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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9屆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讓學生發聲：開放空間會議(Open Space Technology)在百齡 

 

摘要 

百齡高中於104學年度引進開放空間會議(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嘗試

突破傳統的會議模式，邀請意見領袖在開放輕鬆的空間與氛圍間共同參與討論大

家關注的議題。這三年來，曾經辦理過4次學生OST以及1次教師OST。 

本行動研究以「讓學生發聲」為主軸，聚焦在學生開放空間會議，目的在培

養學生表達論述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涵養領袖品格。文章結構從認識OST

開始，建構讀者先備知識，接著簡介百齡四次學生OST的歷程，含每次的大主題、

參與人數等。下一步，以「前置作業、OST當天活動及後續作業」三個階段說明

本校辦理OST的流程、分享學生發聲的迴響與行動，最後提供反思與建議。 

本文希望為有興趣導入開放空間會議的夥伴們提供具體做法及參考資源。我

們認為OST不僅適用於大型討論，也可以教師班級經營以及教學模式之一。並且

建議日後可以辦理跨校學生OST，一方面促進校際交流合作，再則成為跨校學生

發表見地的平台。 

 

 

 

關鍵字：開放空間會議，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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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發聲：開放空間會議(Open Space Technology)在百齡 

壹、背景說明 

104 年暑假，百齡校長參與一群教育同好發起的「談彈教育新視界開放空

間會議(Open Space Technology，以下簡稱 OST)」籌備會，初次透過會議認識

OST，也從網路上學到不少相關知識，非常期待新體驗。 

在 10 月份「談彈教育新視界」舉辦前，友校中正高中特別為學生辦理一場

開放空間會議，「談彈教育新視界」籌備會成員受邀參與，讓大家對於 OST 有

更深刻的體認。成員們在此次經驗具體學習到 OST 精神原則、場地布置及會議

流程，而且也參與學生議題知討論，對於即將承辦「談彈教育新視界 OST」的

百齡高中助益匪淺。104 年 10 月 4 日(六) 「談彈教育新視界 OST」正式上場，

這場論壇採邀請制，參與者背景多元化，從教育部長官到學生約 200 人，大家

在開放論壇的精神與原則下，充分交換意見、分享看法，一整天的活動沒有冷

場。 

這兩次的經驗鋪陳百齡高中 OST 的發展，我們從 104 學年開始引進開放空

間會議，總共辦理過四次學生 OST 及一次教師 OST。學生 OST 部分始於 104

年 10 月 17 日(六)，這個場次由行政主導，奠定 OST 的辦理模式；104 學年度

期末，學校辦理高三 OST，邀請「準大學生」參與討論。105 學年度，第一屆

學生自主發起的 OST 於 105 年 12 月 11 日登場，主辦單位為班聯會、社聯會以

及昕晨大使團；106 學年度，同樣由學生團體發動的 OST 則於 107 年 3 月 10

日(六)上場。教師部分受限於時間，僅於 105 年 8 月 25(四)-26 日(五)全校共同

備課研習中，抽出 1.5 個小時辦理一場小型的開放空間會議。 

本文主要分享百齡高中辦理學生 OST 的歷程及成果，並且依據辦理經驗提

出反思與建議，希望為有興趣導入開放空間會議的夥伴們提供具體做法及參考

資源。我們認為 OST 不僅適用於大型討論，也可以教師班級經營以及教學模式

之一。並且建議日後可以辦理跨校學生 OST，一方面促進校際交流合作，再則

成為跨校學生發表見地的平台。 

 

貳、認識開放空間會議 (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 

什麼是開放空間會議(有時也翻譯成開放空間論壇)？甚麼時候是使用 OST

的時機？操作 OST 是否有特別需要注意之處？OST 入門者在 Open Space 

Technology – Wikipedia1、Open Space Technology,Taiwan2、開拓文教基金會3及

朝邦文教基金會4這幾個網站都可以找到有效的訊息。綜合以上網站的資料，以

下分述 OST 的簡史、定義及適用時機： 

一、OST 的由來 

Open Space Technology, Taiwan 上面有一則故事：「1983 年，Harrison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Space_Technology  
2 http://openspacetaiwan.blogspot.tw/ （由本網誌由開拓文教基金會 蔡淑芳製作維護） 
3 開放空間會議 Open Space Technology - 開拓文教基金會 
4 開放空間會議定義和應用方法 Open Space Technology (OST) Definition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Space_Technolog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Space_Technology
http://openspacetaiwan.blogspot.com/
http://www.frontier.org.tw/ost/def.htm
http://cp-yen.ning.com/profiles/blogs/kai-fang-kong-jian-hui-yi-d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_Space_Technology
http://openspacetaiwan.blogspot.tw/
http://www.frontier.org.tw/ost/
http://cp-yen.ning.com/profiles/blogs/kai-fang-kong-jian-hui-y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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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籌辦了一場人數多達 500 人的會議，但是他對會議的結果卻非常失

望，他發現人們最有活力、最有生產力的時候是在「休息時間」。他決定

要創造出一種可以保有「咖啡休息時間」那種能量的有效的開會型式，於

是就有了「開放空間的會議技巧」的誕生。Harrison 在世界各地的土著部

落的不同文化中，發現了一些共同點，例如，以眾人圍成圓圈來進行會議，

讓每一個人都有說話的機會。經過不斷地嘗試，他所發現（或說他再發現）

的這個會議型態，如今已成功地被世界各地的公司行號、政府機關及社會

團體所採用。」 

由上面的敘述可知，OST 的精神就是打破制式會議形式，並且希望所

有參與者在彷彿是在開放的「休息時間」裏進行對話，而且每個人都有發

聲的機會，激發出交流的活力與產能。 

 

二、OST 的定義 

一個「人們可以有效討論，以解決錯綜複雜、暗藏衝突或有實際衝突、

且亟需立即處理的議題，並觸動組織改變」的過程。 

一個「開展領導能力、擴展團隊對行動的承諾以及責任感」的方法。 

一個「規劃、匯談、資訊蒐集與分享」的過程。 

一個「激發創造力與熱忱的途徑，讓人們如在咖啡休息時間般地全心參

與；讓人們有如參加一場充電營後般精力充沛；有如一場專注的

會議，能夠產生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 

 

