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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融入國中

社會領域地理教學

林泰安地理科教師

。臺北市立建成團民中學

摘要

本教學以問題導向學習輔以小組合作模式來進行「全民國防教育」探究教學，對象為

國中八年級的學生。本研究在課程設計上，使用google map作為教學媒介。過程中，學生有

權力去做決定和參與討論過程，改善並進而增進他們的能力。成效分析上，利用質化資料的

分析，以學生部落格討論、學生訪談、課堂觀察、教師訪談、教學省思等資料，加以編碼撰

寫，深入了解學生在課程進行中的反應及變化。

在質化資料的分析上，可看出經實驗教學過後，學生會選擇有用及正確的資訊來解釋全

民國防議題背後的成因，同時也在討論過程中，也能夠不同意見進而形成共識。此外，學生

在探究飛航情報區與防空識別區、領海與專屬經濟海域等海空軍事地理問題時，能從空間分

析、政治權力、國際關係發展的觀點出發，做出更完整及深入的思考。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小組合作學習、全民國防教育、海空軍事地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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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中ose of this teaching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All

out Defense Education by mean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by integrat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google map. During the process, Students have the rights to make decision, and can even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develop its e伍cacy. The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is based on the the qualitative materials. The collections of the qualitative materials are on way of

blog, learning lists and the interviews to few learners who has taken the exam.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I )

After teaching, most students already learned how to find useful and correct date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and could accept other opinions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on. (2) Students also

expressed their keen sense of self-direction in learning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issue 、 air defence

den且cation zone issue 、 territorial sea issue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ssue. Students used to

explore air and sea military geography issues on the viewpoints of spatial analysis, politica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velopmen t.

Keywords:Problem-Based Learning, Team Cooperative Learning, AU-out Defense Education,

Sea and air military geograph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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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目。首

每當中華民國的國旗飄揚在國際賽事的

會場時，內心總是無比的激動。

記得國小、國中的清晨，到學校的第

一件大事不是上課，而是升旗。每每到了七

點三十分，全班同學都要到走廊或操場上集

合，然後唱著再熟悉、不過的國歌與國旗歌，

那是一段難忘的成長經驗與記憶，無形中國

家意識也在日日仰望著國旗冉冉升起下，刻

畫入腦海中。

國家意識的高漲通常都出現在國際事件

的出現。以1999年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

開啟了美國的反恐軍事行動，只是這次的軍

事行動對象不再只是明確的一個國家，而是

在西亞各國的數個組織。有別於以往的國家

對國家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恐佈組織所採的

攻擊方式改以炸彈引爆、病毒散播、客貨機

挾持等形式，美國也因此提高海空安檢的規

格。海空的防禦能力是一個國家國防成敗的

關鍵，固若馨石的海空防禦也能夠使國內本

土免於戰火的損壞。

近年來，臺灣社會開始反思我們培育

的下一代能否具備瞭解國防意涵及國家意識

的能力。 1995年2月 2日隨著「全民國防教育

法」公布實施，給了第一線的國中老師更多

著力點與教材轉化的可能，教學者認為在現

行園中教學下，全民國防教育以融入到自己

所任教的科目最具有成效，且容易持續發展

教學。

國防議題因牽涉到政治、經濟、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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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實屬高度複雜的問題。所以教學者選

擇以「問題導向教學法」並配合多媒體與專

題發表的型態，以七年級學生為教學對象，

融入七年級社會領域地理篇中的《位置與範

圍) ，利用兩堂課的時間，讓學生藉由團體

合作，共同尋找可用的資訊，進行「學習如

何學習」的認知發現，最後期待能提升學生

在海空國防議題尋求答案的能力。

貳、全民國防教育的內涵

軍事武器不等同於國防實力， (國防

法〉第三條提及 r 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

民國防，包合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及國防有

關之政治、經濟、心理、教育等直接、間接

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換言之，我

們的國防是由「軍事防衛」與「全民防衛」

兩項要素所共同組成，在理論與實務上是屬

於「綜合性安全」的範疇。由此可知，國防

的目的在於透過對全國人力與物力的妥善動

，以政治建設為基礎、以經濟建設為後

盾、以心理建設為動力、以軍事建設為核

心、以科技研發為先導，有效整合全民有形

與無形資源，增進國防戰力確保國家安全，

而非單獨透過軍事手段予以達成(蔡明憲，

2006)

