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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以一系列臺灣主題之通識教育課程，積極規劃、設計兼具學術專

業與生活內涵之教學內容，並申請教育部優質通識課程計畫獎助，透過課

程教學與計畫執行，將專業知識生活化、趣味化、實用化，以貼近年輕人

的心聲，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帶領學生認識生活中的臺灣文化。此系列臺

灣主題之通識教育課程包含兩大層面：一為語言教學課程，科目為「生活

臺語」，主要讓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生，透過日常生活中對臺語的觀察

與紀錄，了解先民傳承下來的生活智慧，藉此豐富生命內涵，並進一步能

與同一個語言社群 (speech community) 裏的人做有效的溝通。二為文化教

學課程，科目為「臺灣地方戲曲欣賞」、「臺灣歌仔戲之認識與欣賞」、

「臺灣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等三門。具體創新的教學方法與內容，可分

為三點敘述：在教材設計上，強調「使用生活化教材，從生活中發現臺

灣」；在課程規劃上，強調學生從做中學，並能主動發現問題、積極參與

討論；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善用在地資源，實地訪查臺灣文化脈動。整

體而言，希望透過教師基本講解、邀請專業表演人士現場演講示範、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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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關鍵字：臺灣文化、通識教育、在地關懷、臺語、臺灣戲曲、歌仔戲

    在全球資訊發達、科技普及、鄉土文化日趨式微的當今社會裡，從事

臺灣語文研究與教學工作的筆者常常思考下列問題：除了在學術殿堂研究

專業的知識之外，還能帶給在臺灣這片土地長大之 e 世代新新人類什麼？

在火星文滿佈作業、線上遊戲充斥、開口 facebook、閉口 line 的新新人類

腦袋裡，傳統鄉土文化還能給予什麼樣的刺激？以文化薪傳為使命的學術

研究者、在學術殿堂傳授鄉土教育的教育者，還能為傳承臺灣文化做些

甚麼？

    筆者長年思索上述問題，也持續關注高等教育在語文類課程方面的

發展方向，以檢視自身的教學模式，內容涵蓋專業科目與通識課程。在通

識課程部分，面對近年來臺灣社會型態的轉變，以及高等教育的改革風

潮，通識教育如何推陳出新？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若回顧近年來學

術界對於通識教育以及語文教育的探討，臺大歷史系教授黃俊傑（2008，

頁32-39）在《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一書中為通識教育所下的定

義為：

      通識教育就是建立人的主體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並與人所生存

      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立互為主體性之關係的教育。

從這個理念出發，臺大通識教育強調不同學術領域之間對話、溝通與融合

的可能性，融合傳統與現代，整合全球化與本土化，拓深學生的文化資

源，拓展全球視野，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能力。在通識教育規劃上，將

通識課程分為八大領域：文學與藝術、歷史思維、世界文明、道德與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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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地參訪與民眾進行交流、每週設計課程活動等活潑有趣的方式，啟

發 e 世代學生對臺灣傳統文化的在地關懷，為臺灣傳統文化的薪傳與發揚

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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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物質科學、生命科

學。  臺灣清華大學前校長劉兆玄 (2005) 及楊叔卿 (2009) 則認為通識就是

「五識」：知識、常識、見識、膽識及賞識。他（她）們認為很多創新的

能力不見得來自高深的知識，而是來自能觸類旁通的常識。

        由此看來，通識教育所應包含的內涵，從時間層面來說，當涵蓋傳統

與現代；從地域空間來看，當涵蓋國際化與本土化；從學科性質來說，當

涵蓋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才能為學生建立「觸類旁通的常識」體

系。進一步結合筆者研究臺灣語言、文化的專業領域，在通識教育語文類

課程方面，詹千慧 (2009) 在〈大學國文單元教學設計芻議〉一文中提出

國文課程之教學目標有三大層次：

      語文層次方面：增進學生語文、寫作、思辨之能力。文學層次方面：  

      提昇學生對文學作品之鑑賞能力與興趣。文化層次方面：教導學生體

      悟中國文化之內涵及現代意義。啟迪學生探討生命與人生意義，充實

      人文素養建構生命倫理價值。

雖然所述對象為大學國文課程，但其論述清晰、切中肯綮，當適用於通識

教育語文類課程。由此可知，對於臺灣語言、文化的教育，不只限於增進

學生語言、文化之認知能力，還應該培養出鑑賞能力、提昇自主學習之興

趣，進一步引導學生與自身經驗相結合，以此體悟語言、文化之內涵，及

其對自我生命的意義，重新建構其在現代社會之意義與價值。

        筆者忝為人師數年，是否能達到上述的教學目標與意義？成為筆者省

思的課題，筆者自九十三學年度始在大專院校兼課，一剛開始照本宣科地

步矩坊間教科書內容授課，學生們普遍反應平淡，引起筆者改進教學之念

頭。嘗試以個人之力編寫教材、製作投影片、邀請專業人士蒞校演講、運

用數位化影音資料輔助教學，經過數年的摸索，逐漸有具體而清楚之教學

自主意識，即是：引導現代學子重新重視傳統語言文化，讓傳統文化在現

代社會重現光芒。配合筆者之專業研究領域，從九十六學年度起，筆者陸

1

1 參見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網站「臺大通識教育理念與目標」一項，2014 年
 8 月 31 日取自http://cge.blog.ntu.edu.tw/curriculum/libedu_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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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開設一系列臺灣主題之通識教育課程，積極規劃兼具學術專業與生活實

用之教學內容，設計涵蓋語言教學、藝術鑑賞、文化涵養之課程，然而，

以一己之力進行諸多改進教學，實有捉襟見肘之難，尤其在經費的使用

上，筆者嘗自費萬元之資，帶領全班二十餘位學生親赴南投歌仔戲劇團調

查訪問，雖賓主、師生盡歡，實無能為力屢屢為之。欣逢教育部顧問室人

文社會教育計畫辦公室為輔導大專校院改進通識教育品質，公告徵求大專

校院推動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內容分有四種補助類型，其中C 類為「

臺灣研究相關主題取向之通識發展類，以提昇學生對臺灣的文學、語言、

歷史、藝術、文化史（如臺灣科技史、學術史、產業史）及各類文化產業

之認知與理解之導論性通識課程。」  為了將筆者上述教學理念與內容落

實化，筆者於九十七、九十八學年度提出申請「優質通識課程計畫：C 類

臺灣主題課程」，以一系列臺灣語言、文化類別的通識課程榮獲獎助，透

過課程教學與計畫執行，將專業知識生活化、趣味化、實用化，以貼近年

輕人的心聲，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帶領學生認識生活中的臺灣語言與

文化。

        筆者透過撰寫本文，以學術研究的標準回顧該系列課程的教學理念、

方法與執行內容，藉此檢視自身的教學歷程，評騭教學得失，一方面感謝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教育計畫的支持與鼓勵；二方面請教各界專家學

