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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通識創意通識課程與全球公民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緣起與目的

　　通識教育中心秉持校長治校理念，以人文帶動學術研究風氣，特於 2018 年 5
月 9 日 ( 星期三 ) 舉辦「2018 通識創意 - 第八屆通識課程與全球公民教育學術研
討會」。通識教育是全面、整體性的全人教育，通識教育課程內容多元與藝術創
作相輔相成，語文的圓熟運用是培育大學生涵養與藝術創作的基石，輔以文學、
歷史、哲學等相關課程，在時代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通識課程在教學與研究發展
上，不斷融入藝術相關元素以承先啟後，通識教育肩負著語言、文化的傳續，實
具有繼往開來的使命。

　　知識是整體的，教育也是不可分割的，應是全人格教育，智能與情感（即理
性與感性）、理論與實務（即規範知識與工具知識），都應兼容並包。本校雖屬
藝術學校，但以「真、善、美」作為教育目標，十分符合通識教育的理想，因為
在渾然天成完美的教育境界中，真、善、美即交融成為一體，不可分割。這在西
方哲學家，從亞里斯多德到康德，均有十分完整的論述。中國的方東美教授也認
為把真善美這三個部分可看成一個完整的心智能力，感性可以上達悟性，悟性可
以上達理性，而在形而上學體系中擴大理性的知識作用，一方面與意志配合，可
以創建道德世界，他方面與情感融貫，可以成立藝術世界，形成三界一體的大宇
宙。

　　透過大學通識課程，融入全球公民教育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是歐美高等教育的趨勢。所謂全球公民教育可視為先進國家公民教育 (Civil 
Education) 的 2.0 版。傳統的公民教育是培育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與義務，也就
是對於特定社群產生信念 (Beliefs)、承諾 (Commitments)、能力 (Capabilities)
與行動 (Actions) 的全面過程。當公民教育被極端民族主義或極端宗教主義滲透
之後，有可能成為跨國暴力行動的合理化藉口。於是，升級版的全球公民教育應
運而生，其意涵也從傳統國別主導性強的公民教育 (Civic Education)，轉而倡議
超越國界與種族的藩籬，以全球公民身分 (Global Citizenship) 為認同目標，達
到多元、平等、包容、和平與永續發展等多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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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徵稿辦法

　　（一）徵稿對象：國內外大專院校教師及其他相關研究人員。

　　（二）審查機制：採摘要審查制，摘要審查通過後，再提交論文全文。

　　（三）論文摘要投稿須知：

　　　　　１.論文摘要截稿日期：2018年 3月 23日 (五 )，論文摘要可以 E-mail

　　　　　　  或紙本寄送，紙本寄件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２.電子稿件收件 E-mail: gec@ntua.edu.tw

　　　　　３.論文摘要稿件規格：

　　　　　　 （1）論文摘要內容中文以 600 字為限，若為英文則以 500 字為限。

　　　　　　 （2）英文字型請用 Times New Roman，中文字型請用新細明體 12 級

　　　　　　  　　 字，單行間距，文稿格式為橫向排列。

　　　　　　 （3）無論稿件使用語文，一律請附：中英文篇名及中英文關鍵詞 5　　　　　　  　　 
　　　　　　  　　 個。

　　　　　　 （4）稿件請註明中英文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通訊地址、電子信

　　　　　　  　　 箱，以便聯繫。

　　　　　４.摘要審查結果公布：2018 年 4 月 2 日 ( 一 ) 前，以 E-mail 通知。　　　　　　　　
　　　　　５.論文全文繳件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27 日 ( 五 )。

　　　　　６.未盡事宜請洽聯絡人：通識教育中心吳助教，

　　　　　　  連絡電話：（02）2272-2181 轉 2432。

三、研討會資訊

　　（一）時間：2018 年 5 月 9 日 ( 三 ) 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

　　（二）研討會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教學研究大樓 10 樓 國際會議廳。

　　（三）學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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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主講者

　郭良文  教授

·現任：國立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專任教授兼所長

·學歷：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媒體、電影與戲劇系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學系碩士、博士

·經歷：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主任

　　　　玄奘大學資訊傳播學院院長

　　　　玄奘大學資訊傳播所所長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主任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所長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世新大學公共傳播學系主任

·專長：傳播科技與社會、網路傳播、傳播社會學、質化研究法

　主持人

　陳嘉成  教授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育推廣中心主任

　　　　華梵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專長：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學習心理學、教學原理、輔導原理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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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陳曉慧  副教授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科學兼任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

·專長：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中國婦女史、口述歷史

　主持人

　曾敏珍  副教授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專任副教授

·學歷：淡江大學英文系英語教學博士

·經歷：長庚大學語文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長庚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

　　　　長庚大學語文中心網路測驗組組長

·專長：英國文學、英語教學

　主持人

　姜麗華  副教授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學歷：巴黎第一大學造形藝術所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市範大學美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攝影、當代影像藝術專題、當代藝術、藝術研究方法與藝術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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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人

　姜麗華  副教授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學歷：巴黎第一大學造形藝術所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市範大學美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攝影、當代影像藝術專題、當代藝術、藝術研究方法與藝術寫作

　評論人

　陳曉慧  副教授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科學兼任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

·專長：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中國婦女史、口述歷史

　評論人

　葛傳宇  副教授

·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

·經歷：育達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慈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國際透明組織 -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副執行長

　　　　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專員

　　　　台視駐美記者

·專長：國際關係、新聞採訪、國際志工、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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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中問題導向式學習之教學實務：
以成人教育為例

李佳容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問題導向式學習源起於醫學教育，近年來亦發展至其他領域。這種以「問題

