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者中心對國小社會學習領域學生學習之研究
─以新竹縣社會領域校本實踐團隊學校為例

辦 理 機 關：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
研究主持人 ：曾微分
研 究 成 員：羅雪瑞、林詩敏、詹益晃、陳思琦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0

月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究小組(新竹縣國小社會領域輔導團)與校本實踐學校五年級社會領域
教師透過共備、觀、議課機制，以學習者中心設計課程教學，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並融入概
念構圖理論，教導學生將學科知識進行組織結構與統整，再以探究、合作與表達的學習共同體
模式深化學習，培養學生高層次的學習能力，並期許將此有效學習模式推展於本縣偏鄉國小，
以改善目前教學實務上所面臨的困境及實踐輔導團員提供到校輔導教學之專業行動力。
本研究以雙溪國小、玉山國小及竹北國小三所學校，五年級各取一班學生為研究對象，設
計「臺灣的氣候」與「聚落的演變」兩單元課程，採用行動研究法，資料處理以質性資料為
主，量化資料為輔，包括學生的上課學習單、觀察紀錄、訪談資料、教學省思札記與學生問卷
調查等，本問卷調查設計乃採用黃囇莉、陳文彥 ( 2017 ) 研究問卷進行修正，以行為投入、
情意投入、認知投入、學習力和學習者中心五大面向，探討學生在採取學習者中心模式教學前、
教學後其學習情況的差異，期望能真實呈現課程實施的歷程與學生學習表現，並提出建議做為
未來相關課程實施的參考。
依據教學實踐歷程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 本研究方案採取「同課異授」模式，應顧及學生學習差異和學校區域情境不同做適
時的調整。
二、 透過學習共同體的理念實踐，可培養學生學習與人分工合作的能力與態度。
三、 教師應做更適切的提問和引導，讓學生能熟練運用概念構圖的方法。
四、 應給學生再多一點時間學習，才能看見互助共學的課堂風景。
五、 透過與校本實踐團隊學校共同備、觀議課，建立教師的跨校共學社群，提升其專業
知能。
本研究對未來教學之建議：
一、 營造友善尊重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二、 設計課程應與學生的舊經驗和生活相連結，以增進學生學習的意義。
三、 觀課記錄表需審慎設計，應方便觀課者記錄也能從中擷取重要訊息。
四、 跨校共同備課時儘可能採用同一版本，並考慮學生生活背景及學習能力進行設計。
五、 學校行政單位應多給有需求的教師專業增能的機會。
六、 校內成立各項教師專業社群，透過專業對話與共同備課，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關鍵字：學習者中心、概念構圖、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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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共同體在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教學之研究〜以新竹縣校本實踐團隊
學校為例。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闡述研究背景，第二節說明研究動機，第三節研擬研究
目的，第四節提出本研究相關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世代，在數位科技的推波助瀾下，世界各國教育的推動，形成了一
個「全球教改鍊」
，彼此牽動影響。全球化時代下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直指
出未來孩子關鍵能力，在於主動學習、團隊合作與分享表達，為因應這些未來能力的培養，世
界各國的課堂教室也紛紛啟動了新式的學習型態。
當世界各國的教育都轉型為「以學生為中心」
；看重學生如何學，多於學生教什麼的時候，
臺灣適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啟動，我們要問的是，在教育現場的第一線：學校、教室、教師，
到底該要做哪些改變，才能幫助下一代，更有適應未來社會及實現自我的能力？也應該要更積
極的想像與準備，沒有了「考試領導教學」，或是拔除了「考試取代教學」的緊箍咒之後，新
的教學風貌會是如何？
是以，學習共同體、翻轉教室、學思達教學以及 MAPS 教學法的提出，無異於是對這些提
問的回應。教與學緊扣「學會如何學習」勝於「知識內容學習」的核心概念風雲雲湧般的翻轉，
且如火如荼地在教育的第一線展開。
其中，日本教育學者佐藤學開啟了推動學習共同體的革命，他試圖從問題的核心：教與學
的改造切入，帶著老師和學生打開教室的大門，讓老師成為少說多聽的學習專家，學生從學習
的旁觀者變成參與者，學生與老師都成為學習者，教與學的改變構築成校園裡的新風景。
學習共同體精神強調教師以「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觀課、共同議課」三部曲進行課堂教
學研究，以促發教師同僚為精進教學專業而協同互學；在課堂上，教師扮演催化學生學習的角
色，透過小組協同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 )，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營造學生互惠共學的關
係，以提升學習成就，無論教師或者學生都可在學習的歷程中，藉由知識的分享與平等對話，
讓成員在參與過程中，得以不斷激升學習動機與能力。教與學的改變是將是教育改革的重要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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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壹、 如何改變~以課堂改變作出發
Bruner 主張教師的教學絕不是「灌輸」固定的知識給學生，而是「啟發」學生主動地求
取知識與組織知識，強調教師首要任務是提升學生「學習準備度」(readiness for learning)、教學
生學習如何思維、如何從求知活動中發現原則，進而整理統合，在探索過程中組織屬於自己的
知識（ 甄曉蘭，2004 ）。
維果茨基（ Vygotsky ）的最近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強調給予
學習者一個適當的學習任務，教師或同儕提供鷹架，讓學習者經由這些幫助達到 ZPD，並且在
教師或同伴協助的過程中，學習者越來越能夠獨立運作。（ Reynolds, & Miller, 2004 ）。
許多學者呼籲，教師必須讓學生自己去學習、去探索，來完成自己的知識，並要求教師必
須在旁啟發、引導學生的學習，然而教師要如何營造學生主動學習的氛圍，啟迪學生之知識個
人化，從而獲有意義的學習呢？故研究團隊擬透過此次行動研究，尋求以學生為主體課堂改變
之實踐。

貳、 如何合作~以教師合作為後盾
研究團隊深知輔導員有其教學使命與職責，提升個人教學能力與學生學習興趣是每一位老
師的使命，但是如何積極點燃縣內教師的熱情與引領教師的專業能力，打造共好的教育現場亦
是輔導員責無旁貸的職責。國教輔導團員在教學的實務現場，從「自發」樂學中出發，在「互
動」研習中分享，為教育的「共好」而努力。
自 102 學年國教輔導團提出校本實踐學校一詞以來，即藉由研習增能、樂學工作坊、到校
服務與返校增能等面向，加強與校本團隊學校老師之對話。唯校本實踐團隊教師大多扮演聆聽
者、被動者的角色。然而如何真正促成實務經驗分享與交流，擴大學習共同體精神，是輔導團
員長期以來所面對的挑戰，也是本次研究團隊此次提出行動研究之起心動念。

叁、為偏鄉教育提供一種可能
新竹縣國小社會領域國民教育輔導團長期與校本實踐團隊共同合作，而這些校本實踐團
隊成員多為偏鄉的小校（雙溪、富興、碧潭國小），所謂偏鄉學校地處偏遠且交通狀況不便，
學校常面臨教師成員少、行政工作負擔繁重、教學成效不彰、學習資源不足、教學創新不足、
學生程度落差大等各種挑戰（ 林志成，2016 ）。課堂中充斥著以傳統教師為中心的講述式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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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學，教師只傳遞課本知識的講學，對學生的回應不足，無法運用有效教學來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效。
若能將有效學習模式推展於本縣偏鄉國小，應能改善目前教學實務上所面臨的難題困境，
讓教師能習得以學習者中心設計課程教學，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拓展其對教學的視野，並融
入概念構圖理論，教導學生將學科知識進行組織結構與統整，再透過探究、合作與表達的學習
共同體模式深化學習，以培養學生高層次的學習能力，不失為務實面對教學與提升學習成效之
良方。然而如何為偏鄉教育由輔導員到校提供課程與教學之專業支持，也是促使提出本次行動
研究的動機之一。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研究小組與校本實踐團隊學校教師於學習共同體課堂層級
的實踐，探討校本實踐學校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實際可行之教學策略、應用學
習共同體理念所遭遇的問題及解決策略、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對學生學習成效影
響、以及行動研究歷程中，對於教師專業成長與自我省思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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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小組希望提供偏鄉學校專業的支持系統，將此研究成果提供給現場教師參考，形成
更多積極有效的專業對話與交流的機會，並實踐國教輔導團教學輔導的行動力，期待激發現場
教師之有效教學能力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基於上揭說明，本研究目的共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茲分述如下：
一、探討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之教學歷程。
二、分析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三、探討校本實踐團隊學校(雙溪國小、玉山國小及竹北國小)五年級社會老師及導師，透
過共備、觀議課機制在教學專業知能之收穫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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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壹、 學習共同體
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 )並不是一個新的教學法，而是一個願景，希望組織老師共
同備課、公開觀課、議課，討論學生的學習情況，檢討是否達到預期效果。學習共同體將學生、
教師、家長與社區都視為一個個學習圈，透過相互學習及經驗交換，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希望透
過引導，讓孩子體會學習的快樂與成就，並在探索學習中，培養孩子思考與學習能力，而非注重
成績。學校主要的工作是如何組織「協同學習」的環境，透過引導的教育方式，讓學生分享與表
達，體會學習的樂趣。在公共性與民主前提下，教師滋養濃厚的「同僚性」公開授課與觀課，營
造可以「伸展與跳躍」的學習氣氛，提供學生挑戰高水準的學習機會（ 黃郁倫譯，2013a； 黃郁
倫，鐘啟泉譯，2012 ）
。
本研究採日本東京大學佐藤學( 2012 )所提出「學習共同體」一詞，其主要理念是依據民主主
義的精神，強調以「以學生為主體」
，保障每一個人的尊嚴與學習權。研究重點為使「學生成為
學習共同體」這次層次，並沒有著墨於教師和社區家長成為學習共同體這兩個部份。於社會領域
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的理念與精神中的分享表達、相互對話、協同學習，並根據收集到的質性資
料，來檢討與修正研究者的教學。

貳、學習者中心
學習者中心教學是必須讓學習者產生內在動機，製造學習機會讓學習者確認自己的需求及
了解學習的責任，學習者主動參與學習，並且運用學習策略進行學習，學習的內容由教學者及
學習者一同決定。因為每個學習者是不同的個體，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尊重與接納學習者的個
別差異， 設計多元的教學活動、教學策略、教學環境， 以協助學生發展問題解決、批判思考
及學習技巧的能力，進行真實性及形成性評量，讓教學者與學習者都能掌握學習狀況，使學習
者能從學習過程中建構自己的知識與能力。
根據上揭說明本研究之學習者中心概念掌握下列三個原則：
一、經驗學習，體驗活動：透過精緻的體驗活動，讓學生先學習發現問題、問題解決、合作學
習等等能力。
二、學習知識地圖：透過心智圖的教學，讓學生學會尋找知識的相關性與彙整能力。
三、思辨活動：透過小組與小組之間的對談，教導學生提問與回應的能力。
教好學生學習的基礎能力，學生就會用學習的成果來展現他們自己的才華。初期的必要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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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過程中的適當放手，如何拿捏都是要靠經驗，不要被大環境所牽制，回到原點，才能思考
「學習者中心」的真實意義。

參、概念構圖
概念構圖的定義為「概念構圖乃以連結語連結不同概念及其階層間的關係，形成有意義的
視覺化網路圖像，學習者運用既有的知識去同化理解新的概念，將知識結構呈現於構圖中。」
換言之，概念構圖是一種視覺化的空間圖形組織，它強調把雜亂、無秩序的概念依照合理的邏
輯順序加以分類，且依照概念範圍的大小進行階層性的排列，透過連結語的串結將不同階層或
是不同類冸的概念作有意義的連結，建構成一個知識結構網絡，藉此明確呈現出學習者的概念
架構。其教學方法的操作上則主要可歸納為「篩選重要概念」
、
「歸類及排序」
、
「連結概念間的
關係」、「交叉連結」、「舉例」五個步驟。
概念構圖理論基礎包含了有意義的學習論、訊息處理論、及知識建構論，本研究所採用的
概念構圖，乃採集各理論之要義，依據 Vygotsky 建構論的搭鷹架方式以及 Ausubel 強調的先備
知識與前導組體，教師以協助者的角色引導學生在參與構圖的同時，將新舊概念做有意義的同
化與連結，並藉由構圖空白處吸引學生選擇性的注意關鍵訊息，運用此種視覺化的圖型組織，
將學習材料進行訊息編碼，轉換成一個方便學習者儲存及提取的具體架構。在教學流程上，亦
屬同樣三個階段的發展活動，讓學生從「明確的教學階段」藉由教師引導、示範開始，經「學
習責任轉移階段」鼓勵以同儕相互討論的方式完成概念構圖上缺空部份，到「責任完全轉移階
段」由學生獨立完成鷹架式概念構圖。

肆、新竹縣校本實踐團隊
新竹縣國教輔導團為提升縣內教師專業成長，並形成跨校合作專業社群，故於 102 學年提
出校本實踐團隊學校理念。校本實踐團隊學校招募有志於社會領域專業增能之校內種子教師，
並結合社會領域教學備課、觀議課，培養未來各校學習社群召集人之團隊帶領能力，協助學校
專業社群與本位課程發展。各領域之國教輔導團團員根據校本實踐團隊學校重點不是量增，而
是質變，了解現場教師專業知能的需求和精進心，透過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之教學實踐，精
準掌握學生學習與有效學習。新竹縣 106 學年社會領域之校本實踐學校包括竹北國小、雙溪國
小、玉山國小、富興國小、碧潭國小、新城國小等六校，唯因考量輔導員之人力，故參與本次
研究案之校本實踐學校為竹北國小、玉山國小及雙溪國小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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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共同體在新竹縣校本實踐團隊學校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教學之實踐可
行性，從分析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現場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時所遭遇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有效的教學策略、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及教學群的共同備觀議課之收穫與省思，因此，將文
獻探討部分主要分成兩大部分作討論：第一節探討「教室裡的寧靜革命－－學習共同體」，第
二節則探討「概念構圖在社會領域之教學應用」，以下分述之。

第一節 教室裡的寧靜革命－－學習共同體
「學習共同體」的背景，源自 1980 年代日本的高升學率，填鴨教育與成績至上的風氣使
得學生對學校及班級失去歸屬感，缺乏學習興趣，紛紛從學習中逃走。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科
教授佐藤學先生經過長期研究，提出以「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 ）為目標的教育
改革，將地方、學校、家長、教師都視為一個個學習圈，透過相互學習及經驗交換，以保障及
提升孩子的學習。這場「寧靜革命」運動，從日本一路延燒到臺灣，希望在教師主動的成長後，
改變課室教學的風景與內涵，讓孩子能學會「學習」的能力，而有了真正懂得、了解知識運用
的結果，讓從以往傳統教學中逃走的學生，一一回到課堂上，擔任學習的主人。

壹、學習共同體的發展背景
這場歷經了十年的「學習共同體」改革之路，沒有標準作業流程，也非所有學校問題的「處
方箋」
，卻給了台灣在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程實施的一個思考方向（ 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 ）：
唯有我們將學習的權利交給學生時，學生才會自己持續不斷地尋求學習改進之道（ 引自陳美
如、郭昭佑，2012 ）。
事實上，佐藤學教授在 90 年代發現日本學生開始有「從學習中逃走」的現象，後來東亞
其他國家也陸續發生。這是因為二次大戰後，東亞國家現代化過程被急速壓縮，經濟發展快速，
國家需要的教育必須非常有效率，於是發展出以考試升學為主的方式：學歷越高，就能脫離原
有的社會階層和環境，因此教育成為孩子成功的手段。但在走過經濟高峰後，整體環境進入停
滯狀態，原本的以考試成績好、進入好學校、畢業找到好工作的動機學習動機已不復以往具備
絕對的因果關係，因此，學生看不到未來，自然漸漸失去學習的動力，造成了這種「從學習中
逃走」的怪現象。
佐藤學認為：要克服現代學生從學習中逃走的危機，絕對有必要將過去的「勉強」
（ 日文
意為用功讀書 ）轉換為「學習」
。其不同在於，過去投注在「勉強」中的學生，並沒有遇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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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事物或與任何人交談的機會與動能；而「學習」的過程，學生則會經營與人、事、物的相
遇與對話，這是與他人思考或情感的相遇與對話，更是與自我的相遇與對話（ 佐藤學，2006/2012,
p. 55 ）
。因此「學習」的世界，是瓦解內在的自我並與外部世界組織關聯的世界；也是透過省
視自己，進而搭建一座橋樑與他人溝通的世界（ 佐藤學，2006/2012, p. 64 ）
，理想教學便應該
建立在對話與聆聽的基礎上，形成真正的「協同學習」。
事實上，這樣的概念奠基於維高斯基（ Lev S. Vygotsky ）的「近側發展區」
（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 ）理論，透過人與人間的溝通對話過程，將學習從獨自可達的領域（目
前的發展水準）
，啟動活化聯結，提升到經由他人協助可到達的領域（未來的發展水準）
。佐藤
學認為：學習就是藉由「透過媒介的活動（課程設計、言語、素材、模型、概念等）」與嶄新
世界相遇，並在與教師及同學的對話中「伸展跳躍」（ 佐藤學，2012 ）。

貳、學習共同體理論內涵
一、學習共同體的涵義
「學習共同體」是「學習」
（learning）與「共同體」
（community）兩個語詞的結合。Learning
在中世紀含有「教」與「學」雙重意義，也含有「學問、知識」的事實（鍾啟泉譯， 2004）。
Community

一詞，依據牛津大辭典的定義界定為一群具有共同或平等權利地位的個體；最初

源於德國學者滕尼斯（F. J . Tonnies）採用的德文「Gemeinschaft」，原意指共同的 生活（李明
麗，2009）。儘管「共同體」一詞在不同的文獻中有不同的意義，但其相同處均含有「歸屬」
的意味，唯有當成員都感受到團體歸屬感、對成員的信賴與安全感後，共同體才能成立，只有
在真正的共同體中，個人方能全面發展其才能，才可能擁有個人的主體性。
因此，佐藤學強調，二十一世紀的新學校，要有自己的願景、教育哲學和創新的教學活動：
要將學校建構成不只是學生相互學習的地方，老師也應成為學習專家，同事、同儕彼此交流，
師生、親師、社區家長等都應該要共同參與孩子的學習，大家都是彼此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余
肇傑， 2014）
。在以實踐「學習共同體」為理念的學校裡，教師的責任不再是趕進度，教師要
在學生的學習世界裡擔任提供指導方針的專家，負責豐富每一個孩子的學習經驗；確保每個孩
子的學習權利，保障學生有機會進行較高程度的學習挑戰，為成為民主社會的未來公民做好準
備（佐藤學，2012b）。
走訪日本「學習共同體」的前導學校，總能感受到一種整體的關愛和溫暖；面對急於參訪
與了解「學習共同體」如何實踐的訪客們，睦中學的校長武森公夫像個哲學家，堅持先說明：
「真正的關愛才是一切學習的根基」（親子天下，2012）。這正說明了佐藤學（2012b）所堅持
推動的「學習共同體」，真正能創造出寧靜的校園、安心自然的對話、課堂上洋溢相互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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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每一位教師都能安心的敞開教室大門，虛心的和同僚之間相互學習。
二、學習革命的三種實踐
學習共同體的期許在於學生從被動式的「勉強」到主動式的「學習」的轉換，佐藤學提出，
可藉由教學現場的活化：將「活動式學習」
「協同式學習」
「反思式學習」落實到具體化的實踐，
其中：
(一) 活動式學習：過去的傳統教學是透過教科書、黑板、筆記的「座學」，這種方式僅僅是聽
從教師的說明以及閱讀理解黑板和教科書的內容，並全部背誦記憶，完全不必與任何事
物相遇，也完全沒有對話；佐藤學認為學習應該是透過活動，讓學生充分運用學到的知
識與技能，並願意在失敗時，再次反省並思考知識的原理，如此學生才能真正了解知識
的道理，唯有透過「超越課本以外特別設計的探究式作業、體驗活動、建構學習或延伸
學習，才有機會透過人事物相遇及對話，實現教室中的「活動式學習」
（ 薛雅慈，2014 ）
。
(二) 協同式學習：佐藤學（ 2003 ）所提出的協同學習是一種「靜悄悄的革命」，他認為協同
討論的情景是溫柔平靜的聆聽，而非熱烈的討論。它和傳統的「合作學習」不同，並不
是要由能力好的孩子去照顧能力差的孩子；
「互相學習」和「小老師」不同，它是一種平
等溫柔的關係，希望將學習建構在「信賴」與「團體」的基礎上，遇到困難時可以主動
求助，取代合作學習時的「評量」與「競爭」
。透過「ㄇ」字型排列的座位，每個四人小
組就形成一個學習圈，方便學生隨時進行討論，不論能力高低，在學習討論過程中一起
思考解決問題，也帶著謙虛、互相交流的心態學習別人的想法。
(三) 反思性學習：佐藤學（ 2003 ）書中提及「反思性學習」
（ reflective learning, RL ）主要是
強調擺脫過往的儲蓄性知識而轉往表現、分享與品味知識；而一般「反思性學習」則泛
指在學習與探討之實踐中，能考慮價值和意義的深思熟慮過程，帶有價值判斷與批判思
考的分析性技能（ 陳木金，2007 ）
。因此根據學習共同體精神，課堂上教師應先引導學
生思考，帶出學習問題，其次透過小組互相討論，了解學生思考方向，並不時地請學生
與全班分享。一方面訓練學生如何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也讓學生的思考更深
入廣泛。
簡言之，透過在教室中追求活動的、協同的、反思性的學習，學習者建立了「與物件世界
的對話－文化實踐」
、
「與他人對話－對他實踐」
、
「與自己對話－內省實踐」三位一體的實踐（ 佐
藤學，2007 ）。

