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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Title of the Project)：食在磺溪─彰化市飲食產業故事敘事力培育計畫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彰化師範大學自我定位為「師範為本，教育人文拔尖；研發創新，科技商管精進」
之綜合型大學，據以發展特色，求實求新，兼顧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均衡發展，以培育
具全人素養及跨領域專業職能之社會中堅人才為目標，並朝「卓越教學、創新研究、國
際知名」的一流大學邁進。其實不管未來擔任什麼工作，每個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能為
這個社會貢獻什麼?大學雖然不一定要成為職業訓練所，但也不能活在學術象牙塔內，我
們的責任是培育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而非養出眼高手低的知識分子，基於這個理由，
我認為大學的社會責任之一，就是培育出服務熱誠的人才，如果每個學生在畢業前，除
了所學的專業能力外，還能激發出關注鄉土、熱愛公共事務的情操，將來畢業散居各地，
匯集起來就能成為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而這個培育工作要從關心地方事務開始。107
學年度我以「走讀磺溪─區域文學課程教學實踐計畫」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
助，就是希望學生能參與地方文化的傳播推廣，現在還在執行中，但由於此課程是以大
一為主的通識課，而選課的學生以理工科系為主，在短短的一學期訓練下，他們的寫作
能力是否能大幅提升到完成書寫任務，達成豐碩的成果，還有待觀察，目前看來有滿大
的挑戰，對學生而言，他們的進步與收穫是明顯的，只是對推廣地方文化而言，效果可
能不夠好。因此今年的計畫，我想改以研究所的課程來執行，至少研究生的書寫能力普
遍較好，只要多加以訓練，他們一定能達成任務，這樣對地方產業與文化的推廣會較有
助力。過去我在研究所的課程，期末會要求學生繳交一篇學術論文報告，主要是訓練他
們為未來書寫學位論文做準備，這些論文的品質往往不夠優質，也與社會脫節，因此我
想除了訓練他們寫論文外，也要有比較偏向實務的課程來訓練他們與社會連結，所以這
次的計畫改變以往的授課方式與作業的繳交模式，想讓他們運用書寫能力協助地方產業
行銷，對研究生來說，參與這個課程計畫，不僅能學習新的技能，為未來就業做準備，
也能以所學為地方服務，計畫若能成功，不僅能幫助地方產業，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學
生也能累積實務經驗，共創三贏的結果。
(2)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有四大目標，分別為：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
教公共性、善盡社會責任。「食在磺溪─彰化市飲食產業故事敘事力培育計畫」的研究
目的與此四大目標不謀而合，分述如下：
A、落實教學創新：建立開放式大學學習環境，讓學生能依其志趣進行多元探索、
適性發展，透過跨領域的專家學者協同教學，帶領學生對彰化市飲食產業進行文獻蒐集
與採訪調查，進而撰寫各店家的故事，最後將成果集結成書，讓學生能積極參與此課程，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改善教學品質、培養學生創新創意能力。
B、發展學校特色：彰師大為國內知名的師資培育大學，修課學生也有不少學生是
師培生，希望能讓學生透過此課程學習跨領域的教學模式，且熟悉和熱愛地方文化，知
道如何參與社區文化的推廣，將來畢業後無論在何處任教，都能與該地區文化結合，推
廣在當地文化，成為地方事務的積極參與者，未來能成為彰師大學生的特色，越多這樣
的彰師大學生在各級學校出現，就能成為本校的特色。
C、提升高教公共性：高等教育不能只存在學術的金字塔裡，而要能積極參與社會，
回饋社會，本計畫的成果除了公開出版之外，希望能透過網站連結，讓更多人分享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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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D、善盡社會責任：本校在高教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中，希望能達到「大學
社會責任，通識扎根育苗」、「培育在地人才，完善支援系統」等目標，具體作為上，包
括「透過特色通識課程，強化在地認同情懷」
、
「激發學生主動探索在地議題」
、
「配合『多
元學習』設計課程，加強專業知能」和「專業課程培育在地所需人才」等，本計畫期望
透過上述執行的過程，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亦即促進社區人才培育、就業及文化發展，
讓大學對於區域及在地有更多的貢獻與照顧，亦可讓學生感受到「被社區需要」
，以凝聚
對區域發展的認同感，同時能藉此探索自我志趣，培養未來就業能力，提升大學對在地
區域或社會之貢獻度。
「食在磺溪─彰化市飲食產業故事敘事力培育計畫」主要是希望學生能用故事行銷
的方式協助推廣彰化市的飲食產業，透過書籍的流佈，讓更多人認識彰化豐厚的飲食文
化，搭配頗具歷史的文化地景，進而吸引觀光客前來消費，促進觀光產業發展。為了達
成地方服務的目的，此課程計畫會先帶領學生了解地方特色與屬性，進行地方問題、需
求或困境的議題發現與探討，藉以提升學生的問題意識，再加上課程會請專家學者訓練
並提升學生的書寫能力，讓學生有地方感與對地方的情感認同後，以更好的敘事力協助
地方進行故事行銷。此計畫將秉持著親近它、愛上它、了解它三步驟，帶領學生融入彰
化市的文化體系，以愛護鄉土的心來進行地方服務，並透過這個過程提升自身能力，這
是本計畫的主題與目的。

