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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學創新課程成果報告 

 

       計畫申請日期：110年12月21日 

      成果呈報日期：111年07月26日 

壹、基本資料 

申請教師 袁長瑞 職稱 副教授 

所屬單位 吳甦樂人文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E-mail 85010@mail.wzu.edu.tw 

聯絡電話 3426031#7218   

課程名稱 

（含中、英文） 

中文：哲學概論 

英文：Introduction of Philosophy 

開課時間 110 年度第 2 學期 學分數 2 

開課年級 專科部四年級(XF4A) 

執行團隊 

（含申請教師，

表格若不敷使用

請自行增列） 

所屬單位 教師姓名 職稱 

若獲執行績優課

程之獎勵金分配

比例 

通識教育

中心 
袁長瑞 副教授 100% 

課程屬性 

☐系所中心必修（    系所中心） 

☐系所中心選修（    系所中心） 

☐院共同科目 

☒校共同必修科目 

☐學程必修（           學程） 

☐學程選修（        學程） 

☐其他（                ） 

授課對象 

（可複選） 

☐日四技（  年級） ☐進四技（  年級） ☐日二技（  年級）  

☐進二技（  年級） ☒日五專（四年級） ☐研究所（  年級） 

☐碩專班（  年級） 

過去開課經驗 

☒曾開授本門課程 

☐曾開授類似課程（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 

☐第一次開授本門課程 

實際修課人數 37人 

棄修人數 0人，棄修比例：0% 

重點推動項目 

對應 

（單選） 

☐Future Work Lab職涯導向課程 

☐雙語化學習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文藻月桂方法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數位科技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USR精神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IR融入教學優化及改革課程 



2 

 

☐跨領域課程 ☒教師自主定義課程創新設計 

項目名稱：深化與對話 

推動之必要性︰ 

拜科技進步之賜，學生在課堂上常常進入「三無」(臉部無表情、嘴巴

無回應、腦部無信息)與「三缺」(缺乏時間觀念、缺乏學習動機、缺乏

思辨能力)之狀態，嚴重衝擊教學熱忱，連帶影響教學品質與學習成

效；也就因此，「如何透過課程/教材的創新、教學策略的強化與教學工

具的運用，建構出一套深入廣出而又環環相扣的教學模式，藉以激發

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確保教學品質」乃成為任教者所必須

面對的首要課題，本計畫乃緣此而生，也確有推動之必要。 

實際觀課週數 第 16週 

預計申請政府部

門補助計畫名稱

及時程 

112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哲哲稱奇︰哲學的思辨之旅」 

簽核欄 

申請教師 開課單位主任/所長 開課單位院長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承辦人 

   

 

對應推動項目檢核單位 

（由教務處分辦）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組長 
教務長 

 

  

 

簽核流程： 

開課單位主任/所長→開課單位院長→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對應推動項目檢核單位（由教務

處分辦）→教務長→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3 

 

貳、成果報告內容 

一、 計畫摘要 

        本計畫旨在秉持師生互為主體性的教學主策略，透過創新的教材教法與多元的評量方

式進行哲學概論課程，藉以引導學生培養哲學思辨能力暨批判性思考精神。 

        課程/教材的設計，由近及遠，包括「紮根」(探討哲學四大傳統領域的基本概念與基

源問題)、「深化」(領略8位西方哲學家的終極關懷與心靈激情)及「活用」(實踐哲學思辨於

四大跨領域的時勢議題)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乃賡續既往之所有而略加調整，後兩階段則

是在此基礎上新創而出。 

        透過如上的創新機制，申請人預期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並確保教學品質，如課

程/教材的創新，可以引導學生循序漸進進入哲學天地、掌握核心概念與基源問題，進而深

入廣出地活用於其它領域；教學策略的創新，可以引導學生由被動的參與趨向主動地投入，

並且有所聚焦地進行思辨與對話；教學工具的創新，可以轉化教學場域的生態並誘發同儕

效應；評量方式的創新，則可以兼容並蓄且多元地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 現有教學問題或議題說明 

        申請人在校任教 20多年，從拿粉筆寫板書「慢慢進步」到按滑鼠秀簡報，從一進教室

就聽到「起立、敬禮、老師好」的問候語「逐漸退化」到一進教室就瞧見一群數位原住民

(Digital native)人手一機、低頭猛滑；感觸不可謂不深，五味相當雜陳。 

        課堂上，這群數位原住民又常常進入「三無狀態」︰臉部無表情、嘴巴無回應、腦部

無信息；此時，站在講台上宛如空氣般、透明到被無視，Sisyphus 推石頭上山的荒謬感不

禁油然而生。 

        這情況尤以申請人在專科部所開授的「哲學概論」最為嚴重，礙於課程屬性的抽象玄

虛與個人學養及技巧的不足，雖然努力備課、賣力演出，卻甚難引發學生共鳴，加上排課

年級(四年級校定必修)與排課時段(常在早八)的不宜，更讓情況雪上加霜、慘不忍睹。 

        環環相扣、相互為因之下，學生乃由「三無」變成了「三缺」︰ 

1. 缺乏時間觀念︰遲到、缺曠嚴重，作業逾期繳交。 

2. 缺乏學習動機︰意興闌珊、心不在焉。 

3. 缺乏思辨能力︰不想或沒有能力提問、對話，無法產生觀點、表達意見。 

        這「三無三缺」不僅影響學生各自的學習成效，更嚴重衝擊申請人的教學熱忱與教學

品質。 

        也就因此，「如何透過課程/教材的創新、教學策略的強化與教學工具的運用，建構出

一套深入廣出而又具體可行的哲學概論教學模式，藉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

確保教學品質」乃成為申請人所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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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內容 

(一)課程/教材設計理念 

        承前，本計畫循序漸進包括紮根、深化及活用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紮根」，聚焦探討哲學四大傳統領域的基本概念與基源問題，乃賡續既往之

所有而略加調整。 

        第二階段「深化」，是前一階段的拓展，著重領略八位西方哲學家的終極關懷與心靈激

情。 

        第三個階段「活用」，是前兩個階段的實務演練與驗收，針對四大跨領域的公共議題進

行哲學思辨與跨域對話︰ 

 

 

 

 

 

 

 

 

 

 

 

 

 

 

 

(二)課程/教材內容及目的 

        本計畫旨在以創新的課程/教材、策略及工具建構出一套足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提升

學習成效暨確保教學品質的哲學概論教學模式。 

綜而言之，本計畫的課程/教材聚焦哲學思辨教育，具有前呼後應、深入廣出的特色，

以四大傳統領域(邏輯學、倫理學、知識論、形上學)的基源問題開端，8 大哲學家的終極關

懷中繼，時勢議題的跨領域對話收尾，一以貫之、環環相扣。 

        透過這樣的創新設計，本計畫預期引導學生培養如下之軟實力︰ 

1. 能夠理解真理、道德、真假、有無等哲學四大傳統領域的基本概念與基源問題並進行思

辨。(Comprehension) 

2. 能夠掌握西方希臘時代、近代、現代及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潮與代表人物的核心觀點並進

行批判性思考。(Knowledge) 

3. 能夠觸類旁通，對自媒體、Z 世代、宅經濟、元宇宙等四大跨領域公共議題進行思辨與

批判，進而產生自己的觀點。(Application) 

4. 能夠自為主體性地主動發現、提問、思辨並回應各領域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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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申請人亦預計能產出如下具體成果︰ 

1. 強化哲學概論的教學模式。 

2. 如期執行計畫、完成成果報告。 

3. 優化計劃內容，申請 112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暫定名稱︰「哲哲稱奇︰16堂哲學思

辨之旅」)。 

 

(三)教學/教材創研創新策略 

除了課程/教材設計上的創新，本計畫在教學策略、教學工具及學習成效評量上也都有

和過往大異其趣之處，如下圖示︰ 

 

 

 

 

 

 

 

 

 

 

 

 

 

 

