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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0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迄今三十余载，臧国仁教授

已耕耘收获两百多篇论文、六部专书、十余篇专属篇章的丰

硕成果，已指导数十位硕、博士生且全部完成学位、多位获得

“优秀论文写作奖”。自忖或能依据多年经验引领传院及外院

大学部同学开拓接触社会、传播知识之途径，分享共同研习、

思辨互动之乐趣，初探研究方法、学术殿堂之乐趣，他前些年

主动请缨开授大学部《研究方法》（下文简称“研方”）课，至

103学年已上第三轮。最容易被上得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

“研方”课，到他这里却是场场爆满，数度赢得大学部学生

“Perfect”、“上得幸福”的满堂彩教学评量回馈，更吸引不少

研究生前来旁听。

一、老男孩“臧哥”的开场白

臧国仁真是个淘气的老男孩。八年前，他给自己和夫人

蔡琰教授分别发明了“臧哥”、“蔡妈”的昵称。由于夫妇二人

都是台湾政治大学极受欢迎的“明星教师”，“臧哥”、“蔡妈”

这对因辈份参差而显得格外诙谐亲切的戏称很快就在传播

学院叫开了。

103学年第一周的星期五早晨，大勇楼 417阶梯教室济

济一堂。满额选进的 70位本科生都来了，慕名旁听的研究生

来了，助教也来了，臧哥才一阵风似的大步跨进来。明黄 T

恤，灰白密发，轻快步履，矫捷身姿，洪亮大嗓，笑声朗朗。臧

哥的出现是一团活力。

“刚错进 105教室发现没有一个人，才想到因为有同学

反映 105不是阶梯教室听课不过瘾，已经改到了 417。”臧哥

又得意又抱歉地解释自己的一时健忘。

图 1 开学第一次课，臧哥就分组名单点名（王彦摄影）

第一课的第一道程序是热身点名（图 1）。臧哥一边点

名，一边各种调侃：“×××，死家伙！你的信箱有问题吗？没

问题怎么不收我的信？你故意不收我的信的是不是？”

“×××，你上课前不上网？小心被我羞辱哦！””××，请回答

上课大纲一共几页。没有看？请改进。聪明的学生能从佯怒

中听出臧哥对教学理念和课堂设计的另类表述：“不收邮件

是个很要命的坏习惯。因为我们这门课非常依赖 --不，是完

全依赖同学自己去上网看资料事先阅读。因为课一讲就效果

不好，不久前中国大陆某 92岁院士一讲课不就全场睡成一

团了吗？各位上过我课的同学应该知道，我不讲课，我只回

应。什么是回应？就是各位写报告准时提交，我写回应准时回

馈给大家，第二天上课再和其他同学一起听报告现场回应。

所以你们必须提前上网收邮件，看好各自报告，否则光靠现

场听是跟不上回应的节奏的。”

点名结束，臧哥示意助教打开 PPT，第一页就惊艳全场，

是他和一个大美女的亲密合影（图 2）。臧哥笑着解释：“有三

分之一同学认识她对不对？我就靠她拉关系了！如果大家在

校园里看见我牵着她的手走路，可不要以为是新闻系的哥把

广电系的妹。没有啦。这是我老婆，她是广电系老师。我们在

一起已经很久了。有我的脸书的同学会知道，这是我开学前

一周带她到日月潭拍的，吃完饭后想到这是结婚 33周年纪

念日，于是就着残羹冷炙拍了一张合影。居然有同学留言 '

闪啊 '！拜托，都老夫老妻了还 '闪 '什么 '闪 '？！”--甜蜜溢

于言表。全班笑成一团。

老男孩“臧哥”的《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创新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臧国仁教授课堂观察特写

王 彦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 杭州 310023；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台湾 台北 11605）

【人物档案】：臧国仁，山东省人，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第 34期学士，美国北德州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新闻

系硕士，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新闻系传播学博士。历任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所

副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系访问学人。现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研究领域涵盖新闻报导与消息来源、时间论述与新

闻报导及老人传播。主讲《研究方法》与《进阶采访写作》等本科生课程。（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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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无用论”催生“臧氏教学法”

在一次期中考中，臧哥“耍坏”，出了道“为何 '听不懂 '

是 '听得懂 '的哥哥”的申论题，引起同学“大怒”，后来才发

现是送分题，于是皆大欢喜。“听不懂”的典故源于

2002~2006年间臧哥与三位老师合开《大众传播概论》课，当

时讲的“文本与再现”、“制码与 碼解 ”等概念对刚进大学的新

生来说有些艰深，学生们哭称“听不懂”。臧哥便出面提醒，“'

