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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資源融入各領域教學優良教案徵選活動 

【報名表】 

※本表格資料參考用，實際資料請上網下載檔案，以電腦繕打後並列印 

收件編號 (勿填寫) 組別 高中職組 

教案名稱 破除思想枷鎖－那些你我所不知道的偏見與歧視 

領域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學習階段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教學總時間 3節 

設計理念 

        配合高一部定課程「文化與社會規範」授課，本課內容十分貼合日常生

活，故本次採用「小組間合作學習法」，讓學生整合課堂所學，針對特定議

題自行查找資料，並從訪談報導中了解不同群體的生命歷程與獨特故事，打

破學生對部分群體的既有想像。本次課程採用google site作為教學媒材，綜合

各式檔案於網站當中，期待培養學生「蒐集資料、整合訊息」的能力，同時

也建立學生高層次認知，以實際社會現象或議題進行剖析、解釋與詮釋，學

生試圖以「社會科學家」角度察覺或洞悉文化間背後恐存在的文化差異衝

突，使學生對不利群體在社會中的處境有更深一步的了解，最後各小組以報

告與班上同學進行簡報分享。 

        結合SDGs永續發展目標理念中的目標5－性別平等「5.1終結所有對婦女

和女童的各種形式歧視。」以及

目標10－減少不平等「 10.2 

2030年前，增強並促進所有人

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包容性，

無論其年齡、性別、身心障

礙、種族、族群、族裔、宗

教、經濟或其他任何區別。」 

 

作者一 

基本資料 

姓名 服務學校 職稱 聯絡電話 

張惠甄 
彰化縣員林高

級中學 
實習老師 

(O) 

(H)048591342 

(行動)0987-417263 

(傳真) 

E-mail sarra07068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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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資源融入各領域教學優良教案徵選活動 

 教案(教學計畫)作品設計的特色【摘要】 

 

         配合高一部定公民與社會課程，內容主要講述「文化與社會規範」，配

合課綱條目「公Dc-V-1 不同文化之間為何會有摩擦或衝突？」、「公Dc-V-2 我國

目前有什麼具體政策，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希望藉由本次課程建立學

生「同理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歷」、「整合公民知識論述自己的主

張並能提出合理的論證」，進一步將這樣的認知持續應用於生活當中。因此針對

本次課程，採以「小組間合作學習法」授課，並於課堂中希望訓練學生「高層次

認知」能力，故安排學生素養任務-探究議題報告。以下為整體課程設計中的介紹

說明： 

1. 教學法上，以PPT講述課本重要概念，並搭配案例說明。接續引導學生思考

三個議題（無家者、性別性傾向、外籍移工），另提供完整的議題報告步驟

與範例，讓學生從中模仿與建立議題思考的架構，以「小組間合作學習法」

讓學生產出小組的報告作品。 

2. 教學媒材上，採用google site，綜合各式檔案於網站當中，如議題說明檔案、

推薦素材網站、上傳專區，讓學生可直接點選使用，藉此培養學生運用科技、

蒐集網路資訊的能力。 

3. 教學成效上，於製作報告的過程中，為了解學生本身對群體的印象，故設計

了「前測與後測表單」，藉以了解學生報告前後的變化。 

4. 教學評量上，採用「教師評分」、「同儕互評表」，以多方評量的方式給予

學生分數。再者採用「檔案評量」，讓學生可有目的性的蒐集資料，展現小

組中討論與凝聚觀點，其中更包含學生的學習自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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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資源融入各領域教學優良教案徵選活動 

【教案(教學計畫)作品設計】 

※本表格請上網下載檔案，以電腦繕打後並列印。 

教案名稱 破除思想枷鎖－ 

那些你我所不知道的偏見與歧視 

教學節數 3節 

教材來源 1. 龍騰版(乙版)第一冊課本第七課－文化與社會規範 

2. 龍騰版(乙版)第一冊教用課本 

3. 三民版第一冊第八課－多元文化與全球化 

4. 公民可以很有事:志祺七七の議題探究x資訊辨識x觀點養成獨門心法大公開 

領域/主題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文化與社會規範 

 

