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學習 主林高商廳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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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學專題昌在探討士林高商庭、外料之口語訓練課程之課程設計，並提供

該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為了提倡應外科學生能夠務實地使用外語，提升語言

學習能力，英語教師在課程中融入「服務學習」元素，讓高職應外科學生能夠

在正規課堂時間，走出校園，結合鄰近社區，帶給社區內國小學童難忘的「英

文繪本故事」時間。同時，這樣的繪本時間也讓語言的使用成為真實的情境，

如同 Billig (2002) 所示， r服務學習應本於課程之設計」。學生之學習成效

。等以多元方式呈現其成果，包含學習歷程檔案 (portfolio) 、學習單、課堂觀

察與發表。透過多元的評量與學習成效呈現方式，讓評量更為貼近課程之學

習目標。最後，透過學生實際投入服務學習的過程，參與此課程之高二學生表

示，在歷經創意激盪、反思與成長後，所投入的利他的展現，將自身亡之心力化

為成就與成動，是本課程最大之收穫。

關鍵詞:服務學習、課程設計、學生學習成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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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project aims to describe one oral training course in Shilin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and also provides the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 of the course.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use the language in a real

world setting and sharpen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y, English teachers in仕oduced

the no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into the course cun-iculum, which plans to lead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out of the school during class hours, promoting a

closer bondwith the neighboring community, and giv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 unforgettable story-telling lesson and experience, as Billig (2002) indicated that

“ service-learning is driven by curriculum." Two classes of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took part in the study and the students showed positive feedback and

gained more confidence after they completed the project. The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were assessed by the means of portfolio, feedback sheets, observation

and performance.Many high school participants claimed to have learnt a lot from 、，

the oral training course where service-learning was embedded. They expressed that

their sense of achievement was strengthened after they made all the efforts, such as

brainstormiug and constant reflection on their project. Also, they felt highly moved

d叫年vo峙伽nselves to 伽 altruistic， helpful activities

keywords: Seryice-Iearning, Course desig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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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如何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這是高職英文老師長期思考且重視的一項課題。有

別於讓學生打開課本、聽CD 、讀課文、了解單字與課文意涵等傳統講述式的教學方

式，高職英文老師，特別是應用外語科的老師，不斷渴望在教學方式上力求突破與創

新。高級職業學校之應外科課程，每週教授英文相關課程之平均節數高達 15小時。換

句話說，應用外語科的學生每週學習英文相關的課程，如新聞英文、英文聽講、英文

專題等，已超過每星期授課時數的四成。因此，高職應用外語科教師如何應用多元的

教學方式進行教學，衍然成為迫切且必要的探究之方向。

多數的語言學習理論皆強調真正的語盲習得唯有在真實的情境( authentic

settings) 下才會發生 (Gilmore， 2007) 。在本教學專題中，研究者同時也是教學

者，設計一門實驗性之創新課程，其中融人英文之其實使用情境，並強調4C的

學習環境 (the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 。此4C意指批評性思考與問題解

決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溝通 (Communication) 、協同學習

( Collaboration) 、創意與創新(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換言之，本「英語口訓

練課程」設計強他4C的學習力外，亦融人「服務學習」之概念，讓高職應外科學生能

夠在正規的課堂時間，走進鄰近之國小校園，為小學生們講述英文故事。而這樣課程

之設計如同Billig (2002) 所示 r服務學習應本於課程之設計」。此外，本課程之學

生學習成效將設計以直接式的評估方式(direct methods) ，老師將學生學習成果透過

且習歷程檔案 (portfolios) 、表演(perfonnance)及回饋衰 (feedback sheets) 等方式

呈現，更能清楚展現學生的學習狀況(Hernon， 2004 )

。
貳、理論槃構

一、學習金字塔理論

本教學專題之「英語口訓練課程」設計理論之一，是基於美國緬因州的國家訓練

實驗室研究 (National Trai血ng Laboratories, Bethel, Maine) 學習金字塔理論(圓 1 )的

成果。此理論依學生學習內容的留存率 (average student retention rate) ，將學習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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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種層次。金字塔上層的四個層次(即講述、閱讀、視聽、演示)被歸納為「被動學

