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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Preface

優劣。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歸納、演繹、分析、整理、統合、論證、判斷，甚至

跨科際教育—理想與現實之間

領導統御等，這些都是個體或社會需要的高階思考能力。

是實驗、做決定、創新，以及和夥伴、團隊之間的表達、溝通、協調、合作、

研究的目的絕不僅是學術，研究的目標可以是多元的。在大學中，學術、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教育、服務無不需要研究。做研究除了需要培養研究能力，也需要打造適合研
究的環境。探究不同問題所需要的研究能力和環境都可能需要一些「客製化」
的過程。當然，跨科際課程將問題導向學習（PBL）與東方傳統教育輕忽的溝通
表達結合，也必須要做研究。這個程序在教學的場域中就是「課程設計發展」。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SHS 計畫自 2011 年起推動「跨科際教育」
所主張的「跨科際」理據是服膺二十一世紀國際高等教育的前瞻性跨界思維。
而「跨科際課程」則務實的強調課程設計由真實世界的問題（real-world problems）或議題引導，以「做中學」為教學進路，所以教材內容期許專業教育和

新課需要設計，舊課需要發展。跨科際課程除了要求設定一個「真實世界
的問題」作為課程主軸，課程設計發展的首要問題就是學習者的學習目標為
何。針對此項工作，跨科際課程也要求針對真實世界問題的多元和複雜性設計
合授課群，就是為了形成教師社群，先研究「客製」課程學習目標。

通識教育的結合；教法則冀求理論與實務兼備，包括活用設計思考、社區服務
還記得 SHS 計畫初提出時，審查委員們的主要評論是計畫大方向、大目

或行動研究等。
基於溝通必然是跨科際教育的核心能力， SHS 計畫也提倡語文及表達
訓練，更有效利用當今網路及新興資訊科技或各種多媒體技術實施「教育傳
播」，同時開發學習者的硬、軟實力，開創「知識舞臺」的課外活動，寓學習

標俱佳，值得做也應該做，但是如何說服大學教師加入此工作難度高的計畫？
將來推出跨科際課群後，又如何吸引學生選課，尤其是持續選課？這些問題的
確都成為跨科際課程的門檻，直接挑戰承接計畫教師、單位、甚至學校的課程
設計發展研究能量，更關鍵的是在目前的高教環境中教師們的決心！

於表演、競賽，有效的提升學生參與動機和自發學習。
這些啟動計畫的預備工作不論是否達標，計畫推動後的課程設計發展工作
跨科際教育有鑒於傳統大學科系所分立，學生越學越窄，然而真實世界的
問題愈發多元且複雜，大學生的專業難以學以致用，通識又不足以處理實務。
所以「跨科際問題導向課程」旨在拓展擴大高教的學習生態，同時強調體驗學
習。一言以蔽之，大學不論推動何種人才培育計畫，研究方法總是高等教育的
房角石，研究能力正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標。

類學年課群的「客製化」的過程差異極大，遑論修課學生組合與學習習性的差
異。後來有些Ａ類課群轉成「微Ａ類」課程，都算是合理的調整。有些計畫團
隊發展出「同時共授」，甚至學校提供共享授課時數的辦法，並將升等評量制
度往多元標準方向推動，這都是課程設計發展研究方法和研究環境的正向成長。

任何研究必須先有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即使對問題的答案或解決已有認
知或成見，任何現代研究方法仍然不免要從蒐集資料、設定問題著手。先瞭解
前人對此問題或相關問題的先備知識，並且比較、梳理自己和別人認知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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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轉移到教材、教法、甚至評量的 What, Why & How。Ａ類大型多年課群和Ｂ

跨科際教育—理想與現實之間

不過跨科際課程設計發展終究必須回歸到教師的跨科際研究能力和學生的
跨科際學習目標，這就必需要教師們結合各自的研究專長發揮在跨科際課程設
計發展上。教師們是否願意而且能夠走出原本各自的研究和教學框架仍然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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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門檻。SHS 計畫提出「大學大革命」的口號，正逢國際翻轉教育的浪潮和
MOOCs、Makers 等新學習模式鵲起，每一種教學或教育改革都是在挑戰教師
和學校課程設計發展的研究能力和決心！
至於呼籲跨科際學習與表達溝通的學習結合，並且提倡「教育傳播」，也
都是基於這些元素在面對當今真實世界問題愈發不可或缺。跨科際教育訴求跨
越專業間的藩籬，也訴求高等教育必須跨越學術高塔，走入社會。
專業使用傳播，正是硬實力可軟；傳播跨越專業，就是軟實力要硬！跨科際
課程正是學校和教師伴隨學生走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共同研究，也共同學習！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主持人 陳竹亭
誌於 104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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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浸濕了雙腳：東海大學「高齡化社會與產業」
的跨科際教學實踐

摘要
本計畫以臺灣社會面臨人口結構改變及高齡化的重要問題出發，若要妥善
面對未來高齡化的教育訓練與人才培養，須規劃出具跨科際視野的學程。首

Jump in and Get Our Feet Wet: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Aging Society and Silver Industries” Transdisciplinary

先，高齡社會的問題須從微觀、中距到鉅觀三個不同層次探討。其中，微觀層

Program at Tunghai University

層次，從高齡產業、社區營造等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發展有效運作的模式；

次檢視高齡化社會中不同高齡族群個體需求的差異性及滿足的多元性；在中距

而鉅觀層次，則提升至政策面與環境面，省思高齡社會問題，及目前各級政府
的高齡管理機制與老人服務問題，優化老化生活環境。
許書銘 /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蔡瑞明 /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特聘教授兼副校長

若要具備解決高齡化問題能力，需對微觀、中距、鉅觀等不同層次議題與
領域知識有相當程度的瞭解，然而，現階段的教育體系下，此類具備跨科際知
識與能力之人才養成不易。
考量東海大學既有資源、學科特色，並回應高齡社會所面臨問題，本計畫
之規劃焦聚於本校特色之三大領域群組，包括社會群組、銀髮族產業群組，及
科技與生活應用群組。相較於現有以老人照護為重心的其他學程，本計畫以高
齡化下的社會問題出發，強化社會問題的觀察、討論、辯證與分析，在課程中
融入社會工作領域對高齡者關懷照顧、對生命哲學的反思，由經濟與市場觀點
思考銀髮產業的可能發展，結合本校之教學與研發能量，整合相關領域教師，
將其教學與研究成果重新規劃，共同設計未來高齡化社會之應用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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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roject examines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chang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aging demographics facing Taiwanese society. To properly manage the
educational train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related to future population aging, it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a curriculum with a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ssues concerning the
aging society can be examined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The micro level
examines the needs and satisfac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aging society. The meso
level addr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modes of oper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in aging industry. The macro level discusses policy-making and social
surroundings, and reflects o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aging society including current
mechanisms of senior management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optimizing the elderly
services and the aging living environment.
To be able to solve the aging problems in society, it is required to have considerabl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aging society on all thre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However, under the present education system, it is not easy to train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with such trans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ability.
Given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and academic features of Tunghai University, this
project tackles the issues encountered in the aging society by focusing on three main
groups-the community group, the senior industry group,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living group. While other curriculum focuses on elderly care, this project integrates
practical concerns and care for elderly in the field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life
into the curriculum. It also aims at strengthening students’ observation, discussion,
dialectical, and analysis on the aging issues. By considering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and
viewpoints in economics and aging industry, this project will combin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research energy from all related ﬁelds available at Tunghai University to re-plan and
design the applicable curriculum in future ag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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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SHS 計畫對跨科際議題架構的設定，本團隊選定「高齡化社會與產

壹、前言

業」為主要範疇，其實是東海大學團隊討論了相當久之後的決定。此一範疇除
東海大學團隊選擇以高齡化社會議題做為「問題解決導向」為基礎的跨科

了可對應計畫徵件時的十大主題領域中「人口結構改變問題」的核心議題，更

際課程是因為此議題的嚴重性與複雜性，對於臺灣社會未來發展影響深遠，更

具有跨層次、跨領域乃至於跨世代的特性。跨層次主要是指由微觀、中距到鉅

重要的是這個議題的跨科際特質，應結合多個學科，跨學院、跨科系、跨學門

觀，此一範疇中有很多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足以支撐個別課程進行問題解決

協力合作，方能對其有全面的認識，並進而思考解決方案。本章將介紹課程計

導向的教學，而將這些問題的層次與關係加以釐清後，又可以建構出整個課程

畫的架構設計與課程內容，並評估學生學習的成效。

模組的核心問題意識，從而引領個別課程的教學方向。

東海大學課程起源於大學內的 GREEnS 高齡社會研究團隊，當時所提出的

就跨科際的觀點來說，高齡化的議題涵蓋了相當多不同的主題，也跨越人

計畫研究主題是「建構優質的長青生活品質與環境之研究」。人口高齡化是全

文、社會、科技、醫療等不同領域。跨世代更是高齡化問題重要的特性，人口

球社會必須面對的嚴肅議題，臺灣由於歷史發展所帶動的人口轉型，人口結構

的高齡化意味著逐漸減少的勞動人口必須負擔快速增加的高齡世代的經濟與社

所產生的老化問題，將帶來嚴重的挑戰。維持高齡長者身心健康、使其積極參

會安全，如果不能在退休制度、社會保險與年金制度進行大幅度的改革，並引

與社群、維持勞動生產、確保社會安全體系的永續運作、在地安老，一直是先

導更多創新資源投入，未來高齡化問題勢必將衝擊整體經濟的發展，並衍生出

進國家在面對老化人口結構時的主要策略。

不同世代之間的潛在衝突，我們必須盡快找到不同世代能負擔也願意接受的解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東海大學 GREEnS 高齡社會研究從長青政策、照護整
合系統、營養保健與照顧、生活環境與休閒等四個面向，試圖建立一套促進高
齡者獨立生活、健康生活、勞動參與、與社會參與的知識系統。跨學科專業知
識的交流、建立跨世代合作的機會、以技術創新問題解決的引擎是本計畫開展
的核心目標。

決方案，因此，當前年輕世代大學生應該開始關注高齡化議題，透過對於高齡
化社會與產業的深度學習，培養大學生跨科際思考溝通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實
踐總計畫的目標。
從人才的供給面來說，不少國內大專院校陸續開設相關學程甚至系所，希
望能培育高齡化社會所需之人才，但多數國內現有的學程多集中在長期照護或
社會工作領域，較少由高齡化社會問題的本質與成因切入，也甚少觸及銀髮產

貳、本課程架構的設計

業的發展以及相關科技的應用等面向。從需求面來說，除了現有社工、照護、
醫療人力顯著不足之外，未來高齡化社會也需要許多專業服務或創新產品開發

教育部 2011 年推動「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Society-Humani-

與管理的人才；而基於高齡化議題的跨領域特性，相關人才需要具備跨科際的

ty-Science，簡稱 SHS 計畫）的理念，旨在讓大學高年級學生及研究生能連結學

之知能，但在現有的教育體系下，許多科系的畢業生多僅具備單一的專業，所

科專業於全球或社會上的真實問題，將學理結合實踐，培養跨界思維與溝通能

學的能力無法完全符合未來市場的需求，且由於在大學階段多數課程僅透過講

力，解決臺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當時東海大學 GREEnS 團隊成員以人口問題

授而缺乏實作，對於產業實務的瞭解也有所不足。因此，因應高齡化社會發展

做為研究的議題，希望透過研究與教學的結合，來提升研究的應用性，因此，

產生的人力需求，其實在數量與品質上，都有相當大的缺口，特別是未來高齡

在團隊選擇高齡化社會的問題來提出 SHS 的教學計畫。

化社會中銀髮族市場的發展以及相關科技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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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模組的主題聚焦在「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相較於國內現有以老人
照護為重心的其他學程，我們以高齡化下的社會問題出發，強化針對社會問題
的觀察、討論、辯證與分析，在課程中融入社會工作領域中對高齡者關懷照
顧、對生命哲學的反思，並由經濟與市場觀點思考銀髮產業的可能發展，最後
並結合東海大學現有的特色科系的教學與研發能量，整合工學院、農學院、與
創藝學院相關科系與此一領域有關的教師，將其教學與研究成果重新規劃，並
搭配其他專業領域教師，共同設計出未來高齡化社會下可能的科技與生活應用
系列課程。

了能在態度面與知識整合應用方面有所提升，並需建立解決未來所需面對
實際議題的能力。
5. 本課程模組所有課程，皆由兩位以上不同專業領域教師共同開授，以期能
達成跨科際整合的精神；所開設的課程皆是針對 SHS 計畫所設計的新課
程，皆安排教學助理（TA）協助帶領修課同學進行討論，配合課程主題之
需要，也都有不同專業教師共時授課的規劃。無論是基礎或應用課程，都
盡可能融入問題解決導向的精神，在課程設計中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配
合指定補充教材的閱讀以及個人、分組作業的規劃，以研究學習、行動學

本課程模組設計之特色進一步說明如下：

習、實習或實作的方式，一方面培養學生深度聽說讀寫的跨領域基本能力，

1. 融入社會學的觀點，建構學生宏觀的視野，並瞭解人口結構改變與高齡化
社會的深層意涵與影響。另外，結合東海社工系所現有的資源，一方面瞭
解老人實際之生理與心理需求，一方面建構從事關懷老人相關社會工作所

一方面透過對實際問題的觀察、討論而能對此一議題能夠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並能將所學的知識應用於解決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的相關問題。
6. 為了讓課程得以更有效的運作，本課程模組每一門課根據修課人數，配置
1-2 名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帶領小組討論、研究或實作，以有效協助教師

需之知能，並搭配實習課程兼顧學理與實踐。
2. 以管理 / 市場的觀點，強化對長青產業的認知，思考未來市場面可能的商
機，並能以服務創新、營運模式整合觀點提出對高齡化社會可能的因應，
並期望能夠培養出未來兼具領域專業與管理專業之跨科際人才，引領未來
國內銀髮產業之發展。

課程操作。TA 並負責將其蒐集的課程相關資料、授課教師提供的教材及
學生繳交的作業等，篩選及摘錄後上傳至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的
跨科際電子文庫，以拓展跨科際視野及社群。為了強化 TA 的跨領域知識
與帶領討論的能力，本課程模組特別為 TA 開設「跨科際研究專題」、「跨
科際專題報告與寫作」兩門課，所有擔任 TA 的同學至少需要修習一門，

3. 結合本校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農學院（餐旅學系、食科學系）與創
藝學院（工業設計學系、景觀學系、建築學系），從福祉科技與生活應用
的觀點切入，讓學生可以由智慧型居家照護、老人住宅規劃設計、銀髮族
市場商品設計等不同的方式，結合所學的相關領域知識進行實作，培養解
決高齡化社會實際問題的能力。

除了跨科際溝通、研究方法的探討外，不同課程的 TA 也會在課程中相互
交流，並強化課程間的橫向整合，這也是本課程模組設計的特色。
本計畫規劃的課程架構，由人口結構快速轉變下導致高齡化的重要問
題出發，人口老化所帶來的需求層面，涵蓋生理、心理、社會等不同層
面，包含醫療復健、生活照顧、居家服務、長期照護、經濟安全、休閒社

4. 探討此一議題所需社會工作、社會學或管理學領域的基礎知識，有系統的

交、社區營造、年金保障及心理適應等問題，這些問題可再分為微觀、中

融入其他相關課程中，透過課程共同規劃、教師共時上課、專題討論或座

距到鉅觀三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本計畫依據不同層次，將相關課程模組化

談等不同方式促進跨領域知識的整合；再結合課程中實習或專題的規劃，

並重新設計後，發展出三大領域的課程模組，分別就高齡化社會、銀髮族

能夠更有效的養成未來高齡化社會所需的各種不同知識能力。修課同學除

產業以及科技與生活應用三個面向，進行整體性課程的規劃設計，每門課

- 014 -

高齡化社會與產業

Aging Society and Its Industry

- 015 -

程都嘗試對應上述在知識、技能、態度、應用等各自不同的核心能力。

習、心理健康、政府福利制度乃至統整人生的意涵，以及各項與老人攸關的社

本計畫課程分屬三個領域，彼此間又具有相當的關聯性。此外不同課程

會工作實務，結合社區工作網絡對老人生活提供各項支持與協助等，都是高齡

根據其定位，又分別在微觀、中距到鉅觀層次下，由基礎到進階有不同

化社會必須探討的核心議題。在這些課程中，高齡社會問題分析、人口健康與

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三大領域課程及其對應的課程名稱如圖 1 所示：

社會、老人心理健康與調適、高齡勞動參與與退休四門課屬於基礎課程，其餘
三門屬於進階課程。

圖 2 高齡化社會課程群組的課程地圖
圖 1 本計畫課程模組的規劃

2. 「銀髮族產業」領域課程

茲就各領域之特色課程，及領域內課程之關聯性與定位，進一步說明如下：
1. 「高齡化社會」領域課程

表的其實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產業。管理領域課程模組一方面探討未來高齡人

高齡化社會領域課程首先從鉅視的觀點切入，以社會學的觀點，探討人口
結構變化可能產生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該如何被定義與分析、高齡化社會
形成的原因，以及由於健康醫療問題與社會結構、社會制度問題等。社會領域
中共規劃了包括人口健康與社會、高齡社會問題分析、高齡社會問題實務、高
齡勞動參與與退休等課程。由微觀與中距的觀點出發，本課程模組也希望針對
老人身心健康照護實際需求，結合社會工作的理論與實務，對高齡化社會可能
問題加以探討，包括從不同的角度探討老化的意義：老人在居家照護、工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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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逐漸轉向高齡化的趨勢中，由於銀髮族消費所引發出的需求，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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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生活型態、消費模式、醫療照護及其衍生的需求，一方面也希望讓學生瞭
解這些產業並建構所需的管理能力，並能用創新的思維尋找可能的市場機會。
在銀髮族產業領域課程中，規劃了老人照護事業管理、銀髮產業分析與政策概
論、健康照護經濟學等三門基礎 / 理論課程；另外，還將開授高齡生活環境產
品設計、銀髮族服務管理與創新、銀髮族休閒產業管理等三門進階 / 實務運用
課程。由於此一領域的課程較為多元，修習過任一門基礎課程後，即可選修進
階課程。在銀髮族產業領域課程中相關課程的修習地圖（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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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銀髮族產業課程群組的課程地圖

圖 4 科技與生活應用課程群組的課程地圖

3. 「科技與生活應用」領域課程：
為達成培育跨科際人才的目標，除上述的三層次（微觀、中距到鉅觀）、
在上述兩大領域的基礎與進階知識之外，若能進一步結合在科學、工程、

三面向的群組（高齡化社會、銀髮族產業、科技與生活應用）規劃外，更需要

建築、農業、設計等領域，則更有機會透過跨科際的整合，發展出創新的商品

細緻規劃學生修習的過程及教學方式。三大領域內的課程都包含基礎課程及進

或服務，無論是應用在老人的長期照護、銀髮族各項生活應用，或老人居住空

階課程（如圖 1，淺色字體是基礎課程，深色字體是進階課程），基礎課程讓同

間的設計規劃，都是協助解決高齡化社會問題的重要契機。基於上述的目的，

學從較廣或較高的角度看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的問題與挑戰，強調基礎理論的學

科技與生活應用課程模組課程的規劃，整合了東海大學的特色與優勢，選擇其

習、思辯關鍵問題，並做批判性思考，用以深化學生對高齡社會問題與現象的

中較有可能應用於未來老人照護與銀髮產業的關鍵應用性科技，初步規劃了兩

瞭解。進階課程則讓學生結合自己系所專長，透過與其他科系同學的合作，共

門基礎課程：福祉科技與生活應用、銀髮族營養與照顧，以及五門進階 / 實務

同去解決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的實際問題。

運用課程：高齡生活智慧空間設計、高齡者居家生活環境營造、智慧型居家照
護服務系統、景觀園藝治療、高齡者友善設施規劃等。這些課程都與校內相關
系所教師現有的教學與研究方向高度相關，未來如有可應用於銀髮產業的其他
應用性課程亦可持續加入。本計畫考慮課程間的關聯性與修課順序，此一領域

為了讓學生能循序接受豐富、完整的跨科際高齡方面的知識，在修習的內
容與程序上，同時考量以下的原則：修習領域知識的廣度（希望學生在三大
領域課程中，都需選定至少一門基礎課程與一門進階課程，以確保對「高齡化
社會與產業」相關議題能有整體性的瞭解。）、深度（希望學生在三大領域課

課程中相關課程的修習地圖（如圖 4 所示）。

程中，至少需選定任一領域作為主修領域，該主修領域需要修習至少 6 學分課
程，以確保在主修領域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及連貫性（本課程規劃了清楚的課

- 018 -

高齡化社會與產業

Aging Society and Its Industry

- 019 -

程地圖，可以指引學生修課的路徑，建議學生需先修過該群組領域對應之基礎
課程後，再選修進階課程）。

隨著人口結構的高齡化，臺灣社會即將面臨一系列的高齡社會問題。本門
課程嘗試從社會學與社會福利的視野剖析因人口結構改變所產生的社會新貌，

最後，由於教師是教學過程中最核心的主體，為落實跨科際的理念，並強
化授課教師跨科際的能力，我們透過不同領域教師共時授課及問題解決導向等
的教學設計，循序漸進培養學生各個領域的專業知識，並養成辨識問題、理解
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理解並分析高齡社會所衍生的各項課題，提供本學程其他進階課程在分析高齡
社會時的基礎知識與態度。高齡社會所面臨的不僅只是人口老化的健康問題與
經濟安全議題，它同時也與家庭結構、生活型態息息相關，因此高齡化的進程
將逐步帶動空間活動的調整並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本課程將提供學生一個全
面性的圖象，以求能夠更具體掌握未來臺灣必須面對的高齡社會。
另外，本課程為達到跨科際的效果，以社會學為主軸，進一步整合管理與

參、課程介紹

社會工作等系所的專長，探討高齡社會的問題與以及高齡社會與產業的關係。
根據上述的課程規劃理念與架構，我們選定「高齡社會問題分析」、「老人

就個體、產業與總體三個層次分別討論高齡社會的問題挑戰，因此本課程具有

心理健康與調適」、「銀髮產業分析與政策」、「銀髮族服務管理與創新」、「跨

高度跨層次、跨領域整合的設計內涵與目標。三個不同層次的議題，分別由社

科際研究專題」五門課程的介紹，來說明本計畫的重要內涵與教學實踐。其中

會工作學系（個體）、企業管理學系（產業）、社會學系（總體）的教師授課，

高齡社會問題分析、老人心理健康與調適兩門課是「高齡化社會領域」中相關

搭配課程主題進行分工與共時教學的規劃，亦為此一課程在規劃時的主要特色。

的課程，在內容、主題與實作部分都有相當的關聯性；而銀髮產業分析與政
策、銀髮族服務管理與創新兩門課在「銀髮族產業領域」則分屬基礎、進階課
程，且彼此有高度的關聯性。此外，跨科際研究專題系列課程則是專門設計給

基於課程目標，本課程將分成下列三部份來進行：
•

觀的角度來瞭解高齡社會中的主要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

教學助理的培育增能課程，該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對整體計畫的推動有相當大
的幫助，因此，我們希望能一併介紹。以下分別就這五門課程的目標與主題、
課程進行方式與特色加以說明。

•

高齡者心理健康與社會需求：探討成功老化的觀念與高齡者的需求。

•

高齡社會的保障制度：增進學生對國內與國外老人經濟安全、長期照
顧、社會參與及權益保障等相關體制的瞭解與問題解決。

（一）高齡社會問題分析

2. 課程進行方式與特色

1. 課程的目標與主題
本課程以大學部 3-4 年級為授課對象，就課程定位來說，是高齡化社會
領域的基礎課程，是其他領域課程（高齡勞動參與與退休、高齡社會問題
實務、高齡社區組織與社區營造、關懷服務學習、老人心理健康與調適等）
的入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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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社會的理論：培養學生對高齡社會知識與理論的通盤理解，從鉅

本課程為教育部獎助「高齡社會與產業」課程模組中的核心課程，除了課
堂講授與考試測驗外，亦透過小組討論、專家進行專題演講、機構參訪、個案
教學等多元的課程設計並加以思考、解決問題，以期能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亦鼓勵修課同學也能修習模組中其他相關課程，而能對此一重要議題有更
深入的理解，並能培養跨領域實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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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初課程以高齡社會的介紹為基礎，介紹何謂高齡化社會、人口結構的

絡中加以檢視，其次，單獨關注個人生命的統整，也忽略老人的心理調適過程

變遷以及全球老化的趨勢，並將學生分組與設定報告題目，期中報告的目的在

中有更多超乎個人的結構難題。因此第二年的課程規劃目標做了三個改變，第

培養學生發掘問題、進行觀察與初步分析的研究能力，使同學理解現今社會的

一是加入專攻心理學的教師，帶領學生貼近老人的樣貌（尤其是生理變化與心

老化問題，並發掘未來高齡社會可能面對的挑戰。學期中課程安排參訪臺中市

理認知變化）；第二是降低社會學討論的抽象層次，由社會學背景的教師說明

康福護理之家，以瞭解高齡者的心理健康與社會需求。學期末則邀請從事高齡

老化經驗的社會階層差異，以及利用實例讓學生瞭解結構延遲效果所帶來的心

社會研究的學者做專題演講，講述各國老年經濟安全的發展與趨勢、長期照護

理調適的困難；第三是擴充心理調適的多元方法，在這部份，除了維持社會工

體制等相關內容。期末報告的主題則要求在於深化同學的理論分析、政策分析

作系的教師在第一年頗受好評的透過懷舊治療所達成統整生命感受課程內容，

與評估的能力；並培養學生能結合社會創新、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觀

也加入範疇更廣的高齡社會實作案例，透過「臺南阿嬤穀倉餐廳」說明社區如

點，以期學生具有解決未來高齡社會問題的初步能力。由於是基礎課程，在期

何支持高齡需求以維護長者心理健康；以及加入正向心理學的調適策略。在第

末報告中，同學們不需實作，但須透過真實場域的觀察、訪談，規劃具有創新

二年的教學過程中，三位授課教師發現，學生對高齡議題的冷感主要來自於對

性與可行性的方案，嘗試解決未來高齡化社會的問題。

高齡者的疏離，因此在授課過程中特別將「世代合作」定位為學生期末方案設
計的主要元素，同時這也成為規劃第三年「老人心理健康與調適」的重點。

（二）老人心理健康與調適

第三年的課程規劃目標除了延續第二年發展出來的「世代合作」的主軸之
外，計畫團隊再次發現課程設計的缺口—教學與現實的脫節，因此第三年的

1. 課程的目標與主題

課程特別邀請具老人工作實務經驗的老師加入授課，主要是帶領學生瞭解接觸

東海大學執行「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課程推動計畫的三年裡，「老

臺灣許多高齡人口面臨的諸多困境，尤其是居於社會劣勢情境的高齡社群。例

人心理健康與調適」是少數因應課程目標而每年替換授課教師的課程。這一門

如，透過華山、紹興與蟾蜍山的案例來關照都市的年老移民；透過樂生療養院

課程的第一年目標著重於帶領學生從宏觀的社會變遷、社會結構等社會深層因

關照年老病人；透過灣寶、大埔與相思寮的案例理解老農的處境；透過東菱與

素，瞭解老化過程中，老人面臨的心理調適議題；並且透過社會工作領域的團

華隆公司的案例來理解關廠老工人面臨的問題。並在課程中邀請推廣部高齡學

體工作的許多技巧，讓同學熟悉協助老人完成生命統整的方法。因此在主題的

員一同參與課程與討論，以達成世代觀念與價值的交流。

設定上，社會學專長的老師從宏觀的社會結構與生活環境變化、以及階層因素
在生命歷程中的持久影響，帶領同學瞭解老人心理健康的發展過程；社會工作

2. 課程進行方式與特色

專長的老師則介紹老人的社會心理層面的獨特性，並引進生命統整方法以作為

「老人心理健康與調適」的教學特色之一在於貫徹「共時教學」的規劃，

協助老人調適心理的工具，在工具上，主要是透過繪圖、刺繡、攝影等較為個

在教師的熱情支持下，此門課程在三年中的共時教學時數很高，幾乎維持每一

人的方法達成生命故事的統整。

堂課至少有兩位老師共時的情況。在共時教學的設計上，除了希望在同一主題

第二年的課程規劃上，有鑑於第一年課程中宏觀的社會變遷與微觀生命統
整的心理調適間，有過大的層次斷裂，學生較難將心理調適的過程置於社會脈

給予學生不同的學科觀點，也透過不同學門教師之間的討論與思辯，養成學生
看待事物、問題的多元觀點；同時也誘導學生以己身之專長橫跨領域並在「社
會脈絡」中思考高齡問題，這也正是國內其他老人心理調適課程較為缺乏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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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時課程中穿插參訪活動以及專家演講等活動，這部份的教學活動旨在增

（三）銀髮產業分析與政策

加課程的實用性，以及與社會真實處境接軌，並提供學生實務界的新理論與技
1. 課程的目標與主題

巧，例如新光懷舊治療師的分享。
另外，受到計畫另一門課程—景觀園藝治療—將高齡者帶入課堂的啟發，

本課程主要結合管理領域的產業分析、消費者行為，以及社會領域中社會

這一門課程也強調學生必須與高齡者有實質的接觸與互動，體會其真實需求。

政策分析、社會福利研究課程的觀點，應用於銀髮產業的分析。就社會面來

例如，第二年的課程設計中，本課程與座落臺中市清水區的臺灣福氣協會合

說，日益增加的高齡人口是人口議題、醫療健康議題也是社會福利議題；就經

作，讓學生可以在與憨兒（尤其是老憨兒）的互動過程中，體會他們身體、心

濟面來說，能夠更深入瞭解高齡人口的需求，並看見未來的發展趨勢，就有機

理、社會上的限制，同時也透過參訪機構來瞭解他們所需要的支持資源。學生

會掌握未來高齡社會的龐大商機；而兩種觀點的整合與互補，正是未來解決高

在這個過程中，通常會體會出他們家中長者許多曾讓他們不明就理的行為，也

齡化社會問題重要的思考方向。

比較能夠同理他們的心態與行為。又例如，第三年的課程規劃中，課程教師與

本課程透過理論講授、議題討論與分組專題報告的方式，分別由個體層

東海大學推廣部合作，讓推廣部高齡學員與課程學生藉由影片帶領主題，一起

次、產業層次與總體層次三個面向，探討銀髮產業的現況，並思考如何透過政

針對高齡面臨的許多社會生活情境進行互動與討論，然此設計雖具有社會、物

策工具的規劃，使得未來銀髮產業有更健全的發展，並兼顧其社會面與經濟面

理空間親近性的設計優點，然參與推廣課程的高齡學員通常具社經地位較佳、

的目的。另外藉由不同科系老師跨科際教學與分工（包括行政管理學系、企業

社會參與較活躍的特質。為了避免同學以這群長者表現出的特質為高齡者的整

管理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老師共同授課），一方面提高修課學生高齡化相關政

體意象，也在課程中介紹其他不同背景的高齡族群，以突顯高齡族群的內在異

策與銀髮（族）產業的認識，並能透過與高齡者互動瞭解其生理、心理與社會

質性，以及不同的需求，以求同學在方案設計性能以不同特質之高齡族群的需

面的需求，以期能培養學生社會關懷的素養，並對投入解決高齡者社會問題有

求設計因應促進心理健康的方案。

更為正面的態度，具備剖析社會問題與分析、評估社會政策的能力。另一方

整體來說，這門課也是修課同學在成效評量中，修課前後改變較大的科

面，透過企管領域，培養學生具備進行產業分析、市場研究的能力，並能初步

目，不少同學透過在課程的修習過程中，對於高齡者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意圖

思考可能的服務創新或商業模式創新。

都有顯著的正向改變，本課程一方面落實了共時教學的效益，一方面也隨著教

2. 課程進行方式與特色

師與學生的反應，動態調整課程主題、定位與授課方式，同學們修課後的滿意
在課程實作方面，本課程充分運用小組討論、機構或企業參訪、個案教學

度與學習成效都相當不錯。

研討、專題研究等方式，以期能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以個案教學為例，
本課程結合問題導向教學（PBL）
，由一份對高齡者觀察的個案紀錄出發，引發
對高齡者生活與居家問題的討論（PBL 教學），由個體層次出發，就高齡者生
活形態，除個人生理面的需求外，亦探討其社會需求，包括食衣住行育樂各方
面，進行反思與討論。另外從分組報告中各組需至社區藥局或賣場，進行 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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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現場觀察，針對高齡者實際購買行為、商品組合進行紀錄，並訪問到 3-5
位高齡者，透過聊天的方式進一步瞭解其消費模式，從銀髮族不同類型生活形
態，討論出不同類型之市場區隔，以及相關商品與服務需求，探討不同類型銀
髮族消費者的市場區隔，並討論不同市場區隔未來可能的消長。就個體、產業
與總體層次分別研究，課程中具有高度跨層次、跨領域整合的設計意涵。
此外，本課程陸續邀請了許多代表性的學者專家與業者到課堂演講，針對
相關議題給予更充分且實務的分享，在每學期課程中也安排至少 2 次的機構參
訪，讓同學可以實際接觸並瞭解高齡者的真實需求。最後，每組的期末報告除
了參加本課程模組舉辦的競賽外，並需參加「臺中市政府市政建設研究獎助計
畫」，連結期末專題報告成果與臺中市的政策規劃，過去三年也有兩組學生獲
獎，成果相當豐碩。

2. 課程進行方式與特色
在期中考前，本課程將討論兩個與銀髮族高度相關的服務產業：高齡者居
家照護、高齡者醫療照護，並就服務管理幾個基本的主題：服務的特性、工作
設計、流程設計、設施規劃、服務品質進行討論，並思考如何將這些服務管理
的理論與工具應用於上述兩個產業中。
在期中考後，本課程將討論另兩個與銀髮族高度相關的產業：銀髮保健食
品、銀髮族餐飲服務，並就服務創新幾個基本的主題：創新服務概念、創新客
戶介面、服務傳遞系統、創新科技選擇、服務創新的市場價值等進行討論，我
們也介紹服務設計與製造服務化的相關方法與工具，並討論如何將這些服務創
新的觀念與工具應用於上述產業中。
本課程的修課同學需配合課程進度閱讀指定相關主題論文，並每週與助教
進行討論。另外，期末分組報告需選定一個銀髮產業，透過實際觀察與訪談，

（四）銀髮族服務管理與創新

結合課堂中討論的服務管理與服務創新觀點，發展出該產業可能的創新服務構
1. 課程的目標與主題

想，並分析其市場價值與可行性。搭配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模組，共同參與

隨著人口結構的高齡化，臺灣社會即將面臨一系列的高齡社會問題，而快
速增加的高齡人口也造就銀髮產業的市場機會，因此若能更精確的掌握銀髮族
的需求並結合市場機制中廠商的力量，應能吸引更多企業投入。如老人照護機
構的管理、銀髮族休閒市場的開發、銀髮族營養保健市場的開發等，是高齡化

期末成果展出、專題實作與非營利組織參訪。此一課程修課同學的期末報告成
果，每年在期末聯合專題競賽中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也參加多項校外競賽獲
獎，包括「全國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產品 / 服務創意設計競賽」、「TIC100 創新
創業競賽」等，可看出此課程具有不錯的學習成效。

社會在中距層次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然而，臺灣銀髮產業的發展仍處於起步
階段，並未發展出真正可以有效運作的商業模式。多數業者無法深入瞭解高齡
者的個人、社區與社會需求，特別是強調社會性需求的社區營造議題也需投入
更多的努力。
因此本課程有兩大核心內容，首先希望能就幾個重要的銀髮產業進行探
討，讓修課同學能夠瞭解高齡化產業的特性與市場機會，再者，我們希望由服
務管理與服務創新的觀點，將相關理論應用於銀髮產業中，並能結合課程，以
服務創新或商業模式創新的觀點，發想這些產業中可能的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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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傳統師生分際之間的落差與互動角色上的限制，往往使得教師難以理解
學生的學習生活與需要，而學生也由於人生歷練和學習深度尚未完全掌握，可
能產生不知老師設計課程的規劃理由，或缺乏修課所需的先備知識，因此，容
易產生學習落差。本計畫因此強調此課程需要學習資歷較深的教學助理來做為
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橋梁。在本計畫的規劃裡，我們提出了具有特色又兼富多樣
挑戰性的 TA 培訓課程，由外國語文學系尤菊芳老師為主，搭配社會系、企管
系與心理學專長的老師所開設的「TA 引導技巧與實務工作坊」、「跨科際報告
與寫作」、「跨科際研究專題」等跨科系研究所層級課程，內容豐富多元，橫跨
科際之間的距離。

類似的文字卻往往在不同專業中有不同的詮釋與意義，猶如雞同鴨講，所以也
往往會在課程的活動中加入互動的環節。
修課的 TA 們不只專業表達力受到訓練，一些細節小功夫也不可輕忽，例
如運用自我介紹這樣簡單的活動，挖掘平時不容易注意的溝通缺失，在文字或
口語表達上不分段難以閱讀的大塊文章、文理平行結構和條理層次的缺乏、甚
至是基本的文字語言能力的掌握，所以一位合格的 TA 就是連文字能力，乃至
於臺風、口齒咬字等平時不易注意到的細項也要透過教學內容與活動促使修課
同學一併自發性加強，才能真正使 TA 們在課堂上扮演好專業間橫向、與師生
間縱向溝通協助的角色。

TA 的重要性在於調和師生之間的視野落差，要將高度與經驗不同的兩群
人拉在一起學習，因此必須要幫助師與生彼此相互瞭解，TA 必須代替老師，
不只有教和給予，還須用同學的視野來觀看，運用自己作為學生的經驗和敏感
度，幫助老師理解學生不容易理解之處，發現彼此之間的盲點，才能夠真正發
揮 TA 的重要功能。

簡而言之，這門課不只是教導同學跨科際領域的思考方式與創意教學技
巧，重點在於迫使同學反思並打破自己的慣性思維模式，以同學個別的實務需
求導向與問題克服，代替過去傳統的教師主導課堂，從而能夠使即將成為 TA
的研究生們，不再只是單純扮演教學庶務的協助從屬角色，而是能站在不同的觀
點與高度去看待不同專業領域間的學習與需求，變成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的橋梁與

2. 課程進行方式與特色

溝通協調者。更重要的是，這幾位老師的課程不只傳授知識、技能、訣竅，更以

從學習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待跨科際學習的障礙，特別強調先驗知識（prior
knowledge）的重要性。這種自覺讓 TA 在從事跨科際的溝通時提高警覺，從而
開始監督自己表述內容的完整性（思考的順序）和表述方式的邏輯性（表達的
順序）。

他自己精采豐富又多元的人生歷練為經緯，以幽默風趣的態度循循善誘，讓同學
如沐春風般的吸取老師的經歷，透過捷思訓練和邏輯統整轉化為自己的發想與開
創，所思、所想、所行不再只侷限在課堂與學問之中，更是人生與生命追求的大
哉問解惑之旅，使教育不再只是知識灌輸的技術，而是透過教師引導、客製化的
教學方式，引導修課學生能夠主動積極進行跨科際的探索與學習。

在課程方面，要求準 TA 們參與以九個方格來建構思考理路的「九宮格捷
思思考訓練」，並要上臺報告，從自身的專業領域出發，可以是自己的論文報

肆、學生學習成效

告也可以是專案構想，從零開始自備簡報。在不同專長領域同學面前，嘗試讓
對該門專業可能一竅不通的聽眾，在 15-20 分鐘之內深入淺出地說出重點使人

執行「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的過程中，為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曾對學生

明白，以訓練出專業卻也不失親和性的專業傳達力，還要能夠直指表達背後

進行了多次的問卷調查與訪談，收集數百份的問卷。調查的題目相當廣泛，包

要傳達的目的。在教學實作經驗中也發現，雖然跨領域整合已成當代顯學的趨

括了「修課經驗與感受」、「跨科際能力提升程度」、「對高齡者態度與行為的

勢，但跨不過去的原因往往就出在各行各業不同領域裡有著許多的專業術語，

改變」、「TA 對修課同學的表現」、「TA 對小組運作的成效」、「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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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跨科際經驗分析表（N=141）

分析」、「學生對跨科際課程的整體性認知」、「學生在跨科際課程的收穫」等
各子題。
經過初步的統計檢定之後，可以得知自學生對跨科際課程多抱持正面肯定

問卷題目

的態度，也能接受跨科際教學的形式，「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計畫的推動，在

課程中，我很難理解不屬於我主修領域（非個人本科系）的內容。（反向題）

學生的角度來看，也可說是個成功的經驗。不過若要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自整

跨科際課程的結構性不強，導致我很難學習。（反向題）

測量內容

課程內容

體來檢視「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課程學生的學習成效的話，這些問卷的
題目稍嫌瑣碎，全部陳列出來恐怕會導致失焦。因此本文將自三個不同的向度
出發，簡要說明「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課程中，學生學習成效的評估。
我們認為，跨科際的學生學習成效，可從各種不同的層面來加以闡釋。
（1）首先應從課堂的學習成果加以檢視，研究學生是否接受不同於傳統的教學
模式、對於課程內容的吸收程度如何，以及學期成績表現如何。（2）進一步而

我能瞭解跨科際學習的重要性。（正向題）
採取方案設計、實作或小組討論等上課安排，讓我難以適應。（反向題）
機構參訪，有助於我瞭解現今老人的真實狀況。（正向題）
演講活動，讓我更清楚與老人相關的產業 / 機構 / 團體等的現況。（正向題）

言，也必須分析學生是否能夠接收跨科際的精神，是否能夠與不同科系的同學

多個領域老師一起上一門課反而造成我學習上的困擾。（反向題）

互動、共同組成團隊解決問題，跨科際合作的經驗是否對自身有正面的影響。

當換一個老師來上課時，我常難以適應。（反向題）

（3）最後，學生是否因為跨科際教學的學習，而對問題解決導向所設定的議題
產生更深入的瞭解，進而決定未來投入相關的領域，貢獻一己的心力。

教學方法

共時授課

多個老師共同上課能增進我的學習動機。（正向題）
跟其他系所的同學一起合作，是有趣的經驗。

（一）修課經驗及學習成果
因為專業背景不同，和其他系所同學溝通很困難。（反向題）
與他系學生互動

為瞭解學生在「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的修課過程，課程計畫嘗試透過問
卷調查，包括「課程內容」、
「教學方法」、
「共時上課」、
「與他系同學互動」、

截至目前為止，我仍然無法很自在參與小組討論。（反向題）

「學習心得」以及「未來意願」等不同的面向，每個面向 2-4 題，來瞭解學生的

如果下次有機會，我還是願意跟同組的同學一起合作。（正向題）

學習過程的感受。問卷採用李克特量尺（Likert Scale）來評定，透過負向題目、

我覺得跨科際的課程，並沒有讓我學到更多的東西。（反向題）

題目穿插排列等方式，篩除了隨意作答的無效問卷。問卷具體題目如表一所
示。問卷的結果顯示，學生們皆以正向的態度評價他們所參與的課程，學生能

我覺得跨科際課程的設計，能擴大自己看事情的視野。（正向題）

夠接受課程，也認為跨科際的教學能夠讓他們學習到更多的東西、擴展更為寬

我認為跨科際的學習對未來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正向題）

廣的視野、對未來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以下將簡單說明分析的結果。

如果有機會我想再修習其他「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計畫課程。（正向題）
我會推薦其他人（包含同學、學弟妹、朋友等）修習「高齡化社會與產業」
計畫課程。（正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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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在規劃之初，希望讓同學認知「跨科際」不是通識教育課程，需要
融合更多的專業內容。在問卷的另外一些題目中，請受訪學生比較他們所修習
的跨科際課程與通識課程。其結果顯示修課同學們認為跨科際課程的難度與挑
戰性，皆顯著高於通識，並不是「營養」的學分，符合當初規劃的期望。然而
課程的規劃也不是要刁難學生，尤其不希望讓學生因為專業間的鴻溝而裹足不
前。這部分在問卷「課程內容」的部分，得到令人滿意的回答。學生們普遍認
為跨科際課程的學習難度仍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課程結構不會讓他們感到難
以學習或跨越，進一步的分析也發現，非專業系所的學生，同樣也不認為跨科

（二）跨科際能力提升
教育部 SHS 計畫總辦公室曾編輯跨科際能力的量表，作為跨科際教學或
學習成果的評定標準。本計畫經由修改之後，用來檢視參與學生的跨科際能
力，是否在參與課程之後獲得顯著的提升。這份量表主要是以「創意」、「合
作」、「整合」以及「專業」四種不同的能力為核心，各自進行 3-4 題的測量，
同樣以李克特量尺的方式來進行。這份問卷進行了前測（修課前）與後測（修
課後），希望有效衡量跨科際課程對學生的實際效用。

際課程難度、挑戰度高於專業課程。這樣的結果必須歸功於教師們的努力，他

與前述「修課經驗及學習成果」的測量結果不同，我們發現在跨科際能力

們在授課內容的專業難易度上，作出適時的調整，讓學生們得以克服不同學科

的提升上，其成果是參差不齊的。甚至當所有問卷合起來看時，幾乎所有的

之間的障礙。

跨科際力指標前、後測的差異，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當我們進一步區分為不

而在不同專業教師們「共時上課」的題目上，同學也並不會因為不同的老
師共同出現在課堂之上，讓他們的學習感到困難。學生能適應多元的教學方
法，也能適應多位教師共同或輪流的上課方式，甚至覺得多位教師共同或輪流

同的課程時，可以看到部分的課程產生了一些效果。例如「老人心理健康與調
適」課程輕度地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銀髮族服務管理與創新」課程則
輕度提升了學生的「合作」能力。

上課能增加自己的學習動機，「共時授課」被證實為可行的教學創新方式。再

對於此一結果，可以從兩個方向來加以思考。首先就概念上來說，所謂

一次地，我們必須將此歸功於參與老師們的熱誠與準備。為了能夠讓共時授課

的「跨科際能力」一詞，本身即過於複雜且模糊，同時對於如何發展出能力，

順利進行，教師必須在課前花費更多的時間及精力，進行教材編排，和其他的

仍缺乏充分的理解。我們認為，「跨科際能力」其實指涉個人需要長期環境薰

老師進行討論，並隨著授課過程觀察學生的反應進行調整。

陶才能培養出來的整合能力，這很可能不是跨科際課程所能夠達成的目標。舉

「與他系學生互動」在調查中，也呈現了相當正向的結果。大多數學生覺
得與其他科系學生一起合作是有趣的，沒有太多溝通上的困難，且能自在參與
小組討論，有機會也願意再次合作。這樣的結果除學生自己的特質之外，本計
畫聚焦於 TA 的培訓，也發揮功不可沒的效果。我們另外也請 TA 對其小組進
行評定。多數 TA 也認為，在課程開始之初，分組間凝聚力較低，此時透過小

例來說，大學教育需要花費四年才能培養一名學生及格的「專業」能力，跨科
際課程儘管提供了不同專業領域對話、合作的機會，但它終究不是訓練專業的
課程。此外，在課程設計的過程中，授課教師們也必然需要在授課內容作出取
捨，無法上山下海式的設計出涵蓋面很廣的課程。因此，單一跨科際課程僅發
展「跨科際能力」的某一面向，這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組達成學習的效果並不強，但隨著小組間團體動力的有效運作，到了期中考之

在此我們建議未來除進行更多跨科際能力的概念探討外，也需要重新思考

後，組內的凝聚力與分工合作的程度都有顯著提升，此時小組的團隊運作就能

課程架構要如何對應到不同的能力面向。例如「基礎性課程」以概念的講授為

顯著的輔助個人的學習，提高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主，或許能夠激發出不同的「創意」、學習到一些基礎的「專業」，但不見得
必須安排很深入的實作，「合作」或「整合」面向的效果也因而不會顯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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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課程授課教師希望進行一次深入的實作，將能激發學生「合作」與「整
合」的能力，不過「作中學」得來的知識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及發酵，在
一個學期的短期間內不見得能展現出太多的「專業」等。總而言之，所謂的「跨
科際能力」是一個理想，但是需要的也許是完整的學程才能達到顯著的效果，
每一門跨科際課程都能發揮一部份些微的影響力，並不應該、也沒需要刻意加
以測量作為檢核指標。

學生學習成效的最後一個指標，在於學生是否因參與問題解決導向的實
作，而對該議題產生出更多的興趣，進而願意轉向相關的工作為志業。在「高
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計畫中，具體而言即是透過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的實
施，使修課同學對高齡化相關議題有更正向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意向。學生對
高齡者的認知態度是否發生改變、是否願意從事相關的產業，是接下來我們希

表 2 跨科際能力量表主題

向度

（三）對高齡者態度、行為的改變

望檢測的目標。
我們同樣透過問卷來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學生修習後對高齡者的認知與態

題目

度，都產生了顯著的改變，多數的構面都呈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修課同學對

我常把一些觀念或想法延伸到不尋常的情境中。

高齡者的態度產生了改變。修課同學無論是在正、負向社會心理指標，或者對
我常常會反覆思索一個新的構想，讓它更完整、更具體。

高齡者健康、經濟狀況的理解，都有了不同的認知，也進而影響到他們對高齡

創意
我對相同的問題常有不只一個看法。

者的看法。

我常常提出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案。

合作

不過此一調查結果我們多少需要謹慎面對，這是因為其實這些學生有著事

我和合作的同學之間常會彼此提供對方有用的資訊。

前篩選的效應。下圖 5 呈現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參與課程的動機（複選）。

和同學合作時，我會相信對方有要一起把事情做完的意願。

我們注意到修課學生中有 45%「想瞭解高齡社會」，「對高齡社會有興趣」者則

在與他人合作時，我經常詢問並嘗試理解他人的意見。

有 35%，進一步更有 9%「未來有願意從事高齡工作」，最後另有 26% 則「想
要幫助家中長輩」。換言之，其實修課的學生有很大的一部份，本身就更可能

我能與他人協調溝通，共同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法。
整合

對高齡者有正面的看法，也許因此不容易對老年人有刻板印象及迷思。

和不同學科背景的同學一起工作或討論時，我通常能整合大家的觀念或想法。

不過在另一方面，計畫的課程也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我們發現包括「老

上課分組活動時，我和組員常常能整合各自獨立的工作成果。

專業

人心理健康與調適」、「銀髮族營養與照顧」、「銀髮族服務管理與創新」，以及

在專業學習上，我能理解課程中出現的專業術語或數據資料代表的意義。

「景觀園藝治療」四門課程，對於學生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意向改變，是最為

在專業學習上，我通常能掌握到上課內容的重要性及其未來的發展方向。

顯著的。這些課程的共同特徵，是強化了與老人的實際接觸及交流。例如景觀

我知道能利用哪些管道搜尋到與專業相關的新知。

系黃章展老師的「景觀園藝治療」課程，便獨具創意地請高齡長輩直接進入課
堂，與學生一同分組上課討論、共同設計老人的療癒性景觀。這證明了隨著課
程重心的不同，對於學生的影響也能產生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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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這三年計畫的順利推動，展現出東海的高度熱誠與團隊精神。同時也感謝
教育部等各單位，在本計畫學程在實施的過程，透過訪視、委員的審查意見，
以及課程總計畫、SHS 計畫推動辦公室陸續辦理的跨科際知能研發會議，提供
本計畫相當多精進計畫課程的建議。
經由持續的反思，本計畫不斷調整、改進計畫的實施策略，希望能以更有
效能的方式，實踐跨科際的教學理念，同時，訓練學生漸次習得「跨科際」思維
與知能，擁有更寬廣的視野及能力，為將來的高齡社會貢獻心力。透過課程計
畫，學生學到高齡化社會的跨科際理論與實踐；教師們從原來的教學模式轉換
到跨科際的共時上課，教學相長，學生的回饋、同儕的思想交流也對他們自身
的研究與思考模式有深遠的影響。這個計畫是一初步嘗試和實驗，下一步該如
何精進，如何將其融入、推廣於大學教育中，是值得我們共同去思考、努力的。
圖 5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學期動機分析圖

然而，跨科際課程的影響，仍然有一定範圍。分析的結果顯示雖然學生對
於高齡者的態度、行為意圖改變了，但實際行為仍不見得產生立即、明顯的正
向影響。相關課程修習過後，並未提升同學們願意參與相關公益行為的意願，
在未來就業是否願意投入高齡相關產業，同學們的意願雖有相當程度的提高，
但並未達顯著水準。綜上所述，東海大學的「高齡社會與產業」課程，並不是
「職業訓練」的傳統課程，而是訓練學生進行跨科際議題思考與培養解決問題
的能力。

伍、結論
東海大學的教學計畫是一大型計畫。需要大量人員的投入與合作，特別是
一學期開授近 10 門課程，動員近二十位老師，採取共時上課的教學模式，並
將課程開授在多個學院與多學系，這個過程是充滿挑戰的。過程中，教師們
對於跨科際教學由陌生到認同、接受並將之實踐在課堂上，投入許多時間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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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東海大學團隊認真執行計畫之精神與實踐力有如充滿活

此，此團隊認真進行學生訪談與問卷調查，該資料與數據除可作為跨科際學

力之酵母，三年多來鼓舞著所有計畫團隊。此計畫團隊承接

習成效之評估方式及教師教學方法修正之依據外，若能透過解讀問卷之數

東海大學 GREEnS 計畫（Global Research & Education on

據，更進一步發展一套跨科際學習行為之理論，分析並歸納出學生跨領域

Environment and Society）部分研究成果，第一年執行之計畫成果明顯

學習之可能行為態樣，作為未來跨科際課程設計之參考，對於跨科際教學

優於其他計畫，可見教學計畫與研究計畫相輔相成之重要。

將是一大貢獻。

此團隊在計畫初期良好之基礎上繼續深耕，更多師資投入，課程數

跨科際教學之進階課程應有社會實踐場域，此計畫有學校宿舍之實踐

量持續增多，造成學生選課容易失焦，經審查委員建議應清楚強調課程

場域固然甚佳 ， 未有校外可與課程配合以建立在地老化機能之社區 ， 亦

主軸與核心概念，此團隊進行學生之學習動機與成效分析，於第三年改

甚遺憾；蓋造成對社區瞭解之課程設計多僅止於安排演講及機構參訪等內

善學生修課之系統架構。然而因為無必修或擋修等強制規範，故針對學

容，無法突破窠臼，未能更具體引導學生看見弱勢老人和社會正義，未能

生不依課程軸線與體系循序修課之問題，只能勸說與輔導，成效有限。

更強化學生尋找真實世界問題之深度，未能更有效訓練學生批判、反思其

教學助理（TA）可有效協助教師跨學科共同授課，此計畫開設 TA 研究

擬定之解決方案與現實世界斷裂之困境。

所課程，系統性訓練其具備跨領域知識與溝通合作能力，使其成為課程
連結之重要媒介，此做法有創意。惟課程研發創新之具體教材仍有待教
師強化知識基礎。

世上斷無一次施行，立即獲致巨大成就之試驗，此團隊在大學課程揉
進跨科際教育之酵母，期待未來不斷試驗，研發出絕佳課程配方。

為知悉計畫成效 ， 殷殷期待各計畫團隊突破現有傳統之學習成效
評估方法，發展更有效之跨領域學習評估方案，可惜成效不彰。縱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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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物 / 環境 / 資源—綠色生物資源與產業」
課程群組發展計畫之執行成果報告

摘要
南華大學執行「生物 / 環境 / 資源─綠色生物資源與產業」A 類計畫課程群
組發展計畫，就臺灣產業轉型人口老化導致農村凋零，以「生態永續」與「農

Biology/ Environment / Resources—Resources and Industry in
Green Biology: A Report by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業文創」為方針，經計畫主持人召集五學院、九系所與此主軸專長相關的 22

Implementation Group

發展計畫，依「生產」、「生計」、「生活」、「生命」架構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

名師資，共同規劃完成「生物 / 環境 / 資源─綠色生物資源與產業」課程群組
嘗試解決在地農業困境。本計畫累積修課人數達 773 人次，邀集在地農民組成
「農民顧問團」，參與課程內容規劃與「共課」教學；同時擴大校園實習農場
的規模，成為計畫內課群之「師生農場」。102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聚焦於學校鄰

陳惠民 /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助理教授

近的上林社區，社區 65 歲以上老人比例達到 25％，多為務農，人口老化，缺

王昱海 / 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乏年輕勞動力，衍生社區內閒置空屋、老屋為數眾多之問題。藉由「農村社區

陳開宇 /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教授兼使命副校長

凋敝問題，藉由師生與在地人士，共思解決問題之方案，達到「老屋活化」之

陳玠廷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營造」課程，作田野調查，以「參與式規劃」為操作方式，以真實世界之農村

目標，期望提供臺灣「農村再造」之借鏡。已成功改造上林社區閒置老屋，取
名「上林故事屋」作為社區藝文展演和青少年休閒場所，正努力建立成功運作
模式。本計畫亦推動與在地農友合作生產「南華米」，強調不施用一般農藥，
較兼顧生態保育之種植方法，與在地人士完成 2.48 甲農地契作簽定，將擴大規
劃與農友合作生產其他無毒蔬果，並供應給學校餐廳，能有效縮短食物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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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nhua University implemented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ject entitled
“Biological/Environment/Resources ─ Resources and Industry in Green Biology” with
emphases on “sustainable ecology” and “agri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This project
was conducted with a team that consists of twenty-two relevant instructors in this ﬁled
from ﬁve colleges and nine departments that co-designed the “Biological/Environment/
Resources ─ Resources and Industry in Green Biology” project with “production”,
“livelihood”, “lives”, and “life” as frameworks for basic and advanced courses in an
attempt to solve the agricultural dilemma. Seven hundred and seventy-three students
have taken courses designed for this project. Local farmers were invited to form a
“farmer consultants” group to contribute to curriculum design and concurrent teaching by
expanding the size of the student farm on campus which will become the “teacher-student
farm” for this project.
During the second semester of 2013 academic year, the curriculum focused on the
neighboring “Shanglin Community” near the campus. The community has an ageing
population with 25% of farmers who are more than 65 years old that results in lacks of
vitality and many old or empty houses. Through “Building Agricultural Community”
curriculum and using field research and participatory planning, this project brought
together teachers, students, and locals to search for solutions for decline in real-world
rural agricultural community. The goal was to revitalize old houses to provide an example
for “agricultural community re-building” in Taiwan. The project has successfully rebuilt an old house in Shanglin Community and renamed it “Shanglin Community Story
House” as a venue for performing arts and youth leisure. The project also collaborated
with local farmers to produce the “Nanhua Rice” without using the general pesticides
which balanc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of planting methods. As well, the university
signed a farming contract with local farmers that comprised of 2.40 hectares of farmland
with an aim of expanding and producing other non-toxic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at will be
supplied to school restaurants in the hope to effectively reduce food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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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二年開始，所開設之課程是讓學生具備「認知與理解能力」（生態環境
與農村議題之深化與掌握）與「反省與實踐能力」（親身體驗農事與生態反省）

本課程群組第一年從「生物」、「環境」、「倫理」等觀點出發，將焦點擴

此二項基礎能力。而本計畫及相關課程亦促成學生主動參與校內外相關比賽活

及全球環境變遷議題，探討當前環境問題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因素，並指

動、研習營與實習機會（如 SHS 短講競賽、環境教育成果發表、達人學苑研習

出在生態持續惡化的情況下，人類和其他物種所面臨的危難。由於涉及問題龐

等等），獲致不錯的成績而頗受肯定。此外，本計畫利用各種場合與形式，進

雜，在有限課程與資源下難以統合聚焦，經過教師社群會議反覆討論，最後決

行 SHS 社群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研討會與知能學習、實務操作與實地案例參

定在第二年執行時，將目標修正為解決在地農業困境，並大幅延攬具有管理與

訪等等，其意在增進教師之教學能量，建構在地型問題意識與培養合作默契。

藝術專業的老師進入團隊，希望從「生態永續」和「農業文創」兩個面向，引

有了這些課程操作經驗作為奠基，遂開展以「上林社區」為一夥伴社區，並積

導學生自我發掘、善用生態資源、減少環境破壞、維護生物多樣性平衡、善盡

極結合各課程之主題，以問題解決為導向，從中找到可操作的社區議題，如閒

倫理責任，並運用資源進行公益與公義的品牌行銷。

置老屋活化、社區支持型農業（CSA）、社區資源盤點與整體規劃等等。
在此，結案尾聲之際，我們希望未來能夠持續深化前階段的議題操作，同
時透過此一成果彙整相關教學與實作經驗，讓授課老師們真正能夠連結校內專
業科系知識 / 技能與校外相關人物力資源，藉以開發出創新性之課程架構與授
課方式。

貳、課程設計

一、跨科際問題主軸的轉變歷程
本計畫係由 100 學年度自然生物科技學系系主任林俊宏老師主導規劃，教
師成員以生技系老師為主，並揭舉「生物、生態、倫理」做為問題主軸。為了
找尋適合教學運作的實踐場域，曾經分別於上、下學期辦理原住民農村體驗營
（阿里山樂野）與九九休閒農場生態之旅（雲林斗六），計畫內師生分批參與，
尋求共識。由於「農業」與生物、生態、倫理均息息相關，而兩次大型營隊也
都緊緊扣著農業議題，所以到了第一年計畫執行結束前，以在地農村為實作場
南華大學 SHS 計畫課程與場域實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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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林俊宏主任已經卸任，計畫團隊特別向新上任的林聰明校長簡報，責

大約在同一時間，王昱海老師因為私人因素結識上林社區發展協會的孫家

付當時的學術副校長釋慧開法師擔任申請第二年計畫的主持人，並由生技系

榕總幹事，也由孫總幹事口中得知，跨科際計畫教師社群中的陳惠民老師（後

王昱海老師主筆，計畫主軸定位於與農業發展關係密切的四大面向：「生產」

來成為計畫協同主持人）已經在社區中經營了一陣子。於是第二年計畫展開不

──農業技術、「生計」──商業行銷、「生活」──人生品味、「生命」──

久，在王、陳、孫三人共同努力下，便定位為以上林社區為實踐場域的課程計

存在價值。為了慎重起見，還利用春假期間邀請臺大園藝系陳開憲教授到校為

畫。除了南華米（農產品生產行銷）外，又以老屋活化（農村社區營造）伸展

我們做 SWOT 分析，最後確立「生態永續」、「農業文創」為此計畫核心目標。

出另一項課群主軸，使課程內容更加豐富多元。

除了原有生技系老師外，並廣邀建景系及其他系所之老師參與授課。

上林社區是大林鎮裡一個平凡而典型的村落，民居屋舍集散於兩、三個部

南華大學並沒有農學院，沒有任何具備農業專業知識的師資，多數老師也

落中，農地（主要是稻田、果園、竹林）散布於村落外圍。由於大量青年人口

從來沒有與農業相關議題連結的經驗，因此原本的計畫架構裡特別設了一個農

向市區移動，導致很多房舍閒置或缺乏充分利用，社區老年人口比例偏高，幼

民顧問團，希望提供做為授課教師的諮詢與資料庫；另一個「創意」的安排是

兒卻明顯偏少。陳惠民老師觀察到這個農村普遍現象，因此構思出「老屋活化」

將校園農場規劃進來，一方面讓計畫內師生有體驗農務的機會，同時更希望藉

的課題，帶領學生與村民一起思索農村的未來。我們認為鼓勵學生進駐社區可

此讓不同領域師生有一個交換意見的共同話題。

以帶動農村活力，一方面藉由文化創作營造社區形象，社區形象提升有助於農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整個計畫的輪廓仍然並不清楚，即使無法確定第二年
計畫是否申請通過，許多構思已經開始醞釀。我們利用機會四處徵求「農民

產品的行銷；最重要的是經由這種良性的互動，社區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的成
就感增加，居住人口可能回流，原本處於弱勢的農業生產也因此水漲船高。

顧問」，結交到不少具有理念的青年農友。其中陳憲忠先生就住在附近，也願

「南華米」計畫從 2013 年暑期由 6 分水稻田開始，2014 年曾經提高到 3.5

意慷慨來校指導學生種菜。他提到農民都知道農藥的毒害，農民本身往往也

甲地，2015 年降為 2 甲地，並嘗試部分改為生產有機紅豆等雜糧作物。「老屋

受害最深，卻沒有人能夠承擔不用農藥的風險。西方盛行「社區支持型農業」

活化」計畫自 2014 年展開，2015 年以「上林故事屋」揭牌啟用。南華跨科際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就是希望藉由消費者分擔農民的生

辦公室一面做一面改進，雖然走得跌跌撞撞，卻也有機會親身感觸到臺灣農村

產風險，鼓勵更多農民勇於進行無毒生產。既然南華大學要參與農業生產，當

面臨的真正問題，從中找尋可能的解決方案。

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學校若願意替農民承擔部分風險，一方面保障農民健康，
另一方面也保證農民做出讓消費者安心的產品，創造學校、農民、消費者三贏

二、課程架構

的局面。此外，從無毒農產品的生產、包裝到行銷，從中也可以凝聚出許多不
同領域學生的學習焦點。經過向慧開副校長報告，立即獲得其首肯支持，並決

南華大學自 101 年度獲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補助，前

定以比較耐於儲放、大林地區盛產、無毒栽培相對容易的稻米開始，與農友進

二年在課程群組的規劃上，以「生物」、「環境」及「倫理」為核心概念，透

行契作。因一般農產品的生產重量不重質，導致農民為了增加收入而大量使用

過跨科際的知識激盪，探討全球變遷議題發生之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於

化肥，對土地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本校與農民的契作方式是依照生產面積，

102 學年起，計畫團隊進一步將執行主軸聚焦於農村社區，探討作為實踐真實

而非生產數量計價，藉由依土地面積而定的保證價格收購，希望一方面分擔農

世界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場域，並楷定以「農業文創」與「生態永續」兩軸

民的風險，一方面也杜絕農民貪圖利潤的投機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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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透過課程開設與學生實習的方式，協助南華校園鄰近農村社區——上林社
區進行包括：空間環境、產業及人文關懷等面向的發展。
有了第二年以本校所處環境與鄰近社區的操作經驗，關於第三年課程計
畫，我們將更貼近在地社區與環境議題，並擴增所需之課程方向，如老幼照
護、環境調查、社區書寫等等，一方面能吸引更多跨領域師資投入，另一方面

102 年度開始，本計畫改由校級之學術副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定期召開
教師社群會議並邀請校外人士前來分享經驗，透過設定若干討論議題，引發教
師們彼此互動與討論。由歷次聚會出席情形與熱烈回應情形來看，社群經營模
式獲得極高的認同，也轉化為日後課程整合與跨科際的共課基礎，由 103 年度
開課情形來看，計有九門課達此目標（參見表 1）。
表 1 南華大學 SHS 計畫 102—103 學年開課情形

能夠真實地回應弱勢城鄉關係下的農村永續發展課題。而第二年大幅修正了本
計畫，並確立了二項發展主軸，即「農業文創」與「生態永續」。本課程群組
架構圖修正如下圖所示，而第二、三年的開課情形如表 1 所示。

課程主軸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102 學年度】

此一計畫設計的特色在於強調「科學」基礎養成訓練的同時，兼顧「人文」

基礎—理論課群

的問題導向與互動式學習，以提升倫理知覺、完備相關資訊、增進思辨能力、達
成倫理成熟度四階段為學習目標，推動合乎永續性指標的環境發展與生物保育。
為了達成此項目標，本計畫除重視學生的跨科際學習外，並將邀集在地農
民組成課程顧問團，在校園內建立師生農場，強化教師社群、教學方法研習等

農場動物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葉月嬌

生物多樣性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林明炤

生計

農業與生態旅遊

旅遊管理學系

許澤宇 / 葉裕民

生活

環境科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林俊宏

動物政策與法律

應用社會學研究所

呂明哲

農業美學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葉宗和

生產

校內外資源。同時，我們也與鄰近本校的上林社區建立起合作（夥伴）社區關
係，成為課程實作與經驗學習之重要場域。以此對授課教師與教學助理進行跨

生命

科際橫向聯繫，分享教學方法、資源及心得，以達到：（1）提升教學品質：持

進階—實務運用課群

續檢討教案的相關性與合適性、人員與教材分配的適當性；（2）解決問題方案
及行動：瞭解產業及學界發展現況，多方研究並加以批判，同時提出符合生物

生產

生態、環境倫理與永續經營的可行改善方案，並嘗試行動實踐；（3）溝通跨域
觀點：客觀包容各方觀點，學習由不同專業領域的立場解讀問題、建立共識。

生計

生活

生命
南華大學 SHS 計畫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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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農場綠設計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王昱海

在地農產品加工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許偉庭

在地食材與行動調查

旅遊管理學系

陳貞吟 / 葉月嬌 / 沈昭吟

在地作物種植與行銷

休閒產業經濟學系

陳寶媛

景觀與風土計畫

建築與景觀學系

方芷君

農村社區營造

建築與景觀學系

陳惠民

城鄉與景觀保存研究

建築與景觀學系

陳正哲

農村再生的哲學省思
與生命關懷

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尤惠貞

電視深入報導

傳播系

王慧蘭

Biology/Environment/Resources – Resources and Industry in Green Biology

- 049 -

課程主軸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參、課程介紹

【103 學年度】
基礎—理論課群
在地小農經濟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王昱海 / 陳玠廷

休閒農業概論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陳寶媛

永續觀光與慢活

旅遊管理學系

許澤宇 / 楊惠玲

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

建築與景觀學系

陳惠民 / 許芳瑜

農村再生中的老少問題

幼兒教育學系

劉惠君 / 尤惠貞

地方敘事與社區書寫

文學系

鄭幸雅 / 郭建慧

生計

生活

生命
進階—實務運用課群
慢食與美食科學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葉月嬌 / 陳貞吟

在地食材行動調查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葉月嬌 / 陳貞吟

茶葉健康保健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許偉庭

生態農場綠設計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王昱海 / 陳正哲

風土與景觀計畫

建築與景觀學系

方芷君 / 田代順孝

閒置空間

建築與景觀學系

陳惠民

電視新聞製作

傳播學系

王慧蘭

「嘉 104」等鄉道為主，位在鄉道旁的上林社區多年來只是本校師生往返學校

社區媒體製作

傳僠學系

王慧蘭

的「路過」村落之一，並未有太多交集。幾年前，校內老師因課程實地參訪或

生產

生計

生活

生命

本校與上林社區位置關係圖

一、路過：
南華大學自 1996 年創校以來，部份宿舍（例如：集賢樓、聚賢莊與南華
七村）位於校外，再加上彼時南華路尚未開通，聯外道路大多以「嘉 102」及

環境調查之需，以個別課程與上林社區開展若干合作關係，這也促成本計畫第
二年度（102 年度）調整架構後，產生了欲以上林社區為基地作為課程規劃的
想法。於是，我們透過每二週定期召開的 SHS 教師社群會議，以及不定期的
聚會討論，為的是讓社群教師相約走出研究室，結伴來到社區與居民喝茶聊
天，更加深入地認識社區，同時打破大學校園與社區的隔閡，彼此允諾共同面
對社區的現況困境，並在課程計畫內找到可能實踐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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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鼓勵計畫團隊教師課程進入社區，在課程規劃上能考量社區需
求來規劃課程進度與授課內容。在計畫辦公室安排下，課程授課教師與社區民
眾（特別是發展協會核心成員）密切互動，自 102 學年度開始規劃安排，若干
課程即與上林社區作結合，例如農村社區營造、環境科學、電視深入報導與生
態農場綠設計等課程，到了 103 學年所開設的 14 門課程，也幾乎與上林社區
的需求及發展方向緊密相關（參見表 1）。

三、陪伴：
SHS 教師至上林社區召開教師社群會議

我們進入社區的基本態度是「陪伴」，以「農村再生的老少問題」課程為
例，除了認知上的建構外，課程中還安排了 5-6 次到社區參訪環境、與長者互
動、協助打掃社區環境等學習方式，讓學生在過程中與社區的長者建立情感並
探索社區中存在的老少問題，例如隔代教養、缺乏陪伴的孤獨感、兒少課後乏
人照應等等。此外，學生亦利用課餘時間，與弘道老人服務基金會的志工到大
林鎮的獨居老人家中進行拜訪服務，讓學生與長者的距離能夠更加拉近。課程
如此設計，目的在於希望藉此提升學生進入社區的意願，同時也能近距離地與
社區長者互動，並實際給予關懷。
這其中必須誘導學生發自內心的真誠，對社區居民施予最適切的關懷，課

計畫主持人慧開副校長親自主持社群會議

程教師與修課學生，時常於社區共餐時間，一同陪伴社區長者用餐，瞭解、認
識農村社區長年存在的高齡者獨居問題。對社區與社區民眾的認知和情意培養
中，學生漸漸能發展發現問題的能力，並且透過與社區民眾和組員的討論，尋

二、駐足：

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進而利用所學習到的活動設計與進行方式，最後完成並執

這樣的合作機緣絕不是憑空出現，本校位於嘉南平原北端淺山區，其間村

行活動，發揮問題解決的能力。

落景緻是早期拓墾移民、農事生產與文化孕育的縮影，長時間與環境共同調和
出令人動容且多樣化的生態體系。然而，近數十年來，快速的產業變遷導致農
村衰敗並衍生出諸多問題，而本校師生身處其中，箇中體會較為深刻，若能以
此作為「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的問題意識，必能設計出較融入真實情境的課程
內容，並培育學生具有整體的回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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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根：

習慣一切向錢看，而忽略了背後深層的意義。飲食不再只有溫飽的目的，現代
社會更講究的是健康的飲食方式及食材，食物旅程亦關係到地球負荷的問題，
因此，藉由南華米的推動，讓習於傳統耕作方式的農民有機會反思過去的模式

（一）產業活化

對於土地的負荷是否合宜，並思考未來農業的發展應有的對應方式。

「南華米」計畫於 2013 年 7 月提出，原本只是小規模的嘗試，但是受到計

我們深知使用化學農藥的慣行農業，不但破壞鄉村地區的生態環境，亦直

畫主持人慧開副校長的大力支持，除在校內成立「綠色產業」專戶，朝永續經

接損害生產者的健康，南華大學為鼓勵上林社區的農友轉作無毒耕作的稻米，

營進行規劃外，並在課程安排上陸續結合稻米相關之專業知識，提升師生對於

自 2013 年第二季起與在地農友契作水稻，以優惠的收購價格幫助生產者（收成

水稻產業的重視。

1,000 臺斤以下，每分地固定兩萬元；超過 1,000 臺斤，每臺斤另以 20 元收購）

本計畫構想是推動與在地農友合作生產南華米，南華米因為不施用一般農

讓農友在沒有經濟壓力的前提下，進行友善環境的耕作，相關成果數據如下：
表 2 南華米耕種與收成表

藥，故產量會低於傳統耕作，意在喚醒人們對土地的重新思考與反省，提升對
於食品安全的重視。經過在地媒體大幅報導，深獲一般大眾的肯定與支持，所
生產之 2000 公斤稻米，除以成本價供應教職員工認購外，並經團隊成員知賢
法師發起認捐學校滴水坊素食餐廳，合計超過 600 公斤，嘉惠全校師生。2014
年 6 月 10 日也與陳憲忠先生完成了 2.48 甲農地契作簽定，金額計新臺幣 49
萬 6 千元整。根據此一成功經驗，日後將擴大規劃與農友合作生產其他無毒蔬
果，並供應給學校餐廳，達到使用在地食材、支持在地小農，並縮短食物里程
的目的。

年度

契作農友

面積

收成（乾穀）

2013/ 第二季

1位

0.63 公頃

3,300 臺斤

2014/ 第一季

2位

2.5 公頃

16,000 臺斤

2014/ 第二季

2位

3.5 公頃

23,000 臺斤

2015/ 第一季

1位

2.0 公頃

16,000 臺斤（濕穀）

除契作無毒耕作水稻外，亦透過課程的規劃，在跨科際計畫授課老師的帶

本計畫第三年，南華米進入第二次實驗階段，為了讓參與契作實驗田的農

領下，由學生設計「南華米」的包裝，並規劃相關的行銷策略。在南華米的經

民有基本的利潤，校方以面積來訂定價格，而非以產量為依據，藉以提高合作

營上進一步將與跨科際課程作更緊密的連結，以本學年下學期所舉辦的「綠色

意願 1。食安問題曾在臺灣鬧得沸沸揚揚，在功利主義作祟的社會氛圍下，大家

保育標章」說明會為例：環境友善的農業生產，鼓勵生產者結合上林地區農田
裡的保育類動物――彩鷸，申請綠色保育標章，成為社區產業發展上跨領域合
作的案例，並提供課程學生認識農業在生產、生計等面向外生態的價值；而為

1

以稻米為例，「重量不重質」的慣行農業生產方式，大約較無農藥方式增加 3 至 5 成
產量，因此我們所訂的契作合約並不算暴利，無法吸引有經驗的老農民。但是對於

有心想要嘗試有機耕種的農友而言，這個計畫最重要的是由學校與農友分擔風險，
讓農民可以大膽改變施用農藥的習慣。合作兩年多來，有志於無毒農業的青年農夫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對農業生產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臺灣當前所面臨水資源短
缺的問題，計畫團隊未來亦將結合相關農業研究部門，推廣水稻強化栽培系統
（SRI）與試驗。

已經組織成立產銷班，日後除繼續與南華大學合作外，也打算自立品牌，打造自己

的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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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無毒南華米的成功經驗，除了契作面積不斷擴大外，也開始嘗試生產
難度較高的臺梗 16 號與臺農秈 22 號，藉此教導消費者不同稻米的不同風味。
此外，鼓勵學生嘗試製作以無毒稻米為基礎的米酒、米醋、爆米香等產品，提
高學生對於稻米的關注，也進一步開發稻米銷售潛力。
2013 年與大林、民雄農友合作生產「南華米」3200 斤，並舉辦稻米收割活
動，合計超過 60 位學校師生及社區民眾參加，激發全校教職員生對於食品安
全與在地食材的重視，透過學校與佛光山系統，二週內即銷售完成。第二年第
一季擴大契作面積達 2.5 甲，收成白米約 14000 斤；第二季於 2014 年 11 月採

師生共享辛勤耕作後的成就

全校師生共同打造「無毒家園」

收，部分尚未碾製，粗估可收成 2 萬餘斤。本計畫試圖以此為基礎，推動經濟
模型之 ｢ 大學支持型農業 ｣（Univers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USA），達到社區
無毒化的理想。

（二）空間活化
關於「空間活化」的課程，自第二年下學期至第三年，共計開設三門課，
依序為「農村社區營造」
（102-2）
（以下簡稱「A」課程）
、
「閒置空間」
（103-1）
（以
下簡稱「B」課程）與「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
（103-2）
（與中正大學成教所博士
生許芳瑜老師共課，以下簡稱「C」課程）三門課（以下簡稱「本系列課程」）
。
其中「農村社區營造」課程為新開課程，而「閒置空間」與「社區營造與地方文
化」則為建景系既有課程，並將授課內容作調整以符合本計畫要求。
而串連本系列課程的主要軸線在「實質環境觀察及社區營造」，因此在操

南華米插秧：

學生下田插秧體會粒粒皆辛苦

作上我們以鄰近學校的「上林社區」作為觀察基地，並以在地居民及其社會、
校長帶領師生為南華米栽種開啟序幕

經濟與文化脈絡作為討論基礎。關於「上林社區」是本校推動「鄉村型大學城」
的合作（夥伴）社區，長期以來互動情形良好。
在課程屬性上，「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C）屬於初階課程，而「農村社
區營造」（A）與「閒置空間」（B）屬於進階課程。因此，也因級別不同，在
設定修課人數上有作了區分：初階的 C 課程屬於廣泛性介紹的基礎課程，因此
人數不受限，計有 44 位同學修課，其中包含建景系（藝術學院）與哲生系（人
文學院）等二科系。A 與 B 課程屬進階實作課程，分別有 16 位與 22 位同學修

農民指導學生收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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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其中包含建景系（藝術學院）、應社系、傳播系（社科學院）與財金系（管
理學院）等四科系。以下分別介紹 A、B 及 C 三課程之操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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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農村社區營造」（A 課程）：

引其它人進駐？例如南華大學或中正大學師生、大埔美工業區職工或主管。

本課程著重在於發掘在地農村議題，並將課程分為三個部份：（1）課堂講
授：包含農村社造歷程與議題、自主營造、行動規劃、災害社會與集體記憶等

•

等；（ 2 ）主題演講：社區產業及其振興、自由貿易下的鄉村經濟、農村規劃
與實踐等等；（3）農村工作坊：找到適當主題進行參與式工作坊。
課堂講授重點在於（訓練學生）建立對於農村現況及其演變等真實議題
之掌握，同時安排系列主題演講，計有（1）社區營造與產業振興：南投縣魚
池鄉仙楂腳森林紅茶的故事（王元山主講，2014 年 3 月 10 日）；（2）鄉村經
濟與社會組織創新模式：雲林縣莿桐鄉農村生活實驗場的經驗（廖志桓主講，
2014 年 4 月 21 日）；（3）永續農村與藝術介入：臺南市後壁區土溝社區的規
劃與嘗試（陳永興主講，2014 年 5 月 19 日）等，這三場演講皆由授課教師親
自主持，除適時介入說明演講內容與課程主題之關聯性之外，也讓學生與演講
者作即時問答，更於課後批改學生撰寫的學習省思單，充份掌握學生吸收學習
的狀況。

【新人口引入】目前已人去樓空的老屋，能否透過充實軟、硬體機能以吸

【社區新據點】以滿足社區基本需求或既有活動內涵，使老屋成為社區據
點，例如關懷據點、媽媽教室。

•

【新使用功能】改造老屋使其成為新使用功能所需之場所，例如日托或安
親課輔中心、社區文史館（展示館）。
經討論，擇定位處第 2 鄰的 ｢ 陳大振阿公的土埆厝 ｣（簡稱 ｢ 阿公的厝 ｣/

大林鎮上林里頂員林 12 號），並由上林社區發展協會出面與地主取得改造暨使
用同意書後，以此處作為 ｢ 老屋活化 ｣ 的示範點，同時也是 SHS 計畫的實踐基
地。因此，為落實空間想像與改造施工之社區參與能力，希望透過舉辦 ｢ 老屋
活化工作營 ｣，旨在激發居民的空間想像、重組社區施工班隊並初擬未來維管機
制等等，讓老屋活化的空間主題與內容能更符合當地日常與未來發展之需求。
另外，在本校 SHS 計畫之課程運作層面上，我們希望藉由 ｢ 工作營的操

對於現況議題的理解與掌握，經由幾次與社區主要幹部會面討論與環境初
勘後，我們認為上林社區作為典型的臺灣南部農村，正面臨了人口組成與產業
發展嚴重失衡的結構性問題。而此一結構性問題，慢慢衍生了諸多棘手難解之

作 ｣，引入適當開課課程之師生及社區相關人物資源，具體地提擬出來 ｢ 空間
內容 ｣（contents）或 ｢ 空間劇碼 ｣（drama），並得出適切之老屋活化之 ｢ 空間
計畫書 ｣（programming）。

現況問題，常見者除了受限於產權繼承法規，就是青中壯人口外流後所肇生許
多 ｢ 閒置空間 ｣（即 ｢ 人去樓空 ｣）。如今，各時期格局完整且構造精美之合院

(1) 工作營舉辦過程照片

建築被留存下來，然而年久失修下，社區整體氛圍稍顯 ｢ 虛微 ｣（衰敗之意），
因此，我們選擇了「老屋活化」作為操作主題。本課程同時結合建景系環藝碩
士班陳正哲老師開設之「城鄉景觀保存」課程，共同籌辦「上林社區老屋活化
工作營」，並與社區共同籌辦，以「參與式設計」方式，進行討論與提擬相關
改造構想，藉此喚起在地居民的關注，並凝聚環境改造意識。我們以此作為思
考與行動的出發點，試圖改造老屋以回應以下幾點：
居民以模型操作討論未來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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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老屋改造模型實作情形 -1

老屋改造模型實作情形 -2

成果發表後現場討論情形

南華大學學生作成果發表情形

(2) 工作營成果海報
參與本工作營的學生與居民分為二大組，由學生將討論的初步共識，繪製
出成果海報，如下圖所示。由這二組所提出的方案內容來看，皆為填補既存農
村各項機能不足的窘況，例如展示、日常休閒與兒少課輔安置等，同時彌補現
有活動中心無法提供的其它公共使用內容。
此一「參與式設計」雖未提出令人驚艷的成果，但也足以說明「參與式設
計」首重「過程」而非「結果」，其用意在於動員居民對於公共空間使用的想
像，並期望轉為未來維護管理的人力基礎。而學生能在這完整的操作模式，從
中學習到農村真實使用者的生活脈絡與各項空間需求，如何擬真地被納入規劃
設計的考量範疇內，從中反思當今「專業知識」的落地實踐等諸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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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3) 老屋活化空間內容初步提案
經由此二次工作營之討論結果，我們對於此一老屋的未來使用有了以下的
改造共識。主題定位以青少年與婦女活動、文物展示等為主，將正廳改造為 ｢
乒乓球桌室 ｣，以活絡本區之氣氛；利用原「總舖」架高之木質地面，改造為
｢ 兒童閱覽室 ｣；原廚房依其條件，改造為「文物展示室」；正廳右側二間，
則分別為「婦女活動室」與「青少年自主讀書室」，至於戶外原牛棚位置改造

學生製作的老屋活化構想初步提案模型 -1

學生製作的老屋活化構想初步提案模型 -2

為一處涼亭或瓜棚，成為一處可泡茶聊天聚會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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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閒置空間」（B 課程）：

如前述的「老屋活化工作營」係以「陳大振阿公的厝」（以下簡稱「阿公

本課程主要議題是城鄉發展與閒置空間的形成及其討論，並輔以國內外相
關案例之介紹（以主題演講方式進行）；此外，進行二項上林社區相關之實作

的厝」）
為對象，透過「參與式設計」2 的方法，進行未來空間活化使用的討論。
除了提出初步規劃構想之外，上林社區組織亦已開始籌劃該空間之未來管理維

與調查工作：（1）配合業師（建築師）與施工工班之現地講解，讓修課學生參

護作法。然而，「阿公的厝」早已閒置多年，部份竹構夾泥牆與土埆牆已有毀

與「老屋修繕工作營」；（2）對於社區屋況使用，以「調查票」方式進行普查，

損與側傾現象，而產生使用上安全的問題。因此，希望能透過適當的修繕，以

登錄普查資料，並轉譯繪成各式調查圖面（分為構造型式、文化價值、居住情
形與毀損情形）。最後，徵詢若干地主及具有改造潛力之屋舍，由學生以當地

利後續空間活化及使用。此外，於修繕過程，實際參與施工（二個工作天），
並以業師（建築師）協同教學，駐地解說，讓課程操作直接帶入此一實際場域，
讓學生能夠在現場中學習到老屋修繕的相關知識與技術細節。其中包含：（1）

生活脈絡，進行再利用之構想提案。

阿公的厝之構造現況解說：包含構造型式、材料運用、毀損情形與週遭環境紋
由於城鄉發展失衡、產業快速變遷或是空間政策失當，如今我們不難發現

理之介紹與解說；（ 2 ）修繕現場施工之實際參與：不涉及技術工或沒有安全

無論在都市或鄉村皆出現了所謂的「閒置空間」。在鄉村是人口外移所導致的

疑慮之現場工作，可由修課學生以分組方式協助，以提高其參與感；（3）修繕

「人去樓空」而遺留大量「空厝」；在都市則是因產業改變而無法適應調整的

工法之現場解說：業師在施工現場，講解說明所使用的相關工法與技術。

工廠或工業區，或是商業機能移轉而出現的市中心區衰敗；當然也有因發展主
義至上而大肆興建公共設施，卻未妥善經營而閒置者。本課程將以介紹國內外
「閒置空間」的相關論述，並以討論若干實際案例，以其固定成型、閒置，以
至後續活化之階段過程，讓學生能夠掌握當今閒置空間之發展脈絡。同時，亦
希望透過以一真實社區作為案例，進行實地調查、資料彙整與診斷分析，提擬
出閒置空間活化的構想。
本課程除課堂講授相關閒置空間主題之外，亦安排了國內相關案例之演講
與參訪活動，分別有：（1）藝文新勢力——以斗六行啟記念館之經營為例（黃
莉婷主講，2014 年 10 月 8 日）；（2）村之屋，舊夠力！土溝農村美術館改造

社區工班主任許竣銘先生現場解說施工細節，
結合業師──廖明哲建築師以圖解說明屋況。

案例分享（呂耀中主講，2014 年 10 月 15 日）；（3）土溝農村美術館、仕安社
區與臺南市區老屋活化案例參訪（2015 年 1 月 11 日）。
2

「參與式設計 」是一種方興未艾的新專業方法 ， 它的目標在於營造好品質的社區環

境 、 形成豐富且民主的鄰里生活 。 這個目標下 ， 空間專業者開始學習以不同的
態度來面對實務工作、瞭解在民主規劃程序中自身的角色轉變、處理全然不

同的設計程序等等 （ 引自 《 參與式設計手冊 ——工作方法 、 技術與制度建議 》，

臺大城鄉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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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師生與屋主陳大振阿公合影

此門課另一個重點是「上林社區屋舍使用現況調查」，我們透過上林里里

轉繪圖面——文化價值
藉以建立具有保存價值的屋舍清單與分佈狀況

轉繪圖面——房屋結構
藉以建立各年代構造型式屋舍資料與興（改）建
年代及其分佈情形

轉繪圖面——外觀 / 結構
藉以掌握全社區房屋的實質（物理性）與
日常維護狀況

轉繪圖面——居住行為
藉以瞭解居住行為與空間使用之間的關係，以及
居舍閒置的狀況

長的協助，由鄰長或社區幹部帶領分組學生進行屋舍使用現況之調查。將修課
學生計 22 位，分為四大組，每大組再分二小組。並將調查範圍再依鄰別分為
四大區，由學生與社區居民混編，直接進入家戶作訪問、調查與紀錄等工作。

鄰長帶領學生作逐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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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4）社造基礎（一）
：文化暨環境資源調查；（5）社造基礎（二）
：社會
組織及日常運作；（6）意識與行動（一）：環境意識與空間營造；（7）意識與
行動（二）：地方文化與產業振興。在課程的進行中，穿插相關主題演講，分
別安排：（1）集體記憶與村史寫作（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陳板兼任
教授）/ 2015 年 4 月 8 日；（2）南庄案例：騎著白馬回故鄉──青年返鄉的社
造與創業經驗（耕山農創有限公司 / 老寮青年旅舍創辦人邱星崴） / 2015 年 5 月
13 日；（3）原住民部落社區營造——鎮西堡與司馬庫斯案例（靜宜大學臺灣文
學系黃國超助理教授）/ 2015 年 5 月 20 日；（4）尚水的故事，從一碗濁水米飯
說起（溪州尚水公司成員巫宛萍）/ 2015 年 6 月 3 日。其中引入年輕人社造之主
題演講，即邱星崴之南庄案例以及巫宛萍之溪州案例，透過年輕人之案例，藉
以拉近社造與年輕世代之距離，引發青年對社造之興趣，並激發其參與動機。
本課程定位為初階性質且涉及較為務實的社造案例，但由於修課人數較多
（達 44 位）而無法全班親赴社區現場，因此必須設計出各種可操作的學習單，
屋舍現況使用調查表

以分組討論，模擬實際情境與案例經驗，讓同學較易領略其中要義。本課程共
設計了四種學習單，分別是（1）社區類型與案例、（2）個人與集體之日常生
活運作、（3）社區組織的運作，以及（4）社區產業與世代傳承。

3.「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C 課程）：
此一課程屬於初階通識課程，並與中正大學成教所博士生許芳瑜老師共課
教學，全面廣泛地介紹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等相關主題，分別為：社區定義與
討論、社造歷程與脈絡、社區類型與議題、環境與文化資源調查、社區組織運
作、地方產業與文化振興等等。而期末作業則要求學生以二人一組，擇一進入
本校鄰近三鄉鎮（大林、民雄與梅山）之社區，並作定點觀察紀錄，提出相關
主題（例如組織運作、產業發展、地方資源與老少議題等等）之報告。本課程
主要是讓同學瞭解臺灣社區營造的發展歷程、社會脈絡及其意涵，並透過講述
各個階段之策略與方法、介紹實際操作案例，以理解社區營造所涉及多元且豐
富的面貌，進而理解「地方文化」的組成。由共課教師（陳惠民與許芳瑜）分
別針對以下主題，進行授課並設計適當之課程學習單，以檢驗與回饋學生之學
習狀況：（1）社區定義與討論；（2）社區營造歷程與脈絡；（3）社區類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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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類型與案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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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社區類型與案例」學習單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學生瞭解國內社造案例

有環藝所二位研究生與建景系一位高年級學生入住，並已開始著手相關專題或

與各種議題之間的關聯性。學生分組事先蒐集相關社造案例，加以研讀後找出

論文發想等工作。我們希望能將各系所相關研究場域帶入上林社區以延續既有

十個具有參考價值的事件經驗（填入右欄），並透過討論研判後填入左側「區

的研發能量。同時，透過實質介入社區生活，學生貢獻其專長能力以換取住宿

位尺度 / 議題分類」的矩陣表內，最後該組學生會得到一較為「多樣性且關照

租金減免，並以此嘗試開展各種互助型態的可能性，例如搭伙供餐、社區文史

全面的」社造案例分佈狀況，其主要用意在傳達社造工作應建立在因地制宜與

紀錄、學童課輔等等，我們暫稱為「合作式社區宿舍」（cooperative dormitory）

適時回應議題的能力。

的操作模式。
這其中，建景系李柔穎、謝雨婷與林宛蓉等三位應屆畢業學生，在跨科際
課程的薰陶下，選擇以上林社區的空間改造作為畢業設計的題材，並透過實地
觀察紀錄、居民訪調、發展與需求診斷來找尋設計主題。最終，提出了二個以
上林為基地的設計主題，分別是「世代混居式鄉居體驗宿舍」與「Long Stay
樂活村規劃」，希望能夠引入諸如農事體驗、下鄉長住、養生互助與合作式宿
舍等等適合農村永續發展的其它產業，並以此讓年輕人回流與創業，重新活化
這些具有在地特色與文化價值的閒置屋舍，且於 2015 年 6 月 18 日將設計成果
於上林故事屋內作回饋展覽，獲得不少好評，屢受媒體青睞與報導 3。

「個人與集體」之日常生活運作——學習單

運用「個人與集體」之日常生活運作學習單的主要目的，在於讓學生瞭解
到公眾生活乃個人生活之交集處，並體認到公私活動與場所的差別性。學生透
過相互討論後完成填寫此一學習單，看到個人之間的生活差異性。同時，透過
每組學生的成果分享過程，由教師與助教引導類推出真實的社區公共生活的多
上林主題畢業設計成果展

重樣貌，例如上班族、學童、家庭主婦與老人家等等不同組成份子。

（三）青年駐點
3

跨出僅有學舍租賃之供需關係，我們積極地媒合對此有興趣的高年級學生
與研究生，長期入住社區並開展相關農村議題的畢業專題或論文領域，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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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故事屋內展出主題作品

；《 聯合報 》，
計有 《 自由時報 》， 2015 年 6 月 19 日 〈 大學生畢製 活化大林老屋 〉

；《中央社》，2015 年 6 月 18
2015 年 6 月 19 日〈不讓農村空 大學生規畫混居宿舍〉
日〈南華大學活化社區老屋，打造 Long Stay 樂活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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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永續環境與農業發展等議題，分別有下列課程的執行成果：（1）通

（四）其它課程成果
除上述課程之外，若干課程也積極與在地需求與發展議題相結合，這其中
包括：（1）擔任國際宜居城市競賽的常任評審、日本千葉大學名譽教授田代順
孝與建景系方芷君老師合開的「景觀與風土計畫」，以其專業角度，走訪上林
社區並提出未來發展上的建言；（ 2 ）文學系鄭幸雅老師與建景系郭建慧老師
合開的「社區敘事與地方書寫」，帶領學生協助社區發展協會彙整地方文史資
料，而修課的建景系同學更發揮建築專業，透過縮尺比例模型的製作，再現上
林社區現已頹圮的日式建築──集會所，並配合時機在社區作成果展，拉回居
民舊時記憶；（3）生技系王昱海老師與建景系陳正哲老師合開的「生態農場綠
設計」，修課同學在何嘉浩助教的帶領下，協助社區規劃社區菜圃，並設計可
移動式、符合人道飼養標準的雞舍。而第三年課程更與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
會附屬之「古坑慈心農場」合作，以生態工法設計與施作工作營，並透過在地
取材的方式，協助設計、施作牛棚建築；（4）哲生系尤惠貞老師與幼教系劉惠
君老師的「農村再生中的老少問題」，以上林社區的高齡者為關懷對象，與社
區發展協會共同擬定關懷策略，希望藉此能夠提升學生進入社區的意願，同時
也能近距離地與社區長者互動，並實際給予關懷；（ 5 ）旅遊系許澤宇老師與
楊惠玲老師開設的「永續觀光與慢活」，協助社區規劃慢活產業及相關旅遊行

識中心林明炤老師開設的 ｢ 生物多樣性 ｣，於 2013 年 12 月 8 日帶領學生參加
苗栗廢核行腳活動，讓同學們能夠有機會透過與社會大眾互動的過程，實際參
與並觀察公民運動，瞭解反核的意義與目的；（ 2 ）生技系林俊宏老師開設的
「環境科學」，除成立南華大學環境志工隊，積極投入上林社區的生態調查與
協助護水巡守之外，更主動參加「102 年環境教育成果發表會」，獲選績優，
是難能可貴的殊榮；（3）生技系許偉庭老師開設的「在地農產品加工」與「茶
葉健康保健」，更帶領師生到瑞里村進行二天一夜的製茶體驗之旅，其實作成
果也參加『2013 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食品創新創業網路行銷競賽』，以『啡嚐
好茶』獲得特優；（4）旅遊系陳貞吟老師、生技系葉月嬌老師與企管系沈昭吟
老師所開設一系列的「在地食材與行動調查」、「慢食與美食科學」等課程，
帶領學生進行大林鎮在地飲食的調查，協助地方餐廳規劃在地食譜，完成在地
食材調查的電子書製作，並呼應「慢食運動」以在地當令食材製作地方特色料
理；（5）文創系陳寶媛老師「休閒農業概論」，辦理「休閒農業體驗設計與文
創作品實作」工作坊；（6）生技系王昱海老師與陳玠廷老師開設的「在地小農
經濟」，完成社區五戶農友的媒合，學生透過跨科際課程所學，協助生產者規
劃行銷策略。

程，希望能付諸實現；（6）傳播系王慧蘭老師開設一系列的「電視深入報導」、
「電視新聞製作」與「社區媒體製作」，除培養學生媒體識讀素養之外，還引
領同學以農村社區為主題，製作影音紀錄，更以上林社區的發展為主題，協助
社區製作「社區報」，報導社區內的大小事；（7）應社系呂明哲老師開設的「動
物政策與法律」，主動進入上林社區觀察動物與留村老人之間的關係，最後更
引入學校社區「狗狗 GOGO 志工隊」4 駐點協助社區事務與活動。

4

「狗狗 GOGO 志工隊」是本校活躍的動保社團成員所組成，透過課程的引入後主動
發覺社區內老人與家畜（主要是狗）之間的依存關係，並開啟學生們以此議題深化

社區工作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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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偉庭老師與 ｢ 在地農產品加工 ｣ 課程
獲獎學生合影

「社區敘事與地方書寫」——帶領學生協助社區
發展協會彙整地方文史資料，再現上林社區現已
頹圮的日式建築——集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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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與美食科學」——
「生態農場綠設計」——

「社區媒體製作」——

作工作營，並透過在地取材的方式，協助設計、

作「社區報」，報導社區內的大小事。

與「古坑慈心農場」合作，以生態工法設計與施
施作牛棚建築。

協助地方餐廳規劃在地食譜。

「農村再生中的老少問題」——

以上林社區的高齡者為關懷對象，希望藉此能夠
提升學生進入社區的意願，同時也能近距離地與
社區長者互動，並實際給予關懷。

引領同學以上林社區的發展為主題，協助社區製

肆、學生學習成效
有鑑於「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以「跨科際」學習平臺為經、修
課同學經由進入田野實踐的過程，著重跨領域溝通的行動學習為緯，培養未來

遊走上林騎跡，
生活就是一種旅行

能夠面對真實世界問題挑戰（以南華大學為例，真實世界問題的選擇為農村發
展困境）的跨界溝通人才。因此，以第三年執行經驗為例，評量學生修課表現
的機制有：（1）多元評量指標：各課程授課教師透過紙筆測驗、課堂觀察（含
教師與教學助理）及學生學習反思紀錄等素材，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就南華
大學跨科際計畫而言，較特別的教學特色為結合上林社區或農業、農村相關議

幸福的滋味 3 天 2 夜 鐵馬衝衝衝
E/J/Z粉粿黃梔子
蹦出新滋味

遠離都市塵囂
親近綠生活

環視彩繪牆騎跡
尋覓上林社區之美

題的實踐操作（如：工作坊、空間設計、文史調查等），這些實踐活動皆須透

槌球敲敲樂 人閑桂花落 在地美食餐
龍爭武鬥來比拼
碰碰火花奪冠軍

親子一同
體驗採桂花的樂趣

過跨領域的溝通與合作方能完成，故授課教師可透過課堂觀察或學生實踐成

鳳梨竹筍米飯香
多個美饌一次滿足你我的味蕾

果，瞭解學生是否融合跨領域之專業知能，以及是否具備良好的跨領域溝通能

活動時間 : 2015 / 10月~12月 每週假日來樂遊

力；（2）短講（short talks）呈現：為評鑑修課學生對跨科際知識的領納與理
●價 錢02461元0人)包含以上行程,住宿*

●地 址 0嘉義縣大林鎮上林里59.4號

●報名洽詢0孫家裕總幹事1:23.462:46˙上林社區活動中心16.375.2744

●承辦單位0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

「永續觀光與慢活」——

「動物政策與法律」——

付諸實現。

係，最後更引入學校社區「狗狗 GOGO 志工隊」

協助社區規劃慢活產業及相關旅遊行程，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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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進入上林社區觀察動物與留村老人之間的關
駐點協助社區事務與活動。

生物 / 環境 / 資源—綠色生物資源與產業

解程度，103-2 南華大學跨科際辦公室擬辦理課程間之短講競賽，展現學生學
習的成果，並提供授課教師評量同學學習成效之素材。
以第三年的執行成果來看，（1）基礎理論課程：透過生物、環境與倫理在
自然農作的結合下，達成本課程計畫的目標，如表 3 所示；（2）進階實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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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透過實作的課程，激發學生的創意與行動力，正確引導學生愛護自然環

開課名稱

境與生命共存的道理，進階—實務運用課程目標如表 4 所示。

預期成果

觀察與檢討

1.

