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教學
如何在困境中創新求好？

詹志禹

政大教育系



教學廿八年，還沒有
對自己的教學
完全滿意過…



我的創新哲學

• 創新是為了求好，不是求變

• 求好止於至善，但至善與真理一樣，
只能逼近，無法達成

• 創新不能被強迫，需有內在動機

• 創新不能怕失敗，在哪裡失敗就從那
裡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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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學態度上的創新實驗



• 西方 ↔ 東方

• 批判 ↔ 開放



批判的態度 開放的心靈

必要的張力

批判思考 創造思考

動態平衡

建構學習



Critical

ConstructiveCreative

“3C戰警”



我對大學教師
教學態度的研究

大學教師十大不受歡迎行為

資料來源：吳佳蓉（2009）。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之調查研究（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臺北市。

（延伸議題，觀眾決定）



我在教學上的行動研究



教學≠講述

有講不一定有聽

有聽不一定有懂

有懂不一定有感

有感不一定有動

有動不一定有改

有改不一定有恆



小組討論法融入統計教學

（延伸議題，觀眾決定）

詹志禹（2005）。討論法融入大學統計教學之行動研究。當代教育研究，
13（4），167-208。（TSSCI）。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常出現的研究主題

• 教學方法

翻轉教室/教學/課堂 *6
創新/創意教學*4
問題/專題本位/導向（PBL*7
體驗式學習*2
探究式學習



• 教學方法

數位/線上學習*4
行動學習

虛擬實境

影片教學

個案教學*3
合作/團隊學習*3
深度匯談



• 教學方法

心智圖

遊戲式學習

桌遊

漫畫/動畫 *2



• 學習動機

好奇、興趣、

就業動機

學習目標/能力

 學習策略/自我調整*2
 創業*2
 品格/軟實力



• 結構面

跨域合作

智慧校園

…
小結：

主題非常多元

選擇或創造自己有感的主題最重要

要解決自己的問題，做得有樂趣



面對「無動力世代」與
「人形立碑」的挑戰



學習的金字塔



動3 模式

主動

行動 互動

建構



動3 策略

• 主動：預讀、提問、創造假設、解決問題、
批判、反思、統整…

• 互動：對話、討論、辯論、合作、競爭、
團隊、社群…

• 行動：應用、練習、實習、田野調查、個
案研究、社會行動、志工服務…



（辯論融入教學練習）

模擬議題：

你是否同意大學教師得與在校學生發展
師生戀？



（辯論融入教學練習）

本次規則：
1. 推選評審5位
2. 正方：同意。反方：不同意
3. 第一輪發言每人限一次，每次限3分鐘以下
4. 第二輪發言自由，每次限3分鐘
5. 5秒內無人發言之一方為輸家
6. 交換立場
7. 評審講評



自我決定理論

自主
(autonomy)

能力
(competency)

關連
(relatedness)

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主
動
學
習

終
身
學
習



我在大學部通識課的做法

閱讀

講述

任務導向

小組討論

分享發表

邀請外賓

戶外探索

個別晤談

FB社團

連結人生



關於「跨域」…

1. 透過跨域概念：例如「訊息」、
「演化」、「結構」、「功能」…

2. 透過跨域思維：例如真實問題導向、
任務導向、探究導向…



關於「跨域」…

3. 透過跨域課程：例如「藝術與科
學」、「人類文明」…

4. 透過協同教學：教師團隊經營…

5. 透過跨域制度：跨域學院（例如
UCSB 之「 College of Creative 
Studies」）、博雅取向之書院…



1. 給他魚吃
2. 教他釣魚的技巧
3. 讓他喜歡釣魚、享受釣魚

、迷上釣魚

教育的三個境界



大學教師十大
不受歡迎行為

主講人：詹志禹
政大教育學院教授



資料來源：吳佳蓉（2009）。大學教師不受歡迎行為之調查研究（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臺北市。

