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Bennie（1977）書中提到，早在美國開放教育運動之前，「角落」（學習

中心learning center)就被運用來回應學習者的個別性需求；後遇上開放教育

運動，該運動對教室環境的規劃與實施有更具體明確的原則，兩者在哲學基

礎相似下便接軌了。反觀國內的幼兒園，角落或學習區之所以成為幼兒學習

活動的一環，一是會提到 1970 年美籍客座教授Mrs.Broke介紹的「英國初級

學校的教學改進」一書所引起的教學實驗（余柏玉，1976；蘇愛秋，1999），
另一則會溯及「開放教育運動」1下，台北市政府教育局委託盧美貴教授所

實驗的「開放教育幼兒活動設計」（盧美貴，1991）。 
  基於國內幼兒園的角落發展與開放教育運動及英國初級學校有著密切

的關係，本章的第一節擬從「開放教育運動」的歷史背景及相關議題來做回

溯，第二節是探討角落在國內發展的情形，包括回顧國內幼教界受到美國開

放教育影響後，與「角落活動」有關的教學實驗，並分析角落活動在今日國

內幼兒園中的定位；以及老師對角落規劃及運用的相關研究；第三節則介紹

與幼兒學習有關的理論；第四節則探討角落中學習的相關研究。以期觀看或

分析幼兒在角落中的學習時，能更洞察及深入。 

 
 

第一節 開放教育運動 
 

 
有關開放教育運動的起源、發展歷史與理論基礎，在高敬文(1976)「開

放的教育-中國化之展望」一書中，對英國不拘形式教育到美國開放教育運

動有非常詳細的說明，在此不擬贅述；本節僅簡要說明美國開放教育運動的

歷史背景與理論基礎，再從當時學者對開放教育的界定與特性，實踐及相關

問題探討之。 

 

                                                 
1 Blitz(1973)認為開放教育是美國傳統式教育外的另類選擇，有著不同的名稱：開放走廊(open 

corridor)、開放學校(open school)、自由學校(free school)、統整日(integrated day)、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

及開放教室(open classroom)，因此，也有各種不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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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歷史背景與理論基礎 

  
關於美國開放教育運動的歷史背景及理論基礎，以下分述之： 

 
（一）歷史背景 

 
從影響幼兒教育發展的哲學思潮來看，在美國開放教育運動之前，以兒

童為本位、不拘形式的教育思潮早就存在；比方 Rousseau、Fröebel、Montessori
等人的理念，或是 1920-1930 年代的進步主義；但並非主流。 

直到 1967-1976 年間，不拘形式（informal）且民主的開放教育運動卻在

美國迅速的傳播開來，並成為美國教育改革中一重要的時期（高敬文，1976；
Smith,1997）。Smith（1997）表示美國教育改革從 1950 年代就開始，尤其是

1957 年蘇俄發射人造衛星更是對美國學校在物理、數學及社會研究等課程

的改變有重大的影響。不過，1961 年開始，美國教育者耳聞英格蘭在數學

教育上有了不起的成就，有些還去拜訪及觀察那些學校，然而，他們不僅是

看到數學教學，還看到整個學校環境。加上 1967 年英格蘭政府發表「兒童

及其初等學校」（Children and their Primary School）的報告書，又稱「布勞

登報告書」（The Plowden Report）；在報告書中對初等學校所使用的最佳實

務及一系列使用上的建議，引發美國教育界對它的注意；並影響開放教育運

動的發展。 
  不過，Blitz(1973)卻指出推動開放教育運動的並不是對人的哲學觀，而

是非比尋常的處境，比方：在英格蘭是戰爭，在美國則是人權運動；頗值得

玩味。 

 
（二）理論基礎 

   
  關於開放教育的理論基礎，正如高敬文（1976）引用 Rothbone(1971:99)
的看法，表示開放教育的理論並非由任何形式的理論發展而來的。因此，在他

撰寫的書中，是從常識層次、哲學背景、學習理論及新近研究去做分析；不

過，高敬文也說美國開放教育運動有一大部分是受英國小學統整課程

（integrated curriculum）、自由日（free day）或不拘形式的教育（informal 
education）等經驗的啟發；為此，本文引用 Weber(1971)到英國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所做的觀察及訪談結果，先了解英國教育在長期發展下所形成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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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自然發展與遊戲的教育傳統、課程是從與兒童最直接有關的方式去發展，

再談結合了美國與英國教育理念的開放教育運動三個方向來說明開放教育

的理論基礎： 

 
1.尊重自然發展與遊戲的教育傳統 

 
根據 Weber（1971）的研究，英國教育以兒童的發展為中心的觀念由來

已久，自 Montaigne, Rousseau, Pestalozzi, Froebel, Owen, Montessori, 
McMillan, Dewey 以來；就是主張尊重自然的發展，以及尊重遊戲及自發活

動是兒童學習最自然的方式；而這也是英國幼兒學校的教育傳統與理論基

礎。 
  加上Montessori2提供兒童依其步調及進展個人工作的技術，以及Dewey
帶來社會關係與社群經驗的影響，於是對英國幼兒學校來說，除了持續強調

個別興趣下的個別工作之外，在學校分享社區功能與責任上，也成為支持自

然發展教育的一環。 
  之後，又有 Susan Isaacs 引入 Piaget 的理論與評析，以及 Nathan Isaacs
將 Susan Isaacs 看待 Piaget 認知發展階段的理念推廣給英國的老師，亦是一

大貢獻。 

 
2.從與兒童最直接有關的方式去發展課程 

 
  一直以來，「兒童是怎麼學習去學？老師是怎麼幫助兒童學的更好？」

就是教育工作者關心的問題，Weber（1971）經由與園長的訪談發現兒童是

園長談話的核心，而遊戲是她們認為最重要的，現分述之： 

 
1)以兒童為核心 
  園長談話的核心就是兒童：兒童需要什麼？對什麼感興趣？什麼是他準

備好的？什麼是他的目的？他如何追隨這些？他的問題是什麼？他在玩些

什麼？這些似乎是教室中發展設計時最重要的問題，因為計畫不是從課程大

綱去看兒童的需求，而是從與兒童最直接有關的方式去發展。計畫是否適合

                                                 
2 在 Montessori（1936）「發現兒童」一書中，她寫道：教具已經陳列出來，兒童只要伸手去拿就行

了，他可以將所挑選的東西帶到他喜歡的任何角落，桌上、窗邊、暗處或鋪在地上的墊子，且可以

一再的選擇使用它。在環境裡，導師（在告訴孩子如何使用教具後）應試著讓自己退居幕後，讓孩

子自由選擇要使用的東西，決定自己的活動而不被導師所左右（吳玥玢、吳京譯,200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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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是回應兒童的步調及其發展的內在的形式，同時是支持他自己的目

的。故老師是經由觀察兒童，並研究他們最深度參與遊戲的時刻。 

 
2)維持幼兒的遊戲 
  對園長來說，她們經常提到幼兒的好奇心，似乎相信好奇心是動機的來

源，是他們發展的力量。故老師的職責就是讓幼兒的遊戲繼續並加以維持，

所以，自由的情境、活動、運動，豐富的環境是不妨礙幼兒前進的方式。然

而，不可避免的，由老師控制，老師施幼兒受的方式，在英格蘭也繼續發展

中。不過，以兒童的發展為中心，以及學校要支持兒童其持續性的發展則是

被大家接受的觀念。 

 
  總之，「布勞登報告書」整合了過去的理論基礎，並確認英國幼兒學校

的理論基礎是：兒童是他自己學習的主動的力量，且心智結構與再結構的內在歷

程中包含著他們自我不斷推動的力量。因此，將學校的角色定位在：提供可支

持兒童個別及不切斷的發展的環境，並強調遊戲生活對兒童調和內在與外在現實

非常重要，也對他的判斷及區辨的發展非常重要；允許兒童有綜合自己心智所需

的時間。 

 
3.結合美國與英國教育理念的開放教育運動  

   
  從上述 Weber（1971）的描述可知，英國幼兒教育的發展即使早有 Owen
的理念作依據，卻也不斷吸收其他國家學者的理論精隨，如：1870 年代引

入 Froebel 的思想與做法，1900 年代則接受 Montessori 個別興趣與個別工作

的理念，以及 Dewey 的社會關係與社群經驗的教育理念。這一系列理論基

礎是透過對兒童系統觀察後始被確認，並成為英國不拘形式教育者對兒童是

如何學習的一貫思考；就如高敬文(1976:34)所言，英國的開放教育是長期演

化的結果。 
  不過，英國教育者也說幼兒學校的教育傳統也是受到美國 George Counts, 
John Dewey, 及 Harold Rugg 思想的影響（Day,1975）。於是美國開放教育運

動就在英美教育思想的影響下，成為一種人本及個人取向，聚焦在發展兒童發

現學習的責任；老師不再是直接的教，而是提供有趣及有意義的環境來催化

或導引學習。 
  另高敬文（1976：37）在提到開放教育的哲學背景時，特別強調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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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稱已「超越」(transcend)了進步主義，並從狹隘的「兒童中心」(child-centered)

偏向，修正為與強調老師為創造性的決策角色的「老師中心」(teacher-centered)並重

的一種「以人為中心」（person-centered)的計畫。而 King(1974)也認為開放教育並

非只以兒童為中心，而是老師、學生及教材三者兼具；事實上，Hawkins(1974)
也以等邊三角形來描述老師、學生與內容的關係。亦即開放教育雖將兒童擺 
在核心地位，但老師必須仔細觀察個別兒童的差異與需求，在兒童有疑惑或

缺乏自信時，給予鼓勵和支持，並介入兒童的學習活動中，輔導其應嘗試的

途徑，營造家庭的氣氛，給予兒童認同的機會，選擇材料、布置環境以催化

學生學習的速率與成果（引自高敬文，1976）。簡言之，早在 1970-1980 年

代，開放教育就不只是以兒童為中心，而是師生並重，或師、生與教材三者

兼具；只不過，該如何兼具才不會影響到兒童的自主學習，可就要老師多加

思量了。 

 
二、開放教育的界定及其特性 

 
  即使 1967-1976 年間，開放教育運動確實盛及一時；但什麼是「開放教

育」？至今仍是眾說紛紜。本文主要是以 Hill(1975)對開放教育的界定，與

Egan（1975）歸納的特性，以及 Tunnell(1975)對開放教育特性的形成來探討

之： 

 
（一）開放教育的界定 

   
  雖然有關開放教育的界定眾說紛紜，不過，Hill(1975)對開放教育的界

定卻相當具有啟示性，他說要詢問一句口號有兩種方式：「它是什麼意思？」

和「它是誰說的？希望達成什麼？」但前者僅就字的表面來獲得概念上的正

確意義，幫助並不大。因而，他試著回答是誰倡導開放教育？在倡導什麼？ 
  而關於開放教育在倡導什麼？Hill 表示在 1960 年代晚期，開放教育的

文獻中可以看到三種開放性，首先是「程序的開放性」（Procedural Openness）
比方以豐富的環境來引導兒童達到傳統學校所要學習的技巧。其次是「規範

的開放性」（Normative Openness）是指學習作業或活動的選擇應該完全是學

生的權利，因而挑戰著老師的權利。規範性開放邏輯地蘊含著程序的開放

性，反之，則不必然成立。最後是「革命的開放性」（Revolutionary Openness）
則是衍生自新馬克思主義者預設的立場，在此一立場中，被壓抑階級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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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和學習程序當中所能獲得真正開放的可能性，被視為加速社會大變動的

一種方法。 
  顯然，設置角落是一種「程序的開放性」，而以兒童為中心或自由選擇

是「規範的開放」性，至於「革命性的開放」，則當幼兒被揠苗助長時便是

被壓抑的寫照，幼兒的解放就需要老師先自我解放了。總之，「開放」是有

內涵及層次的，就像有些教室裡設有角落，具有「程序的開放性」；但未必

就是讓學生自由選擇，則不具有「規範的開放性」，這是需要好好思辨的。 

 
（二）開放教育特性的形成 

 
  Egan（1975）表示開放教育可找到一組不同但相關的特性，如：個別化、

兒童探究的自由、提供豐富的學習環境、鼓勵兒童安排他們的活動、科際整

合的探究、彈性的時間表、開放的區域、合作的作業、交談與遊戲、兒童的

興趣、彈性分組、老師是學習促進者而非教導者、鼓勵兒童由經驗來學習。

然而，這些特性是怎麼形成的呢？以下就引用 Tunnell(1975：17-19)所提的

規則來說明開放教育其特性的形成：  

 
1.自由規則：學生從事他們自己選擇的教育性活動 

 
  包含一些對學生在教育環境中的假定，提倡者必須假定，在這樣的條件

下學生可以且也許會學習具有教育價值的事物，否則將不是一條適合於教育

實務的規則。意即不是給學生自由去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而只是給予自由

去進行他們所選擇的任何教育性活動。 
  Tunnell 認為這是提供老師一項介入的原則，若老師認為活動不具有教

育性，而想引導學生從事教育性活動時，老師並不會違背自由原則。且Tunnell
表示若只是允許學生做他們所想要做的，學生也許不會參與教育活動，則將

沒有理由說這樣的機構是教育機構。 

 
2.環境規則：老師創造一個富有豐富教育可能性的環境 

 
  乃是要求老師以適當的方式來安排環境，學生活動部份是由環境所構

成，部分是由老師的指令所組成，經由環境的安排，老師能夠讓學生在教室

內進行一些有趣且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這樣有可能以環境（教育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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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組織學生的行為，若能如此，老師或許就不必介入。 

 
3.個別教導規則：以學生所感興趣的為基礎，施予個別化的教學，但老師是 
  遵循教育上具有價值的方向來引導學生。 

 
老師從學生感興趣的地方出發，但所謂的「興趣」（interest），到底是學

生所感興趣或學生的利益所在呢？前者與學生的心力狀態有關，後者則與個

人所認為的利益評價有關；「遵循教育上具有價值的方向來引導學生」，就是

以學生利益之所在做判斷；而考量學生的利益通常包含興趣的特性。 
不過，Tunnell 表示這項規則有一個問題存在，即學生若對任何事情都

沒有興趣，或所感興趣的並不具有教育意義，而遵循教育上具有價值的方向

也無法修正學生的興趣時；這條規則並無其他建議，似乎假定學生會有興

趣，或許老師必須繼續嘗試，或即使失敗，老師也必須堅持。 
  針對興趣的問題，Blitz(1973)也曾提出她的觀點，她認為老師可以根據

幼兒園或學生的狀況調整進行的方式，但自由選擇應是以「學習內容」為範圍

（應是類似 Tunnell 所說的教育性活動），不要帶給學生錯誤的觀念，那就

是學校裡的東西不有趣，你必須從家裡帶一些有趣的東西來，這應是很值得

老師多加思考的。 

 
4.尊重規則：老師尊重學生 

   
這原則似乎有些多餘，但也等於是把尊重的實踐原則具體化，包括： 

1)明白地給予學生有限的自主，顯示信任與尊重 
2)學生有興趣的是個別化教導的起點．學生獲得個別化教導也顯示出某種 
  尊重的意義 
3)學生與老師被視為平等，是開放教室特質的一種表達 
4)學生很少被命令 
5)認真看待學生的感受，從學生的觀點來體會他們的感受 

 
  從上可知，即使 Tunnell(1975)試圖從開放教育的特性來討論開放教育，

但這些特性的本身就是可被討論的，所以，他認為在談論開放教育是什麼

時，就要說明是什麼樣的規則調節這種實務。是故，界定開放教育的那組規範

必須要有明顯清楚的陳述，並確保規範的一致性，及規範能界定教育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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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nell,1975：21）。就像前述 Day(1975)談到開放學習的元素，角落規劃

是環境原則，契約兼顧團體與個別教導原則，混齡、統整日及自我校正的教

具則混合著自由、環境、個別教導及尊重等原則。 
  不過，Tunnell 也提醒大家：須清楚自己採用這組規範的立證基礎為何，

也就是道德性、實證性及教育性的理由是什麼？這是指「關於自己的學習，

兒童具有做出重要決定的權利」需要一種論證，「兒童具有參與探究活動的傾向」

又需要另一種論證。換言之，若只是把開放教育的規範當作口號，卻說不出

兒童做決定及參與傾向的立證基礎，則可能也無法做到開放教育的精髓。 

 
三、開放教育的實踐 

 
  關於開放教育的實踐，Day(1975)認為並沒有一套固定的教學法，或可

狹義界定的老師或幼兒的行為；不同的老師或班級可能以不同的方式來實踐

此一的哲學；故有關班級層級的實踐，就以 Day 所提出的開放學習（open 
learning）的元素做概括式的說明，然後，再以團體與個別興趣為例，說明

如何漸進的實踐： 

 
（一）開放學習的元素 

 
  開放學習的元素為混齡、統整課程或統整日、角落的環境規劃、自我校

正的教材及使用契約，以下簡述之： 

 
1.混齡 

 
  不同年齡幼兒編在一班，小的可以向大的學習，且老師不會每年面對全

新的班級，且可以清楚掌握每位幼兒的能力、需求及興趣，幼兒也比較容易

依其層次學習，而不怕被烙下落後的標記。 

 
2.統整課程或統整日 

 
  統整課程是學科、教與學同時進行，並融入在各角落；而不是老師直接

教導整個班或某一組，也不是按課表分科上課。故 Day 提到 Charles H. 
Rathbone 表示課程的預備並不是結束，反倒是為學習開啟一個起點，而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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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課程最原始的組織者，把自己關心的納入學習過程，亦即幼兒的興趣是課

程的基礎，表達則是統整課程時最有價值的工具，因為他們可以透過圖畫、

文字及動作描述他們的觀察，而老師則需要彈性的回應幼兒的反應。 

 
3.角落的環境規劃 

  
 打破教室的隔間，甚至可以延伸到走廊或戶外，彈性的規劃各種滿足幼

兒發展需求的區域，供幼兒依其興趣及需要做選擇。開放教育運動的興起使

得角落這種打破空間隔閡的學習環境有了更具體的作法，而這也是 Bennie 
(1977)提到角落與開放教育運動接軌的原因之一。 

 
4.自我校正的教材 

 
  是指幼兒可以自我指導或自我校正的教材，因為老師是不可能同時監督

所有角落，如果能使用這類教材，可以幫助幼兒自己選擇及學習。這與蒙特

梭利法中對教具的看法是類似的。 

 
5.契約 

 
  包括全班性的課程契約、個別需求的契約及每日契約，這些契約必須透

過診斷，甚至需要老師及幼兒一起根據幼兒的興趣及發展擬訂學習契約。 

 
  上述是 Day（1975）所認為的開放學習的元素，包括學生年齡的組成、

課程的統整、角落的規劃，教具的選擇，甚至需要根據個別或全班學生的狀

況訂定學習契約；但進行時，老師可能先從某個角落的開放開始，循序漸進

直到幼兒在這個角落裡像是在一個忙碌的實驗室。不過，Day 也表示並不是

成功的開放教育方案就一定要包含上述所有開放學習的元素；老師如何視現

場的狀況彈性修正更是重要。 

 
（二）漸進式的實踐：以團體與個別興趣為例 

 
  對原本是以班級為單位進行團體教學者，如何實踐開放教育或開放學習

的原則呢？如何尊重個別差異、顧及個別需求或興趣來達到個別化教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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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當年美國開放教育運動中常見的問題之ㄧ，故 Blitz(1973) 對這個問

