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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將以「『愛情文學與書寫』之創意課程設計與成果研究」為題，進行教學實踐型研究，希望藉由
「愛情文學」之類型化教學設計，探究學生從愛情文學的想像與反思，聯結其存在感與同理心，進行對
文人之愛的閱讀與個人之情的書寫。故本文希望以「創新教學」的改革，來解決當前學習「淺碟化」與
知識「靜態化」的無感學習困境。同時，預設「愛情文學」是最能引發學生共鳴與存在感受的課程，期
能以「議題化」與「活動化」的課程設計結合分組討論，一方面提昇學生在「愛情文學」的文本閱讀力
與書寫表達力，另一方面深化學生在「性別意識力」上的自覺與自省。準此，本文將針對教學成果的分
析與檢討，完成分類通識：
「愛情文學與書寫」的創新教學研究。
關鍵詞: 愛情文學、性別意識力、創新教學、閱讀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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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各項教學改革與實踐的研究計劃，尤其是在中文閱讀與書寫，以
及跨領域敘事力的人才培育課程規劃等，其目的乃在推動實務性的教學研究。因此本文提出「
『愛
情文學與書寫』之創意課程設計與成果研究」
，旨在落實此一計畫之理念，實踐創新教學之理想。
所以本文將聚焦在「提升性別意識力」的核心目標上，藉由「愛情文學」的課程，融入中文閱
讀與書寫的類型化議題，以探究學生從文學的想像力與反思力，及其所聯結出的存在感與同理
心，進行文本的「文人之愛」閱讀與「個人之情」書寫，使學生能藉此提升「性別意識力」
，以
建構更美好與幸福的人生。基於此研究的預設，本文有以下幾項的教學反思：
第一，面對當前「性別意識」融入「愛情文學」之閱讀與書寫，要如何透過古代與現代的
散文、詩歌與小說等「文學性」的學習，落實文本的閱讀力，提升其個人「性別意識」
，使其在
性別互動關係中，建立正確的「愛情觀」與「婚姻觀」
，學習尊重與被尊重的生命課題。
第二，從「性別角度」可以觀察今昔教育的不同，進而探討男女的不同，做為提昇性別意
識力的探討視角，並從差異性中建立尊重、包容、體貼、體諒的人際互動模式，不要想改變對
方，而是要以「對」的相處方式，提升性別意識力，建立良好的性別關係。故本文將進行深入
淺出的議題式教學，落實「性別意識」融入文本的教授，期能透過文學來強化學生「存在感」
與「反思力」之餘，也能提昇其個人的性別意識力。
第三，人們常說「危機就是轉機。」面對當前「中文學門」在閱讀與書寫的教學困境時，
我們很難「以不變應萬變」的教學心態，來對抗當前網路影像的 3C、4G 科技世代，在「影像
畫面取代文字」與「智慧型手機普及化」的傳播時代裡，我們若僅用單向式、平面化、靜態化
的教學模式，是很難吸引學生的關注力，當然就更難讓他們享受以知識性學習為主的文學世界！
所以我們不但要面對教材選擇的問題，更要不斷反思教學方法的改革、創新、運用與實踐。
第四，由於筆者參與執行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106 年度執行教育部「基礎語文
及多元能力培育計畫—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第三期，1071 分類通識：
「愛情
文學與書寫」的課程，做為創新教學設計的研究基礎，且以本校選修「愛情文學與書寫」的大
二學生為研究對象，並將研究聚焦在「提升性別意識力」
：一方面落實學生在「愛情文學」的閱
讀力與書寫表達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透過活化「愛情文學」教學課程的創新設計，增強學生在
「性別意識力」上的自覺與自省。
準此，本文在課程規劃與設計上，除了結合以「愛情」為題的古代與現代詩歌、散文與小
說等文本材料外，首先定義了「愛情」、「文學」與「愛情文學」，其次導入儒道思想中對「愛」
的詮釋，透過導論、定義、儒道之愛、負心與癡情、暗戀與畸戀、流行歌曲篇、坦白與欺騙等
單元議題，規劃書寫 5 篇「議題化」的書面習作，以及藉由數位教學平台之加分模式，例如：
「限
時線上議題打卡」與「線上愛的議題」之心得書寫等，做為活化議題與創新教學媒介，讓閱讀
與書寫能在「議題化」的反思中，多元理解「愛情文學」中，有關愛情與婚姻之「性別意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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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認識與提升。因此本文除了進行課程的改革研究與實踐之外，更期盼透過此一課程的教
學設計與實踐，讓學生能夠對自我的生命「存在」體悟，達成「愛情議題」的共感學習效應。

貳、文獻探討：前行研究成果與開課緣起
截至目前為止，就「愛情文學」的課程、教材編纂、或課程的研究，並不是很多。較早提
出愛情文學課程研究的，有蕭湘鳳〈愛情文學課程創意設計研究〉
，這是她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在吳鳳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的課程創意教學研究，這個研究是以文學性為主，從文
本來探討愛情的議題：如：從關雎談愛情的過程與完美結局、從鄭愁予談愛情的相聚與分手、
從〈孔雀東南飛〉談古往今來的婆媳問題、從元稹的〈遣悲懷〉詩談愛情與死亡的關係、從鍾
理和〈貧賤夫妻〉談夫妻的經濟問題、從王禎和〈嫁妝一牛車〉談夫妻的外遇問題、由愛情夢
的詩讓學生談愛情夢等，這是她選擇以「愛情文學」做為探討的主軸，藉由落實通識教育，加
強學生思考的能力，來讓課程內容與學生的經驗相互接軌，將理論發展成為學生的生命經驗，
培養學生在面對複雜多變世界時，有能力處理情感問題。筆者在民國 99 年開設分類通識：「愛
情文學」時，未能看到這份研究成果實屬遺憾，否則將更有助於筆者的課程教學設計。
此外，在前行研究成果中，還有一篇民國 97 年 12 月李玲珠〈大學國文通識化舉隅─以愛
情文學為主題的課程建構〉
，這篇發表在《高醫通識教育學報》第三期的論文，重點是在大學國
文通識化的研究預設下，雖是以愛情文學的課程建構為例，但其焦點議題是在如何從專業化走
向通識化的研究，此篇論文以類型化的「愛情文學」為主，藉以陳述通識課程建構的必要性改
革，其中雖然沒有呈現實踐成果與學生學習成效，但已能朝著中文教學改革的方向邁進，令人
敬佩。可惜筆者在民國 99 年開設「愛情文學」時，並未能看到這份研究成果實，也是一種遺憾。
筆者在 99 學年度下學期，於本校開設「愛情文學」課程時，當時受到空大出版的《愛情文
1

