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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觀光資源管理為淡江大學國際觀光管理學系二年級專業選修課程，其課程教

學目標的擬定在於滿足系所的四大核心能力之要求，分別是「具有分析及解決問

題的能力」、「具有良好之服務精神與服務態度」、「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知識」、「具

有國際觀光管理的實務技能」。課程當中包含講學、案例研究、課程活動(含桌遊

和問題導向教學法)與知能服務學習。由於觀光系位於淡江大學蘭陽校區，課程

皆以全英文授課，因此，課堂教學也採用了 CLIL(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法)，以

協助同學能以英文習得專業知識。在課程活動方面設計有自創的桌遊 Tourism 

Tycoon和以問題導向(PBL)為創作的Choice of City Versatile角色扮演之談判活動，

並搭配校外的知能服務學習，以期學生能培養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力，並能

結合理論與實務的操作，讓知識與理論內化成為職場能力，以朝向系上所設定之

教學目標「培養具國際競爭力之觀光產業管理人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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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觀光資源管理為觀光系的專業選修課程，以系上的課程地圖來分類，此課程

為觀光旅遊管理類的課程，因此，課程的設計在於培養遊憩區管理人員、旅遊休

閒管理人員，以及觀光發展與行銷組織之行政與管理人員為其職涯發展的方向。 

觀光系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具國際競爭力之觀光產業管理人才，系上並訂定出

五個核心能力，而觀光資源管理的課程是朝向滿足其中四大能力而設計，這四大

系所核心能力為「具有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具有良好之服務精神與服務態

度」、「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知識」、「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實務技能」。 

為了達成這四項系所核心能力，觀光資源管理也訂出了課程的教學目標，包

含「認識觀光資源管理」、「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理論」、「藉由知能服務學習實際

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技巧」。 

也正是在這樣的教育理念與目標之下，此課程開始建立其課程內容與教學方

法。觀光資源管理是一門需要與實際觀光場域營運結合的課程，學生如果能透過

邊做邊學的教學設計，更能結合理論與實務，得到最好的學習效果。因此，此一

課程在設計之時，就朝向結合校外實習場域，讓同學能進行知能服務學習的目標

來設計，經過將近一年的努力之後，此課程於 103 學年度與 104 學年度都與宜蘭

綠色博覽會(蘭陽農業發展基金會)合作，讓同學能到綠博園區(宜蘭武荖坑風景區)

進行指派性質的服務。 

同時，為了訓練以及提升同學的獨立思考能力，採用 Problem-based learning 

(問題導向)教學法，設計「Choice of City Versatile」的情境，讓同學角色扮演觀

光發展計畫當中的各利益關係人(stakeholders)，來進行辯論與溝通、協調的會

議，於有限的資源，為 City Versatile 決定出能讓各利益關係人多贏局面的觀光發

展方向。 

為了引導同學能更融入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情境之前，又設計了一款

類似大富翁的桌遊-「Tourism Tycoon」，讓同學模擬如何成為觀光發展的推手的

角色，並從遊戲當中，讓同學體悟到有限資源運用與發展前需要仔細擘劃、思考

前因後果的重要性。 

由於蘭陽校園為百分之百全英語授課的環境，而觀光資源管理又是專業選修

課程，適當的語言整合教學的技巧(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有

助於同學能更理解專業知識的內容，也能於課堂必要的口語表達當中，能更有自

信地發表專業的意見。 

在評量方面，期中考著重於理論的學習，設計成為筆試，而期末考的評鑑皆

以知能服務學習的學習日誌的書寫、知能服務學習之團體反省、課堂上討論知能

服務學習情境之回饋為評量依據。於桌遊和角色扮演後，皆於課堂進行口頭上的

意見表達以及書面上的心得回饋為評量標準。觀光資源管理是一門「動手做的科

學」，充分的意見表達與討論，更能激發同學不斷動腦思考，實際場域的服務學

習，也讓同學能走出課本知識，思索未來的職涯之路並深刻體悟到觀光人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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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不在於單方面、單產業的經濟上的獲利而是在於以更為廣闊的視野思索整體

觀光目的地城市(destination)內各產業均勻發展且不傷害其利益關係人的生活環

境的整體規劃。 

下表(表 1-1)是課程設計與課程教學目標和系所核心能力的對照表。 

表 1-1:  

系所核心能力 課程教學目標 課程內容與設計 

(A)具有分析及解決問題

的能力 

(1)認識觀光資源管理 

(2)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

理論 

(3)藉由知能服務學習實

際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

技巧 

理論講學(lecture)、案例

研究(case studies)、問題

導向學習法之角色扮演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桌遊 Tourism Tycoon、知

能服務學習 

(B)具有國際語言的溝通

表達能力 

(1)認識觀光資源管理 

(2)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

理論 

 

課堂討論、理論講學

(lecture)、案例研究(case 

studies)、問題導向學習法

之角色扮演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C)具有良好之服務精神

與服務態度 

(3)藉由知能服務學習實

際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

技巧 

課堂討論、知能服務學習

(D)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

知識 

(1)認識觀光資源管理 

(2)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

理論 

理論講學(lecture)、案例

研究(case studies) 

(E)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

實務技能 

 (3)藉由知能服務學習實

際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

技巧 

問題導向學習法之角色

扮 演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知能服務學習

(註: 系所教育目標的 B 項並未列入核心能力/新式計分簿的成績計算矩陣當中，

然實際教學時，學生的討論、報告等等皆須以英文完成，課堂中也搭配 CLIL 教

學法來提升同學在專業科目上的語言能力。) 

 有鑑於此，其課堂上教學與評鑑的分配為具有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力佔百分

之三十、具有良好之服務精神與服務態度佔百分之四十、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知

識佔百分之十、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實務技能佔百分之二十。換句話說，其課程

的裡面是希望以理論為基礎，培養同學獨立思考的能力，並搭配知能服務學習培

養實務技能，為未來成為具國際競爭力之觀光產業管理人才奠基。 

 以下報告之章節，將針對桌遊、問題導向學習法(PBL)、知能服務學習與

CLIL(語言整合學習法)這四部分，來報告其教學創新的具體設計、實施和初步成

果。 

 



3 
 

二、 創新教學的設計與規劃 

(1) 觀光資源管理的課程規劃上，在課程內容規劃上有三大方向: 講學、課

內活動、知能服務學習。講學方面包含觀光理論的授課以及案例研究的

導讀。課內活動除了小組討論之外，在教材上的創新增加了桌遊 Tourism 

Tycoon 和問題導向學習法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兩項活動，而為了使

同學更能與實際觀光資源管理的實務面接軌，又增加了課程之餘需要至

觀光機構進行無償的知能服務學習 18 個小時。這些安排都是期望觀光資

源管理是一門學與作能相輔相成的專業選修學科。 

(2) 教學的方法強調師生互動，以提升課堂的意見交流為主，並希望透過問

題導向教學法，訓練同學養成獨立思考能力。而蘭陽校園是一個全英語

授課的校園，透過 CLIL 內容與語言學習法的教學，以提升同學用英文

來討論專業科目的信心。 

(3) 評量的革新上，觀光資源管理強調課堂參與、課後知能服務學習的實際

作為，因此，理論等記憶性的筆試評量逐年往下修正至 104 學年度，只

佔 10%的比重。而將其餘的百分比留為案例研究、課堂小組討論、課堂

遊戲(桌遊)以及 PBL 問題導向教學法之角色扮演知能服務學習而用；並

以口頭和書面的反思回饋為評量的重點，強調學生的內化學習，而非死

背、記憶。 

(4) 在教具和教材的研發上，於 102 學年度設計問題導向教學法-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談判活動，於 104 學年度設計 Tourism Tycoon 的桌遊，

除了讓課堂學習變得更為活潑有趣，也希望藉此提升同學在分析問題和

解決問題的能力。 

此課程的教材和教學法、教具的設計，是經過一段時間的累積和不斷地改

進，密地是希望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和動機。筆者於 102 學年度開始任教於淡江

大學國際觀光管理學系，當年觀光資源管理的修課學生是 13 位，其中包含一位

交換生、兩位外系的同學，本身系上的同學，並不青睞這一門課。同一學期，筆

者亦開設世界遺產觀光的課程，儘管，當課程設計為大四的專業選修課，卻仍舊

吸引當年度超過十二位觀光系二年級的同學選修。在私下探詢同學不願意修課觀

光資源管理的原因之後，發現同學對觀光資源管理課程的既定印象就是「枯燥」、

「無聊」。而正是在彼時，筆者下定決心，要將觀光資源管理設計成為一門「活

潑」、「有趣」、「理論與實際並重」，並能「激發同學學習動機」的課程；經過三

個學年(含 102 學年度的摸索年)的不斷修正後，有了包含以下四個部分的設計，

觀光資源管理此課程的教學教材終於完成。 

(一) 桌遊 

桌遊的設計是四項當中最晚完成的一哩路，當時設計的目的是有鑑於問題導

向學習法(PBL)-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設計太過高階，同學在理解上、表現上

都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此，額外設計此一桌遊，並放置於 Choice of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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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atile 之前，先讓同學經由遊戲，理解並體會觀光發展計畫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的重要，並從遊戲當中感受到有限資源分配的困難和外在

