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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課程由歷史、文學與環境三面向探討桃園埤塘的前世與今生。課程採用團

隊導向學習法（Team-based Learning），以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及口述歷史

（Narrative History）等方式，跨領域整合埤塘與台灣歷史、埤塘與台灣文學、埤

塘與環境發展三個領域。課程規劃包括資料蒐集、實境探勘、耆老訪談、田野調

查，文學創作，影片製作，共同聚焦於認識桃園埤塘的重要性。透過「認知、情

意、技能」的教學理念，培養學生「邏輯思辨」、「溝通表達」、「問題解決」、「鑑

賞美感」、「探索創造」等多元核心素養。 

 本課程帶領年輕的學子們在欣賞桃園埤塘之美的同時，能與歷史記憶、詩文

賞析和生態保育有所接觸，促使他們重視埤塘存在的價值，進一步加入保護埤塘

的行列。課程執行過程中，學生蒐集埤塘相關資料、多次造訪埤塘、參與議題討

論、從事詩文創作、製作影片等工作，獲致了十分豐碩的收穫。本課程以團隊為

學習單位，研究結果顯示，課程中採用「個人準備度測試（IRAT）和「團體準備

度測試」（TRAT），確實能顯示團隊合作的優點。教師設計的 Rubrics 評量尺規，

適合跨科別的多位教師共同授課時，將評量的方向趨向一致，且對於評量學習態

度、團隊合作、溝通能力這類較缺乏固定、通用的驗證方式時，提供了傳統僅有

量化分數的另一種評量方式，可幫助教師較為客觀的了解每位學生的學習成效。

課程結果顯示團隊導向學習法確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成效，增加學生的集

體思考與互動能力，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推廣的教學方式。 

關鍵字: 桃園埤塘、團隊導向學習、跨領域課程、田野調查、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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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project –"Exploration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ime of irrigation ponds in Taoyuan 

area based up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eam-Based Learning approach, this course chose the way of field research and 

narrative history to integrate three fields of Ponds and Taiwan history", "Ponds and 

Taiwan literature" and "Ponds and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The planning of such 

course includes data collection, real exploration, narrative history, field survey, creative 

writing, film making etcetera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aoyuan irrigation 

ponds. Via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of "cognition, passion and skill", this course tr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multiple cored literacies in "logical speculation", 

"communication expression", "problem solving", "appreciation of beauty" and 

"creativity exploring".  

In addition to lead young students to enjoy the beauty of irrigation ponds in 

Taoyuan, this study can help them to keep in touch with historical memory, poetry 

appreci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so as to attract their attentions to realize the 

existence meaning of these ponds and join the rank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se pond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lass execution, we collected relevant information, visited these 

ponds,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topic, engaged in poetry creation and film 

production and so on, resulting in a very fruitful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 team as a 

learning un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the "Individual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 

(IRAT) and the "Team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 (TRAT) in the course can show the 

benefits of teamwork. The "Rubrics" scale designed by teachers is suitable to maintain a 

consistent direction of assessment for cross-disciplinary teachers’ co-teaching while it 

also provides another way of assessment in contrast with traditional score assessment. 

The "Rubrics" scale can help teachers more objectively understand each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such as the attitude of learning, teamwork, communication skills 

which are lack of regularly and common authentic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course show that the "Team-Based Learning" (TBL) method can indeed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tudents’ 

collective thinking and interaction ability. It is positively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and 

promoting as a way of new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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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台灣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中，桃園埤塘正瀕臨消失的危機，除了對環境

生態造成不利的影響，更使桃園台地特有的水緣文化和地理人文景觀產生變化。

桃園埤塘已被我國文化部列為未來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十八處潛力點之一，

是極其珍貴的祖先遺產，極具保護的價值。本校校址位於桃園市，許多學生成長

於桃園，埤塘曾是他們兒時記憶的一部分。我們設計這門課程，使年輕的學子認

識埤塘的發展史，重新連結與埤塘的感情，認知埤塘對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早年由於桃園台地水源不足，於是先民們挖掘埤塘來灌溉這一片耕地，綿密

分佈的埤塘，數量之多、密度之高，是世界少有的人文地景。埤塘的開發蘊藏了

先人灌溉引水的智慧，也烙印下桃園台地斑斑的開墾拓荒史。當時桃園台地上可

耕作土地面積不到三萬公頃，埤塘面積卻廣達八千多公頃，大小不一的埤塘多達

8000 餘口，成為主要的灌溉水源，也是桃園農漁牧興盛、物產富饒的主因，使

桃園台地早年贏得『千塘之鄉』與「北台穀倉」的美稱（陳其澎，2013）。但是

隨著農業的沒落，埤塘一口口被填平，這些消失的埤塘皆因台灣走向工業化與都

市化而變更為建地，興建工廠、社區、公園、學校或是政府辦公機構。民國 60

年代以來，政府推動九年國教、十大建設，埤塘成為重要的土地來源。在桃園地

區，蓋在埤塘上面的學校和政府機構，早已不勝枚舉，就連桃園市政府所在地過

去也是一口大埤塘，而桃園國際機場更讓超過十口的埤塘消失（鍾麗華，2004）。 

埤塘急速消失，地景變化甚為劇烈，不但使許多桃園人遺忘了過去與埤塘之

間的緊密互動，更衝擊著桃園台地的生態與人文景觀。桃園的每一座埤塘，猶如

一座湖泊，座落於各鄉鎮民眾的生活周遭，交通便利，可以隨時造訪，輕鬆悠遊。

本課程希望年輕學子在悠閒地欣賞桃園埤塘之美的同時，能與土地歷史記憶有所

接觸，了解先民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開拓過程。面對目前全球氣候極端

現象的出現，台灣水荒及水災頻繁發生，年輕學子應該認識埤塘在生態和環境上

的意義，了解桃園埤塘存在的必要性，主動加入保護埤塘的行列。本課程期盼藉

由我們的努力，能對桃園埤塘的保存與再生利用略盡棉薄之力，希望有朝一日，

它們能代表台灣列名於世界文化遺產，成為全體人類共同關注和保護的景點。 

本課程核心價值為自主學習和團隊學習，增進學生邏輯思辨、溝通表達、問

題解決、鑑賞美感、探索創造等多元核心素養。課程具體目標可分為認知、情意

和技能三部分，在認知方面，帶領學生認知埤塘發展的歷史、認知埤塘所具有之

生態保育及防災功能、認知埤塘消失將帶來的各方面衝擊。在技能方面，培養學

生觀察與反思能力、訓練團隊合作的能力、增進表達能力、運用網路資源的能力

和製作影片的能力。在情意方面，帶領學生體驗埤塘田園、山水、旅遊文學之美，

培養愛鄉土，走向人群，關懷社會的情懷。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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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桃園埤塘的前世與今生課程具體目標 

