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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工坊—以「共同學習法」實作，讓國文教學有「產出」 

                           百齡高中    顏淑君 

摘要 

  「是否能想像，原本由一張嘴對全班 40 多個人講解課程內容，轉成由十幾、

二十幾張嘴，相互以同樣課程內容在對話，會有多強大的念力？原本由一支粉筆

在黑板上叮嚀的筆記，換成數十支筆在學習單上留下印記，會有多深刻的學習？」 

筆者想以此句話，為此次研究「共同學習法」描述課堂圖像，留下如此註記。 

    在傳統教學中，學生於當節的回饋或產出，大部分是抽象的，頂多藉由考試

成績衡量學習成果。但施測又多侷限於知識的累積，無法用來評量學習的能力及

學習的素養。筆者很想將學習的多面向成果具體呈現，所以決定把國文教學，像

設立個人工作室一般，有個人特色也有產出。國文工坊正式開張，筆者負責統籌

規劃活動，學生是工作的伙伴，大家藉由「共同學習」的信念，一起產出。同時

也想經由此機會仔細比較，落實不同以往的教學理念，和傳統教學會有何差別。

本行動研究即是將此歷程記錄，並分析其成果，以供日後精進教學品質作參考。 

 

關鍵字：共同學習法、實作、教學產出 

 

壹、緣起 

一、關於實作 

或許和個性、認知有關，筆者其實不喜歡同學們在上課睡覺，內心深處的某

個角落，認為這些打瞌睡的孩子，似乎在否定教學。於是努力想方設法，使自己

的教學更生動活潑。如果要他們不睡覺，要他們專心上課，就必須讓他們從事一

些活動，吸引他們的注意。所以就連他們考巻的檢討，也不用傳統的講述法來解

說。筆者設計學習單，並且設定分量，隨機指定同學，上講台去，將指定範圍問

題的答案，寫在黑板上(上台寫黑板的同學實作中)，檢討確定的答案後，再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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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把答案一一填上(台下的同學實作中)，並交回學習單檢查，完成一個段落的

學習。當被指定上台的同學，若有不會寫的時候，便鼓勵他們向鄰座同學討教或

問老師(持續實作中)，而不用上台的同學，若有確定的答案，也可以先填上(自學

實作中)，以免到時來不及完成，如此看似有互動的教學場面，其實很累，也因

為沒有章法，顯得有點亂。此時，心中一直有個自覺，似乎應該有更好的方法或

系統，可以「以簡御繁」。上述活動圖說如下： 

    
課前設計學習單-

有記憶性、也包含

理解性的問題 

隨機指定請同學找

答案，上講台填寫以

增加學習「動」力 

台下的同學，或跟

老師請教，或者和

同學相互討論 

爭取時間，將答案

填上，既學習又複

習，下課收回檢查 

 

二、關於產出                                       

    現今的學生，對學習的態度是比較偏向功利

的，某個學科不考，就不會在意學習。某次考試

不計分，就隨便習作。對此觀念，我們應該適時

引導。 

無意間，閱讀天下雜誌中的一段文字：「英美

的創意寫作課程設計，不但把寫作視 

為一種可以經由訓練而養成的技能，也將它當成

一種職業的選擇，積極鼓勵並幫助學生尋求出版

機會。」 

    這是一個重視產出效益的一種觀念，是可以

引導學生注重正向功利的觀念。於是這個發想，

讓產出和實際生活的效益作結合，

學習會更有動機和目標。(此為參與

校慶成果展時的解說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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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了對寫作課程設計的發揚，例如：他們寫作，產出作品應用的管道有校刊、

三魚網的徵文，網路讀書心得或校外投稿比賽、最基本的也為自己學測的作文做

練習。有了這些產出之後，或可獲得稿酬，或可作為備審資料……，都是有實際

生活效用，心中竊想，如此的認知，應該可以作為堅固學習的後盾。可實際上，

只有少數同學可以憑藉「感覺」或「天賦」產出。其他同學沒有能力，更沒有被

「教導」如何實作，然後產出。於是「產出」的觀念，立意雖然良好，但是若沒

有一系列「實作」的訓練，只能抱撼。所以如何結合「實作」與「產出」，於是

成了研究的課題，而且這課題，不局限於寫作練習，更擴及實際文本的授課中。 

 

三、遇見共同學習法 

因緣際會下，學校的同事赴日參訪觀課佐藤學教授「學習共同體」的概念，

這種擺脫全以講述法為主體的傳統教學模式，其實與我平常的教學理念相契合，

只是博士的有龐大完整的系統，且更加具體，心中模糊的教育理念，頓時得到清

晰明確的解答。但在一面施行的當下，一面拜讀《學習的革命》一書的概念後，

發覺筆者只有獨自在二個任教班級推動，既沒開放教室（雖然筆者絕不排斥），

當然也無觀摩者，也沒有和其他老師共同備課議課，充其量是比較有系統的小組

討論，但又私心認為做的比小組討論更深入，後來查詢各方資料，我將此次的教

學理論定調於「共同學習法」。並展開了此次以「共同學習法」落實於國文教學

的觀摩研究。（註：至於「共同學習法」與「學習共同體」之間的關連，非本文

研究主題，略而不詳）。以下為「共同學習法」原則圖示概說： 

    

具體的敘述教學目標 安排教室空間 組員積極相互依賴 提供作業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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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實施理念與流程 

一、理念與特色 

 

二、實施流程 

 

三、文獻整理 

(一)共同學習法 

                          共同學法（LT） 

 

說 

 

明 

共同學習法（LT）是 Johnson& Johnson 所發展出來的合作學習方法， 

是最簡單的合作學習法，應用上相當普遍。 

此方法是使學生在四至五人的異質性小組中，根據教師分派的工作單一

起學習，而後每小組繳交一份代表成員努力成果的工作單，以此為小組獎勵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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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1. 具體的敘述教學目標。 

2. 決定小組人數。  

3. 進行異質性分組。  

4. 安排教室空間。  

5. 適當地分配教材，增進成員間的

相互依賴。  

6. 分派學生角色。  

7. 解釋學科作業的任務，使學生了

解其目標及內容。 

8. 使組員共同完成一項工作，以建

構目標的積極相互依賴。  

9. 藉著經常評量每個組員的表現，

來建構個人的績效責任。 

10. 設計組間合作的方法。  

11. 解釋成功的標準，評量以標準參照

為原則。  

12. 具體界定學生在小組中適當而理

想的合作行為。  

13. 監督學生合作行為。  

14. 提供作業上的協助。  

15. 適時的介入教導合作技巧。  

16. 總結課程重點。  

17. 評量學生的學習，包括質與量兩方

面。  

18. 評量團體運作成效。 

 

 

參、活動實施歷程 

 

