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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基於推動藺草編織文化復興過程中，作為原料的藺草與草編的文獻資料，在
引證的過程中出現錯落混淆，因此透過文獻的考察進行釐清。初步結論有四，一是可
由原料的名稱的混淆，呈現過往各種草編文化的多樣性，但須進一步的田調，豐富草
編文化的故事性，以協助草編作為特色的地方事務。二是鑑於藺草編織起始的地區與
出現年代多有差距，透過生產與銷售的脈絡，應可推論雙藔社婦女加流阿買移植藺草
與改進為細編，是較為合理的起始。三是藺草帽的起始，由地方的產業發展脈絡，應
可推論洪鴦因技藝超群，委託研製草帽後推廣，是較為合理的起始。四是，描述藺草
編起源而引用的日文資料與譯本，雖因發表年代而有三種，但應為同一份調查結果的
不同呈現。

關鍵詞：藺草編、大甲藺、苑裡藺、加流阿買、洪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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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Several Confusions in the Origin of Rush Weaving
Shen-Ching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chu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error information of rush straw weaving.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formation, I conduct a literature review on rush straw, straw weave, and straw hat. Four
conclusions were initially obtained. First, it can be confused by the name of the raw materials,
showing the diversity of past straw weave cultures. The second is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region where rush weaving started and the year it appeared, through the context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it should be inferred that Shuangliao women Gallio Amai ’s
transplantation of rushes and improvement is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start. The third is the
beginning of rush hat, from the lo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context, it should be inferred that
Hong Yuan, due to her outstanding skills, commissioned the development of straw hats and
promoted it, which was a more reasonable start. Fourth, Japanese materials and translations
cited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rigin of rush straw weaving, although there are three types
due to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they should be presented differently for the same survey results.
Keywords: Rush weaving, Dajia Rush, Uanli Rush, Gallio Amai, Ho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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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察源起
草編在台灣西部由來已久，除了稻草以外，其餘所用的原料，俗名通稱為「藺草」
或是「鹹草」
，但細究可見的文獻，大致上有四到五種植物，又因多屬於莎草科（Cyperus）
植物，莖呈三角形，未開花時常常難以分辨清楚，又或由產品的觀點，材料能夠保持
產品的特性即可，分辨其屬於哪一種植物，或甚至是確認其在植物分類上的不同，並
非需求，但基於以下的兩個原因，探究其植物分類上不同是有意義的。
首先，藺草編在目前已經沒落，大部分的推廣都是為了保留歷史記憶與文化傳承，
在現今的消費情況下，因需要人工編織，價格相對高昂，銷量有限，大量製造產品已
不可能，而是作為一種工藝品或者文創產品來行銷。但由於銷量少，原料種植也少，
近來已經發現藺草也遭受稻米的病蟲害襲擊，原本相較於稻米需要更多人力的種植方
式已經減少種植意願（雖然價格較高，但僅限一級品）1，病蟲害的襲擊無疑是雪上加
霜，讓原料的生產更形艱難。因此辨明藺草在植物分類上的不同，是為了能夠利用不
同種或是不同生長地的適應能力，進行品種改良，以提高對於病蟲害適應性。
再者，從學習累進知識的觀點，了解植物分類上的不同，除了可以增進對於藺草
的知識，也是在學習植物觀察，以及培養環境感知的敏銳度，進一步的提高對於人地
關係的關心與注意。
此外，在部分地方期待以草編作為地方特色，而要為材料與技術來源正名時，卻
又發生文獻資料錯落，結果形成部分資料以訛傳訛的現象，本文的考察，目的在於糾
正文獻資料的錯落，已使得後續的使用能有其正確性。
而在草編的源流，主要是以「藺草編」為考察的對象，這是因為當大甲與苑裡都
宣稱該地區為藺草編的故鄉，因此在原料的稱呼上各自稱為「大甲藺」
、
「苑裡藺」
，又
因文獻上對於藺草帽的編織創始有大甲與苑裡的不同說法，有其梳理之必要，因此透
過現有有限的文獻進行文獻比對、不同年份訊息的關聯性，應有助於釐清大甲與苑裡
當時在文獻中呈現的混淆狀況，也將有助於上述後續在資料的使用上能夠有其正確性。

1

范榮達，
〈復興藺草編織工藝 地方卻憂心「沒人種草」〉
，聯合報，201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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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關於藺草與藺草編的資料，大多以島田彌市（1908）
《大甲藺及同製作品調查書》
作為主要的資料來源，這份資料是當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為了產業需求而進行
的調查報告，書中顯示這是明治 40 年左右進行的調查，但據《臺灣總督府檔案》中
〈大甲莚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縣提出〉
（1901）檔案顯示，這個調查其實早
在明治 34 年（1901）就已經開始了，甚至在伊能嘉矩（1897）的手稿〈大甲蓆製造調
書〉也有部分的資料呈現。這些相關性的調查，呈現了對於大甲藺編織起源；大甲藺
栽植方式、地點、收成；清末大甲藺蓆編織、販售的情形記載。而在近人的研究中，
王振勳（2002）的《日治時期苑裡的藺草與帽蓆生產》
，主要是翻譯了《大甲藺及同製
作品調查書》以及〈大甲莚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縣提出〉
，提供了這兩個文
本的中文版本，而後在其〈日治時期苑裡通霄地區藺草帽蓆產銷與當地社會變遷〉
（2002）
，以及〈有關大甲藺及其製品生產變動的歷史考察〉
（2003）
，呈現了帽蓆產業
對大甲、苑裡、通霄地區的影響，除了經濟外，尚帶來婦女地位及社會風俗等變遷。
陳怡方（2001）在其《描繪苑裡草編─一個傳統產業生態與脈絡的研究》以及後續的
〈無形文化遺產與地方社會：以傳統手工藝為核心的探討〉
（2016）
，以及〈手工藝知
識與技術的意義與價值─以苑裡藺草編織的「物質特性」為例〉（2017），強調藺編與
居民生活的細微互動，並且工藝生產所蘊含的是：透過實作以認識和學習的知識建構
過程，該過程是一個結合身體、思維與環境的工藝實踐，由此強調藺編作為無形文化
資產的重要性。
而鄭夙恩、陸佳暉（2009）的〈從傳統工藝過渡到文化創意產業的可能性―以苑
裡藺編工藝發展軌跡為例〉
、張青芯（2012）的《鄉村產業資源開發之研究—以藺草產
業為例》、何智堯（2013）的《無名商品轉變為文創商品之歷程-以苑裡磚瓦及藺草帽
蓆為例》
，皆從文化創意產業觀點，認為藺草產業若要再生，應以文化創意為前題，進
行新產品的開發。並認為如何讓商品於注入地方文化後，得以創造出全新的價值並且
讓市場接受，更是產業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
而陳香延（2014）在其《生活文化としての台湾大甲藺工芸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台湾大甲地域における内発的発展計画の導出》，透過梳理大甲藺編發展過程，提
出認為應該由「地方的文化財」
、
「地產地銷」以及設置文化園區培養種植到生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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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以使地方能夠發展出新的產業能量。雖然在這個研究中，有對於藺草的幾種稱呼
進行了分辨，也說明了「三角藺」與「大甲藺」混用的情形，但並未能突顯「藺草」
在台灣文獻呈現的混淆與錯落的情形。
這些近人的研究，大部分並未著重在藺草的植物學分辨，以及藺編歷史的考察，
而是整理與接受日治時期資料，也未能有資料比對與資料串連性的解讀，因此本研究
是在這些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釐清，以增進之後對於資料使用的判讀與理解。

三、對於藺草名稱的考察
從文獻的記載，通稱藺草或鹹草的植物，大致上有莎草科擬莞屬的「蒲」
（蓆草、
藨草、大甲藺、苑裡藺、石草）
，學名是 Schoenoplectus triqueter（L.）Palla.2，以及莎
草屬的「茳芏」
（俗名鹹草、茳茳鹹草、監草、鹵草、石草）
，學名 Cyperus malaccensis
Lam.，以及不是莎草科而是燈心草科（Juncaceae）燈心草屬的「燈心草」（俗名虎鬚
草、赤鬚、碧玉草、燈蕊草、龍鬚草、野席草）
，學名 Juncus effusus L。部分文獻也把
莎草科石龍芻屬的「包席草」
（俗名交薦草、蒲草）3，學名 Lepironia Mucronata Rich.
稱為藺草。這些名稱上的混淆，除了是大部分的生長地在於鹹淡水交界處，另外則是
大部分的外型是三角形4。在這樣的混淆下，部分的地方志及網頁資料會出現錯漏的狀
況。
較為不同的是，《通霄鎮志》內的記載，「藺草屬燈心草科，為多年生草本植物。
俗名燈心草…，莖直立成圓柱形…，為台灣聞名中外的藺草帽席原料…」，但綜觀資

2

2018 台中市世界花卉博覽會的介紹，則用了另一個學名 Cyperus malaccensis subsp. malaccensis，學
名上的不同，這也是為何要了解藺草在植物分類上不同的原因之一。另外，學名的部分原本是 Scirpus
triqueter L.，但由於後來的分類而改變。參見國立自然博物館 https://www.nmns.edu.tw/public/Botanic
alGarden/flowers/autumn/1011003.htm。2018 台中市世界花卉博覽會 https://2018floraexpo.tw/Park/Plant
Detail/1477?park=HouliForest。台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席草」http://taibif.tw/zh/namecode/201366。

3

部分文獻把包蓆草認為在日本稱為根引草，但日本的文獻顯示根引草的學名是 Machaerina rubiginosa，
長崎縣福江島地區會在祭典時作為腰蓑（草裙）的材料。參見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
r2003/C0324360093/tools-a-1.htm 以及 http://fukuejima.la.coocan.jp/flower-haru/anpera-i.html。

4

台灣藺草學會認為苑裡藺草是正三角形，鹹草是三角形，這種分類並無太大意義，在切面上無法有效
分辨這兩種不同。參見台灣藺草學會「藺草的生態與材質特色」http://www.taiwanlin.org.tw/zh-TW/in
dustry-content/id/43/ ，以及自然攝影中心照片「單葉鹹草」http://nc.biodiv.tw/bbs/showpost.php?p=78
0441&postcount=2327，「大甲藺」http://nc.biodiv.tw/bbs/showpost.php?p=793533&postcount=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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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目前可確認嘉義縣溪口鄉曾經以此為地方產業原料，種植並編織草席5。此外，由
於 1968 年自日本引進七島藺「岡山三號」種苗，在梅山及古坑地區栽種，後經選種改
良，成為政府輔導生產的特用作用，製席後回銷日本6，因此在台灣部分的文獻也會把
七島藺列入製席原料7。雖然現在來看釐清這樣的混淆，也許只是知識上的探究趣味，
但也呈現了當時作為地方產業的藺草編織的多元性，以至於各地企圖再現這樣的地方
記憶時，希望正名卻造成紛亂的情況8。

5

另外類似的例子也在《台灣省通志》出現：「大甲帽之原料，是藺草，藺草又名燈心草，莖圓密生，
有粗細兩種，一種長四、五尺，另一種長丈餘，均可以編帽子」。不過蔡振豐在光緒 23 年的《苑裡
志》
（1897）裡記載，當時的物產中的確有「席草」與「燈心席草」的分別，但不得而知是否為今日
的燈心草。參見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71）
，
《臺灣省通志》
〈經濟志〉
，頁 402。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
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2001）
，
《通霄鎮志》
〈經濟篇〉
，頁 300-301。嘉義縣溪口鄉公所「地方產業」
網頁。https://sikou.cyhg.gov.tw/News_Content.aspx?n=EAAD1A0415A5F56B&s=10940662F2403E41。
蔡振豐（1959），
《苑裡志》
，頁 93。

6

依總督府資料，明治 31 年（1898）已開始引入藺苗種植，按《本島製莚ニ関スル調査》
，明治 38 年
（1905）已在北投庄、大庄、學甲庄等地大量種植，雲林縣元長鄉農友企業公司在民國 57 年過後引
進瀨戶 4 號、岡山 3 號、長藤等品種，經過試種結果以岡山 3 號適應性最佳，而台灣省農業試驗所
則民國 58 年著手蒐集本省藺草品種及直接由日本引進，從事栽培與選育，於民國 69 年定名台農選
1 號與台農選 2 號。參見〈藺苗及吳座織器械購入ノ件（元臺南縣）
〉
（1898 年 11 月 01 日）
，《臺灣
總督府檔案》
。田辺一郎（1915）
，
《本島製莚ニ関スル調査》
，頁 1-4，以及胡敏夫、曾東海、李雨霖、
邱善美（1981），
〈藺草新品種臺農選 1 號 2 號之育成〉，
《中華農業研究》
，頁 15-16。

7

例如《大甲藺及同製作品調查書》內的七島藺，學名是 Cyperus tegetiformis Roxb，但這個名稱是
Cyperus articulatus L.的異型同名，資料顯示日本琉球的分布是歸化種。不過現在日本指定為世界
農業遺產，大分縣國東地區生產的七島藺，其實是單葉鹹草，學名 Cyperus monophyllus，又稱琉球
藺，主要是薩摩藩的橋本五郎右衛門由琉球引進，因其家鄉被稱為七島，所以稱七島藺，又來自於
琉球，所以稱琉球藺。見島田彌市（1908），
《大甲藺及同製作品調查書》，第二編，頁 5。
U.S. National Plant Germplasm System。https://npgsweb.ars-grin.gov/gringlobal/taxonomydetail.aspx?
id=12899。七島イの歷史，http://shitto.org/history.html，以及国東半島宇佐地域世界農業遺産，http:
//www.ks7.co.jp/giahs/index.html。

8

例如，北投以「藺草」為在地重要意象，但其實是「鹹草」
，而非「蒲」
，地方相關資訊也顯示「藺草」
、
「鹹草」聯用的狀況。見「青菜底呷」臉書粉絲網頁〈
【桶柑紅 蘿蔓青】33 「硫磺磚」包著北投情〉
，
https://www.facebook.com/btccmarket/photos/a.1426790084235042/1539537436293639。此外，高雄岡山
的「潭底洋」區域，也曾經是藺草的產區，草編相當興盛，不過在地資訊顯示，這也是「鹹草」
，也
呈現「鹹水草」
、
「藺草」聯用的情況。見高雄小故事網頁，吳正任，
〈岡山「潭底洋」·「鹹水草」
〉
，
http://crh.khm.gov.tw/khstory/story_info.asp?id=235。高雄彌陀區目前只剩一家的草蓆產業，其資訊顯
示，彌陀地區所使用的與岡山是相同的，應為「鹹草」
，但稱呼為「三角藺草」或「藺草」
。見高雄彌
陀區公所「彌陀草蓆」網頁 https://mituo.kcg.gov.tw/cp.aspx?n=948E736ADBEA02A7，以及金信昌公
司「草蓆見學工廠」網頁 https://www.ho-kun.com/customPage_page?id=14。而台南西港區以草編作為
在地文創產業，在地資訊顯示，該區使用的原料，也是「三角藺草」
，同樣是「鹹草」
。見職人故事網
頁，
〈台南市 西港區藺草工坊 江姿錦〉
，http://expert.chineseink.com.tw/client/story_page.aspx?no=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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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藺草編源流的考察
另一個問題是藺草編的由來，在《大甲藺及同製作品調查書》中記載雍正五年
（1727）
，雙藔社的婦女蒲氏魯禮以及日南社婦女蚋希烏毛，採集大安溪下流河岸與雙
藔社附近海邊濕地的野生草，乾燥粗製蓆及日用品，而到乾隆三十年（1765）
，雙藔社
婦女加流阿買把草莖細分之後編蓆，品質比原來的更好，而後為了原料的取得方便，
她也將野生草取苗移植到水田，使得附近的番社婦女向其學習水田的藺草栽種技術，
而在後來的移住民（漢人）也栽種這樣的新作物因而擴散數量增加9。不過在〈大甲莚
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縣提出〉中，提到草編是在嘉慶十年（1805）由苑裡社
番婦採集苑裡溪邊原生水草，編製為日常容器，並在往來苑裡街時使用，土話「擺勺
子」
，後來把手藝給地方上的婦女。而在道光年間（1820-1850）
，苑裡庄的漢人移民陳
水之妻，利用家裡一部分水田移植栽培藺草，而在光緒初年（1875-1880）北勢庄一位
名叫李查某的女孩，將草莖細分編織精巧製品之後，這種編織方法開始普及開來10。
高淑媛（2016）認為這是不同時間，不同地方，但是藉由聰明伶俐的婦女，有同樣的
想法而產生的同樣技術改良11。而王振勳（2003）依〈大甲蓆に關する調查一斑〉一文
中的考察是大甲東熟番社（大甲東庄）與德化社（頂店庄），年代則推後到乾隆元年
（1736）左右12。
若從地域上來看（圖一）
，以 1901 年的日治行政區街庄圖套上 Google Map13，
（A）
北勢庄與（B）苑裡庄、
（C）雙寮庄（雙寮社）與（D）日南社庄（日南社）
、
（E）頂
9

參見島田彌市（1908），
《大甲藺及同製作品調查書》
，第三編第一章，頁 8-9。

10

王振勳在〈有關大甲藺及其製品生產變動的歷史考察〉一文註 37 提到「筆者近日曾由苑裡鎮公所行
政室林坤山先生處，取得一件 1897 年有關藺草調查日文公務檔案，記載 1836 年前後，苑裡地區原
住民攜藺製品到大甲進行與布帛等物品交換」
，又按其在 2002 年《日治時期苑裡的藺草與帽蓆生產》
一書中的譯文「大甲蓆編製相關事項調查」
，可知由林坤山先生處所得應為「大甲蓆編製相關事項調
查」
，經比對內文，應為〈大甲莚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縣提出〉之內文。參見〈大甲莚製
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縣提出〉（1901 年 05 月 16 日），《臺灣總督府檔案》
〈明治三十四年乙
種永久保存第三十九卷〉。王振勳譯（2002），
《日治時期苑裡的藺草與帽蓆生產》
，頁 77-81。

11

高淑媛（2016），《台灣工業史》
，頁 70。

12

王振勳，
〈有關大甲藺及其製品生產變動的歷史考察〉
，頁 8。
〈大甲蓆に關する調查一斑（抄錄台中
縣同調查書）
〉
，《台灣慣習記事》第二卷第二號，古亭書屋，民 58，頁 35-37。〈關於大甲蓆調查之
一斑（抄錄台中縣同調查書）〉
，
《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
》第二卷上，台灣省文獻委員會，民 75，
頁 67-68。另外從篇名與內容可知，這與〈大甲莚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縣提出〉是同樣一
份文件。

13

查詢臺灣百年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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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庄（德化社）與（F）大甲東庄（大甲東社），分屬在三個區塊。

圖 1、藺草編發源區域圖(日治行政區_街庄與 Google Map 套圖)
雖然這些區域都是藺草可能的生長地，但目前的資料無法仍清楚的了解以下兩個
問題。
首先是分屬兩個不同番社的婦女，如何共同被認為是最早把藺草拿來編織的人？
雖然日治時期的調查可能是口訪，但雙藔社與日南社（圖一 C、D）
，德化社與大甲東
社（圖一 E、F）兩組番社分屬大安溪的南北岸，以當時交通相對困難而言，被認定為
起始的這兩組地區，距離差距很大，雖然王振勳認為大安溪昔日水流湍急，水勢氾濫
四散奔騰，河道分歧，流經房裡者為房裡溪，入大安者為大安溪，近頂店者為頂店溪，
一旦洪水漫流，村落田壤盡淹沖毀，原住的道卡斯族村落必然時有遷移，而野生的藺
草自然會雜生在大安溪的南北河畔及低窪濕地，那麼就形成今日苑裡、大甲兩地各擁
藺草最早起源的說辭14。

14

王振勳，
〈有關大甲藺及其製品生產變動的歷史考察〉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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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最早將藺草移植到水田，一說是加流阿買（1765），一說是陳水（1835），
而改良成細編也分說為加流阿買（1765）以及李查某（1875）
，年代差距頗大，是否是
因為口訪調查對象的差異，進而造成原漢本位的論述差異。但經由資料內容比對，
〈大
甲莚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臺中縣提出〉
（1901）是最早的一份調查，
〈大甲蓆に關
する調查一斑〉
（1902）則是前文的的一部分15，而《大甲藺及同製作品調查書》
（1908）
則是加上後來資料的綜整報告。這些調查，基本的論述都是先由番婦採集藺草編作生
活用品，然後再傳入大甲街，或是苑裡街，而傳入之後才又進行編織技術的改良。因
此當這幾組番社都被視為是草編，尤其是草蓆，相關的起始點來看，這些口述歷史並
沒有明確的指出，草蓆的起源到底實在何時、何地，甚或是何人開始的。
從原料與製造的關係來看，會需要較為優質或是量大的原料，也就是野生藺草移
植到水田，應該是製造上有需求，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加流阿買因為發現細編的產品
品質較好，需求也較大時，移植水田較容易採收，或是可以有較好的原料。但是陳水
移植後由李查某改進編織，差距了大約 40 年，應該要推論的是，陳水移植到水田的
可能理由會是什麼？是當時由番婦處學習的技術，讓更多人從事生活用品的編織，所
以原料需求量大，所以才利用水田以獲得穩定的原料來源？還是如同加流阿買，是編
織技術的改進，所以要求更優質的原料？如果有了較為穩定與優質的原料，過了 40 年
才有人進行編織技術的改進，並非不可能，但〈大甲莚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
縣提出〉中敘述，大甲街人莊助約在該文記述 80 年前收購草蓆販賣，時間應為 1821
年，甚至再晚一點約在該文記述 60 年前，北勢庄人農暇時製作的藺草編產品已經成
為往來客商的紀念品，時間應為 1841 年，這兩個年份也都早於 1875 年李查某改進的
時間，也許李查某是做更為細緻的改進，但草蓆出現的時間，應為更早，如以莊助收
購草蓆的時間，結合陳水移植的時間，合理推論是因為產品需求量大，所以移植水田
以獲得穩定的原料來源。
也許以上的考察，對地方特色的探索幫助不大，但從整體的藺編文化來看，稱呼
上的混淆，可能會造成後續在原料上的保種困難，而在起源上多元，雖然對於企圖自
我定位的社區而言是不利的，但這樣的多元能夠幫助探索整個藺編在不同族群的擴散
狀況，也許更能突顯在地的特性與人地關係。
15

見註 10 之說明，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大甲莚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縣提出〉的影像檔，
手寫頁碼 69、71、76，也清楚的顯示這兩篇文章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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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藺草帽起源的考察
此外，關於藺草帽編織起源的說法，《大甲藺及同製作品調查書》記載，明治 30
年（1897）苑裡西勢庄農婦洪鴦，秉承苑里辦務署長淺井元齡之囑託16，試編成大甲藺
草帽。而在《大甲鎮志》記載的另一種說法是，洪鴦編製大甲席手藝在鄉裏相當聞名，
因她年幼的兒子頭上長瘡，又無錢買斗笠保護，為防蚊蠅叮擾和太陽曝曬，在愛子心
切的驅策下，亟思保護其頭部的方法，於是模仿洋人的呢帽，苦心研究以藺草試編成
草帽而開始17。另一方面，大甲人林紅柿、郭富、林快、張枝、駱聬等五人，於明治 32
年（1899）共同研究，以編織草蓆的方法，改編成大甲帽，少量生產，同時以其豐富
的經驗，教導附近婦女編製18。而在郭金潤《大甲帽蓆專輯》中提到，明治 33 年（1900）
苗栗廳長家永泰吉郎，認為大甲帽很有發展前途，倡議開發。19大甲人朱麗、李聰和、
杜清等三人附合，經過商量後，選定在大甲街庄尾 111 號李聰和宅，聘請原住民婦女
教導，將「番仔蓆」改編成草帽，並由陳阿市、陳富、吳玉、吳幼、黃廉等 5 人到場
見習，熟練草蓆改編成草帽的技藝。20
16

依王振勳的考察，新竹縣知事櫻井勉認為大甲藺草蓆之精美實用已廣為人知，想必以藺草編織草帽
當更為時宜，於是轉知時任苑里辨務署長淺井元齡諭知民間製作。見王振勳，
〈有關大甲藺及其製品
生產變動的歷史考察〉，頁 8，以及《台灣時報》第 29 號，1912 年 1 月 20 日，頁 65。另依台灣總
督府職員名錄顯示，
「淺井元齡」在明治 30 年任新竹縣苑里辦務署署長，在關於藺草帽的相關論述
中，另有一「淺野原齡」或「淺野元齡」之名，並未在台灣總督府職員名錄中出現，應是口傳之後
的錯誤。見「淺井元齡」查詢「臺灣總督府職員名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

17

這個說法，可能來自張水連的口述資料，而後再被收入大甲鎮志。參見張強（1993），〈藺草帽蓆的
世界─張水連先生〉
，頁 155-156。以及廖瑞銘編（2009）
，
《大甲鎮志》
，頁 1261。另外《通霄鎮志》
提供了另一種說法，認為洪鴦在三十一歲時，有位經常出入大甲溪大安港的荷蘭人，因為所戴的呢
氈帽不適合台灣氣候，所以想用草梗或是其他植物原料，來編織一頂輕鬆而美觀的帽子，因此打聽
到洪鴦編織技術好，於是請她製作成功，爾後逐漸推廣。參見《通霄鎮志》
，頁 612-613。而在苗栗
苑里的「藺草文化館」解說牌（標註時間 2004.02.13）中說明，根據苑裡鎮公所林坤山先生的考證，
洪鴦出身書香世家，其父洪秀連為書房先生，與當時的日本署長淺野元齡可以溝通，加上她後來到
台北第三女子高等學校教工藝課，應該也不是普通的村婦，因此其幼子頭上生瘡而編帽的故事應該
不是真的。見維基百科「洪鴦」圖片之介紹說明，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8%8B
%91%E8%A3%A1%E8%97%BA%E8%8D%89%E6%96%87%E5%8C%96%E9%A4%A8%E5%B1%9
5%E8%A6%BD.jpg 。以及趙樹人編（2008），
《苑裡‧藺草編織人：訪談記錄》，頁 53。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系統影像 https://tm.ncl.edu.tw/article?u=022_006_00005070。

18

依朱芳君的說法，當時是由大甲街副街長，也就是她的祖父朱麗，得知洪鴦用大甲藺編織草蓆的技
巧完成草帽，於 1899 年 10 月召集大甲編織草蓆的高手林紅柿、郭富、林快、張枝和駱聬等 5 人共
同研究，參照大甲蓆技術改編草帽，將苑裡人洪鴦編織的草帽加以提升，研究出與大甲蓆同水準的
大甲帽。見朱芳君（2012），〈藺草心、編織情─台中大甲帽蓆產業〉，頁 73。

19

高淑媛在《台灣工業史》中提到，家永泰吉郎曾提出集掖巨資創設草蓆會社的構想，但未獲得支持。
〈草席會社〉
，
《台灣日日新報》
，明治 34 年(1901)4 月 30 日，3 版。高淑媛，
《台灣工業史》
，頁 126。

20

轉引自張仲堅（2010），
〈臺灣帽蓆產業概說〉
，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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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種說法，首先，按《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載，洪鴦（報紙內有兩種稱呼，高
洪氏鴦以及洪氏鴦）生於嘉永 6 年（1853）8 月 12 日21，明治 5（1872）年改善草席
的編法，明治 14 年（1881）12 月 7 日敕定綠綬褒章，後於昭和 15（1940）年 11 月
10 日下賜，但是在大正 12 年（1923）4 月 16 日先獲頒銀盃。洪鴦於明治 19 年（1886）
受傳教士請託，花了三個月編出中折帽，被認為是大甲帽的由來22，甚至在大正 2 年
（1913）被台北第三女子高等學校聘為手工藝教師23，前述淺井元齡應是後來為了推
廣這樣的產品24，因此請洪鴦製作，而被誤認為是草帽出現的源由。
再者，無論是林紅柿等人，或陳阿市等人的說法，共通點在於是由大甲街副街長
朱麗所組織的，按朱麗等人是在明治 36 年（1903）成立大甲帽製造會社，生產與出口
大甲帽。因此在 1899 年或 1900 年開始組織進行藺草帽的編織應是可信，但由於 1899

21

〈銀盃下賜の功勞者〉，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1923)4 月 24 日，2 版。以及「銀盃及褒章下
賜」（1923 年 04 月 18 日）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921 號〉，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
，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典藏號：0071022921a002。

22

〈製帽界の功勞者 洪氏鴦さんの苦心のかずかず〉
，
《台灣日日新報》
，昭和 7 年（1932）1 月 25 日，
3 版。
「綠綬褒章下賜」
（1940 年 11 月 19 日）
，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4045 號〉
，
《臺灣總督府府（官）
報》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4045a007。以及「功勞者」
（1935 年 08 月 09 日）
，
〈臺灣
總督府府報第 2462 號〉
，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2462a004。

23

這個說法，散見於各種對於洪鴦的生平介紹中。例如〈大甲草帽的催生者─洪鴦（1853-1941）〉一文
中敘述「洪鴦更受邀到各所學校開班授課，1913 年（大正 2 年）還曾獲臺北第三高女聘為手工藝教
師。就在洪鴦這樣四處授徒教導下，從新竹到臺南沿海地區，約有幾十萬婦女從事這項手工業。」但
以年代考究，1913 年當時並非第三高女，而是「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
，雖然當時的確有
技藝科的課程「編物」
，但綜觀現有資料，未能獲得洪鴦的確擔任教師之證據，瀧澤佳奈枝（2005）
在〈日治時期台灣的技藝教育─以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碩士論文中，整理了相關教師的名錄，
台籍教師中並未有洪鴦的名字，並且當時的台籍教師多為該校畢業生。不過，在相關的生平描述中，
提到洪鴦後來到公學校教學，的確可以在總督府職員錄中查到，她在大正 9-11 年（1920-1922）擔任
苑裡公學校的訓導心得、教員心得。見「洪氏鴦」查詢「臺灣總督府職員名錄系統」http://who.ith.sin
ica.edu.tw/mpView.action。以及瀧澤佳奈枝（2005）
，
〈日治時期台灣的技藝教育─以台北第三高等女學
校為中心〉
，頁 130-132。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大甲草帽的催生者─洪鴦（1853－1941）〉
，http
s://women.nmth.gov.tw/information_103_39973.html。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職員名錄，另見台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編（1917），《台湾総督府国語学校一覧. 自大正 3 年度至大正 4 年度》，頁 134。

24

昭和 15 年的報導，描述洪鴦在明治 30 年進行大甲帽的編製，這與淺井元齡之說相符，不過大甲鎮
志有提到「此事依據《臺灣省通志》記載，發生在明治 31 年（1898）；也有的文獻記為明治 29 年
（1896）或 32 年（1899）
。前後均各有一年的誤差，原因不明。」參見〈大甲帽の創製者〉
，
《台灣
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1941）11 月 17 日，6 版，以及廖瑞銘，
《大甲鎮志》，頁 1262。而在〈大
甲莚製品及原料ニ關スル調書 臺中縣提出〉內中提到「明治 30 年初設置苑裡辦務署，隨之本地與
日本內地人往來頻繁，大甲蓆的需要量因而增加，這些內地人中，有些想要草編帽子、煙袋等製品，
於是西勢庄人洪鴦母女開始織製」
，譯文請見王振勳，
《日治時期苑裡的藺草與帽蓆生產》，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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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經有大甲帽（當時稱為大甲莚の帽子）出售，成為日本人回鄉的伴手禮25，並依朱
芳君的敘述，朱麗當時已經知道洪鴦已能編織大甲帽26，朱麗應是為大量生產而做了
人手的組織與技術的傳佈。

六、初步結論
經由以上的文獻考察與資料推論，在此應可做以下的綜合結果：
（一）雖然諸多資料對於藺草的分辨不清，但無論是蒲、茳芏、燈心草，呈現了藺草
編在台灣多元發展的樣貌，但也發現需要更多的田野調查，以逐步釐清將在記
憶裡消失屬於各地自己的藺草編風情。
（二）如若以草蓆的起源為對象，從原料、製造與銷售的關係來看，1765 年由雙藔社
婦女加流阿買的移植與改進編織應是合理的起源，流傳後 1835 年由苑裡庄的
漢人移民陳水之妻，為了因應原料的供應也開始移植，而 1875 年北勢庄的李查
某則在編織上做更細緻的改進。
（三）如若以草帽的起源為對象，1886 年洪鴦因為草編的技術高超，被委託編織草帽，
以協助產品開發，應是可信的。後來 1897 年淺井元齡請其示範，以推廣技術，
協助產品的製造，而後 1899 年或 1900 年朱麗等人為開發市場，進行產品開發、
技術改良與人員培訓，乃促使了後來的草帽榮景。
（四）目前大部分引用的日治時代資料，基本上是同一份調查的不同版本，但無文獻
或研究進行比對，致使三份文件形成資訊的混雜，雖然這對於藺草編的研究並
沒有太大的影響，不過經由簡易的比對，確認這三份文件內容上雷同，應是研
究的小小貢獻，以及探索的樂趣。

25

〈大甲莚の帽子〉
，《台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1899)5 月 12 日，2 版。

26

見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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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學生參與實習教育之後，在遭遇問題及學習成長方面的內涵。
本研究採質性訪談法，針對參與暑期機構實習的社工系學生進行訪談。結果發現，在
實習所遭遇到的困難以個案工作為主，包含突發性事件的處理時缺乏經驗；個案處理
的心態較為急躁、急於獲得成果、與案主之間的界線不清，無法客觀處理事情；無法
處理個案的情緒；個案聯繫不上；個案態度上的問題；服務對象的了解與介入；與個
案晤談時有困難；個案紀錄撰寫上的問題等。此外，也包含與保守秘密有關的倫理議
題的處理。
在管理與溝通的面向上，問題包含：實習生與督導溝通的問題；兒少家長過度介
入而造成家長與學生對立；機構督導未能適時指導學生，學生被責備等情況。上述問
題皆需要學校督導與機構督導共同介入處理。
在學習與成長的面向，實習者有所提升的部分包含：專業法規的運用，了解條文
規範，及適用情況；個案處遇技巧的提升，例如，說話技巧、傾聽技巧等；瞭解社工
員的角色，可以區分為三類：個案管理者、諮詢和教育、以及仲介和倡導等；理論與
實務的運用，例如，採用優勢觀點解決案主的問題、重新審視學校所學的理論、分析
案主的困境與資源等。
綜合而言，實習教育促使學生有機會對較單純的個案，進行服務與學習，上述過
程對學生而言，都是重要的學習主題。學生在表達、推論、替自己的決定負責等項目
的演練，都有助於專業能力的提升。機構督導必須提供更多的機會，在個案服務的過
程中，挑戰學生的推論能力，以幫助學生獲得正確的判斷力與執行力。

關鍵詞：社會工作、實習教育、遭遇問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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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in Learning Outcomes for Students of Social Work
Attaining Fiel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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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discuss after students attained field education, these
progress about problems encounter and learning in practice. This study utilized qualitative
interview to obtain data that finished practice activity in summer.
The finding indicated that the majority’s problems student’s encounter is related to case
work. Including handling events lack of experience; attitude at processing case in rush;
relation with individual was uncertain and subjective; could not handle the emotion of
individual; could not contact with individual case; problems of attitude of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of service objective; problems related to discussion with individual
case; problems of recording individual case. In addition, issues of ethics and keep secret with
clients are includes.
In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sector, problems includes; communicating
problems between students and supervisor; conflicts between parents of children and students;
supervisor could not instruct students properly; students was condemned by staffs. These
problems required handling by both supervisors from school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objects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ess from students included: handling
regulation, understand rules and circumstance of implication; enhance of case work skills;
applic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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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mmary, field education offer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conduct learning and
service. These processes are crucial for learning. Students make progress in practice on the
items of communication, prediction, and make decision to promote profession ability.
Supervisors are suggested to offer more chance to challenge student’s reaction on inference
to support students obtaining the power of judgment and execution.

