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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教學法

王政忠* 教師

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

壹、核心元素

一、 Mind Mapping

(一)簡介

心智繪圖是MAPS教學法主要且重要

的工具，用來協助學生理解文本 (Mind

Mapping inspires students) ，透過繪製

心智繪圖的過程，解構文本統整主題，

與一般商業用的心智繪圖不一樣的地方

是， MAPS教學法的心智繪圖不僅是用來

解析文本，更利用挑戰題(註:請見核

心元素(二) Asking Questions的說明)

的設計，引導學生對於文意進行深究以

及情意產出延伸。

/

(二)成分

MAPS教學法的心智繪圖包含兩個成

分: I see以及I feel/I think 。

1.1 see

在PI及P2階段(註:請見教學進程

說明)是在課堂上由小組共學完成，透

過教師所設計的基礎題(註:請見核心

元素(二) Asking Questions的說明〉引

導，對文本進行文本解構及主題統整，

目的在協助學生學會如何閱讀理解文本

脈絡。在的階段會將已經具有自學能力

的學生抽出獨立完成，在P4階段則完全

由學生獨立自學完成。

在繪製心智繪圖時，初學者最戚困(

擾的部分是在主題統整以及脈絡解構的

部分。

*本第通訊作者:王政忠，通訊方式:powerteacher2008@gmai 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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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題統整

教學原則是透過上層概念的引導，

協助學生對於敘述相同事件或完整情緒

的主題意義整合，以〈差不多先生傳〉

來說:第一段到第三段在介紹差不多先

生出身/相貌/口頭禪，提出的主題便

是:介紹主角;而第四段到第九段都在

敘述差不多先生自幼到死的差不多事

A.自然段事實摘要及意義段主題統整:

衰1 <差不多先生傳〉課文結構表

蹟，所以提出的主題便是:舉例說明;

而最後兩段透過諷刺手法，帶出全文

的意j函，所以提出的主題便是:點出主

旨。這個部份的實務經驗是透過一次又

次的文本閱讀，引導學生逐步學會摘

取自然段的精要事實以及直指核心統整

主題，下對標題。

例如:

介紹主角 舉例說明 點出主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介 介 介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諷 諷
紹 紹 紹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刺 刺

差 差 差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差 差
不 不 不 紅 恢 十 時 醫 生 不 不

多 多 多 糖 西 字 刻

人
死 多 多

先 先 先 白 山

千 表 醫 先 先
生 生 生 糖 西 字 牛 生 生

的 的 的 ;ijl 是

來 相 口 圓 中

處 貌 頭 通 國

于單 大 人師 的

代

表

B結構衰畫成心智繪圖:

O
介紹差不多先生的來

介紹差不多先生的相

介紹差不多先生的口頭萬

1差不多先生

1差不多先生是中圈人

圖 1 <差不多先生傳〉心智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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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脈絡解構

在脈絡解構的部分，原則是透過老

師對於文本的解潰，設計引導學生解構

文本的基礎題，以〈夏夜〉為例，基礎

題如下:

A.作者是依照「甚麼先後順序」寫成

(夏夜〉這一首詩的呢?

B.依照時間先後順序， <夏夜〉這首

詩可以區分成哪幾個段落呢?

∞歸.£e-

a圈，黃昏

夜潔-....，..空軍聾珊，

‘.:m:否t;坪Hf詰

圈 2 <夏夜〉心智繪圖第一階段

c.夏夜來臨之前，作者描述了哪些角

色呢?

D.這些角色都在做甚麼事呢?

種深_.

圖 3 (夏夜〉心智繪圖第二階段

E.哪一句話是夏夜來臨的關鍵呢?

F.夏夜是依照什麼順序降臨的呢?

G.珍珠和銀幣分別象徵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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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f.~單_.

圖 4 (夏夜〉心智繪圖第三階段

H 從哪一個字，可以看出夜真的深了

呢?從哪一個字可以知道夏夜裡其

實還有生物在活動著呢?

1.請將睡著的角色分類。

J. 在夏夜裡活動的主角有哪些呢?各

自又有哪些活動呢?

圖 5 (夏夜〉心智繪圖第四階段

在Pl階段因為是透過老師的提問逐

步引導或者經由結構表引導，所以I see的仁

部分會趨於各組一致，進入P2之後，會

逐漸呈現各組多元呈現閱讀理解圖像。

教師在各組口說發表的時候觀察各組I see

的呈現，只要各組不致偏差文本結構或

文意脈絡太大，都應抱持鼓勵及欣賞的



角度，因為各組多元的圖線呈現，便可

重疊涵蓋完整文本的所有意涵。

2.I feel/I thi也

透過老師設計提供的挑戰題引導，

在課後自學完成，目的在協助學生針對

文意進行深人探討以及情意進行擴散延

伸，並連結每課的寫作練習。

以(夏夜〉為例，設計的挑戰題如下:

(1)夏夜來臨之前的景象，會帶給你什

麼成受呢?

(2) 作者用「輕輕地」來形容夏夜的降

臨，會帶給你什麼成受呢?

(3)用珍珠和銀幣形容月亮和星星會帶

給你什麼成受呢?

MAPS教學法

(4) r 睡了，都睡了」會帶給你什麼成

受呢?

(5) 那些還醒著的主角在夏夜裡的活

動，會帶給你什麼樣的戚受呢?在

大家都睡著的夜裡，這些主角的活

動會讓什麼樣的戚覺襯托得更為明

顯呢?

(6) 夏夜這一首詩明確提到的顏色有哪

些?帶給你什麼樣的戚受呢?

(7)夏夜這一首詩大量使用哪一種修辭

j去讓所有的主角活潑生動地展現在

你面前?而這個修辭法的關鍵是使

用了哪一個詞性的字詞呢?

