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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獎補助教學創新課程成果報告 
 

申請日期：111年7月5日 

壹、基本資料 

申請教師 謝忠志 職稱 專案副教授 

所屬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E-mail 99333＠mail.wzu.edu.tw 

聯絡電話 07-3426031#7217   

課程名稱 

（中、英文） 

中文：高雄文化探索 

英文：Exploration of Kaohsiung Culture  

開課時間 110 年度第 2 學期 學分數 2 

開課年級 日四技共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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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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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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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人 

棄修人數 6 人，棄修比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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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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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自主定義課程創新設計 

備註：若為「教師自主定義課程創新設計」者，請於本欄位填寫項目名稱，並簡述推

動之必要性。 

https://www.google.com/search?newwindow=1&sxsrf=AOaemvJHOUv09qN_elpAPJUGnt-r0nP-mA:1638610924108&q=Culture&spell=1&sa=X&ved=2ahUKEwj9nrmw7cn0AhXlyYsBHegEC48QBSgAegQIAR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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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觀課週數 
 

第 12 週（5 月 9 日） 

預計申請政府部

門補助計畫名稱

及時程 

 

111 學年度教學實踐計畫（已於 110 年 12 月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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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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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果報告內容 

一、 計畫摘要 

        翻轉教室是學界蔚為風尚的教學方式。從學制來看，中學礙於升學壓力，職校則為強

化專業技能，而較少實施或成效有限，使得國小與大學成為最好實施場域。若從學科來看，

翻轉教室頗受語文科系青睞，不少教師將翻轉教室加入日文、華語等課程。從近年教學實

踐計畫補助名單來看，歷史學科較少使用此法，而有嘗試必要性。 

        就申請人來說，透過此補助計畫，將以前執行計畫磨課師、遠距教學等經驗，加以修

正或驗證有其必要，除自我檢視外，期望透過教學策略，改變同學心中歷史是無用、死記

的課程。特別著重於課前預習與課中討論，來建構學習概念，學習自己如何探究、思考與

解決問題。能分析與應用，讓學習富有意義，以及達成普遍、落實實施歷史課程的目的。 

二、 現有教學問題或議題說明 

        今日臺灣的大學教育，在角色與功能已日趨多元。一方面，大學由菁英教育轉變為大

眾教育；另一方面，大學已成為創新知識與發展技術的重要場域（陳維昭，2001）。瑞士洛

桑管理學院（IMD）曾公布「2020 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排名十一，為亞太前三，次於

第一的新加坡以及第五的香港，表現較去年上升 5 名。如何維持與世界相抗衡的國家競爭

力，與大學教育的人才培育息息相關。換言之，大學發展其實是國家競爭力的指標。然而

近年來國內大學因少子話的的影響，致使質量失衡，均可能是未來國家競爭力衰退的危機。

因此，重視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人才培育，實為大學教育的要務。 

        英國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者皮薩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Antoniou Pissaride，1948- ），

曾在訪台的專題演講中提及，一國的經濟發展應以教育為基礎，其中通識教育十分重要，

透過廣泛學習及終身學習，提升大學生自己實力，才能順應社會變化，而找到理想工作。

顯見皮薩里德斯認為，透過通識教育的各種學習，對國家菁英培養乃至於厚植國力均有助

益。然而，就研究者目前服務的技職院校的通識教育中心來看，以自己的教學經驗與課堂

觀察，在大學教育的實際教學現場中，尤其以通識教育等課程的學習裡，學生對課程內容

總是意興闌珊，反而專注於手機裡的各種影音資訊（特別是電影、戲劇與動畫），更甚者以

睡覺來個相應不理。不分公私立的綜合、科技大學等都是普遍的現象。這樣的學習狀況，

不僅浪費時間，也失去到大學學習的意義，絕非國家之福。 

        學生對學習提不起勁，與長年（自國中到大學）的教育模式較於呆板不無關連。傳統

的教學法，以老師為主題，以老師的角度思考：我認為學生需要什麼、學生有什麼問題以

及哪些課程適合學生學習（王素蓮，2015）。儘管現今教學已減少教師講授，改以鼓勵學生

發言。但學生常怯於自己知識不足、同儕壓力或個性使然而不敢發言，使得最後的發言權

仍掌握在教師手中。使得教師必須尋找更良善的教學方法，更具效率的教學策略，來讓師

生共同享受學習的樂趣。（林鳴雪，2018） 

        簡單來說，在教學的過程中，培育學生「學習動機」與其學習成效的優劣與有很大關

聯。如何讓學生主動探索、引發興趣，關鍵在於學習動機的培養（Lehmann, 2008）。教師

若能適時運用合宜的教學策略，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便能提昇教學成效，培育學生

學習的基本知能，使得其保有一定的社會競爭力。而學習動機不僅影響學習成效，亦影響

其創造力的表現（蔡依帆，2015），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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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翻轉」？先要思考或改變的，即是調整上課方式。我們可舉長年研究專注力的

師大體育系洪聰敏教授的說法加以論證：他認為手機、平板的聲光刺激，會帶來較高的覺

醒水準（level of arousal，意即身心的興奮程度），加上上課方式缺乏互動，書本黑白相間，

缺乏色彩、圖像，刺激遠低於 3C 產品，因此覺醒程度低，當然覺得上課無聊、昏昏欲睡。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蓋聶（Robert Mill Gagné, 1916- 2002）主張，教學必須依照學生

的內在學習歷程，設計可配合的教學事件，其中第一個就是引發學生的注意力，比如提出

問題、使用圖像等。凝聚課堂專注力的方式很多，包括提供課堂參與、變換教學方式均是

（李淑菁，2015）。 

        綜合上述，如何引發學習興趣，激發學子主動學習，以及透過影音科技輔助學習，是

本研究的第一要務。本研究將透過「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概念，藉以重新經

營課堂，讓學子拿回學習的主動權。翻轉教室的精神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為引導者，