者，讓筆者能夠進一步改良精進教學，是為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至於

此系列語言、文化類課程，乃指「生活臺語」、「臺灣地方戲曲欣賞」、

「臺灣歌仔戲的認識與欣賞」、「臺灣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等四門科

目，系列課程的設計包含兩大層面，一則以語言教學為出發點，即「生活

臺語」，因語言是文化傳承的必備條件，而生活中的語言更是與人們直接

相關、緊密相連，透過對於生活中語言的觀察，可以清楚了解使用該語言

的人們的思想與情感，進一步認識該語言所建構、呈現出來的文化體系，

2

2 參見「教育部辦理補助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徵求事宜」，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16 
日，臺顧字第 0970009725 號函，其中「四、補助原則 (一)補助類型」有清楚說

明。亦可參見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教育計畫入口網站 http://hss.edu.tw/。"



因此，第二層面的課程便須觸及文化層次。由於文化涵蓋的範圍非常廣

泛，筆者因應自身研究領域，開設「臺灣地方戲曲欣賞」、「臺灣歌仔戲

的認識與欣賞」、「臺灣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等三門科目，又各自有不

同的教學重點：「臺灣地方戲曲欣賞」最為基礎，以全面整體的歷史角度

觀察臺灣各種地方戲曲之發展歷程與風情樣貌；「臺灣歌仔戲之認識與欣

賞」則將焦點集中在臺灣唯一土生土長的劇種－歌仔戲之上，做深入專精

的觀察與分析；「臺灣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則在此基礎之上，引導學生

反思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之間的匯通與繫連。這些課程之中，亦大量使用

臺語：歌仔戲所占份量最重，其次為布袋戲、南北管，因此，筆者此系列

教學以語言課程為基礎出發，以戲曲文化課程為進階延伸，然彼此關係緊

密、當可觸類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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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文化的在地關懷與傳統教學之省思

    在正式討論筆者系列課程的教學內容之前，首先對於二十世紀以來全

球化潮流的衝擊下，如何提昇臺灣本土文化的教育提出討論。何謂本土、

鄉土教育？歐用生 (1996，頁69)〈課程與教學革新〉中提到：

      鄉土教育是指受教者經由教育的過程，認識其本鄉之地理要素、自然   

      景觀，以及社會的法治、生活習俗等，並培養其愛鄉、愛國之熱忱的

      一種教學。

施宜煌 (2013，頁59)〈全球化時代臺灣通識教育的因應策略〉一文中，認

為通識教育如何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在課程與教學的因應策略上應

首先著重本土性的通識課程；並且強調全球化、本土化及個別化三者兼重

的學習，通識教育的課程實踐應關注本土性課程的實踐，並舉各校為例：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有開設《臺灣史》的課程（國立交通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2013），讓學生可以瞭解臺灣本土的歷史發展。又如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有開設《臺灣廟會文化》的課程（東海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2013），讓學生瞭解臺灣的廟會文化。再如臺灣海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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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為求文字流暢，或用「臺灣話」、或用「臺語」一詞，意義皆同。

      學通識教育中心開設《基隆之美》的課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2013），讓學生瞭解基隆之美，熱愛自己的鄉土。以上所      

      述，皆為本土性的通識課程。而全球化時代，各校更應多開設一些本

      土性的通識課程，讓學生可以瞭解臺灣的本土歷史與文化，以促進學    

      生的國家認同。

施文引用劉淑如〈臺灣鄉土音樂在大專院校通識課程的藝術教育價值〉舉

通識教育的音樂課程為例：

      通識教育的課程實踐應關注本土性課程的實踐，以通識教育的音樂課

      程為例，例如通識教育音樂課程中不應僅限於古典音樂，而應具有多      

      元與具有歷史文化的藝術價值的鄉土音樂課程。大專院校這幾年來，

      通識音樂課程雖然也設置了有關鄉土音樂的課程，但在音樂教材方面

      是否如往常，只重視西方古典音樂而忽視臺灣鄉土音樂？就實而論，

      鄉土音樂是文化資產重要的環節，更重要的是它蘊含無限元素，經傳

      承、轉化，而展現豐富、獨特的藝術價值（劉淑如，2006）。

筆者深感認同，從二十世紀西方文明強勢席捲全球以來，對於臺灣本土文

化的在地關懷少之又少，古典音樂的課程遠比鄉土音樂還要多，專論臺灣

歷史、社會、文化的課程也不多，將臺灣話課程納入正規教育體系的做法

更是近幾年才稍見觸及。雖然現在是 3C 產品當道、滿街盡是「低頭

族」，而且藉由電子產品幾乎全球無國界的資訊社會，然而，在關心外

界、放眼國際的同時，返身回顧本土傳統文化，也是一項重要的課題。若

細心觀察，將不難發現：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往往以不經意的方式，出現

在生活周遭，它非但不是束之高閣、與世隔絕的老古董，反而是時時刻刻

滋潤著、豐富著現代生活的活水源頭，因此，通識教育中關於臺灣文化的

課程絕不應當缺席。

        從最基礎的日常生活語言來說，長存在老一輩口裡、卻漸漸從年輕人

口中流失的臺灣話  ，其實充滿了和生活息息相關的趣味性，以「愛情」

主題為例，可以發現傳唱街頭巷尾的臺語流行歌曲中，描述男女情愛的用

3



詞有「真速 (su    ) 配」、「煞著妳」、「心肝砰砰顫 (ts  ai)」、「心內彈

琵琶」、「初戀愛情酸鹹甜」、「心情親像春天的風 le  吹」等，皆是

生活中耳熟能詳、童叟皆知的親切用語；從臺語講古裏也可發現「姝醜沒

得比，愛到恰慘死」、「愛情熱度，親像六月的火燒埔」等，從臺語唸謠

裏也可找到對男女愛情純情可愛的描述：「門前一欉相思欉，相思病落不  

 (m ) 知人，先生來看講沒望，貼心來看好咚咚」、「阿哥有來娘有伴 

 ( pua )，阿哥若 (na) 去娘孤單，親像孤鳥找 (ts  ue) 無伴，阿君我囝 ( ki  ) 