二、文獻探討 

(一) 有關團隊學習的文獻 

 麻省理工學院資深教授、美國管理學家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 1990）

在「學習型組織第五項修練」（The Fifth Discipline）一書中，曾對於學習型組織

進行描述，成為國內外近年來熱門的主題。他強調團隊學習的重要，主張以團隊

做為組織的基本運作單位，提高群體溝通的效率，以及共同思考、共同創造的能

力，讓群體發展出超乎個人才華的偉大智識。他強調團隊學習必須精於運用「深

度匯談」（Dialogue），先暫停個人的主觀思維，彼此用心聆聽，自由和有創造性

的探究複雜而重要的議題，在組織中培養自我實現的能力，這些理論和方法均可

用於本課程的設計與執行之中。另外，以團隊教學法聞名的美國學者賴瑞·邁克

爾森（Larry Michaelsen）（2004），將團隊導向學習法做了一個清楚的定義，包含

如預習、個人測驗、小組測驗、小組申訴討論、團隊作業等施行的步驟。這些步

驟是希望學生能夠先自學，以個人測驗確保學生自學的基本成果，目標是個人準

備好基本知識，以進行更高層次的團隊作業來完成學習任務。小組測驗以討論共

識方式進行，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和老師與同儕互動，提升學生個人對團隊的責任

感，培養學生進行團隊討論溝通的能力。賴瑞·邁克爾森（2008）又介紹了與描

述團隊導向學習法的四項最主要的構成要素 --小組（Groups）、責任制

（Accountability）、回饋（Feedback）和任務設計（Assignment Design），以及將

這些構成要素組合、運用的步驟與方法。賴瑞·邁克爾森鼓勵老師們藉由小組學

習（Small Group Learning）制定豐富多樣的教學策略，最終目的是將成立的「小

組」經過特定程序，轉換成高效能的學習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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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大教師手冊（2015），談及團隊導向學習法是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

學方法，運用個人學習、小組學習以及即時回饋等特定的學習順序，激發學生主

動學習的動機。這種教學法把以往教師上課、學生聽課、學生回家做作業的順序

顛倒過來。學生在課前進行基本閱讀和課前學習，在課堂上，教師引導學生應用

這些基本知識，進行測驗、分組討論、撰寫學習單等教學方式，以深化他們的了

解。教師投注更多時間在傾聽和觀察，師生在教學過程中形成夥伴關係，與學生

互動關係更加密切而有意義。史美瑤（2012a）〈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團隊

導向學習法〉，將團隊導向學習法與時下流行的翻轉教學法（Flipped Learning）

做一比較，兩種教學法皆將課堂時間的重心放於學生「應用」知識，而不是「吸

收」新的課程內容，希望達成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班傑明·布魯姆（Benjamin S. 

Bloom, 1956）所主張的「六個層次學習能力理論」中建立學生較高層次的學習

能力的目標，例如批判性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團隊導向學習法將「翻轉

教學」的設計加上團體學習的模式，著重「自我學習」之外，更重視「團隊精神」，

小組成員為學習的資源而非競爭的對手，學習成功與否是建立在各自經營的小組

運作上。另外，楊碩英、杜強國、李世珍、駱羿如、蔡安和（2005）等人界定了

深度匯談（Dialogue）的理論與方法，他們以中船公司再生計畫為研究對象，依

循彼得．聖吉所提出「學習型組織第五項修練」理論與實踐，建立學習型團隊、

輔助成員學習各項組織學習技術、以及進行專案任務的實際運用等，藉以培養參

與成員集體思考與互動的基本能力。透過團隊學習的「深度匯談」演練，確實使

參與成員的集體思考與互動能力提昇，但是論文中也提及進行過程中必要條件的

不足，限制了研究最後的成效。 

由於團隊導向學習法常被資源豐富的醫學體系採用，獲致不錯的教學成效，

因此有多篇 TBL 在醫學教育上經驗分享的論文。例如劉淑如、蔡淑玲、劉秀珍、

鄭靜瑜（2014）〈TBL 教學策略之成效探討：以護理導論課程為例〉。在如麥克

奈尼（Micheal McInerney）（2003）〈團隊導向學習法運用在大學微生物生理學課

程的成效研究〉（Team-Based Learning Enhances Long-term Reten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an Undergraduate Microbial Physiology Course），最終的研究報告指

出，團隊計畫（Team Project）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方法，促使學生積極參與探索

基本科學的觀念整合。學者 Chee-Keong Tan（2011）發表〈團隊的學習在大學臨

床神經內科教學的對照研究〉(A Controlled Study of Team-based Learning for 

Undergraduate Clinical Neurology Education），將 TBL 和被動式學習（Passive 

Learning PL）在神經內科的教學上作一比較，研究執行的方法是針對 49 位大三

的醫學生進行九個星期的醫學課程的觀察，將 TBL 與 PL 分成兩個對照組進行交

叉研究。研究的結果顯示，TBL 組較 PL 組表現出更大的學術得分。喬納森·基布

爾（Jonathan D. Kibble）（2016）發表〈團隊導向學習法在大型班級的實施〉

(Team-based Learning in Large Enrollment Classes），探討團隊導向學習法獲致成功

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大型的班級使用此一教學法必須具備的後勤支援。此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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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威斯康辛麥迪遜（Madison, WI）的美國生理學會（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的教學為研究基礎。提供了兩個案例的研究，第一個案例探討設計規劃

