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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Kuhn (1962/ 1970) 在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ìc Revolutions 一書中提出各學科、各學習領

域，在各時代都會產生一些石破天驚、劃時代、革命性的「典範轉移 J 帶給人類嶄新

的思維模式、語言詞彙、價值觀念、行為規範以及教學典範。在教育界可追溯歷經十九

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 40 和 50 年代盛行的「行為主義 J 以及 60 和 70 年代盛行的理性

主義和認知心理學，創造「第一次認真日革命 J 以及之後在 80 、 90 年代和本世紀初，一

直延續到目前正在進行方興未艾的「第二次認知革命 J 創建「後設認知」的「建構主義」。

人類第一次「認真日革命 J 不約而同在 1956 年， B100m 出版「六階教育目標」為核

心， Mil1er 和 Choms旬在語文教學貢獻良多;第二次認真日革命自從 1979 年 Flavell 發表「後

設認知」的發展與探討，引發各界隔目，其後以Bloom的學生Anderson和其師友在 2001 年

出版另一劃時代的鉅著A Taxonomy for Learni峙，是achinι and Assessir哼，引起一連串廣大又

巨大的迴響。臺灣學界依此，亦發展出嶄新的「評量機制」。至於教學策略可在 Bloom

和Anderson 之間仍可參考 Oxford (1990) 開展三種以「認知策略」為核心的「直接」教學

策略，以及「後設認知」為主軸的另三種的「間接」教學策略。

本文期望釐清「認知」與「後設認知」和兩次「認知革命」之間的辯證闢係，企望

教與學都能兼顧認知的「知其然」以及後設認真日的「知其所以然 J ，-學」與「思」雙

重多維的邏輯知識架構，並且能夠在「博學」、「慎思」、「明辨」之間，隨時做好「審

問 J (檢測評量)與「篤行 J (實踐行動)。從傳統的儒學開展出嶄新、創新，兼其行

動研究與方案的「教學策略」與「評量機制」

關鍵詞:典範轉移、認知、後設認知、教學策略、評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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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xamining two major cognitive revolu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new insights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rends in i隘的Iction and c叮

ricula. Kuhn (1970) claimed :" When paradigms change, the world itself changes." Paradigms guide educational research by direct modeling as well 

as t祉ough abstracted rules and structures. Educators have recently emphasized thωretical trends that s甘'ess the significance of cognitive and meta-cog

nitive processes. Instead of relying the behaviorist此， passive "reaction" model of stimuli and respons肘， the cognitive professionals speak of active 

strategies ofins甘uction， together with schemata or 仕ameworks for leaming and assessing. In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nce the task h的 been accomplished, 

tests of comprehension and retrieval are used to help fix tasks in the long-term memo哼， from which subsequent integrated representations can be generated 

and reconstructed. 

Among the cognitive pioneers are Bloom, et al., who published in 1956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1: Cognitive Domain. This book showed that gr巳at steps had been taken toward crossing cognitive borders during decades of continued 

cognitiv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the same year, Miller (1956) discovered the “magic shor!-term capacity of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7 + 2), the 

technique by which we cluster or group a list of items within a few seconds. Chomsky (1965) claimed the existence of an innate human 河的ies-speci

fic"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 and Universal Grammar (UG), ideas that launched his influential cognitive-based 也eory of transformational 

granunar 

Since Flavell published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Cogη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 in 1979, a new cognitive rev

olution has emerged. Now researchers focus on “metacognition," a field which includes the planning, monitoring, regulating and assessing of one' s 

own leaming (Anderson, 2003). Thus, students haveωperform reflectively on a variety of tests, and be evaluated and 闊的sed bo也 in their schools and 

by high-stakes standardized testing. Some of也e newly-developed metacognitive pro∞恆的 include note-taking, outlining, summarizìng (Oxford, 1990), 

reciprocal teaching and cooperative leami嗯， and evaluation methods ìnclude immediate feedback and long-term “washback." Testing can be used to 

promote and improve leaming, not just to evaluate teach 

for higher mental proc的ses andhi日 Zone of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In conclusion, 1 have differentiated cognition from metacognition, and shown that there are several metacognitive monitoring frameworks. 四lese

r的ul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evious findings regarding systems, s甘uctures and strategies, can improve our English (ESL) teaching, leaming and as

sessment 

Keywords: paradigm shifts, cogr世tion， metacognition, instructional strategi郎，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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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源自行~主義起動的「典範轉移」

人類經常因應新的「改變 J (changes) 和「挑戰 J ( challenges ) ，有所調適與

調整。創新的教育理論與教學策略，可逐漸凝聚匯集成新「典範 J ( paradigm ) ，再

常需經過另一群先知先覺大師們的劇烈衝擊、突破與創新，才能激盪出嶄新的新思

維，創新的理論架構與開展翻新脈絡 (Giroux， 1992) 。近代史上，最顯要、最重大

的「典範轉移 J (paradigm shift) ，可要追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 40 和 50

年代超過半個世紀以上，絕大多數人奉行的「行為主義 J (behaviorism) 從單純的

動物行為著手，再類比、推演為人類學習模式或理論，虹IPavlov 的狗和B. F. Skinner 

的鴿子和老鼠 (Skinner's Box) 的實驗，形成 S (stimulus) → (response) 。動物對於

「刺激」若未產生「反應 J 就需要一再地加以獎勵( encouragement) ，或懲罰 (pun

is加lent) 的方式一再地「強化 J ( reinforce ) ，以達成「訓練」的效果。單以動物單

純機械性的「交替反射」和「制約反應 J 類推為人類反覆地學習的這種學習理論，

運用在強調一再重複語言技能 (skills) 的訓練(仕aining) ，確有立竿見影的特效。

於是世界各地紛紛設立「語言訓練中心 J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 ，頗有效率地強

化口語垣期的訓練，至今仍方興未艾。

二、歷經兩次的「認知革命 J

典範轉移在二十世紀 60 和 70 年代間開展理性主義和認知心理學，造成「第一次

認知革命 J (宋文理譯， 2001 ; Gardner, 1987; Brown, 2000; Bruner, 1996) 之後 80 、

90 年代和本世紀初，一直延續到目前正在進行的「第二次認知革命 J 大師率領重

新「重構J (reframe) 一些比較強調系統的「社會丈化變項J ( sociocultural variables )、

「互動論述 J ( interactive discourse ) ，首先呈現在各國教育改革中推陳出新的「課程

標準 J (綱要) ，或嶄新的宏觀建構，達建跨國標準化的大架構( frameworks ) ，皆

呈現在「後設認知」為基準的「課程規劃」或「課程統整 J 皆涉及「後設學習的

挑戰 J (meta-learning challenges) ( Carneiro, 2007) 從教師們的協同教學( collabora

tive teaching ) ，到基層為學習者規劃的「合作團隊學習 J ( cooperative group learning) 。

在語言學習方面比較重視「習得 J ( acquisítion) 的論述結構和架構的策略與模式。

傳統的「語文訓練中心 J 因而大都改名為「語言學習中心 J ( language learning cen

ter) ，甚至最新的招牌只掛「語丈中心 J (language center) ，因為其學習策略也都

改採就「言忍知」或「後設認知」衍生的新觀念、新模式、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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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典範轉移論辯認知與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與評靈機制

三、再諾列、檢楓三被踐的 r典範轉移 J

上述兩大波段的教育改革因而造成重大的「典範轉移 J 可借用Brown (2000) 

書中以「第二語言習得思潮」為例，詳列如下【表 l】。二十世紀比較具有代表性

「認知」以及「後設認知」的建構論學者( constructivists ) ，其中以Banjamin Samue1 

B1oom' 以及Lev Vygotsky 、 Jerome Bruner 、 Howard Gardner (1987, 1999a, 1999b) 和語

言學家Noam Chomsky (2000， 2002) 等為首倡導，其中以適合人類學習「認知」進程

的「建構主義 J ( constructivism )貢獻最大，影響最深遠。本文就前述五位最主要叉

真代表性的建構主義大師，以及目前新世紀正在建構「後設認知」新架構的Anderson

(2001 ， 2003 ， 20肘， 2007) ，詳述其中可資連用到教學的理論架構以及其衍生的教學

策略和創新的評量機制，闡述論述如下。

[表刊 第二語言習得思潮流變

Schools ofThou ht Typlca Themes 

description 

observable performance 
.struëturàlism & 

Early 1900s & 
behaviorism scientific method 

194的& 1950s 
行為主義

(B. F. Skinner) empiricism (實證主義)
但旦旦、

conditioning, reinforcement 

surface structure 

universàl grammar 

generative linguistics 
rationalism & cognitive 

1960s & 1970s 

(Chomsky) 
learning psychology LAD, innateness (學習本能)

(Bloom) 
認知科學 competence (學習能力)
捏捏盔

int芯rlanguage systematicity 

deep structure 

interactive discourse 

sociocultural variables 
198缸，19905 & constructlvism 

early 2000 metacognitive 的cooperative gr()up leaming 

(Vygo的ky) 才吏吉丈吉思主口 interlanguage variability 
(Anderson) acquisition 

interactionist hypotheses 

(後設、社會、文化、變化、互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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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本文以 Vygotsky 及 Anderson 為主軸

