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哇，這是要做「教學的研究」

鄭怡世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書要寫些什麼？



我的教學理念

我的教學方法

我多會／多熱愛教學

我的教學多成功

我的教學多受學生喜愛

這不只是告訴別人



還要告訴別人

我的教學理念

我的教學方法

是什麼？根基？

過去如何被討論？

為何要用？如何用？



我的教學多成功

我的教學多受學生喜愛

學生可以學到什麼？

對學生的幫助是什麼？

如何證明？



首先，提出有意義的問題

• 想對某個教學議題提出解決方案

• 想證實某個教學理念或方法的可行性及效果

• 想透過研究的累積，建構此教學方法



接著，

說明／討論這套教學方法的理論與根基



再來，

說明如何將這樣的教學理念／方法

融入課程及如何操作



最後，說明如何進行教學成效的評估

這應該最困難，

但也是最關鍵的部份

這應該最困難，

但也是最關鍵的部份



以我的計畫書為例



主題：

「處境學習」在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課群中的運用之探究



我是先從自己學習與教學上的

談起

圖片來源：http://www.xcbeisite2.cn/list/oow6-%E5%A4%B4%E7%96%BC%E8%A1%A8%E6%83%85.html



學了很多質性研究的理論知識

≠會做質性研究



認真備課，

同學卻睡了一片，或不當一回事



圖片來源：https://goo.gl/AUctv4



圖片來源：https://goo.gl/gjFpTX



再來，提出我的

且這個觀察是社工社群長期關注卻沒有解答

圖片來源：薛羽彤繪圖



社會工作的教學要帶給學生的

應該是一種處境知識



即協助學生未來置身於實務現場時

可以立即、合宜地聯結知識與行動

而以適當的作為來促發／成改變



但這種處境知識

要如何教？如何學？



傳統上，社工在課堂上多是傳授經抽象

思考後所產生的理論知識，再透過實習

來連結知識與行動





這是一種先理論─後實務的思考邏輯

其預設是理論知識足以引導實務行動



但具備理論知識

不見得就具有「可以行動」或

「知道如何行動」的能力



例如：流體力學測驗得100分

不代表就是一位優秀的投手

圖片來源：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綜上，我提出一個

來回應／處理上述的問題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oKm9M



即我以處境學習這個概念

來設計課程，並實際操作之



實務行動有其 不同於 理論知識

的學習路徑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LQe9a



當一位棒球選手（打擊者）站上打擊區， 他看

到投手的球出手的那一刹那，他腦海中浮現的，

是球體飛行的動力學理論，並以此來協助他

判斷是不是要出棒揮擊、以及揮擊的角度嗎？

相信我們都會很肯定地回答 “No”