2006年2月《全民國防教育法〉的施

行，全民國防教育更為社會全體大眾所重

視，學校身為培育下一代的主要媒介，對此

更有責無旁貸的責任。《全民國防教育法〉

第七條第一款提及 r各級學校應推動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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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教育，並視實際需要，納入教學課程，

實施多元教學活動」。對此，我們可以發現

社會對學校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殷切期盼。

在教師進行全民國防教育前，必須相對其

內涵有所認識。國防部依據「國家安全報

告」、年度「國防報告書」揭示之國家總體

戰略與國家安全威脅，擬訂全民國防教育內

涵五大主軸(政戰資訊服務網， 2012年3月

30 日)

一、國際情勢:全民瞭解國家處境與潛存威

脅，務實參與國際事務，確保國家永續

發展。

二、國防政策:宣導當前國防施政方針、國

軍整體戰略，激發全民防衛意識，支持

國防政策。

三、全民國防:瞭解「全民國防教育」對個

人、家庭、社會與國家安全之影響，關

注、支持參與國防事務。

四、防衛動員:介紹「民防體系」與「全民

防衛機制 J '適時動員總體力量，厚植

戰力泉源。

五、國防科技:建立「無科學即無國防，無

國防即無國家」共識，爭取全民支持國

防武器裝備發展策略。

參、全民國防教育與地理
教育的關連

宋朝朱熹在(觀書有感〉一詩中 r 問

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J '道出了

環境現象間的因果關係'也揭示教育工作者

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思考與分析現象背後原因

的重要性。

國防議題的探究牽涉的範圍相當的廣泛

及複雜，主要包括政治、經濟、科技發展、

文化、種族、地理位置、歷史淵源等諸多面

向，絕非僅從單一因素即可做簡單的推論。

全民國防教育的內涵，包括國際情勢、國防

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員及國防科技，此

五個面向彼此間具有高度的關連性與依存

度。國中階段的學生在國防議題上，正處於

試探瞭解的過程，教師的思考引導則成為學

生往後是否真備獨立思考國防議題的關鍵

因子。換言之，國中教育階段的全民國防教

育，應將重點放在國防意識的覺知及國防議

題的探究能力培養。

地理科是研究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環

境，以及人地關係的學科，乃以自然環境和

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是深真綜合性的息

科(黃朝恩， 2007) 。人地關係的思考、論

辯，一直是學術界的共同關懷，更是地理學

的核心課題(王鑫， 2009)

探究「不同時空與環境下所產生的區域

政治關係」及「全球化下國家主權的宰制範

圍」向來便是全民國防教育與地理教育學者

的重要使命，故教學者深切認為在全民國防

教育融入各領域的教學中，地理教育因強調

以人類活動、地理環境及歷史發展脈絡為

軸，著重協調三者間的關係，因此更確定7

地理科本身真有突顯全民國防教育意恆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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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為全民國防意識的提升

In :在全民國防的情境中教且

About: 教學全民國防相關內容

圖 l 理想的全民國防教育圖像

肆、找到對方，融入不困

難

許多第一線老師也許認為全民國防教

育在國中階段是額外附加的內容，認為會加

重其在教學設計與學生學習的份量。我想嘗

試著從男一個角度來思考，分析國中社會領

域課綱中，不難發現過宜採用的指標，如:

卜4-10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

治主權的關係; 1-4-11 瞭解領海與經濟海域

的管轄主權等海洋權益、瞭解令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4-4-2在面對爭

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

性辯論，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由;

9-4-4探討國際問產生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

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可能方法。而例

舉社會領域地理教學的現行教材中，教學者

整理易融入的單元，如表 1 :