Keywords: Field Education, Problem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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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基本概述
實習教育（field education）或稱機構實習（practicum）是社會工作課程中的重要
科目。經由實習所學習到的經驗，使學生可以理解實務的核心以及自己個人的轉變
（Gursansky and Le Seur , 2012；Liu, Sun and Anderson , 2013）。一般實習教育主要探
討內容包含：實習目標達成情況、社會工作倫理守則達成情況、實習執行情況、實習
所遭遇的主要問題以及處理情況等項目。在實地實習中，學生整合理論與實務，並學
習新技術。（莫藜藜，2016；莫藜藜，2007；林勝義，1999；Gursansky and Le Seur ,
2012；Liu et al. 2013）
。
另外，Gursansky and Le Seur（2012）在探討有關整合的意涵時，以及能夠在實務
教育中讓學生具體實踐的情況時，提出幾項建議，以增進實習教育的成效；內容包含
持續性，反應大學與機構間的溝通、對話，以協助學生了解理論與實務的連結。
再者，Noble’s（2001）認為，學生所提出對於實習的反應與建議，及實際的經驗，
可以幫助其學習。另有研究發現，學生經由實習後，若能針對自我的實習的經驗，修
改後續的學習主題，則可以產生更佳的學習效果（Pawar et al. , 2004；Pawar and
Anscombe , 2015）。
社會工作是一個實踐的專業，實地實習是學生準備進入這個專業的必修課程（莫
藜藜，2016）
。實習教育對社工系的學習而言，是一項重要的學習經驗。藉由實務的經
歷與實際的操作與體驗，學生可以理解與感受自我在實際參與過程中的成就與不足之
處，另外，亦可作為未來生涯發展的重要依據。曾華源（2014）亦提及，在專業教育
領域中，實習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但不一定有研究；此處之研究應該是指，社工領
域的教師們能夠對實習教育做進階的探討，使實習教育的預期目標能夠達成。但是曾
教授仍然認為，實習教育是培養專業人才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
對實習教育所遭遇問題與學習的成長等兩個方向進行探討，以做為學校與機構在實習
教育規畫與執行之參考。
本文的研究者皆曾經長期擔任學校實習督導或機構督導，在指導實習生的過程中
察覺，實習生會因為個人的能力、個性與態度上的差異，而導致不同的成果。此外，
機構督導的協助與指導、機構的行政與管理情況也會影響實習生的表現。因此，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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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本研究的執行與探討，能夠歸納出一些實習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對個人的成長
有哪些助益，以提升實習課程與教學上整體的效益與品質，此乃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貳、相關文獻
一、實習教育的重要性
陳麗欣（2009）的研究發現，臺灣社工系大學畢業生在比較實習前後，對於自己
在專業勝任能力之完備度的看法時，發現絕大多數項目上之分數是略有增加，顯示實
習之後專業勝任能力確有所提升，但達到顯著性改變者則不多。
曾華源等（2014）則認為，實習是一種體驗教育。學生在實習場域中，透過實習
機構督導安排適當學習機會，讓學生在此情境中能夠完成「做中學」
。然而，經驗不一
定能帶來預期的學習效果。經驗學習是否能夠整理知識的內在結構和運用原則，關乎
教學者的引導、學習者的準備與自主性，而且許多研究指出初學者的學習效果與提供
經驗的結構化程度有關。
在社工實習教育目標方面，國內學者認為，社工實習是教育取向的，學生社會工
作實習目的包含以下重點（莫藜藜，1998）
：透過實習使學生能將所得的知識或觀念轉
變成行動；增進學生的社會工作技巧；幫助學習者對自我的省思，對自我的重新認識，
促使自我成長；使學習者更合乎專業的要求；發展學生的創造力；產生更佳的福利服
務方式。
有些學者認為，社工系的實習學生或畢業生，對於建立社工知識的基礎，提供一
些具體的協助與貢獻，有許多學者皆贊同此觀點（Gilchrist et al., 2009; Lager et al., 2010 ;
Cox and Pawar 2013; Barlow, 2007; Cleak et al., 2014）。
在美國，有一項涵蓋多所學校社工實習的研究顯示，在進行國內與國外的實習安
置中，學生的努力與熱情，並運用適當的價值及適切的解決價值衝突的難題，使得實
習的成果能夠顯現（Nuttman and Berger , 2012；Pawar and Anscombe, 2015）。
許多學生也同意，經由實習的安置與實務上的歷練，提供了挑戰的機會，去處理
社工教育與實務整合的上的學習經驗（Myles , 2003）。實習可以協學生接受挑戰，及
處理有關於哪些在學校學習過程中得到的偏誤觀念（Beck , 2003）
，增進自我覺察，個
人成長與增進自信（Hammond , 2003；Beck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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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Noble’s（2001）的研究顯示，學生採用實習的反饋與考量，及實際的經驗，
可以促進學習。其他研究亦發現，學生在實習返校後，若能反思其實習的經驗，經由
再評估，整合的過程，可以產生更佳的學習效果（Boud et al., 1985；Pawar and Anscombe ,
2015）
。同樣的，Cleak et al. ,（2014）則是建議各界提供更多具有互動性及創造性的方
法與策略以促進學習。因此，努力去獲得更多的創意性方法是重要的概念（Cleak et al. ,
2014）。
綜合而言，實習教育的重要性在於能夠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在實際的職場情境
中學習，將所習得的知識轉換成實際的行動。此外，學習解決問題及處理衝突，藉由
實際的經驗練習整合理論與實務的差距；提供思考後續生涯發展的機會。

二、實習教育的特質
實習教育對學生而言，可以提供實質性的學習與成長機會。包含處理問題、體驗
實際情境、克服困難、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等等，這些學習經驗是一般校內課程不易達
成的。

（一）處理實習問題，並且達成目標
有些學生描述了較為複雜且嚴重的案例，內容是有關於跟個案互動過程中所設定
的關係。在結果方面是能夠成功的處理，並達成目標。主要內容是陳述學生對個案的
使命感，並且與專業價值的基礎有關（Noble , 2001）。
然而，社會工作畢竟是一個有關解決問題的社會服務專業。從學生的描述中，我
們追朔他/她們在與案主晤談中的經驗，不論是困難或是成長的情況，大多數都是獨特
的案例，都是跟實習教育中被指派的任務以及反映問題的挑戰有關；並且跟實習目標
中與案主的互動有關（Healy , 2008）。

（二）增進對於實習情境的掌握與法規的認識
在實習過程中，學生感覺自己較具有信心及安全感，能夠扮演專業的角色，與案
主晤談時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Lam, Wong, and Leung , 2007）。此外，在學生的敘述
中特別強調對法規有信心，運用可行的法令、規則導引細則等。學生特別指出，法律
（legislation）
、手冊（manuals）
、在地或國家的規定（guidelines）能夠促進工作的進行，
並提供一種釋懷的感覺（Gursansky, and Le Seur , 2012）。學生提到，法律的規定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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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信心去扮演專業上的角色，其內容規範了需求不能被滿足的市民在社會服務的項
目並確保市民的權利。
學生亦提及，學校課程中的知識與練習，有助於工作能力的獲得。另外有學生描
述，個人在實習教育中的成長，例如，在初期會感緊張、拘謹，且需依照課本的內容
操作。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自己變得更有信心，能夠肯定自己的專業角色。另
一位學生亦提及，實習教育的目標與主旨，是在督導的引導下，體驗社工實務，有機
會替預期的專業責任作準備（Gursansky, and Le Seur , 2012）。

（三）同理的溝通
有部分學生陳述，在實習過程中，雖然遭遇明顯的，且較複雜的情境，但是仍然
可以處理或解決。學生描述在切入案主個人或群體期間，起初預期可能會遭遇困難，
例如，案主的語言表達有困難，雖有翻譯協助，但是在溝通上仍很努力嘗試。另一位
學生描述，案主非常害羞，但是經由學生採取暖性、同理的溝通方式之後，獲得正面
的回應，且在態度上也能逐漸配合（Soydan , 2001）。

（四）理論在實務上的應用
在實地實習中，學生整合理論與實務，並學習新技術（莫藜藜，2016）
。也有學生
提到，他/她們積極進行嘗試，且明確地將理論應用在實務上。另外，有學生則是反映，
她們對服務使用者進行介入時，有稍微考慮或是嘗試理論的應用，並且在後續的介入
過程中，似乎能夠達成目標。這些嘗試可以激勵學生將理論視為學術觀點，而不是有
效的社工實習所必須具備的批判性思考與分析（Wilson and Kelly , 2010）
。然而整合理
論與實務不會自然發生，且實務情境中比在課室中的演練 複雜得多，導致學生常認
為課室中所學到理論可發揮的不多，而課室中的理論在實 際情境中運用似乎也常遇
到困難。
在 Lee 和 Fortune（2013）的實習評估研究中發現，學生實作和整合理論越多，有
較佳的專業技巧和較高的滿意度。在實習開始前能夠先見習和觀察，可做較好的準備
工作，也覺較安全。學生越多觀察和參與活動，有越高的心得感想，及表現較好。此
外，越有整合能力越有收穫。其實這些狀況，在我們歷年來的實習評估中，也都是能
見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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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項目之外，實習教育的主要功能之是幫助學生學習與成長，大致包含
解決問題已達成實習目標，在實習的情境中成長並增進自信，增進同理心與溝通能力，
嘗試理論與實務的應用等。

三、實習教育現況與遭遇問題之探討
（一）國內社工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內涵
國內社工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安排，基本上大致近似，茲以屏東科技大學為例，說
明如後（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系實習手冊，2020）。

1. 大學部暑期機構實習
社會福利機構實習包含社會福利實務實習、社會救助實務實習、社區工作實務
實習三項課程，由學生依照自己的性向選擇某一特定的服務領域之福利機構實習，
以拓展學生不同的經驗，作為日後就業選擇之參考（大三結業後的暑期實習）
，實習
時數至少 320 小時，實習內容包括個案工作、團體工作、方案工作或行政管理等。

2. 大學部方案實習
社會工作方案實習包含社會福利方案實習、社會救助方案實習二項課程，以及
配搭系上社會資源開發與管理、社會工作督導二項課程，由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領
域選擇某一特定的服務領域之福利機構進行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實習，使學生有計
畫與執行方案之能力（大四下學期實習）實習時數至少 144 小時。實習內容包括：
方案計劃書撰寫、方案籌備與執行、被督導角色經驗學習討論、機構實習被督導經
驗心得與督導系統與方案工作之相關主題專題、一個社會福利機構的社會資源分析
（以方案實習機構為例）
、以一個服務方案為例，說明在服務輸送過程中，相關資源
的管理、方案評估與發表。

四、國內實習教育遭遇問題之探討
（一）機構督導的角色問題
有一些學生所描述的問題的產生是因為情勢超越自己所能控制的範圍，也跟機構
督導的角色及行為有關。有學生聲稱，實習的工作地點是有問題的，或是失去功能，
原因是組織或行政人員的因素，或是跟不適合的職業任務有關（Regehr, Regehr, Le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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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usco , 2002）
。另外有學生的抱怨是，未能得到安置督導的支持或幫助。有些則是
在工作據點不受歡迎。不受歡迎的這位學生與機構行政人員的互動有問題，造成當行
政人員更換職位時，學生被迫回家等待通知。學生期望該種情況早點結束，因為其他
行政人員對於這位行政人員對待學生的方式也極不認同（Lam, Wong, and Leung ,
2007）。

（二）情緒或個人的缺點問題
在某些情況下，當學生在與個案晤談時，有些情緒因素會影響其專業表現。例如
無助、缺乏授權、被控制、自己過於投入等（Soydan , 2001）。
有些學生提到，有情況發生是由於個人因素所致，也需要調整自己的目標與焦點。
案例情況是，學生在開始晤談時，忘記應該聚焦在案主之上；另外，希望有效扮演社
工的角色，因而給自己太多的壓力（Soydan , 2001）。
一位學生在跟個案晤談時，因案主責怪學生未能提供足夠的協助，使學生失控而
落淚。學生很驚訝案主為何在言語上突然攻擊，但是也未說明可能的原因（Soydan ,
2001）。

（三）法律條文的解讀與應用
當學生在解釋法律條文時，因為自由度過大（too much latitude）
，而產生不安全的
感覺。此項觀點與 Lam et al.（2007）的看法相同。學生因遭受到壓倒性的情緒反應，
而感受到無助、挫折等情緒因素，而成為實習工作上的問題。當這些情緒因素能夠被
掌控時，很明顯的，學生就能夠使自己專心處理案主的問題，儘管專業角色仍具有危
險性。
有一位學生提到，
「一個簡單的情況是，當你的案主符合所有的指標，去尋求財務
的支持，他已到就業中心申請工作，本人也很積極在尋找工作，但是就是無法達成其
需求」
。學生說，我無法理解，為何個案的處理，都是依照標準的規範，且遵行政府的
預算程序，但是問題仍然存在（Manohar , 2017）。
在陳述法律相關的情況時，學生描述案主會有沮喪（upset）或傷心（sed）的反應。
由於學生是扮演社工的角色，提供情緒支持並無困難。因此，學生在實習教育的環境
中，可依據法律的指引而行動，增強其專業上的角色。法律（legislation）對學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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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的，在與案主晤談時，可以幫助學生設定範圍（limits），並界定當下個案工作的
目標（Manohar Pawar , 2017）。

（四）案主的態度與反應的問題
有兩位學生提到，案主似乎未能理解情況的嚴重性，對於學生的專業也不夠尊重。
說話的語氣及態度並不友善。與學生對話的過程中，會有答非所問的情況，或是沒有
反應的現象發生（Lam , 2004）。
另外，有一個案例是跟倫理兩難有關，案主不希望接受安養服務且態度較為激動，
但是其家人十分擔心案主的失智情況，有時候會忘記吃飯。經過與督導諮詢後，學生
能夠跟案主溝通想法，考慮未來能夠接受安養服務。但是在過程尚有一些倫理的問題。
學生自己認為有善盡告知的責任，且作法正確（Tonya et,al , 2006）。

（五）學校執行面的困難
莫藜藜（2007）在探討臺灣社會工作學科教育的發展與變革的需求時，也曾提及
社會工作教學的問題和困難之一是實習課程的困境，包括：通才化教學與專精領域實
習、學分數、時數、基本要件與標準、學校師資與機構督導條件、學生過多、合適機
構不足，以及學校與機構之合作等。
基本而言，實習教育遭遇的問題包含機構面，學生個人面，服務對象面，以及法
規面等等，皆須審慎面對與處理。解讀上面的描述，覺得學生大多聚焦在其他人的問
題，或是不期望的行為時，會將案主視為問題的製造者。多數學生並未提及，在特定
的情況中，自己採取哪些行動或角色為何。再者，也沒有將自己作為專業人員，被期
待去處理有問題的案主時，應該努力去完成任務，並有好的結果產生。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是以參加暑期實習的社工系學生為主，實習規定過程是依據實習辦
法中的規定來進行。

（一）實習教育課程目標
實習教育的目標在於，經由實習的歷程，增進學生對社會福利機構運作與管理之
認識。其次，透過機構實習使學生瞭解機構中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之角色與定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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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於社會福利機構內實際從事相關的實際實務工作，參與機構行政管理相關事
宜，培養學生專業倫理及訓練其專業工作技巧，以作為未來從事專業社會工作之基礎
（屏東科大學社工實習手冊，2014）。

（二）實施方式與對象
暑假實習於第三學年結束之暑假期間實施，成績記載於第四學年第一學期，總時
數不得少於 320 小時。申請境外實習者，以當地國之僑生或學生為原則。
本研究的對象及所需條件如下所述：受訪者皆為自願參與晤談，且皆為屏東科技
大學社工系四年級的學生，且都在暑假階段完成八周的實習教育。研究者邀請共計 12
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均有填寫知情同意書。本文三位作者均參與訪談之過程，並
針對逐字稿之內容進行討論。有關於 12 位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請見下表。
表1、實習教育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碼

性別

實習機構

服務對象

志工服務經驗

A

女性

私立少年之家

12-18 更生少年

2年

B

女性

兒少學園

12-18 歲非行少年

2年

C

女性

榮民總醫院

病患與家屬

2年

D

女性

家扶中心

一般戶及高風險家庭

4年

E

女性

弘道基金會

老人社區及團體工作

2年

F

女性

生命線

遭遇困難的民眾

3年

G

女性

家扶中心

家庭婦女及兒童

2年

H

女性

同志服務機構

男女及跨性別同志

1年

I

女性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離島家庭及民眾

無

J

女性

生命線

遭遇困難的民眾

1年

K

女性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家庭及身障兒童

3年

L

男性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單親家庭及兒童

2年

二、研究資料的分析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期間為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2 月，採取主題分析法之資料分
析步驟如下（陳若平、張祐綾等譯, 2007；Padgett , 2008 ; Patton , 2002）：
首先是撰寫訪談逐字稿及檢視相關資料，研究者依據訪談錄音內容轉謄為逐字稿，
並反覆檢視其內容有無錯誤及補足相關訊息。其次，對有意義與主題進行編碼，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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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將其挑選與研究主題相關之資料，並對於受訪者所要表達的主題及意義作成
編碼摘要。第三是比較所有適用於每一類屬的事件，包含尋找相同現象與概念類別，
進行比較、分類與歸納，並作成摘要。接下來是整合內容類屬與性質，依所分類的概
念間的關係及類別進行註解及主軸編碼。再其次是依照類屬關係形成分類架構，從概
念及類別之關係，從其特質中找出主要類別，形成分層架構。最後是發展核心主題，
從主要類別中選擇相同之本質，並訂定與命名核心主題。

三、研究工具與主題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研擬出訪談大綱，主要內容包含：(1)實習教育對於學生的專
業知識成長有哪些具體的幫助？(2)學生在實習教育的實施過程中，遭遇的重大或主要
問題有哪些？以及如何解決？

（二）研究主題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分為兩個部份，首先是以實習學生視為「專業知識的成長」為
主，其次是對於「遭遇問題情況」的探討。其中，研究主題與文獻探討及訪談大綱均
能互相呼應與討論。例如，在文獻探討中提及實習的重要性，即包含實習與成長的部
分。此外，文獻亦包含實習所遭遇問題之探討。
在「專業知識的成長」的描述中，是以當學生與案主在執行工作時，一些較感覺
有學到東西的感覺或體驗，例如，法規的認識與運用、個案處遇技巧、社工的角色等。
本研究將問題界定為是與成果或跟實習目標的符合程度，或是在達成目標過程中所遭
遇的困難為主。例如，個案的處理、管理上的問題等（Manohar , 2017）。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實習教育與專業知識成長
（一）專業法規的運用
經由實習的過程，學生得以認識與了解相關法規的內容與實際的認定經驗。例如，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的適用範圍、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的內容，維護案
主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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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跟訪的見習，實際接觸到，在成人身障保護業務中，確切清楚認識「身心
障礙權益保障法」內的條文規範，及適用個案的資格審核界定」。（A1-101）
「社工為保障案主權益，應該深入了解諸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國籍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法
律。法律可協助社工判斷何種現象屬於不正義而需要改變，規範也可以使專業獲
得保障」。（D1-101）

（二）個案處遇技巧的提升
在實習過程中，大多數的實習者覺得進步最多的是個案工作的部分。例如，說話技巧、

傾聽技巧、撰寫個案紀錄、個案敘述內容的判斷、繪製家系圖、生態圖的正確性、危
機反應和敏感度的提升等。
這些技巧雖然在學校課程中也有演練與學習過，但是，在機構實際的接觸與應對，
其效益是完全不同的；也讓實習者能夠進一步體認與理解個案工作的全貌與該把握的
重點。
「經由外訪增進專業能力技巧運用，包含說話技巧、隨時應變能力、觀察附近逃
生的路線等」。（A1-102）
「在個案訪談中，能夠將所學之訪談技巧運用於其中演練。例如與案主會談的過
程中，利用傾聽、幽默及開放式問句的技巧與案主聊天，除了減少自身的緊張感
外，也降低個案的戒心，讓自己得以快速與案主建立關係。而在訪談中也透過總
結的方式來協助案主歸納訪談內容重點，同時釐清問題；而在個案紀錄撰寫的部
分，則得以演練學校所教的家系圖、生態圖、家庭關係圖及個案與環境全貌之評
估等」。（B1-102）
「透過暑期實習，實際去接觸案主及其面臨的問題，也從個案訪視中，了解到自
己的不足，且透過請教實務社工的處理經驗、加深自己的專業知能，提升個人的
危機反應和敏感度」。（C1-101）
「在家扶挑戰蠻大的，我們見過案主幾次之後就會讓我們自己去家訪，其實我們
都很緊張，第一次面對案主會不知道該跟他談什麼，也不知道可以幫助他什麼，
但是實際去做之後就會發現沒有想像中困難，那些案主他們都會很願意告訴我

社會工作系學生參與實習教育在學習面向的探討 31

們他的想法還有故事給我們知道，對我們都很尊重也很樂意跟我們分享，甚至還
會給我們一些自己的人生經驗分享。其實，去家庭訪談的時候多半是跟家長訪談
比較多」。（H1-101）
「電話線上晤談的基本策略都是焦點解決，督導說電話不能講太久，我們會先評
估他是不是有自殺的可能，或只是心情上的抒發。一般都不會接到同一個個案，
所以無法知道他後續怎麼樣，如果感覺個案的自殺意圖很強烈，會經過他的同
意，如果他願意讓我們追蹤我們才可以追蹤。每一次電話進來的時候電腦就會跑
出來，我覺得這個機構的Ｅ化設備很強，就會跑出個案先前的一些紀錄，你只能
依照先前記錄，知道他發生過什麼事情，然後可以持續跟他對話。如果他願意讓
我們後續追蹤的話我們就會固定社工打電話追蹤他」。（J1-101）

（三）瞭解社工員的角色
個案工作者要了解個案需要什麼服務，必且了解扮演什麼角色會對個案有所幫助。
莫黎黎提出將個案工作者角色分為五類：臨床和行為改變、諮詢和教育、仲介和倡導、
個案管理者、研究者和評估者等等（莫黎黎，2003）。
社工員在服務的過程中，可以擔任的角色有哪些? 經由歸納之後，本研究將其區
分為三類：個案管理者、諮詢和教育、以及仲介和倡導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在「個案管理者」方面，以陪伴為例，雖然看似簡單，但卻很重要，經過一段時
間後，就可能會發生效益。其原因可能是彼此的信任或接納；另外，熟悉度也可能是
一個主要的因素。其次，在「諮詢和教育者」方面，藉由對個案的鼓勵與安慰，也能
夠幫助案主逐步建立自信心，站穩自己的腳步。再者，對於個案的一些不正確或錯誤
的見解，可以透過適當的交談，使其了解其觀念上的偏差之處；或許在進展的速度上
不是那麼明顯，但是，社工的努力應該是持續的。第三個是「仲介和倡導」的角色，
當個案本人或其家庭在溝通上有衝突時；社工的立場或角色應該是幫助的立場，不應
該介入，讓個案自己去處理家務事；除非是有生命危險的情況時才該介入。
「社工說陪伴的力量很重很大，千萬不能小看陪伴的力量，尤其是在兒少工作領
域，很多的時候覺得個案很皮，很久一段時間都沒有改變，但你的陪伴在他內心
已經種下了一顆種子，他是會慢慢地改變」。（J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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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曾經問過，該以何種角度去拜訪每一個社區，我覺得老人社會工作就是單
純的陪伴，因為要在很短暫的時間內，看到長輩們的成長，是有困難性的。但是
陪著他們一起成長，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我們到清 X 學堂，從一開始跟長輩
建立關係，然後到他們可以很活潑的跟我們互動，都是靠著陪伴」。（M1-101）
「有個案是暫時性的中風，復健師說他是有能力恢復，還有工作能力，個案每天
都說自己很窮，已經不能工作了。後來就是鼓勵與誇獎個案做的很好（H1-102）
。
所以就一直鼓勵他、安慰他。個案會詢問以後能正常工作恢復健康嗎，就跟肯定
說你一定可以，指出他的問題、陪伴他、給他鼓勵」。（H1-103）
「在這邊實習比較多的是陪伴者、教育者的角色，透過陪伴才可以跟他們建立關
係，他們其實防備心很強，如果你沒有做到陪伴、同理、傾聽的部分，彼此間的
距離，還是很遠（G1-102）。在社會價值觀方面，在教育的角色當中，曾經遇到
一次事件，青少年說賣毒是對的事情，是吸毒者不愛護自己，為什麼我們要幫助
他們，當下會覺得這個觀念也沒有錯，我們如何定義事情的對錯，是否是自己的
偏見」。（G1-103）。
「就是一種突破跟兩難，那該如何導正他的觀念，應該用什麼樣的角度去跟他們
相處，去教育他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讓他們看到自己的問題，他們應該知道這
件事情是不對的，要如何引領他們走到對的路」。（G1-104）
「有個案家，到第三次拜訪時，主要照顧者才說小孩子在學校有很多狀況，然後
夫妻立即吵架，當下也不知如何處理。督導告知該思考自己的角色問題，社工在
家庭裡面不應該是調協者，在家庭關係裡他們應該自己去解決這件事情，應該幫
助他們看到問題點」。（J1-101）

（四）了解理論與實務運用
社工專業的成長中也包含理論與實務的運用。例如，採用優勢觀點解決案主的問
題、重新審視學校所學的理論、分析案主的困境、分析案家及其資源、評估量表的使
用、家庭需求評估技巧等。在理論方面，例如， 生態系統理論是強調社會環境對個人
的影響，包含微觀、中間、外部、鉅觀等系統。再者，多元智能是說明每個人的特質
與優勢的差異性。包含，語文、數理、空間、肢體等項目（李聲吼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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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夠先用問題解決導向聚焦案主問題，並運用優勢觀點發覺案主現在的

優勢並加以強化運用於處遇中，幫助自己與案主在過程中更快的解決問題及困
境。」（B1-101）
「在學期間，各類型的理論及專業知能等都是從「課堂」上所獲取，但老實說，
真正獲取的專業知能其實很零散，而在實習中，會從個案、團體問題上去審視這
些理論，並且將各類型理論、技巧套用在案主問題上，能夠會主動去了解各理論
技巧背後的意涵及其重要性。」（C1-102）
「在個案工作上，運用了優勢觀點、增強權能以及危機介入等理論來分析案家及
其環境擁有哪些資源，案家之其他親屬、案主的優勢可以改變目前的困境，並增
強其權能。參考理論的處遇方式，擬定出處遇計畫。」（E1-102）
「個案時更快找到合適的處遇：在個案工作中先用問題解決導向聚焦案主問題，
並運用優勢觀點發覺案主現在的優勢並加以強化運用於處遇中，都能幫助自己
與案主在過程中更快的解決問題及困境。而在運用過程中也難免會碰上困境，像
是無法迅速找到合適案主的理論、在使用優勢觀點的過程中還是可能會不小心
帶入病理學的視角等，都可能會造成自己無法流暢的使用這些理論」
。
（L1-101）
有關理論與實務的問題關係，一直是社工教育領域所關切的主要議題。在某些研
究中，學生的反應是：
「理論的應用是有困難的」
。他/她們感覺在「學科教學與實務學
習」兩者之間缺乏適當的連結（Patton , 2002）
。
但是，也有學生提到，她們積極進行嘗試，且明確地將理論應用在實務上。另外，
有學生則是反映，她們對服務使用者進行介入時，有稍微考慮到理論，並且在後續的
介入過程中，似乎能夠達成目標。這些嘗試可以激勵學生將理論視為學術觀點，而不
是有效的社工實習所必須具備的批判性思考與分析（Wilson and Kelly , 2010）。
有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具備較資深的社會服務經驗者，在應用社工工作方法的能
力上，比較能夠達成介入的任務。主要的原因在於，跟其他經驗較少的同學相比，他
們具備較佳的洞察力，知道自己缺乏什麼，或盲點在何處（Wilson and Kelly , 2010）
。
此外，也可能是經由在校的準備，學生可以獲得必須的個人能力，例如，與社工價值
的關係，使其在後續的學習過程可以獲得更多的經驗，並發展較多的自我意識（Patton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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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教育遭遇的重大或主要問題
基本而言，
「問題情境」讓學生能夠去界定並探討在實習教育中的經驗，內容包含
在自己負責的部分是否缺乏能力或知識，缺乏督導的支持，倫理或價值的兩難，或其
他的事項。

（一）個案工作的處理議題
1. 突發性事件處理的問題
「某個案預訂週五出院，但是他週三說他想要馬上出院，說不能再繼續住下去
了，也沒有錢支付，補助有限。我先跟護理師，共同安撫他的情緒，請護理師在
旁邊幫忙，因為個案當下很激動」。（H2-201）
「當下真的很慌張，如果他真的執意要出院，沒辦法強制性的攔他，只能勸導而
已，還好他有聽進去我和護理師的話，他因為兒子有跟他說我們的為難之處，他
兒子也有幫忙安撫他的情緒」。（H2-203）。
實習過程中，經常會遭遇突發性的情況，其實，這也是一個歷練的好機會。如
果有督導在旁是最好，如果情況不是很嚴重，或是對個案的了解足夠，再不危及生
命或他人的安全的情況下，可以適當的處理與反應。

2. 執行方式與心態上的問題
（1）個案處理較為急躁
「我很想要做個案，要問出一個結果，我最後覺得自己沒有必要為了得到一份個
案而一直逼他。最後只有跟他聊聊天，也把我跟他訪談的過程打成個案紀錄，我
有時候覺得自己太著急想要去跟個案建立起關係，導致失了自己的身份，有時候
訪談會太有侵略性，導致他們會感到不舒服。但後來發現不是想像中的簡單，單
單就陪伴者的角色，我們的非行少年，並非那麼簡單」。（F2-105）。
處理個案的問題時，在心態上應該保持平常心，切勿過於急躁，讓案主感覺
到壓迫感，與青少年互動或對話時，可以採取漸進式，逐步建立信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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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習者急於得到成果或進展
「在這次的實習中，我對於自己所疑惑的「與案主之間的界線」以及「社工的自
我價值」得到了許多老師給予的建議與回饋，我了解到自己所面臨到的問題是因
為與案家之間的「界線」沒有劃分清楚，導致在情感與工作之間不能完全的去區
分、切割，然後又因為對自己的期望太高，以及希望處遇計畫能在短期間就有成
效，使得最後造成自己與案家雙方的傷害」（K2-101）。
專業的關係，對實習生而言，似乎不容易拿捏；因此，對於界線的區隔，應
該適時的省思與案主的互動是否太過於主動。另外，想要速成是常見的弊病，應
該多加警惕並向督導請益。

（3）與案主之間的界線
「也像督導所說的，在面對案家時很容易把不屬於自己的責任，不自覺的扛到自
己背上，使得在設定處遇計畫時，無法用客觀的角度去評估，以至於在面對案家，
及自己都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也藉由這此的機會，讓我清楚明白「切割工作上
的情感」並不代表著自己冷漠無情，而是要讓自己更清楚的看見界線在哪裡。雖
然這個界線切割的範圍我仍還無法掌握，但是也感謝督導老師們的提醒，讓我從
困惑疑難中走了出來，期望自己能夠在未來的社工生涯裡，掌握工作與情感的界
線」（K2-102）。
與案主互動時，實習生往往過於投入，無法實現的當下評估的情況，所謂當
局者迷，旁觀者清。若能適時的以旁觀者的立場來進行處遇，則效果應該較佳。
另外，適時的切割也是重要的學習課題，提升專業的界線。
一般實習過程中，同學們最常見的心態就是，急於看到成果。由於在心態上過
於急躁，也因為缺乏經驗，在跟個案互動的過程中，常無法保持適當的界線，將過
多的責任一肩扛起而不自知。這些觀念及想法上的偏誤，只有靠時間的累積與自我
的省察去建立與修正較為適當的處遇模式。

3. 個案心理上的問題
（1）情緒變化得很快的個案
「個案因為家庭的關係防備心比較強，情緒變化得很快，他很容易上一秒跟你很好
下一秒就變臉，就很難捉摸他的情緒，你會不知道他的重點在哪裡」。（G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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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會談時開始談得很好，但要進入討論下次要聊什麼主題的時候就瞬間
變得很安靜，好像我踩到他的點了，然後這時候就很尷尬，會不知道該講什麼，
因為後續他根本就不想理你」。（G2-203）
「在第二次會談的時候有事先討論很多的方式，改變不是做訪談的方式，試著用
桌遊或是繪畫的方式去做會談的工作，在建立關係上面有點困難度」。（G2-204）
「後來用說書人的方式，個案也有分享，比較能夠理解他的想法和行為」。（G2205）。
面對或遭遇個案情緒反應，過於激烈，或是太過冷淡時。不妨適度的改變互
動方式，或是使用其他的替代工具以轉移當事人的注意力。若有必要，暫停會談，
或進行其他的替代活動也是可行的方式。

4. 個案聯繫不上
「另外一個高風險的個案，我們有八次會談，在最後兩次的時候連絡不到他，他

的問題是很愛打電動，就想說可以跟他討論未來的生涯方面是什麼，他說他喜歡
電競，他前面跟我討論的時候是很有目標、共同話題的，結果到第七次的時候都
連絡不到」。（J2-105）
「後來發現在服務的過程中，一直用自認為他需要什麼去服務他，而不是他真正
需要什麼，透過這個個案我才知道原來之前老師們上課講說要以案主的需求的
意義」。（J2-106）。
「我覺得就是可能會再花時間去跟他討論他到底需要什麼，可能我自己覺得他
可以走電競，但不代表說他覺得他可以走電競」。（J2-107）
此問題在實務上時常被討論，案主因某些因素不願意繼續接受服務。意指有些情

況是無法掌握的，此問題可作為實習經驗的累積。了解與個案互動時，對於案主真
正的想法或需求，應該漸進了解，不宜操之過急。

5. 個案家庭的了解與協助
「實習兩個月，真正適應時從第二個月開始，前面一個月完全是適應期。我以前
遇到挫折時，能夠看到問題點，可是我在實習第一個月找不到問題點，覺得我好
痛苦，覺得無法拿捏很好」（J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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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在安置型機構服務的時候，我該如何跟孩子與家人講話，我就缺乏怎麼
建立關係這個點。第二個月後找到問題點後，慢慢去適應這件事情，加上我有兩
個高風險家庭，都是遲緩兒，學齡期是學習落後者，所以五個孩子在學習上都不
良，因為當時沒有接觸過早療上的課程，所以進入高風險家庭時感到很挫折，不
知道要如何做」（J2-102）。
實習者在過程中遭遇困難是很正常的情況，因為希望能扮演遲緩兒協助成長的
角色，使得挫折感提升。是否實習目標的訂定有疑問，或是機構督導未能適時提供
指引？如何執行對案家及實習者皆能獲得成長的機會？這兩個議題應該可以再思
考的項目。

6. 個案態度與措辭上的問題
「個案時常講一些自我防備的話，可能會刺傷人，譬如說學這沒用，不如不教。
（F2-201）
另一次天氣熱時，因個案邊走邊抱怨，實習生當下就很生氣直接對他破口大罵，
回程時彼此沒有互動。督導說還是要學習忍住脾氣」（F2-202）。
「想到第一次帶活動時，活動設計有點太倉促了，可能就是想帶個小活動，所以
就沒有寫，方案計畫，讓青少年感受到我們沒有準備好就來帶，他們幾個當下就
會對嗆，脾氣就會上來，就說沒準備好就不要來，帶那麼爛來幹嘛這樣，當下有
點震驚」（G2-102）。
一般而言，個案也很期待社工能夠真誠對待他們，社工可能覺得忍耐就是真誠，
其實並非如此。社工是可以生氣的，也可以跟他們溝通為什麼自己對此事情為什麼
生氣，社工也可以承認自己某些不足之處；但是在溝通方式上仍需審慎思考。

7. 與個案晤談時有困難
「有學生提及一個很大的困難點，就是不知道怎麼跟案家進行會談，並強調自己
沒有學過諮商。學生認為自己無法從個案的講話的語氣及眼神，解讀個案到底想
表達什麼（J2-103）。學生後來在實習後立即跨校選修諮商課程，之後發現自己
應該早點選諮商這門課」（J2-104）
。
每位個案皆有其特質，如何會談，談到什麼程度皆視情況而定，倒是返校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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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思索該補足哪方面的不足，應該是對學生最有幫助的想法。另外，依據 Wilson and
Kelly（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具備較資深的社會照顧經驗者，在應用社工工
作方法的能力上，比較能夠達成介入的任務。主要的原因在於，跟其他經驗較少的
同學相比，他們具備較佳的洞察力，知道自己缺乏什麼，或盲點在何處（Wilson and
Kelly , 2010）。

8. 倫理議題的處理問題
「進行個案工作時，案主說出家世背景與特殊的情況，並要求我不可洩漏。關係
到保密原則的專業倫理。最後，實習者告訴了機構督導，因為感覺自己專業能力
不足，需透過詢問督導的解釋，從中理解可能利弊關係」。（A2-101）
「個案可能在機構之間很少有可以深入交談的傾聽對象，因此覺得實習生是可
以信賴的對象。因此，就提及案主之前所組家庭的其他子女狀態。我當時會選擇
跟機構督導做討論的原因，因為在學習，要解開自己的疑問，但督導知情後說，
這個會關係著個案是否續住的標準審核條件，繼續保持不知情」。（A2-102a）
學生在實習過程中，經常面臨倫理問題上的困擾。就實習者的反應行為而論，
兩個案例的作法皆屬正確，因為皆屬實習階段，無法自行判斷，因此需與機構督導
討論與獲得正確之判斷並累積經驗。

9. 個案紀錄撰寫上的問題
「第一次撰寫會談摘要紀錄時，發現自己在語句的敘述上有比較多的疑惑，會不
知道該如何撰寫才通順，由於沒有完整地看過個案評估紀錄，對於每部份的描述
都有一些不確定性，會談摘要紀錄就被社工批改得滿江紅」。（D2-101a）
「經由撰寫會談摘要經驗，除了發現到自己的能力不足，還有牽涉自身紀錄方
式，因為自己有些記憶上的不足，便開始詳細地記錄重要事項，或許已習慣以記
錄的方式來記憶」。（D2-101b）
「撰寫兒少保和成保紀錄，我覺得比較不擅長的部分就是歸類，多次練習撰寫記
錄，發現我的用詞不夠成熟，經過社工協助，讓我改善自己的弱點」
。
（D2-101c）
個案紀錄撰寫的能力，在開始階段每個學生皆存有差異。但是經由努力後，問
題就會獲得解決，因為基本的概念與模式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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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與溝通上的問題
（一）實習生與督導溝通的問題
「在實習剩下的兩週時，督導在一個無人的會議室，說出對實習者的評價、態度
評語、與心中的不滿等等。事後，心情相當沉重，也不斷的反思是哪個步驟與環
節，做錯或是疏忽的部分。實習者仍然表示感謝並接受機構督導的教導，包含正、
負向的評語」。（A2-102a）
「與機構督導發生摩擦的原因，可能是曾在中午時間去詢問問題而造成打擾。另
外，因為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進行的時間有所重複，所以決定先完成團體、個案
為後。督導誤以為實習者無心再去進行個案工作。實習生事後立即向導師及學校
督導報告，並且改進督導所提及的缺失」。（A2-102b）
基本上，督導對實習生的不滿與批評，屬於溝通不良的議題。由於實習生平時表
現積極且個人資歷較為豐富，因此，機構督導在期望較高的情況下說出不滿與批評。
加上實習生未將自己的規劃與做法告知督導，因此造成此種結果。 因此，在實習過程
中，適時的溝通是減少誤解的重要技巧與概念。陳琬婷、黃世州、黃松林（2019）認
為，督導個督時，所運用的時間會形成壓迫性感受，即使在開放討論的情境下亦可能
產生壓迫性感受。建議督導適時提供接受諮詢的空間與時間，也應該加強自我覺知的
互動模式，提出解決問題的討論。

（二）兒少家長過度介入的問題
「兒童的家長時常來家園辦公室，並會來關心自己的小孩及實習生活動帶領之
狀況。家長曾經突然開門查看、或提意見，甚至直接出手干涉，導致實習生安排
的活動流程被打斷。此問題雖經社工員與家長溝通，但處理方式不當，造成雙方
對立的情況」。（B2-101）
基本上，社工員可以運用婉轉的方式跟家長說明，而不是直接要求家長不要插手
實習生的活動，以降低誤解的程度。此案例亦說明，有些機構社工在處遇技巧上或觀
念上仍未臻熟練，易造成實習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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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習機構難以適時提供支持
「機構督導是少年之家的執行長，只有在第一次會談時講一下機構在做什麼、和
小孩怎麼樣相處，之後就消失了，所以我們的窗口是秘書，但是秘書也很忙，所
以我們的機構督導並沒提供任何的協助，我們只有被告知的份，犯錯就被罵」。
基本上都是我們實習生在彼此互相鼓勵，其實學校督導給我的支持是比較大的。
（F2-106）
「那時候聽到要跟社工、秘書要討論時每個都很害怕，因為知道上去就是會被
罵，就覺得說，雖然我知道督導他們很忙，但應該也是要給予我們一些幫助，我
覺得他們好像很討厭實習生」。（F2-107）
「因為我們是安置機構，剛進來時需要幫忙做很多的雜事，像是買菜、換燈泡、
掃廁所、倒垃圾什麼的。然後我們可能就會在自己的小房間嘲笑出去買菜的人，
可能就被聽到了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一起全部人都被叫上去罵，如果你們不想要
在這裡實習沒關係，我們可以馬上幫你們轉機構」。（F2-108）
此機構在實習生的管理與概念上，實在需要修正。學校督導也有責任與機構適時
溝通。有些工作如果因人力不足或是偶發性支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是常態
性的雜務工作，則學校督導應介入溝通。經常性的責罵學生，且讓學生感到害怕則是
違反實習規範的行為，學校督導應立即處理與制止。

