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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劃緣起 

 

     1995 年「Wiki 之父」Ward Cunningham 首度推出了第一個 wiki─

WikiWikiWeb 之後，繼而在全球開始引發 wiki 風潮，維基百科全書即是 wiki

技術中最著名的表現。維基媒體基金會自 2001 年 1 月 15 日正式成立，主要負

責維持維基百科網站管理事宜，截至 2007 年 9 月，佔維基百科條目數首位的

「英文維基百科」已有 195 萬個條目，並有約 525 萬位使用者；而「中文維基

百科」雖然較晚成立(2002 年)，但截至目前為止擁有約十四萬個討論條目，以

及超過 32 萬位使用者 (Wikimedia Foundation, 2001)。 

    wiki 是一種可在網路上開放多人協同創作的超文本系統，在技術層陎上，

由於wiki具開放性，可以支援使用者個人或是社群在網路上進行寫作 (Morgan, 

2007)，讓使用者在 Web 的基礎上對 wiki 文本進行瀏覽、創建、更改，而促成

在一個社群內共享某個領域的知識，在 web2.0 時代，wiki 做為一種網路傳播

與網路共同創作的工具，可以被用來促進學習過程，為學生創造合作的學習環

境 (Parker & Chao, 2007)。 

國內「性別與兩性關係」通識教育的主要教學目標主要包括（一）兩性差 

異與兩性不平等現象的呈現，以及（二）意識的覺醒與兩性平等概念的建構等 

二大部份。而國外的兩性關係課程中，教師會重視下列幾方陎：(一)整合學生 

經驗與智識的學習；(二)鼓勵學生的發言權，並適當授權與學生；(三)培養學 

生批判性的觀點與思考能力；(四)尊重學生背景與經驗的多元與差異（張玨、 

王舒芸、陳若璋，民 86）。因此在進行兩性關係的通識課程教學中，教師更需 

要有意識地創造一個公平、公開，信任、安全的環境，培養學生以開放的態度 

來探索差異，讓多元的意見得以發聲，促進個人成長與行動。 

    而過去通識課程一向以大班教學為主，修課人數眾多，而造成學生與教師

的互動不足。即使要進行小組討論，教師往往無法立即掌握學生討論情況，也

不容易提供即時回饋與互動。此外，在課程評量方陎，也由於學生人數眾多，



2 

 

形成性評量的實施較不容易，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較難直接了解學生在課程進

行中之學習狀況。 

    因此，本研究採用網路科技來幫助學生學習討論，將以支援維基百科之技

術—Mediawiki 來建置環境，讓學生在 wiki 平台上進行心得發表、議題討論以

及小組專題作業。透過 wiki 技術之開放性、互動性、知識共享的基礎，以及

低技術門檻等來建構公平、公開、信任、安全的環境，以促進大班通識課程教

學中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與回饋。另一方陎，透過 wiki 技術，教師也能即時給

予學生回饋，激勵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檢視自身經驗並促進學習成效。 

 

 

二、計畫目的 

 

因此本研究計畫目標如下： 

1. 透過 wiki 促進通識課程中大班教學之教師與學生互動。 

2. 透過 wiki 促進學生進行課堂心得發表以及進行自我經驗省思。 

3. 透過 wiki 提供學生參與議題討論，並完成小組專題作業。 

4. 檢驗學生使用 wiki 經驗，並進行使用者評估研究。 

 

三、計畫重要性 

 

本研究重要性主要在於藉由 web2.0 時代重要特色─wiki 技術，改善傳

統通識課程中大班教學缺乏即時互動以及回饋之問題，希望建立以 wiki 技術之

開放性、互動性、知識共享的基礎以及低技術門檻建構公平、公開、信任、安全

的環境，真正促進大班通識課程教學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與回饋的機制。研究所

獲得實際實施後的經驗與成效結果，應可對於資訊科技融入通識課程的實務與經

驗會提供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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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在本研究中，以臺灣大學九十六學年度「兩性關係」通識課程修課學生為

主要研究對象，修課學生之學科背景來自於全校 42 個系所共 131 位學生。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蒐集包括修課學生在兩性關係課程 wiki 平台上進行個人心得發表

文章、議題討論發表文章以及小組專題作業等資料，加上「學習者使用經驗問

卷」調查結果等不同資料。 

 

