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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實施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 

之行動研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針對高中十二年級之國文教學改作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之中

文課程，探討經不同的教學設計、教學方法所帶動的學習方式將對學生的學習行

為有什麼影響，分析此課程的教學過程，並就實施的狀況與問題設想因應的策

略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以探討學生在 IBDP語言 A：語言與文學課程中語言

部分的學習歷程為主，研究者將蒐集課堂觀察記錄、教學省思日誌、訪談記錄、

學習單、錄影與相片以為研究資料。 

    據此研究過程，所得之研究結論有三：一是 IBDP學習模式改變傳統國文的

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模式；二是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對學生的學習經驗

具正向影響；三是國文老師需增廣專業知能因應 IBDP之多元課程。 

    再依研究結論提出三項建議，以為日後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實施於

十二年級國文課作準備：一、對於 IBDP的課程規劃與設計應考量學生之學習經

驗、教學時數及評量方式；二、IBDP教師備課時應組成教學 PLC，亦應於日常積

累語言與文學知識，並積極參與研習以增廣專業知能。 

 

 

 

 

關鍵字：國際文憑、IBDP、語文、語言與文學、高中國文、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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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IBDP) Language 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urses 

 in High School. 

 

Abstract 

The aim for this research was to discuss the impact for the learning behavior 

of student in the 12th grade of senior high school after change the teaching 

method to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IBDP). In this 

research, it was also makes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to analyzes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course, and envisag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the situation and problem of implementation. This 

research adopts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ing the students in the IBDP 

language A: The main point was based on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urses. Researcher will collecting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records、teaching reflection journal、 interview records、 learning 

sheets、videos and photographs as research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re are three conclusions in the research. 

First, IBDP learning mode changes the course planning and teaching design 

mode in the Chinese class. Second, IBDP Language A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urses. Third, The 

Chinese teacher need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manage IBDP 

Language A. 

 

Basis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re are thre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IBDP Language 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urses implemented in the 12th grade 

Chinese Lesson preparation. First, for IBDP class planning and design should 

consider th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teaching hour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Second, the IBDP’s teachers should be organized the teaching PLC, 

and also should increase themselve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requently. 

Moreover,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eminar to increase the wid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recommend.  

 

Keyword ： International Diploma 、 IBDP 、 Language 、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igh school’s Chinese、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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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 簡稱 IBDP） 從西元 1968年開始，發展至今已有四十九個年頭，原只

是一群瑞士國際學校的老師，為了讓學生可以跨國升學，共同設計出的一套大學

預科國際標準課程，其評量成績效力等同於高中文憑，並廣泛地讓世界諸多知名

大學認可，因此讓愈來愈多來自於世界各國的國際學校申請加入 IB國際文憑學

校（王秋萍，2014）。 

隨著這國際趨勢，研究者所任教的康橋雙語學校國際部1，於 2014年參加

IBDP之教師培訓，並在在 2015年取得 IBDP課程認證，同年度開設 IBDP課程供

十二年級學生先行選修，2016年始開放高二學生加入選修。 

IBDP 課程與國內課綱所訂定之課程內容與授課方式皆大相逕庭，而本研究即

藉由十二年級國文課程內容上的實際變革與課室中的實地操作，讓原本七到十一

年級採用教育部審定之一網多本之教科書進行教學設計的國文課，改為透過 IBDP

華語課程的學習方式來進行國文教學的規劃與施行，並探究其成效與缺失，尋其

可改進之處。本章共分作四個部分，分別就研究背景與緣起、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與步驟、預期成果及研究限制來加以論述。 

 

 

 

 

 

 

                                                     
1康橋雙語學校於中學階段并設國際與中學二部，國際部以國外留學為主要升學目標，中學部則以

參加國內升學考試為主，國際部於 2014 年取得 WASC 國際學校證認，故又為康橋國際學校(Kang 

Chiao International school，簡稱 K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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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網路的便利，交通的發達，人們在國與國之間更是往來交流非常頻繁，不僅

世界各地的貨物在國際間流通，各國的菁英、人才也常在國際間飛來往去，整個

世界因社會、經濟、文化上逐漸地全球化與國際化，教育也隨之發生改變，為因

應國際間流動人口或其子女的教育，讓世界多所大學採認的國際文憑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也應運而生。 

近幾年，國際文憑在台灣日益受到重視，不止標榜著以國外升學為目標的私

立國際學校先後引進可被英美國家承認的 IB國際文憑或是大學先修課程2

（Advanced Placement，以下簡稱 AP）外，連公立高中，如建中和附中，也曾企

圖嘗試推動以國際文憑課程為主的國際班，研究者目前所任教的康橋雙語學校國

際部，學生均以國外升學為目標，除國文外，授課內容皆以美國中學課程為主，

而學生所用之教科書，亦除國文科使 7-9年級使用康軒版，以往高一到十二年級

使用龍騰版外，其餘科目皆自美國進口，另外，為了提高學生與其他國家學生爭

取世界知名大學入學機會時的競爭力，學校也陸續引進了一些可取得國際證照的

相關課程與認證，例如：很早就已規劃並於課程中實施的 AP大學先修課程，以

及近幾年逐漸在國際上倍受重視的 IBDP國際文憑大學預修課程。 

    因研究者為國文領域之專長，在 AP大學先修課程和 IBDP國際文憑大學預修

課程的課程規畫中也皆有與研究者專長之相關科目，分別為 AP大學中文預修課

程（AP Chinese）和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IBDP Language A）。美

國大學理事會於 2005 年將 AP大學中文預修課程納入 AP考試科目之一，報考者

可不論母語為何，其考試的目標在檢定「以中文作為外語」的學習成果及使用華

                                                     
2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於 1955 年，為將高中某些特定科目的學生能力提升至大二程度，

並促進高中與大學之課程銜接所設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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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熟練度，在研究者的任教學校實施 AP大學中文預修課程已久，然而因課程

與考試內容以生活中文為主，原就以中文為母語的台灣學生大多可駕輕就熟，因

此會以 AP 大學中文預修課程授課的對象，大多以需學習華語的海外歸國學生與

外籍學生為主，其餘自小在台灣成長的學子，皆以國內的國文教學來上課，至高

二再參加 AP大學預修課程考試，通過即可拿到課程學分；而至於 IBDP語文 A：

語言與文學課程，針對十六歲到十九歲的年輕人所設計，實施對象相當於高二及

十二年級學生，為兩年的學制，課程中有形成性評量的報告，課程後則有總結性

的紙筆測驗，拿到三大核心課程和六大學科領域學分，即可拿到 IBDP大學預科

的國際文憑。 

在 IBDP課程尚未實施以前，本校的十二年級國文課程是以龍騰版的教科書

授課，然而，十二年級的學生通常會在九月一開學即開始準備國外大學的申請，

而最慢會在來年的一月得到最終的結果，也因此，十二年級對於原來課綱上所規

定的課程是不重視的，常常請假、曠課，甚至覺得來學校是浪費時間的事，不僅

老師在授課時常因人數少而難以授課，考試、評量更是一大困擾，而每年也總是

在想辦法讓學生對課程感興趣，進教室上課而想方設法，然自 104學年度開始，

部分學生選修了 IBDP 課程，在語文 A：語言與文學的課程部分，在語言的課程內

容中沒有指定教材，只有幾個建議方向，例如：大眾文學、說服性語言……等，

學生在課程中可自由選擇有興趣，並與「語言」相關的主題進行專題研究；而在

文學的課程內容中，老師會以 IBDP所規範的書單與指定的作者3來選用上課讀

本，並學習如何針對讀本進行批判性思考，分析影響文本內容、風格等之因素，

進行文本語言或語境的探究。如此活化的授課內容，得到了學生及家長的肯定，

因此，105學年度由本校教務處協同國文科共同決議--全十二年級的國文課皆以

                                                     
3在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中，文本的選讀可為小說、散文、戲劇、雜文、傳記、日記等

中外文學作品，在選讀時可根據國際文憑組織(IBO)的規定，就翻譯作品、精讀作品、同體栽之作

品及自選作品進行挑選，而每一種作品也有其書單及指定的作者，例如：春上村樹《海邊的卡夫

卡》、曹雪芹《紅樓夢》、張愛玲《傾城之戀》等。(吳昱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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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的課程模式授課，希望能以不同於以往的課程內容與更

貼近生活的主題探究，輔以批判性思考的引導與訓練，透過每次上課師生間和生

生間的相互激盪，讓學生獲得多元的課程和充實的課堂，不僅僅讓老師能以學生

在每次上課的討論和互動中進行評量，而解決了成績過少的困擾，也讓學生樂於

到課學習，而無出席時數不足之問題。 

 

貳、研究動機 

    研究者所任教的學校在國際文憑組織（IBO）的 IB世界學校（IB World 

School）中登記為康橋國際學校，並以「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為目標，家

長的社經背景偏高，送孩子進國際學校也是希望孩子將英文學好且具相當的國際

觀，未來可以直接申請世界的知名大學就讀，但是，因為亞洲經濟崛起，華人的

實力在世界已不容小覷，家長們又期待孩子能就近認識這漸為世界流行趨勢的的

華人文化，但過於積極與國際接軌，不斷地推動英語教育的情況下，固有的文化

通常容易被遺忘，而如何讓這些就讀於國際學校，鎮日環繞著英語教學環境的孩

子們不忘自己的母語，並能探尋自己的傳統、認同自己的文化，進而再教其認識

及尊重他國文化，就成了國文老師的責任。因此，在國際學校教授國文，想當然

爾，少了升學考試的壓力，卻應該要以課程與國際相連結為目標進行課程設計，

然而，研究者在任教的最初二年，擔任十二年級的國文老師，學校為因應其他科

目的 AP 課程，將十二年級各班學生打散，分散於各任教班上國文課，所用的教

材為龍騰版普通高中第六冊國文課本，再輔以一至二本課外共讀書做閱讀課的發

展，看似應該正常的上課方式與課程規劃，在研究者第一次教十二年級時即發現

了幾個問題： 

 

一、學習動機之低落 

    老師們在上課前雖有教學研究會，但僅有討論授課、默寫範國及出、審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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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所要教授的課目又以三十篇古文為主，默寫更是幾乎全背，使得學生不僅

感受不到國文之於生活的意義，更覺得國文這一科所造成的壓力很大，常要花很

多時間來背課文，壓縮了其他科目的時間，也減少了申請學校準備資料的時間。 

 

二、時間分配之失衡 

    自升上十二年級開始，學生開始以大學預修科目為主要修習課程，並以較多

的時間蒐集、整理升學相關的資料，以及參加國外升學的相關考試，使得學生用

在國文的時間被相對壓縮。   

 

三、學習方法之偏差 

本校高中國文採用的是龍騰版的高中國文，除本身對國文有興趣的學生外，

大多學生對國文這一科的成績是「先求有，再求好」，因此，在習作（語文演

練）的復習時，學生常以抄教科書所提供的答案來交差，使得學生的國文閱讀與

思考能力日益退步。 

這種種的原因，使這些十二年級的學生在國文這一科的學習動機普遍低落，

上課期間，常有同學請假缺曠，上課時也擅自做著自己的事，而把課程放在一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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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研究者在任教十二年級的國文前兩年，所見皆是如此，正逢學校引進 IBDP

國際文憑大學預修課程，在學校實施的第一年，雖是由程度與求學態度較好較積

極的學生在 IBDP的課程中學習，但整個課堂上的互動和學習的歷程都令人嚮

往，那一年的期間，若有教師觀課，無不想讓自己的教室有如此的學習氛圍，一

年過後，研究者第三次任教於十二年級，趕上學校想將 IBDP的課程「語文 A

（Language A）：語言與文學」推廣至每個國文班的想法與規劃，也讓研究者有

此機會，藉由本學期的課程規劃進行此行動研究，以探索下列研究目的： 

1.探究與分析 IBDP課程實施於十二年級國文教學之實踐歷程 

2.探討 IBDP課程之實施，對於學生學習經驗的影響。 

3.探索 IBDP課程之教學，對教師專業知能的影響。 

 

貳、待答問題 

一、十二年級學生採取 IBDP學習模式，國文課程與教學應如何設計? 

（一）.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之課程將如何規劃？ 

（二）.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之教學將如何進行？ 

（三）.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之評量應有何規準？ 

二、十二年級學生採取 IBDP學習模式，學生的學習經驗有何改變? 

（一）.十二年級實施 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對學生的學習態度有何影

響？ 

（二）.十二年級實施 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時，學生的學習方式有何改

變？ 

（三）.十二年級實施 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學生的學習有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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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 IBDP 課程之教學模式，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能有何改變? 

（一）.實施 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前，教師應如何備課？ 

（二）.實施 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中，教師會遇到什麼困難及其因應策

略？ 

（三）.實施 IBDP課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將使教師增強何種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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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希望藉由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之課程規劃與設計，來引起高生學

生對國文的學習動機並改變學習態度，因此以十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新北市

康橋雙語學校國際部為實踐場域，探究在康橋雙語學校國際部的十二年級一般國

文班級，實施 IBDP中文課程後之對學生之影響，藉以探究 IBDP語文 A：語言與

文學課程是否適用於一群用國文教課書一路讀到十二年級的學生，為深入探討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在一般國文課堂上的實施過程，本研究將以行動研

究法學者 Lewin的「螺旋循環」 （Sprial Circle）模式：「計劃—行動—觀察

—反省」（吳明隆，2001）來進行研究的實施，Lewin 以「計劃、行動、觀察、

反省、重新計劃」之步驟組成一個行動研究的動態循環歷程，經過此歷程的循環

將實務問題解決，透過如此的循環研究，記錄每一次的「計劃-行動」中的觀

察，經由「反省」再繼續下一次的「計劃與行動」，於研究中資料蒐集與分析，

最後統整出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中「語言」課程部分適合用一般十二年

級學生的可行方案。 

本章節將就說明本採行動研究之緣由、研究場域、研究參與者、研究歷程、

研究計劃、研究流程與研究架構作相關分項說明。 

 

壹、採行動研究之緣由 

英國學者史坦豪思（Lawrence Stenhouse）曾說：「行動研究在學校教育情

境中的目標，最主要的就是在鼓勵學校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與實務教育工作情境，

八並期勉教師自己即擔任一位研究者。」（蔡清田，2000），本研究採用行動研

究，即是因為這是學校國文老師（實務工作者），在十二年級國文課堂中（所處

的工作環境），將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之課程實施在一般十二年級國文教學

上（實務工作）所觀察到的問題進行研究，將「行動」與「研究」並行，研究者

提出設法解決問題的行動規劃，並付諸實踐，再經過省思與修正，以解決教學歷

 



9 
 

程中的實務問題。 

 

貳、研究場域的描述 

    本研究的研究場域設定在新北市康橋雙語學校國際部其中一個十二年級國文

班作為研究場域。 

一、教學環境： 

（一）.國際學校 

康橋雙語學校國際部具備美國西部各州校院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簡稱 WASC）和國際文憑認證（IB）係為國際學校，但與

美國學校、歐洲學校等外僑學校不同，持中華民國護照即可就讀，因此九成五以

上的學生出生、成長背景與一般台灣學生無異，華語能力強，而其餘少數則為返

台僑生、外籍生或於大陸就讀國際學校之台商子女，華語能力則不一。在學制

上，康橋提供了 K-12 的教育，因為國際學校，故課程設置與國內學校有所差

異，除國（語）文課程外，多為外籍教師授課，教學與方式自由且多元，且可由

領域教師達成共識後實施於課程中。  

 

（二）.圖書館： 

    康橋的中學圖書館設置於秀岡校區國際部的教學樓六樓，為提供學生雙語閱

讀資源，圖書館中西文圖書至 102年統計共 41289冊、中西文期刊 77種、多媒

體資料 5977件、中西文報紙 5種、電子資料庫 9種，學生可於圖書館中查詢資

料並借閱書籍，學習如何檢索書籍與搜尋資料，亦設置 IB角落，讓學習 IB課程

的學生方便蒐集資料與討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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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環境： 

       在國際部教學樓的教室外走廊皆有各科相關的作品展示或資訊公告，因國文

科教室皆位於同一層，因此有一專屬區域為國文科作品展示區，使學生在經過這

個區域時，能從其他同學國文作品中得到相關的學習，亦有設置 IB專區，提供

IBDP的學習相關資訊。 

 

（四）.教室設施： 

    因國際部是仿歐美國家的跑課方式上課，老師各自有一間教室，課桌椅或教

學情境皆可依教學需要自行佈置，每間教室皆備有多媒體教學設備，如固定式單

槍投影機、電子白板等，但因秀岡校區是康橋雙語學校最早建置的校區，所使用

的多媒體設備較為老舊，雖尚敷使用，但部分設施在使用上已有些許不便，例電

子白板仍需觸控筆方可使用、單槍投影機尚無法用 HDMI 連接等問題。 

     此外，為方便學生在課程中隨時進行小組討論，但於老師授課時又舒適地

聽講或抄寫，研究者採 U形座位安排，同組同學可坐前後或左右，需進行討論

時，前方同學後轉即可，以配合 IB課程之專題探究學習。其教室配置如下圖。 

         

 

 

 

 

 

 

 

 

圖 1-3-1： 教室配置圖（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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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參與者背景說明 

    本研究的參與者包含研究者本人與二十一位十二年級學生，並邀請二位國文

老師為此研究之研究諍友，以下就研究參與者之背景分述如下。 

一、研究者： 

    教學年資約十年，於康橋任教四年，期間已教過二次十二年級國文，此為第

三次任教於十二年級，前二次的教學皆以傳統教科書為主式的教學，對於以往十

二年級學生之國文學習狀況已有相當的瞭解。 

 

二、研究諍友： 

（一）.蕭老師：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候選人，教學年資約十年，於康橋任教六年，為合格

IBDP認證中文教師，擔任 IBDP中文老師第二年。於本研究中，是為 IBDP課程

之前導者，於課程規劃過程中以及在研究者的教學過程中，就教學經驗給予建

議。 

 

（二）.郭老師： 

文化大學中文博士候選人，教學年資約十年，於康橋任教四年，第一次教十

二年級，也是第一次用 IBDP課程授課。於本研究中，是為研究者最主要的共同

備課夥伴，亦於教學過程中，與研究者共同討論課堂教學與學生學習狀況，並入

班觀課後提供教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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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十二年級國文班： 

全班二十一人，因配合 AP大學預修課程選課，十二年級的國文班皆為各班

部分學生組成，學生的國文程度與對國文的學習動機參差不齊，學習狀況與態度

亦有良莠之分，此二十一人當中，二十人為國際部學生，唯一人為中學部學生，

此生於升上十二年級時決定以國外升學為主，無需同中學部十二年級學生一同複

習，準備學測與指考，故經學校同意，國文課改至國際部上課，而此生於十二年

級前之學習經驗較其他同學更不相同，國文相關的研究及報告的經驗更是缺乏。 

 

肆、研究架構 

研究者實施之「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實施於十二年級國文課以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方案」為國文科為十二年級生規劃之全學期國文教學課程，希望藉

由課程的改變，學生的學習動機得以正向提升，透過本研究的實施與觀察，反省

與修正此十二年級國文新課程的教學策略，昐能對師生皆有所回饋，使新的課程

規劃與教學策略更適合十二年級學生學習。 

本研究之課程架構如圖： 

 

圖 1-3-2：課程架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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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並將以 Lewin所提出的螺旋循環模式「計

劃、行動、觀察、反省」來規劃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圖 1-3-3：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一、研究準備期： 

針對學校對課程的初步的規劃，交由各科老師訂定教學大綱與教學進度中發

現研究問題，確認此問題研究之可行性後確定研究主題並預設研究工具，而後蒐

集並閱讀相關文獻並撰寫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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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實施期： 

（一）.設計教學方案： 

    在此階段實施新規劃的教學方案，在開學前十二年級國文科的五位老師（含

研究者）即進行共同備課，將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的課程實施方式做了一番

規劃與安排。 

 

（二）.實施教學設計： 

    將課前所規劃的教學方案實施於課程中，分別就「語言與大眾傳播」、「說

服性語言」、「語言與刻板印象」、「文本偏見」這四個議題做語言與語境的探

討，學生可選其感興趣的主題進行專題導向的研究，從課程的介紹到與師生討論

的方式再緊接著學生的報告與提問都會有四個主題，八個小組的循環，故可從中

觀察到課程的進程和學生的改變，亦可進而反思教學方案，並在下一個循環時進

行教學方案的改變。 

 

（三）.研究結果撰寫期： 

    在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即已在進行資料的蒐集，本研究於教學中將以教師

教學省思紮記、訪談記錄和觀課記錄作為質性的研究工具，為研究過程做文字之

論述，亦會用問卷調查、自互評表做量化的分析，為學生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校做

一客觀的評估。 

 

陸、資料處理的方法 

一、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為主，研究者將對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到之研

究資料進行整理、歸納與分析，蒐集各項資料後，將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抽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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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需之內容進行分析，來回反覆的使資料意義化，而為使資料管理更為有效，

將進行資料的整理編號，並藉由資料的分類、分析與交叉比對，將使研究發現更

為客觀。 

 

二、資料編號 

資料項目 代號 序號 編碼示例 說明 附錄 

教學觀察

記錄 
觀 一 觀一，20160901 

2016 年 9月 1日 

第一次教學觀察

記錄 

附件十九 

共同備課

記錄 
備 一 備一，20160823 

2016 年 8月 23

日 

第一次教師共備

記錄 

附件二十一 

學生訪談

記錄 
訪生 01 

訪生 S01，

20160923 

2016 年 9月 23

日 

01號學生訪談記

錄 

附件二十 

教師訪談

記錄 
訪師 1304 

訪師 T1304，

20160825 

2016 年 8月 25

日 

1304 室教師訪談

記錄 

附件二十 

教學省思

札記 
省札  省札，20160901 

2016 年 9月 1日 

教學省思札記 
附錄十八 

學生回饋 回饋 01 
回饋 S01，

20161003 

2016 年 10月 3

日 

1號學生的課程

回饋 

附錄十三~十

七 

表 1-3-1：資料編號方式一覽表（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教學觀察記錄： 

      教學觀察記錄將有助於教學方式與過程的訊息回顧，本研究的教學觀察記

錄格式如附錄二，並以「教學觀察記錄」為資料分類，以「觀」為代號，「一」

為課堂觀察的次序，再加上課堂進行的日期，組為資料編號，如：觀一，

20160901，即 2016年 9月 1日的第一次教學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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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備課記錄： 

    備課記錄將有助於看出教師之備課過程，以及課程的設計理念與教學方法，

本研究的備課記錄格式如附錄三，並以「共同備課記錄」為資料分類，以「備」

為代號，「一」為教師進行共同備課的次序，再加上教師共同備課的日期，組為

資料編號，如：「備一，20160823」，即 2016年 8月 23日的第一次共同備課記

錄。 

    共同備課記錄中所出現之教師成員，將以英文字母大寫「T」+教師姓氏以為

代號。例如：T蕭，即蕭老師。備課記錄中除研究者外，共記錄九名教師之發

言，其中二位郭老師，將以「T郭 1」、「T郭 2」為代號，其中「T郭 1」為本

研究之研究諍友郭老師，而其餘老師之姓氏皆不同，較易辨識，故僅以姓氏代

表。 

 

(三）.學生訪談記錄： 

學生訪談記錄將有助於瞭解學生對課程規劃與教學方式的感受與看法，本研

究的學生訪談記錄格式如附錄四，並以「訪談學生記錄」為資料分類，以「訪

生」為代號，以學生於課堂點名條上之編號為序號，前以英文大寫字母「S」代

表學生，再加上訪談學生的日期，組為資料編號，如：「訪生 S01，

20160923」，即 2016 年 9月 23日的 1號學生訪談記錄。 

因時間的關係，於訪談學生的資料蒐集這個部分，以前、中、後期進行課堂

中或連課中下課時段進行訪談，故擇授課期間的單週有兩天連二堂課的時間進行

三位學生的訪談。 

 

(四）.教師訪談記錄： 

教師訪談記錄將有助於瞭解教師對課程規劃、授課方式與進行教學時的感受

與想法，本研究共訪談同年級領域的二位老師，其中二位為研究諍友蕭老師及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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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蕭老師編碼代號為「00」，郭老師之編碼代號為「01」另二位為小郭老師

和黃老師，代號分別為「02」和「03」，此研究之教師訪談記錄格式如附錄五，

並以「教師訪談記錄」為資料分類，以「訪師」為代號，以教師所屬教室編號為

序號，前以英文大寫字母「T」代表教師，再加上訪談教師的日期，組為資料編

號，如：「訪師 T01，20160825」，即 2016年 8月 25 日對 T01教師之訪談記

錄。 

 

(五）.教學省思札記： 

藉由教學省思札記可記錄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進行教學反思，有助於瞭解在

課程中研究者所遇到的問題、困難及其因應策略。本研究的教學省思札記格式如

附錄六，並以「教學省思札記」為資料分類，以「省札」為代號，再加上研究者

撰寫省思札記的日期，組為資料編號，如：「省札，20160901」，即 2016年 9

月 1日的教學省思札記。 

 

(六）.學習文件： 

    本研究中所使用到之學習文件有學習單、各組互評表單、小組內自互評表單

與小組反省與回饋單等，格式如附錄七~十，透過這些文件的歸納與分析，將有

助於瞭解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將此類資料歸類為「學習文

件」，以「文件」為代號，最後再註明學習文件所建置或使用日期組為資料編

號，如：「文件，20161003」，即為 2016年 10月 3 日課程中所使用之學習文

件。  

 

三、資料檢核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方式為質性研究，然因質性研究乃探尋人類的主觀經驗與

個人意義之研究方法，證明其信實度將賦予研究結果具研究意義（阮光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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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本研究為使研究結果具信實度，將以厚實描述、參與者檢核及三角驗證

法進行資料檢證。 

 

（一）.厚實描述 

    厚實描述，顧名思義，乃為研究者所進行的詳實描述，其中包含：研究情

境、研究方法，參與者及研究進行過程。經由厚實的描述，使讀者得以自行判斷

研究之信度並推及其他情境（阮光勛，2014）。本研究所分析之資料及呈現之歷

程將以厚實描述進行撰寫，力使研究資料與歷程詳實呈現以提高本研究之信實

度。 

 