學》教科書 的啟發，然而由於這本由陳碧月、錢奕華、許應華等人合編的教科書，內容比較偏
向文學性，對於本校技專院的學生而言，一方面內容比較深奧，也不易與本校通識教育精神連
結，在教學上容易給學生一種與國文課無差異的錯覺，另一方面對於本課程預設的「議題化」
與「活動化」的教學設計，很難形成超連結的效益。所以筆者藉重其對愛情與愛情文學的定義，
重新規劃課程，透過自編教材的方式，讓課程內容結合課堂活動與愛情議題討論，引導學生參
與書寫、討論與報告。這門課是一個單學期的課程，從 99 學年度下學期至今已開設 17 個學期，
但隨著學生學習評量結果與不同對象需求，本課程的教材仍不斷進行修正與更新。
回顧筆者自民國九十九年來，積極從事教學改革與實踐研究，到今日「e 化多媒體」
「智慧
型手機普及化」時代，真的唯有不間斷的反思，從教材的編選模式與靜態化知識教學模式，都
是我們進行教學改革的努力方向。試想倘若我們不能藉由議題化、活動化，是很難引起學生的
關注，更不用說要讓學生從閱讀與書寫中提升趣味性與存在感受。這種從面對問題，反思問題，
到解決問題的反思模式，是筆者從事課程改革計劃與創意教學的研究(參見附錄：教學改革與實
踐的計劃、期刊與研討會論文成果)的目標，這些研究都是針對技專校院學生，所做的教材選擇
與課程改革與教學實踐的反思。
1

陳碧月、錢奕華、許應華：
《愛情文學》（臺北：空大出版社）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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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在「創新教學」的改革理念下，重新思考當前「中文學門」在閱讀與書寫時，如何
能夠改善學生學習「淺碟化」的迫切性困境，克服知識「靜態化」的「無感」學習模式後，反
思到若能藉由最能引發共鳴的「愛情文學」課程的創新設計，來銜接大學生的存在感，讓「議
題化」與「活動化」的課程革新，以化解無感的靜態化學習困境。所以如何活化大學通識教育
「中文學門」的教學？如何重新探討創新創意之教學設計？如何透過融入式與整合性的教學模
式，來提升學生的學習力、表達力與反省力？讓活化文學的表現力能有更多的可能性，讓學生
能在「書寫生命」與「生命書寫」中，找到更多元的趣味感，並且從「愛情議題」中，提升個
人的「性別意識力」
，達成本課程最大的學習效益。

參、教學方法與運用
首先，本文認為因應當前的教學改革潮流下，分類通識是否能夠開課，以及要如何能引起
學生的選課興趣，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此預計若能以「愛情文學」為題，將可以一方面貼近
學生的議題，藉由選修課程，讓有興趣的學生能從「存在意識」與「性別意識」
，讓學生樂於參
與書寫活動。這就是本文採用「教練」心理學，做為本課程改革與實踐的依據。其實一個課程
能夠再造的關鍵，是在教師心態的改變，教師心態能夠改變，才能在教材的擇定，教法的善用，
以及授課模式的更新，這樣的改變，才能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心態。
其次，本文以「愛情文學」的類型化的設定，將「文學」結合創意概念的設計，並運用教
練理論：關係導向，議題導向，目標導向與提問導向，行動導向等，使「愛情文學與書寫」的
教學，能從閱讀書寫的活動中，達成「提升性別意識力」教學核心目標。這也就是本文在課程
規劃裡，藉由引導學生主導分組議題討論，並且在「不給答案與建議」的對話中，提供學生表
述的空間，這自然就能改變的教學環境，幫助學生能從自己出發，找尋答案，也能傾聽別人的
想法，接受他人的建議，也能給他人建言，在學習的過程中能被引導，也能引導他人學習。如
此才能呈現教學端活化教材與學習端的課程活動結合，最終達成行動力導向的教學成效，這是
本文在教學方法的運用。
再則，本文在教學方法上，循著「創意」的思考主軸，希望激發學生的「創意」
（idea）潛
能，讓同學在愛情文學的「概念」與「觀念」上，自我閱讀與書寫，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答案。
換言之，寫作是必須先建構主體意識的，有了主觀的主體意識，才能建立在「舊事物」上找尋
「新思維」
、「新模式」與「新方法」的「創意」思維。有「想法」才會有問題，閱讀才能有鏡
頭，書寫才能言之有物，這是筆者對於教學方法的運用。

肆、「愛情文學與書寫」的課程規劃、課程大綱與教材簡報
一、課程革新規劃
課程名稱

單元
(數)

核心主軸

愛情文學
與書寫

8

提升性別意識力

課程選文
(篇)
17
(以教材選文
計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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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作文
(篇)