(三)執行方法 

    本研究首先結合實體課程教學活動與 wiki 平台活動以建構學生藉由 wiki

進行兩性關係議題省思與討論，wiki 平台作為學生進行個人心得繳交以及小組

作業執行的空間，在學期末以問卷調查學生對於在 wiki 平台進行兩性關係議

題與省思與討論之經驗，透過量化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加上線上文章等資料分

析來了解以 wiki 促進通識課程大班教學之教學改進之計畫成效。 

 

五、研究結果 

 

(一) 兩性關係 wiki 線上學習平台建置 

 

本計劃首先建構兩性關係 wiki 線上學習平台建置，以圖 1 規劃課程與教

學活動架構為主要設計概念，進行 wiki 平台之建置，wiki 平台在本研究課程

中主要扮演輔助學生進行課後進行心得發表、議題討論以及小組作業執行之

線上學習活動為主。課程規劃與平台設計架構參見圖 1 與圖 2，網頁各項功

能請參見圖 3 至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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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兩性關係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架構圖 

 

     

圖 2 兩性關係課程平台與教學活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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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以圖 2 呈現系統建構之藍圖，以建立各平台功能詳述如下： 

1. 兩性關係 wiki 平台首頁 

 

圖 3 兩性關係 wiki 平台首頁 

2. 學生個人心得頁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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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生個人心得頁陎 

3. 最新消息頁陎 

 

圖 5 最新消息頁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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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討論區 

圖 6 課程討論區頁陎 

5. 社群頁陎 

圖 7 社群頁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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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組頁陎 

圖 8 小組頁陎 

7. 小組作業討論頁陎 

   圖 9 小組作業討論頁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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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實施 

本課程主要採用多元教學方式，並邀請十多位老師就其不同領域學門介紹與

性別相關的各種議題，培養能夠檢視個人的性別經驗與影響、剖析社會建構性別

議題的能力、建立個人性別不岐視的能力與行為，並能學習突破社會建構交往與

分手等性別權力關係，以及明瞭侵害、暴力、性騷擾等性別界線及相關法律。除

了多位老師就其不同領域學門介紹與性別相關的各種議題，在每週課程講演後，

皆安排小組互動與討論時間，並有 8 位助教協助並引導學生進行小組討論，讓學

生能就課程所引導的議題，省思自身性別經驗。另一方陎，在「課程 Wiki 學習

平台」使用部分，自學期初開始，本課程每次課堂結束後，授課教師即會拋出相

關議題至該課程 Wiki 學習平台，讓學生在課後做延伸學習，並在網路上進行更

深入的議題分析。此外，同時學生需組成小組，共同完成期末專題作業；過程中

學生必頇使用該課程 Wiki 平台進行小組期末專題之討論、資料彙整與報告寫作

等，最後在學期末時需在課堂上繳交書陎報告並且進行口頭發表。 

 

(三) 學習者對課程與 Wiki 使用經驗調查 

在使用 wiki 課程平台一個學期後，本研究除了以問卷了解學生之課程學習

經驗外，也以自行設計之學習者使用經驗問卷調查學生使用 wiki 課程平台之學

習成效，結果呈現如下。 

整體而言，對於教師上課方式，有 83 位學生(71.6%)普遍感到滿意，更有 25

位學生(21.6%)感到非常滿意；而課程內容的安排，有88位學生感到滿意(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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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 20 位同學對於課程內容感到非常滿意(17.2%)。在學生對於本課程多元教學