三、適用時機與不適用時機 

適用時機 不適用時機 

 當參與者的背景非常不同且多元，並必須處

理複雜並具有前再衝突的議題時。 

 沒有人知道答案 

 會議之後與會者持續地參與是成功的要件 

 高階領導人希望整個團隊參與找尋答案 

 最適當的反應時間是昨天(意味事情緊急) 

 答案是已知的 

 客戶認為他們已經知道

答案了 

 客戶感到必須掌控一切

的需要 

 

 

參、百齡辦理學生 OST 的歷程 

OST 在百齡先由行政主導，立下模式，進而鼓勵學生領袖主辦，藉此培養

學生辦理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四次活動內容摘要述如下： 

一、行政主導：學生與開放空間的第一次接觸(104 學年度) 

(一) 日期：104 年 10 月 17 日 (六)  

(二) 主題：學校如何讓學生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三) 主辦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四) 參與學生：社團及班級領導者共 63 人、5 位師長、2 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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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 104.10.17(六) 學生 OST 剪影 

  

校長進行活動開場 參與活動學生報告議題 

  

學生認真討論議題內容 師長參與議題討論 

  

校長全程參與學生 OST 學生仔細觀看新聞牆上的紀錄 

  

學生針對討論內容的反思回饋 參與活動學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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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主導：高三學生的開放空間會議(104 學年度) 

(一) 日期：105 年 5 月 23 日(一) 

(二) 主題：回眸百齡‧放眼未來 

(三) 主辦單位：秘書室、總務處 

(四) 參與人數：高三準大學生共 20 人 

 

104 學年度 105.05.23(一) 高三 OST 剪影 

  

高三 OST 主題 場地情境佈置 

  

學生開出的討論議題 學生認真討論議題 

  

學生討論議題內容成果 
學生觀看議題內容，並對於個人欣賞

的議題給予紅點鼓勵 

 

三、第一次學生自發的開放空間會議(105 學年度) 

(一) 日期：105 年 12 月 11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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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題：如何讓百齡成為更好的學校 

(三) 主辦單位：百齡班聯會、社聯會及昕晨大使團 

(四) 參與人數：校內共 48 位學生、3 位家長、5 位師長 

 

105 學年度 105.12.11 (六) OST 剪影 

  

引導師進行活動開場引導 學生開出討論議題 

  

學生認真討論議題 學生認真討論議題 

  

學生圖像議題討論成果 參加活動學生大合照 

 

四、第二次學生自發的開放空間會議(106 學年度) 

(一) 日期：107 年 3 月 10 日(六) 

(二) 主題：新世代的高中生活 

(三) 主辦單位：百齡班聯會、社聯會及昕晨大使團 

(四) 參與人數：校內外共 48 位學生、5 位家長、4 位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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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 107.03.10 (六) 新世代的高中生活 OST 剪影 

  

校長為活動開場引導 學生開出討論議題 

  

學生認真討論 

  

學生觀看議題內容，並對於個人欣賞

的議題給予紅點鼓勵 
參加活動學生大合照 

 

肆、百齡辦理學生 OST 的流程 

百齡學生 OST 流程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分別指的是「前置作業、OST

當天活動、以及後續作業」。三個階段分述如下： 

一、前置作業  

(一) 確定討論主題(theme) 

如要 OST 會議發揮影響力，首先一定要選擇一個讓與會者會真

正熱切關心的主題。一旦確定了一個適切的主題，參與者就會專注於

這個方向。所以事前必須多花些時間與利害關係人(主要是參與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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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處理這部分。 

 

(二) 擬定實施計畫 

擬定與公布實施計畫屬行政業務，也是學校辦理活動重要一環，

實施計畫確定目標、實施日期、活動內容、參與人員以及經費資源，

公告 OST 實施計畫就表示啟動會議或論壇作業，讓大家有更明確的

期程與準備。(附件一 實施計畫) 

 

(三) 招募或邀請與會者 

學生 OST 顯然以學生為主體，所以在公告計畫之後，於朝會中開

始宣傳，邀請學生參與。除此之外，主辦單位也會發出邀請函，邀請

家長及師長參與。文宣品必須巧妙設計，吸引有興趣的人參與，「並

且留點想像力發揮的空間，讓會議前引起話題討論。5」 

 

  

105 學年度學生自發的 OST 海報 

 

(四) 募集相關資源 

辦理 OST—尤其是一整天的論壇—需要募集相關資源包括人力、

經費以及情境佈置所需的文具、道具。在 OST 過程中，需要為參與

者準備茶點，讓大家補充動能、持續討論。(附件二 開放空間準備事

項) 

 

(五) 完成情境佈置 

辦理 OST 的場地要比較空曠，在中心布置一個圓形的焦點，放上

溫馨布置品、A4 白紙、彩色筆、記錄板等，並且在此空間需要許多

                                                      
5 漫談開放空間技術@ David Ko 的學習之旅:: 痞客邦:: 

http://kojenchieh.pixnet.net/blog/post/450494819-%E6%BC%AB%E8%AB%87%E9%96%8B%E6%94%BE%E7%A9%BA%E9%96%93%E6%8A%80%E8%A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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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空白牆面或海報板。這些牆面用來布置為「議題牆」、「新聞牆」

以及 OST 相關的原則、法則等標語。 

  

源源不絕的點心 議題牆 

  

重要標語 雙腳法則 

 

二、活動當天 

一早，在布置完整的活動中心二樓，悅耳的背景音樂伴隨學生報到，

讓一整天的活動有個美好的開始。當學生報到完成後，所有活動隨之展開，

以下從起始圈為首、結束圈收尾，說明活動所有的流程： 

(一) 起始圈：由專業引導師帶領參與者靜坐或聚焦於當下，時間不長，

但是重要的起點。 

  

104 學年度 OST 起始圈剪影 105 學年度 OST 起始圈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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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則說明 