台灣地區，便利取樣，公私立大學生，
第一階段（開放式問卷）， N＝402；
第二階段（封閉式問卷）， N＝703

調查樣本吳佳蓉（2009）



調查結果吳佳蓉（2009）

排序 不受歡迎的教師行為

1 自恃甚高、過於自大浮誇

2 無法深入淺出的教學

2 教學態度敷衍

4 上課偏離主題、漫談

5 挖苦、挑毛病

5 上課的情緒不好或是不穩定



調查研究吳佳蓉（2009）

排序 不受歡迎的教師行為

7 講課方式枯燥死板

8 反覆不一致、出爾反爾

9 不夠專業使人信服

9 教學內容過簡單/空泛（沒學到東西）

9 虛偽



大學生是否會將不歡迎的行為
告知教師 ？

是否會
告訴老師

人數 百分比

會 38 9.45%
不會 364 90.55%

資料來源：吳佳蓉（2009）。



反思

大部分教師不知道自己哪些行為被討厭

教師從學生端（非匿名性）所獲得的反
饋，大多具有正面偏誤

如何獲得真實反饋？這是自我修正、自
我成長的關鍵第一步。



大學教師十大不受歡迎型態
（我的觀察）

1.遲到早退型

每次上課都遲到，每次都要掰一個不
一樣的理由…備了2張投影片，扯了2
小時…或剩下一堆時間不知該講些什
麼，只好讓學生提早下課…



2.閒話家常型

忙於家務事，經常不備課，上課聊頭
條新聞、生活瑣事、育兒經，殺掉一
些時間之後，再進入正題，卻因準備
不足，臨時想不出實例，只好停在月
球講太空話…

（你聽過或見過這些案例嗎？）



3.角色錯亂型

對於某一門課非常外行，開課非常
大膽，以「教學相長」為名，將一
學期的課程分成幾十個主題，再分
派學生輪流負責報告，每一節課從
頭到尾都讓學生報告，教師只要負
責在學生結束時說「很好」或「非
常棒」就可以了…

（你聽過或見過這些案例嗎？）



4.外務干擾型

官做得很高，或生意做得很大，經常
調課補課，上課時手機響個不停，接
聽手機名正言順，講課內容忍不住要
宣傳自己的豐功偉業，學期結束時卻
達不到規劃進度的一半…

（你聽過或見過這些案例嗎？）



5. 「目中無人」型

授課時只看投影片念稿，或看原文書
直接翻譯，或看著白板/黑板寫講義、
推演公式，和學生沒有任何眼神接觸
或互動，有時候連班上偷偷進出幾個
學生，也不會覺察…

（你聽過或見過這些案例嗎？）



6.擅耍權術型

聰明絕頂，擅耍權謀，心底否認「教
學評鑑」的意義，卻在意評鑑的後果，
在上課時提示學生潛規則，告誡學生
要懂得「回饋」與報恩，或暗示學生
「大家以後在人生的路上再碰到的機
會還很多…」讓學生感受威脅。批評
同事，警告學生不要找某人當指導教
授…，學生害怕捲入教師鬥爭。



7.人際遲鈍型

領域專業強，表達技巧弱，不能理解初
學者的困難，老是覺得別人笨，抱怨學
生不用功、一代不如一代。有時想要改
變教學，使用的策略卻讓學生很尷尬。
有時會利用學生做自己的私事，或利用
課程推銷自己的書籍，卻不知學生反感。
有時碰到世故學生的禮貌奉承，就真以
為自己教得很好。



8. 「教學負擔」型

偏重研究、計畫、創作、發表、展演，
對於培育人才毫無興趣，覺得教學是
一種負擔。學生找他時，他會表現愛
理不理，暗示「我很忙」、「談話短
一點」、「以後少來煩我」。偏好研
究所課程，為了找到研究生加入團隊、
擔任助理、協助工作、促進產量，有
時還在著作權或專利權上佔便宜。



9.販賣學位型

特別容易發生在回流教育、在職專班或
收費較高的班級，密集上課，保證X年內
畢業，課程排太滿，學生沒時間讀書做
作業，教師放寬標準。有些學生工作忙
碌，冒險找槍手代寫論文，有些學校甚
至要求指導教授幫學生寫論文（因為有
保證學生X年內畢業）。販賣學位，讓認
真的學生抱怨學位被貶值。



