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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學通識教育實施的兩個主要人物：一為教師；一為學生。師與生

在教學現場所產生的問題，是影響教學效能的重要因素。沒有「師」與

「生」交流的通識教育，將無法有人文精神的世代傳遞。因此本研究的

目的，乃以教師的實際行動研究為主，透過各種教學活動的觀察與紀

錄，期能對大學通識教育中之「教師」與「學生」互動的和諧與衝突有

所描繪，而提供教師們在通識課程中的教學改進。在此行動研究中，研

究者以義守大學通識教育課程中「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為研究場域，採

用觀察研究方法，藉由教學錄影、活動觀察、線上互動以及學生心得作

業等，完成兩學期兩次的觀察札記，並編碼分析；大抵從「班級氣氛」、

「老師對學生的態度」、「學生對老師的態度」、「上課要求的互動」、「上

台報告的互動」、「觀賞影片的互動」、「海報製作的互動」、「主題週講座

互動」、「分組籌劃互動」、「田野調查互動」等觀察要點中，得到了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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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省思內容。可做為未來大學通識教育課程與教學改革之參考。 

關鍵詞：大學通識教育、師生互動、多元文化教育、行動研究 

壹、 前言：研究動機與目的 

大學通識教育實施的兩個主要人物：一為教師；一為學生。師與生

在教學現場所產生的問題，是影響教學效能的重要因素。過去探討通識

教育的問題，切入的層面很多。有的從制度面來分析，強調建立通識教

育制度的重要性；有的從課程的角度來探討，檢視通識課程的規劃、設

計與發展。也有從評鑑的觀點，探討通識教育的教學品質。然而通識教

育的技術核心在於教學，特別是教學中老師與學生所形塑的交互影響，

對於整體教學品質而言，更是影響深遠，不容忽視。因為唯有透過有感

情流動的師生互動，才能產生人文素養的影響。所以大學通識教育若要

卓越進步，必須將師生互動問題，列為重要的著力點；否則沒有「師」

與「生」交流的通識教育，將無法有人文精神的世代傳遞。基於這樣的

脈絡與背景，致力於大學通識教育師生互動問題的研究正是本文的研究

動機所在。 

至於本研究的目的，乃以行動研究為主：即教學者同時也是研究者

的概念，透過各種教學活動的觀察與紀錄，嘗試描繪一個通識課程中師

生互動的教學反省，期能對大學通識教育中之「教師」與「學生」角色

的和諧與衝突有所描繪，而提供教師們在通識課程中的教學改進。 

本文特別以師生互動的微觀角度著手，在義守大學通識教育課程中

所開設的一門「多元文化教育」課程裡，採用觀察研究的方法，藉由觀

察紀錄以及錄影與錄音，完成兩學期兩次同一課程教學的觀察札記，進

而分析通識教育中師生互動的各種議題與教學情境。全文大綱從研究動

機與目的談起，以相關文獻為立論基礎，並建構觀察主題，設計研究方

法與歷程，得到十項觀察記錄的發現，並逐一做教學的反省，最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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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位在通識教育課程中授課教師的建議。 

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的探討分成三個方面：一為通識教育部分；二為師生互

動部分；三為行動研究部分。 

一、大學通識教育部份 

（一） 大學通識教育的目的與功能 

大學的功能並非只有提供專業知識和技能的訓練，而是以人為主體

的培育，協助學習者透過人類的創造活動去認識自己在文明社會與自然

世界的定位，體認自己在人類歷史與當代或未來中的各種角色，這才是

大學的最主要功能（黃武雄，1994）。為了使新一代的大學生能走出專

業教育所帶來的困境，接觸自身專業領域以外的知識範疇，涵養人文素

養的精神，必須更加重視通識教育的實施。 

「通識教育」的目的乃使學生同時具有專門學科與人文學科的知

識，並能統整知識，以涵養「統整的人格」；也就是培養學生開闊的胸

襟、寬廣的視野與人文器識。就如 1971 年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包克教授

（Professor. Derek Bok），在他 1972 年的年度報告中，指出哈佛大學與

美國其他大學的教育，缺乏人文教育，大學教育應注意生活之所需與均

衡兼顧。美國哈佛大學明白到國民素質決定了國家的競爭力（引自哈佛

的通識教育http://www.rthk.org.hk）。為此他們發表了通識教育報告，確

保學生有基本的素質和知識，知道如何和世界各地以至宇宙萬物互動。

這是未來全球人類的共同方向，藉此方向來培養他們的競爭力。除了課

程內容之外，報告書也強調師生之間要多互動，以增進人文素養的達成。 

至於大學通識教育的功能，可以從 1945 年美國哈佛大學「課程規

劃委員會」，所提出「自由社會中的通識教育」報告書中看出，其主張

通識教育所培養「完整的人」應具有四種心智特質：（1）能有效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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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清晰地溝通思想；（3）能適切地判斷是非；（4）能辨識普遍性

的價值。上述之四種功能，所謂「完整的人」所應具有四種心智的特質，

就是大學通識教育功能之所在（黃奏勝，1999）。 

（二） 大學通識教育的教師角色 

對於人文精神的傳達，是很難藉由知識的建立與傳授來達成目標

的。成功的「通識教育」必須有宏觀的教育理念及系統的教育方法，使

學生獲得統觀的知識與完整人格的陶冶，絕不是所謂的專業學識之餘的

膚淺知識，乃是真正有益於學生身心的教學活動。而在這個教學活動的

關鍵人物，就是教師本身。通識教育要使學生獲得統觀的知識與完整人

格的陶冶，是需要一位「廣博」和「文雅」的教師，方能勝任愉快；亦

可將一般的「知識」轉化為卓特的「智慧」。透過了人文精神的師生流

動，來表現通識教育在現代科技高度發展社會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與

貢獻。因之，大學通識教育中的教師角色具有兩種角色，一為媒介性角

色，二為引導性角色。所謂媒介性，在於專業與通識、感性與理性、人

文與科技之間的媒介，使大學生能融通兼具兩者之間的智能。所謂引導

性，乃強調師生之間的循序誘導與帶領，將大學生引領至真善美與智慧

的園地，使其身心平衡發展，具有發展未來的潛能與遠瞻。 

二、師生互動的部份 

（一） 師生互動的概念與模式 

「互動」是指產生於二人或二人以上接觸一段時間，透過語言、符

號、手勢及其他溝通方式，彼此影響而產生行為改變（黃政傑，1977）。

張春興（2000）在張氏心理學辭典中則認為，互動（interaction）是人際

間的交感互動關係。而師生互動關係則是指發生在教師與學生之間，雙

方經由語言、符號、非口語等溝通方式，互相影響、改變。 

Blackledge 和 Hunt 以教室俗民誌的觀點，提出師生互動的模式，以

了解師生互動過程中的各種面向（李錦旭譯，1987）。其包含了幾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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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層面：（1）教師的自我概念；（2）教師對學生的認識；（3）學生對教

