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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學思達教學法」是中山女高國文科張

輝誠老師創立的一種新式教學法。它是「一

套完全針對學生學習設計的教學，真正訓練

到學生自學、思考、表達（學思達）的能

力。」從推行至今已有三年，目前在國小、

國中、高中已逐漸形成一股風潮。在一些華

人地區的中、小學校長、老師，如中國、新

加坡與馬來西亞，也都開始嚐試進行學思達

教學。今年（2016）12 月，更將在台灣舉

行第一屆學思達亞洲年會。筆者初次接觸

學思達是在去年（2015）注意到台灣大學

葉丙成教授的翻轉教學，買了出版社的兩本

「翻轉」套書：「為未來而教（葉丙成教授

著）」、「學思達：張輝誠的翻轉實踐（張

輝誠老師著）」。閱讀完這兩本書之後，張

老師的教學法特別吸引我。為了深入了解實

際授課情形，我到張老師的教學現場（中山

女高）觀課兩次（2015/9/23，《史記·孔

子世家》；2015/10/16，劉義慶《世說新

語》），看學思達如何實際操作，以及老師

如何主持教學現場。此外也參加一場張老師

的學思達工作坊（2015/11/1，學思達問題

意識、設計、主持、引導與輔導，台北市永

吉國小），以及觀看網路上張老師介紹學思

達的影片。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思考，先

在口腔胚胎與組織學課程嘗試學思達教學

法。本文將先分享我的學思達教學法中的教

材製作理念，期望各位讀者能不吝給予指

教。

學思達教學法之教材製作

一、簡報檔講義

學 思 達 講 義 是 依 照 筆 者 既 有 的 
Powerpoint（ppt）簡報檔來製作。PPT 講
義是目前醫學院採用傳統講述法時，最常用

的上課教材。筆者在課前會先印出來給學生

上課使用，也會把完整的電子檔交給學生。

筆者在目前的服務單位使用傳統講述法已有

七年，每年都會更新講義內容。在此先分享

我的  ppt 講義製作理念。目前在網路、書

文◎余權航 醫師
• 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教授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主治醫師