環境與因素對觀光發展過程當中可能遭遇的危機與自我創造機會的可能性，藉此

將理論內化成為確實獲得的知識。 

儘 管 遊 戲 已 經 廣 泛 被 使 用 在 教 育 當 中 (Bochennek, Wittekindt, and 

Zimmermann, 2007 and Gibson and Douglas, 2013)，但由於對於遊戲運用於教學上

的研究尚未徹底，因此，很難判斷遊戲用於教學當中的效果(effectiveness)是否如

期待(Gibson and Douglas, 2013)。儘管如此，還是有學者指出將遊戲融入於教學

當中對於加強學習的效果上是有利而無害的(Blakely, Skirton, Cooper, Allum, and 

Nelmes, 2009)。Kolb and Goldman (1973)認為學生們有各種不同型態的學習風

格，使用不同的教學技巧，也才能讓不同學習風格的學生都能從教學當中獲得知

識(Becker, 2006)。遊戲被廣泛認為是老師可以運用的教具，藉由提升外在動機(遊

戲)，而加強內在的動機(學習)(Khan and Pearce, 2015)。 

在文獻上，遊戲(games)的定義很廣，它可以是任何形式的競賽或者遊戲

(play)，在既定的規範當中進行遊戲者(players)之間的競賽(Gray, Topping, and 

Carcary, 1998)。也因此，於課堂當中所使用的遊戲包含所有讓學生不再只是單方

面接受訊息的講課的所有互動的活動，這其中包含電腦遊戲(computer games)、

紙牌遊戲(card games)、猜字遊戲(word games)甚至是運動競賽(sports)，當然也包

括桌遊(board games)。 

學者針對遊戲對於學習上的研究，提出了一些正面積極的看法，以 Hew, 

Huang, Chu, and Chiu (2016)採用兩組實驗對照的方式，針對亞洲學生在課堂使用

以及不使用遊戲為教學工具之後所做的研究結果顯示，儘管課程當中是否使用遊

戲，最後學生在回想所接受的知識上，並無顯著的差異，然而使用遊戲為教學工

具的學生，的確激發學生在討論回饋上能更積極參與，而且這群學生也更願意接

受更困難的作業挑戰，更進一步地，這群學生在作業上的表現也比上課不使用遊

戲為教學工具的對照組來得更佳。 

遊戲讓課程更有趣，似乎無庸置疑，近來的研究，大大推翻了以往遊戲於課

堂當中被認為是「不正經」(not serious)、「無效益」(unproductive)的既定印象(Khan 

and Pearce, 2015)。在 Chavez, Gilliam, Pathak,以及 Volino(2012)的研究當中，這幾

位學者在大專院校的班級內，使用三種競賽型的遊戲於課堂當中，發現遊戲讓課

堂變得更有創意(creative)，學生更樂於互動，同時，全班的參與度也大幅增加。 

針對於課堂上使用桌遊的研究上，以下三個研究則是使用於語言教學、商科

教學以及護理課程教學。其研究結果說明於下: 

Paris 和 Yussof (2013)使用名為「時間捕捉器(Time Trap)」的桌遊於語言教學

上，這款桌遊主要是要讓語言學習者學習並練習英語當中各種時態的用法。依照

其問卷結果顯示，高達 94.74%的學生喜歡以遊戲來學習文法，而 85.96%的學生

認為遊戲是有趣的學習方式，85.96%的學生認為，透過遊戲，他們可以學習新的

單字和句子結構。因此，這幾位學者認為，正因為學生將注意力放在遊戲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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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會降低課堂上使用英文回答問題時會被同學評斷自己的語言能力的懼怕。 

Khan 和 Pearce (2015)則是於澳洲的某商學院的「品牌與商品管理」的課堂當

中，使用一款名為 The Logo Board Game 的桌遊，其遊戲可以讓多達六位同學一

起競賽，遊戲內含 400 張關於澳洲商品品牌的題目，玩家只要答對題目，就能往

終點線移動一格。而 Khan 和 Pearce 的研究則是要看桌遊的使用過程當中學生的

浮流經驗(flow experience)的表現。浮流經驗可以算是一種全神貫注、專心投入的

心理狀態，而從這狀態當中，能表現出高創新和高效能(吳清山和林天佑，2007)。

Khan 和 Pearce (2015)也是採用實驗的方式，將學生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課堂當

中使用桌遊和課堂當中不使用桌遊)，以比較兩組學生在浮流經驗上三個面向，

分別是全神貫注(absorption)、學習樂趣(enjoyment)和動機(motivation)的表現差

異。研究結果顯示，課堂當中使用桌遊的實驗組，在以上三個浮流經驗的面向上，

都有比較好的表現。 

任教於護理科系的 Gibson 和 Douglas(2013)則是使用一款名為「關鍵性

(Criticality)」的桌遊來當作是課程中的評量工具。藉由使用這款遊戲，來評量學

生在護理課程中「急性與危急照顧 Acute and Critical Care」單元學習表現。學生

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某種設定的危急照顧。這款遊戲的創作來自於大富翁

(Monopoly)和全民猜謎大挑戰(Trivial Pursuit)這兩款桌遊遊戲，學生於遊戲當中

分組競賽，遊戲進行時，需要有其他臨床的護理人員隨侍在側，以評量學生在遊

戲中，針對所抽到的患者病狀和設定的治療情境的回答是否得宜。藉由此遊戲，

學生可以更確實地將課堂中所學的急救知識反映在設定的病患情狀當中，並理解

到未來職場上理論與實務上的可能的差異。 

綜合以上的文獻來說，桌遊能讓學習更有樂趣，且增加課堂上學生參與和互

動，並能讓同學更全神貫注，亦能模擬於實際情境當中。以此為出發點，再加上

先前所提到的，想要藉由桌遊引發同學思索觀光目的地在進行觀光發展前，需要

其計畫和目標，以及善用有限的資源等，於是，筆者設計了一款名為「Tourism 

Tycoon 觀光大亨」的遊戲。 

「Tourism Tycoon 觀光大亨」這款遊戲的設計基礎是來自於大富翁(Monopoly)

和最靡台灣觀光大亨(Taiwan’s Tourism Industry Baron)這兩款遊戲。但是，在遊戲

當中，筆者簡化了部分的設計，例如牢獄之災的部分，卻加強了其他的功能，例

如選擇興建不同類型的觀光產業，如飯店、賭場等。而遊戲當中命運與機會的卡

片，也都換成各種觀光產業在增加收益的各種行銷措施或者機會，以及天災或者

人為因素，可能造成的損失狀況等等，盡量讓遊戲更趨近於現實生活當中觀光發

展時所需要面對的所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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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Tourism Tycoon 觀光大亨遊戲套組的介紹。 

圖 2-1-1 

一套 Tourism Tycoon 遊戲的所有配件。 

圖 2-1-2 

遊戲地圖。類似大富翁遊戲的製作方法，以台灣主要行政區和重要風景

遊樂區為地圖上的領土(territory)，並參雜機會和命運的可能性。 

圖 2-1-3 

城市財產卡。背面有過路費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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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避免學生過度將資源運用於領土的購買，而忽略已購買領土的觀光建

設，因此設計不同的過路費算法措施。這樣的遊戲設計控制是在於本遊戲目的是

要同學理解到觀光發展計畫對於一觀光目的地的重要性，如果學生太專注於領土

的購買，只為了讓其他玩家無論如何都會經過他的領地，來繳交過路費，那麼，

學生將無法全心用於已購領地的經營管理上，而此遊戲想要帶給學生的學習目標

就會減弱，因此設計之。 

圖 2-1-4 

 

命運卡。背後有各種突發種況，可能讓遊戲者因此賠償或者獲得補助。 

命運卡。背後有各種突發種況，可能讓遊戲者因此賠償或者獲得補助。這些事件

多半是不可預期或者因為人為疏失所造成的損失，也可能是決定權於他人手上，

卻還是會對一個城市的榮景造成影響的事件。設計目的在提醒學生不可抗力之因

素對於一個觀光目的地的經營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圖 2-1-5 

 

機會卡。背後有各種事件的說明。 

機會卡。背後有各種事件的說明。這些事件多半需要爭取才可以獲得，又或者為

了爭取未來的某些機會而需要付出，也可能是因為外來的資金挹注。設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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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醒學生，一個觀光目的地的榮景需要觀光目的地的經營者去爭取，才有可能

有好的回饋。 

 圖 2-1-6-a 

 

道具卡。 

每位遊戲玩家在購買了領土之後，當他再次回到自己的領地上，即可以開始投資

興建以上五種設施，來增加其領土的價值(提高過路費)，這五種設施分別為交通

設施、餐廳、飯店、賭場，以及各種觀光景點。圖示放大如下:  

 圖 2-1-6-b 

 

交通設施             餐廳          飯店         賭場        觀光景點 

交通設施(accessibility)被認為是一地在發展觀光時很重要的基礎建設，因此設計

之。而餐廳、飯店、觀光景點(包含主題樂園或者名勝古蹟)都是屬於觀光產業的

一環，也都是觀光資源的一部分。比較有爭議的是賭場的設計。依照筆者的個人

態度，對於是否建設賭場有其道德上的批判，然後，筆者希望在遊戲之後，引發

學生思考觀光發展所帶來的衝擊此議題，因此，還是放入看似獲利最高，但其未

來對於觀光人文環境影響最大的賭場於設計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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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遊戲的玩法說明。 

儘管於遊戲開始前，筆者會以口頭的方式，來介紹遊戲的基本玩法，但是，同時

間，全班將分成六組進行遊戲，因此，仍然放置一份遊戲的玩法說明於遊戲套組

當中，方便學生在遊戲的過程中，如果有進行的問題，可以隨時閱讀玩法說明。 

 Tourism Tycoon 觀光大亨遊戲需要於兩小時的課堂鐘點進行，並且事先和學

生規範好中間不下課休息，以一氣呵成的方式，完成此遊戲並進行口頭的回饋。

由於觀光資源管理是一門三學分的課，其課程的安排多半是 1-2 或者 2-1 的方

式，因此，不管教學時間如何切斷，都是以完整兩個小時的課堂時間為遊戲規劃。

以下是其教學的時間安排: 

 表 2-1-1 

時間 內容 

第一個小時 利用約 20 分鐘的時間，介紹遊戲的玩法，並

提醒同學下次上課務必準時。 

第二個小時 遊戲時間 

第三個小時 
遊戲時間 

於後半段約 20 分鐘，進行遊戲的口頭回饋 

課後 學生須書寫一份心得 (請見附件 1) 

  

如前述所言，此遊戲設計於所有活動之後，是於 104 學年度才完成設計，目前於

觀光二年級的專業選修課-觀光資源管理-課程當中，僅有過第一次的使用。然

而，在此之前，筆者利用一次參與成教部的教學計畫-香港科技專上書院短期進

修計畫-的機會，於課堂當中，使用了一次 Tourism Tycoon 的桌遊，並於遊戲後，

以非正式的訪談方式，詢問全班 13 位同學的學習經驗。當時所詢問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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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如下: 

(1) 此款桌遊是否讓您對於課程學習更有興趣? 