9

参、學習共同體的教學實踐
社會領域有別於其他學科，強調以「人」為主體，盡一切能去展人類潛能，引導人類去
思考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此觀念與佐藤學認為學習是建構客觀世界、
探索與塑造自己及編織自己與他人關係的活動道理相通（ 鍾啟泉譯，2010 ）。
然而，在過去高度重視學科知識教育的基礎下，孩子在上社會課時早已習慣從不被教導
如何動腦，僅需學習如何記下「考試的標準答案」，如此這般只教導學生宰制式的事實學習與
記憶，將無法符合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也可能加速學生從學習中逃走的可能性。
因此，如能透過學習共同體的學習方式，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發展學生「獨立思考的
能力」，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才能服膺十二年國教想要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教育理
念的可能性：將學習的主權發還給學生，幫助其培養出主動學習、設計思考、問題解決、溝通
合作、 資訊素養、創造力、批判力、決策力、行動力等各種能力，以有效適應、引領快速變
遷的二十一世紀未來公民。
以下余政賢（ 2015）「在社會領域實施學習共同體的第一步［教師共學］」的分享中
曾以下圖說明「學習共同體」的實施的二個重要部分：一個是教師共學，一個是學生共學。以
下分別介紹之：

圖 2-1-1 學習共同體的整體圖像（余政賢，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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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共學－展開教學研究的學習專家
佐藤學認為，在協同學習中：教師的角色必須從「教育專家」轉型為「學習專家」。教
學目標不再是追趕進度，作為學習專家，教師的責任在於實現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教師在保障
每一個孩子學習權的同時，也要把握自身作為專家成長的機會。因此，教師必須展開日常的教
學研究，
「必須充實教學後的『反思』
（ reflection ）
，而不是滿足於課前的教學『設計』
（planning）」
（ 佐藤學， 2006/2012, pp. 128, 146, 147 ）。
正如同黃源河與符碧真（ 2011 ）所指：日本教學研究所強調的四個必要步驟為「研究」、
「設計」、「實踐」及「反思」，因此從教育目標的訂定、研究課題的產生與設計，到在學校
試教實踐教案以瞭解實際成效，都需要與各中、小學校的特性相結合，因此「教學研究」成為
現職教師的專業成長模式，也是一種教學意識的轉變與提升。
然而，「教學研究」的方式是甚麼呢？不是傳統的教師研習、學校參觀或是讀書會，而
是透過共同準備與討論單一課堂教學，來達成教師共學的效果。因此，教師共學應該有下列歷
程（ 余政賢，2015 ）：

圖 2-1-2 學習共同體中教師共學的循環歷程（余政賢，2015）
（一）尋找學習好友
找到學習好友是進行學習共同體的第一步，教師可以邀請有意願、談得來的同學年或同
學科領域的同事，成為學伴教師，一起來準備、觀察、分享大家都會進行的同一單元的課堂
教學，重點不在人數，而在這群學伴教師彼此間是否能有充足的信賴感（余政賢，2015）。
（二）共同備課
當教師學伴有共同授課年級科目後，就可以坐下來一起討論備課。剛開始可以試著約定
一個時間，討論兩到四週後大家都會教授到的一節課即可，因為共同備課的學伴教師都會教
授這堂課，就可以分享自己準備怎麼進行教學，確立出大家有共識的主要教學流程與重點。 在
這裡，共同備課的教學方式，其實會和課程中的「學生共學」有連動關係，意思是，學伴教
師們要討論出能促進「學生共學」的教學方式，不必希望一步登天，只要從改變傳統的講述
式教學作起就好，慢慢地進行學習者中心的蛻變；另一方面，也可針對課文內容進行教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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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掌握這堂課的學習重點，利用圖像組織進行教材分析是一個不錯的方法，也更容易設
計出課堂提問。如果此時夥伴們都是資深教師，對教學流程的掌握已有充足把握，其實只要
確認本堂課的主要教學流程與 2-3 個供學生共同討論的主要提問或僅初略擬出教學簡案即
可（余政賢，2015）。
（三）共同觀課
當學習好友準備好一節課的主要教學提問後，就可以請一位教師進行實際課堂教學，另
外兩到三位學伴在旁觀課即可。並不需要在其他人還不懂得如何共同觀課、共學時，就大張
旗鼓的廣邀非學習好友的同校教師或主任、校長到場觀課，因為，這不但對教學者而言是一
股莫大的、沒有信任感的沉重壓力，更是一種缺乏信任的做法。
學習好友的共同觀課要看甚麼呢？首先要說明的，這場觀課不是教學演示、也不是教學
觀摩，它就是一般的教學課堂，一場想透過提問讓學生能進行討論的課堂而已。因此，學習
共同體的觀課焦點是學生的學習，具體來說，就是教師們在教材分析後精心設計的提問，學
生會怎 麼想？怎麼回答？就是學習好友觀課的焦點。因此，學習共同體的觀課表不是傳統的
教學演示檢核表，也不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學檢核表，它其實應該是一張白紙，讓學伴
教師筆記學生的對話與反應即可（余政賢，2015）。
（四）共同饗課
在教師共學中，余政賢（2015）建議以「饗課」來取代「議課」的一般說法，因「議」
字有議論之意，背後存有質疑的意圖。而佐藤學認為觀課應以學生的學習表現為焦點，在座
談中更要分享學生表現對 個人教學的啟發，不應評論教學者，才會讓教師更願意開放課堂。
因此，「饗」字有同享收穫之意，或許更能彰顯學習共同體的教育意涵。
在此時，觀課者要分享甚麼呢？不是要給教學者改進建議，而是要分享學生在提問下的
表現、疑問是甚麼，進而修正當初大家共同擬定的教學流程與提問。學伴教師也要分享觀課收
穫，分享可以改進觀課者自身教學的啟示。如此一來，再饗課的過程中，不再是傳統教學演示
的批評教學者，而是真誠分享收穫，並改進共同備課，讓下一位教師學伴在進行同一堂課時，
能促進教學品質。
綜合上述，「教師共學」讓學伴教師成為學習共同體，大家一起完成課堂教學、一起精
進課堂教學，彼此能放下心防，在相互提攜的態度下，在不同立場或視野下進行真誠的討論，
就不會有傳統教學演示中感到遭受批評，不歡而散的不信任感，才能讓學習共同體的教師共學
長長久久的經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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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共學－品味分享與學習的課堂風景
當教師們習於公開課、議課的對話，教師信賴的同儕性得以培養，校園或教室開放的氛
圍得以營建，關於教師的專業部分就得以建構。接著我們才可能開始想像下述的課堂風景：教
室前面的布告欄張貼著一張海報：「問，需要一時的勇氣；不問，是一輩子的無知」，學生們
的位置以「ㄇ字型」排列，教師以一位傾聽者身分，側身站於發言同學身旁，聆聽發言內容；
或彎腰或蹲下身傾聽同學對話，教師接納與支持學生，判斷發言內容和討論主題的關聯，為接
下的串聯活動做準備，適度提出和文本和他者發言之間關係的問題，並適時鼓勵學生提出問
題；教師提出了挑戰性的佈題，學生霎時安靜無聲，陷入了沉思，教師隨即組織了小組討論，
學生們初始有一搭沒一搭安靜的對話，對話在差異理解的傾聽中逐漸活絡，最終可能形成共識
或多元的結論。接者展開組間、全班的分享與傾聽，每位學生發言時，總是吸引其他同學的關
注，對於同學的發言和自己不同時，更是發出驚嘆不已的輕聲讚嘆。這樣的課堂風景，讓學生
和教材（世界）、和他者和自我相遇，這就是學習共同體的課室畫像之一（ Hsu Yiping, 2014 ）。
這樣的課堂圖像，和過去教師提問之後，學生們不經思考馬上熱切地舉手回答教師問題
的情況有什麼不一樣呢？過去的分組合作學習，小組在組長的責任分工下，表面上有條不紊的
進行負責工作的推進，熱鬧的忙著各自發表（自說自話），造成教師要不斷的以權威方式喝令
學生降低討論音量；有時學生會過於熱切的追求統一的答案以達到教師的獎勵積點標準，課堂
中關注教師在計分表上的加減分與公平性遠比對學習的內容或其他同學的想法還多；因此，對
於同學之間的對話與傾聽，或是針對同學彼此發言的內容串聯接續的知識討論，將更加的欠
缺，而這些，正是佐藤學推動學習共同體時，比外在分組討論、教室座位表的改變更期待變革
的地方－－一場關於「傾聽」、「串聯」與「回歸」的溫柔革命（ Hsu Yiping, 2014 ）。
我們可以從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辦公室於2013年所提出的「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
同體手冊1.0版」中看見的課堂學習共同體概念圖（圖2-1-3），嘗試理解佐藤學先生追求的是
安靜平和的課堂風景～～一場節奏動人的爵士樂章，唯有在寧靜的討論中，才有可能確保每一
個學生都在學習，才能真正的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為了達成這場寧靜革命的目標，教學可從
以下幾個面向嘗試進行改變（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辦公室，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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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課堂學習共同體概念圖
資料來源：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辦公室（2013）。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手冊 1.0 版：25。

（一）營造安心熱衷學習的課堂文化：
1. 教師關懷、尊重每個孩子，關注學生學習的差異性，尊重包容不同或是錯誤的意見，讓
孩子相信這是一個可以安全發言的課堂環境。
2. 教師的身段要柔軟、語言教慎重精緻、仔細聆聽；並且要能耐心等待，有時候高階知識
的學習可能解開低階知識的困頓，因此，要能鼓勵學生用多元的方式嘗試、探索並解決
問題，不必急於一時的學習成果。
3. 小組討論時以2-4人為宜，避免背向黑板，注意男女各半；座位的安排可ㄇ字型，或是扇
形、Ｖ字形等適合學生對話交流的位置安排。
（二）促進學生探究、合作、表達的課堂學習：
為了營造有效的學習共同體課堂，教師在共同備課時就應掌握以下的三要素：
表 2-1-1 課堂學習的三要素
內容

要素
探究

是教師能在教學中創設一種類似於探索、研究的情境，讓學生透過實驗、操
作、訊息蒐集、處理與分析等慎思過程，進而建構自己的知識和經驗。

合作

在於個人基於對知識本質理解的渴求與想望，而與他人進行共學合作，從相
互往返的對話中互搭鷹架、激發多元思考素材，產生學習跳躍。

表達

個人能以不同符號、工具或媒介等分享觀點，學習聆聽他人意見並尊重殊異
想法，且能於論述說理時，提供相關證據輔助說明等。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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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堂教學歷程的三步驟：
課堂教學歷程可分成三個步驟，教師可把握時機將探究、合作與表達的教學活動設
計融入其中：
表 2-1-2 課堂學習的三步驟
內容

步驟
導入

教學一開始的準備活動，主要包括動機的激發與複習舊經驗。

開展

教學過程中的發展活動和綜合活動，像在進行新概念的教學。

挑戰

配合開展性教學所進行的延伸活動，可視學生的學習情況，提供較高難度
且具挑戰性的課題，激發學生進行深度思考，實踐伸展跳躍的學習。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教學歷程中，教師進行導入、開展與挑戰的教學活動，在設計好的學習鷹架之下，教師引
導學生進行探究、合作與表達，逐步精熟和深化學習。其中，挑戰可在一堂課中出現，也可能
在一個教學單元中才出現，教師要依照自己的教學風格、學生的學習需求和學習目標，彈性的
安排與調整。

圖 2-1-4

課堂教學步驟與教學引導工作

資料來源：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辦公室（2013）
。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手冊 1.0 版：29。

（四）教師教學引導的三個工作：
教師在課堂學習共同體的角色不再是主要的講述者，學生也不再是被動的接收者，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合作與表達，主要工作在於「聆聽」、「串聯」與「返回」（表 2-1-3）。
教學時，教師要聆聽學生的聲音，串聯學生的思考，並適時返回主概念的陳述；一旦進行返回，
教師要將學生的思考引向更深處，然後再重複聆聽、串聯、返回，如此循環往復（圖 2-1-4），
以幫助學生在學思考上達到更深層的伸展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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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教學引導的三個工作
工作

內容

聆聽

一方面可藉以評量學生的學習情形；另方面則作為串聯學生思考的準備。

串聯

串聯是課堂引導的核心，教師要為學生做好與教材的串聯、過去與今天的
串聯、課堂與世界的串聯、教材知識與真實生活能力的串聯，將概念類化
到其他情境或是更深化學生的學習。

返回

對於概念需要重新講解、補充、統整或歸納時，就會進行返回的工作；教
師應注意每次返回主概念的陳述時，就是帶領學生往更深入的思考前進時。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五）課堂教學的參考流程：
佐藤學（2012）認為學習是與新世界的接觸對話，並透過與教師、同學及自己的對話，
來挑戰學習的「伸展跳躍」，建議教師對於「前端」已經會的學生，教學內容必須設定在比
一般的教學水準更高的層次，學生的學習才會形成；而對於「後端」學生則要積極 照顧，不
放棄每一個學生，徹底指導實施低學力學生向同學提問的習慣；因此，教學設計可以參考以
下的流程（ 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辦公室，2013 ）

圖 2-1-5

課堂教學參考流程

資料來源：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辦公室（2013）
。
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手冊 1.0 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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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導與學習共同體計畫辦公室，

第二節 概念構圖在社會領域之教學應用
概念圖提供了一種看得見的線路圖，使我們能夠付諸實踐的將命題中的概念意義聯繫起
來的方法；而概念構圖是建構概念圖的一個動態歷程，是一種可看見的認知結構的表徵法，並
且具有視覺表徵的特性（Plotnick，1997）。在建構概念圖的過程中，教學者也可以透過概念構
圖各概念之間的連結是否正確、概念層級的安排是否適當等，瞭解學習者的學習情況，以作為
教學改進的參考；而學習者本身也可以利用概念構圖的方法，增進自己對概念的統整與了解，
可說是一種強調概念組織和統整協調的學習方式（吳文芳，2006）。

壹、 從社會領域的特質談概念構圖教學的意義
教育部2017年公布之社會領域草綱中開頭即指出：社會領域的主要教育功能為傳遞文化
與制度，培養探究、參與、實踐、反思及創新的態度與能力；其核心理念在於涵育新世代的公
民素養（ 教育部，2017 ）。由此可知，如果僅以傳統教師在台上宣講，學生在座位上接收的
單向教學方式，學生常淪於被動的學習，這樣機械式的記憶（ rote memory ）或機械式的學習
（ rote learning ），帶給學生的常只是片段、純記憶性的知識，無法達成有意義的學習，進而
解決學生實際上的問題，更遑論要成為知識、技能與情意兼顧新世代公民。
為了想要促進社會領域教學的效果，國內外紛對社會領域的教學特性歸納出不同的教學
方法：例如 Gunter, Estes, & Schwab 在2003 年歸納出「直接教導法（ direct instruction model ）」
、
「概念習得法（ concept attainment model ）」、「概念發展法（ concept development model ）」、
「創意解決法（ synectics model ）」
、
「探究學習法（ inquiry model ）」
、
「班級討論法（ classroom
discussion model ）」、「合作學習法（ cooperative learning model ）」以及「情意探究法（ model
for exploration of feelings ）」等八種適用於社會領域的教學方法；國內學者陳麗華（ 2002 ）
也曾提出：（1）訊息處理模式：基本歸納策略、概念構圖教學；（2）社會互動模式：討論教
學的策略（如腦力激盪）、角色扮演、情境模式教學；（3）社會行動模式：社區學習階段的
教學策略（如多元文化觀的陶冶）、社區探究階段的教學策略（如議題中心教學）、社區行動
階段的教學策略（如公民行動方案）等促進學生主動學習的教學方式（ 轉引自高博銓 ）。
教師若能有效掌握這些適用於社會科的教學方法，可以發現學生有機會在社會學習領域
的課堂上表現出高昂的上課興致，但其興趣是否與社會學習領域的表現成正比，似乎又無法完
全劃上等號。顯然，若教師未能明確掌握教學策略的要義，透過適當的引導步驟創造學習遷移，
使學生有機會在課堂上主動建構或進行知識的重組，藉此進行價值澄清，獲得知識的真正意
義；即便課程引發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仍會慣於依賴老師幫他們「畫重點、作整理」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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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方式，更容易造成學生們不探究真實意義，囫圇吞棗硬是背下課本中的概念及概念間的關係
的壞習慣，也學不會將學習的責任攬在自己的身上，在未來的學習路上將更難培育出高層次的
學習能力。
事實上，社會領域的教材內容是由許多的「事實」、「概念」與「通則」所構成，事實組
成概念，而概念再形成通則。所謂的「事實」，指的是真實的、眾所同意接受的、具體的事物
或事件，它是社會領域教材內容的基本元素，也是學童獲得知識的主要源頭；但單純背誦事實
對學習並沒有意義，能掌握「概念」才是獲得國小社會領域知識領域的基礎。「概念」在知識
層次中有承上啟下的功能，「概念」使我們能將知識層次底部的「事實」分類簡化、歸納總結、
推論與演繹（ 李宗薇，1994），並藉此進一步加組成有意義的論述，成為值得學習的「通則」，
例如：「都市發展受地理環境的影響」是一通則，敘述「都市發展」與「地理環境」這兩個概
念間的關係。而「地理環境」中又包含了「河流」、「地形」、「氣候」等較具體的概念（ 劉
美慧、洪麗卿，2002 ）；在這當中要如何解釋概念與概念間的關係、分析事件的因果關係以
及比較事件或主題之間的異同，對師生而言才是一項重要的活動與考驗（ 何俊青，2000 ），
例如：竹北市發展於平原地形的概念連結，遠比竹北市是一個都市的事實來的重要許多。
概念構圖的教學策略應用在社會領域上應用有許多優點，不同類型知識結構可用不同型式
的概念圖來表徵，教學者應利用符合該單元目標的概念圖，引導學習者思考方向，將有助於課
程內容通盤的理解與統整社會領域領域知識，同步掌握單元內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同時，
概念構圖以視覺及動態的輸入模式，也能協助學習者更加積極地融入課程當中，對課程內容中
的事實或概念進行更深入的思考，有助於知識的理解、分析與統整（ 劉美慧、洪麗卿，2002 ）。
每一次的建構歷程，都可以引導學習者進行批判思考：何者是重要概念、次要概念？這兩個概
念適合聯結嗎？這樣的聯結適當嗎？聯結語用的合適嗎？透過學生在思考組織概念圖的過
程，教師可以瞭解學生對課程內容理解的程度及迷思概念，對於不熟悉的部份給予詳細指導，
幫助其修正迷思概念、釐清訊息意義，並獲致宏觀的理解，進而達到學後保留的效用，在未來
可較容易喚起先備知識來進行學習，進而達成學習遷移的效果（ 洪麗卿，2002；陳麗華，民
2002；羅廷瑛，1999；郭靜芳，民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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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概念構圖的理論與意涵
一、概念構圖的理論背景
概念構圖的理論依據可以從 Ausubel （1963）提出的有意義的學習理論基礎談起，其將
人類的心智運作視為一個「訊息處理和儲存的系統（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and
iformation-storing system ）」，有能力主動認知、獲得並保留訊息；而這些能在大腦神經系統
中被學習保留下來的整體性知識即為「認知結構」，包括概念（ concept ）、事實（ fact ）、
及命題 （ proposition ）（ 陳永春，2003 ）。Ausubel 指出：學習必須在學習者已有充分的
先備知識基礎的前提下來學習新知，才能達成有意義的學習；也就是說，學習者必須依靠腦海
中原有的「認知結構」為根基，才能進行不斷的學習與知識重組；而教學者必須讓新學習和學
習個體認知結構中的舊經驗產生連結，也就是要重視「前導組織」的教學，才有辦法幫助學習
者真正的產生學習意義（ 張春興，1996；洪麗卿，2002 ）。
簡茂發（ 2003 ）認為 Ausubel 把學習分成了兩個向度：一是在教材組織方面強調須配
合學生身心的發展、舊經驗和先備知識；另一則在學習方式上應讓學生從實際的操作中發現一
些道理，藉由教師扮演引導者帶領學生主動尋求答案，進行有意義的學習；換言之，Ausubel 認
為唯有配合學生已有的能力與經驗，學習才會有所收穫而具意義（ 范瑞東，2005）。而Novak
和 Gowin 以此為根據，在1984年提出說明：認為概念構圖係指以命題的型式，呈現概念間有
意義的關係，能協助學習者辨別概念關係、組織新舊概念、並納入階層的知結構，最後整合至
較大的知識結構中（ Briscoe, 1991）；也就是說概念構圖能以具體的圖像來幫助學習者學習某
一特定的知識範疇中所包含概念，以及這些概念之間彼此的關係，它能幫助學習者加強在形成
內心表徵前所需的統整、重組資訊的能力，讓學習者將所閱讀的知識與過去已有的相關知識重
新做連結，使學習者對於相關知識產生全面性的瞭解。
二、概念構圖的意涵與特性
Novak & Gowin（ 1984 ）說明「概念構圖」是以命題形式的圖解來表徵概念與概念間階
層的連結關係，能藉此具體呈現知識的內容結構：首先要針對所要學習的內容概念先做階層性
的分類和分群，其次則以聯結線聯結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並在聯結線上標記出聯結語以輔助
說明，如此形成一網狀結構圖，即稱為概念圖，而其建構歷程即為「概念構圖」。我們可亦將
之理解為「點」到「面」的學習，是由單一概念擴充到語意脈絡中的概念意義學習，藉由圖像
組織將知識加以視覺化與具體化，更能完整呈現概念間的聯結關係與知識內容結構（ 余民寧，
1997 ）。
如果能徹底了解構成概念圖的四種圖表特徵（概念、命題、交叉聯結與層級結構）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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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用，便能更容易掌握學習內容的重點與關聯（ 余民寧，1997 ）。「概念（ concept ）」
是感知到事物的規則屬性、常用專有名詞或符號來進行標記；「命題（ propostitions ）」是對
事物的現象、結構和規則的陳述，在概念圖中，命題是兩個概念間經由聯結語而形成的意義關
係；「交叉聯結（ cross-links ）」是表示在不同的知識領域中，概念間的相互關係；而「層級
結構（ hierarchical fameworks ）」則是概念的展現方式，含括性最大的概念置於上層，附屬性
的概念放置於下層，彼此間無隸屬關係者，則放置於平行的位置（ 余民寧，1997）。
以下的說明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理解概念圖的特徵（ Novak & Gowin , 1984 ）：
（一）概念圖可以橫向發展，也可以回溯，呈現交叉聯結的型態。
（二）概念圖是以「命題陳述」的方式來呈現概念與概念間有意義的關係，例如：
「天空是藍色的」，「天空」和「藍色」是概念，「是」是聯結語，而「天空是藍色的」
的就是命題陳述。
（三）繪製概念圖的過程，能幫助學習者針對特定學習主題，聚焦出重要的關鍵概念。
(四) 概念圖是具階層化的，由涵蓋性較大且具普遍性的上位概念，逐漸分化至涵蓋性較小，
且較具特殊性的次要概念。
(五) 概念圖可將概念由大至小，或由高階到低階、由上位到附屬，逐漸分化、統整調和，如
何可摘要出內容的要點並釐清其中的關係。
(六) 概念圖可顯示出學生的迷思概念及學習概念，透過繪製、修改與分享，能夠促進反省思
考，是有效的後設認知工具。