我心肝」等，對於戀愛中人情態的描述生動傳神、極具趣味，從日常生活

中俯拾皆是，但卻很少在課堂中被引為教材。筆者認為，這是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活教材，非常適合在通識課程中開設，也是筆者想突破傳統教

科書的方式，嘗試應用於課堂上的教學內涵。

        再以流行歌曲為例，時下深受年輕人歡迎的當紅歌手周杰倫，每張專

輯至少有一首帶有濃厚古典味、鎔鑄文學意象的歌曲（如：〈青花瓷〉、

〈髮如雪〉、〈千里之外〉），其最佳搭檔方文山頗具文學造詣的歌詞，

甚且引起研究風潮  ；將傳統戲曲融入流行歌曲者亦不乏其人：王力宏〈

蓋世英雄〉、陶吉吉〈蘇三說〉、陳昇〈One Night in 北京〉化用京劇，

蕭閎仁〈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化用歌仔戲，徐佳瑩因一首〈身騎白

馬〉紅遍大街小巷，每一首都深受年輕人的喜愛  ；將傳統戲曲化用到電

影者更不乏其數，早期已故巨星張國榮的《霸王別姬》、尹昭德成名作

《夜奔》，乃至於近年來香港大導陳凱歌的力作《梅蘭芳》以京劇四大名

旦之首梅蘭芳為主題，臺灣電影導演新銳王育麟於 2012 年新春賀片《龍

飛鳳舞》，堪稱首部以臺灣歌仔戲班為故事主軸的感人喜劇，皆頗受好

37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3(2)，31-60

4

5

如：尹代秀〈方文山中國風歌詞特點〉，《國文天地》，第 277 期，2008 年 6 月：

熊瑞英〈歌壇驚嘆號--歌詞才子 方文山〉《小作家月刊》， 第 163 期，2007 年 
11 月。

本文對於「臺語」與「臺灣文化」的意涵，乃採廣義開放式定義，以流行歌曲為

例說明，雖上述諸例並非臺語歌曲而是國語歌曲，但演唱的歌手均是臺灣當紅偶

像，對於臺灣流行文化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故仍可援引證明流行音樂界對於臺灣

本土文化之日漸重視。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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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以上種種實例，都是傳統與現代鎔鑄、古典戲曲與現代影音結合成功

的映證，也顯示了流行音樂界、電影界對於臺灣本土文化的日漸重視。

        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以學生立場為出發點，思考如何啟發學生對於

臺灣本土文化的在地關懷，做為改良傳統教學的省思，筆者則認為可以因

地制宜，運用學校在地擁有的資源，善加規劃、注入巧思，應可得到事倍

功半之效。本校地處南彰化，毗鄰北斗鎮、溪州鄉、埤頭鄉，北斗鎮古稱

「寶斗」，素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之譽，曾名列臺灣發展史上的

第四大都市，有其歷史淵源、文化素養；而臺灣史上曾名列第二的「鹿

港」老鎮也鄰近本校，鹿港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自不待言，從語言學的角

度來看，鹿港腔是臺語多種語系中獨具特色的一脈，上承泉州，具有深厚

的歷史背景，彌足珍貴；若以戲曲資源來說，鹿港鎮至今保留最多南管社

團，走訪當地，不時可從門戶間傳來優雅的樂聲。因此，筆者認為若在通

識課程規劃中善用本校鄰近地區的在地資源，讓學生從當地生活中發掘臺

灣文化，當有別於一般傳統教學，而有更印象鮮明、親切真實的感受。

        不僅是最基礎的語言教學，涉及傳統文化的教學課程也同樣值得深

思，在 1997 年的臺灣教育改革運動中所實施的九年一貫教育課程中，在

國小的課程中重新劃分七大學習領域，其中之一就是「藝術與人文」的實

驗課程。它涵蓋了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強調統整的精神，多元文

化藝術教育的學習，更能提昇藝術鑑賞能力，故需從小鼓勵學生多觀摩，

並參與藝文活動的表演，並以啟發藝術潛能，瞭解藝術的生態趨勢及人格

健全發展為目的   。因此，除了語言教學的課程之外，藝術文化的課程亦

是近年來教育改革運動中值得重視的一環。如何以貼近年輕人的心聲為前

提，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帶領學生認識臺灣文化，進而培養欣賞傳統文化的

能力，引發年輕學子對於臺灣文化的在地關懷，為傳統文化的薪傳與發揚

貢獻一份心力。

        據此在地關懷所引發的教學省思，筆者設計臺灣主題系列通識教育課

程，包含語言與文化兩大層面：語言直接而生動的記錄著這片土地上人與

6 教育部 (2003、2008)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正式綱要」，參見許淑婷 (201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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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與生物、人與自然、人與神明之間交流互動的共同經驗，而生長在

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大部分使用的語言卻是來自北方官話的國語，而非

源自閩南地區、在臺灣生根發展的臺灣話，使得較具本土味的臺灣話越趨

沒落，殊為可惜。本系列課程中「生活臺語」的設計，即是讓來自不同專

業領域的 e 世代學生，透過日常生活中對臺語的觀察與紀錄，以及訪問老

人家、了解老人家口中的臺灣話，重新認識臺灣話，能與同一個語言社群    

 (speech community) 裏的人在日常生活裡做有效的溝通，並藉此了解先民

傳承下來的生活智慧，進而豐富生命內涵。其次為文化教學，如同上述舉

例之音樂課程，戲劇類課程也往往以西方戲劇為多、臺灣鄉土戲劇為少，

因此，筆者開設「臺灣地方戲曲欣賞」、「臺灣歌仔戲之認識與欣賞」、

「臺灣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等科目，透過教師基本講解、邀請專業表演

人士現場示範、校外教學實地參訪劇團、要求學生走入劇場看戲、繳交看

戲心得報告等活潑有趣的方式，引領 e 世代學生認識多姿多采的戲曲世

界，進而關懷臺灣傳統文化，為本系列課程冀能達成之在地關懷與教學

省思。

        在此省思之下，本系列課程參考教育理論規劃新的教學方法與內容，

如：林公欽（2013，頁23）〈藝術教育課程之於通識教育的創新與融合〉

中說：

      學科取向藝術教育 (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 是 1987 年被正式

      定名的，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成為美國藝術教育主流的教育理論，它

      強調完整的藝術學習，必須綜合與整合藝術創作、藝術史、藝術批

      評、美學四個領域的學習，藉由了解藝術創作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拓

      展藝術的知識，進而深入探討、分析與詮釋藝術作品，試圖認識作品

      的特質與提昇藝術鑑賞的能力。

由此看來：藝術創作是指盡量引導學生親自參與該學科創作的過程，藝術

史則是增進該學科歷史背景的認識，藝術批評則是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判

斷優劣得失的思辨能力，美學則是欣賞品鑑的能力。若以「生活臺語」科

目為例，「藝術創作」的部分可引導學生主動發掘新新人類流行口語中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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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詞彙，藉此明白語言與時俱進、約定俗成的生活化特質；「藝術史」的