TBL 模組的關鍵要素，第二案例探討生理，兒科，腎臟病學領域的醫學教育工

作者課堂上的最佳實踐與管理方式，提供考慮使用 TBL 的教師必須面對的挑戰

以及可能獲致的成效。以上這些論著雖然是以醫學教學為基礎的研究，但其中談

及團隊導向學習法的內容與施行步驟，是可以運用到其他學科的共同方法，頗具

參考價值。 

近年實證性研究成果，如陳玉樹和郭銘茜所發表的〈四向度成就目標對教師

創意教學表現之影響〉，針對 93 所學校 1620 位高中教師所做的問卷調查。結論

認為團隊學習行為對學習趨向與創意教學表現之關係具有正向調節效果（陳玉

樹、郭銘茜，2013）。鍾靜、黃美玲〈國小教師數學教學之團隊學習探討〉，針對

國小數學課使用團隊學習的功效進行探討（鍾靜、黃美玲，2015）。楊濱燦，林

雅婷〈文化創意團隊之團隊內衝突、團隊學習與團隊創新之研究〉，討論團隊學

習時不可避免地容易發生團隊內衝突，而團隊成員當如何藉由團隊內衝突來提升

成員之間討論錯誤的意願、分享資訊的頻率，來增加團隊學習的效果，進而影響

團隊創新的產生（楊濱燦、林雅婷，2013）。張耀宗〈創業導向專題團隊製作學

習歷程之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創業專題製作，受到領導、溝通、規範、凝聚力

及角色等因素影響；此外建構、運作、再建構及對外關係的主題學習歷程，亦受

到團員屬性、任務性質所影響（張耀宗，2013）。施賀建的中原大學資訊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團隊導向學習法，也提供一些可資參

考的資料（施賀建，2003）。 

(二) 有關田野調查的相關文獻  

其次討論田野調查的相關文獻。二十世紀中葉，由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倡

導，掀起世界性田野調查和口述歷史風潮。田野調查帶領學生到戶外實地觀察、

紀錄、蒐集資料，強調從做中學，過程及成果可以幫助學生更進一步了解人、空

間、地方與環境的關係。是一種「直接觀察」的研究法，它可以幫助學生親身面

對研究的對象，而不只是在書本上獲得知識，因此透過田野調查得來的資料是「第

一手的」，非常珍貴，可以補強書本的資料，拓展研究的視野，增加研究的深度。

黃萍瑛（2010）〈田野調查方法與經驗分享〉，談及田野調查最重要的「訪談要點」，

平常鮮有田野調查經驗的同學或老師，須注意不可帶著既有的刻板印象或偏見進

入田野，不要糾正受訪人的說法，或以自己的資料引導受訪人。其次要培養問題

意識及敏感性，「問題意識」是研究課題的「靈魂」。李成武（2016）〈社會史走

進田野調查什麼〉一文中，提及重視「田野調查」，是新一代史學界所注重的課

題，與傳統的史學工作者守在圖書館、主要依賴文獻資料大相逕庭。進行「田野

調查」時，要求執行者從整體的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全方位的了解，所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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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包括了生態環境、氣候條件、村落歷史、生產方式、科技背景與當地居民

的行為模式等。因為「田野調查」範圍可大可小，花費的時間與精力因選擇的調

查項目而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田野調查」的執行結果確實能從跨領域的角度綜

合了解計畫調查的主題。國中小的老師們常常帶領學生參與田野調查活動，也有

許多關於這方面的論述。蘇怡勳、姚慧磯（2007）〈田野調查法〉、王愛君、鄭秀

蘭（2005）〈田野調查法〉、馮淑惠、高泓清（2006）〈田野調查逗陣行〉、林孟輝、

鄭明桂（2005）〈中小學生如何撰寫田野調查報告〉、林月娥（2001）〈如何與小

朋友共同從事田野工作〉，皆對於田野調查法的定義、類型、優點與瓶頸、實施

的步驟、蒐集資料的方法、行程的排定、注重田野倫理的觀念有詳盡的介紹，文

字淺顯易懂，極具參考價值。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9 期，有多篇關於口述歷史的

論述，包括闞正宗（2015）〈口述歷史的採訪技巧與資料整理〉、侯坤宏（2015）

〈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張弘毅（2015）〈大眾史學與口述歷史〉、吳建昇（2015）

〈口述歷史的經驗分享〉、牟立邦（2015）〈略述口述歷史的價值與實際操作〉，

對於口述歷史的規範、理論和實際操作，有非常詳盡的介紹。 

(三) 有關 Rubrics 評量尺規的相關文獻 

至於本課程所使用的 Rubrics 評量尺規，史美瑤（2012c）〈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評估表格（Rubrics）的設計與運用〉一文，提及現代教育的學習成效，除

了書本上的知識外，亦應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批判能力、溝通技巧、邏輯推理

等能力。藉由 Rubrics 評估表格的設計與運用，一方面提供學生學習的方向，同

時也提供學生適時的回饋。Rubrics 評估表格與傳統的考試評分不同，同時結合

了「量化」與「描述」的評量方式來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果，可以明確指出教師對

學生表現的期待與學習的方向，將一些不易量化而且比較複雜的作業或是情境學

習的成果，用敘述性的方式和一個相對的分數來呈現，更能將學生多方面的學習

表現具體地呈現出來。劉曼君（2014）〈學生學習成果之評量及評分量表 Rubrics

之使用〉一文中指出，Rubrics 評量尺規尤其適合做為跨科別多位教師共同授課

的評量方式，若同一門課程是由不同教師教授，那麼可藉同樣的 Rubrics 評分量

表，盡量將課程的要求和評量的方向趨向一致，幫助教師能夠較客觀地了解所有

學生具備核心能力的程度。這種評量方式在較缺乏固定、通用的驗證方式時，例

如針對一些如團隊合作、溝通能力等、學習態度的評量上，尤其具有優勢。Rubrics

的評量方法的設計，較易界定這類能力的要求層面和標準，然後依據這些角度進

行學生成績的全方位衡量。簡單地說，Rubrics 評分量表就是「學生學習成果導

向」評量的一種有效方式，異於傳統量化分數，較能整體了解未來同學該調整的

學習方向或重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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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與方法 