10.多重病發型

兼具上述若干特徵，例如既常遲到早
退又愛閒話家常，既常受外務干擾又
在授課時角色錯亂，既「目中無人」
又人際遲鈍等。



反思

教學不只是「言教」，更需要「身教」

教學不只是「教書」，更需要「教人」

態度上失去學生的尊敬，嘴巴上怎麼說
都是虛偽！



報告人：詹志禹

小組討論法融入統計教學之
行動研究

資料來源：
詹志禹（2005）。討論法融入大學統計教學之行動研究。當代教育研究，

13（4），167-208。



綱要

問題情境

理論基礎

初步行動方案

初步行動方案執行後之回饋與反思

修正的行動方案

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與反思

總結與反思



壹、問題情境

如何降低文科大學生對學習統計學的焦
慮、提升其學習的效果？

如何將小組討論法融入統計教學當中？



貳、理論基礎

什麼是討論？

怎樣才算良好的討論？

什麼是討論教學法？

討論教學法有必要嗎？

討論教學法常見嗎？

討論教學法有什麼好處？



參、初步行動方案

課程概述

 科目名稱：教育統計學

 授課期間：2003.2 – 2003.6
 授課對象：共55人，教育系大一為主

 授課目標：…
 授課內容：…



參、初步行動方案
授課方法：

每週三節：小組討論→大班分享→大班講述

 評量方式：

期中考(30%)：開卷、閉卷

期末考(30%)：開卷、閉卷

作業 (30%)
平時表現(10%)：自我評量、同儕評量



參、初步行動方案

教師布題原則

考慮知識的邏輯順序

掌握開放、多元、趣味和生活化

布題類型：要求…
說明原因、說明過程、舉例、畫概
念圖、區辨概念、比較、估計或猜
測、實做、計算/決策、判斷/評析



參、初步行動方案

小組討論模式：

學生課前預讀→教師上課布題

→小組討論解題→大班分享

→教師更正、歸納、統整、結論。

（隨機分組，每五週重新分組。）



肆、初步行動方案執行後之回饋與反思
量的訊息回饋

調查題目
1997
（基

2000
準

2001
線）

2003
初步

教師教學認真。 4.35 4.21 4.31 4.28
教師對授課內容的解說清晰。 3.86 3.57 3.82 3.87
教師對同學的成績評定合理。 3.67 3.62 3.68 3.79
修了這門課讓人覺得收穫良多。3.84 3.57 3.51 3.91
這門課值得向其他同學推薦。 3.74 3.48 3.37 3.94
這門課有助於學生獨立思考。 4.05 3.63 3.43 4.23
這門課能引導學生提問或討論。4.02 3.54 3.43 4.22
答題人數 43 54 49 46

授課及調查時間

表1  本科目在政大教學意見調查當中若干題目之分數跨年變化

註：分數的意義，5＝非常同意、4＝同意、3＝普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肆、初步行動方案執行後之回饋與反思

質的訊息回饋(我覺得這門課最好的部分為)
「內容豐富，小組討論的方式很不錯。」

「是一門算是很專業的知識，上課也鼓
勵使用討論的方式，一起互相切磋，老
師很鼓勵學生多發言，也很強調概念的
清晰而非繁雜的計算。」

…



肆、初步行動方案執行後之回饋與反思

質的訊息回饋(我覺得這門課需要加強的部
分為)
「有時一整堂課都在討論，會讓人有點厭
倦。」

「除了同儕之間的討論外要做完整清楚的
結論，才不至於學生聽不懂…。」

…



肆、反思

優點：

更能引導學生提問和討論

比較有助於學生的獨立思考

有些學生很喜歡

待改善：

降低討論量

給予清楚結論

提升討論品質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科目名稱：教育統計學

 授課期間：2004年2月至2004年6月
 授課對象：63人，教育系大一學生為主

 授課目標：增加一條

學生能感受統計學家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學
習、成長、思考、人格、成就與環境

 活動與進度：（同前）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八大策略改善討論品質：
1. 選擇有趣的材料

2. 布題多元化、生活化和結構化，引導討論
的方向

3. 賦予學生發現問題、自己布題的機會

4. 要求事先閱讀或準備，建構討論的共同基
礎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八大策略改善討論品質：
5. 設定小組結構與討論歷程作為小組互動的

鷹架

6. 描述討論成果的具體形式與發表方式，作
為驗收的根據

7. 標舉如何評鑑討論品質的指標

8. 透過給分結構促進合作氣氛，降低競爭焦
慮，以利討論互動。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小
組
討
論

情境一：讀書會

情境二：合作解題

情境三：上機練習

情境四：執行研究

評
量
及
成
果
發
表

講
述

引
導

回
饋

修正方案之課程設計架構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讀書會

 共修書籍：Salsburg, D.（原著），葉偉文（譯）
（2001），統計改變了世界。台北：天下文化。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讀書會進行方式
課前預讀和擬題

提出問題

評估並選擇問題

討論問題

記錄

小組發表

全班討論

 「親書發表會」
以小組為單位做總結性之讀書心得口頭發表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小組合作解題
 學習單：問題或作業，扣緊當日講述的議題
與內容。

 程序：討論、分工合作解題、相互教導，具
有全組共識性的答案、結果或作法。

 給分結構：

學習單解題成果：組員獲得相同成績

期中考/期末考：「全組平均分數」、個
人成績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迷你研究計畫及成果」發表會

