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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思想對哲學諮商的啟示
杜嘉玲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 助理教授
chialin@mail.cjcu.edu.tw

摘要
哲學的應用絕大多數是將哲學思考方法實踐於生活當中，當人們對於生活中
的各種問題難以解決的時候，我們會記起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檢視的生活，
是不值得過的。」這句話讓每一個遭遇問題的人知道可以藉由對話釐清自己內心
的困惑。二十世紀末新發展的「哲學諮商」是一種心靈輔導方法，一般將其定位
為「實踐哲學」，以開放性對話為方法、期望最終可以做到人人都是自己的哲學
諮商師，人人都可以擁有一顆實踐幸福快樂生活的心靈。
所以，哲學家並不需要那麼孤單，因為這個世界確實需要哲學家提供對現實
世界的各種「錯誤」的心靈慰藉，哲學家的思想可以引領我們真實地住在現實世
界裡，不再追求那遙不可及的理想價值。尼采稱人們必須摧毀僅是為了遵守宗教
體制為基礎的價值觀，讓每個人重新建立以自身存在作為個人的價值，讓我們每
個人在世俗生活中，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精神依歸、用甚麼來證明自己的生命是
有意義的；尼采並否定宗教性的「奴隸道德」，主張發揮個人的潛能意志，開發
最有價值的自我實現。所以我認為是尼采的思想可以讓人們理解雖然身處於這個
充滿矛盾衝突的世界，依舊可以找到生命的出路，甚至超越自己原有的命運。所
以，這篇論文的目的是希望將尼采對生命的反思融入哲學諮商的實踐裡，讓尼采
的思想也成為可以幫助一般人面對自己的不良情緒。

關鍵字：尼采、權力意志、哲學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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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tzsch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Tu, Chia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ilosophy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Mailing Address) No.1, Changda Rd.,Gueiren District,
Tainan City 71101, Taiwan(R.O.C.)
chialin@mail.cjcu.edu.tw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philosophy is to practic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our daily
life. Socrates said,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for a human being.”It
leads philosophers most likely to clarify all confusion we face through conservations
with others.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is a new assistance based on open conversations.
It expects everyone could be his own counselor and deserves a happy lif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makes us purse the highest truth so that we should break
the chains to come to the true freedom. Therefore, this world needs philosophers to
provide guideline to correct all false thinking which destroy our life. Nietzsche’s
philosophy is to be thought controversial; however, I think his whole life itself
reflected a passionate life style. His strive for healthy self-overcoming has the power
to influence contemporary society.
His thought reminds us to create the meaning of our personal life. Therefore, I
believe that Nietzsche’s philosophy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and t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Keywords: Neitzache, Will to Power,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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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尼采的一生是充滿戰鬥的、充滿批判力的。在那個時代，他獨自地批判基督
宗教的道德思想，所以他要面對的敵人太多了，他自己雖有自信可以摧毀基督宗
教的道德觀，但敵不過人類已經根深蒂固的、對於超現實追尋知識或道德本體的
慾望，就算尼采相信他的思想可以帶領人類被奴役的靈魂，他依舊是孤單的。所
以尼采在撰寫《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時所立的副標題：一本獻給自由靈魂的
書，即顯出他想解構傳統形上學似的價值系統，解放我們受束縛的靈魂。尼采認
為人類的理性虛構出世界的道德、美感和宗教的絕對價值，使得我們理所當然地
將各類型的知識都做了「實體」(真理)和「表象」(經驗知識)的二分法，所以人
類總認為可追尋及跟隨最高(絕對)價值，卻忘了我們最熟悉的感官經驗的知識。
說尼采是現代哲學的怪才一點也不為過，他的權力意志學說被沾上納粹色
彩，他的「上帝已死」被視為離經背道；但他的虛無主義和超人學說在台灣當前
社會裡，似乎可以在人云亦云、缺乏個人價值的教育大環境裡，提供每個生活在
社會的個體一道重新找到自身存在意義的曙光。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期盼能
夠將尼采的虛無主義和超人學說放進哲學諮商裡，更期盼這個以尼采學說為基礎
的哲學諮商可以實踐在台灣當前的教育輔導體制中，給予我們一個機會重新思考
教育的真正目標。
這篇文章我將分為三個部分，我將在第一部分探討尼采的生命哲學向這個世
界抗議著甚麼，他的批判精神帶給人類的心靈或價值系統怎樣的震撼，這樣嘗試
翻轉現有價值體系的震撼是否就是今日人們心靈枷鎖的解藥呢？第二部分將討
論何謂哲學諮商，當我們試圖將哲學思考方法實踐於解決生活中心靈困惑是怎樣
一回事呢？最終我將在第三部分嘗試將尼采的思想融入哲學諮商的實踐裡，試圖
提供今日在龐大壓力的社會裡每一條正在奮力生存的靈魂一處可休憩的小屋。

貳、尼采哲學

尼采以批評西方傳統形上學，以求一個可以超越傳統形上學的新思想系統。
他試著用「所有的存在是權力意志(All being is will to power)」的立場來理解存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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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所以我將以「權力意志」這個概念探討。

1. 權力意志
尼采用「權力意志」否定傳統形上學所造成的上帝價值系統。我在這裡必須
澄清的是我們多把尼采的 will to power 翻譯成「權力意志」，很容易將「權力」
和「政治權力」畫上等號，尼采所說的 power 並不意指著人與人之間的鬥爭與競
爭，而是每個生命不斷求生長、求超越的潛在本性與能力，這個本性原就是我們
人類的意志力量的展現。劉昌元教授(2004，131 頁)提到，
力量意志(即權力意志)不只是對力量的欲求，也是生命的本能。
「對我
來說生命本身就是求生長、求延續、求能量聚集、求力：缺乏力量意
志的地方就有衰退。」(Anticrist 6)可見力量意志是與感覺、情感、思
想可糾纏在一起的一種欲望、本能或驅力(drive)。它不只是一種表現
力量的欲望，也是一種擴大或提升自己的欲望。

劉教授嘗試以心理學的觀點解釋尼采的權力意志，他認為尼采將權力意志視為生
命意義的本身或是生命的本質，因為尼采自己說，
生命作為存在的最著名的形式原本是積蓄力量的意志。所有的生命過
程都以這種意志為出發點；任何事物都不願保持不變，萬物都在追求
積累與增多。
我已將權力意志的假說從生命擴展到整個存在，用以解釋存在的總體
特性。作為一種特殊現象的生命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力量感；從本質
上來說生存就是追求力的增強。(尼采，2000a，246 頁，82)

「權力」是一種可以擴大自己的生存本能，這樣的「權力」產生的意志是人類為
求存在的意志，也就是說「權力意志」是整個人類生命運作的原則，它不只是求
生存的本能而已，更是渴望或慾望的生命驅力，而生命的本質就在於不斷地展現
權力意志，不斷地超越自己及創造自己。換句話說，人們用意志發揮自己的權力
慾望來塑造自己生命的形式。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相信自己作為一個生存體的本
能，所以我們會本能地對外在的人事物做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使得人們會預設
並追求「好」
、
「正確」的價值，把世界現象二分法，
「好」與「壞」
、
「對」與「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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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自己實現正面價值讓自己成為強者，其實，這樣的二分法判斷很常見於日常
生活的爭執，例如行車糾紛，在事故發生後，似乎沒有人願意先承認自己的錯誤，
就算是自己真的違反交通規則造成事故，也容易為自己辯護讓自己不是整個事件
唯一犯錯的人，這類型的舉動原本只是人們動輒強化自己本能的行為，但是因為
預設的「好」、「壞」、「對」、「錯」，使得我們讓這些價值掌控生命的方向，把自
己的靈魂禁錮在這類的價值世界裡。因此，整個世界在我們人類所架構的價值系
統下形成了一個力量鬥爭的世界，人們在這種力量鬥爭的氛圍下逐漸失去自己生
命的真正存在價值，生存變得毫無目的、慾望變得毫無限制，人生只是不斷盲目
展現自己權力以追求那虛幻價值的過程，慾望也是一樣，當我們滿足了一個慾
望，就會有新的慾望產生，我們不得不面對永無止盡的慾望迴圈，也陷入伴隨而
來的空虛折磨，導致我們依賴宗教、依賴社會道德，期望由「上帝」給予生命的
基準與意義，漸漸地我們變成了被支配的人，服從支配我們的「上帝」。以這樣
的關係來說，尼采認為我們變成了弱者，屈服於約定俗成的規條與限制，反而社
會充斥著一股「奴隸意志」，使我們為了壓抑自己的權力意志而趨向身心疲憊的
生活模式。
尼采說生命既然是權力意志的表現，那麼權力意志本身就應該是我們生命意
義的行動來源，意志所關注的所有生理和心理感受才是我們設定價值的根據。他
認為偉大的人之所以受到矚目是因為他不但不壓抑自己作為一個生存體的真實
感受，反而讓這股感受抒發在對自己生命有益的地方，這樣的人才是強者，正是
尼采口中的「超人」(overman)。超人的意志是超越一般頹廢的人的意志，因為
傳統形上學的價值系統束縛人們的思想，使得我們扼殺自己生命可以不斷超越自
己的本能，漠視自己的生存意義，所以尼采希望我們利用自己的意志擺脫舊有、
發揮自己的生命力，以超人為生活的目標。先不論尼采的超人是否可以真實存
在，亦或是尼采的神祕理想境界，尼采嘗試將「超人」塑造成一般人展現生命意
志的目標，目的在於使個人重拾生存的價值及生命的意義。趙衛民教授也提到，
超人是對於虛無主義的征服，也是對頹廢的自我的征服，尤其那精神三變說，更
是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精神思想、征服舊有的頹廢價值，讓自己可以重新面對真
實的自己，獲得自由(趙衛民，2003，169-170 頁)。這讓我們聯想到阿德勒的勇
氣心理學理論，阿德勒讀過尼采，所以他同意權力意志是心理分析的根本，對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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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而言，如果我們都失去了最高的永恆價值，那麼我們唯一可以彌補的方法就是
運用自己的權力意志建立新價值，這樣的方法要求我們必須躬身實踐(威廉‧白
瑞德，2013，232 頁)。所以我個人認為當我們將尼采的權力意志應用在自己日常
生活中心理困惑的諮商方法，似乎可作為如何引導個人突破思想的框架與束縛的
參考。

2. 價值重估
尼采認為當一個人成了某思想的信徒，那就表示那個人不再自己去尋找屬於
自己的真理，他如此寫著：
你說，你相信查拉圖斯特拉？但查拉圖斯特拉又怎樣？你們是我的信
仰者---但所有的信仰者又怎樣？你還沒有找尋你自己：你只找到我。
所有的信仰者是這樣；如是所有的信仰成就渺小。(尼采，1989，第
一部 22:3)

為了點出大多數信仰者的軟弱，尼采提出「最後的人」，這個名詞所代表的
正是在這個表面和諧富裕的社會中實質上沉淪的心靈，所以對我們這群正在追求
不知真理是甚麼的人(無論是信仰或是價值)，我們的社會正是「最後的社會」，
因為生活在這個社會的我們對於並沒有讓自由的權力，我們生活在物質與慾望比
以往更充裕的社會，卻渾然不知我們每一個人生存的價值已經淹沒並消逝在這種
資本主義的社會裡。所以尼采要我們脫離傳統形上學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思想體
系：本質與表象的二分法，他認為這樣的思想控制使得我們習慣於追求一種崇高
的、超越的、普世的價值，容易將我們的靈魂禁錮於盲目遵守空洞的形式教條的
行為習慣，卻忽略了自由精神的真義。孫雲平教授在其文章討論尼采解構傳統形
上學的意涵時提到：
驗之於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傳統，尼采此一對形上學特徵的判斷可說
是十分精準的。正如眾所周知，柏拉圖哲學即是一個「二分」的理論。
亦即在宇宙中作出兩個不同世界的劃分：一個是所謂「感官經驗」的
世界，即看得見、摸得著，可用感覺器官認識的世界；另一個則是看
不見、摸不著、無法以感官來知覺，所謂「理型」的世界。(孫雲平，
2011，74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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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傳統形上學將人類對於事物的判斷方式分為「感官經驗」和「理性推
論」
，
「理性推論」幫助我們得到感官經驗無法提供的知識判準。如「殺人是一件
錯誤的行為」這個判斷便預設了「錯誤行為」的標準或定義(或稱為本質)，有了
這個標準的本質定義後，我們再用人類的感官經驗以類比的方式去「感覺」何謂
錯誤的行為，發現其中包含不舒服、不愉快等負面感受，當我們獲得到殺人這個
行為帶給我們的不舒服、不愉快的感覺，我們因而判斷殺人是個錯誤行為。孫雲
平(2011，74 頁)指出，這樣的思維方式是以「看不到的世界」(如柏拉圖的理型
世界)來解釋「看的見的世界」，如同形式/質料的區分。所以尼采指出我們需要
解構傳統形上學的二元區分，更希望藉著解構二元區分來否定伴隨傳統形上學的
價值觀，所以這帶來了尼采「價值重估」的觀念。
尼采的「價值重估」思想與他提出「上帝已死」有關。基督宗教思想承繼了
傳統形上學的二分法，以「上帝」來取代看不見的理型世界的價值整體，人們更
將上帝視為所有問題的解答，否定了現實日常世界的真正意義，容易導致我們將
希望寄託在來世。
宗教歪曲了對生活的認識，科學、哲學永遠只是宗教的僕從…
我們信不信上帝、基督和亞當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下述認識
上達成了一致：生活只是一種假象，它毫無真實性與實在性。(尼采，
2000a，91 頁，264)
耶穌建設了一種真實的生活、一種追求真理的生活以對抗日常生活。
(尼采，2000a，97 頁，279)

尼采認為這種將價值希望寄託在來世的態度是一種逃避的心態所致，因此宗教成
了權力意志薄弱的人的避難所，由宗教的信仰所產生的道德也成了弱者的護身
符，因此宗教的道德價值會導致人們不願面對我們正生活著的真實世界，會使得
我們沒有創造生命意義的慾望，也不願意展現內心可能實現的夢想與願望的行動
力，因此，人們越來越習慣這種「奴隸」性格。這種無法正視遇到的生活困境找
到生命的解答對尼采而言反而是一種罪行，是人們最大的危險。所以尼采主張我
們應該摒棄心中的長久以來建立的假理想價值，既然「上帝」是西方文化價值的
基礎，人們對於不知回答的生活難題時(例如同性婚姻是否該合法化)，大多把「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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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搬出來當作道德理性的準則，把一切的理由都推給上帝。在尼采的眼哩，上
帝的存在反而阻礙人類創造自己存在的機會，人們把肯定自己的機會給了上帝，
讓那些鼓勵創造自己生命內容的高尚理論都成了虛偽的，由於當時(19 世紀末)
的人絕多數都是信奉基督宗教，所以尼采故意藉著查拉圖斯特拉這個瘋子的口中
說出「上帝已死」這句狂妄的言語來強調這種不為當時一般人所接受的強烈思
想，他同時也想強調上帝的意義是被人類的懦弱消滅的，意味著是我們人類把每
件事都推給上帝的安排與控制，自己有藉口不須尋找自己的價值，把所有的困惑
都丟給上帝，自己並沒有面對難題、解決難題的勇氣，尼采向世界「上帝已死」
的意義是他想徹底重新評估所有的價值，因為人們受宗教道德觀念的影響，只重
視抽象的道德觀念，忘記具體的生命保存，使得人們的存在價值漸漸走向虛無。
也就是說他想建立一套不同於舊有宗教信仰的新價值，只有當我們可以徹底摧毀
傳統形上學帶來的基礎，只有當我們失去最高的希望之後，才可以賦予人類回歸
現實世界的、屬於我們自己的意義。

