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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處國中教育環境數十個年頭，一份機緣讓自己轉換工作環境，走入升學率

高、學風好的「明星」國中。發現每一個班級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學生放學都去補

習班「進修」。我思考基測題目已是中間偏易，為何這群學生的壓力卻沒有減輕？

這些國中成績優異學生的學習樣貌到底為何？希望透過學生學習經驗的敘說，更

深刻去理解他們的學習，看見學生在學習上的另一個出路。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以半結構式的深度訪談作為蒐集資料的方法，並

以圓滿國中（化名）12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

習世界，瞭解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所呈現出的各種學習途徑與學習經驗，進

一步理解學生各種學習經驗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本研究的結論為：國中成績優異學生受限基本學力測驗的升學考試，呈現放

學後必須延續學校學科學習，爭取頂尖成績的學習世界。因此國中成績優異學生

必須與時間競賽，以各種學習策略編織綿密的學習網，網住基測考題。而基測成

績的高低，決定下一站的學習場域，學生在競爭激烈的考試舞臺上，磨練處變不

驚的應考能力。他/她們置身競爭又合作的學習情境，有好的競爭對手，激盪出

更強烈的學習動力。而學校好的教學品質與學生想拼的心，是足夠讓學生面對國

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除此之外，社經背景不高的家長，透過文化資本中家

長楷模與閱讀習慣的培養，可提升子女的學業成就。家長用心參與孩子的教育與

優質的親子互動，更可催化父母期望，進而提升子女學業成就。 

   本研究最後針對學校、老師、家長、學生與後續的研究提供幾項建議。 

關鍵詞：成績優異學生、學習世界、補習教育、自律學習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in-depth interviews as the data collecting method, aiming at 

draw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after-school learning reinforce- 

ment applied by outstanding students and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involved. The 

students ranked PR 99 on Basic Competence Test (BCtest) from YuanMan Junior 

High School (fictitious) are the study participants for exploring the after-school 

learning variety of outstanding students. The conclusions are listed as followed: First, 

restricted by BCTest, outstanding students strive their way to higher grades by 

expanding their classroom learning. Second, due to the time pressure from the 

day-by-day approaching BCtest, outstanding students try hard to make use of every 

exploitable minute for efficiently getting familiar with the test contents. Third, the fact 

that BCTes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enior high school application has been well aware 

by students and parents. BCTest has been placed in such a vital position that students 

put tremendous efforts into practicing answering various testing questions. Fourth, 

peer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motivate outstanding students highly. Next, 

schools’ encourag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teachers’ effective teaching 

and students’ determination jointly assist students to tackle the challenge of BCTest. 

Sixth,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middle socio-financial background can be advanced 

through the influences of their parents who have engaged in parental supporting 

groups and build up a reading habit on a regular basis. Finally, derived from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quality time spent with their children, 

parents’ expectation can be perceived by their children. That helps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schools, teachers, parents, 

students of junior high and further research based on the drawn conclusions. 

Key words: outstand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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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每當基測成績揭曉時，許多新聞報導總會呈現在國中基本學力測驗中，成績

優異學生如何學習的一些樣貌…… 

 

基測滿分 張博鈞堅持挑戰自我 

張媽媽接受訪問時表示，陪伴小孩唸書是很重要的，家中經營洗衣店，平時店裡

客人很多，為了給他一個良好的讀書環境，就送他到補習班自習，每天晚上自習

結束後，由爸爸親自接送。張博鈞表示，做任何事情都是要專心，不僅是唸書專

心，連玩都要玩的專心。他平常喜歡看電視、電影、玩電腦遊戲，但堅持 1週只

玩 1小時。對於這一次的好成績，他最感謝父母開明的態度及對他的支持與尊 

重。(池冰蕙、孫承武，2008) 

 

國中二次基測 嘉義最高 406 分 

嘉義市北興國中畢業生蕭仲呈 406 分，是嘉義地區最高分，導師郭大任表示，蕭

仲呈追根究底求學精神及恆心，是他獲取高分的關鍵。蕭仲呈的父親在公家機關

服務，母親吳秋鋒則是嘉義市港坪國小校長，吳秋鋒表示，從小就訓練蕭仲呈自

動自發精神，且陪伴研讀課外讀物，並不會督導課業，讓他從小學習規劃，只要

求規律的生活及運動，最後不僅能考得高分，還能擁有健康的身體。 (黃國芳，

2008) 

 

不熬夜、不懂就問 榜首秘訣 

三重市明志國中白凱全、永和國中學生黃麒瑞在第 2次基測都 411 分，並列北縣

榜首。白凱全表示，他平常上課認真聽講，勤做筆記，不懂的就問老師，他從不

熬夜讀書，最喜歡打排球、看電影，為準備第 2 次基測，他買講義和勤做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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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國中黃麒瑞說，考取高分秘訣就是不熬夜，上課回家後一定要復習，對不懂

的科目有疑問，課堂上要馬上向老師發問，多作練習題，才能熟能生巧考取高分，

第 1次基測只考 400 分，當時太緊張失常，在班導師許綠燕建議下參加 2次基測

衝刺班，每天上午從 8時開始讀書，一直到晚上 10 時才下課回家。 (吳文良、

張祐齊，2009) 

 

    從上面的報導中可以發現，這些學生的學習特質為：做事專心、有疑問必追

根究底問清楚、上課認真聽講、回家後一定主動複習功課、有規律的生活；而父

母們注重學習環境、培養孩子好的學習習慣、陪伴孩子並且給予孩子學習上的支

持。這些似乎是讓學生可以在學業表現上獲得高分的最重要關鍵。 

兩年前，一個機緣，從已工作熟悉 15 年的場域中，調到以升學率高而聞名

的明星學校，陌生的一切，使自己上緊發條、戰戰兢兢的面對新的學生、新的同

事、新的學校文化，讓我最訝異的是，一個班級至少都有三分之二的學生，放學

後都去補習班，校園旁邊的飲食店，聚集許多學生共進晚餐，接著進行第二輪的

學習，補習成為這個地區的學生每日放學後的「功課」之一。這是我過去 15 年

的工作環境中少有的情形。身為導師，一大早看著一個個背著沉重的書包、臉上

睡眼惺忪的表情、踩著沉重步伐，走進教室的青春少年，心中有許多的不捨與疑

惑，不捨孩子們睡眠時間這麼少、臉上的笑容不見了、學習的熱忱枯竭了，令我

疑惑的是：目前國中基本學力測驗題目以中間偏易為原則，學校提供的學習內容

真的不夠嗎？學生必須在放學後投入更多的時間在學科學習嗎？老師是否沒有

照顧到每個學生的學習需求？放學後再去補習真的對孩子的學習比較好嗎？ 

從以上的新聞報導告訴我們：成績優異的關鍵並非是補習，為何許多家長還

是投入大筆補習費，讓學生花許多時間在補習班學習？根據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

料庫電子報第 56 期與 57 期（2006）的報導，無論是家長或學生皆認為：書讀得

好不好與自己的努力程度最相關，而與學生是否參加補習的相關性較低，顯示補

習並不是決定書讀得好不好的因素，但是許多家長仍送孩子去補習，且在台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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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長期追蹤資料庫電子報的 51 期（2006）中顯示：國中三年級學生補習的比率

約有五成六。根據教育部委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設計的「直轄市及各縣市短期補

習班資訊管理系統」，本文引用 2010 年 3 月 27 日取得的資料，在 2001 年時，

文理補習班有 2552 家，但十年後的今天，文理類補習班已有 9806 家，其成長量

實在非常可觀。 

    放學後的學生，真的只有補習一途，才能在升學競爭的挑戰下，闖出一片天

地嗎？在我的教學經驗當中，也有學生不補習，最後在基測成績上獲取高分的案

例。因此，我也試著回想自己國中時期的學習經驗，由於父母的社經背景與教育

程度並不高，在沒有足夠的教育資源下，補習是不可能的、父母指導課業，也是

不可能的；於是自己主動求助校內老師、上課專心，放學後主動複習功課，成為

我考上第一志願的唯一策略。每當父母與人論及我如何考上第一志願時，總是

說：「我們書念得少，沒辦法教她，她都自己會去念書，不必我們操心啦，甚至

她會主動尋求資源，跑去問學歷較高的鄰居，解決課業上的困難。」因此，就我

自己的學習經驗回顧，認為學生放學後的時間若能善加運用，加上現今圖書館的

便利性，網路資源的豐富性以及資訊取得容易的情況之下，補習並非學生放學後

獲得學習成效的唯一方法。 

    置身在這樣的教學環境當中，閱讀吳麗君（2007：4）寫道： 

 

巴西教育家 Freire 把人區分為兩種，一種是能與脈絡統整的人，他/她不但

具備適應現實的能力，而且能夠進行抉擇進而轉化現實。這種統整的人，

可以成為主體。第二種人則只是被動的適應脈絡，他/她充其量只是一個客

體。 

 

    一邊咀嚼著上面的文字，一邊思索自己過去的學習經驗與研究問題，決定先

從了解國中成績優異學生的學習經驗著手，一窺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

世界，與自己多年前國中學習經驗互相比較，不變的是什麼？改變的是什麼？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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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新聞報導下成績優異學生的學習經驗，更客觀去看待自己的教學處境與教育上

的責任，從問題中去思索改變的方法。 

    本研究探討放學後學生的學習，而放學後是指學校課程停止後，學生所進行

的活動，根據Entwisle、Alexander與 Olson（1997）所提出的「水龍頭理論」，

發現高、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在學校上課的春、秋季，學生的學習進展情況幾乎

沒有差異，但是在學校停止上課的寒暑假期間，高社經學生的學習進展就比低社

經學生來得好，雖然高社經學生在學習成就上未必都有增長的表現，可是即使有

所減少，在減少的幅度上也比低社經的學童來得少。因此，學校所提供的學習刺

激就像水龍頭被打開，平等地灌溉高、低社經學生，但學校放假時，水龍頭就被

關上，低社經學生喪失學習刺激，而高社經學生則持續接受家庭與社區資源的澤

被而有好的學習成就。本研究探討每天學校課程停止後，學生如何學習？與水龍

頭理論開關之想法有類似之處；若再結合 Carroll（1963）提出的學校學習模式

觀點：在學習某一項課題時，其學習程度是根據學習者「所花費時間」佔「所需

要時間」的比例而定。而這二者間的函數關係如下所示。  

 

學習的程度 = f【【（所花費時間）／（所需要時間）】 

 

    而「所需要時間」的決定因素包括：性向（aptitude）、瞭解教學的能力（ability 

to understand instruction）及教學品質（quality of instruction）；「所花費時間」

的決定因素包括機會（opportunity）和毅力（perseverance）。其中機會是指克服

困難的量，毅力指的是學生願意去學習的時間量。 

    因此，當學生在放學後願意投入學習的時間越多時，學生的學業成就可能越

高。則無論放學後學生的學習途徑採取補習或自修，兩者皆是以不同的方式進行

滴水灌溉，繼續延續學校的學習，以提高學習成效。目前關於國中校外補習與學

業成就間關係之研究，多以社會學的觀點看待學生學習的研究，且多數以量化研

究的方式進行學生的狀況調查分析，較少針對個案學生的學習經驗做深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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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正如蔡毓智（2002）所提出學生是否補習代表家長是否重視子女教育，但重

視子女教育的家長可能不只讓子女參加補習，還可能提供其他對學習有幫助的學

習資本，因而有助於提升學業成績。根據劉正（2006）的研究指出，雖然補習呈

現階層化不再明顯的現象，表示各種家庭子女都有參與補習的需求與事實，卻也

不表示高收入家庭就不會另外尋找增加其子女學習成效或升學機會的方法與途

徑。且學生在補習的過程當中，學生的補習動機為何？學生如何進行策略性的補

習及補習是否還有其他效用？又這些成績優異學生是如何看待學校教育？相信

利用質性的研究方法，可以更深入了解「補習」在成績優異學生的學習過程當中，

扮演怎樣的角色？它的學習位置在哪？至於放學後沒有補習而有優異成績的學

生，目前我們只能從新聞報導中約略了解。因此，本研究希望能更深入去探討沒

有補習的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是如何進行學習？如何詮釋自己的學習經驗？對於

學校教育的看法為何？除了補習或是自修方式的學習途徑之外，是否還有其它不

同的學習途徑？而國中基本學力測驗題目以中間偏易為原則之下，學生的學習經

驗為何？從學生學習經驗的描述與詮釋當中，可以更了解學生如何選擇？如何詮

釋自身的學習經驗？發掘不同的學習途徑與經驗背後，所隱含的意義與潛在影響

因素。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以圓滿國中（化名）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國

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所呈現出的各種學習途徑與學習經驗，進一步理解學生各

種學習經驗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分述如下。 

壹、探討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途徑。 

貳、了解國中成績優異學生如何詮釋自己的學習經驗。 

參、從學生學習經驗的描述中，發掘經驗背後隱含的意義與潛在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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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界定 

壹、國中成績優異學生 

    本研究之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是指2010年第一次「基本學力測驗」成績，PR

值為99的學生。 

 

貳、學習世界 

    本研究中的學習世界包括：學生放學後不同學習途徑的樣貌與學生對於學習

經驗的詮釋。其中放學後的學習「途徑」包括：補習或家教、留校自習與在家讀

書。廣義的補習可包括校內放學後的課後輔導和校外的補習班或請家教（關秉

寅、李敦義，2008）。而本研究放學後有補習的學生，當中的「補習」是指學生

放學後參加校外補習班或請家教；「留校自習」是指學生放學後留在學校圖書館

或以班級為單位留在教室自習的學生；「在家讀書」是指放學後以「家」為主要

讀書場所的學生。 

    而Gadamer 觀察「經驗」的意義認為：如果某件事被稱為是一種經驗的話，

它的意義就會把這個經驗帶入重要的整體當中（高淑清、連雅慧、林月琴譯，

2004）。本研究從學生的敘說當中反思自身重要的經驗，自然浮現關鍵的學習想

法或重要主題，呈現出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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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探討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筆者認為，學生放學後從事怎

樣的學習活動，與學業成就息息相關。根據「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電

子報第四期（2010）分析課後活動對學生學習成就表現之影響的研究報告顯示： 

     

如果學生從事的課後活動是閱讀課外讀物，對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是有正

面助益的；若是提供的課後休閒活動是類似幫忙做家事（如洗碗、掃地、

傾倒垃圾等）、看電視或影片及運動（如打球、跑步）這類具休閒及實務

性之活動，亦可放鬆心情，讓疲憊獲得舒緩的效果。如果是類似玩線上遊

戲、上網聊天及朋友玩耍或聊天這類課後休閒活動，可能會造成學生不僅

得不到身心上的休息，還可能造成身心更形疲勞以至於影響學習成就表

現，這類的活動父母應該盡量避免子女接觸或約定其活動時間，防止其沉

迷以致難以自拔。 

 

   首先，學生放學後從事的活動，對於學業成就確有其影響力。然而，除了上

述活動之外，還有哪些課後學習是我們所忽略的？且在學習的歷程當中，孩子與

父母、同儕、老師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是學業成就的重要關鍵。Coleman（1990）

的社會資本論即主張，個人在現實社會中與其他人會形成連結關係，即所謂「社

會網路」。透過社會網路關係的動員，可以促進個人目標的實現。因此，人與人

之間的良性互動，也會在無形中提升學生學業成就。 

   其次，研究提到孩子課後會選擇閱讀課外讀物、看電視、運動、玩線上遊戲、

與朋友聊天或願意幫忙做家事等，作這些不同選擇背後的根源，是深受家庭所影

響。正如翟本瑞（1999）指出：學校教育之外的社會環境，影響孩童人格成長、

性格形塑、認知發展程序、價值取向，且家庭教育中父母親的態度及家庭社經條

件，相當程度決定了兒童對社會的接觸層面及觀點。因此，本章將分別以 Bour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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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資本理論與 Coleman 的社會資本理論，作為本研究的探照燈，察覺其在學

生學習場域中的潛在影響，並探討學生課後學習途徑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Bourdieu 文化資本的相關理論 

在〈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一文中，Bourdieu將資本區分為經

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與「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Bourdieu, 1986）。其中的文化資本與家庭、

學校、學生個人學習成效有密切的相關。故本節將分述Bourdieu文化資本的理論

內涵、文化再製理論與學校教育的關係，最後再談文化資本與學習成效之間的相

關性。 

 

壹、文化資本的理論內涵 

一、文化資本的內涵 

    Bourdieu 認為在社會階層化的過程中，不同階層的人們，由於社經地位的

不同，進而擁有不同的物質生活，因此每個階層的生活方式與態度，會產生一種

區別各異的特殊型態，此即「生存心態」（habitus）。源於生存心態的差異，人們

對於食物、衣著、藝術等等的品味也會有所不同，所以同一階層的人，會擁有相

近的階層品味（包括物質消費、鑑賞能力以及文化品味等）。而所謂的「文化資

本」指由家庭所繼承的語言、生活型態、行為模式、價值、思維模式（邱天助，

2002）。正如 Lareau（1987）指出，家庭生活中，能促進並順應教師要求的一些

社會文化因子亦可視為文化資本的一種型態。 

 

二、文化資本的三種形式 

    Bourdieu對文化資本三種形式的定義如下（高宣揚，2004）： 

（一）內在化形式（the embodied state）：亦即存在心理與軀體的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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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性，是一種生存心態、才能或舉止風範。 

（二）客觀化形式（the objectified state）：以文化財貨的形式呈現（如： 

      畫作、書籍、辭典、工具、機器、古董、歷史文物等）。 

（三）制度化形式（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由合法化制度所確 

      認的各種教育資格，如同教育文憑（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就完全是在文化資本的原始資產下所授與的，它是一種保障的認 

      定，例如名校畢業生、熱門科系學位、專業證照……等。 

 

    我在實際教學現場中也感受到這樣隱而未顯，卻深深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關

鍵。父母對孩童的影響力會透過文化資本，無形中內化到孩子身上，成為老師眼

中所謂「好」學生或「壞」學生的初步分類依據，進而影響孩子的學業成就。李

威伸與何信慧（2003）在＜誰成為老師眼中的好學生？檢視文化資本的效果＞一

文中，探究學生身體或精神秉性中的生存心態，是否會影響老師對學生的評價？

在訪談的過程當中可以發現學生的氣質、外表裝扮、語言精緻與否、學習態度、

師生互動、作業風格、家長的背景……等有可能會影響學生學習的結果，文末提

醒教育工作者應該隨時「反省」，自己是否給了每個學生均等的機會。正如

Bourdieu所言，文化資本的獲致，並沒經過精心的策劃，而是在一種無意識的狀

態下進行代間的傳遞，文化資本藉由其象徵性的作用，將獲取的功績與固有的財

產加以連結，只因為一般人僅視文化資本為一種合法的能力，而非資本，使得它

能透過更多的偽裝來展現其象徵性的權力（Bourdieu, 1986）。 

    因此，每個家庭以不同的方式傳遞文化資本給下一代，透過具體化的經濟資

本兌換為「內在化形式的文化資本」，讓孩子能夠繼承或擁有家庭、階級所長期

培養經驗的「生存心態」，進入教育場域當中，透過「制度化形式的文化資本」

而有著不平等的成功或失敗的經驗。誠如邱天助（2002）所言，教育系統傾向再

製文化資本的繼承分配，而非根本的改變，透過文化資本的中介，教育系統成為

社會再製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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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化再製理論與學校教育的關係 

    Bourdieu在〈文化再製與社會再製〉一文中討論了「社會結構」對「文化再

製」造成的影響，並揭示了「教育」在「文化傳遞」上所扮演的角色，指出早期

文化培育的多寡足以影響子女的文化資本（Bourdieu, 1977）。另一方面，結構

功能主義學者卻認為，學生在學校教育過程中的學習成就，與個人能力、努力有

關，能力好又肯努力的學生有較佳的學習成就；反之，學習成就不佳則歸咎於學

生能力差或不夠努力。但是，Bourdieu 卻有不同的主張，他在闡述文化再製概

念時，引用經濟學中的「資本」一詞，以文化資本來分辨不同階級子女所能在學

術方面獲得的利益，從整體性的著眼點來探討學校教育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因

此「文化資本」是解釋不同社會階級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上差異的關鍵，迥異

於一般以「天資」與「努力」來解釋學業成就的差異。Bourdieu的觀點，提供了

我們看問題的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因文化資本與生存心態是Bourdieu文化再製主

要的中心概念。以下提出幾個與本研究相關的論點： 

 

一、不同社會階級與文化資本的關係 

    文化資本的累積是一種後天的社會建構過程，出身不同階級的兒童，其後天

所能夠擁有的文化資本是具有階級性的。換言之，文化資本與階級有相當大的關

係，不同社會階級的兒童所能獲得的文化資本並不相同（Bourdieu, 1986）。 

    

    Paul Willis 在《學習成為勞工》一書中所刻劃出的，因為語言類型與文化的

差異，學校教育讓差距不大的兒童，逐漸區辨成兩個不同的族群，文化資本

較高家庭的子弟，學習取得更多的文化資本，而社經地位不利家庭的子弟，

透過教育與學習，在社會分類架構中反倒被安置在文化資本較低的範疇。高

教育族群的日常生活世界，充滿了增加其文化資本的諸多環境，它們是用符

合增加文化資本的生活方式成長；而務農族群子弟的日常生活世界，對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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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學習而言，反倒成為不利的因素。（翟本瑞，2002：335） 

 

    由上可知，上層階級家庭免於生活上的勞動工作和壓力，使得上層階級家庭

子女，有更多的機會學習較複雜且抽象的思考模式、精緻的語言與培養自信心，

經過家庭教育的學習與訓練的過程，所產生特有文化資本，將成為日後接受學校

教育的起始點，並且反應在其日後學業成就表現上。但在台灣的教育現場，我們

也常常看到所謂文化資本高屬於上層階級的學生，在學校的表現並不如預期，而

屬於中下階級、文化資本不高的學生仍然在學業上有優異的表現，其背後所憑藉

的力量是什麼？希望透過本研究能更清楚的理解。 

 