部分則可介紹臺灣話從閩南地區傳入臺灣的歷史淵源，加強學生對於臺語

歷史背景的深度理解；「藝術批評」則是讓學生觀察生活中臺語用語的準

確度，是否有用語不準而習焉不察的現象；「美學」部分，藉由對於臺語

諺語、歌曲、影片的欣賞，讓學生理解臺語音韻之美，及其精妙之處。

        若以「臺灣地方戲曲欣賞」等三門科目為例，同樣可涵蓋此四大領

域：安排學生自編、自導、自演，並親臨劇場，實際拜訪劇團、觀賞演

戲，期能盡量引導學生親自參與戲曲創作的過程；對於臺灣戲曲史的基本

認識，是每學期前半段課程的重頭戲，目的在於了解臺灣戲曲創作的歷史

和文化背景；每週必備的影片欣賞與看戲心得紀錄單回饋，則是培養學生

獨立思考、鑑賞戲曲的能力。

        有此教育理論作為課程設計之基礎，本系列課程的教學方法與內容，

可分為三點敘述：在教材設計上，使用生活化教材，強調從生活中發現臺

灣；在課程規劃上，強調學生從做中學，要求學生主動發現、積極參與；

在安排教學活動方面，妥善運用在地資源，實地訪查、實際撫觸臺灣文化

的脈動，以下接續說明。

參、教材設計－使用生活化教材，從生活中發現臺灣

    以日常生活中最基礎的語言談起，一般人一提到學習臺語，腦海裏總

會浮現出複雜的聲調符號、不習慣的拼音系統、改編的注音符號、奇形怪

狀的漢字、及太過文言的古詩古詞等糾結在一起的「難學」印象。當然，

這也是研究臺語的前輩們極欲解決的難題，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符號系統

的發明。然而，如果知識沒有普及化，一般人就不容易去親近它，更別談

我們所教導的 e 世代學生了。舉例來說，在老一輩嘴邊經常流傳的臺語俗

語中，就經常出現生活化、生動逗趣的詞彙，例如「愛情篇」的「紅柿上

( tsiu ) 樹頭，羅漢腳仔目屎流」、「婚姻篇」的「圓仔吃雙嘴，予你明年

生雙對」、「宗教篇」的「天公疼憨人」、「飲食篇」的「吃乎死卡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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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死無食」、「節氣篇」的「正月寒死豬，二月寒死牛，三月寒死播田

夫」、「生物篇」的「膨風水雞   無肉」、「節慶篇」的「大人煩惱無

錢，囝仔歡喜過年」、「健康篇」的「目睭花花，匏瓜看做菜瓜」、「人

物篇」的「第一衰剃頭 pun     鼓吹」等等都是非常生活化，精采而生動的

描述。藉著對於臺灣俗語的認識，相信學生更能貼切地體會到臺語與人民

生活息息相關的親密性，而引發學生學習臺語的熱忱與興趣。

    同樣的，就戲曲教學來說，現代e 世代年輕人對於傳統戲曲的認識實

在闕之弗如，對於以臺灣話唱念的歌仔戲最為熟知，但仍屬有限，布袋戲

演出往往乏人問津，廟會慶典、節慶熱鬧時常聽見的喧鬧北管也習焉不

察，更遑論曾經盛極一時的車鼓陣、南管戲、京劇、四平戲等其他劇種。

以京劇為例說明，從同學的課堂紀錄單上來看，同學們對於京劇的每個環

節，包括：虛擬的動作、寫意的劇場、象徵的砌末、程式化的臉譜、咬文

嚼字的唱念，乃至於男扮女裝的乾旦、女扮男裝的坤生都是同學理解京劇

的障礙。因此，在上述系列課程中，仍多選擇以臺語發音的歌仔戲為介紹

主軸，將主題聚焦到臺灣惟一土生土長、也是最親近臺灣人民的「歌仔

戲」，引導年輕學子從生活中認識歌仔戲、欣賞歌仔戲，並以歌仔戲作為

入門之鑰，作為欣賞傳統戲曲的入門之道。

    確立教學主軸之後，對於課程教材的設計，也因此有所調整而需重新

編寫，無論是「生活臺語」或者「臺灣地方戲曲欣賞」等科目，在開學前

三到五週多半介紹基礎理論的內容，即上述教育理論中「藝術史」的背景

講授，前者為「臺語拼音系統」，包括下列子單元：

表 1：「生活臺語」前四週課程大綱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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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橫向介紹元音、輔音、聲調等元素之餘，也融入歷史概念，縱向介紹閩

南語傳入臺灣的背景知識，這一主題是學習生活臺語的基礎，因為它能精

確的記下日常生活中學生所聽到的聲音，並且把語音內容傳遞給聽者，也

可以讓學生對於日常生活中常聽到的臺語有更深入的歷史背景認識。後者

則以「臺灣歌仔戲簡史」為基礎理論，課綱如下：

    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教材編寫是設計生活化的教材，讓學生從生活中

發現臺灣。筆者認為生活中常見的以臺語發音的多媒體影音資料，例如：

流行歌曲、兒歌唸謠、卡通、鄉土劇、布袋戲、歌仔戲、舞臺劇、電影、

表 2：「臺灣地方戲曲欣賞」前五週課程大綱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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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歌、講古等，都充滿了生動有趣的臺語詞彙，呈現臺語活潑的生命力，

