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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與互動式教學 

台灣過去的教育學習方式主要是以教師為中心，多為教師授課、學生

聽課的單向傳授方式，並以作業、考試為主要的評量方式，很少重視學習

者的需求，因此學習只成為一種應付考試及升學的手段，導致所學經常與

實際生活脫節。近十幾年來教育改革最大的衝擊，不是九年一貫的問題，

而是要學什麼及用什方法學。同期間，由美國引進的「體驗學習」也風靡

企業界及學校的校內外團體活動，本書採用了其中 2 個主要的教育哲學：

經驗學習圈及選擇性的挑戰，「經驗學習圈」是帶動學習的關鍵，讓每次經

驗都能夠轉化成學習的助力，「選擇性的挑戰」則是強調決策時可以有多種

選擇，但前提是選擇時「清楚每一個選擇後的結果或代價」。同樣的，老師

選擇教學素材也是如此，我們提供教師用教學素材的建議，但教師們必須

清楚為何而用，這也是「選擇性的挑戰」哲學對於「問題解決教學法」的

重要性與必要性。 

本研習嘗試提供引導與互動的教學方式，提供任課老師在帶領專題課

程上的一些建議，除了小組討論記錄心得外，建議教師可交替使用名目團

體法、腦力激盪法、傾聽練習、金魚缸討論法及開放空間討論法等引導技

巧，其方式概述如下： 

 
名稱：名目團體法 

時間：50 分鐘 

器材：紙張(A4 三摺切開)、白板、黏貼膠帶、麥克筆、白板筆、大張海報紙 

活動說明 

主持人先做開場及名目團體法過程說明。 

以「您想討論的主題之方法與技巧」為題目進行名目團體法的討論。 

 依班級人數彈性分組，以專題製作成員為一小組(建議 4~5 人為一小組)，每小

組成員寫下自己對「您想討論的主題之方法與技巧」的意見，過程中不能交談。

 組合小組意見，按順序每個人將自己的意見依序說出(按自己所列的優先順序一

次只能說一個，一個人說完換下一個人，直到個人的意見都表達，如果其中已

經沒有意見可以表達，該人可以 pass)，請其中一人做紀錄，寫在 A4 紙上。 

 整合數個小組為一大組，原則上全班整合成 3 大組。 

 組合大組意見，每個意見寫在 1/3 A4 紙張貼在黑/白板上，各組提出意見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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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點。 

 請學員協助將大家的意見分類(移動紙張位置於大海報紙上)，按個人、小眾、

大眾的方法分類。 

 將各組的意見貼在一張大海報紙上，連同大組意見的大海報紙張貼，即為此方

法的產出。 

 
名稱：腦力激盪 

時間：50 分鐘 

器材：黑板或白板、白板筆、黏貼膠帶、麥克筆與大張海報紙(分三組時用) 

活動說明 

以「您想討論的主題之方法與技巧」為題目做腦力激盪。 

 強調腦力激盪每個人的意見沒有任何對錯，只是提供問題解答的創意。 

 請大家將自己的意見寫在海報紙上。 

 最後，算算看大家的答案有多少。 

 也可將班上分三組競賽是有助於成果的多元化。 

 

名稱：傾聽練習 

時間：50 分鐘 

器材：白板(或海報紙) 

活動說明 

簡介溝通的重要性以後，依下列步驟進行： 

 老師先將班上分成三大組。 

 再由三大組學員分別報數 1、2、3…，編號相同者組成一個三人小組。 

 三人小組圍坐在一起，一人當講述者，一人當傾聽者，一人當觀察者。 

 講述者進行 3 或 5 分鐘的說話(任何設定的主題或議題)，當講述者說完以後，

請傾聽者將講述者所說的內容轉述出來；觀察者不介入，單純進行觀察，俟轉

述完畢，除補充外，並說出自己的觀察。在此階段，不進行討論。 

 三人輪流扮演不同的角色，直到小組內每個人均已扮演所有的角色。(每一輪次

為 9 或 15 分鐘，合計 27 或 45 分鐘) 

 

名稱：金魚缸討論法 

時間：50 分鐘 

活動關鍵說明 

 金魚缸的概念，就是觀察、發現、分析別組觀點的過程，所以在大團體的討論

要集中在發現對方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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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必須引導集中在事實的討論，而不是假設推定的討論。 

 這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技巧，幫助意見對立的兩方去蒐集對方的觀點。 

 這是一種共識建立的技巧，可以用在規劃階段或解決問題過程中共識的建立。

活動說明 

 選擇一議題或主題為討論的焦點。 

 將椅子排列成二個圓圈，內圈的人彼此面對面，外圈的人要面向內圈。 

 內外兩圈的人，各自代表不同的立場。 

 老師首先宣布內圈的人討論的議題。 

 外圈的人只能看，且彼此之間不能有任何的討論。 

 時間進行 20 分鐘，之後二組互換位置，重複進行前述步驟。 

 二組輪流討論完畢以後，內外圈的人圍成一個大圓圈。 

 老師開始鼓勵學生說出內外組別討論的觀點。 

 

名稱：開放空間討論法 

時間：50 分鐘 

器材：海報紙、紙、筆 

活動關鍵說明 

 收集學生課程上的疑問或想法。 

 收集學生未來運用技能的疑問或想法。 

活動說明 

開放性收集議題。 

分區分組討論議題。 

在某個議題(或主題)會面臨的問題(或挑戰)有哪些？ 

以腦力激盪的方法，請大家說出自己的意見，並將意見寫在白板(或海報紙)上。 

整理大家的意見，將意見歸類成 3-5 題(或視現場看提供了多少答案或人數)。 

根據整理出來的議題寫在海報紙上，並分佈張貼於教室周圍。 

開放 15 分鐘讓學生自動分成不同組別(學生自由選擇)，並針對議題討論其相關作法。

各組會整議題之結論並公告。 

張貼各組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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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時參考引導模式 