上述代表性的人物，本文主要以當前廣為引用的Vygots峙的兩大觀點:1.教師、

家長以及較具高程度的同學都應提供「鷹架結構 J (sca宜。lding) 以資模仿、效法，

進而共同建構學術的殿堂; 2.其發展進程應該是「整體」的 zone (而非行為主義的

點、線之間的刺激與反應，也不僅是二維「面」型的認知，而是全「體」三維的「趨

進發展區塊(整體) J ) ( Zone ofProximal Developme帥， ZPD) 。運用在英語文教學，

類如「全語教學 J ( whole language )達到深度閱讀與經常創作 (Brown， 2000; Krashen, 

2004; Richar心， 2001) 。本文的後半部份將以Anderson (2001 ， 2003 ， 20肘， 2007) 近作，

繼其師Bloom (1 956) 重新發展的新六階「學習目標」與「評量機制」為主軸。亦即

從「認知」策略走向兼及「後設認知」的新策略。

五、錯誤的 r建構教學」一一以臺灣的教改、教學為例

Thomas Kuhn (1962) 在The structure 01 scientifìc revolutions提出各學科、各學習領

域都必然歷經一些石破天驚、劃時代、革命性的「典範轉移 J 帶給人類嶄新的思

維模式、語言辭彙、價值觀念、行為規範，以及教學典範。然而臺灣面對「第二次

認知革命 J 首先引起各界囑目的是火速地嶄新建構( reconstruct )一套「急進的」

建構主義理論架構，全盤移植到臺灣國小的「算術」教學，-引起極大的爭論與批

評，學者、書商、教師、家長、教育部官員、立委等等紛紛表示各種不同的正反意

見，有的表示「導致學生程度下降，越學越笨，是連背學生智能發展的一種教學

法，J]有的表示『能激發學童無限潛能與創造力，建立挑戰性問題的學習興趣與自

信心，實在是棒透的教學法。，J] J 因此，楊瑞智 (2001) 認為「此時數學教育者有

必要釐清「建構主義」真實的意義，以及反省它對於當前數學教育的利弊。這套新

教材自從 1992 年由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研發「國民小學數學實驗課程 J (一

至十二冊)以及 1996 年開放民間版本融入建構教學。從全國國小實施以來，即有許

多正反意見。」他質疑上述數學教材是否引用「適切」的「建構主義」其間有效果

的「認知架構 J 以及因而衍發較新的教學策略，甚至應該再深入進一步追究目前

臺灣數學教育，多所誤用的「建構主義 J 那些其實只是片面地挪用Von Glasersfeld 

在 1988 所主張的Construction 01 arithmetical meanings and strategìes (急進建構主義的算

你;j) ， 當時提倡者並未深切地真實瞭解「建構教學」或「後設認知」的核心價值，

造成困境，殊為可惜。近年知所改進，差強人意。

其實多元的建構主義學者，大都倡導有趣、有效、有用的「認知架構」以及較

周延的「後設認知」的評量機制，譬如在自然學科教學上大都引起一致好評其中最

早提倡Bloom的六階為準則來自楊榮祥(1985) ，之後幾乎大部份的學者再加上兼採

後設認知的策略(轉引自戴維揚， 2003 '如下列:許榮富，楊丈金，洪振方，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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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典範轉移論辯認知與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與評量機制

江新合， 1992 ;郭重吉， 1992 ;熊召弟， 1996 ;主美芬， 2001 ;主美芬、熊召弟，

1995 ;張世思， 2001 ;陳淑敏， 2001)。社會學習領域也大量引進「建構主義取向的

教學 J (轉哥|自戴維揚， 2003 :楊龍立， 1997 ;周鳳美， 2001) 。然而，因為誤導錯

誤的建構理念，而造成臺灣學生數學科的 TIMSS 2003 的成績大幅地落後，痛定思

痛，只好捨棄「急進的」、「所謂的」、「建構數學 J 重回恢復傳統的數學，如

背記具「有結構、有系統」的「九九乘法表 J 其實有效率、有效度、有速度的「建

構主義」的教學。因而在PISA2006 就 15 歲(高一生)的國際評比，我們的「數學素

養」世界第一，-科學素養」排第 4 。在此典範轉移的關鍵時刻，我們也該繼續深入

廣泛地檢示相對較弱的語文教學，相對地我們在 PISA2006 ，-閱讀素養」排 16 名，

PIRLS2006 更落後到 22 名，今後就這些攸關「認知」與「後設認知」的論述觀點，

如何運用到重新「建構」讀寫互動教學的新架構、新策略、新典範，以茲借鑑(戴

維揚， 2003 ' 2005a ' 200狗， 2006 ' 2007) 。

貳、問題徵結

→、 Bloom's Taxonomy 認知誰鑑宮，發教學目標的式階架構

創新「認知架構 J ( a cognitive framework) 'Bloom早自 1949 年就在伊利諾大學

發表「六階的教育目標 J (“ A Taxonomy ofEducational Objectives: Opening Remarks at 

a Meeting ofExaminers" ) ，此後，再經過七年，他率領著三大教育學會 (A血， IEA，

AERA) ，經過無數次的熱烈討論以及實地印證，最後才在 1956 年Bloom結合MaxD.

Engelhard 、 Edward J. Furst 、 Walker H. Hill 以及David R. Krathwohl共同出版劃世紀的鉅

著: Taxonomy 01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01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1: Cognitive Doma初，該書此後陸續譯成 22 種語艾的譯本，這本就認知領域論述廣為

引用經典的專書，至今教育學界仍當成課程規畫、教學與評量共同經常參用的傳世

經典，也成為國際標準化、古典認知架構的準則(邱淵等， 1989 ;王丈科等， 1999 ; 

余民寧， 2002 ; Krathwohl, 2002; Anderson, 2005 )。然而經過 40 年後，到 1990 年代以

後的學者逐漸加深、加廣、加高，發展朝向「後設認知 J (metacognition) 的創新典

範'趨向更上一層的理論建構，嘗試闡述嶄新概念並全面開展:新架構、新系統、

新策略。

二、 Anderson (2001) 的修正版，其中新設 r~套設認知」的

Taxonomy Table 

Lorin W. Anderson為了達成師承Bloom的學生，結合其師叔Krathwohl以及Airasian，

December, 2007 Second的 Educalion ~， 91 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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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W.、 Cruikshank， K. A.、 Pintrich， P. R. 、 Raths，1.、 Wittrock， M. C.在 2001 年共同出版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ωsing: A Revision of Bloom' s Taxonomy of Educa

tionalObjectives 。這大部頭專書的出版以後，引起一連串廣大、叉巨大深遠的迴響。

其中在臺灣變化特別顯著，自從葉連祺、林淑萍 (2003 )發表 (Bloom 修訂版之探

討) ，引發李坤崇 (200徊， 2004b) 兩篇論文，以及 (200徊， 2006b) 兩本書詳加推

展。林世華自從接了「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發展計畫。 J 就帶領著教育部主導的

「發展學習成就評量指標與方法」各學科專案的研究員，共同以Anderson et al. (2001) 

修定版為主架構，發展為各學科各自的評量機制的典範。其中英語科的評量結果以

吳青蓉、傅瓊儀、林世華 (2005 )以Anderson等人修正版的Bloom的六階段為藍圖，

深入叉廣泛地研究探討之後，發表論文(九年一貫課程英語丈學習領域能力指標之

解決 一以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系統(修正版)析之〉。上述這篇論丈，以下列兩

表，鮮明的顯示臺灣目前的英語文教學及其評量項目，獲得陳目驚心獨自偏劣的評

量結果:在聽、說、讀、寫以及綜合應用兩階段(第一、第二) ，其中在「後設認

知」的知識，完全掛「零 J 甚至在「概念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兩欄，其中

也不乏「掛零」偏廢的窘況。(如下【表 2】)

[表 2 】 英語文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的「知論向度」分類統計表

知鵲向度

能叫力 學習階段
事實性 概念，性 程序性 後設認知

生日 鵲 主日 鵲 生日 鵲 知 鵲
合計

第一階段 7 O O 。 7 (11%) 
聽

第二階段 2 。 O O 2 (3%) 

第一階段 6 O 4 O 10 (16%) 
說

第二階段 O 5 O 6 (11%) 

第一階段 5 3 。 9 (15%) 
讀

第二階段 5 3 O O 8. (13%) 

第一階段 5 。 。 O 5 (8%) 
寫

第二階段 2 O O 3 (5%) 

第一階段 、2 的。 3 。 5 (8%) 
綜合應用

第二階段 O 。 6 O 6 (10%) 

合計 34 (56%) 6 (10%) 21 (34%) 。 (0%) 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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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回溯到最原始的架構，去檢視最基本、最基層的「認知歷程向度 J 其前

