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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反思通識「中文」課程的教學方法的與教材的運用，提出「融入式」教學方式，將「性平
教育」的相關議題，融入「應用性文類」之「規章」簡介與「採訪寫作」等兩個實用中文的課程單元，
期能透過分組的模式，進行「校園即時採訪」的活動，將採訪的主題設定為「性平教育」議題，讓學生
能深刻體會到「性別平等」知識，以及「性平」法規的概念與觀念的建立，最終希望引導學生充份理解
到學習性別尊重、包容、體貼、體諒，是現代生活極為重要性通識教育素養。故本文從同學們的反應看
來，經由相互合作，互相討論，並且提出想法，使活動能順利進行的過程中，強化性別平等意識力，產
生學習的成就感，此乃這門實用中文的教材運用與活動式課堂學習模式，想要達成的多元學習之教學研
究目標。
關鍵詞：規章、性平教育、校園即時採訪、融入式教學、採訪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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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理念
本文是以三民書局所出版的《實用中文》一書為研究依據，反思這本以傳統式編輯的教材
選文，藉由「應用性文類」與「藝術性文類」的綜合編排方式，要如何將其使用在教學上，同
時可以達成學生的更有效益的學習成果，乃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此外，
「實用中文」課程乃
是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的一門必修的基礎通識課程，旨在整合「藝術性文類」
的內部文學與文化素養與「應用性文類」的外部語言文字能力實踐。
藉此本文做了以下兩個面向的反思：第一，因應當前 e 化多媒體時代，就必須引導學生善
用資源，落實創意理念。故無論是自傳寫作、書信寫作、公文、會議文書、簡報與演講、採訪
寫作、柬帖、標語等應用性文類，都必須在教學方法與課程設計上有所改變，才能讓靜態化的
知識，透過活動的實踐，產生更深刻的學習效益。第二，這種「應用類文類」與「藝術性文類」
的教材編纂，所能提供的教學情境，若只停留在靜態化、知識性的教學，比較無法讓學生感受
到語言文字之美、與善用語言文字的效能，體會到中文表達能力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準此，本文將把焦點放在應用性文類：
「規章簡介」與「採訪寫作」的教學實驗性研究，並
且透過分組「校園即時採訪」活動，進行「性平法規」的宣導，以達成「性平教育」融入實用
中文的創意教學法。因此本文認為「實用中文」的教學方法與教材運用上，是十分具有研究的
開展性，如以下的說明：
首先，本文的研究雖然是在反思如何透過「性平教育」融入「採訪寫作」的創意教學研究，
但最主要的目的是：針對本校中文應用小組與三民書局合作編纂之《實用中文》教科書，要如
何在教學方法與教材運用上，有更多創意設計的可能，並且以實際的教學來進行「融入式教學」
的研究，期能讓學生在「應用性文類」的學習上，能有更有趣的「善用」能力與更深刻的思考
力，達成「中文」書寫的學習效益。
其次，有見於當前教育部對於「性平教育」政策之推動的理念，因此本文除了重新思考如
何善用這套教科書，讓教學能從「靜態化」的授課模式，加入一些「趣味性」議題的探討與「活
動性」的設計外，更希望藉由當前 E 化、數位化之教學資源的運用，做為學生透過「存在感受」
的中文書寫，建立本體思維的活化與善用中文之語言文字的實踐力，在「校園即時採訪」活動
與「採訪稿」撰寫中，一方面進行「見思齊，見不賢內自省」的學習模式；另一方面從分組討
論中反思男女在性平議題上的大不同，並且從彼此的差異中學習、瞭解、認識到「性別平等」
之相互尊重的重要性，培養出身為現代人必備且重要的公民素養。這才是實踐通識教育之「學
以致用」的教學理想，也是本文的研究理念所在。

貳、學理基礎與研究方法
一、教學研究成果
承前所述，本文一方面反思「中文書寫」之教學困境，另一方面從創造的觀點出發，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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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通識教育課程的改善教學計劃與創意教學活動設計等研究。故自民國九十九年至今，已累
積出一些創意教學實驗的研究成果，做為本文之學理基礎。目前已發表於期刊與通識相關教學
型研討會，共有九篇論文：
1

1.〈愛情文學融入「實用中文」教學研究〉 ，(2013.08.27)
2
2.〈分類通識之創意教學研究—以「愛情文學」融入教學為例〉 ，(2013.10.24)
3
3.〈公民素養融入「實用中文」教學研究─以「飲食文化」結合「簡報」的活動設計 為 例〉 ，
(2014.11.15)
4
4.〈
「劇本寫作」連結「數位教學平台」之實踐性研究〉 ，(2015.01.23)
5
5.〈「影音履歷」融入自傳與企劃書之創意教學研究〉 ，(2016.01.21)
6
6.〈
「實用中文」連結「Moodle」之中文書寫研究─以「劇本接龍」為例〉 ，(2016.01)
7
7.〈大一國文運用「Moodle」平台之中文書寫研究〉 ，(2016.05.13)
8
8.〈
「實用中文」之融入式教學研究—以「影音履歷」融入自傳與企劃書為例〉 ， (2016.12)
9.〈
「性平教育」融入古典文學之創意教學研究－以〈李娃傳〉結合「愛像什麼」彩繪活動為
9
例〉 ， (2018.01)
這些改善教學計劃、學報期刊與教學研討會研究論文的成果，都是藉由運用「數位教學平台」
為媒介，所進行的課程反思與教學方法的改善，目的都是針對通識「中文學門」
，可以那些創意
性教學設計，或是有那些融入式，或整合性的可能。因此本文致力於「實用中文」之中文書寫
課程之再造研究中，不但在教學設計與授課方式的改善與執行，更透過教材 E 化、多媒體教學，
讓學生在中文書寫上的學習上，能更有趣，更從心所欲，達成放大的學習效益。

