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可能就會比較有趣吧！看哪個人跟以樂長得很像或是怎樣，或者用明星也
可以。
MF6：我也覺得是角色分析，就是跟他講的一樣，到最後每個都長得差不多，然後又問說什麼需要啊要
怎樣啊，就開始有點亂寫，而且我覺得每個人設定，就心裡想的都不太一樣，然後有時候討論起來，
有時候…我不知道是我們那一組的關係還是，就我可能比較喜歡發表，到最後就變成我在講說那個
角色應該怎樣，其他人可能就比較不講，可能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樣，所以不想要講，所以每次發表
也都是一個人這樣子，所以他可能就說我就什麼都不要講。所以我覺得角色分析，一開始可能不要
每次都寫吧！可能隔幾次再寫會比較有趣。
EM5：我也覺得是角色分析啊！因為自己讀完劇本，因為它是文字讀完之後就會想他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的傾向的感覺，可是角色分析就像是這邊來一個眉毛，那邊來一個嘴巴，然後湊出來就好像四不像
的感覺，然後就破壞了我原本的形象這樣子，所以我可能比較喜歡自己想吧！所以我覺得它比較無
聊！
MF7：我也覺得是角色分析！
M：一面倒！是受到影響嗎？
MF7：可是我一開始想就想到角色分析耶！因為到最後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應該有錢還是中等家庭還是怎
樣背景，然後就會想前面這樣寫，那後面也差不多吧！或者是依照前面的角色去做這個的調整，所
以完全不是參照那個劇本所寫出來的東西。
M：謝謝你們的分享，那我們就快點進行下一題吧！

