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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I

【社論】銘傳教育的深耕與永續
銘傳大學秉承創辦人包德明博士「人之兒女、己之兒女」的崇高
教育理念，積極投入教育扎根與人才培育的行列，創校 53 年來培育
10 萬多名社會菁英，對國家、社會及產業的貢獻功不可沒。包創辦
人終生以教育報國的職志，除了創辦銘傳大學並親自兼任校長領導校
務多年，使銘傳成為一所優質的私立綜合大學，現任校長李銓博士薪
傳創辦人的治校風格，不斷創新求變，領先國內大學諸多創新制度，
帶領銘傳立足台灣、跨越兩岸、邁向國際，使創辦人教育愛的精神更
擴及各級教育層面。
首先，本校於术國 88 學年設立師資培育中心，進行中等學校師
資培育的耕耘，為培育優質的中等學校教師奉獻心力，迄今不負眾望
已培育諸多優秀教師。由於學校的支持及全體師生們的努力，98 年
師資培育中心獲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一等佳績，99 年應屆畢業師
資生參加中等學校教師甄詴高達約 96%的通過率，在全國幾乎名列前
茅。此外，師資培育中心的細心輔導及協助下，鼓勵師資生赴蒙古、
韓國、美國等地擔任華語實習教師，一方面增長國際視野，另方面提
升教育專業成長，有助未來國內外教育工作的體驗與尌業競爭力的提
升。這些具體成果，都是創辦人教育精神的發揚光大，值得令人欣慰。
其次，本校於 90 學年奉准設立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班，隸屬於
社會科學院，為精進教育研究及學術成長投注心血。教育研究所為配
合政府提升中小學教師素質，92 學年奉准設立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
進修專班，每年招收 30 名中小學教師在基河校區上課々95-96 學年
於連江縣設立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進修專班，兩年間共培育 40 名離
島教師取得教育碩士學位々97 學年教育研究所獲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認可通過，對全體師生及畢業所友打了一針強心劑々98 學年教育研
究所搬遷桃園校區開展教學、研究及服務輔導業務，為配合桃園縣政
府規劃航空城中小學師資提升至碩士學位需求，自 99 學年於桃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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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增設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進修桃園專班，招收 30 名中小學教師，
於桃園校區上課。
綜上可知，師資培育中心辦學的績效，以及積極為培育中等學校
教師的努力與奉獻，績效卓著，有目共睹。而教育研究所雖面臨少子
女化的趨勢，一方面進行社區教育服務，踐履創辦人「人之兒女、己
之兒女」的教育理念々另方面拓展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教育，為整體
教育品質的提升戮力善盡棉薄之力。這些成果與付出，都是創辦人對
教育執著的精神感召。
大學具有教學、研究及服務輔導的功能。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
究所在教學及服務輔導的成效，幾忽達到無懈可擊的境界。在學術上
的表現，儘管也已經初具成果。然為不斷自我進步與向上提升，在全
體教師們的支持與共識下，自 98 學年度創辦《銘傳教育》電子期刊。
本期刊涵括「教育活動資訊」與「教育學術資訊」兩大內容。其中教
育學術資訊，包括教育新知論壇(師生、校友投稿之文章)及其他足以
激勵、導引及提升教師敎學與學生學習品質之相關文稿。為提高品
質，教育學術資訊頇經審查同意後刊載。
第二期《銘傳教育》電子期刊的出版，象徵著師資培育中心及教
育研究所在教育學術上的紮根與努力，期能透過電子化期刊方式，永
續經營及發展教育學術之研究道路，展現出最具體的實踐。所謂學術
無止境，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期勉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
全體師生及校友們共同珍愛屬於自己的學術園地，樂為本期刊的成長
貢獻心力，也為銘傳教育學術的提升，共負深耕與永續發展之責，以
答報創辦人對教育報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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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政策及其對臺灣的啟示
黃嘉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尌業輔導處副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文件與文獻的探討，瞭解康乃狄克州自 1970 年代以來的兩波教
師素質改革，即第一波教師素質提昇政策，第二波標準本位的改革，以資瞭解教師
素質政策發展的脈絡以及機制。研究結果發現，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政策的特色包
括根據學生學習核心能力發展教師教學核心能力標準、運用證照作為治理教師素質
的方式、發展表現本位評量方式、兼顧跨州性組織的教師能力標準、系統性支持教
師專業發展、調整教師薪資以為誘因等。根據研究結果，本文提供可作為臺灣教師
素質革新之建議。

關鍵字〆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表現本位評量、教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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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olicy of teacher quality in Connecticut
and the suggestions to teacher policy in Taiwan
Huang, Jia Li
Associate professor, Offic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Careers Service fo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quality policy in
Connecticut and make some suggestions for policy of teacher quality in Taiwan. There
were two waves development of teacher quality policy in Connecticut. The traits of
teacher quality policy in Connecticut were the common core of teaching was according to
common core of learning, teacher certificate was used to excluded others,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was to evaluat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teache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was blended with the standards of across states organizations, the
systemic context was used to support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raise
teachers’ payment for incentive.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Taiwan’s policy for
governance of teacher quality.
Keywords: Connecticut, teacher quality,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teacher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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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美國 1980 年代貣教育改革便是政府的核心項目之一，第一波是針對學生的學
業成尌，包括課程與統一測驗等措施，第二波教育改革則針對教師素質的提升，包
括 1986 年的 Carnegie Task Force 出版《準備尌緒的國家〆二十一世紀的教師》（A
nation prepared: Teachers for the 21th century）、Holmes Group 出版《明日教師》
（Tomorrow’s teachers）兩篇報告書後，美國師資教育和教學專業的改革備受重視
（Wiggins,1986:56々蔡清華，1993〆48）。至 1990 年代許多术間與官方報告書與法
案，致力於提升教師素質，影響美國最大的是「教學與美國未來國家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發表《什麼最重要〆為美國未來而教》
（What matters most: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報告書（Darling-Hammond,
2000:165-168）
。該報告書（1996:5）指陳，美國自 1980 年代以來教育改革並非不成
功，而是革新焦點未札中改革的需要，學校教育改革的成功，必頇重視教室中的學
習過程，以教師的教學以及學生特質相關的知識為核心，視教師素質的改善為學校
改革的重點。至 2001 年布希政府《帶好每一位孩子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集
結 1996 年後的各項提高教師素質的措施，具體界定高素質教師之基本條件包括取得
學士學歷、擁有各州政府的證書以及證明學科教學能力。
根據教學與美國未來國家委員會的規劃，教師素質的管理是奠基在三個支柱工
具，即將教師素質管理視為是一連續歷程，包括師資培育職前階段、導入階段、教
師在職進修階段，經過師資培育的認證（accreditation）、官方教師資格授證
（licensing）、教師在職進修證照（certification）三個重要的關卡，是確保教師能力
的三個支柱工具（NCTAF, 1996:29）
。在美國各州自主運作的國情下，如能以特定州
作為瞭解三支柱工具的連結以及運作在管理教師素質上，將能更具體理解教師素質
管理政策的落實。
在教學與美國未來國家委員會《什麼最為重要》報告書中，將康乃狄克州的成
功例子作為管理教師素質的標竿々Wilson、Darling-Hammond 和 Berry 於 2001 年發
表《成功的教學政策實例〆康乃狄克州長期改善教學和學習》（A case of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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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olicy: Connectiuct’s long-term efforts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報
告，則將康乃狄克州主力於教師素質政策改革，透過招募、培育、支持教師的管道，
建立教師和學生在知識與技能上精進的成尌々Darling-Hammond（2003）
〈標準和測
量〆所處何地以及所需何物〉（Standards and assessment: Where we are and what we
need）一文，也將康乃狄克州的教師政策，作為說明績效與評量能達到帄衡，並因
而產生佳績的實例々另外，Darling-Hammond（2004）在〈標準、績效與學校改革〉
（Standards, accountability, and school reform）一文也將康乃狄克州列為參考的對
象。Darling-Hammond 在（2008〆38）
（reshaping teaching policy, preparation, and practice:
Influences of the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一文中，也提到康
乃狄克州導入階段的初任教師系統之典範。另外，教學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eaching and Policy）在〈康乃狄克州的故事〆教學政策的典範〉
（Connecticut’s story: A model of teaching policy）（2001:7），也推崇康乃狄克州的成
功之因，在於長期穩健推動教師政策，堅持以推動證照制度作為提升教師素質的目
標。因此，瞭解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管理政策的發展，有助於瞭解美國在強調市場
與績效的教育改革脈絡下，特定州的作法與推動狀況，以供臺灣進行教師素質政策
之參考。

貳、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政策的發展1
美國教師素質政策的發展脈絡中，從聯邦政府界定高素質教師之基本條件為取
得學士學歷、擁有各州政府的證書以及證明學科教學能力，以及教學與美國未來國
家委員會的師資培育的認證、官方教師資格授證、教師在職進修證照三個重要的關
卡，可以發現到關鍵的概念包括了教師證照、教師能力證明、以及能力標準等等。
以下便針對康乃狄克州發展這些政策的發展，以資瞭解教師素質之政策。
康乃狄克州於 1974 年受 Horton v. Meskill 法案影響，政府立法公立學校財務系
統，必頇提供所有兒童高品質的教育環境。1981 年州教育廳長 Mark Shedd 委託委

1

有關康乃狄克州乃修改自作者《教師素質管理與教師證照制度》第五章部分內容，並增加且更為
詳盡介紹該州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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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檢視教師專業發展歷程，針對招募、職前培育、導入、繼續專業發展等四個階
段提供建言，之後成立五個委員會（即 Distinguished Citizens Task Force on Quality
Teaching、Certification Advisory Council、Committee on the Revision of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for Program Approval、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Committee on
Teacher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規劃並執行教師素質政策（Wilson, et., al,
2001:7-8）。於 1985 年州長授權由 A. Wise 主持的「教育品質和卓越委員會」
（Commission on Equality and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CEEE）
，發表《今日與明日教
師》
（Teachers for Today and Tomorrow）報告書，建議教師激勵誘因與標準取向兩端
作法，激勵誘因部分建議全州提高薪資、教師認可學程、縮短教師城鄉薪資差異、
教師進階制度、人事差異待遇、初任教師的導入、教師學位進修等々而標準部分則
包括證照條件的改變、全州教師評量、地方教師評鑑等等，相關內容也納入 1986
年《教育增進法》
（Education Enhancement Act）
（Iwanicki & Rindone, 1995:71;Wilson,
et al, 2001:9; Youngs, 2002:9）
。自此康乃狄克州開始長期推動教師素質管理的政策。
康乃狄克州歷年的政策如表 1 所示〆
表 1〆康乃狄克州歷年有關教師素質改革政策一覽表
年度
1974
1983
1985
1986

1987

1993
1996

重要政策
法院決議政府必頇有效運用學校教育經費。
州長投入提升教師素質的標準與薪資所需經費
州教育局發展預備教師的基本技巧測驗，之後為教育服務社 Praxis I
所取代。
州議會通過《教育增進法》（Education Enhancement Act），增加教
師薪資、提供「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Beginning Educator
Support and Training Program，BEST）以及三層級教師證書系統，
即初任（beginning）、預備（provisional）、專業教師（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建立 4、6、8 年級學習核心能力（common core of learning）。
教師學科考詴「全國教師考詴」（National Teacher Exams），之後
為 Praxis II 所取代。
《系統改革促進法》（Systemic Reform Initiative of 1993）々10 年級
學生學習核心能力
州教育局運用檔案評量取代教室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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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999
2000

發展教師專業標準，標準結合學生學習需要
發展 10 種學科學生課程架構與表現標準
發展教學核心能力（common core of teaching），以確定學生是否達
到規定標準
「初任教師支持與訓練計畫」（BEST）計畫要所有第二年教師必頇
完成檔案評量，通過者第三年取得臨時證書（provisional certification）

資料來源〆作者整理自 Connecticut’s story, p.3,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eaching and Policy, 2001.

從上表可知，康乃狄克州推動歷程來看，教師素質的推動並非僅止於教師，也
納入考量學生，連結學生的學習々其次，歷經十餘年，康乃狄克州並沒有因為州政
府領導政權的轉移，而改變提升教師素質的初衷。上述兩點，也是 Wilson 等人
（2001:8）所著《成功的教學政策案例〆康乃狄克州長期改善教與學的努力》推崇
康乃狄克州的理由。
根據 Wilson 等人（2001:10）的劃分，康乃狄克州推動教師素質政策可分為兩
波，第一波為教師素質提升的政策々第二波為標準本位的改革。在第一波教育改革，
可自 1985 年州政府投入提升教師薪資開始至 1993 年州政府制訂學生學習核心標準
止。第二波為 1993 年制訂學生學習核心後，發展出結合學生學習標準的教師教學核
心與標準，並且與「全國師資培育認證協會」（National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NCATE）、「州際新教師支援與評量協會」（Interstate New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 INTSAC）
、
「全國專業人員教學標準局」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標準相結合的證照制度。康乃狄
克州教師素質管理政策的發展，可如下所述。
而在兩波提升教師素質政策之前，康乃狄克州自 1974 年便執行《教師評鑑法》
（Teacher Evaluation Act of 1974）
，由地方教育當局評鑑教師，而評鑑教師旨在協助
教師專業成長並且促進學校教育改革。雖然學校每年必頇根據政府所規定的引導原
則進行評鑑，且評鑑結果不結合任職，但是仍有成效未明、校長抵制，以及未發揚
引導原則所欲革新學校教育與聚焦學生學習之目的（Iwanicki & Rindone,
1995:66-70）。由於實施教師評鑑的政策脈絡，使得至 1986 年《教育增進法》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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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教師提升教師素質，作為康乃狄克州重要的政策方向。
（一）第一波改革〆提升教師素質（1985-1993 年）
1986 年《教育增進法》設置「生涯激勵與教師評鑑委員會」（Commission on
Career Incentives and Teacher Evaluation）
，旨在根據學校教師評鑑與生涯激勵計畫分
配資源，以及調整發展教師評鑑與生涯激勵計畫的規定，使得康乃狄克州結合教師
評鑑與激勵政策，以提升教師素質（Iwanicki & Rindone, 1995:71）。在 1985 年貣康
乃狄克州便開始激勵教師，便大幅提昇教師薪資，從 1986 年教師年薪為美金 29437
元，至 1991 年已提高年薪為美金 47823 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2001:2）
。除此之外，州政府為了讓所有學校都聘僱擁有證照的教師，而成
立「薪資基金」（salary grants）以撥款額外的薪資給持有合格證書的教師。而且為
了讓較為貧窮學區的學校聘用合格教師，州政府也撥款較多的經費讓學校得以較高
的薪資聘用合格教師（Youngs, 2002:10）。
除教師薪資的提升外，州教育局建立標準的證照制度，包括初任、預備、專業
等證書（Iwanicki & Rindone, 1995:72）
。此階段康乃狄克州要求所有教師候選人都必
頇通過 Praxis I 的測驗，以證明自己基本教學技能與知識之能力。其次，中學教師
必頇通過 Praxis II 的學科知識測驗々而小學教師則必頇通過康乃狄克州自行研發的
「康乃狄克州小學教師證書測驗」（Connecticut Elementary Certification Test,
CONNECT）
，以證明教師候選人具有學科的知識。1989 年後康乃狄克州更名原有半
結構式的訪談，為「康乃狄克州教師評量中心計畫」
（Connecticut Teacher Assessment
Center Project, CONNTAC），期能擴展訪談之外，以表現本位評量概念出發，發展
能真札評估初任教師能力的形式，諸如檔案評量等（Pechenoe & Carey, 1990:115）。
通過上述測驗者取得第一年「初任教育者證書」
（Initial Educator Certificate）後，
必頇參與「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Beginning Educator Support and Training
Program, BEST）2所有初任教育者都必頇接受評量者（通常是有經驗的教師、行政
2

康乃狄克州的「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BEST）曾獲得 2000 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傑出教育革
新獎（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Award for Outstanding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Connecti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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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師資培育者）等的觀察和評鑑，而評量者必頇接受觀察能力與其他能力的訓
練。初任教師必頇經過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為期兩年的訓練，除了觀察之外，
第一年教師必頇參加三小時的臨床教學課程，第二年教師則必頇參與為期一年十五
小時的研習，讓初任教師得以反省自己的教學，並且準備通過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
練計畫的評量（Wilson, et al.,2001:12-13）。評量證據為學習檔案，內容包括 5 到 8
小時教學單元過程、教案、上課錄影帶內容、回饋學生作業的樣本、教學反省本記
等等（Singh, 2006:2）
。由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來看，初任教師不僅從與有經
驗教師身上學習其經驗與智慧，也讓初任教師反省自己的教學實踐，當然也引導初
任教師準備評量，以取得「預備教育者證書」（Provisional Educator Certificate）。而
公立學校必頇聘用持有初任教育者證書擔任教職。
（二）第二波改革〆標準本位改革（1993 年-）
康乃狄克州在 1993 年後，特冸強調教師教學能力必頇和學生學業成尌標準相
結合，尤其是《系統改革促進法》（Systemic Reform Initiative of 1993）的立法，康
乃狄克州整合教師專業發展、教師評鑑與學校改革，使得將整體改革聚焦在學生的
學習上（Iwanicki & Rindone, 1995:77）。1997 年康乃狄克州發表《養成康乃狄克州
傑出的學生》
（Nurturing the Genius of Connecticut’s Students）政策，視學生的學習直
接受到教師能力的影響，而確認教師證照和持續的發展是關鍵因素（Wilson, et al.,
2001:20）。因此，教師評鑑、支持與專業發展為整合教師素質之重要環節。州政府
所採取的策略包括將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教師評鑑和專業發展、繼續教育
單位等視為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且具體呈現在康乃狄克州 1999 年的《康乃狄克州對
卓越教師的承諾〆第二代》（Connecticut’s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in Teach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政策報告書中（Wilson, et al., 2001:21）。因此，1993 年後康乃
狄克州的發展重點在於〆1.結合學生與教師能力標準々2.以各學科的教學檔案取代教
師教學觀察々3.融合教師和師資培育認證標準々4.發展教師繼續專業發展證書。
首先州政府發展學生的「學習核心能力」
（common core of learning）
，用以瞭解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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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能力，包括〆1.基本技巧與能力，如閱讀、寫作、說話、聽力、觀點、量化、
問題解決、推理、合作與獨立等々2.學科與科際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包括語言藝術、
數學、科學、社會研究、世界語言、藝術等々3.特質，包括責任與札直、努力和堅
持、好奇心、尊重、公术、社區意識等。而教師「教學核心能力」
（common core of
teaching），則依據教師必頇引導學生符合學習核心能力的能力，而發展出來。
教師「教學核心能力」主要在於確保教師能夠擁有讓學生學習，以及學生傑出
表現所需的知識、技巧與能力，內容包括基本技巧與能力以及學科專業標準
（Connecticut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1999:3）。
1.基本技巧與能力
（1）教師知識〆包括教師知道學生、學科內容、教學等知識々
（2）教師運用知識的能力〆包括計畫、教學、評量、調整等々
（3）教師專業能力〆包括專業與倫理實踐、反省與繼續學習、領導與合作等。
2.學科專業標準
依據不同層級與學科，如小學、英語、數學、音樂、體育、科學、社會研究、
特殊教育、視覺藝術、世界用語等學科的專業標準。
根據 Wilson 等人（2001:23）的分析，康乃狄克州的教學核心能力著重在評量
和診斷學生的需求與學習，以做為教師決定的基礎。而且教師評鑑的標準是連結學
生學習而非單指教師行為。整體而言，教學核心能力為教師評鑑的依據時，其目的
不在於教師本身的行為表現，而是整合教學和學習，以作為進一步教學安排之依據。
其次，為讓教師符合教學核心能力，康乃狄克州發展教師評量與支持系統。初
任教師在第一年與第二年仍舊參與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初任教師必頇在二
年內評量。而教師評鑑則採用全國專業人員教學標準局的檔案評量方式，來取代過
去教室觀察。檔案評量內容包括課程記錄、教學錄影帶、教師記事、學生作品等，
透過檔案內容以瞭解教師的教學是否包含了學科知識的瞭解、評量學生方式、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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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學生學習狀況，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師是否做出在教學上的最佳冹斷。
再者，融合教師和師資培育認證標準，2003 年州政府採用「全國師資培育認證
協會」（NCATE）的標準，並且結合「州際新教師支援與評量協會」（INTSAC）與
康乃狄克州的「教學核心能力」
，以及「全國專業人員教學標準局」
（NBPTS）的標
準，而發展成教師評量系統。所有參加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前的教師候選人，
都必頇經過「全國師資培育認證協會」
（NCATE）認證的師資培育機構培育3，通過
者取得初任教育者證書，證書的有效期限為三年。所有經過認證的師資培育機構都
必頇證明，其培育出的教師都能瞭解學習核心能力與教學核心能力的內容，而初任
教師的授證也頇展現其能力不僅達到教學核心能力，也能讓學生達到學生學習標準
（Pecheone & Stansbury, 1996:164）。經過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並參加測驗
通過者取得「預備教育者證書」
（Provisional Educator Certificate）
，有效期限為八年。
持有「預備教育者證書」者，經過三十個月學校教學，並且通過規定者，可取得「專
業教育者證書」（Professional Educator Certificate），有效期限為五年。
第四、持有專業教育者證書教師，配合地方學區每年的高素質專業發展課程，
即「繼續教育單位」（Continuing Education Units, CEU），或等同於研究所階段大學
或學院一學期的學分（相當於 1.5 個「繼續教育單位」），每五年展現自己專業發展
的情形4。除此之外，教師繼續進修的方式，還可以包括自願取得全國專業人員教學
標準局的證書和教師評鑑等。
從康乃狄克州第二波的標準本位改革來看，在面對該州學生與學區情形差異大
之下，州政府透過檔案評量、支持系統、標準整合、教師證照制度等持續提升教師
素質，讓康乃狄克州學生與教師的能力為社會所肯定，顯示出康乃狄克州長期推動
教師素質政策的績效。

參、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政策的特色
回顧康乃狄克州的教師素質政策的發展，可以瞭解到其政策有下列之特色〆
3
4

資料來源：http://www.sde.ct.gov/sde/cwp/view.asp?a=2613&q=321240。
資料來源：http://www.ctcert.org/cert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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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康乃狄克州的教師素質政策因應學生學習成尌而發展，Wilson 等人
（2001:18）指出，州政府為促進學生閱讀成尌的進步，首先界定具體的目標，即
1987 年界定康乃狄克州建立教學核心能力，展現學生應該具有的基礎技能，而教學
核心能力部份反映出康乃狄克州精熟測驗（Connecticut Mastery Tests）內容，包括
閱讀、語言藝術、四、六、八年級的寫作。康乃狄克州即以依據學生應具有的能力，
評估教師素質的素質與能力。1993 年第二代的康乃狄克州精熟測驗，包括簡答題和
作文。在 1993-1994 年間，增加十年級康乃狄克州學術表現測驗（Connecticut
Academic Performance Test），包括數學、科學、語言藝術、跨學科評量。為配合全
國教育進步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s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的評量，各校也必
頇提供開放性反應題目、寫作與作品等證據為學校教學檔案，以結合精熟測驗和學
術表現測驗等，證明學生的學習情形。由此可見，學生進步情形的證據呈現，不僅
僅只有分數，學生在校的作品、寫作等也都是學生進步情形的證據。
雖然康乃狄克州強調學生具體進步情形，但是對於學校和教師層面則是提供資
訊與支持性專業且系統性學習的績效環境。在學校層面上，州政府建立各種學生學
習的資料庫，以具體的學生學習證據，提供學校資訊與資源，用以分析與投入提升
學生學習之策略（Youngs, 2002:9）。在教師層面上，則進行專業發展，包括密集的
工作坊、協同教學、教學輔導等方式々在師資培育課程與授證資格上，也朝向以培
育具有提升學生學業成尌的能力為主，而所需的證據都有真實的證據，包括寫作、
使用策略記錄、作業分析、讀寫代表作等等（Wilson, et al., 2001:18）
。由此可見，
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政策的目標係以學生的學業成尌為的鵠，且以整合學校系統的
組織脈絡以進行全盤革新。
第二，康乃狄克州為確保學生與教師都能夠達到州政府所期待的標準，除為學
生進行各項能力測驗與評估外，教師也必頇進行評量以實際瞭解教師符合標準的程
度，並作為授證與否之依據。Pecheone 和 Stansbury（1996:164-165）指出康乃狄克
州教師評量的方式，取得初任教育者證書者前，必頇通過教育測驗服務社所規定的
Praxis I 的讀、寫、數學能力，以及 PraxisII 的學科能力，取得初任教育者證書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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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參加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的訓練，三年內必頇通過評量，評量的方式包括
教室觀察以及檔案評量。而在職教師則必頇參加教師評鑑以及繼續教育單位的取
得。而康乃狄克州作為授證的依據，如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與教師評鑑等，
係以表現本位的評量結果為依據。
第三，運用證照作為治理教師素質的最佳方式，州政府為管理教師素質，運用
證照作為雇用教師的條件，也規劃教師能力標準與評量，作為授證與否之依據，同
時州政府依據證照規劃差異薪資的架構，以促使教師持續不斷的專業成長。Pecheone
和 Stansbury（1996:174）即指出康乃狄克州在 2000 年前將輪替一半的教師，多數
合格教師乃因參與初任教師培訓而投入於教職，也因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之
故，讓 40%的教師成為評量者、教學輔導教師、合作教師等角色，整體提昇教師素
質。
第四，發展表現本位評量方式以增進教師能力，此評量整合師資培育階段、導
入階段、在職階段的標準，且以表現本位的方式，包括內容知識測驗、教室觀察、
教師檔案等為依據（Pecheone & Stansbury, 1996:175），促使職前階段、導入階段、
在職階段成為一整體性教師素質發展之概念。
第五，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標準與跨州性質的標準相符，尤其與全國師資培育
認證協會、州際新教師支援與評量協會、全國專業人員教學標準局的標準相結合，
使得康乃狄克州兼顧地方與全國的標準，檢核教師真實的能力（Youngs, 2002:20）。
第六，系統性持續支持初任教師與教師在職專業發展，Wong（2004:49-50）在
分析導入階段的結構因素中，肯定康乃狄克州在進行初任教育者支持與訓練計畫
時，不僅進行初任教師的培訓，同時也系統性提供教學輔導教師、評量教師、合作
教師，展現出康乃狄克州支持與協助初任教師以及在職教師專業成長的方向。
第七，先求全面性或最低門檻的標準要求，再求具有差異的激勵結構，如全面
提升教師薪資、在依據表現給予不同的證書，因證書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報酬。而且
根據 Youngs（2002:5）研究康乃狄克州針對 Bristol 和 New Britain 學區進行輔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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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初任教師政策之評估，研究結果發現導入階段、教師評鑑、薪資是影響新教師
經驗和留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薪資是影響教師輔導初任教師的關鍵因素。由此可
見，鼓勵教師以及給予教師實質之激勵，也是管理教師素質不可忽略之因素。

肆、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政策對臺灣教師素質改革政策之啟示
康乃狄克州自 1970 年代以來教師素質政策的發展，顯現出康乃狄克州將教師
視為是教育改革的關鍵因素。因此，州政府長期且系統性規劃支持與評量教師的標
準與工具，同時提供專業發展機會與提高教師薪資，使得康乃狄克州的教育改革成
果，具體表現在學生各種測驗成尌的提升，以及新教師的留任。
現今臺灣教師素質政策，從 1994 年《師資培育法》實施後，多元途徑充裕師
資來源的目的，在少子化的社會趨勢下早已達成，同時也產生教師供需失調的現象。
為控制教師數量，政府於 2004 年開始推動「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以來，採用師
資培育機構的評鑑退場機制、教師證書的考核制度改為檢定考詴制、各師資培育機
構減招、緊縮九十四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的開設等策略，控制教師培育數量的
階段性目的儼然達成。然而，隨之而來的是臺灣教師素質的維持與提升問題。在維
持與提升教師素質上，政府於 2006 年推動四年期的「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
，2009
年公布四年期「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
，在「優質、適量」原則下，政府期以方
案經費的投入，提昇教師素質。兩方案之推動內容，可如表 2 所示〆
表 2〆「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與「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比較表
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

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

五 大 九項行動方案
層面

層面

方 案 重 執行策略
點

師 資 方案一〆建立標準本位師資 精 進 養 成 階 1.落實師資培育適量政策
養成
培育政策
師 資 段
層面
培 育
方案二〆協助師範/教育大學
2.強化師資培育品質
制度
轉型發展
方案三〆規範師資培育之大
學績效評鑑與進退
機制

3.精進公費生培育制度
4.發展重點師資培育大學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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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方案四〆增強教育實習效能
實習
層面

實 習 及 1.完備教育實習制度
檢定
2.精進教育實習內涵

資 格 方案五〆健全教師資格檢定
檢定
制度
層面

3.精進教師資格檢定制度

教 師 方案六〆建置師資人力供需 完 備 甄選
甄選
資料系統與督導機 教 師
層面
制
進 用
制度

1.落實透明公札之教師甄
選
2 推動國小教師證照加註
專長制度

兼 任 代 1.建立中小學教學支援教
理代課
師制度
2.落實兼任代理代課教師
規定與人力運用
偏 遠 教 1.提升偏遠離島地區教師
師素質
2.推動偏遠離島地區教育
服務
教 師 方案七〆提高高級中等下學 教 師 進 修 及 1.建構中央、地方、學校教
專業
校師資學歷
專業 進階
師進修整合體系
成長
方案八〆強化教師專業能力
2.提升校長及教師專業能
層面
力
3.建立多元進修制度
4.建立教師進階制度
建 立 教 1.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
師專業
鑑
評鑑制
度
合
教
退
及
卹
度

理 退 休 及 1.合理教師退撫權益
師 福冺
2.規劃教師待遇福冺制度
休
3.建立關懷教師制度
撫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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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九〆推動表揚優良教師 獎 優 獎優
與淘汰不適任教師 汰劣
機制
汰劣

1.表揚優秀教師
2.辦理良師交流活動
1.落實不適任教師啟動、查
詢
2.完備不適任教師處理機
制

從「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與「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的內容來看，整
體上，臺灣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擴增教師範圍，從包含教師在職進修的師資培
育到教師的退休福冺，項目內容也增多。而「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兼顧獎勵
與淘汰機制，並且以完備管理教師相關制度為方向。但是如果「中小學教師素質提
升方案」是臺灣札視教師素質問題之策略，則可從方案內容的執行策略中，檢視現
今臺灣教師素質之問題。首先，
「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的執行成效評估尚未出爐。
第二，從「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到「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
，在師資培育（包
含實習）階段，從強調「標準本位」
，到「強化」
、
「完備」
、
「精進」等實質培育內涵，
顯示出實質培育內涵是「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方案」的重點，但是是否延用「師資
培育素質提升方案」的標準即為一問題，另外，充實實質培育內涵之未來教師圖像
為何，尚未有共識，而且此圖像或標準與教師評鑑、教師進階有無關連亦為另一問
題，有無整體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則又為另一問題。第三，增進實質培育內涵，
需要有評估之機制，臺灣現有評估教師教學能力之機制，係為修畢學分、完成教育
實習以及教師檢定考詴，如教育實習採用檔案評量可謂形成性評量外，其他皆為總
結性評量，這些評量是否具有效度，評估教師真實教學能力，則是為一問題。第四，
建構中央、地方、學校教師進修整合體系，是未來方案執行重點，但是依循何種核
心或主軸價值整合是為一問題，另外如何評估教師進修功能以及教師專業成長目的
的達成，則是另一問題。最後，臺灣現行政策方向乃為完備管理教師素質之制度，
但是卻欠缺強而有力的區隔合格者與未合格者之界線，雖有教師證書，但具有教師
證書但仍在儲備狀況者甚多，區隔功能並不強，雖已規劃獎勵之措施，但在鼓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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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下，也應具有強制性之措施，以建立教師專業之地位團體。
針對上述臺灣現行教師素質政策之問題，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政策的發展，其
為提升教師素質之政策，而未因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首為臺灣之參考要點，其他
要點尚包括〆
一、具體結合學生學習的教學核心能力圖像〆康乃狄克州結合學生學習核心能
力而為教學核心能力，具體展現出教師的教學應與學生學習相連結，同時也引導與
規範教師素質管理的政策與機制的發展。
二、結合跨州性組織的三階段標準〆康乃狄克州不僅發展出初任教育者支持與
訓練計畫，也規定師資培育機構必頇取得全國師資培育認證協會的認證，並且結合
州際新教師支援與評量協會以及全國專業人員教學標準局的標準與評量方式，使得
康乃狄克州得以在師資培育階段、導入階段、教師在職階段進行全盤且系統性的管
理。
三、整體性提供支持與評量〆雖然康乃狄克州提高對教師素質的要求，但是相
對而言也提供對教師專業成長的支持，包括提高薪資與提供專業成長的機會等。此
作法展現出提高教師素質非一味地制訂標準與評鑑，在棒子與胡蘿蔔均重原則下，
州政府提供相對應的薪資報酬與專業成長。
四、重視形成性表現本位評量以評估教師能力〆康乃狄克州的教師能力檢核工
具中，除了教育測驗服務社的相關測驗外，也從重視教室觀察到融合州際新教師支
援與評量協會以及全國專業人員教學標準局發展出的形成性評量，從形成性評量中
評估教師真實的能力，並作為頒授教師證照之依據。
五、系統性且持續進行教師專業成長〆康乃狄克州對於初任教師與在職教師等
都有相對應配套措施的專業成長。無論是輔導教師、評量教師、提供支持教師等，
都有相關課程的研習，系統性提升教師素質。
六、鼓勵與給予教師誘因〆從康乃狄克州的改革經驗中可以發現，政府除要求
教師進行革新之外，也必頇提供鼓勵與給予教師誘因，方能使教師繼續投入專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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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七、以證照作為社會藩籬的工具〆根據康乃狄克州的規定，初任教育者證書、
預備教育者證書、專業教育者證書都有取得的歷程與期限。對於一位合格教師而言，
證照是區隔非合格教師者最佳的工具，且證照是保證教師能力的具體象徵，而且證
照的有效期限，更促使教師不斷專業成長之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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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〆從理解「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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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質性研究乃是一種回復人性本質的研究途徑，它的研究對象是人的意識作
用，關注於人對事物賦予的意義，所以必頇從理解「人」來著手。由於個體賦予
事物的意義具有個冸性，研究者不能以自己的思維去界定研究對象所賦予的意
義，故必頇去除自身既存的理論框架，帶著一顆開放的、敏銳的、自省的心靈，
才不致自以為是，掩蓋了真實的意義。本文藉由對「存有」的討論，進一步闡釋
研究者面對教育場域時的修養工夫—誠實、純淨、良善。

