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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共構式教學對科技大學生
多元的文化認知影響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6(2)，39-74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比較基於知識講述傳遞式教學與基於知識共構式

教學，對科技大學學生多元的文化認知影響。本研究以便利取樣選取修讀

通識教育日本社會與文化課程的 31 名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

收集在課堂中學生以「何謂文化」為題，所進行的反思文本及事後深度訪

談資料。經由主題內容分析發現：(1) 基於知識共構式教學，比基於知識

講述傳遞式教學，更能引導學生，以多元的文化認知觀點來理解文化；

(2) 基於知識共構式教學，對科技大學學生文化創新所產生的影響效果，

會隨時間而逐漸消失。鑒於上述研究結果，在通識教育與文化教育上如何

進一步設計具有交流或體驗創新學習的教學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多元文化

認知觀點，將可作為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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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多元文化意識普遍受到重視的今日 (Baker, 2011; Byram, 2012; Elliot 

& Nakata, 2013; Malewski, Sharma, & Phillion, 2012; Wham, Barnhart, & 

Cook, 1996)，文化創意（或創新）也逐漸受到關注。黃俊傑 (1999) 提出

多元文化論 (multiculturalism)，其含義包涵地理的、經濟的、族群和社會

等多元且複雜的意義。多元文化教育一詞中的「多元」 (multi) 意謂「多

樣化」（鍾鳳嬌，2009）。而「文化」一詞則指一群人共享的生活方式

 (Bodley, 1994; Harvey & Stensaker, 2008; Kroeber & Kluckhohn, 1952, 

1963)。透過不斷與環境互動，可以產生多樣化生活型態，因而造就出不

同文化 (Williams, 2011)。多元文化，因此，可說是人類族群創造多樣化生

活方式的一種體現。幫助學生了解文化產生過程本身即是一種創造活動，

將有助於提昇學生對文化創新的深層理解，也是協助其發展多元文化觀的

重要方式之一（Hung & Hong, 2015; 洪國財，2015）。本文首先探討知

識社會與教育創新。其次，討論多元文化認知觀點的重要性，以及它們

如何助長一般人對文化事物的洞察力、創造力、與跳脫常規的思維能力 

(Leung, Maddux, Galinsky, & Chiu, 2008)；並介紹基於知識講述傳遞，與

基於知識共構的二種不同教學方式與文化的關係、以及它們如何在課堂中

進行。最後本文呈現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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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知識社會與教育創新

    杜拉克在《斷裂的時代》一書中，使用了知識社會這個術語，說明

知識是現代社會的中心，以及經濟和社會行為的基礎 (Drucker, 1969, 

1992)。杜拉克 (1998) 說：「現代的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在這個社會當

中，基本的經濟資源將不再是資本、土地或勞力技術，而是知識」。在知

識社會，知識、創新成為社會的核心，每個人都要學會如何在資訊大海裡

生活，培養批評精神、創新能力，區分有用資訊和無用資訊，換言之，知

識社會是一個以知識、創新為核心的社會 (Drucker, 1969, 1992) 。隨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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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經濟社會的到來，擁有知識創新、文化深層理解、以及有效的溝通技

能，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Trilling & Hood, 1999)。知識經濟時代，對具有文

化創意與知識創新的工作者之需求，也不斷增加 (Florida, 2002)。 

    認知到創新的重要，世界各國也都投入大量心力於文化創意與創新產

業上。例如，韓國在中央政府的規劃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下，積極促進電視

和電影產業的發展，成功地將其影視文化產業打入東亞、東南亞乃至全世

界；日本亦然，幾十年來將漫畫、動畫與遊戲產業等結合，為日本帶來莫

大的經濟利益；他如加拿大的溫哥華，是世界公認的文化創意中心；阿根

廷的創意聚落計畫，使得布宜諾思艾利思，成為全球第一個設計之都；土

耳其的伊斯坦堡大力推動文化與觀光事業，使其成為新興文化觀光的典範

都市等，都是國家大力推動文化創新的實例（文化部，2012）。

        21 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在現代科技與社會變遷不斷進步的情形

下，過去舊思維下的「填鴨式教育」，嚴重限制國民的思考力和創意力（

莊淇銘，2009）。Robinson (2006) 指出提升大學教育專業立場，啟動學生

的好奇心、想像力與創造力的重要性。幫助學生增強其文化意識和跨文化

理解的能力，已成為當代的重要教育課題之一（Drucker, 1992; Trilling & 

Hood, 1999; UNESCO, 2005; 教育部，2001，2010）。 

    大學教育是國家培養未來人力的重要搖籃，也是國家推動經濟社會、

持續創新，進步的主要動力。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對通識教育多元性文化 

(multiculture) 的認識，更顯示其重要性（黃俊傑，1999，2008，2015）。

在知識經濟社會追求不斷創新與多元思維的當下，作為國家整體文化政策

的重要推手，大學的角色與功能也日趨多元，在提升國家整體文化創新的

能力上，大學更扮演重要的地位。

    然而，近年來許多研究指出，臺灣的大學所培育的人才競爭力不足，

大學生普遍缺乏知識經濟社會所需的創新思維、國際視野、跨文化理解、

外語與溝通技巧等能力（教育部，2001，2010）。世界銀行發行的一篇文

章「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危機與轉機」中也指出，當知識經濟在全球

變得更重要時，高等教育機構所發展出來的人才之品質，便成為提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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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如果不能培育出更好的高等教育人才，而卻想在以知

識為基礎的全球經濟中獲益，將非常困難（陳維昭，2001）。 

    針對臺灣學校教育創新的積極性不夠等問題，教育部也大力提倡想像

力、創造力與創新思維，期望臺灣能成為具創新與創意的文化科技島國

（教育部，2001，2010）。在世界各國強調並鼓吹知識創造與文化創新

的同時（文化部，2013），臺灣的教育部也持續推動相關政策，以全面

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要讓臺灣成為一個深具創造力的國度 (Republic of 