（二）.參與者查核 

    參與者查核，即在研究期間，將所蒐集之資料與參與者進行非正式的檢查，

以求資料內容的準確（王文科，2000）。本研究於研究期間所蒐集之觀課記錄與

訪談記錄，將於一階段之記錄完成後，予記錄中之研究參與者進行內容的檢查，

以落實資料的信實度。 

 

（三）.三角驗證法 

    三角驗證法，為於研究過程中採取多元的方法、資料、觀察者與理論，以查

核資料來源、資料蒐集方法等效度，並減少研究中研究者之主觀意識(蔡清田，

2000)。本研究中具多種蒐集資料的方法，故將採三角驗證法，使此研究更為客

觀，且具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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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若以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課程之要求，語文 A：語言與文學之授課時

數，若是高階課程為 240 小時，若為普通課程則為 150 小時，然因研究實施時間

僅三個月，因此只能就「語言」的課程部分進行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而無法

探究至「文學」部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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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台灣的公私立國、高中很多，但採用 IB課程的學校卻僅有七所，且多數民

眾也不知 IB為何，若未接觸上述幾間國際或外僑學校，根本連聽都沒聽過，幸

而，台灣仍有些學者在這一、兩年看到了這個國際教育的脈動，並進行了探討與

研究，但與 IB在台灣發展的比例差不多，關於 IB課程的研究論文數量極少，且

皆是近二年內的文獻，多是在研究 IBDP課程的內涵（王麗雲，2015），或是針

對某校的 IBDP課程發展加以探究（李志成，2016），較為實務層面的當屬許琬

羚於 2012年所發表的研究論文，主題為「國際學校裡的 IBDP 與 AP 華語習得規

劃之比較—以高雄美國學校為例」，雖能蒐集之相關文獻有限，但藉由網路資訊

和期刊論文中的論述與說明，仍可在觀念上加以釐清，在文獻探討時，研究者將

在探討國際文憑之前，先就國際學校加以論述，再針對 IBDP國際文憑大學預

科、IBDP 華語之課程與教學之相關研究進行文獻的探討。 

 

第一節國際學校之概念 

本研究所研究之主軸為 IBDP課程，此為一國際文憑課程，近年來雖已有愈

來愈多的國家直接在體制內高中或經由政府資助導入其教材教法（王秋萍，

2014），然而，在台灣在既有的教育體制下，IBDP課程僅在七所外僑學校和私立

的國際學校落實。因此研究所設定之研究場域即為一所國際學校，而為理解國際

學校與國際文憑（IB）課程之關係，本章節將就藉由相關之文獻加以回顧及探

究。 

 

壹、國際學校的沿革 

現今國際學校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在經濟活動全球化的進程中，在

國際間流動的人們希望為自己的子女提供某種現代的教育，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國

際學校大量的出現是在 1950年代以後，然而，國際學校的源頭根據考據卻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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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ester 於 2002提出的 1866年於英國設立的 The Spring Grove School，該

校的學生來自於不同的國家，課程與教學亦非常多元，以培養學生進入全球社會

所需具備的條件，但因當時社會較為封閉，「國內」與「國際」教育的對立，使

其於成立二十三年後關閉，於此其間，國際間仍有三所國際學校設立，分別是：

1910年設於美國波士頓的國際和平學校、1921年設於印度加爾各答附近的

Santiniketan 國際學校，以及在 1921年在丹麥設立的國際民眾高等學校。這些

學校的設立皆與當時對民族主義反動之國際主義有關（邱玉蟾，2012），而至

1924年，日內瓦國際學校和莫斯科郊區的國際兒童公社出現（徐輝，2001），這

兩所國際學校出現的原因，皆非國際主義及經濟因素，而是與第一次大戰有關，

戰爭結束後，民生凋零，卻也百廢具興，使得人們意識到國際理解和促進國際合

作的重要，而這兩所學校正符合當時的環境和背景（許羚琬，2012）。 

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國際學校數量激增，Jonietz 和 Harris（1991）曾指

出，至 1989年時，全球國際學校預估已達到 1000所，而學生也已有 500，000

人，而其原因被認為與當時世界經濟的提升，跨國人力的流動，僑民回歸祖國及

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價值思維相關（邱玉蟾，2012）。 

 

貳、國際學校之分類 

在現今出版的文獻中，對於國際學校的分類，Leach（1969）首次提出他的

看法：1.單純服務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之學校；2.各國建立在海外的學校，目的

在於服務旅居海外的國民，如美國學校；3.由兩個或多個政府或國家團體聯合建

立的學校，如歐洲學校；4.屬於國際學校聯合會（International Schools 

Association，簡稱 ISA）成員的學校（許羚琬，2012）。 

然至 1981 年，Sanderson（1981）認為，國際學校的數量與就讀人數已多過於

1960年代的數量好幾倍，因此他又將國際學校分作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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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國際文憑，且發展、實踐國際教育的學校； 

二、無提供國際文憑，但學生來自於多個國家的學校； 

三、各國於海外設立的學校，雖招收不同國籍學生，但學校組織與教學仍據國內

教育之傳統； 

四、雖具民族傳統但懷有國際性目標的海外學校，通常採 IB課程架構； 

五、跨區域性或跨民族性的學校； 

六、以兩種教育傳統為基礎的學校，學生可能超過兩個國籍； 

七、具國際化思維，歡迎國外學生並在校內開創國際性思維模式的學校 

（許羚琬，2012）。 

而後，學者 Hills（2000）根據學生可透過學校與課程來進行的文化體驗，

也將「國際學校」分作了四種類型： 

一、國家在海外的學校及母國的國定課程，如美國學校； 

二、母國的國內學校及國際課程，如國內部分私立中學所開設之國際班； 

三、國際學校與國際課程，如高雄義大國際學校，以 IB課程來進行 K-12之授

課； 

四、國際學校及一個以上國家的國定課程，例如康橋國際學校，除國文外，其餘

課程皆以美國中小學課程進行教學，並於高二、十二年級實施國際文憑大學預科

（IBDP）課程（邱玉蟾，2012）。 

 

參、國際學校之定義 

根據 2009年，於義大利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對國際學校所提出的目前最權

威的定義，對國際學校的八項標準（吳越，2012）： 

一、學生教育可被轉移； 

二、學生和教職員工之流動性高於本地學校； 

三、學生具來自多國及多語種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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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國際課程授課，如國際文憑課程（IB），英國高中課程（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簡稱 A-Level課程，國際中

學教育普通證書（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ondary 

Education，簡稱 IGCSE）等國際化課程； 

五、取得國際認證，如得到國際學校學會（CIS），IB，劍橋全球測驗

（Cambri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簡稱 CIE），美國西部各州校院

協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簡稱 WASC），新

英格蘭院校協會（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簡稱 NEASC）等國際教育相關機構認證； 

六、教師來自多國國籍以及教學具多樣性； 

七、一般有充足招生的的情況下，不會選擇學生； 

八、一般授課語言以英語或雙語為主。 

就以上八點加以整理，首先，國際化的課程本就具備可轉移性的特質，以提供在

國際間移動人員子女的教育，因此第一點和第四點應合併考量；其次，國際學校

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若來自多個不同的國家，自然學生的結構來自多國，授課語言

也會為交流之需要而使用英語或雙語，因此，第二、三、八點，亦可交叉考慮。

因此，不一定要八點全滿足才可稱作國際學校，但至少要滿足其中多數（吳越，

2012）。 

從 Hills和在 2009 年義大利的國際會議上所提出的國際學校分類及定義來

看，國際學校需具有國際意識，學生來自於世界各國，以雙語或多語進行教學，

教學內容多元，而目標在培養學生全球化所需具備的語言、知識、能力和態度

（徐輝，2001）。 

總觀上述以推論，國際學校的設立，其目的從過去的國際理解，促進世界和

平，至現在的提供國際移動人力子女之教育，皆以「國際化」作為主要思維，國

際學校的學生，藉由英語或雙語進行課程的學習，課程也因教師或來自於不同國

家而有多元的教學活動，平日相處的師長和同學不盡為同一國籍，使得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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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對於不同的課程和多元的文化，皆具相當的適應力及接受度，這也使得國

際學校在推動新的課程或教學法時較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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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課程概述 

國際文憑（IB）是為全世界的學生所開設的課程，為使學生能充分參與並接

受國際教育，其最主要的授課語言為英語，但至今已可用法語和西班牙語教學

（wikipedia.org，2015）。探究國際文憑（IB）的起源是在 1968年，一群日內

瓦國際學校的老師，有感於學生日後的升學不易，故設計了出一套可滿足國際流

動學生之需求的課程，在各國教育制度中同中求異，異中求同，打破了隔闔而建

立了一個廣受世界知名大學所接受的文憑制度（李棟，2009；王秋萍，2012；王

麗雲，2015；李志成，2016）。廣為各國國際學校採用的國際文憑（IB）在這近

半世紀的實施與發展下，不論在學程項目、課程內容或是評量方式上皆已相當規

模且成熟，本研究將針對十二年級學生實施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之中文學

科，對於 IBDP之課程模式應有相當之認識，因此，本章節將以國際文憑 （IB）

課程項目、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之課程目標及課程內涵逐一論述。 

 

壹、國際文憑（IB）課程項目： 

國際文憑組織（IBO）為因應各年齡學段的需求，逐步向下延伸，為全世界

的學生提供了四套教育項目，分述如下： 

 

一、大學預科（Diploma Program，簡稱 DP） 

國際文憑組織（IBO）最早創建的課程項目，早在 1968年就已推出，適用於

十六至十九歲的學生，學制兩年，此項目提供在國際流動的學生能夠有理想的教

育和升大學的機會，為一種可攜式、高品質的國際文憑。（王麗雲，2015；許羚

琬，2012；李志成，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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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學項目（Middle Year Program，簡稱 MYP）： 

國際文憑組織（IBO）於 1992-1994年之間推出，適用於十一到十六歲的學

生，學制五年。此項目為想要修習 IBDP學程的學生作準備。（王麗雲，2015；

許羚琬，2012；李志成，2016） 

 

三、小學項目（，Primary Year Program，簡稱 PYP）： 

國際文憑組織（IBO）於 1997年推出，適用於三到十二歲的學生，學制五

年。此項目為想要修習 MYP學程的學生作準備。（王麗雲，2015；許羚琬，

2012；李志成，2016） 

 

四、職業生涯課程（Career-related Certificate，簡稱 CC）： 

國際文憑組織（IBO）於 2012年推出 IBCC，適用於十六至十九歲的學生，學

制兩年，此項目乃針對中學最後兩年欲走職業研究道路的學生而設立，於其中結

合了嚴謹的學術活動與學校的職業教育相關項目，幫助學生在當今快速發展的世

界中擁有成功的職業生涯。（王秋萍，2014；IBO.org，2014；王麗雲，2015）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課程，因實施與發展時間最久，課程與評量方式

也最為完備與成熟，加上世界許多知名大學，如柏克來、哈佛等名校，皆視其為

入學資格之審核條件，並可抵扣大一或大二學分，因此，加入國際文憑的會員，

若為高中階段學校，皆會開設此大學預科（DP）課程。 

 

貳、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課程之教學目標 

根據 IBO對 IBDP 的課程說明，IBDP 有四個教學目標（IBO.org，2013）： 

一、提供一種國際認可的大學錄取資格證明； 

二、增強國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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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養「全人」（whole person），強調智力的、身體的、情感的和社交能力

的增長； 

四、培養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力。（李棟，2009；IBO.org，2011；許羚琬，

2012） 

簡而言之，IBDP的課程設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學生未來能成功進入學

術領域和全球社會。因此要培養學生兼具智力、社會力、情緒處理能力以及體能

上的全面平衡， 以因應不斷快速發展的全球變化和世界脈動，亦要培養具效率

及能力，充滿社會競爭力的青年（IBO.org， 2014；王秋萍，2014）。 

 

參、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課程之架構與內涵 

為達成 IBDP的教學目標，成就具備學習能力的學生，IBDP將課程分作兩個

部分，一是核心課程，另一個則是學科領域課程，以下將根據 IBDP 中文版課程

說明（IBO.org，2013）之內容，分項論述： 

 

一、三大核心課程 

（一）.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 ，簡稱 TOK）： 

這是一門橫跨各個學科的學習，鼓勵學生在面對各種知識時作批判性思考，

以建立各種角度的思考模式。學生在修習此課程時需完成 1200~1600 字的論文報

告。 

 

（二）.專題研究報告（Extended Essay，簡稱 EE）： 

這門課程目的在於訓練學生日後在大學獨立學習的能力。學生在修習此課程

時，需選擇一個自己有興趣的題目，並獨立研究，深入探討以完成一篇研究論

文，長度約 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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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行動與服務（Creativity，Action，Service，簡稱

CAS）： 

這是一門別具特色的課程，它讓學生以體驗式的學習去從事藝術創作或思

考、運動參與或從事探險，更需做 150小時的社區服務計畫，瞭解社區需求，身

體力行，並需有明顯結果，且 CAS的反思，更是評分的一大重點，希望讓學生在

體驗中提升人際關係，學會當一個優質的社會公民。 

以上三門核心課程都為必修課程，其中知識理論（TOK）和專題研究報告

（EE）的成績會列入畢業成績計算，知識理論最多可加到三分，而專題研究報告

最多只可加到一分，CAS 雖不列入成績計算，也不考試，但通過與否將會影響大

學判斷是否錄取與否，也不可不慎。（IBO.org，2009、2012、2013、2014；王

秋萍，2014；李棟，2009；王麗雲，2015；許羚琬，2012） 

 

（二）六大領域課程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課程中除三門核心課程外，另提供六大領域的課

程供學生選修，且在六大領域中的大多數科目皆設有高階和普通課程，除上課內

容不同之外，上課時數也不同，高階課程需上滿 240 小時，而普通課程則要 150

小時，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可以適才適性地有效學習，但為了確保學生的學習有足

夠的廣度，IBDP課程要求學生在選課時需在一到五大領域中至少各選一科，第六

大領域—藝術則可選可不選，不選的學生就需回到一到五大領域中再選一科來修

習，再考慮到學生學習亦要有足夠的深度，在 IBDP課程規則中，要求學生所選

的科目裡，三到四科需為高階課程，另外二到三科可為普通課程。以下就根據

IBDP中文版課程說明（IBO.org，2013），逐一探究六大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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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語言 （Language A） 

在此領域中，學生需就自己說的最好的語言，學習其文章或以這個語言翻譯

的世界名著，讓學生接觸不同的思考方式，瞭解並懂得欣賞其他國家的文學思

想。此領域有三門科目供學生選擇：文學、語言與文學、表演藝術與文學。 

 

2.語言習得（Language B）： 

學生可在此領域學習 Language A以外的語言，如第二外語，希望能藉由學

習他國的語言，來瞭解該國的文化，此組亦有三門學科可選擇：初階語言、進階

語言，和拉丁或古典希臘文。 

 

3.個人與社會 

學生可在這一領域選修商業及管理、經濟、地理、歷史、地理、全球化下的

資訊科技、哲學、社會及文化人類學、世界宗教、地理政治等課程，其中，除世

界宗教外，皆提供高階課程。此領域的課程目標在讓學生了解人類的經驗與行

為，並能批判性思考學習，也希望能培養學生能有多元的觀點和態度去學習欣賞

人類社會的多樣性。 

 

4.科學學科 

學生可在此領域選修生物、化學、設計科學、物理、運動健身及健康科學、

環境系統與社會，其中，除運動健身及健康科學外，皆設有高階課程，這一領域

的課程融合了世界最近的科學思考，學生需去探索這些科學的概念、原理和技

術，再進而瞭解實驗方法，懂得藉由科學技術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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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數學與電腦科技 

此領域的課程可供學生選修的有一般數學、數學方法、數學研究、高等數

學、電腦科學，除一般數學是普通課程外，其餘皆有設置高階課程。數學相關課

程的目的是在於幫助學生發展數學知識、培養邏輯、批判性和創造性思維；而電

腦科技課程則是讓學生了解電腦的系統與知識，並學習在各學科中運用電腦科

技。 

 

6.藝術與自由選修 

此一領域所開設的科目包括舞蹈、音樂、電影、戲劇和視覺藝術。這些科目

的重點皆是在培養學生批判與反思的能力，探索藝術在不同時間、地點、文化所

呈現的多樣性與動態性，也提升學生自我表達的信心與能力。 

此外，IBDP課程也給予了會員學校一些課程開設的彈性，因此，除三大核心

課程和六大領域課程外，IBO也可經過審核，讓學校開設校本課程，但僅能取代

二到六大領域中的課程；此外，IBDP課程中也可有跨領域科目，目前有兩科，分

別是環境系統與社會，以及文學與表演。 

 

 

 

 

 

 

 

 

圖 2-2-1：IBDP 大學預科模式項目圖示中文版。（資料來源：IBDP 語文與文學

中文指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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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之課程內涵 

    IB 課程是為國際文憑課程，顧名思義，這必然是為國際學生所開設的課程，

因此，IB課程的主要授課語言是英語，目前已發展出透過法語、西班牙語進行授

課，會使用國際間較多國家使用的語言，其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學生易於接受到國

際教育並能為未來進入世界知名大學奠下基礎（李志成，2016）。 

然而，在 IBDP課程中，語言政策和雙語文憑可說是語言與學習上的兩大特

色。會有如此特色之原因有二：第一、IBDP最初就是為了國際學校學生的教育需

求而設計出來的，在國際學校中，雙語和多語本就是非常常見的。第二、IBDP的

其中一個核心主張便是要促進多元文化的理解，因此 IBDP非常重視語言的部

分，從六大學科領域中語言便佔前二，即可窺見一二。（許羚琬，2012） 

    IBDP 的語言課程有兩種，一種是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Language A）—

語言與文學研究，所用語言為最常用、最擅長的語言，通常為母語，在學習上又

以文學研究為主。而另一種是語言 B課程（Language B）—語言習得，所用語言

必為第一組課程的語言，通常為學生的第二外語。由於研究者最主要的行動研究

是以 IBDP 的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置入一般十二年級的國文班，因此，本章節

將藉由《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指南之中文指導手冊》之內容，瞭解其學科性

質、宗旨、目標、教學綱要與評量方式。 

 

一、學科性質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語言與文學研究」之課程在六大學科領域中屬第一學

科組，第一學科組包括：語文 A：語言與文學：文學、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語

言與文學、語言與藝術表演（跨學科）三門課，選讀這三門課的學生皆需要具備

能將課程語言加以學術應用，藉由文學和非文學性作品的學習，深化學生對語言

在特定文化或文本作品中有特定意義之理解，培養學生對具備用多重的角度去理

解和分析文學作品的能力，亦促使學生明白，語言是如何是如何維繫或挑戰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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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和生存方式(IBO.org，2013)。 

這三門課程的內容看起來各有不同，但也有重疊之處，而其不同之處，即是

課程中需關注之重點，「語文 A：文學」關注的是學生對文學批評技巧的理解，

並培養獨立判斷文學的能力；「語文 A：語言與文學」主在培養學生理解語意的

建構，以及背景/語境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文學與表演藝術」，希望能使學

生將文學分析和表演藝術作用的調查結合，進而發展對戲劇文學的瞭解。 

總結來說，第一學科組的目的在透過培養學生高度的社會洞察力、審美能力

和文化素養，再加上有效的溝通技巧，來支持他們未來的學術研究文學及語言與

文學兩門課有提供高階和普通課程，但文學與表演藝術這門課因為是跟第一和第

六學科領域，故只有普通課程可選，而學生若要達成 IBDP的畢業要求，就一定

得選修這三門課的其中一門，足見其重要性。 

 

二、學科宗旨 

（一）.引導學生學習一系列不同時期、不同風格和不同體裁的作品； 

（二）.培養學生對不同作品進行細致分析，並建立作品之間適當聯系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的口頭及書面表達能力； 

（四）.鼓勵學生對作品創作背景和接受情境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認識； 

（五）.鼓勵學生通過學習作品，理解具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們的觀點以及這些

觀點在語義建構上所起的作用； 

（六）.培養學生對作品的形式、風格和美學等方面的鑒賞能力； 

（七）.促使學生從語言和文學中獲得愉稅，並對它們產生終生興趣； 

（八）.培養學生了解語言、文化和背景/語境如何決定著建構作品/材料的意義

的方式； 

（九）.鼓勵學生對作品/材料，受眾及目的之間的不同互動進行批判性思考。 

前七項為第一學科組的共同宗旨，第八、九項則為「語文 A：語言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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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語言與文學」獨項宗旨(IBO.org，2013)。 

 

三、教學大綱 

（一）.第一部分：文化背景/語境中的語言：文本自行選擇 

（二）.第二部分：語言與大眾傳播：文本自行選擇 

（三）.第三部分：文學—作品和背景/語境 

1.普通課程：兩部作品—一部出自指定目錄，一部需用 Language A語言撰

寫的文章，作者指定或自選皆可。 

2.高級課程：三部作品—一部出自指定目錄，一部需用 Language A語言撰

寫的指定作家文本，第三本自選。 

（四）.第四部分：文學—批判性研究 

      1.普通課程：兩部作品，選自指定作家 

      2.高級課程：三部作品，選自指定作家(IBO.org，2013) 

 

四、教學方法 

    IBDP 的課程設計給予了老師極大的彈性，老師被允許采用各式各樣的教學方

法，但在創編課程的部分，老師的空間愈大，當然責任就愈大。而在語文 A：語

言與文學：語言和文學的教學方法上，指南上唯一要提醒老師應注意到的是此課

程的中心思想是「批判性文化素養」，即是當學生在討論文本時，要不時地挑戰

其思想觀點，使其意識到文本意義非一成不變(IBO.org，2013)。 

 

五、評量目標 

IBDP 除最後的校外總結性評量外，於課堂中的基本評量方式大多都以形成性

評量為主，而少有試卷，改以書面作業、個人口頭評論、延伸口頭活動/其他口

頭活動取代。而在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語言與文學這一門課程中，就有四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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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目標，分述如下： 

（一）.知識與理解： 

對文本的理解、對語言運用、結構、風格的理解、對讀者建構意義及背景/

語境影響之批判性理解、對不同觀念會如何影響文本的理解。 

 

（二）.運用與分析： 

能選擇適合自己的文本、能運用文本中的術語詞彙、能分析語言、結構、風

格對讀者的影響、能認識到創作和接受文本的方式所產生之意義、能用相關例子

來支持和證明觀點。 

 

（三）.綜合與評價： 

能比較和對照文本的形式要素、內容與背景、能討論一系列語言和圖象不同

的運用方式、能找出文本中矛盾的觀點。在高級課程中則需撰寫一篇批判性讀後

感，對文本、背景/語境和意義的某些方面進行評估。 

 

（四）.選擇並運用適當的表達形式和語言技能： 

能清晰地用口頭或書面表達思想觀念、能有重點和邏輯地進行文本分析。而

在高級課程則有表現出能寫撰寫勻稱的比較分析文章(IBO.org，2013)。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課程發展已久，整套的課程不止多元，且兼顧了

授課學校當地的在地文化與母語課程，也讓加入國際文憑（IB）的國際學校更容

易適應與接受，並讓許多知名大學重視，IBDP的課程活潑且多變， 學生的自主

選擇性也高，雖然仍需學習五~六個領域的學科知識，但仍可選擇相關學科，或

有高階和普通課程的時數之不同，讓學生適性選修，更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

興趣，此外，IB課程還設有 IB課程輔導老師，可以輔導興趣、能力尚不明顯的

學生進行選課，希望真正實現「一生一課表」的目標。 

再從上述之課程內容可看來，IB語文 A：語言與文學之課程相較於國內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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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課程是有所差別的，學生在學習時需要改變，想當然爾，老師在備課、授課時

也需要改變，國際文憑組織（IBO）對於教師的培訓是極為重視的，在每一間加

入 IB的國際學校一開始都會是候選學校，在此期間，這些學校會送教師去參加

培訓，取得認證後，才為合格的 IB教師，學校也才能開始開設 IB課程，成為 IB

學校。此外，IB也是非常重視教師專業發展的，這一點，從 IB的目標陳述

（IBO.org，2013）中就可見得：「我們非常珍重辛苦工作得來的，在高質量、

高水平以及教學領導方面的榮譽。而這需要通過與合作伙伴、學校、股東、特別

是教師的積極合作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最後，「終身學習」是 IB培育學生的目標，當然也是對 IB老師的要求，老

師在成為 IB教師後，IB仍鼓勵老師繼續參加研討會和會議、使用網路來進行 IB

的線上討論、參加一些特別的活動、復習或回顧 IB出版的相關資料，最後，老

師應積極響應 IB所推出的相關課程或活動（胡蘭，2000） 

 

 

 

 

 

 

 

 

 

 

 

 

 

 

 



37 
 

第三節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實施與應用 

之相關研究 

壹、文學課程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雖以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中之語言課程為主要研究範疇，但遍尋

兩岸三地之相關文獻後發現，以語文課程來說，仍是以文學為重，探索其緣由，

其一，於中國，若以中文為母語之 IB學校，學生至高二、十二年級階段應擺脫

語言之工具性，應開始將文學作品視為藝術產品（郝彧，2014）；其二、IBDP兩

年之課程完成後需參加外部評估，即為對外的測驗，而其測驗內容需寫出對文學

作品的評論，以及分析所學過的作品，並寫成小論文（郝彧，2010），因此需作

能力的培養；其三、與傳統的中學語文課程較為相似，皆以文本授課，不同點在

於，傳統課程是以單篇文章或節錄經典章節進行教學，IB課程則是以完整的文學

作品來進研讀（龐婷婷，2012）。然而，其中最大的因素，其實是 IBDP中文 A：

語言與文學課程自 2013 才出現今不過三年多，時間較短，於教學現場採用此課

程的老師亦剛熟悉課程，故使得教定相關的研究於今幾乎是難得一見，因此，目

前所探討有關於課程實施與應用之相關研究的文獻，仍以文學課程的設計與實施

為主，而未見語言課程之相關研究文獻。 

 

