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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100 學年度下學期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中文）專題討論 開課學制 ˇ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英文） 開課年級 碩二 

授課教師 蘇育令 課程屬性 ˇ必修 2   學分 
□選修     學分 

聯絡方式 yulings@mail.fju.edu.tw 上課時間 每週一 3/4 堂 

辦公室時間 星期一下午 5,6 堂/ 星期三 5,6 堂 
一、課程目標 
藉由閱讀與合作討論 
1.增進文獻統整能力 
2.增進獨立、有系統、瞭解他人觀點之思考能力  
3.增進撰寫研究論文大綱之能力 
4.培養合作支持面對壓力之情懷 

系所核心能力 專業知識 專業技能 

△ C1.彼此瞭解  K1.教育與訓練 ● S1.閱讀理解 

● C2.合作支持  K2.心理學 ● S2.文字表達 

△ C3.壓力與衝突處理 ● K3.社會學與人類學 △ S3.口語表達 

● C4.獨立思考  K4.治療與諮商 △ S4.積極傾聽 

   K5.顧客與人群服務 ● S5.合作 

     S6.協調 

    △ S7.批判思考 

     S8.解決複雜問題 

圖示說明: ●高度相關  △部分相關   X 不相關 

二、教學設計、方法與評量 

系所核心能力 達成該能力之教學設計與方法 達成該能力所設計之學習評量 

C1.彼此瞭解 同儕分享彼此閱讀之觀點 同儕書面報告評論與口頭回饋 

C2.合作支持 同儕課堂與課後討論 同儕書面報告評論 

C3.壓力與衝突處理 同儕課堂與課後討論 同儕口頭回饋 

C4.獨立思考 
課堂與課後相關文獻閱讀、評析

與應用 

論文寫作練習、修改與討論 

個人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與修改

 

三、教科書與參考書目 

教科書:  

蔡清田（2010）。論文寫作的通關密碼: 想畢業，讀這本。台北:高等教育文化。 

 

參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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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麗斐、杜淑芬、吳麗琴、王玉珍、吳育沛、簡華妏、喬虹、王敬元（譯） （2009）。P. Paul Heppner, 
Mary J. Heppner 原著。研究論文寫作：撰寫與投稿的武功秘笈。台北：新加坡商聖學習亞洲。

吳和堂 （2010）。教育論文寫作與實用技巧。台北：高等教育。 
周春塘 （2008）。撰寫論文的第一本書。台北：書泉。 
張可婷 （譯） （2008）。Diana Ridley 原著。一步步教您做文獻回顧。台北： 韋伯文化國際。 

張芳全（2010）。論文就是要這樣寫。台北：心理。 
張慶勳（2010）。論文寫作手冊（增訂四版）。台北：心理。 
畢恆達（2010）。教授為什麼沒告訴我：2010 全見版。台北：學富。 
鈕文英（2010）。教育研究方法&論文寫作。台北：雙葉書廊。 
葉乃嘉（2008）。質性研究寫作的第一本書 ： 質性與量化論述的文字經營準則。台北：五南。 
蔡柏盈（2010）。從段落到篇章：學術寫作析論技巧。台北：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蔡柏盈（2010）。從字句到結構：學術論文寫作指引。台北：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蔡清田（2010）。論文寫作的通關密碼：想畢業?讀這本。台北： 高等教育 。 
顔志龍（2011）。傻瓜也會寫論文：社會科學學位論文寫作指南。台北：五南。 
四、成績評量方式與分配 

• 口頭報告  15﹪（綱要、報告內容、口語表達與反應、時間控制，每位同學都要上台做口

頭報告，沒有上台報告，此項成績不予計算） 

• 口頭評析人 15% （綱要、評析內容、口語表達與反應、時間控制，每位同學都要擔任評析

人，沒有擔任、此項成績不予計算）*評析內容請說明除教科書外參照哪本參考書的哪些指

引 

• 書面報告 20﹪（探討背景與動機、探討目的、名詞解釋、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論與建

議 

• 書面評析人 20% （綱要、評析內容、口語表達與反應、時間控制，每位同學都要擔任評析

人，沒有擔任、此項成績不予計算）*評析內容請說明參照哪本參考書的哪些指引 

• 課堂閱讀分享作業/討論主持與參與討論 20﹪ (回答問題，與問問題)。  

• 出席狀況  10%  每堂課都點名，一次未到扣總成績 3 分。 遲到早退各扣 1 分。 

五、課程要求 

一、 專題報告及討論內容與時間 (請上課報告前將電腦設備準備好，彼此協助，確認檔案無誤) 

1. 請針對主題引用 2000-2011 年文獻。 

2. 每人報告 20 分鐘， 20 分鐘評析與 10 分鐘討論。(上課請每組帶筆電) 

二、 繳交專題報告時間 

1. 口頭報告大綱與紙本報告日前三天請上傳電子檔；課堂上請印出交給老師，並裝在活頁孔

透明夾中。書面報告不得遲交，除特殊原因外，但成績最高以 60 分計算。 

2. 書面報告：報告請用 12 號字體，於口頭報告後次一週上傳修正版本(並標示修改記錄)。 

三、課堂完成閱讀小組分享單 

六、課程內容及進度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 備註 

01 

2/13 課程簡介 學生說明研究進度 

分組： 

專題小組：2 人一組 

閱讀小組：3-4 人一組，每組選定每次閱

讀討論之主持人（提問與詢問組員問

題)、記錄 2 人(包括上傳）、資料分析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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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提供 1 人 
02 2/20 閱讀討論: 閱讀活動  Ｃh1   分組確定 
03 2/27 小組閱讀分享與討論 1:寫作分析練習 1 Ｃh2 

04 2/27 228 放假  

05 3/12 小組閱讀分享與討論 2:寫作分析練習 2 Ch3 

06 3/19 小組閱讀分享與討論 3:寫作分析練習 3 Ch4 

07 3/26 小組閱讀分享與討論 4:寫作分析練習 4 Ch5 

08 4/2 春節放假  

09 4/9 小組閱讀分享與討論 5:寫作分析練習 5 Ch 6 期中考週 

10 
4/16 

小組個別討論 

專題報告(2 人報告、並相互評析) 
 

11 
4/23 專題報告(2 人報告、評析) 

其他同學的評析請上課完兩日內傳至討

論區 

12 4/30 專題報告(2 人報告、評析)  

13 5/7 專題報告(2 人報告、評析)  

14 5/14 專題報告(2 人報告、評析)  

15 5/21 專題報告(2 人報告、評析)  

16 5/28 專題報告(2 人報告、評析)  

17 6/4 分組報告(2 人報告、評析)  

18 6/11 期末回顧 期末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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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專題討論  課堂閱讀小組分享單 
日期： 
章節： 
 
小組成員： 
主持人 
紀錄： 
資料提供： 
 
 關於這章中我們這組討論的問題（覺得有幫助的、實做上困難的、經驗分享、我以後會怎麼做）： 

主持人： 
Ａ： 
Ｂ： 
 
（請紀錄特別標出頁數） 
 
 關於練習資料的來源： 

如何運用此章內協助我修改？ 
 
 
 
 
 
 我們聽到別組相似或相異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