(2) 對於此款遊戲的遊戲過程，所帶給你的啟示為何? 

(3) 此款遊戲需要改善的地方。 

針對這三個題目，其回答內容多為正面，以第一題來說，多數同學認為這樣

的遊戲設計，讓課程更活潑、有趣，比起上課以老師為主的講課，更喜歡這種比

較輕鬆的遊戲方式進行。其中，有兩位同學特別指出，遊戲進行中，老師(筆者)

會主動在旁觀看，並針對一些狀況來做解釋，更能引導他們學習。然而，也有三

位同學指出，遊戲一開始是相當有趣，但是，再進行約莫 40 分鐘之後，如果勝

負已定，會開始逐漸對於遊戲失去興趣，除非，往後的時間內，有其他的狀況發

生(像是，有其他玩家破產)，才會可能再度提起比較高昂的遊戲興趣。 

以第二題來說，同學認為需要老師來引導，比較能理解遊戲過程中，想要傳

達的教學內涵，只要老師能稍微引導，很容易能理解出資源(金錢上方面)有限，

需要有遊戲策略，才能於遊戲當中獲勝，而學生理解到的遊戲策略為更為全面性

的觀光建設，能夠帶來較多了獲利。當然，也許是文化使然，這群香港的學生，

對於賭場經營相當熱衷，13 位同學，共分成三組來競賽，每一組都會有一~兩位

同學，拼命於自己的領土上發展賭場，而這可能是和文化環境有關。這個現象是

當時設計此遊戲時，所料未及。 

以第三題來說，有兩位學生認為遊戲的難度可以再增加，例如，增設監獄，

如同傳統大富翁遊戲一樣，步行到監獄的玩家，需要停止遊戲至少兩~三輪，建

議的同學認為，這樣可以改變遊戲桌上的輸贏狀況，增加其趣味和刺激性。另外

一位同學則是建議需要有「貸款」的設計又或者是玩家可以「拋售財產」，他認

為，當有一位遊戲者破產時，遊戲就結束了，這樣相當可惜，尤其是，他們那一

組，因為有同學過度擴張領土的購買，很快在遊戲 30 分鐘之後，就宣告破產，

由於遊戲沒有貸款和拋售財產的設計，他們這一組很快地，又再重新開始遊戲，

他感覺有這兩個方案的設計的話，遊戲的豐富性和難度會再增加。 

再經過此次香港學生的嘗試之後，於將近一個月後，筆者於觀光二年級觀光

資源管理班級上實際進行教學。並要求於課後書寫一份心得(如附件 1)。 

全班修課學生為 29 名，扣除缺席以及未繳交者，總共有 20 位同學繳回心得。

此心得主要是要瞭解同學是否有觀察出觀光發展計畫和策略的重要性，以及資源

運用的重要性。由於此課後心得並未使用科學性的資料分析處理，僅能以初步閱

讀的結果來檢視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回歸當初設計此桌遊的目的，是為了引導同學在之後的問題導向學習(PBL)

能有更好的表現，因此，這一部分，需要和之後的問題導向學習(PBL)單元一起

來評估。而此桌遊的另外一個目的是增加課程的有趣性，以提升同學的學習動

機，在這一部分上，從同學課堂上的表現和當天出席率來看，都略有提升。最重

要的是，觀光發展計畫和策略的重要性，以及資源運用的重要性這兩件要素的體

悟上，力道略顯不足，但一重要發現是如果是遊戲過程中，筆者有停留，且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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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遊戲局勢的機會教育的話，那一組的同學普遍在學習心得上，能書寫得比較

深入，也能顯示出理解觀光發展計畫和資源運用兩大重要性。這也同時應證於香

港同學(試玩組)的意見，也就是說，桌遊雖然有趣，但非常需要教學者的引導思

考，其效果會比單純遊戲完，僅讓學生自我思索其心得，來得更為正面。此初步

的結果，也讓筆者思考於 105 學年度實施此桌遊教學時，更需要考量課堂管理和

遊戲時間的規劃。 

以下是幾張當時同學進行桌遊的照片和說明: 

圖 2-1-8-a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的學生進行 tourism tycoon 遊戲中。 

圖 2-1-8-b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的學生進行 tourism tycoon 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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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c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的學生進行 tourism tycoon 遊戲中。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科技專上書院一行一共有 13 位同學，當時為期兩周的

課程當中，每位老師需要兩次各四小時的課程，我是安排於第二周的周二和週三

任教。第一天的前半段課程，竟然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出席課程，一直到課程的

第四個小時，出席率才勉強突破二分之一。結束第一天課程是，我已經預告了第

二天的課程規劃是以桌遊為主角。因此，第二天的課程，儘管同學習慣性遲到(為

全班性集體遲到一個小時)，但最終出席率卻是百分之百。筆者認為這和桌遊的

吸引力比起講課來得高有關。 

在課堂參與上，第一天的出席率已經很差，而課堂參與(回答問題、進行課堂

討論等小活動)的參與比例更是低。而第二天的桌遊狀況有很明顯地改變；當我

在詢問同學遊戲後的回饋時，原本對於自己的口音會很不好意思發言的同學，也

變得積極了起來；桌遊的趣味性讓他改變了課堂參與的態度。 

 

接著是，在觀光二年級的觀光資源管理的上課照片和說明: 

圖 2-1-9-a 

 

全班分成五組進行遊戲。每組 5 位，遲到超過 20 分鐘的同學，則被分派到已

經進行遊戲的小組擔任銀行的工作，並同時觀察遊戲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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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b 

 

遊戲時同學的笑臉。 

圖 2-1-9-c 

 
玩遊戲同學臉上的表情。 

圖 2-1-9-d 

 

同學擲骰子後，移動代表自己的標誌物(token)的樣子。遊戲進行中。 

畫面嘉義縣(Chiayi County)旁放著一張賭場的道具卡，表示購買嘉義縣的玩

家已經第二次回到領地，並興建好賭場。因此，下次走到嘉義縣的其他玩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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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過路費的計算法(如下圖示)，需要繳交 450 元給領地所有者。 

圖 2-1-9-e 

 
圖 2-1-9-f 

 

遊戲結束，同學在結算最後財產金額(包含所有領土和地上物的價值)，最多者

勝出。 

在第一年的桌遊實施之後，針對同學的回饋，將稍微改變進行的節奏和模

式，也為了更能適時地照顧每一組遊戲的同學，並進行教師(筆者)給同學的口頭

回饋和引導，規劃將把班級拆成兩梯次，也就是同時只能有三組同學進行。另外，

會於新學習的教學大綱為這項桌遊的進行和心得回饋放入評量的比重，一方面讓

同學更正視此桌遊的進行，另外一方面是希望能得到同學更用心的戲後心得書

寫。更重要的是，筆者希望將這桌遊進行結合教學理論，能更有策略地進行教學

研究的資料收集，並期待未來能發表成教學研究的論文。 

 

(二) 問題導向學習(PBL) –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被認為是一個以學生為學習中心，而

非以教師為主角的教學方法(Carriger, 2016)。這種方法可以讓學習者更為主動地

去探索議題，並結合理論與實務將知識運用於真實環境的問題上(Savery, 2006)。

Yew 和 Goh (2016)也指出，多半的 PBL 使用於醫學院當中，但也逐漸被商學院

和各科目所採用。在研究上，Yew 和 Goh (2016)認為有越來越多的研究是檢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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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的效益(effectiveness)、學生發展出自我導向的學習習慣的程度、學生學習