並反映了臺灣人民的生活智慧，以多媒體影音教學方式為主軸來介紹生活

臺語，讓學生邊看、邊聽、邊記錄，搭配其他講說、閱讀的活動，從聽、

說、讀、寫各個層面學習臺語，必可達到活化臺語教學的目的。教學內容

分為十大主題: 臺語拼音系統、愛情篇、婚姻篇、宗教篇、飲食篇、節氣

篇、生物篇、節慶篇、健康篇、人物篇。

    這些主題的選擇，乃依據日常生活經常出現的主題頻率設計，每一主

題往往也能找到適合的影音資料搭配學習，例如「愛情」這個主題非常常

見，可以從布袋戲、歌仔戲、鄉土劇、舞臺劇、電影、卡通、唸歌、講

古、歌曲等獲得，而為了清楚呈現這個主題的豐富用語，筆者再依不同情

況區分為「愛情篇－約會調情」和「愛情篇－分手別離」兩部分來細說。

在「人物篇」中，也出現了琳瑯滿目的內容，可細分為「人物篇－性格年

齡」、「人物篇－職業身分」及「人物篇－歷史人物」，詳情如下：

表 3：「生活臺語」第十五週到第十七週課程大綱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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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得在「生活臺語」科目中，生活化的教材俯拾皆是，善加運用、

編寫為課程教材，當可改變傳統教學的刻板印象，提昇學生學習興趣。至

於在臺灣戲曲教學系列課程中，筆者也嘗試加入生活化教材，每學期均會

安排一至三週「傳統戲曲的現代化」的主題，從電視、電影、流行歌曲、

文創商品等方面，邀請學生觀察生活周遭可見的戲曲元素，電影、流行歌

曲已如前文第一節所述，電視部分，則從廣告、電視劇、綜藝節目、知性

訪談節目等方面著手，學生不難發現許多靈感來自戲曲的有趣廣告，並且

發現近年來戲曲知名藝人現身電視劇、綜藝節目的機會大增；文創商品部

分，筆者多年來自費購置許多戲曲相關文創商品，每學期均會安排一次課

堂時間，將文創商品帶進教室，介紹給同學，供同學上前觀賞、撫觸，分

組討論各項產品之優劣得失，並請同學自擇一項最喜愛的商品，上臺分析

商品優缺點，透過欣賞、討論並上臺報告的過程，同學們均驚訝地發現生

活周遭舉凡：馬克杯、月曆、書籤、吊牌、名片夾、鑰匙圈、手機吊飾、 

 L 夾、公仔、帽子、

紙扇、筆筒、筆袋、

滑鼠墊等等生活用品

或文具商品，都有知

名戲曲劇團或藝人代

言的產品，只要經過

創意巧思，戲曲身影

將可以與現代生活形

影不離。而這些生活

用品，也成為筆者通

識課程中生活化的教

材，如圖 1 。

  

圖 1：筆者於「臺灣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課堂上展示

     各式戲曲文創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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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規劃—從做中學，強調主動發現、積極參與

    黃俊傑 (2008，頁59，63-74)《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一書中

曾探討中國古代教育，他認為傳統中國教育的教學方法極端活潑，師生參

與討論，訴諸並指向老師或學生自身最切己的生命體認，並交換自己的思

考或體認經驗，充分展現所謂「自由精神」，這種「自由精神」是傳統中

國教學經驗中最寶貴的遺產，首先見於先秦孔門，再見於魏晉談辯，復見

於南宋朱熹的教學之中，尤其是先秦儒家教學特重師生雙線的互動而不是

單線的灌輸，在《論語．盍各言爾志》章裡，孔子和他的學生自由對談怡

然樂道的景象，具體地說明所謂「師生互為主體性」的教學方式。

    筆者極為認同此種教學方式，筆者忝執教鞭多年，深刻感受到臺灣學

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態度實在過於被動、害羞而沉默，因此，不僅在通識課

程中、在其它專業課目的教學裡，也盡量鼓勵學生主動學習，提高學生與

老師之間的互動交流。在本文所述臺灣主題的系列通識課程中，除了教師

基本講授之外，還徹底實施「從做中學」的教學法，積極鼓勵學生主動發

現興趣點、積極參與課程內容，以提昇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增進學生學

習興趣。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方式：

    在教育理論中，對於教師教學技能的養成，有一項為「演示技能」，

是指「教師進行實驗示範和實際表演，運用實物、樣品標本、模型、圖

表、幻燈片、影片和錄像帶以及指導學生進行觀察、分析和歸納的方式，

為學生提供感性材料，使其獲得知識。」（孫立仁，1997，頁69）。其

中，演示技能的基本任務之一是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該教學理論認為：

      觀察是一種有目的、有計畫地運用感覺器官直接認識周圍環境、事物

      和現象的一種知覺過程，觀察過程伴隨著積極的思維活動。……人們

      通過直接觀察、或借助儀器進行觀察，可以認識事物的屬性和特徵，

      了解現象及其發生、發展的條件，從中發掘問題，引導探求事物現象

      的本質。(孫立仁，1997，頁71）

一、寫作課堂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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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藉由此教育理論的啟發，融合本身積極提高學生課堂參與度的初衷，

設計了多種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方式：在「生活臺語」科目上，便要求學

生在每週上課之前，將生活中觀察所得和本週上課主題有關的有趣臺語記

錄下來，帶到課堂上與他人分享，而記錄語言又牽涉到符號問題。為了避

免因為符號所帶來的學習困擾，本科目嘗試以漢字及拼音搭配的方式，做

為紀錄臺語的工具；也就是學生以自己熟悉的漢字書寫，如果遇到一字多

音或不確定的漢字時，就需搭配拼音系統，而拼音符號則採用學術界通用

的 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在教授臺語元音、輔音、聲調

時，筆者也嘗試使用發音軟體，藉由發音動態圖及語音實驗儀器，讓學生

以視覺化的輔助理解正確的發音部位、發音方法、聲帶震動、和聲調的頻

率變化。每週下課之前，則請學生在課堂上最後 15 分鐘的時間寫札記，

讓學生對當天上課的內容、方式、主題、新的發現、新的領悟做心得式的

摘要，這種內省功夫除了可讓學生把知識內化，反省自己之外，最重要的

還在於任課教師可以依據學生的札記從中檢討，調整自己上課內容及方式

來符合學生的需求，並在課堂中回覆學生意見，以達到師生交流之效。

        類似「生活臺語」寫札記的方式，臺灣戲曲教學系列課程也要求學生

填寫「課堂看戲心得紀錄」，紀錄單的設計包含了老師板書、講說內容的

紀錄，以及學生本身對於影片的觀察與評論，每週課後批改、課堂上發還

即時填寫，提高同學在課堂上的專注力，並藉由學生填寫作業、老師批改

之一往一返，增進師生之間的互動，以利每週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課堂看戲心得紀錄 授課教師：