使農村成為研究與實踐的主體，藉此

本課程透過精心

培養學生具有跨科際（跨領域）學習

設計的學習單與

與整合思考的能力。

各式主題的演講

面對農村叢結複雜問題，藉此訓練學

課程，讓同學能

生能將調查所習得之 ｢ 地方智慧 ｣，融

夠類擬真實的社

入既有學院（課程）知識架構裡，並

區營造工作，並

提出一創意規劃提案（此一提案可能

對應到自己學科

是社會經濟、組織模式或空間改善等

專長，找到可能

等內容）。

的實踐方向。

表 3 基礎理論課程預期成果、觀察與檢討

開課名稱

預期成果
1.

觀察與檢討
修課同學雖如期

幫助學生瞭解當前主流農業產銷系統
運作下，在地小農所面臨的發展及生
存困境。

2.
在地小農經濟
3.

2.
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

完成協助在地小
農的另類產銷提
案，但由於課程

協助在地小農規劃另類產銷模式的基

進行鐘點數較短

礎專業能力。

（兩學分），故

與在地小農合作，協助完成在地小農
行銷農產品的專案提案，並鼓勵學生
以該提案參加群眾募資網站，在取得
社會大眾認同、支持的前提下，改善
在地小農的產銷模式。

就社區民眾的反

多數提案偏屬概

1.

村史提供新的歷史詮釋角度

應與回饋而言，

2.

一種在地人共同參與的過程

本課程所完成的

有可能真正對在

3.

學生與地方互動關係的建立

地小農的經濟困

透過本課程，學生可學習到如何從歷史挖

（ 模 型 ）」， 確

掘中發現有意義的故事，並進一步強化敘

為喚起社區民眾

事思維、增進敘事技巧，最後結合圖像，

歷史記憶與集體

將文字敘述和圖像創作連結起來，用以表

認同的實作成

述廣泛的人類生活圖景，提升豐富的人文

果，展現了跨科

視野與跨領域的技術知能。

際課程的問題解

念式的發想，需
經長時琢磨，才

境有所助益。

地方敘事與社區書寫

修課學生多為管
建立修課學生對於農業多功能性的認識，
休閒農業概論

並鼓勵其認識上林社區的農業特色，規劃
後續休閒農業體驗行程。

理背景，因此課
程的進行具體達
成「提供修課學

空間敘事及「集
會所空間再現

決潛力。

生認識農業」的
目的。
期末以分組的方

可反思大眾旅遊對農村社區負面影響，並
永續觀光與慢活

進一步認識「永續發展」與「慢活」等理
念在農村社區休閒產業發展的應用價值。

式，為上林社區
規劃「慢遊」遊
程，協助社區組
織開發未來可行
的休閒產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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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中的老幼關懷

1.

完成 8 次與農村居民的互動

如實完成課程預

2.

完成 4 次農村社區服務

期之成果，特別

3.

建立農村社區、學校與學生間的良好
互動關係

是透過課程的修
習，鼓勵了部分
學生開始反思如

4.

建立學生關懷農村社區之涵養

5.

激發學生之創意發想

學，回到自己故

6.

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

鄉實踐。

Biology/Environment/Resources – Resources and Industry in Green Biology

何將本課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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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進階實務課程預期成果、觀察與檢討

開課名稱

預期成果

開課名稱
觀察與檢討

培養學生具有食物鑑賞的能力，成為具有飲食

課教師為日本千葉

素養的當代公民。

慢食）成為未來大
林鎮的重點發展方
向之一，凸顯課程

觀察與檢討
本課程其中一位授

課程部分內容（如：
慢食與美食科學

預期成果

風土與景觀計畫

規劃的遠見。

1.

期使學生瞭解環境設計方法與理念。

2.

理解風土自然與景觀以及環境之間的關係。

3.

體認環境設計應因地制宜，而非一概模仿。

4.

能提高對生活周遭環境的敏銳度。

大學學者——田代
順孝（國際宜居城
市 評 選 委 員 ）。
在教學成果的觀察
上，特別能夠呈現
開拓修課學生國際

完成大林地區在地食材、飲食文化的調查與行
在地食材行動調查

動研究，深化修課學生對在地產業與日常生活
文化的認識與認同。

期末成果發表以「辦

視野的目的。

桌」的方式，呈現
修課學生對在地食
本課程在課堂作理

材的認識及應用。

論、技術與案例介
紹之外，並實際進

課程進行較著重理
念的介紹，關於實
茶葉健康保健

培養學生基礎的茶知識與品茗素養，並具備協

作的部分時數較

助生產者產業創新與轉型的基礎能力。

少，故以搭配業師

閒置空間

完成上林社區空間使用之普查報告，並協助社

入上林社區，分組

區規劃、完成閒置空間的活化利用。

普查屋舍使用狀況，
並全面分析其「閒
置狀態」，也提出

教學補足學習內容

若干活化構想。

的深度。

學生將學會依環保概念與傳統技藝製作物品的
生態農場綠設計

能力，瞭解其背後的科學原理，以及基本工具
的使用。藉由團隊合作的養成，培養學生形成
共識與團結合作的工作態度。

在課程的實作部
分，充分展現出跨

課程多項作業受到

科際課程跨領域

公民新聞網與公共

（建築、生技）的
合作與溝通。

電視新聞製作

培養學生具備獨立 / 團隊完成新聞編撰與製作的

電視新聞節目之青

能力，且其作品需具可獲公民新聞網採用之水準。 睞，展現課程之深
度與專業性得到業
界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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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名稱

預期成果

觀察與檢討

在此以「空間活化」系列之三門課──「農村社區營造」（ A 課程）、「閒
置空間」（B 課程）與「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C 課程）為例，由課程之背後

1.

以實踐社區批判行動力的教學設計，呈現

問題意識來看，是屬於亟需解決之當今「整合性議題」。易言之，必須透過一

出農業 / 生態 / 自然 / 科技議題的問題，傳

「跨科際」的知識整合課程設計，才能呈現出其整體又複雜的真實現況。基於

達公民社會素養的發展理念。
2.

此，除 C 課程屬於初階通識性課程之外，A 與 B 課程皆直接將學生帶入上林

藉 由「students as citzen journalist」 角 色 扮

社區，其目的在於讓學生深刻體驗社區實質環境，並與當地居民做面對面互動

演、分組討論、專家演講、實地採訪考察

3.

及影片製作、校外成果發表之進行，強調

後，與社區形成一「與共感」（togetherness），並開始著手去推動某一事務或活

深入生活，此強化教學及學習效果。

動。同時，我們亦希望能在學生與社區之間，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方

建立「媒介與社會──以在地農業為例」

式，讓學生能培養一種「理解」或「詮釋」社區的思考模式，而不再以「刻板」

課程專屬網站，除了提供基本資料查詢、

或「先入為主」的觀點來看待農村，並破除中產階級緬懷鄉村的浪漫或溫情主

下載並作為教師、學生、助教之課程交流

義式想法。

平臺外，重要的是強化學生學習參與農業
公共議題的交流與討論。
社區媒體製作

4.

透過一學期的課

課程內容電子化、網路化，除了課程學生
及老師使用外，亦可供一般民眾閱覽，落

「社區報」。

在 A3 雙面版面上，配置了 18 週之課程回饋欄位。每位同學在修課期間都

學資料庫」，提供成果發表影像（照片、

有一張完整的「回饋單」，同時對於每週填寫內容一目了然。上課時，由助教

站連結，供各方下載使用。

此課程亦訓練教學助理具備批判意識 / 行動
力，作為日後影音媒體製作農業 / 生態 / 自

即回報授課教師。利用此一 A3 回饋單的最大好處，在於讓助教與教師能夠掌
握每一位修課同學之成長與改變，另一方面，同學們填寫時，也可回顧一下這
種類似成長日誌的內容，學習如何與自己對話，向外在世界發問，以及找尋問
題解決的方式。

然 / 科技種子教師之培育基礎。
8.

發給學生，於課後時間填寫，填寫內容可以是心得、發問與建議，由助教統一
收回並批改之，並適時地提供回饋意見給學生，遇重大問題或建議時，也可立

建立學生新聞稿與影像製作發表的平臺，
讓學生得以交互觀摩、學習。

7.

一、填寫回饋單（省思單）

建立「媒介與社會──以在地農業為例教
圖片、影片）或與課程內容相關素材、網

6.

目前所發展而出的方式有下列幾種：

科際實踐場域──
上林社區完成首份

實農業等公共議題討論的範圍。
5.

程， 協 助 本 校 跨

因此，本系列課程在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上，必須有別於以往的評量方式，

結合農業 / 地方 / 社會議題，強化與地方關

二、工作坊（營）

係，達到善盡與社區服務結合的公民義務。

本系列課程，舉辦了多場不同性質的工作坊（營），這種互動性質高的活
動過程中，皆強調同儕之間、與助教與教師之間的即時發問與解答。除了在活
動進行前，必須行前說明與訓練之外，同時也在工作坊（營）時程安排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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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小組回報討論的時間，而此一團體活動，助教與教師們皆在旁陪伴並適時提

正回饋，以期掌握學生的學期學習狀況，避免草草結束之窘況。最後，本系列

供諮詢協助，以便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

課程亦配合本校跨科際計畫期末成果發表會，將整個學期的操作經驗與階段性
發現作一展出，例如 102 學年的成果發表，則以「農村社區營造」課程中所操

三、學習單

作的參與式設計、調查成果與老屋活化提案內容，作一完整呈現。

本系列課程，因應不同上課主題，也設計了若干「學習單」，而學習單除
了納入課堂知識內涵之外，亦十分強調個案學習與親身經驗之投入。利用主題
講授完成或進行過程中，讓學生分組或個別填寫學習單，而助教與教師們則
從旁提供諮詢協助，回答提問。透過這種「即時性」的反思、應答與發表的過
程，除了活潑化上課方式之外，更希望能讓學生具備回答問題之整合性能力。
四、日常溝通平臺

同時也為農村破敗的人文與自然環境，進行「修補行動」而奠定基礎。由某位
彭姓學生全程參與本課程後所撰寫的省思單（見下圖）中，可明顯觀察到該學
生對於參與式設計的深刻體會，從專業者角色轉換、找尋在地特色的可能性等
等，這就是「問題意識的啟迪作用」。而具備了問題意識之後，同儕之間對於
農村議題形成了一種所謂的「默會」學習氛圍，也促成了前述所提及的學生進

成立 FB 相關社群，將修課學生全數納入名單，除可供作訊息發佈平臺之
外，亦可讓修課學生隨時反應問題，並由助教或教師即時回應，如此可掌握學
生之日常學習狀況。而 FB 社群管理由助教與教師負責經營。

閒置空間 FB 社群

我們希望能夠慢慢填補形式美學當道下「設計專業與臨場現實」的裂縫，

駐社區、農業生產的創意提案、社區報的協力出刊、上林主題畢業設計等等具
體成效，且分別回應了社區人力回流、產業升級與創新模式、農村在地識讀能
力、環境整備與空間計畫調整等議題。

「城鄉景觀保存」與「農村社區營造」
FB 社群

五、期末成果及其回應
本系列課程之期末成果驗收，皆安排在第 16 或 17 週作分組發表。目的在
讓學生作報告後，助教與教師們能回應與檢視其學習成果，並於最後一週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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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觀察與建議

一方面希望吸引真正對農村議題有興趣的學生加入，同時也藉由這個機會清楚
說明課程要求，讓不能配合要求的學生及時退選。

本計畫執行第一年時，由於多數老師受聘於自然生物科技學系，修課學生
也以生技系學生為主，雖然老師的專業領域不同，但是由於隸屬於相同系所，
平常接觸交談的機會很多，因此在課程銜接上相對比較容易。

雖然有上述執行面上的困難，但是整體而言，本計畫在課程規劃與社區實
踐兩個面向，經由系列活動與辦理講座的方式，都達到了喚起南華校園對農
業、農村議題關注的初衷。本校在申請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時，大量引用計畫

第二年起，課程內容更加豐富多元，授課教師間的專長差異也更大。理想

辦公室提供之執行成效；學務處服務學習組參考本計畫經驗作為服務學習課程

上，跨科際計畫希望藉由教師社群的經營，一方面強化教師間的橫向聯繫，同

的規劃依據，都顯示出學校對於此一計畫的重視與肯定。然而，我們也難以否

時帶動不同領域教師的跨科際意見溝通，但是由於不同系所教師經常有不同的

認，在對於「問題解決」的層次上，課堂知識的傳授與實際實踐經驗間存有落

業務或會議要忙，很難有機會邀集多數教師共聚一堂進行討論；另一方面，雖

差，例如：

然多數課程由兩位不同科系老師共同授課，開課資訊也同時掛在兩系的選課系
統上，希望能吸引到兩系學生選修，產生跨科系的對話與同儕學習的效果，但

一、產業面向：

是實際運作時卻經常由於上課時間衝堂等因素，造成其中一個系的學生明顯多
南華大學跨科際計畫擬透過「社區支持型農業」（ CSA）或「大學支持型

出其他系，意見無法平等交流。
最初之課程設計分為初階與進階兩類，卻未能根據課程屬性，將兩類課程
的授課方法與課程要求做比較明確的規範，是比較大的缺憾。雖然第三年時大
略將初階課程界定為一般性、修課人數較多；進階課程歸類為專業、小班分組
授課，但是由於並未要求選修進階課程的人必須先修過初階課程 5，因此並不具
備實質意義。少了這個條件的約束，進階課程的選課學生可能缺乏心理準備、
又對課程設計完全陌生，導致無法融入課程要求，也拖累到其他學生的學習進
度。為了避免這類問題的發生，計畫辦公室在每個學期初都舉辦課程說明會，

農業」（USA）解決在地產業面臨的發展困境，然而除了南華米的契作穩定成
長外，上林社區在地農產如：鳳梨、柑橘等物產，受限於生產技術的支援與另
類通路開發（如小農市集）的進度，仍處於萌芽起步階段。原本希冀藉由南華
米的生產銷售，整合與生產、包裝、文宣、行銷有關之不同系所，同時在行銷
通路打開之後，進一步帶動社區其他農產品的銷售，然而單就南華米所衍生的
收割運送、庫藏清點、訂單處理與品牌包裝等作業程序，在社區相對應之協力
組織未能適時跟進時，只憑本計畫與投身其中的師生人力來說，仍嫌吃緊。展
望未來，我們希望在南華米的行銷策略上，能藉由生技系與旅遊系老師的合
作，推出以田間保育類物種彩鷸，作為申請綠色保育標章，凸顯生態環境永續

5

其因難處在於本計畫及課程架構經由第一年摸索後，至第二年方才底定，無法在提

案最初時即確定好初階與進階課程的連貫性。此外，本計畫課程開課原則是放在系

所開課，必須經由系院校三級開課程序始得完成「開課」，以致無法在前一學期就

「完全確定」開課情形，再加上期初選課僅有二週，在無法提供學生充份完整的開課
與計畫架構的前提下，大多僅能吸引到對單一課程有興趣或開課系所的同學前來修

課。因此，實際上較難以初階與進階課程的前後修課模式來要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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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並定期開會籌備若干行動計畫，例如配合縣府執行社區產業小旅行、護溪
巡守隊、鄰近社區產業景點串連計畫等等。

此外，本計畫課程之推動精神，在於認識當今農村真實環境與發展議題，
並從中找到可操作之課程學習方式。然而，這些特殊時間條件所形成的議題，
以及其議題背後所蘊藏的問題現象，並非教育部 3-5 年的中綱計畫的學校課程
所能回應或解答。基於此，倘若日後本校或友校將依此 SHS 計畫之要求進行

二、空間面向：

課程規劃時，透過本系列課程操作經驗來看，有下列幾項建議：
青年人口外移是今日許多農村共同面臨的一大「問題」，這個現象造成農
村人口老化、勞動人口不足，也導致農村凋零沒落、治安惡化，而老人安養與
閒置空間的處理更是一大棘手議題。藉由活化社區經濟，帶動青年返鄉就業固
然可能是治本的法子，但如何「解決」這個難題，跨科際計畫盼能媒合南華校
園師生教學、生活乃至實習等面向，與上林社區做更緊密聯繫。其中努力不懈
的方向之一即是「老屋活化」，受限於農村社區屋舍產權持分、在地居民觀念
等限制，以致遲遲未有進一步的進展。不過，在陳惠民老師「閒置空間」課程
的帶動下，已完成上林社區 190 餘處上林社區屋舍使用狀況的普查資料，亦已

一、 對於農村現況的理解與掌握，在人口與產業的經濟結構未能調整之前提下，
如何找到可執行的、永續發展的社區經營策略。這必須有賴於我們對個案
社區做深刻的脈絡理解，找到「學校—社區」（即「課程教學」與「日常
生活」）互利模式後，才能接續找到一條社會創新型的「農村文創」深耕
模式。否則，我們目前坊間看到的農業文創，充其量不過是仿製式的產品
包裝而已，其間關於「在地生活性」與「故事殊異性」的連結，是最難掌
握拿捏的部份。

規劃整修完畢之陳大振先生舊宅屋舍作為「上林故事屋」之用，未來將作為陳

二、 承上述，只透過學校課程是難以達成農村永續的境界，故必須嫁接起「學

設社區文史資料的展示空間。雖謂「老屋活化」，然其重點不在空間美化層次，

校與社區之間」之人際組織網絡。我們的觀察經驗是，「人口嚴重外流的

也不是增加房地產價值，而是透過本計畫具體完成的「上林故事屋」案例，讓

農村」裡，其離鄉的人際關係並未完全斷裂，最常見的是移居至大林或民

居民真實地見到老屋開展新生命的可能性，進而修繕原本閒置不用或視如敝屣

雄市區（暫稱為「移居者」），在地緣上的連接並不困難，同時他們亦透

的老屋，期待鄰近的二所大學的師生，在選擇校外租賃場所時，能考慮進住本

過（私）人際網絡彼此連繫，而每逢元宵的迎神廟會繞境，除移居者外，

社區，藉以活絡地方生態。而隨著較多師生人口進入社區後，期許帶來或開展

已舉家遷居外縣市之同鄉（暫稱為「旅外者」），大多會回來「鬥鬧熱」。

「農村服務業」或「創新產業」的可能性，藉以創造青年回流的重要利基。

簡言之，我們認為此一人際網絡的串連，至少包含以下幾個部份：（1）
在地人力資源；（2）移居者；（3）旅外者；（4）鎮內或鄰近社區相關

雖然在計畫進行上，呈現如前所述未盡如人意的情況，然而無論教育或社
區營造，都非一蹴可及的事業，需要透過長期紮根、陪伴方可逐漸展現成果。
南華大學自執行「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起，便以在教學與實踐上成
為「鄉村型大學」典範為目標，結合社區規劃課程、安排相關體驗活動，在這
點上確實已開始呈現正面的發展成果。此外，我們認為要讓學生主動學習，就
不能不跳脫學校，走進社區，因此多方鼓勵表現比較積極、求知慾比較強烈的
修課學生組織「環境志工隊」、參加 TiC100 社會創業競賽以及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對於企圖心更強的學生，則鼓勵住進社區，深

組織、返鄉青年；（5）南華或中正大學師生社群等等。這些年，從上林
及週遭社區與鄉鎮的社區經營經驗來看，我們認為推動一暫名為「上林─
大學城青年團」的人際網絡，是有助於作為學校端與在地端等相關計畫的
基礎。
三、 透過上述人際組織網絡之經營，才能串接內、外部之人物力資源，同時成
為一資源整合平臺角色。而目前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之社群平臺
（如 Facebook）來經營的模式，在國內外已屢見不鮮。

入發現社區的特色與問題，並以此研究結果作為畢業專題或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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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述透過虛擬網路以經營人際社群並串接資源的重要性之外，仍有必要

三年前因為本計畫的支持，南華大學的旅遊管理學系與自然生物科技學

設置「駐地工作室」，因學校端之知識學習與在地端之專業協助，是有其

系第一次籌辦 ｢ 生物多樣性研討會 ｣，之後演變成為兩系固定在 5 月 22 日國

互利的可能性，一部份作為教學（產學）據點，另一部份可作為學習成果

際生物多樣性日舉辦的重要活動。同樣也因本計畫課程的啟發，生技系林俊宏

展現的場所。唯有透過設置「駐地工作室」，我們才能持續推動社區相

老師開始組織河川巡守隊（也就是後來的環境志工隊）、應社系呂明哲老師推

關調查工作（目前我們所做的調查項目仍嫌不足與片面），並從中發掘

動狗狗 GoGo 志工隊，兩者都得獎無數，大獲好評。兩年前我們嘗試生產「南

在地知識，更重要的是開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在地學問與相關技能傳承或

華米」3200 斤，第二年擴大契作面積達 3.5 甲，收成白米逾 2 萬斤，並在校內

創新的場域。

以「綠色產業基金」持續運作；同時配合每次的採收，與上林社區合作舉辦豐
收節慶，帶動與地方耆老的互動，也讓學生體驗農村之美。難能可貴的是，這

陸、結論

些活動因為跨科際計畫而展開，同時因為取得了初步成果，我們希望能持續推
動，結合本校朝向「鄉村型大學城」的想像，身負宗教辦學之公益責任，面對

此一課程計畫在執行面向上，本身即是一個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運作模
式，以「創造問題」並勇於「挑戰問題」為第一步，進而在做中學的過程中找
尋適合學生的教案與教學方式，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何謂「創造問題」？舉

逐漸瓦解的農村現實，展現本校師生的具體作為，而自我期許有下列二項：
（1）成為能夠回應在地發展議題的「人才智庫」（think tank）；（2）未來產業與
社會創新的「發動機」（generator）。

例來說，本計畫授課教師自然生物科技學系葉月嬌主任與旅遊管理學系陳貞吟
主任利用暑假期間到義大利參訪美食科學大學，除了與其締結姊妹校之外，同

因此，我們希望能以學校教育角色切入，形塑出一「農村學習型課程」整

時將「生態美食」的跨科際理念帶回臺灣、融入課程，並積極推動南華大學所

體架構與執行方式（例如南華米、綠保標章或大學支持性農業），並引入適當

在的大林鎮申請成為慢城。如果大林不做慢城，問題似乎並不存在，但正是因

外界資源作為協力，以社區安居與互助型態為基底，以當地生活脈絡與產業特

為要推動慢城，才讓老師學生一方面發現許許多多符合慢城精神的在地文化，

性為召喚，開展適當之樂齡產業（例如接待家庭、農事體驗營、國內外退休人

另一方面也為社區未盡理想的缺失，絞盡腦汁尋求解決之道。為了喚醒大眾對

口之下鄉長住（Long Stay），同時又必須兼具融入各世代人口及其產業型態（例

於在地稻米的重視，王昱海老師與農友合作生產無毒的「南華米」，突顯食安

如合作式社區宿舍、社區支持型農業、農產品加值與品牌行銷、閒置屋舍改建

的重要性，同時也是整合農田生態、稻米行銷、包裝設計、傳播文宣等相關課

為鄉村民宿、在地食材之養生餐廳以及各式微型創業），我們最終是希望能描

程的平臺。陳惠民老師推動老屋活化，帶領學生走訪社區每個角落，並與居民

繪出一「全人社區互助型樂活村」的願景藍圖。

訪談互動，除了看到當今農村的真貌，也發現活化並不只是整修一棟房子，而
是整個社區共識與社區活力的營造。如果只是在課堂上紙上談兵，大家聚焦的
問題也許會不太一樣，老師們也可以避重就輕，選擇自己擅長的領域盡情發
揮。在這個計畫支持之下，老師們「創造」出一堆問題，也必須為解決這些問
題而大膽跨出自己的舒適區，不論成功與否，這份勇於嘗試、終身學習的態度
是值得肯定和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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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那日 ， 課程計畫辦公室助理造訪南華大學計畫團隊所

一，田野調查逐漸呈現與想像不同之社區現況。以「隔代教養」與「閒置

打造 、 位於嘉義縣大林鎮上林里之上林故事屋 ， 駐足於由

空屋」為例──計畫團隊原本預設年輕人走出農村，此社區之隔代教養狀

南華團隊修復之古樸老屋前，「今天南華只有你一個學生來

況應較嚴重，空屋閒置之狀況應該很多；經田野調查後，發現實際狀況與

喔？」上林社區之居民誤認早已大學畢業之助理為南華大學之學生。由

預設情況不同。此為極有意義之階段性實作成效，若能參考長庚大學曾華

此小烏龍可見，南華團隊的認真投入，居民只要看到年輕人，便認為是

碧教授之論文──《英國自然學家懷特（Gilbert White）著作《塞耳彭自

駐點上林故事屋之南華學生。

然史》的分析研究》中提到之地方敘事法，南華團隊未來持續長期對此地

南華大學以大林社區為實踐場域，實踐力十足，但本文提及眾多活
動，而未提及課堂學生活動前後之閱讀與理論，因此雖感動於學生營造
社區之熱忱，卻難以窺見學生內化足夠基礎知識後之社區實踐。做中學
應兼重實作、知識或經驗之學習，教授學生理論性的基礎知識，進而擴
展至實際面推動。課程必須有基本之知識架構與脈絡，並持續整合知識
脈絡與實作之連貫，建立短期、中期、長期之連結性規劃。以紮實之知
識與經驗為基礎要求學生實作，更能激發學生之創意；若課程教授之基

區進行田野調查，教師帶領學生實際到上林社區蒐集資料，並以觀察、研
究與紀錄之數據建立可供永續使用之資料庫，必能更瞭解地區之想法與生
活脈絡。建立資料庫並瞭解社區需求後，盤點學校的課程與資源，再做更
進一步課程合作與服務學習的規劃。計畫運作之出發點是大學幫助社區，
實際經營間更見社區無私地提供師生許多實務學習之機會。上林社區與南
華大學團隊都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有彼此；此等幸運繼續激盪，將如漣漪
一圈一圈擴散⋯⋯。

礎知識淺薄，則無法實際達成知識與實作經驗之高度交融。
此計畫初期階段未確定適宜之實作場域，因而無法施行與計畫較有
關連之田野調查 ， 其後確定以學校鄰近之上林社區為重要實作場域之

- 090 -

生物 / 環境 / 資源—綠色生物資源與產業

Biology/Environment/Resources – Resources and Industry in Green Biology

- 091 -

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跨科際課程」之規劃
與推廣經驗

摘要
為因應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所帶來之災害，國立臺灣大學執行「氣候變遷
與人類永續發展跨科際主題導向課程群組發展計畫」，教育學生瞭解氣候變遷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i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NTU: Planning and Promotion

與人類永續發展之相關議題，致力於打破科際界線，回復知識初始的整體思
考，並為政府培育未來政策制定上之必要人才。
著重議題涵蓋全世界皆備受重視之「傳統能源與替代能源」、「糧食與水資
源」、「氣候變遷下之災害天氣」等自然資源與環境問題，課程由基礎、進階至

王慧瑜 /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助理教授

整合，分為科學、人文、跨領域三大系統課程群組，共計 23 門。學生可自其

何明修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中選擇自己知識或能力較不足之課程，待具備基本、必要的知識後，再將問題

沈聖峰 /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業教師依其自身專長，針對特定相關議題指導修課學生，藉由設立問題情境引

吳金鏞 /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助理教授
林博雄 /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副教授

許瑛玿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張聖琳 / 國立臺灣大學城鄉研究所 教授
陳正平 /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教授

陳維婷 /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助理教授

簡旭伸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 副教授

劉湘瑤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

鄭景雯 /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景觀設計學程 助理教授
譚義績 /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教授
李尚儒 /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碩士生
林子淵 /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所 博士生

解決導向學習帶入「氣候變遷議題實作」等整合課程，由共時授課之各領域專

導學生蒐集資料、辯證、分析，以做出最後解決問題之決策。
計畫以鄰近臺大校園之坪林地區為實作場域，探討若未來氣溫上升 1℃，
坪林之居民與當地主要產業—— 茶—— 將面臨哪些問題，而地方政府與業界又
應如何規劃調適及因應方案。透過實作課程的規劃，師生得以定點進行長期觀
察與操作，累積完整的資料與經驗，進而對在地有所回饋與貢獻。
為使此跨科際計畫課群能長期經營，以發揚並傳承課程之經驗，計畫團隊
致力推動「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士 / 博士學位學程」之設立與發展，以
培育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方面所需之科學研究、政策制訂與實務作業人才。

林依樺 /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碩士生
許家豪 /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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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disasters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mplemented the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planning project that aims at educat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ssues concerning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ustainability. The
project is committed to breaking down the boundary between various discipline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holistic thinking and cultivate future policy-making talents for the
government.
The curriculum consists of twenty-three basic to advanced courses covering studies
from sciences, humanities, and transdisciplinary fields with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energy”, “food and water resources”, “disastrous weather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etc. Students can take courses to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they deem insufﬁcient, and then select integrated curriculum in “practical issues regarding
climate change” which will be taught concurrently by instructors in various ﬁelds.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gather information, debate, analyze,
and decide on solutions or policies using real world cases and scenarios.
The project also uses the Pinglin area near NTU campus as student ﬁeldwork placement to explore if the future temperature increases by 1 ℃, what problems will Pinglin
residents and the main “tea” industry face? How should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respond to the change in terms of planning? By implementing practical curriculum,
it is hoped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nduct a long-term observation and operation
at the Pinglin area to cumulate 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s, and further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To enable the long-term operation of this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and to pass
on curriculum teaching experiences, the project team is dedicated to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and Ph.D. Degree Programs
i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a goa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personnel to continue the scientiﬁc research, policy-mak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ﬁeld of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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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設計

二、課程規劃與實作運用
課程規劃上，以「基礎→進階」課程及「理論→實務運用」之設計方式，

一、課程所擇定之重要問題

在確保教學廣度與理論深度的同時，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之理論背景與面對實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目前已有幾個與環境和能源相關的學程，
包括永續資源學程、地球系統科學學程、能源科技學程等；雖然已有部分跨領
域與學門的概念與規劃，但其中並未有針對問題解決為導向的課程規劃。我們
規劃的課程內容採取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模式，針對不同領域的各種問題進行研
究與實作，例如：「傳統能源與替代能源」、「糧食與水資源」、「氣候變遷下之
災害天氣」、「氣候變遷下之生態及公共衛生」等自然資源與環境問題，以及政
府近期推動之相關政策，進行實習與研究。本計畫擬保持最大彈性，從對氣候
與環境變遷起因之瞭解，對人文、社會以及生態、環境之衝擊，到此問題的調
適與因應，建立核心課程，使學生具備基本、必要的知識，再將問題解決導向
學習放入如「氣候變遷議題實作」等課程，由各專業教師根據本身專長，針對
特定相關議題指導修課學生，利用基礎與進階核心課程所學的知識與方法進行

作議題之問題解決能力（如圖 1）。在基礎課程方面，以地球科學、環境變遷、
公共衛生、災害防治、法律、社會人文等領域之相關導論課程為主，著重學生
基本背景知識之傳授與跨領域觀念之建立。例如基礎課程中之「地球環境問題
與對策」，由地球科學的觀點探討大自然活動的運作過程，瞭解人類與地球環
境互動的關係後，再導入氣候變遷與國際政治、糧食及農村等社會人文之導論
課程，讓學生瞭解這些知識最後都是以人為主軸，國家政策之擬訂及區域發展
為其最終目標。另外，在進階課程方面，則列入水土保持、氣候變遷專題、監
測與預警、生態系統模擬、公共安全、能源安全、資源經濟、環境治理、基地
計畫、國際法律專題與政策研究等高階課程，並輔以各種氣候、生態、地球系
統模式之工具，以為未來解決特定領域問題做好準備。
實作運用方面，目前已開設之課程包括「環境教育議題」，主軸為從環境
教育的起源，引導學生思考環境教育之目的與功能，介紹我國環境教育法及實

深入研究與學習。
舉例來說，整合課程（capstone courses）設定以坪林地區的在地議題為主
要方向，探討在未來氣溫若上升 1℃的氣候變遷情景下，坪林的居民與主要產
業（如茶農、茶場）將面對哪些環境與社會問題，地方政府與產業應如何規劃
調適方案。此課程在真實世界與情境運作的方式進行下，讓學生確實瞭解實作

施現況，以環境學習中心為例，說明環境教育的作法和成效評估。課程目標則
為引導學生討論環境相關時事和環境教育政策等於教育上之意涵，另設立問題
情境引導學生蒐集資料、辯證、分析後，再做出決策，以建立判斷、解讀環境
議題之能力。

之真正意涵。希望藉此訓練學生探討在氣候變遷狀況下，臺灣社會面臨哪些衝

另一整合課程為「氣候變遷議題實作」，採取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為教學模

擊，以及應該如何因應與調適。以跨領域團隊合作的方式，發掘社會各層面的

式，針對各領域所碰到的自然資源、環境、社會、法律等選定之相關議題為範

相關問題，瞭解科學背景，分析現有的相關數據與文獻，再利用模式、工具針

疇，在各專業教師的指導下進行較深入的研究與討論。

對在地問題進一步剖析，並進行實地考察，最後提出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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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組和老師們進行辯論活動，以提升學生聽、說、寫、邏輯分析的
能力。課堂上應用 Zuvio 反饋系統，以瞭解學生對該議題、政策的支持
或反對程度與行動能力。102 年度此課程更增加人文地理、政治及城鄉
所等人文社會背景的教師，加強與學生互動，藉由不同專業角度進行議
題探討與提供不同觀點，開拓議題之深度與廣度，也增進不同課程間的
交流、加強教師社群及課程群組的建立。
（三）以進階課程之「環境教育議題」為例，此課程以氣候變遷影響後，社會
面臨的各項環境問題，包括水資源、能源替代等課程選定之議題，並利
用電腦和網路科技導入問題導向的情境，讓學生學習利用工具有效率地
搜尋問題解決所需的資訊、資料及參考文獻。此外，也利用實作經驗讓

圖 1 課程規劃及操作示意圖

學生落實面對自然資源和環境議題時，「水庫興建」對環境的衝擊，課
程操作方式為「水庫興建」辯論會、規劃校園中「替代能源」的措施、

三、課程操作

實地探訪校園「替代能源」的措施、發表「替代能源」規劃案，以證據
導向推理提出合理決策。透過此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學習，培養學生蒐

（一）除了傳統的課本資料、投影片與書報閱讀等方式外，部分課程將利用
電腦和網路科技導入問題導向的情境教學。例如使用美國的 UCAR/
COMET 教學網站，連結到 METed、EPA、NOAA、CDC 所屬之教學網

集資料、辯證、分析、決策等能力。
（四）除了「環境教育議題」之外，課群的總整、實現是以「氣候變遷議題實
作」課程為核心，該課程之特色為：

站，讓學生學習利用工具有效率地搜尋問題解決所需之資訊、資料和參
考文獻。另外，有部分課程指導學生運用數值模式重建過去天氣、氣候
演變狀況或預估未來情景。利用實作經驗讓學生面對自然資源和環境議
題時，能落實以證據為導向並進而推理以作出合理決策。過程中可以引
導學生更深入瞭解問題核心所在，培育出能深入問題核心且具獨立思考
能力之學生。

1. 跨自然、人文的整合：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作為一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課堂中不同系
所之學生都要學習氣候變遷與氣象觀測知識（如圖 2 ），並運用自身的專業知
識，學習和茶農對話，打入茶農生活圈，並從訪談中瞭解種茶、製茶可能涉及
的科學、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倫理等問題。

（二）初階課程中以「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為例。在此三學分課程中，第一
堂授課教師會讓學生先瞭解大自然活動的運作過程對人類生活環境的影
響；之後老師和助教則運用問題解決教學法或行動學習教學法的技巧，
指導他們蒐集資料、討論、構思，並將不同學系的學生組合成一個團隊，
進行跨學門思維的溝通，整合不同意見；最後各組再提出共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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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題解決導向的實務課程：

1. 坪林的居民和茶農在五號國道開通後，面臨了遊客減少、經濟蕭條的困境，

透過「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核心理念，再藉由「問題解決模式」，
從不同面向切入問題，整合不同視角與思維，達到跨領域學習之目的。

再加上氣候變化的衝擊，當地茶農屬於災害敏感族群。
2. 坪林位於翡翠水庫上游，為了水源地及生態保護，一些坪林茶農正專注於
友善農法的栽種方式，但競爭力處於劣勢，最需要協助。
3. 坪林位於臺北市近郊，容易實地操作、持續經營。
該課程之初期成果可以修課學生所做之分組報告顯示，包含四大主題：
1. 暖化與茶──氣候變遷下的有機茶產業
2. 從靠天吃飯到順天做茶──坪林採茶勞動力之構想
3. 開心茶園──生態打工平臺
4. 茶師 藍鵲之道──製茶手機遊戲 APP 開發

圖 3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為問題解決導向之實務課程

而 103-1 課程之學生成果為：
1. 支持在地消費 ‧減少食物里程──臺灣坪林低碳茶

3. 與在地社會結合的實作課程：

2. 城鄉合作推展環境教育──以坪林地區國小為例（含領航計畫）
課程內容採取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模式，針對氣候變遷情景下的問題進行研
究與實作，整合各領域問題；學生將以交出達學士專題研究之成果報告的水準
為目標。此課程探討在氣候變遷狀況下，臺灣社會面臨哪些衝擊，以及應該如

3. 人．川．流──雲霧升起時、坪林心溫度
最後，103-2 課程中，修課學生所構思之成果為：

何因應與調適（如圖 3）。透過跨領域團隊合作的方式，發掘社會各層面的相關

1. 坪林茶栽培知識地圖

問題，瞭解科學背景，分析現有的相關數據與文獻，再利用模式、工具針對在

2. 共飲翡翠水──坪林生態小旅行

地問題進一步剖析，並進行實地考察，最後提出因應對策。
這些成果已確實顯示修課學生瞭解不同領域的核心思想，能結合不同專業
由於氣候變遷的可能災害相當多元，有很大的地域性，且需考量災害區當

能力，提出多角度的想法，並且融合不同領域的技術與知識，在經過整個學

地社會的脆弱度與應變能力，因此最新的觀念是，氣候變遷因應與調適應當著

期的學習後，能提出一份達專業水準之企劃書，針對坪林的相關議題提出確切

重在地問題與敏感族群。課程設計以坪林地區的在地議題為主要實作場域，探

建議。學生們不只潛心於自然科學中，也需接觸這個由人組成的社會，體驗社

討在未來氣溫上升 1℃的情景下，坪林的居民與主要產業（如茶農、茶場）將

會、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實際接觸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體驗層層互

面對哪些問題，地方政府與產業應如何規劃調適方案。而選擇坪林地區的主要

動的生命連結。科學研究與現實生活不該有所差距，而是應產生更多的互動，

原因為：

以在不同立場上建立彼此尊重對等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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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為本課群的學習地圖，顯示學生在修完基礎課程後，能夠擇其有興趣

四、課群之規劃

或專業相關之領域，例如：「氣候變遷科學」、「政策與管理」、「社群營造重建
本課群計畫由基礎課程漸次延伸至進階課程（可見圖 4 之課程群組說明

及生態復育」等三大系統，分別選修不同之課程套餐。

圖）
，且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中皆包含：科學、人文、與跨領域的課程整合，讓
學生在由初階而深入的修課選項中，能接受不同領域範圍的知識陶冶。這些課
程中，有 13 門為本計畫所規劃的新課程（加註 * 號）
，其他則為臺大現有課程。

最後在本課群中開設較進階之跨領域整合課程，例如「環境教育議題」、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等，讓學生能整合課群之前所學之基礎與進階知識，在
整合課程中結合其專長，透過實作專題的討論與親身參與，達到本課群欲思
考、解決氣候變遷下社會與科學問題之目的。

圖 5 課群學習地圖

圖 4 課程群組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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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與師資之安排

人文系統課程群

（一）開設課程與師資
本課程群組已於 101 學年度開始推行，至今已進行六個學期。在計畫中開
設之課程（包含基礎與進階課程）共計有 23 門，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課群開設之課程表

科學系統課程群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生物系統模擬

3

海洋研究所

謝志豪、王慧瑜

生地化循環與氣候

3

大氣科學系

洪惠敏
中央研究院

古氣候：千年尺度
氣候變遷與冰期暖化

2

大氣科學研究所

地球系統模式

3

生命科學系

3

大氣科學系

沈聖峰、王慧瑜

授課教師

環境法

2

法律學系

葉俊榮

環境政治與政策專題

2

政治學研究所

林子倫

環境經濟分析

2

環境工程研究所

駱尚廉

中國環境治理

3

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簡旭伸

空間與環境前沿文獻

1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簡旭伸

國際環境法專題研究

2

法律學研究所

張文貞

基地計畫與永續發展

3

建築與城鄉所

康旻杰

氣候變遷法

2

法律學系

葉俊榮

環境社會學

3

社會學系

何明修

跨領域課程群組
課程名稱

3

學分

羅敏輝、吳健銘
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

3

羅敏輝、陳維婷
大氣科學系

開課系所

授課教師

地質科學系

詹森、鄧茂華

大氣科學系

陳正平、張翠玉

海洋科學研究所

吳俊傑

吳健銘

IPCC 報告研讀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

開課系所

郭鴻基、謝志豪

地球系統模式—
氣候模式結果分析與

學分

環境變遷中心
李時雨

生命科學數學

課程名稱

中央研究院
3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邱祈榮

環境變遷與公共衛生

2

環境衛生研究所

環境變遷中心
龍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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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管理—政策與實務

3

土木工程學系

李鴻源、譚義績

雲霧與生態觀測實作

2

大氣科學系

林博雄、沈聖峰

環境教育議題

2

國立師範大學
許瑛玿、劉湘瑤
科學教育研究所
陳正平、簡旭伸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 I
—坪林自然酷

許瑛玿、吳金鏞
3

大氣科學系

林博雄、陳維婷
張聖琳、羅敏輝
李美慧
陳正平、簡旭伸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 II
—坪林 1° C

許瑛玿、陳右人
3

大氣科學系

林博雄、陳維婷
圖 6 101 學年度開課課程之時間與空間尺度圖

羅敏輝、張聖琳
吳金鏞

在 101 學年度中，
「古氣候：千年尺度氣候變遷與冰期暖化」課程之時間軸
學生可針對修習完「基礎課程」後產生興趣之特定待解決問題，進一步選

涵蓋人類文明時代的氣候變化，並以古鑒今來推論大自然的運作過程對人類環

修相關之進階課程。由於進階課程需要較堅實的先修基礎知識，因此學生必須

境的衝擊；而經由「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課程，學生學習到自然與人為氣候

具備修課資格方可選修。學生可配合其時間與課程難易安排選修，同時解決在

變化對社會的多重影響，以及處理相關問題的複雜度；進而由「環境變遷與公

不同修課時間點衍生之疑問。

共衛生」課程中瞭解這些變化對人類健康有何影響，或從「災害管理—政策與
實務」課程中瞭解各級政府應該針對這些衝擊研擬或改變防災政策與因應之道。

（二）課程間之連貫性
本課群計畫規劃涵括空間與時間兩面向之不同課程，課程間以時間尺度橫

而 102 學年度開設課程之時間與空間尺度可見圖 7（101 學年度已開設過之
課程則不重複）：

向連貫，以空間尺度縱向連貫，除提供學生多樣性的修課選擇，也欲拓展學生
對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議題事業觀點的深度和廣度，若以時間尺度與空間尺度的
座標圖劃分，可見圖 6 與圖 7 不同學年度之課程時間與空間尺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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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時間和空間尺度連貫之外，若以目前全球性重要議題串聯課程間之關
係，也可參見下表 2 所示：

表 2 課程間涵蓋議題之關聯性

圖 7 102 學年度開課課程之時間與空間尺度圖

在 102 學年度開設課程中，「空間與環境前沿文獻閱讀」課程由全球至區
域觀點引領學生對環境空間等文獻進行討論、聚焦，而「環境經濟分析」（黃
色橢圓形）課程則透過地方放眼全球的空間尺度，探討不同個案下的環境經濟
學概念；跨越千年至百萬年間的「生命科學數學」與「地球系統模式」課程，
則讓學生瞭解氣候模式與生態系統的短期、長期變遷；透過「國際環境法專題
研究」可以瞭解國際環境原則的發展，並觀察這些原則被納入條約或被司法判
決所適用的過程，以及這些規範、模式彼此之間的互動；最後由「環境教育議
題」整合地方至全球的環境氣候變遷問題，輔以媒體公民社會的素養，結合學
生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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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課群間各堂課程之間的直向、橫向連結與整合，以目前皆涉及「環
境─社會」面向的三門跨科際課程為例（中國環境治理、環境政治與政策專題、
國際環境法），顯示規劃新課程的可能性。例如，在既有課程架構下，這門新
課程可以「認識當前國際環境制度為基礎，考察不同地區政治體制下的環境實
踐圖像」為課程之核心問題意識，設計新的課程架構（參見圖 8）。

（三）以核心教師為橋樑之課程連結
如圖 10，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課群中之基礎課程，核心教師有七位，以陳
維婷老師為例，除開設進階課程「地球系統模式」，亦為整合課程氣候變遷議
題實作課程之共時授課教師，可將課程內容作更好的連結。因此教師所教授及
重視之教學內容即為貫串課程之橋樑。

圖 8 課群課程直向連結圖

根據此新問題意識，既有的三門課程也可用橫向分工架構來串連（參見圖
9），例如，先透過「國際環境法」瞭解國際環境制度的現況與過程，及其如何
作用於不同地區（國家），接著透過「環境政治與政策專題」和「中國環境治理」
分別說明完全相反的政治體制。最後，考察西方與中國政治與環境法體制下之
環境實踐差異。

圖 10 以核心教師間為橋樑之課程連結圖

（四）學生背景分析
計畫三年期間修課人數達 1380 人，累計修課人數如下表 3 ：五門課有 2
人、四門課有 4 人，三門課有 10 人、二門課有 108 人，一門課有 1256 人；
修課學生以法學院及生農學院人數最多，達 20% 以上，其次為理學院和工學
院，平均約佔 17%，其他學院皆佔 10% 以下，顯示出除了農、法、工、理等
學院對氣候變遷議題較有興趣之外，其他學院相對興趣較低。雖然此課群本質
上與農、法、工、理等學院較為相關，未來仍可嘗試對其他學院加強推廣。

圖 9 課群課程橫向連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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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修習課程 2 門以上人數表

累計修課門數

人數

5門

2

4門

4

3門

10

2門

108

共計

124

同領域範圍的知識陶冶。學生在修完基礎課程後，能夠擇其有興趣或專業相關
之領域，例如：「氣候變遷科學」、「政策與管理」、「社群營造重建及生態復
育」等三大系統，分別選修不同之課程套餐。最後，較進階之跨領域整合課
程，例如「環境教育議題」、「氣候變遷議題實作」等，則讓學生能整合課群之
前所學之基礎與進階知識，並結合其專長，透過實作專題的討論與親身參與，
達到本課群欲思考、解決氣候變遷下社會與科學問題之目的。
基礎課程以「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與「環境社會學」為例，前者由地球
科學觀點探討大自然活動的運作過程對人類生活環境的影響，並討論人類活動
對地球環境的衝擊，期望學生藉由人類與地球環境互動關係的認知，重新思考
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因應之道；後者則討論社會與自然之間的互動，在過去狹
義的社會學思考將自然環境視為理所當然，卻忽略人類對自然生態的影響，因
此將環境議題政治化能讓我們建立一個與自然更和諧的關係。
進階課程多屬各領域的專業課程，將各系所相關課程納入進階課程的範
圍，提供學生在該領域能夠有深入的認識與瞭解，利用基礎課程所學得之先備
知識，進一步精於學生本身有興趣瞭解的議題，強化學生對議題的瞭解以及思
考的深度。
整個課程需要學生融合過去所學的所有知識，將所學帶入周遭實際生活，
接觸、發想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並提出可行之解決方案。以兩門「氣候變遷
議題實作」而言，經由情境設定與角色扮演，譲學生設定自己的角色是為協助

圖 11 學院修課比例圓餅圖

當地區公所，針對氣候變遷影響下，規劃調適性計畫。
上述範例課程之介紹如下，因氣候變遷議題涵蓋相當廣泛，此處主要介紹

貳、課程介紹

因計畫而新開設之課程，介紹內容中除包含課程介紹、目的及架構之外，亦透
過計畫執行三年來的開課經驗，提出課程中所遭遇之困難和教師們所提出之修

課群計畫由「基礎課程」、「進階課程」以及「整合課程」三種不同層次的

正、解決方案，作為未來跨領域課程開設時一些可供思考的方向。

課程所組成（見圖 5 課群學習地圖）。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中皆包含：科學、
人文、與跨領域的課程整合，讓學生在由初階而深入的修課選項中，能接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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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課程：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

（三）架構
本課程依討論議題概分為災害、環境污染、人類活動對地球環境的影響、

（一）課程介紹

對策與永續發展等四大主題（如圖 12）。前三課程組授課重點在於加強學生理
環境資源越來越稀少的同時，不少專家指出未來會有各式各樣的資源搶奪

解災害、污染與人類活動對地球環境的影響，重點包括（1）發生該自然現象

大戰爆發，但是若依照生態法則，險惡環境反而是創造合作行為的契機，人類

或人為影響活動的基本自然科學學理與人文社會經濟條件，目的在讓學生明瞭

應該如何與生態共同建造永續發展的藍圖，是刻不容緩的生存議題。擬定氣候

該現象與活動的概要成因與機制；（2）對自然現象與人文活動的描述以及致災

變遷調適或因應策略需要結合各領域專才，終極目標就是建立跨領域對話與合

污染實例介紹等等相關面向。第四課程組則聚焦在地球永續發展策略與因應災

作能力，結合人文主導的實地探訪與科學主導的數據分析，培養學生未來擔任

變的對策上。

相關決策者的實力。本課程由地球科學觀點探討大自然活動的運作過程對人類
生活環境的影響，並討論人類活動對地球環境的衝擊，期望學生藉由人類與地
球環境互動關係的認知，重新思考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因應之道。
（二）課程目的
本課程目標配合課群計畫主題「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展」，對於氣候變
遷與人類永續發展的主要議題，以兼具教學廣度與深度之教學策略引導學生，
增加學生在分析環境相關時事與議題時能具有多角度的視野與經驗。以下三點
為課程理念：
1. 瞭解天然災害的成因與機制，致災的影響，培養學生探索的興趣與熱忱，
養成主動學習、蒐集資料、辯證、分析、設備使用與實作能力，並在知識
的獲取上打破知識分工所產生的偏窄觀點，回復知識原本的整體思考。
2. 擬定地球環境永續發展策略與因應災害的對策，培養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之跨領域、具整合能力之人才。

圖 12 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之課程架構圖

3. 探討人類活動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引導學生對於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展

每個主題由三到四個議題組成，由多位老師共時授課，前半課程由教師演

的主要議題上，增加學生在分析環境相關時事與議題時能具有多角度的視

講授課，各議題授課時間約為 40 分鐘到 1 個半小時，可依各老師上課需要調整

野與經驗。

搭配，另可準備於課堂中與學生互動討論的小問題或演講後的活動。每次課程最
後有約 30 分鐘到 1 個小時進行問題討論，由同學發問、各核心教師討論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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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課程組上課時，由每位講者事先建議 1-2 個題目供綜合討論，並由各組教
師彙整成為該主題最後一週課堂報告作業題目或題組，由學生自行選擇或教師指
定題目。每課程組最後一週為同學報告討論週，由各核心老師出席協助討論。
最後一部分課程組為針對災害、環境污染、人類活動對地球環境的影響等
面向，提出對策與人類永續發展前景的討論，以總結未來展望與可能性。透
過研讀相關資料與紀錄影像，於課前預先提出問題。此外，課程也針對議題邀
請相關經驗豐富之教師、專家演講，並與學生對談。課後則需繳交心得報告。
（圖 13）
此外，課程也安排一次戶外教學（圖 14），進行野外實習，讓學生透過實
地參訪更加瞭解問題本身之癥結，並深入體會與思考解決之道。

圖 14 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之實地觀測—萬大發電廠

（四）問題
本課程最大特點在於修課同學來自各個不同領域背景的系所，從法學院、
商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農學院至醫學院，提供課程在討論議題上有多方
面、不同的觀點，有效培養同學跨領域整合的思維模式。然而，也因為這個特
點，每每在討論時需要較長的時間磨合，且因思維模式的不同，有時亦較難達
成共識。此時，課程助教與老師的從旁協助及帶領顯得格外重要。而本課程助
教皆由往年修習過本課程的同學擔任，較有經驗以解決來自不同背景同學們於
討論與溝通上遭遇的問題。
課堂上，老師授課內容主要以理論與背景介紹為主，然而因修課同學背景
不同，只做背景介紹會導致內容無法太過深入，且對於一些具有相關專長的同
學來說會顯得過於淺顯；若課程內容以理論為主，又過於著重細節，不易直接
圖 13 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學生報告投影片

進入主題，較難符合每位同學的需求。建議可以刪減理論背景，作概略性的介
紹即可；較為基礎的知識應要求學生於課前預習，已具有相關知識的則可略
過。課堂上則可多舉一些國際上的相關案例幫助同學更加深入瞭解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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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學來自不同系所（見圖 15 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修課學生背景分析），
課後較難有交集的時間相約討論，建議課後作業的安排以個人為主，團體討論
則盡量利用課堂時間完成。

「過去研究指出，過去在臺灣地區之總降雨量無明顯線性變化，但是
在極端降水事件上，以及不降雨日數皆有增加之趨勢，而且絕大部分的極
端降水事件主要來自於侵臺颱風所貢獻，這顯示臺灣地區的水資源有絕大
部分是靠這集中且短時間之颱風降雨所貢獻，但是這強降雨事件對於水庫
蓄水上，以及坡地災害上，卻扮演著不利的角色。那進一步的問題是，究
竟颱風所導致的強降雨事件，是對哪一座水庫有最大的影響？因為在過去
的新聞中，臺灣西南部往往都是最容易受颱風所引起之強降水事件影響，
但是往往最先缺水也是位於該區域，這問題似乎是目前研究結果上所無法
回答的。」
（大氣所 謝宜桓同學）
由上可知，大氣系謝同學思考到雖然強降雨帶來水庫豐富的資源，亦帶來
水庫沿線的坡地災害，究竟興建水庫是利是弊，值得深入討論。

圖 15 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修課學生背景分析

（五）成果
本課程藉由學生分組上臺報告與書面報告的繳交來評斷學生學習之成效。
課堂分組報告的操作方式，首先依學生人數分為三或四組，盡量平均混合不同
領域專長學生，並可視上課狀況而調整分組，作為整學期課堂報告作業與報告
書之最後分組。透過小組合作課堂報告，並製作報告書，學習團體合作以解決

「面對全球暖化造成極區冰層融化，海平面逐年上升且速度增快，而臺
北做為臺灣首要都市又位於臺北盆地，已被點名為臺灣海水位上升首當其
衝的地區之一。對此，汪中和教授也表示：『以百年尺度來看，將來臺北盆
地會部分被海水淹沒，人民將被強迫離開，或許現在應該開始規劃慢慢疏
離。』當臺北大量的人口移出、臺灣陸地面積縮小，人民將移居到何處？我
們應讓都會區人口密度持續增加或是增加丘陵地的開發？再開發是否又與
現今減少開發增加保留地之理念有所牴觸？如何兼具新市鎮開發與環境保
育是一大難題。因此本報告將參考國外因應海平面上升相關的都市規劃。

共同問題。

（地理系 張芳瑜同學）

實際成果：學生皆能在指定時間內充分進行組內討論並上臺發表討論結果
與想法，且一次比一次進步，顯示同學已漸漸熟悉這種討論與報告的形式並能
從過程中有所收穫。從課後繳交的書面報告中顯示，同學皆能漸漸培養出跨領
域思考及從多方角度探究問題的能力。以下節錄自幾位表現優異同學的報告。

而地理系張同學因為海平面上升，思考到政府是否應主導人口的移動及土
地的開發，亦是相當廣泛的政策性考量。
此外，本課程結合「Zuvio 線上即時互動教育系統」，即時在課程上以匿
名方式統計學生對於此議題的看法，讓大家瞭解其他同學的想法；並可重複操
作，在老師提供新的觀點或數據後，重新檢視大家的想法。（見圖 16 Zuvio 線
上即時互動教育系統介面圖，課程前和課程後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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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前投票結果

（六）課程改善建議
本課程的設計是每單元的前二至三週由各教師演講授課，同學則利用課外
時間進行指定議題討論，並於單元最後一週由各組輪流上臺發表。但有不少
同學反應，因修課學生來自各個不同系所，課後較難湊出所有組員都有空的時
間進行討論，導致討論時間不足。建議之後各單元教師在講授基本環境議題知
識的時間可以縮短，於每週課堂上都預留一些時間給同學們討論。此外也建議
各課程老師在講授時多提一些不同國家解決特定議題的實際案例供同學們做參
考，亦可多提出一些問題讓同學有機會思考甚至討論，最後與課程老師一起針
對問題作思辨、互動。

二、基礎課程：環境社會學
（一）課程介紹
課程後投票結果

德國當代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指出，「沒有呼吸，就沒有社會行動」，這
個理所當然的常識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傳統社會學的盲點。社會學家太常將社會
以外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大自然要麼是社會生活的背景，要不然就是人類開
發的對象。
越是到晚近，這種狹義的社會學思考（sociologism）面臨了生態學的挑戰。
生態學揭露有機體與環境互為依存的緊密關係，然而，在一開始時，這項探索
並不將人類視為其研究對象。一直到晚近，生態學家才發現人類並非享有生
態法則的豁免權，社會與自然的互動遠比想像的更深遠。因此，如何「將環境
帶進來」（Bring the Environment Back In），成為研究者所需要面對的課題，社
會學也必重新思考以往忽略的問題，例如經濟成長的同時是否也帶來負面的傷
害？工業社會的發展模式是否能夠永久持續？以科技征服自然是否必然導致社
會階層化與不平等？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解放社會學的想像力，重新釐
清社會與自然的互動關係。
圖 16 Zuvio 線上即時互動教育系統介面圖（課程前與課程後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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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環境問題也是一個攸關民主的問題。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能和

•

共有資源的衝突與管理

平地、有效地解決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問題。但是在當代的風險社會下，環境

•

風險社會與生態現代化

也被政治化，成為需要政治討論與政治解決的議題。在公民權的討論中，環境

•

環境爭議的解決：人民或專家？

•

環境正義

•

〔專題演講〕鄭景雯：美國環境正義與氣候正義概論

•

臺灣的環境運動：反核電污染 II

•

臺灣的環境運動：反石化業污染

•

〔田野參訪〕貢寮核四工地

議（例如航空城、北宜直鐵）
，積極蒐集第一手資料（文獻、訪談、田野觀察）
，

•

臺灣的環境運動：反高科技業污染

並採用課堂所介紹的理論觀點（環境正義、發展主義等）
，加以分析與討論。學

•

災難的社會學意義 I

期中，學生也須繳交參訪之心得感想，藉由在地探訪更深入瞭解環境議題。

•

災難的社會學意義 II

（二）課程目的

•

〔專題演講〕李宗義：災難循環與社會解剖學：中國汶川地震的考察

權或生態公民權成為新開發的議題。然而，在科技官僚主導下，環境與社會成
了專家的禁臠。種種以科學之名的社會工程並未取得大多數人的真誠同意，反
而驕傲地凌駕於民意之上。將環境議題政治化是邁向公共化的第一步，唯有如
此，我們方能建立一個與自然更和諧的關係。
學期最後，安排分組報告作為評分方式，希望學生在吸收環境社會學的理
論觀點後，能再回頭審視臺灣晚近的環境議題。期待學生選擇一項當前的環境爭

在定位上，重視對於理論文獻與經驗研究作品的研讀，希望能夠啟發對此
（四）問題

一問題的興趣。本課程的設計有兩個目標：
第一，希望能夠引發學生對環境議題的興趣。因此，課程希望能使學生更
敏銳地審視諸多的議題，並且發揮社會學的觀點，提供另一種思考的可能。
其次，也希望學生能從學到的觀點來看臺灣目前的各種環境問題。作為學
程中少數的社會科學課程，期望補足社會科學的觀點，讓對於氣候變遷與人類
永續發展有興趣的同學能有各種不同角度的切入點，並在分析氣候變遷等問題
時，用上更多元的角度讓研究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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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環境運動：反核電污染

•

貧窮與發展主義的迷思

•

科技、意識型態與環境

學的分析、討論角度較單一。透過看影片、寫心得、請相關人員演講以及實
地進入田野等安排瞭解在地生活，藉由心得感想可以看出同學已能夠更深入思
考，從不同角度看事情，達到本課程開設之目的。
（五）成果
課程期望學生能以獨立思考之精神看臺灣的環境議題，從參訪心得可以看
出學生的確對於臺灣的環境議題有更深入、多元之分析。許多同學都提到自己從

（三）架構
•

學期初同學對議題的相關討論較容易忽略在地的看法、角度，換言之，同

未以社會學角度看環境議題，但透過學期中的學習、參訪、演講等安排，已經開
始看到環境議題的不同面向、傾聽在地的聲音，達到課程一開始所設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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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背景分析

（二）課程目的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於闡明天然災害防治之重要性及其因應對策，其中災害
管理理論、世界各國災害類型與法規、颱風洪水、土石流、公共交通工程問題
等相關災害為主要探討對象。本課程以實務為主，輔以案例說明、軟體模式介
紹，以及學生選定之個案分析，加強學生防災之實務、認知及解決對策。

圖 17 環境社會學修課學生背景分析

此課程雖為社會系所開課程，修課學生卻有 40% 是其他院所有興趣之同
學修課，跨院修課情況佳。

三、進階課程：災害管理—政策與實務
（一）課程介紹
圖 18 災害管理—政策與實務之課程目的

近年來，全世界各地發生許多極端氣候事件所釀成之災害，這些超過歷史
經驗值之災害，依照舊有的思維與經驗，已經無法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變
化。本課程遵循氣候變遷下之災害天氣為主軸，累積過去災害管理政策與實務

（三）架構

等多面向特性，規劃一系列課程，包含專業環境變遷理論以及邀集具備實務經
驗之專家進行探討。同時也規劃校外課程，藉由參訪，親身體驗環境變化與災

由於災害管理探討的層面非常廣泛，包含天然災害、人為災害、法規與技

害防治之實務。期望藉由本課程的規劃，能深植學生對於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

術等層面，因此本課程依照學生於防災領域必須具備之核心能力，規劃六個層

發展之理解。

次的課程與三種對象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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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規劃：本課程教授範疇包括：

修習本課程的學生，主要來自於工學院之土木工程學系、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農學院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及理學院之地質

（1）洪水災害模擬與實務

系、地理系、大氣系；但亦有少數為生命科學院之生命科學系、文學院之歷史

（2）土砂災害分析與模擬

學系、法律學院之法律學系等。修課同學來自各個不同領域之系所，造就相當

（3）地震災害潛勢評估

大的跨領域學習。而部分同學過去雖較少接觸防災，但藉由本課程增進防災之

（4）災害潛勢地圖製作

相關知識，亦瞭解應如何配合政府以防治因氣候變遷而衍生之災害。

（5）防災策略與國土規劃

（四）修課學生背景分析

（6）防災實務操作
依據上述主軸，由授課教師與邀集之各相關領域防災專家進行專題課程，
包括：災害環境變遷（臺灣主要災害成因、現象、致災結果）；翡翠水庫應變
管理；都市防洪策略─首都防洪；新北市推動深耕計畫經驗分享；美、日、
荷的災害防救體系、法令與運作、土石流防災應變分析；荷蘭與臺灣災害管
理；雪隧防災應變；排水及排水之模擬與改善對策；當前國內重大公共建設
（水利類）遭遇之問題評析等相關專題課程。本課程同時規劃校外課程，藉由
參訪翡翠水庫集水區與員山子分洪設施，增進學生實務經驗。
2. 核心能力：本課程期望學生具備之能力包括
（1）碩士班與學士班：
a.

圖 19 災害管理—政策與實務課程之學生背景分析圖

認識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工具。
（五）課程內容

b. 具有認識或善用現代化科技及資訊工具之能力。
c.

具有認知環境衝擊，認識當代議題，瞭解工程解決方案對生態、環

分析報告中，規劃一些防災議題，提供學生選擇與發想。期望由下列題目能讓

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能持續學習之能力。
d. 具備終身學習之能力。

各領域學生尋找有興趣的主題研究，或進一步自訂題目並進行分析與探討：

e.

1. 上課的講義

具備專業倫理、人文素養及社會責任。

（2）博士班學生除需瞭解上述各種技術、技巧及工具之外，更需具有實際
執行或解決困難及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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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因為探討層面廣泛，而學生又具備不同學習背景，因此在兩份個案

李鴻源老師的講義包含所有災害管理之內容，可從中尋找題目，或由譚義
績老師介紹之新北市災害類型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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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颱洪災害

•

洪災保險，為目前災害管理領域中非常熱門的課題。

（2）坡地災害（含九份及金瓜石）

•

災害空間資訊，如尼泊爾地震中，利用 OpenStreetMap （開放
街圖，簡稱 OSM）進行災害傷亡管理與物資配置等。

（3）地震災害

3. 廣泛的世界議題

（4）海嘯災害

（1）從未消失過的戰爭

（5）輻射災害
（6）其他類型災害，例如：火災與爆炸、毒化災、陸上交通事故等
2. 從 2014 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中找題目，災害管理可分為下列四種：

複合性災害風險評估（Multi-hazard Risk Assessment）

b. 綜合流域治理（Comprehensiv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c.

都市災害管理（Urban Disaster Reductio）

d. 都會區大規模地震衝擊分析（Large-scale Urban Earthquake Impact
Estimation）

人口爆炸為可預期之未來，未來將如何因應

b. 少子化造成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對人類社會之衝擊
4. 新聞時事

四、整合課程：氣候變遷議題實作（I）、（II）

巨災保險（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如：洪災保險、地震保險等）
（一）課程介紹

災害空間資訊（Geospatial Information）

「總結性整合式課程」以高等教育課程之整體學習成效為核心，是最後總

b. 災害管理能力評估（Disaster Management Capability Assessment）

體檢，也是最巔峰的學習經驗，讓大學高年級學生可以回顧過去修習的專業學

c.

科知識，在總整課程中整合為有意義的學習經驗、深化為自身的綜合能力，

災害防救政策與管理（Disaster Reduc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4）第四類
a.

避免使大學的學習過程成為專門卻片斷的知識拼貼，並設立對未來發展的遠景
（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2012）。氣候變遷的議題與研究重心多半

災害經驗學習（Lessons Learned）

是跨越不同領域的整合性問題與解決方案，因此，在以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

b. 災後重建（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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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上課所學進行探討。

災害預警（Early Warning System）

（3）第三類
a.

（6）生態足跡、水足跡等節約能源議題，例如：

的疏散撤離、智利火山爆發、尼泊爾地震、臺灣乾旱等熱門議題，可配合新聞

b. 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
c.

（4）人口危機

近期發生之災害與新聞議題，例如高雄氣爆事件、復興空難事件、大巨蛋

（2）第二類
a.

（3）糧食危機
（5）文盲問題

（1）第一類
a.

（2）健康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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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課程群組的設計與發展上，需要建立一總整課程以涵括與綜整各不同課程及
學門知識，並藉以評量總體學習成果。

學期進行的第一部分內容從跨學科的田野調查（survey）介紹開始，包含
教授實作之基礎知識，例如科學氣候資料分析、人文社區調查訪談與參與觀
察、空間與實質環境基地調查、氣候變遷調適報告書分析與評估⋯⋯等。藉由

（二）課程目的

各領域教師專長領域教學，讓學生理解不同領域知識的調查與資料分析方法。

氣候變遷議題的總整課程中，為能整合跨科際各學科知識與經驗，主要以
小組提出專題計畫（project）之實作課程（implementation course）方式進行。
學生針對課程設定地區提出主要議題或問題，繼而自主收集資料、發展解決問
題的方法、執行計畫解決問題、形成書面報告，並以口頭或多媒體等方式呈現
研究成果或產品。透過實作課程將各領域的知識、觀點與能力整合在一起。
課程設計以「問題解決導向式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簡稱為
PBL）」為教學核心。Jan Rosing（1997）舉醫學院生物化學之教學案例，指出
傳統教學計畫與問題解決導向教學計畫特性上之差異：傳統教學計畫以知識的
傳達與輸送為主，所以課堂上以教師為中心，由教師獨自授課、提供教學材

第二部分內容介紹氣候變遷與生態規劃的各項議題（issues），從當前氣候
變遷所引發的生態相關議題出發，邀請跨領域的專家老師介紹問題成因、證據
資料取得、議題的分析視角，及因應策略與方案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內容則是實作課程（planning and practice），透過規劃行動與實
踐，同學分組合作，針對坪林實際面臨之氣候變遷議題，集體規劃及設計一項
行動方案以改善或修正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從可操作、可感知的尺度出
發，逐漸改變規劃的尺度與相關議題，冀望對坪林生態區域規劃之核心議題界
定與因應方案有所創新與突破。（如圖 20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之課程進行圖）

料，而教師在課堂上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教學，且大多是由教師提供問題的答
案；但是問題解決導向教學（PBL）則著重學生獲取知識，因此課堂以學生為
中心，教師與學生透過合作解決問題，而教師在課堂上的目標是指引學生自己
找尋答案。
（三）架構
以氣候變遷議題實作（一）、（二）：「坪林 1℃」與「坪林自然酷」為例，
透過課程講解，參與同學設想如何透過生態規劃來設法降低坪林各尺度區域的
社會、文化、經濟面向受氣候變遷的影響。氣候變遷議題實作（一）
「坪林 1℃」
所收集的各種溫度與濕度資料也可持續帶進規劃與設計過程之中，成為重要的
共同基礎資料。
經由情境設定與角色扮演，譲學生設定自己的角色是協助當地區公所，針

圖 20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之課程進行圖

對氣候變遷之影響，提出調適性計畫。而學生為瞭解問題與收集必要資料，經
常需前往坪林當地，並在提出規劃報告後，持續回訪當地茶農、商家、居民，
以取得反饋的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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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不知如何於構想書形成過程中，做較符合現況的操弄場域可行性評估。

（四）問題

修正方向：讓學生以微型行動方案作為評估構想書可行性之依據，藉由實

原設定實作課程之架構圖如圖 21：

踐經驗對所提之解決方案有更深刻的理解，以更切合操作場域的需求。
3. 學生對於實作課程的核心目標理解不夠。
修正方向：將實作課程的核心目標由「期許學生能藉由此堂課運用學過的
專業知識減輕未來氣候變遷對於產業之衝擊，甚至轉化為產業新契機。以不同
面向切入此議題，將不同視角與思維整合，達到跨領域學習之目的。本課程在
真實世界與情境運作的方式下進行，讓同學確實達成實作之真正意涵」之宏觀
觀點，調整為「以坪林場域做長時間之觀察實作田野，長期與地方社區互動配
合，累積各種學科資料與調查成果，作為學生實際應用知識與創新的基地」之
在地觀點，讓學生重視對在地文化的理解，乃是對問題有效解決的重要因素。
4. 修改後之課程架構，如圖 22：

圖 21 102-2 學期坪林 1℃之原課程架構圖

惟在執行後所發現之困難為：
1. 跨領域的問題複雜度高，學生背景知識不足，難以做有效的溝通。
修正方向：針對背景知識不足，除以專題演講、電影欣賞作為加強的管道
外，課程一開始亦安排坪林相關研究的文獻導讀以及「氣候變遷與調適」專題
演講。導入拼圖式合作學習於小組討論，先由同領域的專家小組針對問題做深
入討論，再回到原領域的任務小組分享，強化有效的跨領域溝通。
圖 22 103-2 學期 坪林 1℃之修改後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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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修課後應具有之能力及學生學習成果

實場域中的真實問題與議題為出發點，通過調查與觀察去經驗真實的使用者
與環境（real experience），並通過真正的參與過程取得貼合現實的資料與起點

1. 教師共時授課，師生密集討論，提升學生能力：

（real participation）。同時藉由真實的設計與計畫提案，試圖解決原先設定的問

跨領域教師的共時授課及高比例的師生比使得教師與學生可以在課堂時間

題（real design & planning）。

共同密集討論，促進不同領域之對話、交流與互動，讓學生可以提升判斷與學
習的能力。多位教師同時參與課堂討論，一方面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彈性，給
學生更大的自主與獨立探究的動力，另一方面，由不同教師提供不同指引意見
與建議，讓學生有參照與深入探討的依循。透過教師多元對話的課堂空間，改
變以往課堂以教師為中心的知識輸出方向與權力關係，成為以學生為中心的知
識交換與溝通的場域；學生也認知到這是一門屬於自己的課。

這樣的課程設計不但緊扣著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主軸，同時鼓勵與激發學
生深入探究知識與現實社會的互動關係。從學生的回饋之中可以看到在真實問
題與真實社會環境的洗禮下，學生開始意識到自己能力與經驗的不足，不易將
所學應用到實際問題，即使所須的只是基本知識。而此課程訓練可以真正開啟
持續追尋知識與真實社會互動的旅程。例如，「坪林自然酷」的學生關注不同
茶葉來源的碳排放計算與比較、茶的安全與有機栽培等議題，其與不久後社會

2. 跨科際學習分組、提升跨科際合作能力：

上所發生之茶飲安全風波深度相關連，可以看到課程內容已經與社會脈動建立

不同領域背景的學生彼此之間溝通一定有鴻溝，小組合作學習方式雖會花
費較多時間，但學生從中學習到知識溝通與相互理解的過程，亦是往後社會上
需具有的基本溝通能力。

具體連結。
5.

以下為修課學生所提供之學習成果：
（ 1 ）修課學習心得：經字數及跨科際學習成效評估表（Rubrics ）分析跨

3. 領航型計畫（pilot project）─微型行動方案：

領域成效後，結果如下：

雖然課程目標在於訓練與提升學生實作能力，但有限的一學期課程時間
中，並無法要求學生實際執行所有計畫細節，所以著重在讓學生親身經歷一個
完整執行的學習過程。學生需要先執行其中一部分計畫，將之稱為「領航型計
畫」或「微型行動方案」。透過「動手做、做中學、學中覺、覺中悟」來逹到
學習的效果。
4. 面對現實、提升解決真實問題的能力：
課程目標在於訓練學生具備現實中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問題的設定與
學生課程學習軌跡的訓練就要聚焦在提升解決真實問題（real problem）的能
力。課程主要分為三項互相扣連的操作方式進行，分別為深度參與和田野調查
（survey）、發掘氣候變遷與生態議題（issues）、擬提規劃與實踐方案（planning
and practice）（圖 20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之課程進行圖）。即課程設定以尋找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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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議題實作—坪林 1℃

大氣李 OO

科學一直以來都是高高在上的。難懂、深奧、不切實際，是對它的形

容，也是一種控告。如何反駁？如何讓科學貼近民間？田野間的知識又怎

麼科學化？坪林 1℃這門課，致力與地方合作，學生們的熱情和坪林人的
堅持，相輔相成，互利共生。

2015 年的春天， 雨水嚴重不足， 臺灣中南部的茶產量歉收三成； 四

月的霜害，使中南部各茶區損失五到七成不等。然而，坪林絲毫未受影響：
坪林的山稜地形，加上盛行的東北季風，有利於雨水生成；河谷地形造成
的日溫差導致對流旺盛，加上坪林多霧……與生俱來的地形與氣候條件，
造就坪林「茶鄉」的稱號。

茶自中國傳入後，種植地一路從淡水、石碇一直到坪林，才將茶文化

近來食安風暴不斷，茶品的農藥風波不斷蔓延，該是環境友善的農法當道
的時候了。大自然的自主平衡，是令人敬佩的，而我們卻在不知不覺間，
破壞了原有的秩序。

期許長期下來，氣候變遷議題實作的課程能夠帶給坪林等量的回饋。

目前為止，一直都是坪林在幫我們，提供場地、提供知識、提供生態，而

我們只是整理資料，對外宣揚。若能將每學期的成果有脈絡的產出，回饋
給坪林，成為當地吸引觀光客或作為文化保存的資產，就責無旁貸了。我

更想做的是，認養一片茶園，真正投入自己的血汗，經營茶園，以自己的
模式，多方嘗試，希望能悟出一番道理，也可以結合科學方法，例如控制
茶樹生長、生態工程友善農法⋯⋯等，並且以打工換宿的方法，讓更多人
因著一次的留宿而愛上坪林，愛上這片土地。

發揚光大。身為翡翠水庫的源頭，坪林被規劃為水源保護區，禁止開發，

反而成就了獨一無二的生態資源。為了保護這片土地，水的故鄉，有機、

環境友善的觀念興起，不噴除草劑，不灑農藥、化肥⋯⋯以生態平衡的方

式經營茶園，喚回多年不見的生物，例如蜜香系列茶飲的製作，靠的就是

從前被視為害蟲的小綠葉蟬：每年端午節前後，茶區小綠葉蟬繁殖極為密
集。小綠葉蟬的口器會產生兩種唾液，凝膠狀唾液有保護口器的功能，水

相關

強調重點

學科一 ( 環境 )

藍色底線

藍色標記

學科二 ( 教育 )

黃色底線

黃色標記

跨領域 ( 環境 + 教育 )

紅色底線

紅色標記

狀唾液則能協助小綠葉蟬吸取茶葉的汁液。 當小綠葉蟬加害茶樹時， 牠

的刺吸行為會啟動茶葉嫩芽的 JA/ethylene-dependent 防禦系統反應，產生
jasmonic acid（JA）為基質的香氣合成物質，藉此作用散發花果蜜香，吸

引小綠葉蟬的天敵—小翅蜂及紅蜘蛛前來幫忙吃掉小綠葉蟬，保護茶葉。

茶樹本身的治癒能力使葉片的「茶多元酚類」活性增強、「茶單寧」的含
量增加， 加上被叮咬過的茶葉上殘留有小綠葉蟬的唾液， 經過發酵製作

後，茶葉便會產生獨特的蜜香。另外，茶園裡面的野竹筍因含有天然毒素

（生氰葡萄糖），會抑制雜草生長，也是茶園不需使用除草劑的秘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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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學習成效評估表(Rubrics)
新手

進步中

熟練

模範

‧無法清楚描

‧列舉相關概念

‧標明重要概

‧闡述重要概

述概念

‧定義概念

念

念並舉例說明

參考配分

0~1

2~5

6~8

9~10

跨界內容 25%

‧無重點

‧偏向其一學

‧涵蓋兩學科

‧清楚詮釋兩

‧僅提供單一

科，另一科著墨

內容(低)

學科異同

學科內容

較少(低)

‧明確指出兩

‧以適當例子

‧概述兩學科

學科重點(高)

闡述學科內涵

6~9

13~15

21~25

10~12

16~20

‧內容與主(標)

‧區別兩學科優

‧分析兩學科

‧統整兩學科

題無關

缺

優缺

優點並充分運

‧內容雜亂、無

‧充分運用其

用於實例中

邏輯

一學科優點

專業科目 10%

(高)
參考配分

組織、運用 25%

0~5

參考配分

0~5

6~12

13~20

21~25

問題解決程度

‧無法提出任

‧提出可能解決

‧以其一學科

‧融合兩學科

40%

一解決方案(低)

問題之想法(低)

面向提出可能

優點以解決問

‧無法提出具

‧以其一學科面

解決問題之具

題

體解決方案(高)

向嘗試解決另一

體方案(低)

學科問題(高)

‧以兩學科面

度，例跨界內容為 11 分，落入跨科際區域稍嫌薄弱，惟本篇於問題解決程度

向分別解決問

部分高達 25 分。

※ 以前篇學生報告為例評分，星型符號為評分落點，可看出各項目學習程

題(高)
參考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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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林 1℃學習心得

物理四 李 OO

1. 課程內容簡介：

坪林 1℃這堂課期望能結合不同領域的人才，針對氣候變遷做出減緩

與調適的措施，而這堂課實行計畫的對象則是在大臺北的後花園─茶鄉坪

林。在氣候變遷的挑戰下，雜草生長迅速、極端氣候產生、生物相改變，

坪林的茶農們該如何應對，這些都要我們去主動找到問題，並想出解決對

策。這堂課前半學期主要在熟悉坪林與茶農，試著從對話以及參與的過程

中找出問題，在下半學期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而這過程利用上山訪談、
學習做茶等去慢慢進行。

為單位來請， 假若請了之後下雨只能請人力做其他雜事， 就虧了， 坪林

由於壯年人口外移， 加上每戶茶農各自做自己的茶， 因此人力較不足，
有機手採仍佔少數。
3. 學習心得：

在尋找問題後，我們這班主要針對雜草對有機茶園的影響、氣候變遷

下如何做好人力派遣、茶園知識的推廣來下手。其中我們這組是希望能利
用網路平臺，讓生活在臺北的都市人能排班上坪林拔雜草，以利有機茶園

運作，期望未來有機茶園能越來越盛行，讓人與環境更和諧相處，坪林的
水質也將更清澈，大家喝到的茶也會越乾淨越健康。

除此之外，除了氣候變遷的議題，我們也在茶農們的經驗身上學到很

2. 所學知識：

坪林做茶為一條龍式，也就是從種茶、採茶、做茶 ( 有些也包含賣茶 )，

都是由一戶茶農家包辦，坪林的茶農們各個都有很好的手藝，在臺灣製茶

的技術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茶的品質與味道有很多學問在裡面，常常品茶的人能夠到達一喝就能

感覺天地滋養，可以說是最高境界，因為不同的生長條件、製茶過程都會

對味道造成影響。以天氣因素與人為因素來看，若久旱乾燥則茶樹會枯死，

多，像有位茶農叫道賢大哥就提到：看來這輩子是無法大富大貴了，但是
能夠在學習做茶的時候也有茶農的親戚提到：像你們那麼高學歷的人，很

多人只想到自己，但你們願意回頭關心社會，能夠貢獻社會，讓人覺得很
欣慰。在這些言談的過程中，可以體會到有些茶農的無奈，對命運隨和、

跟天討口飯吃的知足等等。除了氣候變遷問題，有些茶農也會遇到像是有
機茶認證、土地被林務局收回等等問題。

在慢慢體會茶農生活的過程中，我覺得對一個學生最有幫助的是在心

必須修剪以減少耗水量，若在採茶的黃金時段 ( 大概維持一兩週 ) 潮濕且

中種下一顆種子，不管是茶農的樂天知命，還是他們對我們的期望，都讓

手採 ( 手採因葉形一致，製茶過程時間也好掌握，所以味道也較好 )、每個

滿熱情的菜，和不停為我們倒茶，在一杯又一杯茶的背後是彼此一次次的

下雨，採的茶會有「水味」，其味道會受到影響。而人為的主要和機採與
程序的時間掌控與技巧等等。

雖然手採茶味道較好， 但大部分還是利用除草劑以及機採， 種有機

茶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雜草的問題， 雖然茶樹以外的地區可以用除草機

直接掃過， 但茶樹中間的區域仍然必須用手伸進去拔， 所以人力會是主
要的問題， 而實行機採也是因為手採需要不少採茶工， 而且通常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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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後願意為環境及社會貢獻一份心力。每次受到殷勤地招待，一桌滿
交流，覺得在這過程中能夠互相學習，互相幫助。
4. 對未來課程的建議：

我認為這堂課能夠學到的大部分是對於社會問題與環境問題的認識，

藉由訪談、交朋友的過程找出問題所在，對於一個學生能夠提供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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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出問題，並且最重要的是給予一個在未來提出貢獻和改變的契機，
未來做出重大決定時，還會懂得回饋自然與社會。

但我覺得可惜的是臺大很多課程提出計畫後大部分就不了了之了，這

些計畫雖然只是初步構想， 也很多其實可能難以執行， 但有些計畫是值
得去試試看的，以一個學期的課來說能夠學到以上所說的那些已經非常值

得，但是這些計畫若能夠在其他機會被執行將會創造更多可能，例如由一

跨科際學習成效評估表(Rubrics)
新手

進步中

熟練

模範

‧無法清楚描

‧列舉相關概念

‧標明重要概

‧闡述重要概

述概念

‧定義概念

念

念並舉例說明

參考配分

0~1

2~5

6~8

9~10

跨界內容 25%

‧無重點

‧偏向其一學

‧涵蓋兩學科

‧清楚詮釋兩

‧僅提供單一

科，另一科著墨

內容(低)

學科異同

學科內容

較少(低)

‧明確指出兩

‧以適當例子

‧概述兩學科

學科重點(高)

闡述學科內涵

6~9

13~15

21~25

10~12

16~20

‧內容與主(標)

‧區別兩學科優

‧分析兩學科

‧統整兩學科

題無關

缺

優缺

優點並充分運

‧內容雜亂、無

‧充分運用其

用於實例中

邏輯

一學科優點

專業科目 10%

些計畫補助學生參與並執行，可以找提出計畫的學生，也可以找其他學生

來完成別人提出的計畫，並且請經營社會企業的人來給予建議，因為很多

計畫是缺乏經驗的，在提出大方向的時候，往往需要比較有經驗的人給予

指導。若能讓學生從瞭解問題、提出計畫、實行計畫，這過程能讓學生學
到更多，對社會也將更有幫助。

相關

強調重點

學科一 ( 大氣與環境）

藍色底線

藍色標記

學科二 ( 知識與教育 )

黃色底線

黃色標記

跨領域 ( 大氣環境 + 知識與教育 )

紅色底線

紅色標記

(高)
參考配分

組織、運用 25%

0~5

參考配分

0~5

6~12

13~20

21~25

問題解決程度

‧無法提出任

‧提出可能解決

‧以其一學科

‧融合兩學科

40%

一解決方案(低)

問題之想法(低)

面向提出可能

優點以解決問

‧無法提出具

‧以其一學科面

解決問題之具

題

體解決方案(高)

向嘗試解決另一

體方案(低)

學科問題(高)

‧以兩學科面

跨領域重點有 334 字 佔整篇 21%

向分別解決問
題(高)
參考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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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1~15

21~27

6~10

16~20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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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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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展跨科際課程 ‧ 心得
——支持在地消費 減少食物里程 ‧ 臺灣坪林低碳茶

專業科目, 8%

地理系 盧 OO

問題解決程度,
22%

跨界內容, 22%

一 . 前言

在討論氣候環境議題變遷和坪林茶產業關係的過程中， 在坪林茶農

口中得知，臺灣對於茶葉的需求非常大，但廠商都希望能夠壓低原料的成

本，故使用大量的進口茶，農委會的貿易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臺灣本

地的茶葉產量逐漸減少，由國外進口的茶葉卻逐年增加，其中又以越南茶

組織、運用,
19%

※ 以前篇學生報告為例，星型符號為評分落點，可看出各項目學習程度，
※ 以前篇學生報告為例，星型符號為評分落點，可看出各項目學習程度，例：跨界內容為

例：跨界內容為 22 分，有落入跨科際區域。
22分，有落入跨科際區域。

居冠，進口量甚至已比全臺灣一年的產量還大，在目前臺灣市面上所販賣
的茶飲料產品與盛行的手搖茶中， 佔有很高的比例。 結合課程中介紹的

「碳足跡」的概念，我們認為進口的茶葉，在全球氣候變遷、急需節能減
碳的社會背景下，是相對排碳量較高的，對環境造成較大負荷，因此決定

從「本地 v.s 進口」的碳排放量著手，試著以臺灣尚未發展成熟的碳標籤
概念，揭露產品碳足跡，藉此向民眾推廣在地、低碳消費的重要性。
二 . 目的

向廣博大眾推行支持在地食材、減少食物里程，並期待消費者未來能

將「低碳」的概念納入消費的參考指標。
三 . 方法

概念推廣：藉在地、健康、環境友善等可能引起消費者注意的訴求，

推行並鼓勵消費者接納低碳消費的概念。

碳足跡標示：因目前正式實施碳足跡標籤因計算程式繁雜，申請規費

高昂（30 萬 / 個），又有年限及碳足跡減量要求，且尚未普及，故一般業
者難達申請門檻意願也不高。

- 144 -

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展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ustainability

- 145 -

因此，希望以較為簡易且易懂的估算方法，為商品實施碳足跡標示。

其手法也擬採寬鬆處理，如：貼標籤、紙本說明、表格呈現等。

載體（商品）：由於單純推行抽象的概念，或是未必明顯的碳足跡標

茶葉每公頃產量約 6500 kg，每公頃化肥使用量約 3075.69 kg，以氮肥為主。
農藥的使用也較臺灣的慣行茶多，每公頃農藥的使用量約 2.3 kg。
每公斤茶葉所需的化肥、農藥碳排量結果如下：

示可見度較低。故亦可推行或創造可乘載理念的載體，如：商品、象徵物。

坪林藍鵲茶：0 g

具體來說：

越南進口茶：氮肥：

1. 向相關個人 / 團體求取經驗：尋訪校園內、周邊或是有關的產學人士、

農藥：

非營利組織、社團等推廣概念或碳足跡計算經驗。

總共：

2. 碳足跡計算：使抽象的低碳概念有能被量化的標準，為產品計算碳足

此階段，慣行茶的碳排放比有機茶多出許多。

跡，能使消費者更具體的做比較。

3. 尋求具技術能量單位協助：若能尋得具碳足跡計算實質技術的單位協
助、合作，可增進碳足跡計算的準確，並減少誤差。

4. 與潛在合作商家、品牌聯繫：尋找有意願且可為載體的商品。

5. 低碳茶校內擺攤：實際在校園內舉辦活動，以「茶」為載體，輔以海
報、文宣標示及解說碳足跡，向消費者推廣低碳消費概念。

四 . 結果
1.

