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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在

歷史教學的應用

沈育美

過干旱模式重視學習者的主動學習與教師的專業思考，需要

在實踐中不斷研究和探索。本文以高一歷史課程設計為例，在

傳統的目標模式之外輔以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記錄、反思這

種具有實驗性質與教學研究的歷程，將歷史教育的理念與歷史

知識的本質探究蘊含於師生共同玩味的歷史學習中，從主題設

計與原本課程單元的連結、主題設計的理念與教學目標、學生

的呈現 f課後教師的省思與檢討等四個面|旬，討論過程模式實

際在歷史課程上應用的成果。儘管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有不少

優點，如:允許師生在教室中主動建構歷史知識，師生可以協

調睦商學習的內容和方法等，這種課程設計有其不可避免的限

制( )學生的學習行為難以預測(二)高度仰賴教師的專

業知能(三)教學時數過少會限縮成效。總結此種課程設計一

學期後學生的表現，可觀察到的具體成效包括:體現多元智能

與合作學習，激發學生研究歷史、油蓄能力的熱忱'促進青少

年實踐理性的成長。

關鏈詞:課程設計、過程模式、史坦豪斯、目標模式、歷

史教學、歷史思維能力、學生自主學習、殷墟出

土文物、甲骨文、青銅器組飾、神入、影視史

學、多元智慧能力、合作學習、實踐理性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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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的模式是課程設計的實際運作狀況的縮影，或是理

想運作狀況的呈現，希望藉以介紹、溝通或示範課程設計的藍

圖，使未來的課程設計行動獲得指引。 l就當前高中歷史教學的現

況而言，為迎合升學考試的現實需要，大多數教師的課程設計採

行目標模式， 2即以教學目標為基點對教學活動進行系統設計，視

達成教學目標為基本目的，其操作方式不外乎:教師根據教學需

要，選擇和利用既有的資源，如教科書、教師于冊、專書論文、

學生學習指南和試卷等，設計系統性的教學內容與方法，並根據

形成性評量所得到的資料，發現教學中的不足之處，從而修正教

學方案，其設計過程系統性強，具體的設計步驟環環相扣，易於

操作。這種目標模式課程設計的精神在於管理與控制，要求績

效，但難以避免的流弊是:不利於學生創造性的培養、白主性的

發揮;且對非預期目標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容易忽視學生思

考、判斷和創造等需要。

過程模式在對目標模式進行系統批判的基體上建立起來， 3試

圖解決目標模式所無法解決的問題，直接關注教育過程的不斷調

適，以使學生最大限度地學習和發展，重視學習者的主動學習與

1 黃政傑， {課程設計} (臺北:東華書局， 1993) ，頁 144 。

2 美國著名課程學者泰勒( Ralph W. Tyler) 在其 1949 年的著作〈課程與教學的

基本原理〉中所提出，是一種目標導向的課程模式。蔡清田. {課程創新〉

(臺北.五南. 2006) ，頁 22 。

3 1967 年英國課程學者史坦豪斯( L. Stenhouse )主持「人文學科課程設計」時

提出「過程模式( process model) J .詳參蔡清田. {課程創新} ，頁 22-23 '
目的在?為補目標模式課程設計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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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專業思考，有學者概括過程模式的特徵為:一、強調教育

的方式而非教育的內容，重視學習者主動學習。二、重心放在教

學的環境和經驗的重組上。 4{且過程模式並不像目標模式那樣有清

晰的程序步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研究和探索。為了強化歷史課

程中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及期待學生從歷史議題的探究過程

中，進行沒有標準答案的討論與學習，引導學生進入多元社會文

化的對話，作者從 90 年代以來不斷朝此方向做教學的嘗試，應用

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穿插在目標模式的歷史教學中，並逐年檢討

修正。

本文整理作者近年的部分課程設計，記錄、反思這種具有實

驗性質與教學研究的過程，包括如何將歷史教育的理念與歷史知

識的本質探究蘊含於師生共同玩味的歷史學習中，如何培養師生

反省批判與歷史思維 (Historical thinking) 能力等，並對教學目標

的設定與學生的學習成果加以檢討， 5進而探究過程模式的課程設

計在歷史教學應用中的限制，盼能拋磚引玉，有更多的討論與創

意發揮。

4 李子建、黃顯箏. {課程:範式、取向和設計}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6) ，頁 159 0