Creativity)（教育部，2001，2010）。教育可以幫助學生發展出所需的多

元能力，使其能更加適應未來知識社會的快速變遷，也可以幫助學生培養

多元的文化觀，同時理解文化創新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國內的大學生究

竟具有什麼樣的文化認知呢？探討關於學生的文化認知思維，以及培養學

生具有文化創新能力的可行教學策略，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本研究要

探究如何設計適合的教學法，以幫助大學生提昇其多元文化觀與文化素

養。因此，本論文主要目的在比較基於知識講述傳遞 (knowledge telling) 

與基於知識共構 (knowledge building) 的教學方式，對於大學生多元文化

認知的影響。

參、文化與學習

    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概念 (Benedict, 2005)，不同的知識學門對文化的

定義亦有所不同。不同的觀點對文化內涵的認識，也可能有不同的結果 

(Kroeber & Kluckhohn, 1952, 1963) 。本文首先介紹傳承、交流與創新這三

種文化動態發展的觀點，接著介紹兩種文化的教學方式。

    文化涉及多元且動態的行為模式，由前人傳遞給後人，是智慧的累積

與延續。文化學者將文化傳承視為，一個世代到另一個世代透過知識及價

值的教導，進而影響到人們想法或行為的過程。文化傳承可以詮釋為文化

一、文化動態發展的三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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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Boyd & Richerson, 1996; Lehmann, Feldman, & Kaeuffer, 2010)，例如

父母親在小孩社會化的過程中，將其各項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傳（教）給小

孩即是一種文化傳承 (Bisin & Verdier, 2001)。 

    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在於所保留的文化會深刻的影響到後來的人們。隨

著時代運轉，傳承下來的文化形式與文化實踐，能形成一個民族獨特的精

神與特色。從教育的觀點來看，文化傳承意味文化知識和價值觀的教導，

並影響學習者思考和行動的方式。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作為教育的推手

與文化傳承之載體，大學的通識教育可以敦促學生習得傳統文化與知識，

使學生習得傳承的優良文化與價值並能弘揚民族文化（黃俊傑，1999，

2008，2015）。 

    文化交流探討的是，與不同的文化團體間的互動與交流，並在過程中

對於異文化的吸收與學習。透過傳播交流與互動，文化特質（與產物）

從一個文化團體（國家或民族）流動到另一個文化團體（國家或民族

(Benedict, 2005; Kato, 1986)，或是透過兩個文化團體，彼此的交流與互相

模仿而來。Hatch (1973) 的研究指出，大多數社會的文化庫存是從鄰近的

文化團體學習得來之後，進而累積而成。交流過程中的輸入與學習，並不

是全盤照單接收的，而是依據自己這一方的需求，經過取捨選擇的過程之

後，才加以引進並應用。Benedict (2005) 以日本人擷取中國的忠孝以及仁

義等思想為例，說明文化取自他國後，會順應自己的民情與社會需求，解

釋成具有不同意義與實踐於不同的場合的相似文化。 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在於，交流的過程中接觸、學習並輸入另一文化團體（如其他國家）的社

會制度、行為傳統、宗教信仰和語言等文化產物，這使得原本（如本國）

的文化產生質變。但文化要真正能產生大幅的進步，除了互動與交流中對

於異文化的吸收與學習外，也需要加上改良與創新的工夫。

    根據 Barnett (1953) 的研究，創新是文化變革的本質。學者 Rogers 將

創新定義為想法、實踐，或事物被個人或單位視為新穎 (Rogers, 2003) 。

創新就是成功的利用新的想法，使得既有的想法產生變化。創新的目的是

要建構新（文化）知識 (Bereiter, 2002; Hong, Chen, Chai & Ch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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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 Lin, 2010; Hong & Sullivan, 2009; Scardamalia, 2002) 。Drucker 

(1998) 指出，創新就是追求一小部分的突破，以持續不斷的恆心與毅力，

對已有的事物做改良，使之符合當時社會的需求。文化創新就是在上述的

概念之下，結合既有的元素與新的想法的基礎上，經過改良使其能夠形成

一種新的氣氛、形象與文化。改良時需要巧思及不同於以往的想法，將既

有的事物加以改良，使其能符合新的時代或所處社會人們的特殊需求，因

而產生出創新的文化產物。 

    文化創新的重要性在於，鼓勵多方學習，勇於嘗試新事物和另類思

考，而且要有恆心與耐力能夠不斷的堅持。創新時需要學習，因為學習可

以加速創新的傳播 (Reader, 2003) ，學習的重要影響在，累積知識並支持

創新及落實想像（林童照、邵長瑛，2010），學習與交流後累積的知識和

文化將成為日後再創新的啟發，而改良的文化，經過時間的考驗並被社會

普遍接受後，將成為日後傳承與被模仿學習的文化。創新可以源自於對過

去經驗的學習，與智慧的汲取及瞭解。因為充分了解既有知識，是承繼前

人智慧最好的方式（彭明輝，2013）。另一方面，文化交流是另一種學習

的方式。因為交流也可以刺激文化創新。如前所述，一個國家或社會中許

多的傳統文化資產，其實是與鄰近的國家或地區交流或學習後，再逐步累

積改良後的成果 (Hatch, 1973; Kato, 1986) 。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因為

交通工具的發明（如船隻等），使不同文化團體間的彼此互動、學習與交

流，變得更為頻繁。這些因彼此學習與交流而來的不同文化，多數在之後

也成為一個國家或社會裡，文化傳承的一部分。

二、基於知識講述傳遞 (knowledge telling) 式教學與基於知識共構 

        (knowledge building) 式教學

    傳統的大學教學主要依賴知識講述傳遞，方式則以講授 (lecture) 為

Bereiter 與 Scardamalia 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提出的知識共構理論，強調知識社會時

代普遍需要知識創造和創新 (Bereiter & Scardamalia, 1994, 1999, 2003; Scardamalia, 
200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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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傳統的教育方法仍多侷限於以提升個人知識為主的學習活動 (Polanyi, 