學思達教學法於口腔胚胎
與組織學之應用－教材篇



     特稿 

2016 . 35卷11期20 2016 . 35卷11期 21

  特稿

籍、以及一些工作坊都有教導如何製作簡

報，而啟發我最深刻的是我研究所的老師

們，包括江俊斌教授（老師的講義內容豐

富、圖片多元、文字顏色分明、學識淵博令

人望塵莫及）、王拯宗教授（老師上課時融

入許多醫學人文的觀念，對我影響很大，至

今我都還記得他說的“Treat the patient as 
a WHOLE, not a HOLE”）、劉步遠教授

（老師上課講解詳細、思路清晰。他說「用

最淺顯易懂的語言讓同學了解，運用在基礎

醫學教學上是需要想像力的，這是在教學上

最花時間的」、「不斷修訂教材內容與增進

新知，是稱職教師基本的態度」）、張玉芳

醫師（張醫師是我研究所的學姐，有一次我

聽她上課，除了講解非常詳細之外，講義內

容有許多補充資料和圖片，以彌補課本的不

足。學姐認真教學與製作講義的態度對我影

響很大）。還有關學婉教授，是開創台灣口

腔病理的第一人。關教授上課用的幻燈片

（早期電腦不發達的時候，都是用幻燈片或

投影片上課）幾乎都是圖片，沒有文字說明

（只有給學生的講義才有），上課就是「看

圖說故事」，非常精彩。劉步遠老師說「關

教授上課前幾天就開始準備，前一天將上課

所需的幻燈片審視一遍，包括播放的順序、

起承轉合，就像寫文章一樣」。這種融會貫

通與「說故事」的能力是有待晚輩如我終其

一生要努力達到的境界。

牙醫系學生有兩次國考，分為基礎牙醫

學與臨床牙醫學，每個學科皆有考選部規定

的國考參考用書。本學科的考試用書之一為

「Ten Cate's Oral Histology. Development, 
Structure, and Function.」所以我的講義內

容以此書為基礎。然而，本學科許多牙醫

學名詞與觀念必須配合顯微圖片才能說明清

楚，而這本書在圖片方面的詳細度略顯不

足。為了獲得一張更詳細的、更適合學生與

更容易解說的圖片，我會特別留意在專業書

局中所能買到的相關書籍，將其中更清楚的

內容、圖片、表格等加入講義中。此外，也

會推薦給學校圖書館購買，以方便學生借閱

參考。以下列出幾本不錯的書給相關的授課

老師參考：

1. Av e r y  J K .  O r a l 
Development and 
Histology, 2002, 第 
3  版。這本書有許

多精美而詳細的圖

片，我在第一年教

書時，花了很多時

間掃描放入上課教

材內。本書在每一章的最後都有「Self-
Evaluation Review」可讓學生在學習之

後，瞭解自己懂了多少。在提出學思達式

的問題時，可以參考這些題目。可惜的

是，這本書已無更新版，作者也已於 2011 
年 4 月過世。在此列出此書以茲紀念。

2. Chiego DJ Jr. Es-
sent ia l s  of  Ora l 
Histology and Em-
bryology. A Clinical 
Approach,  2014, 
第 4 版。如同它的

書名，這本書介紹

許多臨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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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結合基礎與臨床的好書。它除了有 
Avery 那本書精彩的、精美的圖片（Avery 
是此書第三版的共同作者）可以放入教材

之外，在每介紹一個結構之後，幾乎都會

出現一個「clinical comment」的框框，告

訴你這個結構和臨床有什麼關係，有時還

會有臨床思考題（consider the patient）
結合病例的思考。本書每一章最後有自我

評量問答題，可以參考並將它加入課堂的

討論。本書色彩鮮明、段落分明、圖片精

美、內容簡潔扼要，是我非常喜愛並且推

薦的一本自學入門書。

3. Fehrenbach  MJ, 
P o p o w i c s  T . 
Illustrated Dental 
Embryology, His-
tology, and Anat-
omy,  2016 ,  第  4 
版。此書最大的優

點在於它除了介紹

組織特性之外，還會提出詳細的臨床應用

（例如：clinical considerations for dental 
procedures involving enamel）。此外還有

一些整理過的表格及少部份精美圖片可以

參考。

4. Hand AR, Frank 
ME. Fundamentals 
of  Oral Histology 
and  Phys io log y. 
2014。Fundamen-
tals 系列的口腔醫

學 相 關 書 籍 ， 相

信大家都有接觸過，這應該是它第一本有

關口腔組織學的書，同時也講了一些生理

方面的知識，內容範圍較廣且深。精美的

圖片較少，大部分是文字敍述，可自行斟

酌內容。這本書的優點在於每一章節的

每一個重要觀念講完之後，會有一個總

結歸納的框框，可以當作複習，也可以

當作各章節總結歸納的參考。這本書最

好用的地方在於每一章最後都有詞彙表 
（glossary），對於製作底下會提到的「單

字遊戲」題目有非常大的幫助。

5. Be rkov i t z  BKB, 
Holland GR, Mox-
ham BJ. Oral Anat-
omy,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2009, 
第  4  版。這是我

看過的相關書籍中

內容最深的一本。

不過書中有些還不錯的圖片與表格可以應

用，例如在牙周韌帶不同區域血管含量的

分佈比例等。

6. 東一善，高橋理。

S i d e  Re a d e r  o f  
Histology and Oral 
Histology, 2009, 第 
4 版。筆者到日本

旅行或去日本學校

進修時，常會特地

繞去醫學專門書店

或學校的販賣部尋找相關的參考書籍，這

本書就是在學校的販賣部所發現的。它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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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本日文書，但是從日文漢字可以推

論它的內容。這本書最好用的地方是在它

每介紹完一個組織，會在最後列出「關連

科目」。以牙釉質為例，它就列出口腔解

剖、生化、病理等在內的七個牙科相關學

科，並在其後說明有那些相關，如牙齒形

態特徵、牙釉質的無機與有機成分、牙齒

發育異常等等。藉由跨學科的連結方式，

讓學生知道同一個觀念會涉及到那些學

科，將來學到這些學科就可以回過頭來複

習講義以加深印象，並且可以加強統整不

同學科之間的知識。

此外，為了提升自己的講解能力，除

了針對每一張投影片書寫講稿（這也是學思

達講義大部份的內容來源）之外，我也特

地買了大陸的通用教科書「口腔組織病理

學」（于世鳯主編，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 
年，第  7 版）。這本簡體書是由大陸目前

