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議題中心教學法」的出現並非完全自國外引進，早自民國六０年代（西元

1971 年）的時事討論教學、問題解決教學中的「爭執問題探討」即有相關的教

學論述（石雅玫，2000）。直至 1995 年起，國內學者們開始有系統地將相關教學

論述加以統整，並援引國外之教學觀進行彙整與實徵研究，遂出現「議題中心教

學法」此一正式的名詞。本研究植基於創新議題中心教學法的研究旨趣，實有必

要以國內教育文化脈絡為基礎，旁徵國外經驗為參考指引，探究議題中心教學創

新的可行性，作為行動研究中方案研擬、改進的依據。有鑑於此，本章將先從「本

土議題中心教學法的發展與改革基礎」說明之，理解國內議題中心教學的發展脈

絡與學理基礎。其次，就「議題中心的教學現場概況探析」，探討中西方議題中

心教學法的實質內涵，了解彼此間的異同與可調整的空間後，最後以「議題中心

教學法的相關研究探討」尋求議題中心教學法未來的發展空間。 

第一節 本土議題中心教學法的發展與改革基礎 

壹、議題中心教學法在台灣的發展 

議題中心教學法在美國的推行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溯其根源，可以說是

起始自 1921 年 Rugg 編撰一系列社會科教科書，統整歷史、地理、公民和經濟

等內容，幫助學生對「社會議題」建立明智獨立的批判觀點，以消弭不同社會階

級的生活差距（甄曉蘭，2004；Stern & Riley, 2001）。同年，隨著美國 NCSS（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的成立，加以支持、推廣議題中心教學法，以及

Shaver、Engle 與 Ochoa、Evans 等人的大力倡導後，議題中心教學遂在美國社會

科教學上逐漸受到重視。 

台灣在 60 年代（西元 1971 年）時，已有類似「議題中心」的教學觀念，當

時的時事討論教學與隨後的爭執問題解決教學，已有「社會參與」、「探討爭論議

題」的色彩，但是未能完整形成一套教學體系，相關的教學理念散見於各種教學

法裡。爾後，隨著解嚴後社會多元化氛圍的影響，爭論性議題的討論已成為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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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我國教育卻很少提供學生爭論性議題討論的機會（廖添富、劉美慧、董秀

蘭，1998）。職此之故，劉美慧於 1995 年開始將美國行之有年的這套教學觀念從

美國引進台灣。 

為了探究議題中心教學法在台灣脈絡下形塑的歷程，以下將參酌呂慧娟

（2002）的分期方式將國內議題中心教學的發展情形分為「概念萌芽期」與「初

始期」，分別代表有各種間接呼應議題中心教學精神的相關教學方案及主張出現

的時期；以及開始有各種有關議題中心教學的理論介紹及實證研究的時期；並將

2002年後議題中心教學擴展至社會學習領域以外的學科，結合不同教學策略的時

期劃分為「擴展期」，說明議題中心教學法在台灣的發展沿革。 

一、概念萌芽期（西元 1971 至 1995 年） 

    早在民國 60 年代（西元 1971 年），國內即有討論時事教學的文章，據石雅

玫（2000）的研究發現，當時的「討論時事教學」主要是以時事教學或時事教育

的概念為主，探討如何教導學生注意時事與剪貼報紙，教學過程仍是以教師為中

心，對於啟發學生思考的作用不大。然而，就當時普遍以學科內容為中心的學校

教育環境來說，能夠提醒學生關注到時事議題，已是一種試圖將教育內容與社會

現況連結的表現。 

    從社會科教學來看，歐用生（1989）已提出教學必須以爭執課題（issue）的

解決為主的概念，並指出我國社會科教學應該正視社會問題，瞭解問題並加以解

決。他認為真實的社會是多元且複雜的，與社會科教室中單純、靜態、團結和諧

的狀況大相逕庭，因此社會科課程與教學應提供個人明智地考慮爭執問題的機

會。黃政傑（1991）則指出，進行社會科教學時，時常涉及爭議議題的討論，無

可避免。兩位學者所闡述的社會科教學概念已出現議題中心教學法中重視社會衝

突性議題探討、培養學生獨立進行理性思考的教學觀。 

    搜尋國內最早出現議題中心教學法相關詞彙的文獻，則要屬為王朝明（1994）

發表的〈爭議議題在社會科教學上的實施〉一文，其內容主要在引介國外爭議議

題的相關概念，包含爭議議題教學的意義、議題的選擇、基本教學步驟及其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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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能力，但只限於結構性爭論模式的介紹。再加上當時未能持續進行相關的實

徵研究，因此僅停留於理論概念介紹的階段。 

 

二、初始期（西元 1995 年至 2002 年） 

國內對議題中心教學法的介紹較為整全，並進行實徵研究的開端為劉美慧對

台北市的高中公民教師所進行的調查研究（Liu, 1995），及其後所發表的〈議題

中心教學法的理論與實際〉一文（劉美慧，1998）。議題中心教學法的相關實徵

研究亦於同時期逐漸開展（黃人傑、董秀蘭、鄧毓浩，1997；廖添富、劉美慧、

董秀蘭，1998；董秀蘭，1998；石雅玫，2000；潘志忠，2001；陳銀筑，2002；

鍾敏龍，2002；呂慧娟，2002；溫春琳，2002），其間也有理論探究介紹的文章

（石雅玫，2002）。 

實務方面，坊間出版商編印之高中公民教師手冊就附有「議題中心教學法」

或「爭論性議題討論」的教學補充資料（呂慧娟，2002）。此外，若以網路檢索5

「議題中心教學」一詞，亦可發現台東縣加拿國小曾於2002年以議題中教教學法

實施「我是快樂小布農」的課程方案，6北一女則於九十一學年度第二學期高二

的三民主義科教學活動實施計畫7中，將議題中心教學法納入，可見，議題中心

教學法不再只限於學術界的實驗研究、推廣的階段。本時期後期，教學現場亦出

現由教師自發性設計的一系列議題中心教學活動。 

議題中心教學法至此一階段，已有較為清楚的理論基礎與教學系統輪廓，作

為未來進行議題中心教學探究與實施的依據。雖然大致上仍以國高中現場的教學

研究、理論應用的探討文章較多，然而，已經出現四篇國小場域的實徵研究（石

雅玫，2000；潘志忠，2001；陳銀筑，2002；鍾敏龍，2002），證明國小階段的

                                                 
5  以「Google」與「Google學術搜尋」兩種搜尋引擎檢索。 
6 「我是快樂小布農」的課程設計以族群議題為中心，旨在引導布農族籍學生傳承其傳統文化並

產生正向認同。其相關課程設計與學習單可參見台東縣加拿國小網站。 
7 由郭謙臣、朱淑卿、林美麗三位老師設計，詳細計畫內容參考網址 

http://www.fg.tp.edu.tw/~curricula/912plan/912-2-threeprin-plan.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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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中心教學觀已開始萌芽。 

 

三、擴展期（西元 2002 年迄今） 

    奠基於前一時期的議題中心教學法，到了此時期有多樣性的發展。尤其，在

實徵研究方面，不單只限於社會科、社會學習領域的教學研究，也開始有自然領

域、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師加入議題中心教學的研究行列，例如：涂馥麗（2005）

的「議題中心教學法對國小學生批判思考能力的影響－以議題取向的藝術人文課

程為例」，以及黃志豪（2006）的「議題中心教學法之結構性爭論模式應用於國

小環境教育之研究」等。顯然，其他領域的教師逐漸對於社會議題感到關注，並

且試圖藉由社會議題的探討將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做結合8。另方面，隨著九年

一貫課程的實施，統整課程、資訊融入、媒體識讀等新興議題或教學觀念的引入，

促使議題中心教學法的教學研究範疇更為擴張。例如：陳建儒就以「台灣偶像劇

弔詭價值觀」為主題，結合媒體識讀教育的方式進行議題中心教學（陳建儒，

2004）；洪瑀捷（2007）更是國內首將「網際網路」的概念融入議題中心教學之

中，進行行動研究者。兩者的研究均試圖為國內傳統的議題中心教學方法開創一

番新局面。 

    在理論介紹的文章方面，此時期除了持續有理論應用於社會學習領域方式的

文章發表（李靜如，2003；張秀雄，2003a；薛慶友、傅潔琳，2005），還有特別

針對議題中心教學法在「規劃學校本位課程」與「情意教學」之助益做深入探析

與教學實施建議的相關研究（鄧毓浩，2002；張秀雄，2003b）。9此外，由教師

發起的議題中心教學研究，例如：宜蘭縣馬賽國小的陳慶隆、黃建榮、莊子賓三

位老師，共同發展的「野鳥、濕地、無尾港」之社會學習領域課程（陳慶隆，2002）；

                                                 
8 例如王鼎銘（2001 年 12 月）認為許多社會議題，例如：貢寮核四廠的興建抗爭、汞污泥事件

處理過程的爭議、各地區興建焚化爐圍堵的抗爭、蘭嶼核廢料抗議行動，以及松山機場噪音事件

等社會事件，其實都牽涉到科技應用所產生的問題，應該在生活與科技課程中加以探討。 
9 鄧毓浩（2002）認為議題中心教學法的議題討論，能夠讓學生透過關心公共事務的過程，進行

公民行動的情意和技能學習。張秀雄（2003）則指出在熱心的社區代表參與或支持之下，選擇學

校或附近社區的爭論性公共議題或公共政策作探討對象，能夠藉此規劃出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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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彰化縣二水國中的胡淑華老師與東海大學李信良教授共同發展的社區議題

行動方案（胡淑華、李信良，2007），均將議題中心的教學觀適切地融入於教學

當中。 

    從上述議題中心教學法的發展時期來看，國內議題中心教學法的實施不但已

達到理論生根，也因為受到其他學習領域的採用與影響、多元化教學策略的融入

而有更豐富的、多樣化的發展，此亦為本土議題中心教學法奠定創新的基礎與空

間。 

 

貳、本土議題中心教學法的改革基礎 

    議題中心教學法最早受到進步主義、建構主義、重建主義、認知失衡論與問

題解決法的影響，具有經歷衝突情境、深度學習、高層次思考、科際整合、開放

的環境與轉型課程的特質（劉美慧，1998），在美國也有多項研究證實，議題中

心教學對學生帶來的益處（Chilcoat & Ligon, 2004）。10然而，回歸到本土議題中

心教學的實踐上，誠如張秀雄（2003）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國外成功經驗是否

能轉移至國內？」、「如何調整其作法以適應不同的文化？」、「如何克服教師與家

長根深柢固的學科本位觀念？」、「如何保證議題中心教學，不會影響學生對學科

基本知識的獲得，以減少阻力？」，如實反應出台灣在實施議題中心教學法的疑

慮與困境，值得深入省思。以下，將從近年來國內課程改革後所形塑出的課程與

教學觀進行剖析，勾勒出議題中心教學法在台灣的改革基礎。 

一、九年一貫課程的啟示 

    教育部於 1998 年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後，決定於 2001

年正式實施新課程。此一教育改革政策實施以來，國內教育文化有著明顯的轉

變。為了探析議題中心教學法在當前台灣教育場域實施的可能性，勢必應從本世

紀的重要教育改革--九年一貫課程之理論基礎談起。 

                                                 
10 包括提供學生對社會議題的瞭解機會、動態的知識獲得形式、進行合作學習、提昇學生表達

能力、增進班級民主和諧氣氛、促進學生批判思考的能力，以及進行有意義的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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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年一貫課程的重要理念包括：「學校本位課程」、「課程統整」、「空白課程」、