師的認識；（4）學生的自我概念。其中之「教師對學生的認識」以及「學

生對教師的認識」都是本研究觀察要點的參考。 

（二） 師生互動的教師態度與學習行為 

有人說「有怎樣的老師就有怎樣的學生」，由此可見教師這一個角

色對學生的重要性。通識教育強調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理念，使學

生具有統整的知識與學識，其教育目的是以宏觀、遠大、有器識的基本

認識為基礎，進而訓練學生瞭解人類文化與歷史，並具備適應世界環境

的人文素養（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1995）。這樣的人文素養，不管

是學識或氣度、理解或適應都是需要透過「人際」來影響，需要透過師

長們的教導方能達成。好的教學態度，將能造就好的學生行為。「通識

教育」也可以說是「心靈改革」教育。在多元社會中，每個人的價值觀

念、心態、認知都有相當的差異，尤其是大學生正值青年期階段，難免

有自己的觀點與看法，有時候受到師長與家人的過度關懷，而產生了怠

慢、驕傲、自大、自私的各種心理偏執。非常需要擔任「通識教育」課

程的教師，予以適當的關懷與引導，以身教與言教並行，透過優質的教

學態度來感悟同學的各種學習行為。 

在大學的通識課程裡，教師的教學常有其獨特的教學態度和專業能

力。一般而言，學校對教師專業自主權是非常重視的，但是教師的專業

自主除了重視自律外，尤其應強調教師專業成長及與學生互動的重要

性，在大學通識教育中，師生之間缺乏互動，不但學習效果不佳，更將

損害學生的學習權。根據張利中、施建彬與殷志男（2003）的研究，將

教師的教學行為分成八個方向：教學方法、負面行為、上課要求、上課

教材、考試驗收、教學態度、學生回饋與補充資料等，都會影響學生的

學習行為。本研究選擇與本課程觀察研究中有出現的教師行為最為依

據，以提供觀察分析時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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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動研究的部份 

（一） 行動研究的目的與歷程 

行動研究是結合教學與研究，致力於改善教學情境，以發展教師的

教學專業為目的之研究。行動研究也支持教師有效因應實務工作上的挑

戰，並且以一種「反省思考」方式來創新地改革困境（夏林清等譯，2000）。 

行動研究的歷程是以想要解決一個實務問題為起點，透過對話，訪

談或其他活動方法收集資料之後加以分析，以釐清情境並找出解決問題

的策略，並加以實踐。根據 Altrichter 等（1993）將行動研究過程分為四

個歷程：1.發現問題 2.釐清問題的情境 3.發展行動策略並付諸實踐 4.教

師分享研究成果並反省教學品質。這個歷程也是本研究所設計的歷程。 

（二） 行動研究的效度 

行動研究的效度觀點，在質化與量化的見解上有所不同，根據教育

行動研究的三個效度標準如下（夏林清等譯，2000）： 

1、倫理標準：評估行動研究歷程，是否為「有價值的教育干預」。 

2、邏輯標準：評估行動研究是否有「研究問題的產生」、是否「可

概念化問題」，是否有「理論架構與嚴整性」。 

3、實用性標準：評估行動研究是否能促進教學的品質。 

參、 從師生互動問題到觀察主題建構 

過去的大學通識教育，因為沒有專屬的系所，有很多的教師就疏於

認識學生，學生也因為通識教師並非自己系所的老師，心生疏離，造成

了通識教育只是個「營養學分」或是「翹課打瞌睡也能過關的課程」。

基於師生之間的錯誤知覺，致使通識教育在「師生互動」上所產生的人

格影響見不到實質的效果。以下從師生互動的概念與常見的問題兩方面

著手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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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師生互動的概念思考起 

所謂的師生互動，意指課堂中教師與學生雙方透過語言、動作、姿

態、符號與表情等溝通方式，互相影響與改變的過程。就教師行為影響

與學生反應而言，有下列情形（陳泓杉、蔡旻熹、黃清雲與蔡淑惠，2008）： 

（一） 教師行為間接影響：含 1.稱讚鼓勵；2.接納學生觀點；3.問問題。 

（二） 教師行為直接影響：含 1.給予訊息；2.指示命令；3.批評或辯護

權威。 

（三） 學生行為反應而言：含 1.可預期的反應；2.理解性的反應；3.

主動行為；4.安靜或混淆。 

由上述概念，大抵強調兩個師生的議題，一是「老師對學生的態

度」；二是「學生對老師的態度」。這也與文獻中所探討的師生互動模式

的概念相似。 

三、 從個人教學經驗思考起 

再根據筆者將近二十年擔任通識教師的體認，以及多年的輔導工作

觀察，發現目前在大學通識教育中的師生互動問題，大抵上常見的有以

下幾個方面： 

（一） 教師不主動經營班級氣氛：例如師生缺乏互動，彼此不認識；

教師常常自己教學，而不設計問題與學生討論問題。較少稱讚

學生，也較不聽學生對學習的意見；教師較為權威，不太能接

受學生的評判等等。 

（二） 教師在上課要求方面易與學生衝突：例如教師常因學生的出缺

席問題，打瞌睡問題、課業遲交問題等與學生產生衝突。教師

也疏於觀察學生的學習行為，較少反省與思考。 

四、 從師生互動常見問題到觀察要點的建構 

根據上述理論與實務的經驗，統整了師生互動的問題，大抵分為「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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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學生態度」、「學生對老師態度」、「班級氣氛營造」與「上課要求議

題」等四個要點；同時由行動研究中，所開設的「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有一些特有觀察活動內容，如「上台報告的互動」、「觀賞影片的互動」、

「海報製作的互動」、「主題週講座互動」、「分組籌劃互動」、「田野調查

互動」等都是行動觀察的重點，必須加以列入。因此本研究觀察的主題

架構擬從老師對學生的態度、學生對老師的態度、班級氣氛、上課要求

的互動、上台報告的互動、觀賞影片的互動、海報製作的互動、主題週

講座互動、分組籌劃互動、田野調查互動等十個主題來作深入的觀察與

紀錄。 

肆、 研究的方法與設計 

很幸運地，本研究之所以能有較多的資源和人力投入，是因為獲得

教育部顧問室的「優質通識教育課程」的補助，使得整個課程的進行，

有兩位研究助理，且每一節課都能全程的錄音或錄影，並將教學影帶上

傳至教學網站中，透過錄影與錄音的過程，紀錄觀察所得。因此本研究

採用行動研究以及觀察法，藉由實地的課程開設之教學行動，來觀察師

生互動的問題。 

所謂的觀察研究，是指在自然或控制的情境之下，根據既定的研究

目的，對現象或個體的行為做有計劃與有系統的觀察，並依觀察紀錄，

對現象或個體行為做客觀性解釋的一種研究（郭生玉，1990）。本研究

所採用的為半結構式的實地觀察，也就是只有十項觀察的大方向，但並

沒有精準的觀察細目。以下羅列觀察研究的幾個要點： 

一、 研究觀察對象 

研究觀察的對象，乃為義守大學修「通識博雅課程」之「多元文化

教育」課程之學生。每學期兩學分。上學期有 59 人修課，下學期有 57

人修課。上下學期的學生不同。教師是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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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觀察時間 