課堂活動
(場)

參與全校型徵文
比賽數(場)

5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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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大綱與課堂活動設計
週次

章節教材(內 容) 綱 要

教材文本

配合計畫的
校內書寫活動

4

課程介紹 /寫作規劃與說明
提升性別意識力
一、導論:教學目標
〈中秋節俗文化簡介〉
閱讀書寫 1
寫作（1）：寫一個以月亮為題的愛情故事 全校型:「仲秋玩月」徵文比賽
二、「愛情」與「愛情文學」的定義
空大《愛情文學》網路資料〈愛的宣言〉
、黃舒駿〈戀
三、
「我的愛情宣言」
、
「大學生戀愛了沒？」
愛症候群〉分組討論：男女大不同
與「男女大不同」
雙十節放假日
雙十節放假日

5

四、儒道之愛：(一)、「愛的本質是無私」 曾昭旭《讓孔子教我們愛》

6

四、儒道之愛： (二)、「用什麼眼去愛」

顏崑陽《人生而真實》分組討論：儒道之愛

7
8

寫作（2）：「愛像什麼」彩繪與書寫
期中考

閱讀書寫 2
聽演講：顏訥〈女作家的生產術〉

9

五、負心與癡情

張愛玲《傾城之戀》分組討論：負心與癡情的問題

10

寫作（3）:女作家的愛情故事書寫

閱讀書寫 3
全校型：「為一個女作家說故事」徵文比賽

11

六、暗戀與畸戀

〈經典暗戀詩歌〉分組討論:「暗戀的經驗」

12

寫作（4）: 一首「暗戀」詩歌書寫

閱讀書寫 4

13

七、流行歌曲篇:「愛的主打歌」

流行歌曲

14

寫作（5）:愛情主打歌書寫

閱讀書寫 5

15

我的愛情主打歌－「3 分鐘演講」

個人「3 分鐘演講」分享愛情觀

16

八、「坦白」與「欺騙」

網路小說〈80 元的愛情〉
分組討論:「你/妳有沒有處女情節？」

17

學期成果總整

成果展出

18

期末考

1
2
3

三、課程改革結合演講與全校型徵文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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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教材簡報

線上打卡加分

每週愛的議題

五、課程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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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實踐成果分析與檢討
一、女性作家演講：學生學習評量成果分析與檢討
課程設計中，本課程一方面配合「全校型『為一個女作家說故事』徵文比賽」
，力一方面利
用期中考時間，邀請新銳女作家顏訥，進行一場〈女作家的生產術〉的演講。讓同學更瞭解女
性與男性之間的同與不同處，希望有助於大家「提昇性別意識力」的學習目標。這場講參與的
人數共有 94 人。
演講者
0.0%
0.0%
2.9%
30.0%
67.1%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地點 表達力 實踐力
1.4% 0.0% 0.0%
0.0% 2.9% 2.9%
10.0% 22.9% 17.1%
31.4% 22.9% 31.4%
57.1% 51.4% 48.6%

觀察力
0.0%
2.9%
20.0%
17.1%
60.0%

表現力
0.0%
12.9%
18.6%
24.3%
44.3%

意識力
0.0%
0.0%
18.6%
20.0%
61.4%

省思力 傾聽力
0.0% 0.0%
2.9% 0.0%
12.9% 2.9%
27.1% 24.3%
57.1% 21.4%

故本文從以上學生聽講後的量化回饋成果看來，這是一場有效益的學習課程，學生對演講
者的喜愛度是很高的，67%的學生「非常滿意」
，30%「滿意」
，只有 3%「尚可」
，可見演講者—
顏訥的演講是能帶引學生從〈女作家的生產術〉
，重新反思「性別相關的議題，學生認為尺度大，
有別於過往沉悶的演講內容，感覺自己有收獲者不少。其次，由於本次演講的核心目標，是在
「提昇性別意識力」上，所以學生有 61%的學生「非常滿意」
，20%「滿意」
，19%「尚可」
，
「不
滿意」與「非常不滿意」
，則無；由此可知，這場演講是有助於提昇學生「性別意識」能力。其
他部份學生在「非常滿意」與「滿意」上面的回應也都很高。此外，我們在演講後，要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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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學習單的質化問卷回饋，如下：
學生

請寫出你對這場演講的學習心得。

四英二 1

目前對與顏訥的演講是最印象深刻，在現今的台灣社會地確不
太能接受這樣的主題。但愈是這樣地打破陳規，就愈是被追求
的大膽作風。
之前會認為不符常人的行為會很奇怪，但聽完演講後覺得這些
人也是擁有屬於自己的想法，不能因不符大眾的想法而對他們
有偏見。
這是一個滿有趣得演講，內容有些 18 禁，也有許多血淋淋的
生產過程，很特別，但年輕人特別會喜歡這種重口味的演講，
恰似一江經血向東流。
演講者講話很好笑，而且也有深度，話題也很接近生活，也不
會聽不懂，但是時間有點長就是了。
作家看事物的角度真的很不一樣，她說出的各式各樣的故事在
我看來都是莫名其妙的狀況，但她居然在其中找到了一份感
性，我想這是冷漠現代人最欠缺的。
這場演講讓我覺得非常有趣，內容符合我們的年紀，也很容易
理解作家想表達的東西，女性的生產辛苦過程也告訴了我媽媽
的偉大，所以要珍惜身邊的人，別失去才在痛苦。
我覺得這場演講有講很多作者自己遇到的事情，她告訴各個學
生如何面對與處理。讓我感覺很特別，有非同凡響的感受呢。
在這場演講中，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狀態下，用文字的方式表
達出那個時間點的狀況，讓人可以透過寫作進到那個情境，學
習如何用寫作表達事情。
我非常喜歡今天的演講，女作家的生活和故事都很有趣也跟別
人不同，演講的內容我也很喜歡，希望這位作家可以常來演講。
學習去觀察別人的痛苦與需要、習習去關懷別人、關心別人、
體諒別人，學習去接受與世界上最不同的人，學習用別人的立
場去想別人的感受，試著去省思，試著去反省，試著去多看別
人的故事，因為搞不好可以讓生活從簡單變成更精彩。
在這個演講裡，我學到很多，像在路上遇到一個奇奇怪怪的人
時，並不是所有人都真的是奇奇怪怪，可以先觀察然後再去跟
他說說話。
演講者的演說方式，很自然放鬆，聽起來也很放鬆，會讓人想
繼續聽下去。聽了演講後發現社會上太多以自己的價值觀去情
緒綁架別人的人。
講師講的很有趣，而且很生動，現實中的人卻結合部分故事。
很能帶動人，讓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與外表不同，每個人身後
的故事又有誰能徹底瞭解。
聽完這場演講，就會覺得世界上真的什麼人都會有，來自不同
家庭，有些可能是可憐的人，所以在路上看到行經不一樣的人
都不要有歧視的眼光。