方式下最能引發共鳴而幫助學習的項目評估部分中，有 55 位學生(47.4％)認為影

片討論對其引發共鳴很有幫助；有 63 位學生(54.3%)認為以心得書寫對其學習有

些幫助；97 位學生(83.3%)認為媒體討論能引發其共鳴，其中有 48 位(41.1%)學

生認為有些幫助，更有 49 位(42.2%)學生認為媒體討論項目對其很有幫助；有 94

位學生(81.1%)普遍認為透過生活檢視瞭解性別環境現況是有幫助的，其中有 54

位(46.6%)學生認為很有幫助、而有 40 位(34.5%)學生認為有些幫助；有 112 位學

生(97.3%)認為課堂活動中小組討論對引發學生共鳴有幫助；同樣有 112 位學生

(97.3%)認為透過小組報告引發學生共鳴是有幫助。 

在 Wiki 評估方陎，大部分學生認為透過 Wiki 討論促進學生進行性別反思是

有幫助的，其中有 79 位學生(68.1%)普遍認為有些幫助、而有 21 位(18.1%)認為

很有幫助。而學生與普遍認為助教討論的部分有幫助，其中有 49 位(42.2%)學生

認為有些幫助並有 47 位學生(40.5%)認為很有幫助。有 50 位學生(43.1%)表示在

課後經常將課程內容與日常生活作連結，也有 59 位學生(50.9%)學生偶爾會將課

程所學應用在生活之中。有 71 位學生(61.2%)表示在課後偶爾會另做與性別議題

相關之延伸閱讀，並且有 71 位學生(61.2%)偶爾發現課程內容與個人生活經驗有

所相關。在檢視的過程中，有 91 位(78.4%)學生開始察覺自己性別在社會中處於

優劣勢之情況，其中有 53 位學生(45.7%)認為其在社會中所佔的性別為優勢、也

有 40 位學生(34.5%)認為其在社會中所佔的性別為劣勢。 



11 

 

    整體而言，有 62 位(69.8%)學生普遍認為這樣的上課方式讓學生加深對於性

別的瞭解程度為有多的瞭解並且有幫助，並且讓其對於媒體呈現之訊息有更加深

一層的性別思考，有 62 位學生(53.4%)會進一步與親友討論。有 68 位學生(58.6%)

透過本課程多學教學的方式學會自我檢視個人性別經驗之影響，有 65 位(56%)

的學生認為其培養了一些剖析社會建構性別議題之能力，其中有 48 位學生

(41.1%)肯定其具有剖析社會建構性別議題之能力。同時在課後，有 66 位(56.9%)

學生認為學會建立個人性別不歧視之能力；另有 46 位學生(39.7%)建立了一些透

視各種體制中性別不平等問題之能力。最後，有 77 位學生(66.4%)認為在課程結

束之後應該能嘗詴建立兩性平等的環境；而有 77 位同學(66.4%)會建議其他同學

未來可修習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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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台評估 

    本計畫採用量化分析方法調查學生使用兩性關係Wiki線上學習平台之使用 

經驗並以質化研究了解學生認為本Wiki線上學習平台之優點並給予本Wiki線上

學習平台以及未來教師採用Wiki平台輔助教學時之建議。 

    學生普遍認為使用課程Wiki平台對其進行小組期末報告是有幫助的(平均分

數為3.45分)，並且肯定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幫助快速地完成小組期末報告

(平均分數為3.29分)以及提升自身創作能力(平均分數為3.44分)；在學習操作兩性

關係Wiki線上學習平台時，學生同時認為能夠熟練地操作「兩性關係課程Wiki」

(平均分數為3.28分)， 並且認為「兩性關係課程Wiki」提供了友善簡單的使用介

陎(平均分數為3.66分)，讓學生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能夠很容易地完成小

組期末報告(平均分數為3.21分)。另外，學生在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的過

程中同學遇到問題時，會主動幫助同學解決問題(平均分數為3.32分)，而使用「兩

性關係課程Wiki」來進行小組期末報告遇到困難時，助教、同學或其他朋友會提

供我必要的資訊以解決問題(平均分數為3.55分)。整體而言，學生認為使用「兩

性關係課程Wiki」讓學習變有趣了(平均分數為3.50分)、並且自己本身也喜歡使

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平均分數為3.35分)。兩性關係Wiki平台使用經驗結果

請參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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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兩性關係Wiki平台使用經驗調查 

 平均數 標準差 

我認為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對我進行小組期末報告是有幫助的 3.45 1.313 

我認為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能夠讓我更快速的完成小組期末報告 3.29 1.250 

我認為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能夠提升我的創作能力 3.44 1.313 

我可以很熟練地操作「兩性關係課程Wiki」這套系統 3.28 1.275 

對我而言，學習如何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是容易的 3.66 1.178 

我認為「兩性關係課程Wiki」提供了友善簡單的使用介陎 3.66 1.164 

我認為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能夠很容易的讓我完成小組期末報告 3.21 1.146 

我認為本課程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是好的做法 3.87 1.178 

我覺得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讓我們的學習變有趣了 3.50 1.171 

我喜歡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 3.35 1.225 

當同學使用「兩性關係課程 Wiki」遇到問題時，我會主動幫助同學解決問題 3.32 1.157 

當我在使用「兩性關係課程Wiki」來進行小組期末報告遇到困難時，助教、

同學或其他朋友會提供我必要的資訊 
3.55 1.323 

 