伍、結論與建議
一般而言，實習教育所涵蓋的面向極廣，本文主要是針對遭遇問題與成長兩個議
題來探討。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夠將此兩項主題進行探討，以期對實習教育的未來及後
續的推展有實質的幫助。
再者，機構實習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讓學生藉由實習的體驗及參與，去了解自己對
社會工作專業的感受與認識，以做為未來是否將持續此項志業的依據。另外，經由實
習後，使學生明曉自己在哪些領域的知識或技巧需要加強或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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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在實習所遭遇到的困難方面，從學生反映出的意見中可以察覺，在實習過程中，
個案工作上遭遇的問題所占的比率很高。內容包含，突發性事件的處理時缺乏經驗；個
案處理的心態較為急躁、急於獲得成果或進展、與案主之間的界線不清楚，無法客觀處

理事情；無法處理或掌握個案的情緒；個案聯繫不上或是不接電話；個案態度與措辭上
的問題，說話粗暴等等；服務對象的了解與介入；與個案晤談時有困難，無法解讀個案
的想法；個案紀錄撰寫上的問題等。此外也包含與保守秘密有關的倫理議題的處理。

另外，在管理與溝通的面向上，發掘到的問題包含：實習生與督導溝通的問題，
是指，實習生的作法有不當之處；兒少家長過度介入而造成家長與學生對立的情況；
機構督導未能適時指導學生，學生時常被職員責備等情況。上述問題情況較為嚴重，
需要學校督導與機構督導共同介入處理。
在學習與成長的面向，實習者感覺有所提升的部分包含：專業法規的運用，了解
條文規範，及適用的審核界定；個案處遇技巧的提升，例如，說話技巧、傾聽技巧、
撰寫個案紀錄、個案敘述內容的判斷等；瞭解社工員的角色，基本上可以區分為三類：
個案管理者、諮詢和教育、以及仲介和倡導等；理論與實務的運用，例如，採用優勢觀
點解決案主的問題、重新審視學校所學的理論、分析案主的困境、分析案家及其資源

等。許多學生也認為，經由實習的安置與實務上的歷練，提供了挑戰的機會，去處理
社工教育與實務整合的上的學習經驗。

二、建議
（一）對於專業科目教學上的建議
此篇論文整理出社工系學生在實習之後包含有專業法規運用、個案處遇技巧提升、
瞭解社工員的角色、及理論與實務的運用等四面向的專業成長。未來在教學上，對於
「社會政策與立法」的科目授課，建議教師能以實習與實務應用為主導，則教學成效
應該會提升。在個案處遇技巧方面，建議「個案工作」的教師能夠了解並掌握學生在
實習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以案例方式進行教學與討論。在社工員的角色方面，本研
究歸納出三類：個案管理者、諮詢和教育、以及仲介和倡導者等，可供機構實習教師
作為教學與指導學生的參考。在理論與實務的運用方面，社會工作理論的授課教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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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歸納出幾項與實務關聯性較高的理論，例如：優勢觀點、生態系統觀點、結構功能
理論、心理動力論等，運用理論的概念進行直接服務或介入。

（二）實習生的困境與學校課程因應
1. 提升實習生個案工作的能力
有鑑於研究中發現，實習生對於遭遇問題大部分與個案工作有關，因此建議「個
案工作」的授課教師在教學時能夠增加下列議題的說明或討論：突發性事件的處理
模式，也就是遭遇特殊問題時的態度與處理方法；處理個案問題時的心態與立場應該

以穩定漸進為主，勿急於獲得進展、亦勿衍生情感反轉移等的情境；與個案晤談的
能力與技巧；如何提升個案紀錄撰寫上的能力等。

2. 教學時能夠兼顧理論與實務
部分受訪的實習生反映，課堂中所獲得的理論知識較為零散，不知該如何運用。
建議機構實習與社會工作理論的授課教師及實習督導能夠將具代表性與實用性的
理論，介紹並說明如何運用在實務上，使實習生了解理論的背景、意涵及如何應用
在案主身上。
綜合而言，實習教育促使學生有機會對較單純的個案，進行服務與學習，體驗與
解讀、在個案工作時體驗社工價值的影響；上述過程對學生而言，都是重要的學習過
程。學生在明確的表達、推論、替自己的決定負責等項目的演練，都有助於專業能力
的提升。機構督導必須提供更多的機會，在個案服務的過程中，挑戰學生的推論能力，
以幫助學生獲得正確的判斷力與執行力。倘若學生在實習過程中未能受到機構督導的
協助，進行討論或反思，則學生的學習可能是較為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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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如何讓身處異地的新住民，生活中語言溝通順暢和職場上語文應用得宜，是協助
新住民快速融入台灣社會的一大挑戰。大學生志願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正是大學
實踐社會責任的體現。本研究訪談 10 位協助推動新住民華語文學習的大學新住民志
工社社員。研究發現大學生從事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時，有提升自己的人際互動能
力，有了教學的責任感和成就感，去除對新住民的刻板印象，學會文化敏感度。但在
服務過程中，大學生發現自身華語文專業知識與教學經驗不足、不易平衡教導者與陪
伴者的角色、新住民到課人數有限等問題。然而大學生在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的同
時，因為也提供新住民實質的幫助，而實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但仍建議大學生日後
授課需結合社區資源、網路、多媒體，以新聞時事、主題式課程、和文化交流為主。

關鍵詞：志願服務、新住民、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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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assist Taiwanese new immigrants to communicate fluently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workplace in order to rapidly adapt new life in an unfamiliar environment.
While university students conduct volunteer work to assisting new immigrants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is a good way to fulfil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study employed in-depth
interview to invite 10 volunteer workers in New Immigrants Volunteer Service Society from
Asia University to discuss their experience and how to fulfil social responsibility.in assisting
new immigrants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while university students
assisted new immigrants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meanwhile it assisted the students to
enhance themselves ability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gained much
more sense of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and accomplishment. It has not only assisted university
students to eliminate their original stereotype towards new immigrants but has also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culture sensitivity. Howev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the service,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encountered several problems such as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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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 knowledg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were not sufficiency, how to balance
the teaching and companion roles, and some new immigrants were absent form this course.
University students fulfill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assisting new immigrants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because it assisted new immigrants to adapt new life by integrating into
Chinese culture, expanding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 finding sense of belonging, and learning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fraud and bully. Nevertheless, when assisting new immigrants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utu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ontents of teaching should
focus on the news and current events what new immigrants need, subject-based learn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bining with social resource,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Keywords: Volunteer Service, New Immigrant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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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如何讓身處異地的新住民們，能在生活中語言溝通順暢和職場上語言應用得宜，
是協助新住民快速融入台灣社會的一大挑戰。而當各個大學在推動志工大學之際，結
合大學生的志願服務，來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正是大學實踐社會責任的體現。為
了因應全球化變遷的到來，政府及民間也提出了相對的新住民歸化配套措施，但由於
語言隔閡之故，在生活方面經常產生了多方阻礙，例如新住民們往往因為語言溝通不
良，導致婆媳不合或夫妻之間有所誤會，而對子女的教育更加艱難。導致新住民在識
字及表達過程中，容易使他們在社會上感到無力或孤立感。
大學生參與志願服務對於學校的教與學是有所刺激或衝擊的（蔡昕璋，2015）
。因
為大學生從事志願服務，已經普遍被大學生視為將所學的知識、學術、技術應用於日
常中，並與現實世界產生聯結互動。故許多學校都會透過正式、非正式或潛在課程形
式，鼓勵學生多參與相關活動。其中的服務學習或志願服務，也是近年來運用最為廣
泛的方式。雖然屬於學生社團的新住民志工服務社，沒有獲得校方額外的經費挹注，
須和校內其他的學生社團一樣且一起競爭，去申請校方有限的活動經費補助，但大學
生參與志工經驗對本身公民態度有所影響與反思（郭哲宏、陳光輝，2013）
，而且不僅
可以提升個人自信心，更可以強化多元思維與人文關懷。加上大學就像一個小型的社
會，裡面聚集著各式各樣的人才，大學生們可透過連接大學內外部資源來回饋自己的
家鄉、社會甚至是國家，加上藉由科際整合中跨系的資源整合和討論合作，更可以達
到社會參與的最佳效益。這除了可以避免大學和大學生與現實社會脫節的情形外，更
可以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
大學生在參與新住民志工服務社時，除了從事教導新住民識字的志願服務外，他
們亦須針對新住民婦女和其子女們設計活動。而新住民透過學習中文的成員之間相互
引薦，來到大學生的社團學習華語文。經由在大學生推廣華語文的社團，學習華語文，
讓身處異地的新住民們，無論是在生活中的語言溝通或者在職場上的互動，甚至提升
他們在華語文地區的生活品質。然而仍有的要加以探討如何激勵更多的大學生投入服
務新住民的志願工作，如何邀請到更多的新住民來大學生的社團學習華語文，並協助
新住民排除來大學學習華語文的阻力或障礙，讓大學生在參與推廣華語文的新住民志
工服務社時，能夠極大化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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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大學生實際參與推動新住民學習華語文遇到的困難、與服務後的反思、
及對於新住民有無不同的看法。
二、了解大學生教導新住民教導是否有助於實踐社會責任。
三、探討學習華語文對新住民的實質幫助。
四、根據研究所得對大學生未來從事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的服務上提出建議。

貳、文獻回顧
一、志願服務
體驗學習理論者將學習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包括具體經驗、省思觀察、抽象概念、
與主動驗證，四個階段形成一循環的學習過程，並不斷的重複，透過四個階段的交互
循環，可描述個人、團體與組織環境之間的學習與發展模式，也可以發現學習者在這
四個學習階段的行為表現（Kolb&Fry,1975）。而大學生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可以加強
具體經驗的累積與靈機應變的反應，在遇見挫折以後，再透過請教前輩與省思、檢討
與不斷地自我修正、改變方法，進而達到進步效果。在進入社會前的相關經驗累積，
更可以減少以後發生錯誤的機率與加強挫折忍耐力的精神，並且訓練自我在團體合作
時，可以接納他人意見以及團結合作。
符號互動論者認為經由互動的過程以符號表達意念、價值和思想；手勢和語言都
含有著某種特定的意義，所以當人們把幾個手勢和語言串連在一起時，它們就能產生
意思，並且用來相互溝通和互動（林宗德譯，2007）
。透過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的使用，
使大學生和新住民彼此之間能夠得到共同的理解，如：語言、手勢、表情等。符號本
身就是符號互動論的一個主要概念，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藉由符號相互傳達，而語言、
文字、符號、手勢等皆可以是符號，有了這些符號，大學生和新住民之間才能互動；
由雙方互動所組成，而在互動的過程中，相互學習、創造並分享各種觀點，而這些觀
點就進而影響行為的產生。
生態系統理論學者認為每個人在一生中都不斷的與環境相依互動，且不斷的調適
來維持其平衡狀態。每個人的發展都直接受到微視、中介、外部、鉅視四個系統的直
接或間接影響，這四個層級的生態系統是維持在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且沒有一個系
統是全開或全閉的，而系統中的各項因素對個體皆有影響力（Gittermanetal.,2021）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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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新住民擁有與他人連結與建立關係的能力，也擁有與環境互動的交流，即使我
們與新住民都身處在同一個社會，我們所感受到的社會態度也未必相同，不論是有生
產力的交流或是不充分的交流，我們與新住民都會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尋找一個棲位，
所以環境─行為─人是一個互相依賴且持續交錯的關係。
需求層次理論者認為人類的需要是以層次的形式出現的，由低級的需要開始，逐
級向上發展到高級層次的需要，包含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
我實現需求，當一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時，這層次的需要就不再成為激勵因素了
(Maslow,1954)。大學生透過志願服務來滿足需求層次理論中的自我實現，除了漸進式
的自我成長與實現外，再經過長期大學的鼓勵地方創生、人才培育、社會創新，連結
各種類型外部資源來達到適應社會的效果，並且培養大學生對於社會責任的負責態度。

二、新住民的華語文學習
在台灣的新住民已經高達 65 多萬，新住民們在台灣生活上產生了溝通阻礙，因
此學習中文是他們的首要課題，新住民學習動機多半為了適應生活上的需求（余佩璇、
張郁函，2009）
，因為學習中文對於新住民們在台灣生活有諸多的好處，包括取得台灣
身分證、方便指導孩子課業、融入台灣社會。但同時新住民們在參加華語文的學習課
程中時，也產生了許多問題，像是家人的不支持、上課與工作時間相互衝突、家中的
小孩無人照顧、開設課程的地點離家太遠、交通不便，又或者在學習中文時與其他姊
妹的人際互動問題，最後因中文相較新住民而言難度高，容易使新住民產生挫折感。
因此，對於新住民而言參加華語文的學習課程後，有助於其適應台灣的環境，亦可增
加新住民與孩子的互動，最後能增加自我的價值與內涵，提高自信心，能不吝嗇與外
界交流接觸（黃柔理、陳易芬，2016）
。雖然識字能改變現況的不平等結構，但識字和
權力擁有之關聯，呈現在新住民華語文的學習上，即因家務的關係而阻擋學習識字之
路（陳憶芬，2013）
。因此，該如何在利弊得失中得到雙贏的局面是我們面臨的課題。
台灣外籍配偶日漸增加，推動課程規劃教育更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強調「識字」
即可「增能」
，進而提出可教導女性主義或多元化主義，希望能提供新住民學習中文或
其他教育的課程規劃，將從「識字」到「增能」提升到最大效益（劉金山、林彩碧，
2008）
。然而，目前新住民的華語文教育缺乏適當的課程設計，應跟著時代的變遷有所
更動，應運用主題式的教學法，以激發新住民強烈的學習興趣（林美淑、魏聰祺，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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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透過程度的分級設計、明確的教學目的、教育內容擁有多元文化的概念架構、且
在新住民人力資源上給予適當的人力資源協助，並透過不同方案的實施，學校、家庭
相輔相成，才能對新住民有更實質的幫助（何青蓉、丘愛鈴，2009）。

三、大學社會責任
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是大學要能夠協助參與解決
社會問題，且大學能和所在的環境共生存（Vasilescu et al., 2010）
。因此大學教育實踐社
會責任是走出教室外的體驗學習，其有別於傳統教室内的教學則在於多了與服務對象
間的溝通互動，教師、學習者與社區服務對象之間形成了不同於師生互動下所產生的
意義建構（黃瓊儀，2018）
。在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費補助下，學校能將資
源整合以便實踐社會責任（江昱仁、莊鑫裕，2018）
，協助學校提升人才培育，結合產
業及教學，使學生貼近市場、發覺社會議題，強調大學生的公民責任（胡凱揚，2017）
。
因此，社會責任的承擔是大學發展的必然趨勢，社區培力的實踐也是大學與社區發展
夥伴關係的最佳方式，大學與產學的合作是整理教學、研究以及服務的必然走向（蕭至
邦、廖淑娟，2019）。
大學已經不再只是單一讀書的地方，隨著時代的推進，大學更加接近社會，透過大
學社會責任鼓勵大學地方創生、社會創新和人才培育，能夠結合外部資源來達到不同
的效果（林秋芬、余珮蓉，2017）。大學與社會是緊密相連的關係，走過了適應社會、
為社會服務再到引導、預測社會未來，這樣一個由被動到主動的過程，大學社會責任成
為現實及社會的連結樞紐（龔靜，2005）
。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趨勢之下，政府和社會
認為大學對社會也有責任，大學社會責任是大學做為一個社會組織及學校團體，除了
具備教學研究服務之功能、培育學生成就人才，也要對在地社區和社會有貢獻和責任
（楊正誠，2019）
。而且大專院校必須將人才培育以及關懷在地產業做結合，讓大學肩
負起對在地的社會責任。因此，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與行動力，比起陌生的地方，
在以熟悉的學校周邊作為場域探討議題能促進學生產生共同的地方感（周芳怡，2019）
。
現代高等教育系統承擔的社會責任是多層次的，其中每所大學應當履行的社會責
任是由其自身發展定位所決定；現代大學社會責任的履行途徑與方式是多種多樣的，
不是單一、固定的（楊興林，2009）。大學不再只是單向知識輸出或公益服務的地方，
而是透過社會責任的實踐，讓自己找尋到更多的機會來提升自己，找到大學的貢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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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位置（吳明錡，2018）
。而大學師生們在實踐社會責任之際，經由課程的規劃與學
習，可以增進學生的專業責任與公民意識的訓練、社會責任知識、專案基礎的知識、服
務理念、多元思考與創造性（Gomez, 2014）
。因此，大學透過支持學生服務性社團，推
動大學所在社區的新住民學習華語文，即是大學實踐在的關懷的社會責任，因為這不
只讓大學生除了可以學習到運用本身即具有的華語文優勢、應用大學所學到的知識與
技能、並適度地連結資源，更可以協助在地的新住民就近學習華語文，以提高其生活適
應能力，並能及早融入台灣社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分析大學生推動新住民學習華語文之成果，以及學習華語文對新住民
生活品質之影響。為達成本研究之四項研究目的，在蒐集並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後，
依文獻探討結果，設計訪談大綱，接著運用深度訪談法訪談 10 位研究對象的華語文
教學經驗，然後整理分析逐字稿，分析相同性及差異性，最後綜合與分析資料，並撰
寫研究成果。

一、研究對象
質性研究主要針對少量的樣本作集中深入的分析與探討，故研究對象的選取是採
用立意取樣（簡春安、鄒平儀，2016）
，立意取樣的邏輯和效力建立在於選擇資訊豐富
之個案。因此，本研究選取有參與過亞洲大學新住民志工社且有協助推動新住民華語
文學習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所謂的「協助推動新住民華語文學習」
，表示大學生有
教導及推動華語文的實際經驗，且平時亦有與新住民互動習慣，能善用華語文資源及
透過各種教學方式輔助新住民日常生活適應。為了資料蒐集的廣度及深度，因而選擇
已在新住民志工社服務一年至兩年的社員或幹部來做為訪談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
共訪談新住民志工社 10 位成員，包含五位二年級社團成員以及五位三年級社團幹部。
表 1、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研究代碼

性別

年齡

社團服務年資

社團內職稱

學歷

S1

女

20

1

社員

大學二年級

S2

女

20

2

幹部

大學三年級

S3

男

20

1

社員

大學二年級

S4

女

21

2

幹部

大學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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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代碼

性別

年齡

社團服務年資

社團內職稱

學歷

S5

男

21

2

幹部

大學三年級

S6

女

20

1

社員

大學二年級

S7

女

20

1

社員

大學二年級

S8

女

21

2

幹部

大學三年級

S9

男

20

1

社員

大學二年級

S10

女

21

2

幹部

大學三年級

二、資料蒐集
深度訪談的方式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進行，每位訪談者進行 1 次（每次以 1 小時
為原則）的深度訪談。訪談進行的方式，除了採用面對面訪談外，輔助採用即時通訊
（如 LINE）進行訪談及資料的補充及確認。當發現受訪者已無法提供更多或更深入
的回答時，代表資料已經飽和，即停止訪談。本研究透過上述資料蒐集的方式相互驗
證，以回答四個研究目的。

三、資料處理
訪談資料的分析以描述及敘述分析為主，在訪談過程時，鼓勵受訪者提供符合研
究的資訊，以獲得更為完整的資料，並提升研究可信度。訪談結束後將訪談錄音資料
轉譯成完整的逐字稿，作為分析的資料，以呈現受訪者所表達之原意為原則，不涉及
研究者本身的主觀推論。並於論文中呈現所選取的個案之背景資料，將資料進行歸類、
編碼，依照訪談大綱將資料轉換成有意義的分類，並依據訪談內容的分析結果，建構
出研究結果。

肆、結果與討論
一、從事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對大學生產生顯著的影響
（一）提升了自己的人際互動能力、擁有了教學的責任感和成就感
1. 提升了自己的人際互動能力
透過社團組織，與年紀相符的人一起合作教課，可以學習如何在團隊溝通、互
動、解決摩擦、與人相處，培養教學者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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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在學生生涯時，運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且在身為大學生時可
能並非在領域上已達到專業，但可以透過還在校園時，和相似年齡層組成一個團
隊，能夠培養自我的能力，且學習如何在團隊中溝通、互動，讓自己在進入社會
前，培養自己（S8）。

2. 擁有了教學的責任感
大學生教導新住民華語文，大學生是屬於教學者，要找教材、自編教材，把正
確的知識教給新住民，所以大學生學習到為教學和課程內容負責。
我覺得成立社團要教導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我們就該要有好老師的風範，畢竟我
們教給他們的東西如果錯誤，可能會影響他們一陣子甚至一輩子，所以每個教導
者都應該再三的確認課程內容是否有無錯誤的地方，每個教導者都應該擔起學
教的責任（S7）。

3. 有成就感
當大學生教完新住民一些新詞彙，看到新住民學習的模樣，會讓大學生有成就
感，並且認為自己是真的有能力去服務他人的，更加深想為他們服務的熱忱。
在教導後讓我覺得自己是有成就感的，也感覺自己是有能力去服務、去協助有需
要幫助的人，所以對於未來有機會的話我也會持續的去服務他們（S4）。

（二）去除自身對新住民的刻板印象，了解與學會文化敏感度的重要性
1、 文化敏感度是了解不同文化與族群的特性，且價值中立地理解與尊重服務接受
者的意願與能力，並與之形成夥伴關係，一起面對和處理問題。新住民來自許
多不同的國家，和台灣有著一定的差異，和新住民相處後，能學習到更多不一
樣的民族風情，甚至是品嚐到異國的美食料理。
有時候還能從他們的回答得到不同國家的樣貌，比起他們課堂上學到的，我反而
覺得是授課的學到更多東西（S1）。
透過這樣每一週一次的見面與分享交流底下，越能發現不同的世界，這同時也是
我在新住民志工社群當中，有著最大也最不同的感受之一（S5）。
學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也感受到新住民們想學習的熱情，他們也很願意分享自己
國家的文化和我們說他們的習俗、飲食等（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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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過長期的相處時間，已經和新住民熟識許多，也較熟悉新住民的話題為何，
也會互相關心，了解他們的近況，讓彼此間有更多的交流。
很愉快，每位新住民們都非常友善，就算有的和我們年齡差距很大還是能相處的
很和樂，上課時也很積極回應與反饋（S1）。
他們都很好相處，不會因為我們的國籍不同而對我們有敵意（S2）。
我一開始會擔心跟他們很難相處，也不知道什麼能聊什麼不能聊，怕有地雷，但
是真的相處後覺得其實他們超好相處的，很熱情，熟了之後還會主動跟我們聊
天，互相關心的感覺很好（S3）。
相處下來讓我覺得舒服，也更勇敢跨出自己設限的圓圈，課程過程中有新住民問
了我一些問題，也會跟我分享她一些生活、旅遊的趣事，給了我很多回饋；當互
動主題跟新住民有共鳴時，反應非常熱烈，就覺得他們認真學習，也願意跟我們
互動，很開心（S6）。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透過志願服務，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並藉此實踐社會責
任之歷程，與 Keller（1987）所建構的 ARCS 動機理論（注意(Attention)、相關
(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滿足(Satisfaction)）一致。亦即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
文是大學生加入新住民志工社最為關注之重點與興趣之所在，大學生運用自身華語
文的學習和教學經驗，經由教學相長，學會了文化敏感度，建立了自信心，進而獲
得助人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二、大學生參與推動新住民學習華語文，遭遇到非預期的問題
（一）華語文專業知識與教學經驗不足
雖然華語文為自身語言，但大學生本身所學習的語言，為一般溝通所需，並非專
業的教導者，許多中文的艱深或奧妙，超出我們的能力所及。
我認為最大的困境是要怎麼用簡單的詞彙解釋單詞（S1）。
教學方面遇到比較困難的，是不清楚每個新住民的中文程度到哪，在傳遞資訊
時，有時候會不知道怎麼解釋，但在教學中會以最口語化的方式解釋清楚，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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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成語時就會就特別解釋，並且運用多種舉例方式，而國字遇到比較難的就會
多練習幾次筆畫（S8）。
如果教字詞太艱深，會讓新住民比較難理解，畢竟自己不是走教育學程相關，對
教課還是多少會擔心，教錯或是讓新住民無法吸收（S9）。
華語文雖然是我們的主要語言，但是在教新住民的時候，因為我們的專業程度有
限，也沒有再接受額外的訓練，所以有時候沒辦法提供很完整的資訊給他們
（S10）。

（二）不易平衡教導者與陪伴者兩者之角色
每個人對於要如何與新朋友相處，都需要一點時間與技巧，更何況一方面身為教
導者兼具陪伴者，在兩者間的角色拿捏有失平衡，需要慢慢調適心理，找到定位。
最一開始遇到的有問題有不少，包括不知道怎麼主動跟新住民志工社的兄弟姊
妹們互動，不知道該如何跟兄弟姊妹們相處，不過經過一段時間後，透過更多的
交流和經驗學習，逐漸突破自我，找到自己在新住民志工社中的定位與意義所在
（S5）。
對於個性非常慢熱的我來說，要跟第一次見面的朋友聊天、分享生活非常的困
難，即使事前都有準備也已經做好了心理上的調適，但在現場還是無法平撫內心
的緊張感也有點不知所措（S6）。

（三）新住民到課人數有限
新住民志工社開設的華語文學習時間為星期四晚上，為一般新住民的下班休息時
間，也和許多新住民的上班時間會有所衝突，自然來的人數相對較少；教學的內容較
制式化，無法吸引新住民的興趣。
第一個困境是願意來上課的兄弟姊妹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兄弟姊妹願意在上班
完後，還到新住民社上課，所以我們平常的上課時間大概一兩個固定會來的兄弟
姊妹才會到，其他比較特別的活動時才會比較多人（S2）。
有意願參與的兄弟姐妹數量不多，因他們白天都還有各自的工作或上課，到了晚
上不見得有時間可以來上識字班（S4）。
新住民上班時間與上課時間衝突時，會中斷學習（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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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參與推動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時，已經學會如何平衡教導者與陪伴者兩者之
角色，而自身的華語文專業知識與教學經驗不足，可以透過自學或進修加強之。但對
於本研究之另一發現，新住民因為要承擔家計須於夜間工作，而無法全勤到課，這與
陳憶芬（2013）之研究一致。為了提升新住民參與新住民志工社所開設之華語文學習
課程的意願，可以連結資源，提供獎助學金，以彌補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時之工作損失。

三、大學生經由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讓新住民獲得實質助益，也實
踐了大學的社會責任
（一）適應生活並融入華語文的文化中
學習華文之後，新住民跨越語言的隔閡，學華語文常使用的字彙，在日常生活中
與他人溝通、購買生活用品都變得更加便利，在環境友善沒有壓力的狀況下，輕鬆的
學習中文不怕犯錯，幫助新住民在台灣適應生活融入華語文的當地文化。
從跟家人講話支支吾吾、交談中只能使用手機的翻譯，漸漸的能不必運用手機也
能講出正確的單字、能與家人溝通不必再為了語言不通順而發愁（S5）。
推動新住民學校華語文上，能夠幫助他們更容易快速學習華語，並更容易融入當
地文化（S7）。
幫助他們在生活日常的融入，學習日常生活所需用到的詞彙（S8）。

（二）拓展人際關係
當在生活方面溝通無障礙後，語言隔閡的消失，新住民在課堂、工作、社團，打
開自己的交友圈，可以透過華語文達好良好的互相分享和交流的目的，學習華語文且
勇於開口對談，拓展新住民在生活環境中的人際關係。
除了生活，也更能交到朋友，生活圈就不會侷限在家庭和工作（S1）。
過程中也幫助他們能認識更多的新住民朋友（S10）。

（三）在新住民志工社找到歸屬感
學習華語文更加深對自己身分的認同，透過參與社團學習華語文，能夠和自己處
境相似的新住民自然地用家鄉話聊天；同時也和社團的大學生交流分享，課堂中自在
的回應課程內容，在社團中營造的氣氛使新住民有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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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我們還有心靈上的關心，每個禮拜的活動好像是一種朋友間的團聚，是有溫
暖的（S3）。
不只是課程的問題，有關生活上的問題只要我們知道的就一定會回答他們。而且
在識字班的同時，也可以讓他們與其他新住民們相聚、聊天，可以在這邊找到歸
屬感（S4）。

（四）學會如何保護自己以免受到詐騙與欺負
新住民參加新住民志工社的華語文學習課程，可以讓他們取得時數，有助於新住
民拿到身分證，使他們遇到一些糾紛時，能保護自己並免於詐騙。
參加新住民參加我們社團所舉辦的識字班，可以拿到時數，有助於他們拿到身分
證，有了身分證他們就可以留在台灣，有助於保障自己的權益。他們學習華語文
後，接到詐騙訊息能更清楚的知道這是詐騙，降低被詐騙的風險（S2）。
新住民參與新住民志工社所開設之華語文學習課程後，有助於其生活適應和拓展
人際關係且有歸屬感，此與陳憶芬（2013）之研究一致。新住民起初因語言問題，造
成日常的溝通障礙、無力教養子女、無法發展出良好的人際網絡，參與新住民志工社
所開設之華語文學習課程，溝通無障礙後，生活適應了，且從和他人的互動而和所在
的社區產生了連結。

四、大學生從事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的未來方向
（一）提供以新住民需求為導向的課程
1. 新聞時事
日常生活當中每天都有新的新聞，不只是電視新聞、還有報紙，因為新聞、報
紙的內容總是很多文字，對於新住民而言可能不好吸收，如果新住民志工社可以將
讀報加入課程內容，可以讓新住民跟上台灣的流行時事，也能讓新住民更貼近自己
的生活。
原先這學期要增加的特別課程我覺得蠻不錯的，題材很活，不侷限在課本裡，除
了能更了解中華的歷史文化也能跟上流行時事（S1）。
目前我們做的變化是從生活方面做起，像是教他們讀報導，將報導的重點該怎麼
讀加入我們的課程之中，可以更貼近他們的生活，也更能引起它們的興趣（S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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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本的中文注音識字班之外，也可以帶給他們更貼近生活的課程。例如：教
習音樂、新聞、詩歌等等主題（S4）。

2. 主題式的課程
新住民因為在台灣居住的時間不長，而有社會適應、資訊不了解的問題，新住
民志工社可以透過主題式的課程教導新住民所需要的資訊，因應新住民的需求做多
元的變化。
由於新住民對於臺灣醫療服務資訊不了解，及衛生保健常識不足，可選用生活上
常遇到較運用的題材，例如：防震、衛教相關知識（S6）。
新住民缺少社會支持系統，可設計相關課程，協助他們解決問題（S3）。
除了識字課程外，我覺得可以再多一點複習的相關活動，可能是連連看，或者是
像小學時我們學的造樣造句或延長句子，讓志工和新住民增加互動，可以多交流
彼此的字彙，也可以針對新住民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利用主題化的方式給予真
正需要的資訊（S8）。
我覺得課程內容可以因應新住民的各種需求做多元的變化，像是：英文課，可以
幫助新住民學習第三外語；家政課，可以幫助新住民適應生活；法律課，可以幫
助新住民瞭解台灣的法律，以免權益受損；資訊課，可以幫助新住民學習運用科
技，適應時代的變化（S10）。

3. 文化交流的課程
新住民來自不同的國家，擁有自己國家的文化，可能不清楚台灣的節慶文化、
風俗習慣，經常會有生活不適應、文化衝突的情況，如果課程內容可以帶入台灣的
節慶與台灣文化，甚至是與新住民的國家文化做交流，也可以讓彼此更加互相了解。
新住民有很大的生活適應的問題，出現文化衝突的現象。生活中的節慶習俗的衝
突，因此可以配合台灣的節慶搭配課程內容，例如：清明搭配潤餅（S6）。
我覺得除了識字課程外，可以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像是我們也會在課程上帶入
我們台灣有關的文化，或是活動也會帶台灣相關的文化，例如搓湯圓，我覺得我
們也可以讓姐妹來分享他們家鄉的文化，讓我們能夠可以更了解他們的文化也
能更容易融入他們（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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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效能之策略
1. 結合當地社區資源
與他校新住民相關社團合作可以交流授課方式，也能讓亞洲大學附近的新住民
與其他學校附近的新住民認識，拓展自己的交友圈，使新住民的生活圈不再只有住
家附近。新住民志工社也可以跟附近的社區合作，舉辦活動聚集當地居民與新住民，
讓當地居民與新住民有更多的交流與認識，讓新住民多使用中文交談，也促進新住
民更認識台灣文化，同時也讓當地居民對新住民有更多的新理解。
我覺得可以尋找他校新住民相關社團合作，除了可以讓我們互相學習上課方式
也可以交換課文內容，或許能帶給新住民們不同的上課體驗也能幫助他們交到
更多同鄉好友（S1）。
如果可以的話，我認為辦理外展是很不錯的活動。不僅可以讓他們接觸到特別的
課程或活動、也可以使他們與台灣志工們有更多的接觸。外展不只是出去遊玩，
也可以是唱歌比賽、母親節活動、運動會等等不同的形式。這些也可能運用到不
同的資源，學校的場地借用等等（S4）。
我覺得能夠融合當地社區舉辦一些活動，能夠讓新住民們跟當地的居民更多交
流的機會，不然都只是跟自己生活圈的家人朋友相處，這樣運用華語文的機會也
很少，跟當地居民交流能夠用得上語言，也能夠更有機會的快速融入當地文化
（S7）。
結合音樂、或者是當地活動的習俗文化相互交流，像是曾經我們有在接近冬至
時，舉辦搓湯圓的活動，這樣不僅可以帶給新住民們過節的感受，還能互相分享
自己家鄉的湯圓的特色是什麼，達到文化交流的機會（S8）。

2. 結合網路
網路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如果可以連結網路上的資訊傳授給新住民，
讓新住民可以掌握更多自己的權益以及能使用的資源，甚至新住民志工社的課程內
容其實也可以錄影存檔，放在網路上給新住民觀看，這樣即使新住民沒有辦法到學
校上課，也能在空閒時間學習中文，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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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住民志工社的教導當中，主要是以運用投影幕放映的 PPT 與課本內容做相
互搭配的教學方法，在這樣的教學過程當中，我認為還能連結網路的資訊，和各
國中小的教學題材，來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S5）。
請專業老師來上課，結合網路、預錄影片，新住民中比較害羞的人也可以不用擔
心的學習，也不會受到時間的限制而無法到學校學習，也省下交通的時間，還可
以和家人一同學習（S9）。

3. 使用多媒體
授課也可以打破以往的單向教學，利用影片、音樂、報章雜誌來引起新住民的
興趣，利用互動的教學方式，提昇新住民參與新住民志工社華語文課程的意願。
我覺得在未來可以試著加入音樂的成分，因為我觀察到有成員是喜歡聽中文歌
的，還會抄寫歌詞，但是歌詞有些內容其實是有點深度的，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
聽歌然後解釋當中的意境（S3）。
可結合媒體、簡單的雜誌新聞報導等等為延伸學習（S6）。
文化認同具有流動性，有些文化認同容易滲透、接受，如食物的認同。本研究發
現食物、歌唱是新住民文化認同過程的首部曲，受訪者表示剛來台灣時，不習慣台灣
食物，但經過時間的適應，現在吃的食物和口味都以台灣為主，而且也學會唱台灣歌
曲，能與台灣人相互交流，此與陳燕禎（2008）的研究一致。文化認同是漸進性的融
合過程，當新住民參與社區活動，就能增進歸屬感，建立個人對台灣社會的認同。因
此，有效的提升新住民學習華語文策略，有助於新住民認識到自身在台灣社會的位置，
並對台灣文化有所認同。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協助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有助於大學生的學習成長與對新住民的了解，提升了
大學生的人際互動能力、擁有了教學的責任感和成就感，但仍有些不足與困境
須加以克服之，像是華語文雖為自身語言，但大學生本身所學習的語言，為一
般溝通所需，並非專業的教導者，許多中文的艱深或奧妙，超出大學生的能力
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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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從教導新住民學習華語文中，同時實踐了其對社會之責任。對新住民有
實質助益為協助新住民適應生活並融入華語文的文化中，學會勇於開口用華語
對談，拓展新住民在真實生活環境中的人際關係，也讓其更加對自己身分的認
同，並學會如何保護自己以免受到詐騙與欺負。
（三）新住民志工社所提供的華語文學習服務，讓新住民可以在友善、沒有壓力的情
況下學習，跨越語言的隔閡，從使用翻譯軟體進步到直接使用中文與他人對話、
減少溝通障礙，使日常生活變得更加順暢、便利，利於新住民拓展自己的生活
圈，不再只侷限於家庭與工作，在大學社團認識的其他成員也讓新住民感到有
歸屬感。
（四）持續精進華語文創新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以符合新住民的需求。從原先既有
的識字班開始延伸，增加授課內容的豐富度，使其更貼近生活、帶有文化交流，
結合報章雜誌，讓識字不再侷限於課本當中，或是講授主題式的課程：地震防
護、文化對比、法律⋯⋯等，並結合其他學校的新住民社團和地方社區等資源，
運用網路或是手機應用程式、和影音多媒體來學習，使用離開教室直接走進戶
外的教學方式。