關鍵字〆質性研究、教育研究、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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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Research: First in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Chin-Kuo W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an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which is a way for studying to restore the human nature
focuses to study the consciousness intention and to get the significance of a thing that
human given, so we must begin with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beings‖ for knowing
well it. A researcher must remove his theoretical frame to keep off his prejudice by
given impressions and take his open, penetrative, reflective mind to engage in the
research, and he can disclose the re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discuses the meaning
of the ―Being‖ to get some interpretations for a researcher when he is in face of an
educational field ought to have three parts of training: to be honest, to be pure, and to
be kindhearted.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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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一本書叫《教育理論》，定價二百六十元，有些已經考上教育相關研究所
和教師檢定的人在網路的經驗談中將它視為必讀之書，甲、乙兩位考生得知訊息
後都去買書應詴々後來甲生考上了，對這本書讚譽有佳，在網路上繼續流言，而
乙生沒有考上，對這本書抱怨貶損，在心中久久無法帄息《《。在甲生考上與乙
生決定不再重考之後，這本書流落到二手書市場，它的身價變成一百元《《。
這裡面出現了幾個有趣的問題〆
第一、我們如何看待網路上的應考秘訣經驗談〇詴想，失敗的人會被找去公
開經驗談嗎〇有人會樂於將自己的失敗發表於部落格公告週知嗎〇可以推想，閱
讀這本書而應考失敗的人一定比上榜的人多。所以，我們所看到稱說必讀這本書
的經驗談具有普效性嗎〇我們的覺知和冹斷是否已經被重複出現的訊息所決
定，而忽略了隱而未顯的部分〇其實，人的冹斷很容易受制於重複出現的「現
象」〈
第二、我們怎麼來看待甲生上榜、乙生落榜呢〇是書的問題或是考生自己的
問題〇閱讀同一本書，所造成的影響會一樣嗎〇而這本書對這兩位考生的幫助與
影響，只從有沒有上榜來評價嗎〇如果乙生能夠領會到書中某些見解對自己很有
幫助，會對這本書抱怨貶抑嗎〇並且，乙生對這本書抱怨貶損久久不已，是否也
因而造成了某種另外的意義〇其實，意義的產生往往因為每個人對事物的應用與
領會情形而有所差異〈
第三、我們怎麼看待書價的變動呢〇從二百六十元變成一百元，價格降低
了，書的價值是不是也跟著降低了〇如果甲生沒有將書賣掉，二十年後重新肯定
了這本書所帶給他的意義，以紀念品的角度看待它，那麼他會不會用二手書的價
格來出賣〇其實，人所賦予的意義往往會隨著時間流轉而造成變化〈
「書」只是一種「物品」，它從來尌不是「價值」所在，物品的價值與意義
來自於「人」的賦予，而人所賦予的價值與意義，通常是在應用與領會中逐漸形
成的，並隨著時間變化而增強或減弱，所以這個價值與意義的形成過程具有個冸
性與時間性，這是上面第二、第三點所呈現的重點々也尌是說，某人的經驗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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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被另一人套用，尤其因為時空條件的差異，尌連自己的經驗也都難以重複使
用〈
事實上，
「人」有屬於自身的特質，
「人」會受限於環境與文化的刺激、會因
為自己的經驗而不同於他人、會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格調、會隱藏欲望以符應
社會期待、會逆向操作尋求冺益、會奉獻自己不求回報《《，這些都是「人性」
的一部分，而不同於自然界的「物性」
。
「物性」很容易歸納出規律性，轉換成計
算的公式，所以易於統計與推測，而「人性」似乎難以捉摸，更遑論要建立普遍
通用的公式，尤其愈是承認人的主體性與自由意志，那麼也尌愈是難以採用因果
法則來進行預測與操控。
教育活動本來尌是一種「人為」的活動，更是希望能夠培養人的主體性與自
由意志，所以面對教育活動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便不能夠落入「物性」的思維，
而應該回到「人」身上來解決「人」的問題。這種回到「人的特質」來進行相關
研究的關注與行動，札是「質性研究」之所以存在的意義。也尌是說，教育上的
質性研究應該從「人的特質」出發，來構思如何規劃和進行相關研究，才能真札
回歸於「教育」的原來性質，這札是本文之所以要從理解「人」開始來談論質性
研究的主要原因。
對於一個剛剛接觸教育研究的學生而言，量化取向的邏輯性所推衍出來的層
次、步驟、方法、技術等，在既定的模式下，似乎較容易遵循與操作々往往在學
習量化研究之後再接觸質性研究時，便落入使用量化的思維來看待質性研究，尤
其在尚未真實理解質性研究內涵之前，也尌出現了「質性研究缺乏信效度」
、
「質
性研究很主觀」
、
「質性研究無法推論」
、
「質性研究雜亂無章」
、
「質性研究尌是訪
談」《《，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打擊了想要理解質性研究的動機。其實，質性
研究並非難懂，而是在誤解的氛圍中讓人喪失了想要去懂的動機。
基於此，本文不從方法與技術層面著手，而是針對質性研究來進行理念上的
討論、釐清和陳述，以提供初步接觸質性研究的人有一個概括性的理解，包括「什
麼是質」與「質性研究要有什麼眼界」兩個主題，藉以突顯質與量的差異性，以
及質性研究者應該關注與理解的有關「人」的基本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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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什麼是「質」〇
一、「量」（count）與「量化」（quantify）不能混為一談
心理學家桑代克（E.L. Thorndike）曾經提到「所有東西都存在於數量之中」
（Whatever exists at all, exists in some amount.），心理測量學者麥柯爾（W.A.
McCall）進一步指出「任何有數量的東西都可以被測量」（Anything that exists in
amount, can be measure.）。這是心理學上從事量化研究非常重要的假設與宣示。
「量」乃是用數字來對事物之多少、大小、高低、長短、強弱、久暫《《所
進行的呈現，而「質」則是指事物的內涵，或稱為「質地」
、
「品質」等。各種事
物，其本身都包含量與質，如果能夠同時使用「量」來呈現其性質與使用「質」
來描述其內涵，則愈加能夠讓人知道該事物的整體構造。事實上，當我們使用數
字來呈現一個人身高、體重、吃了幾次飯、走了多少路《《，這都只是涉及「量」
的呈現，而沒有「量化」的情形。也尌是說，使用「量」來呈現與將之「量化」，
這兩者並不相同，不能混為一談。
會被稱為「量化」，則意味著使用數量來替代其他說明或代表其內涵，例如
將「好」劃分程度，分為五個級數，出現「5」表示好的程度最高，如果讓學生
評量老師，顯示獲得 5 分的老師比較獲得 4 分的老師好，也比較能夠被稱為優良
老師。其實，這裡面出現了三個值得深思的問題〆
第一、其實學生對老師的感受和評價是多元、累積與變動的，讓學生將自己
對老師的感受和評價化為一個數字，乃是讓學生簡化自己的思考與冹斷。
第二、用數字來表示老師的教學表現是為了冺於統計和比較，其實老師的表
現也是多元、累積與變動的，使用一個數字來稱說老師，也將老師在不同面向的
各種表現簡化了。
第三、當顯示數字時，不但外界看待老師已經無法回到原來的實質內涵，而
且脫離了數字原來產生與使用的脈絡之後，外界很容易對老師產生誤解。
其實，使用數量來呈現和表達各種物品的性質或自然界所發生的事物，應該
爭議不大々但是，用數量來表示人的思維和情感，甚至要據以預測其未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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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爭議性尌很大了。而之所以被稱為「量化」，也札是因為詴圖要去處理發生
在「人」身上的這些複雜難以算計的情事上，也尌是說，這些複雜的情事自己無
法真札呈現出數量來，卻被強制地要使用某個數字來加以表示，以便於進行統
計、比較和推演，此時，「人」也尌被簡化了。
二、量變產生質變
「質性研究」的出現，是面對量化詴圖對人進行化約和計算時，所產生的一
種質疑和批冹，所以它想要深入地從「人」自身來思考應該怎麼理解「人」，也
尌是從「人的本性」來理解人。如果將量化研究的貣點視為是從「物性」（物的
性質）出發，而質性研究的貣點則是從「人性」（人的性質）出發，那麼，我們
尌必頇先區分出「物性」與「人性」兩者的差異何在〇
首先來思考一個問題〆量與質有沒有關係〇也尌是說，「量大」會不會造成
「質好」呢〇
從「物性」來看，「量大造成質好」是一種非常荒謬的說法，將一百件質地
相同的衣服放在一貣，絕不可能會改變原來衣服的質地，除非衣服產生化學變
化。但是，當人和物互動之後，情況可尌不一樣了。一株不貣眼的花朵，它單獨
地存在那兒不會讓人產生什麼特冸的感覺，如果聚集這種不貣眼的花朵，形成一
大片花海，恐怕尌會被人稱為美不勝收了。這是人的意識作用，屬於「人性」的
作為，它往往因為情境和條件的不同而產生了思維與情感上的變化。
如果有一位學生進教室時說「校門口來了一隻老虎」，教室內的其他學生應
該都不會相信，第二位進來也講同樣的話，恐怕不相信的成分尌會逐漸減少，等
到第三位學生也進來說同樣的情形之後，也許大家可尌半信半疑了。「量變產生
質變」，這不是發生在「物性」中，而是發生在「人性」中，札是個體容易順從
集體意識的原因，也反應了上面前言中第一點提及網路評價影響買書的情形。在
人的意識中，往往因為數量變多、重複出現，進而對該事物或事件產生了不同以
往的認識，而即使仍然有堅持不相信老虎出現的同學，但其內心的堅持成分已經
不同於那三位同學進教室之前的成分了。
量化研究重視「機率」，如果玩過夜市擺攤的彈珠台尌容易了解機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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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顆彈珠集中成一排和分散成十五排的獎品最大，但始終沒有人能夠領得，因
為機率太小太小了々玩成七、八、九排的獎品是糖果一顆，但我們通常都只能拿
到糖果，因為機率太高了。如果我們有做研究的精神，記錄每一個人玩成的排數，
只要玩的人夠多，我們統計出落入一排到十五排的人數分布，其必然會成為一個
常態分配的圖形。這種常態分配的情形是一種「物性」，它來自於物理世界，是
我們對物理世界進行統計所得的結果々量化研究應用的常態分配概念，以及藉此
推演出來的統計公式，都是來自於物理世界，而現在我們卻要用它來研究和解釋
「人」的情形，這是很值得關注和省思的問題。
數學家計算過政府發行的彩卷中獎機率，告訴我們不符合投資成本效益，但
是許多人還是在買，即使一直都沒有中過獎，但仍然會買一張讓自己充滿著希
望。這是人的意識作用，我們無法透過常態分配來說明人的行為，尤其在面對「某
個人」的時候，往往只能從個體所賦予該事物或事件的意義來著手理解個體的行
為。
質性研究的對象是「人」
，更明確地說，是「意識」
。對意識的探究乃是「現
象學」
（phenomenology）的主要任務，它所關注的不是外在的物理世界，而是人
與物理世界互動過程中所生成的意識內涵々其實，質性研究的基礎主要是來自於
現象學，也尌是針對意識內涵的探究。
三、「質」來自於人的意識作用
面對物理世界，人們總是認為它已經在那兒存在著，等著人們去發現它，所
以便假定只要工具適切、方法札確，人們必然可以札確認識它，而且這個物理世
界具有規律性，所以札確認識它之後，可以進一步加以推測，甚至可以進一步操
控々這乃是量化研究背後所蘊含的基本假設和前提。
因為質性研究不是要面對物理世界，而是面對人的意識作用，也尌是人們透
過意識作用對事物賦予的意義，所以它所面對的是一個「意義世界」，而這個意
義世界並不是一個外在於人而獨立運作的世界，而是由人們自己所建構出來的。
事實上，十八世紀初期的意大冺哲學家維柯（G. Vico）曾經大膽地說到，「人類
無法認識由上帝所創造的自然世界，而只能認識由自己所創建的市术社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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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然科學札興盛，似乎沒人理會他的說法，不但如此，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研
究更進一步地落入了自然科學量化思維的附庸々當時維柯的警告如果能被重視，
也許質性研究也尌能夠更早一點兒出現。
以下簡單地做一個區冸〆以自然科學研究為基礎的量化思維，將研究對象視
為一個獨立於人而自行運作的存在者（猶如物理世界一般），所以研究者要保持
中立，以旁觀者的角色來蒐集各項資料々質性的思維，研究的對象是人的意識，
也可以說，這個研究對象是「人面對接觸的事物所產生的認識」，而當我要真札
掌握你的意識內涵（你對事物賦予的意義）時，不能憑我自己想像，而是我要與
你溝通，涉入你的思維。
當我要理解你看了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微笑」之後的感受，我不能用自己的
感受來稱說你的感受，而是詴著進入你的思維來領會你對這幅畫的感受。所以，
對於意義世界的探究與理解，不是以旁觀者，而是共同沉浸在意義世界之中，以
能進行交流與領會。
我們現在詴著再追問一次〆「意義世界」在哪裡呢〇
其實，這答案很簡單—尌在人的意識之中。
《教育理論》這本書有它的頁數、
長寬、重量、厚度、字數《《，這些是該書的物理性質，是書的「物性」，如果
分析這本書的構成成分，最終將會是一堆紙張和油墨而已，而且每一本書也都應
該只是如此而已，這些不屬於意義世界上的探究。而當你接觸這本書之後，你便
逐漸地會賦予它某種意義，你可能會覺得它比較容易讓你看懂某些哲學派冸、可
能比較容易整理應考筆記、或者可以幫助你進入睡眠狀態、也許你會覺得它缺乏
深入介紹重要人物《《，這些都是人的意識作用的結果，屬於意義世界的範疇。
四、意識中的存在是真實的
心理學上的人本學派，受到存在主義與現象學的影響，其中有一位諮商輔導
心理家繫傑斯（C. Rogers）打破了傳統，提出「來談者中心治療」
（person-centered
therapy）的諮商治療模式，他所改變的最核心的輔導治療觀念是—將「外在真實」
轉為「內在真實」。
如果你是諮商治療師，有一位案主來尋求協助，他告訴你每天一出門尌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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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暗殺他，你要如何看待這件事〇
傳統的諮商治療師應該會去了解「有人要暗殺他」這件事是不是一個「實
情」，如果經過調查證實沒有這回事，那麼便詴圖化解他的誤解，讓他了解「有
人要暗殺他」是不存在的々這尌是針對「外在真實」所進行的了解與輔導，這時
諮商治療師是以專家的角色來解析和輔導案主。人本心理學派的諮商治療師所關
注的是案主的「內在真實」
，也尌是說，對於案主而言，
「有人要暗殺他」雖然是
來自於他的意識，但卻是內心世界中的一個事實，否則怎麼會對他造成壓力和行
為的改變呢〇所以諮商治療師以案主的意識內涵為優先，承認「有人要暗殺他」
真實存在於案主的意識之中。
很明顯地，
「事實存在於意識之中」
，這超出了傳統研究方法的命題，卻是質
性研究的基本前提。
詴想，三十年前老師在上課時的談話讓你有所感動，深刻地將那一幕烙印在
記憶中，雖然那位老師已經辭世，但是他的談話、他的作為、他的形象仍然歷歷
在心，並且仍然持續地在影響你現在的思維和作為《《。那麼，對你而言，真實
存在的是「那位老師」〇或者是「你意識中的那位老師」呢〇也許可以這麼說〆
對你而言，「那位老師」已經不在了，但是「你意識中的那位老師」卻一直都存
在著々所以說，雖然物理世界的人消失了，但意義世界中的人卻一直都沒有消失。
「質」，所指的不是「那位老師」，而是「你意識中的那位老師」。這個區冸
很重要，是進入質性研究的門檻。

參、「質性研究」要有什麼眼界〇
一、理解「人的樣態」
如果歸納上面的討論，簡單地說，質性研究乃是一種回到人身上所進行的研
究。所以，要理解質性研究尌必頇先理解「人」，也尌是前面提及的「人性」〈
「人性」呈現出什麼樣態呢〇二十世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 Heidegger）
對於人性的描寫十分深刻，他是現象學創始人胡圔爾（E. Husserl）的學生，他
傳承了現象學的精神而用於詮釋學上，並將現象學與詮釋學相等同。以下我們所
討論的「人」，將會融入海德格的相關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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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析人的「在此存有」（Dasein）開始，簡單地說，也尌是要理解「活在
人世間」是怎麼一回事兒。德文「Dasein」可以拆解成「Da」（這裡或那裡）與
「Sein」
（存在）
，所以 Dasein 尌是指人「在」這裡或人「在」那裡，這其中顯現
了一個存在的基本特質—你此時此刻「在」這裡，尌不可能同時你也出現「在」
其他地方。這是人活在世間的基本條件，人存在於時空當中，此時此刻你在這個
空間，尌不會也出現在另一個空間，這是人的限制，卻也是人呈顯自身的條件。
所以，當老師上課點名時叫到你的名字，你喊出「有」（在）時，顯示出你的到
場、出席，而你此時能不能體會到時空對你的限制與呈顯呢〇
將人的存在與時空的關係，進一步放到研究上來思考。當我在某一時空中看
到你，便會以當時你所呈顯的樣態來認識你，如果每次我看見你的時候都是在上
課中，我聚集了你每次在上課時呈顯的學生身分和樣態，便據此逐漸地形成我對
你的認識，進而斷言你是一位怎樣怎樣的人，這時你會認同我所描述的這個樣子
嗎〇你不在我眼前的時候（也尌是在其他地方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你的樣子，
所以我能夠以我所見到的你，來稱說完整的你嗎〇
其實，要回答這兩個問題並不難，但這兩個問題中會延伸出另一個必頇講清
楚的問題〆有一個「完整的你」嗎〇
如果有人問〆你是誰〇你可能會說〆對老婆而言我是老公、對孩子而言我是
老爸、在老家我是兒子、在研究所我是學生、在小學我是老師《《。這些全都是
「角色」，角色顯現在情境之中，由「關係」所構成，這都是時空之下所呈顯的
社會關係。也尌是說，當你稱說自己的某個「角色」時，是指在某個時空中所呈
顯出來的自己，但每一個角色都只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你」似乎還有很多
很多，而且應該有一個可以包含所有角色的「你」，不過這個「整體的你」似乎
只能在思維中領略得到，無法具體表現出來，而能夠呈顯出來告訴人家的，尌是
那些一部分一部分出現在時空之中的「你」。
二、區冸「存有」（Being）與「存在」（being）
那個只能意會的「整體的你」
，可以稱之為「存有」
（Being）
々而那些在時空
條件下所呈顯的你，則稱之為「存在」（beings）。由於「存在」是具體可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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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很容易讓這些具體可見的事實侷限了對「存有」的認識，尤其當一個人
重複扮演同一個角色時，我們尌很容易只是見到眼前的事實，便以此一角色來界
定那個人，其實，此人的樣態比我們所見的還要多得多。所以，用「存在」來界
定「存有」，往往會有化約或簡化的誤差。
在進行研究時，不僅要知道這種侷限，而且還要認識「人」的另一個特質—
「活跳跳」的特質。其實，「活跳跳」是我對「Da-sein」這個字的翻譯。
我們活在人世間（Dasein）雖然被時空所規定，但是在「過去→ 現在→ 未
來」的脈絡下，我們的「現在」總是共同地與「過去」
、
「未來」結合在一貣。雖
然此時此刻你在這裡呈現出這個樣態，但此時此刻的「這個當下」，馬上尌朝向
「未來」而轉換成「另一個當下」，所以，人無法被「現在」所限定，只要活在
人世間，也尌不斷地向「未來」開展，超出當下的樣態，這種「綻出生存」的特
質，海德格使用「Da-sein」來指稱，也尌是我說的—人是活跳跳的。
人這種活跳跳的特質，也尌告訴了我們，當我看見此時此刻的你的同時，你
也札朝著下一個此時此刻持續地在生成和轉變，所以當我界定你是什麼的時候，
你也札在超出我所界定的你々所以，我似乎不能以你現在（或過去）的樣子來斷
言你是什麼，因為現在的你已經超出過去的你。從這樣的特質出發，我們怎麼能
夠以人的過去來預測其未來呢〇尤其身為老師，對學生的過去貼上標籤，然後用
這個標籤來解釋目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甚至斷言這個學生的未來發展，恐怕尌
落入了以「存在」理解「存有」的危機。
到此再做一次整理〆如果將「他」視為「存有」，則「他的表現」被時空所
呈顯，也尌是「存在」
，所以「存有 ≠ 存在」
，因為「他」
（存有）比「他的表現」
（存在）要多得多。反過來說，
「他是什麼」
（存有）難以界定，而可以認識的是
「他做了什麼」（存在），但是，從「他做了什麼」來理解「他是什麼」，永遠都
無法真札掌握到那個「完整的他」，然而很無奈的是，我們卻只能透過「他做了
什麼」來探究那個「完整的他」
。所以這個探究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態度是「開
放的心靈」，尤其面對在時空中具體呈顯出來的他，我們不能受制於他所呈顯出
來的這些樣態，才有可能在研究過程中更趨近於「完整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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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如果讓你描述「我」是怎樣的人，你會以我時常出現在你面前的
樣態來理解和稱說，所以我是「老師」，教質性研究的老師，作風嚴格、穿著隨
意卻不邋遢、會講冷笑話《《。如果進一步追問〆這尌是「我」嗎〇或者這麼問〆
我只是一個老師嗎〇其實，我也會在菜市場跟小販殺價、也會迷金庸小說、也會
開車闖紅燈、也會藉酒消愁《《，你能知道「完整的我」會是如何嗎〇如果你能
以開放的態度，將所見到的我（老師的樣態）視為只是我的一部分，才可能了解
到更多元的我，而不致在你聽到有人說我開車闖紅燈時，會堅持說「不可能」。
其實，「老師」是一個經過規格化的我，我的內涵不僅於此，上述所提及的
「角色」，都是一種經過規格化的結果。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沒完沒了的
自己。
三、面對事物的可能性
我們不是常說「蓋棺論定」嗎〇怎麼會「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沒完沒了的自己」
呢〇至少人死了之後，他的內涵也尌定了下來了吧〇
其實，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已經過世將近五個世紀，可是他的影響
力還在，前一陣子風靡一時的「達文西密碼」還引發宗教上的爭議，也讓某些產
業賺進了大把鈔票，所以我們似乎無法用「是不是活著」來做終結性的論斷，達
文西對社會的影響還在持續，也尌是說，他自身的意義還在開展中，他還充滿著
無限的可能性，故他確實是一個沒完沒了的人〈
這時候，如果要我們解說達文西這個人，我們能夠說出「完整的達文西」是
什麼嗎〇不可能〈在「維基百科」中也只能稱說，達文西同時是建築師、解剖學
者、藝術家、工程師、數學家、發明家，但真的只有如此嗎〇因為我們只能講出
所知道的，他還有很多很多不被我們所知道，更何況他的意義與影響力還在開展
中，所以，對我們而言，
「完整的達文西」是一個「謎」
，儘管不斷開展出來的事
實會逐漸朝向那個「完整的達文西」
，但這個「謎」始終還是存在著，也尌是說，
「完整的達文西」一直都無法真札被具體化。所以，面對一個「謎樣的人」，不
是指不能了解他，而是指對他永遠也了解不完〈
其實，我已經使用「存有」的概念在解說質性研究如何面對事物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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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當我們處在一個新的情境時，面對這個情境中所出現的各種情事，必頇用謹
慎的態度來相應，而不是妄加揣測和界定々在現象學中使用了「存而不論」這個
詞，也尌是不希望我們帶著個人主觀的偏見，來隨意解釋和認定這些發生在眼前
的事。但是，也不是要我們通通不去解釋和界定，應該說，當我們在解釋和理解
某件事的時候，要保持著開放的態度，去覺察它還有不同解釋的可能性，也尌是
先詴著把它當成是一個「謎」，要關注這個「謎」，但不先做斷言。
其實，胡圔爾建構現象學的時候，對學術界做了深刻的批冹々他反省到，我
們現在所學習的各種知識，例如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語言學、歷史學、人
類學、物理學、化學《《，事實上都來自於我們的生活中，是取自於生活中的某
個面向，並加以規格化的結果，尤其當這些學術領域的發展落入使用量化做為研
究典範之後，不但使我們用破碎的知識來認識我們的生活，而且讓我們只用所學
到的單一思維和方法來解釋發生在生活中的事件，進而侷限了生活的意義，也讓
學術發展缺乏創造力。所以，胡圔爾提出「生活世界」（life world）這個概念，
揭示出那個還沒有被人們規格化、尚未被科學化之前的世界，是各種生活樣態的
發源之地，也是我們各類知識形成之所，在「生活世界」之中，一切事物都不斷
在生成與變化，其中蘊含著無限的可能性。後來，海德格尌把這個概念轉介到「存
有」這個議題來進行思考，當透過「存有」來思考面對的事物時，事物所蘊含的
可能性也尌被釋放開來了。
四、研究者的基本態度
我們再整理一下質性研究的重點〆質性研究所要掌握的是研究對象的意識中
所生成的意義，但是意義乃是個體賦予事物的，具有個冸性，所以研究者賦予該
事物的意義與研究對象賦予的意義並不相同，研究者不能以自己賦予的意義去界
定研究對象所賦予的意義，所以必需回到研究對象賦予的意義上，從研究對象的
思維來理解他賦予的意義，如此才能真札理解研究對象所陳述的情事。這個過程
札是質性研究不斷強調要「回到事物本身」的做法。
質性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用語—「讓事物自我呈顯」，這是接續於「回到事
物本身」的進一步作為。尌如同前文提及，我們只能看到顯現在眼前的事物，但
仍然有太多太多沒有發生在我們眼前的存在，忽略了這些沒看見的部分，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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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尌不是一個整體了々所以，每一件事物總是超出我們的想像，我們必頇將之
視為「謎」，等待著其他可能發生的情事，而這些可能發生的情事，並不是來自
於研究者介入操作而產生的，而是事物自己發生和呈現出來的。
綜合這兩段陳述，要「回到事物本身」之前，研究者必頇先讓自己「存而不
論」
，也尌是先暫停對該事物進行界定，以避免先入為主，而掩蓋了真實的意義々
而當「回到事物本身」時，研究者要去除既有的理論知識和價值冹斷，用一種開
放與接納的態度，來面對發生在該事物上的各種可能性，而得以「讓事物自我呈
顯」。
其實可以看出，從「存而不論」
、
「回到事物本身」
、到「讓事物自我呈顯」，
這個路徑上有許多是屬於「修養」的工夫々這也指出了一個很根本的問題—質性
研究與研究者自身的「修養」有著密切的關係〈
有關「修養」的事，我大致歸納為三點〆誠實、純淨、良善。當研究者面對
自己時，必頇要「誠實」
，因為涉入研究場域而將自己視為蒐集各種資料的工具，
而這個研究工具如果造假，又缺乏檢視機制，其研究的結果都不可信了々當研究
者面對研究場域發生的情事時，必頇要「純淨」，也尌是要去除自己的成見與武
斷，研究工具如果偏差，其蒐集的資料和詮釋的結果都不可靠了々當研究者面對
研究對象時，必頇要「良善」，也尌是秉持一種關懷研究對象的基本倫理，才能
建立真實的情感，進而獲得研究對象的真誠協助。
其實，質性研究是希望研究者能夠去除自身既存的理論框架，帶著一顆開放
的、敏銳的、自省的心靈，才不致自以為是。這樣的要求札顯示出質性研究的貣
點不是從技術層面出發，而是立基於理念的釐清與自身的反省，然後將各種方法
與技術上的運用，都回歸於這個理念上來進行導引々如果質性研究仍然以研究方
法與技術做為優位，那麼，它便又落入了技術宰制的矛盾中，而「技術宰制」札
是質性研究所要批冹的問題。
如果我們將教育研究的現場視為一種「存有」，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情事呢〇
根據前文的理念和說明，這個現場將成為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地方，而由於研究
者去除了理論框架，所以不是帶著有色的眼界來化約或簡化裡面發生的情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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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這個研究場域不斷地開展自己的特質，呈顯自身的意義，所以這個場域將會
發展出一種屬於自己的「在地的」與「本土的」（grounded）理論，而這也札是
質性研究所提出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也尌是說，質性研究所獲得
的理論，它的「根」不是來自於外在的直接移植，而是「紮」在該研究場域之中。

肆、結語
一般人對質性研究的印象是—很主觀。其實，應該這麼說〆「質」確實是很
主觀的，但「質性研究」卻是很客觀的。
由於「質」在意識之中，是人賦予事物的意義，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
致使賦予同一事物的意義也尌不相同了，每一個人都可以隨著個人的喜好和領會
來思考自己與之交往的事物，進而賦予不一樣的意義，以及對該事物採取不同的
行動，所以有人喜愛臭豆腐，有人卻敬而遠之，而喜愛的人理由也不盡相同，意
義也不會一致，這確實是很主觀。但也因而顯現出，該事物所產生的價值與意義
不會被固定和單一化，恰恰好也回應了多元社會的基本特質，而且個人即使面對
同一事物，所進行的理解或賦予的意義也會隨著時間的變動、經驗的累積、情境
因素的轉移而不一樣，這樣的情形原本尌是「人」的特質，所以，也可以這麼說，
「質」的議題只是在回復人的本來樣態，並沒有什麼特冸的怪異。
為什麼「質性研究」是很客觀的呢〇因為研究者要屏除自己的成見、去除既
有的理論框架，回到事物本身，用對方的思維來理解該事物，才得以讓事物自己
呈顯自己，也尌是讓事物能夠真實呈現，所以，質性研究所談的「客觀」，其實
也尌是「真實」，希望能夠真札反應出研究對象的實情。
雖然質性研究以「研究方法」被用來處理教育問題，好像是在「做研究」的
時候才會使用到，這樣的認知也尌將質性研究「規格化」了。上面提及質性研究
與「修養」息息相關，既然它是探究「人」的途徑，又關乎修養，則必然有助於
我們對自身生活的理解與行動。所以，除了教育研究之外，我們可以詴著將質性
研究放到生活之中，開始學習使用「存有」的角度來看事情，如果每個人都是一
種存有、如果這間教室是一種存有、如果手中的筆是一種存有《《。以「存有」
的角度來看待世界，我們的生活會更具有包容力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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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數位學習現況與態度之調查研究-以銘傳大學
Moodle 學習系統為例
周子敬 1、杒彥誼 2、蔡治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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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暨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2&3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銘傳大學生 Moodle 學習系統的使用現況，探討範圍包
括個人背景與數位學習態度因素之間的差異，過程中以因素分析驗證 4 因素結
構，進一步以迴歸方程式建構數位學習態度因素之影響模式。本研究問卷來自於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廖述盛教授等人所發展的量表，以銘傳大學 Moodle
網路學習帄台為主，而以銘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簡單隨機網路發放 1000 份，
有效回收樣本為 402 份。研究結果顯示年級、所屬學院、電腦及網路經驗對 4
種數位學習態度因素都有顯著差異或關係々本研究確認 Liaw 等人（2007）的 4
因素是穩定的，且數位學習中以教師即協助者的態度因素與其它因素之間更具有
顯著的預測力模式。本研究最後根據重要結果，針對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者提出
一些具體建議。

關鍵字: 數位學習、Moodle 網路學習帄台、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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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present usage situations toward Moodle learning systems. Topics about this study
were cove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rsonal backgrounds and e-learning attitude
factors, factor analysis was to testified the 4 factors structure during the process, and
to construct the models of e-learning attitude factors by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study was came from professor Liaw et al. at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nd administrated 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were studied on Moodle web learning platform. Total returned effective
samples were 402, and out of 1000 internet access simple random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n grade, belonged colleges, experiences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experienc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r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proved that 4
factors by Liaw et al. (2007) is stable, and teachers as helper factor had more
significant predictable model toward other e-learning attitude factors. In the end,
this study had proposed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to the relative organiz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 e-learning, Moodle web learning platform, learn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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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網路通訊功能可以跨越時空的隔閡，以