二、「教練」理論的運用
本文在學理上，除了採取分類、歸納、分析、綜合、演繹等一般方法學外，主要是以「教練」
10

理論 為基礎，進行教學上理論運用。因此透過「互動教學」模式，進行實用課程「活動化」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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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霖技術學院教師產學成果發表研習
會」，主辦單位：德霖技術學院研發處，地點:土城德霖技術學院堉琪樓 B1。
2
陳秀美：
〈分類通識之創意教學研究—以「愛情文學」融入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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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秀美：
〈公民素養融入「實用中文」教學研究─以「飲食文化」結合「簡報」的活動設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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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公民素養與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亞東技術學院、東南科技大學、國立政治大
學、臺北醫學大學。
4
陳秀美：
〈
「劇本寫作」連結「數位教學平台」之實踐性研究〉
，(2015.01.23)，
「2015 德霖通識教育暨跨
領域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頁 1-21。
5
陳秀美：〈「影音履歷」融入自傳與企劃書之創意教學研究〉，(2016.01.21)，「2016 德霖通識教育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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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頁 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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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美：〈「實用中文」連結「Moodle」之中文書寫研究─以「劇本接龍」為例〉，《德霖學報》第二十九
期 (2016.01)：P.149 ~P.166 (ISSN 1810-4053)。
7
陳秀美：〈大一國文運用「Moodle」平台之中文書寫研究〉，2016「建構與反思—大學國文教學革新學
術研討會」，2016.05.13，主辦單位：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頁 191-20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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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期 P.131 ~P.152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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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平教育」融入古典文學之創意教學研究－以〈李娃傳〉結合「愛像什麼」彩繪活動為例〉9，
《德霖學報》第三十一期 P.153 ~P.169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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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coach)一詞，在我們的概念中直覺地被認知為：指體育隊伍的管理職業，通常擔負著訓練運
動員，策劃球隊整體技戰術的工作，也可以是體育老師的一種。但就「教練」(coach)英文語義而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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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規劃。因為本計劃乃屬於課堂實驗性教學研究。故本文以 104 級四餐一 1、四通一 1、四
閒一 1、四子一 1、四展一 1、四動一 1，等六班修習「實用中文」的學生，進行分組「校園即時
採訪」，以及新聞「採訪稿」的撰寫與報導成果，做為本文的研究材料。
其次，本研究在執行上，為了強調活化教材與課程活動的學習行動導向，營造學習改變的
教學氛圍，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優勢，並且進一步找尋人生發展的方向。我們採用了「教練」
理論。藉由「教練」理論，做為教學方法的基礎，希望提供學生一種自我學習的模式，這種模
式是以「正向心理學」出發，營造正向體制，培養正向的個人特質與正向的主觀經驗，幫助學
生發現個人優勢與潛能，激勵學生自我改變的動機，做為課程中「老師」與「學生」互動教學
的依據，讓學生學習連結而非等待老師的矯正，學習尊重而非擔心別人的面質，學會自我啟發，
而非等待別人告知，學會鼓勵自我評估而非期待他人提供意見，希望藉此引發學生的學習的樂
趣與創造的能力，並且發揮團隊的力量，分組完成「性平議題」的校園即時採訪任務，並且分
工完成採訪稿的撰寫。期能在過程中訓練學生從「見賢思齊」的過程中，展現膽識與應變能力，
培養出傾聽與對話的能力。

參、主題內容：教學設計與執行檢討
如前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討「性平教育」融入「實用中文」課程之「規章簡介」與「採訪寫作」
課程的教學設計與執行成效檢討。由於「採訪寫作」乃屬於《實用中文》一書中的「應用性文類」
，
其「用」的重點是在實踐中才能產生學習效益。因此透過「性平教育」融入「採訪寫作」的活動
設計，將更能使其達成「學」與「用」並顯的教學成效。因此共分了五個步驟，從建立「知識性」
的學習，到「實踐性」的分組「校園即時採訪」活動，步驟如下：
步驟 1

「規章」簡介、
「性平教育」法規與「採訪寫作」等知識的教學

步驟 2

「性平教育法規」的知識性測驗

步驟 3

1.課堂「性平採訪議題」的討論，決定後向老師回報，確認議題無異後，走出教室
進行「校園即時採訪」的實際採訪工作。
2.各組必須在 20-30 分鐘內，完成校園內一男一女的「性平議題」採訪，第一組完
成回來者，採訪分數 95 分，第二組完成回來者 90 分，以此類推。
3.各組完成後在課堂上，做各項簡單採訪實況報告。

步驟 4

一週內完成分組「採訪稿電子檔」上傳數位教學平台

步驟 5

課堂「新聞採訪」成果報導

由於課程是以「套裝模式」設計為主，因此在課堂教學的開始，即已做了「融入式」與「整
合型」的課程設與活動執行的說明；因此在「規章簡介」與「性平教育法規」的教學前後，各進
行一次「性平教育法規」的測驗，藉以深化同學們的性別平等觀念，做為同學們進行「校園即時
採訪」活動的基礎。另外，將「採訪寫作」的靜態化、知識性教學，落實在分組「校園即時採訪」
的動態性活動中，目的是想讓學生從實際採訪的經驗中，體會到「規章」
、
「性平教育法規」與「採