参、概念構圖的教學應用
一、概念構圖的功能性
Novak & Gowin（1984）主張概念構圖具有以下三種功能：
（一）概念構圖可以使教師及學習者能針對特定命題連結的有效性，彼此交換意見看法或可
以找出概念之間錯誤的連結，能更釐清學習重點為何。
(二) 概念構圖能提供學習者視覺的路徑圖（visual road map），學習者可以使用這些路徑將概
念連結為有意義的命題。
（三）在學習告一段落後，可利用概念構圖將學習內容做成摘要，有助於探討概念的意義。
由上可知，「概念構圖」是一種簡單有力的策略，不但能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組織教材，
也能幫助學生自主學習、統整知識（ Novak & Gowin, 1984 ）；因此，我們可以說：「概念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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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不但是一種教學策略，更是一種有效的學習策略。
二、概念構圖的類型
而為達到社會科教育目標，范芸葳（ 2013 ）蒐集與概念構圖策略相關文獻，加以整理、
歸納後，可以找出由劉美慧、洪麗卿（ 2002 ）、洪麗卿（ 2002 ）所提出之三種較符合社會
科課程特性的概念構圖類型：
（一）聯結相關概念的概念圖
此種概念構圖是指以一個主要概念或主題為中心加以組織，由中心向外發展或由上而
下，逐漸擴散，融合相關的概念、細節的構圖。此種構圖又再分為兩種，由中心向外發展的
概念圖示，如計畫組織圖、概念圖、蛛網圖、網狀圖等，此類圖形稱為蜘蛛網圖（ spider
webmaps ）；而另一類由上而下發展的概念圖形，如階層圖、階層網路、階層結構等，此類
圖形稱為階層圖（ hierarchy maps ）。
（二）因果關係的概念圖
因果關係的概念圖示適合用來檢視一事件的形成經過或問題，由原因到結果一步驟一
步驟發展的概念圖示。因果關係的結構顯示，某件事情的發生是由於之前發生另一件事情而
導致，在文本中常見的特徵詞有因此、於是、由於、因為、所以、因而、仍然、儘管如此、
還是、不過、如此…以致於…、為此、導致及這樣（ 賴麗珍譯，2006 ），其適用的概念構
圖類型為因果鍊圖（ causal chain maps ）和魚骨圖（ fishbone maps ）兩種。
（三）評估想法的概念圖
評估想法的概念圖示主要是在解釋兩個或兩個以上事件之間的相似（ similarities ）與
差異（ differences ）（ 賴麗珍譯，2006 ）。其在文本中常見的特徵詞有：雖然、和、但是、
相反的、或是、然而、不只(不僅)、一方面、另一方面、或是、而不是、相似地、除非、不
同於等（ 賴麗珍譯，2006 ）。此種概念構圖示可以幫助學生進行主題、現象的比較，以利
學生分辨異同及統整調合，包含權衡秤圖（ weighingscales ）和環扣圖（ venn diagrams ）。
三、概念構圖的的教學流程
以下分成概念構圖教學前的準備活動、教導學生繪製概念構圖的教學以及在社會領域教
學中的實施步驟三部分來進行說明：
（一）概念構圖教學前教師的準備工作
根據研究顯示，教師對概念構圖教學法是否充分了解並正確的實施教學，是影響教學
法能否順利進行的一大關鍵，因此，教師在實施概念構圖教學之前，務必要充分熟悉此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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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才能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引自孫郁純，2006 ）
。且思考具有許多形式，Jones、Palincsar、
Ogle 與 Carr（1987）認為不同的概念圖型式，代表著不同類型的知識結構，概念之間的關
係也不相同；因此教師需要去瞭解特定的概念構圖所適用的特定主題，然後才能幫助學生了
解為何教師建議使用某一概念構圖，以幫助思考的原因所在（ 洪麗卿，2002；Clarke，1991 ）。
（二）教導學生繪製概念構圖的前置教學
為了使實際進行概念構圖教學時，學生能瞭解不同概念構圖圖示的運用時機與繪圖步
驟，更快進入學習狀況，因此本研究在實際教學之前，有進行概念構圖前置教學，而第一次
教導學生使用概念構圖時，最好一次只介紹一種概念構圖，以避免學生混淆，教導的程序如
下( 洪麗卿，2002；黃永和、莊淑琴，2004 )：
表 2-2-1 概念構圖前置教學步驟表
步

驟

操

作

內

容

一、提供範例

針對所要教導的概念構圖圖示，教師至少提供一個相似且已完成的概念
構圖作為範例。

二、示範構圖

教師必須向學生示範如何以提出問題的方式來引導自己去選擇和計劃
如何構圖；此外，也可從問答中找出關鍵字（重要概念）的摘要過程。

三、 提供程序
性知識

師生共同討論何時需要使用圖示？為何要使用此圖示？該圖示的優點
為何？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負擔的責任有哪些？幫助學生的自我認
知效能，才有可能主動精熟構圖技巧，進而延伸應用在其他課程中。

四、輔助教練

由教師帶領，先全班共作，再以小組方式操作。圖示完成後，能說明、
分享和比較彼此的概念構圖。教師給予足夠的回饋，幫助學生了解，構
圖過程中經歷「計劃」(plan)和「修訂」(revise)是無可避免的歷程。

五、進行練習

當學生熟悉合作構圖之後，教師可提供學生個別練習構圖的機會，並給
予學生適當的回饋。

六、反省與討論

讓學生反省與討論該種概念構圖學習的經驗與效果，以及在其他學科或
生活中的應用方式，培養學生對於組織圖的後設認知策略的獲得。

資料來源：引自范芸葳，2013；研究團隊整理
透過上述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在概念構圖的教學中，
「發問」和「示範」佔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可說是學生是否能夠自行繪製概念構圖的前置引導關鍵（ 李欣蓉譯，2005 ）
。唯
有透過聚焦的討論或是教師有目的性的提問，才使歸納及演繹的思考策略不斷出現在學習過
程的對話中；同樣的，我們可以發現，概念構圖的能力並非一蹴可幾，唯有透過教師不斷地
舉例、示範與引導，才能有機會讓學生熟練構圖的方法，此時，教師便要適度的撤離鷹架將
構圖活動的任務轉移給學生，培養自學的可能性（ 李欣蓉譯，2005；黃永和，2006 ）。
（三）概念構圖應用在學生學習的實際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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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熟練了各種概念構圖的模組後，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將概念構圖的學習方法應用
在課堂學習的前、中、後；並可以明確的步驟，幫助學生擁有完成概念構圖的程序性知識，
讓其在日後的學習歷程中養成良好的自學習慣，為自己與學習內容創造更緊密的思考與互動
聯結，茲將步驟分述如下：
表 2-2-2 概念構圖實際操作步驟表
步

驟

一、全面瀏覽

操

作

內

容

第一次閱讀時，應先全面瀏覽標題、次標題、說明和索引摘要，以及內容
目標，以作為討論及使用圖示的依據；接著可進一步思考各概念間的關係
是否具有階層性？或是具有先後順序？有哪些關鍵字是明顯的？等問題。
在全面瀏覽的思考過後，學習者應可對內容結構形成一種假設，在心裡選

二、心理陳述

擇一個最適合的概念構圖類型，而所有「圖示呈現」
（mental model）
。這樣
的假設所代表的即是心智模式，是學習者對於內容基礎的理解：它代表個
人所依賴的先備知識、個人認為那些概念是重要的，以及概念之間是如何
關連的。若學生在此無法選取一個適當圖示，那教師就要適時提供支持性
的協助和提供鷹架，幫助學生重複、更正組織新的概念構圖圖示，讓學生
能順利掌握文章的結構及選擇適當的構圖類型（洪麗卿，2002）。

三、伴隨理解
監控的討論

透過上個階段，學習者可思考出一個合宜的圖示結構，接著可以伴隨著幾
個討論工作：以填滿圖示當中的缺縫、尋找未被包含及未被呈現的觀念、
澄清在閱讀或學習中所發現的疑問，用以比較新的資訊與所假設的圖示與
相關的先備知識是否一致；在做比較時，學生可以檢測所預設的觀念和關
係，澄清或校對先前的觀念，可視為一個自我澄清的閱讀理解歷程。

四、繪圖

選擇一種適合的概念構圖，完成此圖示的繪製，在此過程中，教師可以試
著提出問題，作為圖示的引導。為了進一步確認學生理解與否，教師可提
醒學生可進一步思考：概念間呈現是否屬於列舉的性質？是否具有階層
性？概念間是否有因果或時間順序關係？是否有進行概念間的比較？這些
問題皆對應一些特定的文章組織結構與構圖類型。學生也可以嘗試著增加
一些細節，或者改變圖示的呈現方式。

五、扼要說明

學生已從概念構圖所獲得資訊的基礎，以文字撰寫或口頭報告方式重新建
構一份扼要的說明。在整個概念構圖繪製的過程中，描述與討論就有重大
意義與價值，因為學生在這過程中會重新思考整體內容知識與概念，並且

與修正

統整相關的概念，甚至產生新的想法，也可藉此發現學習模糊或概念聯結
錯誤之處，此時教師可以事實引導學生修正，來釐清概念。
資料來源：引自范芸葳，2013；研究團隊整理
綜上所述，每位學生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繪製出其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概念構圖來，也
就是說概念構圖須根據學習者個人學習經驗而繪製，沒有完全一樣的參考依據；老師可利用

23

這些概念構圖來作為學習共同體的鷹架，藉此澄清學生的錯誤概念或概念衝突，並透過同儕
間的互信基礎、辯證思考，讓學生增進對彼此不同意間之表達的瞭解與尊重，也讓學習效果
發酵於其中。
肆、小結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概念」是國小社會學習領域的基礎，也是社會科課程最重要的組
織重心，經由概念構圖的應用，可以幫助我們將概念作系統的分類，進行統整概念間的結構，
用以建構出完整的概念。而概念構圖教學是以視覺及動態的輸入方式，將社會科的概念與概
念間或知識結構進行有意義的聯結，有助於學生理解、分析和統整知識（ 劉美慧、洪麗卿，
2002 ）。
將概念構圖教學策略應用在社會學習領域上，可以激發學生在學習中主動思考與創造的
潛能；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應扮演好輔助者的角色，培養學生推理能力與判斷力，訓練獨立
及求知能力，建立良好習慣及應付變化與衝突的能力（ 李緒武，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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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為行動研究法。研究的目的主要探討學習共同體理念應用於國小五
年級社會領域之教學，在實際教學的歷程中，將透過學生的反應、過程紀錄、訪談、回饋、
省思檢討而持續不斷修正，以解決教學時所面臨的問題。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研究背景
資料；第二節研究架構與流程；第三節課程架構與行動方案的規劃；第四節研究工具與資料
處理。

第一節

研究背景資料

本節旨在依據研究的場域對象及參與人員介紹，透過對參與學校、班級及研究人員的描
述與了解，以利研究脈絡之清楚描繪。

壹、研究場域與對象
一、竹北國小
(一) 研究場域
竹北國小坐落於新竹縣竹北市西陲，有近百年歷史，鄰近市公所、圖書館，與義民中學、
竹北國中及竹北高中相互為鄰。目前班級數為五十一班（含普通班48班、特教班1班和資源班
2班），近一千三百位學生，百名教職員。來自傳統社區內的家長，平均社經背景不高，家長
奔波於生活，無心或無力於孩子教育，隔代教養、外配子女、社經弱勢家庭子女佔比頗高，
與鄰近新校相比，教師教學挑戰相對嚴峻。
然而，學校教師能仍幫助學生翻轉未來為信念，積極申請各類計畫，如中小學國際教育
SIEP課程計畫、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與三星電子補助智慧教室計畫、圖書館改建與圖書館利
用教育課程等，都將成為竹北學童涵養優質學力之後盾，期望能培育學生真正帶得走的能力。
(二)研究對象
五年平班學生為進行學習者中心教學實施觀議課班級，教學者擔任該班社會領域老師，
五年平班導師，其教學風格傾向傳統保守模式，除督促功課外並未主動帶領學生參與其他公
民活動，但會配合社會老師要求學生積極完成社會科之分組作業，能確保研究者掌握學生學
習探究進度。研究小組擬於下學期邀請該班導師進行協同教學，並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於其
個人教學中。
五年平班成員有男生16名，女生11名，共27名學生，學生成績屬常態分布情形，有接受
資源班服務學生1名，進入補救教學系統學生1名，及其他補救教學個案。因導師班級經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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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由，整體而言班級個人風格濃厚，尚未培養出團體合作與討論之氛圍，學習積極與配合
度可再進一步提升；在社會科的學習表現上，從五年級上學期開始訓練，對於基本的閱讀理
解策略與提問技巧略有進步，也能進行簡單的資料蒐集與討論，並有能力進行Powerpoint簡報
製作與分享。
二、玉山國小
(一)研究場域
玉山國小位於新竹縣關西鎮，屬平地偏遠學校，全校有六十三位學生，十九位教職員。
因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學校推動課後長時照顧方案及夜光天使計劃，並結合桌球、書法、
奧福音樂、視覺藝術及高爾夫球等課程，多元的學習規劃頗受認同肯定，學校約有七成的孩
子每日從學區外搭乘交通車到玉山就讀，家長對老師的教學相當尊重，親師之間互動良好，
在少子化現象下，許多小校面臨生源短少之衝擊，玉山國小仍能維持約六十人左右之學生數。
學校教職員多為深耕玉山的團隊、對學校、對社區，有豐沛的情感，對於學校各項事務
推行有良好的默契，也有共好互助的氛圍，於民國九十七年申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建
立教學觀察、夥伴回饋之專業對話機制，同時在教師專業社群方面，結合班級經營、閱讀理
解等主軸發展各領域之教學規劃，建立學校本位特色課程。
(二)研究對象
教學研究者任教之社會科任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該班成員有男生七位，女生六位，共
十三名學生，成績屬常態分布。班導端華老師教學認真積極，經常以問思策略引導學生理解，
在語文科學生有以心智圖等方式進行課文分析的學習經驗。
在社會科的學習表現上，五年級開始逐步建立預課習慣，課前能針對課文略讀、精讀、
畫重點，課堂上可以進行簡單的資料分析與討論，唯教學模式多以老師提問引導，小組討論
的合作模式是該班學生較少有機會進行的學習方式。
三、雙溪國小
(一)研究場域
雙溪國小有七十幾週年歷史，位於新竹縣寶山鄉與新竹市交界，鄰近科學園區，位在雙
山鄉最熱鬧的街道上，鄰近鄉公所、消防隊、圖書館等鄉內重要行政機關，並與寶山國中相
鄰。目前班級數有普通班12班、資源班1班，兩百多位學生，教職員工約四十人。因地處新竹
縣與新竹市交界、鄰近科園學區，家長社經背景懸殊，有些學生家長學歷高、家境優渥、家
長注重子女教育，而隔代教養、外配子女、經濟弱勢者亦不少，部分家長為生活奔波，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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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力於孩子教育。
學校以「創新、人文、健康、實踐」為願景，以親師協同的「並軌式閱讀教育計畫」，
希望用閱讀「拔尖、固本、 扶弱」帶好每一個孩子。校內老師與行政團隊互相合作，為學生
與教學盡心盡力，社區有許多熱心的家長，有強大志工團隊，協助學校推動閱讀教育、品格
教育，以及圖書室的運作。在親師共同的合作下， 在閱讀推動方面獲多項肯定，並於105年
獲校務評鑑整體表現「特優」
。學校期許以教育培養出具有有品格、能創新、有人文素養、健
康又有實踐力的下一代。
(二)研究對象
五年忠班佳欣導師畢業於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本學年第一次帶班，重視班級秩序與
常規，校內秩序與整潔評比表現良好，常與同學年資深導師或行政同仁討論班級經營技巧，
班級經營深受校內老師肯定。佳欣老師教學認真，對教學進度掌握很確實，對於學生不熟悉
的科目與範圍，會想方設法讓學生更加精熟。平時教學以講述法為主，但對於班級有機會成
為輔導團研究對象、可觀摩外縣市與縣內輔導團老師不同的教學方法，相當樂意配合並藉此
學習更多教學方法。
本班學生男生有10位，女生有 12名，學習較困難的有3名，程度較佳的學生有4名，雖
然該學區鄰近科學園區，但家長的社經地位普遍不高，很多仍是在地世居的後代，學生家長
也不太重視學生的學習，因此該班學生程度落差較大。學生中只有少部分會參加課後安親班，
大多數仍是回家自行寫作業，也不會有主動複習功課的習慣。但該班學生的優點是上課時很
認真聽講，執行任務時亦能努力完成，不會有干擾上課的情形出現，但也因為回家較疏於複
習，所以，每次上課時都要再花時間複習前節重點才能喚醒學生的記憶。
貳、研究人員
一、主要研究者
(一)羅雪瑞老師/竹北國小教學者
研究者92年畢業於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95、101、103、104學年分別提出竹縣
教育研究暨網路中心之研究計畫申請，研究計畫多以公民行動為研究主題，且皆獲優異成績
之肯定。102學年以「被遺忘的戰役－北埔事件的深秋回憶」教案，參與國小師資培用聯盟社
會學習領域教學中心舉辦社會領域教學中心教學演示及示例競賽活動教案甄選，榮獲第一名
成績。
研究者目前擔任竹北國小輔導主任，擔任社會領域老師有五年之經驗，也是新竹縣社會
領域輔導員，擔任輔導員以來，102、104學年積極參與中央團「有效教學與多元評量」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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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透過輔導團夥伴專業對話，建立共同備課的教學專業社群的模式，提升自己的專業能
力，包括帶領、輔導及提引教學核心，發展出個人有效教學的策略，希望學生在教師的引導
之後，能夠活化知識與技能，進行在地行動以解決生活的問題。
(二)陳思琦老師/玉山國小教學者
97年畢業於新竹教育大學區域人文社會研究所，目前任教於玉山國小，擔任導師及社會
學習領域召集人，也是新竹縣社會領域輔導員，於102、103學年參與中央團「有效教學與多
元評量」工作坊，透過輔導團夥伴專書研討專業對話，建立共同備課的教學專業社群的模式，
提升自己在活化教學及閱讀理解策略融入的專業能力；同時運用所學，設計學習者中心之課
程教案，於103年至106間，擔任新竹縣四場次之公開觀議課教學者。
孩子期待的眼神、熱情的參與並進行深化有感的學習，無疑是課堂最美的風景，學生是
課堂上的主角，讓他們了解學習是教師與學生共有的責任，我認為是重要的，藉由有層次的
提問引導，學生透過同儕鷹架小組共學，讓學習確實的發生，是在與夥伴進行共備時，引領
課程發展的核心元素；而不論偏鄉或城市，班級學生存在著高低落差，也有不同的學習風格，
相信學生自主的學習更能符合個別需求，並誘發孩子更深更廣的思考。
(三)曾微分老師/雙溪國小教學者
有25年教學年資，目前擔任五年級的社會科任老師，經常透過同儕教師間互相討論與分
享教學經驗，期許以更精進的教學技巧搭配完善的課程方案和策略，讓學生的學習更為紮實
與豐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課堂上除了教授既定課程外，還會適時融入相關時事，引導
高年級學生從關心身邊的事務及瞭解世界發展的脈動，若和學生有切身關連的議題，亦會教
導學生從查詢資料、互動討論，去探討事件發生的成因，讓學生能以更多面向去了解事情的
真相並思索其解決的方法，學習與真實社會相連的活化知識。
近年來，對教學有了更深刻的體會：認為教育除了要教導學生知識、技能與態度的養成
外，若能夠讓學生「知行合一」
，將知識面化為具體行動，讓學習不再只是口號，可以變成真
正實踐的力量，對社會有些許的改變，使學生體驗到自己年紀雖小，也能為社會、世界盡一
份心力的成就感，堅信這樣的學習歷程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
(四)林詩敏老師/共備觀課者
畢業於新竹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目前擔任竹北國小輔導組長。過去五年擔任 圖
書教師，深耕閱讀理解與素養課程；目前則為新竹縣社會領域輔導員，亦曾取得國際教育課
程 初階認證，現除任教社會課程外，過去數年積極與各班級導師協同推動 DFC 創意行動，
雖未申 請童心創意協會行動挑戰，但以相同歷程申請金車文教基金會「愛讓世界轉動」公益
行動，曾分別於 2012 年與 2016 年獲得兩次首獎，帶領學生關懷全球氣候變遷與暖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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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研究方面，101、103 學年分別申請新竹縣教育網路中心學年型計畫，研究成果皆
獲得優等佳績；105 年則以「心裡有樹‧綠色奇蹟」獲新竹縣辦理之 『全球氣候變遷因應及
調適教育』教案比賽國小組第一名，本研究案之教學教案亦獲得 106 年『全 球氣候變遷因
應及調適教育』第一名之肯定；透過輔導團夥伴專業對話，建立共同備課的教學專 業社群的
模式，持續保持專業精進與課程設計之習慣，藉以發展有效之教學模組，營造學生主動學習
之課堂情境。
(五)詹益晃老師/共備觀課者
畢業於新竹教育大學區域人文社會研究所，目前擔任竹北國小生教組長，有多年擔任社
會領域老師之經驗，也是新竹縣社會領域輔導員，擔任多年社會科教師，曾參與新竹縣鄉土
教材—新埔鎮部分編輯及內政部地名服務網前導計畫工作。
二、偕同研究者
本研究主要偕同研究者為新竹縣社會領域輔導團成員及校本實踐團隊學校。輔導團夥伴
針對學習共同體理念應用於五年級社會課程參與專業對話與共同備課，並實際進行觀議課，
透過教學觀察針對學生學習提供回饋，給予教學者適切之建議與課程；次要偕同研究者包括
校本實踐團隊學校，包含竹北、雙溪、富興、碧潭及玉山等學校參與社會領域校本實踐團隊
已有多年，透過樂學工作坊對於有效教學、合作學習及學習共同體等理念，夥伴已具先備基
礎；同時輔導員到校服務及返校增能皆結合觀議課方式進行，對於共備觀議課之模式，校本
實踐學校夥伴有多次參與經驗，有良好合作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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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學習共同體在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之教學，課程與教學實施之相關歷程
和情形，研究歷程分為四個階段：準備、發展、實施和省思階段。依序說明如圖 3-2-1。