三階(記憶、了解、應用)也有多項掛零，至於後面三階(分析、評鑑、創造)竟

然全部掛「零 J (如【表 3】)。

【表 3] 英語文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的「認知歷程向度」分類統計表

認知歷程向度

能力 學習階段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昌平鑑 創造 合計

第一階段 3 4 O O 。 。 7 (9%) 
聽

第二階段 O 2 O 。 。 。 2 (3%) 

第一階段 。 3 9 。 O 。 12 (15%) 
說

第二階段 。 。 6 O 。 。 6 (8%) 

第一階段 3 4 3 。 。 。 10 (13%) 
讀

第二階段 4 3 。 O 。 8 (10%) 

第一階段 5 O 。 。 。 。 5 (6%) 
寫

第二階段 。 。 3 。 。 O 3 (4%) 

第一階段 2 9 1 O o 。 12 (15%) 
綜合應用

第二階段 。 6 7 O 。 。 13 (17%) 

合計
14 32 32 o (0%) o (0%) o (0%) 78 (100%) 

( 18%) ( 41%) ( 41%) 

由以上二表顯示目前臺灣在較複雜、較高階的後三項「認知」並兼涉及「後設

認知」的階層，亦即 4.分析 5.評鑑; 6.創造，以及在「知識向度」其中攸關「後設

認知」的英語文教學和評量，呈現完全掛零的弊病，在在皆顯示相當嚴重落差，這

些都是英語文教學今後應該關注及努力的課題。

Anderson (2001 , 2003 )在新世紀出版的兩本專著的書名都特別標示「評量 J (as

sessing 或 assessment) ，而他相較與其師 Bloom (1 956) 提倡六階的教育目標，最大

的改革在於:他提出「知識的種類 J (Types ofknowledge ) ，可再細分為四大類 :A.

事實的知識;B.概念的知識; C.程序的知識以及最引人囑目的; D. ，-後設認知的知

識」。這種嶄新建構的「後設評量機制 J 叉可再細分為三款:重視「自我規範的

學習 J ( self-regulated learning ) ，亦即，學習者自我「計劃 J (plan) , ，-組織 J (or

ganize) , ，-自我教導 J ( self-instruct) 。亦即，當學生各自懂得自動白發的自我督

導、自我評鑑，其進步必然是Vygotsky所期盼的整體全盤的ZPD (趨近發展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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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Anderson近作，他都一再指出「教與學 J ( instruction) 都必須經過「評量 J (as

sessment) ，才能顯示其效能與效果，才能更進一步有所創新的「創造 J 0 Anderson 

(2001 , 2003 )列表詳加說明三款的「後設認知的知識」如下【表 4】。

【表 4 】 後設認知可再分為三款自我評量的知論並詳加說明

Metacognitive Knowledge~Know~edge o( cognition (認知) in genéràl as. welI as awareness (覺

知) and know1edge (知識)of on~' s owncognifion( 自我認知)

Knowledge of outIining as a means of capturing 

a. Strategic knowledge (策略知識)
the structure of a unit of subject matter in a text 

book, knowledge of the use of heuristics (整體

的運用)

b. Knowlédge ahoutcognitive、 tasks， inciuding 
Khowlèdge Qf the types.oftest knowledge of the 

appropriate .contextual ..and conditional kno'wl~ 

edge (言忍知標的的知識;包括迫切的上下文及
còghitiv~demal1ds ofdifferent tasks (各種工作

情境條件}
標的約認知需求)

Knowledge that speaking is a personal strength, 

c. Self-knowledge (自我評量的知識)
whereas writing essays is personal weakness; 

awareness of one' s own knowledge level (覺

知自我知識的程度)

Anderson (2003) 特地引用Bloom與Madaus 、 Hastings合著( 1981 )的書，其中強

調全面提昇學習成就，應該「教導所有的孩童 J (“educating all our children" ) ，也

是美國教改最高的指導原則:“No Child Left Behiná' , (2001) 。為了幫助所有的孩

童都能「讀寫 J (reading literacy 閱讀素養) ，教師應提供學習「鷹架 J 亦即，教

師應提供「寫作架構 J (the framework for writing) ，攸關篇章或章法的架構:先要

寫出「序起的材料 J ( introductory material ) ，以及承轉的「主幹 J (stem) ，學生才

能就自己的前備知識「有所反應 J ( response options )。能寫之前一定要會獨自及獨

立「讀」出重點、焦點、觀點和論點。

Anderson (2003 , 2005 )進而將評量學生的「反應 J ( response )分成兩顆:一、

就客觀「認知」觀點的簡答題: 1. Supply (填空題血1 in the blank) ; 2.Select (multiple

choice 選擇題， matching 配合題， true-f1ase是非題)二、就融合主、客觀達到開放

性的「後設認知 J 延伸式的反應( extended response ) : 1.作文; 2.提出報告(教師

應事先提供評量「準則 J rubric) 。今後教學不該忽略第二大類，這些長篇大論的寫

作較真創新、創意可建構的新策略，亦即多撰寫開放辯論式的寫作，甚至於應鼓勵

經常性地自動自發地「自我創作」。近年來，大型國際標準化的測驗如 TOEF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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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甚至於新TOEIC都有兩種以上的寫作考題，由此證明寫作的重要性。

Anderson (2007) 直指「評鑑家必須是教育家 J (“Eva1uators must become edu

cators." )。評鑑家必須清晰深入地瞭解學習者的需求，幫助學習者找到方向與方

法。更重要的是提供「觀念的架構 J (concep個a1 ÍÌ'ameworks) ，亦即主客觀的評量

機制，絕不可停在狹小不定的初階認知層級，而應該讓學生至終發展宏觀高階的宏

偉思想與靈活如網路狀的架構與策略。

三、 Oxford 結合「認知」與 r~套設認知」多重的學習第略

早在Anderson (2001 , 20的， 2005 ， 2007)探討「認知」與「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

與評量之前， 1990 年Rebecca Oxford已經出版Lang仰伊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

cher should know ' 她提出一共50種結合在六大類的「學習策略J (Leaming Strategies) 。

Oxford (2004) 她再確定其中以「認知策略 J ( cognitive strategies ) ，為「直接策略」

的核心，緊接著她認為也應該關注「後設認知策略 J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經

過她傳佈到全世界各地的學生 14 年來的實徵研究，證實「後設認知策略可預測強化

語言能力 J (“ that metacognitive strat句ies strong1y predict proficiency" ) ，亦即學習

者事先如能自我規畫，訂定完成各項學習的步驟與時效，學習過程中叉能時時溫習，

檢視，反思，至終才能真正達成學習成效。

正如 Oxford (1990) 書中引用十八世紀英詩的大師 Pope 的名言 í 要有迷人迷

宮，先要驚人預主 J (A mighty maze./ But not without a p1an) ，亦即「豫則立，不豫

則廢」。語文「習得」之前，必先採納綜合全語六技「認知」加上「後設認知」的

「預習J 一再「複習J 再一再的「溫習J 一再的多次評量( feedback, washback) , 

再一再改正調修，才能真實達到精熟叉完全的學習。就語文學習技能而言， Oxford 

也一向強調以讀寫為主軸的多元學習策略(戴維揚， 2005d) 。

四、能閱讀理解到閱讀索著:統整朮技的評量機制

自從 1991 年 IEA (Intemationa1 Association for the Evo1ution of Education Achie

vement) ，將reading (閱讀)結合literacy成為reading 1iteracy (閱讀素養) ，每隔五年

就舉辦「閱讀素養進展研究 J ( The Progre的 in Reading Literacy Study ，簡稱PIRLS) , 

臺灣第一次參加PI也S2006 '在 45 個國家/地區中獲 22 名，因我們末將「閱讀」區

分為1.直接望文生義的「認知」答案; 2.間接「後設認知」的推論答題;亦未將傳

統單線形的評量機制，從初階「認知」的「閱讀理解 J (reading comprehension) , 

轉換為:讀寫互動為經，為軸心，再配合聽、說為緯，再加上viewing (瞄)和1 presenting 

(作)綜合六技呈網絡狀(如【圖 l】)或(下【表 5】)呈現多元多向的「閱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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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教學策略與評量機制(戴維揚， 2002 ' 2003 ' 2005a ' 200呵， 200帥， 2007) 

Viewing 

Presenting 

Listening Speaking 

Writing 

[圍1] 六技以讀寫為主軸交融成網絡狀

【表 5 】 六技語文架構

11~I IlU.~[tJJIfj rtll..gU.~[.).n! 