表 l 全民國防教育可融入社會領域地理科內容

I.臺灣的領海與經濟海域(延伸出領空、鄰接區、防空識別區)。

七年級 2.金門國家公園的特色(戰地文化、八二三砲戰)。

3重要水道一一臺灣海峽介紹(延伸出湖映中線教學)。

1.中國新疆與西藏的獨立問題。

八年級
2. 中國北部缺乏天然疆界的因應策略。

3. 中國、日本、臺灣對釣魚臺列嶼的主權爭議。

4. 中國人口素質問題與一胎化下過度溺愛問題。

I.印度與巴基斯坦問喀什米爾地區未定界爭議。

九年級
2. 南北韓北緯38度停戰線的現況。

3. 日本堅持沖之鳥島的所延伸的領海與經濟海域。

4. 日本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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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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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洲盧安達胡圖族和圓西族的種族爭議。

6. 南歐巴爾幹半島「科索扶」獨立問題。

7 以色列與周圍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及全民皆兵的策略。

8.西亞地區庫德族遷徙、難民及政治爭議。

9. 北極地區西北航線出現對全球戰略的影響。

10.美國因國土遭攻擊，在西亞地區所進行的軍事行動。

11.世界重要水道一一中美洲巴拿馬運河、非洲蘇依士連河、歐亞之間的伯斯

普魯斯海峽及達達尼爾海峽、歐非之間的直布羅陀海峽、亞洲麻六甲海峽

及白令海峽。

12.交通革新所造成的時空收斂現象及衛星通訊革新所產生的國防影響。

恆、防禦與決戰的先機一

一海空軍事地理課

程發展

一、教學理念

本教學設計以建構主義與社會學習理

論為主要教學精神，利用「國防議題」的問

題探究，來引導學生進行更寬廣的思考並從

中思考自己學習的需求與方向。在教學過程

中，教學者所扮演的角色為思考引導者，而

非知識灌輸者。因國防議題牽涉層面極廣，

所以在小組問題的設計與選擇上，教學者利

用非結構式問題並配合深度與廣度兼真的特

徵，期待讓程度不同的學生均能樂意參加、

提出見解及解決的策略。

在教學情境的營造上，以「全民國防」

為主脈絡，強調透過「國際海空國防議題的

關心及探討」與「海空國防科技的持續發

展 J '希望建立學生前臘、正確的國防觀

念，利用書籍、多媒體、網際網路等管道，

以有效達到學生學習的可延續性，並藉以激

發學生的學習熱誠及增加教學的彈性與美

學。

二、海陸軍事地理教學策略

選擇與教學流程

在教學設計上以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為主要教學法，

並配合多媒體進行教學。國防議題因牽涉到

政治、經濟、外交等面向，實屬高度複雜的

問題。利用問題導向教學法，讓學生藉由團

體合作，共同尋找可用的資訊，進行「學習

如何學習」的認知發現，最後期待能提升學

生在海空國防議題尋求答案的能力。

Duch (2001 )認為問題導向學習是一

個教學的方法，它挑戰著學生在團體合作中

「學習如何學習J '並對真實世界的問題尋

求解決。這些問題用於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和

驅動議題事物的學習，也提供學生去思考和

批判，以及去尋找和使用加入的學習資源。

問題導向學習和九年一實中所強調學生必須

September,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113



教學專題

要學習「帶著走的能力」的概念不謀而合，

也是一種讓學生學習如何學習及能夠自我學

習的一種很重要的教學方式。問題導向學習

必須建立基礎原則 (ground rules) 以促進

開放且支持的學習環境，由於問題導向學習

偏重小組討論學習，因此要如何維持小組討

論氣氛(包括建立開放、信任與具支持性的

氣氛) ，便顯得相當重要 (King， Sebastian,

Stanhope & Hickman, 1997) 。教學者必須將

討論的自主權交還給學習者，採非直接指導

¥一貧窮

縛Jl.J乎都'.:J:.之所

性的引導方式，而是在學習者困惑時，適時

加以澄清並促使其理解。

教學過程中，則以「國際情勢的探討，

全民國防的迫切性以及國防科技研發」為主

軸，並藉由國內外在海空上的國防爭議案例

為教學動機，進行「領海」、「鄰接區」、

「專屬經濟海域」、「領空」、「飛航情報

區」與「航空識別區」等重要空間概念教學

及重要戰役(八二三砲戰)介紹，如圓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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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防絮與決戰的先機一一海空軍事議題教學單元教學流程圖

表2 能力指標選用及單元進行流程

1-4-10 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1-4-11 瞭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權益。

12-4-4 瞭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社會領域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論，並為

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理由。
能力指標

5-4-2 瞭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但

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i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

可能方法。

﹒到底在現行的國際法下，一個國家所管轄的海域範圍是什麼?

