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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在冥冥中總有些人或事，會對自己的生命產
生決定性的重大影響，包括所謂的「教學理念」
和「教學方法」。因此，或許我就從自己的生命
故事開始說起。



台大社會系的日子(1/4)

 大三和大四那兩年，我因緣際會修了人類系黃應
貴老師（當時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是兼任教授）的兩門課──「台灣土著的社會與
文化」和「社會人類學」，從此打開了另一扇知
識的窗口，也在冥冥中受到黃老師的高度影響，
特別是在讀書的熱忱和教學方法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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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系的日子(2/4)
 黃老師的口才不算好（特別是和當時社會系幾位「名
嘴級」的老師相比），不過，由於超級認真的上課態
度，同學們都是對他又愛又怕。說「愛」，是因為他
的課在當時的台大很熱門，光是社會系就有超過10個
學生跑去修他的課。說「怕」，是因為他很嚴格，不
但會在課堂上直接點名學生要求回答問題（這在當時
的校園並不常見），同時規定的閱讀材料份量也很多
，而且還要求同學一定要事先讀完才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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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系的日子(3/4)

 經過黃老師的訓練，我覺得自己紮紮實實地學到
了幾乎比所有其他課程的加總還要多的東西。也
因為這樣的經驗，我在自己拿到美國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博士學位以後，第
一個就找黃老師報到，並以一年半的時間擔任他
在中研院民族所的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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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系的日子(4/4)

 事實上，黃老師對我自己的影響遠遠超過上述那些
表面上的知識和經驗。在自己成為老師、設計過幾
份課程大綱並實際教授過幾門課以後，我才慢慢發
現，黃老師對我的影響，真的是默默地展現在我所
有的教學活動中。「要求學生老實讀書」，這個看
起來很簡單的哲學，其實也是我所有教學活動的核
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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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一、教學理念與教學準備

二、教學品質

三、提升教學知能及參與教學發展

四、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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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理念與教學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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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學生老實讀書」這樣的教學信念，是我在2007

年進交大教書後設計每一門課程時的前導思想。不過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只是運用種種自己在當學生時
老師們使用過的教學方法來設計課程（特別是黃應貴
老師的上課方式），並未更有意識地察覺到自己之上
課方式的所謂「教學理念」。一直到在偶然的機會中
讀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著名的高等
教育研究者Alexander Astin教授所提出的「投入理論
」（theory of involvement），才在概念的層次找到自
己之教學實作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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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利用被系上提名為本校「教學獎」候選人的機會
，更有系統性地思考了自己的教學理念，於是以這「
投入理論」為核心，整理出自己篤信也行之有年的五
點「教學理念」──(1).學生的「主動投入」；(2).學
生學會「如何讀書」；(3).師生共同創造「讓學生先
讀完書再走進教室」的機制；(4).課程大綱的「完整
性」；以及(5).老師的「全力以赴」（請見下圖）──

和本校其他同仁切磋。

10





學生的「主動投入」(1/3)

 基本上，我對課程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學生主動投入
」。幾乎在每一份課程大綱中，我都會寫下以下的這

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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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對課程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學生主動投入
」。幾乎在每一份課程大綱中，我都會寫下以下的這

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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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主動投入」(2/3)

 Astin發表於1984年的這篇論文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見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5(4): 297-308），被引用次數
已經超過3,000次，其影響力可
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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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主動投入」(3/3)

 在這篇論文中，Astin提出一個雖然接近常識、但是
卻頗有洞見的看法──學生如果在生理上或是心理上
能夠投入校園生活，願意花較多的時間在學習上，那
將會有實質的助益……。那麼，到底什麼是「學生在
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投入」呢？我的回答，就是學生
必須「花時間在這門課」上面。因此，在我所任教的
每一門課中，我都會要求學生在「上課時間」以外每
週再花至少8個小時來準備這門課。因為，只有「自
己花過心思閱讀思考過的東西」，才有可能會變成自
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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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會「如何讀書」(1/6)

 既然「事先把閱讀材料讀完」這麼重要，那麼，先教
會學生「如何自己讀書」，就成為另一件天大地大的

重要事情。

17



學生學會「如何讀書」(2/6)

 在我所有任教的課堂上（無論是大學
部、碩士班或者是在職專班），我一
定都會推薦學生讀Mortimer J. Adler和
Charles van Doren合著的《如何閱讀一
本書》（郝明義、朱衣譯，台北：台
灣商務印書館，2003）。這本最早出
版於1940年的書籍（當時是由Adler獨
立撰寫的，一直到1972年的修訂版，
才加入van Doren為第二作者），已經
是教人「如何讀書」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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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會「如何讀書」(3/6)

 因此，我在每門課第一週上課的時候，一定會對學生
介紹這本書。第二週開始有閱讀材料要討論的時候，
我也一定會花30分鐘來陳述這本書的大意。我通常會
使用handout的方式來上課，關於這本書所提出的「