張○○
四英二 1
林○○
四英二 1
陳○○
四英二 1
謝○○
四英二 1
鍾○○
四英二 1
邱○○
四英二 1
林○○
四室二 1
張○○
四英二 1
李○○
四英二 1
李○○
四企二 1
劉○○
四企二 1
陳○○
四創二 1
李○○
四企二 1
楊○○
四創二 1
徐○○
四室二 1
陳○○
四企二 1
洪○○

你最想跟演講者說的一句
話 (回饋性書寫)
謝謝你提供這麼具影響力的
演講
想法很有趣

很幫哦~
話題很有趣，也很接近大家的
生活
用聊天一般的口氣來接近並
討論主題，聽的很開心!
thank you.
可愛的作家講話幽默
你的演講很好，令我們感受生
命當中亮眼的奇蹟
謝謝你願意分享自己的故
事，用書寫把故事講得特別生
動，提升我的表達能力
我覺得這位女作家很酷，她的
生活一定過的很有趣
她很勇敢，讓我聽到分享的故
事後，有種心疼與佩服的感
覺，她很有勇氣！很棒!
加油!我覺得這是我聽過比較
有趣的演講之一
很自然放鬆的演講，很棒耶！
我第一次聽演講沒睡著
每個人背後的故事不盡相
同，謝謝妳願意嘗試以別人的
立場去思考背後的故事
你的聲音好好聽

從聽到、看到的片段，臆測，
人的思想、行動，就像雲一樣捉摸不定，事件過了之後會後悔
建構出「自己」認定的現實。
剛才的決定，所以只好用想像、書寫彌補，減輕自己的罪惡。
謝謝您的故事
作家用了一些較為貼近我們的詞語，有些詼諧般的講述，全場 謝謝顏訥話中帶著做自己的
活潑的氣氛，讓人十分喜歡！感謝作家！
語氣及詞語，謝謝你，加油!
聽完演講後我覺得顏訥好有趣，她的文章都很生動，想像力很
妳的文章好有趣，
豐富，能把自己經歷描寫得栩栩如生，聽完演講後，我希望我
有空一定看看妳的書!
也能寫出那麼有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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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的質化回饋中，可以感受到這是一場成功吸引學生的演講，同時也可以看到演講者
對「性別意識」的闡述，對學生所產生的影響力是顯著的，不但能引導學生自我反思，也同時
達成課程預設的學習成效，這樣的規劃與安排，是希望讓課程朝多元化的內容設計，透過講者
的引導可以增加學生自身在愛情議題中的反思。因此藉由議題式的演講，是可以豐富本課程的
授課內容。

二、學期評量成果：期末教學實踐成果分析與檢討
本文對教學實踐成果的分析與檢討，是以此課程的期末學習評量問卷為主，此評量表共有
18 題，1-17 題為量化問卷，18 題「其他建議事項」屬於質性表述。另外，此一問卷 1-3 題是「教
師面」問題：由學生對教師教學與教材面做評量，4-17 題是「學生面」
：由學生對自己的學習內
容做自我評估：

(一)、「評量總表」數據統計成果
1我 對 老師
授課的「總
體」表現的
評價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尚可(%)
滿意(%)
非常滿意(