表 4：「臺灣地方戲曲欣賞」課堂看戲心得紀錄單

臺灣地方戲曲欣賞－九十七學年度上學期通識課程

姓名

上課
日期

演員及其
扮飾人物

劇情簡介

心得記錄

系級

演出
劇目

學號

演出
團體

教師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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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心得紀錄

二、設計課程活動

    本系列課程還因應每週不同的教學主題特色設計不同的課程活動，邀

請學生共同參與，例如「生活臺語」科目中，在教授「愛情篇」主題時，

因為年輕學子普遍都有戀愛的經驗，因此請學生在課前蒐集相關語料，課

堂上分組討論並上臺發表臺語演說「我的愛情故事」，如此將能更深刻的

體會到臺語特有的表現方式，並用同學投票表決的方式，選出「最佳講古

獎」；在「飲食篇」中，因為每樣食物都有其成分、外觀、口感上的差

異，因此設計讓學生以口語描述食物的方式，分組競賽猜出其食物名稱，

以達到聽、說練習的目的；在「節氣篇」中，因為關於節氣的臺語流行歌

曲甚多，透過四季、十二月、二十四節氣數字的對應，讓學生以「聽歌填

詞」的方式來訓練聽、寫能力，如：春天花，正清芳，雙人心頭齊震動⋯

夏天風正輕鬆 雙人坐船要遊江⋯等；在「人物篇—歷史人物」中，活動

設計扣合著歷史人物進行「創意寫作」， 透過小組內成員故事接龍的方

式，創造出虛構或者描述真實的人物故事，再請小組把故事大聲唸出給班

上聽，若有發音或書寫訛誤，老師也能即席糾正，藉此訓練學生的寫、

讀、聽的能力。

        透過課程內容的設計，將以往學生被動學習化為主動體驗的方式，還

有因應課程主題，邀請專業人士蒞校演講示範並讓學生加入體驗，此類課

程活動多用於戲曲教學系列課程。筆者於九十七學年度之「臺灣地方戲曲

欣賞」科目即邀請多年好友、彰化二水明世界掌中劇團茆國聰團長蒞校示

範演講，茆團長不僅現場示範多種不同行當之口音，還大秀兩手換偶、跳

窗翻滾、噴煙、轉盤等精彩絕技，並且讓每位同學到舞臺前操偶與操口

白，實際體會布袋戲演師的臨場感，筆者從旁觀摩，也學習到操偶技術的

皮毛，在日後的課程中，偶爾也會小露一手，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延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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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臺灣歌仔戲之認識與欣賞」邀請了歌仔戲專業藝人，如：高雄尚

和歌劇團梁越玲團長率團蒞臨，現場指導同學基本身段、唱念曲調；南投

明珠女子歌劇團李靜芳團長蒞臨，主題為「歌仔戲化妝」，現場請修課同

學充當模特兒示範化妝，學吊眼戴頭套的歌仔戲妝容，對於戲曲藝術妝容

均留下深刻印象，筆者將該次示範全程錄影，將精彩片段剪輯成影片，供

日後課堂上教學之用，學生反應甚佳；「臺灣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則邀

請到：臺北江之翠南管劇場周逸昌團長率領十一位團員 (含樂師、演員) 蒞

臨，為同學現場示範南管演奏及梨園戲身段，也邀請每位同學上臺比畫身

段、拉彈樂器；高雄臺灣豫劇隊國寶級藝人王海玲女士也曾率團蒞臨，為

同學示範高難度的豫劇表演，也邀請學生參與比畫身段、嘗試耍刀弄槍。

凡此種種，也企圖突破傳統聽講的專題演講形式，而以專業藝人現場示

範、學生親身體驗的方式，提高同學的參與度，化被動學習為主動體驗。

    筆者規劃此系列臺灣主題通識教育課程，大多以體驗式的作業繳交，

取代傳統的期中、期末考筆試，用意仍在於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主動參

與度。以語言教學的課程「生活臺語」來說，既然提倡「從生活中學習臺

語」，在期中考和期末考部份，便分別設計了「生活舞臺劇表演」和「創

作爆笑版多媒體作品」。「生活舞臺劇表演」是透過情境虛擬的舞臺做角

色扮演的生活臺語對話，表演內容可以取材自日常生活的柴、米、油、

鹽、食、衣、住、行到社會、政治、股市等市井小民關心的議題；而「創

作爆笑版多媒體作品」則是結合學生創意與 e 世代學生在行的電腦數位編

輯，選定一份自己組別有興趣的影音作品，根據內容改編成幽默風趣的臺

語，再配合影像把自己的聲音錄進去編製而成。以上這兩項作業的構思主

要是希望學生能活用臺語，從生活中取材，發揮創意，讓「生活臺語」這

一科目，更貼近年輕學子的心聲。實施結果學生創意迭出，效果頗佳，也

實際讓學生體會到生活臺語的趣味性。

        在戲曲文化教學系列課程中，呼應前文所述藝術教育理論中的「藝術

三、以體驗式作業取代期中、期末考試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3(2)，31-60 49

創作」，筆者在「臺灣傳統戲曲與現代社會」一門中，規劃了突破傳統的

「體驗式」教學方法，搭配數堂專業的戲曲表演工作者蒞校輔助教學、示

範講解，並且規畫作業內容，以各種方式提升學生的參與度，並且引導學

生思考傳統戲曲是否能、如何能與臺灣現代社會接軌的問題。        

        所謂的「體驗式」教學方法，是在學期後半段進入「改編篇」時，請

修課學生就劇本「讀劇」以及上臺「搬演」，當作期中、期末考試。讀劇

構想來自於文建會主辦、每年委託不同劇團承辦、行之有年的「讀劇

節」，引用第三屆 2005 年臺灣讀劇節海報上的文宣：「讀劇的真實相

貌，用自己的方式、讀出最切合內心情感的劇本。⋯⋯⋯讀劇的過程中，

每個人都能跳脫出原本的自己，化身為劇本裡的任何一個角色。」讀劇組

便是請該組同學自行認領劇本中的腳色，並熟悉其中的臺詞、情緒、動

作，課程中將桌椅圍成中空，請同學拿著劇本帶簡單動作，於中間空地「

以自己的方式」將劇本「讀」出來。

        搬演組的同學，則請他們以「現代觀眾的眼光」，重新「改編」並「

搬演」該劇（全部或部分均可，要求動作、裝扮、場景、道具），藉此拆

解再重組的過程，筆者將可從中分析年輕學生將如何以現代的方式重新詮

釋傳統戲曲。而這兩種活動，都請未上場表演的其他同學，以「舉牌評

分」的方式為臺上的同學打分數，這樣的構想，目的在於增加同學上課的

趣味性，也在趣味之中讓表演的學生更加認真投入。

伍、校外教學活動－善用在地資源，實地訪查臺灣文化脈動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高傳正 (2006，頁68) 在〈幼稚園老