每次課間，最常說的一句話是：「這個活動

完成了沒?我還有下一個活動要進行。」話中的

「活動」就是每次實作的課題，而文句背後的意

涵，則除了是督促掌控實作學習的進度之外，更

代表上課的內容，就是一系列經過設計活動的串

連，而非從頭道尾的講述教學。 

此外，為了讓學習有明確目標，每個實作學習活動的設計，都希望盡量搭配

國文科學測的測驗目標(以下稱學測指標)，或者在增進閱讀素養的教學活動上也

兼顧 PISA 閱讀歷程指標(以下稱閱讀歷程)。升學考的是知識，PISA 評鑑的是能力，

希望如此能兼顧知識與能力。另外為了便於檢視自己教學活動設計理念，也將

Bloom 認知領域六層次(以下稱認知層次)納入活動介紹。 

茲將設計的實作學習活動，分述如下：(以下活動隨機應時運用，無次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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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1 

活動名稱：課文問答                   形式：文字學習單             認知層次：理解 

實施時機：大都是新課程的第一堂，講解課文之前 實作時間：30-40 分鐘 

能力指標：增加閱讀及欣賞作品的能力 

閱讀歷程：擷取訊息、廣泛理解、發展解釋 

課間準備：課本、隨身讀(白話翻譯及課文賞析)和學習單相關的補充資料可供備查 

說明： 

傳統教授文本的方法，皆以講述法，從頭至尾解說，或偶有提問增加全班討論，這

些都是單向的「傳」，但不知是否有「達」。課間的互動不多。 

實施方式： 

設計增進了解文本內容的問答題，在老師尚未講解課文之前，發下學習單，由各組

共同學習，相互討論。填上各組從課文原句找出適合的答案。各組繳交學習單後，

立刻發給參考答案，即時回饋。老師並提點同學待修正之處。 

反思及備註： 

閱讀本是從小培養的能力，即使文言文看不懂，學生可從注釋，或白話翻譯逐漸了

解。此學習單，就是讓學生自己閱讀(實作)、思考。老師作用不在講解，而在引導。 

範例：上圖以詞選〈一剪梅〉為例   下圖以〈項脊軒志〉為例 

 

藉由問答的方式讓學生更了解文意，自己找答案，比老師解更有印象 

 

以文本為主，設計問答題學習單，很像 PISA 閱讀歷程中的「發展解釋」，而且須用

文字寫出，必須將腦中收集的邏輯、資料，重組寫出，又是另一個層次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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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2 

活動名稱：一點一點說出來                   形式：空白紙學習單             認知層次：分析 

實施時機：題解作者講解時、文本閱讀時、各種應用場合      實作時間：15-30 分鐘 

能力指標：語文理解與應用能力、文學知識、文化知識與體悟能力 

閱讀歷程：擷取訊息、廣泛理解、發展解釋、省思及評鑑文本內容 

課間準備：因應主題所需準備的資料  

說明： 

有系統的學問，都是一點一點慢慢累積、分析出來的，以往學生大都被強迫囤積（囤

積式教育）。筆者認為若要學生真正明瞭學問的系統，就應追本溯源的探索最細微、

最初始的開端，所以設計此活動，讓學生一點一點探索知識，而非大量的被囤積。  

實施方式： 

規定主題，如：請列點介紹作者，或者請列點寫出本段文字所見所思所發現……，

發下空白紙張，請學生無須在意任何邏輯或系統排列，閱讀所提供的文本，想到什

麼就寫什麼，寫越多點越好，之後的評量活動則有：收回各組報告，老師評改或各

組派人上台，將最有好的答案寫在黑板上，也可以進行「上台走一走」的教學活動。 

反思及備註： 

本活動是筆者常使用的教學活動，也是應用最廣的活動，舉凡：列點介紹作者、列

點寫出〈尋李白〉一詩中，用了哪些事蹟作典故?或者運用在寫作課程實施的前置

探討，如寫作「為自己加值」一文有哪些故事、文句可以使用?請列點說明……藉

由他們一點一點說出來，也會跟著一點一點學起來。學生的產出，大多是可圈可點，

有時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範例：(以醉翁亭記為例) 

 

將醉翁亭記第三段文字中的所思所聞，逐條列出，其實也是幫自己理出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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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3 

活動名稱：猜猜我是誰                   形式：文字學習單             認知層次：理解 

實施時機：故事性、敘事性文本的閱讀      實作時間：30 分鐘 

能力指標：閱讀與理解作品的能力、場合應對能力 

閱讀歷程：擷取訊息、廣泛理解 

課間準備：指定閱讀範圍的學習單、一顆探索的心  

說明： 

閱讀是現代人必備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能力之一。但「人非生而知之者」，閱讀素

養的涵養，仍舊必須被引導、被教導。相關配套策略的擬定，是當務之急。筆者有

鑑於此，其實想要逐漸建立一套閱讀策略的標準作業流程，對於「找出文中所省略

的主詞、受詞、代名詞」的活動，便是這套標準作業流程的第一步。  

實施方式： 

準備預計導讀的文本，設計填空題學習單，填空的答案都是文章中所省略的主詞、

受詞、代名詞（包括（人、事、物），發下學習單，分組討論習作。完成後立即回

饋發下正確解答，以各組答對率作為評量的標準。 

反思及備註： 

原本還以為這樣的學習單對他們而言很輕而易舉，沒想到幾次實作下來，發覺這樣

的學習單仍有一些難度，但是這種現象，更凸顯有再練習的需要，所以如此看來，

學生的閱讀能力低落，不單只是意願不高而已，若學生有足夠意願，卻沒有閱讀認

知，成效亦是有限。因此有效引導閱讀策略，越顯重要，當然這策略絕非口號，而

是實作。另外對於此活動筆者亦不斷改進，再增加理解性或開放性的填空題，以便

進一步引導學生了解文本文意文旨。  

範例：上圖以〈鴻門宴〉為例  下圖以〈庖丁解牛〉為例 

將課文原文省略的主詞、受詞和所指的代名詞，一一鏤空，請學生作答 

 

有時，也可設計填上一些開放性答案，如有人認為是「庖丁解牛的動作」合於桑林

之舞，也有人寫「解牛之聲」合於桑林之舞，相互討論，答案會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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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4  

活動名稱：形音義大探索                 形式：文字學習單             認知層次：記憶 

實施時機：記憶性知識的複習，或學生精神不濟時      實作時間：5-10 分鐘 

能力指標：字形的辨識、字音的辨識、字義的辨識 

閱讀歷程：擷取訊息 

課間準備：課本  

說明： 

字音、字形或解釋的考題，一般是學生學習之痛，因為既繁瑣，占分或許又不重，

若整份試卷占分重，沒去記誦，考試成績又是一次的挫折。因為此類考題意義不大，

學生多半沒學習動機，但改換了一個學習方式，讓學生有伴，有人動「手」寫答案，

有人動「口」講答案，有人動「眼」看答案，大家用「耳」聽答案，習作意願提高。 

實施方式： 

以往在習作或複習時，老師會將考卷發下，同學自己找答案（似 open book 考試）

本活動只稍加修改，由個人的「單打獨鬥」變成「團體合作」。將準備拿來複習或考

試的形音義題目發下各組，各組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有人負責寫答案（或輪流寫答

案），有人負責找答案。共同完成，教師亦可以增加小組間競爭，依各組完成速度快

慢，作為評量的評分依據。 

反思及備註： 

通常這類型學習單，不是作為小考，要不就是回家練習作業，但二者效果不大，如

今直接成為上課活動，因為是小組一起完成，學生全都得動起來，因此上課沒人睡

覺，沒有人在「學習之外」（雖然有人動作很懶散，畢竟仍在學習）值得欣慰。再者，

學生在實施此教學，至少一直翻動久未翻動的課本，並閱覽多次，亦是好事。 

範例：上圖為改錯練習，下圖是課內形音練習，習作的當下氣氛很熱絡。 

 
隨時準備好此類學習單(上下圖)，由原本一個人做，變成一組人做，氛圍也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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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5 