0.0%
0.0%
11.8%
32.4%
55.9%

2 我對老
師授課的
「教材設
計」表現的
評價

3 我認為
老師在學生
作業批改的
用心度

4 我 在
「語文表
達」能力上
的的提昇

5 我 在
「愛情議題
的思考力」
的提昇

0.0%
0.0%
8.8%
32.4%
58.8%

0.0%
2.9%
5.9%
20.6%
70.6%

2.9%
5.9%
26.5%
50.0%
14.7%

2.9%
8.8%
20.6%
47.1%
20.6%

6 我 在7 我 在
「提升性別 「創意想像
意識力」上 力」的提昇
的表現

2.9%
5.9%
26.5%
38.2%
26.5%

2.9%
8.8%
26.5%
41.2%
20.6%

8 我 在
「組名與組
名由來」的
表現

9 我 在
「每週線上
打卡」的自
我表現

10 我 在
「以月亮為
題的習作」
表現

11 我 在
「愛像什麼
彩繪習作」
的表現

12 我 在
「一位女作
家故事書寫
習作」的表
現

13 我 在
「一首暗戀
詩歌書寫習
作」的表現

14 我 在
「愛情主打
歌習作」的
表現

15 我 在
「愛情主打
歌的口頭報
告」表現

16 我 在
「筆記撰
寫」的表
現

17 我 對
這門 課程
的投 入精
神與 喜歡
程度

2.9%
5.9%
26.5%
44.1%
20.6%

2.9%
5.9%
20.6%
38.2%
32.4%

2.9%
5.9%
23.5%
44.1%
23.5%

2.9%
8.8%
35.3%
35.3%
17.6%

2.9%
11.8%
32.4%
26.5%
26.5%

2.9%
8.8%
38.2%
26.5%
23.5%

5.9%
11.8%
17.6%
35.3%
29.4%

5.9%
8.8%
20.6%
38.2%
26.5%

2.9%
2.9%
23.5%
44.1%
26.5%

2.9%
11.8%
17.6%
29.4%
38.2%

(二)、「教師面」學習評量—量化成果分析

本文從學生對「教師面」的評量結果，可以看到他們「對老師授課的總體表現的評價」上，
有非常滿意 58%，滿意有 32%，尚可 12%，足見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是肯定與接受的。其次，在
「對老師授課教材設計表現的評價」上，非常滿意有 59%，滿意有 32%，尚可 9%，看得出其對
本課程的自編教材是滿意者多。再則，對「老師在學生作業批改的用心度」上，非常滿意高達
71%，滿意有 20%，尚可 6%，不滿意 3%。這樣的結果看來，在忙碌的寫作與分組討論活動中，
還是有 3%的同學是覺得吃力的，這與配合度差、出席率差有關，這正是目前學生的學習通病與
常態。課程中加入寫作與分組討論，是需要教師的執行決心，所以對批改作業 3%不滿意的結果，
並不意外。所以總體而言，這個課程的設計與規劃，對絶大多數的學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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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面」學習評量—量化成果分析
如前所述，這份學習評量表的第 4-17 題是屬於「學生面」的學習評量，是由學生對自己的
學習內容做自我評估結果。其中 4-7 題是就「語文表達力」
、
「提升性別意識力」
、
「創意想像力」
的能力提昇的自我評估。8-9 題是就分組的「組名與組名由來」表現與個人在數位教學平台上的
「每週線上打卡」表現。10-14 題是 5 篇寫作的表現，15 題是學生上台發表愛情主打歌的表現，
16 題是就筆記撰寫評量，17 是自己對課程投入的程度評估。以就將就此評量成果來分析與檢討：

學生在自我「語文表達」能力，是否有提昇的評量看來，非常滿意有 15%，滿意有 50%，
尚可 26%，不滿意有 6%，非不滿意有 3%。可見還有 35%覺得自己在語文表達力不好，因此在
愛情議題的寫作與分組討論上，會有語言與文字表達上的自覺與反省。
因此學生在對「愛情議題的思考力」上，非常滿意有 21%，滿意有 47%，尚可 20%，不滿
意有 9%，非不滿意有 3%。可見語文表達力是會影響到自己對「愛情議題」的思考力表現的，
雖然現在的學生普遍是活潑開朗，但對大二的學生而言，談到愛情議題時，還是有些自我認知，
缺少正確認識者不少。
至於學生透過愛情文學與書寫的課程學習後，認為自己在「提升性別意識力」上的表現，
非常滿意有 26%，滿意有 38%，尚可 27%，不滿意有 6%，非不滿意有 3%。這樣的成果是有達
成筆者想藉由愛情文學與書寫，來提升學生「性別意識力」的教學目標。

學生透過愛情文學與書寫的課程學習後，認為自己在「創意想像力」的提昇上，非常滿意
有 21%，滿意有 41%，尚可 26%，不滿意有 9%，非不滿意有 3%。由於本課程設計了五篇寫作：
寫一個以月亮為題的愛情故事、「愛像什麼」彩繪與書寫、女作家的愛情故事書寫、一首「暗
戀」詩歌書寫、愛情主打歌書寫，這五篇寫作文對大學生而言，都是必須藉由想像力來完成的，
所以能完成作業的學生，一定會覺得自己在「創意想像力」上是有提昇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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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課程採分組討論模式，所以開學就必須以「愛情」為題，進行 5-6 人一組的「分組、
組名與組名由來」的創意寫作與上台報告，學生認為自己在「組名與組名由來」的表現上，非
常滿意有 21%，滿意有 44%，尚可 26%，不滿意有 6%，非不滿意有 3%。這一班共分 6 組：第 1
組組名「成長」，第 2 組組名「幸福肥」，第3 組組名「情流感」，第 4 組組名「情尤渴緣」，
第 5 組組名「醉生夢死」，第 6 組組名「愛的 94 你」。這些取名看來，學生是很有想法，也很
有創意的。而且從他們對自己的「組名由來」的詮釋與說明，都可以看到學生對愛情的一些想
法，他們會擔心自己迷失，也知道可以從中獲取教訓，因為這是他們必經的成長之路；也有人
因為同學曾經過很多風雨的感情故事，現在變成肥肥的樣子，所以組名命名為「幸福肥」。
有一組認為人與人的相遇需要靠緣分，無論結果是同行或是走散，也都是種緣分，所以取
名「情尤渴緣」。也有人把愛情比喻成一場流感，當人免疫力低的時候，會得重感冒讓人暈頭
轉向在愛情裡迷失，有人免疫力高得的頂多只是小感冒，過了幾天病毒離開了，身體很快就適
應了。感冒就像戀愛一樣，總想要有個人，在身邊陪伴、照顧，為此而談戀愛的人也有，有人
談戀愛就好像一場不會好的病，好像天塌了也要堅持著這段得來不易的感情，許多人年輕時都
會患得這種「重感冒」。可見這個活動是可以提供學生創意寫作的。
在課程裡，有設計一個「數位教學平台」的「每週線上打卡」活動，學生對的自我的表現，
非常滿意有 32%，滿意有 38%，尚可 21%，不滿意有 6%，非不滿意有 3%。「每週線上打卡」
的議題，有「選修這門課的原因」
、
「我的愛情宣言」
、
「男女有何不同」
、
「初戀不會成功的原因」
、
「贊不贊成婚前性行為」
、
「愛的本質是什麼」
、
「什麼是尊重本願」
、
「什麼是內在美與外在美」
、
「對遠距離戀愛的簡單看法」
、
「網路戀情的優缺點」
、
「為何在愛情列車上永遠沒有候補的乘客」
、
「寫出以愛為題的一部電視，或電影名稱」、「你個人愛的主打歌歌者、歌名、精彩句子」、「為
何愛一個人容不容易」、「暗戀的經驗」等，這些線上打卡的題目，都是要增加學生在愛情議題
的反思與書寫，我們從評量結果可見學生收穫。