學生完成作品如下:

寄語1

。

se e

1 千eel

圍 6 (夏夜〉學生心智繪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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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e的部分偏向於對於文本的「析

J '而I feel/I thjnk的部分偏向於對於文

本的「賞」。

(三)技術要求

技術上對於心智繪圖有幾個共同要求:

1.繪圖時所有人都參與。

2.小組共學繪製心智繪圖於半開或全開海

報上。

3 字跡整齊放大，因為是大家一起畫，所

以並不要求同一層同一個顏色。

4 個人回家自學繪製心智繪圖前，先將小

組共學的部分，自己再畫一次於A4紙

上。

5 個人自學的心智繪圖就要求同一層結構

使用同一種顏色同一粗細。

二、 Asking Quest ions

(一)簡介

1.提問是文本和學生之間的橋梁:由教師

引導到小組討論到學生自問自答。

2.提問必須讓學生與文本發生關係:從必

須知道的到想要知道的。

3 提問是教師專業的展現:由文本分析到

表2MAPS教學法提問設計

提問設計到現場感受。

4 提問是有目的有層次的:沒有最好的問

題，只有目前最適合的問題。

(二)種類

好的提問能引導學生在初學閱讀

理解策略的時候澄清或釐清文本脈絡

(Asking Questions motivates students)

針對不同的功能以及使用時機，MAPS教

學法的提問區分為三類。

1.暖身題

暖身題的目的在於促進及培養學

生課前自學及預習的習慣，題目內容係

針對國學常識/作者介紹/文本預測/

文本主題等設計。課前兩到三天，老師

根據文本需求，發下希望學生事先閱讀

的資料，例如:教「大明湖」之前發下

「老殘遊記」的介紹;教「夏夜」之前

發下「新詩」的介紹;教「記承天夜

遊」之前發下「蘇東坡」的介紹，然後

根據發下的資料設計暖身題，例如:

(1)老殘遊記這本小說依據內容來說，

屬於一本什麼樣類型的小說?

(2) 論語的內容主要是記錄誰跟誰的對

仁

暖身題 基礎題 挑戰題

1.針對課前閱讀設計 1.針對文章結構設計
1.針對文意情意設計

2.引導學生養成預習 2.引導學生畫出I see
2.引導學生畫出I fee l/I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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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3)東坡被放逐各地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也可以根據文本題目進行設計暖身

題，例如根據為學一首示子娃設計的暖

身題如下:

(1)根據題目，這篇文章的主題主要是

在討論什麼?

(2) 根據題目，這篇文章書寫的對象是誰?

(3) 根據題目，為何要使用「示」這個字?

也可以透過暖身題的設計，逐本引

導學生建立預習的習慣，例如:

( I )觀察(歲月跟著〉這首現代詩，會

發現這首詩的形式上有什麼特色?

(2) 如果事先看過文本，你會發現〈酸橘

子〉這篇文章主要在探討什麼主題?

暖身題的操作時機是在第一節上課

開始的前十分鐘，學生每人一張單張，

不看課本，自己作答，個人答對的分

數乘以每個角色的紅利倍數(註:參見

Scaffolding Instruction) ，小組成員獲得

的點數相加乘以小組人數即為個人加點。

。 暖身題的題目約在3"""'5題之間，題
型趨於封閉。

教師在講解答案時其實就是在引起

動機或文本先備知識的導人，但學生會

因為點數的關像而更關注在乎自己是否

答對，而達到比單純講述更大的效果;

同時透過個人點數與小組點數的關條，

而逐步建立課前預習自學文本的習慣。

2.基礎題

基礎題是根據教師對於文本結構

及脈絡的理解，參考各家學習單設計而

成，目的是為了引導學生繪製心智繪圖

的I see部分。

根據(迢迢牽牛星〉設計的基礎題

範本如下:

【基礎題】

*拈定各組特定成員回答 (A) 一計分標

準一速度and正確

*小組討論後各組逐一回答 (B) 一計分

標準一表達/言之有理

*開放個人自由搶答 (C) 一計分標準一

表達/言之有理

*打開課本回答

( I) 這首詩的男女主角在第幾句出現?

(A) 一黑馬

(2) 你在這首詩的第幾句知道了女主角

的日常工作? (A) 一老闆

(3)在第五六句可以看出女主角此刻的

工作表現為何? (A) 一明星

(4) 女主角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的原因

是什麼?在哪幾句可以看出來?

(A) 一教練

(5) 請討論小組想要將這首詩分成幾個

主題意義段落，為什麼? (B)

基礎題的題數不定，依文本結構及

學生程度而定，大致來說，在PI階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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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較多，題目的引導功能較大較明顯，

隨著學生進入凹，題目逐步減少，引導

文字亦漸少;基礎題進行時，可以以搶

答(封閉題型)或小組討論發表(開放

題型)的方式進行，班上可以準備小白

板，各組2塊以上，方便搶答舉牌或者發

表呈現。

搶答時可以由教師指定角色回

答，實務經驗上，多半指定 C 咖或D 咖

(註:參見Scaffolding Instruction) ，題

目難易度較低，題型多為訊息檢索，可

鼓勵後段學生參與，答對後的高紅利倍

數會讓學生更有成就戚，覺得自己很有

貢獻， A 咖 B 咖學生也會因此對C 咖 D

咖另眼相看。

小組討論後的答案發表可以由小組

自行決定發表者，高紅利倍數的誘因也

會促使A咖 B 咖學生想要教會C D}m D 咖

讓其發表;如果發現小組多半由A咖回

答，或者某一題目是基本而關鍵的題目

時，也可以使用討論後任意指定角色或

抽籤某一角色回答，事先公告，亦可促

使小組討論時達到每個人都要專注學習

的作用。

個人實務經驗會將文言文的翻譯大

挑戰列入基礎題操作，此部分操作參見

教學進程說明。部分重要的基礎題經過

文字變他之後會成為PISA後測(註:參

見教學進程)的題目。

3.挑戰題

挑戰題是根據下列兩個部分設計:

(1)國學常識/作者/句型/修辭等文

本重要工其知識

(2) 文意深究/情意延伸等深入理解

實務經驗上，第一類比較屬於封閉

題型，會在課堂上操作，可搶答亦可小

組討論作答，教師再總結補充以進行教

學。第二類比較屬於開放題型，會挑選

1-3題必要而關鍵的題目在課堂操作，其

餘則交由學生課後自學，完成心智繪圖

的I feel/I think部分。

部分挑戰題經過文字變化之後會成為

PISA後測(註:參見教學進程)的題目。

挑戰題題目的來源來自教師自行發

志或參考各家提問學習單。

根據(張釋之執法〉設計的挑戰題

範本如下:

【挑戰題】

( 1)皇上對於廷尉的判決相當生氣，那為

何當初又要把犯人交給廷尉審理?