習 J '而金字塔下層之三項(討論、實踐與教授他人)則被認為是「主動學習」。理

論認為，在教學中若教師能夠帶領學生進行高層次的主動學習模式，如此學生在學習

內容的留存率就會有所提升。因此，本課程之設計包含了如討論、分享與實做等較高

層次的學習方式，期許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有較豐富的學習收穫。

Learning Pyramid

average
student
retention
rates

Practice doin

Teach others
Source: National Tra i'ning Laboratories. Bethel. Maine

圓 l 學習金字塔

Source: 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Bethel, Maine

「英語口訓練 J (English Oral Training) 課程為高職應用外語科的高二課程，每

學期兩學分。此課程鼓勵學生能夠以全英文的方式參與課程討論，投入問題解決之活

動，並能夠針對議題，以英文上臺做全程之口語簡報。此外，學生必須於每週課程結

束後，完成以組為單元的學習週報 (Weekly Journal) ，而這樣的學習週報成為學生學

習的歷程檔案(portfolios) ，讓學生看到自己在課程中的進步與反思。

二、學習服務理論

服務學習有許多不同的定義 (Billig， 2000 , 2002 , 2005 , 2011; Giles , & Eyler,

1994) ，但一般來說，服務學習指的是融人學生參與社區服務，而將學習的知識與技(

能與課程目標做連結。Billig (2002) 指出「服務學習通常結合了真實的社區需求，

學生投人於服務學習的設計與實施，最後透過其獲得反思，並從服務學習的經驗當中

得到成就戚與認同。」此外，研究指出服務學習特別是對公立學校的學生，在個人的

成長上有正向的影響力。 (Billig， 2000: 660) 這樣正向的影響力指的即是學生對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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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的自我覺察。有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認為他們從學習中獲得一項重要的價值即是

變得有責任戚。因此許多專業職業學校特別為學生尋找不同的學習機會 (Bringle &

Hatcher, 1996) 。

在此口語訓練課程中，教師將「服務學習」融人課程設計，此目的是期待高職應

外科學生能透過此課程訓練，不只提升英文口說能力與說故事的技能，同時也能幫助

高職生增強自我責任感，強化學生團隊合作精神，並體驗對社會的聯結。此外， Billig

& Conrad (1997) 認為「有融入服務學習的學校，在師生間的互動上有較多的對話與

較高的尊敬度。」

三、創造4C環境

美國於2002年成立國家級產學組職The Partnership for 21 st Century Skills '其目的

是提倡21世紀的學生應具有的知職與技能。其中， 4C的學校學習環境包含了批評性思

考與問題解決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溝通( Communication) 、協

同學習(Collaboration) 與創意創新(Creativi可 and innovation) 。學者專家認為學習

若能與4C技能相結合，將能教導學生適應現代科技、資訊進步快速的變化。學校若能

與業界、家庭一樣，針對快速的變化加以調適，才能邁向成功與繁榮。而該組職目前

正與美國的民營事業、聯邦政符、及州政府合作，致力推動這方面的教育革新。(郭

重吉， 2009)

四、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直接與間接評量

。 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分式大致可分為直接與間接評量(Hernon， 2004; 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2007) 。直接評量侍指直接蒐集學生的學習證

據，例如完成任務、達到某項要求的示範等。相反的，間接評量為與學習相關的資

料，像是自我陳述之心得衰，問卷或是訪談。意即透過學生在學習後的反應與省思為

學習成效的依據。直接與間接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如表l所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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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學生學習成效之直接與問接評量實例

方法 直接評量 間接評量 a
。課程作業 、 。課程評量

。標準他考試 。考量設計

。期末報告 。課堂主動學習投人百分比

。田野工作、服務學習或臨床經驗之 。學生投人課程相關的小時數

課程
實際觀察 。學生投人作業的小時數

。專題研究 。學生投入該課程相關的文化或課業

。課堂參與和討論 活動的小時數

。寫作、口語發表及上臺表現的評語 。學生自述調查表

與成績

。藝術性表演與作品

改編自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2007) Student Learning Assessmen t:
Options and Resource, p29.