「能力本位」、「績效責任」等。若深入了解課程理念之意涵，可發現，九年一貫

課程中隱藏著相關的理論論述，包括「人文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知識

社會學分析」（陳伯璋，2001）。 

（一）人文主義 

    九年一貫課程中人文主義理念的體現在於，強調「人本情懷」，以學生為學

習主體，透過「彈性課程」落實適性化的教育目的。此外，十大基本能力之「尊

重、關懷與團隊合作」，則充分展現民主包容能力的養成。 

（二）後現代主義 

    九年一貫課程發展，有別於過去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出現反「集權」（或

權威）的後現代去中心化精神。陳伯璋（2001）指出，此等論述分別產生在「差

異策略」、「對抗文本」、「對抗記憶」三個面向上。就差異策略來說，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模式取代過去「同一性」的官方課程發展，即是一種反權威、反體制的展

現。再者，審定本教科書的出現，亦在藉由「對抗文本」的方式，打破權力合法

化知識的迷思；對抗記憶，則創造課程的批判空間，藉由不同角度與觀點，重組

經驗的意義。 

（三）知識型態的分析 

    與傳統分科課程相較，九年一貫所強調的課程統整，能清楚發現我國課程由

聚集型逐漸走向統整型（陳伯璋，2001），學科之間的界線不再如此壁壘分明。

蘇永明（2000）則認為九年一貫課程在知識論上有重大的轉折，亦即企圖將知識

轉化到實用能力，瞭解獲知途徑遠比知識的認知來得重要。 

（四）議題中心教學法在九年一貫課程中的角色 

    從上述九年一貫的論述來看，議題中心教學法之教學觀與九年一貫的精神理

念多處相符。張秀雄（2003b）曾針對九年一貫社會學習領域之內涵作分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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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其所標榜的基本能力11、課程目標12與科際整合等課程理念均可從議題中心教

學法中獲取課程設計時的參照。此外，相較於以往傳統課程重視知識內容的主張

來看，議題中心教學法提供動態知識觀的概念，協助學生獲得主動建構知識的技

能，將有助於學生理解如何獲取知識。其他像「學校本位」所著重的社區參與、

「課程統整」的科際整合、「空白課程」之彈性時間運用與「能力本位」之十大

基本能力養成等課程改革理念，都能藉由議題中心教學的實施，獲致更為深入的

發展，而這些課程理念亦給予議題中心教學法本土化發展更深厚的實踐支援。 

 

二、重大議題融入課程的啟示 

重大議題係為九年一貫課程當中的一大特色。政府在推行九年一貫課程之

際，為了讓我國教育內容與世界潮流和社會脈動相契合，特將環境教育、性別平

等教育、人權教育、資訊教育、家政教育、生涯教育，與新起議題等融入各領域

教學之中（林惠真，2001）。楊朝祥進一步說明，九年一貫課程的設計融入社會

重大議題，除指導學生瞭解社會脈動外，更能促使學生體驗社會現實，進而養成

關懷社會、貢獻社會的態度。然而，當初在設置重大議題之時，為考量其依社會

潮流不斷更新，且避免以「添加課程」形式造成教學上的負擔，因此決議採取「融

入」的方式（引自錢清泓，2001）。此一融入方式的出現，就產生課程領域間「主」、

「從」的關係。方德隆（2000）表示，學校教師忙於七大學習領域的教學，恐怕

會忽略六大議題的實施，六項重大議題只能在七大學習領域與彈性教學節數的夾

縫中求統整，「融入」反可能造成被「稀釋」甚至「邊緣化」，即形式上存在，實

質上被排擠出學校正式課程範圍內。莊明貞（2002）對此一問題，曾提出「泡沫

式融入」的看法，其認為重大議題未能適切融入於課程之中，主要原因在於缺乏

妥善的課程設計與實施，且此等依「議題」當成課程統整的主題來設計之作法，

                                                 
11與社會學習領域相符的基本能力，如張秀雄（2003b）所述，包括解決問題、做決定、理性溝通、

處理爭議、多元價值、權利義務、民主法治、公民責任等。 
12 能落實「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培養社會參與、做理性決定及實踐

的能力」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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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課程設計的方式差異相當大。因此，教師必須要進行增能賦權的專業化發

展，除教師本身對社會事件應具有高度敏覺之外，教學策略的真實經驗化、教師

教學方法的多元創新也是必要條件。再者，重大議題並非僅包含六大議題，隨著

社會變遷將會有更多樣性的議題納入。例如，教育部配合政府「海洋白皮書」的

政策發展，於 2007 年擬定「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正式增加「海洋議題」融入

於課程之中，未來也可能持續融入各項重大議題。諸如此類的新興議題不斷擴

增，是否會因而產生新興議題的出現而忽略或排擠掉其他重大議題的情形？亦或

新興議題的產生僅為形式上的增加而已？在未能提供重大議題適切的且明確的

融入作法參考之前，上述問題將難以解決。 

    議題中心教學與重大議題融入教學皆關注社會議題與統整課程領域的應

用。因此，若能將重大議題所關注的層面輔以議題中心教學法有系統的教學策略

來實施，將能解決重大議題泡沫化、邊緣化、稀釋化的危機，也能符應不斷擴增

議題的需求。具學理依據且有豐富實徵研究背景支持的議題中心教學模式，尚可

提供教師專業自主成長的機會，使其從中體認教學必須符合社會脈動與課程轉

型，有效促進教師主動進行議題融入教學。 

 

三、社會行動取向的啟示 

社會行動取向的社會科課程為近年來社會科教學的新趨勢（李端華、徐新

逸、吳美金、陳貞君、郭曼娜，2004）。社會行動取向亦源於培養良好公民資質

的期待，期盼透過社會行動強化公民意識與公民責任，並真實呈現公民社會的理

想（陳麗華、彭增龍、張益仁，2004）。由於社會行動取向課程著重社區參與學

習並體現公民社會生活，提供以探討社會議題為主軸之議題中心教學法另一項新

的展望與任務，亦即探究問題並採取社會行動方案。誠如張秀雄（2003b）所說，

議題中心教學法的公民養成模式即包含社會行動的理念，藉由議題討論達成共識

後得具體行動，落實公民參與的實質精神，而非僅止於口語上、思想上的討論與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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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行動取向的社區結合概念，亦與議題中心教學之社會（區）議題討論有

相似的理念。透過社區公眾議題的探討，將有助於學習者更加積極參與社區事

物，並從中獲得公民參與的實際經驗。由此可見，社會行動取向課程與議題中心

教學的結合，將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注入新的活力。 

 

參、小結 

    在教育改革風起雲湧的 20 世紀當中，可發現，此等教育改革理念的落實提

供議題中心教學法更多、更深厚的立論基礎，這股助力促使本土議題中心教學法

的產生更值得期待。Oliva 認為一套好的教學策略，必須考量「學習者」的興趣

與需要，能為個別「教師」所採行，並符合「教材」需求，在「時間允許」情況

下方可實施，除此之外，仍應考量「足夠的資源」、配合現有「設施」及「教學

目標」等廣泛層面的客觀因素考量（引自王文科，2003）。因此，議題中心教學

法的實施，仍須考量教學現場中的實務面，方能適切且有效地於國內教學場域中

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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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議題中心教學法的教學現場概況探析    

教學現場的真實情況影響到課程與教學的落實，不同的環境因素將會促使教

師與課程設計、發展者採取不同的課程與教學策略。再加上教學活動本身即為一

複雜的歷程，除了與課程密切相關外，更與學生及教師的特質有關（林寶山，

1998）。因此，在應用任何教學法之前，必須先針對教學現場作一脈絡性的理解，

將有助於適切且有效地運用教學策略，使學生獲致有意義的學習。 

議題中心教學法在國內教學現場實施的情形，已累積相當多的研究與建議。

研究者整理各研究指陳的教學困境後發現（如表 2-1），國內議題中心教學法的實

施困境主要是受到教師本身、學校、師資培育機構、組織成員與學生，以及課程

結構的影響。有關學校行政與結構、組織成員的反對等問題，事實上肇因於「學

習環境」的現況；教師的抗拒與專業能力、師資培育機構的問題，則與「教師專

業發展」密切相關；課程結構上的限制可從「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加以探討；

改善學生學習方面的困境則必須先行瞭解我國的「學生特質」。有鑒於本研究的

研究旨趣在積極地探析問題癥結並解決問題，以下將從上述困境的四個關鍵因素

「學習環境」、「教師專業發展」、「學生特質」、「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分別探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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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議題中心教學法的實施困境 
關鍵

因素 

困境

類別 

董秀蘭

（1998） 

劉美慧

（1998）

石雅玫

（2000）

溫春琳

（2002）

李靜如

（2003） 

黃俊斌

（2005）

學校 行政配合
方面 

學校結構
的侷限 

 場地限制 學校結構
的限制 

 

學習
環境 組織

成員 

 保守團體
的反對。

主流團體
中保守勢
力的反對
因素 

保守團體
的壓力 

保守勢力
的反對 

 

教師
本身 

教師專業
背景方面 

教師抗拒
改變 

  教師抗拒
改革 

教師教學
設計能力
有待提昇

教師
專業
發展 師培

機構 

 師範課程
非議題取
向 

    

實施次數
方面 

 時間限制  時間限制 強調互換
立場討論
造成學生
參與動能
降低 

  教學程序
限制 

課程結構
的限制 

  

課程
與教
學活
動設
計 

課程
結構 

    評量無法
配合 

 

學生

特質 
學生 

   學生程度
參差不一
所引發的
分組問題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壹、學習環境的探討 

    在議題中心教學中，學生為學習的主體，亦為課程與教學的中心。有別於傳

統課程以教師為中心的環境設計，實施議題中心教學所需的內外在環境支持，較

為民主開放。學習環境除了包括「內部」班級氣氛外，尚包含「外部」硬體環境。

以下將先就國內學習環境現況與困境探討之，再引入國內外研究的概念，分析國

內議題中心教學法在學習環境上的優劣勢。 

一、國內學習環境概況 

    國內學習的環境傳統上是以教師為中心，班級人數與國外相較為多。教師為

了有效地實施教室管理往往會採取較為嚴格的控制手段，而學校行政的科層結

構、學校的組織結構也偏向要讓大多數的學生在一種有秩序的形式下，於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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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小空間中吸收大量知識，此種學習環境不利於議題中心教學的深度學習（李

靜如，2003；劉美慧，1998）。此外，國內的社會風氣較國外來得保守，尤其在

具有保守特質的學校場域當中，討論爭議性問題往往會受到來自教師同儕、家長

以及學校行政人員的關注，使得教師在實施議題中心教學時倍感壓力（石雅玫，

2000；李靜如，2003；溫春琳，2002；劉美慧，1998）。再就硬體空間環境來看，

在議題中心教學中，討論活動所佔比例相當大，國內的教室空間卻少有社會科的

專科教室，或缺乏適合進行活動式教學、空間較充裕的教室，亦無適於移動、可

排列成圓形的組合桌椅（董秀蘭，1998）。教室空間過小，也容易形成學生討論

時組間相互干擾，且影響其他班級上課的情形（溫春琳，2002）。 

隨著社會風氣變遷，九年一貫課程、小班教學理念的推廣，目前國內的國小

學習環境與以往相較大為不同，上述的學習環境內外在困境已有逐漸改善的趨

勢。首先，在班級人數方面，從早期四、五十人一班，降低到二、三十人一班；

13再加上近年來受到九年一貫課程實施的影響，多元化教學設計活動較為蓬勃發

展，尤其是學生中心、合作學習、小組討論等教學型態在國小場域中日漸普及。

各縣市政府與學校，為了推展學校特色與創新的課程與教學領導，也紛紛將班群

教室、群組教室、開放教室等作法引進。因此，在硬體設備規劃上，或有以小組

座位安排的形式，或是開放式學習區的探索空間，均較以往更顯得多元、彈性。

再者，由於近年來我國教育致力於教學型態的轉型、師資培育多元化與家長參與

學校教育權的提昇，保守的學校特質因而注入更為多元的風貌，為學校風氣的開

放帶來新契機。    

 