題提出值得參考的建議： 

 
1.讓學生在團體教學的課程亦可找到自己的興趣 

 
  Blitz(1973)表示老師仍可能運用團體式的上課來鼓勵學生從該課程中尋

找自己的興趣及技能，也就是在老師呈現該課程後，讓學生可以探究自己有

興趣的主題，進而允許發展及動機的個別差異。當然，這也就鼓勵了智能自

由的發展及獨立學習，雖然，這並未囊括其他層面的開放教室的概念。 

   
2.將學生的知識與興趣融入課程領域做延伸 

  
 Blitz 認為老師如果帶同年齡的班級，因為學生的生活經驗比較接近，比

方看的電視、參加的活動或聽到的資訊等，因此，可以將學生的知識與興趣

融入課程領域做延伸，她認為學生該學的與他們想知道的應很接近；但老師不

可以強迫學生去做他不感興趣的事情。 

   
3.當不使用團體或固定課程時 

  
 當老師的班級沒有團體課程，而是學生各自進行所選的活動，老師就需

要注意哪些學生需要一些刺激或新的點子及話題；必須仔細紀錄學生學習的

進展，以便了解學生的狀況，並幫助個人或集體的興趣發展。 
  老師是課程與學生的媒介，故老師必須觀察學生個人的興趣、能力及可

利用的課程；老師必須對設計的課程有充分的知識與了解。 

 
  當然，開放教育的實踐並不是只有上述的問題，本文只是想說明開放教

育或開放學習的實踐時，可能因現場的狀況而浮現不同的問題，故必須根據

實況來做調整；就像 Blitz(1973)認為在團體性課程中仍可鼓勵學生提出個人

的興趣，再逐步增加個別性活動；且當班上學生是各自進行活動時，就需要

更仔細的記錄學生學習的進展，以便協助學生的需求。從 Blitz 的建議可知，

開放學習是要根據實施的狀況逐步漸進的調整，且老師在此過程中，扮演著

媒介的角色，而非全然不介入。 

 

 22



四、開放教育運動的相關問題 

 
  針對開放教育運動的推動，Neberg(1975)表示可能會忽略了開放教育基

本概念所蘊含的教育問題，如：Morgan(1975)所說的自主與社會的兩難問

題，Egan(1975)所關心的興趣與教育價值的問題；乃至後來 Smith(1997)在回

顧開放教育運動時所發現相關問題，至今都還是值得注意： 

 
（一）自主與社會化的兩難問題 

 

  Morgan(1975)表示開放教育的理論與實踐存在著重大的兩難問題，舉例

來說，自主是開放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但開放教育者也希望學習者成為開

放社群中的一員，因此，參與社會化的過程又是必要的；而「順從」又存在

於所有社會化的界定中，開放教育者如何一方面想要自主，又想要成為社群

中的一員呢？因此，她認為在自主與社會化是重大的兩難問題，且看不到滿

意的解答。 

     
（二）缺乏有效規準：興趣與教育價值 

 
  Egan(1975)認為開放教育的特性雖說明了它的重點，強調程序的、形式

的、方法上的關懷，卻無法從中衍生出任何特定的事物；就算把開放教育了

解為某種過程，但又是邁向什麼的過程呢？或開放教育的目的是什麼呢？簡

言之，Egan 所質問的是：何種規準能夠決定在自然的、社會的、與文化的

世界中，事物的重要性且是兒童有必須加以學習的呢？ 
  開放教育文獻避免規準的問題，把答案交給兒童；認為在經驗、活動與

學習的教育價值上，兒童的興趣與需求是決定的要項；不過，Egan 認為兒

童的需求與興趣可以作為程序性規準，卻不能作為教育性規準。 
  相信這也是許多老師所面臨的問題，由於開放教育缺乏有效規準以決定

世間事物的教育價值，以致在尊重幼兒興趣之後，下一步要往哪裡去呢？更

何況，Blitz(1973)曾表示兒童的興趣要以「學習內容」為範圍，所謂的「學

習內容」是課程標準或綱要嗎？這些又是如何產生與決定的呢？ 

 
（三）其他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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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上述問題，Smith(1997)在回顧開放教育運動時，提到以下問題，包

括： 
1.改造社會的企圖變成是核心，而兒童的教育反失去了它的根基。 
2.對於如何實踐開放教育有太多的觀點，即使是在那些認為有可能性且已經

準備好要實施者之間，對兒童的發展、教學、及學校在社會中的角色的看法

並未有一致的假說，以致出現混淆及失敗。 
3.雖然對開放教室及其教學法有很多的描述與分析，但由於大部分的工作者

投身在教育政策，無法花比較長的時間去觀察兒童在開放學校裡是做些什

麼？老師又做些什麼？以及學校改變的好處等？而這才是大家想知道的，卻

缺乏第一手及長期的經驗。 
4.英國幼兒學校的教學雖提供美國開放教育實踐的參考，但英美的國情文化

不盡相同，加上美國也有自己進步主義的傳統，因此，對英國幼兒學校的做

法也不是全盤接受。 
5.支持教育改革是昂貴的，因此，教育結果的評鑑就成了重要的問題，如何

證明開放教育是有效的？具體的意涵是什麼？這也是開放教育所面臨的問

題之ㄧ。 
6.對於想要改變的老師需要教學資源及支持來獲得實踐教學的相關知能，但

經費及政府的支持逐漸萎縮，老師專業成長所需的機會也逐漸減少，或變成

要老師自願，但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對老師來說是新奇的態度與技巧教給他們

呢？ 
  針對 Smith 所提出的問題，高敬文（1976）也有相似的看法，並提出因

應對策，包括：須先刺激改革的需求，認清移植計畫的個別差異及文化差異

的事實，重視老師的關鍵地位，預作充分的準備、與社會其他力量結合，給

予支持及輔導的機會，對計劃要有合理的期待。可見，在當時，要在國內推

動開放教育也是必須克服重重困難。   

 
五、本節小結 

 
  從本節可知，角落或學習中心的發展是基於顧及學習者的個別差異，但

在開放教育運動期間，發現二者的理念相似，且可借用開放教育對環境或角

落規劃的實務，於是二者就融合了（Bennie，1977）。再者，開放教育的理

論並不是任何單一的理論，而是可以溯及 Montaigne, Rousseau, Pestalozzi, 
Froebel, Owen, Montessori, McMillan, Dewey, 甚至 Piaget 或 Burner 等人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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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如：尊重自然的發展，以及尊重遊戲及自發活動是兒童學習最自然的方

式；且在個別興趣下的個別工作之外，也重視學校的社區性功能與責任；而

課程方面則是以兒童為核心，並從與兒童最直接有關的方式去發展；也就是

經由觀察兒童，並研究他們最深度參與遊戲的時刻去做了解。不過，高敬文

（1976）也提到開放教育運動者宣稱已經將以兒童為本位的觀點修正為兼顧

老師、幼兒及教材的教育模式。 
  此外，在 1967-1976 年間的開放教育運動雖盛及一時；但有關什麼是「開

放教育」？也就是開放教育的定義、特性或實踐等層面，在當年早就有所爭

議（Egan,1975;Morgan,1975; Neberg,1975; Tunnell,1975）；Smith(1997)更提出

許多問題，包括那些認為有可能性且已經準備好要實施者之間，對兒童的發

展、教學、及學校在社會中的角色等看法都沒有一致的假說，以致出現混淆

及失敗。 
  當英美對開放教育運動還存有爭議之際，國內幼教工作者卻受到英國初

等教育及開放教育運動的啟發，展開教學實驗；相關內容下文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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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幼兒園角落活動的發展與相關研究 
 
 

  受到英國初級學校及美國開放教育運動的影響，國內幼教工作者也在原

本的單元教學中加入了角落活動進行教學實驗；故針對國內幼兒園的角落活

動，本節除介紹這些實驗外，也追蹤角落活動在幼兒園的課程中的定位；最

後再對相關研究進行探討；現分述之。 

 
一、國內幼兒園對角落活動的教學實驗 

 
  關於幼兒園角落活動的實驗，以下先介紹 1971 年左右的「發現學習」

或「發現興趣教學法」實驗（余柏玉，1976）；再談相隔二十年左右，台北

市政府教育局委託盧美貴教授執行「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的實驗與推廣（盧

美貴，1991），現介紹之：  

 
（一）發現學習或發現興趣教學法 

 
余柏玉（1976：22）提到 1970 年師大美籍教授介紹「英國初級學校的

革命性改進」一書內容，談及英國用「發現學習」改進傳統的教學法，就是老

師在活動室中，安排準備豐富的設備及材料，幼兒可以自由運用以激發幼兒學習

的興趣，引起他們的活動熱忱，再從這些活動得到自學的功效；並由中國幼稚教

育學會總幹事郭豸女士在 1971 年 9 月輔導新竹師專附小幼稚園開始實驗。 
竹師附小幼稚園在發現教學中，特別重視幼兒興趣學習，實驗期間，老

師按照兒童興趣將活動室分隔成六個興趣角；有娃娃角、數學角、科學角、

創作角、圖書角和音樂角；其執行方式是：「幼稚園開學三週後，老師對幼兒的

們的能力與興趣已獲得初步的認識， 這時必須觀察多數幼兒的興趣、動機，用整

體而連貫，有價值、有系統的知識做教學上的計畫，擬定單元教學配合。」進行

的時間是早上 8 點 45 分到 10 點；前 15 分鐘是討論或幼兒發表報告，教材

不拘但多有中心思想（單元教材），然後發給符號牌，幼兒便到各角去玩耍

或工作（分組活動）；點心後，10 點 40 分進行團體活動檢討分組的得失，

欣賞幼兒工作後的作品，或隨著幼兒的興趣配合是幼兒的音樂、律動、故事，

至 11 點 30 分放學。 
另外，余柏玉（1980：92）則提到郭豸女士為了推廣 Bruner 所倡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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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學習」實驗，向聯合國國際兒童福利基金會申請研究，於 1971 年先

後在女師附小、北師附小等幼稚園實驗；先稱為「發現教學」。 
發現教學的活動過程中，與竹師附小幼稚園雷同；上午 8 點 45 分到 10

點左右，老師與幼兒有 15 分鐘的討論或發表報告，然後，分組到各角去活

動（個別活動）。點心及戶外活動後，10 點 40 分為團體活動時間，幼兒檢

討報告分組活動的情形，並配搭音樂、律動等活動；至 11 點 30 分放學。從

書中對各角活動的描述及照片中幼兒投入的神情，仍可以感受到當年老師實

驗的用心。 
後來，中國幼稚教育學會理事長熊芷和台中師專王靜珠教授，認為「發

現教學」應譯為「發現學習」，因為在教學活動中，重於幼兒發現後的學習

和自學、尊重幼兒的自發興趣，使幼兒獲得活的知識，和真實的經驗（余柏

玉，1976）。隨後又因特重兒童興趣， 故又稱「發現興趣教學法」，亦即在

園中，根據兒童生活經驗，佈置有趣的興趣角，鼓勵兒童自行發現學習；實

驗一段時期後，兼採大單元設計之原則，以為教室佈置之依據，並促進兒童

經驗之統整化（高敬文，1977：35-36）。 

 
（二）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 

 
盧美貴（1991）表示八十學年，台北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她進行為期三年

的「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的實驗研究與成果的推廣。為使開放教育落實本

土化的精神，是結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與「發現學習」的長處；採團體

教學、分組教學及學習區混班（混齡）的個別化學習活動。團體教學在原班，

分組教學可在原班或他班（協同）教學，學習區則依幼兒興趣選擇，係以混

齡或混班為原則。並為了解決空間、教具數量的不足，將「發現學習」中的

「角落活動」改以「學習區」的方式進行，使不同班級的幼兒共享學習空間。 
在活動設計上，是將「學習區」的計畫融合在「單元教學活動設計」中，

也就是在課前將「單元」依照「單元教學活動設計」的格式，詳細具體列出

團體、分組、學習區、分享及綜合等活動，亦即在各「學習區」中，安排與

單元主題有關的活動。 
  由此可知，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試圖透過具體的活動設計來落實開放教

育的精神，不過，幼兒園因辦學理念、師資、空間或設備的條件並不相同，

加上幼兒園在教學上擁有極大的自由度，即使八十學年度台北市教育局大力

推動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老師因此也參加如何進行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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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可是，八十二學年度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育評鑑報告中，評鑑委員

的評語是「教學情境未能充分配合單元，也未能提供幼兒足夠的自主學習材料」

（蔡春美、翁麗芳及張世宗，1997）。 

而張雅淳（2001）在八十九學年度訪談台北市幼稚園老師時，則發現老

師是將學習區粗分為：一是視為幼兒自由探索，自主學習，由器材得到自我

回饋，也可以減輕老師負擔的活動。另一則視之與分組活動類似，是由老師

帶活動，部分原因是對大班幼兒來說，一些基本技能的學習是很重要的，有

老師的引導可以事半功倍。 

 

  顯然，幼稚園老師對學習區或角落的實施與功能有著不同的看法；尤其

是在幼兒的「自由探索」還是老師帶領的「分組活動」的認定與拿捏，若從

這個角度來看學習區與開放教育原則的關係，自由探索屬於自由選擇的原

則，但分組活動是老師想要補強大班幼兒的基本能力，只不過，這到底是幼

兒真正的需求，還是老師自己的認定呢？或許，這些與開放教育原則不符之

處，也就是廖鳳瑞（1998）在其研究發現中會提到自稱實施開放教育的幼兒園

無法符合開放教育精神的緣故吧。 

 
二、 探究角落在國內幼兒園課程與教學中的定位 

 
  除了上述與開放教育有關的教學實驗外，本研究從一些研究報告或書籍

中發現不少幼兒園是有角落活動的安排，不過，角落活動的定位與實施因各

園及老師的理念而有不同，如：鄭秀容（1999）是仿效美國高瞻（High/Scope）
幼教方案，每天作息中有一段角落時間，並以單元主題加以統整。佳美及新

佳美幼稚園則試圖突破基本角落的用法，走出開放＋主題＋情境的教學（劉

玉燕，1999）。而練雅婷（2006）是鼓勵幼兒對某角落進行深入探究，發展

出小方案。還有蔡其蓁（2004）研究的幼兒園則是採取主題與角落活動並置，

但不關聯的方式進行。最後是其他類，如：學習區活動並非每天進行而是每

週進行數次（曾葆賢，2005）或參雜在分科課程當中（趙婉娟，2002；吳雅

玲，2004），以及被當作轉銜活動（汪素榕，2001）等等。現分述之： 

 
（一）資和幼稚園：仿效高瞻幼教方案的工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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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秀容（1999：522）提到高雄資和幼稚園是仿效高瞻幼教方案的作息3，

在每天的作息中有一段角落時間，9:00-9:10 計畫，9:10-9:55 工作，

9:55-10:10 回顧，稱之為工作流程（plan-work-recall cycle)。現說明

之（林佩蓉譯，1999）： 

 

1.計劃時間  

 

這段時間除讓幼兒構思外，也給幼兒們適當的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研

究這些想法的可行性，進而鼓勵他們自己做決定。而老師的任務便是在幼兒

實行計劃之前和幼兒討論自己所提出來的計劃，幫助他們把自己的想法、主

意在心靈上形成一個影像，並知道如何去進行自己的想法。計劃從粗略到詳

細，草稿到真正的計劃，甚至可以跟家裡的活動有關；關鍵是幼兒可以將自

己的興趣和有目的的行動結合在一起。 

 

2.工作時間 

 

  在此段時間之前，幼兒要先完成計劃，然後在這個每天的工作時間（約

45-55 分鐘）裡，利用適當的教材和人去執行所選擇的事，並專心投入在創

作，實地執行、修正；完成及改變自己的計劃。藉此幼兒可以實現心中的意

圖，進行有目的的遊戲；參與社交環境，解決問題，及累積知識。老師的任

務就是就是在一旁仔細的觀察，或走動觀察，以支持及協助幼兒的需要。 

 

3.回顧時間 

 

  回顧是循環的最後一個階段，幼兒和共同參與計劃的成員一起分享，在

這個過程中幼兒記得並反思行動與經驗，連結計劃、行動與結果，與他人討

論個人有意義的經驗，勾畫出內心真正的意象﹔拓展超越現階段的自覺意

識。老師的任務就是仔細聆聽幼兒的談話，並且和孩子們討論他們在工作時

段裡的經驗。 

 
                                                 
3 對有些幼兒園，作息表或許只是一種參考，未必完全照做；但多少可以了解角落在課表中的定位。

資和幼稚園上午的作息是 8:50-9:00 大團體時間、9:00-10:10 角落時間（計畫、工作、回顧）、

10:10-10:25 點心、10:30-11:00 興趣課程或小組時間、11:00-11:30 戶外活動；而老師是透過單元主

題來統整角落活動與小組活動的學習（鄭秀容，199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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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資和幼稚園在一天開始，提供幼兒一段與單元主題有關的角

落時間，這與「發現興趣教學法」是提供 30 分鐘的角落時間看似雷同，實

有不同，因為資和幼稚園的角落時間是沿用高瞻幼教方案的工作流程，是透

過計畫、工作及回顧讓幼兒去知覺到自己選擇及從事的角落活動。 

 
（二）佳美及新佳美模式：開放＋主題＋情境的教學 

 
  佳美及新佳美幼稚園也是開放教育，劉玉燕（1999）表示當主題尚未開

始時，教室也有基本的角落；但老師會配合教學單元去補充角落教材，發展

到配合教學主題，佈置出脫離角落限制的「攤位」情境，此時，角落學習在

提供小孩新舊經驗的應用與修正，使新舊知識在這裡共鳴，這樣才有可能真

正擴展小孩的經驗世界；整個過程就是一個完整的生產創造的辯論發展過

程。作息可分為： 

 
1.角落活動（現實的應用與修正） 

 
  一早到 10 點左右，幼兒進入角落情境當中，依自己的步調去發展，讓

幼兒真正去使用、修正。 

 
2.分享討論（凝聚目標） 

 
  10 點角落活動結束，有 20 分鐘的團體分享討論時間，全班圍坐，分享

角落玩出的內容，並討論如何進一步發展，然後在下一個時段讓小孩分組去

做。其意義是經由全班討論，小孩彼此間對主題能有共識的目標，即凝聚共

識；其次知識是由師生共同建構，透過老師提問，讓各有所長的小小生產家

能腦力激盪，共同醞釀出全班小孩都投入的情境與目標，並共同討論出解決

的方法與策略。 

 
3.分組活動（生產創造） 

 
  此段時間約 50 分鐘，小孩分組製作分享討論時所談出的情境．讓活動

得以延續，是小孩從無到有創造自己要玩的情境。情境就像是戲劇舞台的背

景，讓小孩一進入教室就自然扮演他的角色，而原有的角落就退居一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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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教材或素材的工作櫃。 

 
  從上述流程來看，佳美及新佳美幼稚園的角落並非傳統的角落，而是讓

會隨著幼兒對主題的想法而改變；不過，從角落活動到分享討論的安排倒有

點類似發現興趣教學法（余柏玉，1976），但仔細去看，佳美與新佳美幼稚

園的角落活動是從一早到 10 點鐘，而角落後的討論是為了下面的分組活

動；又與發現興趣教學法的安排不同。 
  誠如劉玉燕（1999）所言：從一個主題開始，讓小孩與此攤位（點）有

充分的互動後，再由小孩的反應往前發展，這樣老師才能放心去聽想孩子的

聲音，有來自小孩的真實參與，教學活動才有生命力。發展到最後，主題結

束，教室情境拆除，回復到基本的角落教室，小孩面對空盪盪的教室，又會

再度激起他們重新創造情境的慾望。在這個「從無到有的生產創造過程」中，

有大量的物理知識的活動4和圖像語言，前者的判準是：原始人類能夠操作

的活動；而後者是基於幼兒藉由圖像描述所認識的世界，且老師可以經由圖

像語言了解小孩，進而協助小孩；小孩則經由此意識化過程，重整了自己新

與舊的經驗，更深入了解自己與對象。 
  這樣的過程就像 Chaille 和 Britain（1996）書中所言，學習者帶著不同

的經驗、觀念及學習的方式來到學習環境；他們不是從傳遞中獲取知識，反

之，是透過智能活動建構知識並使之成為自己所有；這應也是佳美及新佳美

幼稚園所秉持的理念。  

 
（三）幼兒在角落發展小方案 

 

除了上面的作法，練雅婷（2006：47-48）在研究中提到台北市太陽附

幼彩虹班級的作息，上午 9 點至 9 點 20 分是團體活動（角落前導），9 點 20
分至 10 點 50 分是角落探遊活動；10 點 50 分至 11 點 30 分則是進行小組分