         綜而言之，本計畫的整體規劃具有如下四大創新︰ 

1. 課程/教材的創新︰將過往哲學議題與哲學短講相互交叉的安排轉化為紮根(第 1-7 週)、

深化(第 8-12週)及活用(第 13-16週)三階段，逐步引導學生探討哲學四大傳統領域的基本

概念與基源問題，繼而藉由專題報告領略西方 8 位哲學家的終極關懷與心靈激情，最後

再以四大公共議題的跨領域對話收尾。 

2. 教學策略的創新︰秉持過往的「師生互為主體性」為主策略，並在第二階段(深化)時導

入「問題暨專題導向」策略(以回應基源問題進行哲學家專題報告)，第三階段(活用)時導

入「跨領域對話」策略(逐週邀請 1位校內跨領域教師針對公共議題進行對話)。 

3. 教學工具的創新︰持續嫻熟並強化對 PPT、異質文本(圖像、影音、短片)、Google 表單

及文藻雲端學園的運用，並加入 Zuvio(場控、點名、隨機抽問)及 Kahoot(激活、誘發、

防石化)。 

4. 評量方式的創新︰取消過往的期中考，保留學習單及期末考，並增加前測(第 1 週)、評

量尺規(第 8-11週)與後測(第 17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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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如前所言，本計畫將透過前後測、評量尺規與期末考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相關時程

及評估內容，說明如下︰ 

時程 評估方式 評估載具 主要評估內容 

第 1週 前測 Google表單 哲學基本概念 

第 7週 中測 Google表單 哲學四大傳統領域之回味與回饋 

第 17週 後測 Google表單 自我評量及學習所得與建議 

第 18週 期末考 紙本 學習成效總驗收 

 

        學期成績評量基準則如下所述： 

1.平時成績，40%，內含： 

 (1)課堂表現(互動頻率暨提問品質與批判思考能力) 

    以紅圈圈標記，期末計算總量換算分數：  

各單元 Kahoot活動第一二三名分別得 3、2、1點 

主動提問或回應得 1-2點 

Zuvio隨機抽點提問或回應得 1點  

 (2)各單元學習單完成度暨完成品質 

以紅圈圈標記，期末計算總量換算分數： 

應完成部分(填空、申論……)無一遺漏，得1點 

滿足前項並能摘錄其它重點或補充其餘，得2點 

詳盡完成前項並充分表達個人觀點且深刻、得體，得3點   

2. 期中成績(專題報告)，30%。 

依照「評量尺規」(詳見附件二)給分。 

3. 期末成績(哲學大會考)，30%。 

填充題(15格，每格2分) 

選擇題(10題，每題2分，單複選自行判斷) 

申論題(1題，50分) 

 

 

 

 

四、 成果與討論 

(一)學生參與狀況說明(提供質量化說明及佐證，如照片) 

本教學創新課程以專科部法文科四年級A班(XF4A)為實踐對象，全班共 37名學生，授

課時段為每週四 08:10-10:00。 

課程分紮根、深化及活用三大階段，循序漸進進行師生互為主體性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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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表列 110(2)XF4A全班 37名學生各週出席率暨 Kahoot參與率及學習單繳交情形： 

 週

次 
出席數 出席率 

Kahoot 

參與數 

Kahoot 

參與率 

學習單 

繳交數 

學習單 

繳交率 

學習單 

良率 

第 

一

階

段 

1 33 0.89 30 0.91 

練習階段，尚未啟動繳交 2 36 0.97 32 0.92 

3 30 0.81 29 0.97 

4 32 0.86 29 0.91 29 0.91 0.90(26/29) 

5 33 0.89 33 1 28 0.97 0.93(26/28) 

6 全校運動會 

7 31 0.84 30 0.97 30 0.97 0.90(27/30) 

第 

二

階

段 

8 33 0.89 

各小組進行 

哲學家專題報告 

29 0.88 0.90(26/29) 

9 33 0.89 24 0.72 0.96(23/24) 

10 32 0.86 25 0.78 0.96(23/24) 

11 32 0.86 23 0.72 1.00(23/23) 

12 37 1 無操作 
全校遠距教學緣故，難以進行

紙本之繳交、批閱及發還， 

故取消學習單作業， 

但仍鼓勵同學繼續書寫， 

亦確有學生不計分地有始有終 

第 

三

階

段 

13 35 0.95 35 1 

14 35 0.95 26 0.74 

15 33 0.89 25 0.76 

16 33 0.89 22 0.66 

17 37 1 無操作 

 18 37 1 期末考 

*學習單繳交率=學習單繳交數/出席數 

*學習單良率=(繳交數-0分數)/繳交數 

 

        再逐一敘明學生於各階段的參與狀況並附相關佐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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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紮根階段(第 1-7週)：「哲學四大領域的基本概念與基源問題」 

        本階段旨在以師生互為主體性的教學策略探討哲學四大傳統領域：邏輯學(Logic)、倫

理學(Ethics)、知識論(Epistemology)及形上學(Metaphysics)的基本概念與基源問題(真理、道

德、真假、有無)。 

        每週皆以結合單元主題的 Kahoot 開啟教學活動，並以古典難題配合時事案例進行哲學

思辨與師生互動。 

        所謂「古典難題」，即四大領域中淵遠流長、爭論不休的著名困局，例如「空地上的母

牛：知識論上的 JTB原則」。 

        所謂「時事案例」，即與我等眾生關係重大、難以等閒視之的國內外即時新聞，例如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外交「怖」局。      

        如下照片顯現學生於此一階段的參與及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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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第 7 週「哲學四大傳統領域之回味與回饋」問卷調查中，多數學生表示積極

參與課程並從中獲益：「努力參與課堂活動，蠻常回答問題的。」「積極參與，勇於表達，

專心上課。」「有學習單的輔助，讓我在課堂上不易分心。」「認真上課認真思考。」「有盡

力完成每一次學習單，即便想不到該如何回答也會參考同學的答案再作答。」 

        再者，透過工讀生的觀察，亦可窺見個別學生於此階段的積極表現與學習成效，如第

2單元「真相永遠只有一個?」的跟課觀察紀錄表上有如下描述： 

課程的起始提供題目醒腦，與課同學積極參與，老師藉由動動腦兩種不同類型的問題引

導同學主動驗證「真相」的意義與概念，再以大哉問引導同學反思，鼓勵其嘗試多元思

考的可能。兩位同學對母牛情境的三個問題分享其獨到的見解：蔡同學針對各人物的觀

點解釋及模擬，林同學則引用量子力學的角度切入，以主觀推論客觀事實，老師更針對

同學的回答提出「存在就是被知覺」的哲學命題，旨在讓同學有更深的思考。結束討論

後老師揭示 JTB 原則澄清大哉問，也提出此原則的弱點及可能的反駁。 

 

2.深化階段(第 7-12週)：「哲學家專題報告」 

        本階段由八個小組(開學第一週即自行呼朋引伴組成)各自負責報告一位隨機分派之哲

學家的生平事蹟、基源問題、名言佳句，並主持問題討論且發表評價。 

        「基源問題」由任教者事先提供，報告時需先敘明該問題相關脈絡，再提出所負責哲

學家的回應，並舉生活實例加以詮釋。 

        「問題討論」則由各小組成員自行擬定與報告內容相關的題目，於報告當天與同學進

行互動。 

        流程上，每組先進行 30分鐘報告，剩下時間問題討論，最後再由任課者講解與補充。 

        如下照片顯示精彩的報告實況、自為主體性的嘗試與活絡的同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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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2週「哲學家專題報告階段性回饋」的問卷調查中(當天 37人出席、34人回應，