主動閱讀」概念，我會寫下以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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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會「如何讀書」(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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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會「如何讀書」(5/6)

 如果我們將問題(3)和問題(4)合併為一個問題的話，
在讀書時隨時隨地緊扣這三個發問──作者的「發問
」、作者對其發問的「回答」、以及讀者對作者之發

問和回答方式的「評論」，這就是讀書方式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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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會「如何讀書」(6/6)

 我推銷這本書的方式有點瘋狂。我曾經在導生班的「
導師時間」花四週的時間和導生一起用讀書會的方式
讀過這本書。我也曾經一口氣購買30本《如何閱讀一
本書》，將之贈送給不同課程成績最好的幾位學生（
在學期初介紹這本書時就已經宣布過這個獎項）。總
而言之，讓學生「學會如何讀書」，對我來講絕對是
重要的「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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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同創造「讓學生

先讀完書再走進教室」的機制 (1/2)

 事實上，「學生主動投入」最重要的操作方式，就是
要「讓學生先讀完書再走進教室」。這也是我的第三

個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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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同創造「讓學生

先讀完書再走進教室」的機制 (2/2)

 我相信，「課堂」最重要的功能，並不是老師用嘴巴
將已經寫在課本上的東西再講一次，而是要讓所有的
參與者（包括老師和學生）在這個場域就我們已經事
先讀完的閱讀材料交換心得和意見。因此，所有被我
拿來操作過的上課方式和要求──包括提問單的設計
、強迫學生組讀書會討論閱讀材料、每個禮拜要繳交
小作業、上課小考等（詳見「教學品質」的敘述）
──都是為了要讓學生在進到教室以前就已經確實將
該讀的閱讀材料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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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的「完整性」(1/5)

 我個人認為，要讓學生「主動投入學習」，一份「好
」的課程大綱，絕對是這一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也因此，我認為「課程大綱的『完整性』」，是我第

四個重要的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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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的「完整性」(2/5)

 我花了極多的時間在準備每一門課的課程大綱上。由
於我有使用書目軟體的習慣（ProCite），通常，我
一定會先在網路上查詢和該課程相關的中英文課程大
綱，並詳加研讀和分析。幾年下來，只要是我自己教
授過的課程，我大概都會看過近百份其他同行準備的
課程大綱，並以這些既有的素材為基礎，再消化吸收
編成自己的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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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書目軟體中和「社會學（導論）」相關的部分中

文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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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書目軟體中和「認同研究」（identity studies）相

關的部分英文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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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的「完整性」(3/5)

 由於花了相當可觀的時間在課程大綱的編寫上，我的
課程大綱在篇幅上都很「巨大」，以下表1所列出的
六門課程大綱為例，頁數最少的也有16頁，多的則達
45頁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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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的「完整性」(4/5)

 基本上，這些課程大綱在內容上極為豐富，幾乎可以
說是和該課程相關之主題的「知識地圖」。這當然和
我「學生主動投入」的教學理念有關。對我而言，課
程大綱並不僅僅是課程大綱（i.e., 教師對這一學期傳
授這一課程的規劃），同時也必須成為「有主動閱讀
精神之學生」在搜尋相關資訊時的另一個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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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的「完整性」(5/5)

 在這樣的想法下，我會在每一週
的指定閱讀材料以外，再列出一
些參考閱讀材料，讓學習動機更
強的學生有「進階閱讀」的機會
。此外，在大學部的導論性課程
，我通常也會列出該週之授課主
題的相關關鍵字、該週作業、甚
至會有補充性質之影視素材的訊
息（請參考以下引自「社會學」
課程大綱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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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全力以赴」(1/2)

 老師必須要「全力以赴」，這是我的第五個（也可能
是最重要的，雖然是放在最後一個）教學理念。雖然
本校是所研究型大學，不過，在我的認知中，既然身
為教師，教學就是最根本、甚至是最重要的工作。我
是認真的老師，每一門任教的課程，一定會盡力將最
適切的課程大綱設計出來，並在每一次的上課時間確

實執行課程大綱的每一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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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全力以赴」(2/2)

 我在每一門課的認真程
度，也可以在學生之「
教學反應問卷」的回饋
中看到。比如說，不同
學期、不同課程的學生

們就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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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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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部分，我將以上述第三個理念「創造『讓學生先
讀完書再走進教室』的機制」為核心，介紹我在教學
方法上的四類實作經驗：(1). 課堂提問單的設計；
(2). 學生讀書會的設計；(3). 課後電影院的設計；(4). 