適用年級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一年級 

七年級 

高一 

二年級 

八年級 

高二 

三年級 

九年級 

高三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教學

理念 

  配合高一部定課程「文化與社會規範」授課，本課內容十分貼合日常生

活，故本次採用「小組間合作學習法」，讓學生整合課堂所學，針對特定議題

自行查找資料，並從訪談報導中了解不同群體的生命歷程與獨特故事，打破學

生對部分群體的既有想像。本次課程採用google site作為教學媒材，綜合各式檔

案於網站當中，期待培養學生「蒐集資料、整合訊息」的能力，同時也建立學

生高層次認知，以實際社會現象或議題進行剖析、解釋與詮釋，學生試圖以

「社會科學家」角度察覺或洞悉文化間背後恐存在的文化差異衝突，使學生對

不利群體在社會中的處境有更深一步的了解，最後各小組以報告與班上同學進

行簡報分享。 

 

 

 

 

教

學

研

究 

領綱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理解及思辨】 

 公1b-V-2  

運用公民知識解釋相關

社會現象。 

 公1c-V-2   

整合公民知識論述自己

的主張並能提出合理的

論證 

【態度及價值】 

 公2b-V-1  

同理個人或不同群體在

社會處境中的經歷 

領綱 

核心 

素養 

 社-U-B1 

運用語言、文字、圖表、影

像、肢體等表徵符號，表達

經驗、思想、價值與情意，

且能同理他人所表達之意

涵，增進與他人溝通。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具備

探索、思考、推理、分析、

批判、統整與後設思考的素

養，並能提出解決各種問題

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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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及參與】 

 公3b-V-1  

善用多種策略蒐集公民

與社會生活相關資料。 

 公3b-V-2  

分析並運用公民與社會

生活相關資料。 

 公3c-V-1  

傾聽他人意見並澄清彼

此觀點。 

 社-U-C3 

珍視自我文化的價值，尊重

並肯認多元文化，關心全球

議題，以拓展國際視野，提

升國際移動力。 

學習 

內容 

 公Dc-V-1  

不同文化之間為何會有

摩擦或衝突？ 

 公Dc-V-2  

我國目前有什麼具體政

策，促進不同文化之間

的平等？ 

 公Bc-V-1  

社會規範如何維護社會

秩序與形成社會控制？

在什麼情形下，規範會

受到質疑而改變？ 

 公Bc-V-2  

社會規範對個人追求自

我實現以及社群的資源

分配，會產生哪些影

響？ 

學習 

目標 

1. 理解及思辨 

1-1 能清楚理解我族中心主義、刻板印象、歧視、文化位階與權力壓迫等

文化衝突意涵。 

1-2 能察覺社會中群體間產生文化衝突的成因。 

1-3 能以社會現象分析詮釋背後存在的文化內在思維與外在表現。 

2. 態度及價值 

2-1 能主動關懷社會上不利群體的處境。 

2-2 透過案例查找，能以同理與尊重角度看待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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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能自省自身對群體存在的印象是否太過單一或偏頗。 