听不懂 ' 是 ' 听得懂 ' 的哥哥，' 看不懂 ' 是 ' 看得懂 ' 的姐

姐；总要先见到哥哥姐姐才能遇到弟弟妹妹”，其意就在提醒

大家“不懂”乃正常也，先要越过“不懂”才能进入“懂”的大

门。

从“不懂”到“懂”，很多时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臧哥告

诫学生，这一瞬间很难得，但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记忆

性的知识在你学到的那一刻就没有用了，今日的知识都会在

明日过时。为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该观点，臧哥以亲身经历

举例。不久前他在公交车上偶遇一位已经毕业 12年的学生，

学生目前从事脸书粉丝团营销工作。12年前的大学新闻传

播系怎会预见到脸书、粉丝的兴起及其与营销之间的关系

呢？师生二人相视而笑：“所以说，大学里学的东西都没有

用？”“是啊，都没用！”

“知识无用论”动摇了授课式教学的正当性和唯一性。早

在 150多年前，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在就职演说中即指出：

“卖力授课的教师就像一个漏斗，内容可能丰沛如水，但水终

将流逝，心灵终需成长。”（Charles William Elliot，1869）艾校长

的观点被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学生在讲课结束时只能记得

42%的内容，一星期后只记得其中 20%，一个月或一年后残

存的记忆将变得更少（Derek Bok，2006）。另有研究发现，如

果学习材料是经由学生自己的努力思考而获得，则维持记忆

比只听教师讲课时间更长久；若能通过教师的恰当的教学法

开发并激励发展而成基础的思辨能力，则该思辨能力会因在

毕业后的日常生活不断派上用场而能获得特别维持（Joan

Stark, Lisa Latucca, 1997）。综而言之，成功培养学生的认知技

能和思辨能力的教学法已然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

然而，与时俱进改革教学法绝非易事，一来打破早已内

化成习惯的传统授课教学会面临“转型”的阵痛，二来建构和

推广新的教学法至少面临半数几率的挫败风险。

臧哥却做到了。他发明“臧氏教学法”用于大学部“研究

方法”课，两轮实践下来大获成功。学校教务处针对 101学年

和 102学年的“研方”课教学评量结果显示：总体教学评价先

后为 89.0分、90.72分（满分 100），全勤者先后为 28人、44

人（选课满额 70人），各项指标评分颇高且逐年攀升。甚至有

已经离开“研方”课堂的往届学生专门来信致谢：

“HELLO！臧哥！好久不见哦～我是去年在政大传院交换

学习的××啦。有幸选修了您的研究方法，真的超级受用。最

近我自己的科研项目顺利结题，多亏了臧哥在研方课堂的指

点迷津。前段时间我还找出当时的数据温故知新，哈哈。学了

这个课，不仅对做研究的过程和各种研究方法很了解，重要

的是逻辑清晰，所以特意写信来感谢臧哥啦 ~\(≥△≤)/~希

望臧哥和师母身体健康，一切都好！”

公认难上的“研究方法”课何以出奇制胜？“臧氏教学法”

有何绝招？

三、契约式、自主式、协作式的“臧氏研方课堂”

早在第一堂课前，臧哥就通过台湾政治大学 wm3教学

平台给每位“研方”课学生广发洋洋万言的英雄帖《写在上课

之前 --对 <研究方法课 >的一些初步想法》，阐明“研方”的

教育哲学是“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

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

培，1918），教学信念是“大学乃追求获取知识方法之处，而非

获取知识之处”，教学宗旨是“协助学习接触社会／传播 '知

识体系 '（body of knowledge）之不同途径，旨在提供入门知识，

介绍有关研究方法之基本概念与相关脉络，藉此了解并探索

传播核心知识之各种可能方法”。

（一）契约式课堂

开学初选课结束后，臧哥除了给全班学生发送万言“英

雄帖”，还抽签决定全班十个报告分组，指定小组长。对学生

怀有大爱的臧哥为表示自己“绝无偏心”，不惜笔墨打趣交代

十位小组长们的“指定”因缘，有的是因为在“绿 1”公交车上

与臧哥偶遇并主动打招呼，有的是因为来信问候或请教过专

业问题，更多的则“没有偶遇，纯属巧合”。

第一次课上，臧哥按小组名单点名，召集小组长上台与

队友见面，就课堂纪律、学习态度、教育理念等方面与每个同

学签订课堂公约，承诺“愿意珍惜机会藉此与任课教师结下

良缘，笃信 '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生命火焰 '