到解決問題方法和技巧的程度，以及學生獲得更深度的專業知識的程度這幾個方

面。因此，PBL 的特色大概可以歸納出來為「具有建設性 constructive」、「自我

導向 self-directed」、「協同性 collaborative」以及「與環境狀態有關聯的 contextual」

課堂活動(Newman, 2005 及 Yew and Goh, 2016)。 

正因為多半的 PBL 都進行於醫學院當中，Carriger (2016)則針對管理學院的

學生設計出 PBL 的教學方式，並進行其比較性的研究，來看以 PBL 進行的學生

和使用傳統講授方式教學的學生，以及兩種並用的課堂，其學生在課程內容的學

習和獲得(content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以及批判思考上(critical 

thinking)的表現是否有差異。其結果顯示如果以考試的分數來看，其傳統講授的

方式，學生會有比較高分的表現。然而，如果長期(經過數年)的累積之後，於課

堂當中同時使用 PBL 和傳統講授課程方式的學生會明顯在知識的獲得上有更好

的表現。同時，其 PBL 的教學法和兩者兼用的教學法，學生在批判思考的表現

上都有明顯提升。 

這樣的研究結果，不讓人意外，畢竟 PBL 的用意，並不是在於學生能夠於筆

試上有好的表現，畢竟，以選擇題為主要的設計方向、有標準答案的考試題目，

與 PBL 強調批判思考總是背道而馳。而研究結果倒是給教師提醒，不該放棄傳

統講授的教學方式，能夠兩者並用，才能達到教學最佳結果。 

回到觀光資源管理此課程的設計來說，觀光發展與計畫是管理觀光資源的起

點，卻也是最枯燥乏味的理論教學。以傳統的講授教學來說，授課老師不外乎是

教授觀光發展計畫的主要步驟(The key stages of the planning processes)以及發展

計畫(The development plan)，請見附件 2 的教學投影片。如附件 2 的教學投影片

來說，教師能做的就是解釋圖表的意思，其功能比較像是「解釋名詞」，在更多

的作法就是清楚舉例每一個細項，例如，圖表當中所提到的”Survey of Existing 

Data”筆者可以舉例解釋來說，當宜蘭縣政府要發展觀光時，就算要發給礁溪某

一間五星級飯的興建證照，也需要在先前先核算目前所擁有的總房間數和平均住

房率，也需要有現有的資料可以推估未來十年或者二十年的遊客人數增加預測，

才能正確決定是否發給建造；除此之外，礁溪以溫泉聞名，還要考量溫泉水是否

已經超抽，以杜絕未來的缺乏溫泉水的負面衝擊。 

然而，實話是，這樣的內容雖然容易理解，卻枯燥、乏味，且對於事因的前

後判斷有多由教師主導，學生只能被動聆聽。因此，筆者思考其可能的改變模式，

希望透過更為活潑的方式，讓同學主動學習，也讓同學體會到擘劃在觀光整體發

展的重要性。 

當年(102 學年度)，筆者甫加入淡江大學觀光系，筆者於就讀博士班期間，

於英國的大學擔任商學院共同科目-管理發展課程-助教的工作，其課的期末評量

方式，就是讓同學分成兩組，兩邊進行談判，由任課老師與助教共同為同學評分。

當時，筆者就是在這樣的一個靈感下，自創了名為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問

題導向學習教案，並於 103 學年度獲得當時學習與教學中心所舉辦的 PBL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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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學習(PBL)單元教案獎勵(請見附件 3-1 與附件 3-2)。 

以下將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腳本資料說明如下，其英文版(課堂使用版

本)請見附件 4: 

表 2-2-1: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腳本資料說明: 

Township Ace 是一個位於 City Versatile 的小鎮，Ace 鎮有著豐富的

天然和文化資源，除此之外，今年初還意外地在鎮內發現溫泉。Ace

鎮是個被認為非常具有淺力發展觀光產業的地方。因此，Ace 鎮的

鎮長今天特別召開會議，邀請 Versatile 市的市長和觀光發展計畫團

隊以及其他的相關利益者，像是飯店業者、村長們、村民代表們等 

一同與會。Ace 鎮的鎮長有他自己想要獲得的目標以及如何進行這

場會議的方法，而其他與會的相關利益者也有著自己的立場… … 

 

班上的每一位同學都將扮演一個角色。扮演角色的同學都將收到一

份對這個角色的敘述和會議當中的目的卡片。這份文件內容是秘

密，不得與其他人分享。 

 

為了讓角色扮演的活動進行順利，每位同學需要熟稔自己所扮演的

角色在會議當中的訴求和期待，並且在角色扮演當中適當地表現出

來。 

 

在收到角色扮演的卡片後，大家有 30 分鐘的時間，構思一下會議正

式召開時自己該講的話。老師也將在一旁協助，有任何問題或者疑

問，都可以舉手詢問。 

 

依照當時學生的人數，其所有角色共有 13 名，因此，一共創造出十三個必

要的角色，分別是 City Versatile 的市長、Ace 鎮的鎮長、Miracle 村的村長以及

兩名村民、Destitute 的村長以及兩名村民、飯店業者、市政府的觀光發展推動小

組的財務長和工程總長各一名、環境保護組織，以及記者。其中，依照班級人數

的增加，環境保護組織的成員和記者的成員也會隨之彈性增加。 

記者的角色主要是要觀察會議進行，並於會議前、中、後都有全面性的整理

摘要(口頭報告)。 

公開給學生看的腳本當中，只有提到溫泉這個觀光資源的發現，因此，一開

始的設計，就是讓同學將重心都被引導到如何開發溫泉、是否興建溫泉飯店，也

因為一面倒地其觀光資源都明顯肩落在 Ace 鎮的 Miracle 村當中，甚至連擔任

Ace 鎮長的同學都必須要提出觀光纜車(cable car)的建設，因此，Destitute 村和村

民，幾乎如名稱所暗示，是最被犧牲的一群村民，尤其 Destitute 村內還有一條

名為 Immense 的大河流，每年都造成河水氾濫的問題，是名副其實最為貧困、

命運多舛的鄉村。因此，隱藏版的討論腳本則是 Destitute 村村長不但需要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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飯店在自己的村興建，更需要提起 River Immense 的水災問題，獲得市政府的經

費支持，來進行河道的截彎取直，而隱藏版的腳本上也為整治 River Immense 帶

來河濱公園和水上活動(例如泛溪)等的附加價值，不但能提升居民的生活環境和

品質，也帶了能夠發展觀光的伏筆。 

而其實纜車的興建也不是那麼地順理成章。首先，纜車的興建預算就佔了市

政府可以運用的財源的全部，且開始營運纜車之後，票務的收入無法支付每年需

要進行纜車保養的支出，因此，纜車的興建，根本是一個賠本的生意。除此之外，

環保團體對於纜車的興建本身就持相當反對的態度，一個目標是讓自己能夠連任

且能帶來經濟效益的市長和鎮長，該如何決定呢? 

飯店業者的態度則是以興建溫泉飯店為主，他的著眼點當然是獲利，雖然他

有盟友-Ace 鎮鎮長-的支持，但是飯店的興建卻不受到 Miracle 村村民的青睞，

因此，飯店業者是否可以順利在 Miracle 村興建他所期待設立的溫泉飯店，也端

看 Miracle 村村民們是否堅持反對立場和 Destitute 村跟村民是否夠努力爭取而有

可能有不同的結果。 

市政府的觀光發展推動小組的財務長和工程總長這兩個角色雖然沒有特別

的態度，卻需要在市長或者與會者討論到經費和工程難度時，提供最確實的資

訊。而這兩個角色雖然乍看相當被動，在筆者進行評量的時候，會依照學生現場

表現的狀況，給予正面的口頭嘉獎以及實際反映於最終的成績給予。例如，104

學年度的一位擔任財務長的同學，就積極地提議是否讓飯店業者對興建纜車提供

贊助來舒緩市政府財務困難的狀況，她的發言提供當次進行問題導向學習的所有

同學立刻轉向思考其提案的可行性，並進行如何贊助的話，該有何利益條件的交

換討論，像是纜車車身都是飯店業者的廣告，又或者是取得纜車興建完之後起初

20 年的經營權等等，因此，儘管是扮演態度立場中立的同學，也都被鼓勵在角

色扮演的談判會場場，需要有更多積極、主動的參與。 

此課程的教學流程如下表所示: 

表 2-2-1 

時間 內容 

第一個小時 發給公開腳本(附件 4)，以及每個角色特定需

要達到的目標(附件 5)，以及各角色準備表格

(附件 6)。解釋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進行

流程，其餘時間給予同學準備談判的策略。 

第二個小時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談判進行 

第三個小時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談判進行 

於後半段約 20 分鐘，進行遊戲的口頭回饋 

課後 學生須書寫一份心得 (請見附件 7) 

 

附件 8 為第一個小時時所使用的投影片的檔案。這一個小時，主要是之後第

二和第三個小時的問題導向學習(PBL)-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做介紹，一開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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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需要同學解決的問題，也就是公開的腳本，之後是角色的介紹。如圖 2-2-1，

以比較視覺化的方式，讓同學了解到，公部門體系當中的系統，以及記者和環保

團體的角色。 

除此之外，每一個角色雖然有自己的立場、要求，這些立場可能會是正式談

判開始的堅持或者底線，而這些立場、要求就會成為隱藏版的問題，也是讓同學

在 PBL 的活動當中，需要解決的任務。除去這些隱藏的問題，投影片還是針對

每一個覺得的基本背景做了介紹，如圖 2-2-2。這也是經過了 102 學年度之後，

而有的改變。這些資訊的給予，都是為了要給學生更多準備上的信心，尤其照顧

學習跟理解速度上，比較有自己的步伐的學生們。而第一個小時的後半段，就讓

同學在課堂上準備談判的策略，並發給附件 6，教師(筆者)的身分就轉為協助

(facilitator)，讓需要協助的學生舉手發問，並針對每個角色可能需要的困難給予

協助，例如，擔任鎮長的同學可能會擔心不知道該如何主持一個會議，而教師需

要讓他把這個架構給整理出來；這也是之後發展出 CLIL 輔助教材的主要原因，

因為，學生也許以中文來進行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不會有很高的難度，只要

專心在解決賦予的問題就好，但是，當活動以全英語的方式進行，就多了需要解

決、克服的難題，為了引發同學能有更好的表現，才會有之後 CLIL 的協助教材，

這一部分將放於第四小節來解釋。 

圖 2-2-1 

 