最資深的口腔組織病理學教授于世鳯主編。

另外也參考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自己編輯的

教科書（口腔組織學與病理學，高岩、李鐵

軍主編，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3 年，

第 2 版）。參考大陸教科書的價值在於，對

於同一個觀念，我可以比較自己與大陸的解

釋（表達）方式，用簡單、容易理解的講解

方式讓學生更能掌握與瞭解。此外，本學科

在台灣還沒有一本自己寫的教科書，只有中

文翻譯書。翻譯書的缺點在於，翻譯出來的

內容經常比不上原文書出新版的速度，學生

讀的常常是上一版的中譯本，但原文書常常

已經更新版本。因此，製作學思達講義也有

加入編輯教科書的想法，要有清楚易懂的思

想脈絡、簡單易讀的版面、以及清晰精美的

圖片。另外我也參考一本較特別的書，那是

有一年我去日本學校進修，想找一本口腔組

織學的書，可是販賣部沒有賣，我就請日本

老師幫我問，結果有剩餘幾本他們大六學生

（日本牙醫系學制，大五實習，大六整學年

都在準備國家考試，而台灣是六年級實習）

在使用的口腔組織學複習講義，我就買了一

本回來參考其內容、圖片、編排方式等。

在融合各種版本的書籍之後（這需要

經年累月，一年一年慢慢增加），所製作的

簡報檔內容就會漸趨完整與成熟。我將整

份的  ppt 電子檔全部交給學生，因為口腔

胚胎與組織學這門課除了文字敍述之外，還

包含光學顯微與電子顯微結構，有時還需要

手繪圖作為輔助，所以必須要有清晰、可

放大的圖片讓學生可在課前及課後參考，

學生也可以自行擷取來製作自己的複習筆

記。依照  ppt 簡報檔所製作的講稿是我製

作學思達講義的底稿。我的課程有八堂（每

堂課三小時，包含正課及實驗課），包括

牙釉質（enamel）、牙本質（dentin）、

牙髓（pulp）、牙骨質（cementum）、

牙周韌帶（per iodonta l  l ig ament）、唾

液腺（sal ivary gland）、口腔黏膜（oral 
mucosa）（一）、（二），因此需要製作八

本學思達講義。

二、學思達講義

學思達講義是使用學思達教學法最重要

的成敗關鍵（這部份可參考張輝誠老師所寫

的「學思達增能系列文章之八：學思達為什

麼要製作講義」，以下內容主要來自這篇文

章），也是我認為最花心思與時間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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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達講義主要包含三個部份：補充課本不

足之資料、補充更多課外資料、設計問答

題。前兩項大致已於前面介紹過，張老師強

調，老師需補充資料到讓學生足以自學，甚

至連老師講話的內容最好都能化為文字（這

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講稿」），因為學生的

閱讀速度超過老師講話速度，若能補充足夠

的資料讓學生自學，學生就可以大量閱讀，

久而久之，學生閱讀速度增加，閱讀量也會

跟著增加。而且老師不需要再講低層次的認

知，要講高層次的理解、思考與表達。

此外，如果學生透過文字的資料補充，

仍然難以理解，老師可以先教核心觀念，或

將它錄影起來，讓學生觀看講解影片（此即

為「翻轉教室」的概念），再進行學思達教

學。在補充課外資料方面，因為基礎醫學可

補充的範圍非常廣泛，老師可自行斟酌，可

參考張老師所說：「要讓課本的知識與學生

的生命、處境和現實發生關聯，這樣學生學

起來才會覺得對自己有用」。問答題的設計

（包含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

造）可說是學思達最難的部份之一（之二是

老師的「主持」功力），也是最花心思的部

份。設計問題要以培養學生的「能力」而非

以「成績」為導向，因此要考慮學生的起點

（如牙二學生、學過那些相關知識）、依學

生的程度設計問題、看學生回答調整問題，

想辦法幫助學生、並透過問答題最後的總

結，將你要表達的概念傳達給同學。學生在

回答問題的時候，要適時的引導他去思考而

得到答案，必要時可以追問相關問題，這樣

可以讓學生練習表達與統整知識。對於學生

的回答，原則上以肯定取代謾罵，要引導出

學生的優點、找到學生的優點去肯定他。學

生回答完，可讓同組的同學補充資料、開放

別組的同學來回答，或由老師補充。

我的學思達講義製作理念，主要是補

充課本的圖片、表格，以及對組織結構的詳

細說明，還會加入相關的人文知識，期望增

加學生的人文素養、提高學生學習動機。此

外，也正在構想設計幾個學思達式的問題，

由淺入深，由基礎而臨床，讓學生除了在記

憶之外，也能多一點思考與理解。以下舉幾

個例子供各位讀者參考：

例一

「說文解字」。我教的第一堂課是牙釉

質，這已是學期中的第五次上課，正式進入

牙齒的結構。講義一開始不是講課本內容，

而是介紹「牙」與「齒」兩個中文字。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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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找到甲骨文和金文的圖片，就把它放