首先，引導師應用會場所有的布置說明整個論壇或會議的流程，比

方說，在「議題牆」上分成三個討論時段，是張貼議題的地方；尚是空

白的「新聞牆」則是張貼學生討論各個議題後產出的紀錄。此外，引導

師也說明下面重要原則與法則，讓學生了解在論壇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1. 參與者角色：蜜蜂與蝴蝶 

2. 四大原則 

 出席的人都是最適當的人 

 不管何時開始，都是最適當的時間 

 不管發生什麼，都是當時只能發生的事 

 結束的時候就結束了 

3. 一條法則：雙腳法則 

最後，引導師邀請大家在會議主題下，思考相關的議題。 

 

(三) 確定議題 

整天式的 OST 通常分成三個討論時段(上午一場，下午兩場，每

輪約 1-1.5 小時)。在開場解說之後，學生在引導師的鼓勵下開始「確

定議題」，通常學生在這個階段需要時間醞釀及討論。然後只要有一

組破冰，就會有學生一一透過麥克風宣布他們所擬定的議題、決定他

們希望討論的時段，然後將他們開出的議題貼到議題牆。 

  

學生確定議題 

  

議題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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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行議題討論 

當所有的議題都貼到牆上後，引導師請在同一時段開議題的學生

在開放的空間找到最舒服的位置，並且請其他學生選擇他們有興趣的

議題參與討論。下面的時間，許多小組同時進行對話，主持議題的學

生可指定記錄或自行紀錄。討論過程完全自主自由，參與者可如蜜蜂

或蝴蝶參與不同議題。參與者若受討論觸發新的想法，想要另開一個

議題，可拿起紙筆寫下題目，用麥克風宣佈題目及討論的時段。討論

結束，每組的記錄被張貼到新聞牆。 

  

104 學年度學生 OST 討論剪影 

  

104 學年度高三 OST 討論剪影 

  

105 學年度學生 OST 討論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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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學生 OST 討論剪影 

 

(五) 觀看新聞牆 

下午，三個階段討論全部結束後，引導師邀請全體學生到新聞牆前，

仔細閱讀所有的紀錄，同時用手上的點點貼選出他們覺得最值得關注的

議題及結果。 

  

新聞牆的布置 學生專注閱讀記錄 

  

新聞牆的記錄 學生專注閱讀記錄 

 

(六) 結束圈：回饋與反思 

OST 活動結束前可以有不同的引導，如共同繪製圖像、分享心得

或是擬定行動方案。以 104 學年度學生 OST 為例，結束前以引導師

請小組用畫圖的方式進行反思與回饋，在展示圖畫之後，再進行「結

束圈」，請每個學生用一句話表達當天參與 OST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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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回饋 (小組畫圖) 反思與回饋 (展示圖畫) 

  

學生分享感受 結束圈剪影 

  

結束圈剪影 活動結束後的大合照 

 

三、後續工作 

(一) 整理議題 

下表為學生 OST 議題之彙整。我們檢視所有的議題，加以分類，

其中三次活動總共開了 67 個議題，而高三場次辦理的規模與類別稍

有不同，所以那次的議題列於下表最後供參，結果如下： 

議題
類別 

1041017 1051211 1070310 

 共  21  個議題 共  22  個議題 共  24  個議題 

制度 

1. 臺灣考試制度的意義與
省思 

2. 早自習的意義及可改為

1. 百齡高中的社團權益 

2. 校內與學生有關的事
務是否有需要與學生

1. 對臺灣教育的看法 

2. ㄅㄆㄇ該不該改為國際
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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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類別 

1041017 1051211 1070310 

8:00 到校增加睡眠 

3. 朝會的意義 

4. 學校如何提供一個讓學
生發表個人意見的學會
環境？ 

5. 如何建立對學校的認同
感？ 

6. 校規是否影響學生的學
習及執行層面﹖ 

代表討論 

3. 學生會的權益與義務 

4. 手機使用規範 

5. 教官存廢問題 

6. 課堂開放飲食 

7. 學校訂外食的規範 

8. 福利社可否增加熱食
部 

9. 上課時間太早的問題 

10. 後門的開放時間 

3. 家長、師長與社團 

4. 社辦的加強 

5. 學校跨設性社團的時間
安排 

6. 社辦存在的必要性 

7. 關於早自習 

8. 手機的使用 

9. 獎懲制度 

10. 教官是否需要退出校園 

11. 班代大會存在的必要性 

12. 班聯轉型 

13. 學校外套帽子的必要性 

學習 

7. 自主學習 

8. 做功課的方式 

9. 課本以外的學習 

10. 是什麼造成學習過程
的重要性≧或≦學習結
果的重要性 

11. 舉手發問 

12. 補習的意義 

13. 學校如何幫助學生建
立主動的學習心態 

14. 在校成績重要嗎？還
有什麼重要？ 

15. 表達溝通的能力 

16. 如何有良好的抗壓性 

11. 時間利用 

12. 社團與學業的兼顧 

13. 成績上的進步和增加
競爭力的關係 

14. 百齡高中學生學習圖
像 

14. 文組自然科不被當 

15.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風氣 

16. 早自習和第八節的參與
是否影響學生學習 

17. 換種不一樣的第八節、延
長下課時間 

18. 考招變革 V.S.學生學習 

19. 所有高中生如何擺脫無
動力世代的惡名 

教學 

17. 學習的方法與教學的

方法 

18. 我們期待有效率之
「翻轉教室」樣貌 

19. 如何改良傳統的上課
方式 

15. 上課地點與方式 

16. 是否聘請外籍教師來
百齡教英文 

17. 拖延下課時間的問題 

20. 上課模式 

活動 20. 辦多一點學校活動 

18. 靠北百齡存在必要性 

19. 學校是否能舉行舞會

增加知名度 

21. 從學校及其他姊妹校交

流所學到的 

課程 
21. 第八堂課的價值與意

義 
 

22. 第二外語是否改為必修
課程 

23. 與外校的選修交流 

其他  

20. 桶餐的美味程度 

21. 百齡優缺點 

22. 地下室行車安全 

24. 學校建築的美觀 

105.05.23 高三 OST 議題 

活動後的具體檢討工作 畢晚的改善 



 

