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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動機 
為本系教學架構內之 3學分大四必修課的「華語文教學與實習」，授課對象為

大四畢業班學生。本課程曾於 100-2參加課程重構計畫，實驗結果也寫成研討會

論文，於當年發表於師大「品格教育研討會」。該課程教學模式也在當時獲得許

多學校詢問。 

「實習」是國家教育體系結構中越來越重視的一個區塊，各大專院校連帶也

對此無法輕忽。「實習」對教育類科系尤其必要，本系除訂有「36小時校外實習」

畢業門檻，尚訂有本必修課，其對「實習」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時代瞬息萬變，

開設與「實習」有關的課，容有一番新的詮釋。因此，本筆者誠心研擬課程重構

計畫，期盼本課程能更具時代感與實用性。 

 

此次提出 105-2課程重構計畫主要動機有下列四點： 

1. 作為一門學科，「華語文教學與實習」(TCSL & Practicum) 並不若字面意義

般單純。本課程需經再次重構的一大原因，在於大環境造成校外華教實習機

會銳減。能真正通過考驗，擔當海外華語教學任務的應屆畢業生，尚須藉由

本課程得到更多補強的養分。 

2. 活在 3C 時代的年輕人，對於「身體力行」需要更多的指導與鞭策力。這方

面本任課教師將再加強課程設計，期能讓學生更走入人群。學者專家均提出

「實習」的目的在於讓學生銜接職場技能，但也需要提醒其「社會責任」。因

應新型態大學都需在招生上做更多努力，本計畫將在檢驗學生實習成果之際，

也檢驗學生「社會責任」面向上的成果，例如以學生投入「高中生專區」的

製作─這項對系所有利的任務，來檢視其是否具公益精神。 

 
3. 「實習」可說是最具「任務型教學」特色的教學活動之一，此活動也足以說

明社會建構論在教育心理學中的角色。筆者欲將「支援知識建構」(Knowledge 

Construction)的課程概念應用於本課程(原資料見 Oliver and Harrington, 

2001)，包括“engage, practice, reflect, articulate and share”之四

面向的發展。也就是 P. Skehan (1998, p.95) 所提到的，這是一種以「意

義」為主的教學活動。參與者必須設法解決現實層面的問題，之後經由成果

來評量該任務的核心目標。 

4. 筆者欲將本課程重構為更能配合準畢業生「最後一哩」校級政策的一門課。

以「漸進式自主學習」課程觀點出發，加入「公司經營」模式概念，依序賦

予學生「開放性學習任務」，如「選擇處理和解決任務問題的方法」、「主控學

習成功的策略」、「和別人合作」、「從成果表現中引出因果關係」(李昌雄，2007）。

其他活動還包括「雙師制度」全英語講座、UCAN職能測試、e-portforlio

競賽等。 

 



貳、執行內容（課程設計與執行概念、實施方式、實施進度等訊息） 

  一、若本課程非首次申請課程重構計畫，請說明與前不同之處 

最大的不同就是以全班之力製作系網「高中生專區」。修課學生在製作

過程中體念自己為系上貢獻一分心力，頗有成就感。同時系網算是一

個「實際在用」的場域（不是課堂中假想比畫的作業），學生看到自己

作品放上系網，頗有「實作」感。   
 

  二、教學目標 （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是什麼） 

     為修習本課的學生量身訂作一套「職能＋語文教學＋品德教育」的課程。

目標在於修課學生於每項作業/活動中不止了解實習與職場素養，還養成身體力

行的精神。 

1. 「持續學習」與「人際溝通」此二職能將以每週進度、出缺席、教學平台討

論區、社群互動的方式檢驗。如每週個人皆須於課堂內外進行微電影製作任務，

訂定線上學習歷程回饋，每雙週於 MOODLE 公布積分。 
 
2. 「溝通表達」與「人際溝通」此二職能以課前/課後觀摩任課教師與行家翻譯

技巧，以及於教學平台回應討論頻率來檢視。 
 
3. 所有微電影製作、實習單位採訪，「自我介紹（影音履歷製作）」之進行方式，

全班皆有同儕互評本作業之機制。本作業考驗組員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創

新、責任感、新媒體之運用 5 種職能。 
 

4. 同儕互評指定評選項目，檢視職能項目「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工作紀

律」。 
 

三、教學內容 （主要的教學內容） 

畢業班十四週課程安排如下： 

 