以上四項的學習與評量理論基礎，對於本課程的設計是環環相關的。因此在本口

語訓練課程，教師根據金字塔學習理論運用T I主動學習」方式，結合4C的學習環

境，重要的是融人了「服務學習」的概念，期許學生能夠不只精熟英文的口語能力，

且同時能夠達到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的提升。為了能讓學生學習成效多元呈現，本課

程的評量方式條採用直接評量與間接評量，蒐集學生之課堂觀察、學生上臺發表之互

評成績與評語、學習歷程檔案與回饋表等。

賽、日語訓練之課程規劃

由於本課程為高職應外科二年級必修兩學分之課程，共分上、下兩學期。因此課

程的規劃也考量學生的能力，在上學期著重口語的發音、訓練，並強化學生的上臺口

語發表能力。下學期的課程設計，則以「服務學習」為主軸，期待學生能夠找出適合

小學生所讀的繪本主題，一方面設計繪本，一方面討論出呈現的方式。因此本節即以

課程所規劃的學習歷程呈現。

一、課程簡介與分組
~

本課程一開始先由教師做課程說明，而後進行學生分組及座位的安排。每組至少

四人，由於男生約佔全班之四分之一，因此每組之安排為男生1人與女生3人。第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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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由教師對針對課程大綱(如圖2與圖3) 向學生說明，以及提出課程的要求。

本課程每週上課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份。首先是語言練習，學生對於英文口說的

音調、發音、對話進行練習。第二，學生必須要學習團隊合作，針對相關議題提出想

法並分享。每週上課，每組成員皆必須將學習歷程記錄於學習檔案中且必須將他們的

學習成果、對他組的評語和自己的反思等做觀察與記錄。上學期的學生學習成果以學

習週報(weekly journal) 呈現，而下學期則以繪本做為成果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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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下學期之課程描述、課程要求、授課大網及每過進度表

二、透過批評性思考及問題解決增強學習能力

學習如何做一份成功的英文簡報是上學期課程的重點之一。因此，為了讓學生

能更清楚知道怎麼才算是一個成功的簡報，教師除了根據教材的內容與同學說明、

示範之外，並為學生從TED網站 (http://www.ted.com/talks) 當中挑選了一個學生

可能較戚興趣的影片。例如， Michael Norton的「快樂是買來的J (Money can buy

happiness) 。除7和同學討論影片中的內容外，老師也讓同學們分組討論並集思廣義

Norton的演講之所以成功的要素為何。在當週的學習週報裡，學生必須要互相討論，

並結合上課所學過的口語簡報技巧，寫出為何Norton在演講中能夠吸引觀眾的成功因

素。老師要求學生至少寫出三項。讓老師訝異的是，學生的討論(圓的遠超過老師

的要求與期望。

/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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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 學生學習週報中呈現之批評性思考範例

。 學生除了要知道成功演講的因素之外，進行實作也是課程的重點。每位學生都必

須依指定的主題進行簡報。在這當中，老師也要向同學說明簡報的評分重點( rubric

scoring) 。評分重點的說明除了能夠幫助發表的學生或組別掌握簡報要點外，也讓其

他同學能夠對於發表的同學給予簡單的評量、及時回饋與評語。若同學在給予評童時

遇到不同觀點時，則必須在組內先進行協商或讓步，最後取得小組的共識。小組的評

分表如圖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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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k Thirleen

I)ute; November 2

國 5 小組為單位之簡報與評量表

透過讓學生做判斷與決定，如給予同儕成績與評語，以及使學生能夠學習如何分

析並做整合與歸納，這些能力皆是21世紀的學生必須真備的問題解決與批判性思考的

能力。

三、強化溝通練習

本課程要求學生能夠以英文「清楚說出、寫出想法，並以口語或非口語方式做有

效的表達 (p.2 1. org) J 。此外，在課堂上學生被鼓勵以英文來思考並做問題的解決。

老師頻繁地提供「資訊落差 (information gap) J 練習與開放性問題，讓學生能夠在

真實的溝通需求上落實有意義的溝通，而非訓練式的練習。「資訊落差」條措活動進

行中，每位學生因為所掌握的資訊不足，而必須進行資訊的交流才能獲得(施玉蔥，

2001) 。該活動實為溝通式教學法中重要的一環，也成為近年來全世界英語教學的主

流之~..P透過這樣真實溝通的情境與任務，學生必須要做有意義的溝通練習，像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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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意見或是猜測自己手上沒有的資料訊息(Nunan， 200的。老師相信唯有透過真實的