15 
 

議題
類別 

1041017 1051211 1070310 

學生參與校務討論的權益 翻轉教學的幫助 

學校設備的維修 社辦的使用(地點、時間) 

學校社團的管理 自主學習的意義 

更專業化課程 課程改革的想像 

(二) 彙整紀錄 

除了議題之外，所有的紀錄接轉化成電子檔。一方面作為 OST 的

歷程檔案，另外也可讓學校參考學生的想法。學校在每次的 OST 都

會先跟學生溝通一個重要的觀念，「有些議題涉及法規或會有全面性

的影響，所以不能期待學校對於學生提出的議題及記錄中的建議完全

照單全收，但學校會參考學生的想法，設法取得平衡與雙贏，不過也

未必是立即可變，所以請學生要以宏觀以及耐心來看待 OST 的結果。」

(四場學生 OST 紀錄豐實，限於篇幅無法呈現，但提供一些範例供驂，

請見附件三。) 

 

(三) 整理學生回饋 

整理學生參與 OST 的回饋可以做為未來辦理的參考。我們彈性運

用不同的方式收集學生想法，比方說辦在活動當天請學生發表敢想或

是與活動之後找時間辦理焦點座談等(下表為 OST 焦點座談剪影)。 

104 學年度 104.11.27 (五) OST 焦點座談剪影 

  

校長主持焦點座談 播放觀賞 OST 活動影片 

  

OST 活動聚焦書寫觀點 將書寫感想觀點張貼於海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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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享學生想法 

每辦理完學生 OST，校長會利用全校會議或是在演講時分享學生

在 OST 上的議題與回饋，讓師長們更加了解學生的想法。以下以辦

理完第一次學生 OST，校長的簡報： 

 
 

  

 

伍、OST 的迴響與行動 

一、學生在 OST 展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及深度的思考和表達 

在學校學習活動中，鮮少有機會「讓學生發聲」，而即便給予機會，

高中生也不一定展現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在 OST，我們看到不同樣貌的

高中生，這些參與的學生表現比平日更為積極、勇於發言與分享。 

我們統計議題表的類別，看出學生最關心制度的問題，大到國家教育、

細至獎懲問題，他們都提出不錯的見地。學生關心的第二面向為學習，其

次依序為教學、活動以及課程。當然，我們還仔細整理所有紀錄(附件三 紀

錄範例)，看出學生突破「不知道」的框架，表現出深度的思考以及開放

的表達。 

 

類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合
計 

比例 
學校如何讓學生
成為更好的學習

者 

如何讓百齡成
為 

更好的學校 

新世代的高中生
活 

制度 6 10 13 29 43.28% 
學習 10 4 6 20 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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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3 3 1 7 10.45% 
活動 1 2 1 4 5.97% 
課程 1 0 2 3 4.48% 
其他 0 3 1 4 5.97% 
合計 21 22 24 67 100% 

 

二、學生的反思與回饋給與 OST 持續辦理的動力 

(一) 許多學生覺得參與 OST 開展視野以及有助與聆聽、思考與表達 

當被問到參與 OST 的收穫，學生的回答包含 

 聽到了每個對同一個議題多方面的看法，使我在思考一件事時能更

周全。(林 O 臻) 

 瞭解同學之間也有的共同問題。(簡 O 彤) 

 讓我能以更廣的視界看學校。(王 O 懷) 

 可多思考學校與學生的關係，並加以討論如何做才能增進學生的好

處，及如何改進自己(檢討自我)。(劉 O 瑜) 

 發現很多人都有很多良好的意見，更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希

望我們的討論不是白費，能夠被學校採納。(邱 O 涵) 

 讓我知道大家都有自己許多不同的想法，也知道了同件事情可有更

多不同面向的看法。(許 O 嘉) 

 讓我可以進一步的去思索問題，而不再只有表面所見的牟 O 泉 

 其實在很多方面上都仍欠缺自主學習，而也讓我知道很多層面需改

進。(陳 O 育) 

 能把心裡一些想法講出來還蠻開心的，對我的影響是我知道學校是

重視我們的，讓我更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陳 O 妤) 

 參加 OST 後，比較敢表達意見。也真的有那種立志要以小團體影

響大團體的態度。(趙 O 萱) 

 對學習能更積極，感覺能表達出意見很好。(陳 O 萱) 

 對於我，OST 令我更加注意別人的意見，每個人的想法不同，也不

能以一人為準，包容的心態，明辨的態度和自我成長是其中的收穫。

(張 O 齡) 

 讓我聽見更多人的意見，讓我知道學習的各種層面需改進之處。(羅

O 芹) 

 即使怕丟臉，會盡量主動發問學習，開始注意時間的規劃和分配，

思考補習對我的成效，盡力爭取思考班上活動。(曾 O 婷) 

 進一步思考目前疑惑之問，發現不同更好的行動方案，挖掘新問題，

學習將行動具體化，思慮之層面更深層。(張 O 忻) 

 雖然 OST 目前對我還沒有任何重大的影響，但我相信在大學時，

會發揮極大的作用。(彭 O 宏) 

 OST 後我覺得我更會表達自己意見。(陳 O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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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對於 OST 的後續建議  