1967)，知識的獲得是該種教學方式的主要目的，此即是一種傳承文化的

活動。在充滿多元的社會型態以及以知識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在大學課室

中倘若教師仍本持著一貫傳統式教學，無法因應時代的快速變遷而調整教

學策略，將無法適應現代的社會（張靜嚳，1996）。由於傳統教學過於強

調教師是學習過程中的主導者，教學方法單調，造成師生或是學生之間沒

有良好的互動，學生缺乏思考的動機，教材經常侷限理論而和現實脫節。

教學時，教師以明確的內容講述，教導學生；學習者以累積個人知識，為

主要學習目標。因此在學習時並不一定要有所謂的互動，也不必然需要進

行團體與社群活動 (Chen & Hong, 2016; Hong & Lin, 2010; Hong & 

Sullivan, 2009)。這樣的方式，與文化傳承的認知學習觀點相互契合。

    相較於傳統的教育方式中，以提升個人知識為主的學習活動 (Polanyi,

1967)，知識共構是以文化創新，以翻新文化知識為最高目的。知識共構 

(knowledge building) 的學習方式，強調透過社群間彼此的交流、合作與討

論以產生新想法，並不斷地改進這些想法來創造知識  (Be re i t e r  &  

Scardamalia, 2003; Hong, Chai & Tsai, 2015; Hong & Lin, 2010; Hong, 

Scardamalia, & Zhang, 2010; Hong & Sullivan, 2009; Hong et al., 2011; 

Scardamalia, 2002)。因為文化創新的目的之一，在於形成時代的新的氣

氛、形象與文化，教學時，如何讓學習者積極發現問題，並透過交流、合

作、與討論，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想法，變得尤其重要。所以在學習

環境中，教學應能使學習者和他人互動討論，並參與知識共構的過程。進

行的方式可以是不斷的針對問題，進行想法討論並進一步修正想法。產出

的知識結果，也就成為合作與共構的學習成果（Hong et al., 2015; Hong & 

Lin, 2010; Hong & Sullivan, 2009; 洪煌堯、蔡佩真、林倍伊，2014）。這

樣的知識共構方式，與文化交流與創新的概念相契合。

    關於知識講述傳遞式教學和知識共構式教學中的學習，Scardamalia

& Bereiter (2003) 指出，知識講述傳遞式教學的學習是內化的，是不可觀

察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導致信仰、態度或技術的改變；知識共構式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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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相反的，被認為是創造或形塑公眾的知識，知識共構產生的知識是

活生生的知識，是可以被人們用在日常的工作上的知識。傳統教育體系通

常認為，學生應先學習大量知識，然後才能開始談知識創新。這也是為何

從小學至大學的學習，多將重點放在獲知，直到研究所時才開始強調知識

創造。在如此的教學信念下，教學活動偏重設計明確的學習規則（如聽講

與抄筆記），和學習任務或活動（如有系統的抄筆記），以使學生能熟練

所欲習得的知識或技能。概言之，此教學信念認為，學習的首要目標是知

識累積。而知識共構與創新 (innovation)觀點則強調，學習的目的除了個

人知識積累外，也應重視整體班級作為一社群或學習共同體，對某一知識

議題的交流與深化理解 (Bereiter, 2002; Hong et al., 2015)。在這樣的教學信

念下，社群的交流、合作與討論便益發重要；集體交流並共構知識，以持

續改進想法並深化理解文化知識，便成為教學的首要目標，而個人知識的

積累，則會在此過程中也同時被實踐 (Bereiter, 2002)。研究者發現，儘管

有許多與知識共構式教學研究有關的文獻，將知識共構這種教學法實施於

教育領域，尤其在科技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中，實施知識共構式教學者實

屬少數。根據 Chen 和 Hong (2016) 的研究發現，目前極為缺少能從知識

共構的觀點來看文化認知的研究。根據以上的說明，因此，本研究企圖了

解基於知識共構的教學方式，是否也能使得科技大學的學生，產生多元的

文化認知與文化創新的想法。

    本研究設計一個讓學生交流、共構與翻新文化想法的教學方式，以探

討此教學設計方式，是否提昇學生多元文化的理解和文化素養。本研究探

討的主要研究問題如下：比較基於知識講述傳遞的教學方式和基於知識共

構的教學方式，對於大學生文化認知的影響為何？此外，本研究也在課程

教學結束後，進一步深入訪談學生，以瞭解他們在課程中所習得文化認知

觀點，是否隨時間而有所改變？

肆、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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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臺灣普遍設立大學的情況下，許多專科學校因應社會與時代

變化的需求，轉變為科技大學（吳靖國、林騰蛟，2010；教育部，2001，

2010，2012）。在升學主義掛帥的臺灣社會中，多數學生仍以考上一流大

學為職志，進入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學生，多為高中時成績相對較差，家

境相對較貧困或社經狀況屬中後段的學生（教育部，2012；張宜君、林宗

弘，2016）。這些學生相對於一般大學的學生而言，屬於較弱勢的一群。

而技職教育又因以實用為主（教育部，2012），因此科技大學的學生在

人文涵養及文化陶冶上，接受的文化刺激也相對較少（許禎元，2006，

2012）。

    洪國財 (2015) 指出，科技大學學生的文化認知較偏向傳承的觀點，

缺乏文化交流和創新的多元思維。有鑑於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了不同的

教學方式，對於科技大學學生文化認知觀點的影響。這堂課是由一位資深

的教師上課，該教師已有多年的日本社會與文化的教學經驗。研究對象為

選修「日本社會與文化」課程的 31 名學生（年齡 18 到 22 歲）。本課程

主要介紹日本流行文化（如電視連續劇、漫畫、網路遊戲、旅遊等）與傳

統文化（例如茶道、花道、劍道等）。研究時間為一個學期，分為兩階段

（每一階段各九週）。第一階段的教學設計，採用本課程多年來習慣使用

的教學方式--即知識講述傳遞式教學；第二階段則嘗試以知識共構（討論

如何改變或創新文化）為主的教學設計。在各階段結束後，學生需要繳交

一篇以「何謂文化」為題的反思論文。請學生反思並撰寫「何謂文化」

的小論文，是希望透過論文中學生的個人反思以了解學生對文化的發展認

知。小論文題目與文化有關，請學生回答，諸如：「文化是什麼？」，

「文化如何形成？」，「文化如何發展？」等問題。詳細教學方式如下

所述。

（一）基於知識講述傳遞式教學

          本教學方式主要以知識講述傳遞方式（講授法）為主，上課內

      容以日本社會文化為主要範圍。教材包括與文化傳承、交流、與創

一、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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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等有關的內容。強調日本人既重視傳承下來的傳統，也不忘與世

