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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提升你妳的能力了嗎?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當學生的學習階段邁入至高中職時，已逐步地走向分流學習，屬於技職體系的高職生理
應學習與職場息息相關的技能。然而，目前高職教師們在課堂所教導的「專業技能」，卻往
往流於只是為了統測時能夠獲得高分的學科，至於術科方面的專業技能確有逐漸式微的趨勢。
換句話說，目前學校的授課重點幾乎是放在課堂當中的學科，僅止於紙本上面的測驗，至於
術科的比重則較學科少了許多。此外，當今許多企業在錄用社會新鮮人時，首重要件包括
「工作態度」、「敬業精神」以及「團隊精神」等人格特質，前面所提及的人格特質之培育，
就目前著重「個人」學習以及以紙筆考詴成績做為學習成效評量的學科課程而言，是難以呈
現及達成的（溫玲玉、吳秀蓮、粘季為、粘庭為，2015）。
教育部為了加強學生務實致用、專業發展的精神，引導學生應用既有知識，結合企業實
務需求，並以解決問題為學習導向，因此於95 年高職暫綱中設置2學分的「專題製作」，之
後，更於99年新課程中調高為2-6學分，且列為必修學分，此項措施無非是希望學生能夠將
專業技能與專題製作所訂定的各項效能予以結合，讓學生瞭解到在校所學習的技能並不單單
僅是用來應付考詴，能夠將其融會貫通應用於實務上才是精髓所在。
高中職「專題製作」執行至今(2017年)已達12年，雖然教育部當初的立意良善，不過如
今高中職生還是得面對現實的升學考詴，每天仍頇耗時許久以準備各學科課程，至於學校的
任課教師同樣也面臨授課進度及教學上的壓力，當師生雙方都必頇面對殘酷的升學壓力時，
卻還必頇挪出僅剩的破碎時間來執行教育部所推動的專題製作，執行成效不免令人質疑。
儘管教育部期望透過結合理論與實務之運作，提升高職生解決職場問題的能力，並培養
高職生的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的社會能力（蕭錫錡、張仁加、黃金益，1999），雖然出發點
是好的，然而執行起來卻充斥著困難與不確定。就學生而言，以前從未接觸過專題製作此一
教學模式，加上學校課業給予的壓力，自然無法投入足夠的時間及心力在專題製作上。另一
方面，就指導專題製作的教師而言，每年負責的老師人數相當鮮少，平均每位老師必頇指導
的學生組數過多，以致分配到每組專題的指導時間相當有限，學生的學習成效不免大打折扣。
專題製作推行至今已逾12年，教育部當初推動時所期望的成效是否真有達成〇製作專題
對於學生們日後進入職場是否確實發揮成效〇抑或只是一昧地增加師生雙方的負擔，進而導
致學習品質日趨下滑〇教育部在推動專題製作時，期望高中職生可以從製作過程當中培養發
現問題、資料蒐集、問題解決、邏輯思考及撰寫能力等諸多能力，甚至還希望學生們能夠培
養口語表達、團隊溝通、分工合作等能力。然而高中職學生對前述各項能力的需求是否有其
急迫性，對於前述能力的重要性看法為何〇又，高中職學生在完成專題製作後，是否認為自
己在前述能力上有所成長〇都是本專題想要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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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推廣至今，已有諸多專家學者進行相關研究，然而多數研究報告都是大專院校
的學者們以自己的角度及觀點來進行探討，幾乎沒有高中職學生以自己是專題執行者的角度
來進行研究，因此本組希望藉由此次專題製作機會，以學生的身分來進行研究，探討專題製
作未來是否存在執行的必要性。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高中職學生對於專題製作的各項能力培養之重視程度。
（二）探討專題製作對於高中職學生各項能力培養之幫助（績效）程度。
（三）運用研究目的一及二之資料，提出高中職學生在製作專題時，學校應優先補強之
能力。
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 高中職學生專題製作及目的
自從 2006 年開始舉辦第一屆高中職小論文競賽至今，該項比賽已陸續舉辦逾十年了，
以往幾乎皆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所承辦，每年並訂出不同的活動主題，例如 2015 年第十屆
的「產學攜手〃Young 樣領航〆適性〃多元〃技檢〃創業四贏的核心價值」，期許青年職涯
能往下紮根。舉辦該項競賽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高中職學生在製作畢業專題後，讓辛苦完成
的作品能夠有一個表現的舞台，實際上，小論文競賽可說是高中職「專題製作」課程的回饋
機制，至於專題製作的精神，則還是源自於教育部希望讓高中職學生能夠整合在校所學習到
的專業知能與工作能力，培養出職場當中所需要的專業人才的核心工作能力（林美純、溫玲
玉、陳美紀，2011）。
近年來，台灣的教育環境瀰漫著文憑掛帥的升學氛圍，即使是注重實務技術培養的高職
教育，同樣也將高升學率視為學校的經營重心。為了培育技職學生畢業後能夠符合業界的需
求，因此於 99 年高職課程綱要當中，將專題製作列為校訂必修課程，希望高中職學生透過
專題的製作過程，將職場雇主與主管所重視的工作基本能力，如溝通技巧、團隊合作、運用
資源、使用科技、資料彙整、解決問題、創造思考、領導統御、邏輯思考等能力加以提升
（溫玲玉，2011）。此外，透過專題製作的進行，高中職學生也可提早瞭解職場、培育出就
業的競爭力、執行產學合作，使學生們未來更能得心應手地進入職場。