二、學習環境相關研究的啟示 

    Ehman 認為在開放的教室氣氛中，學生不僅能探討各種不同議題，也能在議

題意見表達時暢所欲言（引自 Rossi, 2006）。因此，在議題中心教學教室裡，為

                                                 
13 依據教育部小班教學精神計畫，到九十六學年度止，國民中小學一律三十五人編班（張清濱，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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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培養學生積極面對不同觀點意見，養成其民主胸襟，建立一個開放且支持性的

環境是相當重要的（劉美慧，1998）。開放的教室氣氛立基在師生與同儕間相互

的尊重，能夠彼此傾聽意見、表達想法，並以理性的態度進行批判，而非人身攻

擊，如此才能使學生具有安全感，並促進其發表意願。Hahn(1996)整理 Massials

等人的研究發現，「進行議題討論」和「開放教室」之間事實上是有所差異的，

學生普遍喜歡探究議題的教室，勝過開放的教室與教師。因為，適度的討論秩序

與目的，將能幫助學生進行探究，教師也能更加敏銳地察覺學生個別的想法，並

給予適切的回饋。因此，在議題中心的教室中，必須先建立一套討論規則，讓學

生學會尊重他人。在有討論目標的情況下，教師給予適當的支持鼓勵，才能營造

一個既開放又具有學習成效的學習空間，而非過渡開放、毫無紀律、漫無目的，

最終成為閒聊或口語上的爭辯（Rossi, 2006）。誠如 Passe 與 Evans（1996）所說，

議題中心的討論歷程如果處理得宜，將會引導學生成長，最終能發展其成為民主

公民；若執行不當，則會促使挖苦、無法包容、膚淺，以及順從等情況的產生，

班級氣氛不但未能提昇，反而造成彼此間的嫌隙與分裂。 

    在硬體環境部份，教室的大小要依據不同的教學需要、教學方法和學生人數

而有所調整。傳統上，教室內的座位安排是以行列的方式排列。教師的講桌在前，

學生的位置則面對講桌及黑板直行排列。然而，此種型態較適合講述的教學，較

不適於分組討論或小組方式教學（林寶山，1998）。因此，在進行分組討論之時，

教師宜調整座位空間，或利用現成的群組教室設備進行教學活動。再者，議題中

心教學的實施，必須配合議題內容進行深入探究，舉凡資訊設備、教學媒體、圖

書設備等資源的充足與否，將影響學生對議題的探究深度。職此之故，一個理想

的議題中心教學之學習環境，必須構築在彈性且機動的座位安排，充足且豐富的

資源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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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國內學習環境下，實施議題中心教學的學習環境營造 

（一）除了營造教室氣氛的開放性外，亦應引導學生學習民主與尊重。 

     開放的教室氣氛並非毫無秩序可言，在進行議題討論時，為了讓每位學生

都能受到尊重，並且喜歡參與討論，建立一些基本規則仍是必要的（Passe & Evans, 

1996）。目前國內的學習環境已較過去更為開放，鼓勵學生批判思考、激發創造

力的風氣日興。因此，營造一個開放性、支持性的課室環境對目前現場教師來說，

並非難事。不過，鬆與綁之間如何取捨？如何建立兼具理性、尊重與民主的討論

規範？這些課題在奠定教育基礎的小學階段尤為重要。尤其是，參與公共議題的

能力，並非天生，必須透過學校教育來培養（張秀雄，2003a）。在國內小學階段

課程普遍缺乏此等建立公民素養機會的情況下，教師若能引導學生從建立學習環

境規則做起，使學生自小就養成良好的民主素養與尊重他人的態度，那麼在議題

探討上，除了能展現多元觀點外，更能確實達成容忍差異、尊重差異之民主風範。 

（二）善用教學設備與資源，創造學生探究空間與獨立學習的契機。   

   議題的教學，必須促使學生主動探究，學生藉由探究過程將會對議題內容有

更深入的瞭解。Rossi（1995）亦指出，深入探究為議題中心教學成功的重要因

素。國內外有許多針對議題中心教學資源所進行的的相關研究，包括詩、故事、

影片的議題引導（陳建儒，2004；Chilcoat & Ligon, 2000;McCall,2004），或是採

用訪談重要人士、口述歷史與田野調查的探究方式（Chilcoat & Ligon, 2000; 

Penyak & Duray, 1999; Skeel, 1996），以及近年來廣為流行的資訊融入、網際網路

的資源應用（洪瑀捷，2007；Kohlmeier & O’Brien, 2004; Meyer, 2006）。上述研

究企圖透過不同的教學媒體與資源，幫助學生針對議題進行多樣性且深度的理

解。 

    在國內國民小學的學習環境中，學校裡多半設有圖書室、電腦教室等資源中

心，能夠提供實施議題中心教學的教師與學生蒐集資料。尤其是現今網路的普及

化，搜尋引擎、入口網站較以往豐富且便利，議題資料的廣泛蒐集較以往容易許

多。就當前資訊爆炸的時代來說，議題中心教師如何教導學生整理龐雜的網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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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辨析並理解其中的內容，是未來議題中心教師在引導學生善用學習環境資源

的重要課題。此外，國外已有研究應用「田野調查」與重要人士「口述歷史」於

議題中心教學探究上（Penyak & Duray, 1999），國內的議題資源蒐集仍停留在報

章雜誌、參考書籍、網路文獻的階段。若能融入「田野調查」與「口述歷史」的

概念，以動態方式獲取議題資訊，將是更具突破性的改變。  

  

貳、教師專業發展與議題中心教學之關連性 

    Clarke(2000)指出教師對於議題中心教學法不夠熱衷，且不願進行的主要原

因在於，社會議題往往非常廣泛且複雜，難以全面熟悉，教師們擔心無法成為教

室中的「專家」，而感到信心不足。此外，議題教學所需的教學時數過長，往往

會排擠到一般正式課程的授課時間。尤其，在美國近年來標準化課程運動全面推

展的情況下，授予學生基礎知識要比討論被排除於標準化測驗範圍的社會議題來

的重要。 

    Clarke 的說法，置於國內教育環境來說，亦然是十分切合的。尤其在國內仍

以考試領導教學、教師習於掌控班級秩序的情況下，更為明顯。國內相關文獻即

指出教師們在過去師資培育階段未曾受過議題取向課程的訓練，對於議題中心教

學設計與實施原則上不夠熟悉，因而感到自身專業性不足（黃俊斌，2005；董秀

蘭，1998；劉美慧，1998）。再者，教師習於控制教室秩序，害怕嘗試新的教學

模式，而出現抗拒改革的情形（李靜如，2003；劉美慧，1998）。不過，隨著九

年一貫課程改革、新興議題理念的推行、教師專業發展的倡導，提供了教師適度

調整教學型態的契機。以下先探討議題中心教師所需具備的任務與角色，其次說

明目前國內教師專業發展的情形，最後歸納出國內議題中心教師應受的專業訓練

與教學作為，作為突破教師本身與師資培育機構所產生的困境之立論基礎。 

一、議題中心教學教師的任務與角色 

    教師在課程實施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議題中心教學過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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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是必須依據教學活動的變換，自覺地扮演各種不同的角色，有時是仲裁者、有

時是協助者、輔導者（Lockwood, 1996; Passe & Evans, 1996）。以下探討議題中

心教師的主要教學任務。爾後，歸納出議題中心教師所需具備的信念與特質。 

（一）教師必須依議題為軸心，考量教學活動設計。 

    Shaver認為在議題中心教學當中，選擇一個正確的議題進行討論，是教師最

基本的職責（引自Passe & Evans, 1996）。此外，每位學生並非每天都能熱衷於議

題的探究，在長時間的議題中心教學探究過程中，教師應先行熟悉並活用各種教

學法於教學設計當中（Hahn, 1996）。Caron(2004)指出，對於教師而言，議題中

心教學設計最優先關注的焦點必須是以議題為基礎的教學單元，但是仍然受限於

既有課程內容的層面。因此，在教學準備階段中，教師應依據議題選擇策略選擇

適切討論議題，14採用不同教學法的策略於計畫當中，以既有課程內容為核心將

其所衍生的社會議題進行探討。 

（二）在討論過程中，教師宜恰如其份地扮演合適的角色。 

   在第一次進行議題討論之時，教師必須邀請學生共擬並遵守教室的規範。倘

若教師能夠堅決且強力地聲明這些規範，並且將違反規範者請離討論，學生將會

更願意去欣賞並服從這些規範，最終將會形成積極正向的班級氣氛，並且促使學

生更為自發性地去遵守約定（Passe & Evans, 1996）。此時，教師所扮演的即是「仲

裁者」的角色，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夠輪流發表意見。 

討論過程中，教師必須技巧性的引導學生去評論其他人的意見，使學生能注

意到言談之證據性、邏輯性，與深思熟慮的結論（Hahn,1996），而非僅是挑戰對

方的意見。 

在引導討論的過程中，議題中心教師應改變傳統的「知識提供者」角色，而

扮演「刺激學生批判思考」的角色，其具體作為包括（董秀蘭，1998：56）： 

 讓學生瞭解老師對他們的想法感興趣，並對他們的思考能力有信心，提   

供學生小組討論的機會。 

                                                 
14 議題的選擇策略可參照本節「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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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勵學生提問題，而非只提供答案。 

 讓學生瞭解改變立場是深思熟慮的表現而非缺點。 

 提醒學生討論的過程中，被挑戰的是想法而非人格。 

    至於教師在爭論性議題探討時的立場，更是深深影響討論的品質與學生意見

的形成。Kelly 進一步指出，教師應該表現得「正直」而非「中立」，因為中立意

味著拒絕選邊站，如此一來不但不能為爭論增加任何助力，反而使得願意冒險分

享他們意見的學生感到挫折（引自 Passe & Evans, 1996）。劉美慧（1998）整理

Newmann 與 Oliver、Massialas 與 Cox、Lickona 等人的看法，發現學者們對教師

是否應該表達自己的立場，有著不同的看法，並進一步提出教師應扮演的兩種角

色。首先為蘇格拉底角色（Socratic role），以挑戰學生的立場；另一種則是強調

教師必須引導學生澄清價值觀，以激發學生高層次的討論的促進者。 

（三）教師應勇於突破傳統教師角色的限制。 

    通常，所謂「一般的」、「典型的」教師，他們會避免在教學過程中呈現爭論

性議題的教材，主要是為了維持教室秩序，並確保授課時間不被壓縮（Hahn, 

1996）。Rossi（2006）歸納出三種教師進行議題中心教學時，所面臨的兩難困境：

(1)學生中心 VS. 教師中心；(2)開放式的參與 VS. 封閉式的參與；(3)學生是否能

有充足的資訊進行討論。此三種困境，往往促使教師畏懼進行議題中心教學法。

此外，教師習於直接教授教科書內容，以及安於和諧、穩定、有正確答案的課程

內容，使得充滿爭議且需要充足先備知識的社會議題探討被摒除在課堂之外。尤

其在許多社會議題往往是「禁忌議題」的情況下，學校或教師任一方，只要擁有

保守性格，對禁忌議題感到存疑，則此類議題往往會成為教室中避而不談的空無

課程（Evans, Avery & Pederson, 2000）。 

    議題中心教學之所以重要且不應被忽視的原因即在於，學生日常生活中，往

往或面臨到這些爭論性或禁忌的議題。倘若，學校未能提供一個適當的管道，釐

清學生對生活世界的疑慮，不但會使得學生認為學校課程索然無味，且失去養成

學生理性思考、批判思考與民主素養，以及獲致與經驗世界連結的良機。職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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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教師必須積極挑戰傳統教師的刻板印象，提供學生更多、更寬廣的空間理解