問題思考
﹒臺灣海峽是否真如美國所宣稱，屬於國際海域?

﹒或者在面對中共威脅之下，臺灣海峽是中國的「內海 J '外國船艦的通

行需要遵守中國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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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思考
﹒中華民國和中國在臺灣海峽上有沒有分界線?

﹒兩國對此線的認知是否相同?

時間規劃
教學單元:七年級社會領域地理篇中的《位置與範圍〉

教學時間:兩堂課 (45x2=90)

哥|起 2007年 II月「小鷹號 (USS Ki tty Hawk) J 戰鬥群繞經臺灣海峽事

動機 件

教學一:領海、鄰接區以及專屬經濟海域在國防上的意涵

步驟一:教師先詢問同學捕撈漁業可以依照距離海岸遠近分成哪三

類? (距離海岸12涅為治岸漁業、距離海岸12-200涅為近

海漁業、距離海岸200涅以外為遠洋漁業)

步驟二:教師講解依據《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公約>'領海Territorial

Sea是指距離海岸基線12涅( 22.2公里)的地區、專屬經

濟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是指距離海岸基線200涅

(370公里)的地區。並透過google map作為教學媒介。

步驟一:領海和專屬經濟海域在國防上的差異。

步驟四:國防預警，加設「鄰接區J (領海12涅再向外延伸12涅的

海域)的概念。

教學二:無書通過在國防上的意涵

單元一
步驟一:引導思考「無害通過J ?軍事演習算嗎?捕魚算嗎?(此

決勝於領土之外 發展
處教學，老師要同學回顧並思考在專屬經濟海域與鄰接區

活動
的特性，並引導出無害通過的內涵。)

步驟二: <聯合國國際海洋公約》第19條提到在不損害治海園和

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前提下，所有國家的船船，均享有

「無害通過」領海的權利，但行駛船隻不能有軍事行動、

研究測量、捕魚等行為。

步驟=: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來看，在第七條中提到:外

國民用船船在不損害中華民國之和平、良好秩序與安全，

並基於互惠原則，得以連續不停迅速進行且符合本法及其

他國際法規則之方式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

教學三:飛航情報區及防空識別區在國防上的意涵

步驟一:教師播放心10 invaded taiwan straight海峽入侵者〉。

步驟二:飛航情報區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 ' FIR) 與防空識

別區( Air Defence denfication Zone' ADIZ) 的差異。

(ADIZ不一定是直線)

步驟=:海峽中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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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小組抽題，教師發放找出國防元素圓(附件一) ，利用魚

骨圍來進行因果分析。

﹒重要戰役介紹

決勝於領土之外一「制海權」與「制空權 J ( 1958年8月 23 日

八二三砲戰)

﹒問題討論

綜合| 海防和空防是國家防衛的先機，在上完這一堂課後，有沒有同學

活動| 能夠說出海防、空防和陸防在國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特性?