3. 實作及參與 

3-1 善用多種策略、管道、數據資料蒐集少數群體議題的相關資料。 

3-2 運用課堂相關所學的名詞概念，分析詮釋社會現象。 

3-3 小組彼此討論與傾聽對方想法，學習如何分工與溝通 

3-4 透過討論凝聚共識，彙整成小組觀點、擬定生活中可行性作為。 

教學 

策略 

1. 教學法上，以PPT講述課本重要概念，並搭配案例說明。接續引導學生思

考三個議題（無家者、性別性傾向、外籍移工），另提供完整的議題報告

步驟與範例，讓學生從中模仿與建立議題思考的架構，以「小組間合作學

習法」讓學生產出小組的報告作品。 

2. 教學媒材上，採用google site，綜合各式檔案於網站當中，如議題說明檔

案、推薦素材網站、上傳專區，讓學生可直接點選使用，藉此培養學生運

用科技、蒐集網路資訊的能力。 

3. 教學成效上，於製作報告的過程中，為了解學生本身對群體的印象，故設

計了「前測與後測表單」，藉以了解學生報告前後的變化。 

4. 教學評量上，採用「教師評分」、「同儕互評表」，以多方評量的方式給

予學生分數。再者採用「檔案評量」，讓學生可有目的性的蒐集資料，展

現小組中討論與凝聚觀點，其中更包含學生的學習自省證據。 

參

考

資

料 

使用本館實體館藏臺灣文獻書目：無

  

融入教學內容(簡要列舉說明)：

  

使用本館數位館藏臺灣文獻書目：(雲端閱讀電子書整合查詢系統)公民可以很

有事 :志祺七七の議題探究x資訊辨識x觀點養成獨門心法大公開 (ISBN：

9786263051034) 

融入教學內容(簡要列舉說明)：使用讀者(志祺七七)於文章中使用的議題心法引

導、議題範例 

其他：台灣圖書館首頁＞資源探索＞數位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本館採購與

徵集之電子資源) 

(簡要列舉說明)：社會科學相關公開資料，可於此處蒐集相關網站參考。 

 

議題融入 

說明 

 人權教育： 

人 U5 理解世界上有不同的國家、族群和文化，並尊重其文化權。 

 多元文化教育： 

多 U3 探討不同群體的文化，並能從各文化群體的觀點進行分析。 

https://www.ntl.edu.tw/np.asp?ctNode=165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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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教

學

架

構 

單元名稱 節數 

單元一 可能連你不知道的偏見或歧視眼光-族群文化的平等 1節 

單元二 那些隱形的社會枷鎖-生活中的社會規範 1節 

單元三 Show your see-成果發表 1節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歷程(含時間)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第一節課 

壹、準備課程 

一、引起學生動機 

讓學生簡單比較「刻板印象、偏見、歧視」的差異，並解釋舉例。 

提醒 

1. 此部分要注意學生回應時，請不要以人身攻擊方式舉例，或是

帶入某些群體印象，避免加深對群體的誤解。 

2. 建議教師可依自己的身分、卡通人物讓學生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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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筆電 

口語

評量 

貳、發展活動 

一、為什麼存在這些對族群或文化的認知？ 

(一) 案例一對穆斯林的印象？ 

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常以諷刺方式批評政

府，多次以言論自由與世俗精神為由，繪製醜化穆斯林與伊蘭文化

的漫畫，常將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基本教義扣連在一

塊，引發多次引發衝突與爭議。儘管人民被保障言論、出版自由，

但也可能助長了大眾對伊斯蘭宗教更加恐懼的情緒，反而塑造伊斯

18 

詳見

教學

PPT 

口語

評量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sep/02/charlie-hebdo-attack-suspected-accomplices-go-on-trial-in-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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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就是全球恐怖主義與暴力的根源，更鞏固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隔

閡。 

(二) 案例二美國電影－關鍵少數 

簡述電影內容：從黑人平權運動、女權等議題搭配冷戰時期美蘇太

空競賽的科技史題材，又以三位在NASA工作的非裔的數學、工程

天才的女性視角去呈現60年代初期，種族隔離儘被認定違法、但依

然無所不在… 

簡述內容後，讓學生觀看「關鍵少數」預告片 

▲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TTEhccVaw7k 

提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件發生呢？ 

擬答：對黑人的不尊重、認為女性數理能力差 

(三) 講解核心文化、族群概念 

1. 我族中心主義 

 
2. 種族歧視 

 