姓名 OST 的下一步 

林 O 臻 可能可以分年級吧！有時候做學弟妹可能會怕學長姐的反應 

簡 O 彤 檢視自己的意見，是否達到自己當初預期的成效 

王 O 懷 把 OST 融入到課堂裡 

劉 O 瑜 可以舉辦班級 OST，畢竟同儕的力量是很大的 

邱 O 涵 不必分年級(高中和國中分開即可)，有想法的人都可參加 

許 O 嘉 

可以有班級(社團)各自的 OST，再請班長(社長)和班長(社長)們再一次

舉辦 OST；但這一次，除了自我想法外，更多的是融入班級(社團)的

想法 

牟 O 泉 
可以讓各處室的師長與我們進行討論，也可以邀請他校來提供意見的

分析 

吳 O 誼 
希望能將我們少數人在 OST 的想法提供給多數人看，讓更多人抒發

自己對教育的想法 

陳 O 育 分年級辦，而讓上級聽到我們的聲音 

王 O 菳 傳播給更多人知道，讓這個活動能夠延續下去，帶進我們的課堂裡 

陳 O 妤 我覺得學校可以不只傾聽學生，老師的想法也很重要 

趙 O 萱 
我覺得有關社團的 OST 應該能很有共鳴，同學們感覺也會比較有意

願參加或比較有想法 

陳 O 萱 
想與老師們一同開 OST，想將想法確實的與老師們討論，而不是一直

悶在心中，雙方都不知對方的想法 

張 O 齡 OST—針對幹部—針對特定議題—高中人—國中人 

羅 O 芹 下一步應為讓更多人聽到我們的聲音—實踐 

曾 O 婷 
大家一起實行自己參與的話題中自己能做的，並提交報告，例如：上

課前預習、主動問同學、組成讀書小隊等 

魏 O 勳 
找出可行的方案，並將想法實體化，相信在學生與師長共同努力下，

必能達到理想的目標 

 

(三) 學生參與 OST 後的行動方案  

雖然辦理 OST 不盡然是以行動方案為取向，但我們在 106 學年度

學生 OST「新世代的高中生活」結束圈，請學生寫下對應討論議題的

行動，舉例如下： 

 施 O 妤：(1)選出班級代表並舉辦定期的班代大會和「平等」的校

務會議。(2)以班聯會名義繳納的費用可以流向公開透明。 

 朱 O 儀：班聯學生權益的改革要找出辦法落實。 

 洪 O 雯：讀書會成立學生自主學習。 

 張 O 榕：(1)找學習夥伴；(2)辦理跨校 OST，討論更多議題。 

 梁 O 靖：我希望班聯對學校提出要求時，不要只有一直打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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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要求的重點是什麼。 

 鄒 O 驎：我希望可以更加努力，幫助讓更多人認識百齡。 

 何 O 綾：把今天 OST 所參加的議題融合和利用 

 唐 O 茹：(1)帶家長來 4 月 28 日 OST6；(2)課堂有討論機會要儘量參

與 

 李  O：學以致用，學到多少，回饋多少，找到適合自己的，付出行

動，實現自己。 

 Kasey：適當分配自己的時間，立定清楚的目標，並努力達成。 

 李 O 峰：我希望班聯可以改變，也希望學校能更支持我們。 

 謝 O 芳：我想讓更多人認識 OST 及自律又自主的管理自己。 

 李 O 妮：自主學習、探索人生－世界很大。 

 何 O 雯：自由與自律。 

 Una：有條有＂禮＂，理性表達。 

 魏 O 宇：我想改變現有傳統教學模式。 

 簡 O 晨：組成讀書會，互相督導，自主學習。 

 Debby：讀自然科，寫讀書計畫。 

 陳 O 蓉：組小型的讀書會，互相督促學習。 

 何 O 妮：(1)學會溝通、自律；(2)組讀書會；(3)辦師長、學生 OST。 

 Rebecca：只要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事，就好好把事情做到好，不要虎

頭蛇尾。 

 陳 O 琳：我希望班代大會可以更加實際進行，在班聯會議中能討論 

 陳 O 惠：(1)詢問學活會費是否能透明化，爭取權益；(2)與家人師長

溝通社團重要性；(3)主動、積極。 

 林 O 辰：(1)學會和父母溝通；(2)學會更加自律；(3)鼓勵社聯會變得

更自主、更有行動力。 

 Kevin：學校正視我們的聲音 

 胡 O 文：(1)組成小型讀書會；(2)學習在社團和課業上安排計畫。 

 林 O 堽：希望未來能透過每一位同學的意見，來將百齡改造成一個

更自由的校園。 

 酸  酸：希望今年上大學後能夠好好的分配自己的時間，也希望百

齡和班聯愈來愈好。 

 陳 O 有：針對班聯：希望由這場 OST 中，可以再加強「班聯轉型」

的「主動」、「行動」與「自律」，並可以變更好。 

 蔡 O 郁：(1)經費透明化；(2)班聯更有自主權；(3)與家長溝通和時間

上的安排；(4)讓學生能與師長有平等的參加會議之權力和投票權 

 何 O 祈：設班聯信箱 

 陳 O 中：更自律 

 林 O 陞：(1)做到更加的自主學習與自律；(2)幫百齡學生爭取到更多

對自己與學校都有益處的權利。 

 建國中學吳 O 恒：我希望我能繼續參加這類的論壇活動，在未來

有機會參加有影響力的論壇，讓臺灣更團結。 

                                                      
6 國中家長聯合會原定於 107 年 4 月 28 日假百齡高中舉辦家長 OST，但因國聯會活動太多所以

預定延期到 107 學年度上學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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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國中學施 O 典：讓臺灣教育資源均勻分配。 

 建國中學王 O 勛：妥善管理自己的時間。 

 三民高中李 O 茜：我想把今天的 OST 帶回我的學校，一起討論，

然後一起變好。 

 

三、學校透過 OST 看到學生大不同的收穫 

對校方而言，建立一個如 OST 人人平等發言的平臺有幾個好處。首

先，OST 協助落實「讓學生發聲」的機制，讓學生有機會運用理性論述的

方式發表己見，並以同理聆聽的方式來理解與其對話的人，有助於優良品

格之養成；其次，在平日大集合的場所，受限於時間與形式，有想法、能

表達的學生不一定有機會發聲，而透過 OST 可以發掘意見領袖，傳播讓

正向的力量；最後，學校以開放的態度透過 OST 彙集學生關注的議題、

深入了解學生思路，並且適時回應，實踐雙贏思維。 

回頭看到學生在 4 次 OST 所開出來的議題中，有些涉及學校制度及

環境，比方說早自習、朝會、第八節課、校規獎懲、手機管理、午餐問題、

學校環境美化、社團管理等，我們選擇在適當的時間就記錄上的意見與學

生加以溝通及說明、或是採納學生的意見，一起共同讓學校成為一個更好

的學習場域。此外，有些議題與教學、學習和課程發展的趨勢相關，比方

說補習問題、翻轉教學、自主學習、第二外語、跨校選修等，我們一方面

驚艷於學生具時代性的思路、二來也藉機加以說明教育改革的面向與期待，

引導學生思考學校教育的意義與價值。 

 