圖 3-2-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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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自106年6月開始，至107年7月止，共計一年。研究流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
準備、發展、實施和省思階段。以下將以研究流程圖說明各個階段之主要形式與執行內容：
準備階段
106 年 6~7 月
研究
起點

文獻
探討

發展階段
106 年 7~9 月
擬訂
計畫

實施階段
106 年 9 月~107 年 5 月

計畫
申請

課程
實施

資料
分析

省思階段
107 年 5~7 月
資料
整理

結案
報告

圖 3-2-2 研究流程圖
一、準備階段：106年6月至7月
從想改善教學現場面臨困境的為研究起點，蒐集相關資料以進行文獻探討，發現與確認研
究主題與目的。
二、發展階段：106年7月至9月
此階段擬定研究計畫，並針對五年級社會教材單元做初步的課程規劃設計；申請計畫後針
對專家建議進行課程修正、並分析能力指標設計教學方案、編修問卷、訪談大綱及教學觀察紀
錄表。
三、實施階段：106年9月至107年5月
實施階段包括確定教學方案、進行夥伴共備及觀議課，並透過教學記錄、深度訪談、學生
文件、教學反省日誌、偕同研究教師觀察紀錄回饋表等各項資料蒐集，進行資料分析。在過程
中不斷反省與修正，研擬解決方案。
四、省思階段：107年5月至107年7月
在第上階段即已開始進行資料分析的工作，在正式教學活動結束後，仍持續進行資料分析
整理，以建構一個有系統的知識。研究者將分析行動研究結果，歸納、檢討及分析出課程實施
的優點與缺點，多元資料三角校正，然後提出結論與建議。資料整理分析完成後，即著手撰寫
報告以完成整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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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架構與行動方案的規劃
本研究在於發展出一套以學習共同體理念應用於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的課程，並了解在以
學習共同體為設計主軸的課程中，學生在「行為、情意、認知之投入」
、
「學習力」及「學習者
中心」三面向之學習表現。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為主，量化資料為輔的方式進行，研究者擬透
過社會領域學年 群共同備課進行教案設計與課程實施歷程，除進行問卷前後測外，亦將透過
公開觀議課紀錄、學 生學習歷程作品、教學省思札記學生反思與晤談等面向，進行多元資料
檢核，務求研究更具信度與效度，可堪未來教學參考。
爰此，由康軒版五上社會課本第二單元「臺灣的自然環境」中之第二小節「臺灣的氣候」
出發，研究夥伴共同備課，設計以學習共同體為設計主軸之課程，並藉由觀議課探討學生是否
有效學習，以下附上課本內容及課程規畫表作說明：
壹、康軒版五上社會教科書內文摘要及說明：
表 3-3-1 教科書內文摘要及說明
教科書內文摘要說明

教科書內頁

P30
小標題為臺灣的氣候特性，
教學目標是了解整體而言
臺灣氣候有哪些特性？成
因為何？
P31
小標題為雨量，教學目標為
了解臺灣受地形及季風影
響，南北部地區及山地平地
雨量分布會有所不同。
P32
小標題為氣溫，教學目標為
了解臺灣氣溫主要受緯度
及地形影響，南北部及山地
平地在氣溫上會有差異。
P33
小標題為氣候與生活，教學
目標為了解氣候的差異會
影響生活方式、建築景觀或
產業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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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設計與規劃
研究者以課本為課程設計之原點，思考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實務
可行之教學策略，並以「以學生為中心」；以看重學生如何學為課程設計核心。因此以課程教
材為本，但希望能藉由關鍵提問、依序引導，讓學生有探究思考、合作討論及表達的學習機會，
爰此為使對教材有較清楚輪廓，以下呈現教材概念圖及課程規畫表，依序說明：

圖 3-3-1 教材概念圖

表 3-3-2 課程規畫表
節次

教學內容簡介

關鍵提問

檢核重點

第
一
節

導入：連結舊經驗
開展：概覽標題、概念構圖
挑戰：讀圖比較（雨量）、歸納

Q1 臺灣的氣候有什麼特性？
Q2 雨量會受哪些因素影響？
Q3 影響氣候的因素有哪些？

探究
合作
表達

第
二
節

導入：連結舊經驗（家鄉四季氣溫變化） Q1 臺灣的氣候有什麼特性？
開展：概覽標題、概念構圖
Q2 氣溫會受哪些因素影響？
挑戰：讀圖比較（氣溫）、歸納
Q3 影響氣候的因素有哪些？

探究
合作
表達

第
三
節

導入：連結舊經驗（新竹特殊氣候現象） Q1 歸納影響氣候的因素，並
開展：氣候變奏曲統整單
提出舉例說明？
挑戰：文本閱讀挑戰
Q2 氣候如何影響著生活，提
出舉例說明？

探究
合作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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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與資料處理
壹、研究工具規劃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方式，研究者思考解決問題方式及資料蒐集分析之證據規劃如下表：
表 3-4-1 研究分析規劃表

待解決問題

如何呈現分析研究結果

探討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
體理念之教學歷程為何？

教案設計表格、備觀議課紀錄

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
念，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學習成效如何？

問卷、備觀議課紀錄、課堂觀察影音記錄、
教學省思札記、學生作業文件、學生問卷調
查 (前測和後測)

校本實踐團隊學校(雙溪國小、玉山國小及竹
北國小)參與夥伴，透過共備、觀議課機制在

備觀議課回饋單、訪談說明

教學專業知能之收穫與省思如何？
貳、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資料處理以質性資料為主，量化資料為輔，分述如下：包括學生的上
課 學習單、觀察紀錄、訪談資料、教學省思札記與學生問卷調查等，本問卷調查設計乃採用
黃囇莉、陳文彥 ( 2017 ) 研究問卷進行修正，以行為投入、情意投入、認知投入、學習力和學
習者中心五大面向，探討學生在採取學習者中心模式教學前、教學後其學習情況的差異。以下
就質性資料分析做進一步的說明：
一、資料的整理與編碼
依據本研究蒐集資料的工具，將觀察資料、文件蒐集資料、訪談資料等，加以編碼整理，
以方便記錄與解讀分析，編碼的方式如下表 3-4-2：
表 3-4-2 資料編碼分析表
資料種類
備課紀錄（備）
課堂觀察（觀）

資料蒐集對象
教學者（T）
觀課者（R）

議課紀錄（議）

日期與編號

舉例說明

R 娟-1061124
R 娟-1061222

備-T 琦-1061124
觀-R 娟-1061222

T 琦-1061222

議-R 娟-1061222

訪談（訪）

偕同研究者（T）
玉山學生（S）

R 華-1061222
玉 S10-1061222

訪-R 華-1061222
訪- 玉 S10-1061222

學習任務單（學）
省思札記（省）
回饋單（饋）

教學者（T）
玉山學生（S）

玉 S02-1061222
T 琦-1061222
玉 S15-1061228

學-玉 S02-1061222
省-T 琦-1061222
饋-玉 S15-10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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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的分析
(一)質性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質性資料收錄了教師省思札記、教師觀察紀錄、晤談記錄、學生學習單、學生回
饋單等多方資料，蒐集後再進行整理，接續分析與歸納，將各方向資料內容交互比對， 透過
觀察與文件資料可以對研究問題有更多的釐清與了解。
(二)量化資料處理
為了瞭解本研究方案學生的學習成效，在課程實施前與後進行問卷調查，本問卷採用四點
量表平均數與T檢定的統計方式，呈現學生在認知、技能與行為態度上的轉變和學習成效情形。
三、資料的檢核
因研究者本身亦是教學者或觀察者，為了避免教師對研究的解讀過於主觀，在資料的蒐集
過程中需要 兼顧三角校正，也為了增加研究結果的效度與可信度，研究者將觀察、訪談、教
學省思以及相關文件資料，採用三角校正的方法來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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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本章，研究團隊依待解決問題進行以下四部分的討論：第一節探討國小五年級社會領
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之教學歷程；第二節探究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對學
生學習成效的影響；第三節則闡述校本實踐團隊學校(雙溪國小、玉山國小及竹北國小)社會老
師及導師，透過共備、觀議課機制在教學專業知能之收穫與省思。

第一節

探討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之教學歷程

本研究團隊成員擔任新竹縣國小社會領域國教輔導團員多年，期望能將有效學習模式
推展於本縣偏鄉國小，改善目前教學實務上所面臨的難題困境，並以學習者中心設計課程教
學模式，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透過探究、合作與表達的模式深化學習。
於是在 107 年 6 月份開始便積極找尋合作的夥伴學校，最後，決定由竹北國小、雙溪
國小和玉山國小作為授課學校，而這三所學校恰好能探討不同規模學校及都會與鄉村間學生
學習的差異，同時希冀藉由校本實踐團隊教師群間實務經驗分享與交流，將學習共同體精神
實踐於教學現場，不但得以精進教師的專業知能，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

壹、緣起~以學習者中心理念為導向
本研究以「臺灣的氣候」與「聚落的演變」兩單元做為「學習者中心教學」理念的設計
重點，之所以會選定此單元的原因為：其課文文本結構嚴謹，適合教學者進行概念構圖的引
導與教授；內容生活化，容易與學生經驗相結合，並能夠實際應用於生活中；課程具遷移學
習性，除了學習整體概念外，還可針對自己家鄉進行延伸學習，融入在地情境與特色，讓學
習者更能感同身受，使教學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理論，而是能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有趣的知識。
而此次課程是採取學習者中心「探究、合作與表達」理念為設計重心，希冀擺脫傳統教
師講述式的教學，透過研究團隊教師設計的提問與任務導向，製造各種學習機會及搭建鷹架
讓學習者能主動參與學習，並經由小組間的討論、探究與分享，強化學生讀圖及統整資料的
能力，也利用閱讀理解策略的指導，加深學生學習印象與成效，同時，教導學生互助合作及
習得尊重與接納包容的態度，協助學生發展解決問題、批判思考及學習技巧的能力，從學習過
程中建構自己的知識與能力，以符應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精神。
此課程方案還希望運用閱讀理解策略中概念構圖工具，融入在社會領域的教學中，因為使
用概念構圖，能幫助學生將概念作系統的分類，統整概念間的結構，以建構出完整的知識內容，
可以深化學習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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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展~小試身手初體驗
本研究從106學年度上學期即開始進行研究團隊的共備及實踐，教授內容選訂國小五年級
社會領域翰林版第五冊第二單元「臺灣的氣候」進行課程活動設計，然玉山國小採用康軒
版，版本雖然不同但單元內容相仿，因此以「同課異授」的方式教學。由於此次是研究團
隊首次以「學習者中心」為理念來設計課程，團隊成員們需要有較多增能與共同備課的時
間，為此還與竹北國小、雙溪國小和玉山國小三校協調將授課順序予以調整，將此部分挪
至期末教授，好有充分的時間準備課程。
「臺灣的氣候」單元是由三位授課教師分別於三所不同學校進行同步教學，任課教師
皆以相同的教案授課，但是會因學生先備知識的差異和授課教師表達詮釋的習慣不同，在
教學上會有些微的不一樣，但仍以學習者中心導向為依歸，力求實踐共學精神於課堂教學
中。
一、第一階段「臺灣的氣候」課程架構
「臺灣的氣候」課程先從學習者對臺灣四季氣候及每天天氣概況的生活經驗談起，結
合平日氣象報告影片做導入，讓學習者了解學習其實是可以和日常生活有密切的關連，而
非單獨且片面的。其次，在開展階段是讓學生利用課文文本進行小組間概念構圖的討論與
繪製，教導學生從課文的圖表中能自行發現與文本內容相呼應的證據。最後在學習挑戰的
部分，則規畫請小組討論雨量與氣候的統整概念及閱讀研究團隊自編新竹縣在地特殊天氣
與景觀文章找出關鍵點來印證課文的理論，讓學習者除了學習到臺灣的氣候外，也更能了
解家鄉的特殊氣候及其影響家鄉的產業發展。
以下為本課規畫課程知架構圖，詳細教案呈現於附錄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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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臺灣的氣候」課程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竹北國小授課

雙溪國小授課

玉山國小授課

二、第一階段「臺灣的氣候」課程實施後修正
課程設計應多與學生生活經驗出發，教學者應有自編教材的能力
在課程進行時教學者詢問班上學生是否有常看氣象報告，或是否有認真感受臺灣四季
氣候的變化，大多數學生皆表示沒有收看氣象資訊的習慣，對季節的變換也沒太多的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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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認為社會領域的學習應從學生生活經驗做連結，讓課文中的理論與實務能相呼
應，課程最後成員還自編新竹縣的特殊氣候文本，讓學生能對自己家鄉生活有更深的鏈結，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成效。此種與自己生活經驗相融合的教學是值得持續發展的，但
也考驗教學者蒐集資料與自編教材的能力。
二、第一階段「臺灣的氣候」教學省思
(一) 原設計學生2人一組相互討論，為顧及成效性在艱難任務時可採取4人一組
此課程方案乃是期望學生透過小組學習合作達成學習共同體的理念，因此，團隊於課
程中安排許多小組間討論的題目和任務，但觀課者發現有些學生在小組間是羞於開口表達
意見的，剛開始教學者希望給每位學生均有分享的機會，於是採取2人一組的模式，有些組
可以兩人交換意見，相互學習，但也發現有些組別是呈現2人沉默互望的狀態，並未達到討
論與探究，自主共學的預期，經過團隊成員的檢討後，希望修正為：若討論問題較為簡單
時則採取2人一組討論；如果需要集思廣義的任務時則以4人為一組，讓程度好的同學能有
帶領思考與討論的機會，學習也會比較有成效。
(二) 教師應做更適切的提問和引導，讓學生能熟練運用概念構圖的方法
本課程設計的另一重點是想教導學生習得概念構圖的能力，利用文本內容引導學生製
作心智圖、階層圖等概念構圖，但這對雙溪國小的學生是較為陌生的，教學者在此花了比
較多的時間在引導與協助學生操作，但成效並不理想。因此，下個階段的課程應再安排繪
製概念構圖，修正其引導方式用更有效的提問和示範，或平時利用一小段落文章讓學生慢
慢練習起使之熟悉。
(三) 加強讀圖的能力和閱讀理解能力，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本課中有許多氣溫和雨量圖表，需要具備閱讀圖表的能力，才能了解其中的數據以印
證課文內容並能做歸納統整；同時，閱讀理解能力的加強，能使學生容易了解課文內容也
能很快習得概念構圖的方式，對學生分析、統整和歸納十分有幫助，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

參、共好~大手牽小手共成長
有了上學期與校本實踐團隊及研究團隊共同備課與實踐以「學習者中心」理念的教學經驗
後，研究團隊希冀能以此為基礎，將不足的地方進行修正與加強，做為第二階段的課程設計的
參考依據。下學期教授內容則採用翰林版國小五年級社會領域第六冊第四單元「聚落的演變」
，
因玉山國小採用五年級下學期的康軒版並未安排此單元，因此，為讓研究案能順利進行，玉山
國小則選擇採取外加課程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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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二階段「聚落的演變」課程架構
因本課為「聚落的演變」於施行時考量各校所處社區變遷情形及學生生活背景有所不同，
所以在課程設計上經成員討論後決定：課程設計主架構各校不變，但在家鄉變遷的延伸部分，
授課老師會依學校所在區域進行調整，以符應學生的生活環境，又不會違背「學習者中心」導
向的課程初衷。
以下為本課規畫課程知架構圖，詳細教案呈現於附錄二中：

圖 4-1-2 「聚落的演變」課程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進行課程前先請學生回去訪問家人為何選擇居住竹北/雙溪/玉山的原因，或是否從外地遷
入，又遷移的原因為何?上課以此調查結果做為人口遷移成因的導入，藉此也可讓學生推論一般
人選擇居住的條件，而臺灣地區有哪些地方是符合民眾的生活需求？再來對照課本人口分布圖的
結論看是否和學生推測得相仿。
從雙溪國小學生訪問家人後得到結論：全班有 14 位學生是世代居住於此的當地人，因為其
他家人均住這裡，彼此好有照應，且交通與生活機能日漸完善，環境清幽舒適，家人都願意繼續
久居於此；另外從外縣市移居此地有 7 位同學，原因大多是爸爸工作的因素，也有 1 位是家長認
為雙溪地區房價較為便宜而來定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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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小五年級有 13 位學生，背景多世居於關西鎮，僅有 1 位同學因父母工作關係搬遷至
鄰近的龍潭地區；從全校學生的分布來說，全校約 60 位學生，僅三分之一屬於玉山學區，顯見
玉山聚落因地處關西邊陲地帶，交通不便且工作機會有限，人口呈現減少趨勢。
在竹北國小部分，學生表示家人選擇居住竹北的原因如下：全班有 14 位同學表示家人原本
就居住竹北，13 位同學的家長則是因為工作因素搬來竹北。顯見相較於關西和寶山地區，竹北
地區因為交通方便，就業機會多等因素，吸引外來人口不斷遷入，聚落持續發展。
由研究團隊選定六個面積相仿但人口數不一的地區，以每 5000 人為 1 紅點，讓各小組一起
討論並動手操作進行點狀圖的製作，從貼紅點貼紙時也能讓學生感受其間人口的稀疏和密級的差
異，最後再讓各組進行心得的分享。