與探討社會議題，以期使學生獲致有意義的、符合生活經驗的，且具有深度的學

習內容。 

 

二、從國內教師專業發展的情形探究議題中心教師的專業知識 

    國內自師專升格為師院，師資培育多元化，乃至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倡導

協同教學、教師自編課程等措施，均彰顯國內教育界不斷致力於教師專業發展的

情形。然而，誠如周淑卿（2004）所言，制度面的改革只提供了教師專業水準提

昇的必要條件，充分條件尚在於教師之間專業文化的建立。15議題中心教學法有

別於一般傳統課程，且與我國長期以來講究和諧的社會風氣大為不同，採取爭論

議題的探討，並打破學科中心、學科知識為主的課程結構，以社會議題作為探討

主軸，對於我國教師來說，實為一突破性的挑戰。再加上，議題中心課程具有轉

型課程以及動態知識觀的特質，教師在進行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時，勢必更有其

自主性。 

為了讓教師充分瞭解並接受議題中心教學法，並適時使用於教學當中，實有

必要瞭解教師專業自主的發展的情形，探析促進教師實施議題中心教學法之實踐

知識的途徑。 

（一）協同教學的啟示 

   協同教學乃是一群不同的教學人員以一種專業關係，組成教學團，共同計畫、

共同合作，完成某一單元或某一領域的教學活動（張清濱，2002）。此一教學型

態的出現，主要在於提供教師進行統整課程並整合教學資源之用。對於議題中心

教學法的科際整合課程性質來說，若能採用此一教學方式進行，將能降低教師對

於議題不熟悉或難以掌控之疑慮。 

近年來類似於協同教學的「協作課程」、「專業發展學校」以及「攜手計畫」

                                                 
15 專業文化，係指構成專業行事與決定之基礎的集體知識、技能、行為、態度與價值（Lortie, 1975;
引自周淑卿，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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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念，除了保留協同教學之團隊精神、運用資源與教學彈性自主的特色外，尚

能提供理論界（學者專家）與實務界（學校教師）另一種交流的空間。此一協作

課程的理念不但促使課程觀的變化和教師角色的變化，更使得「協作的」

（collaborative）、「以探究為基礎的」(inquiry-based)課程發展成為必要，並促使

課程發展與教師自身的發展密切地聯繫起來（王建軍、黃顯華，2003）。議題中

心教學，在國內雖已建立根深柢固的理論基礎，然而，在實際教學當中卻不甚普

及。若能採用此協作課程的發展模式，結合大學與小學之理論與實務的發展，將

能擴充教師在議題中心教學法上的教學專業知識，並提供大學作為縮短理論與實

務之落差的機會。 

（二）權力下放、教育鬆綁教育理念的啟示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的修訂目的揭示，課程綱要的訂定目的在於釋放課程決定

權與選擇權，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賦予教師彈性教學空間，展現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自主的理念（教育部，2004），教師從過去政策的執行者、

配合者的角色，轉為具專業自主權的實踐者。自深受重建主義影響的議題中心教

學法之教師角色觀之，此一專業自主權的提昇，將有效促使教師成為轉化型的知

識份子，共同為社會議題的關注與行動盡一份心力。Giroux 強調教師應被視為具

有自主知能、政治批判意識及負有教育使命的「轉化型知識份子」和「公眾知識

份子」，是能主動、負責地檢視並改善學校課程與教學實務，而並非僅受專業訓

練的教育工作者，會按部就班、有效地達到他人為之預設的目標與表現而已（甄

曉蘭，2004）。實施議題中心的教師，必須具備如 Giroux 所說的勇氣，方能在保

守的教育環境中探討爭論性議題。故課程改革後，所強調的權力下放與教育鬆綁

理念，無疑是開啟國內教師探討爭論性議題的新契機。 

（三）師資培育機構課程的檢視 

    議題中心教學法有別於一般的教學法，強調在議題探討時必須結合反省性與

批判思考的教學方式（Dana, 1996）。過去的研究顯示，未曾進行議題中心教學法，

或未受過議題中心教學訓練的教師，在採用議題中心教學法的次數與信心上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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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弱（石雅玫，2000；陳毓華，2004）。有鑑於此，在師資培育機構利用教育

學程的課程規劃，以及在職教師研習會的舉行，對於推廣議題中心教學法的理念

實為重要。 

美國NCSS所授證的職前教師議題中心課程，包含了「一般性的教育課程」、

「社會科課程的預備」、「特殊教學方法的課程」、「其他教學相關的課程」，以及

「領域背景的經驗」16等學程規劃。其中，NCSS十分重視將藝術與科學引入學

程當中，以擴大課程的先備知識，使得教師在職場上能夠對社會問題更加深入的

探討。若從專業知識層面來看，可將此一系列的學程分為「初始知識」、「規約與

探索」和「教學」三個層面來看，以下將此三層面說明之（Dana,1996）： 

1.初始知識：包含議題中心教學法的注意事項、議題發展的步驟和模式，這 

些均屬於職前教師的基礎知識。 

2.規約與探索：透過蘇格拉底式的研討、爭論、專家小組討論、模擬實驗、 

團隊作業，以及課堂討論，職前教師能夠充分檢視和探究社 

會議題。 

3.教學：包括計畫與呈現教學資訊，例如為特定的單元訂定議題、設計單元、 

發展處理定義議題的活動。 

 

此外，議題中心教師的訓練者（講師或教授），必須提供職前教師共同合作，尋

找教室議題進行分析讀物與文獻之機會。除了NCSS以外，美國亦有一SF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acilitators for the Schools for Thought）機構，以巡迴

的方式，至K-12 各校進行師資訓練並協助課程規劃(Meyerson & Secules, 2001)。

17Kohlmeier與O’Brien（2004）則進行師資培育學生以高中生為教學對象，實習

並設計議題中心教學網路課程的研究，從而使師資培育學生對於議題中心教學有

更深入、更實際的瞭解。 

                                                 
16 是指社會科領域中田野背景經驗與實務經驗的相關課程。 
17 例如他們曾研發議題中心教學的「探究循環模式」，讓學校教師先行體驗，再使其於課堂中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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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在推廣議題中心教學法方面，未有如同美國 NCSS 的專業機構，多半是

藉由個別教授、國教輔導團等成員的推廣，以配合各校邀請舉辦研習、演講，或

為個別性的教學研究方式進行。因此，不如美國在議題中心教學的推廣上如此有

系統的規劃，使得教學現場中有意進行議題中心教學的教師備感物質資源與環境

支持上的匱乏。 

 

參、學生特質分析 

     從相關文獻中發現，國內學生在進行議題中心學習時，容易產生「學生程

度參差不一引發分組討論參與程度不一的問題」，以及「結構性爭論模式的互換

立場階段，造成學生參與動能降低的問題」（溫春琳，2002；黃俊斌，2005）。上

述兩項問題主要是源自於學生間的個別差異與其對教學法的熟悉程度與參與意

願，以下將從以相關文獻為依據，探討其理論基礎。 

一、議題中心教學法在小學階段實施的適切性探究 

    議題中心教學在小學階段的可行性，一直以來備受爭議。Schneider 於 1995

年就曾質疑議題中心取向課程所造成之認知失調與情緒壓力在小學階段實施的

可行性（引自 Chilcoat & Ligon, 2000）。然而更為多項的研究結果卻顯現，在小

學階段實施議題中心教學能夠促使學生獲致良好的學習成效（Chilcoat & Ligon, 

2000; Ochoa-Becker, Morton, Autry, Johnstad & Merrill, 2001; Macarthur, Ferretti & 

Okolo, 2002）。尤其，從 Piaget 的認知論來看，國小五、六年級的學童，已具有

可逆性，能夠具備真正客觀的推理能力，能夠就社會議題進行理性的探討。再加

上，Skeel(1996)歸納 Stone、Joyce 等人的研究發現，當孩子九、十歲之際即開始

建立或改變他們的種族與民族偏見，及早提供孩子們對爭論性議題的探究機會，

將可促使他們的觀點更為開放與多元。因此，議題中心教學在小學階段，尤其對

五、六年級學童而言，能夠有效發展其對問題的解決能力，並培養批判思考、理

性思考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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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對輿論的需求，以及多數決規則等意識，亦在小學階段開始發展（Skeel, 

1996）。議題中心教學提供孩子與他人合作的機會，以及學習如何處理衝突、解

決問題、關懷他人，並且透過對議題價值觀的相互影響，去面對他們生活環境週

遭的日常事物，這些經驗將會促使孩子們成為能夠理解他們所處的世界、能夠做

出理性的決定，以及能夠參與社會活動的反省性公民。種種跡象顯示，議題中心

教學法對小學階段的學童來說，是相當符合其發展階段與特質的。 

 

二、議題中心教學法面對學生個別差異時的挑戰 

    以個別差異的角度觀之，學生個別間差異越大，教師的挑戰性就會越高。尤

以低學習成就的學生而言，雖然能在教學過程當中獲致一些深度探究的技巧，然

而，在教學設計上教師往往會面臨許多困難與阻礙（Rossi & Pace,1998）。Hirsch

更指出，避開內容而去強調特定問題的作法，將會剝奪弱勢學生學習基本的知識

與技能的機會，而優勢學生卻可以在家裡接受學校所不能提供的東西（引自張秀

雄，2003a）。因此，議題中心教師若能善用異質分組的方式，輔以適切的教師個

別引導，將能改善個別差異所形成的實施阻礙。 

 

三、我國學生學習特質與議題中心模式學習者的異同 

    議題中心模式的學習者特質包含：學習者是知識的建構者、學習者是社會的

改造者。而學科基礎模式之學習者特質則為：學習者是知識的接受者、學習者是

社會的維護者（劉美慧，1998）。我國學生長期以來，習於學科基礎模式的教學，

對於知識的學習往往採取被動接受，並無質疑或挑戰知識權威的傾向。九年一貫

課程強調學生必須具備主動探究與獨立思考的能力。近年來，教育部亦大力推動

批判思考與創造力教學的活動，提供學生在學習型態上轉變的新契機。 

    議題中心教學法的實施，除了強化學生理性與批判思考的能力外，透過議題

的探究，將能培養學生獨立思考的能力，無疑是在創造力思考教學外，提供另一

轉化學生學習型態的重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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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與教學活動的設計 