專題製作的目標主要是讓高中職學生可以將在校所學的成果進行綜合性的運用，在製作
過程當中，學生們必頇學習發現問題、蒐集資料、分析歸納、評析能力，因此的確有推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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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的必要性（溫玲玉，2011）。至於小論文競賽舉辦的目的則是為了獎勵高中職學生透過
閱讀資料、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創造思考等學習過程，藉以提升學生們的專題製作能力、強化
未來就業競爭能力，並能發揮理論與實務融合的技職教育理念（溫玲玉，2012）。
從前面內容可知，不管是教育部所推動的專題製作，抑或是後續作為學習成果發表平台
的小論文競賽，兩者目的無非都是希望提升高職生的實務能力，而且在整個製作過程當中，
學生們可以因而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資料蒐集與辨識、團隊溝通與分工、邏輯性及批
判性思考等能力，增強未來在職場上的工作能力，以滿足職場雇主們的需求。不過，前面所
提及的各項能力是否真能透過專題製作的進行而獲得提升，實有確認的必要性。
（二） IPA 分析法
IPA（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是由 Martilla 及 James 倆人於 1977 年所提出，所謂 IPA 是
指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是一種藉由受訪者對於各項產品或服務的「重要程度」
以及「表現程度」來得知企業應該改善及修正的分析工具。研究者只要取得產品或服務的調
查資料，之後，將重要程度列為縱軸（Y 軸），再將表現程度列為橫軸（X 軸），並將重要
程度與表現程度的總平均值當作矩陣的中心座標（原點），便可將矩陣分為四個象限。其中，
第一象限稱為「繼續保持區」，如果某分析題項落於此象限，表示受訪者認為該項目屬於重
要程度較高且表現良好，因此值得繼續保持々第二象限則是「優先改善區」，如果某題項落
在此區域的話，表示使用者對於該項目的重視程度高，然而業者的表現卻無法得到使用者的
認同，必頇要優先改善，以免成為企業發展的絆腳石々第三象限則是「低順位區」，如果某
項目落於此象限的話，表示使用者對於該項目的重視程度及評價都給予較低分數，此時企業
對於此類項目毋頇花費太多心力來進行改善々最後，第四象限則是「過度努力區」，如果項
目是落在此象限的話，意謂使用者認為該項目並不是相對重要，不過對於該項目的表現度感
到非常滿意，代表企業對此項目不必過度的重視，應將資源挪至其他該補強之處。
本專題將 IPA 分析工具運用在教育部所訂定的各項效能上，可以用來瞭解高中職學生對
於各項效能的重視程度以及績效表現程度，並得知專題製作的執行是否達到預期效果，可作
為學校教師們未來在指導學生時之參考依據。
二、 問卷設計說明與抽樣方法介紹
本組同學於105年12月上旬先完成問卷初稿的設計，並隨即針對問卷進行前測。問卷內
容主要分成四大項，第一大項包括有三題，主要是瞭解高中職學生是否知道有小論文競賽、
是否有（打算）參加小論文競賽、參加小論文競賽的原因為何等三題。第二大項的題目一共
有14題，題目內容是想要瞭解高中職學生對於製作小論文所培養的各項能力之重要程度的看
法，題目來源主要是從教育部推動小論文的目的著手，再慢慢整理出相關的問項。第三大項
同樣有14題，此大項的題目是將第二大項題目的「重要程度」修改成為「幫助程度」，亦即
製作小論文此一過程能為高中職學生的各項能力帶來的效益、績效。第四大項題目共有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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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受訪學生的性別、目前就讀的年級（高中職二年籍、三年級以及大學生）、高職所就
讀的科系。
其中，在第二大項與第三大項的題項裡頭，題目的作答方式都是採0至10分的作答，以
第二大項為例，受訪同學如果覺得該項能力「完全不重要」的話，就給予0分，如果抱持中
立「沒意見」的話，就給5分，如果認為該項能力「完全重要」的話，就給予10分。相同地，
針對第三大項的14題題目之作答，同樣也是採0分至10分的作答方式。
在完成問卷前測及修訂後，本組於105年12月26日開始進行問卷調查，受訪對象包括有
目前仍在就讀高中職的學生以及已經製作過小論文的大學生。其中，在高中職學生方面，本
組選擇南投某所商工的商業經營科以及會計事務科學生進行問卷發放，至於在大學生方面，
則委託台中霧峰某科技大學的教授於課堂當中發放，調查期間為105年12月底至106年1月20
日，為期約25天。
三、 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受訪同學的個人基本資料分析
此次調查一共發放了 436 份問卷，在檢視回收問卷後，發現許多填答不完整或是隨意填
答的問卷，經過本組一一詳細檢查後，最後只獲得有效問卷 26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僅
60.32％。在性別方面，以女同學居多，人數為 205 人，佔 77.95％々在就讀年級方面，以目
前正在進行專題製作的高二學生人數為最多，人數達 118 人，佔 44.87％々在受訪學生於高
職所就讀的科別方面，以商業經營科的 132 人為最多，佔 50.19％，相關資料請參考表 1 內
容。
表 1.受訪學生的基本資料
項目
性別