提問：種族歧視與我族中心主義的差異在於？試問關鍵少數中存在

哪些歧視？（至少2項） 

擬答：歧視，表示持負面看法且已作出行為。種族歧視，因帶有我

族中心主義的角度去看待另個群體、性別歧視 

3. 文化位階與權力壓迫 

https://youtu.be/TTEhccVaw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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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文化真的有分高低嗎？ 

▲ 從喝酒為例，人們常認為喝白酒、紅酒代表一種高尚、優雅的氣

息；相反若是喝藥酒，恐直觀認為是較低俗的行為。 

▲ 一般常看到的電影英雄人物，大多是什麼演員飾演？其實可發現西

方影集存有塑造白人英雄的期待。當然近年美國推出首部以黑人為

主的超級英雄電影－黑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黑人英雄亦無任何

保障種族平等的行為，反而以爭取平等的黑人為敵。希望打破刻板

印象的超級英雄電影背後是否仍存有帶有白人的意識形態支配？ 

▲ 然而同性婚姻、同性戀者於社會中，偏向「非主流文化價值」，故

仍常受到許多人不理解的眼光看待，甚至認為這是一段不健康的關

係，進而被貼上汙名化的標籤。 

▲ 台灣早期有過「在公共場合禁說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各族的母

語」，掌握政權者以權力禁止使用其他語言，壓迫了多元文化、語

言的發展。 

 

二、如何促進不同多元文化間的平等？ 

為使不同族群都能相互理解、和平共存，維護民主社會中自由、平

等的與多元文化價值，應督促政府有積極作為。 

(一) 多元文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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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2004 年的第十四屆按語言劃分「國語、台語、客語、原住民

族語」專輯獎項。 

(二) 實際立法保障 

1.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定位為國家語言，積極保障族語使用與傳承 

2. 2019年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 

→進一步明定所以台灣各固有族群自然語言與手語均為國家語言。

舉例：除了國語的公文，另使用族語書寫公文書，期待讓原住民族

的多元文化受到更多重視。 

三、說明報告內容與熟悉平台操作 

（於上次課堂結束後已告知有報告性質的環節，及老師安排實作的

立意。） 

1. 公布分組名單（由老師直接指定，考量因素如下，但教師可再依學

生狀況、特質調整） 

(1) 將具領導型與較活潑的學生分散至不同組別 

(2) 本次避免採自願組隊方式，擔心學生恐找不到組別 

2. 說明注意事項 

 

3. 資源介紹－好物推薦 

(1) 報導者 

(2) 獨立評論 

(3) 巷子口社會學 

(4) 法律白話文 

(5) 志棋七七 

(6) 台灣圖書館館藏（線上資源），以下詳細介紹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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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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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google 搜尋引擎打上「國立台灣圖書館」 

 
▲ 與學生大致介紹台灣圖書館的網路介面，好用的網路資源，並

讓學生觀看操作流程。 

Step2：首頁＞資源探索＞數位資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本館採購

與徵集之電子資源) 

 
▲ 選擇網路線上資源供學生後續查找資料時使用。 

Step3：網路辦證，並登入 

 

▲ 建議學生可直接於「網路辦證」，完成本館虛擬借閱證申請，

可馬上使用線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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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圖書

館網

站、

google 

site、

google 

表單 

 

點選此欄位 

https://www.ntl.edu.tw/mp.asp?mp=1
https://www.ntl.edu.tw/np.asp?ctNode=165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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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資料庫分類＞社會科學（可依照欲尋找的資料類別，或輸

入關鍵字查詢） 

 

 
 

▲ 推薦學生在製作報告時，可善用社會科學相關的公開「政府資

料」與「全國法規資料庫」內容。 

4. 掌握要點 

 

▲ 向學生說明議題思考的架構方式與舉例，未來可將此步驟應用

在自己有興趣的議題當中。 

➔參考書籍：公民可以很有事：志祺七七の 議題探究×資訊辨識

×觀點養成 獨門心法大公開 

5. 內容要求 

(1) 由於班上高一第一次接觸實作作品，故以明確性引導的方式，

讓學生可以按照規範完成綜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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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學生將此張投影片拍下來，此為教師的評分依據，務必完