享討論或全班團體的分享討論。流程類似計畫、工作與回顧的工作流程，但

角落探遊活動卻有 90 分鐘，目的是讓幼兒在各角落裡，慢慢自發、主動想

做，然後，發展成一個他能持續長時間的工作或方案（project）。 
亦即幼兒在角落裡的操作，是因著他們的探索，興趣或問題的浮現而更

                                                 
4 是指 Kamii & DeVries(1993)書中所提的物理知識的學習活動，其判準是：能用自己的行動產生該

現象，能夠修正自己的行為，物體的反應具體可見，以及物體的反應能立即顯現（高敬文, 幸曼玲

等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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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投入其中，而不是配合老師所設定的單元主題；且老師可視狀況挑戰幼

兒，幼兒也會與同儕討論，且在幼兒完成某一活動之後，老師又會是伺機製

作機會讓他們可以運用所學，產生學習遷移；因而形成探索、挑戰與應用三

階段的學習歷程。 

   

（四）角落與主題並置但未必關聯 

 
  似乎從「發現學習」教學實驗開始，角落活動與單元活動的關係就是一

個存在但缺乏討論的問題，隨後又因「主題教學」或「方案教學」的流傳，

許多幼兒園將焦點轉到主題或方案教學上。在蔡其蓁（2004：a）研究 T市

私立慈輝園，其週課程表上就列有「主題學習」一欄，根據內文介紹，這段

時間所進行的活動包括：「暖身活動」、「團體討論或團體活動」、「再暖身、

作計劃」、「選擇主題小組或學習區（自由遊戲）」、「進入主題小組或學習區

（自由遊戲）」、「收拾及作紀錄」及「經驗分享」等。 

  換言之，慈暉園雖是進行「主題學習」，但流程中卻出現可「選擇主題

小組或學習區（自由遊戲）」的字眼，有點像前面盧美貴（1991）所推廣的

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中的發展活動，只不過，盧美貴的設計是先完成分組活

動後，再選學習區；但慈暉園是以主題學習為主，故老師是以主題活動的引

導為重，以致主題與角落同時進行時，無暇關照學習區的幼兒；幼兒在自行

操作下，學習區的活動往往與主題無關。 

 

（五）其他 

   

  前面鄭秀容（1999）、劉玉燕（1999）、練雅婷（2006）及蔡其蓁（2004）

所提到的角落活動，雖因各園的理念而有不同的運作方式，但至少每天都有

一段角落活動。相對地，以下要介紹的是流程上雖有「角落」或「學習區」

的活動，但不是每天進行，甚至只是分科課表上的一堂課，或只是被視為是

轉銜時間或自由活動者，以下說明之： 

 

1.並非每天都進行的角落活動 

 

  從曾葆賢（2005：56-57）的描述可知，原本幼兒園是每星期二至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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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10 點整至 11 點整進行「學習區時間」5的活動，以全園混班方式進行

學習；四月份時，因感到「學習區時間」的次數過多，以致各班級的主題教

學時間不足，故經全園教師開會決定，從 4月 11 日起，「學習區時間」更改

為每星期一的早上 10 點整至 11 點整，即每星期進行一次學習區活動。 

  由此可知，學習區雖結合多元智能的理念，開設「自然區」、「空間區」、

「內省區」、「數學邏輯區」、「肢體動覺區」、「音樂區」、「語文區」，以及「人

際區」等；看起來是很重視學習區，但實際上，卻因為影響到主題教學的時

間，而改為每週一小時，可見學習區並不如主題受到該園的重視。 

 

2.參雜在分科活動中充當一堂課的角落活動 

 

趙婉娟（2002）研究新竹市樂樂幼兒園（化名），在課表中 07:30~08:20
是快樂上學、自由活動，然後是複習（注音、數學、英文）、英文或分組活

動等。以致參與研究的茵茵老師必須從滿滿的作息表中，尋找可以讓她實踐

學習區教學的時間。 
  而吳雅玲（2004：138）所研究的台中某幼兒園，該園的週課程表除與

上述趙婉娟（2002）研究中幼兒園其課表在未調整前也是填滿各類分科課程

外；角落只出現在週三上午有 40 分鐘外，週二及週四下午則是 30 分鐘，不

過，吳雅玲的研究主題是英語課的互動，文中並未提到角落的實施狀況，但

從角落活動都排在英語課程之後，顯然不同於前面余柏玉（1976）所說的興

趣角和發現學習的設計。 

 
3.轉銜時間/自由活動 

 

汪素榕（2001）研究某縣轄市國小附幼，其中伍老師表示：學習區活動

對於我來說，只是一個轉換時間的活動，我並沒有將它安排成一個正式的課程……

在伍老師的課程設計中，最常呈現的教學形式為「大團體活動」與「分組活

動」，而她所探討的「學習區活動」，在課程中定位，比較像是「轉換時間的

自由活動」，而非老師正式課程中的一個安排。   

另外，在蔡敏玲（2001）的研究中，北縣某國小附幼雖是進行大單元教

學，但在作息表有一段「快樂晨光」，其備註欄上標示著角落自由活動；正

                                                 
5該園以 Gardner 的「多元智能」為教學宗旨，並以此理念發展出「光譜學習中心」，或「學習中心」；

不過，曾葆賢將之稱為「學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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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中所言，作息表僅供參考，老師可彈性調整，因此實際的情形是「每天

早晨，孩子們從 7:30 分開始就陸陸續續第進到教室裡來，這個時間，小朋友可以

自由選擇想去的角落，自己玩。……8 點 5 分是全校升旗典禮，……。」換言之，

真正進行角落活動的時間是一早入園到升旗之前：是屬於自己玩（自由活

動），老師不會主動介入的時間。 

  這兩家幼兒園都設有角落，也給予幼兒一段自由探索的時間，但與當年

發現興趣教學法或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設置角落的精神與目的是全然不同

的。 

 
三、角落規劃與運作之相關研究 

 

  在了解國內幼兒園角落活動的定位與分歧之後；本文擬從相關研究去了

解老師規劃角落的理念與實踐、角落運作層次分析，及其影響因素： 

 

（一）角落或學習區規劃與實踐 

 

  國內有關角落或學習區規劃的研究並不多，比較近期的研究多是碩士論

文（見表 2-2-1），如：張雅淳（2001）汪素榕，（2001）及趙婉娟（2002）

等，她們雖是從老師的角度來了解角落或學習區的規劃與實踐，但研究對象

的背景卻不同，方法也互異；現說明之： 

表 2-2-1 角落或學習區教學相關研究 
研究者及年代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重點 研究目的 

張雅淳（2001） 台北市公

私立幼稚

園老師 

調查：對 121 所幼稚

園的每一位普通班教

師以普查方式發出問

卷，共計發出問卷 751

份。 

訪談及觀察：選 6所

各 1位老師施以實地

觀察及訪談 

觀察記錄學習區

規劃的特點及當

時師生的行為。

探討教師規劃及運用

學習區的理念、分析教

師對學習區空間及器

材設備規劃的現況、的

運用情形、規劃及運用

上的問題，並提出建

議。 

汪素榕（2001） 國小附設

幼稚園老

師 

訪談、觀察 兩位搭班老師學

習區教學理念、

規劃、運用及影

響因素。 

瞭解幼兒教師其學習

區規劃理念、實際規劃

及教學運用的情形，並

探討影響其理念落實

的可能因素；以及幼兒

於學習區中的活動方

式與教師理念間的關

係。（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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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婉娟（2002） 私立幼稚

園老師 

觀察、訪談、教學日

誌 

成立「教學小

組」，主要是與園

長推薦的茵茵老

師（化名）為主

要對象，進行教

室觀察、訪談及

討論。 

探究幼稚園教師推動

學習區教學的發展歷

程，並深入探究：教師

所持信念，教學內涵發

展，所遭遇的困難以及

影響要素。 

 

1.理念 

 

  從張雅淳（2001）在八十九學年度對台北幼稚園及老師所做的調查及訪

談研究來看，在學習區規劃目的上，教師多認為規劃學習區是為了讓幼兒自

由探索，而且學習區可作為學習的延伸，必須在學習區設置豐富的器材設

備，讓幼兒自主探索操作，以達成個別化的學習。 

而汪素榕（2001）則是透過觀察及訪談同一班的兩位熟手老師（伍老師

及艾老師）對角落規劃的理念、實際規劃及教學運用的情形，伍老師與艾老

師在其活動室學習區的規劃上，有著一些相類似的規劃理念與原則，如：兩

人都提到「開放教育」之「以幼兒為本位」以及「開放式學習空間與學習教

材」的理念，強調「動靜分離」、「功能分區」以及學習區間的「界線明確」

等原則。不過，兩人對學習區在課程的定位卻有所不同，對艾老師而言，「學

習區活動」是課程設計中的正式安排，無論什麼單元主題，多會以學習區活

動的方式，來貫穿她的課程內容。反之，對伍老師而言，「學習區活動」在

課程設計中，比較像是轉換時間的一個活動，學習區活動僅是孩子於「下課」

時的玩玩具時間。 

 

從上述研究可知，老師似乎都可以說出角落或學習區規劃的理念及原

則，但實際運作卻會因為個人的認定而有不同，最明顯的就是艾老師認為學

習區活動是正式活動，伍老師則認為是下課活動；汪素榕（2001）表示是與

兩人職前教育的經驗及對這些事件的想法等有關，值得注意。 

 

2.實踐 

 
  前面曾提過蔡春美、翁麗芳及張世宗（1997）表示在八十二學年度台北

市公私立幼稚園教育評鑑報告中，評語多是「教學情境未能充分配合單元，也

未能提供幼兒足夠的自主學習材料」。另周淑惠（1997:37）的研究則將桃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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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36 個園，60 位幼兒老師；對活動室空間規劃分成五種形態：毫無規

劃型、有名無實型、略有雛形型、基本規劃型以及實質規劃型，其中，「毫

無規劃型」36.67%與「有名無實型」11.67%約佔所觀察之幼兒活動室的 50%，

而真正有規模、實質的學習區規劃活動室，僅只佔了 15%；且學習區規劃與

運用情形均不理想，很少提供幼兒與周遭環境、教材互動的機會。 

而李淑惠（1995）在研究角落與學習區的互動行為時，曾對角落與學習

區提出建議，如在空間的安排上及材料的設置上應視幼兒學習狀況與興趣來

決定，而角落及教具數量多寡雖重要，但更重要的是要適合幼兒，以及能引

起幼兒的興趣。其次，角落是在自己班級內，幼兒對環境的熟悉度較高，學

習區則未必在自己的班級，較不熟悉，宜做介紹以降低人事物的陌生感。最

後，不管是角落或學習區應充分考量教學目標與目的，以及可能會遇到的問

題。上述建議應是老師在規劃與實踐未能充份考量教學目標、幼兒興趣或熟

悉度所致。 

不過，張雅淳（2001）在八十九學年度所做的研究結果似乎比較樂觀，

她表示隨機抽樣的六個班級中的學習區，在規劃上多能-兼顧「柔和—冷硬」

「開放—封閉」、「簡單— 複雜」、「高活動量— 低活動量」的向度，以及符

合「教育」、「開放」、「舒適」、「安全」的原則。可是，她也發現老師對學習

區的「隱退」及「個人」的空間設計可再加強；且由於各學習區之間的關聯

設計並不明確，又多未配合單元及主題設計；老師也多表示自己並未針對統

整性的學習而作特別的規劃，因此在學習區統整性學習的落實方法上，並不

明確；整體而言，學習區的統整性可再加強。 

至於，汪素榕（2001）則發現兩位搭班老師對學習區定位的認知不同，

做法也就不同，艾老師將學習區活動排入正式課程當中，伍老師則把學習區

當作轉銜時的自由活動；老師的一念之間便讓一個班級產生兩種學習區的進

行方式。  

而趙婉娟（2002）的研究則是從教學空間、教學時間、教具教材、教學

運用及老師角色等五個開放教育的內涵來看一位新手幼教老師（茵茵老師）

實踐學習區教學的歷程： 

在教學空間在，上學期主要是依據幼兒學習環境規劃之一般原則：乾濕

分離、動靜區分及動線考量等；下學期則是以幼兒及老師本身習性和園內其

他班作法為參考的依據。而教學時間上，除透過時段的轉移、次數的增加及

時數的彈性調整來取得開放性。在教具教材方面，採開架式陳設，並依角落

性質給予不同歸位標示；且依幼兒使用情形進行淘汰或補充。至於教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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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乃是從主題與角落之關係由平行二者無關至建立交集狀態。而老師角色

也從直接引導者逐漸轉變成為支持者允許幼兒主導的角色，並由多重角色逐

漸到開放的角色。 

從趙婉娟(2002)的研究可知，新手老師為了邁向教學空間、教學時間、

教具教材、教學運用及老師角色等五個開放教育的內涵，必須解決班級空

間、時間、設備、幼兒的狀況、以及自己的能力等問題，亦即要實踐開放教

育的理念有其過程，且存在著許多干擾因素；故趙婉娟是以邁向開放來詮釋

這個歷程。由此可知，各園的角落規劃與實踐會因為幼兒園本身的條件及老

師的專業發展狀況而不同；進而影響到幼兒的學習。 

 

(二)角落運作層次的分析 

 
  上文提到趙婉娟(2002)是運用開放教育的五個內涵來看老師在學習區

的實踐；而 Snowden 和 Christian（1998）則是在觀察許多老師對角落的運

作後，借用課程及教學的理論基礎來分析這些角落實踐所顯現的層次，換言

之，是從現場的狀況來做理論的分類。以下就先說明 Snowden 和 Christian
的分類，再就上述國內幼兒園角落實踐或運作的層次探討之： 

 
1.Snowden 和 Christian 的分類 

 
  Snowden 和 Christian（1998）認為角落的運作層次與教育哲學6及課程

模式7有關，現說明之：  
  層次一（level one）：老師規劃/老師主導，是指老師提供固定的教（玩）

具、以及使用步驟說明，學習者可以自由操弄教（玩）具，不過，學習者所

擁有的自主性較小，且使用角落的時間也是由老師規定。是屬於精粹主義的

教育哲學，及行為主義的教學理念。 
  層次二（level two）：老師規劃/學生主導，是指老師在角落放置教材，

讓學生自由探索、操弄教材。不過，角落的使用時間與方式完全由學生主導，

相較於層次一，層次二提供學生更多的自主性。是屬於科學物質主義的教育

哲學，及訊息處理論的教學理念。 
  層次三（level three）：學生規劃/老師主導，角落是由學生依據興趣、需

                                                 
6 是指精粹主義、科學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及存在主義。 
7 是指行為主義、訊息處理論、社會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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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決定學習內容，老師則主導學習的過程。比方：有位學生發現老師身後的

影子，而詢問老師。餐後，老師先是找出一本和影子有關的圖畫書提供這名

學生閱讀，繼而在教室設置一個角落，用深色布幕圍起、提供兩個手電筒，

供這位學生探索光與影的關係。且後來更發展成五人的探索小組，以及其他

探索主題。是屬於實用主義的教育哲學，及社會取向的教學理念。 
  層次四（level four）：學生規劃/學生主導，角落由學生獨自、或小組共

同規劃、主導。在這個層次的角落，老師扮演引導者、輔助者、甚至同是學

習者的角色。是屬於存在主義的教育哲學，及個人取向的教學理念。 

 
  由上可知，Snowden 和 Christian 在判斷角落運作層次時，並不是把角

落當作「開放教育」的「環境原則」或硬體環境而已；反倒是一種教學運作，

因此，會因為老師的教育哲學或理念而顯現出不同的層次，所以，層次一是

老師規劃/老師主導，雖時間缺乏彈性，學生自主性小，但還是有所選擇，

是許多幼教或小學低年級班級常見的方式。另外，她們把學生規劃/學生主

導歸為個人取向，且標示為層次四，顯然，她們認為學生若能自行規劃與主

導是比較高層次的角落運作或實踐，不過，在此層次，也保留小組共同規劃

及老師應扮演的角色；可見個人取向強調學生的主動性但並排斥同儕互動或

老師的支撐。 

 
2.國內幼兒園角落運作層次分析 

 
  雖然國內缺乏分析老師角落運作層次的研究，不過，本研究還是利用前

面國內各幼兒園角落活動的定位來做分析，現分述之： 

 
1)層次一：「發現學習」中，是由老師先規劃，然後，提供幼兒角落時間讓

幼兒選擇；而「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則是在單元教學活動的分組活動外，

增加學習區活動的選擇；幼兒除了班上的分組，也有機會到各班去選區。雖

然，這些實驗室受到開放教育理念的啟發，不過，若依 Snowden 和 
Christian(1998)的分類，這兩種方式比較偏向層次一，也就是老師規劃角落

並讓幼兒自由選擇。不過，在哲學觀與理念上則較難歸類，因為當初這兩種

教學實驗都是立基於「開放教育」的精神；只是實驗者顧及當時的條件及可

行性，只能以老師規劃、老師主導的方式來提供幼兒選擇的機會；不過， 
Snowden 和 Christian 也說層次一是許多幼教或小學低年級班級常見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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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層次三與四之間：鄭秀容（1999）所介紹的流程中，角落雖是由老師規劃，

但幼兒可以自己做計劃；而劉玉燕（1999）所介紹的佳美及新佳美模式則強

調師生共同討論；另外，練雅婷(2006)所談的木工角小方案，則可以發現老

師有意放手讓幼兒自己規劃，但也強調社會性互動；應是修正過去受到 Piaget
理論的影響，認為幼兒的學習是透過與物理環境的互動，而比較忽略同儕或

師生互動的經營所致；這也可以看到社會建構論對角落實踐的影響。故在運

作層次上，比較傾向鼓勵幼兒主動規劃，但也強調老師的參與，穿梭在

Snowden 和 Christian(1998)分類的層次三與四之間。  

 
3)有些老師只把角落當作是自由活動或轉銜活動，（汪素榕，2001）；有些老

師認為是「減輕老師的負擔」（張雅淳，2001）。雖說幼兒會因此擁有比較大

的自由度，然而，這樣的角落活動在老師心中並不是正式的學習活動，也不

是為了尊重幼兒的個別性或自主性；故並不在角落運作層次之內。 

 
  總之，「角落」一詞隨著開放教育運動而流傳在國內的幼兒園之中，實

踐上，雖經過發現學習或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的實驗與推廣，卻因著各園的

條件及所相信的理論而出現不同的運作層次，有些幼兒園及老師不僅是提供

角落環境，更隨著理論的釐清，注意到同儕及老師的互動對幼兒角落學習的

影響；亦即「角落」所代表的並不單指靜態的空間擺設，還包含人事物所交

織的學習內容與運作。 

 
(三)影響角落教學實踐的因素或問題 

 

  從張雅淳（2001）、汪素榕（2001）及趙婉娟（2002）的研究看來，學

習區的規劃與實踐從理念、規劃到運用環環相扣，雖然，老師們大致了解學

習區規劃的大原則，但實際的運作卻與幼兒園本身的條件、老師本身的知能

及家長的期望息息相關；蔡其蓁(2004)的研究更分析不同背景的家長對遊戲

的接納度等（見表 2-2-2），以下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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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影響學習區教學實踐的因素 
張雅淳（2001） 汪素榕（2001） 趙婉娟（2002） 蔡其蓁（2004） 
缺乏空間 

器材設備 

人力不足 

老師學習區規劃理念 

實際規劃與運用 

幼兒的活動方式 

教室結構式硬體不符需求 

繁重的行政工作 

園方統一課程的牽制 

空間的多重使用 

老師因素 

老師的動機 

老師的信念 

老師準備度 

外在因素 

園長的態度 

家長的態度 

才藝課程中斷學習區活動 

大型活動練習干擾教學 

輔助教材趕進度壓力 

園方不定時開會 

幼兒園本身的傳統 

缺乏單一的專業認同

取向 

不同社經家長所需求

的課程內容互異 

多軌課程同時進行，造

成老師不堪負荷 

 

 

1.幼兒園本身的因素 

 

張雅淳（2001）提到學習區活動在規劃與運用上的問題是缺乏空間、設

備及人力。汪素榕（2001）也提到教室硬體建築本身的限制、園方提供的結

構式硬體不符需求等規劃上的困擾；「空間的多重使用」限於空間的不足，

全園孩子的作息，無論是上課、用餐或午睡，皆必須於教室中進行；以及繁

重的行政工作、園方統一課程的牽制等。另趙婉娟（2002）的研究指出，從

老師的角度來看，園長的態度、才藝課程中斷學習區活動、大型活動練習干

擾教學、輔助教材趕進度壓力及園方不定時開會都會影響老師的規畫與運作

的外在因素。事實上，蔡其蓁（2004）的研究也提到老師因為多軌課程同時

進行，造成不堪負荷。簡言之，幼兒園本身的軟硬體條件都會影響到老師對

角落的規劃與運作。 

 