三、 經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對於你們的人際關係與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獲得為何？
（課程內容方面意見訪談）
MF7：獲得最多的地方，就一開始在討論外遇那個議題吧！然後剛好是社會新聞發生了很多外遇的事情，
然後後來的延伸閱讀有很文章，我記得有篇文章講說，很多已婚婦女會外遇是為了要尋找性上面的
刺激，這點讓我覺得很 shake，呵！就是延伸閱讀的地方，然後就是很多情感會有第三者，是因為
在你情感很脆弱的時候，剛好有另外一個人介入，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他是朋友，可是漸漸地會投
入自己的感情，就會覺得好像是這樣。然後我就會去反思自己過去，就是女生其實有時候，女生跟
男生對待自己朋友的感情是不一樣的，女生可能跟一個男生很好，他就是把你當朋友，可是男生這
個女生跟你很好，他就會想說這個女生是不是喜歡我這樣，對！其實再者女生不知道是故意去忽略
你意識到這層關係，還是你真的不知道意識到這層關係，你就會縱容那個男生對你好，你也不知道
這樣是不是會危險，呵~~~~。
MF6：我覺得他講得很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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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7：然後就埋下了某些程度上的危險關係，就是說可能造成那個男生對你產生一些情感，然後你不知
道該怎麼辦去解決這樣的問題。就是修了這堂課，跟一些人討論之後，自己就會再進一步去思考說，
自己跟異性之間的關係到底應該怎樣去拿捏，然後就是以後真的自己有婚姻的話，自己應該怎樣去
面對，或者會去處理一些事情，我覺得是對未來做一些準備，自己的觀念上去做一些調整。
M：之前就有人提出他不喜歡討論問題、劇本分析什麼的，因為他覺得像什麼結婚是兩家人還是兩個人
的事情，就覺得我們現在又碰不到，就覺得很瞎這樣子，一開始想想也對，因為一開始設計這門課，
我跟老師也有去諮商中心去詢問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測出人際關係這樣，是友人際行為量表，
反正到最後老師的結論就是說，這門課也不知道對你們的實質作用是什麼，能做的大概也只是幫你
們打個預防針，那至少我在你身上看到這樣的效果，就是說現在碰不到，那至少可以打個預防針。
SM5：我覺得這堂課最讓我…我覺得最碰到我心的是己欣懷孕然後自己去墮胎的那門課，因為那門課對
我來說很特別，然後我會站在小悟那邊除了是我覺得小悟有苦衷以外，這真的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有這種情形，而且他有來找過我，所以那一次我真的覺得…我真的看他覺得很難過，因為他是我很
小就認識的朋友，然後有一次他就來找我喝酒，然後就說他讓他女朋友懷孕然後墮胎！我是看他真
的很難過啊！所以那次我就覺得很怪，很怕去講這個議題，因為一講就會想到他那樣子，所以那次
真的很怪，就覺得有重疊到！
M：就真的你變成小悟的朋友了！
SM5：真的！就真的變成他的朋友了！他很懊悔啊！他也不想這樣啊！後來他們也就沒在一起了，就跟
劇本一模一樣！所以那一次我真的覺得很怪，所以一開始我就想站在小悟那邊，我想沒有一個男生
願意發生這種事，他也不想啊！而且又是第一次碰到那麼深的體悟，因為真的是有點深過頭。因為
那時候老師跟助教都假設班上沒有人會發生這種情況，老師那時候上課就講，這個議題你們可能沒
有人會經歷過，你們不會有發生在你們身邊，所以我就嘻笑過了一堂課這樣，可能就是生活情景跟
劇本剛好是重疊的時候，就很能產生共鳴，但是可能是你不知道的，但觀眾可能知道，討論的過程
中，而且我覺得討論的過程好像是扒那個人的皮，就一絲一絲的。所以當己欣那邊攻過來的時候，
就覺得你們好像是在罵我的朋友，所以我會覺得…很怪…恩！所以那堂課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討
論得最深的一次！
MF5：課程對我來說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想法，譬如我以前辯論的時候也是會很激動，以前高中
也是會有辯論，到最後大家都生氣這樣，下課後還是會覺得他上課的時候怎麼可以那樣講。可是這
次辯論的時候我之所以可以那麼冷靜，就是想說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聲音，你認真你就輸了！可是
其實只是一個角色，可是如果你把個人的情緒放進去，就像剛剛的懸掛一樣，就是人際關係這樣會
比較好，有時候不一定辯論，日常生活中也是，比如朋友間在閒聊，我覺得某個人怎樣怎樣，如果
他也學過懸掛的話，就不會跟著我一起發瘋這樣，雖然我們是朋友，不過這樣的話會讓生氣的人更
生氣，這樣兩個人的朋友關係就變成聚在一起就講別人的壞話這種關係，這樣的人際關係也不好。
M：我覺得講話的時候真的還是要顧慮一下其他人的感受，就是這句話會不會影響到其他人這樣子。不
要變成討論不是很正面的去分析這件事情，而是為了附和而附和，如果是很中肯的去說那件事情，
我是覺得還好，但是如果是為了融入你們那一群所以我去附和，那我就真的覺得不太好了！
MF6：我覺得這堂課我是很開心，可是我好像不會獲得很多，所以我 PPT 也交不出來，我是作業都會很
準時交的人，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就是我們那組人比叫少，就是一開始有一
個帥哥，後來就不來了，而且我們那組都是我在講，所以就變成我在分享東西，就很少從其他人身
上獲得東西，就我們這組來啦！就…不知道怎麼講…
MF5：就都是你在給東西…
SM5：沒有共鳴吧！
MF6：就是我講比較多，而且…反正就是後來有點小小的無力。然後我會來修這門課就是因為打開第一
個就是男女分手的藝術，然後那時候就是很有感觸之類的，所以就很想要學，然後就會想說我就是
助教吧！可是後來有各種面向，不過我就是比較想談男女那一塊。那個不能說的秘密我就差點被同
學…我不知道耶…就是太多經歷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這堂課…就有點沒有共鳴。
EM5：我是覺得比較可以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就像我小時候總是覺得應該有一個絕對對的答案！就
應該會有一個對的答案，小時候是這樣覺得，可是漸漸長大之後就發現，其實很多問題都沒有答案
啊！就沒有絕對！就你這樣做，別人會說你對，也有人會說你不對，就是怎麼做都會有兩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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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多事都沒有絕對的。就高中的時候就覺得很困惑啊，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就覺得應該沒有無解
的問題，我覺得每一題應該都是會有一個答案的，然後現在就是覺得可以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的
話，就比較可以理解是為什麼了！所以我覺得可以站在別人的立場想事情，就會比較不一樣！
M：嗯！那謝謝大家的分享！今天我們就到此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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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賓果遊戲卡
遊戲規則：
請根據下列二十五個項目分別尋找符合該項條件的夥伴，並請他/她於該欄位處簽名，
每個夥伴限簽一格。最先完成五行賓果遊戲卡者可得不存在的神秘禮物一份。
覺得現今台灣社
會男女不平等者