進去（如左頁下圖），並加入許慎《說文解

字》的解釋。為了教我的小朋友認字和我自

己的興趣，我曾經買了一些介紹中文字的書

（《字源》，約齋著、董作賓校，藝文印

書館；《細說漢字：1000 個漢字的起源與

演變》，左民安著，聯經出版社；《字海探

源》，金侖、林霖編著，語文出版社。）這

時剛好可以用上，我就把這些書中的解釋一

併附上，加強印象。

例二

貼近學生生活，適時融入經典。在牙骨

質這章講牙骨質生成時，會談到赫氏上皮細

胞在完成工作之後，會有兩種命運，其一是

被包覆在牙骨質內；另一種則是進入牙周韌

帶形成上皮殘留體。這時可以用時下很流行

的漫畫「航海王」（海賊王）來比喻。將赫

氏上皮細胞比喻成海賊，海賊的下場有二，

其一是被海軍抓走關到推進城裡（被包覆在

牙骨質內）；另一種下場就是被魯夫打敗，

飄流在名為「牙周韌帶」的偉大航道上（此

即為上皮殘留體）。講到海賊，就可以導入

《莊子·外篇》中提到的大盜盜跖：「跖之

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

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

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

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

之有也。」

例三

講解圖片融入文學與藝術。在牙周韌帶

的最後會講到四種神經末梢，其中一種是游

離末梢（如右上圖），看起來很像枯木矗立

在風沙或大雪之中。

此時可導入如「無邊

落 木 蕭 蕭 下 ， 不 盡

長江滾滾來」、「枯

藤、老樹、昏鴉……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

天 涯 。 」 、 「 昨 夜

西風凋碧樹，獨上高

樓，望盡天涯路……」、「庭院深深深幾

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

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

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

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等詩詞，讓

組織切片賦有藝術氣息，提高學生的興趣並

加深印象。

此外，雖然讀書的目的不是為了考試，

但是通過考試（特別是國考）是大部份學生

讀書的目的。除了規劃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

課程內容與進行方式之外，也需要兼顧學生

的國考。因此，我在講義中的每個重要觀念

之後，會放上歷屆的國考題，以供學生複

習。例如，牙釉質結構中的瑞氏紋（striae 
of  Retzius），從 97 年到 104 年就有五題

相關的題目，我就把這些題目放在講義中的

瑞氏紋主題之後，學生在學完後可以直接看

國考題出題的形式，可加深印象，也能節省

準備國考的時間。

三、分組討論題目

期末測驗以分組競賽的方式進行兩週。

題目設計的原則是融合正課與實驗課（組織

切片）的整體統合知識，加上臨床應用與醫

學人文的內涵，並以輕鬆、寓教於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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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以下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例一

單字遊戲。每堂課都會學到許多醫

學名詞，學生習慣只背中文，如瑞氏紋

（striae of  Retzius）、馬拉塞氏上皮殘留

體（epithelial rests of  Malassez）等，久而

久之，學生經常忽略醫學英文專有名詞，英

文程度也隨著年級愈高而逐漸降低。進入高

年級後對閱讀原文書、英文期刊論文逐漸感

到困難，甚至對普通上課講義內容也理解錯

誤，因此必須有方法讓學生樂於記憶，至少

不會記得那麼痛苦。筆者在閱讀各種口腔

胚胎與組織學的相關書籍時，在「Student 
Workbook. Illustrated Dental Embryology, 
His to log y,  and  Anatomy」這本書看到

「crossword puzzle」和「word search」兩

種單字遊戲，於是我想，何不針對每一章重

要的或較難的單字，用這兩種方式來讓學生

從遊戲中去拼單字，不但可以從猜單字的

「hint」（提示）中瞭解這個單字代表的生

物意義或觀念，而且可以在拼字過程中正確

拼出單字（從以前的考試中發現，有些學生

會把一些單字的字母拼錯），訂正自己可能

不自覺的錯誤拼字。這兩種單字遊戲可在免

費的網站「http://www.theteacherscorner.
net」中自行設計。「Crossword puzzle」
設計原則為 10 到 15 個單字，在網站中將