溝通情境，學生才會習得(acquire) 目標語言。圖6即為老師邀請同學上臺做「資訊

落差」的活動，這樣的活動讓說話者與聽者都能針對內容做有意義的交流。

國6 資訊落差( infonnation gap) 活動

四、學習團隊合作一一製作故事繪本

任務導向(task-based) 的學習讓學生以完成任務為學習的目標(莊念膏，

2010)。本課程要求每組在學期結束前皆必須完成一項任務，即上學期的學習週報和

下學期的故事繪本。針對故事繪本的製作，學生必須要先瞭解國小學童有興趣的主

題。學生從圖書館或家中找到自己最愛的一本童書，並向小組成員說明喜愛的理由。

愛此續本的理由不外乎色彩鮮豔、內容富教育意涵、語言的呈現方式很有趣等。接

著，透過小組的協調與溝通，小組成員們還定繪本的主題。在選定主題後，每週的上

課皆有一節課的時間進行繪本的製作。小組成員也在其中學習如何溝通、協作或分

工、分擔責任，並尋求最大貢獻。

每週兩節課的口語訓練課，學生利用第一節課的時間進行課本的學習，針對特定

的議題進行英文的討論，而另外一節課則規畫用來製作繪本。該任務主要是期望學生

能夠在過程中學習團隊精神，互相協作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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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協同學習歷程

(在一討論;中一協調繪本情節;右一繪本製作後的合作整理)

五、透過服務學習展現創意

本課程的主軸之一，即是將整學年之英語口語訓練結果，以服務學習的活動做

最終的成果發表。每位高二應外科學生卯足了全力在故事情節設計、繪本構園、語吉

等呈現上，並摩拳擦掌，懷著期待且興奮的心情在小學生面前呈現他們準備了一整學

期的英文故事繪本。此外，他們在設計時，還想盡了各種說、唱、洹、跳等方式，為

了就是希望能讓這群國小學童能夠喜歡他們的作品。研究者觀察，以服務學習為主的

恩習歷程發揮了一項重點，意即引導了學生思考「到底這本繪本要帶給國小學童什

麼 J '以及展現學生的創意。首先，有的組別重視「語言學習 J '他們加強了語吉呈

現的多樣性，學生們特別自創押韻的句子，為的是讓國小學童能夠學到語言的重點，

同時也讓自己的繪本故事說起來更吸引人。例如，有一組以If I Were為題(圖8) ，每

頁的句子都以If I Were開頭，且以押韻的句字融合教學內容，使國小學童們在聽完他

們的故事後，能夠熟悉「現在事實相反的假設法」句型。此外，有的組別將繪本的重

點放在「品格」或「教育」的意涵上。他們設計了如Share及I Hate Myself等繪本，提

醒國小學童要懂得與他人「分享」及體認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第三，在籌

備繪本的過程中，許多學生發揮了其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 。部份學生在

傳統的學習過程中廠到力不從心，但是透過繪畫、設計、溝通、合作等不同的學習歷

程，他們拾起自信，並獲得同學的讚賞(圓的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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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 以語言重點(現在事實相反)為主題的繪本If! Were

國 9 課程展現學生多元智能(作品標題Maria 全 Trip around the World)

最後，在呈現繪本的方式上，不同組別的學生利用不同的創意贏得得國小學童的

:-~ ."睞。有的組別以融人「歌曲」的方式，有的組別則以「話劇表演」等橋段來吸引學

童。大多數國小學童對於每一本繪本、每組呈現的方式，以及這群說故事的大哥哥大

姊姊們感到非常好奇與新奇。國小老師對於小朋友非常地投人在故事當中表示相當訝

異(圖10 )。而對於這群說故事的高二學生們，在良性的競爭下，他們不斷練習、綠

排，以增進自己的英文口說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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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小每節的分鍾的課堂中，教師安排了 5名且高二學生進行「說故事」活

動，一次進行兩節課，因此每組都能在一星期發表一次，如此進行4星期的服務

學習。此外，教師在活動的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為促進者( facil itator)及協調者

( coordinator) ，老師在活動前安排並訓練一組主持人(圖11) ，使其發揮創意，承

擔責任並主導活動的進行。同時，老師於事前和國小學校端進行聯繫，在活動中也是

擔任與國小任課老師之間的溝通橋樑。

圓 11 繪本時間之主持人(左)及說故事的同學們(中、右)