指馬車，用意是指具有載客與運輸功能之義。因此被用來稱呼訓練運動員之人，乃是後來衍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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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寫作」的知識性學習，達成「體用合一」的學習目標。因此產出以下的執行成果，並將此成果
做為本文教與學的雙向檢討：

一、教學設計與活動執行說明：
這次的課堂「校園即時採訪」活動，共產出分組「採訪寫作」28 份作品，同時每位參與的
同學都必須寫出最少 150 字的個人學習心得。這次活動是由老師提供分組電子檔寫作格式，指引
學生完成封面設計、受採訪者的介紹、議題新聞稿的撰寫、分工表、成果照片及說明，以及分組
個人心得的撰寫。
由於本活動是採取課堂「性平採訪議題」的討論，決定後向老師回報，確認議題無異後，走
出教室進行「校園即時採訪」的實際採訪工作，各組必須在 20-30 分鐘內，完成校園內一男一女
的「性平議題」採訪，第一組完成回來者，採訪分數 95 分，第二組完成回來者 90 分，以此類推。
各組完成後在課堂上做各項採訪的簡報報告。一週內要完成分組「採訪稿電子檔」上傳「數位教
學平台」的討論區，做為最後「新聞採訪」成果報導的依據，這樣子一方面減少紙張的浪費，另
外一方面藉由「討論區」的開放性，也提供同學們互相學習的機會。活動表單設計，如下：

(1)「性平教育法規」測驗題

(2)「校園即時採訪」課堂討論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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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採訪成果電子檔寫作格式

二、學生「學習成果」與「學習評量結果」分析與檢討
這次的採訪活動，學生普遍覺得老師舉辦了一個很「有趣」的活動，因為可以看出每一位
被採訪對象的態度，了解與明白別人的看法，很好玩。上台的時非常得緊張，是不錯的學習經
驗。同時也覺得大家都很配合，是一個可以學習知識和增廣見聞的活動。由於活動要在短時間
就找到男生與女生來採訪，所以很感謝採訪對象願意配合，因為這次第一次體驗在校園內採訪
大學生的學習經驗。但由於有 28 份學生作品，以及他們的學習成果，資料真的很多，所以以下
本文採取「舉例式」來呈現活動執行成果：

(1)「性平教育法規」測驗結果(後測)—進步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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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舉：學生上傳數位教學平台之分組「採訪稿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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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學習評量結果與檢討
如前所述，本次活動設計的對象是：四餐一 1、四子動一 1、四閒一 1、四通一 1、四展一 1 等
五班學生，並以分組代表填寫「校園即時採訪」活動的自我學習評量成果(經分組討論後，一組
派 2 名同學填寫)，評量題目：有「本組在『校園即時採訪』活動的總體表現」
、
「本組在採訪活
動中的『提問』能力表現」
、「本組在採訪活動中的『報告』能力表現」、
「本組在採訪活動中的
『拍攝錄音』表現」
、「組在採訪活動中的『合作力』表現」、
「透過採訪有助於我們對『性別平
等』的認識」、
「透過活動有助於我們對採訪『知識』的學習」、
「此次活動我們在『影像』上傳
的表現」
、「此次活動我們在『個人心得寫作』的表現」
、「此次活動我們在『新聞稿』撰寫的表
現」等 10 題量化的評量成果，如下：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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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學習評量結果看來，學生無論在「活動的總體表現」
、「提問能力表現」
、「報告能
力表現」
、
「採訪拍攝錄音的表現」
、
「在採訪活動的合作力表現」
，或是「透過採訪有助其對性別
平等的認識」、
「對採訪知識的學習」
、「在影像上傳的表現」
、「在個人心得寫作的表現」、
「在新
聞稿撰寫的表現」上，表示「尚可」的只有一組 1 人，而且出現在「報告」、
「採訪拍攝錄音」、
「性別平等的認識」
、
「在影像上傳」
、
「新聞稿撰寫」
，這種現象乃在本研究預期範圍內，其餘大
多是在普通以上。可見這個活動的設計是能達成良好的學習成果。
此外，本文在問卷設計上，特別強調同學們對「此次活動具有怎樣的啟發」，大多數同學
在自我反思上，是具有正向的學習效益的，透過活動的學習方式，讓學生能更有自學自覺的學
習力。五班「學生代表」對於活動的啟發，做出以下的表示：
四展一 1

四通一 1

四餐一 1

四閒一 1

(陳Ｏ雯)因為是我們的用
(葉Ｏ姍)我們這組表現都 (林Ｏ勝)對於上提所說的 (鄒Ｏ軒)有些地方沒有表
心，所以換來成果，受採
很棒，非常的配合而且都 新聞稿表現，因為有用心 達得很清楚。可以描寫得
訪的人說的內容也很充
很敢採訪。
在寫內容所以給予很好。 更好，讓新聞稿更充實。
實。
(林Ｏ婷)因為是我們大家
(葉Ｏ瑜)撰寫人撰寫的非 (李Ｏ儒)因為第一次嚐試
一起討論出來的結果，雖
(莊Ｏ旻)我們雖然寫的貼
常 辛 苦 ， 寫 完 第 一 次 被 這種活動，所以會緊張，
然受訪者的答案有些少，
切主題，但並沒有寫成老
退，在第二次撰寫時把檔 有點小狀況。問的有點結
但大家能想出那麼多真是
師想要的那種。
案給大家看最後上傳。 巴會讓受採訪人聽不懂。
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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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Ｏ馨)我覺得在面對鏡
頭說話上，還有進步空
間，但對我們來說已是一
大突破。
(游Ｏ閎)每個人所分配到
的工作都表現得不錯，只
是有些較被動。