3 史士旦豪斯認為詳敘含在學科4里面的「內容」和「程序原則 J '就可合理的設計

課程，而不必採用實際列舉的預期結果， ~r這種課程發展與設計，教師在評估

上扮演批評者的角色，而不是評分者。詳參黃光雄、楊龍立， {課程發展與系

計:理念與實作} (臺北:師大學苑﹒ 2004) ，頁 61 。但是考慮到評量時需要

檢測學生活動的明確效標，及其歷史思考的深i迫使力，作者仍預先設定教學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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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一歷史過程模式課程設計

一、過程模式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師角色

過程模式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主體，允許學習者做自己的選

擇;經由課程設計，使學生接觸具體的事物;課堂中，由學生處

理具爭議性的問題，教師不運用其權威;以討論作為探究的方

式，尊重參與者意見的分歧;教師是引導者而不是教導者，教

師、學生都在課程中學習;視「爭論」議題的理解，為教育的目

的之一。

採用這種課程設計，教師的角色或其專家，或為學習者，很

多時候教師扮演類似學長的身分，指導學弟妹發現事務的技巧。

此外，教師對其所教所學的科目，要能了解其深層的結構，及其

結構的理論依據。教師要能明白社會科學的性質、所提的價值問

題，以及其與課程中心問題的關係。 6

二、目標模式為主，過程模式為輔的高一歷史課程

設計

考量現實的課程進度與學生的課業壓力，作者平日以目標模

式進行教學，另外在每一個單元擇定一、二主題設計過程模式課

程，讓學生每山人組成一個小組深入探究。課程設計的概念與方

法如下:教師於開學前根據部訂課程內容、教學進度、學生程

度，研擬各單元的研究主題，在學期之初由每組學生認領一個題

目，利用課餘時間蒐集資料、根據資料提出論述、撰寫綱要、思

考討論(小組針對認領的主題研究之後，以既有的認知、立場，

6 黃光雄、楊龍立， {課程發展與設計:理念與實作~ .頁的。



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在歷史教學的應用 79

提出延伸思考問題，並嘗試尋找解答，小組可預先與老師約定課

餘時間商量討論)、演練準備，然後配合目標模式的課程進度，

於課堂中正式呈現 O 當目標模式的課程將歷史背景介紹完了，就

由學生報告、演示相關的主題探討，並主持討論，教師則從旁質

疑或提問引導議題，最後再由教師綜合、評鑑，或自在場同學評

鑑，給予演示小組即時的回韻。每次歷時約 15-20 分鐘，最多不超

過 25 分鐘 O

部分採取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初步的動機有三: (寸兼

顧理想與實際:既便於教師實際掌握整學期的課程進度，又能活

化教學引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 O 讓全班都有機會分享各小組的

研究主題，並與之互動，可深化學生對歷史的學習 o (二)以文

本為中心的課程設計，避開教科書的「榷威性 J 歷史教學文本

可分為歷史教科書和非歷史教科書兩種文本 7在過程模式的教學

中，要讓學生解讀不同的歷史文本。學生對文本的解讀過程也是

語言文字表達能力增進和思維能力培養的過程。教師的主要職責

在於觀察學生如何解讀歷史文本，從中幫助學生釋疑解惑並鼓勵

學生打破文本和教師的權威。(三)增加討論空間，落實歷史思

維能力的學習:歷史思維能力是學生學習歷史的核心能力，也就

是 95 暫綱所列舉的時序觀念、歷史理解、歷史解釋與史料證據等

能力。盼能幫助學生建立一套理性考察過去的方法，及看待世界

不管文本是反映真實亦或只是真實的模糊仿體，它們還是要由請者來理解，

竭的人帶來了-，~列用以了解它們的資源(引自 Shoenfeld . 1985 )一一背景知

識、形成意義及解決問題的策略、還有關於閱靖歷史文本是件什麼樣的事的信

念。運用這些資源，歷史的請者對一個文本創造出多種不同的認知性解述(更

多關於資源的討論可參看 Winburg . 1991a) 0 .J轉引自 Samuel S. Winburg 著，

陳冠華譯: <歷史文本的認知性理解〉﹒〈清華歷史教學} .的( 2002.9) .頁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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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的方式。

三、過程模式設計舉例

以下是針對 93 學年高中歷史(上)的教材、北一女中 93 學

年度高一學生，所擬定的過程模式課程設計內容:

歷史(上)課程設計

作業原則:

卜尊重智慧財產權一參考資料須註明來源(包括:作者、書名、

出版社、出版年月) ，或網站、網址、原作者。

2 、繪製圖表須清晰簡明 o

3 、書面報告與電子檔於第四週繳交，口頭報告於教授該章節時演

刁立。

說明:

卜口頭報告、演示:每組 5 分鐘，逾時按鈴下臺。 power point 投

影片張數限制在 15 張以內，繳交電子檔 o

2 、書面報告: 2000 字以內， A4 紙張，題目字體 14 號標楷體，

內容 12 號字細明體 o

3 、書面報告包含:題目、內容綱目、圖表、心得(思考問題)

參考資料(至少三種，須註明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工

作分配。

分配情形:

組別 座號 章節 題 目

1-4 2-1 參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文物陳列

館，製作 power POInt 介紹商代的文字、工藝技術，

比較商朝人與現代人的審美觀有何不同?