運輸過程

河內—高雄—臺北，距離 1504.2km + 348.1km
坪林—臺北，距離 40km

運送每 1 公噸的資材，路程每 100 公里，使用卡車將排放 17 公斤的

CO2 當量；藉由船運則將排放 3 公斤的 CO2 當量。貨品運送路程越長，將
帶來更大量的碳排放。顯示「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重要性。

生長過程—化肥、農藥計算

氮肥（尿素、硫酸銨、硝酸銨等），1 kg 氮肥約 2.68 ～ 5.81 kg CO2

當量，平均後約為 4.2 kg 的 CO2 當量。

磷肥（過磷酸鈣、磷酸銨等），1 kg 磷肥約 0.69 ～ 2.02 kg CO2 當量。
鉀肥（氯化鉀、硝酸鉀等），1kg 的鉀肥約 0.50 ～ 1.43 kg CO2 當量。
農藥，1 kg 農藥約 25 ～ 30 kg CO2 當量，平均後約 27 kg CO2 當量。

坪林藍鵲茶採用有機農法，無使用化肥、農藥，根據農委會資料，每

公頃產量為 541 kg。越南茶多為慣行農法，且有額外加微量元素營養物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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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 1 公噸食品 1km 的 CO2 當量，海運 30 g；卡車 170 g。

運送 1 公噸茶葉到臺北的運輸碳排放：
坪林：

越南：

五 . 心得

初來臺灣和臺大，我選課的初衷在於「有趣」，而這門課完全覆蓋了

這點，甚至還有太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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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介紹給同學我修的課， 都會說這門是最多元的， 不同學校、

系所和年級的同學和老師、助教，師生比尤為高。正因為多元，課上課下

的激盪也是劇烈的，大氣系、森林系、地理、城鄉所老師的課中，不同領

域的自然、人文學科不斷激起我的興趣，尤其氣候變遷成為當下一切研究

的大前提，更是覺得自己所學的是有探索和拯救意義的。課下無數次在總

圖、麥當勞、獵果鋪的討論更是讓我和一些優秀、有趣的人產生火花，每
個人每次回去後都是帶著新的啟發和激勵。

相關

強調重點

學科一 ( 氣候與環境）

藍色底線

藍色標記

學科二 ( 茶知識與教育 )

黃色底線

黃色標記

跨領域 ( 氣候環境 + 知識與教育 )

紅色底線

紅色標記

跨領域重點有 205 字 佔整篇 11%

由於偶然進入了低碳茶這個題目，因而後半學期大多留給了實踐。助教

常問我們到底想做什麼、對上課形式有什麼意見，才知道這是一個我們自己

的課，自己去闖，而非捉摸老師的心思去達標。於是有我們多次前去坪林和

當地人交談及兩次面對鄉民的發表，訪問獵果鋪商家、根與芽社團、碳足跡

計算專家等，在擺攤過程中和學校借場地、桌椅，跟同學宣傳，和各類路人

打交道。

一學期中感受最切實的是合作，合作是 1+1>2 的機制，每個人的工作

不見得少，卻有額外的激勵和踏實，因此是更多的產出。期末的百忙中參

與課程的每個人仍都有自己的擔當，讓人感動，最後發表前一天組員竟在

系館練習到三點，老師助教也是提供無數細緻意見。最後的紙本報告是唯
一 一 次沒有見面討論的產物，而合作已久的默契讓它產生地精緻且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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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學習成效評估表(Rubrics)
新手

進步中

熟練

模範

‧無法清楚描

‧列舉相關概念

‧標明重要概

‧闡述重要概

述概念

‧定義概念

念

念並舉例說明

參考配分

0~1

2~5

6~8

9~10

跨界內容 25%

‧無重點

‧偏向其一學

‧涵蓋兩學科

‧清楚詮釋兩

‧僅提供單一

科，另一科著墨

內容(低)

學科異同

學科內容

較少(低)

‧明確指出兩

‧以適當例子

‧概述兩學科

學科重點(高)

闡述學科內涵

6~9

13~15

21~25

10~12

16~20

‧內容與主(標)

‧區別兩學科優

‧分析兩學科

‧統整兩學科

題無關

缺

優缺

優點並充分運

‧內容雜亂、無

‧充分運用其

用於實例中

邏輯

一學科優點

專業科目 10%

(高)
參考配分

組織、運用 25%

0~5

參考配分

0~5

6~12

13~20

21~25

問題解決程度

‧無法提出任

‧提出可能解決

‧以其一學科

‧融合兩學科

40%

一解決方案(低)

問題之想法(低)

面向提出可能

優點以解決問

‧無法提出具

‧以其一學科面

解決問題之具

題

體解決方案(高)

向嘗試解決另一

體方案(低)

學科問題(高)

‧以兩學科面

※ 以前篇學生報告為例，星型符號為評分落點，可看出各項目學習程度，
例：跨界內容為 23 分，有落入跨科際區域。

向分別解決問
題(高)
參考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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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1~15

21~27

6~10

16~20

28~35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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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成果報告
由修課學生繪製的坪林茶栽培知識地圖（圖 24 ）中之節氣圖可知， 2014
年的雨量（黃色部分）比前十年在某季節的平均量多，但全年雨量卻比前十
年平均量少，由此可知，氣候變遷導致急降雨的情形發生，而雨量對茶葉栽
種（特別是採茶及製茶時的溫溼度）非常重要。為因應這種情況，可提供這門
課所蒐集到的相關溫度、雨量等數據資料給茶農，幫助茶農預估最適合採茶及
製茶的時機。也可以根據這些資料規劃、改變栽種方式，比如說利用哪種地形
來種植，是山坡地或梯田，選擇集水或灌溉等方式。從現在開始蒐集資料及分
析，以期未來讓茶農根據所提供之數據及分析結果，採用最有利的栽種方式。
共飲翠水（圖 25）是完全由學生設計以將坪林介紹給國際外賓的活動。學
生設計的坪林小手冊、自繪坪林地圖，將坪林茶產業、人文、生態都向外賓做
了非常仔細的介紹，並聽取回饋意見，也是提供給當地居民一種觀光業搭配茶
產業的另類彈性運作模式。
（六）學生背景分析

圖 23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之修課學生背景分析
圖 24 坪林茶栽培知識地圖（含虎寮潭地形圖及節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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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課程：環境教育議題
（一）課程介紹
本課程是由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許瑛玿和劉湘瑤兩位教授共同開
課，課程的主要目標是以環境議題為教育情境，培養學生跨科際思考和處理
問題的能力，並進而應用於教學、解說、倡議等環境行動上。環境議題本身即
具有跨領域的特性，除了需要生態、氣候、地質等科學領域知識，也常涉及政
治、經濟、社會等管理層面的考量，為多重學科領域的知識結合，因而環境教
育本身就是跨領域的教學。本課程希望培養學生從多元角度看待事情，探索周
遭環境及事件，發揮創意以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透過協同教學的策略，兩位
授課者將整學期的課程分為兩大段，前半段是理論和基礎能力的建立，後半段
則為綜合應用和實作發表，以達到「從理論到實務，逐步紮根學生處理議題之
能力」的課程理念。
課程的主題首先從定義「環境」和其相關的教育理念開始，接著引導學生
閱讀文章，尋找問題情境，並透過分組討論腦力激盪，建立小組成員間團隊合
作的默契，以作為後續議題分析專題之準備。提升學生對環境議題的敏感度和
探索分析的能力，為本課程的主要目標，議題的尺度可以是全球性、地方性，
甚至小到生活周遭，藉著不同尺度和切身相關程度的各類議題探索、引導，學
生可體驗到以多元視角分析事件的歷程。
本課程設計的環境議題情境包括：海洋資源過度利用（黑鮪魚）、臺灣水
資源（水庫興建）和校園能源的措施，而授課者帶領學生探索每項議題的引導
策略皆不同，包括：閱讀、心智圖、情境模擬、實地觀察和影像紀錄等，藉
由多元的教學法，引導學生發覺問題情境、蒐集資料、辯證、分析和做決策，
以建立判斷解讀環境議題之能力。後半段課程則讓學生透過小組討論與實作，
展現其對環境議題的理解。其中一項是運用電腦軟體模擬水庫興建情境，學會
建立判斷的依據和做出決定，並透過辯論會說服他人接受學生所提出的方案；
另一項任務則是以臺大校園為場景，小組成員發揮各自的學科專長和共同的創

圖 25 坪林小旅行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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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提出校園節能方案。本課程的期末發表會上，除了校園能源議題外，學生
亦完成該小組共同關心的環境議題影像紀錄，透過編製的影像表達其對議題的
觀點，更能作為傳播環境理念的媒介。

（三）創意及特殊規劃
本課程利用電腦和網路科技導入問題導向的情境，讓學生學習利用工具有
效率地搜尋問題解決所需資訊、資料及參考文獻。此外，利用實作經驗讓學生

（二）課程目的

面對自然資源和環境議題時，能以證據導向推理做合理決策。

1. 目標

課堂活動多以小組討論方式進行，當授課老師講述理論時，會不斷和學生

（1） 引導學生討論環境相關時事和環境教育政策等之教育意涵。
（2） 以設立問題情境引導學生蒐集資料、辯證、分析後，再做出決策，
以建立判斷解讀環境議題之能力。

互動討論，激盪學生思考理論的實際應用層面。並且配合課程主題有相對應的
實作演練，像是校園環境導覽、議題媒體製作、水庫興建辯論與校園替代能源
企劃案，達到學以致用之目的。從校園導覽中，學生發掘校園的每個角落都有
許多故事，透過小組成員合作設計解說內容，帶領參與者一起體驗感受，從而
思考如何有效率地達到環境宣導理念。環境議題媒體製作則期待學生學會如何

2. 課程主軸與結構

與大眾溝通，用影像音效將關注課題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呈現。前半學期講述理

（1） 從環境教育的起源，引導學生思考環境教育的目的與功能。介紹我

論並讓同學演練，下半學期主要著重資料蒐集與應用，其研究方法可使用前半

國環境教育法及實施現況，以環境學習中心為例，說明環境教育的

學期所學的心智圖輔助，陳述過程亦可以運用前半學期的講述經驗。水庫興建

作法和成效評估。

辯論會和校園替代能源企劃案的設計是為磨練學生運用此堂課所教授的所有方

（2） 引導學生蒐集國際和地方環境爭議事件，瞭解環境事件的起源、背
景知識、爭論癥結，並分析權益關係人的觀點，及如何建立彼此間
對話溝通的方式。

法與觀念完成最終任務，並回應課程目標：以設立問題情境引導學生蒐集資
料、辯證、分析後，再做出決策，以建立判斷解讀環境議題之能力。
除此之外，本課程也安排專題演講與校外參訪。專題演講乃邀請民間環境

3. 以「水資源」為議題，輔以資料庫和多媒體軟體，引導學生探討臺灣的水
資源相關問題，以及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方案。透過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學習，

保護團體的領導者，分享其從事環境倡議的策略與經驗；此次是由地球公民
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敏玲女士分享他們所關注的空氣污染議題，闡述空污對於當
地居民和臺灣西南部地區所造成的影響，以該團體如何呈現與分析議題作為示

培養學生蒐集資料、辯證、分析、決策等能力。

範，讓學生學到提出數據與影像證據的重要性。為讓學生深刻體驗與瞭解綠建
4. 以「替代能源」為議題，討論校園中如何適當採取節能減碳的設施，並提
出大學可以為節能減碳的問題提供哪些具體措施。

築，本課程安排參訪北投圖書館。北投圖書館是臺灣首座綠建築圖書館，同時
也享有「全球最美的 25 座公立圖書館之一」的美名。整體設計以友善環境為
基礎，輕質的屋頂設有太陽能板，並使用大量深遮陽臺與木格柵幫助減少輻射
進入室內，以達到低耗能與節能效果。綠屋頂與斜坡設計有助於雨水收集與回
收，將其用來澆灌四周花草與沖水馬桶。所有建材都可以再被回收利用，減少
污染環境的固體廢棄物。藉由參訪直接和導覽人員互動，希望學生能將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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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設計應用在生活中的建築，而本課程的一項專題任務即是以校園為學生設
計規劃的建築基地。

1. 環境價值觀與環境教育理念：
本主題是先讓學習者釐清自己的環境圖像，透過字詞聯想的活動，讓學生

本課程期待培養出一群對環境有使命感的理論實作者，由學生之期末報告

寫下與「環境」相關的字詞，再與他人分享，由此發現環境觀的多元性；不同

第一組主題「糧食危機」及第二組主題「在地的聲音（認識友善耕作，在生活

的環境價值觀（或環境意識）會引導出對議題事件不同的論述和立場，環境保

中又能夠怎麼實踐）」可看出，藉由互動學習與實作討論提升學生獨立思考與

護運動與相繼而生的環境教育皆受到環境價值觀的影響。接著，介紹環境教育

辯證的能力，並提升跨領域的溝通與合作能力。最重要的是跨出教室的侷限，

的發展與趨勢，國內外環境教育的重要紀事，以及近期我國環境教育法立法通

瞭解實際面的考量與困難，並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法。

過和實施的情形，特別是讓學習者瞭解有關人員認證的辦法，提供他們未來修
習課程和職涯規劃之參考。最後，比較不同的環境教育取向，包括：管理取

（四）課程架構

向、解決問題取向、批判取向和反思取向等，各種取向的特性和適用性；授課

依據上述課程理念和特色，課程架構如下圖所示。此圖呈現課程內容和主
題的鋪陳，代表授課者對這門課程所架構出的圖像。以下依序說明各單元主題
的教學和學習活動的設計。

者特別強調反思取向的環境議題教學，能培養學習者的系統性思考，透過分析
議題中各元素及彼此之間的關係，以認識議題的爭議點和複雜性。
2. 環境議題探索：
本主題的安排是培養學習者具備媒體識讀能力和對環境議題的敏感度，此
次授課提供有關黑鮪魚的文化、食安、漁獲量、新養殖技術等新聞和雜誌專題
報導等，讓學生課前閱讀。課堂活動中，學生先個別在便利貼紙上寫下所認為
的黑鮪魚事件關鍵內容，每一張紙只列一項，在一定時間內學生可自由發揮，
寫出其所認為的所有重要概念。此活動一方面收集學生對事件的多元觀點，另
一方面可評量學生閱讀情形。之後則讓學生以小組活動的方式，分享個別撰寫
的概念內容，並與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建構黑鮪魚事件的概念圖。此活動讓學生
學習聆聽他人的觀點，體會事件的多元面向，建構概念圖時，更可察覺到事件
背後的方案是經過多方的分析、辯證和妥協的結果（如圖 27 及 28）。

圖 26 環境教育議題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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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環境教育議題實作之
小組討論照

圖 28 環境教育議題實作之
學生建構概念圖的例子

3. 環境教學（校園環境解說）：
解說是戶外環境教學的一種形式，屬於非正式教育，是在休閒或隨興情境
下所進行的學習活動。授課者除在課堂上講述環境解說的原則和技巧之外，更
希望學生能從實際操作中驗證所學，因此以學校校園為戶外環境學習的場域，

圖 29 環境教育議題實作環境教學之臺大校園巡禮活動四個解說點

設計解說主題。此項專題重點在於解說主題的擬定，在熟悉校園中，小組成員
必須找到大家有共同興趣或經驗的地點，決定學習內容；好的解說內容需引起
聽眾的共鳴，啟發思考，進而達到溝通和說服的目的。最後，選定一個風和日
麗的好日子，師生一起騎著腳踏車繞著校園，到各組安排的解說點，體驗一次

4. 環境傳播與倡議：
環境傳播的研究與理論範疇十分廣泛，本主題教學僅藉由一些案例，引導
學生思考如何有效使用影像和文字，達成傳播環境訊息和理念之目的。課程

臺大校園巡禮活動（圖 29）。

安排一場專題演講，邀請到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敏玲女士，她近年來從
事空氣污染（PM2.5）事件的倡議行動，曾以定點拍攝高雄天空長達 100 天，
不斷撰文引起公眾對空氣污染問題的重視和影響相關政策的制訂。透過她的演
講，讓學生瞭解環境倡議背後需要的證據收集和論證依據，以她的經驗分享作
為一個示範案例，更增加了環境行動的真實性。經過此主題教學和專題演講，
學生將完成一項專題任務，各小組尋找組員共同關心之議題，訂定倡議或訴求
的主題，拍攝和編輯適合的影像，以在期末發表會上呈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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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議題：

（五）問題

分成水庫興建辯論會和替代能源規劃兩個部分，讓學生瞭解資源相關

本課程之成績評量以小組專題成果為主，專題成果報告內容可以真實呈現

議題的內涵及如何針對議題進行決策和提出行動方案。議題由任課教師設

學生的學習成效。小組要共同完成專題需成員間分工合作的默契，選擇主題時

定，學生透過資料收集、閱讀和參訪（參觀綠建築：北投圖書館）瞭解議

還需達成共識，或有領導力的組長掌握專題進度，雖然花費時間較多，但學生

題和影響的各個層面。第一部分為水資源：課程提供水資源相關背景知識

得以有機會與他人互動，透過討論反思修正自己的觀點。由於此種授課方式需

和水庫選址模擬軟體（如下圖 30 ），讓學生在自訂興建水庫條件的過程中，

學生投入更多精神與時間，會影響學生修課意願，此次開課僅七位學生參與。

可依據模擬軟體提供的資料，作適當判斷，再作出最佳水庫壩址的決定。

若欲增加修課學生數，應妥善設計鼓勵措施，例如提高學分數，或專題發表競

辯論會提供學生由正方與反方質詢和答辯過程確認論點與其證據間的關聯

賽的獎勵等。

性，有助於對議題建立深度理解和培養決策能力。第二部分為替代能源：
課程提供之問題情境為體檢校園能源使用後，提出節能規劃案，讓學生藉
由提出規劃案的過程，學習解決問題所需之技能，並培養未來面對環境
議題所需之行動力。

（六）成果
1. 預期成果
（1） 作業一—環境議題媒體製作：學生三到四人組成小組，經歷前半學期的
議題分析及課堂學習內容的引導後，透過課後討論共同選定一個環境議
題（主題）。授課者事先說明此項專題的目的和完成事項等規定，各組
在學期中先提出影像拍攝及製作的企劃案，內容涵蓋所要訴求的主題、
影像取得的方式和內容編輯的規劃（如：編劇腳本、製作軟體等），
並建議學生利用先前習得的概念圖方法（學生繪製的概念圖例子如下圖
31）呈現該主題的各個層面。此項企劃案的作業是讓師生共同檢核主題
和製作進度的可行性，同時也能讓小組成員掌控進度，在學期結束前，
完成 5 分鐘以內的短片製作，以於期末發表會上播放。
（2） 作業二—「水庫興建」辯論會：培養學生針對問題剖析、資料收集、作
決定及辯論的能力。依正式辯論會形式，針對「水庫興建」議題，分成
正方和反方進行辯論。
（3） 作業三—「替代能源」規劃案：學生須針對校園可以使用替代能源之地

圖 30 「勁思水庫軟體」的電腦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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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與慣行農法的不同，再呈現他們到商店和市集訪問、調查食物的價
格等，希望引起人們到農夫市集購買健康的農產品。學生發表影片時，
同時分享他們拍攝的經驗，學生們提及他們如何在課餘時間和濕冷的雨
天中，克服許多困難，設法取得影像拍攝管道，以及善用溝通能力，在
現地訪談時與市場和農夫市集的主人們建立良好關係。此外，也發現學
生能發揮各自學科領域的專長，分工合作完成影片的資料準備、剪輯和
後製，第一組一位成員是生傳系的學生，她反思：「影片要怎樣讓人印
象深刻？畫面要怎麼呈現？要怎麼表達意念？這些設計有很多細節需要
注意……」，可看出此項專題讓學生自發性的學習，並提供良好的機會
讓他們發揮多元的能力，從中體驗到小組共同製作作品的喜悅。
（2） 「水庫興建」辯論會的進行是兩組學生分別使用模擬程式瞭解六個水庫
興建地點的優缺點後，選取一處作為最佳地點。經過公開發表，並以證
據說服彼此所選取地點的優勢，最後，達到最適合興建地點為第 5 號壩
址的共識。再進行「是否在第 5 號壩址興建水庫」的辯論會。 （正方：
圖 31 環境教育議題實作之預期成果—學生於企劃案中所繪製的概念圖

興建水庫於第 5 號位址，反方：不興建水庫。）
正方提出興建水庫可以提高當地就業率及改善用水問題等論述，反方則提
出當地地形、地質不適合，及節約用水之方法等，而不應破壞環境再建水
庫，透過這樣的辯論會，學生在準備辯論內容時，不僅需要針對自己論述

2. 實際成果

的一方進行資料的融會分析，知道自己所占立場的優勢與劣勢，同時也須

（1） 環境議題媒體製作：本次修課學生共完成兩個影片成果，第一組主題為

瞭解對方論述可能提出的正、反意見。因此透過辯論會的舉辦，可以讓學

「臺灣的糧食危機」，第二組的主題為「在地的聲音—談友善耕作」。

生透過準備的過程，由不同角度切入議題核心，對同一件事情能有多面向

兩組不約而同選擇與食物有關之題材，但影片拍攝手法不盡相同。第一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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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先剪輯網路新聞凸顯糧食浪費、資源不均的問題，鏡頭再帶到學生親

（3） 「替代能源」規劃案：參觀完綠建築和認識替代能源後，學生實地探訪

自到市場拍攝和訪問，倡導購買食物適量不浪費，和鼓勵餐飲店家標示

校園「替代能源」的措施，進而提出可以增進特定建築的節能規劃案，

份量、展示食物容器讓消費者對於食物份量有具體概念，避免浪費，最

以強化校園中「替代能源」的措施。第一組提出建築物改造案例：共同

後用三個情境引發觀眾思考自身的消費行為。第二組的影片則先以類似

教室，依據共同教室的方位和日照隨季節變化（如下圖 32）等因素，提

紙偶、繪本和旁白配音的方式介紹食物在送達餐桌前的歷程，凸顯友善

出規劃案，從屋頂隔熱、建築綠化、建築物木內裝和感應燈四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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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體規劃和成本估算。第二組學生規劃體育館之綠能健身機，搜尋可

需要結合各領域專才；相關人員培訓與教育的終極目標就是建立跨領域對話與

利用健身機來發電的設備，並提出安裝健身機於校園體育館的規劃案，

合作的能力，結合人文主導的實地探訪與科學主導的數據分析，培養學生對於

並提出規劃案的效益評估。

擔任未來相關決策者與管理者的實力。
因此「培養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之跨領域、具整合能力之人才」是國內眾
多學者的期盼。此一目標與臺大化學系陳竹亭教授推行「教育部 SHS 跨科際
人才培育計畫」之理念契合，於是在 101 年擔任全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期間與
幾位教授學者，擔起這個培育氣候變遷人才之重責大任，開始規劃籌備課程。
因此，此計畫之主要目標即為：
1. 培養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之跨領域、具整合能力之人才。
2. 以兼具廣度與深度之教學，引導氣候變遷與人類永續發展之主要議題。
3. 善用教學策略，增加學生在分析環境相關時事與議題時，能具有多角度的
視野與經驗。

圖 32 建築物「替代能源」改造案之考慮因素

4. 培養學生探索的興趣與熱忱，養成主動學習、蒐集資料、辯證、分析、設
備使用與實作能力，並且在知識的獲取上可打破知識分工所產生的偏窄觀

參、觀察與建議

點，而回復知識原本的整體思考。
（一）101 學年度

一、計畫主持人陳正平（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首先邀請的協同主持人是臺大地質系的鄧茂華老師，也是能源方面的專
家；另外我們意識到「教育」面向的重要，也特別請到推動科學教育經驗豐富

「再不做就來不及了！」全球氣候變遷議題日漸重要，普遍在國際已經相

的師大科教所許瑛玿老師擔當另一位協同主持人，一起做初期規劃。隨後進行

當受重視，但反觀國內幾乎沒有專門的課群、學程或系所，來因應這樣的趨

延攬助理及助教團隊，即開始一連串計畫課程的規劃。後來，因鄧茂華老師接

勢，回應真實世界正在發生的問題。環境資源越來越稀少的現下，不少專家指

任系主任，行政工作繁重，我們則邀請原全變中心組長、臺大地理系的簡旭伸

出未來會有各式各樣的資源搶奪大戰爆發，尤其是加上氣候變遷所可能造成的

副教授擔任協同主持人，借重簡老師的人文領域專長。在團隊的規劃與不斷地

環境資源不穩定，因應對策的不確定性加劇；但是若依照生態法則，險惡環境

邀約下，納入本校課程（包含原有及預計新開課程）共 23 門課。（見表 1 課群

反而是創造合作行為的契機。因此，人類應該如何在兼顧生態環境之前提下建

開設之課程表）

造永續發展的藍圖，是刻不容緩的生存議題。擬定氣候變遷調適或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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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現今的教育系所分科制度下，校園中對「跨科際教育」仍相當陌生，

另外，新開課程「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屬於計畫中的基礎課程，主要由

因此開學時即在校園中散播「跨科際」種子，以在校園中萌芽為目標，開學

地科領域 5 位教師授課，針對不同科系學生的背景設計課程內容。此門課旨

後，計畫團隊即舉辦跨科際課程說明會，邀請有興趣的學生及授課教師參與，

在讓學生認識環境問題的複雜性，接觸不同專業的多元觀點，以及如何權衡其

雖然透過學校公告及張貼海報方式宣傳，參加人數仍相當有限，因此，提高本

相對重要性以在不同觀點間取得平衡。課程中安排兩天的校外實習到核四廠、

計畫之知名度是刻不容緩的。我們亦隨即開始在臉書及計畫網頁上介紹計畫相

高美溼地等，試著導入「實作」跟「實地勘察」的教學方式。至第二年度及第

關訊息及活動，打開知名度。也由簡旭伸老師負責延續全變中心每學期 3-4 次

三年度時，共時授課教師含社會科學專長教師已增加至 8-9 位，顯見不同領域

邀請之校內外專家或學者，以環境、氣候為主題之專題演講。另外，亦利用環

老師們對此課程計畫之肯定與興趣。此外，為了搭配課程災難、資源及能源議

境議題之電影吸引學生參與課群活動，並使課程與生活更為貼近。

題，安排參訪大甲溪及濁水溪沿線電廠與 921 災區，讓學生到現場觀察體驗並

表 1（課群開設之課程表）顯示，除人文領域或科學領域專業課程，也納
入兼具科學與人文內涵之跨領域整合課程，例如「雲霧與生態調查實作」、「地
球環境問題與對策」、「環境變遷與公共衛生」、「災害管理—政策與實務」、
「氣候變遷生物學」、「環境社會學」、「氣候變遷專題研究」、「環境變遷議題
實作」等。
計畫初期，老師們在沒有跨科際教學之經驗下，無法確切領會其中涵義。
課程中雖包含知識程度豐富之 23 門課，拼湊式味道卻較為濃厚。但核心教師
們本著一份教學熱忱，在第一學期結束即開始一次又一次地舉行課程籌備會，
全力配合課程之研發進行檢討。第二學期又加入災害管理—政策與實務、地球
環境問題與對策，及雲霧與生態調查實作等三門跨領域新課程；第二年則加入

開始思考實際問題。例如：核四議題會帶來哪些環境問題？關廠會面臨怎樣的
能源需求問題？需要怎樣的配套政策？建置水庫與發電廠的優點跟缺點？會對
當地生態、居民有何影響？在考量水資源問題時，這些因素是否應該納入考
量？教學設備上採用學校 Zuvio 反饋系統，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參與率。詳細
執行經過及內容請參考課程介紹中「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部分 。
目前，社會上很容易根據某一個觀點或某一些人的觀點去做判斷、下決
定，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本計畫期望修課學生在理解議題本身時具有知
識的深度和廣度；不論身為一個公民，或是將來做為國家的管理者或政策執行
者，瞭解問題可能在社會上帶來哪些衝擊，綜合這些影響跟結果做一個比較好
的綜合判斷，降低風險和損害。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兩門總整課程。在課程規劃上，將以「基礎—進階」課程及

（二）102 學年度

「理論—實務運用」之設計方式，兼顧教學廣度與理論深度，循序漸進地培養

1. 課程方面

學生之理論基礎與對實際問題的解決能力。在基礎課程方面，將以地球科學、
資源經濟、環境法律、社會人文衝擊等領域之相關導論課程為主，著重在學生

（1） 氣候變遷議題實作

跨領域思考方式之建立。在進階課程中，則列入環境變遷、災害防治、公共衛

第二學年度持續已開設課程外，另增開四門科學系統課程、二門人文

生與安全、水土保持、氣候變遷、監測與預警、生態系統模擬、能源問題、環

系統課程、二門跨領域整合課程。核心教師尤其著重跨領域整合課程，多

境治理、基地計畫、國際法律專題等較高階課程，以及利用各種氣候、生態、

次討論以實作方式進行的教學內容，在 102-2 開設「氣候變遷議題實作」

地球系統模式之工具，為未來解決特定領域問題做好準備。課程操作則以問題

課程，採取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為教學模式，針對各領域所碰到的自然資

解決、研究學習、行動學習或實作等教學方法為操作模式，並培養深度聽說讀

源、環境、社會、法律等選定之相關議題為範疇，是為計畫重點。也先後

寫等跨領域人才之基本能力，見圖 1 課程規劃及操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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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2-2 及 103-1 開設了氣候變遷議題實作（一）與（二），以坪林地區

作業設計包含環境議題媒體製作、
「水庫興建」辯論會。針對「水庫

在地議題為主，探討設想未來氣溫上升 1℃的情景下，坪林的居民與主要

興建」議題，將學生分成正方和反方進行辯論、
「替代能源」規劃案等，

產業（如茶農、茶場）的衝擊是什麼？地方政府與產業應如何規劃調適方

使學生學習到利用電腦和網路科技導入問題導向的情境，讓學生學習利用

案，以及各種可能因應策略的情境規劃。另一方面，從廣義的氣候變遷

工具有效率地搜尋問題解決所需的資訊、資料和參考文獻。也能讓學生利

升溫現象來設想如何採取實際行動與規劃為坪林地區「自然降溫（natural

用實作經驗落實面對自然資源和環境議題時，能以證據導向推理來作合理

」。課程進行採用雙足（biped）或雙槳（bi-paddle）模式，
（一）與（二）
cooling）

決策。
（實際執行情況請見貳、課程介紹之五）

兩堂課內容互補，可由舊生協助新生，嘗試創造新的行動導向與問題
解決教學方案。
我們對於這個社會的詮釋，首先來自於瞭解，透過身體力行與這個
環境有了互動，使得成長歷練深刻明白。學生是這樣寫下他們的故事：
「24 小時製茶體驗，天黑前完成的採茶，每半小時一次的室內萎凋，每
兩小時一次的發酵，終於早上九點的殺菁、揉捻，兩道乾燥程序，一整
個下午的手工撿枝，這些嬌弱的茶就像嬰兒一樣，讓人只能稍闔個眼，
又要爬起來抱一抱、哄一哄」。再進一步，體現到有機茶推廣之難行、
政府政策的缺漏，茶產業乃至於坪林整體發展在氣候變遷下的困境與發
展。透過問題解決導向的訓練，使學生更能對社會付出關懷、與環境產
生互動，提出政策方案回饋予坪林鄉親，除在校園內舉辦成果發表會，
也於坪林當地舉辦分享會，邀請在地人士一同集思廣益，使學習與現實
有更緊密的結合。

在課程之外，為倡導學生與現實世界接軌，對環境議題產生熱忱，本計畫
透過臺大全球變遷中心，自 101 年始舉辦學術性專題演講及電影欣賞座談會等
一系列活動，並設計成為「氣候變遷專題討論」多元上課方式的一部份，眾多
活動引起熱烈回響，這些都是我們凝聚永續發展意識之種子發芽的開始。
3. 課程地圖
「氣候變遷」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因此課程內容也相當多元。除了科學
層面本身就很複雜之外，研究出來的科學結果要怎麼用在社會上、運用到國家
政策方面，又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議題。它不是單一學科專業可以解決的議
題，所以必須想辦法連結這些議題，因此，在委員們的建議下，將本計畫內所
有課程分成三個層次：基礎、進階、整合或實作課程，並且提供學生科學知
識、政策管理法律領域，以及實際在社區經營三個方向的知識套餐；課程內會

（2） 環境教育議題

有跨大學、碩士班、博士班的學生前來修課，課內會把學生重組，讓組內有不

為借重師大科教所所長，同時亦為本計畫協同主持人――許瑛玿老師
之教育專長，特聘其至臺大開設環境教育議題，課程目標為：
a. 引導學生討論環境相關時事和環境教育政策等在教育上的意涵。
b. 以設立問題情境引導學生蒐集資料、辯證、分析後，再做出決策，以
建立判斷解讀環境議題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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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群活動方面

同年級和不同科系，從課程互動中得到一些合作、知識分享跟處理問題的經
驗，這是課程最關鍵的部份。（見圖 5 課群學習地圖）
4. 課程間之連結
經過第一年的探索期，第二年度時除了持續推動課程之外，亦由核心教師
多次開會將課程間以議題、時間尺度及跨課教師間做為橋樑之連結。（詳細內
容請參考壹、課程設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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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3 學年度

4. 跨領域教學強調課程間之連結，包含縱向及橫向之連結，皆須授課教師之間

本年度為計畫執行之最後一年度，除持續開設已開課程之外，又在下學期

密切的結合，共同設計課程內容，課程之準備時間相當冗長。在沒有備課時

時開設氣候變遷法、環境社會學、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等本計畫較缺之社會

間亦納入學分計算或其他鼓勵之機制下，實難要求大部分之授課教師參與。

科學及生態課程，修課情況顯示相當熱絡。除此之外，更感謝教育部核定專案

5. 跨領域教育推廣之初，在教師端需要核心教師間之溝通、合作，學生端需要全

教師部分，因為專案教師的加入，課程設計更為多元、整合情形及教師社群的
經營亦更加完善。

力之推廣及介紹。專案教師可在溝通及課程設計、改進方面擔任非常重要之角
色，可惜本計畫專案教師在第三年、計畫即將結束時始聘，時間實屬過短。

除此之外，本年度之計畫重點在於將三年來計畫中課程之課程內容整理成
資料庫置於課程網頁，另外將課程之設計過程、課程內容及課程操作方法等整

未來若以研究所學位學程的方式推動，可凝聚一批核心學生與教師，或許
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此計畫之成果也得以有效延續。

理成課程教學手冊，日後便於對課程有興趣之學生及有志於跨科際教育者參考。
（五）結語：放眼全球，培育在地專業人才
（四）計畫面臨之困難

過去幾年提到氣候變遷，大家都比較關注全球氣溫上升了多少度，但其實

在執行計畫之三年中，雖然教學及行政方面皆困難重重，仍有不少未獲解
決，但在各位長官及伙伴的協助及努力下已克服了許多。所遇見之困難及挫折
列舉如下，做為日後跨科際教育之經驗分享。

現今科學界及未來的研究更關心的是「區域性」問題。氣候變遷現象在各地
會有不同狀況及反應，會有地方的特性，所以，不能完全套用國外某些經驗或
模式。尤其臺灣地域特殊性非常強，需累積足夠的區域資訊及充分掌握當地特

1. 氣候變遷問題除了相當複雜之外，時間尺度亦需較長，不易在現實生活中
感覺到其變遷性。以「氣候變遷議題實作」而言，開設該課程已經一年半，
開課之初，修課學生即於茶園架設觀測儀器，惟一年半之觀測資料對氣候
變遷之時間尺度而言相當短，並不足以判讀出其變化趨勢。

性，才能做適切的對策及問題解決，這也正是我們急欲培育在地人才的初衷。
執行期間，相信在擴大學生多角度的視野與經驗、培養學生養成主動學習、
蒐集資料、辯證、分析、設備使用與實作能力這方面的訓練相當充足，且訓練
學生打破知識分工所產生的偏窄觀點，能夠不單純以自然或人文的角度去面

2. 本校學術性、知識性、休閒性活動，如演講或電影放映會等資源豐富；每

對、解決問題。養成學生找出問題及利用自己所學知識去解決問題之能力，建

學期各系所開設課程約 10,000 門課，且學校政策支持學生之多元學習，在

立一生收益之學習及做事態度，對於學生求學或日後工作生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限定修課情況下，學生修課選擇相當多，因此學生選修課群中課程之重
複性並不高。此課群如何在眾多優良課程中脫穎而出，得到學生青睞，仍
需更長時間之經營及推廣。

在執行計畫的三年中，我認為，在這知識爆炸又隨處可得之年代，學生追求
學問最重要的是要有興趣，才會主動關心！在課堂上給予正確的知識不見得能
影響到學生的行為，例如學生可能知道節約能源有利環境與人類社會之永續發

3. 本計畫設定修課對象為高年級學生，因此於 101 學年度計畫開始修課之學

展，但不見得會去做。所以怎樣讓學生覺得應該要去做，這才是關鍵。依計畫

生有相當多為大四生或是碩士生，修完課後即面臨畢業，使得該學生無法

經驗，如果要讓學生真正去關心這些問題，必須透過實際對問題的體會。因此

延續修課並持續追縱。

「實作課」和「實地勘察課程」是非常重要的，藉此學生才會對問題有感覺，
進而化為行動，這也是此跨科際計畫之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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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同主持人許瑛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在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展跨科際課程群組計畫執行之三年中，在實作課
程之教學內容上，以下列結構圖作課程設計之心得及經驗之分享：

（二）修改方向：
1.

（1） 針對背景知識不足，除了以專題演講、電影欣賞作為加強的管道，
另外，在課程一開始安排上，加入坪林相關研究的文獻導讀以及
「氣候變遷與調適」專題演講。
（2） 導入拼圖式合作學習於小組討論，讓學生針對問題先由同領域的
專家小組做深入討論，再回到原領域的任務小組分享，強化有效
的跨領域溝通。 （見以下示意圖 34）

圖 34 拼圖式合作學習示意圖

2. 讓學生以微型行動方案作為評估構想書可行性的依據，由實踐經驗來對所
提的解決方案有更深刻的理解及更切合操作場域的需求。
3. 將實作課程的核心目標由「期許學生能藉由此堂課運用學過的專業知識，
圖 33 第一學期坪林 1℃課程架構圖

減輕未來氣候變遷對於產業衝擊，甚至轉化為產業新契機。以不同面向切
入此議題，將不同視角與思維整合，達到跨領域學習之目的。本課程在真
實世界與情境運作的方式下進行，讓同學確實達成實作之真正意涵」宏觀

（一）困難：

觀點，調整為「以坪林場域做長時間觀察實作田野，長期與地方社區互動配
1. 跨領域的問題複雜度高，學生的背景知識不足，難以做有效地溝通。

合，累積各種學科資料與調查成果，作為學生實際應用知識與創新的基地」

2. 學生不知如何在構想書形成過程中，做較符合操弄場域現況的可行性評估。

之在地觀點，讓學生重視在地文化的理解，乃是有效解決問題的重要因素。

3. 學生對於實作課程的核心目標理解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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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課程計畫三年下來有些收穫，其一是課群對於各自課程在不同時間與空
間跨尺度的討論，已經逐步成形，用以幫助學生一個對於環境變遷的思考。其
二，以坪林作為一個實作場域，幾組學生的期末成果一定程度上說明「深入蹲
點、多次實察、跨領域互動、問題導向、行動方案」的可行性。其三，課程本
身有機、彈性，讓參與學生跟當地人緊密連繫，甚至連結非臺大的當地子弟義
務前來，促成很多進一步的合作，這是教學本身始料未及的收穫。
然而這課群計畫仍稍有美中不足之處。其一是上述三種突破的企圖圖像，
直到第二年中開始以坪林當地為實作（第一次的坪林 1℃）之後才更為明晰，
而之後再操作一學期的坪林自然酷以及第二次坪林 1 ℃，就已經瀕臨結案時
間。其二，若有更多「對各自學科有專精，但又同時願意另一方面跨領域溝通
對話」的核心教學型助教，對於帶動大學部跨領域教育課程會有關鍵效用。其
三，仍需更多開創性的課程與啟發性教材教法，投入氣候變遷概念時間與空間
的小尺度，讓學生與社會有感與認同，而更願意以此連結成為己身的未來社會
戰鬥位置。
圖 35 第二學期坪林 1℃課程架構圖 （依據 lessons learned 所做的修改）

三、協同主持人簡旭伸（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回顧這一個三年期的課群計畫，其實是想要進行三種突破，其一，就全球
環境變遷議題上，進行一個人文社會領域與自然地球科學領域的整合突破；其
二，是以一個農業山村為真實區域地理場域，探究氣候變遷與經濟再結構過程
中的生活與生計演變，嘗試以實際問題導向來強化跨領域教學的突破；其三，

四、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張聖琳教授
這三個學期「氣候變遷議題實作」的課程規劃和操作，大概可以分為四點
評論。首先是過去兩個學期在教學的時候，假設學生已經具備一定的基本知
識，課堂上幾乎沒有提供他們先備知識，而直接讓他們在田野裡面摸索。接下
來的學期則有別於以往作風，讓他們先研讀前兩個學期的經驗，瞭解前人計畫
的優點和缺點，相較之下同學會比較快進入狀況，做出來的東西也比較有深
度，雖然有前人提供的基礎，但不確定是否會對他們造成限制。

場域探究過程之教學成果，希冀可以進一步衍生成為該場域下一階段的轉型契

第二是 103-2 學期的團隊有一位在地年輕人，林試所的科廷加入，而且這

機，用以彰顯大學「引領知識服務在地社群的社會意義與公共責任」，產生的

位坪林土生土長的在地青年，本來就有社會人脈和對當地的理解。他參與在課

新大學與社會關係突破。

程中，對其他學生而言，也更能從當地的角度進入田野，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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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是我們的課程雖然和氣候變遷有關，但同學們要真的認識、研究氣

五、大氣科學系 林博雄副教授

候變遷是困難的，特別是同學對茶並沒有特別瞭解，要把茶和氣候變遷連結起
來並不容易。像男生組做出來的二十四節氣茶民曆，是三年來看到比較清楚的
結合；但每個茶農也有特殊性，還是需要長時間的累積，才能看到茶業知識的

對於大學部高年級與研究生層級進行跨領域教學，我個人認為是現今大學
教育體制一種新思維。

變遷。今年終於有個開始，讓我覺得很感動。從現在開始蒐集資料及分析，未

目前大家在教育方法上討論（認同或不認同「翻轉教育」），我認為本計畫

來，一定可以讓茶農根據我們提供的數據及分析結果，選取最有利的栽種方式

在跨領域教學（坪林 1℃）就是一種廣義的翻轉教學。無論老師或學生們在每

或地形，及預估出最適合採茶及製茶的時機。女生組也是這幾個學期以來，第

週課程進度推展、議題討論與成形、戶外行動實踐以及期末報告，都在進行具

一個能確實把旅行計畫操作出來的組別，整個真實感很好，是很不容易的一大

體的思考與互動。

創舉；後續如果有繼續發展的動機，更可以提供這學期累積的資料，和當地輕
大氣科學能在這類課程瞭解其他領域老師與學生的認知需求，我認定它是

旅行的團體合作。

一種知識流動傳遞的有效過程，這一過程和論文期刊的狹窄專家同儕之間的認
還有每學期合作的對象，不管是茶農、當地組織或者其他的學校團體，都
有越來越開展的趨勢。像今年的實作過程中，除了氣候變遷議題實作這門課

同同等重要。後者雖然在專業知識的國際流動有所幫助，但是本土環境的關懷
與知識實踐，則是透過這類跨領域教育活動來推展。

外，還有師大民音所蔡佳芬老師帶領的聲景、音樂課程，讓坪林的社區活動變
得豐富很多。整體上也希望臺大和臺北這些喝翡翠水庫水的學校，能夠對坪林

六、海洋研究所 王慧瑜助理教授

有更多回應。
至於長遠的希望，還是期待坪林當地的小孩，能在長大後進入臺大，並回
鄉成為當地社區發展的中堅份子。另外，在三個學期的過程裡面，合作茶農
傅大哥的茶園一片一片被林務局收回去，也看到他一天一天變得沮喪；這些
事情都在合法的範圍內，卻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而我們的課程似乎還是沒辦
法保護茶農重要的生產環境。坦白說這事件讓我覺得，我們知識分子還是比
較無力的。從大的結構來講，水源保護區的一些法規限制到這種程度，真的
讓小老百姓沒什麼出路；茶農不能種茶、不能開墾，到底要這些茶農怎麼辦
呢？我們必須在其中思考知識分子應該站在什麼位置，不只是氣候變遷，也是
環境治理的問題。至於比較大的結構性調整，可能還是要回到坪林能否生成
公民參與、社區自我治理的共識，用類似原住民自治區的管理方式，重新處理
水源保護的議題。

臺大全球變遷中心所籌劃的氣候變遷與人類永續發展課群整合臺大各系所
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科學、人文等課程，提供一個學生主動思考、進行跨領域
討論的平臺。以我所參與教學的課程「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為例，課程內容
即融合了大氣、地質、地理、海洋等系所的專業科目。課程規劃採取互動式教
學：例如，上課時由老師指出一複雜的環境議題（如天然災害或人類活動造成
的影響），同學需針對問題想出因應策略並報告，這些課程設計接近研究生程
度或業界的訓練水準，挑戰相當高。此外，由於學生來自不同領域，上課內容
須深入淺出，清楚解釋問題的背景與邏輯，在教學的準備上亦較困難。此課群
的長期推動應可以提高學生對環境議題的瞭解與興趣，並能促進跨領域的討論
與合作。
困難處：課程內容深淺程度有點難拿捏，需花額外時間與其他老師討
論課程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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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氣科學系 陳維婷助理教授

上學期許瑛玿教授的分組方法，有很好的立意，讓同領域在議題上深入
探討，不同領域在同組互相交流。由於課堂上的討論有限，課後的討論無法追

參與計畫的這兩年，與不同領域的老師一起規劃課程並共時授課，諸多寶

蹤，很難評估學生是否達到教學的預期效果，加上組員間似乎有人事互動與理

貴的討論與意見交流，讓我有機會體認到人文、社會學科在剖析問題、論述重

念上的摩擦，亦影響了學習效果，或許此和小組是指定分配而非自願組成有關。

心與研究策略上，與理工科系之間所存在的差異，讓自己從此在看待氣候變遷
問題時有更多元的視角與思維。也因為課堂上要向其他科系的同學與老師講述
大氣科學相關專業知識，才真正有機會開始思考並實地進行跨領域的溝通。因
為參與了課群計畫，才能從許多資深老師身上學習到教學與帶領學生的技巧，
而臺大優秀的學生們更是讓每學期的課程都充滿預期之外的驚喜與收穫。做為
一個資歷不滿三年的新進老師，能在職涯起步之時就有如此豐富而精彩的跨領
域體驗，對於我自己的研究與教學各個面向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發與助益。

下學期的分組沒有硬性分配，而最後便成男女兩組，也很特別，一般大概
不會鼓勵，不過組內互動似乎較佳，實作的目標與內容可較快達到共識。這
學期似乎沒有特別強調跨領域的學習，但是學生自然而然地互相合作、互相學
習。這學期有先強調讓學生把之前修課學生累積的經驗先熟悉閱讀，讓學生很
快地進入狀況並找到有興趣的議題，似乎比上學期更有學習效率。
這堂課所要求的學生成果與發展方向是我不熟悉的，是和實務——尤其在
對社區的經濟發展或甚至是青年創業——可以有密切的結合，對我來說是一個

八、鄭景雯客席教授

新的學習，從一開始的疑惑到體認專業外合作的可能性和學生無限的潛力。由
於師生的背景鮮少是商學或管理學的背景，我很好奇如果有此專業的師生加

由於我沒有參與課堂的設計與評估，以下僅就敝人所觀察之師生互動和學

入，是否這堂課的發展會有更多不同？！

生表現作紀錄與心得分享。雖然我帶過不同背景的學生做一件案子，但是沒有
和不同背景的老師一起教學過。對老師們這是第三年的嘗試，對敝人卻是第一

最後，學生在融合氣候變遷的議題到實作上，似乎和敝人在專業上作區域
規劃、作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的對策上，有些出入。或許是因為坪林所面對的

次的經驗，因此敝人以虛心向學的心態和諸位師生學習。

問題，氣候變遷的影響似乎沒有經濟發展的急迫性，加上當地人沒有意識氣候
這堂課的獨特性在於老師和學生都來自不同背景，嘗試一起合作找尋相同
基地但對氣候變遷議題不同的詮釋與處理方法與策略。每個人對同一個議題會

變遷的議題，所以學生在課堂內外的認知或許會有落差，對此，老師們將再深
入討論此課程之教學成果是否達成課程之要求及期待。

有不同的觀點，尤其是以各自專業為出發點。值得讚許的是每位老師都有開放
的心胸與見識，對於不同領域願意傾聽學習，對於和己見不一處也願意溝通，
以身作則，是給予學生學習的第一步。
課堂上氣候變遷的知識和議題討論，以及從校外教學的活動受益良多，無
論是認識水源保護區的特別性、坪林的茶文化、低碳旅遊的發展、茶與生態和
氣候的關係、種茶與製茶的過程與方法，與當地居民的交談與經驗分享等等，
都是師生學習的重要環節與奠定課堂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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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修課心得

廠」，似乎刻意想要避免掉已
經被污名但廣為民眾使用的
「核四」名稱（如右圖）。此

一、環境社會學

國際企業系 許家豪

從我大一加入現在的社團開始，我幾乎每隔週六都會前往雙溪區的牡丹
國小課輔，後來與校方的合作關係有所變動，課輔的據點從牡丹國小換到雙溪
國小，一直到現在的貢寮國小，恰巧就是隨著鐵軌一站一站的靠近核四。猶記
得在雙溪車站、雙溪國小、貢寮國小以及黑白毛海鮮對面的澳底國小，在門口
都立著龍門電廠緊急計畫集結點的牌子（如下圖），核四好近好近，緊急計畫
卻只告訴我們「為了讓在核能

外，在進行田野觀察時，我
曾開啟 Google Map 想要理解
周圍的地理分布，但卻難以
在地圖上看到核四廠或龍門
電廠的地理位置標記。這個
狀況也出現在介紹核四廠與福隆海水浴場時，遊客們多半沒有意識到核四廠就
在距離自己不到一公里處，而在知道後感到驚訝，都可以發現核四廠雖然做為
一個廣為人知的環境議題，但其所在位置卻似乎被刻意隱瞞了。核四廠的「隱

發電廠附近民眾迅速地疏散到

形」也牽涉到政府可能永遠無法解釋的問題，應該是要讓周圍可能出現的人越

安全的地區，政府特地委託專

少越好的核電廠，為何蓋在東北角風景區當中，同時政府又大力推廣此處的觀

家學者，根據天候狀況、人口

光，讓所有遊客、業者及居民全暴露在風險中而不自知。

分佈、道路狀況等因素，規劃

除了核四的位置被隱藏之外，另一個我覺得有趣的點則是自救會與政府的

出緊急疏散路線，其中包括住

互動。與自救會會談時文通大哥給人一種十分陰鬱的感覺，似乎已經對於政

家附近的集結點、收容站的位
1

置，需要疏散時，能夠在短時間內，安全疏散所有民眾。」 而無下文。而這正

府的鴨霸、武斷感到絕望，只能將自己的餘命持續奉獻於對抗核四這隻大怪獸

是貢寮、雙溪甚至北臺灣民眾未來若與核四共存所需面對的無法被避免的風險。

上。這次訪談中可以感覺到，自救會的立場是屬於堅決反核，而非大眾普遍流

在這次核四廠的田野心得當中，我首先感到懷疑的是核四的存在似乎給人
一種刻意被隱藏的感覺。首先是官方對於核四的稱呼，不同於核一、核二、
核三做為官方的正式名稱，該電廠的名稱被稱為「龍門電廠」或是「龍門核電

行的「反核四但不反核」立場，我推測若採取反核四不反核的立場容易遭致外
界「自私」等批評，再加上第一線與核電廠相處、接觸，這種不安感環伺的情
況下，以及對於土地的情感、賴以為生的魚場及產業受到核四連根拔起，種種
不滿凝聚，因而使自救會展現出這種立場。
在這次參訪之前，我的確也是採取這種「反核四不反核」的立場，但事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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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員會，緊�應變。

上我並沒有蒐集足夠的資訊，只是道聽塗說認為核電廠事實上是足以被人類所控

http://www.aec.gov.tw/%E7%B7%8A%E6%80%A5%E6%87%89%E8%AE%8A/%E6

制，但是核四因為有太多漏洞、再加上臺電不令人放心種種原因，而採取這種立

%88%91%E8%A9%B2%E6%80%8E%E9%BA%BC%E5%81%9A/%E5%8E%BB%E

場。然而，在這次與自救會會談後，才更能體會到生存於核電廠周圍所遭受的壓

5%93%AA%E8%A3%A1%E6%9C%80%E5%AE%89%E5%85%A8%EF%BC%9F--

力，除了核電本身帶來的風險之外，尚有環境的改變、賴以為生的產業遭受剝

5_41_880.html

奪、臺電的分化策略、鄰居之間的矛盾等等，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需要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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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人類真有可能控制核能，將核能的風險降至最低，但臺灣的地質環

二、環境政治與政策專題課程報告

境、地狹人稠等等先天條件，卻似乎注定無法與核能和平共存。若臺灣真的要
發展核電，那又應該由誰來承擔住在核電廠旁的風險、又應該由誰來承受龐大怪
獸所帶來的環境傷害？阿英姨與文通大哥的字裡行間完全未見核四已封存的喜

動員公民參與之社區能源發展

機械所 林子淵

（一）簡易論述：

悅，只期盼著核四的計畫能夠永遠廢止、拆除，使自己的生活不再需要無辜地為
全國人民承擔如此風險，卻還要遭受「已經拿了補助金還想怎樣？」的批評。

能源區域化以及分散化，已然是一個未來趨勢。但是公民參與發電的

從重件碼頭離開、即將啟程回到臺北市時，我從遊覽車上拍下了這張照

發展，卻還是跌跌撞撞。在 Elizabeth Bomberg 的＜ Mobilizing Community

片。就算核四現在不運轉，它卻帶給我一種深深的威脅感，從風險、生態、地

Energy＞ 這篇論文中，就針對動員公民參與來做研究，借鑒蘇格蘭 100 個社區

形、環境、產業等皆然，逃離這裡彷彿如釋重負。卻突然想到，有一群人，卻

能源集團，其中包括 6 例深入案例研究，來探討此問題。確定了兩個特定集合
的資源，能塑造出動員公民參與社區能源的發展：

得永遠被壓得喘不過氣。

1. 結構性的資源，這指的是在廣泛的政治背景下，構建和制約社區動員的能
量；結構性資源可以促進或阻礙動員；重要的是能將國有資源開發和將限
制減緩。
2. 象徵性的資源，此無形資源常被用於激勵參與者。這篇研究發現而利用象
徵性資源在幫助動員非常有效。
在蘇格蘭各地的各界社會群體正在動員各區域能源項目。此例中，蘇格蘭
政府支持為社區倡議能成功發展的至關重要因素。成功的動員取決於良好利用
國有資源，緩解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影響，並通過系統性導向或個人關
係，使知識和專業技能可以共享。
此研究發現，儘管有不同的經濟，人口和地域的差異，在所有的情況下都
•

評分：A 觀察入微、論述有理，能夠從在地角度出發，寫得令人感動。

能夠利用象徵性資源以尋求更大的自主權。文中提到，貧困地區不必然是動員
的障礙，雖然現今許多文獻如此認為，但是貧困這種經濟剝奪甚至可以是能源
行動的驅動力。群體動員不只是被動的響應發展障礙，更可調動資源來追求自
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文中建議決策者對社區集體行動的動機需要得到更好的理解，不單單以環
境目標和社區的利益談論為主，改以一個共同身份和自主權的動機來說話更能
貼近社區集體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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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動員是未來能源開發和交付至關重要的命運，因為社區的作用，阻礙

三、地球環境與對策課程實地參訪心得

環境衛生研究所碩班 林依樺

商業規模的重要發展，例如，社區調用身分動員起來反對風電場或傳輸線的選
址。但是反過來，讓社區本身參與從事再生能源的發展，會間接地建立更廣闊
的商業規模和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持。

這次，隨著南投山區集水區上游、下游的到處參觀，真的讓我累積了不
少，一直以來缺乏的生態背景。
水庫之於民生之重要性，對於學環境衛生的人來說，是根深柢固、既定的

（二）想法：

信念與知識，但是藏在民生、農業、工業用水的背後，水庫的建造地理位置、

1. 面對我國現今再生能源發展困境中，社區民眾動員抗爭的事件，在這篇文

目的、周遭環境、便利性、附加價值等卻是有著很深的含意。

獻中可以思考到可能的解決方案。文中提到讓社區高度參與再生能源發
展，能有效讓阻力轉為助力。因為讓社區有參與感，民眾才會有情感連結，
覺得這也是自家的東西，自然會由抗爭外來大怪物轉為這是監督自家發電

隨著霧社水庫的設立、日本殖民時的工程前景、美國與臺灣斷交時的攻擊
行為、孫運璿在民初時對基礎建設的慧眼，種種的巧合造就今日在南投地區遍
佈水庫、發電廠、日月潭的形成。因為南投山區天然高低差的地形，使臺電在

設備的想法，阻力會小非常多。

這裡發展出良好的發電設施，由上而下，霧社大壩、萬大電廠，再利用剩下的
2. 透過此轉變後，社區的動員支持還能進一步影響區域或國家政策，這有點

餘水一層一層的往下，用現代工程設計的方式產生電力，一連串的基礎設施發

像是由地方包圍中央的方式。因為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當多數民眾已然

展下來，形成現在供應中部地區民生與工業用水、用電的來源，對於背景不是

形成一種發展潮流後，政治方向必然修正到此方向上，而政府結構性資源

學工程的我來說，真的感到非常訝異與驚奇。

也會因此投入，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最後一個行程是到很著名的雲林地區六輕工業區，雖然這次並不是到廠區
內對現場的設施或建設進行瞭解，但這次所帶領的主題是針對當地環保人士提

（三）方法：

出當地居民的疑慮而進行討論，以不同的角度觀察六輕這個讓當地居民愛恨交

1. 針對臺灣再生能源發展現況，尋求建立社區參與能源發展之範例。

加的怪物。

2. 溝通方向調整為除了單向吸收資訊反映問題外，帶入遊說與促進社區參與

當我們站在離六輕有幾公里遠的蚵塭時，那樣衝突的景象很難讓人忘懷，

之能源發展模式，鼓勵增加公民參與之選項（還利於民，共利共榮），以

一根根聳然而立的廠區排煙管就在不遠處的天際線裡，而沿海的範圍就是當地

期打破傳統政策思維模式，形成資源良性循環。

居民賴以為生的養殖業，至附近所看到的漁業試驗所也毫無關係的靜靜設立在
六輕工業區的汙染範圍裡，距離是如此貼進一般民眾到難以置信。然而，工業
區外很諷刺的有一間臺塑自己設立的長庚分院，員工宿舍也就近建在工業區外
一片綠茵的樹林旁邊，工業區外四周建立的行道樹也看不見青翠姿態，只呈現
出枯黃與乾癟的樣子，年產值幾十億的地方卻消耗著當地人賴以為生的環境資
源甚至是臺灣人已引為傲的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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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參訪也讓我有機會到彰化縣環保局的網站作一番瞭解，看到網站內

廢水、廢棄物的每日吞吐量為何？排放廢氣物數量為何？當地的氣候，東北季

因應現況的環境議題與過去曾在彰化所發生的汙染事件，彰化縣環保局將民

風、陰雨天氣會將這些散佈在空氣中的汙染物吹散到民眾的生活環境嗎？基隆

眾所關心的水、土、空氣等受重金屬汙染等相關知識與陳情、請願等資料放在

市內的監測站，除了在一般居家附近設置，是否也該在這些廠址的附近上下風

網站中供民眾取用。同時政府公開資料中，每年的環保檢舉事件統計也有資料

處作一個定期的調查，做好監控環境中汙染物濃度的背景值與調查，但為何我

可下載，等於是做到了取之於民，還於民的功夫。但是，令我感到不解的是關

無法在彰化縣及基隆市環保局網站上找到這些與民眾生活攸關的報告與數據

於彰化境內林立的工廠群，其中最著名的就屬彰濱工業區與鄰近地區的六輕園

呢？這是我目前放在心中慢慢累積的疑問，很慶幸這次的「地球環境問題與對

區還有臺中的火力發電廠，可見彰化被包含在其中，不論是風向或者是雨量，

策實地參訪」讓我體會到如此多的問題存在我身處的環境當中。

都會被這些工廠所排放的廢氣、廢水、廢棄物所影響，曾經走訪六輕地區的麥
寮鄉，當地養殖業的民眾無不對六輕龐大的工廠群有所抱怨，曾經六輕擴建時
承諾會加惠當地居民兩千多個就業機會，但是一直到目前，大多在廠區內工作

四、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修課心得

國企所 李尚儒

的勞工都不是來自當地居民。許多漁民土地被收購而賺得一夜暴利後，剩下的
也只是在當地而無法外遷到他縣的老弱婦孺，曾經有許多學者走訪當地進行健

（一）永續議題謀定而後動，需教育體制支持相關就業人才培育

康調查，也發現不只六輕附近居民有癌症率過高情形，在彰化縣大城鄉臺西村
也發現居民們體內重金屬含量高於雲林縣麥寮鄉的居民，歸咎最大主因是因為
當地氣候所帶來的南風所致，而造成彰化縣的臺西村村民才是六輕最大的受害
者。綜合以上，蒐集資料與整理出的疑問，令人好奇的是，彰化縣環保局在學
界與民眾都已經強烈感到不被重視與身處汙染的環境下，環保局依舊沒有針對
這樣的事件專闢一個六輕或彰濱工業區的汙染專區作為一個污染事件、工安危
害、空氣測站、居民健康或罹病統計的調查與資料整理，政府間接的請學界去
現場作調查，蒐集相關資料的後續動作又是為何？許多學界的研究者將彰化及

因自身現職企業內部從事永續事務推動，重視實務操作，得知臺大永續資
源學程是以「科際整合解決問題」導向的課程規劃，便抱著高度興趣修課，整
學期的學習廣度大，精要掌握災害、環境汙染、人類活動與環境及人類永續對
策面向的各類議題的形成脈絡。課程設計豐富，師資陣容堅強，每一堂課的授
課教授皆運用深厚研究背景講述單一領域的議題，惟課程時間不足，讓這堂課
的首要任務並非提出完整解決方案，而是啟發學生對於各項議題的興趣，而後
各自學習發展。

雲林地區的測站資料作統整就能夠發現的事實，為何彰化縣政府能夠不在網站
（二）解決永續問題三階段：形成、對策、落實

上的政府公開資料中開誠布公？
最後，對於此次兩天一夜密集的參訪行程，總和我所得到的體會後，再回
頭看我所住的環境。同樣的我以基隆市環保局作為出發點，搜尋在基隆境內
登記的工廠與大型的焚化廠，也發現了在與彰化縣環保局網站上的結果一樣，
雖然在這些大型焚化廠、廠區建設之時就已訂好回饋鄉民的目標，但僅僅是在
事情發生後再對當地生活已久的居民作補償，就能達到加惠民眾的目標嗎？民
眾應該知道的是，天外天焚化廠或新山淨水廠等，在處理過程中會排放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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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課最大的收穫是每一個氣候或環境議題形成的嚴謹推導過程，大致
上，我把永續議題從問題形成到解決問題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科學家透過
嚴謹的推導得出永續的風險與機會；第二階段是政經專家透過政治經濟策略，
發展出解決問題的機制；第三階段則透過訊息傳播及管理落實，務實解決問
題，達到永續目的。這三個階段的資訊量從複雜到簡單，擴散力從小群體擴及大
眾。本堂課規劃大部分著重第一階段議題形成，部分涉及第二階段的對策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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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注反覆思考單一議題，讓課程成果可為實務所用

（五）建議主管機關持續投注教育資源，培養相關人才

雖然修課學生可以獲得廣泛環境知識，但建議可以針對單一議題，透過深

改善學用落差的情況是臺灣教育體制調整的方向之一，當永續意識漸長，

入、反覆探討及發想，讓一個學期的課程透過各小組活動最終能形成小型研究

相關議題的人力需求市場也隨之蓬勃發展，舉企業從事企業永續相關的人員為

專題，提出實質解決方案，讓課程成果成為推動環境社會永續發展的輪軸之一。

例，因 2014 年金管會要求四類公司（食品、化工、金融業及資本額 100 億以上
的上市公司）強制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15 年更擴大適用範圍到資本額
50 億以上的上市公司，也因此，各企業間對永續議題的人力需求近兩年倍增，

（四）跨領域結合，廣納其他學院資源，方能達到永續目標
學期間參訪不同團體，如臺電於中部的水力發電廠區、貢寮反核自救會
等，加上與課堂上不同領域專家學者對話過程中，可發現各領域專業人士皆有
一套完整論述，但社會終究需往前進，因此各項永續議題急需整合、廣納不同
利害關係人進入同一場域中對話，務實理出前進的方向，建議納入其他學院資

相關單位求才若渴。然而，這些強制性規範只是臺灣的第一步，國際間討論已
是沸沸揚揚，永續議題廣且深，是企業、政府、學術單位改造環境、社會及內
部組織的大工程，強烈建議也期待政府教育單位能夠持續投注資源到相關學程
計畫中，除了彌補現有人才缺口，可望提升人才素質，創造善的循環與力量。

源進入本學程，如管理學院可以提供商業管理的建議、電資學院可以提供新科
技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等，混搭是現今社會解決永續議題的重要方式，如「社
會企業 2」的新型態企業就是一例。也因此，本課程透過跨領域學生分組的作
法，讓各領域成員運用所長，創造溝通的機會，對學生而言是新鮮且重要的體
驗。此外，課程中亦發現學者曾與政府對話，與企業對話的機會較少，而企業
談永續不應被屏除在外，企業是環境的一環，透過改造商業模式，也能在追求
財務盈餘的同時，創造三重盈餘 3，環境與社會價值。

2		「社會企業」指的是一個用商業模式來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如提供
具社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的產品服務、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採購弱勢或邊
緣族群提供的產品服務等。其組織可以以營利公司或非營利組織之型態存在，並且
有營收與盈餘。其盈餘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本身、繼續解決該社會或環境問題，
而非為出資人或所有者謀取最大的利益。
3

1997 年國際可持續發展權威、英國學者約翰 ‧ 埃爾金頓（John Elkington）最早提
出三重盈餘（triple bottom line）的概念，他認為一個企業能持續發展是企業盈利、
社會價值、環境價值三者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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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陳正平教授與其計畫團隊跨出臺灣最高學府之藩籬 ，

高難度之面向 ， 非三年之計畫期程可竟其功 。 真實世界中 ， 愈是重大之

彎腰低身於坪林茶樹下 ， 辛勤刻寫教學革新之故事 。 此計

問題 ， 愈是不可能於短時間內解決 。 同樣以真實世界問題為導向 ， 瑞士

畫以坪林作為實踐場域 ， 研究氣候變遷 、 未來氣溫上升

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於 1986 年推出全校型跨科際課程，

後，坪林之主要茶產業將面臨之衝擊，而居民與政府應如何因應並規劃

課程歷經長期發展 ， 至 2009 年始轉型為永續發展碩士學程 （ Master ’ s

調適方案。團隊跨領域之師資陣容堅強，均極具熱忱與實踐力。審查委

（陳竹亭、唐功培，2013）。未來
Degre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員曾建議此計畫之團隊應有農藝學或植物學等領域之師資，然而跨領域

教育部於規劃及推動大型計畫時，應審慎思考，於擇定重大議題時，須設

團隊之組成常有組織權限協調不易、領域重疊與否劃分不清或者時間無

定可行之期程，以鼓勵課程之長期發展。

法相互配合而未能合作等諸多困難。此計畫之教師群雖有農業相關專長
師資不足之憾，幸而跨科際本旨之一在於跨越學術府邸積極與非學術之
實務專家合作，此團隊邀請坪林在地茶農、製茶師與茶商參與課程，強
化教學與真實情境之連結，某一程度解決此不足。

營。PBL 教學設定之問題，教師必須能掌握並教導學生認知此領域之關鍵概
念與知識，透過解決問題以深化並擴展相關知識與經驗。坪林茶產業與氣候
變遷之問題非常寬廣，若教學團隊無法先界定適當範圍之問題，較難建立學

團隊師生在研究科學資料與氣候模擬時，得以具體接觸坪林地區之
微氣候變化與受其衝擊之人事物 ， 以真實解決問題 ， 深切吻合計畫主
旨。然而學生之作業與提出之解決問題方案，僅展現對茶產業之多面向
觀察，卻難以清晰展現深入觀察與厚實知識之運用，亦少展現與氣候變
遷之關聯。此等問題可能肇端於二緣由：

生所需之關鍵概念與基礎知識，若此時即貿然請學生自行觀察與發掘問題，
縱然其後由各領域教師給予建議，亦難避免學生之學習凌亂與淺化。
大型實驗計畫總是艱難，以此課程群組為基礎之研究所學程獲教育部
核准，其後尚能繼續精進課程。計畫結束前，此團隊靈魂人物之一的張聖
琳教授開始親自在坪林一塊土地上耕種茶樹，見她無懼酷暑，活躍在坪林

首先，氣候變遷涉及之問題具高度專業知識性，茶產業經營有高度
技術性 ， 走入社區更需長時間建立關係 ， 方能深入瞭解 。 欲融合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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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艷陽下的身影 ，我們深知往後的路還很長 ，也深信此團隊 PBL 課程
之進行必定能更在地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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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資源問題的跨科際課程：關鍵問題，
新的嘗試

摘要
面臨全球性之海洋生物資源枯竭問題，以往的臺灣管理人才多來自自然科
學領域，思維方式亦偏向自然資源角度。然資源之妥適利用，其主體對象包含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in Marine Biology and
Resources: Key Issues and New Attempts

資源、政策擬訂者（管理者）及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如漁民、住民、社
區、企業等），所牽涉的領域囊括自然科學、公共政策擬訂、社會結構運作，
若未適切地考量此三個面向，「資源利用」易流於剝削自然資源、破壞生態、
解組社群，而無法讓資源與使用者成為「伙伴共生」關係，難以達到資源永續
利用的目標。

黃書緯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張水鍇 /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教授

本計畫以人文社會為本之環境思考，搭配自然生態的科學研究，帶領學生

林新沛 /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教授

思考海洋生物資源困境，結合在地社區相關組織，嘗試提出解決海洋生物資

潘姿麟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專案助理

懷、國際視野、生態保育觀等能力，針對「海洋政策與行銷」及「社會組織與

王宏仁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陳宏遠 /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教授

源惡化的社會創新方案，並培育學生具備跨科際思考對話、資料蒐集、多元關

動員」兩大面向能實際執行運用的「海洋資源治理」人才。
規劃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等領域，兼備理論與應用之課程群
組，以研究導向學習、行動導向學習、實作導向學習及問題解決導向學習之教學
模式，針對計畫主題培養學生專業知識學習、跨科際思考溝通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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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global depletion in marine biology resources was often handled by
management personnel from natural science fields in Taiwan and thus their ways of
thinking were more natural sciences oriented. However, the proper use of resources
involves many elements, including resources itself, policy-makers, stakeholders (e.g.,
fishermen, residents, community, businesses), etc. This issue also concerns three
important orientations-natural sciences, public policy-making, and functioning of
social structures, all of which, if not properly considered, would instead exploit natural
resources, causing ecological damage and community disintegration. This in turn causes
resources and users unable to form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and make it difficult to
reach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use of resources.
This project takes an environmental approach with a humanities-society oriented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es na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to guide student to contemplate the
dilemma in marine biology resources. In collaborating with local communities, we attempt
to propose new solutions for deterioration in marine biology with a goal of enabling
students to develop ability to express thoughts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on this issue. As
well, we hope to increase students’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capacity on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cultivate marine resources management talents by applying “marine
policy and marketing”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frameworks.
We designed a series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odules that integrate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and other fields that focus on
research, a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with the hope to foster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rans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lso, the project selected important local and global marine
resources issues as main curriculum themes to help students consolidate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questions to enable them to achieve concrete thematic learn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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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術、教學跨界合作的趨勢

外，也能具有廣面的思維角度或提出務實的解決方案，避免單一領域的偏狹思
維，或只知坐而言，卻不知如何起而行。

高等教育的普及提升了整體國民的知識水平，也是培養未來國家菁英的主
要管道。其中，站在第一線的教師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傳統上，在高等教育
中的學生皆具備基礎的知識及技能，因此各領域的教師會專注在其專業領域深
度的提升，讓學生能展示其專業能力。依照各領域的不同，教學理念及方法也
各有差異。舉例來說，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老師著重於學生質性分析、思考及
書寫能力；自然科學領域的老師則重視學生數據分析、實驗及實務操作等技
能。因此，各領域老師會針對專業領域深化自己的知識並規劃課程安排。然而
隨著科技日益精進，帶動社會高度發展，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也日趨複雜，涉及
跨領域的範疇，已經不是單一領域的專家能夠解決的，必須要結合跨學科領域
的專家共同討論解決之道。教育部所推廣的科學人文跨科際教育理念，便是鼓
勵老師及學生在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之餘，也能夠踏出自己的領域，「跨進」
其他領域並與自身專業做結合。

以傳統開設的「漁業生態與管理」為例，原先的設計是針對海洋科學領域
的學生，提供漁業及魚類生態的基礎知識以及資源管理的概念，教師在課程的
設計及準備上只需要針對漁業及魚種專業度作深化，不需要納入其他學科領域
的知識，教師本身也不需要對其他學科進行研究以結合原先領域的知識。這樣
的上課模式主要是「你講我聽」，老師進行課堂講授，學生被動的接受老師傳
授的知識，教師會選擇其認為對學生有幫助的課程內容，然而學生不太有機會
主動尋求所欲之專業知識。課堂中也不容易有小組討論或是師生討論的時間，
或甚少有師生交流機會，更沒有實際操作的體驗課程。課堂相關議題大部分是
老師經由最近發生的新聞議題中篩選與課程相關的魚種知識，但並沒有與同學
一同討論該議題的發展或是所衍生出之問題的解決之道。
海洋科學課程主要是傳授學生相關的知識與技能，所以對基本知識的傳達

針對海洋生物資源枯竭的問題，過去的管理人才幾乎來自自然科學領域，
思維方式多偏向自然資源的角度。然而這些資源的合適利用，其主體對象不僅
包括資源本身，也包括政策擬定者（管理者）及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如
漁民、住民、社區、企業等），所牽涉的領域不只與自然科學有關（如瞭解資
源再生過程，設定海洋保護區或禁漁區），也包括公共政策的擬訂（如政策制
定分析規劃），社會結構的運作（如人類社群對海洋資源可能造成的影響），因
此是跨科際、跨領域的。在大學教育中，漁業資源管理一直被視為是一門專業
科目，授課內容常是專業紮實，卻難引起一般人的興趣，因此聽課的學生大都
只來自漁業領域，訓練出來的思維也侷限在專業領域內。但如上所述，在真實
世界裡，「漁業資源」牽涉的領域甚廣，除了被捕撈的海洋生物領域之外，還
包括漁民社群、傳統文化、政策管理等等領域，只有真正面對時，才能理解箇

有其必要性，但這樣的課程設計忽略現在社會所面臨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繁
雜的，非單一領域能夠解決的。舉例來說，在面對鮪魚資源枯竭的問題，海科
院的學生將專注在該魚種每年的採獲量、剩餘數量等，並引用科學家的研究成
果提出該漁業資源確實有枯竭的危機，但對於如何提出有效的保育方式？如何
協助政府提出管理政策？整條鮪魚產業鏈又該何去何從？這都是在解決鮪魚資
源枯竭問題時所需考慮的。但傳統的教學方式只專注在學生對於專業能力的提
升，對於解決國家與社會問題無能為力，也會使學生在未來欲解決現實社會問
題時，才發現其個人訓練是不足的，進而打擊原本希冀能以其專業能力對國家
產生貢獻的期望。而且，若未適切地考慮到自然生態、政府、社會三個面向，
「資源利用」就容易流於剝削自然資源、破壞生態、解組社群，而無法讓資源
與使用者成為「夥伴共生」關係，也難以達到資源永續利用的目標。

中奧秘。因此若能把專業漁業課程轉變成跨領域、跨科際的課程，讓更多不同
領域學生選修，再加上實作（實際操作）的元素，就有可能訓練出更多具有
專業知識並關心公共事務的「專業公民」，除在媒體的發聲能有基本專業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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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實作三層級的規劃（圖 1），希望學生先修習基礎課程，並選擇至少一

貳、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計畫之誕生

門跨領域之基礎課程，接著選擇進階課程修習，最後再修習實作課程，將前兩
本校海洋科學院（本院）有幸在一○一學年度蒙教育部青睞，承接教育部

階段的課程所培養出的能力展現並應用於實際問題的解決。

「科學人文跨科際問題導向課程計畫」，執行「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課程
群組。本計畫希望透過跨學科領域的合作，以人文社會為本的環境思考，搭配
自然生態的科學研究，帶領學生思考海洋生物資源的困境，並結合在地社區的
相關組織，共同嘗試提出解決海洋生物資源惡化的社會創新方案。透過培養學
生跨科際思考對話、資料蒐集、多元關懷、國際視野、生態保育觀等能力，為
「海洋政策與行銷」及「社會組織與動員」兩大面向孕育「海洋資源治理」人才。
為了能貫徹計畫目標，本院與中山大學的社會科學院、管理學院及工學院
共同合作，來自四個學院的十三名老師一起設計並規劃課程群組、合作共時
及類共時授課教學、分享教學方式及學術交流。以下分別介紹本計畫於跨領域
課程規劃安排、簡介特色課程、分享跨領域教師間合作情形、師生互動交流狀
況、問題解決導向之實作訓練。
圖 1 課程設計架構

（一）跨領域課程規劃方向及特色課程介紹
本計畫初期，參與教師們即開始調整教學方式，目前課程進行方式分為三

【環境社會學】

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基礎知識的傳授，由於學生組成來自於各學院，因此有些

面對全球加劇的生態環境危機，政府或多數企業在尋求解決方案時常相

學生對於海洋相關知識相當陌生，學生須具要有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才能探討

信，導入現代化環境管理系統可以改善環境問題，科技進步終將解決環境問

交流，進而實際操作。第二階段安排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演講，一來補充

題。但科技懷疑論者，卻持不同看法。另一個常見的爭論則是，究竟該透過市

跨領域知識，二來讓學生激盪出不同角度的想法，使學生對其所探討的議題有

場機制或更多的國家／ 跨國法令規範，才能有效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可以確定

更實務面的瞭解。課程所邀請的講員，除校外專業人士外，也包括計畫內的授
課教師，他們比起校外人士更能掌握計畫內跨科際教學的重點，也可以引起學

1

生對於課程計畫中不同課程的興趣，作為同學接下來的修課選擇。第三階段則
是讓學生走出教室踏進社會進行田野調查或觀察，讓學生藉由實際接觸發現問
題，瞭解不同立場者的觀點、思維與行為，並檢視自己於課堂上想出的辦法是
否能對症下藥，對於不可行的地方進行修正。而計畫學程內課程安排採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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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資源經濟」在 102 年度的計畫執行過程，發現開課內容與本課程規劃有所落

差，經協調後，103 年度決定停開，改由高世明老師開設「漁業政策概論」，更適切
於本課程之規劃。
原名為「漁業生態與管理」，103 年度更名為「漁業生態概論」。

原名為「國際漁業管理」，103 年度更名為「國際漁業資源管理實務」。
103 年度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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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當前的生態環境問題複雜難解、環境爭議不斷，解決問題需要國家、企

因此，本課程之核心目標在於讓學生瞭解漁業政策在「海洋生物資源永續

業、公民團體、市民與消費者的努力，既需要全球性的變革，也需要在地的改

發展」所扮演之角色，包括構成元素、相關法律與行政體制、政策如何制定與

革力量。環境社會學關注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的關係，探討當前生態環境問題

形成等。期使學生在熟悉漁業政策之基本概念後，能深入瞭解漁業政策在漁業

的根源、為變遷提出解釋、探索改變的動力與可能性。

永續發展之重要性，以及如何透過政策之制定達到成此一目標。然而，漁業政

就實際的環境議題而言，臺灣為海島型、自然資源極其有限的國家，在各
式經濟活動與工業開發的壓力下，臺灣海岸環境持續遭破壞、海洋資源加速耗
竭，保育與經濟開發的衝突也愈來愈多，如何與自然、與海洋共存，是當前灣
社會面對的重大課題與挑戰。

策之涵蓋範圍除包括屬於自然科學之漁業相關知識（譬如漁業資源相關知識、
漁具漁法、海洋環境生態等），亦包括屬於社會科學之相關知識（譬如資源經
濟學、公共政策、國際海洋法、國際組織等）。因此，必須透過「跨科際」之
方式，將不同領域之相關知識整合至本課程中，使學生獲得漁業政策所需之相
關知識，達成課程目標。

本課程由以下幾部分組成：

在課程實施上，本課程分為下列三個主軸：

1. 認識當前重大環境問題、掌握環境問題主流化的趨勢。

1. 學術專業領域：由授課教師介紹公共政策、漁業政策相關元素（漁業系統、

2. 認識環境社會學的發展脈絡、基本概念、分析範疇與主要理論取向。
3. 探討全球海洋與海岸生態危機的成因、環境與社會後果，以及因污染、競
奪自然資源所帶來的政治與社會衝突。

資源、產業及漁產品貿易）等內容。
2. 行政實務層面：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國、內外漁業相關法規及行政管理體
制、目前所面臨之問題與挑戰等進行專題演講。

4. 認識臺灣生態環境問題，包括漁業危機、工業污染海洋、海岸開發所帶來
的資源重分配與社會衝突等。

3. 實地訪談：安排上課學生至漁政主管機關、產業界（各漁業公會）、環保
團體等機關單位，針對漁業政策相關議題進行面訪。

5. 結合審議式方法探討不同類型的環境問題與方案。

希望透過文獻之研讀、對政策實行現況之瞭解及實地訪談所得之結果，使

6. 透過調查實作深入認識與分析環境問題、探討解決方案，培養積極環境公民。

學生能獲得漁業政策所需之完整相關資訊與專業知識，達到整體學習與方法論
之收穫。

【漁業政策概論】
【基礎海洋生態學】
我國四面環海，海洋漁業對民眾之糧食供給、經濟支持與就業均扮演著十
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不論是沿近海漁業或是遠洋漁業，我國目前均面臨十分
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沿近海漁業資源枯竭及國際漁業管理體制日趨嚴謹，對我
國人之生計及國家之社、經發展均帶來不小的衝擊。因此，政府制定或修訂國
家的當前漁業政策以因應這些挑戰，是迫切且重要的議題。由此亦可知，漁業

本課程選定「屏東縣東港鎮 &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為主題，使學生之學
習具體且可應用所學，對東港、大鵬灣的未來建構出自己的理念，達到主題式
教學目標。東港地區過去為漁業重鎮，但隨著海洋資源枯竭，政府與民間力求
轉型的過程中，面臨主要問題是在海洋、人文、經濟發展等各面向如何取得平
衡，使人類與環境得以永續發展。

政策在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上，亦是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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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以生物學角度出發，邀請學者與政府相關單位與學生座談，學者由
科學切入探討大鵬灣的特性；政府單位討論過去推行的政策之得失，使學生從
不同面向思考人類究竟要如何與海洋相處。

國立中興大學 林幸助 特聘教授

大鵬灣海域生物狀況調查與研究應用

潮間帶生物觀察

潮間帶生物採樣

東港華僑魚市場

大鵬灣濕地解說

實驗課—頭足類生物解剖

實驗課—牡蠣受精卵發育觀察

大鵬灣風景管理處 簡慶發 處長
大鵬灣轉型風景區後觀光規劃與管理

海洋漁獲爭霸戰 講師 洪鈴雅
玩家模擬經營漁業公司，在海洋資源有限
情況下，如何與其它船團協調避免過漁的
情況發生

對大鵬灣有基礎的認識後，實際走訪大鵬灣，從東港華僑魚市場觀察漁獲
與市場販售的魚種，瞭解在地人利用海洋資源的現況。在潮間帶觀察生物與採
集，之後在實驗室進行生物解剖，觀察海洋生物構造及量測大鵬灣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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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學生需運用所學所聞，將海洋生態學的知識設計成遊戲，讓玩家能在
遊戲的過程中瞭解學生想傳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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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大鵬王
以大鵬灣環境與生物為背景製作，使玩家瞭解東港鎮文化與海洋生物特性的遊戲

【漁業政策與地方政治】
本課程以高雄地區漁港為學生的調查研究對象，透過閱讀國內與國際文
獻，及實際田野調查，帶領學生認識並探究臺灣漁業政策與地方政治之關係，
學生將以實際田野觀察與分析來達到課程整體學習與方法論上的應用。其核心
目標為使學生認識並能分析政策實踐與地方治理的衝突、矛盾與貢獻，同時結
合理論探討與個案研究，期使學生能從中進行研究學習，並針對臺灣本土之在
地治理問題，提出觀察與可運用之分析結果。針對此核心目標，本課程首先說
明漁業政策與地方發展目標之關連，探討中央行政治理與在地社會、地方政
治、社區之關係，以及彼此間的衝突矛盾，並且嘗試找出解決之道。學生必須
參與簡單的實習或田野方案，並撰寫書面報告，在期末報告提出如何運用方法
論，以解決開發中或未開發地區相關問題的建議。
這門課對學生的田野調查要求包括：（ 1）具體的田野資料蒐集與紀錄；
（ 2 ）綜述並分析漁業政策對於某一地方與社會層面的衝突矛盾或貢獻等；
（3）舉出政府、企業、NGO 運用之漁業政策以促進地方與社會發展的不同方
式，並分析其運作機制、影響因素、產生成果。不過，為解決學生進入田野的
門檻，在田野地點上，我們鼓勵學生選擇先前計畫課程進行過田野調查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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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場址。一方面可讓今年修課的學生先從本學程所建立的「田野資料庫」瞭解

有供給，教導消費者如何檢視自己的商品是否合法，因為從供應鏈底層的消費

之前的學長姊所進行的研究遭遇何種問題？該如何改進？另一方面，則可與地

者開始改變，促使生產者的進步。

方社區建立持續的合作關係。當然，為了讓學生有充足時間進行田野訪談與方
案討論，在學期一開始就要選定田野場址與研究問題，並開始進行田野訪談，
而且每週在課堂上報告田野進度，即時討論並調整研究方向與分析方式。

由於漁業管理不僅牽涉自然資源，也與自然資源的使用者密不可分，因此
課堂亦安排社會學者從組織動員角度暢談國際漁業，剖析現行國際漁業政策優
缺點，其在未來的管理需如何改善，使學生們對於漁業政策有更多面向的省思。
在整個學期裡，學生們以不同院所組成小組，藉由課堂講授及專家演講，

【國際漁業資源管理】（103 年更名）

讓同學們以分組討論方式，透過不同科系之學生互動，達成多元觀點交流來發
現今漁業發展趨勢已從過往以量產利用導向的「開發型漁業」，轉向以保
育、合理利用為重的「管理型漁業」。在國際社會壓力下，各漁業國家必須遵

掘問題，且將這些問題，經由訪談、問卷發放、實地勘察等方式，整理出可能
之解決辦法。

循相關有約束力的公約或無約束力、但為國際實踐的行為規約，特別是在公海
及各國領海內之高度洄游魚種資源，例如鮪魚、旗魚等。本課程不僅教授管

【漁業生態概論】（103 年更名）

理概念，更援引臺灣及國際案例，使學生能具體理解國際間在漁業資源管理上
的實踐與互動。管理概念與政策實務並重，結合產、官、學資源，透過專家演

程，由淺入深地帶領學生認識漁業生態學之基礎理論概念，使其具備探討海洋

講，使學生具體認識國際漁業資源管理之實務面。
本課程以我國具國際地位之遠洋鮪漁業為例，（1）首先介紹國際漁業管理
之基本概念、重要研究、管理用語、以及三大洋主要區域性國際組織；（2）接
續由產（產業及經營）、官（管理面，政府及國際組織）、學（學術及保育組
織）等三大面向進行專家演講，實務介紹各領域內容及觀點，並與學生互動；
（3）最後由學生針對各自選擇之議題進行研究討論。其中在專家演講的部分，
在「產」的角度，我國是世界第二大捕撈國，在過往我國業者於各個漁場皆有
不錯的收穫，但近年來由於國際規範，魚源國開始收取捕撈費用，並且逐年增
加，再加上國際魚價下跌，使得業者利潤節節下跌，這是產業面的困難及需解
決的問題。而從「官」的角度，國際漁業管理組織最重要的作用是監督和規範
產業對資源的利用，讓漁業資源永續發展，我國政府如何使漁民們既可發展產
業，又能遵守各種漁業規範，箇中有許多外人不易瞭解的困難和妥協。而在
「學」的角度，保育團體引用學術研究成果或自身調查結果，提供外圍保育團
體對保育資源可採取的行動策略，尤其是從消費者下手的新視角，有需求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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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資源變動之基本能力，並針對國內重要漁業資源管理議題進行討論。課程
目標是讓學生認識並運用漁業生態概念，得以分析：魚類資源能生生不息之生
物生態理論，以及其受人類漁捕活動之影響與管理策略。學生能夠透過操作理
論概念，結合我國案例，實際進行小組討論、田野調查，並從中逐步形成對漁
業生態與管理的分析與討論能力。本課程適合不具生物或漁業背景，但關心臺
灣海洋生態資源、想瞭解漁業生態概念與管理方法之跨科系同學選修，以理論
講說、圖例介紹、影片播放、專家演講、實務操作、小組討論等方式進行。為
了讓課程更具跨科際之內涵，亦與本計畫之所有課程合辦跨科際之田野調查工
作坊，提供學生有關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之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與田
野調查方法。一學期課程分為三大部分：（1）基礎知識：由魚類生活史開始，
逐一介紹造成魚類資源變動的成長、繁殖與死亡三個要素，以及人類漁捕行為
影響與管理概念；（ 2 ）實務知識：利用現場參訪及專家演講，具體地瞭解漁
業生態與管理及實際上遭遇到的問題；（ 3 ）實作研究：以小琉球珊瑚礁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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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為研究議題，透過研究計畫書撰寫及田野調查，感受及思考解決保育問題
之方法。

教師們因計畫執行需求，不定期聚會並討論交流，在分享教學過程的經驗
中皆認為自己對其他領域不夠熟稔，也從交流中，聽到不同角度的觀點，因此
教師們彼此間尋求跨領域研究的合作。例如海科院與社科院的老師共同進行海
洋資源與社會調查的研究，並已發表在 SSCI 期刊上。除了能夠應用在計畫的

【實作課程】

執行上，也正好將過去的研究成果實際應用在課程教學上。
過去許多課程設計多以期末書面報告作為學生的學習成果呈現，但對「問
題導向解決課程」而言，我們認為找到解決真實問題的實踐方案，更為重要。

除學術面向之合作，教師也在教學面向尋求合作。為更貼近跨科際教學的

因此，在此學程中設計「實作課程」，鼓勵同學利用一學期，甚至一年進行田

意涵，本計畫於第二年推動共時授課及「類共時授課」的教學方式。共時授

野研究，將自己的期末報告或是在修課中所發現的問題，發展為有分析深度的

課是由兩位不同領域的教師共同討論課程大綱、主題、進度及評分方式，兩位

研究論文，及擬定具體可行性之解決方案。

教師全程在場授課。但共時授課有其困難，尤其對於不同領域學生很難在短短
一學期內同時接受完全不同領域的知識和訓練，對不同領域之教師在教學上亦

實作課程未安排固定的授課教師，係視其學生研究計畫內容，從教師團隊
中選擇兩位與研究問題相關但分屬不同學科領域的教師，給予學生研究指導。
研究進行期間，教師會在每週的進度討論過程中適時地挑選學生所需要補充的
專業知識，期望在不同領域的專業討論中，激盪出全面且能解決真實問題的實

難以達到教學目標和進度，因此另外發展類共時教學方式，同樣由兩位老師討
論課程設計，並討論哪幾堂課兩位老師會同時出現，其他課程則有主授老師授
課。教師們經兩年計畫的合作，較為熟悉彼此專長，在尋找類共時教學的合作
對象時，也較有方向與默契。

踐方案。
除類共時教學外，教師亦隨課程需求邀請計畫內其他領域的老師進行授
本計畫第二年的實作課程以高雄北部的蚵寮為田野基地，修課學生則從漁
業經濟、環境污染、生態多樣性等議題開展研究。第三年實作課程的議題則包
括高雄哈瑪星社區觀光資源與交通問題、屏東後灣的土地開發與生態衝擊，及
高雄蚵寮的漁港轉型與青年返鄉，具體而微地呈現出南臺灣在海洋資源所面臨
的問題與挑戰。

課，補充該領域的專業知識，並與學生交流，促使學生從不同的視角思考問
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只侷限在同一領域的思維模式。此種教學方
式的改變也解決教師在進行跨領域教學時，對於非自身領域的專業知識不熟
悉，讓學生學習跨領域的專業知識，並訓練學生理解、分析並進而統合應用所
學，提出現今複雜社會問題解決之道。

（二）跨領域教師間的合作

（三）提升課堂間師生及同學間的互動交流

傳統上，教師依照開課主題編排課程內容，由淺入深的加入專業知識，除
自身領域知識外，不太需要瞭解其他專業領域的知識。但經跨科際課程的授課
經驗洗禮後，授課教師接觸到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授課資源渠道，對跨領域知識

不同領域學生受到不同的訓練方式，使學生的思維模式亦有差異，學生們
經由課堂的交流感受到彼此差異。教師們發現增加課堂的交流互動可以讓學生
們體驗到不同的思維模式，刺激本身的思考方式讓其思維更加寬廣。

的融合更感興趣，更體會跨領域合作解決問題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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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執行的第二年開始加入互動交流的元素。首先在課堂初期將不同領

參、實踐跨科際知識之內涵

域的學生打散後分組，使得每一組是由不同領域的學生所組成，如此安排能訓
練同學獨立思考、流暢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自發性的發現及思考問題，並試著

本計畫的核心課程之規劃為通識性的，不同領域教師從不同角度剖析問題

提出解決之道外，亦可讓同學能感受到不同領域的思維模式，促使同學養成更

並給學生補充研究所需要的知識；而來自不同學院的數十位修課學生，則在分

加寬廣的思維。以如何解決珊瑚礁生態環境破壞問題為例，海洋科學院的同學

組討論及交流中，體驗不同的思維模式，使其面對議題的考慮面更寬廣，海科

對珊瑚礁的習性、生態系統等較為瞭解，可以提供其他同學相關知識，社會科

院學生提供生態系統知識，社科院學生分析關係人的立場及利益，管院學生探

學的同學則能分析珊瑚礁枯竭的原因、各關係人的立場及利益等，管理學院的

討合適的管理政策。最後的實作，看到學生真正面對社會議題，感受現實面的

同學則可分析現行珊瑚礁管理的缺失並試著找出合適的管理辦法。由三院的同

各種困難，他們的知識不再只從冰冷的書本及教師簡報而來，發聲也不再只依

學同心協力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法比單一學院學生提出來的方法實際且有效，這

據片面網路新聞，面對問題更不再只會坐而批評、不知起而行。

也是跨科際計畫推行的目的及精神。藉由不同思維模式學生的合作，面對問題
時能激發學生提出更貼近問題核心的解決方式，減少紙上談兵或是錯估情勢的
情況發生。結合大家對問題不同的看法，發掘思考盲點，提出解決之道，正是
本計畫原初的目標。

同學們選修課程的原因五花八門，但最後逐漸被帶入課程所設計的問題
中，花比一般課更多的時間搜尋相關知識，並學習從不同的面向討論議題。課
程前幾週所教的概念跟名詞，讓學生們能跟上之後演講內容的腳步，同學們能
與講者對話。接下來老師和學生討論各小組的實作議題，則讓學生在聽演講過
程，知道如何向演講者有效地提問，以解決心中的疑惑。除聽演講之外，講者

（四）實作訓練

亦安排包括漁港、漁船的實地參訪、體驗，這也是本課程中最受學生歡迎，表

實作訓練的重要性也在本計畫的執行上徹底的展現，由於傳統的教學方式

示收穫最多的地方。

缺乏實作訓練，學生只能在遇到實際問題時才能實際操作，這不但無法使學生

許多學生在實作中，經歷了人生第一次撰寫為解決特定問題的計畫書，包

在操作錯誤時得到及時的指正，也在學生碰到困難時求助無門。由於計畫的執

括問題意識、行程規劃及預算編列。課程中各面向專家的參與，也讓學生瞭解

行，教師們感受到實作訓練對學生的幫助不比在課堂吸收專業知識來得少，專

實務與理論的差距以及各面向的關切重點，例如經營者和環保團體的衝突，而

業知識固然重要，但如何讓學生能學以致用更是教育的核心目的。以本計畫為

不是片面判斷任一方的對錯，使學生瞭解制訂一好的解決方案，需要多面向思

例，多數的海科院學生在接觸跨科際課程後才有首次田野調查機會，第一次進

考，包括自然生物面及社會影響面。過程中學生們也體認到與不同領域成員合

行田野調查訓練時，亦讓其大開眼界。學生們認為平時的課堂授課所講的知識

作的好處，能激發更多新鮮又不同的知識與分析角度，例如亞太所的組員，會

過於抽象，且多為被動的接受老師傳授的知識，但在田野調查後，發現原來有

提出以政治策略的思考觀點，顛覆了海科院、商學院學生慣有的邏輯。

許多認知與實際狀況不一致，引起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實作訓練的安排讓學
生走出教室，亦激起學生之求知慾望，學生不再被動接受老師給予的知識，轉
為自發性地發現、觀察、研究感興趣的議題，並試圖解決社會所面臨之問題，
期許其對社會和生態環境有所貢獻。

迥異於傳統，創新、跨領域的期末報告製作方式與過程，剛開始讓大多數
不曾接觸過實務面的學生感受不小壓力，但經過演講者和跨領域老師指導、修
改後，雖然不全然達到專業研究論文的程度，但漁業資源利用與保育的平衡、
相關基礎知識和實務瞭解，相信已深植在這些未來會在各領域中發光發熱的學
生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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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培養跨科際解決問題之能力

「海洋政策行銷」面向之課程，規定必須修習生態基礎及政策規劃課程至
少各一門後方可選習，其課程內容重點在目前海洋問題在國際及國內的法律規

為了培養出修課學生跨科際決問題之能力，除了設計跨領域課程之外，本

範、以及相關的政策的研擬、行銷、溝通、環境規劃等，主要教導學生以「由上

計畫還規劃了其他的配套訓練，如：田野工作坊。為了瞭解課程及配套訓練的

而下，由政策面至個人面」的方式解決海洋生物資源議題。其中陳威翔教授和彭

設計是否合宜，且欲瞭解本計畫課程學生學習之成效，本團隊於今（104）年

渰雯教授兩人合開「環境規劃與決策」，將分別從工程技術和社會科學角度，帶

4 月底至 5 月初，利用 3 週共八個場次，對 23 位學生進行焦點訪談（一場 2-3

領學生探討與環境議題有關的決策、規劃和管理。例如，在討論環境影響評估

位學生），以下我們針對「跨際學程安排之助益」、「田野工作坊之訓練」、「問

時，前者將以環評的方法為重點，講解有關環境保護規畫技術、海洋環境管理

題解決導向之學習過程」、「跨學院學生交流的火花」項目進行探討。

等議題；而後者則著重環評在環境決策過程的角色和環評裡的公民參與，特別
強調公民參與在規劃與決策過程中的角色，和決策過程中涉及的衝突管理。

（一）跨際學程安排之助益

「社會組織與動員」面向之課程，規定必須修習生態基礎及社會科學課程

學習如積沙成塔並非一蹴可幾，專業領域的知識是一切的基石，本計畫之
課程架構便設計三大領域：「生態基礎」、「政策管理」及「社會科學」的基本
課程（圖 1）。學生也反映基礎課程之必要性，如學生 D 提到：「環境心理學有
給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的相關書籍，我覺得這在很多面向都滿好用，提供很多例
子，非常實際，又有一些理論架構，既好用又能夠培養能力。」而學生 T 則表
示：「海管（海洋與海岸管理）跟國際漁業理論課真的很重要，應該算是比較
專業的術語吧，因為當要去訪談時，必須瞭解專業的術語是在講什麼。」

至少各一門後方可選習，其課程內容重點在理解區域、地方的組織和團體的關
係和政治形態，以及公民團體、組織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等，主要教導學生以
「由下而上，由個人至群體」的方式解決海洋生物資源議題。例如，透過「海
洋資源與社區發展」課程，學生得知海洋資源和社區發展的關係，和社區可以
採取那些行動維護海洋資源；透過「海洋社會組織與公民治理」課程，學生則
學會如何與社區居民溝通或說服民眾，推動民眾採取行動。其中「漁業政策與
地方政治」由張水鍇老師及黃書緯老師共時授課，由社會科學及海洋科學的角
度探討漁業相關政策議題。

因本計畫以「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為主題，必須先對海洋生態及漁業
有一定知識基礎，才能於延續銜接之課程進行相關問題的探討及尋求解決之
道，故開設「生態基礎」領域課程。「社會科學」領域課程中「環境社會學」
與「環境心理學」分別從社會及心理角度，討論如何促進民眾參與環保事務；
學生們將在這兩門課的橫向交流活動中，得知此兩種角度如何互補。「政策管
理」領域課程安排之「海洋與海岸管理」與「環境與資源經濟」這兩門課，前
者以公共資源的管理與設計的角度，後者以經濟學觀點來檢視環境的資源規劃

最後一階段為本課程設計之核心—實作，學生可依據進階課程中所進行之
議題再行深化，成為實作課程論文內容，此一設計除鼓勵學生加深既有之知識
基礎，俟從其中創建新研究及觀點，亦加強學生學習動力，使學生不必從頭再
做新研究。課程要求學生必須尋求課程計畫內 2 名不同領域之授課教師進行論
文指導；鼓勵學生以團體方式進行研究，特別是跨領域的組成，如修畢「海洋
政策行銷」之學生與修畢「社會組織動員」之學生共同進行問題的探討與尋求
解決方式。最終希望學生產出等同大專生國科會計畫論文水準之報告或論文，

與應用，二者也同樣是互補的。

並以「實際問題解決」及「培養學生能力」為目的。
有了基礎知識之能力後，因計畫目標為「培養學生能力」為出發點，因此
將進階課程劃設為兩大面向，分別為「海洋政策行銷」以及「社會組織動員」。

- 214 -

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arine Biology and Resources

- 215 -

（二）田野工作坊之訓練

此外，更有同學推薦田野工作坊開設為一門課程，因非社會學院之學生在
接觸此工作坊前是無任何田野調查之經驗與訓練。學生 P 表示：「我覺得如果

因為本計畫非常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但是有許多修課學生是來自於海

工作坊有另外去開一門課也不錯，容易理解要如何製作報告、如何進行田野調

洋學院與工學院，並沒有田野調查的經驗與訓練。因此，本計畫會在學期初舉

查。」另有同學覺得實際上的技巧訓練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藉由擴大工作坊

辦「田野工作坊」，先請社會系教師教授田野調查基本觀念、問卷設計、訪談

時數與實際練習上的安排，以達成田野調查能力之培養而縮短理論與實作之間

技巧，以及研究倫理。然後由各課程教師就課程內容安排不同的參訪行程，一

之差異。學生 V 則建議：「我比較想要有實務技巧教學，教導如何進行訪談，

方面讓學生走出教室，另方面讓學生在參訪過程中練習與陌生人交談提問。最

我覺得比較缺乏的是訪談技巧。」

後，學生才在學期中進行各自課程不同的田野調查工作。
相反的，社會系同學則希望本計畫是否可以開設能提升海洋知識方面的
對於田野工作坊，學生的回饋一般來說都頗為正面。學生 P 表示：「我自

「海洋工作坊」，學生 W 表示：「我覺得（有海洋工作坊）比把社會系的學生

己是理工科系，對這一方面真的不太瞭解。我之前也有做過問卷，可是那天聽

放在田野工作坊好多了。就覺得那些東西我們學過了，而且在田野工作坊上老

完那個講座就覺得自己做的問卷沒有問到該問的東西，就只是自己想要知道哪

師也不可能談很深，就會覺得說應該要分開來。」，對於此建議可列入之後延

些就問哪些，沒有問到比較深入的問題。老師因為只跟我們說要做訪談大綱的

續計畫之參考。

時候，本來打算就生態下去做，可是老師前陣子又跟我們說希望我們可以問一
些和漁業法相關的會比較好。」而學生 T 則認為：「田野工作坊有差，因為之

（三）問題解決導向之學習過程

前的訪談只是憑著印象與感覺去問，完全不知道訪談應該要怎麼樣，像是『海
岸管理』就直接訪談，沒有事先約訪者，我們那時候去墾丁，探訪春吶造成的

學術研究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將知識傳播至大眾，而知識的生產有許多也從

影響，因為我們想說他一定會在那邊，就直接跑到當地政府單位找主任，也訪

大眾開始，因此本學程將結合課堂知識、實作，以及在地的社區團體，針對海

問當地居民直接問可不可以攝影、會拍成影片你願不願意露臉，就這樣剪成影

洋生物資源議題，共同面對、共同行動、共同解決。

片，也沒有訪談大綱，只有想說要問什麼問題，『環境心理學』老師上課有說
一些，但我覺得不算講很細，但是第二次有先約當地的里長，但魚市場那方面
因為也不知道怎麼約訪者所以直接過去，這兩次的經驗都算滿順利的。」學生
A 更說：「我覺得這樣的課程設計是有所幫助的，像是我現在修習的『環境社
會學』前半段就是在講解一些理論，但我覺得像是『田野工作坊』就滿有用的，
但是我們這門課很少提到田野工作坊的事情，所以一開始聽到這學期有這個活
動其實滿錯愕的，想說不知道要做什麼，當天的課程是有所幫助的，像是訪談
要注意的東西、還有之前訪談的親身經驗之類，紀錄片也有所幫助，讓我思考
要如何呈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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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田野調查議題的決定過程中，因鑒於大多數學生為初踏入此學程的
階段，田野調查的議題常由授課老師以誘導方式擬定，有設定目標物種如環境
心理學的議題主軸環繞黑鮪魚，有設定地點，如：政治經濟學導論選擇點為後
壁湖、環境社會學為小琉球、海洋與海岸管理將田野地點設定於墾丁與後灣、
海岸保育管理為三仙臺到屏東楓港這一大段海岸，修課同學於其中挑選地點以
及感興趣之議題。由授課老師帶領同學們討論，「老師規定我們從期中就要開
始想期末報告大綱，有足夠時間可以慢慢想，老師不是叫我們下課自己討論，
是在上課時候給時間討論，老師給我們一張紙，畫出我們想要做的那個方向，
上臺和大家分享。其實從那課程裡就可以慢慢導出自己的方向，不是說上完課

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arine Biology and Resources

- 217 -

自己去討論，然後可能討論不出個所以然。因為我們在上課時候討論，每三個

數過多所致。」訪者陳宜蒨（訪者 E）：「像我們看公視『我們的島』，節目的

組討論出的架構，上去和同學老師分享，老師就會給你意見。」（學生 N），藉

立場是不要開發要保護原生海岸，可是問題是，當我們真的去南田村那邊採訪

由師生間之一問一答以聚焦田野調查之最終目標及議題。

的時候，我們問村民說，『為什麼你們希望開發，不怕破壞海岸嗎？』但他們

而授課老師未指定田野調查方向時，同學從生活經驗與討論中獲得靈感及
方向，如學生 E 表示：「（海洋與海岸管理課程）我們是做臺 26 線的開發對當
地海岸的影響，我們選擇此議題的原因是由於當處在選擇海岸議題時，參考公
視的節目『我們的島』，在觀看節目的時候發現對此議題較有興趣，決定深入
瞭解。」。學生 B 則說：「每個人都講出自己想要做的，最後有個議題讓大家

卻回應說『我們連飯都吃不飽了，我們根本無力顧及海岸是否可以保存。』對
我而言，這是很深刻的體會，因為他們就是從很現實面的說我們必須開發這條
路，沒有開發我們就無法繼續生存下去，我覺得這不管是透過在課堂看影片與
聽老師上課所說，都無法實際體會到的感覺，是要親身去田野之後才能瞭解那
邊真的什麼都沒有，他們真的很迫切的需要開發這條路。」