貳、語言課程之課程學習指導 

    對於一所剛開始實施 IBDP課程的學校來說，這是一種新的課程與教學方

式，在課程實施前，勢必要進行新課程的規劃與教學方案的設計，雖然難以尋得

相關的文獻，但仍可以 IBO所提供之課程指南為圭臬，並參考 《國際文憑大學

預科項目—中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學習指導》（禹慧靈，2013）一書來進行課程

規劃與教學設計。 

    此書根據課程指南為語言課程作了簡單的介紹與教學的示範，其課程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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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 IBO對於語言課程並沒有指定教材，只規定了相應的學習目標，但同時

也提供了幾個主題供老師選擇，例如，文化語境中的語言、語言與大眾傳播……

等主題，老師可在課程規劃時選用教學主題，而後再進行教學設計。 

   此一章節藉由文獻的回顧與整理，從許多專家學者對國際學校之探究中，先

就研究場域及研究參與者之一的學生之背景條件有了初步的認知，進而以國際文

憑組織（IBO）所發行的國際文憑大學預科（IBDP）課程指南和國際文憑（IB）

之相關文獻與網頁資訊，除了認識了國際文憑（IB）這個被世界多所知名大學重

視的入學依據外，也瞭解其課程的目標及內容，進而設計課程及此行動研究，此

研究欲讓一群從未上過 IBDP課程的學生藉由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進行

國文課程，上課方式將參考《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中文指南》，並從中

擇其提供之語言話題來作教學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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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程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 IBDP（國際文憑大學預科）中語文 A：語言與文學之課程

規劃與教學方式，施行於以台灣學校一般教科書式授課學習至高二的一個十二年

級國文班，透過以「語言」為主的四個議題，讓學生以專題研究的方式分組合作

學習。本章將以研究目的為基礎，就研究之歷程與結果分作三節進行討論，第一

節為十二年級國文課程規劃過程與教學、評量方式分析，第二節為教學實施之歷

程分析，第三節為實施 IBDP語文 A課程於十二年級國文課之學生學習狀況、困

難與解決策略。 

 

第一節 十二年級國文實施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 

之課程、教學與評量規劃 

本章節將分作三個部分，首先將論述十二年級國文課程所規劃之教學內容，

其次再闡明 IBDP實施於十二年級國文課程所採用之教學方法，最後則就成績評

量的規準分項說明，以呈現課程設計。 

 

壹、十二年級國文實施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之課程架構與設計 

理念規劃 

    本研究所規劃之教學內容乃依據康橋雙語學校國際部的既定方向—成為 IB 

School 之目標，借重前一年的 IB班授課經驗，訂定並規劃這一年的國文課程將

採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進行教學，而在教學內容的部分，在學期尚未

開始前，任教於十二年級的國文老師已展開教學共備，請了 104學年度任教 IBDP

語文 A 課程的蕭老師經驗分享後，對於課程之進度達成共識，首以時間考量，學

生在開學甫拿到閱讀文本，要在短時間之內看完，並加以探討，確有其難；再

者，語言乃文學之基本元素，文學則為語言之藝術表現，先讓學生對語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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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影響進行相關的專題研究，有了相當的認識後，再藉由作者的語境對文本進行

較深入的探究，如此的教學順序也較有關聯性，除讓學生先在文本探究的課題中

先擁有先備知識，於備課會議中亦考慮到學生從未接觸過 IBDP課程，若完全依

照國際文憑學會（IBO）所訂定的一學期閱讀並探討兩本文學書籍，恐無法負

荷，因而決議改為僅一本書之閱讀與探討。 

     T 梁：因我們都沒上過 IB 課程，可否請蕭老師分享一下去年的 IB 是怎 

麼上的。 

T 蕭：去年我們在文學的部分，因為是 HL（高階）班，所以讓同學讀

了兩本書，一本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本是張愛玲的《傾

城之戀》，因為今年這屆的學生程度不一，也不是每個人都很積

極，所以我建議先選一本書即可。至於「語言」的部分，我們去

年是有八個題目供我們上課作選擇，像是說服性語言、語言與社

會、語言與團體等主題進行研究與發表，同學們表現都還不錯。 

摘錄自【備一，20160823】 

 

    於本研究中所進行的課程內容為第一階段的「語言」課程，課程中將針對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中之語言的部分進行專題研究課程，因考量班級人數分

組與學生的先備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將上屆課程中的八個語言相關主題減至四

個，另四個則於下學期研究，此階段課程中選出較易理解之四個語言相關主題，

分別為：文本偏見中的語言、語言的刻版印象、大眾傳播與語言及說服性語言等

四個研究專題，學生先從老師的課程引導中瞭解這四種語言的使用方式與常見之

處，再進行分組，在小組選出感興趣的主題後，再共同討論出符合主題的專題中

的來進行探究、發表與應答。  

      T 劉：去年讓學生做的語言題目有八個，今年也要做這八個嗎？ 

          T 蕭：不一定一次就要做到八個語言主題，可以考量一下班級的人

數，還有可以分的組數來決定課程內容，去年選修 IBDP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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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的人數比較少，所以是一人一個主題，如果今年 也是

一人一個主題，那報告時間一定不夠。 

            T 張：我們先讓學生這學期做簡單一點的主題吧，像是大眾文學、

說服性語言，都滿常見的，老師備課也不會壓力太大。 

           T 蕭：文本偏見和刻版印象，上屆的學生也報告的滿精彩的，也

可以選進這學期的課程。 

           T 梁：那如果其他老師沒有意見，我們就先用這四個主題，每班

學生約二十人上下，老師看要不要二到三人一組，分

成八組，每一個主題讓兩組來發揮，老師也不用花太

多力氣在備課上。 

摘錄自【備一，20160823】 

 

    就文學的部分，經共備會議的討論後，參考已操作過 IBDP語文 A之「文

學」課程之蕭老師的分享，因張愛玲作品中的時間與空間具語境的獨特性，易於

讓學生理解語境對語言表達的影響，故決議以張愛玲的作品為閱讀文本，又考量

於學生的閱讀能力不一，教師對此課程與教學經驗尚不成熟，故而擇以上一屆學

生閱讀並分析過的張愛玲《傾城之戀》為此課程之文學讀本，並以上一屆所實施

過的教學方式的進行教學。 

T 梁：各位老師，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課程的進度和選書。 

T 張：我建議我們先仿照去年的做法，有前人的經驗，老師和學生

都比較容易融入課程，較不會無所適從。 

T 梁：那各位老師，我們看看是要選《玩偶之家》，還是《傾城之

戀》？ 

T 蕭：我建議先用《傾城之戀》，第一，它是短篇小說，第二，張

愛玲的文字很容易找到各種語境。 

T 謝：我也贊同《傾城之戀》，《玩偶之家》是劇本，對學生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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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能力來說，對劇本並不熟悉，小說比較好入手，所以我覺

得《傾城之戀》應該比較好。 

T 梁：那其他老師有其他意見嗎？都沒有就選《傾城之戀》囉！ 

摘錄自【備一，20160823】 

 

    從課程規劃階段的共備記錄中可見得，因大多數本學年任教十二年級的國文

老師對 IBDP語文 A課程尚不熟識，故多以上屆已施行過之 IBDP語文 A課程架構

為優先考量，進而考量學生之學習能力作適當的修改，以期更能符合學生能力，

以達學習成效。 

再論及 IBDP之教學方法，透過蕭老師所分享的授課經驗，於課堂中，學生

透過老師的介紹，先瞭解張愛玲的其人其事，接著才進行文本的閱讀與探討。在

此階段，學生除了根據書中章節分組閱讀並分析探究外，還需另選一篇書中文章

製作個人心智圖和小組心智圖，二篇心智圖與期末報告所選擇的篇目皆不可重

複，希望能讓學生練習在閱讀後能以心智圖進行文本分析，再藉由文本分析的習

得，深化小組的期末報告，然因時間關係，無法進行此部分的研究，因此將此段

教學歷程略過不論。 

    研究者根據教師備課記錄，繪製課程設計與規劃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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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課程設計與規劃架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此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之「語言」課程部分，為藉由上圖所述之課程目

標，引起設計理念，發展課程之單元、內容與活動。 

 

貳、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實施於十二年級國文教學方法說明 

    以往的國文課堂，大多以老師講，學生聽為最主要的教學方式，然而，長久

以來，IBDP的授課方式都強調「教師自主」，尤以語言的部分，無固定教材，教

師可自行決定教學方法來進行教學，因多數老師為第一次以 IBDP的教學方法授

課，故參考蕭老師於上屆的教學方法，於本研究之「語言」課程規劃中用到的教

學方法依序為：在課程引導中所用到的「講述教學法」，後因學生自學與研究能

課程目標 

課程單元 

課程內容 

課程活動 

課程設計 

理念 

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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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而加入課程之「黃金圈思考法」（Sophina，2014）與「批判性思考」教

學則以「練習教學法」為主，「討論教學法」和「啟發教學法」則針對課程中、

後期的專題製作與專題報告課程為主要教學方式，於此課程的「反思與回饋」階

段，則以「討論教學法」進行，其教學過程請參考附錄之課程教案。 

一、課程介紹與引導 

老師先以講述並搭配使用多媒體說明課程的內涵與進行的方式，告知學生兩

階段需完成的報告、作業及評分方式，接著再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讓學生瞭解何

謂語境，語境將如何影響文字、語言的傳達及閱聽者的感受，待學生瞭解後，揭

示四大主題，以分組的方式進行討論，從討論專題的題目開始，先學會找問題的

核心概念，因此藉由「黃金圈」的影片，讓學生從所選主題的 Why、What和 How

以思索可為專題的題材與方向，接著，在各組訂定研究方向後，老師將透過相關

的影片及一些較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讓學生練習思考並提出對事件的質疑，學

生從中學習如何具備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考」亦為 IB課程十分強調

的能力，不論在接下來的專題研究或是文本分析，都是非常關鍵且需具備的能

力。 

 

二、課程實施與發展 

    課程的前半段為老師授課的部分，待學生瞭解應如何進行研究報告後，就是

專題研究的階段，各組先行討論專題研究的題目，再與老師討論題目的可行性及

研究的方向，老師在與各組討論時，會先教導學生如何於書籍、期刊論文或相關

報導等媒材中蒐集與議題相關的資料，並藉由期刊論文的題目來引導學生命題或

修改，輔以 google drive 的資料共用功能，隨時進行討論而無時空的限制。 

 

三、專題研究與發表 

    題目訂定之後，學生開始蒐集資料並共同製作期中研究報告的投影片與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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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於期初即讓各組抽籤所決定的報告順序和時間上台報告並讓同學針對研究主

題和內容進行問答，且為讓同學對各組的研究主題先行瞭解以利上課提問，各組

需在報告的兩天前上傳投影片及演講稿。 

    除此之外，每位學生還需根據小組從文本偏見與語言、語言中的刻板印象、

大眾傳播與語言及說服性語言等四個專題中所選之題目，在報告結束後進行創意

寫作，除詩體外，其餘形式不限，或以演講形式創作一篇說服性講稿，或以報導

的形式創作一篇具文本篇見的文字報導等方式呈現皆可。 

 

參、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實施於十二年級國文課程之 

評量方式說明 

    不同與以往的課程，自然會有不同於以往的評量方式，在學期之初，為了學

生國文成績的計算，十二年級的老師們於會議中共同訂定成績計算方式與標準，

為達成 IBDP的教學目標—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力，並考評學生於課程

中能否達到語文 A課程之知識與理解、運用與分析、綜合與評價，以及選擇並運

用適當的表達形式和語言技能等四項能力目標。此評量方式乃形式重於總結，故

於此課程中規劃以多元之評量方式—平時成績與專題報告。平時成績包含日常課

堂表現、討論與研究態度，而專題報告又分作書面報告與口頭報告，其評量方式

分述如下： 

 

一、專題報告 

在專題報告的成績計算上，於共備會議之初，原欲將專題報告成績所佔之百

分之五十中的百分之二十就平時的討論態度進行評估，然而，考量到學校固有的

成績計算比例，故改專題報告成績之百分之二十將根據各組與老師討論專題題目

之狀況及態度進行評量，而老師需記錄每一次與學生討論之狀況，才得以評量出

學生對主題掌握及討論態度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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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績的另百分之三十將以專題報告的成果表現進行評量，並分作書面報告

與口頭報告，其中口頭報告因需對專題內容有足夠的熟悉度，故佔百分之十的分

數，而書面報告則包含專題簡報及演講稿，專題簡報呈現是否具完整性，表述內

容能否吸引閱聽者的注意，且成果有否具備精心的規劃與美感的表現，因此佔有

百分之十五的分數，而演講稿的書寫為根據投影片內容而來，故僅佔專題報告成

績的百分之五。 

此外，為讓每位同學對各組的專題報告先行預習，故要求各組於上台報告的

兩天前上傳投影片和演講稿至班上共用之 Google Drive，若未上傳，將會扣此項

成績，晚一日上傳扣 5 分，二日扣 10分，影響頗鉅。 

 

二、專題報告之評量規準： 

    此評量規準將針對期中報告的研究成果及報告表現進行說明，在設計評分規

準時，經由上屆 IBDP 語文 A課程之授課老師—蕭老師的經驗分享，為使學生不

再著重於分數多寡，而重能力習得，可採用 IBDP之 8個級分制來作為成績評核

的方式，將分數的差距模糊化，可使學生不再為一、兩分而斤斤計較，但 8個級

分的能力指標需明確，讓學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落點，故於此評量規準

上，於備課會議中決議針對學生對研究主題的熟悉、書寫與應用程度進行評比，

老師先就專題報告所達到的標準給予級分，再對照國際文憑組織（IBO）所訂定

的百分制記錄成績，以便 GPA的計算，研究者以教師備課記錄為參考，將期中報

告之評量方式與規準列於下表： 

得分 
相對

級分 
評分項目 得分說明 

84-100 7 

書面報告 

1.報告內容顯示對專題的探究有非常出色的理解。 

2.報告內容符合要求。 

3.對於專題內容有出色的瞭解。 

口頭報告 

1.非常透徹的理解問題，將想法與觀點重點呈現，並

切中問題核心。 

2.透過專題報告內容，充分支持問題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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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3 6 

書面報告 

1.報告內容顯示對專題的探究有非常透徹的理解。 

2.報告內容符合要求。 

3透徹的瞭解專題內容。 

口頭報告 

1.良好的理解問題，將想法與觀點重點呈現，並切中

問題核心。 

2.透過專題報告內容，充分支持問題應答。 

64-73 5 

書面報告 

1.報告內容顯示對專題的探究有非常充分的理解。 

2.報告內容符合要求。 

3.充分瞭解報告內容，並能。 

口頭報告 

1充分地理解問題，將想法與觀點重點呈現，並切中

問題核心。 

2.透過專題報告內容，大多支持問題應答。 

54-63 4 

書面報告 

1.報告內容顯示對專題的探究有具適當的理解。 

2.報告內容符合要求。 

3.適當的瞭解報告內容。 

口頭報告 

1.選擇合適的研究專題，並想法與觀點可重點呈現，

並切中問題核心。 

2.透過專題報告內容，通常可支持問題應答。 

40-53 3 

書面報告 

1.報告內容顯示對專題的探究有非常出色的理解。 

2.報告內容符合要求。 

3.對於專題內容有出色的瞭解。 

口頭報告 

1.簡略的理解問題，可將想法與觀點重點呈現，並切

中問題核心。 

2.簡略地以專題報告內容支持問題應答。 

20-39 2 

書面報告 

1.報告內容顯示對所探究的專題只有粗淺的理解。 

2.80%的報告內容未符合要求。 

3.報告內容顯現對專題的應用只有粗淺的瞭解。 

口頭報告 

1.對問題僅有膚淺的理解，所提出的想法與觀點經常

偏離問題重心，且說法經常重複。 

2.未以報告內容來進行應答。 

0-19 1 

書面報告 

1.報告內容顯示對所探究的專題毫無認識。 

2.總體內容未符合報告要求。 

3.報告內容顯現出對專題之應用未加以瞭解。 

口頭報告 

1.無法理解問題，所提出的想法與觀點無法切中問題

重心，並且說法反覆。 

2.完全未以專題內容回應問題。 

表 3-1-1：期中報告評分規準表（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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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時成績： 

在平時成績的部分，雖然也是佔總成績的百分之五十，但評量的項目與計算

的方式又更為複雜，首先是日常課堂表現的部分，因每一次的出席表現都列入課

堂表現成績，使得老師也需做每堂課的學生表現記錄，而在成績的計算上，因此

項成績佔平時成績的百分之二十，比重較大，因此老師們於會議中也決議出標

準，其規準如下表： 

課堂表現基本

成績 

每堂基礎 90分，公喪假維持基礎分，病假 60分， 

曠課與事假 0分 

加分細項 
1討論態度認真、2積極發言、3積極領導小組、4發言內容值

得讚許、5準備充分、 6其他 

扣分細項 
A 討論態度消極、B 遲到早退 、C 干擾發言秩序、D 未做預習

或準備、 E瀏覽不相關網頁、F其他 

表 3-1-2：學生課堂學習態度加扣規準表（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寫） 

 

其次為創意寫作的部分，創意寫作為個人的作業成績，亦佔百分之二十的較

大比重，因此又再細分為題目訂定的過程與寫作的成果各佔百分之十，學生在訂

定題目時，亦需和老師進行討論並適時地修正，而在寫作時需至少 360字的寫作

動機和 1200字的正文內容，另需註明參考資料之出處才為一篇完整之創意寫

作。為使公平、客觀，老師在評分上也劃分出項目比例：寫作動機佔百分之二

十，正文內容佔百分之七十五，參考資料則有百分之五的分數。 

最後為專題報告的組內自互評和小組互評部分，而其自互評結果也將影響專

題報告小組中之個人分數，因此，每一位同學都應於老師製作的自互評 google

表單上完成每一次的評量，此項作業佔平時成績的百分之十，分佔百分之五，若

未做自互評，此項成績則以零分計算，小組互評共有八次，少評一次亦會扣相當

之比例分數，也有相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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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意寫作之評分規準 

    為瞭解學生於「語言」課程中，個人對所研究專題的熟悉與是否明白專題研

究的語言項目會如何應用在生活中，故將以此為「創意寫作」項目的評分原則，

進行評量規準的設計，方式如專題報告之評量方式，亦明白定出能力指標，研究

者亦就教師備課記錄之內容，將「創意寫作」的評量規準列於下表： 

相對百分

制  
級分 得分說明 

84-100 7 

1.作品顯示對所探究之主題有相當出色的理解。 

2.作品能將所探究之主題精彩的運用。 

3.內容豐富且議論說理井然有序。 

4.用字遣詞深化具文學美感。 

5.內容完全符合作業要求。 

74-83 6 

1.作品顯示對所探究之主題有良好的理解。 

2.作品能將所探究之主題良善的運用。 

3.內容豐富且議論說理合宜。 

4.用字遣詞具文學技巧。 

5.內容完全符合作業要求。 

64-73 5 

1.作品顯示對所探究之主題有確實的理解。 

2.作品能將所探究之主題有效的運用。 

3.內容充實且議論合宜 

4.用字遣詞流暢通達。 

5.內容完全符合作業要求。 

54-63 4 

1.作品顯示對所探究之主題有充分的理解。 

2.作品能將所探究之主題充分的運用。 

3.內容適切且議理正確 

4.用字遣詞流暢。 

5.內容大多符合作業要求。 

40-53 3 

1.作品顯示對所探究之主題有充分的理解。 

2.作品能將所探究之主題充分的運用。 

3.內容適切且議理正確 

4.用字遣詞經過修飾。 

5.內容過半符合作業要求。 

20-39 2 

1.作品顯示對所探究之主題有適當的理解。 

2.作品能將所探究之主題適當的運用。 

3.內容切題且議理正確 

4.妥善用字遣詞。 

5.內容符合作業要求。 

0-19 1 

1.作品顯示對所探究之主題僅有粗淺的理解。 

2.作品僅能將所探究之主題粗略的運用。 

3.內容貧乏、議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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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字過於口語化且不流暢。 

5.內容未符合作業要求。 

表 3-1-3：創意寫作評分規準表（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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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十二年級國文實施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之

教學歷程及學生學習表現 

   本研究之教學過程共有五個階段，分別為教師講述導引、專題自學研究、研

究成果展現及課程的回饋反思，與最後的作業要求，因此將此研究觀察歷程分作

此五個部分進行探討與分析。 

 

壹、教師講述導引階段 

一、IBDP 課程介紹 

    在授課之初，研究者於課堂中先以講述法介紹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的課

程規劃，並說明報告及作業的要求及呈現方式，相較於過去上課的方式有相當大

的不同，不再使用教課書來教學，而是以自學的方式去制定研究主題和探尋其中

的知識。 

S19：老師，我們這學期沒有課本嗎？ 

研究者：我們這學期只有一本讀本，導師應該都發給你們了，但那一本是

用在期中考後的課程，我們要先進行語言的部分，但在語言課程

的階段沒有固定的教材。 

S07：沒有課本！太好了。 

S19：沒有教材那要怎麼上課。 

研究者：我們以分組做專題的方式來上課，老師會先講解「語言」的用

途，再給你們專題的範疇，再讓你們做專題的研究。 

S14：好像很複雜。 

 摘錄自【觀一，201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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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堂課中之學生反應觀察，學生對於如此無教科書的學習方式，感覺非常

新鮮，但在研究者說明無教科書的上課方式，有的學生對可以自主的學習表現出

欣喜，但有的學生卻因不知道能學到什麼或不知該怎麼學而表現出不知所措。 

 

二、語文 A：語言與文學中的語言課程說明 

    介紹完不同於以往教課書式的上課方式，研究者用學習單和影片來講述日常

生活中「語言」與「語境」的關係和「語言」的使用對閱聽者的影響，並舉例說

明， 

研究者：同樣的語言，放在不同的語境中會有不同的意思，例如

「這鍋粥煮得很爛」，同學們覺得是什麼意思？ 

              S17：就是把米煮到很軟，可以入口即化！ 

        研究者：就我們的理解是這樣，但你們覺得還有沒有別的意思？ 

              S01：煮得很難吃也可以這樣說吧。 

         研究者：對哦，這就是同一個字，在不同語境卻有不同意思，高手

把粥煮得很「爛」，初學者也把粥煮得很「爛」，但「爛」

卻是不同的意思。 

摘錄自【觀二，20160901】 

 

待學生初步瞭解後，研究者始揭櫫專題研究的四個主題：大眾傳播與語言、

說服性語言、文本偏見與語言以及語言中的刻板印象。學生需分作一到三個人的

小組，並從中選擇一個主題，並於主題中找到可以探究的問題以進行「語言」的

研究，相較於前所述之語言置於不同語境而予人不同感受之說法，此四大主題所

討論的語境乃更進一步，學生需理解為「語境」所影響之語言於日常生活中的使

用及影響，因此將藉由這四個主題探究「語言」和「語境」的關係，而後即分組

和挑選較感興趣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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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語境會影響語言的使用，語言的使用會影響閱聽者的感受。 

S08：所以我們有時看新聞會很生氣就是受到了語境的影響嗎？ 

研究者：沒錯！新聞是一種大眾傳播，新聞中所用的語言，即是語境

的一種，而台灣的新聞台常有對新聞事件的偏見論述，尤其

是政治類的新聞，若新聞台的觀點與我們的觀點有所不同，

就會讓我們感到生氣，這就是語言、語境對閱聽者的影響。 

S09：我們會被廣告吸引而去消費，廣告上所用的就是說服性語言吧？ 

研究者：是的！廣告就是一種語境，它的目的就是讓觀眾消費，因

此在廣告中就常見到說服性語言。 

摘錄自【觀二，20160901】 

 

   研究者於此堂課程之教學觀察中發現，學生十二年級之前未曾聽過「語境」

二字，但從生活周遭的閱聽環境以為引導，學生很容易可以舉一反三，瞭解相同

的語言在不同語境中會帶來不同的感受，也為接下來的研究置入了初步的概念。 

 

三、學生之學習態度與表現 

    學生在瞭解四種語境中的語言使用後，開始進行分組，並挑選一個較感興趣

的主題來做進一步的研究，因老師限制了每個主題僅能有兩組挑選，故未有太多

重覆主題的狀況出現。學生在選好主題後，需要先討論所要討論的問題，並訂出

專題報告的題目，因為學生在十二年級前除科學展覽的實驗研究外，從未有過人

文專題的研究，對研究的主題與方向亦相對陌生，研究者在與研究諍友郭老師討

論後，於課程中加入「黃金圈」的思考教學，讓學生先藉由「黃金圈」的思考模

式找出專題的中心，並設想可以研究的方向及材料，從中找出 why、how、what

三者以完整呈現的問題，並有利於規劃接下來的研究，學生在黃金圈的設想時，

寫下了許多字詞，但是要把單詞變成問題又是一件難事，因此再藉由「批判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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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引導與練習，讓學生學會對事物的質疑和探索，進而把在黃金圈上寫下的

單詞變成疑問。 

圖 3-2-1：學生藉由「黃金圈」尋得專題之研究主題與方向 舉隅 

1.文本偏見 2.說服性語言 

 

【文件 S13，20160907】 

 

【文件 S08，20160907】 

3.刻板印象 4.大眾傳播與語言 

 

【文件 S15，20160907】 

 

【文件 S10，20160907】 

 

藉由「黃金圈」的練習，學生已較能夠掌握研究問題與研究方向，但訂定題

目又是一門學問，因此研究者先發下一張講義—「論文命題的原則」，再利用國

家圖書館的網頁，以期刊論文為學生講解命題的方法及需注意的事項，使得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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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地訂定題目，並能將確定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最後能使專題研究完整呈

現。學生在老師講解命題原則後，開始根據小組藉由黃金圈所找出的一些問題、

材料及作法，結合成專題報告的題目。 

S13：老師，我們想探討電影台詞中語言的作用，但我們不知道有什

麼問題可以讓我們研究。 

研究者：你們先用黃金圈把核心找出來後，再試著讓這個核心轉化為問

題，而後再定出題目。 

S13：但是我還是不大明白怎麼把研究問題變成題目？ 

研究者（對著全班說）：老師給你們參考一張論文命題的原則，另再找幾篇

學術論文的題目給你們看看，你們可以先用模仿的方式寫看看。 

 摘錄自【觀三，20160901】 

 

