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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人經由 94年度實際帶領一支遊學團，與 21位學生及 4位老師；95年度

遊學團 12位學生及 2位老師，朝夕相處 21天中，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入訪談蒐集
資料，並經過整理、分析、歸納與詮釋後，根據前項研究目的，將研究發現呈現

如下：第一節研究結果；第二節研究討論；第三節研究者省思與收穫，茲分述如

后： 
 
 

第一節  研 究 結 果 
 

    透過辦理遊學並參與觀察與深入訪談蒐集資料，經過整理、分析、歸納與詮
釋後，根據前項研究目的，將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壹、國中學生值得辦理海外遊學 
         
海外遊學一直是高中及大學等學生的活動，在社會急遽變遷、經濟發展奇

蹟、追求國際化與全球化等因素，海外遊學再也不是高中及大學的專利，本校曾

有辦理海外遊學的經驗，復經這兩年的籌辦並作研究，國中學生參與遊學活動，

不單純在語言學習的收穫，個人的經驗成長與累積，異國文化的體驗與學習等

等，都足以證明國中階段的學生似有機會參與海外遊學之必要，進而說明國民中

學在主客觀條件允許下值得辦理海外遊學。（參考表 15） 
 
 
貳、語言教學與課程計畫的重要 
         
海外遊學主要係著重語言學習，順便規劃做旅遊活動，本研究在課程規劃及

相關活動並重下，每天上午六小時的語言課程學習，接著選修活動的進行，但在

觀察及訪談資料中發現，有學生建議語言課程學習六小時過長，適時縮短一些，

可見海外遊學應著重在那一向度，應經過該遊學團成員及家長表達意見，如果是

站在學生立場，或許會以旅遊考量為前題，站在學校及家長立場考量，是以語言

學習為前題。（參考表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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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修課程與週六活動的學習 
 
辦理海外遊學初衷以語言學習為主、旅遊為輔，對此，本校辦理海外遊學課

程計畫，除上午語言課程學習外，下午的選修課程及週六活動，也是這次海外遊

學的重點；但在觀察及訪談資料發現，有學生提議下午的選修課程與上午語文課

未有相關性，在這兩年課程計畫前的共識，下午的選修課程應與上午語言課程學

習內容相環扣才屬正確妥適；至於週六活動，交通、景點、導遊及午餐等皆滿意。

（參考表 13、14） 
 
 
肆、寄宿環境與餐飲文化的體驗 
         
海外遊學的住宿方式很重要，會直接影響到遊學的語文學習及遊學品質，有

海外遊學集中住宿於學校宿舍，另有採慎選寄宿在寄宿家庭者；本遊學團兩年皆

以慎選寄宿在寄宿家庭方式，語文學習及異文化體驗學習效果佳，惟去年有一寄

宿家庭因為養貓，某一天晚上停電，貓咪跑到學生床上，這位同學受驚嚇，第二

天緊急更換寄宿家庭；今年有一寄宿家庭較為吵鬧，經反應與建議後已做改善，

但未更換寄宿家庭。（參考表 15） 
 
 
伍、擴展個人經驗、「異文化」的體驗與學習及遊學的收穫與體驗 

 
遊學對當事人的觀點而言，首先是擴展個人經驗，如：積極去和外國學生交

談，認識朋友（觀 0715001）；能夠主動與人交朋友（觀 0712001）；孩子能融入，
和他們玩耍會利用英文，增加許多練習英文的機會(訪0706003)；其次是「異文

化」的體驗與學習，如：去 down town的街上，很樂於享用當地文化，品嚐當地
有名的巧克力 apple/banana，英文的使用在購物時也都敢用，不用老師陪伴點餐
（觀 0715001）；我覺得自己變的比在台灣獨立自主，英語能力(程度)應該有比較
進步，可學到課本裡沒有的知識，又能感受異國文化，實為一個難忘暑假(訪

0719005)；最後是遊學的收穫與體驗，如：新事物新體驗、增加自信心與勇氣、

學習獨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參觀博物館培養藝術與欣賞的能力、增進表達與溝

通的能力、了解當地人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培養主動探索的能力、學習如何與

陌生人相處、拓展視野與建立國際化的心胸、體會多元學習方式等收穫。（參考

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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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 究 討 論 

 
     
本節從當事人的觀點，探究短期海外遊學經歷對於學生的意義、收穫和期

待，以及學生於遊學進行過程中的體驗、想法與省思等，首先依遊學的經驗及感

受；其次以遊學之教育意涵與價值等方面，加以陳述於後： 
 
壹、遊學的經驗及感受 
 
    本段落研究討論內容，首先依擴展個人經驗；其次係以「異文化」的體驗與
學習；最後以遊學的收穫與體驗等方面加以陳述： 
 
一、擴展個人經驗 
 

從觀察及訪談的資料得知，遊學對擴展個人經驗是有很大的幫助的，例

如：Shelly同學喜歡跟著外籍老師走，和外籍老師聊天，也很積極去和外國
學生交談，認識朋友；另一位同學能主動與外籍學生交談，學習英語的意願

很強烈；也有同學對於學校或遊學團所安排的課外活動都能積極的參與，也

樂在其中；我覺得自己變的比在家鄉獨立，英語能力(程度)應該有比較進

步，可以學到課本裡沒有的知識，又可以感受到異國文化，實在是一個難忘

的暑假(訪0719005)，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一）觀察過程與紀錄發現 
        

1、Shelly在這次遊學團當中，算是比較特立獨行的人，不太常跟凌雲學生
混在一起，他喜歡跟著老師走，和老師聊天，也很積極去和外國學生

交談，認識朋友，觀察他的筆記和作業，發現允薔很認真的在做功課，

勤查單字，把握機會學習，雖然沒有常和同學混在一起，但學得很多。

（觀 0715001） 
2、原個性較為內向害羞，但一週之後情形改善許多，能夠主動與人交朋
友，臉上也多了許多笑容，唯說英文的意願與動機能不夠強烈。（觀

0712001） 
3、今天只能主動與外籍學生交談，學習英語的意願很強烈，拊其他同學
都在說中文時，他能堅持以英語回答或與同學交談。另外，禎芳也勇

於問問題，當聽到他不懂的單字時，他會問What's that?有非常良好的
學習態度。（觀 0706001） 

4、他算是學生中，生活適應很快的，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仍十分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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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英語學習及作業都覺得還蠻可以接受，他在和外國學生也可以