由下而上的自主學習，結合知識應用，透過團隊合作，讓不同程度學生的互助學習，提昇

學習成效。翻轉教室是個循序漸的教學策略，結合影音強化學習，引導學生改變學習態度

與方式，能寓教於樂，是改變學生學習的一帖良藥。誠如前述，引發興趣只是第一步，更

重要的是，透過翻轉教室的教學策略，來打破「歷史太遙遠」、「跟我沒關係」的隔閡與印

象，藉由「觀看影片→回答問題」這樣的反覆練習，讓學生將能夠達到精熟學習（Mastery 

Learning），達到分析、鑑定與創造等能力。 

        歷史課程教學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在於學生常認為歷史學科的學習只是「記憶史實」，

這雖然與臺灣教科書與考試內容多是「歷史知識」有關，但歷史教師如何「教導」這門學

科，卻對學生有著最直接的影響。因此，如何引導學生思考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劉慧蘭，

2014）經營一門有趣的歷史課程，特別是對於周邊「日常生活」文化的探索，是歷史與社

會大眾拉近距離的重要方式。（呂紹理，2014）因此，申請者以「高雄文化探索」課程，透

過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藉由影音圖像加深學習印象，讓學子拿回學習的自主權。並將大

量的時間用來討論與思考，期望能達到同儕合作，幫助彼此理解的目標。學生能在通識課

程裡「精熟」所需的知識與技能（Johnson、Adams Becker、Estrada & Freeman，2014），帶

回自己的專業領域，能有所啟發。 

 

三、課程規劃與過往教法之創新性（請簡述現有教學問題、課程/教材內容及目的、設計

理念、計畫執行方式、教學及教材設計創新策略等。） 

        透過諸多各級學校教師的課堂實踐，均已顯示翻轉教育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在翻

轉教室中，學生必須在課程先完成觀看教師放在平台上的影音資料，到學校與老師、同學

合作學習(柏格曼、山姆，2016)。教室成為師生或學生間的「互動」場所，而非「上對下」

的傳授方式。 

        根據 Pollster 波仕特線上市調網（https://life.tw/?app=view&no=318802 ），在 2015 年針

對 1531 位受訪者詢問：「請問您還在求學時，最討厭下列哪一個科目？」，其中歷史排名第

五（6.9％），雖距第一、二名的數學（28.9％）、英文（22.9％）相去甚遠，卻高於同屬文

科、號稱「文史不分家」的國文一名（第六名，4.7％）。對申請者為歷史背景的教師來說，

實難能接受。此調查雖未說明同學討厭各科原因，但推測其原因，與學習成就、教學方法

和本身興趣等不無關連。 



5 

 

        歷史雖然是門有趣的學科，但隨著功利主義考量、升學主義壓力下，變成學生只能透

過死記的方式去了解過往發生的重要事蹟。近年，教育部雖然不斷疾呼「素養導向課程與

教學」（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但仍必須得從教師端開始做起，進

行改變。我們可以說，生活中無一不是歷史。就以同學喜歡的動漫、遊戲中，與歷史不無

關連，如刺客教條（Assassin's Creed）裡以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為設定背景；JoJo 的奇

妙冒險（ジョジョの奇妙な冒険）因主人翁想辦法從日本走到埃及，因此也花不少篇幅講

述香港、新加坡、阿拉伯以及埃及等歷史典故，其目的都是希望引人入勝，藉以這些故事，

來吸引閱聽者喜歡與沉迷。換句話說，教師必須要用同學的語言、喜歡的方式，去幫助他

們學習，去了解歷史存在的意義與重要性，而非教條式的長篇大論。 

        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來說明，來提高對歷史的學習興趣。讓他們如同閱讀漫畫或電玩

過關，而對「學習」獲得成就與快感，學習動機自然會提高不少。或言之，教師需要透過

教學策略，去協助同學了解「學歷史到底能幹嘛」、「生活中的歷史」等，如透過「美麗島

事件」反思台灣除了民主以外的可貴之處；又或者，可以思考台灣為何有「電音三太子」？

電子音樂、哪吒三太子這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元素，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藉由教師引導，

引發同學思考，提出更多的疑問而主動學習，了解「歷史即生活」，讓歷史課程能與生活對

應，而能從生活中學習或擷取各式各樣的歷史文化。 

(一)課程設計理念 

        目前台灣教育環境的現場，缺乏主動學習的狀況愈來愈來嚴重，將學習的目的套上升

學、考試的糖衣，不考慮學生的興趣或激發學習的的想像力，使得學習缺乏動機，學習後

成就成為用來滿足自己、甚至是家人炫耀的虛榮心。因此，要仔細觀察，也必須從學子的

角度思考，循循善誘，思考採取怎樣的教學策略、編排怎樣的教學內容，才能激發學習動

機，能有效幫助學生思考、批判的能力，這樣學習才有意義。 

        大體而言，翻轉教室的確是目前最受歡迎且最有效的的教學策略之一，不少學科已逐

漸將此法推廣。特別是在進行翻轉教室時，教師（與助教）必須花更多的心力在課前準備

上，這些在教學現場上都不易被察覺（卓芮綺，2013）。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翻轉教室，