導向、小組討論以及行動實作、即時應用與批判思考為主軸」的授課方式，近年

在高等教育已逐漸掀起風潮。教育部於 106 學年度推出技專校院「創新教學先導

計畫」，期望透過教學創新、教師社群建立以及問題解決導向（PBL）課程，促使

技專校院之課程能結合實務，增加技專校院學生之問題解決與基礎通識能力。

  本文以 PBL 教學為主軸來探討一技術學院所實施之成人通識創新教學先導課

程，本文欲了解：（1）教師團隊如何設計出符合成人學習理論與實務的通識教育

課程？（2）如何透過 PBL 的教學，來充實通識課程的內涵？本文發現，PBL 的教

學模式，在大專院校的應屆學生中，已經經常被採用。但是當教學者在面對成人

學生時，則必須融入成人學習的特性，結合其學習動機，方能達到 PBL 所設定之

教學目標。

關鍵字：問題導向式學習、行動學習、成人教育、技職教育、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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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ȅȕǴǟɚĩÛ�ÇɇɊǷǔʯ�ɖŹ"	 8 ̷̤1. ÚşÇɇƝŷɹȋƣˁ�̖ğ�ʒ�
2. ;̟ɚèǉŹŖǚǷÇɇɊ̴ɖːǨŞƴ�®ƀĲå�3. ɖɚ�ǗȘ¨Çɇ�4. ɖŎʨʱ
ÇɇǷ%�5. �ƣ��ÇɇǷƘʲ�6.RŹdˊg�7. ɖʀež2�8.RŹ�̔ʅƱǷɖg�
Ĳ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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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þÇɇ�ŗÇʎʈɞŞ˧ 

ÇɊéȶƩȫVÔŠ PBL ǷDɄ̴̤QD̤ǉ̲Finucane, Johnson & 

Prideaux, 2003̷̳  
1. ÚşÇǦɞŗíɋʆ̴ÇɇɞŗÇʤĊđƘɋŹʲ� 
2. ÇɇǤ²ʼRŹaǆĖ̴�ʼŹ�Ě�� 
3. ɚĩÿÛǷÇɇĲå�_Ņv�9ĸ� 
4. 7ˍƺúÇɇ̴ɋ̋�ūɹ̌ɘƼǷÇɇ� 
5. 7ˍíǦ�˰Ƿ�l� 
6. ³iÇɇlƝ� 

Ʉ̤bŹ̲Finucane, et. al., 2003̷̳  
1. Ǌʛɾ˯��;ʗȒĪȸĸQːɶ̴Ĩƀ©ǾǱ̠Ŧ� 
2. ŗí̈ɾɦʬʼ·ǷŬ˰ 
3. ÚíǦɋʆ̴§ÇɇɞŗÇǷƨȒǱ̴˞ūʼŹ´gǷ� 
4. ÇǦǘĊ®ƀǷȑÇȄʟʼÝ� 
5. ǱǞȭ�řˑºĪŗíĪÇǦÚşʓǡēɄ�ǏĚŬ̴ �ɖʼ̆Ôɶ� 

¡ƥ̴˲ɚÊ̲2015̳àýʡơÔŠ PBL ʗȒŗÇɊ̴§ˍɶʗȒʀeŬ̴

ď̑Ƶğ"	̌�̷ 
1. "ȂÔ�YʹǷ�̔ŶǉÇɇǷlg 
2. "¦˺Ƿ�lʊʛ̙Ĩ�Łȕɖg 
3. "R̟ǷɶlÔʸƞ̞ǱcĆƱ�̔ 
4. "̠ãƠǷİ\ĔɉɖgǉǴâˤ̤ 
5. "ȯʹÇɇǷ̙ĨýƗɚ�ÇɇǼƚ 

Úş PBLǷʗȒʎʈ̴f/̇�Ȥ̛ǣ̲2003̳ÿ˄ɚ Conway ɞ Little

ǷŚș̴Ņˢ PBL ʗȒʎʈǷŗí̴ď̑§�˻ƬƵğʗȒʎʈǷɾ̤�§

ʗȒǴĜŬ̴ď̑ɉĤŹ˳ǷÇɇɗȲ�ʗȒKÒǷDH̐÷̸ʗȒ̑��Ç

Ǧ�ÇɇȡǮɞĲɖ̸§ŗÇŬ̴ŗíď̑ƵğĸɃÖÇɇȱƆɞʗȒºȹ?

ˋȱ̴�˧ÚÇǦǷ�ħĪ ̚?ďɾǷ:̸Q ŗÇʽjÊĿŹ"	̷Ȉʕ

íǦŨǵɚèĬįǃǷʄɤ�ū�̈ɾÊĿQ í˭ĪŗÇ��§±̴ū�̈

ɾŅ4ű·ǷÇɇʭƿ�QÔ̴Ǌʛ�ȓŗÇƴ̴QʗȒʎʈƀàď̑˧ÚÇ

ǦǷȒú̴ʎʈV�"ÿʱÇǦÇɇlƝ�ʥÇǦ̖ğ}ɞ�ÇɇĚ²ūĞĘ

ǷʗȒ̲Yelon, 1996̷4-5 �̳ǪşƀȅȕÖŁʊǷ̴ūħǨ§Ĩ�ŗɔǷĲ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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Ƌ˵ˉʟʗȒ̴¡ƥƀŚ̑TŁȕĨ�ÇɇǔĖɞlƝ� 