2 5-8 2-2 參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文物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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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座號 章節 題 目

館，製作 power point 比較從西周到東周出士遺物的

差別，由此解說社會的變遷並利用遺物證明東周

「體崩樂壞」的說法。

3 9-12 3-2 介紹春秋戰國時的企業家，分析其致富原因，討論

是否可做為現代企業經營的借鏡。列舉你所仰慕的

當代企業家並說明理由。

4 13 闡 16 3-3 觀看電影「荊軒刺秦王 J 上演一場辯論:儒家、

墨家、道家和法家哪一個哲學可以終止戰國時代?

5 17-20 4-1 閱讀〈史記﹒儒林傳〉、《漢書﹒儒林傳〉和《漢

書﹒公孫弘傳> '用短劇呈現公孫弘是個什麼樣的

人，何以受漢武帝重用?並加以評價。

6 21-24 4-3 閱讀吳啥的《朱元璋傳> '演出朱元璋怎麼當上皇

帝，怎麼治理國家，及實施恐怖統治的情形，並略

. 3日評論。

"

7 25-28 5-2 請收集快界上現在仍存在的遊牧民族資料，參閱

《史記﹒匈奴列傳> '製作 power pomt '分析遊牧
民族如何適應地理環境、發展其生活模式。

8 29-32 6-2 閱讀李貞德著《公主之死> '演出劉輝毆主傷胎案

的辯論與判決，說明北朝女主政泊、胡漢矛盾與儒

家倫理法制化的影響。

9 33-36 6-3 根據《世說新語〉、《資治通鑑〉等文獻資料，演

出東晉、南朝士族生活，並說明當時士族反傳統、

叮:誕放達之風和審美觀。

10 37-40 7-2 閱讀井上靖《天半之聲> '演出唐代鑑真和尚j度日

弘法的波折與貢獻，說明占代旅行的岡難與文化交

流的意義

11 41-44 7-3 閱讀《絲網之路> '扮演一位在元代中國大城巾的

旅行者角色，於回國後向政府官員報告你的觀察。

你的國家可以從元代中國學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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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劇實施流程: (一)決定表演主題; (二)搜集資料，

全組共同研讀; (三)分配工作(定出編劇、導演、道具製作、

各個角色) ; (四)編劇; (五)繳交劇本; (六)排演;

(七)演出。

開學第一週，教師在每班第一堂歷史課發下上述的課程設計

及進度表，詳加解說研究方法、書面報告格式、口頭報告、演示

的相關規則，並逐題講解每一小組的研究重點，責成小老師幫忙

敦促同學及早準備，要求每一小組在演示之前，得將書面報告以

84 紙張影印發給全班同學和老師每人一張，以便大家掌握主題、

進行討論。看了這些有趣的題目，再配合教師出示過去學姊的書

面報告，有的學生面露憂色若有所思，更有不少人則躍躍欲試充

滿期待。下學期的課程設計則在上學期末最後一堂歷史課上公

佈，讓學生自由選擇自已有興趣的探究主題與合作夥伴，就且在

寒假中就著于進行。

參、過程模式課程設計的實踐與檢討

為 f檢前見過程模式的應用成果，以下從四個面向:主題設計

與原本課程單元的連結、主題設計的理念與教學目標、學生的呈

現、課後教師的省思與檢討等來討論，限於篇幅，僅選擇其中間

組來探討。

第一組:

參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文物陳列館，製作

power point 介紹商代的文字、工藝技術，比較商朝人與現

代人的審美觀有何不同?