以及期末迷你會議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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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提問單的設計(1/2)

 在「讓學生讀完書再來上課」的大發想下，課堂就成
了一個「師生討論場域」，而不是教師唱獨角戲「演
講」的場所。慢慢地，我發展出一種很特殊的上課方

式──課堂提問單。

46



課堂提問單的設計(2/2)

 原則上，除了大一大二的必修課，我都是採用
seminar式的上課方式。換句話說，同學們必須輪流
就閱讀材料進行口頭報告，同時我也要求所有報告同
學都必須準備書面的報告大綱。但是，除了同學們準
備的報告大綱，我還會另外準備一份頁數不等的講義
，我將之稱為「課堂提問單」。這份提問單基本上是
我自己在讀完閱讀材料以後所提出來的種種問題，多
數和閱讀材料有直接的關係，也有些是從閱讀材料衍

伸出來的一些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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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讀書會的設計(1/2)

 在人文社會學科的領域，「讀書會」的訓練是十分重
要的過程，不但是讓學生「學會讀書方法」的好工具
，同時也能夠確保學生事先讀完指定閱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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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讀書會的設計(2/2)

 我剛開始在交大教書的時候，還曾經在某些兩學分的
課程（e.g., 「社會經典閱讀（一）」），強迫學生每
週在上課時間以外再花兩個小時來組織讀書會（我會
親自到場督導）。不過，由於很多學生對於這類額外
的「功課」並不領情，我後來就改成在某些課程開放
「自願組織讀書會」這個選項，讓有意願練習這種學
習方式的學生有「實作讀書會」的機會。以下是我在
課程大綱上對於「組織讀書會」的一些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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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電影院的設計(1/2)

 除了「讀書會」，我的課程另外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
活動設計，我將之稱為「課後電影院」。這個活動的
發想，其實來自於課堂上使用「另類軟性教材」的兩
難。由於「社會學」是一門和日常生活十分貼近的學
問，使用一些影像素材（特別是「好看」的電影），
常常是授課教師在安排活動時的重要選項之一。不過
，看一場電影要花至少一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顯然
會對「正常」的課程活動造成擠壓效果。因此，我在
「社會學」的導論課就設計了「課後電影院」這樣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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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電影院的設計(2/2)

 基本上，我在每週上課結束以後，都會在原教室播放
一部和下週閱讀材料有關的電影。同學可以選擇在教
室觀看這場電影，或者選擇到圖書館的視聽室自行觀
看這場電影。這個活動頗受到學生的好評（特別是有
「電影控」特質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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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迷你會議的設計

 此外，對於一般常用的「期末報告」活動，我也有一
些小小的創新。在我任教次數最多的「族群理論專題
」課程上，我就設計了所謂「期末迷你會議」的活動
，規定同學們必須在學期末舉行一場一整天的「族群
理論迷你會議」，一方面用比較正式的方式來發表自
己的期末報告，另一方面也練習擔任評論人的角色，

學著看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評論別人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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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教學知能

及參與教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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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是我參與過的一些相關活動，主要是以教學
工作坊為主。這些活動在「性質」上不盡相同，
有系級的教學改進會議，有院級的特定課程精進
工作坊，有校級的「學術導師」制度，也有校外

的「跨校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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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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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是我過去兩年開課的明細表。我自己認為，
多數的教學成果，其實是長在學生們的腦子裡，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不過，以下就簡單從三個面
向來討論我這幾年的教學成果，一個是教材的編
寫，另一個則是指導學生的情況，最後一個則是
教學反應問卷的得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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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寫

 我這幾年為了上課而編寫的教材，除了上述「課堂提
問單」以外（總數超過1,000張），另外還有為大學
部大班之必修課所編寫的PowerPoint。我平均每堂課
大概會使用120張左右的PPT，幾年下來，為了課程

而編寫的PPT，總數也已經超過3,00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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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指導(1/3)

 在過去的這幾年，我所教過的大學部同學，雖然還沒
有人已經完成博士學位，不過，倒是已經有人開始在
博士班就讀（台大），也有人到台大、清大、交大等
頂尖學校繼續讀碩士班。此外，也有出國留學的學生

，留學地包括英國、美國和中國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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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指導(2/3)

 至於碩士生，我指導過的碩士論文學生總共有13位，
其中的10位已經畢業，另外有3位還處於「工作中」
的狀態。這13位學生多數都是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
班的學生，只有2位不屬於此一單位，其中一位是交
大音樂所的學生(許芳瑜)，另一位則是交大外文所的
學生(施茗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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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指導(3/3)

 邱美玲的論文〈當代平埔族竹塹社
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
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不
但已經獲得2012年度「客家研究優
良博碩士論文」的獎助，同時也已
經被新竹縣文化局出版（見邱美玲
，《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
：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
員為核心的探索》，新竹縣竹北市
：新竹縣文化局，2015），算是很
不錯的成績。70



教學反應問卷

 如果只考慮學士班選修及研究所課程的話，我在這兩
年的教學反應問卷得點平均分數是4.36(6門課)。對照
交大全校所有課程的平均分數(大致上都在4.28上下)

，應該算是差強人意(請參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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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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