二、建議
（一）大學生在從事新住民學習華語文服務之前，須先加強自身的華語文專業知識與
教學經驗，建立華語文教學知能上的基本素養。在教學內容方面，應由簡單逐
漸困難，在舉例時要有條理的說明，讓新住民在學習華語文上，能夠產生實質
的助益；為了充實華語文的教學實務，應多參與華語文學術推廣講座，與各華
語中心系所、學程的師生交流與合作。
（二）開班前須加強行銷，讓更多的新住民有機會參與華語文課程的學習，並須規畫
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課程，尤其初期以注音符號的教學為主，因台灣多以
注音方式拼音，這可以讓新住民在撫育下一代時，能在教育方面減輕其壓力，
增加其對於育兒的自信，更加融入華語文社會。
（三）授課內容讓新住民透過授課了解華語文社會的文化，以培養其以華語文與他人
溝通與表達的能力；應以新住民需要相關知識，以新聞時事、主題式的課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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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內容，帶給華語文初學者產生情感上的動機，簡單貼近生活，內容
以簡單扼要平易近人為主。
（四）藉由課程設計，結合當地社區資源、運用網路、與使用多媒體，來協助新住民
學習華語文，同時發展非同步的遠距教學，利用網路科技在家中連線學習，排
除交通上的問題，使學習華語文有不同種可能性和未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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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以社區紮根推動家暴預防是中央政府近年來的重要政策，社區工作的方法和角色
是否已然具備；採社區入徑的運作，工作者與社區組織合作推動，遇到困難與因應為
何。本文從家暴預防分級和綜融性觀點鋪陳，以社區工作典範理念，探討家暴社區預
防方案的社工專業角色，以及連結社區發展協會的困境。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以焦
點座談瞭解社區家暴預防社工專業角色，繼之個別深度訪談社區發展協會領導人，參
與社區防暴方案的經驗。研究結論包括：(1)似有若無的社區工作方法，弱化的專業職
能；(2)綜融性社會工作的概念淺薄，模糊服務方法的獨特性；(3)「案主工作」而非「個
案工作」，不完全的個案服務技術；(4)以量能可行選擇對象，非以需求考量出發的非
理想方案設計；(5)疲於龐大案量分身乏術，也是壓垮專業方法應用的最後稻草；(6)外
部基層政治與內部派系內外衝擊下，社區難能正常運轉；(7)扭曲的基層配置與地方政
治角頭，衝擊居民參與社區意願；(8)暫時無解的社區基層困境，借助其他在地中介組
織。本文提出建議，包括：(1)找回社區工作典範本質，省思專業方法的應用與實踐；
(2)倡議綜融性社會工作主流化，服務方法的再闡述；(3)倡導以家庭為中心的個案工作，
而非以案主為中心的處遇；(4)存活於僅有過程目標體制下，社工應致力於追求成果目
標；(5)處於政治零和的基層，社區工作者努力成為公約數的角色；(6)發掘與扶植社區
在地草根領袖，以利地方發展模式的推動；(7)重拾社區運動倡議者的身影，再塑社區
工作者角色。

關鍵詞：社區家暴預防、綜融性觀點社會工作、社區工作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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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houette Fading Away : Rethinking the Role of Generic Social
Work Through a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Program
Ming-Chen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Fo-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Building a culture of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through promo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polic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re social workers with
promotion responsibilities prepared to play the role of community social workers? The
community approach often involves relying on the operations and promotion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political chaos among local
factions, social workers are bound to face problem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this study, the
concept of grading was first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work and generic social work.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role of exemplary
community work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plan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and the ro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ommunity workers involved in social work were
discuss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include: (1) The faintly discernible
community work approach and the already weakened professional functions; (2) The weak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work and the uniqueness of fuzzy service methods; (3) “Client
work” instead of “case work”; corrupted case service technology; (4) The feasible selection of
subjects based on quantity; the deteriorated service design not based on demand; (5) Exhaustion
by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which is the last straw crushing the application of professional
approaches; (6) With external grassroots politics and internal factions closing in, it is difficult
for communities to operate normally; (7) Distorted grassroots allocation and local political
bosses, residents’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tent is compromised; (8) Predicaments faced by
community grassroots temporarily without solutions, with the help of other loc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The recommendations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Reco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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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of exemplary community work and reflect on the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s of
professional approaches; (2) Advocate the mainstreaming of inclusive social work and reelaborate service methods; (3) Advocate family-centered case work instead of client-based
treatment; (4) Surviving under the process and goal-oriented system, social workers must insist
on the pursuit of effectiveness as the basis; (5)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of political zero-sum,
community workers endeavor to be the role of the common factor; (6) Discover and cultivate
local community grassroots leaders to facilitate the promo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models; (7)
Regain the figures of community movements and advocates to re-shape the role of community
workers.
Keywords: Community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Generic Social Work, Role of
Community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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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後，通報案件逐年增加，是家暴黑數的正常反映，
抑或防治工作的徒勞無功，人身安全服務呈現數據，經常成為執行績效討論的議題。
家暴事件當事人涉及關係廣泛，包括成人之間的婚姻或同居家暴，親子之間的照顧者
對被照顧者、晚輩對長輩，都是家暴的不同面向。當事人之間通常存在一定情感上的
關係，親密關係、血緣與子女，乃至家庭宗族複雜議題，具有錯綜性，社會認知存在
差異以致隱藏其現象；往往問題醞釀浮現前，兩造雙方未必能察覺，直至嚴重衝突時
才尋求正式系統的協助。正式系統的介入通常會延伸以開案處理，甚至對簿公堂；一
旦把家庭暴力議題犯罪化，採以法律途徑的處理，原本家庭就可能不免走向斷裂，這
是一般所不願見的。林雅容（2003）曾指出台灣家暴法的相關服務措施，缺乏「促進
家庭和諧」對應的機制。如果家庭是個體生活圈的重要初級系統，那麼從前端的預防
著手相對地也就重要。
「預防」從何著手，居民（案主）是界定自己問題的關鍵，教育正確認知，產生
預防效果。從生態系統而言，微系統（Microsystem）接收資訊，獲得充分認知，能夠
辨識評價，發揮行動功能，社區大系統（Macrosystem）也能對於內系統加強產生回饋。
僅表面理解「預防」的意義，則「宣傳」將如社區劃過「煙火式」活動，無法產生「火
炬般」支持影響效果，「預防」終將流於「熱鬧有餘、成效不明」之譏。
2011 年中央政府機關首推「紫絲帶行動」1，倡導基層社區參與在地化之反暴力社
區意識改造；2012 年續提出「街坊出招」計畫，也是以社區紮根方式，推動家庭暴力
預防工作。社會工作直接服務三大方法之一社區工作的應用，愈發顯得重要。社區家
暴防治以試圖運用社區的心理社會干預方式，減少家暴的發生率，給予受暴者社區的
支持情境，促進安全感和預防家暴（Ganaie, Shah, Nahvi & Chat, 2015；引自張淑慧，
2017）
。家庭暴力行為的解釋，包括「以個人為基礎」
、
「以家庭為基礎」
、
「以社會—文
化」三個面向（Healey, Smith, & O'Sullivan, 1998）
，採單一理論觀點的介入處遇，難免
掛一漏萬。倒是早期社會控制理論，美國犯罪社會控制學家 Hirschi, T.W.（1969）提出

1

仿效一個跨國的反暴力運動，1994 年從美國開始推動，長期目標在消除所有人際間的暴力，目前已
經獲得全球許多國家的響應，紫絲帶成為國際反性別暴力意像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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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鍵（Social Bonding）觀點，於今的防治工作從個人、家庭與社區，給了適切的
設想與操作入徑。
社會鍵理論認為人們與社會維繫（bond）薄弱或破裂時，容易有偏差行為；反之維
繫力量堅實時，產生順從社會規範，個人衝動或慾望就會受到控制。無須過於著墨在
犯罪或違法的層次，減少標籤（labeling）造成的烙印，促使個體與生活社區規範一致，
產生控制機制連結稱為社會鍵（social bond）的力量。從社會工作觀點，似也符合雙刃
取向（two edge approach），從環境支撐系統穩定的概念，用於家暴相對人與家庭成員
緊張處境、與社區疏離狀態，適巧雙管齊下。立基「社區紮根」的家暴社區預防，於地
方政府推動經驗中，已有具體有效作法的提出（王翊涵，2017；許芳瑜，2017）
；甚至
社會安全網脆弱家庭、風險家庭方案，也有類似應用與成果呈現（林明禛，2019a）
。檢
視這些操作理念與國外社區家暴防治成功案例，所運用社區動員、旁觀者等實務模式
（陳伃怡、劉冬、陳宜珍、何其多，2018），概念效果頗能相仿呼應。
在以社區為主體的家暴防治預防性方案，社工負起培力2（empowerment）社區組織
參與的任務，運作社區展現出自身的能動性與自主力發揮。在社區的脈絡下，藉專業
的協助喚醒居民的社區意識，促發居民自主自發的關懷生活環境、關心社區切身問題、
發掘社區優勢與劣勢，願意表達想法並參與社區行動，採由下而上的全面性運動，提
升社區能力（李聲吼，2010；吳明儒，2013；李易駿、劉承憲，2013）
；從產生社區擾
動的蹲點3，培養社區組織的能力，倡導居民正視議題。以社區為主體場域的家暴預防，
社工的專業角色，不僅於對既有案主的處遇，更要進入社區，組織居民、草根領袖共同
討論議題，界定問題；甚至將社區存在隱藏家庭暴力的個案視為實質社區問題，尋求
解決的途徑。最終在社區共同防治家暴議題的倡議行動上努力，引起社區關注與重視，
成為一項社區的運動。這樣的工作層次脈絡，已然含括「社區工作模式」典範應用。
2016 年中央政府再推「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計畫」方案，鼓勵自助互助功能，
共同預防家庭暴力之發生，互助的本質就是一種社區工作核心概念。然而社會工作方
法的運用，能否展現專業的特徵，延伸至期待的理想型態（ideal-type）交會，匯為綜融
性的服務模式，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2

社會個案工作較常使用充權、賦權、增能，台灣社區工作以使用培力一詞為多，屬於相同概念。

3

工作者選擇既定社區內的工作或研究，邀集草根領袖參與討論，與居民工作，協助改善社區問題，並
彙整介入社區過程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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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研究為社工推動家暴預防社區方案，運用社區中介組織參與過程，遇到問題與
困境，研究目的包括：
1、探討「防暴社區初級預防宣導計畫」方案，如何發揮綜融性的社會工作角色。
2、檢視家暴預防方案於社區工作典範和方法的實際應用。
3、了解社區發展協會參與推動經驗，以及基層公共事務組織的困境。

貳、文獻討論
以下先從社區家暴分級預防與綜融性視野鋪陳，次則討論社區工作典範理念，以
及家暴預防社區工作，最後論述基層事務與社區組織。

一、社區家暴分級預防與綜融性視野
1998 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公布後，公部門介入以往被視為私領域問題的家庭暴
力，曾經是家務事與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改變，家暴的通報案件自始逐漸增加（衛生
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7）。地方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預防中心（簡稱家防中心），
肩負不同分級處遇的工作，也意味著運用更多策略方法，提供不同狀況對象的服務。
家暴社區預防的推動，以取得社區組織與居民的配合為基本原則，期能發揮防微杜漸
的預防效果。無論是使能（enable）或增能（empower），家暴社區預防的推動，都必
須連結社區適當中介組織4，號召動員居民的參與，由社工發揮職能，協助社區組織引
導居民，投入反家暴工作。
社會工作預防三個層次包括：(1)尚未發生須倡導、教育，以利防範未來的初級預
防；(2)已有徵兆，即將或極有可能發生，獲得及時紓解或制止的第二級預防；(3)已發
生並由工作人員介入復原中，避免再度而來的第三級預防。家暴的初級預防首在喚起
社會大眾對家暴議題的覺察意識，主要藉教育及倡導方式增強概念，進而提升家庭互
動關係穩定，以知識增能來減少家暴事件的發生。次級預防則以早期的發掘，警覺可

4

中介組織除社區發展協會外，在地的宗教或慈善團體、公共事務倡導團體、歷史人文社造組織，甚至
集合住宅管理委員會都可能成為區域治理之重要社會組織，因此有以社區型組織稱之；此處指「社
區發展工作綱要」範定設立的社區發展協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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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生家暴之虞對象的掌握與及早介入，降低家庭成員壓力氛圍，阻止事件的惡化。
第三級預防則於暴力事件已經發生，以被害人為中心提供整合性的服務，恢復且避免
再發生，也包含相對人一方的處遇。
理念雖是如此，但實務操作上，分級預防的概念，卻未必已內化與實踐；家庭暴
力的防治工作，一般多僅關注在被害人為主的「個案」工作。文獻指出過去臺灣家庭
暴力防治方案的實施，都聚焦於案主的三級處遇，忽略初級與次級服務方案（黃翠紋，
2004；游美貴，2014）
；社工對於兒童保護工作處遇，多以受虐者個案為主，服務項目
內容淺薄與不足，未能採行更寬廣視野與方法介入（林明禛，2019b）
。反映出專業方
法運用的自我侷限，處遇的廣度、深度皆不足的問題；對照當前防暴社區預防方案運
作狀況，允宜持續檢視。
父母即便有著正向企圖，但社區中的負面因素也會導致父母對孩童施虐；因此倡
導影響鄰里的人際互動、親子關係，以及凸顯兒童保護個人與社會集體責任，以社區
為單位來擴大公共服務與資源的可及性等，都被認為是更有效防止兒童虐待的策略
（Daro and Dodge, 2009）。家暴社區預防推動的宣傳教育，藉由倡導形成風潮運動，
社區醞釀出反對家暴的氛圍，塑造社會環境的無形壓力與內心示警功能，足以削弱可
能將因成員間關係緊張而發生衝突暴力因子的家庭，達到次級干預效果。不啻點明社
區工作的應用，可獲得多層次的預防意義與功能。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奠基於 1970 年代生態系統觀點而來的綜融性社會工作
（generic social work）
，早已主張必須整合人與環境，運用適當介入行動來強化案主各
個層次的社會系統（DuBois & Miley, 2019）
。以需要服務對象提供全面性，取代局部
或以症狀為中心的觀點（Byrne & Padfield, 1991）。視工作者為通才實務觀點（the
Generalist Practice Perspective），概括的指出解決案主多層次問題企圖下，兼採並用個
案、團體與社區工作，以及間接方法等，多重整合與互為運用；提升評量階段的系統
性全面觀點，干預階段能激發出厚實的服務策略與技術，最終結案階段更可宣稱，藉
由完整的社會工作方法技術，完成專業使命。

二、社區工作典範的回顧與省思
社會工作的干預技術，始於傳統三大方法，社區工作雖是三大直接方法之一，相
對於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而言，其知識、方法、技術仍是相對地低度發展（李易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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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社區工作以特定區域或群體的共同事務為議題，工作者提供廣泛社會（society）
對象的服務需求及生活適應的協助；因此推動地方社區的發展，是社會工作擅長的領
域之一。90 年代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旨趣社群（interest community）崛起，關注
地方傳統文化保存、歷史空間再利用的「事緣社群」
，與「地緣社區」的碰撞；對於自
1968 年引入台灣，以行政區域劃定地理空間5的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帶
來水漲船高效應，社區營造的浪潮洶湧幾乎漫過社區發展的小舟。社會工作學者對於
社區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多予肯定，也提出社區發展和社區營造關係互取所長和相乘
效果的可能性意涵（徐震，2004；林勝義，2004；黃源協，2004）
。社區工作是助人專
業方法之一，以幫助區域群體朝向更好的社會變遷與適應。社區總體營造則是以相當
內省的，反映社區人心概念（黃世輝、宮崎清，1996）
，其目的之一在於能寬闊地將社
區內外兼具的開放意涵，琢磨居住環境的歷史自然文化。社區「發展」或「營造」都
是過程手段，人才是主體；人心的經營才是目的，是助人也是造人，脫離社區居民參
與的本質，美化再好的空間也只是外表形式。
1968 年 Rothman（1979）提出著名的社區組織6（community organization）工作典
範三種模式，即「地方發展」
（locality development）
、
「社會計劃」
（social planning/policy）
、
「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後期延伸修正擴張到 12 個社區干預模式。典範提供了
社會工作者以寬廣視野，從社會結構、問題與制度介入的參考架構。本段落以擺盪在
社區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思維下，從助人適應議題出發，省思工作典範的理念應用
，互取所長。應用科學不斷自我檢討理論與實際應用，始可成為有思想的實作，盲目

7

作為下的「專業權威」
，會被削弱與邊緣化；專業發展至今逾百年的社會工作，宣稱助
人專業的承諾路上，須自我反思。

（一）以舊有事物與傳統價值捍衛者自居的社區發展工作者
地方發展（社區發展）模式指出都市發展下沒落的市區舊聚落、偏遠地區，存活
的弱勢族群之困境。從區域發展與經濟能力角度，這些事物往往被視為破落、陳舊、
現代化不足；後現代價值思維，對於動輒強調更新、建設，提出質疑與反省。參酌「社
5

初始以村里但小於村里範圍的社區理事會，1991 年社區發展綱要頒布後，社區發展協會並未範定社
區與村里的關係或一致性；但基層鄉鎮公所經常自成規則與慣例。

6

後期 Rothman 改用社區干預（community intervention）替換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ing）
。

7

本段落部分修改自作者於（2013）發表，收錄於《台灣社區研究與社區工作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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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體營造」內涵，與其讓居民茫然面對難以理解的變遷策動，從「懷舊」與「敘舊」
既有人事物價值的出發，倒是容易讓居民接受。此模式下的社區工作者協助居民欣賞
社區既存的舊有價值，如同優勢觀點（strengthen perspective）的內涵，強調對案主居
住原本社區事物獨特性的尊重。固守地方歷史文化、闡述傳統價值，讓滯留社區的對
象，尤其是長者，成為界定生活中蘊藏傳統價值的專家、社區口述歷史的最佳耆老。
協助居住者能夠滿意於當下安身處所，從認同本身的處境中察覺自己的需求，鼓
舞對象發掘與利用可能優勢和資源，試著找到生活的目標、實現夢想。內心能長出新
的力量，逐漸袪除（eliminate）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可能帶來生活的影響；能
正向面對獨居滯留的現實情境與落寞感，以及環境遽變下，相較於主流社會帶來的邊
緣感受與空間排除。
連結社區發展協會和旨趣社群 8 為「變遷媒介」關注社區事務，以「促成者」
（facilitator）引導社區對象參與生活空間的歷史尋幽，在居民集體文史座談中以「增
強者」
（enhancer）凸顯與會者參與的重要性，引領對議題的持續興致，增進其自我效
能，能主動地表達意見觀點。以「使能者」
（enabler）讓參加者從座談互動中逐漸回復
或培養人際關係，最終願參與社區生活空間共同事務的議題。如關懷據點、樂齡學習、
社區福利化方案，服務正式化程度不高，跳脫「被服務者」角色，促進對象走入群體，
建立社會網絡與學習、浸濡傳統技藝；培養長者服務長者、婦女協助參與衍生的價值
感，都是讓自我功能增強的策略。
地方發展的過程導向，面對並非實質或迫切社區問題的前提假設，本質上促使人
們從彼此疏離到相互支持、從散落到組成群體，形成互動與彼此關懷。高調的談論社
區參與、空泛的議題討論，並不能引起居民興趣或產生社區事務的參與動力。運用社
區歷史人文資源調查、社區耆老訪談建立社區資料，即是對於原有居民生活價值的尊
重；社區資源盤點與公共空間活用，由生活文化意涵帶領出共同歷史記憶的底蘊，成
為促使居民關心生活空間事物的重要關鍵。傳統價值的宣揚是對抗現代化急遽變遷社
會的最有利工具，社區工作者須跳開社會控制，以既有價值與傳統捍衛者自居，纔能
真正站在弱勢者一方。

8

徐震（2002）區分地緣社區、事緣社區、虛擬社區。此處謂事緣社區，以社群稱之更貼近互動一群人
的意義；事緣社群尚可包括地方文化保存、健康福利、志願服務推廣等學習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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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方案規劃理念為實踐者的區域性社會計劃者
社會計劃著重在解決問題的方法技術，面臨實質社會問題，複雜環境下專門計劃
者（expert planners）操作大型科層組織，導引複雜變遷過程。任務導向解決社區的具
體問題，如住宅環境衛生問題、犯罪問題、社會照顧問題為目標。策略上採蒐集問題
資料、瞭解真相與分析事實，但居民未必實質參與執行。社會工作者在社會計劃操作
過程，會扮演的主要角色，如隔代撫養家庭教養壓力、身障雙老家庭照顧壓力、獨居
孱弱老人生活照顧等。針對實質服務需求無法滿足產生的問題，規劃課後照顧、尋求
資源協助喘息支持、提供居家服務與送餐等。
社工也可能在計劃模型中扮演次要的角色，例如社區青少年的犯罪群聚及藥物濫
用問題，協助警政司法單位，包括訪視潛在問題青少年，發展父母教育性團體。面對
多樣化的社區問題，社工有時只是配角，甚至僅是善後陪襯的；例如舊社區的都市更
新、大規模違章拆遷中，協助住民安遷工作，配合科層體制行政執行的善後、消極的
助人工作角色。計劃模型運用科層正式組織外，如借助草根性團體（grass root）
、公民
組織等的參與，社區聲音能被聽見，更能具備社區的基礎（Weil and Gamble, 2005）。
以易於聚焦議題方式，強調以區域為基礎的行動（area-based initiatives）
，來回應持續
性議題與擴大性的不平等現象（Hamnett, 1979）
；擔負著真正調查分析問題，解決社會
問題的實踐者。
肩負「變遷媒介」朝連結科層組織體制運作，以專家者（expert）身分為社區民眾
需求而做（work for need of the people）
、滿足社區需求者，解決問題的角色（蘇景輝，
2003）
。長期照顧 2.0 以及社會安全網，即提供失能者的照顧服務（care service）
、協助
精神病友的社區生活適應、滿足脆弱家庭的兒童課後照顧、供應獨居孱弱老人送餐等。
案主是消費者、純粹服務使用者，而非計畫目標決策者；諸多公私部門的社會服務方
案措施，卻鮮少被視作社會計劃的概念運用，稀釋模式解決問題的核心企圖與觀點。

（三）允諾為弱勢者權益後盾的社會行動者
與社會運動相當，社區弱勢者要被組織，期能對大社會提出適當要求，尋求權利
與資源的再分配。
「社會行動」模式想像社會充斥著特權，存在遭受壓迫、被剝削者、
被忽視者，一群受到制度不合理對待弱勢者；尋求問題標的解決，因著結構性難題，
須藉由過程的倡議。公開爭論使議題具體化，組織不利者要求大社會做合理的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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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運用請願、抗爭、對質、抵制、談判等技術。
案主須被號召參與行動，否則無法產生增能效果，唯有增能才能自我主張。透過
媒合產生行動組合、呼籲群眾運動，組成中介組織。工作者是對處於不利處境下的案
主權益「倡導者」（advocator），引領協同尋求制度改變的「行動者」（activist）
。面對
遭受社會所忽略、遺忘、排除的一群，以及主流制度的被犧牲者；既得利益者之霸權
思維吞噬少數個別化的情境下，主張劣勢者主體價值、呼籲權益遭忽略事實。社會行
動訴求的對象背景或許會超越一般的地理社區，更多是來自於功能社區，是現行制度
系統下的犧牲者。包括普遍性議題，如政府政策對新移民的居住及工作權益忽略；以
及單一議題，如蠻橫的集合式大廈管理委員會對心智障礙者獨立生活的社區居住反對、
老人失智的團體家屋的抵制等。
「社會行動」關注社會上的霸權與被壓迫者的對立關係，但政府體制規範有時往
往是最大的霸權。劣勢者處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無法察覺自身困境與無助，經由行
動者突顯議題，抗議制度的不公，倡議資源的分配正義。基變的（radical）工作方法
下，相對劣勢者一方應覺醒與自主；休閒農業社區內設置火葬納骨場、工廠排放廢棄
物污染社區，嫌惡設施引發社區的抗爭等迭有所聞。甚至反對政府既定政策的行動，
如延續多年至今的反高雄美濃水庫，雖是社區覺醒與自主的對照；矛盾的是，類似社
區反對水庫事件議題，相對地使得「注重區域性與國家區域性計劃配合」的「社區工
作原則」難以實踐。許多社會運動爭議案例中，即便是生活福祉權利議題，能看見社
會工作者出現的機會著實不多，社會行動與社工角色的連結關係，似乎褪去。

三、社區工作者與家暴預防方案
社區發展的途徑，社工進入社區與對象互動，意味著擾動社區的開始。循文化傳
統與共同記憶的方法，容易吸引社區居民的興趣；尤其重視與維護既有價值，更是對
案主（居民）同理（empathy）的具體呈現。在地性的創造力（created locally）是對應
於全球化思維（thinking globally）潮流的不二法門。面對動輒拆除重建社區活動中心
的主張，或許不如修復舊有空間再利用來得有意義；陪伴沉寂地區世居住民，欣賞舊
有事物價值，會比協助改變現狀來得容易。社會工作宣稱協助案主適應變遷的專業，
並非盲目附和與主張環境的改變，再反過來要求案主配合適應。挖走舊紅磚、砌上水
泥牆、彩繪社區牆壁，甚至金屬帷幕形式，贏得想要的表面光鮮，失去的是原本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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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協助對象適應改變，在以不否定其原本價值為前提。社區發展途徑的社會工作
者具有如文化人類學的基礎認識，對於人群的全貌觀點，視當下的生活與文化為有意
義概念，這是文化能力（culture competence）表徵之一。社工的促成、增強與使能角
色任務，漂離社區居民既有生活脈絡的連結，其社區工作的身影，終究會被其他人員
所取代。具有維繫人群參與，強調互助合作為核心價值的「社區發展」工作模式，若
果無法與淺薄主張生活空間美化和活化的「台灣社區總體營造」被相提並論；行走在
社區營造員、社區規劃師、農再培根人員的背後下，社區工作專業職能恐消失殆半。
1997 年台灣開始社工師證照制度以來，以社區為對象場域的工作方法使用，相對
顯得顢頇與限縮。尤其循著單一「社區發展」軌跡的社區工作場域，距離工作典範的
理想，愈來愈遙遠。何況全球化和新自由經濟以來，對社區衝擊呈現不穩定，更具碎
裂性和更少的團結性下，都應再思社區指涉的意義（Stepney & Popple, 2008）
。環顧多
重面向議題的當前社會，社工的介入方法與運用場域，宜有綜合的社區視野。如 Jordan
（2007）所言社會工作者保護支持社區極度弱勢者，應有意識地以外展工作者
（outreach workers）自居。處在社會排除與制度正義不到位，以基變的「社會適應守
護者」角度兼採結構觀點，採社區單元的問題解決為訴求、追求群體適應福祉為目標，
促成大社會鼓舞的集體力量。
社區家暴預防與人身安全方案的社區工作角色，以「地方發展」途徑，規劃辦理
象徵個體生活自立，以及自我價值的技能學習班、推廣親職技巧與人際關係講座、鼓
勵參加自主成長團體、辦理社區論壇及社區會議、招募宣導性的志工團體與社區訪問。
循「社會計劃」概念，整合社區組織與科層部門，進行個案介入及受暴者團體處遇，
連結警政婦幼隊與民防科、當地派出所、村里長辦公室參與，共同關心受暴案主，責
由守望相助隊重點巡邏、建置社區通報系統、設立防暴守護吹哨人等。以「社會行動」
理念，賦予防暴志工對於街坊耳聞之受暴者家庭，定期提供友善訪問、鼓勵受暴者現
身走出參與倡導、成立受暴者自我保護團體組織、策劃社區村里的防暴大型活動，醞
釀社區的反家暴氛圍。
弱勢議題倡導行動的社區工作應用，其實多年來聲聞已趨於薄弱。以興建老人社
會住宅方案為例，當計畫基地受到鄰近住宅，以及投資客、不動產業者、建設公司等
對地價衝擊的質疑，而政策裹足不前（聯合新聞網，2010）9；社會工作者應即連結老
9

聯合新聞網（2010），居民反對銀髮住宅蓋不成了，瀏覽日期：2019. 9. http://tw.news.yahoo.com/art
icle/url/d/a/101215/2/2j0v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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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團體，表達既得利益者對族群歧視、科層官僚民粹的抗議。弔詭的是，政府部門擁
有最多的社會工作者，以及民營化潮流以來，公私合作的夥伴關係；社會福利領域中
的社會行動工作人員，不是隸屬公部門，或早被委託方案「收編」現實情形下，心態
上若成為「社會控制者」，又如何挺身挑戰「解構」這些不公的體制議題。
社會工作者應不斷提醒，循著社會脈絡來自我檢視，專業發展至今理念方法應用
的實踐程度。曾經 Frunklin and O’Connor（1985）提及：
「處在心理分析取向，關注於
內在心理動力與人際動力的社會工作，這項專業遭致批判已經放棄個人與環境雙焦點、
放棄與案主與環境站在一起。」話語，似也言猶在耳。如何延續陳述自身的專業主張，
面對社區工作場域，不自我限縮專業才能的發揮。畢竟，社會工作並非簡單地只是為
了尋找認同而有所爭執，它同時還涉及，專業是不是「放棄它的使命」的議論（Specht
and Courtney, 1994）。

四、家暴社區預防與中介組織連結
推動社區家暴預防方案，須組織社區居民參與，產生集體力量。形成社區運作包
含的地區、居民、共同關係、社區組織、社區意識五項社區發展要素（徐震，1985）
中，「社區組織」的整合帶領，是成功的重要關鍵。藉由中介組織（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引發社區意識與動員，居民從參與活動學習，從而產生社區變革，中介
組織充當解決問題、資源開發和獲取，以及社區治理和決策持續存在之機制（Chaskin,
R. J., P. Brown, S. Venkatesh and A. Vidal, 2001）。中介組織經常以社區發展協會為典型
代表，但存在社區內的事務團體通常是多元的，從社會資本的論述，這些社群的存在，
連同居民的參與意願，都是構成社區運作的重要社會資本，也是象徵社區能量來源。
社區資本依資源目的或功能（Adler & Kwon, 2002; Putnam, 1995, 2000），包括社區居
民之間同質性連結，認同、歸屬關係的凝聚式（bonding）資本；社區次級團體以及學
習型組織之間不同屬性，彼此共同利益而產生互動的橋接式（bridging）資本；以及不
同位階的資源提供者與接受者、組織權威從屬，與社區外部衍生利益派系、政治關係
與社區之間的扣連式（linking）資本，而社會資本對於社區整合卻未必都是正向的（引
自陳伃怡、黃源協，2013）
。社會資本構成了社區運轉的能量，但資本系統之間，可能
存在緊張衝突關係而停滯，導致社區能量的內耗趨疲狀態。
中介組織促進社區居民合作，引領變遷的樞鈕，產生社區整合效果；而運作功能

褪去中的身影 83

不當，自然不易集結民眾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無法形成團體運作，難以匯集共識。一
旦缺乏居民實質的關注，對於社區事務的旁觀、持著搭便車心理（hitch hiker），想像
自己不做，別人也會去做，期待居民關注社區議題將遙不可及；因為即使號召再多的
社區居民加入社區組織，但彼此觀望下，實際上沒人真正去做，也產生 Olson（1971）
的「集體行動困境」
。此時談論動員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勢必流於空談，
因此藉助中介組織運作，成為必要的手段。
推動社區家暴預防，各地方政府尋求合作的中介組織不同，包括：政治目的或形
象組織、社區在地組織、社工專業組織（張淑慧，2017）
，雖多採連結社區組織推動方
式，但也遭遇社區內部因素的諸多困境（王翊涵，2017）
。臺灣的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
因為社區範圍和村里行政區域劃分的重疊，影響了社區發展易受地方政治派系介入，
社區成為基層政治較勁場域（朱美珍，1995；林振春，1995；蔡宏進，1996；王振寰，
1996；蕭玉煌，2002）
。多年來看在政府與民間眼中，社區發展協會已是基層組織自主
事務運作的燙手山芋，接觸與否都是難題。社區與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長期為基
層選舉所扣連（linking）
；政治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的影響下，使得社區
發展協會組織，難能自主性發展，干擾居民的凝聚和參與。糾纏著基層公共事務運作
的沉疴，如何跳脫既有的社區協會框架，連結更多在地學習型組織的參與；秉持解決
「集體行動困境」的原則，以成員都能看見各自努力的「最適」規模，發展出理想中
介組織運轉社區的基本條件（林明禛，2011），允應持續予以關注。
整體而言，本文從綜融性觀點出發、社區工作方法論述，針對文獻提及臺灣家暴
防治聚焦案主處遇、忽略分級概念等議題，進一步從社區途徑來論述；檢視社區主體
防暴方案，反思專業發展，並以社區組織的參與方案經驗，續予探究基層公共事務難
題。非社區主體防暴方案場域的不同，則留俟其他研究瞭解。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立意取樣，運用參與觀察、焦點座談及訪談，資料來自研究者
參與地方政府社區防暴方案行動研究過程蒐集，然本文不在呈現行動研究成果。茲以
家暴社區預防方案為場域，研究對象及來源為方案相關社工，以及縣府邀請參與的社
區發展協會。以焦點座談瞭解執行社區家暴預防的社工（A 代號），如何詮釋專業角
色，以及社區場域工作的實作經驗；繼以深度個別訪談，訪問社區發展協會草根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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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代號）
，參與社區防暴方案推動的經驗難題。限於篇幅僅節錄部分訪談內容。期間
於 2019 年 4 月至 12 月。
表1、參與焦點座談暨訪談人員
代號

性別

相關工作資歷

職銜

A1

男

社會工作師、社工督導 6 年

計畫方案總督導

A2

女

社會工作師 8 年

家暴預防業務承辦

A3

男

社會工作師 5 年

直接服務社工

A4

女

社會工作師 3 年

直接服務社工

A5

女

社會工作員 3 年

家暴社區預防社工

B1

男

社區理事長、總幹事 15 年

A 聯合計畫領航社區

B2

男

社區理事長、總幹事 9 年

B 聯合計畫領航社區

B3

女

社區理事長 8 年

C 聯合計畫領航社區

肆、研究分析發現
一、專業方法應用與困境
（一）以受暴案主為對象的工作，未清楚瞭解分級預防的功能意義
家暴防治社工將通報個案列為優先處理對象的三級處遇，以案主為中心，而非以
個案（含家庭）為中心的工作方法，無法延伸到案家生態系統問題標的。毋寧說，僅
有恢復性的「處遇」功能，無法從環境生態系統著手預防，
「預防」成為淺顯的初級概
念；侷限在受暴者的服務工作，忽略從案主與案家生態環境面向預防意義與效果。
「…大部分對這樣的事情沒有很重視…比較會重視在他們的個案的處遇什麼…
一線的工作人員對於這樣的預防工作（指社區初級預防）有不同的思維…。」
（A2）
「絕大多數人的養成是以個案為中心…大部分的社工都沒辦法以家庭為中心工
作…將資源連結進來協助這個個案。」（A1）

（二）視社區發展為社區工作僅有方法形式，專業概念薄弱
將社區發展模式視為社區工作唯一內涵，預防概念已然限縮到一般宣傳活動；解
決實質問題的社會計劃模式，以及著重於社區案主權益倡導的社會行動漠視等典範工
作模式應用邊緣化。家暴防治社工明顯缺乏足夠，以及完整的社區工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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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比較定位在...著重在宣傳，宣導他們的理念給社區居民知道的一個狀態，
還是一個初步宣導的階段…。」（A3）
「…能夠跟各個資源網絡的關係經營，重新建構，形成這個家庭的保護層訓練太
少了，也沒有這樣的經驗，甚至也不願意，社區工作被邊緣化…」（A1）
「…跟社區領袖討論一些事情，或是他們的角度怎麼看社區的動能或動力…如
果社區辦一些大型活動…可能就比較以社區的角度下去看這個事情…」（A3）

（三）混雜的社會工作實務狀態，而非綜融的社會工作應用
社會工作方法的運用上，家防社工對於個案、團體與社區方法使用時機處於混雜
的（confused）而非綜融的狀態。對於社區家暴預防的團體工作應用，以為是引導社區
領袖會議討論，漂離了團體處遇的運用概念；對於社區工作應用，錯置在與社區幹部
的互動，忽略實質問題解決的思維。直接服務的使用混淆而零碎，已嗅不出綜融性社
會工作的意涵；服務方法呈現各自分離，或侷限在案主處遇（不完全的個案工作）。
「…用會議方式進行，比較多用團體的工作方法…在跟社區領袖討論一些事情，
或是他們的角度怎麼看社區的動能或動力…是用團體方法出發…。」（A3）
「…也沒那麼多時間去陪伴這麼多的社區，這是現實的狀態…自己扮演的角色，
之前在做直接服務時，因為直接服務就是在外面跑個案…。」（A5）
「…個案、團體、社區可以分開？社區工作的價值、態度和相關的技術，因為我
做個案工作所以我不做社區嗎？這是一件很弔詭的事，社區工作一定是直接服
務的方法之一，不會因為我做個案而不做社區。」（A1）

（四）因龐大開案量而分身乏術，但同時也是缺乏正確應用觀念
社區預防為整體家暴處遇的一環，含預防如果發生、預防即將發生、預防再次發
生。預防不是間接服務，簡明觀念邏輯卻難以產生共識；部分原因是直接服務社工的
龐大個案量，而疲於奔命，但也隨著預防觀念的不正確。案量壓力成為無法運用社區
工作方法的理由，表達自認即使有心，也無力顧及而分身乏術。
「…其實我們能夠直接服務進入社區的時間真得很少，頂多我們每個月就是和
他們開會…覺得我們在重視他們…推動上即便我們有心想去做，但因為時間上，
其實這是我們協辦的業務，我們主要還是在個案的處遇上，所以時間真的是不
多…。」（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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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的社工，我覺得那會更難…政策的人力本來就不夠了，其實我們身上背
的業務太多了，一個人可能做兩個人的工作，還要再去做蹲點跟社區建立關
係…。」（A2）
「…如果成保負責60個人的話，我們兒少保假設是30個，那要乘以4，因為兒少
的工作量，服務對象不是兒少個人…主要照顧者也是我們要去關注的對象…那
個量應該是超過成保的量。」（A3）

（五）以社區意願配合考量選定方式，影響社區工作模式理念的發揮
服務方案規劃以依據實際通報案量、福利需求評量，判定選取適合的對象社區來
實施，是為方案實施步驟。實務上條件的不允許，只能從社區的能量與意願，優先選
擇辦理；科層部門的即期績效壓力，無形中減低服務方案與需求評量之間邏輯的正當
性，影響社區工作方法應用與功能的發揮。
「…108、107年的取向是這樣，是社區它有能量，可以做這件事情的，剛好也有
這筆錢，社區也覺得可以做…不是他們社區對家暴議題的需求…當初的出發點
就不是這個…他們不是因為需求而去做這件事。」（A2）
「居民的動員比較看不出來…都是我們去找能量是夠的社區，去拜訪、說服他們
來做這個方案…等於是我們去求人家來…變成我們要去說服社區…對社區的幫
助是什麼，去說服他們，讓他們願意來接。」（A5）
「…家暴議題不是很快有感的事情…領域和議題上有它的敏感度在，而且非常
複雜…其實要不斷重新思考再去整合，但這樣的歷程是相對薄弱的，因為絕大部
分在公部門體系，年度預算下來就照做…社政領域的部分，本來就需要一點時
間…我覺得有很大的難度…。」（A1）