親戚有人娶外籍
新娘者

覺得自己有成為

有打工經驗者

最近兩年內曾和

宅男/女之跡象者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從不和人爭吵者

家裡有個死不認
輸的兄弟姊妹

懷疑自己吃到中
國毒奶粉者

心中有不可告人
的秘密者

曾被學長姊欺負
者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男/女朋友分手者

簽名：

任何大小事都會
向父母秉告者

還沒踏出台灣本
島者

有上台演出經驗
者

念文科者

常和朋友去 KTV
歡唱者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曾向流星許過願
者

有事常不跟朋友
坦承訴說者

不曾談戀愛者

心裡有句話想向
前男/女有說者

想或已經完成騎
腳踏車環島者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打工曾被老闆欺
壓者

是為蘇打粉者

家裡有養貓者

喜歡看韓劇者

近期曾和父母有
爭議者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簽名：

填表人：

187

附錄六 《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課程講義
（節錄）
家庭與人際關係：經典劇本導讀
FAMILY AND HUMAN RELATIONS: GUIDED READING OF CLASSIC
PLAYS

組別：
系級：
姓名：

本課程為教育部「優質通識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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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labus
授課老師：呂弘暉
辦公室電話：(07) 5252000 Exit 3390
聯絡方式：hotpot@mail.nsysu.edu.tw

助教：林惠敏
聯絡方式（學習檔案繳交信箱）：
pbl_nsysu@kimo.com

課程網址：

課程部落格：

http://www.general.nsysu.edu.tw/gehs/gehs55 http://www.wretch.cc/blog/pblnsysu
本學期目標：
本課程希望透過對經典劇本的深入導讀、討論、演練與辯證，探討個人在家庭與人際關
係之間的問題和取決，以及未來面對相類似問題時能夠採取的解決方法。
1. 認識經典劇本的文化內涵與價值。
2. 界定劇本當中的問題與解析。
3. 對於問題透過討論、演繹與辯證，獲得不同的解決可能。
4. 訓練學生勇於表達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5. 培養學生包容的態度，學習關懷別人與自己。
課程要求：
1. 上課出席：由於你的參與對小組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上課無故缺席三次者，請自
動放棄此一課程。
2. 參與討論與上台演出。
3. 學習檔案建構：每週回家的作業是為下次討論的重要依據，無故遲交或不交作業兩
次者，視同缺席一次。
4. 課程部落格中發表想法至少四次。
評分標準：
個人表現（60%）、團體表現（40%）
使用書籍：
賴聲川的劇本：《圓環物語》、易卜生的劇本：《玩偶之家》
這是一堂「特別」的課程，將會採用問題導向的教學方式（PBL），上課當中會要求同
學針對劇本情境發掘問題和分組討論，這些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因此也沒有考試；但
是，我需要每位同學的投入參與、放開你自己，包括勇敢地上台演出、台下盡情討論、
回家盡量蒐集資料和互相交換意見，也真實地記錄你在這堂課程所學與感想，希望我們
會有一個愉快的學期，一起塑造良好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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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學習檔案（learning portfolio）：
學習檔案是展現你個人成長進步的過程，強調歷程的呈現，學習檔案是學習過程的證
據，而不是作業；但是需要你真實地面對自己來記錄。
學習檔案內容
1. 目錄
2. 前言：概括性（或以較簡短的說明）描述你的學習檔案所要呈現的內容。
（期初先不用撰寫，但請於期末再依照你的學習檔案特色來做完整的說明介紹。）

3. 自我簡介：你的個人基本資料，如姓名、座號、主修系所、興趣、專長，以及任何
想要讓我們知道的事情。
4. 學習計畫：說明你選修此課程的目的？希望學到什麼？並自我設定學習目標與規劃
學習計畫。
5. 學習歷程：包括各單元學習紀錄、小組討論紀錄、上課筆記，課外所蒐集的資料與
討論紀錄等。
6. 自我反思：學生自評自我學習態度與能力是否進步，以質化論述的方式呈現。
質性論述可包含以下：
A、 請描述整個學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單元、活動或事件，以及對你個人的影
響。
B、 請說明修習這門課最大的收穫為何。
C、 如果你有機會再一次修習這門課，你是否會設定相同的學習目標，做相同的
學習規劃？如果不是，你將做何種改變。
7. 同儕回饋紀錄
8. 教師/助教回饋紀錄
9.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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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男女分手的藝術
《圓環物語》