課程中的第一篇寫作題目是「寫一個以月亮為題的愛情故事」。剛好在中秋節前夕，同時
本校推出全校型「仲秋玩月」徵文比賽；因此筆者在教學設計上，藉由〈中秋節俗文化簡介〉
，
設計出此一寫作活動，將學生作業影印批改，原稿提出參與全校型「仲秋玩月」徵文比賽。此
外，在教材設計中，編列有寫作議題分段參考，如下：
第一段 簡單介紹你選擇這則愛情故事的原因與動機。（約 80 字）
第二段 介紹這則愛情故事的大概內容。（約 12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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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這是一則怎樣的愛情故事，在現代社會中是否也有類似的故事。（約 80 字）
第四段 結論：這故事給你的啟發。（約 40 字）
或許因為這樣的提示，讓學生在「以月亮為題的習作」表現上，出現非常滿意有 24%，滿意有
44%，尚可 23%，不滿意有 6%，非不滿意有 3%的評量成果。這樣的提示對閱讀書寫能力較不足
的技專校院學生，是十分重要的寫作提示與引導，因為本文認為讓他們不怕寫作，才能讓他們
寫出一些對議題的看法。

第二篇寫作題目是「愛像什麼」彩繪與書寫。「愛」是一種情緒，一種抽象的感覺，因此
筆者想藉由聯類引譬的想像力，讓學生把愛畫出來，寫出來，透過「話愛‧畫愛」的表達模式，
探究學生對愛的認識。因此在教材設計中，除了繪畫提醒外，也列有寫作議題分段參考，如下：
第一段 構圖動機(說明你為何要畫這個圖的原因或目的動機) （約 40 字）
第二段 主題內容或元素的特性(指比喻的具體物)（約 120 字）
第三段 這是一種怎樣的「愛情」？（約 80 字）
第四段 它給了你怎樣的「啟發」？（約 20 字）
學生在以上的分段議題提示下，認為自己在「愛像什麼彩繪習作」的表現上，非常滿意有 18%，
滿意有 35%，尚可 35%，不滿意有 9%，非不滿意有 3%。學生所彩繪的具體物有水、雲朵、巧
克力、翹翹板、彩虹、紅酒、拔河、演一場戲、溫暖的棉被......等，這些都是從其存在感受中，
體會得來的「愛像什麼」書寫。

第三篇寫作題目是「女作家的愛情書寫」，同時配合本校全校型「一位女作家的故事書寫」
徵文比賽；因此筆者在教學設計上，藉由「負心與癡情─張愛玲『愛名言佳句』」單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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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張愛玲，並且結合專題演講：女作家顏訥主講〈女作家的生產術〉
，如前所述，這樣的議
題式演講，讓課程朝多元化的內容設計，藉以提升學生的閱讀思考、書寫表達的能力，透過個
人與分組合作中，達成自身在愛情議題的學習，從閱讀、書寫、分享與回饋中，展現學生的存
在感受。同時結合本次的寫作活動，讓學生書寫「女作家」的愛情故事，完成後將學生作業影
印批改，原稿提出參與全校型「一位女作家的故事書寫」徵文比賽。同時在教材設計中，編列
有寫作議題分段參考，如下：
第一段:介紹你所認識的女作家(或陳述你是怎麼認識的)。
第二段:敘述女作家之文學中有那些特殊的愛情觀。
第三段:舉出女作家的作品中，哪一些名言佳句，是最感動你的，說明為什麼？
第四段:結論
學生對女作家的感覺是陌生的，因此透過單元的講解與寫作的提醒，讓學生在「一位女作家故
事書寫」表現上，還是只有非常滿意有 26%，滿意有 27%，尚可 32%，不滿意有 12%，非不滿
意有 3%。這樣的結果，可以看到透過議題的引導，讓學生因為擔心自己對「女作家」的陌生感，
導致難以下筆書寫的心情，放心不少。