陸、省思與建議 

百齡從 104 年 10 月引進 OST，學生 OST 至今共辦理過四次。雖然，辦理

一場全天式的 OST 耗時、耗力，不過這種開放式會議或論壇讓所有的參與者以

平等、輕鬆的方式，像蜜蜂或蝴蝶一般在會場中集思廣益、聆聽發表，進而形

成共識、或者提供建議、抑或提出行動，至今參與過的主任、學生及家長都給

與正向的回饋。我們期望未來有更多元背景的人參與學生 OST，更多師長或家

長與學生對話，或是更多學校學生連結，互相聆聽與學習。 

當然，若受限於時間與空間，在週間甚或課間辦理小規模的OST也是可行，

不過應該遵守 OST 的精神與法則。108 新課程腳步漸進，課程改革給予學校辦

理開放空間會議新契機，我們建議未來可以利用彈性學習時間、自主學習時間

或是團體活動辦理 OST，每學年擬定一個大主題，邀請學生領袖、教師代表甚

至家長代表共同與會，並且公開會議記錄，掌握前提：學生理性發聲、學校理

性回應。若學生有具體建議，無論「可或不可、行或不行」，學校應做回應與溝

通，或是從學生的角度、適時採取變革行動。 

當然，以 OST 作為一個班級經營或教學活動也是可行，不過建議老師先有

參加 OST 的經驗，並且可以參與相關的研習課程，學習引導的方式，方可精準

掌握 OST 的操作模式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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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百齡高中開放空間會議實施計畫 (以 104 學年度為例)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4 年 

「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學生 Open Space 活動」計畫 

(本校 104 年領先計畫系列) 

學校如何讓學生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壹、 計畫目標 

面對 107 年高中新課綱轉換及銜接，本校自 103 學年度起，調整課程

發展架構，開發選修課程、擘劃 107 年學校發展方向，並強化學生領導品

格，於每年暑假開辦領袖營隊，延伸課程將引進 Open Space(開放空間會議)

概念和技術，向學校的主體者之一「學生」探求答案。 

Open Space(開放空間會議)深沈的領導哲學，是一種去自我中心的領導

方式。藉由打開空間來喚起參與者的自我管理精神，過程中討論的節奏與

主題由參與者來定義與主導，成員將在高度參與的過程中投入熱情，並願

意承諾行動的責任。參與過開放空間匯談的夥伴，一定也曾經驗過在圓圈

當中，人與人之間關係被打開、大家共同投入在所關切議題的共同體感受；

同時也驚喜地看到短暫會議過程後，參與者共同產出的大量討論紀錄，甚

至行動方案。 

百齡開放空間會議學生場將於10月17日(星期六)假活動中心2樓舉行，

一天的學生活動過程中，進行大規模分主題討論，聆聽學習者的想法、歸

納學習者的意見、收集學習者具體建議，最終目標為協助學生成為更好的

學習者。 

     

貳、 承辦單位：秘書室 (02)28831568#602 

協辦單位：圖書館、研發處、教務處、學務處 

參、 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研習地點：本校學生活動中心二樓。 

二、研習日期與時間：10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9 時至 18 時。 

肆、 參加人員： 

一、主要邀請本校高中部在學生領袖 100 人參與。 

二、行政人員或教師現場協作。 

伍、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0 月 7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前，逕於學校首頁

之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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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證明：參加活動的學生及師長，均核給證明時數證書 7 小時 

柒、 活動師資：主持人邱校長淑娟、外聘專業引導師兩位 

捌、 活動流程 

主題：學校如何讓學生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9:00~9:30 集合、報到 秘書室、研發處 

9:30~10:30 

(60”) 

開場&整體介紹開場 

（Context & Welcome） 
邱淑娟校長 

迎向改變的機會與挑戰： 

開啟討論空間 

（open context presentation） 

引導共同設定討論議題 

（topic identification） 

專業引導師 2 人， 

分組研習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90”) 

學校如何讓學生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第一次小團體活動 

（Small group sessions#1） 

專業引導師 2 人， 

分組研習 

 

12:10~13:00 午餐&休息 秘書室、圖書館 

13:00~14:30 

(90”) 

學校如何讓學生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第二次小團體活動 

（Small Group Sessions #2） 

專業引導師 2 人， 

分組研習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90”) 

學校如何讓學生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第三次小團體活動 

（Small Group Sessions #3） 

專業引導師 2 人， 

分組研習 

16:10~16:20 休息  

16:20~17:30 

(70”) 

行動方向與行動方案： 

閱讀報告（Reading of Reports） 

彙整（Convergence of Ideas） 

選定行動領域（讓熱情和責任來引 

導）（Selecting Action Arenas Based  

on Pa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行動分享 

專業引導師 2 人， 

分組研習 

邱淑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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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Group Work and Reports） 

回顧與省思 

（Closing Reflection） 

17:30 賦歸 秘書處 

  

玖、 經費由本校 104 年臺北市課程及教學領先計畫子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 

壹拾、 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北市百齡高中 104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學生 open space 活動報名回條 

班級 座號 姓名 葷素註記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10 月 7 日(星期三)12:00 前，回條擲交予三樓秘書

室廖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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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開放空間準備事項 

 

百齡高中開放空間會議準備事項：來自專業引導師的訊息 

 