觀察的時間共一年，兩學期。96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到 97 學年度

第一學期。 

三、 研究觀察的議題 

本研究的觀察議題，從上述的理論與實務的經驗中歸納而來，共有

下列十點： 

觀察分項 觀察內容 

1 班級氣氛 

2 老師對學生的態度 

3 學生對老師的態度 

4 上課要求的互動 

5 上台報告的互動 

6 觀賞影片的互動 

7 海報製作的互動 

8 主題週講座互動 

9 分組籌劃互動 

10 田野調查互動 

四、 研究觀察的歷程 

整個研究的歷程，根據行動研究的步驟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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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現問題：依據研究者擔任通識教育中心教師十八年的資歷，

早就感到大學通識教育中，師生互動的問題頗多。教師對學生

的態度以及學生對老師的態度，常常決定教學進行的品質：至

於班級氣氛的經營，是大學教師所忽視的；另外大學生與教授

們也常在上課要求上有諸多的衝突。這些問題，形塑著研究者

要以實際的通識課程中的師生問題作為觀察研究的主題。 

（二） 釐清問題情境：師生問題必須由班級教學中點點滴滴的觀察、

紀錄與反思來分析，所以整個「多元文化教育」之通識課程有

很多的教學活動，從不同的教學活動中去挖掘師生互動可能遇

見的問題。 

（三） 發展行動策略：實際的教學歷程中安排的「多元化」之教學；

包含教學方法多元、教學活動多元、教學場域多元以及教學評

量多元等，策略性地觀察師生問題的所在。 

（四） 反思教學的品質：本研究著重於教學反省思考的部份，透過多

次的教學錄影帶的觀察與實地教學活動的參與，來觀察紀錄並

反思自我教學的問題，並提出有效的改進與教師本身的努力與

改變。 

五、 研究的效度分析 

本研究的參與者共有三位，一位是以行動研究參與的教學者，另兩

位是研究助理，其中一位是師培中心之學生，沒有修此課程；另一位是

修課的學生。教學者一方面扮演參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參與觀察者的

角色。而兩位研究助理，則扮演協助者和觀察者的角色。就三角檢核法

而言，同時兼具「教師觀點」、「學生觀點」以及「第三者－研究助理」

觀點；已經建立了研究效度。同時就前述的效度標準而言： 

（一） 本研究致力於大學通識教育的師生互動探討，具有「有價值的

教育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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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研究在邏輯性上，能提出具體「師生互動之研究問題」，且能

概念化問題，並有學理依據及具有效度、歷程與方法的嚴整性。 

（三） 本研究能在研究成果上提出諸多的反思，以改進大學通識教育

之師生問題，故具有「實用性」之價值。 

六、 編碼方式的解說 

編碼的方式舉例說明如下： 

編碼 意義 

96020330 觀 表示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 3 月 30 日的實地或錄影觀察 

97011226 活 表示 97 學年度第一學期 12 月 26 日的活動觀察紀錄 

96020324 討 表示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 3 月 24 日的討論紀錄 

97011120 信 表示 97 學年度第一學期 11 月 20 日 E-mail 信箱紀錄 

96020429 得 表示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 4 月 29 日的心得紀錄 

T 表示教師 

S 表示學生 

（） 括號內表示補充說明當時的情況 

伍、 觀察紀錄的發現 

一、 班級的氣氛 

因為教師開設的課程為「多元文化教育」所以教師非常重視多元文

化的精神，乃在於尊重、接納、包容、平等與公平的原則。教師試圖放

下權威的教授身份，而親和地接近學生，營造融洽的師生互動。 

例一：藉由問題對話來營造班級氣氛 

事件是發生在課堂上的討論，教師以一連串問題來引發學生討論，

主要是探討一般人對白人與黑人的刻板印象，試圖導入種族歧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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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若同一條路上分出兩個小路，一條路上有黑人走來，另一條路上有

位白人走來，你身上帶了錢，請問你會選擇哪條路走？ 

（沒有聲音，教師面帶微笑鼓勵同學發言） 

T：那我們來投票看看（同學開始有反應） 

S：（被動式舉手但露出有興趣的表情） 

T：哇！走白人哪條路的同學居多，我們來請同學發表意見。 

S：（同學頭低下，很害怕老師點到他，老師正反兩方各點一位發表） 

T：這位同學你來說說看，為何你沒有表示意見？ 

S：老師，我沒有表示意見是因為，不管白人或黑人，我要看誰長得比

較帥。（全班哄堂大笑，班級緊張氣氛突然鬆懈下來。）（96020305 觀） 

例二：上課太吵，影響班級氣氛 

在此事件中，教師與學生因為「上課聊天」問題上，有些不愉快，

學生不太遵守上課的秩序，老師有些不滿意。 

（幾位同學上課一直聊天，漠視老師的存在） 

T：（教師講到一半停頓，微笑地看著講話的同學） 

S：（那幾位同學停頓下來，教師繼續講課，不久，有兩位同學繼續講話，

教師第二次停頓，再看那幾位同學，沒有微笑，稍有不悅，教室突然安

靜下來，很多同學不知出了何事） 

T：（帶著不悅）在一個教室中，不管是學生或老師都該受到尊重，同學

聊天，其實是不尊重課堂與老師，尤其我們修的課程是「多元文化教

育」，更要學習尊重他人。 

S：（同學靜默不語，那幾位同學臉色羞愧，但全班氣氛緊張，感覺老師

在生氣，大家不敢說話） 

T：好，我們繼續看講義。（96020408 觀） 

二、 上課要求的互動 

上課的要求是本課程中較棘手的問題，因為所謂的通識課，被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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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讀為「營養」學分。 

例一：請假的問題 

教師規範學生無法出席課程一定要請假。 

S1：老師不好意思，因為 12/10 那天 10:20 要開院週會，語傳學院所有

學生都要出席；所以當天的演講我沒辦法去聽。（97011208 信） 

T：我知道了，你能利用 E-MAIL 信箱，事先請假真好。 

S2：老師，我下週三不能去聽演講，因線性代數要考試。（97011128 信） 

T：知道了。（97011208 信） 

S3：鄭老師，我是材料系二年級 B 班沈友翔，今天 97 年 11 月 25 日的

3-4 堂，我媽媽來高雄要拿東西給我，因為是臨時的，所以來不及請假，

對不起，那老師我要交假卡嗎？還是直接這樣跟老師請假就可以了？如

果要交假卡，可不可以請問老師什麼時候會有空？方便去找老師簽假

卡。（97011125 信） 

T：知道了。（97011125 信） 

例二：被記曠課同學的衝突 

發生了同學被記曠課不服的事件。因為試圖解釋，但老師認為「強

詞奪理」。 

S：老師，我想請假。 

T：什麼時候？ 

S：是上週的課，被老師記曠課了。 

T：這樣就不能請假了，你沒有事先請，所以沒辦法更改了。 

S：可是我生病了，怎麼能事先請，真的是肚子痛啊！（表情不悅，覺

得老師要求過份） 

T：若是肚子痛，可以寫 MAIL 或是請同學幫忙請假或是有醫生的證明。 

S：那幾次曠課就會不及格了? 