本研究以質化分析調查學生對於課程平台評估，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使

用Wiki平台主要有以下幾點優點回饋： 

 

    1.Wiki能促進小組討論 

 

「Wiki對於作為小組平台是很不錯的決定，這樣可以提供小組討論的空間。」 

「我覺得 Wiki在同學互動溝通識一個很好的平台，未來各科課程都可以詴著使用 

，在討論上應該有很好的成效。」 

 

    2. Wiki能幫助學生繳交作業 

 

「建議可以繼續使用 wiki，是一個方便繳交心得的介陎。」 

「Wiki可以很清楚的整理學習流程。」 

 

 3.透過Wiki能夠協助進行觀摩學習 

 

「使用 Wiki可以連結到相關網站或其他同學之頁陎，這點我覺得不錯。」 

「wiki已經達到幫助學習之功能，如果站上有與兩性關係或女性主義網站的相關連

結也不錯。」 

 

另外，學生在評估自我使用經驗時，針對Wiki平台也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Wiki之介陎設計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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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陎還是有點難使用，編輯不好版陎看起來會有點亂。」 

「介陎可以再簡單一點。」 

「建議 Wiki介陎可以再完整、有條理一點，帳號控管、申請可以再嚴謹一點。」 

 

2.提供基本使用方法說明 

 

「希望未來教師再使用 Wiki平台一定要有基本使用方法說明，有助教指導會更好。」 

「希望在一開始的使用教學說明，能夠多講解幾次。」 

「可以開一堂課來教 Wiki的基本使用。」 

「線上使用說明仍不夠清楚，因為操作上比起傳統留言版雖多了許多不同的可能性，但

卻少了人性化與便利性，對於初上手的人而言會造成困擾。」 

 

 

3.減少Wiki平台使用上之專業詞彙 

 

「感覺有很多在頁陎上的術語很陌生、很難懂。」 

 

  4.提供更方便的文字編輯功能 

 

「我認為在 Wiki平台應該有更方便的文字編輯，如 Word一樣的文字處理，這樣使用起

來會更順手，意願也較高。」 

「我覺得編輯時不停地做紀錄很麻煩。」 

「在同一頁陎下，兩個人對不同次標題作編輯以後，後完成者會產生存檔衝突，造成變

異結果的頁陎，但編輯欄中刪除當次輸入的內容，若沒注意到以為是網路延遲而按下保

存鍵，就會造成內容完全消失，希望能在同一頁陎中，建立獨立之主標題編輯系統，方

便同時有不同的人針對同一標題進行編輯。」 

 

另外，學生在評估自我使用經驗時，同時針對教師未來再次採用Wiki平台時

針對教學方式也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Wiki平台作為課程網站 

 

「有一個課程專屬的網路交流平台，我覺得很好。」 

「可以強迫學生使用，效果可能更好」 

 

    2.讓學生能夠跨組討論 

「可以讓各組對其他組的討論給予評分，促使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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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與建議 

本計畫嘗詴應用 Web2.0 代表技術—Wiki 進行性別相關議題課程之教學輔 

助，透過 Wiki 技術之高互動性、共享性，確能幫助學生引發其對於性別議題之

討論與共鳴，但 Wiki 平台在使用上學生仍需要撰寫一些簡單的語法，而因此造

成學生在初始使用上時的一些不便。而根據本學期的實施經驗檢視，大部分學生

仍可接受 Wiki 平台，而一些小組在使用 Wiki 進行小組專題學習時，也會善用電

腦，應用 Wiki 平台功能，有效完成學習任務。另外，Wiki 平台在檔案傳輸處理

上，仍需要透過上傳至系統資料庫並且在 Wiki 頁陎進行連結設定處理，對於學

生呈現圖片、影片之處理上，並不是相當友善的設計。本課程在學期初時曾進行

Wiki 使用之教學，以降低學生在使用時之門檻。整體而言，建議未來其他課程

若要採用 Wiki 平台，教師應於採用 Wiki 平台輔助教學之初，即進行足夠時數之

使用說明教學，並且必頇建構完整之 Wiki 平台使用說明手冊，以幫助學生使用

Wiki 進行作業繳交，同時應搭配助教對於學生在使用過程中進行線上議題之回

應以及協助其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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