二、社區中介組織與家暴預防
（一）社區發展協會外部與村里長基層矛盾，干擾防暴推動能量的提升
社區發展協會與村里長之間一直以來的基層矛盾，形成的氛圍難題，影響到家暴
預防的推動。外部政治力量衝擊內部系統的穩定，影響社區發展協會正常運轉，造成
組織內部危機。推動防暴的動能不易掌控，擇定適當社區更難，運作過程面臨外部村
里長政治派系干擾，抵消掉社區系統內部（居民參與）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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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體驗到組織（社區）裡面…一個變化…有可能要重新開始，延續又是另
外的。」（A3）
「動力很難掌控…我覺得社區更複雜，當我做社區工作會覺得心力很憔悴，就是
當他們的動力一旦沒了，要拉真得很難。」（A2）
「…村長一直防我，怕我出來競選…你做你的和我沒關係，說很多遍，他不相信，
還是後面被扯後腿…」（B2）
「…有耳語說那麼努力做，就是要跟你一起競選…人家多說幾遍，他就越來越預
防…我們算同一掛的，你做你的村長，我做我的社區，選舉我本來沒興趣的…刺
激他和社區能連結就好，不用懷疑，是互相信任的東西…」（B2）
「…鄰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長期不合，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隱憂，長期不合，每個
社區都不合嘛…老里長都認為我會起來選里長，所以只要逢我的名字必打壓，我
們在社區辦事情要非常低調，不能去惹毛他，而且也拿不到他任何的資源。」
（B3）

（二）協會本身內部派系利益拉扯，造成方案執行的不穩定
社區發展協會因主事者觀點差異，影響運作方向的不確定性；內部派系與權力拉
扯掣肘，造成意見不一與衝突。內部衝突除了來自外部村里長勢力進入所致，內部利
益或小團體也會衍生。組織內部互信度不足，推舉出又不被信任，新舊勢力之間的利
益，導致社區組織無法整合。
「…很多社區理事長無法動作是因為理監事沒有信任，你選他出來，又不信任
他，就綁手綁腳的，每個社區都一定會有這些情形，像我這兩年來也是這樣子，
理監事多少會干擾…老理事在這個庄頭是很有權力的，他算是一個大老…都是
派系利益的問題。」
（B1）

（三）只有連任算計沒有想望作為的村里長，掣肘社區也抵消居民參與能量
民選村里長沒有任期限制，握有職責及行政資源，應協助政策宣傳；實際上地方
基層政治派系造就出長期連任的村里長，自恃著年資與地方政治角頭心態，把持卻作
為消極。強調自主性的社區發展協會，反倒被掣肘抵制；社區組織氛圍烏煙瘴氣，發
展聲量遭到壓抑，減低居民關心意願和參與能量。
「…里長、鄰長都要叫來上課，起碼你要當鄰長…公所發給你一台腳踏車，不然
也有免費的報紙看…出去旅遊時，你車上就要宣導…背負鄰里的責任，難道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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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般志工…不能拿國家政府資源不做任何事情…就算發單…這些基礎的幹部，
不是不能做…不一定要社區理事會。」(B3)
「…新的里長…他相信我不會出來選舉，所以他很信任我們在做的事情，他都會
來支持，可是這八年多少人陣亡了（退出社區）
，這跟社區發展協會長期以來沒
辦法落實一些長遠的計畫和政策有關係，要教育的是公部門、鄰里長。」（B3）
「…共同參與這太少了…社區居民漠不關心…這樣的困難，我傾向找在地的草
根組織…」（A1）

（四）持續存在難題的基層變動困境，難以寄望的社區發展協會
變動性大的基層，村里與社區之間難題由來已久，困擾著社工社區途徑的運用，
社區發展協會面臨的困境似也暫時無解；遂有草根領袖退出社區，轉向籌組自主社群
繼續發揮理想。政府以社區發展協會為基層事務對口，難以寄望逐漸產生轉變；代以
扶植其他的草根組織，以發展更多「事緣社群」
，引領「地緣社區」
，產生更多社區變
遷之媒介的可能。
「…社區發展協會不確定性太大了…不是不可以…可能是曇花一現…八年卸任
後不見了。」（A1）
「…找在地的草根組織，在地的草根組織當初成立的原因、議題和需求是由一群
人有利害關係有利益關係，對於這塊土地的某些問題和需求是有想要去努力
的…」
（A1）
「…後面我們還是會走向協會…社群會變成我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包袱」。（B3）
「…參與社區發展協會並不是那麼重要…不是議題導向，也不是需求導向…裡
面有很多政治派系，那個動力太複雜。」（A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似有若無的社區工作方法，弱化的專業職能
社區工作方法應用的相關觀念與技巧的薄弱，成為實務工作普遍的隱憂；將政府
社區發展（local development），等同社區工作唯一的內涵，社區議題推動的概念，限
縮在與社區意見領袖互動、宣傳活動。社區工作的應用模糊，文本解決實質問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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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劃，以及著重於社區案主權益倡導的社會行動模式運用思維，幾乎不存在。不能
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無法關注弱勢族群權益的社工，工作剩下善後的消極角色。面對
「地方發展」模式為基底的社區居民討論，以及隱含即時協助解決可能受暴的「計劃
介入」以及潛藏受暴弱勢者的「行動倡議」闕如；家暴預防的推動，社工的社區工作
專業技能，著實有再精進的空間。

（二）綜融性社會工作的概念淺薄，模糊服務方法的獨特性
綜融性實務觀點為專業發展的共同主張，採解決案主問題的通才取向，以及多管
齊下干預策略，但非藏於無法分辨狀態，否則養成教育訓練的區分便無意義。面對龐
大個案量的處遇壓力時，忽略團體工作協助（潛在）受暴者發展團體處遇；或者社區
工作以形成保護網絡保護受暴者、號召反家暴的權益倡導。臨床上看不到綜融性的內
涵，以及服務方法的合併運用；直接方法技術使用過於簡略與淺薄，幾乎是混雜的服
務狀態。侷限在對案主的處遇（不完全的個案工作）
，擱置其他方法專業效能的完整發
揮。

（三）「受暴案主工作」而非「個案工作」，不完全的個案服務技術
社工僅關注於受理開案對象案主的三級服務，對案主提供善後處遇（treatment）
外，無法針對可能即將發生危機對象，給予及時介入（intervention）的二級功能；可
以加入倡導（advocacy）元素的初級預防（prevention）也只流於一般宣傳（publicity）
。
服務對象未擴及案主週邊系統，包含個案家庭為中心的個案工作方法。明瞭社會工作
的恢復、發展、預防功能，才能延伸到案家系統與問題標的；僅以受暴者為處遇的案
主工作，無疑是不完全的服務技術。

（四）以量能可行選擇對象，非以需求考量出發的非理念方案規劃
以尋找具能量及配合意願的社區，推動實施，逐年拓展布建數量要求，重於單一
在地的深化耕耘，顯現政府部門業務績效壓力的事實；方案情境與需求評量之間邏輯
的正當性一旦不存在，專業抉擇判斷只將流於形式。

（五）疲於龐大案量分身乏術，也是壓垮專業方法應用的最後稻草
社區家暴「預防」的是如果發生、即將發生、再次發生，環環相扣；事先預防的
成本效益高於事件後的善後處理，似乎還難以被內化認可，無法引起臨床工作者共鳴。

90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部分原因固然是社工龐大個案量，疲於奔命致無暇顧及，但也普遍伴隨著社工對於家
暴防治觀念的不夠完整與正確。案量壓力僅能說，是成為壓垮家暴社區預防之社區工
作應用的最後稻草，因此有心也無力而分身乏術。

（六）外部基層政治與內部派系內外夾擊下，社區組織難能正常運轉
社區發展協會與村里長的矛盾依然是基層的難題，過度的外部力量掣肘，衝擊到
內部系統的穩定，影響正常運轉，已然趨疲（entropy）而造成系統瓦解危機。社區運
轉不易掌控，困於外部村里長、基層代表政治派系干擾，抵消社區系統內部能量；社
區組織內部之間派系利益拉扯，也是形成會務政策執行的不穩定因素。內部主事者觀
點差異，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隨著提高；派系非全然是外部村里長政治勢力所致，有
時是單純內部權力利益拉扯。新舊勢力無法整合的關鍵之一，在於被取代的舊有勢力
一方，面對新任者積極作為的恐懼；掩飾前任者能力不足最好的方式，自然就是抵制。

（七）扭曲的基層配置與地方政治角頭，衝擊居民參與社區意願
村里長身負公務職責，握有基層公所的行政資源，承擔政令宣傳配合，有其本份。
但隨著時代變遷，現今民眾心目中村里長並非早期地方士紳形象與公正仲裁者的角色；
村里辦公事務費是污名或者事實也罷，讓村里長熱衷於討好選民的瑣事，從搶救陷入
水溝的貓狗、處理寵物遺體到參加婚喪喜慶角色。有些村里長自恃長期連任優勢，刻
意箝制社區發展協會配合政府的政策作為；對於辦公處本職，採勻支事務費，補貼村
里幹事公務員來代行行政公文事務。疏於正職且有津貼的村里辦公處，一旦和強調志
願參與的社區發展協會產生對立，高下立判；村里長儼然演變為抵制社區而設，唯恐
理事長過於積極而阻礙村里長連任之路。社區發展協會無端遭受掣肘，耳聞目睹下的
居民，厭惡村里長與社區組織惡鬥下，抵消參與社區事務的意願。

（八）暫時無解的社區基層困境，借助其他在地社群組織
台灣社區基層難題由來已久，村里暨社區的公共事務部門曾經檢討改革，最終不
了了之；使得社區發展協會存在的困境，陷於糾葛而無解。除卻社區發展協會以外，
發掘並扶植更多社區在地的草根領袖，培力在地不同宗旨、議題旨趣組織，對於社區
生活的議題，帶來多元化的公共事務參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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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找回社區工作典範本質，省思專業方法的應用與實踐
社區是場域也是群體，社區工作是方法並非對象，不是社區發展才運用社區工作
方法，台灣社工界以社區為場域的應用方式，似乎有侷限；無論養成教育訓練過程過
於分立，或總體營造崛起後被邊緣化，都是專業發展的隱憂。典範本質的期待，當前
應面對的是持續中全球化與新自由經濟衝擊，徘徊在裂解的社區中，尋找並支持社區
極度弱勢團體。除了 Jordan（2007）所言，有意識地以外展工作者（outreach workers）
自居之外；社工積極投入社區發展外，更要以社會計劃、社會行動典範為實踐者自許。
應用社區工作模式的內涵，發揮專業角色，社區工作者方不致於在社區運動聲浪中消
失。

（二）倡議綜融性社會工作主流化，服務方法的再闡述
綜融性社會工作是整合直接、間接服務，通才取向的社會工作者，臨床上無法完
整詮釋應用；彷如專業啟蒙時期前的友善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
，專業發展無疑是沒
有進步的。面對個案缺乏深層晤談能力、遇到社會目標團體形成不知伺機發展與運作、
將社區發展和社區營造當成是社區工作的全部，專業內涵所剩無幾。服務方法的綜合
發展，應借用性別主流化發展的策略概念，實務工作強調以綜融的主流化（generic
mainstream）應用；面對服務對象與問題評量形成之初，社會工作者即以綜融性工作
的思維採行方法介入。

（三）倡導以家庭為中心的個案工作，非以案主為中心的處遇
保護工作的社工服務方式，雖經多年的倡議，無明顯改變；僅關注開案對象的三
級處遇，忽略家庭以外系統的介入途徑，弱化方法運用的初級、次級預防的可能效果。
已宣稱通才卻使用直接服務社工一詞，也演變到是為開案的「案主工作」
，而非「以個
案家庭為中心」的偏狹現象。以對象暨家庭為中心的服務，始能擴及思考「潛在案主」
的概念，從而理解不同危機預防層次與潛藏案主的關係，使得社區工作成為可能；推
動家暴預防、社會安全網，從系統干預角度思維，都能產出達到對潛藏性危機人口群
的干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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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活於僅有過程目標的體制下，社工應致力於追求成果目標
從方案邏輯看政府部門體制的施政績效，多以經費編列數量、目標對象等輸入
（input）概念為主；即便制定的關鍵性指標（KPI）
，僅著重在辦理活動量次、實際服
務受益人次的輸出階段（output）過程目標。工作人員於背負沉重案量的處理壓力下，
仍應致力於追求以能夠展現成效（effect）為基礎的的成果目標（outcome）
。有效的服
務畢竟不是只針對購買者、贊助者的宣稱，更是專業發展的社會工作，持續對於服務
對象的承諾與責信（accountability）。

（五）處於政治零和的基層，社區工作者努力成為公約數的角色
社工對於家暴社區預防工作的推動，多從社區為入徑而與社區發展協會互動，協
會也是居民參與基層公共事務的重要管道；但協會非單獨系統的存在基層，接觸社區
發展協會的同時，也應考量村里長辦公室一端。瞭解基層的政治生態，包括社區協會
主要幹部政治參與途徑經驗，以及屆次的村里長選舉與社區協會關係。基層公共事務
意見的不一致與對立，常源於選舉的恩怨。工作者進入基層事務時，應取得社區與村
里二方草根領袖的信任，努力成為二者之間的公約數。村里與社區原本任務性質就不
一樣的組織，不存在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由於社區組織關注公共事務的敏感性，以
及村里長辦公事務費衍生的趨向效應，二者往往只有零和（zero-sum）沒有競合（coopetition）
。處於政治無所不在的基層，除非理事長表現全然為村里長信任，社區發展
協會與村里長辦公處才可能和諧相處、分工合作的可能。

（六）發掘與扶植社區在地草根領袖，以利地方發展模式的推動
社區發展能量受到基層難題的衝擊，影響居民對於公共事務參與意願，政府重大
政策的實踐寄望於社區發展協會中介組織，面臨經驗上的難題。工作者可扶植草根領
袖，裨在社區長出更多在地的人才社群；不僅可利於地方公共事務的多元參與，警醒
村里辦公處該負的任務職責，也提供社區發展協會的理性運轉，有更好的合作夥伴。
來自在地不同議題產生的草根領袖，包含地方文史人士、社會服務組織、宗教組織事
工、守望相助隊、環境生態守護人士、照顧關懷據點志工等「事緣社群」
，共同成就「地
緣社區」的價值守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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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拾社區運動倡議者身影，再塑社區工作者角色
社區營造員、社區規劃師、農村再生培根人員不斷出現，進入社區公共事務；面
對持續中的社區運動潮流，社會工作者角色與社區發展之間的連結，相對薄弱與疏遠。
社工應重拾起睦鄰組織運動（settlement movement）時期的身影，展現理想的社區工作
角色。即以當前長期照顧 2.0 的 C 級巷弄站可選擇配置社工或照顧服務員為例，社工
如未應用社區工作的職能，功能將未及照顧服務員，果此專業發展路上是堪慮的。尋
回社會工作的社區工作者身影，面對社區場域，不自我限縮專業才能的發揮；當前社
會工作應該不只是尋找認同，更有專業承續的使命。

後記：
本文以參與地方政府家暴社區預防方案經驗，反省社區工作模式與角色的發揮情
形；社會工作雖然主張綜融性運用，但綜融性的通才不該是消去原有典範角色的光澤。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說：
「無法被經驗的思想是空洞的；而沒有思想的經
驗，則是盲目的」
；專業養成教育的社工，若走在忘卻理論指引的實務，將只是盲目摸
索的行為。尤其，社區工作該怎麼走，是關心社會工作發展，以及面對下個百年的專
業形象身影，我們應該要省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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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目前相關長期照顧法規規範下，如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長期照顧服務法，對
住宿型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方式呈現不一致的現象，這些不一致的法規對住宿
型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影響甚鉅。為探討上述不同條件下，以臺灣地區住宿型
機構為實證研究對象，來探討住宿型長照機構，在人力配置標準、人力資源不足、人力成
本增加三重窘境下，對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決策之影響。因此，本研究對政府合法立案民
間住宿型長照機構進行大樣本資料蒐集，再利用本研究所蒐集資料進行多重羅吉斯回歸
分析，來探討上述不利條件下對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之影響。實證研究結果發
現，人力配置標準、人力資源不足、人力成本增加三重壓力下，住宿型長期照顧機構認為
採取「總配置比」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是較適合的。

關鍵詞：住宿型長照機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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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Caregivers in Taiwan
Tien-Fu Lai
Taiwan Associ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Institution/ Chairman

Hung-Wen Le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fessor

Jr-Chen Suen
Department of Life and Death, Social Work Division, Nanhua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Facing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of the aging and shortage of caregivers, particularly in
Taiwan is a crucial issue. The main reason of this situation is due to the low status of caregiver
attendants’ social and economic, setting up standard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rational quantity in
the long term care institutions. Furthermore, there are inconsistency in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of caregivers between “Senior Citizens Welfare Act”, “Nursing Personnel Act”, and “Long-Term
Care Services Act” in Taiwanese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This means that the inconsistency
effects happen may have greatly affected their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of caregiver attendant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triple effects of human resource standard, human resource shortage,
and human resource cost increasing influence the way these caregiver’ allocation in the long term
care institutions under the above liabilities. Specifically, we employed large-scal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data set and their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aiwanese. To explore which liabilities determine whether a long care institution conducts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we employ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Empirical results from our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 that the total proportion of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s an appropriate and
useful approach for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under the triple factors of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standard, manpower resources shortage, and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cost increasing.
Keywords: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 Caregiver,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Long-Term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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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當前世界各國正面臨人口快速老化的問題，相較於日本或歐美各國歷經數十年才邁
入高齢社會，臺灣卻面臨更為艱鉅的挑戰。臺灣從高齡化社會（1993 年）進入高齡社會
（2018 年）只花了 25 年，推估將於 7 年後的 2025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由臺灣人口老化
趨勢可以發現，臺灣除了人口老化速度快之外，因老化而失能人口增加，照顧人力資源
的投入是一個重要問題。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 2015 年全臺灣失能人口數有 75.5 萬
人，其中，老人失能有 48.3 萬人，且到 2031 年將快速增加至 120 萬人（衛生福利部，
2010；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另外，根據研究指出，在臺灣社會人的一生需要長期照
顧的時間約 7.3 年，這將影響每一個勞動人口背負的負擔將日益嚴重，於 2015 年每 6.06
個勞動人口均需要照顧一個長輩，2025 年時將增加到每 3.3 個勞動人口平均要照顧一個
老人（衛生福利部，2016a）
。由此趨勢發現，因老人人口增加而失能人口也隨之增加外，
更重要的是未來臺灣的年輕人將負擔更多照顧老人的成本及龐大壓力，若長期照顧政策
不完善，勢必造成高齡者的照顧問題。
目前國內長期照顧模式有居家式、社區式及住宿式等長照機構，目前國人在照顧選
擇順序上以使用居家式、社區式為優先選擇（衛生福利部，2016b）
，但當個人失能情況
嚴重或缺乏照顧人力時，住宿式機構為必定的選擇。為進一步強化長期照顧服務的普及
性及在地性，於 2015 年 6 月 3 日經總統令公布了〈長期照顧服務法〉
，明定之通過後兩
年正式實施，使得臺灣的長期照顧制度更為明確及一致性的規範。但在〈長期照顧服務
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有關住宿式機構服務類等長期照顧機構應以長期照顧機構法
人設立；然在其 22 條第 3 項規定，〈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前，已依〈老人福利法〉、
〈護理人員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設立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之私立機構，
除有擴充或遷移之情事外，不受法人設立之限制。進言之，住宿式機構之類型，依不同
法律立案而有不同的名稱及屬性，包含：(1)以〈老人福利法〉第 34 條規定，依法設立
的住宿式機構從照顧類型及照顧失能嚴重程度不同，機構可分為設立的老人福利機構分
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顧型、養護型、失智型）與安養機構；(2)依〈護理人員法〉第
14 條，開放資深護理人員設置護理機構，即外界所常見之護理之家，類型上依此法之施
行細則第 6 條所定設置的分為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兩類；(3)專門照顧老榮民依
〈國軍退除役官兵退撫條例〉而設的榮民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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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論及，臺灣地區人口老化之趨勢不斷增加，且速度之快已成為各國之冠，長期
照顧制度是否俱備足夠且穩定的財源、優質人力資源是否充足及各項規章制度是否完備，
三者環環相扣；其中又以照顧服務員之人力資源是否足夠最為關鍵，此涉及到長期照顧
機構各類服務的設置標準，該標準之人力配置影響著長期照顧服務推動的成敗關鍵因素。
若以長期照顧住宿式機構之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照顧服務員）與其成本角度來看，住
宿式機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及其成本結構，也會對住宿型長照機構經營造成重大影響。
因此，現階段各類型的住宿式機構照顧工作必須依賴大量照顧服務人力來協助，不同類
別的機構依照顧對象、需求等不同，依不同的法律設立，也各自有不同的設立標準。另
外，由賴添褔（2012）研究資料中，可知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
，各項成本結構
中人事成本約佔總成本的 57%。由以上可知，人力的配置佔最多比例的照顧服務員，對
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的經營績效有絕對的影響關係，如機構的成本結構、照護人力需求、
資源分配，甚至因此而影響了住宿式機構爾後的經營策略，如轉型（居家式、社區式機
構）
、退出市場還是轉嫁由個案及家屬吸收，或是選擇個案放棄低收入戶個案等。迄今為
止，探討上述相關長期照顧法規、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與機構經營決策的實證研究仍然
相當有限。然而，部分文獻已經指出，長期照顧機構的人力配置標準對機構之競爭優勢
甚至是攸關存活（Hussein & Manthorpe, 2005；Litaker & Love, 2005）。因此，在長期照
顧住宿式機構的設立標準中，最具關鍵因素為照顧服務員的人力配置標準，其影響層面
極為廣泛。
現行長期照顧住宿式機構之經營之依據，因新舊法同時並存，而存有許多差異：(1)
總配置比：依 1997 年以前〈老人福利法〉規定，以個案數與照顧服務員訂定照顧比，日、
夜班之照顧比由機構依照顧需要自行調配；(2)日夜間不同配置比：依 2007 年〈老人福
利法〉
，採日、夜間不同照顧比，依照顧服務員與照顧個案之總數，區分及訂定日夜間之
不同比例，達到此比例即符合標準，不管人員休假、臨時請假等因素，日夜間照顧人力
由業務負責人依實際需要做彈性調整；(3)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依現行〈護理人員法〉
，
採固定照顧比，依照顧服務員與照顧個案總人數，除固定比例外，但須在任何時段即隨
時保持一定之照顧比；(4)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依〈長期照顧法規定〉
，
採固定照顧比但日夜間須保持不同比例的照顧比等四種模式。傳統上，長期照顧機構人
力配置，不管是舊法還是新法，仍是依據設置標準，規模大小與人力配置比在設置標準
即有相關規定，人力配置比則對人力成本產生影響。然而，上述長期照顧機構人力配置
特性在上述四種人力配置法規下，對其長期照顧機構經營管理具有不同意義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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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研究擬以全臺灣長期照顧機構為實證，分析在〈老人福利法〉
、
〈護理
人員法〉與〈長期照顧服務法〉下，分析臺灣住宿式機構實際經營在照顧服務員人力配
置上面臨的問題及原因外，進而探討住宿式機構在面對人力配置標準、人力資源不足及
人力成本增加三重壓力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的最佳模式為何？

貳、文獻回顧
首先，瞭解目前實施法規下臺灣地區長期照顧機構之現況；其次，長期照顧人力需
求；最後，以相關文獻為依據彙整出臺灣地區住宿型長照機構照顧服務人力配置。

一、長期照顧機構運作之現況
〈長期照顧服務法〉正式上路後，影響所及是其長期照顧機構設立標準的實施，由
其內容可知其中的照顧服務員配置標準採「固定配置比」再加上與護理人員合併計算的
「隨時配置比例」。此外，隨著 2016 年 12 月勞動基準法修訂，勞動條件的一例一休及
特別休假實施，將造成人力成本增加。面對知識服務經濟時代下，來自全球的競爭壓力，
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已成為組織維持競爭優勢重要關鍵因素（Wright, Dunford &
Snell, 2001），尤其是需大量人力需求的長期照顧機構。Hussein 與 Manthorpe（2005）、
Leung（2001）
、Litaker 與 Love（2005）等研究指出，因全球人口老化的趨勢持續增加，
導致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對照護人力需求大增。長期照顧機構若能落實完善的人力資源
管理制度，將對機構組織績效有正向的影響（Arthur, 1992；Pfeffer & Veiga, 1999）
。臺灣
也隨人口老化而伴隨著慢性疾病增加，延伸照顧內容及時間等問題，再加上少子化家庭
結構改變，使得主要照顧者人力短缺，因而必須依賴各式長期照顧機構協助（吳肖琪、
翟文英，2011）。
在臺灣，2000 年後，雖然政府對於長期照顧之發展趨勢視為產業來發展，但是相關
研究的論文大多集中在老人醫學領域或衛政體系護理之家、長期照顧機構角色功能、管
理經營、服務品質、發展歷程之探討（葉淑娟，2006；杒敏世、陳麗華，2008；龔明聰，
2008；王潔媛，2013；黃秀雲，2015）
，雖然有部分文獻主張將長期照顧以產業觀點來探
討但這些實證研究的文章卻未能探究到長期照顧產業化後所面臨的問題。此外，許佩蓉
等人（2006）對住宿型長期照護機構研究提出，要完善照顧機構最重要的是發展完善制
度與體系，如住宿式和社區式機構；該研究還發現，根據先進國家經驗，住宿式的長照
機構遠比社區式機構少很多，但兩類機構必相輔相成，在發展順序上機構式機構發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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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式機構早，且兩者比例約 3：7 或 2：8。尤其，世界各國近來大力推動的「在地老
化」（aging in place）之社區照顧理念盛行，再加上機構式因為成本增加且品質參差不
齊，機構式照顧發展趨緩，但它仍然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機構式往
往是社區式照顧服務外展或延展的最佳平台及基礎，可見機構式照顧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但當前有關長期照顧研究大都未能清楚探討臺灣長期照顧人力配置比，這是本研究要著
手處理的問題。

二、長期照顧人力問題之現況
全球老化趨勢帶來照顧人力的短缺，尤其是第一線照顧服務員（Hussein, Ismail &
Manthorpe, 2016）
，而臺灣也不例外，高齡社會導致照顧人力的嚴重不足，如老人照護品
質低落、照護服務分配不均、專業照護人力素質不佳、機構營運成本增加等困境發生（吳
淑瓊、江東亮，1995；Lee, 2012），這些嚴重失衡導致老人照顧品質無法達到要求。因
此，更顯示出臺灣為因應長期照顧的人力需求將大幅增加，政府對於長期照顧專業人員，
尤其是照顧服務員的培訓更需積極擬定及作為（陳淑芬、鄧素文，2010）
，方能因應長期
照顧人員短缺的需求。
根據王雲東與鄧志松（2009）針對我國長期照顧需求評估資料，臺灣機構數由 2010
年 1,053 家成長到 2015 年 1,067 家，提供床位數由 55,066 床增加到 59,869 床，入住人
數也由 41,519 人増加到 46,264 人。由此可以發現，人口老化將近一步導致照護需求大
增，臺灣各類型長期照護機構推估需求人數，從 2008 年的 67,810 人大幅增加到 2028 年
的 142,114 人。此外，根據衛生福利部資源盤點結果，臺灣的長期照顧人力目前呈現嚴
重不足，若以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 服務量能推估長照人力未來之需求，2016 年照顧服
務員尚需補足約 57,584 人，其他需要充實之專業人員共 14,020 人（衛生福利部，2013,
2014）
。如此龐大長期照顧人力需求缺口，是當前長期照顧產業面臨之問題，也需相關政
策與更多資源投入。
過去對臺灣長期照顧人力實證研究上，大多以碩博士論文居多。本研究針對相關研
究探討，首先在人力配置方面，李佳憶（2000）對長期照護機構經營人力資源之研究指
出，臺灣照顧服務員人力不足且在服務比例上，本國籍照顧服務員只佔一成，其餘 90%
是由外籍看護工提供服務，建議利用在職訓練以提升人力素質。人力配置問題對組織甚
至是機構之影響，由 Chareonsuk 與 Chansa-ngavej（2008）之研究可以發現，組織之人力
配置對組織之策略發展與實施，甚至是財務績效影響極大。此外，江孟冠（2002）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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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照顧服務員之留仼跟工作時數呈負相關，每天工作 8 小時的三班制，流動率比每
天工作 12 小時的二班制低，在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應重視照顧服務員的工作時數及排
班制度。王麗蕙（2015）之研究指出，影響東部地區長照機構中照顧服務員的工作滿意
度，在住宿機構因素上有每週工時及夜間工作等，留仼誘因為每週工作 40 小時，夜間
照顧人數在 10 人以下，該機構成立時間在十年以上，規模在 49 床以外。曾媖秀（2014）
探討失智症照顧人力發展上發現，照顧品質之不利因素為僵化的人力照顧比，而影響照
顧服務員投入意願的因素有照顧比及勞動條件，建議應調整照顧配置比及照顧服務員薪
酬制度的整體規劃。
其次，在勞動條件方面，簡馨月（2013）在照顧服務員人力困境因素研究指出，造成
困境因素有薪酬、工作競爭及形象、職涯發展等，在照顧人力發展上可採就業者進入的誘
因（二度就業之中高齡、家中照顧自己家人的主照顧者）、教育體系及正確的職能定位，
可採各項獎勵措施如加薪，不同等級之職涯發展等留任措施。根據劉淑貞（2012）研究指
出，老人及身障機構照顧人力嚴重不足，該研究建議外籍看護工在語言訓練及認證通過
下，可提升替代本國照顧服務員之比例，以達到足夠的照顧人力。柯姿婷（2015）以台北
市小型機構為例，進行照護機構人力資源研究發現，政府可以借助提升專業照護人員訓
練並協助其做好職涯發展，方能有效提升長期照顧機構的服務與照護品質。由上述文獻
可以發現，對於人口過度快速老化所帶來長期照顧產業照護人力不足的問題，鮮少文章
直接探究住宿式機構人力配置問題。對於人口過度快速老化所帶來長照產業照護人力不
足的問題，如何設計對住宿型機構之人力配置是最佳的，當前這方面的研究是闕如的。

三、長期照顧相關法規與機構人力配置
臺灣地區長期照顧相關法律之發展，與其對長期照顧機構人力資源配置有相關規範，
主要有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長期照顧服務法下的〈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
〈護
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本研究主要係探討不同設立標
準規範下，不同照顧服務員的投入數量與其比例，依序整理如下：

（一）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於 101 年 12 月 3 日修正，在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上，住
宿型福利機構設立標準僅規範不同勞動人力的投入數量，而未涉及不同床位所需之護理
複雜度。首先，在養護型機構上，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未插管）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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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插兩管）之老人為照顧對象，其之專業人力配置要求則應
符合：(1)護理人員：隨時保持至少有 1 人值班；每照顧 20 人應置 1 人；未滿 20 人者，
以 20 人計；(2)社會工作人員：照顧未滿 100 人者，至少置 1 人；100 人以上者，每 100
人應增置 1 人。但 49 人以下者，得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採特約方式辦理者，每週至
少應提供二天以上之服務；(3)照顧服務員：日間每照顧 8 人應置 1 人；未滿 8 人者，以
8 人計；夜間每照顧 25 人應置 1 人；未滿 25 人者，以 25 人計。夜間應置人力應有本國
籍員工執勤，並得與護理人員合併計算。
另一方面，長期照顧型的專業人員配置應符合：(1)護理人員：隨時保持至少有 1 人
值班；每照顧 15 人應置 1 人；未滿 15 人者，以 15 人計。設有日間照顧者，每提供 20 人
之服務量，應增置 1 人；(2)社會工作人員：與養護床位要求相當；(3)照顧服務員：日間
每照顧 5 人應置 1 人；未滿 5 人者，以 5 人計；夜間每照顧 15 人應置 1 人；未滿 15 人
者，以 15 人計。夜間應置人力應有本國籍員工執勤。對所照顧之老人，應由醫師予以診
察；並應依老人照顧需要，至少每月由醫師診察一次。

（二）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
102 年 8 月 9 日修正之〈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在其人員配置方面，除負責人
外，一般護理之家的人員配置為：(1)護理人員：15 床至少應有 1 人，二十四小時均有護
理人員值班；(2)社會工作人員：未滿 100 床者，應指定専人負責社會服務工作，100 床
至 200 床以內者應置 1 人，200 床以上者，至少應有 2 人；(3)照顧服務員：每 5 床應有
1 人以上，任何時段護理與照顧服務員之總數與住民人數比例不得低於 1:15，且須視各
班別之工作內容增加適當人力；(4)其他人員：得視業務需要置専仼或特約醫師、物理治
療師或生、職能治療師或生及營養師。
而精神護理之家的人員配置為：(1)護理人員：每 20 床應有 1 人，二十四小時均有
護理人員值班；(2)社會工作人員：每 100 床應有 1 人，未滿 100 床者，應有兼任之社會
工作人員；(3)照顧服務員：每 10 床應有 1 人以上，任何時段護理與照顧服務員之總數
與住民人數比例，不得低於 1:20，且就各班別之工作內容增加適當人力，夜間照顧人力
並得計入輔導人力，如駐衛警；(4)職能治療人員：每 200 床應有 1 人，未有 200 床者，
應有兼任之職能治療師，每 200 床以上者，至少應有 1 名職能治療師；(5)臨床心理人
員：每 200 床應有 1 人，未滿 200 床者，應有兼仼之臨床心理人員；(6)其他人員：得視
業務需要設置專任或特約精神科醫師、物理治療師及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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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老人福利法〉及〈護理人員法〉對於照顧服務員及護理人員配置規範整
理如下（表 2-1）：
表 2-1、老人福利法與護理人員法之照顧人員配置
型態

養護型

插二管養護型

長照型

一般護理之家

白天 1:8

白天 1:8

白天 1:5

晚上 1:25

晚上 1:25

晚上 1:15

1:20

1:15

1:15

配置人力計算方式：
照顧服務員 1:5
護理人員 1:15
但任何時段照顧服務員 +
護理人員總數與住民人數
比例，不得低於 1:15

照顧服務員

護理人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長期照顧服務法〉整合了〈老人福利法〉
、
〈身心障礙權益保護法〉
、
〈護理人員法〉
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等法之機構服務設立標準，將失能者、失智者、精神功
能障礙者、心智功能障礙者及呼吸器依賴者納為對象，依其照顧需求不同，訂定不同人
力設立標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 12 條針對住宿式之人力配置標準規定，
除業務負責人外，規定：(1)社會工作人員：每照顧 80 人應置 1 人，未滿 80 人者，以 80
人計；(2)護理師（士）：服務對象為一般失能者，每 20 床至少應設置 1 人，未滿 20 床
者，以 20 床計。服務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期臥床（含重癱者），每 15 人應置 1
人，未滿 15 人者，以 15 人計。收住呼吸器依賴 4 床以上者，每 10 人應設置 1 人；未
滿 10 人者，以 10 人計。另外，呼吸器以 24 人為計算單位，每超過 24 人應再增加 1 人。
服務具行動能力之失智者，應置之護理人員與一般失能者合併計算。各類型服務對象，
都需隨時保持一名護理人員值班；(3)照顧服務員：服務對象為一般失能者，每 8 人應置
1 人，未滿 8 人者以 8 人計。收住管路、造瘻口、植物人、長期臥床者（含重癱）者，
5 人應置 1 人，未滿 5 人者，以 5 人計，其中具長照資格之外籍看護工不得逾二分之一。
收容具行動能力之失智症者，每 3 人應置 1 人，未滿 3 人者，以 3 人計，並得以僱用兼
職人員為之。但兼職人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且其每週至少應提供 16 小時以上服務時
間，也不得聘用外籍看護工。以上人力設立標準採「配置比」外，另須符合「隨時人力
比」，方能符合設立標準；(4)其他人員：得視業務需要置行政人員、醫事人員或其他工
作人員（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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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長期照顧服務法之照顧人員配置
型態

未插管型

插管照顧型

照顧服務員

總配置 1:8

總配置 1：5

其他

任何時段保持護理人員加

任何時段保持護理人員加

照顧服務員與個案之照顧比。

照顧服務員與個案之照顧比。

白班（8:00~20:00）為 1:20，

白班（8:00～20:00）為 1:15，

夜間（20:00~8:00）為 1:40。

夜班（20:00～8:00）為 1: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中，住宿式長照機構之設立標準中之「隨時人力比」係指，照顧一般失能者、管
路等者及失智症者，其任何時段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之總數與住民人數比例。照顧一
般失能者，其隨時人力比日間 1:20，夜間 1:40，服務管路及植物人、長期臥床者之隨時
人力比日間 1:15，夜間則為 1:30，而照顧具行動能力失智症者，隨時人力日間 1:6，夜
間不得低於 1:10。另外，管路之内容也影響照顧負擔，如插氣切管之照顧負擔遠比插鼻
胃管及導尿管來得重，因此，管路之照顧比例也需重新考慮等。
在目前政府所規劃長期照顧服務法的人力配置中，與現行老人福利機構及護理之家
的配置模式進一步比較，可以發現長期照顧機構原有的配置模式有所差異，其差異性如
表 2-3。因人力配置模式的改變，造成現有機構負責人的恐慌與無奈，尤其，目前佔機
構數最多的養護型插二管機構改變及影響最大，在現行人力資源已供不應求的窘境下，
如因長期照顧服務法之設立而增加人力，或因模式改變而影響實際照顧需求與品質等，
將會嚴重影響長期照顧機構的後續營運及發展。
表 2-3、長期照顧服務法、老人福利機構與護理之家比較
機構類型
*一般失能者
住宿式
長照
機構

配置比

日間
夜間
（隨時人比）（隨時人比）

1:8

1:20

1:40

1:5

1:15

1:30

1:3

1:6

1:10

*管路、造廔口、
植物人、長期臥
床(含重癱)者
*具行動能力之
失智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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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類型

*長期照護型
老人
福利
機構

*養護型
*失智照護型

護理
之家

日間

配置比

夜間

（隨時人比）（隨時人比）

(日間)

(夜間)

1:5

1:15

(日間)

(夜間)

1:8

1:25

(日間)

(夜間)