受訪學生的基本資料說明
男性 58 人(22.05％)、女性 205 人(77.95％)

高職二年級 118 人（44.87％）、高職三年級 49 人（18.63％）、
大學生 96 人（36.50％）
高職所就讀的 商業經營科 132 人（50.19％）、會計事務科 68 人（25.86％）、
科別
其他 63 人（23.95％）
(表 1.資料來源〆本組彙整)
（二）第一大項題目的資料分析
年級

第一大項題目共有三題，第一題為「您是否知道有小論文獎此項競賽」，第二題為「您
是否有（打算）參加小論文競賽」，第三題則是「您投稿小論文的目的是為了〇」。根據回
收問卷資料顯示，在第一題方面，知道有小論文競賽的受訪學生達 235 人，佔 89.35％，至
於之前有參加過或正想要參加小論文競賽的學生有 159 人（60.46％），不想參加者同樣也
多達 104 人（39.54％），由此可知，高職同學們大多有參加或是想參加此項競賽，至於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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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此項競賽的原因則可以透過第三題的回收資料看出端倪。在受訪學生參加小論文競賽的目
的方面，以指導老師要求的人數為最多，達 80 人，其次則是為了升學加分，人數亦有 72 人，
由此可知，多數學生是受到指導老師的影響，因而選擇參加該項競賽，抑或認為在該項競賽
得到名次後，對於未來升學會有實質幫助，因此最終選擇參加該項競賽，相關資料參考表 2
內容。