主題設計與原本課程單元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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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一節課程為「封建體制的形成 J '單元目標是「說

明商代的文化與政治制度 J '鑒於殷墟出土的甲骨與青銅器是了

解商朝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決定讓學生參觀歷史文物陳列館。

該館隸屬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位於南港研究院路，一

樓考古空間展出從龍山文化到殷墟、西間、東周的考古文物，館

中典藏最多的文物就是殷墟考古遺物。民國十七年中研院派董作

賓先生到安陽小屯試掘，殷墟的考古發掘於焉開始，一共進行了

十五次，該館所陳列的甲骨，即是歷次發掘所得。此外，民國十

七年秋到二十六年夏，史語所先後在安陽的小屯村和侯家莊西北

岡等地，進行十五次發掘所得之殷墟遺物，包括有陶器、石器、

青銅器、車馬器、兵器、玉器、骨器、牙器等也都典藏於此。最

特別的是，該館並非像一般博物館把文物當骨董般陳列，而是透

過具體而微的模型展出整個商王大墓，配合相關的挖掘工作照

片，將墓葬出土時的所有文物全數展出，讓參觀者彷彿進入文物

當年所處的情境，身臨其間不但可以深入了解商玉大墓蘊藏的文

化內涵，也較容易領會考古出土物文物的脈絡。

主題設計即透過甲骨文與青銅器的目睹讓學生了解商代宗教

文化的特色，也藉由龐大精緻的青銅禮器與製{乍技合fLj 、藝術造型

等去理解商代政治，如王權的發展、早期國家階段器物造型所顯

示的威權宰制力量等。

主題設計的理念與教學目標:

把歷史課帶到歷史現場，讓出士於河南安陽西北洹河兩岸一

帶的殷墟文物現身來說法!由教師帶領所有任教班級參觀歷史文

物陳列館有實際上的困難，故課程設計讓每一班派一組學生自行

前往，拍製成 power pomt 回來與全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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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題具體教學目標設定:1.學生自主參觀歷史文物館 2.了解

一于史料與二手史料的不同 3.了解甲骨文、青銅禮器等文物的意

義。教師於行前告知學生，針對這些目標，學生要如何進行?首

先，學生得將相關課文閱讀完畢，分配各人工作後，蒐集文獻資

料，上網找尋歷史文物館的網站，預約導覽人員，準備謝卡以便

向導覽人員致謝 o 這些參訪準備步驟雖與歷史學習關聯有限，卻

隱含許多人文教育的潛在學習。其次，學生實地走訪，親炙商代

文物，並與導覽人員互動，透過親睹三千多年前的器物(第一手

資料) ，了解出土文物如何成為歷史的證據，後人研究如何解釋

文物的意義(二于文本或二手史料) ，並從目睹的文物中理解商

人的工藝製作與美感、思維。

學生的呈現:

學生表示，-對殷商第一個印象就是〈封神演義) ，接著就

無限的聯想到漫畫去了......後來實際走訪中研院的文物後，其實

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事物，又是一個不一樣的角度，成覺還滿妙

的說 o J

學生回來後整理參觀筆記，配合其他的文獻資料，撰寫成綱

目清晰的書面報告，在課堂上以 ppt 呈現文物圖片，解說起來相當

生動，尤其探究仔細的小組，每每引起同學的嘆服，例如介紹王

陵時能細說商代的人殉制度，清楚表達奴隸制度的殘忍。有的小

組在綱目標題設計特別有創意，例如稱甲骨文為「商王的塔羅

牌 J '聾聲是「漂漂獸紋 J '除了以鮮活的圖片、語言介紹商代

文物的內涵，也將三千年前的歷史帶進新世代的思維理解中 o

教師在學生講解 ppt 時以問題提示學生檢視學習歷程，例如

問，-參觀之前你們看了哪幾份資料?參觀時有沒有看到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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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不同的地方? J I 請解釋 ppt 上『商朝的審美觀是建立在神權

與奴隸制度下的』這句話的涵意」等，幫助她解析圖片，也藉此

了解她們自主學習時所忽略的盲點，促使他們反思從蒐集資料到

參訪過程的收穫與遺漏。

言果後教師的省思與檢討:

「商朝的審美觀是建立在神權與奴隸制度下 J '學生能漂亮

的引用但未必能清楚說明其所以然，可知儘管網路資訊豐富，學

生的認知顯然需要再引領、再深化。教師藉此切入，作了下述的

解說:青銅器的鑄造者是體力勞動者甚或奴隸，而青銅紋飾的制

定規範者則是當時宗教性政治性的大人物，以聾華書為突出代表的

青銅器紋飾，正好體現了商代統治者的威權宰制力量。為了闡述

商代銅器的 J揮厲之美 J ' 8我引用李澤厚的解釋 I 它們之所以

美，不在於這些形象如何具有裝飾風味等等(如時下某些美術史

所認為) ，而在於這些怪異形象的雄健線條，深沉凸出的鑄造紋

飾，恰到好處的體現了一種無限的、原始的還不能用概念語言來

表達的原始宗教情感、觀念和理想，配上那沉著、堅實、穩定的

器物造型，極為成功的反映了『有虔秉鎖，如火烈烈J] ( <詩﹒

商頌> )進入文明時代所必經的那個血與火的野蠻時代 J ' 9也就

是說在商代的奴隸制下，它們並非審美觀賞對象，而是誠惶誠恐

頂禮供獻的禮器，而今在宗教觀念已淡的文明社會裡'這些紋飾

才真正成為審美的對象。

主題設計原是參考歷史文物館編印的介紹文字 I 比較商朝

人與現代人的審美觀有何不同?」'顯然這樣的論述與李澤厚所

8 李澤厚. <美的歷程} (臺北:谷風出版社. 1987) .頁 40-50 0

9
李澤厚 • <美的歷程} .頁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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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揮厲之美」有若干差距，正好說明不同的二于文本會有歷

史解釋上的差異。接著，我要學生思考更深層的問題:古代宗教

藝術在政治上有何重要性?透過討論，教師將商王作為巫剛之

長，如何透過聾童醫等宗教藝術掌握政治權力，獨古統治工具等作

進一步的發揮與闡述。 10使「早期國家階段藝術造型變成嚴峻、封

閉、威嚇的風格，顯示出一種威權的宰制力量。」 ll這句課文上解

釋青銅器紋飾的生硬文字，有了更圓滿的解答。而這完全是教學

過程中學生、教師相互引發，才可能達到的境界。

對於親自參觀的同學而言，有相當的比例對商王大墓顯示的

王權意義、商代進步的工藝技術與甲骨文的紀錄內容印象深刻，

從她們眉飛色舞的訴說參觀點滴，殷墟遺址發掘的歷史意義不言

可喻，也讓教師觀察出她們上高中後第一次「玩味」歷史所激發

的興趣。

不過，整體而言，儘管各小組收集資料都相當認真瞻富，但

皆未標明出處。顯然高一學生還不熟習尊重資料來源，對於如何

提出問題、進一步討論問題與分析比較仍須教師於課堂上再三提

刁言。

這組報告，在各班都是打頭陣的第一組，缺乏經驗與典範。

學生費盡心思在投影片的聲光效果及技術提昇'較缺少內容上深

入的探討與分析。有的小組僅止於紙上作業，從網路搜尋資料末

實地參訪，錯失親睹第一于史料的機會，更不能了解一于史料與

10 詳參:張光宜， <中國古代藝術與政治 繪論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 ,

《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 } (壹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0) ，頁 99

111

11 李東華、蔡王宣瑾編著， {高級中學歷史(上) } <革新板) (臺北:三民書

局， 2003) ，頁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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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于文本的差別，活動作業的效果便大打折扣。新生的自我時間

管理與學習意願，是歷史教學之外教師還需費神處。

第四組:

觀看電影「荊軒刺秦王 J 上演一場辯論:儒家、墨家、

道家和法家哪一個哲學可以終止戰國時代?

主題設計與原本課程單元的連結

第三章第三節課程為「口家爭鳴 J '單元 H標是「說明春秋

至戰國的學術思想發展 J I 說明戰國中期的學術思想發展 J I 說

明戰國晚期的學術思想發展 J '由於課文強調「先秦諸子百家的

學術思想，並沒有走上希伯來、日]度的神學與宗教鷗在暉，也沒有

像希臘哲學一樣專注於思棄自然原理，而是著重在建立合理的政

治社會秩序↓ 12 ，到底先秦諸于所處的政治社會狀況如何?學生僅

從第三章第一節「封建的崩潰」略知春秋戰國政治的演變與社會

流動的現象，卻難以體會先秦諸于是在什樣的社會變局裡，去反

省舊傳統尋找新出路，我想藉由電影中的歷史事件與生活故事去

了解先秦的社會背景，應是個簡便的途徑。此外，學者主張「到

戰國後期，莊周、苟況、韓非等人開始把春秋戰國時期流行的學

說分成派別 J , 13 I 各派各家之間相互批判、辯論，而又相互影

響 J ， 14當時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提出不

同的建國方略與哲學理論，以博取諸侯貴族的相信與重用，如果

讓學生做角色扮演在課堂 t辯論，或許更能貼近先秦知識分子的

處境與心靈，也更能凸顯各家「爭鳴」的歷史意義。

12 李東華、蔡瑄瑾編著， ~高級中學歷史(上) ~ <革新板) ，頁 53 。

的林店主彥， ~中國學術思怨史~ (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4) ，頁卜

14 楊寬， ~戰國史~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7) ，頁 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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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設計的理念與教學目標:

本題藉由陳凱歌導演的「荊軒刺秦王」影片中，所呈現的戰

國末期社會生活情形，引導學生「神入( empthy) J 15歷史情境，

去感受戰國時代人民對戰爭的憎惡與對和平的期待，以便能從時

代的亂局去看各家哲學的興起背景，從而思考、評論那一家的說

法較能從理論與實際上終止亂世?