在命題之初，學生對於詞語的運用和排列組合不是很純熟，所寫出的題目也

不是很理想，常會出現研究範圍過大的命題，類似文本偏見對新聞的影響，或是

電影台詞中語言的作用等題目，因此，與老師的對話就相形重要，在對話中，老

師會指出研究範圍的問題，然後再引導學生找到所欲研究的材料之關聯性，從關

聯性中再去找相關的資料，從中也提醒學生：範圍過大的題目若沒有豐富的內容

支撐，研究就會顯得空泛，「小題大作」絕對比「大題小作」來得好 。 

S01：老師，我們這組想用電影台詞來研究大眾傳播的語言，題目如果

寫說「語言對電影台詞的影響」可以嗎？ 

研究者：這個題目的研究範圍太大了，光看電影再記台詞，你一定來不及

做完，要不要試著把範圍縮小，電影台詞可以做，但電影有洋

片、國片，每年出品的影片就不下十部，你們先想想要用哪幾部

片來探討，那幾部片又有什麼相關的地方，然後來設定研究範

圍，而且題目定的太大，一定很容易在問答時就被問倒。 

摘錄自【觀三，20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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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研究者開設了 google drive的雲端共用文件，讓學生可以共同

編輯，老師也可以隨時看到學生的進度，並及時提醒。 

圖 3-2-2：利用 Google 共用文件命題討論歷程舉隅 

1.大眾傳播與語言 2.說服性語言、 

文本偏見中的語言 

3.語言中的刻板印象 

 
  

 

為求時間更自由且妥善的運用，而不受限於課堂中，此命題討論過程多於

Google Drive中之共用文件進行編寫，從上方三張例圖中可見，學生在訂定題目

時，老師可隨時給予建議或提醒，若學生有怠惰的狀況，老師也會共同文件中叮

嚀或催促。而使用 Google Drive直接共同編輯另有一益處，即編輯記錄皆會儲

於編輯軌跡中，老師不僅可隨時查看，亦可使小組合作學習之評量更具公平性。 

 

三、教師講述導引階段學習成效分析 

根據研究者在這個階段的觀察，學生從過去教科書式的國文課堂，突然轉變

成 IBDP 的授課方式，從總是從老師那接收課堂的知識，變作非常強調自主學習

與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學生在一開始老師講述的部分，依然照以往上課的方式

聽講，拿到學習單時，不論是個人的還是小組的，都可以進行討論並書寫，但是

進入專題研究介紹的部分，因為不曾有過這樣的學習方式，學生一方面覺得這樣

的上課方式很新鮮，一方面卻因為對研究方法的不熟悉而覺得專題報告很困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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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老師適時地引導和加入小組的對談後，大多數的學生都可以很積極地去嘗試

命題，並把想法說出來以徵求老師的意見和建議。 

然而，若就原來的課程規劃，未曾預想到學生無人文學科研究的經驗，因此

不知文科的專題研究該怎麼做，因此在課程上又加入了黃金圈的思考模式，讓學

生找到研究的方向，接著加入批判性思考的引導課程，讓學生從研究的方向中找

到想研究的問題，最後用命題原則和研究方法，引導學生從中找出問題，並訂定

專題題目，雖然一開始學生所定的題目不是很適切，有的研究範圍太大，有的仍

以作文命題的方式命題，老師在這段過程中，不斷地與學生對談，用國家圖書館

的期刊論文為例，修正命題之缺失。 

此次的課程是第一次全部的十二年級學生都以 IBDP 課程進行授課，雖有請

上屆教授 IBDP語文 A 課程的蕭老師經驗分享，但當時 IBDP的老師並未提出學生

對於研究方法不熟悉的問題，直到課程進行後，才從學生的反應中觀察到，進而

與研究諍友郭老師討論後，決定在課程中再加入研究方法的相關課程，讓學生於

蒐集並分析研究資料前先具備人文學科之專題研究能力。 

 

貳、專題自學研究階段 

一、改變學生學習方法 

    在上個階段，我們已完成了專題題目的訂定，接下來就是學生開始自主學習

的階段，在這個時期，學生藉由彼此討論，分配蒐集資料的工作，一開始所找的

資料多出自網路，不外乎網路文章、影片、報導。 

S14：老師，我們從網路上能找到的關於法輪功的資料太少了，頂多就是

法輪功的網路電子報--<大事紀>，不然就是一些個人的看法，但我們

想做中共與法輪功本身看新聞事件的的文本偏見。 

研究者：那你們可以找找中共的電視台，例如 CCTV，或是一些中共在國外的

媒體，去做新聞話語和標題的文本偏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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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好的老師，我們來試試。 

摘錄自【觀四，20160907】 

 

再者，資訊發達的時代，學生每天在網路上的見聞題既多且廣的，因此在思

考研究題材時，許多與主題相關的人、事、物便讓學生們想就這次的專題來研究

並瞭解，但是，這些在網路上看到的題材，除研究不便外，學生對如此之主題亦

不熟悉，例如一小組在剛進入此研究階段之時，即想探究那些在網路上所看到的

成功房仲業者，看到他們為何可以成功的說服客戶買房子。 

S08：老師，我之前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成功房仲業者的訪問，我們可以用

這個做說服性語言的專題嗎？ 

研究者：那你們想找哪些資料來說明成功房仲業者的話術呢？ 

S08：還是我們可以找一些成功的銷售人士，來做說服性話術的比對。 

研究者：這樣做也是可以，但你們本身對銷售熟悉嗎？ 

S08：不熟。 

研究者：那你們需要先瞭解一下你們要找的幾個行業的銷售方式，這樣才好判

斷何謂成功的行銷話術。 

S07：這好像很難做，那我們改做別的好了。 

研究者：成功的銷售話術是個不錯的研究方向，你們可以再討論一下。 

摘錄自【觀四，20160907】 

 

而後，這一組學生因不熟悉房仲市場而另想他題，但接下來的主題亦未完成

即又改換，從研究房仲改為研究蔡康永與歐普拉，後又因資料蒐集困難，又改作

百貨公司週年慶時的說服性語言研究，從中推知，研究於不熟悉的領域，猶如地

基不穩的房子，很容易傾倒，因此遇到困難而失敗的機率也相對較大。  

於此階段，仍有些同學想就過去做報告的習慣，異想天開地找相似的論文，

企圖以複製、貼上的方式完成專題報告，然而，因學生在訂定專題題目之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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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個人之能力及研究涉及範圍之可能性，所設想的題目大多與時事或生活有

關，以致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可方便取用的期刊論文，因此，只能以資料的蒐

集、整理再加以分析以完成報告的撰寫。 

S08：老師，我們一直在網路上找有沒有人做過談話性節目的研究，但好

像都找不到耶，就算好，也都是整個節目的研究，沒有提到主持人

的說服性語言。 

研究者：你們應該要去蒐集一些藝人或來賓被說服的片段，然後再歸納整理

出蔡康永和歐普拉是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說服別人。 

S08：我們哪有時間每一集都看？ 

研究者：那你們就要想辦法啦，看看有沒有什麼對這兩個人的訪問，可

能其中會有說到說服性語言。 

S06：不然我們換題目好了，這題目真的太難做了。 

研究者：你們確定嗎？快輪到你們報告囉，現在換題目很趕哦。 

S07：但不換題目最後應該還是做不出來吧。 

研究者：那你們得加快腳步了，題目定出來再給老師看看。 

摘錄自【觀六，20160914】 

 

二、教師角色與授課方式改變 

    學生在不斷找尋可用資料時，時常角出現找不到想要找的資料，而使得研究

受到了阻礙，或是找到許多相關的資料，卻不知如何取捨，又或是不知如何將相

關資料統整成研究所需要的資訊及證據等狀況，在這些時候，學生便會在課堂上

尋求老師的援助，老師在這個時候已不再是課堂的講述者，而是轉為輔助的角

色，當學生在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老師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引導，而非直接

提供答案，一步步地讓學生思考問題解決的方法，並自行探尋解決問題的知識與

訊息，在學生實作與教師輔助回饋的循環中，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批判性思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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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從中獲得相關知識的學習。 

 S10：老師，廣告是大眾傳播的一種，但有些廣告只有影音、圖像，沒有說

話或文字，卻給人很深的印象，也可以算是語言嗎？ 

   研究者：當你們在語言不通的國家時，會怎麼跟當地人溝通呢？ 

        S10：比手畫腳吧，或用畫的。 

研究者：那你覺得沒有說話或文字的廣告，是如何讓你知道在廣告什麼呢？ 

          S10：就看廣告中所拍攝的影像吧。 

    研究者：如果你從廣告的影像中很明確的知道這個廣告在告訴你什麼，那算不

算一種語言呢？ 

          S10：就像肢體語言那樣嗎？ 

研究者：嗯，如果你能從肢體表現中看到語言，那圖像、影音算不算呢？ 

          S10：那我知道了，謝謝老師。 

摘錄自【觀五，20160902】 

 

     從上述的對話中，學生不知在影像中沒有說話的表達方式算不算有語言的

存在，但經由老師的引導與反問，學生得以瞭解並非「說出來的話」才算是語

言，肢體、影音和圖像亦可作語言的傳達，然而，這個問題解決後同組的學生又

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S16：老師，那我們可以作文字、影音、圖像的比較嗎？看哪一種廣告最

具大眾傳播效果。 

     研究者：比較當然也是一種研究方法，但你們要如何找到文字、影音、圖像具

廣告效果的證據呢？ 

           S16：看廣告前和廣告後的銷售成績吧！ 

     研究者：那你們有管道取得嗎？ 

           S16：應該可以在網路上找看看吧。 

     研究者：還有一個問題，你們覺得可口可樂和 A&F 的衣服哪個賣得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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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0：應該很難比吧，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研究者：那你們在做廣告效益時是不是也會有不同產品即有不同效益的問題。 

          S10：所以我們還要做產品分類嗎？ 

     研究者：所以你們想研究所有的廣告嗎 

      S16：那我們要做廣告分類嗎？ 

   研究者：你們時間沒有很多哦！ 

S10：那我們找一、兩樣相似的產品來比較好了。 

研究者：嗯呀，範圍縮小一點，研究資料也比較好找。 

S10：好哦，那我們來討論一下要用什麼來比較。 

摘錄自【觀五，20160902】 

    從上述的課堂對話中觀察到，這一組學生，在與老師討論的過程中，透過問

答式的思考引導，明白了語言的多樣性，也學到了如何設定研究範圍，雖然在之

後的資料蒐集中，依然遇到的瓶頸而改換題目，但經由這討論過程，學生對題目

的訂定已具概念，在尋找新的研究專題時，則較為順利。 

  

三、學生課堂表現與學習態度 

    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進入了自主學習的階段，藉由上一階段所設想的研

究問題，和老師討論過所訂定的研究主題，進而找到的研究方向及研究方法，開

始資料的查找、蒐集與共同討論和分析整理。 

學生在這個階段中，大部分的組別會先設計專題報告的大綱，進而在網路上

搜尋每個章節所需的資料，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最常出現的問題，即是學生找

不到「想找的資料」，為何會有這樣的狀況呢？因為這些「想找的資料」多是學

生想用來佐證自己的設想的資料，而這些設想又多是學生個人的感受或想像，因

此難以在網路上搜尋到相關的資訊。例如下述學生於課堂上的提問： 

S05：老師，我們在網路上找到很多韓國人整型的資料，但是不知道哪些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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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你們做的主題是刻板印象，所以應該要找的是有寫到韓國人「愛」整型的一些

文章或報導。 

S18：那老師，我們找了很多韓國人整型的報導，像是整型的原因、整型的

部位，那這些都不能用了嗎？ 

研究者：這些與主題的關聯性比較弱，因為不是做韓國人整型的研究，而是對

「韓國人『愛』整型」這個說法做文本偏見的研究。 

S18：好吧老師，我們第一組報告耶，真的好緊張！ 

研究者：趕快加油囉！ 

摘錄自【觀六，20160914】 

 

    這一組的學生所研究的主題為刻板印象，因組內有一位韓國籍的學生，故選

擇了「韓國人愛整型」為主題，作語言的刻板印象研究，研究之初，這組的同學

在網路上找了很多韓國整型的資料，但在整理分析時，遇到偏離主題的狀況，因

韓國整型的相關資料中，有許多是以介紹整型這門專業為主要的書寫，與「愛」

整型的刻板印象不符，使得學生在作資料統整和分析時難以擇出刻板印象的相關

資料，進而向老師求援，老師先以提醒的方式，強調刻板印象之研究，而非整型

醫美方面的研究，因此應以語言說法出發，從這些資料中將其分類，並找出「韓

國人愛整型」的說法。 

除此之外，學生也易於「導果為因」，先預設自己的想法，才開始蒐集資

料，所得出的結果，亦容易是將別人的結果變成自己的發現，因此研究者在與學

生的討論過程中，企圖將學生從既有的想法中拉出，才能以客觀的進行專題的探

究。從下述研究者和學生的對話中即可見得如此狀況。 

研究者：你們怎麼判定這些台詞是經典台詞呢？ 

S13：我從久之前看過這部電影，到現在還沒忘記，我想應該很經典吧！ 

        研究者：但這句台詞老師沒有聽過耶，所以你要怎麼證明它經典呢？ 

              S13：那如果有很多人都記得，那就算經典台詞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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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現在的電影台，電影不斷重播，多看幾次也記起來啦，那怎麼斷定

是經典呢？ 

               S01：但我們也不知別人看過什麼電影耶。 

研究者：那你們就應該放掉原有的思考模式，去蒐集相關的資料，不要讓

一句台詞侷限了研究。 

                S13：那我們先去找一些電影專家的說法，再整理出比較多人提到的台

詞，再來研究經典的原因，這樣的方向對嗎？ 

研究者：嗯，可以試看看。 

摘錄自【觀三，20160901】 

 

    這一組的學生，在老師的提醒後，將所以探究的電影經典台詞界定出了時間

和空間的範疇，一開始是想研究近五十年的電影，後又因範圍太廣，時間不足而

縮短時間，並以奧斯卡獎之得獎作品為主要探討對象，藉由影評人推薦時引用的

台詞或經典台詞在網路、部落格出現的次數、等方式， 

 

四、專題自學研究階段學習成效分析 

（一）.自學為主、分組為輔 

這個階段的課程為學生自主學習的階段，大多數的課堂時間都是讓學生查

找、蒐集資料，而老師再透過與學生的討論、對話來從旁輔助。在進入這個階段

的一開始，大多數的學生能主動學習，積極地找尋可用的資訊，但有少數人需老

師及同學的推動，才會被動地去瞭解自己被分配到什麼工作和該做些什麼。於此

階段，研究者除讓學生自行做專題研究之外，還用了一節課，播放了關於報告分

組合作問題的影片，希望能讓一些總不積極分工、討論的同學，從影片中不做事

的學生行為中反思自己，並再次提醒學生，在研究的階段有小組內的自互評，同

學也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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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影響學習表現 

    緊接著進入了這個課程的中段，學生的自主學習到了這個階段，似乎進入了

衰退期，許多學生會利用課堂做別的科目的報告，還有少數幾位同學在課堂上看

無關研究的影片或網站，唯有少數一、兩組的學生，仍在認真將所整理和分析的

資料製作成投影片，研究者於課堂中和學生對話中發現，因為這段讓學生自行做

專題研究的時間較多，學生覺得報告時間還久，所以先專注在其他要考試或要交

作業的科目上，而少數比較混的學生，就會開始看影片或逛無關的網站了。研究

者與諍友郭老師談及了班上有這樣的狀況，郭老師也表示或許他的班所分的小組

數較多，報告週數較長，因此會較早開始報告，所以學生大多對報告還滿緊張

的，但班上也是會有少數同學有和研究者班上學生相同的狀況，他是以提醒的方

式，希望學生把注意力放回到專題研究，若提醒無效，就會扣課堂態度的分數。

然研究者希望能更積極地去促使學生繼續進行專題研究，而非以逸待勞地到最後

才趕工，而做出粗製濫造的研究成果，因此與另一位諍友蕭老師討論後，在課堂

中告知學生每堂課都應看到專題的進度，所以老師不止會和同學們討論研究時所

遇到的問題，也會做進度和研究內容的確認。 

 

（三）.學習表現影響學習進度 

    因為有每次進度的確認，大多學生都回到了專題研究上，就連一直以來都表

現不夠積極的幾位學生，也終於開始了討論，然而，這些態度較不夠積極的學生

所組成的小組，在終於動起來之後，發現了研究的問題，之前老師所給的建議，

因未曾留意，所以此時才又重新想題目，想研究方式，一切重頭來過。其中有一

組，因成員中僅有一位非常認真，但所欲研究的主題是另二位同學的程度無法駕

馭的，因此，在這研究的中段，這組又無奈地重新找主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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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壓力影響學習成果 

    到了這個階段的後期，因為即將開始上台報告，且報告的兩天前研究成果就

需出來，並上傳讓同學先行觀看預習，所以幾乎每一位同學都認真地將所分析整

理的各項資料做成投影片，並寫作報告的演講稿，即使是一開始就很混的同學，

也積極了起來，不止是自己努力做專題，與老師討論的次數也大為增加，學生們

在課程上的態度表現於此可說是非常認真、積極且進入狀況。 

 

參、學習成果展現階段 

一、專題研究之成果報告 

（一）.報告前準備 

    在課程的一開始，便有告知學生報告的兩天前需將投影片和演講稿上傳至

Google Drive的共用資料夾，讓同學先行閱讀，瞭解報告的內容並能從中提出問

題，如此才能在報告後的提問時間進行問答，而在進入在這個階段之前，為使課

程中的問答部分得以順利進行，亦再次提醒各組，並將各組上台報告時間和上傳

投影片和演講稿的時間皆公布在 Google Classroom，請學生務必要在報告前上

傳，讓同學先行預習。 

    因為學生是一組一組依順序上台報告，故上傳時間也是依照上台報告的時間

推前兩天，但在報告的一開始，第一組的上傳即發生了一些問題，首先是學生以

為把檔案上傳至 google drive 後開分享給老師即可，導致同學看不到，幸好因

為颱風假的關係，報告的日程往後延，讓第一組能在報告前完成上傳，同學們可

先行預習。其餘各組，除第六組有遲交一日的狀況，及僅有一人的第二組同學直

至報告完皆未上傳演講稿，均可做到報告兩天前上傳之要求。 

   在學生課前預習的部分，就未有準時上傳這般確實，從報告後同學提問的狀

況觀察看來，大多數的同學都沒有做好課前預習，幾乎都是課堂上直接聽講，而

 



66 
 

後再依同學的報告內容提問，而這也只為較積極的同學會如此，若是不夠積極的

學生，則將幾乎是不提問，只專注在個人的其他事務上。 

 

（二）.專題報告流程 

    原在課程規劃時，希望學生能以主題為順序，二組於同一週報告，但學生們

希望能抽籤來決定先後順序，而且表示，同一週由同樣主題的兩組上台報告，會

被比較而有巨壓力，因此希望抽籤決定，因學生已為十二年級的學生，可尊重其

想法，且學生的說法也不無道理，因此決改更改順序決定方式。終於，第五週就

要開始第一組報告了，但卻因颱風放假而順延，但也給了學生更多的時間，能更

充分地為上台報告做準備，上台報告的時間原在期初的十二年級老師教學研究會

中決議，將依照上一屆 IBDP課程中的報告模式，小組報告一節課，再與同學交

流問答一節課，但因為這次是全十二年級使用 IBDP的課程來上國文課，各班平

均約二十人，較原 IBDP 班的十一、二位多出許多，且遇到了兩次颱風放假，使

得本就排程很緊的報告時間，無法依原設定的模式進行，因此，研究者與郭老師

就此事先行討論，後與十二年級的領域召集人提出新的報告及應答時間規劃。在

這不得不改變的狀況下，也得以將報告方式考量地更周全，因上一屆的報告是以

個人為主，但今年改作小組，在作法上應要有小組人數上的公平性，故將報告時

間修訂為一人報告十分鐘，問答十分鐘，三個人即是各三十分鐘，以此類推。學

生在台上合作進行報告及應答，不限個人時間，但平均分配為佳。在聆聽的部

分，台下同學需認真聽講，並能以批判性思考來思索報告中所提出的論點，再提

出看法或疑問，在答時間若能踴越發問，並問具建設性的問題，將會在平時的態

度分數上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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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組專題報告成果與表現 

    此課程以語言的研究為主，共分四個主題，九個小組，以下將依照九個小組

在這個階段的表現，依上台報告的順序逐一論述。 

 

1.第一組：語言的刻板印象--韓國人愛整型--語言影響刻板印象研究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這一組共有三位同學，二男一女，為同班同學，其中有一位男生是韓國人，

小學時就己來台灣讀書，故中文是沒有問題的，只是閱讀較費時，在報告的過程

中，三個人雖平均分配講述的時間，但很明顯的有將較簡易的部分讓給那位韓國

籍同學。 

因為是第一組上台的關係，學生在前兩週就已經非常緊張了，每次上課都找

老師討論專題研究的內容及還能否再加些內容進去，在真正上台報告的前一週就

已經把投影片和演講稿都準備好了，但因為只分享給老師卻未上傳至共用的雲端

硬碟，而無法讓同學先行預習，然而，因為颱風假的關係，課程往後推延，使得

第一組總算能及時上傳。 

    這一組在研究內容中講述了何謂刻板印象、大眾常出現的刻板印象及對韓國

的刻板印象。 

圖 3-2-3：第一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語言的刻板印象說明 圖 2：語言的刻板印象舉隅 

【文件，20160929】 【文件，20160929】 
取自網路圖片 

取自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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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研究中做了半結構式的訪談，以錄影的方式直接訪問同學，問同學對韓國有

什麼刻板印象，從訪問中可看出，雖然這不是受訪者的第一印象，但在回答中總

會聽到「整型」。 

圖 3-2-3：第一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3：訪問同學對韓國人的印象 圖 4：訪問同學對韓國人的印象分析 

【文件，20160929】 

 

【文件，20160929】 

 

接著，這組的成員們開始述說為什麼大家容易會有這種刻板印象，與語言又

有何種關聯，於內容中，同學們找到了很多報章雜誌與新聞報導中提到「韓國人

愛整型」的句子以為佐證，最後提出結論，說明「韓國人愛整型」的說法是因為

大家受到大眾傳播媒體耳濡目染的關係，並非韓國人真的愛整型。 

圖 3-2-3：第一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5：研究資料歸納與分析 圖 6：專題報告結語 

【文件，20160929】 
【文件，20160929】 

 

 

截自網路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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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答的部分，這組的三位同學中的唯一一位女生，S08同學，對報告內容

準備充分，且反應快速，面對同學的問題，常是主動出回應，而其他二位男同學

在這個部分與其相較就相形遜色。而在同學提問的部分，看起來只有少部分同學

有先行預習第一組所上傳的投影片和講稿，而有些同學則是問一些與研究無關或

難以回應的問題，例如：「韓國人整型的人男女比例多多少？」、「韓國人為什

麼要去整型」等問題。 

 

（2）.學習成效分析 

    這一組同學於研究過程中積極的與老師討論，並釐清研究主題所要的面向，

也因為是第一組進行口頭報告，其簡報及演講稿製作中規中矩，完全依循老師所

提供範例中的章節進行研究，從資料蒐集到專題完成，這一組的學習態度積極，

於研究中遇到困難會立即與老師討論，並思考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達到此課程

所設定之培養學生自學能力之教學目標。 

 

2.第三組：大眾傳播與語言—語言造就電影經典台詞之分析與研究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原這節課應該由第二組上台報告，但因為第二組的 S20同學當天無故缺曠，

所以直接由當天要報告的第二個小組，亦為原上台順序的第三組上台報告，這一

組三位同學，一男二女，，從一開始命題到後來的研究，皆表現得非常認真，遇

到困難便立即與老師討論，不僅於課堂，課餘時間也能充分利用，並在上台報告

的三天前就已把投影片和講稿都上傳至 google drive 共同資料夾了，讓老師和

同學都能充分地準備。 

    這一組同學的口頭報告，表現出準備充分的自信，他們的報告主題為「語言

造就電影經典台詞之分析與研究」，內容主要在分析電影台詞對群眾的影響，他

們藉由三部電影來探討經典台詞的成因和生活上的使用例子，但也有聽進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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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到圖書館去找相關資訊，並在網路上找到數據以為證明，對電影台詞為何

經典也做出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過程中，這一組的同學整合與分析所

蒐集的資料時，從中又發現了一個與主題相關的研究方向，使專題報告內容從認

識經典台詞，到經典台詞對人有何影響，更趨完整。 

 

圖 3-2-4：第三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研究範圍 圖 2：歸納分析 

 

【文件，20160930】 

 

 

【文件，20160930】 

圖 3：研究佐證 圖 4：研究佐證 

 

【文件，20160930】 

 

 

【文件，20160930】 

  

取自電影「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截圖自「世界權威電影評論網」 
取自動畫電影「腦筋急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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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原因探究 圖 6：生活影響 

 

【文件，20160930】 

 

【文件，20160930】 

 

    然而，在問答的部分，由於過度緊張，三個人出來回覆的順序未作協調，因

此回答的較為零亂，對於同學問到一些無關研究的問題，也想為其解答，但經過

老師提醒，後半部有在同學提出無關的問題時，有作適時的拒絕。 

    在同學預習和發問的部分，有了第一組的經驗後，依然是少部分同學有預

習，大部分同學仍是且戰且走，統整能力較佳的同學，可以在聽完報告後提出具

建設性的問題，然多數學生依然問不出具水準的問題。 

 