作者：賴聲川

1987 年

人物背景：賈耘偉（小賈）是電視台的現場指導，康以樂（以樂）則是這齣連續劇的編
劇，是個有夫之婦但卻與耘偉暗中來往著。今天，以樂卻來找耘偉，並決定將兩人的關
係結束掉。
小賈： 以樂，妳現在來這個幹什麼？
以樂： 【停頓】我們真的不能再下去了。
小賈： 【轉身求著以樂】以樂，不要這個樣子。今天晚上我們回去好好談談！
以樂： 不能再談了。
【以樂將桌上的袋子塞到小賈面前。】還你。
小賈： 幹什麼？
以樂： 健康路那邊理出來的東西。你的。
【小賈翻一翻、懶得看。】裡面有你的內褲、錄影帶……還有一些雜物……
小賈： 【把袋子推回】以樂，把這個拿回健康路，我們晚上在好好談。
以樂： 我就是來跟你說健康路已經沒有了！退了！我今天把押金拿回來了。房
東扣了兩個月，還剩一點。
【開皮包、拿出錢和文件】這裡是細帳、錢……
小賈： 【不耐煩的】妳在幹什麼？
以樂： 【繼續說】裡面有幾捲錄影帶，我不知道你在哪裡租的，要還了。
小賈： 以樂，妳冷靜一下，好不好？妳這樣子算什麼？我算什麼？
以樂： 【從皮包中拿出一本相簿】照片還你。【給小賈，起身走到台前】我們在
這兒合照的。
小賈： 照片是妳的，給我幹什麼？
以樂： 是你送我的。我還你。
小賈： 【小賈細看相片】妳的頭呢？
以樂： 挖掉了。
小賈： 幹什麼？
以樂： 身體還在，留給你做紀念。要不要把衣服也刮掉？
小賈： 是不是妳老公的問題？
以樂： 不是，他其實跟這個一點關係也沒有。
小賈： 妳有沒有種把我跟妳的事跟他說？
以樂： 你把東西點一下，我要走了。
小賈： 妳走好了。【停頓。以樂突然轉身，猛往外走。】
妳走我就死給妳看！【以樂停住不動。】
我明天就死在妳家門口！【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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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樂，妳寫這個劇本簡直在折磨我。我每天在這兒上班，我看到的就是
妳跟妳老公的事情擺在我面前。我看到玉如就好像妳在跟妳先生懺悔，
接受懲罰……
以樂： 【激動】你不喜歡是不是？好啊！我十八集讓玉如發瘋，十九集自殺，
二十集完結篇。這樣好了吧！真的，我說到做到。
小賈： 以樂，妳這是何必呢？
以樂： 讓玉如死掉妳滿意吧？要不然我把國豪殺掉！
小賈： 【生氣】好！妳只要敢寫，我就敢看。
以樂： 【停頓】我走了。
小賈： 【以樂欲下，小賈跟上。以樂走到攝影棚出口處突然回身從背後抱住小
賈。小賈情不自禁地抱住她，但想起可能會被別人撞見，快速推開以樂。
二人背對。】以樂，我在上班，妳不要這樣子好不好？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倆冷靜下來，晚上好好談一談。妳給我一點時間，我求求妳！
以樂： 對不起！我要走了！
小賈： 【以樂以往門口走，小賈又追上，拉住以樂。】以樂，妳不可以這樣子，
妳上次說走又回來，現在又來這一套。我算什麼！
以樂： 這次你放心，我不會再讓你看到我的。【欲下】
小賈： 【抓住以樂】以樂，不行！要走，妳就要給我一句話。告訴我妳不愛我
我就甘願！
以樂： 【很訝異】你明知道不是這個原因。
小賈： 給我這句話我就甘願。
以樂： 我說不出口。
小賈： 【可憐的懇求】如果妳愛我，妳就給這句話。【沉默】
以樂： 【鼓起勇氣，『演』出假話】我不愛你。【停頓。二人相望。】
小賈： 【絕望地】不是真的！
【小賈突然抓住以樂的手，猛往自己身上打。】不然妳打我，妳打我嘛！
以樂： 【邊打小賈】我不要！我為什麼要打你？
小賈： 【邊拉著以樂的手往自己身上猛搥】都是我的錯！都怪我好不好……妳
打我……
【二人拉拉扯扯的一陣，以樂突然採取主動攻勢，拿起皮包瘋狂地打小
賈。】【打完，二人沉靜，各站舞台一邊。】
我很感激妳。【沉默。】
以樂： 【突然向門口奔跑】我永遠不會再讓你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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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對劇情做簡單的描述

二、請簡單說明讀後心得感想，以及你對劇中人物的想法

三、請根據劇本提出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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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色分析
角色：

綽號：

性別：

年齡：

對話發生時間：

對話發生地點：
外在儀表

相貌如何？
主要動作？
聲音特色？
外貌特徵？
健康狀況？
服裝與道具？
內在心理
想要甚麼？
需要其他人做甚麼？
如何去「要求」其他人？
預期的反應是甚麼？
特殊的習慣？
社會背景
學歷經歷？
經濟狀況？
家庭狀況？
社會地位？
人物性格分析研究：

與其他角色關係：

其他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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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堂討論紀錄

六、生活中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分手故事

七、課外閱讀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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