2.老師 

 

  汪素榕（2001）的研究可以清楚的看到兩位老師的求學經驗對學習區實

踐的影響，如對艾老師將「學習區活動」視為課程設計中的正式安排，伍老

師則將「學習區活動」視為轉換時間的一個活動。而趙婉娟（2002）也提到

老師本身的動機、信念，以及準備度都會影響到學習區的實踐，比方在上學

期，茵茵老師就提到「我覺得講到開放，最痛苦的是如何拿捏那個尺度？因為，

有時候像他們在做勞作的時候，這個孩子真的不會做呀！……可是，我就是不

敢，……很怕我做出來以後，全班都跟我一樣，我覺得就失去讓他們自己做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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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老師對學習區的規劃理念對幼兒在學習區活動的方式也有所影

響，如：汪素榕（2001）提到桌椅的擺設，老師、規則、活動、擺設及行為

情境去做討論，雖描述這些事件，但主要是了解老師對這些事件的想法，比

方兩位老師對於「學習區」常規的建立，雖有「尊重孩子、滿足孩子需求」

的理念作為訂定的基礎原則，但在實際作法上，卻似乎是未經過詳細審慎的

考量，因此，才會有時出現一些相互矛盾的情形。不過，透過這些討論也就

知道桌椅、規則、活動或擺設等，對幼兒學一些習行為是有影響，有些是正

面的，有些則有待老師修正；比方：圍坐的桌椅有助於幼兒間的互動，角落

雖有人數規定，但常會因狀況而變，這樣的規則對幼兒學習上的意義有待思

考等。 

 

3.幼兒 

 

  汪素榕（2001）認為學習區的實踐是兩位教師之「學習區規劃理念」、

「學習區實際規劃、運用方式影響」以及「幼兒在學習區中的活動方式」三

者間形成一個雙向的循環關係；換言之，老師雖規畫了學習區，訂定了使用

規則，但實際使用者是幼兒，幼兒在學習區的活動方式可能反過來影響老師

的實踐，舉例來說，研究者發現該班幼兒大多是以「小團體」的方式進入學習

區中活動，一些較為「強勢」同儕團體，還會呈現壟斷、獨佔某個學習區；當老

師覺察到這個現象時，以「娃娃家是我們大家的！」與幼兒討論與協商，卻引發

幼兒的抗爭；老師改以「我們設置這麼多個學習區的目的，是要讓小朋友能學到

各式各樣的東西」與孩子進行討論、溝通，雖改善該「小團體」對娃娃家的獨占，

卻轉移到其他學習區，而新進入娃娃家的的孩子，又變成另一個「小團體」。 

  此外，幼兒的能力也挑戰老師對角落的規劃與運作，在趙婉娟(2002：

82)提到在學習區活動中，常常可以聽見幼兒對茵茵老師說：「老師，我不會

做耶，你幫我做！」如： 

學習區活動時，幼兒們都在工作角，拿著紙剪貼…..  
蕓蕓＞師：「老師，我不會剪蝸牛？」 
學習區活動時，部分幼兒坐在自製的魚缸前，…..  
佳佳＞師：「老師我不會畫魚，怎麼辦？老師你教我 
畫好不好？」（891120 觀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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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長的態度 

 

蔡其蓁（2004）的研究雖不是探討學習區的實踐，但她曾調查家長對遊

戲的看法，發現教育程度或收入越高的家長越希望幼稚園提供幼兒自由遊 

戲的機會，但是，家長普遍都希望幼稚園提供傳統的讀、寫及算遊戲。或許

就是因為這樣的態度，影響園方對角落或學習區的重視度，且讓讀寫算的活

動佔掉老師及幼兒的時間。 

  總之，學習區的規劃與實踐是老師、園方、家長及幼兒等內外在因素交

互作用的結果；反映著幼教現場的個殊性與複雜性。 

 

 

四、本節小結 

   

  按 Tunnell(1975）對開放教育實施的原則，「角落」反映了「環境原則」，

但學習活動卻必須與尊重、自由及個別學習等原則搭配；就像 Day（1975）
所提出的開放學習的元素，除了角落的環境規劃，還有混齡、統整課程或統

整日、自我校正的教材及使用契約等。 
  國內幼教工作者在開放教育運動的啟發下，展開教學實驗，首先，竹師

附小幼稚園在發現教學的實驗中，早上 8 點 45 分到 10 點；前 15 分鐘是討

論或幼兒發表報告，教材不拘但多有中心思想（單元教材），然後發給符號

牌，幼兒便到各角去玩耍或工作（分組活動）；點心後，10 點 40 分進行團

體活動檢討分組的得失，欣賞幼兒工作後的作品，或隨著幼兒的興趣配合是

幼兒的音樂、律動、故事，至 11 點 30 分放學（余柏玉，1976）。 
顯然很重視選角前及選角後的討論。     

而開放式幼兒活動設計，是在課前將「單元」依照「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的格式，詳細具體列出團體、分組、學習區、分享及綜合等活動，亦即在各

「學習區」中，安排與單元主題有關的活動（盧美貴，1991）。把學習區當

作發展活動的一種，但在活動後，也有分享及綜合活動。 
至於，劉玉燕（1999）所描述的是先角落活動（現實的應用與修正），

分享討論（凝聚目標），然後，分組活動（生產創造）。顯然是利用分享討論

將角落與分組活動連結起來。 
    練雅婷（2006）進行角落活動的方式則是上午 9 點至 9 點 20 分是團體

活動（角落前導），9 點 20 分至 10 點 50 分是角落探遊活動；10 點 50 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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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點 30 分則是進行小組分享討論或全班團體的分享討論。     
不過，鄭秀容（1999）所經營的資和幼稚園則是沿用美國高瞻幼教方案

則發展出計畫、工作及回顧的工作流程來幫助幼兒主動學習。 

由上可知，隨著時間與幼兒園的條件，角落活動的運作已不只是當年的

「發現學習」或「開放教育幼兒活動設計」兩種，也不是「開放教育」的理

念可以概括。不過，可確定的是，這些幼兒園是把角落活動當作學習活動，

而不只是讓幼兒自由遊戲，所以，在活動流程上，也都安排了討論或分享。  

  最後，針對學習區規劃與運用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了問卷調查（張

雅淳，2001），更走入教室現場(汪素榕，2001；趙婉娟，2002）來了解老

師的理念與其教學實踐的關係，結果發現：在角落的理念上，角落是開放教

育的元素之ㄧ，同時，角落的理念也是最能回應開放教育四大原則：自由原

則、尊重原則、環境原則及個別性教學原則。在角落的實踐上，角落雖與開

放教育的理念密不可分，且多數幼教老師知道角落規劃的原則，或角落與開

放教育精神的關係，不過，比較同班的兩位老師卻可發現其中的異同，可見，

幼兒園的角落規劃與運作並沒有一定的模式，老師雖可說出開放教育的某些

理念，但未必就等於實際的運作；且在老師之外，角落的實踐也因為幼兒園、

家長及幼兒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實踐層次，這是本研究在了解幼兒學習脈絡時

要多加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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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幼兒學習有關的理論 

 

 

第一節曾提到英國「布勞登報告書」對兒童如何學習及學校應如何幫助 
兒童學習提出明確的聲明，比方：兒童是他自己學習的主動的力量，且心智結

構與再結構的內在歷程中包含著他們自我不斷推動的力量；從中不難發現是受到

Piaget 對認知結構與認知歷程理論的影響。然而，在第二節介紹國內角落的

發展與定位時，提到劉玉燕（1999）介紹的佳美及新佳美模式，與練雅婷

（2006）研究幼兒在木工角的學習歷程時，則發現在幼兒的主動性之外，更

將師生及同儕互動納入學習歷程中，顯然是接受 Vygotsky 的論點，肯定社

會互動是知識建構的一環。 

  這些轉變除與 Piaget 的理論有關，亦受 Vygotsky 觀點的影響；故本節

在探討相關理論時，也是順著這種趨勢，先了解 Piaget 的相關論點，再談

Vygotsky 的相關論點。 

 

一、Piaget 的相關論點 

 

關於 Piaget 對學習的看法，此處引用 Gredler(1997，2005)書中的說明，

她提到：Piaget 認為最高的認知發展是個體能對複雜的情境進行邏輯思考及

推理，而他的理論是來自個別兒童在所屬環境中操作及與物體互動的結果。

對 Piaget 來說，知識是去知道（knowing），其過程是由學習者的活動所創造

出來的。亦即知識是一個歷程，而不是一件「物體」(thing)，知識是不斷改

變的觀念，重視個體與環境互動之質的差異；Gredler(2005:267)表示建構知

識與建構智慧既是相同的歷程，故理解知識與智慧也可視為是同一個問題。 

認知發展包含兩個成分，一是邏輯思考的心理結構，另一是與環境互動

的基本歷程；該歷程並不是透過社會化或外在增強而來的，它們是心理的 

功能，其根源來自生物適應的過程，並且是進化的一部分。在此僅就歷程及

影響此歷程的因素說明之： 

 

（一）基本歷程 

 

  針對智慧與環境互動的本質，Piaget 是利用生物體適應(adapation)的觀

點來說明此過程，即包含同化(assimilation)、調適(accommondation)及平衡

 44



(equilibrium)的過程。現解釋之： 

 

1.同化 

 

所謂「同化」是個體以既有的認知基模去適應環境的新要求，企圖以此

種方式把新經驗納入既有的舊經驗之中。所以，同化的發生有一個先決條

件，就是需要能力與資訊的內在結構；如幼兒通常只依賴知覺的線索對環境

做判斷，乃因為她們缺少適當的同化結構﹔以致無法統整新的資訊。比方要

他們畫出裝有水但傾斜一邊的瓶子的水面時，他們往往只顧慮到瓶子與水面

的關係，而無法正確的畫出水面現的位置。 

 

2.調適 

 

「調適」是個體遇到新的學習情境時，主動調整自己的經驗架構以適應

環境要求的心理歷程；在認知發展上，調適也指個體內在認知結構的修正，

當學習者覺察到他的思考方式與環境中知識相牴觸時，會將先前的方式重新

組織，這個導致更高思考層次產生的重組歷程就是調適。在所有認知運作層

次中，個體與環境的互動都是同化與調適並行的，二者相輔相成幫助個體有

效的與環境互動達到適應。 

 

3.平衡 

 

      在認知發展上，平衡係指個體不斷自我調節以成長、發展和改變，並

同時維持穩定的歷程；然而，平衡並不是外力的平衡，而是不斷調節行為的

動態的歷程。 

 

（二）影響因素 

   

  影響認知發展的因素包括物理環境、社會環境、成熟和個體自我調節的

歷程（平衡作用）： 

 

1. 物理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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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理環境是新知識的來源，個體與物理環境的接觸是不可或缺的;不

過，Labinowicz（1980：43）則進一步指出是與物理環境中的物體接觸的經

驗，亦即物理經驗。 

 

2.成熟 

 

     除非個體能夠利用經驗，否則單與環境接觸並無法促進知識的發展，

神經系統的成熟極為重要，可使兒童從物理經驗中獲益。 

 

3.社會環境 

 

    包括語言與教育的角色，由社會環境中得到的經驗和物理環境中得到的

經驗一樣，可以加速或阻礙認知結構的發展。 

 

4.平衡作用 

   

   Piaget 透過研究，觀察到認知的基本方式並不是直接來自感官，而是

透過行動（actions）而來，這種認知行動乃是透過認知主體與生俱來的心

智（hereditary intelligence），為達成某種目的，不斷的運作在真實目標

上，而形成一種獨特的認知結構或基模的歷程。故 Labinowicz（1980）表

示兒童與其環境之間反覆相互作用的這種循環，要靠兒童自己作為他自身發

展的主要動力。兒童的活動不僅發現新的問題，引起不平衡，還使他找到解

決的辦法；進而達到更高水準的平衡。正因為兒童在此過程中擔任著這麼積

極的角色，因此，平衡過程又稱為「自我調節」。 

 

由上述歷程不難發現 Piaget 強調此認知歷程是從個體成熟出發，是心

理功能，不過，仍受物理及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但無論是成熟、物理環境、

社會環境及平衡作用，單獨的看都不能解釋認知發展；因為是這些因素的相

互作用在影響認知的發展。 

 

（三）語言與互動的功能 

   
  前面談到社會環境是語言與教育，對於語言，Labinowicz(1980：120)

 46



提到 Piaget 認為語言是學者用來表達、組織和論述他們觀念的工具，這是

因為學者的經驗背景確保彼此的相互理解；但對於正在形成概念的兒童，他

認為語言是用於說明已經理解的東西，倘若用它來引入一個還未被理解的概

念，語言甚至可能造成危險。 

  而互動部分，Tudge 和 Rogoff(1989)表示就 Piaget 相信若同伴間擁有共

同智能價值(intellectual values)的用語，且能保留彼此的命題(propositions)進
行交互的處理，則藉由同伴的思考互動便能相互刺激出認知上的衝突，增進

彼此的認知成長。就 Piaget 的理論來說，兒童發展是對物理及社會環境的

適應；而社會生活是兒童發展邏輯時必要的情境。但 Piaget 的理論中，所

關心的是兒童與物理環境的互動，而非社會影響。 

 

（四）遊戲 

 

  Piaget(1962)在兒童的遊戲、夢與模仿（Play, Dreams 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一書中提到遊戲是伴隨發展而生，遊戲與身體動作、社會與認

知發展是並行的，包括：練習性遊戲或功能性遊戲，象徵性遊戲、建構性遊

戲、社會性戲劇扮演遊戲，以及七歲以上會出現的有規則遊戲。 
  從他的理論來看，遊戲被視為同化的經驗，經驗自己會做的，喜歡做的，

進而瞭解自己的能力及喜好。 
 

（五）Piaget 對教育的看法 

   

根據 Labinowicz（1980:265-280）的整理，重點如下： 

1. 教育的目標是能夠創造新知識，有創造力、有發明和發現能力；而不是

單純複製上幾代人已經做過的知識的人。 

2. 教育是造就批判的頭腦、能驗證的頭腦，而不是人云亦云的頭腦。 

3. 無論從倫理道德觀點看，還是從智力的觀點看，建立在權威和僅僅尊重

一方的基礎上的教育，都是有缺陷的。 

4. 他認為在實施積極主動的教學方法中，家長是主要的障礙；因此，他表

示應教育家長使他們知道子女應受到更好的教育；亦即訓練家長選擇教

育的知能。 

5. 在老師專業方面，他認為積極主動的方法必須要有支持老師專業發展的

社群，而學習活動與教學活動的概念化亦是教育改革不可少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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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對教與學的影響 

 

  Labinowicz(1980:46)表示 Piaget 認為兒童內部的知識是通過它的心理體

系與環境反覆、自動擴大的相互作用的循環而建構，這種看法被稱為互動論

（interactionist position）。而兒童在構成這種知識中擔任著積極的角色，此種

看法則被稱為建構論（constructivist position）。故在此理論觀點下，對教與

學的影響如下： 

 

1.教學方面 

 

強調內在動機，從兒童能夠處理的材料來學習，不強調透過講解進行教

學，強調在使用那些語詞前用經驗賦予語詞意義；所有回答都被認可並和材

料相連繫，在學習中擴展理解或發展思維過程；評價點是內在的，採用從材

料和邏輯的一致性獲得的回饋（平衡）。 

 

2.學習方面 

 

強調學習者是主動的，知識是從內部建立的，是現實的解釋，是非直線

的、重組是必須的，理解不充分是因為在發展的侷限內缺乏有關的經驗，學

習的步驟有大有小，且很難預測行為。 

 

3.對教學的影響 

     

  Berk和Winsler(1995)提到 1960 年代8，很多教育學者擁抱Piaget的理論，

認為兒童是主動的想了解他的經驗，是主動的有機體，在抑制干擾自然發展

的社會環境中，負起改變的責任；故強調兒童自動的與環境互動的「發現學

習」（discovery learning）的課程。在這樣的環境裡，並不強調老師以口語傳

達知識，或解說指導；相反的，是提供豐富且不同的活動，來促進兒童探索，

並鼓勵他們在活動中自由選擇。這些教室對兒童的準備度很敏感，在他們有

興趣或準備好之前，新的技巧是不會強加在兒童身上；認為是藉著和諧的努

力，而不是藉指導加速其發展（引自谷瑞勉譯，1999）。 

                                                 
8 Berk 和 Winsler(1995)的說辭也再次證明 1960 年代，也就是第一節談到的開放教育運動發展的期

間，Piaget 理論的影響力。 

 48



二、Vygotsky 的相關論點  

 

  Gredler(1997，2005)表示 Vygotsky 的理論大概是在 1980 年代初期開

始穩定持續的影響著美國學界；相對於 Piaget 的論點，Vygotsky 認為文化

是認知發展的基礎，在其中，對認知發展相當重要的心理工具（符號及象徵）

便是所屬文化的產物。Vygotsky 認為邏輯記憶、有意志的注意、絕對的知覺

及行為的自我組織；都是心理功能的最高形式。他的理論源自他對人種的社

會歷史，以及兒童在其文化中有知識的成人的互動的分析。 
  基於 Vygotsky（1978）認為知識的形成是由個體與他人的互動內化而形

成的，故本文僅針對內化、語言、趨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簡稱 ZPD）的概念及對教與學的影響說明之： 
 

（一）內化 

 

  Vygotsky（1978）表示兒童文化發展的每一個功能都會出現兩次：首先，在

社會的層次，其後在個人的層次；前者是在人與人之間，人際心理的

（interpsychological），後者是在兒童之內的，個體心理的（intrapsychological）。 
  簡言之，每一高級功能先是發生在社會層次，然後才是個體心理層次。

這些高級功能包括：絕對的知覺、概念性思考、邏輯記憶、有意志的注意等。

（Gredler，2005：315)。 

  此外，Gredler（2005）也提到 Vygotsky（1931/1997n）認為獲得符號

與象徵的心理工具的內在過程並非自動性的，反倒是兒童開始以尊重的方式

行使他人先前以尊重的態度表現在他眼前的行為，特別重要的是，這也是兒

童學習掌控自己行為，故兒童文化發展最基本的路徑就是模仿。然而，所謂

的模仿並非機械性的傳輸，模仿者必須對模仿對象的行動（運思）有所了解，

比方：對完全不會下棋的兒童而言，即使是下棋大師給予示範，也未必就能

下棋。 

 
（二）心理工具：語言 

 
  Vygotsky 把語言的獲得看成是兒童心智發展上最重要的里程碑，因為語

言是介於社會文化世界與個人心智功能之間的重要橋樑，具有溝通、與社會

外界互動、促進自我運思，以及啟發他人思考的功能；亦即藉著語言可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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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智互動，亦可心理化的呈現社會經驗；是思考的必要工具（Berk 與

Winsler,1995;谷瑞勉譯，1999）。    

 
（三）互動與趨近發展區的概念 

   
Tudge 和 Rogoff(1989)也提到 Vygotsky 對社會影響的看法，認為個體

發展若無社會環境的參照是無法被了解的；而瞭解兒童發展其社會互動的本

質就是「趨近發展區」，這是指真正的發展階層與潛在的發展階層兩者間的

差距，真正發展階層是決定在兒童的獨立問題解決能力，潛在的發展階層是

指兒童在成人的指導下，或在與更有能力的同輩的合作下所能做出來的問題

解決能力。不過，Tudge 和 Rogoff 表示兒童與成人的互動是在技巧及知識

方面，而同儕間自然的語言交換則有助於改變觀點；不過，她們也提到必須

是互為主觀的夥伴，也就是能夠交換意見，或是從事能夠積極的觀察或共同

參與的活動；而不只是坐在身旁的一個人。 

  另外，Berk 與 Winsler（1995）提到 Vygotsky 認為兒童發展時，知覺往

往會專注在心智活動的目標上，很少會停下來對心智活動本身加以反思，是

專注在打結、拼圖或畫畫，而不是如何思考。但如果在趨近發展區的範圍內，

成人分解活動，支持兒童的努力，並幫助他們做評估，如：「如果你這個方

法的話，你將會發現這樣做比較好。」則兒童不只是得到新知識，同時也進

入高層次的心智發展，開始思考自己的想法。亦即在教導下所產生的較高層

次的發展就會延伸到自發的概念，為兒童帶來系統性的分析和反應性的知覺

（引自谷瑞勉譯，1999：188）。不過，Tudge 和 Rogoff(1989)也建議可研究

在成人比較不干涉的同儕互動，以及當幼兒遇到能力比較弱的同儕時，其互

動的結果。 

 
總之，Vygotsky 認為知識的本質是社會性的，在與社會互動的情境中，

學習才會發生，是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環境互動下的產物。在這種觀點下，

是「主動的孩子」（active child）與「主動的社會環境」「active social 
environment」去創造發展的改變（谷瑞勉譯，1999:189）。 