最基本的 13 個角色。依照學生人數可以調整部分的角色人數，記者和環保團體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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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每個角色的基本說明。只顯示基本的態度，不包含隱藏的問題。 

第一個小時的課堂投影片也包含在這個 PBL 活動當中，同學可能會觸及到

的觀光資源，如圖 2-2-3。 

最後，考量到前兩年其部分角色，像是記者或者環保團體的表現機會比較

少，另外，也發現同學在開會的時候，議程架構還需要加強，因此，於 104 學年

度增加了會議流程(如圖 2-2-4)，這也是希望 PBL 能夠進行地更順暢和討論可以

更豐富而新的設計。 

圖 2-2-3 

 
提醒同學談判過程當中會提到的觀光資源，並鼓勵提及腳本沒有提到

的部分，可以讓談判更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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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為了讓角色更多付出且會議可以更順暢進行，設計的流程，也當成提醒同學時

間有限，需要充分討論而有決議。 

 

以下是實際課堂進行談判時的照片和說明: 

圖 2-2-5 

 
第一次(102 學年度)進行時，擔任環境保護團體的同學，做好抗議的所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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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擔任飯店業者的同學，在說明自己的立場，其他同學注意聆聽。 

圖 2-2-7 

 

擔任記者的同學，在結束後對全班摘要會議過程和決議。 

圖 2-2-8 

 

於 104 學年度進行時，擔任 Miracle 村村長的同學正在陳述意見，一旁擔任村

民 A(外籍生)仔細聆聽，但是另外一位村民 B(低頭者)則完全沒進入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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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擔任記者的同學，很有創意地想出 SNG 連線報導，此時的他是坐在主播間，

假裝和會議場內的記者連線。下一秒鐘，他站起來走入會議場，立刻訪問村長

和鎮長，扮演另外一位記者的角色。 

圖 2-2-10 

 
另外一組擔任 Miracle 村村民 A 的同學無故缺席，他的意見就無法表達，除了

影響自己的成績之外，也成為最佳的機會教育-自己不爭取，沒有人會幫你發

聲。 

 

由於 104 學年度是將全班分成兩組，於兩梯次當中進行談判活動，因此，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此一教案，於 102 至 104 學年度之間總共進行過四次。這

四次的談判過程和結果都不一樣，其四次決議表列於下方: 

 

 

 

 

 

(接續下一頁) 



23 
 

表 2-2-2 三學年四梯次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決議結果 

學年/梯次 決議結果 

102 學年度  興建纜車，但需要每年賠償纜車沿線的農民其無法耕種的

損失 

 飯店興建於 Miracle 村 

 無任何資金解決 River Immense 水災問題 

 飯店業者承諾會保障 Destitute 村村民在飯店內的工作機會

(優先錄取 Destitute 村村民) 

 飯店業者允諾購買當地生產(主要是 Destitute 村)的農產品 

103 學年度  暫時擱置纜車興建的提案，但興建意願仍高，只因會議先

行處理 River Immense 水災問題，因此資金不足，未能於有

限時間內談判出每個人都能接受的方案。 

 River Immense 水災得以解決 

 飯店興建於 Miracle 村 

104 學年度

第一梯次 

 不興建觀光用纜車，而是興建便利交通的纜車(類似輕軌電

車)，而且交通纜車由飯店業者出資部分(50%)來興建，交換

條件是一半以上的纜車車廂需要讓飯店業者免費廣告 

 原纜車預定地變成蝴蝶保護區，並興建蝴蝶公園，也由飯

店業者獲得 bot 經營權 

 River Immense 得以整治 

 儘管 Destitute 村長和村民努力說服飯店業者，但飯店業者

仍覺得 Destitute 村的條件不夠豐富，因此仍決議於 Miracle

村興建飯店。 

 飯店業者允諾購買當地生產(主要是 Destitute 村)的農產品 

 飯店業者拒絕承諾保障兩村村民就業問題 

104 學年度

第二梯次 

 Miracle 村長和村民極力反對，加上鎮長無法提出更能說服

人的條件，因此纜車興建的提議被否決。 

 River Immense 得到整治 

 在兩村村長和村民的合作下，飯店業者在 Miracle 村興建溫

泉旅館的提議被婉拒，但轉而在 Destitute 村興建以水上活

動為主的度假村 

 飯店業者在 Miracle 村長和村民的說服下，在 Miracle 村興

建具有遊憩功能的溫泉公園，只提供泡湯的服務，不提供旅

館，並獲得鎮長和市長的保證，不會有類似的溫泉公共設施

興建於 Miracle 村，形同此溫泉公園為特許的專營遊憩區 

 

總結來說，學生的參與度以 102 學年度最佳，這可能和 102 學年度的學生人

數最少(小班制/13 位)，以及普遍來說 102 學年度的選課同學(含一位交換生和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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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外系選修生)多為平均成績在班級上較為前面者有關，這些同學普遍自學能力

較強，在適度的引導之下，便能觸類旁通，而有許多創意的發想。其中表現最佳

的為圖片中 2-2-5 的那位扮演環保團體成員，於會議當中進行抗議的同學。她是

來自中國復旦大學的交換生，抗議對她來說非常陌生，她在接受到第一堂課的角

色描述之後，和教師(筆者)仔細討論，並自行搜尋台灣一些環保團體抗議的新聞

畫面，而有了發想，於課餘時間準備抗議海報和布條，很認真地於談判活動當中，

重複讓與會的其他角色，清楚地得知她的抗議原因，因此，當年，她力挽狂瀾的

表現，差一點讓鎮長無法順利推動纜車的進行。當然，在鎮長強勢的主導下，連

反對興建纜車的村民同學，也在銀彈的利誘下，放棄抗爭；扮演村民的同學向鎮

長要求補助金，鎮長立即答應。 

然而，學生的參與度高，不代表其討論的內容和過程的品質是比較好的。談

判很注重是彼此之間的互動和現場表現跟靈活運用現場所收集到的資訊，而有臨

場的反應。以 104 學年度的兩場 PBL 活動來說，這兩場分別都有參與度不高的

同學，也有沒有做好準備就上場的同學，但是，討論的過程和決議的品質，卻是

歷年來當中，比較好的表現，而這也許可歸因於這兩場都有幾位準備相當充分且

表達能力不錯的同學在場的關係。 

於 104 學年度扮演記者的同學(見圖 2-2-9)，他於新聞報導當中挑戰了 Ace

鎮鎮長和飯店業者可能有利益掛勾的問題，而讓擔任鎮長的同學憤而將他逐出會

議場地。被逐出會議場地的記者同學，就和一同被鎮長逐出會議場的環保團體合

作，讓環保團體有機會接受訪問，於會議進行中段時，有機會清楚地向全體同學

宣示立場，這是當時沒有好好進行抗議表現的扮演環保團體的同學所始料未及的

狀況。這位擔任記者角色的同學的臨場表現也增加了 PBL 進行的趣味，現場笑

聲不斷，也因為他的臨門一腳，讓原本整組同學僵持在是否要蓋觀光纜車，頓時

豁然開朗，而做了完全突破思想框架(out of the box)的決議: 興建交通型的纜車來

強化 Destitute 村的對外交通並於原本要建設觀光纜車的原址成立蝴蝶保護區。

(註: 環保團體的隱藏版腳本就是對同學揭露纜車預定地有稀有的蝴蝶品種棲息

其中，蓋了纜車，這種全世界僅有的蝴蝶將絕跡。) 

104 學年度的第二組同學則又玩出完全不同的局面。首先，擔任 Miracle 村

村長的同學(見圖 2-2-8 發表意見的學生)全神貫注於會議討論的過程，同樣扮演

Miracle 村村民的同學 A(見圖 2-2-8 照片中的外籍生) 相當有主見，且準備充分，

這兩位合作無間，對於自己的家鄉該如何發展成為一個美麗卻不過度發展的觀光

小城，在談判當中，獲得出共識，並結合 Destitute 村村長和村民，形成合作的

盟友，共同否決了鎮長對於纜車的經營，以民意為壓力迫使市長需要改善

Destitute 村的水災問題，並拒絕了飯店業者在其村內設置溫泉飯店，而支持互

利、共榮的方案，鼓勵飯店業者在已經解決掉水災問題的 Destitute 村興建規模

更大的度假村，而只在 Miracle 村興建溫泉公園。同一次的談判當中，擔任財務

長的同學提議讓飯店業者經營纜車，然擔任市長和鎮長的同學無法提出足夠說服

飯店業者同學的方案，因此，纜車的興建就此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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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否認的，問題導向學習法的目的在於推動教學翻轉，但是，對於學習動

機比較低落的同學來說，還是需要思考出更為積極有效的激勵手段。再加上此活

動需要以全英文進行，對於同學來說，難度更是加深了不少。這也是在實施了三

年之後，於今年完成問題導向學習法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後，融入 CLIL(語言