題目

表 2.第一大項題目的回收資料分析
第一大項題目回收資料說明

1. 您是否知道有小論文獎
此項競賽（單選）
2. 您是否有（打算）參加
小論文競賽（單選）
3. 您參加小論文競賽的
目的（複選）

知道 235 人(89.35％)、不知道 28 人(10.65％)
是 159 人（60.46％）、否 104 人（39.54％）
獎金 20 人（7.60％）、榮譽感 29 人（11.03％）、
升學加分 72 人（27.38％）、指導老師要求 80 人
（30.42％）、其他 1 人（0.38％）
(表 2.資料來源〆本組彙整)

（三）高中職學生對於製作專題所培養的各項效能之重要程度看法
從表 3 資料可以得知，針對高中職學生對於製作專題時所能培養出的 14 項效能的重要
程度來看，同學們認為「提升學生的分工合作能力」最為重要，平均值達到 8.38，其次，則
是「提升學生的團隊溝通能力」的 8.33、「提升學生對於資料的蒐集能力」的 7.84 以及
「提升學生對於知識的整合能力」的 7.79。由前面幾項內容可知，同學們相當注重在專題製
作過程時，同學們是否能夠齊心地一起完成，而在團隊共同完成的過程當中，團隊溝通能力
便成為同學們必頇訓練的要素。此外，可能因為高職學生平時的授課模式大多是被動地接受
老師們所提供的技能知識，較少去蒐集與課程有關的其他資訊，因此認為資料的蒐集能力是
相對重要的。此外，由於專題的涵蓋內容與範圍相對較廣，同學們在蒐集大量的資訊後，還
必頇具備足夠的整合能力，才能夠消化吸收相關資訊，並萃取出當中有用的題材，因此認為
專題的製作對於知識的整合能力相當重要。
相對地，高職學生認為「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升學的幫助」最不重要，平均值僅為 6.55，
相對較低者還包括「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的 6.67 以及「提升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
的 6.96。針對前面三項結果，推測可能是高職學生認為小論文競賽頗為激烈，自己不太容易
得獎，或是即使得獎，可是對於日後推甄的幫助並不大，因此給予的重要性為最低。其次，
次低者則是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受訪的高職學生可能不知道專題製作與自我管理之間
的連結性，因此對於此項效能的重視程度同樣也給予較低分數。分數第三低者為提升學生發
現問題的能力，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目前的專題製作題目大多由指導老師提供，並不是
同學們自己瞭解實務現象及問題，再進而訂定專題題目，因此對於此項效能同樣也給予較低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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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職學生認為製作專題對於培養各項效能的幫助程度
同樣地，從表 3 資料可以看出專題製作對於高職學生在 14 項效能的幫助程度。根據平
均值的數據大小可知，同學們認為專題的製作對於「提升學生的分工合作能力」的幫助最大，
平均值達到 8.23，次高者同樣亦是「提升學生的團隊溝通能力」的 8.21，緊接著則是「提升
學生對於知識的整合能力」的 7.84 以及「提升學生對於資料的蒐集能力」的 7.80。前面幾
項內容幾乎與前述重要程度項目一致，可知同學們對於專題製作所帶來的效能之重視程度與
幫助程度的看法頗為一致。
其中，同學們認為在製作專題過程時，同學們認為對於分工合作的確發揮相當高的效果，
尤其以往學生們為了爭取較高的分數，獲得較佳的名次，較少有合作的機會，然而為了如期
完成陌生的專題製作，組內的同學唯有分工合作才能順利完成。而為了分工合作得以順暢，
組員之間平日則必頇進行良善的溝通，因此同學們咸認為專題的製作對於團隊溝通能力有著
莫大的幫助。
專題製作與校內一般課程的學習方式截然不同，面對一般課程，同學們只需於課堂上認
真聽課，遇到疑惑課業時，再尋求上課老師的協助即可。相對地，在製作專題時，同學們首
先必頇先學會如何蒐集課外資料，之後在蒐集大量資料後，還必頇學會如何從中攫取有用的
訊息、融會貫通，整合出可以用在專題裡頭的資料，因此同學們大多認為在資料蒐集能力以
及整合能力上有著相當程度的成長。
以往小論文競賽皆是由彰化師範大學所承辦，高職學生(高二學生)即使在競賽當中獲得
良好佳績，對於一年後的升學考詴亦無任何幫助，因此同學們對於參加小論文競賽有助於高
職生升學該項目給予較低的評比。由於學生們之所以參加小論文競賽主要是應指導老師的要
求，而非自己想要主動參與，因此在自我管理上便顯得較不積極，導致該項目的平均值相對
較低，數值僅為 6.87。
（五）製作專題對於培養各項效能的IPA分析
將表 3 分析結果當中的效能之重要程度當作 Y 座標，幫助程度當作 X 座標，14 項效能
的總平均值當作原點，即可將 14 項效能的 X 與 Y 組合標註於四個象限當中，以下即針對四
個象限當中的各點進行說明。
表 3. 專題製作對於提升高職生各項能力的重要程度及幫助程度
題目