“以球會友“，唯有一天身體微恙，頭痛發燒，homepa帶他去看了醫生，
第二天又活蹦亂跳，適應能力非常好。（觀 0710002） 

5、第 2週以來，對上課的課程及 homestay有比較適應，笑容也多了起來，
由其他很高興老師們及校長去 homestay探訪她。（觀 0715001） 

6、對於學校或遊學團所安排的課外活動都能積極的參與，也樂在其中。 
具備敏銳的觀察力，對任何事物保持探究的精神，因此，常有新奇的

體驗與老師即同學共同分享。（觀 0712001） 
7、host family中父為白人，母為日本人，2個 7歲以下小孩，她可以調整
自己本來對日本人的偏見（歷史課本中）讓自己去欣賞日本媽媽和善

的個性，和 host family的小孩一起玩鋼琴、電動，真正開闢了學生視
野、心胸。（觀 0705001） 

8、今天去市區觀光，standly park一日遊，容仕因為前兩天上課，外籍老
師有待去看過了，他會主動介紹景點、歷史淵源等，給我聽，表示他有

聽懂外籍老師的英文介紹，也有吸收，更樂於與人分享，學到的東西似

乎比別人更多、更深廣。（觀 0709001） 
9、學生已非常的習慣中午吃三明治，大部分孩子的中餐都有變化，少部份
的孩子，由於寄宿家庭吃的比較簡單，沒有改變，開始會和其他學生交

換食物，嘗試不一樣的口味，有些學生聽說已吃膩午餐，會利用中午休

息時間，去附近的速食店點餐吃。（觀 0718001） 
10、Scott跟同伴間的互動大致上還不錯，可以互相分享從 homestay和 peter、

howard的 homestay在對面，他每天都會過去與他們同樂，甚至是一起
用餐。 
但是 scott在與人際的互動上，禮節應該是可以再加強，譬如；會惡作
劇的將垃圾塞給同學，或是搶同學的食物來吃...這些都是應該改進的。
（觀 0708001） 

11、Lisa總是一幅笑咪咪的謙和有禮，對同學、老師永遠是有禮貌的交談，
對於自己不懂的是一定馬上的請教周邊的同學或老師，他的人格特質非

常的棒，是個可以自動自發學習的孩子。（觀 0714003） 
 
 （二）訪談過程與紀錄發現 
        

1、每次的活動的種類都不同，可以有許多前所未有的體驗: 

（1）city tour 

          水族認識許多動物 

          Stanley Park了解文化 

 

 



 89

（2）Robson sreet 

           街道、建築 

           時間普通 

（3）保齡球很特別，和台灣的感受不同。 

Conclusion:活動太短，回家時間太早。(訪0708001) 

2、寄宿家庭的環境、寄宿家庭的成員和你的相處? 

（1）家人的說話速度較快，有時難以理解。 

（2）彈簧床、床邊設施都很棒。 

（3）人親切又大方。 

（4）孩子能融入，和他們玩耍會利用英文，增加許多練習英文的機會。(訪

0706003) 

3、Host family和你自己在台灣的家庭有何差別? 

       奶奶表達感情很直接，常會抱我和Lisa，對我們很好，感覺很溫暖。 

       外國人比較重視禮貌，餐桌上的禮儀或生活上的要求比較多，他的孫子

才三歲，只要做錯事，奶奶都會及時糾正他，台灣沒這樣。(訪0711001) 

4、這次遊學有沒有哪些不習慣的?homestay或課程或三餐飲食? 

沒有，host mom對我們很好，很親切，偶爾會請他們的中國媳婦做中國

菜給我們吃。尤其是host mom對我們超好的，我胖了好多，每天都吃的

好好喔! 

    你覺得這次的課程、活動你最喜歡什麼? 

星期六的課後活動，可以跟台灣的同學一起去加拿大的觀光地區，走走

看看，見識一下。 

那你跟homestay的人溝通會不會有困難呢? 

不會，我蠻習慣的，不會講的就慢慢想怎麼講，加上host mom他都會知

道我們想問，想講的是什麼，所以溝通不會有困難。(訪0718004) 

5、你們昨天(週末)有去哪裡玩嗎?還是一直待在家裡跟homestay互動? 

我們昨天有跟host Dad和host Mom一起到一個農場，可以看得到採集蜂

蜜的過程，蠻有趣的。 

他們跟你們的互動好嗎?你和Michelle都這麼安靜，房間又有電視，會不

會常躲在房裡呢? 

還好，吃飯的時候我們跟他們會聊聊天，再進房間，另外他們假日有空

都會帶我們出去逛逛。(訪0711003) 

6、你覺得這次出來遊學，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我覺得自己變的比在台灣獨立，英語能力(程度)應該有比較進步，可以

學到課本裡沒有的知識，又可以感受到異國文化，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暑

假。 

如果再有機會，還會想再出來看看嗎? 

想想想!明年想再出來，超級快樂，超級好玩的。(訪07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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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文化」的體驗與學習 
 

            文化因素對於人類的生活方式影響很大，舉凡食、衣、住、行、育、樂
等等，都屬於文化中的一環，每個國家更因著社會、種族、歷史、文化等背

景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透過遊學的機會與經歷，學

生們有了一個「異文化」的直接體驗與學習機會。 
 
（一）觀察過程與紀錄發現 

     1、去 down town的街上，很樂於享受當地文化，吃了當地有名的巧克力
apple/banana，英文的使用在購物時也都敢用，不用老師陪伴點餐。（觀
0715001） 

      2、學生已非常的習慣中午吃三明治，大部分孩子的中餐都有變化，少部份的
孩子，由於寄宿家庭吃的比較簡單，沒有改變，開始會和其他學生交換食

物，嘗試不一樣的口味，有些學生聽說已吃膩午餐，會利用中午休息時間，

去附近的速食店點餐吃。（觀 0718001） 
 
（二）訪談過程紀錄發現 
    1、每次的活動的種類都不同，可以有許多前所未有的體驗: 

（1）city tour 

          水族認識許多動物 

           Stanley Park了解文化 

（2）Robson sreet 

          街道、建築 

          時間普通 

（3）保齡球很特別，和台灣的感受不同。 

Conclusion:活動太短，回家時間太早。(訪0708001) 

        
2、你覺得這次出來遊學，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我覺得自己變的比在台灣獨立，英語能力(程度)應該有比較進步，可以

學到課本裡沒有的知識，又可以感受到異國文化，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暑

假。 

3、如果再有機會，還會想再出來看看嗎? 