 

目標：專題目標價值的設定 

操作方式： 

1. 請學生先閱讀段落或影片。 

2. 接下來詢問此段落或影片的重點。 

3. 列出問題處理時學生自己的 SWOT 分析 

目標引導：依據段落或影片該如何落實此「問題導向學習模式」過程？ 

 

教案精神：源自約翰•洛克(John Locke)(1632/8/29-1704/10/28)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被視為是啟蒙時代最具影響力的思想家和自由主義

者。他主張人所經歷過的感覺和經驗才是形塑思想的主要來源。 

 

專題製作影片觀賞 

前置任務：活動開始前請讓學生看本書的概念影片。 

時間：30-40 分鐘 

目的：搭配這章有第一部影片，探討的問題包括：教育部為什麼要將專

題製作列為校定必修？專題製作到底是什麼？它和一般的課程有

什麼不同？從專題製作課程可以學到什麼？且讓我們用影片來探

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活動說明：(運用名目團體法)4~5 位夥伴為一組，分五次分享議題，小組

要以最幽默的方式來說明其意涵。 

規則：小組自行討論並寫於海報紙上，每個議題討論 3 分鐘，分享報告

30 秒，寫完請將筆平放於海報紙上，最後請在海報紙上寫下組別

與隊友姓名。 

討論議題： 

1. 印象最深刻的是？ 

2. 你打算如何進行專題製作？ 

3. 期望從課程中得到什麼？ 



 13

體驗活動帶領時參考引導模式 

 

目標：專題小組的重要性 

操作方式： 

1. 請學生先體驗活動。 

2. 活動後可參考引導問句產生學習。 

目標引導：體驗後我們將要組成專題小組。 

 

教案精神：亞里斯多德(Aristotle)(BC384-BC384/3/7) 

古希臘哲學家，主張體先心後，教育的程序應該身體活動早於心靈活動。 

 

依循亞里斯多德的思考，我們在專題製作的一開始，提供兩個有助於

學生覺得趣味的活動，當成專題製作的前菜，讓學生未來對於專題製作的

動機能夠逐漸醞釀。 

 

兒歌熱身活動 

時間：25 分鐘 

目的：團隊熱身、憶兒時的經驗分享 

活動說明：請找到男女各半，4-6 位夥伴為一組。 

規則：從歌單中找到一首歌曲代表小組的能量，而此首歌曲需重複唱兩

次。 

操作方式： 

讓每一小組練習 10 分鐘。 

接下來小組輪流歌唱。 

歌唱後，請小組根據方才的經驗位小組取個好隊名。 

 

Poker 活動 

前置任務：活動開始前請以 S.M.A.R.T.法則說明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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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5 分鐘 

目的：團隊溝通、任務分工、理論實踐 

活動說明：4-6 位夥伴為一組，三回合競賽機會，小組要爭取最快的成績。

規則：預備時 Poker 面朝下，聽開始指令後才能翻面排列，排列由小到大

成扇子形狀，最快完成四個花色的小組起立報好，並由小組派代

表檢視是否成功。 

操作方式： 

1. 小組練習 5 分鐘並提醒其分工時參考 S.M.A.R.T.法則。 

2. 比賽時以碼表紀錄每組成績，並將每回合成績在表格上。 

3. 三回合後，表揚小組並請小組討論 S.M.A.R.T.的運用情況。 

 

繩圈 

操作方式： 

1. 讓每個學生先觀察繩圈。 

2. 3 分鐘後將繩圈標號請學生站在繩圈後，開始調查學生認為那一

個繩圈是關鍵圈，選擇繩圈數會不一，因此請學生再觀察 3 分鐘，

並邀約不同立場的同學互相討論與研究。 

3. 重複步驟 2，也可邀約大家說出其堅持理由，或是在意的關鍵點，

創造學生彼此的溝通與說服過程，直到大家有共識或已經過 20

分鐘。 

4. 請代表同學拉著繩圈，確認其結果；也可以不拉出結果。 

引導：在說服過程所產生的困難？說服他人的要素有哪些？ 

 

 

動腦體驗 

前置任務：活動開始前先在黑板畫出一隻四腳動物與一顆子彈，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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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20 分鐘 

目的：右腦刺激使其問題解決更具創意 

活動說明：任何人都能上台畫出解決方案，有幾種解決方法，需大家一

起動腦思索一番，目標是移動兩條線讓動物不被子彈打到。 

規則：不必擔心畫錯了，有想法即可嘗試。 

討論議題： 

過程中有幾種解法？ 

哪一種答案最令你印象深刻？為什麼？ 

從活動告訴我們什麼態度與精神？ 

 

100 張風景與人物照片分類活動 

前置任務：活動開始前先分享收納對於居家的重要性，而表格就是知識

與學習中最重要且有效的分類工具。 

時間：30-40 分鐘 

目的： 

表格的幫助 

活動說明：8 位夥伴為一組，每一組皆有 100 張照片，而活動開始後將提

供各組有 10 分鐘時間將照片做最佳的分類與歸納，而小組請

找到最佳的分類歸納方式，最後與大家分享其關鍵點。 

規則：小組自行討論，所有方式可記錄於海報紙上，並請大家試圖運用

表格來協助歸類；完成後請各組依序分享期分類與歸納。 

討論議題： 

1. 各組分類的方式？ 

2. 各組分類上的不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