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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陳逸根

摘要

本篇論文旨在從行動研究的角度說明「翻轉教室」的教學理

念與課程設計、評量方式對傳統經典閱讀課程的教學成效所所帶

來的正面影響。筆者以在臺北醫學大學所開設的經典閱讀課程「山

海經與神話」為例，說明具有創新思維的翻轉教學法，的確為這

門課程帶來了相當良好的教學成效，而具體收穫大概可以分成兩

個層面來講：一、就教學層面而言，把每週授課文本與討論問題

先行放上網路教學區，讓學生進行課前預習，真正達到了深化課

堂討論以及培養學生思考能力、同理心的目的；二、就學習成效

評量而言，融入同儕互評機制的反思日誌，的確有效提升了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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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寫作水準，而結合流行文化現象的主題報告、怪獸圖與創意桌

遊，也都能激發學生高度的學習興趣，讓學生願意花大量時間去

完成這些創意作業，進而了解經典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以

及經典的多元文化價值。

關鍵詞：山海經、神話、經典閱讀、行動研究、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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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謂「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John Elliot 曾做出一

最直接而簡明的定義：「行動研究是社會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

社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研究取向」（夏林清譯，

1997），而教師所進行的行動研究，自然就是針對教學現場、教

學過程所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反思，並尋求解決與改善之道的教

學研究。

筆者自 98 學年下學期開始在臺北醫學大學（以下簡稱北醫）

開設經典閱讀課程「山海經與神話」以來，至今已有 8年半的時間，

在這段期間，筆者除了不斷充實教學內容外，同時也因為遭遇了

不少實際的教學問題，而經常在思考如何真正引起學生的學生動

機，帶來更好的學習成效。因此，除了透過北醫的校內教師社群

了解經典閱讀課程的推行理念與具體操作辦法外，筆者也積極參

與外校與教育部所舉辦的的各種教學研習，以期能讓經典閱讀課

程更具吸引力、活力與創意。

適逢近幾年來，臺灣教育界吹起了一股「翻轉教室」的風潮，

從中小學到大學，許多看到臺灣教學危機且富有創新、挑戰精神

的熱血教師，紛紛在自己課堂上進行教學方式的革新，在逐漸看

到正面成果之後，也樂於透過演講或文章分享他們的翻轉心得，

甚至還成立了幾個翻轉教育的專門網站，一時蔚為風潮，也匯聚

出一股強大的教育改革力量。1 筆者在觀察與思考翻轉教育的理念

及其實際推行成效之後，覺得目前在臺灣各大專院校普遍被定位

1 「翻轉教育」網站 http://flipedu.parenting.com.tw/index 、「翻轉教室 @
台灣」網站 http://www.fliptw.org/、「老師 ! 你翻轉了嗎？」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a/dlsh.tc.edu.tw/flipall/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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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識教育的經典閱讀課程，比一般大學專業課程更適合也更需

要進行教學創新，才能增強對學生的吸引力，以達到更好的學習

成效。於是，帶著一種教學實驗的心態，筆者在三年前便逐步將

翻轉教室的精神與若干作法帶進課程之中，並實際觀察學生對於

新的教學模式之反應，而經過這幾個學期的實驗之後，也累積了

不少寶貴的經驗與心得。本篇論文的寫作目的除了回顧、記錄這

段教學行動研究的歷程外，也希望能透過與教師同行的經驗交流，

共同為通識教育、經典閱讀課程找到更多教學創新的可能性。

以下將先回顧「山海經與神話」課程自從開設以來，在教學

過程與學習成效評量上所面對的幾個主要問題，以及筆者所採行

的改善辦法，然後再檢討本課程採用翻轉教室教學法之後的利弊

得失，最後則是整體評估本課程教學實驗的收穫以及未來的挑戰。

二、「山海經與神話」課程的教學省思

( 一 )《山海經》的經典屬性與課程教學方向

在北醫的眾多經典閱讀課程之中，「山海經與神話」是一門

比較另類的經典課程，因為大多數學生都聽過《山海經》這本書，

也曾在中學國文課本裡讀過裡面的幾則神話，比如說夸父追日、

精衛填海等，但當問到學生：「你覺得《山海經》是哪一種經典？」

卻沒有人答得出來，所以筆者每學期都必須特別花上兩堂課的時

間來跟學生介紹這本書的來龍去脈，才能讓學生進入比較良好的

學習情境。

基本上，《山海經》只是一本紀錄中國上古地理、歷史與風

土民情的的總集，同時具有地理書 ( 地圖 ) 與職貢圖的性質，主要

是供王室成員閱覽，但由於時代氛圍的影響，當時的人們是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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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神秘又帶點想像的方式來記載上述的內容，所以初次翻閱這本