想想想!明年想再出來，超級快樂，超級好玩的。(訪07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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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學的收穫與體驗 
 
大體而言，學生自己覺得對於此次遊學的收穫與體驗，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一）新事物新體驗：遊學過程中學生遇到的每一個人、每件事物、每件東西

都是不同的嘗試，覺得很新鮮且富有變化，充滿未知性，好的、不好的，

喜歡的、不喜歡的，也都是一種無可替代的體驗，每天都有新事物發生，

就如探索一般地新奇（觀 0708001、觀 0712001、觀 0718001）。 
 
（二）增加自信心與勇氣： 

1、增加學英文和開口說英文的信心：不再害怕開口說英文，也比較不怕
說錯。 

         2、分級編班結交新朋友的信心：上課前已依學生英文能力編班，每天上
午六小時語文課，下午上活動課，同學間之互動機會很多，結交朋友

的信心大增。 
         3、增加日後和外籍人士交談信心：有機會赴加拿大遊學，同學是國際性

學生，任課老師是外籍人士，三週的相處、交談、學習，再也不會怯

場（訪 0715001、觀 0715001）。 
 
（三）學習獨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雖安排寄宿家庭，生活細節仍然要自己

打理，學習解決周遭環境所遭受的問題，學習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

能力（訪 0719005、觀 0715009）。 
 
（四）參觀博物館培育藝術與欣賞的素養：三週的語文課程及活動課程外，

三個週六分別安排學生從參觀 UBC人類學博物館、維多利亞國會大
廈、皇家蠟像博物館及寶翠花園等藝術殿堂，可以培養學生對於藝術

了解與欣賞的能力（觀 0709001、觀 0712001）。 
 
（五）增進表達與溝通的能力：週六旅遊與活動課程中，英文溝通、交談機

會很多，除了英文表達能力很重要外，表達自己的能力也很重要，經

由與他人的種種互動，學生體會到溝通的能力是必要的，若有溝通能

力欠佳，有可能表錯情會錯意之誤解場面（訪 0718004）。 
 
（六）了解當地人生活態度與方式：課程安排中的活動課、旅遊、逛賣場、

購物等，從購物中得到樂趣、滿足感及講英文的機會，進而了解當地

人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觀 0715001、觀 0718001）。 
 
（七）培養主動探索的能力：對於一個陌生的環境，人皆有其好奇心，何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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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自己有著強烈興趣與充滿吸引力的陌生環境，處在這樣的環

境，自然而然會產生主動探索周遭環境的能力，遊學正可以提供這樣

一個學習的環境與學習機會，有助於培養學生主動探索的能力（訪

0715001、觀 0718001）。 
 
（八）學習如何與陌生人相處：遊學團的成員來自各地，加拿大 KGIC語文

學校的同學又來自世界各國，加上寄宿家庭成員，每人個性殊異、生

活習慣、興趣、風土民情等迴異，學習彼此相處、互相了解、體諒與

尊重，成為必學課題（訪 0706002、訪 0712001）。 
 
（九）拓展國際化視野與心胸：踏入遊學目的地加拿大，映入眼簾的人物、

環境、景色、建築、文化及語言等等，全然異於可愛熟悉的家鄉台灣，

遊學過程走一趟，一個人的心路歷程必然或多或少會有所變化，尤其

跟所處環境相關，在歷經種種的體驗與經歷之後，心胸開闊，更有國

際化的心態與想法（觀 0705001、觀 0708001）。 
 
（十）體會多元學習方式：遊學計畫中課程安排、活動策劃及參訪體驗等，

雖依計畫周詳的課表上課，除了每天早上安排的語文課程外，下午的

選修活動課程及週六的參訪旅遊，都是很理想的課程安排，不單是考

量學生的學習原則和興趣原則，當然固守學生體會多元學習為要件（觀

0714003、觀 0715001）。 
 
 

貳、遊學之教育意涵與價值 
 
探究遊學對於學生的理論解釋與教育意涵，經由研究程序所獲得相關資料，

並加以彙整分析後，以遊學是個人的「直接體驗」、遊學可以提高個人的「文化

資本」、遊學可以培養學生的「多元智慧」、遊學是一個設計過及有目的性的「課

程」等向度加以呈現。 
 
 
一、遊學是個人的「直接體驗」 
 

            遊學對於學生而言，是他們個人人生歷程中的一段「直接體驗」。學員
參與遊學機會，將自己「投入及浸淫」在遊學之中，接受到許多刺激，這些

會形成某些印象，再將這些印象的訊息加以處理，因而便形成對遊學或某些

人事物的態度，形成態度後造成個人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日後可能還會影

響他們行為模式，譬如：以後還會不會參加遊學？會不會選擇到加拿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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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選擇到加拿大深造？及面對異文化的態度與看待方式、建立國際觀與全