德霖學報「第 32 期」
(黃Ｏ興)對於做採訪我應
(賴Ｏ廷)不錯，但大部分 (俞Ｏ年)未搞清楚寫稿方 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很 (蕭Ｏ雅)大家都很認真配
組員因為實習而沒有辦法 式 ， 內 容 也 沒 有 表 示 清 久之前，所以這次採訪對 合，這次的活動也很快就
參與。
楚。
於我和組員們都是一次很 完成，團結力量大。
好玩的經驗。
(王Ｏ凱)這些問題大部分
(吳Ｏ勳)因為大家都是靠
(李Ｏ杰)我們沒有進行分
(邱Ｏ中)我覺得我們這組
都一般，不論是寫作、合
自己的想法完成整組的作
析、美化、把新聞稿寫的
表現不錯，不過我沒有負
作力等，我都覺得沒有很
業，也都把自己的稿子寫
大簡短直白。
責寫新聞稿。
好。
得很滿意。
(謝Ｏ泰)因為是第一次撰
(黃Ｏ媛)我覺得還是有做 (吳Ｏ威)我們這組團隊合
(林Ｏ妤)我們文筆方面還
寫，所以有很多需要改
不好的地方，需要再改 作，分工所以我覺得很
需要加強點，使撰寫的內
善，希望有機會能表現的
進。
棒。
容更順暢易懂。
更好。
(周Ｏ芬)因為我覺得不論
(陳Ｏ臻)有待加強，可能 (林Ｏ賢)有充分的回答主
(王Ｏ雅)在寫作方面還需
在採訪還是速度上，我們
之前沒寫過很生疏，下次 題的答案，以及我們對主
要再加強，內容不通順，
組員都合作無間，表現非
會更努力的。
題的看法。
字寫太少。
常好！
(陳Ｏ辰)一次一次的錯
(王Ｏ蓁)我覺得很不錯，
(王Ｏ庭)因為在一些地方 (李Ｏ福)我們再撰寫的方
誤，一次一次的修改，最
內容寫得蠻多詳細，大家
有關題，不過大部分都還 面還要再加強一點，這樣
後終於有一個不錯的草
也都很團結，分工合作。
行。
文筆才會更加順暢。
稿。
(張Ｏ涵)我覺得我們撰寫 (李Ｏ叡)寫的非常不錯， ( 林 Ｏ 儀 ) 在 採 訪 的 過 程 (陳Ｏ瑋)第一次做這種活
的新聞稿寫的非常好，大 在採訪者的結論，也很有 中，我們都訪問的問題上 動很多要改進的空間但是
家統整後的討論都有有想 自己的結論，總體還是不 其 實 可 以 再 多 加 幾 道 問 我們要給自己鼓勵，所以
法。
錯。
題。
給自己高分。
(陳Ｏ君)我們的新聞稿寫
(陳Ｏ葶)整合的能力需要
(曾Ｏ鈞)字數看起來就很 (沈Ｏ詳)在我們電子檔上
真的很棒，跟真的新聞稿
加強付出，還有文字敘述
多看起來還不錯，結論也 的 照 片 用 到 了 合 成 的 技
一樣，真的佩服寫新聞稿
方面也要再多練習，才能
很不錯。
術。
的人。
寫出更棒的文章。
(陳Ｏ妤)雖然我們不像專
(游Ｏ豪)我覺得很好，在 (鍾Ｏ璘)因為第一次做採 ( 林 Ｏ 羽 ) 我 覺 得 表 現 很
業採訪人一樣，但我們用
訪問和影像上做得很好， 訪不熟沒經驗，但很順利 好，內容很豐富，寫得很
心的完成老師所交代的功
大家也很主動提出意見。 所以普通。
確實。
課。
(魏Ｏ淇)擁有合作愉快的
(林Ｏ鋒)因為這是我們第
(伍Ｏ誠)我認為我們表現
(林Ｏ彗)我覺得我們再寫
課程，在撰寫的心情是很
一次做這種功課和活動能
得很普通，就問問題，錄
新聞稿的方面還有待加
美好的，相信呈現出來的
做成這樣已經算很不錯
音，紀錄差不多這樣。
強，下次會更好。
東西會跟心情一樣。
了。
(賴Ｏ蓁)此次活動我們在
(羅ＯＯ)因為我們非常之
(黃Ｏ霖)我覺得我們很多 「影像」上傳的表現，我
認真在參與這次的活動，
都不太會，所以表現都很 覺得我們很團結，一起找
無論是採訪還是心得，我
普通。
受訪人並一起完成這次的
們都很用心。
活動。