活動名稱：超級比一比                   形式：空白學習單             認知層次：分析 

實施時機：國學常識教學、學測語文表達試題      實作時間：10-30 分鐘 

能力指標：文法結構的辨識與應用能力、文學知識與鑑賞能力 

閱讀歷程：發展解釋、省思及評鑑文本形式、文化知識與體悟能力 

課間準備：空白紙、課程所需的補充資料  

說明： 

將所學的知識比較異同是常常考的試題，也是生活中常會運用到的思維。只要比較

的過程越精細，判斷或決策會更精準。不過這過程也非與生俱來，須不斷練習，才

能使腦中的神經元分化更細，連結更龐大的系統。（註：光是這個課題，雖是三言

二語，牽涉範圍很大，甚至可以再寫另外一篇行動研究了） 

實施方式： 

發下討論時，所需要的補充資料，規定討論主題，如：請比較詩、詞的異同……，

請學生分組討論，以列點的方式或表格的方式寫在空白紙，活動後繳交產出結果，

老師評閱給分或進行「台上走一走」評比活動。 

反思及備註： 

說真的，學生的統整功夫，著實有待加強，有時給的時間很充裕，但產出不盡理想。

可能參考書籍所給的表格式資料都隨手輕易可得，所以這項能力的學習退化不足，

也更因為如此這項能力仍須努力不懈學習。  

範例：以〈定法〉為例，習作主題是：請比較法和術的不同 

 
動筆將腦中抽象的比較，具體以文字表格呈現，對於二者的差別，更明顯，印象也

更加深刻，生活上很多機會都需要用到這種訓練。 

活動 6 

活動名稱：一起寫考卷                   形式：選擇題試卷             認知層次：綜合 

實施時機：課後評量時或以考卷複習時      實作時間：30 分鐘 

能力指標：綜合     閱讀歷程：綜合 

課間準備：坊間綜合整理的參考工具書、空白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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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測將近，不斷的練習再練習，為時勢所迫絕對必要。但是除了一直寫考卷之外，

是否可以加入或轉變新的方法？於是改變了觀念，以合作的成績當成個人的成績，

以一個人埋頭苦作轉成有問題即刻提出相互討論，相互教與學的模式，共同完成一

次「考試」，也共同完成一次學習。 

實施方式： 

發下考卷（依舊要評量，所以仍稱「考」卷）請同學先行瀏覽考卷 10 分鐘。之後

開放小組討論，並翻閱參考工具書，尋找答案所需背景知識，將答案寫在空白紙張

上，完成後，公布答案，發下解析即時回饋考試成果，立刻檢討。 

反思及備註：  

這項活動，說簡單些就是一組考一張考卷，但在實施後我仔細觀照了幾項背後意

義：1.以往發下考卷考試，有人隨便填上 ABC 答案立刻趴下，與其如此，還不如共

同討論，來得有建樹些。2.考試時偶有作弊，以討論方式，作弊變得沒有意義。3.

學生在討論考卷時已將老師要檢討的問題先行解決一半，減少老師考卷檢討的時

間，提升檢討考卷的品質。4.先行瀏覽 10 分鐘是預習也是短暫的自我考試、自我

省思，是很重要的學習沉澱時間。 

範例： 

高三真的很多考巻要寫，有同學會很認真

寫，也有同學草率了事，開放一部分的試

巻，試圖以討論引起眾學生的學習動機。

當然老師也要到處巡視，一邊察看進度，

一方面解決疑問。 

活動 7  

活動名稱：造句很精彩                   形式：空白紙張             認知層次：應用、創造 

實施時機：授課白話時運用      實作時間：30 分鐘 

能力指標：閱讀與理解作品的能力、重要作品的鑑賞與評析、遣詞造句能力 

閱讀歷程：擷取訊息、發展解釋 

課間準備：課本（當課課文）、無限供應回收紙裁成的便條。 

說明： 

課本的文本，尤其是時代相近的白話文，也是人所寫出來的，基於「他山之石可以

攻錯」，故請學生同樣運用作者所用的詞語，自己也來重新組合，體會作者「鍊字」

的情境，也以此項活動來增進學生的寫作能力。 

實施方式： 

在上完此課課文內容時，請同學將此課內容的任一「詞語」（約 3-5 字）寫在小張

便條紙上，然後全組商討，將所選取的詞語重新組合成另一個全新的文句，並且派

人寫在黑板上，會後由學生票選（加入「上台走一走」教學活動）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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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及備註： 

初期在施做此項教學活動時，原本只是要學生寫出一段文句，應該費時不久，沒料

到卻也花了 30 多分鐘，但其間學生討論熱烈亦是出乎意料，因為學生習作熱絡（很

多創思、很多思辨都在其中），多耗些時間也是值得，所以之後再從事這樣活動時，

也願意多給些學習時間。  

範例： 

A、以黃春明〈死去活來〉一課為例，請同學用此課文本出現的詞語，另外造句： 

學生習作： 

1老樹敗根在子子孫孫探視時迴光返照。 

2灶腳的清茶在朦朧的月色中逐漸沸騰。 

3喧嘩隔絕了悲傷，笑聲稀釋了疲憊。 

4一批一批湧到的家人稀釋掉了粉娘的悲傷。 

5八十九歲的粉娘，常因失憶感到錯亂未平。但當她走進廳堂深吸一口檀香，就能

平緩下來。 

老師講解： 

以上都是由文本的詞語，重新組合的詞語。有的和文章的風格內容相近，卻另有一

番意境。有的則展現鍊字精準的功力。(特別是第 3 句) 

 
B、以〈莊子選〉、〈謀攻〉為例：另外也可以憑這活動的原則，將出現《莊子》、

《墨子》一書的成語作整理(約 50 個)，講解後請同學任選三個成語在 10 分鐘內、

完成一篇 100 字短文，寫作主題是貼近生活的學測或推甄感想。(框框處是指定的成語) 

學生作品 1 

   面對學測的我們只能秣馬厲兵，為一切即將到來的關卡備戰，但是坐在書桌前

的我們其實就如同井底之蛙，被侷限在課文中的內容，考卷裡的難題。當你拿到成

績的那一刻，看見其他人輝煌的戰果，我卻只能望洋興嘆。那些平日裡看似不認真

的同儕竟然能與我分庭抗禮。這樣的不公平讓我十分的灰心，只好破釜沉舟的迎

接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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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2 