學生作品 1

學生作品 2

學生操作情形

第二節課利用 google earth 中歷史圖片讓學生了解家鄉 10 年間地貌的變化，並和鄰近竹北
市做比較，透過小組討論與分享其中可能形成的原因，以雙溪國小為例：當地 10 年間變化並不
大，人口數只有略微增加將近 800 人，是因為這裡離新竹科學園區近，當地居民很多在此工作，
就業機會多，但此地區多丘陵無法興建很多建築物，受限地形關係人口無法大幅成長；反觀竹北
地區因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台鐵及高鐵便捷的交通網絡，縣府各公家機關設置於此及鄰近科
學園區上班方便，再加上腹地寬闊，自然吸引很多外地工作的年輕人入住，導致竹北市在 10 年
間成長了 56000 人之多。相對地在臺灣的某個角落正隱藏著另一個危機—嘉義六腳鄉極限村落，
村落裡充滿著老年人，年輕人大量出走，當這些老人家一一凋零時，總有一天這裡將會滅村，透
過影片正可以讓學生去了解人口遷移後所形成正面和反面的問題。
接著讓學生進行小組間討論依課文文本畫成概念構圖—聚落變遷產生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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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雙溪國小由於授課老師引導和示範不足，讓學生在這裡困擾許久遲遲無法完成任務，後來
請兩組做得不錯同學進行分享，也讓其他同學能觀摩學習共成長。
最後一節課由學生分享家鄉的變遷，許多從小生長在這裡的學生都能約略感受到家鄉的改
變，例如：雙溪國小學生們知道家鄉發展(柑橘、竹筍、橄欖)農業、製糖業，目前都仍延續生
產，但也有些已轉型成觀光景點；希望自己家鄉能多舉辦鄉土人文活動，提升社區文化水平；
想要減少家鄉空氣汙染問題，改以走路和騎腳踏車替代、不亂燒垃圾、嚴格加強監督取締，期
待居住地能永保青山綠水鳥語花香的好風光。最後呈現有關家鄉的新聞報導，學生非常興奮，
因為看到自己熟識的環境和人物出現在電視畫面上，增添了一份親切感，也燃起他們對這片土地
愛護的情懷。
此外在竹北國小預課部分，學生能自主完成預課與重點標示，針對課文內容提出不同閱讀
理解層次的提問。在聚落類型討論時，學生能將在地化脈絡化的學習概念實際運用出來，也能在
地的聚落說明各種聚落發展，舉例來說：以新埔說明農村聚落；南寮說明漁村；尖石鄉、五峰鄉
說明原住民部落；竹北高鐵區為大型都市的代表。
學生透過實作將人口數繪製於地圖上，對照課本圖片，能說出實作的結果和課文圖片兩者
之間的異同。學生能說出在都市地區，人口密集度越高，鄉下地區人口密集度越小。學生透過學
伴之間的討論，能將人口遷移和聚落變遷的關係說明並記錄下來。
針對聚落發展部分，竹北國小學生台灣各區發展原因和人口遷移情形進行討論和紀錄。學
生能針對竹北和六腳鄉的聚落型態、人口變化傾向、產業類型，可能發生的問題進行討論和紀錄。
而透過灑字遊戲，學生能完成課文聚落變遷的概念圖。
聚落單元在玉山國小以外加式課程實施，學生經由預課，對於聚落類型有基本概念，其次
經由灑字遊戲進行聚落類型的分類以及連結在地聚落，再透過讀圖引導觀察臺灣人口分布特色，
最後以概念構圖統整課文文本，並回扣人口分布圖。
學生對於灑字活動顯現高度學習動機，多以方格筆記或心智圖整理，當中發現學生對於
課文文本未提及的在地聚落較陌生，例如尖石鄉、湖口鄉，學生不太清楚相對應之聚落類型，
但能在進行分類時提出分類之上位概念，亦是進行後續概念構圖的養分。
二、 第二階段「聚落的變遷」課程實施後修正
但在第二階段學生概念構圖學習的方面，以雙溪國小為例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改善，因為，
距離上次操作概念構圖時已經過了幾個月，期間可能沒機會練習，記憶模糊了，再加上此次文本
更加複雜，讓原本不熟悉操作的學生，遇上更大的瓶頸，而教學者亦未能搭建好鷹架給學生接受
挑戰，所以，在第二階段操作概念構圖時師生皆面臨很大的考驗。
為此，研究團隊決定為雙溪國小學生加上第五單元臺灣區域地理，並針對概念構圖做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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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學生能真正熟悉繪製的方式，而之所以選擇此單元是因為其架構分明，很適合做概念構圖的
指導，教學者有鑒於前兩次失敗的經驗，這次是以北部區域為範本，和學生一同找尋關鍵字、討
論上位概念，利用一堂課和學生共做完成概念構圖，接著再進行分組繪製，大家以北部區域為基
本架構，每組選擇畫一個區域，全班合作用拼圖法完成這單元的概念構圖，經過這次的學習雙溪
國小學生有了很大的進步。

學生作品 1

學生作品 2

學生作品 3

三、第二階段「聚落的變遷」教學省思
(一) 給予學生多一些時間學習，等待更勝於追趕進度
原本最初計畫雙溪國小的授課老師是由原班社會老師擔任，但因其社會老師是為代課教
師，且初次教授社會科對於教材不熟悉，無法參與此項研究計畫，故改由研究團隊微分老師
進班教學，團隊教師的進駐對於該班是較不熟悉且師生間都需適應，以及授限上課時間無法
常往返，所以，在上課時間掌握上會比較急促一些，導致有些學生無法完成任務讓教學品質
打折扣，讓學生學好比教完還重要，這是教學者必須克服與改正的部分。
(二)

學生在小組討論方面有明顯的進步，較願意與人分享自己的想法
研究團隊將討論模式作彈性的修改，發現學生在小組討論方面有明顯的進步，有比較多學

生願意去分享自己的想法，亦逐漸熟悉討論的上課方式，此種先由學生腦力激盪思考後的答
案，會比教師直接授與答案要來得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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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合以上兩階段的教學結果歸納出幾點可能影響因素，研究團隊將對教學提出調整方案：
一、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小組合作的能力，將持續設計具任務導向及挑戰的課程，但一單元
無需設計太多，以免造成學生過多負擔；教學者也需多些耐心引導與示範
偏鄉學校(雙溪國小)學生長期處於文化不利環境，學生缺乏自主學習的習慣，較少有小組間
合作學習的經驗，故在執行小組任務時有些學生較無所適從，教學者應再耐心引導使其習慣此教
學模式，並持續設計類似課程活動，以培養學生自主及小組合作完成任務的能力，習得探究、合
作與表達的精神。
二、 給學生多一點時間學習，讓程度好的學生也能有機會教導程度弱的學生，達到互助共學的
課堂風景。
研究團隊為了給學生更完整的知識架構，除了課文內容外，還設計了許多小組討論和操作
的任務以及延伸挑戰的課程，自然會多占用一些時間，教學者有課程進度上的壓力，故在許
多任務操作或討論時，未給予學生充足的時間作業，導致有許多學生無法跟上進度，或是有
追趕辛苦的感覺，所以應給學生多一點時間學習，除了等待學生學習外，讓程度好的學生也
能有機會教導程度弱的學生，達到真正學習共同體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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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五年級社會領域教學應用學習共同體理念學生學習成效

研究團隊透過學生問卷調查、備觀議課記錄、教學者省思札記、學生作業文件和課堂
觀察影音記錄等資料加以彙整與分析，以了解學生在以學習共同體理念設計下的課程方案學
習表現和學習成效。

壹、 學習共同體理念的開展
本研究是以「學習者中心教學」理念的設計重點，希望透過學習共同體來體現十二年
國教培養學生具備核心素養及達成「自發、互助、共好」之目標。
一、學習與人分工合作的能力與態度
在「臺灣的氣候」與「聚落的演變」兩單元中，研究團隊皆設計許多小組間互相討論
和分享的任務，無非希望學能透過此方式能學習與人分工合作、溝通協調與分享表達的能
力。以雙溪國小為例：學生們先前小組討論的經驗並不多，因此，對這種 2 或 4 人小組任務
工作取向較無法適應，導致學生學習反應呈現兩極化。
以前社會科上課是每人單獨座位，現在則是兩人併桌合坐，這是為了方便討論，不
過我不喜歡坐我隔壁的同學。

( 訪-雙 S01-1061125 )

我喜歡全班一起討論的方式，會的同學回答就可以；而不喜歡小組討論的方式，因
為每個人都需發言，因為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 訪-雙 S06-1061125 )

有幾次的討論，我們整組都想不出答案來，很傷腦筋，有時也不知道我們做得對不
對。
( 訪-雙 S05 -1070520 )
我喜歡這樣小組討論的方式，因為大家可以腦力激盪，而且很有挑戰性。
( 學-雙 S2、S8、S10、S19-1061125 )
我喜歡跟同學一起討論、找答案，因為很有趣，尤其完成任務時很有成就感。
( 學-雙 S13、S22-1061125 )
經過幾次上課之後，我喜歡小組討論方式教學，覺得越來越有趣，而且能從同學間學習
到更多的知識內容。

( 學-雙 S9、S12-1070520 )

以玉山國小為例：在五上進行氣候單元課程前，上課的模式多以老師提問引領學生思
考之問思教學為主，因此在氣候單元設計學生兩兩配對分組討論任務，各組呈現不同的討論
風景，整體來說，討論較流於形式，組內仍缺乏合作共好的精神；在五下進行的聚落單元課
程，學生對於概念構圖已累積更多的操作經驗，有能力將文本以有脈絡的階層或心智圖呈
現，唯過程中仍缺乏合作探索、分享看見的討論文化。
我觀察的這一組，很明顯是兩人學習能力落差大，13 號學生很快就把課文文本讀完，
45

也很精準的抓住關鍵詞及重點，而 7 號同學畫了很長一串，過程中也不是非常專注。
老師請學生讀圖觀察雨量分布時，13 號同學說：「就一個多；一個少」，當老師請同
學再觀察細節時，13 號同學直接拿出尺，在圖上畫出比較雨量的基本線，而這過程中，兩
位同學極少互動，7 號同學很多時間都被動的等待……
（觀-玉 R 賢-1061222）
這一組當中，兩人的學習步調及任務分工，大多由 5 號同學主導，在當中有觀察到友
善的氛圍，例如老師請同學畫出關鍵重點時，5 號同學會先自己讀，再指導 4 號同學；而
當中較簡單的，如圈出基隆和嘉義的位置，5 號同學會讓 4 號完成任務。
（觀-玉 R 敏-1061222）
老師請小組討論影響西部、東部和離島人口分布的因素，6 號同學馬上就說出：「交
通、就業機會」；畫概念構圖時，3 號和 6 號一起找關鍵詞，但多由 6 號同學主導。
（觀-玉 R 鈞-1070518）
另外，在兩階段課程結束後，皆請雙溪國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給予省思回饋，研究者
整理後得知以下結果：
(一) 第一階段學生認為自己在小組間擔任的角色其中以找尋答案者有 16 人次最多，參與討
論者為 15 人次居次，寫答案的為 10 人次，有進行發表分享的是 6 人次；同時扮演 2
種角色的同學有 5 人，扮演 3 種角色的同學有 7 人，扮演 4 種角色的同學有 2 人，只
擔任 1 種工作的有 8 人，可見學生在小組間大多身兼找尋答案及討論者的工作，在分
享表達工作只集中於少數同學。在學生自評分數部分全班平均為 6.95 分 ( 滿分是 10
分 )。
(二) 第二階段學生認為自己在小組間擔任的角色找尋答案者有 15 人次最多，參與討論者為
14 人次居次，有進行發表分享的 9 人次，寫答案的為 6 人次；同時扮演 2 種角色的同
學有 5 人，扮演 3 種角色的同學有 5 人，扮演 4 種角色的同學有 3 人，只扮演 1 種角
色的有 8 人，可見學生在第二階段小組間的學習還是以擔任找尋答案及討論的工作者
比較多，但在分享表達上則有明顯的進步，由上學期的 6 人進步到下學期的 9 人次，
可見學生已經開始習慣互動式的學習，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而在學生自評分數上全
班平均從原先的 6.95 分提升到 7.71 分 ( 滿分 10 分 )，當中，自評進步者有 13 人，
持平者 6 人，退步者 2 人，藉由此數據也證明學生覺得自己在此種學習模式中有逐漸進
步的傾向。
儘管研究團隊以學習共同體為理念設計的教學並未全面性受到雙溪國小學生的喜愛，
因此種教學模式有別於以往講授式的傳統教學，這對雙溪國小學生學習經驗是不足的，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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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生還是給予肯定，學習態度在這一年中也有顯著的成長，他們喜歡透過同儕間相互學
習共同成長。唯有少數學生會因為與隔壁同學感情不佳，或是組員配合度不高而感到沮喪，
以致影響到上課情緒，這是學生除了知識學習外，在溝通協調與人際關係互動上需要學習的
另一種課題。
二、從小組合作、探究與表達中學會反思，深化了學習與體悟
透過兩階段課程以學習共同體「合作、探究與表達」為理念設計，藉由學習任務及討
論題綱的安排，可以讓學生深化學習與感受體驗。
老師給我們任務，要從影片或圖表中找出理論的證據，大家為達成任務都認真起來，
這樣可以增加我們的注意力。
( 訪-雙 S05 -1061125 )
在做聚落與人口的任務單時，我們輪流動手操作貼紅 點(每 5000 人有 1 紅點)，從貼紅
點時有感受到當地人口擁擠或稀疏的感覺。

( 訪-雙 S19-1070523 )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設計活動讓我們體驗或動手做。小組討論的方式能夠讓自己進步。
（饋-竹 S05-1070621）
聆聽別人發表內容，和自己的想法結合在一起，會有不錯的答案。
（饋-竹 S22-1070621）
對於學共的討論，對某些學生而言是全新的經驗，表現出高度的接受。
非常刺激，因為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藉由遊戲或討論來讓我學習，，所以我覺得這
些課程非常刺激又有趣。

（饋-竹 S25-1070621）

我覺得討論的上課方式，不會時可以問自己組裡的組員，還可以增加感情，但有時
也會吵架。

（饋-S17-1070621）

更多的討論，發表機會，可以訓練台風，抓重點的能力，凝聚小組向心力。
（饋-S10-1070621）
透過這樣的課程設計，希冀養成學生主動學習、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而
不只是等待餵養知識的被動者，利用體驗實踐活動更加深學生學習印象。

小結
綜合上述學生學習歷程，將以學習共同體理念設計課程實施的三所學校學生，進行學習
成效分析比較，整理如下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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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學習共同體理念設計課程三所學校學生學習成效分析表
學校名稱

竹北國小

雙溪國小

玉山國小

【竹北市】

【寶山鄉】

【關西鎮】

學共的討論，對某些學生

1. 對學生是新奇的嘗

1. 上學期討論較流於形

而言是全新的經驗，但學
生表現出高度的接受。
學習共同體
的學習成效

試。
2. 大多數學生是喜

式，組內仍缺乏合作
共好的精神。

歡，但剛開始有些人 2. 下學期過程中雖缺乏
較無法適應，後來逐

合作探索，但能看見

漸習慣。

分享討論的文化。

3. 學生覺得對理解學
習上有幫助的有 20
人( 95％ )。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從以上分析結果得知，採取學習共同體理念的教學模式對於這三所學校學生而言皆是
全新的經驗，但經過研究團隊的實施教學後，能夠看見學生學習態度的轉變與及對這此種學
習方式的肯定，由此可知，此教學模式是值得繼續推展於課堂教學中。

貳、 概念構圖學習的成效
將概念構圖教學策略應用在社會學習領域上，可以激發學生在學習中主動思考與創造
的潛能；幫助我們將概念作系統的分類，進行統整概念間的結構，進而建構出完整的概念。
而概念構圖教學是以視覺及動態的輸入方式，將社會科的概念與概念間或知識結構進行有意
義的聯結，有助於學生理解、分析和統整知識。然而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扮演輔助者的角色，
培養學生推理能力與判斷力，訓練獨立及求知能力，建立良好習慣及應付變化與衝突的能力。
因此本研究方案希望在課程中融入概念構圖的理念實施，使學生能透過教師的引導建構
或進行知識的重組、分析和統整，幫助學生修正迷思概念和理解內容，使學習者對知識產生全
面性的瞭解，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一、 概念構圖需要長時間的學習累積，使學生熟悉操作模式，同時會隨著個人學習經驗理
解程度不同，所繪製的圖形也會有所差異，不會只有唯一答案。
學生學習概念構圖能力並非一蹴可幾，需要教師不斷的舉例、示範和引導，讓學生逐漸
熟練構圖流程和方法後，再將構圖活動移轉給學生操作，當然學生也必須經過長期的練習才能
運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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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課文內容轉化成心智圖，但每一組畫得都不盡相同，不知道哪個才是對的。
( 訪-雙 S14-1051125 )
每位學生根據自己的理解文本內容繪製出概念構圖，也就是說概念構圖須根據學習者個
人學習經驗而繪製，所以不會有完全一樣的圖形，也不會只有一種畫法。
二、學生初學概念構圖時，教學者的耐心引導是關鍵。
在概念構圖的教學中，
「發問」和「示範」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透過聚焦的討論或是教
師有目的性的提問，才使歸納及演繹的思考策略不斷出現在學習過程的對話，以幫助學生循序
性的學習。
這部分是依照課文內容要小組討論並繪製概念構圖，我覺得這比較困難，因為有些
地方我不太懂，要找答案還要一直寫。

( 訪-雙 S3、S5 -1070525 )

小組討論要如何畫人口分布的概念圖，對我而言非常有挑戰性，且我認真參與，完成後
很有成就感。

( 訪-雙 S1、S4-1070523 )

以雙溪國小為例：學生之前接觸概念構圖經驗缺乏，加上教學者未能有目的性的提問與
聚焦，讓學生能夠按部就班的學習，導致教師將任務轉移給學生時，有些學生在操作過程中感
到困惑，這是教學者應再修正與改進的地方，並期望此種工具將來亦能擴展至其他領域的學
習，成為學生自主學習的有效策略。
竹北國小經過一學年閱讀理解策略的學習，教師透過 ORID 焦點討論法，讓學生從現況
分享學習概念構圖學習的想法，反思其意義性並作出決定，以下為學生的部分回饋：

Objective 事實部分：這一年社會課學到的概念構圖學習方法
課堂上學到六何法、心智圖、筆記方格、曼陀羅思考、灑字活動。
(學-竹 S10-1070621)
我已經學會先把課本上的重點畫出來再分類，接著用圖表呈現出來。
(學-竹 S27-1070621)
根據學生的回饋可以發現學生對於課堂上運用概念構圖學習已經非常習慣，學生也認為
這些概念構圖的使用對於個人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

Reflective 感受部分：對於概念構圖的學習方法
可以幫助我記憶。

(學-竹 S10-1070621)

讓我的學習很輕鬆，可以很快地找到許多重點的方法。
(學-竹 S16-1070621)
讓我更容易抓住重點，很好。

(學-竹 S22-1070621)

讓我變得更聰明。

(學-竹 S27-1070621)

Interpretive 想法部分：對於概念構圖的學習方法，對於自己的學習有什麼影響與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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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易去理解文章的主旨，也能在做概念構圖時增加印象。
(學-竹 S10-1070621)
可以幫助我在月考前劃出重要的部分，抓到許多的重點。
(學-竹 S16-1070621)
訓練思考。
讓我較容易了解裡面的意思。

(學-竹 S22-1070621)
(學-竹 S27-1070621)

Decisional 決定部分：哪一項概念構圖的學習方法，最喜歡運用的是哪一種，為什
麼?
六何法，簡潔有力。
(學-竹 S10-1070621)
心智圖，老師經常讓我們使用心智圖來抓重點，所以我很擅長使用心智圖； 心智
圖可以很清楚的讓我了解這個重點要告訴我們什麼。
(學-竹 S16-1070621)
(學-竹 S16-1070621)

六何法，容易且更容易抓重點。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在此研究案中雙溪國小因授課教師非原該班社會老師，乃為研究
團隊老師以外來身分進行教學研究，所以學生在學習共同體理念及概念構圖能力之成效，不
及長期經營教學策略的竹北國小，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唯有長期耕耘教學與師生間培養良好
默契，才能達成本研究的目標。

小結
以概念構圖教學實施於三所學校，對學生進行學習成效分析比較，整理歸納如下表 4-2-2：
表 4-2-2 概念構圖教學三所學校學生學習成效分析表
學校名

竹北國小

雙溪國小

玉山國小

稱

【竹北市】

【寶山鄉】

【關西鎮】

1. 學生運用概念構圖學習已
概念
構圖
教學

經非常習慣
2. 學生認為這些概念構圖的
使用對個人的學習有很大
的幫助

1. 學生之前接觸概念構圖

學生對於概念構圖

經驗缺乏，又缺乏自信

已累積很多的操作

2. 受限教學時間不足，無法
長期指導學生練習
3. 學生概念構圖能力之成
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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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上學期：尚無法找出關鍵字

學生
作品

學生能運用不同概念構圖進

善用心智圖或階層圖

行知識統整

整理課文內容
下學期：漸能重組知識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研究團隊歷經一年概念構圖理論融入社會領域課程的教學，儘管三所學校受到許多外
在因素的差異，導致學生的學習成效不一，但學生們在此期間的努力與成長卻是清晰可見，
由此得知，該教學策略對於學生知識架構的重組與理解是有幫助，值得教學者繼續深耕。

叁、學生學習成效量化分析
在實施本課程方案前針對參與本研究之班級進行前測問卷，以和後測做比較之依據。
本研究問卷係參考黃麗莉、陳文彥 ( 2017 ) 相關研究，內容是以行為投入、情意投入、認知
投入、學習力和學習者中心五大面向，探討在進行完以學習者中心的學習三要素：探究、合
作與表達為中心的課程方案後，學生學習能否有提升。
本問卷施測對象為竹北國小、雙溪國小與玉山國小三校學生共 61 人，在五大層面分析
結果如表 4-2-3：
表 4-2-3 學習經驗問卷各層面之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得分表現

行為投入

前測 3.07
後測 3.04

情意投入

前測 3.23
後測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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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投入

前測 3.03
後測 3.06

學習力

前測 3.29
後測 3.22

學習者中心

前測 3.41
後測 3.45

學習經驗整體

前測 3.21
後測 3.16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從以上分析數據中得知受試者在學習經驗問卷量表整體層面及各層面之得分情形。由
於本問卷系採四點量表，其平均值為 2.5，由此顯示受試者各分層面與整體層面均高於平均
值 2.5，在整體學習經驗前測平均數為 3.21。
前測結果是以學習者中心(平均數 3.41)分數最高，其餘依序為學習力(平均數 3.29)、情
意投入(平均數 3.23)、行為投入(平均數 3.07)，最低是認知投入(平均數 3.03)面向，此份前測
問卷得分平均數是介於 3.03 至 3.41 之間，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75.75~85.25 之間(3.03÷
4x100、3.41÷4x100)是屬於中上程度。
而在後測部分，分層面與整體層面亦均高於平均值 2.5，在整體學習經驗平均數為 3.16，
比前測約略下降 0.05。後測各層面表現仍是學習者中心(平均數 3.45)表現最優，其餘依序為
學習力(平均數 3.22)、認知投入(平均數 3.06) 、情意投入(平均數 3.05)、最低則為行為投入(平
均數 3.04)。後測各面向得分平均數介於 3.04 至 3.45 之間，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76~86.25
之間(3.04÷4x100、3.45÷4x100)，較優於前測成績，但仍屬於中上程度。
從上表得知，本課程方案實施後學生在認知投入和學習者中心的面向有些許的進步，
雖然提升幅度微小，但可以顯示此課程對於學生以學習者中心為理念的學習是有一些的幫
助。
表 4-2-4 是研究團隊整理學習經驗問卷 33 題，各題前後測得分情形如下：
表 4-2-4 學習經驗問卷前後測各題得分表現情形摘要表
題號