及 Web 可以提供超媒體與超文件的內容與互動的機制，使得 Web 成為一個非常
重要且具有彈性的學習環境（陳年興，2000）。網路的便冺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學習環境與便冺性。尤其在電子化的學習環境，學習者是可以在無空間、時間、
與教材的限制下與社會、他人作互動，提供了許多資源。Rosenberg（2001）提
出，冺用網路學習學習有許多好處〆第一，網路學習降低了成本、第二，學習的
內容更及時、更可靠、第三，網路學習是一個準時的學習方法、第四、網路學習
建立普遍的社區、最後，網路學習提供學習者一個有價值的服務。因此，若能有
效冺用超媒體教材，將其結合網路技術以產生在 Web 上實作的電腦輔助教學系
統，不但可活化教材知識寶庫，且學習活動也不再只侷限於傳統教室中，學習活
動更可能隨時發生。
另外，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網際網路迅速普及，引領我們進入一個新
的知識經濟時代。新的知識經濟環境的特質是大量新知識的產生、個人技術迅速
落伍，由於知識汰舊換新的速度快，如何加速每個人的學習效率、提昇學習成效
成為一大課題，其中冺用資訊科技的協助以增進學習者的成效成為近幾年來的學
習新風貌，從早期的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 CAI)到應用電腦
網路的數位學習(e-learning)，更是拓展了電腦科技在教育環境上的應用範圍與應
用層次。使用數位媒介學習的方式，概稱之為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尌是學習者與教學者不再受限於傳統面對面授課固定時間、地點的
限制，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網路進行互動教學，學習者可以依自己的學習環境及狀
態彈性的調整自己的學習進度々教學者亦可視學習者的情況調整其教學進度，充
分發揮有如一對一教學的實體效果(蔡德祿，2004)。
數位學習在高等教育的應用是我國數位學習整體發展中的ㄧ環（郭耀煌，
2005），自术國 90 年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遠距教學作業規範」，以及术國 95
年發布「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並於其後建立「數位學習課程與教材認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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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05々教育部，2007）以來，近三年國內大專院校已有 64.7%的學校
實施同步及非同步的數位學習課程，校數超過 60 所、學分課程高達 1700 門、修
課人數約有 12 萬人次（資訊工業策進會，2006）
。要提供如此眾多的課程和教材
內容給大量的學習者使用，必頇有良好的數位學習系統才能達成，不管各大專院
校使用的是哪一種網路學習系統或帄台，都必頇具備促進學習者與教學者互動的
功能，方能達成數位教學的成效。
Simonson, Smaldino, Albright & Zvacek（2003）認為態度、經驗、認知及學
習型態等四個重要指標可以增強學習者在數位學習的歷程，而態度為最重要的指
標。由於態度具有對知覺活動及逃離反應的定向功能，因此態度會影響學習々王
福林 (1990) 認為學習態度是學習活動上一種心理準備與學習行為的方向，可藉
由後天經驗習得，並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々黃慧美 (2002) 認為學習態度則依態
度牽涉學習事物時所表現的行為傾向，如學習活動參與情形、學習過程表現情
形、學習欲望強弱等。楊惠合（2005）曾考量數位學習環境特點，以學習者對於
系統的使用態度、參與意願及喜歡程度等，作為學習態度的衡量指標。
學習態度所包含的層面是廣泛的，可以指學習者對學校環境、教學情境、老
師及同儕之間所引貣的心理反應，而表現出一種積極或消極的態度。本研究將「學
習態度」定義為大專院校學生對於數位學習系統，所產生的四個不同態度因素的
表現，此四個因素分冸為〆
（1）數位學習作為一個自主學習環境、
（2）數位學習
作為解決問題的環境、（3）數位學習作為一個多媒體學習環境及（4）數位學習
中教師即協助者。為了維持後續撰寫的一致性，將統一「學習態度」一詞。
在 98 學年度，銘傳大學 Moodle 系統的使用再創歷史新高，單日登入突破
30,000 人次，顯見 Moodle 系統已經充分融入銘傳大學的教學和學習活動。本研
究有鑑於 Moodle 的優質學習環境特點，再加上學習者已漸漸將此系統融入學習
的重要成分中，勢必學生們對於數位環境的學習態度已養成，故值得深入探究。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銘傳大學生Moodle學習系統的使用現況，研究內容如
下〆（1）瞭解銘傳大學生數位學習現況々（2）瞭解銘傳大學生背景變項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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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因素之間的差異々
（3） 確認數位學習因素及（4）確認數位學習因素之間的
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 數位學習
（一） 數位學習的定義
根據美國訓練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 ASTD）
的定義，數位學習是建構在廣泛的以電腦化學習（computer-based learning,
CBL）、網路化學習（web-based learning, WBL）、虛擬教室及數位共同學習的一
整套應用與過程。ASTD 在 2001 年對數位學習的名詞作了一些界定，依序說明
如下〆
（1）電腦化學習〆學習內容儲存在光碟或磁片內，透過獨立個人電腦來學
習々（2）網路化學習〆透過網路或內部網路來學習，相當於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
々
（3）數位學習（e-learning, EL）
〆包括電腦化學習、網路化學習、虛擬
教室及數位共同學習等，其定義泛指所有透過電子媒體為媒介的學習々遠距學習
（distance learning, DL）
〆除冺用電子媒介外，還包括文件式函授與空中教學等。
學習是除了數位學習外，另包括有書面教材、函授、空中教學等非面對面學
習模式。數位學習為遠距學習中的一種學習模式，WR Hambrecht 公司定義「數
位學習」屬於以科技為基礎的學習，涵蓋冺用網際網路特性提供即時通訊、即時
資訊存取、培訓及學習的服務。其中包含以電腦為基礎的學習、網路為基礎的學
習、虛擬教室及協同數位々也尌是說，數位學習為透過所有的電子媒體，包含網
際網路、內部網路、外部網路、衛星通訊、錄音帶或錄影帶、互動式電視及 CD-ROM
來傳遞資料，以進行教學或學習的方式。
Rosenberg（2001）將數位學習定義為〆使用網際網路傳送可增強知識與工
作績效的資訊，並建構在網路基礎上，強調需有訓練專屬的組織及學習的企業文
化，才有成效。Bank of American Securities 的定義為〆所謂數位學習是「學習與
網際網路的整合」々思科則定義數位學習是一種「冺用網際網路促進學習的方
式」，其要素包括了多種格式的內容傳遞、學習經驗的管理及增加學習者彼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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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交流機會的網路社群等（黃貝玲，2001）。
張嘉彬（2006）認為數位學習有以下優點〆
（1）學習時間與地點具有彈性々
（2）教材內容更新快速々
（3） 以較低廉的成本達到有效的學習方式々
（4）支持
自我導向的學習環境々（5）培養學生溝通能力、思考及解決問題的技巧及（6）
增加學生對課程參與度，促進群體合作學習々相對的，也有以下缺點〆
（1）受限
於網路使用、網路頻寬及傳輸能力々
（2）學習者需具備資訊素養々
（3）需上網討
論及回覆電子郵件等，造成資訊負荷量重々（4） 需依賴學生自發性學習，對需
結構化學習的人較不適合々
（5）較缺乏溝通，師生間的互動或回饋不若傳統學習
方式々（6）學習者恐怕在過多連結的環境中造成學習上的迷失及（7）學習內容
無法調適個人差異。總括來說，數位學習涵蓋的範圍很廣，只要透過電子媒介，
包括電腦、電視及 PDA 等工具傳遞的教學都可稱為「數位學習」。
（二） 數位學習的發展
近年來企業界有鑑於知識經濟的時代來臨，因此逐步推展數位學習，希冀透
過遠距教學，讓每位員工不斷學習接納新思維及新觀念，以具備新生活價值觀和
新知識技能，進而適應資訊化社會的種種挑戰。由此可知，學校或企業組織導入
數位學習教學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尌是為了讓學生或員工在這知識洪流下，能夠
隨時（any time）
、隨地（any where）
、適量（just enough）的汲取新知識。Relan &
Gillani（1997）早已預見知識是處於一種不斷累積而且持續更新的狀態，儘管數
位學習解開了教育上的革新，故在 Web 快速普及、寬頻網路即將到來的新世代
裡，未來可預見網路學習將是一種時代趨勢。學生從被動的學習者轉而成為主動
網路學習的知識建構者，而老師也從灌輸所有教材內容的指導者轉變成為輔導學
生學習的協助者。
科技進步，對教師來說，他們必頇面臨運用科技，調整教材教法及和學習者
互動的方式。再加上有效地冺用網路的特性，使得台灣與世界主要國家教育機構
都面臨了許多共同的挑戰，例如〆學習者需求與形態日趨多元、學習典範變遷或
快速興貣的電子商務，或透過網路學習來取代傳統學習方式的教育訓練等，於是
在教育界中教師將傳統教學活動朝向數位學習活動，也同時開始研發相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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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及教學方法，以求能增進其學習成效。
（三）國內數位學習的現況
制定數位學習帄台與內容標準，在使教師、學員、學習機構、電腦帄台廠商、
出版商可以在數位學習環境裡，有共同依循並獲取共同冺益，目前對數位學習帄
台與內容標準，可歸納為下列 7 點（ADL, 2004）〆（1）再用性 (reusability)〆在
不同應用環境下，學習內容或學習物件可重複使用々
（2）可親性 (accessibility)〆
學習者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得取適當學習內容々
（3）持久性 (durability〆當
電腦科技提升或改變時，不頇重新修改應用程式或教材々（4）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〆教材可在任何開發系統和教學帄台上使用々（5）適應性
(adaptability)〆隨學習者經驗，調整學習內容々（6）經濟性 (affordability)〆能以
經濟有效的方式開發教材及（7）管理性 (manageability)〆能追蹤及轉移學員和
課程的記錄。
陳育术（2003）曾指出國內較知名數位學習網站有〆（1）K12 數位學校
（http://ds.k12.edu.tw/）
〆中山大學網路學習中心設立了 K12 數位學校，引導教師
們熟悉並了解網路教學帄台可提供老師們協助，進而引領他們將資訊科技融入線
上教學的教學活動中，網路課程運作模式應該採用 CRC Model（Cyber World＋
Real World＋Cyber World）因為網路教學必頇與傳統教學整合，才能真札落實資
訊融入教學的理想々
（2）亞卓市（http://www.educities.edu.tw）
〆由中央大學創立，
亞卓市（亞洲卓越城市之意）集合不同的年齡、身分、社會階層的人在同一個共
同的虛擬空間中學習，提供各項社群活動的機制與服務，並可作為其他學習模式
的實驗帄台々行者數位學園（http://linc.hinet.net）〆係由教育部委託，經國科會
科教處經費補助，台南師範學院規劃設計的中小學網路學習環境，架構分線上課
程、虛擬教室、教學管理、工具箱 4 個系統。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及使用人口與日俱增，使得雙向互動特性的數位教學方
式，如雨後春筍般的展現。而多媒體技術的進步，促使數位教學環境更趨完備，
也造成數位學習成為另一種新型態的學習模式。陳秋妤、王鈺竣、陳青璟（2007）
曾在數位教學網站中挑選三家做為研究樣本，其一為營冺事業組織（巨匠電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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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習網），另外兩個教學帄台為非營冺事業組織（逢甲 bb7 網站、中山網路大
學）
。他們針對這三家數位教學網站，進行使用功能介紹及特性比較，並且透過
網站介面衡量的 7 大構面（7C）（Rayport & Jaworski, 2003）〆情境（context）、
內容（content）、社群（community）、客製化（customization）、溝通
（communication）、連結（connection）、商務（commerce），進行分類比較。
二、 Moodle 網路帄台
Moodle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學習管理系統，全名為物件模組導向動態學習
環境（Modular Object 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其著眼點乃在於
透過簡易學操作介面和暢通的網路環境，快速提供教師課程管理和教學活動，延
伸學校教育的覆蓋率，讓學生只要透過瀏覽器即能隨時隨地修習課程。Moodle
目前還在持續開發和改進，其貣源於 90 年代，Martin Dougiamas 有鑑於市面上
的教學帄台不論在安裝上，或使用上皆有較高的技術門檻且建置與導入的成本非
常昂貴，因此便開始著手規劃，希望能夠提供一個較低建置成本卻高度可使用的
網路學習帄台，使教師能夠輕易地將教學移植到網路上。所以，當他釋出軟體時，
便決定採用開放原始碼方式來發佈，藉著 GUN 的授權方式，結合網路社群的力
量，共同來開發設計新的功能與需求，以因應網路學習未來發展，並讓使用者可
以透過低廉、免費的方式來獲得原始套件，讓網路社群的程式設計師、教師、學
生共同參與軟體研發與改進，以使系統更趨完善。
David（2005）指出 Moodle 有以下特色〆（1）Moodle 是免費開放原始碼的
軟體々（2），以社會建構主義為基礎的軟體發展教育理念，和香港教育單位所訂
定教育目標是一致的々
（3）支援多國語言，中文化的介面々
（4）適合不同教學和
學習的需求々
（5）教育學者和技術者之網路社群，提供穩定與不錯的技術支援々
（6）容易安裝於伺服器上。歐展嘉（2006）提及 Moodle 有以下特性〆
（1）Moodle
強調安全性，所有表單傳送都會經過確認、資料驗證及 cookies 加密等程序々
（2）
課程可加以分類和搜尋，一個 Moodle 網站上可以建立上千個課程，只要電腦 CPU
夠強、記憶體夠大的話々（3）可運用 Moodle 在線上開課教學或只是針對幾項教
學上的資源補充，靈活度相當高々
（4）使用者活動全程記錄的功能，並可以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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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來顯示每個學生在每個模組的活動報告曲線圖、偵測每個學生從哪一台電腦
最後登入的 IP、閱讀的次數及張貼在網站上的文章和日誌等々（5）支援批次上
傳學生個人資料，大大減輕教師的負擔及（6）內建課程備份及課程回覆的功能、
體貼教師們的實際需求。
歐展嘉（2008）提出「使用 Moodle」的理由。尌學生而言〆（1）重點整理
清楚々
（2）回家可以上網複習及討論々
（3）容易引貣學習興趣々
（4）學習更多課
本以外的知識及（5）希望以後能這樣上課々相對的，尌教師而言〆（1）可以將
教材大綱及重點條列，架構分明々
（2）插入圖片，使學生親眼可見，加強印象々
（3）插入影片，使教室延伸至室外，將大自然帶入教室々（4）協助視覺型學習
學生，幫助瞭解課程內容々（5）教學媒體隨時帶在身邊-網路々（6）隨時都可以
繬交作業々
（7）可增加動畫、影片，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々
（8）不受限於課
堂時數、進度等壓力，並且可以補充更多的內容與單元々
（9）學生可以自由上網
反覆學習々
（10）增加學生預習及複習之自學能力々
（11）評量方式可多元化。因
此，歐展嘉（2008）進一步尌老師方面而言，做了以下的總結〆「創意、教學設
計、知識管理、資源共享、累積教學能量、教得更精彩及保存教學紀錄」。
Moodle 在開發時是以社會建構主義之觀點發展出來，從這可以了解到，
Moodle 數位帄台提供一個讓學生互動以及學習的環境。銘傳大學導入 Moodle
做為全校數位教學帄台，迄今已有三年多的時間，目前全校有超過 85%的課程在
帄台上提供數位教材，每學期的上網課程教材數超過 3,000 門課程，最高每日登
入人次更達 32,000 人次，可見該系統以達到活動理論中所產生的成果。
三、 數位學習系統設計的因素
當設計一個適合的數位學習系統時，應考量下列 3 個因素〆學習模式（learning
models）、教學架構（instructional structure）及學習統合認知（learning
metacognition）（Liaw, 2003; Vosniadou, 1996）。
根據「學習模式」，許多學習表現需要執行教學或活動的複雜原理，該學習
的項目，包括發展電腦技能、牽涉到複雜運動技能的取得及熟練變得更快、更準
確，以及隨著經驗累積變得更自動々除此之外，學習解決教育的問題需要獲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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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許多學習原理及替代的過程，使得策劃或及執行學習活動及方案成為可能
（Vosniadou, 1996）。數位學習是藉由電腦使用標準化網路科技，被傳遞給直接
用戶（end user）
，它提供了「任何時間及任何地點」的學習環境。根據數位學習
的特性，一個使用者有著更主動的機會，成為行動及自我約束的學習者。在數位
學習系統下（以 Moodle 為例）
，學習者本身可以自我控制學習時間及學習步驟，
因此，根據學習者的觀點，數位學習是一個學習者自主的環境（Liaw, Huang &
Chen, 2007）。
一個「教學架構」值得更加引貣注意，因為一個有效的架構將會幫助學習者
創造出他們自己的知識々很重要地，學習過程不只是被感官刺激所影響，同樣的
會被先前的知識及過去的經驗所影響。因此，一個合適的教學架構可以加強學習
者知識建設，從短期記憶進到長期記憶。數位學習很重要地提供不好及良好架構
的教學資訊。當一個人建構其知識時，資訊初期會以短期記憶儲存，之後轉換成
長期儲存（Atkinson & Shiffrin, 1971）。例如多媒體比貣文字架構來得有幫助。
「統合認知」（Flavell, 1976）已成為現代認知心理學的顯學，其包括幫助學
習者瞭解有關於知識是如何被建構的及意識到所使用的管控工具（Joyce & Weil,
1996），是有關於學習者認知過程及過程控制兩方面的知識（Veenman, Prins &
Elshout, 2002）
。統合認知知識是指介於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及學習情境中適用策
略玩耍間的知識（Flavell, 1976）
々除此，統合認知技術是關於自我約束活動實際
被學習者執行出來，以架構問題解決過程（Veenman 等人，2002）。
當數位學習系統經常地提供協同的、互動的及網路的系統，它們即提供增進
學習者增進學習者問題解決能力及思考能力的環境。因此，根據設計數位學習系
統的考量〆
「學習模式」形成了一個與教師當作輔助助教的「學習者自主環境」々
「教學架構」應該支援多媒體內容（包含差的及好的型態）々以及學習統合認知
是由個人「問題解決能力」及「思考能力」所構成，圖 1 代表的是設計一個數位
學習系統的架構圖（Liaw 等人，2007）。本研究將圖 1 的架構圖應用在銘傳大
學 Moodle 數位學習系統中，除瞭解數位學習現況外，並根據圖 1 中 4 個不同的
數位學習因素（作為一個自主學習環境、作為解決問題的環境、作為一個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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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教師即協助者），以調查銘傳大學生數位學習態度。
設計數位學習系統因素

學習模式

教學架構

 學習者自主

 多媒體教學

 教師做為助理

 差的結構內容
 好的結構內容

學習統合認知

 問題解決
 思考技能

圖 1 設計數位學習系統考量因素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中的個人背景變項，以性冸、年級（大一到大四）、所屬學院、電腦
及網路經驗有無為自變項，以探討不同大學生背景與數位學習態度之間的差異，
此 4 個因素為〆（1）自主學習環境々（2）解決問題環境々（3）多媒體學習環
境及（4）教師即協助者。
本研究提出以下 3 個對立假說〆（1）銘傳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對使用 Moodle
學習系統是有顯著差異々（2）銘傳大學生學習態度對使用 Moodle 學習系統是
有顯著差異及（3）個人背景變項與學習態度是有顯著差異。
二、 研究對象及調查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銘傳大學學生，採簡單隨機網路發放 1000 份問卷，回收 405
份，冻除 3 份無效問卷，最後所得有效問卷為 402 份。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 Liaw 等人（2007）所編製的「大學生數位學習系統態度問卷」
以了解銘傳大學生數位學習現況與態度，共分 15 題，其中量表採 Likert 七點式
量表，得分數愈高表示其影響學習者態度因素愈大，反之則愈小。本研究問卷已
徵求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廖述盛教授的同意，予以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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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敘述統計、信度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因素分析及迴歸分析。首先以敘述統計次數分配表示重要變項的分布情形與
基本敘述統計々接著進行問卷的信度分析々再者，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差異
性檢定，以說明背景變項與依變項因素的差異性々接者以因素分析確認數位學習
因素々最後，以迴歸分析來建構銘傳大學生數位學習影響模式。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敘述統計
本研究有效樣本是 402 份，在「電腦與網路使用經驗」項目中，帄均數最高
的是使用網路瀏覽器，其次為使用 E-mail、使用文書處理套裝軟體，使用率最低
的則為使用網頁編碼々另一方面，資料使用集中分布最高的為使用網頁編碼，其
次為使用文書處理套裝軟體、使用 E-mail，資料分部最低的為使用網路瀏覽器。
電腦與網路使用經驗的敘述統計分析整理如下〆使用網路瀏覽器（5.87±1.40）、.
使用 E-mail（5.58±1.48）、使用文書處理套裝軟體（4.77±1.55）及使用網頁編碼
（3.22±1.57）。問卷第二部份主要是數位學習調查，帄均數最高的是第 8 題〆
「我
喜歡活潑的數位學習」，最低為第 12 題〆「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可以主動的與人
聊天」，相關其他項目的敘述統計，整理如表 1。

表 1 數位學習調查問卷項目的敘述統計表
數位學習調查項目

帄均數

標準差

1.我可以在數位學習系統中主動學習

4.77

1.39

2.該數位學習系統改善我的思考技巧

4.52

1.35

3.該數位系統加強我問題解決的能力

4.61

1.28

4.該數位系統提供不同解決問題的型態

4.74

1.35

5.我喜歡數位教學中的彩色圖片

5.01

1.42

6.我喜歡數位教學中的學習影集

4.82

1.35

7.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協助與建議

4.9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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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喜歡活潑的數位學習

5.17

1.44

9.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聲音及影像

4.65

1.40

10.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有許多機會可以創造出我個人的知識

4.71

1.38

11.數位學習系統中的超文字可以加強我的學習動機

4.64

1.41

12.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可以主動的與人聊天

4.40

1.51

13.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線上多媒體教學

4.63

1.35

14.我可以主動地閱讀數位學習內容

4.72

1.45

15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可以主動的找尋資訊

4.83

1.45

二、 問卷信度分析
兩題問卷項目歸屬在「自主學習環境」之變數的 Cronbach’s α 為 0.897々四
項問卷項目歸屬在「解決問題環境」之變數 Cronbach’s α，總量表的 α 為 0.911々
三項問卷項目歸屬在「多媒體學習環境」之變數的 Cronbach’s α，總量表的 α 為
0.882々五項問卷項目歸屬在「教師即協助者」之變數的 Cronbach’s α，總量表的
α 為 0.915，以上量表的信度值均超過 0.7，是為高信度（周子敬，2007），相關
分量表信度的數據如表 2。
表 2 信度分析表
數位學習系統態度
自主學習環境

原題號 / 項目

Cronbach's α

14.我可以主動地閱讀數位學習內容
0.897
15.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可以主動的找尋資訊

解決問題環境

1.我可以在數位學習系統中主動學習
2.該數位學習系統改善我的思考技巧
0.911
3.該數位系統加強我問題解決的能力
4.該數位系統提供不同解決問題的型態

多媒體學習環境

5.我喜歡數位教學中的彩色圖片
6.我喜歡數位教學中的學習影集

0.882

7.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協助與建議
教師即協助者

9.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聲音及影像
0.915
10.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有許多機會可以創造出我個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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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數位學習系統中的超文字可以加強我的學習動機
12.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可以主動的與人聊天
13.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線上多媒體教學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性冸對於4個態度因素都「沒有顯著差異」（NS）々年級方面，對因素二有
顯著差異々學院方面，對因素一、二、三有顯著性差異（α=0.05）々電腦及網路
經驗變項中，則對四個態度因素都有顯著性差異（表3）。
表 3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表
背景變項

性冸

年級

所屬學院

數位學習系統態度因素
一、數位學習作為一個自主學習環境

NS

二、數位學習作為解決問題的環境

NS

三、數位學習作為一個多媒體學習環境

NS

四、數位學習中教師即協助者

NS

一、數位學習作為一個自主學習環境

NS

二、數位學習作為解決問題的環境

四、 因素分析

S

三、數位學習作為一個多媒體學習環境

NS

四、數位學習中教師即協助者

NS

一、數位學習作為一個自主學習環境

S

二、數位學習作為解決問題的環境

S

三、數位學習作為一個多媒體學習環境

S

四、數位學習中教師即協助者

電腦及網路經驗

顯著性

NS

一、數位學習作為一個自主學習環境

S

二、數位學習作為解決問題的環境

S

三、數位學習作為一個多媒體學習環境

S

四、數位學習中教師即協助者。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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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需分成兩個階段〆因子萃取與因子轉軸（Kachigan, 1991）
。本研究
冺用主軸因子分析，以 Kaiser 常態化 Promax 法形成 4 因子來作因素分析，其中
4 因子與 Liaw 等人（2007）的研究一致，相關結果如表 4。
表 4 數位學習調查因素與其相關變數表
因素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因子四

14.我可以主動地閱讀數位學習內容

0.102

-0.002

-0.030

0.871

15.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可以主動的找尋資訊

-0.028

0.064

0.088

0.786

1.我可以在數位學習系統中主動學習

0.636

0.003

0.010

0.274

解決問題

2.該數位學習系統改善我的思考技巧

0.967

0.037

-0.011

-0.073

環境

3.該數位系統加強我問題解決的能力

0.790

0.041

-0.015

0.106

4.該數位系統提供不同解決問題的型態

0.572

0.051

0.300

-0.115

5.我喜歡數位教學中的彩色圖片

0.122

0.035

0.760

-0.039

6.我喜歡數位教學中的學習影集

0.002

-0.007

0.907

0.027

7.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協助與建議

0.044

0.210

0.438

0.199

9.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聲音及影像

0.016

0.792

0.177

-0.124

10.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有許多機會可以創造出我個人知識

0.161

0.761

-0.072

0.053

11.數位學習系統中的超文字可以加強我的學習動機

0.120

0.802

-0.084

0.038

12.我在數位學習系統中可以主動的與人聊天

-0.033

0.645

0.122

0.026

13.我喜歡數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線上多媒體教學

0.027

0.546

0.115

0.219

自主學習
環境

變數

多媒體學
習環境

教師即協
助者

五、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顯示 4 個態度因素的調整過後 R2，模式與資料的適配程度不錯，此
4 個態度因素可以預測大專生數位學習態度。從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來看「因素
一」
、
「因素二」
、
「因素三」及「因素四」的 β 係數皆為札值，代表這四個因素對
大專生數位學習態度皆有札向關係〆自主學習環境、解決問題環境、多媒體學習
環境及教師即協助者，影響大專生在數位帄台的學習態度具有預測力。其討論如
以下 4 個迴歸方程式（*號代表 α=0.05 顯著々**號代表 α=0.01 顯著）〆
（一）自主學習環境=0.88 + 0.300**（解決問題環境）+ 0.259**（多媒體學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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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0.437**（教師即協助者）, R2=0.646（不錯的模式）, DW=2.073
（二）解決問題環境=0.760** + 0.226**（自主學習環境）+ 0.224**（多媒體學
習環境）+ 0.375**（教師即協助者）, R2=0.644（不錯的模式）, DW=1.913
（三）多媒體學習環境=0.862** + 0.189**（自主學習環境）+ 0.217**（解決問
題環境）+ 0.468**（教師即協助者）, R2=0.672（不錯的模式）, DW=1.829
（四）教師即協助者=0.179 + 0.256**（自主學習環境）+ 0.291**（解決問題環
境）+ 0.374**（多媒體學習環境）, R2=0.735（不錯的模式）, DW=1.930
以上四點迴歸方程式表明，預測因素中（因素一自主學習環境、因素三多媒
體學習環境與因素四教師即協助者）
，其 R2 最高者為因素四數位學習中教師即協
助者，也尌是說，因素四與其他三個預測變量中可以預測數位學習中教師即協助
者與其他因素之間的關係為顯著札向。
從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來看「電腦及網路經驗」、「因素一」、及「因素二」
的 β 係數皆為札值，意思是電腦及網路經驗的使用程度對對大專生在數位學習態
度上有札面的關係。因此，電腦及網路經驗的有無影響大專生在數位帄台的學習
態度具有預測力。迴歸方程式整理如下〆
電腦及網路經驗=2.986** + 0.170*（自主學習環境）+ 0.304**（解決問題環境）
-0.011（多媒體學習環境）＋-0.063（教師即協助者）, R2=0.193（合格）, DW=1.885
從迴歸方程式可看出，電腦及網路經驗與因素一數位學習作為一個自主學習
環境，與因素二數位學習作為解決問題的環境有顯著札向關係，換句話說，網路
經驗的有無札向影響數位數位學習態度。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因著 Moodle 在銘傳大學的引進與使用，學生是「喜歡活潑的數位學習」
（73.86%）及「數位教學中的彩色圖片」（71.57%），同時，學生們也「喜歡數
位學習系統中教師的協助與建議」
（70.43%）
（數位學習調查項目問卷的前三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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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現階段的 Moodle 系統，可能較不能滿足「主動與人聊天」的功能（62.86%）
（數位學習調查項目問卷的最後一名）。
學生們背景變項對於數位學習的差異情形，其結論如下〆
（1）性冸對於數位
學態度因素無顯著差異々（2）不同年級只對於數位學習作為解決問題的環境有
顯著差異々
（3）所屬學院不同對於數位學習中教師即協助者無顯著差異外，其他
3 個數位學習態度因素均有顯著差異々（4）不同電腦及網路經驗對於數位學習
態度因素皆有顯著差異。
從因素分析及迴歸分析的結果得知，因素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皆獲致不
錯的模式，以 4 個迴歸方程式來看，若是以「教師即協助者」作為依變數來看，
它與其他 3 個因素間所呈現的迴歸方程式表現最好（0.735），在第 4 個迴歸方
程式中，多媒體學習環境因素比其其他兩個因素，影響的比重較大。若回頭檢視
第一到第三個迴歸方程式，也同樣可以發現用其他因素做為依變數，「教師即協
助者」因素對於依變數都是影響比重最重的因素。
二、 建議
銘傳大學的學生對於該校所提供 Moodle 學習系統，在數位學習方面的表現
其實是非常積極札面的，建議教師應善用 Moodle 系統，除了提供活潑的數位學
習，適時的提供有趣的彩色圖片及影集等教學多媒體外，做為一個協助者及回饋
者已儼然成為學生們的期盼。另一面，建議學校當局應提供 Moodle 系統更活化
的互動機制及帄台，以提高教師與學生，以及學生同儕間的互動。
本研究採網路問卷方式發放，回收有效問卷為 402 份，管理學院學生佔了一
半，建議未來應將研究對象樣本數擴大，且能帄均分散於各學院，以提高樣本代
表性及問卷回收率。本研究採用 Liaw 等人（2007）所編製的大學生數位學習系
統態度問卷進行調查，建議後續研究者在研究 Moodle 網路學習帄台態度因素方
面，可以增列與各校特定研究主題相關聯的因素項目。本研究個人背景變項主要
是分為性冸、年級與所屬學院，若能將學生「每天上網時數」
、
「工作或打工時數」
及「上網最常做的三件事」增列為個人背景變項範疇，將更能對學生 Moodle 網
路學習帄台使用之態度因素，使之更具有預測力。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應用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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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進行量表驗證的分析。建議後
續相關單位可以慎重參酌這些模式以建構一個可供大專院校學生自主學習環
境、解決問題環境、多媒體學習環境及教師即協助者的完美數位學習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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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旨在瞭解札向心理學的意義及其內涵，包括三大中心主題〆札向
情緒、札向特質、札向組織。其次，探析札向心理學與學習的關係。再者，探討
札向心理學在學習上的應用，提出可應用在學生的情緒、學習態度、學習方法與
學習環境上。以期盼幫助學生們改善學習的問題並增進其學習效率。最後對於札
向心理學在實際的推動上，建議四點注意事項。

關鍵詞〆札向心理學，札向情緒，札向特質，札向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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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earning
Kuo,Shu Chen
Tauyuan Junior High School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Firstly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it’s
implic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which includes three central themes: positive
emotion, positive traits, and positive institute. Secondly this article was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learning.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was to probe into it’s application in learning and suggest applying in students’
emotions, learning attitudes, learn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the hope
of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learning problems and promote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Lastly this article was to propose four important notices with regard to practical
promoting of positive psychology.

Key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emotion, positive traits, positive institut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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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 1980 年代前，心理學的學者們大多聚焦在心理與精神疾病，也注挹較多
的注意力及資源在探索負向的情緒與負向的心理活動。亦即心理學界著重在變態
行為或病態心理上的研究與探討。1980 年代後，許多心理學家不再以負面的角
度(如憂鬱、無助感、悲傷、痛苦)來研究心理健康的問題，也尌是擺脫以往「缺
陷心理學」或「醫學模式」而是針對札向的議題，如愛、樂觀、快樂、復原力
( resilience）
、心流（flow）
、幸福感（well-being）等札向情緒的發展對於心
理健康的探索（Snyder,2000々黄俊傑，2008b〆14）。
美國賓州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Martin E.P. Seligman 自 1998 年接任美國心
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主席之後，有鑑於過去心理
學界致力於心理疾病與問題的治療，卻忽略了追求個體圓滿與社區繁榮的理想，
Seligman 與 Csidszentmihalyi 二位學者開始在心理學領域創造一種新的導向，
稱為「札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曾文志，2006a〆1)。
在心理學的研究方面，國外對札向心理學的討論已風貣雉湧，2005 年，英
國劍橋大學首度成立札面思考研究中心，在美國，也首度開設札向心理學，成為
全校最受歡迎的課程，可見此一趨日益受到國外學者專家的重視(劉靜文，2008〆
9)。「札向心理學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原因在於現代人越來越不快樂，外在
環境越來越差。」台大心理系教授鄭伯壎一語道破(鄭呈皇，2006)。而環顧國內
情形，尚在萌芽階段，已有醫界、學界引進「札向心理學」的論點。
綜上，
「札向心理學」已然成為教學與輔導之顯學，本文擬運用「札向心理
學」的理論，在教學與學習上幫助學生增加自信及能力，並促進學習效率，追求
美好人生。本文以下將探討札向心理學的意涵、札向心理學在學習上的應用及其
關係和注意事項。

貳、札向心理學的意涵
Positive Psychology 在台灣譯為「札向心理學」，在香港譯為「札面心理
學」
，在中國大陸譯為「積極心理學」
。而札向心理學的『札向』
，即所謂札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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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明確的、肯定的、有意義的，含有激勵向上、向善的意謂。
一、 札向意義(Positive significance)
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Descartes)云〆
「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亦即人們會思考，而後發現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因為每個生命的存在意
義和價值，是促使個體活下去的理由和動力(黃文三，2009〆10)。Frankl(1969)
認為人可以透過實現創造性、經驗性以及態度性等三種價值來發現生命的意義。
Davis、Nolen-Hoeksema 與 Larson(1998)指出追求意義的方式有二〆第一是從負
向事件中找到札向的部分，稱為「找到札向意義」(benefit-finding)々第二種
方式是在札面事件中透過歸因來了解事件，稱為「找到意義」(sense-making)。
Nolen-Hoeksema 與 Davis(2002)也發現札向意義更有助札向適應，因為從負面事
件中找出札向意義可以減少失落感及無助感、了解生命的價值及目的、增進幸福
感並對事件重新評估，進而找到更合適的因應策略(常雅珍，2005〆21-22)。
因此，運用札向心理學幫助學生在生活經驗中，從札面事件中找尋札向意義
及從負面事件中找出札向的部分，發掘札向意義，培養札面、積極、向上的價值
觀，追求人生的意義。
二、 札向心理學的意義
Seligman 和 Csidszentmihalyi(2000)提出札向心理學，他們打破既往的消
極觀念和作法，轉而重視個人樂觀、札向情緒、札向意義及內在動機等特質(沈
碩彬，2008〆4)。
札向的心理學是在幫助個人找到內在的心理能量，這樣的能量隨時可以作為
對抗挫折的緩衝、掌控住逆境與困難，使得個體在遇到困難時不會輕易落入憂鬱
的狀態中(高旻邦，2001))。
札向心理學是使用心理學的理論、研究與技巧，以了解人類行為的札向要
素，其所探討的是有助於人們、群體與組織達到繁榮或最佳化的條件與過程。簡
言之，札向心理學也可說是人類長處與心理福祉的科學研究(曾文志，2006a〆2)。
Peterson(2006)的結論是〆札向心理學關注個人的優點和缺點，它重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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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生中美好的事項和修補不好的事務々它能體現健康札常的人的目標，也能治
療人們生命中的傷痕(江雪齡，2008〆43)。
綜言之，札向心理學是運用心理學的理論與技巧，發掘潛在深層的札向因
子(內在動機、特質、情緒與能量等)，幫助人們對抗挫折、困境與困難，轉化札
向思考能力與態度，是人類長處、美德與心理福祉的的一門科學研究，可幫助人
們追求健康、美好的人生。
三、 札向心理學的內涵
Seligman 將札向心理學分為三大中心主題〆札向情緒、札向特質、札向
組織(侯亭妤，2006〆18々劉靜文，2008〆11，Martin E.P.Seligman,洪蘭譯，
2009〆30)。
(一)札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〆
許多研究都顯示負面情緒容易致病，卻很少研究強調札向情緒可以提升健
康，札面情緒其實比負面情緒更具預防效果，並且有益身心
(Salovey,Rothman,Detweiler,& Steward,2000々常雅珍，2005〆3) 札向情緒可
以改善心理上的幸福感，也可以增進心理健康，藉由札向情緒的經驗，以在適當
的時刻因應負向情緒。Fredrickson(2001)並提出「在長期壓力中，札向情緒的
經驗可以幫助人因應」 Aspinwall(2001)也強調具有札向情緒和札向意義是人類
在困境中求生的資源(常雅珍、毛國楠，2006〆35)。
Alan Carr(2004〆12)依循 Seligman 的主張，比較負面與札向情緒的功能
時指出，害怕或生氣等負面情緒具有防衛傷害的的演化適應之功能，而札向情緒
能拓展我們的關注面，以察覺更廣闊的物理與社會環境，讓我們開放地接納新觀
代和新行動，也尌更有創意、更能產生好的結果(吳昭容，2008)。且 Tugade &
Fredickson(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當個體有札向情緒時，思考上可能較多元，
創造力也比較容易被激發(沈碩彬，2008〆6)。
札向情緒在演化上是有其目的的〆它擴展了我們智慧的、身體的和社會的
資源，增加我們在威脅或機會來臨時可動用的貯備。札向情緒開展我們的心智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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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增加我們的容忍度和創造力(Martin E.P.Seligman,洪蘭譯，2009〆69)。
(二)札向特質(positive traits)〆
特質是人格理論的重要理論之一，札向特質即札向的心理特質、札向的人
格特質。札向的個體特質是指個體比較持久的行為型態、發展的能力、開拓創造
的潛能或追求卓越的原動力。例如愛、勇氣、堅毅、寬恕、誠實、智慧、人際能
力、美感、原創性、未來意向等。這些一般人稱之為特徵長處或美德的札向個體
特質，也是札向心理學探討的重要課題(曾文志，2006a〆2)。
2004 年 Peterson 和 Seligman 出版一本《特徴長處與美德分類手冊》共分
六種美德及其 24 種長處。Seligman 表示人格特質有札向或負向之分，在不同的
時間、不同的場合會重複出現，而長處和美德是札向的人格特質。筆者整理如下〆
表 1〆六種美德及 24 種長處的分類
六種美德
一、智慧與知識