2.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彰化市舊名半線、磺溪，曾是中部的行政中心，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歷年來
關於彰化文化的相關著作文獻不勝枚舉，此處不擬一一說明，林明德教授與作家康原推
動的彰化學叢書、彰化縣文化局的出版著作，以及彰化市公所的磺溪文庫等，都是可以
推薦給學生參考的著作，由於此計畫是針對彰化市的飲食產業，因此有三本著作會成為
學生必須先研讀的作品，分別是林明德《彰化縣飲食文化》
、陳淑華《彰化小食記》和楊
錦郁《小西巷》
。林明德長期關注飲食文化，任職彰化師大期間極力推動彰化學，他的《彰
化縣飲食文化》廣泛收集彰化縣各鄉鎮市的知名店家資訊，彰化市的部分，本書收集了
四十幾個店家，並且有簡略的介紹，可以為本計畫提供很好的參考資訊，我們將以此書
為基礎，選擇更深入的訪談和報導，以帶給讀者更多的記憶點，而非走馬看花的資訊。
陳淑華的《彰化小食記》是一本深具情感的飲食文學作品，以食物為主題，來介紹彰化
小吃，除了描述該食物的風味和作法外，也帶有個人過往在此生活的情感。對學生書寫
主題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楊錦郁的《小西巷》是以她的家族故事為基底，帶出彰化市小
西巷地區的種種風貌，也有她在故鄉的飲食記憶，學生可藉此了解彰化市的過往歷史文
化和風華，對於學生的故事行銷書寫也有一定幫助。
另外，
《走玩故事館》一書也是重要的參考依據，此書是「台中觀光產業故事行銷—
專書採錄產學合作企畫」的成果，收錄台中市產業故事館發展協會的 23 間在地特色產業
館的故事和資訊，以創造聯合行銷的目的，此書的內容和運作模式，可以作為本計畫的
參考，本計畫的共同主持人黃慧鳳是該計畫的協同主持人，可以提供許多建議。

3.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計畫想瞭解透過跨領域專家協同教學，以及帶領學生實作的教學模式，對
學生的敘事能力能否有所提升？並且能否對其投入社會服務的意願提升有所
影響。
4.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1)研究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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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是以提升學生敘事力為目標，希望能透過故事行銷的方式，協助彰化市飲食
產業進行宣傳。因此在教學方法上，希望透過跨域合作，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協同教學，
讓學生可以經由不同老師的引領，修習更多的技能，並在實作中累積經驗，以便將來能
獨當一面，運用於職場。至於各週課程進度，規劃如表一：
表一：彰化文化專題研究課程進度

此課程的成績考核方式，平時即進行觀察學生參與課堂情況，口頭報告時觀察他們
的準備是否充分，以及口語表達能力，學生繳交書面報告後，可就其撰寫內容進行評量。
配分比例如下：平時表現25%、口頭報告25%、書面報告50%。
在學習成效評量方面，可在學期初進行前測，期末再進行後測，以了解學習成果。
另可在期末進行個別問卷訪談，以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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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步驟說明
A.研究架構