T：兩次曠課學校就會扣考了。 

S：我覺得不公平，我真的肚子痛，能不能通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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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若是通融了，我還記了其他同學的曠課，該怎麼辦？下回你可以打

手機給班上同學代為請假。 

S：（表情一副不以為然的離開）（96020513 觀） 

例三：上課有同學講話的提醒 

S：（有同學與另一同學講話，渾然忘我） 

T：同學請看著我，不要一直講話（輕鬆提醒，態度自然）（97011014

觀） 

例四：上課打瞌睡問題 

同學上課的打瞌睡，有時與課程的精彩度無關，常是學生個人的生

理狀況。 

S：（有位同學打瞌睡，直接趴在桌上） 

T：隔壁同學請將他搖醒。（同學被搖醒，表情呆滯，一副不高興） 

S：怎麼了，很累吧。需不需要回寢室休息（同學搖搖頭） 

S：昨晚太晚睡了！ 

T：打電動打到很晚喔？ 

S：（搖頭，笑）（97011014 觀） 

三、 老師對學生的態度 

例一：未帶講義問題的處理 

透過兩位研究助理觀察，教師處理一些學生總是忘了帶講義問題。 

T：這是本週的講義，請同學到前面來拿，但是上週還有一部分未談完，

請先拿出上週的講義。 

S：（很多同學面有難色） 

T：上週的講義沒帶來嗎？沒關係，我這裡還有一些，沒講義的請來拿。 

S：（同學蜂擁而上，沒帶講義的人竟然很多） 

T：有一些同學上週未出席，請不要客氣，優先來拿講義，不足的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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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位一起看。（97011024 觀） 

例二、主題曲教學討論的學生反應 

教師以活潑的歌曲教唱，帶全班演唱風中奇緣的主題曲。學生顯然

很有興趣，也感到課程輕鬆愉快。 

T：（大家先聽風中奇緣的英文版歌曲，事先已將中英文歌曲的歌詞內容

發給同學，一起齊唱風中奇緣的曲子）各位同學對這個曲子感覺如何？ 

S1：好好聽哇！ 

S2：以前就聽過這個曲子！感覺很熟悉。 

S3：第一次聽到，但歌曲的內容，原來是充滿著廣大的心胸，是不分別

種族之間的差異與優劣。 

T：各位，最喜歡歌詞的哪一句？ 

S4：我喜歡「不論我們的膚色是白色或古銅色，我們應該隨著群山的聲

音歌唱」。 

T：真好，我也有同感，與我們的多元文化精神相同的概念，可見，我

們這位同學很認真喔！ 

S5：我喜歡「我們應該用風的顏色來畫畫」，但我不知道那是什麼意思？ 

S6：就是風的顏色，那有什麼好解釋的。 

T：也許有更深的意思，我們來思考一下。 

S7：電影中的風是五顏六色的，可能代表族群融合。 

T：這位同學解釋的真好，的確是這個概念。可見我們同學有專心的觀

賞影片。（下課後一位男同學來找教師） 

S8：老師，你能不能借我音樂帶，我想帶回去聽，我女朋友一定很喜歡。 

T：可以。你真貼心會想到你女朋友，不過要記得還我。（96020415 討） 

例三：處理同學無法繳交心得作業的問題 

同學經常有人缺席，沒有觀賞影片，當然寫不出心得，老師藉此點

名，同時也會將心得上傳教學網頁，並合計成績，同學感到有壓力。 

T：（因為上週欣賞風中奇緣影片，每位同學都繳交心得，但是有些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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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無法繳交作業，有兩位同學，下課後詢問老師如何解決）這樣啊！

你上週沒有來，無法寫心得。 

S1：老師，是不是心得就不用寫了。 

T：還是要寫，因為我每週教學都有錄影錄音，你可以上網進入學校教

學資源平台去重聽就可以。 

S2：可是，老師那是電影能錄嗎？ 

T：分享的部份有錄下來，但是電影請向圖書館借來看，我也是向圖書

館借的。 

S1：那什麼時候交？ 

T：下週再交，不錯，你們挺認真的，有一些同學沒有觀賞影片也不準

備寫心得。（97011021 觀） 

四、 學生對老師的態度 

例一：田野調查的感想 

教學兩次所安排的田野教學，是本課程的活動特色，雖然新穎有意

義，但對無法早起的同學是一大挑戰，教師除了幫忙租車、保險、買水

買麵包訂中餐；其實最擔心的還是同學把老師給放鴿子了。 

S1：感謝老師能夠替我們上了這麼棒的一門課，對我來說也是大學生涯

中最令人印象深刻的課了。 

S2： 這次的林園之旅，讓我與許多不同國籍的新移民有所接觸，是一

次既難得又難忘的經驗，謝謝老師幫我們爭取機會，並且安排行程。 

S3：要拜訪新移民，一早 6 點就得起來，本來覺得修這門課真是瘋了，

作業多還得利用到假日參加活動，早知就退選。但是我終究還是起床

了，也讓我意外看到清晨的義守美景，並且還拿到志工服務證明，真是

謝謝老師的用心安排。（97011207 得） 

例二：課程結束後的心得 

透過課程結束後的心得撰寫，老師感到滿滿的溫暖，畢竟付出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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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穫。 