﹒作業安排

發放學習單:國防問題追到底，讓各小組利用問題導向學習的模

式來進行國防議題的探究，並利用為期一週的時間，找尋各小組

所負責議題的可能答案，並從中分析自己找尋答案的方式，並評

估是否真有效果。

播放20 I0.05.27新聞〈臺日防空識別區童在與那國島中間) ，回顧

引起|上堂所學概念。

動機|播放 (ROC (Taiwan) Military Integrated Final Version} 的影片(恩
考科技與國防間的關係)。

教學一:五大國防科技政策教學

步驟一:利用電影〈全民公敵) ，引導同學思考科技在國防上所扮

演的角色。

步驟二:以色列的國防科技工業。自足，且進行技術輸出及武器系

統銷售。(原因有三: (I) 先進技術的引進 (2) 國內工

業的配合(3)軍品外銷的推動)。

步驟三:介紹我國五大國防科技政策:結合未來作戰需求、專注關

鍵武器研製、前 l惜尖端科技研發、整合軍民科技資源、落

l 實國防自主政策。(口訣「來、武、科、民、防 J ) ，發
發展|

| 下學習單:國防科技「五」功秘笈。
活動 l

教學二:小組國防議題、全民國防、國防科技問題導向海報設計

步驟一:各小組針對所分配到的國防議題，以問題導向學習的內涵

來進行專題設計，主要設計內容包括以下三點:

1.在找尋議題答案的過程中，你發現了哪些次要問題?

2.能協助你找到答案的管道有哪些?這些方式的優缺點是

什麼?

3.在過程中，你有什麼發現或製作心得?

步驟二:教師為諮詢者，提供三個國防議題概念的釐清:

l專屬經濟海域或航空識別區，他國船隻或航空器是否真

有無害通過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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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讓民眾認識、支持國防?民眾可以藉由什麼方式參

與國防事務?

3.在海空國防上，國防科技的重要性有哪些b? 哪些是未來

可以發展的?

發展 教學=:小組發現與心得報告

活動
步驟一:鼓勵小組以多元方式呈現(戲劇、歌唱、繪畫等) ，並提

醒發表過程中需針對「取得資訊的方式」及「設計心得與

發現」、「有沒有發現其他問題」做分享。

步驟二:發表前，先發放國防最大條，陪審團評分單，讓學生進行

互評。

﹒歸納總結

從「國際情勢、全民國防以及國防科技」三個面向來總結，並闡

明「無國防則無國家，無國家則無家庭，無家庭則無個人」的觀

念!

﹒憂患意識

叫Yo'你'0.<口b、 孟子曾說 r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中華民國有著明確的軍事

活動 對象，但大家卻沒有強大的國防意識，這是件相當危險的事!

﹒鼓勵參與

發放全民國防，從「心」開始簽署單，並鼓勵同學。

﹒剖析利弊

發放我的全民國防分析單，引導同學從5WIH來思考，有利及不

利於自己支持全民國防的原因。

三、重要教學概念

概念說明

喚起學生的先備知識，從絕對位置(經緯

度座標位置)來介紹臺灣島及臺灣地區的

範圍，從中並引導學生思考臺灣所管轄的

海域範圍，並說明海洋管理對臺灣經濟、

軍事、政治的重要性。

概念圖像

企灣島。

泉ttl20 -122 間

先給 22' -25 間

壘，地區的Jt間:

泉飽 11'1 ‘ 124 ,.,

Jt lt10'-26 間

中
攝
，
民
國
涵
益
的
經
緯
度
範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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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對位置(東西南北的鄰國分析)來說

明臺灣在西太平洋軍事地位的重要性，從

鄰國的位置上來看，可以發現中華民國爭

議性海域及島嶼的所在位置與牽涉到的其

他國家。

沖之鳥島是日本南部太平洋海域的一處日

屬珊瑚礁，當中有兩個小島(岩礁)是永

久露於海面之上。

中國政府認為其只是「岩礁」。沖之鳥島

本身島嶼所帶來的經濟產值並不高，但因

為島嶼所延伸出來的 12涅領海與200涅經

濟海域，則相當真有政治及經濟上的價

值，目前此地區屬於爭議性的專屬經濟區

(EEZ Dispute)

台灣島

位於本主主正面側

旦」色的西兩方

坐坐.!.的北方

• Ill!~...;'l.:-;t:這 11;懂這.l"••••

• •
'、

~...1i;!三個 £'.1. ':IF.

台
灣
與
附
近
國
家
的
相
對
位
置

﹒圈，開且，密組組成﹒面積只有敵軍方

-..以防漫耳聞闖將嵩聽淹沒﹒

押之鳳凰眶~1700公

公尺﹒自車在，

2004年5月，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李傑透露

是海峽中線的範圍，從北緯 26度30分、東

經 121度23分一北緯24度50分、東經 119度

59分至北緯23度 17分、東經 117度51分，由

中華民國海軍所創定，為一條呈東北一一

西南走向的圓弧形。

.e.