 
（四）遊戲 

 
  Vygotsky（1978）認為幼兒有特殊需求與動機時，會主動出現在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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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的慾望得到即時性的滿足，因為真實情境下，有許多無法立即實現的

慾望，當幼兒了解無法立即滿足時，便發明了遊戲。遊戲時，兒童會創造一

個想像的情境，卻是以規則為基礎；亦即在想像性遊戲中，規則支配兒童所

要扮演的角色，故他認為所有想像性遊戲都包含規則。同時，他也認為有規

則的遊戲都包含想像的情境。 
  不過，更重要的是，他還提出遊戲是發展和創造趨近發展區的一種方

式，在遊戲中，幼兒表現得高於他平常的行為，猶如他是一個比自己還聰明

的小孩。簡言之，遊戲時，就像是與成人或能力較強的同儕互動，有效率的

搭起幼兒學習的鷹架，甚至幫助他完成更高層次的思考與行為發展。 

   
（五）對教與學的影響 
 

  有關 Vygotsky 的理論對教與學的影響相當之多，以下僅從社會互動、

動態評量及幼教實務的影響說明之： 

 

1.社會互動 

 
  前文提到 Vygotsky 認為知識的本質是社會性的，在與社會互動的情境

中，學習才會發生；在這一點上，Cazden（1988）更是清楚的提到老師與學

生及同儕互動的認知價值或意涵；現分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說明之： 

 

1)師生互動/老師與學生的談話 

 

(1)師生互動的潛在認知價值 

 

老師與學生其教室談話的潛在認知價值可說是一種「鷹架」，一種「再

概念化的過程」。現分述之： 

 

A.鷹架 

Cazden（1988）提到 Resnick 對 Vygotsky 認為認知開始於社會情境中， 
表示在社會情境中，兒童與成人共同承擔完成表現（complete performance）

的責任；兒童從事他或她能做的，而成人完成剩下的部份。 

    其次，在考慮到「對話作為鷹架」的模式概化時，要思考以下三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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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過程、得到的是答案或瞭解，以及所獲得的知識之本質。（引自蔡敏玲

及彭海燕譯，1998：169,179-184）。 

 

B.再概念化的過程 

Cazden（1988）提到教育的貢獻之ㄧ是教學生如何以新的方式看現象，

除了成人的言談影響幼兒的文法知識外，也可能是對世界觀或價值觀的影

響；不過，權威的強行加入甚至比那些較為價值中立的認知技巧領域，更應

被質疑。給予再概念化不同的意義時，不要否認學生帶到學校來之意義的正

當性。（引自蔡敏玲及彭海燕譯，1998：187-197）。 

 
(2)鷹架的成分與目的 

 
老師與學生的對話雖有潛在的認知價值，但要怎麼做才是兒童所需的鷹

架呢？Berk 及 Winsler(1995)表示須具備以下的成分和目的： 

 

A.成分 

 a.參加的人要聯合解決問題：認知是建立在活動上，且要共同達到目標。 

 b.相互主觀性：參與活動者從對事情有不同的了解，慢慢產生共識的過程。 

 c.溫暖與回應：即互動的情感，是快樂、溫暖，有回應的成人配合兒童的  

  行動，給予兒童所需的支持與參與。 

 

B.目的 

 a.透過緘默或明顯的方式將兒童保持在趨近發展區的範圍中 

  緘默是成人藉由提供兒童可能的選擇及提供規則，在此範圍內讓它們去

運作，如：要求兒童每天花一定的時間在角落中培養某種技巧。明顯的方法

則是透過口述、實際示範、將活動分解、重新安排活動材料，讓兒童能看清

楚下一個項目等。  

 

b.促進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 

  是指成人應允許兒童有問題，且只在他們真的被困住時才介入活動；當

成人的介入具有此種特性，兒童就會待在「執行功能區」，在此，大部分兒

童能承擔做決定及主導聯合活動的責任。（引自谷瑞勉譯，1999：48-54） 

  除了人際間的互動，Wertsch（1985：166）表示從人際之間到個體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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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理轉變（transition）過程並非各自發生，而是人際之間的改變帶動個體

內在的改變；因此，他提出激勵轉變的五個因素： 
1)兒童的認知準備度 

2)成人有意願將學習責任的策略轉給兒童 
3)成人使用反省性評量來幫助兒童注意到自己重要的行為 
4)成人指導的明確性 
5)透過語言功能區分人際間對話功能的結構，到掌握個體內對話功能的結構 
 的可能性。 

 

2)同儕互動 

針對同儕互動，Cazden（1988）認為有四種潛在的認知益處： 

(1)對話作為觸媒，可以引發出同儕之間探究知識概念的豐富內涵； 

(2)對話作為互補角色的具體呈現，同儕之間可相互引導與支持，形成類似 

   鷹架的協助； 

(3)對話如同與聽眾的關係，談話的雙方形成聽與說兩者，經由對方立即的 

   回饋使話語變得更清晰，即使面對的是沈默的聽眾，也不會減低同儕需 

   要聽眾存在的重要； 

(4)對話是探索性談話，而不是「最後的定稿」，更不是導向既定的答案。 

（引自蔡敏玲及彭海燕譯，1998：203-210）。 

   
  由上可知，Cazden（1988）認為師生或同儕互動存在著潛在的益處，且

Wertsch（1985）也提醒成人要注意激勵轉變的因素。 
  不過，Mehan(1980)利用微觀分析教室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關係，提到

當學生與老師對教室活動中行動目標有差異，也就是意圖不同時，學生會依

照他的能力，對所處的情境作判斷，決定他的行動方式；故人的行動與環境

是一個辯證的過程，且是在潛移默化中產生影響，進而學習到一個環境中如

何與他人有效互動的能力。換言之，教室互動是一種過程，學生行動的產生

是根植於整個教室環境，也就是他在每一時刻都在學習在群我狀態中表現出

一種合宜的行為，使他能與他人、環境產生有效的互動；並說明了這個過程

就是一種學習能力的發展（引自羅淑華，1997:11-12）。 

  顯然，幼兒在學習上雖具有主動的特性，但面臨到社會互動時，會如何

因應，是一種學習能力的發展過程嗎？值得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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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態評量 

 
  在 Vygotsky「趨近發展區」的觀念下，認為老師在教學前不僅要了解學

生實際的認知發展，還要評估學生的潛在能力，並經由不同的情境安排、教

學方法，產生動態的互動，激發學生主動的學習，使得學生潛在能力得以充

分發揮，因而提昇其認知發展(廖雯玲，1999)。這樣的觀念將評量由結果導

向轉變為過程導向，而「動態評量」可說是兼顧學習歷程與學習結果的評量，

亦是了解受試者潛在發展區，提供教學處方性的訊息，以作為促進認知發展

之參考(Campione & Brown,1987)。Lidz(1987)則認為主動性(activity)和可變性

(modifiability)是動態評量的主要特色，評量者與學習者均為主動的，雙方的

互動便促成評量結果的變動。 
  簡言之，過去的教學雖也重視教學過程，但在評量上主要是針對學習結

果；反之，動態評量雖仍有教學目標，但教學者（亦是評量者）會根據學習

者在此歷程中的表現給予所需的協助，達到學習者的趨近發展區；故其結果

並非是固定的目標，而是會隨學習者的認知狀況而變動。 

 
3.對幼教實務的影響 

 
除了上述的影響，Vygotsky的理論對幼兒教育的實務也有所影響，比方

DeVries, Zan, Hildebrandt, Edmiaston, 和Sales（2002）9書中就提到全美幼兒

教育協會所倡導的發展合宜實務（Developmemtal Appropriate Practice），其

基本要素或精神就是遊戲要由幼兒引發（child-initiated）與幼兒主導

（child-directed），但也要加上老師的支持（teacher-supported）；並對建構主

義教育的意涵，做了以下七點說明： 

 

1)營造一種合作性的社會道德氣氛 

這是指教學的改變需要社會道德情境的轉變，而核心就是老師和幼兒之

間的關係是合作，同儕也必須是合作，但絕不是順從或壓抑。 

 

                                                 
9 本書亦有中譯版：薛曉華、劉惠文、陳湄涵、盧美貴、沈佩玲及廖苑茜譯（2003）。DeVries , R., 

Zan, B., Hildebrandt,C. Edmiaston,R. & Sales,C.(2002).幼兒教育課程發展—理論與實務。台北：學富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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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發幼兒的興趣 

透過觀察幼兒主動作些什麼事、規劃吸引人的活動、統整幼兒對於有興

趣事務的想法及提供許多機會讓幼兒選擇來激發幼兒的興趣。 

 

3)依幼兒所需知識類型選擇適合的教法 

  即依照幼兒所須選擇物理、邏輯數理及約定俗成等三種知識。                    

4)選擇具有挑戰性的內容 

  這包括提供幼兒可深入探索的內容，活動設計要言之有物、有深度，且

能以幼兒所建構的常規與關係來分析活動，並協助幼兒超越常規，建構更複

雜的關係。 

 

5)提昇幼兒的理解力 

  在提昇幼兒理解力上，首先，老師必須注意提問與參與的目的，如：發

掘幼兒真正的想法、提供反面的例證以及強調不平衡的現象、幫助獲得所需

的資訊、鼓勵幼兒追求自己的目標、將焦點放在幼兒的思考、提供建議並鼓

勵幼兒多方嘗試、形塑一種更高層次的理解。其次，應避免問或盡量少用開

頭是為什麼的問題及封閉式的問題，且避免只是為了老師便利而提問。最

後，還須注意一些會阻礙幼兒思考的干預，如：輕易地給予讚美、否定幼兒

的想法，以及匆忙趕進度、沒有讓幼兒充分思考。 

 

6)給幼兒適當的時間做深度的研究與投入 

  幼兒需要適當的時間和機會作深入的探討，方能建構知識。 

 

7)須對課程活動做持續的發表與評量 

評量與課程是相輔相成，密不可分；要把評量融入教室的教學活動中， 

可透過幼兒參與活動的一言一行檢視他們的認知，並藉由他們的言行來檢視

課程；將評量視為長期發生的過程，且是師生同心協力完成評量的工作。簡

言之，評量就是系統地呈現幼兒認知與求知的過程，以及靈活運用不同學科

知識的能力。 

 

  由上可知，建構主義教學認為若是要了解一種學習經驗是否有教育性，

則須在教學的同時評量幼兒的學習目標、興趣、投入的程度，活動內容的價

值，以及對幼兒發展與學習上的意義，以便能在幼兒引發的觀點或需求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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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支持，降低師生互動可能造成的壓抑或侷限了。 
 

三、本節小結 

 

    綜合以上的說明可知，Piaget 的理論強調認知的改變是內在的，是同化、

調適與平衡的歷程，而將成熟、物理環境、社會互動及平衡作用視為影響認

知發展歷程的因素；故建議老師除了提供幼兒學習所需的學習環境，也要花

點時間與兒童單獨的交談，向他們提問，以接觸他們的思維；但無法只靠講

解來改變 (Labinowicz,1980）。反之，Vygotsky 則認為內化是有兩階段，一

是社會層次，一是個體層次；且模仿是兒童的文化發展的基本路徑；而在趨

近發展區中，有能力的成人或同儕的協助具有影響力，即互動具有重要的價

值。 

 
  不過，就如 Berk 和 Winsler(1995)所言，兩人是強調不同的問題，所以，

他們的理論最好不要被看成是對立的，而應是彼此互補的理論。並談到 Glassman 
(1994)總結兩人的理論特性如下： 

1.有兩條發展線：自然與社會，它們在思考的發展中不斷的互動，每個都很

重要，想要瞭解認知的改變不能忽略任何一方。 
2.發展是環境中經驗的結果，逐漸的，孩子會藉著內在的反應，在心智中轉

換他們的經驗。 
3.認知發展的路徑包含了思想上主要的、質的變換，對 Piaget 來說，每個地

方的兒童都經過四個階段的發展，但對 Vygotsky 來說，當兒童能用語言來

溝通時，教導能帶領他們知覺並掌控其思想時，思想即可以做根本性的轉換。 
4.個人發展的步調可以受到社會周圍環境的影響。（引自谷瑞勉譯，1999） 

 

    陳正乾（1996：14）在一篇討論 Piaget 與 Vygotsky 的報告中提到：Piaget
認為兒童必須運用其邏輯能力，自己從與物體的互動去創造出知識。別人的

教導只讓兒童透過記憶或反覆的練習來學到一個行為，並沒有讓兒童運用到

邏輯能力，所以，無助於認知能力的發展。反之，Vygotsky 認為兒童的思考

是透過由文化行為所組成的傳遞活動才能運作的。故教導兒童在其能力的發

展上佔有絕對的重要性，為他們創造出能夠幫助兒童去運用所學的知識去解

決問題的區間，從實際中了解到他與所學知識間的關係，逐漸將知識內化為

指導行為的原則。故二者的爭議點在於：兒童在建構知識的過程上是不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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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學習到這個知識後，才能從建構過程中再發現所學的知識的道理，還是兒

童不用他人的教導，自有能力去發現存在於環境中知識的道理（頁 16）。 
  其次，陳正乾（1998）也提到他對發展心理學假設兒童有一個內在結構，

以此解釋兒童是如何思考及建構外在環境所帶給他們的刺激與訊息，就像黃

瑞琴（1994）指出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原始的素材可以讓幼兒實驗物體的運動

或觀察物體的變化，他認為這些觀念是把兒童與環境的關係界定在兒童與物

理知識的建構上。然而，他認為從文化心理學的觀點，兒童所思考的是自己

和環境之間，兒童想要明白他所接觸的物體在他的生活裡所具有的意義，兒

童對物體所建構的知識植基在意義上，而不是物理知識的轉化上。亦即，人

不是透過他的認知結構來同化或調適環境所帶來的訊息，而是透過一個團體

所共享的觀念、價值來詮釋發生在週遭事物的道理。 
   
  另外，Vermette, Harper 及 DiMillo(2004)在回顧 4-8 歲兒童合作學習的研

究時，發現訓練組與未訓練組的表現是有差別的，顯示社會互動要能有助於

認知發展，幼兒必須是參與在積極觀察或共同參與的活動，並能相互主觀的

對話。由此可知，社會互動在知識建構歷程雖扮演媒介的角色，但並非沒有

條件，不僅與活動有關，更涉及合作學習的策略。 

 

  總之，國內角落教學實驗的興起是與當時開放教育運動的思潮有關，因

此，也頗受 Piaget 理論的影響，是設計出實驗的情境來幫助學生創造（引自

陳正乾，1996:9）。但近年來，受到社會建構論的影響，開始注意到社會互

動與幼兒學習的關係，並把幼兒在過程中所做的努力是為學習能力的發展。

雖然，本研究現場的老師 Vygotsky 的理論並不是很熟悉，而是從開放教育

的精神來經營角落，在這種經營下，當幼兒在進行活動的過程中，若出現與

老師或同儕間的互動，這些互動會對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帶來什麼樣的影

響？顯然都是值得了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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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幼兒角落中學習的相關研究 

   

   

在第一章說明研究動機時，曾提到早期在角落中的研究，多以分析幼兒

遊戲行為為主（Parten,1932;Piaget,1962; Smilansky,1968；Moore,Everton 

& Brophy,1974;Monighan-Nourot,1987; Howe, Moller & Chambers,1994; 
Petrakos & Howe,1996; Bagley & Klass,1997;陳娟娟，1984；陳淑琦，1991；
沈文婷，1997）。不過，直接從「學習」的角度來探討的研究卻仍屬少數（黃

世鈺，1996）。至於，一些相關研究，如：黃期璟，2003；謝淑英，2004；

練雅婷，2006 等，都是在本研究退出現場，分析資料及撰寫論文之際才發

表，且以碩士論文為多。本研究考量英國幼兒學校對遊戲的重視，以及角落

情境提供給幼兒遊戲與學習的機會，在相關研究的探討上仍先從角落中的遊

戲行為切入，再介紹與角落學習有關的研究。 

 

一、角落中遊戲行為的相關研究 

 

  如前所述，英國幼兒學校有著尊重自然發展與遊戲的教育傳統，而分析

角落中幼兒遊戲行為的研究由來已久，故本研究也選取將遊戲與課程結合的

相關研究來看瞭解幼兒的學習，以下說明之： 

 

(一) 遊戲行為與學習 

 

1. 正式（formal）及發現（discovery）兩種哲學理念下的遊戲行為 

 
  針對正式及發現兩種哲學理念下的幼教方案中，幼兒自由遊戲時的社會

性與認知性遊戲行為，Johnson, Ershler 與 Bell(1980)發現正式-幼教方案出現

比較多建構遊戲及象徵遊戲中的轉換行為；而在發現-幼教方案中，出現比

較多功能性及無所事事與旁觀行為。而社會性遊戲的層次則兩種方案並沒有

差異，不過，似乎年幼的幼兒出現較多平行遊戲；因而，認為平行遊戲可能

是較單獨遊戲更為不成熟的遊戲型式。 
  另外，Johnson 與 Ershler（1981）繼續追蹤正式與發現-幼教方案中的

遊戲行為，發現正式-幼教方案中是從建構遊戲朝戲劇遊戲改變，發現-幼教

方案是從功能遊戲朝建構遊戲改變，但在正式-幼教方案中並無性別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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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反之，發現-幼教方案男童比女童出現較多的戲劇互動遊戲較少的建構

平行遊戲。故 Johnson 與 Ershler 認為幼教方案對年齡及性別是有影響，建議

未來的研究可針對課程內容及老師行為等因素作進一步的了解。 

  上述這兩個研究是根據認知性及社會性遊戲的層次來做研究，故認知性

遊戲的分析是從功能、建構到戲劇遊戲，而社會性遊戲是從單獨、平行到合

作遊戲；並以年齡及性別作為考驗的因素；不過，正如 Johnson 與 Ershler

（1981）對未來研究的建議，上述研究並未針對課程內容及老師行為的因素

作探究，也未仔細描述兩個方案班級的遊戲的環境、角落裡的教材，師生與

同儕的關係等，或許，這些都是影響遊戲層次的因素，是本研究需要多加注

意之處。 

 

2. 非社會性遊戲的研究 

 

  Luckey 及 Fabes（2005）表示非社會性遊戲通常是指沒有互動的遊戲，

但由於定義不清以致時有爭議；故為了釐清非社會性遊戲的定義，回顧了非

社會性遊戲的相關文獻，現就定義及價值摘述於下： 

 

1) 非社會性遊戲的定義 

  非社會性遊戲可粗分為單獨遊戲及沉默遊戲，單獨遊戲又可分為單獨建

構及單獨非建構遊戲，而沉默遊戲又可分為無所事事及旁觀的活動。 
(1) 單獨建構遊戲：是指有目的的要創造某物或探索的動作，如：藝術工作、 
  拼圖或積木建構活動。 
(2) 單獨非建構遊戲：則是指有持物或未持物的重複性的肌肉動作，如：拿 
  積木拍打牆壁。如果照顧者發現幼兒未與人或環境互動，則應適時介入。 
(3)無所事事：是指未做任何事，包括缺乏對別的兒童的觀察。 