看完電影後，學生必須透過文獻了解儒道墨法四家的主張，

再自行設計一場辯論賽，引導大家判斷:若要終止戰爭結束亂

局，哪一家是最理想的選擇?以辯論賽的方式，教學目標是希望

學生能以自己的理解重新敘述各家的主張。 16其次，論辯、比賽可

激勵他們從「感性直覺」的層次提升到「能運用理性判斷後再付

諸行動」的層次，冀望能達到「改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法 J ' 17不

以做個社會的旁觀者為滿足，雖然實踐上有點困難， TI旦教師滿懷

期待。

學生的呈現:

有些小組租不到這部影片 (1998 年出的片子，需要些耐性去

找) ，只好借助其他書面資料去了解，自然不能苛求原先的效

果。而觀賞過該片的大部分學生則關注於劇情、演員表現等(事

15 神入的定義是:一個人必須對古人的處境和觀點有設身處地的威主口，以便對方T

歷史有真正的了解(由過去的觀點看過去)。

16 此目標與 95 暫且岡:核心健力/貳、理解歷史、一、 2 I 白色分析歷史敘述，並白色

以一種不同的敘述形式重新表達原本的中心意涵。」吻合。本課程實施之時，

95 暫綱尚未土路，但核心健力的培養與作者既有的教學目標十分接近。

17 I 歷史教學的動機並非為了能改變世界，而是在改變學生，改變學生對世界的

看法，改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法。 J Peter Lee,“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London: Kogan Page,

1991), p.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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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這部影片演員表演誇張，評價不高，但導演在服飾、飲食、

交通工具等考據及大場面的處理上較重視) ，難以神入戰國末年

的時代情境，亦即對先秦諸子的時代難有感同身受。至於模擬各

家論辯的現場，大多僅止於將各家說法整理陳述。僅有一組以戲

劇手法呈現各家代表對話的情景，設計成交相辯詰的簡單對白，

略具辯論的雛形;另有一組將各家學說並陳，經簡單對話後，交

付畫下同學投票表決，結果儒家五票、墨家七票、道家四票、法

家九票，雖是法家勝出，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同學未表態。

教師的檢討與省思:

若僅就上述核心能力指標的達成，學生的表現值得讚許，但

原先預期的「神入」效果則否，為了讓學生聆聽自己的感覺而有

所行動，教師問他們，.你的家族有過戰亂的經驗嗎?聽過你的

祖父、母在三次大戰時作戰或逃難的經驗嗎?如果你是戰國時代

的知識份子，在飽受戰亂流離之苦時，會像先秦諸于般彈精竭庸、

去設想解決時代困境的方法嗎? J ，.當你設法解決社會的困局

時，會站在個人的立場或大眾的立場?會不會受自我出身背景的

影響做出公共的決策? J 結果幾乎所有的學生，皆承認若非老師

解說，他們很少從電影劇情的時代氛圍連結到各家學說產生的背

景，顯然此題作業的設計陳義太高(期望學生從客觀的閱覽到主

觀的體驗感受) ，學生對各家學說的理解與實踐方法，其實仍相

當青澀。

這些年，西方有些學者認為「影視史學」不僅能夠達成「書

寫史學」的本質，而且對某些歷史現象的論述比「書寫史學」更

為真實，更為具體而不抽象 o 18將電影融入教學，因而經常被中學

] 8 周梁楷譯， <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 ' ~當代~ , 88 ( 1993.8) ，頁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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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引用，事實上，學生通常比較容易被劇中的情節吸司I (而非

歷史情境) ，而且偏重於劇中角色的認同與否，或對角色的好惡

做出主觀判斷等，很少有學生能從人與大環境互動，或銀幕呈現

的社會變遷等角度，來看時人如何自處。神入動亂劇變的時代，

體察先秦諸于面對困境如何創意思考與抉擇等，這些實在需要老

師從旁提醒，才能觸動、散發其較為宏觀的思緒，而強調時空觀

念、背景分析等就是要學生理解歷史思維與文藝欣賞之間的差

異。

也閃為這個「神入」靡史的教學策略未能見效，讓我想起

Keith Jenkins 在〈歷史的再思考〉中再三的叮嚀 I 當我們在研究

歷史的時候，我們不是在研究過去，而是在研究歷史學家對過去

的解釋。在這種意義上，過去的人與我們到底是有相同的或相異

的本性，不但不能決定，而且也不構成問題。......所歧不是「所

有的歷史都是過去人思想的歷史dJ而是「所有的歷史都是歷史

學家思想的歷史」。」 l9電影到底是反映出歷史學家思想的歷史?