回應率 92%)，不少學生表達透過此一階段的報告與聽講，除了獲得新知，也增益能力：

「我覺得大家都很用心做報告跟在台上講解。」「我覺得大家都報告得很好，而且能以淺顯

易懂報告方式讓大家快速的了解每個哲學家，那時候在找尼采的資料的時候，資訊很龐大，

要看很久才能整理出真正重要且是我們需要的資料。」「做哲學家專題不只讓我們了解這個

哲學家以外，也讓我們知道如何吸收與整理大量的資料。」「了解到很多平常不會特別去搜

尋的知識及哲學家的想法。」「知道了每個哲學家不同角度出發的想法，沒有誰是對的也沒

有是錯的，透過這些不同的哲學家的基源問題進行討論，可以促進思考，受益良多！」「學

到了要多重思考，多方位思考才能活化腦袋。」「更加認識這些哲學家所提倡的議題。」 

有人甚至「從班上同學身上學習到不少在台上的技巧，如何讓觀眾被你吸引?如何讓生

硬的理論講起來沒那麼無趣?我的收穫很多。」 

        而根據工讀生的觀察，每一組報告皆十足用心，既能善用網路資源，又能論述有據，

引發共鳴、帶起互動，如 Chapter 8「近代二傑專題報告(Descartes、Hume)」的跟課觀察紀

錄表上描述： 

兩個報告組別皆架構完整，透過網路資源、影音輔助，系統性地進行資料彙整，向同學

解釋哲學家主張的重要理論，深入剖析名言的含意，除普世評價外亦依主觀意識作出個

人評價，與同學們深入討論基源問題，資源共享、腦力激盪，充分展現合作精神，最後

將報告內容融入個人經驗提供實務經驗，提出貼近生活的大哉問並將機會留給同學回答。 
 

3.活用階段(第 13-16週)：「跨領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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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階段乃本教學創新重點所在，任教者自始即寄予厚望，可惜進行期間疫情再起，不

得已全部採行遠距同步教學，誠憾事也。 

        然而瑕不掩瑜，在被迫隨機應變的舉措中，仍有諸多美好的經驗發生。 

        例如，本階段共邀得六位校內跨領域教師針對自媒體、Z 世代、宅經濟與元宇宙等四

大議題進行三方對談(協同者、學生、任教者)與交流互動： 

日期 系所中心 教師姓名 跨域對談題目 

5.19 
吳甦樂教育中心 林○○ 

哲學 vs自媒體 
通識教育中心 陳○○ 

5.26 
通識教育中心 郭○○ 

哲學 vs Z世代 
體育教學中心 劉○○ 

6.02 國際企業管理系 胡○○ 哲學 vs宅經濟 

6.09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高○○ 哲學 vs元宇宙 

 

        任教者皆於課前提供各議題討論題綱給學生及協同教師，對談當日，引言之後，大家

便自由地任擇題綱中問題各抒己見並聆聽他者之所言、進行對話。 

        課後，協同教師會針對整體流程提供意見與建議，如： 

 

林○○老師： 

1. 議題設計：貼近學生日常生活經驗，有助其表達看法。  

2. 學習單設計：從10個面向，提供學生思考該議題，有助其多元思考之訓練。 

3. 師生互動：有學生擔任主持人，另邀兩位教師一起參與跨域對談，明顯有助學生更積極

參與對話。 

4. 時間控管：師生互動熱絡，惟第二節課的整體對話、感覺時間不足，或許未能達致原先

預期之學習成效。 

5. 議題討論的結尾：因為是「哲學概論」課程，本跨領域對話以「自媒體」為議題，應該

是為解釋課程的哪一個概念、理論、主義、或學說？如授課教師先前已有提及、即可。

若無，建議可給學生們有所提示、或引導。 

陳○○老師： 

1. 當代教師的學養多半來是單一專業，已經難以因應學習動機強烈的學生，以及跨領域學

習的時代趨勢，因此個人認為跨領域對話是值得嘗試的的授課方式。 

2. 除了可以讓學生聆聽不同領域教師對同一議題的差異性觀點，此模式可以讓老師理解學

生在不同領域學習下所建構的想法或回饋，具有教師、師生、學生之間多重彼此共學的

潛在可能。 

3. 參與協同教學的老師若能提早就對話內容與授課教師達成共識，將更能符合授課教師的

單元教學目標、學習效果可望更為強大。綜上所述，本次對話是一次極具建設性的教學

模式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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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師： 

1. 經營本課程實屬不易，能夠以今天的方式呈現，真的令人敬佩。 

2. 假如讓學生可以在 1-2個月前先得知題目，並設計小組討論、爬梳看法，然後今天再讓

各組同學表達，也許場面會更熱絡。(仍開放個人表達) 

劉○○老師： 

謝謝袁老師給予這次跨領域對談的機會，「劉同學」在這一小時的課程裡獲益良多啊！班上

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很踴躍，言之有物，有深度也有廣度，威覺上就像是蘇格拉底帶著自

己的門生在雅典學院裡談哲學，我有幸穿越參與討論、聽課，覺得這樣的哲學概論課很有

意義呢！唯學習單上的題目很多元，上課的時間太短了，「政治題」跟「師生題」來不及討

論，不過也足見老師上課準備的內容和資料很豐富。 

胡○○老師： 

1. 發言的同學，可以打開視訊鏡頭，增加互動。 

2. 教師對於課程有精心的規畫，討論題綱的設計也相當具有啟發性。跨領域的概念有助於

開闊參與同學的視野，增進其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3. 學生們參與討論的情況不錯，時間過得飛快，有意猶未盡之感。 

高○○老師： 

袁老師您的題綱設計得很棒! 同學們在您提供先備知識的引導下，都能給予有深度的想法

及回饋。在不同領域的對談下，很高與能看到文藻學生有如此深度的討論，我也收穫良

多。 

        又如，一學期課程，學生對此階段最為最津津樂道，這可由第17週「文藻外語大學獎

補助教學創新課程」學習成效調查問卷中的第七題(「藉由本次課程參與經驗，您認為授課

教師加入了哪些創新教學的元素？」)回應意見看出端倪：共有28人次(88%)認為「跨領域

對談」是本課程的創新教學元素，並有多人表示：「很有趣、收穫很多！」「我覺得請其他

老師來做交流很不錯！」「我很喜歡跨領域對談這個部分。」甚至建議「可以不限定校內的」

老師，更「期待有更多的不同內容」。     

 

 

 

 

 

 

 

再如，就工讀生的觀察，此階段的跨域對談能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針對多元的時事議

題進行交流，充分體現寓教於樂的教育理念，如 Chapter 14「哲學 vs宅經濟」(2022060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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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課觀察紀錄表上寫道： 

本次只邀請一位對談老師，在有限的時間針對較窄的範圍作更深的研究，相對也有更多

發言時間與機會，題綱切中時事，與生活連結的設計鼓勵同學將所學實用，判斷面對疫

情下宅經濟的發展應有的正確思維，同學樂於分享、思考全面，老師積極回應，氣氛輕

鬆但認真探討，過程中談及：產業數位轉型、財富分配、宅經濟下的環保問題、買房困

難、星宇航空的成功分析、電動車爭議、GDP 荷蘭病、稅制漏洞、宅言宅語、哲學家典

範思想-權威下放、民主政治、網購。 

 

(二)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與探討(含成效評量實施狀況) 

        本課程除於第 1、7 週分別施行前測、中測外，並於第 17 週以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所提

供的「110(2)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學創新課程學習成效調查問卷」進行評量施測，當週

全班 37人全員到齊，33人回應，回應率 90%。 

        茲依「量化分數」及「質性回饋」分析結果如下： 

 

量化分數：4.68 

         

        六個相關問題的個別得分如下： 

1. 我覺得這堂課符合創新教學的宗旨(如教師引進新的觀念、方法或創意構思，透過結合

理論與實務之教學方法、教材設計、教具引入、教學情境等)。 

 

結果分析：100%的同學同意哲學概論課程符合創新教學的宗旨：非常同意 25 人、同意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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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所訂的教學目標適當且教學內容能達成其所設定的教學目標。 

結果分析：100%的同學同意哲學概論的教學目標適當且老師的教學內容能達成所設定的

教學目標：非常同意 27人；同意 6 人。 

 

 

 

 

 

 

 

 

 

 

 

 

 

3. 本堂課程規劃之創新教學設計有助於拓展相關專業知識與能力。 

結果分析：97%的同學認為哲學概論的創新教學設計有助於拓展其相關專業知識與能力：

非常同意 24人；同意 8 人，普通1人。 

 

 

 

 