(4)旁觀：則是觀察其他兒童的活動，但未參與。 

  Ruin(1982)及 Lyytinen(1991)認為沉默行為是屬於非遊戲行為，因為這些 

兒童只是觀看他人或無目的遊走，並未聚焦在自己的活動或與自己所處的環 

境互動（引自 Luckey＆Fabes,2005）。 

 

2) 非社會性遊戲的價值 

  非社會性遊戲在情緒發展、身體技巧、語言發展、社會訊息處理能力，

以及在一年級到三年級有比較低的社會問題等正面的結果。且單獨建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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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發現是與兒童的獨立與成熟有關（Moore,Everton & Brophy,1974）。事實

上，有些研究認為單獨建構遊戲具有教育及目標導向，而有些研究則指出單

獨建構遊戲與社會接觸有正面的關係，且快樂的心情及敏捷性的提升也與單

獨建構行為有關。 

  不過， Rubin 及 Coplan (1992)追蹤學前非社會性遊戲兒童，認為早期

的社會退縮可作為被同儕拒絕、社會焦慮、寂寞感、抑鬱及負向的自尊的預

測。 
  總之，並非所有非社會性遊戲都是負面的，單獨遊戲的原因並不相同，

故必須了解真正的原因，方能決定是否需要介入及介入的策略。  

 
  本研究曾在第一章提到單獨遊戲或個人性活動與社會性遊戲或社會性

活動的疑問，雖說葉子班是設有多個角落的教室，但選同一角落的幼兒，很

容易因為角落內的空間並不是很大，幼兒會從觀察、單獨性遊戲過渡到有互

動的社會性遊戲；不過，本研究還是以有無互動作為區隔，擬對沒有互動的

個人性活動與有互動的個人性活動進行分析。除是了解單獨遊戲或個人性活

動的學習意涵，也是想弄清楚互動與幼兒學習的關係。 
 

(二) 遊戲作為學習指標的分析 

   

  除了上述社會性及非社會性遊戲的價值外，舉凡認同遊戲是幼兒學習的

媒介的幼教方案，也會發展出相關的評量指標；以下舉例說明之： 

 

1.遊戲行為的分析 

 

     Fox(1993)的研究是針對特殊幼兒，但她認為特殊幼兒的課程應可以參

考一般幼兒教育的課程，也就是以各類型遊戲，如：積木、娃娃家、藝術、

沙及水，與戶外遊戲為基礎來進行課程的幼教方案；因此，當她們（Hanline 
& Fox,1993）研究兩位特殊幼兒的檔案評量時，嘗試跳脫幼兒特殊教育課程

環繞在認知、溝通、社會、小肌肉及大肌肉技巧等發展領域的方式，改以遊

戲的角度觀察兩位個案在積木、藝術及沙水遊戲中的遊戲行為，包括室內及

戶外遊戲行為中的社會層次及認知層次，以及積木、藝術、沙水遊戲作內涵

層次的分析，不難發現是由簡到難或複雜的發展層次，現列表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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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內及戶外遊戲行為 

  是將 Parten(1932)的社會遊戲稍加修改，並加上 Piaget(1962)的認知遊戲

及其他行為來分析(見表 2-4-1)： 

 

                表 2-4-1 室內及戶外遊戲行為 
社會層次 認知層次 其他行為 
單獨 
簡單平行 
相互關聯的平行 
簡單的社會 
互補/交互覺察 
互補/交互社會 

功能性 
建構性 
戲劇/表徵 
有規則的遊戲 
 

轉換 
無所事事 
旁觀 
老師溝通/互動 
同儕溝通 
探索 
閱讀 
打鬧 
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 
攻擊 

 
2)積木建構 

  針對幼兒在積木角的建構，是分非建構、線性建構、二維建構、三維建

構及表徵遊戲來分析（見表 2-4-2）： 

 

表 2-4-2 積木建構分析 
非建構 線性建構 二維建構 三維建構 表徵遊戲 
1.未建構 
兒童探索

積木的屬

性，如：做

出噪音、搬

運或身體

接觸等 

2.垂直線性

建構 
3.水平線性

建構 

4.垂直建構

5.水平排列

6.封閉垂直建構 
7.封閉的水平空間 
8.三維多層積木建

構 
9.封閉的三維空間 
10.精緻及組合多種

建構形狀 

11.開始命名 
12.一個建構一個名稱 
13.積木的形狀被命名 
14.對各分開的建構物命名 
15.建構物有內在空間的表徵 
16.建構物有封閉的空間可以分

出內外，內在的物品擺在建構物

的外面 
17.建構物有封閉的空間，正確表

徵出內外 
18.建構物具有比例大小的概念 
19.複雜的建構 

 
3)藝術作品 
  主要是針對線畫及繪畫兩種藝術作品的表現層次作分析，見表 2-4-3： 

 
 
 

 61



表 2-4-3 線畫與繪畫的層次 
線畫特徵 繪畫特徵 

1.隨機的塗鴉 
2.控制的塗鴉：未連接的卵形 
3.卵形並附加 
4.大頭畫 
5.大頭畫加上脚，但浮在半空中 

1.隨機使用顏色 
2.以控制的方式重複刷出記號 
3.色塊間有邊跟邊的連結 
4.顏色附加在顏色上 

5.大頭畫 
當線畫與繪畫達到 5 分，6 以上就共用 
6.大頭畫加腿及身體其他部分，特別是手臂 
7.大頭畫加上頭法及身體 
8.大頭畫加上頭髮、填滿的圖形、三角形及身體部位 
9.簡單的房屋 
10.紙的底端被當作基底線 
11.有基底線支持的房子或其他物體 
12.基底線注意到水平線，代表有二維空間概念，且物品擺放在正確的位置上 
 
4)非結構性/流動性遊戲 
  這是針對非結構或扮演性遊戲，包括認知及社會兩種層面，見表 2-4-4： 

表 2-4-4 非結構性/流動性遊戲的層次 
認知層面 
感覺動作（SM）：感覺動作的重複 
SM1：重複某一動作多次以持續某種身體的感受 
SM2：以某物重複某一動作多次以維持環境中某種有趣的事件 
SM3：重複簡單因果順序，先決定目標，然後選擇達到的手段。 
SM4：嘗試錯誤的實驗，主題或遊戲的一般目標被維持，不過達成目標的行為是彈性多變的。 
象徵（S）：將某物或沒有物品假裝成其他物品 
表徵物(Symbol Agent) 
SA1：重複某種動作好幾次以獲得身體的感覺 
SA2：兒童對另一物品或人進行一簡單的假裝活動 
SA3：扮演出另一個活動 
SA4：在他人帶出行動 
表徵取替（symbol substitution） 
SS1：利用一真實物品去模擬活動 
SS2：利用真實道具去模擬道具的功能 
SS3：使用模棱兩可的道具可能與想像的物品有些相似處 
SS4：不須物品或道具就可進行表徵遊戲 
表徵複雜性（symbol complexity） 
SC1：投身於一單獨的基模，一被隔離的表徵行動 
SC2：重複的對數個不同的物體作表徵行動 
SC3：兒童表演二到三個與假裝主題有關的行動 
SC4：兒童演出整個腳本/生活場景，可能是真實，也可能是想像，且與主題連結，直到結束。 

社會溝通層面（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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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 1：透過觀看、接近；觸摸等來顯示對他人的覺察 
層次 2：企圖以口語、觸摸、物品及裝可愛來加入他人 
層次 3：企圖延續互動，兒童對他人的社會引發給予回應鼓勵他人繼續 
層次 4：兒童了解並在遊戲中傳達手勢及口語溝通 
層次 5：兒童參與角色取替的遊戲，並有簡單的動作 
層次 6：在一共享的遊戲基模裡與他人遊戲，從事相同的活動，並在單一的遊戲基模裡，經由語

詞及遊戲互動 
層次 7：兒童在目標導向的遊戲中，使用後設溝通與他人協調扮演 
 

2.美勞藝術創作活動的認知層次 

 
  Pitri(2002)在其論文中提到 Sylva,Roy 及 Painter（1980）以高認知挑戰（複

雜-教育性遊戲）及一般認知挑戰（簡單-殺時間的遊戲）幫助老師觀察幼兒

美勞藝術活動的行為。見表 2-4-5： 

 

表 2-4-5 美勞藝術創作活動的認知層次 

高認知挑戰（複雜-教育性遊戲） 一般認知挑戰（簡單-殺時間的遊戲） 
兒童的活動是 

․新穎、創意、想像、生產性。 

․複雜的認知：將多種元素、素材、行動

 或點子組合起來。 

․結構及目的導向，不管結果是具體可知

 或無法預知的目標都會朝著目標。 

․是關心及有心力的行為，全神貫注。 

 

․學習新技巧，改善已建立的技巧，或嘗

 試將新穎的與熟悉的技巧做組合。 

兒童的活動是 

․熟悉的、例行的、刻版的、重複的，非生產性的。

․非精緻的認知：未包含元素的組合，是以非系統

 的、隨機且看不到計畫或目的。 

․無目的、缺乏結構，並未直指一個新的挑戰性目

 標。 

․是比較輕鬆、較少的關心與心力的行為，並非全

 神貫注，注意力未必在活動上。 

․重複一個已經建構的形式，並未加以改善或增加

 新元素或組合。 

  不過，Pitri(2002)的研究是針對美勞藝術創作，故生產性或組合、投入

度都會是很重要的指標。反之，許多認知性的教具也有其複雜度，但較未涉

及生產性，比較是在學習新技巧或改善舊技巧。 

 

3.自發學習的觀察指標 

 

  由於 Beaty（1996）在其書中非常強調讓學習環境來做「教」的工作，

而老師就只當是推動學習的人，包括：診斷孩子的發展階段、紀錄對孩子的

觀察、對孩子作個別的回應，以及作孩子的榜樣。為了幫助孩子，老師必須

要能掌握觀察的重點，於是她也提出 3M 的觀察指標，首先是漫無目的的把

玩教材的操作階段(manipulation)，其次是有意圖的重複使用教材的熟練階

段(mastery)，最後是以新且富創意的方式使用教材的意義階段(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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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可配合 Parten 的社會遊戲類型來瞭解幼兒的學習與發展狀況（引

自陳鳳娟譯，1999）。 
  對現場的老師來說，3M 提供一個明顯區隔、快速判斷的指標，可以在

觀察的同時就知道幼兒的學習行為是在哪個階段？需不需要協助？再配合

社會遊戲類型則可知道幼兒的互動狀況，雖傾向從幼兒本身的角度出發，較

看不出動態評量的特性，但對老師來說，算是相當簡便的觀察工具。 

 

  由上述評量層次可知，除了表 2-4-4 的非結構性遊戲或扮演遊戲是加入

社會層面，而 Beaty(1996)則是在 3M 之外，還加入社會性遊戲層次的分析，

將遊戲視為課程基礎的研究者，雖注意到遊戲中認知性與社會性的成分，但

與 Vygotsky 將社會互動視為知識建構的一環的論點還是有些不同，就如陳

正乾（1998）所言，從文化心理學的觀點，兒童對物體所建構的知識植基在

意義上，而不是物理知識的轉化上。亦即，人不是透過他的認知結構來同化

或調適環境所帶來的訊息，而是透過一個團體所共享的觀念、價值來詮釋發

生在週遭事物的道理。 

  有鑑於此，互動的研究也開始受到重視，故在下文探討角落與學習的相

關研究時，也把社會互動納入其中，一併探究。 

 

二、幼兒在角落中學習的相關研究 

 

本節一開始曾提到有關角落與幼兒學習的研究並不多，且有些還是在本

研究退出現場之後才發表的（見表 2-4-6），首先，是涉及角落教學與幼兒

學習的研究，黃世鈺（1996）是比較角落教學法與講述教學法對幼兒認知能

力的影響，而練雅婷（2006）則是以老師及研究者雙重身份來研究幼兒在木

工角的學習歷程。這兩篇研究是從教與學的角度來做探討，但前者是實驗研

究，後者是質性研究；研究取向與目的均不同。 

  其次，是外來研究者進入幼兒園的某個角落研究幼兒的遊戲或互動行

為，如：沈文婷(1997)是探究幼兒在分析娃娃家的扮演遊戲；黃期璟（2003）

則是觀察幼兒操作樂高積木的創作過程。而馬嘉鴻（2005）是以觀察幼兒在

積木角建構的目的與歷程，不過，她是具有老師即研究者的身份，且比較關

心幼兒的互動行為。 

 

 

 64



表 2-4-6 幼兒角落中學習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重點 研究目的 

黃世鈺 

（1996） 

5-6 歲幼兒 教學實驗設

計 

角落教學法與講述教學法下

的認知充實方案 

探討角落教學法與講述教學法

對高低智力幼兒在認知學習成

效上的影響。 

練雅婷

(2006) 

幼稚園班級中

四位個案幼兒 

研究者也是老

師 

觀察、訪

談、文件 

木工角的學習歷程 探討孩子在木工角課程的喜好

度，以及木工角的孩子如何在

角落中探索學習？學到了什

麼？而教師在角落中扮演什麼

樣的角色？對孩子的學習影響

為何？  

沈文婷

（1997） 

國小附幼小班

幼兒 

觀察、訪談

（幼兒、教

師及家長） 

娃娃家扮演遊戲 描述並分析幼兒娃娃家扮演遊

戲的內涵。 

黃期璟

（2003） 

新新幼稚園的

4-6 歲幼兒與

教師 

非參與觀察

法 

益智角樂高積木的建構與創

造力 

從幼兒建構性遊戲中，瞭解創

造力表現的過程，並分析遊戲

情境中所產生的鷹架行為。 

馬嘉鴻

(2005) 

幼稚園大班三

十位幼兒 

觀察、訪談 積木角的同儕互動 從遊戲的情境脈絡中，幼兒與

幼兒間、幼兒與研究者的常規

間，到底發生了什麼事？以釐

清他們所處的社會關係。 

李淑惠

（1995） 

大學附幼 5.8- 

6.7 歲幼兒及

國小附幼 4.7- 

6.8 歲幼兒 

觀察 

問卷（老師）

角落及學習區幼兒同儕及師

生互動 

探討角落與學習區學習型態的

幼稚園中,活動室的互動行為

包括:幼兒遊戲型態、同儕間的

互動及師生間的互動內容的異

同。 

陳怡吟

（1998） 

私立幼稚園幼

兒、老師 

觀察幼兒 

訪談老師 

角落中幼兒同儕互動 分析幼兒角落互動的經驗與老

師期望的目的間的異同。 

5~6 歲幼兒 觀察（軼事

記錄法） 

下課後自由遊戲時的同儕互

動。 

瞭解幼兒運用策略進行互動的

情形；解析遊戲現場改變幼兒

互動的相關因素。 

方金鳳

(2004) 

謝淑英

(2004) 

國小附幼大班

幼兒 

觀察、訪談 角落情境中的同儕互動。 角落情境中，同儕互動是怎樣

開始的？同儕互動的內涵以及

同儕因互動衍生出的衝突有哪

些？以及幼兒如何解決這些衝

突？ 

曾葆賢

(2005) 

臺北市某幼稚

園之4歲7個月

的發展遲緩幼

兒 

觀察、晤談 內省區、語文區和人際區等

三種學習區 

探討發展遲緩幼兒在融合教育

學習區中的同儕互動及其影響

因素、能力成長與主動性互動

之動機。 

羅採姝

(1997) 

私立幼稚園老

師 

觀察 角落及團體活動中師生互

動。 

描述角落及團體活動中師生互

動的目的、策略等。 

鄭雅文

(2000) 

私立幼稚園老

師 

觀察、訪談

及相關資料

蒐集 

教師在娃娃家或積木角參與

幼兒扮演遊戲的互動情形。

探討老師在娃娃家前導內容、

過程中的參與及結束三階段的

教學行為與互動情形。 

方德隆 

(1993) 

5-7 歲兒童 

老師 

觀察、訪談

及相關資料

蒐集 

英國幼兒學校 透過描述師生互動的類型來了

解知識建構的過程。 

Leseman ,Rol
lenberg 和

Rispens 
(2001) 

40 位 4-5 歲幼

兒/7 所幼稚園 

觀察法 遊戲與工作下幼兒的認知建

構歷程 

以社會文化模式來比較幼兒教

育中，幼兒在遊戲及工作的兩

種情境下的認知建構情形。 

   

  再來，是角落中同儕互動的研究，李淑惠（1995）的研究則是探討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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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區中幼兒的遊戲類型、同儕互動及師生互動的內涵；謝淑英（2004）

及曾葆賢（2005）也是研究學習區的互動，不過，謝淑英是進入班級作觀察，

曾葆賢是聚焦在發展遲緩幼兒個案與學習區中的幼兒的互動。另外，還有兩

篇探討角落中同儕互動的研究，但焦點與上面的研究略有不同，陳怡吟

（1998）雖也是在班級角落中觀察幼兒的互動，不過，她的重點不是針對角

落，而是幼兒為了解決「大家一起玩」所發展的各種策略；而方金鳳（2004）

的研究時段是下課後的自由遊戲與同儕互動，顯然與前述李淑惠、謝淑英、

陳怡吟的觀察時段又不一樣了。 

  另外，本研究還是選了以老師為對象的研究，因為在這些研究對瞭解幼

兒與老師的互動是有幫助的；如：羅採姝（1997）是以一位資深幼教老師在

角落及團體中與幼兒互動的行為、角色及目的等；鄭雅文（2000）是觀察兩

位老師在前導內容、過程中的參與及結束時等三階段的教學行為或與幼兒互

動的行為。 

  最後，本研究也選擇了兩篇探討互動與知識建構的研究，方德隆（1993）

是以人種誌的方法，探究 Fairisle School（美麗島）在面對英國國定課程

下，對課程運作的反應；以及當老師在這樣的氛圍下，他們的教學對學生學

習所引發的互動結果；於是他先描述整個學校的狀況，教學的歷程，以及某

個班級中的師生、同儕互動與知識建構。而 Leseman ,Rollenberg 和 Rispens 
(2001)根據學習與發展的社會文化模式來比較幼兒教育中遊戲及工作的兩

種特質下的認知建構情形。其採用的評量指標，是結合了師生或同儕間相互

主觀的合作行為的層次，以及認知建構的層次，顯示社會互動與認知發展的

關係。  

 

  綜觀上述研究，雖相當分歧，但除了黃世鈺（1996）是教學法的比較外，

本文將分：學習歷程、同儕互動、師生互動及互動與知識建構或學習等四方

面，繼續探討之。 

 

（一）學習歷程的研究 

 

  在表 2-4-6 中，黃期璟（2003）是研究樂高積木的創作歷程，馬嘉鴻

（2005）是在積木角研究建構歷程，練雅婷（2006）則是在木工角探討學習

歷程，研究的角落不同，所分析的歷程也有所不同，以下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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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造力表現之歷程模式 

 

  黃期璟（2003）雖是在活動室進行觀察，但焦點是樂高積木的建構，研

究主題比較單純，且只觀察 10 次（282 分鐘）。她試圖從創造的情境，創造

素材→創造過程→創造產品去描繪比較常去操作的幼兒其建構積木的創造

力模式。研究發現幼兒創造的「過程」有兩個主軸，一是自我探索後，獨立

解決；另一是自我探索後，團體解決；在團體解決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直

接協助的鷹架」、「間接支持的鷹架」及「未正面的支持」等鷹架。然後，可

能創作出產品，亦可能再次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再回到探索的起點等

三種可能性。就創造的歷程來說，大致是探索、創造（解決問題）及創作出

產品三個段落。 

 

2.建構物體及完成→組成遊戲團體進行遊戲→活動結束 

 

  馬嘉鴻（2005）發現幼兒在積木角建構的歷程是從「建構物體」開始，

「取得零件」，「拼湊完成」，大致也是三個段落。然後，相同類型玩具的

幼兒喜歡「組成遊戲團體」，開始「進行遊戲」，可能會為了規則的問題或

玩具的修理，而須暫停遊戲進行改造，幾分鐘之後，又會讓「團體遊戲持續

進行」，成為不斷循環的遊戲模式，直到「角落活動時間結束」；大致也是

三個段落。 

  馬嘉鴻認為幼兒建構積木的目的，除是建構玩具外，最重要的是藉由玩

具當媒介，讓自己能很順利的進入想像情節，故與其說孩子喜歡拼湊玩具，

還不如說他們想要藉由玩具進入想像情節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3.探索期→挑戰期→應用期 