還是編劇導演個人思維的投射?我的反思愈來複雜，但也更能體

會:學生要學習的不應只是「歷史學家思想的歷史J 還應包括

歷史學家運用的研究方法。而且，影視教學的侷限性，教師運用

時不能不注意。

肆、過程模式課程設計的限制

從課程改革的角度來看，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允許教師和學

生在教室中主動建構睦史知識，教師與學生也可以協調磋商學習

19 Keith Jenkin 著，賈士為譯. <歷史的再思考~ (臺北:麥田. 1997) .頁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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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和方法，對師生而言，都富涵教育意義，這相對於目標模

式的課程設計是極大的變革。但對於課程改革我們不能不傾聽其

他反思的聲音，有學者提醒 I從長遠變遷的角度衡量，改革未

必是改革後即屬較優，歷史也經常是倒退著，有時是愈改愈差。

明瞭這個歷史事實，我們就可以從客觀角度來理解改革。」 20所以

教師在從事課程改革時，理想面和現實面不能不兼顧。

經由上述過程模式課程設計的實踐與討論，可以看出這種課

程設計有其不可避免的限制:

一、學生的學習行為難以預測

就像史坦豪斯所說 I 教育是一種成功的知識引導與智慧的

散發，因此，學生的學習行為是無法加以事前精密的預測。」如

前述設計讓學生透過影片神入歷史未能收效就是一例。學生利用

課外時間蒐集資料、討論、演練，學習過程難有詳實紀錄，教師

僅能從書面報告及課堂表現來評量，學生實際的收穫各組或各人

落差甚大。其實，自主學習需要學生自己的自覺、視野和行動配

合，應是學生面對自己生命的藝術，教師以自我生命來感召，或

經由學習轉化開放其心靈，將遠比僵化的學者 1信條要求來得有

效。

二、高度仰賴教師的專業知能

教師在課程設計時，不僅得根據歷史知識的性質、每個單元

的主要概念、深層結構，及其與課程核心能力的關係設定教學目

標與過程，還要配合學生基礎能力、程度及不同學生的不同興趣

等，因此過程模式在課程設計上十分依賴教師的專業知能，在實

20 黃光雄、楊龍立. ((課程發展與交計:理念與實作} .頁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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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教學過程中也不斷挑戰教師的安排設計與應變之道，例如將離

題的討論拉回正題、將冷場的課堂炒熱等。故採用過程模式的教

學，學生整體學習成效受個別教師的影響相當大，不像目標模式

的標準化、績效化，過程模式課程設計的執行上容易遭受各種困

難，教師專業的知能愈是重要。

三、教學時數過少會限縮成效

參觀博物館、探訪古蹟、觀賞影片是歷史課程學生必然期待

的方式，但在現今高中歷史課的現實下:專任教師一學期任教9

班(假設全教高一) ，每班一週僅兩小時教學時數及過多的教材

內容等，使歷史教師經常陷於趕課的夢魔，因此上述過程模式的

課程設計中讓學生自行參訪、調查、看影片等，教師只能於事

前、事後提點叮嚀，使教學效果打折，學生的個別差異、學習習

慣對教學成效的影響更為彰顯，而過少的教學時數尤其使學生為

主體的討論時間受到極大的壓縮與限制。這也說明了過程模式的

課程設計為何只能穿插於目標模式的歷史課程設計之中，難以全

盤使用的原因。

伍、結語

歷史教學不是教科書的記誦、傳譯，歷史學習可以是自我生

命神入於過去與現在的過程，教學的目的更是為了「刺激想像，

擴充學習者對『人是甚麼』的概念，增加對自己的現在與未來之

路的認識 J 0 21每一位教師都可以根據個別教室情境中的實際經

21 Peter Lee,“Why Learn History?", Learning Histor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4), p.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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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去接受、修正或拒絕任何普遍性的規則或原理，以幫助學生