S1：藉由這門多元文化教育的田野調查，進一步打開自己的國際觀，也

對台灣社會有更多的認識，真的很棒。（96020624 得） 

S2：經過這次所修的課程，我的觀念也被老師導正，相信我以後不會再

以「外籍新娘」這種略帶種族歧視的字眼稱呼他們，取而代之的是「勇

敢的新移民女性」。（96020624 得） 

S3：希望老師能讓沒修通識的同學也能參與公益的活動。（96020624 得） 

S4：從這個通識課程真的學了很多，很喜歡，因為我更具備多元文化的

精神，不會再以自己是最好的文化去看待他國，也學會了尊重多元，欣

賞差異的態度。（96020624 得） 

S5：當初會來修這堂課，是同學上學期有上過後，覺得這門課很有趣，

所以才叫我來選這門課。一學期上下來，覺得收穫很多，讓我更了解“多

元文化”的實質內容，尤其是外籍配偶的部分，兩部電影都非常好看，

看完都有許多心得想法，老師上課的方式很多元，活潑又生動，讓我會

想推薦其他同學來選這門課。（97010106 得） 

S6：課程已經結束了，覺得任課老師有一種很神秘魔力，不是像變魔術

的那一種魔力，是上課時會讓我一想再聽，另外我覺得他很有趣，有趣

到放下下午要小考的專業科目課本，那種言語內容，那個聲音深深的被

吸引住了，下午的小考考差了，也算了，誰叫老師上課的內容那麼精彩，

使我不能看自己的書，如果有錄音筆，我百分之兩百會把它錄下來，並

且重複播放。（97010106 得） 

五、 上台報告的互動 

例一：分享旅遊經驗的感受 

有時在分組報告時，也會出現幾位用功認真準備的學生，並融入了

個人經驗。 

S：（分組報告，組長剛好有到泰國旅遊一段時間，講起泰國非常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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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泰國是一個風景美麗，而且特別的國家，我在找資料時，幫助我更

加整理對泰國的印象，尤其是節慶還有食物等等...... 

T：報告得相當好，而且融入了個人經驗，下次可以擔任導遊了。

（96020513 觀） 

例二：上台報告開天窗的處理 

分組的作業，有些學生無法如期完成，發生了報告開天窗，教師頗

為生氣。 

T：今天輪到第四組報告越南的文化（老師看看組長） 

S：老師，報告的同學還沒有來。 

T：為何沒來？ 

S：不知道，所有資料都寄給他彙整了。 

T：打他的手機看看。 

S：（打了好久，未開機，組長一副羞愧）。 

T：那組長代為報告。 

S：PPT 資料都在同學那兒，他沒來無法報告。 

T：（教師不悅）同學該盡學習的本分，組長也沒有領導好，你們這組要

0 分還是下週再報告？ 

S：下週再報告（同學頗緊張，班級氣氛凝滯。）（97011125 觀） 

六、 觀賞影片的互動 

例一：黑仔娶新娘的觀後互動 

觀賞影片讓學生以融入別人的生命故事中。 

T：觀賞「黑仔娶新娘」之後，同學有何感想？ 

S1：了解了台灣人娶外籍新娘的過程還有困難的地方。 

T：若是你，你能接受與外籍新娘結婚嗎？ 

S2：漂亮就好（全班哄堂大笑）。 

T：換個主題，你願意與黑人結婚嗎？我們來做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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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同學紛紛舉手，教師個別問意見）不管膚色，只要對方有錢就好

（又是哄堂大笑）。 

T：大家試著想想，為什麼我們可以接受白人，不能接受黑人。偏見與

歧視有何不同。歧視是制度面的不平等，偏見是在每個人心理的，如何

檢視自己的偏見，如何避免，我們一起來討論。 

（96020422 討） 

例二：我的強娜威的觀後互動 

雖然影片相當精彩，但是發生器材故障，有同學主動幫忙，但效果

不彰。 

T：（觀賞影片時，發現電腦播放器材出了問題，老師與教學助理急著處

理）各位同學，器材出了問題，有影像但沒聲音，可能再耽誤一些時間。 

S1：老師，我來幫忙處理。（一位資訊工程系的同學走向我，好像很有

信心，但是也處理不好） 

T：同學，真抱歉，我們播放的聲音很小，請大家見諒。 

S2：老師，效果不好，聽不清楚。 

T：我知道，但是播放影片的教室要事前向學校申請，如果下次再播，

怕教室很難申請，只好請大家看字幕。 

S：（結果影片中有很多很好笑的內容，未見同學笑出，有爭執的內容，

也發現同學沒有反應）（96020603 討） 

例三：影片觀賞回饋 

S1：看了兩部有關於外配的電影，有很深的感觸，也看到了平常看不到

的情節，雖然有很多外配在台灣，但平常是不了解他們如何來台灣或者

來了所遇到的問題，包括台灣夫家和自己國家的家庭之間的衝突。

（96020603 討） 

S2：短短幾天就決定阿鑾的一生，阿鑾沒反抗，沒有任何自己的決定權，

即使到了台灣還得面臨飲食習慣、風俗，以及人與人相處的溝通，內心

的寂寞，思鄉，思念母親的心情，要如何去宣洩呢？回去越南是她遙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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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的夢想，或許她並不是學習，是心裡明白再也回不了越南看媽媽

了，所以想要有個小孩，陪著他。結婚是一輩子的大事，不應該短短幾

天就決定。（96020610 得） 

七、 海報製作的互動 

例一：海報得獎的感受 

海報比賽是課程的重點，同學被強迫參加競賽，因為有教育部經

費，所以能擴大為全校性活動。 

T：大家分組來討論各組的海報設計的草稿。（開始進行分組的討論，同

學一片沈靜，老師稍微離開後再進教室，卻開始有很多聲音，各組組長

已經帶頭講話） 

S1：老師這是我們的草圖，你覺得一定要介紹東南亞文化，不能全世界

的嗎？ 

T：可以，海報最好有標語，把我們的多元文化精神強調出來，而且線

條流暢、色彩鮮明。你們這組設計的頗有特色，但可以將主題凸顯嗎？

（96020527 討） 

S3：老師，我們竟然得獎了，想跟老師一起合照（同學很高興，在海報

展出現場，拿到獎金，希望在作品前與老師合照。 

T：恭喜你們，大家一起來拍照，但是要將檔案 MAIL 給我。（96020606

活） 

S4：這組的海報得到佳作耶！還巧遇王可藍一起領獎和拍照，很開心。

（97011209 活） 

S5：我覺得這門課讓我對多元文化有更深的認識與了解，不論是在田野

調查或海報比賽，在這其中都能讓我接觸到不同文化的人事物，也讓我

對這堂課有更深的了解與認識，而上課所放的一些影片也讓我對文化間

的衝突與磨合有更多的認識，讓我在上完課後收穫良多。（97010106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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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二：參與海報投票的感受 

T：大家都要到海報展出的地點投票，這次的多元文化海報比賽是全校

性的競賽，我們有好多同學參與比賽，請大家告訴大家前往投票。（現

場作品大約 18 幅作品，要選出前五名，60％由老師專家來評審，40％

是同學投票，現場熱鬧） 

T：你投票了嗎？ 

S：投了，雖然我投給自己的同學，但是我覺得別的同學做得比較好。 

T：你挺認真欣賞的。（97011212 活） 

八、 主題週講座互動 

例一：新移民女性來校演講的心得 

主題週的活動盛大舉行，利用了各種社區與人力資源，與其他沒有

經費的課程比起來，修此課程的學生顯得比較幸福。 

S：（專題演講邀請美濃南洋姊妹會的姊妹來分享經驗）聽到了他們的辛

酸史，看到了他國的文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展示的一塊布，當

成這麼多用途；而且令人心痛的是，像他們在祖國擔任高職位又是大學

畢業，來台灣只能做手工。難道他們智商會比我們低嗎？（96020606 得） 

S：這門課讓我學習到許多，聽了許多演講，更是收穫豐富，這些演講

者以及老師的課程中，學到許多平常自己忽略的東西，也希望能繼續上

老師活潑自由的課，老師謝謝你！（97010106 得） 

例二：美食展的感受：同學的貼心與體驗 

T：本次的東南亞美食展，委託「鳳山善牧基金會」的姊妹們來幫我們

主辦，他們一大早就起來準備了。大家一邊聽姊妹們的故事，一邊可以

品嚐東南亞美食。（全班一起動身食用，美食有越南春捲、青木瓜沙拉、

甜點、還有各種東南亞國家的點心和泡麵等） 

S：老師，越南春捲我不敢吃。味道很奇怪..... 