師實施本土化教學之歷程－以一個溫泉區幼稚園老師為例〉一文中提到：

      研究者在一次參加「課程教學」的研習活動中，和研究所學妹聊到之 

      前她在幼稚園教學的內容，其中她提到任職的園所處於一個自然、人

      文資源均豐富的溫泉地區，在教學上她們運用社區資源、人力資源、

      自然資源、戶外教學、家長偕同教學等方式，以幼兒生活中可體驗的

      事物為題材，如認識社區老樹、溫泉、梅子園、菜園等等，都是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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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過的活動內容。

由此，該位研究者蒐集了目前幼兒教育實施本土化教學的文獻資料中發

現，大都是將所在地的社區資源及特色融入教學，使學習者更客觀、更清

晰的了解本土，進而對所居住的地方產生「認同感」，由近（居住地區）

推廣到遠（整個國家），以培養愛臺灣，認同國家的情懷。

        誠然如此，本土教育若能妥善運用在地資源，當能有效提昇學習者對

土地的認同感，不只對於幼兒教育，對於高等教育亦然。本校位處南彰化

埤頭、溪州、北斗三個鄉鎮交會的地區，又鄰近文化老鎮「鹿港」，除了

擁有優美清靜的自然資源之外，也擁有優質的文化素養，若能善用當地資

源，讓學生走入社區、走訪鄉鎮，將使學生對於臺灣文化的學習有更具體

的體驗。因此，在系列課程中，筆者規劃多次校外教學活動，讓學生從當

地生活中發掘臺灣文化，雖然非常費事費時，但能夠讓學生實地訪查、實

際撫觸臺灣文化的脈動，相較於侷限在教室內的學習，實有不同的深刻

體驗。

        「生活臺語」科目的校外教學，主要以泉州腔為特色的鹿港為參訪地

區，呼應前述教育理論，教師引導學生觀察事物時，須伴隨著積極的思維

活動，「他們主動地、有意識地去搜尋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具體事物，或者

去驗證先前提出的假說」（孫立仁，1997，頁71）。因此，校外教學活動

除了讓學生走訪鹿港老街之外，還有兩大重點：一為安排參訪鹿港「臺灣

民俗文物館」，透過館內專業的解說人員全程以鹿港腔介紹傳統農業社會

的食衣住行古文物，並與學生問答互動，讓學生對於臺灣早期的發展歷

史、文化背景以及鹿港腔臺語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二為要求學生自訂主

題，與當地民眾以臺語對談，錄製為 5 分鐘左右的短片，影片中尚須分析

對於鹿港腔臺語的心得感想。

        課程之餘，筆者設計了「生活臺語校外教學心得紀錄表」，觀察學生

們的參訪對象、對鹿港腔的看法、以及對此類校外教學的認同感如圖 2 。

從紀錄表中得知，有的學生採訪高齡八十歲的國小退休校長，了解到鹿港

腔有「ㄨ」音、「ㄜ」音的差別；有的學生卻採訪到來自高雄的阿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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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發現阿嬤口操「關廟腔」，與鹿港腔不同，深刻體會到臺灣話腔調之

多元；更有同學因從小生長於南部，對於臺灣話並不陌生，在與民眾交談

後對於臺語倍感親切，也深具信心，更加產生學習興趣。從這次的活動

中，也引起學生對於臺語或者臺灣歷史、文化認知深淺之省思，普遍認為

增進他們對於臺語的認識，同學認為「很喜歡實地參訪，可以直接看到古

物，聽到老一輩口中的臺語，接觸到難得一見的人事物，讓自己對自己的

文化、歷史、母語都更進一步了解。」同學認為「知道了臺語其實分了很

多腔。（一點點小小的進步∼）」同學認為「有增加對臺語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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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生活臺語校外教學心得紀錄表同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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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執行三學期的戲曲文化教學系列課程中，筆者持續要求學生實地

走入劇場並且繳交校外看戲心得報告，此乃筆者講授本課程行之有年的

「規矩」，從學期開始，筆者便會將蒐集得到的各地演戲資訊（包括民

戲與公演）陸續跟同學們分享，一來讓他們了解民間演戲風氣在某程度

上而言還是頗為盛行的；二來要求他們依據自己方便的時地，至少選擇一

齣去實地觀戲。近年來由於數位手機、相機的便利性，筆者進一步要求

同學拍照存證留念，從學生繳回的〈校外看戲心得〉中得知學生親臨現

場之後，大多一改過去認為傳統戲曲路邊鄰演即是低俗無聊的刻板印象，

例如：日語系三年級 B 班楊同學在觀賞「明華園總團-劉全進瓜」之後

認為：

      也許是太久沒看現場的戲了，不由得覺得這個時代演戲還有人想看

      嗎？但這個想法在開場沒多久立刻煙消雲散了，無論是聲效、特效、

      場景等等，都跟過去相比有著極大的進步，完完全全跳脫了過去對於

      戲劇的印象。但卻也沒因為種種的進步，顯得與過去的傳統技藝有任

      何違和感，反而讓整齣戲顯得更加的精彩、生動。

日語系二年級 B 班 羅同學也認為：

      在這一學期，上了很多有關歌仔戲戲曲部分的東西，不管是在影片方

      面，或者是老師會請歌仔戲知名的表演家，來幫我們詳細的介紹與說

      明，原來到了現代，歌仔戲已經融入了現代生活與文化，不再是以前

      那樣古老，那樣傳統了，也受到大眾的喜愛和欣賞，很多人看見了各

      式各樣的呈現，覺得很棒很精彩，也漸漸喜愛上，以前都一直覺得歌

      仔戲很無聊，很無趣，只是一昧覺得那是老人家才會看的東西，不過

      我現在了解了，清楚知道，它也已經成為我們人生中的一部分，不可

      以小看歌仔戲這部分。

生命科學系周同學甚且還到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觀賞五洲園掌中劇團（第

二團）的表演。他讚嘆道：

      這些講解讓我對於臺灣文化布袋戲了解的更多，尤其是示範布袋戲特

      技時讓我更是印象深刻，如早期的特技，門官的甩帽子、老先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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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轉盤子到現在的特技，火花、噴火、開傘，都非常的精采！