    議題中心教學的課程與教學設計主要是以議題為主軸，考量學生學習興趣與

先備知識等因素作適切的議題選擇，在教學過程中將會採用不同的教學方法，以

提昇課程與教學內容的品質與學生的學習興趣。由於相關文獻指出國內的議題中

心教學法出現「實施時間與次數受限」、「受到既有學科結構限制」與「難以進行

學習評量」等困境（石雅玫，2000；李靜如 2003；溫春琳，2002；董秀蘭，1998）。

因此，實有必要瞭解議題中心教學在一般教學歷程中的準備與實施重點，作為剖

析困境的依據。 

一、教學準備階段 

（一）議題的選擇 

    在教學準備階段當中，教師最重要的任務即在議題的選擇。Engle（1989）

建議教師必須針對少部份的主題和情節做高度的選擇性和範圍性的研讀，從中發

展議題。Skeel（1996）則提出幾個選擇議題的規準： 

1.這個議題重要嗎？ 

2.這個議題可能將會有或是已經有持續性的循環發展？ 

3.這個議題的進行能否幫助獲致議題中心教育的教育目標？在結束此議題 

時學生將會變成富有資訊、充分思考的公民嗎？ 

4.探究這個議題能夠獲得判斷力或批判性思考嗎？ 

5.孩子們有充足的成熟心智和經驗去徹底理解此議題嗎？ 

6.這個議題是否符合孩子的發展階段？ 

Skeel 進一步說明，孩子自小學三、四年級開始即可開始討論較為抽象的議題，

但學生的興趣亦必須加以考量。國內教師礙於課程時間的壓力，在議題選擇時，

往往從既有的教科書內容中尋找可融入的議題進行教學（呂慧娟，2002；涂馥麗，

2005；陳銀筑，2002；陳毓華，2004；溫春琳，2002；潘志忠，2001；鍾敏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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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值得注意的是，在計畫討論主題時，教師必須事先預期學生可能會回應

的範圍，確保失衡的情形產生（Passe & Evans,1996）。 

（二）教學模式的選擇 

    議題中心的教學模式相當多，較受重視的有：Oliver 和 Shaver（1966）的「法

理學模式」、Engle 和 Ochoa（1988）的「作決定模式」、Angel 和 Avery（1992）

的「角色扮演模式」、Johnson 和 Smith（1991）的「結構性爭論模式」、Hunt 和

Mtertcaf 的「非指導式的討論」、Massialas 和 Cox（1966）的「反思探究模式」、

Kniep 的「主題探究模式」、Center for Civiic Education（2001）的「公共議題模

式」與「公民養成方案」等（張秀雄，2003a），茲列舉最常在教室中實施的三種

模式表列如下。 

 

表 2-2 議題中心主要教學模式之比較 
教學模式 結構性爭論模式 做決定模式 探究模式 

適用的議題 
衝突性較高的議

題。 
衝突性較弱的議

題。 
衝突性較弱的議

題。 
實施步驟 有固定的順序 有固定的順序 可不斷循環 

強調重點 
正反觀點的互換與

詰問。 
預測後果，產生解

決方案。 
不斷澄清與確認假

設。 

立場的處理 
闡釋不同立場。 採取相同立場。 結論是暫時 

性的。 

共識的代表性 
小組協商產生共

識。 
師生產生共同的價

值導向。 
小組產生共識。 

發表共識 
分享立場 

發表小組共識， 
經由反對觀點的質

疑與挑戰。 

分享立場，合理化

證據。 
表達可能的問題方

案。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據研究者歸納各種教學模式後發現，在國外常常會有依據其區域特性、學校

特性、成員等各方面考量，形塑出的各種教學模式。只要符合議題中心教學法的

教學特質，參酌、融合其他教學策略於其中，充分引導學生深入探究、瞭解社會

議題核心，即可稱作是一套成功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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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的議題中心教學模式，目前雖然多半脫離不了表 2-2 所臚列的幾種教學

模式。然而，實有必要參酌各校情境脈絡與學生特性，適當調整教學模式的架構，

作一突破性的變革。 

 

二、引起動機--議題引導階段 

    議題的引導將決定該議題是否能引起學生主動探究與討論的關鍵。如何將社

會議題以學生能夠理解並感興趣的方式呈現，考驗著教師的智慧。首先，就引導

媒材來說，兒童文學著作在議題教學上是相當有用的資源（Skeel,1996）。此外，

舉凡錄影帶、詩、繪本、圖片等都是教師可以採用的引導素材，只要能清楚呈現

衝突點，並與討論主題相符、引發學生探究興趣即可。國內在引導素材上的選擇

性不若國外取材得廣，多半以蒐集報章雜誌的相關資料作為主要的取材來源，輔

以主題海報的呈現或引導單（或稱導讀資料、學習單..）的共同閱讀來進行(陳銀

筑，2002；黃志豪，2006；溫春琳，2002；潘志忠，2001；鍾敏龍，2002)，唯

陳建儒（2004）是以偶像劇片段剪輯播放的方式進行引導、涂馥麗（2005）是以

畫作為引導媒材，方式與其他研究較為迥異。然而，若能採用多樣性的引導方式

進行教學，將能有效引起學生探究動機。 

    從引導單的架構設計來看，研究者將國內進行議題中心教學研究之引導單架

構整理之後發現（如表 2-3），無論所採用的教學模式為何，引導單的架構均大同

小異，主要可分為「引言」、「思考層面引導」與「抉擇」三個部份。此亦為，未

來尚可突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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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引導單架構分析 
研究者 引導單架構分析 

廖添富、劉美慧、董秀蘭 
（1998） 

問題釋義、思考層面引導、贊成與反對的抉擇 
（引言、思考面向、問題看法、想想看）18

潘志忠（2001） 
情境（故事）引導、思考層面引導、抉擇 
（緣起、深入問題、想想結果、決定時刻） 

陳銀筑（2002） 
情境（故事）引導、思考層面引導、抉擇 
（引言、問題面向、問題看法、動動腦） 

鍾敏龍（2002） 
情境（故事）引導、思考層面引導、抉擇 
（問題背景介紹、思考面向、想想看） 

溫春琳（2002）

問題釋義、思考層面引導、贊成與反對的抉擇 
（前言、說明、思考面向、問題的看法、自己的初

步決定，共五部份） 
陳建儒（2004） 據影片內容研擬問題單 

黃志豪（2006） 
情境（故事）引導、思考層面引導、抉擇 
（源由說明、進一步思考問題、討論與解決立場）

洪瑀捷（2007） 
情境（故事）引導、思考層面引導、抉擇 
（前言、思考面向、問題看法、自己的決定）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三、發展活動--議題討論階段 

（一）議題探究 

    在進行議題討論之前必須先行讓學生針對主題進行深入的探究。在學生能夠

運用高層次思考在特定議題上之前，他們必須要有相關的背景知識，探究就成為

建立其對主題背景知識理解的重要方式。倘若教師對學生的談話品質感到失望，

他們可能必須回頭檢視如何準備，如何引導學生更加深入探究才能讓學生在討論

主題時達到較高層次（Passe & Evans, 1996）。通常，教師在引導學生自主探究之

時，往往會提供相當豐富的資源指引與學習單，以確保學生能有效且進行有意義

的探究。在教學資源方面，除了請學生利用課餘時間到圖書館或上網尋找資料

外，還包括任務性的訪談、田野調查等多樣性的資料蒐集方式。在 Chilcoat 與

Ligon（2002）的個案研究中，三位個案教師都曾採用訪談作為學生探究的一種

                                                 
18 括號為原引導單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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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訪談對象均為父母。Penyak 與 Duray（1999）則將口述歷史與田野調查融

入議題探究當中，發現學生在此種探究方法內能獲致更加豐富且深刻的資訊，有

別於教師直接指導式的引導教學。 

    彙整我國議題中心教學研究中，關於學生討論前探究議題的資料蒐集部份發

現，大部分的研究者傾向直接幫學生蒐集資料，少部份請學生收集資料者則有學

習單作為引導，在資料蒐集學習單預設來源，則為報紙、網頁、書籍（如表 2-4）。

由此可知，國內在議題資料蒐集部份，仍未有訪談、田野調查、邀請重要人士演

講等較為動態的方式，且資料種類完全以書面、文字形式為主，未有圖片、影片

等資料型態的探究方式。 

 

表 2-4 議題探究資料蒐集方式分析 
研究者 議題探究資料蒐集方式分析 

廖添富、劉美慧、董秀蘭

（1998） 
研究者將收集好的剪報資料提供學生閱讀。目的在

於減少學生資料蒐集所耗費的時間。 

潘志忠（2001） 

研究者先行將所蒐集到的剪報與網路資料過濾出較

適合學生的部份，影印給學生要求其閱讀與畫重

點，並將正反意見整理填寫表達記錄表中。鼓勵學

生可善用週遭資源找尋其他補充資料。 

陳銀筑（2002） 
在上課前，研究者會給予學生相關簡報資料，作為

學生收集輔助資料之參考。 

鍾敏龍（2002） 
教師提供學生導讀資料或提供學生參考資料閱讀，

以協助學生組織自己的立場，把握討論主題，進行

多方面的思考。 

溫春琳（2002）
透過學習單、作業單的引導，提供學生蒐集資料的

具體方向。 
陳建儒（2004） 為另行蒐集資料，直接針對影片進行討論 

黃志豪（2006） 
教師提供的資料（細讀，且必須畫重點）、學生仍須

另行蒐集議題相關資料。 
洪瑀捷（2007） 提供閱讀學習單引導學習者自行蒐集資料。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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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論的模式與策略 

    討論模式是附屬於議題中心教學模式當中的一項教學歷程，最簡便的分類可

將討論模式分為「大團體討論」與「小組討論」兩種形式。通常討論模式的選擇

可依據所選取的教學模式、議題的性質作適切的調整。Passe 和 Evans（1996）

便提供「蘇格拉底式」、「陪審團式」、「教友會式」、「魚缸式」、「角色扮演」、「情

境模擬」等多種方式，作為教師安排學生進行議題討論的參考。就國內的教學情

形來說，討論的進行以小組討論為主，在進行議題討論之時有時輔以結構性爭論

模式的正、反方角色扮演與互換，未有其他討論模式的應用。或許受到教學時間

限制的影響，倘若採用其他討論模式將要耗費更多時間去建立新規則與安排座

位。 

 

四、綜合活動—議題總結階段與學習評量 

（一）議題總結階段 

    議題討論結束之後，依教學模式的不同，會有不同的總結活動。例如：結構

性爭論模式將安排小組共識報告，作決定模式將會進行全班投票。然而，教師在

總結活動中能否將討論內容統整與分析，使學生獲致最大化、最有意義的學習，

為議題中心教學的成功關鍵。受到社會行動取向的影響，議題中心教學在議題總

結階段逐漸加入社會參與、社會行動的概念，以行動實際體驗社會議題。此外，

Passe 和 Evans（1996）則建議可以讓學生寫下議題探討過程摘要或內容分析，

以提昇其學習品質。國內目前的議題中心教學研究之議題總結階段，以分組報

告、教師補充說明為主，也有學生省思單、學習單的設計，幫助學生在議題探討、

表達意見後，能重新省思自己對議題的看法。 

    綜上所述，在總結階段應給予學生「空白課程」的時間，提供其反思、內化

與行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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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評量階段 

    議題中心教學的評量將焦點擺在學生對議題的瞭解程度、如何解決並提出最

佳論點，以及學生處理議題的表現模式。由此看來，紙筆測驗中強調事實和概念

的記憶與背誦的方式較難給予適切的回饋。因此，在進行議題中心教學法時，教

師們多半採用多元評量的方式進行，並且以形成性評量的方式取代總結性評量，

以期瞭解學生參與學習活動整個歷程的表現。一般而言，議題中心教學常用的評

量方式包括「檔案評量」、「公共議題討論評量標準」（如表2-5），以及其他評

量方式，如：著重學生處理議題的表現模式，包含專題、辯論、演講、法庭審判

等口頭或書寫能力的建構，或是像結構性答案之問題、短文、口語論述、展示等

都可以視教學目標參酌使用。 

 