重要程度

幫助程度

1.提升學生的報告撰寫能力

7.39

7.70

2 提升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

6.96

7.31

3.提升學生對於問題的解決能力

7.30

7.30

4.提升學生對於資料的蒐集能力

7.84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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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學生對於知識的整合能力

7.79

7.84

6.提升學生對於資料的辨識能力

7.61

7.60

7.提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7.23

7.25

8.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6.67

6.87

9.提升學生的團隊溝通能力

8.33

8.21

10.提升學生的分工合作能力

8.38max

8.23max

11.提升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

7.70

7.54

12.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7.21

7.27

6.55min

6.64min

7.20

7.06

13.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高職生升學
14. 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高職生提昇台風穩健性
註〆重要程度及幫助程度的分數都是 0 至 10 分。

(表 3.資料來源〆本組彙整)
1.第一象限〆繼續保持區
此象限一共有 6 項，分別為「提升學生對於資料的蒐集能力」、「提升學生對於知
識的整合能力」、「提升學生對於資料的辨識能力」、「提升學生的團隊溝通能力」、
「提升學生的分工合作能力」以及「提升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前面題目內容大多與
資料的蒐集、整理、分析有關，抑或是與團隊分工合作、團隊溝通有關，由此可知，高
職學生平日大多於課堂上被動地接受教師們所提供的課業知識，然而在進行專題製作時，
團隊組員則必頇分工合作，依序進行資料收集、辨識、分析、整理、撰寫，為了順利完
成最終的專題，組員之間的良性溝通絕對是必備的條件，同學們也覺得獲益良多。
2.第二象限〆優先改善區
在本次的調查當中，並無任何項目是座落於第二象限當中，亦即並無任何效能是屬
於應該優先改善的。
3.第三象限〆低順位區
根據處理後，一共有 7 項題目座落於第三象限，分別為「提升學生發現問題的能
力」、「提升學生對於問題的解決能力」、「提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提升學生
的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高職生升
學」及「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高職生提昇台風穩健性」。前面七項內容都是高職學生覺
得相對較不重要的效能，而且高職生也普遍認為在執行專題製作後，自己在此七項效能
上較無明顯進步。其中，在專題題目的發現上，可能因為大多是指導老師直接給予題目，
因此同學們並未花費時間與心思在題目的發現上々其次，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同學們認
為小論文競賽對於升學並無太大幫助，能否考上理想學校，最終還是取決於統一入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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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成績的高低，因此同學們對於專題製作的投入並不甚高，連帶地，亦影響到自我管理
的嚴謹度。最後的專題製作大多僅止於繳交書面資料，多數同學在口頭報告技巧上亦未
受到專門的訓練，因此口頭表達能力亦未有明顯的進步。
4.第四象限〆過度努力區
座落於第四象限的題目僅有一項，該項目為「提升學生的報告撰寫能力」，高職學
生認為此一效能相對較不重要，不過同學們在完成專題製作後，大多覺得自己的撰寫能
力有明顯的成長。之所以出現此一現象，可能是因為目前統一入學測驗的題目大多為電
腦作答的選擇題，根本不需要過多的撰寫能力，導致學生們認為撰寫能力不甚重要，不
過，在經過數月的專題製作後，自己的寫作能力無形當中也隨著提高。