本課程以團隊導向學習法做為課程設計主軸。現今年輕學子多為電腦科技的

使用好手，被稱為「滑世代」，靜坐在教室聽講的教學方式對他們愈來愈沒有吸

引力。本課程透過企劃進行團隊探索的教學活動，我們調整教學的方式，從教師

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由老師掌控所有話語權、學生被動學習到學生積極

的建構和師生轉化為夥伴合作的關係；從個別的研讀到團隊的學習合作；從固定

的教材到隨時可變的教材；從偏重記憶的紙筆測驗轉變為偏重學生的學習態度和

價值觀的評量；從制式的答案改變為鼓勵學生多元思考；由教室為主的場域擴展

到田野調查，讓學生接觸人群與社會；以學科內容為主的教材，轉變為多樣化、

與生活結合的討論；培養學生自學、合作，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這些未來帶得走

的能力，為日後就業做準備。我們使用貼近年輕世代的教學方法，來增加學生的

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團隊導向學習法提倡關鍵思考（Critical Thinking）、協同

作業（Collaboration）和學科知識（Discipline knowledge）的掌控及使用的能力。

本課程一方面重視團隊精神與團隊合作，學生不但必須學會與人共事，也必對團

隊的學習成效負責；另外一方面也著重自我學習，幫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習慣。  

本課程另一特色是跨領域學習課程（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在當代社會

中，單一的學科知識與專業已無法因應社會多元迅速的變遷，知識間嚴格的界線

與分野無助於整合能力的培養（黃政傑，1991）。專精的學科知識已經不再是判

斷人才價值的絕對標準（魏曼伊，2007）。綜觀國際教育趨勢，教育也從專業的

人才養成，轉為重視跨領域、統整能力的人才培育（于承平、林俞均，2013）。

當代教育的特色是拒絕專斷、歡迎差異與尊重多元，使得課程的意涵得以更加包

容及多元拓展（甄曉蘭，2003）。因此，教師應進行多元的跨領域課程改革，提

供相應支持系統（喻薈融，2015）。教師共同授課，可以補足教學夥伴間專業上

的不足，幫助學生具備橫向聯繫不同學科的能力。 

本課程非常適合跨領域的學習設計，桃園台地因為環境地形、土壤特性、農

田灌溉、水利資源的整合與應用，埤塘的出現早自清朝就已經開始，後經日治時

代八田與一修築桃園大圳，直至民國 53 年(1964)石門大圳完成，桃園埤塘的功

能、形貌、數目一直在不斷的改變。要了解桃園埤塘的全貌，除了要了解它在歷

史長河上的不同面貌外，更要瞭解桃園地區的土壤特性、灌溉需求與水利資源的

運用等等，而埤塘現今所遭遇的問題和可能的解決方法，也十分複雜多樣，因而

對於這些相關知識的了解，絕非單一學門所能窺其全貌，需要學生、老師和專家

以團隊的方式，進行多方面的資料蒐集，經過腦力激盪（Brain Storming）之後，

勾勒出桃園埤塘的前世與今生的具體面貌。本課程結合歷史、文學與環境三個領

域，設計先由歷史軌跡讓學生們了解先民開拓土地的艱辛，再由文學領域介紹在

地作家的作品，使學生產生斯土斯民的感情與認同。最後由環境課程激發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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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消失的危機意識，產生保護埤塘捨我其誰的使命感。課程帶領學生活用各種

領域的知能，培養多元學習視角、建立統整與合作溝通能力，用以檢視社會現象，

解決生活周遭的問題。 

本課程應用「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和口述歷史（Narrative History）

的研究方法，由教師帶領學生訪問耆老，蒐集第一手的口訪資料。學生在出發前

必須擬定問題，了解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的倫理規範，在訪問過程中蒐集資料，

建立論證，最終寫成報告並錄製成影片。本校位於桃園市，選修課程的學生有多

位成長於桃園，對埤塘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很多人第一次游泳、第一次釣魚都是

在埤塘中。課程透過實地調查與探索、訪談，與學生日常經驗和地方感情相結合，

給予學生們活潑而多元的課程體驗，以學生自身鄉土經驗，提升學習動機，幫助

學生增進社區意識，提高社會歸屬感。 

本課程重視現代科技運用，結合科技提以升教學效能。教師鼓勵學生透過網

路搜尋課程相關資料，依個人學習進度建構個別的知識結構，不受限於教師講授

進度，以此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田野調查時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雲端地圖和資

料庫即時整理和分析，透過雲端將資料彙整建檔，即時反應學習狀況。教師使用

臉書（FB）發佈課程即時訊息，並隨時解答學生疑難。學生製作期末報告必須

學習影片拍攝、剪輯、配音、上字幕等技巧，以展現學習結果。本課程以現代科

技、網路和各種載具幫助學生投入學習，提升教學效能 

四、課程教學設計 

(一) 課程規劃 

本課程由三位老師各自貢獻所長，分別授課。牛道慧老師帶領學生認識桃園

埤塘的開發史，並介紹田野調查和口述歷史之規範。桃園地區最早挖鑿的龍潭大

池建於清代乾隆 13 年（1748 年），已有近 270 年的歷史。早期桃園台地上的埤

塘開發多為私人、小規模經營的獨立「看天池」，到了日治與國民黨政府時代，

才先後開闢桃園大圳、石門大圳與光復圳，透過水圳將埤塘串連成灌溉的網路（陳

其澎，2013）。台地上最早修築的龍潭大池，係由凱達格蘭族淡水十二社的霄裡

社頭目知母六（漢名蕭那英）招佃開墾。乾隆 28 年（1763），知母六又與客籍墾

首薛啟隆共同開發霄裡圳（霄裡大池），引溪水及湧泉灌溉八德霄裡地區廣闊的

田地。此後收穫大豐，有所謂的「看不盡的霄裡田，吃不完的霄裡米」的說法，

桃園也贏得了「北糧倉」的稱號（王世慶，1994）。蕭那英（知母六）是蕭氏家

族開基祖，蕭氏家族漢化極深，歷代多人在官方任職，職稱有「通事」、「把總」、

「千總」。日治時期家族多人為庄協議員、士紳。蕭姓家族一直為桃園八德、龍

潭的望族（張素玢，1995）。課程設計由學生訪問知母六的後人，藉由他們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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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歷史，蒐集最直接的影、音紀錄，以製作成影片。 