糊糊中敝側，的t往

南依序I1J出R8 (祭飛北地)、

R9' Rll • RS等~航區﹒

目的:禁航並籃役中國動態

空軍奪目區的訓練空域

但此EE飛區並禾待到國監E

固矗立盟益和盤溫飽
國承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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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圖像 概念說明

臺灣海峽地區的禁航區:基於防空需要，

中華民國政府根據 (s :要塞堡壘地帶

法) .畫定了臺灣海峽的海峽中線以東

的、 R8 、的及RIl為禁飛區。但此禁飛區

並未得到國際民間航空組織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承認。

-}I=-:.一~::'E且可

*200涅

(經濟決i

種腐活;11I I 根據〈合國國際海洋法公約) .領海

Territorial Sea是指距離海岸基線12涅( 22.2

公里)的地區、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是指距離海岸基線200涅

(3 70公里)的地區。此外，在國防上，

因為預警的需求，除7領海和專屬經濟海

域外，還有一個地區，就是「鄰接區」的

概念，鄰接區是指在領海以外的公海海域

(領海12涅再向外延伸12涅的海域)。

這張魚骨圖是則是同學從全民國防必須從

什麼地方做起?內容包含了知識層面、技

術層面、如何支持等面向，算是一張相當

完整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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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教學結論

(一)全民國防教育適合使用「議題/問

題中心取向」的教學策略

『領域界定事件』會引發種種國防問

題，而尋求解決問題的策略叉因各相關權益

關係人所持立場和價值信念不同而產生不一

樣的意見，這種造成爭議的國防問題稱為國

防議題。

不同的歷史文化脈絡，不同的國家區域

場景，不同的種族宗教生活，影響著人們的

國家意識建構及國防議題判斷。故教學者認

為利用「議題/問題中心取向」的教學途徑，

對全民國防教育的進行能夠具有引導學生思

考及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效果。

在進行議題中心取向的教學時，教學者

必須先釐清幾個問題:

I.這個國防議題對我們是否重要?

2. 這個國防議題目前發展的現況與是否持

續發展。

3.這個國防議題的探討是否能培養學生批

判思考的能力?

4. 這個國防議題的教學是否符合學生的認

知發展階段?

5.這個國防議題的產生，是由哪些背後因

素所構成?

(二)學生對全民國防教育的學習具有

興趣

教學者藉由分析學生學習單書寫、課程

觀察及課後訪談來瞭解學生在學習全民國防

重20 中等教育第63卷第3期

教育的態度。從中發現學生在國防議題的學

習上，是充滿好奇與興趣的。教學進行上因

利用小組合作與問題導向學習，讓學生能夠

有機會利用自己喜歡且合適的管道來找尋國

防相關議題，所以增加了學生參與活動的熱

情。

在小組進行探究成果分享，及探究過程

中的心得與發現交流，從各小組的發表、學

習單書寫及上課情形觀察中，教學者發現且

生對國防議題具有高度興趣，且在問題導向

學習下，對於國防資訊的搜索能力及統整能

力都有明顯的提升。

唯在資料的選擇與搜索上，教師仍必須

在旁邊過時加以引導，避免變成過多資料的

堆砌。最後，全民國防宣示活動對深化國防

知識並轉化成參與國防行動更具有畫龍點睛

的效果。

二、後續教學建議

(一)全民國防課程設計

全民國防教育涵括了五大主軸:國際情

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員及國防

科技，國防思維概念養成必須仰賴第一線教

師能否設計有效的課程。教師設計課程時，

可依據九年一實課程分段能力指標，瞭解學

生的先備知識與學習經驗，並依此編擬教學

單元目標、真體行為目標以及設計教學活

動。故此，利用問題導向學習來進行國防議

題，主要是要喚起學生對國防問題的探究精

神，並透過小組合作相互分享討論。因此，

教師在設計全民國防課程時，可著重於學生

討論的引導與取得資料技巧的方法，透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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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分享及討論，協助學生對國防議題有更