  表2-5 公共議題討論法的評量標準 

實質性 程序性 
陳述並理解議題 得分（＋） 扣分（－） 

使用先備知識 邀請同儕做出的貢獻 離題或紛亂的論述

利用解釋、理由或舉證方式陳述意見 理解同儕的意見 阻礙同儕的詮釋 
約訂宣稱或重新定義 挑戰討論內容的正確

性、邏輯、相關性及有

疑問時，立即澄清。 

獨佔討論機會 

 

認知價值或價值衝突 總結意見 人身攻擊 

  資料來源：出自石雅玫（1999：43）。 

     

議題中心教學法在台灣的教學現場中卻往往因為教學過程本身即花費了不

少時數，為了進度考量，教師時常容易忽略掉評量的部分。誠如Rossi（1996）

所說，評量方式經常是造成議題中心教學法無全面推廣的原因之一。近年來的議

題中心教學研究，亦注意到評量的問題，研究者紛紛設計各種結構性的檢核量

表，希冀在學習單、檔案評量之外，有另一種更有效率、更為簡便的評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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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議題中心模式的學習評量方式分析 
研究者 議題中心模式的學習評量方式分析 

潘志忠（2001） 上課表現記錄單，紀錄學生發言次數與秩序 
鍾敏龍（2002） 檔案評量、半結構式參與觀察記錄（記錄學生批判思考能力

的表現） 
溫春琳（2002） 1.小組部份：分為小組討論、口語發表與展示等情形，進行

小組自評與互評，且以小組為單位進行檔案評量。 
2.個人部份：根據學習單內文進行評量。 

洪瑀捷（2007） 學習單內容、討論區發言內容、議題省思表、平時成績（包

含共識討論過程、小組長對組員的評分及班長對各組小組長

的評分、小組整體作業完成狀況）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伍、小結 

    從相關文獻中所描述的教學現場概況來看，國內的議題中心教學愈益走向精

緻化、系統化的發展。顯現在教育改革之後，確實提供議題中心教學更為有利的

施展空間，研究者與學校教師也願意針對議題中心教學法之理念進行加深、加廣

的探究，促使近年來的教學研究內容愈益整全。然而，尚有許多可深思的突破空

間，例如： 

1.除了要持續營造開放的班級氣氛外，更要求民主與相互尊重的基本精神。 

2.師資培育機構或各縣市教學輔導團宜提供教師實施議題中心教學的專業建議

與支援。 

3.多提供學生意見表達的機會，使其習於與他人互動、討論。 

4.應積極發展符合國內教學環境，或個別學校環境的議題中心教學模式。 

5.突破制式的書面引導單的議題引導模式，充分運用多樣化的教學媒體。 

6.議題探究宜引導學生自主獨立探究，而非僅被動接受教師所準備的資料。 

7.討論模式、小組成員與人數可伺機調整，避免千篇一律的討論方法。 

8.應積極將議題討論的結果轉為社會行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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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議題中心教學法的相關研究探討 

     研究者分別以「議題中心」、「結構性爭論」、「爭論性議題」為標題或關鍵

字檢索國內外議題中心教學法之相關學位、期刊論文。檢索結果發現，全國碩博

士論文資訊網總計有 15 筆資料，教育論文線上資料庫共 13 筆，質性研究、量化

研究均有，探討層面大致可分為教師教學信念、教學實施兩大部分。 

     本研究以行動研究的方式進行，旨在發現教學現場中的問題並嘗試解決，

研究目的則在於創新符合本土教育環境脈絡的議題中心教學策略。考量研究之目

的與方法後發現，實有必要將過去國內相關研究之教學歷程深入探析，瞭解教育

場域內可能發生的各種情形，與未能發現的各處盲點，進一步研擬出本研究之行

動藍圖。因此，在相關研究的探究部份，將以國內的議題中心教學「行動研究」

為主要探討對象，「準實驗研究」中有詳盡描述歷程或省思者亦包含在內。再者，

考量本研究之研究場域為國民小學，故特別限定相關研究探討之研究對象在國民

小學階段。然而，溫春琳（2002）的行動研究將研究歷程書寫得十分詳盡，洪瑀

捷（2007）的研究則強調資訊融入的教學元素，與本研究之旨趣相符，故特將此

兩篇國民中學層級的教學研究納入探討。此外，在探究過程中國內相關研究較為

缺乏的面向，將穿插國外相關研究進行文獻對話。 

壹、從議題的選取來看 

    為了清楚瞭解相關研究之教學內容，茲將其選擇的議題與採用的教學模式臚 

列於下表，輔以相關研究之歷程描述探討於後。 

 

表 2-7  相關研究選取的議題 
研究者 選擇的議題 採用的教學模式

1.你贊成馬考族人獵鯨嗎？ 
2.複製人行不行？ 
3.哈日風 

結構性爭論模式

4.你贊成網路交友嗎？ 做決定模式 
潘志忠（2001） 

5.你贊成興建核四嗎？ 探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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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相關研究選取的議題（續） 
研究者 選擇的議題 採用的教學模式

陳銀筑（2002） 

1.小雯的抉擇-自治市長選舉 
2.網咖條例該不該全省實施 
3.彩券發財夢，全省樂透透 
4.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 

結構性爭論模式

鍾敏龍（2002） 

1.美國應不應該對「911」恐怖份子的爆炸

事件，採取宣戰的報復行動？ 
2.小學生應不應該被限制上「網咖」？ 
3.「核四」發電廠應不應該續建？ 
4.台灣獨立建國可不可行？ 
5.小學生適不適合談戀愛？ 
6.廢除死刑應不應該？ 

結構性爭論模式

溫春琳（2002） 

1.應不應該解除髮禁？ 
2.國中生是否適合談戀愛？ 
3.應不應該簽注樂透彩？ 
4.應不應該限制國中生涉足「網咖」？ 

結構性爭論模式

黃志豪（2006） 

1.流浪狗應該撲殺嗎？ 
2.塑膠袋應該限用嗎？ 
3.湖山水庫應該興建嗎？ 
4.高山蔬菜應該栽種嗎？ 

結構性爭論模式

洪瑀捷（2007） 

1.贊成國中生談戀愛嗎？ 

2.贊成國中生網路交友嗎？ 

3.贊成國中生減肥嗎？ 

4.贊成開放國中生穿著便服到校上課嗎？

結構性爭論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一、議題的選擇權 

    在議題的選取方面，多半由教師選取，國內的教師會先參考當學期教科書內 

容決定議題，並參酌學生的興趣與議題的爭論性來作決定（陳銀筑，2002；潘志 

忠，2001；鍾敏龍，2002）。可見，在國小階段議題的選擇權完全掌控在教師手 

中，且議題通常在學期前已擬定好，少有更改的情形發生。事實上，給予學生適 

當的選擇空間，更能激發其參與興趣與認同。 

    溫春琳（2002）在進行公民科「兩性關係與倫理」單元時，原本已擬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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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相關的議題，後來因為學生的建議而更改與其生活經驗較為相關的「戀愛」

議題。    

                                    
    我原打算配合課文中「性道德」的部份探討「你是否贊成婚前性行為？」， 

但學生們一致認為「不贊成婚前性行為，與其探討性行為不如探討是否適合 

談戀愛，因為現階段談戀愛常遭師長父母反對，…。」，因此最後決議以「國 

中生是否適合談戀愛」做為此次議題討論的題目。（溫春琳，2002：99） 

                                                  

    從溫春琳（2002）的例子來看，由學生選取議題能夠與學生生活經驗息息相

關，探討起來格外熱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兩個例子當中，雖然教師給予學生

選取議題的權力，卻也是在有限度、有範圍之情況下產生。國小階段學童並非沒

有能力自選議題，教師在選取議題時，可以適度給予學生空間，既可達到原訂的

教育目標，亦可激發學生參與的動機。有時，或許是在課堂中學生深感疑惑的事

物，或是近來備受學生關注的社區或校園議題，只要教師多留意，這些可引起學

生興趣且有意義的議題就發生在日常生活當中，隨時可納入探討，不必等到教師

刻意去找尋、去主導。 

 

二、時事議題的討論 

    議題中心教學法並未給予議題特定的限制，只要具有爭論點、能引起學生興

趣，且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者，即可納入討論。因此探討的爭論性議題範圍包羅萬

象，Passe和Evans（1996）曾經歸納出幾種可供作議題選擇參考的面向，包括「永

恆的難題」、「價值衝突」、「決策故事」等。面對社會輿論吵得沸沸揚揚的時

事議題，倘若爭論點未顯，雖然容易引起討論興趣，卻難有更高層次的論點產生。 

    溫春琳（2002）在規劃「樂透彩」議題時，預計全民瘋樂透能引發學生對議

題探討的興趣，但結果竟呈現一面倒的狀況。 

 
討論前，大家的立場正反皆有，但在實施後呈現一面倒（反對），反倒讓我

懷疑此問題的爭辯性是否不夠？......學生蒐集的資料關於負面的報導比

較多，雖然也有正面資料，但明顯所佔比例相當少。......「樂透」的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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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剛開始，關於樂透的公益效果尚未有相關報導，此時討論時機顯然太早,

輿論顯然不夠客觀。（溫春琳，2002：111） 

 

    同樣是時事議題，鍾敏龍（2001）在討論「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時，也

有一面倒的狀況。雖然，研究者把此現象歸於學生事前並未自行準備資料，僅仰

賴教師所提供的資料。然而，這是否也可能意味著，教師所準備的資料的觀點可

能不夠多元，或是學生本身受到新聞媒體的影響，呈現一面倒的狀態呢？討論時

事並非不適宜，且探討時事反而有助於學生培養社會參與的公民素養。值得注意

的是，教師在討論前必須先行瞭解議題相關資料，並且公開與學生討論媒體的報

導與網際網路的資訊，以蘇格拉底式的詰問，澄清學生的價值，使期能養成理性

思考的判斷力，而非全盤接受輿論與傳播媒體的論述。 

 

三、禁忌議題的效應 

    禁忌議題，是指教師避免選擇或強調的主題，因為該主題的概念或信念過於

敏感，往往被排斥在主題選擇考量之外（Evans, Avery & Pederson, 2000）。在相

關研究當中，由於議題是由教師選擇，已進行過篩選，並未有太大的問題。然而，

當禁忌議題的討論成為一項實際行動，牽涉到其他教師或人員（學校行政人員、

家長）時，實施該議題的教師將備受壓力。 

    從鍾敏龍與其協同研究教師王老師的對話中，可發現研究者試圖將禁忌議題

納入，卻受到協同研究教師的質疑。於是兩人在共同擬定議題階段，就將禁忌議

題排除。 

 
研：「璩美鳳偷拍事件，震驚整個社會，應該取代第六個議題（廢除死刑）。」 

王：「此一議題的確爭議很大，也很熱門，但小學生應該沒有看、也不適合

看這類光碟，目前有關情色的話題，是否適合小學生，尚需考量家長的

反應……」最後我們保持原按之教學計畫，留到以後有機會再上。19

（鍾敏龍，2001：73） 

 