   

  練雅婷（2006）是研究自己班上四位幼兒在木工角的學習歷程，研究發

現幼兒在木工角的學習歷程可分為探索、挑戰及應用三期，探索期主要是幼

兒第一次接觸木工活動，藉由孩子想製作的跑道開始，在此一階段中對於木

工工具、材料的探索過程。挑戰期則是幼兒跨越了自己需求，學習接受別人

的訂貨，配合他人的需求，挑戰製作木門框及保險箱，開始新的嘗試。應用

期便是幼兒完成別人的請求後新的創作階段，在此一階段中孩子更能運用先

前的技巧與經驗在新創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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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練雅婷也將歷程分成三期，但其分期與幼兒學習內容的精緻化或

學習遷移有關；比方：在木工專業知能上，有工具的使用、材料的運用，以

及木工技法的應用。在問題解決能力上，則是指幼兒能夠發現問題、分析問

題的原因，評估解決的辦法、將學到的知識或經驗應用到解決問題，能夠與

同儕分享自己所學習到的知識或經驗，也能在需要的時候和同儕進行討論，

以解決問題。甚至是尋求其他外在資源的協助，學習圈也從個人擴展到更

大、更廣的社區之中；故在幼兒的社會能力方面，也從只是個人興趣及需求

的滿足，由被動的被要求去協助他人，而擴展到主動地協助同一角落的幼

兒，其他角落的幼兒，甚至是主動的協助其他班級的幼兒。更因長時間與同

一角落的同儕相處，建立了良好的關係，且彼此間產生極佳的默契，進而形

成學習的社群。   

 

  由上述研究可知，黃期璟（2003）及馬嘉鴻（2005）所研究的角落雖不

同，但都是屬於積木創造歷程，以單天及完成作品為其歷程；不過，兩人的

關注點卻不同，黃期璟關心的是幼兒積木創造歷程及影響因素，馬嘉鴻則是

想了解幼兒在積木搭建外的互動，故進一步觀察幼兒組成團體遊戲及進行想

像遊戲的循環歷程及其中的意涵。 

  而練雅婷（2006）的研究雖也會生產出作品，並關心作品產出的歷程，

但練雅婷所關心的不只是單天的學習歷程，而是透過老師有意的引導與支

撐，幫助幼兒從自發探索、挑戰及應用三階段，老師所關心的學習歷程並非

只是單天及完成作品，而是幼兒能不能應用所學；因而，練雅婷也對分析同

階段中，木工專業知能、問題解決及社會能力的精進情形。  

  易言之，三個研究所探究的歷程雖有類似之處但又有不同，類似的是創

作積木或木工作品都涉及的情境、素材、過程及作品，不同的是，創作作品

的難易度（素材的單一性與複雜性，所需要的工具與知能等）與關注焦點（以

創作為主，加上扮演遊戲或互動；或涉及把已經會的技巧運用在新的作品

上）。 

  故從這三個研究的結果也再一次證實各班老師對角落規劃與運作雖有

類似之處，卻也存在著許多不同，並影響到幼兒在角落裡的行為；亦即老師

對角落的規劃、運作與互動的行為都會影響到幼兒在角落中的學習，而這些

也都是本研究觀看的重點及需要多加了解及探究之處。  

   

 

 68



（二）同儕互動 

 

  在表 2-4-6 中的研究當中，李淑惠（1995）、謝淑英（2004）、曾葆賢

（2005），以及陳怡吟（1998）、方金鳳（2004）等的研究都涉及角落/學習

區中的同儕互動，不過，方金鳳的研究是針對下課後的自由遊戲，故以下僅

以李淑惠（1995）、謝淑英（2004）、曾葆賢（2005）等的研究結果，幼兒在

角落中與同儕的互動，會因為研究對象、研究情境，以及研究者的分析角度

而出現異同（見表 2-4-7），以下討論之：  

表 2-4-7  角落中同儕互動內涵與目的之分析 
李淑惠（1995）  

學習區 

黃期璟（2003）謝淑英(2004) 曾葆賢(2005) 

角落教室 

協助他人： 

以給予口頭的 

建議與指導最多 

衝突與爭執： 

為材料產生口語 

衝突最多 

要求他人協助 

給予他人分享 

要求他人分享 

共同遊戲 

讚美他人 

指揮或命令他人 

聊天 

給予他人分享：

以作品分享最多

協助他人： 

以給予口語建議

與指導較多 

要求他人協助 

要求他人分享 

共同遊戲 

指揮或命令他人

社交 

聊天 

衝突與爭執 

提出請求 

關心同儕 

相互討論 

要求協助 

相互比較 

被拒絕 

互不干擾 

分享事物 

吸引他人注意

與好友在一起

獲得物件 

滿足好奇心 

維持秩序 

表達需要 

結識新朋友 

分享私人物品 

邀請與觀看 

主動詢問 

私下傳遞消息 

幼

兒

間

的

互

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李淑惠（1995）的研究是比較角落教室與學習區下，幼兒的遊戲與互動

行為；發現學習區幼兒的非遊戲行為（無所事事、旁觀行為）明顯高於角落，

且多了一項「奔跑行為」。不過，在無互動的遊戲（單獨遊戲、平行遊戲）

上，角落均高於學習區。另在有互動的遊戲，學習區的「聯合遊戲」高於角

落，而角落的「合作遊戲」則多於學習區；且不同角落的活動會相互激發，

引發幼兒的關注。 

  至於同儕互動方面，以熟悉的對象為主；故角落幼兒同儕互動的總次數

多於學習區幼兒，其中，角落在協助他人、要求他人協助、給予他人分享、

要求他人分享、共同遊戲、指揮或命令他人、聊天、衝突與爭執等向上均多

於學習區，且角落的同儕互動多了讚美他人而學習區則多了社交一項。 

   簡言之，李淑惠的研究是將幼兒在角落與學習區的遊戲與互動行為加以

分類，並保留互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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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期璟（2003）研究幼兒建構樂高積木時，發現同儕的互動行為主要有

提出請求、關心同儕、相互討論、要求協助、相互比較、被拒絕及互不干擾，

然而，她所要分析的是這些互動對幼兒建構積木所產生的鷹架作用，有正面

及非正面的鷹架作用，如：有時出現協助行為，即「直接協助的鷹架」；有

時則是表示關心，即「間接支持的鷹架」；都是使遊戲得以持續的重要因素。

此外，黃期璟也意外的發現「未正面的支持」，如：被拒絕，反而促使幼兒

自己思考如何解決問題，激發出創意等。易言之，黃期璟將能夠支持幼兒完

成積木創作的因素都視為是「鷹架」。 

 

至於，曾葆賢（2005）研究的對象是遲緩兒，並鎖定在內省區、語文區

和人際區三區進行觀察，個案幼兒主動性互動的次數雖比被動性互動為多，

且主動性的互動大多以自己的慾望和需求為主體，甚少是為了關懷或報復；

但個案幼兒的互動目的與行為，如：包括：分享事物、吸引他人注意、與好

友在一起、獲得物件、滿足好奇心、維持秩序、表達需要和結識新朋友等，

較傾向社會性需求，這部分與一般幼兒頗為類似。由此可知，即使是遲緩兒

只要有需求就會主動與同儕互動，且從研究得知，互動有助於遲緩兒的口

語、適當行為、遊戲、數數與互動策略等能力的發展；其中，尤以口語能力

之進步最為顯著。 

   

  而謝淑英（2004）則是提到同儕互動多由分享私人物品、邀請與觀看、 

主動詢問以及私下傳遞消息等社會技巧來啟動；但互動內涵則包括扮演遊 

戲、益智類遊戲、動態遊戲以及創作作品。再者，謝淑英提到加入的問題， 

如：想要加入的小威，積極的與小昌互動，且在不違反對方的情況下取得自 

己加入的位置，而她的詮釋是：同一個角落裡的幼兒，想要將自己的作品與他 

人結合，就必須詢問同儕的意願。而鍾鳳嬌(1999)也發現社會互動好的幼兒會 

以直接口語的要求、直接的問句、協助的角色，及模仿的行為等四種方式。 

另方金鳳（2004）發現自由遊戲的同儕互動也有類似的情形，也就是幼兒會 

採取漸進加入、直接加入、物誘或條件交換，以及佈置相似的遊戲情境的策 

略。而幼兒會退出遊戲的原因大概有兩種：自願離開及被迫離開；幼兒所運 

作策略方式又可分為：默默離開、請示離開，及爭吵、抗議等三種型態。 

  此外，謝淑英（2004）還發現幼兒衝突的發生模式大多是：衝突的雙方

幼兒會先出現情緒性的話語，接著指責對方或為自己辯解，最後使用策略化

解衝突。而解決衝突的策略包括：說出好笑的話化解衝突、因第三者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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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化解衝突、以道歉或交換條件的方式化解衝突。另在無效解決策略的部

份，同儕互動的衝突從開始到結束似乎都無解決。這類的衝突發生原因包

括：遊戲空間的使用糾紛、作品遭到他人的評論以及協商不成功而導致；或

是衝突的雙方可能是個人或是小團體，他們會各持己見，甚至出現負向語言

的評價與攻擊，這時幼兒使用的策略似乎無助於衝突問題的解決甚至加重問

題的嚴重性。 

  有趣的是，Niveen,Brett,Benjamin 和 Lanen(1995)等研究者也曾訪談

31-72 個月大的幼兒其解決衝突的策略，發現：幼兒最愛協商式的策略，其

次是放棄離開的策略。倒是汪素榕（2001）發現：當幼兒當中出現強勢的小

團體壟斷娃娃家時，想要加入的幼兒會轉向老師告狀來求得問題的解決；也

就是方金鳳（2004）所說的訴諸權威的解決策略；老師的角色就開始出現在

幼兒的衝突之中。 

  不過，方金鳳（2004）也提到大部份幼兒用什麼方式和別人互動並無固

定模式，端看雙方如何運作一來一往的互動關係。幼兒運用策略的方式，往

往在失敗中得以自我修正，並且逐漸累積使用策略的經驗。而同儕互動的方

式除了與幼兒個人特質，如：語言能力的表達、個人氣質、家庭背景等因素

有關；亦與外在因素，如：遊戲形式、遊戲時間、玩物性質、遊戲環境、同

伴友好關係、楷模學習、互動氣氛、老師的介入及突發狀況有關。 

   

  綜合上述幼兒同儕互動的研究可知，幼兒會因為各種不同的需求而與同

儕互動，這種互動形態早在 Parten(1932)提出社會性遊戲的分類就已經存

在，只不過，在當時量化且發展研究的取向下，比較著重在年齡、性別或各

角落變項上的比較，反之，上述研究的焦點是在互動內涵的分析上，如：協

助、分享、共同遊戲等，或正面與非正面鷹架作用；另一是探討互動行為所

浮現的問題，如：加入、衝突等，並視之為幼兒必須解決的問題；等於是把

過去社會性遊戲的類型做具體的呈現。 

 

(三)師生互動 

 

幼兒在角落/學習區除與同儕互動，也與老師互動，現就其中的發現分

互動的目的，及互動與學習的關係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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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動目的分析 

 

有關師生互動的目的，李淑惠（1995）、羅採姝（1997）、鄭雅文（2000）、

黃期璟（2003）等的研究都做了探討（見表 2-4-8），以下討論之： 

 

表 2-4-8 師生互動的目的分析 

李淑惠（1995） 羅採姝（1997） 鄭雅文（2000） 黃期璟（2003） 
常規要求：要求收拾 

詢問幼兒作品或行為 

讚美幼兒作品或行為 

協助幼兒 

共同遊戲 

挖掘幼兒的想法並加以

延伸 

角色扮演加入幼兒遊戲 

鼓勵各主題角落相互互

動 

促使幼兒將構想具體化

而可操作 

以戲劇方法處理常規問

題 

前導內容 

過程中的參與 

結束 

提供幼兒協助 

給予幼兒語言上的支持 

指導扮演遊戲的內容 

參與幼兒扮演遊戲 

發掘幼兒未知覺的環境

限制 

主動關心幼兒 

另類觀點的啟發 

團體討論 

融入幼兒的創作 

察覺幼兒的問題、環境中

有干擾、幼兒的攻擊行為

並溫和阻止 

發現幼兒身體不適狀況 

  李淑惠（1995）所研究的角落及學習區中，師生互動的內容及目的，二

者大同小異；都是以常規要求最高，不過，在詢問幼兒作品或行為、讚美幼

兒作品或行為上，角落高於學習區；在協助幼兒與共同遊戲上，角落與學習

區相同；但在常規要求上，學習區則明顯高於角落。 

  羅採姝（1997）是研究一位資深幼教老師：王老師，她的班級是將角落

與主題結合，因此，在角落活動階段，老師的角色是挖掘幼兒的想法並加以

延伸、角色扮演並加入幼兒遊戲、鼓勵各主題角落相互互動、促使幼兒將構

想具體化而可操作，以及以戲劇方法處理常規問題等，以便幼兒的想法與行

動得以發展及延續。 

鄭雅文（2000）的研究則是針對負責娃娃家的中班及大班兩位老師，分

析兩位老師在前導內容、過程中的參與及結束時等三階段的教學行為或與幼

兒互動的行為（見表 2-4-8）。前導內容包括向幼兒介紹娃娃家的環境與規

則、說明扮演遊戲的內容與扮演遊戲進行的準備，讓幼兒了解娃娃家將要進

行的遊戲內容。過程中的參與，如：提供幼兒協助(角色的裝扮、材料的使

用、道具製作材料的提供、解決紛爭、協助幼兒加入遊戲及道具的製作)，

給予幼兒語言上的支持（讚美、複述或說明，及建議與提問）﹔不過，複述

及說明並無法幫助幼兒進一步延伸他們的扮演內容，但建議及提問可以引發

幼兒扮演遊戲情解的發展與延伸。另外是指導扮演遊戲的內容（說明真實狀

況及指導幼兒角色扮演）及參與幼兒扮演遊戲。上述兩段的互動目的是在引

發幼兒扮演，並支撐他們完成扮演活動。至於結束時的角色則有帶領幼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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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玩物及進行團體討論，包括：由老師引發、角落規則的再提醒、遊戲內容

的分享與討論。不過，其進行與否得視時間有無而定。 

至於黃期璟（2003）的研究，除關心幼兒在創造新產品的歷程中，環境、

素材、過程及產品等影響因素外；也探討成人與同儕對幼兒的鷹架作用；針

對成人（老師）對幼兒的互動，主要是：發掘幼兒未知覺的環境限制、主動

關心幼兒、另類觀點的啟發、團體討論、融入幼兒的創作，察覺到幼兒的問

題、察覺環境中有干擾、察覺幼兒的攻擊行為並溫和阻止、發現幼兒身體不

適狀況等。 

  大體而言，老師與幼兒的互動目的，除了是常規管理或共同遊戲外，主

要是瞭解幼兒的狀況，以及主動或被動的給予幼兒語言或非語言的協助。 

 

2.老師引發與幼兒引發的比較  

  

  由前述大致可看出老師與幼兒互動的目的，那麼，如果是幼兒引發的互 

動會有什麼不同嗎？ 

表 2-4-9  師生互動目的比較 

研究者 發現 師生互動 幼兒引發的師生互動 

角 

落 

教 

室 

常規要求：要求收拾 

詢問幼兒作品或行為 

讚美幼兒作品或行為 

口語建議或指導 

動作協助幼兒 

共同遊戲 

作品分享 

詢問意見 

請求協助 

告狀 

邀請老師遊戲 

李 

淑 

惠 

1995 

學 

習 

區 

常規要求：要求收拾及制止幼兒行為 

動作協助 

口語建議或指導 

詢問幼兒作品或行為 

共同遊戲 

讚美幼兒作品或行為 

請求協助 

作品分享 

詢問意見 

報告事實 

告狀 

邀請老師遊戲 

羅 

採 

姝 

1996 

主題

加角

落 

挖掘幼兒的想法並加以延伸 

角色扮演加入幼兒遊戲 

鼓勵各主題角落相互互動 

促使幼兒將構想具體化而可操作 

以戲劇方法處理常規問題 

表達想法或認知 

分享成就 

尋求協助 

徵求老師意見 

邀請老師一起玩 

了解教室中事物情境 

告狀 

 

表 2-4-9 是引用李淑惠(1995)及羅採姝（1997）兩人的研究結果，從中

可知，幼兒會因為想要分享、尋求協助、意見、告狀或邀請老師一起玩而與

老師互動，因此，老師會因為要回應幼兒的需求而與幼兒互動，師生互動是

相呼應的；不過，李淑惠與羅採姝的研究結果還是有一些不同，就是參與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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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姝研究的王老師比較著重在挖掘幼兒的想法並加以延伸，故幼兒也會出現

主動表達想法的行為，且因王老師鼓勵各主題角落相互互動，幼兒也出現想

要了解教室事物狀況的舉動。  

  另練雅婷（2006:184）則曾提到：當她去幫幼兒（小雨）拍照做紀錄時，

小雨主動跟她分享自己的發現： 

小雨：練練，我在釘溜滑梯的時候有發現，釘起來比較輕鬆，就是釘子沒有釘進

去，有時候是穿透。 

老師：你好厲害，在修理溜滑梯也可以有新發現。 

小雨：釘起來感覺比較沒有那麼輕鬆，就是釘子有釘進去。 

老師：你怎麼知道？ 

小雨：不然你看這個有釘進去喔！ 

接著小雨就將溜滑梯翻面過來呈現出內部說：你看吧！真的沒有穿透。 

  從對話顯示在練雅婷老師的經營下，幼兒也會主動且切題的表達自己的 

發現。這種情形與羅採姝（1997）的發現亦有相似之處；這是否就如 Berk 

及 Winsler(1995)在談到 Vygotsky 認為兒童發展時，知覺往往會專注在完成 
心智活動的目標上，很少會停下來對心智活動本身加以反思，但如果在趨近 
發展區的範圍內，成人分解活動，支持兒童的努力，並幫助他們做評估，則 
兒童不只是得到新知識，同時也進入高層次的心智發展，開始思考自己的想 
法（谷瑞勉譯，1999）有關呢？就像羅採姝的研究中，幼兒在老師挖掘下， 
也就會出現主動表達認知或想法，或是想了解教室事物的狀況呢？這也是本 
研究在觀察幼兒的互動時，可多加瞭解之處。 

   

  此外，李淑惠(1995)研究結果中幼兒與老師互動及與同儕互動的比較 

（見表 2-4-10），不難發現雖有順序前後（次數多寡）的差別，但目的大致 

相同。不過，Tudge 和 Rogoff（1989）表示兒童與成人的互動是在技巧及 

知識方面，而同儕間自然的語言交換則有助於改變觀點。顯然，同儕與師生 

互動在學習的意涵上，還有瞭解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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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0 幼兒與老師與同儕互動的目的 
幼兒與老師互動 幼兒與同儕互動 

表達想法或認知 

尋求協助 

分享成就 

徵求老師的意見 

邀請老師一起玩 

了解情境 

表達想法或認知 

了解情境 

邀請同儕一起玩 

徵求同儕的意見 

尋求協助 

分享成就 

         資料來源：整理自李淑惠（1995）。 

 

（四）互動與認知建構或學習的探討 

 

從上述互動分析可知幼兒與同儕或老師互動的內容與目的，但正如羅淑 

華(1997）提到 Vygotsky 對兒童在面對面的互動中，體認到他們的行動意圖

受制於整個環境下，為了解決困境，必須根據對當時情境的認知理解能力，

考慮自己的需求（意圖），運用他們的能力去影響環境的限制，產生一因應

之道。Vygotsky 將此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活動看成一知識建構的歷程--在

面對所處情境所帶來的限制下，產生問題、接著透過實際的行動去解決問

題，經由反覆的、不斷的重新建構個人與環境平衡過程中產生了知識。則除

了分析目的外，也需要瞭解幼兒解決問題即產生知識的過程；雖然，這方面

的研究並不多，本文還是參考了方德隆（1993，1996）、Leseman ,Rollenberg
和 Rispens(2001)，以及陳正乾（1998）、馬嘉鴻（2005）、陳怡吟(1998)等