第四篇寫作題目是「一首『暗戀』詩歌書寫」，這是透過「暗戀與畸戀─經典暗戀詩歌選」
單元而來的寫作議題，筆者在教學設計上，從暗戀與畸戀的定義，到八首經典暗戀的詩歌的講
解，同時在教材設計中，編列有寫作議題分段參考，如下：
第一段:介紹一首暗戀的詩歌(詩名與作者)，以及選擇的原因。
第二段:這首詩歌中，有那些名句感動你，說明為什麼？
第三段:這首暗戀詩歌有那些特殊的愛情觀。
第四段:結論
在議題的引導下，學生在「一首暗戀詩歌書寫」的表現，有非常滿意有 24%，滿意有 26%，尚
可 38%，不滿意有 9%，非不滿意有 3%。這樣的學習成效也是令人滿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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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寫作題目是「我的愛情主打歌」書寫，這是透過「愛的主打歌─ 現代流行歌曲」單
元而來的寫作議題，筆者在教學設計上，從講解流行歌曲：羅志祥〈愛不單行〉、蕭敬騰〈我
不會愛〉、韋禮安〈因為愛〉的愛情觀後，在教材設計中編列有寫作議題分段參考，如下：
第一段:你想介紹的愛情主打歌:歌名、作詞人、演唱者、作曲人？
第二段:你為什麼選這首歌？
第三段: 請選出二三句這首歌精彩歌詞分析與分享
第四段: 這首代表怎樣的愛情觀
這個活動最能接近學生的存在感受，但是因為書寫完還要上台分享，所以在「愛情主打歌習作」
表現上，非常滿意有 29%，滿意有 35%，尚可 18%，不滿意有 12%，非不滿意有 6%。可見現在
的學生還是很怕麻煩的。所以學生在「愛情主打歌的口頭報告」後，對自己的表現，出現非常
滿意有 26%，滿意有 38%，尚可 21%，不滿意有 9%，非不滿意有 6%，只有一點點的改變。當
然這已是第五篇作業了，應該已是學生配合度上的極限了。

由於本課程是自編講義的，這講義有挖空，因此也是課程必備的筆記。教材編輯雖然辛苦，
但卻能對學生有很大的幫助，認真的學生可以有明確的學習內容，缺課的學生不會無法趕上進
度，再加上上課簡報會放在數位平台上，所以可以營造出安心學習的課程模式。此外這本筆記
是期中考與期末考「OPEN BOOK」的參考資料，學生在撰寫筆記上都很認真。因此學生認為自
己在「筆記撰寫」的表現上，出現非常滿意有 26%，滿意有 44%，尚可 24%，不滿意有 3%，非
不滿意有 3%，是不讓人意外的。

這一題是學生對自己在這門課程的投入精神與喜歡程度，非常滿意有 38%，滿意有 29%，
尚可 18%，不滿意有 12%，非不滿意有 3%。這樣的評量成果，讓人很欣慰。此外，學生在「其
他建議事項」上的質化回饋成果，如下：
█謝謝老師無私的奉獻，幫我們做講義、複印、請大家喝飲料、送聖誕禮物還有給大家有很多
的加分機會；我想對老師說：您辛苦了!謝謝您的教導，讓我在課程上獲益良多，也讓我體悟
到自己的國文能力，退步好多，要好好努力才行；這堂課程有很多不同的愛情觀與本質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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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但都要看個人的造化，通過上台報告的形式，能更了解其他人的愛情觀和想法；我覺
得這樣很好，而且有助於提昇同學們的性別意識力。
█這學期很謝謝老師的愛情文學觀念，柏廷受益良多，關於愛的本質‧尊重‧暗戀的情懷，讓
我不經思考自己人生的感情觀，提昇了我個人的性別意識力。
█老師對課堂的態度很積極，對教學很有熱忱，只是要寫的字實在太多了，我的手腕很痛、不
過對我在性別意識力上是有幫助的。
█謝謝老師那麼用心的備課，讓這門課充滿了有趣，有時上課的內容都是值得省思自己的愛情
觀，也提昇了我在性別意識上的認知。老師對課程的用心，熱忱與付出都讓我難忘，如果還
有機會選老師的課，一定會去搶，愛你喲！
█謝謝老師這學期的教導！好特別的課程，讓我學習到很多關於愛情的思考，加強了我的性別
意識力。原本不太敢在大家面前談論關於愛情的議題，但經過這堂課，讓我能勇敢說出來討
論。
█這學期的課，讓我的愛情觀有改變，也知道如何面對愛情的困難，對提昇性別意識力有幫助。
█我覺得老師每次上課，都讓我收穫很多，讓我在愛情這門課，獲得了很多知識，瞭解了性別
上的差異，也讓我意識到包容比嫌棄更重要。
這些建議內容顯示，學生對於「愛情文學」的教學設計，是喜歡的。對老師的努力也是肯
定的。對自己的愛情觀有改變，也知道如何面對愛情的困難，並且對自己提昇性別意識力是有
幫助。可見議題化與活動化，可以提昇學生在閱讀與書寫中，更加瞭解自己，認識自己對性別
與愛情的主張與立場。