球化的心態等等。 
            Kelly認為體驗是審美與喜悅，形式與自覺情感的特殊結合，是一種行

動與參與的結合，從而使相關的那段「參與時間和活動變得更有意義」

（Kelly,1983；趙冉譯，2000）。事實上，遊學教育正提供了如此一個機會，
讓學生在一段時間裡，可以將自己「置身」、「投入」、「浸淫」相對於他們自

己文化的異文化中，透過自己的雙眼去觀察、耳朵去寢傾聽，經由嘴巴去品

嚐他國的食物、與人說話增進了解與互動，再透過自己的內心去體會、沉澱、

反省與思考等等，以建構出屬於學生自己個人異文化的「直接體驗」與學習。

學生於這段遊學期間，把自己置身於遊學之中，實地親身體驗，在與環境及

人際的互動方面，會有許多發現，這些包含外在的探索與對自己內在的探索。 
            此外，在遊學的過程中，寄宿家庭的安排對學生而言非常重要，舉凡如

寄宿家庭成員的互動、以及和不同國家同學的互動，都是一種異文化的「直

接體驗」與學習。Neulinger認為透過個人的直接親身體驗，個人會產生一
種「精神狀態」，而非僅是活動或一段時間，亦非僅是環境或是行為而已，

而是與之伴隨而來的態度（Neulinger,1974）。對此，學生透過異文化的直接
體驗，在遊學的那段時間裡，經由相關的活動、與人相處互動、及與當時的

環境交互而成一種個人的「精神狀態」，此種狀態即是個人的「直接體驗」，

並且僅對於個人有其意義。寄宿家庭的安排對於遊學團的學生，是一個很好

的經驗與體驗，經由寄宿在當地人的家庭，與寄宿家庭成員相處互動，學生

把自己融入家庭之中，當作短暫時期是家庭中的一份子，一起用餐、一起生

活，寄宿家庭的 Home爸、Home媽及其子女也把外國遊學生視為短暫的家
庭成員之一，在此機會是一個很直接的異文化體驗，彼此探索之間的相同性

與異質性，相互學習、彼此了解，以致一起學習尊重與欣賞。 
            異文化的衝撞，會激盪出一些火花，彼此雙方透過摸索、刺激、互動及

對話，甚至是衝突磨擦，會相互調適文化上的相異處、衝突處，亦會相互觀

察觀摩學習優質的部分，甚至進而彼此相互吸引、欣賞，彼此不同的文化。

藉由這樣的異文化之接觸與互動，此時，給予學生重再思考的機會，再度思

考文化異同的這個議題，學生亦能透過了解別人，更加認識自己，進而反省

本身的文化，再次思考反省自己社會的價值觀，藉由反思，使自己沉澱，然

後再行出發；對另一型態文化的了解與認識，將會提升自身文化的再認識、

省思與啟示。 
 
 
二、遊學可以提高個人的「文化資本」 
 
        在遊學課程中，學習英文只是重點之一，提高個人的「文化資本」學習，
亦是吸引學生參與遊學的眾多因素之一，使他們願意到另一個國家，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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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習性、價值體系完全不同的社會去實際生活體會一段時日，反而是異文

化的體驗具強大吸引力。英文的學習，可在台灣很容易進行、如布置一個英

語學習情境、亦能聘請外籍老師授課，但在家鄉卻無法佈置一個自然的異文

化情境；對於異文化的興趣與好奇，希望接觸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的同學，

正是激勵學生參與遊學的重要因素之一。 
            學生參與遊學之動機，部分屬於自發性、抑或強迫性，其參與動機可能

都很單純，只是想學習英文、增加人生經驗、拓展視野、廣交好友、體驗不

同文化等等，整體而言，遊學可以增進個人的人生資產，可能有意無意，經

參與遊學後的結果，除增加自己的人生閱歷、開闊視野、獨立自主外，更增

加勇氣與自信心，這些不都是人生資產。 
        學生從遊學經歷中，不知不覺地增加了個人文化資本，從下列幾方面可以看

到： 
        參觀 UBC人類學博物館、國會大廈及名人蠟像館等活動，讓學生在非
物質面的文化品味提升了。人類學博物館、名人蠟像館等展示，給學生的感

官、智力等刺激，所引發的吸引力，除了可以培養學生對於藝術賞析、增進

智慧之外；至於國會大廈參訪，宏偉歷史建築、巴克洛夫建築設計等，亦是

知性的饗宴，也使學生在非物質面的文化品味提昇不少。 
            其次，結交不同國籍同學與朋友的經驗，學生返回台灣後，可成為與台

灣同學、朋友談話和聊天的話題，使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由於社會地位

與團體的不同，對生活的方式和抱持的態度會產生另種特殊型態，因而產生

地位團體的區辨力，亦即會表現在生活、飲食、衣著及藝術等品味的不同。

為此，學生的生活品味在不經意之間受到影響，甚至有提升作用。 
            除此之外，學生在加拿大收集當地電話卡、郵票、音樂 CD、書籍等等，

顯示出學生的文化品味，而這些品味悄悄地增加學生的文化資本。其實，參

與遊學本身就是提高自己文化資本的方式之一，因透過遊學的經歷，學生可

以接觸學習到許多人事物，以及參與非物質、高品味的相關活動，而參加遊

學的活動，即可提高學生個人或家庭的生活風格；黃毅志等人認為人們的生

活風格品味愈接近上階層，所呈現的文化資本也就愈高，文化資本也表現於

個人或家庭的休閒生活上。 
 
 
三、遊學可以培養學生的「多元智慧」 
 

            學生究竟從遊學中能學習到什麼？而他們的學習又是如何進行的？這
可以說是遊學的目的之一，亦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欲探究學生可以從遊學

中能學習到什麼，以及他們如何進行學習之前，我們應該先來了解遊學和學

習的關係。廣義的學習指的是個體因練習或經驗累積而引起外顯行為或行為

潛勢上，一項比較持久的改變（王文科，民 78）。學習的意思是「藉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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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知識」，「經驗」的意義之一「用感官直接認知事物」。知識又被界說為

通過經驗獲得學習和熟悉或理解，學習又被界說為獲得的知識（邵瑞珍、皮

連生、吳慶麟，民 79）。 
            遊學字面上可分為旅遊和學習，但是旅遊的部分也有可能發生學習；台

灣的遊學大都指的是語文方面的學習，而其他如英美法等國家，因為遊學風

氣較早開始，在不同的母語、文化背景及歷史等，學習的部分指的可能可能

有他國語文的學習、其他相關課程的學習，如：音樂、建築、企管、藝術等

等，視學生學習的需要及課程的安排而定。遊學可以定義為邊遊玩邊學習，

不僅可以增進語文能力，還能結交到世界各地的朋友，體驗不一樣的生活樣

態，讓自己增廣見聞。遊學也可以是兼具遊覽和學習的功能，藉由遊覽的過

程，體驗當地文化（廖敏和，1996；吳宗瓊、鄭秀怡，1998）。台灣的遊學
機構，有些是把遊學翻成遊中學、學中遊，或是短期的國外進修；一般認為

遊學可以達到旅行與學習為目的之活動。 
            職故，對遊學之解釋與定義可知，學習在遊學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學生的學習不僅發生於教室內，更隨時隨地發生於教室外，而教室外的

學習對於學生人生的影響，絕不亞於教室內學習的重要性。因此，以下則係

探究本遊學團的學生，學習了那些，以及是如何進行學習歷程。 
   
（一）主學習 

                 教室內的學習為本遊學團主要的學習，即是語言的學習，所指語言
的學習就是英文的學習，而這即是學生遊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凡是與英

