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教學行動研究計畫
法學緒論課程反思研究報告
通識教育中心 李玉璽助理教授
一、

授課基本人數資料
星期四（五）（六）節，修課人數：61 人
各學院別人數

各系別人數

工程學院 8 人

飛機工程系 2 人、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4 人、動力機械工程系
1 人、車輛工程系 1 人

電機資訊學院 19 人

電機工程系 17 人、電子工程系 2 人

管理學院 32 人

資訊管理系 15 人、財務金融系 1 人、企業管理系 16 人

文理學院 2 人

應用外語系 2 人

可見參與授課人數遍及全校四個學院，其中以管理學院人數最多，其次則為電機資訊學院。
二、課程活動設計
採用啟發式教學法以及以問題為學習導向的問題本位學習法，所謂啟發式教學法就是啟發
法，就是以學生的經驗為基礎，由教師提出問題，使他們運用思想去解決、分析、批評、判斷
和歸納，因而可以「觸類旁通」「舉一反三」，而以問題為學習導向的問題本位學習法則為使學
習者朝向了解或解決一個問題之工作過程來進行學習的歷程，包括 讓學生先遭遇問題、呈現問
題情境、小組成員應用知識和推理能力開始解題、學生主動確認學習內容並據之以引導個別化
研究、將過程經歷所獲得的知識和技能再用於解題、呈現與評鑑學習結果等。除精進教師自我
專業成長外，並以融入教學方法之革新以及自製教材進行教學行動研究，並製作問卷探討於教
學後所產生的影響，並從實際授課過程中自我省思，以達精進教學，並分享研究成果。
（一）

教學實施計畫一：人權與法律

（1） 單元設計理念：台灣已經在 2009 年透過國內立法三讀通過的模式，自我宣示加入《公民
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政府除在行政院法務部網站設
置「人權大步走」專區，設置內容包括「兩公約」及「兩公約施行法」中英文條文外，
行政院並責成教育部，應將「兩公約」納入各級學校課程，因此透過言論自由與人權法
治的連結，讓同學瞭解人權公約如何透過法律加以實踐。
（2） 單元設計方式：
請同學閱讀以下資料，並討論報導以及網友回應中，有關言論自由的內容
001、228 受難家屬 要求郝柏村道歉【2012.02.24 聯合報、記者鄭宏斌】
概要：郝柏村日前投書表示，二二八非正常死亡及失蹤人數五百餘人，後來擴大賠
償範圍到一千多人，而歷史課本稱台灣死亡民眾超過萬人，數據並不正確。二二八
關懷總會秘書長林黎彩批評，二○○八年馬總統剛就任時，就對受難者家屬表示要
找出真相，但馬總統主政四年來，「真相在哪裡？」她呼籲國民黨勿再以錯誤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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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受難者家屬。
網友回應：二二八暴民應當依法究辦，失職軍官也應當立刻送軍法懲處才是。這其
中一切依民法軍法行事，何來道歉不道歉，賠償不賠償的事？（大陸淪陷受難家屬
後代樊克偉）
002、呂麗萍反同志蔡康永罵鼓吹仇視【2011-07-01 中國時報張士達】
概要：中國藝人呂麗萍以強調男女結合是唯一真理等聖經文反同志，蔡康永回應：
「你仇視的同性戀，並不是受傷不會痛的抽象名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呀！你此生
合作過的劇組，提攜過你的媒體，看你戲給你獎的支持者，其中多少同志對你善意
成全？不管信什麼教，光從做人最根本的道理來說，鼓吹仇視這許多成全過你的
人，可以嗎？」。
網友回應：為什麼不能反對同性戀？有同性戀組織，就有反同組織，世界是平衡的，
反同志也是一種個人的思想言論自由！
（3） 單元相關參考資料：
001、聯合國大會 1965 年「消除一切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前言
「深信任何基於種族差別的種族優越學說，在科學上均屬錯誤，在道德上應予譴責，在
社會上均屬失平而招險，無論何地，理論上或實踐上的種族歧視均無可辯解。」
002、德國刑法
德國刑法第 130 條第 1 項：
若煽惑對國內某些住民或族群為暴力行為，或者對之為謾罵、惡意中傷等違反人性尊嚴
的行為，即可處 3 個月以上、5 年以下的有期徒刑。
德國刑法第 130 條第 2 項：針對種族歧視與違反人性尊嚴的言論或文書之散佈，也可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
德國刑法第 130 條第 3 項：
於公開或集會的場合，對於已經國際法承認的納粹屠殺行為，若加以否認，甚或「美化」
殺害人數，亦可處最長 5 年有期徒刑。
德國刑法第 130 條第 4 項
於公然或集會場合，對納粹暴行加以讚美或合理化者，可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
003、台灣現行憲法第 11 條
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004、2006 年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617 號
為貫徹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論及出版自由之本旨，除為維護社會多數共通之性價值
秩序所必要而得以法律加以限制者外，仍應對少數性文化族群依其性道德感情與對社會
風化之認知而形諸為性言論表現或性資訊流通者，予以保障。
005、2006 年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617 號許玉秀大法官不同意見書
多數意見既然能察覺有不同背景、不同性認知、不同文化認知、社會地位不同的閱聽人，
竟然不能體會必須立足於多元的性價值觀論述性風俗文化，不能體會所謂的多元性價
值觀，就是任何人都不能自居主流的性價值觀，而仍然處處以想像中社會多數人的普遍
認同、主流性價值秩序作為論述主軸。而且解釋過後的條文，如果對所謂的少數性文化
族群沒有過度歧視與排斥，那麼修改前的條文不正好會造成過度歧視與排斥，怎麼可能
得出合憲結論？多數意見看不到自我的矛盾與混亂，本席至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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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意見迴避任何有關性權利/力主體以及主體意識的論證，恰好使得建構及維護平等和
諧性價值秩序成為一句不知道具體內涵或核心內涵是什麼的空話。而既然建構及維護
平等和諧性價值秩序的具體內涵或核心內涵不清楚，所謂「侵害此等社會共同價值秩序
之行為，即違反憲法上所保障之社會秩序」，也當然是一句空話。
（4） 配合單元製作多媒體輔助教材：
除與藝術中心合作，製作完成「人權與法治」多媒體教材外，並製作完成「媒體素養：
新聞言論自由與人權法治」、「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簡介」、「基督教各教派對同志的不同看
法」、「佛教界對同性戀的不同觀點」、「二二八同志歧視與人權立法」、「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簡介」等教材。
（二）