題目

得分

1

我常和同學或老師討論正在學習的東西。

2

我會主動去蒐集和學習有關的資料，或者進行作業以外的練習。

3

我在學習上遇見困難時，會主動向同學求助或找同學討論。

4

課堂討論時，如果我知道問題的答案，會跟其他人分享。

5

當別人發言時，我會全神貫注，專心聆聽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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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3.04
後測 3.00
前測 2.85
後測 2.70
前測 3.33
後測 3.24
前測 3.22
後測 3.26
前測 3.15
後測 3.11

6
7

在課堂上跟同學討論時，我能主動說出自己的想法。
當老師要我們在課堂上討論那些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時，我會覺得

前測 2.80
後測 2.93
前測 3.00
後測 3.13

既有趣又有挑戰性。
8

我很享受和同學一起做作業的感覺。

9

和同學一起討論後，將問題解決了，覺得很快樂。

10

我喜歡和同學分享我所學到的知識或者疑問。

11

上課時，我喜歡聽來自同學的不同意見。

12

我很期待上社會課，因為上課讓我知道很多社會上社會不同的事
情，覺得非常有趣。

13

我會對課本或老師的教學內容提出疑問。

14

學習時，我會主動思考不同的問題或提出疑問。

15

學習時，我會試著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把問題弄懂。

16

我認為和同學一起討論學習上的問題，比起自己學習可以獲得更多
的東西。

17

我認為能將自己的所學清楚地表達出來是很重要的。

18

我認為上課時，專心地聆聽別人講可以讓我自己學得更好。

19

在學習新的知識時，我會和過去所學的經驗做比較。

20

對於同樣的學習內容，我會採用不同的觀點說明。

21

學習，可以增加我對各種生活情境的分析能力。

22

學習，讓我能用不同的觀點來理解和認識世界。

23

我不害怕學習新的東西。

24

學習新的事物讓我覺得很有勁。

25

我會把學到的東西用在生活中。

26

只要想學，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就會將新事物學好。

27

對我而言，生活中的各種事物或經驗都令我感到好奇，也是我學習
的對象。

28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設計活動讓我們體驗或動手做。

29

在上社會課時，如果遇到學習問題，老師不會直接給答案，只會追
問或提示，讓我們想下去。

30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注意座位的安排，讓我們更方便分享跟討論。

31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讓我們分享自己的心得與意見。

32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將上課的內容和我們的生活經驗連結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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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3.25
後測 3.15
前測 3.35
後測 3.31
前測 2.78
後測 2.76
前測 3.02
後測 3.07
前測 3.18
後測 2.85
前測 2.85
後測 2.80
前測 2.82
後測 2.81
前測 3.00
後測 3.19
前測 3.27
後測 3.33
前測 3.11
後測 3.11
前測 3.15
後測 3.13
前測 3.18
後測 2.96
前測 3.05
後測 3.04
前測 3.38
後測 3.30
前測 3.25
後測 3.37
前測 3.51
後測 3.39
前測 3.18
後測 3.19
前測 3.38
後測 3.09
前測 3.47
後測 3.44
前測 3.22
後測 3.19
前測 3.20
後測 3.43
前測 3.51
後測 3.44
前測 3.33
後測 3.41
前測 3.38
後測 3.50
前測 3.44
後測 3.41

33

前測 3.58
後測 3.48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鼓勵我們發言，不會斥責。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由表 4-2-4 得知，學習經驗問卷前測各題得分中以「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鼓勵我們發
言，不會斥責」得分最高，以「我喜歡和同學分享我所學到的知識或者疑問」得分最低。這
可顯示此三校之前的社會科教師皆會鼓勵學生勇於發表，即使回答錯誤也不會責罵，營造一
個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但學生較不習慣在同儕間表達與分享。
另外，在學習經驗問卷後測部分，以「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讓我們分享自己的心得
與意見」得分最高，在「我會主動去蒐集和學習有關的資料，或者進行作業以外的練習」得
分最低。當學生完成此課程方案後，學生覺得老師常讓他們分享心得與意見，這與我們期待
學生習得學習共同體的理念是相符的，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方式正有逐漸改變的趨勢，是
值得欣喜的。不過在主動去蒐集和學習有關的資料，或者進行作業以外的練習部分，由於這
兩階段課程較無呈現這方面的設計，所以學生在此題的得分最低也是情有可原。
學習經驗問卷前測之平均數為 3.21，後測則為 3.16，經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T 值
為 1.010，其 P 值則為.320，未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本問卷在前後測成績並無顯著差異。
換言之，本課程方案實施後在行為投入、情意投入、認知投入、學習力和學習者中心五大面
向中皆無顯著差異。
4-2-5 學習經驗問卷成對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學習經驗問卷
前測(平均數)

成對樣本 T 檢定

後測(平均數)

3.21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3.16

T值

P值

1.010

.320

綜上所述，針對以上分析結果，發現學習經驗問卷各層面分析，在行為投入、情意投入
和學習力方面，後測成績是低於前測分數，研究團隊推測幾點可能影響的因素及可行的解決方
法：
一、 在行為投入和情意投入方面，在該面向子題表現顯示：學生對於勇於發表和樂於分享部
分較為低分，可見學生平日於課堂討論時，仍不習慣主動說出自己的想法，或許害怕說
錯丟臉或被責備，這就有賴教學者能營造一個互相尊重、安心學習的友善環境，讓學生
更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
二、在學習力方面，學生較無法將新知識和已學習過的知識做比較，這顯示平時學生在學習時
缺乏和舊經驗連結，無法融會貫通做有效的學習。所以未來可以在新單元介紹前多連結
學生的舊知識或舊經驗，讓知識能夠做有系統與組織化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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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實施後學生的回饋與建議
本研究方案包含「臺灣的氣候」與「聚落的演變」兩單元，研究團隊設計了六個課程
活動，共實施 8 節課，活動課程羅列如下：
表 4-2-6 本課程方案課程活動
課程單元

課程活動
活動一：臺灣的氣溫和雨量
活動二：1.臺灣的特殊氣候

「臺灣的氣候」

2. 影響臺灣氣候的因素
活動三：新竹縣在地特殊氣候與自然景觀
活動一：人口的分布~讀圖與繪圖

聚落的演變」

活動二：Google 變變變
活動三：聚落翻轉

為了解學生在課程中學習的感受和想法，於是在完成此課程後透過訪談及學習單方式
進行調查，以做為下次施行課程時的參考與修正。
二、 學生最感到印象深刻的課程與原因
研究團隊將學生印象深刻的課程與原因整理後羅列如下表 4-2-7：
表 4-2-7 學生印象深刻之課程活動與原因
課程活動名稱
臺灣的氣溫和雨量

新竹縣在地特殊氣
候與自然景觀

以灑字遊戲進行聚
落類型分類

概念構圖類型
方格表

心智圖

方格筆記表
或心智圖

原因
我們將氣溫和雨量利用方格表整理出南部和北
部，山地和平地的差異，讓整個概念更為清楚。
( 學-雙 S12 -1061125 )
透過心智圖將「新竹特殊的九降風由來與其影響
產業和生活方式」進行文本分析，可以清楚其關
聯性。
( 學-雙 S01-1061125 )
不一定會有一個標準答案，可以想一想，很有挑
戰性。
(學-玉 S12-1070518)
我們的整理方式不一定會和別人一樣，可以互相
學習優點。
(學-玉 S10-1070518)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綜上可知，學生喜歡與生活經驗連結性強的課程活動，並能利用適當的概念構圖來分
析課文，使其能概念更加清晰，加深學生記憶與學習，讓知識不再是獨立與片段而是有
系統和組織的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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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最感到困難的課程與原因
研究團隊亦將學生感到困難的課程與原因整理後羅列如下表 4-2-8：
表 4-2-8 學生最感困難之課程活動與原因
課程活動名稱

概念構圖類型

原因
老師要我們自己先找重點，把重要的關鍵字先
圈起來，如果我圈錯了，會很難擦掉耶!!我想

人口的分布

階層圖

跟老師畫就好，否則課本會很亂。
( 訪-雙 S17-1070501 )
要如何分階層，找上位概念有一些困難，常不
知道如何去下標題。

( 訪-雙 S07-1070501 )

這部分是依照課文內容要小組討論並繪製概念
構圖，我覺得這比較困難，因為有些地方我不
聚落變遷

心智圖

太懂，要找答案還要一直寫，老師時間給得太
短了，來不及完成。

( 訪-雙 S22-1070525 )

各組畫的心智圖都不太一樣，不知道哪個才是對
的，這有標準答案嗎? ( 訪-雙 S14-1070501 )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自行整理
學生除了對概念構圖學習感到困難之外，另外，也在其他面向遇到困境，希望藉由這
次學習歷程的經驗，未來能有改進與成長。
我在找任務答案時比較辛苦，因為眼力要好，動作要快才能完成。
( 訪-雙 S01、S08-1061125 )
在小組討論時，我說話時都會很緊張，如果跟對方答案不一樣時，我就不知道哪一
個是對的。

( 訪-雙 S09-1061125 )

我的小組夥伴都不幫忙想答案，害我一個人很辛苦，都要自己完成任務。
( 訪-雙 S16-1061125)
綜合以上雙溪國小學生的回饋得知：
(一) 學生不太有自信，對於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模式還在磨合期，跟同儕間的互動仍在適應中。
(二) 不喜歡跟別人不同，只想追求唯一的答案，否則會有不安全感。
(三) 給予任務操作時間太少，導致學生心生恐懼，害怕無法完成任務。
(四) 學生對課堂學習的知識不習慣與生活做連結。
面對學生這些困惑之際，教學者應給學生以下協助：
(一) 教師需持續以「學習者中心」之學習共同體的理念進行教學，讓學生能熟悉此教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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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增進同儕互動溝通協調能力。
(二) 教師應教導學生以多元的視角和想法來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並尊重別人多元的意見，
而不是只追求唯一做法。
(三)

教學者應給予學生充分討論與實作的時間，並在操作中適時協助學生解決問題，才能展
現良好的成果。

(四) 引導學生將習得的理論轉換為可靈活運用的知識，內化成自己的能力。
經由此次研究方案執行完後，雙溪國小學生認為運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模式對他們理解
學習上有幫助的有 20 人( 95％ )，只有 1 人覺得沒有差異，可見，學生對於透過小組內合
作、探究與表達的自主性學習方式，能夠有加深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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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實踐團隊學校參與夥伴透過共備、觀議課機制在教學專業知能之收穫
與省思
在經過上下學期兩個單元的課程共備及觀議課的授課之後，在教學上看到許多美麗的
風景也看到許多仍可以再加強的空間，驗證了一句話：「一個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但不一定
可以走得很久；一群人可以走得很久很遠也可以走得很快樂」。以下就共同備課部分、授課
者及觀課者角度來解析。

壹、校本實踐團隊學校參與夥伴透過共備、觀議課機制在教學活動中面臨的問題
及解決方法
一、共同備課時遭遇到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同課異授」是這個研究中所要面臨的挑戰，過去的共備、觀議課都是由輔導團員在
自己學校的班級中進行，或是由輔導員協助單一校本團隊的老師備課，此情況下學生的同質
性較高，授課老師在備課過程中較能掌控內容進度與授課方式。此次的備課過程因三所學校
的學期行事及在地資源與環境氛圍不同下產生了一些問題與挑戰需要解決。
(一) 有待解決的問題：
1. 參與研究案的校本實踐團隊學校(雙溪國小)在暑期無法確認下學期的人事及行事，所以
在授課班級與課程共備上無法進行。1
2. 參與研究案的校本實踐團隊學校(雙溪國小、玉山國小及竹北國小)在考試的次數與時間
的不同，因此在課程安排上會產生進度上的落差。
3. 參與研究案的校本實踐團隊學校所上課使用的教科書版本不同(玉山國小)，產生授課內
容上學期相同，在下學期的課程單元課程內容編排發生迥異的問題，只能以外加課程
的方式操作。
4. 其他非參與研究案的校本團隊學校參與意願不高及參與共備課程人員的不固定。
(二) 問題解決策略：
1. 為解決人事不定問題，我們由研究者曾微分老師擔任雙溪國小的授課老師，另外在玉
山國小由陳思琦老師擔任授課老師，竹北國小由羅雪瑞老師授課。

1

在研究計畫撰寫初期已先與校本團隊中富興國小的許嘉瑜老師協調好，邀他共同參與協助研究計畫中的授課
及課程共備，到六月忽然接獲許老師調到雙溪國小，打亂原本計畫，爾後再請縣網中心協調雙溪國小加入校本
團隊，再請許老師加入，不過因在新學校的授課安排上已大致底定無法配合，因此授課老師再度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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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求統一教學進度與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共同備課，上學期協調三所學校上學期將要授
課的課程單元調到最後才上，下學期部分因為研究相關的在最後兩單元就依照正常進
度授課未做調整。
3. 面對版本上的差異，上學期的課程內容都是在上台灣的氣候，雖然版本不同但內容大
同小異，共同備課上主要以竹北小與雙溪小為主體，玉山小部份就針對不同點作修正
以符合課程內容。下學期的課程仍以竹北與雙溪為主，但因玉山小的內容差異太大，
經過討論後，由陳思琦老師在課程結束時以外加課程的方式進行。
4. 在共同備課過程中，參與校本團隊的學校幾乎都是偏鄉小校，授課老師都是行政人員
身兼多班社會課授課老師，若長期出門與輔導團一起備課，會對學校行政及班級學生
的受教權有所影響，因此在人力派遣上是一大困擾。在兼顧多方的考量下，就請校本
團隊儘量能在備課時固定同一人，觀議課時至少參加一場次，其他場次讓有興趣的老
師參與。

二、 在授課時遭遇到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三所學校所處的環境剛好是落在偏鄉小校、鄉鎮中型學校、都會區大型學校，因此在教
學環境及學生的文化刺激上有落差，表現在教室所呈現的學習氛圍也迥異，這些外在的因
素也讓教學研究者有了不同的省思。
(一) 有待解決的問題：
1. 在雙溪國小部分：因為授課班級不是自己長期經營的班級，且該班級上課老師為初次
帶班的代理教師，對社會領域課程是初體驗，教學經驗上較欠缺，大部分以講述為主
要授課方式，較少運用合作共學方式教學。再加上授課時有許多不認識的老師進入教
室觀課，因此對學生學習產生壓力與衝擊。
2. 在雙溪國小授課上，因共備課程是完整一單元，但在公開觀議課上因為公假上的關係，
校本團隊成員只有一節的觀課呈現，無法對整個課程有完整認識；因節數太少對於整
個研究案的信效度會造成誤差。
3. 在玉山國小部分：因地處偏鄉，對外文化刺激相對少再加上班級人數較少，因此在做
分組合作學習的分組上較困難。
(二) 問題解決策略：
1. 為配合雙溪國小老師時間，輔導員及校本實踐團隊學校成員，在備課時，將備課地點
安排在雙溪國小，讓授研究該班授課能夠共同參與，除了了解學習共同體所要呈現的
備觀議課進行程序外，更能透過彼此之間的腦力激盪、分享，讓整個授課活動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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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需求力求教學成效完善。
2. 針對授課時數不足部分，微分老師除了在公開授課之外，另外再利用其他的上課時間
到雙溪國小把整個單元課程部分上完，除了強化研究數據的信效度外，也增進師生間
的教學默契。
3. 玉山國小班級人數較少，因此在分組上若要進行每組 4-5 人的分組可能會有困難，因此
在授課時都調整為兩倆互相討論模式。

三、觀議課時遭遇到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面對同課異授的情況，在每次授課完課之後的饗課時間，是大家對該節課後的分享時
光，在分享的過程中，除了授課者對於自己今天授課的心得省思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吸收到
不同老師的建議及分享，透過不斷的修正，能夠讓課程的設計能夠更符合需求。
(一) 有待解決的問題：
1.

觀課紀錄要採取哪種模式，內容需要有哪些向度及如何記載。

2.

除了正式的公開授課時有足夠人數進行觀課紀錄，其他非公開授課時的觀課紀錄要如
何進行觀課。

3.
(二)
1.

在每次的公開授課時的觀課者都非固定人員，對於觀課紀錄的撰寫上產生困擾。
問題解決策略：
對觀課紀錄的模式經過討論及實際操作後，決定採用學習共同體的模式，再依據研究
案需求做修改。

2.

研究者為了增加研究案的信效度，除了公開授課那節課邀請校本團隊參與觀議課外，
其他非公開授課的課程時間，協調由研究者依據自己的空堂時間到其他授課者做觀
課，並做授課錄影以做為團隊議課時觀賞。

3.

對於固定人員皆安排觀察固定組別，其他非固定人員則被安排在非固定觀察組別，以
求觀課紀錄的延續性，另外也會於說課時特別提醒觀課老師在觀課紀錄時注意事項。

貳、校本實踐團隊學校參與夥伴透過共備、觀議課機制在教學活動之省思
感謝校本實踐團隊學校參與的夥伴一路相伴，與研究團隊進行共同備、觀議課，並提
供寶貴的意見，讓本研案就能順利進行。以下就共同備課者、授課者與觀課者不同的視角來
省思此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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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備課者的省思：
以下為共同備課夥伴提出的省思，整理如下：
(一) 面對三所不同的學校的學習環境及學習風氣，在備課時需要考慮的因素變多，在備課過
程中雖然以輔導員為主體，但校本團隊的成員的數次參與是一個思考模式的刺激，他們
不但參與討論並不時提出教學經驗的分享及在備課時應該校學生的學習概況，讓備課時
的內容能更貼近學生的學習，透過此備課模式讓教學活動更順利。
(二) 雖然備課時以考慮多項的變因，並非就完備，透過在後設備課過程中針對授課完後觀課
老師意見及研究者所提供的意見做修改，對於第二、三校再做授課的觀議課分析，在輪
轉式的修正模式下，能讓教學活動更符合教學目標的需求，是適合偏鄉小校共同備課的
模式，且效果不錯值得推展。
(三) 在備課內容上想給學生的東西太多，未考慮到學生在剛上五年級對於課程的深度及廣度
增加較多，學生未必能夠吸收，再加上在過去學生也沒有這種共同學習的經驗，因此在備
課內容上準備較多的情況下，學生有點適應問題，這是未來在備課時要注意的地方。
(四)以上學期的課程考量，研究團隊著眼於心智脈絡圖的繪製，希望學生從課文關鍵字出發嘗
試繪製脈絡圖，唯雙溪的學生可能由於過往經驗不足，在圈關鍵詞的部分就遇到困難，更
遑論繪製心智圖。因此在備課時，需要考量學生的背景能力，才不至於上課時無法達成課
程設計的目標。
(五)在下學期第五單元的教學中，針對上學期的不足加以修正，為孩子搭出適當的鷹架，放慢
文本閱讀速度，以段落進行聚焦，教孩子找出關鍵詞並做分類，理解如氣候、地形、物產
等上位概念，有助於完成組織圖。適時的依據不同學校調整教學策略及方式。對於此研究
案的進行有很大的幫助，也讓研究團隊有機會檢視問題點及找出解決的方法。

二、授課者的省思：
下面分別為竹北國小、雙溪國小和玉山國小三位授課老師提出的教學省思，彙整如下：
(一) 在授課時對於雙溪小的學生，因為不是自己所熟悉的環境，對學生的背景也比較不了解，
因此在授課的過程中，學生臨場的表現比較難以掌控，不過，學生的表現還是蠻符合教學
目標的表現。雖然教學時間不是那麼長，和學生的默契也不夠熟稔，在剛開始互動不是那
麼熱絡，但多次上課後已能和學生達成某種默契，學生的配合度也逐漸上軌道，上課的進
度也較能掌控，囿於時間與進度的關係，有些教學活動不夠細緻，許多該給學生討論及思
考與內化的時間不足，這是未來在授課及備課時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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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玉山小雖位於偏鄉，但學生在授課老師一段時間的帶領下，面對共同學習部分已經有經
驗，因此在課程授課尚能較順利的進行，但因為人數上的限制，只有進行兩倆互相討論，
在執行四人一組討論比較不方便，對於在多人團隊合作的氛圍較無法形塑殊為可惜，或許
下次可跳脫窠臼，執行四人小組討論的共同學習模式，如此可能可以降低只一人做另一人
當客人的窘境，也比較能符應學習共同體的精神。
(三) 竹北小長期以來就有在執行團體合作共同學習的氛圍，因此在執行教學活動上比較沒有
多大的困難，有困擾的是在時間的掌控上，或許要求的比較多，因此上課進度會因學生較
活潑且參與力較用心，因此上課時為了要能讓學生都有充分發表的機會，時間的掌控上需
要再多一點心思，相對於其他校，本校當客人的比例較少，大都能融入教學活動中，對於
課前預課課中參與討論及課後作業的達成率大致都能達到教師的要求。