除了解減少教師講授的時間外，也能知道到底增加多少學生自我對歷史學科的思索或提問

時間。換言之，透過翻轉教學，不僅能提昇教學兩端的學習效能，更能確實提昇大學生在

歷史教學上的學習動機。 

        本創新計畫主題以「翻轉教室」為課程教學策略，其主要原因是申請人從教學現場發

現學子對於歷史（甚至於通識教育）不感興趣，只是應付式的到席上課、強記背誦，缺乏

對事件的理解、探究事物本體的能力，在「普天都是大學生」齊頭並進式的教育下，大學

生缺乏熱情，不知道受教育、學習的目的為何？甚至缺乏生活能力。這些問題恐怕一時難

以解決，但身為大學教師，無論是培養專才或通才，都得想辦法自我精進，藉由演示讓學

子有模仿對象，培養學生素養與厚植其內涵，這樣才能有效地把教育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

因此，透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設計與實施，翻轉大學生的學習、思考模式，是十分迫切

的，期望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因此，本創新計畫不以傳統的課堂講授方式，以「翻轉教室」為規劃，將預先錄製好

的影片或影音、文本資料放置網路上，要求學子必須預看，並將自己的想法帶到課堂討論。

雖可以預期學子有段難以適應的「陣痛期」，甚至改修其他課程，但唯有嘗試新的授課方式，

才能改善教學場域，增進教學策略。這樣的「精熟」的深化學習，能讓他帶回自己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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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增進學生學業自我觀念與心理健康。 

（二）課程內容與目的 

        本次教學方法的目的，是期望藉由翻轉教室多元而豐富的教學型態，改變傳統上課的

體質與氛圍，讓學生主動學習，引導他們透過事先預習，將想法帶到教室，透過討論，引

發思考、批判，並依此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翻轉教室的施行，並不是要顛覆所有教學形

式，更不是耍噱頭，而是期望改善學生的學習品質，換言之，創新教學的意涵仍要回歸根

本，去探究是否為有效教學，亦即翻轉教室對於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助益，（蔡文正，

2014）這樣才能達成我們的重要目的。 

簡單來說，本教學目的如下：。 

1. 透過行動研究，探討翻轉教室在大學課堂中的實踐狀況，解決研究者在教學面臨學生

參與不足和學習不佳等問題。 

2. 分翻轉教室是否能改善大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意願。 

（三）課程創新策略 

         本計劃實施的教學策略──翻轉教室，並不是什麼新鮮的專有名詞，但卻是最有用、

實際的教學方法。這與近年科技發展、教育理念蓬勃發展，強調求新求變有關。追溯「翻

轉教室」教法的構思，源自 90 年代，因哈佛大學教授馬祖爾（Eric Mazur）開始要求學子

必須預習，課堂上僅用於思辨、討論與合作學習肇因於 2007 年時，柏格曼（Jonathan 

Bergmann）和山姆斯（Aaron Sams）兩位高中化學老師，為缺課的學生錄製教學短片，將

其掛在網路做為補救教學，而其他學生卻也上網觀看強化學習，最後隨著可汗學院竄紅，

獲得教育界廣泛迴響，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翻轉教室的最大特色，在於將上課方式調整為以學生為中心，學習的順序為：學生課

前預習、師生課堂討論以及課後複習；而與傳統授課方式：學生課前預習（經常被學生跳

過）→教師課堂教授（抄寫黑板而有時缺乏注意力）→課後寫作業（也常不寫或抄襲其他

同學）大相逕庭。傳統教學方式單向而缺乏溝通，師生課堂間的互動不熱絡，教師疲於追

趕上課進度、維持課堂秩序，無法抓緊學生的學習狀況，無法適時回饋，更無法因材施教

了（林鳴雪，2018）。 

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意即教師講解和學生作業兩者翻轉，學生在家看教學短片，讓

課堂可以採取師生和同學之間共學，學習較高層次能力，有助於落實適性教學。（黃政傑，

2014）我們可以說，翻轉教室是一種混合教學模式的變形，將線上 e 化教學內容，在實體

教室教學前實施，實際上課時，師生把上課重心放在共同討論、個別輔導、或引導進一步

思考等活動（郭靜姿、何榮桂，2014），使學生了解教師授課的目的。而此一調整，多數學

子的接受度頗高，透過翻轉教室教學的學生，在學習成就上，優於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生，

而多數學子對翻轉教室的推行，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張婷婷，2017）顯然很值得廣泛推

廣到大學通識教育之中，改變師生既有的教學模式與場域，活化教育體制。 

上述討論可知，大學教師需能從教學過程中反思教學，並有系統了解學生的學習結果，

以教學者的行動研究方式，針對大學教學中所發現之問題，進行教學反思，配合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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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教學方法和策略，以便能促進學生的學習意願和效果，以提升教學和教育品質。（黃

志雄，2017） 

 除了相關研究論著之外，線上資源「翻轉教育：親子天下＊教與學的對話」（網址：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 ，如下圖），不僅將之前台灣翻轉教育的推手──台大電機

系葉丙成教授所設立平台「翻轉教室@台灣」納入其中（目前僅剩頁庫存檔），而網站內容

分為新聞、教學現場、人物故事、專題、專欄與教學創新等，不僅可以看到各個教學現場

演示翻轉教育的相關文章，其他教學法或教育專家的想法、觀念與論著等，均被蒐羅於此，

也能獲得最新的教學資訊與資源，不僅是從事是翻轉教育的教師，更是每個從事教育工作

者必須經常瀏覽的一個網站。 

 

國外知名的翻轉教室平台「翻轉學習」（Flip Learning，https://fliplearning.com/ ，如下

圖）提供許多學習翻轉的訊息，較特別的是，該網站提供不少學術資料與影片。而此二平

台均提供教師交流的機會，讓教師群能即時且適時的切磋與琢磨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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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姆(Benjamin Bloom, 1964)等人認為，人類能力大致可分為三個領域(domains)：認