二、文化資本的取得與生存心態的關係 

    Bourdieu認為：生存心態作為一個持久的傾向系統，是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

中獲得的。傾向可以說是認知、感覺、做事及思考的偏向態度，個人由於其客觀

的存在條件而將傾向內化以後，這些傾向就成為他行動、認知及思考的的無意識

之原動力。生存心態可區分為內化的實踐價值，它管理日常的行為；另一個是身

體的儀態，指姿態、體態與身體的關係，我們內化我們的父母在社會空間裡的位

置之特性，處於不同社會條件的主體，所獲得的傾向也跟著不同（孫智綺譯，

2002）。 

因此兒童傳承家庭所給予的初級生存心態，依照它原本的生存心態接受新的

學習經驗，新舊文化之間的落差，造成學生面臨學習上的個別差異。正如姜添輝

（2002）指出：勞工階級孩童本身對於教育成就的重要性並無清楚的認知，他們

很難重新調整自身，以學習中上階級的「內在思維體系」，特別是中上階級「內

在思維體系」所產生的篩選機制是隱藏於學校「學術性知識」之中，非明顯易見

的。除此之外，筆者在教學現場中明顯感受學生使用的語言習慣會影響師生互動

關係、而學生對於教師教學使用的精緻語言的熟悉度，也會影響學生對於教材的

理解程度，進而影響學業表現。關於語言文化，Bourdieu建構了兩種模式，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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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產語法」（bourgeois parlance）與「俗眾語法」（common parlance）；Bourdieu

認為語言不僅是一種溝通工具，它更包含了豐富的字彙與複雜的分類系統，不論

是在美學或邏輯上的闡釋與複雜的架構能力，都有賴於家庭中語言的複雜性，因

此源自於家庭的文化資本，其影響遍及教育系統的每一個層級，而在早年的學校

教育中，其影響將更為明顯（邱天助，2002：241）。 

    另外，根據許宏儒（2004）所言：不同家庭教育所傳遞的文化資本是不同的，

有的家庭所傳遞的文化資本是相當符合於教育市場中的需求，但有些則否。合於

此主流文化的，則孩子自然就會對這些文化感到相當熟悉，也能很快的在其中得

到更多、更充足與他們原本就帶著的習性相通的文化刺激。反之，若家庭教育花

費了時間來傳遞的文化，是不合於此一主流文化的，那麼一旦這些孩子進入學校

教育，他們就得花更多時間，去「改正」自己原本的文化。因此，每個學生因為

生存心態上的差異，在連接學校與家庭的場域間的知識傳遞時，顯現出有所差別

的適應性，甚至產生接納或抗拒的情形，在學業表現上的落差就更大了。 

 

三、文化資本透過學校教育而更強化 

    關於課程內容的篩選、課程目標的制定、教科書的選擇、學業成就的評鑑，

暗藏著篩選者的價值判斷的色彩（姜添輝，1997）。學校中傳遞的知識是誰的知

識？誰來決定知識內容？為什麼教這個知識？這都反應出凡符合支配階級興趣

與價值的知識，即取得優先地位，成為合法課程。事實上，這種課程的價值層級

乃是菁英文化和勞工文化優劣的比較結果，「位階較高的知識」是獲取高教育成

就所需要的知識，這種知識是上、中層社會階級的文化資本，並且也是上、中層

社會關係的基礎（譚光鼎，1998）。 

    邱天助（1993）也指出學校教育的課程內容與組織、學生的選擇與淘汰、考

試與文憑的授予，均有利於原本擁有豐富文化資本的宰制階級。而國家又透過考

試制度篩選「人才」，正如 Bourdieu所言，考試不僅是構成教育活動的重要元

素，更在社會再製過程中扮演了決定性的角色，因為考試不僅顯明的表現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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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及學術價值的隱含性選擇，更以學術的認可，強制了社會定義與展示的方

式，進一步為宰制文化及文化價值的灌輸企業，提供了最有效的工具。換言之，

學校猶如一個競爭的場域，場域可視為地位結構的空間，而其地位與彼此的關係

是決定各種資本或資源的分配；場域是個鬥爭的場所，涉入其中的行動主體均試

圖維繫或變更資本的分配形式（邱天助，2002）。目前台灣教育體系透過競爭性

入學考試制度篩選學生或予以分流的作法，這樣的競爭場域也回應了Bonnewitz 

所指出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之下，個人身處於場域中是不斷相互競爭的，競爭的目

的在於能夠掌握到場域中的優勢地位，進而能成為宰制場域中資本分配的行動主

體；而每個人的「遊戲」策略取決於資本總量及資本結構，在遵守遊戲規則的情

況之下，去保存或累積最多的資本（孫智綺譯，2002）。 

    綜合以上所言，個體以擁有的文化資本在所處場域中競爭，競爭的結果將決

定所能佔據的社會空間位置；在所處的社會場域中，透過代理機構（例如：家庭）

與代理人的角色（例如：父母），向下傳遞文化資本；而文化資本的擁有，逐步

形塑出個體的生存心態；若生存心態與學校課程知識越相似，則提供了文化再製

的最大可能；透過文化再製的運作，下一代依舊在相似的場域中競爭，以決定所

能佔據的社會場域。以上的論述，讓我對於教育系統的運作有不同的省思，身為

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更要敏銳覺察每個學生背後所擁有的文化差異，期許透

過本研究可以更細膩發覺文化資本如何在家庭中長期培養？在現實的教育環境

中文化再製是如何發酵？文化資本的落差又如何影響學業成就？另一方面，我思

索著Bourdieu的理論，想著學校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參加課後補習與沒有參加補

習的學生，對學校教育的看法是否與此有差異？ 

 

參、文化資本與學習成就之相關研究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理論認為：高社經地位家庭有較高程度文化資本的利

用情形。階級地位不同，個體所具備的文化資本亦不同。父母親所佔有的社會階

級位置能提供其不同的文化資本及不同運用文化資本的程度，此資本被其用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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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在子女的教育上，因而使其子女獲得教育之利益也不同，其學業成就必然有異

（黃芳銘，1998）。因此，來自不利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其擁有的文化資本，

在與中、高階層者相較下所呈現的不利現象，便實際地反應在學習成就與學校經

驗的劣勢上。為了補充 Bourdieu 對於文化資本的看法，DiMaggio（1982）提出

文化資本雖然有一部份是在家庭成長過程當中所習得，但也有一部份可以透過後

天參與文化活動而獲得與累積，一個低社經地位的學生想要晉升到更高的地位團

體，可以透過積極參與優勢地位文化的實際策略，達到社會流動，即所謂的「文

化流動模式」。 

    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影響為何？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結果的差異性仍很分

歧。例如：國外 Kalmijn 與 Kraaykamp（1996）利用 1982 與 1985 年公共參與

藝術調查的資料進行分析，比較美國非裔及白人教育子女方式，發現家長多參與

傳統歐美文化對子女的學習有幫助。但是 Katsillis 與 Rubinson（1990）收集希

臘三百多所公立學校高中學生的資料進行研究，結果發現參與高層次文化活動對

學生學業成績較無影響，對學生成績有影響的是學生能力與努力。由上可知，

Bourdieu 所指稱上流社會的文化參與對於學業成就的影響是有爭議的。 

    而國內以文化資本為題所做研究時，發現文化資本對於學業成就的影響性不

強（孫清山、黃毅志，1996；陳怡靖、鄭耀南，2000）。會有這樣的結果，此兩

篇國內研究皆認為是台灣的升學篩選過程，是以考試成績高低為篩選標準，造成

文化資本的作用並無法完全發揮，故文化資本對台灣人升學與教育年數的影響並

不明顯。 

    但現今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命題強調「生活化」的原則，此「生活」是指哪

一個階層的生活或是哪一個地區的生活？學生除了具備學科上的知識能力之

外，生活的豐厚度，亦即隱藏在學生背後的家庭文化資本的培養，對於升學考試

的成績真的沒有影響嗎？在李威伸（2003）以國中生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在學

業成就的預測上，以「文化資本總量」最具預測力。謝孟穎（2003）以國小學童

為研究對象，發現高社經背景家庭文化資本較高，家庭學習資源也較豐富，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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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就的提升越有幫助。同時也發現高社經背景家長所採取的教育策略、文化刺

激活動與學校教育所隱藏的階級文化相符合。透過本研究，實際去了解與發掘成

績優異學生背後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對學生學習所產生的影響。    

    如果擴展 Bourdieu 文化資本的定義，可以看到更多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其

它重要因素。De Graaf 與 Kraaykamp 認為影響子女的學習成效並非參與上流文

化，而是較為一般性的文化活動，例如：家長閱讀習慣、家庭閱讀風氣、是否經

常幫子女買書、是否會去圖書館等，可增加子女的文化刺激，創造良好的文化環

境。中下階層學生則透過閱讀增加文化資本，有助學業成績的提升（周新富，

2005）。而國內黃信誠（2003）也指出文化資本（如參加藝文活動、喜愛音樂戲

劇活動、喜愛傳統精緻文化與良好生活習慣）對「學習習慣」、「學習欲望」及

「對學校態度」有正向影響力。  

    在巫有鎰（1999）比較台北市與台東縣國小學生學業成績的差異時，探討影

響學業成就的因果機制，結果發現 Bourdieu「形式文化資本」的概念對學生成績

沒有顯著影響，如果將文化資本的定義擴大，加入原住民特殊生活與學習習慣，

如抽菸、喝酒、不愛整潔、不遵守秩序、不按時完成作業等，則這些特殊文化對

成績有顯著的不利影響。這項研究結果顯現出老師對學生區域性文化資本落差的

敏覺程度，對低文化資本的學生採取的教育觀點，進而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身

為教育工作者必須具備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以弭平文化資本造成的教育落差。    

    綜合以上討論，可以瞭解關於文化資本影響學習成效的研究結果，有相當程

度的分歧，這樣迥異的研究結果，可能是源自Bourdieu 對文化資本的闡釋不夠

具體，僅約略的說明了文化資本的三種形式，而沒有再進一步的分項仔細說明，

使得其他學者在檢視文化資本時，面臨了具體操作性定義的困難，另外，由上述

研究中亦可發現，文化資本的內涵會由於背景時代與社會文化的遞換，而產生適

切性的問題。像上述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的研究中，以收音機、音響、電視

機等一般文化設備來表示文化資本的情形，倘若放在現今電腦網路與資訊科技普

及化的台灣社會裡，是相當不足以代表的。因此，本研究利用文化資本的探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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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理解學生學習時，要謹慎考量到社會文化與時代的變動性與擴充Bourdieu的文

化資本的概念，才能讓意義更為彰顯。且文化資本是長期所累積的資本，其影響

常常是隱而未顯，透過本研究與學生深入的互動，期待能發掘真正的潛在影響。 

   

第二節 Coleman社會資本的相關理論 

社會資本概念近年來已廣泛被應用在社會學、經濟學、企業管理等領域。而

提出社會資本理念者有 Bourdieu 與 Putnam 等人，但 Coleman 對於以社會資

本理論探討教育階層現象有較多的著墨，因此，探討社會資本對學業成就的影響

時，大多以 Coleman 的社會資本理論為社會資本的內涵（陳麗如，2005）。而

本研究也試圖了解社會資本在成績優異學生的學習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故

以Coleman 的社會資本理論為探討的媒介。 

 

壹、社會資本的內涵 

    Coleman（1988）對社會資本的定義是：社會資本是行動者與他人或組織建

立的關係所形成的資源，僅存在於行動者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結構中；社會資本由

社會結構的某些特質構成，行動者能將此種關係結構當作資源，對行動者之能力

與生活質量產生影響力，但此種關係結構是無法被佔為己有。而社會資本可由以

下六種關係所構成，包括：義務與期待、資訊的潛力、規範與懲罰、權威關係、

多功能與目的性的組織（Coleman, 1990）。這樣的社會資本的呈現形式，就教育

領域而言，「義務與期待」類似家長期望下的付出與子女感受下的義務回應；「資

訊潛力」則類似學校和家庭透過親師之間的聯繫來掌握學生的學習狀況；「規範

與懲罰」則是家長對子女課業及品性的要求、學生次文化、班級讀書氣氛或社區

文化等皆是，至於「組織」方面像是家長會、愛心媽媽、服務隊或讀書會等與子

女教育相關的團體（林亮雯，2004）。  

    Coleman（1988）將社會資本概念運用在研究學生學習成就差異時，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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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會資本區分為家庭內的社會資本與家庭外的社會資本。誠如林南（2004）所

言，將社會資本應用到家庭社會網絡的分析，就構成了家庭社會資本。以下分別

說明家庭內與家庭外的社會資本。 

 

一、家庭內社會資本 

雙親的人力資本若要賦予學生，必須透過兩種條件，一是家庭結構是否健

全；二是家庭對子女的關注，亦即父母必須能將人力資本專注於孩子生活中的重

要部分，藉由社會資本具體化於家庭關係中，例如父母對子女教育的關心、鼓勵、

協助與指導以及對子女教育的期望等等，有關教育事項的親子互動越頻繁，親子

關係連結越強，表示家庭的社會資本越高，越有助於提升子女的教育成就。因此

單親家庭、缺乏時間照顧子女的雙薪家庭與家庭規模過大都容易缺乏社會資本

（Coleman, 1988）。而Scott-Jones （1995）的模式假設家庭中的親子互動有四

個層次，分別對子女的學業成就間接產生影響，如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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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Scott-Jones （1995：77） 

 

    分析以上的親子互動模式，一是價值傳遞，父母讓自己成為孩子學習的楷

模、親子間關於學校學習、未來的計劃、期許等的對話，都會在無形當中對子女

產生影響；二是督導，協助孩子管理時間、時間的安排、作業的督促、安排做功

課或讀書的地方。其目標是透過外在的力量培養孩子有好的自我控制、自我管理

能力，但過於嚴厲則可能有反效果；三是協助，父母以協助的方式與孩子一起學

習，一起念書或給予作業指導若受限於知識能力不足則以請家教、讓孩子參加課

後輔導、補習等方式，幫助孩子的學習；其四是代勞，父母幫孩子做所有的事，

孩子的學習機會因此被剝奪，這是屬於一種負面的親子互動型態（陳麗如，

2005）。由上可知，親子間的互動是學生重要的社會資本之一，對於學業成就也

具有一定的影響力。 

 

二、家庭外社會資本 

Valuing 

（價值傳遞） 

Monitoring 

（督導） 

Helping 

（協助） 

Doing 

（代勞） 

Academic  
motivation 

（學業成就動機）

 

Engagement in 
school 

（學校參與） 

 
Basic 
Skills 

（基本技能）

 

Academic 
Achievement 
（學業成就） 

   圖 2-1    親子互動模式與兒童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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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家庭場域外的資源，例如家長與學校的聯繫、教堂的接觸、家長與親戚、

鄰居的互動、學校教育活動的參與及影響子女發展的人際關係網路。 

    綜上所言，社會資本所包含的內容主要以家庭內的親子關係、親子互動方

式、教育期望以及家庭外的家長對學校的參與、學生的同儕互動、親、師、生三

者的互動等等；亦即父母對於教育事項的親子互動投入越多，表示家庭內的社會

資本越高。而家庭外社會資本的運用也會對子女學習成就產生影響。 

 

貳、社會資本與學習成效之相關研究 

    林亮雯（2004）指出：社會資本在Coleman看來是存於聯繫行動者與他人兩

端關係結構裡，可動用助以達成目標的有利資源。而此資源能以多種的形式呈

現。綜合有關社會資本與學習成效之研究，大致可分為五種社會資本的具體形

式，包括：父母教育期望、父母教育參與、親子關係互動、同儕關係互動、家中

子女人數（何瑞珠，1999；巫有鎰，1999；孫清山、黃毅志，1996；陳怡靖、鄭

耀南，2000；蔡毓智，2002）現分述如下。 

 

一、父母教育期望 

    在家長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期望之下，對於學生學業成效的影響為何？

Hao與Burns（1998）比較不同族群移民學生與本國族群學生學業成績差異指出，

中國與韓國的父母對於子女有較高的教育期望，有助於提升子女的學業成績。巫

有鎰（1999）的研究也指出父母對子女的學業表現期望水準愈高，可提高學生學

業表現。而蔡毓智（2002）的研究也發現：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愈高，成績愈

佳；期望愈低，成績愈差。同時家長對子女的教育期望也和子女對本身的教育期

望有極明顯的相關，顯示受訪者對自己的教育期望受到家長的極大的影響。因此

教育期望是學生重要的社會資本。但是，如果家長的期望超過孩子本身的能力

時，是否會造成反效果，也是值得去深思。期望太低或者沒有要求，對於孩子而

言或許也是一種間接的放棄，對孩子的學習是有傷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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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母教育參與 

最常見的是親師間的聯繫，藉由教師或學校行政人員與家長的訊息交流，能

夠使家長掌握孩子在校學習情形，對於課業或品行所要求的「標準」或「規定」

也能透過親師間聯繫的結構而強化。正如 Zellman 與 Waterman 分析美國、中國

與日本父母對子女的教育影響後，認為亞洲地區的母親由於多半沒有家庭外的職

業，因此對子女的教育有較積極的參與，時常會陪同子女讀書或寫作業，並利用

聯絡簿與老師溝通，所以亞洲地區的小孩比起美國的小孩有更高的學習成就（引

自沈君翰，2007）。 

其次，資訊管道在獲取與升學有關的重要訊息方面亦顯得重要，尤其在現今

多元入學的管道下，必須符合怎樣的資格、具備何種的經驗、知道明星學校與班

級、爭取積極待遇、欲投訴對教師作法的不滿等等，這些都是有助於升學的社會

資本。如楊瑩（1994：98）的《教育機會均等－教育社會學的探究》一書中提到： 

Lacey 認為，學校不再是學生本身的較勁場所，反而成為學生與家長共同參賽的

競爭場合，而競爭的標的即為「學業成就」。表面上，學校以師生互動為主體，

學生是參賽者，教師是評判者；然而，在爭取學業的優異表現過程中，參賽者卻

不僅僅是學生而已，還包括了學生的家長。因此，父母在孩子的學習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 

組織作為社會資本的形式同樣也相當普遍。家長在校內的家長會，義工服務

組織等，其成立目標明確與孩子的教育相關。有研究指出，社經地位越高的父母，

對子女教育有較多的督導、支持以及參與，親子溝通也較好且對子女的教育參與

較多，如家長委員會的參與、擔任學校義工、參加親師座談等形式，對於提升學

生學業成績都有一定的幫助（何瑞珠，1999；蔡毓智，2002）。屬於較弱勢的黑

人家庭，家長也可透過對學校教育事務的積極參與，取得教好的升學機會。如

Yan（1999）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家庭社經地位後，成功的（中學畢業並進入

下一階段就讀）黑人學生其父母對子女教育事務的參與比成功的白人父母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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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而社會資本有助於排除黑人家庭社經地位之窘境，協助黑人學生之教育資格

取得。  

 

三、親子關係互動 

    Hao 與 Burns（1998）分析亞洲移民與本國族群學生之學業成績差異的研究

指出，社會資本是影響不同族群之學生學業成績差異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中

國與韓國移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與父母互動的品質與頻率較高，提升了彼此的教

育期望，進而提高子女的學業成績。而林清標（1998）將親子之間的互動分為「控

制型」互動及「關懷型」互動，發現親子之間不同的互動方式，以及父母不同的

教育期望，對學生學業成績有顯著的影響。我在實際的教學現場當中也發現，家

庭氣氛、互動品質，對於學生的學習是有極大的影響力，孩子的心靈需要有家的

溫暖支持，才能沒有後顧之憂的專心學習，但是也有缺乏家庭支持的學生，透過

學校老師的支持或社區的協助而找到成長的力量。 

 

四、同儕關係互動  

    除了親師對子女課業及品性的要求外，學生的次文化、班級讀書氣氛或社區

文化都會影響學業成績的表現。若同儕間貶低用功的學生文化，則課業成就將隨

之低落。正如蔡毓智（2002）研究指出，學生的人際關係與學業成績有關，且社

區朋友數量與學業成績呈現負相關，所結交朋友的成績不理想時，對學業成績更

會彼此互相影響。有研究指出學生與其同儕經由彼此互動過程，也會影響學業成

績（簡茂發、洪寶蓮，1990）。因此，班級是否存在彼此激勵、正向學習的風氣、

同儕間如何看待學業成績等，都會影響學習的社會資本，進而影響學習成效。 

 

五、家中子女人數 

    國外 Downey（1995）的研究證實兄弟姊妹人數越多，會稀釋其能夠從父母

身上取得的資源（例如：有限的時間、精力與金錢），降低其社會資本，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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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越不利。而國內的研究也有類似的發現（孫清山、黃毅志，1996；陳怡靖、

鄭耀南，2000）。但台灣社會正走向少子化社會，獨生子女的比例大幅增加，家

庭對子女的教育資源更為集中。但這樣對學生學習真的好嗎？兄弟姊妹間的互動

對於學習是否也有其影響？這是值得去深思的問題。 

    綜上所述，無論是父母教育期望，父母對孩子課業的鼓勵、支持與督導，父

母參與子女教育事務的多寡、同儕之間的互動、家中子女數等項目，均會對子女

的學業成就產生影響。學生擁有的社會資本越豐富，對學業成就越有幫助；反之，

社會資本的缺乏與被剝奪，則對學業成就越不利。而代表社會資本的各種因素，

不論是家庭內社會資本或家庭外社會資本幾乎都被證實對學習成就有影響。 

    從這些過去的研究當中，讓我可以有更寬廣的視角來檢視學生所擁有的社會

資本為何，因此本研究除了以學生為主體，探討父母與孩子之間實際互動情形之

外，對於現今少子化的社會、單親家庭、沒有婚姻關係的家庭、繼親家庭（父母

離婚再組新家庭）等不斷出現，更新的組合不斷挑戰人們對於家庭的想像。家庭

社會結構改變、網際網路發達的時空背景之下，家中的子女數、學生放學後與朋

友或同學之間的互動、網路社交活動、甚至與補習班同學、老師的人際關係……

等，這些豐富的人際互動網路都是本研究希望深入去理解的。 

 