三、觀課者的省思：
四位觀課老師在參與研究案觀課課後，對本課程提出的意見如下：
(一)雙溪小王佳欣老師(五忠導師)
經過一學年，社會輔導團進班教學了幾堂課，不僅是學生有所轉變，我也從中獲益良多，
簡單敘明一下我的背景，雖然擁有教育相關背景，但自完成實習後，因當年教甄名額極少，
所以接下來數年，我大多從事補教相關工作，直到這學年才回到學校工作。
學期初，因各方面都還在摸索中，所以社會課採講述教學法，學生反應尚可，但從他們
上課給我的回饋中，我發現我們班的學生很喜歡討論，只是常偏題、抓不到重點；社會輔導
團進班教學過後，社會課時，課堂進行方式做了些調整，增加討論的份量，我發現學生之間
的互助合作，的確可以把某些比較需要協助的孩子拉上來一些，兩兩一組、四人一組的分組
方式則各有優缺點，但我們班的學生在四人一組時，討論得比較好，雖然跟不上討論的同學
偶爾會有神遊的情形；到了這學期，微分主任很明確的帶學生操作過概念構圖，往後幾堂課，
學生都以此形式上課，甚至在下個單元還未開始前，便有學生問我，要畫概念構圖嗎？充滿
期待的感覺。
最後還是要再次謝謝微分主任和社會輔導團，讓五年忠班的學生在這幾次的教學中，得
到一些啟發，也更能快速抓到重點。
(二)雙溪小沈瑞美老師(五孝導師)
當老師那麼久，第一次上五年級的社會，之前上社會因經驗較少，上課都是依據教師手
冊採用講述式的上課模式，很高興有機會參與這一次的觀課，感謝輔導團的上課，這一節讓
我知道上課的風景有那麼多樣；早知道是這樣，我也想把我們班加入這次的研究實驗中，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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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點遲，不過透過此次備觀議課活動，讓我學習到在備課時如何和夥伴分工合作及科技運
用，觀課時是專注在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成效，議課時如何分享及吸收更棒的教學活動或技巧。
(三)竹北小林詩敏老師
教學者微分老師因不熟悉的班級學習氛圍與學生對象，在授課過程中面臨巨大挑戰，須
不斷修正自己的提問以符合學生學習能力：例如播放影片的過程中，如果只是邀請孩子觀看
影片內容，或許可以調整成在看影片前提示孩子看什麼?找什麼證據?有沒有跟課文相關的資
料或線索?應該可以更加聚焦。
教師口語指導的部分如果只是指導學生看第幾頁的課文，顯然無法幫助學生找出關鍵
字，此時應透過關鍵性的提問，例如：在這一頁課文中，影響台灣氣候變化的因素有哪些?
請同學找找看最重要的一句話或一個名詞、動詞？或是指導學生從子標題下手，更容易理解
課文。
另外，雙溪班級的學生習慣於師與生的互動，對於教師的提問願意回答，但回答的方式
往往是留在自己座位上口語回答，其他同學常無法進入討論情境；如能鼓勵學生站起來發
表，或將提問的問題交由小組運用小白板等其他方式共做後上台分享，或許能改善此一情形。
由於雙溪國小的教學是較大的挑戰，對研究團隊而言要同時關注心智圖的策略學習與學
習共同體的學生互動，也經常會顧此失彼，但可以發現，當任務難度太高，沒有適當鷹架的
情形下，弱勢學生經常被忽略，仍舊出現課堂中的客人現象。唯有教師隨時關注學生反映，
適度搭起鷹架，並且建立於原本就有友善互動的共學情境當中，學習共同體的互動合作才可
能發生。
(四) 六家小彭成港老師
參與這幾次的備觀議課的教學活動，發覺不管大型學校或偏鄉小校，運用共同學習體精
神的模式上課，學生都能表現出不凡學習的成效，也很驚訝在偏鄉小校，人數那麼少，文化
刺激不足的情況下，他們的表現不輸給市區的大型學校的學生表現，這樣讓我對未來在偏鄉
小校上課時運用此一模式注入一柱強心針，此外也針對未來在備觀議課時要關注的焦點也有
想法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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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乃為研究團隊與校本實踐團隊教師採取學習共同體課堂實踐理念之教學歷程，對
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教師專業成長與自我省思皆有所體驗與成長。本章分成兩節，第一節根據研
究目的與結果提出結論；第二節則是針對本研究對未來教學者、學校行政者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問題與教學實踐過程分析與討論，提出以下五項結論：
一、本研究方案採取「同課異授」模式，但需顧及學生學習差異和學校區域情境不同做適時
的調整
面對竹北國小、雙溪國小與玉山國小三所不同規模的學校，在學習環境及學習風氣上皆
呈現迥然不同的風貌，研究團隊教師在備課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就會增加，除了教科書版本上的
差異外，以前也不曾有過這種跨校教師與學生共同學習的經驗，因此，在備課時夥伴們都想帶
給學生很多的東西，而未考慮到學生剛上五年級對於課程的深度及廣度增加較多是否能夠吸
收，及校際學生間的差異學生能否適應的問題，這是未來再做相似教學時需考量的部分。
二、透過學習共同體的理念實踐，培養學生學習與人分工合作的能力與態度
研究團隊透過以學習共同體理念設計課程，希冀養成學生主動探究學習、培養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利用體驗實踐活動更加深學生學習印象。
然而三個學校學生表現出截然不同的上課風貌，雙溪國小學生因以往缺少小組討論的經
驗，剛面對此種上課方式學生學習反應呈現兩極化，但透過教師引導後，學生逐漸習慣此種教
學模式，導師也發現藉由同儕間的互助合作，是可以把某些比較需要協助的孩子拉上來，在本
次研究方案執行完後，調查雙溪國小學生發現：學生認為運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模式對他們理
解學習上有幫助的有 20 人( 95％ )，只有 1 人覺得沒有差異(全班 21 人)，可見，該校學生對
於透過小組內合作、探究與表達的自主性學習方式，認為有加深學習的成效。
而竹北國小學生對於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模式，對某些學生而言是全新的經驗，但展現出
高度的接受度，再加上教學者長期耕耘，學生已經習慣與人分工合作的能力與態度。至於玉山
國小方面，剛開始實施學習共同體時，同學間的討論較流於形式，組內缺乏合作共好的精神，
但經過一學期的教學後，已能展現分享的討論文化了。
除此之外，針對本課程方案實施前後皆進行了問卷調查，其結果顯示學生在認知投入
和學習者中心面向有些許的進步，雖然提升幅度微小，但仍可顯示此課程對於學生的學習是
有助益，能夠奠基學生的基本能力，展現與人溝通協調，培養互助合作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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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應做更適切的提問和引導，讓學生能熟練運用概念構圖的方法
學生學習概念構圖能力並非一蹴可幾，需要教師不斷的舉例、示範和引導，讓學生能逐
漸熟練構圖流程和方法後，再將構圖活動移轉給學生操作，而學生也必須經過長期的練習才能
運用自如。
關於這部分的學習，雙溪國小學生因先前缺乏繪製概念構圖的經驗，教學者在此花了比
較多的時間在引導與協助學生操作，但第一階段課程結束後因缺乏練習的機會，所以成效並不
理想，直到下學期教學者藉由明確的帶領學生操作概念構圖後，往後幾堂課都以此形式上課，
當學生逐漸熟悉時，甚至在下個單元還未開始前，他們會自發性的利用課文畫出概念構圖。
然竹北國小學生經過一年持續的練習後，對於課堂上運用概念構圖學習已經非常習慣，
學生也認為學會這些概念構圖的使用，對於個人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對玉山國小學生而言，
概念構圖已累積多次的操作經驗，同學在下學期時都已有能力將文本以有脈絡的階層或心智圖
呈現出來。
四、應給學生再多一點時間學習，才能看見互助共學的課堂風景
為了給學生有完整的知識架構，除了課文外，研究小組還設計了許多小組討論和操作式
任務以及延伸挑戰的課程，授課時間自然占用比較多，然教學者亦有課程進度上的壓力，故在
任務操作或討論時，未能給予充足的作業時間準備，導致學生有疲於奔命的感覺，或造成有些
小組可能無法完成任務，也就失去原本教學的目的了，所以應給學生多一點時間學習，讓程度
好的學生也能有機會教導程度弱的學生，才能達到真正學習共同體的境界。
五、透過與校本實踐團隊學校共同備、觀議課，建立教師的跨校共學社群，提升其專業知能
在課程方案實施歷程中透過與校本實踐團隊學校共同備、觀議課，從一次次的專業對話
與經驗交流中，讓此研究案課程更加豐富和順利進行，不但提升研究團隊的課程設計及教學能
力，亦真正開啟跨校共同備課、實踐課程的學習共同體契機。
儘管本次研究案實施的三所學校剛好是處於偏鄉小校、鄉鎮中型學校、都會區大型學校，
在教學環境及學生的文化刺激皆有明顯落差，教室裡所呈現的學習氛圍也迥異，但經過校本實
踐學校伙伴及團隊成員的努力下，將以學習共同體理念為精神的課程帶進這些教室，使學生都
能展現出亮眼的學習成效，但仍有許多部分是研究團隊需要再修正和加強的，也希望這研究
案的落幕並不是真正的結束而是另一個跨校共學精神的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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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研究案進行至此才發覺理想與實際的差異，在這一年當中，雖然備課者、教學者與觀課
者之間互動密切，對於研究案的進行也能相互支援，讓研究案順利完成，但仍有許多盲點值得
去探究與改進的地方，足以做未來教學者、研究者和學校行政端的參考。

壹、對未來教學之建議
本研究對未來教學之建議分為下列四點說明：
一、營造友善尊重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從問卷調查中發現學生對於勇於發表和樂於分享這兩部分較為低分，在教學現場中也能
見到有些學生在平日於課堂討論時，仍不習慣主動說出自己的想法，或許害怕說錯丟臉或被責
備而沒有自信心，這就有賴教學者去營造一個互相尊重、安心學習的友善環境，讓每位學生都
能勇於發表自己的想法。
二、設計課程應與學生的舊經驗和生活相連結，以增進學生學習的意義
在期末回饋中發覺學生在學習時常缺乏和舊經驗連結，無法融會貫通做有效的學習。所
以未來在新單元介紹前多導入學生的舊知識或舊經驗，讓知識做有系統化與組織化的學習。另
外，社會領域的課程原本就是讓學生能學習認識社會、適應社會的一門學科，因此在設計課程
時應從學生生活經驗出發，如在教授「臺灣的氣候」時就要結合日常的氣象報告，讓課本理論
和實務能夠相結合；在「聚落的變遷」單元裡也要鏈結學生的在地社區文化，如此不但能吸引
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增進學習的意義。
三、觀課記錄表需審慎設計，應方便觀課者記錄也能從中擷取重要訊息
在觀課紀錄上，觀課紀錄設計與研究的問題上無法充分的契合，雖然在初期設計觀課紀
錄上有依據研究案做修正，但在最後做資料總整理時發現，觀課紀錄探究描述上略為簡略，或
許適合觀課者的操作，但對於研究案的資訊提供無法完整的資訊，因此對於觀課紀錄的設計需
要更貼近研究計畫。
四、跨校共同備課時儘可能採用同一版本，並考慮學生生活背景及學習能力進行設計
備課時儘可能伙伴學校都採同一版本，若不能的話也可以儘可能將相近的課程採取共
備，其他的課程可以分工再利用線上共備的模式，以減低課程準備的壓力。另外備課時需要注
意學生的背景能力，不做過多的課程設計，並要能夠及時修正，以符應學生的需求。

貳、對學校行政之建議
本研究對學校行政之建議分為下列二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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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行政單位應多給有需求的教師專業增能的機會
除了研究團隊外，本研究案希望與校本團隊學校教師共同備、觀議課，然而在實施過程
中發現非參與研究案的校本團隊學校教師參與意願不高，來參與共備課程人員也的不固定，原
本希冀能培育校本實踐團隊學校種子教師的美意打了折扣，多數教師以學校課務繁重為由，或
是擔任導師不方便離開班級太多次數而無法全程參加，讓難得的教師專業社群無法發揮功能，
因此，期待學校行政單為未來能指派相關授課教師參與相關研習並給予公假，讓真正有需要增
能的教師都有再精進的機會，且不會造成教師們的心理壓力。
二、校內成立各項教師專業社群，透過專業對話與共同備課，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教師不僅只有參與校外研習能增加專業知能，在校內亦可成立教師各項專業社群，藉由
相同領域夥伴定期進行專業對話與經驗交流，並透過共同備課方式減輕教師單獨備課的負擔，
也能發揮團隊的智慧，集思廣益讓課程更完備，同時也為 108 學年度即將進行教師全面性公開
授課先行準備，使教師的專業得以提升，教學資源能夠共享，真正達到「自發、主動、共好」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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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會領域教學活動設計
學校名稱：雙溪/竹北/玉山國民小學
授課年級：五年級
單元名稱：臺灣的氣候(120 分鐘)
授課日期：106/12 月
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社會領域
1-3-1 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3 瞭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單元學習目標
大概念(Big Ideas)
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1. 認識臺灣氣候的特性。
1. 臺灣的氣候有什麼特性?(雨量、氣溫)
2. 認識臺灣氣候的地區差異。
2. 臺灣的氣候有哪些地區差異？
3. 探討氣候變化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3. 氣候變化對居民生活有哪些影響?
學生能學到的知識(Knowledge)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Skills)
1. 瞭解臺灣氣候的特性及影響氣候的因 1. 讀圖(判讀不同地區存在雨量或氣溫
素。
的差異)。
2. 瞭解不同地區存在雨量或氣溫的差異 2. 能舉例氣候對生活產生影響的例子。
3.知道氣候會對生活產生影響
學生與教材組織分析
學生先備知識
1. 知道氣候的定義。(康 1-2)
2. 瞭解緯度與氣候的關係。(康 1-2)

教材概念構圖(康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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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

學生學習活動

評量

※課前預課：學生針對氣候單元進行略讀
精讀
畫重點
提問之預課。
【導入】
1. 連結舊經驗：
(1)單元標題為臺灣的氣候，
「氣候」是什 口頭發表
麼呢？
・某地長時期的天氣平均狀況。
(2)我們曾經學過哪些概念和氣候有關？
・北迴歸線以北為副熱帶氣候；
以南為熱帶氣候。
・緯度愈高，氣候愈寒冷。
【開展】
1.閱讀 P30-P31，學生分組進行氣候單元 實作、小組討論
之概念構圖。
・季風：冬季盛行東北季風；夏季盛行
西南季風
・氣候溫暖
・夏秋兩季多颱風
・雨量：
(1) 夏季受颱風、東北季風影響，
各地雨量豐沛。
(2)冬季北部面迎東北季風，全年有
雨；南部受山地阻隔，乾燥少雨。
(3)山地雨量較平地多。
2.請學生將氣候概念構圖畫於黑板。
發表
3.師生討論：進行概念構圖之統整。
討論
【挑戰】
1. 讀圖：小組討論圖 2 及圖 3 涵蓋
討論
了什麼資訊(P31)
發表
・雨量：山地與平地、北部與南部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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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出氣候的定義

說出和氣候有關的
概念。

能分組進行概念圖
討論

能以概念構圖方式
，整理臺灣氣候之
特色。
能透過讀圖知道北
部/南部、山地/平
地之雨量特徵。

教學活動內容

學生學習活動

評量

※課前預課：學生針對氣候單元進行略讀
精讀
畫重點
提問之預課。
【導入】
1. 複習舊經驗：
(1)請學生說出自己家鄉四季氣溫的變化
口頭發表
・夏季很熱，冬季冷，有時還有寒流來襲，
春秋兩季較為舒適。
(2)就學生經驗說出在臺灣其他地區(南部、山區)
的四季氣溫為何？
・南部：夏季炎熱，冬季比北部不冷
；山區：夏季涼爽，不用開冷氣，冬季寒冷，
有時還會下雪。
(3)從以上的生活經驗，你發現了什麼？
・緯度愈高，氣候愈寒冷；地形越高，溫度越低
【挑戰】
為什麼山地每上升 1000 公尺，溫度會下降 6 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KJJpSq8lsU
科普：为什么人类离太阳越近，温度却越低呢？ 小組討論
發表
【開展】
1. 閱讀 P26 課文內容，找出重點用自己的話
說出來
・夏季時，除了山地外，各地普遍炎熱
・冬季時，南部地區比北部地區溫暖
・夏季和冬季的氣溫差異，南部小於北部
・山地四季的氣溫比平地低。
2.閱讀 P26(圖一)比較北部淡水地區和南部恆春
地區四季氣溫的差異?為什麼？
・恆春地區的各月平均氣溫比淡水高；因為恆春位
於熱帶氣候區(緯度較低)，淡水位於副熱帶氣
候區(緯度較高)。
・恆春地區全年平均氣溫變化比淡水小。
3.閱讀 P26(圖二)比較台中和合歡山四季氣溫的
差異?為什麼？
・合歡山(地勢較高)的各月平均氣溫比台中市
(地勢較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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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出自己家鄉四
季氣溫的變化
能說出臺灣其他地
區(南部、山區)的
四季氣溫變化

能歸納出：氣溫和
緯度及地形有關連

能標示臺灣氣溫之
重點。

能說出臺灣南部和
北部氣溫差異及其
原因。

能說出平地和山區
氣溫差異及其原
因。
能說出因季風、地

理位置而形成的特

2. 複習舊經驗：完成習作第 10、11 頁(2-2 氣
象萬千)。
(1) 從台中市區、合歡山的月平均溫度，可以
發現什麼?
(2) 從淡水與恆春月平均雨量的資料，可以發
現什麼?在上面的發現中，你覺得可能的
原因是什麼?
根據第一、二題的結果，推測下面地區溫度和
雨量可能的差異?
教學活動內容
學生學習活動
【導入】【學習統整單】

討論
實作
4.臺灣因季風、地理位置而形成的特殊氣候
和自然景觀有哪些地區？各是如何形成？
・蘭嶼：高溫(緯度低)、多雨(季風)、潮濕
→類似熱帶雨林植物
・台東：焚風(季風)→農作物枯死
5.請你歸納影響氣溫的因素有哪些？
・緯度、地形、季風

【開展】
：閱讀課本 P27，提出問題 配對
討論畫組織圖。
（1） 造成特殊天氣現象或自然景觀的因
素有那些?
（2） 課文中介紹了那些特殊的天氣現
象?
（3） 這種特殊的天氣現象，分別產生什
麼自然景觀?
（4） 焚風是如何形成的?會造成什麼影
響?
（5） 落山風日如何形成的?帶來什麼影
響?

小組討論
發表

殊氣候
能說出影響臺灣氣
候的因素為季風、
緯度及地形。

評量

學生能討論並經由
比較月平均雨量和
氣溫統計圖，了解統
計圖的異同，以及寫
出影響氣候的因素。

能標示臺灣氣候之
特色。
能舉例說明臺灣氣
候之特徵。

能說出影響臺灣氣
候的因素為季風、緯
度及地形。
小組討論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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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析文本內容，舉
例說明影響臺灣氣
候之因素。

【挑戰】
1.提供文本，請學生分別以不同色筆標示
影響臺灣氣候之因素。
季風、地形、緯度
2.透過文本了解，能掌握新竹縣在地的特
殊天氣與自然景觀。

能說出新竹在地的
特殊天氣現象與自
然景觀

【學習統整單】
季節
夏

緯度
冬

受西南 受東北

南
集中

地形
北

平地

夏季

台東

類熱帶
氣候

焚風

潮溼

少

補充

颱風
少

季風

山地

蘭嶼

四季

雨量
季風

特殊氣候

多

有雨

在夏秋
每上 1000

氣溫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高

公尺，
下降 6 度

挑戰文本
冬季(12 月至 2 月)是臺灣地區的冷季，也是中南部地區乾季，這段時間主要受到來自蒙
古西伯利亞的冷高壓所控制，盛行東北季風，透過一波波鋒面系統的南移，影響著臺灣的天氣
型態。
通常一星期會有一波鋒面系統通過台灣，使溫度下降並下雨，但是降雨的區域一般只侷限
在北部及東北部地區，且以綿綿細雨為主，除東北部外，鮮少有豪大雨出現。
此外，受到中央山脈高聳地形阻擋的影響，位於背風面的中南部地區降雨機率偏低，而且
溫度變化也沒有北部來得大，因此「南暖北冷、南乾北溼」就成為台灣冬季氣候的最佳寫照。
氣候對於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新竹縣的北埔鄉和新埔鎮一帶，在每年 9 月至 12 月柿
子盛產季節，適逢吹起東北季風(俗稱九降風)，加上當地乾燥少雨的氣候環境，孕育了柿餅這
項聞名全臺的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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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區之所以成為「風城」，與其地理位置有密切關聯，新竹東南是雪山山脈，西北臨
臺灣海峽，北為湖口台地，南接香山丘陵，新竹沖積平原由東南向西北呈「喇叭狀」開啟，類
似風口，不論是東北季風或西南季風進入此一隘口，風勢會特別強勁。
新竹地區強勁乾旱的「九降風」，所到之處，就像一部天然大型烘乾機；造就新埔鎮與北
埔鄉的柿餅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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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會領域教學活動設計
學校名稱：雙溪/竹北/玉山國民小學
單元名稱：環境的變遷(160 分鐘)

授課年級：五年級
授課日期：107/05 月

教學流程
1

教材

評量工具
●小組討論與發
表

※課前預課：學生回家訪問父母原居住哪裡?
為何選擇移居寶山 ?
【導入】
1.連結個人經驗：
(1)請學生分享家人選擇居住在寶山的原因?
(2)老師歸納整理學生選擇居住寶山的各種因
素。
【開展】
※活動一：人口的分布~讀圖與繪圖
1.老師發下土地面積相似的鄉鎮及人口數資
料，請小組以每 5,000 人為單位，並以紅點
的方式貼在地圖上，遇到困難後請學生討論
怎麼解決。