都感興趣，大家就決定要做這個。」、訪者陳淑茹（訪者 W）：「討論的方式就

學生 U 也有類似經驗：「要選東海岸的點，發現富山護魚區中開放民眾以

我們每一個人都準備一項海洋政策，再去投票說你想要哪一個。」也有學生考

海藻饅頭餵魚這事情很特別，因為通常漁業資源保育區就會盡量減少捕魚，可

慮到當地調查議題的負荷量，學生 I 說：「每堂課都要田野，又有一個最後實

是那地方竟然是開放讓大家可以拿饅頭去餵魚，吸引觀光客餵魚。就想說去看

作也要田野，所以覺得好像全部的課都要田野，……大家就很容易去同一個地

餵魚這件事到底是怎樣在漁業資源保育區裡面進行。從而發現發展觀光與護魚

方。一開始的時候大二是修環境社會學，……那時候沒有做過就沒經驗，然後

的衝突，因為那裏開始有所謂的餵魚文化之後，吸引大量觀光客，但很多觀光

就去小琉球兩天，可是就一堆中山的學生在小琉球，然後就會覺得蠻打擾當地

客根本就不會按規定拿適合魚類食用的海藻饅頭餵魚，像我們去時就發現很多

居民的，而且大家好像都問同一個人。」

陸客因為在車上有發魚飼料，下車就狂灑魚飼料，遭到當地保育人員的制止。」

修課同學於實際參與田野調查後，多組組員發現問題中的問題，進而修正
原本設定之方向，而這正是本計畫強調「做中學，學中做」的具體實踐。談起

伍、評估跨科際學習效果成效之方式

他的修課經驗，學生 C 說：「我們發現小琉球一年有幾十萬的遊客會去島上，
可是在閱讀與生態相關的文章，會發現生態崩壞、生態系無法回復，原本的問

傳統的評量方式重視學生期末報告交出來的成果，但本課程看中的是學生

題設定為潮間帶的生態系崩壞，所以懷疑是去潮間帶的人太多，但後來發現潮

在學習過程中不同時期的變化，因此我們認為採取「歷程檔案評量」（portfolio

間帶的遊客都是導覽人員所帶去的，因此轉而將焦點放在是不是導覽人員的行

assessment）較能真實呈現學生學習表現的評量工具。許多教育學者指出，「歷

為對遊客產生影響，所以想瞭解導覽人員在導覽過程中的實際行為，然後這些
導覽會不會對生物有所傷害，而最後我們也有得到答案，像是導覽人員會對遊
客說，『海參很像麻糬一樣可以擠捏』，因此就會傳閱那隻海參，讓大家都擠擠

程檔案評量」能紀錄學生的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果、訓練學生批判反省與問題
解決的能力、改變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增加學生對教學的參與度、提
供師生與同儕之間更多溝通的管道及訓練學生溝通與表達的能力，並幫助學生

看，或是許多導覽人員由於遊客需要，因此『精心佈置』了潮間帶，使得遊客

對自己的學習有更深層的認識等優點（Danielson and Abrutyn，1997；Farr and

可以一次看到大量不同生物，卻忽略生物原先的生長環境，我們發現導覽人員

Tone，1994）。而歷程檔案與一般的範例展示檔（showcase portfolio）不同的

錯誤導覽行為才是造成小琉球生態系崩壞的原因，而非原先預想的係由遊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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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是有目的的收集一些訊息，從這些訊息中教師可以知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陸、觀察與建議

付出的努力、進步的情形和學習目標的達成情形（賴羿蓉， 2004）。我們希望
能從學生在專業科目、跨界內容、組織運用、問題解決這四個面向上的學習歷

為了更瞭解本計畫課程中學生的跨科際學習成效，我們統計了計畫執行三

程，瞭解學生在某個階段停滯不前的原因，從而找到不同學科之間調整磨合的

年來學生在三個基礎領域、兩個進階領域，以及最後的實作課程間修課流向，

方法。在執行上，我們也嘗試將「歷程評量」與「設計思考」作結合，因此製

結果發現，倘若課程之間的相關性設計合適，並且有一定的執行時間，將會激

作出如圖 2 的評量表格，一方面作為教師與助教在評量學生學習成效時的參

發同學在計畫課程中主動地展開「跨科際學習」。

考，另方面也可以讓學生在討論的時候自我評估其所處的階段。

以計畫執行的第一階段 101~102 學年度來說，這時候同學剛開始接觸跨科
際學程，對於自己學科以外的領域所知不多，也沒有修習過的學長姊經驗可以
參考，因此其修課流向就如本計畫所規劃的，主要是先修習基礎課程，然後再
進入進階課程，最後才是實作課程。例如，有 10 位同學在修過「社會科學」
課群的課程後接著修「海洋政策與行銷」課群、12 位修「社會組織與動員」課
群；修過「政策管理」課群的有 1 位接著修「海洋政策與行銷」課群、7 位修
「社會組織與動員」課群；修過「生態基礎」課群的有 12 位接著修「海洋政策
與行銷」課群、32 位修「社會組織與動員」課群。此外，如虛線所示，同學也
會在不同的基礎領域、進階領域的課群中流動修課（圖 3）。

圖 2 評量方式

只可惜，「歷程檔案評量」方式對於教師與助教的教學工作負擔較重，也
需要與教學發展中心開設特別的教學工作坊來進行訓練，以致本計畫到結束為
止，都未能將此評量方式完整執行。只有在少數課程中，例如「海洋政策行
銷」、「漁業政策與地方政治」，以及「實作課程」中，授課教師會以此表格，
作為與學生討論提案報告之用，雖然在課程社團每個階段的討論中可以看到學
生學習成果的變化，但缺乏完整紀錄，仍屬憾事。
圖 3 101 ～ 102 年學生修課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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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重要，在課堂講授，從外灌輸給同學的「觀念」，而是同學在修課過程
中，從內在激發出對跨科際學習的「實踐」。
進入此計畫的第三年度，來自四個學院的十三名老師一起設計並規畫課程
群組、合作共時及類共時授課教學、分享教學方式及學術交流並一同解決過程
中面臨之困難，本計畫於課程設計、教學及實作上已漸趨完善，但仍有幾項需
要突破的困難點：
1. 跨科際課程淪為通識課程：跨科際需要有基本知識，但因學生背景複雜，
教師於初階課程的設計上常遇到不知道該教什麼、怎麼教的困難。且由前
兩年之觀察，學生選課會因跨科際課名較吸引而先修進階課程後，為了拿
到實作跟學程才向下修基礎課程，初階課程的安排就無法達到篩選能力的
目的且會造成學生學習上的不連貫，也間接造成高階課程因學生沒有基本
知識而把內容簡化，變成通識課程，非本計畫當初之設定目標。
圖 4 102 ～ 103 年學生修課流向

2. 共時授課教師們配合上之困難：因本計畫同參與的老師跨 4 院共 13 名，
每個學院都自有其活動，加上老師各有其庶務、課程要執行，而最後僅能

但是到了計畫的第二階段，也就是 102~103 學年度，我們發現同學的修課
流向有了很大的變化（圖 4）。除了「先基礎，再進階」這樣的標準流向，以及
基礎課程、進階課程相互流動的修課動向外，也有許多同學是先修了進階領域
的課程，然後開始對相關的基礎領域產生興趣，進而逆向地修習另一個領域的
基礎課程。例如，有 1 位同學在修過「社會科學」課群的課程後接著修「海洋
政策與行銷」課群、1 位修「社會組織與動員」課群；修過「政策管理」課群

變成類共時課程狀態。
3. 社會、管理學院學生於海洋生物資源的「觀察」與「測量」能力培養上之
困難：海洋生物資源的觀察與測量需要一定的技術能力與科學訓練，對非
海洋相關科系的社會科學學生而言，這類訓練很難在兩年的課程規劃中訓
練完備。

的有 1 位接著修「海洋政策與行銷」課群、7 位修「社會組織與動員」課群；

4. 與社區組織合作上之困難：與在地社區的合作需要長時間的規劃與人力投

修過「生態基礎」課群的有 3 位接著修「海洋政策與行銷」課群、4 位修「社

入，雖然不同科系有長期合作的社區，但當要投入特定社區時，卻會遇到

會組織與動員」課群。但同時間，有 4 位修過「海洋政策與行銷」課群的同學

系所人力不足，計畫內教師授課時數過重的限制；且學生並非專家，提出

修「社會科學」課群的課、3 位修「政策管理」課群；修過「社會組織與動員」

解決方案可能不是居民想要的情況。

課群的同學有 2 位修「社會科學」課群、2 位修「政策管理」課群。

5. 方案須長時間的投入：學生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限於時間無法在學生修課期

這樣的修課流向，完全在課程規劃之外，但是卻讓我們感受到同學在跨科

間就執行，而在計畫也未將「方案執行」的時程列入課程地圖的規劃中，

際學習上的積極主動。換言之，對課程同學而言，跨科際學習不再是一個老師

因此課程只能以方案的可行性與預期效益來評估學生學習成果，而非方案
的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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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上困難點，建議可仿效哈羅德島大學的海洋事務學程，裡面涵蓋都市規
劃、都市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的師資，用五年、十年期的計畫去執行，而有很多不
同的群組，在跨群組修課上較好運作。

柒、結論
綜合本計畫教師經由跨科際計畫的執行而在教學方式及課程設計上的改變，從
跨領域教師間的合作、提升課堂間的交流互動到實作訓練的安排，這都是經歷兩年
多的教學經驗所得到的體悟。這樣的訓練能促使學生吸收更多跨領域知識、增加與
其他領域學生結識及合作的機會、培養學生學習讓團隊合作更有效率、如何與不同
領域的人進行溝通協調、藉由實際與第一線關係人的調查中，瞭解不同立場關係人
的想法、行為及處境，並經由實際走訪欲調查的地點，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動力，
讓學生能主動提出解決問題的途徑，而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老師的想法。我們深切
希望這樣的改變能落實到現今高等教育的教學中，讓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皆能
受到這樣的教育訓練，將各領域的優點融入到自身領域中，期望這樣的教學方式及
課程安排能提升整個教育體系的素質及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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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臺灣四面環海，在地學生卻未完全認識海洋，此計畫整

三年來，本計畫深入諸多議題，田野調查場域多元化，可擴展學生不

合校內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管理科學之教師共同開授系

同視野 ， 然而若前述之課程體系與教師對話機制未充分建立 ， 田野調查

列課程，重視海洋人才培育之田野調查，啟發其社會關懷。

場域過於分散，對於社區之認知則無法深入。以解決真實世界問題之計畫

教師設計跨科際教學十分用心 ， 課程規劃具多元性 ， 計畫執行之
初，課程間之關聯與體系未臻明確，端賴授課教師積極建立對話機制，
逐步釐清。其後漸入佳境，學生卻因各種因素而未循序修課，致成效受
限。文末提及未來將繼續統整計畫課群資源，為學生提供課程地圖，值
得期待。
此團隊調查並分析學生修課流向之方法，深受審查委員讚賞，曾提
供其他各計畫參考；非常期待此團隊能繼續研發其他與教學相關之調查
分析方法。審查委員曾表示，目前各校之課程評鑑多停留於學生填寫問
卷，調查後之數據並未統整並進行解讀，其信度與效度均未具說服力。
跨科際教師若能建立一套評估分析方式，例如，邀請專家學者親身且長

宗旨觀之，學生若僅是進行田野調查，蒐集相關資料後報告，甚至提出規
劃之行動方案，實則無真實之實踐行動，能產生之實質效益較不顯著。從
102 學年度到 103 學年度之實作課程立於一定基礎並延伸之 ，是很好之
方式，如哈瑪星此類新興議題，若能透過課程之累積增加其深度與廣度，
使課群之效益轉化為對真實世界之影響，將使此計畫更具意義。
海洋資源之開發與自然環境之保護時有扞格，此課程團隊培育未來海
洋領導決策之人才 ， 必須面對此課題 ， 未來持續投入關鍵且能施力的社
區、社群或場域，有機會面對相關環境議題的抗爭運動，教師宜協助學生
做好心理建設，培養學生在各方對立或情緒激化中仍能冷靜客觀，在公民
參與之實踐中成為理性之中流砥柱。

期觀察教師之教學狀況；同時藉由學生之反饋進行分析，具體評估教學
成效。若能累積充分之評估資料以發展有效之評估機制，並經由逐年之
資料更新進行修正，促進機制完整並能與時俱進，將是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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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科技社會人—國立交通大學「資通訊科技、
法律與社會發展」課程
1

摘要
交通大學執行「資通訊科技、法律與社會發展」A 類計畫課程群組發展計
畫，此計畫團隊透過科技與社會中心與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客家文化學院以

Engineers with Social Consciousness—Curriculum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NCTU

及科技法律研究所等各系所教師合作，以問題解決導向為教學宗旨，培育學生
兼具資通訊科技發展技術和社會意識為教學目標。亦同時推動電機資訊暨人文
法制課程之跨領域學程，引導學生反思現代科技對人類社會的衝擊與影響，並
統整科技與人文知識能力，進一步深厚與提升校內跨科際教學能量。在教學設
計上，以學習、研究、行動、實作及問題解決為導向之教學模式規劃及設計課
程，從基礎理論到基礎實作，循序漸進奠定學生各專業知識基礎，進而在面對

吳哲良 /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中心 助理教授
潘美玲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副教授
楊谷洋 /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不同議題與爭議上，具有判斷與解決問題的實作能力。此計畫以高度參與討論
與互動式教學之課程群組為教學目標。課堂上藉由案例討論、實作練習，以及
資料蒐集與分析的課程安排，提供理工電機資訊科學生一個由其專業相關議題
出發，拓展人文社會、管理與政策多元視野；另一方面，亦提供人文社會管理
與法律背景的學生，瞭解其專業如何能與科技發展結合，甚至是提出另類可能
性。因此，此計畫群組的課程設計為培養多元專業知識能力的教學模式，配合
不同專業教師間的協同教學，以情境式教學和個案討論，讓參與的同學都能由
不同專業出發，發展探索科技發展與反省的基礎，此一教學規劃有助於使學生
成為更具前瞻性與多元思考、反省能力的「科技—社會人」。

1

本篇文章由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國立交通大學執行團隊科技與

社會研究中心吳哲良助理教授、人文社會學系潘美玲副教授、電機工程學系楊谷洋
教授等人共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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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mplemented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project
entitl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s a program collaborated by instructors from the Center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of Hakka Culture and Institute of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c. The
teaching objective aims at increasing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helping them
acquire knowledge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become social
conscience. The project concurrently promotes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as well as humanities and law to further guide students
to reﬂect on impact of modern technology on human society and synthesize knowledge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to foster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energy across campus.
As well,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odules emphasizes learning, research, action,
practice, and problem-solving to progressively empower students to learn from basic
theory to actual implementatio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ir judgement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This project requires high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s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hoping that through case discu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analyses, students in science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can
develop diverse perspectives on humanities, society, management, and policy-making.
Additionally, teachers from various fields contributed and cooperated in the multiknowledge/ability oriented teaching module by using case scenario and case study
to enable students to acquire foundations in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t is hoped that this teaching module can help students become more
forward-looking and diverse-thinking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individuals” with a
reﬂec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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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讓學生運用在校所學，在自身的生活脈絡中，發現資通訊科技、法律與社會發
展的在地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國立交通大學早期是以理工發展為主的學校，近年來增設人文社會學院、
客家文化學院，加上對生醫研究方面的投入，已經發展成兼顧人文理工思維及

貳、課程設計

醫療的全科大學，透過不同領域課程交流合作達到跨領域的教學研究目的。目
前除了一般跨領域的常規課程外，交通大學也亟思加強不同學院與科系間的教
學合作關係與規模。本校很榮幸能申請到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
畫」的補助，加速我們落實跨領域、跨科際的教學理念。本校團隊的計畫主題
為「資通訊科技、法律與社會發展」，將重點放在資通訊技術、政策、法律，
及社會四個面向的基礎與進階課程，更兼顧理論與實務的應用。

一、計畫目標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人們對科技的依賴與日俱增，科技與社會的相互影
響，亦發為國內與西方學者重視的課題，因此，如何在培養科技專才的同時，
融入人文關懷，已成為當代社會與學術機構努力的目標。國立交通大學數十年

目前資通訊科技的應用與普及，深深影響一般人的生活型態。尤其對 1990

來，在國內電機資訊科技領域的人才培育已扮演重要研發與教學推手，為持續

年代以後出生，正值求學階段的數位世代而言，資通訊科技更是不可或缺的日常

推動跨科際專業人才培育，積極促成國內電機資訊科技領域和其他人文社會、

科技。他們可能早已習慣老大哥式的監視攝影機，習慣虛擬世界的運作，習慣低

法律與政策管理等專業領域的教學合作。本計畫團隊的兩年計畫聚焦於資通訊

頭尋找網路中的認同感或網際關係，透過按「讚」來進行個人式的社會運動，尋

科技，特別邀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客家文化學院和科技法律學

求自我肯定，或在資訊彙整、剪接、重製、分享、創作的技巧上遠超過前人，甚

院，以及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專業教師加入本計畫團隊，共同規劃「資通訊科

至不遜於專業者。表面上，數位世代似乎是一群沈默的使用者，被動接受所有科

技、法律與社會發展」，希冀透過多元專業知識與整合，培養跨科際人才，讓

技，但從他們試圖從網路動員、尋求認同等作為看來，已經改變最初網路科技的

學生不論是在面對技術研發、科技政策管理、法律制定及社會正義等相關議題

使用目的。在不同的國家中，資通訊科技發展與使用的程度，也與當地社會、政

上，尋求最佳利基點以善盡社會責任。

治、經濟、文化、法律等面向密切相關，甚至有著共同演化的歷程。然而，引領
資通訊科技的研發者，雖然專精於技術開發，卻不見得對其他的面向投入足夠的
關注。當政府揮舞著經濟發展大旗，追隨技術發展而制定的政策與法律，未能達
到全盤的規劃，導致政策扞格不行，相關科技發展受挫的結果。該如何解決如此
困境，是全科大學在培育人才時，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

本校所創立之「科技與社會中心」，近年來在教學推廣與科際整合上已奠
定相當基礎與口碑，在執行上，本計畫團隊率先透過科技與社會中心與電機學
院、資訊學院、客家文化學院以及科技法律研究所等各系所教師合作，以問題
解決導向為教學宗旨，培育學生兼具資通訊科技發展技術和社會意識為教學目
標。在執行上，同時推動電機資訊暨人文法制課程此一跨領域學程，引導學生

本校在執行計畫時，早已著重於跨領域的交流與思考。不過在觀摩跨科際

反思現代科技對人類社會的衝擊與影響，並統整科技與人文知識能力，進一步

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辦公室舉辦的成果發表會後，深感在課程設計及實際操

深厚與提升本校跨科際教學能量。在教學設計上，以學習、研究、行動、實作

作面，需要參與計畫的老師緊密合作，提出更通盤務實的議題規劃，尤其是融

及問題解決為導向之教學模式規劃及設計課程，從基礎理論到基礎實作，循序

入在地產業發展的觀察，以及生態與文化的關懷。因此，本課程計畫致力朝向

漸進奠定學生各專業知識基礎，進而在面對不同議題與爭議上，具有判斷與解
決問題的實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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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高度參與討論與互動式教學之課程群組為教學目標。課堂上藉由
案例討論、實作練習，以及資料蒐集與分析的課程安排，以提供理工電機資
訊科學生一個由專業相關議題出發，拓展人文社會、管理與政策多元視野；
另一方面，亦提供人文社會管理與法律背景的學生，瞭解其專業如何能與科
技發展結合，甚至提出另類可能性。因此，本計畫群組的課程設計為培養多
元專業知識能力的教學模式，配合不同專業教師間的協同教學，以情境式教
學和個案討論，讓參與的學生都能由不同專業出發，發展探索科技發展與反
省的基礎，此一教學規劃有助於使學生成為更具前瞻性與多元思考、反省能力的
「科技—社會—人」。
本計畫目標旨在培養學生增進跨專業領域知識整合、高階思考、解決實際

5. 訓練培養學生具備以下能力：投入學習、學會反省、批判性思考、提
升社會關懷與增進公民責任感。
6. 編撰完成適合學生有效學習之課程教材，以提升科技與社會跨領域之
能見度，並逐步推廣人文精神。
7. 推行「資通訊、法律與社會發展」治理之概念，藉以拓展多元思考與
不同視野。
8. 訓練專業之教學助理（TA），以提升教學品質。
9. 發展新媒體實作素材，更廣泛與普及的推廣互動式學習，貫徹課程資
源與教學內容的影響力。

社會問題及面對未來挑戰之能力，為達此宗旨，本計畫團隊透過人社、電機、
資訊與法律跨領域以及臺灣聯合大學系統跨校之教學合作，各自依其專長領域

10. 彙整教學資源於本計畫課程群組網站上分享。

設計符合此目標之課程，由於教學與合作方式有別於傳統之教學法，故本計畫

11. 改善傳統教學法，逐步推行以研究、行動、實作及問題解決導向的互

預期達成之效益如下：

動學習教學法。

1. 培養學生問題解決，以及推論的能力。因未來的生活環境可能面對的
問題需要具有假設推論的能力，方能發現可能存在的問題，因此學生

12. 本計畫為跨科際領域合作之教學新典範，未來將成為跨校推廣教學之
重要指標。

需要發展問題解決能力，以及面對環境有推論現況之能力。
2. 奠定學生在未來面對生涯發展、生活處境、社會環境等種種問題時，

二、跨學院專長整合：資通訊科技、人文社會與法律教師團隊

奠定可資思考與活用的知識。
本計畫之跨科際與跨校課程群組特色，在於組織與整合國立交通大學的人
3. 培養學生自我引導學習之技能。不論是問題的定義，或是解決問題的

文社會、科技法律、電機與資訊學院的資通訊科技、法律與社會領域的專長，

過程，學生需針對所需的知識與能力，進行自我學習、找尋相關資料

以所提供完整的教學課程群組而規劃之四大課程群組：社會、政策、法律與技

與知識。

術等，其課程內容皆環繞計畫課程主軸與規劃方向所設計。

4. 訓練學生於建立共同目標的過程中，能團隊合作，建立共同研究的機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畢業校友，在電機資通訊領域之研究發

制。未來無論是學習、解決問題、達成個人目標等都需要與團隊的合

展素來表現優異，對國內電子資訊工業之發展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僅畢業

作，因此，訓練學生產生合作的能力是重要的。

生多前往新竹科學園區就業，大學也常與科學園區廠商進行合作計畫，對於臺
灣科技研發與產業發展有相當的認識。其次，交通大學的科技與社會中心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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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客家文化學院、科技與法律研究所等皆有跨領域合
作教學及研究基礎，而本計畫中邀集加入之陳永平老師、楊谷洋老師、歐陽盟
老師與溫宏斌老師皆為電機領域教授，相關專長包含：機器人科技、智慧型控
制科技、晶片設計與光電科技等，對於臺灣高科技產業領域之技術與發明相當
熟悉；在資通訊領域方面，本計畫邀請林一平老師、黃經堯老師以及謝續平老
師等加入，相關專長包含：個人通信網路、行動通訊、資訊安全、網路安全、
資訊通訊與電子商務等，為資通跨領域科技創新研發領域之箇中翹楚，豐富資
通跨領域之專長。
除電機與資通訊科技專業知識外，本課程亦整合科技與法律的專長，邀請
學術與實務的專業人才──王立達老師、陳鋕雄老師，透過課程設計導入智慧
財產權教學與研究，以及其他資通訊科技相關法律議題，帶領學生探索因科技

圖 1 系統性知識與課程規劃導向流程圖

發展衍生的網際網路、電子商務與生物科技等新興法律課題，深植學生在科法
領域之專業學識與實務能力，讓與課學生在面對相關爭議時具備作出最佳判斷

在教學設計上規劃為四階段：從基礎理論、基礎實作、進階理論到進階實
作等課程，目的在於循序漸進地提供基礎知識給與課學生，隨後引導其在面對

與擁有問題解決之能力。

不同個案與議題時，運用已具備的知識分析與進行討論。在討論與實作的過程
在人文與社會面向，輔以搭配長期關注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之人文社會學
系潘美玲老師、社會學理論專長的柯朝欽老師和傳播與科技學系許峻誠老師、
林慧斐老師及林崇偉老師共同協同教學，從多元角度分析目前臺灣科技產業以
及科技傳播之應用，從產業管理與科技應用等政策和社會角度的思考，將人文
的關懷帶入技術研發與實用面向，引導學生認識技術與社會的相互影響性。

中，學生更能夠運用本課程所規劃的進階理論，利用不同專業理論與技術，進一
步在實作上（包含技術研發、政策管理、法規爭議、社會影響性）等不同議題的
面向，提供解決的方案。所有課程之規劃由淺至深，並以影響深遠及日常生活化
之重大科技社會議題為案例，使修課學生易有修習之動力；同時因課程議題生
活化，則修課學生亦較易從自身經驗或感受出發，尋求或思考問題解決之道。
本計畫群組以「資通訊科技、法律與社會發展」為主軸，培養電機資訊暨

三、課程設計理念

人文法制跨科際人才，提供學生創新思維，重新瞭解科技與社會間的權力關
本計畫為推動電機資訊暨人文法制等跨領域人才培養，邀請電機工程、資

係，並探索政策管理、法規制定、科學與技術、科技使用者之間的交織互動，

訊、人文社會、數位傳播、政策管理與法律等專業師資參與，整合政策、社

進而理解科技本身所隱含的政治性與社會性，釐清探索科技研發、政策管理與

會、技術與法律等面向設計課程，引領學生從跨科際角度觀察探討全球及臺灣

法規制定之間的關聯性。希冀與課學生在針對資通訊科技發展與社會的議題

社會所面臨之科技發展與爭議，落實問題解決導向之教學理念。

上，能對目前臺灣的技術研發與產業侷限提出改善的可能性，更可構思出科技
與社會共生問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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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訓練學生多元思考能力，本計畫的課程規劃整合政策、技術、社會與法
律四個主要的面向：

在法律面向上，本計畫以相關的科技法律專業知識為導向，提供學生基礎
與進階的科技法律知識，進而在面對技術研發與科技爭議上，能夠從規範面著
手，適時地釐清議題本身的爭議性，以法律專業知識作出公正的判斷。
總體而言，本計畫的課程規劃宗旨是讓學生在各個階段透過不同專業知識
背景，瞭解科技本身所隱含的政策性、社會性、技術性與法律規範，從而在技
術研發與管理上，能夠從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與設計當前高科技發展的產品。
依照此四大面向所規劃的課程設計為十六門課等 2，並依據其課程宗旨與教
學設計分別各列入於基礎理論、基礎實作、進階理論與進階實作等不同階段
（參考圖 3）。

四、課程選修建議路徑
本計畫課群尚未建置為校內學程，主要是透過教學網站、海報、摺頁等方
圖 2 課程群組的四個屬性

式讓本校同學瞭解本計畫課群在基礎或進階、理論或實作的修課進程，以及各
課程在社會、法律、政策與技術等四個面向的屬性。由於課群內的課程並無擋

在政策面向上，本計畫以當代的政策管理與分析為導向，提供學生過去和

修或階段性修課的基本門檻限定，基於尊重學生自由選課的原則，本計畫僅能

現在之科技政策的發展和背景，目的在讓與課學生瞭解相關的科技政策與管

建議學生依照自身的興趣或職涯規劃，以循序性與多元性的原則進行選課的規

理，進而在面對法律規範、科技與社會爭議時，以前瞻角度和專業知識，思索

劃。循序性是指學生能夠在兩年四個學期中，每學期至少選擇本課群一至兩門

未來的政策方向，並能兼顧技術發展及社會需求。

的課程，並按照基本理論、基本實作、進階理論、進階實作的階段選修課程，

在技術面向上，本計畫以當代的技術發展與爭議分析為導向，幫助學生認
識科技發展、應用以及爭議，目的是提供技術研發本身所必備的專業知識，
以及在應用上所可能面臨的挑戰與爭議，進而，在面對技術研發與爭議的議題

以確保學生在一定程度的知識與實作的基礎上，能夠銜接較具深度的課程內容
與實作活動。多元性是指學生在四個學期循序選修的課程，盡可能涵蓋社會、
法律、政策與技術四個屬性，藉以獲取跨科際的知識與能力（參考圖 3）。

上，能夠以技術工程的角度提供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案。
在社會面向上，本計畫以相關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取徑為導向，提供學生人
文與社會的觀點，目的是讓學生瞭解社會與科技發展的相互影響性，進而在面對
科技爭議、政策管理，或者法律規範上，擁有人文的省思而非技術導向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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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試舉兩種選課路徑為例來加以說明：
1. 「電子商務或隱私權管理」的建議選修路徑：
某位學生如果對當前數位發展相關的電子商務或隱私權管理的領域感興
趣，他 / 她可以於基礎理論階段選修電機系開設的「資訊科技與社會」（社會與
技術面），先對資訊科技的歷史發展、社會影響、倫理議題有基本的認識；接
著，可以於基礎實作階段選修電機系開設的「超越未來：資通訊 / 風險」（社會
與政策面），透過實務界多方專家學者的演講對資通訊科技的應用與風險有進
一步的認識；於進階理論階段選修法律系開設的「資通訊與電子商務法律」
（法
律與技術面），瞭解資通訊科技所面臨的商務跨界與法律挑戰等議題；最後，
於進階實作階段選修科技與法律研究所開設的「隱私權與個資管理實務」（法
律與政策面），針對隱私權與資訊管理的實際應用和法律限制提出專題研究計
畫（參考圖 4）。

圖 4 「電子商務或隱私權管理」建議選修路徑

圖 3 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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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社會創新」的建議選修路徑：

參、課程介紹

假使某位學生關注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社會創新，他 / 她可以於基礎理論階
段選修人社系開設的「科技與社會」（社會面），對科技背後的政治、文化、社

一、共時授課課程

會及倫理議題具有反思性的理解；然後，在基礎實作階段選修人社系與電機系
共時授課的「科技產業發展與社會」（社會與政策面），瞭解臺灣當代的科技產
業現況，以及朝向社會正義運用的可能性；在進階理論階段可以選修傳科系開
設的「互動科學與設計思考」（社會與技術面），學習當代傳播科技如何透過設
計來探討人與科技、人與環境、人與文化的關聯；最後，於進階實作階段選修
電機系開設的「高互動性科技」（社會與技術面），嘗試運用電機或資訊科技實
際地設計有助於社會弱勢群體的互動機械或介面（參考圖 5）。

1. 科技產業發展與社會
「科技產業發展與社會」由人文社會學系的潘美玲教授和電機工程學系的
歐陽盟教授聯合授課。科技產業的發展成為當前全球化時代，國家經濟競爭力
的重要指標，然而科技產業的發展不只在於科技創新的競爭以及全球市場的
經濟獲利，更牽涉到國家政策制訂與資源分配，同時也與當地社會制度鑲嵌共
構而成。本課程分別從「能源再生」與「公平貿易」兩大主題切入，介紹科技
產業發展與社會的關係，並實際進入當前產業發展爭議的核心議題，透過實際
問題討論與擬定實施方案的過程，啟發同學多元思考與跨領域整合及創造之能
力。課程設計藉由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培養學生整合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透過文獻閱讀與討論、專題演講、實地參訪，深入瞭解當代社會所面臨之重大
議題，讓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生，多元形式之下的合作機會，以不同角度思考當
代社會議題。
在「能源再生」專題部分，修課學生必須閱讀再生能源的相關文獻，瞭解
可替代能源（Sustainable Energy）、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綠色能源

圖 5 「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社會創新」建議選修路徑

（Green Energy ）之間的差異，對「再生能源」形成一定的知識認知。授課教
師除了邀請苗栗苑裡反瘋車自救會副會長葉天鴻先生為同學詳細說明再生能源
政策可能存在的社會衝突問題，還安排修課學生到新竹科學園區變電所與臺電
新竹南寮風車進行實地訪視，由專業人員說明變電所與風力發電機內部的運作
情況，以及觀看深度剖析再生能源的影片，並要求學生結合課堂的閱讀與討論
撰寫訪查心得報告。為了激發學生對再生能源議題有更加積極主動的釐清與思
考，授課老師於課堂上組織辯論會與行動劇，並要求學生將行動學習以學術規
格撰寫成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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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貿易」部分，授課老師同樣藉由文獻閱讀、專題演講、影片欣賞

舉例來說，授課老師將同學票選的社會議題分類與分組之後，有一組同學

等方式增進同學對公平貿易議題的認識，並安排學生至新唐科技公司實地瞭解

以「動物保護」為主題，同學以「開放空間會議」的參與式討論，經由「起」
（議

科技產業的生產鏈，透過辯論會讓同學在正反兩造之間瞭解公平貿易的重要性

題分析）
、
「承」
（服務概念雛形）
、
「轉」
（社會企業目標設定）
、
「合」
（公民價值

與挑戰，並要求學生分組合作，擇定一項商品進行公平貿易的模擬規劃。為了

與評價）等四個階段，將「動物保護」的理念轉化為可讓公民參與的社會企業

增進不同學院與科系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課程規定每組 4-5 人，同科系人數不

構想。接著，在 5/29 與 5/30 舉辦與日本慶應大學合作的「社會設計與媒體創

可超過小組總人數的一半，以利小組成員可跨系討論。

客」工作坊上，學生發表他們激盪出來的成果，並接受與會專家學者的評量。
學生在經歷完整的互動設計團隊合作與成果發表後，對於如何將社會議題透過

2. 互動科學與設計思考

互動設計的實作向社會呈現並吸引公民參與，均有較為清晰的理解與經驗。

「互動科學與設計思考」由傳播與科技學系許峻誠教授與「應用劇本實驗
室」創辦人暨營運總監林文綺老師共時授課。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尤其在網路

3. 科技說服與策略傳播

社群、攜帶式數位產品的推波助瀾下，它以更為普遍且幽微的型態深入人們的

「科技說服與策略傳播」主要由傳播與科技學系林慧斐教授與中華電信研

日常生活。「互動科學與設計思考」主要是重新回到「設計」與「思考」的根

究院智慧聯網研究所陳志華教授共同授課。資訊科技結合數位化產品改變了傳

本源頭，探討人與人、人與科技、人與環境、人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分析

播媒介，傳播行銷的手法也隨之推陳出新，比起傳統的廣告與行銷管道更加吸

傳播科技對人類的潛在衝擊、提出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案，並思索適當科技設計

引消費群眾。本課程以跨科際的教學方式，結合說服傳播策略與數位科技應用

的未來發展。在本課程中，學生學習互動設計與評估的相關知識，從而提出一

兩個專業領域，並透過廣告行銷與資訊管理的教師設計跨科際的學習活動，讓

種有效率的傳播、溝通與使用的適當互動系統或媒介。學生在本課程透過跨領

學生能夠將適地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Google AdWords 以及

域的理論知識，並運用多樣的科學研究與創意法，學習如何對各種新興媒介的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等新型態廣告行銷策略，應用於當前的數

效應與局限進行分析，並嘗試提出創新的設計方案。

位新科技。兩位授課老師的跨界合作，分別從課程中的互動學習、個案分析、

本課程首先帶領學生閱讀設計思考與社會設計相關的文獻，重新探索「設

做中學，以及業界交流等方式進行。

計」的目的與社會意義，並邀請相關的影像工作者與業界專家跟學生分享從事

本課程有幾項目標：（1）瞭解廣告與說服溝通的基本理論；（2）瞭解說

設計思考所可能面臨的實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社會環境中的挑戰。授課老師

服溝通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3）學習說服立場的設定；（4）運用 Goo-

邀請學生分享各自關注的社會議題並進行票選，將同學依照票選的社會議題進

gle AdWords 來分析說服溝通的原則與策略；（5）瞭解在地基礎的資訊科技服

行分組，並分別以利用設計思考提出方案的「起」、提出產品服務概念雛形的

務；（6）掌握資訊科技中的實際爭議；（7）學習將資訊科技運用於廣告行銷；

「承」、訂定執行方法的「轉」、探討該產品服務的公民價值的「合」為四個主

（8）強化批判思維。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授課教師將課程規劃為三個主要的

要的核心，來推行學生分組合作的工作坊。最後，課程邀請國際學者來臺共同

軸線：（1）策略行銷與互動廣告︰ 協助學生探索廣告、行銷、心理學等相關

舉辦「社會設計與媒體創客工作坊」（social design & media maker workshop），

學門之互動廣告行銷與說服傳播之重要理論與研究，並藉由國內外案例的廣告

作為同學的期末成果展。

行銷策略之分析，來瞭解說服傳播策略運用於行銷企劃案的整體過程。（2）數
位行銷與多媒體互動︰ 運用資訊科技收集和分析消費者行為，藉以擬定行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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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達成將廣告訴求傳輸給目標客群的成效。（ 3 ）理論與實作的結合：提升

解，也能對於臺灣高科技產業代工之現況構思出解決方案。國立交通大學對臺

修課學生在廣告行銷與資訊科技兩種專業知識，使其能從人文社會的多元觀點

灣科技產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畢業生更已在產業界發揮重要影響力，我們

批判性地分析現代科技所帶來風險與危機，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洞察需求、危

提出此課程的初衷在於希望將重視科技與社會的跨領域理念與重要性推展到校

機處理的能力與管理個案的實力。從學生課堂參與和期末報告之成果表現中看

園，讓優秀的科技人才，成為具跨領域創新視野的「科技—社會—人」。

出，學生對跨領域課程之高度興趣與理論實務之有效運用，跨領域教學對學生
在學習上有很大的幫助。

本課程十分重視上課的互動性，全程以討論方式進行，一半時間由學生主
導討論的進行。學生必須選出高互動性科技相關文章，進行分組口頭報告並撰

4. 高互動性科技

寫心得報告。為了讓學生能夠跨越理論與技術的藩籬，增加人文社會的關懷，

「高互動性科技」是由電機系的陳永平教授與楊谷洋教授合授的協同教學
課程。在數位運算、網際網路、生物科技、奈米、機器人等現代科技都與使用
者以及社會密切互動的情形下，新一代的科技人將不能只侷限於工具理性的單
面向思考，而必需是具有社會關懷與反省能力的科學家、工程師與專業人員。
此課程將以高互動性科技為對象，來討論科技與社會的互動性，希望學生透過
此跨科際課程，以研究及問題解決導向學習模式來擴大自己的視野，豐富創意

另邀請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林宗德教授演講人機互動帶來的影響與衝擊。此
外，授課老師安排學生實地參訪機器人工廠，並邀請簡報實驗室創辦人孫治華
經理傳授簡報的技藝，讓學生瞭解如何透過實作將設計理念完整地傳達與製作
出來。學生分組提出互動科技的設計構想，並且與助教密切討論、修正設計的
方向與細節，最後於期末報告以專題成果的方式呈現出來，同時邀請業界專家
與老師以專業評審方式參與，提升學生專題品質與榮譽感。

的來源，並期待以多元視野、不同層次、各種角度來觀看科技領域中的人、
物、知識與爭議，並對未來自全球化競爭的挑戰預作準備。當代科技透過許多
不同的發明展現了影響人類生活的強大力量，我們身邊許許多多的問題都與科
技知識有關，所以無論對科技發展抱持正面或負面、積極或消極的態度，科技

二、特色課程
1. 超越未來：科技與社會經典系列講座——資通電、社會影響與風險

議題已無法迴避，且在當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科技研發是臺灣重要的目標，但

本課程是由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楊谷洋教授、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

科技是無法脫離社會而獨立存在的，科技內部存在著社會性，必定會產生科技

社會研究所林宜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所李河清教授以及國立清華

爭議，隨著科技技術之日新月異，其蘊藏之科技風險凸顯了科學與技術對於人

大學通識中心林宗德教授合開的課程，同時也是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合作授

類生活之深遠影響。

課，因此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不僅能選修本課程，使用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未
來教室，進行網路連線授課，讓四校師生得以在跨地域與跨科際的教學資源共

因與個人日常生活切身相關之技術、政府重點發展之科技政策、提升業界

享下同時進行課程，並提高四校學生互動機會。

產值之熱門行業等，皆是屬於電機科技領域，故本課程以電機領域中之「高互
動性科技」為主軸，例如「機器人科技」、「雲端科技」等，除介紹高科技的技

在手機、電腦、雲端等溝通科技盛行的當代，資訊通訊議題是日夜與民眾

術與知識外，並採取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取向與案例，引導學生思考科技發展與

相關的重要議題，而且資通電對於社會有深刻的影響，深入人們生活，實為關

社會共生之問題。在此課程結構下，提供學生科技之創新思維，帶領其探討科

係現代人們的生活、風險管理、社會影響之重大科技。為提升學生對於資通訊

技的社會性。當學生能深入理解本課程，不僅能對於臺灣產業之侷限提出新見

科技有全面性的瞭解，本課程以問題解決導向之教學模式，規劃基礎理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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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實作、進階理論等課程，訓練學生問題分析、批判思考之能力，培養學生當

延伸評論。本課程的課程設計主要是希望學生透過文獻閱讀、專題報導與討

代科技公民素養，並以相關知識作為跨領域結合之橋樑，讓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論、專題演講、公民辯論形式，深入瞭解各項科技發展與社會衝突爭議，並探

學生瞭解科技內部的社會性、風險與爭議。

求解決方案，增進自我對資通訊發展與社會風險爭議的認識，提升其思辨能力

本課程強調以科技與社會研究觀點，解釋資通電，並以「科技治理」為課

以及對科技社會的關懷與行動能力。

程主軸，因此將從歷史、科技政策、規劃、風險論述等開始談論，並搭配手

陳永平教授長期於電機控制領域從事專業教學工作，深深體悟到人文社會

機、雲端、電子收費系統（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ETC）等實際科技案例，

教育對於人才培育的重要性，因此於七年前即開始投入與社會議題相關的教

說明資通電的背景、現況、政策、危機與因應模式，同時搭配實作課程，讓修

學，開授「電機科技與社會」的通識課程，其中部分內容即與資通訊科技有

課學生能直接進入資通電之產業領域，實際接觸相關作業流程，瞭解製成過

關，而且近年來更可以明顯感受到資通訊科技的應用正在帶動整個世界蓬勃發

程，以此設想資通電領域未來可能會面臨的社會問題，並規劃問題解決方案。

展。本課程內容包含幾個主軸：（1）電機科技歷史之探索；（2）資通訊科技

此課程共安排八場演講，內容包括雲端科技的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行動寬頻

之應用與貢獻；（3）資通訊科技對社會之影響與爭議；（4）科技對社會永續

的新發展與應用、數位時代政府治理、開放國會與全民監督、建築的綠色思

發展之省思。本課程藉由電機資通訊科技與社會之相關議題的探討，提升學生

維、媒體科技、臺灣電視媒體生態與問題、公民媒體與社會參與等涵蓋科技的

溝通與表達之能力，養成批判及思辨之正向態度，正視科技風險與永續發展之

政治、產業、政策、倫理等面向。每次演講活動，均開放學生與演講者現場問

議題，進而關懷社會。

答，並讓學生於課後撰寫演講心得報告。此外，學期中與期末分別安排一次綜
合討論，授課教師會針對前幾週的演講向同學提出融會性的回顧與討論，並讓

3. 智慧財產權法
本課程由科技與法律研究所王立達教授開設。王立達教授為了增加本課程

同學進行作業報告。

的跨科際向度，於課程安排中增加智慧財產新聞評論單元，期望學生運用課程

2. 電機科技與社會

中所吸收之知識及基本原則進行書面報告與課堂報告，並在具體新聞案件之中

本課程於 102 年度上學期由電機系溫宏斌教授開課，並於 103 學年度上學

思考幾個問題：（1）被稱為智慧財產的無體資產應不應該以法律加以保護？（2）

期由電機系陳永平教授續開此課程。溫宏斌教授將「電機科技與社會」課程的

在新聞案件中被控侵害他人智慧財產者，其行為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是否應被視

定位是引領學生探索電機（資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進而培養學生世界公

為侵害他人對於智慧財產的合法權利？（3）前述行為應不應該負擔法律責任？

民精神。課程主要分成四個區塊：世界公民、產業介紹、創業競賽與寰宇科

（4）其行為應當屬於大眾可以自由利用、創作發展的範圍之中，應不應當被認

技，期盼能讓同學們建立基本邏輯思辨能力、熟知產業發展與創意發想等目

定為侵害智慧財產權？授課教師對於選取給學生評論的每則新聞，都提出四個

標。課程以「世界公民」訓練為核心，教導學生思考邏輯與決策模型，並搭配

具體問題引導報告同學蒐集資料，進行分析與思考。在書面評論繳交之後，各

適當的口語傳播訓練。「產業介紹」主要針對臺灣目前的產業發展，讓同學熟

組學生需要對他組新聞的書面評論進行互評，對之撰寫書面的討論意見，表達

知電機資訊產業中各子項的代表公司與人物。「創業競賽」以分組方式進行，

是否贊成其評論見解，並且說明自己的理由，以加深的思考廣度，引發多面向

利用學期中所介紹到的資通訊技術集體創作發揮其想像力，呈現可改變人類生

的思辨，培養其批判思考能力。最後授課教師從每則新聞挑選一組優良的書面

活的幸福科技。「寰宇科技」則是橫跨其他區塊，由學生報導指定新聞並自主

評論，在上課時口頭報告，帶領全體學生共同思考討論在這些實際新聞案例之
中，何種形式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於社會整體而言才是較為妥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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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整合智慧財產權法律與經營管理，並據以建構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

從全球經濟與國內產業升級或轉型的角度來看，正面迎接數位經濟的挑

務之基礎。近二十年來智慧財產權的蓬勃發展，已經造就產業價值、競爭環境

戰對臺灣來說或許是必經的軌跡，工業革命 4.0 與顏色革命 2.0 的時代皆是以

與經營模式之變革。知識經濟時代有賴深入理解法律權利的創設與利用，配合

數位科技為基礎，前者是以「數位同質化」（digitalized homogenization）為核

企業策略與組織的經營管理，造就新的競爭力。本課程分為五大單元：（1）導

心，進行訊息、商品與貨幣的交換與操作；後者則是以多元異質性（multiple

論：包含智慧財產權的種類介紹、共通特性、相關國際公約。（2）著作權法：

heterogeneity）為理念，進行權力的鬥爭分化或串連溝通。工業革命的邏輯來

分析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人類文藝等精神創作，在一般環境下及數位環境下之保

自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而人力資源、廠房、雲端、物聯網（in-

護現況，以及可能面臨的侵害態樣。（3）專利法：引領同學瞭解發明、新型及

ternet of things）是眼前的地景；顏色革命 2.0 則以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

設計等三種不同專利的定義、取得專利保護的條件，以及專利侵害應該如何認

為理路，其所關切的是人權、公民社會與共同體（ community ）。假使資訊科

定，並且以生技專利為例，啟發學生領悟尖端科技突破、專利法制以及產業發

技主要是在處理訊息的編碼，而通訊科技關注於訊息的傳遞，那麼，資通訊科

展三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4）商標法與網域名稱：對於此種堪稱為與一般

技（ICT）不只做為工業革命 4.0 時代的「中性」技術工具，更是在顏色革命

人生活之中最常接觸的智慧財產權，分析其保護消費者免於蒙受欺瞞，以及維

2.0 具有對人與社會進行理解、批判與改造的政治實踐力量。若此，如何在這

護業者商譽、產品形象等行銷努力的雙重功能。（5）公平交易法與智財權：公

個數位轉折的年代拿捏課程的定位，將會改變我們觀看與介入世界的態度與姿

平法與智財權之間，既有相生之協力關係，亦有相剋之抗衡關係存在。希望借

態。國立交通大學是一所以理工領域著稱的研究型綜合大學，相關系所的學生

助此一具體實例，呈現智慧財產權與其他法律規範之間彼此影響的實際狀況。

佔九成，而鄰近的高科技產業園區是學生主要的就業市場。科學與技術的專業

本課程邀請到章忠信博士（智慧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委員、「著作
權筆記」公益網站主持人）以及周威秀律師（智泉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分
享親身處理現實案例，帶領學生熟悉產業及市場實際運作。兩位學養均優的智
慧財產權實務專家，分別教授著作權與商標法。此一新設計可讓本課程更為貼
近現實世界智慧財產權的實際運作狀況，也把產業及實務的觀點帶進課堂，刺
激學生進一步跳脫法條及制度層面，從實際運作與操作策略層面思考當今的智
慧財產保護體制。

課程為產業提供了優質的專家和白領勞動者，卻未必能夠為國家培養出人文涵
養和社會關懷兼備的「科技—社會—人」，而跨科際課程便是為了讓學生瞭解
科學與技術背後的社會機制、文化脈絡等政治與倫理議題。交通大學跨科際課
程的規劃與開設仍為起步階段，有必要借鏡國際頂尖大學的跨科際課程設計。
本課程挑選與本校屬性近似、文理並重的麻省理工學院（MIT）為參照學校，
該校有優異的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學院（School of Humanities，Arts and Social
Sciences），並開設跨科際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學程」（The STS program），本
課程是以該學程中的三門課程，作為課程規劃的參考，以社會、文化、倫理為

4. 科技與社會：從科技省思邁向社會創新

主軸，作為本課程大綱的安排框架。本課程希望在本校的跨科際課程中論述科

本課程由科技與社會中心專案助理教授吳哲良老師開設，同時也是接受跨

技問題的政治化及性別化，提升學生的社會敏銳度和倫理意識。

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辦公室指導的「標竿課程」，亦即，參酌國外相關

「科技與社會研究」的知識資源主要來自社會學、歷史學、哲學等學門領

課程的規劃，並配合本校的計畫目標與校園屬性，針對本計畫群中原有的課程

域，廣義而言，人文社會學門的知識旨趣已經將科技做為一種研究對象，早已

進行改良。

在從事「跨科際」的研究與教學工作了。尤其，這種跨科際的研究與教學並不
同於以產業合作、創造產值為目的、化異求同的那種跨科際性，而是主要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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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政治中立性的預設、知識真理的生產、科技決定論或科技進步論等價值與

期末專題報告分為兩類：（ 1 ）融會貫通型：以田野對象或感興趣的社會

觀念，提出反思、質疑與批判。
「科技與社會」的課程名稱附加一個小標題「從

議題，藉由課堂的讀物或討論，撰寫八千字的報告。為了讓期末專題報告具有

科技省思邁向社會創新」，有幾個層次的目的：首先，透過人文社會領域的批

議題探究的深廣度，學生必須於學期中與助教、老師約時間討論，以便建議與

判性的知識旨趣，重新認識隱藏在科技政治中立論、科技進步論背後的政治意

協助學生搜尋資料、探討可行的方案。（2）社會創新型：如有學生對運用資通

識型態與社會作用。其二，對科技的批判性認識，並非意在貶低科學的知識價

訊科技協助社會創新的目標感興趣，可以將專題報告改以社會創新企劃書的方

值與技術積累的正面意義，而是要透過對科技霸權的社會建構的揭露，尋求科

式呈現。內容必須包含：社會創新標的（或服務對象）、問題意識說明、文獻

學技術與人文社會之間溝通的可能性。其三，跨科際的溝通目的是要讓科學知

或資料彙整、田野初探、付諸實行的規劃等。兩種類型的期末專題報告必須於

識與技術應用不只是以創造經濟產值為目的，而是要能夠藉科技的強大力量發

第十週跟老師說明初步的構想。社會創新型的專題報告，必須找助教或老師就

揮關懷社會不公與扶助弱勢的社會創新潛能。簡言之，「異中商異」的跨科際

社會創新方向、問題意識、文獻蒐集、執行規劃等交換意見。

性，透過反思、批判達到溝通理解，並尋求社會實踐的正向能量，是本課程的
關注焦點。

此次的實際課程操作中，學生均選擇以社會創新的方向來做期末專題報
告。由於修課人數較少，授課教師將修課學生組成專題企劃團隊，帶領學生去

為了達到上述的目標，本課程設定了五個單元：（ 1 ）科學與技術的「本

探索資通訊技術應用於老人社區照護的可能性。在過程中，教師與助教引導學

質」；（2）科學社群如何製作「科學」；（3）技術、工業、現代性與全球化；（4）

生分工蒐集並與閱讀老人學、老人福利制度、社區照護等相關的研究文獻，並

科技的政治 / 政略；（5）「左右」資通訊科技及其社會創新。修課學生必須針

組成讀書會討論各自的心得與疑問。此外，授課教師也成立臉書，將資通訊科

對閱讀材料提交提問單並負責引言，以便教師掌握學生的理解情況。此外，學

技在社會創新或社會企業的相關應用案例傳遞給學生參考。學生在教師與助教

生依照自己關心的科技相關議題去尋找社會對象進行觀察與紀錄，可以透過攝

的協助下，將各自繪製的心智地圖（mind map）予以彙整，逐漸形成「科技介

影、文字等的方式書寫。課堂中會邀請學者針對科技與展示的議題進行演講，

入老人社區照護」的企劃案，並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提案的工作。在期末成

也讓學生觀看影片，而其事後必須就電影或演講撰寫評論報告。本課程安排學

果發表會上，此課程修課學生以「經濟民主、棲地、物聯網：預示下個世代的

生觀看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除了瞭解國家發展、官僚體系如何在經濟

老年社區照顧與科技介入」為題，大膽地探討如何藉由資通訊科技的力量重新

與產業發展中犧牲環境與國民健康，並理解公民可以如何運用國內外的科學數

界定「社區」以及促進資源的流動，建構一個「鄉村安老」的模式，進而吸引

據以及視覺呈現，介入公共議題，引發公民與國家當局的正視。因此，授課老

年輕人返鄉服務，活化鄉村。儘管學生的企劃案並非一個可付諸實現的完整方

師要求學生在觀看紀錄片時進行分工記錄，特別關注柴靜在紀錄片中探討的各

案，但是，讓學生在課程知識與社會關懷的基礎上大膽嘗試，發揮各種創意，

個議題面向，其團隊所運用的資料或數據，他們的視覺呈現方式，以及柴靜的

也是一種珍貴的跨科際學習。

論述觀點。另外，本課程邀請博物館學研究專家郭瑞坤博士以「展示科技」為
題來演講，為了增加本次演講的影響性，該演講安排至新竹市歷史建築「李克
承博士故居」舉辦，開放給校外人士報名參加。由於授課教師於演講前請學生
事先閱讀〈博物館與治理〉的文章，再加上講者深入淺出的分析，學生對科技
如何介入博物館展示的議題有更為清晰的理解，而校外人士的發問更增加了討
論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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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成效評估

一、學習評量問卷

為了掌握選修本計畫課群學生的學習成效，本計畫團隊設計了一組學習評
量問卷，交由各課程助教於學期初（前測）與期末（後測）給修課學生填答。
經過前後測的分析與比較，我們可以獲得的訊息包括：（1）學生的院系、修課
動機；（2）學生對於課程規劃與助教協助的滿意度、課程內容的難易度；（3）

學習評量的設計包含三個層次的評量指標：
1. 「屬性」或「行為」變項
調查學生的學院與年級的課程選修分布、學生選修這門課的動機、學生出

學生對跨科際相關議題的認知，以及未來選修相關課程的意願等。除了共同的

席情況、學生是否選過本計畫其他課程等，瞭解學生屬性或行為與選修課程

問題設定，後測的學習評量問卷中針對每門課程安排的單元或主題設計評量，

之間的關連，我們可以大致瞭解本計畫的課群是否有發揮跨院、跨系的修課成

以瞭解授課老師安排的哪些課程內容對學生而言獲益最多。每學期收集的前、

效。不過，這類的指標對跨科際學習成效的評估仍屬於外部因素的推論。

後測學習評量問卷分析可以讓本計畫團隊瞭解該學期學生的修課概況，譬如學

2. 「心理意向」的變項

生學院、科系與課程屬性之間的關連。由於每門課程的屬性、課程設計和修課
人數皆不盡相同，各課程之間缺乏嚴謹的比較基礎，因此，學習評量的分析數

瞭解學生以往與修課的上課表現、偏好何種上課方式、課程授課內容是否

據並無法構成課程之間的比較依據。不過，就各課程本身而言，前後測的學習

符合選課期待、學生是否滿意本課程的設計、修課後是否對資通訊科技、法律

評量問卷倒是可以提供授課教師有關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學生學習情況等訊

與社會發展相關議題有比較多的認識、在修習課程期間，是否遭遇學習困難、

息，而這些教學上的回饋訊息能夠成為授課教師未來續開課程時改進課程設計

未來是否會再選修跨科際相關課程等問題。相較於「屬性」或「行為」變項，

與教學方式的參考指標。

滿意度或心理意向方面的調查對於跨科際學習成效有較深度的推論基礎。不
過，這類的評量仍然限於對學習的「感受性」而非「認知性」的評估。

從方法論來說，學習評量問卷屬於量化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而「學習成
效」涉及到深層的認知改變，它的評估並無法單純地化約為行為或態度的測

3. 交叉分析

量。因此，本計畫團隊每學期檢討學習評量問卷的成效，並且增加開放式的問

包括學生屬性、修課行為與心理意向三者之間的交叉分析，譬如不同學院

題，藉以在測量工具的侷限中強化對學習成效的質性描述。除了學習評量問

在學生修課滿意度、對相關議題的認識程度、學習困難與否、續修相關課程的

卷，每門課程對於學生學習狀況、作業表現的紀錄與評估，其實更能掌握學生

意願等彼此間的關連性。另外，我們也會針對學生的學習困難情況與對相關議

的學習成效。

題的認識程度、續修相關課程的意願進行交叉分析。

二、非量化學習成效評估
1. 開放式問題分析
學生對於臺灣面臨問題的認知或是對科技的社會角色等觀點，多少能反映
出「跨科際學習成效」。因此，我們會透過半開放的問題探詢學生：（1）本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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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對學生最具啟發性的議題有哪些；（2）學生修課前後對於目前科技發展對社

的課堂活動較為偏向靜態的閱讀與討論。不過，授課老師要求學生尋找科技相

會的影響之看法；（3）學生修課前後對於一般社會大眾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力之

關的對象（如老人、博物館）進行社會觀察，並鼓勵學生運用當代資通訊科技

看法；（4）學生修課前後對於法律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力之看法。此外，我們還

來介入社會議題，從事社會創新的嘗試。學生以「經濟民主、棲地、物聯網：

會設計開放式問題，譬如於前測問卷請學生寫出三個全球或臺灣當前面臨的迫

預示下個世代的老人社區照護與科技介入」作為期末的協作專題報告，授課老

切問題，並追問學生要探索或解決上述問題，還需要學習哪些領域的知識？另

師與助教首先協助學生搜尋老人學、社區照護的相關理論與實務研究文獻，組

外，在後測問卷中，詢問學生修完課程後，瞭解那些重要議題？修完該門課程

成讀書會彼此分享閱讀心得，然後要求學生繪製心智地圖（mind map），並共

後，如要深入探究，還需學哪些領域知識？一般來說，學生在修課前的回答比

同討論此專題必須探討的面向，最後各自分工撰寫報告。

較受到新聞媒體或時下話題的影響，但經過一個學期的課程洗禮，學生的回答
較為聚焦於課程討論的議題，其觀點也較能反映出課程的知識特性。譬如，一
般同學對法律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力的看法持正向的意見，但修過法律相關課程
的同學，其態度卻相對較為保留。

從本計畫課群的不同課程屬性與課程設計的實踐成果來看，無論學生來自
理工或人文社會領域，學科的專業訓練並非限制學生跨科際學習的主因，而
是增進他們從事跨科際探索的知識基礎。課程內容、教學活動與專題作業的設
計，是鼓勵學生跳脫專業侷限，發揮跨科際實踐能力的關鍵。

2. 課堂專題報告

3. 個別跨科際學習評量表

學生的課堂參與和作業表現最能夠展現出學生個體的跨科際學習的成效，
而此學習成效又直接受到授課教師的課程規劃、教學方式與作業設計的影響。
譬如，以程式運算、老師講授為主的課程，學生的專題報告往往也傾向於專業
領域中的技術能力表現。然而，以本計畫課群之一「科技產業發展與社會」課
程來說，學生在課堂所習取的知識包含專業的科學技術領域以及來自社會學門
的政治、風險、公平正義、倫理等多元分析，而學生對於再生能源與公平交易
等議題進行辯論或角色扮演，更有助於他們內化課堂知識。尤其，授課教師要
求學生於期末提出小組的專題報告，譬如，學生以「臺灣發展離岸風力發電之
可行性」或「淺談再生能源對生活型態的影響」為題的期末專題報告，一方面
反映出學生對於科技的生活影響有深入的體會，更能夠採取多元的觀點進行社
會分析；另一方面，每組的學生來自不同院系，在專題製作的過程中增進了
跨科際溝通的機會。另以「高互動科技」課程為例，修課學生主要為理工科學
生，授課老師藉由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演講，以及透過老師與助教的誘導，協助
學生跳脫技術本位，嘗試具有社會關懷的互動科技設計。再以「科技與社會」

一般來說，我們對學生的學習評量方式，主要是針對課堂活動或作業的類
型給以相應的配分比重，並於期末給予一個總分。引言、評論、期末專題等
不同的作業類型或多或少代表不同能力的學習，但每項作業本身都還可能包含
不同的學習面向，譬如理解、組織、溝通等能力。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計畫辦公室的協助下，建議本計畫參考專業能力評量尺規（Rubrics），並依照
課群中各課程的特色與需求重新設計一套適當的學習成效評量。藉本計畫標竿
課程對於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的重新規劃，我們在「科技與社會」課程中設計
了一份「跨科際學習成效評估單」，將每次的引言、評論、專題報告等課堂活
動或作業，針對知識的「主題理解」、溝通的「語文闡說」、邏輯的「組織分
析」、跨界的「議題掌握」等四個學習面向予以評分，而每個學習面向所獲得
的分數都代表著「初探索」、「進擊中」或「近純熟」等不同學習程度。如此一
來，學生從各項課程活動或作業所獲得的訊息不只是分數的量化結果，而是包
括學習面向和學習程度的質性評價。

課程為例，通過科學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對科技進行知識性的省思，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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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面

「科技與社會」跨科際學習成效評估單
初探索

進擊中

近純熟

從以往的高科技代工產業到近年數位經濟的發展，國立交通大學理工學院

引言 I

的科系也經常是國內莘莘學子的熱門志願。交通大學紮實與豐富的教學研究

主題理解

引言 II

資源不僅培育出相關領域的專業菁英，也成為高科技業界炙手可熱的人才。因

（知識 30％）

評論

此，專業學習與就業市場一直是學生的主要考量，這也使得學生對專才教育的

期末報告

重視更甚於通才教育。儘管產學共生以及利己導向，是跨科際課程計畫的實踐

引言 I

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社會結構、價值觀念與心態，我們仍持續在專業課程中注入

語文闡說

引言 II

跨科際的元素，並藉由教學活動與作業設計，培養學生的多元價值觀，並盡可

（溝通 20％）

評論

能讓他們瞭解到資通訊科技不只是產業獲利的立基，更有可能改造社會制度、
造福社會弱勢的利器。

期末報告
引言 I

為了掌握每個學期每門課程的學習成效，本計畫團隊設計量化與質性的評

組織分析

引言 II

量工具對選課學生進行跨科際學習評量。雖然，經由四個學期的資料分析，

（邏輯 20％）

評論

多數學生對本計畫團隊的課群規劃感到滿意並符合其選課目標等給予正面的評

期末報告

價，但我們認為「跨科際的學習」未必能夠在短期的課程活動中充分地展現出

引言 I

來。或許，我們應該透過長期追蹤的研究，對修課學生日後關於社會議題的觀

議題掌握

引言 II

（跨界 30％）

評論

點，以及就職機構中與不同背景專長者之間的溝通進行瞭解，才可能瞭解學校
的跨科際學習對學生在生活與職業場域中發揮的效果。

期末報告

二、教學面

伍、課程計畫檢討

本計畫課群共有 16 門課程，分屬電機學院、客家文化學院與科技法律學
院。由於計畫的初期規劃並未選擇特定的實作場域作為問題解決的標的，這使

在執行「跨科際與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的二年過程中，本計畫團隊不
斷針對原初的計畫目標、課群架構、課程與教學規劃、學習成效評量等執行上
的問題進行修正。以下就學習、教學與制度等面向提出檢討。

得跨科際課群之間缺乏內在的修課銜接邏輯。即便本團隊將問題解決的目標聚
焦於「科技—社會—人」的培養，但部分課程並非以此目標來規劃，而仍然是
屬於特定科系的專業課程。因此，未來必須重新調整課群課程，將過度囿限於
專業領域的課程刪除，納入跨科際對話與實作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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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專長領域「共時授課」，對學生來說是相當難得的學習經驗。不過，

由於本計畫課群並未正式納入「科技與社會學程」，儘管有基礎到進階、

要達到兩位老師真正實現「跨科際授課」而非只是分工講課，這需要充足的磨

理論到實作，以及社會、法律、政策、技術等不同屬性的課程，但缺乏選課門

合，包括授課老師之間對彼此專長與教學方式有一定的熟悉和妥協，以及某種

檻的機制，就無法讓選課同學有效地循序修課，因而喪失課群規劃的用意。

程度對課程大綱、閱讀教材的瞭解與琢磨。然而，這需要有意共時授課的教師
之間長時間的互動與規劃。唯有如此，學生才可能從課堂上不同領域專長與觀
點的交流中受益。即便是單一教師授課，要設計一套符合「科技—社會—人」
培育目標的跨科際課程，仍需要足夠的研發資源與時間。未來若要對本計畫課
群進行調整，必須讓有意願投入的授課教師有充分的規劃時間，並與本團隊的
教師舉辦跨科際教學工作坊，對跨科際課程的設計進行評論與經驗交流。

本課程計畫雖屬於校長推動與支持的校級計畫，但從「科技與社會中心」
此院級的執行單位來看，課程計畫所面臨的問題並不全然得以在校內層面解
決。因為，大學的學術研究與教學依然尊重各學院系所運作的獨立性，院級中
心的執行單位並無法真正扭轉長久存於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傳統分科教育觀念。
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本計畫團隊仍竭盡所能地推動跨科際的教學理念——
我們相信這是值得的投注。我們更期待教育當局能夠將各計畫團隊的執行成效
與經驗予以彙整，試圖透過整全式的制度改革與政策規劃，讓跨科際教育能夠

三、制度面

在高等教育紮根與落實。

國立交通大學相當支持「共時授課」的課程，只要授課教師提出共時授課
的需求，校方都會特准承認該課程授課教師的教學學分數。不過，本團隊認為

陸、結論

共時授課的教學學分認定須制度化，校方更應積極研擬鼓勵機制，如此才可能
增加校內優秀教師研發跨科際課程以及採取共時教學的意願。

資訊技術打破了地域的疆界，但全球卻面臨比以往更加嚴峻的挑戰：金
融經濟風暴、恐怖主義或戰爭衝突的威脅、氣候暖化與能源危機，而臺灣在此

在強調研發、績效、評鑑的體制下，大專院校的人才聘用仍然以各科系專

國際與地緣政經情勢瞬息萬變中，不僅要在強權角力中覓得國際生存的戰略，

業領域的研究人才為考量，這卻使得具有跨科際背景的人才難以獲得聘用，再

亦得處理國內的經濟轉型、貧富差距、人口老化等具體且迫切的問題。經濟獲

加上各系所教師通常較專注於研究與升等，因而更鞏固了高等教育傳統的專才

利導向的產學研發與合作當然有其重要性，但這種單向度人才培育的高等教育

分科教育的現狀。教育部支持跨科際問題導向課程計畫的執行單位得以申請專

模式卻無法回應全球與臺灣內部的多方面需求。因此，擁有豐富國家與社會資

案教師，協助課程規劃與計畫課群的推展，此一政策對於跨科際人才資源的挹

源投注的國立交通大學，不僅樂見教育部推動跨科際與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計

注有一定的成效。然而，此良善政策在大學校園推行時卻可能遭遇一些困難，

畫，本計畫團隊也抱持著時代的使命感，積極於校內推展高等教育的改革。
「跨

譬如，該專案教師的聘用仍得符合大專院校人事聘用的審核程序，包括人事資

科際」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其實已經取得多數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共識；然而，

格的審查與員額的建置。在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的大力協助下，才得以讓

作為一種教育實踐，「跨科際」在分科分流與專才培育的高等教育體制中，仍

本計畫團隊的專案教師獲得順利。假使校內無法配合提供人事員額、經費以及

存在尚待克服的挑戰。

資格審查，一旦此計畫結束，在本計畫中培育出的跨科際專案教學種子也無法
在二年的計畫執行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生對知識的好奇與實踐的能力其實

於校園中永續存在。

是能夠被鼓勵與激發出來的。各科系的專業知識能夠培養出該領域的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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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但他們具有更多的能量去學習更加多元的知識與觀點，他們甚至有足夠的
能力將異質的知識與技術融會貫通，開展出令人驚艷的創意與實踐力。我們不
應該只是將「跨科際」的界定框限在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本身，而是把「跨科
際」當作一種能力。假使「跨科際」是當前高等教育的共識與目標，我們更應
該把學生從學習「跨科際」的受體，改而視為具有跨科際能力的主體。若此，
面對一個主動、好奇、統合的跨科際能力主體，無論是教育政策或教育工作的
實踐，就得從專業技術人才培育轉向跨科際資源的挹注，讓學生有足夠多元的
知識、觀點與技能，在不同的學門領域中自在穿梭，並帶著此跨科際的整合能
力在個人職業或生涯中發揮創造性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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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記得去年課程計畫辦公室舉辦 SHS 課程計畫期末成果

書面詳細回覆，由傳播與科技學系教師開設之「互動科學與設計思考」課

發表會 ， 國立交通大學計畫楊谷洋教授注意到課程計畫辦

程與應用劇本實驗室創辦人暨營運總監林文綺老師合作，「科技說服與策

公室助理忙於服務而無暇用膳 ， 在茶敘時間 ， 親自裝盛點

略傳播」課程攜同中華電信研究院智慧聯網研究所陳志華教授進行，二課

心送予助理。如此溫馨之楊教授與爽朗熱忱之潘美玲教授帶動團隊之合

程皆由本系教授與業界專家共時授課，「先以理論傳授，再結合實際案例

作，每一次到交通大學訪視，校長均蒞臨現場與訪視委員交換意見，團

探討，作為學生期末方案設計與執行之養分，並於期末邀請專家學者擔任

隊執行計畫十分用心。

評審委員，驗收同學實作之成果。特別是『互動科學與設計思考』更邀請

此計畫規劃多元面向之議題與課程 ， 盡力探索跨科際教學之可能
性，計畫初期課程設計缺乏解決實際問題之系統性與層次，雖有各種不
同類型與領域之課程，卻難以掌握其欲具體解決之問題重點。觀諸其他
A 類課程計畫之經驗，此問題得以在確定適當之實作場域後，緩慢地逐

營』，進行跨國際實作之交流。」此等個別課程之規劃與經營，有效提高
課程之專業度與廣度 ， 令人敬佩 。 若能落實於供學生實際操作之實踐場
域，將更有效訓練學生在真實世界中解決問題之能力。

步釐清。此外，課程規劃基礎理論、基礎實作、進階理論和進階實作，

不無遺憾之處在於本計畫直至最後階段，其實踐場域仍不明，因此未

但大多學生只修一門課，基礎與實作課程間之關聯性較薄弱，宜釐清課

見修習計畫課程之學生針對具體場域提出可行之問題解決方案。 交通大

程中基礎知識與知識應用之角色，加強計畫課程系統整合之關聯性，使

學以理工科系為主，本計畫團隊本於先前推動科技與社會中心（STS）之

學生可循序漸進修習群組課程。

基礎，應可在科學園區覓得實際場域，引領學生本於科技專業實踐人文關

103 學年課程結束後，計畫最後一次之審查中，審查委員關心系所
開設之專業課程，是否真正有實作、方案執行或跨域的學習？此團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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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與創新的個案與實踐—建構中部地區手工具
產業的實務社群
Cases and Practice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
Building A Practical Community of Hand Tools Industry in
Central Region

壹、前言
臺灣手工具為中部地區勞力密集、外銷導向與產業鏈完整的傳統產業，
根據金屬工業中心（2011）「金屬手工具製造產業研發聯盟結案報告」調查顯
示，廠商聚集在臺灣臺中、彰化地區（約 500 家）高達八成以上，整體從業人
員總數多，在 2008 年一般手工具之年產值達 588.5 億新臺幣，其中出口金額達
558.9 億新臺幣，佔年產值之 95%，以機械維修、DIY 市場、農林園藝應用為
主。而在廠商規模上，大多屬於平均聘僱員工數未滿 50 人之中小企業，廠商
家數多、規模小的特性，導致研發、設計能量相對薄弱，普遍委以代工方式，

王精文 / 國立中興大學企管系 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楊明德 /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系 教授兼創新產業推廣學院副院長

因此創新與設計能量不足及人才不足的窘境存在已久。
從臺灣手工具產業調查中發現，多數手工具廠商成立時間超過 20 年，多
年來缺乏新進廠商加入，且手工具在產品技術性門檻較低、國際競爭激烈的環
境下，已逐漸朝向設計數位化、複合材料輕量化、符合綠色環保、人因工程、
多功能設計的趨勢發展。本計畫透過學生跨領域組合以個案研討、產學合作對
話方式，同組學生一起尋找手工具創新的點子，目的在於讓手工具廠商和學生
對話，共同尋找創意，並讓學生關心手工具產業的現況與未來。整體而言，本
計畫基於關懷臺灣中部在地產業、增加在地廠商的競爭力與儲備未來人才，特
別結合理工科學、設計與企業管理各領域等教授之專業，草擬本計畫，預期與
手工具產業相關度較高的土木結構、材料、設計與行銷相關領域的學生投入，
並透過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的能力訓練、學生設計思考、強調實作訓練等，以
培養該產業所需之跨領域人才，課程設計則採用創意與創業所需的想像力，以
概念結合的方式來進行訓練。

貳、課程設計與介紹
由上述計畫目標中，本計畫以本校中興大學做為產學合作的火車頭，協助
中部地區手工具產業，解決現有廠商普遍存在研發、設計、創業能力與人力不
足的問題，而面對這些問題應涵蓋過去企業創新的解決方案，在課程中培養創

- 266 -

創業與創新的個案與實踐

Cases and Practice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 267 -

意、創新的過程與作法。本課程規劃如何由產生創意的創業構想，透過不同專

失敗案例。第三階段由上述企業經理人與所屬產業關聯性較高之大學教師共時

業領域培養基礎知識，透過創業團隊密切的溝通與協調、學習問題解決、研究

授課，由大學教師擔任主持人，負責引導學生與企業經理人進行對話。下學

設計與實地操作的過程來解決企業的問題。本課程設計規劃特別採用與想像力

期「創意與創新實踐」課程，課堂教學部分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集合不同

結合的學術理論，該理論認為創意來自不同概念的結合（Mednick, 1962；洪瑞

科系的創業團隊，以共同上課的方式提供對創業相關的營運計畫書、行銷故事

雲、王精文、拾已寰、李泊諺，2011），而概念結合的來源來自於不同專業領

撰寫、服務與新產品流程分析、重組與撰寫軟體 APP 及口語簡報技巧基礎知

域、產業實務與互動方式（洪瑞雲等，2011；2013）。本課程認為創業成功的

識。第二階段邀請多位中部地區不同產業類別的企業經理人與本校 EMBA 學

基礎，來自於個人的創意、企業的創新作法與合作團隊經驗的累積，因此設計

長姐擔任業界講師群，以「做中學」的方式討論與修正學生團隊創業構想、市

多元刺激的創新教學方式。多元刺激的課程設計主要來自課堂教學現場，學生

場調查概念測試與製作創業投資之規劃等。第三階段由本課程與相關創業課程

透過不同專業領域的大學老師教授基礎知識、聆聽不同產業類別的業界講師演

的跨領域團隊（須含不同科系之學生）進行創業營運計畫書與創業提案的競賽，

講，及大學老師與業界講師的討論、互動，並經實作經驗的刺激未來更多創業

共分為三次提案競賽（期初、期中與期末），每次提案皆有不同科系教授、企

構想的形成。本計畫課程結構與內容如圖 1 所示，上學期著重創造力與想像力

業經理人、本校 EMBA 與創業相關課程學生共同參與，進行評比與講評，採

啟發，下學期著重問題解決與實踐。

用直接進行競賽檢驗未來創業成功的可能性，會場同時提供競賽成績優異的團
隊做為標竿學習對象，刺激後續更多元創業想像與合作機會。
本課程認為創業成功的基礎，來自於合作團隊經驗的累積，因此特別將修
習本課程的學生進行編組，組成未來創業活動的種子團隊。上學期創新管理
課程評分設計內容包含學生基本到課、參與活動與分組討論、小組提案報告回
饋與企業經理人演講提問。團隊運作過程中產生不同專業背景的對談及分組討
論內容，小組成員採用不同角度觀點對其他小組提案報告回饋，以不同的世代
年齡背景在企業經理演講會後的提問，以上評分參考標準可透過多元背景來激
發參與所有教學活動的學生、教師與企業講師在創業教育中所需要的想像力與
創意。上學期創新管理課程由王精文老師主持，偕同中興土木系楊明德老師及

圖 1 本計畫課程結構與內容

材料系何永鈞老師，主要以不同專業領域為範例介紹與各專業領域相關的企業
在創業到經營過程中所具備之技術等，由王精文老師教授創業產業經營研究，

上學期「創新管理」課程，課堂教學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集合不同專
業領域（土木、材料、心理、設計、文創、資管 ⋯⋯ 等系所）的大學教師，
以共時上課的方式先教授對創業知識有興趣之學生各專業領域的基礎知識。第
二階段透過多位中部地區不同產業類別（食品、電子、鋸子、板手套筒、形象
廣告、文具⋯⋯等類別）的企業經理人擔任業界講師群，傳授企業成功典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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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洪瑞雲老師提供創業思考過程中所需的想像力、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模式
等工具的教學工作。而各個專業在創業價值鏈中扮演企業個案解析、結構、材
料、設計、創業構想與經營的角色，由各領域提供教學個案給所有修課同學初
步認識該領域所發現的研究問題與分析工具。修課學生進行團隊編組（5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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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組團隊需包含來自各個不同專業領域至少一人以上修課同學，再由各組教學

專業領域的問題解決與實作的方法與工具，使學生在課程中就培養專業進行聆

助理擔任解說與帶領討論，每組該領域的修課同學則擔任諮詢輔助的角色。

聽、口語表達、個案閱讀的多元思考、撰寫企畫書等的基本溝通能力。此外，

上學期創新管理課程結合各領域授課老師的專業，從創業、創新的觀點提
供「創新管理」課程，引導學生學習不同專業領域中企業個案創新做法，並培
養對創業活動的興趣。下學期創意與創新實踐課程，創業團隊編組先分為三大
專業背景（管理學院、理工學院、獸醫學院、農資學院、文學院共五大學院），
每個團隊皆來自各個不同專業領域修課同學，平均（每組 5～ 6 位學生）進行
創業計畫的提案，為了補足修課學生過去較缺乏創業教育的訓練，本課程著重
於創業企劃書撰寫、溝通，與進行實際創業活動的實作活動。課程邀請林谷合
老師教導創業營運計畫書撰寫、林詠章老師教授網路行銷 APP 寫作、楊明德
老師講授口語簡報技巧等，並提供創業實務上必須面對的爭取投資人投資、解

本計畫關於學生團隊部分採用多元團隊設計激發學生溝通、創業構想的想像力
外，亦在下學期「創意與創新實踐」課程的創業競賽中邀請企業經理人擔任輔導
團隊，讓產業界與學生團隊在年齡世代及網路工具使用經驗的不同背景上，透
過競賽過程中擁有面對面討論的機會，讓學生團隊直接面對經理人進行創業計
畫簡報，說明創業構想並爭取未來可能的合作機會；也讓企業經理人接受學生
在網路行銷上的使用者經驗、激發未來產品與服務創新的想像，並同時思考所
屬專業領域未來異業創新的可行性，也觀察與培養發展潛力的人才，以加速服
務或產品創新的速度與推動時程。整年課程強調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且以創
新為課程核心，融入不同領域，不同專長跨域及跨界的學習方式。

構與重新建構服務流程等問題的解決之道，還另邀請網路行銷論壇中擁有豐富
經驗的璀璨夫人、何佳勳老師到課堂分享個人行銷心法，並由贊助本計畫、提
供新產品與服務系統分析支援講師人員的微軟公司指派專業講師輔導學生進行
網路行銷工作。並透過跨領域共同分析創業概念與營運模式，解決過去創業課
程單打獨鬥、過度分工的運作模式；另外課程也邀請具有豐富的創業背景與管
理經驗的經理人擔任業師進行修正，以解決學生團隊過去理論訓練過多、實務
經驗不足的問題。在課外時間則安排每組兩位業界講師（合計 12 位），特別在
公務之餘邀請學員參訪企業，並在課堂外時間與各分組學生安排 2～ 3 次創業
計畫的討論、輔導與諮詢活動，在學期 16 週共舉辦三次分組對抗的活動，創
業計畫報告中預計接受 6 位企業經理人的評選工作，參賽學生在過程中連同自
己團隊針對 12 件創業計畫可進行觀摩學習（本課程六組與另一堂創業管理課
程六組併班共辦創業競賽），並接受經理人在創新作法與經營建議上面對面的
溝通討論，課程結束已產生 6 件具創業潛力的企劃案、參與校外創業競賽與提

本計畫目的為鼓勵分組內各領域學生就其專業發掘企業未來創新的機會，
小組內部進行跨領域對談、培養多元觀點思考的能力，以企業個案為研究對象
共同完成創新提案。激發小組創新思考、培養跨領域的溝通技巧與累積合作經
驗，短期可回饋經理人，驗證每件創新提案對於企業個案實用的價值。上學期
創新管理課程 24 位修課學生共分成五組團隊，針對八間企業個案，共產生 20
件創新提案（以下以四個主題之創新提案代表呈現），表現優秀的學生得到企
業個案實用價值的肯定。整體而言，本課程實際徵求小組創業提案的活動設計
已提供未來創新的機會，促進小組跨領域對談、培養多元觀點思考，進一步提
供可供企業個案實用的價值、小組創新提案摘要與特色內容。
第一個創新提案為學生團隊聽過企業經理人—久允公司總經理演講過後所
提出的創新發想：建議鋸子可進行材料創新，將傳統所使用的鋼料改成輕量化

供業師輔導社群後續商品化參考。
本計畫透過問題解決、研究學習與分組實作的方式來彌補專業領域過度
分工、實務經驗不足的問題，而學生亦能透過上學期創新管理課程，學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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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不鏽鋼的材質，除了輕便之外，也可改變傳統鋸子會生鏽的缺點。另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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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創意設計發想椅子

圖 2 智慧型髮片耳機

第四個創新提案為學生團隊在富美特（文具禮品業）企業謝豐全董事長演

第二個創新提案為學生團隊聽過美律實業（聲控電子）企業經理人到校演
講後，所提出的創新點子，將自身配戴耳機時會遇到的困擾及創意構想加入創
新點子內，一般傳統耳機如果耳機頭壞掉就必須全部換新，學生團隊發想出可
替換式耳機頭，核心元件可保留，以消耗性元件取代，降低損耗。安全性為首

講過後所提出的創新發想，以節省空間、收納為出發點，創造出仿三折式盥洗
包，內容結合了鉛筆盒、筆記本與檔案夾，只需攜帶一個檔案包，即可方便出
門。（如圖 4）

要考量，保護人類聽覺、行動方便等，創新改良式內耳式耳機，降低佩戴耳機
的不便。另外，也思考出智慧型髮片耳機，將假髮與耳機做結合，除了增加美
觀之外，也可以減少一般人配戴髮片與耳機因為動作而脫落的窘境。打造專屬
的耳機也可增加個人風格與識別度。（如圖 2）
第三個創新提案為學生團隊聽完有情門（家俱產業）企業經理人分享桌椅
的功用後，所做的創意發想，學生以廢料做為出發點，希望打造出環保與美

圖 4 三折式檔案包

觀兼具的光碟桶椅。在另一組提案中，因為大多數人都會有翹腳的習慣，因此

期末報告採用小組撰寫創業構想計畫書的形式，邀請小組提出一個產品創

利用拐杖的概念，將椅子增加支撐點，使翹腳時也能保持椅子的平衡，避免摔

新或未來創業計畫的提案。此設計預期短期內可激發小組整合不同領域、專長

跤。另外還有積木式升降椅子，是學生團隊利用小時候玩樂高積木的概念將椅

組員的能力，累積溝通技巧與撰寫可供修正、討論的計畫書，並獲得現場產業

子組合而成想出的創意構想，當椅子不需要使用時可以上升做為桌子使用，需

講師或企業經理人面對面、第一手的意見回饋。實際執行後，本課程共產生五

要椅子時將桌面下壓充當成座位，節省了許多室內空間。（如圖 3）

件創業構想計畫書，由於計畫書已涵蓋創業構想的動機、背景、創意來源、解
決方法與成果與預期達成的目標，且涵蓋口頭簡報報告與現場評審 Q&A ，可
視為具有專題研究之成果，以下為課程競賽其中一組之創業計畫：
創業名稱為：LEME，利用久允公司剩餘的產能、廢料、生產過程中產生
的剩餘，以不同風貌創造出新的價值。本團隊創業動機來自於公司在製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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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產生的廢料或是剩餘，將金屬結合皮件飾品，來創造出新的產品，像是皮
革吊飾、民俗風格金屬裝飾手環、雙色混搭皮腳環與皮手環。將廢棄的物料再
利用創造出新產品，不僅為公司處理掉廢料問題，又能增加營運收入。
（如圖 5）

圖 6 興來呷本簡介

創業團隊二：PAPA COTTA ，本創業團隊結合當季水果木瓜與中興大學自

圖 5 金屬結合皮件飾品

產牛奶，創造出水果與奶酪結合的平價特色甜點。創意來源為有感於近期食安

為協助修課學生未來能發展全新產品或創業的機會，下學期課程則要求各

風暴不斷，消費者吃進肚的食物、甜點不安心，結合創業團隊來自農學院背景

組製作創業營運計畫書。各組組員由不同的科系背景組成，達到本計畫跨領域

的學生，發展出具中興大學特色的甜點，研發多種水果與奶酪的結合，並自創

團隊合作之目標，各組皆有一位教學助理協助會議紀錄、參與討論外，針對各

FB 與網路行銷，增加銷售成效。（如圖 7）

組期初的創業提案，並搭配業界一至兩位專業業師加入小組，協助同學討論、
給予產業發展之建議與技術指導等，經過三次的 PK 賽，以下以排名第一、第
二名兩組創業團隊為代表呈現本學期創業成果。
創業團隊一： 興來呷本，以中興大學為主的外送 APP ，只要一掃條碼或是
google 表單，進入頁面後填寫當天午餐要吃的外送餐廳、餐點等，在中午一下
課時，就會有人外送到教室外，節省訂餐的電話費用、省去購買午餐大排長龍
的時間、即使一人訂餐也享有外送服務，不收取額外的外送費用，不僅讓學生
一下課就有便當吃，也互惠校外的店家，增加其銷售量與客源。（如圖 6）
圖 7 PAPA COTTA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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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成果發表 DEMO DAY 為本校創意與創新實踐課程與創業管理課程所
合辦之期末成果發表會，當天參與人數共 156 人（教授 13 人、業師 13 人與學
生人數 130 人），期末發表以營運計劃書、創業成果、營運成果等呈現，並由
教授與業師給予鼓勵、建議改善方案。

圖 9 興來呷本獲獎合照
圖 8 2015 年 6 月 15 日 Demo day 教授、業師、TC 團隊、助教及同學大合照

3. 中興大學上海 EMBA 班邀請課程競賽前三名團隊至上海發表創意內容，而
EMBA 學長姐欣賞之餘也協助「興來呷本」募資到 175 萬元，鼓勵同學實
踐創新。

肆、具體成效
一年下來我們鼓勵同學參與不同型態的活動及競賽，成效說明如下：

4. 成立創業學程：因今年的實務課程，本校中興大學管理學院和工程學院合
作共同成立「創業學分學程」，目前已完成學程的課程設計及學生社團的

1. 本課程土木系廖品豪同學參加 SHS 相關研習：2014/10/3 教師社群工作坊

建立、規劃校際間競賽、成立與業界講師溝通管道並提供獎勵金。此課程

V- 跨科際教育 Design Thinking 教學運用及 2014/10/17 SHS 南區區域推動

特色是希望透過跨領域、業師與經驗講師輔導、實作與創業競賽等，將學

中心短講培訓工作坊—簡報製作技、2014/11/21 WIKI CONFERENCE 暨第

生創業點子與業界連結，更加落實創業構夢想。中興大學管理學院創業學

三屆徵才徵件成果發表會、2014/12/10 SHS-Talk 第一屆跨科際短講系列競

程的開設，目的並不僅於提供新的課程讓學生修習，而是除了提供有趣的

賽，並於 2015 年綠具人創意競賽獲得綠 ‧ 首獎。

學科，讓同學們對創業有更深一層的體會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建

2. 本課程創意與創新實踐：「興來呷本」同學參加微軟第三屆青年築夢計畫，
榮獲創業實務組金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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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此課程的觀察與建議

陸、結語

上學期開始選修人數約 50 位，但最後修課人數為 24 人，較預期人數偏

本計畫目的在關懷中部產業聚落，感於手工具廠商普遍有規模過小、設計

少，主要是學生仍依賴老師在臺上授課、學生在臺下聽講的授課模式，但創業

能量不足、人才缺口的窘境，為了增加在地廠商的競爭力、儲備未來人才，本

課程顛覆此種授課方式，需要同學多思考、多實際動手做、多與團隊溝通協

計畫募集中興大學管理學院 EMBA 班企業主為業界講師班底，並召集中部對產

調、多發表意見，並積極尋找資源以利團隊創業計畫之進行。一開始學生不太

業發展有使命感、能輔助公司提升技術、人力與設計能量條件的企業主，至本

習慣自己動腦思考進行創業的構想，甚至對評分標準產生質疑，對於中部地區

計畫課程說明企業所面對的問題，及提供本計畫修課學生企業參訪的機會，並

手工具產業陌生，在久允工業演講產品鋸子時，同學或多或少還有看過或是使

對課堂小組的創業企畫案提供課堂外的輔導機會，完成學術與在地產業的結合。

用過，但在銳泰公司演講手工具板手等，許多同學感到困惑或未曾使用過，由
此可知同學對於產業與產品的認識還是有些許的落差，但透過實際講解以及工
具示範後，同學有了初步的認識。課程前半段運作多需教學助理及老師以引導
式的方式鼓勵同學提出想法，以利團隊運作。後半段學生逐漸改變，像是聽完
課程或演講後，同學都會到臺前詢問現階段創業所碰到的難題、或是講師、業
師能否協助提供相關資源等，甚至還運用課後時間與業師進行多次的討論，學
生由被動轉為主動，並積極參與報告實踐自己的夢想，逐步建立創業精神。此
課程模式需不同專業的投入，短時間內仍需多鼓勵學生參與，例如找出學長姐

另外，本計畫特別集合與手工具較高相關的土木結構、材料科學、設計與
企業管理各領域的老師，組成跨領域的專業輔導團隊教授土木結構、材料、設
計與行銷相關領域的課程，並透過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的能力訓練，培養該產
業所需的跨領域人才。課程分組原則上在學生自行組隊時，提示小組成員必須
為多元背景組成，希望藉由新一代學生的創意與設計，為手工具產業加值，提
高產品的附加價值。
課程設計方面在建立教師、業界講師與修課學生三方社群的對話，除各領
域基礎課程外，並未加入過多理論內容，主要是建立參與者與不同群體的對話

創業典範以激勵學生。

平臺，豐富產學合作的關係。例如教師群內的對話，將原本分屬不同領域的老
師，透過一同進行課程設計與討論教學方法，獲得不同專業領域的思考模式與
分析工具；學生群內的對話，在課程中與課後報告的分組討論過程，也提供跨
領域對談與學習的管道，以建立學生未來在職場上面對不同專業時，運用換位
思考及熟悉使用各領域專業語言。另外，提供教師與業界講師在企業個案報告
後，應用產學對談的平臺，讓熟悉學術演進與分析工具的教師熟悉產業經驗與
實務技術的業界講師在此平臺中對話，使學生在兩者互動中認識產學領域的典
範與模仿雙方的溝通技巧。最後，學生與業界講師的平臺，透過製作學期中分
組提案口頭報告、期末創業構想的專題報告，讓學生的創意透過提案、報告讓
企業主發現跨世代解決問題模式的不同，也讓學生在課堂中就學習如何與企業
主溝通展現自我價值。透過理工科學專業、設計加值方式厚實產業之人才培育

圖 10 學生課後與業師進行討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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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建立未來跨科際的潛在創業團隊，長期而言，高等教育的模式也應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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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此計畫引進多位業師參與授課 ， 極力突破舊有課程之

創業維艱 ， 必須掌握產業專門知識與技術 ， 並以動人之方式管理行

窠臼 ， 結合學校與各計畫資源 ， 帶領學生跨出教室 ， 促進

銷。目前參與課程之教師群涵蓋設計、土木工程、材料、行銷等領域之專

學生關於創新與創業之實務面認知與體驗 ； 課程創業競賽

長，若再加強與計畫目標相關之人文、社會領域課程，深入探討相關之人

前三名之學生團隊至上海發表構想 ， 其中一團隊進而募得新臺幣 175

文社會及消費型態等多元面向，加深人文連結與歷史情感，可更強化學生

萬元資金。以 B 類計畫一年之執行期間而言，此計畫之初步成果十分亮眼。

創新創業能力。

欣見此計畫團隊教師所屬之管理學院與工學院合作成立「創業學分
學程」，延續計畫成果。為達成計畫設定之目標：為中部地區手工具產
業培養具備研發、設計、或創業能力之人才，持續強化與此地區產業之
實務合作十分重要 ， 若能邀請業師參與課程規劃設計 ， 與學術界教師
於課前討論授課內容 ， 先以學術界教師建立基礎知識 ， 使學生得以建
立初步知識架構骨幹 ， 並輔以業師分析實際產業情境 、 案例與創業之
成敗經驗 ， 進而至產業實習 ， 學生將更有效地領略真實世界之問題 ，
將不同領域教師所授之基礎知識與實務經驗進行歸納、整理，融貫出新知
識與新方法。

- 282 -

創業與創新的個案與實踐

Cases and Practice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 283 -

在成功大學有一個課程群組，包含網際網路程式設計、社群網站設計、社

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群網站研究以及科技行銷，分別開在電機資訊、設計以及管理學院。這些課
程的目標是培養學生跨領域創新的能力。在產業中，創新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

Doing What We Love

色，不論是技術創新、生產創新、行銷創新、市場創新，或是統稱為經濟創
新，只有在某一點有所突破，產業才有機會從紅海轉為藍海，擺脫舊有的微利
產業結構。創新有許多面向，本課群聚焦於跨領域創新主要是因為跨領域增加
張天豪 /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了不可取代性，在現在企業抄襲泛濫的時代，跨領域將大幅提高競爭對手模仿
的門檻。上述跨領域課程參與了 SHS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它們之
間的關係很特別，比一般課程群組來得更加密切，也是這篇文章的主角。

壹、緣起
我們這個課程群組從一開始就跟別人不一樣，它並不是規劃出來的，更像
是誤打誤撞出來的。這個課群是從「網際網路程式設計」開始，是一本為工
程學生所設計的課程。開設新課程對老師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大學專業課程每
堂課三小時，學生或許會覺得這個數字沒什麼，至多偶爾因為無聊而感覺有點
長；但是這個數字對老師來講，卻變成一個殘酷的要求。一門三小時的課，第
一次備課所花的時間是從三倍、也就是九小時起跳，請教其他老師有無更精省
時間的備課方法，後來聊天發現，其他老師備課也差不多要這麼久。
這個狀況在同一門課多開設幾次後會好轉，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老師變
得跟學生一樣，感覺有點無聊了。幾年前，我發覺這樣慢慢消磨自己不是辦
法，衝動之下開了一門新課，再度經歷每週十小時以上的煎熬。課程內容是網
頁設計，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喜歡設計網頁──回頭來看，正因為這單純的動
機，後來面臨的許多問題就變得沒那麼困難。課程內容很特別，學生的反應也
很棒；然而，因為是以工程技術為主的課程，學生製作的網頁雖然很專業，但
有個很嚴重的問題：「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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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能力教學生改善這個毛病，但這個實際的問題趨使著我去尋求協
助。在成大，這個問題要去哪裡找人幫忙也不需要煩惱，因為成大有設計學
院，然而接下來才是問題所在。我既沒有人脈，也沒有位高權重到可以開啟院與
院之間的對話。如果直接跑到別人學院問有沒有老師想幫我上網頁設計課程，聽
起來有點好笑，但是我還真的這麼做了。我希望學生的網頁作品能夠更專業、實
用，這個慾望戰勝了自己的面子──結果是好的，我非常感謝當時成大工業設計
系的陳建旭主任，他很支持電機系與工設系合作課程的概念，奠定了該課程跨領
域的開始。陳主任為我引薦了至今仍持續合作的工設系洪郁修老師；後來學生
反映作品雖然專業，但是不賺錢，我們就找了成大企業管理系的周信輝老師加
入。一開始管理學院其實沒有回音，但是工設系的經驗讓我膽子大了起來。因此
在請學生推薦比較有熱忱的老師後，便直接到周老師辦公室邀請他。
一個橫跨三個學院共四門課的課程群組，過程竟然如此不周慮，連我自己
都覺得有點離譜；而驅動整個過程的，單純只是源於我個人的興趣。

稱天才；反過來想，如果不要求這種天才跨領域，讓他只在單一領域專研，他
說不定會成為該領域的歷史級人物。
基於上述理念，本課群針對工程、設計與管理三個領域，在每學年的下學
期分別開設三門專業課程，而沒有一門課讓學生同時學習這三個領域的知識。
學生不需要修完這三門課，事實上，學生也做不到，因為這三門課的時間是一
樣的，這是本課群最大的特色：共時上課是上課的時間一樣，但是不同領域的
學生在不同的教室上課。這樣的安排有非常多優點，首先最現實的就是，不會
有授課鐘點的問題。參與 SHS 人才培育計畫的老師都知道跨領域課程在溝通
上要多花很大的力氣，如果學校不支持共時授課，三位老師合開一門三學分的
課，授課鐘點就會變成一，也難怪會聽到許多計畫老師抱怨。另一個優點是課
程深度比較容易控制，如果不同領域背景的學生都在一起上課，教太專業別的
領域學生會聽不懂，教太簡單原本領域的學生大概就蹺光了。本課群也強調專
業的重要性，只有具備自己領域專業的人才，才適合來談跨領域。既然跨領域
的動機是想完成更好的作品，如果各領域都只懂一點皮毛，作品並不會更上一
層樓。因此，課程堅持原有的專業程度，不因跨領域而妥協。本課群不在上課

貳、跨領域

時跨領域，但會提供學生一個得集合所有領域專業才能突破的挑戰，刺激跨領
本課群除了誕生方式不一樣之外，課程內容與一般課程或一般跨領域課程

域合作。前面提到三門課的時間一樣，一開始分開在不同的教室聽講，最後會

也多有不同，我將其特色分為三個部分，並在這段「跨領域」與接下來的「課

留時間讓學生討論如何完成當週的作業。嚴格來說，本課群並沒有教導學生如

程介紹」、「課程設計」兩段之中各別描述。

何跨領域──我們將不同領域背景的學生綁在一起，給一個不跨領域就完成不

除了沒有事先規劃之外，本課群跨領域的理念與一般跨領域課程也有所不

了的任務，剩下的就讓學生自己去摸索了。

同。我們並不是要求學生同時具備多個領域的專業能力，而是要培養學生能與

前面講的都是好處，這樣的設計，最大的缺點就是，老師事先得花非常驚

其他專業領域合作的能力。這麼說好了，連老師都很少具備多個領域的專業能

人的時間協調。一般共時上課老師可以在別的老師上課時和學生一起學，課程

力了，卻要求教出這樣的學生，有點強人所難的感覺。這讓我想到過去有個口

內容也因為顧慮到其他領域而有所稀釋。但在本課群中，每週都有作業讓學生

號說企業要的是「T 型人才」，橫線指的是要學得很廣，直線指的是有一個專

體驗跨領域合作，要知道同步三門專業課程的進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

業學得很深──而現在好像要變成「π 型人才」了，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再升級

用文字說明三個領域太複雜了，這邊以工程跟設計兩個領域為例。假設某一週

成「不型人才」或是「开型人才」，有時我會懷疑這是不是人力銀行配合慣老

設計課程教授的是靜態設計，那麼工程課程就要在同一週引導學生具備實作設

闆們所想出來壓榨員工的技倆。要同時精通兩種領域的人不是沒有，這種人俗

計的能力；又或者某一週工程課程想要教授動態技術，那麼設計課程就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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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週教導學生設計動態作品。更麻煩的地方在於，設計領域的學生的創意

參、課程介紹

大多都很驚人，老師有時會無法預期他們的設計會需要哪些技術；而以工設系
洪老師對技術的熟悉度，也很難保證學生提出的設計是可以實作的。因此，本
課群每一堂課的內容甚至是每一堂課的作業，都是一開始就規劃好的。雖然很
累人，但是這樣才能讓學生體驗最完整的跨領域操作。此外，也因為三門課的
上課時間相同且內容都已事先公布，我們很歡迎若是學生已經熟悉自己領域的
某週的課程時，可以到別的領域課程觀摩。概念上的銜接不會有問題，實際上
聽不聽得懂就是一個挑戰自己的機會了。

一、談上課
就單一課程來說，每週都會有特定的主題，但是網頁技術非常多，學生在
課堂上能夠吸收的又非常有限，所以與其講述細節，不如在課堂上展示各式
各樣的網頁技術，引起學生的興趣。如果學生心中能萌生「這個好有趣，我也
想做這個」的念頭並主動利用課餘時間學習，就算是成功了，或是說上鉤了。