成上方的報告要求。 

(3) 1/4(二)14:10-15:00 課堂進行分組報告 

6. 手機填寫對報告前表單（共5題） 

事前先瞭解學生對這些群體的初步印象，每個學生都須完成 

 
▲ 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tyuCduF3ZRDiQoLF6  

 

 

 

 

 

https://forms.gle/tyuCduF3ZRDiQoL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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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手機登入Google site 網址 

 
▲ 網址連結： https://reurl.cc/Ere3kK  

8. 各組代表至台前選定主題 

參、總結活動 

使用筆電進行各組主題討論（上一次課堂提醒學生可自行攜帶筆

電，或上課前向學校設備組借用筆電） 

1

5 

8 

  

肆、下次課堂注意 

一、下次課堂於揚藝樓二樓GIS教室上課，不必攜帶筆電 

二、請善加運用課間或連假期間進行小組討論，於下次上課前完成各組

主題、架構，並與老師討論小組的內容，或遇到的瓶頸。 

      

 

 

 

 

 

 

 

 

 

 

 

 

 

 

2 

  

https://reurl.cc/Ere3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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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至學校GIS電腦教室） 

壹、準備課程 

一、學生座位按照小組與教師投影畫面位置入坐 

二、課程默契培養： 

(一) 上課期間尊重同學教師，請將小螢幕收好！ 

(二) 積極參與小組討論、找資料 

(三) 把握時間、盡好本份工作 

三、引起學生動機 

提問：搭上手扶梯後，你習慣靠單側？為什麼 

擬答：對，這樣可以讓趕時間的人先過／習慣站單側 

3 

  

貳、發展活動 

一、生活中的社會規範 

(一) 社會規範有哪些？ 

1. 提問：搭上手扶梯後，你習慣靠單側？ 

以台北捷運為例，「右側站立、左側通行」已經是很久以

前的宣導，目前宣導一律是「緊握扶手、站穩踏階」。儘

管政令已不再規定要乘客站立於右側，但以目前在台北車

站內觀察，仍有多數民眾會繼續站單側手扶梯。讓趕時間

的乘客從左側移動。 

2. 提問：平常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會乘坐博愛座嗎？ 

「博愛座讓位」雖無立法強制規定，無形中影響民眾的道

德觀，形成內在社會控制，導致尖峰時仍然空著的現象。 

3. 提問：大家為什麼看到紅燈會停下、行車期間如需轉彎、

變換車道，需…？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3條：汽車駕駛人，行經有

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42條，處新臺幣1,200~3,600元的罰鍰。 

(二) 生活中存在哪些社會規範？ 

上述其實就提及了「道德、法律」層面，除此之外，還包含

「宗教、習俗」。這些社會規範反映了社會文化、維護社會秩

序，甚至成了社會控制 

 

 

 

20 

教學

PPT 

口語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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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規範中形成哪些「社會控制」？ 

 

三、 社會規範如何影響群體與個人 

(一) 過年最怕長輩問什麼問題？ 

▲ 如：什麼時候要結婚、薪水多少？要不要生小孩？ 

▲ 傳統習俗、生活中是否存有對性別既有的印象觀念？像是，嫁出去

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初二嫁出去的女兒才能回娘家、男主外，女

主內。 

▲ 另外在社會上的職位稱呼也略見一二，如刻意強調「女強人」、

「男護士」、「老闆娘」，特別以性別去作稱呼。背後其實隱含

「性別刻板印象」。 

(二) 家庭性別角色 

▲ 依照我國2018年兩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及比例，女性約占

82.33%，男性占17.67%。 

 
▲ 15歲以上有偶女性與其丈夫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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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看出目前台灣社會形塑的性別角色分工依然明顯 

(三) 職場性別角色 

▲ 工作中男女人數比例的顯著差異 

在 STEM 領域（包含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以及數學（Mathematics）多數是男性，女生佔少數 