ORALLANGUAGE 
LISτENING SPEAKING 

Accessing infi臼onna羽叫t討i泊on 'Íì仕f仕rOrn speech Expressing information orally 

WRITTEN READING WRITING 

LANGUAGE Accessing information from print Expressing information in print 

VIEWING PRESENTING 
VISUAL 

LANGUAGE 
e.g., maps, pictures, videos, e.g., art, cra白， charts, 
VCD, DVD-ROM, Infernet chants, dr祖la， E-mail; songs 

資料來源:修改自 Depree(l 994) ; US Wind (2006) 

五、讀寫程度攝垂下滑

Sims (2004) 研究臺灣考進東海大學，從 1998 到 2003 年，這五年之間的學生的

「文法」和「閱讀」都是緩步下滑，只有聽力緩步上昇。張武昌 (2001 )更進而以

參與大學入學歷年的考生，最差的一項成績，滿分為 20 分的作文，很難看到那一年

有超過 8%的學生英文作文考及格(12 分以上)。至於在 2000 年的首次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舉辦的「英文寫作能力測驗 J 其中「篇章層次的寫作能力 J 要求考生「點

出寓言的重要意涵，並寫出一段摘要及一段讀後感 J 在 8744 人當中，只有 594 人

仟.~%)及同4 人 ~0.7%) 能夠得分在 40 分當中獲得 31-35 分以及頂級的 36-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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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顯明，目前高中職的英文作文的教與學仍都真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到 2005 、

2006 、 2007 '連續三年更難看的，竟然有兩萬名左右(約七分之一)的學生，英文

作文幾乎掛零。為此，今後務必強調「精熟學習」或「完全學習 J 其中最核心的

一環:閱讀與寫作，務必要跟上全球各類標準化的語文考試，今後各級的英丈教師

都必須更強調各種「寫作能力」。如新托福的iBT' 其中「寫作」共兩大題:1.在 30

分鐘之內撰寫一篇論述文; 2.在 20分鐘之內完成各種技能的整合題( integrated ski1ls ) 

在讀一篇文章千字左右的論述文，再聽兩分鍾的論辯、探討、分析或綜合，共五分

鐘之後，即刻要求筆試:立即撰寫、下筆回應約一千字清晰的論辯( critical thinking ) 

的寫作題，這類新型的作文，參試者若未經平時經常持續性的循序漸進，反覆練習，

考試臨時，很難因應(戴維揚， 2005b ' 200缸， 20的心 2007)

You (游) andJoe (周) (2004) 檢視臺灣大學生英文寫作在「後設覺知 J (meta

cognitive awareness) 這項，其中最弱的一環就是「不連貫 J ( incoherence )。思維邏

輯以及寫作的文法、語法、句法、章法，都缺乏寫作歷程其中最基本的「認知」結

構，更遑論缺乏「後設認知」的自我「規畫 J ( planning) 、「督導 J ( monitoring ) 

以及「自我評鑑 J ( self-evaluating) 。自我檢視、自我認知弊病的原因，才能對症下

藥。 Langan (2005) 也將「不連貫」視為凹大弊病之一，至於寫作篇章的unity (統一

性)、 support (支助論點)也不可輕視。要能寫出有條有理叉合邏輯，兼具「分析」

與「綜合」讀寫的能力，男具「評鑑」與「創新」讀寫的本領，必須平時在「閱讀

素養」在深度深層閱讀與創作論述等攸關「後設認知」多層次，多下功夫。

參、文獻探討

要了解更上一層進階的「後設認知 J ( metacognition) ，必須先了解基層初階的

「認知 J ( Cognition) ，再進一層次到「後設認知 J 這是「認知的認知 J 0 /!ETá 

(meta) 在希臘艾的字頭，其意涵為1.其中 (among或譯on 、 within) 如「後設戲劇」

metadrama' 第一意為「劇中劇 J 如莎翁名劇 Hamlet' 王子為能證實暸解其父是否

為其叔所試，依此「假設」安排了一場「劇中劇 J 讓真相有可能有跡可「推測」

出水落石出的可然性。 2.另一層的意涵為「就事論事」、「就劇論劇 J 如英文的on

有「論」相關的論述，如其中相關的「關聯 J ( associations ) ，譬如Hamlet一劇安排

在「劇中劇 J 論及戲劇的種類，並論述期間可能混成衍生的各類劇型。由上述兩

層次的意涵，可以推演、解說「後設認知 J : 1. r 認知中的認知」一一就認知深論其

中「本質」的「本體論 J ( ontology ) ，經推測假設來申論認知的種類 (what) ; 2.深

入了解「方法論/認識論 J ( epistemology )其中的「緣由 J ( the reason why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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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步驟 (how) 兼論及何人(who, whom, whos巳)、何時(when) 、何地 (where)

以及何故 (why) 。總之，論述「認知」和「後設認知」要1.先「知其然 J (what) 

再要; 2. ，-知其所以然 J ( why + how + who + when + wher巴)。

如以曾志朗、洪蘭 (2000)主編應用心理研究的(認知科學的發展與應用) , 

論及「後設認知」為「較高層次的認知運用之因應研究 J 從「知覺與注意力」到

課程規劃的「系統設計 J 亦即除了初階「第一次認知革命」攸關基層主體的「認

知知識」以外，必須再加深加廣並且拉高層級地瞭解更高層次，-第二次認知革

命 J 攸關主、客體「後設認知」所有的整體多層次的「歷程 J 與「向度 J 那些

更龐祟、宏觀、更博大、更精深的架構、系統與策略。一方面能博覽群書，一方面

叉能細讀紅塵;再精準詳述細節、勾勒全貌，達到一覽無遺、心領神會、登峰造極

的最高境界。

J 、兩次認知革命( Cognitive Revolutions ) 

Howard Gardner繼其成名作( 198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伊le Intelligen

ces' 翠年(1984)立刻新出版攸關「認知科學 J ( cognitive science )的專書，到 1987

重新將原為精裝本發行為普及的平裝版( the paperback edition) ，這成為他的代表作

之一的TheM的á s New Science: A History of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0 G紅也釘在這本認

知革命的書中論及Kant對「認知」、「後設認知」二區分為1. ，-即刻的認知 J (im

mediate perception) ，有別於; 2.屬於「後設認知」的「反思 J (reflection) ，兼及一

再加深、加廣、層出不窮的「探索 J (inquiry) 。前者相當成分屬於「先驗」

(à priori) ，如與生俱來的「直覺 J (in伽ition) 後者就涉及「更高層次 J (a 

"super" )或者“meta" (後設)的專業訓練( discipline ) ，如 à posterioii ( ，-後設

的 J )宏觀論述架構。 Kant將結構的概念再細分為:宏偉的為「範疇 J ( category ) 