●翰林版
課本
P58~P59

2.教師提問：
(1) 請 各 組 同 學 觀 察 後 ， 說 一 說 發 現 了 什
麼?(人口密度的差異性：相同的土地面積居
住的人數可能不一樣)
(2)地圖上每一個點點的意思代表什麼？觀察
地圖上那些地方的點點比較密集?那些地方
的點點顯得稀疏?
(提示--南北有沒有差異？東西有沒有差異?
本島跟離島有沒有什麼差異？)
(3)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什麼因素？
學生可能回答：地形、產業(就業機會)、開發、
交通、便利性、就學……
3.學生回答後，請學生打開課本看看，有那些
地方相吻合。
4.教師帶領學生以圖表紀錄本頁的內容。
2

※活動二： google earth 變變變
1.教師請學生利用 google earth 搜尋新竹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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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版

●小組討論與發
表
●學習單

北和雙溪兩地十年前後地貌的變化，並請學
生回答觀察到什麼現象?
(1)竹北高鐵站附近的變化很大、雙溪沒有什
麼改變請學生拿出自己的訪問的便利貼，隨
機訪問兩位同學後，請學生依分類貼在黑板
上（在地居住、工作遷移）,結果證明雙溪
變化不大。
(2)老師揭示竹北與雙溪十年間的人口數的變
化，請學生觀察並推論原因：
人口越多、房子越多、所以聚落的型態會改
變；竹北地區就業方便、交通方便、腹地較

課本 P59

●小組討論與發
表

●google
earth
●影片

大（地形）
(3)雙溪跟竹北比較，條件上面有何異同？
（最大差異在地形）＞＞＞因為科學園區的產
業支撐，園區周邊的鄉鎮人口數不致外移
2.觀察課本 P59 圖三，想一想，什麼原因導致
嘉義縣六腳鄉的人口數逐年減少？
3.影片補充極限村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FWCGXYRPY
3-4

※課前預課：學生回家訪問家人
1.以前寶山鄉主要的產業為何？現在是否有
繼續或是轉型？
2.這些年來寶山鄉是否有改變？哪裡改變了
？為什麼會改變？
3.你覺得寶山鄉最需要加強的是哪方面？ 要
如何改善(可行的具體做法)呢？
※活動三：聚落變遷
1.請學生閱讀課本 P60~P62，並小組討論及歸納出
重點(完成學習單)
2.教師歸納統整

●小組討論與發
表

●翰林版
課本
P60~62

●小組討論與發
表
●學習單

【探究】看見家鄉的美麗
1.請學生發表訪問家人關於寶山鄉的演變情
形
2.欣賞影片
●影片

(1)新竹縣寶山鄉雙溪社區路牆彩繪
(2)真心看寶山
(3)寶山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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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風糖新風貌
(5)雙胞胎井
3.學生分享自己對家鄉的看法
【總結】
完成習作 4~2

●習作
P18~19

●參考資料

1.內政部戶政司資訊網
2. google earth 竹北和寶山的鳥瞰圖
3. 極限村落報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FWCGXYRPY
4.寶山鄉相關新聞

(1)新竹縣寶山鄉雙溪社區路牆彩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1UcnAHdz5E
(2)真心看寶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cdSsDldZA
(3)寶山傳統產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w0jw7KGB2A
(4)風糖新風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m5-6CZo-Q
(5)雙胞胎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vRFShvRw4
習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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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單元 4-2 聚落與人口 小組任務單
組員：(

)

任務一：請觀察下面的表格，並且依照老師的指示討論：
面積
鄉鎮名

(km2)

面積
人口數

相仿鄉鎮

(km2)

面積
人口數

雲林縣
竹北市

46.83

182,975

48.35

14,860

人口數

48.39

5,070

58.75

8,751

蘭嶼鄉

新北市
64.79

(km2)

台東縣

東勢鄉
寶山鄉

相仿鄉鎮

台東縣

14,591

54.15
林口區

106,509
關山鎮

任務二：請依照上方的表格，依照老師的指示將貼紙貼在正確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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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請觀察以下圖表，並思考以下問題：
(一)

在圖表上發現了什麼？

（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任務四：請思考人口遷移與聚落變遷之關係，將本課重點以筆記方格表形式記錄下來：
都市
舉

例 說

鄉村

明

人 口 數 多 寡
人口變化傾向
產

業 類

型

聚

落 型

態

交

通 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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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習共同體 社會學習領域教學觀課表
五年忠班
分組方式

教學班級
觀課日期
教學者
學習主題

12 月 15 日

觀課時間

曾微分

時 分 至 時 分

觀課者

台灣的氣候

學習目標
大概念(Big Ideas)
關鍵問題(Essential Questions)
4. 認識臺灣氣候的特性。
4. 臺灣的氣候有什麼特性?(雨量、氣溫)
5. 認識臺灣氣候的地區差異。
5. 臺灣的氣候有哪些地區差異？
6. 探討氣候變化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6. 氣候變化對居民生活有哪些影響?
學生能學到的知識(Knowledge)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Skills)
3. 瞭解臺灣氣候的特性及影響氣候的因素。 3. 讀圖(判讀不同地區存在雨量或氣溫的差
4. 瞭解不同地區存在雨量或氣溫的差異
異)。
3.知道氣候會對生活產生影響
4. 能舉例氣候對生活產生影響的例子。
觀課重點

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的理解是什麼?哪些懂了?哪些不懂?
學生舉出甚麼例子?有哪些討論內容和具體表現?

觀課紀錄
(根據教學者的提問，觀察單一小組學生的討論與表現)

觀察檢核
(在此活動學生能否達成該
項能力，勾選或說明)

Q1 台灣的氣候有什麼特性?
□探究
□合作
□表達
Q2 影響氣候的因素有哪些?
□探究
□合作
□表達
Q3 雨量會受哪些因素影響?
□探究
□合作
□表達

觀課省思(根據課堂中的學生表現，對您個人的教學有什麼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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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時
間

12
15

地
授課者
點

雙
曾微分
溪

行動研究觀課紀錄
觀課者

Q1

Q2

Q3

觀課省思

許嘉瑜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如何增加學生主動思考、探究及討論
的意願與機率，分組的方式(人數)

黃鳳娟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文本資料整理與探索討論是同時並重
共進的教學重點策略

□探究

█探究

█探究

課前預習方式多樣化

□合作
□表達

█合作
█表達

□合作
□表達

分組室當方法:人數、能力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王佳欣

羅雪瑞

12
22

玉
陳思琦
山

詹益晃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1 學生對兩兩討論方式不熟悉，在討
論過程中互動不多，可作為分組時的
參考
2 授課老師的誘導很重要，能有效的
引導學生的學習氣氛

黃鳳娟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我想以任務單及學生自評的方式來了
解我認教班級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做
為自己的教學依據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整理歸納不錯，課程流暢

曾微分

□探究
█合作
□表達

莊智鈞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1 以一個實作單來作為本課的討論及
記錄(條列式重點)

余政賢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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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合適的用語和提問(追問)，可以引
導學生思考(如何鋪陳提問呢)
3 教師的指導語是引發學生在思考的
關鍵(引導學生標出 1234)
4 備課要畫出實作的預期效果，在思
考如何提問來引導學生回答出預設的

答案。
羅雪瑞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林詩敏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吳事穎

余政賢
04
13

竹
羅雪瑞
北

曾微分

彭成港

□探究
□合作
□表達

1 適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給予指
導，能發揮更有效的教學成校
2 學習經驗的強度，概念深層的釐清
指導語是非常重要的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表達

□表達

□表達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表達

□表達

□表達

1 如何將討論的概念落實在題目的設
計上(形式上哪些題目適合 2 人或 4 人
或全班)
2 孩子先透過獨自閱讀，再經教師提
示圈出重點及找出證據
3 用撲克牌的方式當作獎勵
4 善用課本習作可以相互呼應到
1 先默讀課文 3 分鐘，讓學生靜下心
再開始上課
2 利用直行簿讓學生貼學習單作筆記
(方便回饋自我複習)
3 可能要學習甚麼?讓學生推測(掌握
重點)
4 連接過去的學習經驗(以前的學習內
容何者與今日有關)
5 運用軟性白板供小組學生記錄，讓
小組討論，先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6 善用音量控制的指導語，讓小組討
論有默契
7 尊重不同的呈現形式，讓學生思考
1 即使是資源班學生也能投入學習
2 小組能建立安心學習的氛圍
3 學生對自身有關的「義務」比較有
感
4 上課前讓靜心下默讀，可以讓學生先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表達

□表達

█表達

了解課文內容
5 提問 2 人~4 人討論設計
6 善用課本的圖片和習作，讓學生能回
扣內容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1 分組討論、默讀收心、音量控制的
方法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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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

陳思琦

林詩敏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表達

2 分組方式(面對面坐)是否會更好

□探究
□合作
□表達

1 導入部分:與孩子舊學習經驗結合
(當兵、裹小腳、示範)
2 學生能共同完成概念構圖，有討論
氛圍，事先前的示範引導累積
3 習作能拉回概念構圖檢視

█探究
█合作
□表達

1 針對設定的題目觀察，思考自給的
調整
2 善用習作跟課本的現成素材
3 看孩子的進步!我們還可以做甚麼
4 現在不評教學者，卻去評學生?本來
就有不同的討論樣貌

黃鳳娟

詹益晃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表達

█表達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1 鼓勵營造安全環境
2 喚起舊經驗能達到孩子提出「自由、
參政、平等」權利
3 很強的提問設計
1 要如何引導學生去認識別人的資
料，看出差異點
2 架構學生問題解決之能力，能更深
入的探討
3 對學生多用肯定表現的評價語言，
減少使用負面的評價語言

04
27

王佳欣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1 2/4 人討論交叉使用，巡視確認是
否有效討論
2 丟問題後，視情況聚焦，縮小答題
範圍，控制時間

沈瑞美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1 以學生固有的能力為本以誘發期潛
能，而教學者對於課程的設計也應多
以學生的能力指標為導向而啟發學生
學習的興趣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表達

█表達

□表達

雙
曾微分
溪
許嘉瑜

彭成港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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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很重要

1 用紅貼紙貼在學習單上讓學生感到
人口的壅擠，很棒
2 透過 google earth 的照片變化可以看
見城市發展變遷
3 學生能省思人口高齡化及人口外移

的問題
4 學生能透過討論完成筆記

詹益晃

█探究
█合作
█表達

莊智鈞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表達

□表達

2 學生的答案集中在縣市地點的思
考，而非整體區域性的思考

□探究
█合作
█表達

█探究
█合作
█表達

1 人數雖少但心智圖的整理不遜於市
區學校，學生表達有條不紊，學生很
認真思考老師的提問並具體回答老師
2 學共教學法，在小學校操作沒有想
像的困難，只要老師用心引導，學生
依舊表現亮眼

█探究
□合作

□探究
□合作

1 課程教材教法在地化、脈絡化
2 最後總結，鼓勵孩子們

□表達

█表達

羅雪瑞

05
25

玉
山

█探究
█合作
█表達

1 教學者的指導語對教學活動的順暢
與否很重要
2 分組成員間的關係也會影響教學氛
圍

□探究
□合作
█表達

1 對於教師的提問習於從課本找答
案，可以鼓勵個人思考判斷

陳思琦
彭成港

黃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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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研究團隊討論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討論事項
(一)課程建議
1.影片媒體的應用
2.教材本身的謬誤(翰林版的北回歸線)
3.分組遇上弱勢配對，可能導致討論時的互動情形有限
4.畫重點時的口語提示與平常訓練的可能性
5.12/20 課程修正 補影片、改四人討論
(二)研究案討論
1. 本階段三所學校授課結束後，應請微分主任主持討論研
究案未來可能聚焦方向，釐清問題，以利在 1/12 黃教授來

106.12.17(五)
公開觀課後討論

時與聚焦詢問主題，方能撰寫內容。
2. 概念構圖的教學法應該是長期養成的訓練與素養，教學
者平日或有引導，但要轉化到學生自主的去畫出概念圖，是
有一定的困難度(政賢於 12/22 會議後回饋，一開始要用簡單
基礎的問句，去讀出小的概念)
3. 訪談導師與學生，發現雙溪該班平日授課以老師為準，
還是會有討論機會， 但以一排聚在一起討論的機會較大，
倆倆討論的情形較少。導師也發現討論時常常是強的同學主
導，其他人較被動；詩敏與導師分享林怡辰老師的四分鐘討
論方法、或是讓弱的同學發言，讓強的學生主動去指導弱的
同學。

106.12.22(五)
公開觀課後討論

(一)課程建議
1.影片媒體的運用與生活化的情境(副召提醒思考、政賢回饋
可放在挑戰)
2.配對討論的表現與平日的落差(思琦認為平日互動佳，今日
學生相對緊張)
3.學生在找重點時的聚焦速度與概念澄清(思琦能隨課堂學
生表現調整問句，拉回修正，觀察課本筆記，平日即有預課
習慣，有閱讀理解基礎)
4.圖與文本如何緊扣：政賢建議還是讓學生先讀圖，但可以
提醒從文本找證據
(二)研究案討論
1.三所學校的基礎背景不同，如何撰寫：建議質性為主，觀
察改變，可以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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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要想說短短的三節課就可以改變雙溪的學生，應該要思
考，我們如何透過教學為學生帶來改變的開始
3.公開觀課發現的情形，希望將自學能力還給學生，但學生
現場對知識沒有追求的慾望，此點如何詮釋：自學力與自發
的可能性，不是短短一兩節課就可以看的出來，而是需要經
過長時間的課程教學脈絡與課堂經營方法去營造出學生為
榮譽而戰的企圖心。
4.公開觀課的對象若無參與共備歷程，在現場看時容易失
焦，每一堂公開課要教給學生的能力都不一樣，觀察的目的
在於發現學生如何學習。
1. 題目修正：學習共同體改成學習者中心，學習成效拿掉

107.1.4 討論行動研究案
會議紀錄

2. 目的部分修正(文句待修)：
(1) 透過實施課堂學習者中心的學習歷程和策略，學生在探
究、合作與表達能力之表現。
(2) 透過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的機制，合作教師在教學專
業知能上的比現。
(3) 透過學習者中心課程的實踐，輔導員在課程研發上的省
思。
3. 下學期上課單元：
(1) 單元不調整，翰林版處理第五單元
(2) 康軒版處理第六單元
4. 下學期協調：
(1) 雙溪小的老師一併參加備課歷程，加質性訪談
(2) 玉山小的五年級班導是否能參加備觀議課歷程

雪瑞(竹北小教學)：
1. 國小端城鄉差距不明顯，國中端偏鄉學生缺乏動機
2. 學生異質化明顯，討論現場放空比例均高。
3. 只有四節課，班導師與其他課程如果沒有討論的習慣，
很難撼動學生的改變與表現；
思琦(玉山小教學)：
107.1.12 討論行動研究案 1. 觀課的過程可以幫助教學者看見平常看不見孩子互動的
會議紀錄
細節。
2. 議課的過程可以聽見夥伴的建議。
3. 每個班級的差異化與每個學生的差異化如何兼顧。
微分(雙溪小教學)：
1. 原本教學班級的老師座位安排是一條龍的座位安排，兩
兩討論會遇上困境，
四個一組就比較有機會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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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教學表現還不錯，但回家後就會清除記憶，之後又
會忘記。
回饋：
1. 上位概念的學習對前端的孩子而言不難，第二節課開始
就能拉開差異。
2. 但是扶弱的部分要再思考如何聚焦成有效的教學。
3. 課程教學上的細緻度要如何加強，可以利用更精準的問
句提升學生的思考力。
1. 要進雙溪上單元五之一
2. 單元五之一的教學活動要緊扣學共的精神與概念構圖
(1) 教案是大方向敘寫，執行的老師細節度要掌握
(2) 要特別注意弱的學生參與的過程
3.
107. 5.11 討論行動研究案
(1) P70.P71 提問，找答案，課本筆記紀錄
會議紀錄
(2) 老師帶領 P72-P73 段落細讀(標點符號、斷句)，每一句地
上位概念請學生針對 P74-75 進行思考，對應上位概念
分組完成 P76-p80 注意兩人、四人討論，禮貌態度的細緻度
注意鉛筆畫概念構圖的細緻度
4. 評量：兩兩一組、概念構圖(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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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研究問卷，目的在了解妳/你在社會課的學習經驗。本研究採不記名，資料
僅供學術使用，請放心填答。您的用心作答將是本研究最重要的依據，也將對教育領域的知識
生產有莫大的貢獻。感謝您的熱心與配合。
敬祝

愉快 充實
新竹縣國教輔導團國小社會領域

2017 年
～～～～～～～～～～～～～～～～～～～～～～～～～～～～～～～～～～

學

習

經

驗

問

月

啟
日

卷

作答說明：
1. 作答時間並無限制，以一般速度，大約
分鐘內完成。
2. 填答內容無對錯好壞之分，請依自己的情況回答即可。
3. 請不要漏答任何一個題目，每個題目都很重要。
4. 也請做完後，從頭檢查是否漏答。
5. 有任何問題，歡迎詢問。
1.

我就讀（

2.

整體而言，我覺得我和其他同學間的關係比較傾向於：
1

）國小

2

3

4

非常不友善
3.

5

6

）班

7

座號（

8

9

中性

）號

10

非常友善

整體而言，我覺得我們班上的學習氣氛：
1

2

非常不積極
4

五年（

3

4

5

6

7

中性

8

9

10

非常積極

截至目前為止，我覺得自己整體的學業平均分數大概落在哪一個區間：
1分

50

100 分

6. 問卷基本資料：
請注意:
由於研究目前正在進行當中，基於研究倫理與智慧財產權之考量，請勿擅自採用此問卷內容，傷害研究者的權益。您若需要參考、使用
問卷的內容，請來信告知並取得同意。 請大家配合，謝謝!!若有任何問題，請不吝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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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新竹縣國教輔導團國小社會領域

一、以下句子分別描述不同的學習經驗。請根據您自身
的經驗，在右側欄位中圈選一個數字，以代表該句話的
描述符合或不符合您的學習經驗。

非
常
不
符
合

有
點
不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行為投入
1

我常和同學或老師討論正在學習的東西。（探）

2

5

我會主動去蒐集和學習有關的資料，或者進行作業以外
的練習。（探）
我在學習上遇見困難時，會主動向同學求助或找同學討
論。(合)
課堂討論時，如果我知道問題的答案，會跟其他人分
享。(合)
當別人發言時，我會全神貫注，專心聆聽他的想法。(表)

6

在課堂上跟同學討論時，我能主動說出自己的想法。(表)

3
4

情意投入
7

當老師要我們在課堂上討論那些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
時，我會覺得既有趣又有挑戰性。(探)

1

2

3

4

8

我很享受和同學一起做作業的感覺。(合)

1

2

3

4

9

和同學一起討論後，將問題解決了，覺得很快樂。(合)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3 我會對課本或老師的教學內容提出疑問。(探)
14 學習時，我會主動思考不同的問題或提出疑問（探）。

1

2

3

4

1

2

3

4

15 學習時，我會試著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把問題弄懂。(探)
16 我認為和同學一起討論學習上的問題，比起自己學習可
以獲得更多的東西。(合)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9 在學習新的知識時，我會和過去所學的經驗做比較。
20 對於同樣的學習內容，我會採用不同的觀點說明。

1

2

3

4

1

2

3

4

21 學習，可以增加我對各種生活情境的分析能力。(認知)

1

2

3

4

10 我喜歡和同學分享我所學到的知識或者疑問。(表)
11 上課時，我喜歡聽來自同學的不同意見。(表)
12 我很期待上社會課，因為上課讓我知道很多社會上不同
的事情，覺得非常有趣。
認知投入

17 我認為能將自己的所學清楚地表達出來。是很重要的
(表)
18 我認為上課時，專心地聆聽別人講可以讓我自己學得更
好。(表)
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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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有 有
全
請根據您自身的經驗，從右側中圈選一個數字，以代表
不
該句與你上社會課時的經驗是否相符。
符
合

些
不
符
合

點
不
符
合

有
點
符
合

22 學習，讓我能用不同的觀點來理解和認識世界。(認知)
23 我不害怕學習新的東西。(情意)

1

2

3

4

1

2

3

4

24 學習新的事物讓我覺得很有勁。(情意)
25 我會把學到的東西用在生活中。(行為)

1

2

3

4

1

2

3

4

26 只要想學，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就會將新事物學好。(行
為)

1

2

3

4

27 對我而言，生活中的各種事物或經驗都令我感到好奇，
也是我學習的對象。

1

2

3

4

1

2

3

4

28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設計活動讓我們體驗或動手做。
（學生中心）

1

2

3

4

29 在上社會課時，如果遇到學習問題，老師不會直接給答
案，只會追問或提示，讓我們想下去。（學生中心）

1

2

3

4

30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注意座位的安排，讓我們更方便
分享跟討論。（學生中心）

1

2

3

4

31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讓我們分享自己的心得與意見。
（學生中心）

1

2

3

4

32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將上課的內容和我們的生活經驗
連結在一起。（學生中心）

1

2

3

4

33 在上社會課時，老師會鼓勵我們發言，不會斥責。（學
生中心）

1

2

3

4

學習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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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課程實施剪影

竹北國小共備情形

雙溪國小共備情形

玉山國小共備情形

竹北國小上課情形

竹北國小上課情形

竹北國小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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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國小上課情形

雙溪國小上課情形

雙溪國小上課情形

玉山國小上課情形

玉山國小上課情形

玉山國小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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