��Ĩ��ÇɇlƝɞŗÇʎʈ 

ƀŚĬŁʊǷĨ�ŗɔū�ȓ�ÇƋŗɔǷ!ŵĪÇƋŗɔǷü˭̸QǼ

Ƿ§Ņ4ȌŷǷĨ�̴Ǵâǅɖ�GÔŜȄ�œˍĲɷɞŅv×ƔʭƎ̴Û

ÿQŜǷǴâĪ1Q§ġúĪɶǉ�ǧǦœʤ�̲ ƒ£ʮ 1̴989 �̳§c˄ÎɆ

	̴Ĩ�ǷÇɇ̴qƸ��ƤʀÇɇ�̲ 3¿̷Ĩ� _ÇƋˍ:̴ĪˍɶW

ĽʗȒ �̳�̋ƤʀÇɇ�̲ 3¿̷}iȅɇ�§ɑʋȼʗȒ �̳�̋ƤþÇɇ�

̲3¿̷ǨŢŹǷȶ̴̞ÚşȌŷ�˽�lǷƛþ̴ŹűƺãǷ̓ę "̳��ɚ

ĩÛ�Çɇ�̲ self-directed learning̳̲˷ɪȎ̴ 2001 �̳*Ǌʛū�ȓÇɇƛþ̴

ă̎Ĩ�ÇɇĨŖǷQ�;ˤɾ¡Ȯ̴ūď̑ŹāɋŹgǷÇɇlƝ̴Q

~�tXǉK§ɞ¶§lƝ�Knowlesʕǉ̲1990̳ǊʛūK§Ī¶§ǷÇ

ɇlƝ̴˞ď̑ɞĨ�ĬɳǷ�ǦƶǤ²�Ī�ɑ±ƯǦ�Ź˳�ʏ·Ĩ��

Ĭ"̖ğTˍ:̴ūìŻ�"ˆˑÇɇ˓_;�Ƿä.ǂʴĠ�ˤýɚØĎ̴

�ǘĊɑ±Ƿv˙̴œ�Ǧƶ�ʯ� 

ǀƥ̴§ʎʈĨ�ÇɇʗȒŬ̴Fordʕǉď̑Ƶğ"	�ã̷̲̌ 1̳ȃʅ

ȌŷĖǷ˾Ȋ̷ÇɇɊ�ɖŷˑú5ʰŗí̴"�;�Ƿ,ɚĩŽʏ̲2̳ľ

ŇÇɇĲå̷¿ˀʟÇɇɊɒ�ʖ�ʣ�ÕǷɖg̴�ħĔɉ�ÊĿŬ˰ǷĲ

å�̲ 3̳ȃʅȌtʭƿ̷qķÙƯȌtKǓʯ��gǷʭƿ̲ÿ˄ɚ˷ɪȎ̴

2001̷70 �̳ƀŚĬŁʊǷdŜˉʟʗȒ̴¡ǘĊ�ŗɔ˝ 106ÇôúŗÇd

ŜHÛʈǯǷŗÇʭƿɺj̴ ¡ƥ�"§ʗȒʎʈ�ŋŹGʴǷŬ˰ˍɶʊʛ�

ƥ¶̴ʓ̏ʈǯÞŹÇƋˡ�ŗɔ˝ɺjĬĵJ�ˡ�Ƣ̴§ʗȒʎʈɞÔŠ

ǷˑȒ̴ɞ"ʋȼǉʎȘÌŤǷ̋ǐ^ȰɁ�.̴1ĊÇƋʭƿĊɞȌŷʭ

ƿȱ�̴ƥǉIźÇƋíʭ
ʴǷ�ȓÔŠƛþ� 

ʪ��̔Û�þÇɇ§ˉʟŗɔǷħǨ 

���̔Û�þÇɇɵJĩ£º×˵ƋʗȒ 

§�˄Ƿʊʛ̴ȞɊéÖ PBL �ĽʗŞþ"�Ĩ�ŗɔǷʗȒʎʈɞ

ÔŠɾ̤ˍɶʖŨ�ł	2̴ ĩ<ď̑�ʅ PBL§º×˵ƋʗȒÔŠǷǟ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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ʏ·ĩ£Ƿº×˵ƋŶťHÖ PBL ÿJˉʟʗȒ̴ˈū¡ǉˉʟʗȒƀà"