整合學習法)，適度修改課程的流程，並增加談判溝通語言能力的基本教學和協

助同學更有效地準備談判，而為每一個角色多設計一份準備引導，此部分將於第

四部份當中細述。 

最後，在課堂當中，有保留約 20 分鐘的時間，讓同學對當天的談判結果有

一些意見的陳述，而授課教師(筆者)則是會針對過程當中的一些決議提出問題，

讓同學能更清楚陳述想法，又或者是引發同學反思。舉例來說，102 學年度的狀

況是堅持興建纜車，因此，筆者於課堂當中詢問同學的問題就會在於未來興建之

後，其票務營收無法支付維護所需的支出，會變成財務缺口，這該如何解決?而

且，水災一來，市政府就得支付農損賠償給 Destitute 村村民，只要興建纜車，

這一年的賠償金就無法負擔出來，該怎麼解決?以 104 年第一梯次的決議來說，

全組非常依賴飯店業者的投資，獨厚單一財團，有可能造成未來哪些狀況?又或

者是，不興建觀光纜車，卻興建交通纜車的理由，請更為深入地闡述之。 

為了促進同學能在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有更為積極的表現、更為完善的事

前談判準備，此活動的進行佔學期總成績的 10%，為了讓同學清楚評量的標準，

設計有評量表格，提供給同學參考，詳見附件 9。 

除了課堂口頭回饋之外，學生需要於一周後繳交 PBL 心得，如附件 10。 

如前述文獻所言，PBL 的主要目的是為了增加學生的批判思考能力，另外就

是能應付真實職場上所可能問題時，模擬應對的狀況。以觀光資源管理這一個課

程來說，主要是設定同學未來會從事公部門的觀光行政或者管理工作，其發展政

策上的制定和推動時前因後果的考量，以及有限資源的運用都會是需要面對的問

題。除此之外，跨部會的合作和不以觀光發展而犧牲在地居民的生活環境和品質

也是職業道德上該思考的問題。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提供了反映現實社會的議

題，以 PBL 的方式，促使同學在課堂上以談判的模式，來溝通出決議，再由授

課教師引導反思，而期完成上述教學目標。 

 

(三) 知能服務學習 

Berasategi, Alonso, 和 Roman (2016)在其研究開宗明義指出大學教育具有兩

個目的，一個是在提供具有深度和廣度的知識，進而讓學生能成為青出於藍更勝

於藍的專業人才；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確保道德與公民教育，以期待對於社會造

成改變的影響。而知能服務學習，是個可以完成以上兩個主要目的的創新教學

法。知能服務學習就是將學習與社區服務結合成為一個活動，讓學習者能在確切

有需求的環境當中，訓練專業的工作能力並改進之(Brugues, Aranda, Giralt, Chica, 

Sola, Arija, Laurado, Valls 和 Romeu, 2016)。除此之外，知能服務學習還有以下幾

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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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讓學生逐漸養成社會責任 

(b) 讓學生體悟到自己可以對社會有貢獻 

(c) 豐富學生課堂學習的經驗 

(Brugues, et.al, 2016, p.203) 

 也有學者認為知能服務學習提供傳統的評量方法，另外一個可行的路徑，而

且可以更真實地反映出理論與實務之間的鴻溝(Bringle 和 Hatcher, 1996)。知能服

務學習還可能引發學生從做當中對學習的科目產生更大的興趣，因為知能服務學

習提供學生能運用可即的資源來解決問題，而這樣的方式，可以幫助老師將教學

變得更為有趣，並同時間是引導學生進行批判思考的方法之一(Bringle 和

Hatcheer, 1996, Robinson, 2010, Berasategi et. al., 2016)。 

 筆者當時在課程當中推動知能服務學習的主要動力也正是希望在這個「做的

學科」當中，不只是坐在教室內只以理論和案例研究為主，而是能透過確實的社

區服務，來學習該有的工作態度，並期待同學能在服務學習過程當中，以親身的

經歷來認證理論，並實際感受真實職場上突發狀況的發生和應對。 

 經過一年(102 學年度)的努力，觀光資源管理分別在 103 和 104 學年度，兩

度和宜蘭縣財團法人蘭陽農業發展基金會合作，於一年一度的綠色博覽會期間的

周末時間，派學生至會場(武荖坑風景區)進行服務。 

 財團法人蘭陽農業發展基金會於 2002 年成立，成立宗旨是為了促進蘭陽地

區農、林、漁、牧、糧食及其他有關農業發展的業務。蘭陽農業發展基金會也是

獲得 2012 年聯合國宜居城市專案組社會經濟類獎項金質獎的「綠色博覽會」的

承辦單位。蘭陽農業發展基金會除了是整合資源的平台之外，還肩負起休閒(農)

產業開發、研議的重任。 

財團法人蘭陽農業發展基金會為每年度宜蘭盛會-綠色博覽會-之主辦單

位。綠色博覽會自 2000 年起於武荖坑風景區舉辦，經過十七年的發展，已經成

為全台灣唯一一個強調 Green Lifestyle 的年度博覽會，在 51 天的活動期間，平

均每年吸引約 40 萬人次的觀光客。 

儘管蘭陽農業發展基金會為綠色博覽會的主辦單位，但是綠色博覽會是縣政

府內跨部會的合作成果，例如園區的經營和管理是縣政府工商旅遊處所負責、園

區內的部分景點則由縣政府文化局所負責。隨著鄰近生態綠舟(原「冬山河森林

公園」)開園之後，其活動範圍預期將擴大、觀光資源將進行更有效的整併。同

學於此進行專業知能服務學習，更能近距離實際了解觀光資源的利用和開發的重

要性。 

以 103 學年度於綠色博覽會進行專業知能服務學習來說，同學被分配到園區

內三個主要景點提供服務，分別是服務台、食跡小站、農林秘境。 

 服務台-學習待人接物、突發狀況的處理、應對各種遊客的難題。 

 食跡小站-學習友善耕作的理念、農產品的包裝、故事行銷、理念推廣。 
 農林秘境-協助導覽老師、參與導覽工作、維護旅客在秘境探險、遊憩時的安

全，農林秘境也是全區唯一提供打工換宿活動的景點，打工換宿為目前相當受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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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觀光活動之一，學生可以習得其操作方式。 

 以 104 學年度來說，同學被分配到園區內四個主要景點提供服務，分別是服

務台、良食冒險島、銀寶樂園和、狩獵蜂屋。 

 服務台-學習待人接物、突發狀況的處理、應對各種遊客的難題。 

 良食冒險島-在互動遊戲中區內協助園區工作人員，並提供展覽導覽的服務。 

 銀寶樂園-此區專為銀髮族設計的農作專區，並舉辦許多活動，同學在此協助

活動的報名和進行，並對園區設計進行導覽。 

 狩獵蜂屋-狩獵蜂會抓壞蟲來餵養幼蜂，因此，這是無毒農業的作家示範場所，

同學在此協助導覽，也包含維護旅客在秘境探險、遊憩時的安全。 

  

以下流程圖(圖 2-3-1)來解釋知能服務學習的進行方式。 

 圖 2-3-1 知能服務學習 10 步驟 

   

 

 

 

 

 

 

 

 

 

 

 

 各步驟的目標，以 104 學年度實施的方式於下表說: 

 表 2-3-1 知能服務學習 10 步驟之目標說明: 

步驟 目標 進行場地 

1  介紹綠色博覽會的歷史 

 介紹綠色博覽會的所在地 (觀光資源的運用) 

 介紹主辦單位和協辦單位 (跨部會合作) 

 介紹 2016/今年度的主題、園區配置、主要活動 

教室 

2  以校外教學的方式，親自至服務場域場勘 

 由基金會的人事組長接待，介紹園區和工作項目 

 同學親自體驗服務場域內的活動 

綠博園區 

3  介紹 2016 綠博的主要理念，包含里山倡議、糧食安

全 

 同學分組為綠博服務進行準備(附件 11)，包含服務單

位的認識、可能面臨的狀況的準備 

教室 

1.介紹服務
場域-綠色博
覽會 

2.校外教學-
親自至綠色
博覽會參觀 

3.介紹工作
場域、職責、
態度養成 

4.開始服務-
同學分批於
周末至綠博 

5.第一次服
務心得分
享、意見交換

6.繼續進行
知能服務學
習 

7.第二次服
務心得分
享、意見交換

8.繼續進行
知能服務學
習 

9.小組反
思、提供建議

10.服務結束-
舉辦慶賀活
動、展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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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目標 進行場地 

4  同學分批於綠博期間的周末至綠博服務 

 教師不定期至會場檢驗、評量同學的服務狀況 

 教師訪談園區工作人員對同學的工作態度評價 

綠博園區

5  完成服務學習的同學進行服務心得和反思 

 同學提出問題、進行意見交流 

 老師從旁指導 

教室 

6  同學繼續分批於綠博服務 

 教師不定期至會場檢驗、評量同學的服務狀況 

 教師訪談園區工作人員對同學的工作態度評價 

綠博園區

7  完成服務學習的同學進行服務心得和反思 

 同學提出問題、進行意見交流 

 老師從旁指導 

教室 

8  同學繼續分批於綠博服務 

 教師不定期至會場檢驗、評量同學的服務狀況 

 教師訪談園區工作人員對同學的工作態度評價 

綠博園區

9  於課堂間進行進行小組反思，同學需要交換服務經

驗的意見，並針對反思題目進行討論 

 搭配業師演講，邀請人事組長到班指引同學在公部

門工作和舉辦大型活動的職涯之路該如何準備 

教室 

10  同學的服務日誌、小組反思收集成冊，編成成果冊(附

件 13、14) 

 期末舉辦成果發表活動，同學以遊戲的方式，邀請

校內老師和同學來參加，以展現所學成果。(見附件

14，104 學年度成果冊，第 99 至 104 頁) 

綠博園區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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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照片為轉載同學書寫服務日誌時的照片，並輔以說明: 

 圖 2-3-2 

 
103 學年度於綠博入口處服務台服務的同學與園區工作人員合照。 

圖 2-3-3 

 
103 學年度同學於食跡小站服務並和工作人員合照。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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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103 學年度同學於農林秘境服務，於蝴蝶館內向遊客介紹蝴蝶的一生。 