      界上最強的國家交流、向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學習並加以交流與創新。

          在傳承文化的講授上，上課時教師講解諸如漫才（相聲）、落      

      語、歌舞伎、相撲、劍道、柔道、建築、庭園等傳統文化。例如在

      古蹟的維護與保存上，一千多年前即有的廟宇建築（如奈良的東大

      寺）、庭園建築等，從完成到今天雖然也有經過戰亂等的破壞，日

      本政府與人民仍然努力修復使其近似原來樣貌。在文化交流的課程

      講授上，教師從古代介紹到現代，對日本人習慣模仿與學習先進國

      家的制度、政治、經濟、教育、思想等等進行介紹（例如西元 645

      年大化革新和西元 1868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不斷地引進中國、西洋

      歐美等國家的文物） (Kato, 1986)。

          在以上兩種文化的講授之後，教師進一步講授文化創新，並舉

      例說明「改良式日本文化」的概念。日常生活中有諸多例子，如茶

      道原是來自中國，日本卻在時代的遞嬗之下經過村田珠光、武野紹

      鷗、再到千利休的改良與修正後，漸次的發展出日本式的侘茶。其

      他例子如壽司、拉麵等飲食文化，流行、扮裝等衣著文化，塌塌

      米、沖洗式多機能的衛浴馬桶、櫥櫃收納等居住文化，收音機、汽

      車等製造文化，漫畫、動畫等傳媒文化，賞花、盆栽、日式庭園

      等鑑賞文化。教師不僅同時講授這種精於選擇再模仿或學習、以

      引進外國文化的工夫，也談及日本人引入外來文物後，如何善於

      修改，使之進一步符合日本的口味，消化為大和民族的生活實踐

      (Benedict, 2005; 林元輝，1987)。日本人慣於將所有的領域都縮小

      來思考、縮小來表現、縮小來操縱(李御寧，1987)，透過縮小的方

      式，日本人加以改良，使其變得更加精緻，更符合日本人主觀真善

      美」的文物或制度。

（二）基於知識共構的學生自主式教學 

          此階段教學活動，主要是學生自主的共構與翻新文化想法，透

      過學生的主動學習，以及不斷討論他們所提出的文化想法，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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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興趣的相關文化知識 (Bereiter & Scardamalia, 2003; Hong & 

      Lin, 2010; Hong, Scardamalia, & Zhang, 2010; Hong et al., 2011;   

            Scardamalia, 2002; ) 。教師在此階段，是站在一個引導的角色，鼓

      勵學生運用自我的文化與成長經驗，進而嘗試思考與討論，改進與

      修正相關的文化知識 (Chen & Hong, 2016; Hong, Chen, Chai, & 

            Chan, 2011; Hong & Sullivan, 2009) 。

      基於知識共構的教學方式，其進行過程共分成三部份，說明如下：

    1. 導入階段--教師首先讓學生觀看影片，以介紹某一文化內容。例如

      播放二種不同方式的喜劇表演。前者為時代較久、以多人的方式演

      出的喜劇；後者則是以個人方式演出為主的創新式喜劇。

    2. 討論階段--藉著比較教師所提供的影片，教師鼓勵學生嘗試改進影

      片中呈現出的文化現象，透過思考並提出新想法，並在課堂上討論

      各種文化想法的優缺。例如，教師要同學比較兩支影片中的不同演

      出，鼓勵學生們提出自己的想法，並討論二種表演文化中不同的表

      現方式。同學們思考喜劇中的笑點如何產生，來源為何，如何改良

      相關表演文化想法以引起觀賞者的共鳴等等；之後，再請同學思考

      並比較臺灣是否也有類似的例子。

    3. 統整階段--經過上述小組討論與腦力激盪後，同學們輪流進行發

      表，並接受其他同學和老師的提問；課堂的互動與討論結束之後，

      同學們將課堂上的整個互動撰寫成文字檔，並且補充未能在課堂上

      充分回答的部分。根據同學們的作業(關於文化的想法)，教師再給

      予適當回應。表一摘述兩個教學方式的例子，說明課堂上如何進行

      知識共構為主的教學方式。

      在課程的安排上，因為影片時間長短不一，以及教師提問問題的多

      寡，課程的安排略有不同，也因此安排了表 1 中例一的課程和例二

      的課程。例一用到兩節課上課時間，例二則是四節課的時間。又因

      為課程時間的不同，教師採用的上課方式與策略也略有不同。如例

      一的情形，接受課堂的教師發問後，同學們分組進行討論，也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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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新的想法與互動，但因為討論的時間不同，沒有事先準備，討論

      的內容與想法可能無法深入。教師在討論和統整階段扮演的角色，

      將必須更多。如討論階段時也必須與同學生互動，適度的將創新話

      題帶到同學的討論中。例如教師提問，演出者如何構思並提出笑

      點，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或做出好笑的題材，如何持續不斷地改      

      良想法，如何創造出可以被社會大眾接受的笑點。與例一不同的

      是，例二的討論和統整階段中，互動、討論與想法的彼此交流、碰      

      撞到產生更多文化思維，是以學生為主的。同學們有一周或更多的

      時間，可以準備和思考教師提出的問題，再將教師的問題帶到課堂

      討論。經過準備後，課堂中同儕之間將能更廣泛的互動，而且除了

      討論以外，同學們也能提出問題，分享自己的想法。

表 1：基於知識共構的教學方式舉例

        總體而言，上面兩個例子說明這些討論活動，鼓勵學生建構自己對

      文化層面的深入理解，而不單只是透過老師的講述，僅僅被動地接

      受關於文化的種種知識。 

      此外，本研究於半年後進一步透過訪談，針對部分學生進行追蹤調

      查（調查二），以瞭解本課程的教學與討論，對這些學生是否有持

      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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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在分析上，主要使用開放編碼 (open-coding) 程序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8) 和主題內容分析 (Content-analysis) (Patton, 2002) 的方