除了課程設計外，跨領域課程裡普遍感受最深的，就是不同領域背景之間

這種「火力展示」的上課過程，非常仰賴大量的網路資源。不過這對我來說不

的思考模式差異。以一個作品來說，工程領域學生常常只管技術，例如實作大

會太痛苦，因為蒐集這些與網頁設計相關的網路資源本來就是我平日的興趣。

資料（Big Data）技術會很有成就感，有時就不會去管大資料技術與作品的其

為了讓學生在課餘主動學習時能第一時間解決問題，老師在溝通管道上下了許

他部分是否搭配得宜。設計領域學生往往只管好不好看，他們願意花很大的力

多功夫，例如電子信箱、社群網站以及額外的諮詢時間，確保學生遇到問題時

氣在調一些細節，但其他領域的學生常常看不出其中的差別。管理領域學生經

能盡快得到答覆。我個人會用 Email、Facebook、Line、Skype、Slack 還有更

常會談到錢，一個功能很差又不好看的作品，如果能賣錢，那就是好產品。上

早之前的 MSN 與學生聯絡，也是資深的 PTT 使用者。因為我熟悉這些社交工

述想法都很好，只是每個人的重視程度不同，而實際上每週課程結束後，老師

具，使用它們和學生討論變得很自然，甚至很有趣。對學生而言，教學團隊會

所給的重點也不一樣，最後討論作業時，基本上就吵翻天了！課程一開始都會

即時在 Facebook 上回答問題，也增進了學生的發問意願。在此幫資深老師說

提醒學生不同領域之間的思考差異，教導學生要彼此尊重，SHS 人才培育計畫

一點話，還記得有次開會時聽到其他老師抱怨現在的學生在實驗室待了一整天

的委員、夥伴以及心理系的老師也都給了我們很多建議。學生最初都會說沒問

什麼進度都沒有，成天就是開著 PTT，也不懂為什麼能花好幾個小時在那黑黑

題，因為在過去的修課經驗中也曾與不同科系的學生合作，關係良好。在我們

的畫面上。聽聞這些話我冒了一身冷汗，因為我就是那種可以在 PTT 上面耗好

的課群中，到期中展之前也的確是如此，不過那只是表面的假象。到了期中展

幾個小時的人，有時也真的會坐在電腦前面很久但是什麼進度都沒有。代溝其

前一週時，巨大的壓力可以讓人的本性展露無遺，這時不同領域學生趕工的爆

實很麻煩，很難想像有一天自己慣用的工具被學生淘汰時，我還有沒有熱忱去

肝能力，或是擺爛的厚臉皮功力就會有所區別，老師經常可以從期中與期末問

瞭解學生的語言。總之溝通很重要，而且要盡量選擇學生能接受的方式。

卷感受到對不同領域學生滿滿的抱怨。
就我個人而言，這些差異、衝突、吵架或抱怨都有趣極了！學生在這裡得

二、談作業

到的是提早接觸職場的氣氛，職場中的工程師、設計師與業務大概也很少說對

課程堅持每週都要有作業，在這個老師有時得討好學生的時代，這實在不

方好話。對此解決的辦法每個人都不一樣，別人也很難教得來，本課群選擇的

是一個明智的決定。然而我們發現，這樣的規劃帶來了很好的效果。學生每週

就是讓學生自己找個適當的方式成長、成熟。時至今日，個人認為本課群最大

都被操，投注在作品的心力就會累積得很快。所有的作業都是為了學生的期末

的特色，已經變成體驗這些血淋淋的跨領域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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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有時作品用不到某個技術，課程也不會要求學生一定要實作出來；但

理（匿名）給該組，作為日後修正的參考；而組內成員互評則是老師在區分同

是我們往往會發現，到了課程後期，學生聽到不錯的技術、設計或概念時，就

組成員成績時最重要的依據，這裡會發現很多平時討論所看不到的故事。我個

會自己想要把它加進作品中，讓作品變得更好。學生做作業是因為自己想做，

人非常喜歡讀學生的報告，尤其是不同領域之間的衝擊。先前提到的衝突與抱

而不是為了應付老師。對老師來說，作業則是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怨，通常是在此察覺的，學生畢竟比較生澀，不會真的當面吵起來，但是又因

而不是評分。現在老師們都很討厭 KPI（Key Performance Index，關鍵績效指

為真的很投入，所以期中與期末報告中的心得欄位和一般演講心得不同，真的

標），自然也不應該再用任何形式的 KPI 去量化學生。課程中作業、期中、期

非常精彩。這些報告讓我知道一些團隊潛在的問題，主動幫忙協調也使我瞭解

末、口頭與書面報告一個都不會少，但提供許多補救的機會。做作業是用來補

一些平時木訥但其實很用心的學生，他們的觀察有時比教學團隊更深刻，而授

救上課時沒聽懂的內容，所以作業沒有遲交的問題，即便是到學期前最後一天

課老師也會根據他們的建議改善課程，讓這個課群變得更好。

才做出來，只要有學會那就好了，時間點不重要，頂多怕其他同學有意見而酌
量扣一點分數。在本課群中，如果學生重視成績大過實質學習到的知識，就是
我們的失敗了。不過實際上還是要給個成績，三門課每週都有作業，老師皆會
訂出具體的目標，達到就有一定的分數，若學生自行上網學習並實作出超出課
程內容的成果，則會有額外的加分。期中與期末展的成績則是以上臺那幾分鐘
代表一切，除了觀眾們的票選之外，幾位老師還有邀請來的專家也會從不同領
域的專業來打分數。前者代表的是「好的發表」，是同學們整體的表現有多吸
引人，有些團隊可以靠優秀的演說技巧爭取高分，而不僅是產品本身；後者
代表的則是「好的產品」，專業的評審比較不容易受到干擾，提供更有深度的
評分。如果期中展跟期末展在臺上的口頭報告搞砸了，可以事後用書面報告補
救。反之，書面報告只寫一句「我們口頭報告超完美」也就可以，畢竟制式的
報告書老師看了也很累。在這樣的概念下，學生自己要想辦法告訴老師自己學
到了什麼，為什麼自己值得這個學分。
老師會認真看待學生的作品，努力給予建議，但批評多不代表分數低。認

三、談活動

真的學生因為用了更多的技術，所以老師通常會提供更多的建議；而不認真
做作業的學生，得不到批評其實就是一種懲罰。每週實作的最後一小時，三位

這門課除了上課與作業以外，還有豐富創意的活動。例如，課程在期初會

老師主要透過口頭討論提供學生很多建議，在過程中哪些組別有用心，哪些組

舉辦一次 idea pitching，要求每位學生都要上臺，以一至兩分鐘呈現自己的作

只注重表面功夫，因為每週討論，三位老師其實都很清楚。下頁圖片則是課程

品主題。每次 idea pitching 可以一口氣聽到數十位學生的精彩創意，個人認為

設計的期中問卷，在期中展過後請學生填寫，三位老師也會各填一份。問卷裡

這可能是 18 週課程裡最有意思的一週。每個提案由所有人評分，得分最高的

最重要的就是各組互評，還有組內成員互評：所有人針對同一組的評語會整

幾位提案人擁有組隊的權力，在課程中被稱為「老闆」，而其他的學生則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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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組成的團隊就是一家「創業公司」。Idea pitching 當天學生也得準備

個課程架構，而且想講的東西遠超過一學期的份量。這個在規劃時期的「超載」

履歷與老闆面試，老闆也可以視員工的作業品質而主動邀請員工加入公司。在

問題反映到課程中，結果就是許多同學修得叫苦連天。因為興趣，我很早就把

公司營運一陣子之後，課程甚至還安排挖角或跳槽等環節。最初會規劃這樣的

18 週的課程規劃完畢，就連每週的作業也都設計好了，甚至反覆確認講課的長

活動，是因為我覺得很有趣，而當實際運作時往往會產生意外的效果。學生在

度與作業的難度，例如將期中考週的作業難度降低一點，可以說課程規劃了好

觀察同組成員甚至是其他公司的運作狀況時，會刺激他們思考課程所沒有的東

幾次。這以往令我相當頭痛的一個過程，這次卻變得非常有趣，有點像益智遊

西，例如有學生在報告中提到自己所屬團隊的關係很緊密，但是對其他團隊卻

戲，找到最佳解的過程很有意思，即使卡關也會讓人欲罷不能。整個構思過程

一無所知，聽取學生的建議後，現在的課程中已經多設計了加強團隊間交流的

應該有超過半年，也就是說即使我還沒決定要開新課，但是因為我喜歡網頁，

活動，稱之為「企業參訪」。因為團隊小，不同團隊之間的文化差異也很大；

這件事也一直在我腦海裡打轉，反過來說，也算是我那半年裡的一種消遺。

以瞭解其他團隊的運作方式，學生不僅覺得有趣，更可以從中學習別人的長
處。除了大量的作業外，這些活動是另一個能吸引學生投入課程的重要功臣。

進入跨領域後，我仍然堅持一些課程原則，例如每週都要有作業以及各種
活動。與其他老師合作後，時程就擺在那，不能再空想半年，整個過程的艱
辛不止數倍，支持我的始終還是我對於這個課程主題的熱忱。下表是本課群三

肆、課程設計

門課前幾週的課程大綱，為打下基礎最關鍵的幾週，也是三門課課程最緊密結

雖然在這邊提出好像有點晚了，但是在瞭解課程內容有多複雜後，現在來
簡短談一下當初課程設計的過程。大學老師在開課前必須繳交課程大綱，在這
個課群開始前，我的課程大綱都是參考教科書章節訂出來的，前後大約不超過
一小時吧，當然實際開課時也很難忠實按照進度上課。然而在設計本課群時，
我接觸網頁設計已經超過十年，加上有訂閱相關網路文章的習慣，累積了大量
的相關資源。對初學者來說，如何在網路上找到這些資源是非常困難的。我曾
經幻想上課只須列出一堆參考資源，剩下讓學生學習自己解決，這樣的構想雖
然還不敢付諸實行，但在課群的規劃中其實已經有點影子了。

合的幾週。第一週是三門課合上，主要是向學生說明課程架構，包含與其他兩
個領域如何合作，最後一小時才是實作討論，以及期中、期末展等等事項。值
得注意的是，這一週管理領域的學生就有作業了！因為他們在團隊中扮演的是
出點子的角色，必須跑在前面確定下來，另外兩個領域的學生才能開始動手。
第一週要求學生思考一個只有單一頁面與功能，但卻能吸引民眾使用的產品。
而在第二週，設計領域學生的作業就是依據這個點子設計介面，而工程領域學
生的作業則是將這個介面從圖檔轉變成實際的網頁。在此除了作業配合外，
授課方面也需要緊密配合，因為從靜態介面轉為動態介面的過程中，對工程
方面來說有個技術門檻，所以這週請設計領域的課程配合，重點強調靜態設

基於個人長年來所累積的經驗，讓我對網頁設計有自己的解讀，而上課主

計，作業也將引導學生以靜態為主，工程課程則是介紹主要的靜態網頁設計技

要是分享我每天閱讀的最新技術，讓有興趣的學生跟著我一起吸收。網頁設計

術（HTML+CSS）。到了第三週，工程領域的課程就進入動態網頁的部分（Java

還是一個高度成長的領域，一個新技術推出，可能半年後就有更新的技術可以

Script+jQuery），設計的課程也會引導同學加入動態設計，而管理領域學生則仍

取而代之。我個人也常在上完某次課後，才閱讀到相關主題的新文章，然後緊

舊提前一週進度，負責調查能夠吸引社群互動的要素。第四週工程將加入後端

急分享在課程臉書社團中。要精通網頁設計，除了閱讀某些經典的文章外，能

技術，有了該技術後就可以讓使用者註冊，另外兩個領域的課程也有對應的進

夠自己找資料並接觸新技術的自學能力才是關鍵，也因此我上課並沒有依照特

度。對於工程領域的學生來說，一週學一到兩個新技術是非常吃力的，但是為

定教科書的編排。事實上，在決定送出開課申請前，我已經在腦海中構思了整

了配合其他兩個領域，工程領域學生也只能咬緊牙關撐下去，能撐過去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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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門課都會學到非常多東西。跨領域的過程有多辛苦不需要再贅述，從前面

甚至是單純覺得網頁有趣，而努力做出讓全世界看見的作品。總之，課程只要

的文字就可以感覺得出來。這邊我要感謝洪老師與周老師，他們可能沒有像我

能讓學生覺得「作品是自己的」就成功了：要達到這樣的狀況，依課程、老師

那麼熱愛網頁，但是對於我各種任性的要求，他們都很配合。我還要感謝課程

與學生而異，沒有一定的公式。以本課群為例，老師的權力設定在老闆之下，

助教，他們參與了前文所列的所有活動，比一般課程的助教要累得多。總之，

發生爭執時，在不影響公平性的前提下，公司的所有決定老師都不會干涉。非

這就是很多人牽就某人興趣的一個故事。

到萬不得已，老師不會介入學生之間的爭執，讓學生自己摸索溝通的方式並學
習尊重不同的聲音。這種給予學生高度自主性的細節，可能才是最關鍵的。
要引起學生熱忱這件事，正是我從某位學生的期末心得中學習到的──這
並不表示老師要在臺上裝瘋賣傻討學生歡心，只是如果學生聽不進去，那知識
永遠傳達不出去，這時知識的品質也不重要了。一個人覺得網頁很重要去學網
頁，跟一個人覺得網頁很有趣去學網頁，哪個學習效果會比較好，顯而易見。
比起只說某科目很重要，多花點時間讓學生覺得該科目很有趣，讓學生會想用
課餘時間多去瞭解，是我現在努力的目標。
最後應該要誇一下本課群的修課學生，「作品是自己的」在這裡並不只是
一個口號而已。課程所有的成果包含題目，一開始都是由學生自己提出來的，
教學團隊頂多只依據經驗告訴學生是否可行，最終的決定權都在學生手上。老
師在技術傳授上也只是點到為止，一些作品所需要的進階技術，教學團隊通常
只提供解決的方向，甚至只有關鍵字，瞭解並實作這些技術的還是學生自己。

伍、學習成效

在這樣的課程安排下，學生所學的知識主要並非源於課堂上的聽講──不論是
專業技術或是跨領域合作，都是靠自己實際體驗摸索出來的，這樣的學習的效

前面講了那麼多的課程架構與細節，其實不是課程成功與否的重點，最重

果會很紮實。換句話說，整個課群的成果從發想、學習到實作，都是學生自己

要的還是學生自己的動機。本課群的學生會對作品有自己的想法及要求，這是

的東西。本課群致力在打造一個環境，讓學生願意在裡頭與不同領域的夥伴一

一個很理想的狀況，但我們從來沒想過原來靠著每週操學生就可以達成。或許

起合作、打拼，至於學生在這個環境中能學到什麼，完全看他們自己。

是因為每週的作業讓學生付出了很多心血，就像對寵物產生感情一樣，有些學
生照顧千瘡百孔的作品也會產生感情；或是單純像等公車一樣，付出越久越不
甘心放棄。另外，課群的作業雖多，但繳交的方式卻很自由，也有可能是因為
自主性很高，讓學生不會有應付老師的感覺，進而比較會去思考作業是否值得
去做。再者，還有一些學生隨著課群中一些豐富且有創意的活動，漸漸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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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觀察與建議
本課群遇到問題就是硬著頭皮解，解不掉的明年再繼續解，例如 idea
pitching 的操作方式就改了非常多次。本課群一開始是模仿真實公司，有應徵
與面試等活動，但問題總會有幾間沒人要的公司。而裡頭有些員工一開始就擺
明自己不是因為欣賞老闆的創意，而是因為別的公司額滿了才來，而這些員工
通常也是因為能力比較差才會剩下來。總之，這樣一個創意與成員都比較弱的
團隊，常常會衍生出許多問題。後來嘗試過給學生一個月的磨合期，在此期間
課群利用各種活動讓團隊自然而然形成。這樣的作法壞處是團隊通常會由原本
就認識的同學組成。一來我們鼓勵學生在本課群課程中認識新夥伴，二來時常
會有學生礙於人情得「罩」隊友的問題發生。我們也試過完全的亂數分配，如
此一來雖然公平，但有時會讓某些非常合拍的學生無法碰在一起，錯失了組成
一個優秀團隊的機會。總之，問題沒什麼好怕的，只要有足夠的動力去解決，
總會找到辦法克服的。
如果現在問我對於開一門新課程有什麼建議，我認為上述所有的規劃和活
動都是其次，如何能找到洪老師與周老師，才是整件事情的關鍵。帶了許多跨
領域團隊後，深刻體悟到任何事物如果牽扯到人，那麼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
明明所有的資源與方式都一樣，但每個團隊的氣氛和結果卻是天差地遠。經營
一門課程所仰賴的也是整個團隊，當課程變成要靠制度來維持時，就表示團隊
成員已經很痛苦了。至於如何找到好的團隊夥伴，可能就是運氣了，不過起碼
要去做。文章開頭可以看出我尋找夥伴的方式很糟糕，實際上中間也碰了許多
釘子沒有寫出來，只是結果還算不錯。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還沒
找到，我至今仍會堅持繼續尋找，因為這就是我想做我覺得有趣的東西。整篇
文章我一直試圖在各種角色上傳達一開始就點明的相同概念，依然是我認為唯
一需要記得，且適合當作結尾的一句話：
「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 296 -

跨領域創新與網路創業

Tran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and Launching Internet Business

- 297 -

辦公室
觀點。
計畫主持人依解決問題之需要而發展課程連結 ， 獨立

自身跨領域之能力，在此基礎上方能進行更有效之跨領域教學，更利於協

聯繫另外二領域之教師合作開課 ， 共同規劃每週作業 ， 篳

助學生跨領域合作。若實施真正之共時教學，初期確實有備課時間多與學

路藍縷為創造教學而奉獻 ， 其教學與執行計畫之熱忱 ， 令

分數如何承認之問題；參考其他學校之計畫實施經驗，善用教育部補助之

人印象深刻。

資源，努力與學校溝通以革新制度，計畫結束前幾乎均已建置或試行共時

跨領域溝通是此計畫之亮點，「類共時授課」之設計頗具新意──前

教學之學分承認或獎勵制度。期待此團隊之課程能再進化！

半堂課不同專業領域之同學分開上該領域之專業課程，後半堂課再將不
同領域之同學集結並共同討論欲解決之議題或作業。此類共時之設計能
加深學生各別所屬領域之專業知識程度 ， 各課程亦相互配合進度而講
授作業所需應用之知識 ， 創新學生之學習模式 。 此種讓學生自行跨科
際學習之設計 ， 在教師初步嘗試跨領域教學時 ， 固能收以最少時間設
計課程之便 。 然而在類共時教學之設計下 ， 難以呈現整體跨領域之整
合性與可行性。
理想中之跨領域共時教學應該由不同領域之教師展現教學交融之設
計，審查委員建議可思考擴大課程串連之模式，以促進更完整內容的開
發；未來可規劃一定比例之堂數，由不同領域教師齊聚一堂授課，教師
透過課堂上與課外之討論相互學習，若能持之以恆，必可實質強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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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廢棄物能資源化探討學生跨科際思考與執行能
力的重要性

壹、課程設計

一、問題擇定

Examining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s’ Trans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bility on Waste Energy
Resources

廢棄物污染在世界各角落無時無刻地蠶食著我們的生活環境，近來更爆發
不肖業者將廢棄物再提煉製成商品販售，而引發食安問題大風暴。這些問題
除了牽連專業技術外，更牽連行銷、法律、環保⋯⋯等層面，然而我們似乎習
以為常，使得如類似 ｢ 排放毒廢水事件 ｣ 等工安事件，只是事件表上的一行文
字，這樣的歷史傷口要何時才能撫平？新聞背後或許有些事情值得我們省思，

王金燦 /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教授
高仕瑋 /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學生

對於不肖工廠將有毒廢棄物（水），利用河川、暗渠偷排入海，造成的傷害會
比「阿瑪斯號」少嗎？但當所有教訓跟著時間一點一點被遺忘時，浩劫如果再
度發生，人類是否依舊措手不及？大自然修復速度遠趕不上人們破壞速度，倘
若這次污染事件無法讓我們痛定思痛，那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呢？能資源是人類
社會重要資產，由於環境汙染、全球暖化，水源利用與淨化將成為迫切且必需
面對的問題；目前地球生態環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變遷，地球每位居民皆
難以置身事外，因此本計畫嘗試以 ｢ 從廢棄物處理談環境能資源化再利用 ｣ 為
主軸，希望透過不同科系學生的實際參與，及跨科際問題導向的對談，來體認
｢ 廢棄物處理的重要性及其能資源化再利用對環境與生態的影響 ｣，建立（1）
多元學習能力、（2）跨科際思考及執行能力、（3）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的正向
態度，進而瞭解廢棄物能資源化之真正意涵。

二、擇定重要問題

以社會污染重大議題為背景題材，如日月光偷排事件、香山綠牡蠣污染事件、
問題一

高屏溪水污染事件及蘆竹鄉基力化工廠汙染等廢棄物排放影響之議題。每組
（6 人一組）同學可以相互發表看法與討論，也可以上網蒐集資料，以探討
這些能源是否對生存的生態環境及社會安全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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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組方式（每組必須由不同科系同學組成）促進不同面向的探討，培養

目的

課程規劃會議召開情形（http://tfbelab.niu.edu.tw/wordpress/）：

學生跨科際思考溝通。

問題二

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廢棄物可以蒐集用來產生能源呢？（請將分組討論後的
結果寫下）

1. 每週定期 Group meeting （星期五晚上七點）
固定成員有王金燦、顏惟謀、王宜達教授及教學助理，針對學生學習

1. 訓練學生資料蒐集及重點整理之能力。

情況，協調各主體間之關聯性，並讓各個演講者知悉其他演講者之演講內

目的
2. 培養學生表達想法與意見歸納之能力。
問題三

（一）教師社群經營

容及進度，且每月舉辦讀書會進行交流學習。

請從環境、能源、社會角度寫下你對「廢棄物」的看法。

2. 教師社群發展現況

1. 訓練學生多元思考之能力。

讀書會成員原本主要為王金燦、王宜達、王丞浩、楊永欽、顏惟謀等

目的

（5 人，工程、材料領域），經過每月之專題演講、討論分享交流，受邀之

2. 培養學生社會關懷與公民責任之能力。

相關業界與學者皆對此活動持有高度興趣，於是加入本讀書會，目前人數
達 10 人，包含業界人士――林韋呈、朱敬平；工程――章哲寰；材料――

三、跨領域團隊組成

邱德威；化工領域――林修正等，未來更會邀請人文社會等領域，使本讀
書會更加多元。

依學年能力指標與教學實施方法，建構課程大綱，透過主持人（工程科學）
及共同主持人（社會科學）以共時教學方式講授課程，另邀請 ｢ 社會人文科學、

3. 教師工作坊辦理情形

自然科學及工程科學 ｣ 等各領域之業界專家以演講或對話方式進行，強化學生

目前教師社群正逐漸茁壯，持續邀請與課程相關之業界人士與學者演

對廢棄物、環境與資源化跨科際背景知識（如圖 1），並安排校內 / 外 ｢ 參訪觀

講，不僅在專業領域上互相學習、交流與改進教學方式、討論如何增進學

摩 ｣ 活動，最後由學生自行規劃成果展示。

生學習興趣，同時參考東華大學達人學苑 Mentor 的概念，建立 E-Mentor
（表 1），使學生除課堂時間外，課餘時間也可以透過電子郵件等 e 化方式
發問，建立學生與老師間不受限於時間和空間之溝通方法。
表 1 E-Mentor 成員

單位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姓名 / 職稱

學科領域

信箱

王金燦特聘教授

工程科學

ctwang@niu.edu.tw

圖 1 廢棄物、環境、能資源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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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人文及管理學院
國立宜蘭大學
人文及管理學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能源與冷凍空調系
財團法人
環境工程研究所

的，同時，選修學生多為理工背景，所以人文社會背景知識相對較弱，且
張智欽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

ccchang@niu.edu.tw

阮忠信助理教授

環境科學

cjuan@niu.edu.tw

王丞浩副教授

材料科學

chwang@mail.ntust.edu.tw

章哲寰教授

工程科學

jhjang@mail.mcut.edu.tw

楊永欽教授

材料科學

ycyang@ntut.edu.tw

顏維謀教授

工程科學

wmyan@ntut.edu.tw

朱敬平博士

環境科學

cpchu@sinotech.org.tw

較無專題研究經驗，缺少問題探索及知識整合能力。

103.12.03 讀書會

（二）師資陣容—上學期（專業基礎課程）

1

單位

姓名 / 職級

教授內容

學科領域

國立宜蘭大學

王金燦 教授 /
計畫主持人

共時教學—針對廢棄
物能資源化概念與基
本特性進行教授

工程科學

張智欽
教授兼任院長 /
計畫共同主持人

共時教學—從人文
社會科學的角度來
談廢棄物對環境與
社會衝擊

人文社會
科學

王丞浩 副教授

講員—光觸媒用在
有機廢棄物降解過
程中二氧化碳還原

自然科學

阮忠信 助理教授

講員—從濕地的角
度談系統生態學受
能源污染的影響及
人類未來的反思

環境科學

陳瑞芳 總召

講員—從土壤資源來
循環利用動植物廢棄
物轉化為資材能源

人文社會
科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4. 教師之後續培育及擴大影響力
2

教師除了專業知識的教授外，更

104.01.07 讀書會

國立宜蘭大學
人文及管理學院

鼓勵學生參與課餘活動，如：演講、
參訪、比賽⋯⋯等，從多元面向誘發
3

學生學習動機，並適時給予學生協
助，如此可讓學生提早接觸職涯探索
之適應力與包容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3.10.01 讀書會

4

教師社群未來經營方向會朝著人

國立宜蘭大學
人文及管理學院

文社會的師資擴充及業界方向發展，
因為教學過程中發現，老師教學內容
5

不一定是學生感興趣或業界所需求

KKF（泰國—米之神基
金會）在臺推廣中心

103.11.05 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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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助學習、（3）獨立學習，以培養學生分析問題、批判思考、有效溝通、

（三）師資陣容—下學期（專業進階課程）

實踐能力及對社會正向態度（課程後期漸由學生自行主導，圖 3），並協助學生
單位

1

2

3

4

5

6

7

國立宜蘭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新力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國立宜蘭大學
人文及管理學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花蓮縣立自強國中

姓名 / 職級

教授內容

王金燦 教授 /
計畫主持人

共時教學—負責針對
廢棄物能資源轉化技
術進行教授及廢棄物
生物能實作課程

工程科學

林凱隆 教授兼
系主任

環境能資源再利用

環境工程
科學

林韋呈 董事長

新世紀的潔淨能源
氫能與燃料電池

業界工程
科學

阮忠信 助理教授

共時教學—循環與平衡

環境工程
科學

李志源 教授

講員—環境科學與工
程之進展：從公共衛
生至資源回收

環境社會
科學

李喬銘 助理教授

共時教學—從人文社
會 科 學「 經 濟 或 投
資」的角度談環境資
源再利用

人文社會
科學

蔡久喬 老師

講員—團隊合作與溝通

人文社會
科學

學科領域

增進專業領域知識的整合及建立跨科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落實 SHS 跨科際
核心價值。

圖 2 學年課程安排、能力指標與教學實施方法

貳、課程介紹
課程設計理念：設計理念主要以在地廢棄物，搭配環境及能資源化議題
（圖 1）作為跨科際場域題材，以建構學生 ｢ 聽、說、讀、寫、做 ｣ 能力為軸線
（圖 2），上學期採 ｢ 問題解決導向 ｣ 課程手法，下學期則採 ｢ 實作導向 ｣ 作為
教學模式，透過以學生為主，老師為輔的手法（圖 3），上、下學期的課程安排

圖 3 上 / 下學期課程關聯圖及上下學期師生主導權權重

與執行（圖 4），初期由老師扮演主導角色（圖 3）引導每組學生（1）確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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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導向 ｣ 為課程主軸，透過 ｢ 計畫主持人（工程科學）與共同主持人（社
會科學）的共時教學方式 ｣ 及邀請 ｢ 社會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及工程科學 ｣ 的
專家演講方式，強化學生背景學科的跨科際對話能力，課程進行中將以對話方
式引導每組學生 ｢ 清楚說明想處理的問題 ｣，再透過 ｢ 參訪觀摩 ｣ 活動方式 ｢
修正問題的解決流程 ｣，最後每組皆能完成一個完整的 ｢ 專題報告 ｣。

二、下學期—綠色黃金開發技術與實作（新開課程）
課程目標──將上學期的書面報告，轉為 ｢ 實體實作成果 ｣：下學期將承
接上學期學生已具備聽說讀寫（專題報告）的能力基礎下，以 ｢ 實作導向 ｣ 作
為教學模式，透過新開設之「綠色黃金開發技術與實作」（下學期），讓學生透
過實作的科學養成訓練，依循相同的 ｢ 共時教學 ｣ 及 ｢ 專家演講 ｣ 方式，強化
學生背景學科的跨科際對話能力，課程進行中以對話方式引導學生修正上學期
的專題報告書，再透過 ｢ 參訪觀摩 ｣ 活動方式，強化學生的執行能力，此為下
學期課程設計重點，即是讓學生從做中學，不斷引導學生修正其問題，最後讓
每組學生皆完成一個能真正解決其問題的期末實作成果出來。
圖 4 教學實施方法及各項活動目的

本計畫為能達到上述能力指標，將透過社會科學、人文學及自然科學學生
各學期跨科際課程之修習，落實 ｢ 由不同觀點、探討、溝通、共同研析問題解決
之道 ｣ 的跨科際真正意涵。授課學生可以透過上學期 ｢ 問題解決導向 ｣ 及下學期
｢ 實作導向 ｣ 教學模式，培養學生跨科際思考、溝通、解決問題及執行之能力。

參、學生學習成效
詳述學生於個別課程學到的跨科際知識內涵、問題解決能力與跨科際溝通
技巧，以及具體評估前述學習成效之方式。
為瞭解學生上學期修課前後跨科際知識內涵、問題解決能力與跨科際溝通

因此在專業課程上：

技巧差異評估，預計主要以 ｢ 觀察法、學習單、組員評分表、期末成果及線上
教學問卷調查 ｣ 作為本計畫執行成效評估依據：

一、上學期—環境能資源再利用（新開課程）
課程目標──完成 ｢ 以在地廢棄物為主題之書面專題報告 ｣：將新開設
「環境能資源再利用」（上學期），課程主題為（1）全球性重要課題：廢棄物在

一、教室觀察與現場記錄：
（1）學生觀察記錄，（2） 錄影、錄音，（3） 參與觀察者會議。

地課題、（2）廢棄物能源在地化、（3）廢棄物、能源、環境三者關係等，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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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席率（40 人）（圖 5）：
（一）良好 87.5％（35 人）
學生對於本課程設計、安排覺得新鮮有趣，瞭解到跨科際中「聽、說、
讀、寫、做」的重要性與課外知識的不足，因此願意花時間學習。

圖 6 世界咖啡館體驗活動

圖 7 王金燦老師指導學生

圖 8 學生討論過程

圖 9 學生短講報告

（二）尚可 7.5%（3 人）
根據瞭解，學生因有其他外在因素，例如研究所考試、畢業生⋯⋯等，
因此請假。
（三）待加強 5％（2 人）
進一步詢問，兩位學生因重修科目較多，將重心放於其他課程，僅希望
從本課程取得學分。

二、學習單：
透過學習過程前、後之相關記錄文件，隨時瞭解學生學習情形與狀況，並
透過學習單資料所提供之問題，隨時改善教學方式。

圖 5 學生出席率

教室觀察透過 IDEO 設計思考與世界咖啡館引導的方式，學生在課堂上參與
度、專注力有顯著提升（圖 6～10）
，同時透過教學助理及組長的引導（圖 11）
，
讓各組發言較少的學員參與討論、上臺報告，在課堂上的執行狀況良好，但對
於課後學生願意自主學習較差，歸納以下可能原因：（1）組員時間不易配合討
論、
（2.）學生重心放在必修課程上，不願多花時間在本課程。因此為掌握課後的
學習狀況，每週編列進度繳交清單，督促學生在期末前完成創意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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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員評分表：
藉由教學助理評分組長，組長評分組員，深入瞭解每個學員的學習與團隊貢獻。

學生自評：
( 一 ) 魏銘恩
修完本課後學習到怎樣的能力？
藉由演講的上課，每次令人耳目一新的題目，在聽方面增強把握重點時間做筆記的方式；
在說方面藉由學期後面的報告以及問題討論，感覺整理問題及統整的方面有比較好的邏
輯；在蒐集資料準備期末報告時，也通過整理資料讓識讀資料的能力有增加；做，發現
「做」有時並不是很困難，反而最困難的點則是「惰」。
修完本課後，你有怎樣的改變？

圖 11 老師、教學助理與學生團體討論組織圖

在課堂的演講上課之中，我學到了許多實用的新知，像是史特林引擎、KKF 自然農法
⋯⋯等都是在選修這門課之前沒有接觸過的事物，然而在一連串的演講與討論的課堂中
我體認到了跨科際合作的重要——透過不同專業人才的合作與交流，討論問題背後不
同面向的發展可能，這樣與演講者雙向交流的課程，讓我一次次訓練自己在短時間發現
問題，統整資料的能力。
過程中遭遇之困難？
遇到的困難在訪談之後產生。我們的原先發想的目標是想透過廣設 KKF 廚餘桶的方式，
讓廚餘的回收利用可以達到目標，讓廢棄物的廚餘能夠重新被利用；但是在訪談之後發
現，實際的情況與我們設想的狀況有十分大的差異不只是因為菌水發酵在實務上的技術
困難，另方面在廚餘桶的機械設計方面也有十分的難度。所以，原本想利用實作的過程
來解決問題，卻衍生出更多超乎我們專業知識以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則是另一段學習

圖 12 組員貢獻度

的開始。

高：有明顯的貢獻（提出重要意見，實質上也協助其他人進行小組計畫；
在整個小組計畫各方面皆有相當的影響力）

( 二 ) 陳羿愷

中：有些許的貢獻（提出一些有用建議、小組計畫時提供別人適當協助、
計畫進行時貢獻某些計畫部分、提醒別人持續進行計畫）
低：少部分的貢獻（至少有一個以上的建議、偶爾幫助別人、很少浪費時
間發展小組計畫、僅進行一到兩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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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本課後，你有怎樣的改變？

過程中遭遇之困難？

修完環境能資源再利用，讓我暸解到跨科系的好處，可以藉由各個領域專精的地方，藉

分組討論的過程，可能是怕傷和氣又或者是以前沒有腦力激盪的模式經驗，所以大家感

由討論的方式，從不同的面向來解決共同的問題，雖然一開始會因與自己領域不熟悉，
而有些微的爭議，但透過暸解後，對其他領域的意見，漸漸地覺得他們有其可取處，在
此課程中讓我學會如何跟自己不同的領域的人合作與溝通，來達到雙贏的局面。

覺都很含蓄且縮手縮腳的。因此我們在思考發想的過程中遭遇很多困難，使得想法沒有
辦法建立得很完善，這樣有漏洞的概念在我們撰寫企劃書的過程就展現了諸多危機，我
能預期這樣可能在具體執行上會遭遇更多挑戰。

過程中遭遇之困難？
最大的困難便是分組討論時，大家的意見常常不同，同科系之間的想法差異已經很大了，
更別說是與其他科系的論述點更是南轅北轍。但一次次的討論，跟不停的解釋自己的觀

四、期末成果：

點，讓其他人也能暸解並且接受，是我們這組很大的進步，也讓我學習傾聽與表達的尺

經由環境能資源創意實作企劃書、期末成果發表及專家評委考核，驗收學
生最終學習成效。

度拿捏。

( 三 ) 丁琬育

透過跨科際演講、校外參訪、課外資料的閱讀與學習單的輔助、IDEO 設
計思考小組討論方式，引導學生完成創意企劃書及期末成果報告，從中可以發

修完本課後學習到怎樣的能力？
修完本課我覺得改變最大的地方是邏輯思考。本次課程有一本很棒的教材，教材傳授要
怎麼去創意發想、歸納整理、觸發聯想等的 SOP 流程，這些過程可以讓我們練習著如何

現學生在過程中的轉變，從接收知識（聽），漸漸地學會組織整理資料、識讀
資料的能力（讀），到表達想法形成老師與學生雙向的交流、學生在團隊間貢

思考的更周延，考慮全盤面向。而採小組分工的方式聆聽和溝通在課程佔有十分吃重的

獻高（說）（圖 12），在完成創意企劃的過程中，發現問題並修正（寫、做），

比例，透過課程讓我學習努力去聽懂別人的表達，因為把心裡想法精確的傳達給別人暸

雖然對於學生完成創意企劃書滿意度尚可（圖 13），但評審老師一致認為較未

解，進而說服別人認同自己的理念，這些能力是要不斷的練習與修正，才能精益求精。
另外撰寫企劃的能力也十分的重要，要怎麼讓一個從來沒接觸過的新人也能很快的進入

修過本課學生為優，尤其在跨科際思維、邏輯組織、溝通能力表現最好。

狀況，這十分考驗撰寫人的功力，就像我們製作專題一樣，規模好比是在寫小論文。
修完本課後，你有怎樣的改變？
經過本課中很多不同專業的人士來課堂上演講，除了帶給我們新知以外，也傳達了很多
他們自以為正確的觀念。我不是指那些觀念不正確，也許那些對他們來說都是非常正確
的觀念，但是也總是存在有反對的聲音。從這些相互對立或者是相輔相成的事件之中我
體認到想深一點是很重要的，審慎思考，不盲從他人的建議，建立屬於自己的價值觀，
才是最重要的，不過如果要達成這樣的高度要先吸收夠多的知識當作基礎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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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ntor
建立 E-Mentor 表，建立學生與老師溝通管道，同時要求學生填寫 E-Mentor

詢問紀錄表，瞭解學生問題領域與分類（圖 14），由於學生主要為科學工程領
域，對於人文領域多不瞭解，因此問題數量較多，由圖 14 可知。

圖 14 E-Mentor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分類圖表

肆、觀察與建議
計畫執行期間，所遭遇之困難與因應策略大體可分為三部份論述：分別是
師資安排、學生參與度，與共時教學。

一、師資安排方面
原計畫所安排的演講師資為特定學術領域師資，但本校師資群中較難覓得相
圖 13 王金燦老師、王宜達老師、阮忠信老師期
末成果給與學生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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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參與度方面
學生在課堂上參與度相當高，但在課後的學習與討論度則較弱。有鑒於
此，發展幾項策略來提升組內成員參與度：（1）擬以編列週進度表――由各組
擬週進度表、（2）每組定期做進度報告――各組定期十分鐘報告進度後，老師
給予修改意見與建議、（3）分層評分的機制――讓成員能彼此督促學習績效，
如：組員成績由組長評分，組長則由教學助理評分。

三、共時教學方面
共時教學本意非常好，但因本校行政排課有其執行上的困難，所以本計畫改
採「讀書會」形式作為跨科際共時教學交流的平臺（http://tfbelab.niu.edu.tw/word，在計畫執行中更能針對課程的回饋做出適時修正，是本計畫執行中很重
press/）
要的一個特色，以另種形式體現共時教師專業成長及課程 / 教法推廣之精神。
本計畫這學年從廢棄物處理談環境能資源化再利用的本質，其目標在培養
學生跨領域的「聽、說、讀、寫、做」能力，讓學生探索在地廢棄物問題及處
理面向，搭配環境及能資源化議題為跨科際場域題材，藉由 IDEO 設計思考小
組討論方式，期待以點、線、面的方式串聯社區資源，作為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架構的藍圖。培養學生分析問題、批判思考、有效溝通、實踐能力及對社會正
向態度，並協助學生增進專業領域知識的整合及建立跨科際解決問題的能力，
落實 SHS 跨科際核心價值。

致謝
感謝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的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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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原本想利用實作的過程來解決問題，卻衍生出更多超

王老師未受地緣較遠之影響，勤於參加每一場計畫舉辦之研習或成果

乎我們專業知識以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則是另一段學習的

發表。計畫結束之際，忍不住再一次說：「王老師，真的很感謝您為教學認

開始。」「在一連串的演講與討論的課堂中，我體認到了跨

真付出！」

科際合作的重要――透過不同專業人才的合作與交流，討論問題背後不
同面向的發展可能……」
「在此課程中讓我學會如何跟自己不同領域的人
合作與溝通……」由學生修課後之回饋可以看出宜蘭大學所開設之課程
不但成功讓學生體會跨科際溝通之重要性，更培養學生具自發學習之能
力，藉由實作之過程，學生逐步發現自身知識、能力不足，進而激起學生
之學習動機。王金燦老師與其計畫團隊的努力與階段性成果，令人鼓舞。
教師社群採讀書會方式經營，除教師外，亦有業界人士參與其中，
甚為符合跨領域之精神，未來再邀請具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專長之學者或
專家參與 ， 可強化此面向之規劃與議題之討論 。 此外 ， 對於 B 類計畫
未要求其進行共時授課 ， 若欲更強化跨領域之學習 ， 或許可於讀書會
時 ， 拍攝不同專長背景之教師們針對同一議題之闡述及討論 、 交流 ，
並製成數位課程供學生於課前觀閱 ， 以瞭解跨領域間對同一議題的相
異詮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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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水資源枯竭融入空間資訊跨科際課程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on the Integr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Depletion into Spatial Information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宗旨以培訓學生運用資訊科技來解決環
境及空間上所面臨的問題，因此跨科際的學習模式適合應用於本系教學，然
而要不同系所與專長的老師們一起上課，對於師生而言仍顯陌生。於 101 學年
度，首次嘗試以研究所的課程申請跨科際計畫，在撰寫計畫書時，規劃團隊對
於如何將不同領域的老師聯接起來感到困惑，深怕老師們彼此間不適應。然而

		

		

周天穎 /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特聘教授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主任

葉美伶 /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研究助理教授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處長

吳政庭 / 逢甲大學 兼任研究助理教授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副總規劃師

許多教師對此新穎的教學方式充滿熱忱並願意加入，包含土地管理系主任陳建
元老師、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葉昭憲老師、都市計畫與空資資訊學系林威
延老師及莊永忠老師等，經由多次討論後將跨領域的思維融入研究所課程，設
計出提供學生充分發揮空間的專題課程。第一年的跨科際課程執行完畢後，團
隊認為對研究生而言，蒐集資料與閱讀文獻並不困難，但東方學子普遍在思辨
及表達方面較為薄弱，因此在課程期間花費了較多的時間去引導並訓練學生們
闡述論點，同時從多元化與跨領域的角度進行辯論，讓學生除了能提出科學數
據來佐證論點外，還必須就法規、社會與人文的觀點考量。學期結束時，學生
完成多式的研究成果，回顧這一學期的教學歷程，跨科際的學習對師生而言都
是一種新穎的教學經驗。
新的一個學年度，團隊再次申請跨科際課程，對象則由研究生改變為大學
部的學生，在課程設計上將研究分析的比重降低，轉著重於蒐集資料、議題
討論與實地觀察的課程。跨領域學習的特色之一即在於老師們共同上課，彼此
間有相互學習的機會，同時也有助於激盪出對問題的不同看法，讓學生產生多
面向的思維邏輯與分析成果。在課程尾聲中，學生透過多次的蒐集資料、整理
資料、上臺報告、意見交流與釐清問題的過程，在一次次的分組報告循環中，
學生的成果有了重大突破。期末成果發表會上發表許多與水資源相關的分析議
題，包含「都市淹水」、「地下水管線漏水」、「翡翠水庫土地變遷與水質分析」
與「雲嘉南水稻需水量推估」等。從期末成果報告中顯示，大部分的研究成果
相當專業且深入，各組成果從資料蒐集的完整度、議題探討的全面性、佐證文
獻詳盡、研究架構十分嚴謹、完整的分析數據與民眾的問卷資料等，均具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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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級的水準。在計畫執行期間，亦鼓勵學生參加 SHS 計畫所舉辦的競賽活

資源議題時，需要考量的層面包括臺灣的集水區土地、水資源用途以及區

動，將討論議題製作成一個完整的專題參與競賽，而學生的好表現也頗獲評審

域整合等面向。

青睞，在專題類組拿到第二名的殊榮，這樣的榮耀更影響其他學生，大家對於

二、 都市計畫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舉凡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環

跨科際課程的專注與討論均明顯更為積極，透過跨科際課程與搭配之競賽活

境規劃與設計及都市設計等均涵蓋其中，從都市計畫的角度，可劃分為都

動，產生了加乘的學習成果效益。

市計畫的細部規劃與非都市區域的整體規劃，在探討水資源的議題上，更
需要結合土地與林地現況綜合討論，並且就一般民眾（產業經濟）、當地

貳、跨科際課程之規劃與施行

原住民（土地正義性）與政府機關（法令與管制）等面向進行討論。
三、 水利工程領域近年來更加著重於水資源的保育經營，如土石流、洪災與缺

水資源枯竭融入空間資訊跨科際課程整合「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兩
門必修課程為核心以執行跨科際課程，課程內容著重於都市計畫、土地管理與
水利工程三大領域的跨科際結合。在課程的授課方式上以「專題導向」的討論
方式進行，不同領域的老師就其專業角度探討水資源問題。水資源議題的呈現
將輔以空間資訊技術的融入，並從人文、社會、法規與科學的角度去思考及解
決問題。在研究專題的設計上，課程規劃討論目前臺灣水資源問題與集水區土
地不當使用等情形，於整學年的基礎與進階課程中，由不同領域的專業教授共
同授課，從不同領域的專業對問題進行論述，再進行領域的交流與討論，讓學
生能跨領域科際範疇的深入解析問題。此外，學生也必須蒐集集水區（課程規
劃以曾文水庫集水區為研究範圍）的相關國內外研究資料，驅動學生主動瞭解
進而分析問題，並透過討論的方式發現問題與尋找因應對策。從教育的觀點而
言，影響水資源管理與土地合理使用是一個牽涉多重領域的複合式問題，單就
土地管理、都市計畫、土木水利或是資源保育的角度看待問題，都會有不同的
解決方式，本計畫讓學生透過資料蒐集、小組討論、現地探勘與資料分析等方

水潛勢等治理與經營問題，尤其在全世界氣候變遷加劇與水資源不足的情
形下更顯其重要性。因此在課程中，將透過分析集水區的水文資料，配合
崩塌地與地質條件等分析資料進行討論，並帶領學生實地走訪集水區，瞭
解當地的土石流防災措施、河川治理策略與崩塌因素等。
四、 空 間 資 訊 技 術 一 般 泛 指 地 理 資 訊 系 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 , RS）與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 GPS）三種技術的整合應用。GIS 在跨科際課程的應用係
以點、線、面等方式去呈現水資源的範圍與重要設施等位置；RS 則以蒐
集集水區相關土地衛星影像或航空照片，呈現出目前土地的使用現況；
GPS 則提供了學生去集水區戶外教學訪查時，可進行調查的路線及現場定
位。本課程透過空間資訊技術輔助學生在討論水資源議題時，將土地資料
與相關文字、照片、圖表，及用各種顏色區分且清楚的圖形分析，讓專題
成果可以有更清楚且數據化的呈現。
本課程串聯起三門學科領域教師的知識，讓學生能從發現問題、認識問

式做跨領域學習。

題、分析問題進而解決問題的步驟依序學習。透過跨領域的學習方式，本計畫
如圖 1 中所示，本課程包含「土地管理領域」、「都市計畫領域」與「水利
工程領域」的專業教師共同授課，透過空間資訊技術解析水資源議題的內容：

期望學生能培養出多元思考與科學驗證的能力，同時結合議題的發表與團隊小
組的討論提升學生個人學習能力，包含：

一、 土地管理是一門極為專業且著重實務的領域，其內容包含水資源與土地資
源的統一管理和調配及水資源與人為經濟活動等。當以土地的角度解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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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藉由專題製作過程中，提升修課學生的空間資訊專業知識能力（Profes-

參、課程執行規劃與成果

sional Knowledge）。
二、從小組討論過程中，增進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與團隊合作能

一、課程架構

力（Teamwork Skill）。
上、下學期的課程分為基礎與進階課程，均透過專題的方式進行以「水資
三、在議題的討論中，老師們會隨時提出問題與挑戰，學生須準備充分方能答
覆問題；在一整個學期的訓練下，修課學生亦具備問題解決能力（Problem
Solving Skill）與創新能力（Creative Thinking）。

源枯竭」議題的探討。在課程安排方面，期望透過蒐集相關文獻、跨領域師資
授課、安排戶外教學與專家演講等方式，讓學生瞭解水資源枯竭議題，並從土
地、都市及工程等多重角度探討問題核心，構思可能的解決方案。期末將藉由

四、每週的專題討論進度及小組間的工作分派須準時完成，因此同學們需掌握

專題發表方式呈現學習成果，讓學生不侷限於單一領域思索問題與尋找答案。

自我管理能力（Self Management Skill），方能準時在每一次專題報告中
提出具體的研究成果。

									
圖 1 跨科際主題課程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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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4 公里的河川總長度中，未受污染的河段有 1808.88 公里，佔河川總長度的

二、水資源枯竭議題討論

61.65%；輕度污染河段為 287.62 公里，佔河川總長度的 9.08%；中度污染的河
藉由三個臺灣水資源議題，從都市計畫、土地管理及水利工程各領域蒐集

段有 451.30 公里，佔河川總長度的 15.38%；嚴重污染的河段有 386.20 公里，佔

國外相關的研究案例，並彙編成教材講義與投影片，提供修課學生使用，以幫

河川總長度的 13.16%。歷年來的統計資料顯示未受污染的河段愈來愈少，河川

助學生於課程中融入議題的討論。

污染的問題越趨嚴重，導致許多河川的水質無法利用，可用水量也就愈來愈少
了。當集水區內的土地利用過度密集，不可避免會造成水庫的汙染：以翡翠水

1. 極端氣候下臺灣所面臨的水資源枯竭問題

庫為例，集水區內共有三座污水處理廠，肩負著維護水質的任務；在此同時，

全球氣候變遷已是進行式，「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 IPCC ）與「聯合

當地居民須嚴格遵守水質保護區法令，因此翡翠水庫始終保持相當優良的水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長期強調氣候變遷的威脅深遠，並預測全

質，然而其他的水庫是否也具備同樣的保護機制？在課程中將帶領學生以石門

球各地發生極端氣候（Extreme Events）的機率將升高。臺灣因地理與地質因

水庫與曾文水庫的上游集水區土地使用為案例，讓學生們以正反兩方面去討論

素，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災害（土石流和洪泛）潛勢地區遍及全島，極端

受限補償與合理開發的界線，以及相關法令是否足以限制集水區的過度開發。

氣溫與降雨將加劇災害發生之頻率及規模，推動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Adaptation）政策已刻不容緩，期能降低潛在災害並尋找有利的發展機會。氣候變遷導

3. 探討臺灣未來的水資源永續經營

致降雨強度增加，集水區沖蝕與崩塌增加水庫入砂量，減少水庫壽命。民國 98

目前臺灣的水庫數量計有 109 座，澎湖縣 8 座、金門縣 13 座以及連江縣 7

年莫拉克颱風於兩日內（8 月 7 日至 9 日）降下逾 1,500 毫米雨量，根據水利

座。由於工程技術精進，水庫不僅有儲存大量溪水的功能，更具備防洪功能、

署統計，僅 8 月 7 日 1 時至 10 日 24 時，三日內即累計入流量達 11 億立方公

發電、灌溉、公共給水與觀光旅遊等功用。然而每座水庫都有一定的使用年

尺，而最大入流量達每秒 11,729 立方公尺（為曾文水庫建壩運轉至今最大之入

限：河水挾帶泥沙沉積於水庫底層，慢慢的水庫的蓄水量就會降低，因此水利

流量），大量集中降雨導致大量泥砂伴隨沖刷進入水庫。此種伴隨氣候變遷的

單位若期望延長水庫使用壽命，往往會在水庫上游興建許多攔砂壩，但過多的

超大豪雨等極端水文事件未來仍可能發生，水庫集水區坡面土壤沖蝕與崩塌土

工程設施也會加速當地自然生物的滅絕。隨著臺灣人口的增加，人口逐漸朝向

石所形成的水庫淤積，將是水庫面臨之重要課題。上述議題為本課程上學期討

山區移動，連帶擴張土地的開發；集水區內興建之道路與建物等，致使混凝

論的核心主軸，在此主題下可延伸出各式臺灣遭逢的水資源問題，例如臺灣每

土和柏油等不透水層的面積也不斷增加；山坡地的濫墾、濫伐導致地表逕流

人分配的水資源、臺灣的水庫壽命與蓄水面積與水庫歷年崩塌的面積。先以科

增加，地下水補注減少，結果「遇雨便成澇，不雨則成旱」。都市化後的地區

學角度讓學生蒐集相關資料，瞭解問題的本質與核心後，再初步擬定後續的研

也阻斷了當地水循環的路徑集水區，然而居民面臨到生存與水庫永續經營的問

究討論方向。

題，因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觀光休閒需求與農林開墾，伴隨聯絡道路的興闢而逐
年增加，致使集水區內土地面臨強大開發壓力。在下學期的課程中，將以科學

2. 人為開發與水資源污染問題

驗證方式讓學生分組製作專題，以水庫的永續經營為目標，協助學生從不同角

臺灣地區有 21 條主要河川、29 條次要河川和 79 條普通河川，2001 年在

- 328 -

水資源枯竭融入空間資訊

度去找尋解決問題的答案，並於期末發表會中陳述該組的解決對策。

The Integr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Depletion into Spatial Information

- 329 -

三、課程執行成果

題上的策略，邀請北區水資源局陳肇成局長，以石門水庫面臨的課題挑戰與永
續經營為主題進行專題演講，和學生深入討論並交換意見。

1. 跨領域教師共時授課
共時授課是教學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共有三個領域的專業教授共同參與授
課，包含土地管理系老師以土地法規與土地經濟學等角度構思水資源問題；
都市計畫系老師以都市法規、空間分析與適宜性分析解決水資源問題；水利
工程系老師著重於河川工法、集水區劃設原則與流域治理解決水資源問題。本
計畫所採共時授課之方式係首先針對課程大綱中所闡述的水資源枯竭議題進行
討論，各週討論一項議題，而每一位教師需各自準備不同教材與資料向同學闡
述，再於課程尾聲由學生自由提問，讓老師們依各自領域的專業知識來回覆問
題。共時授課不僅讓跨領域教師能從多面向解析水資源問題，並且引發學生從
多元化角度去思考問題，學習各領域的思維邏輯與專業知識。
圖 4 北區水資源局陳局長專題演講

下學期則邀請翡翠水庫管理局謝政道局長，以翡翠水庫經營與管理為主題
進行專題演講，和學生深入討論並交換意見。

圖 3 跨領域教師共時上課情形

（左起：土管系陳建元老師、水利系葉昭憲老師、都資系莊永忠老師、林威延老師）

2. 水資源專家學者論壇
上學期為讓學生能夠瞭解政府單位對「水資源管理」及「水資源枯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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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

4. 參加專題競賽

於上學期帶領學生參訪中部地區最大的發電廠──大觀水力發電廠，瞭解發

（1） 2014 年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跨科際師資培育計畫─跨科際師

電廠的取水水源並造訪管理單位，從供需與綠色能源角度思索水資源的再利用。

資培育計畫徵才徵件活動，帶領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學生，以「耗
竭重生 X 悠美樂活」為主題，在全國各所大學激烈競爭中獲得評審青睞，
贏得專題類競賽第二名的殊榮！主辦單位於 11 月 21 日在國立中興大學
進行頒獎，並邀請指導老師與團隊成員進行專題演講與上臺接受頒獎。
頒獎典禮中，特地錄製了一段影片給參賽學生，鼓勵學生：「你們是最
棒的！」只要肯努力，每一位學生的作品都可能登上全國舞臺；只要肯
付出，每一位學生都能找到舞臺發光發熱！

圖 6 大觀發電廠解說人員導覽

下學期適逢三、四月，臺灣普遍缺水並進入限水措施，因此本計畫帶領學
生前往北部地區的重要水庫──「石門水庫」進行參訪，瞭解石門水庫的水位
現況、上游集水區的土地使用情形以及石門水庫如何發展觀光遊憩帶動周邊居
民的生計，打造民眾與水庫共生共榮的生命共同體，運用策略將珍惜水資源的
觀念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

圖 8 SHS 競賽活動成果發表會

（2） 參加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佳作，指導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張毓倫等七位學生，於 11 月 8 日榮獲「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佳作。此項競賽是由行政院科

圖 7 石門水庫解說人員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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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會報辦公室與行政院資通信發展推動小組所指導，經濟部工業局、教
育部資訊與科技教育司及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主辦，共同主辦單位包
括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內政部資訊中心、經濟部商業司與臺北市政
府資訊局等，競賽由經濟部工業局與教育部所共同主辦，是目前國內參
賽隊伍及人數最多、應用主題最多元且規模最大型的大專學生資訊競

5. 期末成果發表
經由整個學期的課程與討論，各組學生於學期末以專題簡報進行發表，說
明運用的分析工具與圖資，就專業技術和跨領域思維闡述議題的解析過程與結
果，並陳述本學期課程所獲得的啟發與對水資源議題的想法，最終由相關老師
給予講評與修改建議。

賽。2014 年共有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 918 個隊伍報名參加，其中 304 隊

表 1 各組專題名稱與內容一覽表

通過書面初審，並於 11 月 8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小巨蛋綜合體育場進行
最後決賽。入圍決賽的 300 多個隊伍，統一在臺大小巨蛋進行六分鐘的

組別

專題名稱

第一組

水資源耗竭重生與悠美樂活

現場簡報，並於七分鐘內回答評審提問。競賽過程緊湊，張力十足。除
決賽簡報外，參賽團隊亦須在大會安排的展示區向前來觀摩的其他團
隊，說明參賽主題與內容。
第二組

第三組

性，從居民角度看水資源保育策略。
分析莫拉克颱風大面積崩塌及可能造成崩塌

析模式建置

的潛勢區域，以及其對周邊居民的影響。

翡翠水庫土地利用變遷與水

研究翡翠水庫集水區內的土地使用變遷情

質相關性分析

形，探討居民生活與水質的關聯性。

水資源遊憩選址研究

第五組

臺中市淹水潛勢評估模式建置

第七組

探討曾文水庫崩塌區域與土地使用之關聯

莫拉克颱風造成崩塌潛勢分

第四組

第六組

內容簡述

利用適宜性分析，以土地管理與都市計畫的
角度分析水庫內合宜遊憩之區域。
運用地形、歷史淹水與降雨強度等資料，模
擬臺中地區的淹水潛勢範圍。

應用空間拓樸關係自動辨識

應用 GIS Topology 分析地下水管線的漏水與

自來水待修管線及停水範圍

停水範圍，及對水資源分配的影響。

雲嘉南水稻需水量推估

運用衛星影像判釋雲嘉南水稻面積及分析用
水量，探討南部區域水資源的合理利用。

圖 9 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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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學期末成果發表（分組報告成果）

圖 11 上學期末成果分組簡報（分組報告成果）
圖 12 學生期末專題海報成果
- 336 -

水資源枯竭融入空間資訊

The Integr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Depletion into Spatial Information

- 337 -

肆、學習評量標準

（4）多位老師一起指導專題課程，是否對於專題討論有幫助？

本計畫針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採用課程問卷（量化）與學習心得（質化）
兩種方式進行評量。課程問卷包含學校課務系統的線上問卷及期末課程問卷
兩式：在校方的課務系統問卷中，學生給予的課程授課方式滿意度達到 4.2 分
（滿分為 5），顯示大多數學生對於本課程施行的教師同時授課與專題式課程的
接受度很高；另一方面，在課程末調查的學習效益問卷上，學生對於課程的各
項滿意度，85% 的同學給予自我學習方式為「極高」或「高」（評量標準：極
高、高、普通、低、極低）。以下針對 43 份回收的問卷，就本計畫所規劃之課
程分析如下：

有幫助，2-3 位即可 70%
有幫助，老師越多越好 12%
沒意見，老師多寡對專題沒有差異性 16%
沒幫助，1 位指導就可以 2%
（5）你覺得上學期我對於專題課程的收穫（請給 1-5 分，1 分最低，5 分最高 ) ？
平均 4.1 分
（6）你覺得下學期我對於專題的收穫（請給 1-5 分，1 分最低，5 分最高 ) ？

（1）請問你對於哪一次戶外教學印象最深刻？

平均 4.3 分

大觀發電廠 37%、石門水庫管理局 12%、都很喜歡 51%

（7）相較於未上課前，學期末我對於臺灣水資源枯竭議題的瞭解程度
（請給 1-5 分，1 分最低，5 分最高 ) ？

（2）請問你對於哪一場演講印象最深刻（可複選，取前三）？
石門水庫謝政道局長講座 28%

平均 2.8 分

陳建元老師物聯網與水資源講座 26%

（8）課程結束後，水資源枯竭議題引起我的興趣、我對於水資源議題未來會更加注意
的程度（請給 1-5 分，1 分最低，5 分最高 ) ？

南水局陳肇成局長講座 14%

平均 4.0 分

（3）你認為跨領域（其他領域的專家）對課程是否有幫助？
有幫助 70%、沒有幫助 5%、沒意見 25%

（9）課程總體滿意度 ( 評量標準：極高、高、普通、低、極低 ) ？
87% 同學給予極高或高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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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心得與回饋

三、進行專題與成果海報發表，培養學生口語表達與寫作等跨領域基本能力

本課程串聯起三門學科領域教師的知識，讓學生能從發現問題、認識問

學生須針對分組討論的議題研擬對策，於學期末的「跨科際課程──水資

題、分析問題進而解決問題的步驟依序學習。透過跨領域的學習方式，期望學

源枯竭議題發表會」中進行發表。發表會邀請參與本計畫之授課教師與各系所

生能培養出多元思考與科學驗證的能力，並結合議題發表與團隊小組討論提升

的教師、學生共同參加，會場外將張貼學生分組製作之專題成果海報。藉由成

學生個人的軟實力。期末問卷中顯示，學生對於跨科際課程的投入與學習評價

果發表會培養學生面對眾人時的口語表達能力與臨場演講能力，而海報的製作

極高，這也帶給團隊很大的鼓舞，而優秀的專題作品，更鼓勵學生參與 2015

更可以培養學生對於文字書寫的精準度與流暢度。

SHS 第四屆徵才徵件競賽活動，將以水資源枯竭議題製作專題作品，藉傳播的
力量分享給更多學校與師生，共同推廣、傳遞跨領域學習的內涵與成果。

一、透過蒐集國內水資源議題資料，提升學生自我學習及研究學習能力
於課程中將要求學生針對水資源枯竭議題，於圖書館或網路蒐集相關研究
文章與政府出版品，藉由大量閱讀及文獻資料的整理，提升學生自我研究與資
料整合的能力。本課程的設計將讓同學能融入臺灣的水資源枯竭議題中，並深
入探討水資源缺乏與土地合理利用之問題，帶領學生研究及蒐集國內外水資源
相關議題的文獻資料，並申請取得相關政府機關之相關空間資訊圖資，用於後
續課程的分析套疊，讓學生認識問題、瞭解問題、蒐集資料、研究分析、團隊
討論直到提出解決方案。

二、透過戶外教學與專題演講提升行動學習能力
帶領學生實際走進水庫集水區，深入認識水源管理及居民對於土地的使用
現況，方能對該議題有進一步的認識。本課程規劃上下學期各安排一場戶外教
學，拜訪水庫集水區中的管理單位，瞭解該區土地使用情形（例如濫墾濫葬等
違規使用與土地超限利用等）。藉由實地調查提升學生的行動學習能力，並邀
請在地專家或相關管理機關的講者進行現地解說，使學生透過專家的解說，深
入瞭解水資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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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問題導向的實習規劃良好，對於問題與相關議題之擇定
清楚，課程規劃透過資料蒐集、小組討論、現地探勘、資料
分析等方式作跨領域學習，建立學生之基礎知識，但未見學
生上過課程後，對於問題或議題提出可行之解決方法，教師宜帶領學生
善用課程所累積之研究數據，提出解決相關問題之方法。
「土地管理領域」、「都市計畫領域」與「水利工程領域」三個領域
的教師共時授課，深具特色，若能於課程規劃上再強化三個跨領域之內
涵，對提升專業學習之內容將有助益。此共時授課在實際執行方面，似
乎偏重於水資源議題，而「都市計畫領域」的專業知識較為薄弱。未來
宜招攬都市背景之師資，加強課群此部分之知識積累。
學生參加競賽雖有獲獎紀錄 ， 但未呈現其修課前後之能力成長 ，
亦未呈現具體的評估方式，宜進一步說明學生成果之內容與計畫之關聯
性，或是否運用到課程中所學的跨領域知識。
此計畫之跨域課程內容設計已有初步成果，且規劃傳承集水區空間資
料與分析成果，供後續課程使用。若未來能在管理與都計方面多加強背景
知識內容，再與目前 GLS 水利等科技內容的結合，成效或可更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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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污染該如何被看見：社區與環境污染監測課程
The Vi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 Curriculum on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nitoring Program

壹、課程的原由
近幾年來，環境汙染議題逐漸被重視。今年（2015）年初中國記者柴靜的
《穹頂之下》紀錄片，不僅讓空污議題引起討論，也讓臺灣民眾發現臺灣的天
空同樣籠罩在 PM2.5 之下，開始質問我們的環境究竟發生什麼事？
不僅僅是空污，一年多前，紀錄片導演齊柏林拍攝了一部《看見臺灣》，

林啟燦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 教授

王御風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其中一條河流被工廠排放的廢水染成不同顏色，這條河是後勁溪。隨後不久，
高雄市環保局查獲楠梓加工區的日月光偷排工業廢水至後勁溪，引起輿論譁
然，水污議題也在新聞熱潮中被看見。
後勁溪流經我們學校（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後方，實際上，從本校後方到
下游，高雄市政府修築了一條沿溪步道，但溪水常散發惡臭，同學們很少有人
前往，甚至許多同學在學校讀了四年，完全不知道後勁溪在哪。

圖 1 德民橋下
圖片來源：徐乙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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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勁溪主要污染來自沿岸工廠，高雄後勁是全國著名的工業集中地，內有
全臺石化最重要的中油五輕廠、仁大工業區及楠梓加工區，原本附近還有西
青埔垃圾掩埋場，在焚化爐尚未啟用的年代，全高雄市的垃圾均集中於此。因
此，本區環境可說是相當惡劣，環境抗爭事件不斷，從西青埔圍場、反五輕，
一直到近來的日月光事件，讓後勁常常躍上全國版面，可說是多年來臺灣發展
工業而犧牲環境的縮影，附近居民更是對此搖頭嘆息，而高海大楠梓校區就位
於後勁，身處其中的學生，他們或許覺得環境不太好，聽學長姐說碰到下雨要
躲起來，免得會被污染的雨水淋到，但學校附近社區環境如何？曾經發生過什
麼？他們並不清楚，也不關切。
從 2011 年開始，高海大的通識課程進入社區，進行一連串的社區課程，

輔、探視老人外，有沒有什麼是大學的專長，而能夠解決社區面對的困境？大
學的教學與研究該如何與社區結合，讓社區的明天會更好？
在這些背景下，這門課程在 103 學年度啟動，由海環系的林啟燦教授及基
礎教育中心的王御風助理教授共同授課，本校 STS 中心的洪文玲主任也在第
一學期協助教學，三人專業背景（環工、歷史、造船）完全不同，且橫跨自然
科學（林啟燦、洪文玲）及社會科學（王御風），是一個充滿實驗性質的跨領
域課程。也感謝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支援我們第一年的經
費，讓我們在資源充裕的情形下開設這門課程。

貳、從構想到現實的考驗：第一學期

希望以社區為教室，讓同學直接進入社區「實作」，與社區一同思考問題的解
決方式。首先以「社區報」為媒介的社區採訪課程，讓學生認識社區，關心

本課程目標是將大學專業知識，落實在社區中。因行經該區的後勁溪已

社區發生事物，在後勁各社區採訪的過程中，最常聽到的抱怨就是環境污染，

成為污染的集中地，空氣更充滿中油五輕、仁大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排放的廢

加上日月光的污染事件，於是通識課程開始思考，能否將環境議題納入社區議

氣，但居民對於污染卻束手無策，雖居民深受污染所苦，但因缺乏檢測的方法

題，讓同學瞭解環境課題，並回應社區的需求。

及設備，苦無證據，也無法讓排放的廠商承認，因此如何讓居民學習簡易的監

實際上，高海大與社區合作環境監測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海環系的林啟

測方式，配合本校的實驗室，落實守護家鄉環境的願景，為本課程的目標之一。

燦與沈建全兩位教授長年協助後勁社區進行各種環境監測，這些「科學數據」
是後勁居民與業者討論時極重要的「武器」。每當污染發生時，業者第一時間
總是否認，除非出示「科學數據」才能令業者信服，這也讓林啟燦、沈建全兩
位老師在社區中建立極佳聲望。但可惜的是，這種合作，僅有兩位老師實驗室
的學生參與，如何讓其他系所的學生瞭解並加入，是這門課程的初衷。
另一個想法是社區居民長年缺乏與環境對抗的能力，不論是空污或是水
污，他們雖然是受害者，但不知道該如何蒐集「證據」來證明，也希望能透過
本課程，運用大學的專業知識，協助社區來面對這個問題。
更深一層的思考是：大學與社區的關係。長期以來，大學與所處社區的
關係雖融洽，但並不深入，大學該如何與社區緊密結合？除了消費、打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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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盧昱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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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對於社區有實質助益外，參與的學生更是本計畫的重點。學生將扮演把

在水污部分，則安排同學至後勁溪瞭解如何採樣。沿途會看到充滿白色泡

監測方式傳授給社區居民的關鍵角色，而透過此課程，學生不僅能進入社區，

沫的廢水，也會在接近排水管時，聞到大量臭味，如果當天天氣炎熱，整條後

實地瞭解社區受到污染的程度，對於社區居民的抗爭會有更深入的理解，而在

勁溪更充滿讓人不舒服的味道，儘管溪流仍有魚類、鳥類生活其間，但仍可感

其畢業後，更期許能將此技術傳布到臺灣各個領域，共同維護臺灣的環境安全。

覺河川被污染情形相當明顯。我們也在幾個污水排水處，安排實驗室助教進行

上述為原計畫書中的目標及理想，但實際開始執行後，就發現原有設定需
要調整，首先是修課人數眾多（每學期約 60 人修課），如果每一組都隨時隨地

採集的示範，因為這些採集具有危險性（必須至溪畔），因此同學通常在岸邊
觀看，以瞭解為主要目的。

進行採樣並檢測，不僅所費不貲，且要耗費許多時間讓實驗室的儀器進行可能
沒有意義的分析，而且社區居民也無法擁有採樣儀器，這對社區居民並沒有太
大意義。
經討論，洪文玲主任提出「感官式監測」，以新竹渴望園區為例，說明居
民可以利用感官（看、聞）來做污染源的初步偵測，確定污染源的位置後，再
請專家進行採樣及分析，符合社區居民所需及不浪費資源，此提議獲得一致通
過。實際上，後來課程邀請社區河川巡守隊隊長來跟同學分享他們的日常工作
時，也發現河川巡守隊同樣是「感官監測」，無法進行採樣及分析，與課程採
行方式相同。
但課程還需要讓同學瞭解專業的採樣及檢測如何進行，因此分別針對空污
及水污，有兩次的戶外採樣及實驗室示範。空污部分由後勁舊部落的鳳屏宮作
為起點，先由老師講述當年後勁地區污染情形，再沿著中油五輕廠圍牆旁隔離

圖 3 後勁溪溪畔進行水污採集

綠帶行走，由老師講解隔離綠帶由來及污染場址的設置，最後到達污染較嚴重
的環場道路區，由林啟燦老師實驗室助教示範空污如何採集，並發放空瓶讓同
學嘗試（但不進行分析）。

圖片來源：徐乙仁攝

經過空污及水污的授課、採樣及實驗室示範後，開始進行採集作業。在空
污部分，各組學生自行尋找可能有污染的地點，必須每週至少三次的定點觀察

在這趟路程中，除了空污採樣的專業知識外，更希望同學能夠看到後勁社

（必須在同一時間），連續兩週以上都聞到污染情形。水污則是在兩個星期內，

區因污染造成的社會影響，所以安排歷史及污染相關地標（如隔離帶、監測井

於同一地點相同時間，觀察後勁溪的變化，各組最後將他們一學期的努力，在

等）的講解，但讓學生們最難忘的卻是在中油圍牆旁的菜園，這種景象不僅讓

期末報告中呈現。

學生們懷疑每天的食物，是否來源也相同，更警覺環境污染的結果和每個人的
生活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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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區與環境污染監測綱要

易且可傳授給社區民眾的檢測辦法。但在實際執行上有點困難，因組別眾多，
各組所能報告的時間有限（每組僅能有五至八分鐘），各組僅大約報告學習心

週次

日期

內容

得，以致重點模糊沒有準確傳達，所以評審對此不是太滿意，普遍認為學生的

一

9.16

課程簡介

二

9.23

後勁社區介紹

三

9.30

石化產業發展與後勁反五輕

四

10.7

空污如何檢測？

五

10.14

後勁舊社區參訪

社區上課

六

10.21

空污普查

各組於社區實作

七

10.28

空污普查討論

八

11.4

實驗室實作

九

11.11

期中考

十

11.18

後勁溪與翠屏社區

十一

11.25

水污如何檢測

十二

12.2

後勁溪參訪（與河川巡守隊）

十三

12.9

水污普查

十四

12.16

水污普查討論

十五

12.23

實驗室實作

十六

12.30

期末報告

十七

1.6

期末報告

十八

1.13

期末報告

專業不足，無法掌握污染情形。

圖 4 期末成果發表會
圖片來源：何彥廷攝

本學期的課綱如下表，課程成績考核方式為平時成績（10%）、通識護照

備註

繳交空污、水污報告

（ 10% ）、閱讀心得（ 10% ）、期末報告（ 30% ）、空污普查（ 20% ）、水污普查
（20%）。針對這學期的上課經驗，在課程計畫的期中報告時受到委員注意，委
員給了兩點建議：一是課程中的專業部分太多，缺乏跨領域的部分。二是應該

參、修正後的試驗：第二學期

給學生更多空間，讓他們自己找尋答案。
第一學期的成果，可說是構想與現實有極大落差，尤其是社區評審對學生
報告認為不夠專業，但計畫評審又認為我們報告太專業，兩者相去甚多。幾經
討論，我們認為因評審對於課程期待值的不同，造成對「專業」的期許也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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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也就是說，當初設定的目標，是要協助社區以學校的「專業知識」解決社
區的污染問題，但實際上會碰到幾個問題，一來這是通識課程，學生來自四面
八方，環境污染監測是個非常專業的領域，非專業科系（如海洋休閒系）學生
很難在一學期內精通；二來是社區居民希望這門課程能夠幫他們找出污染點，
以及有「專業」的科學數據提供給他們，但期末似乎未能呈現如此成果，我們
所能做出的是建構社區污染地圖，然而這點並不符合居民們的期待。
但對計畫委員來說，學生是課程主體，課程該思考是要給學生什麼樣東
西，尤其是跨領域的計畫，過度思考環境污染監測的「專業」，就會遺漏了與
人文社會的結合，也忽略讓同學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經過對課程成果的觀察，並參酌各方的意見後，首先對於人文社會部分予
以加強，並在第二學期課程做了小幅度修正。在開學後碰到柴靜的紀錄片事
件，因此除了原本介紹的後勁環境污染歷史外，也運用一節課放映柴靜的紀錄
片，讓同學瞭解 PM2.5 對中國的影響，而此紀錄片在臺灣引起的討論，也讓同
學對於空污造成的社會影響更加深印象。除此之外，在做社區空污巡禮時，加

圖 5 各組小組長進行討論
圖片來源：徐乙仁攝

入耆老談論當時污染對後勁所造成的環境破壞，也延伸要求同學們在做空污檢

這學期開始執行空污監測時，小組長與助教先開會討論，依據上學期不容

測時，要先訪談附近的社區居民，瞭解該監測點以往的空污情形，可與現今情

易找到空污點的經驗，決定以上學期曾找到的空污點繼續進行本學期監測，但實

況進行比對。在水污部分，也邀請地球公民基金會跟同學講述後勁溪污染所造

際執行後，發現在後勁地區，隨著五輕即將遷廠，空氣污染情形有顯著變化，即

成的影響，尤其是距離學校較遠的上游工業區，讓同學明白後勁溪的污染不光

使是第一學期曾有紀錄者，隔了半年也找不到相同污染。對於本課程而言，是否

是中油及日月光兩個大廠，小廠的排放有時會造成後勁溪更大的傷害。

要將監測範圍擴及污染仍嚴重的大社、林園，將是下學期開課的主要討論點。

至於在環境監測的「專業」部分，顧及通識課程的學生組成背景，開始撰

至於在水污部分，有鑑於上學期的水污監測，只能讓每一組同學在同樣時

寫較簡易的環境監測講義，希望非環境專業的學生在閱讀後，對於環境監測能

間於後勁溪上、下游部分「蹲點」，差別度並不高，因此本學期改由熟悉的小

夠有初步理解，不再以人云亦云的「常識」來看待環境污染。

組長帶領，以繪圖方式繪製後勁溪上、下游的生態，希望在經過多次的後勁溪

除了這兩點的修正外，課程仍是按照上學期的空污、水污監測進度執行，
本學期較大改變是由連續修兩學期課程的同學擔任各組的小組長，這些小組長

巡禮，以及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講解後，讓學生們實地觀察並動手畫出後勁溪也
讓日後修課的學弟妹能夠透過這些手繪地圖，更能感受到後勁溪面臨的問題。

可以提供他們上學期做環境監測的經驗，帶領同學執行監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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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
（人文、社區）
25%

參考配分

組織及行動
25%

參考配分

問題解決程度
25%
圖 6 後勁溪生態手繪圖
圖片來源：黃政豪、顏佑丞、馮天顥、林偉智繪

參考配分

所獲得的靈感，因為期末報告佔總分數比例甚高，但社區民眾並未全程參與課
程，並不瞭解課程對學生之要求，上學期有些學生認為期末分數並不公允，因
此這學期以評分參考表引導評審，希望做到公平，且讓評審清楚瞭解課程所需。
進步中

熟練

無重點，人

或描述社區

文部分薄弱

環境背景，
但不精確。

0-5
無法展現組
織及行動的
邏輯性
0-5
無法提出問
題之邏輯及
解決方案
0-5

6-12

有進行口述
或描述社區
環境背景，
並運用於採
樣過程。

成功結合空
污、水污及社
區口述或環境
背景理解。

13-20

21-25

在監測過

在監測過程，能

程，能有效

展現優異的組

組織並行動

織及行動能力

6-12

13-20

21-25

能夠掌握問

能夠掌握問

題之邏輯，

題之邏輯，

但無法解決

並試圖解決

問題

問題

6-12

13-20

在監測過
程，能有效
組織，但行
動力稍差

能夠掌握問題
之邏輯，並有
效解決問題
21-25

總分

在期末社區報告時，也給予評審一份評分參考表，這是參加計畫工作坊

新手

有進行口述

模範

評分

但在期末報告時，卻發現有幾點需要改善：一是空污與氣候關係甚大，採
樣工作在報告前一兩週進行，之前南部陰雨綿綿，採樣週天氣轉晴，許多組別
原本確認的氣味消失，使得其無法完成最後的採樣工作。日後可能要提早進行
採樣工作，課程時間需進行調整。二是成功採樣，並有實驗室數據者，無法在
最後結論時，以此判斷污染源為何。這同樣要調整課程進行時間，花更多時間
做最後的整合，這都在下學期的課程中做出調整。以下為本學期之課程綱要，

專業科目

無法清楚描

對空污、水

（空污、水污）

述空污、水

污僅有初步

25%

污概念。

概念。

參考配分

0-5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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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空污、水
污概念完整，
並能夠應用
於監測中。
13-20

對空污、水污

其中較大變化是給予同學較多時間去「蹲點」監測空污，畢竟需要長時間確

概念純熟，與

認，才能進入下一個採樣的階段。本課程成績考核方式為平時成績（10%）、

監測結合良好。

通識護照（10%）、心得（20%，各佔 10%）、空污普查報告（10%）、水污普查
報告（10%）、期末報告（40%）。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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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助教們每週課前溝通討論，再加上上學期各方的建議，這學期加強人文
部分，希望讓同學更瞭解環境污染對於社會的影響。而在實際面上，亦赫然發

週次

日期

內容

備註

一

2.24

課程簡介

二

3.3

社區與污染
（後勁反五輕歷史介紹）

三

3.10

空污如何檢測？

分組確定

四

3.17

後勁舊社區參訪

社區上課

五

3.24

實驗室實作

助教帶領

六

3.31

空污普查

各組於社區實作

的是，隨著第一年課程的落幕，後勁地區在空污及水污部分，隨著中油五輕廠

七

4.7

空污普查報告

教室報告

的遷廠，以及日月光 2013 年偷排事件的影響，兩者都有顯著的改善，這也使

八

4.14

期中考

得我們一開始所設的目標：「如何藉由課程，來改善社區遭受污染的現象」有

九

4.21

後勁溪參訪

點尷尬，目標似乎逐步達成，但不是經課程所產生的結果。

十

4.28

實驗室實作

助教帶領

十一

5.5

水污普查

各組於社區實作

落幕，課程才要真正開始，但課程內容還須調整。在暑假中，我們與地球公民

十二

5.12

水污普查報告

教室報告

基金會及鄰近的翠屏里合開工作坊，並前往暨南大學拜訪其水污課程，進入第

十三

5.19

後勁溪污染情形

地球公民基金會演講

三學期後，針對前兩個學期的經驗，決定以空污做為主軸，讓同學有比較多的

十四

5.26

期末報告討論

時間去做「蹲點」，如果確認空污點，也提早做採樣，最後結果再由林啟燦老

十五

6.2

期末報告討論

師協助分析，同時也製作了一本講義，提供同學對於空污、水污的基本認識，

十六

6.9

期末報告討論

十七

6.16

期末報告

社區報告

十八

6.23

檢討與回顧

通識護照最後繳交日

現，隨著五輕搬遷，後勁地區的空污越來越難發現，也成為這門課持續開設時
需克服的一大變數。

肆、總結：課程該如何延續
這門「社區與環境污染監測」課程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中
的第一年，共有 120 多位同學一起討論後勁社區所面臨的環境污染問題。有趣

本門課尚有另一目標：成為本校永續開設的通識課程，因此隨著計畫的

也成為期中考核的標準，希望能加強這門課程的通識專業部分。以下為本學
期設定的課綱，評分標準則是平時成績（20%）、通識護照（10%）、期中考核
（20%）、空污普查報告（10%）、期末報告（40%）。

總結而言，這學期的課程，雖然依循著上學期所奠定的基礎繼續執行，但
仍有部分的修正。連續兩學期修課的同學，擔任關鍵的小組長角色，帶領新
的修課同學認識後勁社區，尋找空污及水污的監測點，也根據他們的經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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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1.24

空污第一次報告

十二

12.1

空污採樣

十三

12.8

空污第二次報告

十四

12.15

空污第三次報告

十五

12.22

空污數據如何推論

十六

12.29

期末報告準備

十七

1.4

期末報告

社區報告

十八

1.11

檢討與回顧

通識護照最後繳交日

隨著 2015 年 11 月 1 日，高雄中油廠陸續關門，高雄的高污染地區，將會
由後勁逐步轉移至大社、林園地區，這距離我們學校將有一段距離，不再享有
圖 7 社區與環境污染監測課程講義（封面）

以往走出校區，就可直接監測的便利（有些監測點甚至就在學校圍牆邊）。但
不可否認的是，後勁社區所受到環境污染的影響，也不是一夕之間就會消除，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區與環境污染監測綱要

加工區及附近工廠仍存在，只是尋找監測點會更加困難。在這學期的監測過程
中就可發現，學生的監測目標已經轉至仁大工業區，未來的紀錄也會逐步脫離

週次

日期

內容

一

9.15

課程簡介

二

9.22

社區與污染

三

9.29

空污及水污如何檢測？

分組確定

從第二學期開始，課程就對此開始因應，讓自然科學的環境監測及社會科

四

10.6

後勁舊社區參訪

社區上課

學的環境影響平均分配，日後也可能會加強對學生「環境影響」的認知，輔以

五

10.13

後勁溪參訪

社區上課

「環境監測」的專業技能瞭解及實作，讓學生對於環境污染有所警覺，畢業後

六

10.20

實驗室參訪

實驗室

不論到何處，都能夠對環境污染議題關心，甚至在職場上加以改善，也可以用

七

10.27

空污監測地點討論

八

11.3

空污採樣

九

11.10

期中考

十

11.17

空污採樣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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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後勁。隨著現實的變遷，「實作」課程所需要的調整，也比我們想像還要再多
做努力。

同樣的方式協助一般社區民眾。超越後勁、關心全臺灣的環境議題，這才是這
門課程開設的最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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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為第一學期同學的修課心得）

沿途我們看見顯眼的白色牌子，上頭有密密麻麻的文字與空拍圖，在這裡
居住三年多，卻不曾停下腳步瞧瞧，這次考察才知道原來這是「土壤汙染控

《環境污染監測與社會》實作課程紀要

制場址暨汙染管制區告示牌」，空拍圖中清楚的框出何處受汙染，以及管制事

何彥廷（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鄭沛林（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生物技術系）
薛琇瑜（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

項。但我們好奇的是，列出這樣的告示牌，但政府真的有意執行除汙計畫嗎？
走到儲油槽附近，在沿途經過的空地，竟然發現有「開心農場」種植蔬菜（地
瓜葉），那蔬菜真的能吃嗎？一路上我們滿腹疑問。

蘇俊涵（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

來到工業之都高雄就讀大學，才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空氣汙染。學校南方
有中油的五輕廠，東方有仁大工業區，西方有楠梓加工出口區，整個學校被工
業區所包圍，空氣品質非常差，儲油槽附近都飄著有機溶劑的味道。騎車經過
大社、仁武工業區時，看到工廠排放許許多多的廢氣，相當的嗆鼻，讓人感到
不舒服。日子一久，已經習慣了，雖然感覺上沒有不舒服，但身體每天吸收這
些汙染物還是相當不健康。當地人對於這種情況也相當無奈，他們說現在的情

						
							
						
					

圖 1 土壤汙染控制場址
暨汙染管制區告示牌
圖片來源：鄭沛林攝

況已經比以前好很多了，實在很難想像以前的高雄，空氣汙染到底有多嚴重。

走到東門附近，海環所 2 位研究生學長姊帶著收集空汙的鋼瓶，指導我們

自從上了王御風老師的《環境污染監測與社會》，我們更加瞭解到空氣汙染的

操作收集空汙的方法：只要打開有著負壓的鋼瓶，聽見嘶嘶聲，快速鎖起來，

嚴重性。

即可送去檢驗。學長姊也介紹，污染氣體的種類，譬如二氧化氮、二氧化硫、

《環境污染監測與社會》課程會接觸一些環污方面的實務問題。2014 年 10
月 14 日，課程安排參訪學校附近的中油廠區周邊，由王御風老師與高雄後勁
中油遷廠促進會執行長黃佳平先生帶領，黃先生以他在此地多年的經驗，引領

硫化氫以及懸浮微粒，以及哪些機器可以分析氣體組成、在哪裡有發生過空氣
污染事件及如何解決……，受益良多。但分析鋼瓶所需費用很高，我們這堂課
只能挑 2 個鋼瓶作分析。

我們到中油的安全隔離綠帶一探究竟。
我們當天在鳳屏宮集合，先至萬應宮，萬應宮後面是中油油槽和化學槽的
外牆區域。黃先生為大家介紹左後方的一塊空汙檢測板，這塊檢測板可檢測出
附近空氣組成含量，由於我們不是專業人員，附近也沒有指標告訴我們數值應
介於多少才是正常範圍。黃先生說，上面的數據僅參考用，真實性存疑，以他
長期觀察發現，無論當下空氣品質如何，其數值都是在正常值以內。我們繼續
往前走，看到了好幾個地下水水質檢測井。早期居民打開，會聞到很濃的汽油
味，真的很可怕！現在這些井都是鎖上的，需要向中油申請，若未經中油同意

							
							

圖 2 學習鋼瓶使用方法
圖片來源：何彥廷攝

就撬開，將背上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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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空汙檢測板
圖片來源：何彥廷攝

之後的分組報告，我們這一組選了 2 個地方做採樣，一個是從學校海專
路往楠梓火車站或高雄市區，機車專用道上來的紅綠燈處。此處在等紅燈
時，總傳來下方後勁溪散發出的異味（垃圾味、魚腥味，還有一些有機化溶
劑的味道），味道十分複雜，讓我們印象非常深刻。另一個則是上課出去實際
操作的地點。

圖 5 走在中油隔音牆與綠帶之間
圖片來源：鄭沛林攝

回想在考察中，我們走入安全隔離綠帶，看見各式各樣的樹木長得是那麼
的高聳，但一方面又令人難過，一樣都是樹木，但它們所生活的地帶卻是汙染
處，可是也多虧它們努力地活了下來。若沒有執行綠化，或許這裡大概也不會
有人願意接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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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監測井加鎖，
須經中油同意才能打開。
圖片來源：何彥廷攝

社區與環境污染監測

圖 6 參訪路線圖
圖片來源：薛琇瑜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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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本計畫以環境汙染監測為主題，為擴大學生參與社區之
環境監測，由三位不同領域之教師合作開設課程，第一學期
有六十位學生修課，學生踴躍修課本是美事，卻因本課程重
視汙染監測專業度，如測量儀器操作、監測數據之製作與呈現，若由如
此眾多之學生隨時隨地採樣檢測，容易造成無意義之檢測，因而調整為
訓練學生先進行感官式監測，發現異樣，確認汙染源後，再進行專業之
採樣檢測。課程與河川巡守隊交流時，知悉該隊亦採此種監測方式，增
強運用此教學策略之信心。
文中提出環境監測議題具有「科學數據說故事」的特性，若無科學
數據，僅以感官之不適為訴求，於面對業者、政府部門等相關利害關係
人時，則易使其說服力道降低，導致無法協助社區居民與之正面抗衡，
加上監測須配合天候進行採樣，短時間內難以協助學生建立完備知識體
系與監測技能 ， 社區居民參與學生作業評審時 ， 亦認為學生之能力不
足。此計畫團隊能如此真實呈現計畫執行狀況，非常難能可貴，此番經
驗顯示，在選定此等具高度專業特性之課程議題時，應以本科系學生做
為課程設計對象，並著重加強本科系學生之人文社會等課程，本身之專
業能力，配合溝通能力之培養，較能達到計畫所訂下之協助居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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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科技在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之
探討

壹、課程設計

一、問題擇定

Examining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Solutions of Smart
Technologies on the Life of Elderly

本「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課程計畫」課程擇定五
項主要問題，針對這五項問題，依照跨領域教學重視學生跨領域理論與實作技
能養成之特性，分從理論面與實務面、基礎與進階的教材設計，透過適宜的教
學與學習模式，達成課程目標。本課程計畫擇定的五大重要問題：

謝金原 /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 教授兼資訊學院院長
陳郁仁 /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 碩士生

1. 瞭解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為何？
2. 智慧型科技如何妥適地融入人文關懷？
3. 智慧型科技如何有效解決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
4. 智慧型科技產品之設計是否有效解決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
5. 學生是否透過反思以養成自我終身學習能力？

圖 1 課程擇定的五大重要問題

二、 核心能力
本「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課程計畫」以全球或臺
灣社會所面臨之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為主題課程，融入智
慧型科技、社會科學、人文學及自然科學，開設兼顧人文關懷與科技應用之跨
科際課程，並以研究、行動、實作及問題解決為導向之教學模式規劃與設計課
程，培育學生具備分析問題、批判思考、有效溝通，及實踐社會責任之能力，
亦增進學生跨專業領域知識整合、深度思考、解決實際社會問題及面對未來挑
戰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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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類別與授課師資：本計畫課程之授課師資，規劃如下：
（1）科技類專任授課師資 ―2 位
（2）人文類專任授課師資 ―2 位
（3）科技類醫師類師資 ―2 位
（4）人文類社工師資 ―2 位
（5）人文類耆老師資 ―2 位
4. 教材內容安排：為了能確實統合人文與科技，教材特別重視人文與科技方
面的內容，教師各依其專長，同時準備同一單元教學內容，教材相互滲透，
使教學知識更能全面性的兼顧人文與科技。
表 1 授課師資統整表

課程類

師資

科技類

謝金原教授 / 院長

人文類

簡文敏副教授

科技類

陳秋宏助理教授

門課程，課程與師資安排如下述：

人文類

莊益增助理教授

1. 師資安排：除了統合校內科技類教師——謝金原教授 / 院長、陳秋宏助理教

科技—醫師類

林奕萱醫師

高雄醫學院

授，人文類教師——簡文敏副教授、莊益增副教授外，並聘請社工類、醫師

科技—醫師類

何啟功局長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類與其他智慧型應用科技類專家，一起進行教學和研討。

人文—社工類

吳麗雪局長

屏東縣政府社會局

人文—社工類

耆老

高苑科技大學樂齡大學

圖 2 課程規劃與設計理念

三、 跨領域團隊之組成
本項「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課程計畫」，分為「智
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與「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兩

2. 業界（案主）輔助教學：課程實施時，邀請銀髮族耆老參與教學過程，使

服務單位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
（主修資訊科技）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主修文化人類學、心理學）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
（主修數位媒體）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系
（主修數位影視）

學生能更快速理解銀髮族的實際需要，並訓練溝通與人際互動技巧。銀髮
族耆老則邀請本校樂齡大學學員擔任，分享銀髮族生活經驗，與任課教師
共時授課，參與教學討論與回答學生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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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安排：上述兩門課程各 3 學分，上學期的「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
擊導論」偏重理論介紹與瞭解現況；下學期的「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
用」則偏重理論深化與智慧型科技產品之研發，兩者有基礎與應用的連貫關係。

圖 4 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核心理念

圖 3 授課師資類別

二、上學期「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課程
1.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課程大綱

貳、課群之規劃設計

一、課群規劃學習
為使學生理解課程所擇定的問題及解決方法，本「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
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課程計畫」之課程規劃，分為「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
活衝擊導論」與「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兩門課。

圖 5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課程綱要（上學期）

其中「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規劃五大課程綱要，分別為銀
髮族文化與生活背景探討、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溝通技巧、問卷擬
定、智慧型科技原理與應用；「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課程亦規
劃五大課程綱要，分別為深化學理、智慧型科技產品問題解決導向設計、智慧
型科技專題實作、資料分析實務、專題成果報告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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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課程規劃

2.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課程規劃（下學期）

圖 8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課程規劃

圖 6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課程規劃

三、下學期「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課程

參、課程介紹

一、個別課程及課程架構
本「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課程計畫」上學期規劃

1.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課程大綱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課程（3 學分，3 小時），強調基礎跨科
際理論學習、自我學習能力培養（Learning to learn）
、溝通能力學習及行動導向
學習等。下學期「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課程（3 學分，3 小時）
，
強調深化進階跨科際理論學習、實作導向學習、問題解決導向學習及反思導向
學習，落實由「基礎」至「進階」、由「理論」至「實務運用」之課程原則。
圖 7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課程綱要（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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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課程主軸結構

圖 11 課程核心能力

三、實施過程
圖 10 上、下學期課程規劃

1. 本「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和生活衝擊問題解決課程計畫」之課程
實施特色：

二、課程核心能力
•

科技融入人文情境與

透過本課程能實現本計畫核心目標之要求。規劃之模組課程皆邀請多位教

關懷：著重智慧型科

師共同參與，並讓學生與銀髮族耆老面對面接觸、訪談及實地參訪，亦針對不

技融入人文情境之跨

同主題邀請醫師類、社工類或科技類講師專題演講，深入介紹銀髮族身心與文

科際問題解決。

化生活、溝通技巧及問卷方法，以及應用於銀髮族生活照護之智慧型科技等。
課程中同樣安排銀髮族耆老參與，使學生能瞭解銀髮族可能面臨之生活問題，
藉由聘請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針對智慧型科技與銀髮族生活衝擊案例進行

•

科技人文共浴課程：
每門課均有 3 位教
師共時授課。

探討，讓學生統整所學之知識及實務，進行銀髮族生活衝擊專題製作及展演，
達成整合人文及科技之學習目的。課程主軸結構與核心能力如下圖：
圖 12 計畫課程實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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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實施過程：

本項課程運用以下教學與學習模式：

•

問題提出

1.

•

問題解決理論

•

溝通能力

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法。教學過程主要在於促進學生本位的獨立學習與合作學

•

問題解決實作

習，教師的角色由傳授者轉移為協助者、催化者和設計者。除此之外，為深化

•

問題解決分析

學習成效與學習遷移，反思性學習亦是重要的教學重點。

•

反思學習

•

培育問題解決能力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
問題解決導向學習重視以模糊、開放性的問題，來驅動學生獨立學習，面

2.
圖 13 課程實施過程

研究學習
研究學習之教學重點在於讓學生學得研究的方法與技巧，學習問題提示與

教導關鍵字搜尋及歸納分析的方法，配合問題解決導向學習的精神，完成本單
元之學習。

四、課程操作融入問題解決等教學方法
3.
本課程主要應用現代智慧型科技在銀髮族的身心與生活照護，學生經由實

行動導向（實作）學習
行動導向學習是問題導向學習的重要方法之一，包括行動學習（實作學習）

地參訪，探討並提出問題，透過尋找學理與實務資料，學生自我學習、教師

與服務學習。本課程在問卷擬訂、參訪，以及智慧型科技實作學習，都是以行

則深化學理，並透過溝通學習，尋找有效的問題解決途徑，進行智慧型科技研

動學習為主，讓學生於實際問題情境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方法，並以實作方

發與培養自我終身學習能力。為使學生認識銀髮族身心發展特徵、生活照護需

式，完成智慧型科技的裝置與設計。除此之外，本課程以智慧型科技應用對心

要，以及現代智慧型科技技術與應用，並研發適用於銀髮族心理與生活照護的

理與生活之衝擊問題為課程重心，融入社會服務的精神，最終學生需完成設計

智慧型科技裝置，將運用問題解決導向學習、行動導向學習（包括實作學習

與實作智慧型科技產品（包含 APP 設計）為銀髮族生活使用，並做為未來反

與服務學習）、研究學習、案主協同教學與社會模擬評核系統等教學與學習模

思學習之依據。

式，針對銀髮族身心發展特質、銀髮族生活照護、智慧型科技技術與科技操
作、智慧型科技研發實作等教學內容，完成本課程所要達成之教學目標，其課

4.

業界協同教學
協同教學的目的在於整合教師專長，讓教師合作提升其教育內容與能力，

程操作學習架構如下示意圖：

以便提供學生多方試探、多方學習的機會，讓學生潛能得以充分發展。所以
在技職體系教師能力專門化與實務化的情況下，聯合不同領域教師進行課程規
劃，乃是培養學生能力的較佳方法。本課程秉持協同教學的優勢，結合智慧型
科技技術教師兩位與心理輔導專長教師一位，各貢獻所長，共組協同教學團
圖 14 課程操作融入問題解決等教學學習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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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本案又以銀髮族為對象，為瞭解智慧型科技生活衝擊的需求與特性，故在

五、培養深度聽說讀寫等跨領域基本能力

其中兩週課程裡，安排銀髮族耆老參與討論，讓學生能及時獲得回應。
為培養深度聽說讀寫等跨領域基本能力，強調課程教材規劃設計與問題解
5.

案主協同教學

決緊密關聯，設計規劃關聯策略如下所示：

生活衝擊由針對個別疾病治療擴大到考慮患者預防性健康問題與環境、行
為間的關係，提供一個具可近性、持續性、周全性與協調性的銀髮族生活衝

1.

本課程主要包含三個模組：認識銀髮族、銀髮族溝通及訪談、智慧型科技

擊。案主協同教學強調社會服務中案主自我理念的發揮，增進案主參與、選擇
和自主的機會，此外「案主自決」可避免忽略被照顧者的真正需求。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

於銀髮族生活照護。所規劃之模組課程皆邀請多位教師共同參與，並讓學生與
銀髮族耆老面對面接觸、訪談及實地參訪，透過與銀髮族耆老的接觸、訪談、

6.