第三節 課後學習 

    放學了，學生何處去？不上補習班，還有什麼選擇？家庭教育，從放學後的

生活開始。瞭解孩子放學後的行程，多多少少可以窺見家庭生活的樣貌與家長對

於孩子的學習抱持怎樣的想法，而這樣的課後學習安排對於成績優異學生學習成

就的影響為何？正是本研究想要深入去了解的。 

    根據台北市政統計第 208 號週報於 2002 年五月的調查顯示，台北市中等以

下各級學校學生於平日放學後參加校外補習之比率為 56.37％、高雄市學生為

49.63％，至於全臺灣地區學生的補習率則為 43.06％，由此可以發現台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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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後的活動有將近一半的比率有參與校外補習；另外，在分別觀察各級學校的

校外補習率後，可以看出國小學生參加校外補習之比例高達 74.13％、國中生為

63.25％、高中生為 52.57％、高職學生則為 18.84％。呈現出除了高職生以外的

各級學生皆有超過五成的補習率（台北市政府統計處，2003）。由上可知，補習

在台灣是非常普遍的放學後的學習活動。 

    本研究關注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途徑，除了補習之外，放學後沒

有補習的學生，其學習途徑無論是在家、圖書館或是在學校自習，必有其學習方

式與學習經驗。因此，本節先從課後學習途徑中，人數眾多的「補習」談起；至

於沒有補習的學生是如何學習，研究者以自律學習的觀點加以分析探討。 

 

壹、課後補習 

    補習在台灣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關秉寅與李敦義（2008）分析台灣補習的

具體內涵，包括三個主要概念：一為正式學校教育外的延伸學習；其次，是一種

需要付費的私人教育投資；第三，其主要目的在針對升學。首先，從以上的三個

內涵來分析補習的因素，可分述如下：  

 

一、以延伸學習的需求而言 

    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不信任或因不了解而產生焦慮，助長補習風氣。根據劉

正（2006）指出，九年一貫的課程因包含七大領域且內容包羅萬象，學校老師之

前所受的專業訓練未必能夠應付，學生家長們心中的焦慮不能解除，因而一方面

希望其子女透過補習班，學好正式的課程內容；另一方面也讓學生參與各種才藝

班，來應付所謂的「多面向學習」。除此之外，學生本身對學校老師所教的內容

不清楚或內容太簡單，想獲得更多教材補充，都有可能採取補習的途徑，正如黃

雪萍（2002）指出，有部分學生在學校的考試成績沒有達到理想標準，承受了自

我的壓力，因此想要主動參加補習；也有學生對學校教師講述的內容無法完全明

瞭，以致產生了學習的焦慮，為了減輕焦慮與提振學習信心，學生選擇參加補習



 

24 

來改善學業表現的落差；也有少數學生因為對某些科目有興趣，而參加補習來做

更深入的探索。 

 

二、以需要付費的私人教育投資而言 

    家長必須額外付出金錢讓孩子補習，代表著家長本身有此需求或是認同補習

所帶來的投資效益。正如孫國華（1993）以高雄縣市國民中小學學生之家長為對

象，發現學生參加課外補習的原因，是由於家長太忙碌，沒有時間教育子女，以

致於學生家長只好花錢由他人來代為教育子女；而較高教育程度的家長，認為參

加課外補習還可以讓子女學習到新的知識；而較低教育程度的家長，則認為學校

課業太艱深繁重，故讓子女參加補習。此外，部份家長是因為擔心子女在放學後

在外遊蕩或交到壞朋友學壞，而讓子女去參加課外補習。由於家長本身工作的忙

碌與時間上的限制，使得學生在課後轉由補習班代為照顧。在謝敏青（2006）的

研究發現：家長職業為公與工者，認為學校的放學時間比其下班時間早了一個小

時，只好交由補習班代為照顧子女。 

 

三、以升學為主要目的而言 

    從家長的角度觀看，多數父母都想讓孩子多元學習、讓孩子快樂成長。但面

臨社會現實的壓力、強調升學與成績的教育環境時，「想要」與「需要」之間是

有落差的，結果通常必須與現實妥協，透過補習讓孩子「好還要更好」。在黃光

國、黃慧貞（1981）的研究中提到，家長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心態，對子女抱

持高度的期望，因而對子女的成績永遠不滿意，也間接助長了補習的風氣。另外，

團體中的氛圍對於補習也是一種助力，當同儕們都去補習以求取好成績時，不免

會受到影響。楊慧美（2002）研究發現：學生通常相當重視同學們的看法，有些

時候學生為了升學或想進入理想的學校，在「眾人皆補我獨無」的情況下，會隨

著同學的潮流去補習來獲得心理上的安全感。 

     歸納出以上幾個補習的因素之後，思考著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是否會受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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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幾個因素的影響，而選擇補習作為放學後的學習途徑？或者有其它考量的因

素？補習班是否提供了學校教育所沒有的功能？使得學生必須依賴補習？期待

透過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經驗敘說，作為研究者本身的自我省思。 

    其次，現今的台灣社會裡，教育不但影響個人的職業取得與收入，教育本身

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社會地位和聲望的象徵（黃毅志，1999），因此多數學生放學

後的學習途徑以補習為主有其文化、社會脈絡可尋，但是補習的學習成效到底為

何？有研究者認為補習對於學習成效是有正面幫助的（孫清山、黃毅志，1996；

許琦婷，2002；陳順利，1999；陳怡靖、鄭燿男，2000；蔡毓智，2002），也有

研究者認為補習與學習成效相關性較低（黃毅志、陳俊瑋，2008；楊慧美，2002；

劉正，2006；關秉寅、李敦義，2008）。分析以上研究結果的差異，雖然補習可

以提升學習成效，但需要考慮補習質的差異，即學生本身要有強烈的內在動機、

有專心聆聽的意願和興趣、補習的量必須適度、而補習班也要有好的教學品質，

才能達到較佳的效果。在江芳盛（2006）研究指出，補習時數與學習成效之間不

是線型關係而是曲線的關係。因此，對於成績優異學生而言，如何選擇補習班或

是其本身的動機、目的，或是補習班同儕之間的競爭……等，都是筆者可以深入

了解的。 

    另外，本研究認為「補習」真的是提升學習成效的因素嗎？補習與學習成效

之間的混淆變項有哪些？若以 Carroll 提出的學校學習的模式來分析放學後的

學習，學生實際投入學習的時間越多，學生的學業成就可能越高，如將放學後學

生的的各種學習途徑視為學生投入學習的時間，則我們可以推論學生是因「補習」

而提升學習成效？或者我們可以推論因為學生願意投入課業「學習的時間」而提

升學習成效？ 因此，本研究除了深入探討補習經驗對於成績優異學生學習的影

響為何之外，補習在其學習過程當中所佔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不補習的學生如

何利用他們自己的學習方式，面對這樣充滿著競爭性的場域？我想，這些成績優

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必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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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律學習 

    親子天下編輯團隊，針對國中生的學習調查中發現： 

 

     國中生年級越大，學習動機越低落，對自己的學習成果越不滿意，學習策

略的運用頻率越少。如此重視「學習成就」的台灣社會，好像把力氣用錯

了方向，父母和老師齊心同力，把學習變成了苦差事，讓所有學生「愈學，

愈不想學」（親子童書電子報，2008）。 

 

這樣的調查結果，讓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不禁反思自己是否也成為這個結

果的幫兇，學校的老師往往為了把教材內容教完，每一科的老師都在趕進度，卻

忽略學習的主體是學生，並非教材。但老師們也是這個升學教育體制下的一顆棋

子，在僅存的自由空間中尋找一個平衡點。透過本研究，瞭解放學後沒有補習的

學生，是如何在這升學競爭的體制下，走出自己的學習之路，或許能提供教育工

作者一個方向，看見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自學力的展現，我們能在學校中多做些

什麼？或者少做些什麼？幫助所有的學生學習得更好。 

      賓靜蓀（2008）在＜全球正在進行的學習革命－自學力＞一文中提到：有

這樣的孩子：擁有強烈動機，能夠自動自發，懂得採取必要的學習方法、並且自

我反省、願意修正自己的方法；即使面對困難的任務或干擾（如吵鬧的教室、講

不清楚的老師、愈讀愈不懂的教科書），會想辦法去克服，讓自己有更好的表現。

即使學習成果不盡人意或經歷失敗，他們會認為是學習策略或方法錯誤，或練習

不足，而不是自己的能力不足。美國紐約市立大學教育心理系教授 Barry J. 

Zimmerman 將上述自動自發的過程稱為「自律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以下分析自律學習的相關概念： 

 

一、自律學習的涵意  

    自律學習的概念首先由 Bandura 提出。依 Bandura 的理論，除了強調個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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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tions）的認知因素對行為動機的影響外，亦提出透過主

動建立目標、自我評鑑、自我增強可建立及維持行為的動機（林建平，2005）。

由此可知，自動自發的精神，是一個自律學習者所具備的基本條件。所謂「天下

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其中的有心人，應該就是主動、積極的人，能解決自己

所面對的困境。 

     Barry J. Zimmerman 認為，自律學習乃是學習者透過後設認知，有動機性地

在行為上主動參與他們自己的學習過程，自己生產出自己的想法、感覺與行動，

以達到他們的學習目標。強調學習者可以主動地透過後設認知與動機等策略的使

用，改善個人的心智能力，能夠選擇、建構與創造有利的學習環境；同時，學習

者也在教育形式的選擇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引自陳志恆，2009）。因此，一個

自律的學習者，能自我覺察自己正處在一個怎樣的學習狀態之下，並且尋找資源

或方法以解決自己所遇到的問題，而不是束手無策等著別人解救或是選擇放棄。 

 

二、自律學習的策略 

    Paris 和 Ayres 指出自律學習有七個特徴：（一）學生自訂目標，引發內在

標準的目標；（二）對有挑戰性的任務努力，以增加學習的動力；（三）學生掌

握學習的自主權，知道如何使用資源來學習；（四）以閱讀和寫作的合作方式來

學習，以鼓勵持續力與提供協助；（五）著重建構意義，引導孩子從閱讀、討論

及所寫的東西獲取意義；（六）和教室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有關，增強他們的成就

感與自我效能；（七）學習自我覺察，即監控自我的表現並評價學習進展。依據

Barry J. Zimmerman 的理論，自律學習策略是一個學習的循環，這個模式有四個

相互密切關係的歷程，如圖2-2（引自林心茹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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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評價與監控：學生根據先前表現與結果的觀察及記錄，來判斷個人的 

      效能。 

（二）目標設定與策略計畫：學生分析學習的任務、設定特定的學習目標，並規 

      畫學習的策略來達成學習的目標。 

（三）策略的實行與監控：學生在一個結構化的情境下，執行策略，並且在實行 

      時監控其精確性。 

（四）策略結果的監控：學生將學習的結果與策略的歷程做相關的分析，以決定 

      策略的效用。 

    這個模式是要協助學生「自我觀察」及「自我評價」，並且學會設定目標，

使用學習策略。自己監控各種變化，並調整自己的策略。讓學生感受到擁有學習

的主控權，這就是內在動機的主要來源，有這個內在動機，才能使自己產生自發

性學習（引自林心茹譯，2000）。由於自律學習是一個循環，這個循環之所以能

運作，是基於回饋。一個熟練的自律學習者可以對自己的回饋做出回應，讓自己

更深入、更有效學習。在不斷的調整與修正當中，找出最佳的學習之道。 

 

 

自我評價與監控 

策略結果的監控 目標設定與策略計畫 

策略的實行與監控 

圖 2- 2 自律學習循環模式 

資料來源：引自林心茹（譯）（2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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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小結 

    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是一個怎樣的樣貌？以補習或請家教

為放學後的學習途徑的學生，他/她們真的完全依賴補習班或家教而得到優異成

績嗎？「補習」對成績優異學生而言，自己是學習的主體嗎？還是一個被動的角

色？對於沒有補習的學生而言，他/她們又是一個怎樣的學習世界？是否如台積

電董事長張忠謀曾說：終身學習不是今天看看小說、明天看看唐詩宋詞、或隨便

找一個人聊聊的學習，而必須是「有目標、有系統、有紀律、有步驟可循」的學

習（賓靜蓀，2008）。沒有補習而能自動自發學習的學生，或許也是在不斷的摸

索、改變中前進，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找出適合自己的學習之道，對自己的學

習就是一種加分的效果。透過對學生的訪談或許可以發現學生們正在使用這樣的

自律學習模式。探討放學後的學習世界，讓我看見教室裡學生的學習樣貌之外，

更讓我看見教室外的學生，他/她們的學習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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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首先對於研究的場域與研究參與者做一個簡單的描述，接著說明本研究

蒐集資料的方法、資料的整理與分析的過程；最後再針對研究信實度與研究倫理

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參與者 

壹、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深入訪談的方式蒐集資料，我所在的研究場域位在北部地區圓滿國

中（化名），這所學校自 1980 年代開始有第一屆學生，1982 年教育部核定設置

美術實驗班，1990 年設置啟智班、數理資優班，使學校在奠定普通教育的基礎

之後，再邁向特殊教育的實務研究。之後由於教育環境的改變，由女校改制為男

女合校。現在全校班級數，普通班約一百二十多班，美術班三班，技藝專班一班，

資源班一班，啟智班一班，補校三班，幼稚園一班，學生數計達 4500 多人。圓

滿國中位在地狹人稠的地區，屬於文教區，周圍文理補習班、美術補習班與才藝

班林立，鄰近有兩間圖書館，一間大型書店。圓滿國中每年在基本學力測驗的成

績上都有很傑出的表現，吸引不少學區外的家長遷戶口越區就讀此學校。因此，

全校約有三分之一越區就讀的學生。由此可知，就讀此校的學生家長本身都非常

重視孩子的學業，而圓滿國中重視人文素養與陶冶、藝術情操教育、強化英語文

教學、辦理校內科展比賽，並有不同領域教師熱忱指導。除此之外，對於學生的

升學輔導亦不遺餘力，分述如下。 

    第一，國一學生於四點放學，寒暑假自行規劃學習進度，沒有輔導課；但八、

九年級的學生幾乎百分之百的留校上課後輔導至五點放學，寒暑假學生也自動全

部留校上課後輔導。 

    第二，每一個學期固定安排 2-3 次的時間，利用早自習讓全校學生一起寫作

文增強作文的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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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校整合各學科的師資，協助國三學生安排整體的複習計畫，於每日

早自習或自習課、班會時間進行測驗，並且讓學生、家長、老師清楚學校整體升

學計畫進度安排。 

    第四，學校提供圖書館讓學生可以在校晚自習，或於寒暑假期間讓學生自

習，提供學生一個安靜的讀書環境。 

    第五，家長會提供獎學金鼓勵成績優異學生與各班進步的學生，並於週會時

進行全校表揚。 

    第六，成立資優營隊：包括數理組與語文組，利用學生自習課的時間，邀請

學校有經驗的教師，指導學生做補充式的學習。   

    綜上所言，圓滿國中（化名）不僅重視學生多元能力的培養，更在升學制度

的競爭之下，幫學生打造一個適合讀書的學習環境，營造一個明確的升學政策。 

 

貳、研究參與者 

 

一、尋找研究參與者的歷程 

    本研究以圓滿國中參加 2010 年第一次基本學力測驗成績 PR 值為 99 的學生

為研究參與者。在基測成績未公布之前，利用學校集合頒發第六次模擬考校排前

100 名學生的機會，留下前 50 名學生，說明本研究目的與進行方式，讓學生了

解之後，發給學生「誠徵研究夥伴」（見附錄三）之問卷，徵求自願的研究參與

者，回收問卷情形如下表 3-1： 

 

表 3-1：誠徵研究夥伴之問卷統計 

項目 願意加入研究 不考二基，再加入 尚在考慮 不參加 

人數 15 8 12 15 

 

    等基測成績分數公佈之後，我透過導師先確認有意願加入研究的學生基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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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是否達到 PR99，接著先詢問意願較強的學生，再根據學生的性別、家長社經

背景不同的補習學生、留校自習的學生、在家讀書的學生，經過仔細考量之後，

確定初步人選，我再到各班確認學生是否有意願加入，再發給學生與家長各一份

同意書（見附錄四、五），原本沒有補習的學生人數太少，因此再次詢問原本不

參加的易嫻，得知易嫻原本擔心會占據她與同學最後相處的時間而不參加，後來

我再次與她說明訪談是利用放學時間，她也欣然答應。最後確定 12 位研究參與

者。 

 

二、研究參與者的描述與基本資料 

    本研究的參與者皆為圓滿國中畢業生，且在99年第一次基本學力測驗中成績

皆達PR99。訪談的12位學生男、女生各占六位，研究中的化名是根據學生個人

意願為自己取名。其中庭華、ㄚ曾與成恩補習三年，ε與冰淇淋是國二開始補習，

而彗星是國三補單科國文並且參加學校晚自習；Gary則是補習兩年之後，國三退

出補習班參加學校晚自習；大平沒有補習但也在國三參加學校晚自習；易嫻、奇

思、ㄚ嘉與丹尼爾則是沒有補習在家讀書的學生。以上12位受訪學生的化名與基

本資料整理如表3-2。 

    訪談學生中的庭華是家中的長女，平常要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她也是全家

的小鬧鐘，負責把全家叫醒。庭華個性開朗、樂觀、行動力很強，非常喜歡和同

學討論問題，對於心中的任何疑惑，也必定想辦法弄清楚，否則晚上會做噩夢。

ㄚ曾是個愛玩電玩與模型的女生，訪談過程真情流露，潛藏內心許久的情緒與感

受宣洩而出，我也數度感動落淚。曾經沉迷電玩失去努力方向，一次次的考試好

運氣讓她重獲信心，發現自己運氣那麼好，如果加上努力，應該有希望在學業成

績上有所突破，終於放下電玩，專心於課業。成恩是個對自己很有自信的學生，

從小在父親的高期望當中努力經營自己，而他也相信自己在讀書考試方面，絕對

有能力維持頂尖的成績，考試對他而言，是獲得成就感的來源。Gary是個愛畫畫

的男孩，從小學到國中畢業已開過四次的個人畫展，Gary的媽媽投入許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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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在藝術方面的才華可以盡情揮灑，因此Gary放學後的學習生活，除了學科之

外，還投入許多時間在他的興趣當中。 

    彗星是個充滿文學氣質的女生，非常喜歡閱讀各類小說、詩詞，心思細膩敏

感，是一個自律性很強、會自我要求的學生。因此，國中的考試成績也帶給她心

情上許多的起伏，常常要克服內心的挫折感。ε是個非常穩重的學生，說話思路

清晰、引經據典，對於學習有自己的想法，在時間和生活的安排，都非常有紀律。

對於自己的學習兢兢業業、一絲不苟。冰淇淋是一個喜歡交朋友、喜歡充滿挑戰

與競爭生活的學生，由於她學習經歷相當豐富：在家自學、國外上課、回國後就

讀私立住宿學校，最後進入公立國中就讀，讓她對於許多事都有更多元的想法。 

    易嫻是個多才多藝的學生，從小家長讓她學習許多才藝課程、寒暑假也會出

國旅遊，也曾到國外表演音樂與舞蹈，豐富的小學生活，讓她決定國中不要再補

習，多留一些時間給自己。而奇思是個熱愛數學、喜歡思考的學生，最愛看電視

與各類課外書，假日常常幫忙家長工作，而家長常常鼓勵他參加各類的比賽與活

動。ㄚ嘉從小沒有參加過任何補習，最喜歡和媽媽聊天，假日會參加教會活動並

與教會朋友交換學習心得。丹尼爾是一個主動學習的學生，遇到問題會自己想辦

法解決，從小媽媽鼓勵他多嘗試，就算失敗也是一種學習，遇到困難媽媽也會與

他討論，提供一些方法，但必須自己主動去解決。大平是個很有自己想法、重感

情的學生，喜歡寫小說，心思敏銳、個性開朗，偶爾也會多愁善感，對於學習很

隨興，喜歡的科目會努力去鑽研，不喜歡的也不會勉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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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受訪學生的化名與基本資料 

 化名 性

別 

放學後主要的安排 父親 

教育 

程度 

母親 

教育 

程度 

父親 

職業 

母親 

職業 

D 庭華 女 補習三年 高中職 高中職 貨車 

司機 

早餐店 

H ㄚ曾 女 補習三年 大學 大學 銀行 

稽核員 

商 

I 成恩 男 補習三年 高中 國中 開公司 美容 

理髮 

A ε 男 國二開始補 碩士 碩士  高中 

教師 

L 冰淇淋 女 國二開始補 碩士 專科 顧問公

司經理 

家庭 

主婦 

G 彗星 女 國三補國文，並    

留校自習 

碩士 大學 建築師 營造廠

上班 

B Gary 男 國一與國二有補

習，國三沒有補

習，並留校自習 

大學 大學  小學 

教師 

K 大平 男 國三留校自習 大學 大學 樂器公

司會計 

銀行 

主管 

C 易嫻 女 在家自習 碩士 大學 開公司 家庭 

主婦 

E 奇思 男 在家自習 高中職 高中職 小吃店 小吃店 

F ㄚ嘉 女 在家自習 高中職 大學 翻譯 

韓文 

家庭 

主婦 

J 丹尼爾 男 在家自習 碩士 專科 公務員 家庭 

主婦 

 