 

 

4. 本堂課之創新教學設計有助於提高我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結果分析：91%的同學認為哲學概論之創新教學設計有助於提高其學習興趣及動機：非常

同意22人、同意8人、普通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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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覺得此創新教學設計對於我的學習有顯著幫助。 

結果分析：91%的同學覺得哲學概論之創新教學設計對於自己的學習有顯著幫助：非常

同意23人、同意7人、普通3人。 

 

 

 

 

 

 

 

 

 

 

 

 

 

 

6. 我希望往後這門課程能持續融入創新教學元素。 

結果分析：97%的同學希望哲學概論能持續融入創新教學元素：非常同意 25 人、同意 7

人、普通僅 1人。 

 

 

 

 

 

 

 

 

 

 

 

 

 

 

質性回饋： 

7. 藉由本次課程參與經驗，您認為授課教師加入了哪些創新教學的元素？ 

結果分析：共32位同學回答，回應率86%。回應者提到如下四種「創新教學元素」：跨領

域對談、哲學家專題報告、學習單及其他。 

(1)有關「跨領域對談」： 

 跨領域教學，覺得很有趣收穫很多。 

 多位不同領域的老師和學生一同討論課堂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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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期末的時候邀請很多老師來跟我們探討哲學問題。 

 多方溝通、增進我們思考的能力給予我們表達的機會。 

 請學校不同專業的老師來針對當紅議題進行討論及回答。 

 邀請各領域老師進行思辯，也有很多影片問題可以讓我們更好的學習。 

 充分讓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同學間的意見交流及最特別的跨領域對談！ 

 

(2)有關「哲學家專題報告」： 

 團體互動，讓同學互相學習對方不同的想法。 

 哲學家介紹，並透過此方式了解該哲學家的思想。 

 

(3)有關「學習單」： 

 學習單的設計讓大家更認真上課。 

 

(4)其餘回饋為： 

 與最新科技合作。 

 配合了很多時事議題。 

 提出很多時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老師主要加了很多與學生互動的環節，讓授課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的單方面給予知識，

而這是很重要的，在互動的過程不只激發我們思考，還讓我們有回饋的機會。 

 

 

8.針對日後相關課程之教學規劃，您建議尚可加入哪些創新學習的內容? 

結果分析：共 32位同學回答，回應率 86%。其中 

(1)有 23位同學滿意現狀，希望教學規劃維持原樣： 

 維持就好。 

 現在就挺好。 

 這樣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老師的課程內容已充足！ 

 我覺得現在這樣就很好很有趣。 

 我很喜歡跨領域對談這個部分。 

 可以繼續邀請其他老師一起討論。 

 我覺得請其他老師來做交流很不錯！ 

 我認為老師現階段的課程規劃就非常好，感謝遇見老師！ 

 目前沒有，因為我覺得這門科，老師已經用多元化的方式來進行授課，其實已經非常

有趣。 

 

(2)另有同學提出其他意見： 

 校外參訪。 

 分組搶答。 

 更多方面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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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增加學生間討論哲學的議題。 

 教學可以保持原樣但上課時間點可以調整時間。 

 我認為之後能夠讓同學有更多發言機會！鼓勵同學思考更多。 

 加入最近吵的很兇的女權問題(中國的 2022年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 

 與各個領域的老師或專家有更深入的互動與討論，可以不限定校內的。 

 我沒有建議但我期待有更多的不同內容(例如這學期的與其他老師對話)。 

 

 

9.其他建議 

結果分析：共 12人回答此題，回應率 30%。 

(1) 有 1人建議：「可以再有生氣一點。」 

(2) 有 2人針對排課時段： 

 不要開在早八就好拜託。 

 上課時間不要早八。 

(3) 其餘都表達讚賞及感謝： 

 辛苦了。 

 老師教得很好。 

 超棒的一堂課！ 

 課程設計很好。 

 無，但這堂課真的很棒。 

 謝謝老師這學年的教導～～ 

 謝謝老師！辛苦了，我很喜歡您的課！ 

 這樣豐富的課程感覺備課非常繁瑣辛苦，老師辛苦了。 

 

透過課程實務暨如上量/質並陳的學習成效分析，任教者得出如下幾項心得： 

1. 適度的教學創新有益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2. 以具體的實例詮釋虛無的理論是哲學類課程的可行活路之一。 

3. 邀請校內不同領域教師進行跨域對談，雖然勞心費事，但既能活絡課堂氣氛，又可增益

己所不能，是值得嘗試的教學活動。 

4. 再如何偏僻冷門、先天不良的課程，若能進行教學創新，「或許」便能枯木逢春、朽木

成雕也說不定！(變數太多，故保守而論，以免犯了「倖存者偏誤」！) 

5. 早 8課對學習成效及教學品質、以至於教學評量是很大的風險，甚至是致命打擊。(這個

無須保守，真理無誤！) 

 

 

(三)學生進步狀況說明或具體教材產出 

1. 學生進步狀況 

        茲以第 7週(20220407)，紮根階段結束所進行的「哲學四大傳統領域之回味與回饋」問

卷調查(31人出席、28人回應，回應率 90%)的結果，分析學生進步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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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經過這幾週的努力，我對「哲學」更加有概念了。」 

結果分析︰93%的學生認為自己對「哲學」更加有概念了：非常同意 14人、同意 11 人、普

通 2人。 

 

 

 

 

 

 

題目︰「我能清楚理解哲學四大領域的範疇與內涵。」 

結果分析︰相較學期初的一知半解，70%的同學認為自己已能清楚理解哲學四大領域的範

疇與內涵：非常同意 11 人、同意 8 人、普通 8人。 

 

 

 

 

 

 

題目︰「本課程有助於提升我思考的深度及廣度。」 

結果分析︰將近 93%的同學認為哲學概論有助於提升思考的深度及廣度：非常同意 15人、

同意 10 人、普通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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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我積極參與本課程。」 

結果分析︰81%的同學認為自己截至目前積極參與課程：非常同意 13 人、同意 9 人、普通

5人。 

 

 

 

 

 

 

 

 

 

題目︰「動動腦(例如，細胞分裂時間)能夠活化我的思辨能力。」 

結果分析︰81%的同學同意每單元一開始的動動腦時間能夠活化自己的思辨能力：非常同

意 13人、同意 9人、普通 4人，1人不同意。 

 

 

 

 

 

 

題目︰「Kahoot能夠幫助我更快進入學習狀況。」 

結果分析︰89%的同學認為 Kahoot能夠幫助自己更快進入學習狀況：非常同意 16人、同意

8人、普通 2人，1人不同意。 

 

 

 

 

 

 

 

 



20 

 

題目︰「大哉問(例如，空地上的母牛)能夠讓我聚焦單元主題。」 

結果分析︰90%同學認為大哉問有具焦主題的作用：非常同意和同意皆為 12 人，普通 3 人。 

 

 

 

 

 

題目︰「學習單的書寫對我的學習有所助益。」 

結果分析︰89%的同學同意學習單對課程的學習有所助益：非常同意 14人、同意 10人、普

通 3人。 

 

 

 

 

 

題目︰「老師講解能讓我充分了解課程內容。」 

結果分析︰全體同學都同意老師的講解能使其充分了解課程內容：16 人非常同意、11 人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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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師生互動(如上台分享與對話)能強化我的學習成效。」 

結果分析︰93%的同學同意課堂上的師生互動能強化其學習成效：14 人非常同意、11 人同

意、2人普通。 

 

題目︰「同學間的討論能強化我的學習成效。」 

結果分析︰82%的同學認為同儕互動能夠強化自己的學習成效：非常同意 14 人、同意 8 人、

普通 4人，1人不同意。 

 

 

 

 

 

 

題目︰「截至目前，哪幾個教學安排比較能夠激發我的學習動機(複選，最多

4個)。」 

結果分析︰依序為：Kahoot(20人)、動動腦(15人)、大哉問(12人)、學習單(10人)、老師講

解(10人)、師生互動(8人)、同學間的討論(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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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截至目前，哪幾個教學安排比較能夠提升我的思辨能力(複選，最多