書的現代讀者，看到書中交錯記錄了大量的山川地理、怪獸、神

靈、神話與巫術的內容，又沒有任何說明，心中一定充滿疑惑，

而這些由於時空差異與文化隔閡所出現的閱讀上的種種問題，正

是本課程所要帶領學生思考與討論的重點。

如上所言，《山海經》既不是如《紅樓夢》、《三國演義》

般的文學典籍，也不是像《論語》、《莊子》、《柏拉圖對話錄》

之類的哲學經典，更非《馬克思主義》之類的社會學或政治學著

作，那《山海經》究竟該歸為哪一種經典？甚至我們也可以問：《山

海經》算是經典嗎？這些問題，其實我們沒辦法單就《山海經》

這本書來做回答，而必須將其放在整體歷史文化的脈絡中，從後

代讀者對其所做的評價及其所發揮的影響來進行評斷。

其實，從漢代以至唐宋，《山海經》一直都是被官方的圖書

目錄歸在「地理書」一類，這應該是比較妥當的作法，因為綜觀

全書，記載山川地理的篇幅的確是最多的，問題是，這似乎又不

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地理書――於是在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裡，《山海經》又被視為是志怪小說之流，而被冠以中國「最

早的小說」之稱號，如此一來，《山海經》的身分就更加曖昧了。

其實，從內容來看，《山海經》的確包羅萬象，我們實在很難將

其明確歸於某種學術範疇之內，但若就其對後代文學創作（尤其

是志怪小說、神魔小說這一支流）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並考量書

中所反映的飲食觀、自然觀、巫術思維等都還實際存在於現代平

民百姓的生活之中，那或者用一種更廣泛的「文化經典」（或者「生

活經典」）概念來定位《山海經》，會是一種更適切的作法。

本課程便是把《山海經》這本書定位為文化經典，整體教學

方向則是從不同的文化面向來讀解這部文字古奧、晦澀的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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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訓練學生實際具備「發展理解中外文化文本的能力」、「能

分辨自己的立場及不同或相反的觀點，並說出或寫出支持的證據」

等能力指標，並幫助學生拓展國際視野、建立更寬廣的文化胸襟，

本課程乃採取以下的教學策略：

1. 將《山海經》龐雜的內容訊息，分成「動物崇拜」、「圖

騰崇拜」、「神話」、「巫術」與「遠國異民」等 5 個單元；

2. 針對不同單元的內容屬性，分別以文化人類學、民俗學、

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與物理學等現代學術的角度來

發展出不同於古代讀者的閱讀理解模式；

3. 以《山海經》為主要討論文本，在每個授課單元設計不同

問題，讓學生比較「古／今」與「中／外」兩組不同文

化心理主體的差異。

上述課程教學策略的設計理念，主要是希望學生能以現代人

的觀點、從自身的生活場域作為閱讀古代經典的立足點與參照點，

用理性並帶有生命實存感的方式去進行跨時空、跨文化的問題討

論與思考，並從中理解經典的價值，最後建立起一種新的生命觀

與價值觀。

當然，再完善的教學計劃，還是必須透過實際的教學過程來

檢驗其可行性與相關的問題所在，以下即透過教學與學習成效評

量兩個層面來說明本課程在開課初期所面臨的問題。

( 二 ) 教學上的問題

相較於繁重的專業必修科目，通常大學生會以比較輕鬆的心

情來上通識課，也比較不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去進行額外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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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北醫的學生也不例外，因此要在通識課程中載入大量的知識