第二節     蒐集資料的方法 

    質性研究者本著對日常生活中的現象抱持著開放的態度，這樣的開放態度可

以孕育出好的質性研究問題，對於事實所呈現的多元面貌也可以更敏銳覺察，基

於這樣的精神。本研究採取深度訪談作為蒐集資料的主要方式，並在研究過程中

撰寫研究者省思札記，過程中不斷反思問題並隨時記錄，透過這些方式作為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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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資料。 

 

壹、深度訪談 

    本研究採取深入訪談法，係因放學後的學習是一個複雜的心理歷程，而影響

學習層面的因素很廣泛，訪談的用意主要是蒐集研究參與者對特定事件或生活經

驗的主觀感受，因此，唯有藉著不預設立場的提問，避免形式上的問答，以雙向

討論、互動的對話過程，才能蒐集到豐富且真實的資料（歐用生，1995）。因此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法，讓研究參與者由極大的空間說出自身生活經驗的主觀

感受。而訪談前先以設計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重心的參考，訪談問題的特性也是

開放性的。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法可對訪談的結構有一定程度的控制，但允許研

究參與者用自己的語言呈現自身的想法與經驗。 

    我與每位研究參與者大約進行2-4次的訪談，每一次訪談的時間約50到90分

鐘，而我的身分是學校老師，擔心「老師」的身分無法讓研究參與者暢所欲言，

因此我希望他們感受到自己的熱誠懇切與高度關懷，進而建立友善的初始關係。

一開始先從與他們相關的輕鬆話題開始，再說明研究的目的，並強調這是以「研

究參與者」為主角的研究，希望他們能夠以自己的感受與想法為出發點。訪談的

地點以研究參與者熟悉的學校為主，讓他們可以放心接受訪談。每次訪談結束後

致贈圖書禮卷一張，感謝他們的參與。 

    在訪談大綱的編製上，因考量補習學生與沒有補習學生學習情境的差異，因

此將訪談大綱分成兩種（見附錄一、附錄二），首先了解他們考後的心情、回顧

自己國中三年學習與最後結果是否相等、接著細談研究參與者國中三年的學習過

程；再探悉研究參與者放學後所進行的學習活動為何？自己如何規劃與選擇；關

於「學習」背後所考慮的觀點是什麼？他/她們如何看待學校教育？最後再談他/

她們的個人成長背景，包括父母的職業、教育程度與家庭教育方式。訪談內容並

不會設限於訪談大綱的內容，會不斷隨著訪談過程當中所浮現的問題再加以擴充

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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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過程當中，我積極聆聽，並不做任何筆記，專心於研究參與者的語調、

內容、表情，並作適時的回饋與追問，訪談結束後聆聽錄音內容，發現自己在訪

談過程當中有時太急躁，急於澄清自己想知道的答案或沒有給研究參與者足夠的

時間思考，急於插話，這些問題我都在下一次訪談中修正，期使研究過程的品質

可以再提升。並對值得追問的問題與議題加以記錄，以利進行下一次更深入的訪

談及訪談後的分析，之後盡快將錄音內容轉成逐字稿，並配合當時脈絡作一思

考，調整訪談主題與架構。 

 

貳、省思札記 

    在整個研究的歷程中，我會不斷的與自己、學生的想法激盪互動，並寫下自

己的省思。因此，我於每次訪談後，隨即寫下自己的心得與想法或疑問之處，記

錄訪談過程當中出現的特殊狀況，包括情境脈絡的描述、研究參與者的非語言訊

息、彼此互動的感受，幫助研究者進行深刻的反思，成為撰寫研究報告時的重要

依據。 

 

第三節  資料整理與分析 

壹、資料整理與編碼 

    在資料的蒐集過程中，於第一時間整理資料是很重要的步驟，所有的資料在

蒐集之後，經過轉錄的過程，而將所有的資料以文字的形式呈現，以利於日後分

析之便。訪談的內容轉錄成逐字稿之後，經過不斷的閱讀，並隨時記錄新的發現

與新的問題，加入下次訪談的問題，同時透過反覆的過程，將問題聚焦，有助於

問題意識的釐清。因此，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必須將已經蒐集的資料先進行整

理的工作，將資料編碼。例如：（L-2-17）其中「L」表示受訪者的代號，「2」

表示第二次訪談，「17」則為畫記編碼的序號。而（省思札記，991010）表示研

究者在99年10月10日的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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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料分析 

     研究者認為資料的整理和分析並非截然劃分的兩個階段，相反的，資料的

整理和分析是一個「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理解歷程，誠如高淑清（2008）

所言，質性研究之品質要達到「互為主觀的客觀性」之思維，研究者本身需具備

敏銳的洞察力、感受力以呈現客體最完整、最深層的本質；而質性研究者本身也

有自己的價值觀與偏見，但透過質性研究關係的建立過程，達成某種共識，就在

彼此互為主體的同意下，達到經驗背後意義的真實性。 

    在分析資料的歷程當中，首先將敘說的文本逐字謄稿，這段歷程花費了許多

心力與體力，但透過逐字稿的謄寫才能忠實完整呈現原貌，這是最重要且基本的

首要工作。接著對文本中的重要事件與視框逐一劃記，並且省思與解釋此經驗描

述的相關意義單元，使用貼近的關鍵詞語加以命名。透過Excel電腦軟體的排序

功能整理200多個意義單元。在這段過程不斷反覆閱讀騰寫好的文字稿，將自身

的預設立場、價值判斷懸置，讓實際研究現場中所得的資料說話，進行意義單元

編碼。再次閱讀整個文本的內容，幫助我再回到經驗意義的整體，深刻解讀研究

參與者所說的話與內容，並反思整個研究的目的，重新組合不同的意義單元，成

為次主題，最後再萃取出整個研究的主題，我不斷反思這些主題是否回答了研究

問題？是否回歸研究參與者的學習經驗？秉持著深思熟慮的精神，在「反思、再

思、深思」的來回反覆檢視中，提升文本寫作的深度與廣度。在這段研究過程中，

常常需要一個人面對龐雜的文本，在看似無關的的資料中理出頭緒與脈絡，透過

不斷閱讀文本與反思，總是讓我昨夜苦思難解的問題忽然靈光乍現，看見新的方

向，重新再改版與修正，期望可以呈現學生學習世界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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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信實度 

    質性研究結果品質的把關與信、效度密切相關，亦著重研究歷程品質的把

關，一般而言綜以「嚴謹性」稱之（高淑清，2008）。而質性與量化兩種來自不

同科學哲學的背景體系，若要運用同樣的法則來做為判定，將出現客觀上的盲點

與迷思（胡幼慧、姚美華，1996）。而穆佩芬（1996）指出質性研究中有關資料

蒐集的信度，可藉由慎選研究者、訪談技巧的訓練及訪談情境的控制來實現。本

研究研究參與者的選取，合乎志願性的原則，本身也樂於分享。因研究者本身也

是重要的研究工具，我在進行研究之前，參加質性深度訪談方法與策略工作坊的

訓練，以提升自身訪談的品質。 

    根據潘慧玲（2004）指出，建立信實度的方式，概有澄清研究者之背景與立

場、長期進入田野、使用三角檢定、運用參與者檢核、採用同儕審視、進行厚實

敘寫、從事反例個案分析、使用外部查核八項方式，研究中至少宜選擇兩項使用。

因此，本研究信實度的建立如下。 

 

壹、研究參與者檢核 

    在研究過程當中，我會盡可能掌握研究參與者經驗故事的敘說，透過積極聆

聽，鼓勵研究參與者以自然的態度盡情敘說，但也不刻意增強、暗示或引導研究

參與者說話的方向，再透過厚實描述與不斷的反思與檢核來達到內部的一致性，

並且透過訪談回饋函（見附錄六），進行研究結果的確認與澄清，本研究整理如

表3-3。A表示很貼近，B表示部份貼近，C表示不貼近。回饋檢證中學生回答不

貼近時，我透過e-mail的方式與學生對話，深入了解其所表達的意義，再重新修

正。另外並徵求研究參與者對主題詮釋上的意見（見表3-4），因回饋內容較多，

其它相關內容詳見附錄七。當彼此意見不相同時，秉持尊重的原則，與他們再進

行確認與溝通。例如：學生對於身處在考試多的環境，原本我認為學生是充滿壓

力、負面與不舒服的感覺，但透過研究參與者檢證的回饋，學生也認為考試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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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自己的盲點或確認自己真正的實力，透過考試成績的比較會更加客觀看待自

己，甚至是成就感的來源。此外，學生對於學習策略的詮釋並非都是想要掌握基

測所有題目，於是我再回到文本，重新思考學生的詮釋繼而重新改版。誠如周平

（2004）所言，研究與被研究的關係，並不是單向的認知活動，而是在生活世界

的實踐中，不斷進行意義建構與理解活動。因此，在研究結果的呈現上，透過研

究參與者的檢核達到相互理解，沒有誤解之下互為主體的同意，彰顯經驗背後的

真實性。 

表3-3：研究參與者檢證整理 

                                                                 

研究參與者檢證回饋整理 A：很貼近   B：部份貼近   C：不貼近   X：未答

 庭華 ㄚ曾 成恩 ε 冰淇淋 彗星 Gary 大平 易嫻 奇思 ㄚ嘉 丹尼爾

壹、放學後的學習樣貌（1-1 補習、1-2 留校自習、1-3 在家讀書） 

1-1 A A A B A X B C C C A B 

1-2 B A C C A X A A B C B A 

1-3 B A B B A X A C A A A A 

貳、學習經驗的詮釋----我置身在何種學習環境當中？ 

（2-1-1 考試多、2-1-2 競爭性強、2-1-3 阻力與助力交織而成的環境） 

2-1-1 B A B A A B C A B B B B 

2-1-2 A A A A A A B A A B A B 

2-1-3 A A A A A A A B B A A A 

貳、學習經驗的詮釋----身在其中的我如何思考與行動？ 

（2-2-1 覺察自身、2-2-2 學習策略、2-2-3 反思學校教育與補習班） 

2-2-1 A A B A A A A B A A A A 

2-2-2 A A B A A A A A A A A A 

2-2-3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參、結論初版（詳見附錄七） 

3-1 A A A B A A A A A A A A 

3-2 A A A B A B A A A A A A 

3-3 B A C A A C A B A B B B 

3-4 A A A A A A A B A A A A 

3-5 A A A A A B A B A A A A 

3-6 A A B B A B B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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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研究參與者回饋 

受

訪

者

代

號 

 

檢

證

回

饋 

【2-1-1】「我置身」在考試多的環境 

1.反覆讀著這些學生的文本，赫然發現「考試」這件幾乎占據國中生許多時間。 

2.要考好基測，必須想辦法掌握最多的考試資訊，才能安心應付考試，一直重複看考試的內容，重

複做題目，想著考試會怎麼考。是帶著「考試」的壓力去學習，無法單純享受讀書的感覺。段考跟

模擬考一直互相交錯，慢慢得不是那麼喜歡讀書。 

3.學校或補習班充斥著考試這件事，目的都希望學生能有一個好的成績，考上好的學校。但同時也

讓一些學生陷入為考試而念書的漩渦中。 

4.伴隨考試而來的就是學生對成績的感受，成績是衡量自己學習 

D B 考試的確是很多，但考試也是要隨著心態改變的，快樂的把考試當成關卡去突破，不是會比較開心，

比較有成就感嗎?成績的話，就是要看個人了吧!這些都比較接近個人內心自我調適，只要調適得當，

這些事情也就變的沒有那麼痛苦了。 

H A 沒有補充 

I B 對我來說成績的好壞的確重要，和其他人競爭也是我進步的動力。 

在學校和補習班，考試也是多到數不清。 

不過我很喜歡考試，我享受考卷帶給我的成就感(我也很喜歡天天考試)。 

而我也不是那種會一直念書的學生，書念得夠用就好，不需要一直去想考試的內容或方向(我不喜歡

念書 XD) 

A A 評斷一個學生，最客觀的是成績，因為現階段學生無顯著的社會成就，因此透過學業的努力指標，

看這個學生的未來。雖然不一定客觀，但是優秀者幾乎都是成績好的人(雖然也有少數例外)，如果

教育制度沒有改變下，老師的工作之一就是教導學生適應考試、面對考試。 

L A 沒有補充 

G B 雖說考試壓力讓人無法享受到單純讀書的樂趣，不過其實中間還是有很振奮人心的部分(EX：和同

學一起腦力激盪解出題目)存在的，主要是看個人的心態!! 

B C 帶著壓力去考試我非常不贊同，雖然為了考試產生壓力是在所難免，適度的壓力能促使進步，但過

度壓力只會壞事。我本身是比較不會給自己壓力，家人也都很開放，所以像是我考基測就當作是學

校的第七次模擬考在考，這樣就會較不緊張而能發揮實力。 

K A 沒有補充 

C B 但是還是蠻喜歡讀書的，可是其他都很對。 

E B 沒有補充 

F B 考試會降低讀書的部分興趣，但喜歡讀書與否還是看個人的心態。 

J B 藉由考試可知道自己所不足的地方，基本上有助於學習，但是過多或題目不好的考卷，反而會造成

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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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採用同儕審視 

    我在每次訪談之後，先將資料進行初步的整理，再與指導教授、同學、同事

分享我的研究發現。在研究的過程中，免不了會有自己的偏見或是過度詮釋，透

過與他人的討論中，其他人會給予不同看問題的角度，幫助我從不同面向來檢驗

研究的效度。當和他人看法不一時，再反思自己在研究的方法和過程中是否有缺

漏，透過一次一次的反思與對話，再回到研究現場時，才能得到更豐富的資料。 

 

參、提高自身敏覺度 

    陳伯璋（2000）曾指出研究者需要感同身受去接觸被研究的人、事、物，使

所得的資料厚實且深入意義底蘊，以獲得意義的真正理解。因此，除了提升訪談

的技巧，覺察研究參與者言談中所透露的細微徵兆與問題之外，對於文本的分析

與詮釋更須提高自己的敏覺度，往返於文本整體與部份之間，來來回回不斷反思

與批判，從不同的角度觀看問題，釐清自己的盲點與偏執。誠如 Jackson 和 

Patton 所強調，在詮釋的過程中研究者須持續不斷加深對現象背後意義的理解，

時時反省並且推敲琢磨所解釋的內涵，使得研究結果更具有效性（高淑清，

2008）。 

 

第五節  研究倫理 

     由於質的研究關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對研究的影響，研究工作

的倫理規範和研究者的道德品質，在質的研究中變成了一個不可迴避的問題（陳

向明，2002）。因此，在這樣的互動過程當中，彼此會引發許多微妙的人際互動

的道德、責任和倫理規範的問題。以下說明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應盡的研究倫理。 

 

壹、自願與知情的同意原則 

    在研究者訪談前，我先徵得被研究者的同意，尊重被研究者選擇的權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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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他們不參加的自由，事前擬訂兩份「同意書」，一份是給研究參與者，另一份

是研究參與者的家長，兩者簽字才表示同意參加，但在研究過程中，他們可以無

條件的退出研究。而研究參與者的心得寫作、成績單等文件會經過他們的同意才

蒐集。在訪談過程當中，為方便之後資料整理，請求研究參與者在訪談時同意錄

音，此錄音僅做為研究之用，研究後將資料銷毀。 

 

貳、隱私的保密與尊重原則 

    向研究參與者承諾保密原則，告訴研究參與者無論在任何情況下都不會暴露

他們的身份和真實姓名，研究中一切與他們有關的人名、地點和機關都使用化

名，必要時也會將可能暴露他們身份的資料刪除。 

 

參、研究者角色客觀性原則 

    訪談後整理的資料與研究參與者討論，詢問研究參與者我所呈現的資料是否

有理解或詮釋上錯誤，若有研究參與者不想呈現的資料，會尊重研究參與者決定

與以刪除。研究即將結束時，我會跟研究參與者告知本研究已告一段落，我將先

進行資料的撰寫，在整理資料過程當中有任何問題，希望能再回到研究場域與他

們確認資料，或是以電話方式進行訪談。 

 

肆、公平回報原則 

    在質的研究當中研究參與者要花許多時間與精力與我交談或回饋意見，他們

提供我所需要的資訊，甚至可能涉及自己的隱私。因此，我在每次訪談之前以有

形的禮物與訪談之後以無形的真誠感謝，表達我內心的感激之情。在訪談過程當

中也會隨時留意研究參與者的心情與感受，並準時結束，避免耽誤他們的時間。

雖然這些都無法回報研究參與者的貢獻，但透過訪談過程真誠的關懷與發自內心

的理解，他們也很開心有人與他們如此深入的談自己三年的學習。結束錄音之後

我會與他們談論一些生活上的話題，結束研究之後仍與他們保持聯繫，以簡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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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關懷之意。 

    我期許自己嚴守研究倫理，避免在研究當中讓相關的人、事、物受到傷害。

更希望彼此在這個研究過程中更認識自己、更知道未來如何學習得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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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歷程，探索與瞭解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

界。透過與學生的深度訪談，從文本當中發掘學生放學後的學習樣貌與他們對自

身學習經驗的詮釋與感受。而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是最主要的研究工具，

且扮演文本選擇與詮釋的角色。因此，必須由受訪者的內在觀點出發，尊重受訪

者的個體意識與生命意義，嘗試用一種身同體受的角度，對受訪者內在經驗世界

與相關情境給與重建和理解（高敬文，1999）。本研究在文本的書寫上，以受訪

者學習經驗詮釋為主，研究者適時的分享與反思自己教育的觀點，但我身為一位

國中教師且是他們的老師，難免會受主觀意識所影響，因此自身必須有覺察與反

省的能力，以獲得意義的真正理解。 

 

第一節 放學後的學習樣貌 

 

    那種心情應該是覺得努力有成吧，三年來就為了那天而已－（I-1-1） 

    考完與同學毫無保留的玩－（J-1-1） 

    之前每天會有時間壓力，覺得很緊張，現在考完成績也出來，負擔就不見 

    －（G-1-2） 

    考完沒有事做，慣性沒有了，每天都在發呆－（F-1-4） 

    對完答案整個就是跟我媽抱在一起哭，沒辦法馬上去玩電動，中餐都吃不下， 

    就坐在床旁邊看書，因為心情沒辦法轉換－（H-1-5） 

    有努力，就是相對的付出就有相對的收穫－（L-1-1） 

    考完感覺有點壓力，上高中之後競爭更激烈，現在感覺都是在做軍備競賽狀 

    態－（A-1-2） 

 

    從訪談十二位國中成績優異學生們考完的心情告白中，可以約略感受到他們

歷經人生第一次大考後內心的喜悅、感動、茫然、壓力……等錯綜複雜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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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國中這三年，這些學生們重新再回顧自己的學習經驗，每個學生們都有自己

獨特的一面，但也有共同要面對的學習處境，各自走出適合自己的一段學習之

旅，誠如奇思所言：「在國中學習到哪些讀書方法是適合自己的，怎樣做才能有

最好的學習成效。」（E-2-88）因此，本節將先探討學生們放學後各自不同的學

習樣貌，包括：這些學生放學後到哪裡繼續學習？為什麼做這樣的選擇？選擇背

後的思考點為何？以下將分別敘述。 

 

壹、踏入補習，補習班是另一個上課的地方  

    訪談的十二位成績優異學生當中，庭華、ㄚ曾與成恩從國一開始補到國三；

ε 與冰淇淋是從國二開始補習，慧星是國三才補習。而 Gary 原本國一、國二有

補習，卻在升國三時，決定不再繼續補習。這些學生在不同的時間點做了同樣的

選擇－補習，而補習在不同的時間點上滿足了學生怎樣的需求呢？在本研究中從

「適應落差」、「外力鞭策」以及「資源提供」這三個主題來分析學生踏上補習這

條路的學習樣貌。 

 

一、適應落差，銜接國小和國中課程的落差與家長指導課業能力上的落差  

    國小進入國中，對學生而言，是另一個學習階段的開始，進入一個不熟悉的

學習場域，再加上國中階段必須參加基本學力測驗才能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學習，

除了心理需要一些安全感之外，課程學習的壓力也比國小加重許多。正如庭華所

言：「那時候自己想說國中的課業，聽人家說好像會有甚麼斷層啊之類的，那就

想說去補補看，結果就拔不出來了。」（D-1-23）另外 Gary 也提到：「我覺得剛

開始的時候，壓力很大，因為畢竟是從小學升上來嘛，那個是跳了一階。」（B-3-26）

此外，成恩也說小學的念書方法跟國中不一樣，國中東西比較深、比較難，所以

就是要看得比較細一點，看得比較多一點，同樣的 Gary 也提到： 

 

    國一剛進來的時候，其實還是一個適應階段，國一上其實跟小學還是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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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落差，也不是很大的落差，就是不太一樣的學習方式。（B-4-1） 

 

    這些學生們深深的感受到國中無論在課程內容上，還是學習方法上都是不同

於國小階段的學習，加上補習班強力的宣傳與鼓吹，就像 Gary 所言：「補習班都

會故意嚇你，對對對，然後他就是讓你覺得說國中真的壓力很重，你不來就不行，

不來就會很慘。」（B-2-26）升上國中的學生們收到來自四面八方的各種聲音，

聲聲催促著自己應該要額外加強自己的能力，否則就會跟不上學習的進度，Gary

就在補習班死纏爛打的問要不要補習，心裡想國中可能是一個另外的階段，也不

熟悉，後來就補了的聲音中踏入補習一途。     

    訪談的過程當中，學生們也提到家長無法再像小學的時候，協助孩子解決課

業上的問題，就像庭華說：「我媽媽也不太懂我到底在學甚麼，因為畢竟她的學

歷不高，所以她就比較不懂我在學甚麼。」（D-1-16）這樣的想法，同樣的出現

在 Gary 的訪談當中，他說道： 

 