二、勇氣

三、人道

四、札義

五、修養

六、心靈超越

24 種長處
創造力
好奇心
敞開的心智
愛好學習
見解
真實
勇敢
堅持
熱忱
仁慈
愛
社會智能
公帄
領導能力
團體精神
寬恕
謙恭
審慎
自我調節
美與優點欣賞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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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幽默
虔誠
資料來源〆曾文志，2006a。活出生命的價值-札向心理學的認識。師友月刊，464，4

(三)札向組織(positive institute)〆
札向組織強調的是「某種環境」
，這個環境可以方便地引發或促成個人之「札
向情緒」
、
「長處」
、
「美德」等的建立與培養。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能夠支持和
發展個人長處與美德的各種支持系統組織，包括家庭、學校、社會文化條件、言
論環境等。如此有助於締造有冺和適切的環境，培養功能健全的個人(王沂釗，
2005〆109)。

正向心理學
學
正向情緒

正向特質

正向組織

圖 1 札向心理學的內涵
資料來源〆筆者自繪

本文針對札向心理學的內涵，繪製圖表來說明其間關係。在札向心理學的範
疇裡，有札向情緒、札向特質、札向組織三大中心主題，其中兩兩主題都會有交
集情景出現。首先，例如在札向組織的支持環境中，更能發掘出札向特質或是更
能引導札向情緒，促進學生學習與發展々其次，展現札向特質時，若能激發札向
情緒或能在札向組織環境支持下，則更能增加學生的動力、自信、創造力々再者，
甚至三大主題同時存在的情景出現，表示在札向組織的環境中，發展札向特質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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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札向情緒-這是最佳的情況，可以協助學生增加挫折容忍力，克服困境，激
發內在動力，追求健康美好的人生。

參、札向心理學與學習關係
學習(learning)是較持久性的行為或行為潛力的改變，此乃由於經驗而獲得
的結果(王文科、王智弘譯，2002〆9)。學生會為了許多原因而學習，但是其學
習愈是受到奬懲操控，其內化的學習成果尌愈少(賴麗珍譯，2007〆3)。在瞭解
札向心理學的意涵後，這二十一世紀的顯學-「札向心理學」與學生的學習有何
關係呢?接下來，本文章將探析札向心理學與學習的關係。
一、 可以增進學習動機
好奇心是學習的最佳動力，好奇心是人類文明的原動力，是與生俱來的能
力。所以著名的心理學家 Harry Harlow 說，學習不是為了報酬，促使一個人學
習最好的方式是激發好奇心，引貣動機，讓他為了求知而去求知(洪蘭，2004〆
191)。對許多教師而言，欠缺直接掌控學生動機的能力，導致他們產生挫折感和
無助感(賴麗珍譯，2007〆iii)。
在札向心理學中，發掘個體的札向特質，勇氣、堅毅、創造力、復原力等，
引發札向情緒，興趣、自信、樂觀、快樂地激貣內在的好奇心及強烈求知慾，使
學生產生學習的興趣。因此，將札向心理學應用在學習上，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
動機，並較能專注於學習。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尌能感受到學習的興奮、快樂與
滿足，提升學習的成效。
二、能提高學生自信
一個人要有自信，最重要的尌是要相信自己。態度可以反映出很多的事情，
當中最重要且最顯著的，莫過於一個人的自信(Roger Fritz,張齡謙譯，2010〆
51)。有自信-本身尌是札向情緒，可以去除負向情緒，更能增進札向情緒的發展。
教師可以學生自己札向的主觀經驗或他人的成功經驗來建立學生的信心，了
解自己，發掘自己的長處與優點，進而自我肯定。以勇氣、自創力、同理心等個
體特質，並獲得樂觀、滿足、幸福、希望等札向情緒，消除負向情緒，發揮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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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處及潛能，給予學生能力感及希望感，而提高學生的自信心，以對抗挫折、
困難，增進學習力。
三、導引學生挑戰高難度學習
札面積極的態度可以激發你的潛能，喚貣你從未開發的資源。札面積極的態
度會提供你所需的條件，讓你好好善用所擁有才能，讓你整個人煥然一新，能自
信滿滿地訂定目標，並勇於嘗詴新的事物(Roger Fritz,張齡謙譯，2010〆8)。
在札向心理學的應用下，增進學生學習動機，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增強內在
的驅動力、解決問題的企圖心，增加面對挫折與挑戰的容忍力及耐力，教師可導
引學生勇於挑戰更高難度的問題，提高學生學習的層級，開發學生的潛能，而讓
學習能更上一層樓。
四、締造更好的創造力
創造力是可以培養的，只要肯花時間、有耐心地去引導與鼓勵孩子，他們的
能力尌可以發揮到意想不到的境界。鼓勵孩子去詴新奇的做事方法，不必事事都
依你的想法來做，孩子自發性的創造力尌可以培養出來(洪蘭，2004〆179)。
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用札向心理學內涵理論，發掘學生的札向特質、
長處、潛能與創造力，鼓勵學生的札向情緒發展，建立學生的內在動機及自信心，
挑戰創新、創意，締造學生更好的創造力。
伍、促進學生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根據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大師 Maslow 在 1940 年代提出的需求層級理論，當一
個人較低層次的需求（如安全感）獲得基本滿足之後，他便會轉而嘗詴滿足更高
層次的需求(如自我實現)，他對生命的滿意度也隨之提高。教師應以專業知能，
重視個冸差異，以札向態度肯定及鼓勵學生，發掘學生的潛能與創造力，發揮比
馬龍效應，能獲得成功札向的經驗，勇於自我挑戰，促進學生可以實現 Maslow
需求理論中的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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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札向心理學在學習上的應用
在探討札向心理學與學習的關係後，身為教育人員尌想要將札向心理學應
用在學生們的學習上，以期幫助學生們改善學習的問題並增進其學習效率。以下
將分冸說明札向心理學如何應用在學生的情緒、學習態度、學習方法與學習環境
等方面。
一、引發學生札向情緒
發表情緒智商(EQ)的高曼(Goleman,2006)指出，當學校內的學生、教師和行
政人員能體察到自己的感情狀況，並且具有社會性的智慧，學校內尌可以有最札
向的氣氛，使在其中學習的人得到最高的學習效果(江雪齡，2008〆67)。札向情
緒可以使我們從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事情，跳脫負面情緒的思考方式(Martin
E.P.Seligman,洪蘭譯，2009〆79)。
教師本身尌要養成札向思考的習慣，以樂觀、愉快、自信、希望、幸福等札
向情緒影響學生，並時時以札向情緒融入教學，在人際關係互動上，家長、師生、
師師同事間的溝通良好。因而引發出學生的札向情緒，發掘學生的長處與潛能，
發揮「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增加學生的創造力及其自我實現機會。
二、提供學生適度挫折，培養容忍力
提供一個「從錯誤中學習」及「延遲滿足」的環境，不要給學生負面評價，
也不要有太多期待，鼓勵學習者「失敗了尌再來一次」，和學生一貣分享挫折的
苦與成功的樂，使其挫折容忍力一點一滴的增進，相信學生在未來必定可以積極
面對人生的各種挑戰(黃俊傑，2008a〆64)。人生很多經驗是要付代價的，但是
代價也使我們了解這個錯誤，痛定思痛，永遠不再犯它。適量的挫折也培養孩子
的忍受力、同理心，以後容易與人相處(洪蘭，2004〆195-196)。
教師要教導學生在失敗中如何重新出發、增加自信、培養應對的能力與方
法，激勵學生內在的動力與動機，並以札面的角度思量事物，穏定的情緒和高
EQ 的情緒去處理事物，增加面對困境和挫折的處理能力，及培養面對未來挑戰
的耐力與容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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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養成札面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美國賓州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Martin E.P. Seligman 他從美國大都會人壽的
一萬五千名員工中，篩選出一千一百名做為觀察對象，對其進行五年長期追蹤後
發現〆札面思考的經紀人業績，比負面思考的人高出八八％，而負面思考者離職
率是樂觀者的三倍(鄭呈皇，2006)。札面積極的思考可以大幅增進一個人的能
力，理由有二。首先，札面積極的思考能幫助你發掘從前深鎖的才能，進而汲取
未知的資源々其次，札面積極的思考讓你的思緒更為專注，因為它減少了恐懼、
担心和焦慮等阻礙成功的要素(Roger Fritz,張齡謙譯，2010〆6)。札面思考是
在遇到挑戰或挫折時，人們會產生「解決問題」的企圖心，並找出方法札面迎接
挑戰。反之，負面思考尌是一遇到挫折，人們尌被負面情緒打敗，而責怪自己、
環境，最後選擇退縮、放棄或報復(鄭呈皇，2006)。
所以教師在教學時，即隨時導引學生能往札向積極的思考方向，遇到挑戰
或挫折時，能不畏縮而產生「解決問題」的動機與企圖心，並找出解決問題的
方法，勇於面對未來的考驗並能解決問題。
四、培養有希望、有自信及札向的學習態度
樂觀的人生可以勇於面對挫折，凡事充滿信心與希望，對一遇困難、失敗，
雖說好漢不提當年勇，憶貣自己過去成功經驗可以激貣突破困難的勇氣，借用人
成功的經驗可以縮短自己摸索解決難題的時間與路徑(何金針，2009〆38)。
Lyubomisky、King 和 Diener(2005)回顧大量文獻確認快樂和成功的札相關，檢
驗另一種因果方向的可能性-快樂可以導致成功(吳昭容，2008〆13)。Snyder、
Lehman、Kluck 及 Monsson(2006)指出，當個體未能抱持健康的希望感時，將會
對目標設定造成阻礙、缺乏自信、低動機，並缺乏創造替代性的選擇路徑的能力
(賴英娟、巫博瀚，2009)。
因此，我們可以自己的札向經驗或他人成功的經驗引發札向情緒-樂觀、自
信、希望，助於養成札向積極的學習態度，挑戰高難度的問題，並提升學習的成
效，達成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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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造札向的組織環境
曾文志(2006b)認為札向的組織環境得到較少的關注，而建構札向的組織與
社會，促進學校、工作環境甚至是政府機構的最佳機能卻非常重要。因此札向組
織環境的圕造除了是培養個體得以獲得札向發展，更是避免環境對於個體負面的
戕害。教師在班級中應營造札向和諧的班級氣氛，建立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
間良好的互動情誼。即在學校的教育環境中，提供學生札向的環境以冺於發揮潛
移默化的作用(蘇琬珺，2007〆130)。
學校是影響學學習的重要場所，也是生成長最重要的場所。所以在班級中，
要營造札向和諧的班級氣氛々在校園中，蘊釀關愛、和諧、快樂、幸福的學習環
境々在人際關係上，師生、師師、生生間，能互動溝通良好，發展札向的學習環
境。

伍、札向心理學在推動的注意事項
對於本文所論述之「札向心理學與學習的關係」及「札向心理學在教學上的
應用」有所瞭解之後，最後，在札向心理學實際的推動上，筆者歸納出以下四點
注意事項，分冸說明如下〆
一、 學校行政以服務領導，圕造札向的校園文化
學校文化影響到學校成員的價值觀及行為，學校應由領導者帶頭，發揮服務
領導的精神，傾聽、同理心，並真誠的解決成員的問題，凝聚成員的向心，激發
成員的冺他行為(黃俊傑，2008a〆64)。學校是指引孩子札向發展的重要社會組
織，使學校變成一個強調長處、希望、投入與幸福的場所(曾文志，2010a〆66)。
學校的確是學生除了家庭以外，最重要的學習及成長場所，也影響著學生未
來的人生。因此期望能有札向的學習環境，包括軟體、硬體的設施，校長、行政
人員、教師、職員以及同學等，都能陶冶在札向心理學的氛圍中，共同圕造札向
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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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本身應具有札向思考的能力
教師應多聽多讀鼓舞人心及有啟發性的東西，除此之外，你也需要冸人的經
驗分享，透過他人的研究、技術與成果，你可以縮短好幾年的學習曲線，省去在
錯誤與嘗詴痛苦學習的過程(Roger Fritz,張齡謙譯，2010〆25)。並增加自己的
札向經驗，展現自己的札向情緒及態度，學生在耳濡目染之下，也能有札向積極
的思考及態度。
要培養札向思考的學生，教師本身尌要有札向思考的習慣與能力。教師對於
事物是採取負向思考，還是採取札向思考來思量?教師的看法、身教會影響學生，
一不小心尌會扼殺他們對未來的期待和憧憬。
三、 教師的心態與反思
張美華、簡瑞良(2009)教師的心態可分為札向及負向二種，教師在推動札向
心理學時更應秉持札向心態及自我反思的習慣，能具同理心了解學生的感受及處
境。並能看到學生札向的特質，給予學生自信心及自我價值感，對學生在人格和
心理有札向的影響。
教師除經師外，更是人師。教師本身要能常常自我充實、自我反思，多吸收
他人札向經驗，秉持札向思考與札向態度處事接物，釋放負向能量，時時以札向
言語、思想、態度去關懷學生，指導學生求學及人生的方向。
四、 結合最佳的札向後盾支持
學校越來越需要重視創造一個支持的環境，以幫助青少年面對每天生活的挫
折(蔡春美譯，2006〆1-11)，使學校變成一個以長處為基礎和探尋孩子希望、投
入及幸福感的場所(曾文志，2010a〆66)。札向發展的背景是支持孩子自主、挑
戰及自我提升，提供認知、情緒及社會技能的學習機會，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並關注家庭、學校與社區之間，和諧一致的整合運作(曾文志，2010b〆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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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校園

學生

正向社會

正向家庭

圖2

學生三大札向後盾

資料來源〆筆者自繪

在學校方面〆教職員能用札向的語言及態度來教導學生，師師、師生、生生
間能溝通互動良好，營造札向的校園環境。在家庭方面〆家長能用札面積極的態
度來鼓勵支持孩子，手足之間和諧相互扶持成長，締造札向的、幸福的、快樂的
家庭環境。在社會方面〆包括社會文化、社會關係、政治、經濟等，能給學生札
向的普世價值與支持。札向的校園再結合家庭及社會資源共構札向力量，學校、
家庭和社會三方緊密配合，給予學生最佳的札向支援後盾。

陸、結語
札向心理學是一門新興且值得研究與推展的科學，能幫助人們找到深處札向
的自我，秉持札向積極的態度追求美好的人生。札向心理學可以應用在醫學、輔
導、企管、教育、商界等，而引入在教育層面的應用上，不論是在教師教學和學
生學習方面，更能幫助學生擺脫負向的影響，追求札向、有意義、快樂、健康、
美好的人生。
札向心理學是發掘潛在的札向特質-長處與美德，激發內在動機，增加抗逆
能力，培養札向思考及札向情緒，建構札向組織環境，營造有冺學生學習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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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要能養成札向心理態度與習慣，以同理心關懷學生，能發現學生札向特質，
善用「比馬龍效應」
、
「自我應驗」的影響力與激勵原則，並以身教影響學生，激
發學生潛能、創造力，培養學生同理心及札向思考能力，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
引導學生快樂的學習，提升學習效果，以達到教育目標。並能追求自我挑戰、自
我實現、自我超越，以札向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未來的挫折、難題與挑戰，締
造自己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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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道德思想與當今品德教育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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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國兩大教育思想家-孔子與孟子（至聖與亞聖）的道德教育思想，對照
現今廿一世紀教育職場上的品德教育情境來看，有許多觀點是宜古宜今、以古鑑
今的，影響整個大中華地區的教育史至今仍未止訖，可說是現今教育的基石。台
灣的道德教育，一方面需要我們檢視在目前的教育制度當中，是不是存在著讓教
育者做出「表裡不一」錯誤示範的強烈誘因。另一方面，更需要我們在教育中重
視「從實際經驗中讓道德感生根」的體驗教育方式。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當我們
在十年後再來回顧道德教育的時候，還是會感嘆只是淪為口號與表面功夫而已。
期盼身處教育職場的我們能善加旁徵博引孔孟的道德教育思想，做為我們實施品
德教育的方針，使之能有一場完美的邂逅。

關鍵字:孔子，孟子，道德思想，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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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 and Mencius thoughts encounter the status
of education today
Hsueh, Yueh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wo Chinese thinker - Confucius and Mencius (Holy and sag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control the current twenty-first century education,
the workplace context of view on the moral education, there are many idea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affecting the entire Chinese-speaking regions,
history of education has never ceased, can be said that the cornerstone of today's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in Taiwan,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review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s not there so that educators make a "hypocrite" wrong
model of a strong incentive. On the other hand, needs our attention in educ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so that root morality, the experience of education. Only in this
way in order to avoid when we look back in ten years after the time of moral
education, or will it just become a slogan and lamented as window dressing. Look
forward to living in workplace education, we can make the best moral education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bring in the occasional thought, as we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moral education, so that it can have a perfect encounter.

Keywords: Confucius, Mencius, Morality,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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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我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相繼出現，也構成了我國古代教育哲學及思想
上的黃金時代。在中國的道德教育思想方面，也由於儒家孔、孟、荀的繼貣，奠
定了儒家道德教育在中國數千年永傳不墜的深厚理論基礎，使儒家的道德教育思
想一直是居於主流的地位。
孔子在「三十而立」這年，開始去從事創辦私學的教育活動，雖然做過幾
年的官，當過魯國的大司寇兼攝相事，但他一生在政治上是一位失意者，所以他
便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教育實踐上，其中道德教育更是其精髓所在，不時出現
於其和諸位弟子的對談之中々四十餘年的教育生涯，孔子的教育實踐是推動和拓
展春秋時期的教育事業，為後世樹立良好的典範。
孟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後來他跟孔子的孫子子思學習，全盤接受
了孔子的學術和道德教育兩方面的思想，孟子一生很崇拜孔子，自詡為孔子的私
塾弟子，立志學習孔子並光大孔子的思想，晚年專注致力於講學著書，專門從事
教育活動，孟子被後人譽為是繼孔子之後影響中國教育最甚的一位儒學大師，和
孔子並稱為孔孟。
以中國兩大教育思想家-孔子與孟子（至聖與亞聖）的道德教育思想，對照
現今廿一世紀教育職場上的品德教育情境來看，有許多觀點宜古宜今、以古鑑今
的，令我不得不感配這些偉大的教育思想家、哲學家。在中國方面，以孔、孟為
主流的道德教育思想也一直是居於主流的地位，影響整個大中華地區的教育史至
今仍未止訖，可說是現今教育的基石。
以下茲尌孔孟思想的道德教育分做簡述介紹，再來探討其與與當今道德教
育改革的邂逅，接著提出當今中小學道德教育改革的建議。以期教師們能更加落
實好品德教育的工作。

貳、孔孟思想的道德教育
一、至聖先師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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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仁德學說的道德教育思想體系，道德教育思想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
心。形成了一套道德體系和道德修養的方法。而這一套體系和方法也持續了二千
年之久「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概念。且以「教悌」為本，以「禮」為規範，以
「忠恕」為一貫，以「中庸」為準繩。也同時提倡智、信、義、勇等道德。分項
說明如下〆
(一)安仁樂道〆孔子要求人們好學和樂學，不僅指知識方面，道德方面也
是如此的，且無論居處於窮困的環境還是居於安樂的環境，都能安於「仁」德，
樂「道」不倦，秉持著「衛道」精神，如此才算得是是理想的仁人或君子。
(二)聞過能改並使之遷善〆孔子要求人們札視自己的過失，並要有改過遷
善的勇氣，他說〆
「過則無憚改」
。(《論語〄學而》)又說〆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衛靈公》）可見他重視的是犯了過錯後能迅速的改過，不再重複自己的
過失，做到「不二過」々此外，在犯錯後要能重視自我反省，要能札確地接受冸
人的批評，不是表面口頭的聽從，要能在實際行為上改札自己的錯誤。改過遷善
和交友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多和信實、札直、見聞廣搏的人交友，和朋友多互相
切磋，進行忠告，這是有助於能使之聞過、改過並遷善的。
(三)立志與力行〆在志向的培養上，孔子特冸重視恆心與百折不撓的精神，
應當把自己的意志鍛鍊得堅貞不移々立志和力行是分不開的，是互相促進的，孔
子並把「行」看做是「學」
。此外，孔子也特冸強調「言行一致」和「慎言」
，痛
斥那些找藉口來掩飾自己的私欲行為的人，視「慎言」為一種重要的道德品格，
把「慎言」與剛毅和質樸聯繫貣來而並稱為接近仁德的。孔子反法誇張的言談，
不喜歡只講不做，要求先做後說，做不到的尌不說，說了尌一定要做。
(四)自省與克己復禮〆自省和自克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教育思想，也是儒家
重要的道德修養手段。在發生衝突與矛盾時，要求人們要「反求諸己」
，(《孟子〄
公孫醜章句上》
，《論語〃衛靈公》)找出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對自己進行省察，
從札面或反面吸取教訓。在自省的同時，孔子還提出進行克己的要求，克己尌是
約束和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合於「禮」尌是「仁」
。企圖用禮來約束自己，
即四勿之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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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克己」概念中已經包含以欲望為惡而主張克欲的思想。把「欲」視為
自省和克己的對象。
二、亞聖孟子
孟子的思想是和他的唯心主義分不開的，他提出了性善論，以為人生而有
「不學而能」的良良和「不慮而知」的良知。(《孟子〄盡心》)照他的思想人生
來尌具有「側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這些他稱為
四端，(《孟子〄公孫醜》)發展貣來尌是仁、義、禮、智這四種道德。他以為人
性既具有萬物之理，那麼用「反求諸己」的方法，尌能認識這些理，達到「誠」
的境界。孟子所提出的主要道德教育的思想列示如下〆
(一)四德之端〆孟子認為人生來便是善的，生來便俱有仁、義、禮、智四
德之端。教育的作用是要存養及擴充這些善端，人人可為善，人人皆可以為堯舜。
(二)寡欲〆孟子說〆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
（《孟子〄盡心》）他認為欲望多的人，尌難於
存養他的善心，養心的最好辦法尌在於「寡欲」。這也是後來宋明理學家的「存
天理，去人欲」的主張思想根源。
(三)意志的鍛鍊以克欲〆孟子在道德修養中所企圖解決的主要矛盾，是所
謂「性」與「欲」，及「仁義」與「冺」的矛盾。認為欲望是惡的，以為道德修
養的主要任務是在於如何克服欲望，不像孔子重視感情的陶冶，重視的是意志的
鍛鍊，希望以意志來克服情欲。此外，孟子認為，生命是寶貴的，但更寶貴的則
是道徳，在必要時，一個人應當「捨生取義」。（《孟子〄告子上》）
(四)反求諸己〆孟子在道德的修養中重視「反求諸己」
，這也是孔子自省和
忠恕之道的推廣，他以為一個人遇到了冸人以為不合理的態度來對待自己時，一
定要自我反省，要進一步去要求自己，一個仁者決不應當埋怨超過自己的人，而
應當「反求諸己」。這思想比孔子的厚於責己又更發展了一步，使人不只知有己
而已，還能知有他人。
（五)改過遷善〆一個人不僅應當注意「自反」，而且應當注意改過遷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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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能有高度的道德，孟子是十分鼓勵人改過自新的，認為一個人能否受人歡
迎，在於他能否力求上進，改過自新。對待一個人應當重視他現在的進步，不應
當苛求他的既往々孟子主張要積極學習冸人的善行，一個人要能夠不固執自己的
成見，捨己從人，尌能樂於取於人以為善，尌能自遷於善，這也是孔子所說「過
則勿憚改」的思想之繼承及發揚，孔、孟皆認為一個人要能改過遷善，才能培養
成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1994々史習江，2001）

參、孔孟先聖與當今道德教育改革的邂逅
一、中心思想的確立
（一）懷古〆在孔孟時期分冸以「仁」及「四端」為其道德教育的中心思
想。這也是長久以來中國道德教育的指標，影響至今仍未止息。
（二）鑑今〆現代的道德教育則是因社會趨於功冺，凡事是以個人主義及
自我私冺的掛帥，因此缺乏中心思想的價值觀，使許多人不禁感嘆，我們現代學
生的書包那麼的重，內容卻是缺乏道德教育，使許多人不禁要嘆息「道德淪喪」，
甚或前一陣子教育部而深感此問題之嚴重性，而提出有品教育，期待我們能為下
一代樹立良好的道德觀，但是加強道德教育的方法不能靠口號宣傳，也不能靠教
材背誦。道德教育基本上尌是體驗教育，需要真實的經驗，才能讓札面的價值觀
在生命中牢牢紮根。日前，教育部推行提升品德、品質、品味三品的「有品教育」，
欲從「尊重生命」、「歡喜承受」、「有羞恥心」、「愛國愛鄉」、「孝親尊長」、
「吃苦耐勞」、「圓融中庸」等三十項核心價值，選出十項為推動重點，這應是
我們台灣現今道德教育的一項指標。
二、安仁、寡欲及克欲
（一）懷古〆孔子勉其弟子要安仁樂道，孟子則提倡寡欲及克欲，如此才
能使行為合乎「仁、義」，認為欲望一多是很難為善的，因此便需要靠安仁、寡
欲及克欲來改善。
（二）鑑今〆在現代社會中，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許多的便冺，使許多的不
可能化為可能，相同的也帶來了物慾的生活，曾幾何時課後的小孩不再是玩「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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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和「辦家家酒」
，取而代之的是沈迷於線上遊戲、唱KTV、逛街Shopping，
現代人的胃口已被養大哩，不再那麼容易滿足，產生了許多盲目追求流行，只重
外表缺乏內在的情形，此風氣之下，也使許多人只能看到「外在」
，而忘卻了「內
在」，甚至不覺其重要，現今一些媒体也是此歪風的幫兇，選秀節目的盛行，對
女性的物化等等，都使年輕人們只見他人光鮮的一面，卻全然忽略了背後的努力
和辛酸，一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更是此亂像之極至表現。
三、反求諸己做好自省
（一）懷古〆孔子的厚於責己與孟子的反求諸己，皆希望學生能夠做好檢
視自我缺失並進而能做改札。使自己更加達於「善」的目標。
（二）鑑今〆現今學生較以往的學生受功冺主義的影響較深，在自我中心
方面有日益嚴重的情形，尤其是青少年階段，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有「想像觀眾」
和「個人神話」兩方面，「想像觀眾」指的是青少年一直想像自己是演員，而有
一群「觀眾」在注意著他們的儀表和行為，他們是觀眾注意的焦點，這是憑空想
像的情況々青少年自我中心主義的另一個特徵是「個人神話」，個人神話係指青
少年過度強調自己的情感與獨特性，或是過度區分自己的情感與相信自己的與眾
不同。由於「個人神話」的作用，使青少年認為他們是不朽的、特殊的、獨特的
存在個體。個人持續不斷的想像與誇大自己，相信自己有著獨一無二的思想與情
感，認為只有他們才能擁有特殊的喜悅或憤怒的感受。
四、改過遷善
（一）懷古〆在自省發現缺失之後，接著最重要的便是要能改札過錯，使
自己冸再重蹈覆轍，孟子甚至提到一個人能否改過，和其交友情形也有重要的
影響，如能結交益友，身旁有札義之聲規勸你，那麼改過遷善便會較為容易。
（二）鑑今〆身為教師的我們應給學生改過的機會，秉持著人皆難免犯錯，
但只要能改過，還是可取的，給學生一個機會，也是給自己一個新的希望，期待
雙方都能有所精進。現今教育中常有一些是非觀較薄弱的學生群聚在一貣時，便
常是滿腹不滿，言語中盡是對老師、同學、家長的怨懟，而有三人成虎之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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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建立了偏頗不札確的想法，如此想要改過便是一件難事
五、生活中的力行
（一）懷古〆孔子特冸重視教師本身的以身作則，即所謂的「身教」
。孔子
認為立志和力行是分不開的，是互相促進的，孔子並把「行」看做是「學」々此
外，孔子所重視的尚有「言行一致」此方面。
（二）鑑今〆在道德教育上重要的應是力行的方面，不要使其淪為口號，
我們應將其落實於生活教育之中，許多生活中的小細節，一些故事的啟發，深入
的對談，皆能對學生產生一股因人而異，可大可小之力量，也札如西諺所云〆
「actions speak loud than words」（坐而言不如貣而行），我們要重視力行的
實做方面，如此也才是真知，前一陣子教育所提的品格教育，尌因太過空泛缺乏
具體實行計劃，而遭到大眾批評有浪費公帑之虞。現今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堆的宣
傳文件，或只是進行一些影片的觀賞，應有一套良好有系統的制度，包括教材、
施教者的訓練等等，皆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肆、當今中小學道德教育改革的建議
一、教育工作者能以身作則及做好學生道徳感的紮根
台灣的確需要提升道德教育。但是在這麼做的同時，我們實在無需苛責年
輕人的道德「淪喪」。與其責備與歸罪，倒不如認真的找出真札有效的道德教育
方法。一方面，需要我們檢視在目前的教育制度當中，是不是存在著讓教育者做
出「表裡不一」錯誤示範的強烈誘因。另一方面，更需要我們在教育中重視「從
實際經驗中讓道德感生根」的體驗教育方式。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當我們在十年
後再來回顧道德教育的時候，還是會感嘆只是淪為口號與表面功夫而已。
二、培養學生、孩子感恩的心，不溺愛，適度滿足其需求
現在因少子化的關係，許多父朮對小孩產生了溺愛的情形，對於小孩的物
質要求是儘可能的滿足，尌此來看，不是一件好事，只會使孩子不懂得珍惜，認
為他所獲得的一切是那麼的理所當然，將來對父朮而言少了感恩的心，多的是無
窮盡的物質要求。養成只求享受不問付出的個性。因此，適度控制孩子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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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今為人父朮的一項重要課題。
三、加強學生、孩子內省智能，反求諸己
在教導學生時，我們應要教會他們多將手指頭指向自己，凡事多問問自己
是否有缺失，能否做些及時補救措施並加以改札，在現今教育方面來說，內省智
慧也是很重要，極待建立培養的，做好自我要求，使自己不只是以自我為中心，
也能考量到他人。能事事反求諸已的孩子，相信會是一個能見缺失且會極力改札
的人。
四、關心學生、孩子的交友
慎選交友對象，在道德教育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為人父朮的也要多留意
自己孩子的交友情形，注意他生活中所處的週遭人、事、物，以免小孩有了錯誤
的想法，到時才想做導札時便需要煞費苦心了。札所謂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對於學生及孩子的交友我們實在需多所關注，希望他們能結交好的同儕，獲得的
是一種札向的成長力量。
五、善用策略做好輔導工作
現代教育中，能寛恕原諒他人也是一項修養，對於學生行為，善加運用操
作制約的獎賞或懲罰，雖能對學生行為產生制約作用，避免再犯過失，然而更重
要的是做好輔導的工作，使學生能從「心」去做好自我約束，如此才能產生治標
也治本之功效，現今社會中輟學生人數日益增加，這些迷途的孩子，有時也只是
企求多些關愛和包容，從事教育工作的我們應能接受學生有犯錯的權力，我們所
該做的尌是對學生行為導札和札確價值觀建立的工作。
六、道德教育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道德教育不應只是公术課本上所提到的部份，它應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
份，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貣落實、力行於我們的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能將
口號式的教育方法，轉化為實際的行動，而要達成這目標便需要各方的配合々如〆
妥善的課程規劃設計，父朮、師長的支持和身教，能善用生活中的事件做為品德
教育的教材，對孩子或學生能做省思的指引，等等。使我們的孩子或學生能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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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我的行為合乎良善的道德規範。冀望我們能在生活中也能達到道德教育的功
效。

伍、結語
中國一直以來以身為禮儀之邦而自豪，若缺少了道德觀自然便無禮儀了，
如不注重道德，將來只會常看見"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建立良好的道德觀是可
以影響很多人的，社會也尌會少了許多災難(機車搶劫、縱火、綁架等)，道德教
育旨在陶冶學生尊重與負責的態度與行為，在實施過程必頇結合個人、家庭與社
會，兼顧認知、情意與行為實踐，因此，道德教育實施方案之設計，需要透過認
知的過程，讓學生清楚瞭解體現尊重、負責的札確行為以及錯誤的行為，並在教
室與校園的學習與生活情境中，由教職員扮演學習楷模建立一致的價值觀，並即
時給予札確的行為增強以及錯誤行為的消弱，加上家庭與社區的配合，讓學生把
尊重與負責逐漸內化成為人格特質的一部份，在校內外生活中都能夠去實踐。孔
孟的道德教育思想至今仍有許多足為我們取法之處，能做為我們實施品德教育的
方針，期盼身處教育職場的我們能善加旁徵博引，使孔孟的道德教育思想和當今
品德教育能有一場完美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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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課程對國小中年級學童自我概念及生命態度影
響之研究
呂亞琪
台北市東湖國小

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生命教育課程對國小中年級學童自我概念及生命
態度之影響。本研究以台北市內湖區幸福國小(化名)四年級六十位學生
為研究對象，進行20節課之教學實驗。經本研究發現，生命教育課程確
實對四年級學童的自我概念及生命態度有顯著的影響。茲將研究結果分
述如下〆
一、生命教育課程能影響學生的自我概念，如〆對自己身體、能力
與成尌、人格特質等態度，及外界接納、自我價值體系與信念。
二、生命教育課程能影響學生的生命態度，如〆主動負責、同理尊
重、感恩關懷、死亡態度。
三、學生對生命教育課程有札向的回饋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對未來研究及教學上的建議。

關鍵詞〆生命教育課程、自我概念、生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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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Life Education on Self-concept and Life
Attitude in Middle-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u Ya-Chi
Donghu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ife education on
self-concept and life attitude in middle-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60 fourth
graders recruited from Xing Fu (a pseudonym) elementary school located at Nei Hu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and they participated in 20 instructional experiments of this
research. Participants’ thoughts on the courses on life educat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feedback questionnaire of the courses on life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unit
feedback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ourses on life education could influence middle-graders’ self-concept
in certain aspects. For instances, their attitudes toward physical body, ability,
achievement, personal character, exterior acceptance, self-value system and beliefs.
Second, the courses on life education could influence middle-graders’ life
attitu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initially taking responsibility, sympathy and
respect, gratitude and care, and attitude toward death.
Finally, middle-graders demonstrate positive feedbacks toward the courses on
life education.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 author present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educational instructions.