(2) 廷尉說「一人」犯暉，皇上說此人

親驚「吾馬 J '這兩種說法顯示出(

兩人對於法律的看法有何差別?

(3)除了皇帝「怒」曰之外，還可以從

哪個字讀出皇上真的非常生氣?

(4) 想像一下廷尉據理說明的語氣。

(5) 從「唯」陸下察之的「唯」可以看

5。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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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釋之的說理技巧為何?為何要這

樣說?

(6) 皇上「良久」之後，才說出「廷尉

當是也 J '想像一下皇上的內心戲

是在演什麼?

(7)小組共讀找出文章當中省略主詞或

受詞的句子。

(8) 從這篇文章可以觀察出司馬遷寫作史

記描述人物紀錄事件的技巧為何?

三、 Presentat ion

(一)簡介

整理PI ......，凹的要求如下:

(二)說明

口說發表不但提供學生表現舞臺

以建立自信心 (Presentation achieve

students) ，更可以協助學生以達到

60%......， 70%學習效能的方式進行學習，在

小組共學完成心智繪圖之後，各組便依

序發表，可以抽籤'可以自願，實務經

上，在PI階段會採行另外一種方式。

在小組共學繪製心智繪圖的時候，

表3MAPS教學法口說發表各進程要求

教師會遊走各組觀察繪製狀況，並且決

定待會由哪一組先上臺，基本上，各組

相較之下畫得最不完整的那一組，會由

教師指定優先上臺'如此一來，在各組

報告的過程中，就會形成一組補充一組

的狀況，一直到最後一組會是最接近完

整文本脈絡及架構心智繪圖的圖像，這

樣的目的是為了透過教師在每一組報告

完了之後的簡單扼要講評，除了提示心

智繪圖的繪製重點，也在逐步引導學生

明白如何理解文本脈絡及架構，在各組

報告完了之後，也就進行了不只一次文

本脈絡的解說。

當各組的繪製狀況隨著時間一次次

逐漸完整而成熟，指定上臺的順序就會

轉變成依據「創意」來決定，因為各組

在PI階段起始階段會呈現趨於一致，然

後逐漸呈現多元閱讀理解圖像，這個過

程需要老師的鼓勵與支持，讓學生勇敢

嘗試不同的理解方式，依據老師基礎題

提問引導而畫出來的心智繪圖會優先上

臺報告，但是對於文本脈絡以及主題統

、

Process PI P2 P3 P4

1.以1 see為主 1.逐漸加人I feel 1.共學都要報告 l 前三位完整報告

2 教師決定發表 /1 think 2 自學以1 feel/ 2 第四位開始自願

要求重點 順序 2.教師指定/抽 I think為主， 補充/評論/提

籤/自願 抽籤或指定或 問

自願幾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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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有自己理解圖像的組別就會留待接續

報告，這樣的過程要注意的是，雖然是

鼓勵創意呈現，但也同時要給予依據老

師提問引導繪製心智圖像的組別正向支

持，才是真正營造班級接納多元閱讀理

解圖像的氛圍。

另外一方面，在PI階段，各組口說

發表主要是針對I see的部分，在巡視各組

繪製心智繪圖的時候，必須要求學生針

對口說發表部分進行下列幾件事情:

1.所有人都必須需要說到話

2.A咖通常會在這個時間指導組員發表練

習，因此上臺盡量讓其他組員多說， A

咖可以做最後總結補充。

3畫好之後要進行上臺前的彼此練習。

4 每個組員的發表分量平均， A咖若負責

總結不在此限。

表4MAPS教學法各進程引導學生評論重點

技術層面在口說發表部分有以下幾

個共同要求:

1.每組發表時間以2分鐘左右為限。

2.誰說話看誰，所有的討論及練習在口說

發表開始後停止。

3 一開始上臺發表時對於儀態及音量採取

低標要求，避免造成過大壓力。

4 逐漸習慣發表芝後，儀態及音量開始提

高標準。

5從一開始發表就要求盡量不看海報。

在口說發表時，可以逐步引導學生

進行評論，整理如下:

進程 PI P2 P3 P4

I.指定或抽籤/ 1.舉手評論/給 1.試著提問/為 1.可以補充取代

完整句子/給 予加點(結合 什麼是這樣? 主口里I 生en合tl

予加點(結合 紅利倍數) 為什麼不是那 2.可以提問取代

引導重點 紅利倍數) 2.完全針對內容 樣? 補充

2.只說優點(起 架構(不再評 2 形成共學對話 r
碼針對儀態) 論儀態) 氛圍

/比較差異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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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教學法

四、 Scaffo Iding Instruct ion

(一)簡介

1.讓班經與教學在一起

2.讓沉默的島嶼被關注

3讓完整的學習更完整

4.讓競爭來自於合作

5.讓利己來自於利人

(二)說明

向架的功能在透過同儕合作學

習的力量喚醒同學潛在的學習動機(

Scaffolding Instruction awakes students) ,

事實上，在不同程度的孩子身上有不同

的鷹架需求，實務經驗上來說，越是低

起點的學生需要更多來自於老師的鷹架

搭建，包括提問及講述引導，另一方面

來說，組內同學之間的討論及指導當然

是一個同樣重要的鷹架搭建，但是在這

之前須先透過策略及制度引導學生願意

討論甚至指導同學。

。 MAPS的小組合作學習制度有以下幾

個重點:

1組內角色安排

(1)小組採取異質性分組，在且內成員有

四個角色:

A.教練 :A咖'紅利倍數為 l倍。

B明星球員 :B咖，紅利倍數為2倍。

C球隊老問 :C咖，紅利倍數為3倍。

D.黑馬 :D咖，紅利倍數為4倍。

(2) 紅利倍數的目的，是在鼓勵A咖或

B咖成員願意協助C咖及D咖的成

員，因為同樣的題目如果由A咖成

員答對，只獲得一倍點數，也就是

沒有紅利，但若是由BCD咖的成

員搶答或回答正確答案，將可獲得

2"'4倍的紅利積點，如果能夠教會

C咖D咖成員，並且由他們搶答或

代代表回答，將為小組帶來更大的

利益，小組利益越大，課後將小組

得點平均分給四人的時候，個人點

數就會越多。

(3) MAPS課堂採記的點數跟個人分數

無關，而是登錄於爽文國中原有的

學習護照之內，本校的學習護照點

數每一學期期末各有一次換取二手

商品的機制，包含學習文具用品/

學習3C用品/家庭生活所需/小家

電等等。

(4) 與個人分數有關的部分是發生在個

人自學的心智繪圓/PISA後測這兩

個部分。

(5) 角色安排在國一新生部分是參考人

學閱讀理解測驗/新生訓練/暑期

輔導上課狀況觀察綜合而來，非

以分數為絕對及唯一參考依據;

MAPS課堂持續進行之後，可以根

據上課閱讀理解表現/口說發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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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彈性機動調整角色安排。

(6) MAPS課堂一開始實施分組模式的

時候，必定會誠懇而真誠的同學分

享:老師的課堂是採取分組合作

學習模式進行，根據老師觀察，目

前班上有這一群同學的閱讀理解及

口說發表能力是在水準之上，因此

老師要將他們定位為教練和明星球

員，根據科學研究，教會別人是一

種可以達到90%的學習方法，老師

希望這些同學用最有效率的學習方

式學習，所以你們協助組內同學學

會，也就是在幫助自己學得更好;

另外一方面，老師觀察，以前傳統

的學習模式很容易發生一個狀況，

那就是聽不懂或沒在聽的同學在課

堂內變成客人，好像學習活動跟他

們無關，老師放棄了你，你也放棄

了自己，但是，MAPS課堂不會放

棄任何一個人，所以老師希望這些

同學能得到更多更及時的協助，老

師將這些同學定位為球隊老闆和黑

馬，並且分配到教練和明星球員的

身邊，讓你們可以得到及時的個人

協助。老師希望教練和明星球員能

夠謝謝老間和黑馬，因為有他們，

你們可以有機會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學習，老師也希望老聞和黑馬能夠

謝謝教練和明星球員，因為有他

們，你們可以得到最及時的協助，

讓你重新感受並成為學習的主人。

(7)實務經驗是:經過三個月，最晚六

個月的MAPS課堂之後，班經會進

人正向而積極的氛圍，小組合作學

習的態度會呈現既競爭又合作的正

向模式，小組彼此競爭，組內彼此

合作，這個時候，即便老師直接稱

呼ABeD咖，同學也不會有標籤化

的心理挫折戚，相反的，根據訪談

結果，大多數的學生都以希望進階

為A咖B咖為目標在前進著。

2 分組模式

MAPS課堂有兩種分組模式:

( 1)抽籤模式

在PI階段，因為班級經營尚未建立

正向氛圍，小組合作態度也尚未成熟，

實務經驗強烈建議採用抽籤模式，若貿

然使用選秀模式，極容易因為同儕之間

的情緒問題及人際關你影響組內氣氛及

班級氛圍。抽籤模式的操作細節為:為

每個學生製作一支籤，籤上會寫姓名和

角色，分組時，逐一抽出，舉例:第一(

支籤為老闆，即為第一組老間，第二支

若為黑馬，則為第一組黑馬，若是第二

支籤又是老間，則為第二組的老間，以

此類推，依序逐一抽出，完成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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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教學法

(2) 選秀模式

在P2模式，或者PI模式進行一段時

問，班級經營已經來到一個較為成熟，

小組合作態度較為成熟的階段，即可進

行選秀模式，讓學生可以選擇較為信賴

或者同儕關係更為熟稽的夥伴，對於合

作學習的成效會有更大的躍進。選秀模

式的操作細節為:讓ABCD咖各自成堆

進行猜拳決定各堆的順序，首先由A咖依

猜拳順序選座位，因為MAPS課堂桌子類

形是會議桌，通常會併桌成組，方便以

海報繪製心智繪圖，所以操作由A咖選擇

座位，如果是一般教室，在不移動座位

的情況之下，可省略此一步驟， A咖選完

座位之後，接著由D咖依猜拳順序選擇A

咖，讓D咖選擇最信賴的夥伴作為教練，

接著由A咖選擇B咖，作為幫手，接著由

C咖選擇已經形成三人團隊的小組。選

秀的原則為讓心理素質相對較強信心相

對較高的AB咖被遷，讓心理素質較弱信

、 I、相對較低的CD咖選人，實務經驗是:

心理素質強的學生被選較不易產生退縮

抗拒的狀況，心理素質弱的學生如果被

選，極容易產生自我放棄，退縮抗拒的

現象。

(三)其他技術

l點數及紅利倍數的運用在PI階段建議連

續使用以產生連續增強的作用，但是一

段時間之後，要技巧性的逐漸變成問歇

性增強，並且輔以社會性增強，慢慢的

移除點數的制約作用，最後目標則是去

除增強，讓點數的制約作用消失，轉變

成為有特殊優秀表現時的額外獎賞，而

不是固定的行為改變增強模式。

2.口說發表/小組共學心智繪圖/搶答/

討論回答的增強機制以點數取代分數的

目的，是在避免學生因為小組競爭激

烈，而對於由老師主觀給予的評分產生

質疑，也避免組內對於誰貢獻較大產生

爭論，而點數連結的後效增強機制建議

由學校行政增強策略輔助， MAPS課堂

即與本校學習護照與跳蚤市場配套，若

無，協同班上各分科教師或結合班親會

力量一起設計推行亦可，或者設計活動

增強/權利增強/精神增強等等非物質

性增強亦可，這可視各校各班所在區域

自行判斷運用，但若由任課教師單打獨

鬥，則可能產生負擔過大的壓力。但小

組競爭或組內合作若完全不跟分數連

結，亦會產生AB咖學生動機逐漸低落

的狀況，因此設計個人自學心智繪圖/

PISA後測與個人分數連結的機制作為

輔助。原則是:共學部分給點，自學部

分給分。

3.組內座位安排以讓CD咖方便獲得AB咖

的協助為原則，角色名稱的設定也以教

師喜好或與班上同學討論決定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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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數的計算可於各組小白板角落空白處

記錄，提問幾題或課堂某個段落之後，

即可由小組回報至教室的黑板或白板以

進行累計，每節下課或者一課完成之後

將點數平均分給小組成員，這一部分學

恩達教學社群提供很多記分的設計，可

以參考採用。

5.換組的頻率在PI階段建議每一次段考結

束後換一次組，讓學生透過逐漸熟悉的

表5MAPS教學法進程

小組成員去習慣MAPS課堂裡各項策略

的操作，在P2之後會逐漸變成兩課換一

次組，然後逐漸變成每一課結束後就換

組，讓課堂呈現不斷與不同人合作，又

不斷與不同成員組成的小組競爭。

貳、教學進程

MAPS教學法有四個進程，每個進程

包含教學流程如下:

前測暖身 前測贖身 J 前測隱身 前測暉身

• ,
小組共讀 [小組共謂 [lJ\組共讀 自學課文
單呵，

提問引導 提問引導 提問引導 提問引導

• '
心智繪圖 I I 心智繪圖 「自學共學 L自學繪固

已

口說發表 口說發表 口說發表 「口說發表
L一一• • f

提問統整 提問統整 提問統整 提問統整.. ~

PISA後測 r PISA後測 I PISA後測] l PISA後測
(' '

自學作業 自學作業 (自學作業 (自學作業
• ~ , •

總結後測 l 總結後測 總結後測| 總結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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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進程簡介

MAPS教學法

表6MAPS教學法進程簡介

進程 定義 簡介

1.一組 (2.--.-3) 個基礎題就引導學生完成一部分的心智繪圖。

PI 探索階段 2.引導學生依序完成自然段事實摘要一意義段主題統整後，再

進行心智繪圖。

P2 躍進階段
1.完成所有基礎題後，放手讓學生進行心智繪圖。

2.不再需要先產生結構表。

P3 差異階段
LA咖抽離自學，依序是 B咖及C咖。

2.自學的部分在於獨立完成心智繪圖及口說報告。

P4 自學階段
l至少ABC咖都獨立自學。

2.D咖可以合併共學。

二、各教學進程之流程說明

(一)前測暖身

1.前測

(l) PI.--.-P4處理方式相同。

(2) 前測是為了處理形音。中小學階段

，特別是能力低起點的對象需要協

助學生學會如何處理形音，否則勢

必影響閱讀理解的進行。

。(3) MAPS課堂會在文章上課前兩至三

天發下本人獨創的形音貼貼(請見

附錄二) ，要求學生在上課之前完

成形音預習作業。要求學生貼在文

章內那些字的附近，這個動作可以

讓學生課前針對文章形音有初步的

認識，學生習慣之後亦可間接達到

對文章內容初步閱讀。

(4) 上課的第一節，第一件事即進行前測

。 MAPS課堂針對形音測驗訂有個人

達標標準， PI.--.-P4標準逐次提高:

表7MAPS教學法各進程各角色形音測驗過關標準
、

PI P2 P3 P4

A咖 的% 85% 85% 85%

B咖 80% 80% 80% 85%

C咖 70% 75% 80% 80%

D咖 60% 70% 7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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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如果學生未達各自標準，並 成員根據上下文寫下詞語的意思，時間

不需要補考，後測才需要。前測題目來

數，給予點數獎勵，一種是計算各組達

兩種，一種是計算並比賽各組總答對題

部份，並不會

(4) 處理文言文翻譯大挑戰

在小組共讚文言文文章的時候，搭

到繳回。老師批改後發田，根據答對題

的話寫出詞語的核心意義即可。這一部

要求完全準確的答案，能夠用小組成員

數加點，答錯題目則為該組成員需要進

分的核對答案在挑戰題時進行。

行後測的解釋題目。此讓小

源從文本內挑選30"-'40個生難的字詞進

組成員互相批改，答錯的就是個人回家

行形音測驗，教師提供正確答案

作業，對得越多，個人作業越少， PI 階

段會再加上小組競賽，競賽方式可以有

標人數，搭配紅利倍數給點。 配課前兩到二 發下的解釋單張，讓小

人

2，[暖身

( I) 前測結束之後，進行暖身題。

(2) PI"-'判處理方式相同。

(二)小組共讀

在且A咖帶著成員將文言文用自己的話順成

白話文。事先發下的文言文解釋單張每

張，提供充足的文言文字詞的解釋

或詞性，若是動詞/名詞/形容詞/副

l 功能 詞/數量詞，提供解釋，讓學生學習判

(1)較仔細的閱讀文章

此階段要求小組出聲共讀，對於文

斷詞性，例如:

A. <記承天夜遊> :解-.i L且蛙衣

章內容較仔細的閱讀，為基礎題提問作 欲睡。空格須填人詞性。

預備。 若是代名詞/助詞/連接詞/介

(2) 形音彼此提醒

出聲共讀，成員若讀錯音認錯字，

詞，提供詞性，讓學生學習判斷意思，

例如:

可以產生彼此提醒的功能。 B. <張釋之執法> :而正主i

上小組別及組員姓名，邊共讀文章邊圈

出單張提供的詞語，在讀完文章之後，

(3)處理白話文補充解釋

在小組共讀白話文文章時，教師發

下文章的補充解釋單張，也就是課本未 2.PI"-'判處理方式相同，但白話文補充解

釋部分，會隨著學生能力提升逐次抽離

學生自學， P4階段因為已經不再分組，

每節課的座位由同學自己決定，共讀時

提供但較為生難的詞語，各組 張，寫

延尉乃當之--.UiJ.