    國小是我媽媽有帶那種私人安親班，就是那種帶幾個認識的同學就是在家 

    裡那樣教，國中她就沒辦法了，所以國中我就自己上補習班。（B-4-7） 

 

    但是，同樣是家長無法再指導孩子的課業，也有如奇思這樣的孩子，他說：

「國中的時候就已經不能問了啊！問了他們也不見得會啊！都自己慢慢寫。」

（E-3-4）面對類似的處境時，每一個學生還是有不同的學習方式。另外，學生

也提到此時此刻家長也開始思考自己是否有能力再指導功課，而做了送孩子去補

習的選擇，在成恩的學習過程當中，他說：「國中他覺得沒有辦法幫我們講課業

的內容部分的時候，他再把我們交到補習班去。」（I-2-12） 

    從以上的討論當中，學生踏入補習這條路上，想要「適應落差」是一個很重

要的起始考量點。無論是國小到國中課業上難易度的落差、對於未知的學習課程

心理上想像的落差、家長對於課業上指導能力的落差，加上補習班的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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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與家長們不斷的宣傳，這股求安心的力量，牽引者學生們踏入補習之路。 

 

二、外力鞭策，讓自己可以專心投入學習 

    從前面的討論可知，國中階段除了在課業方面的學習內容、方式與國小有一

些落差之外，學生必須要在課業上多花一些時間去準備功課，而準備課業的過程

當中，自己無法克服外在環境的一些誘惑，例如 Gary 說： 

 

    老實說，家裡其實還蠻多東西讓我分心，因為我書桌蠻亂的，東西很多， 

    相機手機都在桌上啊！然後就寫幾下讀幾題，手機拿來玩一玩，然後再寫幾 

    題，肚子餓了去冰箱繞一圈，再拿杯水喝繞來繞去，其實也沒有讀到什麼。 

    （B-2-32） 

 

    由於家是非常舒適且自由的環境，書房更是屬於個人的小天地，因此自律能

力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同樣是補習學生的ㄚ曾說： 

 

    在家就很想上線，想說昨天那隻怪獸沒有打死要去打。然後就還是會很努力 

    的去找那個線（網路線），就是這樣子跟我媽玩捉迷藏。那線藏在馬桶裡 

    面的那個水箱啊，還是被我找到，洗手台底下都被我找到，就是對電玩那種 

    幹勁很難拔出來。（H-1-73） 

 

    要在家中專心讀書對他們而言，似乎是一件很難的事，ㄚ曾甚至說道： 

 

    如果沒有補應該會更沉淪，在家裡的時數變多，感覺會看更多電視，不如在 

    補習班邊聽邊睡，至少還會有一點點東西，感覺還是有人在管。（H-4-84） 

 

    而冰淇淋也覺得憑一己之力要自律，實在是很困難的事情啊！她之前的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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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根據冰淇淋所言：「之前的補習班我覺得它的模式我還滿喜歡的，也還滿自

由，可是就是因為環境太過自由，久了就會怠惰。」（L-1-3）她的話中透露出

要憑自己的力量，全心全意投入學習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此她在國三下

毅然決然又換一家更嚴格、更有競爭力的補習班，她認為如果去更好的補習班的

話，讀書就不會那麼倦怠，當她進入新的補習班環境當中之後，冰淇淋說道： 

 

    基本上如果有人在上課的時候逼迫妳或什麼的話，妳其實會吸收的相對會 

    比較快吧，因為妳有壓力，當然不是說用嚴刑的話那個不一樣。他是有給妳 

    些許壓力，所以我在上補習班的吸收速度其實會比在學校的快。（L-3-20） 

 

    因此，在有外力鞭策的條件下，可以幫助這些學生學習得更好，這些學生認

為自己讀書的效果不佳，需要更有競爭力的環境與對手，才能激發讀書的潛力。

但是也有些學生面臨同樣的問題，卻做了不同的選擇，例如大平說道：「國一、

國二回保母家就拿書出來翻一下，就湊時間啊！坐在電腦前讀書，或是會邊看電

視邊讀書這樣，所以那時候成績沒有很好。」（K-1-24）面對自己無法全心投入

專心學習的情境，大平選擇參加留校晚自習的方式，讓自己有一個有外力鞭策的

學習空間，來幫助自己的學習，而彗星與 Gary 也做了同樣的選擇。 

 

三、資源提供，充實的學習教材與學習環境的完整規劃 

    每當新學期開始或學期結束之前，早上上學的校門口或是放學時的校門口，

總是擠滿補習班發宣傳單的人，地上也隨之散布著一堆宣傳單，興之所至，隨手

拿了一張，上面寫著： 

 

    「要進步，不要只是埋首苦讀，讓○○名師幫你 

              歸納基測考試方向，確立複習要點，掌握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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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上面這樣的補習班宣傳語，相信大家都不陌生，有一流的師資掌握課程的

精髓、精心整理的教材內容與精準的試題、規劃完善的複習計劃以及優質的教室

環境與設備，這些「現成」的學習資源與環境，吸引著家長與學生踏上補習之路。 

 

（一）有求必應的學習資源 

      補習班準備許多的學習資源滿足學生的需求，就像庭華所說： 

 

    補習班裡題目、講義都有，有時候我不懂，他會抽別的版本的參考書給我看， 

    這樣我就不用再去買別的參考書，因為有些參考書我就真的只是要看一小部 

    分，沒有必要每一本都買，那邊就全部都有，比較方便。（D-1-27） 

 

    就這一點而言，補習班像個放學後的「參考書圖書館」，有豐富的學習資源

幫助像庭華這樣需要額外資源的學生。另外她還提到： 

 

    他們給我的東西會比我自己去找來得快，畢竟他們是補習班老師，對於這 

    一塊有在研究，所以他給的東西會比較準確。比如明天要考甚麼，他可以給 

    這套題庫，讓你練習，又剛好是碰觸到我心中最不懂的地方。（D-1-25） 

 

    關於這一點我思考著，自己去找東西雖然慢了點，但其中的過程必有可學之

處，強調速成、現成的東西直接給學生，或許會得不償失。補習班針對學生不會

的地方提供練習的題庫，或許解決了一部分學生的問題，但是為了考試而學習的

模式，對學生學習所產生的負面效果，是從事教育工作者必須時時放在心中的重

要思考點。除了庭華，成恩也提到：「國中參考書補習班會幫我準備，就每科一

本、每科一本這樣子，平常考卷寫完，有空就寫一下參考書，參考書不用額外再

去買啦！」（I-2-25）像彗星國三決定要去補國文，主要也是因為補習班可以提供

較多的資源，她覺得國文好像沒有特定的範圍，自己應該沒有辦法去找到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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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就想要去補習，彗星更進一步的說： 

 

    補習班把類似課本的課外知識都整理起來，然後去延伸，好像內容有比較 

    深一點，其實不完全都是基測的範圍，補充的東西也比學校多很多。（G-1-9） 

 

    其它如冰淇淋也說補習班會蒐集北市學校或者是高中跟這個章節有關的題

目，並且研究那個題目，加以延伸與應用。但國一就去補習的 Gary 卻認為：「補

習班只是給你做很多題目，說難聽一點，就是亂槍打鳥，給你做很多很多題目，

有的時候真的會中。」（B-1-9）ㄚ曾也提到當她國三開始認真聽補習班老師上課

時發現，老師補充的課外題，段考都考出來，她覺得老師超厲害。因此，補習班

的策略就是幫學生蒐集各種類型的題目，提供學生練習，達到所謂的學習成效。

也透過提供不同版本的參考書，讓學生可以找到更多的資料以充實學習內容。讓

學生在學校的考試中獲得好成績，增加對補習班的信任度。 

 

（二）系統化安排時間和學習教材與嚴格督導的空間 

    補習班除了提供學生所需的資源之外，在整體學習環境的規劃上學生的感受

到底是如何呢？冰淇淋在國二感受到自己數學以及理化科成績不佳，藉此說服了

父母讓她可以去第一家補習班上課，之後如她所言： 

 

    九年級開始就是讀一樣的東西，讀國中這三年的東西，就會覺得內容都一 

    樣，比較沒有那個興致，而且一直重複，自己讀就沒勁，也找不到一個比較 

    有新意的方法去讀，覺得自己讀沒甚麼重點,沒甚麼系統,讀了就會有點煩。 

   （L-1-18）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冰淇淋選擇到第二個補習班，她說：「新的補習班比較

嚴謹、比較有計畫、比較有系統……可以幫助我有更好的考試能力。」（L-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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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新補習班裡的讀書氣氛更強，每一個人都在努力讀書，當自己想休息的時

候，只要看一下左右就會打消休息的念頭，還是繼續讀，因為大家都在讀書。而

庭華感受到補習班的氣氛是：「補習班裡面是有人在看，所以就會變得很像圖書

館的自修室那樣很安靜，比較適合唸書。」（D-1-68）另外，像成恩是在小班制

的補習班上課，補習班也會幫他們排好這一天要看什麼科目，時間也都規畫得很

清楚，他還特別提到： 

 

    我們是小班制的，人很少，老師都顧得到我們，我們就可以專心讀書…… 

    老師也跟我們很好，像朋友一樣，平常念書的時候，老師也都鼓勵我們，所 

    以念書就比較沒有壓力。（I-2-19） 

 

    在這樣有計劃且被安排好的學習情境之下，他的想法是： 

 

    自己讀書啊！大概第三志願而已，我是第一次讀這種國三的書，當然不 

    知道怎麼規劃啊！念起來可能就是會比較多漏洞，而補習班老師教過那麼多 

    年，幫我們規劃當然讀起來就比較輕鬆。（I-2-29）  

 

    同樣在庭華的補習經驗中她也提到： 

 

補習班會在黑板上先寫好今天有甚麼樣的計畫，在家裡和學校的話，因為 

沒有他們的督促，所以他們會覺得不放心，就會再做一張計畫表,給你參考 

用。（D-1-31） 

 

補習班滿足了學生對考試學習資源豐富度的需求，也滿足學生希望有好

的學習環境以利成績表現的需求，有周詳的讀書準備計畫，協助學生做整體的課

業複習，誠如 ε 所言，補習班要做的就是幫學生再複習一次。ㄚ曾也說補習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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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時候，會把所有課都再上一遍。成恩則說：「補習班的考卷很多，把它寫

完，一天都寫兩三張，就一直寫一直寫，反正就是來了就把它寫完。」（I-1-44）

加上補習班提供適合專心念書的學習空間，這些條件讓一些學生踏入補習這條

路。 

    綜合以上發現，這些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選擇補習的因素，包括：學生

適應國中小課程與家長指導課業能力上的落差、有外力的鞭策幫助專注學習與補

習班提供完整的資源。此與關秉寅與李敦義（2008）所分析補習的具體內涵是相

近的。但本研究中只有少數補習學生是家長要求。像ㄚ曾與成恩的家長一開始就

很明確希望孩子去補習，是希望孩子可以有更好的學業成績，將來可以考上第一

志願。而大多學生是經過自己衡量考慮之後所做的決定，Gary與庭華為了提前適

應國中的課程也選擇先上國一先修班。至於ε則是因為國二課業變繁重，家長希

望孩子有更多的資源而讓孩子補習；冰淇淋則是一方面數學成績不穩定與需更競

爭的環境刺激她的學習動力而進入補習班；彗星也因為國文成績的起伏，而尋求

補習班更多資源的提供，以提升成績。本研究沒有如楊慧美（2002）研究看到同

學去補習而選擇補習。可見這些學生對於自己的學習需求有其個人的考量。 

    總括而言，正如許多文獻發現：國高中階段的補習原因，大多是為了因應未

來升學需要（江芳盛，2006；林大森、陳憶芬，2006；孫清山、黃毅志，1996；

劉正，2006），補習班提供學生更多考試資訊與學習教材、增加學生上課與練習

的時間、營造競爭性強的環境，以及補習班整體系統化的複習流程，因此「補習」

此一策略的使用需求，與學生所處的環境脈絡及學習者本身的學習需求息息相

關。若家庭、學校與學生本來就已具備較佳的升學競爭力，卻更進一步進行補習，

那麼補習反映的是一種增強策略（關秉寅、李敦義，2008）。我也看見這些國中

成績優異學生利用放學後「補習」的途徑，爭取更好的學業成績，確保自己可以

跳過第一志願的門檻。 

 

貳、留校自習，學校才是準備考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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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因應學生與家長的需求，在國三上學期約第二次段考後會開放學校圖書

館提供學生晚自習，由學校老師輪流照顧學生。訪談學生中 Gary 是唯一在中途

離開補習班，選擇繼續留校晚自習的學生，而彗星一方面利用假日補國文一科，

平時也是留校晚自習，至於大平則是沒有補習，但在國三也選擇留校晚自習的學

生。學校開放這樣一個安靜不受干擾且有人協助監督的空間，讓有此需求的學生

能夠專心讀書，準備考試。而 Gary 曾疑惑的說： 

 

    有些人可以讀蠻多的，就很專心，而我常常懷疑自己是不是有過動症，常覺 

    得好像真的不容易很專心在讀書裡面。（B-2-33.1） 

 

    他進一步的分析說道： 

  

    可能是我雜務太多，因為像有些人可能家裡有書房，跟房間是分開的，我 

    是在我房間念書，沒有書房，所以麼手機、相機、零食什麼都把它放桌上， 

    肚子餓跑去冰箱拿個什麼東西來吃啊，就要什麼就拿什麼，心思比較沒辦法 

    太專心在課業上。（B-4-16） 

 

    經過以上的思考，Gary 認為家裡對他而言不是非常好的讀書環境，也不太

適合他的學習習慣。因此，他在國三選擇留在學校的圖書館念書，這樣的讀書空

間，他的感受是：「後來到了晚自習的時候，好像有改善，因為大家都在讀，你

就不能不讀，而且桌上也沒有什麼東西讓你分心，就只有書本而已，就不會分心。」

（B-2-34）彗星同樣也提到自己在家的情況是： 

 

    在家裡就是比較容易分心吧！在家裡我只有少部分時間可以真的很專心，可 

    能其他時間就念書念一念，可能累了，就會去做一些別的事情啊！然後東做 

    西做的，時間一下子就過去了，浪費很多時間，就想在學校看看能不能多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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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G-3-29） 

 

    而晚自習的學習效果，彗星的結論是：學校晚自習會念的比較多，也會比較

專心，因為沒有什麼會讓自己分心的東西，晚上也很安靜。一直都沒有補習的大

平認為： 

 

    就是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下念書，大家都很認真啊！旁邊都坐那種很認 

    真的小孩，就覺得不能發出任何一點聲音，什麼事都不能做，就只能念書， 

    強迫自己也要專心下來，不然被那個旁邊的同學嗆的時候就很不爽。（K-1-6） 

 

    對大平而言，學校的晚自習空間不僅是一個強迫自己靜下心讀書的空間，同

學之間彼此的約束力，也是促使他能夠專心讀書的潛在力量。大平說道： 

 

    回家就覺得很無聊，回家又沒有動力想念書，乾脆就留校，留校就開始想念 

    書，念起來還蠻有豐實感，而且沒有什麼辛苦的感覺，因為大家都很開心。 

    （K-1-54） 

 

    在大平的身上隱約可以感覺到同學對大平而言，是他在學習路上的重要夥

伴，就算是晚上留校繼續念書，他的心情是愉悅且開心的。因此透過外在環境的

壓力或大家一起讀書的氛圍，也能協助本身較不容易專注學習的學生一臂之力，

這樣的讀書空間與補習班所提供的安靜空間似乎有異曲同工之妙，但不同於補習

班的是學生在時間規劃與內容安排上，他們必須更要有自己的想法，正如 Gary

所言： 

 

    我可以自己調適今天要讀什麼，要寫什麼，去買一些東西來寫，照自己的 

    步調走，我們的導師，有印一張空白讀書計劃表，每天讓我們寫自己要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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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雖然我有點跟不上我自己寫的進度，可是我覺得有在跟著走的話，至 

    少不會生疏掉。（B-1-14） 

 

    因此，若能先做好讀書計畫表，至少可以知道自己準備了多少東西、自己還

有多少時間可以運用，誠如彗星所言：「唸書狀況自己大概有個譜在心裡，知道

我哪一部份還沒讀完，自己要唸的還沒有唸完。」（G-2-39）他們會覺察自己的

學習進度，瞭解自己的學習狀態，像這樣能夠自己去規劃的能力，相信是參加補

習的學生很難去感受的。就算只有在考前兩個月才開始真正認真準備考試的大

平，他也說：「我會先看學校隔天要考什麼，就先把那些念完，念完之後就開始

寫講義吧！拿出來一直寫一直寫，沒有管它那一科，看心情。」（K-1-20） 

    綜上所言，這些選擇繼續留校晚自習的學生，當他們面對自己該如何好好準

備考試的情境時，也意識到自己需要一個被約束的空間、或是有同儕共同努力的

氛圍，雖然他們需要借助學校所提供較安靜、有讀書氛圍的空間，但自己也必須

主動去安排與規劃放學後的學習時間，才能爭取更好的考試成績。本研究留校晚

自習的受訪者對於這部分所陳述的內容較少，因此我僅做以上的內容說明。 

 

參、在家學習，家就是我放學後的學習空間 

    丹尼爾說：「讀書是自己的事情啊，我們要自己先試一試才知道到哪啊，沒

有嘗試就直接去補習，那對自己也是不太負責任。」（J-1-29）聽到這句話，我不

禁為之震撼。丹尼爾認為自己獨立面對學習的挑戰，是對自我學習負責任的表

現，這樣的信念讓他不輕易踏入補習這條路。而奇思也提到類似的想法，他說道：

「本來有點想要補的，後來是就想說乾脆不要，就是不要補。如果真的跟不上了

再看要不要補。」（E-2-86）他們在學習的路上先給自己一個獨立面對挑戰的機

會，先嘗試再說，自己真的不行再尋求外力的協助，因此「家」就成為他們放學

後的學習空間，自己就是學習的主人。 

    不同於丹尼爾與奇思的易嫻，則是因為小學忙到翻的課後才藝補習經驗，讓



 

56 

她在國中時堅持不要再補習，她說道： 

 

    是我自己非常不想補習，因為小學排得滿滿的，有補畫畫、英文、音樂…… 

     一個禮拜只有一天沒有補習，覺得蠻忙的。當時畫畫要畫很多天，因為要 

    考美術班。還有做科展也很忙。小學時間排太滿，國中就不想補習，而且自 

    己還讀的來，就不需要花錢去補習。（C-1-23） 

 

    雖然易嫻小學上了許多才藝課程，但她升上國中之後，不想再勉強自己，希

望放學後的時間是自己的，而不是被排得滿滿，這樣的堅持，讓她放學後的學習

時間是屬於自己的，而她對於家的讀書空間也甚為滿意，她說道： 

 

    我本來要留學校的晚自習班，但是我不喜歡密閉的空間，自己會覺得不舒 

    服，有一次我去圖書館空氣太悶，就讀不下去。雖然家裡有一點吵，因為全 

    家在一個書房裡。每個人有自己的書桌，但考試前會配合不要吵，就算客廳 

    看電視也不會太吵，我們小孩子就一起寫功課，我的座位前面就是窗戶，很 

    通風，我喜歡這樣的讀書空間。（C-1-27） 

 

    對易嫻而言，「家」真的是她最喜歡的學習空間。而ㄚ嘉則是因為從小到大

完全沒有任何補習的經驗，因此放學後去補習班對她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一件

事。她說道：「我從小都沒有去補習，連安親班都沒有，因為媽媽沒有上班，都

在家照顧我們，所以都沒有任何補習。」（F-1-33）因此「家」對ㄚ嘉而言，就

是她從小到大放學之後的學習空間。我思考著 Barry J. Barry J. Zimmerman 所說

自律學習乃是學習者透過後設認知，有動機性地在行為上主動參與他們自己的學

習過程，自己生產出自己的想法、感覺與行動，以達到他們的學習目標。而自律

學習者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掌握學習的自主權，包括：時間上運用的自主權與複習

課程內容上的自主權。像易嫻在時間規劃上的安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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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先看一下電視、上網看一下自己或別人的網誌或是彈一下鋼琴，大概 

    放鬆到七點再吃晚飯。八點左右進去寫功課或讀書，所以常常寫到很晚，有 

    時寫到 10 點多，再讀隔天要考的科目，有空的時候也會寫自己買的參考書 

    或講義，有時會念到一點多。（C-3-11） 

 

    至於易嫻在規畫讀書的內容時，她的想法是： 

 

    我會做大範圍的規劃，知道自己什麼時候之前要讀完哪個範圍。每一天要 

    讀的科目很隨性，各科會換著讀，但心裡是有想法的，各科所花的時間也不 

    一定的，要看科目的性質，像數學就要久一點。（C-1-26） 

 

    而ㄚ嘉放學後的時間安排則是：先寫作業，念明天要考的，如果有剩下的時

間會先讀學校排的複習進度、念自己比較弱的科目或超前進度去念，十點多就一

定要睡覺。而丹尼爾則是放學後會跟同學在學校附近繞一繞、認識環境，有時候

會發現書店、漫畫店，對他而言那也是一個收穫，或跑去市公所走走，看看布告

欄的活動，有空他就會去看。由此可知，丹尼爾在學習上是一個非常主動且喜歡

多看看多走走，他的學習範圍不只是教科書，生活周遭的環境也是他有興趣的學

習圈。回到家之後，他說道： 

 

    我最晚的話一定是七點過後就直接進去書房讀書，自己每天都有排程，先 

    把排程唸完，再把之前沒唸完的繼續拿來讀，如果有緊迫的話，例如明天考 

    比較多，我就先把他插進來，優先排第一順位念，我跟別人不一樣，我是比 

    較亂啦，可是亂中有序。（J-1-7） 

 

    因為放學後的時間相對於學校是比較自由且放鬆，他們在放學後選擇在家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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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都必須面對自己如何規畫學習的問題，而這些學生也都呈現放學後自己的