社會模擬評核系統

現身分享、討論和實地走訪，真實的情境引發學生的探討興趣與正確學習動

社會模擬評核系統係指學生的學習成果不僅接受指導教師評核，同時亦須

機，學生彷彿身歷其境，不自覺流露出對銀髮族的感受與關懷。針對不同主題

透過網路學習平臺接受同班同學評估，以及銀髮族耆老適用性檢定。模擬社會

亦邀請醫師類、社工類或科技類講師作專題演講，深入介紹銀髮族身心與文化

評價制度，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就能體會社會實際需要與看法，藉以調整學

生活、溝通技巧及問卷方法，以及應用於銀髮族生活照護之智慧型科技。

習態度與學習方法。這種學習設計，係以反思性學習為出發，對於重視科技研
發與應用之技職院校學生有所幫助。

圖 16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導論

2.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
本課程包含三個實務課程模組：智慧型科技生活衝擊實務、智慧型科技於

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智慧型科技生活衝擊專題製作。課程規劃之主要方向
為讓學生連結上學期之學習成果，導入實務學習，並介紹智慧型科技類感測裝
置量測處理、無線網路傳輸、行動裝置應用、物聯網應用，以及智慧型科技生
活系統。課程中同樣安排銀髮族耆老參與，使學生能瞭解銀髮族生活之可能問
圖 15 反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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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統整所學習之知識及實務，進行智慧型科技心理和生活衝擊專題製作及

肆、學生學習成效

展演，達成整合人文及科技之學習目的。

一、個別課程學到的跨科際知識內涵
近年來由於物質生活的提升與醫學科技的進步，國人平均壽命大幅延長，
老年人口比例亦逐年增加。依據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2011）的資料顯示，「我
國老年人口數至 2025 年時所佔比例會增加至 20%。」在這高齡化的社會裡，
老年人所要面臨的問題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改變，活動能力亦會逐漸
衰退，其中包括肺活量降低、骨質疏鬆、肌肉量減少、體脂肪增加等生理機能
圖 17 智慧型科技於心理和生活衝擊應用

之退化，其日常活動將受限，導致無法應付生活所需。倘若年長者僅是長壽而
不健康，不只是影響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生活品質也相對會隨之下降。
本研究目的為：（1）探討銀髮族不同背景變項之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

3. 為培養深度聽說讀寫等跨領域基本能力，同時強調實作教學與多元評量，
具有特性如下：

（2）探討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的相關性；（3）探討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
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的顯著改善情形。使用問卷作為調查研究之工具，其

（1）實作的表現：實作題目不強調複雜性，強調以實作方式表現學生對問
題的理解程度。

調查內容包括銀髮族背景、銀髮族心理問題、銀髮族生活問題、智慧型科技對
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四大部分。

（2）真實的情境：實作強調科技與人文的跨領域整合運用，讓問題建立在
智慧型科技生活衝擊之生理方面、心理方面和居家環境生活照護的真
實情境脈絡上，使實作更具意義，協助學生更加理解並掌握問題的性
質，是本計畫的重點目標。

本研究以高雄地區 59 位 65 歲以上之銀髮族為研究對象，其中，女性佔
55.93% ，年齡分佈以 66-75 歲佔 35.59% 為最多，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者佔
32.59%，與家人同住之受訪者則佔 55.93%。所收集的資料以次數分配表、獨
立樣本 t 檢定、成對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分析及 pearson 皮爾森積差相關進

（ 3 ）弱結構：為模擬科技與人文的跨領域整合運用中問題模糊不清的特

行檢定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性，實作的情境傾向模糊，實作傾向設計開放性問題，以激發學生解
1. 在心理問題方面，性別在參加活動（p=0.017<0.05）存在顯著性差異，男

決問題的創造性與統合性。
（4）重視問題解決的過程與結果：重視學生如何有效應用所學知識解決問
題的過程；實作能瞭解學生思考歷程及操作是否符合程序。

性比女性有較高的得分，其他則無差異；在生活問題方面，性別在保持熱
量限制（p=0.048<0.05）存在顯著性差異，男性比女性有較高的得分，其
他則無差異。
2. 不同年齡組的銀髮族在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均無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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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生活問題方面，不同學歷在保持知識探索（p=0.019<0.05）存在顯著性
差異，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之銀髮族，在保持知識探索需求上，明顯高於

包含「與家庭維持良好互動 APP（觸控聲控相片電話簿 APP）」與「保持健康習
慣 APP（觸控聲控定時運動 APP）」。

教育程度為中學以下之銀髮族；在心理問題方面，不同學歷並無存在顯著
性差異。

二、問題解決能力

4. 是否與家人同住，在生活問題方面，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但在心理問題方

本計畫培育之問題解決能力，包括：

面，獨立生活、自我調適、壓力紓解、負面情緒、身心調解釋放、記憶力、
睡眠品質（p=0.03<0.05），則因是否與家人同住而存在顯著差異。其中，

1. 問題提出能力――假設與推論的能力

身心調適、壓力紓解、情緒表現方面，與家人同住的銀髮族表現較佳；獨

2. 問題解決理論能力

立生活、記憶力、睡眠品質則是未與家人同住的銀髮族表現較佳。

3. 溝通能力

5. 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方面，在心理問題方面，壓
力紓解、與家庭社會維持良好互動、改善人際社交互動、身心調適等問題

4. 問題解決實作能力
5. 問題解決分析能力
6. 反思學習能力

（p<0.05）呈現顯著改善；但在無法獨立生活、心情無法自我調適、有負
面情緒等問題，分析結果得知改善有限，需持續追蹤，並反思改進此智慧

三、跨科際溝通技巧

型科技產品，使智慧型科技產品更貼近銀髮族心理層面的需求。在生活衝
擊問題方面，參加活動、參與旅遊、保持健康習慣與運動習慣、保持熱量
限制、記憶力、睡眠品質等問題（p<0.05）呈現顯著改善；但受社會器用、

本計畫以科學人文跨科際溝通的人才培育為宗旨，以問題導向、行動實
習、課程實作為「經」，訴求深度聽、說、讀、寫、發表與溝通的學習手段為
「緯」，培育學生反思與解決實際問題之能力。

參與遊客交流等問題之改善有限。
6. 在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方面，在心理問題方面，參加活動及與家庭維持良

1. 跨科際溝通方式：

好互動呈現高度相關，相關係數 r=0.815；記憶力與睡眠品質呈現高度相關，

（1） 上臺報告

相關係數 r=0.903；在生活問題方面，保持健康習慣與保持運動習慣呈現高

（2） 書面報告

度相關，相關係數 r=0.967；在心理與生活問題方面，與家庭維持良好互動
與保持健康習慣呈現高度相關，相關係數 r=0.903。
本研究發現智慧型科技確實對解決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有具體貢
獻，利用維度縮減分析發現，智慧型科技若能針對銀髮族運動健康問題、睡眠

2. 溝通問題思考設計：
（1） 背景介紹
（2） 情境分析
（3） 問題解決主題探討

問題及與人維持良好互動問題，將可解決 77.049% 的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
題。本研究針對實際應用提出具體可行的智慧型科技產品與 APP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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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觀察與建議

四、具體評估學習成效方式
本課程修課前後差異評估機制之規劃，修課前係以問卷與起始行為測量，

本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專業課程計畫是由一群熱心、有理想、想創新教學

瞭解學生對於銀髮族與智慧型科技的認識，並以此為基礎，在課程最後一週針

的老師所組成，具有執行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的寶貴經驗，但因科學人文跨科際

對修課學生施作修課後問卷調查，佐以專題報告，評估修課後學生在認知與實

問題解決導向專業課程的教學模式是一個複雜的跨科際學習環境，牽涉許多科

作技術的差異。尤其，修課後將以互動式網站作為教學與評核平臺，推動社會

學人文跨科際因素，且彼此互相影響，故在問題探討、教學模式、教案設計、

模擬評核系統，邀請學生與銀髮族耆老針對期末報告與各組研發之智慧型科技

專題製作、問題解決、反思探討等執行實務上均面臨許多挑戰。通常解決問題

裝置進行成果評核，藉以接近社會情境。

之方向不是最困難的一步，最困難的往往是在執行時才發生。跨科際問題解決

學生在課程進行之前，曾受過智慧型科技設計的基本能力訓練，具備如智
慧型科技、物聯網、感測技術、行動 APP 技術等專業能力，因此，本計畫除
了以問卷調查、產品分析、地域文化等面向之田野調查，加強學生人文關懷與

導向課程發展須具彈性策略以應付非預期、模糊的情境，並強調解決問題的能
力，找出有意義的解決方法，培育學生終身學習的技巧與反思策略，因此計畫
執行時面臨不少的挑戰與建議，茲將執行困難與檢討建議分述如下：

智慧型科技應用涵養的基本素養外，更以提升學生專業核心能力為計畫目標。
核心能力指標有：具「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解決」之開發
能力、創新設計能力、企劃與行銷能力、商品發展與設計永續發展之能力。基
於此，本計畫設計了修課前後差異評估表，以專業跨科際理論知能、自我學習
與溝通學習能力、問題解決導向能力、反思學習能力等 4 個面向，結合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力的內容，作為學生修課前後評估機制之準則。

一、教學面
1. 執行困難
（1） 教師教學技巧改變：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專業課程執行上，教師需面臨
學習更多教學技巧、負擔增加、教學成本提高、人力與資金不足等挑戰。
（2） 教師過分指導學生：教師無形中過度指導學生，使學生無法充分獨立思考。
2. 檢討建議
（1） 跨科際問題解決教學之實施，需要教師改變角色及教學技巧，且因教
師共時授課之教學方式不同，故學校行政資源之配合極為重要，是推
動跨科際問題解決專業課程之重要推手。
（2） 提供翻轉教學、MOOCs 互相推動，使學生能充分獨立思考，教師之
角色由知識傳授者轉為問題催化者與協助問題解決者。

圖 18 學生修課前後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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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面
1. 執行困難
（1） 問題發展不夠真實；
（2） 學生假設推論能力不足；
（3） 學生問題解決能力不足。
2. 檢討建議
（1） 真實問題非傳統教學之先明確界定問題條件，再提供一個似正確的
答案所能解決。未來生活環境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是複雜且模糊的，
真實問題需透過與業主溝通、訪視、建議，才能反思問題的真實性
與核心價值。
（2） 學生欠缺假設推論的能力，往往發現學生提出的可能存在問題與實際
問題有落差。模糊問題的教材，其問題設定是模糊、開放性的，容許
學生自由探索，以刺激學生產生多個因果假設及可能的解決方法。
（3） 為發展學生具備解決問題能力，彈性課程教材需包括問題導向講授課
程、個案討論，及問題導向實作課程。運用真實問題，將科學人文跨
科際資訊整合成有效的知識，增進自我學習，提升發展問題與問題解
決之能力。
總結學生在完成跨科際問題解決前，將透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與反思實
際問題解決成效，以加深對整體問題的瞭解。本「智慧型科技對銀髮族心理與
生活衝擊問題」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以 SHS 跨科際（Society & Humanity with Science）為主軸，輔以智慧型科技（Technology）之實踐與反思學
習，落實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目標，並由 SHS（Society + Humanity + Science）邁
入 SHST（Society + Humanity +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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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可以感覺到老師們有認真備課。」「希望多開幾門類似

然而此團隊不滿足於階段性成果，自我檢討指出「學生之問題發展

的共時授課課程。」
「老師們上課淺顯易懂，能帶出學生的興

不夠真實」。此確實為目前課程革新實驗之核心困境，若教師在自己無法

趣。」
「每次討論都是好幾個小時的腦力激盪，雖然很累但是

高度掌握之大範圍中讓學生自行發現問題，則甚難體系性規劃相應對之

很充實，很棒的一堂課。」……由期末時學生給予此計畫課程之評價，可

知識與技能學習，易導致學生發現之問題與提出之解決方案淺薄或不切

以看出學生在謝金原老師與其計畫團隊之課程中有良好之學習經驗。

實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之設計，欲讓學生解決之問題固然應有模糊不

此團隊四名校內教師之專業背景分屬資訊科技應用與資訊傳播，並
邀請醫師與樂齡耆老參與課程，用心建立跨領域師資群。此計畫課程引

定之面向，以促進學生之探索、界定問題與提出解決方案；建議教師仍
應預先深度掌握問題與相應之知識或解決方案，於必要時深度教導學生。

導學生研究並得出結論：健康、睡眠以及維持良好人際互動可解決百分
之七十七之銀髮族心理與生活衝擊問題，因而運用資訊科技專業設計出
「與家庭維持良好互動 APP（觸控聲控相片電話簿 APP）
」與「保持健康
」，以階段性之成果而言，成效優異。
習慣 APP（觸控聲控定時運動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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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礙創造福祉—醫學科技、社會企業與創業
管理之運用 : 計畫執行經驗分享
Overcoming the Hurdles and Creating Well-being ─
Experience-Sharing on Implementing the Medical
Technology, Social Enterprise, and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Plans

「跨越障礙創造福祉—醫學科技、社會企業與創業管理之運用」課程群組
係以臺灣目前社會面臨之重大問題為主題，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透過跨專業領
域知識整合，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實作、創新與創造等能力，俾使學生能深入
問題根源，實際瞭解現況並研擬相應的解決策略，進而解決社會問題，建構友
善城市，創造社會福祉。
本課程群組所欲達成之三大目標：
1. 以智慧與科技跨越障礙──透過科技研發應用，提升高齡者與重殘者的生
活品質與行動安全。
2. 以創新與永續創造福祉──建構創新的社會企業商業模式，達成永續經營

		

鄭義 /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系 副教授
社會企業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

宋世祥 /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系 博士後研究員

林姿君 /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系 碩士

林薈薰 /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

目標並提升社會福祉。
3. 以實作與創業實踐理念──強調實作學習的創業管理，尋找機會完成創業
與營運計畫。
本文係由學群之計畫團隊共同撰寫完成。計畫主持人鄭義教授先就學群整
體課程設計、課程簡介、學生學習成效、觀察與建議等進行說明。接著，本
課程的隨課博士研究員宋世祥老師採取跳脫傳統的敘述方式，以人類學家的視
角，對採取共時授課之「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課程做多元且深入的
剖析。最後，透過兩位課堂助教的全程參與和近距離觀察，詳細描述修課學生
的學習過程、跨科際知識的運用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成效，希望透過各種不
同面向的闡述，與有志於從事「跨科際教學」者分享計畫執行的過程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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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跨越障礙創造福祉—
醫學科技、社會企業與創業管理之運用 / 鄭義

哪一個可行；但在資源稀缺的現實下，往往一百個創意中只有極低比率值得一
試，是故，此階段定位於培養學生們的創意思考，敢於跳脫框架，發想更多變
化的可能。

一、計畫緣起

創意的產生乃從無到有，途徑五花八門，但當要求「點子落實」時，才是
挑戰的開始。本學程也定調在要交出在「社會企業」，甚至是為「老年與殘疾

一開始構思「社會企業、創業管理、科技輔具」學程時，只是基於個人已

者」開發科技輔具的社會企業的成績單。正因如此，跨領域合作實為必然，從

經開設了一學期的「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服務學習課程，從中發現

跨越理工醫社管等學院的界線，形成小組共同學習產銷與經營；甚至舉辦創業

到學生們從中學習社會企業的基本概念、商業模式的建立，以及非營利組織運

競賽，邀集業界專家嚴格評估「社會價值定位」、「產品原創性」、「環境友善

作的困境與挑戰，也懂得應用商業模式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程度」、「市場調查研究」與「經營永續性」等面向，以求在 people、profit、

究竟，在短短的四個月中，學生們是否能夠從零到瞭解社會問題的所在，

planet 三重基線（Triple bottom line）上皆滿足眾人對社會企業的期待。

並輕鬆的建立商業模式，做好商品定位、鎖定目標客層、佈建高效通路，以及
完整產品布局，且達成永續經營的財務目標？談何容易！

三、課程介紹

即使在現實生活當中，企業也好、非營利組織也罷，一個個規模小、資源

創意是自然、天生的嗎？或者可透過後天結構化、系統化的學習而掌握

有限、資金取得不易、無力承擔風險、難以開拓通路又無緣海外市場的單位，

其精髓，讓創意源源不絕，令人驚呼連連？借用 Design Thinking 領域的核心

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要如何自處？大學的課程、學程又何以突破上述這些

理念：「製作原型、測試、不斷失敗，但失敗時間短、成本低，才是成功之

困境？在經濟部「九十六年中小企業白皮書」中，卻也透露了關鍵的藥方：「進

道！」終究，Design Thinking 強調：光說不練 ( 只是想、沒有做 ) 是無法成事的！

駐育成中心的中小企業，前三年的存活率超過九成」，意即若能得到適當的輔
創新則須考慮可行性與實用性。第一個基礎課程為上學期之「社會企業

導，中小企業的存活率可以大幅提升！

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本課程希望能透過介紹社會企業之基本概念及成功案
例，經由課程之設計與實務演練規劃，提供學生撰寫社會企業計畫書的方法，

二、學群設計

同時安排 NPO 參訪活動，增進學生對生活周遭各類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同理心，

我想從這個課程中，透過跨領域知識的運用與實務經驗的分享，讓參與的

以訓練大學生協助非營利事業爭取民間或公部門補助，以系統化、結構化的方

學生們分享案例、觀察周遭、發掘問題、設想解方並動手實作，親身體認「學然

式，採新創、轉型或開發的方式成立社會企業，激發學生的創意發想，培養團

後知不足」的道理。雖不敢說日後一定會投身於社會企業或者任何型態的創業，

隊合作的精神及服務人群的積極態度，協助推動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問題。

但至少埋下一顆種籽，在因緣俱足之時，能沐浴著陽光雨水而順勢發芽成長。

其次，下學期的「科技輔具開發與應用」課程為本校醫科所新設，由該所

試想在三創「創意、創新、創業」的過程中，創意是天馬行空且無遠弗屆

所長羅錦興教授與本人一起共時授課。前半學期邀請科技輔具跨領域團隊成員

的。倘若時間、資源與資金不成問題，吾人可以對每個創意都加以嘗試，看看

講授科技輔具的發展現況、研發、創新與應用，後半學期延續上學期「社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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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商業模式」的講授內容，意即透過創新的商業模式，協助解決社會問題。

「理解創業」則尚待進一步開發！是目前所見到三個階段較不紮實的一環。

此外，課程預計採取多元的授課方式，例如：專題演講、經驗分享、工作坊實

法令、財務、稅務、員工招募、合約、訂價、供應商洽談等都需要加強培訓。

作與期末計畫書撰寫競賽，甚至後續擬規劃配合創新育成中心和西灣天使投資

本學程嘗試透過辦理「創業實境營」以補強此環節。在實境營課程中，聘請執

股份有限公司，推動校內師生研發創業媒合，並與上市櫃公司進行 CSR 專案

業會計師、律師，以及人力資源領域專業人士分享實務案例。此外，所幸在中

合作。另一方面，本課程不僅授課教師專業多元，修課學生中除包括來自中山

山大學有一由校友募集資金成立的「中山天使投資」，意欲銜接在課程與學程

大學不同院別系所外，更有成功大學電機系所學生跨校選修，為名符其實的跨

中逐步成型的企業體，除資金之外，並導入成功業師擔任 Mentors，支持這些

科際學習模式。

企業新手。

連結到最後一哩路的則是「創業管理」。本課程雖為本校企管所舊有課

共時授課的兩門課程結束後，透過本校的教學意見調查報告統計顯示，

程，但為了配合本次計畫目的，由本校企業管理學系蔡敦浩教授授課，課程內

其中的「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課程評量結果為 6.404，高於全系平

容經過特別設計，主要分成二個部分：一、「跟上科技腳步」；二、「實作」。

均值 6.042、全院平均值 6.047 及全校平均值 6.135。另一門「科技輔具創新與

前五堂課從「學習設計思考」與「服務旅程」開始，培養學生「田野觀察」及

應用」課程評量結果為 6.42，略低於全系平均值 6.666，但仍高於全院平均值

「使用者行為觀察」的能力；中期開始帶領學生實地進入美濃田野，讓學生反

6.244 與全校平均值 6.375。另外，調查學生學習此二門課程的成效，針對課程

覆「浸泡」在田野中，磨練技巧並著手進行「創業」規劃。學生在與美濃田野

的目的、內容、重點、提升持續深入學習的興趣和學會如何運用課程所學知識

學會合作的專案中，學生須實作且執行整套活動，藉此檢視學生結合田野資料

等項目，有超過八成以上學生持「非常同意」或「同意」的觀點，足見修課學

與管理概念的成果。

生對於教師的教學理念及授課方式皆予以極大肯定。

四、學習成效

五、觀察與建議

此學群的價值來自三個部份：「激發創意」、「學習創新」與「理解創業」。

根據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陳嘉偉教授的研

首先，就「激發創意」而言，課程中安排的參訪和演講活動可成為學生創意激

究發現，從非營利組織成功轉型的社會企業，有以下重要特質：（一）執行長

發的來源──學生們藉由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的經驗分享以及社區居家環境

曾經在產業界任職，並有成功經營企業的資歷；（二）社會企業有明確的社會

的觀察，可以深入瞭解現今社會的問題，而分組討論的腦力激盪亦可衝擊學生

使命，並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三）經營團隊受到社會使命之感召，願意

既有的制式思考方式。

同心協力追求卓越。

「學習創新」的驅動因子則是落實《獲利世代》與《價值主張年代》等工

每一個產業的蓬勃發展，都要講求其生態系統的健全。從各個階段來看，

具書的研讀與工作坊實作練習，懷抱滿腔熱血之餘，「充分運用獨特技術與資

社會創意要達到廣泛參與、社會創新，須突破商業模式，社會創業之成功取決

源，以創造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才是生存之道。同學們也很快能夠發

於團隊支持與輔導。

現，「創意不等於創新」，以及「創新離創業還有一大段距離」，再次印證了理
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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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 / 宋世祥

1. 找到具有創業家特質的同學
在每學期的課程中，或可遇見一位骨子底流著創業血液的人；從某年某月
起，她 / 他可能已經準備要走這條創業路，只是心底還不踏實，覺得自己仍有

一、引言

所欠缺，也期待從課程中獲得些啟示、找到個貴人！此時，課程的功能好似一
張藏寶圖，標示著珍寶的埋藏處、航程與暗礁警示等。經過這個課程，通常讓

「社會企業」自 2012 年開始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個議題，經過兩年的發酵，
行政院宣布 2014 年為「社會企業元年」，正式宣示社會企業在臺灣已經逐步成

他們的信心更加堅定，並即刻揪團上路。

熟。伴隨著這股浪潮，臺灣各大學相繼成立了「社會企業中心」或是開設相關
課程，希望從教育體制著手，培養未來的社會企業人才。然而，大學內的「社

2. 找到可以撰寫企劃書的同學

會企業教育」作為一個新的教育機制，其並非全然的空降，而是在現有的教學
經過一系列課程的磨練，修課學生多能具備撰寫經營企劃書（ Business

架構中逐漸衍生出來。換言之，臺灣的「社會企業教育」反映了臺灣大學教

Plan）的能力，在實際接觸過社會企業的幾大面向後，尤能體會彼等所擁有的

育的現狀與社會需要，因此透過深入探究教育現場，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如何提

資源、欠缺的能力與專業技術，更可理解為何許多非營利組織無法順利轉型成

升「社會企業教育」有新的認識。在本文中，筆者以人類學家民族誌的觀察角

社會企業。此時，以實習、工讀或純粹的志工型態協助單位撰寫 BP，並擔任

度，記錄並分析中山大學「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課程，希望對於相

助理輔助教授們提供專業協助，就已產生幫助社會企業的基本課程價值。

關領域的研究能有微薄的貢獻。
在該課程中，筆者以助教的角色參與全程，除了協助課程的進行外，也同

3. 找到願意投身社會企業的同學

時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進行課程的參與觀察，並且訪談修課學生，蒐集質
性的研究資料。

曾經有同學於大學部、研究所畢業之後來找我，表示願意全職服務於社會
企業。此時，父母、同儕及親友對他們的決定存在著錯綜複雜的感受，而學生也
未必完全清楚走上社會企業這一條路將遭遇的困難與艱苦──正面的光環大概
是：做好事與服務社會；而負面的考慮則難逃待遇低且產業展望不明的掙扎。

二、課程背景與操作歷程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以下簡稱「社企商模」）

由於擔任勞動部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輔導顧問一職，發現既有的社會企業

課程是鄭義教授及其所設立的「社會企業發展研究中心」的主要業務之一。在

與非營利組織中，也僅有少數具有真正得以在財務上永續的能耐。分析這些單

鄭教授的課程設計中，除了希望學生能構想與發展出商業模式外，也希望學生

位最常見的問題，也可作為本學程在解說與操作「創意」、「創新」與「創業」

能夠在課程中具體「實作」。其設計是在課堂上邀請 12 組高屏地區的社會企業

三要點時最真實的借鏡。簡言之，產品與服務差異化、商業模式創新、行銷通

來做短講，讓學生對於社會企業有初步的概念與想法，然後分組嘗試發展一個

路佈建與經營團隊協力等，在在都考驗著各單位。

社會企業專案企劃。實作是在課堂上進行的，當中包含「商業模式發想」、「財
務預算規劃」與「簡報演說」等，並讓學生得以從「團隊組建」開始運作起，
進而到「組織運作」，並共同完成「專案管理」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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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上學期的「社企商模」，鄭教授考量到提供修課學生更具體的訓

會企業發展研究中心」的協助輔導，或是間接有所接觸。比方說，在屏東三地

練內容與更豐富的課程，故邀請來自於財管系，但修習人力資源管理學博士學

門的「地磨兒」社會企業，主要設立目的是協助當地咖啡農及其產業，而鄭教

位的張靜琪教授共同授課。張教授過去曾多次帶領學生參與創業競賽或商業簡

授曾輔助該企業分析財務與改善商業模式。對於絕大多數的修課學生而言，這

報比賽，因此於該課堂中她主要扮演教導學生書寫「商業企劃書」、製作「商

是他們與社會企業的第一次接觸，因此不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為學生帶來很

業簡報」及教導「講臺簡報技巧」的角色。

大的刺激。聽完所有的分享後，學生不僅對於課程有了更高的認同感，同時也

鄭義教授認為這門課的授課對象不應只限於財管系的學生，故在上一個學

普遍表示：「沒想到社會公益可以透過商業行為來完成。」

期就將該門課程設立於「服務學習」之下，對全校學生開放。這一學期（103

在接觸過各項社會企業之後，課程要求學生發想能夠成為社會企業的創

學年度上學期）
，再將課程拉回到財管系開設，1 修課學生共有 27 位，分別來自

意。這一階段，張靜琪教授將帶領學生做初步的自由聯想，針對「 why 」、

劇場藝術系碩士班、企管系、海洋科學碩士班、社會學系、政治經濟系與財管

「what」、「how」、
「get」四個項目發展創意內容，透過團隊討論將結果收斂成

系，其中更有七位企管系學生是來自新加坡的交換生，一同參與社會企業創業

具體的計畫。隨後由本人接手發展 Design Thinking 活動，深化討論的內容，同

學習。從訪談中得知，經前一學期後，這一門課已經有了口碑，因此這學期有

時透過在現場製作海報，將各組的社會企業發展構想視覺化。在活動過程中，

更多外系學生，甚至是研究生選修這一門課，作為未來創業的準備工作。修課

本人要求學生打破教室的框架，將桌椅移至教室後方，直接坐在教室前方的地

學生被要求打散分組，重新找尋合作夥伴，所以每一位學生都有機會與正接受

板上，參與學生間的分享。指定上臺報告的學生要帶領現場所有人完成「一分

不同專業學術訓練的學生形成創業團隊。這 27 位學生在團隊組成之後，分別

鐘的想像」短講活動，在短講中講演者要帶領同學「察覺社會問題」並「介

挑選了所想要關注的社會議題，分別是：「原住民工藝」、「偏鄉旅遊」、「單親

紹商業計畫如何解決問題」。聽完短講後，現場其他學生也被要求給予意見回

家庭」、「老人照護」與「農業食安」。

饋，共同精煉創意與想法。

本課程在結構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創業創意發想」、「創業能力培力」

在課堂中，學生雖有心發展社會企業，但在發想的階段卻沒有機會真正進

與「創業實作」。在「創業創意發想」階段，授課老師邀請了 12 個在高雄、屏

入社會現場或實際接觸到他們所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於是，由本人及另一位

東地區的社會企業單位來跟學生接觸，這些單位分別是「黑暗對話」、「地磨

同樣協助課程操作的人類學家陳懷萱老師主動建議，可以試著用戲劇模擬活動

兒」、「貓耳朵」、「椰子園」與「穿鞋子的里那禮部落」等。課堂中每一位社

的方式帶領學生揣摩自己所預想的服務對象。因此，在課堂上，我們運用了戲

會企業代表將以 15 分鐘的時間，輪流上臺報告自己的單位正在進行的服務，

劇系常用的「表演課」方式，從「解凍」與「暖身」開始釋放學生的肢體與想

以及背後的社會企業商業模式。這些單位過去都曾經受鄭教授與「中山大學社

像力，再逐步導向與結合學生們想要發展的社會企業商業模式，讓學生用戲劇
的方式去模擬預想中待幫助對象的實際生活，也在戲劇表演的過程中去揣摩他
們所發展出的「社會企業」可能帶來的助益與改變。

1

關於�課�從服�學�拉回財��，�授的�明是：�是「社會企����式發展

�實作」，本質上雖��社會服�的理�相�，但實質上卻仍�一�的「服�」��

�所�異，所�把課�再開設於財��。另�，課�從原本的一學�改變為三學�，

想像自己所想要服務的人，以及其想要發展的服務如何與被服務者產生互動。

�問題���向，希����提供學生更�良性的刺激��會。

都能從表演的過程中，對服務對象的「使用者旅程」有更清楚的認識。

較�對應�課學生所投�的��。目��其課�發展為「學�」，尤其是 SHS 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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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業能力培力」這個階段，鄭教授考量到課堂上有許多非商管專業的

出一目了然又具有說服力的投影片，以及如何搭配好動畫吸引觀賞者的目光。3

學生，因此強調要培養修課學生一些實際的商管能力。授課老師利用圖表訓
練學生將創業的想法「視覺化」。為此，學生需要在課堂上討論並發想商業模
式。在此過程中，學生需要完成「商業模式圖」、「移情圖」與「SSSET 圖」，
這些圖表都發揮了思考工具的功能，藉由完成上述圖表內容，區別出各自的商
品，想像誰會是主要的客戶，也從中定位出商業模式背後的社會意義與社會貢

就成果而言，學生順利於期末完成提案，甚至達到初步試營運的目標，比
如「半個銀河系」該組學生嘗試發展高雄與屏東地區原住民部落的偏鄉旅遊──
透過架設網站與臉書粉絲專頁提供服務，推廣這一類型的旅遊活動，將他組學
生視為試營運的顧客，共同體驗「脫鞋子裡的里那禮部落」的原住民文化旅行。

獻。2 舉例來說，「商業模式圖」是引用自《獲利世代》這一本歐美創業指導翻

最終，「社企商模」的五組學生參與了十二月底的「中山大學創業與實作

譯工具書，該圖要求創業者在紙上完成九個格子的內容，分別為商業模式中九

課程成果發表與說明會」，並於隔週課堂上發表 15 分鐘的報告。在最後一堂課

個重要關鍵：價值主張、關鍵活動、關鍵資源、關鍵合作夥伴、顧客關係、通

中，鄭教授期待並鼓勵學生能夠繼續發展他們的社會企業提案與實作，真正進

路、目標客層、成本結構與收益流。同組的夥伴在課堂上針對這九個格子的內

入市場接受消費者的考驗。但很可惜的是，只有一組學生在課程結束後仍持續

容去發想及討論，透過完成這個九個格子的內容，從而讓各自提案的商業模式

進行計畫，多數學生則因為有其他的學習要務而未能繼續進行。

越來越清楚。
在具體的操作中，學生透過將上述圖表視為「思考工具」，以釐清自己想

三、學生選課動機與課程投入

要發展的社會企業的內外部結構。舉例說明，其中一支小組想要發展原住民小
旅行社會企業，其隊員就從完成這些圖表的過程中，更加清楚自己的「價值主
張」以及商業模式的可能運作方式，也更理解這個工作所牽涉到的社會議題與
社會資源有多廣泛。

隨著「社會企業」成為臺灣社會的未來趨勢，中山大學校園裡各角落常可
見到與其相關的演講或是創業競賽海報，提供了鼓勵學生參與「社會企業教
育」的氛圍。然而，學生真正選擇「社企商模」的動機為何？是受到什麼樣的
刺激而選擇這一門課？選課動機與課程投入程度是否有關聯性？

鄭教授請張靜琪教授在學期中後階段，講授如何撰寫「創業計畫書」，同
時藉由自身人脈，邀請民間業師來講授如何製作「投影片」，教導學生如何設計

從筆者的角度看來，這與和學生是否具有「創業動機」並在課程中轉化為
「創業動力」有明顯的關係。與修課學生訪談後發現，選擇「社企商模」這門
課的多數學生都對「創業」懷抱期待，具有較高的創業動力，甚至在碩士生階
段，為找尋未來的職涯可能性而選擇這門課。

2

「���」主�用於�出�服�的對�所�、所看、所想、所�、所做、痛點（pain）
「SSSET �」則是�
�利基點（gain），協助�理者對於服�對��更�楚的�識。

在�上�出�所�發展之社會企�相關之社會議題（Social Issue）、社會趨�（Social
Trend）、社會�源（Social Resources ）、經濟議題（Economic Issues）�技�發展

（Technology Development），協助�理者�一步思考�司位於何種社會位置��所�
動用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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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中�別設計�授「投影�製作」�「�報�力」，可��約�見臺灣�理學院的
��對於�類技巧�力的重視。�社會科學院一�的�報不同，因為在�理學院中

�許�的「�賽」，學生都被鼓勵�更高�的「投影�動畫」��準��詳的�報來
參賽。��社會科學院、文學院、理工學院對於「投影�」�「�報」的�力�求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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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與課堂外，這些學生願意投入較多的時間，共同投入在他們所發

五、討論：創業教育 v.s. 社會企業創業教育

展的社會企業計畫上。「社企商模」的選課門檻較低，並未預設學生必須具有
基本的管理學知識。如同鄭義教授表示，雖然自己是在財務金融管理學系授

「社企商模」的實質是「社會企業創業教育」，因此需要將視野放大，以下

課，但若創業課程的授課對象皆是財管系的學生反而會無法開成──這一門課

試著比較「創業教育」與「社會企業創業教育」，並嘗試從中看出大學內社會

正是需要不同領域的學生相互激盪才得以成功。

企業創業教育所要達成的目標、背後的理想以及所面臨的挑戰。
創業教育的目的，在於誘發學生的創業意願，養成學生的創業能力與技

四、學生學習成效

巧，藉以培養未來的創業者。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例，該校管理學院自 2001 年

該課程的成績反映在修課人數上：2014 年修課人數約為 30 人；但 2015 年
的課程中，修課人數已經超過 50 人，此外還有許多學生因為課堂人數限制而
無法選到該門課程。透過課後的訪談，也可以得知學生對於這門課有高度的認
同與評價。在學習的效果上，大部份同學表示，過去並沒有認真想過要創業，
更沒想過要進行社會企業的創業，然而在上過這門課後，不僅對於社會企業有
了初步認識，也因為課程中具體的實作訓練而有更高的意願從事創業。
另一方面，學生也表示，由於該堂課發展實作的要求，促使他們有機會去
接觸「原住民」、
「醫療照護」、
「單親家庭」與「有機小農」等議題。大多數修
課學生並非來自社會科學背景，在實作過程中與想要幫助的團體互動，如同上
了社會學的田野調查課，對於社會真實樣貌以及社會弱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開始引進「創業教育」進入校園之中，主要的設計內容包含：建置針對創業能
力所需而設計的「創業課程」、激勵學生的「創業競賽」與網際網路上的「團
隊工作平臺」
（張靜琪 & 張玉山 2005）。然而，大學裡的創業教育也未必全然
按照這兩個途徑來進行，學校本身就扮演一個「創業空間」，讓學生發展創業
的試驗。比方說， 2010 年中山大學的企管系就有學生自行「揪團」創業成立
家教網，從創業的真實歷程中學習創業與管理的相關知識（王致遠 & 王澤宇
2013）。另外，於 2014 年底，中山大學校方也成立了「創業貨櫃空間」，模仿
國外的「共同創業空間」，提供免費空間讓有意創業的學生可以共同工作，相
互幫忙與學習，往創業成功的目標邁進。
在大學裡的管理學院推廣創業教育，也與大學本身的學術與社會功能有
關。從國家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大學扮演了研究與教育的雙重角色。其中，

另外仍有四位學生繼續其社會企業創業學習過程，其中一位劇藝系的學生

大學透過不斷的研究，發展出新的知識、技術或是材料，而這些研究的最新成

與她的創業團隊至今持續針對原住民藝術品的議題發展，日前已經進入創投程

果也透過課堂教育教授給學生。師生在最新知識與技術的傳授和學習中找尋應

序，嘗試在中山大學「打狗牽猴」活動 4 中向天使基金投資人募資。

用的可能，甚至發展出經濟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創業教育還扮演了
「社會創新」的功能，讓社會的發展得以隨著整體知識與技術的進步向前邁進。
同時，大學也被期許發揮其社會功能：透過教育的設計，來達到參與國家
未來規劃與治理的目的。創業教育也反映著國家治理的經濟策略，在這當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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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牽�」為一中山大學企���敦浩�授所發�之活動，其目的在於協助校�

國家機器透過各式機制將資源由上至下分配，鼓勵學生能藉由在大學階段培養

到�投單位的天使�金。

的意義，實是為了國家的經濟政策與前景所做的規劃，反映了臺灣在中期與長

的��團隊� EMBA 校友交�，借重校友經驗�����式，�而�更加容易爭�

創業能力，完成一個整體性的產業規劃。也就是說，大學的創業教育具有特別

期所期待達到的經濟目標。因此，當我們看到「創業教育」的資源分配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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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創業」這一領域上時，足以佐證臺灣的公部門已經認知到「社會企業」

知識與技能。7

將會是臺灣總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一環。所以，開始嘗試要培養臺灣社會中的
社會企業創業氛圍，鼓勵民間組織往社會企業領域發展創業。5

另一方面，「社會企業創業教育」更加強調學生在過程中對於「社會」的
參與：「管理名著選讀」課程將帶領學生進入甲仙地區與當地居民交流；修習

然而，從中也可以看出臺灣教育體系中「創業」資源分配的差距。在過

「社企商模」的學生將有機會接觸前來演講的社會企業代表並與之對話。以上

去，臺灣的創業教育都集中在企管系，或是理工學院擁有技術創新的師生發展

課程皆促使學生對「社會」有更加深刻的體會與理解，同時也激發起學生改變

成為創業家，而各校的創新育成中心往往奠基於校內的技術革新之上，輔導校

社會的熱情。如此強調「社會性」的課程安排，更是過去一般創業教育所普遍

6

內具有技術革新成果的師生創業成立公司。 但這樣的創業教育與創新育成機制

缺乏的，也足見「社會企業創業教育」的特殊性。

也立下了門檻，許多未具有科技技術創新能力的學生，往往也就因此遠離了創
業教育的機會，無法在學校的教育設計下投入創業學習的行列。

參、助教心得

相較之下，「社會企業創業教育」降低了學生心中所想像的創業教育門檻，
也能回應學生對於改變社會的熱情。以「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為

一、「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課後分享 / 助教 林薈薰

例，當中非管理學院的學生就曾經表示，儘管他們有心想要發展創業，但憂心
於管理學院的創業課程太過專業，需要基礎的管理與會計能力，忽略其對社會

本課程為一結合介紹社會企業概念並讓學生有機會實際操作的實務導向課

發展的關心，因此並未選擇一般的創業課程。換言之，「社企商模」這樣一個

程。身為本課程助教，也和修課同學一起，從一開始對社會企業的陌生，到接

社會企業創業教育課程，所帶來的並非是更為細膩的創業教育分工，而是扮演

觸社會企業，瞭解社會企業，思考社會問題，到實際創立社會企業解決問題，

一個整合的角色，讓原本不曾考慮接受創業教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到相關的

過程中充滿著驚奇與感動。課程帶領同學們認識社會企業，瞭解到社會問題的
解決者除了政府、非營利組織、民間團體之外，社會企業將是一個新的解方，
也是未來世界創業的潮流。社會問題數量龐大且種類繁雜，光是憑藉政府的力
量和非營利組織的協助，實為不足。因此，課程開設於大學，讓學子在求學期

5

�部門在��層面上推動社會企���的具�行動 ， �行政院於 103 年 9 月�

佈社會企�行動方� ， 方�中責成勞動部 、 經濟部 、 金�會�衛生福利部�推
動政�評估 ， ��推�相關理� 。 詳細�容�見 http://www.ey.gov.tw/Upload/

RelFile/27/716149/8d8b6be7-0e21-4a37-9c72-871e28b325d2.pdf。在�方政府上，�可

�看到高雄市政府責成社會局於 2013 年�辦「社會企��城市經濟��講座研�

活動」�「亞太城市高�會」的「⻘年社會企�論壇」，�� 2014 年 10 至 12 月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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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kuo 高雄市�位�容��中心所�辦的「社會�企�」��演講。

相關研�可�參考張��（2013）碩士論文《中小企����成中心執行專�成效

之影響因素——�大專校院�成中心為研�對�》。

醫學科技、社會企業與創業管理之運用

間就接觸社會企業，培養社會企業的概念和創業能力。
目前既有的許多營利組織雖有遠大的目標，在營運上卻觸礁。原因是商業
模式的不足，讓他們的營運發生問題。因此，一個好的社會企業，除了肩負幫

7

部�學生在私下對話中提到了 2014 年「太陽�學�」對�們的影響，讓�們思考�
何參�社會。但��可��中山大學學生在學���期間積�參�，形成「社會參

�」的�圍�密切關�，��者是否�絕對相關的�結，並不可考，但可�推論學

�對於學生關懷社會�鼓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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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社會解決某種社會問題的使命之外，良好的商業模式也是支持企業永續經營

二、「科技輔具創新與應用」課後心得 / 助教 林姿君

的必要條件之一。課程中花了許多時間檢視商業模式、教導同學財務，以及管
理的知識，讓同學在創立社會企業的時候，有良好的財務基礎，支持組織運作。

科技輔具創新與應用課程結合了兩項專業—科技輔具與社會企業。課堂的
組成也集結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同學，有來自成功大學輔具科技相關科系的同

課程中，同學們分組進行社會企業實作，並於學期末發表他們的成果。同
學們腦力激盪，從尋找關心的社會議題開始，試圖找出方法來解決。每一組關
心的議題都不同，其中包括：原住民藝術家的生活改善、老人居家照護、食安
問題、單親家庭照顧以及偏鄉旅遊等等議題。同學們從一開始對於這些社會議
題的不熟悉，到親自去瞭解並且找出解決方案，綜合商業模式，創出一個有發

學，也有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文學院等不同科系的同學，也因為這樣多元的組
成，讓大家學習如何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事情。在這堂課中每個人都要努力學習
自己非專業的領域，醫學科技專業的同學必須要學習如何使用財務報表與商業
模式，而財務管理專業的同學也要學習科技輔具的運作方式，透過接觸不同的
領域，讓每個人的思考可以變得更全面。

展潛力的社會企業。一個學期的努力，讓同學成長了很多，也為他們在未來的
由於每週都有課堂討論及小組簡報，一開始修課時同學們都會覺得難以適

社會企業道路上儲存了養分。

應，因為平時在校內要與同學組成團隊討論報告已經有一定難度，更何況是組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偏鄉旅遊的團隊，在學期中實際組織了一次偏鄉旅遊，
帶領同學走訪屏東的好茶部落和德文部落，實地旅遊體驗，讓同學收穫滿載。
通過實際舉辦旅遊活動，讓同學們有了更深切的感悟，原來社會企業可以那麼
有趣，除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在經營的過程中自己的收穫更是豐富。但是，
同學也體認到現實面的考驗，如何達到收支平衡並且獲利，是日後創業會遇到

員都來自不同學校，討論起來又更加困難，但隨著相處時間增加，組員間的感
情變得更加緊密，已經變成能夠一起聊天、一起創意發想，一起熬夜撰寫企劃
書，甚至以兄弟姊妹相稱的團隊，雖然過程中偶爾覺得很辛苦，但同學們現在
回想起來都覺得是很棒的回憶，很開心能夠有這個機會和不同校的人一起完成
一份競賽提案。

的頭號敵人。關心原住民藝術家的同學也實際拜訪了原住民藝術家，並與他們
合作，實際做出產品的樣品，這樣用心努力之後得到的成果獲得老師和同學一

課堂每週都有邀請業師來分享關於科技輔具與社會企業的經驗，從這些豐
富的演講中瞭解到原來科技輔具不僅是提供給重症的病友，在日常生活中我

致的讚許。

們其實就用到許多輔具，而社會企業的商業模式讓我們在發展提案的過程中，
一個學期的時間並不長，在參與課程的同時和同學們一同認識社會企業和
商業模式，為關心的社會問題找出解決方案並創立社會企業是一個美好的過
程。相信對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來說，都是一個美好的回憶。期許未來能在校

能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學習計算財務更是創業與開發商品時的重要環節，透
過這些過程，我們才知道原來創業並非易事，光是成本與定價就需要很多的思
考，挑選出對的服務模式加上合理的定價，才是一項產品與服務的成功關鍵。

園中培育更多的社會企業種子，這股社會企業新勢力將會讓社會問題得到更好
除了課堂業師分享外，我們也到過校外進行參訪，拜訪了椰子園養護之家

的解決，也將會使臺灣變成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與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這次班上同學的輔具提案都與老人相關，能夠到
這兩個地方去深入瞭解實際情況對提案的發想與改進其實相當有用，由於我們
並不是第一線接觸長輩的照顧服務員，提案的商品可能不夠周延，甚至與現實
狀況不符合，透過這樣的參訪與對談，能夠更進一步瞭解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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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別的部分是課堂中舉辦了科技輔具與社會企業的提案競賽，競賽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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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本計畫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三門課程的設計與規劃，能

問題解決導向課程之精神是不同學術背景之教師融貫彼此之知識與經驗共

夠引發修課學生思考並學習創業。然而計畫主持人鄭義老師

同授課，並促使不同領域之學生一起學習與溝通，彼此刺激而產生更寬廣

亦道出困境：「究竟，在短短的四個月中，學生們是否能夠

的思維模式。如何融貫而非只是堆疊跨領域之知識與經驗，尚有待熱心教

從零到瞭解社會問題的所在，並輕鬆的建立商業模式，做好商品定位、

學之師長持續探索。

鎖定目標客層、佈建高效通路以及完整產品布局且達成永續經營的財務
目標？談何容易！」
此計畫之課程群組目標遠大，首要目標為「透過科技研發應用，提
升高齡與重殘者生活品質與行動安全」，惟課程內容對於此目標之實踐較
少。例如：計畫關心之主要議題包含「老人照護」，雖與社會企業有些許
聯繫，但計畫在實際執行上，則偏重管理與商業，相較之下關於醫學、
科技等專業知識則較為薄弱，對社會之關懷度亦可提高。未來宜補足相
關知識或認知，使課程群組目標更能互相配合並產生影響力。
課程設計部分，科技輔具與創新應用課程雖係由羅錦興老師與鄭義
老師共時授課，然而觀看授課內容幾乎都是由業師來進行演講授課，共
時授課之精神並未落實。授課教師宜在演講前講授基礎相關知識，以利
學生發問；或於演講後就其演講內容帶領學生思辨、學以致用。跨科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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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照護專才培育課程：跨科際共時教學範例分享
Curriculum on Training the “Elderly Care” Professionals:
Examples of Transdisciplinary Concurrent Teaching

壹、課程設計與執行
面對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已達 10% 的高齡化（ aging ）臺灣社會現況、展
望 5 年內即會進入超過 14% 高齡人口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及 10 年內達
到超過 20% 高齡人口的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的近期未來，此一高
齡人口結構變化且同步相應少子化趨勢所面臨的問題，包括勞動人力、社會福
利、教育、產業、老人健康與社會照護體系等，其相關議題的探討與問題的解

葉力綺 /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計畫專任助理

決已是刻不容緩。這些社會議題不單只是一專門學科能夠完整的探討與解決，

許功餘 /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

更需要結合多領域的專才來共同檢視與面對。國立中正大學的「高齡照護專才

蔡玲玲 /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教授

組微型計畫」補助，其課程設計目標針對大學高年級學生以使其能連結學理與

陳欣進 /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副教授

培育計畫」課程群組，申請教育部 103 年度「科學人文跨科際主題導向課程群
實務，培養發現、關心社會及全球問題的心志和跨科際思考溝通及解決問題之
能力。本計畫專注於高齡照護專才的培育教學，與來自不同科際領域的多位教
師進一步交流所長和規劃出高齡照護之系列跨科際整合課程；特別著眼於以人
為本的心智功能考量，期許學習成效佳者成為心智健康推動的種子教師或高齡
照護系統的高階規劃師，而所有參與的學習者皆具備在家、在地、在機構貼
「心」關懷照護銀髮親友的知識與能力。
心理學是以個人為本的知識學門，其本身從基礎至進階、從知識探究至應
用發展，大都涵蓋跨領域的多元面向；心理學的教學訓練也因此著重在跨域知
識與能力的養成。而高齡照護領域是牽涉全人照顧與關懷的多元層面，其知識
與技能訓練需求涵蓋多個專業領域。因此，本計畫的教學設計是以心理學專業
為基礎，更融入包括心理學內的跨領域知能與心理學外的跨科際知能的理念，
除了期待透過來自多個不同專業領域的校內外講座教師及單位督導的參與，達
到跨科際知能的傳承，也希望透過來自不同專業學科受教者彼此之間的互動交
流，達到跨科際知能的主動學習成效。其中，本心理學系規劃了兩個跨領域課
程模組：「心智健康照護課程模組」與「應用認知課程模組」，除了結合系內
外跨領域課程外，也特別強調課程模組訓練歷程與產業需求的密切結合，期待
學生透過課程模組的學習導引，不僅具備心理學跨領域的知能，也可和職涯發
展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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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齡照護專才計畫即源自「心智健康照護課程模組」的設計想法，其設

學），全程共時授課，另安排五位校內外專家至課堂進行演講（專長分別為健

計以主修心理學的學生為主體，期待學生在大一及大二厚植自身的心理學專

康傳播、醫學工程、網路學習、非營利機構組織、及專業藝術活動策展），讓

業基礎知能後，依所選擇的心智健康照護發展興趣進一步修習整合應用課群內

學生瞭解在實務工作的進行方式與可能，以培養學生跨科際的知識。「高齡照

的課程。本計畫所規劃的四門新課程，是屬於該課程模組的學士級整合應用課

護產業實習」課程安排兩位心理學系專任教師（專長分別為認知神經心理學、

群，強化以高齡族群為對象之教學廣度與深度，透過課程多元面向的跨領域整

臨床健康心理學）全程共時授課，另安排兩位認知復健專家、一位復健治療專

合知識學習與交流互動來強化學習者多向度行為觀察能力、多元跨域的思考整

家、及一位社會工作師擔任實習指導教師，以及四位校外演講者（專長分別為

合能力與面對個別問題的解決能力。「高齡照護專才培育計畫」針對大三及大

神經內科醫學、臨床神經心理學、認知神經心理學）。

四高年級生設計四門新課程，分別為基礎高齡學課程：「高齡學：多元面向探

表 1 計畫跨領域團隊組成

討」、兩門進階應用課程：「臺灣銀髮族照護政策與照護組織管理」與「優雅
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及機構實習課程：「高齡照護產業實

師資人力

師資系所

師資領域

習」。透過這四門課程由淺入深、由知識至應用、同時兼顧團體機構與個體差

王豐彬

心理學系

神經解剖與生理學

異需求面讓學生瞭解老化歷程的必然與相對層面，並且學習以「個人為本（in-

蔡玲玲

心理學系

睡眠生理與醫學

陳欣進

心理學系

認知神經心理學

沈玉玲

心理學系

發展心理學

張盛富

電機工程學系

生醫感測器及無線通訊

戴浩一

語言研究所

語言學

姜定宇

心理學系

組織管理心理學

鄭清霞

社會福利學系

社會福利政策制定與

」的多元觀察、多元思索、多元解決的行為模式來達到貼「心」
dividual-centered）

課程

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

個別照護的理想。所謂的「個人為本」的概念即是將高齡者個人的特質或個別
的差異放在照護設計考量的中心，而非直接套用以高齡群體平均值為準的傳統
制式化方式。
本計畫跨領域團隊之組成部分如表 1 所示。「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課

臺灣銀髮族照護政策與
照護組織管理

制度設計

程安排四位心理學系專任教師（專長分別為神經解剖與生理學、睡眠生理與醫
學、認知神經心理學、發展心理學）、一位電機工程學系專任教師（專長為生

優雅的銀髮生活：

許功餘

心理學系

性格發展

醫感測器及無線通訊）、一位文學院語言研究所專任教師（專長語言學）共同

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

廖敏如

心理學系

人因工程心理學

陳欣進

心理學系

認知神經心理學

翁嘉英

心理學系

臨床健康心理學

授課，另安排三位校外演講者（專長分別為心臟內科、神經內科及臨床健康心
理學）與師生進行分享和交流對話。「臺灣銀髮族照護政策與照護組織管理」

高齡照護產業實習

課程安排一位社會福利學系專任教師（專長為社會福利政策制定與制度設計）、
及一位心理學系專任教師（專長為組織管理心理學）共同授課，另安排四位校

貳、課程介紹

外演講者，分別來自不同類型的高齡實務工作者（高齡照顧機構執行長、醫院
護理主任、養老院院長、社工組主任）。「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

本計畫課程群組的架構包含一門基礎課程、兩門進階應用課程、及一門機

營造」課程安排兩位心理學系專任教師（專長分別為性格發展、人因工程心理

構實習課程，其架構如圖 1 所示。「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為針對高齡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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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健康照護的基礎跨域整合課程。進階應用課程之脈絡安排考量自個人到社

理學、語言學、醫學與通訊工程學、發展心理學等多重領域，多方面探索老化

區的人際互動，因此設計了個體照護和組織機構相關的高齡族群心智健康照護

歷程，並透過應用運動學、睡眠醫學、時間生物學、認知心理學、醫學工程、

的進階跨域整合課程，分別為「臺灣銀髮族照護政策與照護組織管理」與「優

通訊工程等專業知識於提升高齡族群生活品質的實例討論，導引學生思考如何

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另外，「高齡照護產業實習」為機

在身心老化的必然過程中，發揮提升高齡生活品質的可塑性。課堂最後安排學

構實習課程，此課程以嘉義地區的高齡照護產業為實作的場域，使學習者親身

生省思其對高齡族群與老化認知的轉變歷程，期許學生在未來與高齡者的互動

經歷在地高齡族群心智照護之特有與個別問題，思索這些問題的可能解決方

中，持續維持開放多元的角度考量，以達到貼「心」關懷照護的理想。

式，並在專業督導下嘗試實地驗證之。

課程各主題大都同時包括傳統課堂講授（一節）與師生互動討論（一節）。
其中，師生互動討論部份，是於教學內容與進度中列出各週主題的課前問題及
課中問題，並經由學生在課程學習和問題討論的反思中，師生和同儕間得以相
互交流與對話。其中，認知神經心理學部份則嘗試由語言學與認知心理學專家
進行共時教學，做為本計畫進階課程共時教學的先導範例。同時，課程開放所
有授課教師不定期加入，與當次授課教師及學生互動；期末的分組學習心得報
告及師生座談會則由全體授課教師出席參與。本課程在課程外時間另安排三場
相關專題演講，以拓展學生對高齡學之領域有更多面向的認識和學習（詳細課
程內容與講演資訊如附件一）。

圖 1 課群架構

由於本基礎課程期待學生有扎實之高齡學相關領域知識，甚著重學生平時

以下進一步介紹課程群組中的三門課程，分別為 103 年度上學期開授並嘗

之付出學習，因此修課學生需就每週上課內容撰寫學習心得。學習心得內容包括

試部份共時教學模式的「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103 年度下學期採用全程

新知學習摘要及就所習得之新知提出一個實例問題，並研擬可能的解決方式及參

共時教學模式的「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及 103 年度暑

考文獻。課程鼓勵學生透過與高齡親友的接觸及觀察，發掘問題並活用所學知

期也是採用全程共時教學模式的「高齡照護產業實習」。本計畫下採用共時教

識，同時引導學生透過研究文獻的廣泛閱讀，思考及擬定解決方案。學習過程中

學模式授課之課程所需之彈性授課時數分配，是由本計畫執行單位心理學系透

的問題發掘是做為學期末分組學習心得報告問題的引子。因此，也要求學生進行
期末分組學習心得報告前，需要針對特定課程主題所發想的問題進行深度探討，

過簽請本校教務長同意後執行。

同時就該問題以設身處地的取向來規劃如何應用所學知識以解決該問題。

一、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
二、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
「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是本計畫的基礎課程，也是「臺灣銀髮族照護
政策與照護組織管理」與「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高

本課程為計畫的進階課程，讓修課學生針對高齡者心理與生理之轉變與限

齡照護產業實習」的先修課程。課程內容廣泛橫跨生理學、醫學、認知神經心

制有深入瞭解，以進一步思索高齡者在個人內在（價值、情緒、動機、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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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他人（家人、朋友、鄰居）關係，以及個人與社會（公民社會、消費市場）

三、高齡照護產業實習

關係之特性，進而能在軟體與硬體設計上，就高齡者的個人與居家、人際與社
區環境、社會參與及消費社會做出適度的呼應，營造出一個優質的多層次照護

此為計畫之機構實習課程，課程透過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的協助，結

環境。本課程期待修課學生能深入思索如何規劃讓高齡者能優雅而有尊嚴地面

合嘉義社區醫療與社區網路（溪口照護據點、大崎照護據點，及三興村照護據

對自己生活之照護環境。

點），讓修課學生進入照護場域，實際應用心理學多元專門知識，以問題解決
模式之精神，學習並發展能延緩失智或提升心智能力之照護模式，並以此方式

課程進行方式主要採授課教師講授與課堂討論，其中，本課程以兩位教師
共時教學的方式來進行。每次上課，授課教師大約講授一節左右，另一位教師
就講授內容提供可能的思考方向或提出一些疑惑；另一節則由教師提供討論
提綱，讓同學討論，主要討論方向為如何深入瞭解高齡者的身心與社會面向，
同時也考慮如何從高齡者使用的角度，將科技與高齡者的生活結合在一起。為

培養未來高齡心智健康照護專才與種子教師。本課程兩位授課教師分別為認知
神經心理學及臨床健康心理學專家，採全程共時教學模式以強化基礎與應用知
能的結合，另安排兩位認知復健專家、一位復健治療專家及一位社會工作師擔
任實習指導教師，督導學生進行受照護者中心照護模式的實習。另外透過四場
失智症相關專題演講，提升學生對失智症與失智照護的知識。

讓修課同學瞭解實務工作的進行方式與可能，課程亦另安排五次講演，涵蓋生
醫、資訊、人際溝通、社福、藝術展演等主題（詳細課程內容與講演資訊如附

本課程安排為每週兩次的社區據點觀摩 / 參訪 / 實作，及每週一次的實習
督導，課程結構如表 2 所示。每週實習督導，皆會與學生深入討論每次的社區

件一）。此外，本課程對修課同學的作業要求有三項：
1. 寒假作業：修課同學利用寒假期間，訪問家中長輩（年齡約 70 歲左右，

高齡照護站參訪 / 觀摩 / 實作經驗，引導學生反思專業所學之應用、學生所提
出之高齡照護問題解決模式方案之改善，和現場帶動高齡者之策略。

建議可以找學生的爺爺奶奶）一系列關於家庭設施、3C 產品、性格、做喜

表 2 高齡照護產業實習之課程結構

歡做的事、人際生活、社會、靈性、美學、及消費生活等面向的問題（詳
細問題如附件二）。此作業是為學期中要完成的專題作業做準備（於下一
項說明）。

內容

時數

高齡照護產業基本知能學習

2. 專題作業：修課同學二人一組，以寒假作業為基礎，將所有修課同學所提

失智症進階知識學習—―

供之高齡者訪問紀錄，進一步分析與整理。透過高齡者在個人、居家、性

以課堂講授搭配專家演講的方式，介紹失智症進階知識。

格與動機、人際關係、社區生活層面、靈性與美學生活、及消費生活等等

失智症篩檢現場觀摩—―

所呈現的問題，找出某個首要問題，進一步分析問題的產生與可能的解決

以實際參與高齡照護產業活動的方式，初步瞭解社區照護模式。

方法，並以課堂所講授之網路及軟體科技提出可能的規劃方式。
3. 課堂摘要：修課同學必須在上課前閱讀完指定教材（自行選擇一篇），並

高齡照護產業參訪—―

20
8

4

8

以實際進入參訪高齡照護產業活動的方式，瞭解未來實作場域之運作型態。

撰寫 3 頁以內之摘要與個人閱讀心得。學生需於上課前一天上傳至課程教
學平臺。另外，四次外賓演講後，另需於下一次上課前繳交個人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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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齡照護產業跨領域問題解決實作計畫設計

8

失智症進階知識學習—―

一、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
1. 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須設計並提出於實作場域實際可行之高齡照護問題解決模式方案。
為配合「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計畫」之精神，學生提出之計畫須

相較於課堂初期，在計畫課程執行後期，學生更能主動參與課堂問題討

符合「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之內涵。為檢測實作計畫成效，計畫內容

論，並經由應用運動學、睡眠醫學、時間生物學、認知心理學、醫學工程、通

須包含前後測設計，並說明前後測指標設計內容與理念。學生提出計畫

訊工程等專業知識於提升高齡族群生活品質的實例討論，得以從更多元的面向

後，將安排合適之指導老師 / 專家，與學生討論並修改其方案。

反思高齡者的生活，並發想足以達到貼「心」關懷照護的理想與應用。課程雖
40

現場實作與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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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照護產業跨領域問題解決實作計畫實作—―
學生於安排之高齡照護場域，實際實作其所提出之「高齡照護產業跨領

僅有兩學分，學生所挑戰的卻是兩倍以上的負荷。師生的互動與討論情況，從
一開始的平靜，到踴躍且欲罷不能，再再讓大家都感受到學生的學習水平儼然
有優秀研究生的品質。他們對知識的吸收熱忱、對問題的思考深度，與對問題

域問題解決實作計畫」。

解決的發想，也皆有意想不到的活力與創意。
8

高齡照護產業跨領域問題解決實作計畫督導—―

2. 評估

學生於安排之高齡照護場域，針對其實作計畫的執行狀況，接受指導老
師 / 專家之督導並深入討論。

於教學內容與進度中列出各週主題的課前問題及課中討論問題，授課教師
4

高齡照護產業跨領域問題解決實作成果發表
學生須於完成 40 小時之實作與督導後，於實作成果發表會上發表實作成
果。發表會將邀請「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計畫」之參與教師一同
參與，並提供建議與指導。

針對學生個別答覆或小組討論內容進行評分，其問題舉例如下：
（1） 為什麼 90 歲之後的人，活得比較健康？這種看法有被證實嗎？
（2） 我所認識的高齡者，有何睡眠問題？請針對該桌提出的高齡者睡眠問題
討論並評估問題來源，並設計可能的解決方式。

參、學生學習成效與評估

（3） 對 於 高 齡 者 來 說， 執 行 功 能 有 三 個 層 次（inhibition、shifting、updat-

本計畫課群之課程的共有評估為針對課程學習目標的核心能力設計「學習
差異自我評估問卷」，其問卷內容包含對專業知識的瞭解程度、對專業技能的

ing），其與高齡者日常生活中的哪些行為有關？如果你是照護者，解決
方式為何？

瞭解程度、對專業能力的自我評估、及多層次溝通與跨域合作等四面向。在各
學期加退選結束後當週（一般為開學後第三週）及最後一次上課當週於各課程

二、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

施測，以做為學生學習成效自評差異的評估考量。學生學習差異評估除了自我
評量外，學生的學期成績亦可做為修課成果的評估，而學期末的教學意見調查
結果則可作為教師調整課程之參考。另外，各課程亦有教師或專家多人評估方
式（於以下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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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者的專題作業，這項作業是以課程前作業（訪談家中長輩，例如，爺爺或奶

為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學生的答題內容由授課教師及教學助理共同依上述三

奶等，一系列的問題）為基礎，提出一個如何解決高齡者生活上面臨到的重要

向度進行質化與量化分析。其問題包括：

問題。儘管學生的主題各異其趣，然而，看到學生真心關懷高齡者的生活，以
及學生發揮創意提出各種不同的可能方案（附件三），遠遠超出了教師們所預

（1） 寒假時請你和家中 / 任一長輩做了訪談作業，你最大的感想是什麼？
（2） 在你和他 / 她（長輩）的訪談或相處過程中，什麼是你覺得最困難或最

期的結果，令人刮目相看。
課程是採共時教學，也就是兩位老師同時在課堂之中，一位老師講授時，
另一位老師則提供可能的思考方向或疑惑。例如，有一次課堂進行時，廖敏如
老師（人因工程專長）介紹了如何為高齡者做居家空間的設計，特別考慮到燈
光與色彩的問題；許功餘老師（性格發展心理學專長）則從性格與社會心理

不容易完成的？
（3） 和他 / 她（長輩）接觸過程裡，讓你覺得最意外的事？
（4） 你覺得和他 / 她（長輩）接觸過程裡，最大的問題是那些？

學的角度，提出空間裡的物品之於個人的心理意義與重要性。如此，引發學生

（5） 你和他 / 她（長輩）接觸過程裡，最想為他做的事？或是你覺得在他的

進一步思考自己的空間如何安排，及回想自己的爺爺或奶奶所生活空間中之燈

生活裡最需要的是什麼？（以本科系的專業知識為出發點來思考）

光、色彩、及物品擺放方式等等。
專題作業則將修課同學進行分組，由助教安排時間與各組同學討論，指導
同學如何由寒假作業的訪談資料設定主題，尋找文獻，規劃可能的實作方案。

三、高齡照護產業實習
1. 學生學習成效

課程的助教是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對基本研究計畫的擬定有相當堅實的訓練，
每次與同學討論之前，助教都會與兩位老師討論相關細節，例如，主題的適切

學生共計完成 20 小時之高齡照護產業基本知能學習（包含 8 小時失智症

性、文獻的規模等等。學生專題作業的主題與簡介如附件三。其中，第一組學

進階知識學習、4 小時失智症篩檢現場觀摩，以及 8 小時高齡照護產業參訪）。

生為降低高齡者開車發生事故之可能，特別針對高齡者的注意與知覺特性及駕
駛行為做了細膩的分析，並且規劃了以震動座椅的方式來提醒高齡者的設計。
為了使此設計更具可行性，本課程老師亦聯絡本校電機與通訊系老師與該組同
學討論，以使此設計更加完善，同時也讓學生親身體驗不同學科老師思考與解

其中，失智症進階知識學習即是透過四場專業演講的安排，學生得以在本計畫
基礎與進階課程習得之高齡照護知識外，進一步學習實作現場有關之失智症進
階知識；並藉由參與大林慈濟失智症中心於社區進行之失智症篩檢觀摩，初步
瞭解社區照護模式與照護對象之特性；而透過高齡照護產業機構之參訪，學生
也能實際瞭解實作場域運作型態與未來實作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決問題的方式，希望能讓學生更瞭解跨科際學習的可能。

完成高齡照護產業觀摩與參訪後，學生分成四組，以過去在本計畫基礎與

2. 評估

進階課程所習得之知識為基礎，設計並提出於實作場域實際可行之高齡照護
學期初，請修課學生回答具指標性的核心問答題，其問題包含跨界內容、

問題解決模式方案。修課學生共計提出四項高齡照護問題解決模式方案，其中

組織運用和問題解決之三向度，並於學期末時再進行相同問題之後測，以評估

兩項為認知復健方案、一項為運動訓練方案、一項為視動協調訓練方案。本計

學生學習成效在跨界內容、組織運用和問題解決之三向度的質量增加程度，作

畫實作場域為大林慈濟失智症中心合作的三個社區高齡照護站，由於學生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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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計畫前均已先至社區高齡照護站參訪與觀摩，因此均能依照護站高齡長者之
特性與發現之現場問題設計活動。而為了要能夠檢測各組實作計畫之成效，各
組計畫內容均包含前後測設計，並於期末報告中說明前後測指標設計內容與理
念。為使計畫實際可行，學生提出計畫後，在本計畫資源的支持下，均安排合
適之指導老師 / 專家與學生討論並修改其提出之方案，並於實際實作前定案。
高齡照護問題解決模式方案設計完成後，學生即進行 40 小時之現場實作
與督導。在實際方案執行上，學生原計畫共計進行 32 小時之高齡照護產業跨
領域問題解決實作計畫實作，希望能於安排之高齡照護場域（大林慈濟失智症

2. 評估
課程於暑期六月底七月初正式上課，於課程進行第一週及第四週請修課學
生填答具指標性的核心問答題，其問題包含跨界內容、組織運用和問題解決之
三向度，以作為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學生的答題內容由授課教師及教學助理
共同依上述三向度進行質化與量化分析。其問題包含：
（1） 如果由你來主持一項高齡照護課程，你會預期參與的長者有哪些特性？
設計課程時，需要特別注意哪些生理 / 心理 / 社會向度？

中心合作的社區高齡照護站）實際實作其所設計之「高齡照護產業跨科際問題

（2） 如果由你來主持一項高齡照護課程，其目的是藉由參與課程提升或維持

解決實作計畫」，但由於原先未注意到前後測所需時間，因此實際實作約增加

生活功能，你會安排哪些內容？這些內容包含哪些生理 / 心理 / 社會向

兩個實作日（約 4 小時）。除現場實作外，本課程也安排每週實作計畫督導，

度？預期可以達到哪些成效？

針對學生於安排之高齡照護場域實際實作的執行狀況，接受督導並深入討論。
由於現場實作出現不少未預期之執行問題，因此討論時間大幅增加，由原先計
畫共計 8 小時，約增加至共計 12 小時。而學生實際實作的過程中，因應各照

（3） 如果你家中有高齡長者需要照顧，請問在擬定照顧計畫時，你會考慮哪
些因素？

護站之高齡長者成員組成與能力差異，各組實際執行時，均必須配合並逐步修

（4） 如果由你擔任高齡長者照護機構的執行長，你會希望雇用哪些專長的工

改其高齡照護問題解決模式方案之設計，這是原先計畫所未預期到的，建議未

作人員？雇用這些人員的理由為何？雇用這些人員所提供的服務項目為

來課程設計也將此列入考量。

何？預期這些服務項目可以達到哪些成效？

完成高齡照護產業跨領域問題解決實作計畫實作與督導後，本計畫舉辦一
場高齡照護產業跨科際問題解決實作成果發表，由學生於實作成果發表會上發

肆、觀察與建議

表其實作成果。除邀請本計畫基礎課程、進階課程、以及實習實作課程之參與
老師與學生外，也邀請曾參與本計畫之指導督導 / 專家與實習現場（大林慈濟

一、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

照護站）工作人員 / 督導一同參與並給予建議。原並未計畫邀請實習現場工作
人員 / 督導一同參與實作發表會，但在實作過程中，我們理解到現場工作人員

本課程為計畫之基礎課，由六位多領域教師合力開課。第一部份由演化與

/ 督導最能直接觀察並與參與實作實習之學生及高齡長者互動，因此也最能給

疾病角度來看老化的生理現象，並由運動、日曬、飲食等方面，探討維持免疫

予實際有用之建議，故力邀現場工作人員 / 督導一同參與實作成果發表會。而

力與體能的機制。從學生的學習報告可以看到，他們訝異於耄耋齡也可以維持

與會老師與學生也確實從現場工作人員 / 督導的評論與建議中，學習到許多寶

健康的身體、擁有多采多姿的休閒娛樂活動，並能清楚描述基本的生理運作，

貴知能與未來改進方向。

且深入瞭解與應用這些知識於提升機能薄弱的高齡者。這是授課者樂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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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成果。第二部份主題是探討高齡者的睡眠問題，學生在分組討論裡，都

二、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

能深入分析、整理影響睡眠品質的環境與生理問題，並能設計有效的方案改善
其生活。第三部份探索高齡者認知功能裡的核心執行功能議題，學生能在分組

本課程採用共時教學方式，進行高齡者的身心靈生活面向理解與分析，並

討論裡，分辨出高齡者可能會有哪些執行功能的障礙，並嘗試提出方案以改善

透過人因工程與社會心理學的對話，讓修課同學能更深入反思如何以更人性

其生活品質。第四部份則介紹通訊科技對協助高齡者生活品質提升的應用，同

的方式，結合新進科技，讓高齡者能優雅地過著獨立、自主、豐富、多元的生

學們在上完通盤介紹之後，於期末報告分組提案中，應用通訊科技於高齡者的

活。本課程的授課教師都是首次進行共時教學，希望能透過兩位老師的激盪與

日常生活所需。本課程採討論式的教學，學生需要有足夠的預習，同時，更需

討論，可以刺激學生找到一些結合不同領域知識的可能。儘管兩位老師事先做

具備充份的閱讀技能及合邏輯性之思考能力。課程內容與訓練特別著重跨域知

了一些準備與協調，也有部分的主題激起不少的火花，但是，仍有部分主題不

識的整合運用與問題解決，學生們也需要付出相對的學習心力才能達到學習目

易形成對話，例如，性格在不同年齡間的變化，這在性格心理學或者高齡學理

標。然而在缺乏充份閱讀技能及合邏輯性思考能力的條件下，學生的討論交流

都是相當重要的議題，不過，這種可能因生理老化而造成的性格變動，如何與

技巧會傾向被動式，且較難有深度與廣度。本課程選課學生有 49 位，可以發

科技結合，對老師來說都是一個挑戰，更不用說對學生而言亦可能是如此。

現程度上之差異性很大。有的同學能快速進入議題，有深刻的見解；有些同學

儘管如此，老師於過程中對另一個領域的學術關懷與角度有更深入的瞭

就只能淺談，無法積極投入討論。因此，我們建議能廣開教導學生閱讀技巧的

解，將有助於未來的對話與合作。除了學科內的對話之外，高齡者的實際生活問

課程，為主動討論式之進階課程打下基礎。

題，往往也需要有不同學科的支援。因此，也邀請五位不同領域的老師一同到課

制度層面上，學校非常支持共時教學的學分計算方式。本系在提升學生閱
讀與討論技能上，一直有開設課程給大一新生選修，往後也將持續提供。在開

堂上分享，形成某種學術支援的網路。此外，原本僅是請電機系老師指導本課程
學生作業，現亦已商議接下來可能在不同系間、不同課程或競賽活動之合作。

設高齡學的教學過程中，課程協調教師王老師體會到若欲提升學生討論參與的

老化的議題是多元與分歧的，每位高齡者的老化速度，以及表現出來的身

能力，可以在他所開設之閱讀技巧課程上多增加有關研究方法論的概念，讓學

心靈狀況與問題之個別差異相當大，如何在一門課程裡做深入探討並不容易，

生能將基礎研究方法規則應用在閱讀理解與參與討論時的問題聚焦能力上。

或許可以縮小探討的主題，以高齡者具體的生活情境問題為核心，讓不同領域

學術訓練的無上原則是：任何議題都沒有科際界線。本計畫的課程訓練

可以結合在一起，試圖提出一些可能方案。這種作法需要老師們有共識，學生

講究跨科際的整合，且以問題導向為設計核心。在選修學生方面，期待能吸引

亦有意願投入，雖然難度頗高（特別是跨領域整合方面），但這是值得努力的

多樣性科系的學生加入，以增加討論時的多角度觀點。我們的教育理念是，高

方向，只不過需要投入較多時間、精力與經費。

年級學生的問題探討能力，除了自己專業領域之外，也應該具備跨領域的探索

最後，本課程修課人數僅有 14 位，相較於上學期高齡學的修課學生人數

能力，而這能力，也是通識課程的既定教學目標。因而，我們對同學的學習要

少，連帶影響課堂討論的熱度與深度。另一方面，本課程的進行方式稍做翻

求，著重在自我就要跨領域，而不必被動等待其他領域同學的刺激才知道要跨

轉，要求學生有更多的討論與參與，或許由於學生尚不習慣這種進行方式，仍

領域。因此，課後的自我成長非常重要，更是終身學習的功課。

舊習慣等老師提問或要求，使得本課程較難跳脫傳統的上課方式與課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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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齡照護產業實習

原先之設計中，學生於實作課程執行之方案應為由基礎至進階課程逐步累積發
展而成形，但在實際執行中，由於受限於實作場域為與大林慈濟失智症中心合

透過本計畫資源之支持，本課程之參與老師均能透過演講、參訪、研討等

作之社區照護站，以致現場參與之高齡長者特性與組成，和基礎至進階課程所

相關活動，提升其高齡照護相關領域之知能。藉由與參訪高齡照護機構實際工

設定之高齡長者對象不盡相同，因此同學於基礎及進階課程中所發想出的許多

作人員座談、與高齡照護產業演講之講者交流、以及高齡照護相關研討，本課

高齡照護方案，在實作課程中並不適合執行或甚至難以進行，故在計畫課程銜

程參與老師有機會熟悉高齡照護產業、向高齡照護產業專家及從業人員學習相

接上，仍有再檢討之空間。

關新知能並交換專業意見，以提升相關領域之素養。而經由這一系列學術社群
活動，參與老師亦能有機會與各個高齡照護專業機構之專家建立聯繫與合作關

未來之因應方案將著重在實習場域多樣性之擴充。藉由本計畫安排之參訪
與演講活動，計畫成員透過與參訪機構或演講講員之互動，已然建立許多未來

係，增加未來提供相關教學實習之場域與督導專家。

合作之可能性，多數機構均願意提供本課程學生未來實習實作機會，由於這些
此課程在本系為第一次開設，過去本系實習課程多以見習為主，也就是學

機構涵蓋不同年齡、不同健康情況（從健康長者到失智長者）
、不同社經地位，

生直接進入實習實作場域，由現場督導帶領學生於實作現場進行實作與督導，

以及不同文化背景，應能大幅增加實作場域之多元 / 多樣性，使未來由基礎至

實作內容多為實作場域例行進行之活動。本課程之設計完全不同，學生除在一

進階課程逐步成形之高齡照護方案，也都能找到合適之實習場域進行實作測試。

開始的現場觀摩與參訪是觀察或執行實作場域例行進行之活動外，實際實作
時，並非執行實作場域例行進行之活動，而是進行由學生依據現場觀察所發現
之問題而自行設計之新方案。此外，由於過去實作內容是進行實作場域例行
進行之活動，因此並無活動執行對於實作對象是否有效之指標；但在本計畫
中，學生必須針對其執行方案進行前後測分析，因此能夠評估執行之新設計方
案是否有效，並作為未來執行計畫之修正參考。本計畫共計產出四項高齡照護
方案，包含兩項認知復健方案、一項運動訓練方案，以及一項視動協調訓練方
案，在參考督導與成果發表會所得到之修改建議後，四項方案均具修改後繼續
於實習實作場域執行之價值。由於大林慈濟失智症中心持續增加合作之社區高
齡照護站，因此，本計畫所產出之方案，也將有機會在新據點執行。
執行過程中，由於需要安排四場演講、多場參訪、延聘與學生所提計畫相
關之領域專家給予學生指導與督導，一般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實無法達成。
故本課程除透過計畫提供之資源挹注外，也結合本校高齡照護領域既有之資源
（含人文與社會研究中心、高齡研究群），終能一一達成原先計畫期望達成之目
標。本次計畫中，本課程係為一系列基礎、進階及實作課程之最後一門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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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課程進度與參考文獻

6. 我若改變自己的生活規律性如同高齡者的生活規律性，我會覺得如何？

一、高齡學：多元面向探討

7. 神經退化的高齡患者可能會出現夜晚活動白天休息的狀況，和大學生的生

週
1
2

內容（授課教師）

NOTE/文獻
W1 兩篇

一、課程簡介與安排（蔡玲玲）

活有何相似及相異之處？
二、圓桌分桌討論題目
1. 高齡者的生活作息與生活規律性和我相同與相異之處

二、談老化（王豐彬）
W2 四篇

時間：演化與老化（王豐彬）

2. 高齡者在生活作息習慣上可能會有的困擾及需要協助的問題

1. 為什麼 90 歲之後的人，活得比較健康？這種看法有被證實嗎？

6

2. 對於"Why we age and how to stop it：a radical proposal"這篇 article 有什麼看法？

一、睡眠預習作業

3

W3 五篇

疾病與老化（王豐彬）

高齡者睡眠問題與生活品質的互動（蔡玲玲）

請同學們觀察周圍的高齡者，並依下列問題各回應至少一個答案。

1. 為什麼 Huntington’s disease 到目前仍存在？有其演化機制？

1. 高齡者的睡眠習慣和年輕人有何相似處？有何不同處？

2. 為什麼鐮刀型貧血症有利於生存？

2. 高齡者的睡眠抱怨和年輕人有何相似處？有何不同處？

3. 鐮刀型貧血症與地中海貧血症是否為兩種不同的疾病？

3. 高齡者的睡眠習慣不同於年輕人的原因？

4. 文章中對於自由基提出什麼樣的看法？

4. 高齡者的睡眠抱怨不同於年輕人的原因？

4

W4 四篇

運動如何改善老化？（王豐彬）

W6 兩篇

5. 高齡者應用睡眠日誌進行自我睡眠評估會有何困難及問題？

1. 此篇文章大概講什麼？何為禁藥？為什麼老人家要做重訓？舉重對老人

（睡眠日誌請至授課教材區睡眠主題下載）
二、圓桌分桌討論題目

有什麼好處？
2. 你們平常有做什麼運動？

1. 我所認識的高齡者，有何睡眠問題？

3. 肌肉型態中 typeⅠ和 typeⅡ的區別？關於 type1、type2a、type2x 的相關描述？

2. 請針對該桌提出的高齡者睡眠問題討論評估問題來源方式及設計可能的

4. 禁藥對運動員有何影響？如果服用禁藥驗不出來的話？

解決方式。

5. 肌肉變厚的機制是如何？

3. 高齡者在使用睡眠日誌的問題，及如何設計適合高齡者使用的睡眠日誌。

6. Ttype 2 diabetes 是什麼意思？

7

5

W5 兩篇

高齡者生活節律的變化與日夜節律老化的互動（蔡玲玲）

神經系統老化與高齡者注意力問題（戴浩一/陳欣進）

W7 兩篇

一、課堂文獻討論

一、睡眠預習作業

1. 說到失智症，會想到什麼？（陳欣進老師）

請同學們觀察周圍的高齡者，並依下列問題各回應至少一個答案。

2. 高齡者開車時可能會忽略周遭環境變化（如有人過馬路）或是因為跟車上

1. 高齡者的生活作息和年輕人有何相似處？有何不同處？

朋友聊天而錯過下交流道的時機，其可能的注意力原因是？（戴浩一老師）

2. 高齡者的生活規律性和年輕人有何相似處？有何不同處？

二、課堂分組討論

3. 高齡者的生活作息不同於年輕人的原因？

1. 對於高齡者來說，這三個注意力網絡模型（Attention network）與高齡者日

4. 高齡者的生活規律性不同於年輕人的原因？

常生活中的哪些行為有關？

5. 我若改變自己的生活作息如同高齡者的生活作息特性，我會覺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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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能是哪方面出了問題？

認知/情緒變化與高齡時期的生活幸福

3. 如果你是照護者，應如何幫助他？
8

老年失智症與記憶力衰退（戴浩一/陳欣進）

13

W8 兩篇

Cognitive/emotional changes and the elderly well-being
（沈玉玲）

一、課堂文獻討論

一、課堂分組討論

1. 暫不考慮認知、復健、藥物介入的方式，高齡者在偏鄉地區會面臨什麼樣

1. 生活幸福與認知衰退的關係

9

W13 六篇

的問題？如何解決？（例如：高齡者因節省能源，摸黑走路；高齡者因聽

a. 在臺灣的高齡者中，哪些生活幸福（well being）的取向是重要的？

力受損，行駛交通方面出現問題；高齡者照顧幼童議題）

b. 如何促進高齡者對於未來有目標、規劃的感覺？

大腦系統老化與語言功能變化（戴浩一/陳欣進）

W9 兩篇

c. 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對於認知表現有一些影響，它的作用機制為何？
2. 什麼樣的因素會影響個人對老化的看法（self-perceptions of aging）？什麼

一、課堂分組討論
1. 對於高齡者來說，執行功能有三個層次（inhibition、shifting、updating）
，

樣的自我保護策略可以讓老人的處理技巧更好？
3. 文中描述壓力和生氣、悲傷情緒與不同年齡之間的關係，試問其內在機制

其與高齡者日常生活中的哪些行為有關？
2. 如果你是照護者，解決方式為何？

為何？

演講（一）
：臺大醫院斗六分院心臟內科林昭維醫師

二、團體作業問題

講題：老化：心血管疾病與治療

1. Select one of the 6 articles and write down your comments, thoughts,

10

大腦可塑性與失智症認知訓練（戴浩一/陳欣進）

questions, and difficulties about this particular article (500-1000 words).

W10 兩篇

一、課堂分組討論

2. Try to incorporate the Taiwanese cultural context if possible.

1. 前三週所學的三種注意力 network（alerting、orienting、executive）與三種

三、個人作業問題

執行功能（inhibition、shifting、updating）
，若針對其中一項做「認知訓練」
，

1. What is your self-perception of aging (SPA)？ For example, is it positive or
negative, where did you get this kind of perceptions, etc.

要怎麼做，如何做？
演講（二）
：大林慈濟醫院臨床心理中心許秋田主任

14

講題：新照顧時代—失智預防照護需求與發展方向

高齡時期的性格發展 Personality changes in lifespan
（沈玉玲）

W14 兩篇

演講（三）
：大林慈濟醫院精神科曹汶龍主任

一、課堂分組討論

講題：神經內科看到的老化問題與治療

1. 臺灣高齡者的宗教角色與精神生活（spiritual life）是重要的嗎？我們如何

11

高齡者居家健康照護之無線生理訊號感測（張盛富）

W11

12

高齡者居家健康照護之無線行蹤定位（張盛富）

W12

整合上述部份讓老化的經驗更加美好？
2. 有哪些性格特質對於臺灣的高齡者來說是重要且合適的？

一、團體分組報告題目

a. 為什麼這些性格特質在老化的過程中是重要的？

1. 無線生理訊號感測與無線行蹤定位這兩種技術，在心理、語言或高齡者身

b. 有什麼樣的介入機制是可行的？

上可以有什麼樣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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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e there social policies about the elderly care? What are they? Have they been

二、團體作業問題
1. From learn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personality,

implemented? Successfully or unsuccessfully so far?

a. Do you think there are cultural differences? If so, what are they?

二、課堂分組討論

b. Can you describe some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the phenomena?

1. 老化問卷表現如何？哪些項目的表現較好？這次的課程有助於你對於高

2. Think about the 7 factor personality theory. Is 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more

15

齡者有更佳的瞭解嗎？

appropriate to describe ou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Will each personality

2. 根據你們找的高齡照顧機構 ……

trait develop following a similar pattern? Why and why not?

a. 你認為他們有足夠的資源與設施嗎？為什麼？什麼種類的設施未來在臺

高齡與文化 Aging and culture（沈玉玲）

W15 四篇

灣將會越來越重要？為什麼？
b. 想想我們今天討論的課題。分析我們週遭的高齡者，是否他們有特定機構

一、課堂分組討論
1. 請從附錄的表中回答下列問題。

的需求，以及他們的意願高不高？

a. 什麼樣的老化觀點在不同文化脈絡中有不同的趨勢？

三、期末個人作業

b. 花時間與高齡者相處，對於高齡者的老化知覺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1. Through our discussions in class,

c. 你如何從這些發現中作出結論？

a. What has caught your attention about elderly development? Personality,

2. 臺灣的高齡者有哪些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是男性還是女性有這樣的偏

cognition, emotion, or cultural and gender discrepancies? Why and how? (It
can be some specific aspects.)

誤？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減少這些不平等現象？
高齡與性別 Aging and gender、大學生對高齡者與老
16

W16 六篇

b. Have you had any change in your perception about the elderly? Why and how?

化 的 認 識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about older

17

期末分組學習心得報告

people and aging（沈玉玲）

18

期末分組學習心得報告

一、團體預習作業問題
1.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aiwan by age.
2. Is Taiwan an aging society (7% elderly) or an aged society (14%)? If Taiwan is
not an aged society yet, when will it reach it?
3. What types of facilities for elderly people are there in Taiwan? For example,
board and care, nursing home, and long-term-care hospice, hospital (Please list
whatever facility you can find specifically for the elderly). How many elderly
people can they accommodate? Is this enough?
4. What i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is cared for at home? Do family members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r other paid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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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ll Human Aging be Postponed（scientiﬁcamerican0604-24sp）

參考書籍文獻
第一到第四週的文獻（取自 Scientific American 其編號為：xx 月份 yy 年
份—zz 頁碼 sp 專刊）標題如下：
電子檔可於校內圖書館＜資料庫與電子書＞的電子期刊 & 全文資料庫內取得

Week 4 運動如何改善老化？（王豐彬）
1. Muscle, Genes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scientiﬁcamerican0900-48）
2. Restoring Aging Bones（scientiﬁcamerican0604-70sp）

http://libapps.lib.ccu.edu.tw/ejournal/index.php?a=S

3. The Heart-Brain Connection（scientiﬁcamerican1210-36）

資料庫名稱
Scientiﬁc American
Archive Online

4. Why Exercise Works Magic（scientiﬁcamerican0813-74）

資料型態
收錄年代 資源簡介
連線使用方式
電子期刊 &
Scientiﬁc American
可用於校外使用
1993電子期刊全文
全文資料庫

Week 5 高齡者生活節律的變化與日夜節律老化的互動（蔡玲玲）
1. Kryger MH, Roth T, Dement WC. （eds）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leep Medi-

Week 1 談老化（王豐彬）

cine, 2011, Elsevier Sauders.（學校訂閱的電子書）第 303-307 頁，第 3 章

1. The Oldest Old（scientiﬁcamerican0604-6sp）

2. Lawrence Epstein and Steven Mardon（2007）.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2. No Truth to the Fountain of Youth （scientiﬁcamerican0604-98sp）

Guide to a Good Night’s Sleep（Harvard Medical School Guides）McGraw-Hill; 1
edition ISBN-10: 0071467432（學校訂閱的電子書）第 4, 15 章

Week 2 時間：演化與老化（王豐彬）
1.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Disease（scientiﬁcamerican1198-86）

Week 6 高齡者睡眠問題與生活品質的互動（蔡玲玲）
1. Kryger MH, Roth T, Dement WC.（eds）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leep Med-

2. The aging of the Human Species（scientiﬁcamerican0493-46）

icine, 2011, Elsevier Sauders. （學校訂閱的電子書）第 133-136 頁

3. The Challenges of Longevity（scientiﬁcamerican0604-3sp）

2. Lawrence Epstein and Steven Mardon （2007）. Th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Guide to a Good Night’s Sleep（Harvard Medical School Guides） McGraw-Hill;

4. Times of Our Lives（scientiﬁcamerican0604-42sp）

1 edition ISBN-10: 0071467432（學校訂閱的電子書）第 4, 6, 8 章

Week 3 疾病與老化（王豐彬）

Week 7 Aging and Attention 神經系統老化與高齡者注意力問題（戴浩一 / 陳欣進）

1. Atherosclerosis- The New View（scientiﬁcamerican0604-50sp）

1. Fan, J., McCandliss, B. D., Fossella, J., Flombaum, J., & Posner, M. I. （2005）.

2. Preventing Good Brains from Going Bad（scientiﬁcamerican0604-84sp）
3. The Serious Search for an Antiaging Pill（scientiﬁcamerican0604-36sp）

The activation of attentional networks. NeuroImage, 26 , 471-479.
2. Parasuraman, R., Greenwood, P. M., & Sunderland, T.（2002）. The apolipoprotein
E gene, attention, and brain function. Neuropsychology, 16 , 254-274.

4. Why We Age And How To Stop It-A Radical Proposal
（scientiﬁcamerican0604-30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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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8 Aging and Memory 老年失智症與記憶力衰退（戴浩一 / 陳欣進）

Week 12 高齡者居家健康照護之無線行蹤定位（張盛富）

1. Braskie, M. N., & Thompson, P. M.（2013）.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deﬁcits

https://sites.google.com/a/ee.ccu.edu.tw/wireless-communication-lab/

in Alzheimer ’s disease based on neuroimaging findings. Trends in Cognitve

Sciences, 17, 510-516.

Week 13 認知 / 情緒變化與高齡時期的生活幸福 Cognitive/emotional changes
and the elderly well-being（沈玉玲）

2. Buckner, R. L.（2004）.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aging and AD:

The curriculum will cover some aspects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hanges at the

Multiple factors that cause decline and reserve factors that compensate. Neuron,

old age. By exploring variou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hanges, both protecting

44 , 95-208.

and detrimental factors on the elderly well-being can be identiﬁed and hopefully to

Week 9 Aging and Language 大腦系統老化與語言功能變化（戴浩一 / 陳欣進）

promote their well-being.

1. Kemper, S., Greiner, L. H., Marquis, J. G., Prenovost, K., & Mitzner, T. L.

1. Wilson, R. S., Boyle, P. A., Segawa, E., Yu, L., Begeny, C. T., Anagnos, S. E., &

（2001）. Language decline across the life span: Findings from the nun study.

Bennett, D. A.（2013）. The inﬂuence of cognitive decline on well-being in old

Psychology and Aging, 16 ,227-239.

age. Psychology And Aging, 28（2） , 304-313. doi:10.1037/a0031196

2. Kempler, D., & Goral, M.（2008）. Language and dementia: Neuropsychological

2. Sargent-Cox, K. A., Anstey, K. J., & Luszcz, M. A.（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 in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 and Physical Functioning in Older

aspect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8 , 73-90.
Week 10 Aging and Cognitive Training 大腦可塑性與失智症認知訓練（戴浩

Adults. Psychology And Aging , doi:10.1037/a0027578
3. Weiss, D., & Lang, F. R.（2012）. “They” are old but “I” feel younger: Age-

一 / 陳欣進）
1. Sheline, Y. I., & Raichle, M. E.（2013）. 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reclinical Alzheimer’s disease. Biological Psychiatry, 74 , 340-347.
2. Strenziok, M., Parasuraman, R., Clarke, E., Cisler, D. S., Thompson, J. C.,
& Greenwood, P. M.（2014）. Neurocognitive enhancement in older adults:
Comparison of three cognitive training tasks to test a hypothesis of training
transfer in brain connectivity. NeuroImage, 85 , 1027-1039.

group dissociation as a self-protective strategy in old age. Psychology And

Aging, 27（1） , 153-163. doi:10.1037/a0024887
4. Schilling, O. K., & Diehl, M. （ 2014 ） . Reactivity to stressor pile-up in
adulthood: Effects on daily negative and positive affect. Psychology And Aging, 29

（1） , 72-83. doi:10.1037/a0035500
5. Kunzmann, U., & Thomas, S.（2014）. Multidirectional age differences in
anger and sadness. Psychology And Aging, 29（1）, 16-27. doi:10.1037/a0035751

Week 11 高齡者居家健康照護之無線生理訊號感測（張盛富）

6. Windsor, T. D., Gerstorf, D., Pearson, E., Ryan, L. H., & Anstey, K. J. （2014）.

https://sites.google.com/a/ee.ccu.edu.tw/wireless-communication-lab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exchanges and cognitive aging in young-old adults: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across family, friend, and spouse domains. Psychology

And Aging, 29（1） , 28-43. doi:10.1037/a00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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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4 高齡時期的性格發展 Personality changes in lifespan（沈玉玲）
Articles looking into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ir lifespan changes will be used for
the students to get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how an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may
change or remain stable across the lifespan.

3. Hung, L., Kempen, G. M., & De Vries, N. K.（2010）.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academic and lay views of healthy ag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geing &

Society, 30（8） , 1373-1391. doi:10.1017/S0144686X10000589
4. Löckenhoff, C. E., De Fruyt, F., Terracciano, A., McCrae, R. R., De Bolle, M.,

1. Mühlig-Versen, A., Bowen, C. E., & Staudinger, U. M.（2012）. Personality
plasticity in later adulthood: Contextual and personal resources are needed to
increase openness to new experienc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7（4） , 855-866.
doi:10.1037/a0029357

Costa, P. r., & ... Yik, M.（2009）. Perceptions of aging across 26 cultures
and their culture-level associat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4 （4 ） , 941-954.
doi:10.1037/a0016901
Week 16 高齡與性別 Aging and gender、大學生對高齡者與老化的認識 Col-

2. Wortman, J., Lucas, R. E., & Donnellan, M.（2012）. Stability and change

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about older people and aging（沈玉玲）

in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omains: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s males and females go through life paths in distinct ways, it is likely for both genders

Australians. Psychology And Aging, 27 （4 ） , 867-874. doi:10.1037/a0029322

to go through the old age differently. The focus will be on females whose life centers

McFadden, S. H. （ 1999 ） . Religion, personality and aging: A life span

on child rearing and family coherenc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7 （6 ） , 1081-1104. doi:10.1111/14676494.00083

1. Cruikshank, M.（2013）. Learning to be old: Gender, culture, and aging （3rd Ed.）.
2.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 Chapter 10, A feminist ’s view of

Week 15 高齡與文化 Aging and culture（沈玉玲）

gerontology and women’s aging, pp. 179-206）

The broad cultural aspect will be explored to see how cultures may affect an
individual’s aging. Chinese culture’s traditional view on respecting the elderly may or
may not hold. For Western societies, individuals as they get old and lose more mobility
may be difﬁcult to face. Various cultural views on aging will be explored.
1. Fung, H. H. （2013）. Aging in culture. The Gerontologist, 53 （3 ） , 369-377.
doi:10.1093/geront/gnt024

3. Gannon, L. （ 2013 ） . Review of ‘Learning to be old: Gender, culture,
and aging （ 3rd ed.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7 （ 4 ） , 524-525.
doi:10.1177/0361684313505443
Articles of how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e old people will be introduced.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o their own perceptions. The purpose is to
prepare the students to be comfortable making contact with the elderly both in daily

2. Laidlaw, K., Wang, D., Coelho, C., & Power, M. （ 2010 ） . Attitudes to
ageing and expectations for filial piety across Chinese and British cultures:

life and in prospective job position.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 older people will
also be discussed.

A pilot exploratory evaluation. Aging & Mental Health, 14 （3 ） , 283-292.
doi:10.1080/1360786090348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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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uang, C. （ 2013 ） . Undergraduate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aging and

二、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

attitudes toward older adults in east and west: A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lo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77（1）, 5976.

週
1

5. Kimuna, S. R., Knox, D., & Zusman, M. （ 2005 ） . College Students ’
Perceptions About Older People and Aging.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31 （7 ） ,
563-572. doi:10.1080/03601270590962514
6. Stark, O.（2010）. Do religious children care more and provide more care for
older parents? A study of ﬁlial norms and behaviors across ﬁve nations. Journal

內容（授課教師）

NOTE/文獻

課程介紹（許功餘/廖敏如）

寒假作業討論
1.
2.
3.
4.
5.