陸、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以「愛情」這個議題為題，所進行的課程改革與實踐的實驗性教學研究。
是透過一種「通識人文」的視野，深入淺出的授課方式，引領學生從「愛情文學與書寫」中，
體會「愛」與「愛情」
，瞭解兩性關係中「性愛」與「情愛」的差異，最重要的是懂得要以正確
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愛情」
，並且讓屬於藝術性文類的「愛情文學」
，能更貼近學生的需求。
本文對此成效的反思與評估，認為學生在語文理解度與學習的參與度，兩者有其正向相關，因
此在評量成果中，有3%的學生都是非常不滿意的，因為缺席與語文能力偏低的關係，再加上這
是一門必選修的課程，所以在文字寫作的接受度上，若是沒藉助於作文段落大意的提示與引導，
成效可能就不如我們所預期。
因此本文對實踐現象的觀察與反思後，覺得課程教學改革中，若選取較難的文本閱讀，將
會耗費許多課堂時間，才能完成文本的語文解析。尤其是本課程是必選修的通識課，學生缺課
會比較多，然而缺課者將會很難跟上進度，也會比較無法進入情境，達成想像力的書寫與經驗
分享。可見學生的參與度不足，也會對議題的反思與理解，比較無法聚焦，如果再加上解讀技
能不足，學習上就會造成更嚴重的學習力問題。因此藉助分組的同儕情境經驗，形成學習力導
向，讓學生能更有存在感，因此這個課程的設計：從文本的閱讀，結合「議題化」
、
「活動化」，
確實能由淺入深的引導學習力，提高課程的趣味性，讓文學的課程活化，改變「靜態化」的傳
統授課模式，進而從閱讀與書寫引起學生讀懂自己，瞭解自己對愛與愛情的認知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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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所以「愛情文學與書寫」的課程設計，不但能夠聚焦在「提升性別意識力」的主軸，
進而旁及到「活化文學表現力」、「厚實生命實踐力」、「加強人生省思力」、「深化社會觀察力」
等主軸目標，讓學生享受愛情、婚姻與性別的議題，我們從儒道之愛、負心與癡情、暗戀與畸
戀、愛的主打歌、坦白與欺騙等單元，是可以達成學生更多元面向的深度學習，達成自我價值
的省思、提高個人對愛情的關懷度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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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學改革與實踐的計劃、期刊與研討會論文成果
一、已發表於期刊與通識相關教學型研討會
1.〈「愛情文學」的創新教學設計與實踐成果分析〉，「深度討論‧國文創新教學論壇」，主辦單位：
臺灣師範大學，地點：台北和平東路臺灣師範大學。(2019.07.19)
2.〈論「愛情文學與書寫」之教學改革與實踐〉
，
「2019 宏國德霖通識教育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議程」
，
主辦宏國德霖科大通識教育中心，地點：宏國霖科技大學大學。(2019.04.20)
3.〈「性平教育」融入「採訪寫作」的教學研究〉，《德霖學報》第三十二期 P.1- P.16 (ISSN
1810-4053)( 2019.01)
4.〈從「文本再製」論李娃「女性」形象的價值兌現〉，《女性文學視域》第三輯，淡江大學中國文
學學系。P.41~P.54 (ISBN 978-957-8736-20-7)(2019.01)
5.〈「愛情‧婚姻與性別」融入實用中文閱讀書寫革新教學研究〉，
「博雅中文教師社群暨 2018 通識
教育教學研討會」
，教育部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主辦宏國德霖科大通識中心中
文應用小組，地點：宏國霖科技大學大學。(2018.12.29)
6.〈從〈畫鬼最易〉論「實用中文」之創意教學設計－以「畫鬼-話鬼」彩繪書寫活動為例〉
，
《致理
科技大學第六屆全國大一國文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致理科技大學出版。P.13~P.30 (ISBN
978-986-96652-5-4) (2019.0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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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
霖學報》第三十一期 P.153 ~P.169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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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霖學報》第三十
期 P.131 ~P.152 (2016.12)
9.〈
「性平教育」融入〈李娃傳〉之創意教學研究－以「愛像什麼」彩繪活動為例〉
，
「第十五屆北商
大學術論壇：2016 通識、學術研討會」
，台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016.10.2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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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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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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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49 ~P.166 (2016.01)
9.〈「影音履歷」融入自傳與企劃書之創意教學研究〉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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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3 (2016.01.21)
11.〈「劇本寫作」連結「數位教學平台」之實踐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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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23)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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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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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5)
13.〈愛情文學融入「實用中文」教學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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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7)
14.〈分類通識之創意教學研究—以「愛情文學」融入教學為例〉
，
「十二屆北商學術論壇：2013 通識
教學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台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中心 (2013.10.24)

二、曾獲校內外相關改善教學計劃奬勵與補助
■民國九十九學年度曾榮獲「2010 年全國大專院校創意教學競賽」
：
〈一起來玩古典文學-先秦寓言之創意教學課程規劃與設計〉優等獎。
■民國九十九學年度榮獲得本校教師改善教學獎補助三案：
1.實用中文數位平台創意教學課程規劃；
2.先秦寓言文學之創意教學課程規劃；
3.應用文及其寫作之數位平台教學課程規劃。
■民國一ＯＯ學年度榮獲得本校教師改善教學獎補助二案：
1.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之「劇本接龍」課程活動計劃；
2.「請聽我們講一個愛情故事」之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民國一Ｏ一學年度榮獲得本校教師改善教學獎補助：
「愛像什麼」創意教學活動設計，乙案。
■民國一Ｏ二學年度榮獲得本校教師改善教學獎補助：
「愛情文學」創意教學教材編纂，乙案。
■民國一Ｏ三學年度學年度榮獲得本校教師改善教學獎補助，二案：
1.「寫給畢業後自己的一封信」教學活動設計與成果。
2.「飲食文化融入簡報教學」─實用中文創意教學活動設計與成果
■民國一Ｏ四學年度榮獲得本校教師改善教學獎補助：
「影音履歷融入自傳企劃書教學」之創意課程設計與執行，乙案。
■民國一Ｏ五學年度學年度榮獲得本校教師改善教學獎補助：
〈李娃傳〉融入「性平教育」之課堂活動設計與執行成果優良，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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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will carry out th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under the title of "Creative Curriculum Design and
Achievement Research of Love Literature and Writing". I hope that the type of teaching design of "Love
Literature" will explore students' imagination and reflection from love literature. Connect with the sense of
existence and empathy, and read the love of the literati and write the personal feelings.Therefore, this paper
hopes to solve the current non-inductive learning dilemma of "learning shallow disc" and "static" knowledge
with the reform of "innovative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supposition of "love literature" is the most
stimulating course for students to resonate and exist. It can be combined with group discussion and "grouping" to
enhance students' "love literature". The text reading power and writing expr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deepen
students'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reflection in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this light,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and review of teaching achievements, and complet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research of "love literature".
Keywords:love literature, gender consciousness, innovative 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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