文有關的聽、說、讀、寫、文法等等，都是主學習的範疇；此外，還有

活動式的學習也是其中之一，指遊學行程中課程表所安排好的活動，

如：史坦利公園巡禮、溫哥華瓦斯鎮巡禮、參觀 UBC大學及人類學博
物館、參訪國會大廈、蠟像館等等，凡此種種都屬於本遊學團的主學習。 

 
  （二）副學習 

                 本研究在此所指的副學習，是學生本身沒有刻意去學習，但經由遊
學的經歷而學習到，或許自己沒發現，或許後來才發現，重點不在學生

知道不知道或有無發現？重點是經此次遊學的經歷而學到，是一種價值

觀、態度、也可以僅是一個想法等等，只要學生不是刻意去學習，但能

學到，這些便屬於副學習。例如：學習尊重他人的態度、管理自己、對

自己負責任的態度、學習自處、學習欣賞、調適自己、與陌生人相處及

學習反省自己等等。 
 
  （三）輔學習 
            輔學習的學習範圍廣泛、種類繁多，本人僅就研究觀察與訪談所得

作一探討。從與老師和同學的彼此互動過程，他們必須學習如何表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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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以及學習尊重不同的意見、學習人際交往、學習試著去了解不同文

化的差異性，甚至欣賞與接受不同的意見、想法、文化和價值觀等等（學

習表達自己的能力、學習溝通和傾聽的能力、學習與他人相處的能力、

學習自尊自重和尊重他人）。學生還必須學習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學

習自我了解、自我負責），本人雖身為總領隊，負責遊學團的任何責任，

與輔導老師一樣負有督促學生上課之責，但卻是一種不是很嚴謹與制約

的督促之下，學生在快樂中學習，只有學生自己對自己的負責任態度表

現。 
               此外，在他鄉異地學習生活的能力，包括獨立自主的能力、主動探

索環境的能力及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亦即是培養學習如何學習的能

力。又由於遊學國家與班上同學不同的文化、社會背景，可增進學生的

國際觀和對全球化的洞悉，也是一種多元文化的了解與學習。至於，從

加拿大溫哥華歷史文化之旅、史坦利公園、固蘭佛島、瓦斯鎮、維多利

亞渡輪之旅、維多利亞國會大廈、皇家蠟像博物館與寶翠花園之旅及

UBC人類學博物館等活動之中，可以培養學生對文化、藝術的了解與
欣賞的能力。更重要係從遊學的經歷之中，有助於培養、增進學生對本

身的自信心。 
            經由探討學生於遊學過程中有那些學習的面向，吾人發現：遊學中

的學習是多面向的，學習隨時隨地發生，不僅發生於語文學校的教室內

或外，可能是有意地，抑或是無意地。遊學正提供學生一個培養與發展

「多元智慧」的機會。 
以下呈現本人於學生遊學歷程中觀察的發現： 

 
（一）培養學生的語言智慧 

           在遊學中，學生的主學習中有關語文的學習，除可培養學生的語言
智慧，對英文聽、說、讀、寫的能力，並進而對英文的拼字認字能力增

強，喜歡閱讀，可以用英文會話與人溝通。我們亦可從學生的輔學習中

發現，例如：學生必須學習與人溝通相處的能力、學生必須學習表達自

己意見的能力，以及培養傾聽的能力，這些正是培養學生語言智慧的方

式之一。此外，學生寄宿於寄宿家庭中，必須與這些成員溝通互動，從

溝通與表達自己的意見，增進的英文對話能力，也有助於培養語言智慧

（訪 0711001、訪 0718004、觀 0709001）。 
 
（二）增進學生人際關係智慧 

           人際關係智慧即是社交智慧。與人交往溝通時能察覺他人的情緒、
意圖、動機及感覺的能力，包括對他人臉部表情、聲音、手勢的敏銳，

分辨人際互動的諸多暗示，並加以有效的反應。從學生的遊學目的中，

可看出幾乎每位學生都希望能由這次的遊學經驗，結交不同國籍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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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事實上許多位學生都已結交到其他國家或該遊學團的好朋友。喜歡