學習樣貌。另外，一個自律學習者也必須能覺察自己的學習狀態，即監控自我表

現。易嫻面對讓自己分心的事物時，她的做法是： 

 

    因為寫功課會不專心，如果旁邊有一本書，就會寫一寫休息、看一下。但 

    考試之前我會把書藏起來，專心讀書，不會放在書桌上，尤其是段考前。 

    （C-1-10） 

 

    而丹尼爾除了有自己的時間規畫之外，當他面臨一些會分心的事物時，他也

能主動去克服，正如他所言：「因為家裡就有很多課外書，自己也很喜歡看，在

考前會把書桌那一堆書暫時搬離自己的視線。」（J-2-18）他們能主動排除會讓自

己分心的事物，這樣自動自發的精神，是放學後選擇到學校圖書館念書的學生所

缺乏的學習精神。此外，我發現這些學生放學後的時間規劃大致都以學校的功課

為主，若有剩餘的時間都會主動進行自己心中想要的一些複習進度，很清楚自己

需要加強什麼或是自己要多哪些練習以增加自己的實力。但訪談學生當中比較不

一樣的是奇思，他說道： 

  

    我都沒有在準備隔天的考試，因為如果每天都要看，我可能會隔天不想考 

    試了。只有在段考或模擬考前會多讀一點，比較拼一點，平常都沒有，回家 

    只有寫完功課，看看電視，看完之後睡覺，反正都不準備，超級懶的。 

    （E-2-14.1） 

 

    這樣的學生不禁令人好奇，他如何能在學業上依然有好的表現，其中奇思提

到：「有可能是我比別人容易靜下心來看書！」（E-3-13）是的，我思考著如果能

很快靜下心，專注去念書，投入在課業上的時間是否一定要很長，才能達到好的

學習成效呢？奇思的學習經驗讓我看到學習者的多樣性。易嫻對於放學後沒有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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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看法是利用學校聽一次，回家自己再複習一遍，也是複習兩次。由此可知，

她除了在校認真學習之外，回家也主動複習功課，這樣的效果與去補習是一樣

的，甚至還多了自己可以思考消化的時間。 

 

    我深深感受到他們放學後對於學習自主權的掌握，以及能夠自我觀察與自我 

    評價，並採取行動，創造有利學習環境的自律學習精神。（省思札記，990810） 

 

第二節    學習經驗的詮釋 

    在前一節中描述了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樣貌，呈現出學生放學後

不同的學習途徑，而這些放學後的學習經驗與其本身所處的大環境又息息相關。

誠如譚光鼎（2010）提到兒童的發展與教育經驗，最直接且最主要的影響機構是

家庭和學校兩者。因此本節以學生為出發點，詮釋學生自身學習經驗，包括：學

生感受到自己置身在怎樣的學習環境當中？在這樣的情境中如何去面對、思考與

行動？學生對於學校與補習班的看法為何？透過學生對其學習經驗的詮釋，將可

一窺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整體的學習樣貌。 

 

壹、「我置身」在何種的學習環境當中？ 

    學生進入國中後，面對的學習環境與國小有些許差異，最明顯的差別是考試

的次數變多，上課的時間也變長，誠如 Gary 所言：「要適應的主要是對國中考試

的心態跟國中後來就有第八節了嘛，那個課業繁重度跟國小是差蠻多的。」

（B-4-6）彗星也提到國中考試比較頻繁，上課跟小學的重點也不太一樣，且國

中上課，基本上是以基測為大目標。因此，本研究將從以下幾個方面來分析學生

對於自身學習經驗的詮釋。 

 

一、「我置身」在考試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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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覆讀著這些學生的文本，赫然發現「考試」這件幾乎占據國中生許多時間

的事，在學生的心目中竟然存有許多負面的感受，像奇思說： 

 

    老師常常發很多考卷，我是很勉強可以趕完，其他人就有點困難都寫不完。   

老師會發一大疊，到最後我都不想寫，其實一開始我有寫，到後面就不想寫，

拿了之後就放在書包裡，不寫了。（E-2-22） 

 

    奇思感受到班級同學以及自己對於學校考卷太多的無奈。而彗星的想法是：

基測前一直重複看考試的內容，重複做題目，重複看一樣內容，只想著考試會怎

麼考，她帶著「考試」的壓力去念書，無法單純享受讀書的感覺與樂趣。另外，

像ㄚ曾說：「段考前我媽就一直強迫我唸書，我是段考前一天會開始念，很認真

的念，就惡補一下。」（H-1-45.1）奇思也說段考前或模擬考前他才會多讀一點。

我思考著，原來有「考試」學生才會去念書嗎？才會多看一些、多算一些嗎？如

果沒有考試是否就沒有所謂學習可言了呢？大平很直接的說道： 

 

    不考試我就不念了。我有興趣的話，我會追根究柢，如果沒有興趣的話， 

    反正就看一看背起來，然後就丟掉了。反正考完基測就通通都忘了。 

    （K-2-71） 

 

    成恩也認為國中念書大概都是為了考試而已，很少是自己喜歡念書而去念

書，自己當然也是為了考試而念書，他本身其實不喜歡念書這種東西。因為要考

基測，學校或補習班充斥著考試這件事，目的都希望學生能有一個好的成績，考

上好的學校。但同時也讓一些學生陷入為考試而念書的漩渦當中，要如何做才能

讓學生知道學習不是只為了考試而已？雖然大環境之下，升學政策是暫時無法改

變的制度，老師或許也只是制度之下的一顆棋子，但是老師真的如此「身不由己」

嗎？老師如果企圖要了解自己的意識形態如何影響他們的教學，他們最重要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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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是：為什麼某些特定的教學方法會在學校變得如此自然、習慣？為什麼老

師將這些方法當作正常、沒有問題、理所當然（蕭昭君、陳巨擘譯，2003：298）？

我反覆思量著這段文字，思考著自己在教學路上雖然走過這麼長的日子，自以為

經驗豐富，但是若不去思索教學上的問題，以行動去改變現狀，所謂的「經驗豐

富」也只是徒增年紀而已啊！ 

    另外也有學生認為考試太多對學習有不良的影響，例如冰淇淋說： 

 

    考試越變越多的時候，我們所學習一個東西的時間不再那麼長，本來可以很 

    深入了解到很透徹，現在卻不能照妳想要的方式，就是沒有時間讓妳去摸 

    索。（L-2-20） 

 

    尤其國三考試變多，冰淇淋覺得一直考試有點煩，因為段考跟模擬考一直互

相交錯，後來就慢慢得那麼喜歡讀書。此外，冰淇淋認為在現今的考試制度下，

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內化」知識，因為國中是考基本能力，要學的非常廣，而這

樣準備考試的方式，比較沒有辦法做深入的學習，她覺得很可惜，因為都已經接

觸到它，卻只能輕輕略過。冰淇淋說： 

 

    要應付考試的話，學習的東西要多、要廣，因為基測是考很表面、很基本 

    的東西，但是會考的一定都要學到，所以就要不斷的去把基測會考的那個大 

    範圍，至少都要先讀過。（L-3-46） 

 

    她認為要考好基測，必須想辦法掌握最多的考試資訊，才能安心應付考試。

由此可知，學生為了要全面掌握考試內容，必須蒐集與接觸更廣的考試資訊，才

能放心面對基測，相對可以深入的時間變少，因此當考試佔據學生太多時間，反

效果也會跟著出現。ε 也說：「剛升上國三的時候有點不太能適應，因為考試時

需要想很多東西，但國三考試太多，所以感覺自己成績有點下滑。」（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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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要評量學生的學習狀況，寫考卷並非是萬靈丹，更不是

唯一的方法。像丹尼爾並非數學能力很差或是他沒有釐清觀念，只因考試對他而

言，有一股莫名的壓力，他說：「數學，其實我是覺得很奇怪啦，上課我會理解，

平常寫題目我會寫得出來，可是到大考的時候就突然又寫不出來。」（J-2-26）

因此，考試的份量是否適中，可否達到評量學生學習成效的目的，或考試對學生

心理方面的感受與適應，都必須細心去留意與思考。 

    伴隨考試而來的就是學生對成績的感受，像 ε 就說：「有一次我考 4xx 分，

剛好有一個人他只有考 4xx 減一分，非常的驚險，因為那種東西很可怕，就是我

一定要拉開和別人的距離。」（A-3-80）可見成績在 ε 的心中是一個很大的壓力，

不僅要領先別人，並且要有一個距離，他才能對自己的學業成績很放心。而ㄚ嘉

認為考試成績並不是想要贏過別人，只是當一個標準，用他們的成績大概比較一

下自己的成績，衡量一下自己的狀況。她的目的雖然不是贏過別人，但也是藉著

比較成績知道自己在群體當中的位置，當作自己是否需要再調整讀書時間的衡量

標準。很特別的是冰淇淋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段考平均成績沒有上

90，可是我還是有第三名，我就覺得要要好好讀書。」（L-1-55）她會覺得應該

要好好念書，是因為她發覺： 

 

    原來在公立學校裡面，成績好的永遠都是成績好的，就是想要退步很難， 

    不是說他的成績退步很難，是他的名次退步很難，就是妳的實力已經不在， 

    但是妳的優越感會存在。（L-3-98） 

 

    冰淇淋的反思，讓她驚覺班上的名次並非成績實力的保證，外在的名次會蒙

蔽她該更加努力的方向，因此，後來她也選擇更有競爭氣氛的補習班，讓自己有

挑戰高手的地方，不斷的加強考試能力。也由於她對於成績的感受是：「我不能

說我喜歡讀教科書，可是那個時候是喜歡讀書沒錯，有讀可以從成績找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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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L-1-16）這也是她讀書很大的動力來源。像成恩也說： 

 

    我們前面這幾個，只要段考考贏了，段考到另外一次段考中間，班上就是 

    會覺得你就是最強的。後面那二、三名的就比較沒有人會去注意他，老師問 

    說你們班誰成績比較好？那當然一定講第一名。我自己是用成績來肯定自 

    己，然後就可以再往上拼。（I-2-68） 

 

    成績提升可以激勵學生的學習動力，幫助他們有信心繼續努力去念書考試，

在ㄚ曾的身上更是一個奇蹟，她認為自己考試運氣那麼好，如果再努力一點，就

有可能運氣加實力超越其他同學的成績，面對這樣的好成績，她說：「第一次進

前三名，我就爽了，真的可以幹得掉他們！他們不是那種沒辦法碰觸的境界。」

（H-1-79）原來可以「贏過別人」對學生而言，也是提升學習動力的重要心理力

量。但在丹尼爾身上卻看到，成績帶給他的負面影響，他說道： 

 

    聽課都懂、做例題也會做，考出來的成績卻不是這麼的理想，這時候就有 

    問題了，以前是很熱愛數學，競賽都會去參加，可是到後來就會躲著數學， 

    數學比賽也不想去了。（J-1-37） 

 

    成績的不穩定，讓他的學習興趣與自信心受到打擊，暫時排斥數學。而大平

也說他真的很討厭也不喜歡數學，因為本身數學就不好，每次考試都考很差，就

覺得算了、討厭它。因為成績上的挫敗感，也讓學生對學習的興趣與意願大打折

扣。對於成績的心情感受，彗星尤其敏感，她說： 

 

    成績如果跟自己預期的分數差很多，會很懊惱、難過，對那個分數，應該 

    是得失心吧！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越想越難過，心情起伏會比較大，緊張、 

    會焦慮，就會去質疑自己到底可不可以？做得到做不到？一次分數就會對自 



 

64 

    己影響很大，可能把自己以前的努力整個都推翻掉了。（G-1-25） 

 

    彗星對成績的負面感受，擴大到否定自己全盤的努力，可見她必須比別人花

更多心力去調整自己的心情，才能重新再投入準備考試的學習狀態中。丹尼爾也

曾因為成績而有心理受挫的感覺，他在八年級時，因為兩次數學段考不及格，讓

他的心情跌到谷底。而ㄚ曾一直無法在班上的排名有所突破，帶給ㄚ曾的影響是

認真念書是沒有用的負面感受。她說： 

 

    我國小成績都在一、二名嘛！第一次進七年級段考就第七名，那時候打擊 

    很大，之後發現整個七年級都卡在第七名，飆上去後又被踢下來，就想說 

    這樣算了，反正掉下去的話也沒有辦法到那麼低分，認真念也衝不上去。 

    （H-1-41） 

 

    綜上所言，學生對於自身學習環境當中的考試與隨之而來的成績都有相同或

不同的感受，但無論是正面或負面，這些都是他們對於「我置身」在此環境當中

的心情點滴。我反思著學校中的「考試」與「成績」帶給學生的潛在影響，在現

今知識與資訊爆炸的時代中，知識早已不再是力量，知識充其量只是材料，愛因

斯坦說：「想像比知識重要。」而學校的教育卻反其道而行，讓學生陷於斤斤計

較一分二分的考試成績，無形中養成只追求標準答案的習慣，這樣的僵化思考，

正是想像力的一大殺手。身為教育工作最前線的教師，若能跳脫只能以「考試」

作為評量學生表現的手段，「成績」就不會成為衡量學生成就的唯一指標。 

 

二、「我置身」在競爭性強的環境 

    面對考試與考試成績下的學生們，與周遭的「人」又交織出怎樣的學習環境

呢？其中的 ε 沉重的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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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分析過我自己，我是喜歡支配別人的那種心態，可能如果我知道比 

    較多東西，就可以壓過別人的表現，因為我是好勇鬥狠的，當然不是外表好 

    勇鬥狠，只是可能大家都看不出來，我這種本性不會很常顯現，只可能偶爾 

    會顯露一點，就是那個好勝的心，不甘屈於人後。（A-2-18） 

 

    這樣的競爭意識存在於他的心中，鞭策著自己。而 Gary 在面臨選擇自己念

放棄補習時，因為爸爸的質疑，讓他心生更要努力的念頭，他雖然覺得爸爸沒有

刻意要激他，但是他的心理就覺得想要拼給爸爸看。而學校裡的競爭意識也讓他

感受到：「我之前有幾次模考考得不太好，就有同學的媽媽說你們家 Gary 現在輸

我們家誰喔！我就很不爽，我媽也很不爽。」（B-2-6 ）除了班級的競賽之外，

學校也有所謂的全校前 300 的大排名，庭華說道： 

 

    國中之後競爭力比較強，因為學校有排那個紅榜啊，只要你掉下來所有的 

    人都會看到，就會看到你掉得很兇啊，像模擬考的話有一次我全校第 9，下 

    一次模擬考變 89，整個掉了 80 名，覺得怎麼可能，掉好多喔！（D-2-30） 

 

    因此，無論是在班級或在學校中同學之間的競爭是學生必須去經歷且面對

的，這樣的競爭氛圍對彗星而言是：「大家會有一些期望，一些目標，在那個環

境，就不知不覺不想被人家超過，或是被環境影響，會跟著想要念書，想要達到

那個目標。」（G-3-56）在班級中與同學一起努力，不想被其他人超過的心也讓

她更積極的去準備考試。因此競爭也是激勵學生學習動力的無形推手。但班級中

的競爭有時也會出現如ㄚ曾這樣負面的情況，她說： 

 

    那個時候為了成績已經不管什麼友誼，看到一些班上的人成績都很好，我就 

    想說是不是要幹掉他們，他們笑得好囂張唷，好不舒服。我是覺得他們很瞧 

    不起我吧！心裡想說我只是在玩電動讓你們的，你們居然考那麼好還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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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已經有一點心理變態了，就很想要在功課上去超越他們。 

    （H-1-76） 

 

    她在班上感受到不友善的競爭氛圍，又或者是她自己內心不想輸的個性，即

使她在社會科的成績已經是最強了，她仍然想再更好，她說道：「因為要更強才

能幹掉他，當時就是沒辦法自尊心很強，因為成績越好，就越不想被幹掉。」

（H-2-62）細觀ㄚ曾有這麼強烈的競爭意識與不服輸的個性，是因為她心裡有一

部分是非常在意媽媽的感受，她說：「我媽很在乎成績。因為我媽那邊的人學歷

都很高很高，想讓我媽囂張一下，讓我媽開心一點。」（H-2-44.1）訪談中她特

別提到說： 

 

    有一次讓我很難過，就是五十三分那次段考，有一個小學朋友一直都是輸 

    給我的，他考九七，補習班都有他的榜單，我就打擊很大，那時候我媽跟我 

    講說，你看你拿什麼跟人家比？你已經沒有贏他什麼，你什麼勝算都沒有。 

    （H-3-9） 

 

    ㄚ曾身邊的壓力不只來自學校同學，還有媽媽的深切期望，甚至在家中的弟

弟，她說道：「ㄣ~你有兩個一百啊！然後就把我弟搬出來，你看你弟今天有幾個

一百啊，就跟我弟比啊！」（H-4-82）不只是ㄚ曾，易嫻也提到因為自己的讀書

習慣與姐姐不相同，在家中也會被誤會自己沒有在念書，她知道自己真的會晃來

晃去，沒辦法像姊姊一樣一直讀一直讀，而姊姊就可以這樣一直讀一直讀完全不

用站起來休息。從上可知，學生在學校會感受到同儕之間一爭高下的競爭氣氛，

在家中也會感受到手足之間互相比較的壓力，訪談中比較特別的是冰淇淋，談到

她與姊姊兩人的情況是被外在環境拿來比較的壓力，因為姐姐的學習能力沒有她

那麼快，所以冰淇淋學的東西要比姐姐多，才能夠教她或是幫助她，而姊姊的存

在，也讓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棒的人，她認為依現在的標準、評估的方法，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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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制式的制度下，自己是比她姐姐優秀的。但是她認為自己也要承擔很多其它的

壓力，她說道：「當我有她無法想像的辛苦，因為我是個不想輸的人，所以就要

不斷的努力，我要接受的是自己鞭策自己的那一些想法。」（L-3-88）冰淇淋又

進一步的分析她自己，她說： 

     

    我好勝心滿強，就是不喜歡輸啦！在不同環境都想要有一個亮眼的突出的 

    表現。可是我不會一開始就說我一定要第一，但是我會慢慢得找一個目標， 

    然後達到我的目標，然後再超越我的目標。（L-1-68） 

 

    競爭在冰淇淋的身上所展現的是一股強大的自我超越與努力向上的鬥志，正

如她自己所說： 

 

    我覺得我的努力不一定比別人多很多，但是我會希望比別人好，所以如果 

    我在相同的努力之下，沒有辦法比別人好的時候，我就要更努力啊！ 

    （L-3-92） 

 

    另外，像成恩他在班級中感受到的競爭氣氛是，同學笑他一開始成績那麼

好，後來就被後面的人追過去，一開始第一名的位置沒了，成恩被同學笑就不想

輸，因為自己已經習慣一、二名的位置，突然有一個人進來，把他踢到第三名去，

感覺就不對，因為自尊心、面子問題，輸了就是不一樣。不想輸的心，在這些成

績優異學生的心目中占著重要的地位。他們將自身置於競爭的氛圍當中。而一直

都沒有補習，念書也很隨性的大平，他也說： 

 

    八下的時候開始想要拼啊！想要一個一個把班上成績排在我前面的人通通 

    踢下去的感覺，因為很多朋友的 PR 都一直在上面，99 啊！98、97，自己就 

    一直停在 96 動不了，心情很不好啊！他們給我的壓力很大。一開始都是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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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像站在平地上看著雲端的人說，我要飛上去一樣。可是就飛不上去。 

   （K-1-17） 

 

    但是大平對於自己國中三年的學習生活，仍給自己這樣的一個評價，他覺得

自己的國中生活過得很快樂，不管考得怎麼樣，快樂還是最重要，學業成績對他

而言不是第一位。大平雖然感受到學校中競爭的壓力與自己想贏過別人的期待，

但仍然享受國中生活中快樂的那一面，有自己想堅持的一個學習節奏。丹尼爾談

到自己的學習經驗時，他也說： 

 

    我們班前面的人都非常努力,所以一不小心就會被人家，ㄎ ~ˋ 往後踢，就是 

    名次就會往後退。所以不會像別班第一名和第二名實力差距很大，就不能完 

    全鬆懈啊，如果沒有同學這些刺激在那邊的話，有可能會放掉，不過越到後 

    面，我是想挑戰自己。（J-2-94） 

 

    丹尼爾和大平一樣的是，班級中的競爭壓力，都促使他們更積極的去念書，

但也都能讓自己不會完全陷在競爭的環境氛圍當中，像丹尼爾就說：「到後面就

是一直破自己記錄，破自己記錄的感覺比較快樂，因為贏過別人是比較；贏過自

己，才是成就。」（J-2-95）他的想法深深的打動我的心，學生能夠在學習上享受

超越自己的快樂，而不是只為了贏過別人，這樣的學習領悟與改變，真的不是「考

試」能夠評量出來的。 

    學生身處在競爭性強的環境當中，同學是他們競爭的夥伴，透過考試結果的

分數與成績的排名，成績優異學生不僅看見自己學習上的盲點，也注視著周遭對

手的表現，確認自己的「努力」是否足夠，也由於好勝心的驅使，不服輸的個性

面對優秀的競爭對手激發學生挑戰的決心。我思考著學校中每天大大、小小的考

試，一再的以「分數」去評量學生的表現，每週的周考排名、每個月的月考排名、

模擬考的紅榜，在競爭的壓力之下，「互相比較」是每天必上演的戲碼，長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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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環境之下學習，深怕別人超越自己。而分享資訊、合作學習是有風險的；

耳邊聽到讚美別人的聲音時，心裡就認為自己是不好的，嫉妒的情緒油然而生，

校園中這樣的潛在課程，是否在無形當中內化了學生只有贏了別人，才是成就感

的來源？ 

  

三、「我置身」在學習助力 vs. 學習阻力交織而成的環境 

    學生身處的學習環境，我將它區分為學校內與學校外，分別從這兩方面去詮

釋學生所處學習環境中的學習助力與學習阻力。 

 