T：因為他們有加入家鄉的魚腥草，其實我也不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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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因為人太多，有很多好吃的東西都快被搶光，有位同學特別幫老

師盛了一碗甜湯） 

T：謝謝你，你自己有沒有吃？ 

S1：我覺得這個很好吃，所以趕快幫老師盛起來。 

S2：越南春捲有怪味，我不敢吃，剩下的可以丟掉嗎？（97011209 活） 

S3：試吃東南亞的家常菜，上課方式多元，和其他課差異很大，雖然有

些不習慣不過還是感覺很有趣，希望一些規劃能夠更完備，吸引更多人

來選這堂課。還有東南亞的試吃活動，能加深我們的印象，還有親身體

驗的感覺，這是一堂很棒的課程，教我們族群融合觀念，也了解許多東

南亞的文化。（96020606 得） 

九、 分組籌劃互動 

例一：分組的情感與互動 

分組活動是本課程的特色，除了開闊學生視野，也希望同學有良好

的人際關係，在未上課之前，大家彼此是不認識的。 

S1：組員和組員之間也藉由活動來增進彼此的感情，進而拉近彼此的距

離，在課業繁忙的大三生涯中，難得星期六有個這麼充實的生活，從中

學習到的樂趣以及知識是從未習得的，謝謝老師提供這個機會給我們參

訪，讓我們的大學生活增添一道美麗的色彩，並留下難以忘懷的美好回

憶！（97010106 得） 

S2：剛開始要選課的時候，其實還有點懵懂，不知道要選修什麼課程，

因為對人際互動這方面很有興趣，所以就選修多元文化教育這門科目。

（96020612 得） 

S3：課程真的讓我的想法有很大的改觀，尤其透過分組活動，讓我從不

同的觀點去對待人、事、物。（96020612 得） 

例二：分配工作的糾紛 

分配工作是一件困難的事，同學們似乎也面臨一些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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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各組工作都做了分配了嗎？ 

S1：老師，我們的組長不想做組長，聽說退選了，所以我們的工作都沒

有分配。 

T：你怎麼不早說呢，我們可以重新選出組長。 

S2：沒有人要做組長。 

T：那由老師來指派，我覺得你一直很認真上課，就你來擔任組長好了。 

S2：可是各組的上台報告、海報設計還有田野訪談也都要有人負責。 

T：組長並不是要全包所有的事，而是學會分配工作，整合工作以及督

導工作，你試著做做看。（同學面有難色，一副不知如何是好） 

T：各位同學，我認為組長很辛苦，會在平常分數上加分。（97011118 觀） 

十、 田野調查互動 

例一：訪問新移民女性的感受 

在志工服務之餘，午休時間分組採訪外籍配偶，並要完成採訪報

告，同學體驗蠻深刻的。 

S1：回想老師上課時所作的活動前輔導，要稱呼這些新移民女性為姐

妹，也整理在訪談中要與她們怎麼互動會比較親切，不會造成她們的不

適感，就這樣開始了我們的訪問新移民女性和志工之旅。（97010106 得） 

S2：我要再次的感謝老師、一起出席活動的同學們，和這群了不起的新

移民女性，一定要幸福喔！（96021125 得） 

S3：尤其是田野調查，與新移民直接的接觸，了解他們的生活，這是很

難得的機會，讓我更了解老師上課內容。這學期真的學到很多東西，謝

謝老師的用心。我喜歡這堂課的田野調查，因為從小到大接觸的其他國

籍的朋友不多，所以多多少少會有點好奇，他們的生活、文化是如何的。

（96021125 得） 

例二：一次戶外教學的互動 

各種美食的闖關活動，同學們搶著做；但對於撿垃圾的服務，卻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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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問津。 

T：（到林園鄉現場，有個表演場地，還有許多的美食攤位，參訪同學與

魔法屋協會理事短暫見面後，就加入各攤位的志工服務。）請各位同學

遵照各攤位的要求協助闖關活動以及靜態的活動解說，一些同學幫忙發

問卷以及撿垃圾。 

S1：老師，我是機動組的，但是我不想撿垃圾，我想當關主。（這是一

位穿著時髦，漂漂亮亮的女同學。） 

T：但是我們的工作已都分配好了。 

S1：我怕曬黑，我不要撿垃圾。 

T：撿垃圾也是志工服務啊，你不要排斥它，老師跟你一起撿。 

S1：（女同學嘟著嘴，非常委屈，還好現場沒有多少垃圾，於是他很快

加入其他闖關遊戲的工作，又恢復笑容）。（97011207 活） 

（台上客氣的邀請教授上台抽獎，因為我將學校的幾個馬克杯所包裝的

禮物送給主辦單位，透過現場麥克風，同學們一起在尋找老師） 

S2：老師，趕快上台抽獎，希望腳踏車被我們抽到。 

T：抽到了你要怎麼帶回去？ 

S2：是啊，如果抽到了，就請主辦單位再抽一次，最好讓外籍配偶能抽

到，他們更需要腳踏車。 

S3：老師，我們要跟你一起合照。（這是一位經常請假的同學，印象中，

他本來不參加週日的志工服務）。（97011207 活） 

S4：這次訪問和活動可以成功並非偶然，而是後面有幫我們打理一切的

鄭瓊月老師，她要忙著跟林園魔法屋的人接洽，也要聯絡我們每個人集

合的地點和時間，我們知道老師是求好心切，當然我們也沒負大家的期

望，我們果真把這次的活動辦的非常成功。（97010106 得） 

S5：從第一堂課看到老師非常有活力的說明上課內容，就使我滿心期待

這一整個學期的課程，果然沒有讓我失望，老師將多元文化的精神：平

等、自由、正義、尊嚴藉由生動活潑的上課方式來讓我們了解，並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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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聯合國在林園」這個活動讓我們親自感受到老師課堂上提到外籍