細微的為「基模 J (schema; 其希臘文的複數為schemata) 0 後來Piaget 將此「基模」

當成為「內化 J (由內而外顯)的知識「結構 J 介紹到教育界，至今仍然廣為學

界應用;然而， Vygotsky 採外加(由外而內)建構的知識「鷹架架構 J ( scaffolding 

為 framework) ，當前已為教育界更廣泛運用，風行全球。這類二分法的思維模式仍

可驗證在當代DerridaJ. (張寧譯， 2004) 也將書寫差異分成1.認知、封閉式的初階結

構; 2.開放式高階的後設認知的宏觀架構，如此畫分二維思維，分辨兩種結構/架

構，也多一個值得我們借鏡的區隔模式。

Gardner 主張 1956 年應該定為「行為主義」典範轉移為「認知科學」的關鍵年。

就在這一年，其師Bruner出版A Study ofThinking ， 將人類的心理學「分門別類 J (clas

sification 、 categorization) ，從不同的角度和視野去認知「概念的形成 J ( concept for-

這~98 <E至 中等教育伍拾捌卷第陸期



就典範轉移論辯認知與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與評量機制

mation) 或「概念的習得 J (concept acquisition) 0 40 年後， Bruner (1996) 再進一

層，提倡「第二次的認知革命 J 應該從「後設認知 J 從更大視野加深、加廣、

加高去探素，以文化為更大的架構，反思全球化教育與在地文化錯綜複雜的多重牽

連，這也造成Gardner (1999a, 1999b)出版兩本新書，重新「重構 J (reframe ) ，-多

元智慧」的源泉(戴維揚， 200站， 2003b) 。

George Mil1er也在 1956 年，出版一篇論文，詳論人類腦神經的運作機制，其中為

了大量快速儲存記憶 (memory)必須「組塊化 J ( chunking) ，而將人腦天限的「魔

術數目 J ( magic nurnber )定為 7 ，或加減二為 7士2; 亦即其記憶體大架構的範圍應規

範在 (5 到的之間，其上限為 9 '為凡人記憶體容載最多同一時間最大的容納量。

為.lltMas1ow建構的五/七層次的人類需求， Bloom壁畫的六階評量機制， Gardner建

構的八大多元智慧， 1999 再加也只能上限為，他們都謹守這個 H2 的金科玉律(戴

維揚， 2006e) 。然而在初階語文學習的「短期記憶J ( short term memory ，艾rJL/ working

memory) ，還是採較小的結構 5:1:2為上限，就寫作檢驗， "chunk information "將資

訊組成組塊，初學者只能限定其數量應該在3到 7個範圍內的拼字( spelling的 1etters) 、

詞彙(含搭配詞collocations) 、句子、段落。甚至幼教只能限定在 3土2 (1到 5) 的範

圍內學習記憶。

Miller 就閱讀模式也主張「由下而上 J (bottom-up )先從單純的「分子單位導

向 J (mo1ecu1ar approach) ，強調先將單一的詞彙 (vocabu1ary)連接在「搭配詞」

( collocation) 統整成為「塊狀 J (chunk' 或如IC統整迴路的電腦晶片)的「記憶組

塊 J (chunks ofmemory) 0 Chomsky也在 1956 年發表" Three mode1s ofleaming " ，強

調語言學習應該共同運用「普世共同的女法 J (Ulliversa1 grammar) 的大架構，彼此

共用一條超速公路，較易「冒吾碼轉換 J ( code switching ) ，他採用「由上而下 J (top

down) 的大型宏觀的「大顆粒單位導向 J (mo1ar approach) ，採取較宏觀、「後設

認知」的大架構和更繁複多重的策略，如之後，他發展出Govemment與Binding的概

念，也類如Vygotsky主張「鷹架 J ( scaffo1ding) 所建構成的大區域 (zone) ，再連接

「鄰近的發展區域 J (ZPD) ，成為“sion ofzones ;或如詮釋學大師Gardemer提倡的

更大層次，如文化意境融合的fusion of horizons '融合更大區塊的記憶區或境界(語

境) ，亦即將L1與L2 腦中的語言丈化區域，儘其所能拉近彼此之間的ZPD' 融合成

一條共用的腦神經常用快速公路的主幹道。

就認知觀點的評量機制， 1956 也是「典範轉移」劃時代的一年，也就在這一年，

B100m和他的研究團隊出版了日xonomy ofEducational Objectives ' 這本書特別標明專論

「認知領域 J (cognitive domain) ，至今仍廣為教育界，奉為圭梟，譬如 2006 年澳

洲I Susan Hill 出版 Developing Early Literacy: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 仍沿用 B100m

Decemb肘" 2007 Second的 Education ~ 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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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6) 50 年前老舊的評量機制。

臺灣一跨進新世紀就有一些學者早已紛紛改採Bloom的學生Anderson et al. (2001) 

新制的修正版(葉連祺、林淑華， 2003 ;李坤祟， 200帕， 2004b ' 200徊， 2006b ;吳

青蓉、傅瓊儀、林世華， 2005 ;鄭圓玲， 2006 ;謝苑玫， 2007 ;戴維揚， 200帥， 2003 ' 

2Q04a ， 200鼠， 2006巴， 2007) ，然而專論「後設認知」與「英語艾教學」的文章仍相

當罕見(吳青蓉、張景媛， 2003 ;王靜儀， 2005) 。至於深論「後設分析 J (meta

analyses) 和「後設評鑑 J ( metaevalution) 的論文在臺灣更為罕見( Cooksy d Caracelli, 

2005) ，至於更高一層次的L1與 L2 攸關英語文的「後設論述 J (metadiscourse ) , 

女日Adel (2006) 以 corpus linguistic論述Metadiscourse in L1 and L2 English ' 更是乏人問

津;遑論一般的教師應該具有「後設認知」的概念或熟悉與其相關的教學策略以及

評量機制。至於呈現在當前臺灣入學考試的試題，攸關檢測「後設認知」的學習成

效，完全掛零(如前述【表汀，【表 3】)。然而這類高階、高層的評量機制在香

港以及新加坡皆在 2001 參加PIRLS並列 14 名之後，痛定思痛，徹底經過 5 年努力改

進:多加一層次(後設認知)高階的推論式的「分析」、「綜合」、「評鑑 J 再

「創新」的深度閱讀策略，因而其 2006 年的成績進步神速，香港跳昇為第 2 名，新

加坡第 4名;比對臺灣首次參加PI肛S2006 ，成績遠落後在 22 名，在比對PISA的「閱

讀素養 J (Reading Literacy )香港高居第 3 名(在韓國與芬蘭之後) ，而我們相對遜

色，只獲得第 16 名，所以今後我們更應加強讀寫的「邏輯推論能力 J 兼及議論、

建構論述的「吾爾析」、「辯論」、「論點」、「論據」、「論證 J 綜合評論，照應

題旨，使得整體論述形成緊密連結的系統結構與策略。今後必須學習香港及新加坡

以PI肛S' 兼精兩階閱讀為依據，全力開設閱讀課程，推展閱讀與寫作，除了再加強

我們較優的1. ，-回溯及直接推理 J (r甜ival and straightforward inferencing) ，更應加強

我們較弱高階的; 2. ，-解析解說」、「歸納融合」、「評暈評鑑 J (interpreting, inter

grating, evaluating) ，亦即 Bloom 的後三項教育目標。今後命題方式也該兼採1.選擇

題; 2. 申論題。如Anderson (2003 , 20肘， 2007) 一再的呼籲:多讀、多寫、兼多元評

量。上述課題早該逐漸引起學界廣泛地囑目關心。

二、經第二次認知革命開展自「後議認知 J 的教學第略

攸關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學者大多追溯到 Flavell (1979) 發表“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on monitoring" 在這篇論文論及「認知」與「後設認知」在語言的認知

活動上扮演極關鍵的雙重角色，特別重視在歷程進行中，該強調「思考性」和「規

範性」的學習行為，或從事一項新架構、新策略的學習活動，或完成某項新規畫的

學習目標(李明芬， 1997 ;吳青蓉、張景媛， 2003 ;王靜儀， 2005 ;戴維揚，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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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典範轉移論辯認知與後設認知的教學策略與評量機制

1999b ' 2003 ' 200帖， 2005c ' 200呵， 200徊， 200駒， 2007 ; Son, 2007; Dai, 2005) 。然

而至今臺灣在英語文學習策略方面的論著，仍多僅單採用Oxford (1990) 的著作，其

中她提供六大類 50 種的學習策略，這其中最具關鍵的為，.記憶策略」、「認知策

略」以及「後設認知策略 J 這三大類所交織衍生的學習策略機制。其中國人最關

懷囑目，必然最愛好採用的為「言已'1'意策略 J 如下【圖 2】。

e ob a 
也a n 繫

間
活
世q
o
b

經
岫

神
叫
“

造
。

創
A

l 群組 Grouping (chunking) 

2 聯結祥論 Associatinglelaborating I 
3.新詞童入上下文 Placingnew

words into a ∞ntext 

1.使用意象 Using imagery 

應用意象與聲音

B. Applying images and sounds 

2 

3.使用鑰字 Using keywords 

Representing sounds in memory 
4.聲音記憶代碼

完備地溫習

C. Reviewing well 

l 具有結構性的溫習

Structured reviewing 

1.使用肢體反應或感官

善於行動

D. Employing action 

Using physical response or sensation 

2.使用機械技巧

Using mechanical 

[圓 21 Oxford (1990) 的記憶策略

檢視Oxford (1990) 上圖所論述的「言己憶策略 J 其實，在其中也不乏涉及「認

知」以及「後設認知」的學習策略運作，如「創造神經聯繫」、「應用意象與聲

音」、「完備地溫習 J 這些都需要清楚地「認知」腦神經如何「聯繫」運作，如

何聯結應用「意象」與「聲音 J 以及進而更高層次地涉及「後設認知」就整體結

構歷程中的一再反覆地「溫習 J 一再地將新學習到的新詞，置入適當的上下文。

兼涉及「試著找出如何學好英語文最有效的方法 J 如「會訂立作息表，俾使自己

有足夠的時間研習英語丈 J 並且「會盡一切所能找機會多閱讀英文。 J (引自戴

維揚， 2005d) 。學習過程中一定需要經常「活用」語文，亦即大量輸出「說」與

「寫」或「表現」出來，才能一再地知所不足而採取大量輸入 (input) ，而至終達

成完全吸入 (intake) 這樣經歷反覆練習，才能記得牢、記得長久。這些過程與策

略都涉及初階的「認知」與進階的「後設認知J 如深度閱讀以及即刻的批判( critical 

thinking) 與論述創作。此外更應該再檢視她所主要提倡的「認知」與「後設認知」

Dece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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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學習策略的核心。如下列【圖 3】與【圖 4】

1Repμea抓訓tin時g (一再重覆)

A.P悶tωici泊n咚咿gs (練習) ←一. 2. Formally沖p削tící叩叫cα1I呵I
s ounds and w啊rit扯耐t“in呵gs叮y戶阿5討咐t紀emss 

3.Recognizing and using 
formulas and pattems 

4.Recombining (重新組合)

B. Receiving and sending 、 5. Semantic mapping (概念圖)

Mes叫es (接送訊息 L→ LGettin叮叮qm叫

2.Using resources for receiving 
and sending messages 

l Reasoning deductively 

2. Analyzing expression 

3. Using mechanical 

4. Translating (翻譯)

5. Transferring (傳輸)

l. Taking notes (記筆記)

2. Summarizing (寫摘要)

3. Highlighting (抓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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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3 】 「認知策略」依例又可再細分為上列兩個層次:

上圖 A 項就要求大量的輸入「聽與讀 J 以及一再地輸出:系統化正式的練習

「說與寫 J 並且能運用「格式與句型」以及聯結並作有意義的概念圖示;在 D 項

「創造結構性的輸入與輸出 J 包含經常/日常:1.記筆記; 2.寫摘要; 3.抓重點。

經久採用這三款最為常見叉具有深廣度的「認真日」學習策略，這才可落實精確地以

讀、寫為軸心的教學，再配合「全語教學 J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並且配合

多媒體線上學習，以及全方位六技的教與學，才能更紮實地達成 Bloom 所期盼的

mastery learning ( r 精熟學習 J 或如日譯「完全學習 J )以及Anderson等所期盼全

方位的「後設學習 J 完成 24 種周全、周詳的教與學的新策略(戴維揚， 200帥，

2007) 

Oxford (1990) 同時強調相對於上述三種「直接」的「認知策略 J 也應該同時

重視另外三種「間接」策略，其中以核心的「後設認知策略」為例，也可再細分為

兩個層次:如「專注學習」叉可再分為三款1.連結前備知識 2.專心一致 3.專心「聽」

之後，再練習「說」的技能。

海102告 中等教育伍拾捌卷第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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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ntering your learning 
(專注學習)

1. Overviewing and linking with 
already known material 

2. Paying attention 

3.Delaying speech production to 
focus on listening 

l.Finding out about language 
leaming 

2Organizing (組織)

3. Setting goals and objective 

4.Identi fYing the pu中ose ofa 
language task 

5. Planning for a language task 

B. Arranging and planning 
your learning 
(規章學習)

6.Seeking practice opportunities 

C. Evaluating your learning 
(評鑑學習)

1. Sel已monitoring (自我督導)

2. Self-evaluating (自我評鑑)

[圖 4 】 後設認知策略

上圖 C 項最值得關注的為「自我評價學習效果 J 可再細分為l.s巳lf-monitoring

(自我督導)與; 2.self-evaluating (自我評鑑) ，皆為學習者是否能確實達到 learner

autonomy的關鍵竅門。 You 和 Joe (2002) 也以此為檢視臺灣學生英文寫作是否有所

突破最具關鍵的門檻。若能達成上述 11 款的「後設認知策略 J 再配合前述「記憶

策略」和「認知策略 J 才能達成紮實的「精熟學習」、或稱「完全學習」。

Oxford (1990) 論及「後設認知策略J 首重「抓住重點J (centering your leaming ) 

的第一要務，就是「全盤檢視並且連接已經學過的素材 J ( overviewing and linking with 

already known materials) ，她要求這種可he overviewing / linking strategy" 的策略，就

是要「不停地寫作 J (“nonstop writing" ) ，例如，常時期累積寫作，可成為一本

writing portfolio (寫作歷程檔案) ，才會不斷地引起“writ1en brainstorming" (寫作的

腦力激盪) ，擴展腦力的思維，趨向多維多元，以及在讀寫互動「後設認知」建構

的宏觀架構的歷程中，詳見自己的成長與發展。經常寫作就是最好的腦力激盪。常

言道 r 書到用時，方恨少 J r 字到用時，更恨少」。因而除了用心在高層次的

思維宏觀建構，也該費心在那些微觀中最基礎的「基本功 J 如平時絕不可忽視「詞

彙的擴建 J ( vocabulary building) ，攸關辭彙教學可參致戴維揚 (2007)提倡的新教

學策略與評量機制 (Alderson， 2003; Read, 2000; Nation, 2001; Shaywitz, 2003; van Li仗，

1996) 

至於「後設認知策略」的第二項「安排規畫學習 J (Arranging and planning your 

leaming) ，更要求「閱讀的目標 J (reading goals) 要明確，各級的學習，都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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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的「整套的詞彙 J ( a set of vocabulary words )。學習過程必需按部就班，循序漸

進。就宏觀的大架構，要有完善的語文的規畫，必須分清「一般 J (general) 和「特

定 J ( specific )的範疇，亦即界定EGP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和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各有區別的兩大區域或管道(戴維揚， 2006d ' 2007 ; Jordan, 

1997; Dudley-Evans & St Jo恤， 1998) 

Oxford (1990) 主張要落實「後設認知學習策略 J 必要紮實地「自我檢核」

( self-monitoring) ，平時經常要寫好「語丈學習筆記 J ( language leaming notebooks ) , 

隨時匯整聽、說、讀、寫、瞄、作六技的心得報告。隨時關注宏觀架構「整區塊的

訊息 J (“whole chunks of the message" )。在閱讀過程中，經常需要機動地選擇最

恰當的策略，如初學者的read aloud 、 think aloud '以及進階的metacognitive aloud '文

如 skim 、 scan 、 make guesses '熟悉上述各種「閱讀策略」並清楚「知道使用正確的

格式 J (“know and use the correct forms" ) ，叉能經常性地「自我檢核的寫作J (selι 

monitoring in writing )。除了主觀的「自我檢核J 還需要調整、融合主、客觀的「自

我評鑑 J ( self-evaluating) 。

Oxford (I 990 )主張「自我評鑑」應該多樣化，其中特別要求重視「閱讀技能」

(reading skills) ，一定要和「寫作技能」隨時互動;亦即她要求「言己憶策略」最終

達到三項可存留在「長期記憶 J ( long term memory )的1.記筆記; 2.寫摘要; 3.抓重

點，並且要日積月累規畫、整理屬於自我成長的「寫作檔案 J ( writing portfolio ) , 

至於「認知策略」以及「後設認知策略 J 更是她兩大類「直接、間接」六大項，

其中最核心的兩項學習策略。

除了聽、說初階的語文溝通功能，在學界更重視進階的讀寫的「閱讀素養 J

進而融合六技的「全語學習 J 並能累積養成良好習慣。正如Gardner (1999a) 主張

及早養成「讀、寫、收集和發表資料」的習慣(“ the habits of reading, writing, collecting 

and reporting data" ) ，才能進入學術成就的殿堂。養成讀、寫良好「習慣J (h油i的) , 

持續不斷地、堅持地終身學習，甚至樂此不疲，將讀、寫當成一輩子的「嗜好」

(hobby) 、「至愛 J (honey) 。

肆、後設認知，後設評鑑

→、後諺語知

新世紀的教師不僅需要初階的「知其然 (know what) J '還要進階、後設認知

的「知其所以然 (know how and why) J '以及why (原因)後面的why (緣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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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習得( acquisition) 為例，不僅需要認知各年齡層的學童習得「認知」知識之背

後的「認知」的原由，以及「認知」其全盤「認知過程 J 還要認知/建構/反思

/再建構其所以如此這般地「認知」學習母語(L1) ，以及學習第二語言 (L2) 雙

重叉各自獨立的學習機制(認知發展第一層次個人的心理進程，以及再上一層次的

社會文化互動脈絡) ，以及L1 /L2 同時/異時學習所衍生的系統差異;同理 'e世

代的教師還要懂得「後設評鑑 J 亦即懂得「評鑑」的「再評鑑」的機制與論述，

其中以評鑑「評鑑工具」最受囑目。教師認知/建構/重構「評鑑工具 J 以及論

述為什麼會選擇那一套「評鑑工具 J 並能詳加比較之後，才能確實運用，並兼論

其成效與成果。譬如臺灣目前為何、如何採用歐盟 CEF (Common European Frame

work) ，亦即需要全盤地融會貫通:何為 (what) /如何 (how) /為何 (why) 評

鑑國際標準的「評鑑工具 J 並且認知為何、如何加以適時、適性、適所地一再與

本地的評量機制對照比較，再加以調適，或另外再重新創發一套嶄新的「評鑑工

具 J 以因應當前教師、教材、教法，創新的評量機制。

二、後議評量與評鑑

評量或評鑑之前，先要掌握住兩大哲學理念的標的:亦即為何「評量之為評

量 J 假若其後面推動的動力為「均等 J 就會造成一、初階「齊頭式的平等」

(equa1ity) 有教無類、全民教育，大數量擴充為教育機會的平等(均等) equa1ity ; 

二、高階「因材施教的公平 J (equity) 原則:因材施教、適性教育如精英(或補

救)教育，追求「質」方面，教育品質的公平(公正、公道) equity 。目前臺灣，我

們已經完成全民都必須接受國民教育(義務教育)的階段，並且延伸到幾乎全民可

就讀高中職以及大學，就「量」的擴充巳名列全球之前茅。今後為了向上提昇教育

的品質，就要擠棄「齊頭式平等」叉稱「假平等 J 我們極不願「雞兔同籠 J 教

雞如何挖洞，教兔子如何高飛，那是緣木求魚，得不償失。要真正做到「立足點平

等 J 就應該依學生的個別差異、因材施教、能力分班，加強每個學生的優勢智能

(性向測驗中其有潛能的學科) ，這樣我們才有機會跟世界列強爭得一席之地。就

英語文教學，就該強調個別差異專精的「專業英文 J ESP 。教育部自從 1998 年開始

提倡小班教學精神，重視個別化、適性化、多元化的教學，期望達到「帶好每一個

學生」的最高理想。為此，今後應該即刻實施因應個別差異而落實學有專精的「多

元智慧」的教學以及採取適才適所「多元評量」的機制。

Gardner (1983) 提出多元智能理論最特殊的是將具有「後設認知策略」的intrap

ersona1 (自我反思、自我分析) , 1"知己」的能力列入評章，由此帶動 portfolio

assessment (檔案評量)效果奇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己清晰地懂得「後設認真日」、