（一）學校內的學習助力 vs. 學習阻力 

     學校內學生接觸最多的人，就是同學。而同學在學生學習經驗扮演怎樣的

學習助力呢？根據王怡琦（2001）研究結果得知，透過同儕間異質性與學習成效

的差異，讓學生有機會透過多元觀點促進學習，如「見賢思齊」的心理，並利用

同儕間互相比較競爭的心理，互相觀摩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像 Gary 就覺得同

學之間競爭對學習是有幫助，可不可以超越別人，也算是一種學習上的助力。另

外，他也說：「在課堂上不敢問太多問題，就問一些比較厲害的同學，也是幫助

自己學習的方法。」（B-1-18）而易嫻提到影響她最多的是班上的同學，她說道： 

 

    因為有幾個好朋友，成績也都很好。有不補習的成績也很好，會互相影響。 

    而且我念的班級同學的素質都很接近，不會有後面的，也不會太混。 

    （C-1-25） 

 

    所以易嫻有好的學習同儕，在學校中能互相鼓勵、互相成長。而庭華也認為：

「同學影響會比較多，因為平常在互動的都是他們，老師是因為課堂關係才有討

論，同學是無時無刻都在旁邊。」（D-1-88）正因如此，遇到問題時，同學當然

是最好的學習夥伴，她說：「討論功課的時候 大家可以一起討論啊，然後就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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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也可以和旁邊的人一起分享那個心情。」（D-1-66）放學回家之後又可以

一起上線討論，同學成為學習的最佳幫手，她說道： 

 

    即時通有個畫板，可以用畫的，比較好討論……功課上的問題也不用怕說 

    那同學不懂，因為他不懂的話我可以再問別人，例如資優營隊上課比較不懂 

    可以討論一下，或者今天生活狀況啊、心情比較不好啊、就講一下。（D-1-13） 

 

    庭華喜歡與同學一起討論功課的原因，除了同學行蹤容易掌握外，還有同學

之間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去了解，而且可以聽聽看各種不同的講法，所以她同一個

問題會問很多人，看哪一種大家比較常使用，就去學那種方法，學比較簡單一點

的方法，化繁為簡。庭華不只是一個喜歡追根究柢的學生，她還會比較各種方法，

自己去思考，同學是她學習路上很重要的助力。另外，像ㄚ曾也認為同學可以提

供更好的解法，所以比較喜歡與同學討論，她說： 

 

    老師不是真正的考生，同學都跟我一樣有些賤招，有時候老師都不會發現， 

    因為老師就教那些。比如說考生會緊張，會自己去弄一些不同的算法，所以 

    我覺得有時候問同學，反而比較好。（H-2-81） 

 

    奇思也提他參加學校資優營隊時，資優營隊的同學實力都不弱，老師也會出

比較難的題目讓大家一起算，一起討論。下課也會一起聊天，互相有幫助，也互

相有競爭。而沒有補習的ㄚ嘉也提到學校同學對她的幫助很大，有一次因為她生

病，課程進度沒有跟上，她就一直問，看不懂就問同學，自己也一直看例題，把

它弄懂，同學也很樂意教導ㄚ嘉。彗星也提到： 

 

    八升九的時候，考試變很多，問題也變多，畢竟都是兩年或一年以前的東 

    西，慢慢就有一些人會去討論，大家講一講自己的想法，還可以往那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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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怎麼做。如果是自己一個人，可能想一想，想不透就放在那裡，如果是 

    大家一起討論，就算討論不出問題，還是會有想要知道的那種心情。 

    （G-3-28） 

 

    因此，同學之互相討論可以激勵同學們想找出答案的動力，增進彼此的能

力。大平的想法也同樣呈現出同學之間心裡的感覺，因為平常同學之間也會互相

研究，有一些交流，心理就覺得別人懂這些，自己不懂，就開始想要去補充課外

的知識，就有一些競爭意識，為了想要讓同學來問的那種優越感，就會開始更努

力念書。大平毫不保留說出心中的想法，也顯示出他對自己某種程度的認識與了

解，極力想要被同學肯定的心，間接幫助了他在面對基測考試時，能夠創造佳績

的一個重要助力。除此之外，他在國一的時候，因為數學課有分組，他去教好朋

友，在教朋友的時候，有些自己講不出來，就會發現自己其實沒有很懂，就會再

去補足。這些學習經驗都幫助大平在學習上更上層樓。而在丹尼爾的學習經驗

中，同學也適時的刺激了他的學習動力，他說： 

 

    那時候心態上覺得七十幾、八十幾不錯了，因為也沒人滿分啊！沒差。可 

    是到八年級發現有人變厲害了，這個也是一個刺激。以前那樣唸也都還可 

    以，可是八年級同樣這樣唸，發現有人進步了。（J-2-68） 

 

    像成恩也說他在國三下時，因為念書念那麼久，稍微疲累了一點，是班上同

學給他壓力，讓他能夠堅持下去，那時候班上突然出現三個人都考贏他，因為心

理害怕會輸，就讓自己再緊繃一點，基測前兩個禮拜，就再緊繃一點，調整回原

來的讀書節奏，最後就拼出好成績。班上同學給成恩極大的壓力，他說： 

 

    班上雖然不是都很優秀，還是會有比較突出的人跟自己競爭，幫助自己更 

    強，少了這些同學的競爭，當然就不想要念書。（I-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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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也在壓力中克服身心的疲累，得到他想要的結果。而他與班上的討論僅

限於成績好的同學，他說：「高分群的我們幾個，有問題就會稍微問一下，因為

其他人可能沒有辦法跟上我們寫題目的那種速度。」（I-2-30）不同於成恩的是冰

淇淋，雖然她與同學之間有競爭，但與同學之間的互動卻更多，她說道： 

 

    我其實不會跟別人交惡啦，都是朋友，我們也會互相問問題呀、互相教功 

    課什麼的，之前有位同學國文一直都很不好，社會也不太好，後來我有教他， 

    他們補習班也有加強，後來他成績就上來了。我覺得跟同儕是一種互相合 

    作，可是又要比出高下的一種競爭又合作的關係。（L-1-86） 

 

    而且冰淇淋認為，讀書總是要互相切磋、互相討論，有時候在跟別人討論的

過程中，觀念會更清楚，彼此也可以更深入探討這些東西的議題，有時候他們在

講的時候會發現原來這裡自己還沒讀到，同學之間雖然感情很好，可是在考試的

時候又要有個排名，讓自己知道要更努力，這樣的互動讓冰淇淋的學習生活比在

家教育期間的學習更加有趣。在蔡毓智（2002）的研究中發現，朋友學業成績顯

著影響學業成績，在本研究中這些國中成績優異學生也是與程度相近的同儕互相

討論功課、互相切磋成績，對於成績的提升也有其助益。 

    學生們除了在課業上與同學有互動之外，在其它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影響，例

如 ε 就分析他自己說道：「我不知道這獨生子的性格在我身上有沒有表現出來，

其實我不太喜歡和別人相處，所以我只好回家捧書。」（A-2-23）他的話讓我的

心有一點難過，心中也充滿疑惑。他七年級的校外教學、八年級的隔宿露營，還

有畢業旅行，都沒有參加，自己一個人躲在家裡。因此：「團隊精神在我的學習

過程中是比較少出現，都關在家裡一個人看書，所以我比較沒有那種合作的感

覺。」（A-2-24）ε 與同學互動這方面尚有許多功課要學習，訪談過程當中也私底

下與他分享一些經驗，期待他的高中生涯不只在學業上精進，在人際關係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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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所突破。與 ε 很不一樣的是 Gary，他與同學的互動摩擦很多，但最後都能

努力去克服，他說： 

 

    國一、國二的時候，人緣沒有那麼好，嘴巴太壞講一些讓他們覺得不舒服的 

    話，但我自己比較沒有感覺。後來國二露營，本來組都分好了，後來我就被 

    換掉，被其他人換掉，我就覺得不是很瞭解到底為什麼，那時候真的蠻困擾 

    我的。（B-3-5） 

 

    這段回憶，也讓他想起因為同學之間相處的困擾，讓他無法專注在課業的學

習上，所以那段時間的功課是比較退步的。後來 Gary 試圖去努力一些事，他說： 

 

    國二開始跟同學打籃球，前面我都很爛，我剛要加入他們那個 team，是跟 

    他們一起遊戲的時候，其實還蠻挫折的，因為打得太爛被排擠，心裡曾想過 

    要放棄，後來又想有運動到就好啦，不是管你說你的技巧如何，所以後來還 

    是加入，慢慢就越來越熟練，最後大概國三以後，終於開始融入他們那個團 

    體，在班上的人際互動才比較好。（B-4-24） 

 

    因此，學校內同學之間的相處，對學生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經驗。奇思

提到自己與同學的相處時，心中有些許的遺憾，他在人際關係上沒有很差，但是

也沒有非常好，就是不上不下的感覺，這樣的情況讓他覺得很糟糕。談到這件事

時奇思始終眉頭深鎖。可見在這個階段的學生除了在課業上要花較多的心力投入

課程學習之外，期待與同儕之間的良好互動，也是他們想要去經營的重要學習經

驗。訪談學生中的彗星，談到與同學之間的相處，是她國中三年學習到最多的，

她說： 

 

    大家會比較不那麼幼稚，彼此有更多的想法、更多的思考方向，有時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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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去改變人家的思考方向，有時候人家會改變你的思考方向。自己也會去取 

    捨到底是該改變自己的想法呢？還是堅持該堅持。（G-3-57） 

 

    她回憶起自己國一的時候比較不懂得幫別人著想，所以在朋友相處上會有一

些摩擦，就會起爭執，大家都很煩。像團體活動時，隊員跟隊長互相不了解，不

知道彼此的想法，互相覺得對方做法不夠好，就起衝突。到國二時又有新的狀況，

她說： 

 

    國二下的時候成績有點走下坡，因為自己有一些非課業上的問題，就是大 

    家有一些想法上的差異，造成比較大的爭執，因為吵架嘛，心情當然不好， 

    就影響到念書，再加上因為想說要怎麼辦？要不要去解決？如果要的話要用 

    什麼方法解決？因此花比較多的心力在那個上面。（G-3-37） 

 

    彗星非常在意與同學相處的生活，她也從中學習到多一些看事情的觀點。丹

尼爾也深深感受同儕關係如果可以好一點，在課業上的學習也會有幫助，他說：

「假如你平常對同儕的事情你有辦法處理的話，那自然課業上，你就可以多撥一

點事情、時間花在課業上。」（J-1-70）另外像ㄚ曾與ㄚ嘉也感受到同學帶給他們

的影響，ㄚ曾說自己有很多朋友都很認真，下課都在看書，但班排只有三十幾名，

真不公平，但她跟他們學習認真，與他們交朋友。ㄚ嘉也說： 

 

    我一直坐在她前面，她會教我，功課比我好，有很多人補習就不管學校的功 

    課，但是她學校的東西也很認真完成，我很佩服她。（F-1-30） 

 

    班上有這些好的學習同儕，讓他們在學習的路上不孤單。尤其是大平，他非

常深刻的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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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其實有低潮，低潮的時候是靠朋友撐過來，就找同學講，什麼事情他 

    都聽，也不用怕他會外洩，他也會給我建議，雖然他的開導一點說服力都沒 

    有，但是我需要找一個願意聽我說話的人，是一種安定情緒的作用吧！  

    （K-2-37） 

     

     大平非常重視學校的朋友，同儕也是他心裡重要的精神之柱。但是也有學

生提到不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學校裡的同學會成為他們學習上的阻力，庭華覺得

學校的環境比較複雜，像是小型的社會，所以干擾源是一定有。而且同學之間很

干擾、很混亂，好朋友也是干擾源的一種，常常會來找，就無法做自己要做的事，

所以她認為學校的朋友是一起上課，補習班的朋友是一起唸書。像冰淇淋也說： 

     

    其實我早一點來學校，是享受那個同學還沒來的時候，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會比較方便的時間，而且沒有很多不想讀書的同學來煩妳，在那個時間很安 

    靜，想問問題也可以跟同學討論。（L-2-56） 

 

    她們感受到學校同學有時候會干擾自己想讀書的時間，或想做自己事情的時

間，對於學習而言反而是一種阻力。因此，就整個班級而言，若一個班級大多數

的成員都是努力於學習，整個班級就趨向有讀書風氣的氣氛，有利於個人的學

習，正如易嫻之前提到自己的班級同學素質較接近，不會有很混的同學，所以班

上是有讀書風氣的。而 Gary 也說： 

 

    剛好我們美術班有比較受到保護的感覺，那種怪異份子，那種型的比較少， 

    有時就看到別班非常的轟轟烈烈，隨便就有人衝進去打人什麼的……我們班 

    到國三更明顯的是大家都有在拼升學。（B-4-73） 

 

    學校特殊才能班的學生，幾乎都是經過篩選而進入此班級，班上同學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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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家長社經背景也較為相近，除此之外，師資也都是特別精心安排，整體班

級的讀書風氣是優於其他班級。而冰淇淋也提到國二時，她享受在班級中與同

學、老師一起學習的快樂，她說： 

 

    不管是在上課、下課或在課堂中間的討論、分組什麼的，我能夠融入這個 

    班級，更勇於分享自己的想法，而且也更有分享的對象……我在的班是幸運 

    的，班級很有讀書風氣，而有些班就比較活潑，如何在那樣的環境裡，還堅 

    持自己的路，這是國中才能夠學到的經驗。（L-3-103） 

 

    他們都提到班級有讀書風氣，會幫助自己在學習路上走得更順利，而所謂的

讀書風氣指的是班級中大家是否投入心力認真於學業方面的努力，與課堂中全班

是否能專心上課，例如ㄚ嘉則受到班級氣氛的影響，心情有些難過與不平，她說

道： 

 

    班上越來越不想念書，放棄的人越來越多，像作弊、不來學校、抄別人答案、 

    一群女生在吵架，我心裡真的有點沮喪，全班上課有點吵，上課氣氛不怎麼 

    好，老師就會生氣不太想教我們，但又不是全班不想念，老師這樣是不公平 

    的。（F-1-20） 

 

    這樣的班級氣氛對ㄚ嘉而言，她心裡的感受是很不舒服的。因此班級中組成

份子對於學科的學習是否投入，也會影響其中的每一個人。而ㄚ曾對於這樣的情

況，她說： 

 

    7 點半大家都來的時候，喔！超恐怖，老師都管不太動，我到學校大概都 

    在聊天，剛開始上課是很認真，到後面就在課本上塗鴉、做自己的事，因為 

    旁邊的人也都在吵，我也會被分心啦。（H-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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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有良好讀書風氣的班級而言，這樣的班級氣氛對於學生的學習是非常

不利，同學在課堂上必須靠自己的專注力與毅力才能有所收穫。訪談學生中的 ε

就說： 

 

    班上沒有秩序可言，我們班上很亂。像上理化課的時候非常的有趣，因為 

    大家都在做自己的事或聊天，沒有人在聽老師講話，真是一個井水不犯河水 

    的世界。（A-1-39） 

 

    ε 身在其中，卻能秉持「眾人皆醉，我獨醒」之姿，專心聽老師上課，他

覺得老師上課講很多東西，只是大家不願意去聽，都在寫補習班的東西，做自己

的事。我心想，ε 真的很不容易。這應該是冰淇淋之前提到「要堅持自己的路」

的難得經驗。另外，沒有補習的丹尼爾也身處在類似班級情境當中，而發出這樣

的心聲，他說： 

 

    八年級變得更亂了，有人常常在那邊那鬧啊，老師也有問題啊，鬧老師就 

    會趕課、趕課、趕課，不能補充很多東西，老師被迫無奈不能教你那麼多， 

    可是學校也不會因為你教比較少，所以你就考比較簡單，那就只能靠自己。  

    （J-2-31） 

 

    他們兩人在這樣的班級情境當中，即使面對這樣艱難的學習處境，會想辦法

去克服，有所堅持與行動，讓自己有更好的表現，最後在基本學力測驗的考驗中，

發揮出令人刮目相看的堅強實力。 

 

（二）學校外的學習助力 vs. 學習阻力 

     學校外的學習助力與阻力，可從補習班與家的資源兩方面來探討，首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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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與冰淇淋都非常重視補習班所帶來的學習助力，成恩就直接的說：「我一定覺

得補習班比學校好，不然我就不會去那邊補習。」（I-2-26）他認為補習班可以教

的比較細一點，學校老師就只講課本。補習班老師上課的時候會跟同學講一些自

己的事情，因為待在補習班的時間很多，所以有比較多時間講一些不一樣的東

西，收穫也就比較多。由於他在一個較小型的補習班，老師與同學的關係較密切

且互動良好，所以補習班對成恩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準備考試的場所，又因

為他放學後花很多時間都在補習班，因此對他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校外學習

助力。而冰淇淋則是：「我的家長跟別人不太一樣，就是別的家長會是希望小孩

去補習，但是我的家長不希望，別的小孩是不希望去補習，但是我很想要去補習。」

（L-1-15）她很認真的對父母說：要不要考慮投資她，只要十萬塊以內，就考個

很好的高中，就會有很好的發展。而她自己也非常的堅定想著補習費很貴，算是

痛下決心，既然花錢就要讀好，當然要考好。對冰淇淋而言，補習是她自己堅持

要去做的事，而她也樂在其中，她說： 

 

    我放學之後時間變成超級充實，無敵充實。我喜歡把時間用得淋漓盡致， 

    就是把行程塞的滿滿的，因為這樣才覺得我今天我很很值得的花了這一天。 

    （L-3-26） 

 

    而彗星則是透過家教的方式，增強自己英語方面的能力，她說：「國一上一

對二的英文家教，是上課外且針對全民英檢的內容，不是國中英文，一個禮拜補

大概兩次。」（G-1-16）這也是屬於學校外的一個學習助力。另外，也有學生提

到放學後的補習班的同學，也是他們的學習助力，非常喜歡和同學討論的庭華就

說：「補習班其實沒有像其他人說得那麼沉悶，覺得還滿幸運的，旁邊坐的都是

想要唸書的好朋友，可以一起討論，有時也能一起聊天。」（D-1-64）而ㄚ曾在

極度有壓力的學習之下，補習班的好朋友也是她最重要的學習助力，她說還好有

朋友，可以趁下課的時間趕快聊天，還蠻快樂的。但補習也曾讓她迷惘過，ㄚ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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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道： 

 

    剛進去補習班很不習慣，吃完晚餐就想睡覺，只有加減聽吧！就睡飽聽、 

    聽飽睡，沒有學到什麼，過一天算一天！心裡就想，沒辦法，既然都補習了， 

    好像不補的話，成績就感覺會退步。（H-1-24） 

 

    而庭華則因國小剛畢業，周遭的人都說國小與國中的課程會有斷層，於是庭

華就去補習，一旦進入補習班，依賴的心以及安全感的問題，就很難再離開補習

班。庭華說： 

 

    那個時候會想自己有去補跟沒有去補到底有甚麼差別？好像都可以自己 

    念。但後來我發現補習班給我的東西會比我自己去找來得快。（D-1-24） 

 

    根據我在教育現場的觀看，許多學生一旦進入補習班就很難抽身，一方面基

於經濟因素，補習費都繳了當然要補完，另一方面則是家長與孩子都沒有安全

感，家長不相信孩子有能力自己念，學生也擔心自己的能力與時間不夠或自律性

不夠，因此學生對補習班會產生強烈的依賴感，不利獨力學習，是一種學習上的

阻力。而和家有關的校外學習助力，誠如 ε 說： 

 

    現在我讀書是我自己在訂計畫，以前就是我媽幫我定……我媽有幫我訂一些 

    計畫，像「本日工程」之類，就是進度表，讓我自己去看一些東西，假如本 

    日計劃有一個像複習講義 a 頁~ b 頁，假如裡面有一些不懂的題目，我就可 

    能去再去翻找一些資料。（A-1-13） 

 

    因此，家長協助孩子訂定計畫表，也是學生學習上的助力。而孩子也願意配

合並且主動釐清問題更是難能可貴。另外像易嫻也提到對自己作文的能力有不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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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感時，她說： 

 

    自己背一些佳句或是會讀複習講義大滿貫裡的佳句選篇，幫助自己的作文能 

    力，而爸爸還主動買一些教作文怎麼寫的書，給我參考，我有看但有沒有幫 

    助我也不知道。（C-3-16） 

 

    易嫻的媽媽則尋求另一個管道幫助易嫻的學習，她說： 

 

    像之前我的作文一直都在 5 級分左右，我媽媽就找了一位我弟弟音樂班同 

    學的家長，她是英文老師，就找他們學校的一個國文老師幫我改作文，給我 

    一些意見、修辭的技巧......等等。（C-3-24） 

 

    易嫻的家長在孩子需要協助時，都能提供許多幫助，成為她校外很重要的學

習助力。而她的表姐也給她一些過來人的經驗，幫助她的學習，她說： 

 

    之前也問過我的表姊，他大我兩屆，明年要考大學，她說不一定要照著學校 

    的進度去念，因為學校進度範圍太大，他之前也是按照自己的進度去讀。 

   （C-2-12） 

 

    這些建議幫助易嫻更有信心去規畫自己的學習進度，而不會心慌意亂，無所

適從。丹尼爾雖然是獨子，但是他從與親戚朋友以及與長輩的互動當中，也學習

很多，他說： 

 

    我們可以從長輩身上學到一些事情，像我外公他本身是彰化人，必須來台 

    北打拼，就常常講一些他很辛苦的事情，警惕我們這一些後輩的人。他說讀 

    書沒這麼辛苦，因為他們以前都是要自己做工廠，自己種農作物去賣啊，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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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就沒有我們這麼好,就警惕我們，順便做個經驗。（J-1-69） 

 