式，將 31 位學生所繳交的報告內容，逐句歸類到三種不同取向的文化

觀。表 2 所示為編碼表。表中分別定義三種不同取向的文化認知觀點，並

舉例說明之。例如傳承取向的文化認知，在學生撰寫的小論文中，逐句

地，若出現有傳承的字眼，或整句為描寫傳承的意思的話，如同表 2 所舉

的例子的話，就註記一次。同樣的，逐句的，交流取向的文化認知的註

記，是以在文句中解讀出有日本和外國互動、交流，日本學習或吸收來自

外國的東西，日本受外國的具體的影響等為依據。創新取向的文化認知也

是逐句地檢視，句子中有創新的字眼，或者吸收外國文化或想法再加上改

良、日本自己的創意等則加以註記。透過質轉量的資料分析方式，計算每

個學生論文中提到文化概念的次數 (Chi, 1997) 。之後，再以統計上的單

因子變異數 (One way ANOVA) ，分析並檢驗三種不同的文化取向觀點之

間，是否存在差異。

二、資料分析方式

表 2：三種不同取向的文化認知觀點編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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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能確實掌握收集到的資料，研究者對資料的分析採用質性和量

化並用的方式。使用主題內容分析方法是為了確保質性資料可以呈現研

究問題的概貌，而量化的分析與實施，是透過推論統計將質性資料轉化

成量化資料，可供評估研究發現的重要性 (Creswell, 2005)。為了建立質

性分析的內容效度，本研究使用了已在期刊發表並具有效度的編碼表（

洪國財，2015）。本研究開放編碼中評分者一位是研究員，另兩位是具

教育背景的碩士生，評分者分別評分，評分間之互評者間內部一致信度 

(Cronbach’s alpha) 達 0.95。

伍、研究結果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以下分別說明二種教學方式對大學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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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認知觀點之影響，以及後續追蹤調查學生的文化認知觀點改變情形。

（一）階段 1 —基於知識講述傳遞式教學 

          表 3 列出在階段 1 知識講述傳遞式教學後，31 名參與者的文

      化認知。首先，就個別的參與者而言，90.3% (28/31) 的學生提到文

      化傳承相關的概念，12.90% (4/31) 的學生提到文化交流相關的概

      念，和 29.0% (9/31) 的學生提到文化創新相關的概念。 

          其次，就次數而言，逐句詳細統計所有次數後，分類出所有含

      文化概念的次數總共 100 次。三種文化認知觀點中，文化傳承被提

      到 85 次，共佔 85.0% (85/100) ；文化交流被提到 4 次，共佔 4.0% 

      (4/100) ；文化創新被提到 11 次，共佔 11.0% (11/100) 。三個文

      化概念被每個學生提到的平均次數 (M) 分別為文化傳承的 2.74    

            (SD=1.59) ，文化交流的 0.13 (SD=0.43) ，和文化創新的 0.36 

            (SD=0.61)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一步顯示，三個文化認知觀點有

      顯著的差異 (F=63.21, p<.001) 。事後考驗 (Scheffe’s post hoc) 指

      出，論文中學生提到文化傳承的平均次數，明顯高於文化交流和文

      化創新兩者的平均次數。從文化認知觀點來看，上述分析的結果顯

      示，學生的文化認知偏向文化傳承觀。整體而言，以課堂講授、教

      師中心的教學方式，並不是有效可以改變學生文化認知觀點的教學

      方式。

一、調查一：不同教學方式對大學生的文化認知觀點之影響

表 3：知識講述傳遞式教學下的三種文化認知觀點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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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 2 —基於知識共構式教學

          表 4 列出在階段 2 的知識共構教學後，31 名參與者的文化認

      知觀點。首先，就個別的參與者而言，31 名的參與者當中，48.4% 

             (15/31) 的學生提到文化傳承相關的概念，77.4% (24/31) 的學生提

      到文化交流相關的概念，和 83.9% (26/31) 的學生提到文化創新相

      關的概念。所有參與者當中只有五名，16.1% (5/31) 沒有提到文化

      創新的觀念。 

          其次，就次數而言，逐句詳細統計所有次數後，分類出所有包

      含文化概念的次數總共 153 次。三種文化認知觀點中，文化傳承

      被提到 28 次，共佔 18.3% (28/153) ；文化交流被提到55次，共佔 

            31.8% (55/153) ；文化創新被提到 70 次，共佔 45.8% (70/153) 。三

      個文化概念中，文化傳承的平均次數 (M) 僅為 0.90 (SD=1.17) ，文

      化交流的 1.77 (SD=1.41) ，和文化創新的 2.26 (SD=1.98) 。一因子

      變異數測試進一步顯示，三個文化認知觀點有顯著的差異 (F=6.03, 

      p<.01) 。事後考驗 (Scheffe’s post hoc) 指出，學生的論文中提到的

      文化創新的平均次數，顯著高於文化傳承的平均次數。從文化認知

      觀點來看，上述分析的結果顯示，學生的文化認知觀點轉化為較偏

      向創新觀。

表 4：基於知識共構教學下的三種文化認知觀點之比較

（三）兩種教學設計下的文化認知觀點比較

          表 5 是兩種不同教學設計中，三個文化典範的配對樣本 t -檢

      驗。研究結果表示：(1) 文化傳承觀從 2.74 變成 0.90（t =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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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1)，(2) 文化交流觀從 0.13 變成 1.77 (t = -5.28, p<.001)，

      而 (3) 文化創新觀從 0.36 變成 2.26 (t=-5.28, p<.001)。此結果顯示，

      在知識共構式教學後，學生的文化認知觀點相對變得更多樣，他們

      的認知思維不再只專注於傳承而已，他們也開始有更多偏向交流，

      或創新取向的討論與反思。此外，本研究也針對個別學生的變化加

      以調查，根據參與者對不同文化認知觀點的描述，分析他們是否有

      變的更多元取向。表 6 將 31 名學生分類至三個認知取向中，並針

      對個別學生的變化進一步說明如下：

表 5：兩階段教學設計下的文化認知觀點比較

      