寒假訪談的感想。
訪談時遇到的困難。
訪談時感到意外的事情。
訪談時發現的問題。
能為受訪者做的事/受訪者需要什麼（以本科專業知識為出發點來思考）
。
高齡時期的個人情緒與動機的轉變（許功餘）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1（4） , 629-631.
2

1.
2.
3.
4.
3

1. 高齡者的情緒狀態及情緒調節與身心退化間的相互影響。
2. 在身心的退化歷程中，高齡者的動機（例如，自主與依
賴）之轉變。
3. 高齡者情緒與動機的轉變對其心智功能運作的影響。

9, 12, 16

你覺得，什麼叫做「正向的情緒生活」
、
「幸福感」
、
「滿意的生活」
、
「過得好」？
你接觸到的老年人，是否比你要來得正向？為什麼？
你覺得如何讓老年人有個滿意的情緒生活？
你覺得個人目標的設定如何影響到老年人的情緒與社會生活？
演講（一）
：中正大學傳播系盧鴻毅教授
講題：相互取暖：社會支持對社區長者的重要性
高齡時期的個人價值與性格的轉變（許功餘）

4

授課教材

1. 身心退化對高齡者個人價值的轉變之影響。
2. 高齡者的性格轉變與自然生理退化及社會角色的轉變之關係。
3. 高齡者的價值及性格的轉變對其心智功能運作的影響。

授課教材
1, 6, 9

1. 如何測量高齡者的性格？
2. 考慮單一個性格與多個性格？
3. 性格對高齡者在身體逐漸衰退的生活適應？例如，是否使用輔具？是否經常
檢查自己的身體狀況？⋯⋯
4. 性格如何影響高齡者面對生活的轉型適應？（例如，子女的離家、親友的離
世、退休、住進長照中心）
5. 如何運用性格或性格改變之特性來提升高齡者的認知參與（cognitive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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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計硬體設施以符合高齡者之個別化需求（廖敏如）
5

1. 高齡者個人身心醫療器材之設計。
2. 高齡者居家環境之燈光、聲音，及空間之設計。

授課教材
3, 4

1. 你要如何設計適合老人家（以自己的爺爺、奶奶為例）的臥房？包括牆壁的
顏色、家具的選擇，以及牆上的彩繪及掛畫等等？
2. 延續上禮拜的課程，如何幫不同性格向度的老人家設計適合的臥房？
6

演講（二）
：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余松年教授

如何設計介面以符合高齡者及其照護者之個別化需求（廖敏如）

講題：生醫訊號處理在銀髮族照護系統的應用

1. 如何透過以電腦為媒介的網路溝通系統及軟體科技協助
高齡者維繫人際關係。
2. 如何透過以電腦為媒介的網路溝通系統及軟體科技協助
高齡者參與社區事務。
3. 照護者使用之介面設計原則。

12

如何設計介面以符合高齡者及其照護者之個別化需求（廖敏如）
7

1. 高齡者如何應用軟體科技協助其日常生活之活動。
2. 高齡者如何透過網路學習及遊戲維護其心智功能。
3. 高齡者使用之介面設計原則。

授課教材
14, 17, 18

9
10

靈性與美學生活對高齡者的生活適應（許功餘）

演講（三）
：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游寶達教授

13

講題：網路/軟體學習於銀髮族心智功能的維護
專題作業期中報告
高齡時期的人際關係轉變（許功餘）

授課教材

1. 高齡者與成年子女及其他親屬之關係與居住安排。
2. 友伴與鄰居之友誼關係對高齡者的生活適應的影響。

2, 10, 11

1. 老人家想從家人得到什麼？
2. 從網絡的觀點，你覺得如何為高齡者建立護航網絡？透過哪些的工具/媒介來
進行？
3. 如果高齡者的身旁都沒有朋友了，他會想要哪種朋友？親密的伴侶？知心的
朋友？相陪的伙伴？你如何幫他再建立新的關係？
4. 廟埕人生：你覺得那些場域可能是高齡者可以在其中認識新朋友？廟埕或宗
教團體是否是個好地方？
社區生活與志願工作對高齡者的生活適應（許功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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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齡者的生命經驗與智慧對其社區參與之影響。
2. 志願工作對高齡者的個人價值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授課教材
19, 20, 21, 22

1. What technologies do you think you can incorporate into your project?
2. How elders will benefit for the technologies you incorporate in your project?
3. What if elders are hesitated in using your technologies? What will you do?

1. 如何讓老人家知道遊戲的好處？
2. 如何設計適合老人家的遊戲？
8

1. 假設你有機會可以主持一項活化高齡者的公民或社會參與的計畫，基於前述
的說明，你如何活化縣內高齡者的公民或社會參與？如何讓高齡者能來參與
（考慮人口變項、動機、能力及阻礙）？要他們參與哪些場域的活動？政府
部門？有哪些需要可以由高齡者來參與的？
2. 高齡者的公民參與事實上是人力資本的再利用，除了公民參與之外，還有哪
些方式可以再利用這些人力資本？

1.
2.
3.
4.
5.

1. 高齡者的個人靈性與宗教活動之參與對其生活適應之影響。
2. 美學體驗與創作對高齡者的生活適應之影響。

5, 8, 13

寒假作業中，祖父母對信仰或宗教的回應是什麼？
將科技與信仰結合？prasad/北港武德宮/拜觀音
儀式行為與靈性？
老人家參加藝文活動的目的在哪裡？
如果有機會的話，你如何規劃一個給老人家的活動？
高齡者的慾望轉變與消費方式之關係（許功餘）

14

授課教材

1. 高齡者的個人欲望與消費方式之關係。
2. 高齡者的個人欲望與消費決策之關係。

授課教材
7, 12

授課教材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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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寒假作業中，祖父母對生活消費的回應是什麼？祖父母有哪些生活需求可能
還沒被滿足？
2. 過去對老年人消費的關注在健康（照護、藥品、化妝品、保健食品）
、旅遊休
閒、3C 產品與網路購物，除了這些之外，你覺得還有哪些東西是老年人需要
的？
3. 你覺得老年人需要這些東西背後的動機或需求是什麼？
4. 如果你是網路賣家，你如何為老年人規劃一個網路商場？

15

如何設計介面以符合高齡者及其照護者之個別化需求（廖敏如）
1. 如何透過網路及軟體科技協助，規劃高齡者專屬的藝術
授課教材
展演與參與活動。
2. 如何透過網路及軟體科技協助，規劃高齡者專屬的消費 19, 20, 21, 22
產品與物流通路。
3. 照護者使用之介面設計原則。

1. What a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ocial media for elders comparing to
face-to-face interaction?
 We can design a social platform for elders with considerations of their
needs/limitations...
 But, will that serve all elders’ needs?
2. What technology cannot do for elders?
3. What personality traits / social relationship or cognitive abilities, weights more to
determine our graceful life?
16
17
18

演講（四）：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林依瑩女士

參考書籍文獻
1. Allemand, M., Zimprich, D., & Hertzog, C.（2007）. Cross-sectional age differences and longitudinal age changes of personality in middle adulthood and
old a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5, 323-358.
2. Alterovitz, S. S., & Mendelsohn, G. A.（2009）. Partner preferences across the
life span: Online dating by older adults. Psychology and Aging, 24, 513-517.
3. Abowd, G. D., Bobick, A. F., Essa, I. A., Mynatt, E. D., & Rogers, W. A.（2002,
July）. The aware home: A living laboratory for technologies for successful ag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AAAI-02 Workshop “Automation as Caregiver （pp. 1-7）
4. Beer, J. M., McBride, S. E., Mitzner, T. L., & Rogers, W. A. （ 2014 ） .
Understanding challenges in the front lines of home health care: a humansystems approach. Applied ergonomics, 45（6） , 1687-1699.
5. Chen, B.（2012）. Coping with death and loss: Confucian perspectives and the
use of rituals. Pastoral Psychology, 61, 1037-1049.
6. Donnellan, M. B., & Lucas, R. E.（2008）. Age differences in the big five

講題：高齡者的志願工作與社會參與對其身心適應之影響

across the life span: Evidence from two national samples. Psychology and

演講（五）
：樹谷生活園區 盧玟希小姐

Aging, 23, 558-566.

講題：深耕博物館的高齡觀眾—展示及教育活動規劃

7. Drolet, A., Schwarz, N., & Toon, C. （ 2010 ） . The Aging consumer:

專題作業期末報告與課程總結

Perspectives from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New York: Routledge.
8. Dy-Liacco, G. S., Piedmont, R. L., Murray-Swank, N. A., Rodgerson, T. E., &
Sherman, M. F.（2009）.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sity as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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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齡照護產業實習
週

內容（授課教師）

失智症篩檢現場觀摩
NOTE/ 文獻

3

高齡照護產業基本知能學習—失智症進階知識學習

高齡照護產業參訪

講者：徐晏萱博士（臺中慈濟醫院神經內科）
與談人：

4～5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許秋田心理師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高齡照護產業跨領域問題解決實作計畫設計

高齡照護產業基本知能學習—失智症進階知識學習

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許秋田心理師

演講：老化大腦神經可塑性
1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演講：高齡心理衡鑑與認知特性
1

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許秋田心理師

臺中慈濟醫院神經內科徐晏萱心理師

講者：曹汶龍醫師（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

6 ～ 7 大林慈濟醫院復健科蔡明倫物理治療師

與談人：

大林慈濟醫院鄭詩菁社會工作師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高齡照護產業基本知能學習—失智症進階知識學習

2

演講：高齡篩檢工具簡介

高齡照護方案實作與督導

講者：許秋田主任（大林慈濟醫院臨床心理中心）

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許秋田心理師

與談人：

臺中慈濟醫院神經內科徐晏萱心理師
8 ～ 17 大林慈濟醫院復健科蔡明倫物理治療師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大林慈濟醫院鄭詩菁社會工作師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高齡照護產業基本知能學習—失智症進階知識學習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演講：評估與延緩大腦認知老化
2

實作成果發表

講者：謝淑蘭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
18

與談人：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翁嘉英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陳欣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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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文獻

附件二 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營造之寒假作業
有意要修「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之營造」的同學需在寒假完

1. Smith, G. E., & Bondi, M.（2013）.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mentia:

Deﬁnition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成一份訪談作業，並在學期中整理所有修課同學的訪談資料，找出某項高齡者
所面臨的問題或需要，並提出一項可能的解決方案，與課程中安排的專家討論。

2. Ravdin, L.D., & Katzen, H. L. （ Eds. ） . （ 2013 ） . Handbook on the

neuropsychology of aging and dementia . New York, NY: Springer.
註：此部分列出之教材為實習前之參考教材，提供基本知能參考。開始實習後，

•

訪談對象：某位年齡約在 70 歲左右的長輩，以爺爺奶奶輩為優先。

•

輔助對象：家族裡較常與這位長輩接觸的家人（人數不限）來瞭解這位受
訪長輩的生活需要與個人心理面向的轉變。

都是現場實作，並沒有在課堂上課，因此沒有特定教材。學生需就各組自
行設計之實作計畫，先行搜尋並深入閱讀相關的參考文獻以完成設計；並
於每週的督導課程，針對各組執行實作計畫的實況進行評估與討論，以修
改精進計畫內容。

•

訪談記錄的方式：影像與錄音

•

訪談整理：（1）訪談時間、地點（2）錄音時段與訪談主題（3）談話大致內容

•

檔案名稱：aging + 學號 + 序號

•

訪談大綱

1. 請觀察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哪些硬體設施會對長輩造成不便（e.g., 浴
室、 廚房）？什麼因素造成他們的不便（可觸及老人家本身的身體狀況與
硬體設備）？
2. 這位長輩使用電腦、網路、手機或其他的電子產品嗎？
如果他不使用，是什麼原因讓他不想使用？
如果他有使用，請問使用的主要用途是什麼（e.g., 看照片、視訊）？他在使
用這些電子產品的時候曾遇到過哪些困難？
3. 談談你自己最引以為傲（覺得最成功、最驕傲、自己最想拿出來與別人分
享）的經歷（如果長輩說的是家庭的成就，請再引導長輩談一下以自己為
主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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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目前最喜歡（經常）做的事？以前也會做相同的事嗎？若不是，那麼，
以前（若有不同階段可以大致上做區分）最喜歡做的事是什麼？你還有規

附件三 優雅的銀髮生活：多層次照護環境營造之專題作業名稱與概要內容
•

劃（最近的一個星期，一個月，半年）要做哪些事（事可大可小，任何他

題目：安全震動警示座椅

想要去做的事都可以）嗎（引導受訪者談出某些個人規劃的想法）？你覺

簡介：利用座椅震動協助高齡者注意車況，維持高齡者基本的行動能力。

得做了這些事，對你有何種重要性或意義？
5. 訪問家族裡的親戚，談這位受訪長輩從以前到現在有哪些性格（對待人事

第一組

•

第二組
題目：如何提升高齡者使用輔具的意願

物的方式）上的轉變？

簡介：回顧過去一些相關的心理學研究，從家人的支持、人際關係的互動，

6. 你最近最常碰面的朋友是哪些？這些朋友是最近認識的（若是最近認識
的，如何認識的）？還是以前的朋友？在一起都做哪些活動？比起跟家人

或是推廣輔具的好處等這些因素著手，以提升高齡者使用輔具的意願。
•

在一起，跟他們在一起的感覺是什麼？

第三組
題目：遊戲難易度與高齡玩家滿意度

7. 你有沒有想要去參與一些社會（社區、鄰里、志工等等）活動，讓自己繼
續對社會有所貢獻？你最想要參與的社會活動是哪些？你覺得參加這些活

簡介：設計適合高齡者的遊戲，增加高齡者的娛樂，並增進認知能力。
•

動時，你會有哪些感覺或收穫？你過去是否想要去參加這些社會活動？是

第四組
題目：超級阿嬤的一天

（參加過程遇到哪些令他特別印象深刻的事？是否遇到某些阻礙？），否

簡介：利用 Orcam Camera 及 Apple Watch 等電子產品，解決一些認知能力

（為何？困難在哪裡？如果有機會，你會不會想要參加？）

退化帶來的生活困擾，讓高齡者的生活更方便。

8. 你目前會從事的休閒活動有哪些（請受訪者多列舉一些）？你最喜歡參與

•

的哪些？你多久會去一次？你以前就會參加這些活動嗎？（若是）你覺得

題目：全能住宅改造王

參與這些活動能帶給你哪些感覺嗎？（若不是），你以前做哪些休閒活動？
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有沒有自己很想做但目前還沒做的休閒活動？

第五組

簡介：如何利用有限的資金，改造出適合高齡者的浴室設備。
•

9.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你跟上帝、佛祖，或神明都講些什麼話？這些話對你

第六組
題目：買我一把菜 串您一世情

個人而言有何種意義？這個信仰對你個人有何意義？有沒有參與某些宗教

簡介：以平時常接觸的菜車作為宣傳活動的媒介，並藉由活動的參與，讓

聚會或組織？在這些組織活動中，你有什麼感覺？

鮮少外出的高齡者，能增加外出機會及和社會他人互動的可能。

10. 你一個月大概花多少錢？這些錢主要用在哪裡（例如，住家費用、個人醫療

•

第七組

與保險、交通運輸、日常生活開銷：水電等、禮物捐款、食物、休閒、個人

題目：家庭溝通的橋樑—in disguise

治裝⋯⋯）？你是否想要某些東西但是還沒買到的？個人的消費習慣為何？

簡介：藉由一系列的活動規劃，緩和高齡者與照顧者之間的衝突，增進兩
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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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高齡照護專才培育計畫」由中正大學蔡玲玲老師帶領
一群關注高齡照護之老師們共同規劃執行，期盼培育能貼心
照護高齡者之專才。蔡老師之團隊對於課程計畫辦公室之諸
多行政庶務要求均盡力配合。更可敬之處在於此團隊極為忠實地於此文
中呈現此計畫未能盡善盡美、有待改進之處，例如：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與討論參與能力等基礎訓練之不足、議題難以激起學生對話以致影響討

其中，諸如：人類學者、社會學者、經濟學者、教育學者等，以擴大學生
之跨領域視野。
在多數課程計畫皆已邁入尾聲或已然結束之暑假期間，蔡老師與其計
畫團隊仍懷抱極大熱誠與心力，帶領學生投入實作場域之實習，不因計畫
已屆結束而草率執行。以時下流行語形容，按一百個讚！

論熱度與深度、實習場域之受限使課程理想方案與實際執行實務有所落
差……等。
我們相信此團隊有能力持續改進，加強學生對高齡照護相關背景知
識的理解、省思、內化與應用，設計能有效協助學生體會議題內容以進
行有機討論之教學活動，並多方拓展大林慈濟失智症中心外之合作機關
或團體，使學生得以建立並操作更多元、且涵蓋不同年齡、身心狀況、
社經地位，及文化背景長者之高齡照護方案，以符合課程計畫設定之目
標。另外，師資方面雖有三位分別專長於語言、社福及電機工程學之教
師參與共時，然而團隊組成仍以心理學門之教師們為主，考量高齡議題
之廣泛、多元與複雜，建議仍可增加更多跨領域學門之專家、學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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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環境的再生與永續設計

壹、課程設計

Sustainable Design an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use

一、 緣起
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居住環境的再生與永續設計已成為建築
環境教育與設計實務的急迫性議題之一。「再生」源自永續使用的概念，涵蓋

廖硃岑 /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張惠雲 /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副教授
劉安平 /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副教授

潘妍呈 /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研究助理

重複再使用、循環再利用以及減量（或減法）設計等相關課題。本計畫「居住
環境的再生與永續設計」所設計的課群目標是透過與居住環境相關的人文和技
術課程的整合性基礎訓練，讓學生能從發現問題開始，進而學習能促成創新設
計的永續居住環境之問題解決能力，換言之，具有引導學生落實居住環境資源
保育及效率使用面向之創新設計學習與綜合思考的能力，同時幫助學生結合 e
化科技，以達到自主性學習之目的。居住環境再生與永續設計的各課程皆由關
懷居住環境和以人為本的角度切入，針對個別課程設定之主題，深入地以不同
事證來檢視學理的應用潛力，同時直接回應該課程擬培養的素養內涵以及欲達
成之核心能力。
本計畫課群的主要授課對象為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成立的第
一屆學生、該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除此也鼓勵本系碩士班以及土木與環境工
程學系大學三年級以上學生來選讀本計畫之課程。課群架構是以材料工法、物
理環境技術與結構安全三種面向作為基礎訓練課程的問題探索切入點，上學期
包括「臺灣建築史」、「低碳居住環境永續技術」、「房屋結構設計」；下學期
以「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及「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1）」作為
綜合展現本計畫學習成果的實務設計操作平臺，引領學生從不同的領域共同探
討今日居住環境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扭轉的力量。其中，「臺灣建築史」旨在使
學生瞭解臺灣近代的人文薈萃、建築型式和材料發展；「低碳居住環境永續技
術」旨在引導學生瞭解城鄉環境的氣候影響問題，共同創造永續的綠色新世
界；「房屋結構設計」提供學生未來從事房屋結構設計相關工作所需之基本知
識與概念。
「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及「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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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計畫團隊教師之授課情形與專業領域（共時授課以 * 記號表示）

則結合上述三門課程的基礎知識，訓練學生綜合人文、環境和技術的專業涵養
以探討並提出低碳永續居住環境的設計解決方案。課程架構關係圖如圖 1 所示。
授課

開課

教師

時程

授課對象
課程名稱
系所

年級

103 學年

創意設計與

大學部

上學期

建築學系

三年級

創意設計與

大學部

建築學系

三年級

廖硃岑

臺灣建築史 *
• 建築構法
• 臺灣建築史
• 建築技術史

103 學年

低碳居住環境

下學期

數位設計特論 *

土木與環境

大學部

工程學系

三年級以上

103 學年

土木與環境

大學部

上學期

工程學系

三年級以上

房屋結構設計 *

張惠雲

• 建築物保存
• 近代建築物修繕
• 建築物永續設計與實務

• 電腦輔助工程
• 地震工程
• 鋼結構

103 學年

圖 1 本計畫課程架構圖

專業領域

與廖硃岑共同授課 *

下學期

• 非破壞性檢測

二、 跨領域教師團隊之專長與組成

• 建築環境自然採光效能
103 學年

本課群教師廖硃岑、劉安平、張惠雲的專業領域如表 1 所示。

上學期

廖硃岑、劉安平與張惠雲分別在上學期教授「臺灣建築史」、「低碳居住環
境永續技術」、「房屋結構設計」。下學期「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由廖

創意設計與

碩士一般生

建築學系

與碩士在職

研究所

專班一年級

分析
低碳居住環境
永續技術

從不同角度來思考自然資源枯竭的問題。

與經濟分析
• 建築品質管理系統與應用
• 設施管理與維護

劉安平

• 建築物能源查核技術與

硃岑及張惠雲共同授課，而「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1）」由劉安平授課。
藉由這樣從基礎知識到綜合能力的操作，不僅精緻化我們的教學設計，也有助

• 建築節能整體效益評估

應用
103 學年
下學期

創意設計與

碩士一般生

低碳居住環境

建築學系

與碩士在職

數位設計特論

研究所

專班一年級

（1）

• 建築生命週期成本估算
的理論與應用
• 太陽光、熱、電與建築
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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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科際問題之擇定
							

1. 建築和土木教育的盲點
「建築設計」是建築人在大學養成教育裡最為重要的課程，然而今日的建
築教育，往往過分強調設計的涵構而忽略與其他專業課程的橫向連結。專業課
程包括建築歷史、建築構造與施工、建築設備與建築結構。特別是建築結構的
課程，在土木系才能學到更具深度的建築結構計算，建築系通常只提供簡單的
力學原理知識。傳統建築課程架構下，建築社會新鮮人通常徒具有設計發想能

						

圖 2 紙磚設計模型示意（1）
溫勖惠等同學作品

力與繪圖技巧，而不知融合對人文歷史的關懷、材料和施工方法的認知、設備
環境的敏感度於設計中，更遑論對建築結構根本是一竅不通，反之土木系的養
成教育裡普遍缺乏對設計美學的涵養。結構技師不懂設計，建築師不懂結構，
造成現今建築業界上很普遍且嚴重的衝突現象。
2. 建築和土木的跨科際教育
為了改善現今建築與土木教育中的盲點，減少建築師與結構技師在施工現

							
						
						

圖 3 紙磚設計模型示意（2）
黃麗庭等同學作品

場的對立，本團隊利用執行教育部計畫的機會整合本校建築與土木的重點課
程。本計畫名稱為「居住環境的再生與永續設計」，計畫目標是希望身為建築
和土木人在面對自然資源枯竭的狀況時，能夠發揮自己所學以解決都市問題。
都市裡老舊的建築物造成閒置空間的數量日益增加，希望藉此計畫讓學生可以
盡一己之力有效地再利用這些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方法除了透過設計手法，亦
期望融入人文、技術和環境的專業素養，開發出新的永續設計方法。本計畫在
上下學期分別規劃「再生建築材料—紙磚實作專題」和「橋頭糖廠日式倉庫舊
建築物再利用設計」以期達成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群之目的。

3. 如何實踐「居住環境的再生與永續設計」
（1）再生建築材料─紙磚實作專題
a.

設計發想
「再生建築材料—紙磚實作專題」在上學期進行紙磚牆設計規劃構

想評圖以及紙磚製作；在下學期進行實際紙磚牆的砌築。紙磚牆實作
專題的規劃，是希望結合上學期「臺灣建築史」的社會人文與材料工
法、「房屋結構設計」的結構技術，以及「低碳居住環境永續技術」的
建築物理環境知識，探究當老舊建築物再利用使具新的使用機能，並加
入新的隔間牆後，如何能保有歷史涵構和材料特性，並且不破壞原有建
築物結構系統和通風採光。圖 4 和圖 5 可以見到上學期修課同學在既有
舊建築物入口處加設紙磚牆的 3D 模擬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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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報紙廢材所開發出來的紙磚牆是本團隊希望給學生實作的第一
個跨科際具體方案。從紙磚實作專題分組討論中，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大學部學生發揮創意及設計構想，加以碩士及在職專班學生於實務上之
經驗，輔以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大學部學生的結構專業，促使不同背景
的學生從不同角度討論相同問題，進而提出設計及解決問題之對策。

b. 實際砌築
紙磚牆在下學期「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課程，將實際砌築
於校園內的木構造建築。選擇木構造建築也是為因應戰前的老舊建築物
多為木構造。紙磚實作的具體方案讓課程學習轉變成為實質的應用科
學，使學生面對現實環境有更佳的觀察力和自我創造的能力，藉以突破
在傳統建築教育課程中所缺乏之獨立思考和跨領域思維。學生在過程中
享有相當靈活自由的思辯能力，各組分組討論後，配合設計發明了不同
尺寸及補強方式（如圖 6 至圖 9 所示）、材料（例如果殼、稻穗、玉米
花穗等），並測試不同配比的材料試驗（如圖 10 及圖 11 所示）。由學生
上學期的期末成果審查可明顯看出學生在討論過程中彼此互相學習，接
受來自不同專業之思維模式，與過去傳統式教學大有不同。

圖 4 紙磚設計與基地關聯性透視圖

陳銘鵬同學作品（紙磚牆為位於入口斜坡旁具山牆和斗拱之構造物）

圖 5 紙磚設計與基地關聯性透視圖
陳銘鵬同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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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紙磚設計補強簡報（2）
陳銘鵬等同學作品

圖 7 紙磚設計尺寸簡報（2）
陳銘鵬等同學作品

圖 10 紙磚設計材料測試簡報（1）
溫勖惠等同學作品

圖 8 紙磚設計補強簡報（1）
陳銘鵬等同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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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橋頭糖廠改造前照片

圖 11 學生紙磚設計材料測試簡報（2）
溫勖惠等同學作品

（2）橋頭糖廠日式倉庫舊建築物再利用設計
本團隊給學生實作的第二個跨科際具體方案在下學期，實作內容是「橋
頭糖廠日式倉庫舊建築物再利用設計」。延續上學期紙磚專題實作跨領域之概
念，讓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大學部學生和碩士及在職專班學生、土木與環境工
程學系大學部學生，透過課程直接發揮所學於實際閒置空間上。在「低碳居住
環境數位設計特論」課程裡，讓學生從建築物測繪和結構計算開始瞭解空間改
造前的歷史脈絡、材料工法，配合實際狀況改善老舊建築物空間並賦予其新的

圖 13 橋頭糖廠改造後再利用設計模型
黃麗庭與李晉泓同學作品

四、課群設計理念與規劃

生命。接著「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1）」的課程，則讓學生從物理環境
的角度模擬「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課程裡的設計。

本計畫教師群希望讓學生能從發現問題開始，進而學習永續居住環境的問

訓練學生操作設計的過程中，結合人文、技術和環境的專業知識，做出有
別於以往的建築物再生設計，藉由跨科際具體方案的學習，可讓學生放下本位
思考，深切理解建築和土木背景彼此專業從業人員的觀點，有助於其未來在業
界工作時，得以更容易整合複雜的建築設計工程，並面對更為複雜多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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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學生對課程選定重要問題的論述能力

雲（結構技術）共時授課，而「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1）」由劉安平（物

目前全球正面臨有限之自然資源逐漸枯竭的問題，如何合理使用資源已是
近年來各個專業領域熱烈討論的議題。從建築的觀點來看，一棟新建築的生

理環境）授課，讓兩系學生能操作實際案例，透過閒置空間再利用之案例，落
實學生在建築設計及土木工程技術上之整合性思考與表現。

產過程，從材料到施工都將耗用大量能源，同時也排放大量 CO2，產生許多高

本課群學生除「跨科際」及「跨領域」之外，與他校不同的是「跨年齡」。

污染問題。若不以新建的手法，而是使用再生的方法來延長一棟既有建築物的

在建築相關行業之中，設計與業界的接軌是建築教育中重要的一環，藉此計畫

生命週期，將可以有效的解決自然資源逐漸枯竭的問題。本課程預計從建築人

讓大學部學生體驗「面對真實的創造」。另外在這樣的教育方式下，可以減少

文、物理環境和工程技術的角度切入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居住環境低碳永續

「建築設計美學」與「土木工程結構技術」的偏頗現象，讓學生養成具論述力

課題，綜合探討如何延續居住環境中既有建築物的使用。以高雄橋頭糖廠舊建

與社會力的建築專業。

築物再利用設計，訓練大學部、碩士班及在職專班學生實際操作居住環境的再
生與永續設計。大學部學生從人文設計及結構技術之角度分組討論，學習如何
解決實際案例之問題；碩士班及在職專班則接手大學生之測繪圖及改造後設計
圖，進行數位模擬案例的環境分析，並對建築設計實務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2. 強化學生經由問題討論的過程而提出解決方法之團隊合作能力
「居住環境的再生與永續設計」希望能藉由本課群的精進經營、教師成長
團體的強化，促使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以及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學生能透過
「再生建築材料—紙磚實作專題」及「橋頭糖廠舊建築物再利用設計案例」分
組討論，進而帶動並提升橫向聯動的效果，作為未來精進兩系課程之參考。

3. 融入問題解決、研究學習、行動學習或實作等教學方法，藉以培養學生深
度的跨領域思維基本能力。
（1）推動課群讀書會
利用團隊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以及討論式學習法（discussion-based
learning），促使學生彼此組成小型讀書會，養成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習慣。
由課群教師指定書目或報告，打破班級建置，搭配每週課群上課內容，課後時
間則經營課群閱讀討論區，帶動學生閱讀與討論的風氣，達到融入問題解決以
及研究學習之目的。
（2）辦理講座

（1）教師成長團體的運作
舉辦定期聚會、小型講座、研討會或教學工作坊、規劃教學觀摩與社群交
流、辦理教學成果聯展。

課群內各課程依序辦理多場主題互補的系列講座，並由教師引領修課學生
積極參與活動，帶動學生主動討論議題的風氣，直接融入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
目標。以下學期為例，三場講座與課程之關聯性說明如下：

（2）修課學生的橫向聯動

a.

專題講座（1）：人與空間交織的有時城市──從老屋改造、空間經

本計畫課群的主要對象為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上學期

營談起。邀請臺南老屋欣力黃筱倩設計師，親臨分享老屋改造實際

的課程規劃旨在基礎知識的養成，並使學生瞭解課群擇定問題之間的關係；下

案例。希望學生從案例分析裡獲取橋頭糖廠舊倉庫改造設計的靈感。

學期的課程設計旨在訓練學生尋找三贏（歷史人文、物理環境和結構技術）的
統合解決方法。「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由廖硃岑（歷史人文）及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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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題講座（2）：Anachronic Architecture 時空錯置的建築。邀請淡
江大學建築學系漆志剛教授，親臨分享建築物如何保留舊有元素並
增加新的活力。希望學生從中瞭解建築物改造時所應保留與再造的
空間場所精神。
c.

（5）聯合成果發表會
課群內各課程學生在上學期結束時必須將課程指定作業及田野調查成果，
以成果摘要方式進行編輯後製，最後則以海報展覽的方式聯合發表；下學期
則是以設計圖面及實作模型方式呈現學生於居住環境再生與永續設計之學習成

專題講座（3）：日本住宅生產現狀與義築。邀請中華科技大學建築

果。公開發表學生的學習成果，不僅可提升學生自信，培養跨領域合作學習的

系謝秉銓教授，親臨分享日本老舊公寓改造經驗與臺灣義築的推動成

基本能力，亦可藉此分享給所有對此課題感興趣者。

效。希望學生可從中瞭解實作設計的精髓和社會設計的跨時代意義。
（3）學生田野調查心得交流

（6）學習成果手冊
修習本課群的每一位學生必須繳交成冊的學習成果手冊，真實記錄自己每

本課群的各課程將輔以田野調查，利用行動學習法（action learning）訓練

一週課程心得與讀書會導讀內容，以及指定作業和實作練習。學生可以從自己

學生從不同學門的角度切入問題核心，對居住環境做深刻探討。本課群也將善

的學習手冊裡看到個人從基礎理論、基礎實作、進階理論到進階實作的整年度

用教學平臺討論區以鼓勵學生打破班級建置，進行互動式的交流，藉此達到行

整體成長，老師也可以適時掌握學生狀況允以輔導或加強。學習成果手冊也會

動學習和實作之目的。

在聯合成果發表會裡展出。

（4）紙磚實作專題及橋頭糖廠日式建築宿舍改造設計
透過紙磚實作專題及橋頭糖廠日式倉庫改造設計將課群學生混合分組，落實
團隊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與討論式學習法（discussion-based learning）
。修
課學生能在分組討論中，發揮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大三學生創意，整合土木與環
境工程學系大三學生知識，適時輔以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碩專班實務技術，進而
培養學生跨領域思維之基本能力。
課程設計透過橋頭糖廠舊建築物改造設計，讓課群學生在課程中學習人文
和結構專業，回應誘導式建築設計，並利用軟體模擬的視覺化結果讓學生體驗
設計適用性，理解永續技術的知識與限制。最後，透過學習成果發表，公開橋
頭糖廠舊建築物改造前及改造後之數位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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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介紹

註：藍色標註部分為共時課程及週六校外參訪加開課程。
圖 15 第二學期課程各週進度示意圖

本課程研習的方式，以斷代分別從社會背景和建築型式兩方面作介紹，並
註：藍色標註部分為共時課程及週六校外參訪加開課程。
圖 14 第一學期課程各週進度示意圖

且與「房屋結構設計」共時上課，讓同學們可以更加設身處地瞭解不同年代環
境的建築發展。透過開發新材料的實際操作，帶領同學認識及探討臺灣建築史
觀、規劃適合臺灣發展的建築樣式和技術工法。
具體課程目標包含：

一、臺灣建築史
本課程為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必修課，課程內容介紹了
臺灣建築的發展歷史，教導學生從歷史背景看生活環境的生成，並使學生瞭
解建築技術的發展與變遷。藉由瞭解歷史，可以知道自然資源枯竭的原由與過
程，盼望可以鑑往知來，為未來環境之合理使用尋求解決對策。

1. 在知識面，學習者能夠藉由臺灣建築歷史的發展，進而主動探索其所隱含
的問題意識與內涵，最後能夠對未來臺灣建築走向之相關議題擁有自己獨
特的看法，並藉由共時上課，強化學生專業知能。
2. 在情意面，學習者能夠養成主動關懷及探究居住環境相關議題的積極正向
態度，進而展現理性、感性與行動等關懷能力，以增進學習者之人文素養、
文化反省、與創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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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技能面，學習者能夠建立對歷史與近代建築的鑑賞、解讀、分析判斷、

三、低碳居住環境永續技術

創造及反思能力；同時藉由這些獨立思考及創新能力養成，進而發展價值
邁入 21 世紀，都市化已是無法避免的發展趨勢。城市內的建築物，無論

抉擇與解決問題之策略。

是既有或新建，都將耗用大量的資源和能源，以提供居民健康、舒適及便利的
基本生活服務功能。其結果包含地球自然資源和化石能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對

二，房屋結構設計

都市氣候環境甚至是對全球氣候變遷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其中，來自城鄉建
本課程為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含以上）學生專業選修課，

築物的能源績效以及對居住空間的合理設計與使用，特別是如何能減緩那些存

提供學生未來從事「房屋結構設計」相關工作所需基本知識與概念。本課程首

在於居住環境中的環境不利因素的交互作用的規模、尺度與影響程度，是規劃

先闡述「房屋結構設計」已不再只侷限於地震力與颱風等環境負荷與影響之評

設計人員必須有的認知和應具備的最基本能力。

估，而是須將建築資材與能源之有效使用納入設計中。為鑑往知來，與「臺灣
建築史」共時上課，引導學生從歷史、人文與工程等多個面向，思考臺灣建築
技術本土化發展與自然資源合理使用之關聯性，並配合案例研究，進一步引導
學生探討工程設計對居住環境永續發展之可能影響。

為促成低碳居住環境設計對環境永續以及對人類健康福祉的貢獻，運用整
合性解決方法之重要性非常明顯，包括資源與能源耗用移轉以及氣候考量，例
如可重複再使用能源、老舊建築資源再利用、景觀節能、生態工法以及人類生
理或心理回應等，讓地球能永遠健康、有活力，共同創造永續的綠色新世界。

本課程「房屋結構設計」具體課程目標包含：

基於上述，本課程目標如下：

1. 在知識面，學生能夠瞭解「房屋結構設計」所需建築法規、房屋結構設計
與分析之原理；藉由共時上課、工程參觀與專題演講，引導學生思考「房

1. 提供學生有系統的居住環境低碳設計觀念及基本知識，使學生有能力審視
各種與居住環境永續發展相關的問題。

屋」所可能隱含的自然資源與能源使用問題，最後透過案例研究對臺灣未
2. 讓學生有能力提出與特定居住環境低碳議題相關的設計對策，將設計策略

來居住環境相關議題擁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2. 在情意面，學生能夠養成主動思考及發覺居住環境中自然資源與能源使用
等議題，進而展現理性、感性與行動等關懷能力，以增進學習者之人文素

或技術應用融入設計實務之中。
3. 消除學生對氣候、都市、建築、能源使用與空間設計間之低碳設計及永續
技術應用的迷思。

養、文化反省、與創造能力。
3. 在技能面，學生能夠認識結構非線性分析軟體 PISA3D 之功能，並瞭解
可將結構設計結果整合到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4. 讓學生瞭解在確保生活品質下，既有建築物整建或再使用（含古蹟或歷史
建築）之低碳設計可能性。

BIM），以完整評估房屋結構生命週期中地震損失、能源消耗與廢棄物等；

四、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大學部

藉由案例研究發展價值抉擇與解決問題之策略。

「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課程內容主要希望結合建築設計和結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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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低碳居住環境。經由模型實作來整合學生在人文和技術課程的學習，並表

參、學生學習成效

現在實際的橋頭糖廠日式倉庫舊建築物再利用設計，進而認知低碳建築設計的
可能性。藉由學生動手做的互動式與討論式學習，從實作體驗如何做出比較正
確的設計，辨識相關技術的潛力，提出對建築設計實務改善的具體作為。整體
而言，課程目標如下：

一、具體成效分析
1.

1. 訓練學生調查與測繪既有建築物。從調查過程瞭解建築物的歷史背景資
料。從測繪的過程觀察建築物的尺度、工法與結構。

從單一課程到課群
從單一課程到課群的課程原為平行線，藉由課群的橫向聯結，不但可以精

緻化我們的教學設計，也可以從不同角度思考未來居住環境的不同面向。而我

2. 訓練學生瞭解造型空間和結構的關聯性。以國際競賽抗震盃之基準，讓學

們所採用的相關課程，也正在形成一個網絡，或許可以提供人文社會科學院與
學校作參考，作為未來發展正式學程的模型。

生從做模型開始，檢討模型的效率比以及耐震評估。
3. 讓學生改造實際的閒置空間，創造永續的居住環境。以橋頭糖廠廢棄建築
物為實際案例進行設計改造。

2. 本課群相異於傳統教育的特點
藉由課群計畫，學生可以參加其他不同課程的講座、活動，多方面充實自

4. 砌築紙磚牆來引導學生操作比例 1 比 1 的實際再生設計。透過實務演練，

己對於居住環境再生與永續設計的認識。課群的討論與期末聯合成果發表更可
使學生彼此切磋琢磨，這都不是以往單一課程可以達到的效果。

體驗低碳永續設計技術的知識與限制。

前述所提「建築設計」是建築人在大學養成教育裡最為重要的課程，然而

五、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1）—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專班
「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1）」課程重點是動手做的互動式學習，經
由數位模擬環境的建構與應用，其視覺化結果讓學生能體驗設計適用性、永續
技術的知識與限制。換言之，是要經由軟體模擬的設計活動，讓學生由實作
中體驗正確的設計，辨識相關技術的迷思，提出對建築設計實務的具體改善建
議，並逐步建立設計者對居住環境績效評估數位模擬的能力。整體而言，課程
目標如下：

今日的建築教育裡，往往過份強調設計的涵構而忽略與其他專業課程的橫向連
結。本計畫為了改善現今建築與土木教育中的盲點，減少建築師與結構技師在
施工現場的對立，利用執行教育部計畫的機會整合本校建築與土木重點課程。
透過上學期及下學期的共同作業，「再生建築材料—紙磚實作專題」及「橋頭
糖廠日式建築宿舍改造設計」，將課群學生混合分組。藉由紙磚實作專題落
實團隊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與討論式學習法（discussion-based learning），並在分組討論中，培養學生跨領域思維之基本能力。
課程設計透過橋頭糖廠案例舊建築物改造設計讓課群學生在課程中學習風

1. 讓學生熟悉低碳建築設計的數位模擬與評估工具。

土材料和結構專業，並回應誘導式建築設計，配合動手做的互動式學習，經由

2. 讓學生能系統化瞭解誘導式建築設計的基礎知識。

數位模擬環境的建構與應用，利用軟體模擬的視覺化結果讓學生能體驗設計適

3. 經案例分析讓學生認知低碳建築設計被落實的可行性與其相關問題。

用性、永續技術的知識與限制，最後透過成果發表，展示橋頭糖廠舊建築物改

4. 提供學生低碳建築設計與構造材料相關之工作界面整合知識。

造前及改造後之數位模擬結果。紙磚實作專題及橋頭糖廠日式建築宿舍改造設
計分組方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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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學習成效評估表（Rubrics）/ 學生評分

程度
項目

需加強
★

普通
★★★

滿意

創意發想能力

無法清楚描述創

列舉出創意發想之

創意發想之概

30%

意發想之概念

概念

念融入運用

配分

0 ～ 10

11 ～ 20

21 ～ 30

文化與藝術知識能力
10%

0～3

整合與應用能力
30%

何整合與應用之

0 ～ 10

環境友善設計能力
15%

無法清楚描述如
何環境友善設計
之概念

列舉出文化與藝術
知識
3～6
列舉出整合與應用
能力
11 ～ 20
列舉出環境友善設
計能力

配分

0～5

5～9

全球化融合能力

無法清楚描述全

列舉出全球化融合

15%

球融合之概念

能力

配分

0～5

5～9

分數

文化與藝術知
識之概念融入
運用
6 ～ 10
整合與應用能
力之概念融入
運用
21 ～ 30
環境友善設計
能力之概念融
入運用
10 ～ 15
全球化融合能
力之概念融入
運用
10 ～ 15

（3） 本計畫的分數評定方式參考本校與本系的核心能力，希望可以成為校內
典範課程的參考。實際評分是由三門課程教師依據學生表現進行評分。
由於老師們評分與學生之認知可能在現實狀況中會有落差，因此本計畫

（1） 臺灣建築史學前、學後知識評量：進步人次佔 70%，退步人次佔 20%
（2） 學生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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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清楚描述如
概念

配分

3. 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回饋

化與藝術知識之
概念

配分

圖 16 紙磚實作專題及橋頭糖廠日式建築宿舍改造設計分組說明圖

無法清楚描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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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學生透過「再生建築材料—紙磚實作專題」及「橋頭糖廠日式建築宿

肆、觀察與建議

舍改造設計」，從建築文化、環境與技術的角度建立完整的史觀，並且思考未
來建築永續發展的可能性，並經由教師們的課程引導學生進一步發現「房屋」
所可能隱含的自然資源與能源使用問題，進而熟悉各種不同的都市及建築低碳

在執行計畫過程中各層面之困難與挑戰分為制度面及教學面，其詳細
說明如下：

設計基礎知識、技術理論依據、應用效果或可行性評估方法，提出可實現低碳

一、制度面

居住環境理想的可行設計對策。

就學校的制度面上來談論關於共時授課的機制以及校內制度，其實在本校

二、計畫執行前後，學生有怎樣的改變：

過去的課程中，除了校級行政單位辦理的演講及講座外，不同院所共時授課的
1. 執行前

教學方式並不常見。因此本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將共時教學和共同授課作為主

學生原本的學習動機與涵養不夠充足，在專業知能上雖有基本知識，但不
夠紥實。在團體合作能力部分，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研究所和大學部與土木與
環境工程學系的大學部學生未曾共同進行課程，而缺乏交流。大學部的學生因
未曾涉略工作，僅有書本上及授課上之基礎知識，在計畫執行前無法明顯看出
學生能力。

要的教學理念與能量，希望可以為學校及兩院兩系樹立一種教學典範，帶動兩
院兩系教師投入優質課程的永續經營。此外，在鼓勵教師投入計畫之獎勵機制
上，目前本校只針對產學合作績優之專任教師、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績優之學
術教學單位及優秀年輕學者方有相關獎勵機制，因此在執行計畫過程中，教師
群並未因為共時上課之辛勞付出而得到鐘點或其他獎勵。
例如下學期開設之 3 學分「低碳居住環境數位設計特論」課程，是由兩位

2. 執行後

計畫執行老師共時授課，在學校制度面上兩位老師「平分」該課學分數，但

透過課群討論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涵養，並舉辦講座活動以及校外

實際上課狀況為兩位老師共同上 3 個小時的課程，且為讓課群學生能學習更

參訪培養紮實的專業知識。在團體合作能力部分，藉由紙磚實作專題強化學生

多，課群教師們更是不惜捨棄週末時間陪同學生進行參觀（訪）。期待未來學

經由問題討論過程提出解決方法之團隊合作能力，讓學生彼此融入問題解決及

校在制度面上能提供更多誘因，讓投注大量心力開發創新課程之教師群獲得

實作學習，達到培養學生深度的跨領域思維之能力。且透過生動活潑的實作訓

應得鼓勵與獎賞。

練，學生展現出有別於其他課程的積極與活力。
本計畫推薦學生積極參與 SHS 總計畫辦公室精心規劃之「大學大革命—跨
科際短講系列培力工作坊暨競賽活動」，授課學生積極且熱烈參與短講活動，
從培訓過程及徵文比賽中學習簡報技巧以及口語表達能力。

二、教學面
本課群學生從人文社會科學院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專業跨及工學院土木與
環境工程學系專業，年齡層從大學部（22 歲）跨及碩士生與碩士在職專生（平
均約 40～ 50 歲）。人文社會科學院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專業範圍在於建築之設
計、歷史和環境，工學院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專業範圍在於建築結構技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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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生與碩士在職專生專業範圍在於室內設計和建築工程實務上之經驗。在計
畫操作過程中，由於課群學生專業領域分歧，在分組討論過程中，在非預期下
也產生許多衝突和磨練，幸好最後不同系所及不同年齡的同學們能欣賞彼此優
點並整合知識與專業，和平地共同進行紙磚牆設計和製作，以及橋頭糖廠舊建
築再利用設計，對於授課老師及學生們來說都是難忘且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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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堅毅沉靜的廖硃岑老師與團隊教師認真執行其「居住環

必修課，應如何使它們重新結合起來？第一步可以透過建築史案例進行討

境的再生與永續設計」計畫，除卻課堂時間，亦甘心樂意地

論；第二步則是實作，惟此實作為模型；第三步則為實體之再利用，此屬

奉獻課堂外之時間，帶領學生進行學習和試驗，化波折為不

創新之階段。若能透過案例、模型之實作及創新再利用，則此三門課將不

斷嘗試創新之動力。

再只是傳統課程之組合而是有機之連結。

本課群以建築與土木工程背景為主之師資進行跨領域教學，此二領
域關聯密切，透過實作培養學生更深切之相關跨領域知識，深具細緻化
學生專業能力之意涵。若能在課程中多安排人文、社會領域相關學者或
專家參與共時授課或討論，強化學生人文與社會所帶來之衝擊和解決議
題之探索，將更有助於學生跨領域之學習。紙磚實作課程對學生有一定
之難度，並且可藉由思考、合作與練習克服困難，有其價值。更期待此
團隊能再強化此實作與課程之理論連結，啟發學生更認識建築跟土地之
關係，更清楚闡明理論與實作間之問題解決學習歷程運作邏輯。
對於跨科際課程，審查委員建議，應思考如何重新交結傳統之必修
課，激發切合真實現況之學習成效；此重新交結有三軸線，一是建築史
之軸線，且須延伸至當代建築，二是土木系之結構，三則是環境軸線，
蓋此計畫之主題為探討居住環境再生與永續設計。此三軸線皆有傳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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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藝醫共學的藝術教育與社會實踐行旅
Co-learning in Arts and Medical Science: Arts Educ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恩斯特（Richard Ernst）在其一篇討論大學社會責任的
文章中談到：
唯有在藝術、人文與科學的融合當中，我們才能發現這是人類所有
智慧的真實根源。智慧經常是在靈光閃現之間，我們在瞬間即逝的剎那

張中煖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教授兼副校長
藝醫共學―藝術人才社會實踐先導計畫 計畫主持人
吳玉鈴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
藝醫共學―藝術人才社會實踐先導計畫 協同主持人

曾淑娜 / 藝醫共學―藝術人才社會實踐先導計畫 計畫助理
吳美萱 / 藝醫共學―藝術人才社會實踐先導計畫 計畫助理

間感知到那光啟所蘊涵，進而引領我們跟隨著進入更深的探索與發現。
這激發性的心智經驗（mental experiences）早已大量存在於人類所有的
藝術、宗教與科學活動當中。（Ernst 2000：127）
「藝醫共學」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陽明大學幾位老師合作，希望透過社
會真實問題解決的行動學習與探究歷程，融合藝術與醫學，尋回以人為本的專
業關懷，同時培養跨科際視野、勇於承擔社會責任人才的課程教學實踐行動。
計畫緣起於教育部 2012 年推動的「SHS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其目
的之一在支持大學發展「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而基於對藝術專業教育
跨科際發展必要性的認同，且願意以更開放的想像面對藝術專業教育的變革、
開創多元的藝術專業路徑，於是，在計畫團隊五位老師們的努力下，抱持著在
行動中學習的決心，開啟為期三年的跨科際課程教學發展行動。
藝術作為一種表達媒介，是創作者轉換個人意識、知覺與感受的映現，也
是提升覺察、表達生活中複雜情感的重要方法，同時也是再現社會議題、說明
真實世界問題的一種研究方法與途徑。對於參與計畫的師生而言，藝醫計畫是
嘗試融合創作、教學與社會實踐的行動學習歷程，如何跨越並整合藝術、醫學
這兩個當代社會光譜兩端的專業世界與知識視野，共同透過課程參與社會真實
議題對話與問題解決行動，是師生協力突破專業框限的重要行動經驗。
始於北藝大藝術專業教育課程改革可能性期待的藝醫共學計畫，第一年以
「身體覺知、文化覺省與生命覺行」為理念主題啟動課程規劃，歷經高達五十
場以上的會議、工作坊、教學觀摩、審查與諮詢等跨越校、內外及跨科際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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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對話。第二年進一步聚焦於「高齡長者照護」、「特殊教育兒童藝術統合學

在舞者養成教育過程中明顯可見重技術、輕學術，身體的訓練凌駕

習」兩大議題作為跨科際課程與教學發展的行動根基，且更名為「藝醫共學：

身體的教育之情形。因此，許多訓練有素的舞者在舞臺上常常看不到真

藝術人才社會實踐先導計畫」，正式啟動我們以藝術為方法介入高齡長者照護

誠個性與自我特質的展現，也常因為沒有或是不懂得好好照顧自己的身

與特殊兒童教育的社會實踐行動。

體，而提早結束了舞蹈生涯。
（張中煖 2015：31）
事實上，來自生活與生命的體驗和歷練，是藝術性得以展現及深化的重要

貳、開展藝術專業的跨科際學習路徑

關鍵。因此，師生共同檢視、面對當前藝術專業教育過度重視身體技藝訓練的

高教學術專業社群過度專業分化的現象存在已久，自 1960 年代開始，無
論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許多學者對於此一現象紛紛提出反思，對於既有學術
分科主導大學教育體制，使得知識分裂成為片段的現象有所批判，積極改變日
趨片斷化的研究與教學已成為有識者的共同關懷。隨著全球化與資訊化社會變
遷加劇，因應日益複雜的人類社會問題，跨科際成為近年學術研究發展重要趨
勢，尤其受到社會、教育、醫療照護與環境永續發展等領域研究者重視，認為
跨科際研究與知識建構是解決人類社會重大議題的必要出路，同時也是改變現
代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困境的重要行動。相較於以單一學科為基礎、過度分化

框限性、反思藝術專業看待身體方式的有限性，轉而積極思考並以行動創造藝
術展演創作者與他者、與真實社會議題之間的連結，是我們選擇積極投入藝醫
共學課程計畫發展的初衷。適逢教育部推動「 SHS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
計畫」，對北藝大而言是一個嘗試發展藝術本位的跨科際教育與社會實踐的契
機。對參與計畫的教師團隊而言，我們深刻體察的是，面對未來社會劇烈的變
遷，藝術專業教育必須更積極參與各專業學術社群之間的對話與合作行動，藝
術人才的跨科際社會實踐，不僅可以更加豐厚藝術人才培育所需的養分，同
時，也將為臺灣社會各項重大問題的解決帶來深具動能的創新能量。

及簡化問題複雜性的知識生產方式，跨科際性研究正視、強調真實世界問題的
複雜性、反對去脈絡化的知識生產、重視價值選擇與社會正義、強調溝通與行
動導向等特色。因此，面對人類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永續發展等各項重大議
題，跨科際研究蔚為學術發展風潮（吳玉鈴 2015a：43-45）。

參、以身體知識探究為本、以藝術為方法的社會實踐課程規劃
藝醫共學計畫是一個歷時三年的課程、教學與學習行動歷程，整體計畫規
模與課程結構、內容是在不斷蛻變的歷程中演進。本文的寫作，主要是以計畫

同樣的，對於獨立設校的北藝大而言，藝術領域也因為體制上不斷追求專

第二至三年的期間為主，由北藝大五位分別專長舞蹈、戲劇、視覺及藝術教育

業化的結果，不斷限縮音樂、舞蹈、美術、戲劇等不同藝術表現形式之間跨域

的教師攜手，協同陽明大學復健醫學、公共衛生等醫療照護專門領域教師組成

整合的可能性；不僅難以培養跨領域創作、研究或實務方案開創能力的藝術

團隊，分別以臺北三峽榮譽國民之家、關渡國小資源教室為主要合作場域，共

工作者，藝術與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科技等不同學術專業領域之間連結更

創並深耕以身體知識探究為本、以藝術表達為方法的五門課程，包含舞蹈學院

形有限，發展跨科際合作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除此之外，當前藝術專業教

王雲幼老師所開設「動作分析研究」、「身體覺察研究」，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

育過度重視技術或身體技藝的專殊化學習取向，無形中也工具化了表演者的身

所容淑華老師開設「藝術方法學」、以及吳岱融老師開設「身體景觀」及「藝

體。以北藝大舞蹈學院的經驗為例：

術創作與身體知識」共五門課程，為藝術專業教育創新帶出許多珍貴的行動經
驗。課程之間的結構關係，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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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作分析研究」與「身體覺察研究」課程：整合動作分析與身心學
知能，發展高齡照護方案
「動作分析研究」為舞蹈學院王雲幼老師所開設，是舞蹈專業學習者必修
基礎課程，也是表演藝術及視覺藝術創作者深化表演與創作知能的重要科目。
除此之外，更可應用於檢視個體的自我內在情緒、記憶與健康狀態，以及人
與人、人與環境之間關係的觀察研究。「動作分析研究」主要以拉邦動作分析
（Laban Movement Analysis；LMA）理論為核心，針對人類行為身體（Body）
、
動作質地（Effort）、人體塑型（Shape）、空間和諧學（Space Harmony）四大
分析理論進行對人類行為的探討，藉由對動作質地的科學性剖析，瞭解人類動
作的功能性與表現性，探究動作背後的動機與心理狀態，有助於提升舞蹈與表

圖 1 計畫第三年（103 學年度）課群課程架構圖

演藝術專業學習者對於身體動作觀察與分析的能力，對於表演、編創、評論或

整體課群以身體研究為中心，挑戰身心二元對立的認識框架，以尋回身體
主體的中心性為課程發展理念，引導學習者透過拉邦動作分析、身體現象學、
身體社會學、藝術方法學及解剖學、人文醫學、認知科學與心理治療等多元身

是教學專業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此外，更廣泛應用於心理學、社會學、人類
學、犯罪研究、舞蹈與運動傷害、幼兒發展、企業管理、精神病患治療等學術
研究與實務範圍（王雲幼 2015：59-63）。

體知識觀點的理論閱讀，結合行動實作課程的規劃，系統性地引導修課學生透

作為課群基礎課程，為引導學生發展高齡照護與兒童特教方案，除了講

過問題解決與跨科際領域社群學習行動歷程，以行動學習場域對象為主體，以

授、討論與體驗實作 LMA 相關主題，更在藝醫計畫核心成員陽明大學公衛所任

藝術作為媒介、協助參與者透過藝術表達自我、透過身體學習與認識世界，實

一安老師與本校師培中心吳玉鈴老師協同下，引導學生從醫療與身體社會學角

踐「透過身體與藝術的學習為生命增能」的目標；藉由美學體驗歷程為不同社

度，融入身體文化、身體社會學與老人預防醫學等跨學科領域的身體知識觀點，

會處境的生命增能，也透過創作 / 教學 / 研究的跨科際行動歷程為自我與藝術

輔以真實生命場域的老人安養中心與特教兒童機構參訪、引導學生融合所學知

專業增能。

識，發展藝術跨域實作行動學習。另外，在引導學生發展行動實作方案的教學目

除以「身體」為共同主題，於行動學習議題與場域則共同聚焦「高齡身心
照護」與「特殊教育兒童藝術統合學習」這兩大真實社會需求問題。由於高
齡照護與兒童特教長期以來就是醫療照護、教育與社會福利等相關專業著力甚

標設定上，著重於讓學生能夠選定對象與議題、蒐集閱讀相關文獻、進行田野調
查以及運用動作分析理論針對對象的身體動作特質、身心動作復健或發展需求完
成分析，方案的實作目標則設定於後續進階的「身體覺察研究」課程。

深的實務場域。透過藝醫計畫，我們希望能引進藝術方法與藝術教育資源與醫

「身體覺察研究」延續「動作分析研究」課程，根據基礎人體及身體動力

師、特教老師、心理治療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等多元專業實務工

學概念，以科學知識輔助徹底瞭解動作行為之啟動及身體作為表演與日常生活

作者共同形構跨科際共學社群，以藝術作為媒介，一起為實務工作開展新路。

表達工具之最佳方法，瞭解身體肌肉、韌帶、骨骼結構與舞蹈、人類行為之
間人體神經傳達之關係。本課程協同王雲幼老師及陽明大學物理治療暨輔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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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學系施怡芬老師共時授課，介紹身體解剖、舞蹈動力學及各種健身與身心重

A/R/T 社群的成員們同時以藝術家、研究者和教師（artist/researcher/

整法派別。課程以太極導引、皮拉提斯（Pilates）、亞歷山大技巧（Alexander

teacher）的身分自居，可以是一個人多重身份，也可以是一個社群裡包

Technique ）、芭蒂尼芙身體基礎學（ Bartinieff Fundamental ）、身心整合學

含藝術家、研究者、教師。在實踐過程中，彼此的關係游移於此三者

（Body-Mind Centering）及意象學（Ideokinesis）等理論為知識基礎，引領學生

的「中間地帶（in-between spaces）
」漸漸混和不同的主體與知識，不斷

整合所學知能，針對表演藝術工作者、樂齡長者等群體的身心照護需求，規劃

地改變，由其所觸發的交流與對話，形成多元面向的新視野與新觀點。

動作方案。由施怡芬老師教授高齡者身心支持方案所需知能，協助強化運動與

A/R/T 成為一種過渡於「中間過程」的方法論。始於藝術家、研究

老化關係、提供運動治療科學等醫學實證知識，深化學生身體動作、身心復健

者、教師在創意實踐工作中持續探究，並分享回應探究的過程與結果。

與舞蹈療育之間的跨專業科際知能（王雲幼 2015：59-60）。

A/R/T 是一個混合的、實踐性的研究形式，在其中研究者與參與者是合
作的社群。A/R/T 是跨域的，如舞者、教師、戲劇工作者等一起合作成

二、「藝術方法學」課程：整合身體知識與多元藝術形式，開展特教兒童
藝術統合教育
「藝術方法學」為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容淑華老師所開設， 102 學年度
協同舞蹈研究所張中煖老師共時授課，豐富舞蹈與身體的教學元素；103 學年

為藝術家 / 研究者 / 教師的探索團隊，帶進彼此的關心、好奇與動機，
透過情境關係與實踐行動的美感探究，解構認知主體與對象的關係，導
向更具深刻理解與創造性的行動，重新建構新作品。本研究取其意義內
涵，將之命名為「藝術方法學」。

度則由專長心理諮商與表演藝術的林茹鴻心理師加入。「以身體為本的藝術學

因此，課程主要引導修課研究生，以同時具備藝術創作者、研究者和教學

習活動如何可以有助於資源教室特教孩子的學習與發展」是課程探究的核心議

者（artist/researcher/teacher ）三種不同主體角色位置的學習觀點，透過創作

題。因此，課程規劃主要以藝術方法學（A/R/Tography）為核心，整合身體現

藝術教育方案、教學實作與研究，觸發三種角色之間的交流、對話與藝術教

象學及兒童發展與遊戲治療等心理學理論觀點，統整音樂、舞蹈、美術、戲劇

育知識的生產。行動實作方面，在關渡國小資源班三位特教老師的支持、協同

等多元藝術表達形式，希望透過藝術統合教學的方式，強化孩童們的學習專注

下，統整運用戲劇、舞蹈、美術、音樂等多元藝術形式發展具高度互動性的

力、對於自我、他人和環境的覺察力，以及問題解決的行動力，藉以引導特教

兒童特教方案。進入關渡國小有 10 週課程，每一次 150 分鐘，分四個部分進

孩子們自我表達與學習（容淑華 2015：80-84）。

行：（一）40 分鐘的藝術統合教學活動；（二）課後討論與對談，教學與研究

此外，這門課程透過特教教學方案的發展與實踐，也希望引導研究生學習
成為具有跨科際問題解決能力的創作者與教學者，所有參與師生都是合作學習
社群的夥伴，在教與學的過程中相互提醒，彼此學習，互動共學、相互聆聽、
對話與溝通，透過教學實踐的行動研究歷程，體現藝術方法學的理念，如開課

團隊的成員針對教學現場的現象進行想法的交流與實務經驗的分享、省思、分
享，彼此交換意見；（三）研究生負責導讀指定相關文獻，並引導其他同學提
問與討論；（四）由授課老師回應及總結相關理論與觀點。（容淑華 2015：82）
融合創作 / 教學 / 研究於一體的藝術方法學，是跨科際教育與研究的重要
方法，創作 / 教學 / 研究互為主體的行動歷程，讓藝術創作因為身體經驗的出

老師容淑華所說（2015：82）：

發，豐富了實踐成效的反思。北藝大團隊所希望的是，能夠在特教兒童進入學
校資源教室系統最開始的六年間，透過藝術表達作為方法，超越「疾病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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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的框架，為孩子們找尋更多元的自我表達與學習方法。為期兩年的課程

生產。以 102-2 學期的課程為例，主要從三大主題相關的文本閱讀出發（吳岱

實踐經驗，北藝團隊所見證的不僅是開課教師（容淑華 2015；林茹鴻 2015）、

融 2015：111）：

研究生（張淑敏 2015；張譯心 2015）及關渡國小孩子們的改變，同時，參與

「哲學的身體」主要從 Maurice Merleau-Ponty 的身體現象學出發，探

教學協作的三位關渡國小老師也因此看見藝術為特教孩子所可能開啟的希望之

討哲學家如何反駁機械論的謬誤，並提出身體知覺與經驗如何成為我們

窗。老師們在反思參與協同教學歷程時也表示：發現孩子們過去從未表現過的

理解與認識世界的途徑；「醫學的身體」則邀請臺灣藝術治療學會理事

一面；在課室中看到本來相處不融洽的同學，可以一起合作或互相讚美，這樣

長江學瀅，進行為期三週的「藝術如何統整生命：藝術治療工作坊」，

的情景令他們感動（吳詩盈，2015；黎思敏，2015）。

工作坊中針對田野合作對象 2 的高齡社群，以 Erik Homburger Erikson 的人
格理論說明該社群於此階段所面臨的生命統整議題，並探討藝術介入的

三、「身體景觀」、「藝術創作與身體知識」課程：身體經驗的知識體現
與藝術創作

可能實作方式，以及面對高齡長者的田野工作倫理；最後一個子題「再
現的身體」則除了從女性主義領域檢視身體現象學的侷限與不足之外，

「身體景觀」、「藝術創作與身體知識」1 由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吳岱融老

我們亦從 Iris Marion Young 的《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
，探

師所開設，修課學生主要來自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美術學系碩士班及藝術

討女性的身體經驗如懷孕、經痛、更年等可以如何被看待與詮釋，並從

跨域研究所。課程規劃理念主要源自現代學科過於強調「心」、「思」認識的反

身體內部經驗延伸至身體的外部經驗（服裝、醫療、家屋等），以期與

思，忽視身體經驗本身即為認知與學習的所在，對於身體經驗的覺察、感知等

田野合作對象的身體經驗有所連結。

具身性知識（Embodied knowledge）的討論相對有限；而藝術作為一門與身體
極為相關的學科，其對於身體經驗與知識的關注同樣有限。因此，兩門課程主
要是在帶領學生透過理論知識與創作實踐的行動學習與歷程反思；體察、感知
藝術創作與身體活現經驗之間的關係，理解創作歷程中身體的參與及身體經驗
的轉化（吳岱融 2015：108-109）。

「身體景觀」這門課程自第二年起與位於三峽「臺北榮民之家」高齡韓戰
義士共同發展對話性藝術創作，是有效促成學生在行動中深度反思自我、藝術
創作、社會實踐與知識建構之間關係的教學方法。課程中經歷三次田野踏查，
教師藉由引導學生進入臺北榮家，不同專業系所同學兩兩一組，必須透過與歷
經韓戰的爺爺們對話，運用藝術的表達語彙於學期末共同完成創作；以藝術為

「身體景觀」課程主要從身體現象學的理論視角出發，並透過女性主義對

方法陪伴歷經戰亂流離的長者，透過共同創作統整、再現其獨特的身體經驗，

於現象學、現代醫學與社會文化理論的批判，進一步探討有關身體論述的知識

重新體現每位長者獨特的生命經驗與意義；統整韓戰反共義士的生命故事外，

1

「��景�」是�合本計畫發展的�開設課�，於 101-2 學期首度開設。102-2 學期
開課�，開�結合三�臺北��國民之家，發展���知識�������作為本

的社會實踐方�，103 學年度�，轉�發展為�課�「���作���知識」，��

「��景�」課�為��共學計畫課群所屬課�，�續���臺北�家為基�的��
�作社會實踐方�。本文�� 102-2 學期的課��學歷�為主�寫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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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臺北��國民之家（�稱臺北�家）為「��景�」課��行期末��實踐的

田野踏�場域，臺北�家收容 1954 年自�戰來臺的�共義士，根�臺北�家 2014

年的�計，目�現存�戰�共義士� 187 人，平�年� 88 歲，每年����當中。

2014 年���戰登�一甲子，�群不到�百人的�戰�共義士，於是成為�課同學
�行��實踐的合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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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期許修課同學所詮釋的因戰爭遷移而成的身體景觀，瞭解臺灣因歷史、地緣
發展而彼此聚合身體之間的緊密關係；此外，更期許年輕的藝術學習者能夠
因為與生命、歷史對話的創作實踐歷程，體察並重新認識藝術與身體經驗、身
體知識之間的親密關係，理解身體經驗與知識對於藝術創作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吳岱融，2015）。

教師與機構實務工作者而言，是對自我專業教學或服務框架的全新且嚴苛挑戰
（吳玉鈴 2015b：45-46）。
跨科際、複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計畫團隊教師、學生透過社群的共
學激盪，是我們面對所有難題、找尋解方的主要方法，也是計畫得以克服無數
困難，逐年不斷蓄積教學發展動能的關鍵。問題的解決方法自然地在持續的行
動與彼此的對話中不斷浮現。近三年的努力，學生確實開始突破藝術專業教育

肆、面對真實問題的行動反思與共學歷程

的邊界，進入到藝術人過去較少接近的社會場域與生命現場。以下就教師、學

「藝術與醫學如何可能合作發展課程？」這是計畫初始階段最常面對的提
問。課群發展歷程中，老師們必須面對自己、面對學生、面對各種不同學門領
域觀點的審查諮詢等各種不同立場的提問與期待，諸如：原屬藝、醫不同專業
的老師如何可以共同發展課程、進行協同或共時教學？如何能夠找到可行且能
永續發展的實踐場域及對象、能夠轉換自身課程與教學內容結構，並有效引導
學生透過問題解決的行動學習方式，應用、轉換所學、統整跨科際知識找到問
題解決策略？而從藝術本位來看，如何能轉變原有藝術專業課程的知識結構、

生的教學與學習行動實踐歷程進行簡要說明。

一、教師共學、共時授課為跨科際課程發展增能
教師交流、共學與共時授課是突破知識與課程過度分化框架的關鍵。對藝
醫共學計畫而言，教師共學、教師社群、共時授課等教師發展工作是一個在動
態對話中不斷深化的歷程，在計畫發展的不同階段，配合課程與教學的進展持
續為教師帶進課程教學發展所需的方向導引與資源。

教學內容與模式，使其能體現計畫所研訂的跨科際理念與共同議題？例如：
高齡長者的議題如何融入原本專為舞蹈專業研究生所規劃的「動作分析研究」

第一年規劃階段，為增進藝術、醫學領域教師對彼此專業更深入的認識，

課程？特別是對原本期待透過「動作分析」課程為自身舞蹈表演創作專業增能

我們籌辦許多研討活動，包含醫學系 PBL 教學觀摩、身體覺察工作坊、醫學

的學生而言，師生如何調適彼此對於教學與學習內容的轉換，又如何能在跨科

人文教育講座、教育劇場在醫護人文教學中的應用工作坊、檔案教學法觀摩等

際問題解決的行動中找出對自我、對高齡長者以及對於自身教學或表演專業

各式研討活動，透過共學、互動的歷程逐漸形成藝醫教師團隊的社群凝聚，除

具有增能意義的教學與學習策略？此外，「跨科際課程」不同於具高度延續性

了匯聚北藝大校內教師團隊也逐步連結陽明醫學、復健醫學、公共衛生醫學等

的「跨科際研究」，教學是一個涉及課程結構、學期教學進度、學生學習準備

不同專業領域的老師；同時，因為 SHS 總計畫的提案與成果審查、諮詢等計

度不一、學期學生修課結束但機構裡長者的需要、小孩的學習必須繼續等諸多

畫徵審機制，也進一步與各領域學者發展的對話，為課群發展帶來相當積極正

面向且相對複雜、彼此連動的結構性議題，其中，最重要的特點為，教師與實

面的影響，逐步促進人文、社會、醫學與科學各領域專家學者對於藝術專業教

務合作機構每一年面對的新選課學生都是「不具高齡或特教跨科際知能」，但

育的認識。第二年起隨著整體計畫調整目標，教師社群共學方向也更明確配合

具備深厚的舞蹈、視覺或是音樂表演創作專業能力的新選課學生。如何支持修

相關專業知識的跨科際研討，邀請專精高齡者照護及兒童特殊教育相關議題研

畢課程且投入行動實作的學生持續發展？又如何與協同教學發展的機構實務工

究學者，與團隊師生分享研究成果，或加入教學團隊。

作者，每學期從零開始帶領新修課學生延續方案？這對於參與共時授課的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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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師之間跨科際的課程發展與教學討論不僅止於課堂之外，同時也發生

二、書寫反思日誌體現 A/R/Tographer 的創作、研究與教學的學習歷程

在課堂之內。學校支持教師共時授課開課，是 SHS 補助計畫的必要前提，也
成為落實教師跨科際共學理念的重要機制。讓不同專業領域的兩位老師能夠全

透過投入高齡長者身心照護與資源教室特教兒童教學等社會參與的藝術創

程共同參與課堂教學，且不以均分方式核計教學時數，這是對勇於發展跨科際

作或教學實踐的學習歷程，讓同時具有創作者 / 研究者 / 教學者三種角色的研

創新課程教師最具體的支持，也是讓教師彼此學習對方專業，真正參與彼此課

究生學習者，在行動學習歷程中探究自我、反思藝術創作、建構跨科際問題解

程建構與教學發展，讓師生之間跨科際對話與知識發展完整體現於課堂，並且

決知能，是藝醫共學計畫課群具體的課程目標。因此，如何引導學習者透過自

能夠共同指導學生投入社會真實問題解決行動的重要策略。共時授課機制挑戰

我生活、學習、展演、創作及實地投入社會真實問題解決經驗的歷程，覺知、

了現行教師授課鐘點的核計方式，對於大學課程開設模式與教學文化的改變，

反思、建構概念並付諸行動，如此不斷循環的學習歷程，深入體察創作、理論

具有先導性意義。

知識、教學實踐三種不同認識途徑，進而能夠整合跨科際的知識與行動經驗，
逐步深化、豐厚自我知識、創作視野與參與社會問題解決的知能，是課程規劃

以每學年開設一學期，連續開課三年，由專研教育劇場的容淑華老師所開
設「藝術方法學」課程為例，這門因為計畫推動而開設的新課程，藉由共時
授課提供授課教師覺察課程執行的真正所需。課程第一年聚焦相關理論知識及
主題內容的教學建構，同時透過團隊教師、學生參訪、觀摩國內兒童藝術統合

教學策略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思考。據此，引導學生書寫日誌與記錄、反思學習
歷程是計畫所屬課程帶領學習者覺察自我藝術表達與創作經驗，進而轉換成為
藝術創作或教學實踐行動的方案、促成學習者在行動歷程中反思經驗與建構知
識的共同教學策略（吳玉鈴 2015a：121-126）。

治療、教育機構等活動，進一步確認第二年行動實作的對象、議題與場域，逐
步完善課程知識主題結構與教學方法。第二年課程融合身體現象學、藝術方法

以「身體景觀」這門課程為例，貫穿課程的「藝術家日誌（Artist

學、藝術教育及兒童心智發展等理論議題，完成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課程教學

Journal）」深具特色，日誌本身即是以身體經驗作為書寫與紀錄的藝術實踐，

架構規劃，同時，專研創意舞蹈教育的計畫持人張中煖老師加入共時授課，協

藝術家日誌除了幫助修課同學培養自律與觀察的藝術實踐慣習，也希望藉由身

助學生從舞蹈與身體表達的面向，深入認識以藝術為方法的教學與學習理論及

體經驗的週期性紀錄與轉化，探討身體如何感知世界、生產知識的經驗歷程。

實務應用知能。在與關渡國小資源教室三位老師第一次合作後，團隊因此更真

如開課教師吳岱融所說：

實的認識到醫療診斷與特殊教育主流思維的框架，也更清楚如何能透過「藝

藝術家日誌更可視為評量修課同學學習歷程，體現此一歷程中可見

術」作為一種方法，為特殊兒童的學校教育帶來更多元、更具積極意義的教

與不可見、可說與不可說的物質依據。⋯⋯透過至少每週一次的紀錄，

學。第三年開課時，為強化師生團隊對於特教兒童的輔導知能，容淑華老師因

側寫修課同學自身對於文本、日常，甚至期末藝術實踐的前置田野踏查

此邀請長期從事諮商與舞蹈創作的林茹鴻心理諮商師共時授課。擅長心理諮商

的行動與反思歷程。紀錄的前期，往往是修課同學試圖建立自身與藝術

及兒童心理學的林茹鴻老師，能夠有效協助教學團隊敏銳地觀察、發現學生的

家日誌之間對話關係的磨合，慢慢地，有些修課同學會順利地在日誌中

肢體語彙與創意，從專業心理治療的觀點融入，參與共學的師生獲益甚深，於

建立起自己與文本的對話關係，而有些修課同學，則從持續紀錄中發展

此，課程實施與特教專業、現場教學實務之間的嘗試與衝突，進一步也在三位

出期末藝術實踐的軸線。
（吳岱融 2015：112）

特教老師的專業教學中發酵，於自身教學活動中應用藝術方法，開啟特教系統
正規課程的另一蹊徑，「藝術方法學」課程的跨科際發展又往前推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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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引導學生藉由藝術家日誌的圖文記錄、反思與創作歷程，協助學習

到底家鄉是「去」還是「回」？當年的馬伯伯選擇「去」臺灣。在

者覺察自我日常生活與身體經驗，紀錄田野踏查中與長者對話歷程的觀察、感

交流、對話中我們發現，高齡八十二歲的馬伯伯對於戰爭的歷史經驗、

受與經驗，透過這樣不斷反覆自我對話與沉澱的歷程，進而逐步轉換、發展成

記憶，總能鉅細靡遺的描述，帶著我們去體驗那些烙印在身體記憶的細

為藝術創作或教學實踐行動的方案。以學生鄭夙雅為例，她在聆聽榮家伯伯口

節。但對於這樣的戰爭經驗描述，馬伯伯的情感始終保持一種距離；也

述身處戰俘營中的經驗之後，以圖文創作的方式，紀錄、呈現伯伯在戰俘營中

許是經驗過於恐怖而情感抽離，也許是身處戰爭遞嬗的缺縫，已有太多

的經驗，如圖 2：

人持有包裹各種善意的單一目的來訪：對活歷史的挖取。
而談到馬伯伯的家鄉―甘肅蘭州，故鄉的風景、飲食與生活之記
伯伯被關在戰俘營好久好久，四
周都是有高壓電的鐵絲。然而在
這嚴峻的環境中，裡頭生活意外
的多采多姿。
周日上教堂，平日打籃球，或玩
自製四川牌，賭洋菸。被囚禁的
身體總能 / 得自己找樂子。
（圖 / 文：鄭夙雅 藝教所）

憶，似乎能將馬伯伯帶回屬於「人」的狀態裡，一種活現的身體，具有能
動性的身體。原初構想以伯伯的戰爭經驗與生命歷程作為起始點，而計畫
在此轉向；詠幀和我決定擱置創傷記憶，返回與馬伯伯身體相關的日常。
再以另一門課「藝術方法學」為例，修課學生每週於關渡國小資源班規畫
設計教案，實施完成後必須書寫「教學工作日誌」
（artist-teacher journal）
。授課教
師容淑華引用「焦點討論法」
（Focused Conversation Method）的概念結構，引導
學習者分從客觀事實（Objective）
、感覺反映（Reﬂective）
、詮釋（Interpretive）
、
以及決定（Decisional）這四個不同層次，對於自我教學行動進行觀察、紀錄與
反思。茲以修課學生張譯心第二次進入關渡國小田野之後的工作日誌為例：

圖 2 紀錄臺北榮家田野踏查經驗的 Artist Journal

另一位修課學生謝婷婷（2015：77-78）則是以文字紀錄下與韓戰義士馬
伯伯的對話所帶來的震撼，透過藝術家日誌寫下了馬伯伯口述的歷史經驗與生
命記憶；並且，隨著學習歷程的推移，在持續記錄、書寫與自我內在反覆進行
對話的反思歷程中淬鍊出創作的方向：
「鐵絲網打開，放你出來。走那條是回大陸、走那條是回韓國，也
有回大陸，大部分的是去臺灣。好多年輕人想家，回家，那時候回去不
好過……。123 自由日就是這樣，我們是坐船，從仁川港到臺灣。很慢
坐了幾天。」
（訪談 2014/0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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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4/10（四）

今天我最受鼓舞的是，看到所有成員為了同一件事情投入。也觀察到
小笛由最初的防衛改變到說出自己正向回饋的歷程：起先對於活動和協助

主題：水、顏料小廚師

者採觀望和懷疑的態度，慢慢在活動過程中自然露出笑容。在淑敏提問時

本次主要的活動分為三個部分：節奏與顏料瓶傳遞（暖身活動）→小
廚師做料理（展開活動）→表達與分享（綜合活動）。以聲音作為暖身，
在拍手的過程中建立團體注意力及默契；展開活動不但兼具肢體動作的活
動和放鬆，小朋友在自由作畫的同時也經歷了揮灑的信心和樂趣；最後綜
合活動則在主教者淑敏的引導下彼此回饋與省思。
我這次主要接觸到的小朋友是小笛、小翔、小民、小瑀、小超、小茗
（以上均為化名），同組的夥伴則是佳君、婷婷、軒瑋、忻怡。在此次的活
動中，觀察到原先防衛較強的小笛和小翔對活動非常好奇投入，不但樂於
配合指令也增加了和同儕正向分享的互動；小超、小民、小茗專注於活動
氛圍中，並密切的觀察、關心同儕的情況；小瑀雖然較為安靜卻也難掩興
奮不時開心的笑。而我們這些大同學，則像是回到小時候玩耍的情境，和
小朋友一樣樂在其中，感受創作的奔放和遊戲的快樂。
顏料小廚師這堂課真的非常有趣且引導我思考了許多事。想起 4/1 下
午參加英國戲劇治療大師 DR. Sue Jennings 所帶領的工作坊，其中談到
「身體是學習事物的媒介，身體擁有記憶」、「藉由身體認知的世界」以及
「髒兮兮遊戲」的相關概念。我想這次的顏料小廚師課程，不但喚起大朋
友小朋友創作的信心和瘋狂的樂趣，更透過身體的活動記憶了藝術帶來的
內在感受和回應。在一個有限制的室內空間大搞髒兮兮，設計 / 教學者規
劃最合適的分組形式、移動位置，打破了形式上的限制並透過靈活的引導
成功的抓住每位參與者的好奇。參閱 DR. Sue Jennings 所著《創作性戲
劇在團體工作的應用》part2 實作技巧：玩與遊戲的篇章，提及：「『玩』
是自然發生或有計畫的、個人的或群體的，且經常涉及到一些動作⋯⋯這
些遊戲對於合作、設定限制、促進彈性與靈巧的移動是有益的。然而有些
人在學校有玩過不好玩的遊戲的印象，則這類型的活動可能會使他們焦
慮……對許多人而言，他們記憶中的遊戲是競爭活動，他們將會驚訝於竟
然有合作性的遊戲。」以上這段文字幫助我思考這堂課程的意義，回歸到
玩與遊戲的初衷，這個活動邀請每個不同基礎經驗的成員自在、自發的加
入，感受共同透過藝術創作與合作的成就感。

雖然沒有舉手，卻能夠小聲告訴我「覺得自己這一組的小廚師料理比較好
吃」、「顏料的軌跡像是髮菜」、「覺得活動好好玩」，最後在下課離開教
室前帶著靦腆的表情說了謝謝。相信這一堂課的體驗在他的心中產生了一
些微妙變化。
接下來我想繼續思考關於藝術教育活動中，關於玩（play）、遊戲
（game）、規則與打破規則的相關問題，以及這些關鍵字如何運作在藝術
教育的場域中。

計畫所屬每一門課程各自發展了型態各異的反思日誌書寫，縱然參與課程
的研究生學習者各自於不同場域進行藝術社會實踐，然每位書寫者於過程中分
享的歷程點滴，不約而同看見了他們對於自己身處實作現場時，對於「混亂」
的抗拒到接受的轉折。各門課程的日誌教學運用方式、成果細節與心得分享，
可進一步參見本計畫將於 2015 年 8 月出版的師生作品文集《起身共舞 ‧ 藝醫
同行：改變界域的藝術人》。課程中，學生們常常是不自覺地逐漸深化了自我
於不同角色間的學習，此刻，多元、開放的學習日誌，於引導學生回顧自我學
習歷程的位置上，扮演了精準的角色。檢視學習前後想法、觀念、態度或行為
等變化，根本上幫助了學生覺察自我角色的定位，無論是啟動身為藝術創作者
對身體經驗的感知能力抑或是切換至觀察角度成為研究者，練習身體文化的反
省能力，這些皆是身處教學現場的藝術教育工作者，與教學與創作行動的實踐
能力環環相扣的能量。

三、走入田野，真實面對生命的藝術教育實踐
師生在跨科際領域開創性課程行動中繼續摸索，不斷相互激發教學、學
習、創作、研究以及追尋自我與專業轉換的能量，我們深信也證明跨科際的合
作可以為藝術專業教育的未來帶進更多超越既定框架的轉換性動能，可以為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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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才培育目標帶來更多元、寬廣的經驗參照；更重要的，藝術人參與跨領域

觀課程的藝術實踐成為好朋友。而學生在走入田野後，分享為了完成藝術實踐

合作的社會問題解決行動，可以為問題解決策略的思考提供更多元的進路。

課程，從一開始勉強自己，到接受這個歷史文化、生命經驗及政治立場與自己

計畫推動的實質影響與效益，如今在三峽、關渡的老人安養中心、關渡國
小特教資源教室等場域，都可以看見藝醫的種子逐步生根、發芽。首先，關渡
國小的藝術統合教育方案已納入該校資源教室（現更名為潛能開發班）正規開
設課程；其次，三峽榮家的方案也持續發展中，不因 SHS 計畫結束而終止；
另外，在高齡長者身心照護方案的發展上，更是開枝散葉，曾經修習課程的學
生，為數不少在課程結束後持續投入相關方案，致力於拓展新的高齡者藝術教
育現場，如：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張淑敏結合自身十四年的小學教職
經驗，於臺北市文山區安養中心，發展高齡長者的藝術對話課程；同樣也是藝
教所的蔡佳君以活化老人身體知覺為目標，選定眷村改建的國宅為實作場域，
與社區住民合作，以創造性舞蹈結合傳統戲曲，發展社區教學教案；舞蹈研
究所教育主修研究生李忻怡連續擔任藝醫計畫兩門課程的教學助理，並長期於
臺北三峽榮家為平均年齡高達 85 歲以上數十位長者規劃創意肢體課程，深獲
機構肯定。更帶領一同發展課程的榮民伯伯們，在深具歷史意義的 123 自由日
共同演出，真實的跨越專業、發揮所長，創造互動的美感，後續也持續投入著
樂齡教案行動研究，撰寫學位論文，為藝術於社會實踐而努力投入；同樣是
舞蹈研究所研究生童沺莞，她近身貼近高齡長者生命，以「關渡天下知老人養
護所」為實作場域，持續回訪並在護理師的協助下，一同合作規劃創意肢體課
程，活化長者身心，行動並不因課程或是論文研究結束而終止。此外，舞蹈研
究所博士生黃淑蓮應用身心學與復健醫學的學理知識，於自身任教的臺南應用
科技大學舞蹈系作實際的教學應用，對於舞蹈教育的專業養成中，降低舞蹈傷
害與舞者照護，有實質教學與推廣效益。

截然不同的老者，去聽他在講什麼，反思了自身在平時生活、課堂之中所談的
「對話、溝通」，很多時候是徒有對話的形式，每個人發言背後帶著強烈價值判
斷，實際上根本沒有「聽」對方在講什麼。事實上，藝術創作對北藝大研究生
而言不是問題，但要親近平均年齡近 90 歲、陌生的老人家，進入對方生命記憶
並不容易。面對年歲相差一甲子、鄉音濃重、聽覺、視覺、身體動作和語言表
達能力退化的「老化身體與生命」，年輕、熱情、但對歷史感到遙遠、陌生、
甚至政治立場對立的學生而言，要能學會去慢慢聽懂、親近老人家，要能接納
自我與對象在家國認同上的距離或甚至衝突，要能在彼此對話的關係中發展創
作，這對同學們而言，在認知上構成極大挑戰。然而，歷經這段身體力行實踐
教學、創作的學習經驗，讓我們共同深刻地感知與省視所謂真正對話與跨域的
價值，而這也是藝醫計畫持續轉動、所能帶給我們自身與臺灣社會的重要養分。

四、互惠合作情誼
計畫推動以來，進入學校、老人安養中心、精神療養院等場域落實行動實
踐方案。從陌生到熟悉，向合作機構說明藝醫計畫源起與進入機構來意，取得
機構信任得以發展方案合作。以臺北榮家為例，規劃期間副校長與榮家主任多
次會面，認識榮家特殊歷史文化，一方面瞭解榮家合作期待與需求，一方面也
讓榮家瞭解北藝大的藝醫計畫與藝術實踐，更進一步將新知帶入機構，間接促
動機構組織轉變。與臺北榮家的合作方案已不間斷實施近兩年，許多修過課的
學生定期前往探視，目前正醞釀著另一個「莊敬伙房」藝術創作計畫。任課老
師吳岱融回顧課程發展初期，尤其難忘的是每次進入臺北榮家的光景，團隊成

北藝大的師生以藝術作為媒介，學習理解不同情境、人群的生命故事與身

員總是繃緊神經，隨身攜帶公文及合作計畫書備查，以免臨時被告知需要提出

體經驗、學習用專業知能回饋資源匱乏的社會場域、學習用藝術為弱勢群體帶

正式文件證明。到現今榮家門房只要聽到北藝大師生，彷彿老友到訪，不僅免

來希望與愛，許多接受課程的孩子與長者，因為藝術介入有所轉變。臺北榮家

去換證程序，也有固定合作窗口協助課程。藝醫計畫與榮家的合作更成了榮家

單身、高齡的群居長者，比鄰而居卻鮮少交流的馬伯伯與金伯伯，因為身體景

評鑑亮點，榮家主任更期望藝醫計畫結束後，北藝大能與榮家持續合作，透過
藝術創作活動為高齡長者帶來精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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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藝大與關渡國小的合作，更在今年有了突破性進展，校方正式把兩

「跨」這個動作本身需要根基的，首先要有身體穩當的支持，使移動中不會

校合作納入常規課程項目，與北藝大共創藝術統合教育課程。三位關渡國小的

偏離跌倒；再來需要抬起腳，信心地向前移動；最後需要穩穩的踩在那未知

特教老師也開始轉換自身教學，將藝術方法融入自我教學建構的思維與表現方

的地，在那個點上，站穩立場。過程中承諾、驚喜與回饋不斷相互增強了彼此

式。其中兩位即將轉調至新北市及臺東地區任教，也期望北藝大繼續支持，一

身心的支撐與計畫開展的動能，計畫所有的老師、助理、TA 共同成為彼此的

起持續推動藝術與特殊教育的合作，讓藝醫計畫的理念傳播到更多地方。

最重要支持，讓每個人都成為了 A/R/Tographer ，來回在創作 / 研究 / 教學不斷

藝醫團隊藉由課程的實踐，也具體地為北藝大師生體現，藝術不僅可以創
造物件，更可以形塑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教學同樣可以是藝術
實踐的一種形式。透過藝醫計畫的帶領，我們期待著這些未來的藝術教育工作
者或藝術家，在面對人群時，能有更多的瞭解、體諒與包容。這種以「歷程為
主（process-based）」的藝術實踐，發展、豐厚當代藝術的理論脈絡外，更為社
會中的各色生命帶來動能與改變。

交替的對話、學習、跨越與轉換。每位成員盡心盡力，用所能的每分每秒，思
考著：如何發掘更多對於藝術與醫學跨科際議題有興趣的同學？已經在培育中
的幼苗們，如何使之長得更好？開始投入在藝醫相關議題研究與教學的學生，
又該如何支持他們繼續向前走？跨界對話、社會關懷、行動實踐，我們秉持著
開放的態度，帶著學生向前走，也放手讓他們自己去探索，帶著藝醫計畫傳承
的信念：「經由身體與藝術體驗的感知能力、學習與反思是涵養自我、連結與
關懷他者的感性力」，他們將此冒險的地圖大開，不再只是一條路徑，而是一
網狀的連結，讓藝術與醫學的跨科際更加緊密扣合、實踐在我們的生活中。

伍、結語

在 SHS 計畫將告一段落的當下，藝醫計畫團隊除持續思索方案的永續推
以藝術形式具現的身體感知與學習的重要性，一直以來，在臺灣的學術研

動之外，我們也已透過師生共筆的努力，編著完成《起身共舞 ‧ 藝醫同行：

究與教育體系當中，從學術研究、教育政策到各級教育現場，從來都無法具體

改變界域的藝術人》一書，全書 11 萬字，深度地書寫記錄這段教學與學習旅

形成議題被討論，其重要性當然無從被認識。透過身體的學習與藝術教育，不

程的經驗歷程，透過出版，為藝術跨科際社會實踐課程與教學永續發展奠下重

僅是對於個人的學習、發展與身心健康深具意義；藝術教育或藝術行動與各專

要的一塊基磚。除此之外，師生團隊也陸續於國、內外學術期刊、研討會、論

業領域的結合、身體與藝術教育的探究與推動，不僅有助於整體國民創意與美

壇發表多篇在藝醫計畫當中的教學、創作與研究經驗。

學能力的提升，對於臺灣社會未來的發展，其深具人文關懷與社會行動能量的
價值，更是值得社會各界共同參與與推動。

展望未來，這個深具開創性與發展性計畫後續的發展，藝醫計畫所開啟的
行動方案並不會因為 SHS 計畫的補助而停止。我們更期望不僅在既有的關渡

以社會參與為導向的跨科際學習行動，一旦開始，就是一個永續的承諾，

國小、三峽榮家這兩個主要試點持續深耕，我們更期望能夠將「透過身體與藝

如果真能透過藝術與教育啟迪個人、改變社會，那必然是需要用心承諾，用真

術的學習」這個理念與方法進一步傳播和發展，希望能夠對兒童特教、高齡照

實的行動在關係中為彼此不斷的增能。藝醫團隊的師生深知承諾在教育與社會

護的發展有更積極的影響。

實踐行動中的核心意義與重要性，開設課程並不難，但行動方案的永續並不容
易。我們設計了課程，但真正推動建構形塑課程的，是共同合作教學行動歷程
的老師、學生、以及參與在我們課程當中的老人家、孩子與病友，沒有大家熱
情的參與投入，就不可能看到行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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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敏（2015）。我就是身體：關渡國小藝術統合教學的創藝之旅。刊載於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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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本計畫以輔導兒童及高齡照護為社會議題，融入藝術創

中，所留下之寶貴資料與經驗，回饋於相關之醫療機構、社會工作者、文

作及身體經驗，符合「跨科際問題導向課程計畫」宗旨。教

史工作者，甚至於政府相關機關做為研究參考資料，除能有所貢獻於社會

師陣容包括藝術舞蹈、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護理等領域專

之外，更期盼能達到本計畫理念之永續經營。

家學者，有助教學品質提升，在場域實作課程中，亦邀請藝術表演工作
者進行課程推廣，使藝術與生活結合，如兒童教學輔導、榮民探訪，若
在活動中能有醫學背景人員融入活動，並邀請醫學系師生共同參與，將
能激發更多火花。
本計畫課程內容以動作、身體、藝術、哲學為主，主要訴求為「藝
醫共學」，動作、身體與藝術的結合，可以感動很多人，減少傳統醫療
復健動作之枯燥，此計畫之目標明確且深具意義，在跨領域知識之建構
與問題解決之方法上，藝術與醫學之間的結合與協調尚有大幅提升之空
間；課程若能加入復健、心理、老年照護、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等相關
領域 ， 並進行妥適之課程規劃 ， 形成課程間之有機結合 ， 將能持續建
立、拓展藝醫跨科際之專業連結。
本計畫之核心係「以人為本」，若能透過教學與學習的行動實踐歷
程 ， 深化並回歸專業與學術志業核心 ， 將學生與人群接觸之實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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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課程設計

永續農業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A Problem-Solving Focused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由於人口不斷增加、食物消費模式改變，糧食安全已成為全球共同關心的
議題。為滿足人民糧食和動物飼料的需求，各國農業部門都被迫必須提高產
量，不僅大量開發邊際土地，生產資材（源）的投入也大幅增加。但為滿足社
會大眾糧食需求的同時，農業生產活動卻也導致許多環保生態問題，如農藥與
肥料的殘留、水體的污染、土壤的劣化、廢棄物的累積、溫室效應氣體的釋

陳樹群 /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院長

申 雍 /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副院長

曹彧豪 /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計畫研究助理

放、基改作物的氾濫、生物多樣性的降低……等。臺灣地區有 2/3 面積為山坡
地，人口密度世界居冠，農業耕地面積、可用水資源及土地品質逐年下降，近
年糧食自給率也已降至 30%，每年進口農產品總值超過 100 億美金，糧食進口
穩定性低。此外，諸如食品安全、動物福祉、國土規劃、水資源分配、農地利
用、農民福利、農村再生……等相關議題與政策，也逐漸受到我國社會大眾的
關心與重視。
因此，如何合理善用有限的「水」、「土」資源，以達成農業永續經營和發
展，並同時滿足國人的糧食和食安需求、維護環境生態、落實社會正義及照顧
經濟弱勢族群等目標，已不再僅是農業部門的問題，而是與全國所有公部門和
私部門都有關之整合性問題，教育部門亦必須思考如何培育所需人才。
農業永續經營與發展是一個不斷調適的過程，在邁向永續農業境界的路途
上，經常需要探討可能的變革，並因時因地調整採用之措施和政策，並說服國
人為此遠大目標共同努力。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身為培育我國農業領導者之主要
教育單位，深感必須提供本校學生更宏觀的視野，加強必要的教育訓練，以培
養學生擁有跨科際發現、關懷、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才可能達到農業永續
經營與發展的目標。因此擬立於 103 年度已達成之基礎上，繼續強化授課內容
和方式，吸引更多同學選修本跨科際群組課程，朝向（1）培養學生發展跨領
域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2）培養未來農業領導者；和（3）成為亞洲農業跨
領域課程典範之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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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群組課程關係表

貳、課程介紹
農業本身就是一個橫跨自然科技、社會經濟和人文藝術的產業，但囿於目
前大學教育體系專業分工太細的現況，對於如何達到「永續農業」境界並沒有

類別

課程名稱

基礎

永續農學

標準的做法，因此很難由單一系所或課程專責培養推動永續農業所需的社會菁
英和學術研究人才。反之，可行的做法應該是提供本校各系所願意投身於農業
永續發展的同學相關之基礎、進階和實務課程，使其對永續農業各相關重點領

進階

和永續經營之初步認知。

食農教育

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的文化，以及農業和飲食方式對生
態環境造成的影響。

練習，獲取必要的經驗。期望修習同學畢業後，除具備比所屬系所更進階的專
實務

不僅能在個人工作崗位上推動必要的專業工作，也能在社會上扮演意見領袖的
實務

角色，共同推動農業的永續發展。

介紹永續農業的精神、內涵和重點，提供修課同學對於農業

藉由農事操作和料理食品之親身體驗，認識在地農業、正確

域可以有更為深入的瞭解，並能嘗試應用所學知識，於實務課程進行整合應用

業技能外，同時也能瞭解「永續農業」的重要性及其相關做法與策略，如此，

課程目標

有機農場
經營與管理

提供有志於生產有機食品的同學實地探討有機農場經營管理
的機會。

永續農業

採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探討永續農業相關議題和推動永續農

政策研究

業的可行措施。

群組課程關係如表 1 所示，以「永續農學」為基礎課程，主要介紹永續農
業的精神、內涵和重點，除提供修課同學對於農業和永續經營有初步認知外，

【永續農學】

亦承擔吸引本校農資學院以外各學院學生繼續修習進階與實務課程的任務，因
此特別以通識課程的方式開設，以達到廣納本校不同學院同學，及擴大修課學
生專業領域和人數之目的。

一、課程目標
農業是利用和管理國家「水」、「土」自然資源的產業，也是社會和經濟

「食農教育」為進階課程，採用體驗學習的方式，讓學生藉由親身體驗農
事操作和料理食品，認識在地農業、正確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的文化，以
及農業和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

得以穩定與發展的基礎。農業要能永續經營與發展，不僅需要因時因地調整採
用的措施和政策，同時也需要取得全民的共識與支持。期望修習同學能對相關
領域有所瞭解，未來能在社會上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共同推動農業的永續發

實務課程分為「有機農場經營與管理」和「永續農業政策研究」兩門課，第
一門課提供有志於生產有機食品的同學實地探討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的機會；第
二門課採用專題研究方式，探討永續農業相關議題和推動永續農業的可行措施。
所規劃之群組課程自 102 學年度下學期推動迄今，「永續農學」共開設六

展。因此本課程目標為：
1. 培養對於農業永續發展重要性的認知。
2. 瞭解達成農業永續發展的方法與未來發展方向。
3. 啟蒙 / 培養學生對永續農業理念的認識，吸引來自各學院學生修習後續課程。

班次，共有 223 名同學選修；「食農教育」開設三班次，有 105 名同學選修；
「有機農場經營與管理」開設二班次，有 63 名同學選修；「永續農業政策研
究」則因選修同學人數未達本校最低開課人數規定，尚未能開設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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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主軸結構

六、預期成果

永續農學屬於基礎課程，將以通識課程方式開設，吸引來自本校不同學院

修課同學對於永續農學的相關主要議題能有概念性瞭解，以作為後續修習

同學選修，以擴大修課學生專業領域和興趣的多元性。但因修課學生來自不同

相關科目的基礎。除基礎理論的習得，同時因為和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生交流，

學院，對農業的瞭解程度和興趣不一，故授課內容依據農業的重要面向分成不

亦可以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

同主題，先由教師講授與各主題有關之背景知識與基本理論，再由修課學生就
各主題提出個人看法，然後帶領學生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辨、分析及討論，使學
生非僅單向吸收理論知識，而是能藉由互動溝通和自主學習，發展出自身有興
趣之永續農業相關議題，建立後續學習動機。

七、課程網頁規劃
應用本校 e-Campus 系統及本課程網頁平臺，並於 Facebook 建立社團，以
便學生與 TA 聯繫或學生間之相互討論。

三、創意及特殊規劃

八、TA 協助課程之規劃

以通識教育課程方式開設，除作為本院大學部各系、學位學程學生之共同

帶領小組討論，以有效協助教師操作課程。

選修科目外，也可提供本校其他院系有興趣之同學選修。為促成對話與相互學
習，修課同學將分成 5 組，每組 10 人，且依同學之不同專業背景混編。提供下
載線上課程講義及補充教材，修課學生必須先自行觀看教師上課錄影帶學習基

九、計畫推廣課程交流之規劃

本概念，每一主題的第一週將由老師和 TA 帶領討論主要議題，課後由 TA 協助

由 TA 負責將其蒐集之課程相關資料、授課教師提供之教材及學生繳交之

學生蒐集資料及準備報告，第二週由同學分組報告，即時回饋所學概念，並與

作業等篩選並摘錄後，上傳至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之跨科際電子文

來自不同領域的師生互動，激發新的思想和解決方法。期末辦理短講競賽，提

庫，以拓展跨科際視野及社群。

高同學修課意願，並反思個人在未來推動農業永續發展上可扮演之角色。

【食農教育】
四、作業設計
修課同學依據授課內容，查詢相關資料，撰寫簡短書面報告並於課堂中簡報。

一、課程目標
生命的源頭是「飲食」，而支持飲食的是「農業」，因此食與農是一體的。

五、成績考核（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學習評量之方式與評分標準）

然而一般消費者普遍缺乏對農事生產過程的辛勞體驗，對於食品的處理和加工

課堂參與（20%）、小組討論報告（40%）、心得（40%）。

過程也不甚瞭解，因此愛惜土地、尊重農民，與對健康飲食的觀念及態度仍有
待加強。因此本課程的目標為：
1. 瞭解在地農業之生產與管理方式，提升同學對我國農業之瞭解與認同。
2. 從日常飲食著眼，於生活中落實健康、友善環境的綠色飲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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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主軸結構