叁、哲學作為一門實踐---諮商

「哲學」這個字的英文是 philosophy，由希臘文的 philia(愛)和 sophia(智慧)
所組成，哲學即為「愛智之學」。許多人都誤解「智慧」就是所謂的知識，但是
從西元前五世紀的蘇格拉底不盲目服從當時的知識權威，開始勇於思考並提出合
理的質疑開始，「智慧」的定義範圍就遠大於傳統的教育知識，甚至哲學家們開
始懷疑，傳統教育所教授的知識真是真理嗎？若我們把「哲學」當作是一連串求
知動作的呈現，在提問與求得答案之間獲得其實踐的價值，我們也從中看到質疑
與解答過程的價值往往大於最後獲得的答案本身的價值，所以哲學真正美妙之處
在 於 它 在 我 們 日 常 生 活 中 各 個 面 向 的 實 踐 過 程 ， 哲 學 諮 商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是其中一個實踐進路。
「諮商」作為一個動詞，指的是某個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幫助他人解決日
常生活中的個人問題，使當事人學習思考如何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這一類型的
行為與蘇格拉底當時所進行的哲學對話---與他人進行哲學思想的交談相吻合。部
分哲學家也未必將哲學視為只是討論或教授抽象、艱澀的學術理論，他們多認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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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是一門實踐的學科，例如法國史學家哈多德(Pierre Hadot)將其著作命名為：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哲學，就可以顯示他認為哲學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帶給個人在
做人做事的行為上產生某種深刻的轉變、一種關乎我們世界觀的轉變…以及一種
關乎我們性格上的質變(彼得‧拉比，2010，24 頁)。這些哲學家們認為哲學思考
與我們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因為我們可透過理性思考，了解自己內心真正的難
處及需求，進而思考最適合自己的選擇與價值，唯有透過這樣的理性活動，人們
才會得到屬於自己有意義的生存價值。二十世界末的「哲學諮商」之所以崛起是
因為心理諮商界的部分批判，馬瑞諾夫(Lou Marinoff)曾指出社會科學家常常仰
賴統計數字，卻忽略了統計數字雖然可以提供團體的許多類似狀況，卻無法明確
指出有關於每個人的心理問題的獨特性，所以無法判別個別差異(馬瑞諾夫，
2001，33 頁)。因此，將哲學思考作為一種心理諮商的另一條途徑，反而更能提
供個案檢視自我與生活的機會。
從 1960 年開始，當學者嘗試將哲學式的提問與解答過程放進心理治療裡，
他們也嘗試著定義出一套適用於心理治療的哲學諮商方法，然而，哲學的多元學
派與理論讓哲學諮商師只發展自己選定的、特定的思考取向，在哲學諮商的文獻
也可看出哲學諮商的多元性與個別的自主性。將「諮商」與「哲學」連結起來的
方式使得很多人誤解為這是一種新開發的治療方法，但是哲學家並不把哲學諮商
的對象限定在醫病關係，因為哲學所指涉的助人或治療的意涵，與諮商輔導所意
指的助人意涵，甚至與醫學上所意指的治療意涵，都不一樣。心理治療從事的是
疾病的診斷與治療，而哲學諮商的對象是我們的思維、意義與價值(尤淑如，
2010，90 頁)，所以，哲學諮商也就是哲學思考活動，著重的是以人的理智與自
主性的思考能力，引發個人對於自己生活的真切關懷，哲學諮商並沒有一套固定
的研究方法讓哲學諮商師在訪談的過程當中可以遵循。
部分心理治療的學派受到不同的哲學思想影響，採納部分哲學觀念在其治療
理論裡，例如羅洛‧梅(Rollo May)和歐文‧亞隆(Irvin Yalom)嘗試將存在主義的
重要哲學觀念(如自由、死亡等)融入心理治療裡，只是心理學始終只是採納關於
人性的事實而作常識性的引用罷了，所以心理諮商師的專業訓練著重於醫治精神
問題，但是對於如何引起這類精神問題的哲學性問題，心理諮商師卻不一定可以
妥善處理。例如：邏輯基礎療法(Logic-Based Therapy)認為，人類的錯誤情緒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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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不合理的推論，只要哲學諮商師引導個案釐清自己在思想推論上的錯誤，便
可以解決情緒問題，比如一個人動不動就生氣，他自己也對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感到困擾，如果有一個受過理性思考訓練的人仔細與他討論自己在面對外在人事
物價值的合理性，可以幫助他發現自己有不合理的預設立場，這便是哲學諮商的
範圍。
將哲學依此道實踐，可以把哲學諮商作為心理諮商或治療以外的另一個提供
得以檢視自我價值、生活意義的途徑，使我們回到如孩童般對自己生命的好奇。
然而，當代哲學諮商創立者阿亨巴赫(Gerd B. Achenbach)認為如果學者將哲學的
實踐放在探討哲學諮商的方法論是不恰當的，因為哲學諮商是「開放的、超越方
法的」的實踐，允許哲學諮商師可以從不同的觀點思考那些他想討論的議題或疑
問，方法只是用來敘述專業人員使用的不同技巧或過程，並沒有一本操作手冊或
一個標準的預設人性供哲學諮商師作參考(彼得‧拉比，2010，70 頁)。儘管如此，
哲學諮商仍有幾個重點的要素作為對話過程的參考。

1. 對話
在各式各樣的哲學諮商技巧中，可見到同一種畫面，就是哲學諮商師與個案
的對話，哲學諮商並不是醫病關係，所以不該被視為由諮商師診斷個案屬於哪一
個已預設好的症狀，再用單一標準化的程序進行治療。麥克寇(Catherine McCall)
主張，預設標準的人性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假設有標準的方法可以治療悲傷，
那就如同醫病關係那樣，因此，我們應該可以預設治療後的成果，意即人們的各
種情緒問題可以依照預設好的程序治癒(彼得‧拉比，2010，71 頁)。既然哲學諮
商的目的不在於治療疾病，而是協助個案了解自己的生活困擾的來源並可自主性
的尋求解決方法，對話關係的建立便是諮商師可以協助個案辨識問題來源、重新
反省個人價值觀念系統與思維方式的途徑。

2. 開放立場
彼得‧拉比認為哲學諮商的對話應該是真誠的、開放的，而且是非對立的
(2010，75 頁)。哲學諮商師本身需有可與個案進行交流、且具同理心的開放立場，
因為對話的功能在於「協助」個案辨識問題的來源和反省自己思考上的糾結，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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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個案以不同的觀點來重新思考自身的問題，所以必須讓個案呈現自己對於世
界的看法與信念，諮商師不宜在過程中糾正個案的思想立場，而是設法讓雙方建
立「對話夥伴」的氛圍，在這種氛圍的對話過程中，沒有一方應該被矮化，諮商
師與個案的關係是平等，才能夠讓彼此互為了解對方的想法。阿亨巴赫也認為哲
學諮商師並沒有權力去設定如何解決個案問題的答案，而是應該將哲學思考的精
神融入對話當中，帶領個案進入哲學對話的氛圍裡：
對所有聲稱是對的、清楚無誤的、有結論的、不容置疑的事情，換言
之，也就是所有號稱是「正確的」，並想藉此來制止所有進一步質疑
的事情，都應該保持一種哲學的懷疑。只有透過這種懷疑，我們才有
可能對所有之前被視為「不正確」而受到否定、處置、草草了結的事
情重新產生興趣。(彼得‧拉比，2010，80 頁)

3. 個案的自主性
若哲學諮商師同意開放式的對話諮商過程是引領個案自主性的思考，則諮商
師就不應當強迫個案接受所謂的「正確的觀點」，諮商師必須以同理心去傾聽與
了解，因為每個人對於生活事件的述說與解釋呈現出一個人生活的習性和情緒感
覺，所以，哲學諮商師很可能詢問個案：「你認為這個行為(或結果)對你而言具
有哪些意義或價值？」或是「你評估自己目前的狀況是否需要改善？」這些問句
的目的就是為了使諮商師了解個案的思考裡矛盾、錯誤假設或是情感糾結的來
源。因為，在進行諮商之前，個案多認為自己的信念或觀點是正確的，若是不尊
重個案本身的基礎信念，只是一昧地指出個案不正確的觀念，這樣並無法建立對
彼此的信任，也無法真誠的對話。

肆、尼采哲學對於哲學諮商的啟示

尼采認為以基督教會所造成的「上帝」是一個憐憫的宗教形象，這樣子的價
值會使得人類習於將宗教視為護身符因而委靡不振，所以他在宣告「上帝已死」
後即介紹給世人「超人」，希望每個人可以正視當下的生命，而不是依靠某個虛
幻的形象。以這層積極、正面的意義，我認為尼采以「時時超越自己，重建自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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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價值」的思想中心可與哲學諮商結合，讓每個人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他將
這樣的生命哲學思想放進他的著作內，透過這些著作，我們可以擷取尼采對於每
個人省思自己生命經驗的核心概念。許多人常對日常生活的困惑不知所措，而尼
采則要我們在這個充滿矛盾衝突的社會中肯定自己，所以我認為他的思想應該對
於哲學諮商的方法論會有某部分啟示。

1. 摧毀與創造
傳統形上學讓我們習慣把自己放在認知者的立場來談論這個世界有甚麼或
是發生了甚麼，這種主客二分法的認知方式讓認知者把自己排除在認知範圍之
外；但是尼采認為人們實際上是活在自己正在認知的這個世界裡的，我們是這個
生活整體的一份子，是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我們應該如何參與在這個生活整
體？依照傳統形上學的看法，若我們認為「生活」是認知的對象，那麼很容易落
入預設某一個標準的、客觀的生活標準，生命的過程是在追尋它；尼采反而認為
我們生活的目標並不是找到一條準則，這樣的尋求方式反而將我們每個個體被標
準化及統一化，使得我們每個人的存在價值並無異同。生活中的激情在於我們可
以更自主、更自由地發展，並且朝著對自己的人生所謂更好的方向前進，這就是
蘇格拉底展現給我們生活中該有的哲學智慧。在這個章節，我將嘗試把尼采的重
要哲學思想融入哲學諮商的方法裡，以期符應哲學諮商想要回歸人們對生命的態
度的目標。
我們習慣將尼采劃入存在主義者之列，但「存在」(being)對早期哲學家而言
指的是「本質」或「實體」；對後期發展的哲學家(如尼采)來說，「存在」指的是
「主體性」
；若將這個抽象詞彙轉為日常生活用語，
「存在」指的是「體驗生命的
主體」。也就是說，哲學活動對於真理的追求從客體事物逐漸轉為主體的認知活
動，這樣的發展也符合哲學由理論學術研究的發展轉為哲學的實踐與應用。當每
個人尋找自我，問了這樣的問題：「我是誰？」或是「我的存在是甚麼？」當中
的涵義其實就是，我正活著而且我想了解自己的生活內容是甚麼。「我正活著而
且我想了解自己的生活內容是甚麼」就是指在我生命的過程中，我經驗到的、體
會到的並且思考到的精神層次的內容。若以這樣的方向來看，哲學在繞了一大圈
之後又回到了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我們的思想獲得自由，不再追求遙不可及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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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而是自己的生命經驗。
尼采以人類本性來反對傳統形上學，他認為生命是權力意志的展現，所以生
命的存在價值是奠基在每一個人的行為活動當中。若將尼采主張這樣的生命展現
活動放進哲學諮商的對話當中，哲學諮商師與個案之間的關係視為同等的、獨特
的兩個存在主體，而不是像心理治療的醫病關係。兩個平等主體在交談的過程中
分享彼此對於生命展現的對話，是了解自已的世界觀更是了解對方的世界觀的機
會，哲學諮商師透過這樣的交流引導個案看到自己所經歷過的，也透過這樣的對
話比較自己與他人生命的差異。因為而且每個人都不可能在一開始就明白自己要
走的道路，大家幾乎都是透過錯誤與摸索漸漸地找到自己，卻也因為許多外在的
阻力使得我們迷失和否定自己，但是尼采認為這樣的迷失與否定就好像是命運註
定地一樣，是企圖讓我們展現自我拯救的能力的契機，因為他相信每個人內心的
那個真實自我會協助自己擺脫那些阻力，使得人生的道路反而更明顯地出現在自
己面前。
一個典型病態的人是沒有辦法康復的，更談不上自我康復了；反之，
對於一個典型的健康的人來說，病患甚至可以成為生命的特效興奮
劑，成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實際上這就是今天浮現在我眼前的
漫長的病患歲月。我好像重新發現了生命，也發現了自我。(尼采，
2000b，8 頁)

很多時候一個人會被一些問題困擾，並不是那個人本身有問題或是有「病」
，
只是他遇到的問題可能涉及價值、道德、意義或是世界觀等的困惑，我們常可以
在電視畫面上看到殺害自己親愛的人的兇手對於感情變調的反應是：他(她)怎麼
可以跟我分手？當一個人會說出這一類型問題正是突顯了他本身已經預設的感
情觀念：一段感情一定會白頭到老，感情問題一定是可以解決的，所以不應該分
手。我曾經處理過幾個校園感情事件，來跟我談論感情問題的同學很一致地預設
感情必定要越談越順利，所以當他們遇到另一半提出分手時，便無法控制自己的
不理性。遇到這類型的個案，我會開始跟個案對話來協助他(她)尋找產生這種觀
念的原因，再引導個案自我反省這個觀念的基礎是否真正穩固，許多人的困惑癥
結就在於太執著某些觀念，所以缺乏自我反省與自我了解，以至於看不見解決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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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的出路。因此哲學諮商師會引導個案挑戰自己固有的觀念，類似尼采主張的摧
毀我們自身視為理所當然的、未曾挑戰的傳統形上學思想。任何一個具備理性思
考、有能力處理問題的人或多或少都會發生上述的困惑，哲學諮商師只是透過對
話提供個案思考的工具，協助個案可以像尼采一樣可以對於自己人生所遇到的困
惑有所分析，讓自己一步步去解決，實踐尼采所主張的每個人都有自我康復的能
力。
另外，尼采也認為縱使我們的生命過程都存在著錯誤和迷失的受苦過程，這
些受苦是有意義的，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無意義的受苦。苦難本身並不是無意義
的，對生命沒有幫助的是我們承受了這些苦難卻不自知，反而加以解釋成令自己
滿意的錯誤信念，如此下去，人類無法自救，尼采撰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即是欲彰顯以人類的再生和復活為主要精神，當查拉圖斯特拉宣布要離開山間獨
居回到人群「重新做人」
，就顯示了人類無法忽視自己的本性與他物之間的關聯，
從與他人的對話過程獲得更多的自我剖析，他發現人們習慣地選擇相信一個超越
的、完美的道德法則(上帝)，利用這個道德法則解釋我們現世的受苦，但是當人
們理性反省能力逐漸提高、不再接受這個想法的時候，人類又會創造出其他取代
法則，週而復始地認為每一個道德法則是更接近上帝的形象，在上帝的形象下，
人們永遠不會發現自己，更不會發覺自己有能力解救自己，人們只是單純地利用
上帝合理化自己的受苦，人類受苦的目的永遠都得不到解釋，「上帝已死」是查
拉圖斯特拉在流浪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洞察，如果沒有了上帝，人們才會回過頭設
法重新發現自己。尼采的虛無主義告訴我們，人類這些長期以來的習慣已經失去
了人類對於上帝的價值系統的可信性，因為這些價值背後並沒有實質的目的，我
們只是一再地掩飾或是被動地命令自己服從，生活變成了假象，每個人不是為了
自己而存在，導致我們的軟弱性情，無法尋回自己生命的真實性。
尼采也透過小孩子的口說出了我是肉體和靈魂，目的是為了肯定自由的精
神，他認為那股真正的自由必須在自己的意志裡，就如同在諮商過程中，必須由
個案去檢視自己的困惑，只有在克服舊有的價值觀念，才可重新獲得掌握自己生
命的主動權，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在尼采的「精神三變」思想裡，尼采為何強調
要從獅子變成嬰孩？是因為要創造新的價值。嬰孩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對所有
人事物感到好奇，擁有創造、不受侷限的潛能。所以為了顛覆傳統價值，我們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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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作破壞者和創造者，破壞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找到出路的舊思想，創造體驗生命
的真意。所以，「嬰孩是天真的、善忘的、一個新的開始、一個遊戲、一個自我
推動的輪、一個初動、一個神聖的「是」」(尼采，1989，25 頁)。哲學諮商的目
地如同這樣的精神變化，如果個案可以發現自己的思想受到奴役，可以自由地決
定尊重自己的主體性與主動性所帶來的新價值，那麼，如何讓自己超越苦難、變
得更完整就是自我存在的象徵了。