知(cognitive domain)、情意(affective domain)與技能領域(psychomotor domain)。每個領域，

又依能力的複雜程度、品格的內化程度、簡單到複雜的連續性及學習性質難易，畫分成各

種高低的層次，每一層發展，均基於前一層的性質逐步推進，由簡入繁，脈絡相承，形成

有層次的教育目標。（簡紅珠、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 

認知領域涉及知能及其運作，著重心智、學習以及解決問題的工作。認知目標，從簡

單認識或記憶能力到複雜的評鑑能力。大部分的教育目標都屬於這個領域。布魯姆等人將

認知領域的目標分為六個層次，每個層次代表不同的心智功能。（簡紅珠、國家教育研究院，

2000） 

 

從 Bloom 認知領域來看，教師的授課方式仍是以低階的「記憶」、「理解」的思維能力；

中階的「分析」與「應用」，或許能透過練習、測驗與實驗完成；至於高階的「評鑑」與

「創作」，則因為時間有限、缺乏互動，難以養成，通常教師無法協助學生達成此項目標。

然而，透過翻轉教室的教學策略，低階的「記憶」、「理解」能由學生在家獨立完成，課堂

無需費時、費心講授，時間可讓教師用來引了大家相互合作與討論，完成中階的「分析」

與「應用」，甚至是高階「評鑑」與「創作」。（劉怡甫，2013；林鳴雪，2018） 

 

許多不了解翻轉教室的人認為，翻轉教室就是「觀看影片」而已，但實際上這是一種

激起學生自我學習的方式，其目的在於創造出更多的課堂時間，讓學生彼此學習，而老師

走下講堂，給予適時引導，給予差異化協助。簡言之，學生是教學的主體，教師只是從旁

引導，學生從知識接受者變成主動學習者。透過翻轉教師，能達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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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重視其學習動機、專注度與參與意願。（黃政傑，2014） 

除了上述，我們從兩位翻轉教師創始者柏格曼、山姆斯來看，他們認為翻轉教室有下

面幾項特點： 

1. 翻轉說的是學生的話：學生跟網路一起長大。 

2. 翻轉能幫助忙碌學生：學生經常是身兼數職，又要社團、約會、打球與看動畫，

翻轉教室能給予彈性研讀時間。 

3. 翻轉能協助學習遲緩的學生：教師走下講台，能給予學習較吃力、緩慢學生適時

協助。 

4. 翻轉能幫助不同能力學生進步：不需要狂抄筆記，可以隨時按下暫停或倒轉。 

5. 翻轉能增進師生互動：為線上與教室的「混成教學」（blended classroom），互動較

多，且較為緊密，老師也能更為了解學生。 

6. 翻轉能改善教室管理模式：讓學生參與或親自手作，就沒有分心問題，有些學生

也無須「譁眾取寵」，心思就能放到學習上。（柏格曼、山姆斯，2016） 

要教師「放手」，將講掌控權交給學生全權處理，是一件不容易事情，但考量教學意義

與學習成效，採用翻轉教學有其必要性，也就是讓他們用自己的語言說話，也讓他們學習

為自己負責。透過師生間的頻繁互動，幫助他們有效學習，也幫助他們變成更好的人。因

此，「翻轉教室」非常值得大學端的歷史課程一試。 

根據研究者的長期觀察，歷史的大學通識教育，仍不少是以傳授基本的歷史知識為主，

其肇因於中學時期的基礎能力不佳、對教師的授課方式不感興趣（如朗讀課文等）以及默

記能力不好等原因，導致歷史成績欠佳；而相對於音樂、美術、體育等「動態」課程，同

學因有參與課程，所以興致勃勃。「翻轉教室」為擴大學生學習和成就，把傳統教學講演和

課後作業兩個成分倒轉的教學模式上課教學時間用在學生協同合作，以學習理解和問題解

決等高層次能力，而不是教師用來教學講演。學子課前先觀看教師指定的教學短片，上課

時專注於練習、計畫或討論，讓學子對內容精熟或得以擴展。（黃政傑，2014）「翻轉教室」

恰好能將死板的傳統授課方式，藉由預先準備的影音、圖片與文字，來激發學子的學習興

趣。 

目前國內有頗多學者將翻轉教室運用在大學通識課堂之中，並探討其對學生學習的影

響（黃志雄，2017）。如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陳瑞玲、韓德彥兩位老師長期教授

「通識經典閱讀」課程，將「水滸傳品讀」課程融入翻轉概念，探討翻轉的效益，發現能

增進學生自主學習等能力（陳瑞玲、韓德彥，2015）。有趣的是，「翻轉教室」卻鮮少用在

大學教育的歷史課程中。我們以此近年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名單中可以發現，

僅有少數大學通識歷史課程獲得補助，且不以「翻轉教室」為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究的主軸。

相信諸多歷史老師已採用各種教學策略（不一定是翻轉教室）來增進學習成效；或者可以

說，有老師已採用翻轉教室或「微翻轉」教室策略，只是只是未撰文分享成果。但根據上

述國文課程翻轉成功的經驗，應能移植到歷史課程上，透過「高雄文化探索」課程結合翻

轉教室，學子可在潛移默化下，加深對高雄在地文化與生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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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關於大學歷史課程採用翻轉教室策略的文章，但其方法、原理，仍可在