表 6：三個文化認知觀點的個別分析

    1. 傳承取向的文化認知 

      如表 7 所示，有關文化傳承的主題上，在階段 1 所有的 31 名學生

      中有 28 位 (90.3%) 提到文化傳承相關的概念，但到了階段 2 則降

      為 15 位 (48.4%) 。而若以多元文化認知來看的話，階段 1 只有 10

      位提到了包含「傳承」的二種以上的文化認知觀點，而階段 2 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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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到 15 位。下面是一個在階段 2 的教學後，文章中出現認知與反

      思的觀點，仍然偏向文化傳承觀的實例。本研究也發現，階段 1 時

      該學生對於文化所描述的意義不夠具體，而在階段 2 時，學生在文

      章上所表達的意見則更清楚，也能舉出更多關於日本的實際例子。

表 7：兩階段文化認知觀點之轉變比較

    2. 交流取向的文化認知

      如同表 7 所示，在文化交流的主題中，31 名學生當中，階段 1 有

      12.5% (3/31) 的學生提到文化交流相關的概念，到了階段 2 變成

            78.5% (24/31) 。而若以多元文化觀之，階段 1 只有 3 位提到包

文化看似不重要，背後卻有很大的意義，它代表著國家的象徵與傳

承…日本文化怎麼來，如何形成，發展的?我想每一國的文化都是

自然而然的形成，包括日本也是，有個雛型後國民覺得此項具有代

表性意義，進而開始保留、傳承等後續動作，好的文化才能被人們

傳承。就像是白飯中的酸梅，一方面外表像日本國旗，一方面梅子

有益身體健康，久而久之就這樣出現在每個國民便當裡了。日本文

化對日本人有何重要性呢？日本文化對日本人的重要性，就像是原

住民對台灣的重要性，原住民有與生俱來的歌聲天賦，但久而久之

原住民母語也漸漸失傳，導致我們必須更積極的去保留傳承。對日

本人來說和服也是很經典的例子，盛大祭典還有女生 20 歲成年禮

或是畢業典禮，都會穿著和服，因為那對他們來說是很傳統也很正

式的服裝，幾乎每位女性家裡都會必備一套，這也算是文化的重要

性了（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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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的二種以上的文化認知觀點，而階段 2 則提昇到 24 位；

      換言之，階段 2 提到交流主題的 24 位學生，也能提到其他至少一

      項的文化認知觀點。而在文章的描述上，階段 2 時，學生在文字敘      

      述中多能提到日本與中國、歐洲、美國等國家有交流，特別是針對

      文化如何形成的問題，回答大都能以日本受到上述諸國的影響，從

      那些國家吸收學習文化後，成為現在眾所皆知的日本文化。以下為 

      學生所寫的例子。

      

      雖然文化交流與文化創新有密切的關係，但是，文化交流並不等同

      於文化創新，因為後者需要學習，也需要持續不斷的改良與修正。

      在此方面，因為被歸類於文化交流的學生只寫到學習，沒有明確的

      寫出文化如何創新，或想法的改良與改進的過程，因此，本研究將

      類似這樣的回答，歸類於文化交流這一組。誠如前面所述，透過文

      化交流與互動學習到的文化，將導致新的文化形式的形成，將變成

      文化創新的基礎。    

        3. 創新取向的文化認知

      在表 7 文化創新的主題中，31 名學生當中，階段 1 有 29.0% (9/31) 

      的學生，提到文化創新相關的概念，到了階段  2  變成  83 .9% 

           (26/31) 。而若以多元文化觀之，階段 1 只有 8 位，提到包含「創

      新」的二種以上的文化認知觀點，而階段 2 則提昇到 26 位。以上 

      提到文化創新的文章中，除了有提到文化創新的字詞，而且進一步

受到唐宋朝的中國文化影響，那時傳到日本的佛教、書法和茶道，

還有唐朝的服裝都深深影響著日本的生活…大政時期（1912 到

1926）因經濟景氣，日本吸收了美國的大眾文化，如：體育、電影

等享樂文化（吳生）。 

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國的大唐文化，…日本是個十分重視也十分善於

吸收和輸入他國文化的民族，從「大化革新」大規模地輸入大唐文

化，到「明治維新」大規模地吸收與輸入西方文化，都對日本的發

展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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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討論文化創新的意義，並且舉出日本社會裡文化創新的實例。

      寫到日本文化創新的例子時，他們也提到文化是在交流的過程中，

      學習與模仿外國的文化，接下來加上創新或巧思，將從外國學到的

      東西改良之後，變成日本社會所需且富有日本味道的日本文化。

      運用學習加上經過改良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都是日本文化的表現。

      包括日常生活中，隨處皆可見的物質產品，以及思想上、語言文

      字、哲學思維等看不見的精神物質。例如在食物方面，日本人引進

      中國的拉麵，如印度的咖哩、歐洲的天婦羅後，將其改良，使之各

      自成為現在舉世皆知的日本拉麵、日本咖哩、日本天婦羅等等。

日本的文化很多都是從其他國家學習、模仿過來的，透過一些創

意、一點巧思，將學習過來的事物變成是自己特有的文化。像是日

本的茶道，原本是來自於中國，但經過改良、修正、補強後，日本

的茶道文化卻是聞名世界，大家一想到茶就想到日本！模仿是最簡

單的方法，只要運用一點創意，就可以創造出專屬自己、獨一無二

的文化！這是我在這堂課中，學到最重要的一點（陳生）。

一說到日本文化，我腦海中一浮現的是吃的文化，像是壽司、關東

煮、拉麵等等的食物。上了這堂課之後，我還知道了日本有「和」

的文化，而且日本的文化等於 idea 加創新，在上這堂課之前，我

還一直以為拉麵就是日本人發明的食物，沒想到拉麵的起源不是在

日本，拉麵只是日本人加以改良創新的成果，不過我想食物起源於

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把這樣東西發揚光大！日本文化怎麼

來，如何形成，發展的？「日本文化 = idea + 創新」，雖然很簡

單的一句話就貫穿了整個題目，我覺得日本是一個「偷吃步」的

社會，很多東西都是拿別人的加以改良而成，日文和食物就是一

種很好的例子，不過這樣也代表了日本人勇於接受新事物，我覺

得能夠把外來的東西普遍於整個日本，然後變成自己的文化很厲害

（鄭生）。

日本原本是個很封閉的國家，但經過大化革新的中國化及明治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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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也有思想和政治制度等的例子，如：