    放榜了。回想起當時躊躇滿志的我，到了試場卻呆若木雞，原以為自己對於

面試早已得心應手，沒想到經過團體面試才發現自己像隻井底之蛙，和各個對手

們的答案大相逕庭，總覺得自己四面楚歌，除了無助沒有他情緒，果不其然， 

名落孫山。 

老師講解： 

原本以為學生們又要埋怨一下才拖拖拉拉完成，沒想到符合要求，速度又快，意境

也好，尤其是作品 2 頗有錯誤一詩，聚焦於短時間的特寫風格。因為文字由一組共

同創作，可能有人起頭，有人繼續接尾，相互磨合，有時難度比一人創作高。 

活動 8  

活動名稱：上台走一走                   形式：學生拿筆評比             認知層次：評鑑 

實施時機：偏向情意性的習作的評分      實作時間：5-10 分鐘 

能力指標：重要作品的鑑賞與評析、場合應對能力 

閱讀歷程：省思及評鑑文本內容、省思及評鑑文本形式 

課間準備：磁鐵或膠帶、一枝紅筆、一顆公正會欣賞他人的心 

說明： 

「知己知彼」也是重要的學習策略，藉由觀摩別組作品學生可以習得他人的創發、

優點，另方面也省思自己，更能定位自己的優劣，以達「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

的教育哲理。  

實施方式： 

將各組討論的產出，稍有間距的貼在黑板上，讓全班學生上台，評覽各組討論或習

作的產出，並且在觀摩之餘，於心中認定的佳作上簽署自己座號，以示投票，會後

公布票數，最後老師提點優缺。  

反思及備註： 

此項活動的實施，有時結果出人意外，如老師認為好的作品未受青睞，或者因為人

際關係，不出色的作品票數最高。其實結果這都是學習（符合學習共同體民主性哲

學）。另外在實際操作中，其實也能發現有些同學自我本位主義較強。分不清作品

的層次，一味認為自己已達學習高標。所以對於「公正、會欣賞他人的心」這個概

念，是有宣導的必要這又是另一層次的學習。 

範例： 

將各組作品張貼，由各組宣傳後，請全班到各組作品前「投票」，順便動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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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9 

活動名稱：建立結構表                   形式：文字或空白學習單             認知層次：理解、分析 

實施時機：講解文章段落架構時      實作時間：30 分鐘 

能力指標：文學知識與鑑賞能力、 

閱讀歷程：省思及評鑑文本形式 

課間準備：課本、一顆思緒清楚的頭腦  

說明： 

結構是掌握一篇文章的骨架。明瞭結構，學生對文章的了解，也能以簡御繁。通常

老師在講述課文結構時，皆按照次序將大綱、要領逐條寫出。這些綱領都是老師直

接說明，學生僅僅聆聽，相信感受不強烈，而且若未經思考，亦無法深刻明瞭。  

實施方式： 

預先建置完整文本的結構圖表，以此張圖表為主，將學習單設計成表格式的填充

題，鏤空處即是引導學生思維的練習，而且大多是開放式答案。請學生不必在意正

確答案是甚麼，將答案填上完成實作，各組完成後繳交，立即發下參考答案回饋，

老師收回學習單評改。  

反思及備註： 

此項活動，著重分析整理，然後也必須學會精準表達，在能力的養成上是很重要的。

不過此項活動的進步，也必須耐心等待，學生在施作時，常常摸不著頭緒，要不已

經明瞭細目卻不知用什麼詞語表達綱領，要不連細目都找不齊，初期的實作非常零

亂。經過一段時日的訓練，已有初步的架式，此項活動的訓練，真的不能心急。  

範例：上兩圖以〈陌上桑〉為例，下兩圖以〈燭之武退秦師〉及〈紀水沙連〉為例 

  

  

  

  

  

  

 通常表格會把綱領架構好，然後請學生找細目，上述表格則把細目羅列，請學生

填綱領，習作可看出，有組別對綱領標題辭不達意，也有組別不會習作。 

 

 

 

 

 

 

此類活動形式可多種變化，例如用異色筆畫出短文中細分的段落(左圖)，或者給學

生一課文本，直接用圖表畫出文章結構(右圖)。慢慢練習，學生成果也漸漸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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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以上活動均希望設計在 30 分鐘以內，這樣的時間分配，至少有 20 分鐘的引

導時間及回饋作結的時間，但有時因為貪心，若學習單的分量稍多，學生則

會相互分配範圍，各自完成，交差了事，這樣的情事應盡量避免。解決方案，

則有在拿捏學習單份量的設計上仍需謹慎，再者不斷將共同學習法的理念和

學生溝通宣傳。很幸運的這屆的學生真的都能從善如流。 

2. 承上，其實在實施此項教學方法，時間難免延誤，筆者真的發現若課程稍有

延誤，學生在下課時繼續討論完成。曾翻閱多位老師實施學習共同體的分享，

他們皆論及學生「不想下課」的教學現場，原來親身體會，才能發現也才能

印證「這是真的」。 

3. 在實際操作共同學習法後，筆者另外有一番體悟，那就是每節課的教案設計

中，除了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外，還有一項教學時間。以往通常是將前二項

羅列清楚，時間的掌控倒不是那麼精確，現今教學，筆者會比較在意精確落

實每項活動的時間，而且希望再設計出不同施作時間的活動，以不同時間的

活動排列組合串連，時間的搭配也可靈活調度。 

4. 在各項活動的紀錄中，特意將「形式」一欄註記，是文字學習單，還是空白

紙張，原因有二：（1）若是文字學習單，則代表該項活動前，得花費時間寫

些文字學習單，文字學習單的設計來源可以是各家出版社的電子講義做改

變。而「空白紙張」的話，則代表此項活動偏向情意課題操作，或答案表現

形式較自由，彈性很大，真的要小心掌

控活動的課程內容和進度。（2）是空白

紙張在課堂使用意義重大，它代表學習

的進行、心路歷程的紀錄、想像的創

發，團隊努力的結晶，抽象學習的具體

產出，是很重要的學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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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即時回饋很重要：親子天下雜誌曾有篇報導曾指出，電玩吸引人之處，在於

積分、寶物的立即回饋，讓玩家即時看到自己變強的證據。這篇報導讓筆者

聯想，這種方式似乎也可以應用在教學上吸引學生。而《哈佛商業評論》關

於動機的研究發現，最佳的動機因子與心境提升法，並不是認可與誘因，而

是進步。關於上述論點在筆者施行共同學習教法中，亦有深切體會。不論是

任何形式的活動告一段落，一定立刻給予正確解答或參考解答。筆者發現，

此時學生的互動很精彩。有時高興自己的答案寫對了，或者向同學炫耀。甚

者再一次討論答案值得爭議之處，這些即時回饋，都在在證明學生的進步。

筆者相當享受這樣生動有活力的學習畫面。 

 

肆、實施成效與結果分析 

 

在為教學成果做整理時，將學生們這二年以   

「共同學習法」的實作成品分類歸納好，放在窗台上

展示，並於課間，歷數我們曾經一起共同學習的點點

滴滴，其中筆者也語帶感性的真情「告白」:「其實在

當時，並不覺得這些作品特別優秀，但現今想來，很多作品都是在老師尚未講解，

或只約略提示的情況下完成，作品的水平就如此高，……」一

幕幕同學努力的回憶畫面迎面襲來......。並且向學生承諾，想

把這些作品裝訂成冊好好存留。之後開放同學觀覽，一場國

文工坊的成果發展會，於焉展開。會中不乏聽到同學另番感

受，「喔!我當時有跟你同組……」「我記得那時在寫……」「我

記得你寫這句……」「嗯!我寫得滿認真的嘛!」他們的確很認

真學習，這場分享算是給他們「無形的」畢業禮物吧! 