提出切身關心的、生活中或校園中的
真實問題

應用所學統計方法回答問題

計畫準備

發表方式：同「親書發表會」



伍、修正的行動方案
 評量方式：

 讀書會心得報告（個人）：10﹪
 親書發表會（組別）：10﹪
 期中考：個人考試（10﹪）、全組平均分數（10﹪）

 期末考：個人考試（10﹪）、全組平均分數（10﹪）

 小組合作解題（組別）：10﹪
 迷你研究計畫發表（組別）：5﹪
 迷你研究成果發表（組別）：10﹪
 同儕互評（個人）（根據「同儕互評表」）：10﹪
 出席率、參與度、特殊表現等（個人）：5﹪



陸、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量的訊息回饋

「統計學態度問卷」調查結果

校方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陸、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統計學態度問卷」信度

 前、後測相隔約16週，有效人數為53人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前測 α＝0.93
 後測 α＝0.91
 再測信度 r＝0.64



陸、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前測總分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總分
平均數

（標準差）

t df P
（雙尾）

47.06   
(10.76)

43.49  
(9.34)

3.02 52 .004

表2  「統計學習焦慮」前/後測分數變化之相依樣本t檢定



肆、修正行動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量的訊息回饋

調查題目
1997
（基

2000
準

2001
線）

2003
初步

2004
修正

教師教學認真。 4.35 4.21 4.31 4.28 4.54
教師對授課內容的解說清晰。 3.86 3.57 3.82 3.87 4.25
教師對同學的成績評定合理。 3.67 3.62 3.68 3.79 4.25
修了這門課讓人覺得收穫良多。3.84 3.57 3.51 3.91 4.32
這門課值得向其他同學推薦。 3.74 3.48 3.37 3.94 4.18
這門課有助於學生獨立思考。 4.05 3.63 3.43 4.23 4.63
這門課能引導學生提問或討論。4.02 3.54 3.43 4.22 4.48
答題人數 43 54 49 46 56

授課及調查時間

表1  本科目在政大教學意見調查當中若干題目之分數跨年變化

註：分數的意義，5＝非常同意、4＝同意、3＝普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陸、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質的訊息回饋--校方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正面）

「小組討論題目可以協力完成，增加同學
間互動的機會，並讓不懂的同學能藉此機
會了解如何解題」

「有小組學習單、親書發表會等等活動，
能讓學生主動思考」

…

 （負面）

「課業太多」、「很累」、「教室太小」

…



陸、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統計學態度問卷」調查結果

比較典型的成功個案

「其實本來很排斥統計，但是這學
期就在老師精心設計的課程及活動
下渡過了，使我對統計的印象改觀，
也很高興、樂意與同學討論，收穫
相當豐富，大概是這學期投入心血
最多的學科之一。」

…



陸、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基本上屬成功個案，但提出了一些建議
 「我想，這學期以來對統計是付出最多時間準備，不論最
後成績為何，我確實學到東西了！同學間一起探索的感覺
很好，不過其實統計對於我還是有一些困難在。希望（助
教）能多安排時間，供平時學弟妹問問題。」

 …



陸、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成敗混合的個案

「覺得很可惜自己沒有學好，但老
師的教學方式我很喜歡，只不過有
時學習單沒有提供答案，在往後的
計算會不安心，所以希望提供答
案。」

…



陸、修正方案執行後之回饋

少數不成功的個案

「我並不討厭數學…但是唯有統計
和多項式是數學領域中我最討厭的
一環，如果可以，我挺不想修的！
但我會努力過關！」

…



柒、總結與反思

 雖然大多數學生對於學習過程滿意，學

習成效也不錯，但覺得負擔有點過重 。

 分組方式及評分項目都有點太複雜。



柒、總結與反思

 小組討論必須以合作學習、合作思考、

交流分享和解決問題為基礎，避免競爭

和評價。

 縱使有傳統考試存在，「合作導向的小

組討論法 + 精緻課程設計」仍然有助於

學生降低學習焦慮。



柒、總結與反思

額外效果

引導提問，有助於獨立思考。

幫助學生激發學習慾望並學習到分
工合作、溝通協調、創意思考、主
動思考、主動探索、共同探索、積
極投入、問題發現等能力與態度。

增進同儕友誼。



柒、總結與反思

1. 適量的時間

2. 整體的設計

3. 合作的氣氛

4. 有趣的材料

5. 課前的準備

6. 教師的布題

7. 學生的布題

8. 討論的鷹架

9. 討論的成果

10. 討論的評鑑

 若要成功應用討論教學法，應考量哪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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