不少期刊論文中略窺一斑。翻轉教室分為在課前、課中與課後三個步驟： 

在課前預習，則是透過影片介紹課程，引發同學學習動機「影視史學」（historiophoty）

已是現今各大學歷史學系必備的課程之一，透過視覺的影像和圖片，來傳達自己的論述和

史觀，這樣的方式，恰好與翻轉教室在課前預習上不謀而合。透過影視史學與歷史課程結

合的方式相當多，如劉怡芳認為，透過影音的具體化的，學生能從影片中知道事件的前因

後果，並帶入課堂進行討論。在教師引導下的討論，學生不只對主題有更深了解，也能觸

類旁通，從影音中得到啟發（劉怡芳，2007）。江孟勳則認為，透過影視輔助歷史教育，能

增加學生對歷史印象，對歷史感興趣。（江孟勳，2018） 

關於課中討論時，翻轉教室教學著重於老師協助、引導討論。謝庭蓁則以高中歷史教

材為例，為以討論、講述、合作學習法、閱讀資料等多元教學法配合「創造思考與情意教

學」的教學策略進行教學活動（謝庭蓁，2018）。蔡瑞隆則以西園國小龍山寺古蹟改造行銷

課程為例，將翻轉教育結合行動學習，並與在地宗教、信仰、文化與行銷，讓學生進行一

場跨領域學習（蔡瑞隆，2018）。 

在課後活動上，著重同學的課後反思與學習，以及教師透過記錄「反思日誌」，檢討課

程規劃、課中狀況以及學習成效。不少學者以中等學校作為實驗的對象，如游靜薇對高雄

國中四個班九年級學生歷史課程的研究，在教學檢討中，她認為透過翻轉教室與數位學習，

學生對學習動機、接受度與學習滿意度的提升較高（游靜薇，2016）。 

而本課程也參考長期從事歷史教育的教師的論著，如劉慧蘭的〈「歷史理解」取向的歷

史教學—以「歐洲極權政治的興起」單元為例〉，以歷史理解取向設計教材，並進行教學，

用以提昇學子的參與度與培養人文關懷；(劉慧蘭，2014)陳淑芬的〈創造思考的歷史教學

理論〉透過創造性思考的教學與實踐，讓學子從做中學，發揮創意，而樂於學習。（陳淑芬，

2007）通識教育的教學方式影響教學與學習成效。頗多學者採用 PBL（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做為通識課程的學習方式，如陳致宏認為 PBL 是一種教學策略，

也是教學觀念，透過以問題為核心的課程設計，引導學習者發現問題、思考問題，進而培

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對於提高通識教育之學習成效具有正面之功能。（陳致宏，

2010）江美玲則應應 PBL/AL 與「九大教學事件」教學策略，活化歷史教學，讓學生因有

參與感，能接近歷史與人文訓練，產生對土地的關心與感動重視喚起學生對臺灣文化的覺

醒與關心。（江美玲，2014）這些學者、教師，將己身經驗化成文章，提供給學界參考，對

本研究計畫在歷史教學場域上的規劃，提供最實質的幫助，也十分符合通識教育的核心價

值。 

本教學流程，分為課前、課中與課後三個部分： 

在課前預習上，選擇適合的 Youtube 影片或者自行錄製影片。實施前一週，除課程進

度內容外，會將影片連結上傳至班上的臉書社團中，並要求同學按讚或分享，以確定是否

觀看影片。錄製影片時，不以艱澀為取向，重視生動、活潑與用詞，並放慢說話速度，目

標在使同學就算不「看」影片，也能透過「聽」達到吸收與了解相關課程知識。同時，透

過影片設計 3-5 選擇題， 讓同學在課間利用 Kahoot 與 Zuvio 即時回饋系統回覆。 

在課中討論上，先詢問同學對影片內容是否有不明白之處。接著讓同學透過 Kahoot 問

題與 Zuvio 即時回饋系統回覆問題，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接著則是讓同學分享或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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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討論，老師進行從旁協助；最後則是總結本週進度，補充同學討論並提醒重點。     

在課後活動上，同學則進行雲端學園的問題與討論，同時針對他的回饋加以延伸討論。

教師則撰寫「反思日誌」，寫下本週看到的優缺點，如問題解決是否合宜、同學學習態度狀

況以及分組討論成效等作為下週實施的重要參考。 有助於教師於下週調整教學腳步，能幫

助教學成長，有助於教師專業提昇，亦能緊抓學生學習狀況。同學亦必須於個人網頁中撰

寫自己的「學習日誌」（本校自製的 portfolio），寫下本週學習狀況，以便於師生共同了解

學習進度與狀況。 

(四)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1. 教學學習成效評量：本校配置期初、期中與期末的教學意見調查問卷，暸解學

生的學習成效 

2.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本計劃課程使用 Kahoot 問答、Zuvio 即時回饋系統，進行

前、後測以及自主學習評量，以暸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有學生學習報告、期

末報告、教師反思日誌等。 

    為比較教學時採用「翻轉教室」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學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的影響。

在實驗處理時，實施學習成就「前測」和「後測」，對班級同學進行「高雄文化學習滿意度

問卷」，進行學習者意見的調查，達成學生精熟學習，確保學生學力水準、增進學生學業自

我觀念與心理健康；並期望在課程上，能涵養學生終生學習的能力，以及落實地實施歷史

課程的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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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實施翻轉教室影片觀後課中討論                        期中後，改為線上授課情形 

 

（二）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與探討（含成效評量實施狀況） 

 

問卷調查得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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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學生進步狀況說明或具體教材產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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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人來講解高雄更多元文化 

(2) 翻轉教學 

(3) 業師的講解，相較其他科目更有對課程的深入 

(4) 老師提供課外相關影片及筆記本，經由個人觀看影片後，可以自己對這個主題

查找更多資料並與他人分享 

(5) 讓學生充分認識當地文化 

(6) 能提出實際地點，讓大家有空餘時間 可以去實際看過 加深印象 

(7) 網路影片 翻轉教室 

(8) 了解高雄文化與景點 

(9) 反轉教室 

(10) 翻轉教室的授課方式以及 Zuvio 程式的點名系統 

(11) 日記記錄 

(12) 教師加入了線上小測驗、小遊戲以及翻轉教室的影片 

(13) 翻轉教室 

(14) 翻轉教室，看影片寫心得 

(15) 利用影片來帶入主題，也讓許多校外的教授或是專家們來進行演講 

(16) 翻轉教室 

(17) 翻轉教室 

(18) 翻轉教室 

(19) 翻轉教室 

(20) 透過影片較生動有趣的方式讓我們了解更多高雄歷史 

(21) 翻轉教室 討論影片內容 

(22) Zuvio 回答問題 

(23) 翻轉教室 

(24) 翻轉教室 

(25) 翻轉教室, zuvio 校園,講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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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跟以往的歷史課不太一樣,老師會用比較貼近我們生活的影片來教學 