七、課程網頁規劃

本課程屬於進階課程，包含農事生產和食品加工製作兩大面向，除於課堂
講授相關必要理論和知識外，亦安排同學動手實作，讓對推動農業永續經營發

應用本校 e-Campus 系統及本課程網頁平臺，並於 Facebook 建立社團，以
便學生與 TA 聯繫或學生間之相互討論。

展有興趣的學生，能親身體驗農事的辛勞與風險及健康飲食的製作，進一步思
考穩定供給國人健康且安全之農業產品的各種可能性。

八、TA 協助課程之規劃
協助學生農事體驗及參訪之交通安排、農場和食品實作材料準備與操作技

三、創意及特殊規劃

術協助。

本課程除於教室講授外，在農事生產方面還會至本校園藝試驗場和農業試
驗場進行多種農作物生產和管理的實務操作，並提供修課學生實習田地，讓修
習此課的學生透過實際栽種、管理和收成作物，體驗農民的辛勞與風險；在食
品加工處理方面，則加入食材選購和保存的實作練習及食品加工廠參訪，讓學

九、計畫推廣課程交流之規劃
與政府相關部門及民間企業等合作，在教學資源、成果互訪等方面進行合
作交流。

生關心食材和食品的安全性，並建立健康飲食的觀念。期末則安排同學採收自
己所種作物煮成料理，從食物準備到料理上菜皆能自己掌握，邀請所有師生一
起享用，也同時分享栽培管理和烹飪過程之心得。此外，辦理「樂活餐桌綠廚

【有機農場經營與管理】

房」成果競賽，除提高同學修課意願，亦反思穩定提供國人健康且安全之農業
一、課程目標

產品的各種可能性。

考量學生以往在學習有機農場相關課程時，多著重在本身領域的專業知
四、作業設計

識，忽略經營管理、法律問題或其他相關必備知識，且有機農場的栽培、管

修課學生分赴農藝、園藝試驗場、食品和肉品加工工廠，依授課內容及實

理、行銷實務歷練機會不足，故本課程希望藉由課堂講述和校外農場實習，提
供學生實際從事有機農場生產、行銷經營與管理的基本訓練，另外，藉由有機

務設計進行實地操作。

農場導覽規劃和協助農產品行銷，讓學生從本身專業（不同領域 / 學院）針對當
前重要問題，發揮集體創意、提出解決構想並實作完成。因此本課程目標為：

五、成績考核（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學習評量之方式與評分標準）

1. 讓學生瞭解有機農業意義、經營法則與全球發展概況。

實習參與（60%）、心得報告（20%）、成果展示（20%）。

2. 提供學生實際從事有機農場生產、行銷經營與管理之基本訓練。
六、預期成果
藉由實作課程，親身體驗在地農業和食品之生產與管理過程，培養瞭解農
藝、園藝、畜產、食品等跨領域之永續農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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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主軸結構

七、課程網頁規劃

本課程先介紹有機農業的意涵和驗證機制，並邀請業師（農場經營者）參

教師自編主題相關教材、講義與相關資料，將透過本校 e-Campus 系統傳遞。

與上課討論，以其實際經營案例說明有機農場經營與管理的內容和可能遇到的
問題，學生藉由討論、資料蒐集和業師互動之過程中發現解決方法，最後則經
由實際的農場旅遊導覽規劃、協助農場農產品包裝行銷和操作實習，讓學生運

八、TA 協助課程之規劃
協助學生交通安排、帶領討論與操作技術協助。

用學習到的農場經營和管理之知識和技能。
九、計畫推廣課程交流之規劃
三、創意及特殊規劃
擬與興大農產品驗證中心、中部有機農場和有機市集等合作，在教學資
屬於實務應用課程，採「自然環境就是最好的教學場域」之思維，擷取「體

源、實習農場和課程開放合作上進行交流。

驗教學」之理念，以「實地實作、從做中學」之原則，將理論與實務實際結合。
本課程邀請有機農場經營者分享實務經驗及與學生「共學」，農場經營者不

【永續農業政策研究】

僅能提供相關知識，更能提出實際遇到的問題請學生協助解決，學生不再只是
面對空泛的問題，而是參與現實生活中的決策，體會實際經營並尋求解決之道。

一、課程目標
一個政策或措施的實施都有其時代背景與決定過程，但是否是最好的抉擇

四、作業設計

則是值得討論的議題，也正是發揮跨科際學習的良好機會。
修課學生依據每週講師授課內容，進行問題討論和報告，並在期末進行農
指導學生蒐集資料，並以專題演講方式進行口頭報告，藉以訓練學生之邏

場導覽規劃實作和有機市集之農產品行銷實作。

輯思考、組織表達能力，且藉由不同專業領域的討論交流，培養學生以不同觀
點和角度分析及探討問題與解決方法。

五、成績考核（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學習評量之方式與評分標準）
課堂參與（20%）、書面 / 口頭報告（50%）、農場參訪和實作（15%）、農
產品行銷規劃和實作（15%）。

二、課程主軸結構
本課程討論與農業永續發展相關的多項重要政策議題，如農業生產補貼、
環境資源保育、農村再生以及國土利用規劃等，每個主題分為兩部分授課，第

六、預期成果

一部分由授課教師或受邀專家先概念性介紹議題相關之理論與知識，探討目前
讓學生經由和業師互動、討論實際問題、有機農場參訪、導覽操作實習和
農產品行銷實作，學習有機農場經營和管理之知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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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意及特殊規劃

九、計畫推廣課程交流之規劃

每一主題除了授課教師進行背景介紹和講授基本概念外，也配合專家演講

由 TA 負責將其蒐集之課程相關資料、授課教師提供之教材及學生繳交之

提供學生更完整資訊後，再指導學生分組進行專題研究。經由資料蒐集、小組

作業等篩選並摘錄後，上傳至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之跨科際電子文

討論、分析探討、製作成果報告和課堂展示等過程，學生可以透過合作學習方

庫，以拓展跨科際視野及社群。

式，分析評估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法及建議。鼓勵學生成果發表不侷限於傳統書
面形式，而是發揮更多創意以其他方式展現，例如：書面成果可投稿於農業相

參、學生學習成效

關刊物或匯集成冊，也可製作簡報或拍攝短片等，以多元活潑的方式呈現並分
享於本計畫網站或社群平臺。

【永續農學】
四、作業設計

由來自農資學院不同領域的老師介紹農業各專業之基礎以及與農業永續發

分組撰寫專題報告或講演。

展相關之知識，包含農場端之地理環境、水土保持、作物生產與生物多樣性，
到銷售端及餐桌端之農產貿易與行銷通路、消費習性、健康食品以及健康農畜

五、成績考核（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學習評量之方式與評分標準）

產品，藉由這些課程讓同學瞭解到生產鏈之運作以及日常所得食物之生產來源

課堂參與（20%）、討論報告（60%）、成果展示（20%）。

與行銷方式，除此之外，後續課程中也讓同學學習到農村永續發展以及再生的
重要性。

六、預期成果

課程安排至雲林斗六福智園區以及嘉義新港農村社區參訪。福智園區為經

習得農業生產補貼、環境資源保育、農村再生以及國土利用規劃等議題之

營有機農作物之特色農場，同學們經由參訪，可以更進一步認識有機農場，也
可瞭解有機農場的運作，並從體驗耕耘、施肥、澆灌、採收等流程，讓學生更

相關知識與意義。

瞭解農民的辛勞及現今臺灣農業現況，也對環境的永續利用有更深刻的印象。
而嘉義新港板頭社區的參訪，藉由新港文教基金會之介紹，讓同學們認識社

七、課程網頁規劃

區營造的重要性，除帶領學生走進農村，深刻體驗農村生活、農業文化及當地

應用本校 e-Campus 系統及本課程網頁平臺。

農村特色，讓學生瞭解農村運作模式外，亦使學生能夠深度瞭解臺灣的農業型
態，且盡可能鼓勵學生為臺灣農業盡一份心力，透過大家的努力，將新港傳統

八、TA 協助課程之規劃

特色保留，並進而推展給大眾認識。

帶領小組討論，以有效協助教師課程操作。

學期中安排三次小組報告，每組成員皆由來自不同科系、不同年級同學組
成，大家可以提出自己專業領域的知識與小組員共同討論，以加深對不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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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瞭解，並藉由分組討論的過程，讓同學們學習與組員分工合作，在有限

【有機農場經營與管理】

時間內將大家的想法做成一份簡報與其他組別分享，藉此磨練問題解決能力與
跨科際溝通技巧，此外，同學在聆聽其他組別報告時，亦可激發自己的想法並

主要為解決以往學生在學習有機農場相關課程時，僅著重各自領域的專業
知識，而忽略經營管理、法律問題或其他相關必備知識，且有機農場的栽培、

提出疑問及看法，讓大家在這堂課中學習更多。

管理、行銷實務歷練機會不足，因此有機農場經營與管理這門課希望藉由來自
不同領域的老師與業界講師來補足這些必備知識。此門課除了課堂上能學習到

【食農教育】

有機農業的意義、有機農業栽培管理、有機農場產銷管理、有機農產品行銷管
由來自園藝、農藝、土環、動物科學及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等不同領域的

理與有機農業全球的發展概況外，也提供學生參訪堆肥場、有機農場與有機農

老師介紹相關專業知識，藉此讓學生瞭解不同領域的專業。例如，在園藝的

夫市集的機會。同學們經由實際走訪這些地點，能將課堂學習的理論與農場實

領域裡，謝慶昌老師的專業為園產品採收後處理，課程時間正好是柿子主要產

務做結合。

季，老師用一節課的時間，深入淺出地講解臺灣柿子產業的沿革以及現今概
況，有了知識基礎後，再讓學生們實際操作，將原本具有澀味的柿子，經由真
空脫澀方法變成具有商品價值且不輸甜柿的柿子，最後一堂課，學生則有機會
將所學現學現賣，在學校的農環大樓擺攤位，同時學習商品銷售技巧。在農藝
的範疇裡，陳建德老師同樣也是花了一堂課的時間，讓學生們瞭解臺灣的製茶
及堆肥製作技術，而實際應用後所製作出來的茶葉品質，並不輸給許多標榜高
山茶的茶葉。動物科學以及食生課程裡，除了專業知識，也關心食品安全事

每堂課會讓同學寫筆記與心得學習單，目的是希望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能
留下紀錄，藉由書寫心得回饋促使學生主動思考並激發不同的想法。而期中期
末分別有一次小組報告，報告主題分別為針對一間有機農場的經營與栽培管理
作訪談，以及選擇一間有機農夫市集攤販協助販售產品與訪談，於期中期末時
上臺簡報每組的訪談內容。每組大多是由來自於不同科系、不同年級的同學所
組成，在小組討論時能提出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與看法，讓同學們有機會練習
以不同角度看待事情，除此之外，也能學習分工合作的精神。

件，譚發瑞老師更帶領同學們參觀肉品加工廠、大賣場，蔣慎思老師則帶學生
參訪飲料製作工廠等，不僅實際製作肉排、布丁、奶酪及果凍等加工品，更得
知現今食品產業的諸多秘辛，知道什麼可以吃，什麼則絕對不能碰。
由於修課學生來自不同科系，上課及實際操作時，學生們可以根據所學互
補、互相討論，並適時針對老師所教授之課程內容給予反饋。透過不同科系的
專業角度去看現今許多社會的議題，也許就是食農教育的真諦，把學生們當成
種子，將各個領域的正確觀念散播出去，讓更多人可以對吃的東西更有概念，
就不致隨著媒體的錯誤報導而盲目恐慌。而期中與期末時，各組別會有成果報
告，因每位組員都來自於不同科系及系所，討論時可利用各自專業領域對問題
做出專業判斷，並透過討論激發出新的觀點，之後再與授課教師相互討論，藉
此達到跨科際溝通以及問題討論的技巧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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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觀察與建議

【永續農學】
由於為通識課程，學生來自全校各系所、年級，且彼此間之專業與農業背
景知識不同，使得老師授課內容之深淺度較難拿捏掌握。因此於學期初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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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激盪。經過前一兩次磨合期，各小組在學期末前均能針對永續農業領域找出
新問題與創新的解決方法。而老師也會以各領域基礎課程導引，並於課後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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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同學對通識課程通常抱持較為冷漠的態度，且本課程每週由不同

【有機農場經營與管理】

教師教導不同農業主題，學生初期專注力較為不足。因此在正課之餘，學期中
亦會安排校外參訪，讓同學親身接觸農業，透過參訪瞭解農業運作，並親入農

本課程希望學生不僅是在課堂上學習靜態的理論知識，更能走入農場、走

村，從實地觀察中認識農村。期末舉辦小組報告競賽，採短講形式，讓各組自

入實際業界中觀察與體驗，因此每堂課會邀請與該週主題相關的業界講師到

行選定主題，再從現況中找出問題並研擬可行之解決方案。透過團體競賽與參

場與同學分享經歷，或是安排校外參訪至生產農場與銷售通路等場域。大多業

訪，刺激學生自主學習動力，讓學習不僅僅為在教室聽講，透過創意發想與報

界講師是農友身分，所以協調與聯絡每週的業界講師即是一項挑戰，必須將農

告分享，亦能讓其他參與者看到不同的創意與思維。

務時間排開並配合課程安排，這部分需要與業界講師有良好溝通協調。除此之
外，選課同學是來自不同的系所，因此在布達課堂資訊以及校外參訪注意事項
時較為困難，目前的解決辦法除了請每位同學留下基本聯絡方式外，也利用臉

【食農教育】

書成立課程專屬的社團，以解決課堂資訊難以傳達的困難。
食農教育除給予學生實際於田間耕作的機會外，也安排多次校外參訪活
動，帶領同學深入瞭解平常無法接觸的工廠和賣場內部設施及工作情形，修課

【永續農業政策研究】

學生反應非常熱烈，顯示此類實務型課程對學生幫助很大。
在選課期間，本課程雖曾利用學校首頁並製作海報宣傳，但並未成功吸引
食農教育原僅規劃在上學期開設，為回應學生的修課意願，因此於下學期
再增開一班。由於下學期的食農教育（二）屬於額外增開班級，受限於計畫
經費不足，僅能安排一次校外參訪活動，讓部分修課同學略為失望，顯示校外
參訪活動確實對於同學的學習有幫助，未來應妥為安排校外參訪的經費，避免

足夠學生選修此課程，因此尚未成功開課。檢討其原因可能是本校學生對屬於
「政策研究」之課程較無興趣，且又為首次開課，無法藉由曾修過課的學生將
有趣的課程內容與朋友分享，進而呼朋引伴來選修。未來應在群組課程的另外
三門課中，加強宣傳本課程，以吸引學生選修。

上、下學期參訪次數相差太大。
上學期的食農教育（一）安排於霧峰的試驗農場進行田間操作，由於來往

伍、其他

交通不便，必須安排車輛接送，所需費用相當龐大；下學期食農教育（二）的
田間操作則安排於校內，以盆栽方式進行，雖然可以省下交通車的費用，但也

本校以農立校，目前除農資學院外，還設有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

因此無法讓同學完全體會農民的辛勞。已請校方洽臺中市府交通局，妥善安排

科院、獸醫學院、管理學院和法政學院，屬於綜合型大學，畢業同學不僅遍布

本校與實習農場間的公車路線和班次。

於各行業，且多擔任中堅的工作。因此本計畫擬開設相關群組課程，以全校所
有學院學生為授課對象，透過討論、實作、報告等不同教學方法，以「永續農
業」為主題，培養來自不同學院學生發展跨領域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促
成不同專業間（老師—老師、老師—學生、學生—學生）之對話，達到跨科際
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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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所用教材將以授課教師自編講義、簡報檔，以及教師上課影音錄影資
料為主，各項資料會放置於本校 e-Campus 系統上，供同學預習與複習。為提
升同學修課意願與興趣，每門課除將辦理小型競賽，也將擇優鼓勵學生參加由
各 SHS 區推中心和師培中心所辦理之全國大型競賽。此外，也將以出版教科
書或以「磨課師」（MOOCs）的方式授課作為遠程目標，提供他校同學修習機
會，朝向成為亞洲農業跨領域課程典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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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臺灣有良田沃土，培育永續農業之人才方能善用此珍貴

計與執行用心 ， 若學生於修課後產出一具體解決問題之方案或一可供執

資源。此計畫結合農學院各系之教師，配合農場實習，內容

行、試驗之概念想法，亦即培養學生具備解決問題之後設認知技能而非僅

活潑生動。雖然跨領域之範圍僅在農學院各系之間，然而學

獲得傳統講述式課程即可提供之陳述性知識，方不失問題解決導向式課程

生若無法在同學院之各領域間運用基礎知識深化論述問題、解決問題之

之核心關鍵。

能力，則遑論更廣大範圍之跨領域學習。
此計畫設計基礎之知識學習課程至進階之實作課程，學生若能循此
路徑修課則甚佳。然而，基礎至進階的課程之間，缺乏使學生循序、系
統性修課之機制，學生未能循序修課，致使學習成效受影響。雖僅為小
規模之課群，仍有必要建立完善之修課機制。
此計畫各門課程之教學內容與教材組織偏向大面向 、 橫向展開之
淺層介紹，此設計有助於學生快速建立不同專業領域之基礎知識，然而
使學生缺乏深化學習之機會，亦導致各課程之前後邏輯關聯性較弱。建
議可以重要議題或核心問題加以組織連結，並增加與其他學院師生之合
作，深化學生之學習與解決問題能力。以「永續農業」一課為例，課程
涵蓋生產端、銷售端與消費端之基礎知識傳授，亦規劃參訪雲林福智園
區之有機農場與藉由成功營造使農村再生之嘉義新港板頭社區。課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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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我們的承諾：參數式城市介入行動課程
群組計畫執行心得
Innovation is Our Promise: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ametric City Intervention and Action Course Modules

本計畫僅進行一年，雖尚未能培養出「高明玩家」（smarter players），但
透過暑假舉辦之「動力想像營」，已初步摸索出適合設計與藝術領域學習之
創新 / 想像力開發教學模式。參與臺中市中區再生計畫部分，除下學期參與建
國市場拆遷政策效應之影像文史紀錄行動外，其他亦尚未見直接效益。但校內
已開始連結跨院教學資源，本院於本學期（104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新課程──
社會創新設計專題」並與管理學院、工學院合作，並承諾籌辦 2016 年東海大學
創新博覽會。
本課程大致按原計畫分兩課程執行，同時修習兩課程之學生約占 1/3，為

吳佩玲 / 東海大學景觀系 助理教授

避免使課程重複，前期兩門課其實以一週兩次共時上課方式進行，後期安排共

段存真 / 東海大學美術系 助理教授
謝昆霖 / 東海大學建築系 講師

畫邀約演講來賓除包括群募先驅林大涵、范特喜文創企業鍾俊彥等，也邀請到

蘇睿弼 / 東海大學建築系 助理教授

盧志軒，因此促成後來 YEF 經理與趙副執行長皆來校進行說明會。因為課程

呂佳珍 /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 助理教授
蘇民 / 東海大學建築系 講師

羅際鋐 /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 助理教授

羅時瑋 / 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院長

同工作營，任課老師也同時參與，付出相當多時間。在上學期期中以後，本計
時代基金會「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Young Entrepreneurs of the Future-YEF）
進行與現階段國內外個人創業 / 群眾募資等平臺或年輕先進們密切接軌，本計
畫兩課程逐漸發展成「準創業課程」。

壹、本課程計畫擬開設兩系列課程
一、 創意網絡策展城市
二、 城市自造實驗

貳、課程安排原則
一、 上下學期兩門課共時開設。
二、 每學期期中期末安排兩課之階段成果分享交流會，學年結束時舉辦成果展覽。
三、 過程中保持「意外發現」（serendipity）的開放度。
四、 因屬實作 / 行動學習課程，兩課程安排時段共同上課，修課各以 20 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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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自造實驗
由邱浩修老師（建築系）、呂佳珍老師（工設系）、羅際鋐老師（工設系）、
段存真老師（美術系），搭配「享實做樂」工作室社群合作開課。
教學助理之運用：
（一）整體計畫設專任助理一名，負責課程協調、教材成果編輯、事務性工作等。
（二）每一課程搭配 TA 一人，負責教學事務協調、教學與工作營安排事務。
（三）兼任行政助理，負責行政聯繫、會計出納事務。
（四）兼任網路助理，負責建立及維護網頁。

肆、學生學習成效
一、教師社群經營（如：教師能力 / 素養之提升程度？教師之後續培育及
擴大影響力的相關作為？）
圖１ 群組課程關係架構圖

（一）定期每 2-3 週召開課程規劃與教師社群會議，針對課程設計、學生學習
狀況、外圍資源、課程理念與未來方向等議題進行討論，會議中的重大

參、課程與師資之安排

決策包括增加課程的工作坊密度，加強學生實作及與業界資源之聯繫。
（二）專任教師與業界老師直接參與各組的議題操作，帶入創業精神與群眾募

一、創意網絡策展城市

資的評量機制等。
由蘇睿弼老師（建築系）、張惠蘭老師（美術系）、吳佩玲老師（景觀系），
搭配「CxCity 迷走城市」社群合作開課。

（三）除了實體會議，並設置教師社群的臉書群組，作為即時交換訊息、意
見與溝通的平臺。因教師專業領域各異，更顯教師社群的溝通對話與意
見交流之必要。
（四）本年度計畫結束後，繼續聚集課程教師並擴展至其他院系教師群，形
成校內創新課程的研習社群，將本年度執行成果，納入學校正規體系，
獲得行政資源支持，持續研發並推展東海大學創新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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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課程執行情況分析（如：創新性教學方法之開創數量、使用數量
及擴散程度？產出教材使用的班級數及學生數？對教材的推廣情形？）

四、業師對學生專案持高度評價，以下引勤美基金會執行長受訪內容
勤美璞真藝術文化基金會執行長何承育說：「每位學生發現的問題都很實

（一）課程設計具實驗性，以「專案式 / 個案式」的教學方式，給予學生極大
的發想創意空間，搭配學生專案的個殊性安排課程內容。

際且可行性很高，且這些問題都很大，先姑且不談這些問題是否會被實踐，但
在目前這個階段中，我們可以看見有人注意到這些問題，當這樣的課程持續被

（二）採用海報、網路宣傳（校內發信、公告、臉書、網頁）以及教師鼓勵

執行下去，發現的問題越多，可以被實踐的方案也會越來越多。如此一來，累

學生的方式增加課程曝光度，在選課階段對學生說明課程架構與進行方

積的正向能量也能夠將許多好的事情與方案向前推到對的位置」。城市自造實

式，每門課皆有 3-4 位教師親自與學生一對一溝通，瞭解學生是否適合

驗課程中，有一組學生發展的計畫已進行公司註冊（銳若錐計畫），該計畫發

參與以及為學生解答疑惑。

起人──建築系學生張凱鈞更獲選參與時代基金會 2015 年 YEF 創業領袖養成

（三）課程秉持著「玩真的」，以及「教學的本質即是分享，所以老師可能是

計畫。另有一組學生的作品（迷你碎料機）被業師評價為「是可以直接登上募

學生，學生可能是老師」的精神，將學習主體性回歸到學生身上，鼓勵

資平臺的專案」。學生在訪談中表示，經過一學期的課程，他們學習到創業是

其帶著熱情與實踐精神參與每個專案中，而非僅為了分數而學習。

怎麼回事，比起學校的傳統上課方式，在這門課裡，學生得到更貼近真實世界
的感受跟觀察。學生表示，修這門課雖然很累，但頗有收穫，會推薦其他有興

三、學生修課成果分析（如：學生修完這些課後具備怎樣的能力？學生專
題或成果被外界產業或學界認可的情形？計畫執行前後，學生有怎樣
的改變？學生參與國內外代表性競賽或展演之成績？學生投入相關產
業之數量及表現 ?）
學生經歷一學期課程，具備的能力包括：創業發想的訓練、思考問題、
解決問題（城市策展課程、Design Thinking 工作坊、世界咖啡館）、傳達計畫
構想的簡報能力（Pitch 工作坊）、自造者技術（CNC、Arduino、3D Blender、
APP 工作營等）、社會募資以及組成團隊。同時，幾位學生在訪談中提到，參
與這個課程收獲最大的是學會在真實世界裡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透過成
員各異的社群得到幫助。

趣、有志於此的同學來修這門課。

五、學校針對本計畫所提供的行政機制、資源投入和鼓勵機制（如：計畫
執行後，學校採用新人才培育模式的情形？跨領域課程的機制在校內
的擴散情形及影響力？共時授課的機制？教師投入計畫之獎勵機制？）
（一）目前東海於創藝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皆設有創新創業課群，透過計
畫主持人羅時瑋院長的積極牽線，三個社群開始彼此交流（聯合舉辦 3
場成果發表暨交流會），下階段已於 104 學年由院開設「社會創新設計
專題」之學年課程，也與管理學院開設「問題分析與決策（一）（二）」，
合作五次共時上課，並與管院合開「創意與創業（一）（二）」課程，
籌備推動 2016 東海大學創新博覽會。
（二）由於課程屬性特殊、具高度實驗性，學校答應不將兩門課程的教師納入
校內教學評量機制，給予教師和學生更豐富的實踐空間。
（三）本計畫執行結束後，將由課程教師群為基底，擴展至其他院系，共聚集
18 位教師於校內形成創新教師社群，獲得校內行政資源支持，共同發展
「高效能創新課程教師研習社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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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觀察與建議：執行所遭遇之困難與因應策略

陸、其他

一、（一）困難 1：本課程設計從議題發想到實踐給予學生相當大的自主性，
然而這對於習慣「上課、交作業、考試」模式的學生而言，在課程
初始階段出現不適應的情況。例如：有些學生只是不斷針對議題進
行研究、蒐集資料、彙整資訊，卻遲遲沒有往前推進到實作階段。

一、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與展望
（一）延續本計畫執行理念，將課程內涵轉化並納入學校正規體系，未來繼續
在校內開設類似課程，如本學年已開「社會創新設計專題」學年課程，

（二）因應策略 1：經過教師討論，決定透過「專案小組」的引導方式，

並與管院課程合作。並爭取學校行政資源的支持，將跨科際學習推展到

確實掌握每組的工作進程，並要求各組設定其議題專屬的「社會影

其他院系，發展跨院系之合作計畫，目前正整合管院與工院合作推動籌

響力指標」，在成果發表中說明是否達到指標以及如何達成。除此，

辦 2016 東海大學創新博覽會。

課程透過創造真實情境，讓學生有作品展示的機會，例如：參加臺
中中區綠川市集擺攤；邀請業界專家參加成果發表會，給學生最接
近市場真實面的批評建議和指導。

（二）於校內建立同性質課程與成員的社群網絡，除了網路社群的經營，更定
期舉辦大聚活動，促成並凝聚彼此的交流。
（三）持續邀請業界導師參與此類課程，逐漸培養課群 / 社群的業界資源，並

二、（一）困難 2：由於兩門課程的份量頗重，修課學生不僅參與課堂學習，
還須參加不定期舉辦的週末工作坊，以及課餘時間的討論實作，這
對於原本學分、作業量就很重的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學生而言，很
難撥出更多的時間、心力來投入在這兩門課堂裡。換句話說，本計
畫與課程設計雖試圖打破學院間框架並達到跨領域、跨科際學習，
然而現有院系的學分規劃，卻牢牢綁住學生的時間和精力，使其在
完成系內必修課程之餘，難以撥出更多心力參與跨科際的課程。

與推廣部合作研發開設想像力激發課程。

二、計畫特殊成果與課程永續經營之規劃
（一）本院參與本校整合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種子階
段（此計畫分種子階段、啟動階段及開展階段）所提出「東海大學推動
創新創業型大學之組織環境建構種子計畫」、「以博雅教育為本之創新
教學實驗場域規劃與實踐」2 案均獲通過，本院所提子計畫為「中臺灣

（二）因應策略 2：由於短時間內要打破院系的課程規劃與學分分配有其

創新城鄉行動學院：多元領域藝術與設計習作 / 實驗方案」，將延續本

困難，因此 104 學年開設的「社會創新設計專題」以即將製作畢業

計畫教學實驗成果（與臺中舊市區再生機制合作經驗），結合中部鄉鎮

專題的學生為主體，結合畢業設計需求，設計出具藝術設計思維

新興之創新能量，持續深化創意與創業學習課程之研發。

（design thinking / artistic thinking）與社會創新思維的課程軸線，同

（二）本院已提案申請 104 年度科技部科國司徵件之「想像力與創新思維融入

時與其他學院的課程合作，選擇幾週共同授課，期以此方式持續推

工程教育」人才培育與研究整合型計畫：「動力想像工程學群模組計畫：

展校內的跨科際學習。

藝術與設計驅動的創新學習」，若能獲通過，將更有資源積極推動藝術
與設計驅動的創新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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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總主持人羅時瑋院長檢討計畫執行過程
本課程計畫依教育部補助定位方向，為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實驗，原申請
動機著重在城市行動與實作介入的跨校—市課程規劃，將本學院跨系跨領域之
學習活動，到參與臺中市中區再生的復甦過程，並啟動教與學的新典範轉移，
為學院內之藝術與設計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以上為本計畫原定主旨，但執行下
來方向與目標皆做了調整。
本課程原預期針對創藝學院學生（建築、工業設計、景觀、美術、音樂等
五系），尤其是針對設計與藝術創作系所，但後來開放給校內各不同領域學生
選修，修課學生專業能力差異甚大，針對臺中市中區再生的介入行動成效與設
計科系學生修課參與度未如預期，係因為各系設計課分量很重，占去大部分時
圖 2 創意網絡策展城市上課情形

間。換句話說，本計畫執行一年下來，最大問題在於未能在本學院設計科系的
核心教學（設計課）發揮影響，而是在本學院專業領域核心之外、甚至邊緣上
進行實驗，這也接近大多數創新嘗試初期遭遇的狀況。

一、檢討本計畫原定之目標

我們參與臺中市中區復甦的成效薄弱，也距離本學院內設計教學新典

（一）積極參與在地城市再生過程，創發本學院教學特有優勢——跨系設計 /

範之轉移很遙遠，雖然本計畫在各系核心教學邊緣進行，但依原規定引進

創作課程（Joint-Studios）——的最佳綜效，激發新的學習熱情與成就感。

校外社群 ( 包括業師、玩家、外校學生 ) ，轉向「創新創業」（ Innovation &

（二）培養實作（hands-on）與行動學習（action learning）能耐，提升數位工

Entrepreneurship）調整，讓學習活動更具「真實感」，這部分是本計畫較清楚
達成的目標。

具熟練度，拓展新世代處理問題的創新心智模式（mind-set）。
（三）匯流教學創新與社會創新的能量，結合理論與實務運用，擴大整合多元
學習社群，串接跨域教學資源共享圈（resource pool）。
本計畫在執行過程，較具體達成上述目標中的第三項，也就是跨領域學
習，積極讓修課學生接觸、認識目前臺灣最新創業領袖與創業機制。再來是第
二項，在這一年中我們舉辦甚多新數位工具、新思考與實踐方式的工作坊，激
發創新心智模式的覺醒。至於第一項目標部分還有待更多努力，目前本院跨系
Joint-Studios 以大一設計課與低年級創作課為主，如年度聖誕裝置的共同製作
融入設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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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參見佐佐木俊尚，2013: 214-221）；後者是利用數位運算的 CNC、雷射切

二、課程設計理念與課程教材規劃

割機、RP、3D-printer，藉由開放軟體從事個人製造並在網路上分享的一群人
本計畫係針對臺灣藝術及設計領域面對未來的下列三個重要問題而進行新

（Anderson, C. 2013; 田中浩也，2013）。利用數位模擬軟體與高速數位運算，加

課程規劃，並據以研擬相應的課程設計理念：（1）高等教育正從「知識教導」

上參數化回饋 / 前饋機制（parametric feedback/feedforward mechanism）設計，

朝向「實踐智能培育」的重心轉移問題；（2）科技發展與社會真實的協調共生

策展可以發展成開放參與並加入遊戲化（gamiﬁcation）的群體多觀點建構真實

問題；（3）文化認同建構的問題。在執行一年後評估，發現我們比較著重因應

的公共策劃機制，數位自造也可開發在公共空間對市民友善的智慧性 / 互動性

第一、二層次的問題，對於城市文化認同的問題則比較落實在生活面向，而較

介面元素，兩者其實皆以參數化設定 / 模擬方式介入真實 / 實體的設計。

少觸及有關全球化的在地認同議題。
因此，進一步提出「城市策展」（city curating）概念，走出美術館 / 室內
展場，以城市做為策展場域，展開「閱讀城市—敘事城市—想像城市—互動城
市」的學習腳本；並提出「城市自造」（City Fab-Lab）概念，將新興的自造者
社群，藉由 Arduino 開放軟體的分享，結合課程學習，介入城市公共領域，打
造市民友善的新公共互動介面。
另外本計畫也邀集兩組在地社群加入，一是「迷走城市」社群（由蘇民
發起，http://cxcity.blogspot.tw/），他們已連續舉辦四年的城市迷走工作營（在
宜蘭三年、在臺中一年），這是透過閱讀城市，藉由參數設定（含議題、政策
方向、利益權重等）引導各方利害關係代理人角色扮演的開放決策賽局遊戲

圖 3 課程中安排工作營情況

活動。另一是「享實做樂」工作室（由謝昆霖主持，https://www.facebook.com/

我們體認到高等教育體系是調和當代科技發展與真實社會需求的中間機
制，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應該將教育概念從「校園學習」延伸到「經營學習社
群」，以「社群經營」方式，集結與擴大有創造力的學習社群——在校園裡或
社會上，使之促成科技與社會共生的發展。然而，徒工具不足以自行，更重
要的是足以管理與建構變革的心智模式（mind-set），它必然是非直線 / 單向思
考，不問「症狀解」，而是尋找「系統解」。

GoodWork.TaiChung），經常匯集中部與北部自造者玩家，進行數位製造經驗與
成果分享，也正籌備自造者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 for makers）。
蘇民在下學期任課期間，同時也發起「OPTOGO 外帶臺灣、前進米蘭」的
公民運動，以公民力量而非國家資源去參與米蘭世界博覽會，這是世博會有史
以來首次由公民團體而非國家名義參加的行動。蘇民做為此次活動領導人，主
導發起、醞釀、串連、募款、國際交涉、布展、運送等事宜，正是本課程的最

針對科技與社會銜接共生問題，從強化藝術與設計教育的立場，本計畫

佳實踐行動。謝昆霖則在自己原來設計公司外，成立「享實做樂」工作室，推

提出經營兩種社群的策略：一是策展社群（ curator community），另一是自造

動中臺灣「自造者」社群經營，串連國內自造者、群募與創業平臺、年輕創新

社群（ maker community ）。前者是指能對社會真實（或真實世界）提出觀點

族群等，並經常受邀到企業與學校演講推動創新創業理念與經驗。自 104 學年

（perspective）、找出內容（content）、放入新脈絡（context）展示給大家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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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計畫課程指導老師心得分享

一、景觀系 吳佩玲助理教授
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之「創意網絡策展城市」課程中，主要看
到了這個世代學生的特質，也觀察到了他們的潛力與焦慮。首先他們不再容易
接受老師或所謂的大人告訴他們的訊息，寧可自己隨手 google 一下看看網友
怎麼說，並且在 FB 成立社群呼朋引伴，召集同樣關心此等議題的夥伴一起討

圖 4 蘇民講師

論，最好能募集到有不同專業背景的網友投入，如此蒐集到的資料和觀點就會
有豐富的多樣性。但這樣的做法並不意味著他們不需要老師的介入，而是需要
老師角色的轉換，需要老師從講臺走下來，加入他們的社團，一起在社團中發
表意見與討論。以下學期臺中市建國市場拆遷這個議題為例，我們固定每週五
早上十點約在中區再生基地見面分享資訊以及討論策展內容，除了幾位修課學
生是經常出席的熟面孔，例如中興大學文創系兼寫作中區版主的朱書漢同學，
每次幾乎都還會有新的成員加入，例如 FB 上社團「建國市場前半生」版主、
專門拍紀錄片的導演、關注臺中市都市重劃的田調團、關心中區發展的在地居
民，主要包括我本人在內。有趣的是，原來課程只是一個楔子，因此課程雖然

圖 5 創意網絡策展城市課堂討論模式實驗

隨著學期終了而結束，活動的實踐卻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攝影展、插畫展、
紀錄片、文字紀錄、影像紀錄等，陸續在場域中以及網路社團中開花結果。

二、工業設計系 呂佳珍助理教授
Tobin 與 Capie（1980）倡導使用科學過程技能來幫助學生在不同的科學領
域中解決問題。Holley（1996）的研究中，也試圖透過創造性問題解決的方式，
培養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本次「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的課程特性正是
實踐上述之理念，透過多位專業教師營造開放的友善空間，帶領學生針對都市
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永續能源、新科技應用、永續生產與消費等議題做為

圖 6 103 年度上學期期末老師與學員成果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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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鼓勵大家踴躍貢獻己見，從交流與多元觀點的連結，共同傾聽觀點及深層

的參與，學習在一個準創業的模式裡必須要面對的各式知能與技能，從各個方

的問題思考。在過程中，根據 Greenﬁeld（1987）的觀點，學生首先分組討論方

面來思考並且處理問題，最後設法達到預想的目標。這樣的課程模式與一般的

向，透過對於問題的背景進行全盤瞭解狀況、應用思考模式或策略、提出問題

授課型模式相當不同，作為授課教師，期待的不是學生對於授課內容的直接回

與抱持懷疑態度。接下來，小組成員進行界定問題、分析問題、蒐集資料、提

饋，而是看到學生學習如何獨立思考、如何將關注的議題視為一個必須執行的

出解決方案、嘗試解決與檢討。最後，辨別相關與無關資訊、分析問題、組織

可能，這是準創業課程裡面我看到學生們所獲得的最實際的成長。

歸納現有資料、找出與問題有關事實、排序事實的重要性、克服問題。教師的
領導除了加強相關議題知識的教學外，更落實學生執行力的培養，透過問題水
平到垂直思考，發現核心議題、分析、解決方法與實施規劃能力，帶領學生走
出校園，以實際行動改造社會。在學習上，能有效的提升學習者的注意力，學
生能充份交流不同的想法，同時，受到不同討論者舊有經驗而影響應用層面之
深淺。學生根據議題的核心，主動尋找資料提出解決方案，學習者的認知能力
也能從此課程獲得運用與成長。

然而在其中我們也觀察到了一些無法迴避的問題，首先便是在初期的跨域
整合不足的問題。此課程主要的修課學生除校外人士，基本上以創藝院的學生
為主，在藝術與設計專業的基底上，照理說應該已經達到了初步跨域整合的階
段。然而學生的專業理解上仍然是具有差距的，彼此的學習領域並沒有經過一
個初步的統整跟互相理解的狀態，要進行以一個跨領域為主軸的創業課程有其
難度。此外，此課程是學期課，從尋找自身關注的議題開始，進而逐漸地描畫
出整個計畫的執行細節，一再的討論與修改等等，這些內容卻不是學期課的課
程安排所可以容納的，這也是課程的後半進行稍顯倉促的原因。最後是在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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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管院與工院，創藝學院提出的準創業課程仍然必須要將主軸鎖定在以藝
術與設計為基底的前提下進行，建立起具有創藝院特色的準創業課程模組，會
是首要的重點。

三、美術系 段存真助理教授

四、工業設計系 羅際鋐助理教授

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準創業課程）與一般的授課型課程不同，
主要的訴求在於希望學生能主動的尋找自己關注的議題，包括關注的角度、自
身涉入的方式，在一個真正能執行的前提下，將議題發展成為準創業的模式。
從中我們觀察到，不管是產品導向或是社會關注導向，在整個課程的進行中，
學生逐漸的把握住如何將意念轉化為實際行動，並且在過程中經由各項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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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可以透過理論、研究、實作、分析等步驟進行一次次的訂正修改，讓解決

專案，需要相當多的討論過程和執行時間，然而創藝院各系的每位學生，都有

問題的方法可以呈現出來。這個學年與計畫就要結束了，但我們留下來的社會

本科系必修的創作課程（設計課），如何結合各科系的創作課程，讓學生有時

影響力還持續的運轉著：浩躍創意 & 小室集實做所、建國市場前半生、曾雲龍

間和意願參與，或是結合多位老師的創作課程，亦或某些年級的設計教學共同

先生的碎料機，以及自己本身的偏鄉藝術設計教育等計畫，透過這次更加完整

來執行，這是提高本課程參與度的關鍵之一。

茁壯。或許設計科系本來就是屬於跨領域的學習，但這個計畫案結合東海大學
傳統的服務教育、反思精神，讓我們可以更貼近問題核心，也透過設計的手法

（二）本課程進行方式與傳統選課方式的矛盾
由於本課程並不是以老師授課為主，其精神是希望由學生們主動提出議

讓問題得以解決。
就像現在很熱門的翻轉教育的精神是讓學生在家先進行學習，然後再來學
校與老師討論分享，學生從中可得到自我學習的樂趣。反觀，我們工業設計
科系或是建築系等創藝學院系所，也是要求學生在家中進行收集資料，構思問
題解決方法，並透過下次上課的時候報告討論，與授課老師學習如何解決的面
向。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其實設計科系本來就在翻轉教育了？是不是應該要
改變為翻轉教育 2.0 呢？又或者要強烈的說，其實翻轉教育就是學習設計科系
的上課模式。透過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的期中、期末的分享可以瞭解
各校之間執行次計畫的方法與成果，是否可以相互學習、精進，這才是此規劃
的本質。

題，藉由議題發起的方式，讓不同科系的學生願意來響應並參與。這是以學生
為主的學習方式，藉由組織團隊來共同進行，而團隊的組成並不會只有修課的
學生，每位成員加入團隊的時間也可能不同，然而限於學校的選課方式，目前
還是以老師為主的封閉式選課模式，如何能容納以學生為主體的團體學習模
式，並能持續地觀察評估，這是需要被克服的。
（三）本課程定位與創藝院的特質之間的矛盾
創藝院師生的特質是以「創作」表現為主，然而本課程以「準創業」做為
主要方向，也因此排除了一些對於創業並沒有立即關聯性的創藝院師生，實為
一大遺憾。單就「創業」而言，類似課程在其他不同科系（企管、工工）也如
火如荼地進行，如何發揮創藝院的特質，其實應該是本計畫之一大重點，如何

五、建築研究中心 蘇睿弼主任

從「創作」過渡到「創業」或許是可以討論的課題，但創藝院的師生如何共同

這門課「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算是東海創藝學院課程的第一次
嘗試，企圖讓創藝院的不同科系之間，彼此的學生與老師可以有所交流，同時
也可以結合各種不同創作表現領域的師生，共同來進行結合音樂、美術、工業
設計、建築、景觀的藝術行動或實驗計畫，其實是一個蠻好的構想。參與了一
年的執行過程，大致上有以下的心得，希望可以做為下次類似計畫的參考。

業有關連，它可能只是一項行動，一項可以被討論的藝術創作行動，因此如何
定位整個課程方向，實屬關鍵。
對於這項計畫，應該是將創藝院學生動手做的創作訓練，結合空間場域的
策展與改造，使校園內的學生可以走出校園，來面對當前社會的各種議題，提
出解決的對策與行動。本人指導的建國市場小組，由於種種原因，人數雖然不

（一）本課程參與度與創藝院學生必修課的關聯性

多，但成員們的動機強烈，在課程結束後，仍然持續他們的行動，並漸漸號召

由於本課程是選修，強調以發現問題、團隊合作、創新實踐為主的專案導
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基本上就不是教室授課的方式，要執行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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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ric City Intervention and Action

- 551 -

（1） 絕對不幫整個班、或個別學生設定主題。

六、邀請業師 謝昆霖老師

（2） 不干涉學生的狀態，讓他們自然發展。
（3） 絕對不用期中、期末的發表，作為專案一定要有成果的原因。

（一）一堂名為「自主」的實驗
這堂課一年的參與，從一開始的課程原則制定到後來的操作，很感謝東海
創藝院長的支持，大家一起用「創意」改造一堂課。這堂課，其實隱藏了我
成立「享實做樂」的幾個企圖：拆掉學校高牆、釋放資源。它有個很基本的論
述：一個社會的教育資源，應該屬於整個社會，學校釋放教育資源，表面上看
來減損，但實際上獲得更多。我想這是這一年實驗成功的原因，也是這一年我
唯一給自己的指標。作為業師受邀進這堂課，坦白說，一開始我對於課程怎麼
帶沒有明確的方向，當時的幾個指標，是在開學前幾天的教師會議上定下的：

（4） 老師絕對不評判學生對議題回應的方法。
（5） 分數只有過與不過；只要有進入真實世界就過。分數無高低、不評價。
其中，
（1）與（2）
，對於本就熟悉於 Studio 教育的創藝院老師們沒有問題；
而（3）和（4），事實上我們用更積極的做法：把「市場」帶給學生，或把學生帶
到「市場」前，我們只設定時間，讓「市場」對他們呈現出來的狀態做出回饋，
並且鼓勵他們使用群眾集資（Crowd-funding ）這個工具。這個課程之所以名為
「準創業」，是因為我們不是要他們創業，而是進入「創業者必需面對真正的真
實」的狀態。

（1） 社會影響力指標（Social Impact Index）

坦白說，透過拆掉學校高牆釋放資源，是這次實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2）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3） 面對真實世界

（三）拆掉學校高牆釋放資源產生的正向連鎖反應

（4） 學生自主提案、實踐他關心的議題
藉由這個過程，達成「議題導向專案（Issue Based Project），專案導向學習
（Project Based Learning）」的目的。我可以感受到部份老師們沒辦法擬學期課
程大綱的焦慮、也可以感受到「因為非典型」，老師們的無從著力，甚至演變
到最後老師們自己有點無法凝聚力量的現象。但這些無損於部份學員在學期結

我們總是聽到學校老師抱怨，學生缺乏學習動機。我永遠記得，為什麼自
己當學生時缺乏動機，上課時永遠在睡覺？而我也知道，為什麼畢業後，發現
自己積極思考？並且在畢業十多後，發狂似地致力於改變什麼，並因此學習、
給自己很多功課。
因為我畢業後，人站在真實的問題中，我做的每一件事，這個真實的世界

束後自主發展的成果。

會有互動。我會因為一個決策被嚴厲批評，因此提心吊膽、賠償、上法院；也
可能是得到榮耀、得到更多的讚賞。在真實的世界中，一切的回饋都是真的，

（二）教育，絕對不能做的
課程方向在一開始，絕對是模糊的，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學生要做什麼，
這是課程的挑戰，我們只能在學生們的提案大致成形後，才決定要帶什麼工作
營、提供什麼講座。相較於方向的模糊，由於我自己在學校受教育的記憶，反

你發現你是真的有「力量」，你揮了一拳，有人會痛、對你仇視，你必須急忙
道歉，不像遊戲機裡給你的「分數」，是虛的，遊戲機裡的對手回頭怒視，對
於我們也只是嘻笑帶過。學校作業，怎麼樣都是「假的」，久了就無感，覺得
追尋那個「假的分數」沒有意義，而真實世界，完全不一樣，這就是學校作業

而讓我很確定絕對不做的事有哪些：

和真實世界的差別。拆掉學校高牆，就是模擬真實世界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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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世界，你身邊永遠會有比你年輕的、也會有比你年長的人。隨著年

對我來說，他們能開始思考，什麼是他們關心的？什麼是他們要的？並且

齡增長，環境的變換，身邊的人總是來自四面八方、來來去去，各種年齡、各

持續付諸行動，為了行動而保持主動學習的能力，這才是最重要的。對每一個

種背景都有，不像學校環境，是這麼的單一、無趣。在真實的世界裡，你永遠

人而言，願意用自發的力量追尋的事務，一定是對自己的生命有價值的事，是

可以從不同背景、年齡、學歷的人身上學習，與他們爭執、合作。有的時候你

自己的事。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自我辨證的過程中找到答案，也不是每個找到

帶領他們，有時候他們帶領你。但學校裡的環境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答案的人都有能力實踐，更不是每個實踐自我的人都能有所成就。

釋放教育資源，歡迎「非本校、非學生」成為學生，所有課程對社會公

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要求得到那個答案，也不在於要求他們真的實踐、更

開，透過網頁提供更多人報名、在非學校內的教室上課。這些主動性的拆牆行

不在於要求他們能有成就。教育的目的，在於「開啟」這個動能。並且，在他

動，讓這個課程的學員結構有了老、中、青各種年齡層的學員、也有他校的學

們追尋、實踐、思辨的過程中，提供他們必要的知識與技術。

生。這些人不為了「學分」而來，他們之於東海的本校學生有著更強烈的參與
動機。在這堂課中，他們推動了很多專案，讓它們成形、產生正向連鎖反應。

（五）其實是收穫很多的一年

學員的組成多元化，是為了模擬真實世界的組成。而這些「非本校」的學員，
成了課程、和學生自發專案的重要支柱，在任何老師照看不到的時段，這些

這一年的實驗中，有太多值得書寫的現象。參與其中的每一個學員，我都

「非本校」的學員因為動機較強，而凝聚了本校學生的學習動力。在真實的環

能以他們的時間為軸線，每個人都寫上一千字，從不同的「史觀」看這個實驗

境中，人們就是這樣互動的。

課程的結果。目前的結果，是極其好的，因為我們面向的是社會，我們拆掉高
牆，未來有在東海大學中更多的合作可能，甚至還有跨校合作、學校與社會合

（四）對我來說，是不是每個本校生都有很強的動機，一點也不重要

作的可能。我們有機會帶學生更務實地做社會設計，繼續追求社會影響力。

任何一個身處在真實世界的我們都知道，有時候，那個很強烈的動機，它
需要非常長的時間跟自我對話、辨證後才能形塑，很多老師並不是因為熱愛教
育而教，只是為了份薪水、為了在這個制度中存活而虛應故事。那我們要求學
生對於每一個科目都有很強烈的動機，不是很不合理嗎？
事實上，由於資訊管道多元，現在的學生更清楚知道追尋那個假的東西已
經沒有意義。現今的教育，已經不能用「分數」來說服他們唸書，正如現在我
們不會用「薪水高低」當成選擇工作的唯一考量。因此，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很
強的動機，一點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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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營隊活動流程

本計畫於期末成果分享報告後，為未來持續進行本學院創新創業導向之跨
領域整合教學，於八月底策畫執行「動力想像營」活動，試圖往設計與藝術領
域開發創新創業之高效能學習模式，並與管理學院合作部分共時上課之「社會
創新設計專題」於學院內開新課程，並附上此活動 / 課程計畫說明如後。

第一天上午老街尋寶，請每位學員找出 4+6 個寶（人事時地物任選，苑裡房
裡各 2、山腳 6）
（譬如：女性、孩童、老人、活動、節點、歷史、觀光、公共生
活⋯⋯）。下午為在地山腳＋藺藝＋磚藝講解和導覽，晚上則分組討論——專長
混合編組（同系不在同組）
（脈絡化練習——各組組出 10-15 寶，苑裡 + 房裡各 2）
與遊戲設計（以肢體表演「尋寶」組合—可以是部分組合 / 核心組合）
。

一、動力想像營
東海大學動力想像營（Power Imagination Studio）
實施時間：2015 年 8 月 28-30 日（三天兩夜）
實施地點：苗栗縣苑裡鎮山腳里藺草學會
指導老師：段存真（美術系）、羅際鋐（工業設計系）、彭康健（建築系） 、
羅時瑋（建築系）、謝昆霖、蘇民

圖 9 第一天晚間師生就白天參訪調查成果討論

合作單位：苗栗苑裡藺草學會

圖 10 分組主題擬定及脈絡化分析討論

第二天早上先做行前討論（確定每組 10 寶），其後上午學員們田野調

參加人數：21 人分成 5 組，每組 4-5 人

查（field study）分組進行深度訪查，下午則分組討論（各組相互交換 1 寶，
每組交換共 4 寶）各組以圖像 / 影像方式表達對苑裡訪查結果（每組各摸到什
麼？），晚上就分享訪查成果（以 World Café 方式進行）。
第三天上午分組帶開以 workshop
方式進行 9-12 各組所繪圖像整合——
動力想像拼貼（各組重複進行至全組
滿意為止）各組整合出「想見苑裡」
新圖象（苑裡是一隻完整的什麼），下

圖 7 藺草編織 DIY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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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目的

第二組 張雅 、朱書漢（中興）、蔡依庭、吳敏睿

1. 以藝術與設計之方法，激發團隊整合想像力，培養創新人格。

主題： 廢墟

2. 累積實地操作經驗，開發「動力想像」課程，推動成立「動力想像實驗室」。
3. 以創新策略及方法，參與在地社區之社會經濟轉型。

從慈護宮（藺草學會）出發，
步行到老街，經過柑仔店、門口
設水塔之家，走入老街，彎入巷

（三）工作營成果發表

弄，踅入一暗甬道（店面後的狹窄

第一組（按發表順序） 賴季葳、許尊堯、白勝文、鄭博仁（景觀）

走道—市場），走出老街，進入另
一巷弄，巷底轉角處為依廢棄診所

主題：苑裡 / 卷軸

（老醫師過世後，女兒女婿留在臺
北），在老屋前每人發一包（塑膠

把大家引到 360 度望景臺，

圖 13

讓參與者蒙眼，挨著前面人走（搭

紙包）藺草苗與小把土，帶大家進入屋內一片狼藉（且危險，一樓前部與後部

肩），旁白：訴說正進入苑裡舊宅

天花板已坍），可上木梯到二樓，二樓右側有一小間，還有欄杆與小挑空，要

院⋯⋯隊友以珍珠板擠壓參與者，

求參與者將手上藺草苗隨意種在屋內（我將土撥出把苗種在內庭牆邊）。本組給

引導讓參與者踩過木構件（想像是

一包土與藺草苗，並要求種屋內——這是一關鍵動作，也表達出一個主張（綠、

放棄屋內木料），踩碎瓦片（碎瓦

生命、希望），若能策略地選幾個點（正立面、內牆、窗、梯⋯⋯）等安置上

聲），藺草拂面拂身，走在軟軟物

空籃子，制約大家種在特定點上或會更有結構意義？（但或也不一定——或許

件上（像是廢棄棉被與床墊，其

圖 12

隨意種地上更好？）

實是韓國草坪邊鼓起密實草叢）
，引上樓梯，扶著扶手—立柱頭—扶手—立柱頭

第三組 趙霈倫、呂凱莉、郭子豪（工設二）、王毅勳

⋯⋯，走上平坦地板，張開眼，已上到丘頂平臺上，可 360 度眺望矮山景觀，
以及水田、山廟、高鐵、高速公路、大安溪平原⋯⋯逼參與者進入想像世界。本

主題： 流

組規劃一段想像的旅程——也「設計」了一段想像的空間體驗（去除視覺感官）
，

以照片剪輯一短片，配上從頭

這是很好創意策略，揉合了想像的市街廢墟體驗——室內感，加上聽覺，跳接到

到尾潺潺水流聲，水柱沖下，溝水

眺望矮山景觀，以直接（去視覺）的體驗設計，讓參與者想像一個沒說出的對苑

流動，帶出雨中瓦面屋簷滴水、每

裡的詮釋與期待（如綠色山丘的言外之意）
。

戶堂號＋紅色門聯、翠綠藺草莖及
露珠、整排藺草料、廟裡一炷香
⋯⋯ 等生活特寫，相當詩情畫意，
而且有清朗正面感受，最後定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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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裡鎮上天下街的三間沒落店屋立面上，影片調子從高往低墜落似的⋯⋯從唯

二、實際課程大綱

美浪漫墜入真實？（成員中有兩位當地人）對當地似不抱期望⋯⋯。
第四組 許尹嘉（建四）、劉姿慧、白淞任（景觀）、廖耕佑（工設）
主題：苑裡阿嬤
尹嘉演阿嬤坐席上編藺草
⋯⋯ 工作檯邊是磚牆與窗花（山
腳社區的特色元素），訪問三位阿
嬤並跟一天行程，訪問 90 多歲阿
嬤，她們年輕時皆編藺草織物，
那時五位阿嬤編一週才編好一塊
草蓆，可賣得 20 元，蒲團要編兩
面，加內襯，才賣 5 元，可抽一

圖 15

分錢給小孩當零用錢⋯⋯。本組布置出山腳社區特色場景，並以編織藺草的動
作表達此區產業文化風貌，深入調查訪談資料若能融入表演內容可更生動。
第五組 許毓倚、黃秀綾（美國商學研畢）、黃嗣軒、郭邦宇（建研畢）
主題：女性創意與紅色
跳舞（秀綾）大地自足——衝
擊 / 侵略—共生—回歸——單線情

三、未來持續課程目標

節， PPT 檔表現女性——紅色——

（一）強化設計科系畢業設計之社會性議題落實（更具真實感）之能力

磚紅、圓磚柱、紅紙門聯、廟後

（二）開發出具有藝術與設計特色的 I&E 工作坊教案

壁 紅 漆 、 紅 燈 籠 ——表 現 豐 富 多

（三）引導朝向 Social Design 的設計 / 創作方法

樣——編舞可加強紅色女性母性豐
饒感、溫馨、正面能量，若結合

（四）以此課 + 課程聯盟來重新設計（翻轉）學校課程

圖 16

當地女性婚嫁習俗、裝飾等更能烘托橋段：以肢體表演，放得開，很流暢，但
整體 presentation 分三段，缺乏「作品」整體性所謂 presentation 是一完整作品
的獨立性表達，可以 PPT 檔畫面搭配表演結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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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本計畫課程設計著重發現問題、團隊合作與實踐創新，

原始課程設計偏重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內之連結，其後在此計畫主持

提倡讓學生自主提案，實踐學生關心的議題，這意味著教師

人之積極聯繫下，與亦有創新創業課群之管理學院以及工學院合作，整合

角色的轉換，將更多學習主體性回歸到學生身上。正如本計

資源並擴大效益之努力有初步成效。若可擴大其他可能相關領域之合作、

畫吳佩玲教授所分享的：「原來課程只是一個楔子，課程雖然隨著學期終

觸及其他學院的知識、技術內涵更佳；以本主題為例，若有社會科學院之

了而結束，活動的實踐卻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

師資參與，應可幫助學生掌握深入認識社會之體系性方法，增進每一位學

課程之主題原以復甦臺中中區為核心，此任務很難於短時間內以一

生與真實世界問題連結之能力，必可強化其創新創業能力。

個課程群組之力達成，加上學生背景與能力差異過大，無法立即進行跨
領域之統整，難以達成原先規劃之目標。此計畫團隊考慮原目標成效不
彰等問題，調整為以創新創業為目標，檢討計畫執行成效並修正之精神
可嘉。希望在新目標下持續研發統合跨領域知識之課程教材，強化課程
之能量及執行度。
校外社群之經營活絡，結合在地社群之經驗與資源，確實有助於學
生觀察該等社群相關之真實現況、發現問題並以構想出之創新解決方法
創業。然而創業並非易事，應仔細思量課程內容能否給予學生進行創業
之專業立基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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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課程實踐與反思

壹、前言
近年來，氣候變遷已成為全世界所面臨最嚴峻的議題和挑戰。國際社會皆
高度關注氣候變遷產生的全球性風險並體認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已是刻不容緩的

Climate Change ─ Care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Imple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at the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議題與需求，尤其是全球海岸帶地區的居民、生態系統和自然環境更易受到持
續性氣候變遷的影響（Tribbia and Moser, 2008）。目前，臺灣海岸帶地區已成
為滿足各種人類開發需求標的，各天然海岸地區已逐漸開發為海埔新生地、港
埠、濱海工業區、水產養殖、觀光休閒場所與廢棄物處理場等各項人為用途，
且臺灣主要城市皆緊臨海岸地區發展，大部份人口皆集中在沿海地區，因此處
於氣候變遷負面衝擊的高度風險環境中。然臺灣對海岸地區開發缺乏整體的規

劉文宏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教授

李筱倩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副教授
李孟璁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副教授
張懿 / 國立成功大學 助理教授

丁國桓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專案助理研究員

劃，加上全球氣候變遷過程中的負面影響因素逐漸增加，海岸帶成為直接面對
氣候變遷直接衝擊的區域，更加速海岸地區的破壞，不僅使對以海洋活動維持
生計的社區造成影響，也直接衝擊到國家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洪氾是臺灣海岸地區最明顯且常見的氣候變遷災害之一，目前臺灣易淹水
區域總面積約為 1,150km2，主要位於西海岸縣市（彰化、雲林、嘉義、臺南、
高雄、屏東）
，該地區同時具備沿海地區、地勢低窪及河川匯集處地區等特徵。
加上臺灣的年平均降雨量為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但降雨時間及空間分布極不平
均，造成乾濕季降雨量明顯差異和豪大雨頻率增加。因此，臺灣西南岸地層下
陷區之民眾不僅長年面對地層下陷問題，也因全球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海平面上
升、強降雨增加、洪水氾濫及海水倒灌等負面效應影響，飽受水患的威脅。
此外，氣候變遷造成海水溫度上升和酸化也已經影響臺灣海岸帶的自然環
境和生態系統，目前以珊瑚白化和漁場轉移最為明顯。臺灣沿近海漁業環境
因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以烏魚漁業為例，烏魚漁獲量由 1980 年高達 253 萬
尾，逐年遞減至 1999 年的 16 萬餘尾，多數學者認為烏魚漁獲量和漁場的破壞
與氣候變遷有顯著關係。氣候變遷對農林漁牧的衝擊將導致糧食短缺的危機，
臺灣目前糧食自給度僅 3 成 3，若全球糧食供應發生重大災害，對臺灣之影響
將不堪設想。另一方面，暴雨和颱風的增加造成多次山區坍方、土石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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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沿近海水質混濁和優養化，造成藻類大量繁殖，導致沿近海的珊瑚因海水
水質惡化、暖化與酸化等因素而白化甚至死亡，使海洋生物資源因棲地減少，
加上人類過漁而枯竭，威脅未來國土保安、人民生計、觀光旅遊、以及生態和
漁業的永續利用。

（二）建置海洋環境關懷、永續發展和氣候變遷課程群組所屬課程之學生
學習檔案，並製作優異成績之典範實例。
（三）持續研發、推動以深度聽、說、讀、寫以及研究、行動、實作及問
題解決導向的互動學習為主要學習手段的課程、教材與教法。

我國近幾年致力於海洋相關政策的制訂。國家永續發展策略綱領及海洋白
皮書於 2001 年公布，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為促進臺灣永續發展，於 2002 年至
2011 年間執行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SDAP）。海洋事務推動委員（ CMAA）也
於 2004 年批准國家海洋政策綱領，並成立六個工作小組來改善海岸管理，執
行海洋事務政策規劃發展方案（PDMAP），以解決臺灣目前所面臨的海洋問題
（CMAA , 2004ab）。海洋環境問題牽涉到海洋環境工程與變遷、海洋人文與產
業、海洋法政等層面，故本計畫針對「SHS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中
之第七大主題「自然資源枯竭與合理使用問題」中之「臺灣海洋環境面臨之問
題」進行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

（四）跨校推廣學程實施成果及資源。
（五）提出補助期滿後持續推動之構想及策略。
此外，本計畫課程之核心目標為培育具備專業素質、涵攝多元能力，且學
習向度跨足海洋環境關懷與永續經營實務工作之人才養成，因此課程內容的
設計除了重視學術理論的構築，海洋環境管理和氣候變遷議題之實務工作專業
能力之學習與訓練外，殷切致力於帶領學生增進更加多元且深具國際視野的實
力與創造力，以建構六大核心能力效標：（一）溝通表達與語文能力；（二）
經典作品分析能力；（三）問題發覺與研究能力；（四）創作與創新能力；
（五）科技應用能力；（六）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認知能力。此為本計畫之

貳、課程設計

課程群組目標。

1992 年永續發展高峰會所產出的文件「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第

為配合海洋法政、海洋環境科學及海洋人文與產業領域之課程群組，教學

17 章強調國家應考慮建立海岸與海洋及其資源之綜合管理與永續發展。亦即，

與研究團隊成員計網羅本校（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兩名、水圈學

未來國家與人民對海洋與海岸環境問題和氣候變遷議題需要有發現、關心、解

院一名、通識教育委員會一名、以及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一名的師資陣容，以

決自身及全球問題的心智與能力，而這有賴於建立對於海洋與海岸環境之跨

達到社會、人文、科學跨科際課程整合之目的，並培養學生解決真實社會問題

科際與表達溝通的認知與技能。據此，本計畫課程設計以發展社會、人文、

之能力。課群之規劃（見圖 1）分上下兩學期共計四門課程，每一門課均為兩

科學跨科際學習平臺為「經」，同時以深度聽、說、讀、寫的溝通行動學習為

位教師共時授課，分別為第一學期之「海洋政策專論」、「海洋環境科學專論」

「緯」，進而能在高等教育環境中培育有能力面對海洋與海岸環境實際問題挑

和「海洋文學專論」，其目標在於分別由政策、科學、與人文三個面向切入，

戰的人才，以期打造「我們共同的未來」。課程設計具備下列五大原則：

提供學生必要之知識、技能與態度，為探討與解決海洋環境問題（包括洪氾、
漁場環境改變和珊瑚白化）奠定背景知識、情意、與能力；第二學期則為「海

（一）正式全面實施具有「基礎—進階」與「理論—實務運用」原則之海
洋環境關懷、永續發展和氣候變遷課程群組。

洋與海岸環境保護傳播」課程，其目標在於落實學生第一學期所學，提供學生
互動學習、行動、實作的空間，並將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的影響等跨科際相關
觀念與知識向下扎根至國小推廣海洋環境教育，使本計畫修課學生可以實際運
用所學、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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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具有認知並可以描述何謂氣候變遷的能力。
2. 學生具有認知並可以描述氣候變遷對社會運作衝擊的能力。
3. 學生具有認知並可以蒐集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資訊的能力。
4. 學生具有分析我國政治經濟體制面臨氣候變遷挑戰的能力。
此外，本課程之主軸結構以探討海洋政策相關涉及議題暨領域為主，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可認識及瞭解海洋政策對於目前積極發展海洋事務的我國之
重要性，並可藉由討論及報告方式，充實學生對我國海洋政策之概念。課程中
有系統地介紹氣候變遷調適的議題與脈絡，以及氣候變遷在科學上的討論和爭
議，除增進學生科學素養外，並重新反省人與環境的多重面向（人類利用環
境、人類保護環境、環境孕育人類）進行分析和批判，以探尋符合「環境倫理」
與「環境正義」的價值內涵。最後，則是培養現代公民參與環境議題審議的能
力，特別是對於「氣候變遷調適」的認識、理解與應用，在未來面對「海洋國
圖 1 海洋環境關懷與永續經營跨科際課程群組關係圖

土規劃」、「藍色經濟」、「災害防救」等重大政策時，能有理性論辯、實踐所
學的知識基礎與能力。

參、課程介紹
二、「海洋環境科學專論」課程
本計畫共計完成「海洋政策專論」、「海洋環境科學專論」、「海洋文學專
論」、「海洋與海岸環境保護傳播」四門課程，學生針對在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

本課程透過介紹與討論海洋環境科學之概念與實務議題，使學生瞭解海洋

之衝擊與調適之「興達地區烏魚不再來」、「林邊地區洪氾溢淹」、「墾丁地區

環境之重要概念，共同保護海岸這項重要的共同資產，從而達到海岸永續發展

珊瑚白化」等三個子議題，進行相關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學習；學生也針對其

之目標。課程內容包含「海洋基礎知識」、「海洋環境變遷」及「海洋環境管理」

中兩個子議題（珊瑚白化與烏魚不再來）建構大眾傳播網站，尤其藉由至漁村

三個部份，除海洋相關知識的介紹外，透過課程活動的規劃讓學生經由同學間

在地國小進行環境推廣教育，將 SHS 計畫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觀念推廣給一

的互動討論、發表、提問與報告，學習如何蒐集、整理、分析資料，以及培養

般民眾並向下紮根，以提升國人對氣候變遷衝擊海洋環境之調適能力。

人際關係與分工協調和口語表達的能力；另透過課後延伸學習與網路貼文設計
訓練同學課後自主學習，及透過網路加強與學生的課後互動。課程的目標在於

一、「海洋政策專論」課程

讓學生能經由瞭解海洋進而親近、保育海洋，並植基海洋環境保護的觀念、推
廣環境科技教育及培育海洋環境保護人才。期望透過課程內容設計與課程活動

透過本課程使學生瞭解到我國海洋政策現況及未來可能之施政方針，並藉

規劃達到以下成效：

由討論國外之海洋政策以提升學生之國際視野。課程主要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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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學能具備海洋科學方面的基礎知識，瞭解海洋運作的原理、海洋生
態與海洋環境等相關知識。

2. 溝通表達與語文能力：本課程除帶領學生充分領略東西方文學、文字、
語言之美外，經由教師導讀文學作品的篇章文字後，同學進行開放式

2. 透過課程介紹及海洋學者專家的演講，讓學生能瞭解臺灣與世界海洋

心得討論，學生的溝通表達能力因此得以加強。
3. 主動批判及思考能力：學生於閱讀文學作品的同時，須主動探索文學

科學的發展現況，擴展學生視野。
3. 經由課堂討論、分組專題報告，學生能學習到策劃、思考、分工協調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上臺報告和口語表達的技巧。

作品中所呈現的海洋生物存續及海岸環境保護與關懷等議題，學生延
伸閱讀經驗，將對文學的理解對應於今日氣候變遷下的海岸環境永續
經營議題，主動批判思考並建議解決之道。

4. 學生能切身感受海洋環境破壞與海洋生態變異的嚴重性，省思人與自
然、與海洋的關係，進而培養關懷、保育自然環境的觀念。

四、「海洋與海岸環境保護傳播」課程
本課程最高宗旨在於整合跨專業領域知識、增進學生高階思考，並培養學

三、「海洋文學專論」課程

生解決實際社會問題及面對未來挑戰之能力。本課程之設計乃接續上學期「海
本課程目標在於經由閱讀及討論經典英美海洋文學作品，引領學生認識文

洋政策專論」、「海洋環境科學專論」、「海洋文學專論」三門課程所達成之政

學作品中所呈現的海洋意象、所描繪的海洋個性、所凸顯的人性掙扎，及所提

策觀念建立、科學知能培養、及基礎人文涵養，以及這三門課所引起之行動

示的人與海洋的依附關係，藉此啟發學生對海洋的人文關懷、尋思人與海洋的

學習動機，在本學期進而發展為運用科技能力、落實社區關懷、並以實務產出

共生共存之道，並進而引導學生主動探究有關海岸環境的保護、重建、及永續

為主之進階課程。課程內容旨在引導學生將對於海洋及海岸環境的人性關懷化

經營等議題。

為實際行動，發揮社會責任，除以多媒體工具報導及傳播海洋與海岸保護觀念

本課程屬人文通識性質課程跨科際銜接海岸環境保護課程，人文情操之涵
養實為科學應用課程之基礎，藉由文學的啟發及陶冶，學生始能產生對於海岸
環境的重視及關懷，並進而尋求解決改善之道。本課程主軸結構將涵蓋 SHS

參與計畫之修課學生得以運用所學解決實際問題，並肩負教育一般社會大眾的
雙重功能。課程特色計有：
1. 師生共同討論擬定課程大綱，決定課程主要進行內容及最終學習產出結果。

計畫所建構之三項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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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親身到漁村在地國小進行氣候變遷下的海岸環境永續教育推廣活動，使

1. 經典作品分析能力：課程教材以閱讀及討論海洋文學經典作品為主，

2. 理論課程與實作課程同時並進，且課程內容採循序漸進，從環教課程

學生在閱讀過程中，經由文學家動人文字的描繪，體悟到海洋與人的

目標擬定原則及教案書寫方式開始，進階至環教場域實地認識、教具

共依共存關係，同時，開放式師生討論的上課方式，也將激勵並培養

與學習教材之製作與運用，最後由國小師資面授機宜，討論、開發出

學生對於文學作品評析思考的能力。

適合當地學童程度及需求的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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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產出為至在地漁村國小實際教學。預期達成目標為：

•

善用在地資源，延聘第一線業界教師專題演講，或直接校外參訪，至相關
學習內容場域與當地學者意見交流（如茄碇、林邊和墾丁海生館舉辦工作

（1） 強化本計畫學生知識技能情意、理論與實踐並重、培養獨立思考

坊），提供最新、最切合學生需求的學習內容。

及解決問題能力、發展跨科際涵養；
（2） 發揮社區服務精神；
（3） 推廣海洋環境教育；
（4） 教師教學與研究社群植基。
上述四門課程共同具有下列教學特色：
•

林邊洪氾溢淹工作坊

翻轉教學，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傳授者，而是在學生小組同儕互動中、獨立
自主學習的引導者與協助者，課程進行方式多元化，教材呈現亦多媒體化。

烏魚不再來工作坊

圖 2 運用在地資源參訪及舉辦工作坊

珊瑚白化工作坊

課程中所採用之教學方法說明如下：
•
腦力激盪：採專題討論的方式訓練思考、分工協調和解決問題能力；
小組討論：採專題討論的方式教導上臺報告和口語表達技巧；

的共同參與者，彼此截長補短，提供最完備的教學層面。
•

田野調查：帶領學生進行實地考察，實際感受和觀察；

教師共時授課，共三位教師輪流兩兩上課，教師扮演的角色為意見討論時

結合網路教學工具（e-classroom）與網路社群工具（line），使學習跨越時
間空間限制，且師生互動即時，隨時隨地可交換資訊與心得。

專題報告：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合併實務經驗和理論；
多媒體應用：運用科技能力並實務產出，達到教育資源分享的目標。
表 1 跨科際課群教學方式

課程名稱

小組討論

專題講座與報告

田野調查

腦力激盪

多媒體應用

海洋環境科學
專論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海洋文學專論
海洋政策專論

P

P

海洋與海岸環
境保護傳播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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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重點，即對漁源枯竭、珊瑚白化、洪氾溢淹三大課程主軸議題提出深入評
析，並於結論時提出個人建議。第二學期之「海洋與海岸環境保護傳播」課
程，則強調學生活用所學、並發揮社會責任與社區服務精神，最後學習產出為
前往漁村在地小學進行環境教育推廣活動。綜合上述可知，本計畫課群之學習
產出迥異於傳統式教學，以翻轉式教學法激發學生創作潛能、鼓勵獨立思考與
批判、訓練語言與表達能力，營造同儕互助學習環境，使學生主導、參與學
習，因此在學習成效上質量俱進。

圖 4 課程網路社群

•

圖 5 學生課程心智圖範例

圖 6 參加 SHS 計畫主辦 TED 短講競賽

提供相關課程資訊給大學部學生，同時課程講座亦邀請大學部學生一起聆
聽，增進非計畫內學生對於氣候變遷下，海洋與海岸環境教育重要性之認識。

此外，學生也於課餘延伸課堂所學，積極參與課後相關學習活動，譬如學
生參與了「SHS-Talk 第一屆跨科際短講系列競賽」，以及本校「海洋，如影隨

肆、學生學習成效與心得

形 — 英文微電影競賽」。在短講競賽上獲得了晉級複賽資格，雖無法進一步獲

本計畫課群共分上下兩學期四門課進行，每門課程於期末均以多元方式進
行學習評量，因此，學生的學習成果亦是多面向及多元的。舉例來說，「海洋

得晉級決賽資格，不過在準備短講競賽過程中也學習到寶貴的經驗；而微電影
競賽則榮獲了佳作獎，此成果充分展現出翻轉式教學之成效。

政策專論」課程的學習產出為學生個人簡報，學生根據課堂所學，經由獨立思

學生於第一學期修完本計畫中規劃之三門課後，已具備海洋人文關懷、海

考研究後，分別對他國之海洋與海岸環境政策提出說明與批判。「海洋環境科

洋科學能力、海洋法政涵養、海洋溝通表達與語文能力、海洋與海岸環境經典

學專論」課程，則結合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念，鼓勵學生將課

作品分析能力、海洋創作與創新能力、海洋科學應用能力、海洋國際視野。教

堂所學付諸藝術創作，尤其搭配心智圖法及設計海報等方式，使學生能結合前

師團隊設計修課前後差異評估表（如表 2 ）。以專業認知、專業技能、專業態

期上課內容，產出創新的圖像作品。「海洋文學專論」課程，則以 Ted 短講方

度三個面向，結合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的內容，作為學生修課前後評估機制之

式呈現學習成果，學生於短講中首先以文學或戲劇作品介紹為開場，進而導入

準則。經過課程開始前及結束後學生所自評填寫的李克特七點量表結果分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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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3 表示最不同意，+3 表示最同意），顯現學生在一學期的跨科際課程薰陶
下，在各項評準和指標中的自我評價均呈現正成長。

應用能力

表 2 課程學習成效評估表

評準

瞭解我們對海洋的權利與義務（如海洋主權維護、保護海洋生態等）

指標
具海洋全球視野

會特別關注海洋人文相關議題之報導（如漁業產業興衰）
會主動去參與相關組織或活動並積極涉入海洋人文相關議題

具海洋科學能力

具海洋法政涵養

主動參與海洋科技應用之研習與研究
利用海洋相關技術與概念解決相關問題

能感受海洋對人們身心靈的影響
具海洋人文關懷

瞭解海洋科學及技術的應用
具海洋科學

能瞭解、感受並尊重多元文化的差異
主動參與海洋權利與義務相關之各項活動與事務

另外，針對學生對於修習課程及參與相關學習活動之看法與感受，也分別

曾學習海洋科學的相關知識（如洋流與氣候的關係、臺灣周遭的海

於第一學期期初與期末各進行一次開放性問卷調查，問卷目的主要在於瞭解學

底地形）

生參與此課程初期與過程中之感受與心得，經由兩份問卷填答內容之比較，可

會特別去瞭解海洋科學的相關知識

瞭解學生參加此計畫之前後態度差異；此外，又因同儕評量也是問題導向學習

會主動去參與海洋科學相關研習及研究

評量中很重要的一環，因此，問卷內容不但要求學生自評，也要求學生他評。

曾學習海洋法政相關知識（如國際海洋法）

學生於第一學期末所填寫的開放性問卷，顯現出學生對於此跨科際計畫抱持正
向肯定態度，認為這個結合不同領域教師共同授課的方式，可以帶領他們學習

瞭解海洋相關的國內外法令政策

到用不同的角度來探討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議題。而配合課程所實施的校外工

會主動去參與海洋法政相關研習及研究

作坊，學生也在問卷填答中表示收穫豐碩，像是二仁溪的社區及林邊的探訪，
瞭解他人所說的海洋相關知識與專業術語
具海洋溝通表達與
語文能力

具海洋與海岸環境
經典作品分析能力

能利用英文（或其他非母語）與其他人分享及討論海洋相關議題

都能夠引導學生親身瞭解在地社區與居民的實際狀況，實際看見政府機關與民
間團體和人民之間的立場與互動，使學生能就近觀察與理解；而參觀臺灣海洋

能利用英文（或其他非母語）閱讀及書寫海洋相關議題之報導

科技研究中心的儀器以及系統，也使學生們接觸新的 海洋科技和資訊 ( 如海研

曾閱讀觀賞聆聽海洋相關文學作品、電影及音樂

五號設施的示意圖、海底地震儀、深海遙控無人載具等 )，與時俱進。

瞭解海洋相關經典作品所表達意義與作品內涵
能與其他人討論及分享海洋相關經典作品（包括文學、電影及音樂等）
能改編或改寫海洋相關作品

具海洋創作與
創新能力

能創作海洋相關的小品（如短詩、散文或微電影）
能創作海洋相關的作品（如小說、電影及音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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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生開放性問卷

項目

問題
1.

我參加這個跨科際協同教學與學習課程的主要動機是⋯⋯

2.

在參加協同教學與學習課程的過程中，令我感到開心愉悅的事
情是⋯⋯

個人目前感受部份

3.

在整個協同教學與學習課程的過程中，令我感到擔心或有負擔
的事情是⋯⋯

學生角色部分

學習預期目標部分

4.

目前為止我的收獲是⋯⋯

5.

目前為止我所遭遇的困難是⋯⋯

1.

我覺得目前為止，我在這個學習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

2.

我對扮演這樣的角色，我的看法與感受是⋯⋯

3.

我覺得其他幾位同學所扮演的角色是⋯⋯（請分別指名敘述）

4.

我期望未來其他幾位同學所扮演的角色是⋯⋯

1.

我認為這個學習課程所能達成的目標是⋯⋯

2.

我認為我個人在未來學習課程中所可能得到的收獲是⋯⋯

3.

我認為我個人在未來學習課程中所可能遭遇的困難是⋯⋯

4.

我認為其他人（包括老師與學生）未來所可能得到的收獲是⋯⋯

5.

我認為其他人（包括老師與學生）未來所可能遭遇的困難是⋯⋯

如同創新創業一般需要勇氣，學生在修一門全新未知領域的課程時也
是兢兢業業既期望學習到新東西又害怕吸收能力不足。然而，創新創業這
門課程中，顛覆了過往我所修課程的觀念。
過去在通識課程中，也有許多科系學生共同聽一門專業課程的情況，
但總是以教授講課，學生聽課，最後再給大家進行報告或心得分享做為收
尾，但術業有專攻，雖然能聽得懂不同專業的想法，但不同科系在研究同
一門專業課程時總無法有效的瞭解彼此的訴求，再加上彼此間不熟識所產
生的隔閡感，造成了分組時以相同科系為一組的常態。
而與通識課程不同的是跨科際教學模組的課程中，由於是多個專業老師
與來自各方的學生們共同學習，所以有任何的專業問題，能在課堂中直接提
出並在老師的講解與該科的學生共同探討中獲得新知，而課程題目也是老師
們精心的設計，不會讓不同專業的學生感到有困難或完全無法提供建議。
我很慶幸選修了這一系列的課程，因為我覺得它不但讓我知道同一件
事情在不同科系的眼中可以有不一樣的呈現方式，而且也讓我增長了見
識。更重要的是我們與老師間不再是單方面的知識傳輸，而是多方面的共
同探討，在期初我們學習共同知識，於期中我們探討題目分工合作，最後
的期末我們一同發表或舉辦活動。不但加深彼此的羈絆和友誼，也讓我們
認識多元思想的重要性。

而另一位碩士二年級生蔡同學，研究領域是「離岸風力發電人才訓練」也
其他

1.

其他我想補充說明的是⋯⋯

分享了他的看法：

本計畫課群參與學生均為本校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學生，
學生最初的學術養成背景皆有所不同，而研究興趣也互異，但課程修習完畢
後，學生普遍地對於跨科際的授課方式給予肯定，例如碩士二年級生劉同學，
他的研究領域是「西屏東地區海域遊憩活動安全風險評估指標之建立」，以下
是劉同學所分享的修課心得：

- 578 -

氣候變遷─海洋環境關懷與永續經營

在這四年 SHS 的課程中，我修了海洋文學專論與海洋環境傳播專論
的課程，從課程中更是瞭解到海洋領域是如此的廣泛，我們所學的只不過
是滄海一粟爾，這次修習的課程讓我從不同的觀點及角度來探討此議題，
從世界名著白鯨記及老人與海去探討作者寫此故事的背景及隱藏在背後的
涵義，也從故事中體悟到了現在的氣候已經今非昔比。從這些名著中帶出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全球性議題，更討論到極端氣候帶來的林邊洪泛、
全球暖化造成的珊瑚白化及烏魚不再來的問題，也瞭解到這些議題對臺灣
的經濟面、生態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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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將課堂上所學的知識教授給下一代更是一項棘手的難題，因此
在海洋環境傳播專論的課程中，邀請了許多專家學者教導如何用言簡意
賅、淺顯易懂的方式將所學的資訊統整並設計成一套完整的課程，讓社會
大眾都能夠瞭解此議題的重要性與嚴重性。
而在課程中，我認為最使我感到挫折的是自己的創新能力與領悟能力
不佳，無法設計出一套讓小朋友感興趣的一套課程及無法瞭解到課堂上所
閱讀的世界名著背後所隱藏的含意。
最後，很榮幸可以參與這兩門如此有收穫的課程，讓我用不同的角度
來看待海洋，建議之後在開設相關的課程時，可使各課程環環相扣，由淺
入深，聚焦於同意議題，可以使修課的同學更為深入探討，增加同學們修
習課程的意願。

麼把文謅謅的知識轉換成小朋友所喜愛而且願意吸收的方式，這對我們來
說是個實戰課題，不能馬虎不能隨便，成果的發展不僅發揮效益在我們身
上，也讓我們造就下一代的主人翁。

不論是二年級學生理性的分析、或是一年級學生感性的分享，學生所表達
的意見中，都說明跨科際的學習模式，豐富了來自各個專業背景學生的知識、
技能、與情意，也讓他們在未來的研究領域中更宏觀；雖然在修課過程中學生
感受到了挑戰，在最後的學習成果呈現與傳播教育分享上遭遇了困難，但學生
的心志是篤定的，願意成長的意念也是堅強的，這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最樂意見
到的學習成效。

伍、教師教學心得
碩士班一年級生關同學的研究領域是「海洋運動產業創新行銷策略」，繼
本課程教學與研究團隊教師來自不同領域學門，經過計畫執行前的討論、

兩位二年級學長之後，她也分享了自己的修課心得：

共時授課過程中的切磋與彼此學習、到課程結束後的一齊發表教學與研究成
一開始聽到「跨科際」這名詞難免都會讓人退後一步，會覺得這是一
個可怕的領域，因為它是將自己所擁有的專業配上新領域的一個結合，所
要付出的學習我覺得有點吃力。這一年來參與了跨科際所開的四門課程訓
練了不少東西，眼界也被擴張了不少。
起初班上的同學每個背景參差不齊，所以一開始是安排一段時間的授
課來幫助我們拉成同一個起點，我覺得這是好的，能夠讓大家踩著同一個
起跑點出發。再來是運用小組分工，配合時間的討論，最重要的是我從和
同學討論要呈現什麼的東西時，一開始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後來則是慢慢
雛形，看著自己所呈現的作品以及表達模式的進步都會讓我感到滿足。
一般來說，能夠擁有表現舞臺的機會不多，從前的我是水產養殖的背
景，我們比較少有機會可以去訓練上臺的臺風、說話的語氣、簡報文章的
鋪成訓練，透過上學期一連串的訓練與吸收，下學期則是要我們將所學的
學以致用，編制一套教材帶到國小學生的面前，我覺得最難的挑戰就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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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歷時一年，期間正式開會、友朋聚會、電話溝通、與網路社群交流無數
次，藉由此專文發表，老師們也分享了參與課群教學的心得：
劉文宏老師

個人覺得很榮幸參與這個計畫，能夠瞭解與參與教
育趨勢，這學年跨科際協同教學計畫是成功的，主要因
為學生能透過這個計畫跨科際學習到氣候變遷對海岸帶
之影響，並採取適當的行動以為因應。長期以來，教學
常著重不同學科基本的理論與知識，已讓學生忘記為何
而學習的動機，只為學習而學習，本次跨科際的協同教
學對師生都是新的嘗試與挑戰，但這是一條必須走且要
成功的道路。個人收獲相當多，不僅有來自不同科際間
的激盪，更有來自於學生給予教學反思，最重要的是，
學習與建立對於環境與社會的行動力，惟有透過實踐才
能讓知識活化與深化。很可惜的是，臺灣長久以來習慣

Climate Change – Care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

- 581 -

傳統教育方式，非一時一刻能轉變，要讓學生產生自主
學習與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跨科際協同教學成果
的呈現如何得到政府與社會大眾的認同，還是要多點時
空與人力的投入才行。整個教學模式應能培養師生對於
跨科際教學的共識與能力後，再針對真實社會所需解決
的問題進行研析，以期提出多元的解決方案。本計畫學
生在此過程中是矛盾的，在傳統教學與跨科際教學間掙
扎，有些人選擇回到原本熟悉的教學方式，有些人選擇
接受新的教學方式，但個人相信選擇跨科際教學的人，
雖然為自主學習與創造解決方案而忙碌，但對學生未來
面對社會真實問題、創業的整合與問題解決能力，將奠
基紥實的基礎，與未受到補助計畫教學的學生相比，他
們是幸福的。

李筱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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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本計畫的教師跨科際協同教學，有成功之
處也有受挫之處。以個人協同教授的兩門課程而言，成功
之處在於其中一門課確實地落實了共時授課的構想，舉凡
授課內容、授課方式、作業評分方式均為協同教師共同討
論決定；在學期進行中，更不時根據學生的反應和需求而
調整上課方式或步調，因此課程具彈性也落實合作教學。
而另外一門課，因為對於課程的概念與期望不同，經由溝
通後仍無法達成共識，而不得不調整授課教師的組合；
同時，學生繼續修課的意願也並未因為曾經參與計畫中的
跨科際學習而有所提升，導致最後修課學生的組合也有
所更動。所幸，原本看似失敗的協同教學，竟也因此有了
轉機，課程綱要整個大轉彎，由教師與學生重新共同討論
而產生，師生的關係也轉變成合作夥伴，因此學習最後的
產出結果是令人滿意的。而在這種種過程中，個人最大的
收穫就是增長了許多自己本身專業領域以外的知識，進入
了全新的領域，而專業團隊的形成更是一大收穫，不論是
教學或研究都有後盾與支援，原本上課時感受到的不確定
感或生疏感，也在團隊的支持下消失殆盡。因此，對於跨
科際協同教學，個人最大的感受是：教師之間的互動溝通
氣候變遷─海洋環境關懷與永續經營

極為重要，參與的教師對於協同教學須有興趣及信心，而
課程初期對學生的說明也很重要，要讓學生明白跨科際學
習的目的與實質效益，而課程的規劃也應邀請學生共同參
與。不可否認地，跨科際的學習方式令學生普遍受到了極
大的挑戰，翻轉式的教學法，需要學生非常積極主動地學
習，在認真投入的過程中，個人觀察到學生學會了要對自
己的學習結果負責，同時也學會了去挑戰同儕的學習內
容，尤其學到了如何多元豐富地去呈現自己的學習所得。
未來的展望應該是結合更多對此課程內容有學習興趣的學
生來一同加入跨科際課程的學習，才是最重要的起點。

李孟璁老師

跨科際協同教學是成功的，因為針對異質、多變及
複雜的人類活動以及人與大自然的不和諧現象而言，跨
科際的對話是必要的，只有加強不同的專業團體之間以
及與社會大眾間的交流對話，瞭解自己對環境倫理與社
會責任的承擔，同時擴大與不同角度的深度對話，尋找
人與人之間以及與大自然間的不和諧現象的平衡點。但
跨科際的對話原本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如何協
調不和諧的觀點，解決各種立場的衝突，不僅需要各種
專業知識與技能，更需要是同理心，瞭解不同觀點的差
異，探索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式。這過程不僅是學生的
學習，從懵懂、摸索、到自發學習，更是老師的重新反
省修正、思考內化的從心再照之路，不斷地歷經衝突與
修正、不斷地調整與反省，做中學，學中做的滾動式教
學，我想這應該是跨科際協同教學的目的，也是我最大
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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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懿老師

丁國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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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實踐科學，從科學省思人文」應該是本次課
程中學生最好的收獲。課程之初雖然以傳統的一對多講
授方式進行，但這對來自多元領域的學生而言，建立基
礎海洋科學知識是必要的。課程中逐步安排人文與科學
的對話、社區發展與氣候變遷論壇、政策發展與科學調
適等課程，讓學生從知識接受轉換為問題探究啟發，尤
其加入文學導讀更深化學生對環境變遷影響人文發展的
體認。課程中學生製作繪本、拍攝微電影與短講報告探
討自然與人文交錯的社會發展過程，這也是本課程跨科
際學習的最佳註解。但是不諱言，課程帶給學生的壓力
不小，課後必須學習軟體或共同完成作業，考驗著學生
跨科際學習的意願與溝通協調的能力。我在課程參與過
程中也發現，老師講授內容設計也會影響學生學習的熱
忱，啟發性的討論對比單向講授的方式來得更具成效。
此時貼近生活的教材可以引起較熱烈的討論，進而引導
學生將生活中理所當然的現象轉換為科學知識的探索。
最後，我認為本課程是跨科際學習成功的開始，我們無
法說明課程能培養學生學到那些技能，但師生對人文科
學思維的深化過程就是最大的收獲。

「跨科際」是當今高等教育最流行的關鍵字。透過「跨
科際協同教學」，不僅能達到不同領域的交流對話、互
為主體，更學習到相互尊重，這也是臺灣社會目前較缺
乏的部份。另一方面，「跨科際」思維是提供不同專業領
域研究者，亦或不同學科教學者之間，一個溝通與合作
的交流平臺。本團隊經由這次 SHS 計畫的執行有實踐上
述特點。因此整體而言，我個人認為「跨科際協同教學」
是成功。而我個人在「跨科際協同教學」中的收獲是學
習到不同領域之間的專業知識與思維，最重要的是學習
到相互尊重，例如一開始學生尚無法適應新教學法時，
能傾聽學生的感受與想法，同時修正教學方式與內容。
至於對於「跨科際協同教學」8 模式的改進建議，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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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為 : 由於專業知識的教育必須兼顧「認知」與「實
踐」兩個意涵，所以首先必須以認知為基礎，進一步強
化情、意、行（實踐）。不論是基本知識或專業知識，不
僅須具理論性與系統性，而且不能太抽象，必須具實用
性。因此在教學內容上儘可能落實應用於專業領域所屬
之職場。另一方面，考量學生的感受，可以在教學內容
上儘可能減少所要教授內容的量，而是以概念和實作為
主軸。最後，由於現今科技與社會變化飛快，許多新興
生活現象往往縱橫交錯多個領域，已經不是靠著單獨一
項專業知識就能掌握瞭解。再者，任何一領域的知識生
命期都不會很長，可能學生才畢業五年，卻發現學的東
西都過時了。上述情況對現今的學生來說是一項很大的
挑戰與壓力。同樣的，在「跨科際協同教學」中學生們
面臨新教學模式的反應，則呈現兩種，一種是接受挑戰
想辦法克服，另一種則是選擇逃避。其實學生產生逃避
的行為反應，除了顯示學生的抗壓性不足，老師們也應
自我檢討。故建議在教學內容上可以重質不重量，從實
際觀察和實作中導入理論。

陸、檢討與建議
一年的跨科際課群教學經驗，令我們體悟到：跨科際課程的進行需要詳盡
的規劃與設計。首先，在課程實施之前便須擬定明確的課程目標，而課程的目
標應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宗旨，否則學生的學習只是在理論象牙塔中而已，一旦
學期結束，學習也就跟著結束。而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之課程目標，例如本
計畫中的氣候變遷下的海洋環境保護議題，將會引導學生與真實世界接軌，尤
其在課程結束後，學生仍可憑藉所增長的知識與技能，在所學所用的情意動機
下，繼續投入解決該問題之研究或行動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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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擬定後，教師社群需要經過充分的討論與溝通來設計課程內容與教學

柒、結論

方法，因為授課教師專業養成背景各有不同，在協商的過程中勢必須經過一段磨
合期，如何有效地溝通，並順利達成共識，對於向來講求獨立從事學術研究的高

一年的 SHS 計畫跨科際課群教學接近尾聲，不論參與的老師或學生，在

等教育界教師而言不無挑戰，但是，成功的跨科際協同教學，對於教師的研究與

洗禮中學習與成長。身為教師，我們觀察到學生從最初的倚賴老師提供一切答

教學工作均裨益良多，因為教師群組不但可在共時授課中互補短長，互相汲取有

案，到後來的能主動發現問題、獨立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解決方案；而同

效的教學經驗，亦能擴充研究領域，在專業學術的探討上獲得友伴支援。

儕之間，除了互助合作、協力完成多元多媒體的作業外，亦能彼此批判，並針對

在課程的進行中，跨科際教學的另一大特色是即時修正、彈性調整。以本
計畫為例，第一學期課程進行初期（11 月），授課教師與學生晤談，學生反應
計畫中所提供的三門課程均須各自完成不同的作業，造成學生課業負擔偏重而
無法兼顧，因此經過課群教師協商後，調整各課程之作業要求時間、份量、與
形式，使得部分作業統整為三門課程的共同作業，如此一來，學生對於三門課

對方學習疏漏處提出建設性的建議。我們認為：翻轉式的教學方式啟發學生，
令學生能多面向地創造思考，因為跨科際的課群教學組合，提供學生多層次的
知識、技能、與情意內涵，更使學生的思考受到激勵、視野得以擴增、信心與獨
當一面的能力也因此加強；尤其，教師群組的跨越各自專業領域互相配合與協
調，對於學生更是具有示範的作用，也讓學生更明白跨科際合作學習的重要性。

程的學習內容均能兼顧並充分吸收與消化。而第二學期的課程綱要更是在師生

今日的社會，變遷極為快速，許多新興生活現象往往縱橫交錯多個領域，

共同討論下所產生，課程進行期間，授課教師也常常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適時

單一領域的學習方式將無法應付這瞬息萬變的社會，唯有跨科際的學習方式，

調整課程進度，使得該學期課程能確實符合學生的需要與學習節奏，而學生的

才能充份啟迪個人心智潛能、淬鍊出更高層次的知識廣度與深度、並培養專業

學習也才更具有意義。

領域之外的創新創造能力。本教學研究團隊很慶幸能夠在這個學年度參與 SHS

此外，鼓勵學生同儕合作學習也是一項重要關鍵，因為課程的內容橫跨不
同的學科，對於多數只專精於一項專門領域的學生來說，實是一大挑戰。但是
透過同儕互助合作，學生可以從其他領域的同學身上得到協助與指導，補強自
己的不足之處，同時也貢獻個人的擅長之處，而因此達到社會文化理論學者維
高斯基（Vygotsky, 1978）所謂的「近側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理論，意即經由成人的輔導或其他高能力的同儕合作，學生可完成其原

計畫，並利用一年的時間投入跨科際的教學工作，為積極培育下一代的年輕學
子貢獻一份心力。尤其，本計畫教師團隊在一年的課群協同教學後，對於跨科
際課程的實施更有信心，也更有興趣，未來，即使 SHS 計畫不再執行，本教
學研究團隊都將繼續推動跨科際教學，期許不久的將來，有更多的教師能加入
我們的行列，而我們的學生也能在跨科際的學習過程中精進成長，一齊為我們
共同的未來而努力。

本獨自所無法完成的學習任務。
最後，跨科際教學另一重要的元素是多元評量機制，因為課程的實施本已
打破傳統教學的窠臼，因此，學習成果的評量也不宜局限於傳統的紙本測驗。
以本計畫為例，學生在一年的修課學習過程中，所完成的學習任務包羅萬象，
例如小組報告、專題討論、TED 短講、微電影拍攝、圖像式報告（如心智圖、
海報）
、乃至於至國小實地教學。多元評量的設計，讓學生的多元智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s）得以開發，也讓擅長文字表現以外的其他學生有能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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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
觀點。
本計畫以「海洋」為主軸，上、下學期課程皆為碩士班
課程，從學生分享之修課心得觀察，學生確實體會跨領域學
習之樂趣與價值。因為是研究所課程，就課程規劃之內容而
言，有相當之知識深度；然而欲解決之問題不夠明確，似乎偏向海洋知
識之推廣及傳播活動，此計畫之課程設計以碩士生為對象，宜多訓練學
生對於真實社會之瞭解，強化學生深入觀察問題之能力，欲解決之問題
若不夠深入，容易導致學生之學習亦無法深入。
課程規劃中，對於學生論述能力的訓練方法之一，係採對於國小學
生講解海洋等相關知識，也嘗試讓修課學生自行編撰教材，並以此作為
教導國小學生之資料。基於訓練學生立場，此訓練方法值得肯定；然而
計畫中未呈現如何評估教材之適切性，若能強化此計畫之研究所學生與
國小師生互動，或將學生所產出的教材、教案送由國小課程專家或國小
老師進行專業回饋，審慎評估後再為推行，將更縝密。
問題解決導向課程以受教之學生為主體，教師除了設計富含知識之
課程，亦應考量如何設定適切之問題，設計出對學生有難度而必須深度
探索、同時教師又能充分掌握之問題，是此類課程成功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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