以下則將其他成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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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質化成效 

(一)舊講義，新生命 

從前，當筆者只具有模糊的實作概念時，設計了一張張「拿來當考卷太難，

而拿來當作業又太煩」的「考卷講義」(亦即活動 1 的「課文問答學習單」)，當

時將它視為課前預習的回家功課，心中設想，若學生認真習作，在課文認知上一

定有高度的理解，對於授課的助益，如虎添翼。誰料完成這份功課的人寥寥無幾，

一切課程受到延宕，甚至造成師生對繳交作業的意見衝突。辛辛苦苦設計，還使

學生有習作困擾，真是損人不利己，幾度想放棄，卻心有不甘，因為這份功課真

的符合教學的理念！直到深入接觸合作學習的策略，這份「定位難明」的講義，

有了煥然一新的生命，不僅完成率近達百分之百，同學有所學習也樂於完成。 

原來學生們不是唸不會，而是沒有時間去唸。從講義寫對的比例來看(約 70%

以上)，即使不逐字逐句翻譯，單純就對照白話翻譯，合併文言文練習，孩子們

寫筆記學文本的能力，仍有一定的程度。這樣看來，學生在課堂上所顯現的「被

動」和「懵懂」都是暫時被蒙蔽的假象。當在「共同學習法」的實作中，提供時

間，提供夥伴，提供引導課題，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正逐步強化建立。 

(二)評量新思維 

    發現孩子們學習單的成績，比單純背誦的考試還高，在此提供幾點思維如下: 

A、傳統記憶背誦的考題，在學生心目中是沒有「實用性」的知識，與生活連結

較少，故學習意願低落，分數自然無法提升。 

B、因為每次實作的學習，都會給百分比的分數，筆者漸漸體悟，這些分數不全

是知識累積的成果，是能力展現的成就。因為考試是考知識，評量是測能力，評

量不等於考試，且能力仍比知識重要，所以漸以評量取代考試。 

C、以「共同學習法」教學的成果看來，多元評量(即不以「背多分」為主)的概

念和實施的意義，逐漸被彰顯。 

D、由於學習表現由整組承擔，學習弱勢者，不再擔心個人成績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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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室翻轉 

    藉由本次行動研究整理，回顧以往上課的足跡，筆者深切感受，教室的風景

正逐漸改變，茲整理如下： 

1、課堂圖像的轉變 

範疇 現象 轉變 

五到 上課安靜聆聽，認真學習 仍認真學習，但須轉聆聽為表達，化被動為主動 

五不到 上課趴著睡覺， 

全然逃離學習之外。 

此點改變最多，幾乎沒人睡覺，雖然或有放空

晃神，至少在學習之內。 

眼到 上課看別科書籍， 

或滑手機看影片， 

考試作弊， 

不會寫的人趴著睡覺。 

因為有共同的實務得完成，較少時間可以看別科

書籍。再者，由於小組監督，上課滑手機，常常

是為了尋找資料(為避嫌，不鼓勵手機上網查詢)。

而開放觀覽別人的答案，作弊變得毫無意義，對

於不會寫的課題，也可以觀察如何解決。 

口到 上課交談講話，老師提

問卻沒有人主動回答，

或指定同學發表意見，

默不作聲、不會回答，

唸課文只有少數的人，

有些人仍不願開口唸。 

仍然是交談，原本是講述個人的私事，至少必

須換成與課程相關的討論。同學相互問答討

論，距離拉近，比較勇於發言(此時的回答還

必須包含溝通)，或者自己的答案受到同組肯

定，較安心回答。由於必須開口表達文本意

見，唸課文已落實其中。 

耳到 上課聽不懂(太難)或 

上課不想聽(太簡單)。 

同學年紀相同，以共通聽得懂的話語來解讀，

有時可以更快理解。而小組距離近，訊息傳達

更直接，更有懂與不懂的默契。 

手到 上課不記筆記， 

寫別科作業。 

若不想動手記筆記，學生可以互相講述或相互聆

聽來取代手記，或者動手翻閱資料找答案，同樣

在學習，對於寫別科作業的時間相對也會減少。 

心到 上課不專心、發呆， 

訊息接收時斷時續， 

對課程不感興趣， 

對內容體悟太抽象， 

不懂評鑑比較好壞。 

這問題牽涉很廣，也必須花費時間心力改善。

但因為有實務操作，又要一起完成、產出，至

少必須參與。涉入或深淺有別，都仍在「學習

之內」。對於體悟，則實作是慢慢引導的開端。 

腳到 隨意走動。 並沒有實際規範不可以走動，甚至還必須走動

相互觀摩，但這種開放反而須要更多的自律。 

說明： 

以上情況，筆者以古時「讀書五到」來區分，無論如此分類是否牽強，只是



19 
 

 

發覺傳統教學對「讀書五到」是抽象的內在涵養，對於正在學習過程的學生比較

無法明顯展現，或者這五到全部用在課堂之外。而以「共同學習法」在教學中實

作，讓「讀書五到」更落實於課堂內： 

(1)眼到--用眼睛看更深入為用眼睛觀察；(2)口到--用嘴巴講提升為用嘴巴溝通；

(3)耳到--用耳朵聽內化為用耳朵聆聽；(4)手到--用手記下重點轉成用手實際操

作；(5)心到--心無旁鶩、專心一意，昇華更加以耐心來體悟，(6)連外加另一到腳

到—從隨意走動也一併升級為自律行為。 

2、黑板圖像的轉變 

以前，黑板滿滿寫的是老師的講解，臺下的學生被動聽著，甚至要老師要求，

才懷著些許不甘記筆記。那實際上是老師的「產出」，學生並無質的「產出」。現

在黑板寫的是同學們討論的意見，這才是學生的產出。甚至因應有些活動需要，

黑板更是同學互相觀摩學習的地方。    (下圖為黑板圖像的轉變圖說) 

傳統講述 共同學習法實施後的另一片風景 

    

傳統教學中，黑板

是輔助老師講述

的工具，學生和這

項教具是有距離。 

只要教學的方法有

改變，黑板變身為

學生實作的場所，

二者距離拉近了。 

有時，黑板也是展

現學生意見，和其

他組別對話的地

方，用途擴大了。 

甚至展現各組作

品，學生互評，黑

板的地位，昇華為

評鑑作品的地方。 

 