與他人相處、樂於交朋友等，正是有著良好人際關係智慧表現的特徵之

一；即使沒有在這次遊學機會中結交到，我們仍然可以發現遊學確實有

助於培養與發展學生的人際關係智慧。因為在遊學整個歷程中，與人相

處互動、溝通、協調等，都有機會去了解別人並表達自己，實際上已佔

據遊學最重要的一部分，這可從課堂中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學生與學生

間的互動、與寄宿家庭成員的互動及與當地居民的互動等等，在過程中

學生幾乎時刻都必須與他人互動得知。為此，我們可以說遊學的經歷正

提供一個有助於培養與發展學生人際關係智慧的機會（訪 0718004、訪
0709004）。 

 
（三）強化學生環境適應智慧 

           學生自學校出發前往中正國際機場，在這段時間與路程中，學生是
高興、雀躍，沒有絲毫壓力與焦慮，在飛行十幾小時的航程，更看不出

有任何不安，直到加拿大溫哥華機場上空，部分學生的焦躁、不安，簡

直判若兩人，尤其搭乘大型巴士前往語文學校的路程中，以及到語文學

校，在用完午餐後，接著進行口試之測試，做為分班依據與參考，以致

於周邊環境介紹和認識，到第一天課程結束寄宿家庭爸媽來接回，進入

一個完全陌生、生疏環境，接著要相處三週的寄宿家庭成員，一連串的

未知、陌生，所有學生必須面對、接受到習慣，遊學到學習語文的外國，

家長不在身邊，任何生活細節、環境熟悉，都得靠自己，也因為有此遊

學機會，才有培養學生環境適應智慧（訪 0718001、觀 0710002、觀
0715001）。 

 
（四）建構學生視覺空間智慧 

           學生在遊學過程中主學習的部分活動，可以培養學生視覺空間的能
力和智慧。首先，從加拿大溫哥華的第一天第一堂課到素里語文學校，

而後安排乘坐快鐵到城市，以及安排加拿大溫哥華歷史文化之旅、史坦

利公園、固蘭佛島、瓦斯鎮、維多利亞渡輪之旅、維多利亞國會大廈、

皇家蠟像博物館與寶翠花園之旅及 UBC人類學博物館等活動中，每人手
上一份相關地圖，他們必須學會看地圖與方位感，知道如何於規定時間

內返回集合地點；從這些學習的活動安排中，可以培養學生對地圖的方

位感及空間感，以及訓練學生圖像式思考的能力。此外，在維多利亞國

會大廈、皇家蠟像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等安排，亦可培養學生經由參

訪活動機會接觸藝術，進而培養喜歡藝術、繪畫等興趣，目的不在於日

後要學生自己動手做，而是培養學生對藝術了解與欣賞能力；其他活動

的安排有助於學生利用眼耳鼻心等各種感官知覺加深印象。上列所提，

都可能幫助學生培養發展視覺空間的智慧（觀 0706001、觀 0712001）。 



 98

 
（五）培育學生肢體動覺智慧 

           肢體動覺智慧的特徵中，如對實際環境有高度反應，經由學習過程
的實際參與而學習等，我們可以從學生的遊學歷程發現，必須透過對其

所處的環境（加拿大溫哥華、語言學校、寄宿家庭等）有高度的反應，

方可從觀察訪談中可看出實際上也做出高度的反應。遊學整個課程設計

就是希望學生經由實際參與而學習，透過課堂、活動及寄宿家庭的參與，

對於溫哥華這個城市環境的參與與反應，即從實際參與過程中達到學習

的功效。由此可見，遊學有助於培養與發展學生的肢體動覺智慧（訪

0710001）。 
 
（六）提昇學生自我內省智慧 

           一個人能察覺個人內在情緒感覺，有自知之明，能夠做出適當反應
能力。並且對自己的長處、短處、內在動機、慾望能自我克制，有自律、

自重和自尊的能力，即具有個人自我內省的能力。一個人具有自我內省

的能力，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人們很習慣性地會陷入想當然爾的慣性思

維模式，而自我內省的能力的培養可以有心刻意地，但有時也必須有適

切適度的刺激點之激發，此點可以是不同的人、事、時、地、物及空間

等等（訪 0713001）。 
         這次參與遊學的學生中，每個都顯現出或多或少的自我內省能力，有
幾位在訪談中提及自己的所見所聞、經驗及感受，即是具有自我內省能力智

慧的特徵。對於遊學的學生而言，遊學確實是一個刺激學習的機會點，而這

個點正融會了人事物時空的不同，亦是一個激發個人自我內省很好的機會之

一。從研究者的訪談紀錄中，可以看出學生的自我內省能力，可經由「異文

化」的接觸機會，處於不同文化空間所產生的體會與經驗，也可能與不同國

籍的寄宿家庭成員或同學相處，進而思考激盪出不同的想法，因而更加認識

自我、了解自我，重視個人價值，並能深刻體會個人感受；而這些表現也是

具有自我內省智慧的特徵。 
        此外，從遊學的副學習中，學生必須學習管理自己，也必須學習對自己
負責任的態度，研究者雖身為遊學團領隊與輔導者，負有督促學生的責任，

但在毫無約束之下，學生的上課、活動、出勤等，一切正常運作，更沒有給

予任何增強，只有學生對自己負責任與增強，能夠對個人內在動機、自我克

制，有自重、自律和自尊的能力，即是具有個人自我內省的能力。 
 
四、遊學是一個設計過、有目的性的「課程」 
 

            從巨觀的角度來看遊學的既定行程表，就像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有目
的性「課程」。遊學提供的教育內容是多元性、多樣態，其既定的安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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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教學生英文之聽、說、讀、寫、文法，而且從活動中教學生興趣、態度、

價值及理想；不僅教既定課程、活動等有形的東西，並且藉不同的環境、氣

氛、文化等，期望改變學生氣質，潛移默化；不僅教導學生某些東西，且隱

藏某些東西不教給學生（歐用生，民 81）。 
            首先，先談談遊學這樣一個精心設計、具有目的性的「課程」，其背後

設計課程的目的性，其次再談談遊學課程其設計的部分。但是，研究者應說

明一點，這樣的觀點乃是從宏觀的層面與角度來看待遊學，也就是走出傳統

教室，將教室延伸到全球，以全球為學校，將遊學視為一個經過設計、有目

的性的「課程」。 
 
（一）遊學課程的目的性 

         遊學課程的設計，乃希望參與遊學者經由實地親身經歷遊學過程，透
過寄宿家庭安排體會與學習異國文化，即可開闊視野，亦能培養世界觀。

遊學活動包含學習、反省、觀察及體會的旅遊學習，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看

看他人想想自己、全心全意專注學習」（引述 GEC智意文化遊學簡介）。並
且期望經由這樣遊學學習，可以達到培養學生的部分能力和態度。茲將這

些所欲培養學生的能力或態度簡述如下（引述 GEC智意文化遊學簡介）。 
 

1、認識自己：參加遊學課程後，自己個體對居住地區優缺點分析，也能清
楚自己的立足點與使命感。 

2、開闊心胸：參與遊學能包容、能接納新事物，願意學習並累積知識和經
驗。 

3、關懷他人：願意學習如何去關懷他人、事物及其他生命個體，亦能學習
在別人的需要上體會到自己的責任。 

 4、語文能力：參加遊學課程能直接而清楚地與人溝通，並能精進自己的語
文能力。 

5、獨立自主：遊學中無論處於任何環境，能自理、自在、能獨立思考、自
我調適、判斷等，即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 

6、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僅能解決遊學時的任何問題，也能解決往後生活在
不同環境所面臨任何問題。 

7、觀察力的培養：課程與活動設計中，參訪活動安排與目的地，能激發學
生好奇心與觀察力。 

8、人生經驗的累積：參與遊學可以累積個人的人生經驗，期盼能成為未來
二十一世紀新公民。 

 
        由以上所列，該教育中心所給予學生的遊學簡介手冊中，有關課程及活
動內容的記載，可看出其遊學課程是具有教育目的性，並且是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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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遊學的歷程本身就是目的： 
           學生經由遊學的課程與活動安排，以增進語文能力、獨立性、解決