2. 擁抱痛苦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這本著作中非常肯定希臘人的藝術成就，因為希臘人
的藝術成就來自於他們內心深深的痛苦，他認為酒神戴奧尼索斯更是痛苦的代言
人。
實際上這位英雄就是秘儀所崇奉的受苦的酒神，就是那位親自經歷個
體化痛苦的神。一個神奇的神話描述了他怎樣在幼年被泰坦眾神肢
解，在這種情形下又怎樣做為查格留斯備受尊崇。它暗示，這種肢解，
本來意義上的酒神的受苦，即是轉化為空氣、水、土地和火。因此，
我們必須把個體化狀態看作一切痛苦的根源和始因，看做本應鄙棄的
事情。(尼采，2000c，60 頁)

人們為了生存在社會上，多選擇隱忍壓力努力地生活著，如果生活上真產生
了甚麼困惑，很少人會像尼采一樣的對人生作整體的反思，寧可到宗教那裡獲得
一些安慰或是期盼宗教代為解答，但是對於這些解答是否真有效果，多半也不會
再追問了。所以尼采認為，人們往往忽視自己擁有反省或檢討生命的能力，反而
將教規或信念當作安身立命的依據，對於這樣的人，尼采認為他只是不斷地受苦
在自己貧乏的生命裡。痛苦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情緒(或現象)，卻也是我們不斷
想避免的，叔本華說痛苦是人的本質，我解讀叔本華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我們人
生離不開痛苦。人們活著之所以會痛苦是因為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欲望，欲望無法
被滿足，就會產生痛苦，但是若滿足了某一個欲望，另一個欲望又會很快地產生，
就好比好不容易才拿到 2015 年的 NBA 總冠軍，也意味著下一年的賽季即將開
始。對尼采而言，雖然我們的人生注定是擁有痛苦的，但是對於造就我們存在價
值的痛苦卻是有意義的，反而是那些無意義的痛苦才令我們無法接受，因為無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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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痛苦不是因為痛苦本身是無意義的，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是甚麼目的但是我
們仍舊必須承受痛苦，這就是為什麼宗教思想自由流竄在人類社會裡的原因。
尼采接受叔本華對於我們痛苦人生的描述，但是他並不接受叔本華的悲觀主
義結論，尼采的酒神似的悲觀主義仍舊肯定人生，為自己的人生提出辯護，就好
比希臘人早就知道人生的痛苦，但是他們卻併發出另一種創造藝術的力量，利用
神話、雕刻、史詩或悲劇轉化自己生命的無奈，使我們生命發光的力量藉由藝術
傳承下去。尼采用這個例子來說明人們將痛苦轉換成創作的力量來帶出美感的權
力意志，藝術創作所展現的正是人類的本性、不願意輸給社會束縛的直覺。趙衛
民解釋人們之所以受苦，是因為我們認為這種本性或直覺是邪惡的，所以我們會
拒絕展現本性，相對地也拒絕可轉變生命驅動力的巨大動能，使得我們漸漸趨向
宿命論，認為我們生活上的痛苦是一種「罪孽」(趙衛民，2003，81 頁)。
尼采的藝術救贖論並不需要假定一個超越的上帝或是道德價值理論，而是重
視支配人性的力量，因為自然世界本身即無預設道德的目的，人們的生老病死只
是自然世界中無需特別被強調的現象，力量的興衰也就像海浪似的上下起伏，所
以不需要逃避生命裡的痛苦，因為那只不過是與自然世界相呼應的意識境界而已
(劉昌元，2004，159 頁)。尼采自己也用他的人生去實踐這種擁抱痛苦的精神，
他的身體一向欠佳，病痛總是纏繞著他，在愛情生活中也對深愛的莎樂美(Lou
Salomé)求婚兩次均告失敗，但是在他的生命過程中，卻創作了影響後世深遠的
作品，這當中需要的是非凡的毅力，他將痛苦視為生命的一部分，是可以成就自
我、超越自我的工具，而不是將痛苦將做是自己生命的阻礙。
將存在主義觀點融入心理治療的大師歐文‧亞隆(Irvin Yalom)說到，存在心
理治療是一種動力取向的治療，個案會陷入焦慮甚至絕望是因為面對嚴酷且實際
存在的事實卻不知如何解決的結果，以至於他們在情緒、思想和行為上出現矛盾
衝突，所以哲學諮商的焦點便是放在協助個案尋找這些動力的源頭。跟尼采的思
想類似，亞隆也認為人們具有自我實現的能力，只是我們常被生活中的障礙所阻
擋了，哲學諮商師的任務就是協助個案可以自己移除阻擋在自己生命前頭的障
礙，那麼自我實現的動力也就自發地顯現出來(歐文‧亞隆，2002，44-45 頁)，
就好比在創造藝術作品時，我們常把日常生活中無法張揚的想法用另一種方式呈
現出來，在那作品中，看到了自己心中真實的存在，諷刺的是我們竟然無法在生
16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 頁 1-20

杜嘉玲 尼采思想對哲學諮商的啟示

命中展現這麼真實的自己，整個生命難道不應該是自己美學的現象表現嗎？我們
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延續，不應該是被動地接受社會給予的各種安排，相反地，我
們必須轉化被動為主動，讓生活的一點一滴變成撰寫自己生命的內容，那麼所謂
的痛苦也就不再是痛苦，而是對生命所建構的價值、信念，甚至是摧毀後的自由，
都是對自己的肯定，這種肯定更可以在尼采的 Amor Fati(熱愛自己的命運)思想中
彰顯無疑。

3. Amor Fati 熱愛自己的命運
我們是否曾經好好地安靜下來，去思考自己所擁有的，以及去感受這個世界
呢？我們是否曾經好好地思考這世界與自己價值系統上的差距呢？我們是否曾
經好好地思考過這種差距是否真會帶給我們所謂的失敗人生呢？為什麼尼采說
要熱愛自己的命運？Amor Fati 這個字有兩個很重要的觀念，第一個觀念是
「愛」
，
「愛」是個動詞，有被愛的對象，就是自己，但是尼采並不是要跟我們說
人人都得自戀，自戀的人將自己視為一個高於其它個體的主體，所以在自戀的人
的世界裡沒有他人，只有自己。尼采所說的愛的對象，是指每個人將自己視為一
個獨立的、而且與他人平等的個體，並且把愛作為獨特的自己的要件，因為我們
懂得擁抱自己。第二個觀念是「命運」，命運是自己存在的歷史見證，並沒有統
一性，所以也沒有標準的或是成功的命運，我們每個人生長在不同的家庭背景，
接受不同的教育，結交不同的朋友，所以每個人在歷史的河流中是獨特的存在，
所以尼采問，我們為何甘願成為標準的機器人呢？這個答案似乎源自於我們內心
的恐懼：害怕失敗、害怕被孤立、害怕自己與他人不同，所以在生活經驗中我們
常常會後悔自己為何當初怎麼沒有做正確的選擇，我們習慣並追求拒絕失敗、避
免後悔的生活。
人們拒絕失敗、避免後悔的習慣回歸到我們想要過好的生活的思考下，那麼
這樣我們必須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我相信尼采會問，甚麼是好的生活？我們要如
何知道自己是真正地活在好的生活中？所以我們一起思考，究竟我們後悔甚麼？
後悔是一種心理感受，往往伴隨著負面的情緒，如焦慮或沮喪等等，讓我們感受
到後悔的心理經驗對象通常是不被我們接受的。但是，若我們的人生一直在避免
這些不被自己接受的事件，到最後剩下的就是少之又少的人生內容，人生為何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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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義？那是因為我們不讓許多可點綴生命的大小事件進入自己的生命，所以
尼采說，熱愛自己的命運，這是一種接受完整的自己的態度。舉個例子來說，當
一個人聽到自己罹患最後一期的癌症，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我還有很多事要
做！為什麼之前都沒去做？為什麼要等那麼久呢？為何總是在被診斷出末期疾
病後才認真去看自己的人生完成了多少，我們註定會死亡的，後悔的原因就是因
為我們不曾準備死亡的來臨，我們總是覺得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成就更完美的自
己。為何要熱愛自己的命運？因為我們體認到無法控制某些事情，我們唯有接納
它，就好像沒有任何一本教科書可以正確地告訴我們過去歷史究竟真正發生甚麼
事，那麼我們為何不接納自己永遠無法正確知道過去歷史事件的真相？重點是，
我是否試著閱讀不同書籍去了解，然後創造自己對於歷史事件的看法？
尼采認為我們並不需要製造自己生命的混亂，因為就算我們盡可能地做到最
好，往往還是不夠，永遠都會後悔自己少做了什麼。什麼是好的生活？說白了只
是一個不斷實踐自己存在價值的旅途，任何阻礙我們實踐自己的念頭都來自於自
己的內心，怎樣才能不後悔？就是，我們是否可以隨時地跟自己說：不管是成功
或是失敗，我已經做到我想要做的了！這對許多在哲學諮商的對話過程中找不到
自己生命意義的個案而言，更可以發覺自己是有意識地活著，利用各式各樣的經
驗撞擊出自己獨特的存在，那是自己的命運，他人無法取代的，就如同我們無法
取代他人的命運一樣。

伍、結論

生命是一個現象，無法與世界脫離，但是我們往往將眼光只放在自己，而不
是依存的關係，或許是這種自我、獨我的態度，無法忍受破爛不堪的世界使得我
們的精神狀態受到了挫折。尼采在《看哪這人》的副標題曾表達過一種的想法：
一個人如何變成他就是的那種人(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換言之，我們
可否將自己變成一個不需與他人比較的自己，正是創造自己的生命。心理治療認
為正向思考可以幫助人們面對憂鬱、沮喪或其他負面意念，哲學諮商便是利用哲
學思考的智慧協助個案反省自己的價值觀，因為很多生活上的困惑其實是來自於
自己內心的想法，我們需要哲學專業的協助來敞開自己的心給這個世界，也接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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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中獨特的自己，讓自己去意識到在龐大科技文明的背後，那個擁有自由
精神、展現權力意志的自己。若我們如此思考哲學為一門尋求生活智慧的科學，
將尼采的思想融合哲學諮商裡，我們會看到哲學的真正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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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探討大學生專業英語學習成效
－以觀光管理學系學生為例

吳守從1 李苾文2 陳姵純3 黃馨4

摘 要
國際競爭越來越快速且激烈，為了讓學生具有更多的能力去適應未來社會，外語能
力的培養已經成為現階段的趨勢。不過，學校是否有能力強化教師教學、課程設計並與
學生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是其提升外語學習成效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因素。爰此，本研
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專業英語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成效之相關性，同時分析不同背
景變項對學習成效、教師教學與課程設計之差異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大學生對學習成效、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重要度與滿意度看法。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學
習成效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但對教師教學與課程設計則有部分呈現顯著差異；此外，學
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三者彼此間具有顯著相關性，而大學生於這三個構面也表
達其對重要度與滿意度的不同看法。希望透過本研究結果所提供之建議，可以作為加強
大學生專業英語教育之參考。
關鍵字：專業英語、學習成效、課程設計、教師教學、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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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ESP Learning Effects by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 A Case Study of th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hou-Tsung Wu5 Bi-Wen Lee6 Pei-Chun Chen7 Xin Huang8