（2）.學習成效分析 

    這一組從專題命題到最後的專題報告階段，皆表現出積極認真的學習態度與

高度的學習興趣，在思考研究主題時，這一組很快便決定要以大眾傳播媒體中的

電影的經典台詞為研究對象，雖然與老師討論時，老師提醒了其中或遇困難之

處，但這組的三位同學仍堅持做下去，於研究過程中若遇到窒礙難行之處，則立

即請教老師，並將老師所給予的建議放入研究中，縮小研究範圍，從先備經驗下

手，對經典台詞進行分析，最後得出研究結果。而後，研究者再從三位同學的訪

談中得知，對於這次的專題研究，具備自主學習能力的是其中一位 S12同學，對

於研究的方向與方法，皆是由他整合調度，另二位同學雖是經由他來分配工作，

取自網路圖片 上圖取自電影「威龍闖天關」 

下圖取自電影「破壞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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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各自研究的過程中，也能夠獨力完成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此三人於這次的課

程中，S12同學已然具備課程目標中所希望學生學到的「批判性思考」與「自主

學習」能力，而 S01與 S17同學則在前期「批判性思考和自主學習的表現較弱，

但至後期，研究範圍確定並縮小後，二人亦可將此二種能力發揮於研究中，藉由

多種面向來看電影經典台詞，從中也習得了許多關於大眾傳播語言的知識。 

 

3.第四組：文本偏見—從中共與法輪教徒的相對立場論新聞媒體的視

角與偏見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這一組所研究的主題是中共與法輪功在媒體報導中所呈現出的文本偏見，組

員二位，雖然人數較前兩組少一位，但表現絲毫不亞於前兩組，這兩位同學對於

報告內容非常熟稔，且將法輪功的成因詳細且流暢地表述，於報告中以兩個案例

來說明，並列舉了許多中共媒體與《大紀元》電子報對於法輪功所使用的不同報

導文字，標示出具偏見性質的字眼，讓台下的同學可以清楚的瞭解各家媒體因文

本偏見而給予閱聽者不同的感受。 

 

圖 3-2-5：第四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研究範圍 圖 2：立場說明 

 

【文件，201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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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網路圖片 取自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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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事件舉隅 圖 4：偏見報導舉隅 

 

【文件，20161005】 

 

【文件，20161005】 

  

在應答的部分，其中一位 S14同學，表現較為出色，對於同學所提出的問題

幾乎是這位同學出來回覆，而 S14同學也非常顯而易見的是整個報告的主導者，

因有家人為法輪功成員，故對此題所研究之內容則較感興趣，亦容易上手，而另

一位林同學，在報告中即有提到，若不是這次的報告，她根本不知法輪功，對於

法輪功的認識，也是因為研究，所以看了很多的報導及說明，才知道並瞭解法輪

功。 

    在同學預習及發問的部分，依然是認真的同學會去事先預習，並提出較有意

義的問題，例如，S19 同學提問法輪功應該有很多新聞事件，為何會選用這兩個

新聞事件為例？但也有只聽講未預習的同學提問：「法輪功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如此的問題。 

    因目前報告的三組同學皆準備的非常充分，在問答時亦有不錯的表現，但在

同學提問的部分，因許多同學皆未事先預習，僅以課堂中所聽到的來發問，甚至

未專心聽同學報告而問一些無關專題研究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在第四組問答結

束後再次提醒同學務必事先預習，先看一遍同學的講稿和投影片，可針對研究內

容、範圍、方法來提出疑問，如果再問到非黑即白這種二分法的問題，或是同學

問過又再問一次，又或是問到立場選擇的問題，同學都可以拒絕回答，並且老師

會觀察，視問題離題的程度扣態度分數，反之，若問的很有建設性，就會加態度

分數。 

 

取自《大事紀》電子報 截取自 CCTV 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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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成效分析 

     這一組的二位同學，根據研究者從第一堂課至專題研究報告階段其中一位

S03同學在學習態度上有很大的改變，S03同學在第一週的課堂中便因偷看韓劇

而被研究者糾正多次，一開始的分組也是無同學與之同組，所以和 S20同學一

組，然於第二週，S20 同學因出國請假一週而缺課，故提出不想與 S20同學同組

的要求，原為另一組的 S14同學，因與他同導師班，亦知道 S20同學學習上的問

題，故自告奮勇的與他同組，自專題研究階段開始，S03同學便不再做與課程無

關的事，他很認真的跟 S14同學與老師討論專題內容，每堂課也都能完成與 S14

同學討論而訂定的進度，在 IBDP的學習模式中，S20 同學學習態度大幅進步，雖

研究中需要作批判性思考的部分仍需憑藉 S14同學，但自主學習的能力進步許

多，從與他的報告後訪談中也發現，因為這次認真的專題研究，與同學共同完成

了報告，不僅增加了關於文本偏見的認知，也學到了自主學習能力。 

    而另一位 S14同學，他本身對於學習就具有熱忱，這次學習模式的改變，一

開始因不知道要做些什麼而有疑問，但進入研究階段後，他則立即投入研究，並

帶著 S03 同學一起努力，除了學到了文本偏見的成因，也明白了文本偏見的影

響，達到了自主學習的目的。 

此二位同學，一是因課程的改變而得以學習感興趣的知識，提高了學習的興趣也

改變了學習的模式，展現自主學習的能力並能領導學習。另一位則是因課程的改

變，經由同學的帶領，學到了自主學習的能力，研究者節錄出 S03同學的訪談記

錄： 

研究者問：IBDP 的學習模式對你的有什麼影響？ 

      S03 答：到目前為止的上課方式，我覺得很不錯，之前我對國文都沒

什麼興趣，升上十二年級後，想說應該還是要默寫、背注釋，

改成新的上課方式我覺得比較自由，也不用背書，雖然這次報

告的主題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不瞭解，但我的同組同學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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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跟我說要做什麼事，我跟著他說的去準備就好，而且我

覺得如果還用這種研究報告的方式上課，我應該可以表現更

好。 

摘錄自【訪生 S03，20161005】 

 

從他的訪談節錄中可見得他於 IBDP的學習模式中得到了正向的影響，也因

為這次的專題研究，提高了他對學習的興趣。 

 

4.第五組：文本偏見—從馬習會探究新聞言語中的政治角度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這一組所報告的內容與前一組相當，皆以兩個不同立場的媒體來看新聞事件

之文本偏見，這一組主要以去年所進行的「馬習會」為背景，以台灣政治立場較

為鮮明的兩家媒體作為研究對象，從兩家媒體記者所用的詞彙和新聞標題進行探

討，兩位同學先對於兩岸政治做了一番說明，例如何謂「一個中國，各自表

述」，與台灣曾提過的「兩國論」等兩岸不同之見解，但她們不以中共和台灣，

而是由同為台灣的媒體進行研究，從她們的報告中可以很明白的看到立場不同的

兩家新聞台對這件事的報導所用的字詞是具偏見性的，最後還提出了看新聞應有

的思考和判斷能力。 

圖 3-2-6：第五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研究動機 圖 2：媒體背景分析 

 

【文件，201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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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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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偏見報導舉隅 圖 4：偏見報導舉隅 

 

【文件，20161005】 

 

【文件，20161005】 

圖 5：文本偏見的影響 圖 6：研究結論 

 

【文件，201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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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答的階段，這組的二位女同學表現更顯對報告的熟悉與自信，也似乎因

為上節課的提醒，同學所問出來的問題較具意義了，但隨即出現一個現象，同學

雖然會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但發問的人也少了，還有人在提問之前先問老師「這

個可不可以問？」，由此可知，研究者之前的做法應只有治標而未治本，學生只

求不被扣分，而未能積極爭取加分。 

 

（2）.學習成效分析 

    這一組也是二位同學的組合，但與前一組不同，此二位同學皆具積極的學習

態度，在課程的一開始，此二位同學聽說這個階段的課程沒有教材，即於課堂中

提出該如何上課的疑問，可見他們對學習的重視，而後的研究階段，從命題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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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蒐集與分析，此二位同學皆能達到課程的要求，與老師充分的討論，訂出可

於有限的時間內完成的之研究主題，再透過相互合作，將專題完成。 

    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中，可見得他們對文本偏見的理解與反應，藉由現下因台

灣政治的對立而影響的媒體來探討文本偏見，藉由對比的方式，凸顯出雙方的偏

見詞彙，再接著探尋媒體以偏見的詞彙作新聞報導的背後原因與目的為何，題目

簡單，研究內容也清楚易懂，從「小組互評」的同學評語中亦得知，此組的報告

有相當確實的表辭達意，令同學們很清楚的瞭解這一組報告的內容，也學到了文

本偏見中的語言所帶給閱聽者的影響。 

 

5.第二組：說服性語言—川普與希拉蕊的辯論比較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因日前輪到第二組時，這組唯一的一位成員缺曠未到課，因此在下節課時研

究者已告知這位胡同學，因她的報告時間已過，也需尊重其他同學的報告時間，

因此她應做好準備，若有時間才能讓她上台報告，且她的講稿和簡報檔都應於原

本規定的時間完成上傳，這週因為第六組有位同學得到流感，需在家休息，不得

已而延後報告，因多出了時間而讓胡同學有機會上台報告。然而，這位 S20同學

並未準備上傳講稿和簡報檔，甚至一直到課程結束，都不見胡同學的講稿，只上

傳了簡報檔。 

S20 同學所研究的主題為最近非常熱門的美國總統大選辯論，他企圖從一次

的辯論過程中看出二位候選人的說服性語言，內容整理了二位候選人對媒體提問

的回應，再作個人的分析，其中還播放了一段候選人川普不斷地插話的辯論片段

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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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第二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研究範圍 圖 2：分析結果 

 

【文件，201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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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20同學報告結束後，同學們立即對他的研究內容進行了熱烈的提問，並

提出了許多對報告內容的質疑，例如：「有沒有更具體的證據證明希拉蕊的說服

力比較高？」又或是「選民的屬性不同，且有政黨之分，那如何用一次的辯論就

能論定誰的說服力較高？」等問題。對於插語的影片，同學們也提出「這部影片

與說服性有何關係？」的問題，此次的專題報告，因 S20同學的研究未周全，使

得她對這些問題幾乎是無法招架，十分鐘過後才鬆了一口氣地回到座位。 

 

（2）學習成效分析 

    S20 同學的專題報告因不夠完善，而引發同學提出了相當多的問題，就他於

課程前半段的學習表現與態度來看，S20同學本就不夠積極，於學期第二週即請

了一週的事假出國遊玩，導致他不瞭解這個專題研究的作法及要求，回到學校

後，研究者雖欲對他說明專題研究的要項，但他總以「我知道」或「我已經在做

了」的方式回應，並表現出急於結束談話的態度，又由於個性較為孤僻，也不願

主動請教同學，在研究者不斷催促下，S20同學才將研究題目打在 Google 共用

文件上，但不論研究者是共用文件上以文字提醒修改，或是口頭直接提醒修改，

S20同學仍是以原題目進行研究，以致出現題目太大而內容太淺的問題，也讓同

學對他的報告產生諸多問題。 

    雖然 S20同學於此次專題報告的過程中，完全可說是個人獨力完成，但如此

取自 CNN 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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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實無法說他已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然由他的學習結果，可思索如

此的學習模式，若無老師的引導與協助，學生即使是自主學習，但將無法預料會

有何種結果。 

 

6.第七組：說服性語言—百貨公司週年慶行銷手法之研究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這一組的報告在研究過程中因遇到難以研究的阻礙而改換題目，從娛樂節目

改作較易尋得資料的百貨公司週年慶中讓顧客買更多的說服性語言，於報告中，

這一組是唯一藉由 google 表單進行大規範的市場調查，得出民眾對於週年慶的

看法和消費方式，報告中也介紹了百貨公司週年慶的由來及在給予顧客優惠背後

的利潤，以及消費的分析，但並未針對「語言」進行探討，故偏離主題。 

圖 3-2-8：第七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銷售策略 圖 2：銷售手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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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提問時，很快的就找到了研究的盲點，首先，同學對所選之研究對象

產生質疑，提出「為何不加入阪急百貨或大遠百？」或是「地域性消費是否也有

影響？」等問題，同學也對研究內容提出「如何看出週年慶時顧客有消費，可能

逛街的人多了，買的人如何看出增加了？」以及「問卷所呈現出的消費習慣，會

不會與年齡相關？」，而最後一位提問的 S01同學，終將這一組最根本的問題指

出，他提出了「從你們的報告中，哪個部分可以看到周年慶中「語言」的研

截取自新光三越 DM 封面 
截取自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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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從問答的階段來看，研究者發現，經過六組的經驗累績，同學在提問時的精

準度增加了，看研究報告的批判性思考也逐漸成形了。 

 

（2）.學習成效分析 

    這一組的成員有三人，但僅有 S08同學較有學習興趣與熱忱，在命題的過程

中，大多是 S08同學與老師進行討論，一開始想做房仲銷售的說服性語言研究的

也是 S08 同學，但因為個人對這個產業所知不多，加上另二位 S06與 S07同學對

這題目不感興趣，所以作罷，而後因 S07同學對娛樂節目感興趣，提議要做主持

人的說服性語言研究，因此改作蔡康永和歐普拉的研究，然而，研究進行時，積

極蒐集資料的仍是 S08 學，另二位同學較無法自律，課堂中常做一些與研究無關

的事，例如：使用手機，聊天……等，後於研究出現困難後，S07同學又提出改

題目的想法，但因時間有限，S08同學擔心改題目會做不完，還想再試試看，卻

因 S07 和 S06同學一致認為問題無法解決，而確定改題目，研究者於題目訂定之

時，已提醒此題困難之處，然因小組間不同的學習態度與想法，使得最後匆忙趕

製呈現，但也因此，內容不夠完整，整個研究也偏離了「語言」的方向。 

    研究者思索著這一組的學習過程，於課堂觀察中發現了他們合作學習的問

題，學習動機與態度的不同，導致三人無法配合，僅有一人因在意報告的表現與

成績，用了心力在專題研究上，另二人從課程的一開始，老師說無教材的反應即

可見得其學習動機較弱，於研究過程中更可看出這兩位同學被動學習的表現，如

此三人合作學習，實難以相輔相成，從此三人報告後訪談記錄中可知三人之中

S08同學最在意學習表現與成績，他對於「在這次的研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什麼？」的回應是： 

因為換了兩次題目，我真的很擔心作不完，到時報告會很丟臉，成績也會被

拉低。                                                               摘錄自【訪生 S08，201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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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位 S07同學則具相當的自信，他回應： 

我對我們能在短時間內作到這樣感到厲害，印象深刻。」 

摘錄自【訪生 S07，20161006】 

而另一位 S06同學則較為含蓄，只說了 

我覺得我們做的報告還不錯。」 

摘錄自【訪生 S06，20161006】 

 

    因此，研究者對於此組學習成效的探討，僅能確認 S08同學藉由這樣的學習

模式有獲得了一些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並從研究中得到了

一些周年慶相關知識的習得，雖不是課程中所要習得的目標，但較另二人而言，

仍算有學習上的收穫。 

 

7.第八組：大眾傳播與語言—比較韓劇與台劇置入性行銷的表現手法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這一組的研究報告非常豐富，三位同學以台灣和韓國的偶像劇為研究對象，

探討其中的置入性行銷，並分析產品經由置入的傳播方式，所能達到的宣傳效

果，在這一組的研究中，將台韓偶像劇的片段搭配行銷效果進行分析，例如<太

陽的後裔>中女主角用的唇膏、吃的巧克力及男女主角約會等片段，透過一些銷

售一空或是男女主角約會地點變旅遊熱門景點等報導，證明劇中置入性行銷的成

功，另外也以銷售的數字和使用的人次證明置入性行銷的效用，而後針對台灣的

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你>也以相同的方式進行分析比對，再次證明置入性行銷的

效果，其中較為特別的是舉出了一齣台灣本土劇被觀眾詬病的例子，並由組員自

行拍攝影片，說明成功與失敗的置入性行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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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第八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研究範圍 圖 2：研究方向 

 

【文件，20161012】 

 

【文件，20161012】 

圖 3：銷售成績佐證 圖 4：數據調查佐證 

 

【文件，20161012】 

 

【文件，20161012】 

圖 5：不良行銷舉隅 圖 6：自拍影片說明 

 

【文件，20161012】 

 

【文件，20161012】 

 

在同學提問的部分，同學提出「在研究中所舉的偶像劇片段中所出現的商

品，看不出品牌，如果有行銷效果？」指出了報告中不足之處，因此報告的同學

補充說明在之前的片段中品牌是有出現的。另有同學提出「所謂失敗的置入性行

銷，雖然給觀眾的印象不好，但也成功的讓觀眾知道這個商品，還算是失敗

截取自韓劇「太陽的後裔」 

截取自韓劇「來自星星的你」LINE 貼圖 
取自卡通「辛普森家庭」 

截取自台劇「嫁妝」 

取自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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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對於這個問題，報告組以「負面印象可能也讓觀眾不願消費」為說明，但

未能看到實證。 

    這一組的報告內容就研究的內容來說已算充分且豐富，但尚未全面，因此對

於同學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的問題即無法有效的回應，但從中已可看出這一組的學

生在看過前面幾組的報告及同學的提問後，所做的報告已能更加的進步與力求周

全。 

 

（2）.學習成效分析 

    這一組的成員中有二人為學生會的幹部，因此常因公而未到課，僅有一位女

同學能正常到課，在這一組的研究過程中，大多都是由這位 S16同學發現問題並

詢問老師，但 S16號同學會再將從老師那得來的資訊分享給學生會的二位，也因

此，這一組在最後的專題報告上，依然能多符合課程要求的將研究呈現出來，且

發揮巧思，將研內內容整合應用，自拍影片來傳達研究中所得到關於大眾傳播—

置入性行銷的見解與推論，由此可知，這組同學對小組所研究的主題已有相當的

認識，並能以自學的方式進行問題的探究。 

這一組雖然也是因為在題目確定後又希望能縮小研究範圍而改題目，受時間

所限，難以全方位的進行探討。但從這一組所呈現的學習成果看來，除了研究時

的自動與積極外，透過對之前七組報告的參考以充實自己的報告內涵，使得學習

成效亦達到自主學習的指標。 

 

8.第六組：語言的刻板印象—饒舌歌中物化女性言語之研究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因原報告時間有同學得到 A型流感，依學校要求需在家休息，所以報告延至

第八組之後。這組的報告相較於前面幾組，相形遜色許多，因為研究時的怠惰，

使得本身對研究內容也不熟悉，因此三個同學在整個報告中都拿著演講稿照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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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第六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物化女性數據證明 圖 2：物化女性歌詞內容舉隅 

 

【文件，20161013】 

 

【文件，20161013】 

 

  在同學提問時，因為對報告的準備不夠充分，對於同學所提問的問題常有答

不出來，或是含糊帶過的狀況，例如同學問到這些饒舌歌的銷售數字在與其他歌

曲相較是否仍受歡迎？但因為這一組只有看饒舌歌的銷售排行，並未針對所有歌

曲的銷售來蒐集資料，所以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到這一組，所有的小組幾乎都報告過了，但從這組可看到在 IBDP中學習態

度所影響的學習效果，在各組報告的過程中，尚未報告的小組會吸取一次又一次

同學報告與問答的經驗，進而修正自己的報告，但這一組因學習態度一直不夠積

極，在聽講報告時，也常分心做其他事，導致自己的報告準備不夠充分，亦在如

此的課程學習中少有進步。 

 

（2）.學習成效分析 

    這一組由三位女學生組成，這三位同學的課堂態度較為我行我素，在課堂

中，常因使用 3C 產品、吃東西、看拍賣網站而被糾正，就連報告主題都是一拖

再拖，直到快要上台報告了，所比較認真地和老師討論報告主題和研究方法，雖

然最後有將報告產出，但因為之前浪費了太多時間，導致上台前的準備不足，這

一組是所有小組當中唯一一組看稿報告的小組，且報告時的口條也不夠流暢，常

有結巴的情形。 

截取自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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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態度的不確實，缺乏學習動機，於 IBDP的學習模式中，很容易於學習

的過程中浪費時間，而學習成效亦不明顯。 

 

9.第九組：說服性語言—TED TALKS 講者如何說服觀眾 

（1）.專題報告過程與表現 

    最後的一組是一人小組，這位 S21同學原為中學部的學生，但因為他的條件

與成績申請國外大學較為有利，故從國內升學為目標的中學部特別申請轉至國際

部上國文課，在經過了一連串的輾轉申請過程後，終於在第四週加入課程，但由

於少了幾堂課，對於語境對語言的認知較為薄弱，因時間的關係，他也無法找研

究者補足課程，因此研究者只能將課程簡報與補充講義 email給他，請他先自

學，若有問題再來詢問，並將他的報告時間延到最後，讓他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專

題研究。 

    這位 S21同學因為從小就參加過多次英文演講比賽，對於成功演講者的演說

方式非常有興趣，因此研究的主題選擇了「說服性語言」，並從 TED TOLKS的演

說影片來探討成功並引人入勝的演說有哪些條件。在坊間，已有許多書是針對

TED TALKS 做的研究，陳同學以他所蒐集到的資料加以整理來撰寫他的報告，並

用 TED TOLKS 的演說方式對同學們報告， 雖然在內容上就較缺乏個人的研究發

現及新意，但實際操作研究內容即是一個很充分的學習展現。 

圖 3-2-11：第九組專題報告簡報舉隅  

圖 1：演說技巧（時間） 圖 2：演說技巧（手勢） 

 

【文件，20161018】 

 

【文件，20161018】 
取自網路圖片 取自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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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影響力數據 圖 4：影片示範 

 

【文件，20161018】 

 

【文件，20161018】 

 

在同學問答的階段，研究者也發現，這最後一位同學發表後，換同學問答

時，踴躍提問的同學變少了，所提問的問題也較針對台上報告所講述的內容，研

究者於最後一次的學生訪談中加入了「請說明這節課未提問的原因」，從中瞭解

原因有三：一是這位同學對於其他同學來說較為陌生，使得同學在提問時也較為

客氣；二是因為這是最後一位同學報告，同樣的模式進行了第九堂課，同學們對

於報告內容的興趣也較不明顯了；三是因為之前積極發問的同學認為個人的加分

至期中也足夠了，就不一定要如此積極聆聽與提問。 

 

（2）.學習成效分析 

    S21 同學在落後同學四週的情況下，憑藉著課程的教學簡報檔和課堂中與老

師作問題的討論，獨力完成專題報告，並於口頭報告前告知研究者，將會以報告

中所整理的演說技巧來對同學們報告，也請老師代為觀察是否具演說的效果，且

不論 S21 同學在報告中展現了他的學習成效，將口頭報告精彩的呈現，就從他如

此的學習表現看來，他的學習動機是足夠的，也具備高度的學習興趣，最後所獲

得的學習成效，可說是最確實的習得收穫。 

 

 

取自網路圖片 
截取自 TEDTALKS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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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展現階段之整體學習成效分析 

這個階段的課程，上傳投影片、演講稿以及上台報告都算是學生學習成果的

展現，在專題報告的階段，各組學生為了報告的呈現及同學的提問幾乎都做了許

多準備，也希望自己能得到好評及好成績，但從學生的專題研究所呈現的內容以

及實際上台的表現，各組皆有不足而待改進之處，而課程在規劃中即預想學生應

會一組比一組進步，然而，因為報告時間不同，上傳繳交投影片與演講稿的時間

也不同，學生在每一組的表現中汲取經驗，進而改進自己的報告內容，確有正面

的效果，後面報告的組別若具備相當的學習態度，皆可有愈來愈好的表現，但若

單就表現在評量，著實對較早報告的組別不甚公平，因此研究者與諍友蕭老師和

郭老師討論過後，在評量上將做標準上的調整，依報告時間的先後設定不同的分

數階段，再從而依據表現進行加扣分。 

研究者：你們班上有學生提出報告的評量會因為順序先後而不公平要

嗎？ 

蕭老師：一開始有，但我去年是有承諾學生先報告的起始分數會比較

高。 

郭老師：那這樣會不會後面報告的小組又覺得不公平？ 

蕭老師：但是後來報告的同學，第一、他們有更多時間做準備；第

二，他們會先看到別組的缺失，再修正自己的報告來避掉缺

失，這都是他們比較吃香     的地方。 

研究者：那我也用這個方式好了，最早報告的從九十分當起點，好就

加分，不好就扣分。 

摘錄自【訪師 T00、T01， 20160915】 

 

    而在小組報告後問答的階段，從一開始許多無關研究的提問，到後面確切點

出研究問題的提問，可以看到部分學生所提出的問題愈來愈精準，對事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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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來愈多面向，從學生的提問中可以看到報告組研究的缺失，有時甚至是老師

也沒想到的，然而，在課程中若非用成績的加扣分來要求同學問問題時需多加思

索，學生至後半段課程應仍是胡亂提問，由此看來，成績仍對表現佔大半的影

響。 

    而在小組應答的部分，九組當中只有少數幾位可以獨挑大樑的同學侃侃而

談，若小組中沒有反應快又健談的同學，那小組就很容易被問題問倒，一開始研

究者希望以研究的角度來看學生的應答，所以不介入這個階段，至問答結束才為

報告作總結，但前三組在報告時，有太多無意義的問題，而台上的同學有時想要

回答，有時又不知如何回答，使得研究者不得不出馬攔阻這樣的問題，以免拖住

時間而無法聽其他同學的提問，而提問的過程中，因為研究者的介入，報告組的

學生愈來愈可以判斷哪些問題需要回答，哪些可以拒絕回答，而提問者也較知道

要如何提問，以及未得到答案需如何追問，而使得後面幾組中，除了不夠積極的

一組外，問答階段的進行都較前面幾組更為流暢。 

    在這個階段的課程中，老師於其中所佔的分量不重，大多以學生報告及問答

為主，因為前半段時間上台報告的小組報告及問答時間算得不夠精確，時間已到

卻仍有部分未報告完的狀況時有出現，且問答的時間也常出現時間已到卻仍有幾

位同學等著提問的狀況，使得老師不得不壓縮各組報告的講評部分，甚至一、兩

組在問答結束後根本沒有老師講評的時間，因此在課程原規劃的報告時間後，又

做了一番調整，讓原本排程很緊的報告再鬆一些，但也因此讓整個報告結束的時

間又延後了一週，雖然結束得較晚，但研究者以老師的角度來看，若學生報告及

問答結束後，老師未能加以講評，課程看似未完成，老師亦未善盡責任，因此研

究者認為這樣的時間規劃較為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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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回饋反思階段 