的西化，不斷的吸收外國的知識和文化，藉由學習的過程中（文

化）加上自己的創意巧思，就演變形成日本文化，如：咖哩、天婦

羅、拉麵、中國天子→日本天皇、武士道精神…，漸漸的發展出屬

於自己的一套文化特色（李生）。 

日本經由時間的洗禮，接受過中國歷代的文化影響，也經歷了兩次

大戰期間各列強的衝擊，所以文化十分豐富。飲食方面，日本由他

國接收到訊息然後再獨創出自己的飲食文化【守（依循）-破（創

新）-離（獨出一格）】，和食料理。…日本是一個擁有高度模仿

力然後創新的民族（冉生）。

日本文化通常是日本人吸收外來的文化，加上自己的想法而形成的。

早期，日本接觸到中國的影響，欣賞中國好的文化制度，加以效法，

把別人的文化加上自己的創新，就變成屬於日本的獨特文化。日本

文化發展也極為快速，而且通常會讓人誤以為是真正起源於日本的

文化。從這方面來看，日本真的是很厲害的國家（卓生）。

（文化是）慢慢累積。原本是自己的或是拿別人的來改變它。除了

自己原本有的，剩下就是一些交流，比較好的可能就是變成自己

    為了確認知識共構式教學，對學生的多元文化意識是否產生長期的效

果，本研究在調查一結束的 6 個月後，從前述論文撰寫呈現出文化創新意

識的研究對象中，選取 7 名學生進行追蹤調查。這 7 名學生，在上述調查

一階段 2 基於知識共構式的討論教學後測中，皆呈現多元文化認知，而且

其文章中有提到創新與交流的觀點。這 7 名學生，在追蹤調查前的這半

年當中，並沒有選修其他任何與文化相關的課程。研究是以訪談的方式進

行，訪談結果顯示 7 名學生只有 3 名仍然保有多元文化的想法。其中，又

只有兩名同學的訪談中有同出現創新、交流、以及傳承的三種文化認知觀

點。以下為這兩名學生的部分訪談內容示例。

二、調查二—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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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名參與者則提到文化傳承和文化交流的觀點：「我總覺得日本

給我的感覺是從古代到現代，其實是一直在學習的，跟中國學習。他的文

化好像都是從中國過海過來…令人刮目相看。(曹生) 」另外的四個參與者

則在經過半年後的這次訪談中，皆只提到傳承的文化觀。訪談中，他們也

提到日本的電視劇，電影和傳統文化。以下為一些例子：

的。像甜甜圈，原本是歐洲的東西，後來被日本拿去發揚光大。所

以有累積的，也有外來的，跟其他國家有交流漸漸流行，久而久之

就變成自己的特色。日本怎麼把東西變成自己的特色？研究，把不

起眼的東西慢慢研究改良，用的東西覺得功能越來越好；吃的東西

會覺得越來越好吃，口味越來越多（游生）。

（文化）它包含很多。它算是生活習慣，就是每個人的生活模式、

影響、價值觀或習俗，就是在我們生活周遭的東西都可以成為文

化。…以前他們都會去中國取經，但他們的茶道可以和中國區隔，

覺得還滿厲害的。然後還可以變成自己的文化，讓大家都知道茶道

都是他們的…咖哩飯是從印度來的，日本之後再加上日式豬排，再

拌咖哩。學別人的東西最後變出自己的東西（卓生）。

    儘管上面兩種教學設計下的文化認知觀點，呈現更多元的結果，經過

半年的追蹤調查和訪談的結果顯示，本課程對學生的文化認知觀點仍有一

從很久以前下來流傳的一種習慣，慢慢變成現代人一直延用…會繼

續傳承給下一代，父母傳給小孩這樣。多少會有點變化。生活中已

經是現在的東西，再接觸到你所學的才會傳承，文化是這樣一直來

的（龔生）。 

歷史、人物傳承下來的故事，可以讓我們去瞭解。可以瞭解跟現在

不太一樣的事，跟我們現在差很多。（對日本文化印象）比較深刻

是武士道、日劇 (黃生) 。 

一些國家傳統的東西吧。例如日本的和服，生魚片。…上輩子的人

先做，後代學習，傳下去。…以前的人做，傳下去，然後會模仿（

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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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長期影響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改變，效果亦隨之遞減。這樣的現象值得

我們今後繼續探究，換言之，創新知識學習活動的課程，必需更深入地融

入系列的課程設計，才有可能幫助培養出，真正具有21世紀文化素養與知

識創新觀念的人才。

陸、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科技大學學生的文化認知觀點與教學間的關係，透過學生

對文化的反思活動，本文比較了二種教學模式：一是基於知識講述傳遞，

另一是基於知識共構的教學方式。此外，本研究也進一步追踪調查具有較

「創新」與「多元」的文化認知觀的學生，是否在上述的教學結束之後仍

保有同樣的觀點。

    首先，相較於以傳統教師主導、講授為主的教學中，學生仍多以文化

傳承的角度來看待文化，而針對選修通識教育日本社會與文化一門課的科

技大學大學生，實施知識共構式教學的結果顯示，以引導的知識共構式教

學，可以鼓勵學生共構與改進文化想法，使學生在其反思的論文寫作中論

述的文化概念變得更多元，也更能以創新的方式解釋與理解文化。換言

之，集體知識共構的教學與討論，比較能夠幫助學生看待文化為集體創新

的活動。這樣的改變，可能是因為課堂中的討論，教師有引導同學在分組

中探討，並分享他們集體共構與討論出來的文化想法（即自己所創造與共

構的文化想法）。在這樣的知識共構班級社群中，學生必須對他們所遭遇

到的文化現象提供新解釋，Bereiter (2002) 將這樣的「解釋」指稱為一種

「概念上的文化物件」或「概念物」(conceptual artifacts) 。因為社群有集

體的共識要改進這種「解釋」或「概念物」，社群同儕因此需要互相提

問、討論、與共構想法以求進一步改善他們的「解釋」或「概念物」。因

此，學生化被動的知識接受為主動的知識理解，也因此，對文化創新的理

解產生新的想法。近來的研究亦指出，具多元文化觀的課程內容與學生的

多元文化經驗，對其創造力的提升是有幫助的 (Leung, Maddux, Gal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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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u, 2008) 。其他研究也指出，透過知識共構的教學活動，學生能夠