Abstract
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ecomes more rapid and intense, all types of work seem
likely to require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develop more abilities of
students’ future survival and work skills, studying foreign language becomes the trend of
today. Whether it is able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curriculum design, and build up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students are the critical elements in enhancing the ESP learning
effect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chool. The study therefore investigated the correlation
among learning effects,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and the influence on variety of students’
background, and also future discussion the students’ importance-performance perspective on
ESP course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personal background has no influence on
undergraduates’ ESP learning outcome, but par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The results also point out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learning
effects,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Besides, the students also indicated the varieties of the
perspectives by IPA. Through the result, the author hopes this analysis can provide institutions,
schools, English teachers and parents with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undergraduates’ ESP
education.
Keywords: ESP, Learning effects,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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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目前「英語」已儼然成為全球通用的語言(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EGL) (Crystal, 2003)，甚至被許多非英語系國家視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ESL) (李敏智、施浚龍、阮鵬宇，2015)；因此，現階段「英語」已經變成國際
職場上重要的溝通工具，而「全面提升大學英語教學研究品質與國際競爭力」亦成為臺
灣英語文教育的重要目標(謝英俊、李苾文、吳守從，2015)。不過，雖然培育英語文人
才是各界的共識，然而實際執行的成效卻似乎不如預期－例如，張玉櫻(2011)曾在研究
中指出，國內部分民間企業及政府部門的主管認為，其員工或部屬所接受的英語課程，
多停留在一般英語(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EGP)的聽、說、讀、寫技能，無法針對
職場需求發揮功能；而除了民間企業與政府部門之外，許多大學的通識英語教學，也讓
學生覺得過度強調EGP，但卻無法滿足其語言學習與職場工作所需(Chang, 2010)。
有鑑於此，近年來臺灣許多大學開始增設結合語言能力與專業知能的專業英語文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課程，並採用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 instruction, TBI)
(Nunan, 2004; Seyyedi & Ismail, 2012)，其目的即在因應產業需求調整英語文教學方向(陳
超明，2008)。不過，誠如黃鴻文、湯仁燕(2005)的研究所言，學生是具有相當自主性的
主體，其在面對學校課程時，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透過主動的詮釋，確認學校課程的
價值，並將其分類、定義，繼而採取特定的學習行動；因此，能夠改善教育品質，提升
學習成效，才是學校所應積極重視的，也是留住學生的根本之道(巫銘昌，1999)。
爰此，目前臺灣各大學院校在英語文教學方面，皆努力在軟硬體設備、師資陣容或
課程設計上投入大量資源，而其目的就是為了提升學生的英語文能力，使其在踏入社會
之初就能夠擁有強大的競爭力。不過，儘管各校努力推動英語文教育，然而實際影響學
習成效的因素甚多－即使學生置身在軟硬體設施皆完備的相同學習圈，其學習意願及學
習成效仍有所差別，故究竟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原因為何？是一項值得深究的課題。綜
上所述，本研究旨在透過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探究並完成以下諸項課題：
一、探討大學生專業英語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之關係。
二、探討大學生專業英語學習成效與課程設計之關係。
三、探討大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對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差異性。
四、探討學習成效、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其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關係。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作為專業英語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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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專業英語文的義涵
專業英語(ESP)的概念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60年代，是隨著全球政治、經濟
與科技發展而興起的產物(Hutchinson & Waters, 1987)。基本上，ESP是為學習者的特殊
需求所設計的，其目的在增進學習者的英語文表達溝通能力，因此強調以語言學習者為
中心導向；此外，ESP是特定目的之語言學習，因此和特殊訓練、職業目的或學科領域
有所關聯，並以有效訓練文法、詞句、語義，同時恰當地分析對話，以便在特定狀況下
使用為目標(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
Hutchinson & Waters (1987)認為，ESP是一種教學觀(Approach)，而不是一項教學結
果，因此教師應採用能夠達到語言學習需求的教材內容及教學方法(Master & Brinton,
1998)。就課程設計而言，ESP教學應涵蓋以下四個特質：(一)、課程設計須符合學習者
的特別需求；(二)、課程必須與某些特定的學科、職業或活動有關；(三)、學習重點應
放在文法、單字、文體、語意等方面，並與該學科領域、職業活動相配合；(四)、須與
EGP有鮮明的對照(Strevens, 1988)。此外，學習ESP的學生通常對英語文已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是為了專業技巧和特定工作關聯學習語言的成人(Lorenzo, 2005)，因此其課程規
劃須跟上時代腳步，且課程目標須符合學生的程度、資質、興趣及需求(陳超明，2008)；
而張玉櫻(2008)更進一步強調，ESP師資對課程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力，是課程成功與否
的重要關鍵，因此專業師資的養成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現階段臺灣的大學對於學生的英語文能力多已具某種程度之要求(鄒文莉，2008)，
然而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大學生仍舊依賴英語通識課程所培養之英語文能力，因此在實
力養成上仍屬薄弱(張玉櫻，2008)。誠如許多學者所呼籲(Evans & Green, 2007; Hyland,
2002; Hyland & Hamp-Lyons, 2002; Taillefer, 2007)，高等教育所傳授的知識通常較為專
業，因此需要有專門的語言技能來加以輔助，這樣才能夠更有效率地學習專業知識；然
而傳統的EGP教學通常無法滿足大專院校以上學生在校學習英語的需求，因此ESP的導
入便有其必要性存在。
另外，許多有關ESP的研究報告更進一步指出，不同的行業或學科都有其特殊的語
言使用習慣，而這些專門語言的使用，深受該行業或學科獨有的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所影響(Bhatia, 2004; Fuertes-Olivera, 2007; Hyland, 2007; Lung, 2008; Planken,
2005; Van Mulken & Van der Meer, 2005; Vergaro, 2004)，因此教學上若只著重於教導
EGP的通則(Generality)，而忽略了該行業或學科的領域特色(Specialty)，則很可能導致專
業語言使用的不正確，進而造成無效的溝通(Hyland, 2002)。有鑑於此，設計出符合學習
與就業需求的ESP課程，就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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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學習成效因素之探討
「學習」，是一種「因經驗而獲得知識或改變行為的歷程」；而其「成效」，則是
指個人在先天的遺傳基礎上，再加上後天的努力學習過程，而使其在某方面所表現的實
際能力(張春興，2000)。換言之，所謂的「學習成效」泛指學習者經由一段時間之學習
後，對其表現進行某種形式上的評量稱之(蔡華華、張雅萍，2007；謝孟穎，2003)，而
此評量之目的，除了令學習者能夠瞭解其自身學習狀況外，並可以作為改善「教」與「學」
效能的依據(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
一般而言，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很多，大體可以分為內在因素－例如學習者個人的
智力水準、人格特質、學習策略、生活適應、學業成就、時間管理等屬之；以及外在因
素－例如父母的期望高低、教育方式，甚至於教師的教學方法與班級的整體氣氛等皆屬
之(嚴貞、陳志漢，2004)。由上述說明可知，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可能來自於學校、家
庭、社會或學習者本身(林梅秦、黃佩娟，2000；郭梅珍、李書芬，2008)。實證研究方
面，許多研究指出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Chan & Chien, 2000; Qin,
Johnson, & Johnson, 1995)，而不同背景屬性的學習者，其學習成效也會呈現若干的差異
性(吳求淳，2000；莊筱玉，2000；許碧珊，2003)；此外，父母的教育態度、親子的溝
通方式對於子女(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馮莉雅，2003)；至於位
居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其教育態度、教學方法，甚至個人素質，當然會影響學習者的學
習成效(于富雲、劉祐興，2004；鍾聿琳、許麗齡，2007)，因此有學者建議，教師應建
立自我效能信念、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多元豐富教學技術、有效運用教學時間、建立和
諧師生關係、營造良好班級氣氛，以俾促進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吳清山，2006；蕭佳純、
董旭英、饒夢霞，2009)。
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習者學習成果的指標，因此必須有效加以衡量(何希慧、彭耀平，
2016)。一般而言，學習成效可以分為知識成效、技術成效及態度成效等三種不同類型，
而其中又以態度成效最難評估(林海清，2012)；因此，有學者提出應由認知獲益(Cognitive
gains)與非認知獲益(Non-cognitive gains)兩個不同的構面來衡量學習成效(Pike, Kuh,
McCormick, Ethington, & Smart, 2011)。總而言之，由於學習成效的評量本身就是一項多
元且複雜的工作，故除了正式的標準化測驗之外，非正式的主觀認知或行為改變亦可以
用來評量學習成效(Chen, Wang, Wei, Fwu, & Hwang, 2009; 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因此，學習成效不能只靠成就測驗來決定(黃添丁，2015)，還必須包含學習自我
評估、學習滿意度、學習績效、學習成就、學習興趣、學習經驗、參與程度、自我效能
及課堂評估等許多指標來加以衡量(汪瑞芝、廖玲珠，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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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之應用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最早是由Martilla &
James (1977)所提出，其主要觀念是將重要程度與表現水準的平均得分製圖於一個二維
矩陣中，而後利用此圖區分不同平均得分屬性的相對位置，同時進一步提出實用的建議
與應用的策略。Hollenhorst, Olson, & Fortney (1992)認為，使用重要(I)-表現(P)程度各自
的總平均值為矩陣圖之原點，比使用等級中點的模式更具判斷力，因此應用上一般多以
重要程度為X軸，表現程度為Y軸，總平均值為X-Y軸的分隔點(原點)，並將空間分成四
個象限：象限I－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皆相對較高，是消費者重視且認為業者表現良好
的區域，為業者主要競爭之優勢來源，應繼續維持，屬「繼續保持區」；象限II－消費
者不重視(低重要程度)但業者表現程度卻很好，表示業者可能過度投入(供給過度)，因
此可以考慮將此部分之資源重新分配，運用至其它更為重要的項目上，屬
「過度努力區」
；
象限III－消費者不重視(低重要程度)且業者表現狀況亦不佳(低表現程度)，因此在資源
有限的情形下，相對改善的優先次序較低，屬「低順位區」；象限IV－為消費者重視(高
重要程度)但業者表現不佳(低表現程度)的區域，由於此區對於業者未來發展具有關鍵性
的影響，因此必須優先投入資源加以改善，屬「集中關注區」，同時又因此象限為業者
主要劣勢所在，故亦可視之為「關鍵品質屬性」。
實際應用方面，IPA可以運用的範圍十分廣泛，例如顧客滿意度調查(Enright &
Newton, 2004; Huana, Beamanb, & Shelbyc, 2002)、遊客旅遊目的地意象分析(O’Leary &
Deegan, 2005)、企業服務品質調查(陳勁甫、吳劍秋、王智宏，2004)、場域選址(Keyt, Yava,
& Riecken, 1994)、經營績效評估(Zhang & Chow, 2004)、管理目標分析(Barbieri, 2010)
等均屬之；至於教育領域方面，舉凡高等教育評鑑(李銘輝、林香君、洪久賢、劉元安，
2009)、課程需求評估(李隆盛、張良德、林坤誼、林聖薇、李玉娟、吳明鋗，2012)、學
生修課考量(謝謨郁、李淑惠，2005)等，亦均有相關的研究採用IPA來進行探討，因此本
研究採用IPA進行相關的研究議題分析應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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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統計分析與IPA，旨在探討有關大學生修習專業
英語的學習成效相關議題，具體內容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南部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以一年級至三年級有修習專業英語相關課程
之同學為調查對象。
二、研究假設
誠如前面文獻探討所述，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包括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因此本研
究以受訪者背景屬性為「內在影響因素」，教師教學與課程設計為「外在影響因素」，
同時探討此等內外在因素與學習成效間之關係(是否具差異性或相關性)，因此先擬定研
究假設如下：
H1：大學生不同背景屬性對於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差異性。
H2：大學生不同背景屬性對於課程設計具有顯著的差異性。
H3：大學生不同背景屬性對於教師教學具有顯著的差異性。
H4：教師教學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H5：課程設計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除驗證以上之假設外，本研究並以IPA探討大學生對於學習成效、課程設計、教師
教學，其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的一般情形，以作為改善專業英語教學的參考資料。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使用之問卷係參酌李進益(2004)、林長賦(2003)、卓旻怡(1999)、許文敏(2001)
及劉安倫(2000)等人之量表改編而成，共計分為學習成效中的「語言能力成效」(1-4題，
例題如「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英語能力之聽力提升，我感到」)、「專業知能成效」
(6-11題，例題如「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專業技能之提升，我感到」)、「綜合能力
成效」(5, 12-17題，例題如「專業英語課程的學習能提高個人成就感，我感到」)，以及
課程設計(18-23題，例題如「對於專業英語課程之上課時數安排，我感到」)與教師教學
(24-31題，例題如「對於英語教師的專業程度，我感到」)；此外，個人背景屬性則包括
性別、年級、高中職就讀所在地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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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的問項部分，本研究採用李克特五點式量表(Likert
scale)，依重要程度與表現(滿意)程度區分，每題均有五個選項，分別為「非常重要(滿
意)」、「重要(滿意)」、「普通」、「不重要(滿意)」、「非常不重要(滿意)」，正向
題正向計分，反向題反向計分；至於個人背景屬性則為類別選項。
四、問卷調查與資料分析
(一)、抽樣方式與調查時間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亦即將選修該科系所開設專業英語文課程之
全部同學列為調查對象，並於104年6月修讀課程即將結束之際(受訪者已可感受學習成
效)，於課堂上以不計名方式收集問卷資料，扣除發放問卷當日未到課及填答有誤者外，
整理後有效問卷計有245份。
(二)、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係修改自他人研究量表，理論上具有一定的信度(Reliability)及效度
(Validity)，因此問卷發放之初並未實施前測作業；然為達客觀效果，本研究於資料收集
完畢後，以Cronbach α值測量內部一致性信度，結果「語言能力成效」、「專業知能成
效」、「綜合能力成效」、「課程設計」及「教師教學」之值分別為0.852, 0.893, 0.878,
0.882, 0.942，顯示本問卷具信度(Cooper & Schindler, 2003)；至於效度檢驗方面，以KMO
值為衡量標準，各構面之值分別為0.76, 0.89, 0.85, 0.86, 0.92，屬適中範圍(Kaiser, 1974)。
於確認問卷信度與效度之後，首先利用敘述性統計彙整各項基本資料；其次以獨立
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研究假設之驗證工
作；最後再利用IPA，探討大學生對於學習成效、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其重要程度與
滿意程度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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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首先，本研究利用敘述性統計，就受訪者基本資料部分進行分析，其結果示如表一。
表一之結果顯示，男生共68人，佔有效樣本數的27.8%，而女生共177人，佔有效樣本的
72.2%；另受試者以二年級佔大多數，共108人(44.1%)，其次是一年級73人(29.8%)，三
年級人數最少，共64人(26.1%)；高中職就讀所在地部分，北(69人，28.2%)、中(62人，
25.3%)、南(88人，35.9%)的差異不大，花東(8人，3.3%)、離島(5人，2.0%)人數較少，
至於其他地區(13人，5.3%)則是僑生的人數。
研究指出，許多大學生的英語能力，仍依賴大一時期的英語通識課程所培養，故在
實力養成上略為薄弱(張玉櫻，2008)；實際上，英語學習應該要持續不斷才能發揮最佳
效果(謝英俊、李苾文、吳守從，2015)，而本研究受訪者(學生)高年級之人數相對較少，
因此推測其選修專業英語課程的人數相對也較少，故要如何引發受訪者(學生)能夠持續
投入英語學習，是一項值得關注的議題。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68
177

27.8
72.2

年齡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73
108
64

29.8
44.1
26.1

北部
中部
南部
花東

69
62
88
8

28.2
25.3
35.9
3.3

離島
其他

5
13

2.0
5.3

高中職就讀所在地

註：N=245
二、不同背景屬性對於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差異分析
探討不同背景屬性受訪者(學生)，其對於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間，是
否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存在是為本研究重要目的。因此，分別以獨立樣本t檢定探討性別，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年級、高中職就讀所在地，其對於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
師教學是否具有差異性，其結果示如表二至表四。
29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 頁 21-44

表二

吳守從 李苾文 陳姵純 黃馨

應用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探討大學生專業英語學習成效－以觀光管理學系學生為例

不同性別學生對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差異分析

構面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語言能力成效

男
女

3.59
3.62

0.73
0.55

-0.43

專業知能成效

男
女

3.57
3.65

0.70
0.61

-0.86

綜合能力成效

男
女

3.45
3.57

0.69
0.56

-1.39

男

3.63

0.68

女

3.71

0.61

男
女

3.94
4.09

0.75
0.64

課程設計
教師教學

-0.86
-1.55

註：N=245；*－p < .05
表二之結果顯示，雖然女生較男生在「語言能力成效」、「專業知能成效」、「綜
合能力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等構面皆有較高之平均數(較為滿意)，然
而不同性別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事實上，過往確實曾有研究指出，性別差異會造成男
女生在學習態度、能力、方法、興趣及成效上有所差異(潘詩婷，2001；莊維貞、簡曉
琳，2007)。然而，林淑惠、黃韞臻(2009)以臺中縣市10所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探
討其英語學習現況與對學習環境的重視度及滿意度，結果發現女生雖有較佳的成績表現，
不過卻認為口語表達較為困難，但男生自覺與外國人對話不覺害怕，而較難的是書寫部
分；此外，該研究同時也指出，不論重視度或滿意度，男女生在「老師教學態度」及「課
程內容」上無明顯差異。爰此，本研究結果雖顯示女生在各構面有較高之滿意情形，但
卻與男生無顯著差異，似乎與林淑惠、黃韞臻(2009)的研究結果相近。
表三之結果顯示，不同年級學生，其對於「語言能力成效」、「專業知能成效」、
「綜合能力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雖然陳姿伶(2004)
探討全民英檢學習態度與學習行為時，發現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態度具有差異，其中高
年級學生之學習態度較佳，而吳睿純(2002)的論文亦提到，年齡與性別會影響學生對英
語代名詞之學習與使用；不過，林淑惠、黃韞臻(2009)的研究也指出，大多數學生花在
讀英文的時間都很短(每日不超過30分鐘者約佔70%，其中又以一年級學生居多)，且不
同年級學生對學習環境各構面的重視度及滿意度亦不盡相同。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題
項雖與林淑惠、黃韞臻(2009)不同，然而所得結果似乎有相似的概念。