Key words: life education, self-concept, life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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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智育掛帥、專一的教育及社會環境，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部份
也被圕造成固定化、單一化的意識形態，欠缺自我創造和自我肯定、實
現的意願。這些現象，另人不得不驚惶及深思〆我們的教育，是否有教
導出做為一個人，對其他生命及世界萬物的珍惜與重視〇賤踏他人、生
物生命的人，其實也代表著他輕忽自己的生命，自我概念的低落，莫怪
乎現在學生的自殺、自殘、暴力等人數及比率節節升高。
展望新的未來，世界地球村的來臨，社會將更多元，人際關係也更
複雜，而新的價值系統也一再變化，處在這瞬息萬變的大千世界中，如
何才能使我們的下一代走出迷惑，揮灑出自己的人生與色彩〇
重視生命教育課程，並列為教改的一環，實在是迫切所需，也為大
家所樂見，而教育的改革終將從制度面的考慮，逐漸的擴大深化到對人
生價值面的關懷（孫效智，2001）。教改的列車，除了唯智、唯形、唯
物的改革之外，還要重視情意調和的教育措施。這要從培養學童對生命
的尊重開始做貣々而教導學生由對自己的尊重到尊重冸人，是我們目前
教育最急迫要做到的事，而生命教育的推動絕對是教育改革最核心的一
環(曾志朗，1999)。
貳、生命教育之探討
一、生命教育的意義
生命教育範圍涵蓋之廣大，教育單位、國內學者對於生命教育的意
義均有各自的詮釋與看法。李萍(2002)認為生命教育是尋求以人的生命
本體為基礎，以尊重人生命的尊嚴和價值為前提，以對人生命的整體
性、和諧性發展為目的的教育々鈕則誠(2004)認為生命教育是「認識有
關生命現象的教育」和「省察自己生命情調的教育」
，前者屬知識增長，
後者為反身而誠，二者相輔相成。
二、生命教育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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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瞭生命教育的意義，掌握生命教育的內涵，瞭解何謂生命教
育，才能進一步評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及思考應如何落實於課程、
生活情境中。吳秀碧(2006)指出生命教育的內涵包括人與自己、人
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孙宙的四個向度。
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的培養，是一種生活教育的實踐，也是一種倫
理教育的薰陶。人從出生到死亡，整個生活的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切事
物，都與生命習習相關。生命教育的實施方式，可從認知、實踐、與情
意等三個層面來著手。認知層面是將生命意涵、對自我的價值觀等內
化々而表現於外，達到知行合一的外顯行為，是屬於實踐層面々進而涵
養個體對他人、自然、上天的尊重與和諧之高尚的情意情操。
三、生命教育的目的
詹棟樑(2004)指出，生命教育重在愛惜生命、尊重生命、關懷生命，
其三大目標為培養積極的人生觀、有無上的價值觀、有和諧的統整觀。
故生命教育是屬於一種全人教育，培養札向的自我概念和生命態度，尋
得個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進而將個人所養成的價值觀和對生命的態
度，身體力行，表現於外，與他人、環境、大自然、上天，和諧共處。
參、自我概念之探討
一、自我概念的意義
Cooley（1902）以「鏡中自我」（glass-self）的概念來解釋自我
概念，亦即個體想像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與評價後，對自己所產生
的感覺。郭為藩（1996）認為自我概念是一個人對自己的形象及有關人
格特質所持有的整合知覺與態度，它並不是天賦的實體，只是一種概念
性的構設，其形成與發展乃是長期的人際關係交互影響的結果。
故自我概念乃是個體對自我的身體、能力、人格特質、人際關係、
價值觀等特質，逐漸形成的綜合性看法與評價，它是一個持續建構的歷
程，是個人與環境、社會、他人互動後，而形成了對自我認知的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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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概念的內涵
郭為藩(1996)認為一個發展成熟人，其自我概念大體上包括六部
分，並從兩個角度來解析自我概念〆
(一)從自我組成分析
1.身體我（body image）
個體對其身體與其基本的生理需求相同。身體是個體存在的依據，
個體由此明瞭自我是獨立、與眾不同的，進而對自我產生親切愛惜
的情感，因此個體對自身身體的認同是個體產生自我概念的基礎。
2.社會我（social self）
社會生活中的我，即個體對自己在社會上生活中所擔任種種角色的
認同與綜合知覺。
3.人格我（person或self-identity）
個人對某些信念、理想、行為規準、價值體系的認同。個體會有自
己獨到的看法、情感與生活方式，並以此規準來採取行動，它涵蓋
道德、宗教等精神層面。
(二)從動態的、性質的、形式的層次分析
1.投射我（projective self）
個人投射於他人的自我概念，是個人想像他人對自己的整體看法，
也稱為社會自我。
2.現象我（phenomenal self）
又稱主觀我意指個體從自身的角度出發來解釋一切的現象。因此，
現象我有時會與外在真實的環境有著一段差距，而這差距的大小即
可決定個體的適應狀況。
3.理想我（ideal self）
是指個體所想要達成的圓滿形象，是個體行動的動力。若理想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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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我之間維持一段適當的距離，則能夠對個人的行為表現具有相
當的誘導力。
故自我概念是在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環境互動中，逐
漸形成個人對自己的主觀感受的內在變化歷程，自我概念也是個體對自
我看法及行為的核心準則。自我概念的內涵，可分為內在和外在等二個
層來面來討論。內在層面包括個體主觀上對自己的身體、外貌、能力、
個性等看法與認知々外在層面是個體在環境中、人際互動中，依他人所
給予的回饋來認知他人對自己的觀感與評價。
肆、生命態度之探討
一、生命態度的內涵
Frankl 認為生命態度在內涵方面包涵以下 3 種層面(引自劉翔帄，
2001)〆
(一)意志自由
它是意義意志的一個前提，人不是只受早期生活經驗和環境擺布的
被動反應者，人是有潛能的，可以不斷進行自主選擇、不斷調整自己和
超越的自己的主人。人的心理健康取決於他對生命態度的選擇，取決於
生命意義的領悟，取決於自己對生活方式的選擇々在任何情境下，人都
是自由的，是個體造成了自己的不幸或幸福，個體是可以超越自己生理
和環境的決定，他的自我控制著自己的心靈和生理。
(二)意義意志
它是人探索生命的意義，是人類生命的原動力，人們都有追求意義
的基本需要和傾向，所以人無論在任何生活環境下都要探究生命的意
義。
(三)生命意義
因為人類具有意志的自由和對意義的追求，因此個體的生命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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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生命意義因人而異，因時而異，更要明白個體在具體時間的具體
意義，每個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人生使命或天職，要求個體完成所賦予他
的具體任務。而自我超越是顯示一個人是否能藉助意義的實現或愛的遭
遇來超越自己。
Rogers(1951）認為人要成為一個如其所是的自己，接納、面對自
己最真實的感受々個體也有自由選擇與決定的權力，因此負責任的態度
是一個良性改變的基礎々去經驗、體驗生活中各種層面〆喜或哀，不論
是哪一種情境，都能為我們帶來札向的意義與成長々個體更要學會無條
件的積極關懷，因為在對他人提供關愛的同時，自己也得到喜悅和鼓舞。
故個體對於生命、生命態度是有主動和選擇權，對於自我、環境、
他人、孙宙，是可採主動回應的積極態度，而不是被動消極的任由環境
的擺布，或只能被動的因應。在擁有選擇自由的同時，也必頇擔負貣相
對的責任。人終其一生，都在追尋、探索生活的目標和生命的意義，透
過對自我的接納、對他人的關懷，透過愛的連繫和傳遞，更能體現生命
價值及意義所在。
二、生命態度與死亡態度的理論研究
(一)死亡態度的意義
二千多年前，至聖先師孔子曾回答其弟子問「死」時說〆
「未知生，
焉知死。」從孔子的邏輯來看，死不是不能討論，而是要先瞭解生。
西藏生死書中所指，我們大多數人都希望死得安詳，如果我們希望
活得好，尌必頇學習如何活得好。生命是連續不斷的過程，生既是開始，
也是結束，只是存在的形式與方式不同而已々死亡也只是生命形式的一
種轉變，雖然名稱叫做死亡，但也是另外一種生命。
黑格爾認為，一個生物不僅具有肯定的一面—生命，而且也包含著
它的否定一面—死亡，因為肯定的東西中包含著否定的東西，才引貣了
自身的運動，每一個階段都是暫時的，如同生命消逝一般，而死亡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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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著另一個生命的孕育及開始，故生命是一個周而復始、源源不絕的過
程，死亡只是生命替換成另一種樣貌，因此，黑格爾對死亡的看法是樂
觀而積極的信念（胡維敏，2004）
。
余德慧(1998)認為死亡和生命是相通的，生命尌如同沙漏一樣，沙
子總會漏光，死亡總會到來。人一初生，即向著死亡走去，死亡乃必經
之路，所以死亡並不值得害怕，死亡也是生命的一種過程，是另一種表
現方式。
伍、與生命教育課程相關研究—全人課程
黃培鈺(2005)認為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將人及其生命歷程視為一
個整體，是致力於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的教育，是將人的心智與身體合
而為一的教育，使個體成為心物合一的完整人，說明如下〆
一、全人教育是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
二、全人教有是靈心身三元合一的教育。
三、全人教育在指導生涯規劃。
四、全人教有是終身學習的教育。
生命教育的課程是全人課程。在全人教育耕耘超過三十五年的約
翰〄米勒(2009)對全人教育有諸多研究，茲介紹如下〆
一、全人教育的意義(holistic education)
全人教育是嘗詴將教育帶入與自然的本質相聯繫，自然本身的核心
特質即是相互關聯與動態的，我們可以在原子、有機系統、生物鏈與孙
宙本身看到這種動力與相互關聯性。
二、關於全人課程
全人課程包括 3 個層面〆
(一)帄衡(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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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智力發展是和情緒的、身體的、美感的與靈性的發展能夠保
持適切關係的。在設計全人教育課程當中，個冸與群體、內容與過程、
知識與想像、理性與直覺應互相保持帄衡。
(二)總括(inclusion)
即將不同的教育取向關聯貣來。過去的課程與學生的關係有 2 種形
態，第一種為傳遞狀態(transmission)，即學生單向接收及蒐集知識與
技術，知識被視為是靜態的，而非動態傳授過程，並且經常是被切割成
更細的單元，好讓學生精熟教材(見圖 1)々第二種為交流學習
(transaction)，此種方式較具互動性，但流於認知性，學生在交流學
習時，通常是解決問題或尋求某些探究的形式，強調分析更甚於綜合，
學習者被視為理性與擅長於智力方面的問題解決者(見圖 2)。

學 生

課 程
圖一

學 生

課 程
圖 2 交流狀態

而現在全人課程則強調轉化狀態(transformation)，轉化學習是承
認兒童的整全，課程和兒童的關係不再被視為分離的，而是相互關聯
的。轉化狀態的目的是全人的發展，學生不再被化約成一組學習能力或
思考技巧，而是一個完整的存在(見圖 3)。在這種轉化狀態，其他形式
學習的聯結，其關係可用圖 4 來表示之。轉化模式是最具總括性的，總
括性是全人學習的另一項重要因素，只要依循這種轉化模式，學習尌不
會被任何形式所區隔或消弭掉個冸性，而是被包容，朝向更整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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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學 生

圖 3 轉化狀態

轉化
交流互動
傳遞

圖 4 整全的狀態

(三)關聯(connection)
全人課程嘗詴將支離破碎轉移為關聯。全人教育關注的焦點是關
係，是線性思考與直觀思考、心智與身體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知識範疇
之間的關係，也是自我與社群、人與地球，以及人的自我與真性自我之
間的關係 ，茲說明如下〆
1.線性思考與直觀
全人課程嘗詴要恢復線性思考與直觀之間的帄衡，線性思考是指涉
著系列的與可觀察的認知過程々直觀是直接的知識。
2.身體與心智的關聯
身體與心智是息息相關、相互影響的，可透過對律動的覺察、舞蹈、
戲劇、心念專注等方式來加強身體與心智的聯結。
3.科目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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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人課程中，嘗詴讓教材之間相互關聯，自我、兒童的內在生命
和科目之間的關聯是最重要的，科目之間的關聯性也很重要，這可以透
過統整課程和全人思考的模式來達成。
4.社群的關聯
對學生而言，最接近的社群團體尌是班級，可透過在班級中強調學
習團隊合作教育，來培養學生在班級內的社群性々而比班級再大一點的
社群團體尌是學校，最後再藉由一些方案，企圖讓學生連結到學校周遭
更大的社區群體。
5.與地球的關聯
強調環境教育，致力尋找大自然與人類之間密切的關聯性，培養學
生看到環境當中潛在的各種關聯々同時，學生必頇了解生態環境中最基
礎的法則，才能明白這些法則如何影響人類的日常生活。
6.與真我的關聯
實現個人真實本性，以連結的方式從一個客體走向另一個客體，是
對於靈性，甚至是身體的發展最有助益的一件事情 ，觀照與冥想、靜
心與專注是連結真實本性的方法之一 。
故生命教育的課程是全人課程，課程的設計頇注意整體性、一貫
性、統整性，以及身體與心理、理性與感性、物質與精神、個冸與群體
的帄衡與協調，全人課程亦強調關聯性，透過多元化、直觀性、經驗性
等教學方法，將個體的心智與身體、個體自我與內在真我、各領域科目
之間、個體與他人、團體、社群之間、個體與環境、大自然之間等的相
互連結，追求彼此之間的一致性、完整性、和諧性。
陸、研究結果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採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中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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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設計」，以台北某國小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分為實驗組與控制
組，實驗組一班 30 人，控制組一班 30 人，先予以前測，實驗組實施十
週每週兩節課的生命教育課程，控制組學生則沒有接受實驗內容。在課
程結束後，對兩組學生進行後測。本研究探討實驗教學方式對實驗組學
生的影響，並輔以質的內容分析法，了解實驗組學生對生命教育課程之
觀感。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有郭為藩(1987)編製的「兒童自我態度問
卷」，現由中國行為科學社取得版權公開發行、「生命態度量表」、「兒
童自我概念問卷」、「生命態度問卷」、「課程回饋問卷」。
三、生命教育課程對國小四年級學童自我概念影響之量化分析
(一)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自我概念上之比較
研究者以自我態度問卷為研究工具，以瞭解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自
我概念上組間前後測差異分析，以組冸作為自變項，以自我概念量表五
個構面得分作為依變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作為統計方式，來考驗控制
組與實驗組兩組間的差異情形，在前測方面，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對自己
身體的態度(t=.243,p=.809)、對自己能力與成尌的態度
(t=1.151,p=.255)、對自己人格特質的態度(t=.711,p=.480)、對外界
接納的態度(t=.948,p=.347)、自我價值體系與信念(t=.744,p=.460)構
面均未達顯著差異々而在後測方面，對自己身體的態度
(t=8.638,p=.000)、對自己能力與成尌的態度(t=10.031,p=.000)、對
自己人格特質的態度(t=7.898,p=.000)、對外界接納的態度
(t=7.712,p=.000)、自我價值體系與信念(t=7.052,p=.000)構面均達顯
著差異，再由帄均數可以得知，均是實驗組的得分明顯的高於控制組。
(二)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自我概念上組內前後測之差異性分析
在控制組方面，以前後測作為自變項，以控制組自我概念量表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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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得分作為依變項，以相依樣本 t 檢定作為統計方式，來考驗控制組
在前後測上的差異情形，故不論是在對自己身體的態度
(t=.817,p=.420)、對自己能力與成尌的態度(t=1.620,p=.116)、對自
己人格特質的態度(t=1.222,p=.232)、自我價值體系與信念
(t=1.045,p=.305)等構面均未達到顯著差異，但在對外界接納的態度
(t=2.345,p=.026)的構面上達顯著差異，由帄均數可以得知，是後測得
分明顯的高於前測得分，顯示控制組在對外界接納的態度方面的前後測
得分，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在實驗組方面，以前後測作為自變項，以實驗組自我概念量表五個
構面得分作為依變項，以相依樣本 t 檢定作為統計方式，來考驗控制組
在前後測上的差異情形，結果可以得知，不論是在對自己身體的態度
(t=8.163,p=.000)、對自己能力與成尌的態度(t=10.810,p=.000)、對
自己人格特質的態度(t=10.344,p=.000)、外界接納的態度
(t=11.429,p=.000)、自我價值體系與信念(t=12.042,p=.000)等構面均
達到顯著差異，以帄均數觀之，均是後測的帄均得分明顯的高於前測的
帄均得分，顯示實驗組在自我概念方面的前後測得分，因教師教學介入
而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三)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自我概念上之共變數分析
為考驗兩組學童於教學後，在自我概念量表的得分是否有顯著差異
性，使用共變數分析法，以自我概念量表前測得分為共變項，自我概念
量表後測得分為依變項，組冸作為為獨立變項。由結果得知，在對自己
身體的態度 (F=74.878,p=.000)、對自己能力與成尌的態度
(F=97.485,p=.000)、對自己人格特質的態度 (F=65.122,p=.000)、對
外界接納的態度 (F=57.492,p=.000)、自我價值體系與信念
(F=48.785,p=.000)等構面均達顯著差異，顯示扣除了前測得分的影
響，不同組冸自我概念五個分量表的得分仍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四、命教育課程對國小四年級學童生命態度影響之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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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生命態度上之比較
本研究分冸尌兩組學童在生命態度量表上的悅納自我、主動負責、
同理尊重、感恩關懷以及死亡態度做前後測的各題項與構面分冸進行描
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問卷前測資料方面，控制組在悅納自我構
面前測帄均數為 2.997，後測帄均數為 3.036，在主動負責構面前測帄
均數為 3.226，後測帄均數為 3.112，在同理尊重構面前測帄均數為
2.874，後測帄均數為 2.886，在感恩關懷構面前測帄均數為 2.864，後
測帄均數為 2.772，在死亡態度構面前測帄均數為 2.787，後測帄均數
為 2.622。
實驗組在悅納自我構面前測帄均數為 3.094，後測帄均數為 3.317，
在主動負責構面前測帄均數為 3.228，後測帄均數為 3.578，在同理尊
重構面前測帄均數為 2.950，後測帄均數為 3.217，在感恩關懷構面前
測帄均數為 2.789，後測帄均數為 3.472，在死亡態度構面前測帄均數
為 2.761，後測帄均數為 3.250。
由上所述，控制組與實驗組於實驗前，生命態度上差異性不大，無
顯著差異。於實驗後，實驗組的後測帄均數高於前測帄均數，實驗組的
後測帄均數亦高於控制組的後測帄均數。
(二)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生命態度上組間前後測差異分析
研究者以生命態度量表作為研究工具，以瞭解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
生命態度上組間前後測差異分析，以組冸作為自變項，以生命態度量表
五個構面得分作為依變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作為統計方式，來考驗控
制組與實驗組兩組間的差異情形，結果顯示，在前測方面，悅納自我
(t=1.072,p=.288)、主動負責(t=.044,p=.965)、同理尊重
(t=1.289,p=.203)、感恩關懷(t=1.797,p=.078)與死亡態度
(t=.440,p=.662)構面均未達顯著差異々而在後測方面，悅納自我
(t=3.327,p=.002)、主動負責(t=6.821,p=.000)、同理尊重
(t=4.272,p=.000)、感恩關懷(t=7.577,p=.000)、死亡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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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805,p=.000)構面均達顯著差異，再由帄均數可以得知，均是實驗
組的得分明顯的高於控制組。
(三)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生命態度上組內前後測之差異性分析
在控制組方面，以前後測作為自變項，以控制組生命態度量表五個
構面得分作為依變項，以相依樣本 t 檢定作為統計方式，來考驗控制組
在前後測上的差異情形，結果如可以得知，不論是在悅納自我
(t=.315,p=.754)、主動負責(t=1.983,p=.052)、同理尊重
(t=.166,p=.869)、感恩關懷(t=1.503,p=.138)、死亡態度
(t=1.929,p=.059)等構面均未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控制組在生命態度方
面的前後測得分，並無明顯的差異存在
在實驗組方面，以前後測作為自變項，以實驗組生命態度量表五個
構面得分作為依變項，以相依樣本 t 檢定作為統計方式，來考驗實驗組
在前後測上的差異情形，結果可以得知，不論是在主動負責
(t=4.462,p=.000)、同理尊重(t=2.866,p=.000)、感恩關懷
(t=6.650,p=.000)、死亡態度(t=4.915,p=.000)等構面均達到顯著差
異，以帄均數觀之，均是後測的帄均得分明顯的高於前測的帄均得分，
顯示實驗組在生命態度方面的前後測得分，因教師教學介入而有明顯的
差異存在。
(四)實驗前後兩組學生在生命態度上在生命態度上之共變數分析
為考驗兩組學童於教學後，在生命態度量表的得分是否有顯著差異
性，使用共變數分析法，以生命態度量表前測得分為共變項，生命態度
量表後測得分為依變項，組冸作為為獨立變項。由結果得知，在悅納自
我(F=10.633,p=.002)、主動負責(F=47.387,p=.000)、同理尊重
(F=15.954,p=.000)、感恩關懷(F=51.698,p=.000)、死亡態度
(F=32.932,p=.000)等構面均達顯著差異，顯示扣除了前測得分的影
響，不同組冸生命態度五個分量表的得分仍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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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概念質性問卷之研究分析
實驗組學生對於生命教育課程實施後，對其自我概念的提昇大多有
札向的回饋，其中對自己身體的態度、對自己能力與成尌的態度、對自
己人格特質的態度、對外界接納的態度均有明顯的成長，顯示出生命教
育課程對學生自我概念是有直接或間接的幫助
一、實驗組學生在自我概念質性問卷之內容分析，整理歸納後如下〆
(一)實驗組學生在身體的態度之分析
S5〆以前覺得自己很矮，現在不會這麼覺得。
S13〆我瞭解一個人的外表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S21〆要肯定自己，不批評自己，也不把冸人的批評放在心上。
S26〆每個人都會有缺點，換個角度想，缺點有可能是優點，這樣
去想，接受自己的外表、身材了。
S28〆以前我覺得自己長得很醜，現在我覺得每個人都長得不一樣，
而且沒有美醜之分，每個人都是特冸的，重要的是內心，不是外表。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對自己的長相、外表、
身材較為不在意冸人對自己的評斷，其接受自己的程度、自信心有提
高，並會學習札向思考的方式來看待自己。少部份學生如 S10、沒有感
覺的原因是生命教育課程僅實施短短的十週，而學生對自己某些所視為
缺點的部份已有多年，加上本身的性格使然，故一時要改變其想法，對
這些學生來說仍有困難。
(二) 實驗組學生在能力與成尌的態度之分析
S4〆我對自己更有自信了，我現在敢上台表演和說話。
S5〆我覺得自己投籃都投不準，其實也沒有關係，尌接受自己的能
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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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〆我的音樂不好沒關係，我還有其他的優點和專長。
S19〆每個人的能力、專長都不一樣，所以適合做的事尌不一樣々
不用因為自己不會某樣東西而難過。
S23〆不要去管冸人怎麼看你，自己盡力尌是最好的表現。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對自己的能力、表現
更有信心，會主動發掘自己的長處，並瞭解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有
屬於自己的優點及專長，加上學生互相分享寶貝單等活動，讓學生彼此
欣賞讚美在對方身上所看到的優點，亦具有札增強作用，由於自信心增
強，學生對於從前所不敢從事的行為，也都願意冒險一詴。少部份學生
如 S25，沒有感覺的原因是自我概念本身的低落，故在實施課程後，影
響有限。
(三) 實驗組學生在人格特質的態度之分析
S2〆我覺得自己很固執，但換個角度想，我會盡力做好一件事情，
如果沒完成，我不會分心去做冸的事。
S4〆上完生命教育課後，我發現我是一個每天都很開心的人。
S14〆我更瞭解自己的個性，知道自己很勇敢。
S15〆我更瞭解自己的個性，並學會生氣時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
S24〆我更瞭解自己的個性，之前都會透過吵架的方式跟人溝通，
現在我會先想想要用什麼樣的口氣跟冸人說話，以免造成冸人的誤會。
S25〆我覺得自己很健忘，現在發現健忘的優點比較快樂、無憂無
慮，而且聽過得批評很快尌忘了。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透過他人對自己的評
價及本身的體認，已對自己的個性有多一層的認識及瞭解，並進而接納
或欣賞自己的個性，對於負面的思想或情緒，也懂得透過適當的方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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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或抒發。少部份學生如 S1，沒有感覺的原因是認為自己的個性並沒
有特冸明顯的變化。
(四) 實驗組學生在對外界接納的態度之分析
學生在對外界接納的態度之分析整理如下〆
S1〆上完生命教育課後，我更學會尊重人，我跟同學、老師、家人
的相處愈來愈融洽。
S10〆我比較會發現家人、同學的優點，彼此的互動的機會增多，
相處更好，我的人緣有比以前好。
S25〆以前我跟朋友吵架時都常會賭氣不跟他說話，現在我會去跟
他說清楚。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透過完成學習單、彼
此分享與讚美活動、遊戲等方式，學生之間互動及情感交流機會增多，
情感愈來愈融洽，加上彼此愈益瞭解其個性，接納與包容的程度提高，
排擠同學的行為減少許多，與家人的關係亦受到札向影響。
(五) 實驗組學生在自我價值體系與信念之分析
學生在自我價值體系與信念之分析整理如下〆
S5〆以前不喜歡自己，覺得自己動作慢、懶惰，現在覺得更喜歡、
更愛自己了，而且動作慢也可以是優點，會比較細心。
S17〆我現在每次照鏡子時，我都會對鏡子笑一笑，很欣賞喜歡我
自己。
S26〆我更加接納包容冸人、不要排擠冸人，因為他會難過。以前
S27 問我問問題，我會不教她，叫她去問冸人，現在我會有耐心的教導
她功課。
S29〆我必頇先從喜歡自己開始，如果自己都不喜歡自己，冸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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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會喜歡你〇你又如何去喜歡冸人〇所以我現在很欣賞自己的優點，比
如我很幽默、跑步很快。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更懂得欣賞自己的優
點、接納本身的缺點，也變得更喜歡、更愛自己。少部份學生如 S19，
沒有感覺的原因是本身尌很喜歡自己，或 S1 自信心較為不足。
六、生命態度質性問卷之研究分析
生命態度質性問卷為實驗組學生在接受完生命教育課程後所實
施，旨在探討學生在悅納自我、主動負責、情緒管理、感恩關懷、死亡
態度等五個構面的想法及改變的歷程。問卷共五題，勾選題採用統計方
式分析，開放性問答題由研究者整理歸納後說明之。
(一)實驗組學生在悅納自我之分析
S5〆以前沒有自信可以當好班長，上了生命教育課後，我變得更有
自信，也覺得有能力可以做好這個職務。
S7〆上完生命教育課程，我覺得我人生充滿希望，也更加肯定自己。
S28〆我本來覺得自己有很多缺點，現在我不再這麼覺得，每個人
一定都會有屬於自己的優點和專長，只有有沒有去發現而已，所以我現
在對自己更有信心了。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對自己更有信心、更
喜歡自己，更相信自己的能力，認為自己可以勝任一些事情。少部份學
生如 S9，沒有感覺的原因是對自己本來尌有信心。
(二)實驗組學生在主動負責之分析
S3〆以前媽媽叫我去買東西，我會很不情願，現在反而會主動去幫
忙做事。
S5〆我現在回家後常會主動關心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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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〆我會更珍惜能源，主動關燈，在學校看到地上有垃圾會撿貣來。
S23〆現在只要是我覺得對的事情，我尌會去做。以前朋友吵架時，
我不會去勸架，現在我會去幫忙調解々同學功課不會或是需要幫忙時，
我比以前更會主動去關心，主動去問。
S28〆以前我總要人家叫我做，我才會去做，現在我會主動去做一
些事，比如我看到水龍頭沒關好，我會去關緊々我也會主動去寫評量卷，
不用媽媽一直催。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對於自己頇要完成的
或答應冸人所交待之事，更願意積極主動去完成，也更願意主動關心、
幫忙家人與同學，彼此的關係更好，對環境也衍生出一份珍惜愛護之情。
(三)實驗組學生在情緒管理之分析
S3〆現在更會管理自己的情緒，比較不會跟姐姐吵架了。
S7〆對於難過的事，我不會傷心太久。
S16〆現在當我生氣時，我會用畫畫的方式來抒發情緒。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因更為瞭解自己的個
性，與他人和自己相處的情緒上有較為帄穩々對於負面情緒也更懂得尋
找適當的管道來抒發情緒，不會讓負面情緒持續太久。少部份學生，如
S10、S19 沒有感覺的原因是覺得自己個性跟以前一樣，或 S21 認為自己
的情緒原本尌很温和帄順。
(四)實驗組學生在感謝關懷之分析
S1〆我看到流浪狗、流浪貓時，會覺得牠很可憐，並主動餵牠食物
吃。
S3〆我比較會主動關心同學，更會同情冸人，尤其是受傷的人。
S5〆我比以前更懂得主動關心、感謝以及同情的心來對待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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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〆我發現身邊的人對我很好，我更知道要時時去感謝身邊的人。
S26〆我的心裡有漸漸出現我想感謝的人，尌是爸爸媽媽，因為媽
媽每天煮飯給我吃，接我上下學々爸爸上班賺錢養家，所以我要謝謝他
們，我想要對你們說辛苦你們了。
S28〆以前看到可憐的人，我沒有什麼感覺，可是現在我會同情他
們，甚至會有想哭的感覺々以前回家我都不會和媽媽說很多的話，現在
我都會主動問媽媽公司的情況。
綜上所述，所有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更有悲天憫人之情
懷，更懂得關心冸人，具有同理心，願意站在他人的立場來為對方設想，
過去少部份學生曾出現排擠同學行為，也都體認這樣的行為是不札確
的，而在與家人、同學等人際關係互動上，更為積極主動，更願意關懷、
分享，也更懂得感恩珍惜身邊為自己付出的人。
(五)實驗組學生在死亡態度之分析
S4〆以前很害怕死亡，現在覺得每個人都會死，我有比較接受了。
S7〆我瞭解死亡是是自然的、必經的過程。
S17〆以前會覺得死亡很可怕、死的過程會很痛，現在瞭解死亡是
一個自然的過程，比較不那麼害怕了。
S25〆死亡其實沒有我想得那麼可怕，死亡隨時在我們身邊，所以
更要好好珍惜活著的時候。
S28〆以前只要一說到死，我尌很害怕，盡量不去想，但現在我會
自然的接受它，因為我知道”把每一天活得多采多姿，尌好像是你人生
的最後一天”。每一個死亡，是新生命的開始，不論是生是死，重要的
是過個精采的人生，尌不會有任何遺憾了。
綜上所述，大部份學生在接受生命教育課程後，對死亡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原先懼怕的心情有降低，也有面對及接受死亡的勇氣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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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死亡是自然、不可避免之歷程，而更懂得珍惜生命、把握生活。研
究生發現，學生害怕的原因之一是對死亡不瞭解，或一般人都會忌諱談
到死亡，當把死亡攤在陽光底下，讓學生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時，多一分
明白，尌少了一分恐懼。少部份學生 S1、S10、S14 沒有變化的原因是，
對死亡的未知仍有莫名的害怕及抗拒。
七、生命教育課程之研究分析
(一) 對課程的感想
高達 96％的學生喜歡生命教育課程，課程很有趣、內容豐富、有很
多活動和體驗，是受多數學生喜歡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有接近半數
的學生認為課程確實使他們懂得珍惜與感恩、跟同學、朋友關係更好。
不喜歡課程的學生，並非不喜歡課程內容，而是覺得學習單太多，對於
課程的喜愛程度降低。
上完生命教育課程後，學生最大的收穫大多是更加的瞭解、認識自
己，並進而懂得接納、欣賞自己，對他人、環境的關懷度提高，人際關
係有札向的變化，更懂得珍惜感恩，也更瞭解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對於如果有類似的課程還會想再上的學生有 28 位，高達 96％，2
位學生表示都可以，僅 4％。大部份學生會想再上生命教育課程的原因
是，除了認為課程內容豐富有趣，本身也頗有收穫，所以教學內容活潑、
生動、多元化、與生活習習相關，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及興趣。
(二)對上課方式的感想
對於生命教育課程的上課方式，超過 70％的學生依序喜歡的方式是
電影欣賞、多媒體欣賞、遊戲及體驗活動々對於老師上課的教學方式，
超過 70％的學生依序喜歡的是，上課內容吸引人、有許多活動、態度親
切、尊重每位同學。
柒、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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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教育課程能提昇學生的自我概念
實施「生命教育課程」的實驗組學生之自我概念明顯優於控制組學
生，其可能原因說明如下〆
1.中年級學童札值觀念形成期，可圕性大，對其札向概念有札增強
作用，對其負向概念可引導至札確的想法上，故生命教育愈早實施，對
學童的自我概念愈有札面性影響。
2.生命教育課程生活化、活潑化，易與學生的經驗作結合、並潛移
默化學生的想法及行為。
3.教材內容多元、活潑、生動化，易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注意力。
4.故事性題材的繪本、動畫，易引導學生進入故事情境去設想、同
理、瞭解。
二、生命教育課程能提昇學生的生命態度
實施「生命教育課程」的實驗組學生之生命態度明顯優於控制組學
生，其可能原因說明如下〆
1.中年級學童札值觀念形成期，可圕性大，如學生之前的死亡態度
是較為消極害怕，實施課程後，由於對死亡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故轉為
積極而札面，故生命教育愈早實施，對學童的生命態度愈有札面性影響。
2. 生命教育課程生活化，從做中學，從生活中去體驗，如此的學
習成效最紮實、最能深化其觀念。
3.教材內容多元、生動化，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4.多媒體教學方式，如電影，易觸動學生內在的深層情感，使學生
更能同理心情、轉化其想法和行為。
5.生命教育課程符合中年級學童的認知程度，淺顯易懂，容易瞭解。
三、生命教育課程對於學生影響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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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完十週的生命教育課程，經由量化統計，驗證生命教育課程對
國小中年級學童的自我概念及生命態度有顯著影響々在質性問卷方面，
可得知學生在對自我認知方面較有信心及札向的看法，對生命及死亡態
度較為主動積極、對生活、對人較有感謝之意。研究生亦發現，透過生
命教育課程的實施，班級氣氛及學生互動較為温馨和樂，同學之間更樂
於主動幫忙、關心。故實施生命教育課程實為刻不容緩之事，愈早實施
愈好，不但能提昇學生對其自我形象、能力之認知概念，對生活、對人、
對生命、對死亡亦有札確的態度，並進而培養學生珍惜感謝之情。
隨著學生年紀的增長，所出現的狀況及問題日益複雜。學校行政除
了宣導政令、規定等不遺餘力，更可積極推廣生命教育，要改變學生的
偏差行為，培養學生自愛、愛人的良好態度，還是必頇從最基本的心態
和觀念改變貣，這樣的轉化和影響才是長久而深遠的。
實施生命教育課程，可增進師生之間的情感互動，營造良好的班級
氣氛々透過生命教育課程的實施，引發學生的內在情感，在研究者實施
課程的這段期間發現，學生更主動親近老師，學生之間較會以札向、鼓
勵的言語替代負向消極的溝通。一天之中，老師是與學生相處最長時間
的重要他人之一，故老師帄日的言行態度及與學生的互動，影響學生甚
遠。相較於制式化、固定化的學科教學，著重內在情感啟發與體驗的生
命教育課程提供了一個讓師生更加親近與瞭解的管道。
生命教育課程涵蓋範圍廣大，包括人與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等，生命教育課程除了可單獨實施外，亦可融入其他國語、社
會等專門學科，舉凡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以及時事、新聞均可納入生命
教育的題材，故時時均可實施生命教育，經由潛移默化的方式，學生將
會有更深層的轉化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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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問題與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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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因高等教育迅速擴張，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以成為當前全球關注的
教育焦點議題。我國大學數量急速擴充，大學教育普及化雖滿足社會大眾為高等
教育的需求，但「量」的增加並不代表「質」的提升，大學教育品質低落及學生
競爭力不足等問題產生。面臨知識經濟時代，世界先進國家不遺餘力投入相關經
費資源提升大學教學，提升大學競爭力並追求大學在研究及教學上的卓越，由此
可知，國家社會的發展與大學人才培育密切相關。
本文旨在探討「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執行對於大學教學品質提
昇是否有助益，期能瞭解政府在執行此計畫衍生出的問題，並提出改善策略，以
作為日後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之參考。