單字、提示輸入完之後，它會幫你做出完

整的檔案，可輸出成 PDF 存檔（如下圖所

示）。相同的題目可重覆做出多種不同形狀

的圖案，你可以自行選擇圖形的難易程度

（如右下圖，將圖形向右轉九十度，就會出

現像「中山」的兩個字，剛好是本校的名

字）。此外，要記得存一份有答案的圖形，

否則可能連自己都會忘了答案。除了傳統的

格式之外，你還可以在圖案的空白處加入文

字與圖案，於是你可以設計出不同風格的

「crossword puzzle」，如可愛的、有鼓勵

標語的、有格言諺語的、有牙醫相關的等

等。

另 外 一 個 有 趣 的 遊 戲 是 「 w o r d 
search」。這個遊戲的設計變化就更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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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比較高。同樣在每一章選出 10 到 15 
個重要單字輸入到網頁中，接著可選擇單字

的排列方式（水平、斜角、字母順排或逆排

等等），然後選擇輸出的列數、行數與格式

（如右圖）。我選擇行、列各 15 的傳統方

形格式。除了方形，網站還提供了 16 種不

同圖形的格式，如汽車、火車、星星、圓

形、笑臉、心形等，可以自由採用。也有進

階的選項，可自行上網試用。請記得也要留

存一份答案。如同 crossword puzzle，同一

份題目也可以設計不同的答案形式，可以自

行選擇。

以 上 所 說 的 兩 種 遊 戲 ， 筆 者 針 對 
crossword puzzle 會用同一份題目，設計五

種不同的圖形，每年選出一種附在每一章講

義最後，讓學生可以自行練習。至於 word 
search 不會在題目顯示特別圖形，所以我只

設計一份，同樣附在講義之後讓學生練習。

在期末小組競賽時，可以設計一份綜合的、

兼具複雜度與難度的題目。此外，也可以請

各組設計，再讓不同組來解題，提高學生學

習的樂趣。

除此之外，相類似的作法還有 Quizlet 
這個學習網站。它的功能更多元。它有免費

和付費版本。免費版提供了「學習」和「遊

戲」兩種方式。「學習」包含了單詞卡（像

背英文單字一樣，一面是問題，滑鼠點一

下，卡片會翻面顯示答案）、學習（像名詞

解釋，看文字敍述輸入答案）、拼寫（聽發

音寫單字）與測試（分成簡答、選擇、是非

題）四種。「遊戲」則有配對和重力（像電

玩小遊戲）兩種。每一章可以設計幾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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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讓學生平常能上網練習。為了配合期末