(27) 叫別的學校老師講演 

(28) 認識高雄 

(29) 翻轉教室課程 

(30) 藉由翻轉教室的教學方式促進我學習 

(31) 看很多實地影片，不只是用簡報說明而已 

(32) 翻轉教室 

(33) 會透過影片以及演講來吸引學生的專注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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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戶外的學習 

(2) 目前都不錯 

(3) 疫情趨緩後，可以實地走訪 

(4) 實地參訪 

(5) 可以加入更多 YouTube 的影片來學習 

(6) 增加遊戲 

(7) 我覺得可以在課堂上加入更多小遊戲 

(8) 帶我們到高雄有歷史文化的地方參觀 

(9) 可多多利用活動的方式來促進學生們的上課積極度 

(10) 實地踏訪 

(11) 可以到實地進行拜訪 

(12) 戶外勘查 

(13) 我認為可以再多看一些影片，或是相關電影 

(14) 最好可以去外面參觀 

(15) 疫情結束後 可以加一些參觀地點的計畫 

(16) 若有機會，覺得可以實際去外面進行教學 

(17) 可以實地探訪更好 ，安排戶外教學 

(18) 遊戲或問答 

(19) 可以實際去探索 

 

3.其他建議 

(1) 老師的課真的讓我學到很多東西，也是大學四年少數喜歡的老師><❤️ 

(2) 建議課堂可以加入一些跟同學互動的活動促進學習 

(3) 感謝老師提供的筆記本！ 

(4) 非常謝謝老師這麼用心的分享高雄文化、歷史等等 

(5) 很感謝老師堅持的 support 我！ 

 

（四）計畫實施後問題改善狀況 

         根據上面（頁 14-15）同學期末問卷的回饋，可以知道大多數同學多能利用本次翻轉

教室的機會，透過比較輕鬆──觀看影片的方式自主學習，寫在「學習日誌」上能強化印

象，當在課中討論時，無論自己能否分享討論，都能對課程內容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因此

大多數同學對於此創新方法，採取正面、肯定的態度。 

        若從本課程利用學校「網路雲端學園」的期末討論亦可略窺一斑，可舉兩位同學為例：



16 

 

（https://elearning2.wzu.edu.tw/learn/index.php ，1102 日_高雄文化探索 01_UA00）： 

1. 最印象深刻的是翻轉教室，此學習模式非常地新奇和其他課程的不同，我認為翻轉教

室需要自己的自發性與自律性才有效率，而且可以依循自己的節奏，自己安排好時間

觀賞影片和完成心得感想，假若自己沒有自主的完成，那就不可能學習到新知，配合

自己的腳步，同時又兼顧自己收穫新知，所以對我來說此學習方式還蠻有效率的。（大

學部東南亞系一年級） 

2. 這學期的課程中，我覺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課程內容應該是課程介紹與演講活動。課

程介紹的部分，我自己雖然身為高雄人，但其實我覺得自己對於我的故鄉並沒有太多

的了解，可能是因為天天就生活在這裡，所以就沒有太多去注意，或是不知道要如何

取得相關的資訊。經過老師於課堂中的介紹與解說，讓我開始對於高雄的歷史與文化

有進一步的了解，並且對於日常生活中不太會去注意到的地方開始產生興趣。課程中

介紹這些地方從以前到現在到底經過了什麼事和什麼樣的改變，都讓我感到十分有趣。

演講活動透過兩位講師精彩的分享，讓我對於曹公圳與紅毛港有更多的知識，對於它

們歷史有更多的理解。雖然以前的社會課程中也曾經學習過，但那都是非常粗淺的知

識，難得可以由兩位教授給我們詳細的解說，我真的覺得很棒。（五專部德文科四年級） 

綜合上述，透過經費補助，我們改變上課模式，讓同學改變學習方法，能照自己的方

式學習與善用時間。同時，透過邀請課程講者進行專題演講，能深化學習，讓傳統授課方

式多點變化。我們可以說，藉由計畫實施可以幫助同學自主學習、增加學習興趣以及增進

歷史知識等，助益甚多。 

（五）創新規劃導入前後差異（列表） 

        透過期末問卷的回覆，在計畫導入之後，約有 88％-96％的滿意程度（包括非常滿意

與滿意），與期初估算的量化成效高出不少。 

 

 質化成效 量化成效 

學習策略 提高主動學習意願 至少 80％（約 40 人） 

教學方法 提高師生共同參與經營課

堂 

至少 90％（約 45 人） 

學習內容 熟悉高雄文化與生活周遭 至少 80％（約 40 人） 

學習動力 願意透過雲端學園學習討

論，積極參與 Kahoot、

Zuvio 學習系統 

至少 800 人次 （包括線上上課次

數、張貼篇數、討論次數、閱讀

時數等） 

學習評價 喜歡課程、日後願意主動

探索 

至少 85％（約 42 人） 

 

五、 未來精進與改善建議 

        若從年級來看，大學部低年級（一年級）較積極參與課程活動，二、三年級則可

能因為專業課程較重或打工等因素，導致缺曠甚至不願撰寫學習日誌，導致整體分數

較低。四年級中，有不少先前已修過申請者的相關課程，較瞭解課程運作，學習狀況

https://elearning2.wzu.edu.tw/lear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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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較佳。班級中，有兩位日本、一位越南的外籍學生選修，其中兩位日本同學還因為