教學實施計畫二：物權與器官移植等

（1） 單元設計理念：物權，就其種類及內容，除法律有明文規定者外，不容許當事人自由創
設，此即所謂的「物權法定主義」
。舊的台灣民法第 757 條便明文規定：
「物權，除本法
或其他法律有規定外，不得創設。」2009 年台灣的民法物權編部分條文進行修正，其
中，第 757 條修正為：「物權除依法律或習慣外，不得創設。」明文承認「習慣」也可
能創設物權，是對於物權法定主義的一大突破，另外，中國的物權法第 5 條也規定：
「物
權的種類和內容，由法律規定。」皆為物權法定主義的表現。 而世界各國之所以採取
物權法定主義，主要基於公益考量、減少交易成本、貫徹物權的公示原則等因素，因此
透過此一單元，希望同學瞭解何謂物權以及現實上所遭遇到的問題。
（2） 單元設計方式：
請同學觀看：公共電視獨立特派員節目影片器官移植專題 :「 心肝哪裡找 ？」
中國的器官移植市場如此龐大，器官的來源就是個問題，在台灣、在美國，依照法律規
定，都必須要有一個公平的器官捐贈移植登錄系統。根據專家設定的各種條件，來決定
等候的優先順序.但是在中國沒有這一套分配製度，這麼多的器官到底從哪裡來？有人
不相信法輪功學員,或者是政治思想犯被迫害,或者是死刑犯草草槍決這些事情，不過仔
細想想,中國哪裡來的這麼多,這麼方便的器官？器官屬於人體的一部分，因為尊重人
權，人體不可以買賣，人不是物，所以不能當作交易買賣的客體，只能捐贈，但是台灣
需要器官移植的人，遠超過提供器官移植的捐贈者，於是很多人只好到中國去進行器官
移植，但是中國因為國際輿論的指責，近年也立法禁止器官買賣，那要怎麼辦？
（3） 單元參考資料
001、台灣的法律：「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一條：
為恢復人體器官之功能或挽救生命，使醫師得摘取屍體或他人之器官施行
移植手術，特制定本條例。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002、台灣的法律：「人體器官移植條例」下的捐贈
負責機構：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錄中心
可捐贈/移植之器官：腎、肝、胰臟、腸、心臟、肺臟、骨骼、肢體、眼角膜、視
網膜等。(施行細則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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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對象：
屍體：由全國分配系統(登錄中心)分配。
活體：成年人可捐贈給五親等以內血親、配偶；肝臟另有特殊規定。(本法第
8 條)
統計數字：1997~2007 年，健保給付器官移植 3875 件；累積等待移植病患約
7,000 人；每年捐贈者約 1 百餘人。
境外接受移植：醫師不得介入。
（4）配合單元製作多媒體輔助教材
「民法簡介」
、
「民法物權新修正不動產役權（地役權）簡介」
、
「民法物權新修正抵押權
簡介」
、「民法新修正後「地上權」簡單說明」、「民法新增「農育權」簡單說明」
三、