訊息，有可能造成反效果――這是「山海經與神話」課程在實際

教學過程中所出現的第一個問題。由於本課程是北醫的經典閱讀

課程，不是一般的通識課，選修本課程的學生每週均需撰寫反思

日誌，而為了配合這樣的特殊規定，筆者在開課的前兩個學期，

乃是以提供學生較為完整的文本知識與延伸參考資料作為備課重

點，所以除了授課內容較為艱深之外，上課也傾向於以口授為主，

目的是希望把文本相關疑義解釋清楚，讓學生可以帶著比較清晰

的觀念來撰寫反思日誌。

但兩個學期下來，從學生的上課狀況總是從一開始的興致勃

勃，到逐漸露出疲態，然後變得不太在意的情形來看，其實並未

達到筆者所預設的教學目標與成效――而根據筆者明查暗訪的結

果，發現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這種傳統的單向授課方式激不

起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從國小到國中，十二年的訓練下來，其

實臺灣學生早已養成「不考試就不讀書」的心態，而既然北醫的

經典閱讀課程已經要求學生寫反思日誌，自然就沒有必要再針對

上課內容進行考試；但如果不考試的通識課也像專業科目一樣，

要求學生乖乖坐在台下聽老師講課，恐怕從一開始就註定是個不

可能的任務。

( 三 ) 學習成效評量上的問題

前文提到，北醫的經典閱讀課程要求學生每週均需撰寫反思

日誌，一學期下來大概要寫 12 至 15 次，比起一般大學的大一必

修國文課每學期只要寫 3 到 4 篇的作文，這樣的作業其實並不輕

鬆，所以筆者在每學期末批閱學生所繳交的學習檔案（整學期的

反思）時，就經常發現虎頭蛇尾的現象――剛開始幾篇寫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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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會進入時好時壞的不穩定階段，再經過期中考週的調整（為

了讓學生專心準備考試，反思日誌暫停一次），之後不少學生就

欲振乏力了。所以如何讓大多數學生的反思日誌能夠整學期大致

維持一定的水準，是一個大問題。

此外就是筆者會讓學生進行課堂分組報告，針對課堂所講授

的 5 個主題單元，讓學生自行蒐集資料進行延伸的主題報告，比

如說，「動物崇拜」單元會請學生介紹臺灣或世界各國的動物崇

拜現象，「神話」單元則是讓學生介紹世界上幾個主要文明古國

的神話，「巫術」與「遠國異民」單元也是如此，報告的基本精

神則是以《山海經》作為認識並省思世界文化的窗口，將《山海經》

的宗教崇拜、神話、巫術等幾個重要文化面向與世界各地文化現

象進行比較，以了解《山海經》的獨特文化性格。

課堂分組報告的規定是：報告時間大概 90 分鐘左右，剩下時

間則進行問題討論――但實際的情況通常是，組長沒有做好現場

時間管控的工作，導致前面的組員報告時間過久，後面的組員只

能快速講重點，或者甚至沒時間上台，而讓報告效果大打折扣。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大部分學生沒進行過這樣大規模的主題報

告，所以乍聽報告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直覺都以為一定要找到

足夠的資料才能過關，結果就是找來了大量未經整理的資料，然

後組員輪流上台，照本宣科唸了兩節課還唸不完，而台下同學早

已失去耐心去做自己的事了（聊天、看書或滑手機）；所以如何

指導學生做出精采的簡報，也是筆者另一個挑戰。

( 四 ) 問題統整與行動對策的提出

初步整理「山海經與神話」課程在初期（前兩個學期）教學

上與學習評量上所出現的幾個問題，大概有以下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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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師單向授課，學生上課不專心；

2. 反思日誌的寫作無法維持一定水準；

3. 課堂分組報告的品質難以控管。

另外在本課程開設兩個學期後，北醫通識教育中心林文琪主

任也依循慣例，幫本課程安排了課程體檢（民國 100年 2月 18日），

邀請兩位外校專家擔任本課程與其他兩門經典課程的審查委員，

而兩位外校課程審查委員在審查過本課程的開課資料與實際授課

進度後，則是不約而同將重點鎖定在教學大綱的部份，認為必須

調高教師授課的時數。2

因此在開課兩個學期之後，筆者即開始針對「山海經與神話」

課程進行必要的調整：首先是增加教學時數，將 5 個主題單元裡

份量較多的 3個單元（動物崇拜、神話與巫術）各拆成兩週來授課，

讓實際上課時數達到 2 ／ 3（附件 1-3）；其次則是配合教學時數

增加，將學生分組由 5 組減為 4 組，分組報告也減為 4 次，而原

本規劃為兩週的期末成果展（改編自《山海經》的短劇演出），

也改為一週；最後便是不再完全由教師口授教材的內容，而是增

加課堂上問題討論的時間，讓學生更有參與感。

經過上述三個方向的課程調整之後，本課程開設的第三個學

期（99 學年度下學期），筆者發現在教學端與學習端的確都有相

當正面的改變出現：首先，因為增加了授課時數，所以能有更多

時間讓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議題討論，而學生在寫反思日誌時，也

2 關於此次課程優質化審查的修改計畫書與評審意見，詳見附件 1-1 與

1-2。基於保護個資原則，附件並未公開兩位審查委員的身分，審查意

見亦只節錄部分重要者；其後學生作業亦採此種匿名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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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表示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因為除了可以聽到許多不同的意