的信念”，约定“不期盼臧哥讲述太多基本知识（因为教科书

或 google, wikipedia上都找得到），改采响应方式鼓励思考、

自我探索、发挥创意，更深知此课虽未安排期中与期末考试，

但作业份量吃重，收获也多，因而愿意尽己所能，全力以赴。

如有违约，愿与任课教师吃饭面谈”。

公约全文如下（图 3）：

图 3 传播学院 103 学年上学期“研究方法课”课公约

（臧国仁拟定）

（二）自主协作式课堂

臧哥深谙团队管理“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谛，特制定“同

组同分”、“每组期末推荐一个表现最佳的同学加分”两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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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有效避免“个人英雄主义”、“同党倾轧”等团队协作中最

容易出现的两大不良倾向，充分保障每组团队内部的向心力

与战斗力。

期中期末两大报告是“臧氏研方课堂”的重头戏。为实现

利弊均分，臧哥规定后组报告主题不得与前组重合，因此早

报告组别选择性更高，晚报告组别准备更充分。其中，“期中

报告”暨教科书学习单元，要求每组从“实验法”、“调查法”、

“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焦点团体法”、“田野观察法、

“深度访谈法”、“历史研究法”、“叙事研究法”、“言说分析”等

十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自选一种作口头报告，并撰写打字

双行、12点字级、五页以内的文字报告，内容应包括该研究

方法之渊源与重要研究者、过去贡献之重要性、做法和关键

设计之主要研究程序、至少两篇的相关研究文献等。“期末报

告”暨自选题材主题单元，要求每组同学任选社会现象或传

播知识为例完成一篇研究报告，报告内容应涵盖全学期所学

之各项步骤。最后一周，每组在自选题材主题单元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提交期末汇整作业。

每个报告周的第一、二节课连续两组报告，第三节课兵

分三路 --臧哥与当周报告组讨论指导报告内容，助教与下

周报告组讨论报告内容，其他组别则针对当周报告组提出的

延伸讨论问题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于三天内提交 1-2页的

合撰回应。

掐指一算，为拿到臧哥“研方”课的必修学分，必须协作

完成一次五页以内的期中报告、一次五页以内的期末报告、

一次期末作业汇整、十八次两页以内的报告响应，每人每小

组合计协作 20次、合撰近 50页报告。难怪学生感叹：“臧哥

研方课，汗滴课课哭。谁知三学分，分分皆辛苦！”

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到“臧氏研方课”上心甘情愿“求

虐”，因为“学到太多”、“成长太多”、“快乐太多”。

（三）没有“无名氏”的课堂

逼近升学或毕业季，总有高年级同学为找不到研究所入

学推荐者而发愁，因为入学至今上的都是以讲授为主的大

课，与任课教师零交流、零互动。怎么好意思开口找连自己叫

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的老师写推荐信？

臧哥的“研方”课堂没有“无名氏”。每次大课互动和小课

讨论（图 4），臧哥钦点每个同学名字，听取每个同学发言，坚

持每周进行这样的互动（图 5）。

图 4 开学第二次课，臧哥主持首轮小组讨论（王彦摄影）

图 5 《研究方法》课每周流程安排（臧国仁制图）

通常不到半学期，臧哥就已经能够叫得出每个学生的

名字，了解每个学生的学识和脾性。基于洞察入微的了解，

臧哥得以更密切地检视报告的进展和学生的进步，更准确

地因材施教，更扎实地培养慎思明辨的能力，最后更公允地

给出评价成绩。学生们会渐渐知道，臧哥对他们期望很高且

信心十足。

四、“嘴硬”的臧哥

台湾政治大学教务处启动学评教才八年，臧哥却已坚持

自主开展教学评量十多年。教学评量既是他“自我审查”课堂

效果的有效途径，又是他调整完善教学策略的补充通道。然

而，学生们的个别要求每每令他哭笑不得。

学生：指示、指导再明确一些啦。

臧哥：再明确是不可能的啦！

学生：每周回应再仔细一点。

臧哥：再仔细是不可能的啦！

学生：老师可在报告前给予报告组更具体一点点之说明

以避免方向错误。

臧哥：一点点也不可能的啦！

学生：老师有时嘴好硬。

臧哥：就是这么硬！

从实录的师生对话中可以看出，学生嘴“硬”，臧哥嘴更

“硬”。可是，学生安知臧哥用心良苦？早在开学之初，臧哥就

已在“课前万言书”和“课堂公约”里讲得明明白白 --臧哥和

助教只会作为支持者说“Good”、“可以”、“Go ahead”、“往前

走”来鼓励同学们自主探索、团队协作，绝不会越位作决定。

多少次小组讨论，面对一双双清澈、明亮、求知欲蓬勃的眼

睛，明知答案的臧哥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憋住谜底不揭晓。

因为他太知道，不能仅仅给学生“想要”的，更应给学生“需

要”的。一旦他多讲一点、明确一点，本该属于学生的“无师自

通”的快乐感、探索真知的成就感会统统消失殆尽。为此，臧

哥一再鼓励：“别怕 '手足无措 '，别担心被 '问倒 '，更别介意

'凌迟 '。唯有与不同观点交锋，才能互通有无，才能看到盲

点。人生若一直顺境，还有什么可供回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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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研究方法课”教学理念架构体系（臧国仁制图）