�ǴâL�ǷĔȸ�.ǉŗÇǼƚ̴ ¡ƥˉʟʗȒĬŁʊǷʡ̔ąąūʷ̓«�

ơ̙ÇǦRŹİ\Ĕȸ̲Ɓ0Ò̴2017 �̳Ö PBLŗƴɵJ̴ɖűŹŖ˓Ĩ

ˉʟŗɔǷʗȒǼƚ�§ŗɔ �̋96-99ôúˉʟŗɔȹʈǯ�̴ ŗɔ˝ìŻ

ˆˑ�ƌĎȄʟ����̔ʅƱ���ɶlĳŌ�ȟɖgǷ̙ǉ�ʻ̴2zÔÇ

Ǧ§×ƔȑǼ�¶Ƿ�Śȥȍɞ�Ĕ�ȴ��dŜȟɖg̴ƥǉˉʟŗɔƤþ

ɵJ PBLǷcʹ�ɂ�̴2006ô 12Ÿ 25ţŗɔ˝ĬǴëǷ�ŗɔ˝ɺj�

ʽÛDʯˉʟŗɔʗȒ.Ɣɾ̤�̴ DHɺj�ɶlÛ�̶�̔ʅƱÛ�ˉʟ

ʗȒ̲ �źmÇɇªʗȒ �̳�˶�ʈǯɺj̴ŗɔ˝�ɠʿ·±ˉʟíʭȅɇ

ǐ̴ ǖpDʯʗȒɞ¦˺̴ ʿǡDʯŗÇjǡɞʗȒʈǯǷɐ�Ǵɹ̲ ˲ɚÊ̴

2015 �̳ɛƥ̴PBLǷħǨ̴ķ�ˣÇŗɔ�ʢǡŗɔ"�˝&ȌŷȑÇ̓«

�ʗȒ� 

§ŗɔ˝ĸɃÚºÇ̡ȵǷŕȡ	̴2008ôɝǇºÇĨȘ�̓ÛÇȒ�̴

�˯ʎ�ʅƱ�̔ǡʛɞÔm�ʗȒ̴˚ʚ§ƔǬä.Ƿʝí̴ˍɶÔmʝû

ɞĽʗ�2010ô̴ɝºűˍ�ƦĨȘ SHS̲Society, Humanity, Science̳ȑŚ

ʈǯńlʿNÐ̴Öɶl/�̔Û�ǷÔ?ʗȒ̴ɵJʷ̓«�̔ʗȒ�˶��

ɢºÇ̴˝&Ĳɑ˵Ƌ̲3¿̷ż˹ȑĲºÇ��ƃĲɷÇ˵̳�â˯�ˉʟ

ʗȒǷ̍Ŝ̴ɵJ PBL ŗÇƴ��ǇǷ̠ȟ˵ƋˍɶʗȒǷʤ̴̍˶�ɞǘ

Ċŗɔ˝ǷʈǯɺjŹ˳¶̴�ɞBȴŗÇǷÇɇĨŖˇǄ̀Ċ,ɭ̴ŗíǷ

BȴƟÁ�_ĻīŹ˳�ßQ§Ĳɑ˵ƋǷĽvƎĈ̴ÇƋʗȒţʳÇɷr

2̴1ĊǭƔÇǦǷɖgžɖȜ�ƔǬɾƯ̴Ûɜ�ĮVǟŝã�¡ƥ �̴"Ç

ǦǉĎ��ɮˤ�Ĳɖ���Ô.ʋ�ǷŗÇŞþ̴Ċ"ˤ˃Ĳɑ˵ƋǷʗ

Ȓ�  

��Ĳɑ˵ƋɞŭˉºÇˉʟŗɔÔŠ�çǰ 

ŗɔ˝Ĳɑ˵ƋŗɔǵǹŲŴŨÎ̴ Ĳɑŗɔħʓūˡ�£Ñȶýŕȡ̈

Ư̴2̙@LǷ�Ĳɷ�ɞ�Ȣǡ��g̴"Ņv£ÑțǑDo̲ƅ̢Ȫ̴

																																																								
2 ǻÓ˵ş 2012 ô 7 Ÿ 12 ţ̴Úɶŕ˵ŅVȧƤƐ̴ŅƐǻÀʕǉ�Ǉ§ńlŗœ�Ĉ̴
Ĳɑ˵ƋˑúÇɷr�ʞǍ`úž@Lr̴©ÚşĲɷ�ĮɔɞǧƔǴâˊĨ�ˤ
^ă

̴̎ŗɔ�ȢƝ˳̘Źǳ¼̲ȧƤĺŚÄɴ̷101ŗƤ 0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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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ņʆ�̴Ĳɑ˵ƋǷŗɔǼƚū"�àƔǉÛ��̴ ŽŻĲɑ˵ƋÇ