見外，也比較不會想睡覺（當然也有少數學生不適應）；其次就

是把分組報告次數縮減，並適度錯開報告時間之後（兩組的報告

至少會間隔 1 週），各組比較有充分時間去準備，而台下的聽眾

也不會因為報告過於頻繁而失去聆聽的興趣。至於反思日誌與課

堂報告的品質問題，則仍然有進步空間。

由於針對實際教學問題所進行的課程改造策略帶來了不錯的

效果，因此筆者在接下來幾個學期基本上就是延續這樣的教學模

式，並持續進行小部分的調整，比如說為了增加學習樂趣，從 102
學年度上學期開始，加入了一項期中作業，就是在期中考週繳交

一張《山海經》怪獸圖，原本擔心這額外多出來的作業會引起學

生反彈，大家可能只是隨便畫畫然後交差了事，沒想到喜歡這項

作業的學生還不少（其實當初會想到這樣的作業也是學生的建

議），而且還意外發現了不少學生的美術天份――筆者在意外之

餘，也得到一個新的啟發，那就是：如果是好玩、有趣的作業，

學生基本上是不會排斥的。

但教學現場總是新舊問題不斷的交替出現，雖然初步的課

程改革解決了某些問題，但有些現象其背後的原因盤根錯節，

卻不是一時之間容易去改變的，例如：上課時總是會有學生不

專心聽講，連分組討論時也不願意參與（這些人覺得上課時坐

在教室裡就是盡義務了）；再者，上課讓學生進行問題討論固

然能帶動學習氣氛，但由於學生的知識背景過於類似，加上有

些人雖然有些不一樣的想法，但是不習慣說出口，所以通常討

論出來的結果，各組都相去不遠，難有新意；另外，就是前面

提過的，每學期多達十幾次的反思日誌會讓不少學生寫到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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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應付了事（這些人只求分數及格）；面對這些沉痾舊疾，

不換新藥恐怕難以根治。

就在筆者感覺陷入某種教學困境之時，翻轉教育熱潮突然間

在全臺灣蔓延了開來，於是筆者也帶著期待的心情深入閱讀了許

多相關研究與報導，並實際參加了幾場以翻轉教育為名的演講與

工作坊；在這段認識翻轉教育的學習期間，除了感覺逐漸減退的

教學熱情被重新點燃之外，更重要的是，似乎找到了尋覓已久的

提升教學品質的藥方，於是遂也義無反顧的加入了這場臺灣教育

史上規模最大的教育改革運動。

三、翻轉之後的「山海經與神話」課程

( 一 ) 翻轉教育的核心精神

要進行翻轉教育，首先要認識「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
room）這個概念：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是指將傳統上「課

堂講課，回家寫作業」的教學流程倒轉：讓學生在下

課時，利用線上學習聽講，課堂上由老師引導完成習

題、或做更深度討論。「翻轉」的重點不在「家裡看

影片」，目的是讓上課有「更多元的活動」。

這個概念源起於二○○七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

林地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兩位化

學老師貝格曼（Jonathan Bergmann）與山森（Aaron 
Sams），為解決學生缺課問題並進行補救教學，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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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錄製影片上傳至 YouTube，讓學生自己上網自學；