藉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劉世雄教授所繪圖表來說明本計畫的研究架構，首先是我在教
學現場發現學生畢業出路受限和與地方較疏離的問題，因此希望解決這個問題，先擬定
「提升學生敘事力與了解故事行銷方式，並能將之運用在社會服務上」的教學目標，設
計教學計畫及進行教學活動，以協同教學及實作的方式來嘗試解決問題，過程中即可透
過資料蒐集和教學評量結果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思考因應方式，若成效不彰可進行
更改，若成效不錯，即能解決問題，建構價值，發表研究成果，做為未來授課的依據。
B.研究假設
此計畫假設選修課程的學生皆願意投入採訪、報導工作，而所挑選的飲食店家皆願
意接受訪談，共同完成此計畫。也假設這樣的書寫能提昇產業能見度與商機。
C.研究範圍
本計畫設定以彰化師範大學所在地的彰化市作為研究空間場域與範圍，並且先以飲
食產業作為對象，闡述這些店家創業及經營過程的故事。
D.研究對象
以主要修課的台文所研究生，加上可能選課的國文學系碩士班和博士班研究生為主
要對象。這些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專長及背景也各自不同，對彰化文化的認知可能流於
表面，但文字的運用能力應有一定程度水準，經過訓練，承擔採訪與撰寫的工作應該沒
問題。
E.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計畫主要是採取行動研究法，從行動中尋找問題，發現問題；更從行動中解決問
題，證驗真理，謀求進步。行動研究的循環階段為：計畫、行動、觀察、反省。實務工
作者先尋找一個研究起點、問題，釐清問題或困難所在的情境，發展行動策略並付諸實
踐，並有不斷反省、檢視行動的循環過程，最後公開行動策略知識，亦即教師行動實踐
知識。研究工具上，使用教學評量來確認學生具備教學目標的學習成效，研究目的與問
題用來評估課程方案與教學設計的合宜性與價值性。
F.資料處理與分析
執行計畫過程即開始蒐集書面資料，包含所有教學活動過程，以及學生的各種學習
表現（包含學生特質、評量等），然後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學生表現資料（教學評量）
的蒐集與分析，二是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學生表現資料上，可從課後作業、測驗題
目、學習任務表現（Rubric）來進行分析，檢視學生表現是否達到教學目標，若達到目
標，則進行說明學生表現了哪些行為，具有什麼意義，什麼原因會這樣？若沒有達到教
學目標，則進行詮釋與解釋。研究資料上，擬從問卷、訪談、觀察、焦點座談來進行分
析，採用質性資料分析法：編碼、歸類、持續比較法，藉以了解課程與教學品質，和課
程方案與實踐歷程的合宜性與價值性。
5

G.實施程序
研究計畫的實施程序為：建立教學理念與目標設計→開展教學活動與理論解析→實
踐教學活動與資料蒐集→統整教學實務與成敗分析→省思教學理念與價值建構。
課程計畫的實施程序為：
甲、 確認選課人數，向學生說明計畫內容，分配寫作任務。
乙、 強化彰化文化的先備知識
丙、 進行跨領域講座
丁、 師生實地田調踏查
戊、 學生進行採訪與創作
己、 學生作品分享與檢討
庚、 學生作品審查及出版
辛、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與檢討

5.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教學過程與成果
學期初說明課程內容時，學生即已展現濃厚的興趣，對於未來作品有機會成書抱
有期待，過程中安排的講座講師，授課內容精采，對學生的能力提升有所幫助，期中過
後的口頭報告，修課學生彼此提醒與建議，對學生繳交期末書面報告有所幫助，期末報
告繳交後，本人有給予修改建議，等修改完再送外審，淘汰部分篇章並進行修訂，完成
《食在磺溪─彰化市飲食產業故事》一書，最後送交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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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教學反思
過往研究所課程較偏重理論、研究等知識的傳播，但由於高教就業市場的飽和，
很多學生畢業並未繼續從事研究工作，而是投入職場，因此訓練他們擁有相關的就
業能力變得更重要，課程進行過程中，雖然有學生表示壓力甚大，他們必須額外投
入比其他課程更多的心力在這門課中，但從學生期末的回饋看來，這樣的課程安排
模式，對學生的能力有大幅提升，學生們也很滿意獲得的成果。然而未來沒有外聘
講師的經費補助時，這門課程是否還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其實是一大疑問，一方面
授課者必須學習將外聘講師的授課內容並傳達給學生，一方面也要能有吸引學生投
入其中的誘因(例如出書)，所以未來再開此課程能否複製此計畫的成果，還需時間
驗證。
(3)學生學習回饋：本課程在學期末的教學評鑑分數達 4.85(滿分 5 分)，有學生留言
表示「老師在這次課程中讓我們去採訪彰化的美食小吃，邀請許多不錯的業界講師
來教我們如何採訪，這次的專題是很好的實務經驗，覺得獲益良多。」可見學生的
反應不錯，另本校校務中心也協助進行前後測分析(如附件)，結果顯示學生參與「彰
化文化專題研究」課程中，「學習動機」的「我覺得分數不代表什麼，真正學到什
麼才是最重要的」、「學習表現」的「如期完成老師規定的作業」及「學會本課程
所教的基本觀念」、以及「學習興趣」的「對課程感興趣的程度」及「對課程了解
的程度」及「對課程學習動機的程度」，在前後測表現上均有顯著差異，且平均數
後測皆大於前測表現，表示學生參與課程前後對於上述題目的學習經驗感受有所提
升。