Ǧ§ˍJɑ±Ĉ̴ɖȘyħǨ§ÇƋĬɇĊǷ×ƔĲɷɞƌĎɖg̲core 

competence̴̳ ¿̷ǁˉwʘɞ¦˺ä.ɖg�ʭʉȑĲħǨɖgȟ�¡ƥ̴§

ˍɶĲɑ˵ƋǷʗȒʎʈŬ̴ď̑ Ʃ�ÔǨĖ�̴ ƾÝǡʛǷŗÇ�Ĳɑ˵

Ƌ��ȓ×ƔȑǼ̴ǱǪ�ȦĬʨʩ̸ɋƌĎɖg�ʋȼ̴b�Ǫˉʟŗɔ2

iā�Ǫƥ�Ȅ̴Ĳ×˵ƋǷˉʟʗȒʎʈ̴ď̑Ȝ�ĲɷÔǨ̴̌�̋ż�L

�ŗɔ�ǷŞ�|̙� 

ȞɊ�
ūʕǉ̴Ĳɑ˵ƋǷÇǦ
̈ɾ�ĨǉL�Ƿˉʟŗɔ��Ĳ×

˵ƋǷŗí̴ħʓűkg�ʥʗȒȜ�ÇǦǷ̈Ư̴3¿̷ǧƔȝ�Ⱥ��Ƿ

ǁˉɖg�¦˺�.ɖg�wʘɖg�Ć <ɖȱ�ĬÇ�§ɑ±ǴňĬ˭Ĉ̴

Žʏ <ɖżȯʹɚ�ÇɇǷǼƚ˛ˍ̴�ĸɃˍɶ�ȓ§ɑˍ:�ɨTċŗ

Ç{ǡɞÇɇǡʛǷʄú2ȁ̴ ǱÇƋŗíĬŗĽÇǦǷKÒūÇǦǊƴ�Œ̴

�y̅ÇǦ�HAȄʟ�çʵ»ºŬ̴ŗÇąąŷʤĨ�ȓǈ̴̆
CÇǦɄ

�ÇɇlƝ̴ŗí�ŷ¼|ŗÇǷɌĎ�¡ƥ̴¿-ˆˑ PBL ʎʈVȜ�Ĳ

ɑ˵ƋÇǦĬ̈ǷˉʟŗÇʗȒ̴6ūƀŚǷŁʊˤ̤�ǔ]ūƀŚĬŁʊǷ

ˉʟŗɔĽʗÚʦ̴º·ǉŹɨòôä.ȶ̞ǷĨ�̴ˈű1ĊŗÇǷÔŠɞ

ʗȒKÒď̑ȱ�Ĩ�ŗɔǡʛɞŗÇ{ǡ̴ Şɖ˓_̙@L�Ĳɷ�ɞ�Ȣ

ǡ��ĮǷĲɑŗɔǼƚ� 

��Ĳɑ˵Ƌ�̔Û�þˉʟʗȒ̍Ŝ 

ŗɔ˝ 106 Çôú˧ÚĲ×Ƌ˵ŅV�106 ôĲ×Ƌ˵ŗÇdŜHÛʈ

ǯ�̴ ̥pĲ×Ƌ˵ŀǨ��̔ʅƱÛ�Çɇƴ̲PBL �̳ˍɶˉʟŗÇ�ʓʈ

ǯ"ɔĲ×Ƌ˵ÇǦRAʷ̓«Çɇ��̔ʅƱ�ɚ�Çɇ�®ȉɞˉʟ�

dŜdƔȟ·Fɖgǉ�ʻ̴ìŻĲ×Ƌ˵ɖ¸ÖÇɇ`úĂĖr�dŜŗí

ŗÇƛþ̴ˍɋœʤÇǦ�Çɇªġ�ārÇƋdŜdƔȦȴ̴"˓_Ĳ×Ƌ

˵ɞǧƔłʺǷȿ̟Ǽƚ̲ŗɔ˝̴2017 �̳ʓʈǯ�˯ŔĲ×˵ƋɎʚƋ¶

×ÑĪ¦˺ŗíˍɶʗȒʎʈɞŗÇ̴ ˈūŗɔ˝ìŻʥʗȒʎʈűiȥȽr�

×ƔrǷ�ȓȗȆ� 

�106 ôĲ×Ƌ˵ŗÇdŜHÛʈǯ��ǼƚŹ"	�̷̤̲ �̳ār�

̔ʅƱ�ʷ«Ř�ɖg�̲ �̳ˆˑŗíŗÇdŜ̴zƑÇǦ®ȉˉʟɖ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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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Ĳʭʉɖg�̲ �̳̙ÇǦdŜdƔɖg�ǉ˓_"�Ǽƚ̴ŗɔ˝ìŻ

ˆˑǖp·FɞdŜǷˉʟʗȒ̴2ïlĲ×Ƌ˵§ŗÇÔmã̌Ƿœ̍�ƥ

¶̴ʓʈeŨʇQńlˤ̴̤"�ńl�̔ʅƱÛ�̲PBL̳ʗȒ���ŗÇd

ŜÔ̞�ɞ�ńlŗí×ƔȌɅ�ȟ�̏Ǽǉ��Q�ńl�̔ʅƱÛ�̲ PBL̳

ʗȒ�̴ ̥pÇƋ"�̔ʅƱǉÛ�ʗȒʎʈƛþ̴3¿̷ɞǧƔP�ńlÔ

m×̔ʗȒ�ńl·íPŬŗÇƛþ�XȰʊʛ�.Çɇ�ʽÛÇǦʇÎ;�

Çɇʈǯ"�ĂĖÇXʀe�ċˈ�ńl̏Ǽ2ȁ̴ȈÔɖȁ_ŗɔ˝§Ĳ×

Ƌ˵ʗȒœ̍Ƿkg�˝
CŽŻɖˆˑʗȒǷœ̴̍³ˍĲ×Ƌ˵ÇǦ�·

FĲɖ̴�ìŻɔQʷ̓«Ř�ɖg̴2̌ÚLǠrĬˊĨǷțǑgɸō�

ƥ¶̴ǫʚĨhǷĲ×˵Ƌ̴�ɖ¸§ŗÇʭƿǷļƵ	ˍɶȜ�QÇƋǴâ

̈ƯǷʗȒ̍Ŝ� 

}��̔Û�þÇɇ§Ĩ�ˉʟŗɔǷÔŠ   

    ƀŚ�Ĭ"ÖƥƠ�ʈǯ¬ɶɞńlǔ]i"Łȕ̴�¡̷̲ 1 ƀ̳Ơʈǯ

ĬÔŠ�Úʦ̴·ǉŹɨòôä.ȶ̞ǷĨ�3̴¡ƥʗȒǷʎʈď̑Ȝ�ɞ

QĬɳǤ²�YʹŹ˳Ƿ�̔��̲ 2̳ʓʈǯǷʗȒʎʈď̑ŢY�ʈǯǫʚ

Ƿ̏Ǽ̴Þ̑ɉ˥Ĩ��ɖʼǉŹɟʲ��ʗ�̔ǉ-̴ɋŗí§ŗÇŬ̴Þ

̑ƵğĨ�ÇɇǷǔĖ�̲ 3̳Ǽcĩ£ PBL ǷʗȒÔŠ̴ĽʗÚʦ·ǉä.

ȶ̞ʼÝǷĲɑ§ƋǦ4̴ƀƠǷ PBLǷʗȒÔŠÚʦ·ǉĨ�̴QÇɇɕŮ

ɞÇǦô̦ã�çǰ̴Ʈ�ɢǦºº̴¡ƥŗí¦˺ď̑IźľŇÇɇȒúɞ

ˍúǷ¢̆� 

��PBLʗȒʀeɉ˥   

ŚǙŁʊ̘ȋ̴ɾʎʈV�½¾Ƿ PBLʗȒ�
Òũ̴¡ƥ̴§ˍɶ PBL

ʗȒʀeǷ�˻ƬŬ̴ď̑Ƶğ"	�̲̏f/̇�Ȥ̛ǣ̴2003̷̳̲1̳�

ʅǱŬǷĚ²ɗȲ̷ ŗí§ʎʈʗȒŬď̑ɉ˥ǱŬǷŬȖɕŮ�ȌŷĚ²ɗ

Ȳ̸̲ 2̳�ʅÇǦǷHAȄʟɞȶ̷̞ıVÇǦǷɟʲɞ̈ƯĬ§�̲ 3̳ƱÎ

																																																								
3 ȞɊƍŏɞǞ�Ç�ȰĨô̦̲·ǉ 40Ƨ"�Ĩ�̳"�ɞÇǦ̋ƤþʍʙĊȄ� 

4 �}˱ �̷ºÇ PBLʗȒŗÇÔm̷ÏɲºÇǷȶ̞ɞȀĔ��ʓĭSȨ˨ÏɲºÇ PBL¦
˺ÔŠ PBLŗÇƴǷĨƆ�QÔŠÚʦyǉǉħáºÇ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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ȣ¤̴�}ɉʗȒȹɾ̷ŗíď̑ƍŏÇǦǷôȭ̴�ʅǾÚȇǷʗȒȹɾ�

ɖgĹƚ�̲ 4̳ƱÎŗÇǷKÒ̴"�ơ̙ǷÇɇȡǮɞĲɖ̷ŗíď̑ˍ

�Ʀ˦ƽÇɇ̓«ˤɾǷɾȮ� 

ƥƠˉʟʗȒ�ʗʈ̴ Ǫ�»dğĲɷÇ˵ɞȌ¦ƴ�ɈʾŗɔɞɶlÇ

ɇÇŷˍɶw.�ŗí¦˺§ǫʚʈǯŽ˰̴HˍɶʗȒ�̔ɞŗÇǼƚǷ[

ƦʎÎ�Ćȝ�ƠɞÇǦŷ̌Ĉ̴ŗí¦˺T˧ÚŗĽǼƚˍɶčʘ�ǘĊɺ

jǷMˮʗȒ̴QÇǦ�]2ɚ�ŬÞȦ�ɞ�ɫ˸Ȧ�̴ �ÇǦô̦ȰĨ·

ǉ 40Ƨ"�Ĩ��ŗí¦˺Ǵǟ̴§ŗĽˈȓ̗)§ɑˍ:ǷʗȒŬ̴ŗí

ɞÇǦǷǾ�ǁˉɞ�l̴ŹjşľŇÇǦǷȒú̴�ŅŧQÇɇlƝ�ŗí

¦˺�§ĽʗˑȒ̴wjÇǦ˦ƽ��̔�̴ �ɾƯÇǦ˧ÚʗȒ�̴̔ˍ

ɶ�̔ʅƗ� 

ĽʗŬ̴ŗí¦˺�̌əÇǦĬï2ǷĽʗ´gĪ¢̆�3¿̷§�;�

Çɇã̌�̴ŷŹÇǦ¡Ʉî�̆ _ť˅ɋʶ
ĽʗȒˍúǷĚƳ�~¡ǉ PBL

Ľʗ̴ūŀ�lþǷ�ÜȰʊʛþǷ̴�ǱˌǷʗȒʊʛŷüɃ��ˌǷʊʛ

ȱƆTˍɶƺJŁȕ�¡ƥ̴ɨ;�Ʉîǚ»̴̠
CǊƴiJʊʛ̴�ŷ1

Qƀ�ĪQĬ§ÜȰǷÇɇlƝ˴,�§�ÜȰÇɇã̌�̴  PBL ĬˤʁǷ

��̔ǷʅƱ�̴ �ɋŹŬŷ1ÜȰĨ�§ʊʛŬ¼ǋ̴ŗí¦˺Ǵʂƥ�¡

ÇǦÚşʗȒʊʛ�̔ƲŹHAȄʟ̴ Īū
˖ħÜȰ�.ÇɇɞʊʛǷƛþ̴

ɋ1ĊʊʛÒũ>̅ʊʛŅȹ�"�ĬŹ§ŗÇŬˎ_Ƿ¢̴̆˞̈#ʰŗí

ɞŗíjǡyŬċšwj̴Şɖʥ PBLĸɃ̐^ˍɶ� 

§ˍɶĨ�ŗÇŬ̴ŗí�ď̑ľŇÇǦǷ�ÇɇĲå�̴ 3¿̷ǱÇǦ

ǷÕ.ȒúǊƴ˓_̒ŽŬ̴ŗí̑ɉĤŅ4!ŵŞƐ̸ǱÇǦƲŹ̕¶Ƿʗ

ĈŬ˰ŊÕ.Ɣ̴ŗíū�EʏQ§ʗ¯�Ö.ƔËĨ̸Ǳŗí̌Ú5ʰĖʼ

āĪˑúʫ,ɚĩŽʏǷÇɇ¹(Ŭ̴ ŗíď̑Ȑø	ȳ�̥pĪ˴,ǔÎÇ

ǦǷÇɇǼƚ�ŗí¦˺�Ǵǟ̴ƥȓʗȒʼðVǟƕȚǷMȓÇɇƜʧ̴�

ū�ŋŹ̠úÇɇlƝ�ǷÇ�̴  <ÚşÇɇǷ˖ħgʼ0̴ ¡ƥŘ̟ɋʆ̴

ÇɇĨŖʼ0���ȓbūʼǊƴ˖ħ PBL ŗÇƴ̴ĪūÚşʗȒ�̔�Ʋ

ɟʲ�ǷÇǦ̴bÇɇĨŖɚǌàŷƮʼç� 

��PBLʗȒʎʈʖ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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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ğĲɷÇ˵+şɧƊȾ̴ÇƋǟŹȩ�Ƕ·�ÇǦ̴ŗɑ��řb