研究探討之。 

 

1.互動與知識建構 

 

  方德隆（1993，1996）是以人種誌的方法，探究 Fairisle School（美 

麗島）在面對英國國定課程下，對課程運作的反應；以及當老師在這樣的氛 

圍下，他們的教學對學生學習所引發的互動結果；於是他先描述整個學校的 

狀況，教學的歷程，以及某個班級中的師生、同儕互動與知識建構，項目如 

圖 2-4-1。 

  從圖 2-4-1 可知，方德隆是由大到小，從學校到班級，逐步了解教學歷 

程與課室互動，故可作為本研究對如何研究兒童的經驗、同儕互動、師生互 

動與知識建構等方面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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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方德隆教學歷程互動的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同儕互動方面，能力弱的傾向跟能力強的同儕求助，且多於向老師求 

助。而經常缺席、功課不好的兒童也比較沒有友伴，顯示課業成就會影響社 

會關係。另相較於幼兒，小學生的互動比較多是與作業(task)有關，但較少 

合作的互動。至於與老師的互動，大部分是與作業有關（task-related）， 

不過，老師常因為已經有其他學生求助於她，而無法回應學生的要求。 

  其次，在知識建構方面，方德隆表示有關傳輸與獲得知識的過程的研究 

並不多，他是透過描述師生之間傳輸與理解的內容來分析知識建構的過程， 

但他並未做互動內容的分類，而是舉例說明老師對教室裏所傳輸的知識所具 

有控制權，並指出學生若有足夠的時間做實驗時，他們會在嘗試錯誤中解決 

問題，而老師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的給予學生鼓勵，則學生是可以在沒有老師 

（透過同儕）或只要老師給予一些協助下解決問題。 

 

2.互動與認知建構層次  

   

  Leseman ,Rollenberg 和 Rispens(2001)的研究是想知道在學習與發展 

的社會文化模式下，自由遊戲及工作情境下，幼兒認知建構的情形。故是針 

對 7所幼稚園，40 位 4-5 歲幼兒進行觀察研究。觀察時，是採用社會文化 

取向所建構的評量指標，該指標結合了師生或同儕間相互主觀的合作行為的 

層次，以及認知建構的層次，是兼顧社會與認知的觀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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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主觀的合作行為 

 

(1)單獨(solitary)指幼兒自己遊戲或工作。 

(2)引發（initiating）如指揮同儕或老師，要求與方案或主題有關的動作 

等。 

(3)合作（cooperative）則是對問題或請求做有意義的回應。 

(4)打斷（disruptive）指的是打斷或拒絕他人引發的行動。 

 

2)認知距離10 

 顯然，Leseman,et al(2001)是修改 Sigel 等的三個層次，並加上離心-關係

（distracted-relational）及程序（procedural），成為五個層次；且可從語言及非語

言動作兩方面來做判斷，現簡介之： 

 
(1)語言 
A.離心-關係（distracted-relational）：與遊戲或任務活動無關，或對人際關係

有正負向的影響。 
B.程序（procedural）：與要玩什麼遊戲、或要拿什麼素材有關，以及收拾有 

關的語言或指令。 
C.低距離（low distancing）：簡單標示物品，簡單描述活動但沒有進一步的 

分析，或對進行簡單的行動的具體指令。 
D.中距離（intermediate distancing）：有關活動表徵、計畫、監控、評量，與 

真實性扮演遊戲有關的；但與推理或規則無關。 
E.高距離（higher distancing）：是與遊戲或工作的分析、解釋，抽象原則有 

關，或與假裝情境有關的一段擴展虛構的對話。 

 
(2)非語言：動作或手勢 
A.離心-關係（distracted-relational）：動作及手勢與遊戲或任務活動無關，對 

人際關係有正負向的影響。 

                                                 
10 認知距離最早是 Sigel 和他的同事提出的，是指成人的語言協助有三個層次，分別是： 
 低層次的距離策略（low-level distancing）：成人藉當下環境中的物體或事件來發問或陳述。 
 中層次的距離策略（medium-level distancing）：成人詳細說明某事，並藉兩個看得見的東西的關 

係層次來延伸；如：哪一個比較大？ 
 高層次的距離策略（high-level distancing）：超越目前環境所見，藉以鼓勵兒童去形成一種假設或 
 詳細說明想法，如：為什麼我們必須把這塊放這裡？（引自谷瑞勉譯，1999: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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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程序（procedural）：拿東西、安排要啟動的情境、收拾。 
C.低距離（low distancing）：指向物品或地點、功能性的操作或看著物品， 
及與有計畫的序列動作無關的簡單、分離的動作。 

D.中距離（intermediate distancing）：與建構遊戲、假扮遊戲有關的非語言動 
作。 

E.高距離（higher distancing）：與工作、社會戲劇遊戲或有規則遊戲系列動 

作有關的動作。 

   
  從上述 Leseman,et al.(2001)所指的相互主觀的合作行為與認知距離

兩向度可知，「相互主觀的合作行為」有著 Parten（1932）社會性遊戲的影

子，「認知距離」則有 Piaget(1962)認知性遊戲及 Sigel 和他的同事的認知距

離模式的影子，但從社會建構論的觀點來看，人際心理層次就是學習的一

環；正如 Leseman 等所言，認知技巧可視為是個體智能、情緒潛在及個體參

與其中的社會文化情境的產物，故結合互為主觀的合作行為與認知距離兩個

向度來了解幼兒的互動與認知建構的關係。不過， Leseman 等的研究是量

化取向，這些指標是用來對成對的互動進行標示計次，若是質性研究則必須

思考運用上的恰當性。 

  至於研究的結果，發現若僅是互為主觀的合作行為並不會導致高層次的

認知技巧，但自由、幼兒自發的遊戲活動下，高認知距離層次及互為主觀的

合作確實導致社會學習。不過，自由遊戲時，老師若只是低度參與，則會製

造社會經濟與個人間的差異。故在自由遊戲時，老師可豐富、延伸及升級幼

兒的同儕遊戲。反之，在傳統的老師主導的課程（工作）上，如：小肌肉、

技術或手工的活動雖有其價值，但對一般認知技巧的建構是看不出潛力的。

不過，如果能有系統的增加實際問題的解決，比較開放性的合作活動或小組

合作，並提供幼兒協商、共享目標與計畫，以及更具挑戰性與真實的活動，

應有助於教育的成效。 

 

3.真實情境中的學習：解決同儕人際問題 

 

  陳正乾（1998）提到兒童所思考的是自己和環境之間，兒童想要明白他

所接觸的物體在他的生活裡所具有的意義，因此，當他觀察幼兒在積木角

中，發現幼兒會為了解決積木數量的問題，會形成特有的互動模式，也就是

學習到構成該情境脈絡的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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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馬嘉鴻（2005）則發現幼兒在操作相同類型玩具之後，喜歡「組成遊

戲團體」，並會商量好角色及遊戲內容，不過，她也發現幼兒小團體中就會

自然形成階級結構，領導者還有小跟班，且衍生出一套生存之道。 

  另陳怡吟(1998)更注意到幼兒為了解決「大家一起玩」的問題，會發展

出許多策略來解決「加入」及「維持遊戲團體」這兩方面的問題；由表 2-4-11

可知，幼兒往往會透過直接表明、詢問遊戲、配合遊戲角色、附和或請教團

體領導者、提供物品、提供訊息、在旁觀看、套交情、攀關係來要求加入團

體，且為了維持遊戲團體會進行遊戲規則、角色、玩物意義、人數、物品擺

設、主題及內容、成員地位及順序等協商行為，來完成加入或維持團體的目

的。 

 

表 2-4-11 幼兒解決加入及維持遊戲團體的策略 
要求加入團體的行為 維持遊戲團體 

直接表明 

詢問遊戲 

配合遊戲角色附和 

請教團體領導者 

提供物品 

提供訊息 

在旁觀看 

套交情 

攀關係 

協商遊戲規則 

角色 

玩物意義 

人數 

物品擺設 

主題及內容 

成員地位及順序 

 

                  資料來源：整理自陳怡吟（1998）。  

  

顯然，陳怡吟認為幼兒解決如何參與遊戲團體的這個實際問題的歷程就 

是一種知識建構的歷程，正好是回應前面羅淑華(1997）提到 Vygotsky 將解

決實際生活問題的活動看成是一知識建構的歷程，是在反覆的、不斷的重新

建構個人與環境平衡過程中產生了知識。換言之，陳怡吟所謂的知識，反而

不是學科知識，而是幼兒解決情境脈絡中的問題所產生的知識。 

 

 

四、本節小結 

 

  由上可知，角落方面的相關研究，早期以研究社會性遊戲及認知性遊戲

為主，爾後，尤其是近幾年，受到 Vygotsky 社會建構論的影響，也開始探

討社會互動與認知建構的關係，現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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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期的遊戲研究 

 

在遊戲行為與學習的研究上，Johnson, Ershler 與 Bell(1980)發現在正式 
-幼教方案出現比較多建構遊戲及象徵遊戲中的轉換行為；而在發現-幼教方

案中，出現比較多功能性及無所事事與旁觀行為。其次，Johnson 與 Ershler

（1981）又發現幼教方案對年齡及性別的影響。 

另 Luckey 及 Fabes（2005）回顧研究者對非社會性遊戲的定義與價值的

爭議，因而討論了非社會性遊戲的定義，以及單獨遊戲的正面與負面的價

值，顯然，非社會遊戲也有瞭解的必要。  

 
而在遊戲的觀察指標上，Sylva,Roy 及 Painter（1980）以高認知挑戰（複

雜-教育性遊戲）及一般認知挑戰（簡單-殺時間的遊戲）幫助老師觀察幼兒

的行為（引自 Pitri,2002）；Hanline 與 Fox（1993）則是以在積木、藝術及沙

水遊戲中的遊戲行為，包括室內及戶外遊戲行為中的社會層次及認知層次，

以及積木、藝術、沙水遊戲作內涵層次；而 Beaty(1996)是以簡單的 3M 去看

幼兒學習行為的深度；這些指標的確有助於老師去觀察及詮釋幼兒在角落中

的學習活動，也是對角落活動價值的肯定，自有其重要性。 
不過，Beardsley & Harnett(1998)曾以「蓋積木」為例，比較幼兒與老師

的說辭，發現幼兒會說：「我在玩，我在蓋房子」；但老師却是說：「幾何圖形

的運用、對稱、大肌肉的發展及解決問題等」。簡言之，當老師設定好角落活動

的目標，是否就是幼兒去選擇及想達成的目標呢？這也是在角落中進行觀察

時，可多加瞭解之處。 

 

2.與學習有關的研究 

 

  雖然，角落中學習的研究並不多，不過，還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發現，

以下摘述之： 

 

1)學習歷程 

(1)完成單一性活動的歷程與完成探索、挑戰與應用的歷程 

  黃期璟（2003）及馬嘉鴻（2005）所探究的是以單天，甚至是單項積木

作品的創造歷程為主，反之，練雅婷(2006)的研究則是在她的知覺下，協助

幼兒從探索、挑戰到應用等不同的階段。可見，幼兒在短時間內完成單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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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是一種歷程，而老師有意的引導幼兒經歷探索、挑戰及應用的學習歷

程，則是另一種歷程。故本研究也可以看看葉子班兩位老師的運作方式會形

塑出何種學習歷程。  

 

(2)老師對角落的認定也影響到幼兒在角落中的學習行為 

  以上三個探究學習歷程的研究中，有兩篇是老師自己做研究（馬嘉鴻，

2005；練雅婷，2006)，可以明顯看到老師對角落的認定是如何影響角落的

運作與觀察，比方：馬嘉鴻比較關心的是同儕互動的問題，練雅婷關心的是

從探索到應用的學習歷程，包括：完成活動的素材、工具與知能等。至於，

黃期璟(2003）在研究中，她的身份雖不是老師，但研究情境是由她規劃的，

故仍可看出研究者的關注點或意圖，是如何影響到隨後所看到的幼兒表現。 

 

2)互動 

  有關角落裡的互動，主要是對同儕互動與師生互動進行分析： 

 
(1)同儕互動 
  從幼兒與同儕互動的研究可知，幼兒會因為各種不同的需求而與同儕互

動，並無固定模式，端看雙方是如何運作一來一往的互動關係（方金鳳

（2004）。其中，李淑惠(1995)是對互動內涵做分析，如：協助、分享與共

同遊戲等，而黃期璟（2003）則是從正面與非正面鷹架作用著手；另一類是

從幼兒與情境脈絡互動的行為反應去分析其中的意義，如陳正乾(1998)或陳

怡吟（1998）等。 

  而方金鳳（2004）也提到同儕互動的方式除了與幼兒個人特質，如：語

言能力的表達、個人氣質、家庭背景等因素有關；亦與外在因素，如：遊戲

形式、遊戲時間、玩物性質、遊戲環境、同伴友好關係、楷模學習、互動氣

氛、老師的介入及突發狀況有關。 

 
(2)師生互動   
  關於幼兒與老師的互動，李淑惠（1995）的研究中提到幼兒與老師互動

的目的除了請求協助、詢問意見外，則還有作品分享、告狀及邀請老師遊戲

等；而老師則是詢問幼兒的作品或行為、讚美幼兒作品或行為、口語建議或

指導、動作協助幼兒。至於，羅採姝（1997）則是以老師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發現老師與幼兒互動的目的在：挖掘幼兒的想法並加以延伸、角色扮演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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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遊戲、鼓勵各主題角落相互互動、促使幼兒將構想具體化而可操作及以

戲劇方法處理常規問題；反之，幼兒與老師互動的目的在：表達想法或認知、

分享成就、尋求協助、徵求老師意見、邀請老師一起玩、了解教室中事物情

境或告狀。從這兩份研究的分析可知，老師與幼兒的互動是屬於黃期璟

（2003）所說的給予直接或間接的正面鷹架，而幼兒則是尋求老師直接或間

接的正面鷹架。 

   不過，上述互動研究並未特別指出活動是個人性或社會性，但由於本研

究發現葉子班的角落活動有個人性與社會性的差別，這是否會對同儕或師生

的互動有所影響，值得了解。 

 

3)互動與認知建構 

 

  同儕或師生互動被視為是知識建構的一環，但正如 Leseman ,et al. 
(2001)的研究發現，互動對象及情境（工作或遊戲的認定）對認知建構會有

不同的影響，故觀察指標上已不只是傳統的認知或社會遊戲層次的分類，而

是從互為主觀的合作行為及認知距離的層次來辨識及瞭解幼兒其遊戲或工

作的內涵，進而探討互動與認知建構的關係。 

 

  統整上述研究可知，有關幼兒在角落中學習的研究並不多，從早期單純

分析社會性、認知性遊戲行為、非社會性遊戲，以及各種角落學習的觀察指

標，逐漸轉向分析同儕及師生互動的內涵或目的（李淑惠，1995；羅採姝，

1997；鄭雅文，2000；黃期璟，2003），並在社會建構論的影響下，將幼兒

解決角落情境脈絡中的問題視為知識建構的歷程，如：陳怡吟(1998）便是

研究幼兒解決「大家要一起玩」的問題，並視為產生知識的歷程。另外，是

分析幼兒在某一角落中的學習歷程，如：練雅婷(2006)探討幼兒在木工角中

幼兒學習的歷程，並分析幼兒在此過程中，學科知識與社會能力的改變情

形。而 Leseman,et al.（2001）的研究，則可作為分析互動與認知建構層次的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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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回顧的啟示 

 

 

    從角落的理論背景或現場的運作來看，它的起源是關照學習者的個別

性，後與開放教育接軌，在幼兒園是幼兒每天會經歷的經驗，但過去的研究

以遊戲行為居多，近年來，則逐漸轉向同儕互動或師生互動，直接探討學習

的研究還是比較少，現針對文獻對話的啟示，摘要如下： 

 

一、有關開放教育的界定 

 

  由第一節可知，角落的存在與顧及學習者的個別性有關；後來，因開放

教育運動，角落的支持者發現其在哲學理論觀點上，與開放教育是雷同的；

基於開放教育在角落的規劃與教學上，已發展出比較具體的運作形式；角落

便與開放教育運動接軌（Bennie,1977）。 

  針對開放教育理念與實務，故 Tunnell(1975）討論到開放教育特性及其

原則；反觀幼兒園所規劃的角落，應就是 Tunnell 所說的「環境原則」，而進

行活動時，是與尊重、自由及個別學習等原則做搭配。就像 Day（1975）所

提出的開放學習的元素，除了角落的環境規劃，還有混齡、統整課程或統整

日、自我校正的教材及使用契約等，是反映開放教育特性的實務。 
  至於，國內受到開放教育運動的影響而實驗「發現興趣教學法」起至今，

幼兒園實施角落教學活動也有三、四十年的歷史（余柏玉，1976；蘇愛秋，

1999），但由於影響角落實踐的因素很多（汪素榕，2001；趙婉娟，2002），

各園對角落活動的定位也有所不同。 

  故對於本研究所在的現場，橘子園是如何界定開放教育？如何落實到實

際的教學之中？其中，葉子班的老師所持的理念、想法，以及對角落的規劃

與作法又是如何？便成為瞭解幼兒角落學習的基本資料或情境脈絡。 

 

二、幼兒角落中學習的探究 

 

  學習一詞會因為不同的理論派典而有不同的界定，本研究基於角落與開

放教育運動的淵源，在探討幼兒學習時，是先探討在當時對幼兒教育有相當

影響力的 Piaget 的論點，以及近年來受到重視的 Vygotsky 的理論來思辨主

動學習下，到底是規劃豐富的角落環境供幼兒自由探索與之互動就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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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重視到社會歷史的因素，在幼兒的發展區間提供幼兒所需的支撐或鷹

架呢？ 
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正逐漸增加中，不過，是以同儕互動或師生互動的研

究為多（李淑惠，1995；羅採姝，1997；陳怡吟，1998，陳正乾，1998；方

金鳳，2004；謝淑英，2004；曾葆賢，2005），直接以學習做探究者較少（練

雅婷，2006）。不過，在其中，陳正乾(1998)特別提到人不是透過他的認知

結構來同化或調適環境所帶來的訊息，而是透過一個團體所共享的觀念、價

值來詮釋發生在週遭事物的道理。故幼兒是如何在角落中學習的呢？是透過

他的認知結構來同化或調適環境所帶來的訊息，還是透過一個團體所共享的

觀念、價值來詮釋發生在週遭事物的道理呢？兒童的知識成長是藉由他與世

界的實際接觸？還是透過與他人互動和協商而產生對世界的看法（陳正乾，

1996）呢？本研究希望能有進一步的了解。 

 

三、方法的考量 

 
  前面提到李淑惠（1995）、曾葆賢（2005）的研究是跟著幼兒，並未限

定角落，反之，沈文婷（1997）、黃期璟（2003）、練雅婷（2006）等人的研

究則是鎖定某個角落觀看幼兒的遊戲或學習的行為，這些研究因為研究者的

關注點不同、分析方式不同，卻也顯示角落活動本身的複雜性。 

  原本在思考研究範圍時，曾想過縮小角落的範圍可能會比較容易著手，

且資料也會比較聚焦及深入，但考量當初進入現場的目的就是要瞭解幼兒在

這麼複雜的角落脈絡中是如何學習的，因此，還是決定隨著焦點幼兒的選擇

來做觀察，以便瞭解幼兒在葉子班兩位老師所規劃與運作的角落中，是如何

做選擇與完成活動。其次，文獻上對兒童是藉由與世界的實際接觸或透過與

他人互動和協商而產生知識，因此，也對單獨遊戲或個人性活動及社會性互

動在幼兒學習上的意義各有看法，故本研究決定在幼兒選角及分享之外，仔

細觀察及分析他們是如何來完成個人性及社會性活動，以思辨角落的物理性

（角落活動）與社會性環境（同儕、老師或規範）與幼兒學習間的關係。 

  因此，當幼兒從事個人性活動時，就記錄他們完成的程序與方式，當有

互動事件時，除參照 Leseman et al.(2001）研究的指標對幼兒與同儕或老師

的互動進行認知建構層次的分析外，也分析當中與人際關係或社會規範有關

的知識，期能對幼兒在班級角落中的學習有更充分的了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