6.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透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讓教師可以去嘗試使用不同的方式來進
行教學，雖然所花的時間是過往的倍數，但這樣的改變往往能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果，即使「實驗」的結果不如預期，也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未來可以加以
改進，因此本人相當肯定教育部的這項計畫，唯一的建議是若是實施的效果良
好，教育部應要能接受同一課程的長期計畫補助，不讓申請者為了同一門課程
申請計畫而去改變原本已經實行的不錯的教學模式，反而讓學生的學習受到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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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Appendix)

議題名稱：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問卷前後測分析-「彰化文化專題研究」
一、 執行目的
本校校務研究中心與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祝若穎助理研究員進行校務研究
交流，並取得本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前後測問卷，希望透過該份問卷以數據分析課
程規畫及教學方式，了解參與本課程的學生，是否在教學方式的改變後，能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提供教師後續教學之參考。

二、 進行方式
本議題資料採用前後測問卷，以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彰化文化專題研究」
課程班級進行前後測。其中針對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使用李克特氏五
點量表，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另外，使用成對樣本 T 檢
定分析，探討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經驗表現前後差異。

三、 研究結果
（一） 學生對於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
資料來源：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彰化文化專題研究」課程後測五點量表
表 1、學生對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表現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4.75
0.46
該堂課程內容與或活動能切合該堂課的教育目標。
1
4.75
0.46
該堂課程主題在學期安排有前後連貫的體系。
2
4.50
0.53
該堂課程的教材內容能因應時代需求而調整與更新。
3
4.38
0.52
該堂課程內容能引起我的學習動機。
4
4.25
0.71
該堂課程內容能符合我的能力與程度。
5
4.25
0.46
該堂課程內容能符合我的學習需求。
6
4.13
0.64
該堂課程的教材內容難易與份量適中包含教科書、講義、參考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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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學生認為課程強調的學習面向
*強調記憶，例如熟記教科書內容或實驗程序。
*強調分析，例如解構複雜問題或深入分析一個概念。
*強調綜合、統整，例如結合不同概念和理論來形成新的解釋。
*強調評價、判斷，例如評價一個報導中資料分析的合理性或研究方法的適當性。
11

*強調應用，例如應用理論或概念來解決實際問題或新的問題。

（二） 探討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經驗表現前後差異
資料來源：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彰化文化專題研究」課程前後測
分析方式：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
分析結果：
表 2、前後測共同題目對應表
題組
排序
題目-前測
題目-後測
2.我修讀本課程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 26.我修讀本課程的原因之一隻因為
學習動機
1
很有挑戰性。
它很有挑戰性。
3.雖然有時學習本課程會有挫折，但 27.雖然有時學習本課程會有挫折，但
學習動機
2
我會繼續堅持下去。
我會繼續堅持下去。
4.不管別人如何競爭，我認為這堂課 28.不管別人如何競爭，我認為這堂課
學習動機
3
有學到知識才是最重要的。
有學到知識才是最重要的。
5.這堂課即使遇到我不喜歡的課程內 29.這堂課即使遇到我不喜歡的課程
學習動機
4
容，上課時仍會專心聽講。
內容，上課時仍會專心聽講。
6.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授課 30.我比較喜歡能引起我好奇心的授
學習動機
5
內容，即使這些內容難以學習。
課內容，即使這些內容難以學習。
7.在課程的學習中，取得好成績對我 31.在課程的學習中，取得好成績對我
學習動機
6
來說是最有成就感的。
來說是最有成就感的。
8.在本課程中，我覺得分數不代表什 32.在本課程中，我覺得分數不代表什
學習動機
7
麼，真正學到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麼，真正學到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9.我有信心自己這堂課都不會無故缺 33.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沒有無故缺
學習表現
1
席也會準時上課。
席也會準時上課。
10.我有信心能如期完成老師規定的 34.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如期完成
學習表現
2
作業。
老師規定的作業。
11.我有信心自己會積極在課堂上發 35.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積極發言
學習表現
3
言或參與討論活動。
或參與討論活動。
12.我有信心可以學會本課程所教的 36.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學會本課
學習表現
4
基本觀念。
程所教的基本觀念。
13.我有信心能了解老師在本課程裡 37.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了解老師
學習表現
5
所教的最複雜的內容。
在本課程裡所教的最複雜的內容。
14.我有信心在本課程的作業與考試 38.我自認我在這堂課的作業與考試
學習表現
6
表現優異。
都有表現優異。
15.我有信心我能精通本課程所教的 39.我自認我在這堂課都有精通本課
學習表現
7
技能或技巧。
程所教的技能或技巧。
16.我有信心這堂課中我會得到優異 40.我自認我在這堂課中我會得到優
學習表現
8
成績。
異成績。
17.考慮這堂課的困難程度、老師、和 41.考慮這堂課的困難程度、老師、和
學習表現
我個人的技巧，我想我會表現良好。 我個人的技巧，我自認我在這堂課表
9
現良好。
18.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對於本課程 44.快上完這堂課程，我對於本課程感
學習興趣
1
感興趣的程度。
興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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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排序