課程講授與專題演講引發興趣，特別到鳳山的曹公廟、曹工圳等地踏查，對高雄文化

有更一層的認知。 

       本計畫課程要求學生撰寫六篇問題與討論、四篇翻轉教室的學習日誌，以及 Zuvio

即時系統問題檢測，其負擔並沒有想像中嚴重，甚至「學習日誌」遲至第十六週（6

月 6 日）才統一收齊，意味能有充分時間能將作業補齊。因此學生普遍認為，本課程

顛覆他們對通識教育營養學分的想像，對歷史文化學習有幫助。甚至不少同學，期盼

課程能舉辦「校外教學」，大家一起踏查、共學，但礙於這幾年新冠病毒影響，團體校

外活動仍不便舉辦，十分可惜。 

       本課程一開始計有 55 人選修，但後來有 6 人棄修，人數並不算少，當中有不少人

是因為新生課程重，以及期中考試沒唸書分數低所致。但期中考試僅佔 20％，且多數

題目都是課堂所講、Zuvio 選擇題，顯見同學有其他考量。通識歷史課程常被視為專

業課程附屬。所以有部分學生常以為只要來上課，就應該給予學分，這意味也學生的

自主學習與學習興趣仍需要被適合引導與鼓勵。 

        就教師端來看，翻從轉教室、行動學習與問題解決導向等課程內容與方式，到目

前不斷呼籲以「學生學習本位」為主體，雖是不同面向的課程經營，卻是目前教育方

針需要改變的部分，改變的是學校、教師與學生，缺一不可，這樣才能共創良好的學

習場域，是真實、自主的「學習」。 

六、  政府部門補助之課程與教學計畫申請規劃 

         111 學年度教學實踐計畫（已於 110 年 12 月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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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動/紀錄/照片（至少十張，照片請附說明） 

 (一)學生參與狀況說明 

1.課程參與狀況：R301教室授課情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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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週(3/7)上課狀況                                          第4週(3/14)課程討論 

2.線上授課 

   

第12週(5/9)線上授課以及其他教師線上觀課情形 

3.翻轉教室影片內容截圖 

   
第3週(3/7)第一次翻轉教室影片                        第11週(5/2)第三次翻轉教室影片 

         單元名稱「荷蘭到日治時期的打狗港」         單元名稱「高雄茂林藝術部落各種文化」 

(二)課程演講 

 第5週(3/21)，邀請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林思玲教授，講題為「養育高雄的

曹公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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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週(5/16)邀請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退休教授張守真教授，講題為「紅毛港漁業文化」

(線上演講) 

   

(三)線上課程截圖 

   

第12週（5/9）上課狀況                                       第15週（5/30）課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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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程/教材內容及學習成果 

(一)教材截圖 

   

(二)Zuvio 回饋系統 

 利用 Zuvio 系統實施 GPS 點名 

 

 利用 Zuvio 系統師生進行課程公告與問題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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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端學園線上問題與討論 

   

(四)師生學習日誌 

1.學生學習日誌 

 學習日誌1：同學利用「學習日誌」，寫下課程內容、演講與翻轉教室的討論 

    

 學習日誌2：同學看完翻轉教室影片，寫下討論之後，並分享曾到當地的感想，作為課

程記錄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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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助教反思日誌： 

教師會針對每次實施翻轉教室後，寫下反思日誌；課程助理則從學生或「師生橋樑」

的角度，寫下自己想法與觀察，作為下次翻轉教師或課堂上課的精進，同時也能訓練助

教獨立思考與學習能力。 

      



25 

 

教師反思日誌                            助教反思日誌 

 

 

參、實際教學綱要及課程內容 

一、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高雄文化探索 

課程類別 

（學制） 
日四技 

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授課教師 謝忠志 職稱 專案副教授 

師生互動 

辦公室 Q907 室 辦公室電話 7217 

電子信箱 99333＠mail.wzu.edu.tw 

約談時間 星期二 8：10-12：00 

學分  2 學分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開課類別 日四技共同二 開課年級 二年級 

課程內容概要 

一、課程內容概要：課程內容概要本課程以認識高雄文化為出發點，

協助學子瞭解生活周遭，發現高雄文化特質。從歷史文化為起

點，探究高雄的宗教信仰、年節俗慶與古蹟遺址等，藉由實地探

索，達到關懷自我生活環境的目的。 

二、主要授課語言：中文、台語 

課程學習目標 

使學生能： 

1. 引導學子理解「高雄文化」的實質內涵以及研究方法。 

2. 引導學子瞭解高雄文化，包括歷史、文化、族群、宗教與習俗

等，深化探索高雄應具備的知識。 

3. 養成學子正確的問學態度，學會如何自我學習、反思與應變。 

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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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主管理能力 1-0-2 自主學習能力 

思考問題的

形成原因，

透過自身學

習或同儕合

作尋求解決

之道 

1.自主管理能力 1-0-3 反思能力 

能了解自

我，從自主

學習做起 

7.建立關係能力 7-0-1 團隊合作能力 
能積極參

與，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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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見與增

進團隊合作 

8.答覆使命能力 8-0-1 社會關懷能力 

了解身邊事

物，進而關

懷生活周遭 

學生先備知能 對高雄地區大小的生活文化感興趣，願意持續關懷周遭 

教學學理基礎 願意積極學習，主動探索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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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平台 實體教學(Face-to-face instruction) 

主要教學策略 

1. 講授(Lecture) 

2. 實作(Hands-on) 