（一）平日課堂 

1. 第一週： 

a. 介紹課程內容綜觀與學生修課注意事項。 

b. 由學生自組「交集學習小組」（multiple-grouping study group）負責

未來各章節之預習、各組任務之達成，與於課堂和 Moodle同週進行的議

題討論（小組名單確認後統一交由教師。） 



c. 介紹「『華』happen」公司組織分配圖，即全學期課程經營模式。 

d. 宣布「10週個人計畫」施行規則。 

2. 開學第一個月內完成指定華教章節討論與小型辯論。章節將著重於華語教學

與教育科技上的結合應用。 

3. 由教師規劃「系網「高中生專區」影音介紹製作計畫」，於第二週完成各組任

務指派，並於 Moolde開設各組討論區。預計有： 

4. 期中考會考週前一週： 

2人一組，舉行對外華語試教。 

5. 於 5月 9號在課堂進行全英語「雙師計畫」。 

6. 不定期播放相關專業人士受訪片段，受訪主題預計包括語言教學、語言學習、

電子書製作、新移民、國內外相關研究所及留遊學、海外任教、義工服務。 

7. 學期結束前至完成 UCAN職能測評（與前程規劃中心協調時間）。 

8. 期末考前一週： 

以個人為單位的五分鐘自拍影音履歷（對業界、學界自我介紹）。這是華

語/英語口語及儀表訓練。全體學生皆須擔任匿名口頭報告之互評評審，於口

頭報告當週填寫並繳交由教師設計的書面評分表。 

9. 本課程學生不參加全校期中、期末會考，但全體修課學生需繳交課堂期中、

期末作業。 

 

（二）Moodle線上作業 

1. 閱讀教師發佈之課程消息 

2. 完成指定週記心得 

3. 以 Moodle通訊欄或 email與教師討論問題 

4. 補充教材/講義以電子檔上傳供學生參考 

5. 上傳口頭報告內容，開小組討論窗口 

6. 口頭報告後，經全體學生與教師評選，上傳佳作 

7. 教師公布學生互評中具建設性內容的評分表（採匿名方式，即評分者姓名不

予公布） 

 

四、教學活動設計 （如何達到教學目標的教學活動設計） 

由於本畢業班參與本系韓國姊妹校實習計畫者多達 20 人，凡參加該計畫而

完成學業標準者，皆可免修本課，故本課 105─2修課人數為 30名，很適合以小

班制「學習歷程檔案」教學模式進行實驗。 
  此外，於今年 4月 8日全校推甄前，寄給各高中參考之「高中生專區」─系所

介紹影音，會於推甄當日在系所說明會上播放，以問卷調查影音製作觀後感。此

亦為實習行動力的具體檢驗方式。 

    每隔一週即要求學生分組上台報告專區製作進度，以此給予建議並了解狀況。



到了第 11週開始，各組陸續簡報其製作「高中生專區」之心得。 

 

五、教學評量 （如何評量教學目標達到與否） 

60％平時成績（包括出缺席記錄、課堂態度、任務型作業口頭報告、學生評

分表、Moodle 作業） 
a. 無故曠課者必扣分 
b. 平日課堂態度認真，與教師互動者加分 
c. 口頭報告評分項目包括： 
   1.）對理論分析及講述是否明確、清晰 
   2.）眼神、台風、音量是否得宜 
   3.）視覺輔助器材（PPT、道具、海報等）內容是否得體 
e. 完成 Moodle 作業者不會被扣分 
   1.）作業包括 Q&A（老師發問但來不及於課堂回答之用）、小組討論記錄、

口頭報告之書面資料等 
   2.）每週由助教檢視各學生以網路繳交作業之情形 
   3.）採「不被扣分」制（而非「加分」制）乃為養成學生將此視為份內功

課 
20％期中考筆試（MOODLE 線上期中考、全英語面試成績） 
20％期末考筆試（「自我介紹（影音履歷製作）」） 

 

參、計畫成果 

  一、摘述辦理情形 

1. 有鑑於 14 週畢業班課程進度相當緊湊，該班學生常因有些學生畢業專題作不

完而缺席，導致影響本課作業與活動。本次課程華教教科書篇章導讀便取消，好

讓 103-2、104-2 兩年來都無法完成的「高中生專區」順利實行。 
2. 全學期師生相處融洽，學生特別對 5 月 9 號「雙師講座」反應最熱烈，覺得

學到很多。來自民間華語中心Taipei Mandarin Institute人事部經理英籍講師 James 
G.，為大家帶來非常充實的華教職場倫理講座。 

二、課程實驗成果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職場共通職能】（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類型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上圖職能融入於每個活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高中生專區」影音檔以