金。詞性之後須填人意思。

言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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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鄰居3 ，....--4人一組一起共潰，至於文

吉文的翻譯以及白話文的補充解釋必須

自己進行，不懂的地方，就近與左右鄰

居討論請教，因為班經以及合作學習的

氣氛已經十分良好，實務經驗上這個部

分完全沒有問題。

(三)提問引導

1.進行基礎題提問

2.處理文盲文翻譯

( 1)抽籤或指定小組成員起立，依照解

釋單張，要求各組將一句或一個完

整意思的幾句原文翻成白話文寫在

小白板上，然後時間到翻牌比較，

由教師裁示，越完整點數越高，配

合紅利倍數規則。

(2) PI一段時間之後，抽籤或指定小組

成員起立，依照解釋單張，要求各

組將一句或一個完整意思的幾句原

文翻成白話文寫在小白板上，然後

時間到翻牌，教師針對某一組答

案進行給點並說明，說明完畢由各

O 組互相檢視答案，各小組回報答案

檢視狀況，教師依序給點，若有疑

問，教師裁示是否過關或扣點，越完

整點數越高，配合紅利倍數規則。

3. P2......... P3階段題目漸少，的階段時在白話

文的部分，會將原本在 P2屬於挑戰題的

題目類型逐漸移到這裡進行，同時也會

嘗試以教師對於文章的感受當作引吉取

代結構及脈絡的基礎題;文吉文翻譯大

挑戰逐漸以抽籤或指定角色口說發表的

方式取代。

4.P4階段以教師對於文本理解的引吉取代

部分提問;提問的題目多半是針對文意

的深究以及情意的延伸而設計，也就是

過去的挑戰題;舉手搶答或者思考後以

小白板回答都以個人獨立自學方式進

行，穿插指定回答或抽籤回答皆可，整

個班級氣氛呈現在個人自學的基礎之上

進行全班共學討論對話，點數的使用隨

性自由;翻譯大挑戰隨機抽籤或指定學

生回答，回答不完整之處再由另外同學

或自願或抽籤或指定補充。

(四)心智繪圖(請見教學進程簡

介)

l. P2階段各組的文本解構模式會趨於多

元，要注意鼓勵創意思維，但也要讚美

依照教師提問所產生的文本解讀架構;

注意A咖的發展，因為某些 A咖會大躍

進的成熟，出現更強勢的領導，除了給

予讚美之外，也要提醒聆聽其他組員的

聲音，並且鼓舞其他組員要更勇敢地發

表意見。

2.的階段將A咖抽離自學，將心智繪圖畫

在A4的單張上; BCD咖共學完成小組

心智繪圖，仍然畫在海報紙上。巡視各

組，鼓勵共學組放手勇敢嘗試，給予信

心，並鼓舞B咖往A咖之路邁進;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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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咖的繪製情形，不參與意見，由A咖

完全獨立自學完成;此時常見的狀況會

出現在心智繪圖的結構過於簡要，特別

是共學組，少部分原因是沒有A咖在組

內參與意見，男一大部分更是因為學生

對於繪製心智繪圖已經非常熟練，會有

以口說發表取代文字記錄的意圖，在巡

視時若發現這樣的狀況，要求小組維持

基本的架構，並且在第一層的主題統整

之後，也就是第二層開始的事實摘要必

須以文章的文字敘述為準'不能以自己

的意思作簡略的描述。 I see是針對文本

的解構統整，不能背離完整忠實的文本

脈絡解構或架構主題統整的原則;此階

段也會要求各組的心智繪圖都要回答指

定的 1 ，...... 2題的挑戰題。

3.P4階段完全由個人自學完成，教師移

動討論，或者隨機討論對話， I feel/I

think多半會在課堂內完成。

(五)口說發表(請見Presentation)

1.P2階段逐漸出現部分屬於I feel/I think

的內容一一即便教師還未提供挑戰題;

鼓勵同學自行舉手發表評論，評論內容

優秀的同學可以給予加點(結合紅利倍

數)併人小組點數;出現A咖發表欲罷

不能搶盡小組風采，在公開的發表場合

以幽默的方式提醒其他組員要跟進百花

齊放，也讚美A咖的自我超越，但私底

下要提醒A咖，如果能夠努力協助其他

的成員也跟上成長的腳步，那麼下一步

的獨立自學就在眼前。

2.P3階段共學組都要報告，目的是在繼續

穩定及要求I see的品質水準，隨機徵求

或邀請2 ，...... 3位自學組的作品接續發表，

利用單槍投影發表，刺激共學組的成

員萌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心情;未發表的

自學組作品在完成個人自學作業之後，

在教師總結的階段，會與1 ，...... 2位挑選的

優秀共學組成員完成的自學作業一起發

表;此時的評論已經形成風氣，要求同

居針對共學或自學發表的心智繪圖內容

及架構，或者各組回答指定的挑戰題部

分，試著提出問題，讓評論逐漸形成全

班的共學討論，為計算平常成績，這個

部分的點數仍會使用。

3.P4階段:閱讀理解能力都在水準之上，口

說報告稀鬆平常，學習的態度正向，所以

舉手補充的狀況良好，點數的使用隨性自

由，口說報告完，繳回個人自學心智繪

圖，由教師評分並且加註追問題目。

(六)提問統整

1.進行挑戰題提問

2.處理文盲文詞性單張

( 1)請同學將事先發下並且已經填寫完

旱的個人單張拿出，教師帶領逐一

確認詞性或解釋是否正確，經過前

面幾個程序的進行，同學大致已經

修正或理解，約需10 ，...... 20分鐘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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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 通常會需要解釋說明的是實詞部分