一、學生反思回饋方式說明 

    IBDP 語文 A：文學與語言的語言階段課程進入尾聲， 為使學生在課程的最

後對所學進行統整，也讓學生對於如此的上課方式提出看法及意見，在九個小組

都報告完後，以兩節課的時間讓學生以「世界咖啡館」的方式，進行課程回饋與

反思的討論，課程的進行方式如下： 

 

（一）.討論方式說明 

研究者先徵求五位志願者擔任小組主持人，並告知學生擔任主持人的同學因

身負重責大任，故將會在態度分數上加 5分。而主持人的工作有：一、不換組討

論；二、需引導每次分組的成員決定主題延伸出的問題；三、需關心同學有無發

言並適時引導；四、需做討論記錄；五、最後上台分享主題延伸問題的討論過程

及結論。其他的同學則可自行加入各個討論主題，形成約四~五人的討論小組

（含主持人），每一組將負責一個主題，分別是上課模式 、報告準備過程、報

告應答過程、習得收穫與檢討改進等五個主題。討論十分鐘後，除主持人外，小

組打散重新找組（不重複主題），重新分組後，再進行新階段的討論。 

    在分組討論之前，研究者先舉例示範主題延伸問題的方式，例如上課模式的

小組主持人應引導同學訂出討論主題「我覺得這種上課模式的優點」；報告準備

過程的小組持人則可以引導同學訂出討論主題「在報告準備過程中用來解決問題

的方法」，以此類推，而後研究者為確認積極討論的學生及預防學生在分組討論

時做其他事而未認真參與討論，也訂定了一些學生討論時應注意的五點事項，分

別為：一、請以中文（姓）名做發言記錄；、同學需盡量發言，記錄將為課堂參

與之加扣分；三、可參考前組同學的記錄，再加以延伸；四、請避免發言內容的

重複；五、討論期間若做其他不相關的事，或聊天、使用 3C，將重扣平時課堂態

度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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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組討論 

    討論方式和注意事項介紹完後，緊接著找到了五位自願擔任小組討論主持人

的學生，主持人就定位後研究者交給主持人討論記錄用紙，接著用一分鐘的時間

讓其餘的學生找到第一個想討論的主題，等學生都在討論小組中坐下後，計時十

分鐘的討論時間讓學生開始討論，研究者則於各組中觀察討論的狀況，其中有二

位主持人不大知導該如何引導設計討論問題，因此研究者再行舉例引導，其中一

位主持人非常快速地瞭解做法並開始操作，但以上課模式為主題的主持人想直接

用老師的舉例來當第一個討論的問題，研究者告知他應該要讓討論的成員去討論

他們想討論的問題，而不是主持人自訂問題，而這位主持人才轉而詢問來與他討

論的三位同學。 

    十分鐘的討論時間一到，即請同學們換組討論，而接下來的討論過程也進行

得相當順利，但可惜的是，五個循環還沒來得及結束即打了下課鐘，使得最後兩

個討論回合得延到隔天進行。第二天的討論學生未若前一天積極，首要原因就是

經過了一個晚上，前一天所想的內容有些需重新再思考，次要原因為有同學請

假，使得部分小組成員太少，最後則是因為較容易討論的題目已被之前的同學提

出，後續討論的同學需先參考前面的問題再進行延伸對學生來說較為不易，由此

種種，使得在第二天的課堂中雖能使五個回合都完成討論，但內容就不似前一天

充實，部分小組也出現只利用部分時間討論，當每個同學都有提出看法後則開始

聊天的情形。 

 

（三）.報告分享 

    五個回合的各組討論結束後，討論的結果由各組的主持人統整整個討論的內

容，並依題目順序上台與全班分享，而各組主持人幾乎都以每次討論出來的問題

搭配同學提出的看法來進行分享，從中得知學生於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或研究方

法，更瞭解學生對於如此與以往不同的學習方式有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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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對學習方式改變之反思回饋結果 

    研究者於學生完成了回饋與反思的活動之後，針對學生在討論活動中所討論

的各項疑問或對課程的看法進行瞭解與反思，並將此討論結果依據原設定的主題

分就五點進行探究分析 

（一）「上課模式」之討論回饋 

從學生對於上課模式的討論結果中可見得學生對於課程大多是抱以肯定的，

覺得這樣的上課方式可以讓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也不用死背就可以對聽到或看

到的知識印象深刻，因為由自己找感興趣的研究專題，再透過研究，自身也體驗

到知識取得的過程，不止學到了團隊合作，也使得課堂的參與度也提高了。 

但這樣的上課方式亦有缺點，同學們於討論中也提到，因為課堂時間大多是

交給同學自行運用去蒐集、整理並分析資料，雖然多了很多報告的製作與討論的

時間，但太自主的結果也讓有些同學常在上課做其他無關課程的事。也有學生表

示，因為沒有這種人文學科的研究經驗，所以不知如何下手，從開始準備到上台

報告的時間也不大夠，所以覺得這樣的準備是不夠充分的。還有一些對於小組合

作的抱怨，覺得同組同學沒有對報告盡力。而寫小組的自互評也被學生認為是非

常麻煩的事。 

這一組的其中一項討論是對於 IBDP的上課方式與以往用教科書上課的方式

比較，在學生的討論中有幾個令研究者較為在意的部分，學生認為以前用教科書

上課較有條理，現在因為沒有課本，以在課堂中都是找資料和與老師、同學討

論，較沒有系統，不知有學到什麼。另也有學生表示，這種以專題研究的方式學

習，收穫少，但學到的知識可以記比較久，以前用教科書上課，雖然一節課所穫

得的知識很豐富，但容易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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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學生回饋反思討論紀錄—上課模式【文件，20161018】 

小組討論 P.1 小組討論 P.2 

  

小組討論 P.3 小組討論 P.4 

 

 

 

（二）「報告準備過程」討論回饋 

    這一組的主持人從一開始就很快地明白該如何進行討論，也十分善於引導同

學設想出可以討論的問題，逐步的讓同學針對報告準備過程，也就是研究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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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反思。首先，這組第一個討論的焦點是放在對準備過程的想法，參與討論的

同學有三位，皆對時間的分配和分工的不當進行檢討，並提出準備太晚，進度太

趕，讓自己太累，上台時的表現也不如預期，幸好順利地過關，也還好有反應快

的同學支援答題。接下來的一組說到準備時遇到的挫折，同學們表示，就語言來

做研究，範圍太廣，很難抓到報告的重心，資料也很難蒐集，因為很少人做過類

似的研究，而且組中同學只要遇到困難就想換題目，使得最後準備的十分匆忙。

後來的三位同學進行了準備過程中所遲疑的部分，同學們表示研究的平衡點很難

抓，想要得到台下聽眾的共鳴，卻又中文相關資料不易尋得，且對於報告時，內

容若出現髒話，不知是否可在課堂上說出口，然而在報告的當下，有些髒話是用

來解說報告內容的，因此對這樣的狀況產生疑慮。接下來這組藉由第一題的題目

進行延伸，談時間分配的看法，同學們依然認為時間分配不佳，課堂上常沒有充

分地利用時間，導致回家還得約出來做報告，日後不應再把報告拖到最後一刻，

應加強自我管理能力並彼此督促，才不會又有報報告的狀況發生。 在小組換位

的最後一輪坐下討論的同學，再根據前幾題進行延伸，他們討論的是「如何與隊

友互相配合以達到更好的效果」，同學們也都提出了一些正面的看法，例如發揮

長才，承擔擅長的工作、尊重彼此的意見與透過協調來平均分配工作等。 

圖 3-2-13：學生回饋反思討論紀錄—報告準備過程【文件，20161018】 

小組討論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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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 P.2 

 

小組討論 P.3 

 

 

小組討論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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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應答過程」討論回饋 

1.口頭報告 

    這個部分算是整個課程的重頭戲，因此讓同學自願擔任主持人時，這一題是

最快被領走的，在討論的過程中，主持人也可以很輕易地引導同學訂出想討論的

題目，這一組在五個回合的討論下，提出了幾個報告應答時常出現的狀況與設想

一些可用來解決這些狀況的方法，就主持人所統整的說明，同學們認為在報告的

時候，同學們幾乎都沒有專心在聽報告，不是在用自己的電腦，就是做其他的

事，而部分報告的同學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像是自信不足而不敢面對觀眾，想

快點結束就把一些內容很快的帶過，再來還有時間的壓力，因為沒有事先演練

過，擔心時間太少講太快，時間太多又怕內容不夠，而同學在討論中也提出這些

狀況應該都是同學們在報告前需做好準備的，把報告內容看熟，演練過， 自然

就會有自信，也比較容易掌握時間， 至於同學不認真聽報告而各作各的事，就

得靠個人自律，或是報告人能讓報告內容再精彩且引人入勝一些了。 

 

2.提問應答 

    在這個部分，這一組的同學討論出了非常多的狀況，而當主持人在做統整報

告時，台下聽的多數同學也頻頻點頭表示認同，同學們首先提出的就是同學問問

題時句子的文法結構很怪，有時還不合邏輯，讓報告的同學聽不懂，而解決之道

為同學在發問前先組織一下句子，也可以請旁人幫忙，先看看旁人聽不聽得懂，

再調整發問；其次就是問了許多與專題報告不相干的問題或沒問題還亂發問，這

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分兩個部分，一是在同學報告前先做好預習準備，並思考後再

發問；二是報告的同學先明確的表明研究範圍，如此應能加以改善；其三為得不

到滿意的答案卻又不好意思追問，可能的原因有幾個，一是沒有報告者與提問者

未認真理解問題或答案，二是報告組根本準備不足，所以回答含糊，三是怕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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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刁難，而不敢追問，四是因為有問就有加分，所以答案不重要，有加分就

好。關於這個問題，同學只提出了一個解決之道--「學會放下」，但這個答案應

是不夠積極；最後同學認為應答時容易出現台下同學不敢問問題的狀況，可能的

原因有：難以表述自己的問題、怕問到已說過的問題、問題太爛怕被同學取笑，

又或是本身個性害羞，而這些狀況的解決方式，除了本性害羞要多訓練對群眾說

話外，其他的狀況都可以用專心聽講，認真思考再提問來解決。 

圖 3-2-14：學生回饋反思討論紀錄—報告應答【文件，20161018】 

小組討論 P.1 小組討論 P.2 

  

 

（四）「習得收穫」之討論回饋 

在這一組的討論內容中，可以看到學生在語言階段的課程中得到了何種學習

效益，並加以分析並推論 IBDP的課程讓學生學到的究竟有哪些地方和原來教科

書式的教學不同。這一組在第一回合就「從別人的報告中獲得了什麼？」進行討

論，同學們所給的答案幾乎都是同學的專題報告題目，印象較為深刻的內容則為

報告最詳實與最不確實的主題。第二回合延伸了第一回合的問題，於原題中加入

了「自己」，但同學們的答案仍舊是別組的報告內容，但因是不同的人員組成，

想法、專注時間或是對同學的報告報告主題是否感興趣皆有所不同，因此這一組

成員所回應出的答案就不似前一回合的答案，是以大眾傳播主題中的置入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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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說服性語言中的 TED TALKS 的研究報告內容為主，同學們表示，這兩組的報告

內容較平易近人，也比較容易理解。除了專題報告的內容外，同學們在第三回合

中提到了報告方式的習得，他們從各組的報告優劣中學習報告時的音調應有變

化，報告中應有相輔手勢，要面帶笑容，更不要背稿，而且每一次的報告都算是

說服性語言的展現，因為報告就是要讓訊息接收者信服才是成功的報告。接著第

四回合，同學們討論到「如何引吸觀眾目光」，並從先前的報告中得出了幾個想

法，例如：準備獎品、多與觀眾互動、幽默風趣、以時事為例、以自身為例與善

用肢體動作等方式。最後一回合，同學們回到小組合作學習的環節，提到「如何

與組員好好溝通？」在這近一個半月的課程進行中，同學們有非常多的時間要和

組員討論、溝通與協調，因此認為有從中學到一些合作的方式，例如：妥善分配

工作、個人時間分配、事先約定討論時間等；而這回合的同學們也補充了第一回

合的題目，他們認為在這次的課程中，他們學到了如何分析中文文章、學會了黃

金圈思考模式，也學到了如何提出好的問題。 

圖 3-2-15：學生回饋反思討論紀錄—習得收穫【文件，20161018】 

小組討論 P.1 小組討論 P.2 

 

 

 



98 
 

5.「檢討改進」之討論回饋 

在檢討改進的這個討論環節，同學們大多從自身出發，先檢討自己的學習問

題，第一回合討論到在平常上課時同學們常把專題研究放一邊，而做著自己的

事，使得進度被拖延、報告品質被影響，也浪費了同組同學的時間，而後，同學

們提出了改進的建議，他們認為規定座位和進度，或讓同學彼此規範，指正不當

的行為作為課堂態度加分的依據，如此應可以改進同學的上課態度。在第二回合

的討論中，同學們認為課堂因為專題研究而變成自主學習，但有些同學自律能力

不夠，常讓真正想做事的人被打擾而進度落後，關於這一點，同學們一樣也提出

了一些建議，他們認為同學之間應彼此他律，可以把教室分作數區，彼此管理，

被糾舉的區域要接受處罰，所以區域內彼此就要相互管理。接著第三回合的討

論，同學認為小組工作分配不均也是一個需要改進的地方，會有這樣的問題有可

能是擅長的部分不同、不知同學的才能秉賦、太懶、時間難以協調等因素。而針

對這一點， 同學所提出來改進之道，包括：主動找能依靠的同學、讓懶惰不上

進的同學自己一組、提高自發性等方法。第四回合，同學們提出投影片製作簡陋

的問題，而在改進的部分，他們建議可以自我精進、在網路上找模板、參考其他

人的作品等方式加強投影片製作的能力。最後一個回合，同學們認為報告時的態

度可以再加以改進，許多同學準備不足就上場，報告時需帶稿照唸，使得整個專

題報告呈現著枯燥乏味，與台下也無互動，難以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面對這個

問題的同學們提出多準備一些遊戲可與台下觀眾互動、把稿子讀熟甚至背下來等

改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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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6：學生回饋反思討論紀錄—檢討改進【文件，20161018】 

小組討論 P.1 小組討論 P.２ 

  

小組討論 P.3 小組討論 P.4 

 

 

 

三、課程回饋反思階段之學習成效分析 

    以上為針對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中的語言部分，藉由五個主題，詳

述學生的討論結果，研究者將從這些學生的回饋對課程進行反思，並提出課程規

劃及上課方式的修正建議。 

（一）.以「世界咖啡館」的討論方式導引更深入的課程回饋 

    學生第一次用這樣的方式上國文課，從一開始的茫然失措，到全部的同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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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專題的研究，課程進行了將近一個半月，分作三個階段的學習過程， 這

樣的課程模式與規劃對於學生來說究竟有沒有學習的成效，是身為教師的研究者

很想瞭解的問題。藉由一個學生從未用過的討論方式--「世界咖啡館」，企圖讓

學生跳脫以往的討論方式，在問題上延伸再延伸，挖掘更為深層的意義。 

 

（二）.回饋結果 

1.自學需以律己律人為基礎 

從學生的討論結果中，研究者看到了讓學生自主學習很令人擔心的問題，那

即是秩序的管理，因放手給學生做，為做研究，學生需討論、蒐集資料、再討

論，再蒐集資料的研究過程，因此勢必要給學生足夠的時間進行，然而學生學習

的態度不同，程度也不同，導致在課堂中出現無關研究的行為，甚至是影響到他

人的行為，因為這個課程所面對的學生是十二年級生，若是用處罰的方式來揭止

學生行為失當亦不大妥適，因此，學生在建議中所提到的進度要求與檢查是需要

加入課程設計的，沒有進度的壓力就很容易怠惰，進而影響到報告的呈現和個人

成績。 

 

2.課程規劃與方向應確定 

    而在升上十二年級，課程進入專題之前，研究者建議先用生活周遭的小題

目，引導學生學會定題目和研究方法，待學生對研究的方法較為認識並知道該如

何執行了，再讓學生進入課程主題，有較為紮實的研究訓練，學生知道該怎麼做

之後對於自主學習就不會茫然而不知所措，當學生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之後，分工

就容易得多，對學生報告內容的豐富與深度也有良善的助益，而當學生懂得研究

方法後，對於同學的報告內容就更能提出具建設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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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方法可從下札根 

    此外，在課程中，給予學生報告和問答的時間很長，如何讓學生精彩而生動

的報告，並讓台下的觀眾有效的提問，這就是資訊、演講、語文邏輯能力以及批

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了，因此，研究者建議，學生於高一時即可開始訓練，讓學

生多發言、多在眾人面前表達、多讀多寫，多以問句引導學生而非以肯定句教授

學生，讓學生具思考能力，更具批判性思考能力，才能令升上高二、十二年級的

學生無縫接軌至 IBDP 課程。 

 

伍、學生個人寫作評量 

一、IBDP 課程之作業要求說明 

    在 IBDP的規定之下，六大領域的選修課，學生依程度高低可選擇 HL（高

階）或 SL（普通）課程，HL與 SL的不同在於學習時數、教學內容和作業要求，

而在語文 A的領域中，HL的課程需達到 240個小時的學習時數，而 SL課程則需

150個小時，時數不同，教學內容亦有所不同，但主要差異是在於文學閱讀的部

分，HL 課程需選三部文學作品，而 SL 只需兩部，教學內容不同，作業要求自然

也不相同，HL課程要求學生在每個學期書寫 1500字以上的作文兩篇，SL課程則

要求 1200 字以上的作文一篇，因研究者所教授的十二年級學生所上的課程為 SL

的層級，因此在作業的部分要求學生一個學期寫一篇作文。 

 

二、創意寫作規範與評量方式 

    這個學期的十二年級課程因為是這批學生第一次從傳統課程轉變到 IBDP的

課程，在寫作的訓練上，雖然各個學期都有寫作，但字數從未超過六百字，而今

要寫超過兩倍的字數，基於對學生寫作能力上的考量，老師們在期初的教學研究

會上即決定參考去年 IBDP 語文 A的模式再稍作改變，以創意寫作為名，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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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專題研究的主題中再自己找一個議題來發揮，內容不一定要和去年一樣以演

講稿的方式來書寫，可以用各種相關的形式來創作，例如以大眾傳播語言為主題

的小組成員即以大眾傳播為基礎，找到相關的議題或是用大眾傳播媒體的文字書

寫出一篇作文，文長 1200 字，正文前需加上至少 360 字的寫作動機，正文後需

有參考資料的來源。 

    此項作業分作兩個部分來作評量，一是作文命題與討論，二是作文本身。在

命題與討論的項目上，規則與專題報告差不多，均需在命題時與老師討論並溝

通，並在第三週時完成命題，而在創作的部分，整份作業分作寫作動機 20%，正

文 75%，參考資料來源 5%，其中，在動機的部分將以明確性、相關性作為評量依

據，正文的部分則除了主題的明確和相關性外，還有文章的深度，文字運用的程

度以及個人的創意發想，而參考資料即以用來瞭解學生寫作此文時之認真與慎

重，以及對於文章內容的正確性進行參考，而此作業需在第八週完成繳交。 

 

三、學生於創意寫作之學習表現 

    學生在這項作業的表現上可說是可圈可點，就原課程規劃的，老師會在期初

就告知這個作業，然後要求學生於第八週上課前完成，學生在專題報告結束後開

始計劃寫作， 藉由在專題報告的研究中所吸收到的相關知識，自訂題目，並與

老師討論，詢求老師的協助，因為是創意寫作的關係，內容不限定以研究為主，

因此學生只要弄清楚了寫作方式，題目也可以很快的出來，只要再跟老師討論一

下可行性和題目句式的邏輯即可。題目確定後學生開始創作，有幾位較積極的學

生很快就完成了初稿，並以 EMAIL的方式寄給研究者，請老師協助修善，直至繳

交期限，絕大部分的學生都能準時交出，並寫出具水準的文章，唯二位本身學習

態度本就不足的學生，直至期中成績需上繳教務處仍未交，又屢勸不交，因此無

法給予文本分數，只有討論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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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個人寫作評量之教學與學習成果分析 

學生在進入這樣的課程後，研究者然在期初有先提過這項作業，但在上了

一、兩堂課後，發現他們對人文學科的研究認知很少，即使要學生早點動筆寫

作，學生也很難產出 1200 字的文章，為能讓學生先了解專題研究的內涵後，再

開始尋找個人創意寫作的題材，因此改變了原規劃的課程進度，讓學生在專題報

告題目確定並研究進行至一半的時候才訂定個人的作文題目，又因命題時間後

延，在與任教十二年級的國文老師溝通後，因也有許多班級有如此的狀況，故大

家都同意此項作業的繳交期限延後兩週，讓學生能夠在專題的研究階段對主題有

了基本的認識後再行個人作業的寫作，以期學生能有更佳之表現。 

 

 

 

 

 

 

 

 

 

 

 

 

 

 

 

 

 



104 
 

第三節  十二年級國文實施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之

教學反思 

   本章節將就「課程實施的困境與因應策」與「教師需具備的專業成長」兩個

部分，分析學生之學習狀況、學習中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策略之課程修正後學生

之學習情形，並探究國文教師在 IBDP的語文 A課程架構下需具備哪些專業知

能。  

 

壹、課程實施的困境與因應對策 

一、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問題及因應對策 

   在進行 IBDP語文 A課程：語言與文學課程過程中，研究者從學生在課堂上的

表現中發現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與問題探索及思考的能力較為不足，被動地取得

國文知識已為習慣的養成，使得學生在問題發生時習慣等待答案，但在學生進行

專案研究的過程中，學生雖然在一開始自主學習的表現不夠強烈，對於問題探索

及思考的能力也偏弱，但透過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引導，大多數的學生已可以

從研究方法所列出的報告大綱去蒐集、整理資料，並產出最後成果，可以見得學

生的自學能力是在逐漸進步的，且此研究僅為第一次學習方式的改變，接下來的

國文課仍會以 IBDP語文 A課程：語言與文學課程的教學方法來讓學生自主學

習，在課程中亦會有文學閱讀的分析研究和下一階段的語言相關研究，因此持續

的自主學習，讓學生在感興趣的課題中，通過自學來探索知識，不但增強了學習

動機，也留下了學習的能力和對知識的獲取及記憶，都是 IBDP語文 A課程：語

言與文學課程的規劃中所重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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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自學能力應持續培養 

   在專題研究的初始，學生喜歡等待別人提供答案，凡遇到問題即詢問老師，

卻鮮少有人主動去尋找答案，或是找類似的研究以為參考，尤其在為研究專題訂

定題目的階段，學生容易等著老師給他們題目，在研究者的課堂觀察記錄中，有

幾組的學生雖然積極找老師討論與詢問，但他們容易在老師藉由問題引導的時

候，等待老師自己說出答案，研究者發現，若老師未提供答案，詢問式的引導即

會停滯不前。 

S05：老師，我們這組要關於語言中種族歧視的研究要怎麼訂題目 

研究者：那你們想做對哪一個種族的歧視。 

S15：應該是亞洲的吧。 

研究者：亞洲有很多種族，你們要找哪一個地方的？ 

S05：還沒確定。 

研究者：你們知道亞洲有哪些被歧視的種族嗎？ 

（學生靜默） 

研究者：或是你們知道那些被歧視的人是什麼種族嗎？ 

（學生靜默，呈思考狀） 

研究者：你們要先想想研究的對象及研究的範圍，不然範圍太大，對象

太多，研究時間絕對會不夠，到時只能呈現出不夠完善的研究

成果。 

摘錄自【觀三，20160903】 

 

（二）.學生學習態度宜積極引導 

    學生在課堂中進行專題研究之時，容易將時間用在做無關研究的事，也十分

容易在討論時叉開話題，開始聊一些無關課堂的內容，聊到忘我時，甚至音量會

增大到影響其他同學，雖有不時的制止並提醒，但回到研究或討論一段時間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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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故態復萌，而另一種狀況是學生一邊聊天一邊做著專題研究的工作，雖然有做

到課堂的要求，但仍會因為說話而影響他人。 

 

班上有三位女同學，S02、S04 和 S11，已經第三週上課了，仍是每堂課

都帶東西來吃，還邊吃邊聊天，有時還會把手機拿出來使用，三人當中以小

琪最誇張，總是使用手機在傳訊息，每次制止她們這些誇張並會影響他人的

舉動，三人總會一臉無辜地說「好的，老師。」到現在題目也還沒開始想，

總是敷衍地說「有在想了」，但仍沒有任何進度，下次上課必須要盯緊她

們，讓她們有事做。 

摘錄自【省札，20160917】 

（三）.以明確之學習目標引導自主學習 

    在教學策略的改進部分，研究者認為可以在課前就先告訴學生 IBDP 

要讓學生學到的是什麼，先讓學生知道學習的目標是除了研究的內容所帶

來的語文知識外，更能學到如何自主學習的方法與能力。從以下的教學省

思札記摘錄中即可觀之        

     由於這一屆的十二年級學生，在升上十二年級之前未曾以如此自主學

習的方式上過國文課，對於在課堂中要做什麼，專題研究該怎麼做在老師

介紹完後仍是一知半解，只知道這個學期會有專題報告和文本閱讀分析的

規劃，但對課程中所強調的學習方法、研究方法是毫無概念的，因為不瞭

解課程的內涵與課程規劃所要帶給他們的能力，學生就容易分心做其他

事，而不把這樣的專題研究課程放在心上。 

摘錄自【省札，201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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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方法改變所衍生之問題及因應對策 