                                                 
19 最後並未進行該議題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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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春琳在科任班級讓學生探討「髮禁」問題，引起學生激烈的討論，學生討論後

採取自發性地行動，爭取解除髮禁的權利。 

 
    在議題討論之後，有一同學，將其蒐集的資料彙整，並夾在聯絡簿試圖說服

其導師解除髮禁，打算由幹部在班級座談會向學校提出。這個舉動引起該班

導師對此討論課程的質疑，雖該班導師並未表示非常反對，但其語氣也有些

不悅。……我則進一步向班導師說明。(一學期後)與該班導師討論此學期計

畫，該班導師希望「不要以學生敏感的校園相關問題（髮禁、戀愛）作為探

討議題造成其與訓導處的困擾，而能將議題放在國家、社會層面」。（溫春琳，

2002：97） 

 

    在溫春琳的研究當中，議題中心教師（研究者）能抱持開放、民主的態度 

面對學生的討論，卻不被學校其他成員贊同。可見國內學校仍受保守勢力影響， 

隱約影響到教師在議題選擇上的態度。 

職此之故，實施議題中心教學時，不僅是教師本身必須具備開放、民主的勇

氣，更應將此理念傳遞給同儕教師、家長瞭解，促使學校文化更加開放。當學生

開始有理性批判的社會行動時更應給予支持與鼓勵，而非只是默默地在自己的教

室裡實施，隨著議題討論結束就結束所有活動，甚至不理會學生自發性的行動。

如此一來，議題中心教學的成效將受到侷限，學生不再信任議題探討的重要性，

也無法確實轉化為積極的社會參與與行動。 

 

貳、議題的討論 

一、如何分組？ 

    Passe 與 Evans（1996）建議議題中心的分組方式，以異質分組為宜。基於

合作學習的理論，來自不同背景、程度的學生若有較多的機會合作學習，將會建

立正確合適的態度去善待不同文化背景、生活經驗的學生（林寶山，1998）。然

而，此「異質」是依據哪些標準？小組成員是固定不變的嗎？每組應該多少人？

多久要更換組員一次呢？異質分組真能幫助學生學習更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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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春琳在首次議題中心教學開始時，便主張要異質分組。然而，經過學生說

服之後，改變了她的作法。 

     
「找合得來的同學在一組，比較有默契，我們保證在討論時，不會混水摸魚，

討論前也一定會認真準備！」雖然我質疑同學們自行分組的可行性，但不願

意在一開始就讓學生覺得老師不能溝通，加上自己也想看看自行分組的結

果……。（議題討論後）學生自行分組，固然能使各組同學熱烈參與，但也

發現「組與組實力相差懸殊」、「有能力較弱的組別（散戶集合組）」、「組內

成員感情太好，流於聊天」（溫春琳，2002：88-89） 

 

    在第一次議題討論效果不甚理想下，溫春琳決定改變分組方式，以異質方式

分組。 

 
    我麻煩該班導師共同協助分組，莊老師拿出第二次段考成績，先以 S型常態

分組，我再以「平時互動」、「口才」、「領導力」、「公民課堂的表現」等進行

調整，讓每一組組員有強有弱，其中都有一名「前一次示範小組之成員」。（溫

春琳，2002：106） 

 

    在議題討論時，每組能夠有具領導能力，與熟悉流程的小組成員，勢必能夠

讓討論更為流暢、有秩序。不過，小組成員人數、分組方式是否每次都要固定，

值得進一步深思，例如國外的相關研究就有不固定組別討論的教學方式。 

在 Chilcoat 與 Ligon（2000）的個案研究中，其個案教師 Ms. Clark 在分屬

七堂課的同一個議題教學裡，共分了三次不同的組別。第一次在引導學生瞭解爭

論性議題的意義時，將全班分為四組，每組 5-6 人進行討論；第二次為進入議題

討論時，將全班分為三組，每組七人，共同進行作決定的議題與理由之討論。最

後，在總結活動的角色扮演時，又將全班分為不同的三個小組。其分組方式顯然

是搭配不同的教學活動與目標彈性轉換，並且可讓學生習於和不同小組成員進行

意見的交流，提供學生更多傾聽他人觀點的機會。 

綜合上述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結果可發現，學生自由分組效果不甚理想，由教

師與導師共商後進行的異質分組較為可行。此外，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一旦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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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成員確定後，除了因為討論效果不佳而有重新分組的情形外，並未出現依據不

同的教學活動與目標彈性調整討論小組成員的情形，或是以定期調整組員的方

式，讓學生嘗試與不同組員合作討論的機會。 

 

二、如何激發高品質的討論？ 

（一）選擇適切的教學模式 

    從相關研究所採用的教學模式來看（如表 2-7），除潘志忠（2001）的研究嘗

試採用「探究模式」與「作決定模式」外，其餘研究均侷限在「結構性爭論模式」。

結構性爭論模式的最大特徵即在於最能顯現議題的爭論點，討論流程是最具規則

性的，20並確保「觀點互換」的產生，讓學生學習以不同角度思考問題。因此 1998

年起國內所形成的議題中心教學觀，即以推廣結構性爭論議題為主，當時的實徵

研究均採用Johnson和Smith的結構性爭論性模式進行教學（廖添富、劉美慧、董

秀蘭，1998；董秀蘭，1998）。或許因為步驟明確清楚易於實施，隨後的研究大

多依循著前人的腳步持續延用。 

採用結構性爭論模式的教師，對於教學流程與時間的掌控遠較其他模式為嚴

謹。例如，鍾敏龍（2002）就指出其協同教師未按照結構性爭論模式的步驟進行，

是一項「教學上的錯誤」。 

    溫春琳（2002）、黃志豪（2006）為了讓學生能順利進行結構性爭論模式討

論，分別採取播放小組討論錄影帶檢討、採用「示範組」進行一次議題探討，以

及加強訓練小組長等方式，讓學生真正理解整個討論流程。 

    事實上，對於初次進行結構性爭論的師生來說，「結構式」的教學步驟的確

會令人混淆。倘若教師在初期並未加強步驟的說明，學生通常會依據平時討論的

習慣，直接說出自己想法與意見，時常會發生不願意互換立場的情形（潘志忠，

2001；溫春琳，2002；鍾敏龍，2002）。這樣的現象暗示著，並非所有的議題均

                                                 
20 結構性爭論模式的流程簡要可分為：正方陳述 反方陳述 正反方互換立場 正方陳述 反

方陳述 達成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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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正反俱陳，不同年齡層與背景的學生也並非都能夠體會到正反不同的觀點。

有時候，過於複雜的議題需要的是師生共同抽絲剝繭地探究問題本源，全盤採用

結構性爭論，反而會讓議題討論形式過於僵化。潘志忠（2001）在進行不同模式

的議題中心教學後，感言道： 

     
教學模式一旦變成一種「模式」，很容易變得僵化不再尋求變化與突破，比

較積極與聰明的學生可能也會感到死板。（潘志忠，2001：193） 

 

若從學生的角度來看，潘志忠訪談學生對不同教學模式的感想後發現： 

 
    孩子對於後面兩種方式（做決定模式與探究模式）比較喜歡，……學生似乎

不喜歡很快選邊站，而結構性爭論似乎衝擊性過強。（潘志忠，2001：194） 

 

在考量議題與教學模式之切合性時，若能從「衝突強度」觀點出發較為簡易。 

由於結構性爭論模式的重點在凸顯議題的爭論點，因此，較適合衝突性強的議題

採用。例如：黃志豪（2006）的議題「湖山水庫應該興建嗎？」就能明顯區分「環

保」與「民生」兩大觀點的衝突性，採用結構性爭論模式十分切合意旨。做決定

模式則適合應用在問題導向，且衝突性較弱的議題上。例如：陳銀筑（2002）的

「小雯的抉擇-自治市長選舉」之議題，以情境故事的方式讓學生切身處地去抉

擇適當的幹部人選。此議題不但具有明確的探索性問題，也提供不同的選擇（各 

種特質的候選人）讓學生分辨、預測結果與作抉擇，以做決定模式來進行較為恰 

當。潘志忠（2001）之「哈日風」議題，並未有鮮明的衝突性，雖然潘志忠在研 

究當中將哈日現象的討論以「哈日 VS.仇日」讓學生進行結構性爭論。然而，哈 

日風對當代學生而言，應是一種文化現象，並不一定只有衝突性的兩面可作觀點 

選替，而是必須藉由教室討論進行不斷的批判與觀點的檢證來釐清價值，獲得暫 

時性的結論，應以探究模式進行教學更為合宜。 

（二）利用結構式架構引導學生探究與討論 

    為了提高討論的層次，議題討論前應該有充足的探究，討論過程中則應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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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引導。Onosko 和 Swenson（1996）提出一系列的議題中心教學單元設計規

劃指引。其中，提及為了讓學生充分理解複雜的議題概念，可將議題分為許多次

議題(sub-question)來深究。據 Onosko 和 Swenson 所舉的實例看來，完成一個議

題教學必須花掉至少 12 堂課的時間，好處是學生能深入瞭解議題的概念並考量

各種面向，在小組議題討論時能有較高層次的討論品質。不過，耗費太多時間的

討論似乎不易被教師們採納。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教師在探究階段給予的教材與資源相當豐富，甚至產

生學生「依賴」的現象。在潘志忠的研究裡，關於蒐集議題資料的方式部份寫道： 

 
    國小學生受限於時間，無法蒐集到很多相關資料。網路上的知識爆炸也容易

迷失在其中。……本研究相關議題資料皆由研究者蒐集網路資料與剪報再加

以整理。（潘志忠，2001：188） 

 

    黃志豪（2006：108）的研究也是由教師直接提供資料給學生閱讀。 

 
國小階段的學生資料搜尋整理的能力較為不足，加上本研究之實驗組學生因

課業壓力與家庭狀況不一，資料的取得有一定的困難度，因此教材內容仍以

研究者提供為主。 

 

    由教師準備資料與教材，儼然成為本土議題中心教學的一大特徵。這與國內 

教師習於為學生準備所有教材，學生習於接受教師提供教材的現象息息相關。在 

鍾敏龍（2002：152）的研究中便點出此現象： 

 
    小朋友第一次沒有蒐集任何資料，全依賴老師準備的導讀資料，先備知識明

顯不足，小朋友的看法也不夠多元，受到老師導讀資料的影響較大。 

 

    此種現象，凸顯國內學生主動探究能力普遍不足的現象。教師深怕學生「沒 

時間」、「沒能力」蒐集資料，主動幫學生整理；學生依賴教師給予的資料，教師 

又認為討論觀點不夠多元的兩難現象。議題中心教學並非一般性的「時事教學」、 

「主題教學」，而是希望藉由爭論觀點的討論，提昇學生對議題的高層次思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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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教師並非完全不能替學生蒐集資料，而是必須提供「多元」的資料內容與「資 