霍建國老師引導學生欣賞台灣作家所創作的埤塘文學和歌謠，並帶領學生創

作新詩和散文。課程介紹四位桃園作家的作品，包括鍾肇政先生的著作-《大圳》

和《靈潭恨》；林鍾隆先生的著作-《醜小鴨看家》和《養鴨的孩子》；馮輝岳先

生的著作-《蓮花開》和《池塘媽媽》；吳家勳先生的著作-《圳水漫入田園》、《童

年霄裡溪：客家風情與我》。這些作品都在描寫桃園在地的埤塘風情和作者的成

長故事。桃園民謠大師鄧雨賢的作品也列入教材，藉著這些在地的文學作品和歌

謠，了解桃園地區埤塘的社會文化生活，由人文的角度向年輕的學子述說埤塘的

老故事。教師於課堂中教導同學景物觀察（步移法、定點觀察）和景物描寫（總

寫、特寫-視覺描寫、聽覺描寫、嗅覺描寫、動態描寫、感情抒發），引導學生創

作與埤塘相關的散文和新詩，發抒內心對埤塘的情感。 

何台華老師帶領學生了解埤塘消失對於環境和區域氣候變化的影響，重新思

考埤塘存在的價值。埤塘是親水的灌木及水生植物聚居地，也是各種鳥類和生物

的棲息地，孕育豐富的物種，成為生態保育的極佳場所。如果埤塘消失，將會造

成棲地面積減少或是碎裂分割，導致物種多樣性減少。根據桃園野鳥學會推估，

消失的埤塘將壓縮 42700 隻水鳥的棲息空間，許多台灣原生種的珍貴動植物都將

面臨威脅（陳其澎，2013）。另外，埤塘具有蓄水、排洪及滯洪的功效。在暴雨

時，埤塘可滯洪並降低逕流量，減少都市淹水或山區土石流發生的機率；在缺水

時，埤塘的水源又可做為臨時之民生及產業用水。都市中的埤塘還可提供防火、

救火的水源，其周邊綠地則是重要的逃生避難區域。埤塘更有減緩區域熱島效應

的效果，維護埤塘甚至於擴建埤塘，將對於對抗氣候暖化有所助益。埤塘的消失，

衝擊著桃園台地的環境與生態，桃園市近來頻繁的缺水與規模日益擴大的水災，

與埤塘消失不無關係。 

本課程規劃兩次校外教學活動，第一次帶領學生走訪龍潭大池、桃園大圳、

南天宮、雨賢館、八德生態公園。負責解說的龍潭區公所徐榮俊專員提供同學們

許多珍貴的影音圖像資料，同學們聆聽導覽員解說，並全程做筆記、錄影和錄音，

尤其對於八德生態公園的各種規劃和台灣特有之稀有物種興味盎然。第二次校外

教學帶領學生走訪霄裡大池、玉元宮、古墓、石母娘娘廟、湧泉、浣衣池和壘石

文化。學生以預擬的問題和現場臨時提問的方式，訪問開闢霄裡大池的平埔族領

袖知母六（蕭那英）的後人，觀看了蕭家族譜，了解蕭家歷史與原漢齊心墾拓的

佳話。霄裡地區有源源不盡的地下湧泉，直到今日仍有許多當地居民運用自然湧

泉做為每天洗衣、孩童戲水之用。當地超過 260 年的玉元宮，香火鼎盛，遊客絡

繹不絕。由於霄裡地處河階緩衝地帶，許多先民老屋仍得以保留，學生沿途拍攝

照片、錄音、錄影，認真地蒐集製作埤塘影片所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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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規劃三次校外專家演講，第一場演講由范特喜微創文化總經理鍾俊彥

先生來談《埤塘文化與生活聚落》。鍾總經理是台灣知名的文創公司的創立者和

主持人，他與學生討論埤塘與生活聚落之間的關係。桃園地區的先民墾殖、農業

發展、族群融合與水利工程等發展皆可從埤塘的開鑿尋找線索。埤塘多由家族或

附近居民共同開挖，一口埤塘可養活幾戶人家，成為桃園先民的生活根源與重

心。部分埤塘之命名，隱含了與開鑿家族、組織、年代、或其周遭之物產及事件

有關的特性。鍾總經理並請同學思考可以用何種方式有效保存桃園埤塘？提醒同

學如果能替桃園埤塘創造文創產業，加值經濟效益，政府和民間皆會樂於保存埤

塘。第二場演講由旅遊作家、金鐘獎評審馬繼康先生來談《台灣埤塘與旅遊文

化》。馬先生提出「生態與文化旅遊」為未來桃園埤塘最好之發展趨勢，因為符

合環境衝擊最小化、尊崇在地文化及可回饋當地的經濟效益等原則。政府與民間

應將埤塘水圳，結合周邊綠地及歷史文化資源，如古厝、廟宇以及可及性高的路

徑如古道、田路，發展休閒與觀光事業，期盼能藉此概念的推廣，使桃園埤塘因

創造觀光價值而得以保存。第三場演講由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會長張

演祺先生來談《埤塘風華-桃園 1-4 號埤塘生態復育計畫》。張會長實際參與桃園

1-4 號埤塘的活化計畫，復育埤塘內的原生魚類，未來還將繼續進行原生物種的

復育工作，以及生態監測、環境導覽等教育活動。學生們藉由影片了解復育埤塘

原生物種的種種艱辛，也認識到埤塘維護的急迫性。 

本課程由教師於臉書（FB）建立班級社群網頁，充分利用臉書的功能。 

 

圖 2. 桃園埤塘的前世與今生臉書班級社群截圖 

有鑑於年輕學子普遍頻繁使用臉書，教師於臉書中與同學進行即時資訊交流

或發佈課程相關訊息，能見度最高且收效最大。另外，學生若於學習過程中遭遇

困難，可以隨時透過臉書向老師、助教或同學尋求幫助，可有效提升師生與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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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互動聯繫。臉書還可以建立通知學生未完成作業之機制，由課程 TA 紀錄

學生上傳期中企劃書、參與課前和課堂測驗次數、交繳課堂學習單次數…，若未

達教師設定之標準，TA 可於臉書私密該生或該組組長，敦促其儘快完成作業。

臉書通知學生之機制圖示如下： 

 