以棒球為例



實際上的狀況應該是這位打擊者憑藉著過去的

經驗，看到投手球出手那一刹那身體各部位的

動作、角度、力道，在心中馬上浮現出這一球

可能的飛行軌跡、會落到打擊區的位置，而做出

是否要揮棒的決定



圖片來源：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earch? hl=zh-TW&biw=



若決定要揮棒，就要協調自己身體各個部位，

如將身體重心移至後腳並連帶地將球棒往

身後帶、扭腰、手臂伸直、直視來球的進壘點、

使球棒與手臂成一直線、讓球棒進入球飛入的

進壘點、擊中球心，



圖片來源：https://is.gd/BgBhj1



且這一切的一切必須在不到0.5秒鐘內完成

（這還是以時速135公哩的球速來計算，若

球速是140公哩，那上述動作只有不到 0.4 秒

的時間可以反應）



亦即，棒球選手的揮擊並非全然來自「先理論、

後實務」這樣的學習路徑，而是來自於對於

整體的情境有著「洞察的理解」，才有可能在

這麼短的時間內面對千變萬化的來球



簡言之，處境學習強調的是：

 洞察人與處境的關係

可以理解人與處境關連的形式

足以總括處境條件與行動之間的關係

獲得「如何行動的知識」



接著說明我如何將這樣的觀念轉化為具體的

教學操作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8bYkX





找出這門課的核心知識

轉譯

辨識

操作 討論

反思

以學生可以理解的語言傳遞概念知識

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的作業供學生練
習

給予學生示範，並與學生
進行討論及給予回饋＋

透過對話，協助學生思考操作過程中所
產生的問題，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

聯結 學生得聯結知識、行動、經驗以產生洞察的能
力，
逐漸累積自信



課程設計的理念

簡單來說，就是



透過

來協助學生聯結知識與行動

授課 示範 操作 討論、 、 、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LQe9a







─  著重於引導

撰寫上課講義讓同學覺得學習研究法

是件有趣的事，而且生活中俯拾皆是

授課





妳／你會如何了解妳／你的他／她

愛不愛我





但實證主義又不是唯一理解愛情的方式，

例如：



他不愛我，牽手的時候太冷清，擁抱的時候不夠靠近；

他不愛我，說話的時候不認真，沉默的時候又太用心；

我知道他不愛我，他的眼神，說出他了的心。



同學藉此聯結知識與行動

並生產「如何行動」的能力

示範 操作 討論、 、



例如：

針對「如何進行量化研究的測量」這個單元



示
範





第一次用了19題，且不知想測什麼

操
作

討
論

與



第二次題目少了，測量標的也較清楚了



第三次就可以簡潔地、清楚地進行測量







Step 1  

將變數分別置入【列】、【欄】
的對話框中

Step 2 點選【統計量】

關聯量數，用來
觀察兩變項之間
的相關程度

方向性量數，用
來觀察兩變項之
間的方向

Step 3  選擇適當的檢定係數

Step 4 點選【統計量】



關聯量數（對稱）：

1. Phi係數：適用於兩個變項均為二分名

義

變項，例如2x2列連表。介於0≦phi≦1

之間。

2. 列聯係數：適用於兩變項非只有兩個類

別時。例如3X3、4X4的列連表。介於

0≦C≦1之間。

3. Cramers V：適用於兩變項的類別水準

不同時，例如 2×3，3×2 列連表。

方向性量數（不對稱）：

Lambda λ：適用於名義變項，可得知消滅

誤差比。介於0≦C≦1之間

變項分佈狀況 有沒有關係 關係大小

列連表的
百分比

卡分檢定 關聯量數/
方向性量
數

如何選擇



此為系別與意見

的次數的交叉列

聯表



p＝0.002 ＜ α 可以拒

絕虛無假設，代表 2 

個變項有關連

Lambda λ 用來判斷

方向。以此處數據為

例，是指以系別來預

測其贊成與否的意見，

其正確率只有26.1%

Phi 值與 Cramer’s V值

可以用來判斷強度



= 12.909（p＝.002 ＜ .01），統計上達 .01 的顯著水準，統計

考驗應拒絕虛無假設，表示三個科系對墮胎的意見反映有所不

同。

Cramer’s V = 0.359（ p＝.002 ＜ .01 ）達統計計上的顯水準，代

表科系與對墮胎的意見兩者的關聯強度為 0.359，意謂著兩者之

間僅存在弱到中等程度的相關。

Lambda = 0.261（ p＝.117 ＞ .05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代

表不適合以科系來預測對墮胎的意見。

這個結果是以 n ＝100 的機率樣本所獲得。

這份報表如何解釋？

2x

如果做是推論（回母群體）則可做如下解釋：



又例如：

針對「質性研究紮根理論資料分析」這個單元



示
範





操
作









討
論



最後，務必要清楚交待

如何進行這門課的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LQem4



學習成效 評量指標
需蒐集的資料
及分析方法



學習成效 評量指標 蒐集的資料
資料分析
方法



計畫書中若有呈現一些

會有加分效果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9b08d











另外，還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那就是

做這個計畫對我的意義是什麼？



• 分享我個人在教學中的摸索讓教學更有助於

學生的學習

• 探索更適合社工學生學習的教學方法／模式

• 將個人的經驗公共化，並轉化為可傳遞的知識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9b0Mx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9b0M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