Dec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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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評量」的機制、策略，因而能主動/自動學習。適性、適時地將課本、課堂

上學來的知識、技能、甚至態度，經過「內化」、消化、轉化、類化(舉一反三，

觸類旁通) ，終至「品化」或甚至於脫胎換骨地改變一生，造化人群。這些過程一

再需要自我評析、自我評估、自我評量、自我評鑑。再者 Gardner (1 983) 也同時提

出 interpersonal (人際關係)這種「知彼」的能力。教師可考量學生隨堂考、段考等

分數「量」的紀錄，更可進一步考察「質」的紀錄，是一種不拘格式，可採用專題

作筆記 (notes) 、做記錄 (records) 、日誌 (logs) 、教學日誌(joumals) 或傳記

(biography) 等方式登錄學生及其同儕、家長共同的成長紀錄，積累匯集為portfolio

assessment (檔案評量)或因團隊或個人的performance assessment (實作評量) ，這些

多元評量的方式也可供教師自我評量的指標或從事行動研究的參考資料(戴維揚，

2000a ' 2002 ' 2003 ' 2007 ; Brown, H.D., 2004; Brown, J.D., 2005 ) 

三、缺乏具備「後議認知」的「閱讀文化」

臺灣 1994 以前，因應大一統的聯考，教師只要讓學生具有因應聯考試題的本領

即可。當前「多元入學方案 J 千頭萬緒，教師就要千方百計地深入瞭解各種評鑑

方式的機制與各自系統的運作方式，以及思索學生比較適合參與哪種評鑑方式，較

易升學以及較有效地開發個別學習者的潛能(目前初階/第一階段的考試多以實施

大規模、客觀的多媒體電腦閱卷為入學基本學力的基準參考) ，再進一步就該思考

評量應選在哪個時候、哪個類別等，如甄試或申請入學的檢視機制。至於攸關教材

評鑑叉涉及另外許多套理論架構;以前只用一套「標準本 J 不少教師只是照本宣

科，不必自己費心思去「選擇」或「自編」教材。當前的各級教師都應該關心整體

的課程規畫與多元的評量機制。因而And~rson (2007) 認為「評鑑者該是教育家 J

因而教師應該同時精通「課程設計」與「評量機制」

〈遠見雜話、> (2007)公布針對 18 歲以上成年人進行的「臺灣閱讀大調查 J

結果發現半數以上成人沒有閱讀習慣，包括 25.5%完全不看書， 25.4%很少看書。平

均每月看1.72 本書，每週看書時間，只有 2.72 小時，比起上網、看電視相加的 36.3

小時，確有天壤之別，這個惡象在 18 歲到 24 歲的年輕人更顯嚴重。買書的費用一

年平均只有 1 ，375 元，不到香港的四分之一。中學圖書館的缺書狀況頗為嚴重。全國

474 所公私立高中職，其中的所低於教育部設定的 12，000 冊，最少的一所只有 210

本，供一千多位學生共用。在小學仍有政府和民間推廣閱讀措施，但上了國中以後

就幾乎完全被忽略。到園中階段，中國大陸英文科要求大量(15 萬字)的課外閱

讀，反觀臺灣完全放棄悅讀的喜悅(參改中國教育部， 2001 ' 2002a ' 2002b ;戴維

揚， 2007) 。香港為了提昇學生的閱讀能力，進行了課程、教材、教學全面性地加

深、加廣、加大的深度閱讀與論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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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誰誰鑑機制

依後現代思維模式大多要求教師們從「後設觀點」反覆多重地思考內容、評鑑

CIPP (Content / 1叩ut / Process / Product ) ，檢視這些一再循環 (loop) 的每一個環節，

都需要一再地調整、修正、評鑑、再評鑑'使得認知學習活動，達到最有效的結果。

Gardner提出不僅需要初階的「語文覺知 J ( language awareness ) ，還要「後設覺知」

(meta-awareness) ，試圖及早發覺徵狀，及早讓學前學生，開始開展潛能，或培養

應具備的先備能力和解決困難問題的智能，共同去設計/評鑑和建構認知學習模式

( cognitive styles) ，教導學生自我開發「後設認知技能 J ( meta-cognitive skills ) ，去

學習/發展多元多樣的「後設學習策略 J (meta-leaming strategies) 。從體驗中將所

學知識內化、晶化以及轉化成為個人的認知結構/機制。教師應具有選擇、分析教材

和教法的適切性，以及課程的先後排序，能夠不斷地從現在的教學活動思考/評量

/預設往後的教學策略;以及預設學生可否按時達到教學目標和教學成效。就語文

學習， Rodgers在1 Rodgers (2004) 主張幼童到小學四年級之前，就應該建構完備自我

的「後設認知」的「覺知」、「歷程」與「技能」。就英語文 (L2) 教學為例，所

有的教師，除了要同時培養多元評鑑的各項先備知識，還要徹底通盤地瞭解目前園

中小基礎英語文三大「教學目標 J (一)聽、說、讀、寫的語言能力; (二)培

養學習英語的興趣及正確的方法; (三)中外文化習俗的了解。建構英語文教學的

「目標 J 加上深論why 1"緣由 J 配合建構how 1"方法 J 再經歷多元多層次的考

量/評量其間和現行國際標準化多層級的評量機制之間的 what 1"內容」文化習俗等

多元社會的涵溶關係(戴維揚， 2006的

伍、結論與建議

新世紀、新典範、新評量架構，其中影響較廣泛而顯著者首推 Anderson et al. 

(2001 )將Bloom et al. (1956) 六階「教育目標」修改成新的六階評量機制，剛巧可

配對歐盟CEF (A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歐洲共同語文學習、教學、評量參考架構) ，為歐洲理事會 (Councilof

Europe) 目前共有 27 個會員國(www.coe.int) ，也在 2001 年決議採用 CEF 。上述這

兩種新世紀新發展語文教學與評量的「評鑑工具 J 同為六階的教學與評量機制，

同為國際認定之語文能力檢定奉為主要的參考架構，如托福、多益與劍橋等國際級

的英檢皆己配合參用，臺灣的各類英檢也正試圖配合連接融通這兩套最時興的教學

與評量架構。對照美國及荷蘭發展的 PIRLS 國際評比語文的「閱讀素養」要求 9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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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歲的學童應該能夠通過英語文Al 及A2 的程度，到 15 歲PISA的語丈「閱讀素養」

就應該通過Bl 或凹的關卡。

一、 Anderson et al. (2001) & CEF (2001) 式階教學與語重架構

Anderson (2001 ， 2003 ， 2005 ， 2007) 一再地詳述六階評量的除了傳統的「記憶」、

'l里解」、「運用」、「分析」兼「綜合」、「評鑑」之後，最高境界為「創新 J

藉此歷經紮實地多重精熟學習完整的 24 個歷程，其間可達成突破學習 L2 的瓶頸困

境，才能夠中英雙語皆能同步達到歐盟CEF語言能力指標最高級的第六階一-C2 (專

業級mastery leaming) 論述寫作才能夠「有條理的論述論證及說明 J 才能夠非常

流利叉精準地暢所欲言，而且可以精準區別更為細緻的意涵，這些高階語文的指標，

必成為我們學習任何語艾的標的。

【表 6] Anderson et al. (2001) 與歐洲共同語文學習、教學、評量參

考架構( CEF ) ( 2001)六階對照表

~l08告 中等教育伍拾捌卷第陸期

CEF 級數 歐洲CEF 語言能力指標 Vocabulary 

C2 專業級 有條理地詳述具有創意的論證及說 000 以上

Mastery 明。非常流利又精準地暢所欲言。

Cl 高級 能針對複雜的主題創作出意義清晰、 甘間妞，制
Effective 結精良好且內容詳細的篇章，呈現出

Advanced 
Operationall: 免分掌握鑑賞文章組轍結構、連接 以上

18;000 
Proficiency 詞、和統整性構謂的能力。

能針對廣泛的主題，創作清晰詳盡的 中高級

B2 中高級 |篇章服力針對某一特定議題來 High-

Vantage 闡述觀點，解析綜合各種不同觀點的 Intermediate 

優缺點。 12 ，000 以上

Bl 中級 |能瞭解後實際使用標準語言格式表達 I中nt級ermediate 
Threshold 相關訊息的重點。 以上

8,000 

A2 能7解最切身相關領域的句子及常用 初級

初級 I 辭進行溝通。能以簡單的詞彙敘述切Elementary
Wastage 

身需求的事務。 2，500-3 ，000

基E楚級 Basic

Al 基磁級 龍記住、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 1000
Breakthrough 
入門級 和詞彙。1 入門 506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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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家對「認知」與 r f;套設認知」主要的界說區隔

Randsdell和Barbien (2002) 共同編著一本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的 L2 Writing 