3、教師圖像的轉變 

在共同學習法的教學過程中，當講解一些重要概念(講解者)，向學生宣布實

作的課題後，筆者即穿梭於各組間，有時感覺自己像司儀掌握課堂流程，必須營

造良好學習氣氛（暖場者），觀察學習進度（觀察者）或聆聽他們之間的對話，（這

對話真的非常精彩也非常經典，真恨不得將這些對話立刻完全收錄）（聆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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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引導討論（引導者），或者解決同學的發問（解惑者），甚至因為他們的分享太

引人入勝，在不涉及學習結果原則下，便跟著參與討論（參與者），當下我身兼

數職，這是傳統授課，專心演講的老師所無法

看到或體會到的另一堂風景。且筆者發現減少

了講述，多了更多時間掌握各方的學習，更貼

近學生的學習狀況。另外，當走入各組巡視

時，也同時是檢視學習單或活動的設計，是否

符合學生需求（市調者），並當場驗收授課者

「產出」的課程設計結果，這種立即回饋對於

授課者是非常寶貴的訊息。 

 

二、量化數據 

因為做整體問卷回饋時，已經考完學測，而學生們在此次學測，也繳出一張

漂亮成績單(平均為全年級一第一名、第三名)，所以請學生回饋是否達到學測能

力指標，意義不大。而 PISA 的閱讀素養，那是長期能力的培養，牽涉龐大，不

敢貿然以問卷粗淺論斷，筆者再行計劃觀察。倒是筆者翻閱了遠見雜誌中，對於

學校教育是否培養學生未來所需的能力及態度(尤其是就業)感到興趣。雖然老師

對於知識的傳授，責無旁貸。但對於學生銜接日後出社會所必備的能力和態度，

也須擔負教導和培養的責任，畢竟日後出社會，不會問柳宗元字什麼號什麼的知

識，可是他如何在困境中自處，解決問題的能力素養，才切合社會需要。由於正

好實施「共同學習法」的合作教學，是否學生除了學習知識，也一起涵養與他人

共事共處品格能力？希望了解上述課題，於是設計問卷，研究實施「共同學習法」

教學和實施傳統教學，學生們對面對未來的能力及態度，認知是否不同。另外也

希望學生回饋對各項教學活動的看法，選出最喜歡的、對學習最有幫助的、和感

到困擾的活動。以下列出統計圖表，並附以說明，以利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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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於對未來所需能力與態度的增進或培養 

1、各班問巻回饋 

(1)A 班 

你認為以「共同學習法」實作 

可增進或培養下列項目    (單位：%) 
項目 不符合 沒意見 符合 

1主動積極的態度 13 28 59 

2責任感與自我管理能力 15 35 50 

3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 33 33 37 

4學習力與可塑力 18 42 40 

5配合度與穩定性 10 15 75 

6溝通表達能力 0 8 92 

7專業知識與技能 18 42 40 

8執行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0 15 85 

9學習的熱情及企圖心 28 34 38 

10團隊合作 2 2 96 

你認為以傳統教學 

可增進或培養下列項目    (單位：%) 
項目 不符合 沒意見 符合 

1主動積極的態度 56 24 20 

2責任感與自我管理能力 34 21 45 

3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 62 31 7 

4學習力與可塑力 26 31 43 

5配合度與穩定性 35 32 33 

6溝通表達能力 65 21 14 

7專業知識與技能 19 19 62 

8執行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43 35 22 

9學習的熱情及企圖心 37 37 26 

10團隊合作 79 14 7 

          對「符合」一欄合計 612              對「符合」一欄合計 279 

由以上數據看來，61.2%的學生認為以「共同學習法」融入教學，可增進或培養

未來所需的能力與態度。27.9%的學生認為傳統教學，可增進或培養未來所需的

能力與態度。此點看來，「共同學習法」是對未來有利的教學方法。 

(2)B 班 

你認為以「共同學習法」實作 

可增進或培養下列項目    (單位：%) 
項目 不符合 沒意見 符合 

1主動積極的態度 22 37 41 

2責任感與自我管理能力 20 48 32 

3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 34 34 32 

4學習力與可塑力 26 36 38 

5配合度與穩定性 15 30 55 

6溝通表達能力 7 31 62 

7專業知識與技能 31 39 30 

8執行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5 46 49 

9學習的熱情及企圖心 36 38 26 

10團隊合作 0 21 79 

你認為以傳統教學 

可增進或培養下列項目    (單位：%) 
項目 不符合 沒意見 符合 

1主動積極的態度 38 30 32 

2責任感與自我管理能力 17 17 66 

3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 33 44 23 

4學習力與可塑力 30 17 53 

5配合度與穩定性 29 29 42 

6溝通表達能力 58 27 15 

7專業知識與技能 6 9 85 

8執行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37 31 32 

9學習的熱情及企圖心 28 41 31 

10團隊合作 65 22 13 

對「符合」一欄合計 444               對「符合」一欄合計 392 

由以上數據看來，44.4%的學生認為以「共同學習法」融入教學，可增進或培養

未來所需的能力與態度。39.2%的學生認為傳統教學，可增進或培養未來所需的

能力與態度。此班對於兩種教法的認知，差距較接近，但「共同學習法」還是以

較高的認同度勝出，是對未來有利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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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圖表及解說 

A 班：使用兩種教學法，對符合增進或培養未來就業能力及態度之看法(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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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班：使用兩種教學法，對符合增進或養培未來就業能力及態度之看法(單位：人) 

 

解說: 

    遠見雜誌曾經調查，上述的指標是決定職場表現的主要原因。結果顯示「主

動積極的態度」連續三年(2010-2012)均最受企業重視，可見這是極重要的態度，

傳統教學在此項重要能力素養的幫助上，或有不足，有待加強。也許「共同學習

法」的教學或其他教學理念，稍可彌補。 

    兩班都認為傳統教學在增進或培養「學習力與可塑力」「專業知識技能」佔

有優勢。筆者也不否認，傳統教學的確有其長處。但仔細省思，我們以傳統教學

施教多年，學生在知識上的確不斷精進，但是這一切都處於被動狀態。若沒有「主

動積極」，一切的教育意義，似乎總有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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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學生在問卷上回饋:「我覺得在國文課能學會國文，比能學會團隊合作

重要」這寶貴的意見，便足以說明傳統教學的侷限性，韓愈認為師道不復的原因，

便是當時的人，只把老師的功用，設定在「授之書而習其句讀」，卻遺漏了「傳

道、解惑」。「小學而大遺」時至今日仍有所見。現今孩子學習意願不高，甚至「逃

離學習」，是否就是「小學而大遺」，太侷限所謂的「學習」所致，值得省思。 

    交叉比對後，針對最受企業重視態度與能力的前五名(如圖)，筆者發現「共

同學習法」的教學可增進培養未來所需能力與態度，包含了二項:「主動積極的

態度」、「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而傳統教學則可增進或培養「學習力與可塑力」

一項。可見加入其他教法，對教育現況是

可以有改變。「學以致用」一直是學習重

要目標，筆者認為現在改變教學或調整傳

統教學的最大目的，就是從根基紮起，讓

學界與產業無縫接軌，教改不純粹只是為

改變而改變。 

 