課堂上則增加與學生的互動，或解惑、或實驗，啟動

了翻轉教室濫觴。3

如上所述，翻轉教室主要是翻轉教學流程，打破傳統教師單

向授課的固定模式，讓學生先在家自學，然後再由教師在課堂上

引導較為高階的思考與討論活動，以深化學習效果――其實 80 年

代著名的教育家 Peter Pappas 就已經開始使用翻轉教式的教學法，

只是當時還沒出現這個名詞。4 此種創新的教學模式，似乎可以為

筆者在教學現場所遭遇的問題帶來解決契機：因為筆者每週上課

教材的知識量頗大，這或許會讓學生上課時有吸收不了的感覺，

而在課程後半段無法集中精神；但如果學生能夠在上課前先看過

上課教材，那在進行課堂討論時，腦海裡必然會浮現比較多的想

法，而能進行更多元的意見交流。

至於錄製教學影片這個部份，由於本課程所提供的不是一種

特定的、新的知識體系，而是針對帶有文化隔閡與思想歧異性的

的古代文本進行多面向的討論，所以基本上只要讓學生先行閱讀

文本即可，不太需要影片說明；而北醫的線上教學平台 My2TMU
正好可以提供學生一個現成的自學管道，教師只要先行把上課教

材放到教材區，要求學生預習即可。看來，萬事俱全，只欠東風，

現在東風吹過來了，於是筆者也開始進行翻轉教室的教學實驗。

3 引自「翻轉教育」網站 http://flipedu.parenting.com.tw/knowledge 。
4 Peter Pappas的個人部落格http://www.peterpappa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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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更有建設性的課堂討論

筆者在 103 學年度上學期正式推行翻轉教室，在開學第 1 週

就花了 1 節課時間來說明翻轉教室的教學理念與實行方式，而從

學生在第一週自由書寫作業所發表的感想來看，大多數學生都很

期待這樣的改變（詳附件 2-1 至 2-3），這也讓筆者打了一劑強心

針，決定要貫徹到底來推行這種新型態的教學方式。上課第二週

是《山海經》簡介，因為是基礎知識的介紹，所以此次教材並未

先行上網讓學生預習，但在課堂上也附帶提出了幾個問題進行現

場問答，讓學生慢慢習慣日後的上課模式。第三週開始就正式進

入翻轉教室的上課方式，筆者在上課前幾天就先將教材上傳至

My2 的上課教材區（只有經典文本部分，不含補充資料），也要

求學生必須先預習，因為課堂上將會針對預習教材進行分組討論。

雖然在尚未推行翻轉教室之前，筆者已經開始讓學生在課堂

上進行分組討論，但由於之前學生所面對的都是課堂上突然拋出

來的問題，而且討論時間又只有短短幾分鐘，所以各組討論出來

的結果往往都較為單調而重複；但在讓學生了解翻轉教室的精神，

再帶著一種對上課教材的熟悉感來進行課堂討論之後，筆者發現

討論氣氛的確變得比較熱絡，而且也聽到了一些以前沒出現過的

有趣答案（本課程的題目通常都是開放式、沒有標準答案的）；

再從學生的反思日誌來看，了解翻轉教室的教學理念之後，學生

也比較能夠自覺地從在家自學與課堂討論中去訓練自己學習更多

相關能力（請參看附件 3-1 至 3-3）。

只是，好景不常，看似順遂的翻轉教學實驗，在學生經歷期

中考週的折磨之後，效果又大打折扣，會進行課前預習的學生逐

漸減少（看網路上的教材點閱率便知），課堂討論也因此而顯得

氣氛冷清，最後只好由老師個別點學生起來回答問題。面對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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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筆者也不得不開始思考新對策，而答案往往存在於問題之中。

筆者從學生的反思日誌裡發現了一個關鍵原因，就是：課堂討論

的反應時間太短了――有學生是因為需要比較長的思考時間，因

此無法在課堂上說出自己的想法（但卻能在反思裡發表精闢的言

論），也有學生因此就懶得動腦、動嘴了。

發現這個問題之後，筆者在 103 學年度下學期決定翻轉得更

徹底一些，在上傳預習教材時，也順帶把課堂討論的題目附上去

了，而且是把討論議題放在教材內容之前，讓學生帶著問題意識

來閱讀文本。經過一個學期的實驗，發現這個小小的調整帶來了

不小的影響，除了在課堂討論時可以聽到更有內涵的想法外，學

生在寫反思時也普遍可以提出較具深度的問題來自問自答，因為

思考時間變長了。所以，「讓學生帶著問題意識進行課前預習，

可以帶來更好的學習成效」，或許可以作為筆者這幾個學期以來

在教學現場的實驗與觀察所得。

上述的翻轉教學實驗，基本上得到了不錯的教學效果，但要

如何把學生學習動機與熱情延續下去，除了有賴老師在課堂上不

斷精進的引導技巧外，恐怕還需要有其他的配套作法，比如說設

計出讓學生有興趣的作業――這也是本課程另一個翻轉的重點。

( 三 ) 更具學習成效的創意作業

翻轉教育除了強調教學模式的改變外，通常學習評量的方式

也會一併跟著調整，才能真正看出學生的學習成效――在這個部

份，筆者受到台大電機系副教授葉丙成所提倡的「BTS 教學法」

頗大的啟發。葉丙成教授認為，傳統上來講，老師們的教學理念

都是「For the student ！ By the teacher ！ Of the student ！」也就

是說老師幫學生準備了許多上課教材、設計作業與考試題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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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通常就是學生並不買帳，老師花費了大量心血，卻得不到預