肆、學生學習成效之語量

學生之學習成效可以從不同的面向進行評量(Ainl句， 1994) 0 Hernon指出多元

的評量方式應炭人 (embedded) 於課程的設計中。透過多面向的評量方式，教師能

掌握學生對於課程要求的精熟度以及成果之展現 (2004 :“1)。以評量的時間軸

來看，課程的評量應包含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張春興， 1996) 。形成性評量

( formative evaluation) 條於教學過程中所實施，幫助教師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做連續

性的回饋並做及時的調整，而總結性評量 (summative evaluation) 則發生於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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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評量，評量的目的是為了要給予一個結論性的結果。

若是以評量的方式為出發，學生之學習成效可依不同特色來做評量，其大致上可

分為直接評量與間接評量 (Hernon， 2004; Middle Stat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2007) 。本課程之設計之直接評量方式條措學習歷程檔案，期末口語報告、說故事之

展現與觀察、繪本作品。而間接式評量則為學習心得及回饋單。整體而言，本課程著

重於形成性評量及直接之評量，而以總結性及間接性評量為輔。

一、學習歷程檔案( Portfol ios )

學習歷程檔案，無論是紙本或是電子檔案，都是蒐集學生學習成效有效方式之

一，它集合了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努力、進步與成果 (Hernon， 2004) 。此外，它亦

是一種能夠同時展現做深度且廣度的蒐集學習成果之方式。

本課程要求每組學生於每週課程結束後完成學習週報( Weekly Journal) 。其內容

包含了學習單、課本內容或學習心得(圖12 )。學生必須記錄當週的學習目標，並做

必要的反思與記錄。學生也可以依該週之學習重點，展現創意及提供回饋。

WII胸.1.，.llof

II'IIT咽﹒鞠

@

C

國 12 學生之學習歷程檔案一一學習週報

學習過報以組為單位記錄，它呈現的是整組的學習成果，而非個人。因此每星期

經過組內成員的協調，由不同學生進行記錄。教師對於記錄的內容與方式並無給予規

定，因此學生常常在學習週報中展現其創意與提供不同觀點。透過這本學習週報也形

塑了一種能讓學生能夠充分發揮的空間，及讓師生間能夠做良好互動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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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演( Performance) 與作品 (Products)

Hermon (200的認為表演 (performance) 條指評量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及批評性

思考的一種方式。透過團隊的表演或發表，學生必須學習如何有效溝通、協商與合

作。以表演或發表之評量方式，在本課程屬形成性亦是總結性性質。在學期中，學生

以組為單位，必須針對指定的主題做專題發表。而在學期結束前，學生以說故事的方

式，展現完整學習的學習成果，後者即視為總結性之評冒。

圖 13 學期中的上查發表(左)與學期結采前的故事繪本時間(右)

學生的表演與發表可以藉由同儕的觀察或是直接由觀眾的直接回饋為評量之依

據。首先，針對每次發表後的回饋，同學們於學習週報內的書面意見能夠提供發表者

瞭解自己在發表時的優缺點。老師在批改週報的同時，也將各組的回饋提供給當事人

或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以求下一次的改進與調整。第二，繪本的評量則是透

過指導老師的實際觀察與判斷為主。除了老師的觀察，小小觀眾的回饋也是評量的項

目之一。在每場故事時間之後，每組學生皆會手持故事繪本站在臺前，小小觀眾則將

手上唯一的「讚 (LIKE) J 貼在自己最喜歡的繪本上。雖然此評量方式相當主觀，只

要將評量比率調低，此方法也是不失一項有趣味的評量依據。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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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4 小小觀眾將手上唯一的like貼在故事繪本上.

以作品為導向的評量在本課程設計中也佔有一席之地。由於每組皆需要「產出」

一份作品當做他們學期的總結性評量，因此每組成員間皆需要透過合作、溝通，並追

求自己在群體當中最大的貢獻度。

圓的學生與其創意繪本

一、自我評量與回饋表

要求學生對於所學的事物進行反思，幫助他們促發後設認知與思考力有許多優點

(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2007) 。因此，學生的自我評量與回

饋表提供了教師一份重要的教學反思依據。藉由學生的回饋，教師能在未來課程實施

進行調整。而這份間接性質的評量也詳實地呈現了學生對於課程的戚知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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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期末自我評量及回饋表(上學期)

有趣的是，學生對於目標語的訓練給予回饋外，他們對於服務學習的投人給了相

當高的評量。藉由學生的反思，老師也清楚的戚受到語言已經只是一種傳遞訊息的工

真，這也符應了本課程的教學目標一一讓語吉在有意義的情境下學習。表2匯整了學

生在學習週報中針對服務學習的心得。

表2 學生對於服務學習之心得(下學期)

Student ID Feedback excerpt

01917
從來沒有想過口語課可以這樣結合...講繪本給小朋友的活動很有意義，

很有延續的價值唷!