1:3

1:15

*一般

1:5

1:15

*精神

1:10

1: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臺灣目前整體性長期照顧相關法規規範，可以發現長期照顧在照顧服務員
人力資源配置上，不同長期照顧法規有不同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規定，可見照顧服務員
人力資源的配置對住宿型機構之重要性，但對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的機制設計與討論，
卻缺乏具體且大量實證資料來驗證。因此，本研究以〈老人福利法〉
、
〈護理人員法〉
，以
及〈長期照顧服務法〉所規範之長照住宿型機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規範，透過實證分
析方式探究最適合的照顧服務員配置方式，可供政府訂定長照設立標準時的參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於探討〈長期照顧服務法〉實施同時，住宿型長照機構管理者對於照顧服
務員人力配置決策之認知與後續作為預估。以下就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選擇、研究過程及資料分析等部分做說明。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相關文獻之探討獲得之結果，擬定本研究架構，
如下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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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長照機構照顧
服務員人力配置標
準考量因素

H1
⚫
⚫

H2
長期照顧服務法實
施之影響
⚫ 人力資源不足
⚫

⚫
⚫

H3

照顧服務人力
配置模式
總配置比
日夜間不同配置比
任何時段固定比
日夜間不同比例任
何時段固定配置比

經營危機與
影響
⚫
⚫
⚫
⚫

退出
轉型
挑選
縮床

人力成本提升
圖 3-1、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之假設推論，彙整如下：
假設一：現行住宿型長照機構組織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標準考量因素下，住宿型長照
機構組織相對上較可能採取總配置比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方式。
假設二：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後，住宿型長照機構組織面臨照顧服務員人力資源不足，
住宿型長照機構組織相對上較可能採取總配置比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方式。
假設三：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後，住宿型長照機構組織面臨照顧服務員人力成本提高，
住宿型長照機構組織相對上較可能採取總配置比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方式。

二、研究對象與施測程序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母體為衛生福利部立案之住宿型長照機構、社會及家庭署管轄立案的長期照
顧機構及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立案的護理之家，共計 1,605 家民間立案機構為對象（衛生
福利部統計處，2016a，2016b；衛生福利部，2016c）
。本研究總回收樣本有 285 份，經
檢視資料不全樣本有 11 份，總計有效樣本共計 274 份，佔全部提供住宿式機構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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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過程
本研究調查時間期間為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8 月，調查期程為四個月。本研究係
利用全面普查方式發放問卷，受測者為各類機構代表人，為求資料蒐集具代表性與提升
問卷回收率，在資料收集分為兩部分；首先，利用傳統紙本郵寄方式，針對全台 1,605
家住宿型機構進行郵寄問卷調查，郵寄兩週後進行電話追蹤與確認，並進行第二次郵寄
與電話確認。其次，利用政府與民間協會舉辦之座談會、各類長照研習會教育訓練時進
行資料收集。

三、研究工具
（一）調查問卷
本研究施測所採用之測量工具，可分為修正現有量表與自行設計兩大部份。本研究
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共計 12 位進行深入訪談（表 3-1），並進行焦點團體討論，瞭解
長照機構管理者對目前人力配置的內涵認定，將訪談內容與現有文獻理論內容彙整，發
展出四種最適人力配置標準模式：(1)總配置比；(2)日夜間不同配置比；(3)任何時段固定
比；(4)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的量表。此外，本研究再邀請三位具有碩士
學位的長照領域產業專家，以及三位長照產業領域之專家學者，逐一檢閱問卷題項。
本研究問卷內容包含：第一部分：受訪機構屬性基本資料。第二部分：人力配置標
準的考量因素、人力配置比、人力資源不足及人力成本提高等四大方向問卷題目。
表 3-1、受邀產、官、學界專家基本資料
代號

A

B

C

D

E

F

區域

北部

北部

北部

中部

中部

南部

專家別

官

官

官

官

產

產

機構類型

政府長照
部門

政府長照
部門

政府單位

政府單位

長照機構

護理之家

職稱

政務官

事務官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執行長

行政副院長
兼執行長

年齡

60

55

53

52

58

43

長照經驗

20

20

12

11

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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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G

H

I

J

K

L

區域

中部

中部

中部

中部

北部

南部

專家別

產

產

學

學

學

學

機構類型

聯合會

長照機構

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

公立大學

職稱

理事長

執行長

副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年齡

60

42

64

58

60

43

長照經驗

30

11

25

20

23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變數操作性定義與測量工具
本研究研究變項量表包括，人力配置標準考量因素、人力配置標準比、人力資源不
足與人力成本因素。本研究進行問卷預試（pre-test），提供給長照產業中管理者進行試
填，並進行有問題之題項與以修正。茲將本研究採用各變數之操作性定義與測量工具說
明如下：

1. 人力配置標準的考量因素
本研究定義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標準為機構考量照顧工作日夜間之差異，對於照
顧服務員人力在日間與夜間的配置比例應該有所差異等。本研究之測量參考 Hussein
與 Manthorpe（2005）
，Litaker & Love（2005）與長照產業專家訪談彙整出長照機構人
力配置標準考量因素共 5 題。經由因素分析後因兩題項之負荷量過低，均低於 0.5，
故刪除兩題即：(1)日夜間工作內容不同，但皆需保持一樣的人力比才能提升品質，(2)
人力配置標準照顧糾紛的判決重要因素，如人力資源不足，將造成業務負責人的訴訟
責任壓力等兩題；刪除 3 題解釋變數為 63.277%，Cronbach’s α 值為 0.714。

2. 人力配置選擇比
在本研究中，住宿型長照機構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標準分為四種形式，分別是
總配置比、日、夜間不同配置比、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
段固定配置比，四種人力配置之操作性定義依序說明如下：
（1）總配置比之操作性定義，依個案數與照顧服務員訂定照顧比，日、夜班之照顧比
由機構依照顧需要自行調配。本研究採用長照機構決策者或管理者認知方式測
量總配置比下，量測住宿式機構管理者依其主觀認知或是現行實際採用人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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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比依照題項描述來進行勾選。問卷設計主要依個案數與照顧服務員訂定照顧
比，日、夜班之照顧比由機構依照顧需要自行調配來進行問卷設計，共有 4 題，
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5 點尺度測量。
（2）日、夜間不同配置比之操作性定義係依照顧服務員與照顧個案之總數，區分及訂
定日夜間之不同比例，達到此比例即符合標準，不管人員休假、臨時請假等因
素，日夜間照顧人力由業務負責人依實際需要做彈性調整。問卷設計在此部分
主要依 2007 年至今老人福利機構人力設置標準模式，共有 4 題，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5 點尺度測量。
（3）任何時段固定比之操作性定義係依照顧服務員與照顧個案總人數，除固定比例
外，但在任何時段即隨時保持一定之照顧比（照顧服務員加護理人員與個案之
比例）
。而此隨時之意涵是表示，要扣除工作人員法定休假日及請假，含天災等
之實際工作天數，即每個人值勤只有 0.65，表示在法定人力外再加至少 35%人
力。問卷設計在此部分主要依護理之家現行設置標準模式，共有 4 題，計分方
式採用 Likert 5 點尺度測量。
（4）日夜間不同比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之操作性定義，採行日、夜間不同比例人力
配置標準係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標準之規範而設置人力配置比。問卷設計在
此部分主要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標準草案設置標準模式，共有 4 題，計分方
式採用 Likert 5 點尺度測量。

3. 人力資源不足
本研究人力資源不利因素測量工具係根據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標準與專家訪談，
還有整合先前文獻 Lee, Liu, Wu, Chung, 和 Lee（2002）與 OECD（1996）指出，政府
政策對長照機構之資源配置影響甚巨，尤其是照顧服務員人力與相關資源配置。由長
照機構管理者根據在新設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標準對機構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標準
考量因素的認知進行自評，共 2 題，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5 點尺度測量。人力資源不
足原始構面共 2 題，經由因素分析後因 2 題之負荷量在可接受範圍，故無題項刪除，
因素分析後 2 題解釋變數為 68.887%，Cronbach’s α 值為 0.656。

4. 人力成本因素
問卷設計主要參考 Yalçındağ, Cappanera, Scutellà, Şahin, 與 Matta（2016）研究指
出，照顧服務員應該被視為成本測量主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在照顧服務員成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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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根據專家訪談再加入新設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標準之人力配置，來發展出照顧服務
員成本問項。人力成本增加原始構面共 4 題，經由因素分析後因有一題之負荷量過低，
均低於 0.5，故刪除該題：即人力成本增加，由機構自行吸收。將該提項刪除後 3 題
解釋變數為 68.652%，Cronbach’s α 值為 0.771。

（三）統計計量估計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中因為依變數是一個有選擇性且是離散的多重觀察值，根據現行法規對人力
資源的規範，目前長照機構所實施之人力配置比主要係依據，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等三個法規為依據，設計與規範出總配置比、日夜間不同配
置比、任何時段固定比、日夜間不同比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等四種類別照顧服務員人
力配置，每種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對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標準有所差異。
因此，本研究採用「多重羅吉斯迴歸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regression approach）
來調查長照機構人力配置方法與人力配置因素、成本間之關係。根據上述假定多重羅吉
斯迴歸模型，本研究後續將利用 STATA 軟體進行後續實證分析工具。

肆、研究結果
一、長期照顧產業樣本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利用全面普查方式對全台 1,605 家長照業者進行實證調查，問卷共回收 274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17%。

（一）長照機構背景分析
根據 274 份有效回收樣本中，機構類別屬於衛政單位的計有 37 家，屬於社政單位
的計有 235 家機構，其中兩家漏填但不影響本研究後續實證；若以機構屬性來區分，共
有 60 家屬於養護型長照機構，約佔 21.9%；150 家（54.7%）是屬於插兩管型養護型長
照機構，約佔 56.5%；27 家屬於長期照護型機構，約佔 9.9%；37 家屬於護理之家，約
佔 13.50%，詳見下表 4-1。
表 4-1、長照機構屬性分配
機構屬性

家數

百分比

養護型長照機構

60

21.9%

插兩管型養護型長照機構

150

54.7%

長期照護型

27

9.90%

護理之家

37

1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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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照機構區域分布
全台長照機構區域分配表之樣本分布可以發現，以大台北 47 家（15.69%）
，其次是
宜蘭 35 家（12.40%）
，再來是高雄 28 家（10.21%）
，彰化 24 家（8.75%）
，桃園有 22 家
（7.29%），雲林有 21 家（7.66%），新竹及台東各 14 家（5.10%），台中及台南各 13 家
（4.74%）
，苗栗 12 家（4.37%）
，嘉義及南投各 10 家（3.64%）
，基隆與屏東分別是 8 家
與 3 家。

（三）人力配置比分配
本研究發現，選擇總配置比之住宿式機構之管理者有 155 家，約佔 56.56%是調查
樣本中最高比例。再者，選擇日、夜間不同配置比住宿式機構之管理者有 98 家，約占
35.76%。選擇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照顧比住宿式機構之管理者，在此次調查中只有 8 家，
約占 2.91%。最後，選擇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只有 13 家，約占 4.74%。

（四）長照機構樣本屬性
長照機構收容人數即經營規模或是床數，整體平均而言，收容人數在 55 人左右。
本國照顧服務員每月平均薪資大約新台幣 3 萬 8 千元左右，即使薪資水準比其他產業
高，但是整體而言，長照產業照顧服務員的需求還是極為短缺。反觀，長照產業外籍照
顧服務員每月平均薪資大約為新台幣 3 萬元，相對在東南亞其他國家而言，來臺灣擔任
照顧服務員之薪資還算合理。

二、人力配置模式分析
本研究實證分析發現，住宿式機構之人力配置標準仍是以總配置比方式最為管理者
所接受（56.56%）
，日夜間不同配置比次之（35.76%）
。此兩類人力配置標準佔所有樣本
92.32%。為清楚了解不同人力配置之內涵，下列針對各類別分別進行說明之：

（一）總配置比
本研究發現，總配置比為人力配置標準最佳的人力配置方式（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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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總配置比下人力配置
完全沒有插管

1：4

不管插管數量為何 依插管數量不同有 依插管數量不同而
最適照顧人力配置 不同照顧人力配置 有不同之照顧人力
（插兩管，不含氣 配置比（以氣切管
切管）
為主之插管）

NA

1（0.65%）

3（1.95%）

14（9.21%）

1：5

4（2.56%）

17（11.04%）

19（12.34%）

66（43.42%）

1：6

2（1.28%）

19（12.34%）

15（9.74%）

24（15.79%）

1：7

1（0.64%）

24（15.58%）

24（15.58%）

14（9.21%）

1：8

85（54.49%）

75（48.70%）

78（50.65%）

25（16.45%）

其他

64（41.03%）

18（11.69%）

15（9.74%）

9（5.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上表發現：(1)完全沒有插管達 85 家，其他則 64 家機構。進一步發現，在其他選
項填寫最適人力配置比為 1:10，有 40 家機構，其餘 24 家機構在此部分填答極為零散；
(2)在不管插管數量為何最適照顧人力配置比為 1:8 部分達 75 家；(3)在依插管數量不同
有不同照顧人力配置（插兩管，不含氣切管）比為 1:8 達 78 家機構；(4)依插管數量不
同而有不同之照顧人力配置比（以氣切管為主之插管）為 1:5 有 66 家機構。

（二）日、夜間不同配置比
在下表 4-3 中發現：(1)在完全沒有插管的最適照顧人力配置部分，最多的為白班 1:8、
夜班 1:25 共有 53 家；其他有 30 家機構，在此選項填寫人力配置比為白班 1:8、夜班
1:30，有 7 家機構；(2)在不管插管數量為何最適照顧人力配置的其他選項有高達 38 家，
填寫白班 1:8、夜班 1:20 為 11 家機構；其餘對人力配置比例較為零散；(3)在依插管數
量不同有不同照顧人力配置（插兩管，不含氣切管）的其他選項高達 31 家，填寫白班
1:10、夜班 1:25 為 3 家機構；其餘對人力配置比例填答較為零散；(4)在依插管數量不同
而有不同之照顧人力配置比（插三管，含氣切管）的部分，最多的為白班 1:5 夜班 1:15
共有 3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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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日／夜間不同配置比下人力配置

完全沒有插管

不管插管數量為
何最適照顧人力
配置

依插管數量不同
有不同照顧人力
配置（插兩管，
不含氣切管）

依插管數量不同
而有不同之照顧
人力配置比（插
三管，含氣切管）

白班 1：6
夜班 1：30

4（4.35%）

NA

NA

NA

白班 1：7
夜班 1：25

2（2.17%）

NA

NA

NA

白班 1：7
夜班 1：30

3（3.26%）

NA

NA

NA

白班 1：8
夜班 1：25

53（57.61%）

11（12.09%）

6（6.52%）

白班 1：5
夜班 1：10

NA

3（3.30%）

白班 1：5
夜班 1：15

NA

29（31.87%）

白班 1：5
夜班 1：20

NA

白班 1：5
夜班 1：25

NA

白班 1：4
夜班 1：15

NA

1（1.10%）

NA

白班 1：4
夜班 1：20

NA

9（9.89%）

NA

其他

30（32.61%）

NA

4（4.40%）
7（7.69%）

16（17.39%）

39（42.86%）

NA

24（26.09%）

15（16.8%）

NA

15（16.30%）

38（41.76%）

31（33.70%）

NA
5（5.49%）
NA
21（23.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照顧比
選擇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照顧比住宿式機構之管理者，在此次調查中只有 8 家
（2.91%）
，選此配置比的管理者認為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照顧比為人力配置標準，是他
們認為較佳的人力配置方式（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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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人力配置

完全沒有插管

不管插管數量
為何最適照顧
人力配置

依插管數量不
同有不同照顧
人力配置（插
兩管，不含氣
切管）

依插管數量不
同而有不同之
照顧人力配置
比（插三管，
含氣切管）

總配置比 1：8，
但任何時段 1：10

2（25%）

NA

NA

NA

總配置比 1：8，
但任何時段 1：15

2（25%）

NA

NA

NA

總配置比 1：8，
但任何時段 1：20

1（12.5%）

NA

NA

NA

總配置比 1：8，
但任何時段 1：25

3（37.5%）

NA

NA

NA

總配置比 1：5，
但任何時段 1：10

NA

3（37.5%）

3（37.5%）

3（37.5%）

總配置比 1：5，
但任何時段 1：15

NA

1（12.5%）

1（12.5%）

3（37.5%）

總配置比 1：5，
但任何時段 1：20

NA

總配置比 1：5，
但任何時段 1：25

NA

其他

NA

NA

4（50%）

NA

2（25%）

2（254%）

NA

NA

1（12.5%）

1（1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
在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住宿式機構之管理者，在此次調查中只
有 13 家（4.36%）選擇此一人力配置方式（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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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人力配置
依插管數量不
不管插管數量 同有不同照顧
完全沒有插管 為何最適照顧 人力配置（插
人力配置
兩管，不含氣
切管）
總配置比 1：8，
但白班任何時段 1：20，
夜班任何時段 1：25

依插管數量不
同而有不同之
照顧人力配置
比（以氣切管
為主之插管）

4
（33.33%）

NA

NA

NA

總配置比 1：8，
但白班任何時段 1：20， 2（16.67%）
夜班任何時段 1：30

NA

NA

NA

總配置比 1：8，
但白班任何時段 1：20，
夜班任何時段 1：35

1
（8.33%）

NA

NA

NA

總配置比 1：8，
但白班任何時段 1：20，
夜班任何時段 1：40

5
（41.67%）

NA

NA

NA

總配置比 1：5，
但白班任何時段 1：15，
夜班任何時段 1：20

NA

NA

1
（8.33%）

4
（33.33%）

總配置比 1：5，
但白班任何時段 1：15，
夜班任何時段 1：25

NA

5
（41.67%）

6
（50%）

6
（50%）

總配置比 1：5，
但白班任何時段 1：15，
夜班任何時段 1：30

NA

NA

4（33.33%）

2
（16.67%）

總配置比 1：5，
但白班任何時段 1：15，
夜班任何時段 1：40

NA

NA

1
（8.33%）

NA

總配置比 1：5，
但白班任何時段 1：20，
夜班任何時段 1：30

NA

4
（33.33%）

NA

NA

總配置比 1：5，
但白班任何時段 1：20，
夜班任何時段 1：40

NA

3
（25%）

NA

NA

其他

NA

NA

NA

N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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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
（一）相關分析
本研究近一步探討照顧服務員與人力配置標準考量因素、人力資源不足與人力成本
上升變項之間的相關性（表 4-6）
。本研究發現，當前所規範之四種照顧服務人力配置策
略下（配置比、日夜間不同配置比、任何時段固定比、日夜間不同比例任何時段固定配
置比）與上述三個變數均呈現負向顯著關係。人力配置標準考量因素、人力資源不足、
人力成本間呈現正面且顯著關係，且相關係數的強度介於 0.4 與 0.6 之間。收容數與機
構屬性間的相關係數，呈現正面且顯著關係，且相關係數的強度介於 0.2 與 0.3 之間。
表 4-6、相關分析
變數

1

2

3

4

5

6

7

8

1.人力配置標準
考量因素
2.人力資源不足

.434**

3.人力成本

.480** .583**

4.本國照顧服務
員薪資

.097

.116

.071

5.外國照顧服務
員薪資

.077

.080

.104

-.815**

6.機構屬性

.036

-.004-

.028

-.149

-.029

-.073

.213**

.027

-.274**

-.127*

-.138*

-.054

-.016

-.060

-.029

平均數

4.75

4.25

4.04 37941.11

3016.41

1.13

54.25

1.55

標準差

041

0.82

0.89 26776.40

1745.99

0.34

37.81

0.77

7.收容數
8.人力配置策略

-.058
-.044 .243**

註：表中為雙尾檢定，**表示顯著水準在𝛼=0.01；*表示顯著水準在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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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迴歸分析
本研究回歸分析實證結果（表 4-7）
，首先，根據模式 Submodel 1 到 Submodel 3，
發現在總配置比為基準下，所有人力配置標準對夜間不同配置比、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
照顧比、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之迴歸係數依序為（-0.509；-1.642；2.053），都為負數且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符合預期支持假說一，表示長照機構在面對
人力配置標準的考量因素下，相對上較偏好總配置比作為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決策。
其次，模式 Submodel 4 到 Submodel 6 提供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照顧服務員人力
資源不足對照顧服務人力配置模式之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在模式 Submodel 5 中，
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照顧比對總配置比係數為負，但未達顯著水準，在模式 Submodel 4
與 Submodel 6 兩模式中，夜間不同配置比與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之
迴歸係數依序為（-0.326 與 0.430）且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部分支持假說二。此表示長
照機構在面對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且照顧服務員人力資源不足窘境下，相對上較偏好總
配置比作為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決策。
第三，模式 Submodel 7 到 Submodel 9 提供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照顧服務員人力
成本上升對照顧服務人力配置模式之實證分析，根據模式 Submodel 7、Submodel 8 與
Submodel 9，可以發現人力配置標準對夜間不同配置比、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照顧比、
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比相對於總配置比，所有迴歸係數均為負數依序為
（-0.275；-0.589；-0.504）且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符合預期支持假說三。此表示長照
機構在面對長期照顧服務法且遭遇照顧服務員人力成本上升時，相對上較偏好總配置比
作為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決策。綜合以上分析的結果，本研究三項假說中，除了假說二
部分支持外，其餘全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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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人力配置標準決策多重羅吉斯迴歸結果

人力配置標準
考量因素 (H1)
人力資源不足
(H2)
人力成本增加
(H3)
本國照顧服務
員平均成本
外籍照顧服務
員平均成本
收容人數
護理之家
長照
養護型
養護型插兩管
常數項
觀察值
Log likelihood
Pseudo R2

Submodel 1
日、夜間不同
配置比相對於
總配置比

Submodel 2
任何時段保持
一定之照顧比
對於總配置比

-.509
(.367) *

-1.642
(0.674)**

-.001
(.000)**
0.001
(0.000)
.003
(.004)
-1.921
(1.303)*
-1.610
(1.171)
-0.549
(1.183)
-1.07
(1.198 )
5.236
(2.267)

-.001
(.000)*
-0.001
(0.000).
-.005
(.012)
10.065
(1022.238)
8.791
(1022.200)
-18.180
(1701.225)
8.652
(1022.200)
-.011
(1022.247)

Submodel 3
日、夜間不同
比例之任何時
段固定配置比
相對於總配置
比
-2.053
(0.564)***

.001
(.000)
-.001
(.000)
-.011
(.012)
9.487
(982.700)
-20.507
(1646.417)
10.239
(982.700)
8.954
(982.700)
-2.121
(982.706)
273
-231.613
0.096

註：( )中為標準誤；顯著水準:*p<0.1, **p<0.01, ***p<0.001

Submodel 4
日、夜間不同
配置比相對於
總配置比

Submodel 5
任何時段保持
一定之照顧比
對於總配置比

Submodel 6
日、夜間不同
比例之任何時
段固定配置比
相對於總配置
比

-.326
(.169)**

-.094
(.442)

-.430
(.323)*

-.001
(.001)*
.001
(.000)
.003
(.003)
-2.104
(1.310)*
-1.739
(1.175)*
-.701
(1.187)
-1.201
(1.204)
4.095
(1.661)**

-.001
(.001)*
-.001
(.001)
-.006
(.012)
11.663
(1895.91)
10.36
(1895.91)
-21.394
(3180.98)
10.32
(1895.1)
-7.981
(1895.9)

0.000
(0.001)
.000
(.000)
-.012
(.012)
11.683
(2386.9)
-25.000
(4029.7)
12.161
(2386.8)
11.149
(2386.9)
-11.445
(2386.9)
273
-237.532
0.0735

Submodel 7
日、夜間不同
配置比相對於
總配置比

Submodel 8
任何時段保持
一定之照顧比
對於總配置比

Submode9
日、夜間不同
比例之任何時
段固定配置比
相對於總配置
比

-.275
(.160)*
-.001
(.001)*
.001
(.000)
.002
(.160)
-1.983
(1.304)*
-1.734
(1.170)*
-.652
(1.182)
-1.120
(1.197)
3.964
(1.656)**

-.589
(.352)*
-.001
(.001)*
-.001
(.000)
-.006
(.011)
10.543
(1134.8)
9.265
(1134.8)
-19.543
(1877.1)
9.300
(1134.8)
-5.751
(1134.9)

-.504
(.313)*
.001
(.000)
-.001
(.000)
-.014
(.012)
10.942
(1467.2)
-23.161
(2464.0)
11.350
(1467.2)
10.335
(1467.2)
-10.366
(1467.2)
273
-236.697
0.0768

124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首先，在長期照顧產業描述性分析方面：(1)本研究之長期照顧機構類別屬於衛政
單位的計有 37 家，屬於社政單位的計有 235 家機構，其中兩家漏填。以機構屬性來
區分，共有 60 家屬於養護型長照機構、150 家為插兩管型養護型長照機構、27 家屬
於長期照護型機構、37 家屬於護理之家；(2)長照機構區域分布以大台北最多，其次為
宜蘭、高雄，最少的區域是基隆與屏東；(3)人力配置比分配方面，總配置比之住宿式
機構為最多負責人選擇、日夜間不同配置比次之；(4)長照機構收容人數平均為 55 人，
本國籍及外國籍照顧服務員每月平均薪資分別為 38,000 及 30,000 元。
第二，在人力配置模式與失能程度照顧方面，研究結果顯示（表 5-1）：
在總配置比人力配置模式下，其失能程度之照顧比分別為：(1)完全沒有插管的人
力配置比以 1:8 佔最多；(2)不管插管數量為何的人力配置比，其最適照顧比是 1:8；
(3)依插管數量不同有不同照顧人力配置（插兩管，不含氣切管）以 1:8 最多；(4)依插
管數量不同有不同照顧人力配置（以氣切管為主）以 1:5 佔最多。
其次，在日丶夜間不同配置比模式下，其失能程度之照顧比分別為：(1)完全的人
力配置比以白班 1:8 夜班 1:25 佔最多；(2)不管插管數量為何的人力配置比，機構選擇
其他項目最多，以 11 家建議白班 1:8 夜班 1:20 為主，其餘機構對於人力配置較為零
散。而白班 1:5 夜班 1:15 則為次多選擇；(3)依插管數量不同有不同照顧人力配置（插
兩管，不含氣切管）
，機構選擇其他項目最多，以白班 1:10 夜班 1:25 為 3 家，其餘機
構對於人力配置較為零散。而白班 1:5 夜班 1:20 則為次多選擇；(4)依插管數量不同有
不同照顧人力配置（以氣切管為主），以白班 1:5 夜班 1:15 最多。
最後，在任何時段保持一定之配置人力及日、夜間不同比例之任何時段固定配置
比分別只有 8 家及 13 家機構選擇，在不同配置比人力配置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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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配置比

表 5-1、不同配置比人力配置
依插管數量不
不管插管數量
同有不同照顧
完全沒有插管 為何最適照顧
人力配置（插
人力配置
兩管，不含氣
切管）

依插管數量不同
而有不同之照顧
人力配置比（以
氣切管為主之插
管）

1:8（54.49%） 1:8（48.70%）

1:8（50.65%）

1:5（43.42%）

白班 1:8
日、夜間不同
夜班 1:25
配置比
（57.61%）

白班 1:5
夜班 1:15
（31.87%）

白班 1:5
夜班 1:20
（26.09%）

白班 1:5
夜班 1:15
（42.86%）

任 何 時 段 保 總配置比 1:8
持 一 定 之 配 任何時段 1:25
置人力
（37.5%）

總配置比 1:5
任何時段 1:10
（37.5%）

總配置比 1:5
任何時段 1:10
（37.5%）

總配置比 1:5
任何時段 1:10
（37.5%）

總配置比 1:8
日、夜間不同
白班任何時段
比例之任何
1:20
時段固定配
夜班任何時段
置比
1:40（41.67%）

總配置比 1:5
白班任何時段
1:15
夜班任何時段
1:25（41.67%）

總配置比 1:5
白班任何時段
1:15
夜班任何時段
1:25（50%）

總配置比 1:5
白班任何時段
1:15
夜班任何時段
1:25（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整體而言，本研究所建構之假說都獲預期支持，假說一與假說三獲得全面支持。
假說一有助於說明，在現行住宿型長照機構組織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標準考量因素下，
目前照顧機構組織決策者所願意且可能採取的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以總配置比模式
為最優先；因為總配置比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模式是依個案數與照顧服務員訂定照顧
比，而且日、夜班之照顧比由機構依照顧需要自行調配，也較彈性符合當前長照機構
組織照顧服務員配置需求。假說三有助於說明，實施長期照顧服務法後，住宿型長照
機構組織面臨照顧服務員人力成本上升，因為成本大量上升，導致長照機構組織決策
者所願意且可能採取的照顧服務員人力配置亦以總配置比模式較為恰當。

二、研究建議
第一、政府為滿足更多的照顧需求及更多的照顧對象，住宿式機構新的人力配置
標準，建議採用總配置比或日丶夜間不同比例的照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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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人力配置模式與失能程度的方式，在總配置比模式下，無插管照顧比例
是 1:8，插二管照顧比例是 1:8，氣切管為主的照顧比是 1:5。為預防機構負責人貪圖
利潤最大化，減少夜間應有人力，影響照顧品質及安全，建議採用日、夜間不同比例
的配置比例模式，無插管照顧比是白班 1:8 夜班 1:25，無氣切管的二管個案照顧比是
白班 1:5 夜班 1:20，插氣切管為主的三管個案是白班 1:5 晩班 1:15。
第三、照顧人力配置比除了涉及市場資源是否足夠外，也會影響著品質及成本增
加、照顧糾紛法律責任、更會影響機構的經營策略，如是否因人力不足面臨減床、轉
嫁、自行吸收、挑選個案甚至放棄低收入個案、還是放棄住宿式經營轉型社區式或居
家式等。甚至，因總照顧比或任何時段隨時比，都會產生最少比例或最少基本量的矛
盾現象，這些都建議值得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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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缺乏市場價值、學用落差大，是文學系最常被質疑的一個問題，因此，如何滿足
文學系學生未來的就業需求，對學生或教師而言，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本文以「故
事行銷寫作」課程為研究場域，應用「任務導向學習」框架進行課程設計，以實務操
作模式指導學生進行敘事能力的跨領域應用，並探討學生在此課程模組中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本課程設計的模式有著高度的接受與認同，在完成課程後，
自我學習的效能也有明顯的提升，對自我專業的認知及核心能力的提升上，都高度的
認同其成效。

關鍵詞：任務導向學習，技能轉用，故事行銷，敘事應用、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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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Literature Be Useful ?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Writing for Story-Telling Marketing Course
Hui-Feng Sh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Shu-Che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Lack of market value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questioned issues in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how to meet the future career needs of literature
students remains to be solved.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course "Writing for Story-Telling
Marketing" a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apply the framework of "task-based learning" to design
the course, guide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ir storytelling skills, and investigat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this cours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stud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is course design model, and after completing the course, their selflearning effectivenes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well as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re competencies.
Keywords: Task-based learning, Transferable skills, Storytelling Marketing, Narrative
Applic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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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據 2016 年台灣耗時三年進行的《大學畢業生就業調查》結果顯示，人文學門的
畢業生，平均工作月數短於其他學門，從學士到博士，平均月薪在各學門中也敬陪末
座，但轉職率卻是所有學門中最高的。
「人文無用」的論調，在這個由政府主導的調查
報告中，被科學性的「驗證」
，且根據這個結果，教育部表示，會要求大學人文科系積
極研議轉型（林秀姿、洪欣慈、鄭語謙，2016）。
長期以來，
「就業問題」一直都是人文學科的難題，大眾觀點認為，人文學科的專
業技能與勞動市場需求關聯性低，有著明顯學用落差的問題。然而傳統上，人文學科
追求的目標，是知識的內在價值與社會價值，強調人文知識如何成為推動社會與個人
轉變的積極力量，因此較少關注經濟價值的創造以及學生的就業需求。
Bok（2008）說道，人文學科的教授大多認為，知識追求本身就應是學習的主要
目標，但事實上多數學生的想法並非如此，對學生而言，知識的追求不是最終的目標，
而是達成目標的方法，例如求職或追求事業成功，所以人文學科要面對的問題之一，
便是尊重大學生的職業需求。
雖然職業課程這種講求即時可應用的訓練，可能缺乏知識上的深度，而商業與功
利性也可能牴觸人文教育的理念，但 Bok（2008）認為，這樣的問題不會因為漠視而
消失。相反的，市場壓力會迫使大學提供學生想要的實務訓練，否則如果學生可以選
擇，肯定會成群遠離傳統課程而去。眾所皆知，
「就業能力」的高低，是台灣社會對大
學教育功能的普遍期待與認知，也是學生（家長）選擇校系的重要指標之一。如文學
系的教師，最常遭遇的挑戰便是回應學生、家長以及一般大眾：
「讀文學有什麼用？」
這些困惑與質疑，反映了一般大眾對文學「有用性」的普遍印象。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思考文學有哪些可以應用的核心技能？這些技能又可
以在什麼樣的場景中被應用？從學系的專業來看，
「敘事」的能力，是文學最具應用價
值的核心能力之一。亦即，如何以故事為載體，進行具影響力的訊息生產與傳播，創
造有價值的內容，這些都是由「敘事」延伸出來的文學應用思考。
而故事作為一種內容的創意產品，在商業領域實有著高度的需求性。因為故事可
以提供獨特的情感體驗，並對消費者產生影響力，McKee 與 Gerace（2019）兩人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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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的現象，創造了「故事經濟學」
（storynomics）一詞，足見「說故事」乃是具有
商業潛力與經濟效益的技能，近年來，說故事已然成為行銷最具成效的策略之一，在
這個產品供過於求，迭代速度快、同質性高且競爭激烈的消費市場裡，消費者需要的
是一種情感上的認同，因此，內容的創意，深深影響著消費者的認同意向。行銷在此
一情境中，主要任務也從過去的「促銷」轉變為「說書」
（Kotler, Kartajaya & Setiawan,
2017）
，簡單說，現在要做好行銷，就得有能力對市場說一個好故事。從這個角度來看，
文學技能不僅有著需求，且含金量不低。
鑑於此，研究者嘗試開設「故事行銷寫作」課程，其目標即是在文學系敘事力的
專業基礎上，建立一個跨領域的知識渠道，連結文學專業與商業行銷，讓敘事能力能
夠結合行銷意識與知識，並應用在行銷需求實踐上，讓文學系的學生，懂得如何在一
個具體、真實的市場需求中，應用敘事專業。
就如 Wagner（2013）所言，在二十一世紀，「你知道什麼」的重要性將越來越不
如「你可以運用知識完成些什麼」
，因此，如何將文學敘事能力實踐在如商業或社會需
求的脈絡中，用文學的技能解決現實需求的問題，對學生的學習而言，將更有助於其
面對未來挑戰，而這樣的能力養成，或許需要不同於傳統文學系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思
維。
本研究之目的，即是為了瞭解文學系學生在修習文學結合商業應用的跨領域課程
之學習成效，本課程以「任務導向學習」
（Task-Based Learning, TBL）為設計理念，進
行課程內容的規劃設計，探討學生對課程學習模式的接受度、學習態度與效能、跨領
域有用性的認知以及對核心能力如何轉用的理解，最後針對課程操作與內容設計進行
相關檢討並提供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任務導向學習
任務導向學習（Task-Based Learning, TBL）是上個世紀八○年代後期所發展出的
一種語言應用的學習法（Kanoksilapatham & Suranakkharin, 2019）
，被大量運用在外語
的教學實踐中。任務導向學習，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透過各種真實的情境任務設定，
讓學生在實踐中汲取更多的經驗，瞭解在不同的場景中，如何應用所學知識（Srimunta,
Suphandee, Senarat, Sripai, & Ardwichai, 2020）
。根據研究顯示，任務導向學習，可以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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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積極愉快的學習環境，能有效降低學習者的學習焦慮、提高學習參與度以及學生的
自我效能感（Chua & Lin, 2020）。
儘管任務導向學習主要是一種語言的學習法，但此一方法，也被應用在不同的教
育領域上，如社會學與醫學。如 Purdam（2016）便指出，社會學十分依賴教科書作為
學習重點，而忽視了實踐的技能，存在著理論與實踐的落差，因此他提出以任務導向
教學，將教科書材料與實際操作經驗進行關鍵鏈結，他指出，實踐才是學習的核心，
任務導向學習，可讓學生「邊做邊學」
，創建自己的方法與知識。任務的執行，引導學
生進行知識的應用，同時也測試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知識的差距。
Virjo（2001）等人則將任務導向教學應用於醫學教育的實踐上，並獲得良好的學
習效果，他指出，過往醫學教育多以問題／專題導向教學法（Problem-Based /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主要側重在基礎醫學，對臨床醫學並不那麼合適，因此發展 TBL
的教學設計，給醫學生實際的任務，應用其所學技能，解決醫學工作問題。他指出，
應用 TBL 進行訓練，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動力，態度也變得更為積極，學生也更具有反
思性。
任務導向學習課程在教學的規劃上，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任務前的準備階
段、任務中的執行階段、以及任務後的反思階段（Willis, 1996）
。在任務準備階段，主
要是目標或主題的說明介紹，此一階段，教師除了確保學習者清楚的理解任務目標，
也要讓學習者掌握任務執行的認知需求、知識和技能；到了任務執行階段，便是讓學
習者將課程所學應用於指定的任務上，教師可根據學生任務的執行，進行階段性的學
習評估。任務後階段，則根據學生執行過程與成果，引導學生進行反思，分析與討論
任務執行的經驗與學習（Kanoksilapatham & Suranakkharin, 2019; Bunmak, 2017）。
由三階段的任務循環規劃，可以理解，任務導向學習，更強調歷程而非最終成果，
更專注於意義與經驗知識的建立，而非形式的產出（Bava Harji & Gheitanchian, 2017）