打開心胸，親近歷史。

這個以學生為主體的過程模式課程設計，對學生而言，需要

付出課空外的時間蒐集、研讀資料，參訪博物館或觀賞影片，與

同學討論，再嘗試去鉤沉史實、解釋歷史，演出戲劇，書面報告

展現小組的整體邏輯思考與掌握主題的能力，課空演示則配合學

生舊有經驗、合作學習、創意巧思、肢體語言，展現多元智慧能

力與歷史思維能力。對教師而言，一個年級任教九個班級不再是

同一模式的重複'每一空課都是充滿各種可能的奇遇之旅，會有

驚喜讚嘆，也會有反思檢討。就整體教學策略來看，這樣的歷史

教學方法是「辯證式」的。 22學生經過課前的研究探索，可以拿出

論據質疑教材與教師，教師也可質疑學生的取材與方法，終極目

的是在培養每一個學生運用理性方法和講求證據以獲取知識，建

立一套自己看待世界與人的方式;而課空上多樣性風貌的「歷

史」呈現，及偶然散發的知性對話，足以慰勞教師設計主題的辛

勞 O

綜觀一整學期的學生表現，在目標模式之外輔以過程模式的

課程設計中，觀察到幾項具體的成效:

1.體現多元智能與合作學習。學生將歷史認知與個人經驗體會交

融合和，這些知識經驗同時也是一種思考工具，藉此思考採取

行動，實踐其情感和道德的承諾，與人合作，展現多元能力。

此外，在課空內、外密切的討論互動下，學生思考問題的邏輯

性和切中問題的深度，愈到後來的小組愈有令人驚喜的表現。

22 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教學看成是從教導式到辦證式排列的，教導式教學

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教師到學生的單向交流形式，而辯證式教學主要是囝繞著難

題或問題，師生間相互作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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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發研究歷史、涵蓄能力的熱忱。從期末學生問卷得知，超過

半數的學生對這種課程設計抱持肯定態度，對下學期的課程深

深期待者大有人在。有部分學生顯露出對人文歷史研究的興

趣，主動與老師磋商進行專題研究計劃，或組隊參加賴和高中

生人文獎論文比賽，或積極為身邊正在消失的人文歷史景觀留

下紀錄與研究，將歷史的理解內化為思維展現出行動，令筆者

深為感動。

3. 促進實踐理性的成長。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各組觀摩比較激

勵學生不斷提升自我能力的想望，尤其演示後的課堂討論，教

師、同學即時的讚許與回饋，增強學生自我學習的信心，強化

學習歷史的動機，養成思辯論據的習慣，較易形成一種相對穩

定的理性人格特質;此外，教師從旁發問、引導，促使學生自

我反省其認知工具與方法的合理性，曾有幾個小組在上畫演示

之後，又重新整理書面報告，甚至放棄原有架構全面改寫，氣

魄用心可見 o 透過合作學習、討論互動、互相評鑑，及時反

饋，這對於促進青少年實踐理性的成長具有加分作用。

最後，我要感謝一女中的教學環境，提供了相當寬廣的空

間，讓這樣的課程設計得以實現，誠如學者所提示: ,- i'課程創

新』是一種政治相關的問題，而且是一種與社會文化相關的問

題 J ， 23教師自主創新課程絕對需要校園環境的配合。衡量當前臺

灣整體教學環境的實際狀況，目標模式的績效性優勢雖仍強大，

但十多年來在一-女中嘗試將過程模式的課程設計穿插於目標模式

的教學中，學生、家長、學校行政未曾有過阻難，相反的，當一

面培養師生歷史思維的習慣時，一面還能擁有自我實現的喜悅，

23 蔡清田. {課程創新} .頁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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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這個緣故，鼓勵我寫出這個歷程。

後記:本文於民國 98 年 2 月 21 日師大舉辦的「中學歷史教

育研討會」宣讀時，承蒙蕭憶梅博士評論，感謝她提出兩點寶貴

的建議:1.給予學生鷹架和幫助:當教師帶進課外資料，卻無法讓

學生進入深層思考時，需幫助學生建構理解歷史的鷹架 o 例如若

要比較商朝與現代人的審美觀，學生可有能力?也許可以問學生

如何從審美觀來看中國文化的延續和變遷，而怎麼看到審美觀?

若學生回答可由裝飾來看歷代的變化，則教師應給予相關的知識

鷹架，這樣才可以幫助學生逐步深入探究 o 2.若要讓學生神入曆史

情境，需扣緊當時的理解，教師要能直接以具體實例讓學生理解

當時人如何處理事物 o

(責任編輯:林挂德 校對:江宜頤、蔡坤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