2、有關於以「共同學習法」教學，學生對各項教學活動的看法 

(1)最喜歡的教學活動統計圖表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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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學生最喜歡的活動是「上台走一走」，回饋的原因是：「可以看到別組的答案，

讓自己多了解其他不同人的意見及想法」、「可以看到各組寫同一個題目的各種

答案」、「可以看見每一組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和想法，進而改變自己的想法」 

    其次是「造句很精彩」，其回饋的原因：「因為以創意來自由發揮」、「可以天

馬行空的利用現有的字詞造句」、「最能表現出創意」、「不會被專業知識限制，比

較可以和別人一起討論」 

    其餘活動接受度頗平均，代表各項活動都算很成功的被接受。 

(2)對學習最有幫助的教學活動統計圖表及回饋 

 

解說： 

    學生認為，對學習最有幫助的教學活動是「建立結構表」，其原因為：「較易

弄懂課文中的結構與內容」、「把整課課文架構建立好後，學習較快速」、「可以學

習怎麼整合和分類現有資料」、「可以對文章的分析更有條理」、「不用上課就可以

先了解課文」、「可以有組織結構能力」 

    其次是「課文問答」，其原因為：「對課文內容可以更清楚，也能減少許多看

課本的時間」、「了解課文細節與重要文句解釋」、「有時來不及準備考試，但少還

有些微的印象」、「題目最難，需要動腦」 

    學生也認為「一起寫考巻」最有幫助，原因為：「在討論中找出自己的盲點」、

「經過同學們共同的討論，可以學到自己不知道，別人卻知道的知識」、「因為遇

到不會的題目同學可以立刻講解」、「更會思考為甚麼要寫這個答案，會正反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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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感困擾的教學活動統計圖表及回饋 

 

解說： 

    學生認為最感困擾的活動是「一起寫考巻」，其原因為：「有些人並未參與討

論，且如果要詳細討論到每題時間會不夠」、「時間不夠會有部分題目直接用猜

的」、「意見分歧不容易討論出答案」、「碰到很有想法的人會和他爭辯起來，沒想

法的就沒有討論的空間」 

    其次為「建立結構表」，其原因大致有：「建立結構表有點難做到完美，所以

令人困擾」、「不知從何下手」、「會有可能想不出來要寫甚麼範圍有點太廣」、「個

人不太會整理東西，以致於結構表的資料時常缺東缺西」 

    「課文問答」的活動實行，學生也認為有些困擾：「比較制式的東西，有點

無聊」、「一直抄課本」、「很麻煩，要一直翻而且用處不大」、「根本連課文都看不

懂，何況是問答」 

      收集學生覺得困擾的原因，筆者如獲至寶。除了是改進的方向外，我也發

現學生正一步步落實所欲達到的能力目標，例如：學生覺得要一直翻書而感到困

擾，其實活動的目的，就是要他們經常翻閱書籍資料；學生看不懂課文，活動目

的正是要求他們，體會「困而知之」的歷程；一直抄課本，更是深化學習的過程。 

如此的回饋，也是以另一種表示，來展現學習成效。 

(4)綜合結論： 

    「一起寫考卷的活動」同是兩班最喜歡也最有幫助，但也最感困擾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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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學生對「考卷」的愛恨情仇。在升學制度的影響下，寫考卷是對學生最有效

的檢視方法。但純粹對升學有效，心中可是不太有意願，所以亦感困擾。如今兩

班回饋不排斥寫考巻，應該是引導寫考巻的方法奏效。今後可承襲此活動的好，

再盡量解決其中苦惱。 

    「造句很精彩」、「上台走一走」的活動，是兩班最喜歡的活動，進行間沒什

麼困擾，但學生認為幫助性不大(其實「造句」活動有助寫作)。諸如此類的活動，

今後計畫使用於課堂中，引起喜歡學習的動機，或適時運用，轉化上課情緒。 

    「課文問答」、「一起寫考卷」、「建立結構表」等活動，雖然是學生感到困擾

的活動，但學生也表示，這些活動有助於學習，筆者認為這是正常且必經的學習

歷程，學習原本就是要有困頓，才能有突破。今後，筆者會盡量調整過程，使其

困擾性減少，但仍保有其幫助性 

    「形音義大探索」、「課文問答」、「建立結構表」是對學習有幫助，困擾度又

不是很大。後二者剛好是筆者心中設計活動的主軸，學生對老師所設計的活動能

接受。省思此點成效，算是成功，頗感欣慰。 

    「一點一點說出來」的活動，學生能接受，也表示有幫助，決定持續施作，

穩定成長。畢竟這項活動是有助於釐清觀念，活絡思緒的訓練。 

    「猜猜我是誰」、「超級比一比」的活動，學習困擾大於學習幫助，則有大

幅調整，再行檢討的必要。 

 

3、師生共同的努力: 

    任教這二個班，堪稱勝任愉快。學生自二年級分組後，在開始決定實作共同

學習法的初期，只和學生初步的宣導做心理建設，沒徵求他們同意與否，就如此

「莽撞的上路」了。A 班班性保守，老師要求做什麼，便不置可否的學習實作什

麼。B 班學風開放，個性活潑，老師要求什麼一定都要大肆抗議埋怨一下，但卻

又十足的投入實作，專心的程度，著實令人感動。不過無論班風開放或保守，在



27 
 

 

同樣實施共同教學法的過程中，每次段考的成績都可圈可點。常常是這二個班輪

流做全年級國文平均最高的班級。而更令人欣慰的是，這二個班也一起考出學測

佳績，國文級分達頂標的人數，二班竟很有默契是一樣人數，居全年級之冠。在

此僅想以此數據證明，實施非囤積式教學，絕對不會拖垮考試成績，筆者也計劃

很謹慎的處理這項數據，說服下一屆的學生，再一起拚出另一次教與學的奇蹟。 

 

伍、省思與展望 

 

一、省思 

1、學習無所不在，不限定在課堂講述 

  或許有些老師認為，自己任教的科目概念很難。若沒有全盤一一講解，學生

無法理解。所以或抗拒或質疑共同學習法（及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模式。「沒有

教，學生真的會懂嗎？」這答案絕對是肯定的，以下約略改寫《天下雜誌 怎麼

學才有未來》142 頁一段文字： 

  印度籍教育學家米特拉（Sugata Mitra）在村子裡鑿了個小洞，放入一台電

腦，並把網路上蒐集到的分子生物學文章，全部存到電腦裡。 

  村莊的孩子，沒看過電腦，但米特拉想嘗試，在不教他們的情況下，他們能

否學會用電腦，以及看懂電腦裡的分子生物學報告。 

  兩個月後，他再度回到村子，驗收實驗的成果。這群小孩已經學會使用電腦，

甚至向他抱怨處理器和滑鼠的問題。令人意外的是，從小說泰米爾語的小孩們，

竟然看懂以英語寫成的報告，並在生物學試巻作答拿到三十分。 

  接著，米特拉找了一位年輕人，當起他們的助教。這位助教完全不懂分子生

物學，米特拉只賦予她一項簡單的任務：站在孩子的後方不斷地說：「你們怎麼

做到的？」、「下一頁還有什麼啊？」暗中鼓勵他們學習。 

  兩個月後，孩子們測驗的分數進步到五十分，這些都是學生自己「玩」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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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這不是米特拉第一次。以電腦當教具，讓孩子透過同儕互助，自主