圖 3 臉書建立通知學生未完成作業之機制 

(二) 課程執行 

本課程執行可分為課前學習、課堂學習和課後學習三部分。圖示如下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346-373 專論文章 

第 359 頁 

 

圖 4 桃園埤塘的前世與今生課程執行圖示 

第一部分為課前學習，教師將課程 PPT 放置在學校的學習網路平台，學生

於課前需先行預習，並參加教師所安排的線上測驗，以期完成認知和理解的目

標。第二部分為課堂學習，學生須參加 IRAT 與 TRAT 測驗，並思考教師課堂學

習單上所提出的討論議題，以團隊合作的學習方式進行課堂討論，並輪流上台報

告各組所獲致的結論，以期達到分析與應用的目標。第三部分為課後學習，學生

必須參加田野調查，親自造訪桃園埤塘，進行口述歷史的採訪，全程製做筆記、

照相、錄影和錄音，蒐集製作桃園埤塘影片所需的影音資料。最後撰寫講稿，揀

選照片或錄影、進行剪接、配音和上字幕等工作，全組共同合作，於學期結束前

製作一段約 15 分鐘的影片，在期末成果展示會中播放，並按照教師設計之同儕

互評的規準，完成他組和本組的同儕評量，以達成綜合和創意的目標。現將教師

執行課程之過程解釋於下： 

1. 分組 

教師於第一堂課進行分組，發下問卷請同學填寫，其中包括年級、科系、專

長、居住地。分組不是由同學們決定，而是教師按照全班同學的背景，分成每組

4 到 5 人的小組團隊。將不同年級、科系和不同專長的學生放在同一組，可以匯

聚更多的資源。每組皆為男女混合編組，因為期末報告的影片製作，必須多次自

行前往埤塘，這樣的編組是基於交通工具（較多男生可提供機車）和安全的考量。

至於居住地，儘量分配每一組皆有一位成長於桃園、與埤塘較有淵源的同學來帶

領其他組員。每小組團隊在學期開始即組成，一直延續到學期終了。期間藉由小

組討論、小組報告、田野調查、期末影片製作，經過一定時間的溝通和磨合，學

生從彼此完全陌生到建立信任感，得以協力完成團隊的各項工作。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346-373 專論文章 

第 360 頁 

2. 課前測驗 

三位教師製作課程 PPT，並建立課程題庫，於上課前一週將這些教學素材放

在學校的學習網路平台上，讓學生先行預習，並完成線上課前測驗。課前測驗為

10 題是非題，列入學期成績計算，題目低難度，只要有做預習工作，皆可輕易

通過測驗，獲取高分。這樣的設計不是要考倒學生，而是希望以課前測驗綁住學

生，給予同學們足夠的動因進行預習。團隊導向學習法非常重視預習，因為學生

的自我準備是否充足，將會影響團隊的整體表現，線上課前測驗的設計將有助於

敦促同學們確實進行預習。 

3. 課堂測驗與討論 

團隊導向學習法希望同學都能到教室參加測驗及參與課堂討論，教師設計

IRAT 和 TRAT 兩種課堂測驗。上課時教師先進行「個人準備度測試」（IRAT 

-Individual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測試為兩題問答題，稍有難度，在每位同

學都交出答案後，同組的同學再一起針對完全相同的問題進行回答，即「團體準

備度測試」（TRAT-Team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學生可以與同組組員一起討

論，一起找尋答案。依據教育學者的觀點，認為 TRAT 的成績會比 IRAT 的成績

來得好（史美瑤，2012a）。本課程實際執行的結果，也顯示 TRAT 的答案要較 IRAT

的答案完整許多。例如題目詢問埤塘有何功用？「個人準備度測試」的答案可能

為灌溉（浥注農業用水）、滯洪（調節洪水以降低水災）、觀光（闢建河濱公園）

等較易思索到的答案。但是在「團體準備度測試」時，經過小組成員討論之後，

可提出許多較深入的答案，例如調節溫度、養殖漁業、水鳥的棲息空間、淨化水

質、教育研究、生物多樣性保存庫、保存台灣稀有種動植物（台灣萍蓬草、大安

水蓑衣）、旱災時民生用水等…。顯示每位學生與其他組員腦力激盪後，收到集

思廣益之效。此點顯示團隊導向的學習法的優點，除了要求個人自主學習之外，

還要學習團隊合作，學會如何申述自己的認知，為自己和團隊的學習成效加分。

學生若對於問題有不同看法，則可以提出理由及證據向老師申訴（Appeals），此

過程可以提供機會讓學生對於不瞭解的概念進行釐清，培養學生舉證與思辨能

力。 

4. 課堂學習單 

本課程設計課堂學習單，校外專家演講有心得回饋單，兩次校外教學有田野

調查學習單。這些學習單之設計儘量生活化，以認識社會並練習解決社會問題為

設計目標。題綱採開放多元之設計原則，並無制式或標準答案，希望同學們各抒

己見，在課堂上形成討論的氛圍，激起討論的火花。除了專家演講的心得回饋單

為個人作業之外，其他學習單都為團隊作業，必須與小組成員一起討論，腦力激

盪，共同解決問題，最後各組上台報告，展示各組的討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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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末報告-影片製作 

本課程設計期末成果展示會，由學生進行期末報告。學生必須全組共同合

作，利用兩次校外教學埤塘之旅的機會，聆聽導覽員解說，全程製做筆記、照相、

錄影、錄音，蒐集製作桃園埤塘影片所需之影音資料，並於網站、書籍、雜誌找

尋相關資料。最後撰寫講稿，揀選拍攝的照片或錄影、進行配音、配樂和剪接，

於學期結束前，每組製作一段約 15 分鐘的影片，在期末成果展示會中播放給同

學觀賞，並接受同儕互評和提問。  

6. 同儕評量 

本課程同儕評量主要係針對第 17 週的「反思與回饋」口頭報告和 18 週的期

末成果展示會而設計。第 17 週各組以自行製作的 PPT，報告本學期研究桃園埤

塘的心得和感想，第 18 週各組需展示所拍攝及製作的桃園埤塘影片。同儕評量

分為各組互評和組內互評兩項，教師分別設計「期末作品展示會-Rubrics 各組互

評表」和「期末作品展示會-Rubrics 團隊合作組內互評表」。「Rubrics 各組互評表」

要求學生針對他組的口頭報告和影片製作進行評分，並對每一組的成果進行文字

講評。表格設計之評分細項和評分標準圖示如下： 

 