ȩǉOu�̴ţ˰ǦíƮǉ 7.98�5ƍŏŗɔ˝ 106ôúɺjƌÎǷȱƆ̴106

ôú�ÇŽʓƋPŹM �ˮńl�̔ʅƱÛ��ǷˉʟʗȒǘĊɺj̴X]ǉ

�ɽˏʌ̷ɑƷǴâɞ�̔ʅƱ�̲ ŬÞȦ̳ɞ��̧ǝ̷¦˺�.ɞ�̔ʅ

Ʊ�̲ ɫ˸Ȧ �̳MˮʗȒǷÇɇǼƚX]ǉ�ɑƷǴâ�"��¦˺�.��

M¯ˉʟʗȒ�̴̔
Cɞ�»dğĲɷÇ˵ǷˉʟʗȒ¨¥��̴ɋˆˑ

PBLǷ�ʗƛþ̴b�"Öɑ±�Ĭ˗ˎǷ�̔ˍɶʅƗ̴�ɾƯÇǦÙƯʅ

Ʊ�˒� 

�ɽˏʌ̷ ɑƷǴâɞ�̔ʅƱ�ʗȒ̴ �ɾˆˑï̓ÇǦˆˑŚƀ˱ʣ̴

ǘȄɑƷǴâ�ðɿǷ�̴̔3¿̷;�ɑ±ĎġǷʘŘ�¦˺¿-�.�x

ƝǷħÚ�ÇǦ˶�˱ʣ¶̴˜ď̑ŊÕ˱ʣĎĊ̴�§ʗ¯ɞ
�ǷÜȰ

Ĩ�ʊʛ̴ɋʊʛ̔ȹ©ū�Hȶˑŗí¦˺ŐÎǷKÒ�ʓʗȒÇǦǷŽſ

°�ǉ��ÜȰȈʕ�ɑ±�̴̔�ŅV�̔ʅƱŞƐ�̴ KÒ¿̷¿-ƇƗ

�;ŹŖǷǁˉó�̹¿-ɳǡɑ±˘_ť˅Ƿ�̹̔¿-ŅvXùƔɀ̹ 

��̧ǝ̷ ¦˺�.ɞ�̔ʅƱ�ʗȒ̴ bū§ārɑ±Ƿ�¦˺�.�

Ɩē�ˆˑ PBL̴ʥÇ�ƞʁɑ±¦˺�.Ƿ�̔Ź��̴¿-Ö�̔Ȧȴ

r̴�ˍɋXƄ�̴̔ŶȯǘĊʼ0ǷʅƱŞƴ�Ç�ď̑˱ʣɞ¦˺�.Ǿ

˳ǷŚƀ�;Ɛ̴�§ÜȰʊʛ̴ÖʊʛȱƆʾʤĨǉ;�ǷÇɇĨƆ�Ž

ſŬ̴ÜȰď̑ƍŏŗíŅ4Ƿ�¦˺�.%m�̴ ˆˑʊʛ̴ıVŶ0ʅƱ

ŞƐ� 

ǪşʗȒǷʎʈɞŗĽ̴ǉĲɷÇ˵ɞ̋ǐ^ȰɁǷ�.̴ƥūȓ.ƴ�

ȱ�Ȍtʭƿ̴ ʥĨ�ŗɔɖŅŧŗÇ�ʯǷ�ȓĔȸ�MˮʗȒǷĽʗƛþ̴

©�ŬŹ�+ŗí̴ "��+jǡŗí̴ ¡ƥ�"˧ÚʗȒǷ�ȓĽʗKÒ�

ÜȰʊʛǽ̴̤Șyȳ� ̚�ˈū PBL ʗȒ�ʬǨʼ̠�Ƿ{¡��̴*

È�~ɖ�7ˍíǦ�˰Ƿ�l���³iÇɇlƝ�� 

 

																																																								
5 ʭś2ƿǉŗɔ˝�º×Ƌ˵ƋmʭʉN˯Ȧȴ�̴ ƉʑţŽ̷2018 ô 4 Ÿ 26 ţ̷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E6%95%99%E8%81%B7%E9%A1%9E/StatUniversity
TeacherStudentRatio/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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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ʗȒʐ˥ɞ ̚   

ʗȒʐ˥ū PBLʗȒʎʈǷˤ̤�ŚǙýʡ̴PBLǷʗȒʎʈɊď̑Ȉ

ʕĬơ̙ÇǦǷÇɇȡǮɞĲɖ�Ǫş PBL ǷʗȒ̴·ǉ��̔þ�Ƿ̴

¡ƥʐ˥Ƿ5ŏ̴�"�ÜȰ°��Ī�ÜȰʊʛKÒǷȷ�Řǡ�̴ �ŗí

̑ʐ'ÜȰ°�ǷKÒ̴ɞǱŬʗȒǼƚǷʎÎū���̸°�ǷKÒ̴Ź�

>̅�̔�§ PBLǷʗȒÔm̴��"ŀǨ� PBLŗÇ ̚ɹ̴.ǉŘ̟

ǷŗÇÔŠĈǷʐ'ɞƞʁ�6§ƀƠÔŠǷʗȒ̴˶�{HʎÎ�Çɇʐ

˥¶̴ŗÇ¦˺�ˆ �ˑPBLŗÇ ̚ɹ�2ǡʅÇǦÚşʓˮʗȒŀǨ PBL

ŗÇǷÇɇĚƳ�§˥rʈ˥�̴§ 1̲̋ð
ǂğ̳_ 5̲̋ðǂğ̳XǷ

ʐ˥�ú̴ÇǦ Ƞ�Ř̟�̴ĩÚˈ¯ʗǷ�ʯćǂğ���̔Ŭ̴M;