01821
我學會了團隊精神，要一起想故事，一起畫插圖、上色，要一起面對小

朋友，總之是美滿且收獲豐富

01910
當小朋友把手上唯一的 'like J 貼紙粘到我們的繪本上，這讓我覺得先

前的努力都值得了

這學期運用到上學期所學的口語技巧，還可以擴除以往枯燥乏味的紙上

01938 談兵課程，可以親身到小學去跟小朋友們說故事，這真的不是每個人都

能夠擁有的經驗呢

01916
寶貴的經驗、有效的訓練，我想這是我在口語學到最重要的東西，可以

弋和高中同學一起說故事給小朋友聽，是我最難忘的經驗之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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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針對炭人於課程設計中的「服務學習」與「學生學習成效」間做了

許多討論。例如， Prentice and Robison (2010) 以及Linhtenstein， Thorme, Cutfl。他 and

Tombari (2011) 認為學生投人服務學生能夠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同時，藉由融於

利他的服務過程，學生對於自己的專業能力也有所提升。相同的，在 Warren (2012)

的後設分析研究中也發現，服務學習對於學生的「社會責任戚」與「認知學習成效」

有正向的影響。

除了上述的研究支持以外，本課程在歷時兩年的實施後亦顯示，學生雖然覺得服

務學習的準備和發表的過程是辛苦的，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投人，從構思、協商、討

論到最後的成品與發表，一步步邁向自己設定的目標，最後的收獲與成就廠是難以形

容的。此外，透過到社區國小的服務學習，讓這群高中大哥哥大姐姐更意識到自己的

身教與吉教的重要性，更體悟到身為臺上的老師是辛苦的。有學生在回程的路上表示

「當老師真的好難呀! J 值得一提的，這兩年來皆有學生雖身體不遍，但是在出發至

國小前趕到學校的情形。他們表示並不想放棄機會，也擔心自己若缺席了，r組員怎

麼辦，小朋友怎麼辦」的想法，符應了!nozu (2011 )所提到的「責任感」的增強。

恆、結論

投身服務學習的確帶給高職應外科學生很大的敢發。學生在期末的回饋中表示他

們「真的學到」了教室內學不到的東西。他們體認到他們不只學習到真正的語吉使用

方法與技巧，他們認為自己在做一份「有意義」的事情。其中有一名學習動機低落的

學生表示，他在為小朋友準備繪本的過程中「找到7自己的價值J '這樣的風覺是以

可從來沒有過的。

因此，本課程之設計在實行兩學年之後得到一些正向回饋與價值。首先，它

讓語吉學習是有產出的、融合創意的。應外科的學生為了讓自己的故事被小朋友聽

懂，他們不斷將自己的語盲從「正式(formal) 、書面(written) J 轉他為「口語

( colloquial) 、真實 (authentic) J 的語吉。第二、學生必須在團隊中協同合作。他

們需要溝通、同理、甚至做必要的妥協。如此才能為團隊帶來最大的貢獻。第三、服

務學習引發了學生對於社會責任的思考。當他們在構思繪本同時，他們想到了究竟自

己要傳達給這群國小學童的是什麼樣的概念與想法。例如，在I Hate Myself這本繪

中強調的，每個人皆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不需要和別人比較，也無須貶低自己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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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這本繪本也在國小老師眼中，被視為非常有教育意涵的繪本之一。

一個好的課程設計亦需要有合適的評量工真。本課程所使用之直接評量，如學習

歷程檔案之學習週報、表演與發表，以及指導老師的觀察，皆提供了學生真實的學習

成效。當然利用間接的評量工作如學生的自我評量與期末回饋單也勾勒出學生的真實

學習的樣貌，也給了課程設計者一項重要的教學反應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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