的小組競賽，我將課程分成四個單元，各

設計十個題目，小組競賽時可利用配對或

重力遊戲來比賽。可上 Quizlet 網站，搜尋

「csmu」即可看到我的題目，您可以親自

體驗看看。此外，您也可以在這個網站觀

摩別人的題目，只要輸入關鍵字，如「oral 
mucosa」，就會出現 500 個學習集，可以

慢慢參考。

例二

融入醫學人文。醫學生除了要學習醫

學專業知識外，還必須具備人文素養，以培

養對生命的關懷與對感受病人痛苦的敏感

度。這部份以分組討論為主。以下舉兩個例

子供各位讀者參考。第一個例子是與考古學

相關。因筆者對中國考古很有興趣，特別是

對於發現失傳的文獻，如馬王堆與海昏侯墓

就發現許多文獻。有一次（剛好在製作學思

達討論題期間）在看歷代帝王墓的考古發掘

時，看到隋煬帝的墓出土了據信是他的兩顆

大臼齒，於是產生靈感將他拿來作為分組綜

合討論題。題目卷採用 A4 單張的設計（如

右圖，空白處是要放題目的地方），先放一

張隋煬帝的中國古代畫像，並放上墓中出

土的兩張大臼齒照（網路上都可以找到資

料）。開頭先用白話略述隋煬帝生平與功

過，以及墓葬被發現的經過（可參考維基百

科或百度百科），並在註腳放上《隋書》中

描述隋煬帝的文言文。接著導入和這兩顆牙

齒相關的問題（不一定侷限在口腔胚胎與組

織學，其它如牙體形態學分辨是那一顆牙

齒、口腔病理學分析牙齒外觀的病理現象及

其可能原因等。）我設計的題目包含與本學

科相關如牙本質、牙髓腔等等相對應的改

變，也設計如括弧內所提跨學科題目。此

外，再加上一題和臨床相關的題目，在此我

設計：如果隋煬帝找你看牙齒，他最可能

的求診原因為何？為什麼？（在問題中加

入「為什麼」很重要，目的是要讓學生思

考。）你會給他什麼治療與建議？如此一來

學生會知道他學到的基礎牙醫學知識是可以

活用的、和生活息息相關的，不再只是應付

考試、國考考過就忘記。設計這些問題必須

考慮到，在講義中就要提到這些臨床應用的

觀念，學生拿到問題時，才會有基礎概念來

思考。最後一個題目則是人文思考題：看了

隋煬帝的生平、畫像與牙齒，你的內心有何

感想？為什麼？讓學生深入人文思考、訓練

學生表達能力，並聽聽看其他同學對生命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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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

結合歷史文化。我選擇的是日本歷史

上有一段時期在貴族之間很流行的「塗黑

齒」，因為上課內容有提到決定牙齒顏色的

因素。知道這個習俗是我大六（2001 年）

去日本齒科大學新潟齒學部當交換學生時，

當時的中原泉院長送給我的一本他所編輯的

畫冊「Manners and Customs of  Dentistry 
in Ukiyoe」中所看到的。有了這個印象，

我就把它拿來當作討論題。設計的原則一樣

採用 A4 單張（如下圖），放上塗黑齒的照

片，並再加一張將黑牙齒放大的照片。內容

說明採用英文以訓練學生英文閱讀能力。第

一個題目是請學生總結與歸納英文內容、用

中文表達出來，可訓練學生統整與表達的能

力。第二題是和本學科相關的問題：正常的

牙齒顏色由什麼決定？隨著年齡會有那些變

化？請說明原因。（學生通常只記得牙齒的

變化，但不一定瞭解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變

化。所以題目要加一句「請說明原因」或

「為什麼」，讓學生除了「知其然」之外，

還要「知其所以然」）。最後是人文思考

題：請提出你對塗黑齒的看法。相類似的題

目還有「mutilation」（牙齒致殘。這是我

在讀研究所時，在圖書館翻閱期刊所讀到，

覺得有趣，順手把它印下來，沒想到多年後

可以用上），提供給各位參考。此外，還可

以加入牙齒美白讓學生有更多元的思考。

有關其它的歷史文化題，可參考 Malvin E. 
Ring 所著、陳銘助醫師翻譯的「牙齒的故

事-圖說牙醫學史」來找尋靈感。

例四

與日常生活結合。我選擇的是電視廣告

常見的「去敏感牙膏」，因為在這一類廣告

中，常會出現「牙本質小管」這個名詞，正

好符合牙本質這一章的內容。此時可選擇中

文或英文的相關影片（影片不能太長，建議

在五分鐘左右，可在 YouTube 網站查詢）

讓學生聽完之後，再回答相關問題，例如：

去敏感牙膏去敏感作用的理論為何？你認為

去敏感牙膏對病人有沒有幫助？為什麼？用

這樣的方式讓學生將知識與生活結合，活用

所學的知識。

結語

先儒韓愈在《師說》中提到：「師者，

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認為，「傳

道」要傳聖賢之道（在講課時融入經典、醫

學典範、醫者之道等）、「授業」是傳授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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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專業知識、「解惑」是解答學生的疑惑。

醫聖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提出要

成為「大醫」所需要的修鍊：「凡欲為大

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

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

臟六腑、表裡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

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

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

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

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

殞。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

始可與言於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

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

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睹事則不

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

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

《老》，不能任真體運，則

吉凶拘忌，觸塗而生。至於

五行休王，七耀天文，並

須探賾。若能具而學之，

則於醫道無所滯礙，盡

善盡美矣。」台灣總督

府醫學校（今日的台大

醫學院）第二任校長高

木友枝先生經常勉勵畢業

生：「要做醫生之前，必須

做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負醫生的

責務。」由此可知，要成為「大醫」，除了

需要熟讀相關醫學專業書籍之外，還必須有

經典哲理的涵養與人格的修養。學思達教學

法提供多元化的教學內容，可融入教師本身

的教學理念，可補充課本內容的不足，可加

強牙醫學基礎與臨床的連結，可融入醫學人

文素養，可傳遞經典哲理的思想，並且能訓

練學生自學、思考、表達的能力。現今翻轉

教學形成一股熱潮，本文分享學思達的教學

理念，並提供個人製作學思達講義的淺見。

個人才疏學淺、能力有限，思慮難免有不完

全的地方，祈請各位先進多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