課程進行流程圖

準備階段

確認教學活動中問題

發展階段

【教學方法、教材製作等融入教學】

實施教學
行動階段

修正
省思

資料收集、整理、與分析

撰寫成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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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資料的蒐集與分析

進行教學內容設計：言論自由、物權等

四、
（一）

行動研究反思
學生對通識的態度影響法緒教學
專業課和通識課相較，很多學生上專業課仍很認真，較不重視通識課，或許由於高中太
早分流。導致理、工、醫、農的學生，忽視人文通識課程，到了大學通識才接觸社會人
文課程，沒興趣，也不覺得重要，而學生來自不同科系，各有不同需求，比較難找出其
共同點而予以滿足。而學生易有盡量選營養學分的傾向。如 ptt 上面常有「期中期末會標
重點，出選擇題，很有深度的老師，躺著就會過：營養學分」、「上課很輕鬆，期中期末
老師會勾重點，申論和簡答有寫就有分數，總之我要給老師一個讚」一類的虎科大同學
的留言，由於通識課程多半並非所謂專業系所般的必修科目，營養學分成為熱門課程，
稍微要求學生就可能導致課程停開，對教學實施有很大影響。

（二）

師資結構影響通識法緒教學
由於時代背景，早期共同科存有三民主義一科，於共同科轉型為通識教育之後，三民主
義一科漸走出歷史舞台，然而三民主義教師並未達退休年限，因此在不得已的狀況下，
轉向以擔任法學類課程為主，直到近年，兼任教師仍有三民主義相關研究畢業擔任者，
在目前通識師資多以原屬共同科的國文老師為最大宗，專任法學教師聊備一格，而兼任
教師又非法學專業的情形下，造成通識的法學類科長期處在照本宣科停滯不前的窘境，
也使得學生望而生畏，缺少學習興趣。而國文科等共同科之科目，雖已經大法官會議解
釋宣告全國共同必修乃屬違憲，但在本校仍屬必修，而本校法學科目乃屬選修，師資益
不易尋找，每年開課數目不穩定，也對法學教學造成影響。