期的教學成效；因此葉丙成教授提出了一種教學新思維：「For 
the student ！ By the student ！ Of the student ！」把老師所掌握的

教學權力，部分釋放給學生，以提升學生的參與動機與學習興趣，

其於《為未來而教：葉丙成的 BTS 教育新思維》一書中說道：「試

想，一個人每天都被硬塞大魚大肉，他對於吃還會有什麼慾望嗎？

我們該做的是讓學生餓！（Starve them ！ Don't stuff them ！）讓

學生重拾學習的主動權！」（2015：151）基於這樣的教學理念，

於是葉教授自製教學影片讓學生在家自行學習，上課只是討論及

補充講解，此外還開發了線上打怪過關的學習測驗軟體 PaGamO，

讓學生在遊戲中進行自主學習，5 分組報告除了讓同儕互評，也嘗

試讓小學生當評審，這些有趣又帶點壓力的教學與學習評量方式，

不但讓學習充滿樂趣，也大幅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基於葉丙成教授的成功經驗，筆者也開始思考適合於「山海

經與神話」課程的創新評量方式。選修本課程的學生基本上都必

須完成三項作業：一是每學期必須撰寫 12 篇左右的反思日誌；二

是參與分組主題報告；三是分組的期末作業。前文曾提及，筆者

從 102 學年度上學期開始，即要求所有學生必須在期中考週另外

繳交一張《山海經》怪獸圖（併入個人作業分數），結果得到不

錯的迴響，也讓不少學生展現出另外一種才華（見附件 4-1 至

4-3）。由於這個本來只是插花性質的另類作業卻廣受學生歡迎，

於是筆者決定將本課程的上述三種主要作業也作點小改革，但並

非一次就調整到位，而是逐步改變。

5 此教學軟體還擊敗了包含哈佛大學等來自全球 43 國的 427 個隊伍，得

到由美國私立華頓商學院與全球大學評比機構英國 QS 合作所舉辦的全

球第一屆的教學創新大獎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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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思日誌部分。筆者在看過幾個學期的學生學習檔案之

後，除了觀察到許多學生的反思日誌有虎頭蛇尾的寫作

傾向之外，也開始思考為何有些學生的反思日誌總是內

容空泛，是原本就抱著打混心態在寫，還是真的思考能

力與寫作能力比較薄弱？由於在筆者接連進行一連串的

教學革新措施之後，發現這個問題還是存在，於是決定

在反思日誌的格式上做點小改變，看能否改善這樣的現

象――筆者的作法是：「要求學生每週除了撰寫當週上

課的反思日誌外，還必須觀摩上一週其他同學的反思，

並選擇一位同學的反思作業寫下讀後感想」。其實從開

課之初，筆者在本課程的 My2 作業區一直是設定為開放

觀摩，也都會建議學生多去看其他同學的作業，以達到

思想交流的目的，但顯然會主動去觀摩其他同學作業的

人並不多；於是筆者從 103 學年下學期開始，便將這樣

的要求實際融入反思日誌的作業中，強迫每個學生在撰

寫當週反思日誌之前，一定要去看其他同學上一週的反

思並寫下心得。

 經過一學期的實驗，發現好壞差距縮小了，那些思考能

力較強、寫得一手好文章的學生依舊表現亮眼，但原本

寫得差的學生卻有愈寫愈好的趨勢，而多數學生在不斷

觀摩其他不同同學的反思之餘，也展現出比以往更強的

同理心與包容度（附件 5-1、5-2）。初步看起來，強迫

學生相互觀摩反思的作法，的確讓學生在寫作時有了更

大的思考與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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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組主題報告。筆者在這個部份所做的調整為：「報告內