配偶們的熱情及友善，這次活動讓我印象深刻，回想那天的義工情形，

那畫面仍舊歷歷在目。（97010106 得） 

陸、 從觀察紀錄到教學反省 

從一學年兩學期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教學活動以來，研究者從課

堂教學的觀察、上台的報告、分組的討論、專題演講、美食品嚐、海報

競賽以及課外的參訪活動等等，去觀察紀錄師生互動的點點滴滴。這些

教學的錄影錄音資料不斷重複地觀賞著，心得紀錄一份份的檢視著，彷

彿回到教學的現場，面對著這一群有些認真又有些懶惰、有些熱情又有

些冷漠的大學生。研究者從上述的觀察發現中，整理出以下幾個方面的

教學反思，不但提醒自己未來開通識課程時的警惕，同時也提供給其他

教師們作為教學時的參考。 

一、 正向班級氣氛的引導需要教師以開放、幽默與親和的教學風

格來營造。負向班級氣氛的影響有時是班級常規建立時所引

發的衝突。而通識教育之人文精神的傳達，必須先從班級氣

氛的經營做起。 

在觀察紀錄中，研究者發現班級經營的營造首要重點是教師本身的

教學態度，如果教師願意以開放、幽默和親和的特質出現，通常容易帶

動班級的學習氣氛。教師面帶微笑，態度謙和，願意讓學生發表意見，

由例一的黑人與白人之種族的歧視問題探討，運用幽默的語調，常使全

班能哄堂大笑，並非討好學生，而是透過教師放下權威外衣，與學生接

近的努力。但是班級的經營也非全然由教師一人可以掌控，有另一部分

是看學生的學習素養；像例二事件中，就明顯出現：學生在課堂上愛聊

天，而且連續三次的制止都無效，老師也就生氣的訓誨；整個班級氣氛

又被破壞，學生覺得老師好兇，雖然上課安靜了，但學生有問題也不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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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了。這樣的兩難困境，常使教師抓不到與學生互動的脈絡，想要開

放自由一點，又散漫一片；想要嚴格一些，學生又疏離。兩者的差異，

可能來自於教師信念知識與實踐知識的落差。根據 Pajares（1992）認為

教師對教育、教學、學習及學生的相關概念看法，就是一種教師信念。

再根據 Elbaz（1983）所謂的教師實際運用知識則指基於教學經驗的累

積，運用於教學情境以解決教學問題的知識，共分五大類，而其中的「自

我的知識」與「教學情境的知識」是與班級氣氛的營造最有關聯。從信

念到實際教學情境，如何將之整合，常是很多專業或通識教師所欠缺

的。必須下更多的功夫來觀察與反省。在文獻中所探討的通識教育的核

心主旨為「人文精神」，如果一位教師無法以自身的信念來經營一個班

級「眾多之人」的正向學習氣氛，就無法傳達人文精神，可見班級氣氛

的營造，是位通識教育之教師所當努力經營的。 

二、 教師對學生上課的要求，以請假、缺席曠課、講話、打瞌睡

等議題有關，正向的處理，可以引導學生的人生問題。負向

的處理，可能會破壞師生的情誼。 

教師和學生最容易產生衝突點，大抵圍繞在上課的要求上，從例一

中可看出教師的請假方式相當的寬鬆與人性，可以透過 e-mail 信箱來請

假，但仍有一些同學帶著投機取巧的心理，等被老師記曠課了再來補請

假，如例二，遂引起師生之間的不愉快，又如例三的講話，例四的打瞌

睡問題，是所有通識課程教師常遇見的學生問題。誠如張薇薇（2007）

在文章中提到「師生互動不僅是認知信息的交流過程，也是師生之間情

感交融過程」。透過學生的打瞌睡去了解學生為何會打瞌睡，是因為打

工或是打電動所造成，也許能進一步地了解學生的生活問題，進而看到

一位學生的生命故事。但是自我檢討一下，是很少投入更多的心力去幫

助學生。只是一味地苛責學生必須遵守規範，甚至因而破壞師生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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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老師對學生的正向態度，可透過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來啟

動，並常使用鼓勵稱讚的語言。負向的態度則是教師討厭學

生的不配合教學，而且宣洩情緒多於解決問題，有時更會盲

目地分類學生。 

老師對學生的態度有如比馬龍效應一般，會影響學生的自我概念，

在例一中學生的講義課本會經常丟掉或不帶，作業也會遲交或不做。老

師就會將學生歸類為「懶惰的小孩」，然後帶以懷疑不信賴的表情。若

像例二中，學生對「風中奇緣」歌曲的教學感到興趣，發表也極為踴躍，

教師會將學生歸類為「認真的小孩」。這樣的教師對學生的態度與分類，

其實會對師生的互動產生極神奇的效果。分類具有簡化作用，也包含一

種「過濾」的功能，不被重視的屬性就會在分類過程中被剔除掉（王美

文，1996）。所以要使教師對學生產生正向的屬性分類，必須先從有趣

的教學方法開始，並且常使用稱讚鼓勵的語言；至於學生一些不配合教

學的不好行為，教師在心理上慢點產生歸類，先幫忙解決學生的講義作

業等問題，而不是一直宣洩自己對學生的不滿。這點看起來很簡單，但

做起來可得看教師的修養了。 

四、 學生對老師的正向態度，取決於感受到教師的認真用心，以

及師生接觸的廣度與深度。負向的態度則與修課的壓力與時

間付出有關。 

學生對老師的態度取決於感受力，在例一中學生感受到教師的用心

安排田野參訪，在例二中課程結束後學生認為教師對其觀念有所引導，

透過各種的課堂內與課外活動來拉寬師生互動的範圍，同時也注意到師

生情誼的深度了解，這是學生記住老師的關鍵。誠如同瑞（2007）在其

研究中提到師生互動的評價指導要看師生互動的廣度與深度，如果只是

「看過這個學生」是很難對這位學生也所影響，充其量只是專業知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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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對通識教育的人際目標與多元尊重素養的達成是相當困難的。然

而本次教學中，教師的課外田野教學是利用週日一整天的時間，對四年

級準備考研究所的同學來說，卻因為負擔較重而退選，也是遺憾之一。

所以學生對老師所產生的負向態度，有時與修課壓力和時間付出有關。 

五、 教師對學生的分組報告，公平公正的督導可以訓練學生的組

織學習與團隊學習能力。負向的督導，容易造成學生之間的

衝突。 

在通識課程中，很多教師都會使用分組教學，讓同學有機會學習團

隊合作以及獲得組織學習的能力。這些都是相當好的教學方法，然而老

師如果不做好督導的工作，可能就會像例二的事件，會讓上台報告開天

窗，也會讓組員之間產生推卸責任與厭惡的團隊氣氛。使學生害怕分

組，或拒絕某些人加入組內。分組合作的訓練必須在分組之前就做好團

隊的規章，也就是說教師在分組學習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不恰當的

介入與不介入，往往會產生與合作學習預期目標的相反效果（許寶強，

2006）。顯然本次的教學忽略了此點。 

六、 教師教學時藉由影片以說故事方式容易達成情意功能，但媒

體資源的不足，卻影響學習效果。 

在教學時，選擇與課程內容有關的影片來欣賞和討論是不錯的教學

方式，藉由例一與例三中學生的回饋都可看出成效。但是在例二中卻令

人印象深刻，為了播放影片，事前要申請教室、借公播影片、準備音效；

若沒有先 test 看看，臨場教學可能受限器材，而無法達成效果，也難怪

很多老師望之怯步。雖然很多學校在每間教室都架設了器材，但單槍與

電腦的保管與操作都是教學成功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些學校的行政資源

並不積極配合教學活動，更常使一位願意創新教學的教師感到無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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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師教學可藉由比賽來建立學生的榮譽感與信心，並將好的