問題的能力及培養開闊的視野和心胸，並能進而認識自己、關懷他人及

關懷社會。在這遊學的過程中，他們吸收了一些新事物，經過個人本身

的內化過程，而有所收穫，如此會不斷地成長，有的成長快速、多點，

有的成長慢速、少點，但他們必定有或多或少的增長，據此，我們可以

說遊學的歷程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具有教育性的目的。 
 

 2、遊學提供個人某些程度的社會化： 
                遊學是一個社會化學習的方式之一。每一個人從呱呱墜地起，即開

始進行不斷社會化的過程，在家裡有兄弟姐妹，在學校有許多同學一起

讀書、一起活動，進入社會有許多人際互動機會，類似這些都是一個人

社會化的學習歷程。遊學亦提供個人一種社會化歷程的機會，因為該遊

學歷程中，接觸到的人有同團學生、不同國籍同學、老師、寄宿家庭成

員及當地人。從宏觀角度而言，我們以全球為學校，以遊學為一個有設

計、有目的性的「課程」，於是遊學歷程中接觸到的人事物等，彼此提

供一個互動與學習的空間和機會，也正是一個人社會化的學習機會。 
 
    3、遊學是個人的文化陶冶： 
           歐陽教授以為教育應是文化的繼承延續、保存適應、與創新發展，

個人對各種文化的涵濡，是教育的一種良好歷程，也是教育的目的之一

（歐陽教，民 62）。 
                 在台灣教育，接受的是本國的文化財與文化價值的文化陶冶，遊學

則是赴另一個國家，接收到的文化陶冶自是不同，不同文化會有不同的

價值觀與文化財，然只要不是不能見容於人類理性，或已不適合時代社

會需求的，就具有教育意義與目的性（歐陽教，民 62）。今日，全球已
經進入全球化、地球村時代，為配合適應全球化的時代潮流與價值，教

育可以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即是已以全球為學校，學習與培養全人類的

文化財，使學生具有廣而多面向的文化陶冶，在遊學的經歷，提供給學

生如此一個學習他國文化的機會，亦是個人文化陶冶的機會。 
 

4、遊學是自我實現的方式之一： 
                  學生於遊學中，編班測驗即是為個別差異所做的最佳安排，並隨時

視學生之學習與表現狀況，予以調整至適合其班級，其目的乃為使學習

能發揮至最佳功效，使學生能夠發展其天生稟賦與多元潛能，進而達到

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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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學是一個經過設計的課程： 
          從巨觀的層面與角度來看遊學，也就是走出傳統教室，將教室延伸至

全球，以全球為學校，將遊學視為一個經過設計、有目的性的「課程」。

歐用生教授認為課程可分為四類：顯著課程、理想課程、潛在課程和隱藏

課程等四類，學校提供的教育內容是多方面的，不僅教有形的東西，並且

藉環境、氣氛、文化等，改變學生氣質、潛移默化；不僅教導某些東西，

且隱藏某些東西不教給學生。 
遊學是一個經過設計的課程，我們可以經由遊學的課程活動表分析，將

遊學的課程與活動分成五部分，並從以下五點來分別述明： 
 
     1、英文正式課程（詳見附錄五、六） 

                 語文學習是遊學重要與主要課程之一，因之正式上課之語文課程，
在遊學廠商評比、遊學課程安排等考量，列入首要思考因素，一般遊學

團語文課程安排以每天三小時為主，本遊學團考量遊學是以語文學習為

重點，商請 GEC文化公司於語文學習課程時數作調整，修正為每天六
小時為主，從早上 09：00至 15：00共六小時。 

                 語文學習課程中，文法解析、閱讀、寫作、聽力、音標及會話即時
通等課程內容安排，經過三週的語文學習課程後，學生都感受到語文能

力增進、敢開口說英文、敢和老師或外籍同學交談等，足以證明個人在

英文能力精進不少。 
     2、多元活動課程（詳見附錄五、六） 

                 於遊學課程及活動設計之計考量，每天除重要的語文課程外，如何
能讓學生的學習更落實、興趣，因之在每天六小時的語文課程後，還可

以安排何種課程，以利語文學習或與之結合，每天 15：00後的活動課
程安排，首先應與早上語文課程結合，再者應以學生學習興趣考量，所

以每天的多元活動課程設計因而定案。 
            九十四年的多元活動課程包括：西洋棋、電影欣賞、甜甜圈製造參

觀、拜訪中學、籃球公開賽、森林公園團康、冰上溜冰、羅伯森街、美

式棒球及Metrotown參訪等；九十五年的多元活動課程包括：羅伯森
街、話劇之夜、美式壘球、趣味雷射槍、足式棒球、冰上溜冰、Field
足球、Mini保齡球、排球、Games Club、話劇成果及Metrotown參訪
等，在多元活動課程安排與學習，學生學習到與人互動、相互尊重及相

關活動技巧。 
     3、戶外教學活動課程（詳見附錄八、九、十） 

                 遊學課程及活動設計中，語文課程及活動課程是主要學習項目，為
了學生主學習而忽略副、輔學習，並非遊學課程安排所在，因此，戶外

教學活動課程，成為遊學課程安排達成副學習、輔學習的重要關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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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年七月七日安排的戶外教學活動課程－－溫哥華歷史文化之