30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 頁 21-44

表三

吳守從 李苾文 陳姵純 黃馨

應用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探討大學生專業英語學習成效－以觀光管理學系學生為例

不同年級學生對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差異分析

構面

年級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語言能力成效

一
二
三

3.61
3.66
3.55

0.59
0.59
0.65

0.62

專業知能成效

一
二
三

3.63
3.64
3.60

0.63
0.64
0.65

0.08

一

3.52

0.59

二
三

3.54
3.55

0.61
0.60

課程設計

一
二
三

3.70
3.69
3.69

0.59
0.60
0.74

0.01

教師教學

一
二
三

3.96
4.06
4.14

0.71
0.59
0.75

1.21

綜合能力成效

0.05

註：N=245；*－p < .05
表四之結果顯示，不同高中職就讀所在地對於「語言能力成效」
、
「專業知能成效」、
「綜合能力成效」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但對「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則具顯著差
異(惟透過Scheffe法進行事後測試，發現各分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有關不同高中職就
讀所在地對於專業英語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差異性，往昔似乎較缺乏討論，
不過臺灣的教育制度存有一定的城鄉差距(包含學校教學資源與學生受教方式)(李秀如、
王德睦，2007)，因此本研究推論，來自不同居住地的學生，雖然在相同教師教學與學
習環境之下，其學習成效感受不易產生顯著差異，但卻會因其高中時代的背景，而對課
程設計與教師教學有不同的感受。不過，由於本研究不同高中職就讀所在地之樣本數並
不平均，因此這樣的推論仍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釐清。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假設一：「大學生不同背景屬性對於學習成效具有顯著的差異
性」雖未獲支持，然其結果似與他人研究(林淑惠、黃韞臻，2009)近似；而假設二：「大
學生不同背景屬性對於課程設計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假設三：「大學生不同背景屬性
對於教師教學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則有部分支持，此結果除與他人研究(林淑惠、黃韞
臻，2009)近似外，尚待更進一步的後續研究加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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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不同高中職就讀所在地學生對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之差異分析
構面

高中職就讀所在地

平均數

標準差

3.69

0.61

3.61

0.54

語言能力

北部
中部
南部
花東
離島
其他

3.60

0.62

4.00

0.26

3.10

0.65

3.30

0.70

北部

3.64

0.66

中部
南部
花東
離島
其他

3.65
3.63
3.77
3.53
3.38

0.51
0.71
0.42
0.70
0.70

北部
中部
南部
花東

3.56

0.58

3.56

0.52

3.54

0.67

3.73

0.48

離島
其他

3.28

0.44

3.23

0.70

北部
中部
南部
花東
離島
其他

3.63
3.72
3.75
4.14
3.03
3.48

0.62
0.56
0.65
0.54
1.24
0.42

北部

4.07

0.66

中部
南部
花東
離島
其他

4.06

0.67

4.05

0.64

4.60

0.41

3.35

1.37

3.88

0.55

專業知能

綜合能力

課程設計

教師教學

註：N=245；*－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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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0.50

1.06

2.53*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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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課程設計與學習成效之相關性分析
探討教師教學、課程設計與學習成效三者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是本研究另一個重要
目的。因此，利用Pearson積差相關考驗教師教學、課程設計與學習成效－「語言能力成
效、專業知能成效、綜合能力成效」間是否具有相關性，其結果示如表五。
表五

教師教學、課程設計與對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

層面

語言能力

語言能力
專業知能

－

綜合能力
課程設計
教師教學

.733**
**

.696
.559**
.596**

專業知能

綜合能力

課程設計

教師教學

－
.871**
.635**
.587**

－
.590**
.567**

－
.689**

－

註：N=245；*－p < .05；**－p < .01
表五之結果顯示，「語言能力成效」、「專業知能成效」、「綜合能力成效」與「課
程設計」、「教師教學」等構面間，彼此均呈現顯著相關，因此本研究之假設四：「教
師教學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假設五：「課程設計與學習成效之間具有
顯著的相關性」獲得支持。
林淑惠、黃韞臻(2009)的研究指出，學生認為「老師教學」與「課程內容」兩者間，
不論在重視度或滿意度方面，皆呈顯著相關；同時該研究也認為－「在語言學習上，教
師是重要的引導者」，而「適宜的課程內容，當然也是學子所關注的」。誠如本研究文
獻探討所指出，影響學習成效包含了許多複雜的內在及外在因素，不過其中教師教學與
課程內容通常是學生最容易直接感受到的，因此兩者與學習成效間呈高度相關性實屬必
然；此外，「語言學習」可視為一整體性的概念，因此各項學習成效環環相扣、彼此相
關也有一定的道理存在。
四、以IPA探討學習成效、課程設計、教師教學的重要度與滿意度
了解受訪者(學生)對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三者之看法(重要度與滿意度)
為本研究最重要之目的。因此，本研究利用IPA進行探討，其結果分述如下：
(一)、學習成效之重要度與滿意度分析
針對修習「專業英文」的「語言能力成效」、「專業知能成效」、「綜合能力成效」，
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度之平均值為4.21，滿意度之平均值為3.59；以這兩個值為原點，
將X、Y軸切割成四個象限，其結果示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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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之重要度與滿意度象限分布圖

落在第I象限的要素有7個題項，分別是「1.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英語能力之聽
力提升，我感到」、「2.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英語能力之口說提升，我感到」、「3.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英語能力之閱讀提升，我感到」、「5. 觀光專業知能對於提升
我專業英語課程之學習意願，我感到」
、
「6.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專業技能之提升，
我感到」、「7.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之實用性，我感到」、「9.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
我專業職能與英語能力之整合應用，我感到」－此結果顯示受訪者(學生)認為專業英語
課程的聽、說、讀不僅重要，同時也獲得一定學習成效；而對學習意願、專業技能的提
升，以及專業英語課程的實用性與整合應用方面也有同樣的看法。上述項目為受訪者(學
生)認為重要性高且滿意度高者，表示已達期望目標，可以「繼續保持」。
落於第II象限的要素有4個題項，分別是「11.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未來職涯發
展之協助，我感到」、「12.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在自我終身學習之協助，我感到」、
「16. 我對專業先備知識對於我在專業英語課程學習之協助，感到」、「17. 我對英語
先備能力對於我在專業英語課程學習之協助，感到」－前述項目顯示受訪者(學生)認為
專業英語課程對於個人的職涯發展及終身學習不甚重要，但卻相對滿意；而對先備專業
知識與英語能力也有同樣的看法。上述項目為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性低但滿意度高者，
可視為「供給過度」之項目。
落於第III象限的要素有5個題項，分別是「4.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英語能力之
寫作提升，我感到」、「10.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相關職能之專業證照考試之協助，
我感到」、「13. 對於自己花在專業英語學習的時間，我感到」、「14. 專業英語課程
的學習能提高個人專業興趣，我感到」、「15. 專業英語課程的學習能提高個人成就感，
我感到」－前述項目顯示受訪者(學生)認為專業英語課程對於個人的寫作能力、證照考
試、自學時間、專業興趣與個人成就感等，既不重要也不滿意。上述項目為受訪者(學
生)認為重要性低且滿意度亦低者，屬於「優先順序低」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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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於第IV象限的有「8. 修習專業英語課程對於我職場軟實力之建立，我感到」1個
題項，是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性高但滿意度低者，表示未達期望目標，應該要列為「改
善重點」。
本研究認為，專業英語課程的開設，對於聽、說、讀的基本成效，以及提升學習意
願、專業技能的進階成效皆已達成初步目標，因此受訪者(學生)認為具實用性與整合應
用性。不過，對更複雜的成效因子－寫作能力、本質學能、職涯發展、終身學習、證照
考試、自學時間、專業興趣與個人成就感等，確實不是僅靠上課學習就能達到效果，因
此受訪者(學生)不是重視度低就是滿意度低是可理解的，而加強課後輔導、同儕彼此激
勵、學習情境製造、強化實務實習，甚至建立獎勵制度，都是後續值得思考的方法。
(二)、課程設計之重要度與滿意度分析
針對修習「專業英文」的「課程設計」，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度之平均值為3.89，
滿意度之平均值為3.63；以這兩個值為原點，將X、Y軸切割成四個象限，如圖二所示。

圖二

課程設計之重要度與滿意度象限分布圖

落於第I象限的有「19. 對於專業英語課程之教材內容分量，我感到」1個題項，是
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性高且滿意度高者，可以「繼續保持」。落於第II象限的要素有2
個題項，分別是「18.對於專業英語課程之上課時數安排，我感到」、「21. 對於專業英
語課程之課程活動，我感到」－前述項目顯示受訪者(學生)認為專業英語課程時數安排
與課程活動雖然不重要，但卻滿意，可視為「供給過度」項目。落於第III象限的有「22.
對於專業英語課程之教學環境與設備，我感到」，是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性低且滿意
度亦低者，屬於「優先順序低」之項目。落於第IV象限的要素有「20. 對於專業英語課
程之學習難易程度，我感到」、「23. 對於專業英語課程之線上E-Learning資源，我感
到」2個題項，是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性高但滿意度低者，應該要列為「改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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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專業英語課程的教材選擇，基本上是符合受訪者(學生)需求
的。不過，語言的學習有時必須仰賴大量的練習才能顯現成效，然而在大班教學的情形
下，每位學生基本上可以分配到的線上E-Learning資源相對較少，因此受訪者(學生)不滿
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受訪者(學生)對學習難易程度感到不滿，可能係程度參差不
齊所致，而這是教授語言課程最難處理的問題，卻又普遍存在，因此分級教學或許是未
來可以思考的方向。
(三)、教師教學之重要度與滿意度分析
針對修習「專業英文」的「教師教學」，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度之平均值為4.21，
滿意度之平均值為3.98；以這兩個值為原點，將X、Y軸切割成四個象限，如圖三所示。

圖三

教師教學重要度與滿意度象限分布圖

落於第I象限的要素有4個題項，分別是「24. 對於英語教師的專業程度，我感到」、
「25. 對於教師的教學熱誠，我感到」、「27. 對於教師上課與學生的互動，我感到」、
「28. 對於教師上課的講解，我感到」－前述項目是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性高且滿意
度高者，可以「繼續保持」。落於第III象限的要素有4個題項，分別是「26. 對於教師的
教學進度，我感到」、「29. 對於教師上課的教學方法，我感到」、「30. 對於教師能
了解學生的需求，我感到」、「31. 對於教師上下課的準時性，我感到」－前述項目是
受訪者(學生)認為重要性低且滿意度亦低者，屬於「優先順序低」之項目。至於第II象
限及第IV象限則沒有任何題項。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開設專業英語課程的教師，多具有專業素質與教學熱誠，與
學生的互動及上課講解方式也得到肯定；不過，對於教學進度、教學方法、上下課準時
性的掌握，仍有待進一步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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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在社會型態轉變與就業市場需求下，近年來高等教育的各種領域對於專業英語文的
需求十分迫切(Cook, 2003)，而為因應此一需求，目前專業英語文課程已是許多大學外
語教學領域中非常重要的範疇(張玉櫻，2008；鄒文莉，2008)。不過，各校雖努力推動
專業英語文教育，但教師教學和課程設計是否能有效配合，學習成效是否已實質提升仍
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爰此，本研究旨在透過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及資料分析，探究
專業英語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課程設計之相關性，不同背景變項於學習成效、課程設
計與教師教學之差異性，以及受訪者對學習成效、課程設計、教師教學的看法，並根據
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以供作為專業英語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改進之參考。
由分析結果發現，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課程設計三者之間緊密相關、環環相扣，
因此專業英語文的師資培育、教材編撰就顯得十分重要，相關當局應予重視。此外，雖
然本研究擇定若干背景屬性來探討其於教師教學、課程設計、學習成效的差異狀況，且
獲致之結果也跟前人研究(林淑惠、黃韞臻，2009)相似，然而影響學習成效的內外在因
素眾多而複雜－可能來自於學校、家庭、社會或學習者本身，因此仍難有一致之結論產
生，未來納入更多研究變項(例如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等)進行討論有其必要。事實上，
由IPA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受訪者(學生)對學習成效、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三者之重要程度
與滿意程度的大致狀況，因此本研究建議學校與老師可以利用「加強課後輔導」、「同
儕彼此激勵」、「學習情境製造」、「強化實務實習」、「建立獎勵制度」、「鼓勵多
元學習」、「採用小班教學」、「實施分級上課」等方式來提升學習成效。
本研究雖然已經藉由分析對專業英語之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改進提出建言，然由於
分析量表係改編自他人研究而來，所以在題項編製的考量上尚有不足之處，也因此造成
若干研究結果無法形成具體結論之疑慮，故建議後續研究應納入更多構面(例如學習歷
程、學習策略、學習成就，或是家庭背景、父母期望、同儕影響、班級氛圍等)來進行
探討，如此將可更明確地釐清有關專業英語文課程學習成效之相關議題；此外，本研究
之樣本僅來自於某學校的某科系，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限制而無法進行大範圍的推
估，故日後若能擴大研究範圍及研究對象(採多學校、多科系的調查方式)，則分析所得
之結果將會更有利於確認影響臺灣各大學專業英語課程學習成效的因素究竟有哪些，並
據而研擬相關對策，以滿足特定的學科、職業或活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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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銷企劃課程是為提供學生在行銷管理過程中整合性知識。本研究目的為幫助改
善行銷企劃課程中低成就學生學習狀況，及了解補救教學如何融入課程設計影響
學習成效。研究對象為商科學生為主，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選擇12位學生進行問
卷調查。本研究利用成對樣本t檢定和深度訪談方式，以瞭解學習前、後效果。研
究結果顯示，補救教學能有效改善行銷企劃課程中、低學習成就者行為，促進學
習成效。