（三）課程結構仍可改善
目前通識課程區分成核心課程、延伸課程，乃是承襲自美國博雅教育的傳統所作的變革，
較以往毫無區別的作法已有改善，按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係指學校課程採社會需要
及生活為中心進行設計，以提供學生所必須學習的生活經驗，並培養學生成為社會有用
的公民。然而是否所有核心課程均符合上述定義，似乎仍待商榷，而相對於核心課程的
延伸課程，顧名思義似乎應該是核心課程的延伸，然而以法學緒論為例，雖然列為公民
素養選修的核心課程之一，然而與法學緒論此一核心課程相對應的延伸課程為何？並未
予以定義。如果規範何謂法學緒論的延伸課程，則是否必須要修讀法學緒論方得加以選
修？也是尚待釐清。
（四）善用教學平台進行互動
教學平台有利於公告課程相關資訊，以及彙整作業並批改，增加師生的互動，因此本課
程所有補充資料均上傳於本校建置之教學平台，並以該平台繳交作業以及批改，可避免
學生宣稱作業已經繳交而教師尚未收到的狀況，但使用者仍不夠熟悉此一平台，且間有
超過作業繳交時間已達數月之後才面交授課教師者，可對同學多加宣導此一平台之功
能，強化互動。
（五）運用理論發展以及科技技術，改進教學
近年由於大學的功能，除了研究之外，也必須注重教學技術的改進，採用啟發式教學
法以及以問題為學習導向的問題本位學習法相當受到重視，因此虎科大通識中心針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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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為學習導向的問題本位學習法舉辦教師研習活動，一同思考融入課程之可能性，本
課程即採用上述理念，以啟發式以及問題導向為中心，促使同學一同參與，例如設計法
學旁聽問卷，請同學自行到雲林地方法院等地方旁聽，有異於以往法院參觀導覽方式，
乃是由同學自行選擇空閒時間，就自己想要旁聽的真實案件作一紀錄，然後回到課堂上
與教師討論，建立對司法制度的親近感，就近觀察司法運作實態，強化公民素養觀念。
然而法學結構嚴密，並非自我探索即可快速瞭解者，因此在融入法學課程之時，教
師除事先準備相關時事議題，提供同學討論之外，並適時提供相關法律規範進行講解，
希望同學瞭解所有規範都來自於公民社會整體有意識的選擇，因此我們遵守目前法規
範，並不代表此一規範永遠完美無缺，可以透過對問題的深入瞭解，去改變這個法律體
系，由於並非單純引用法條或是告知應遵守這些規範，同學比較有發言意欲，且課程中
盡量安排討論時間，因此比較能夠達到效果，但是同學多不熟識，討論時比較難以暢所
欲言，而且如果課程全體都採用此一方式進行，將會耽擱課程進度，因此本次乃是採融
入式教學，於課程中安排兩三次較為完整的以問題為學習導向的問題本位學習法，其他
時候則採用開放討論時間，請同學查閱六法全書，與授課老師進行對話的方式，頗能引
起學生興趣。
五、