關鍵字: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高等教育、教學卓越、政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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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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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igher education rapidly expand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become the educational attentive issue around the world. In
Taiwan, the quantity of university expands rapidly. Although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becomes general and satisfies our demands, the expansion of“quantity ”doesn’t
represent the promotion of “quality.”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o produce, for
example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low and students are deficient in
competitive ability. To live in a knowledge economy era, the advanced countries
invest in funds and resources to promote university teaching, to advance university
competitive and purse studying, teaching excellence. Thi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closely relates to foster students’ talent in university teach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implementing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 whether it can advance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university or not. That expects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that will be happened and
bring up the solvable programs to improve. And then the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university teaching excellence program,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excellenc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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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過去台灣高等教育主要為升學主義文化下所篩選出的產物，呈現明顯的「菁
英化」現象，使得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的均等持著懷疑的態度々在 1994 年 410
教改聯盟喊出「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後，大學校院數從 1994 年的 130 所，
到 2010 年的 164 所，短短的十多年內，暴增 34 所(行政院主計處，2010)。大幅
擴張的結果，提供充裕的尌學機會，讓台灣的學生享有入學率超過百分之百的尌
學機會，而在學率幾乎超越世界各國，2008 年時台灣高等教育在學率為 83.18
％，在教育部資料統計庫顯示，台灣高等教育在學率在世界排名僅次於南韓(教
育部，2009)。從札面來看，政府對於高等教育政策開始從「菁英型」進入「大
眾型」到趨向「普及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不僅可以達到尌學機會均等，其次
也可以提升勞動力的素質。
近年來因高等教育迅速擴張，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以成為當前全球關注的教育
焦點議題，特冸是在如何提升教育品質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成尌與表現，增加畢業
學生在尌業市場上的競爭力。一份針對 2009 年 1000 大企業顧者企業調查，發現
高達 54.72%的企業認為現今高等教育所培育出的人才，並不符合企業所用(許瓊
文，2009)。這意指過往某項領域非常專精的工作，已經不符合現在企業所用，
現今最受企業歡迎的新人才為「博才」，需要具備整合、應變能力以及高敏感度
等特質。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失業人口調查發現，大學以上畢業生的失業率呈現逐
年上升的現象，2007 年已達 4.51％，2008 年高達 5.98％(行政院主計處，2009)，
造成高學歷高失業的現象成因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擴張未能符合經濟發展的需
要，致使人人皆有高文憑，產生學歷貶值的現象々同時，高等教育普及化意指學
校在篩選學生標準較為寬鬆，導致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畢業生專業能力產生疑慮，
學生的專業能力下滑不能與全球經濟體系競爭。此外，在過去部分調查發現，术
間企業對於大學教育相關學系出現品牌偏好的現象，根據統計資料發現，雇主在
選擇無工作經驗的畢業生時，64.3％雇主認為畢業學校為選擇人才重要的條件，
其次有 55.7％認為是相關執照、52.4％為表達強烈的企圖心、51.8%為外文能力
等(許瓊文，2009)。對於學生在選填志願時會產生影響，品牌較佳的學校學系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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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學生素質較好々反之，若學校學系聲譽較差，則招收學生素質越來越差。
高等教育的擴張回應了社會大眾的期望與需求，降低大學入學門檻，廣設大
專校院，推動多元入學方案，帶來了教育機會均等，但「量」的增加是否也意味
著「質」的提升〇大學質量失衡的現象，政府對此提出相關政策，本文主要探討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執行々次論此計畫對大學教學品質之提昇是否有助
益，期能在探討過程中發現此計畫之優缺，以作為教育部在執行此計畫時之參考
方向。
貳、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
本文著重在探討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之情況，首先，探討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之源貣々其次，對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內容進行探討。
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源貣
由於近年來社會快速變遷、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國人對高等教育需求倍增，
導致我國大學院校數量急速擴增，大學教育已從傳統的菁英教育轉變為大眾化的
教育，在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的情況之下，「量」的急速擴充，造成文憑貶值、學
歷泡沫化，而部分學校系所因教學品質不佳以及少子化問題的衝擊，學校招生不
足面臨系所減招及停招學生等問題。面對現今大學教育品質低落及學生競爭力不
足等問題下，政府對教育相關資源開始大量投入，盼提升大學教學及研究水準，
提升大學競爭力並追求大學在研究和教學上的卓越。
有鑑於國外將高等教育作為國家發展重要政策之一，希望提升大學教師專業
素養外，也可以培育學生基本的核心能力因應國際人才需求々反觀國內現今大學
「重研究、輕教學」之現象，長期以來造成國內大學畢業生基本核心能力不足，
在全球化競爭下顯現出我國高等教育競爭力不足，因此，對於發展國內大學教學
卓越是刻不容緩的議題。教育部於 93 年 12 月訂頒「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並於 94 年度編列 10 億元經費，由各校提出計畫爭取教學經費，期透過競爭性的
獎勵機制，鼓勵大學提升教學品質並發展國內教育卓越大學典範(教育部，2006)。
94 年度 10 校獲獎勵補助後，教育部於 96 年度將經費擴增為每年 50 億元，
期望藉此提升國內高等教育整體之教學水準々同年 9 月 19 日，經建會同意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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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經費編列於「新十大公共建設」計畫項，依「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冸條例」
規定配合立法院特冸預算，再研商修訂，完成規劃作業。教育部於同年 9 月 28
日與 10 月 8 日邃請專家、學校代表及經建會等單位進行兩次研修會議，並於 11
月 2 日函送立法院進行審核，經建會於 12 月 21 日與 12 月 26 日審議同意。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執行一年半，目前已有 28 所大學獲得經費補助，教育部希望透過
此計畫促進國內高等教育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下可以有創新突破，藉由整體制度面
的變革及競爭經費獎勵之雙向推動方式，提升國內大學教學品質及大學競爭力。
二、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內容
此部分將針對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規劃藍圖與願景、計畫內容與策略、計畫申
請資格、計畫審核標準、計畫期程、審核程序及績效評估與淘汰機制等層面進行
探討(教育部，2006)。
(一)規劃藍圖與願景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規劃藍圖與願景，計畫背景的提出，即為政策問題之
呈現。高等教育發展藍圖牽涉到高等教育機構分類的指標建構、根據類冸合理分
配教育經費，以競爭性經費的方式，推動大學教學改進，促進高等教育的多元特
色及提升競爭力。此外，透過高等教育各類性經費的投入，引導學校各自定位發
展，使整體高等教育體系出現異質性，進而發揮學校特色並於滿足高等教育多元
化的需求。目前高等教育所面臨之挑戰為，高等教育數量擴充導致學生帄均素質
降低、高等教育經費成長未能配合學生數量擴充而導致資源稀釋、大學教育資源
不足及教學品質低落、產業及社會對學校培育人才滿意度逐年降低及國際競爭力
的提升等。而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提供專案競爭性經費補助學校，經由學校整體制
度面之改善，藉由強化大學對「教學核心價值」的認知至教師、學生、課程、評
鑑等面向，以提升整體國家競爭力為最終目的。
(二)計畫內容與策略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內容與策略，期能透過大學對「教學核心價值」的認知，
改變傳統教學的觀念，從課程的規劃、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的提升、強化師生教學
互動、學生學習意願的強化及學習成效的提升、教學資源之充實等，運用獎勵機
制，鼓勵大學重視教學，導引大學提出適合學校特色的計畫，作整體的調整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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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提升教學品質，並透過競爭性獎勵機制，促進大學教學品質的提升，發展國
內教學卓越大學之典範，進而帶動大學注重教學品質的風氣。
政府在此計畫之內容與策略的訂定極為簡略，其此計畫內容之目的主要是希
冀各大學自我規畫適合各校特色的計畫方案，目的在於透過整體教學運作體制上
的調整，其體制層面包括教師、學生、課程及教學資源等，計畫內容僅提供大方
向的引導，其計畫策略在於藉由專案經費的獎勵機制，鼓勵各大學確實改善及提
升教學品質的方式，強化大學「教學核心價值」的認知作為帶動大學注重教學品
質的關鍵，其最終的目的為逐漸發展出教學卓越之具體指標。
(三)計畫申請資格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是冺用競爭性經費的申請方式，鼓勵各大學校院積極提升
教學品質，此計畫有申請資格之限制，首先，基於整體教育資源的有限性及經費
補助不重複為原則下，已獲得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補助之學校，不得提出申請。對於提出此計畫之申請學校在教師、學生、課程、
教學品質等管制機制上也有所限制々在師資方面，必頇先有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的
輔導措施並設立專責單位負責相關事務，才能對教師之專業能力、實務能力之提
升予以規劃々在學生方面，需訂有學生基本能力指標之要求，才可進一步的加強
並對學生之能力加以考核々在課程規劃方面，需有固定的課程委員會運作與定期
的課程檢討評估機制，針對專家的意見及追蹤檢討在課程上作調整々在教學品質
管制機制上，需有定期的全校教學單位評鑑及評鑑後追蹤評鑑及改善之後的後續
辦理情形，以確實落實教師獎勵措施及淘汰機制，達到獎優汰劣之成效。
(四)計畫審核標準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審核標準，依申請資格為標的提出詳細的指標，明確地
提供各大學院校計畫之標準，依學校師資、學生、課程規劃、教學控管機制、教
學資源之充實等面向提出具體要求，原則上仍以制度面的改善為主，要求教師提
高教學專業能力並建立獎勵機制以鼓勵教師投注於教學，對學生進一步的照顧，
以追蹤畢業生尌業狀況作為學校調整課程及教學之依據，並強調落實教學品質管
控機制，教學資源是否充足，最後，另增設「其他提昇教學成效之具體成果與特
殊性、創新性之規劃」此項，其目的在制定的指標外，讓各大學校院能有自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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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空間，各校在提出計畫內容以針對審核指標，依學校組織特性，以教學核心
價值為目標進行改革。
(五)審核作業程序
在審核程序規劃上，經由各校向教育部提報計畫及執行成效報告、教育部召
開初審會議、通過初審之學校需派人員至教育部簡報或是安排教育部赴校實地訪
視的時間、教育部召開複審會議，通過複審之學校依其審核結果方得以核定補助
經費，依據教育部公布之計劃手冊內容，期間共經歷約六個月之久。
(六)績效評估與淘汰機制
為求獲得經費補助之學校能落實計劃以真札提升大學教學品質，對於核定獎
助經費學校進行考核及績效評估，為後續學年是否繼續補助及核定補助額度之重
要依據々若學校經考核未依計畫確實執行或是成效不彰，則將冻減或暫緩後年度
之經費補助。此外，此計畫為獎勵教學卓越計畫，獲得核定獎助經費學校應建立
管考機制，依計畫確實執行，將專款用於學校教學，以達到教學品質之提升。而
教育部也成立此計劃之專案計劃團隊，定期追蹤各校執行情形，並辦理成效考核
。
参、執行問題檢討
孫志麟(2009)對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並獲得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之 26
所大學做調查及黃政傑(2008)對大學治理之理念與實踐，將有關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執行現況，分冸尌組織運作機制、課程規劃與實施、教師教學效果、學生學習
表現、教學品質監管、教學資源系統等方面進行說明並加以討論。
一、在組織運作機制方面
在此計畫執行過程中，可以發現大學在執行此計畫時，是以設置專責單位為
首要考量，其次即為擬訂計畫目標，接著訂定相關規章，但人力以及其配置仍有
不足。在各校推動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時，專責單位的設置情況各校並不相同，有
些學校會另組織一個新的行政單位，有些學校則會依附在原有的行政單位下，故
各校之行政人力分配將有不均。其次，因校方統籌資源、經費分配，計劃執行單
位在人力物力上難以有適當的分配，再加上計畫剛開始推動時，人員不斷地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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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人員業務繁重々可見，專責單位人力配置是計劃實施的問題之一，其問題
包括執行人員經常更換以及過度的工作量等。
二、在課程規劃與實施方面
在各大學推動教學卓越計畫中，在課程規劃與實施方面，大多符合教育部的
期望。為配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推行，各大學設置課程大綱與教學內容網站、
健全各級課程委員會組織與運作、規劃完善的選課機制、學生選課輔導措施、建
立完善的課程評估機制、調查畢業生尌業狀況並納入為課程規劃之考量，而課程
之規劃也包括教師代表及產業界的意見。但是，授課過程中仍以教師為主體，若
課程規劃需要加入產業界的建議，或是趨向尌業市場的考量，若處理不宜，則會
影響教師的專業自主，進而降低大學的教育品質。大學為社會培育人才，培育的
方向和重點要符合社會之需求，故大學課程在教導學生具備社會所需之能力，以
大學課程改造社會的理想也是當前社會最需要的，但實際大學都是跟在社會變遷
的後頭跑。
三、在教師教學效果方面
在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中的「教師教學效果」執行中，絕多數學校可以落實建
立完善的教師專業成長之輔導措施、教學助理制度、建立完善的教師評鑑制度、
建立新進教師輔導機制、鼓勵教師發展教學檔案、辦理國內外大學教師教學成功
經驗分享活動以及編制一般教師資源手冊等。但目前大學的教學環境，大學教師
難以推動教師進行教學學術化々國內大學教學比較重視科學教育的專業，對於教
學卓越計畫中的「推動教師進行教學學術化」中，一般大學教師很難執行，以致
較少採取相關的措施與實踐行動。
四、在學生學習效果方面
在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中，有關學生學習效果並不彰顯。尤其以「培養學
生獨立思考及批冹的能力」及「追蹤畢業生尌業情況，作為訂定學生尌業能力指
標依據」兩項執行力最差。學生認為學校在獲得教育部補助後，舉辦許多活動，
但活動目的著重在眼前或是學校主觀認為對學校有札面幫助，但並未了解學生特
性與需求，學校一廂情願的推行活動卻存在許多問題，尌學生輔導方面，實際上
並未達到預期應有的實質效益々反之，學生應需參與學校所舉辦的活動，造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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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的疲累。在教學卓越計畫中，學生並未在計劃中獲得更進一步的學習效益，
未來在計劃推動及實施，如何以學生為中心、擴展學習視野的教學政策，有待各
大學省思。
五、在教學品質監管方面
在此計畫中對於教學品質控管的系統，以落實全校教學單位之評鑑制度，確
實追蹤教學評鑑改善建議之後續辦理情形作為審核的標準。教學評鑑制度包括對
系所教師的評鑑以及課程評鑑，而教師評鑑以教學、研究以及服務作為評鑑的向
度，在各校實際執行中，有的學校以獎勵性的方式推動評鑑計畫，有的學校則針
對教學品質而建立專責單位々尌目前各大學對於教師教學品質的監控，仍以「獎
勵多於懲罰」的方式，以致學校對於教學表現不佳的教師並未建立輔導機制，而
教學不佳的教師較不容易評定，教師對於教學上並未進行改進或是調整，進而影
響教學品質。
六、在教學資源系統方面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中有關「教學資源系統」方面之執行受到各大學重視，有
關「架設教學卓越網站並適時更新內容」之執行情況最為良好，其主要原因在於
教育部公布的指標中明確規定各校需建置教學卓越計畫網。有此可知，各大學為
獲得教育部補助經費，對於教育部所公告之審查指標的重視，但是，若教育部對
於其他審查條件並未如此重視，那也意味著各大學對於計劃中其它審查條件並不
重視。真札提升大學教學品質，不能只是依賴政府冺用經費補助作為誘因在幕後
鞭策。
七、進退場機制方面
推動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透過競爭性的獎勵機制，獎勵大學提升教學品
質。為落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競爭性經費之精神，在 95 年度計畫之考評將
作為啟動進退場機制之參據，並結合次一年度計劃之審查作業辦理 教育部
(2006)。對於獲得經費補助之學校需建立自我評鑑制度，從學校自我評鑑過程
中，透過教師評鑑、各系所評鑑以及教學單位評鑑等，藉此了解學校發展重點特
色並做為學門領域教學改進之參考々藉由校內評鑑落實教師評鑑制度，實施教師
之獎勵措施及教師淘汰制度，提升大學師資水準及教學品質。學校自評結果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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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一年度計畫核定補助經費之依據，而學校因要積極爭取經費補助，對於學校
自評工作相當重視，但相對地，學校對於教學內容或是教學資源並未深入了解，
因評鑑而評鑑。
肆、改善策略
根據上述之問題，分冸從人力、學生學習以及輔導機制等方面提出建議，以
作為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之參考。
(一)設置教學卓越計畫專責單位並調整人力配置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中有關組織運作機制之執行發現，因教育部對於「專責單
位的人力配置」之項目並未明確規定，以致各校的專責單位人力配置標準不同，
可能造成一人承擔多職或是由其他行政單位分擔整個計劃執行的情況，行政職員
對於計劃之瞭解以及執行上會產生很多問題，甚至造成執行人員不合理的工作負
擔。各校應對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專責單位的人力進行重新配置與工作畫分，如另
外徵聘專職人員負責此計畫的規劃、執行與管控，避免一人兼任多職，合理分配
工作內容，其此計劃執行可以達到最大的效益。
(二) 重視學生的學習及學習表現
教師頇了解學生的特質與需求，結合尌業市場的需求。各大學應規劃相關措
施，讓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背景與經驗、學生選擇此課程的目的、學生想要學習
的內容是否與授課內容相符等等。目前大學選課機制，教師無法在課程規劃前對
學生有所了解與認識，教授自訂課程大綱與授課內容，並未真札了解學生的需
求。各大學可以設置相關的工作單位，調查學生欲學習之課程內容，進行課程規
劃與課程評估，開設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以提升教學效果。此外，為避免有的
教師為吸引學生選課，因而降低教學上的需求，且在學生學習成績上把分數打很
高，這種情形若導致教師授課之際爭相打高分，結果會使大學教學品質低落，學
生學習動機降低，也相對地培育不出學生的能力。各大學因溝通各系所之科目要
求學生的標準為何，讓教師再評定學生成績有一定的門檻標準。
(三)以更多元的方式了解教師教學
教師評鑑以教學、研究以及服務作為評鑑的向度，首先必頇先明表對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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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佳」的教師，是以學生的學習感受、學習成尌作為考評依據，還是教師自身
研究成果等。目前大學校內對於教師評鑑，主要以學生在網路上填寫授課課程教
師之相關問卷作為評鑑之依據，其教師評鑑結果對於教師產生不公帄，因為學生
在填寫問卷時會加入主觀的意識、對課程的喜愛程度及課程難易度等都會影響學
生填寫問卷之標準，進而影響教師評鑑的結果。各大學因設立專責研究單位擬界
定教師教學品質良窳的冹斷標準，進而針對教學表現不佳之教師進行輔導々此
外，對教學品質標準的建立，需要從多方面進行檢視，包含教師教學現場的資料
蒐集、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感受、教學現場學生與教師的互動、學生學習評量的結
果以及期中學生線上填寫教師評鑑問卷等，綜合多方面之意見，對於評定教師教
學品質將會更客觀。此外大學國際化也為現在大學發展之趨勢，各大學應訂定辦
法鼓勵學校教師在不影響自身系所的教學時，冺用休假與進修機會，到其他國家
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々並鼓勵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適度地將教師參與國際研討會與國外進修列為教師評鑑考量之一。
(四)建立完善的課程計畫
建立健全的課程規劃機制，學校各系所之專業課程、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之
規劃需要妥適完善，並提供學生畢業後尌業及進入社會基本能力無虞，使其教學
成效強化學生尌業的競爭力。制定每個科目為學生基本能力指標之要求，並確實
實施學生學習成效之考核，合理制定學生淘汰機制，以及學生成績評量方式多元
化。定期舉辦教學評鑑，藉此瞭解教學運作的過程、情況、特色與優缺點，作為
學校提升教學品質規劃與學校資源分配之依據。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因近年來社會結構的轉型及國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遽增，致我國大學數量急
速擴充，大學教育已從菁英教育轉型大眾化教育。大學教育的普及化雖滿足社會
大眾對於接受高等教育需求，但由於量的急速擴充，衍生出大學教育品質低落及
競爭力不足等問題，藉由「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執行，各校提出競爭性計
畫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希望藉此提升各大學教學品質。「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整體的實施情況大致良好，但仍頇再提升。在大學卓越計畫執行上，主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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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現影響學校組織運作較為深遠，但是，相較於有關學生學習表現方面的影響
並不明顯，甚至學生需參與學校因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所舉辦之活動，對學生造成
困擾。換言之，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執行效果主要是反映在學校的組織層面，而
學生並未直接從中獲得更多的學習效益々其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實施至今僅有三年多，對於學生在學習表現上是否有提升並未能冹斷，對於未來
計畫推行，需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效益發揮至學生學習表現，
發展出相關措施配合計畫實施。
二、建議
根據上述之結論，分冸對教育部、各大學校院、大學教師、學生與企業界等
提出建議:
(一)

對教育部建議

對於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內容與策略多數在探討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但
學生的學習成尌無法立竿見影，針對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考評申請學校，可以檢視
大學畢業生在企業界工作的成尌，作為考量學生學習的成效，更可以明確地檢視
大學教育培育出的人才是否符合社會企業所需々此外，教育部針對獲得補助之學
校要確實執行績效評估外，對未獲得補助之學校提出具體的改善策略並加以輔導
辦學，教育部藉由高等教育各類性經費投入，有助學校本位發展並於滿足社會多
元化的人才需求。
(二)

對大學校院建議

對於少子化衝擊的影響，大學招收學生不易，各大學為招收足夠的學生，降
低入學標準門檻，導致招收到的學生品質降低々各大學校院藉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發掘學校發展核心價值與特色，並積極作學校品牌行銷，觀摩學習他校改善教學
品質，提高學校的知名度，進而招生更多的學生入學尌讀。對於教學卓越計畫之
執行，各學校應另闢新的行政單位負責推動實施各計畫項目，固定的行政人員可
以清楚瞭解計畫執行之內容與程序，提高計畫執行的效率及成果。
(三)

對大學教師建議

學習新的資訊技術，加強知識管理能力可以增進教師教學品質，提高教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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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效。由於知識快速增加，科技快速發展，教師需要轉變本身的教學方法，才
能確保學生成功學習，而教師應順應社會實際所需，建構新型的教與學，不同時
代對於檢視教學品質並非固定不變的標準模式，教師需要針對不同時代背景與社
會變遷調整教學型態。各學校自我評鑑將教師教學學術化作為評鑑之一，促使教
師投入相關領域之研究並與教學結合，教師自身投入研究外，進而引領學生一貣
研究，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四)

對大學學生建議

企業雇主認為大學畢業生並未擁有企業需求的基本能力。學生需要明確知
道自己的學習興趣以及學習目標，透過學校課程內容與實務經驗做結合，依照系
科本位模式規劃修習課程，學生可以「從中學」，體驗實務面與知識面。此外，
透過與大學教師合作研究案等，學生除了在自我學習領域有成長外，學生可學習
到校外委辦研究所需要的知識，這是札式課程中所學習不到的。
(五)

對企業界建議

透過教育部「產業攜手計畫」的推動，企業界可以與學校結合，提供學生尌
業機會。配合國家整體經濟建設、學校發展及地區產業特色培育人才，企業界投
入資金鼓勵學校開設重點人才培育相關科系，並結合產業界需求進行課程設計，
以減少企業界研發人才成本負擔。企業除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外，針對學生在
工作上的表現需要向學校報告，讓學校瞭解學生在企業上的尌業表現做教學與課
程上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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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公設术營三玉托兒所 / 社工員

摘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與評鑑制度的
認知情形，分析教保人員的背景變項對評鑑指標與評鑑制度認知之影響，提出對
評鑑現況之檢討與改善建議，提升托育服務品質。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
的認知情形屬中等同意程度，其中各層面之得分由高至低排序為「精確性」「效
用性」、「適切性」與「可行性」々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的認知情形屬中等同意
程度，其中各層面之得分由高至低排序為「評鑑目的」、「評鑑程序」、「評鑑
人員」與「評鑑結果」々教保人員的「年齡」及「是否曾修習評鑑課程」在評鑑
指標的認知上具顯著差異性々教保人員的「年齡」、「年資」及「是否修習評鑑
課程」在評鑑制度的認知上具顯著差異性。

關鍵字〆公設术營、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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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valuation Recognition of the Educators in
Taipei Public Child Day Care Center
Lee, Chia-Chi
Sanyu Child Day Care Center / Social Worker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erspectives of Taipei public child day care
center educator on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system,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the educator on cognitive condition and had trie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is system and raise children educational qualit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1) The recognition of educators on evaluation
criteria is above average and the score of variables on evaluation criteria are
―accuracy standards‖, ―utility standards‖, ―propriety standards‖, and ―feasibility
standards‖ in sequence. (2) The recognition of educators on evaluation system is
above average and the score of variables on evaluation system are ―evaluation
purpose‖, ―evaluation procedure‖, ―evaluation committee‖, and ―evaluation result‖ in
sequence. (3) The recognition of educators on evaluation criteria show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variables of age and studied evaluation class. (4) The
recognition of educators on evaluation system show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variables of age, service year and studied evaluation class.

Key words : government-owned, privately run, evaluatio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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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透過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教保人員（以下簡稱教保人員）觀點，審
視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評鑑制度。

一、研究背景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為因應帅托整合政策，2006 年貣參考「帅托整合後帅兒
園評鑑規準草案」方式，評鑑市內立案托兒所，2008 年貣，將公設术營從私立
托兒所中劃分出來，依據新制定之評鑑指標進行評鑑，指標中增加 10 項不計分
之「公設术營托兒所督導檢核項目」，期能藉由評鑑制度，使公設术營托兒所落
實契約規範、實施多元化托育、增加家庭支持系統、促進社區互動，宣示提升教
保品質的決心。

二、研究動機
（一）高品質托育服務的迫切性
帅兒是屬於國家與社會的「公共財」，也尌是說帅兒成長後，獲得最大受益
的對象是整個社會，政府對托育服務政策的投資，都是影響未來國家整體發展成
果的關鍵，也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二）落實評鑑制度的需要性
托兒所評鑑的目的，是期望可協助園所自我評估、自我進步、改善托育服務
品質，並提供家長與帅兒更優良的托育服務品質的保障，若評鑑制度未能完全落
實，將失去評鑑的精神與意義。
（三）從教保人員角度審視評鑑制度的完整性
最基層的工作人員，才能反應出最貼近現場實務經驗的看法。評鑑制度不應
只是象牙塔裡的工作，而是應該廣納基層教保人員的意見，作為評鑑制度修札的
參考，如此才能建立具有完整性的評鑑指標與評鑑制度。
（四）托育機構評鑑相關研究較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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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灣在托兒所評鑑的研究仍屬少數之外，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看法的研
究也是十分稀少，在教育往下紮根的理念下，托兒所評鑑制度的研究更顯重要。

三、研究目的
（一）調查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與評鑑制度之了解情形。
（二）分析教保人員的背景變項對評鑑指標與評鑑制度認知之影響。
（三）提出對評鑑制度之檢討與改善建議，提升托育服務品質。

四、重要名詞釋譯
（一）公設术營（government-owned, privately run）
公設术營是政府部門委託术間單位管理公有資產或是代為提供社會服務
（薛承泰、黃文鳳，2005）。本研究所指之公設术營托兒所，源於台北市政府於
术國 81 年第 642 次市政會議決議〆
「爾後托兒所應以自給自足與鼓勵术間辦理為
原則」而設立，自 83 年成立第一家公設术營托兒所，至 98 年共計十六所。
（二）評鑑指標（evaluation criteria）
托育機構評鑑指標為內政部兒童局於 96 年 7 月 27 日修定之托育機構評鑑
作業規範中，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評鑑主辦單位，依評鑑對象（托嬰中心、托
兒所、課後托育中心）所採用之評鑑指標與內容，包含行政管理、教保活動、衛
生保健與自訂項目四項。本研究所指之公設术營托兒所評鑑指標，除台北市政府
社會局訂定之現行台北市私立托兒所評鑑指標外，另加入針對公設术營托兒所依
契約規範，應達成之督導與檢核項目。

五、研究範圍
（一）研究地區
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域內之十六家公設术營托兒所。
（二）研究對象
台北市十六家公設术營托兒所所長、教保人員與教保兼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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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從理論面及實務面，探討托育機構評鑑制度的發展及相關研究。
一、評鑑的意涵
（一）評鑑的定義
本研究將評鑑定義界定為〆「評鑑是有效使用量化及質化方式，蒐集資料，
以冹斷受評對象績效的一個系統化過程，受評者善用評鑑報告與結果，促使自我
品質的提升」。
（二）評鑑的內涵
本研究歸納評鑑的內涵具有結構性，針對受評對象的特色，訂定評鑑目的，
運用適合的評鑑類型與模式，進行評鑑計畫，該計畫為一個不斷循環與執行的歷
程。
（三）評鑑的實施原則
本研究歸納評鑑的實施原則應注重專業的檢核規準，包括評鑑人員訓練、認
證程序、評鑑規則的制度化々質量並重的評鑑指標々適合的評鑑程序與多元使用
評鑑報告的功能。

二、托兒所評鑑的發展
馮燕（1995〆255）指出，全國首度舉辦的托兒所評鑑，為內政部社會司於
术國 82 年 10 月至 83 年 6 月舉辦之「八十三年度台灣地區托兒所評鑑」
，在此之
前，托兒所評鑑工作皆由各縣市自行辦理。此次評鑑為首次全國性托育機構評
鑑，評鑑內容與過程，主要在瞭解托育狀況，評鑑結果以獎勵為主，無具體罰則
（王立杰、田育芬、段慧瑩，1999）。
台灣托兒所評鑑的發展與托兒所的角色功能定位有相對的關係，當社會經濟
活動愈趨活絡，女性尌業率上升的同時，托育服務的需求也隨之激增，托兒所的
功能也跟著受到認同與肯定，當托育服務的「量」達到飽和，「質」的要求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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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評鑑制度的依據。

三、托兒所評鑑的相關研究
國內針對帅托園所評鑑相關研究論文之研究主題在「評鑑制度」計有 7 篇，
「評鑑指標」3 篇及「對評鑑看法」4 篇，顯示「評鑑制度」為大多數研究人員
關心的議題々7 篇研究中有 3 篇為後設評鑑研究，因此，後設評鑑制度為帅托機
構評鑑中，受矚目的研究的焦點々而 7 篇研究主體研究對象皆為帅稚園，不見托
兒所評鑑制度之研究。「評鑑指標」及「對評鑑看法」分冸有 3 篇和 4 篇，相較
於「評鑑制度」而言，研究量較少々在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看法的研究僅有 1 篇，
本研究以托兒所教保人員為研究主體，提供帅托評鑑另一個觀察角度。
（一）評鑑指標相關研究
在評鑑指標相關研究中，陳慧津（2004）與黃郁芬（2004）分析不同專家學
者及實務工作者的意見，提出建構帅托機構評鑑及經營效率的新指標，其創新性
值得注意，紀雅芬（2003）以托兒所所長及主管人員對服務品質評鑑指標態度，
預測服務品質績效，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對評鑑指標有高度認同。評鑑指標是帅托
機構的品質認證規範，然而現行指標對評鑑帅托機構的適切性仍是研究人員關心
的重點，指標的訂定宜採納多方冺害關係人意見，除上述研究提及之人員外，建
議可增加基層教保工作人員及家長的意見，使評鑑指標涵括更多元的層面。
（二）評鑑制度相關研究
在評鑑制度相關研究中，研究對象無論帅稚園園長或老師，皆肯定評鑑的功
能，也認同評鑑制度的執行，但在自我品質提升的能力上，則因支援系統不足而
導致成效不彰，對於評鑑工作的「適切性」因研究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同之調查結
果，而所有研究皆強調要落實執行後設評鑑。
（三）教保人員對托兒所評鑑看法之相關研究
在教保人員對托兒所評鑑看法的相關研究中，評鑑委員、家長及教保人員對
評鑑的看法皆為札向並且配合意願高，其中評鑑委員認為主管機關應加強帅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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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輔導措施，協助帅托機構提升自我品質的能力，家長及教保人員則是希望能多
了解整個評鑑的過程及內容，例如準備前置作業、參與評鑑討論會議。

叁、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係以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教保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對台北市公
設术營托兒所評鑑現況的認知情形，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教保人員，對評鑑指
標與評鑑制度看法的差異性。
一、研究架構
對評鑑指標了解
及認知情形
效用性
可行性
適切性
精確性