(林Ｏ政德)我們的提問沒
有準備夠完整，採訪時有
冷場的現象。
(王Ｏ豐)初次做這個採
訪，我們表現還可以，希
望下次更進步。
(陳Ｏ憲)因為我們只寫一
半，所以我們這組下次會
更加努力。
(郭Ｏ豪)這次我們在新聞
稿上的分工合作，非常
好，彼此都努力的做自己
份內的工作。
(陳Ｏ蒍)我們在這次活動
的分工合作非常好，每個
人都努力的做好自己分配
到的工作。
(許Ｏ奕)我覺得在面對鏡
頭說話上，還有進步空
間，但對我們來說已是一
大突破。

所以這個活動普遍給學生一種多元學習的分工合作概念，這種新聞稿的撰寫，對同學們而
言是一種新的嚐試，所以會緊張，有點小狀況。問的有點小結巴，會讓受採訪人聽不懂。有的
認為這是第一次分組做這種採訪寫作功課和活動，能做成這樣已經算很不錯了，所以有人享受
採訪與寫作的樂趣，有人覺得可以一起團結完成很有成就感，也有人覺得自己表現的很好，內
容很豐富，寫得很確實。但也有很多組對自己的表達不滿意，因為是第一次撰寫，所以有很多
需要改善，認為在寫新聞稿的方面，下次會更好。可見學生普遍是肯定這一個活動的設計，是
能有效的學習。所以也算是達成本活動設計的預期目標。
此外，問卷中也問到同學透過這種「融入式」的教材運用與「活動式」的課堂教學模式，將
「性別平等」融入「校園即時採訪」活動的教學模式的看法或建議，進行學習成效的質化表述，
如下：
四展一 1

四通一 1

四餐一 1

四閒一 1

四動/四子一 1

(葉Ｏ姍)可以多了解校園 ( 林 Ｏ 勝 ) 個 人 認 為 還 不 (鄒Ｏ軒)我覺得這個教學 (陳○雯)我覺得應該多多 (周○馨)蠻新鮮的，但我
任何人(老師、學生)的看 錯，讓我們知道每個人的 模式很棒，我們可以透過 有這種採訪，才能知道現 還是比較喜歡安分的作在
法。
看法不同。
活動的過程去學習。
在 的 大 學 生 對 性 別 的 看 教室裡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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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李Ｏ儒)這種活動很特別 (莊○旻)我覺得這樣的採
(林Ｏ婷)我覺得這樣的活 (林Ｏ賢)可以知道別人對
(游○閎)可以多了解性別
能讓我們去挑戰自我呢！ 訪不僅可以知道現代人對
動更讓我們了解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的砍法，也可以
平等相關法律，同學們的
也對學習上更開心能會訓 性平的看法，同時也可以
了。
互交流彼此的看法。
看法。
練團體合作哦！
模擬記者的工作。
(蕭Ｏ雅)我覺得非常好，
(林Ｏ德)讓我們有這樣一
(黃Ｏ興)雖然不是很喜歡 透過這個活動讓我們了解
(賴Ｏ廷)採取多方意見，
個機會可以採訪真的很
(俞Ｏ年)時間有點太短， 性別平等這問題，因為我 性別平等的重要，也讓我
聽取各種方位的看法，很
棒，希望下次的活動大家
導致無法更完整的表現。 覺得這應該是人人都懂的 們學到男女的看法是不一
有意義。
也能像這次一樣的分工合
事。
樣的，也因為這樣讓我們
作完成事情。
和不認識的人說話
(王Ｏ凱)這次的採訪學到
(吳Ｏ勳)我覺得可以嘗試
(李Ｏ杰)聽取很多意見，
(邱Ｏ中)這樣的模式我覺
(王Ｏ豐)這對我們是個不
了很多，也知道每個人的
談戀愛，因為遲早都會接
採用各種方法，知道許多
得很不錯，而且採訪不認
錯的經驗，有點體驗到出
看法都不同，大部分建議
觸到，多認識異性也不
相關知識。
識的同學也會比較客觀。
社會會面對的問題。
都一致。
錯，但不一定要在一起。
(林Ｏ妤)我認為這個活動
(謝Ｏ蓁)我覺得是個能讓
(黃Ｏ媛)過校園即時採訪 (吳Ｏ威)我覺得還不錯，
辦得非常有意義，不只讓 (陳Ｏ憲)希望下次能在更
教學變的有趣及有意義的
的活動，讓我們更知道， 希望這次還能參與這次的
我們更明白性平，也讓我 自由的時間上，這樣托人
活動，整組化身為小記
大家對於性平的了解度。 活動。
們能看到不同年齡，不同 比較容易。
者，去探討[性別平等]。
性別的看法。
(周Ｏ芬)這種活動可以增
(陳Ｏ臻)透過這次活動可
(葉Ｏ瑜)可以多了解男女 加上課的有趣度，多走走
以更了解到大學生的想
在性別裡是平等相待。 校園認識不同人，可以多
法。
有這種活動。