學生學習反應
（1） 旁聽法庭開庭心得
法治社會是建築在真實生活之上，是公民生活的一環，而不是理論的空中樓閣。除
性侵害案件、少年事件等少數案件以外，不必申請，就可以直接去法院旁聽，因此
設計在「法學類」通識課程中，加入近距離的法院觀察，讓同學們親身感受到法律
運作的流程及內容，強化科技人的公民素養。
除請同學紀錄法官開庭運作、當事人互動以外，並請同學寫下參觀心得，舉例如下：
01、 鄭同學
這是個很難得的經驗,可以瞭解訴訟的過程,以旁觀者的角度,可以在訴訟的過
程中思考對方被審問的心情,以及是否只說出對自己有利的話,以及法官是如何
根據口述來判斷對錯,書記官從一開始就很忙,一直打字,而被告則是默默不發
一語,指有法官問話時才會回應,但以我的觀點來看的話,其實這次事件的被告
本性是不錯的,只是因為一時貪念而被捕。
02、 陳同學
雖然很多人這輩子可能都不會進到法院，不過身為台灣公民，了解台灣法律也
是每位公民必須做的事情。雖然已經聽過好幾場，但是回想第一次上法院旁聽
刑、民事案件時，踏進法庭的第一步，感覺有點奇怪又有點興奮，幾分鐘後人
員陸續進入，我被通譯詢問是否為證人(因為想說要記錄，所以坐在有桌子那
排)，之後法警說沒關係，不用特別坐到後一排的旁聽席。法官開始審訊後，
中途在通譯交付文件給被告時，我們被法官詢問身分，庭內所有人都轉過來看
我們，並由法警檢查學生證(因為我們在記錄資料)。被宣導說假若有任何需求
需要記錄，除非經主審法官同意，否則基本上庭內只有書記官可以記錄，其他
人絕對不行，學到了第一個教訓，後來第二次旁聽就被三線二星的法警唸了。
在聽完整個審訊過程後，沒有想像中嚴肅無趣，發現法官審理案件的態度和原
先想像中差很多，原先以為法官審理案件一定都是非常嚴肅、凶狠、說話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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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聲，沒想到法官審理案件是多麼的井然有序，且很和藹，沒有兇神惡煞，
以對於被告可能犯了哪些罪都能馬上清楚的說出犯了哪條法規，也會有讓被告
有解釋的機會；相對上檢察官感覺沒有可以讓被告辯解的機會，只會要求被告
趕快坦承趕快請法官將之審之以法。參觀法庭的人也是需要注意禮貌，請保持
安靜旁觀請勿打擾法庭上的程序，也不能有做筆記、拍照等行為，一切是為了
被告個人安全著想，以免自己做了觸犯法律等行為。這趟參觀地方法院行，了
解到法庭內的作業程序，也扮演著監督法官公正判刑。還了解到有在法院法拍
房屋，讓我更進一步了解法院，其實去看法庭審判蠻有趣的，可以從個各個案
件中了解社會時常有哪些問題發生，讓我在未進入社會之前能有多一些對社會
的了解，了解上法庭的一些模式，未來如果有機會上法庭，就不會感到那麼的
陌生了，整體讓我感覺很有趣，好像真的有必要學會這種東西，因為，這是說
難不難，說簡單也不算是，而且也無法保證，自己有一天不會進法院去調解。
現在想來，參觀法院這件事，很實際也很實用。這種感覺就好像，老師給我們
魚竿讓我們自己學著去釣魚似的，覺得自己的收穫相當的多，謝謝老師！還有
法院的文書事務處，對於參觀者有任何疑問都會非常詳盡的解說。警察表面上
非常謹慎且威嚴的看著大門、法庭後方，不過對於參觀者也是非常熱心的引
導。沒想到一直認為最有威嚴的法院，居然會有這麼熱心服務的一面，打破以
往我對於還沒參觀法院前還有旁聽案件審理的印象。法院對於法律方面的知識
也極力推廣，提供許多服務讓更多人了解法院，以避免造成更多以為＂不知者
就可以無罪＂的人受害。讓我對於法院有所改觀，對於法律上的認知有更進一
步的有所收獲。也讓我更加了解法院開庭判決下來的內容是如何進行的，也學
到法院的人仕穿著、如何對談以及法律常識，就以我這趟去的刑事案件，就讓
我學到了一些法律知識，也讓我法學導論這堂課中的法院教學學到了很多東
西，這次去了法院之後，我更能了解法院內部的結構，不管是法院人仕的職務
權責或是各處庭都有一定的規範準則，像是準備庭、審判庭、獨立偵查庭等等
都有個別的組織構造，這趟讓我收獲很多。
（2） 學習成效問卷結果
非常符合

符合

尚可

不符合

很不符合

不清楚

問題一

12

31

11

1

0

0

問題二

10

25

17

3

0

0

問題三

5

19

27

4

0

0

問題四

18

28

8

0

1

0

問題五

10

30

14

1

0

0

問題六

15
19
18
2
1
0
問題一：修讀法學緒論課程可協助探討與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
問題二：法學緒論課程提供小組討論的問題與時間
問題三：我對於法學緒論課程內容符合大學生學習需求感到滿意
問題四：法學緒論課程運用多媒體教學，比原本抄黑板念課文的方式讓我更容易瞭
解法學知識
問題五：修過法學緒論這門課以後，我知道到理解並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是現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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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所必須的公民素養
問題六：我認為法學緒論課程教學教法的改進，如老師自製影音多媒體等，有助於
學習
可見得大多數參與本課程的同學，都肯定法學與解決以及探討現代社會所發生的問
題息息相關，乃是現代大學生所不可或缺的公民素養，而藉由創新教學的方式，比
傳統照本宣科式的教學容易引發同學的興趣，且因為有小組討論時間，提供同學互
相討論以及查閱法典，自己去尋找答案，再由授課教師提供專業意見，會比單方向
授課容易吸收，而多媒體補充教材的製作，也對於同學進一步理解法學知識內容有
所幫助。
７．預定執行進度
2011 年 10 月～2012 年 1 月：教學實施以及多媒體教材內容製作。
2012 年 4 月，就教學內容發表論文（預計於 2012 年 3 月 16 日銘傳大學 2012 年通識教育中心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題目：從公民素養角度論通識課程中法學教育之演變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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