關鍵詞：合作學習、行銷企劃、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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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n Using Remedial Instruction to Improve
Learning Status of Low- Achieving Students in Marketing
Planning Curriculum
Hui-Kai C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Shun Liao, Associati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 Logistics, Hsin She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Oral Hygie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marketing planning cours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integrated knowledge of the marketing management proces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help improve the learning condition of low-achieving students in marketing
planning curriculum and to understand how well remedial instruc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curriculum design in marketing planning affects student learning condition. Twelve
business-majored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purposive sampling and were asked to fill in
questionnaires. This study used paired-samples t-test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pre- and post- learning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marketing planning is effective to improve low-achiever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marketing planning, remedial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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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企劃乃是為了達成目標，事先研擬可行的架構或方案的一個過程。企劃案撰
寫是商業類科教學的核心課程之一，是一項綜合能力的展現，並在職場的重要性
日漸提升，企劃案提供充分的正當性理由，來獲得主管或專案資助者對專案成立
的正式授權，並爭取必要的資源及預算。尤其國內工商社會快速發展、企業競爭
越趨激烈，企業面臨極大的衝擊，各行各業已開始普遍重視企劃的功能，因此強
化企劃能力，增加對商業活動專業投入與認同格外重要。然而，企劃撰寫對學生
造成緊繃及壓力(Cameron & Braunsberger, 2015)，特別是在企劃架構及情境問題掌
握不足情況當中，常使得學生擬定錯誤方案、忽略真正重要商業元素、重複論述
相同特性，更不知如何創造出可解決問題的方案，這些因素使得學生學習成就低
落，整體學習效果落後同儕。因此，針對五專學生所進行的行銷企劃撰寫補救教
學，便應該要依學生的學習特性，考量教材內容做調整與修改，才
能達到有效學習。為了解決學生所面對課程學習上難題，教師若能善用適性教學
策略，改善學生在行銷企劃的學習技巧及撰寫思考方式將有助於良好企劃案成功。
而精熟學習與合作學習模式正是符合學習需求的有效教學法，它強調精熟學習和
有效教學的理念，注重充分的學習時間、達到精熟技巧的足夠練習以及主要概念
的重點教學等(楊佳綾、唐榮昌，2013)。
研究者本身任教專科學校，教授行銷企劃撰寫課程發現，良好企劃案能將有
限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擬訂創意及可實現的方案，以達成某一計畫的目標或解
決難題的過程(呂立德，2015)。要達成一個有利於學生學習的工具，精熟學習與合
作學習法使用是必要的，特別是在適合的目標與教學內容的設計下。本研究期望
透過二種教學法，增進學生在企劃撰寫補救教學的學習成效與精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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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一、補救教學意涵
學生走進學校，進入課堂時，就應該注意無論何種教學方式，都可能有其功效
上的侷限；因此，在教學設計上，應盡力使每個學生都能得到最好的照顧。補救
教學指當一位教師在教學上無法同時兼顧及配合每位學生的基礎知識及學習進度
時，在確認學生的學習並未達到教師所預設的教學目標或學習成效落後時，必須
另外再針對這些未達到學習目標的學生採取其他更有效的教學策略，以其這些學
生的學習能追上其他學生的平均水平(黃漢龍，2001)。補救教學是在對程度落後或
學習低成就的學生實施個別、適性化的教學以確保其應具備有基本學力。低成就
學生的定義為學生的實際學業表現比起其應有的能力水準明顯低落或是學生學科
不及格，且比起其他學生學業表現明顯低落，稱之為成績低落者。洪素敏(2003)
指出補救教學是教師覺察學生有學習困難後，即時診斷其問題所在，並針對問題
設計一連串適切合宜的教學活動，進一步幫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
，達成該階段的學習目標。以上顯示出補救教學是學生發生學習困難時，應獲得
的一種診斷式教學方式。

二、補救教學實施
有效的補救教學課程實施，以符合資格且自願參加學習扶助者，學校得因應
學生之個別差異及發展，開設多元補救課程，落實補救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而成功的補救教學進行則應符合以下幾項原則(鄭筱燕、潘欣蓉，2014)：(一)自願
性：學生之參加意願。(二) 個別化：根據學生的學習程度教學。(三) 程序性：採
分段及小步驟進行。(四) 意義化：提供回饋和安排增強，讓學習教材活潑有趣。
補救教學並不是另一個課後照顧服務，因學生個別差異大，學業成績落後的學生
無法真正理解課程，學習能力並無提升，這時個別化計畫及教學方式才是必要的，

48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 頁 45-58

莊惠凱 廖啟順 運用補救教學改善行銷企劃課程低成就學生之學習狀況

這也是補救教學最終目的。事實上利用不同教學方式是能夠有效幫助低成就學生，
這些教學方式分別是直接教學法、合作式學習、精熟教學，以及個別化教學法
(Slavin,1989; McLaughlin & Vacha, 1992) ，張新仁(2001)認為可作為教師實施補救
教學時的參考分述如下：
1. 直接教學模式（direct teaching）：直接教學模式適用於教導學生記憶事實、學
習動作技能。教師主要的任務是組織教材和呈現教材，學生主要的任務是接受
學習。
2. 精熟教學模式(the mastery teaching)：這種模式的基本理念是學習者的學習能力、
學習速度不同，學習的成效低落的原因是學生缺乏足夠的練習機會，只要給予
足夠的學習時間，學生就可以精熟大部分的學習內容。
3. 個別化教學模式(the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此教學模式考慮到學生的個別差
異與需要，使學生能依其能力來決定學習的進度。教師採取小組或個別教學的
方式，提供合適教材，做最有效的學習。
4. 合作學習模式(cooperative learning)：合作學習強調透過小組內合作學習的方式
精熟學習內容。小組討論的過程，可將原有錯誤的概念經由討論的方式加以澄
清，有助於概念的重建。

許繼德 (2009) 提出將同儕教導制適當的運用在補救教學上，以協助低成就學
生學習。同儕教導是指一種在老師監督下，運用年齡相近的學生，以一對一的教
學方式，由能力較優秀者教導學習能力較弱者的一種教學策略 (Myrick & Highland,
1995)。低成就學生可透過同儕教學的過程得到更多練習的機會與立即回饋及讚賞。
唐淑華 (2013) 提出的「三層次補救教學」模式，第一層級補救教學是教師根據學
生以全班在課堂中的學習表現，提供適時的協助與輔導；第二層級補救教學則是
以小團體方式在課後針對學習狀況欠佳者，進行較為密集的教學介入；第三層級
補救教學則是對嚴重學習落後的學生提供個別化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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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各教學模式可知，各有不同優點，補救教學教師在設計補救教學課程
時，要先考量學生的相關能力，再配合教材與教法，如此才能事半功倍。值得注
意的是學生在學習企劃案課程時，常無法有系統組織架構，害怕撰寫企劃案不符
合企業實際上需要，小組內合作學習不良，不願意認真投入學習且缺乏足夠的練
習機會，因此本研究以企劃案撰寫低成就學生作為補救教學對象，教學方式採取
精熟學習與合作學習模式，提供學生舊經驗之加強與充分練習的機會，並透過小
組內合作學習的方式精熟學習內容。藉此方式，將學生原有不清楚甚至是錯誤的
概念，經由討論方式教學相長，設計適當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導向正確的學習。

三、精熟教學、合作學習於行銷企劃補救教學之設計
行銷企劃補救教學課程進行會事先進行分組，多由2至3位同學組成，課程中期
待每位學生能瞭解企劃必須合乎邏輯、創意、可行性，並進行企劃問題釐清、人
際溝通、社會技能與問題處理能力。課程設計理念方面，精熟教學及合作學習教
學法配合課程需求讓學生於課堂上能有相互討論、腦力激盪、溝通的機會，且不
斷練習，給予足夠的學習時間，讓學生精熟大部分的學習內容。
本課程利用此二種教學模式適當的安排在有效的教學環境中，依照每主題課
程設計內容及有計畫的教學活動，進而刺激、引導、鼓勵學生主動思考以培養學
生能力，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教學內容方面，由同學針對目
前所認知企劃主題進行合作討論及發想，並據此擬訂企劃目標，考量內、外部環
境分析及行銷創意投入，發展企劃方案與分工執行，最後將企劃案撰寫及簡報呈
現，這些分段式主題都是透過不斷練習獲致精熟學習內容。
教學方法方面，本研究將精熟教學及合作學習法之策略並配合教學原則，設
計在教學課程與教材內。教學目標方面，為學生認知的提升和情意的薰陶，進而
使學生了解從事經營管理、產品研發、業務銷售、專業設計等工作，所需要具備
正確的「企劃基礎能力」，以便能在競爭激烈的職場環境中，為企業創造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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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企劃教案之設計與規劃
企劃教案課程設計由教學單元、教學目標、教學活動等架構所構成，課程中
則進行學習狀況調查及修正；課程結束後利用企劃成果以瞭解成效。此外，課程
活動也需納入精熟學習及合作學習必備的重要元素，包括：不斷練習、各自規劃
進度、積極互賴、促進相互學習與面對面互動、平等分擔責任、使用適當的人際
與小組團體技巧、有效的團體過程運用(Baghcheghi, Koohestani & Rezaei, 2011;黃
玉賢等人，2015)，以促進小組合作及學習。
(一) 教學單元
本研究共分四單元進行教學設計。每次單元授課時間為2小時。各單元分別為芝麻
開門、發掘新視野、團結一致、成果地圖等由淺入深，依序排列。
(二) 教學目標
每單元教學目標分別為：
1.認識企劃力、建立企劃技巧
2.尋找行銷問題、企劃目標界定
3.內外環境分析、激發創意方案/執行
4.企劃書撰寫、簡報評估學習成效。
(三)教學活動
1.準備活動
教師作學習單、影片、報章雜誌、課本、討論單等教具，以便於課堂中呈現，
除利用圖片讓學生作經驗聯結，還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2.發展活動
(1)引起動機
播放一段得獎企劃作品，利用作品表現，吸引學生的注意，提供良好的學習典範。
(2)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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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共分四單元進行
甲、芝麻開門
(甲)由教師為主，先教授基本技巧。
(乙)技巧重複學習，老師教授一新技巧，學生重新演練一次。
(丙)向學生詢問，從企劃的邏輯性、可行性、創新性等去感受企劃的類型。
(丁)說明企劃的主旨與內涵。
(戊)向學生提問，以確認學生了解企劃內容。
(己)此方式可重覆進行3至4次，讓學生精悉各種企劃類型，並學習自我表達。
乙、發掘新視野
(甲)學生事前預習企劃主題。
(乙)將學生以2至3人進行分組。
(丙)先讓小組內部進行討論企劃的問題及內容。
(丁)各組派代表進行說明企劃目的。
(戊)各組內再討論各組代表的優缺點。
(己)目的可藉由觀摩他人的觀點學習判斷。
丙、團結一致
(甲)學生事前討論內、外環境分析，以企劃內容為主。
(乙)將學生以2至3人進行分組。
(丙)組內進行任務分派。
(丁)每一組提出可行方案進行說明。
丁、成果地圖
(甲)學生創作並撰寫企劃案。
(乙)利用簡報說明企劃案成果。
(丙)請學生回饋他人的優缺點，做心得回饋與分享。
3. 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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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單元結束時，請學生分享學習心得，並預告下週課程。
4. 課堂觀察記錄
本研究屬行動研究，課堂的觀察紀錄除可真實呈現教學中師生的互動
歷程，並可作為下一教學單元設計的參考。觀察紀錄來自二方面：
(1)教學者的觀察心得
(2)師生互動的紀錄

肆、研究發現與結果
一、研究發現
(1)學生感想
當進行四次補救教學課程後，學生感想如下：
1. 都是我不用心，沒有認真讀書，進行補救教學後才知道企劃案撰寫是很有趣，
只要花心思就會有收獲。
2. 謝謝老師。
3. 對於企劃案撰寫，有更清楚認識。
4. 老師用了淺顯易懂活動設計，使我們了解，謝謝他的用心。
5. 剛開始覺得企劃案很難，但老師教的簡單，也就看得懂了。
6. 企劃案腦力激盪是很好玩的，感謝老師。
7. 經過不斷練習及修正，企劃案才有可能做得好。
8. 沒有感想。
9. 我覺得這次的補救教學很有趣，希望以後老師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上課。
10. 我喜歡能在講台上，說說我的企劃案。
11. 老師很煩！企劃案改來改去。
12. 我會做企劃案了，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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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學生心得回饋，可以發現企劃案補救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精熟學習及
合作學習，能夠讓學生由挫敗或低成就學習心態，轉變為較有趣，甚至投入其中，
對於學習燃起希望。學生反應，藉由增加示範練習的次數，可以讓他們一步步跟
著做，才能做出正確企劃案，因為當學習及練習方法或次數不足時，對於每一步
驟都會產生不確定性，所以才會在學業表現上較不理想。從12位同學的感想中，獲
得較正面回饋的有9位，其餘3位同學因為經濟因素，必須趕時間去打工，對於留下來
進行補救教學覺得很勉強，又礙於老師規定必須進行補救教學，所以在回饋上沒有較
為正面，但同學們也確實完成個別企劃案進度。進一步針對十二位同學的期中考成

績與期末考成績比較(如表一所示)，結果顯示學生在期中考成績平均48.75分，進行
補救教學後期末考平均成績為70.83分，平均進步了22分，並將二次考試成績進行
成對樣本t檢定，結果顯示t值=6.333，顯著水準p<0.001下，代表期中考平均成績與
期末考平均成績之間有顯著差異，顯示學生在經由補救教學後學生成績有明
顯進步。
(2)課堂觀察
藉由教學者觀察，可以得知學生對於講述、示範內容是否有興趣，並能注意；
觀察學生在教學示範後是否能迅速操作、理解教學內容；教學節奏、進度掌握是
否恰當。學生臉部表情可以得知，補救教學學生有專注於此一課程，並且藉由學
生動腦撰寫企劃案過程可得知學生理解教學內容，是否有所困惑。學生經由補救
課程實施都能成功撰寫出各自主題內容，說出各自創作理由，並且進一步預期可
能結果。雖然補救教學過程不如正常課程給予較多時間，但是同學是第二次學習，
已有一些基本概念，所以大都能配合進度呈現企劃案。教師藉由與學生互動，可
直接指導問題之所在，說明各學習步驟之間關聯性，給予學生最為有效協助（如
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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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學生補救教學前後成對樣本t檢定
編號

期中考成績

期末考成績

t檢定

p-valve

1

58

87

6.333

<0.000

2

57

79

3

57

63

4

48

51

5

51

76

6

51

82

7

44

68

8

56

84

9

50

61

10

48

58

11

30

72

12

35

69

平均數

48.75

70.83

標準差

8.79

11.21

圖一 補救教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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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行銷企劃撰寫是實務性質課程，往往需要專注及團隊合作才能完成工作，當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容易分心、不易專心、學習態度不佳、缺乏動機、恆心，
在學習部分，需要比其他同學更多的時間時，就必須參與補救教學。而精熟學習
及合作學習是補救教學策略中的有效方法，透過教學能有系統的進行，學習有困
難時能得到協助，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清楚明確的精熟效標。另外，強調團體互
動與成員間的相互依賴，重視個人的績效，也重視小組整體的表現成果，強調團
體整體感的互動，則幾乎所有學生都能學習成功。所以補救教學必須先知曉學生
的學習困難後，精心設計課程內容與慎選教學型態與策略，方能契合學生的個別
需求，解決學習上問題。經由此一研究發現，企劃書撰寫課程利用精熟學習及合
作學習教學活動設計方式進行四單元補救教學後，學生的學習意願及學業成績皆
有顯著提升，大多數的學生接受並喜歡這樣的教學策略，在學業成績表現方面也
有較好的成效，故可以利用此二種教學活動設計於實務課程教學的教師使用。
補救教學是一種「評量─教學─再評量」的循環歷程。就理想上而言，期望補
救教學實施一段時期後，學生能跟得上原班級的教學進度(張新仁，2001)。運用精
熟學習及合作學習教學方式，確實可提升學生實踐能力與創新能力(陳孟訓和王建
堯，2010；黃思華等人，2011)。然而課程需經過課前充分的規劃、準備。教師的
角色是教練、陪伴者也是學習的探索者，教師擁有教學熱忱、關懷學生需求，並
且要擁有創意的心態，勇於嘗試新事物。建議未來可採用嚴謹的研究設計、增加
創意思考教學的相關成效，以做為課程設計之參考。未來研究，可採深度訪談可加
強訪談的內容要點，也可把背景變項納入探討，如性別、年級及科系等等，探討其間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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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歲團夢想屋—融入服務學習的專題製作

陳美玲*、蘇釩妤*、許雅琦*、江伶鎔*

摘

要

高齡化人口是二十一世紀全球的趨勢，面對高齡社會，提供健康友善安全的
老化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本專題製作團隊成員就讀設計學院，將專題製作融入
服務學習，利用自己所學，提出千歲團夢想屋計畫，到新市區社內里教導該里的
高齡者利用紙漿，設計與雕塑自己的夢想屋，激發這些長者的創意潛能，也讓他
們圓自己的夢想。本專題製作團隊成員透過自己從與高齡者的互動中學習到他們
的智慧與經驗，且對生命的價值與服務的意義有更深刻的體認。

關鍵字：高齡者、服務學習、夢想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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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Houses—a Service-Learning Project

Meiling Chen, Fan-Yu Su, Ya-Chi Hsu, Ling-Rong Jiang

Abstract

Aged society is the global tre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acing the aged
society,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lder to offer a health, friendly and safe
environment. The members of the project study in the college of Design. They use
what they learn to do service in the community. They teach the elder to design dream
houses and use paper to make the houses. The members learn wisdom and
experiences from the elder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m. Moreover, the members
realize more about the value of life and the meaning of service.