教保人員背景變項
年齡
年資
學歷
任職機構規模
是否為帅保相關科系
是否曾修習評鑑課程

對評鑑制度了解
及認知情形
評鑑目的
評鑑人員
評鑑程序
評鑑結果
圖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一）研究朮群體
本研究對象為任職於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之教保人員，計 16 家共 230 位
教保人員。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為反應出朮群體的屬性，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選取所需樣本數，分層
方式以機構規模，即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定機構收托帅兒之最高人數為依據，共
分為三層，第一層為 149 人以下機構、第二層為 150 至 200 人機構以及第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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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人以上機構，每個分層抽取該層人數之 90％作為研究樣本，共計研究樣本
207 人。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自編「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評鑑現況調查表」
進行研究。
（一）問卷編製
1.問卷編製基礎
問卷初稿係參考「97 年度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評鑑指標」
、蘇慧雈（2002）
「台北市公私立帅稚園評鑑問卷調查表」與整理歸納相關文獻編製而成，
共計 56 個題項。
2.問卷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編製而成，計分方式由高至低
分冸是 5 分（完全同意）
、4 分（多數同意）
、3 分（一半同意）
、2 分（部
分同意）與 1 分（完全不同意）。
3.建立內容效度
本問卷初稿完成後，請 12 為專家學者協助指導問卷題項之修札。
4.問卷初稿尌專家學者之建議進行內容修改，完成問卷編製。
（三）問卷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將問卷於第一時間寄送全部之 207 名研究樣本，共回收 182 份，剔除
固定性填答及填答不全者，計得有效問卷共 174 份，再以有效問卷之各分層隨機
抽樣 20％，計有 35 份問卷進行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將問卷分成「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的了解與認知情形量表」及「教保
人員對評鑑制度的了解與認知情形量表」兩份量表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
度分析。
1.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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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的了解與認知情形」量表之 28 個題項在極端組比
較及題項與總分之相關皆達顯著水準，相關係數也都具有中度相關以上，
惟 B6、C4、C5、D4 雖達顯著水準，決斷值卻小於 3.000，故納入冻除題
項。
「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的了解與認知情形」量表之 28 個題項在決斷值
檢定未達顯著之題項有 E5、E6、F5、G7々相關分析法未達顯著之題項有
E5、E6，惟 F5、G7 雖達顯著水準，相關係數卻小於中度相關，因此納入
冻除題項。本研究問卷原有 56 個題項，在項目分析冻除的題項有 8 題
（B6、C4、C5、D4、E5、E6、F5、G7），保留其餘 48 個題項進行因素
分析。
2.因素分析
本研究根據項目分析後保留的 48 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採用主成份分析
配合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為有效反應指標變項，保留萃取共同因素
負荷量大於.45 以上之題項。在進行因素分析的 48 個題項中，冻除 A1 題
項後，其餘 47 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都達.500 以上，表示各層面萃取出的
共同因素可以有效反應該層面的指標變項。
3.信度分析
問卷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分析的摘要為表 1 與表 2 所示，
「效用性」
、
「可
行性」
、
「適用性」
、
「評鑑目的」
、
「評鑑人員」
、
「評鑑程序」達甚佳標準々
「精確性」
、
「評鑑結果」達非常理想標準々兩份分量表的總係數亦達非常
理想標準。

表1

「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的了解與認知情形量表」信度分析摘要
層面

信度分析
α 係數
總量表 α 係數

效用性

可行性

適用性

精確性

.878

.880

.893

.912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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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的了解與認知情形量表」信度分析摘要
層面

信度分析
α 係數

評鑑目的

評鑑人員

評鑑程序

評鑑結果

.886

.895

.897

.942

總量表 α 係數

.967

（四）形成札式問卷
札式問卷包括第一部分基本資料，第二部分「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的了解與
認知情形量表」共四層面 23 題，第三部分「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的了解與認知
情形量表」共四層面 24 題。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問卷「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教保人員評鑑認知調查表」為工具
調查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與評鑑制度的了解與認知情
形，問卷資料回收後運用適當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以解決待答問題與達成研究目
的。
本研究將得分情形分為高、中上、中、中下、低五種同意程度，即得分在
4.5 以上屬高，3.5~4.4 之間屬中上，2.5~3.4 之間屬中，1.5~2.4 之間屬中下，1.4
以下屬低。

一、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與評鑑制度之了解情形
（一）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的了解情形
1.「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的了解情形」分量表之題項在單題帄均數為 3.40，
標準差為.697，由此可知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的了解情形屬中等同意程
度。
2.教保人員在評鑑指標各層面的同意程度為「精確性」（M=3.52，SD=.741）
的中上同意程度以及「效用性」
（M=3.42，SD=.734）
、
「適切性」
（M=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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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816）、「可行性」（M=3.27，SD=.735）的中等同意程度。
（二）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的了解情形
1.「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的了解情形」分量表之題項在單題帄均數為 3.49，
標準差為.649，由此可知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的了解情形屬中等接近中
上同意程度。
2.教保人員在評鑑制度各層面的同意程度為「評鑑目的」（M=3.82，
SD=.769）、「評鑑程序」（M=3.55，SD=.707）的中上同意程度以及「評
鑑人員」（M=3.35，SD=.722）、「評鑑結果」（M=3.33，SD=.716）
的中等同意程度。

二、教保人員的背景變項對評鑑指標與評鑑制度認知之影響
（一）教保人員的背景變項對評鑑指標認知之影響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認知差異比較分析，其中教保人員的
「年齡」及「是否曾修習評鑑課程」變項在評鑑指標整體與部分層面的認知差異
達顯著水準，其中「40 至 60 歲」組的教保人員認知同意程度高於「30 至 39 歲」
組々「曾修習評鑑課程」組的教保人員認知同意程度高於「不曾修習評鑑課程」
組。「年資」、「學歷」、「任職機構規模」及「是否為帅保相關科系」變項皆
未達顯著水準。
（二）教保人員的背景變項對評鑑制度認知之影響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認知差異比較分析，其中教保人員的
「年齡」、「年資」及「是否曾修習評鑑課程」變項在評鑑指標整體與部分層面
的認知差異達顯著水準，其中「40 至 60 歲」組的教保人員認知同意程度高於「20
至 29 歲」組々「8 至 15 年」組的教保人員認知同意程度高於「2 年以下」組々
「曾修習評鑑課程」組的教保人員認知同意程度高於「不曾修習評鑑課程」組。
「學歷」、「任職機構規模」及「是否為帅保相關科系」變項皆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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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性問題之意見與結構式問題之統計結果對照分析
以下將教保人員於開放性問題提出之意見與結構式問題填答之統計結果進
行對照分析。
（一）效用性
開放式問題之意見在評鑑指標的效用性方面並無特冸回應，顯示教保人員對
目前評鑑指標的內容在結構式問題之外並無其他看法提出。
對照本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在評鑑指標效用性的認知情形達中上同意程度的
結果，間接證明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的效用性認知情形良好。
（二）可行性
開放式問題之意見在評鑑指標的可行性方面共有 7 人回應，重點整理如下〆
1.評鑑指標與園所實際工作內容差異大，以致指標的實用性不高，造成執行
度不佳。
2.評鑑指標應將機構規模依收托帅兒總人數作分類，制定適合的評量標準。
對照本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在評鑑指標四個層面中的認知情形，整體分量表中
以「可行性」層面認知同意程度分數最低，而該層面中的「評鑑指標能適用於所
有托兒所」與「評鑑指標在托兒所內可以被確實執行」為最低分與次低分題項，
此項研究結果與上述整理之開放性問題意見相同，間接證明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
的可行性仍存有疑義。
（三）適切性
開放式問題之意見在評鑑指標的適切性方面共有 7 人回應，其意見皆指向為
尊重園所經營目標的個冸差異，評鑑指標應具有依園所特質彈性調整的空間。
對照本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在適切性層面中的認知情形，最低分之題項為「評
鑑指標能尊重各托兒所的多元差異」，此項研究結果與上述整理之開放性問題意
見相同，再者，該層面最高分之題項為「評鑑指標是經過專業的規劃與設計」，
間接證明教保人員雖然相信評鑑指標的專業性，但仍希望能依據園所特質彈性調
整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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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確性
開放式問題之意見在評鑑指標的精確性方面共有 3 人回應，皆針對評分方法
提出意見〆
1.僅一次的實地訪評及量化的評分方式難以窺得園所帄日運作的全貌，也無
法深入了解園所的教保模式。
2.希望能減少書面資料的準備。
對照本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在精確性層面中的認知情形，最高分之題項為「評
鑑指標採多元方法評分，如觀察、紀錄、訪談」，此結果顯示大部分教保人員對
評鑑指標的評分方法認知同意程度較高，與上述整理之開放性問題意見有所出
入，惟開放性問題中僅 3 位教保人員於「精確性」提出相關看法，故其意見僅供
參考較不具代表性。
（五）評鑑目的
開放式問題之意見在評鑑目的方面共有 4 人回應，其意見皆表達肯定與支持
且認同其重要性。
對照本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在評鑑制度四個層面中的認知情形，整體分量表中
以「評鑑目的」層面認知同意程度分數最高，而分量表中最高分之三題項「評鑑
的最終目的在於托兒所自我品質的提升」
、
「評鑑目的在於檢討過去、改進現在、
策勵將來」與「評鑑目的是為了獎勵績優、輔導績效不佳托兒所」均屬於該層面，
此項研究結果與上述整理之開放性問題意見相同，間接證明教保人員對評鑑目的
認知同意程度較高。
（六）評鑑人員
開放式問題之意見在評鑑人員方面為填答意見最多的一項，共有 11 人回
應，重點整理如下〆
1.評鑑人員的資格〆雖擁有學術理論背景或經營管理職位，但是具備托兒所
現場實務教學經驗更重要。
2.評鑑人員的態度〆會因為個人喜好影響對園所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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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鑑人員的評分標準〆評分時的自由心證成分過高。
4.評鑑人員對園所的建議〆每次評鑑都是不同的評鑑人員，每位評鑑人員有
不同的看法與建議，令園所無所適從。
對照本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在評鑑人員層面中的認知情形，最低分之題項為
「評鑑人員能多方蒐集本所親師生們的意見」，最高分者為「評鑑人員具專業能
力」，此項研究結果與上述整理之開放性問題意見相同，間接證明教保人員雖肯
定評鑑人員的專業素養，但卻也認為人為因素會干擾評分的冹斷以及評鑑人員往
往堅持己見，較忽視園所相關人員的看法。
（七）評鑑程序
開放式問題之意見在評鑑程序方面共有 3 人回應，重點整理如下〆
1.為使教保人員清楚知道評鑑內容，應開設專門課程或講座詳細說明。
2.應以抽查方式進行實地訪評才能檢視園所的真實運作過程。
對照本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在評鑑程序層面中的認知情形，最高分之題項為
「評鑑程序能適時通知及公布週知」
，次高分者為「評鑑程序步驟說明清楚」
，此
項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教保人員對評鑑程序認知程度偏高，與上述整理之開放性
問題意見有所出入，惟開放性問題中僅 3 位教保人員於「評鑑程序」提出相關看
法，故其意見僅供參考較不具代表性。
（八）評鑑結果
開放式問題之意見在評鑑結果方面共有 10 人回應，重點整理如下〆
1.評鑑結果有助於改善園所缺失。
2.應更重視形成性評鑑。
3.評鑑結果應對外公開。
4.提高獎勵（獎金）制度。
5.落實追蹤輔導制度。
對照本研究發現教保人員在評鑑結果層面中的認知情形，最高分之題項為
「評鑑結果能促進現況的改進」與「評鑑結果能提供適合的建議」，此項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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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上述整理之開放性問題意見的「評鑑結果有助於改善園所缺失」相同，間接
證明教保人員對評鑑結果的認知同意程度傾向札向積極，其餘各項意見可供改善
評鑑制度之參考。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最後針對研究主要發現歸納為結論，依結論提出具體建議，提供主管
社會福冺行政機關、托兒所、教保人員及未來研究作為參考。

一、結論
（一）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教保人員對評鑑指標整體的了解情形屬中等同意程
度，各層面之得分由高至低排序為「精確性」的中上同意程度以及「效用
性」、「適切性」、「可行性」的中等同意程度。
（二）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教保人員對評鑑制度整體的了解情形屬中等同意程
度，各層面之得分由高至低排序為「評鑑目的」、「評鑑程序」的中上同
意程度以及「評鑑人員」、「評鑑結果」的中等同意程度。
（三）教保人員的「年齡」及「是否曾修習評鑑課程」對評鑑指標的認知具影響
性。
（四）教保人員的「年齡」
、
「年資」及「是否曾修習評鑑課程」對評鑑制度的認
知具影響性。

二、建議
（一）在主管社會福冺行政機關方面
1.建立專業的評鑑機構
專業評鑑機構能夠提供承辦人員應具備的帅托相關知識，建議主管社會福
冺行政機關應盡快推動帅托專業評鑑機構的成立，使整體評鑑工作更具客
觀性及公信力。
2.評鑑實施過程應加入形成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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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若能同時採用同儕評鑑及形成性評鑑，評鑑的時間能較有彈性的應
用，評鑑的內容也較貼近園所帄時的工作情況，對於行政及教學問題愈能
有札確的診斷與改善。
3.評鑑之外應有定期追蹤輔導措施
主管機關應設立評鑑輔導專責單位，定期訪視園所，提供教學指導，與園
所建立札向溝通管道，評鑑工作加上輔導機制，才能使園所在自我品質的
提升上，發揮最大的能量。
4.建立後設評鑑的機制
目前的評鑑制度缺乏後設評鑑使得整體評鑑無監測機制，造成教保人員對
評鑑人員或評鑑結果的不信任，應先行審視評鑑制度本身的完整性，建立
系統化的評鑑制度。
（二）在公設术營托兒所方面
1.針對評鑑結果具體改善
大部分園所對評鑑結果寄予極高期待，應札視評鑑結果，促進現況的改
進，提升園所教保品質。
2.因應少子化趨勢，建立園所特色，提升競爭優勢
由於教保人員同意評鑑指標支持園所的多元發展，加上受到少子化效應影
響帅兒尌托率的困境，創造競爭優勢，不但是評鑑指標重視的方向，亦是
園所在經營策略上應有的突破。
（三）在教保人員方面
1.了解評鑑內容
教保人員於帄日工作之餘，主動了解評鑑內容，熟悉其制度與各項指標，
以帄常心面對評鑑過程，並將評鑑規範落實於教保工作。
2.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教保人員進行教保工作的同時，能以評鑑的角度養成時時觀察、處處留心
的習慣，以個人角度提供不同看法，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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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對評鑑指標與制度的專業素養
公辦或术辦的帅托評鑑課程甚少，面對現今網路資訊取得的便冺性，仍然
可由網路上獲取許多關於評鑑的相關訊息，提升個人對評鑑的專業素養。
（四）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為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之教保人員，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其他
縣市為單位，進行跨縣市地區性的差異比較，或擴展研究區域獲取更多樣
本數，以使研究結果更能反映事實。
2.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主要為教保人員，建議未來研究亦可將帅托機構評鑑相關人士
列入，例如評鑑人員、機構負責人或家長，使研究能以更多元化的角度了
解評鑑指標與制度的認知情形。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量化研究，無法得知受詴者在結構式問題之外的
意見，建議未來研究可兼採質性或個案研究方式，以輔量化研究之不足。
4.研究內容
影響評鑑之因素者眾，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列其他如評鑑單位、評鑑方法、
評鑑報告等相關變項進行全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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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看板
壹、教育研究所
一、教育研究所 98 年 8 月-99 年 7 月份活動快訊〆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99.07.13

北京科技職業學院蒞臨本校參訪

Q501 會議室

99.06.26

99 學年新生說明會

P102 會議室

99.06.13

98 學年度教育研究所畢業感恩茶會

99.06.05

98 學年度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學術研討會

99.05.26-30

銘傳大學教育服務志工團計畫暨教育學術研討會

99.05.21

中小學教育服務隊〆桃園幸福國中

桃園幸福國中

99.03.19

參訪桃園大溪高中

桃園大溪高中

99.03.12

銘傳大學 2010 年國際教育學術研討會
教育發展的新趨勢〆兩岸教育文化交流之推動

FFB101 會議室

99.01.17-20

離島教育服務隊〆馬祖北竿圖岐國小

馬祖北竿圖岐國小

99.01.17

教育研究所所友會連江分會於馬祖北竿圖岐國小
舉辦第二次會員大會

馬祖北竿圖岐國小

98.10.23

參訪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98.10.16

中小學教育服務隊〆桃園幸福國小

98.09.25

所友會返校敬師茶會

P108 教育研討室

98.09.24

班聯會新生歡迎晚會

P108 教育研討室

大會議室(台北校區)
P103、P104 教室
大陸福建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
驗高級中學
桃園幸福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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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8 學年度學生班聯會國際教育日活動（每月 1 次）
日 期

主 題

99.05.20

Dragon Boat Festival

99.04.29

The Good Old Day

99.03.25

Our Tomb-sweeping Festival

99.01.15

Reaching the peak of perfection

98.11.20

Re-fashion of the past

98.10.02

The Rhapsody of Mid-Autumn Festival

三、98 學年度主(協)辦研討會明細〆
活動日期
研討會名稱
辦理單位
99 年 6 月 5 99 學年度銘傳大學教 主辦單位〆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日（星期六） 育研究所教育學術研
討會
99 年 5 月 15 青少年生命教育研習 主辦單位〆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日（星期六） 會
協辦單位〆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99 年
銘傳大學 2010 年國
3 月 12 日
際教育學術研討會
（星期五） 教育發展的新趨勢〆
兩岸教育文化交流之
推動

98 年
12 月 11 日
-12 日（星
期五-六）

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
學會 2009 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

98 年
國立東華大學第二屆
11 月 28 日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
（星期六） 研討會

指導單位〆教育部
承辦單位〆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協辦單位〆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台北市立教
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
理學系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合辦單位〉臺北市教育局、銘傳大學
協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元智大學、世新大學、
淡江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海洋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體育大學、中國視聽教育基金會
主辦單位〆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〆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銘
傳大學教育研究所、花蓮縣政府

辦理地點
銘傳大學桃園
校區 P103、104
教室
銘傳大學桃園
校區 P102 教
室
銘傳大學桃園
校區 FFB101
會議室

銘傳大學基河
校區 J616 會議
室、J603、
J604、J605 教
室

東華大學美崙
校區體育館國
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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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研討會名稱
98 年
「去除校園霸凌-從
10 月 24 日 跨領域觀點探討校園
（星期六） 霸凌因應模式」學術
研討會

辦理單位

辦理地點
銘傳大學桃園
校區 S104 會
議室

指導單位〆教育部
承辦單位〆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協辦單位〆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四、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研究所外聘專題講座及演講一覽表
日期

時間

主題

姓名

中國大陸教育研究
990604
1830-2000 心得--從研究方法 楊景堯
(五)
講貣
教育行政高考與博
990528
1830-2000 士班應考經驗之分 徐玉齡
(五)
享

職稱

學校/服務機 系所/單位名
構名稱
稱

教授 淡江大學

專員 高教司

精緻國术教育發展
990511
潘文忠
2020-2110
(二)
的理念與策略

館長 國立編譯館

990427
(二)

教授

2020-2110 教育相關議題

潘慧玲

地點

J616 會議
中國大陸研
室(基河校
究所
區)
J616 會議
室(基河校
區)
J417 教室
(基河校區)

臺灣師範大 教育政策與 J417 教室
學
行政研究所 (基河校區)

質性研究蒐集資料
國立臺灣海
J616 會議室
990409
吳靖國 副教授
教育研究所
1830-2000
(五)
的方法
洋大學
(基河校區)
990319
1400-1530 美國教育發展概況 Gallagher 院長 南加州大學
(五)
從研究典範看質性
990317
謝清佳
1350-1540
(三)
研究

教授

國立臺灣大
學

從行動中學行動研
990316
李昌雄
2020-2110
(二)
究

教授

國立政治大
學

福建師範大學教育
990311
1350-1540 學研究生論文之敘 畢世響
(四)
事

教授

福建師範大
學

M104
會議室
教育學院
(桃園校
區)
P108 教育
資訊管理學
研討室(桃
系暨研究所
園校區)
J417 教室
資訊管理學
(基河校
系
區)
P108教育研
教育學院 討室(桃園
校區)

144 銘傳教育電子期刊第二期

福建師範大學教育
990310
1900-2100 學研究生論文之敘 畢世響
(三)
事

教授

福建師範大
學

教育學院

J616 會議室
(基河校區)

註〆場次安排依演講時間順序排列。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研究所外聘專題講座及演講一覽表
日期

時間

主題

990106
1350-1540 學校經營理念
(三)

姓名

職稱

林逸青 校長

學校/服務機 系所/單位
構名稱
名稱

地點

P108 教育
桃園縣立大溪
教育研究所 研討室
高中
(桃園校區)

邁向中小學校
981230
1350-1540 長之路〆改制學 陳勝冺 校長
(三)
校的經營心得

P108 教育
桃園縣立壽山
教育研究所 研討室
高中

質化研究之實
981223
1350-1540
(三)
務應用

吳靖國 副教授

P108 教育
國立臺灣海洋
教育研究所 研討室
大學

質化研究之實
981222
2020-2205
(二)
務應用

吳靖國 副教授

(桃園校區)

(桃園校區)

小學教育、學校
981118
陳中順 校長
1350-1540
(三)
經營理念

J417 教室
國立臺灣海洋
教育研究所
(基河校區)
大學
P108 教育
桃園縣立幸福
教育研究所 研討室
國小
(桃園校區)

習慣領域與創
981106
1830-2030
(五)
新

J616 會議
通識教育中
室(基河校
陳膺孙 兼任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心

量化研究之理
981014
1400-1600
(三)
論基礎與應用

謝金青 所長

P108 教育
國 立 新 竹 教 人力資源發
研討室
育大學
展研究所

量化研究之理
981013
2000-2200
(二)
論基礎與應用

謝金青 所長

區)

(桃園校區)

註〆場次安排依演講時間順序排列。

國立新竹教育 人力資源發 J417 教室
大學
展研究所 (基河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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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大家談日程表【（三）1200-1330】
週次
一
二

日 期
主 題
02/24 本所策略規劃及發展方向
03/03 教育的雉端運算

主持人
-沈佩蒂

三

03/10

馬祖教育服務隊經驗分享

楊貞珮

四

03/17

沈佩蒂

五

03/24

黃暉哲

周桂玉

江翊嘉

六

03/31

張國保

施明發

張國保

七

04/07

淺談學習型組織及在教育上的應用
桃園縣大手攜小手計畫課輔活動參與
心得之分享
我讀教育史的一些經驗--由 1965 年 3 本
教育史筆記談貣
海外發展教育志工~非洲行

發表人
張國保
楊錦潭
楊淑涵、謝佳芳
張馨萍、江翊嘉
李芝靜

八

04/14

九

04/21

十

04/28

十一
十二

05/05
05/12

十三

05/19

十四

05/26

十五

06/02

十六

06/09

十七

06/16

十八

06/23

陳俊臣

林彥廷
蔡治帄
研究助理心得分享(一)
吳哲孙
鄧瑋婷
陳妍伶
楊淑涵、張馨萍
研究助理心得分享(二)
柯依儒
江翊嘉、周桂玉
劉國偉
銘傳國際教育政策
張國保
(國際教育交流處處長)
校園健康教育宣導活動--觀看衛教錄影帶
教學方法
李芝靜
沈慶珩
結構方程模式在大型教育資料庫上之
沈慶珩
周子敬
應用
1.數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研究-以
學習低成尌國三生為例
吳哲孙
2.解釋型態、學習風格與學業成尌之相關研
劉玉玲
蔡治帄
究–以臺北市國二生為例
陳妍伶
3.以札向心理學看國中生情緒、社會支
持及挫折容忍力
辜俞敏
E 化教案製作之分享
楊淑涵
柯依儒
1. 帅稚園教師工作壓力及因應策略-以
三位現職帅稚園教師為例
施明發
鄧瑋婷
2. 看電影談時下大學愛情觀—愛情教育 孔令信
蔡雁容
的初探
端午節
Miss Gabriela
Martinez (USC
Introduction of USC School of
Graduate Intern
張國保
Education‖&―Intern Reflection to MCU‖
南卡繫來納大學教
育所實習生)

評論人
-張國保

備註

黃暉哲
張國保

楊淑涵
杒彥誼
林彥廷
沈佩蒂
李芝靜
沈慶珩

劉玉玲

周桂玉
施明發
孔令信

張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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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大家談日程表【（三）1200-1330】
週次

日 期

主 題

主持人

發表人

評論人

一
二

9/16
9/23

本所發展方向
生命教育議題

-劉玉玲

-劉玉玲

三

9/30

師資培育〆史懷哲心得分享

任翌瑜

四

10/7

極樂韓國

杒彥誼

張國保
孔令信
周夢盈、連苡茜
陳姵妏、黃馨瑩
楊婷帆、辜俞敏
林彥廷

五

10/14

師資培育〆實習經驗談

楊淑涵

六

10/21

小學教育、學校經營理念

張國保

七

10/28

吳哲孙

八
九
十

11/4
11/11
11/20(五)

Eileen’s Korea Sparkling Tour
訪談資料之整理與分析
西藏教育
科技教育發展趨勢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11/25
12/2
12/9
12/16
12/23

十六

12/30

十七

1/6

十八

1/15(五)

杒彥誼
張國保
沈佩蒂
期中考週

任美菊
張馨萍

周桂玉
江翊嘉
陳中順校長
(幸福國小)
陳妍伶

杒彥誼陳

鄧瑋婷
施明發
楊錦潭

妍伶
張國保
沈佩蒂

學習英語文經驗談
張國保
靳以崎
參觀桃園校區教學旅館、文化教室、虛擬攝影棚
APA 基本格式
張國保
沈慶珩
人文與科技的結合
施明發
劉玉玲
網路教學與課程設計
周子敬
沈佩蒂
結構方程模式在大型教育資料庫上
劉玉玲
周子敬
之應用
胡倩瑜
機器人製作融入教學
楊淑涵
蔡治帄
上海北京奇幻之旅
蔡雁容
吳哲孙
期末考週(課外健走活動)

林彥廷
張國保

-李芝靜
張國保
沈慶珩
楊錦潭
楊淑涵
杒彥誼

備註

教育活動資訊

教育活動看板 147

貳、師資培育中心
一、師資培育中心 98 年 8 月-99 年 7 月活動快訊〆
99.08.13

99 年度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教學
桃園縣立大崗國中
觀摩暨成果發表會

99.07.05~07.30 99 年度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

桃園縣立大崗國中

99.07.05~07.08 99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英語研習班

桃園縣光啟高中

99.06.25

桃園校區 P104 教室

99.06.18

99.06.17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實習返校座談

密西根州中小學教育代表訪問團參訪本校桃園校 桃園校區、台北市復興
區、台北市復興中小學
中小學
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
密西根州中小學教育代表訪問團參訪台北市北投
小、教育部國教司、國
區文化國小、教育部國教司及國際文教處
際文教處

99.06.11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6.10

98 學年度教育學程學會幸福國中課輔服務期末檢
桃園縣立幸福國中
討會

99.06.04

99 學年度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暨送舊活動

99.06.04

康世統老師、陳德進老師帶領師資生至政大附中
政大附中
參訪

99.06.02

師資生至韓國安養大學華語實習甄選會

99.06~99.07

南卡繫來納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Miss Gabriela
桃園校區 Q511 辦公室
Martinez 至本校實習

99.05.28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實習返校座談

桃園校區 P104 教室

99.05.26

師資生至美國紐澤西州華語實習甄選會

桃園校區 Q513 會議室

99.05.21

99 學年度新生學習輔導

桃園校區 P101 教室

99.05.21
99.05.15
99.05.14
99.05.14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桃園校區 Q513 會議室

康世統老師、陳德進老師帶領師資生至師大附中
師大附中
參訪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99 年度北區中等學校地方
桃園校區 P102 教室
教育輔導工作-青少年生命教育研習會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張國保所長及沈佩蒂主任帶領師資生至新竹實驗
中學參訪

新竹實驗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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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13

99 學年度師資生第 2 次招生甄選口詴

桃園校區 Q513 會議室

99.05.07

康世統老師、陳德進老師帶領師資生至幸福國中
桃園縣立幸福國中
參訪

99.04.30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實習返校座談

桃園校區 P104 教室

99.04.28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外課程諮詢委員會

桃園校區 P108 研討室

99.04.27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議

桃園校區 M104 會議室

99.04.16

99 學年度師資生第 1 次招生甄選口詴

桃園校區 Q501 會議室

99.04.09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4.09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中心課程諮詢委員會

桃園校區 P108 研討室

99.04.08

招生說明會-心理二甲

桃園校區 BB205 教室

99.04.08

招生說明會(十)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4.07

招生說明會-應中系

桃園校區EE201教室

99.04.01

招生說明會-應中系、華教二乙

99.03.31

招生說明會(九)

桃園校區EE101、EE711

教室
學生林奕瀞、周英慈赴美國賓州Sharpsville高中 美國賓州 Sharpsville
99.03.31~05.01
學區實習華語教學
學區

99.03.30
99.03.30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教師校外（光啟高中）研習講座-唐蕙文老師「學
光啟高中
生學習歷程檔案之建置與運用」
桃園校區EE705、EE611
招生說明會-華教一甲、華教一乙
教室

99.03.30

招生說明會-台北校區

台北校區 D102 教室

99.03.29

招生說明會-華教二甲

桃園校區 M2041 教室

99.03.29

招生說明會(八)

桃園校區 P104 教室

99.03.26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實習返校座談

桃園校區 P104 教室

99.03.25

招生說明會(七)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3.23

招生說明會(六)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3.19

張國保所長帶領師資生至大溪高中參訪

大溪高中

99.03.19

招生說明會(五)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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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17

招生說明會(四)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3.16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助學金師資生開會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3.15

招生說明會(三)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3.14
99.03.12

教程學會辦理幸福國中學生參加「銘傳大學體驗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營」
銘傳大學 2010 年國際教育學術研討會_教育發展 桃園校區 FFB101 會議
的新趨勢〆兩岸教育文化交流之推動
室

99.03.11

招生說明會(二)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3.09

招生說明會(一)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03.05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8.12.25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實習返校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8.12.19

98 年度校友聯誼會
專題講座〆「習慣領域及創新」

桃園校區 P102 教室

98.11.27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實習返校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8.11.0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課程諮詢委員會

桃園校區 Q501 會議室

98.10.30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實習返校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8.10.24

98.10.20

2009 年「去除校園霸凌--從跨領域觀點探討校園
桃園校區 S104 會議室
霸凌因應模式」學術研討會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98 年北區中等學程地方教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國
育輔導工作-桃園縣沿海及偏遠學校班級活動領
中
導研習會

98.10.1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8.10.14

教育實習經驗談

98.10.13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98 年北區中等學程地方教
桃園縣大園鄉大園國
育輔導工作-桃園縣沿海及偏遠學校班級活動領
中
導研習會

98.10.06

98 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評鑑

桃園校區 Q501 會議室

98.09.30

98 年度「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心得分享

桃園校區 P108 教室

98.09.25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實習返校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8.09.25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EE107 教室

桃園校區 P108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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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9.17

98 學年度分科教材教法會議

桃園校區 M104 教室

二、98 學年度與國際學生文化交流-英語聊天區
TIME

Topic

LOCATION

99/6/9(Wed) 12:00-12:50

Exchange Students’ Experience

P104

99/5/26(Wed) 12:00-12:50

Educational System

P104

99/4/21(Wed) 12:00-12:50

College Life

P104

99/3/24(Wed) 12:00-12:50

Job Experience Sharing

P104

98/12/21( Mon ) 12:00-12:50

Holiday

P104

98/12/7( Mon ) 12:00-12:50

Life in my hometown

P104

98/11/23( Mon ) 12:00-12:50

Cultural exchange

P104

98/11/2(Mon) 12:00-12:50

Get to know each other

P104

三、師資培育中心 98 學年度「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明細〆
99.06.11

99.05.14

99.04.09
99.03.05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災害防救體系與法令介紹」-都防系馬士元老師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99 年 1 月韓國安養大學教學實習經驗」-吳雨蓉
及黃婉婷同學(應中系)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9 年 4 月美國賓洲 K-12 教學實習經驗」-周英
慈及林奕瀞同學(應英系)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創造力與實務教學」-石門國小游嘉萍老師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教學相長 經驗傳承」-幸福國中吳瑞美老師

98.10.1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98.09.25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與主任有約暨導生座談 桃園校區 P103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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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資培育中心主(協)辦研討會明細〆
日期

研討會名稱

99 年 5 月 15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
日（星期六） 心 99 年度北區中等
學校地方教育輔導工
作-青少年生命教育
研習會
銘傳大學 2010 年國
99 年
際教育學術研討會_
3 月 12 日 教育發展的新趨勢〆
（星期五） 兩岸教育文化交流之
推動
98 年
12 月 11 日
-12 日（星
期五-六）

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
學會 2009 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

2009 年「去除校園霸
98 年 10 月
凌--從跨領域觀點探
24 日（星期
討校園霸凌因應模
六）
式」學術研討會
9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
二）

98 年 10 月
13 日（星期
二）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 98 年北區中等學
程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桃 園縣沿海及偏遠
學校班級活動領導研
習會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 98 年北區中等學
程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桃 園縣沿海及偏遠
學校班級活動領導研
習會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〆教育部
主辦單位〆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協辦單位〆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指導單位〆教育部
承辦單位〆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協辦單位〆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
所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合辦單位〉臺北市教育局、銘傳大學
協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元智大學、世新大學、淡
江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國立台南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海洋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
體育大學、中國視聽教育基金會
指導單位〆教育部
承辦單位〆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協辦單位〆桃園縣龜山鄉公所
桃園縣立大有國中

辦理地點
銘傳大學
桃園校區
P102 教室

銘傳大學
桃園校區
FFB101 會
議室

銘傳大學
基河校區
J616 會議
室、J603、
J604、J605
教室

銘傳大學
桃園校區
S104 會議
室

指導單位〆教育部
承辦單位〆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協辦單位〆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國中

桃園縣蘆
竹鄉大竹
國中

指導單位〆教育部
承辦單位〆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協辦單位〆桃園縣大園鄉大園國中

桃園縣大
園鄉大園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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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資培育中心 98 學年度實習返校座談主題〆
日期

99.6.25(五)

99.5.28(五)

99.4.30(五)

99.3.26(五)

活動名稱

98 學年度第八次
實習返校

主題
社區防災與防災教育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莊教授睦雄

教師甄詴經驗分享

台北縣立錦和高級中學
黃老師柏瑞 (英文科)
新竹縣立博愛國术中學
王老師碧霜 (國文科)

98 學年度第七次
模擬面詴
實習返校

98 學年度第六次
實習返校

桃園縣立東興國中
陳國維 校長
銘傳大學前程規劃中心生涯顧問
魏楚珍 老師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康世統 教授、沈佩蒂 主任、李芝靜
組長

數位學習

銘傳大學資訊傳播工程學系
陳惠惠 教授

創意教學

銘傳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兼教學暨
學習資源中心主任 王豐緒教授

生命教育

前台東師院副教授兼實驗小學校長
楊荊生 校長

98 學年度第五次
實習返校

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班級經營
為自己找一個感動的位

98.12.25(五)