的形容詞與副詞，虛詞部分則需花

一些時間處理代名詞所代替的人事

物，介詞與連接詞的功用，助詞的

功能與語氣。

3.處理白話文課內解釋

(1)由教師帶領刪除課內解釋無須測驗

的部分，通常動詞/專有名詞/簡

單形容詞及副詞都會刪除。例如:

A.月光餅:喝一一就是咬嘛，刪除。

B.音樂家與職籃巨星:投資報酬率一

一專有名詞，課中會解釋，刪除。

C不要怕失敗:龍飛鳳舞一字跡漂

草，畫給學生看就好，刪除。

(2) 通常一定會保留的是:抽象名詞/

成語。例如:

A 月光餅:相映成趣一一學生舉不出

例來說明，保留。

B.生命的價值:脫穎而出一一重要成

語，保留。

。(3)由教師主導是否刪除，若有學生提
l

出某個詞語是否可以刪除，請提出

同學以小白板說明意思，並同時請

其他組的D咖以小白板說明意思，

若有人未能表達清楚，則不予刪

除，若都能表達清楚，則接受刪除

要求。實務經驗上來說， PI會提出

的狀況極少，若有，也是一課 1 ，.....， 3

個，處理時間不致造成麻煩。

4.P2階段題目廣度與深度會逐漸提升，要

注意A咖的主導性，可以多以指定角色

回答的方式進行發表，再給予A咖補充

的機會;白話文課內解釋的刪除量會加

多，同學提出要求討論的數量也會加

多，但因為課堂運作模式順暢，加上學

生程度提升，所以討論時間也不致於太

長;文盲文詞性及字義部分，實詞詞性

的討論速度會提升許多，虛字需要討論

的數量會降低。

S.P3階段要更注意BCD咖的意見參與程

度， A咖如有獨到的想法，可在小組發

表回答之後，以個人意見的方式回應補

充，這個部分因為難度較高，所以點數

仍然正常使用。

6.P4階段題目不多約2 ，.....， 4題，除了必要的

封閉型國學常識之類的工具知識之外，

選擇本課核心議題延伸 1 ，.....， 2題開放性提

問即可。實務經驗是學習氛圍良好，並

且會互相產出挑戰題，提供同學討論，

整個班級呈現在個人自學的基礎之上進

行全班共學討論對話，點數的使用隨性

自由。

(七) PISA後測

1.翻轉如果沒有經過後設測驗驗證有效，

極可能只是一場遊戲，而不是學習;有

效如果沒有經過翻轉進行內他認知，極

可能只是一個分數，而不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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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PS採取較為高標的PISA形式手寫題

目進行文章閱誼理解的後測，題目來自

於基礎題/挑戰題/教師發想/各家學

習題問單，不看課本，個人在課堂內完

成作答。

3.P2"'-'P3階段對於達標的要求並不會提

高，閱讀理解的過關與否是絕對參考

值，過關之後的更高層次表現，包括深

度與廣度與創意發想等等，則是主觀的

相對比較值，前者應該是固定標準，後

者可以依學生個人能力給予不同的方式

刺激或鼓舞。

【MAPS課堂PISA後測附圖】

十一、張串串之軌法 PISA 後測

姓看有宇ι 角色

圖 7 PISA測驗C坊。學生表現

十一、張釋之執法 PISA 後測

姓名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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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再以選擇題後測，因為這比較偏

向對於文本閱讀理解的不足;如果

人數若遠的以上，針對全班以題目

進行再次說明，全班再以選擇題後

測，因為這比較偏向整體自學不夠

理解以及教師教學沒有達成目標。

5.個人PISA後測題目上由老師加註的追

問，學生訂正或補充在背面的心智繪圖

上即可。

(八)自學作業

l 將小組共學完成的心智繪圖(I see)

抄寫在PISA後測的題目紙張背面，根

據教師提供的挑戰題以及PISA後測的

題目，課後自學完成心智繪圖I feel/I

think的部分。

2.學生交回自學作業後，在個人心智繪圖

上寫上一個數字，比如+5或者刁，也可

能只寫上一個ok或者good' 學生把小組

口說發表所得的數字，比如90 '加上個

人心智繪圖所得的數字，比如+5 '合計

的，就是這一課個人重要的平常分數，

換句話說，每一課個人的閱讀理解分

數，是在小組共學基礎之上，加上個人

自學所得的分數。

3.共學越投入，小組分數越高，個人得分

的基礎越高;自學越豐富，個人所加的

分數就越多。在PI實務經驗發現，初學

者非常容易將基礎題/挑戰題/PISA

後測的題目以問答題的方式回答在心智

姓名 角色

圖 9 PISA測驗D咖學生表現

十一、張釋之執注PISA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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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分標準以是否充分閱讀理解作為標準

分為ABC' 評分時會觀察兩件事:

( 1)觀察個別題目錯的人數特別多的部

分進行處理，不論是因為題目題意

無法閱讚理解，或者是對於文本閱

。 讚理解不夠，在教師總結時進行補

救補充說明。

(2) 觀察拿到C的人數，若是比例人數

少於114 '個別了解原因進行補救，

因為這比較偏向是個人能力問題;

若人數在113"'-' 114之間，要求小組A

咖或同組拿到A級分的同學針對同

組的同學以題目進行說明指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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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上，例如下圖在工框的部分:

國 10 Pi學生回答挑戰題自學表現

要引導學生加上修飾的字詞，將答

案改寫成小文章，例如下圖紅框部分:

圖 11 Pi學生回答挑戰題引導後表現

透過這樣的練習，學生可以藉由每

一課文本的心智繪圖連結到書寫練習，除

了可以觀摩其有完整結構的文本，分析理

解的過程就是在進行學習寫作架構，同時

透過提問的引導，以小短文方式呈現所戚

所想，也就是在進行書寫練習。

(九)總結測驗

l 總結

針對文本重要的國學常識/修辭

/句型/文法/作者......等進行總結說

明，包括在PISA測驗時發現需要補充/

補救/延伸等等的文本內容，都在這個

時候作一個完整的總結教學，可以搭配

習作/課本的應用問題進行。

此時也可以介紹學生個人心智繪圖

的優秀作品，請同學介紹或者老師講評優

點，都是在進行心智繪圖的繪製教學。

2.測驗

( 1)形音後測:將形音前測的題目打亂

順序作為後測題目，答錯的題目一

樣是作業，但分量會是前測的兩倍

，未達個人及格標準的同學，須在

學期結束之前，利用課餘時間找國

文小師進行補測，若學期結束仍未

過關，寒暑假到校由校內服務志工

或者爽中青年軍(爽文國中畢業校

友所組成的青年志工團隊)協助補

測到過關為止。

(2) 詞義測驗:各程度學生過關標準可

隨著P 1---P4逐步提高 (

A 白話文補充解釋(各組可能不一樣

題目)

B. 白話文課內解釋(挑戰題時刪除完

之後剩下的)

。4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MAPS教學法

C文吉文詞性及字義(挑戰題時確認

過的正確答案)

D.PISA後測若有1/3以上同學拿到C

，在總結說明之後，全班進行選擇

題後測。

(十)補充說明

l 提供文本貼貼的後半段，包含詞義/文

意/修辭/國學﹒.....等等除了形音以外

的補充資料，講學生按照教師標示頁數

貼在指定的課本位置可作為段考複習的

參考資料。

2.P2階段觀察各組A咖表現是重點，特別

是個人心智繪閏如果已經來到成熟且豐

富的階段，並且在口說發表達到流暢且

深人，即可進人下一階段一的。

3.P3階段逐漸抽離B咖自學，等到C咖也

來到可以抽離自學的時候，即可進人P4

4.P4階段可以同一時間進行2 .....， 3篇不同白

話文本，只需在口說發表之前，提供的

。.....， 20分鐘的文本自學閱讀時間即可。

表8MAPS教學法各進程所需節數

5.MAPS課堂實務經驗每課文章所需操作

時間。

參、結語

一、配套課程

(一)在P2.....，的階段，因為進度已經超前

刻板進度(一次段考四課) ，段考

後第一周選定專書，第三周繳交專

書心智繪圖，第五周等四課結束，

就進行每節2人的專書報告，報告

完全班進行課堂對話評論。

(二)在P4階段完成六冊的單一版本進度

之後，利用其他版本進行大量閱

讀，同一時間可以進行2 .....， 3篇，

實務經驗上， 103年6月畢業的學生

，在國三上學期9月進人阱， 12月

完成了原本選用的版本六冊文章，

會考之前的五個月時間，完成7第

二個版本的六冊文章閱讀。

進程 PI P2 P3 P4
需要節數 6 .....， 9節 5 .....， 7節 4"""5節 3"""5節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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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實證

(一) 103年6月畢業的MAPS課堂學生20

位，在會考獲得7A13B '其中2位

是A料， 3位差一題可拿到A 。

(二)目前國二MAPS課堂學生於103年

11月進入的，在103年 12月的南投

縣八年級閱讀理解普測，平均成

績高於全縣、平均7.5分。

三、後記

(一) MAPS教學法於2010年開始邊構

思邊修正邊實驗而逐漸產出，於

2013年大致定案， 2014年 1月命名

，與學思達教學法等其他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法一致，都希望學

生能夠自學、思考、表達，只是

為了解決偏鄉教學現場普遍的低

能力低動機現象，所以設計PI及

P2系統用來協助學生從不會到會

，從不願意到願意。

(二) MAPS教學法強調教師專業與學養

的重要性，希望讓學生重新成為

學習的主體，希望教師讓出講畫

成為學生的舞臺，更希望在既競

爭又合作的氣氛當中，戚受學習

的美好與力量。

(三) MAPS教學法強調在課堂內利用課

內文本學會如何學習，這是最大

不同於目前部分翻轉課堂希望學

生先自學，再於課堂進行討論對

話等等的學習模式， MAPS教學法

相信，對於低能力低動機的學生

而吉，只有先學會如何學習，包

括學會能力與態度，課堂外與課

堂前的自學才會發生，事實上，

MAPS教學法在P2P3之後，學生

在課堂前與課堂外的學習就已經

在發生。

(四) MAPS教學法並不強調科技的唯一

必要性，除了受限於偏鄉環境資

源缺乏以及學生家庭支持系統的

不足之外， MAPS教學法相信對於

低成就、低動機的孩子而吉，教

師的引導陪伴與關注支持、同儕

學習的實體鷹架搭建與現場競爭

合作，是無可取代的協助與激發

，也是無比重要的喚醒與誘使，

但MAPS並不否定科技介人的必要

與重要，如果環境與設備能夠配

合， P3P4階段之後學生課堂前的

自學以及課堂內的心智繪圖繪製

與口說發表，即可搭配科技載具

及媒體平臺'相信自會另有一番(

課堂風景。

(五) MAPS教學法並不認為可以被完

整複製到所有課堂及領域，根據

Mind Mapping的特，性， MAPS教

。。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MAPS教學法

學法特別適用於國文領域以及閱 附錄二:課前形音貼貼

讀教學，在文科以及綜合領域的

操作也沒有太大問題，但是在藝

文及數理領域的運用有其相當的

局限性，期待有其他夥伴發揮我

所沒有的學科專業能力，進行修

正調整與運用。但即使如此，因

為教學對象/場域/環境等等的

不同，也請對MAPS教學法有意願

嘗試的老師夥伴，務必消他吸收

MAPS系統之後，根據本身教學需 附錄三: P2學生心智繪圖

求進行調整與設計，成為專屬個

別的客製化教學模式。

肆、附錄

附錄一: MAPS教學法處理形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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