“嘴硬”的底气来自强有力的臧氏“教学理念架构体系”

（图 6）的支撑。该体系中的“建构论”认为知识和课堂都是老

师和学生共同建构和共同参与的，“鹰架论”认为老师应该作

为支持者鼓励学生去尝试，“反身性”是说每个人治学时应努

力反省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中学”涵盖了做中学、错中学、学

中学三层意思，“叙事论”指出用高超的讲故事技巧唤醒大家

不睡着的能力是针对所有传院学子的培养目标。最终，臧哥

达成“研究方法”之定义为大学生（尤其传播学院学生）均应

培养的近用知识能力，藉此“观察社会脉动并增进独立思考

本领”、“了解可运用之资源所在”、“设定接触知识方式并确

认其可行性与适宜性”、“反思知识之在地与异地价值”。

后记：从臧哥到叶启政的风马牛联想

这篇教学访谈写到这里，几可接近尾声了。

在梳理成文听课笔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臧哥的教学理

念与叶启政的学术观点契合度之高（叶的思想和论述里又兼

有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达观、福柯（Michel Foucault）的

不羁、郑也夫的犀利），简直可以称兄道弟肝胆相照。手里逐

页翻着叶启政的“社会学和本土化”（台北：巨流，2001），脑海

里逐次回放着臧哥的课堂画面蒙太奇，二者构成了有趣的呼

应。

叶启政（P54－55）：“社会学家是隔壁一个常常说故事的

老人，而且经常是蹩脚的；或者，他也是一个化妆师，而且往

往并不是顶高明。”

臧哥：“新闻就是讲故事。”

叶启政（P46）：“社会学做为终生的职志，我不愿意，也不

必要。”

臧哥：“人人不务正业，社会上就已经没有正业。给年轻

人一点时间，慢慢来找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是为最重。”

叶启政（P30）：“大学教授之志业有三：（一）让学生学到技

术的知识，以便通过计算来支配生活、外在事物以及人的行

为；（二）给学生思考的方法、工具、和训谏；（三）帮助学生清

明自己。”

臧哥：“多数大学生常对 '研究方法 '深感畏惧，此课尤

常以传统实证主义之 '量化 '研究方法为主要讲授内容，专

注于 '抽样 '、'效度 '、'客观 '等概念而偏离 '日常生活 '，十

分可惜。事实上，学生们将来不管从事电影、电视、新闻、广

告、公关等任何行业，天天都被要求完成某个命题，都涉及到

对资料的搜集、对人的访问、对事件的研究。所以，实务工作

其实与研究方法息息相关。”

叶启政（P30）：“教师的最重要职责不是充当先知，赐给

学生肯定的终极答案，而只是充当一面镜子，澄清各种可能

性，最后的选择还是应当留给学生自己。”

笔者心得：臧哥就是这样一面镜子。当学生彷徨苦闷，他

总是掏出镜子照出若干年前的自己，告诉你他当年也是这样

走过来的。第一次听他的课结束后，笔者走上前去由衷地说：

“您的课真精彩，让我因为读 paper产生的挫败感一扫而光

了，顿时士气大振。”臧哥从恭维里听出了困惑和痛苦，立即

认真响应：“读 paper有技巧的，要先读 summary，抓住大概意

思和精髓，然后再分段深入读。还要多读几遍。我当年在美国

读博士，也是这样过来的，一开始读不懂，怎么办？慢慢就总

结出经验啦。你们以后当了老师，也可以这样教学生哦！”

注：本文系浙江工业大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编号

JG1329）、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研究项目（立项编号

2013Z19）、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编号14NDJC175YB）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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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

接、最重要的影响。教师在课堂上进行品德教育，在课后言行

一致、以身作则，以优雅的仪表、文明的谈吐树立起良好的形

象，就会对学生道德风貌的健康培养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

成为学生的镜子。

总之，教师要采用多种方法，开辟各种渠道，把德育渗透

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把德育渗透到课外活动中，把德育渗透

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使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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