4個)。」 

結果分析︰依序為：大哉問(18 人)、老師講解(14 人)、動動腦(13 人)、Kahoot(8 人)、師生

互動(7人)、學習單(6人)、同學間的討論(5人)。 

 

題目︰「以 60-100 分為範圍，自我評量截至目前在本課程中的表現，並略述

理由。」 

結果分析︰共 19位同學做答此題，普遍分數給得客氣，約 57%落在 75~80分的區間。 

2名同學自評 95分，理由分別是： 

「努力參與課堂活動，蠻常回答問題的。」 

「有時遲到、但除此之外，積極參與，勇於表達，專心上課。」 

2名同學自評 90分，理由分別是： 

「認真上課認真思考。」 

「有學習單的輔助，讓我在課堂上不易分心。」 

1位同學自評 85 ，理由是： 

「認真紀錄學習單。」 

5位同學自評 80分，理由分別是： 

「還行，都有把學習單寫完。」 

「都有上課和完成學習單，但沒有積極參與。」 

「學習單都很認真在寫，但早八真的醒不來：）。」 

「早 8有準時到學校沒有缺席，但因為通常沒有特別的想法所以沒有上台分享。」 

「有盡力完成每一次學習單，即便想不到該如何回答也會參考同學的答案再作答。」 

6位同學自評 75分，理由分別是： 

「有時候分心。」 

「因為有請假 2次。」 

「可以多發表自己的意見。」 

「有時候還是跟不太上老師上課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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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上台發表自己對於大哉問的回答，不合格。」 

「我還算認真，但是我的思考還不夠有深度，我覺得還能再加強。」 

3位同學自評 70分： 

「很用心啊。」 

「還不是所有問題都能好好思辯。」 

「覺得自己很認真，但不是愛思考的人，所以有時因為太死板而想破頭，希望這方面希望

可以在課堂中學習及加強。」 

 

 

題目︰「截至目前，我從「哲學概論」這門課真正學到的東西，以及心得、

感想、疑問或其它。」 

結果分析︰9位同學做答此題，其中 7位為正面回饋： 

「有在動腦。」。 

「有趣好玩的一堂課。」 

「學到『思考』的重要性，覺得很棒！」 

「讓我更加能跟自己對話。跳脫原先的思維方式。」 

「思考是人生很重要的關鍵，如水之於魚，不可或缺。」 

「能思考生命的東西我覺得很有意義，雖然可能沒有答案。」 

「學習到思考，以及實踐在自己身上。」、「越來越感興趣。我學到事情不只有一體兩面，

其實在一件事情背後有更多細節和真相值得我們去細心思考。」 

兩位同學指出所遇到的學習障礙： 

「排在早八好痛苦。」 

「大哉問要回答的東西太多要寫很久，但老師會繼續往下講，搞得後面的東西都沒聽到多

少因為都在寫前面的大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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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體教材產出 

        藉由此次教學創新活動，任教者除產出「哲學家專題報告評量尺規」外，每單元皆設

計綱舉目張的學習單供學生課前預習及課中書寫，然後課後收回評閱。而學生端除完成不

少質量兼具的學習單書寫外，亦共同建構出八份哲學家專題報告簡報。(以上皆詳見「附件

二：課程/教材內容及學習成果」)  

 

 

 

 

(四)計畫實施後問題改善狀況 

本教學創新課程旨在對治由「三無」導致的「三缺」狀態。 

所謂「三無」，意指學生在教學現場的「臉部無表情、嘴巴無回應、腦部無信息。」 

        所謂「三缺」，意指由三無演化而成的： 

1. 缺乏時間觀念︰遲到、缺曠嚴重，作業逾期繳交。 

2. 缺乏學習動機︰意興闌珊、心不在焉。 

3. 缺乏思辨能力︰不想或沒有能力提問、思辨、對話，無法產生觀點、表達意見。 

 

經過一學期的教學創新活動，諸種跡象顯示，學生的「三缺」獲得如下的改善： 

1. 「缺乏時間觀念」的改善 

        對於此一缺乏，本計畫採取每堂課點名並以 Zuvio 隨機抽問以及書寫學習單加以對治。 

        相關成效已於「(一)學生參與狀況說明」列表敘明(詳見 p.10「110(2)XF4A全班 37名學

生各週出席率暨 Kahoot參與率及學習單繳交情形」)，此處不再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缺曠數偏高(3次含以上)者，集中在 8位同學身上，占比 0.22。 

 

2. 「缺乏學習動機」的改善 

        不容否認，仍有少數同學罹患此症、且已病入膏肓、回天乏術(根據統計，缺曠 6 週者

2位、5週者 2位、4週者 1位、3週者 3位)。 

        但仍有不少同學是以極強的學習動機參與課程，如期完成作業、積極投入各項活動，

茲以工讀生跟課觀察紀錄表上的「課堂剪影」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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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自第 12週起全校採行遠距同步教學後，即因技術上難以進行「收取→

批閱→發還」流程而停止學習單的繳交與計分，但仍有同學在明知已無分數對應的前提下，



26 

 

仍以掃描→傳送的方式持續繳交一直到期末(當然也增加任教者批閱的負擔)，且維持一貫

高檔次的內容(詳見附件二)。 

 

3. 「缺乏思辨能力」的改善 

        相較於之前修習哲學概論課程之其他班級的沉默寡言，本班踴躍表達意見的同學相對

多數，茲統計各週(第 2-15週)主動發言人數如下： 

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發

言

人

數 

未

統

計 

4 4 2 5 

全

校

運

動

會 

4 4 4 7 6 15 12 12 10 7 

*第 1週工讀生尚未到位，無統計。 

*第 6週「全校運動會」，無課程進行。 

*第 17週「期末總結」、第 18週「期末學習驗收」，皆無師生互動之設計。 

 

        不僅如此，表達內容更大都言之有物、令人印象深刻，這可由對談教師與觀課教師的

回饋、以及工讀生的跟課觀察記錄看出端倪： 

 

對談教師： 

「班上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很踴躍，言之有物，有深度也有廣度，威覺上就像是蘇格拉底

帶著自己的門生在雅典學院裡談哲學……」(「哲學 vs Z世代」，20220526) 

「袁老師您的題綱設計得很棒! 同學們在您提供先備知識的引導下，都能給予有深度的想法

及回饋。在不同領域的對談下，很高與能看到文藻學生有如此深度的討論，我也收穫良

多。」(「哲學 vs元宇宙」，20220609) 

 

觀課教師： 

「我觀課時，的確也覺得這班同學表達能力都很好，且都很願意分享，不只如此，更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同學分享的內容也都很有深度及內容。」(張○○老師，Microsoft Teams

「110學年度同儕觀課與回饋教師社群」，20220604) 

 

工讀生的跟課觀察記錄： 

「同學們討論老師所設計的各類議題並分享看法，如「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東西」，帶入個人

經驗解釋原因，從不同的思維看待事情，偶有令我意想不到的發言。」(「Chapter 2 真相永

遠只有一個?」20220303) 

「嘗試以第三者的角度分析各難題中的是非並上台分享後發現同學所言各有其道理，雖沒

有正確的解答但同學們的主動參與討論活躍了思考的深度和廣度，並能重新自我檢視，並

活用今日所學在未來可能遇見的兩難中找到最適當的平衡點。」(「Chapter 3 兩害相權取其

輕」，202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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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與 Kahoot分別破題與承接課程內容，時機恰好，同學的興致與參與度明顯提升，

回答皆精闢言之有物，持續進步。」(「Chapter 5 全面啟動楚門的世界」，20220324) 

「針對大哉問問題，同學除積極寫下自己的看法外，三位同學上台參與師生互動，論點獨

到又有說服力。」(「Chapter 6 哲學基源問題整理暨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辨 1」，20220407) 

「小組提供更多回答問題的準備時間，讓同學經過充分思考及統整歸納，常有令人驚豔的

回答。已有多位同學逐漸培養起獨立思考的能力，問答環節總能見精闢而有建設性的提問，

共 6位同學主動發言。」(「Chapter 10 存在雙奇專題報告(Nietzsche、Simone de Beauvoir)」，

20220505) 