   學生雖然從七年級開始就在自然課中學習一些科學研究的方法，每學年學校

也都會辦一次科學展覽，讓學生自己去設想一些自然科學的問題進行實際的操作

研究，在國文老師的想法中，學生對於研究應該不致會有什麼大問題，然而，課

程才剛開始，老師們即發現學生對於人文學科的研究能力是匱乏的，學生善於做

科學實驗，卻欠缺文本資料蒐集、整理、分析的能力，研究者於課堂中所觀察到

的問題分述如下： 

（一）.資料不知如何蒐集 

    因人文學科在做研究時，文獻資料的蒐集是相當關鍵的，但因為網路的發

達，學生遇到想知道的事，上網搜尋很容易可以找到答案，但也因為太容易得到

問題的解答，學生對於答案背後的內涵是不在意的，因此，遇到人文學科這樣需

要整理並分析很多文獻資料時，學生開始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把資料上的文字

變成報告上的內容。 

 

學生在找尋資料時，若遇到文字太多的文本，就很容易直接被跳過，他

們喜歡從 Wiki 百科、知識+等直接給答案的網站上找一些簡單、明顯、易懂

的文字，新聞報導也是學生喜歡蒐集的資料，因為篇幅比較短小，為使大眾

看得懂，所使用的文字也比較通俗、簡單，但這些簡短的名詞介紹通常都較

為片面，或是有所缺漏，甚至是網路上不知為誰的回應者個人的想法。 

摘錄自【觀九，20160921】 

 

（二）.喜歡看圖說故事 

    學生不喜歡閱讀關於專題的文獻資料，也少有耐心把文字讀完，研究者在聽

看學生上台報告的內容時發現，學生很喜歡找網路截圖和影片等文字非常少或不

需要文字的資料來增加專題報告的內容及篇幅，根據研究者對學生的訪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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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們喜歡用網路截圖有很大的原因是不想打字且有些網路上的圖表自己也無

法製作，而影片是因為一方面可以讓報告不會一直用講述的而顯得枯燥乏味，還

可以佔用一些報告的時間。 

研究者：你們的報告裡怎麼有這麼多的影片呀？ 

S05：因為怕報告的內容不夠撐完三十分鐘，所以要用影片來

擋一下。 

研究者：而且老師發現在你們的報告中很喜歡放網路上的截圖。 

S18：老師，網路上一些資料的截圖不是最直接的證據嗎？ 

S05：而且還不用自己打字跟畫圖，比較方便。 

摘錄自【訪生 S05，20160929】、【訪生 S18，20160929】 

 

（三）.學生慣以網路為蒐集資料的媒介 

    自主學習的培養中，知道知識獲得的管道是非常重要的，在專題研究中，這

些數位原住民的學生所用來資料查詢和蒐集的管道，且十分依賴，基本上已可說

是完全透過網路取得，即使是期刋論文的參考，也是在網路上直接搜尋，找電子

版本再下載找關鍵字來查得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科，幾乎是看不到一個人透過書

籍來找尋可用的資料，從研究者的課堂觀察記錄中可見得，學生擅長使用網路，

並以關鍵字來找到所需要的資料或材料，其中包含文章、報導、影片或圖像。 

S05：老師，刻板印象的定義可以用 Wiki 百科上的說明嗎？   

研究者：不大好，畢竟 Wiki 百科任何人都可以去更改，有機會查到錯誤的資

訊。 

S15：那我們還可以去哪裡找？ 

研究者：可以看看別人曾經寫過的相關研究論文、書或文章呀，應該可以找 得

到。 

摘取自【觀五，201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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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變學習方法之因應策略 

人文學科的研究著重在大量文本的蒐集與統整、分析，因此，在專題研究的

過程中，研究者先自行印製了一些與學生之專題報告題目相關的期刊論文發下給

學生閱讀，這些期刊論文可提供學生部分專題報告內容，先藉由這些印出來，又

不似學術論文般大篇幅的期刊論文，讓學生耐心閱讀一篇，接著帶著學生建立研

究大綱，有了大綱才開始找可用資料，因此，在大綱建立後，研究者即帶著學生

找到這些參考文獻中能夠採用的資料，能夠為報告中說法與觀點提供佐證的資

料，研究者以為，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方式的教學在學生初接觸 IBDP語文 A

課程時是相當重要的。 

為使課程繼續進行，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教學必加入課程當中，所幸研究方

法只需做一次教學即可，在接下來以研究分析為主的課程中，學生就可以廣泛的

使用在其他的專題研究中。 

 

三、團隊合作學習之問題及因應對策 

    在實施分組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老師常遇到的就是小組中有學生反應某某某

沒做事、某某某只做了什麼事等之類的抱怨或告狀，老師若是以小組的最後成果

來評量分組合作學習的成績，那勢必對認真的同學不公平，對不夠積極的同學也

只會有更削弱學習動機的影響。 

 

（一）.小組分工與合作 

    在專題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為這幾堂課當中每位學生的研究學習態度做了

一番記錄，從下表的【課堂工作表現記錄】中發現，在其中三個小組中，真正專

心於專題研究或專題製作的學生都是其中的一兩位，而這樣的小組又都是三人一

組的小組，若研究者前去詢問工作進度或工作分配，則多是沒有在做事的同學會

立即反應發言，而多數的回答都是「目前沒我的工作」或「我的部分已經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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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從上台報告所負責的段落來比對，這些同學雖然看似都有分配到工作，

但他們報告的段落幾乎都是定義的敘述或名詞解釋這些較無關緊要的說明，而在

學生最後的反思回饋活動中，學生也有在研究過程這一項討論中提到這個問題，

因此對於這樣學習動機不高，態度又不夠積極的學生，若是能想辦法提高他們參

與學習的意願，對於這個問題及整個學習的過程與成效必然有很大的助益。 

 第一組 第七組 第六組 

 S05 S15 S18  S08 S06 S05 S11 S02 S04 

0914   3C  聊 聊  3 吃 

聊 

0915   3C  聊 聊 

3C 

 3 吃 

聊 

0921   睡   3C 聊 3 吃 

聊 

0922   3C   3C 吃 3 聊 

0929  睡    3C 聊 3 吃聊 

0930       聊 3 聊 

表 3-3-1截錄自【課堂工作表現記錄表】（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二）.促進小組合作學習之因應策略 

    為避免小組中貢獻度有所差異，而成績卻全組成員皆相同的問題，在每次的

分組合作學習時研究者皆會設計合作學習的【組內自互評表單】讓學生填寫。 

然而，同學之中雖有人會對工作分配不均發出一些抱怨聲，但每次的小組合

作學習自互評填寫，學生往往又覺得非常麻煩，即使告知學生自互評表的用意，

學生仍舊會覺得這是件很麻煩的事，若有方法能讓學生對於自己該負責的工作認

真負責，也樂於填寫自互評表，對自己在分組合作其間的作為進行反思，讓老師

在成績的評量上也有相對的依據，這樣對工作分配的公平性必有提升之效用，也

可以讓學生願意積極承擔自身的強項的工作，讓每個人在課程中都能有其學習成

效。 

在小組合作學習容易發生工作分配不均的問題，而學生又不喜歡自互評表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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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機制，在對幾位學生進行訪談後，得知學生不喜歡自互評表的原因在於「要

實際說明工作內容及態度」這個項目需要打字，還要花時間去想怎麼寫，若用手

機填寫更是費時費力，因此，在為求公平的前提下，自互評表應再做減化，將文

字的部分變成選項便於填寫，但選項必然有敘述上的限制，因此也會再加上「其

他」項，讓學生在選不到的狀況下自行輸入其他的狀況。 

 

四、專題報告規劃問題及因應對策 

    此一階段的課程比起十二年級以前學生可以完全專注於報告製作的時間是多

很多的，但是時間太多所給予學生的壓力就相對較小，使得學生在此專題研究的

一開始所呈現出來的態度是不夠積極的，隨著時間逐漸的消逝，研究報告需繳交

和上台報告的時間逼近，學生才開始積極作業，但也會開始出現「時間太少」、

「時間不夠」這類的抱怨。匆匆趕製的報告，也因為時間的緊迫，在上台前只夠

時間做完，沒時間做好，也沒時間為上台報告演練一遍，使得上台報告的時間也

難以掌握了。 

   因此，若能讓學生做好時間的規劃，所呈現的研究成果必然有所進步，在寬

裕的時間中研究並製作，不止有足夠的時間能研究到更深層的地方，也可以用好

心情來面對這些研究資料和研究結果，若能用好心情來面對這些，所留下的印象

也會是好的，不會是麻煩的，令人疲累的，應能對提升學習動機與改善學習態度

會有正面的效益。 

 

（一）.專題報告研究製作時間未有效利用 

    在此次課程裡專題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對於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進行了觀

察並加以記錄，從記錄中可看到學生除了最早報告的第一組外，一開始面對報告

的態度就是放鬆的、不夠積極的，當研究者到學生身旁提醒時，學生多以「時間

還很久」來回應，直到快到第六週要上台報告了，學生才開始緊張，並在第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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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學生開始有「能不能再給一點時間，來不及做了。」的要求。 

 

（二）.上台報告時間掌控困難 

    上台報告的時間依規定是一個人十分鐘，二個人一組就二十分鐘，三個人一

組則三十分鐘，研究者在觀聽學生上台報告時發現三個人一組的報告容易提早結

束，而一個人和二個人一組的小組常會報告超時，以致於問答的時間受到影響。 

 

（三）.專題研究時間規劃之因應策略 

    若能讓學生做好時間的規劃，所呈現的研究成果必然有所進步，在寬裕的時

間中研究並製作，不止有足夠的時間能研究到更深層的地方，也可以用好心情來

面對這些研究資料和研究結果，若能用好心情來面對這些，所留下的印象也會是

好的，不會是麻煩的，令人疲累的，應能對提升學習動機與改善學習態度會有正

面的效益，因此，研究者針對此一問題，在研究進行時設定進度回報時間，希望

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告知以掌握學生的製作進度，將長時間變成一段一段的短時

間，用時間壓力促使每一位學生都能善用每一秒的時間，一開始學生或許會覺得

很緊張，壓力大，但愈到後期將如倒吃甘蔗，也可輕鬆準備上台報告的內容了。 

 

貳、教師需具備的專業成長 

一、需跨領域之教師專業備課 

    IBDP 各學科之課程，皆著重於「自主學習」與「體驗學習」，讓學生透過探

索研究的過程去習得知識，或是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 老師則改作輔助的角

色，如此的說法，似乎在 IBDP的學習過程中，老師的位置並不重要，但實際

上，因為研究的範疇雖以語言為主，但在語言的課題中，能研究的語言習性和表

現太多，使得學生所訂定的主題更是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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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應多元之專題研究主題 

    由於學生所研究的報告專題內容廣泛，使得老師不僅在課程開始前要密集備

課，才得以在學期初順利地進行課程引導、四大主題的介紹以及研究方法的教

學，而後，學生在訂定報告題目時，需與老師共同討論，於此階段中，老師除了

對研究題目的訂定寫法的部階需課前準備外，對於四大主題所涉獵的議題或所連

結的觀點、項目也需要於課前先有所瞭解，在與學生討論時才能以一些相關資訊

來舉例說明，於學生討論製作研究專題的階段，老師可以說是無從準備，只能隨

機應變，因此，老師於日常就應常關心與 IBDP課程所設計之主題相關的資訊，

以期在與學生討論時順利地引導與協助。 

 

（二）.需確實掌握報告應答的主題與方向 

    在報告應答的過程中，雖有事先規定學生要在上台報告前四十八小時上傳投

影片及講稿至 Google drive 裡的共用夾讓老師和同學先行預習，讓同學在投影

片中找到對議題的想法和疑問，也讓老師能夠先做準備，當學生報告不夠完善

時，才能適時的給予指正或意見，因此，當學生報告一節課時 ，老師通常得準

備好多節課的時間，才能讓問答階段不至冷場。 

   也因此，教師的共同備課是非常重要，畢竟一個人的力氣有限，若能有幾位

同儕老師能一起蒐集資料、訂定授課方式和討論課堂上發生的問題，透過經驗的

分享、課堂問題的討論，會使得課程的進行愈到後面是愈順利。 

 

（三）.影響教師之備課 

在老師們訂定課程內容與進度後，因為多數老師是第一次接觸 IBDP的授課

模式，所以在這學期第一次上十二年級國文課前，總無法對課程感到踏實，因此

有了第一次共備會議，參與的老師有四位，皆是第一次以 IBDP的課程內容與教

學方式上十二年級的課程，其中也包含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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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T01：對於這學期十二年級的課，真的很令人擔心。 

師 T02：我也從來沒這樣上過課，不知道一開始要怎麼上。 

研究者：一開始應該會先介紹課程吧，之後的課程應該需要準備很多

東西。 

師 T01：要怎麼準備呀，介紹語言的準備嗎？ 

研究者：語言的範圍可能太大了，我問過去年教過的蕭老師，他說

IB 沒有規定要怎麼授課，所以他去年是看了很多的相關資

訊，再上課中可以舉例給學生聽，讓學生容易瞭解。 

師 T03：四個主題準備起來有點難。 

研究者：那我們來共備好了，這樣也比較可以平均分擔消化知識的工作。 

師 T03：還是我用我自己想法，我以前跟的年段國文老師沒有共備

過，都是自己處理。 

師 T01：這樣會太辛苦吧！要花很多時間先做研究。 

研究者：共備應該會比較讓老師比較輕鬆一些，不然我開一個共用雲

端，讓大家可以把準備好的一些資料丟上去讓大家參考。 

師 T01：我們剛好有四個主題，就一人先回去研究一個，把找到的資

訊放在共用雲端。 

研究者：如果做了投影片，也可以分享上來，課程介紹的 PPT 我已經

做好了，等下回教室再分享給各位。 

師 T03：那我負責文本偏見。我想到可以用童話故事裡的文本偏見來

介紹給學生，像是童話故事中野狼總是壞人，狐狸覺是有心

機。 

師 T02：我都可以，分給我哪一個我就做哪一個。 

摘錄自【備三，201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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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段自共同備課記錄的對話摘錄中，可見得三項關於教學共備的訊息，第

一，教師共備只有部分老師進行過；第二，教師共備藉眾人之力，節省時間，增

加成效；第三，教師共備可透過討論，習得更多授課教材。由此可知，經由教師

的共備，將使 IBDP教師有效增能，並具備課成效。 

 

二、 批判性思考與有效提問 

（一）.課堂上的批判性思考 

    在以往一般教科書式的教學中，老師們不大會去質疑教科書的內容，拿到什

麼教材就教什麼，甚至有可能成了教科書的辯護者，當學生對書中內容有了疑

問，老師大多會先幫教科書解釋，而不會去質疑書中內容，也因此，老師們對於

學科專業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逐漸減弱，課堂自然也不易活化。然而， 因為在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中，非常強調「批判性思考」，在課程知識外，學

生要具備的就是批判性思考能力，無論是「語言」課程，或是「文學」課程都有

如此需求，因此，想當然爾，老師必然也得具備「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對教學

主題要能夠批判性思考，才能找到教學方法；對教學內容要能夠批判性思考，才

能夠帶著學生挖得更深；在討論時要能夠批判性思考，才能夠讓學生在知識的探

究時更精確；在學生報告時要能夠批判性思考，才能夠看到學生的問題與盲點。

當老師以批判性思考來進行課程教學，學生自然而然需具備批判性思考的學習能

力，才能在互動頻繁的課堂中有更好的表現。 

在討論的過程中，研究者在教室內會以走動式教學的方式與各組同學討論，學生

對於想要探討的議題常是直覺的一個想法。 

班上以「刻版印象」為主題進行研究的其中一組，想以歧視女性的髒話為

主題，研究一些物化女性或歧視女性的髒話，於是而有了以下的對話： 

研究者：你們三位想做什麼題目？想到了嗎？ 

S04：想到了呀，我們要作歧視女性的髒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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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你們想怎麼研究？ 

S04：就找一些髒話，然後去找這些髒話的由來，分析這些髒

話是怎麼來的。 

研究者：那你們想研究哪一種語言的髒話？ 

S02：中文、英文、台語的吧！ 

研究者：但你們有發現嗎？各國的髒話好像都有幾個相似的原

素，想一下有哪些？ 

S11：好像都那幾個字開始，而對象是女性。 

研究者：那你們想做什麼研究呢？好像都一樣。 

S04：那我們還能做什麼歧視女性的主題？ 

研究者：你們想想有沒有什麼東西對女性常帶著歧視或物化，從

那個東西去看為何女性會在其中被歧視或物化。 

S02：可以研究饒舌歌嗎？ 

研究者：用饒舌歌的內容來研究歧視女性的主題嗎？ 

S02：我聽過滿多饒舌歌的內容有歧視女性的感覺。 

S04：MV 也是。 

研究者：那你們先想一下你們的題目怎麼設定比較好，這樣會更

確定研究的範圍。 

S11：好的老師。 

摘錄自【觀五，20160908】 

 

（二）.有效提問以引導學習 

在過去的國文課，老師多以講授法為主要授課方式，所講授的內容、補充也

大多與課文相關，或與考試相關，以提問的方式來引導學生自行找到答案，在國

文課堂中直至近年翻轉教育開始推行才比較常見，但「如何提問，有效提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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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後的再引導，再提問」與「提問後的總結」常變成國文老師備課與授課時的困

擾，問得不夠精確，學生就常會回答出與老師設想中不一樣的答案，使得老師得

再繼續引導，或是給一個與學生回答不一樣的結論。在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

課程中，「有效提問」的能力相形重要，而這卻是研究者與部分十二年級老師在

課程初期常感不足之處，因對課程尚未熟悉，常以有固定答案的封閉性問題來作

提問，但封閉性問題不易延續問題的討論，所以總需要設定很多問題，至課程到

了中期，研究者對課程的內容、教學的方法已逐漸熟悉，對於問題的掌握及學生

可能回答的方向有了經驗上的一些積累，因此，在與學生討論時，即常以問題來

作引導，讓學生可以從問題中去思考可研究的議題及可進行的研究方向；而至報

告應答階段，因已事先告知老師和同學會提出問題，為了讓報告應答能順利通

過，學生在報告的準備上也更加用心，當同學不希望自己被問倒而自我設想提問

與應答時，提問已為學習帶來了正向的效應。 

研究者：請問老師，IB 進行到期中，你覺得最讓你困擾的教學問題是什麼？ 

T01：我覺得備課時準備好要在上課時問學生的問題，學生的反應

都不大好，是不是他們的國文程度太差呀？ 

摘錄自【訪師 01，20160915】 

T02：學生的回答都太簡單、表面了，所以我用了提問來作課程導引，

可是又常要自己回答問題。 

摘錄自【訪師 02，201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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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一行動研究，目的在探究在十二年級國文班中實施 IBDP語文 A：語

言與文學之歷程與結果，本章將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進行結果的說明並提出建

議，因此將以兩個章節分別呈現，第一節為研究結果說明，第二節則為研究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康橋雙語學校國際部十二年級一班二十一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置入十二年級國文課程的行動研究，旨在探究在

IBDP的課程架構中，習慣於教科書式聽講學習模式的學生是否會因課程內容的改

變而影響學習態度，亦對於老師在面對不同教學模式時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加以

思索，此章節將從研究歷程中溯及研究問題，進而提出研究結果，結果將分項陳

述於下列各點： 

 

壹、IBDP 學習模式改變傳統國文之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模式 

    就前幾章可知，IBDP 的學習目標較著重於能力的培養，因此，在課程內容和

教學方法都較原有教科書式不同，於前一章亦作了課程規劃與教學方法的說明，

於此一節中，研究者將根據研究歷程，提出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教

學、評量之設計概念，為日後進行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之參考． 

 

一、IBDP 的學習模式改變國文課程架構與規劃 

    相較於原教科書單元式教學的課程架構，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的課程架

構可說是全然的不同，在單元式的課程底下，學生的學習大多侷限於課文單元中

的知識，即使是以現今所流行的「翻轉教學」，老師開始讓學生先行預習，或也

 



120 
 

以自主學習的方式，以引導取代完全的教學，但學生仍是被動的從課文單元中去

找相關的延伸。IBDP的教學方式則改換了學習的模式，不再用單元式授課，而是

以能力目標為取向，雖然在課程中依然有主題的規範，但所要探究的課題可以由

學生自行從感興趣的議題中尋得，再進行研究，學生的自主性更強，在學習的過

程中，只要讓學生清楚的知道學習方向與學習方法，學生大多可以從課程中學到

相關的知能。 

    然而，從學生的回饋中也發現，如此的教材教法雖然可以讓他們把學到的

「語言」知識留下更深的印象，也因為研究，所以有更深一層的瞭解，但學生也

表示，這樣的課程不像以前那麼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學什麼，所學的東西也感覺比

較侷限，若是同學報告的不好，恐怕就只能粗陋的吸收到一種語言知識。 

 

二、在 IBDP 的課堂中教師為輔助引導之角色 

在課程逐步進入學習的各個階段，教師的功能將愈來愈不顯露，課程之初因

需讓學生明白課程的目標、內容與要求，教師的角色功能十分重要，而後的研究

方法指導，教師個人的研究能力與課前的準備亦極為重要，透過範例與學習單，

學生較容易理解該如何進行人文學科的研究，待進入研究討論階段，教師於一開

始的訂定題目與研究方法時具引導功能，學生在與老師討論的過程中發現問題並

尋得問題研究的方向，在接下來的階段，老師則再轉為學生解決研究時所遇問題

時的詢問對象，直至報告與應答階段，學生已為課堂的主角，主導教室內的學習

氣氛、方法，進而至於成效，教師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透過不同的教學方法，

讓學生從一開始的「被強迫」學習，到討論階段的「半強迫學習」，至最後的

「自主學習」，在 IBDP 的課程架構下，學生已然是教室中學習的主角，教師無

需在講台上講得口沫橫飛，讓學生自主學習，從中找到學習的興趣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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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BDP 的專題探究將活化學習評量 

    在 IBDP的評量規劃中，形成性的評量重於總結性評量，因此，無論是上課

的態度、討論時的積極與報告時所展現出來的從容不迫，問答時的有條有理，甚

至是出席的表現，都是 IBDP評量的部分，如此多的課堂評量，使得老師於課程

的前置作業中必須先做好規劃，以在評量上能公平且即時的予以成績。學生也因

為課堂中的各種學習表現皆會影響評量的成績，若與上一屆的學習狀況比較，以

IBDP的評量方式來評核學生的學習表現，這一屆的學生非常明顯地在出席率上有

大幅的進步，也因課堂中有問答的環節，有效提問可加平時成績，令學生更積極

思索問題並提問。 

    因於 IBDP的課程規劃中並無如傳統之紙筆測驗之總結性評量，期中與期末

的成績改作專題報告的成果表現評量，又因為如此的評量方式容易流於教師主觀

的自由心證，為求公正公平，評量規準的訂定成了理應當為之事，任課老師們於

課前即以報告之內容需求訂出了評分項目，再依 IB的評估準則共同討論並訂定

八個成效分級，並研擬出每個層級需達到的標準，老師在評估學生專題之學習成

效時，即可以報告中的各個項目所達到的程度，參照分級標準給予級分，而後再

依國際文憑組織（IBO）所給予的級分對應之百分制，換算成台灣所用的成績，

然因每個級分所對應的分數有大約 10分的範圍，故再以學生小組內的自互評結

果，交叉比對，來作分數細節的考量。 

       

貳、實施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對學生學習經驗具正向影響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架構與傳統國文教學有相當大的不同，使得教

師的教學方式和角色功能需隨之改變，在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皆有所變異的情況

下，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方式以及學習成效自然也有相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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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的學習方式以自主學習為主，小組合作為輔 

    IBDP 強調學生應有「自主學習」的能力，故在課程的規劃與教學的設計上，

皆以學生的自學為主要考量，學生從原來的「被餵食」知識，改為自行尋找知

識，專題報告以分組研究的方式進行，讓學生除了能習得「自主學習」的方法、

態度與能力外，也因需與同學交流合作，從小組合作學習中，學到人與人之間的

交流、妥協與合作，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皆是 21世紀學習者需具備的能力，

而 IBDP 的課程，正是符合如此的需求。 

 

二、學生學習壓力降低，學習態度提升 

在 IBDP的課程架構下，學生的學習不再以教科書為主，評量也不再以考試

為重，老師僅有一開始的對全班講述，而後即轉為學生學習時的輔助者與協作

者，專題研究雖有主題的限制，但研究的方向可依個人感興趣的議題著手，與同

學之間相互合作以求更好的表現，IBDP的課程架構，模糊了師生之間的教與學的

關係，也消彌了同儕間的成績競爭，在課程的規劃中，學生有充分的時間進行研

究，不同於過去又要做作業、報告，然後還要考試的國文課，學生的壓力相對降

低許多。 

再者， IBDP強調「自主學習」，多數學生在學習的態度上也因所學的是自

己感興趣的議題而提升了積極度，雖然對「自主學習」還不是很習慣，但在課程

進行到一半，已有多數同學能夠主動地去做資料蒐集的思考，少數同學雖在一開

始沒妥善運用時間，但後因上台報告的時間緊迫，亦是經常為研究報告來與老師

諮詢，學習態度也大為改善。 

 

三、學生於學習中展現多元智能 

綜整整個課程中學生所獲得之學習，除了認識了主題所規劃的語言相關知識

外，也透過研究過程學到了自主學習與合作的方法，雖然目前看來成效有限，學

 



123 
 

生對於自己所研究的項目有較多收穫外，對其他小組的研究則收穫有限，然這畢

竟是第一次以 IBDP的課程模式來學習，接下來尚有文本閱讀的分析研究課程與

進階的語言研究課程，如果的學習模式的再練習，可以想見學生對 IB的學習將

愈來愈熟稔，而學習成效也應愈來愈顯著，且因 IBDP 教學模式與學習成效表現

之不同， 進而也改變了評量的方法，對於老師來說，雖然較一般考試之評量更

要複雜，但因為分級制度也讓分數的概念模糊化，使學生不易因為分數而斤斤計

較，在成果表現上，也因為一個層級即有 10分的差距，多數學生會因而希望能

做得更面面俱到，而促使學習成效再提升。 

 