〈第二語文寫作研究的新方向> '指出第二語文的寫作應具有三個方向，可與 3A的

語文學習進程理論架構互通: 1.Linguistic knowledge '應聚焦在當前關懷的「語文覺

知 J (Language Awareness) ，從最基本的語音與語文的詞彙，到語法，到章法，到

較高階的「後設認知覺知 J (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 ，先聚焦在語文的「正確性」

(accuracy) ; 2.進而強調歷程的速度( speed) 與流利 (fluency) ，這是當前的顯學

課題: Leamer Autonomy ，達到主動叉機動的精熟學習; 3.更上一層為「後設認知的

知識 J (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 ，亦即認知U 與L2 之間，明示大架構的區別，並

能從 11 自然流暢地轉移 (transfer) 到 L2 的閱讀與寫作，至終成為雙語的終身學習

者。 Brown (2000) 主張L2 如果及早學習，也可達到11 的Authenticity ，亦即同時精通

雙語，退而求其次，至少可以追求英語文達到native-like的境界。總結前述各名家都

曾將初階簡易的「認知 J 以及更高一層次的「後設認知 J 分別論述其循環交錯

含蓋各向度的意涵，有所區隔，概列如下【表 7】:

【表 7] 各名家對「認知」與「後設認知」比較對照表

名家觀點 認知 後設認知 (metaco nition 

Kant (康德) ápriori 先驗) á. posteriori (後設)

Derrida (德希遑) 封閉的初階結構 開放高階的架構

Chomsky (強士基) surface structures 先天的二分法 deep structure 深層的結椅

Bloom 的六階( 1956) 1 知識( knowledge ) 4.分析 (analysis)

(依Anderson 2003 再細分的 2.理解( comprehend ) 5 綜合( synthesis ) 

觀點) 3 運用( application ) 6.評鑑( evaluation ) 

Anderson (2001 )新六 l.remember 4.analze 

階:前三項也有一維的後設 2.understand 5.evaluate. 

後=項為雙重三維後設 3.apply 6.create 

Anderson (2005) simple assessment extended evaluation 

Oxford (1990) 直接第略 間接策略

Flavell (1979) 單程 多程多元歷程

Vygotsky (1978) 基層 高層;欠 higher level!zone 

張春興 初盾的知識 高一層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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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7】所列出上述各名家的觀點可區隔出初階「認知」的結構，與進階兼高

階再加二維雙重「後設認知 J 男可就繁雜歷程架構，建構成為立體三維:區別為

1. ，-認知 J ; 2. ，-後設認知 J ; 3. ，-後設、後設認知」。

今後依照前述的詮釋、重構「認知」與「後設認知」雙重三維的理論架構，都

可以採用依據Anderson (2001 , 20的， 2005 ， 2007 )一再提倡至少二維( two dimensional ) 

24 細格，再建構為更加周詳三維立體的「六階評量架構細格表 J ( Taxonomy Table ) 

為準繩，如【表 8】:

[表 8 】 六階評量 (24 細格)架構表 r歷程」與「知識」向度交織成

24 細目款項

~ Iml'I'ml"i'i'ImJ'lllJ'i'ftl!'l1":ß!'lj'ftl m;m mllB [tm'.!iml 
!5i1"S，rgu~ rll..liiJ IL.ir;m 

記憶 理解 運用 分析 昌平鑑 創新
fÐlnl4.Linm 

Factua! 事實

Conceptua! 概念 2 

Procedura! 歷程 3 
已

Metacognitive 後設認知 22 23 24 

* 1 、 2 、 3 為最容易、最常使用的前三項「認知」細目的教與學的策略;

* 22 、 23 、 24 為最難達成的立體三維「後設認、知」宏觀架構的策略

上列【表 8】 Anderson (2005 ， 2007) 就實際在教室與學生的互動發現在其 2001 版

本將「分析、綜合、評鑑」歸屬在認知歷程的後三項，而將「後設認知」另闢一維

(向度)屬於「認知結構或知識 J 如上【表 8】所列二維 24 格的「平面圖 J 可

是在實際教學中二維的「分析、評鑑、創造」也早已經涉及「後設認知」的高階思

維活動，就其本質一再涉及重疊多元的三維的「立體」現象，因而在上列【表汀，

他檢視 22. 23. 24 三細目 (cells) 已屬雙重的三維的「後設認知」機制，一般的師生

較難領會貫通「後設分析」、「後設評鑑」、「後設創新」。然而在日新月異的新

世紀，只好以「日日新」互勉之，各級的教師必須重新學習這些國際標準化、嶄新

的深度閱讀及論述寫作的技能、策略與能力。在讀寫的歷程，皆能充分掌握記憶、

理解、連用分析。綜合、評鑑、創新，各階層皆具「論點」、「論辯」、「論析」、

「論據」和「論證」的要素。 And巳rson (2005) 總結他對「後設認知的知識 J (meta

cognitive knowledge )是「認知」知識的總稱( in general )以及對自我「認知」的覺知

( awareness )含融「策略性的知識 J ( strategic knowledge )、「目標的知識 J (task 

knowledge) 以及「自我的知識 J ( self-knowledge )。因而筆者再依上述各家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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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構、重構、重作區隔「認知」與「後設認知」兩者的「差異」如下表。

【表 9] 「認知」與「後設認知」的比較表

各類切入點 認知 後設認知

典範轉移 C;ognjtive scì白白韶知科學 .Constructiv:ism 建構主義

結構眉;欠 surface structures deep structures 

六技區隔 Listening-speaking 桐， viewib.g Reading闡明rriting , presel1ting. 

閱讀方向 bottom up 
top-down 

overall-view, review, reflection 

呈現知識 explicit~eproclqctiOI1 implicii.generalization 

評量基準 norm-referenced assessment criterion-referenced evaluation 

最理想、最恰當的教學與評量都應該依照各別的年齡層、學習層級而調配、調

適至少三種前述的「典範轉移」的適當比例原則:如幼見、初學第二語剛開始牙牙

學語、喃喃私語，就該大量採用「行為主義 J 就基要結構的口語，反覆訓練，配

合初階主體主觀機械式的制約反應，多加練習，以達「熟能生巧 J 及至等到完成

腦部側化的「關鍵期」之後，就要開始多配合「認知」的「基模」結構，教師再建

構或重構「認知」與「後設認知」多重的「學習鷹架 J 以及依循多重的學習「歷

程 J (process) 精熟各該注意的環節或細格。等到學習者已經能自動自發，已具備

精熟「後設認知」的各套多元學習策略，叉具備自動自發、自我評量的機制，就可

以擴大比例的應用「建構主義」的「建構後設認知策略 J 隨時配合老師、同儕從

事建構自我已經具備全盤統整的綜合能力:完成有系統、有架構、有策略，叉能餵

而不捨的終身學習，並進展為專業教師的典範。

獲得「正」向的「得魚 J (認知) ，同時不可忽略「反」向的「忘奎 J (後設

認知) ;以及再加一層，達到第三階段「合」在登峰造極的「燈火闌珊處 J 在此

最高境界，可要輕鬆愉快、自然而然地「忘奎 J (神乎其技、毫無匠氣達成「高深

後設認知 J )。教與學切忌「知其然 J (認知) ，而忘7進一層「知其所以然 J (後

設認知) ，歷經雙重一體的「不二法門 J 這一體(知識體)、雙重(認知、後設

認知)、三維(認知、後設認知、再浸入深度後設認知) ，交織成嶄新的「建構教

學」的新教學策略與評量機制，正可為今後大家努力的目標。

除了精熟「認知」與「後設認知 J 'Anderson早在 1981 年就以專書提出「情意」

與「技能」的重要性，正如其師Bloom等人早在 1956 年提出六階的「認知兼後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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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進程 J 也同時邀請其他學者撰寫攸關 "1青意」與「技能」的專書。融匯知、

情、意、行，才能建構成為全方位的教學策略與評量機制。

Metcalfe 、 Komell 和 Son (2007) 提出恰當的「信心 J ( confidence )與「能力」

( competence )之間的feelings-of-knowing ，亦即「後設認知 J (metacognotion) 與「學

習動機 J ( motivation) 呈正相關融合的「後設認知情意 J (metacognitive feelings )。

學習的「態度 J 決定將來成效的「高度」。要深入了解理性與感性雙軸心的核心

意涵 (the core deep meanings) ，必須首先具備不怕艱難，不信邪，打破砂鋼「問」

到底的堅強毅力，才能達成最高、最有效率的學習效果。亦即知、情、意、行，全

體四面八方總動員，解開「認知」兼及「後設認知」雙重多元的問題，進而經常持

續地深度閱讀以及時常發表論述創作，各方位的關卡、難題，皆可迎刃而解，豁然

開通、開創新境界。博「學」只是邁開成功「認知」的第一步，接著必須持續不斷

地時「習」之「後設認知」第二步驟 I慎思」、「明辨」、「審問 J (測驗評

量)、「篤行 J (實際行動) ，達成全方位的「完全」、「精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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