 

 

(五)創新規劃導入前後差異(列表) 

比較對象：(A)110(1)含之前申請人所任教過之所有哲學概論班級之整體概況 

                        (B)110(2)XF4A 

 面 向 創新規劃導入前(A) 創新規劃導入後(B) 

學生端 

學習動機 趨 0，似凜冬凍土 勃發，如春芽冒生 

學習態度 

1. 視課程為廢課，全因必修

才勉強出席(滑手機)  

2. 視教者如空氣，只為分數

方姑且安坐(滑手機) 

1. 對課程雖無期待，仍願出

席探究竟  

2. 對教者並無盼望，但可行

知性交流 

學習成效 
1. 拙於論述，習於簡答 

2. 又多浪費一學期的青春 

1. 各抒己見，言之成理 

2. 似有所得，誠於中形於外 

教師端 

教學熱忱 幾已消磨殆盡 庶幾死灰復燃 

教學準備 
1. 依循舊材，無更新之欲望 

2. 得過且過，不願自尋煩惱 
添材加火，積極加入新元素 

教學評量 
1. 屢破新低，每況愈下 

2. 朝被檢討的數值邁進 

1.努力再創高峰 

2.不低於全體教師總平均 

課堂端 

師生互動 
1. 絕無僅有，如置身標本館 

2. 一二三木頭人 

1. 盛況空前，如沐春風 

2. 時間不足，意猶未盡 

課堂氛圍 
1. 死氣沉沉、一片肅殺 

2. 末日將至景象 

1. 輕鬆自在，寓教於樂 

2. 春在枝頭五六分 

 

 

(六)委員審查意見執行狀況 

    謹針對審查意見中的建議事項敘明執行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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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後疫情時代相關議題之探討 

委員審查意見：「……建議或可適度引導學生對應當今疫情或後疫情時代所引發之社會、

經濟、科學、醫學與倫理等新興議題做延伸與廣泛的哲學思考與倫理反思。」 

 

執行狀況： 

        分別調整第 7 週及第 12 週的單元內容為「小結 1︰哲學基源問題整理暨後疫情時代的

哲學思辨 1」(原「哲學基源問題整理暨回饋」)及「小結 2︰哲學家的終極關懷與心靈激情

暨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辨 2」(原「哲學家的終極關懷與心靈激情」)，並討論了疫情蔓延時

的「教育」以及「自由」問題： 

 
 

 

2. 有關 Zuvio之評核機制及 Kahoot之防弊問題 

        委員審查意見：「……建議教師可針對(Zuvio)隨機選項與學習理解設計更精確的學習成

效評核機制。另，Kahoot……建議教師仍應適時注意它的缺點，尤其是當學生答題不順、

閱讀速度較慢時，容易讓學生參與度降低，並導致沮喪感，失去遊戲教學的本質。」 

執行狀況： 

        有關 Zuvio的使用，本計畫自始即僅規劃用來點名(藉以節省逐一唱名的時間)及隨機抽

點回答問題(藉以活絡氛圍)，並無「利用系統設計『選擇題』讓學生點選，隨時統整結果，

並即時計算學習成績回饋……」之設想，故也就沒有進一步「針對隨機選項與學習理解設

計更精確的學習成效評核機制」的藍圖；此一事項只能留待後續有機會時再來實踐。 

        至於 Kahoot，根據「110(2)XF4A全班 37名學生各週出席率暨 Kahoot參與率及學習單

繳交情形」顯示，最後 3 週(第 14、15、16 週)的參與度為低谷，這或許和某些同學的「答

題不順、閱讀速度較慢，導致沮喪感」不無關係，但接連不斷的遠距同步教學所導致的彈

性疲乏或許也應列入考量！無論如何，像 Kahoot 如此高張力的教學工具，使用時確實應該

特別注意它的邊際效益遞減法則(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也就因此，申請人

乃遵循「題目不超過 9 題，時間 5 分鐘為限」之操作準則，每題皆力求簡短並與當週單元

內容勾連(或於答題過程中解釋、或在重點講解時提及)，目的就是「激活、誘發、防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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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平時、期中及期末三項成績配分與細部說明 

委員審查意見：「建議平時成績的三項目能更清楚顯示配分和相關說明。期中、期末成績

亦宜說明相關要求和提示。」 

執行狀況： 

        已明確載於教學綱要且公布於雲端學園，並在課堂上說明，詳見「p.6，(四)學習成效

評估方式」。 

 

4. 有關工讀生之任務： 

委員審查意見：「……工讀經費占整體計劃經費過半，僅執行教學課程相關庶務工作外，

工讀生雖非教學助理，然建議教師適度賦予扮演課室觀察紀錄角色，不單只是授課與學

習活動影像拍攝，若能透過第三者觀察教師教學過程與學生學習反應做種種描述記錄，

應可提供教師後續教學檢視與課程反思精進之重要參考依據。」 

執行狀況： 

        聘任之前，與工讀生充分溝通，並白紙黑字詳細載明須協助處理、負責完成的工讀事

項，包括： 

1. 活化或設計各項創新教學活動相關資料(如 PPT、Google 表單、Excel 檔、評量尺規、測

驗題目……)並統計、歸納、分析結果，產出清楚易懂的圖表或數據。 

2. 課室觀察記錄(描述)：隨堂跟課，觀察並紀錄(描述)教師教學過程與學生學習反應，以提

供教師後續教學檢視與課程反思精進之重要參考依據。 

3. 文書處理：如製作表格、名冊…..。 

4. 批改考卷及作業並統計分數及登錄成績。 

5. 製作成果海報暨影像。 

6. 其它與本計畫有關之未盡事宜。 

 

        此次所聘工讀生表現極為稱職，不僅能夠完成所有委辦事項，且品質均維持一定水平，

視其每週隨堂所完成之「跟課觀察紀錄表」即可見一斑，而其最後的「哲學概論工讀跟課

感想與建議」更是言之有物、擲地有聲，這對任教者的教學檢視與課程反思均有莫大助益。 

 

 

五、 未來精進與改善建議 

茲從「任教者反思」及「工讀生視野」等兩個角度敘明未來的精進與改善之道： 

(一) 任教者反思 

經過一學期的課堂實務，雖然有些許重拾教學樂趣的歡愉與教學相長的成就，但仍深

感惶恐與不足，尤其在跨領域對話部分，所談皆非自己所熟悉的範疇，雖然事先花費不少

時間蒐集、整理、消化資料，但仍如隔靴搔癢，這是第一個有待精進與改善的地方，要多

看書和思考，並常與各領域的專家學者交流啊！ 

二來，學校自第 12 週開始全校遠距教學，私心寄予厚望的第三階段(跨域對談)被迫全

部以遠距同步方式進行，雖然效果尚可，但仍與原先預期的相距甚大；既然遠距已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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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爾後任何的教學創新規劃理應包含對此一復發率居高不下的「萬一」做好琢磨與

準備，以免到時懷憂喪志與措手不及。 

再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教者理應以精益求精的心態持續嫻熟對既有教學

媒介的運用，尤其力求： 

1. Kahoot的畫龍點睛，避免耽於嬉鬧逸樂。 

2. PPT的提綱挈領，避免流於華而不實。 

3. 學習單的綱舉目張，避免流於枝節末梢。 

最後，謹以哲學界拔尖人物 Aristotle(c. 384 -322 B.C.)在《尼各馬科倫理學》(Ni-

comachean Ethics)中的一段話做為本教學創新課程的總結： 

倘若說理本身可以讓人向善，理應贏得許多讚賞與報酬，但實情就是說理無法勸人向上

與向善。何者可以改變這些人呢？僅憑說理便想剔除早已融入性格的種種特質，即使並

非不可能，亦是難上加難。 

哲學向以慎思明辨、長於說理自居、甚至自詡，咸信能藉以對抗人性中的陰暗與盲從；

然而，歷史長河/課堂實務證明，它所能發揮的功能實在有限，在人性的煙雨迷濛、因循苟

且中，它甚至是喑啞無語、隱匿無蹤的！人貴自知、課貴自明，謹以自惕！ 

 