▲ 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只適合做輔助的角色、家事工作?） 

▲ 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美國、韓國）歷年來我國兩性平均薪資差

距相較美、日、韓等國為小。近10年來，各國薪資差距皆呈下降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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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兩性薪資差異、工時 

四、性別歧視恐阻礙哪些自我實現？ 

 

▲ 許多公司在升遷與外派員工至分公司擔任管理職位或相關工作

時，考量女未來恐因身孕需暫時離開工作崗位，故公司在調派

人力或升遷中，性別也常是決定因素。 

圖片來源：https://www.storm.mg/article/84711?page=1  

https://www.storm.mg/article/8471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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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性別角色規範不平等，也存在LGBT等性傾向的少數群

體。因外貌與行為與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不同，而遭受到歧視

與排擠。 

圖片來源：同性婚姻遊行。

https://static.rti.org.tw/assets/thumbnails/2019/09/09/ccf14636d233d4d

f2deb5a15147ed4d7.jpg 

 

教師講解：由上述案例可知道不管是內在或外在社會規範其實都會

影響人們的生活思想與行為。然而社會經常由主流文化及優勢群體

決定，往往易忽略少數族群的群益與需求，使部分群體面臨不利處

境，進一步不影響到群體或個人的自我實現與發展。 

五、小組蒐集資料與討論 

(一) 釐清各組目前的報告瓶頸與問題 

(二) 提醒學生明天各組6分鐘報告！ 

(三) 電腦隨機決定明天報告順序 

(四) 上課前將各組檔案務必放置於桌面 

25 

  

參、總結活動 

(一) 於課前將所有報告檔案放置於桌面，逾期將影響分數 

(二) 說明評分標準與組別報告順序 

5 ➡ 3 ➡2 ➡1 ➡4 ➡6   

 

 

 

 

 

2 

  

https://static.rti.org.tw/assets/thumbnails/2019/09/09/ccf14636d233d4df2deb5a15147ed4d7.jpg
https://static.rti.org.tw/assets/thumbnails/2019/09/09/ccf14636d233d4df2deb5a15147ed4d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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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發表 

壹、準備課程 

一、說明評分規準、同儕互評表 

 

二、報告注意事項 

 一組時間6分鐘 

 預備鈴請準備收尾，鈴聲響即結束，請各位把握好時間 

5 

  

貳、 小組報告 

一、 第5組-嘉義33名移工集體罷工邀按照本勞給夜班津貼 

二、 第3組-無家者 

三、 第2組-從 Marites 的故事，看見懷孕移工最無力的一面。 

四、 第1組-台灣寫下歷史，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國家 

五、 第4組-關於女性無家者 

六、 第6組-同性戀有病嗎? 

40 

  

參、總結活動 

 學生完成報告後表單 

1. 對議題的認識程度 

2. 同儕互評表 

3. 對這次分組報告的心得與感受 

 表單填寫約3~5分鐘，請各位審慎填寫與回答，同儕互評占30%分數 

 表單填寫至這周五20:00前 

5 

 實作

評量

詳見

評分

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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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RK7xhcTzy3CgAJAU7  

肆、 下次課堂提醒 

一、 明後天老師會將各組回饋放置雲端，請各組確認，並針對老師

建議調整內容！ 

二、 相關照片與影片會放置於雲端，請自行放入個人反思心得。為

自己的學習歷程做紀錄。 

 

   

https://forms.gle/RK7xhcTzy3CgAJA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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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請輔以文字說明，張數不限) 

  

課堂運用案例，與學生講解文化差異下，恐

出現的文化位階。 

讓學生以手機掃QR code進入google site網頁，

了解接續各小組的議題任務。 

  

透過課堂使用筆電方式，讓小組可直接於課

堂中討論與紀錄。 

和學生說明擬定主題須注意的事項，提供學

生參考。 

  

第二節課於GIS電腦教室進行授課 各組與老師討論小組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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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前，與學生說明報告注意事項，並仔細