(一) 會場中祇需要留幾張桌子做為放置點心和文具材料之用，可能 2--3 張。 

(二) 所有椅子圍成一個圓形，或者兩個同心圓（看參與者人數再做決定），每隔幾個

位置留下通道，方便大家進出。（如果可能在前一天先弄好最好，若不行，可能

要麻煩你們當天早點到處理。）可參

考:http://openspacetaiwan.blogspot.tw/2012/03/blog-post.html 

(三) 會場要有茶水，方便大家取用。準備一些小點心餅乾類的零食，吃東西會讓人

放鬆。 

(四) 準備的材料：  

1. 寫好的主題海報~（放在會場明顯的地方，幫助與會者聚焦） 

2. 半包張 A3 的紙 

3. 半包 A4 的紙 

4. 麥克筆或彩色筆，平均每 3 個參與者一隻（小朋友在用的彩色筆就可以） 

5. 黃色封箱膠帶（無痕膠帶）2 捲 

6. 五種不同顏色之利貼（長寬約 7.8 公分 size 的—我們一般拿來寫備忘用的）

文具店可以買到的幾種顏色組合在一起，一組就夠了。 

7. 原子筆，平均每 3 個人一隻 

8. 紀錄報告紙（如下頁，寄給你的 Reportform，請用 A3 紙放大印 50 張）~

放大的格式可參考 http://on.fb.me/1KBvYel 

9. 1 把剪刀 

10. 麥克風 2－3 隻(最好是無線的） 

11. 一個訂書機、訂書針 

12. 會場裡可以有一個點心桌放一些小點心與飲料（茶、咖啡、點心全天供應） 

 

 

  

http://openspacetaiwan.blogspot.tw/2012/03/blog-post.html
http://on.fb.me/1KBvY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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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4 學年度 

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學生 Open Space Technology 活動 

小組會談記錄 OPEN SPACE REPORT FORM 

 

Topic Number 編號  獲得點數  

Topic Name 主題  

    

Convener 召集人：  

 

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  

 

 

Insights 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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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生 OST 紀錄範例  

OPEN SPACE REPORT FORM 開放空間會議紀錄 

 

 

Topic Name 主題：對臺灣教育的看法(35 個紅點) 

Topic Number 編號：A2 

Convener 召集人：林 O 

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Emily、Kelly、Una、李 O、林

O 芳、張 O 恩、何 O 綾、侯 O 雯、唐 O 茹、李 O 澤、施 O 典、吳 O 恒、林 O

堽、許 O 臻、李 O 妮、陳 O 妮、謝 O 芳、 魏 O 羽 

 

Insights 討論內容： 

一、問題 

—補習所導致的惡性循環 

—缺乏思考，總是有正確答案 

—填鴨式教育→將考試扭曲 

—對技職教育及其他管道不重視 

—城鄉差距：1.學生資質差異越來越大 2.資訊網路的不當使用 3.老師無意願進

偏鄉 

—好的教學方式因體制關係受變質 

—大學過多，人人都有大學→造成學生學習動力低迷 

—國高中不當的銜接 

—一味的追求西方教育，沒有發展出本土特色 

—媒體不良影響，影響學生價值觀 

 

二、優點 

—相較於其他國家（ex：印度、日本、韓國、中國）已算是逐漸在改變 

—相較於國外沒有那麼開放→環境比較受到保護，毒品氾濫程度較少 

—有多元聽演講的場合 

 

三、文化背景 

西方：啟蒙、希臘時期奠定教育思辨基礎 

東方：科舉造成封閉的思想 

 

—戒嚴使臺灣教育自 76 年後才能逐漸有創新 

【我們起步比別人晚 因此我們仍然很有機會闖出一片天！】 

 

四、改變 



 

27 
 

—推綜合高中（讓同學瞭解自己後，做出清楚的選擇） 

—改變大家對技職教育的看法 

—不同於體制的教學方式： 

1. 翻轉教學 

2. 讓學生自主學習 

3. 學習共同體（佐藤學） 

4. 教學觀課 

5. 哲思教育（沈清楷） 

6.訓練學生口說能力 

—改變家長對成績、學習的定義 

—科目的調整 

 

五、結論 

每個教育制度都各有利弊，而目前臺灣仍存在著許多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不

是一天所造成的，理論上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而現在我們所能做的事便

是改變自己對學習的看法，在現有的環境下開創出一片全新的視野。 

 

Topic Name 主題：「靠北」百齡存在必要性 

Topic Number 編號： 2B 

Convener 召集人： 陳 O 潔 

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  

 

Insights 討論內容： 

 

1. 適度發洩，不要濫用 

2. ”靠北”的詞可否換掉 

3. 發言不要那麼強烈，不要使用情緒化字詞 

4. 管理員要過濾 PO 文 

5. 使用版規 

6. 可以存在，但使用者需有自制力 

7. 開一個較不負面的意見箱在學校 

8. 從自身做起，不要看，不要按讚 

9. 缺乏類似 OST 的窗口 

10. 學校因為靠北百齡的一個 PO 文，就立刻改變規範，而不是依照學生可接受

的程序，也沒事先和學生討論過 

11. 一個人幼稚的 PO 文影響到全校學生的權益 

12. 需要一個簡單、正向，不影響學生發言意願的平臺 

13. 老師、教官將靠北百齡看得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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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靠北百齡只是娛樂性質，非正式版面 

 

結論：愛看就看，不愛就不看 

 

Topic Name 主題： 百齡高中學生學習圖像 

Topic Number 編號： 2G 

Convener 召集人： 邱 O 娟 

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 楊 O 筑、朱 O 儀、馬 O 東、

劉 O 瑜、魏 O 羽、陳 O 吟、邱 O 君、周 O 傑、高 O 筠、林 O 燕、許 O 嘉 

 

Insights 討論內容： 

百齡外語能力、自發、自學、自律、統籌能力、國際力、感染力、處理事情、

批判與思考、創造力、品格與品德 

 

能力分類： 

品格力－至真、至善、至美、尊重、感恩、負責、誠實 

思考力－批判思考、系統思考、創造思考、發現問題 

國際力－外語能力、國際觀、社交（國際） 

學習策略－自發、自主學習 

領導力－決策力、組織、溝通、凝聚力、分工合作 

行動力－自律、移動、解決問題 

 

解決方法（補足缺失） 

1.開講座 

2.全方位思考 

3.與世界接軌的課程 

 