(王Ｏ雅)讓我們更加理解
性別平等重要，同時也能
讓更多人知道如何尊重他
人。

(郭Ｏ豪)我認為要將性別
平等融入校園內，必須要
先讓彼此尊重，而不是齊
頭式平等。

(李Ｏ福)我覺得納入課程
(王Ｏ蓁)我覺得這種教學 (陳Ｏ辰)對於融入教學模 (王Ｏ庭)我覺得這種教學 非常好，不僅可以讓我們
模 式 很 棒 ， 可 以 學 到 很 式 ， 性 別 平 等 放 入 教 材 模式也很好能聽聽看別人 學習，還可以提升人與人
多。
裡，不錯的方法。
的意見。
之間的溝通，讓我們更加
了解性別平等。
(林Ｏ儀)每個人對於性別
(陳Ｏ瑋)中間有遇到一些
(張Ｏ涵)我覺得用這樣的 (李Ｏ叡)能體會記者的辛 平等的觀念都會有些許的
困難，不過還是一一克
方式讓我們更加了解性別 勞，但天氣就很炎熱，讓 不同，這活動可以了解每
服，有了˙有了這次的經
平等。
我們感到煩躁。
人對性別平等的想法如
驗下次必能更加進步。
何？
(陳Ｏ葶)我認為這個活動
(陳Ｏ君)這是一項非常好
(沈Ｏ詳)這活動非常不
很棒，不但能知道性別平
的活動，季可以練膽量， (曾Ｏ鈞)選個涼爽天氣採 錯，不僅讓我們了解到性
等的重要，也可以透過即
又可以練文筆，這真是一 訪，就是這樣。
別平等的重要性，還讓我
時採訪來了解男女生的看
項一勞永逸的活動。
們學習到採訪的技術。
法。
(林Ｏ羽)很好，因為可以
(魏Ｏ淇)對於這件事是很 (游Ｏ豪)覺得很刺激，雖 (鍾Ｏ璘)很好，可以了解
讓我們知道大家對性別平
好的，能夠讓校園風氣多 然差一點來不及，但也讓 更多人對於性別平等的看
等的看法，每個人的看法
一項性別平等，相信只會 我們更了解大學生是否應 法觀念，採訪又能認識一
不一樣，都可以讓我們做
有益無害。
該談戀愛。
些人。
參考的意見。
(陳Ｏ妤)我覺得這是一個 (伍Ｏ誠)覺得好玩，但是
(林Ｏ彗)我覺得這個活動
(林Ｏ鋒)可讓我們實際了
很好的活動學習方式，了 可以不要寫那麼多心得，
不錯，讓我們了解到採訪
解真正男女的想法。
解每個對性別平等看法。 檢討之類的話就好了。
的困難度。
( 賴 Ｏ 蓁 ) 我 覺 得 這 樣 很 (羅ＯＯ)我覺得大學生對
(黃Ｏ霖)可以了解很多人
好，因為可以讓大家更了 於性別平等的觀念還有待
對於性別平等的各種看
解[性別平等]的知識讓大 加強，所以讓我們參與這
法。
家更尊重對方。
活動真的是受益良多。

(陳Ｏ蒍)對於這次的活動
我覺得很不錯，透過隨機
採訪這樣的方式可以了解
每個人的看法，這樣的活
動我覺得很好。
(許Ｏ奕)蠻新鮮的，但我
還是比較喜歡安分的坐在
教室裡聽課。

從同學們的表達中可以看到：學生認為透過這種教學模式很棒，可以透過活動的過程多了
解校園任何人(老師、學生)的看法，認為這個教學模式很棒，應該多多有這種採訪，才能知道現
在的大學生對性別的看法，也能更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但是時間有點太短，導致無法更完
整的表現。也有同學認為聽取很多意見，採用各種方法，知道許多相關知識。所以覺得這樣的
模式很不錯，在採訪不認識的同學，也會比較客觀。他們覺得這是個能讓教學變的有趣及有意
義的活動，讓整組化身為小記者，去探討性別平等的問題，所以覺得這種教學模式很棒，可以
學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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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學們對於將性別平等放入教材裡的融入教學模式，感覺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因為
這種教學模式，也很好能聽聽看別人的意見，所以這是一項非常好的活動，既可以練膽量，又
可以練文筆，這真是一項一勞永逸的活動。當然也有同學反應說：覺得很刺激，雖然差一點來
不及，但也讓我們更了解大學生是否應該談戀愛的問題。可見這是一個能讓教學變的有趣及有
意義的活動，因為這活動不僅讓學生了解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還讓學生可以學習到採訪的技
術。所以同學們對於這種「融入式」課程設計的接受度很高，也能達成本計畫的教學設計目的。
最後問卷對於同學們的分組「總體」學習滿意度上，同學們的質化評量表述如下：
四展一 1
(葉Ｏ姍)非常好，雖然都
知道不要就是不要，但經
過這次的訪問，知道了不
要不一定是不要，是要看
場合的。
(林Ｏ婷)有一些同學很可
惜去參加實習，沒有參
噢，如果大家能分工一起
採訪，一定更有趣。

(賴Ｏ廷)過程很多問題，
但最後的結果是不錯的，
辛苦組員了。

(李Ｏ杰)過程碰到許多問
題，但我們還是一一克
服，完成最後。

(黃Ｏ媛)很滿意，讓大家
都很了解性別平等這件
事。

(陳Ｏ臻)蠻好的，大家的
想法都很一致，此活動也
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到這
部分。
(王Ｏ蓁)非常良多，彼此
大家都分工合作，與同組
培養默契關係非常融洽，
這次活動很滿意。
(張Ｏ涵)我們這一組的總
體滿意度有好也有不好，
但整體來說非常滿意。
(陳Ｏ君)非常好，我們這
一 組的所有成員，一致認
為，這是一項非常棒的活
動。
(陳Ｏ妤)大家分工合作，
討論大家都很專心的樂在
其中，很好的感覺。