產生許多個人想法，同時分享並不斷改進想法，使想法更具完整性與解

釋力以外，在知識創新的教學下，學生也能提出更豐富、多元的想法

（Chan, Lam, Leung, 2012; Hong et al., 2015; 洪煌堯、蔡佩真、林倍伊，

2014）。以上證實知識創新環境中的學習，有助於培養科技大學選修通識

課程的學生，集體知識共構的習慣，以及豐富學生的合作學習經驗。但

是，儘管上述的教學有產生一些效果，本研究也發現此種教學效果帶來的

改變，會隨時間而淡化。追蹤調查中 7 名受訪中的 4 名受訪同學，在經過

一段時間後（六個月）似乎又回到文化傳承的認知理解。這可能和學生傳

統的學習經驗有關，因為文化傳承是學校教育以及學生生活經驗中的一大

部分。也因此，學生們在教室學習中，少有文化交流和創新的機會。針對

此一問題，在通識教育與文化教育上如何進一步設計具有交流或體驗創新

學習的教學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多元文化認知觀點，將可作為未來相關研

究之參考。我們會在今後的研究中繼續探討這樣的現象。 

    本研究僅針對科技大學中的同一班級進行研究。在方法的設計上，有

許多限制與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課程設計時，教師的安排與設計，有

加以檢討的空間。由同一位老師，實施基於知識講述傳遞與基於知識共構

的二種不同教學，對於學生的文化知識的認知所產生的影響，與不同教師

的教學方式與引導方式，可能對研究結果也會有不一樣的影響。其次，針

對是否傳統教學真的無法提升學習者的創新文化認知，或換句話說，難道

學習創新文化認知，或者是交流取向的文化認知，是無法用傳統的教學方

法來實踐，以及第二階段的教學效果，單純是來自於教學模式的差異等問

題，研究者以為傳統的教學方法，是有其存在的價值也有其必然的教學效

果的。只是誠如本研究上一節分析與討論處提到的，使用知識共構的教學

方式，目的要幫助學習者能有創新的思維，以進入知識經濟社會。另外一

個重要性在於責任。研究者希冀在學習的過程，老師也可以適時地把責任

交還給學生，讓學生能更主動的負責自己的課程的話，其結果將如本研究

第二階段，知識共構的教學中呈現出的，學生的表現會比被動的單純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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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單方面的知識講述傳遞要能產生更大的效果。

    未來的研究也許可以針對不同班級，分別採行實驗和對照的方式，以

檢驗知識講述傳遞與知識共構的不同教學，是否在更嚴謹的實驗中，也會

呈現出類似的研究結果。未來仍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以驗證本研究所發

現的結果。本研究的對象僅限於對於日本文化有興趣的科技大學學生，這

些學生在人文素養的陶冶機會比起綜合型大學的大學生較為不足（許禎

元，2006；教育部，2012)。所以，未來研究建議可以擴大研究對象到一

般大學生，以提高研究結果的推論性。另外，本研究的對象成長背景主要

來自台灣中部，未來研究也可擴大學生樣本至臺灣的其他地區，或進行不

同地區間，大學生之文化認知觀點的比較研究。 

    大學作為文化傳承之載體，必須在所有專業課程中，都融入人文關

懷，進一步落實文化傳承的通識教育理念與課程規劃方案，承擔文化責任

重建大學之理念（黃俊傑，2008）。黃俊傑 (2008) 指出在 21 世紀全球化

加速發展，大學面臨諸多挑戰的新時代裡，大學通識教育與文化傳承的關

係這個問題特別值得深入思考。研究者以為，在全球化知識經濟蔚為風潮

的現代，臺灣的通識教育除了要有傳承的教育，也不能自外於創新的思

維。通識教育是對應式教育和知識化教育的超越，其宗旨在於開啟智慧

（張德昭、曾佐伶，2015），使學習者能有主動求知求智，學會看待其生

活周遭，擁有知識創新的能力。在通識教育的教學課程中，透過課程的學

習，學習者能學會以更多元的態度來看文化認知文化。在以上的說明下，

我們更應該強調一般文化素養課程，因應「全球化」時代的新挑戰，為學

生的未來預做準備（黃俊傑，2008，2015）。 

    本研究聚焦於探討兩種教學方法對於科技大學學生多元文化認知觀點

產生的影響。因此研究者的文獻探討是以文化和學習這兩個層面為主。關

於文化的介紹，因為文化的定義複雜且多樣，研究者試著從文化不是靜態

的，是動態的這個角度，加以探討文化在創新，文化在交流，文化在傳承

這幾方面的意義和其重要性。關於研究的分類基準，文化的定義多樣且複

雜，研究者對於文化動態將作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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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素養是活水泉源、是國家進步的動力。一個國家強盛與否的關鍵

即在於國民素質。如果國民的文化素質不高，也難以推展國家整體各方面

的進步。作為國家、社會的一份子，國民對文化應有更多面向認識和理

解，更應瞭解到文化發展或知識創造間十分密切的關係。而通識教育更

應幫助學生們提升自我的文化知識和文化素養，如此才能幫助國家進步

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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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ffects of Idea-Center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Abstract

Guo-Tsai Hung＊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idea-centered
knowledge-building teaching o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re are two related investigations in this research. First, two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i.e., knowledge-building vs. knowledge-
telling teaching) were implemented to see if knowledge-building teaching could 
better help improv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Second, a follow-up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after six month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building teaching on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remain. Data mainly came 
from students’ pre- and post- essay-writing titled “What is culture? ”Content-
analysis was mainly employed for processing data.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a more multicultural view after engaging 
in knowledge-building teaching for one semester; (2)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building teaching on students’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is decreasing as time 
pass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curricular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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