Key Words：the Elder, Service-Learning, dream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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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齡社會
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老年人係指六十五歲以上之人
口，當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以上，該社會即為定義上的「高齡化社會」
（ageing/aging society）；當比例到達14%時，即為定義上的「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當比例到達20%以上，這個社會便稱之為「超高齡化社會」
（super-aged
society）。
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提高、醫藥科技的發達、出生率及死亡率雙雙逐年
降低，高齡化人口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的趨勢。這個人口老化的現象最早出現在
西方工業化國家，隨後逐漸蔓延到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台灣也不例外，在1993
年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的推計，將於2018年邁入
高齡社會，於2025年成為超高齡社會之一員。
就台灣人口老化的情況，根據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年至 150 年）（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4），由於二戰後的嬰兒潮世代陸續成為六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
口，自 2011 年起台灣的六十五歲以上的老年人開始加速成長，於 2014 至 2025
年間人數將大幅增加，成長率預估會超過 4%。之後受到少子化的影響，人口成
長會趨緩，在 2051 年之後老年人口才會開始減少。
根據推計，台灣人口將由 2014 年之 281.2 萬人，至 2061 年增加到 735.6 萬
人。老年人口中，六十五到七十四歲的年輕老人所佔比率，將由 2014 年之 55.7%，
降至 2061 年之 38.3%；而八十五歲以上超高齡老人所佔比率，則由 2014 年之
11.5%，上升至 2061 年之 25.6%，亦即約四名老年人中，即有一名為八十五歲以
上之超高齡老人。這些統計及預測在在顯示，台灣邁入高齡化社會是不可避免的
趨勢。

二、高齡社會的衝擊
人口結構的快速老化給社會帶來全面性的衝擊與影響，包括財政、經濟、政
治、建築、醫藥、衛生、保健、福利、教育、消費、商業、家庭等幾乎無不受波
及。黃富順（2011）指出高齡人口的增加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有：
（一）國家財政負荷加重。人口老化的結果，經濟安全、健康維護及生活照
顧等三方面不但會增加政府財政的負擔，也使得青壯工作人口必須支付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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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稅賦。
（二）經濟成長下降。高齡人口的增加會帶來勞動人口縮減、生產萎縮、儲
蓄減少、和勞動力緊縮等等。這些自然影響生產力的下降，生產毛額縮小，造成
經濟成長的下滑。
擁抱。
（三）商業及消費行為改變。過去市場專家口中的「黃金消費者」是年輕人，
現已逐漸被「黃金老人」所取代，老人市場、銀髮商機將是未來企業界與消費市
場的主流。老年人的財力較佳，消費能力強，且消費行為有別於青少年或嬰幼兒，
企業主若想要搶食老人市場這塊大餅，得有不同的思維。目前在日本最受高齡者
青睞的商機，主要為時間消費型商品，如旅遊、電影、學習型商品，以及高額商
品，如不動產、金融、住宅等商品。日本最時興的銀髮商機有：旅遊商機、益智
商機、學習商機、美容商機、照護科技商機、社群商機、寂寞商機等等（林孟儀，
2007）。
（四）房地產業的調整。目前台灣的老人喜歡自由自在安排自己的生活，選
擇不與兒孫輩同住，自組銀髮小家庭（獨居或夫妻同住）的數量逐漸增加，為高
齡者特別打造的居住環境，如老人公寓、老人安養中心、養生村、退休住宅、銀
髮社區、養生老人住宅等的需求，正急速增長中，成為市場的新寵。
（五）教育重點的轉移。由於老人人口快速增加，提供老人教育或學習的機
會，是一項急遽的需求。世界各國教育的重點已經開始從公共教育中的兒童，轉
移到較大年紀的工人企業訓練及退休者的終身學習活動上。因此，各種類型的老
人教育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崛起，如旅遊學習、海外研習、老人寄宿所活動、樂齡
大學、長青學院等等，其型態越來越多樣，參與人數倍增，帶動高齡教育的另一
番氣象。
（六）家庭結構窄化、代間增長及家庭的崩解。老年潮的來臨，使得家庭外
型窄化、變長，而形成家庭革命。家庭崩解，包括獨居老人、夫妻、單親、雙親
與孩子的核心家庭等日漸增多，家庭型態多樣化，家庭成員變得更加分散。減少
了傳統家庭功能中祖父母輩與子執輩的互動，間接壓縮了高齡者的生活機會及空
間。
由於高齡社會的快速來臨，它靜悄悄地給整個社會帶來衝擊，其威力卻相當
強大，這個「銀髮革命」是社會的一種無聲的革命，政府應及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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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高齡社會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行政院相關部會自 2008 年起陸續推動「國民年金
制度」及「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並實施「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此外，該
年三月核定之「人口政策白皮書」亦針對高齡化規劃完善因應對策，其施政總共
有十四大類，跨了九個部會及三十二個大計畫、大方案，如衛生署的遠距照護試
辦計畫和健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經濟部的科技化健康照護創新服務和輔具產品
開發輔導、內政部的社區關懷據點和獨居老人送餐服務、勞委會的外籍看護工審
核機制與國內照顧服務體系接軌方案、交通部的交通場站與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
改善計畫、原民會的原民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國科會的輔具相關專題研究計
畫、金管會的推動保障型及年金保險商品（金融市場套案計畫）、教育部的老人
大學等等，希望透過這些措施營造一個悅齡親老的社會（游清富、蘇淑慧、莊德
樑、王天順、李慧玲，2012）。
針對高齡社會，黃富順（2011）從社會及個人的層面提出十點建議，其中包
括下列三點：
（一）鼓勵高齡者從事志工，推動人力服務銀行制度。由於社會的快速高齡
化，高齡人口大量增加，這些新一代高齡者的教育程度高，健康狀況良好，經濟
有保障，很想持續回饋社會，除投入就業市場外，另一可行的途徑就是鼓勵高齡
者擔任志工，讓他們的人際網絡能持續連結，不與社會或人群脫節。更重要的，
他們可以繼續活躍在生命的舞台，展現他們生命的價值，讓豐富的經驗及人生智
慧，能有所傳承與貢獻。
（二）創新高齡學習機制，提供高齡者學習機會。「活到老，學到老」，高
齡者可透過學習來充實晚年的生活。高齡者願意參與學習活動的人相當多，高達
60%（黃富順、林麗惠、梁芷瑄，2009），對於高齡者學習機會的提供，應朝多
元化的方向發展。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樂齡學習，在各縣市與大專校院廣設
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大學、社區高齡班等，使高齡者可就近學習。然而，不只是
實體教室的學習，亦可發展手機或電腦的網路學習，使高齡者的學習時間更具彈
性。另外，在學習材料上，除了傳統的休閒娛樂性、養生保健等，亦可包括概念
性和知識性的內容，使他們能隨時更新，與時代脈動同步，才能智慧長青，活得
有意義、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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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樂活銀齡，儘早規劃。高齡者不管是生活、健康與財務上都須有規
劃，若欠缺妥善的規劃，沒有好好經營生命，將會無所事事、庸庸碌碌、甚或貧
病交加過晚年。因此，高齡者需具備生涯規劃的知能，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吸取
新知活化腦部，充實生活內涵，培養正當的興趣與嗜好，以樂活高齡期，這是每
個高齡者所應為與所當為的事情。
在生涯規劃方面，游清富等（2012）建議高齡者可以規劃自己一生中最想完
成的事，如寫一本書、創作一件藝術品、畫一幅畫、或長途旅行等，並且落實去
執行。這樣一來，不但可以使高齡者把時間投注在自己有興趣的事情上，避開不
良的生活型態，也可為人生留下一些可以追憶的東西。
總而言之，高齡生涯要樂活，要把時間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它可以是不斷
去吸取新知，或者去創意發想，或者積極與社會接觸，與好友共處，才能智慧長
青。

四、社內里介紹（以下資料由新市區社內里社區發展協會提供）
新市區社內里原為新市鄉社內村，2010 年我國政府調整行政區劃，台南市
政府成為直轄市後，行政區域名稱更改為社內里，主要有大宅、橋頭、橋頭角、
農場仔等四個聚落。該里位於新市區中央偏西位置，台南支線高速公路國道 8
號新市交流道位於該里內，並有新港社大道聯接台南科學園區（以下簡稱南科）
。
北與南科相鄰，東臨新市區鬧街及有高鐵經過，南緣鹽水溪與許縣溪、潭頂溪交
會口，並有鐵路經過，緊臨新市火車站，西接大洲里，交通相當方便。
在文化與農業方面，新市是白蓮霧的故鄉，其中社內里的原生種白蓮霧老樹
就有八十八棵，成為當地的特色，重要的農產品還包括甜玉米、稻米、洋香瓜等。
而文化的特色則有廟宇、橋頭祖亭、社內遺址等。
談到人口，根據臺南市新市區各里 2015 年 12 月人口數統計，社內里的人口
數是 2,823 人，其中男生有 1,417 人，女生有 1,406 人。受到南科的帶動發展，
里內的生活機能變得更便利，一棟棟新的房舍建起，相對農田景觀逐漸變少。可
幸的，社內里的民風仍然淳厚，個個待人熱心親切，里民間的凝聚力相當堅固。
為了推動社區發展工作，運用資源推展各項社區服務及經營方案，以達到社
區組織活化及居民參與，提昇社區運作能力及自主意識，並落實弱勢照顧，增進
居民福利，達成福利社區化，於 1997 年成立社內里社區發展協會。經過歷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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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的努力經營，目前社內里的社區發展已相當有成績。尤其值得注意的，社內
里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約三百五十人，佔總人口數百分之十二，社區人口老化嚴
重，為了強化人際連結，讓年長者得到更多的溫暖關懷，在社會局照顧服務管理
中心輔導員的積極協助輔導下，台南市政府社會局於 2012 年 06 月 01 日核准成
立社內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社區福利化為目標，建造溫暖幸福舒適的社區。這
個據點目前已成為居民下棋、聊天、泡茶、閱報、運動、卡拉 OK 歌唱的好去處，
更是凝聚里民情感的重要據點。
因為這個據點的設置，除了社內里辦公室原先的運作外，當地的高齡者也自
發性地組織社團─千歲團，擔任環保志工，並協助各項活動的辦理，活化整個社
區，也讓居民活出精彩的人生。定期的活動有：
1)週一至週五：全天，志工在社區關懷據點服務輪班。
2)周二和周四上午：不定期辦理社區講座或高齡者健康促進課程。
3)周三上午：長輩漢學課程。由台語文專家董峰政教授教導居民漢學，包括
昔日文賢、三字經、千金譜等等，更教導褒歌吟唱，學習人數約六十人。
4)周四中午：社區共餐活動。由年長的志工負責烹煮食物，一般是提供葷食，
素食的年長者則自行攜帶便當來與大家一起共餐，參與共餐人數約七十位。
5)閒置空地的美化：由志工將里內閒置空地做美化，栽種樹木草花，創造更
多充滿綠意的空間。

五、千歲團夢想屋計畫
促成本團隊提出「千歲團夢想屋計畫」的主要原因有：
（一）專題製作亦可融入服務學習。教育部積極推動服務學習教育，於 2007
年起頒訂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至今持續進行，融合學校正式課程、非正式課
程以及校園文化，發展具有特色且永續之服務學習教育，使學生從做中學，學習
成效從單純的理論知識，提升到全人生命的發展。服務學習教育推動至今，幾乎
全國各大專校院都已將服務學習課程納入正式課程學分，許多內含服務學習的課
程多為一次性服務，難以顧到服務的深度與品質。專題製作的時間較長且有計畫
性，若能融入服務學習，不但能提供兼具深度與廣度的服務，亦可讓服務學習教
育更紮實、更有質感。
（二）在地服務。近幾十年來，台灣經濟蓬勃發展，其結果使得傳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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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與價值體系不斷遭受到挑戰。多數高齡者較喜歡居住在自己所熟悉的社區並
終老於此，然而許多在鄉村地區長大的年輕人，為了讓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多半
選擇到都市發展，尤其是已婚的青壯夫妻在工作競爭與撫育下一代的雙重生活壓
力下，很難同時照顧留在鄉村地區的高齡父母，導致這些高齡者可以從家庭成員
得到照顧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他們需要社會體系或政府提供生活照顧的需求相對
地就越來越大。社內里屬鄉村地區，多少也有上述所提的問題，幸好有社區發展
協會的運作，透過各項活動的辦理，活化整個社區，也讓里內的高齡者身心靈得
到照顧。本專題團隊成員就讀的遠東科技大學離社內里只有幾公里遠，就近服
務，希望提供不一樣活動讓高齡者來體驗。
（三）圓夢計畫。目前台灣各地流行彩繪，美化了社區，也吸引大批遊客，
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但這些彩繪多半請專人繪製，如果能由社區居民（尤其是高
齡者）親自設計並動手製作，意義必然不同。本計畫是讓該里的高齡者設計夢想
屋，再利用紙漿把它雕塑出來，可激發這些長者的創意潛能，也圓他們自己的夢
想。夢想屋完成後放置於里內的閒置空間，以美化社區，未來這些創作者更可帶
著自己的兒孫來到那裡，述說自己的夢想屋故事，藉此並增進與兒孫間的情感。
（四）內含環保教育。夢想屋是利用紙漿為媒材雕塑出來的，紙漿是用回收
的報紙來打成漿的。另外，夢想屋的雛型是利用紙箱、厚紙板、保麗龍盒、報紙、
紙捲筒等等回收品做出來的。資源回收、再利用，並透過創意巧思去創造，讓垃
圾變黃金、變藝術品，可減少對地球的傷害，讓社區高齡者共同來過減量、重複
使用的生活。
本計畫的實施共有八個單元：認識紙漿雕塑、設計夢想屋、夢想屋雛型製作、
紙漿製作、上紙漿、上色、成果呈現、和分享。
本計畫的預期成效：
（一）社區方面
1)提高社區居民參與，利用社區自有的人力。
2)增進社區居民的互動，加強情感的連結。
3)美化社區，讓家園更美麗。
4)營造社區特色，讓夢想屋成為社區的亮點。
5)吸引遊客到此一遊，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二）社區居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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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發高齡者的創意潛能。
2)讓高齡者的生活過得有意義，活出亮麗人生。
3)創作者可帶著自己的兒孫來到夢想屋擺放處，述說自己的創作理
念，藉此可增進與兒孫間的情感。
（三）本團隊成員方面
1)利用所學，提供兼具深度與廣度的服務。
2)團隊成員從與高齡者的互動中，學習到他們的智慧與經驗，並對生
命的價值與服務的意義有更深刻的體認。
3)服務學習教育更紮實、更有質感。
（四）社會影響力方面
1)本計畫執行難度不高，可普及到每一社區。
2)讓社區動起來，讓鄉鎮動起來，讓整個社會動起來，創造活力、健
康、祥和的家園，與富有藝術文化的高品質社會。