        除此之外，筆者還帶領學生實地走到戲臺前看戲，總共舉辦四場校外

教學，時間、地點、參訪對象、參訪內容分述如下：

1.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一點十分到三點，地點：彰化縣二水鄉民

  生路 472 號「明世界掌中劇團」，活動內容：茆國聰團長主講「布袋戲

  藝術之美」此次校外教學囿於有限的課堂時間，因此選擇地點方便而又

  與筆者有多年交情的彰化二水明世界掌中劇團。茆國聰先生從講解布袋

  戲歷史開始，到示範各式音效、口白、操偶絕技等內容充實、精彩生動

  的表演，均讓同學們對於親臨現場產生極大的震撼，一改過去認為傳統

  布袋戲路邊鄰演即是低俗無聊的刻板印象。

2. 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日）下午一點到三點，地點：鹿港天后宮，

  活動內容：觀賞明珠女子歌劇團民戲演出

3.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下午三點到五點，地點：員林演藝

    廳，活動內容：觀賞員林家商歌仔戲社彩排《洛神》

4.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晚上七點到九點半，地點：員林演藝

    廳，活動內容：觀賞員林家商歌仔戲社正式公演《洛神》

圖 4：員林家商歌仔戲社團員彩排《洛神》

圖 3：學生在後臺訪問正在卸妝的歌仔戲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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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緣際會之下，九十八學年度上學期恰好可以安排三場不同性質的歌

仔戲相關校外教學，分別是在鹿港天后宮廟埕廣場前面野臺搬演之民戲、

學生歌仔戲社團正式公演之前的綵排、以及在現代劇場員林演藝廳內正式

公演的現代劇場歌仔戲，恰好展示了歌仔戲演出的多元面向：當筆者率領

三、四十位年輕學生，「衝」上野臺歌仔戲的後臺，與剛剛演完民戲、全

身穿戴齊備的專業歌仔戲演員交談、合影時，同學們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全

寫在臉上，而演員們汗流淋漓的樣子也讓學生深深感動，莫不對於演員產

生高度的敬佩之心。當筆者率領同學們踏入員林演藝廳後臺，和小他們

二、三歲的高中生進行交流時，從一剛開始的害羞、拘謹，到後來彼此侃

侃而談、甚至於互相打鬧、玩在一起，年輕人們彼此之間交換熱情、分享

熱力，情意的交流非常顯而易見，更讓大學生們體會到傳統戲曲的薪傳需

要更多年輕人的參與。當筆者率領他們踏入南彰化地區堪稱最具規模的現

代劇場－員林演藝廳觀賞正式演出時，現代劇場的聲光效果、演員排場，

以及劇場演出時的盛大隆重感，與廟會民戲恰好形成強烈對比，適足以解

釋歌仔戲因應劇場形式之不同所產生多元豐富的面貌。

    筆者這些安排雖非創舉，但相信能有效的拉近傳統戲曲與現代年輕人

的距離，且進一步提升 e 世代年輕人對傳統戲曲的參與度。

陸、結語

    臺灣文化的研究如同其他科目，不應該是被束之高閣、與世隔絕的學

問，而應該是要讓「專業學問」能應用在生活中，並時時刻刻滋潤著、豐

富著現今學子的生命，而能引起他們的共鳴。筆者學成歸國後任教大學不

到兩年，每每在課堂上都以戰戰兢兢的態度施教，課後並檢討自己的教學

得失，而有否成效的認定，端賴學生走出教室，進入自己的生活圈之後，

是否還會持續地、主動地探尋與所學有關的知識。

    筆者對於臺灣主題通識教育課程一系列的教學成果，從前文所引學生

的學習單回饋來看，反應均是極正面的，若再從期末學生填寫的「明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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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評量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統計表」來看，本系列課程的學生評量分

數分別是：

該表共設計 18 題問題，其中第 12 項問題「這門課激發我想知道更多相關

資訊的興趣」、第 14 項問題「本科目的教學目標、進度、方法及成績考

評清楚」、第 18 項問題「整體而言，對這門課感到滿意」，四門科目平

均為 5.18，約占總分 6 分之86%，由此可知，本系列課程堪稱達到擬欲引

起學生「進而關心臺灣的歷史、文化、語言、傳承臺灣的文化」的教學目

標，且學生對整體課程的教學意見為高度滿意。

    這些教學成果希望不是、相信也不是只發生在課堂上，而是能夠引發 

 e 世代年輕人關心臺灣文化的契機，透過多元活潑、深入淺出、生活化、

趣味化的教學，學生將會持續而主動地從日常生活中，汲取語言文化的養

分，獲取寶貴的生命智慧，進而關懷臺灣的歷史、土地、語言，傳承臺灣

的文化，讓他們對於傳統戲曲努力與現代社會結合的發展方向，能有更進

一步的體認，此為筆者設計一系列臺灣主題通識教育課程冀能引發之在地

關懷與教學省思。

表 5：明道大學學生評量教師教學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臺灣傳統戲曲
與現代社會

(9802)

臺灣地方
戲曲欣賞

(9702)

生活臺語

(9801)

臺灣歌仔戲之
認識與欣賞

(9801)

科目

（學期）

5.225.32 5.08 5.09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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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uthors have actively planned and designed a series of Taiwan-related 

topics 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content possesses both academic and 

teaching values. By means of teaching, specialized knowledge is expected to be 

more lifelike, interesting, and practical, so the knowledge can fulfill the need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is series contains two levels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one for language teaching, which is entitled "Daily Taiwanese." The 

goal of the course is to allow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inherited wisdom from 

the language and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the speech community. The 

other one is for cultural teaching,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ourses: 

"Taiwan Local Drama Appreciation", "Introduc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Taiwanese Opera", and "Traditional Taiwanese Opera and Modern Society". 

Specific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teaching materials 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daily lives. Secon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erform "learning by doing" policy. Third, in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activities, local resources and field work are employed. Overall,

the teachers hope that they can inspire students to care and know more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cultures by their lecturing, inviting professional 

The Caring and Teaching Reflection of 
Taiwan-based Topics in

General Education: Observation Based on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s

Ping-You Lin * ,  Chia-Lian Li **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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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rs, and asking students to involve with the residents outside the field.

Keywords:Taiwanese cultures, general education, domestic caring, 
              Taiwanese, Taiwan dramas, Taiwanese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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