 

圖 2-3-5 

 
綠博主辦單位(蘭陽農業發展基金會)給我們很大的彈性，也歡迎我們帶著外籍

生一起進入場域服務學習。綠博的國際化尚未能比擬童玩節，外籍同學的進駐

也激起綠博主辦單位思考擴展國際觀光客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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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104 學年度於綠博園區-良食冒險島-服務的同學。 

 

圖 2-3-7 

 
104 學年度於綠博服務台進行服務學習的同學(圖中著藍色 T-shirt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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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 

 

104 學年度於銀寶樂園服務的同學(左邊第二位)與園區內的大、小朋友合照。 

圖 2-3-8 

左上: 104 學年度，第七梯次到綠博服務同學合影。 

右上:狩獵蜂屋(木頭製作)變成綠化小盆栽&工作證。 

左下: 農林秘境內的植物。 

右下: 參加米食推廣 DIY 活動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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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文獻所言，知能服務學習能反映出理論與實務之間的鴻溝，並提供確實的

職場上所會遭遇的問題，讓同學以所提供的資源來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兩個

年度的綠博知能服務學習，的確提供了同學非常好的學習機會。以 103 學年度來

說，於服務台工作的同學，曾面對服務業最現實的「奧客」問題。例如，有同學

反應，他在服務台實習的時候，有位旅客氣急敗壞地來服務台找自己的車鑰匙。

然而，明明是遊客自己弄丟了自己的車鑰匙，卻把氣完全遷怒在服務台(園區入

口處)的工作人員身上。血氣方剛的服務同學，想起了課堂上一再告誡的工作要

求，以及服務業該有的謙和態度，他忍下了想要回罵遊客的脾氣，用冷靜但關心

的口吻，緩和生氣的遊客的情緒，並請遊客回想是否曾在園區遊玩時，有掏出過

車鑰匙，並電話聯絡遊客服務中心(位於園區內)的工作人員前往疑似遊客弄丟鑰

匙的地方代為尋找。 

然而，類似的狀況，104 學年度也發生在服務台，當時，因為人潮眾多，遊

客擠滿服務台前，然而，有遊客因為沒有獲得服務，對我們身著服務背心的同學

抱怨說為什麼服務台的人(指我們服務的同學)沒有理會她。而這一次，我們服務

的同學卻做了最糟糕的示範，她明明手邊沒有其他的事情在忙，卻回那位抱怨的

遊客說:「都已經有兩位工作人員服務你們一家人了，難道還不夠嗎?」在服務同

學的想法，她認為服務台前的都是來自同一家庭的旅客，已經有另外兩位工作人

員在協助租借輪椅和兒童推車跟回答遊園車的搭乘地點，這個家庭已經占據了服

務台的大部分的人力，所以，她(服務同學)認為她應該空出人力，來服務不屬於

這個家庭之外的其他遊客。然而，她的態度不對、服務熱誠也不夠，因此，當這

位服務的同學於課堂上進行服務心得分享時，教師(筆者)的責任就是指出其問

題，並引導她和班上其他同學如何能更有技巧地回應遊客的抱怨；而這就是知能

服務學習的價值所在。 

 另外的例子，也是發生在 104 學年度的服務台。當時，有一位導遊，她跑到

服務台說她的一位旅客在園區內掉了皮包，由於園區過大，這位導遊想要騎腳踏

車入園代為尋回遺失的皮包。而服務台的工作人員卻不讓她進入，彼此之間發生

了一些口角。工作人員的理由是綠博園區內禁止除了主辦單位的接駁車和公務腳

踏車之外的車輛行駛，因此，不准許這位導遊自行騎著腳踏車進入園區，然而，

導遊帶著兩台遊覽車的旅客，約有 80 名旅客正在遊覽車上等著出發，正當情勢

僵持不下的時候，服務的同學挺身出來，說服園區的工作人員讓這位導遊騎腳踏

車進入，並於課堂當中回饋了這個經歷，也獲得授課老師(筆者)的讚揚，認為這

是 empowerment(企業組織賦予員工決策力，而不事事請示上級長官)的表現。然

而，主辦單位確有不同的想法，畢竟，園區有上千位遊客，萬一匆忙之下，有車

禍發生，這樣的責任該如何負擔，並且，主辦單位認為應該盡速通知園區內的遊

客服務中心(也是主辦單位的指揮調度所)，由園區內的主辦單位聯繫園區內各單

位並派員騎著公務車取回遺失的皮包。而這個事件，就成為機會教育最好的教

材，於課堂當中，讓同學進行討論。 

 僅以以上幾個小例子，來說明知能服務學習所能帶給學生實務經驗與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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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碩成果。知能服務學習提供給學生和老師非常多實際的職場工作態度和處事方

法的實際例子，它讓觀光資源管理不再只是一門被動科目，而是一個能從做當中

觀察、學習、體會的課程，這樣的產出(output)，遠比靜態的課堂學習更多元、

有趣。 

 

(四) CLIL 

隨著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必要的雙語的教育環境越來越多，因此，也應運

而生了 CLIL。但是，在探討 CLIL 之前，需要先解釋 EMI。EMI 是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的縮寫，其英國文化協會解釋是「在非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地區，使用

英語來教授學術專業科目」(Vavelyuk, 2015)。依照學者在 2013~14 年之間的統

計，全世界有 55 個這樣的國家，正嘗試以英文來教授學術專業知識。而為了此

一目的，因應而生的，正是 CLIL，CLIL 是指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在台灣有人翻譯為「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教學法；指的是在一個英

語並非母語的情境之下，英語被拿來使用成為教授學科的語言(Nikula, 2015)。也

因此，於課堂當中，教師的身分不只是針對專業知識進行教學，還需要兼顧必要

時給予學生語言能力的教學與輔助，而通常這樣的語言教授是透過語言類的活動

來進行。 

筆者有幸於 2015 年獲得淡江大學國際處所舉辦的 103 學年度本校教師赴澳

洲姊妹校昆士蘭大學參加教師英語授課課程培訓計畫，因此，接受了 CLIL 教學

法的初階訓練；附件 15 是當時筆者使用 102 學年度觀光資源管理的課程內容-

季節性 Seasonality-為當時結訓報告時依照受訓內容，所製作的投影片，也就是

說，在進行專業知識的教學之時，授課老師要隨時注意學生專業語言能力的培

養，並給予適當的協助，以附件 15 為例，因應課程需要，為學生準備字彙表

(vocabulary bank)，又或者為了讓同學能夠自行閱讀和理解 seasonality(季節性/淡

旺季)的專有定義，設計語言活動(exercise 2)，讓同學兩兩一組，一者閱讀定義，

一者在空白紙面上抄寫下定義；透過遊戲，讓學生能自學。 

圖 2-4-1: CLIL 的教學投影片 

 

加上 vocabulary bank，協助學生學習必要的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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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將課程完全套用 CLIL 的教學法，對教師來說，是一項非常耗費時

間的工程，所幸，觀光資源管理科目所使用的專業字彙並不艱深，也並無太多特

定的句子結構需要教學，但是，觀光科目很強調情境，而情境下的英文表達方法，

變成為這一科採用 CLIL 教學的重點。綜觀一整個學期的教學計畫，又以 PBL-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談判會議，最為需要這方面的語言能力支援，因此，於

104 學年度，針對談判用詞和會出現的單字，編輯了一套上課所使用的投影片，

請見附件 16 與圖 2-4-2。 

圖 2-4-2: CLIL 的教學投影片 

 

提示同學必要用的句子，以協助同學能更自信進行 PBL。 

同時，考量到部分同學在英語的表達能力還需要加強，且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又是一個需要全員積極參與和發言討論的活動，因此，針對每一個角

色，又設計出能協助學生準備好談判策略的自學教材，見附件 17 和附件 18。 

針對於 CLIL 的教學方法，筆者承蒙師大兩位教授-陳秋蘭教授和羅美蘭教授

-的青睞，於 103 學年度間，以觀光資源管理此科，成為兩位老師的案例研究，

兩位老師於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間，以錄影的方式，收集筆者上課的內容，並兩

度於課堂上進行實際觀察，與筆者個人進行訪談，也向修課學生進行問卷和個人

訪談。其研究論文將於 2016 EMI Practices in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發表(於

民國 105 年 10 月 29~30 日於成功大學舉辦，而我也接受到邀請，將以「專業課

程全英語授課-淡江大學蘭陽校園為例」為題，進行分享)，此篇研究論文也將發

行於即將出版的專業書籍當中。附件 19 為陳教授和羅教授的研究論文初稿，提

供為個人 CLIL 的課堂教學佐證。 

 

三、 學生學習成效的評量及具體成效 

如前所言，觀光資源管理的課程是朝向滿足系上所訂出來的五大核心能力所

設計。系上的五大核心能力為「具有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具有國際語言的

溝通與表達能力」「具有良好之服務精神與服務態度」、「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知

識」、「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實務技能」。由於本系本身就是以全英語授課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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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課程進行當中，學生必須使用英文交談和繳交報告，因此，當時在設計評量矩

陣時，考量到其他核心能力更是本課程所著重的重點，因此，此課程主要是滿足

「具有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具有良好之服務精神與服務態度」、「具有國際

觀光管理的知識」、「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實務技能」這四個核心能力為主。下表

為四項能力的評量矩陣表。 

 

表 3-1 

核心能力 百分比

具有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30% 

具有良好之服務精神與服務態度 40% 

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知識 10% 

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實務技能 20% 

 

在期末評量的配分上略有些許不同，請見下表: 