聆聽、尊重台上講解者。 

小組推派代表以簡報方式與台下同學分享與

分析詮釋議題內容與小組觀點。 

  

學生運用圖表方式轉化文字與數字，可快速

讓台下觀眾一目了然。 

報告內容中，除了觀察、分析詮釋觀點，更

提出小組觀點與思考解決辦法。 

教學心得與省思(含學習成效分析、教學省思、修正建議等) 

一、  學習成效分析 

(一) 問卷分析（全班共34位，皆有填寫） 

 
▲ 從中可以看見學生對此問題「非常不同意」的人數增加，但其中特別的是「無意

見」也同時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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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問題學生在「非常同意」人數比例增多，另外關於「非常不同意」的部分，有調

閱該名學生的表單資料做確認，在質性說明上提及「男生女生並沒有什麼不同，希望

這個世界能秉持著「gender equality 」的道理」，猜想應該是誤填。 

(二) 文字雲分析（將學生的質性回饋轉為文字雲，字體越大，表示越多被提及） 

1. 以一個詞形容你所知的「無家者（街友Homeless）」  

 
▲ 從上圖中可以發現，報告前大家對無家者的印象相較片面，報告後，對群體的印象有

了更多元與不一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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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一個詞形容你所知的「外籍移工」 

 

▲ 從上圖中可以看見學生起初對外籍移工的想像，但在報告結束後，對群體的描述詞

更加豐富多元。從中發現學生對群體有了不同的樣貌與處境狀態。 

(三) 教學成效評估 

 

▲ 此表單為五點量表，各問項滿分為5分。學生普遍對報告的平均滿意度有達4分以上，

其中在小組討論充分的部分，平均分數為3.6，此部分恐因課堂時間相較緊湊，學生

較難於課堂內討論完成，需另外花費學生的課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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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省思 