(二) 工讀生視野 

        工讀生除在每週的「跟課觀察記錄表上」表達個人觀點外，並在最後的「哲學概論工

讀跟課感想與建議」提出三個意見： 

                                    

「認識哲學，重新認識一切」──哲學概論工讀跟課感想與建議 

        我跟哲學的淵源始於四年級上學期，一樣是「哲學概論」這堂必修，而下學期很幸運

地擔任本創新課程的教師助理，一部份工作內容是每周隨堂跟課，我便在此以「修過兩堂

不同哲學課」的學生角度表達一些我的想法。 

其實在上學期時我已在課程中獲益匪淺，這是一堂完全獨立於其他學科之外、性質十

分特別的課，課程安排很耐人尋味。期中前認識了哲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源問題，每次上課

先動動腦建立起跳脫框架的思維模式，再用這種模式去想大哉問，期中後的哲學家專題報

告則是讓我們認識並用前人的方法試試，同時借鑒他們的生活態度，但其中有很多問題是

從古代被提出，直至今日還無解的，哲學卻仍鼓勵我們去思考、去和自我辯論，並用這種

方式逐漸釐清價值觀並建立起屬於自己的人生觀，也同時能與其他哲學家們的交叉參考對

照。 

我不確定是老師的教育方針，抑或是哲學的本質就是如此，課堂上老師對所有願意坦

白的意見表示肯定，包容所有答案的可能性，用開放的態度獎勵、深入，或針對相關議題

加以延伸，但那些問題如果不去想其實就像不存在一樣，所以讓慣性逃避的人們「願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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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很難，因此老師想方設法，利用 Kahoot、Zuvio、紅圈圈，那怕只是稍微讓問題與腦袋

擦撞也好，以此願意參與討論、公開發言的同學與日漸增。然而那些問題一旦去想就淪陷，

為了解答第一個問題會產生出第二、第三個問題，很常下節課鐘響還帶著滿頭問號翻開課

本，努力將自己從思緒中拉回現實。 

我認為這種與其他課程銜接的不協調感是源自於哲學欠缺的實用性，老師應該也留意

到這點，所以每每不忘加入時事議題、套入日常情境，盡力縮減哲學概念與生活的距離，

在我看來，與其他課程以培養「能力」為核心不同，哲學培養更多著重於「態度」，面對問

題、人生，甚至所有事情的態度，而這種「態度」能幫助我們在培養「能力」的路上更積

極、更開放、更有彈性，無論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處理情感的能力、學習的能力、面對

挫折的能力······等等。然而這學期的創新課程證明了哲學絕不僅止於此。 

這學期所增加的跨領域對談環節邀請了在不同領域著墨的多位客座老師，一同討論時

下最受矚目的四個議題，老師先融入哲學概念設計題綱，上課時就將大部分時間交給同學

發表看法，老師們再加以補充，從每個人的發言都能有所學習、有所驚艷，最後儼然變成

一個哲學論壇。我發現，原來前兩個階段所訓練的發現問題、判斷思考、收集資訊、理性

分析、邏輯推理、清楚表達，也能有效套用於不同領域的難題，並提供實際協助，當我們

有效應用哲學時，它就和任何其他科目一樣貼近生活，甚至能活用於所有科目中。而且當

哲學橫跨越多的領域、越多人參與將激盪出更多元的觀點，一定能迸發出更燦爛的火花。 

精益求精，針對這門課程我能提出三點建議： 

將哲學家專題報告與四大傳統領域探討順序對調。專題報告能先讓同學們熟悉上台發

表的狀態，得到一定程度的鼓勵作用後對後續回答問題、發表意見的活潑度將有所幫助，

也能將從哲學家身上學到的應用在之後的課程中。 

更動課程時間。早八可能降低同學參與度和思考意願，若時間向後微調能精進學習成

效。 

將必修改為選修。「願意去想」是很大的問題，對那些不願意想卻必須來上課、全程沒

有發表過意見的同學而言，這堂課也許是廢課，選修能保證學生對哲學有一定程度的興趣

或好奇，不願意思考的同學也能依想法更有效的運用時間。哲學這門課對我個人有很大的

啟發和幫助，我會希望能更早接觸到它，由必修改為選修將有更多有意願上課的人獲得機

會和哲學相遇。 

                                              工讀生 X○○A  110730○○○○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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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申請規劃 

        申請人擬秉持確保教學品質、提升學習成效之核心理念，延續、調整、梳理，進而優

化本教學創新課程的基本架構、教材教法、教學策略與成效評量，並以「哲哲稱奇：16 堂

哲學思辨之旅」的名稱申請「112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初步規劃如下： 

1. 延續紮根、深化、活用三階段循序漸進的基本架構，優化成「三階段的哲哲稱奇」。 

2. 調整跨領域對談議題、取消哲學家專題報告(化整為零，融入各單元內容)、新置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哲學思辨。 

3. 梳理成效評量為量化與質性，既驗「學生端之學習成效」、又證「教師端之教學品質」。 

4. 優化師生互為主體性、議題暨專題導向、跨領域對話等教學策略，整合成「三動模式」，

藉以啟動「四力循環」，促進教學相長、師生互益。 

 

 

 

 

七、 參考資料 

Alexis Bautzmann。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嚴慧瑩、陳郁雯譯)。野人。                   

Alexis Bautzmann。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2(林佑軒、雪克、陳郁雯譯)。野人。            

Alexis Bautzmann。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3(林佑軒、陳郁雯譯)。野人。                  

Arthur Schopenhauer。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譯)。新雨。                       

Brad Smith & Carol Ann Browne。未來科技的15道難題(孔令新譯)。商周。 

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劉

道捷)。衛城。          

Friedrich Whilhelm Nietzsche。超譯尼采(楊明綺譯)。商周。                            

Hannah Arendt。人的條件(林宏濤譯)。商周。                                        

Ivan Krastev。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新冠肺炎重塑世界的五大思維(劉道捷譯)。三

采。  

Kate Kirkpatrick。成為西蒙波娃(張葳譯)。衛城。                                     

René Descartes。沉思錄．我思故我在：「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第一哲學代表作(龐景仁

譯)。野人。                          

Sarah Bakewell。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江

先聲譯)。商周。 

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邱瑞鑾譯)。貓頭鷹。                                    

William Barrett。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研究經典(彭鏡禧譯)。立緒。                    

小川仁志。哲學用語事典(陳聖怡譯)。楓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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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紀錄/照片(至少十張，照片請附說明) 

1.紮根階段(第 1-7週)：「四大領域基本概念與基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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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化階段(第 8-12週)：「哲學家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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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用階段(第 13-16週)：「跨領域對話」 

   全校遠距教學，僅能截圖矣……。 

 

 

 

 

 

 

 

 

 

 

 

 



36 

 

附件二：課程/教材內容及學習成果 

1.課程/教材內容：  

 (1)學習單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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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評量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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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成果(1)：學生 

「哲學家專題報告」簡報封面 

第 8週(4/14)「希臘雙哲專題報告」(Plato、Aristotle) 

  

第 9週(4/21)「近代二傑專題報告」(Descartes、Hume) 

  

第 10週(4/28)「現代兩雄專題報告」(Kant、Wittgenstein) 

  

第 11週(5/5)「存在双奇專題報告」(Nietzsche、Simone de Beau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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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成果(2)：學生「優質學習單」舉隅 

各週學習單完成度暨完成品質以紅圈圈標記，期末計算總量換算分數： 

a.應完成部分(填空、申論……)無一遺漏，得 1點 

b.滿足前項並能摘錄其它重點或補充其餘，得 2點 

c.詳盡完成前項並充分表達個人觀點且深刻、得體，得 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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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成果(3)：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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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際教學綱要及課程內容 

一、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哲學概論(Introduction of Philosophy) 