圖 5 期末作品展示會-Rubrics 各組互評表 

「Rubrics 團隊合作組內互評表」則是由同組內的成員針對每位組員的貢獻

度進行評分，這份互評表是在幫助教師和同學能夠公正的給分，避免組內成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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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負責者和搭便車者貢獻度不同，但最後獲致相同分數的不公平現象。表格設計

之評分細項和評分標準圖示如下（最後請學生做約 200 字的文字心得回饋）： 

 

圖 6 期末作品展示會-Rubrics 團隊合作互評表 

本課程的學生個人學習成效評量，可分為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兩類。形

成性評量包括出席率、線上課前測驗、課堂學習單、三次校外專家演講心得、兩

次校外教學（田野調查）學習單，佔所有配分 40%。總結性評量包括期中知識指

標檢驗的紙筆測試（10%）、期中考週每組必須上繳的影片拍攝與製作企畫書

（10%）以及期末最後兩週的口頭報告與影片展示（40%），圖示如下： 

 

圖 7 桃園台地的前世與今生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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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與學習成效 

本課程以團隊導向學習法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鼓勵學生課前自我

學習，課堂時間用於師生和生生互動討論，使學生深入體會團隊合作學習的重要

性。課程的期末報告為 PPT 簡報和影片製作，最終 22 位同學們完成了四段影片，

其中牛道慧老師負責歷史組兩組，霍建國老師負責文學一組，何台華老師負責環

境組一組。另外要求每位學生將自行拍攝的照片配合上自撰的文字，進行新詩和

散文的創作，成果十分豐碩。教學成效對應原先設定之教學目標，達成度相當高，

列表如下： 

核心素養與具體課程目標 與課程之關係對應說明 

邏輯思辨 

認知埤塘所具有之生態保

育及防災功能、認知埤塘消

失將帶來的各方面衝擊，思

考埤塘之存廢影響，及有效

保護埤塘的方法。 

教師於「個人準備度測試（IRAT）和「團體準備

度測試」（TRAT）以及課堂學習單中，安排許多思

辨問題，例如思考經濟效益與環境保護熟重？埤塘

存在之價值為何？有何方法可有效保存埤塘？這

些題目並無制式答案，學生與其他組員腦力激盪

後，收到集思廣益之效。 

溝通表達 

培養學生觀察與反思能

力、訓練團隊合作的能力、

增進表達能力。 

本課程以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的方式進行研究，學

生訪問最早開闢埤塘的平埔族領袖知母六的後人

以及在地居民，蒐集埤塘相關資料，於期末成果展

示會中進行 PPT 分組報告，現場播放各組製作之

影片，接受同儕互評與提問，有效提升學生溝通表

達能力。 

問題解決 

學習協調組織能力、運用網

路資源的能力和製作影片

的能力。 

本課程要求學生拍攝影片，學生必須分配工作、協

調各組前往埤塘的時間。學生必須學習撰稿、配

圖、配音、旁白、上字幕和影片剪輯諸項能力。本

課程大部分同學並無製作影片的專業能力，在課程

TA 的幫助之下，逐一克服困難，獲得解決問題之

訓練。 

鑑賞美感 

創作詩文作品，體驗埤塘田

園、山水、旅遊文學之美。 

本課程帶領學生欣賞埤塘之美，聆聽鄧雨賢音樂作

品，觀賞埤塘的老照片，欣賞在地作家有關埤塘的

文學作品，要求學生進行新詩與散文創作和攝影與

影片拍攝，讓學生從學習中獲得鑑賞美感的經驗。 

探索創造 

帶領學生認知埤塘發展的

歷史和現今存在的問題，探

索埤塘相關的資訊，創作影

片。 

學生需蒐集資料，探索埤塘的歷史、文學和環境相

關問題，創造四段自製影片，第一組：歷史組（一）

-走讀埤塘歷史。第二組：歷史組（二）-知母六與

霄裡大池的開發。第三組：文學組-行吟埤塘，來

聽我們的創作。第四組：環境組-八德埤塘生態池。

學生在探索和創造的過程中，收穫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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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採用 Rubrics 評量量尺，由學生進行組外和組內的同儕評量，使教師在

進行考核工作時可以更加客觀公平。由於修課學生較少，教師可以充分掌握各同

學的學習狀況，適時給予提醒或協助，結算學期總成績時，各組成果表現良好，

成績多集中在高分群。以下為本課程的組外互評結果、以及舉例歷史（1）與環

境組的組內互評結果。 

 

圖 8 桃園台地的前世與今生組外互評結果 

 

圖 9 桃園台地的前世與今生歷史組（1）組內互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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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桃園台地的前世與今生環境組組內互評結果 

團隊導向學習法重視同儕互評，期末最後兩週的口頭報告與影片展示佔全學

期配分的 40%，教師設計完全由同儕互評決定這 40%的分數。在 40%的配分中，

該組整體表現佔 50%，學生的個人表現佔 50%。舉例來說歷史組（1）的周同學，

組外互評該組的平均成績是 88.8 分，該生的組內互評得到全組最高的 97.6 分，

則他個人最後成績為（88.8+97.6）/2=93.2 分。同儕互評佔整體成績的 40%，

93.2*40%=37 分，該生的期末報告在 40 分的配分中，獲得了 37 分的高分。教師

發現這種評分方式有很大的鑑別效果，雖然有同學表示基於同學情誼有些不忍心

將不認真的同學打低分，不過經過老師的解說，後來每一位同學都能公正客觀的

為本組和他組評分，評分結果具相當高的一致性。例如環境組的陳同學，該組組

外互評的成績為 81.2 分，但他個人的組內互評卻只得到了 19.2 分，（81.2+19.2）

/2=50.2 分，50.2*40%=20.08 分，他個人最後成績為僅獲得 20,08 分，該同組黃

姓同學的成績為（81.2+93.2）/2=87.2 分，87.2*40%=34.88 分。兩人同為環境組，

但最後期末報告的成績，在 40 分的配分中，差距達 14 分之多，顯示教師設計的

同儕互評方式，可以有效的區別每位同學不同學習態度和貢獻度，最後給予公正

的評鑑。 

本課程由三位教師通力合作，以埤塘議題貫穿整個課程，使三部分課程各有

特色，卻又呈現完整而全面的面貌，並未因分割課程而出現紛亂現象。本課程唯

一的遺憾是由於課前宣傳不夠，學生對課程名稱不大了解，以致修課人數不如預

期，僅有 26 名同學選課，又由於課外活動和作業測驗較多，學生認為影響打工，

中途有 4 名學生撤選。但也由於修課學生較少，學生和老師互動良好。期末評鑑

時，學生對教師的滿意度高於通識中心和學校的平均值。本課程在學校設計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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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期末量化評量中，也獲致相當高的滿意度，22 位修課同學，有九成以上表示