四通一 1

四餐一 1

四閒一 1

四動/四子一 1

(鄒Ｏ軒)我覺得我們這組 (陳Ｏ雯)我們的用心努力
(林Ｏ勝)還不錯，因為成
(周Ｏ馨)非常好，從討論
學習得還不錯，而且大家 想著問題，受採訪者配合
績蠻滿意的，活動也很積
到結束，沒有浪費任何多
都能透過活動了解別班或 度也很高，所以進行得很
極。
餘的時間。
別人的想法！！
順利。
(李Ｏ儒)都很努力認真積 (莊Ｏ旻)我對我們的總體
(林Ｏ賢)對於活動的配合
(游Ｏ閎)整體不錯，只是
極去做呢！很團結很開心 的學習很滿意，因為大家
度很高，願意分工合作加
有些不常來的，就算來了
啦 ！ 只 是 要 仔 細 點 就 好 都很配合，而且都有自己
速流程。
也擺爛。
了！我們組員都好棒拉！ 的想法。
(蕭Ｏ雅)很滿意，大家都
很團結分工，很認真完成
(黃Ｏ興)覺得從分配工作
(林Ｏ德)每個人都從中學
自己負責的事情，也因為
(俞Ｏ睿年)還可以，大家 到最後的採訪都非常的順
到了許多寶貴的知識，也
這樣我們很快就完成活
分工合作的表現還不錯。 利並可以分工合作感到非
了解如何順利的維持一
動，也了解到每個組員的
常滿意。
段感情。
看法，也讓我們的感情加
溫。
(吳Ｏ勳)我們這組學習力
(王Ｏ凱)我覺得只能給 87
(邱Ｏ中)感覺學會一些採 還不錯，懂得互相幫忙， (王Ｏ豐)大家對學習這件
分，不能給到滿分，因為
訪的技巧跟細節，還蠻有 而且懂得分配好工作，也 事情非常積極認真參與
不是每個人都有參與這次
新鮮感的。
很團結在一起討論作業， 活動。
採訪。
滿意度極高。
(謝Ｏ泰)很滿意，大家都
很合作，會互相討論，提
(林Ｏ妤)不錯，有學習到
出想法，讓活動能很順
(吳Ｏ威)大家都盡力配
有用的知識，而且也得了 (陳Ｏ憲)非常滿意因為大
利，採訪者也很配合得很
合，都很團結，很棒。
不同的見解，我們組員的 家都積極在這件事上。
好，因為大家的配合，讓
向心力也明顯有上升。
身為報告者的我們，能順
利上台報告。
(周Ｏ芬)大家為了這次的
(郭Ｏ豪)我認為我們學習
(葉Ｏ瑜)恨滿意，在大太
(王Ｏ雅)我個人是覺得還
活動，都很認真的準備，
態度雖然不是非常的
陽底下做訪問，拍照，攝
不錯，也很團結，老師與
也很用心的完成這次的採
好，但都有做好自己該做
影都很辛苦。
學姐也都很配合。
訪。
的事情，也應該很好。
(王Ｏ庭)我們對這次的學 (李Ｏ福)我們這組我覺得 (陳Ｏ蒍)我們這組的總體
(陳Ｏ辰)蠻滿意的，大家
習都很滿意也都學到不同 表現不錯，大家互相分工 滿意度非常好，每個人都
都很盡心盡力的去完成。
東西。
合作，很快就採訪完成。 努力的做好自己的工作。
( 李 Ｏ 叡 ) 每 個 人 都 很 配 (林Ｏ儀)在訪問錄音拍照 (陳Ｏ瑋)我覺得我們這組 (許Ｏ奕)非常好，從討論
合，都很不錯有做到自己 上我覺得我們這組的表現 還不錯，有不會的地方都 到結束，沒有浪費任何多
份內工作。
很滿意。
會互補。
餘的時間。
( 曾 Ｏ 鈞 ) 整 組 表 現 還 不 (沈Ｏ詳)滿意度非常好， (陳Ｏ葶)我認為我們這組
錯，每個人都有做事，還 組 員 們 都 很 投 入 這 次 活 的團隊合作很棒，大家都
不錯。
動。
會互相幫忙協助。

( 游 Ｏ 豪 ) 每 個 人 都 很 配 (鍾Ｏ璘)很滿意，工作分 (林Ｏ羽)我覺得很滿意，
合，也做好自己被分配到 配得很順利大家也都很認 大家都很合作努力，而且
的工作。
真的做\分內的事情。
速戰速決，配合度很高。
(林Ｏ彗)我覺得我們這組
(魏Ｏ淇)一起愉快的團體
(伍Ｏ誠)還可以，老師的 (林Ｏ鋒)我覺得有團隊合 表現很棒，雖然有些內容
合作，又能學到更詳細的
想 法 還 蠻 多 的 ， 蠻 有 趣 作分擔各自的工作而且也 不完整，照片不優，但是
性別平等，是個很好的學
的。
很快的把這功課寫完。 這 是 我 們 努 力 出 來 的 結
習體驗。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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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ＯＯ)我覺得我們對於
(黃Ｏ霖)採訪的作業很新 (賴Ｏ蓁)我個人覺得我們
這次的活動滿意度很好，
鮮，很滿意，因為這樣的 這一組表現非常棒，因為
我們對於本次的活動很用
課程很好玩。
我們很團結也很上進。
心程度給予 100 分。