學習興趣

2

學習興趣

3

題組
學習動機 1
學習動機 2
學習動機 3
學習動機 4
學習動機 5
學習動機 6
學習動機 7
學習表現 1
學習表現 2
學習表現 3
學習表現 4
學習表現 5
學習表現 6
學習表現 7
學習表現 8
學習表現 9
學習興趣 1
學習興趣 2
學習興趣 3

題目-前測
19.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對本課程了
解的程度。
20.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對本課程學
習動機的程度。

題目-後測
45.快上完這堂課程，我對於本課程了
解的程度。
46.快上完這堂課程，我對於本課程學
習動機的程度。

表 3、各題組前後測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前/後測
樣本數
平均數
變異數
T 統計量
8
3.5
2
前測
-1
8
4
0.5714
後測
8
3.875
1.553571
前測
-0.89301
8
4.25
0.5
後測
8
4.125
0.9821
前測
-0.3568
8
4.25
0.2143
後測
8
3.625
1.125
前測
-1.6667
8
4.25
0.5
後測
8
3.875
0.9821
前測
0.3140
8
3.75
0.5
後測
8
3.875
1.2679
前測
0
8
3.875
0.4107
後測
8
3.25
0.7857
前測
-2.4973
8
4.125
0.6964
後測
8
4.125
1.2679
前測
-0.3568
8
4.25
0.5
後測
8
3.375
1.125
前測
-2.6458
8
4.375
0.2679
後測
8
3.75
0.7857
前測
-1.4256
8
4.125
0.4107
後測
8
3.625
1.125
前測
-2.3931
8
4.375
0.2679
後測
8
3.5
0.8714
前測
-1.6667
8
4.125
0.4107
後測
8
3.375
0.5536
前測
-0.7977
8
3.625
0.5536
後測
8
3.25
0.5
前測
-1.4256
8
3.625
0.5536
後測
8
3.25
0.5
前測
-1.8708
8
3.75
0.5
後測
8
3.625
0.8393
前測
-0.3140
8
3.75
0.7857
後測
8
6
5.1429
前測
-3.1919
8
8.625
1.9821
後測
8
5.875
4.4107
前測
-2.7496
8
8.125
2.125
後測
8
5.5
7.1429
前測
-2.8390
13

顯著性
0.3506
0.4015
0.7318
0.1395
0.7627
1
0.0412*
0.7318
0.0331*
0.1970
0.0480*
0.1395
0.4512
0.1970
0.1036
0.7627
0.0152*
0.0285*
0.0251*

題組

前/後測
後測

樣本數
8

平均數
8.125

變異數
2.6964

T 統計量

顯著性

顯著性代碼： '***': < 0.001, '**': < 0.01, '*': < 0.05, '#': < 0.1

四、 闡述發現
(一) 學生對於課程內容與教材的看法與滿意程度
學生對「彰化文化專題研究」課程的內容與教材看法與滿意程度表現上，顯示各
題平均分數從 4.75 至 4.13，相當於非常同意與同意之間。
(二) 探討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經驗表現前後差異
成對樣本 T 檢定中，分別檢視前後測「學習動機」、「學習表現」、「學習興趣」表
現，其中「學習動機」僅學習動機 7 題組 P<0.05，達顯著差異。
「學習表現」僅學習表
現 2、4 題組 P<0.05，達顯著水準。「學習興趣」每個題組皆 P<0.05，均達顯著水準。
(二) 總結
「彰化文化專題研究」課程的內容與教材看法與滿意程度表現上，顯示學生整體
滿意度是較高的，表示學生滿意整體課程的內容與教材。
從問卷前後測表現結果顯示，學生參與「彰化文化專題研究」課程中，
「學習動機」
的「我覺得分數不代表什麼，真正學到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學習表現」的「如期完
成老師規定的作業」及「學會本課程所教的基本觀念」
、以及「學習興趣」的「對課程
感興趣的程度」及「對課程了解的程度」及「對課程學習動機的程度」
，在前後測表現
上均有顯著差異，且平均數後測皆大於前測表現，表示學生參與課程前後對於上述題
目的學習經驗感受有所提升。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