ʗȒ�ó©=X]ǉǘĊ 4.587�̲�̧ǝ̷ ¦˺�.ɞ�̔ʅƱ�ʗȒ �̳ 4.888

�̲ɽˏʌ̷ɑƷǴâɞ�̔ʅƱ�ʗȒ �̳§ʯr ̚ �̴ɽˏʌ�ʗȒ̴

Ç� A04  ̚�ʗȒÊĿŀČ÷Ǆˍ̴ˆˑɍǎɖʔǷÜʖ̴ɈʾþÿÛÇ

ǦŹʲ̲÷̳ˍJǡʅ�ŞƴʅƱǦƶĪɑ±Ƿ¢²�̸��̧ǝ�ʗȒ̴Ç

� B26  ̚�ɚċ��̧ǝ�Ĉ̴ʥĩ�Ǻɣ·…˶�ƽƓŨǵ¦˺�.Ƿ

ˤɾĖ�¶̴�ɖˆˑɚĩʂˢ̴ɖ�ʃɚèǷƫɄ
ʴɋ|Ë�ɚè̴űɖ

|ă̎Ĩ�̴�	�ˋĄƥǾ�wʘ�Ǿ�5ʰ|P��.ʅƱ˫ȷɼ̄Ƿ�

Ņ̴ĮɖdˊĨhǷ�ɖ��ċ˥rɞʯrʭśǷ[ƦXƄĊȄ̴PBLX]§

MˮʗȒǷÔŠ̴ïȳÇǦ�ÇɇƨȒūʳ˂�̋ðǂğ�Ƿ�9 

ɓ�ȱʛɞýʡ 

�̔Û�þÇɇ̲ PBL ū̳�ȓ"ÇǦǉĎǷÇɇƛþ�ĩ£ PBL§º

ÇŗɔǷÔŠ̴éĝʳĨǎ�ƀŚĬŁʊǷūĩ£�Ĳ×Ƌ˵¿-Ö PBL ɵ

JQĨ�ˉʟŗɔ�ĩ£º×˵ƋŀǨ PBL ŗÇƴ̴éċˉʟʗȒ̴őâɛ

																																																								
6  }ɉɚ Problem-based learning evaluation toolkit, https://www.heacademy.ac.uk/knowledge-
hub/problem-based-learning-pbl 
7 QȴʈȱƆ�ƚǀçǉ 0.806̴ʤǰřǉ 0.650� 
8 QȴʈȱƆ�ƚǀçǉ 0.338̴ʤǰřǉ 1.109� 
9 ˳şŚĬÿ˄�ʗȒ ̚˥rȅȕȱƆ̴�}ɉ¦˺ŗíĬɮ�106ôĲ×Ƌ˵ŗÇdŜ
HÛʈǯ��Žſ°�̲žV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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ˣʢŗɔ�ȌŷȑÇÇȑĪʷ̓«�̔�ƥ¶̴�Źĝ2ĝ·�ŗí×ƔȌɅ

ŀǨ PBL 2ˍɶŗÇʊʛɞȥˍ�*ȷʃŚǙɞ PBL ÔŠĚƳ̴ǥÝŹÖ

PBLǨ§Ĩ�ˉʟŗɔ�Ɛ3�ƀŚǴǟ̴§ʎʈɞˍɶ PBLʗȒŗĽŬ̴

ɨÇɇÚʦǉ�Ĩ��̴ bď̑ǔ]ƵğĨ�ÇɇǷǔĖ̴ŞɖʎʈVůȜ�

�̔~ɖ˓_ŗÇǼƚǷ PBLʗȒ� 

ƀŚĬŁʊǷƐ3̴ ū+şɧƊ��»dğĲɷÇ˵ǘŗɔ˝ɺj��106

ôĲ×Ƌ˵ŗÇdŜHÛʈǯ��ʓʈǯɺjMˮˉʟʗȒŀǨ PBLˍɶŗÇ̴

MˮˉʟʗȒ��̔X]ǉ�ɑƷǴâ�ɞ�¦˺�.�̴ MɊ©"�Ôm�

ǉʗȒʎʈɉ˥̴�ˆˑ PBL Şþ̴ʥÇǦ˧Ú�ɞQYʹŹ˳�Ƿ�̔ˍ

ɶʅȠ�ƍŏMˮʗȒǷÇǦʯ˥r ̴̚ÇǦÚşŘ̟ʗȒ�ŗÇ�ʯūʳ

˂�̋ðǂğ��ŗí¦˺Ǵǟ̴ǪşĨ�ÇǦǷɕŮçǰĖʼº̴ǉ�ɾľ

ŃÇ�ǷÇɇçǰɞȒú̴ď̑·ɞÇǦ�l̴�ˆˑXȰʊʛ̴ʥÇǦĄƥ

Çɇ�§ŗɔ˝ɺjǷʗȒʈǯ̴ʓƋȱ��Ȍŷʭƿ̴ɞ"ʋȼǉʎȘǼ

ǷǷ̋ǐ^ȰɁ�.̴2ʅƱíʭ
ʴǷ�̴̔ˈ�ūŗɔ˝Ĳ×Ƌ˵ŗÇd

ŜHÛʈǯǷ�ºȗȆ� 

̂ǌƀŚéÖPBL§Ĳ×˵ƋĨ�ˉʟʗȒǷÔŠˑȒˍɶƖ˄̴ *PBL

ʗȒ§Ĩ�ŗɔǷÔŠ̴ÞŹʏ·Ć˦ƽ�̴̔3¿̷PBLĨ�ŗɔ �̴�

ʝû�Ī�̃ʝû�ǷÔŠ̴ū�ŷă̎ÇɇĨŖ̹PBLǷÔŠˑȒ̴ɨÇ

�Ąƥ˰ƀʹàÅ§Ũ̘ǷÇɇçǰ̴ŗíū��ˆˑ�ʯ/ǰʯXȰ̴2w

jÇǦÇɇ̹ÔŠĨ� PBL ŗÇ�ŗí̴ū�̈ɾŋŹǔƪǷǔʯ̹ˈ�˞

ūĈɃ=ĊTƺJȅȕǷȣ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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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流程須知

１.主持人致詞，介紹發表人、評論人約 5分鐘。

２.每位論文發表人報告以 20 分鐘為限。工作人員將於 18 分鐘按鈴一短聲，20 分

　  鐘按鈴二短聲表示發表時間結束，如超過時間，每 30 秒按鈴一短聲。

３.待該場次所有論文發表時間結束後才可進行講評，評論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

４.待所有講評結束後，開放現場提問 10 分鐘，每位提問者發言以 2分鐘為限，

　  請主持人負責掌控現場提問之流程。

５.待現場提問結束後，發表人依論文發表順序回應評論人與提問者，每位發表人

　  回應以 3分鐘為限。

論文發表現場提問須知

１.每一場次待所有論文發表及評論後，開放現場提問 10 分鐘。

２.提問時，發言者請先告知姓名及所屬單位 (學校 )，每人提問以一次為限。

３.每位提問者發言以 2分鐘為限，工作人員將於時間到按鈴一短聲，表示提問時

　  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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