從同學們的表達中可以看到：大家認為學習得非常好，雖然都知道不要就是不要，但經過
這次的訪問，知道了不要不一定是不要，是要看場合的。對自己的活動參與很滿意，很積極。
覺得還不錯，而且大家都能透過活動了解別班或別人的想法！認為很團結很開心啦！只是要仔
細點就好了！感覺組員都好棒拉！很滿意，大家都很合作，會互相討論，提出想法，讓活動能
很順利，採訪者也很配合得很好，因為大家的配合，讓身為報告者，能順利上台報告。對這次
的學習都很滿意，也都學到不同東西。工作分配得很順利大家也都很認真的做\分內的事情。覺
得有團隊合作分擔各自的工作，而且也很快的把這功課寫完。
很滿意大家都很團結分工，很認真完成自己負責的事情，也因為這樣我們很快就完成活動，
也了解到每個組員的看法，也讓我們的感情加溫。感覺學會一些採訪的技巧跟細節，還蠻有新
鮮感的。有學習到有用的知識，而且也得了不同的見解，我們組員的向心力也明顯有上升。覺
得這次採訪的作業很新鮮，很滿意，因為這樣的課程很好玩。不過也有人覺得一些同學很可惜
去參加實習，沒有參噢！如果大家能分工一起採訪，一定更有趣。當然有些不常來的學生，就
算來了也擺爛。所以我們從同學們的反應看來，這樣的學習總體來說效果是良好的。同學們會
因為大家很團結，所以很開心！認為組員都好棒！很滿意，大家相互合作，互相討論，提出想
法，讓活動能很順利，因而對這次的學習感到很滿意！這些學習後的反思與檢討，讓這門實用
中文的「融入式」的教材運用與「活動式」的課堂教學模式，更能達成多元學習的預期目標。

肆、結論
本文藉由「性平教育」融入「採訪寫作」的教學研究後，發現學生對於藉由「應用
性文類：「規章」的簡介，結合「相關性平法規」的講述，一方面讓同學們瞭解規章的
特質、結構與功用，以及其在我們生活中的實用性意義。另一方面結合「性平教育法規」
的講述，更明白現行性平法規的內涵，以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與性霸凌的問題，以落
實「性別平等」觀念在現代生活中的價值與意義。這種藉由「性平教育」相關的性平議
題，做為融入「採訪寫作」的課程的教學中，確實能讓應用性文類的學習，更貼近學生
的生活需求，以達成實用中文的學習目標。
此外，透過「規章簡介」與「性平法規」的宣導，讓「採訪寫作」的教學活動能更
聚焦，所以學生從如何採訪，如何撰寫新聞稿等知識性的學習後，在分組「校園即時採
訪」的課堂活動成果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們達成具體採訪與寫作的操練，因而能
更深刻瞭解「性平議題」的內涵。另一方面學生在進行一男一女的「校園即時採訪」活
動中，包含採訪、錄影與新聞稿的撰寫，以及個人活動心得寫作等，最重要的是採訪錄
影的部份，一定要取得受訪者的影音授權同意。因此同學們感覺到這種「活動化」與「趣
味化」的寫作課程，滿意度極高，呈現出很好的學習成效。另外，由於影音檔一方面很
難在研究論文中呈現，另一方面採訪影音，只是本研究中學生取得材料的手段，並非本
文的研究焦點，所以在本論文中不多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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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學生表示「採訪時間不足」的問題，本文認為在活動設計上，是可以再多一些
時間；但由於本動的議題單純，且有事先提醒同學要先做採訪準備工作，因此經查核結
果，會覺得時間不足的同學，是因為缺課因素導致未能依本計劃執行步驟，因而產生時
間不足的意見。此外，學生「寫作技巧生疏」的問題，第一本在「採訪寫作」教學時，
已先進行寫作技巧的講解，以補足技專校院長久以來學生閱讀書寫力不足的部份，因為
這是本文採訪稿寫作設計的目的所在，因此反應「寫作技巧生疏」的學生經查核結果，
也是缺課使然。由此可知，再怎縝密的課程設計，若遇上學生缺課這樣的個殊性問題，
也同樣茌以落實其學習效益。
然而就多數學生的學習成效看來，在「性平教育」融入式的教學活動中，不但能讓
被定位為靜態化教學的「實用中文」課程，找到創意教學上的連結點，更能在課堂活動
設計中，發揮更具效益的教學實踐，達成通識教育的核心能力的養成，以及「聽」
、
「說」、
「讀」
、
「寫」之中文表達能力的訓練。由此可見，這種融入式的教學活動，不但可以「活
化」教材的運用，也有助於教學方法的創新，對於重編「實用中文」教科書，是具有實
質性的學習效果；更有助於解決當前技職教育中，強化學生「做中學，學中做」之「實
用」中文的「教」與「學」雙贏的具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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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search on "Sexual Education" Integrated into
"Interview Writing"
Chen Hsi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Hung KuoDe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flect on the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Chinese" curriculum. It
propo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relevant issues of "Sexual Education" in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Applicative Literary Category" and " "Interview Writing" and other practical Chinese language modules,
through the group mode, the "Study in the Campus" campaign, the theme of the interview is set to "Sexual
Educ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deeply understand "gender equality"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concept and
concept of "sexual peace" regulations, ultimately hope to guide student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tudy of gender
respect, tolerance, considerateness, and understanding, is the universal importance of modern life education.
From the reaction of the students, they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discussed each other, put forward ideas, and
made the activities smooth, thus generating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in learning. This practic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and active classroom learning mode can achieve multi-learning. Expected goals.
Keywords:regulations, sex education, campus real-time interview, immersive teaching, interview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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