學習。一九九一年，他從研究室旁的貧民窟，開起一連串的實驗。共同的結果是，

孩子們以電腦為中心，自主學到各種不同知識，而且很有效。 

由上述文字體會學習無所不在。 

而筆者也親身體驗其中奧妙，如以臺灣通史序

課文第四段為例，實作的主題為「請劃出本課的結

構圖」。各組學生所呈現的都是完整有系統的思緒，

其實這一課筆者尚未透露任一絲講解。這也是透過

同儕互助，自主學習的成果。 

所以要相信學生是有強大的學習能力，老師的

作用是個催化劑，方法是引導而非教導，目的則是

強化學生學習，深化學生學習。絕不是囤積的學習。 

 

2、實作因「共同學習法」讓「產出」更有「質」； 

「共同學習法」藉實作使「產出」更有「量」  

    以前在未遇見共同學習法時，只「魯莽」的要學生實作，在毫無章法的實行

下，既沒有目標，當然也抹煞了動機，一切教學活動的意義打了折扣。老師盲目

且累，做了一疊講義或學習單，學生無法明瞭體會學習單的學習目標，當然成效

不彰。如今以淺薄的能力將策略方法擬定，修正過去的教學。從前文所敘成果的

展現與分析看來，搭配共同學習法來實作，產出的作品，因為集思廣益，所以比

個人獨自打拚所呈現的品質更加提升。而以實作來落實共同學習法，讓整個抽象

學習的歷程，更具體鮮明，產出當然更有分量。相信應該可以很有自信為此下一

個小結：實作教學搭配共同學習法是有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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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合作兼協作 

在問巻回饋中，對於以「共同學習法」進行實作待改進的地方，有同學表示

「大家的互助力不夠」、「有人不參與討論」、「覺得事不關己的人混雜其中」、「有

同學不太會發表發意見」、「最好以能力分組別」、「主觀意識太強的組員，很難說

服他人相信，只能找到證明」，「只有會的人在做」……等等，其實在合作教學相

關報告中，指出小組效能不能發揮的理由有下列數項（Johnson & Johnson,1994；

黃政傑、林佩璇，1996）： 1、缺乏團體成熟度，可能是小組合作的時間不足。 2、

未能批判反省即做出支配性的反應。 3、社會漂浮現象：不認真工作、隱藏自己

的努力等等。 4、搭便車現象：依賴某成員的表現，全體成員不需努力即可受益。 

5、認為不公平而失去努力的動機。 6、團體思考：過度強調尋求成員的一致性。 

7、缺乏足夠的異質性，以致於每一成員對小組的貢獻有限。 8、缺乏小組工作

技巧和人際技巧。 

    雖然已有理論文獻告知負面的結果，在實際運作過程仍親自印證了錯誤。筆

者認為這是實踐理論時，無可避免的必經過程，而且亦是必要坦然接受的過渡。

在學生問卷的回饋中，不少學生反映，有同學輕鬆坐享別人成果，造成共同學習

的困擾，更影響學生認同「共同學習法」的意願，及降低「共同學習法」的學習

成效，這問題不容忽視。的確，合作的過程無法評量。這問題是棘手的。不過修

正錯誤是再出發的動力。筆者除了要繼續調整共同學習的細部步驟外，也希望再

努力研究協作的意義，看看是否能兼併協作的優點，融入合作學習中。協作的過

程是每個人有必須擔負的任務，或許對於共同學習更有助益。 

 

二、展望 

1、學生準備好，老師就出現了；老師準備好，學習就提升了 

    此句意旨學生有意願學習，無所不在的學習活動就立刻展開，當然「道之所

存，師之所存」的老師就會出現。若及時出現的老師隨時都準備有效的教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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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活動，靈活的運用教育資源，學習品質當然更提升。前文提及筆者誤認所施

行的教育理念是「學習共同體」。但這美麗的錯誤，反而使筆者更加體認，自己

現行的教學活動，與學習共同體其中差別。例如筆者在施行「共同教學法」的實

作中，對於教學活動的擬定、學習單的設

計，雖然不敢掉以輕心，但難免淪為閉門

造車、孤軍奮戰，更有應付不暇之虞。「學

習共同體」中老師之間的共同觀課、備

課、議課，時時都提醒老師準備周全妥

當，讓學習品質不斷精進。筆者在未來的

教學規劃中，也願以實行「共同學習法」為奠基，站穩腳步再勇敢闊步，踐履至

「學習共同體」道路，拓展自己教學領域。且讓此美麗的錯誤成為可追求的理想。 

 

2、有嘗試才有新的體悟，讓教育的理念百花齊放 

    曾經和其他老師分享教學方法要改變的話題，有老師表示只要班上有少數人

願意認真聽講抄筆記，可以忽略那些睡覺的學生，仍堅持傳統的教學，熱心的印

講義，熱切講課板書。而筆者則因為看不慣少數人睡覺或放空不專心，似乎也「忽

略」那些像海綿一直吸收，保守認真的學生，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方法。其實問卷

回饋，某些超認真的學生也透露他們不習慣開放式、主動式的學習，甚至不願和

別人合作。同樣的孩子，有老師著眼傳統認真的孩子，繼續使用講述教學，但也

有老師在意「逃離學習」的孩子，設法做些改變，調整課堂風貌。這二者的取決

上，筆者其實也有矛盾和掙扎，但正如古人智慧中庸之道:允執厥中，或許之後

會有平衡點吧。筆者體會這二者沒有絕對是非對錯，但畢竟有嘗試改變，才有新

的體悟，現今的教育理念繁多，有個人特色的「國文工坊」將會一一成立。相信

只要是對學生的學習好，就有被肯定的必要。真希望大家也以開放包容的心，不

揚棄舊教法，也不排斥新思維，讓教育的諸多理念在多元的社會中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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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學測測驗目標(以九五課綱為準) 

一、測驗學生的語文理解與應用能力 

A1.字形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A2.字音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A3.字義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A4.詞語、成語意義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A5.詞性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A6.修辭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A7.文法結構的辨識與應用能力      A8.閱讀與理解作品的能力 

二、測驗學生的文學知識與鑑賞能力 

B1.重要文學流派的常識             B2.重要文學體裁的特質 
B3.重要作家的地位與成就           B4.重要作品的內涵與價值 
B5.重要作品的鑑賞與評析 

三、測驗學生的文化知識與體悟能力 

C1.重要學術思想的形成、內涵、特質及影響         C2.重要國學及文化常識 

四、測驗學生的語文表達與應用能力 

D1.遣詞造句能力  D2.篇章組織能力  D3.構思選材能力  D4.場合應對能力 

二、PISA 閱讀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