各項能力之IPA分析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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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專題製作對於提升高職生各項能力的 IPA 分析
(圖一圖片來源〆本組彙整)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專題主要是在探討「專題製作」究竟能為高職學生提昇哪些能力，本專題所選定的各項
能力主要是參考教育部推動小論文的目的著手。在設計問卷題目時，同時包含各項能力的
「重要程度」以及「幫助程度」，再將問卷回收資料透過 IPA 分析後，即可得知學校教師在
指導學生製作專題時， 未來應該補強之處。
從表 2 內容可知，由於彰化師範大學舉辦「小論文獎」競賽已逾十多年，且舉辦頗具口
碑，活動推廣亦相當得宜，因此絕大多數的高職學生皆知道有此一競賽々至於在參加該競賽

8

「專題製作」提升你妳的能力了嗎?

的意願方面，也有高達六成學生有興趣參加，或是曾經參加過々最後，高職學生之所以參加
此項競賽，主要是因為指導老師的要求，比例約為三成。
在專題製作對於提升高職生各項能力的重要程度方面，從表 3 內容可知，高職學生覺得
最重要的前三項分別為「提升學生的分工合作能力」、「提升學生的團隊溝通能力」及「提
升學生對於資料的蒐集能力」，相對較不重要的能力則是「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高職生升
學」、「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提升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々至於在專題製作對於
提升高職生各項能力的幫助程度方面，結果幾乎與重要程度相同，幫助程度較高者分別為
「提升學生的分工合作能力」、「提升學生的團隊溝通能力」及「提升學生對於知識的整合
能力」，相對較無幫助者則為「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高職生升學」及「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
能力」。
最後，由 IPA 分析結果可知，在 14 項能力當中，有六項是位於第一象限，亦即同學們
覺得此六項是重要且獲益良多，應當繼續保持々有七項能力是落在第三項目，亦即同學們認
為該七項能力是不重要且幫助性不大，一項能力位於第四象限，亦即同學們認為較不重要，
不過同學們給予正面評價。
二、建議
（一）在參與專題製作的動機及意願方面
儘管高職學生參與專題製作及參加小論文競賽主要是應指導老師的要求，而並非是自願
參加，然而若能由教育部主導，並由北中南各區大專院校共同主辦該項競賽，鼓勵同學們踴
躍參與競賽，再將競賽成績與推薦成績予以連結的話，想必高職學生的參與意願及主動性應
該會大幅提高。
（二）專題製作對於高職學生能力的提昇
多數學生在擬訂專題題目時，大多是由指導老師給予題目，此類題目不一定是高職生有
興趣之議題，建議學校指導老師應鼓勵讓高職學生自行觀察社會動態，自己並從中搜尋、訂
定可以作為研究的專題題目，如此一來，既可培養高職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還可能因為題
目是學生自己訂定，因此自我管理及參與程度會因而提昇，對於實務的參與度自然也會提高。
（三）IPA 分析

由圖一可以得知，「提升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提升學生對於問題的解決能力」、
「提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
力」、「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高職生升學」及「參加小論文競賽對於高職生提昇台風穩健性」
等項目皆有改善的空間，其中，「提升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此項目可以讓同學們在決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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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透過互相討論，老師從旁輔導，此舉不僅能讓小組成員更加積極，也能在一來一往的對
談中，慢慢地發現問題所在々再者，在專題製作過程中，同學們難免會遇到難題，需要老師
協助，此時指導教師可以指引學生方向，讓學生透過小組討論自行摸索，而不是直接的問與
答，此舉應可「提升學生對於問題的解決能力」々至於在「提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方面，
建議指導教師能從「建議者」轉變成「聆聽者」，讓學生多多練習將想法闡述成完整的句子々
當同學一旦決定要參加小論文競賽，時間便是一大壓力，壓力對於「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
力」應有相當大的助力々針對「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一項，指導老師在與學生進行
互動討論時，可以給予學生們思考的空間，透過討論來產生不同的想法々最後，老師平時在
指導學生時，便可以 鼓勵同學們上台表達自己的看法，藉此應可提升高職生的台風穩健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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