六、千歲團夢想屋計畫執行
本專題製作--千歲團夢想屋是融入服務學習的專題製作，團隊成員利用所
學，於 2016 年 03 月到 12 月這段期間，到新市區社內里教導該里的高齡者利用
紙漿，設計與雕塑自己的夢想屋，經過近十個月的創作，茲依序將各單元工作彙
整與說明。
（一）認識紙漿雕塑
社內里社區的高齡者從未接觸過紙漿，當然更不知道紙漿雕塑為何物，所以
第一單元的重點就是教他們認識紙漿與紙漿雕塑，在講述的過程，同時也呈現一
些照片和實品，以協助他們對即將進行的創作有更具體的概念。
（二）設計夢想屋
在設計夢想屋時，雖然高齡者嘴巴說：
「我哪會畫圖？」
「我畫的房子怎麼能
看？」很擔心自己畫不好，本團隊成員就告訴他們：「沒有關係，隨便畫隨便好
看」，希望他們自由自在地把想法畫出來。事實上，他們早有定見，知道自己想
要擁有甚麼樣的房子，現在有機會美夢成真了。
（三）夢想屋雛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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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奶奶在製作夢想屋的雛型
設計好草圖，要開始動手做夢想屋了。高齡者把事先收集的大型紙筒、紙箱、
厚紙板等等拿來，依照原先畫好的設計圖來塑型。從來沒有塑型的經驗，高齡者
起初顯得手足無措，不知該從哪裡動手，本團隊成員就主動走到他們的身邊，詢
問他們有沒有需要協助，適時提供一些建議或者示範雛型製作的技巧。例如用厚
紙板立起來的柱子是空心的，不夠紮實，所以建議他們在裡面也塞一些廢報紙，
使柱子變成實心的，較不容易倒，也比較好上紙漿。夢想屋在高齡者的想像中並
不好做，那是因為高齡者從未曾有過這樣的經驗，本團隊成員不斷地給予鼓勵，
從無到有，夢想屋的雛型陸續就蓋好了。
（四）紙漿製作

圖 2 奶奶在製作紙漿
這次計畫需要大量的報紙和紙箱來做紙漿，在魏理事長的號召下，高齡者回
家向左右鄰居募集舊報紙和紙箱，沒幾天社區發展協會就堆了好幾堆的報紙。接
著，進行撕報紙的工作。把報紙撕成小碎片的工作難度低，大家都可以勝任，許
多人家裡的事忙完就會到協會來幫忙，大家一面工作一面聊天，工作很快就做
完。因為有這個計畫的執行，高齡者相處與互動的機會增加了，每天都有事情做，
時間就在談笑間過去，日子變得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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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報紙浸了幾天後紙質變軟，接著就來進行打成漿的工作，本以為用大型攪
拌器來打漿，需要由力氣比較大的人來操作。有位當過水泥匠的爺爺主動幫忙，
他的個子不高，不過攪拌器到他手裡，就好像人機一體，一大桶的紙漿很快就打
好了，他說：「凡事最重要的是掌握技巧，技巧對了就可事半功倍。」
最後一道工序是把白膠加入打好的紙漿中，這道工序看似簡單，但要確實掌
握白膠與紙漿的完美比例。首先由老師示範這二種東西要如何混合，並讓奶奶們
來觸摸它們的黏著度，再由奶奶自己動手做，經過幾次的比例調整，奶奶學會如
何製作紙漿了。其實，奶奶的學習力好強哦！
（五）上紙漿

圖 3 爺爺奶奶在上紙漿
以前做紙漿雕塑都是小型作品，使用小型的工具來上漿，這一次面對較大型
的夢想屋作品，也使用小型工具來做。當大家正煩惱進度很慢時，那位當過水泥
匠的爺爺看又出現了，拿著塗水泥牆的抹刀，不用半小時就把一間房子的雛型上
好漿了，讓本團隊成員大開眼界，「用對了工具，凡事可事半功倍。」原來「術
業有專攻」，由衷地敬佩這位老爺爺，他真是有一套啊！「社區裡像這樣身懷絕
技的老人家應該不少吧，只要善用這些人力資源，工程應該可以順利且提前完
成。」本團隊成員在那當下是這麼想著的。
夢想屋雛型上漿後，讓這些雛型放在協會的玄關自然風乾，大約經過一周的
時間，接著奶奶們又上場了，她們的工比較細，在原有的雛型上加上一些造型花
69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 頁 59-75 陳美玲 蘇釩妤 許雅琦 江伶鎔 千歲團夢想屋—融入服務學習的專題製作

樣或圖案。再次等一周左右讓紙漿風乾，請奶奶們檢查是否有不平整或坑洞的地
方，將這些地方補平，否則會影響之後上色的容易度和成果的呈現。奶奶們很仔
細地檢查和修補，深怕有些地方漏掉，她們常常會問：「這樣可以了嗎？」雖然
本團隊成員的年紀比她們都小非常多，但她們自認書讀得少，所以她們就是聽話
照做就對了。其實，學問不一定要從讀書而得來，爺爺奶奶累積很多的人生閱歷
與生活智慧，他們才是有學問的人呢。尤其常常聽奶奶們說起年輕時的辛苦，談
笑風生，好像是在述說別人的故事一般，這又是何等的歷練，才能把那些辛苦看
得這麼自在。
（六）上色

圖 4 向奶奶示範如何上色
等待夢想屋的紙漿全乾了以後，用壓克力顏料塗上色。，原本計畫是讓高齡
者隨意地發揮，但是上色對這些高齡者是陌生的經驗，他們不知道要如何混色或
配色，這是高齡者的困難點。雖然本團隊成員有示範如何混色或如何上色才會讓
色彩均勻，也給予上色方面的意見，但他們還是很擔心，深怕畫不好看，就全功
盡棄，所以有部分作品是請學妹協助完成。
（七）成果呈現
高齡者利用紙漿製做了二十間的夢想屋，也做了一些奇形怪狀的動植物，也
許不能用美麗來形容，但非常有童趣。

圖 5 高齡者的紙漿雕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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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8 月 25 日新市區社內里有示範區考核，考核內容包括環境整潔和
綠美化造景，新港社大道附近的這一塊香草花園特地布置了夢想屋，委員們對夢
想屋的構想相當讚許，認為由居民親自參與社區營造是很有意義的，他們誇獎志
工很用心做夢想屋，對夢想屋的評價：「造型豐富、色彩繽紛」。

圖 6 新港社大道附近一塊綠地置有夢想屋
另外，社內里社區發展協會於今年向農業局提出一個計畫「社內歡喜夢想城
堡—角落綠地營造」，以夢想屋為主題，獲得十二萬元的補助。

圖 7 社內歡喜夢想城堡置有夢想屋
高齡者很寶貝這些夢想屋，目前有部分的夢想屋還擺放在新港社大道附近的
那塊綠地那裡，雖然高齡者不是很同意這麼做，他們擔心辛辛苦苦做出來的夢想
屋被偷走，然而魏理事長卻堅信台灣人民是善良的，到目前為止還不曾發生過被
偷走的事件。那塊地是通往南科必經之路，已經有很多人去到那邊走動、拍照和
打卡，頗獲好評。
（八）後續
社內里居民有畫生肖活動，這個活動─「猴年畫猴」在去年底首度實施，今
年有夢想屋製作，現在年關將近，又展開「雞年畫雞」活動。有了前二次活動的
參與經驗，居民的創作力似乎慢慢被喚醒，這次主動來參與的人數增加了。透過
這些藝術創作活動凝聚了里民的向心力，提升人與人間的情誼，整個協會顯得熱
鬧很多，相信社內里的居民會越來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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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雞年畫雞」活動
（九）高齡者分享
【魏理事長千富】
一開始我就以快樂的心情來參與這個活動，很高興有機會學習紙漿雕塑，我
不懂紙漿雕塑是甚麼，遠東科大的團隊怎麼教，我們就學甚麼，像個孩子一樣，
樂在其中。等到成品做出來以後，大家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不要用的東西結合紙
漿並上色後，居然就可以變成一個很漂亮的藝術品，成就感頓時提升很多。有了
這個創作經驗，之後我還會想繼續做這類東西，為此我還想出了另外一個計畫，
就是把東西縮小迷你化，當小型吊飾或是裝飾品之類的。
【高齡者 A】
一開始接觸紙漿雕塑，我完全不熟悉，只能無助的向指導老師請教，經過老
師的細心解說後，我開始有自己的想法，其實做夢想屋的時候，想法不要只侷限
在一個框架內，想到什麼就畫什麼，天馬行空的想法會使作品更有趣，畫久了也
會越來越上手。從剛開始的不知所措到後來的熟能生巧，過程中我學到一些以前
沒學過的東西，也找到自己新的興趣。看到一座座的夢想屋，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高齡者 B】
第一次摸到紙漿的觸感是怪怪的，沾到紙漿的手很難洗掉，味道也不好聞，
因為碎報紙浸水太久變臭了。在製作紙漿的過程，我知道如何拿捏好報紙與白膠
的比例是很重要的，要掌握到恰到好處才行。從一開始的撕報紙，到打碎報紙，
到加白膠做成紙漿，雖然步驟複雜，但我卻樂在其中。雖然我參與製作的時間不
長，但這卻是心中無法忘記的回憶。
【高齡者 C】
在製作紙漿的部分，從撕報紙開始，利用不要的廢報紙，把它撕成一小塊，
大家都沉浸在撕報紙的樂趣當中，老師說這個動作其實可以活化我們的大腦運
作，真是太好了！在一起工作，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意見，例如撕報紙，有些人
覺得大塊報紙比較好打成紙漿，有些人則覺得要撕小塊一點會比較好做；在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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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和白膠混合時，有些人說水太多或是白膠太少了等等，雖然大家吵吵鬧鬧的，
但就像是處在一個大家庭似的，非常溫馨。
（十）服務學習心得
【學生 A】
本專題製作團隊的主題為千歲團夢想屋，是與社區的老人們一起攜手合作打
造屬於他們自己的夢想屋，我們去教他們如何創意發想，如何利用回收物品來製
作一間小房子，以及上色技巧，並指導他們如何去佈置或裝飾。
和老人們一起製作夢想屋時，事實上他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與創意，知道自
己想做什麼。這些老人家個個都臥虎藏龍，有位爺爺他以前是做水泥工的，所以
對塗紙漿的工作很是上手，不用半個小時一間房子的雛型就塗好紙漿了。老人家
在工作時很認真，會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其中，做出來的東西既美麗又豐富，會讓
人感動的作品，這也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認真看待每一件事情，用心去做每
一件事情，得到的結果自然大大相同。
【學生 B】
在一起製作夢想屋的過程，老人家一邊做一邊與我們聊天，像朋友一樣。與
他們合作的過程，阿公阿嬤也會表達他們的想法，例如他們喜歡比較繽紛的色
彩，大紅、大綠、大橘，而我們卻比較喜歡簡單的色調。我清楚知道，他們想表
現的夢想屋和我們想的不太一樣，不過這是他們的夢想屋，當然要以他們的意見
為意見下去製作。當他們看到色彩繽紛的夢想屋完成時，高興得笑到合不攏嘴，
臉上的笑容很純真、很美麗。
在這次專題製作的過程裡，我學到如何與長輩互動，學到如何協助他們畫出
七彩繽紛顏色的夢想屋，雖然整個製作的過程中有些許不順利，但這些不順利都
讓我轉成動力。人如果不在錯誤中學習，那我們將會如何？當阿公阿嬤為我們鼓
掌時，我感覺很驕傲、很高興。
【學生 C】
一開始接觸到這個任務既興奮又害怕，因為是要教老人家動手製作紙漿雕
塑，在沒有教學經驗的情況下，會害怕教不好，會害怕沒有好的創意點子，所以
我蒐集很多的資料來增加我的自信心。
在過程中，我擔心老人家聽不懂我所說的，擔心他們學到一半就落跑了，儘
管如此，我還是盡量以平常心用心教他們，因為我相信他們會越來越喜歡紙漿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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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我心裡期待著，可能的話就培養出他們的另一種興趣。實際上，我發現有些
老人家剛開始好像沒有太大的熱情想要參與，但因為朋友相約來做，只好勉為其
難，到後來似乎找到一些樂趣，看到自己打造的夢想屋是既開心又有成就感。
在這過程中，我學到要如何與老人家相處，雖然他們在一開始看起來很嚴
肅，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我覺得很開心，雖然也參雜一些小情緒，在不知不覺中
我們培養出了一些默契，很棒。

七、服務學習之檢討
一般的課程內含服務學習多半在課程中搭配幾小時的實際服務體驗，其深度
與廣度相當有限。本專題製作從選定題目和服務學習對象，到夢想屋製作完成，
前後約十個月，投入的心力與時間相當多，具備深度與廣度，像這種融入服務學
習的專題製作非常有意義，值得推廣。
在執行這次專題製作的過程中，團隊成員從原本對社內里的長者陌生、到認
識、到和他們成為好朋友，並從長者身上學到許多人生閱歷，這是收穫一。透過
教學相長，團隊成員學到大型雕塑品的技法，這是收穫二。透過付出與給予，體
認服務的意義，知道自己雖年輕但也能利用專業技能服務社區，這是收穫三。
身為專題製作指導老師，除了督導學生如期完成各單元的任務外，更重要的
工作是在一旁陪伴與鼓勵。學生缺乏教學經驗，會擔心自己的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不好，會擔心自己的台語不好老人家聽不懂。但幾週下來，學生發現不需太多的
語言，透過示範老人家的學習能力強，作品品質不錯。另外，利用手機 Line 群
組與學生隨時保持聯繫，掌握夢想屋進行狀況，並給予建議。

八、結語
本專題製作的主題即千歲團夢想屋，於2016年03月到12月這段期間，到偏鄉
社區—新市區社內里社區發展協會，進行融入服務學習的專題製作，教導該里的
高齡者設計並雕塑夢想屋。在經過近十個月的創作，社區長者的創意潛能被激
發，日子過得更充實生活，這是本專題製作最大的收穫
本文分享創新系學生融合服務學習的專題製作實例，透過兼具深度與有品質
的服務，讓學生利用專業技能去助人，體認服務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是相當有
意義的一個專題製作，期望爾後有更多的專題製作依循此模式，讓服務學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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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紮實、更有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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