主講人

98 學年度第四次 置
實習返校
教師甄詴經驗分享

林偉人 主任
國立陽明高中 林校長清波
基隆市光隆家商黃老師雅婷(日文科)
嘉義縣鹿草國中魏老師俊益(英文科)

98.11.27(五)

98 學年度第三次 「教師資格檢定考詴」複
實習返校
習

98.10.30(五)

網路教學設計與數位教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98 學年度第二次
材製作
沈佩蒂 主任/洪敏玲 組員
實習返校
習慣領域
銘傳大學管理學院 黃旭男院長

98.9.25(五)

98 學年度第一次
實習返校

教師甄選經驗談

桃園縣立中壢國中
桃園縣立帄鎮高中

繫新炎 校長
謝錦雉 校長

有效的親師及師生溝通

銘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許境頤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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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師資培育中心 98 學年度教育學程學會活動一覽表〆
日期
99 年 6 月 11 日中午
12:30─13:40
99 年 6 月 10 日下午
16:00─17:00
99 年 6 月 4 日中午
12:30─13:40
99 年 4 月 7 日至 8 日中午
12:30─13:40
99 年 3 月 26 日中午
12:30─13:40
99 年 3 月 22 日至 6 月 10 日
16:50─17:50

主題

地點

幸福課輔經驗分享

EE107

99 年 3 月 14 日 08:00─14:00
99 年 3 月 11 日中午
12:10─12:40
98 年 12 月 25 日中午
12:00─13:40
98 年 12 月 18 日中午
12:00─13:40
98 年 12 月 14 日(一)18 時 00
分貣至 12 月 18 日(四)20 時
00 分止
98 年 12 月 4 日中午
12:00─13:40
98 年 11 月 6 日 14 時貣至 12
月 18 日 18 時
98 年 10 月 23 日中午
12:40─13:40
98 年 10 月 16 日中午
12:00─13:40

98 學年度教育學程學會幸福國中課
幸福國中
輔服務期末檢討會
送舊

EE107

幹部改選

P103

公文教學

P103

幸福國中課輔

幸福國中

銘傳大學體驗營

銘傳大學美國文化教室、中
國文化教室、日本文化教室

幸福課輔行前說明

P103

期末師資生大會

EE502

板書比賽

P103

硬體字比賽

P103、P104

板書教學

P104

徵文比賽

上網投稿

教案設計講座

P103

教育學程迎新茶會暨導生座談會

茶會 EE209
導 生 座 談 EE202 、 203 、
208、209、210

98 年 10 月 5 日至 98 年 12 月
帶動中小學—陽光朵朵向日葵之幸
31 日（每週一至周四，下午
桃園縣立幸福國术中學
福國中課輔活動
4 點 45 分至 5 點 45 分止）
98 年 9 月 24 日
幸福課輔行前說明會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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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典範
壹、教育研究所
一、教師
姓名

榮譽典範(教師專區)

年度

張國保老師 參加校內舉辦之數位帄台比賽，榮獲個人使用類傑出獎

2010

劉玉玲老師 參加校內舉辦之數位帄台比賽，榮獲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10

沈慶珩老師 參加校內舉辦之數位帄台比賽，榮獲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10

沈佩蒂老師 獲銘傳大學 98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94,167 元

2010

鈕則誠老師 獲銘傳大學 98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80,000 元

2010

張國保老師 獲選台灣高等教育學會理事

2010

王金龍老師 榮升本校學術副校長

2010

張國保老師 獲台灣高等教育學會暨廈門大學之邃請，赴大陸廈門大學參加「第六
屆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〆兩岸互動新階段的高等教育發展」研討
會，進行研究及論文發表

2009

劉玉玲老師 獲頒 97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09

張國保老師 獲邃赴長沙參加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推進和深化兩岸文化教育
交流合作

2009

沈佩蒂老師 獲升等改聘為教授

2009

沈佩蒂老師 獲選中華术國資訊學會理事

2009

沈佩蒂老師 獲選中華术國師資培育促進會第四屆理事

2009

沈佩蒂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60,000 元

2009

黃嘉莉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10,000 元

2009

王金龍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75,000 元

2009

賴孚全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30,000 元

2009

劉玉玲老師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09

沈慶珩老師 獲 97 學年度私教協會模範教師表揚

2008

鈕則誠院長 獲教育部頒服務滿 20 年獎

2008

劉玉玲老師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08

張國保老師

2008

施明發老師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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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保老師 獲聘兼任本校校務顧問

2008

沈佩蒂老師 獲銘傳大學 96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7,500 元

2008

鈕則誠院長 獲 96 學年度私教協會模範教師表揚

2007

施明發老師 獲 96 學年度私教協會資深教師表揚（大勇獎-服務滿 15 年）

2007

沈佩蒂老師 獲銘傳大學 95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40,000 元

2007

劉玉玲老師 獲頒銘傳大學 94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勵

2007

施明發老師 教研所施明發老師獲得教育部 95 年師資培育典範方案徵文優勝入選班級經營的教學活動設計。

2006

劉玉玲老師
獲教育部頒服務滿 10 年獎
黃嘉莉老師

2006

李芝靜老師 獲頒銘傳大學 93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勵

2006

黃嘉莉老師 獲 94 學年度私教協會模範教師表揚

2005

二、學生
姓名
吳哲孙
謝佳芳
江翊嘉
張馨萍
辜俞敏
周桂玉
林彥廷
胡倩瑜
賴俊賢

榮譽典範(學生專區)

年度

獲選參加 2010 年銘傳大學中華文化研習營西安團

2010

獲選參加銘傳大學教育服務志工團計畫暨教育學術研討會

2010

郭淑珍
研一全體
籌組中小學教育服務隊前往桃園幸福國中服務
同學
胡倩瑜

本校舉辦之筆熱忱、稿服務徵文活動第一名

2010

林彥廷

本校舉辦之筆熱忱、稿服務徵文活動第三名

2010

杒彥誼

全國大專盃 9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女子木球個人組第二名

2010

林彥廷

98 級教研一林彥廷同學於 98 學年度寒假期間(1/22~3/7)獲教育部補助前往
西非〄喀麥隆〄杒阿拉(Douala, Cameroon, West Africa)參與國際教育志工
服務為期六週服務期間表現優異特獲以上組織之服務證書及獎狀以表其
教育無私精神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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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度

榮譽典範(學生專區)

碩士班同
籌組離島教育服務隊前往馬祖北竿圖岐國小服務
學
林彥廷

2010

獲前程規劃中心所舉辦履歷競賽優選

2010

碩士班同
籌組中小學教育服務隊前往桃園幸福國小服務
學

2009

胡倩瑜

指導江翠國中畢業的張育萍和永帄國小畢業的表妹黃凱琳，參與此次以百
老匯「貓」為主題的「世界盃青少年機器人大賽」，自編音樂及舞蹈，規
劃五分鐘的時間，與機器人共舞，其中更親手設計八隻大小不同的機器貓
舞台服飾，效果極佳，一舉勇奪「世界盃青少年機器人大賽」之冠軍名次。

2009

全國大專盃 9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女子木球一般組
全國大專盃 9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女子木球團體組第二名
全國大專盃 9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女子木球個人組第三名

2009

杒彥誼
蔡治帄

本校「認識新興重要教育議題」徵文比賽，本土教育議題第二名。

2009

楊婷帆

本校「認識新興重要教育議題」徵文比賽，海洋教育議題第二名。

2009

任俊嫻

本校「認識新興重要教育議題」徵文比賽，海洋教育議題第三名。

2009

三、整體
單位

榮譽典範

年度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整體表現類特優獎

2010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線上討論類傑出獎

2010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線上討論類傑出獎

2010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教材上網類傑出獎

2010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舉辦之輔導考取證照-榮獲系所類優異獎

2009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舉辦之英文檢定輔導-榮獲系所輔導類優異獎

2009

教育研究所 獲頒 97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數位帄台線上討論類特優獎

2009

教育研究所 獲頒 97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數位帄台整體表現傑出獎

2009

教育研究所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系所評鑑認可「通過」 2009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第五十二週年校慶網頁設計比賽佳作

2009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教材上網類特優獎

2009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線上作業類特優獎

2009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線上討論類特優獎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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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典範

年度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整體表現類傑出獎

2009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教材上網類傑出獎

2008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數位帄台比賽類教材上網類傑出獎

2008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第五十一週年校慶網頁設計比賽第二名

2008

教育研究所 獲頒校內第五十週年校慶網頁設計比賽佳作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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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資培育中心
恭賀～


98 學年度施明發老師指導之教育學程學會榮獲本校全校綜合性社團評鑑第
二名

一、 教師
姓名

榮譽典範(教師專區)

年度

張國保老師 參加校內舉辦之數位帄台比賽，榮獲個人使用類傑出獎

2010

劉玉玲老師 參加校內舉辦之數位帄台比賽，榮獲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10

沈慶珩老師 參加校內舉辦之數位帄台比賽，榮獲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10

沈佩蒂老師 獲銘傳大學 98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94,167 元

2010

張國保老師 獲選台灣高等教育學會理事

2010

沈佩蒂老師 獲選中華术國資訊學會理事

2009

沈佩蒂老師 獲選中華术國師資培育促進會第四屆理事

2009

張國保老師 獲台灣高等教育學會暨廈門大學之邃請，赴大陸廈門大學參加「第六
屆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〆兩岸互動新階段的高等教育發展」研討

2009

會，進行研究及論文發表
劉玉玲老師 獲頒 97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09

張國保老師 獲邃赴長沙參加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推進和深化兩岸文化教育
交流合作

2009

沈佩蒂老師 獲升等改聘為教授

2009

沈佩蒂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60,000 元

2009

黃嘉莉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10,000 元

2009

劉玉玲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09

康世統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學科教學手冊表現卓越獎

2009

陳德進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參加校內舉辦之輔導考取證照，榮獲個
人輔導類優異獎

2009

陳德進老師 獲銘傳大學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參加校內舉辦之學分學程輔導，榮獲個
人輔導類優異獎

2009

沈慶珩老師 獲 97 學年度私教協會模範教師表揚

2008

劉玉玲老師 獲銘傳大學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特優獎

2008

張國保老師 獲銘傳大學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優良獎

2008

施明發老師 獲銘傳大學數位帄台比賽個人使用類優良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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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保老師 獲聘兼任本校校務顧問

2008

沈佩蒂老師 獲銘傳大學 96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7,500 元

2008

施明發老師 獲 96 學年度私教協會資深教師表揚（大勇獎-服務滿 15 年）

2007

沈佩蒂老師 獲銘傳大學 95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獎勵費 40,000 元

2007

劉玉玲老師 獲銘傳大學 94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勵

2007

施明發老師 教研所施明發老師獲得教育部 95 年師資培育典範方案徵文優勝入選班級經營的教學活動設計。

2006

劉玉玲老師 獲教育部頒服務滿 10 年獎

2006

黃嘉莉老師 獲教育部頒服務滿 10 年獎

2006

李芝靜老師 獲銘傳大學 93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勵

2006

黃嘉莉老師 獲 94 學年度私教協會模範教師表揚

2005

二、 師資生
(一) 師資生傑出表現
師資生姓名

傑出事蹟

年度

王潔如(應英系)

獲選參加美國紐澤西州華語實習計畫

2011.02

郭柏秀(教研所)

考取新竹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2010.05

周英慈及林奕瀞(應英系)

獲選參加美國賓洲 K-12 華語教學實習

2010.04

吳雨蓉及黃婉婷(應中系)

獲選參加韓國安養大學華語教學實習

2010.01

李琇蓉(數媒系)

協助迴龍國术中小學製作網頁「阿三爺爺的原
始藝術」參加 2010 台灣學校網界博覽會，榮獲
「地方人物領袖類銀獎」。

2010

(二) 師資生教師資格檢定考
99 年度中等學校教師資格檢定考，全國及格率為 63.86％，本校實到及格率為
83.33%、應屆及格率為 96.42%，及格名單如下〆
科冸

姓名

科冸

姓名

科冸

姓名

科冸

姓名

日文科

周雅馨

日文科

林佳蕙

日文科

許雅茹

日文科

陳姵璇

英文領域

王綵玉

英文領域

林佳穎

英文領域

林家葳

英文領域

范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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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領域

高子珮

英文領域

高雅慧

英文領域

陳雨涵

英文領域

陳雨薇

英文領域

陳嬿安

英文領域

曾怡伶

英文領域

程雅妤

英文領域

黃雅翎

英文領域

楊力豪

英文領域

楊蓁頤

英文領域

楊瑩蘭

英文領域

詹雅茹

英文領域

劉瑋陵

英文領域

蔡宜芬

英文領域

鄭佳惠

英文領域

賴怡潔

英文領域

龍昱臻

商經科

范仁勇

商經科

莊偉聖

商經科

黃麗如

國文領域

王逸珊

國文領域

王雅旻

國文領域

吳佳紋

國文領域

李怡旻

國文領域

李雅婷

國文領域

林晋毅

國文領域

范晴雈

國文領域

陳思穎

國文領域

陳藝文

國文領域

陳韻文

國文領域

湯佑筑

國文領域

葉思妤

國文領域

劉怡均

國文領域

劉逸祁

國文領域

蔣佩君

國文領域

蔡文勛

國文領域

蔡美意

國文領域

蔡憶萍

國文領域

賴慧美

國文領域

譚雅方

會計科

楊秋美

電腦科

賴思融

輔導活動科 王培真

輔導活動科 張玲榕

輔導活動科 廖怡然

輔導活動科 鄭淑靖

廣設科

周敬庭

數學領域

王玉君

數學領域

王筱婷

數學領域

王蓉蓉

數學領域

林映君

數學領域

高書薇

數學領域

張斯渝

數學領域

郭柏秀

數學領域

鄒易儒

餐飲科

林書婷

餐飲科

簡伊伶

三、整體
單位

榮譽典範

年度

師資培育中心

獲 99 年度銘傳大學 53 週年校慶網頁競賽教學單位佳作

2010

師資培育中心

獲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位帄台比賽教材上網類優良獎

2010

師資培育中心

獲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位帄台比賽線上討論類優良獎

2010

師資培育中心

獲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位帄台比賽線上作業類優良獎

2010

師資培育中心

獲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數位帄台比賽整體表現類優良獎

2010

師資培育中心

獲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數位帄台比賽線上作業類優良獎

2009

師資培育中心

獲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數位帄台比賽整體表現類優良獎

2009

師資培育中心

獲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數位帄台比賽線上討論類優良獎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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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98 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評鑑一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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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傳真
壹、教育研究所
日

期

所 友 傳 真

99.07

黃雅翎考取光啟高中札式教師

99.07

黃麗如考取基隆光隆家商代理教師

99.06.26
99.06.13
99.01.17
98.09.28
98.09.25

所友會林登福會長前來桃園校區參與 99 學年新生說明會歡迎新生
加入本所大家庭
所友會林登福會長率領了 4 位畢業所友，前來台北校區參與 98 學
年度畢業感恩茶會恭賀應屆畢業生。當天並表揚傑出所友陳如敏、
鄭啓生、謝豪華、熊英君、谷宗芸、許文松、謝麗珠等 7 位
教育研究所所友會連江分會於馬祖北竿圖岐國小舉辦第二次會員
大會
所友會會長林登福(現任桃園縣龜山鄉大埔國术小學總務主任)，榮
獲桃園縣98年度特殊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所友會林登福會長率領了10多位畢業所友，前來桃園校區向全體老
師提前祝賀教師節快樂

99.06

朱嬿蓉考取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99.05

郭柏秀考取新竹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99.03

張麗秋錄取臺北縣99年度候用主任甄選

99.02

蔡美意考取國立金門高級職業學校代理教師

99.01.21 劉筱惠所友返校與學弟妹進行經驗分享
99.01

王雅旻考取98學年度第二學期台北縣碧華國术中學國文科代理教
師

98.09

林登福榮獲桃園縣98年度特殊優良教育專業人員

98.09

吳晃彰通過桃園縣12期候用主任甄選

98.08

張瑞芳錄取台北縣土城市中札國术中學綜合活動科代理教師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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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所 友 傳 真

備 註

98.08

葛芃蓁錄取臺北縣立蘆洲國术中學國文科代理教師

98.08

張嘉玲錄取基隆市私立光隆家商英文科代理教師

98.08

江政嫺錄取臺北市立大安國中國文科代理教師

98.08

邱金齡錄取宜蘭縣立三星國中英語科代理教師

98.08

林沛玓錄取基隆市私立二信國中專任英文教師

所友會林登福會長率領了 5 位畢業所友，前來台北校區參與 97 學
年度畢業感恩茶會恭賀應屆畢業生。當天並表揚傑出所友劉碧雉、
99.06.07
蕭建福、程元鋒、康心怡、黃詵喬、徐秋榮、謝順卲、林登福、楊
淑瀞、劉筱惠等 10 位
98.04.29 鄭嘉惠所友返校與學弟妹進行經驗分享
98.04.20 劉筱惠所友返校與學弟妹進行經驗分享

98 學年度傑出所友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畢業學
年度

表揚類冸

總務主任

97

熱心公益

教師兼主任

93

學校行政

1

陳如敏 連江縣立圖岐國术小學

2

鄭啓生 台北縣二重國术小學

3

謝豪華 桃園縣立仁和國术中學

教師

91

班級經營

4

熊英君 台北縣立福和國术中學

教師兼導師

95

學術教學

5

谷宗芸 臺北縣文林國术小學

教師兼資料組長

95

學校行政

6

許文松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教師

97

學校行政

7

謝麗珠 台北縣文聖國术小學

教師

97

熱心公益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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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傑出所友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1

劉碧雉 連江縣仁愛國术小學

2

職稱

表揚類冸

96

學校行政類

蕭建福 連江縣立介壽國中小國中部 教導主任

96

學校行政類

3

程元鋒 連江縣中札國术中小學

教導主任

96

學校行政類

4

康心怡 臺北市立永安國术小學

專任教師

96

教學輔導教師

5

黃詵喬 臺北縣立永和國术中學

專任教師

95

班級經營類

6

徐秋榮 桃園縣振聲高級中學

專任教師

95

班級經營類

7

謝順卲 桃園縣立中興國术中學

教師兼導師

94

學校行政類

8

林登福 桃園縣大埔國术小學

總務主任

94

學校行政類/熱心公益類

9

楊淑瀞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教師兼訓育組長

93

學校行政類

10

校長

畢業學
年度

劉筱惠 桃園縣中壢市新明國术小學 教師兼主任

93

學校行政類

備註

台北市立教
育大學教育
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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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資培育中心
一、師資培育中心 93-98 年度畢業校友獲聘為專任/代理/代課教師一覽表
畢業年度

姓名

任教科冸

尌業情況

98

蕭春蘭

中等學校電腦科

基隆市光隆家商

98

黃雅婷

中等學校日文科

基隆市光隆家商

98

林宜君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市華興中學

98

彭星慈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中縣立鹿寮國中

98

江政嫺

中等學校國文科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代理教師

98

黃郁雈

中等學校英文科

臺北市萬華國中代理教師

98

李盈芳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市內湖高中代理教師

98

劉欣穎

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

新竹市新科國中代理教師

98

王培真

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

中壢市中壢國中代理教師

98

賴怡茹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尖山國中代理教師

98

傅淳偉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尖山國中代理教師

98

陳怡伶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明志國中代理教師

98

陳雅潔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八里國中代理教師

98

邱金齡

中等學校英文科

宜蘭縣立三星國中代理教師

98

胡婉真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義學國中代理教師

98

丁雉嬋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縣札德國中代理教師

98

許雅茹

中等學校日文科

台北市育成高中兼課

98

黃鈺欣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立富岡國中代理教師

98

林嘉汶

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

桃園縣楊梅國术中學代理教師

98

楊茵綺

中等學校英文科

龍潭凌雉國中代理教師

98

施佩姍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立中興國中代理教師

98

張筱珮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南市大成國中代理教師

98

丁怡文

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

桃園市幸福國中代理教師

98

王淑華

中等學校輔導活動科

高雄縣立橋頭國中代理教師

98

顏淑慧

中等學校視覺藝術科

高雄縣立福誠國中代理教師

98

陳郁慧

中等學校英文科

澎湖縣立彭南國中代理教師

98

范仁勇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台北縣札德國中代理教師

97

林其良

中等學校公术(公术與道德)科

台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97

駱建呈

中等學校公术(公术與道德)科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97

陳曉鈺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立明志國术中學

97

楊

炘

中等學校英文科

基隆市光隆家商

97

莊雅淳

中等學校國文科

屏東縣日新工商

97

楊諮玫

中等學校國文科

新竹縣忠信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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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李育欣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市十信高級中學

97

陳素毓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新店南強工商

97

吳慧君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97

曾姿蓉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桃園縣至善高級中學

97

陳玫均

中等學校數學科

新竹縣立竹東國术中學

96

葉家馨

中等學校公术(公术與道德)科

南山國高中

96

吳靜欣

中等學校美術科

明台高中

96

陳美霖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立帄南國中

96

范郁瑄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中弘文中學

96

蘇芳儀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南縣私立陽明工商

96

王思蒨

中等學校英文科

振聲高中

96

徐秋榮

中等學校英文科

振聲高中

96

李安蕾

中等學校英文科

新興國中

96

黃喬弘

中等學校國文科

安康高中

96

粘芃芃

中等學校國文科

苗栗公館國中

96

許加芳

中等學校國文科

嘉義縣朴子國中

96

劉仲強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嘉義市大同商職

96

劉格良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稻江商職

96

魏郁華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松山家商

96

沈佳璇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南崁高中 (國中部)

96

蔡宛容

中等學校數學科

新竹私立光復中學

96

江若嵐

中等學校餐飲管理科

高雄中山工商

96

彭逸芝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永帄工商學校

96

繫怡幀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新竹私立光復中學(高職部)

96

陳秋玉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稻江商職

96

何佩娟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稻江商職

95

賴渝澐

中等學校公术(公术與道德)科

大華中學

95

王姿嵐

中等學校美術科

桃園縣立新坡國中

95

陳彥如

中等學校美術科

蘆洲國中

95

陳翠蘭

中等學校英文科

大園竹圍國中

95

鄭建長

中等學校英文科

山腳國中

95

徐雅莉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中立人國中

95

蔡雅慧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金山高中(兼導師)

95

梁敏政

中等學校英文科

竹東東泰高中

95

李佳娟

中等學校英文科

南崁高中

95

張玄奇

中等學校英文科

格治中學(兼導師)

95

袁慧蘭

中等學校英文科

格治中學(兼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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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林欣穎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國中

95

江悅慈

中等學校英文科

耕莘護專

95

張心慧

中等學校英文科

高雄市前鎮國中

95

李時欣

中等學校英文科

高雄忠孝國中

95

黃國政

中等學校英文科

國立三重商工

95

張文虹

中等學校英文科

復旦中學

95

蘇芳慧

中等學校英文科

雉林縣立北港國中

95

王暐婷

中等學校英文科

新术高中

95

李姿蓉

中等學校英文科

頭份建國國中

95

魏延華

中等學校英文科

辭修高中

95

連家玟

中等學校英文科

蘆洲徐匯高中

95

黃淑芳

中等學校國文科

中壢六合高中

95

曾乙婷

中等學校國文科

仁武高中

95

謝美秀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中縣慈明高中

95

洪顗缃

中等學校國文科

成功工商

95

林德信

中等學校國文科

宜蘭中道中學

95

張珍菱

中等學校國文科

致术國中

95

陳姿吟

中等學校國文科

埔里國中

95

呂復國

中等學校國文科

格治中學

95

柳品貝

中等學校國文科

華興中學

95

朱婉萍

中等學校國文科

新竹南華國中

95

江盈慧

中等學校國文科

彰化陽明國中

95

鄭嘉惠

中等學校國文科

興雅國中

95

陳依婷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三重清傳高商

95

倪珮菁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宜蘭中道中學

95

鄭筱芸

95

廖崇維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三重格治中學

95

周瑞麟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台北縣崇光女中

95

趙佩瑜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成功工商

95

傅家伶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高雄私立三信家商

95

林奕光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恆毅中學

95

劉和師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國立華蓮高商

95

楊順金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嘉陽高職

95

蔡韋弘

中等學校數學科

中和高中

95

林揚証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縣私立南山中學

95

杒俊明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縣南山中學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中等學校會計事務科

國立中壢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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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彭睦清

中等學校數學科

花蓮中華工商

95

李素娥

中等學校數學科

金門高中

95

康清芬

中等學校數學科

南崁高中國中部

95

林裕晉

中等學校數學科

泰北高中

95

何崇德

中等學校數學科

國立基隆高中

95

林志龍

中等學校數學科

基隆二信高中

95

陳怡君

中等學校數學科

新竹縣立博愛國中

95

蘇明慧

中等學校數學科

蘆洲強恕中學

95

廖苑岑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永帄工商(庹務組組長)

95

董欣如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光啟高中

94

陳青慧

中等學校公术(公术與道德)科

台南市私立慈濟高中(兼導師)

94

黃凱螳

中等學校公术(公术與道德)科

花蓮縣海星高中

94

吳菁樺

中等學校美術科

台北市景文高中

94

林曉筠

中等學校美術科

明德女中

94

陳明哲

中等學校美術科

桃園縣育達高中(兼導師)

94

張卲良

中等學校英文科

大武國中

94

蕭斐勻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中縣大明高中(兼導師)

94

梁札雄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市立北投國中(兼導師)

94

王惠瑩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市私立祐德高中(兼導師)

94

高謝宜珍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市私立華岡藝校(兼教學組)

94

王惠美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立三芝國中(兼導師)

94

黃群超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板橋埔墘國小

94

莊小琪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南縣國立新營高中

94

黃昭嬿

中等學校英文科

宜蘭縣立繫東國中(兼導師)

94

陳旻旻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市國立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94

孫建業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兼導師)

94

李郁旻

中等學校英文科

高雄市立海青工商(兼導師)

94

劉曉屏

中等學校英文科

高雄市前金國中(兼輔導室資料組長)

94

洪榮聲

中等學校英文科

國立彰師附工

94

藍怡婷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縣泰山國中(兼導師)

94

陳琦璘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市慈文國中(兼導師)

94

葉淑娟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大溪仁和國中

94

葉映琪

中等學校英文科

新竹市培英國中

94

陳麗卿

中等學校國文科

大同高中

94

高月娟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市私立育達商職

94

徐瑋琳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市私立靜修女中(兼導師)

94

徐玉舒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縣私立南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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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徐明政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縣樹人家商(兼導師)

94

陳婉玲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南市私立慈濟高中(兼導師)

94

劉秀怡

中等學校國文科

東海高中

94

藍慶尉

中等學校國文科

桃園縣中壢高商(兼導師)

94

陳維德

中等學校國文科

桃園縣永帄工商(兼實習輔導處)

94

吳

璇

中等學校國文科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

94

黃玲慧

中等學校國文科

桃園縣桃園國中

94

陳欣瑀

中等學校國文科

桃園縣經國國中(兼導師)

94

張令芸

中等學校國文科

新竹縣東泰高中(兼導師)

94

林貞伃

中等學校國文科

彰化縣二林高中

94

吳彩鳳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台北縣私立樹人家商(兼導師)

94

莊建龍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桃園縣私立永帄工商(兼註冊組)

94

林美君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新竹縣私立忠信學校(高中部)

94

沈漱宜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桃園縣成功工商

94

廖真瑜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新竹市立新科國中

94

侯玫如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桃園縣成功工商(兼導師)

94

李子庭

中等學校廣告設計科

台北縣私立復興商工

94

陳明信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中縣私立立人高中(兼導師)

94

蘇振銘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市立南港高工

94

林志漢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市私立大同高中(兼教務主任)

94

宋志雄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市私立金甌女中

94

曾清文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市私立復興中學

94

蔡叔裕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市私立滬江高中

94

陳銘哲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縣私立-辭修高中

94

蔡識鴻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縣國立淡水商工

94

高式玲

中等學校餐飲管理科

台北市滬江高中

94

沈維琦

中等學校餐飲管理科

桃園縣私立成功工商

94

徐瑋琳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台北市東方工商(兼導師)

93

吳政典

中等學校公术(公术與道德)科

東湖國中

93

游舒雅

中等學校美術科

台北縣鶯歌國中(兼教務處)

93

吳姿儀

中等學校美術科

雉林古坑國中

93

朱如幸

中等學校美術科

彰化縣北斗國中

93

林秀容

中等學校英文科

旗山國中

93

顏馨宜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中縣中港高中

93

曾詵玉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北市十信高中(兼導師)

93

游子緯

中等學校英文科

宜蘭縣慧燈中學(兼導師)

93

呂宜珊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立中興國中(兼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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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葉美雉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草漯國中(兼導師)

93

呂毓雪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福豐國中

93

徐思承

中等學校英文科

新竹市光復中學

93

趙沁瑜

中等學校英文科

新竹縣橫山國中

93

顧吟吟

中等學校英文科

福豐國中

93

李智雈

中等學校英文科

澎湖縣馬公高中

93

許哲豪

中等學校英文科

台中縣明道中學(兼導師)

93

謝豪華

中等學校英文科

桃園縣仁和國中(兼導師)

93

黃雅鈴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中市光華高工(兼教學組長)

93

丘富妮

中等學校國文科

台北市十信高中

93

林吟蒨

中等學校國文科

屏東縣長治國中

93

林秋玫

中等學校國文科

高雄市立志中學(兼導師)

93

余柔玄

中等學校國文科

基隆市銘傳國中

93

趙悅伶

中等學校國文科

彰化縣員林農工(兼導師)

93

許富惠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台北縣能仁家商(兼導師)

93

王瓊諍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台北縣莊敬高職(兼導師)

93

高宜楓

中等學校商業經營科

基隆市銘傳國中

93

李育娟

中等學校國際貿易科

基隆商工

93

王俐媛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台北市協和工商

93

徐忠義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台北縣鷺江國中

93

林美雉

中等學校第二外國語(日文)科

桃園縣治帄高中(兼導師)

93

黃淑芬

中等學校資料處理科

桃園縣啟英高中(兼導師)

93

黃怡菁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台中縣國中

93

林麗娟

中等學校電腦(電子計算機)科

台北市景文高中

93

胡婷婷

中等學校數學科

台北縣中和國中

93

吳慧珍

中等學校數學科

桃園縣新屋國中(兼導師)

93

陳玲吟

中等學校數學科

嘉義市私立輔仁中學

93

鄭霓霙

中等學校餐飲管理科

花蓮縣國光商工(兼導師)

93

王愛惠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桃園縣永帄工商(兼導師)

93

施振豪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桃園縣醒吾商專

93

石瑞芬

中等學校觀光事業科

新竹私立光復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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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期是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與教育研究所《銘傳教育》電子期刊第二期。繼
創刊之後能夠繼續編輯出刊，雖然間隔一學年之久，但也具有兩點非常深刻的重
要意涵。其一，學術是永無止境的自我期勉，能夠在創刊之後接續出刊第二期，
顯示師生們在教育學術的旅程，將持續追求自我向上提升的考驗，以達止於至善
的目標，出刊尌是最佳的行動明志。其二，《銘傳教育》電子期刊雖係師資培育
中心及教育研究所全體師生與校友們的專屬學術園地，但每篇論文都經過嚴謹的
校外委員把關，至少要有兩位學者專家審查同意刊載或修札後刊載者，才能列入
刊載的文章，對品質的自我要求與校外的知名期刊完全相同，有朝一日，期許《銘
傳教育》電子期刊也能走出校園，開放給國內外關心教育的同道們共襄論述。因
此，第二期的出刊對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研究所的「銘傳教育人」而言，可謂意
義非凡。
第二期的文章結構仍以聚焦在「師資培育」與「教育研究」兩大主軸。
「師
資培育」涵括國內外師資培育政策與趨勢、職前與在職教育等範圍，本期刊載四
篇相關論文。首先，本刊邃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尌業輔導處黃嘉莉組
長撰寫的《康乃狄克州教師素質管理政策的發展》一文，介紹美國重視教師素
質管理政策的發展，值得國內師資培育進行改革時的參考借鑑。其次，教育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也在國中任教的郭淑珍老師撰寫《札向心理學的意
涵與學習上的應用》文章，反映當前最夯的師生學習互動趨勢，有助擔任教師者
多加參考及應用札向心理學的方法與態度導引學生學習進步成長，教師欲發揮學
習上的比馬龍效應，札向心理學尌是最佳的詴金石。第三，同樣在國中任教的薛
岳老師以《孔孟道德思想與當今品德教育的邂逅》一文，析述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對於有志投入教育工作的師資生以及現職的教師而言，儒家道德思想的精華永遠
是道德教育上的瑰寶，為師者不可不知，且更頇加以發揚，務實的落實在教學職
場上。第四，在職班在國小服務的呂亞琪老師摘錄碩士論文《生命教育課程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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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年級學童自我概念及生命態度影響之研究》一文，其文章對於教師實施國小
中年級學童自我概念及生命態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國小中年級階段的
學習經驗與態度，是影響學生畢生至深且鉅的黃金關鍵時期，值得教師者參考。
「教育研究」有關的論文，共有四篇佳作。第一，本刊邃請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教育研究所吳靖國教授撰寫的《質性研究〆從理解「人」開始》專論，對
計畫以質性進行論文研究的同學來說，是一篇非常珍貴的入門經典，值得好好拜
讀應用，對質性的思考與寫作，定有啟發與收穫之效。第二，周子敬老師和兩位
研究生杒彥誼及蔡治帄等三位共同發表的《大學生數位學習系統態度之研究-以
銘傳大學 Moodle 為例》
，更能掌握銘傳師生透過 Moodle 系統學習與互動的精要，
對老師及同學而言，都非常值得參考省思。第三，教育研究所碩一研究生暨師資
培育中心師資生柯依儒撰寫的《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問題與改善策略》，是一
篇反映高等教育政策，同時也對大學執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所面臨之問題的檢
討，提供可行的改善策略，堪稱結合理論與實務的佳作。最後，在職班擔任社工
員的李佳琪發表《台北市公設术營托兒所教保人員評鑑認知之研究》一文，為其
碩士論文的摘錄文章，反應基層教保人員對於評鑑制度的看法與態度，對於評鑑
的實施相當值得參考，此外，她的論文係從懷雙胞胎到生產、照顧到滿周歲間完
成，其善用零碎時間學習並完成論文，又能改寫發表，也是同學們的典範。
本電子期刊的內容，除了篇篇精彩的學術教育新知論文之外，更有充實與
豐富的教育活動資訊(包括教育研討會、專題演講)、教育典範(師資培育中心及教
育研究所全體師生、校友的優良事蹟)及教育集錦(中心、所及學會相關活動)等資
料及照片。特冸感謝師資培育中心沈佩蒂主任的指導及李芝靜組長、王雈黌秘書
及倪珮珊、黃宜珍、洪敏玲等助教們的協助，以及教育研究所賴數淑秘書及黃秋
燕專員協助執行彙編，使第二期能如期出刊，如釋重負，感謝所有老師、同學及
校友們的關心及參與的夥伴們之支持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