容除了學術性議題外，也加入了相關的流行電影、動漫、

電玩或小說，並且在學生分組前就公佈報告方向，讓學

生可以根據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來分組」。筆者一方面希

望報告內容能兼顧學術性與趣味性，同時又擔心長時間

的報告會讓報告者與聽眾都飽受折磨，所以通常只是指

出報告的大方向，沒有規範明確內容，並且建議學生可

以適度加入自己有興趣的內容；但正由於自主空間大，

反而讓這些未受過專業簡報訓練的學生，在面對網路上

龐大的資料時，只能憑主觀喜好進行簡單的資料整理，

並無法做進一步的資料解讀與分析，所以縱使是同一組

的報告，也難免會出現報告的內容好壞優劣參差不齊的

現象。其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筆者每個學期都不斷在

調整主題報告的內容，但狀況依舊時好時壞，直到 103

學年，情況總算有了比較明顯的改善。

 在 103 學年上學期，筆者首度在課程介紹時，先進行觀

念教育，讓學生瞭解簡報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然後

再利用相關影片介紹學生一些製作簡報的重要原則（該

呈現的與該避免的），並舉幾場 Ted 演講為例，讓學生

進行實際觀摩。於是，有了學習典範，筆者發現整體的

報告水準提升了，雖然在報告時間的掌握上還有待加強，

但至少每一組的報告內容已經較具可看性，學生的台風

也普遍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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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於筆者建議學生將報告主題與自己所熟悉的流行文

化作結合，例如：「巫術」單元除了要介紹各國巫術的

歷史文化背景，還必須整理《哈利波特》系列電影裡的

魔法咒語；「遠國異民」單元則是要比較《山海經》與

《鏡花緣》、《西遊記》和動漫《航海王》裡的奇特國

家等等――比起只是上網找資料，其實這樣的報告會耗

去學生更多的時間，因為他們必須先去觀看這些電影、

動漫與小說，然後再與《山海經》進行比較並找出其間

的關聯。但因為學生們都是有興趣才會選擇這些報告主

題，所以其實簡報都做得相當不錯（有學生為了進行《哈

利波特》的報告，把電影 1 到 7 集都看完了），而且因

為內容有趣而且多是大家熟悉的題材，所以報告時也更

能吸引台下同學的注意並引起共鳴。

 另外則是筆者於 103 學年下學期在反思日誌中加入了同

儕互評的機制，於是除了每個報告的同學都能透過觀摩

同學的反思而更加了解自己簡報的優缺點外，對後面報

告的組別來說，也能經由檢討前面組別報告的得失，吸

收前人的經驗，以有效提升自己報告的水準（附件 5-3）。

3. 分組期末作業。筆者在這部份所做的改變是：「將分組

創作《山海經》奇幻文學劇本，然後根據劇本演出短劇

或拍成影片的創意成果呈現方式，改為具有文創性質並

能讓全班學生參與的《山海經》桌遊，以《山海經》裡

頭的怪獸、神靈或奇特民族為素材，每組開發一款新的

桌上遊戲」。會想到以桌遊來取代短劇與影片，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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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臺灣教育界翻轉熱潮的影響之下，已經有部份中

小學老師開始嘗試將教科書內容轉變成各種遊戲的形式，

除了希望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也能夠達到活化教學的目

的，並激發學生的創意。由於筆者也參加過幾場文學與

桌遊的工作坊，因此在大致了解桌遊的設計理念與內在

機制之後，便於 102 學年度下學期將此種創意作業帶進

課程之中。

 不過筆者除了在期中考週之後，用了大概一堂課時間簡

單介紹幾種比較常見的桌遊玩法之外，幾乎就放手讓學

生自行去完成這項作業了。而比起演短劇或拍影片，設

計桌上遊戲需要學生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金錢花費倒

是不多），因為就整個流程來說，各組組員除了必須先

全盤掌握《山海經》可以運用的內容素材外，還必須尋

找或自行構思合適的遊戲類型，然後根據書中怪獸、神

靈與異族的特性，去設計、製造出整套卡牌，最後則是

要比較參酌各種相關遊戲玩法，訂出最終的遊戲規則；

而根據學生的經驗談，整個過程至少要一個月，其中又

以構思新的遊戲與規則這個部分最花時間（因為組長要

廣納組員意見之後，才能進行最後決定）。

 雖然這項期末作業是在開學第一堂課就告知學生，但因

為這項作業需要各組學生花比較多課外時間去玩桌遊、

思考課程內容與遊戲之間的關聯、製作卡牌，因此雖然

不少學生都玩過桌遊，北醫學生也成立了桌遊社團，但

筆者還是心存疑慮：學生在寫了十幾篇反思日誌、畫了

經典教育論集─活化經典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184 |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