料搜尋指引」。重質不重量的資料提供，反而能刺激學生產生不同的觀點，給予 

學生明確的「資料搜尋指引」遠比直接給予學生資料來的重要。此外，國內教師 

在資料蒐集方面，往往以紙本資料為主。事實上，議題並非僅出現在報紙、書籍 

與網路討論區中，身旁的重要人事、地點也是「活生生」的資料來源。當教師侷 

限資料範圍在紙本時，就容易產生擔心學生「沒有蒐集資料能力」的疑慮。學生 

的確在資料選濾與搜尋上比成人弱，此時實際體驗人事物的經驗將能補足此缺 

點。 

若從討論過程來看，國小學童的抽象思考能力、分析問題能力稍嫌不足，且

人格發展尚未成熟，對於情緒無法做有效的控制，因此教師的引導十分重要（陳

銀筑，2002）。在 Chilcoat 與 Ligon（2000）的個案裡，提供兩種引導學生討論

方式。首先，Ms. Moore 為了幫助學生整全性地探討「是否要由教師固定座位？」

的議題，提供一個「值得（Desirable）」、「不值得（Undesirable）」、「可行

（Feasible）」、「不可行（Not Feasible）」的架構，讓小組成員討論並完成。

Ms. Donaldson 則在學生結束議題討論，將意見寫信給報社編輯時，提供學生一

個陳述觀點的架構，包含「發生了什麼？」、「我的觀點是什麼？」、「現在必

須做什麼？」、「我做了什麼？」等。恰能適切解決國小階段，學生對於議題與

看法表達之經驗較不充足、不夠周延的情形。因此，教師若能視學生討論情形、

議題複雜度或是教學模式的不同，適切應用一些協助思考的架構，將能提昇討論

的層次。 

    綜上所述，提高議題討論的品質，不但要考量議題與教學模式的切合性外，

更要給予學生適度的主動探究空間，與明確的討論過程指引。國小教師在實施議

題中心教學時應擺脫過去照本宣科、高度控制的教學心態，給予學生多些彈性空

間，方能激盪出更加豐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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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資訊融入議題中心教學 

    本研究旨在將現有的本土議題中心教學法內涵添增一些新興的教學策略，再

加上首次協同小組研究計畫會議時便決議要將「資訊融入教學」納入。因此，特

將國內首先進行網路輔助議題中心教學研究之洪瑀捷（2007）的研究歷程進一步

探析，希冀能從中獲取寶貴的經驗。21

洪瑀捷的研究中，以「亞卓市—全民學校」為教學平台，利用平台已有的「公

佈欄」、「討論區」做非同步的議題討論，輔以全民學校內的「網路討論區」之同

步討論功能，於課堂中以分組方式進行同步討論，希冀解決在傳統課堂裡進行議

題中心教學之教學時間與閱讀資料不足的問題。 

一、同步與非同步的議題討論 

    同步議題探討雖然具有及時性，然而受限於打字速度的關係，花費時間長。

非同步則可幫助學生仔細思索議題內涵，並在無壓力的情況下完成討論。 

    洪瑀捷在進行完第一次議題教學後，訪談學生對同步與非同步兩種討論方式

的感受： 

 
     老師：在網路討論的時候，你比較喜歡課堂討論還是課後的呢？ 

     S4-1：課後！ 

     S4-2：我也是！因為我打字很慢，每次上課都好緊張喔！… 

     老師：那課後非同步的討論真的比較沒有壓力嗎？會不會有較多一點的思 

考空間？ 

     S2-6：會啊！可以慢慢想要講什麼。 

     S2-5：還可以看同學的文章，想想怎麼寫比較好，才不會被笑。 

                                                   （洪瑀捷，2007：76） 

 

    由此可知，非同步的討論有助於學生精鍊化議題概念，並重組其觀點，提供

學生完整闡述觀點並專心觀摩他人觀點的機會。至於同步的討論，在研究中可發

現，學生會受限於打字速度，無法暢所欲言。尤其洪瑀捷的研究對象是國中一年

                                                 
21 在國外論文方面，分別搜尋到Kohlmeier與O’Brien（2004）、Mayer（2006）之研究。然而，前

者著重在職前師資訓練的探討，後者則為量化研究，均未能符合本研究所需的參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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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學生，若國一學生都無法完全適應同步討論的方式，對於參與本研究之五年

級學童來說將會更加困難。 

     

二、非同步交流平台的功能 

    一般而言，討論區除了有非同步議題討論的功能外，尚能夠提供「公佈欄」

的空間。教師除了能張貼與議題相關的資訊外，也可呈現小組或個人的學習成

果。在洪瑀捷的研究中，非同步的網路平台共分為「上課資料」、「繳作業囉」、「討

論專區」、「議題省思」四個部份，不僅提供學生便利的交流空間，也可提供教師

作為評量學生學習歷程的重要依據。其中，較為特別之處在於，研究者在各小組

討論之後，請學生將小組共識張貼在公佈欄，提供其他學生事先閱覽，並且在小

組發表共識時以電腦的廣播系統播放，讓全體學生皆能清楚瞭解該小組的共識內

容，提昇提問品質。此外，為了促使學生在資料檢索上更有效率，研究者事先將

檢索「關鍵字」張貼於公佈欄，提供學生參考。這對於目前學生蒐集資料普遍依

賴網路的習慣來說，提供關鍵字不但能節省學生搜尋的時間，更能藉此提供學生

尋找網路資源的技巧。 

    資訊融入議題中心教學之相關研究，在國內外並不多見。然而，隨著網際網

路的發達，與現今學生接觸網路的普遍現象來看，資訊融入於議題中心教學勢必

成為未來重要的教學趨勢。尤其在網路世界資料取得相當便利、多元的情況下，

舉凡文字資料、影音資料均可迅速獲得，也可透過網路無遠屆的特性，與世界各

地不同風土民情的人們進行交流。因此，議題中心教學平台的建立，不但能幫助

學生提昇學習成效，也能提供教師更加豐富的教學資源。 

 

肆、小結 

    上述相關研究之教學歷程探討不僅提供本研究在教學實施作法上的借鑑，亦

給予教學現況上的反思，值得本研究進一步去創新與突破。以下將分別從「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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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學實施歷程的啟示」，以及研究者閱讀相關研究後產生的「教學現況的反

思與突破空間」兩大部份分述之。 

一、相關研究教學實施歷程的啟示 

（一）議題選取必須考量學生學習興趣與議題論述的成熟度 

    從相關研究中發現，國內議題選擇權仍以教師主導，較少給予學生選擇議題

的空間。相關研究中考量的「學生學習興趣」也多半是教師事先推測、想像的，

並未直接藉由徵詢或是從實徵的觀察中發現學生的喜好。再者，從相關研究的時

事議題選取成果來看，學生雖然對於熱門的時事議題反應熱烈，不過論述尚未成

熟的議題討論，容易受到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有鑑於此，本研究在議題選取上

將適切地納入學生的意見、想法，考量議題論述的成熟度，並且不避諱禁忌議題

的探討。 

（二）議題討論的組別可彈性調整，並選取適切的教學模式與架構輔助討論 

    在相關研究中，除了關於異質分組的描述外，幾乎未見類似國外研究裡彈性

分組的情形發生。本研究希冀提供學生與不同組員合作與討論的機會，期望在研

究當中能依據教學活動與目標，適切地彈性分組。此外，教學模式亦不再侷限於

結構性爭論模式，本研究將依據教學目標與議題性質選取適切的教學模式，並視

學生的學習狀況或議題的難度，設計出輔助討論的架構，以提昇討論的品質。 

（三）資訊設備與網路的應用能協助議題中心教學的進行 

    隨著時代變遷，人們對資訊設備與網際網路的依賴，顯現出資訊融入議題中

心教學已是不可避免的趨勢。目前相關研究中，針對資訊融入的部份較少提及。

唯一提及的相關研究，採用的資訊融入方式為利用網路平台進行「同步」與「非

同步」的討論。本研究在實施時，亦可參考此作法，並視教學現場的實際情形加

以修正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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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現況的反思與突破空間 

（一）教師的教學觀未能有效轉型，仍深受傳統學校教育結構影響 

    議題中心教學法具有轉型課程之特質，在教學過程中強調爭論性、動態性的

知識與價值探討，與傳統課程觀大為不同。然而，轉型課程仍須轉型教師的推動

方能有效落實其教學理念。我國教師長期以來，受到學科中心課程觀與保守的學

校文化影響，在師生關係與課程與教學型態方面，存有既定的「模範」與「標準」。

在相關研究中多處顯現教師對「教學時間不足」與「學生課業壓力」的擔憂，擔

心課本內容教不完而放棄「耗時」的議題中心模式，或是害怕學生壓力與能力的

不足主動替學生蒐集相關資料讓學生依照資料進行討論。這些現象的產生，反映

出教師仍未具轉型的特質，仍習於師生間以上對下的關係，以「提供」而非「協

助」的方式幫助學生進行議題探究；習於將教科書視為課程的全部或權威；習於

順從學校與家長給予的規範，而不願據理力爭。教師未能隨著課程轉型而轉型，

使得議題中心教學在教學現場的落實不能普及。 

    有鑑於此，本研究邀請教學現場中熟悉議題中心教學法的專家教師共同參

與，透過專家教師的實務經驗，瞭解傳統學校結構的限制所在，並藉由研究小組

（包括學者專家、專家教師、研究者）協同的討論與合作，研擬出具體可行的行

動方案，將理論與實際結合，試圖在於既有學校教育結構中獲取突破與創新的空

間，以提供未來欲進行議題中心教學法的教師做參考。 

（二）議題中心教學未能完全融入於課程當中，仍有為議題而議題之現象 

    相關研究之議題選取雖然均以融入課程為主要考量。然而，在教學實施時，

卻有切割課程與議題的現象。教師普遍在課程結束後才進行議題中心教學，從相

關研究之教學歷程中較難看到議題與課程內容密切結合的情形，且與學生切身相

關之議題，教師未能引導學生產生具體的行動。師生對議題的關注，容易隨著議

題討論的結束而結束，情意教學的部份也未能因此顯現。 

    本研究除了在議題的取材上考量課程內容外，也將嘗試將議題中心教學歷程

融入一般課程教學當中。因此，在實施時間上不侷限在課程單元教學全部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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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而是在單元教學過程中，提及相關概念時隨即納入探討。再者，有別於過

去的研究，本研究將積極關注在實際體驗與行動的部份，嘗試讓議題中心教學走

出教室，實際與議題相關的人事物接觸，以利培養學生公民資質的情意學習。 

（三）教學型態未能有所突破，仍受限於既有的教學時間與空間 

    從相關研究中可發現，議題中心教學法在教學現場的實施往往受限於教學時

數，教學的場域也僅侷限在學校教室裡。在既定的課程時間中，要進行議題的深

入探究與充分的討論似乎有些困難。此外，議題並非僅僅是紙本的知識而已，社

會議題應是發生於日常生活當中，尤其議題中心教學的立論基礎受到「進步主

義」、「重建主義」與「建構主義」影響（石雅玫，2002；劉美慧，1998），特別

重視學生的學習經驗與知識建構。因此，在教室中的討論，若未能提供學生體會

與接觸的機會，完全以靜態方式呈現，將容易流於紙上談兵。 

    職此之故，本研究採「資訊融入」與「社會行動」教學的方式突破本土議題

中心教學的時空限制，並增加其動態性。以「網路部落格」的建置提供學生充分

討論、分享資源的空間，彌補既有教學時間不足的困境；並且利用網路無遠弗屆

的延展性，讓學生跨越教室空間，透過網際網路與不同區域的人們進行遠距互

動，或是透過網路衛星地圖或圖片、影片觀看不同地區的風俗民情，瞭解社會文

化差異。在社會行動的部份，則是以「走出教室」、「走出課堂」的方式增加議題

中心教學的動態性，透過將決議化為實際行動，以及進行田野觀察或訪談提供學

生實際體驗的機會。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促使議題中心教學不僅恰如其份地融入

於「正式課程」當中，更希冀能透過「潛在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的方式，讓

學生在知情意行等各方面的「經驗課程」能夠更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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