表 3-2: 觀光資源管理 103 學年度與 104 學年度評量標準列表 

評量項目 103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出缺席(attendance) x 10% 

平常成績(mark of usual) 20% 20% 

期中考(midterm exam) 20% 10% 

期末考(final exam exam) 20% 20% 

知能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 40% 40% 

總計 100% 100% 

 

平常成績的來源在於課堂的活動參與表現，例如，講授課程的時候，仍會有

問答機會，能夠回答問題的同學，就能獲得分數(一次 1%)，另外，小組討論時，

會有回饋的學習單(如附件 20)，也是平常成績的計算範圍，其比例為 5%。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談判表現和心得回饋，也佔 10%，同樣被列入平常成績計算。

期中考以開卷筆試，出題範圍為期中考前的案例研究、觀光學理論、業師演講內

容等。由於理論的部分多為背誦，因此，期中考的比重於 104 學年度調整為 10%，

也是適度呼應課程核心能力的矩陣百分比。期末考考則是以知能服務學習的成果

發表來替代，比重為 20%。成果發表的形式是每組同學需要設計一款闖關遊戲，

這個遊戲必須能顯示出課程所學又或者是於知能服務學習所學相關，要以活動主

人的角色，讓參與活動的來賓有寓教於樂感。而知能服務學習總共佔 40%，這百

分之四十的分配在於第一天和第二天出席知能服務學習，並在教師訪談園區工作

人員時，所得到的表現回饋來評分，每天各佔 10%，最後的服務日誌和小組心得

反思(編寫成成果冊，如附件 13 和 14)，合計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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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 103 和 104 學年度，兩班同學的最終學期末得分的統計表。綜合而言，

兩個年級的表現有稍微的差異。比例來說，103 學年度的同學表現較為積極，普

遍得到知能服務學習的合作單位較為頻繁和正面的評價，因此，在細項的表現

上，勝出 104 學年度的班級，而有最後總平均勝出。而 104 學年度班級的同學，

主要是因為有特定幾位同學在平常成績和出席率上的得分較不出色，也有幾位同

學在知能服務學習的過程當中有翹班的情形，而進行了逞罰性的處理，因此，104

學年度的班級不及格人數也較 103 學年度多，總平均也就往下修正了一些。 

表 3-3: 觀光資源管理第 103、104 學年度班級成績統計表 

項目/分數級距 103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總修課人數 27 位 29 位 

91~100 分 5 5 

81~90 分 13 8 

71~-80 分 6 5 

61~70 分 2 8 

60 分以下 1 3 

班級總平均(分) 83 77 

 

成績單上的數字往往不能全面代表學生在知識獲得(knowledge acquisition)

上，尤其是觀光資源管理是屬於社會科學的領域，其中更注重的是做事情的態度

和方法以及應變的能力，而這一方面的需要未來實際在職場上，才能顯現出成

效。唯課堂上採用心得回饋(包含書面和口語)，強調學生是否從經驗當中習得體

會，而這方面的成長，會是無法用數字來描述的成效；例如，於上一章節(第 33

頁)所描述的 empowerment 的例子，就是學生於實際工作場域遭遇突發狀況，以

本身的應變能力來思考對策，所做的決定，儘管此一決定在教師和主辦單位的觀

點有不同的評價，但這正是最好的學習成效證明。又例如成果冊當中的小組反思

和個人服務心得分享(請見附件 13，第 56-67 頁，以及附件 14，第 81-91 頁)，這

些都是同學在這一門課當中，以質性的方式，所記錄下的學習成效；表 3-4，是

分析過去兩年修課學生所寫的知能服務學習日誌，學生表示參與知能服務學習所

引發的反思，以主題式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所獲得的初步結果。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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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知能服務學習反思主題分析初步結果列表 

主題 副主題 細項 

課堂與實務之驗證 理論驗證 遊客分類、遊客管理、

觀光行銷、活動企劃 

 實務體驗 服務業的辛勞、主辦活

動的辛苦與過程繁複 

 園區、活動的觀察(不

足/建議改善) 

交通、人員訓練、活動

區域安全性、外語 

課堂沒有教的事 園區主題 友善耕作、環保議題、

糧食安全、主題知識

(例如蝴蝶、蜜蜂、植

物) 

 園區環境 大自然的欣賞 

 全新的經驗 志工、過去未曾從事 

態度 工作態度 熱忱、專業知識的累

積、服務態度的保持、

團隊合作 

 人生態度 個性的改變、不怕犯

錯、把握機會 

解決問題的能力 累積解決問題的經驗 從錯誤當中學習、做事

情的方法與要領 

 過去經驗或者學習的

延伸 

過去知識所教、過去經

驗所教 

 

此一課程所訂定的三個教學目標為(1)認識觀光資源管理(2)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

理論(3)藉由知能服務學習實際學習觀光資源管理之技巧，以滿足系上四大核心

能力，包含「具有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具有良好之服務精神與服務態度」、

「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知識」、「具有國際觀光管理的實務技能」。以上列表 3-4

所顯示，第一大類「課堂與實務之驗證」能滿足所有的教學目標；第二大類「課

堂沒教的事」、第三類「態度」和四大類「解決問題的能力」滿足其教學目標 3。

因此，知能服務學習的成果，也滿足了系上四大核心能力的要求，已達具體的學

習成效。 

 

四、 創新教學成果自評部分 

(1)理念與目標的達成 

 觀光資源管理是一門需要與實際觀光場域營運結合的課程，其教學的理念和

目標就是透過知能服務學習的方式，可以讓修課的學生實際學習觀光資源管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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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同時，於課堂當中能以理論講授和案例研究的方式，習得觀光管理的知識。

桌遊 Tourism Tycoon 與 PBL-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創新設計，是為了能夠讓

學生養成自我學習和批判思考的習慣，而能夠習得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力。不管

是桌遊 Tourism Tycoon 的設計、製作也好，還是 PBL-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

腳本設定和角色安排也好，亦或者與服務學系的單位的接洽、服務學習的安排、

服務學習的訪視也好，都需要耗費教師(筆者)許多的時間與精神，而這些辛苦汗

水所能獲得的最佳回饋是學生確實於這些學習經驗當中，為成為一位具國際競爭

力之觀光產業管理人才奠下最深厚的基礎，更重要的是，思索未來的職涯之路並

深刻體悟到觀光人肩上的責任不在於單方面、單產業的經濟上的獲利而是在於以

更為廣闊的視野思索整體觀光目的地城市(destination)內各產業均勻發展且不傷

害其利益關係人的生活環境的整體規劃。 

 

(2)在實務上的應用與推廣 

 根據人力銀行的研究，進入職場前，大學生應該要具備的能力，大致上包括

自我學習能力、獨立思考能力、解決問題的能力、語言能力、社交能力、正確的

價值觀等等幾項。此課程的安排重點幾乎都符合了訓練學生獲得以上幾個重要的

能力，桌遊強調統合、解決問題的能力，PBL 著重在獨立思考和分析問題與解決

問題，並且從談判當中還要習得社交的手腕，更強調正確價值觀的培養，而知能

服務學習讓學生能從實際的工作場域經驗中驗證理論與縮短理論和實務的差

距，而能提早適應職場環境，CLIL 則是培養專業語言能力的最佳教學方式 

 

(4) 在學術上的價值 

如前言所述，本人所教授的觀光資源管理一課於 103 學年度被台灣師範大學

兩位教授選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將於 2016 EMI Practices in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發表，此篇研究論文也將發行於即將出版的專業書籍當中，其論文初

稿請見附件 19。 

而此成果報告當中所提到的四大單元:桌遊、PBL、知能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和 CLIL，筆者未來都計畫一一發表教育類的論文來呈現其成果。遊戲類

的研究雖然很多、很廣，但是目前尚未見到有研究論文是關於桌遊使用在觀光科

目上。PBL 的 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教案腳本為筆者自創，經過三學年的使用

和微修之後，已經逐漸成熟，如果經過更為仔細的研究設計來收集學生的回饋，

也能是非常有原創性的學術論文。知能服務學習方面，目前已經有完整兩年的日

誌和小組反思的資料收集，對學生於知能服務學習的經驗當中所學以及，已經有

初步的分析，目前希望能夠再擴增視點(dimension)，來增加知能服務學習學術研

究的豐富性，較能夠書寫出一篇具有價值的學術論文。CLIL 的部分需要搭配主

題單元，目前最適合的就是與 PBL-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搭配，因此，目前希

望能夠完整建構出一套此一單元的 CLIL 教材，而這一部分會希望與語言系的老

師一起合作，能夠以教材書籍的方式呈現會比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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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曾經身為高中老師的我，能夠進入大學來任教，其最大的驅動力，並不是只

有學術研究上的成就感，而是我終於可以脫離窠臼的填鴨式、聯考取向的教學，

而更有創意與自由地教學。觀光資源管理給了我最大的揮灑空間。正因為這是一

門被學生認為是枯燥、乏味、生硬的專業選修，不服輸的我，就努力的要把它轉

變成為最有趣、最活潑、最實際的課程。每一年都希望增加一點新的內容與教學

法，因此，於 102 學年度(第一年)設計了 PBL-Choice of City Versatile 的角色扮演、

於 103 學年度開始加入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與 CLIL 教學法的運用、於 104 學年度

完成桌遊 Tourism Tycoon 的研發和使用。這一路走來雖然辛苦卻格外踏實，尤其

看到學生在進行桌遊時的笑容，進行談判時能夠侃侃而談，進行服務學習時低頭

彎腰努力工作，那些熬夜製作教具、設計教案的辛苦，也就值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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