二、故事與行銷
故事是一門古老的藝術，也是我們認識世界、理解事物、建立意義的重要媒介。
故事的力量也被許多學科廣泛認可，如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管理學和行銷學等
（Gilliama & Flaherty, 2015; Spiller, 2018）。也如 Gottschall（2014）指出，人類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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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中的生物，故事幾乎觸及所有層面，人們也不斷在日常中消費故事。因此「故
事」被視為下一個世代行銷的致勝關鍵與法則（McKee & Gerace, 2019）。
故事行銷在近年來被譽為現象級的行銷模式，指的是利用故事向消費者溝通品牌
精神、理念、產品或服務（Zhang, 2019）
。研究顯示，故事對公眾的行銷傳播扮演著重
要角色，說故事的技術無論在情感的參與、資訊的傳遞與儲存以及口碑的分享等方面，
都具有成效（Mangold & Faulds, 2009）。以故事做為行銷的方法，可以與消費者產生
更多的互動，提供更多共創價值的機會，消費者參與的創價越多，對企業或品牌的滿
意度及忠誠度就越高，口碑分享的可能性也就越大（Granata & Scozzese, 2019）
。
此外，故事也是有效的溝通方式，相較於非故事形式的內容，故事性的內容，則
更具有感染力，因為人們習慣通過故事來組織建構自己的經驗，這一過程也存在於消
費情境中，許多研究表明，故事能與消費者建立起情感聯繫，提高理解力、溝通力與
判斷力（Chiu, Hsieh & Kuo, 2012; Delgado-Ballester & Fernández-Sabiote, 2016），引發
消費者共鳴，為品牌與商品銷售創造競爭優勢。
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消費者需要的是一種情感上的認同，因此感性的價值訴求，
成為行銷的主流。所有商業策略的目標就是為了打動人心，而故事型傳播是吸引起顧
客注意、並獎勵他們的注意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此，在社群與內容為王的年代，
說故事的藝術，成為一種極具商業潛力的經濟學（McKee & Gerace, 2019）。
行銷追求的目標是提供消費者愉悅的正向體驗，根據媒體心理學的研究顯示，消
費者傾向於正向情感的體驗，如享樂、快樂、幸福感、意義感（Carnevale, Yucel‐Aybat
& Kachersky, 2018）
，研究顯示，故事能有效的進行正向情感創造與經驗轉移，建構層
次豐富的愉悅體驗（Zhang, 2019）。
故事正向效用的產生，主要是在故事的敘事處理（narrative processing）過程中會
產生敘事轉移（narrative transportation）效應，即故事情節會啟動消費者想像力，進而
引領消費者進入故事世界的一種反應（Escalas, 2004；van Laer, de Ruyter, Visconti &
Wetzels, 2014）。
消費者的情感、認知、信念、態度或意圖會受到敘事的影響，因而從現實的世界
中被轉移到敘事的世界中，從而改變消費者對既有世界的認知（Gerrig, 1993）。敘事

138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轉移的效應，讓消費者與故事產生共鳴，故事的情節，也會啟動消費者的想像力，促
使故事接受者積極的共同建構一個故事，參與敘事世界的旅程（van Laer, Feiereisen &
Visconti, 2018）。
Escalas（2007）指出，敘事轉移是一種品牌與消費者相互聯繫的配對過程（matching
process）
，會引導消費者將品牌或產品的故事與自我的故事聯繫起來，並開始以故事的
敘事思考自身，如此一來消費者便與品牌或商品產生了連結，形成一個應對的態度
（Escalas, 2004）
。根據研究顯示，當消費者被轉移到故事中，往往都能改變他們對品
牌的觀感或態度（Green & Brock, 2000）
。由此可以理解，故事作為一種行銷的策略，
主要著眼於消費者認知的建立，透過敘事啟動消費者想像，將價值、情感與理念，植
入消費者的意識中，並據此建立識別與認同。

參、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參與對象為靜宜大學中文系學生，且皆理解並自願參與本研究所需之研
究調查，研究對象組成為二年級 1 人（2.7%）
、三年級 23 人（62.2%）與四年級 13 人
（35.1%）
，共計 37 人。其中女性 25 人（67.6）
，男性 12 人（32.4）
，多數屬已完成中
文系基礎課程之高年級學生，對中文系相關專業已有一定之瞭解。參與本研究的學生
中，有超過六成（65%）對中文系的「就業前景」和「未來出路」表達擔憂，儘管多
數學生對就讀中文系表示感到興趣（60.2%）
，但也有高達六成（60.4%）的學生表示，
不知該如何應用在中文系所學習到的專業知識，更有將近七成（67.4%）的學生認為中
文系的專業無法滿足未來職涯需求。
學生的選課動機，主要著眼於課程的「實務性」及「應用性」
。整體而言，有著明
顯就業需求，如：
「想要提升自己不足的寫作能力，並在未來有所應用」
、
「想增加就業
能力」、「本身就對故事有興趣，加上行銷感覺更實用了」、「對行銷類的事物有興趣，
也希望未來能從事相關行業」
、
「想要多修一些實用的課程，增加自己出社會的能力」
、
「學習一些實務技能，鍛煉自己，培養社會生存能力」
、
「投資自我能力，看能不能開
拓更多自己的未來道路」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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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架構與規劃
（一）教學目標
「故事行銷寫作」課程教學目標，著重於養成學習者能夠實現將「文學系之專業
核心能力進行跨領域的應用」
，在教學規劃與策略上，採取了「任務導向」
（Task-Based
Learning, TBL）教學法。在此一教學模式中，課程需複製專業任務，提供學習者一個與
實際場域合作的學習情境，TBL 學習法強調學習是在專業環境中進行，讓學習者體驗
模擬現實生活中的任務，並了解其專業要求（Inoue & Candlin, 2015）
，十分合適本課程
強調實務實作，貼近真實之訴求。
實務型的學習，對文學系學生的跨域學習十分重要，傳統上，文學系開設之創作
相關課程，如小說、散文、新詩，主要聚焦於文學性寫作，是以「創作者中心」為導向
的教學。然「故事行銷寫作」課程邏輯則不同，行銷是一種商業行為，創作上就必須具
有商業思維。行銷故事，目的是要創造出影響消費者情感、改變消費者行為與價值認
同的敘事，這是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思維，與文學「創作者中心」的思維有著差異。
若以「創作者中心」思維進行商業內容的創造，常常會落入天馬行空，不具可行性
或不符合市場需求的內容。任務導向的課程設計，主要是讓學生可以在真實的任務情
境中實踐，逐步建立「商業意識」，以更貼近現實市場需求及工作情境的學習環境下，
達到最具效益的學習效果。

（二）教學規劃
在教學的規劃上，本課程參考 Willis（1996）提出之「任務循環」（task cycle）模
型概念進行設計，共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分別為：任務準備（pre-task）
、任務執行（task）
以及最後的成果與反思（report）
，此一循環，各階段之間皆有關連性，對學習者而言可
以提供專業知識學習的「鳥瞰圖」（Inoue & Candlin, 2015）。

1. 任務循環規劃
（1）任務準備
包含任務、學習目標說明，以及相關專業知識的講授。在本課程中，以「南投
縣竹生活文化促進協會」開發之竹藝文創商品以及地方竹藝文化的推廣需求，作
為設定的課程任務，學生需完成行銷故事的撰寫，並將內容上網。在教學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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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除了理論知識的講述外，也邀請業師舉辦工作坊，建構學生實務面的認知，強
化學生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等批判性思考能力。

（2）任務執行
針對任務分組，進行發想與討論，擬定執行策略後，進行文案撰寫。在本階
段，教師與學生的角色需進行轉換，教師扮演的不再是課程的主導者，而是協助
學生完成任務的促進者，透過回饋與參與，推動學生主動積極的完成任務，從「教
師中心」轉換為「學生中心」
，在本階段十分重要，一如 Nunan（2004）所言，讓
學生在專業實踐中，建構自己的知識，提高學習者的自主性與學習責任感，是至
關重要的環節。

（3）成果與反思
在此一階段，除了讓學生進行成果的展現外，反思與回饋也是重要的學習步
驟。學生在任務執行階段，累積了許多經驗，引導學生進行反思，可以深化學生
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強化新技能的掌握。

2. 非線性課程設計
本課程設計著眼於「文學系核心能力的跨領域轉用」
，強調實務、實境的操作並
經驗累積，因此教學活動需與場域實踐緊密連結，針對課程目標，因時因地進行設
計。在課程的設計上，打破傳統線性時間的教學運作，以工作坊模式進行，讓每個
教學單元及任務能夠密集且完整的操作，整體而言，即是透過教學空間、時間與目
標的翻轉，突破傳統文學系教學模式，讓課程的實務操作，更具有學習效率。課程
搭配之工作坊如下：

（1）故事行銷工作坊（認知層面）
以實際案例為基礎，引導學生進行個案的分析與討論，藉以建立學生基礎的
行銷知識及概念，啟發學生商業思維，以行銷的觀點，思考故事的應用。

（2）設計思考工作坊（技能層面）
設計思考是以人為本，創造解決方案的思考工具，透過設計思考方法的學習，
可以引領同學針對現實的問題與需求，激發創造力，透過目標的探索、問題的解
讀、創意的發想、原型的製作與測試以及改良與精進等方法步驟，強化學生解決
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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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銷寫作工作坊（技能層面）
故事行銷寫作的技巧及方法導引，針對故事創意與寫作技巧進行深化，包括
資料蒐集、設計發想、故事架構、內容創意、風格形塑等面向。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訪談資料
本研究於課程結束後，進行抽樣訪談調查，採半結構式訪談法，先預擬訪談題綱，
後依學生回答狀態，機動調整訪談問題。訪談主要聚焦於：相較於傳統文學系課程與
教學模式，學生對文學實務課程結合「任務導向」之教學模式有何不同的認知與看法？
這樣的課程是否改變了他們對文學專業的價值認知？訪談以字母 C 作為編碼，後接兩
位數字，用以表示訪談者的編號。

（二）問卷資料
為了理解本課程設計的可行性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本課程進行了問卷量表的調
查與抽樣訪談。在量表的設計上，包含了下列幾個部分：課程內容的滿意度、學習模
式滿意度、學習系統認知有用性、跨領域認知、核心能力轉用認知、自我學習態度、
認知負荷、個人自我學習效能。
本研究之問卷量表，除了「課程滿意度」
、
「跨領域認知」以及「核心能力轉用認
知」三量表外，其它構面量表之題項，皆修正自學界發展完善之量表內容，包含「學
習態度」
、
「學習模式認知有用性」
、
「認知負荷」量表題項，修正自 Hwang, G. J., Yang,
L. H. & Wang, S. Y.（2013）等人發展之問卷題項 ，
「學習模式滿意度」則修正自 Chu,
H. C., Hwang, G. J., Tsai, C. C. & Tseng, Judy C. R.（2010）等人發展之問卷題項 ，「自
我學習效能」 修正自 Pintrich, P.R., Smith, D.A.F., Garcia, T. & McKeachie, W.J.（1991）
等人發展之問卷量表。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結果分析
本研究問卷共計八項構面，分別對應「課程設計」
（課程滿意度、學習模式滿意度、
學習模式有用性、學習負荷）
、
「學習狀態」
（學習態度、自我學習效能）以及「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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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跨領域認知、核心能力轉用）三項指標。
「課程設計」檢驗學生對整體課程模式
之設計、安排之滿意度；
「學習狀態」則可檢視學生對課程內容的認同度；
「學習成效」
則檢驗學生對課程傳授之技能、知識的認知。所有構面其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Alpha）皆有良好之信度表現，問卷各構面之平均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課程構面平均敘述統計
前測

N

後測

Cronbach's Alpha

平均值

Cronbach's Alpha

平均值

課程滿意度

37

-

-

.941

4.45

學習模式滿意度

37

-

-

.931

4.48

學習模式有用性

37

-

-

.955

4.50

認知負荷

37

-

-

.956

3.30

學習態度

37

.946

4.36

.948

4.51

自我學習效能

37

.858

3.22

.930

4.19

跨領域認知

37

-

-

.945

4.43

核心能力轉用

37

-

-

.920

4.42

（一）課程設計
「課程滿意度」主要量測學生對於課程內容設計與教師教學方法是否符合期待，
如課程設計的方向、內容、教師授課的技巧與專業度等；
「學習模式滿意度」與「學習
模式有用性」，則是量測學生對教學模式的接受度，如課程的學習模式能否幫助學生
有新的思考、看見新的問題、更容易學習到新的知識、讓學習更有效果等認知；
「認知
負荷」則反映了課程內容與模式，是否符合學習者的認知能力，根據認知負荷的研究
顯示，只有在教學內容與模式符合學習者的認知結構時，才能獲得最佳的學習成效
（Asma & Dallel, 2020）。
根據表 1 數據顯示，修課學生對於本課程的設計方向以及教師的專業度，皆有著
高度的肯定（M=4.45, SD=0.60），本課程無論在設計層面或教學層面上，皆符合學生
的期待。此外，相較於傳統線性之學習模式，本課程採用「任務導向」之課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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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密集工作坊式的非線性課程安排，搭配業師與真實場域任務進行實務教學，對學
生而言，更具有啟發性，從統計數據觀之，學生對這樣的學習模式有著高度的滿意度
（M=4.48, SD=0.54），且無論是在問題的發現、新思維與新視角的養成、新知識的學
習等，學生對此一教學模式的安排，普遍肯定其有用性（M=4.50, SD=0.62）。
此外，跨領域課程安排，認知負荷是一個必要考量的重點，由於跨領域課程強調
不同學科專業的整合，因此在學習上必然更為複雜，學習者勢必會遭遇到跨領域知識
整合的學習負擔，而「認知負荷」的量測，可以檢視課程內容、模式、以及教學技術
是否符合學生的認知能力。
從表 1 認知負荷的平均數（M=3.30, SD=1.21）觀之，本課程的設計並未造成學生
過重的認知負荷，但在題項中，「我花了較大的心力，才能完成這個學習活動中的要
求」（M=3.81, SD=1.07）以及「我必須投入很大的心力來整理這個學習活動中獲得的
資訊」
（M=3.49, SD=1.38）
，相較而言平均得分較高，這也顯示了，由於跨領域學習需
要整合的訊息、概念、觀點與技能皆有著較高的複雜性，在匯聚與融合不同專業的過
程中，會為學習者帶來較大的學習負擔。

（二）學習狀態
「學習態度」主要探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學習內容所抱持的正向或負向之內
在心理狀態，根據表 1 數據顯示，學生對本課程之學習內容抱持著正向的認同，以相
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學習態度前測平均（M=4.36, SD=0.62）和後測平均（M=4.51,
SD=0.57）沒有顯著差異，t(36)=1.16，p=.251，d=0.33。推測可能原因為，前測學習態
度平均值已達高標，雖然後測平均值高於前測，但兩者之間差異並不大。一如前文所
言，本研究參與學生其選課動機，多數著眼於課程能夠滿足其職業需求，因此在學習
態度上，本就較為積極，完成課程後，修課學生對於本課程的正向認同度又更為提高，
顯示本課程提供的學習價值，符合修課學生的期待。
而自我學習效能量測學生對自己學習任務績效的期待，以及學生對於完成學習任
務的能力與信心之自我評價。自我效能會影響學習成就，根據研究顯示，自我效能越
高，學習成就也會跟著提升，提升學習者自我學習效能，有助於執行各種任務及加強
其對完成工作的信念（蕭建華、張俊彥，2012）
，換言之，自我學習效能影響著學習者
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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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1 數據顯示，學生儘管對於課程有著高度認同，但初次接觸新知識領域時，
普遍自信心不足，對自我期望相對保守，但完成課程後，無論是對自我成績的信心、
對課程基本知識或複雜技巧的掌握，以及對成果內容品質的信心，在數據上都有明顯
的提升。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發現，自我學習成效前測與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t(36)=6.30，p=.000，d=0.48，自我學習成效後測顯著地大於前測平均。

（三）學習成效
本課程在內容上屬於跨領域課程，以文學專業為基礎，結合行銷經驗與實務，引
領同學在兩種知識的結合中，建構創新的知識視野與實務技能，建構文學更多元的實
踐面向與創新能量。跨領域認知，量測的即是本課程學生在這樣的跨領域學習中，對
於自己的專業，是否產生了不一樣的認知與觀點。
表 2、跨領域認知統計資料表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1. 本課程能幫助我建構新知識

37

4.51

.692

2. 本課程能幫助整合我的專業知識

37

4.46

.803

3. 本課程能幫助我更具有創新能力

37

4.51

.607

4. 本課程讓我了解如何應用自己的專業能力

37

4.38

.758

5. 本課程讓我更清楚自己專業的優勢

37

4.30

.661

6. 本課程讓我更清楚自己專業需要加強的方向

37

4.46

.605

7. 本課程讓我學習到有用的跨領域知識

37

4.51

.731

由表 2 數據顯示，本課程在跨領域教學的實踐上，無論是新知識的建構或對自我
專業的重新認知，皆有著良好的效果。對文學系的學生而言，如何應用自己的文學技
能創造價值，滿足職業需求，始終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文學
系仍在一個比較學術的脈絡中訓練學生，這樣學術專業化的訓練，造成學生在脫離學
術脈絡之後，難以將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應用於其他領域，而跨領域的學習，便是
要解決這個問題，透過不同專業領域知識技能的整合匯聚，在學習中產生新的思維、
觀點與知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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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跨領域學習的重要目標之一，便在於如何將自我的專業能力進行「轉用」
，
轉用一方面指的是專業技能的可轉移性，另一方面指的是不限定於特定脈絡，可在不
同類型與內容的場域中轉移的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對文學專業的學生而言專業
技能的轉用，指的是如故事力或敘事力等文學核心能力，如何應用於學術領域之外其
他需求中，而所謂可轉用能力，與專業技能不同，指的是通用性的素養能力。
表 3、核心能力轉用統計資料表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1. 故事力的應用

37

4.51

.692

2. 解決問題的能力

37

4.51

.607

3. 團隊合作能力

37

4.38

.758

4. 溝通協調能力

37

4.30

.661

5. 商業意識的養成

37

4.51

.731

核心能力的轉用以及可轉用能力的養成，是本課程最重要的目標。根據上表數據
顯示，修課學生在相關能力的養成認知上，都呈現高度的成效認同。其中「故事力的
應用」以及「商業意識的養成」兩項，是本課程專業核心能力轉用的養成重點，兩者
相輔相成。
「故事行銷寫作」需要具備的不只是故事的創意，還需要具有可行性，而商
業意識的養成，即是在符合現實需求的考量下，進行有效益的創意實踐。其他如「解
決問題的能力」
、
「團隊合作能力」以及「溝通協調能力」
，都是重要的可轉用能力。這
些能力都必須在實務經驗中，才能有效養成，從問卷各題項的平均值觀之，修課學生
對本課程核心能力養成之成效，有著高度的肯定。

伍、反思與建議
一、跨領域課程建立學生文學技能有用性認知
本課程能有效建立學生跨領域認知，讓學生對文學系的價值產生正向改變，在本
研究的訪談中，驗證了此一論點，如受訪學生說到：
文學是一個很多元的素材，透過跨領域結合，可以發揚光大（C01）。
想過文學結合跨領域，但沒接觸過都不知道，透過課程才比較能了解產業，尤其
課程不是只有坐著聽講，要起來行動，像工作一樣，感覺很有用（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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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確實不知道怎麼運用文學，後來慢慢懂了，文學的跨領域很重要，路其實
很寬，很多工作需要文學（C03）。
透過幾次課程，雖然不能很篤定的說我能寫行銷故事，但是課程都有給我一些想
法和方向，讓我知道如何下筆，對於行銷寫作這一塊又有更多的了解，希望將來
能夠學以致用，靠文字維生（C08）。
「故事行銷」課程，除了寫作技能的養成外，也希望建立與啟發學生對文學技能
的新想像，藉由文學與行銷的跨領域結合，可以有效的建立學習者對「文學有用性」
的認知。透過不同專業領域間的對話，反思自身的侷限性。在此，學生口中所謂的「有
用」
，除了技能本身帶來的自利性外，同時也包含著一種認知的進步，如學生回應中有
「更多的了解」
、
「慢慢懂了」
、
「想法與方向」等詞句，都意味著某種認知的建立與啟
蒙。

二、任務導向學習有助於強化知識應用能力
在未來的世界裡，應用遠比知道更重要（Wagner, 2013）
，文學核心能力的應用，
對文學系學生而言，是不可忽視的學習趨勢。本課程以「任務導向」
（TBL）教學模式
進行課程設計，並以非線性密集工作坊形式安排課程結構，讓學生可以在一個比較完
整的時空中，完成學習任務。這樣的課程與教學模式，對跨領域的實務學習及學生知
識應用能力的提升上，確有幫助，如受訪學生指出：
以前比較像紙上談兵，這次課程能實際操作，讓我們學會活用我們的專業，將專
業知識轉化進入行銷（C03）。
課程模式不錯，能夠與業界接軌，功課量也比較不會負擔，但是又學到很多（C06）
能直接與業界接觸、結合、演練操作，比空泛想像還實際、踏實（C09）。
方式挺不錯的，實作重要於理論，做了才會發現問題（C13）
課程模式挺好的，可以與未來社會接軌，以傳統古文來說，跟現實生活比較不連
接，只是拿來充實內涵，能靈活運用的課程很重要（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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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學系課程，著重在「知道」
，但知識與技能的應用，則是面對複雜的問題情
境，實踐的意義在於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當自己所學的知識，能夠導引自我進行問
題的應對，
「有用性」的認知便可建立。任務導向的課程模式，設定了核心能力應用的
必須性，在任務模式中，學習者必須不斷的針對任務進行學習與準備、執行過程中，
必須不斷的試錯，並在反思的引導中，發現問題，進行修正，最終產出成果，在此一
「任務循環」的過程中，除了理論知識外，學生也能在任務情境的實踐中，建立屬於
自己的經驗知識，讓原本抽象的文學技能，轉化為具體的成果策略。

三、跨領域課程的難點
跨領域實務課程，除了本科的專業外，還涉及到新知識與新技能的學習，加上任
務導向、實務操作的要求，以及協同業師共同教學，課程運作整體變得複雜，課程操
作變數也隨之增加，無論對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都會提高不少負擔。如受訪學生指
出，因為課程較為複雜，所以「感覺有點雜亂」
（C10）
，也有學生提出，要學習的東西
很多，但「每個業師有不同的上課方法，覺得課程內容不夠集中，抓不到重點」
（C13）
。
此外，業師的加入，雖然可以強化課程在實務面上的專業性，增加學生的實務經驗值，
但學生同時也反應，覺得「業師雖然專業，但是不太會教，無法與學生溝通」
（C08）
、
甚至有學生覺得「業師行銷方面的知識教得不夠多」（C05）、認為「業師沒有教到點
上，內容沒有太大幫助」（C09）
。
這些反應，呈現了跨領域課程無論是架構設計或教學實踐的難點，亦即，在教學
的認知中，多數教師很難跳脫自我學科本位的思考。當多位不同領域的教師共同上課
時，會站在各自的專業認知上，進行課程的設計與教授，而忽略了學習者對新知識與
技能的認知能力，造成認知負荷的增加。要解決此一問題，教師團隊之間的溝通，至
關重要。所以，組織教師社群，共同討論並共創課程，進行更密切的課程交流，建立
教學共識，或可減輕跨領域課程教師本位認知的問題。此外，新事物的學習，由於缺
乏先備基礎，學生在學習上沒有可依循的經驗模式，也會造成學習的障礙，可以說，
跨領域學習，十分仰賴學生的學習自主性，若學習者缺乏自主性，學習成效也會大打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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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讀這個有什麼用？」是功利主義思考的起手式，它不是一個否定句，而是一道
證明題。面對此一問題，文學系的處境更為艱難，因為文學的「有用性」無法在傳統
的生產與消費關係中被呈現。本研究驗證了，文學的跨領域課程設計，有助於思考與
創造文學技能應用性。一如本文不斷提及的，
「故事力」與「敘事力」就是文學系最重
要的核心能力，只是傳統上，文學系大多將說故事的訓練聚焦在「文藝性創作」的脈
絡上，而少有其他外延脈絡的應用，然而，這樣的核心技能，一旦結合跨領域的思考，
便開拓了許多可能性。
只是，跨領域課程的開設並不容易，因為跨領域知識本身是一種建構性的存在，
其特徵是動態、多元與非線性，不存在標準化的理論架構或知識系統，這意味著跨領
域知識，不是也不會像傳統課堂那般，坐在教室聽講就可以獲得。跨領域課程需要以
任務（或問題）為導向，進行教與學的實踐。由於知識是在一個複雜交互系統中被建
構，以任務（或問題）為中心的教學策略，可以將學習的實踐置放於一個複雜性的網
絡中，跳脫單線化的模式，以全景式的模式應對問題的種種面向，這樣的學習模式，
可建立學習者的經驗認知，藉此反思自身專業的侷限性。而任務（或問題）導向的教
學，以解決問題或需求為核心的策略，學習者必須有能力整合不同的知識與資訊，做
出決策，提出方案，接受驗證並快速調整，在與複雜問題的對抗中，鍛造自己的視野
與技能。
本研究發現，如何進行跨領域教學的溝通整合、如何在學生學習負擔與成效、成
果間取得平衡，以及如何導引學生更自主的進行學習，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然而，
儘管本研究在課程的設計與教學的操作上，仍有一些待克服的問題，但作為一門文學
創新課程，本研究對文學系課程的創新設計與思考，仍提供了一定價值。當文學技能
存在著具體的可應用場景，課程教學結合任務設定及實務操作，有助於建立學生對文
學專業的價值認同以及能力應用的認知，某種程度上，也回應了社會大眾對「文學有
什麼用」的質疑。本研究證明，文學的確「有用」，也確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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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檢視大學部一年級基礎理論課程融入實作導向之課程設計後，是否能
引導學生設定更高的自我學習目標，同時產生具反思性的學習成效。本研究以筆者在
服務學系開設的大一基礎理論課程「溝通藝術」之 108 學年度課程為主要標的，在專
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導向的課程設計中，應用 Niklas Luhmann 系統
理論（System Theory）對自我反思系統運作之概念，期藉多元課程設計，驅動學生透過
更高層次的反思性學習完成自我學習系統。本研究採取質量並進方式進行學習成效檢
核，量化部分採用單組前後測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為 108 學年度溝通藝術之完課學生，
有效問卷 43 份，透過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多元課程設計的融入，確實可顯著提
高修課同學的內外在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自我學習效能、合作學習效能、問題解決傾
向及批判思考傾向等一般性成效，但本研究核心關懷的目標設定、自我評估及後設認
知覺察並未達顯著，而本研究在藉參與觀察及個別深度訪談資料進行質性分析後，也
未能尋得相關證據，致使學生反思能力的提升與否缺失關鍵證據的支持。整體而言，本
研究結果顯示融入專題式學習的多元課程設計，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能
成為性質相近課程翻轉的基礎參考模組，但教學者仍須依據授課學生的學習能力之層
次設計相對應的教學策略，以避免教學目標陳義過高、引致學生落入無效學習的窠臼。

關鍵詞：系統理論、口語表達、專題式學習、反思性、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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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Systems Theory in the Oral Expression Learning :
Introducing the Moocs of Students and Radio Program
Production in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Course
Chih-Wen Che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amine if the students can self-pursue a higher level of learning
object and reach a reflexive learning by encouraging them to make teaching videos and to
produce radio programs. The course “Ar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2018 MOE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Program and has been implementing the 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teaching oral expression. Although PBL is significantly a successful
teaching method in motivating learning interest, each student’s final performance is considered
premature. Employing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this research tries to comprehend whether
students can achieve a reflexive learning with different course requirements. The methodology
is dual, includ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esigns. Quantitative analysis uses one-group preposttest design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making videos and radio programs.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participants are 43 students who took this course and finally met the requirement.
Evidences show that students’ abilities have improved in term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ttitude, Self-Efficacy, Collective Efficacy, Problem Solv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However, this research cannot prove that the idea of reflexive learning has been placed in
students’ study habits. Thus, more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is essential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leaning phenomena in teaching field.
Keywords: Niklas Luhmann, Systems Theory, Reflexive, Oral express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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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身為一名擅長教授理論型課程的大學老師，如何透過實作環節與理論課程的相互
整合，引導學生在完成專題作業的過程中，逐步提升自我學習動機，並在觸達整體教
學目標、奠定個人學習成效的同時，養成獨立思考及學用整合的能力，是筆者在教學
生涯中用以持續省思自我、且反覆嘗試各種創新教學方法的核心動能之一。奠基此初
衷，筆者近年來藉由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及學校教學研究計畫等在內的多方資源，
將常態開設的系所選修課程「溝通藝術」作為標的，藉由課程教學模式的再設計，細
緻縫合過往教學經驗及相關實務資源網絡，希冀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相互印證，引導學
生將學習過程中的所學所見，務實內化作己身專業能力。
「溝通藝術」是筆者自 101 學年度起，固定於服務學系開設的大一選修學期課程。
本課程核心緊繫於培植大一新生的口語表達能力，透過基礎軟實力的厚植，支持學生
加值自我信心甚至是未來職涯表現。換言之，溝通藝術並非僅止於訓練學生如何表達
其所思所想，而是更進一步地觸及其個人思考脈絡與表達方式。透過口語表達流程的
元素拆解，在課程中自個人認知整合、表達資源擇定、情境線索觀察及敘事技巧安排
等，逐一精準切入並施以單元式訓練，藉以實踐俱備獨立思考能力的自我流暢表達之
目的。為扣合這般教學目標，課程架構的設計完善與否，即成為筆者首要克服的重要
問題。經檢視過往課程結構、教學成效及相關研究分析後，針對課程再設計之方向，
筆者析得以下關鍵癥結：

1. 學習屬性：
筆者服務於中部地區一所綜合型私立大學，依據校方的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議題分析結果，本校學生在學習類型定位上，普遍俱備「行動型」、
「感官型」及「視覺型」等特質（簡瑋成、林家禎、鄭志文，2016）
。換言之，相較
於應用抽象思考或學術理論偏向的傳統課室教學法，本校學生更適合融入了「實際
操作」、「具體感受」、「影像運用」及「循序漸進」等原則的學習模式。

2. 課程定位：
在專業養成不宜偏廢的原則下，筆者服務學系在校內雖屬高度實作導向之學系，
但學系專業課程仍有理論與實作性質偏向之分，在校方教學資源有限挹注學系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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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理論偏向課程相對不易取得足夠實務資源，來支持整體課程進行創新，
致使理論課程的改造幅度較易受限。據此，若欲翻轉理論課程既有架構、使學生得
以藉理論課程取得趨近於實務操作課程之經驗，對教師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戰。

3. 多元學習：
依據本校校務研究議題分析，相較於全國學生，本校學生在學習成就光譜上多
半落於中等區段。這般結論並非否定本校學生的學習潛力，而是用以提醒本校教師，
當代學生、尤其是新課綱學子的學習與接收模式皆不同以往，對學習成就及其背後
價值的認定方式，也不再囿於傳統的成績等第制度。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需要比過
往更有意識地掌握學生學習特質及其學習需求，藉由將多元學習模式納入課程設計，
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態度，進以將其學習動能推及至整個大學學習歷程。
上述觀察中，筆者認為第三點不僅至為關鍵，亦是當代教學者最應投入著墨改變
的核心動能。據此，筆者自 107 學年度的溝通藝術課程中，即藉外部計畫與校方資源
等的挹注支持，陸續導入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各式數位輔助教
學及操作式模組，藉此銜接自高中甫升大學的大一新鮮人之學習模式，進以養成其長
期學習動能。歷經幾個學期的操作嘗試，筆者察得外在課程模組的再設計，確實明顯
提升學生出席率、學習動機、團隊合作及學習動能等表現，並直接提振更深層的專業
學習興趣及相關效能。但筆者也觀察到，作為溝通藝術課程的核心命題，課程強調的
「個人展演」元素，在專題式學習導向的團隊合作束縛下相形縮限，學生的「個人口
語表達」因囿於「小組報告」形式，而難彰顯口語表達強調「具有個人思考、想法及
特色」的「自我展演」
。據此，如何在團隊合作過程中，引導學生清晰體認自身之於口
語表達時的主體位置，並能透過課程鷹架引導，有意識地發展具自我特色的表達軟實
力，即成為筆者完善本課程設計上最至為關鍵的問題。
至此，為持續完善課程設計，達致學生學習成效的持續提升，筆者於 108 學年度
的「溝通藝術」課程中，運用過往執行計畫之經驗及相關資源，進行兩種教學策略上
的改變。首先，透過規劃拍攝「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引導學生投入更高階的表
達設計，並使其與筆者拍攝之「磨課師」產生教學效果的相互共構，提升學生與同儕
間的有效溝通；此外，筆者亦於課程中納入電臺廣播節目製作元素，驅動學生跳脫課
程作業要求，以業界規格墊高自我口語表達之成就。筆者期藉上述二項教學策略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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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驅使學生跳脫已然慣習的團隊合作式學習，進階發展到更強調自我要求的個體表
達與學習模式，並據此設定二個研究問題：
1、就學習狀態而言，是否透過融入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電臺廣播節目製作等更多
元的實務課程設計，可以在既有的專題式學習及上台展演等教學策略外，驅使一
般學生獲得更加良好的學習展現？
2、就專業度而言，融入多樣的學習策略，是否能使學生在團隊合作之外，達到更佳
品質的個體表達成就？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課程設計及學習成效之間的互聯性為基礎，觀察溝通藝術修課學生在依
循課程設計路徑完成專題的過程中，其個人思考脈絡與表達方式是否被同步重構與再
整合，並據以完成俱備獨立思考能力的自我流暢表達成果。基於此，筆者在借鑑專題
式學習法設計課程與教學策略的同時，亦取徑 Niklas Luhmann 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
，提陳學習者主體與整體課程學習目標之間的關聯，及其如何呈現具有自我主
體性的表達展演。換言之，完成口語表達是課程最終學習目標，但學生能否在此過程
中真切貼近課程目標，並經由反芻、將之再結構化為其學習成效，是筆者於本研究中
所欲觀察並解決的核心問題。

一、專題式學習法的因地制宜與實踐
專題式學習法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 teaching）的教學／學習方
法，其擅以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的實際案例為題，引導學習者經由團隊或小組合作形式
尋求解決之道，使學習者在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之際，建構自身問題解決、團隊合作
及決策判斷等技巧與能力，從而應對未來更複雜多舛的實務問題。專題式學習法的應
用，最早可溯至 1980 年代的醫學實務領域，由於其強調杜威（John Dewey）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教學／學習色彩，使得諸如醫學、管理、科學等仰賴高度實務
能力的專業領域陸續導入此套教學法，務實培育專業人員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關超
然，2017）。
由於專題式學習法背後蘊藏了包括「主動學習」
、
「同儕回饋」
（peer feedback）及
「做中學」等教育理念，使得在以傳授知識為主的學科中，教學者能夠透過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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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融入操作，引導學習者藉務實操作或摸索創作，來感受所學知識在現實世界的
用途，並在過程中省思自身不足之處。進一步的說，做中學的務實價值在於其能有效
活化知識，學習者經由實作過程體悟自身知識及專業涵養的不足，激發其深入探究的
熱情與動機，而這般驅使學習者自主探究並建構所得的知識體系之教學模式，遠比傳
統單向傳授知識更為有效（徐靜嫻、林偉人，2016；Akkus, 2007）。
在操作概念上，專題式學習法因側重新事物的概念發想與務實創建，使其在教學
步驟變化上不僅多元，甚至允許存在實驗性創製精神在設計好的階段課程中自由流動，
加以其強調課程須以真實場域為學習基底，使得教學者只要賦予具挑戰性的開放式任
務或主題，即能驅使學習者依循課程鷹架，在真實場域中確實運用課程所學與技巧，
來實踐概念並完成任務，同時將課程所學轉化作未來進入職場時所需的相關技能
（Larmer, Mergendoller & Boss, 2015；劉淑如、蔡淑玲、劉秀珍、鄭靜瑜，2014；
Mergendoller, Markham, Ravitz & Larmer, 2006）。
由於專題式學習運用俱備明確階段目標的完整動態學習情境，搭配內容與真實世
界彼此鑲嵌的活動議題，提供學習者在連串探索行動中，不僅能培養包括團隊合作、
專題管理、深度研究、成果展演、自我反思及資源應用等多元能力，亦能深植其主動
參與的學習精神，使其在學習問題解決與知識活用的技巧之同時，有效消除傳統學習
過程中的知識僵化或學習脫落等常態可能現象（黃國禎、張薰方、朱蕙君、曾曉馨，
2008）
。儘管教學者自身必須俱備高度綜合能力，方能駕馭此套教學方法、驅動學習者
循序漸進地達成預設課程目標，但教學者在此過程中並不直接傳授知識，而是扮演引
導、觀察及從旁協助的角色，令學習者在投入與執行專題式任務的過程中學習必要的
專業能力及直觀經驗，並對自我學習成長歷程產生認知與內省，從而培養真實世界所
需的一切（Blumenfeld, et al., 1991）。
綜整上述，融入專題式學習法的課程設計之空間具有高度彈性，教學者可依據課
程的各學習階段設立不同學習目標，同時奠基於真實世界設計趨近真實的學習場域及
提供專題案例，令學習者在實務操作的過程中，自主學習如何詢問問題、進行決策、
同儕互評、公開展演及過程反思等程序，並嘗試應用在課程中習得的專業智識、知能
與相關技巧，教學者則在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中扮演從旁協助的支持者角色。儘管就當
前高等教育現況來看，並非每個課程均適合使用特定的創新教學方法，但仍可透過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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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學者本身的自我重新定位、校方的系統性改革或是教學者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
來達到層次更為深廣的課程設計改革（張德銳、林縵君，2016；Shinde, 2014）。