團隊導向學習法使課程經營活潑多元，提升了對課程參與的興趣，也有八成以上

的同學對教師授課的方式感到滿意，但在教學活動的安排上，有些同學認為作業

太多，覺得負擔太重，滿意度稍低。現將本課程的量化滿意度調查結果列圖表如

下： 

 

圖 11 桃園台地的前世與今生課程量化滿意度 題 1 圖示 

 

圖 12 桃園台地的前世與今生課程量化滿意度 題 2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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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桃園台地的前世與今生課程量化滿意度 題 3 圖示 

至於本課程滿意度質化評量，由學生給予文字回饋，部分列表如下： 

題目一：本課程哪部分最提升你的學習興趣?本課程最讓你喜歡或印象深刻的

教師授課方式或教學活動安排是哪部分? 

1. 因為我是桃園人，每次校外參訪的地點都在我家附近，能夠增加對我家四

周圍埤塘的了解，我覺得很有趣。（工管系 黃 O 和） 

2. 我覺得上課時有很多專家學者會帶我們去參訪，或是來班上演講，他們都

很專業，讓我獲得很多有用的知識。（機械系 范 O 皓） 

3. 這個課程老師有三位，分別講歷史、文學和環保，讓我們在一門課程中學

到很多不同的知識。（電子系 郭 O 佑） 

4. 校外教學大家坐遊覽車出去，去外面看看走走，比坐在教室裡聽課要有趣

很多。（國企系 鍾 O 詩） 

5. 我們在校外參訪時看到知母六的後人和他的家譜，覺得書上記載的人物一

下鮮活起來，讓我印象很深刻。（文創系 周 O 音） 

題目二：本課程最能引導或提升教師與學生互動、同學間相互討論或參與實作

的課程內容設計是哪部分? 

1. 老師分組是按照不同的班級，剛開始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不把同系的分在

一起，後來才知道老師是要我們大家都要認識，同組合作討論和製作影

片，後來就全班都認識了。（文創系 陳 O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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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們成立臉書，在臉書上發布訊息，大家聯絡起來很方便，老師還會在

臉書上祝我生日快樂，我覺得很有趣。（國企系 吳 O 汝） 

3. 我認為不同系的人對問題的看法不太相同，討論起來很熱烈，三位老師在

討論時間都會和我們一起互動，和一般的上課方式很不相同。（電子 車 O

陽） 

題目三：對於本課程你認為有什麼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你有什麼建議? 

1. 我認為這門課的功課實在太多了，常常有學習單，每次上課還要測驗和討

論，假日還要出去錄影，還要製作影片，應該要減少作業份量，以免學生

負擔太重。（工管系 潘 O 雄） 

2. 老師要我們組內互評，雖然有些同學真的比較混，但要我打分數，我覺得

有出賣同學的感覺。（國企系 鍾 O 詩） 

3. 校外參訪的時間太趕，最後才去八德生態公園，我們想多待一會，可是遊

覽車時間到了，希望下次安排少一點地方，可以慢慢欣賞。（文創系 周 O

音） 

4. 為了製作期末的影片，我們又自行前往埤塘兩次，同學的時間很難配合，

又要騎車前往，我覺得很辛苦。（財金系 陳 O 璽） 

有關質化的課程滿意度調查，同學們給予了相當中肯的回饋，對於給予教師

和課程肯定的部分，可鼓勵教師日後再度開課時繼續沿用。至於學生建議教師改

進的部分，有關作業太多的意見，教師認為未來規劃課程時。可以取消第 17 週

的 PPT 報告，僅保留影片拍攝的作業，以減輕學生負擔。校外參訪的學習單也

可取消，讓學生專心蒐集資料和聆聽專家解說。校外參訪因為假日塞車，縮短了

參觀的時間，下次安排行程時，可以接受學生建議減少幾個地點，求精不求多。

為求影片拍攝完整，學生必須自行前往埤塘，教師要鼓勵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意

識，積極參與，但必須考量學生安全問題，未來可由課程經費中編列預算，為單

獨前往的同學們提供保險。 

六、結語 

團隊導向學習法由以老師為中心的學習模式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

式，教師必須面對的挑戰與壓力絕不小於學生。首先是教師對於課堂活動的設

計，必須刺激學生思考、與學生對話、誘發學生討論，幫助學生建立獨立思考與

表達能力。在課程進行中，教師必須成為稱職的學習資料的提供者、網錄資料審

查者、課程進行中的組織者和仲裁者，還必須幫助作業困難者、課堂沉默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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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孤立者融入課程。這些角色都要比傳統教學方式進行時，教師單方面傳遞知識

給學生，完全掌握話語權和主導權面臨更大的挑戰。參與課程的學生，因為負擔

加重，也並非每個人都認為團隊導向學習法是好的或喜歡的教學方式，教師必須

向少數情緒反彈的學生解釋課程設計的目的，所幸多數同學在課程結束時都能肯

定教師的付出，給予本課程相當好的回饋。 

教師們現今面臨新科技與新時代的挑戰，如何讓學生在課堂中有興趣學習，

成為授課教師的當務之急。我們認為設計學生有興趣的教學方式和課程內容是重

要關鍵。教師經營本課程較經營傳統課程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和時間，但是可以增

加學生上課的參與度，提升學生高層次學習能力，建立學生自主學習和團隊合作

的觀念，雖然辛苦，教師仍認為是一門收穫豐盛的課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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