課程類別 

（學制） 
五專部校定必修 

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授課教師 袁長瑞 職稱 副教授 

師生互動 

辦公室 G323 辦公室電話  

電子信箱 85010@mail.wzu.edu.tw 

約談時間 
二 8~9 

三 8~9 

學分 2學分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開課類別 □學年課       學期課 
開課年級：四年級 

授課班級：XF4A 

課程內容概要 

一、課程內容概要： 

    以師生互為主體性、問題暨專題導向及跨領域對話等教學策略，引

導學生進行紮根、深化及活用三階段的哲學訓練，由探討四大傳統領

域的基本概念與基源問題開端、西方八位重要哲學家的終極關懷與心

靈激情中繼，四大公共議題的跨領域對話收尾，循序漸進，逐步培養

哲學思辨能力與批判性思考精神。 

二、主要授課語言：中文 

課程學習目標 使學生能： 

系培育目標與

核心能力以及

學習目標（表

格若不敷使用

可請自行增

列） 

系培育目標 
核心能力指標

編碼 
核心能力 學習目標 

2.問題解決能力 2-1-1 問題解決能力 

培養足以化解

自身倫理困境

的倫理判斷與

決策模式 

3.倫理實踐能力 3-4-2 倫理判斷能力 

*釐清一己的倫

理價值取向 

*建構合宜可行

的倫理判準 

5.分析綜合能力 5-4-1 邏輯思辨能力 

*培 養 獨 立 思

考、慎謀能斷

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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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嫻熟清楚有效

且合理的論證

方式 

5.分析綜合能力

    

 

5-4-2 批判思考能力 

*了解心智枷鎖

之種種障礙與

避免之道 

*拓展個人生命

深度，豐富生

活內涵 

學生先備知能 

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思辨與推理能力 

簡報製作能力 

教學學理基礎 
認知學習論(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人本主義(Humanism)、畢馬

龍效應(The Pygmalion Effect)、同儕效應(peer effect) 

授課資訊（表

格若不敷使用

可請自行增

列） 

課程類型 一般課程(Regular course) 

教學平台 實體教學(Face-to-face instruction) 

主要教學策略 

師生互為主體性(TSMS, Teacher and Student Mutual Subjectiv-

ity) 

問題暨專題導向(PBL, Problem & Project-based learning)

跨領域對話(Cross-domain Dialogue)  

評量 

評量方式與評

分比例分配 

1.平時成績，40%，內含： 

 (1)課堂表現(互動頻率暨提問品質與批判性思考能力) 

      以紅圈圈標記，期末計算總量換算分數：  

a. 每單元 Kahoot活動第一二三名分別得 3、2、1點 

b. 主動提問或回應得 1-2點 

c. Zuvio隨機抽點提問或回應得 1點  

 (2)學習單(7次)完成度暨完成品質 

a.應完成部分(填空、申論……)無一遺漏，得 1點 

b.滿足前項並能摘錄其它重點或補充，得 2點 

c.詳盡完成前項且甚具個人觀點與特色，得 3點  

4. 期中成績(哲學家專題報告)，30%。 

依照「評量尺規」給分 

5. 期末成績(考試)，30%。 

    申論題(1題)  

課堂要求 

1.有關遲到、曠課之認定︰ 

 (1)遲到：上課鐘響完後 10分鐘內進教室 

 (2)曠課：  

   1)未出席  

   2)上課鐘響完後超過 10分鐘才進教室 

   3)遲到進教室時未主動知會老師以致產生到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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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認定之爭議 

   4)上課期間未主動知會老師即自行離開教室 

2.有關課堂素養之要求︰ 

 (1)訓練自己，積極融入師生互為主體性之學習機

制，勇於提問與表達 

 (2)尊重他人，老師講解與同學發言時，請保持安

靜，勿竊竊私語或出聲干擾。 

教材 

(請條列式敘述) 

教科書 自編教材 

參考書目或網

址 

Alexis Bautzmann。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1-3。 

Brad Smith & Carol Ann Browne。未來科技的 15道

難題。 

Dan Ariely。誰說人是理性的。 

Daron Acemoglu。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

定自由的命運。 

Ivan Krastev。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新冠肺炎重

塑世界的五大思維。 

James Dawes。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Jostein Gaarder。蘇菲的世界。 

Julian Baggini。自願被吃的豬：100個讓人想破頭的

哲學問題。 

Mark Buchanan。隱藏的邏輯。 

Michael J. Sandel。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Neil Postman。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

媒體時代。 

Richard Holloway。宗教的 40堂公開課。   

Richard Tarnas。西方心靈的激情(王又如譯)。正

中。 

S.I. Hayakawa & Alan R. Hayakawa。語言與人生。 

Stefan Klein。不斷幸福論。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

年危機。天下。 

教學用軟體 Zuvio、Kahoot、Google表單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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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與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單元名稱 授課方式 

作業、報

告、考試或

其它 

備註 

1 2/24 
課程介紹暨哲學的意義

與功效 
介紹與說明 前測  

2 3/3 
邏輯學 Logic: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講授與討論 

思辨與批判 
  

3 3/10 
倫理學 Ethics 2: 

兩害相權取其輕? 
同上   

4 3/17 
知識論 Epistemology: 

誰說人是理性的? 
同上  收學習單 

5 3/24 
形上學 Metaphysics: 

全面啟動楚門的世界！ 
同上  收學習單 

6 3/31 全校運動會 

7 4/7 

小結 1︰ 

哲學基源問題整理暨後

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辨 1 

同上 
第 1階段 

表單回饋 
收學習單 

8 4/14 

自領域思辨 1︰ 

希臘雙哲專題報告 

Plato、Aristotle 

專題報告 

問題討論 
 收學習單 

9 4/21 

自領域思辨 2︰ 

近代二傑專題報告 

Descartes、Hume 

同上  收學習單 

10 4/28 

自領域思辨 3︰ 

現代兩雄專題報告 

Kant、Wittgenstein 

同上  收學習單 

11 5/5 

自領域思辨 4︰ 

存在双奇專題報告 

Nietzsche、Simone de 

Beauvoir 

同上  收學習單 

12 
5/12 

全校遠距 

小結 2︰ 

哲學家的終極關懷與心

靈激情暨後疫情時代的

哲學思辨 2 

同上 
第 2階段 

表單回饋 
 

13 
5/19 

全校遠距 

跨領域對話 1： 

哲學 vs自媒體 

議題思辨 

跨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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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26 

全校遠距 

跨領域對話 2︰ 

哲學 vs Z世代 
同上   

15 
6/2 

全校遠距 

跨領域對話 3： 

哲學 vs宅經濟 
同上   

16 
6/9 

全校遠距 

跨領域對話 5︰ 

哲學 vs元宇宙  
同上   

17 
6/16 

全校遠距 

總結︰ 

眾聲喧嘩、萬法歸宗 
 

學習成效調查 

後測 
 

18 
6/23 

全校遠距 
期末考 線上測驗   

 

 

肆、共同授課教師基本資料 

系所中心 教師姓名 於創新課程執行內容 成果與建議 

吳甦樂教育中心 林耀堂 

參與跨領域對談(自媒體) 
1. 學生覺得「很有趣、收穫

很多」，並建議「可以不限

定校內的」老師，更「期

待有更多的不同內容」。 

2. 任教者覺得此部分乃本課

程畫龍點睛之作，值得繼

續推廣。 

3. 對談教師亦皆給予高度肯

定。 

通識教育中心 陳靜珮 

通識教育中心 郭慧根 

參與跨領域對談(Z世代) 

體育教學中心 劉於侖 

國際企業管理系 胡海豐 參與跨領域對談(宅經濟)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高雅珍 參與跨領域對談(元宇宙) 

 

 

伍、經費實際運用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項目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差異說明 

工讀費 20,160 20,160 100%  

勞健保補充保費 5,890 5,101 87% 工讀生另於其他單位服務所致 

二代健保費 594 594 100%  

鐘點費 8,000 8,000 100%  

雜支 4,057 4,057 100%  

書籍費 15,050 15,050 100%  

印刷費 3,000 3,000 100%  

總計 56,751 55,962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