理念推向全校。對於挫折學生別忘了協助。必須體認通識教

育是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服務。 

本次教學安排了多元文化精神的海報競賽，提供了學生參與教學的

機會，本來同學覺得很辛苦，但當其獲獎時，又感到無比的興奮，彷彿

生命受到了肯定，更有信心去學習。其實我們的大學生是如此的期待師

長們的肯定。但是仍然會有同學落選，心情相當低落，甚至會哭泣，教

師們有時會忽略這些學生的心理協助。得不得獎，對於學生都是一種人

生歷練，也就是在教學時，別忘了「學生」是主體。 

八、 教師教學可以利用社區資源，藉由他人故事來啟發生命。但

常缺乏行政資源與經費協助。 

在本此的教學中，教師運用很多的社會資源，如例一的南洋姐妹會

的專題演講，例二的善牧基金會的美食品嚐等等。在外籍配偶們親自的

分享中，使學生有深刻的感受：而透過美食的品嚐，使學生體驗多元文

化的差異。相當的有意義也很有效果，但是這些是因為本教學擁有教育

部的經費補助，允許教學者可以做這樣的嘗試，然而在正常的教學上，

學校是否也能提供必要性的教學經費，以提昇教學效能，是值得注意的。 

九、 教師教學的分組組長可以訓練其領導能力，但需要與其溝

通。否則容易流為功利色彩。 

本次教學非常重視分組的活動，其實也是一種多元文化的人際激

盪。也因此組長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組長的訓練正是領導人物的訓

練，有些組長做得很勝任，所以組員與組員之間的情感就相當融洽，甚

至互留電話、msn 就聊起來了，有如例一。但是也有些組長不願花時間

承擔責任，而使得全組分崩離析，缺乏凝聚力。教師為了引發動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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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使用「加分」的誘因，但同學又相當的功利，只看分數不重領導人的

奉獻服務，有如例二，這是令人感到無奈之處。也許透過事前的溝通，

讓學生了解擔任組長的好處有多方面，而非侷限於分數，可能更能培養

學生的領導能力。 

十、 教師實施課外教學，正向處理可訓練學生的平等、謙卑與服

務精神。負向處理容易忽視學生的自私、自大與享樂。 

本次教學的特點是安排一場課外教學，到林園鄉公所去參與「小小

聯合國在林園」的志工服務活動，同時也訪問活動的主角「外籍配偶」。

很多同學從清晨六點的睡意中搖搖晃晃的到了現場，投入闖關關主、削

馬鈴薯、切洋蔥、發問卷，甚至撿垃圾，都是通識課程中平等、謙卑與

服務精神的很好訓練。也是課堂上所無法深刻傳達的。但是也有一些同

學不願配合，如例二事件中，同學討厭撿垃圾，他認為那是較為低賤的

工作，希望能換個工作；也就是說在大學通識教育中，服務的課程僅限

於知識層面的教導，尚未進入實地的服務訓練。過去的通識課程將課程

認定是教室內的，其實有一部分也該重視課外的服務實踐。若教師們忽

視它，可能使大學生更加的自私自大與享樂。這個議題是需要好好反省

與檢討的。 

柒、 結語：一位通識課程教師的努力與改變 

透過「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實施，讓研究者有機會觀察自己班級

中師生互動的種種問題，也能有機會進而地反思，並加以歸納教學的反

省內容。就師生互動正面而言：教學者肯定自己是個充滿熱情、願意開

放、嘗試幽默、努力展現親和的教師。喜歡營造良好的班級氣氛，會運

用多元生動的教學方法，會引導學生的觀念。可以稱讚學生，並提供機

會給學生參與活動，可以訓練學生團隊合作與領導，也能運用社區資源

來教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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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師生互動負面而言，教學者仍未脫離權威角色的枷鎖，比較無法

接受學生的缺點，有諸多的上課要求，不願聽學生的解釋；喜歡教誨多

於傾聽，喜歡支配多於溝通，喜歡給學生壓力多於協助學生學習，喜歡

宣洩情緒多於解決問題。 

不管是正面或負面的觀察所得，都能使教師感到無比的欣慰與惶

恐，彷彿投入二十幾年教學的自我，從來沒有站在鏡子前，仔細地端詳

自己在教學場域中的景象，從來不知自己的聲音，是如何打斷正要「夢

見周公」者的美夢，也不知自己的板書是何等的凌亂與潦草。在這歷程

中，看到自己面對一位曠課同學的嚴厲，看到自己面對一位沒有準時上

台報告同學的氣憤。原來教學中的自我，揉合了自我的個性與風格，同

時也帶著自我的信念與偏見。 

藉由本次的教學與研究，使自己更加地有信心投入通識教育的教

學，雖然無法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但也看到了教學者的努力，同時也

使學生們感受到她的用心與盡責。但透過觀察反省中，教師也願意去改

變，改變自己去了解學生、關懷學生、接近學生。也許透過這樣的努力

與改變，能真正的感動學生，並進而改變了他們對通識課程的學習態

度。或許能慢慢地提升通識課程中，所強調的「人文精神」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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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Issue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the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on 
a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ourse 

Chon-Yueh Che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charact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One is the teacher; the other is the student. The issue caused by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on the teaching sit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eaching efficiency. The humanity spirit can’t be transmitt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withou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Therefore, based mostly on the teacher’s 

practical action research and through a variety of observations and record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hopes to be able to describe the harmony and 

conflict in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the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providing teachers with some improvements on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this action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takes the cours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fered at I-Shou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adopts the 

method of observation survey. Using the video recording of teaching, 

observation of activities, on-line interaction, students’ inspirational thoughts 

homework, etc., two-time observational notes in two semesters are 

completed, and the encoding and analysis are also carried out. On the whole, 

from the key observations of “class atmosphere”,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s students”,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eacher”, “class requirements 

interaction”, “oral presentation interaction”, “film appreciation interac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I-Sho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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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r production interaction”, “theme week workshops interaction”, 

“group planning interac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interaction”, and so on, ten 

reflections are acquired and the contents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Keywords: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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