怪獸圖又進行了一次將近兩小時的課堂報告之後，感覺

上已經對老師仁至義盡了，還會願意花多少時間在這項

期末作業上？何況期末考已經近在眼前（其實第 17 週就

已經有部分課程開始期末考了）。

但是，令筆者訝異與感動的是，學生們真的花了相當多的心

思在這項作業上，每一組所拿出來的遊戲卡牌都讓人眼睛為之一

亮，不管是卡牌的製作、遊戲規則的設計、文本與遊戲的結合等

各方面都表現得相當好――有些組的卡牌製作相當精美，甚至也

有全部用手工繪畫的；有的則是組員們用自己的創意發明了新的

遊戲規則，並不是簡單 copy 其他遊戲而已（見附件 6-1 至 6-5），

這些以《山海經》為主題的桌遊，完全展現了學生的創意與團隊

合作的能力，甚至有些作品還附上專屬的紙盒，完成度之高幾乎

已經可以直接作為文創商品了。這也再度印證一件事情：學生對

有趣、能夠展現創意的作業，是永遠也不會排斥的。

四、結語：收穫與挑戰

其實，一路走來，筆者發現在走上翻轉教育這條路之前，早

就已經在教師同儕之間得到了許多重要教學觀念與作法上啟發，

所以才能在接觸翻轉教育的創新教學思維之後，無縫接軌的走上

這條教學改革之路。例如，利用同儕互評機制來提升學生反思日

誌的水準，這個辦法其實北醫通識教育中心的林文琪主任已經在

其自身的經典閱讀課程裡實施多年（即每週交換反思的學伴制），

而且成效良好，所以筆者也曾經嘗試在「山海經與神話」課程裡

推行過；只是由於主客觀條件的因素使然，推行成效不佳，所以

後來就中止了――而筆者現在的做法，其實算是修訂版的學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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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只是把單一觀摩、學習的對象，換成全班同學了。另外像分

組報告的作業設計格式，除了要學生書寫報告或聽講心得外，也

讓大家可以提出批評或建議來提升後續報告者的水準，這也是參

考北醫其他經典閱讀課程老師的做法，並非筆者獨創，不敢掠美，

也在此特別說明。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具有創新思維的翻轉教學法為「山海經

與神話」課程帶來了相當良好的教學成效，而具體收穫大概可以

分成兩個層面來講：一、就教學層面而言，把每週授課文本與討

論問題先行放上網路教學區，讓學生進行課前預習，真正達到了

深化課堂討論以及培養學生思考能力、同理心的目的；二、就學

習成效評量而言，融入同儕互評機制的反思日誌，的確有效提升

了全班的寫作水準，而結合流行文化現象的主題報告、怪獸圖與

創意桌遊，也都能激發學生高度的學習興趣，讓學生願意花大量

時間去完成這些創意作業，進而了解經典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密切

關係以及經典的多元文化價值。

筆者曾經處在傳統教學模式的困境中多年，雖然清楚知道教

學現場的問題所在，也努力思考各種解決之道，但由於沒有深入

思考教育的本質與教育問題的根源，導致各種教學對策上的調整

總是治標不治本，無法真正對症下藥。在投入翻轉教育的行列之

後，筆者才知道以前真是錯用功夫了，因為在「教－學」的相互

關係中，雖然看起來教師與學生的地位是對等的，甚至傳統的教

育思維還賦予教師更重要的地位，但其實學習的主體永遠是學生，

教師的所有努力最終都必須在學生身上看到成果，所以只有以學

生為本位的課程設計，才能真正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帶來最

好的教學成效。當然，隨著現今教育思維的改變、教學方式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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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師所扮演的角色也跟以往不太一樣了，推行翻轉教學的老

師不再需要訓練自己成為一個精采的講演者，而是必須學習如何

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去進行高階的思考與討論、幫助學生養成自學

的習慣、培養團隊合作的能力等新的教學技巧，而為了完成這些

新的教學任務，教師本身當然也得不斷自我充實，才能在瞬息萬

變的現代社會繼續傳承重大的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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