完整的瞭解。教學者認為教導學生具備辨認

國防議題的起因、蒐集國防議題資料、建議

可能解決方法、參與國防行動分析的能力，

應是當令全民國防教育的主要方向，教學過

程中可以採用心智圖、曼陀羅法、閱讀摘

要、金字塔法、三面分析法等策略，協助學

生整理分析國防資料。若全民國防教育如果

僅侷限於課堂講述，很容易流於無法延續的

窘境。

(二)全民國防課程實施

國防議題教學真有科際整合的特性，

是一種透過對國際及國內政治現象的瞭解與

調查、探究影響國際情勢的諸多因子、最後

採取維護國家主權行動的教育。全民國防教

育教學者應發展並設計區域性的教材，以符

合學生的生活經驗。研究者以領海、經濟海

域、領空、鄰接區、海峽中線為題材進行海

空軍事地理課程設計，並以實際發生的國防

事件為案例，藉以實踐「國防教育就是生活

教育」的理念，並利用網際網路及多媒體的

方式強化教學的情境營造。建議後續教學者

在課程進行之時，邀請國防大學通識教育或

全民國防教育推廣相關人士，進行協同教

學，並在過程中利用網路合作學習方式讓不

同身分角色能有意見相互交換的平臺，如此

學生對國防的議題能夠從不一樣的角度去反

覆辯證思考，有助於提升學生在日後進行參

與國防主權維護的行動能力。

(三)與國內外時事相結合

國防議題是一個多面向的因素影響所形

成的綜合現象。舉例來說， 2010年 II 月 23 日

南北韓之間發生戰爭，起因於在北韓對停戰

線旁延坪島開砲，相關訊息經由報章媒體披

露，引起國際上一片譚然，歐美各地區的股

價也應聲下跌，之後各界分析北韓開火的原

因主要歸納有二，一為南韓在延坪島進行軍

事演習，引起北韓嚴正的抗議，男一為北韓

金正日接棒人一金正恩為了要確立統治的地

位，故發動此一軍事行動。因此，建議後續

教學者在進行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時，可

適時運用相關新聞媒材進行討論，並針對關

切區域的新興出版品進行教材分析，實際應

用於教學之中。

(四)對教學者本身

以問題導向學習進行課程教學，教

且者必須瞭解教師所扮演的是催化者、教

練、嚮導、資源提供者、共同學習者的角色

(Tam，2001) 。故在教學之前，教學者應先

熟習問題導向學習的相關理論與內容，或接

;g相關研習或訓練，以確保教學過程能合於

問題導向學習的規準與要求。教學者若為學

校教師，可於課程實施前致力於班級經營，

提供自由與安全的班級環境，鼓勵學生表達

感受、概念，並傾聽、接納他們的觀點，若

能在正式實施課程前，讓學生先熟悉此一教

學模式，則能更有條理地思考及踴躍表達自

己的想法。問題導向學習是教與學雙方藉由

良好的課程設計，以學習者為主體，並利用

實際發生的問題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藉由小

組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知識的交融和建

構。因此，教學者要注意到在進行教學時，

要避免成為講述為主的教學，必須多提問讓

學生去思考，提供方法讓學生自己去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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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過程中要注意到學生是否因教師過度

強調同一個主題而有負面態度的出現。

(五)教學時間與教學模式

問題導向學習的實施，大都使用小組

討論、表單書寫、專題設計此三種活動，在

教學過程中多運用小組討論的模式，藉以刺

激、澄清學生的思考、情感，因此教學者在

教學時間的安排上，主要是利用社會科彈性

時間與謀後回家延伸學習。在教學整體的安

排上，必須突破僅以單一時段或單一科目的

教學時間限制，最後以「以地理科教學為主

軸，輔以社會科彈性學習及課餘時間」的模

式進行。決戰與防禦的先機一海空軍事地理

教學的課程中，部分教學活動強調學生回家

後的學習，這部分的效果良秀亦關係到整體

教學的效果，建議教學者可以告知家長教學

的進行，並討論出謀後網路使用的時間與方

式，可使資料搜索及整理上的進行得更加順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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