參、國文老師增廣專業知能因應 IBDP 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 

   在這一次的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的教學過程中，不如以教科書為主要教材

的國文課堂，教師通常會教課文內容，並補充一些相關的國學知識即可，但在

IBDP的課程中，學生以自學為主，自學，即有豐富的可能性，也致使教師的專業

知能受到了很大的挑戰。 

一、教師以共同備課因應學生自主專題探究 

因為在 IBDP語文 A：語文與文學的專題報告中，學生可進行的研究範疇非常

廣泛，且大多與國文的關聯性小，以往僅需具備的國文專業能力，至如此的課程

中，已為不足，語言文字的應用、錯用、誤用都可為探討的內涵，若老師對不同

語境而出現的語言不熟，或不認識，勢必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因此，在教師各方

面的知能都勢必再作加強，才得以應對學生研究時所發生的問題。 

  

二、教師以批判性思考導引學生問題探索。 

    教師在 IBDP的課程中，批判性思考為必要能力，藉由批判性思考才能找到

學習上的問題 ，當學生於課程中以自主學習為主要學習方式時，教師絕不應直

接告訴學生答案，而是協助學生去找到答案，而批判性思考能力在此時就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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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從學生所呈現出來的學習成果中找到問題，才能讓學生更進一步的學習，

若一昧地給予學生答案，教學生該怎麼做，則會降低學生求知的慾望而止步不

前，相反的，若老師也具備批判性思考能力，藉由對學生專題研究時所產生的問

題，經由學生的專題研究成果再找到問題，將學生要解決問題，找到問題的答案

時，即有了求知慾，學習的成效自然也會提升。 

 

三、教師以班級經營能力掌握學生分組合作學習 

    在「語言」課程中，主要以專題研究為教學方式，課程實施期間，有將近三

週的時間讓學生作資料的蒐集、分析與撰寫，而愈後面報告的小組，研究的時間

也愈長，在這段期間裡，學生容易會有浪費時間的狀況發生，總是覺得距離上台

報告的時間還很久，所以在課堂上有聊天說笑的問題，因此，在老師所需具備的

能力中，班經的能力就相形重要，研究者發現，整段課程中，比較難以掌握報告

製作時期的班級經營，除學生因時間長而先怠墮後積極外，一位老師要面對多個

小組，與一組學生討論時，其他組學生在做什麼實難以顧及，因此，在小組合作

學習時的班級經營能力的學習與提升，對於一位 IB老師來說是為重要。 

 

四、教師參與多元的教學培訓以活化教學 

    因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的內容多元，但從此研究中得知，學生在初

接觸新的學習模式時，會因新鮮感而有高度的學習興趣，然一旦研究時間多、報

告時間長，且不段重複，學生容易產生疲乏，故教學時可藉由多種不同的教學方

式進行課程，使同學在不同常學習目標及單元中，能多透過更多的教學活動將課

程豐富化、活潑化，以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故教師應積極參加與教學培訓相關

的研習或進修，使自己有更多的教學方法，設計活化的教學，讓 IBDP的課堂更

加活潑，學生也能在不斷的刺激中保持對學習的熱忱，積極且有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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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章節將依據研究結果進而提出針對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的課程與教學

的規劃、培養學生學習能力、與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的建議，分述如下： 

壹、對於 IBDP 的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的建議 

一、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前，應考量學生之先備經驗。 

    在這次的教學研究過程中，許多十二年級的任課老師都提出了學生對於「語

言」課程的先備知識不足，自學與研究的能力也需訓練，故使教學內容再多加入

批判性思考與研究方法教學，雖做了相當程度的補救，但老師對這兩個課程內容

需在短時間內備課外，也需重新規劃課程進度，因此研究者建議，在學生剛升上

IBDP教學的年段時，課程在規劃上，應先作學生先備經驗的考量，教學方式也應

逐步改變而非第一次就全然改換，學生在接觸 IBDP之前，藉由文本來上課是學

生較為熟悉的學習方式，在 IBDP語文 A：語言與文學課程中，文學的部分或許就

可以作為學習的過渡，先讓學生從有本可參的分析，再到從無到有的研究，對學

生學習的適應上來說，應是較為有利之道。 

 

二、課程規劃時應作教學時數之預估 

    希望能在研究的階段，學生在每節課中都能專心於專題的研究與製作，於此

次教學研究的過程中，因各組上台報告的時間不同，時間較晚的小組容易在研究

討論的階段怠墮，當然，幾個小組的不夠專心，必會間接影響到其他小組的學

習，因此，要如何避免如此狀況的發生，研究討論時間與報告時間的規劃安排就

相形重要了。研究者建議，研究討論時間不論長短，繳交研究成果的時間需相

當，可先交專題報告的文字檔，待報告前再交投影片和講稿供老師和同學預習，

當研究成果需在同樣的時間完成，學生所得到的研究時間相當，浪費時間而影響

別組的狀況就會相對減少，如此也有助於教師班經和評量，於此階段可以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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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來要求每一位同學，使得評量的公平性再提高。 

 

三、應設計有效評估學習成效之評量方式建議 

    不論是哪一種教學方式，評量的公平性都會是學生與家長觀注的焦點，在此

次的課程規劃中，主要以 IBDP的標準與模式來進行評量規準的設計，平時的形

成性評量可讓老師對學生的學習態度進行評估，最後的總結性評量則評估學生的

學習成效，然而，因為是小組合作學習，多個專題由二到三人共同研究、製作，

學生之間的工作分配、責任付出都會有不同的成效影響，研究者以為，「組內自

互評表」即是一個可為學習成效評核的重要參考，但其中的題目該如何設計，結

果如何解釋，老師就需多方考量，以使評量規準更具效果。 

 

貳、IBDP 教師於課程中所需提升之專業知能建議 

一、教師應組成教學 PLC，以利於與學生做專題的討論 

    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一群人的力量無限，IBDP的研究領域寬廣，單憑老師個

人的能力、時間，絕對無法應付課程與學生學習的需求，因此，老師們應結合大

家的力量，將課程所需的專業知能以分工的方式去探究、瞭解，進而分享，才能

在有限的時間內，把備課的效能擴大，藉由這次 IBDP 的課程與教學，研究者與

另三位老師共同備課，因所要準備的專業知識已非國文的理解，而是與語言文字

相關的各項議題，在老師們的分享中，更體驗到了共備所激發的想法及帶來的效

益，因此，研究者建議，在進行 IBDP課程時，老師們應組成 PLC，以多數人的力

量，將這個課程更順利、更穩健的推動，老師先專業增能，再帶至學生的學習，

使之更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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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應積極參與教師研習，以增加專業知能 

    研習之於教師來說，有如活水的注入，讓教師的專業知能得以更新，一個老

師在長久處在一個得心應手的教學場域中，往往不會想再改變，然而，時代在

變、學生在變，老師若不願求新求變，堅持固有的教學方法就終將會被淘汱，更

何況以 IBDP的課程進行教學，課程不同、教法不同、學生學習目標不同，學習

方法也不同，老師在面對這樣不同的課程時，增能求變更是必然。研究者於教學

過程中發現，多數老師會想參加 IBDP相關的專業研習，也多數老師希望能藉由

研習來讓教學的過程更具信心，因此，研究者亦建議，在實施 IBDP課程時，各

學科領域應適時的請專家到校進行專業分享，也應多鼓勵老師們參與校外的教師

專業研習。 

 

三、教師應觀察並積累日常語言與文學知識的使用 

在 IBDP的語文 A：語言與文學的課程中，不論是語言的部分還是文學的部

分，都希望學生能結合語境來進行探討，而語境所牽涉的範圍，從時間到空間，

不同時間有不同語境，不同文化有不同語境，不同地方自然也會有不同語境，學

生的研究方向不一定會與老師的想法相同，因此對於語境的認識就需要更多元、

更廣泛，然而老師平時除了授課，難有時間去認識所有的語境所帶來的語言，因

此，研究者建議，平時即多涉獵語境與語言的相關資訊，或在閱讀時可再多些語

境的思考，不論是書籍，或是報章雜誌，對於語境與語言的熟悉是絕對有幫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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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KCIS G12 課程規劃與教學進度 

 

 

 

 

 

 

 

 

周 日期 主題 單元 內容 課程活動 校內評估 

1 
08/29 
-09/04 

課程與評估概說 課前簡介 
1.評估及測驗方式 

2.研究方法論 

1.研究方法介紹 

2.專題分組 

3.黃金圈式思考 

 

2 

09/05 
-09/11 

文化背景／語境

中的語言 
課程引導 

1.何謂文化背景/語

境？ 

2.文本與語境的概

念 

3.核心概念：批判

性思考的培養 

4.揭櫫語言研究主

題 

1.文化背景/語境介紹 

2.引導發現文化語境

對文本的影響 

3.認識批判性思考 

4.批判性思考練習 

5.語言研究主題引導 

 

3 

09/12 
-09/18 

專題導向式學習

—專題製作 

1.語言與群體

﹙民族／地區／

次文化﹚ 

2.語言與社會關

係（社會地位和

行業地位、門

第） 

3.勸說性語言的

應用 

（廣告、呼吁） 

4.媒體體系（電

視頻道、因特網

搜索引擎） 

專題： 

1 大眾傳播（視覺影

象、漫畫、電影、

廣告） 

2 刻版印象（性別、

種族） 

3 說服性語言（康

告、籲請、宣傳） 

4 文本偏見（新聞報

導、體育報導） 

1.報告主題發想與討

論 

2.資料蒐集與整理 

3.材料閱讀與分析 

 

4 

09/19 
-09/25 

1.資料彙整與編輯 

2.報告簡報檔的製作 

3.演講稿的編寫 

4.與主題相關之創意

寫作資料蒐集 

5.討論創意寫作細部

命題 

與題材選擇 

創意寫作一

篇創意寫作

題目自訂

（需與研究

主題相關，

但不可相

同） 

 

5 09/26 
-10/02 

專題導向式學習

—專題報告 

1.語言與群體

﹙民族／地區／

次文化﹚ 

2.語言與社會關

係（社會地位和

行業地位、門

第） 

3.勸說性語言的

應用 

（廣告、呼吁） 

4.媒體體系（電

視頻道、因特網

搜索引擎） 

專題： 

1 大眾傳播（視覺影

象、漫畫、電影、

廣告） 

2 刻版印象（性別、

種族） 

3 說服性語言（康

告、籲請、宣傳） 

4 文本偏見（新聞報

導、體育報導） 

1.閱讀與分析 

2.小組發表與問答 

每週二組上

台專案報告 

6 10/03 
-10/09 

每週二組上

台專案報告 

7 10/10 
-10/16 

每週二組上

台專案報告 

8 10/17 
-10/23 

每週二組上

台專案報告 

1 交個人報

告之創意寫

作 

9 10/24-
10/29 

課程反思與回饋 

IBDP 中文 A：語

言與文學之語言

階段課程總結 

1.總結語言階段課

程 

2.研究與報告過程

之反思 

以世界咖啡館形式分

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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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學教案 

（一） 

 

 教學內容 時間 教學資源 

單

元

一

：

課

程

簡

介

與

引

導 
 

 （第一節） 

教師準備 
1. 課程說明 PPT 

2. 空白分組名單。 

課程內容 

1.教師藉由課程說明 PPT 讓學生認識 IBDP 之

授課方式與學習方法。 

2.說明評估方式：小組專題報告與個人報告。 

3.同學進行分組，以 1~3 人為一組。 

 
（第二節） 

教師準備 
1. 研究方法介紹 PPT 

2. 黃金圈思考（why、what、how）影片 

3. 黃金圈思考學習單 

課程內容 
1. 教師藉由研究方法介紹 PPT，提供學生可用於報

告中之研究，以提供相關佐證或豐富資料。 

2. 教師藉由黃金圈思考影片，引導學生在設想題目

時先找出核心問題，接著再想要怎麼做，為何要

這麼做。 

3. 發下黃金圈思考學習單，讓學生根據上一堂的分

組進行專題研究的黃金圈思考，想出想做並可以

做的研究主題。 

學生先瞭解各研究方法，再藉由黃金圈的思

考方式，想出具體可行的研究方案。 

（第三節） 

 

45 分鐘 

 
 
 
 
 
 
 
 

45 分鐘 

 
 
 
 
 
 
 
 
 
 

 
45 分鐘 

 
 
 

 
單槍投影機、電

子白板 

 
 
 
 
 
 
 
 
單槍投影機、電

子白板 

  自製學習單。 

 
 
 
 
 
 
 
 
 
單槍投影機、電

子白板、影片、

文本 

課程主題 IBDP 語言 A：語言與文學課程 

授課單元 單元一：課程介紹與導引 

教學方法 分組合作學習 

教學對象 康橋國際部高三學生 教學節數 5 節 

教   學   目   標 

1. 能認識 IBDP 中文 A：語言與文學的上課方式與學習方法。 

2. 能瞭解 IBDP 中文 A：語言與文學的成績評估方式。 

3. 能分辨語言與文學的相互關係。 

4. 能運用批判性思考解析文化/語境中的語言。 

5. 能欣賞同學的能力進行專題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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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準備 

1.文化背景/語境影響語言之比較影片：《小

時代》、《魯冰花》 

2.文化背景/語境影響語義之相關文本：李怡<

因字成讖> 

3.文化背景/語境之影響學習單 

課程內容 

1.老師藉由語境影片與文本，引導學生找出文

化背景/語境對語言文字之影響。 

2.老師先發下學習單，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先

觀看影片，判斷故事發生在怎樣的文化背景

下，而影片中的表述方式，又是如何被文化

背景所影響。 

3.接著老師發下相關文本，學生從文字中找出

語境對文義的影響。 

（第四節） 

教師準備 

1.批判性思考 ppt 

2.批判性思考影片：「五步法教你提高批判性

思维能力」 

3.批判性思考練習與討論 

教學活動 

1.藉由 ppt,介紹何謂批判性思考 

2.從影片中的簡單說明，認識批判性思考 

3.藉由學習單上的邏輯問題，引導並讓學生了

解要如何批判性思考。 

（第五節） 

教師準備 

1.語言研究主題 

2.分組名單 

3.開啟共用 google docx 

教學活動 

1.學生在第三堂課瞭解文化語境對語言、語義

的影響後，老師將以四個與語境語言的相關

議題交由學生做研究。 

2.四個與語言、語議相關的主題，由學生小組

自行討論，選擇一最想做的主題，並將結果

填寫在共用的 google docx。 

4.老師可於共用的 google docx 看到學生所討

論的題目，並於課堂中隨時與之討論。 

 
 
 
 
 
 
 
 
45 分鐘 

 
 
 
 
 
 
 
 
45 分鐘 

  自製學習單。 

 
 
 
 
 
 
 
 
 
單槍投影機、電

子白板、影片 

  自製學習單。 

 
 
 
 
 
 
單槍投影機、電

子白板、分組名

單、google 

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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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內容 時間 教學資源 

單

元

二

：

專

題

導

向

式

學

習

~

專

題

製

作 

 

一、教學時間：第三週 5 節、第四週 3 節 

二、學習方法：以分組合作學習為主，獨自

學習為輔。 

三、分組方式：學生自行找組，若想一人進

行研究亦可 

四、分組結果：21 位學生，有二位獨立研究

個人感興趣的主題；有二組為 2 人一組，其

餘皆為 3 人一組，共分 9組。 

五、選題方式：四個主題，每個主題可為兩

個小組選擇，個別獨立研究的學生可不限，

可自由選題 

六、課程進行方式： 

  1.確定研究題材： 

    從四個主題中選出一個主題後，可根據老

師給這個主題的建議或自行發想相關的研究

題材。 

  2.確認研究方向與研究範圍： 

    研究題材確定後，教師會於討論時提醒學

生需確認研究方向與範圍，所設定的方向與

範圍應考量到現階段的時間及能力。 

3.討論研究題目： 

    先由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出研究報告的題

目，並將結果 po 在全班共享的 Google 

Docx，老師將就文件上的題目與各小組討論

題目是否妥適，再引導修正。 

  4.蒐集相關資料： 

    可從網路、學校圖書館、社區圖書館以至

國家圖書館搜索研究相關資料。 

  6.整理並分析相關資料： 

一節課 45 分

鐘，共 8節 

學生自備筆

電、Google 

Drive、 

Google Docx 

課程主題 IBDP語言 A：語言與文學課程 

授課單元 單元二：專題導向式學習--專題製作 

教學方法 專案導向式學習 

教學對象 康橋國際部高三學生 教學節數 8節 

教   學   目   標 

6. 能判斷媒體的各種傳播方式 

7. 能體察到媒體對於意識型態的影響力 

8. 能分析大眾媒體如何藉由語言和形象來傳達訊息，並有說服勸喻或娛樂效

果。 

9. 能解構研究主題，並確實訂定題目。 

10. 能運用研究方法蒐集、彙整並分析資料以得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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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所蒐集來的大量資料，並作歸納、分

析與整理。 

  8. 製作專題報告 PPT  

    將所歸納、分析的研究結果與發現製作成

PPT，並於接下來的課程進行發表 

  9.專題報告 PPT 講稿編寫 

    根據 PPT 的內容及研究結果撰寫講稿。 

七、作業--個人報告：創意寫作一篇 

  1.作業要求： 

（1）.需含寫作動機：360 字、正文：1200 字 

（2）.題目自訂並需與老師討論 

（3）.寫作主題需與專題報告相同，但所定之

作文題目不可相同 

（4）.除新詩外，書寫形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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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內容 時間 教學資源 
單

元

三

：

專

題

導

向

式

學

習
~

專

題

製

作 

 

一、報告方式： 

  1.先以主題再以小組抽順序上台報告 

  2.報告與問答時間一人約各 10 分鐘： 

    一人獨立報告：報告 10 分鐘、問答 10

分鐘  

    二人一組：報告 20 分鐘、問答 20 分鐘 

    三人一組：報告 30 分鐘、問答 30 分鐘 

二、報告順序 

第一、二節：刻板印象 

第三、四節：刻板印象 

第五、六節主題：大眾傳播 

第七、八節主題：大眾傳播 

第九、十節主題：文本偏見 

第十一、十二節主題：文本偏見 

第十三、十四節主題：說服性語言 

第十五、十六節主題：說服性語言 

------------------------------------------------------

-------------------------------- 

三、課程內容 

（第一、二節） 

報告主題：刻板印象 

研究專題：韓國人愛整型--語言影響刻板

印象之研究 

報告人數：三人 

（第三、四節） 

報告主題：刻板印象 

研究專題：饒舌歌中物化女性言語之研究 

一節課 45 分

鐘，共 16節 

學生自備筆

電、教師筆

電、Google 

Drive、 

單槍投影

機、電子白

板 

課程主題 IBDP 語言 A：語言與文學課程 

授課單元 單元二：專題導向式學習--專題報告 

教學方法 專案導向式學習 

教學對象 康橋國際部高三學生 教學節數 16

節 

教   學   目   標 

11. 能判斷媒體的各種傳播方式。 

12. 能體察到媒體對於意識型態的影響力。 

13. 能分析大眾媒體如何藉由語言和形象來傳達訊息，並有說服勸喻或娛樂

效果。 

14. 能展現研究成果並充分表辭達意。 

15. 能應付研究相關提問並能對答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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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數：三人 

教師教學：完全交由報告學生負責，不論

是報告時的秩序，或是問答時的回應，老

師不干預、不介入，待報告結束後才作總

結。 

------------------------------------------------------

--------------------------------- 

 （第五、六節） 

報告主題：大眾傳播 

研究專題：語言造就近二十年電影經典台

詞之分析與研究 

報告人數：三人 

（第七、八節） 

報告主題：大眾傳播 

研究專題：藉比較韓劇與台劇中置入性行

銷的表現手法，探討銷售成效與語言使用

之關聯 

報告人數：三人 

教師教學：學生在報告時不干預、不介

入，但及問答時提出多個問題，並在兩組

結束後做總結。 

------------------------------------------------------

--------------------------------- 

（第九、十節） 

報告主題：文本偏見 

研究專題：從馬習會探究新聞語言中的政

治角度 

報告人數：二人 

（第十一、十二節）  

報告主題：文本偏見 

研究專題：從中共與法輪教徒的相對立場

論新聞媒體的視角與偏見 

報告人數：二人 

教師教學：學生在報告時不干預、不介

入，於問答時提出問題，並於換場時做前

一組的總結。 

------------------------------------------------------

--------------------------------- 

（第十三、十四節）  

報告主題：說服性語言 

研究專題：川普和希拉蕊的辯論研究 

報告人數：一人 

研究專題：TED TALKS講者如何說服觀

眾 

報告人數：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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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十六節） 

報告主題：說服性語言 

研究專題：百貨公司周年慶行銷手法之研

究-以台北新光三越,sogo 百貨為例 

報告人數：三人 

教師教學：老師在學生報告、問答時皆予

以協助、並在三組互換場時進行上一組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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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內容 時間 教學資源 
單

元

三

：

專

題

導

向

式

學

習

~

專

題

製

作 

 

教學活動： 

課程反思與回饋之討論方式：世界咖啡館 

一、活動步驟： 

（一）.先徵求五位志願者擔任小組主持人 

（身負重任，課堂表現態度另加 5 分） 

  1.不換組討論 

  2.需引導每次分組的成員決定主題延伸出

的問題 

  3.需關心同學有無發言並適時引導 

  4.需做討論記錄 

  5.最後上台分享主題延伸問題的討論過程

及結論 

（二）.同學自行加入各個討論主題，形成

約五~六人的討論小組（含主持人），並每

組負責一個主題，分別是： 

  A.上課模式 

  B.報告準備過程 

  C.報告應答過程 

  D.習得收穫 

  E.檢討改進 

（三）.主持人引導主題延伸出小組想討論

的問題 

例如： 

  A.我覺的這種上課模式的優點 

  B.我在報告準備過程中用來解決問題的方

法 

  C.我在台上報告時的感觸及應對問答時的

心情 

一節課 45

分鐘，共 2

節 

教師筆

電、、 

單槍投影

機、電子白

板、記錄

單、B4

紙、筆 

課程主題 IBDP 語言 A：語言與文學課程 

授課單元 單元四：課程反思與回饋 

教學方法 分組合作學習 

教學對象 康橋國際部高三學生 教學節數 2 節 

教   學   目   標 

16. 能表達對 IBDP中文課程的學習方式及與傳統式教學之不同。 

17. 能省思報告準備時所遇之困難及解決之道。 

18. 能觀察到報告過程中所遇之問題並給予改善的建議。 

19. 能感受到整個學習過程中的成長與收穫。 

20. 能發現學習過程中而要改進之處，並予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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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我在這次的報告中有什麼收穫 

  E.我覺得整個課程還可以檢討改進的地方 

（四）.討論十分鐘後，除主持人外，小組

打散重新找組（不重複主題） 

（五）.重新分組後，進行新階段的討論 

二、記錄方式 

（1）.由主持人記錄 

（2）.以中文（姓）名做發言記錄 

（3）.引導題目時，可參考前組同學的記

錄，再加以延伸 

（4）.請避免發言內容的重複記錄 

三、教師教學 

1.清楚講述「世界咖啡館」的進行步驟及規

則。 

2.走動式觀察，並適時引導學生構思題目或

應答方向。 

3.以碼表計時，十分鐘即需換組。 

4.最後進行課堂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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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黃金圈思考學習單 
 

 練習：請藉由「黃金圈」的概念，根據你的小組主題，設想研究方向 

                                    班級：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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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語境之影響學習單 
 

 

 

 

 

 

 

 

 

 

 

 

 

 

 

 

 

 

 

 

 

 

 

 

 

 

 

 

 

 

 

 

 

 

 

 

 

 

 

 

 

 

 

 

 

 

 

 

 

KCIS G12 語境之影響 課堂引導學習單    班級：         姓名： 
一、 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即使用相同的語言仍會有不同的語境，而電影的片名翻譯中就很

常看到，在 PPT 中我們看到了幾個幾部電影在台灣和在大陸有不同的片名，請在網路

上進行搜尋，再舉出三個台灣與大陸因翻譯而為同片不同名的電影。 

台灣電影 大陸電影 

  

  

  

 
二、 在課堂中，我們看了「小時代」和「魯冰花」的電影片段，這兩部電影所呈現的方式可

說大不相同，請找出這兩部影片中使得語言、語義出現差異的語境有哪些？ 

 
 
 
 
 
三、 在閱讀李怡<因字成讖>後，請思考下列問題。 

1. 在文章中討論的是什麼問題？ 

 
 
 
 
 
2. 這個問題有什麼樣的時代背景？ 

 
 
 
 
 
 
3. 這個問題又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心理？ 

 

 



142 
 

附件五、創意寫作格式 

 

 

 

 

 

 

 

 

 

 

 

 

 

 

 

 

 

 

 

 

 

 

 

 

 

 

 

 

 

 

 

 

 

 
 

 

 

 

題目：18 號字 標楷體 置中 粗體 
姓名：16號字，其餘同上 

一、 寫作動機(14號字，新細明體，粗體)： 

(內文)12號字，新細明體，間距 1 

二、 正文 14號字，新細明體，粗體)： 

(內文)12號字，新細明體，間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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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專題報告小組互評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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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專題報告自互評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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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附件八、反思回饋討論活動記錄單 

（一） 

 
 

 

 

 

 

 

 

 

 

 

 

 

 

 

 

 

 

 

 

 

 

 

 

 

 

 

 

 

 

 

 

 

 

 

 

 

 

 

 

 

 

 

 

 

 

 

 國 文 期 中 報 告 回 饋 與 反 思     

第一階段課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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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 文 期 中 報 告 回 饋 與 反 思     

第一階段課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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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 文 期 中 報 告 回 饋 與 反 思     

第一階段課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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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 文 期 中 報 告 回 饋 與 反 思     

第一階段課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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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 文 期 中 報 告 回 饋 與 反 思     

第一階段課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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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教學省思札記 

教學日期  教學進度  

課程內容  

學生整體

學習狀況 
 

教學困境

與省思 
 

各組學習狀況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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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教學觀察記錄單 
日期：      年    月    日 授課節數： 課程單元： 

觀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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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訪談記錄單 
日期：      年    月    日 訪談對象 

師       生   

被訪談者姓名：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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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共同備課記錄 

日期：    年   月   日 
共備

老師 

 

週次  

課程單元  

備   課   記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