3. 分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評量 

評量方式與評分比

例分配 

1. Kahoot、Zuvio 線上系統測驗：包含期中線上

測驗，35% 

2. 觀看與討論翻轉教室影片、資料：15% 

3. 課程議題討論與同儕互評：15% 

4. 撰寫學習日誌：15% 

5. 平時表現：包括出席率、主動發問與帶領討

論，20％ 

課堂要求 
1.課堂上可隨時針對課程踴躍發言、表達意見。 

2.請準時觀看線上資料、繳交報告。 

教材 

(請條列式敘述) 

教科書 

 自編教材 

 

1. Sam Wineburg 等著、宋家復譯，《像史家一

般閱讀：在課堂裡教歷史閱讀素養》台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2. 黃俊傑，《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高雄：陳

中和翁慈善基金會，1994。   

3. 謝翠玉，《高雄縣鄉土 DNA：民俗文化與祭

典、文化產業》，臺北：國家文化總會，

2008。 

4. 鍾鐵民，《南方人文聚落 : 大高雄人文印象暨

文化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11。 

5. 龔李夢哲(David Charles Oakley)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編譯，《臺灣第一領事館：洋人、

打狗、英國領事館》，高雄：高雄市文化

局，2013。 

參考書目或網址 

1. 今和次郎著，藤森照信編，詹木如、龔婉如

譯《考現學入門》，台北：大和書報，

2018。  

2. 巴代，《散步讀冊好日頭：高雄作家帶路、

在地讀物、獨立書店的美好旅程》，台北：

聯經，2019。 

3. 王御風等，《覆鼎金物語：高雄市墓葬史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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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高雄：巨流圖書公司，2018。 

4. 強納森‧柏格曼(Jonathan Bergmann)、艾

倫 ‧ 山 姆(Aaron Sams)著 、 黃 瑋 琳 譯

（2016），《翻轉教室：激發學生有效學習的

行動方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5. 郭吉清、廖德宗，《左營二戰祕史》，高雄：

高雄市文化局，2019。 

6. 謝鑫佑，《五囝仙偷走的祕密：新增覆鼎金

2011田調珍貴照片版》，台北：時報出版，

2019。 

教學用軟體 Microsoft Office、Zuvio、Kahoot 等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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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課程介述 講授、PPT  學習成效問卷前測 

2 2/28 

戀 戀 打 狗

（一）：高雄

歷史溯源 1 

影片 放假 觀看翻轉教室影片 1 

3 3/7 

戀 戀 打 狗

（一）：高雄

歷史溯源 2 

講授、PPT、

討論 

實施翻轉教

室 1 

雲端學園討論、學習

日誌 

4 3/14 

戀 戀 打 狗

（二）：高雄

政經發展 

講授、PPT  

課程討論、Kahoot 、

Zuvio 即時回饋系統、

學習日誌 

5 3/21 

打 狗 趣

(一)： 高 雄

文化特質 

講授、討論 課程演講 1 觀看翻轉教室影片 2 

6 3/28 

打 狗 趣

（二）：高雄

生活環境 

講授、PPT 
實施翻轉教

室 2 

課程討論、Kahoot 、

Zuvio 即時回饋系統、

學習日誌 

7 4/4 

打 狗 趣

(三)： 高 雄

文化資產 

講授、PPT  
雲端學園討論、學習

日誌 

8 4/11 

打狗趣(四):

高雄廟宇文

化 

講授、PPT  
雲端學園討論、學習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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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18 期中考試 考試 考試  

10 4/25 

打狗趣(五):

高雄戲曲發

展 

講授、PPT  觀看翻轉教室影片 3 

11 5/2 

小小史學家

（一）：口述

歷史的發展

與介述 

講授、討論 
實施翻轉教

室 3 

課程討論、Zuvio 即時

回 饋 系 統 、 學 習 日

誌、學習日誌 

12 5/9 

小小史學家

（二）：考現

學與實地訪

查 

講授、PPT 觀課 
課程討論、Zuvio 即時

回饋系統、學習日誌 

13 5/16 
好厝邊(一):

三民區由來 
講授、PPT 

課程演講 2

（線上） 
學習日誌 

14 5/23 

好厝邊

（二）：三民

區、愛海上

游與文藻 

講授、討論  
Kahoot、觀看翻轉教

室影片 4 

15 5/30 

再造社區

（一）：覆鼎

金的在地風

華 

講授、討論 
實施翻轉教

室 4 

課程討論、Zuvio 即時

回饋系統、學習日誌 

16 6/6 

再造社區

（二）：覆鼎

金人物誌 

講授、PPT、

討論 
 繳交學習日誌 

17 6/13 

再造社區

（三）：建構

覆鼎金文化

意象 

講授、PPT、

討論 
 

雲端學園討論、分享

學習日誌 

18 6/20 
結語：拼貼

覆鼎金 

講授、PPT、

討論 
 分享學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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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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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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人力工作費

或工讀費 

30355 32480 107% 本學期將工讀金分聘二位助

理，分別各領取二個月、三個

月的工讀金。助理協助蒐集資

料、管理雲端學園，以及協助

課中與課後 Zuvio 系統操作等。

並將部分交通費流用為工讀

金。 

資料蒐集與分析

費 

2500 3173 127% 因交通費尚有餘額，因而購買

《課綱中的台灣史》等書，作

為下學期教材之用。 

雜支 5310 8533 161% 因應期中過後改為線上課程，

而購買視訊鏡頭；講者的二代

健保費用，亦由此經費支應 

交通費 5960 0 0% 課程講者因新冠肺炎考量無法

蒞校，而將交通費挪為工讀

金、資料蒐集費與雜支等相關

支應 

演講費 8000 8000 100%  

影印費 4210 4149 99% 影印課程所需資料、掃描學生

學習日誌等 

總計 56335 56335 100% 未有結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