(一) 值得繼續保留 

1. 使用協作平台「google site」（類似網站，介面人性化方便使用者操作），將資料

統整後放上平台，方便學生檢索與觀看資料，此平台亦可連結雲端網址，可直接

將作品上傳至此。  

2. 使用範本讓學生參考，可讓學生對作品有概念圖象。 

3. 讓學生填寫同儕互評表，可進一步了解小組間的分工與討論狀況，教師可主動找

綜合評分低的學生確認與了解分工討論狀況。 

4. 學習建構學生議題思考的步驟，「發現與界定問題->觀察與蒐集資料->分析與詮

釋資料->總結與反思」，未來可以此架構繼續套用到自己有興趣的領域或議題。 

(二) 過程中施行的困難點與克服 

1. 整體操作時間不足： 

因配合部定公民課程，讓學生上機實作，故整體進度安排較緊湊，學生於課堂的

討論時間較不足，需要額外運用課外時間蒐集資料與討論，許多學生都趁著連假

自主討論，在報告回饋單中學生也有提及時間不足的部分。故此部分活動建議可

縮減學生的素養任務，可針對「觀察與蒐集資料」、「分析與詮釋資料」說明即

可。 

2. 教師難確實掌握各小組的進度： 

部份小組會於課堂中主動提起問題與教師討論，但有些組別在執行任務上狀況不

佳，需時刻提醒。另外也因未事前安排各小組的討論時間，故小組會同時跑來與

教師討論，部份小組會出現等待的時間。 

3. 整體引導過程可再按部就班進行： 

因各組須處理的議題相較龐大，外加對於高一生來說，學習議題思考更需要逐步

引導，才較能切中核心，扣緊問題提出現象的分析解釋與行動。後續如有機會，

可將此類型的活動應用在「探究與實作」當中，除了課程時間配合充裕外，教師

也可一步一步拋出提問帶學生思考議題的要領與注意事項。 

4. 事前不清楚學生議題報告的程度： 

實作前不清楚學生對文書處理、簡報製作、蒐集資料並裁切適切資料的能力狀

況，故決定採以小組進行方式，讓學生各取所長，透過彼此教與學中培養操作技

能。教師可依照各班狀況，調整給予學生的素養任務。 

三、 修正建議 

(一) 課程施行 

1. 本次課堂小組人數約5~6人，少數幾位學生出現搭便車的行為，建議後續教師在

進行分組時，可依班級學生狀況拆分，盡量讓每位學生在組內都有工作事項。 

2. 教師可視課堂進度而並，建議無須讓學生製作報告，可提前一個月，並於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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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推進一些進度，讓學生可以清楚建立起思考議題模式，教師容易掌握進

度。 

3. 建議未來操作課程時，可預留更多課堂討論，並讓小組有更多充分時間討論。 

4. 建立清楚的原則與繳交機制，強調「為自己的作品負責、準時繳作業、自行安

排進度」等基本原則，並讓學生理解未於時限內完成恐遇到的處分。 

(二) 帶小組議題討論 

1. 每次課前須交付小組任務，並於當天課堂中驗收。 

2. 提醒小組帶著討論的問題來與我討論，這樣才能快速對焦與解決問題。 

(三) 學生發表 

1. 適時提醒台下的學生保持安靜，尊重台上的講者。並適時走動於課堂當中，觀看

學生專注狀況。 

2. 小組報告結束後，立即鼓勵台風佳、口語清楚、肢體語言自然的學生。 

 

評分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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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果展現】 
 學生檔案放置於google site：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11ohya/%E9%A6%96%E9%A0%81  

各組報告主題 

  
【第一組－台灣寫下歷史，成為亞洲第一

個同性婚姻合法國家】 

【第二組－從 Marites 的故事，看見懷孕

移工最無力的一面。】 

  
【第三組－無家者】 【第四組－關於女性無家者】 

  

【第五組－嘉義33名移工集體罷工邀按照

本勞給夜班津貼】 

【第六組－同性戀有病嗎?】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11ohya/%E9%A6%96%E9%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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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回饋 

 我認為如果時間足夠，我一定可以做的更好，不管是報告還是製作都是一個很棒的

經驗，雖然我是第一次做PPT但是我覺得成果還不錯，報告的部分可能還要在練習

（太緊張了啦(｡ŏ_ŏ)），合作的部分，我覺得還行，因為大家都很願意配合。 

 希望自己能夠更掌握重點，在有限的時間內讓大家明瞭我們要分享的內容，也希望

其他組員能夠積極一點，如果連自己認領的工作都做不好，那其他就不用談了，就

希望他們能有責任感xddd 其實我的工作是美編以及報告，但他們不夠積極，需要別

人吩咐才會去做，（但事情都只做一半），導致我有點沒時間準備我口述的部分。

也期許他們能有主見，不要總是依靠網路的資料。（變得好像抱怨文xddd) 

 希望討論時大家能訂一個時間再討論當中會有意見不合的地方 但是大家基本上都還

是能好好處理 大家第一次做報告都還有蠻多不熟的地方 

 自己報告內容沒有看熟 然後時間也沒有控管好 對自己的報告結果有點不滿意 

 大家一起共同討論著相關議題及排版，合作的很愉快 

 我覺得沒有一個來平均分配的人，導致大家可能該做什麼有點分不清楚，像我錯過

群通後就少做到事，但如果提早分配的話，就可以先做或查資料等等，或者之後我

再補我自己該做的部分，總體來說挺愉快的，只是時間真的很趕。 

 條例清晰、板書清晰、PPT也很棒、上課有些小組討論活動很棒（其實我蠻喜歡小組

報告活動的）、老師上課清晰。 

 喜歡老師的教學方式！而且老師超溫柔的啦٩(˃̶͈̀௰˂̶̶͈͈́ )و。 

 謝謝老師讓我們了解未來可能遇到的報告形式，以及報告內容的製作，以後如果遇

到就可以比較方便應對 

 時間太少了要多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