Topic Name 主題：沒有效率的「翻轉教室」形同沒在上課，這樣真的有學習嗎？  

Topic Number 編號： 2I  (獲得點數 11) 

Convener 召集人： 陳妍卉 

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邱 O 涵 Melody 林 O 怡 賴 O

瑀 邱 O 豪 吳 O 齡  

Insights 討論內容： 

 

何謂翻轉教室：（終旨-自主學習） 

叫同學在家中自己先看課本學習&整理重點，然後同學再來分組討論，互相研討，

把學校當交流的地方，老師當作輔助學生的人。 

沒有效率的翻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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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叫同學自主學習不是不可能，但因為沒有硬性規定，同學的態度可能都比較

鬆散，也可能根本沒有準備，然而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會導致翻轉教室失去

了他的意義，讓大家完全沒有學到東西，反而白白浪費了一節課。 

好 壞 

1. 讓同學有整理統合&討論的能力 

2. 訓練同學的台風&表達能力 

3. 增進感情 

4. 當台下同學遇到問題，台上的人可

以回答 

5. 效仿國外的學習氛圍 

1. 參與度低，可能只有某部分的人在

討論 

2. 老師顯得沒在教學，感覺沒發揮老

師的功效 

3. 有些需要講解思路的科目，可能還

是需要老師的意見，這樣學習才會

更有成效 

 

我們希望的翻轉教室： 

撥出部分時間給同學自讀，然後老師再將觀念導入，將大綱主體解釋清楚，同學

就可以互相討論各自的問題，若同學有不會的地方也可以試著去教導他，讓自己

多一次學習的機會。 

其實翻轉叫是的好大於壞，但若沒做十足的準備，會讓他的缺點完全覆蓋了好。 

 

Topic Name 主題：活動後的具體檢討工作 

Topic Number 編號：1A 

Convener 召集人：Blue  

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Blue、孟 O 、ㄅㄎ、郁 O、PT、

10、亞 O、鈺 O、佳 O 

 

Insights 討論內容： 

 

1. 在畢業後，畢業的學生，回學校和學校方做檢討工作 

2. 在內成或任何活動，請學長姊做經驗傳承 

3. 活動的檢討必須明確約定時間(例如：活動後 7 天一定開檢討會) 

4. 教育方面活動希望校方做檢討並且公開(例如:防災) 

5. 希望在檢討方面老師與學生平起平坐(例如:網路) 

6. 舉辦更多的更多的檢討會(階段式的檢討) 

7. 班聯會做為學生與學校溝通橋樑(確實時間、地點、空間) 

8. 外國學生來台上課後的心得想法透過訪問讓更多學生知道並做檢討 

 

Topic Name 主題：畢晚的改善 

Topic Number 編號：1B 

Convener 召集人：林 O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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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  

 

Insights 討論內容： 

優：傳統(特色)、高三最後回憶、大型活動、提升團隊合作、處事態度、增進

彼此感情深厚、學習溝通、討論、企劃 

缺：時間過短、過於緊 

  上屆企劃書過於空洞、不實際、無法令下屆同學做參考 

  不應將對上屆的看法延續到下一屆 

  經費不夠透明，每屆的經費預算太不一致 

  一籌、二籌學生參與人數太少，上屆打掃無效率 

(○)有改善    (X)無改善 

(X)  時間問題和校方沒有討論空間 

(○) 這屆企劃書非常詳盡(精確至秒) 

(X)  處室看法過於固執，無法將意見上呈 

(X)  經費方面無討論空間：只有一次畢晚，無其他大型晚會活動，卻經費預算

過少，學校其他經費用在何處，是否有確切須要 

(X)  籌劃方面希望能讓學校參與 

(○) 畢晚的最後打掃做好詳盡工作分配 

 

Topic Name 主題：學生參與校務討論的權益 

Topic Number 編號：1C 

Convener 召集人：陳 O 文  

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  

 

Insights 討論內容： 

 

1. 學生想對學校的建議，無從溝通，只能在社群網站上提出 

2. 建議可以在朝會時讓學生參與校務討論 

3. 兩方立場之平等且溝通須對等，學生不該只是被動地接受資訊，卻無從提出

新的方案及改善方法 

4. 希望未來能定期開四方討論會議(校長、處室老師、學生、家長) 

 

 

 

 

 

Topic Name 主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風氣(8 個紅點) 

Topic Number 編號：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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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er 召集人：Nathan 

Participants (including Bumble Bees) 參與人員：Catherine、Jasmine、Kevin Hou、

Kevin Wang、Anso、Wendy、Connie、 Emily、Jenny 

 

Insights 討論內容： 

  

●群體共同學習→組成讀書會  

●留校晚自習---師長是否須留校察看 

   有師長：學生安全問題能受到保障 

   無師長：師長若能減少管理學生進出自習室的次數，並給予學生自由的空間

做自己的事，有助於提升學生自我學習的素質 

●社團自主學習→社團自治 

   1.練舞時間被拘束(已事先告知並簽同意書，仍遭到學校的限制與家長的投

訴) 

    →校方不信任社團自治 

    →社團招生時須事先說清楚日後社團可能會留下來練習的時間 

  2.成果發表的時間早晚問題 

    →能儘量提早辦完，能提早定下心來準備考試 

    →有些性質的社團，成發時間無法提前，可以先成立好讀書會，等到成發

結束後，與朋友共同約好專心於課業上，避免存有成發結束後的空虛感 

 

●家長與師長的信任 

   1.提出能克制自我的方法 

   2.閉關念書，全心專注於課業上 

 

●結論 

   1.自己尋找讀書的夥伴很重要 (共同學習)，人數不宜過多，過多容易互相聊

天打鬧，建議 2 至 3 人即可(其中包含有決心的人，能督導其他人並帶動讀書的

氣氛，久了習慣讀書的氛圍，便能見李啟自主的學習能力) 

  2.共同學習或許能提升自主學習，但最終學生自主學習必須是每位同學該去

培養的能力，每位學生建立好自主學習的習慣，方能提升整個學校的學習品質

與學習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