及 5 分鐘自我履歷拍攝（此二皆為期末作業），又如雙師工作坊的實作，還有如

期中華語試教都將上述職能的培養融入實際教學與社會新鮮人職前準備。 

三、執行成效評估 

本實習課已經算是一門「檢驗課」，許多華教理論、基本概念，已不需由任

課老師說明，學生從活動設計中展現自己所學所知。 
相關議題學生導讀以及分析與辯論、期中華語試教，及自拍履歷，學生多反

應具有挑戰性，也讓他們感到「現實」的壓力，活動進行時會有些不好受，但之

後又會反應學到許多。 

四、差異分析 

「高中生專區」製作，應屬讓學生成長最多的一項任務型作業。許多時間，

學生需要走出教室，有的親至高中講解，有的親至應中系採訪，有的親至業界採

訪業主。這一連串的組織、聯繫、彙整，都有別於過往課程。 
 

五、課程反思 

除了「高中生專區」製作，「雙師講座」可說是本課的另一重點之重。學生

似乎真地就是比較喜歡請來的講者。以前會覺得這樣對任課者是種負面評價，但

執行「雙師講座」多年，如今覺得學生比較喜歡受邀講者，也沒什麼不好。重點

是真能帶給學生新思維，所以未來還會持續朝此方向努力。 
在輔導學生製作「高中生專區」之餘，也看到本系應該有所轉型的趨勢。本

系面臨一大問題是學生畢業後意願多不從事本科專業，這也造成課堂活動內容是

要「系本位」還是「學生本位」？ 
應校方要求，規定學生作了兩次 UCAN 測驗。第一次還算全班大多數作了，

期末就不到過半完成。學生對 UCAN「能反映多少當下的自己？」似乎是質疑的？ 
 

六、後續調整規劃 

關於上述問題還需與系上討論。本次課程設計重點目前採「系本位」與「學

生本位」各半。這也造成有的學生喜歡有的則否，而這似乎難以改變。唯不變的

是，強調職能的重要。未來在開課之際，會先給修課同學這部分的說明。 
 



肆、建議與改進 
  講座的規劃，因為有利各位學生，都曾發訊息給全系，但此次並沒有非選課

學生參與。希望本系未來可將講座連結其他課程作業，讓講座更具價值。（很多

講座不是對學生眼界、職涯有益，就是對技術面學習有益。學生錯過是可惜的。） 
各小組「高中生專區」影片已經 PO 於系網，希望可供全系或全院教職員應

用。 

伍、補充說明 

  一、課程照片 

 
 
 
 
 
 
 
 
 
 
 
 
 
           5 月 9 號雙師計畫- TMI 人事經理 James 老師 
 
 
 
 
 
 
 
 
 
 
 
 

課堂中同學小組互相討論 



 
 
                
 
 
 
 
 
 
 
 
 
 
 
 
 
                     

同學仔細聽老師講課 
 
 

 
 
 
 
 
 
 
 
 
 
 
 
 
 
 
 
 
 



 
期中試教課堂視覺輔助教學 PPT 

 

二、其它相關資料 

   
  



1. 學生線上互評 

 
 

  



 
  



2. 雙師課程心得回饋 

 
  

 這次實習課，依嘉老師有幸邀請到 TMI的 James 老師前來演講，

並不吝嗇的指導，進入職場前的面試準備及課室教學中的種種技巧，印

象深刻之處不勝枚舉，也著實耳目一新。 

  有道是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在面試前的準備，除了自身專業能

力的具備之外，你本身有多少的自信及個人特色，也將成為能否讓自己

在面試者心目中加分的重要關鍵。但往往情緒上的緊張狀態也容易影響

在面試時的表現，因此 James 老師也特別提到在面試的前一晚，盡量讓

自己放鬆心情並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才得以在面試過程中穩當接招，

冷靜應對。                              02453123 何姿瑩 
 

 畢業在即，我們即將踏入社會與更多的人競爭、爭取工作的機會，

為了要在眾多佼佼者中能夠脫引而出，要能將同樣的故事以更精采的方

式呈現，我們還需要練習，因此很榮幸在課堂中請到 James 老師來為我

們做準備面試的演講，他以許多他人在面試的實質經驗來提供我們各方

面的建議，並且教會我們在面試中各個問題的應對技巧，怎麼樣回答會

更好、怎麼樣才能加深面試官的印象，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再去加強的，

James 老師也提供了我們在面試前應該做哪些功課，好讓面試當天不會

亂了手腳，也給我們分組進行模擬的面試以及一些重要且經典的面試問

題，這次的演講讓我受益良多，也期望能將這些 James 老師帶給我們的

建議一直帶在身邊，再往後不管是面試還是在面對長官時皆能應對自如。                                       

02453086 翟家葳 

 James 老師在演講中提到的面試技巧，有些小技巧雖然我們早已知

道，但卻常常忽略，而在面試中犯了錯誤，失去工作機會。在 James 老

師的演講內容中，我對其中的一個問題印象最為深刻，就是有些面試官

會在結束前問說：「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嗎？」，在我之前的打工經驗中，

我就被問過這個問題，其實我當時被問到這個問題時，頓時有點呆掉，

我不知道是否該回答什麼，又深怕說了會不會不禮貌，但經由 James 老

師今天的講解，讓我知道該怎麼回答，也有了想法，要仔細聆聽面試官

的話並給予回饋，相信在之後的面試中我能清楚並有自信的回答。                                  
02451176 劉智蓓 



3. 學生 moodle 作業繳交總表 
 
 
 
 
 
 
 
 
 
 
 
 
 
 
 
 
 
 
 
 
 
 
 
 

4. 高中生專區影片上傳區 

 
  



5. 學生示範教學教案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