旅、七月二十一日安排的戶外教學活動課程－－溫哥華博物館與天文台

之旅等；九十五年七月三日安排的戶外教學活動課程－－溫哥華市區觀

光、史坦利公園、水族館、瓦斯鎮及加拿大廣場等戶外教學活動課程；

在周詳課程計畫與安排下，戶外教學活動課程進行順暢，學生於戶外教

學活動中，學習及體會到異文化、觀察力、關懷心等的體認，進而培養

學生自我內省的能力。 
     4、週六活動課程（詳見附錄八、九、十） 

                 於遊學課程及活動設計之初，已設定遊學相關課程的排定原則，每
週一至週五的正式課程之外，週六的活動課程，將是遊學課程中具特色

課程之一。 
九十四年的週六活動課程：第一週六－－參觀史坦利公園、水族

館、固蘭佛島及瓦斯鎮等；第二週六－－參觀維多利亞渡輪之旅，包括：

維多利亞港、皇家蠟像館、女皇飯店、百年紀念公園、卑斯省議會大廈

及寶翠花園等；第二週六－－參觀 UBC哥倫比亞大學、UBC人類學博
物館及白石鎮等據點。 
九十五年的週六活動課程：第一週六－－參觀維多利亞渡輪之旅，

包括：維多利亞港、皇家蠟像館、女皇飯店、百年紀念公園、卑斯省議

會大廈及寶翠花園等；第二週六－－PEN遊樂園：包括 37種刺激驚險
的遊樂設施及系列的表演秀和特技演出等。週六活動課程的安排原意，

讓語文學習後，增添另類活動的學習與體驗，學生的參與和副、輔學習

充分學習。 
     5、週日寄宿家庭日活動課程（詳見附錄八、九、十） 

                 每週日不排正式課程，以寄宿家庭日活動課程為設計，設計中以「與
寄宿家庭同樂」為主題，學生經過一週的正式課程進行後，需要有一段

時間作學習後之反雛，將該週所學語文、活動等課程，作學習後的複習、

整理和回饋，增進學習之順攝抑制效果，以利做好下一週學習之準備。 
            週日寄宿家庭日活動中，寄宿家庭可能安排烤肉、游泳、旅遊、逛

街、作禮拜等戶外活動，當然也有少數寄宿家庭沒有安排任何活動，只

邀集親朋好友在家聚會；總之，寄宿家庭資格審核是經過當地政府機關

嚴謹通過，都具有一定水平與水準，對學生的生活照顧與安全教育等是

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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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 人 省 思 與 收 穫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方式，研究者直接進入研究場域，即研究者為蒐集相關

資料的工具，因此角色顯得特別重要，本人同時身兼多種不同角色，既是領隊、

輔導老師及研究者，過程中難免會產生角色錯亂的情形，但如何盡量保持研究的

真實性與立場的客觀性，而避免種種迷失，應是研究者重要課題。此外，身為參

與觀察者更應盡量排除主觀意識，站在客觀的立場參與觀察與紀錄當時場域中所

觀察的人、事、物之發展過程，筆者時刻不斷反思自己的角色問題，並儘量避免

干擾學生的行為表現，才不致於影響遊學過程中人、事、物在自然情境下的運作，

俾使所蒐集的資料盡可能如實呈現。（參考扎記、省思紀錄） 
 
壹、本人省思 
     
筆者以領隊及輔導老師身份，帶領遊學團蒐集本研究之資料，在不能影響學

生太多的休息及活動時間，於是在訪談過程中欲取得更豐富及真實資料，或許在

利用零星或過短時間訪談，以致可能影響學生的感受與思緒，可能導致一些重要

的訊息遺漏，這些都是本研究疏漏需要加強之處。 
回顧本研究之種種歷程，本人當初想做而沒有做到的，就是對學生參與遊學

後對學生可能造成的改變或影響，如：人生觀、世界觀、學習樣態及生涯規劃等，

基於時間上必須作更長時間的追蹤研究，人力上亦無法做到，可是往後如有機

會，本人將會在該領域與面向再進行研究。 
 
貳、本人收穫 

 
「遊學」是一趟「多面向的」教育活動，是輔助正規學校教育的學習方案之

一，亦是終生學習的途徑之一。學習不一定發生於傳統學習場所「教室」內，更

多是發生於傳統學習場所「教室」之外，亦即將教室推向全世界，學習可以時時

刻刻發生，不致受限於時空。遊學是一趟有設計的旅程，旅程雖有目的地，但並

非目的；目的在發現，發現為的是尋求解答，一一解決自己心中的迷惑、好奇與

想法，逐一獲得應證；更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結果，從過程中去發現想法、激發

出不同的見解及啟示。而這種經驗一但注入個人的血液中，必定成為個人的一部

份。本人經由此研究的經歷，獲致以下幾點收穫： 
 
一、對於海外遊學教育意涵的體認 

         基於基礎教育經驗，個人對於遊學的敏銳度較高，深深感覺到它是一
個未來的重要學習課題與趨勢。雖學習領域不外乎教育，又服務於國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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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階段，但對於遊學教育研究懵懂，只是一心一意覺得遊學深具教育意涵，

抱著非得探究個明白的決心，更想清楚對於參與遊學者而言，遊學到底具

有什麼的意義、價值和教育意涵。本人雖不是參與的學生，但如同學生一

樣，也經歷一段遊學之旅，更透過與學生的觀察、訪談等接觸，進而更了

解到遊學對於個人的價值性，是一段無可替代的實際親身體驗，得到的是

直接一手資料，屬人生資產一部份。 
 
二、本人的思維轉換 

         在我心目中遊學一直是高中生、大學生及有錢人的玩意兒，如果沒有
這次機會參與、帶領並研究遊學，難能深入遊學這個範疇，因此，對於遊

學有了真正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亦獲得難以形容的收穫與經驗。茲分述

如下： 
  （一）國民中學辦理海外遊學的看法 
            海外遊學一直是高中、大學的熱門活動，在國民中學階段服務的

我，要辦理海外遊學簡直是夢想，也沒有考慮過要辦理，而今美夢成真

順利辦理完成。在這次遊學過程中，從學校行政之主管會報、行政會報

共識、負責遊學教育承辦單位、教務處主任、組長共識，基層教師之英

語領域召集人、英語領域老師及家長會等，理念意見的溝通，課程活動

的規劃，加拿大語言學習的檢核，回到學校後的追蹤等，身為國民中學

教育的一員，或許是自己親自參與並走了一趟，辦理海外遊學沒有想像

中的困難與可怕，而且海外遊學在國民中學階段有其辦理的價值。 
   
（二）個人辦學態度上的轉變 

            昔日對遊學教育的生疏與陌生，在認知上僅尊唯一分際，即是遊學
團隊平安無慮，進行順利，學生們語言學習滿載而歸。然此次遊學過

程中，從理念意見的整合與溝通，課程活動的規劃與定案，加拿大語

言學者的參與和檢核，回到學校後的學習與回饋，深感陪孩子走一趟

海外遊學，對孩子是一輩子的記憶。此外，對於遊學學生的照顧乃植

基於領隊、輔導及研究者的角色，盡量隨時提供學習上、活動上及生

活上的協助，經由這次的遊學經驗與感受，卻讓我重新拾起對辦學態

度上的新創意與轉變。 
    對於本文有其意義與價值，筆者仍秉持初衷，從更宏觀、更寬廣的視野看待
我的研究，並非期望該研究對教育界有多大的幫助和貢獻，僅希望有拋磚引玉的

作用，並為遊學活動與教育研究注入另一新思維，讓各界知識社群們可從不同的

視野看待遊學，亦可從不同的思維看待教育。對於個人而言，這不僅是一個研究，

更是一個自我挑戰的研究；同時亦面臨傳統思維，打破以往僅將遊學視為一種高

中、大學的專利及一種旅遊產品的概念，以及打破國民教育階段不能不正視海外

遊學的教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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