二、系統理論下的自我學習系統建構迴圈
自 Talcott Parsons 結構功能論成為當代社會學典範進路伊始，學者紛以結構功能
論為鏡，解讀其所察得的各種當代社會議題。其中德國社會學家 Luhmann 不僅據此深
入觀察當代社會結構功能，更承繼 Parsons 理論觀點，建立「系統理論」這套足以詮
釋任一鉅／微觀問題的專門理論。Luhmann 系統理論是一種將「社會」視作高度功能
分化之多維度系統組合的鉅型理論，在其理論視野裡，「社會」即是「世界的整體」，
並因應當代功能持續精工分化的趨勢，演化出具有特定功能的個別次系統，以支持整
體的持續運作。而「系統／環境」之間的差異，便進一步催化系統理論的解構功能。
進一步地說，系統理論是一種專門用以解構「系統／環境」之間差異的理論。奠
基於社會系統本身即是整合所有次系統的整體存在，因此理論的關懷對象，即鎖定在
個別次系統的邊界及其內在結構是如何透過與外部環境的相對切割，來達成自我的獨
立持存，同時與外部環境、即外於自身的其餘次系統進行互動，形構系統與其環境之
間互存差異、卻又同時脣齒相依的不可或缺之關係（張嘉尹，2009；Luhmann, 1995,
2000）
。由於系統以不可任意取代的特定功能，作為與外部環境進行差異區分的依據，
因此系統本身可被視為一個組織縝密的複雜性存在，藉由觀察自己與外部互動的過程，
來確立自我的存在事實。
因應系統的獨立持存，實建構於其與外部環境互動後的自我再指涉及再定義過程
之上，致使系統與環境的相互指涉是以高度動態模式呈現，透過與外部環境的密集溝
通、持續侵擾（irritation）及連續重組，驅使系統透過維持封閉運作，以化約外部帶來
的複雜性衝擊，同時揀選化約後的可用元素來再定義內部結構，以與外部環境進行下
一輪的再互動。換言之，系統透過「自我生產」
、
「自我建構」
、
「自我指涉」及「自我
封閉」的封閉循環規則持續更新內在，令系統得以在不中斷運作的情況下持續演化並
與環境互動，藉此鞏固系統內部的穩定性，並以獨立生命體的型態，與外部環境一同
於複雜性極高的整體社會內共同演化（高宣揚，2002；鄭志文，2013；Luhmann, 198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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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uhmann 系統理論視野中，「溝通」（communication）不僅是趨近極小值的系
統型態，亦是一種去中心主體意識的行動概念。作為一種帶有行動意圖的功能次系統，
「溝通」的內在係以告知（notification）
、訊息（information）與理解（understand）三
重元素的無盡循環所組成。如同人際溝通，個體會因應不同情境脈絡與話語內涵，而
有選擇的予以回應，溝通次系統在與其外部環境互動時，亦會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間進
行選擇，並從中揀選對己身演化最適恰的可能性，以推動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進一
步的說，社會的組成與分化，可謂全然始於溝通、亦終於溝通，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其
所能採取的選擇，但並非所有可能性均必然發生，因此對系統而言，唯有依據溝通內
建的告知─訊息─理解三重元素釐清環境複雜性帶來的多元可能，方能安然揀選可促
成自我正向演化的有利之可能性（高宣揚，2002；鄭志文，2012； Luhmann, 2000, 2012）
。
在與環境建立溝通並產生結構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後，為化約內部新層次
秩序茁生（emergent）及外部侵擾等複雜性衝擊下所引致的自我定位問題，系統內在
結構必然進入反覆的自我生產與指涉，以將最符合演化期望的可能性鑲嵌進自身運作
迴路之中，令系統在維持自身持續存在的同時，促使自身獲得進一步的演化，以在整
體世界中繼續保持獨特持存地位。換言之，系統為了化約外部環境輸入的複雜性，而
在內部生產出一套藉複雜性化約複雜性的運作規則，以藉系統化的處理方式有序消解
內部茁生及外部侵擾帶來的雙重複雜性（高宣揚，2002；謝愛華，2006；劉育成，2011；
阮曉眉，2011；Luhmann, 1993, 1995）。
由於系統演化過程中勢必同時面臨內外部帶來的雙重複雜性，據此，為處理環境
輸入的高度複雜，進以在維繫自我指涉與邊界穩定之際，保持與環境的差異區分，系
統透過二階觀察，將自身抽離主體位階以客觀覺察可能差異，並在揀選演化可能性及
反思自我演化方向等的交互作用下，達成有序處理自身結構受外部侵擾而持續增生的
複雜性，而這般觀察視野的向下收斂，亦使所有對於系統、外部環境乃至於整體社會
的觀察描述，均無超脫社會演化趨勢的可能（高宣揚，2002；胡育祥，2011；Luhmann,
2000）。
綜論之，作為一個具有自我生產能力的獨立生命體，系統為了維持己有穩定性不
受外部侵擾破壞，而經由溝通與外部環境產生耦合，並對侵擾挾帶的多元可能性進行
辨識揀選，以將最有利於己身正向演化的可能性編譯進運作程序。透過自身持存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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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生產及邊界結構的再構築，系統得以持續確認自我生產出的每一元素是否得以重
新指涉自我的存在事實，以穩定自身整體運作過程。一旦整體程序獲得穩定運作，系
統的自我封閉於焉完成（如圖 1）
。筆者即期藉這般觀點的切入，將學生視作一個獨立
次系統，並將課程設計視作相對於學生主體的外部環境，透過課程的多樣化設計，令
學生產生化約課程多元任務複雜性的相對應行動，並在過程中進行持續的自我反思與
內化處理，以在降低學習困難的同時，促成學生的內在思維結構產生質的改變，形構
自我系統的最佳化溝通結果。

圖 1、Luhmann 社會系統理論推演邏輯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題為「應用系統理論於口語表達學習：融入磨課『生』與廣播製作至溝
通藝術課程」。筆者植基於過往執行教學研究計畫及創新課程等複合經驗，針對常態
開設的大學部一年級專業選修課程「溝通藝術」
，進行課程設計上的再結構化，同時輔
以質量並進的研究方式，觀察修課學生是否因應課程單元持續挹注的多重訊息之擾動，
對個人的思考脈絡與表達方式進行重構與再整合，進以完成俱備獨立思考能力的自我
流暢表達成果。據此，本研究以二個層次設計研究程序，一為設計俱備完整鷹架的課
程架構，並從中嵌入質量不一的檢核點，以作為理解學習者學習成效變化曲線的依據；
二為借鑑 Luhmann 系統理論之觀點，爬梳學習者主體在學習歷程中的自我內在指涉
歷程，從而與其實際學習成效達成相互參照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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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
由於口語表達是一種涵蓋聽聞、摘記、書寫、口說及展演等多元技能連續堆疊後
所養成的基本軟實力，加以溝通與表達之敘事型態不勝枚舉，為有效率地強化學生對
於自我口語表達的要求，促使其成為具反思性格的口語表達者，筆者將課程結構精練
為「溝通原理」
、
「企劃原則」
、
「簡報技巧」
、
「敘事架構」及「肢體訓練」等五大學習
重點，並納入「專題實作練習」
、
「舞台展演」
、
「影片教學」與「廣播製作」四大學習
應用。經由課程結構與學習應用的相互整合，建立學習、應用與實踐的挑戰循環，在
提升學生修習理論偏向課程的學習動機及效能之際，將傳統學習型態提升為更有動力
的反思性學習。基於此，在強調課程創新與學習成效的複合結構下，本研究課程設計
概念如圖 2 所示：

圖 2、磨課生與廣播製作融入「溝通藝術」之課程操作設計
在教學方法設計上，為將理論性課程自傳統 18 週線性學制中解放，筆者透過校
內外教學研究相關計畫等的資源支持，持續翻轉課程設計與操作方式。筆者除了將溝
通藝術課程中的所有理論內容轉化作數位教學影片呈現，同時搭配 Kahoot!與 Zuvio 等
數位或線上測驗工具，以確保學生事先觀看課程理論性內容，務實累積後續專題實作
環節所需的先備知識。此外，為了厚植學生內在的自我反思系統，務實整合其獨立思
考與綜整能力，筆者納入「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及「廣播節目製作」二個重要實作
項目，使得課程改造維度不僅止於課程內的專題模組，而是跳脫線性課程限制，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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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多維度專題實作過程中，除了須考量團隊合作效能，亦須以個人觀點進行持續
換位與同理思考，方能完成小組報告及個人廣播節目等作品。
在考評方式設計上，考量口語表達成果的良窳與聽者對接收內容的喜好標準有著
直接聯繫，因此筆者將考評方式分作「數位課程隨堂測驗」
、
「同儕互評」
、
「課堂參與」
、
「小組合作與上台展演」
、
「影片設計與製作」及「廣播節目製作」六項機制，除卻針
對課前觀看磨課師的個人準備度測驗外，其餘考評機制均邀請全體學生一同參與評分
過程。儘管考評機制多元，但其中尤以「影片設計與製作」及「廣播節目製作」二者
最能具體觀察學生學習成效。磨課生影片與廣播節目單元內容雖是隨著課程推動必然
產製完成的成果，但二者的產製過程，卻能據實反映學生是否能將課程所學內容予以
咀嚼內化、並再次轉換輸出，以完成教授同儕目的。
進一步的說，在團隊作品、磨課生影片、個人廣播節目及舞台展演等專題導向的
複合教學設計下，學生不僅要「學」會怎麼說，更要能「教」他人怎麼說，不僅是替
小組上台報告、成為小組的代言人，更要能完成自己的公開影片與廣播節目。對學生
個人而言，其必須成為承擔自我表現的主體，而非只是替小組上台口說展演的客體，
在反學為教、反客為主的過程中，學生必須透過持續不斷的反思自我企劃、策略、表
達等是否到位，以培養自己成為自己的學習系統，促成自我成為自己口說的主人。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筆者服務學系之大一溝通藝術課程的 43 位完課學生。研究對
象屬性相近，加以課程雖為選修課程，但在大一新生入學第一學期、必修與選修課程
均由校方先予排定的情況下，學生多選擇接受校方安排的選課結果，換言之，學生對
課程並無一般主動選修課程的主動動機或高度熱情。據此，筆者的課程設計對學生學
習成效之影響，並未受其對課程的預設心態過度影響，然若挑戰程度高於學生的可接
受度，即很有可能促成學生放棄修習甚至退選。
另一方面，儘管筆者服務學系以實作專業偏向定位自我，但大一新生因甫自高中
畢業進入大學，對於口語表達、影棚拍攝、廣播節目製作等均尚未有基礎知識或技能，
在此前提下，要製作自己的節目與教學影片來和聽觀眾「溝通」
，實是具有一定挑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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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據此，筆者課程目標設定上著重於口語表達訓練，而非影片與廣播節目的製作技
術，以引導學生聚焦於內容企劃、聲音表情與影像溝通，透過課程與目標反思來妥善
應用課程所學。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檢視融入磨課生影片與廣播節目製作等教學策略的課程，是否更能引
導學生產生反思性的學習，並且有助於學生達到系統理論中強調的封閉式系統，也就
是個人自我的學習系統。研究架構包含量化與質化雙重分析，並於課程授課期間實施
學生個人準備度確認測驗（Individual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 IRAT, 劉淑如、蔡淑玲、
劉秀珍、鄭靜瑜，2014）
，確保課程基本要求的落實。量化的自變項部份設定為場域實
踐與目標導向的教學設計，也就是要求學生拍攝磨課生教學影片及製作廣播節目。由
於授課班級為特定學系大一新生，因此控制變項中穩定了年級別、科系別等變數。鑑
於本研究不僅有量化問卷，亦有質化訪談，因此量化部份設定依變項為學生的學習成
效，包含動機、態度、學習效能及團隊合作等基本構面之外，更設計了「反思性」構
面的測量，以透過問卷掌握學習成效。
同時，本研究亦將擇取部分構面，與 107 學年度施測結果進行參照，以掌握在融
入自變項前後的二年間學習成效之差異。反思性的質性觀察也將透過現場參與觀察及
深度訪談，並比對課程學習歷程記錄，以理解本課程的課程設計對於學生的作用及其
改變。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設計如圖 3 所示。

圖 3、研究架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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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採質量並進方式進行研究，並於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即 108 學年
度第一學期）正式授課期間收集相關資料，包括課程首週對修課學生施以前測問卷，
於學期間進行從旁協助、觀察與紀錄學生的動態學習歷程，並在課程最後一週施以後
測問卷及質性訪談，藉以在分析上達到證據相互為用之效益。
量化研究採取單組前後測研究分析（one-group pre-posttest design）
，並以相依樣本
t 檢定進行統計分析，問卷設計參考 9 種學界已發展之量表，並依據本研究需求修正
應用。動機構面（learning motivation measure）參考 Wang & Chen（2010）及 Pintrich,
Smith, Garcia & McKeachie（1991）發展的學習動機量表，以測量學習動機變化；學習
態度構面（learning attitude measure）修正自 Hwang, Yang & Wang（2013）學習態度量
表，以測量對口語表達專業的態度變化；自我學習效能構面（self-efficacy measure）修
正自 Pintrich, Smith, Garcia & McKeachie（1991）學習效能測量，著重個人學習效能；
團隊合作學習（collective efficacy measure）發展自 Pintrich, Smith, Garcia & McKeachie
（1991）及 Hwang, Shi & Chu（2011）的合作學習能力量表，以察覺學生在專題式小
組分工中的合作學習能力變化。
由於扣合本研究立論基礎，反思性構面可謂關鍵。為探析學生的反思性程度與變
化，本研究整合了 Chai, Deng, Tsai, Koh &Tsai（2015）的批判思考傾向量表、Barnard,
Lan, To, Paton & Lai（2009）的學習自律表現量表、Lai & Hwang（2014）的 5C 能力
傾向問項，以測量內在批判性思考、目標與任務設定、自我評估與後設察覺認知，進
而回應到學生成為一獨立學習系統的屬性特徵。此外，在訪談問項設計部份，則參考
Lai & Hwang（2014）的 5C 能力傾向問項，及 Hwang, Yang Tsai & Yang（2009）對於
學習方式的認知衡量，除了理解學生的自我評估與認知，亦表達課程進行過程中，對
於學習模式認知與接受的樣貌。

三、研究程序及假設
為提升學生修習理論偏向課程的學習動機及效能，筆者藉融入「專題式學習法」
及數位先備課程至溝通藝術課程，並依循課程進度規劃多項考評檢核方式，以複合鷹
架引導學生建立具自我反思性格的學習系統。為清晰提陳課程創新與學習成效的複合
結構，筆者將本研究設計概念呈現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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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溝通藝術課程與研究實施複合設計
奠基於研究規劃，為檢視融入磨課生影片與廣播節目製作的課程，是否更能引導
學習者產生反思性的學習，並有助於學習者個人內在達到系統理論強調的封閉式系統，
形構個人自我的學習系統，筆者自融入場域實踐與目標導向、以觀察學生學習成效變
化為出發點，提出 5 項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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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題實作融入場域實踐及特定目標，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二）專題實作融入場域實踐及特定目標，可提升學生對口語表達學習的正向態度。
（三）專題實作融入場域實踐及特定目標，可提升學生的自我學習效能。
（四）專題實作融入場域實踐及特定目標，可提升學生團隊合作學習能力。
（五）專題實作融入場域實踐及特定目標，可提升學生的自我反思整合能力。

肆、研究分析
一、教學過程與成果
由於課程係自傳統理論課程轉型成為實作課程，在以實作應用為前提下，筆者融
入實作式的課程設計，期藉操作設計帶動學生體驗學習，達致課程翻轉設計的核心訴
求。據此，筆者運用專題式學習融入課程、磨課師數位教學、舞台展演暨個人短講、
小組廣播節目製作與磨課生教學影片製作等，令實作學習策略得以貫穿全學期課程。
除了筆者自我教學紀錄外，尚輔以量化問卷、參與觀察之課程紀錄及期末深度訪談，
盡可能地掌握修課學生的整體與個別學習脈絡。相關執行情形及成果簡述如下：
（一）專題式學習融入課程：將修課學生分作 5 組推動課程，期間因應特定單元學
習需求，另彈性分作 7 組，用以解決課程設計之任務。全學期一以貫之進行。
（二）磨課師數位學習：由筆者於學期課程開始前，搭配校方資源攝製完整的口語
表達磨課師影片一套（時長 8 小時），同時配合校方戮力推動的數位微型課
程機制，另攝製以聲音剪輯為主題之數位微型磨課師一門。拍攝完成的磨課
師課程即以先備教材的形式納入各單元設計，藉以充實對理論扎根之需求。
（三）舞台展演暨個人短講：為提供學生實戰演練與同儕切磋的平台，課程將舞台
展演納為常態性學習樣態，課程中凡完成分組討論，即令小組推派成員上台
展演其討論成果，並配合錄影上傳至學校數位學習專區及 YouTube 備份等做
法，讓課堂上的討論互評得以推及課後持續進行。課程亦於期末舉辦 TALK
PK 賽，除用以驗收小組學期學習成果，亦使整體課程有一綜整性評量。
（四）小組廣播節目製作：為以業界規格墊高學生學習成果品質及學習成效，筆者
透過將每組建立之主題與內容予以提升，引導小組產製廣播企劃與節目，並
以師徒形式帶領學生接觸專業器材與錄製技術，使學生在熟稔廣播節目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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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的同時，掌握自我表達內容在具體呈現後的品質精緻程度。在學期課程
中，每組至少產製廣播節目 1 集，並有至少 5 集逐集上架至國立教育廣播電
臺供大眾收聽。
（五）磨課生教學影片製作：依循課程設計之教學目標，鼓勵小組走入影棚攝製課
程單元教學影片，在起到反生為師的目的之際，深化同儕間教學相長的有用
性。在學期課程中，每組至少攝製磨課生影片 1 支，全學期合計產製 5 支教
學影片，並與筆者攝製的磨課師影片搭配教學使用。
（六）其他：於課程中引介 3 名對廣播節目製作有興趣之修課學生投入校級學生廣
播團隊，在經過培訓後，現均已成為獨當一面的學生電臺主持人，與國立教
育廣播電臺合作企劃與主持常態性節目。此外，筆者亦於課程期間，帶領修
課學生參與「2019 極客松 x 創客松創新創意競賽」，於二日競賽中憑藉課程
所學，獲得「虛擬網紅組」冠軍；該批學生亦於日後接續參加「2020 亞洲黑
客松創作大賽」獲得「大專組特別賞」
，並與課程學生助教組隊角逐國立教育
廣播電台「第十七屆金聲獎」，榮獲當年度「社會關懷節目獎」1。

二、學生學習回饋
（一）問卷成果分析
本研究以問卷分析作為基礎量化實證資料，為充分檢驗學生修習課程的相關成效
變化曲線，本研究設計前後測問卷量表共 47 題並施以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其
Cronbach’s Alpha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932，具相當良好之信度。據此，本研究以達成本
課程完整任務要求的 43 名完課學生進行問卷填寫，獲得有效問卷 43 份，其問卷分析
結果如下表 1。

1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2021）。第十七屆金聲獎「社會關懷節目獎」
，網址：https://reurl.cc/ynpeNq

170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表 1、溝通藝術課程學習成效檢核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值

p

效果量(d)

4.04（.38）

42

11.08

0.000

1.95

3.58（.45）

3.98（.57）

42

4.24

0.000

0.78

學習態度

3.88（.12）

4.28（.36）

42

8.10

0.000

1.49

自我學習效能

3.44（.43）

3.66（.41）

42

3.25

0.002

0.52

合作學習效能

3.70（.34）

4.13（.43）

42

4.54

0.000

0.80

目標設定

3.55（.60）

3.73（.55）

42

1.61

0.114

-

自我評估

3.85（.42）

3.70（.53）

42

-2.05

0.046

-

問題解決傾向

3.70（.48）

4.07（.43）

42

4.07

0.000

0.81

批判思考傾向

3.91（.29）

4.14（.37）

42

3.69

0.001

0.69

後設認知覺察

3.70（.48）

3.85（.46）

42

1.74

0.089

-

構面

參加課程前

參加課程後

內在學習動機

3.28（.40）

外在學習動機

自課程設計切入檢視，課程融入「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及電臺廣播節目兩項元
素，對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外在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自我學習效能、合作學習效
能、問題解決傾向及批判思考傾向等構面的提升均達顯著，而量化問卷所得數據，亦
支持本研究最初假設的第一、二、三與四，拒絕虛無假設。此結果正說明了採取實務
操作上更細膩的課程設計，確實對學生整體學習成效有實質幫助。但另一方面，數據
驗證結果亦顯示本課程在目標設定、自我評估及後設認知覺察上並未達到顯著，這些
構面正是假設五的基本內涵，易言之，本課程的整體教學設計並無證據能顯示學生的
反思能力得到顯著提升。
檢視各個構面，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後發現，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前和參加課程
後，學生內在學習動機平均值有顯著差異，t(42)=11.08，p=.000，d(效果量)=1.95。參
加課程後的內在學習動機（M=4.04，SD=.38）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M=3.28，SD=.40）
。
外在動機一樣有顯著提升，在參加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外在學習動機平均值有
顯著差異，t(42)=4.24，p=.000，d(效果量)=0.78。參加課程後的外在學習動機（M=3.98，
SD=.57）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M=3.58，S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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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比較本研究標的的 108 學年度課程與 107 學年度課程之狀態，則在動機
部分的提升情形，兩個學期課程可說表現相似（見下表 2）
，亦即幾乎可以確定只要課
程採取操作式的教學方式，即有可能將學生的內在或外在學習動機予以適當提升。但
若檢視學習態度，則 107 學年度修課學生的學習態度並未提升，108 學年度修課學生
的學習態度平均值有顯著差異，t(42)=8.10，p=.000。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後的學習態度
（M=4.28，SD=.36）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M=3.88，SD=.12）。由於學習態度的轉
變往往是各種成因綜合作用下引致的結果，在非一蹴可及的前提下，筆者推論其可能
是課程操作方式的成熟度增加，或抑是課程設計中增加了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及電臺
廣播節目製作二個嶄新元素，而有效導引學生學習態度產生改變，這部分推論將於後
續與學生之訪談回饋一併予以討論。
如同學習動機的顯著提升，108 學年度修課學生在學習效能的表現與 107 學年度
表現相似，均有所提升。尤其在自我學習效能部分，若單就數字變化來看，參加溝通
藝術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學生自我學習效能平均值有顯著差異，t(42)=3.25，p=.002。
參加溝通藝術課程後的平均值（M=3.66，SD=.41）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M=3.44，
SD=.43）。在合作學習構面上的表現亦然，參加後學生合作學習效能平均值有顯著差
異，t(42)=4.54，p=.000。參加後的平均值（M=4.13，SD=.43）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
（M=3.70，SD=.34）。此結果意味著在連續二年的課程設計與操作後，學習效能是此
課程翻轉後最有把握促成改變的成效構面。
表 2、107 學年度與 108 學年度問卷成效比較
構面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內在學習動機

V

V

外在學習動機

V

V

學習態度

X

V

自我學習效能

V

V

合作學習效能

V

V

目標設定

-

X

自我評估

-

X

問題解決傾向

X

V

批判思考傾向

V

V

後設認知覺察

-

X

註：「V」表示顯著，
「X」表示未達顯著，「-」表示未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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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本研究目標，問題解決傾向與批判思考傾向二構面，可謂研究執行過程中
最須費心檢視的構面。依據 108 學年度與 107 學年度的修課學生整體表現，其在批判
思考傾向上均有明顯成長，參加後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t(42)=3.69，p=.001。參加後的平
均值（M=4.14，SD=.37）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M=3.91，SD=.29）。且如同學習態
度的變化，108 學年度修課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亦見提升，t(42)=4.07，p=.000。參加
後的平均值（M=4.07，SD=.43）顯著地大於參加課程前（M=3.70，SD=.48）。但如前
述對學習態度轉變背後的成因剖析，問題解決傾向與批判思考傾向的之所以提升，同
樣難以從數據上判斷是因為課程操作方式的成熟度增加，或抑是加入全新課程設計使
然，此部分亦須併同學生訪談及整體成效進行評估。
除了前述的問題解決傾向與批判思考傾向二構面，學生自我反思能力的提升與否，
是為本研究最大挑戰。依據筆者對自我反思能力的內涵定義，其不僅包含批判性思考
的能力，亦涵蓋目標設定、自我評估及後設認知覺察等構面。儘管前文已提及學生的
批判思考傾向有所提升，但在目標設定、自我評估及後設認知覺察三項上均未達顯著。
在目標設定構面，參加課程前和參加課程後平均值沒有顯著差異，t(42)=1.61，p=.114。
後測目標設定（M=3.73，SD=.55）和前測（M=3.55，SD=.60）並沒有顯著差異。在自
我評估構面，t(42)=-2.05，p=.046。後測自我評估（M=3.70，SD=.53）和前測（M=3.85，
SD=.42）並沒有顯著差異。而在後設認知覺察構面，t(42)=-1.74，p=.089。後測自我評
估（M=3.85，SD=.46）和前測（M=3.70，SD=.48 同樣沒有顯著差異。
儘管上述三項構面經過數據驗證後未有顯著差異，使其支持的假設五不成立，卻
也提陳出課程設定的學習目標是否合理之問題。由於本研究課程標的的 108 學年度課
程重點，不僅在於提升學習效能，更重視學生在溝通表達上所展現的品質精深程度，
因此筆者將課程欲提升溝通表達品質的目標建立在假設五之上。基於此，儘管整體課
程推動成效良好，但至為關鍵的自我反思量化問卷結果並未達到本次研究期待的目標。
就此部分，筆者將之與學生訪談結果一併予以討論。

（二）學生訪談評估
本研究除以問卷調查結果作為量化分析之基礎，亦藉修課學生個別深度訪談的方
式，協助釐清學生個人在整體學習歷程的變化路徑，進以配合問卷調查結果進行質量
分析。在學生訪談評估方面，首先，多數修課學生對強調互動交流的專題分組討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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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模式感到陌生，此成因可能源自於學生甫自高中畢業升上大學，使其對這般有別於
高中慣習的新穎學習模式產生新鮮感甚至挑戰性，如：
「…原本以為口語表達課應該是個人作業比較多，但是透過課程，發現也有蠻多
小組團隊合作的作業…」（A 生）
「…我滿意自己的個人準備，團隊的部分我仍不太擅長社交，有時侯組員會未達
自己的期待但不知道要怎麽表達…」（C 生）
由於課程設定的關係，儘管合作上稍感窒礙，但為了完成挑戰，學生仍會積極克
服互動交流與團隊磨合的問題，使得課程學習過程變得有感，從而呼應合作學習效能
構面有顯著提升的分析結果。
第二，毫不驚訝的，修課學生對於各式各樣活潑的課程設計多給予正向回饋，此
結果由衷呼應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學習效能等構面的顯著提升之結果。如：
「…我認為上臺表達的環節非常好，我建議可以多讓學生有準備的時間…」（J
生）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線上觀看 MOOCs 課程影片，這個上課方式很特別，因為
學生可以自己規劃上課時間，自行學習…課程加入小組實作，這可提高小組同儕
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效果蠻好的…」（B 生）
上述訪談回饋不僅反映了學生對這般教學設計的正向肯定，亦證實無論是透過量
化問卷、質性訪談或是課堂從旁觀察等評估驗證手段，學生對分組合作與磨課師翻轉
課程等方式，均能擁有高接受度，且能因此達成高度課程參與情形。
第三，在本次研究的訪談結果中，最使筆者意外的，莫過於修課學生實際上並未
覺察到「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製作」的困難程度及其意義所在。在原有課程設計概念
中，學生製作同儕教學影片係屬較複雜的學習層次，但修課學生不僅未覺察到此複雜
性，反而認為這不過只是多項任務或作業的一部分而已。如：
「…自製報告影片其實不會太難。對我來説，比較困難的會是小組討論…」（H
生）
「…自製報告影片的技術端（攝影、剪輯後製）其實不會太難，比較困難的是組
織報告的內容架構和統整簡報 PPT…」（I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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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相關訪談結果，幾乎可推論這部分的課程設計，並未能成功使學生學習效能
提升到進入溝通與反思的層次，這般推論亦反映在問卷調查的目標設定、自我評估與
後設認知覺察等構面未顯著提升之結果，雙向驗證本研究假設五所關懷的目標未能成
立。筆者自研究分析及實際授課兩個端點檢視此驗證結果，認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
就大一的一般性專業基礎課程而言，不宜設定過高學習目標，二是教學者的課程活動
設計尚不到位，致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無從觸及預設學習目標，令學習目標無以獲
得支持。

（三）學生學習成果評估
整體而言，本課程修課學生在完課後，其實際產出的學習成果包括專題式學習分
組討論、口語表達主題企劃與展演影像，再加上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及電臺廣播節目
製作等的高度操作之學習要求，就一門大學部一年級的專業基礎課程而言，可說十分
豐富。就此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可分述如下：
首先，學生在修課期間產生的作品，多數是專題式學習過程中產製的主題討論與
企劃，配合課程任務導向的立即展演或發表，將之落實為課堂紀錄與展演錄影。對授
課教師而言，這是修課學生最為真實的學習歷程之紀錄。儘管相較於登上校級甚至
TED TALK 舞臺的講者，修課學生的表現尚未達到所謂成熟與精緻的程度，也不易將
之收整成一綜整性成果進行展示，但卻能經由回顧學生實際投入與體驗合作學習的過
程，檢視課程設計上的不成熟與待精進之處，對教學者而言是至為珍貴的歷程資料。
其次，筆者觀察到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與電臺廣播節目製作二項所產製的作品，
在品質上呈現兩個極端的趨勢。在電臺廣播節目製作部分，由於筆者將其與國立教育
廣播電臺之合作節目進行串接，讓學生錄製的節目作品有機會被大眾收聽，這般設計
在某種程度上有效激發學生的挑戰慾及團隊士氣，試圖努力企劃話語內容並精進作品
結構，以爭取節目播放的機會。在團隊共同的努力下，即便最後錄製完成的節目不一
定能通過電臺審核，但其表現的品質與內容仍能大幅跨越一般課程作業水準、趨近業
界要求規格。此項學習結果證實筆者設計的教學策略，確實能鼓勵多數優秀同學在學
習歷程中持續追求口語表達品質精進之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由於本項教學設計所要
求的成果品質偏高，致使部分學生選擇退一步的僅完成基本要求，此現象也是課程較
不易兼顧與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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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電臺廣播節目製作的成果有對外展演機會，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因限於開
課班級內部流通觀看，致使學生雖同樣努力完成，但在未感受到作業背後教學目標的
情況下，使得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製作趨近於一般課程作業形式，不易像電臺廣播節
目製作那般激發起產製一個正式節目的榮譽與責任感。在前述個別訪談結果中，也顯
示了學生的確未感受到課程要求製作磨課生同儕教學影片的真正目的，致使磨課生同
儕教學影片在成果品質與展演強度上均不若廣播節目。
最後，嚴格來看，本課程就是一門學系專業基礎課程，在層次設定上並不會觸及
高年級課程普遍擁有的特殊場域、產官學或實作競賽等的連結，但筆者仍設法將校級
短講平臺及廣播電臺等元素納入課程學習鷹架，藉外部動能趨使學生深入學習。實際
上，學生的確也為了做好一個廣播節目，願意花費心力深入主題場域進行議題的挖掘
與建構，甚至有部分學生從中獲得成就感，在完課後加入校級學生廣播團隊，成為國
立教育廣播電臺的常態性節目主持人，並以自身成長經驗，與團隊指導教師共同提攜
後進學弟妹。此外，亦有完課學生參與筆者帶領的學生團隊參與各式校外競賽，憑藉
其在課程與課後養成的口語表達敘事能力，於創新創意創作類型競賽獲得絕佳名次，
並偕同學生助教參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獎項角逐。上述成果雖都是學生個人持續學習
累積所產生的成就，但若回顧整體學習歷程，則筆者可大膽推論，溝通藝術課程內含
的合作學習導向精神，正是啟動學生學習動機及提高學習效能的引信，藉由激發學生
學習興趣，開啟大學四年探索學習與加值自我的契機。

三、教師教學反思
自筆者教學多年來專授理論型課程之經驗出發，本課程因融入專題實作設計，而
採取全學期分組實務操作與互動之教學方式，致使整體教學過程可謂忙碌而充實。筆
者在授課過程中，依傍課程相關紀錄，歸納以下是類課程設計造就的獨有形貌：

（一）實作設計融入理論課程的有用性
依循近年投入創新課程改造之經驗，筆者幾乎可確認，相較於理論型課程、或是
傳統一對多的授課形式，只要是融入實作設計的課程，必定能成功提升修課學生對課
程的參與程度。而專題式學習的最大好處，即是由教師預先設立一個能夠充分學習與
實戰的場景與團隊，讓學生得以在課程中依循教師搭建的學習鷹架，據實模擬實務上
的各種可能性。這般課程設計模式之於傳統口語傳播理論，可謂是教學新典範的轉移，
驅動筆者持續反思相關模組工具投入其他理論課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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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課技巧及相關能力提升必要性
專題式學習的有效性，建立在完整課程設計與教學者個人掌握能力等雙重前提之
上。筆者在該學期的課程執行過程中，充分體認到自身帶領專題式學習工坊或分組討
論的能力有持續砥礪的必要性，尤其現下接軌新課綱學子慣習的新穎學習模式，分組
授課模式勢必將因應人、事、時、地等條件差異而產生各種質變，驅使教學者必須跳
脫慣習教學模式，廣泛學習創新多元的授課技巧，以達自我充實之目標。

（三）因應當代學生特質予以適性揚才
儘管社會輿論形容這批由社群媒體與 3C 產品陪伴成長的 Z 世代後學子是不願學
習的一代，但仍不可忽視 Z 世代學子所擁有的高度彈性及任務導向之特性，令其得以
擺脫傳統課程的結構與規律性、以多工思維應對當代職場上的各種互動溝通與任務挑
戰。據此，如何在教學歷程中適性揚才，將不同個性與能力的學生予以拔擢至合適舞
台，筆者認為是當今教學者應致力投入的長期目標。

（四）配合創新課程改善互動教學空間
近年來創新教學的興起，相關課室空間的闢建與否及其有用性，即成為第一線教
師的關懷問題之一。作為理論偏向教學者，筆者過往甚少顧及課室空間對分組互動教
學帶來的影響，致使本次在階梯教室授課的過程中，經常有分組討論效率或互動不良
的情形出現，進一步引致學生學習的效率低落或互動不佳。而此經驗亦提醒筆者在後
續課程在設計過程中，勢必應將空間規劃一併納入考量，方能使課程效益最大化。

（五）課程安排應回歸簡易具體的設計
儘管融入實作設計的課程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能與參與程度，但因筆者在 18 週
課程中同時納入實體、分組、數位及製作等多種操作設計，不僅使教學者的授課與進
度管理產生負擔，亦無意中造成學習者的學習忙碌與彈性疲憊。筆者於課程結束後反
思，若依靠專題式學習與課程的翻轉設計，即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則不妨將課
程鷹架予以瘦身，以簡易好操作的方式，引導學生逐步完成課程目標，以確保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仍能藉高度互動交流產生的火花，發揮自我獨特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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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自我反思成效難被具體洞悉
筆者期望以嚴謹的理論概念與研究假設，自繁複課程設計中，據實描繪學生的自
我思考、內化與再封閉之路徑，並藉最後的個人展演作品之品質，驗證筆者對學生反
思能力養成與否之期待。然而依據研究所得資料，整體教學歷程部分成果雖豐，但學
生在本研究定義的自我反思上並未有明顯成效。筆者依據課程設計與研究假設進行反
思，認為這般由學生自行建立反思性學習架構之期待，對大一基礎課程修習學生而言
或許過於要求，加以課程設計複雜性稍高，在各項參與情形及成效均有正向表現之下，
實難再予以要求。據此，筆者認為課程背後的教學目標與相關期待應予以適度修正，
以符合修課學生的學習能力與狀態。

（七）察覺並拔擢適性學生至合適舞台
儘管要在課程操作中養成學生的全面自我反思能力並非易事，但實作偏向的課程
設計，仍能使具有高度熱情的學生得以被察覺甚至拔擢。如本課程修課學生中，即有
數位學生在完課後依循相關路徑進入不同舞台，於在學期間與外部電臺合作主持節目、
參與競賽獲獎、成為校內相關團隊成員持續活躍等。換言之，本校校務研究指出的學
生學習成就金字塔化雖是事實，但妥善的課程設計仍能在適應大部分學生學習特質的
同時，從中發掘並拔擢相對有學習成就與動力的學生，進以引導學生於在學過程中發
光發熱。

伍、結論
為達致學生學習成效的持續提升，筆者透過參與創新課程及相關計畫的經驗與資
源，持續完善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課程中，筆者藉由「磨
課生」同儕教學影片及電臺廣播節目元素的投入，驅動學生跳脫制式作業要求、改以
業界規格墊高學習成就，同時配合質量化檢核點的多方設置，從旁觀察作為獨立學習
主體的修課學生如何在完成課程要求之際，持續強化並完善其內在的自我學習系統，
型塑代表自我進行表達的外在主體。至此，筆者率先回應本研究最初的二個研究問題：

一、學習狀態正向提升
就學習狀態而言，透過課堂中的學習氛圍觀察、量化問卷與質性訪談等檢核方法，
反映在既有的專題式學習與上台展演等教學策略外，融入磨課生影片拍攝、廣播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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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等多元實務課程設計，能使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效能與問題解決傾
向等學習展現均有正向提升。這般結果除了驗證筆者對創新教學的努力外，亦以實質
證據驗證課程的持續精進，不僅能引導學生扎實奠定專業基礎，更能在觸達學習目標
的同時墊高其學習成效，從而延續對所學專業的學習動能。筆者認為，在學生學習展
現持續正向提升的前提下，筆者所發展的課程設計與操作模式業可被應用至具類似性
質的課程，以達創新教學模式向外推廣的目的。

二、專業度難被予以形構與洞悉
本研究指涉的專業度，在於學生能否透過課程搭建的學習鷹架，培養自我反思能
力、達成更佳品質的個體表達，並且整合進整體溝通的內容品質之上。而筆者針對專
業度的形構與否，建立在學生是否能在團隊合作之外，達到更佳品質的個體表達成就。
然而經過本次研究，無論在課程氛圍觀察或是量化問卷，其假設均未能成立，即便觀
察學生訪談內容，也無法尋得這項品質的展現與否。筆者針對此項假設不成立的結果
提出兩個思考點，第一，筆者須加以梳理是否因教學策略的不到位，致使學生在目標
設定、自我評估與後設自我覺察上無法顯著提升；第二，是否本研究在設定目標之初
即陳義過高，致使形成無效命題。
儘管前述遺留問題多於被解決的問題，但若結合本研究完成的各項學習成果分析，
筆者仍能對本研究推動的課程創新設計流程及學生學習成效，進行下列省思與建議：
（一）若課程目標簡單而具體，並能相對有信心確認課程原有的專題式學習及翻轉
設計是有效的，則建議於既有架構上持續精進既有操作方式即可，藉以維持
課程的簡易性、易操作性及學習有效性。
（二）當一門課程融入過多學習策略時，即有可能造成學習者的學習忙碌與彈性疲
憊，甚至可能因不勝負荷而產生學習退縮，教學者應引以為鑑，在進行課程
設計時評估是否有其必要性，或應適時避免。
（三）建立反思性學習架構，對大一且非專業式的基礎課程而言可能目標設定過高。
若在專業所學、個人涵養或技巧精熟程度更為成熟的學習狀態中，協助學生
進一步建立此套自我反思系統，會相對適合。

應用系統理論於口語表達學習 179

（四）儘管課程設計上已設定具體學習目標，並且期待這般目標能夠引導學生依循
課程鷹架參與學習，但事實上並非只要設定好目標與學習鷹架，學生就會產
生認同、追求目標並產生反思，更多時候必須跳脫課程框架，檢視學生本有
的學習動能是否因課程學習方式的擾動，進以對大學四年甚至未來就業的整
體歷程產生不同思考與實踐方式。
（五）因應研究發現自我反思型溝通系統的建立無效，本研究須深入檢視是否因為
設定了過於複雜的系統理論，並據此修正理論與課程設計的適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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