    另外像ㄚ嘉則提到教會裡的小組聚會活動學姐的幫助，她說小組長是北一

女，又是圓滿國中的學姐，國、高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問她，一起分享。而訪談學

生當中的 Gary 本身非常喜歡音樂與畫畫，所以他提到自己很特別的學習經驗，

他說： 

 

    聽歌手唱歌像是我們的老師，講一些他們的人生經驗。用音樂來分享生活 

    的經驗。例如蘇打綠有一首歌叫做「這天」，就是對於批評他們的人，就是 

    謝謝他們，知道站在別人的立場是什麼，比較能知道怎麼去改進自己的缺點。 

   （B-3-3） 

 

    他除了從音樂當中去感受音樂的美之外，也從歌詞的意境當中去處理他自己

所遇到的人際問題。Gary 從他的個人畫展當中，也學習到許多學校中所沒有的

學習經驗，進而拓展了他自己的學習視野，他開畫展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可以把

他的畫跟大家分享，讓大家去評論這張畫，不管好或不好都是一種收穫，也可以

藉此認識很多對自己有幫助的人，得到一些寶貴的意見。 

    從上面的討論可知，學生所處學習環境中的助力與阻力，無論是校內的同儕

競爭、合作或干擾、班級氣氛的影響或校外補習的影響、家長的教育投入與人際

網絡的運用、親戚朋友的互動以及教會成員的協助，誠如 Coleman（1988）所指

出家庭社會資本關係的運用，包括父母與子女的關係與其它影響子女發展的個人

或機構的關係，對於學生的學習經驗而言，都有不同程度的直接或間接影響，透

過學生的觀點去詮釋其學習經驗，讓我更了解學生心中感受的細膩之處。  

 

貳、身在「其中的我」如何思考與行動？  

    這 12 位在國中基本學力測驗中，成績表現優異的學生，置身在考試多、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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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性強的環境、學習助力與阻力交織而成的學習環境當中，身在其中的他們呈現

出怎樣的學習經驗，以下將分別討論。 

 

一、覺察自己、想要突破、付諸行動 

    與這些學生共同分享他們三年學習經驗的點點滴滴，我發現在他們的學習路

上都有各自的經歷，而覺察自己、想要突破、付諸行動三個面向貫穿在這些學生

學習經驗的故事當中。 

     

（一）首先是 ε 與冰淇淋都覺察到自己喜歡的事或適合自己的環境，因而創造

出更有利的學習環境，幫助他們在學業表現上更上層樓。以下是他們的成長故事。 

 

ε 愛上幾何學 

    ε 說道：「因為數學有一點戲劇化的轉變，不管是對我學習哪一個方面都滿

有幫助的。」（A-1-51）他覺得自己國一幾乎都在混，因為他以前遇到不會的題

目，就直接翻看後面的答案，答案全部填滿就好。而他會對數學有排斥的心態，

他說：「因為算數第一個：它要細心，第二個：它要專注，我兩方面都不夠，所

以對於數學我比較會採取排斥的態度，不是因為它難，是因為它煩」（A-2-1）

小學學數學的經驗，算了太多煩雜的計算，自己又常粗心算錯，所以覺得數學很

煩。一直遇到國一下的比例式，他竟然兩頁的題目幾乎都算錯，ε 的反應是：「就

覺得好像還滿好玩的，感覺上好像是另外一個開始，到另一個新的境界。」

（A-1-7.1）因此他開始慢慢認真去面對數學，對數學重新改觀，他說：「我覺得

那就是一個慢慢注重思考的過程，所以才漸漸有了轉變。」（A-2-4）像是一場遊

戲一樣，享受思考過程的樂趣。尤其是國二下進入幾何學是他對數學轉變最大的

時期，ε 說道：「國二下學期開始敎幾何學，我同時在看幾何原本，因為我非常

小的時候，在我媽學校圖書館翻過這個，那時候就在看，就對幾何學非常有興趣，

國二下的時候在抄幾何原本，因為有興趣。」（A-1-37）因為愛上幾何學，也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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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學習數學之後，如此戲劇性的轉變，讓他的成績更加突飛猛進，他說：「國

二下的第二次段考，就是 499 那次，考全校第一名。大概就是因為有興趣在支持。」

（A-1-38）另外他還提到： 

 

    通常英文我一定能拖就拖，因為我不是不喜歡英文，我對英文還滿有興趣， 

    但是英文要背滿多東西，也不是說討厭它，就是感覺想要晚一點再讀，可是 

    通常還是會讀完。（A-1-22） 

 

    喜歡思考的過程、喜歡幾何學，幫助他在數學的表現上有所突破，但對於他

並不是非常喜歡的科目，ε 仍然會堅持去面對並完成。 

 

冰淇淋找到她需要的學習環境 

    由於父母對於自己教育理念的堅持，讓冰淇淋有著與別人很不同的學習體

驗，從小學四到六年級的在家教育，之後一年的新加坡學英文的經驗，回國之後

半年的宜蘭私立學校的住宿生活，最後回到公立的國中學校。她面對台灣這樣競

爭烈的學習環境下，冰淇淋深刻感受到成績的重要性，甚至請父母花錢投資她去

補習，由於國二想投入多一點的時間在學業方面的學習，加上數學成績兩次的不

及格，成為她說服父母讓她補習的最佳理由，國二下終於進入一家補習班補習數

學，她的收穫是：「我覺得那個時候有很大的幫助是增加我對數學的信心。因為

那時候數學成績不好，讓我的信心慢慢消失不見。」（L-2-75）漸漸的冰淇淋發

覺自己越來越鬆懈，她說： 

 

    補習班環境太過自由，同學也會偷懶，都會一直聊天，當你想要認真讀書， 

    可是又忍不住跟他們玩一下，久了就會怠惰，後來就覺得環境不太適合我。 

    （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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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補習班過於自由，也讓她發現想要憑一己之力做到自律，真的很困難。

升上國三之後，一直重複讀國中這三年的東西，她覺得內容都一樣，沒有那個讀

書興致，讀的時候也覺得沒甚麼重點，沒甚麼系統，就會有點煩，冰淇淋覺察到

自己缺乏讀書的動機，需要更有效率、有系統的讀書環境，剛好班上又有一位同

學在成績上突飛猛進刺激了她，她說：「如果我也去那裏補一補，一定會考得比

你好。」（L-1-81）於是，冰淇淋決定在國三下換到一家更嚴謹、更有系統的新

補習班，挽救她日益增加的讀書倦怠感，她說：「因為在新的環境，想要突出一

點，想要給大家有好的印象，人際方面是一回事，在課業上是嗯！這個人還滿強

的。」（L-1-61）她在新的學習環境中重新找回戰鬥力，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在

新的環境中有亮眼的成績表現，得到別人的肯定與注目的眼光，因此透過許多實

力堅強的同儕激勵與補習班競爭排名的刺激手段，冰淇淋學習的鬥志大為提升，

在模擬考與段考中超越她自己的表現。冰淇淋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在什麼樣的環

境當中才能喚回她的讀書動力，正如她說：「在家教育看不到的地方就是沒有競

爭。沒有同儕，學習會很鬆散。」（L-1-84）補習班提供一個競爭激烈的環境，

讓冰淇淋有更多的鬥志，促使她能在國三一直重複的考試內容當中，保持前進的

動力。 

 

    （二）Gary 與易嫻相信自己的學習能力，一個走出補習這條學習之路，另

一個是選擇自己要的學習方式與複習功課的步調，他們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心面對

不一樣的選擇，創造出屬於他們特有的學習經驗。以下是他們的成長故事。 

 

Gary 挑戰不可能的任務 

    國一、國二放學後的他以補習為主，國三之後放棄補習，參加學校的晚自習，

這樣的轉變在他的學習經驗中，是有許多細膩的覺察、考量，最後付諸行動的歷

程，首先 Gary 覺察到自己在補習班時的學習狀況，他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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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問題沒聽懂，只能先抄好，回去再想，但是回去根本不會想，我就覺 

    得這樣的方式根本對我的數學沒有太大的幫助，還有上上上，上到快睡著， 

    每次都是上到很中間的地方就想睡覺，回到家之後就是九點多、十點，吃個 

    小點心，再寫寫功課，因為我有點混，就是有點會摸魚，一下時間就過了， 

    睡覺時間也不太夠，有點像惡性循環，沒有太大的好的效果，又蠻累的。  

    （B-2-28） 

 

    而在補習班的整個假日就寫、對答案，寫、對答案，中午吃個飯，他覺得根

本沒效，只去過唯一的一次，去到中午就回家了。從此假日補習班他一律都不去。

Gary 又說： 

 

    有幾次數學都會掉下來，起伏蠻大，覺得每次做題目我也做不完，每次都要 

    跟老師說：我媽說太晚了，不要讓我做，這樣好像也沒什麼用啊！沒得到是 

    我自己啊！我又不想寫，不寫好像又覺得說沒有學到，後來真的覺得沒有太 

    大的幫助，就想說補習可能真的不太適合我。（B-1-24） 

 

    國二數學成績的不穩定，讓他決定自己真的要換個方式，來改變自己的學習

狀態，因此，國三他就試試看自己念，自己調適今天要讀什麼，要寫什麼，去買

一些東西來寫，照自己的步調走，雖然有點跟不上自己寫的進度，但有跟著走，

至少不會生疏。雖然他爸爸有點不放心，卻激勵了他更想做好的決心。但由於

Gary 覺得自己心思比較沒辦法太專心在課業上，又不喜歡補習班那種感覺，後

來就留學校晚自習，想試試看，感覺也還不錯，他說： 

 

    後來就是到了晚自習的時候，好像有改善，因為大家都在讀，你就不能不讀， 

    而且桌上也沒有什麼東西讓你分心，就只有書本而已，就不會分心。（B-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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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 回顧自己的這段國三選擇不補習靠自己念的經歷時，他說：「不會太強

求自己，可是會想既然都不補習了，就把它做到最好。」（B-4-58）他認清補習

並非是他最適合的讀書方式，挑戰「靠自己念」的學習節奏，並且知道自己不容

易專心的弱點，選擇一個適合自己讀書的好地方。 

 

易嫻按部就班，走自己的路 

    易嫻在國一時數學不太好，直到國二班上換了一個數學老師，加上她自己本

身的調整，最後慢慢漸入佳境，她說： 

 

    之前數學成績很爛，到國二才比較救起來。因為老師給我們很多考卷，也給 

    我們不同題型的練習，感覺幫助很大。我回家一定會算，自己又買一些別的 

    書回家算，因為覺得練習不夠，自己也比較努力。（C-1-5） 

 

    而她也提到自己學數學的一些困境，她說：「有時候我也會覺得自己蠻笨的，

因為一開始我會聽不太懂，就是前幾堂課我都聽不太懂。」（C-3-30）但易嫻對

於這樣的情況，採取回家先自己複習一次，再試著一題題完成老師出的作業或者

看參考書，不懂隔天再問老師，她以積極主動的處理方式面對自己的問題。易嫻

對於學習的想法是：「我沒有補習，利用在學校聽一次，回家自己再複習一遍，

其實也是複習兩次了。」（C-3-22）因為易嫻堅持國中不要再像小學那樣忙碌，

填滿自己的時間，所以選擇自己的學習方式，不要去補習，所以放學後她會做好

複習的工作，並確實完成學校功課。升上國三，她也不依照學校所安排的複習考

進度，堅持走自己的路，她說： 

 

    我從國二暑假開始自己排進度，因為功課實在太多。而國三沒有辦法按照學 

    校的進度念，因為範圍實在太大，所以我會按照自己的進度念，學校的複習 

    卷會考不好是當然，沒有關係，因為自己還沒有讀。（C-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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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易嫻敏銳覺察自己想要的學習方式，對於自己的學習步調非常清楚且有自

信，並且能按部就班一一完成。 

 

    （三）如何面對自己「心靈」的感受，是彗星、ㄚ嘉、成恩與丹尼爾最重要

的事，雖然他們覺察到自己的狀態，但是如何讓自己的思考可以更正面？如何讓

自己的心情擺脫低潮？如何克服心理的害怕？如何透過心理的鼓舞，戰勝身體的

倦怠？以下是他們的成長故事。 

 

ㄚ嘉面對不喜歡的科目，也要念起來 

    她從小學開始，放學後都是直接回家，從小就是媽媽陪伴她放學後的時光。

因此，補習班跟她是絕緣體。當阿嘉遇到學習上的困難時，學校同學、老師以及

自己的想法，就是她很重要的支持。她說： 

 

    我不喜歡英文，英文成績到國二下真的很爛，心想不能再這樣，不喜歡也要 

    念起來，不要覺得自己英文很爛。因為之前只有聽沒有記文法，後來就更專 

    心聽，不懂就一直問。（F-1-24） 

 

    她特別提到： 

 

    我有一個好朋友英文很好，我擔心自己問得太簡單，本來不好意思問，怕丟 

    臉，後來鼓起勇氣問那個同學英文，先從簡單開始，後來就不會問得太簡單， 

    就不會有被笑得擔心，問完之後感覺還不錯。（F-1-25） 

 

    她能夠放下自己心裡的擔心與自尊心，請教同學不懂的問題，讓自己能夠走

出學英文的困境，真的很不容易。另外，ㄚ嘉學數學的經驗，也是一個重要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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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成長，她說： 

 

    一開始還蠻不喜歡這個老師，因為他每天出一張考卷，好多喔。就不想寫， 

    數學就很爛，一直到國二上後半段，我就覺得這樣不行，就開始寫，寫作業 

    之後，考試的題目也都會算，之後數學成績就變好了，跟老師的感情就很好， 

    國三也比較常和老師討論。（F-1-37） 

 

    為什麼ㄚ嘉的想法會有所轉變，除了覺得成績太爛，真的該做一些改變之

外，她還說： 

 

當時主要是因為自己懶的寫，而且大家都不寫。後來我發現大家都不寫我還 

是應該要寫，因為它既然是作業就應該要寫，寫作業本來就應該的，而且我 

想一想大家不寫，不代表不寫作業是對的，所以我就開始寫。（F-1-38） 

 

在ㄚ嘉的身上可以看到她敏銳的覺察自己成績下滑的情況，且會適時的轉變

自己的想法，讓自己處於好的學習狀態，是個有「彈性」的學生，並且主動尋求

協助，調整自己的學習狀態。 

 

彗星面對心情起伏，接受它 

    談到放學後讓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時，她緩緩的說著： 

 

有一天在回家的路上，經過公園，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下雨吧!毛毛雨，突 

然覺得心情變得很不一樣，那一天自己心情也沒有很好，走路的時候讓自己 

靜一靜，淋雨淋了一下，就覺得事情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G-1-23） 

 

國中的考試，常讓她的心情伴隨著成績而起伏，當分數跟自己預期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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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覺得怎麼會這樣？越想就越難過，掉入情緒的漩渦當中。她認為：「以自

己的能力，自己付出的時間呀、心血呀，就是應該要達到某個程度才可以。」

（G-1-28）彗星覺得自己應該要保持在某一個高度，那是一種對自己的期望與要

求，如果沒有達到，內心的各種負面聲音就會不斷出現，影響自己的心情。她也

覺察到這樣的情緒對自己並不好，她說：「不能讓自己沉溺在那種就是自怨自艾，

難過的情緒，因為這樣其實沒有用。」（G-1-26）因此，她也不斷的用理性的思

考與正面的想法幫助自己轉念，彗星說： 

 

    以前會比較容易整個人陷到情緒那裏面，後來慢慢考試考多了，自己也蠻 

    習慣的，只是調適心情要快一點，因為重要的不是那邊，重要的是你之後怎 

    麼讓自己回到那地方，與其自己在那邊難過、懊惱，不如把那個時間拿去念 

    書，好像會比較實際一點。（G-1-37） 

 

    她希望自己的付出，可以有一定的成果，如果不能達到那個點，就不要太去

強求，去接受這個結果，不要用太偏激的方法去強求，而是要慢慢來。她又說：

「面對這種事情，不是去讓自己心情變更糟，要想辦法讓自己做得更好，才不會

又重蹈覆轍。」（G-2-24）彗星覺察到自己情緒高低起伏，並不能對事情有太多

正面的幫助，因此不斷用正向積極的思考，來幫助自己度過成績所帶來的負面情

緒壓力。 

 

成恩努力調整自己與最後關頭的堅持 

    一個對自己充滿著自信的學生，國中三年在一家小班制的補習班念書，三年

的時間，都非常專注的投入基本學力測驗的準備當中，考試成績對他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他說： 

 

    有時候補習班考試沒考好，就被補習班老師罵，回家就會很難過，因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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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之後我爸看到那個成績也會罵，心裡就想今天沒有念好，明天再重來，不 

    要再想今天的事情。這個地方沒有補好，以後一定會有機會再把它補好，反 

    正考試機會那麼多，每天都要寫那麼多考卷，幾百張裡面，難免一兩張比較 

    不好，不要那麼在意，總不能今天沒有考好就一直在那邊難過，就還是要繼 

    續往下讀。（I-1-60） 

 

    成恩面對考試的結果，他必須學習去調適，讓自己有更多的力量繼續往下

念。除此之外，到國三下時，因為他一直專注於學科那麼長一段時間，晚上念書

比較累一點，書念久了就想睡覺，到後面真的比較沒有力，因此成績明顯的往下

掉。此時的成恩，因為同儕之間的壓力，加上自己不想輸的心，在第一次基測前

兩個禮拜，嘗試調整自己讀書節奏讓自己更緊繃一些，另一方面也調整自己的讀

書方向，成恩說： 

 

    在最後幾次模擬考，發現自己錯很多題目時，他就去看歷屆基測題，看完題 

    目後，就知道要怎麼轉變自己的讀書態度與方法。因為基測沒有考那麼難， 

    就專心面對會考的題目範圍，再讀基本的重點。（I-1-41） 

 

    成恩認為上國中最重要的就是考好基測，考上第一志願，他目標明確，期許

自己在一個最佳的考試狀態，不斷調整自己，堅持到最後，不過他也說：「國中

這三年的學習，真的很累！」（I-2-70） 

 

丹尼爾面對問題，重拾信心 

    國中三年完全沒有補習，就算遇到挫折也希望自己再試一下，小學資優班的

數學學習經驗，以及後來去補數學的經驗，讓他原本很熱愛數學的心失去自信，

原本會積極參與各項數學競賽的他，暫時選擇逃避，但他是一直放在心上的，他

說：「為什麼寫作業時我都會，可是考出來的成績，又不是這麼的理想？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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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問題，我就一直擺著，擺著到國中才解決啊，問題在自己身上。」（J-1-38）

一直到國二上的時候，段考排名掉到第七，因為數學成績真的慘不忍睹，丹尼爾

說：「七年級還好，八年級就完蛋啦，段考就不及格了，那時候就想哇!好嚴重喔!

不及格了!不及格好像兩次吧，這時候就想說，沒辦法了自己得救自己。」（J-1-41） 

跌到谷底那一段刺激太大，他就決定要改變，可是也因為這個「down」所以覺

得自己應該做一些改變，也才有機會讓他能夠衝到第一名。之前丹尼爾會將學校

功課做一做，課本、習作寫一寫，寫完就算了。但是後來他做了一些改變，他的

做法是：「我一定要多做一些題目，就買試題寶典之類的來寫，寫多了就掌握到

要點，感覺比較好一點，去考試就不會又不及格了」（J-1-42）在寫的過程當中，

丹尼爾是很用心去面對數學的，他說道： 

 

    基本題都會，可是進階題就不行，不行只好去看解答，那這時候花的功夫 

    就是去想，去想說哪裡錯了，真的沒辦法然後再去看解答，不是看解答就 

    算了，是重新又再想過一遍，才會覺得說喔!我把這個問題解決了。（J-1-43） 

 

    經過這樣的方式去算數學，讓自己的成績原本是 60、70，變成 80 幾，久了

以後丹尼爾覺得在寫考卷時，沒這麼生疏、緊張，馬上就可以進入狀況，也考得

更好，到八、九年級之後整個成績就一直走上坡了。丹尼爾曾經逃避過數學，但

是他知道自己是躲著數學的，因此在兩次成績不及格的刺激下，他終於不再閃

躲，試著一題題的去算、去思考，一段時間之後終於有成效，也讓他相信自己是

有能力、有方法去面對困難的，這樣的成功經驗應該可以幫助他未來面對挫折

時，更有自信與勇氣。 

 

    （四）ㄚ曾與庭華覺察自己學習狀況不佳時，運用策略來修正自己的學習，

也不斷反思自己學習上的問題，最後回到一個最好的學習狀態當中，他們以實際

行動作最大的改變，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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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華從 9 到 89 的覺醒與行動 

    庭華在學校第三次模擬考的時候，從上一次的全校第 9 名突然掉到全校第

89 名，她真被嚇壞了。雖然庭華認為自己第三次好像有比第二次認真，但她覺

得可能是自己在某方面沒有很認真的唸，庭華很仔細去想自己到底怎麼了，她說： 

 

    可能是第二次考完，覺得自己考得很好啊，接下來就是玩啊玩啊玩，玩的 

    時間大於唸書的時間，每天想著要跟同學玩，或者下課的時候，根本連書都 

    不看。在這樣邊玩邊唸的狀態下讀，可能會有些東西在無意之中就偏差掉 

    了。（D-2-32） 

 

    她覺察到自己可能疏忽的原因之後，接著採取積極的行動，她說道： 

 

    考第四次之前，先沉澱一下自己的情緒，再去唸好書，想辦法把第三次那些 

    錯的題目或者錯的觀念，再重新把它導正一次，或者是就乾脆重看，重新輸 

    入觀念。（D-2-31） 

 

    庭華做一些改變之後，從第四次之後的各次模擬考，成績就一直還不錯。我

看到覺察、思考與行動在她的身上所展現的成效。 

 

ㄚ曾擺脫電玩魔咒，做全新的自己 

    她從國一到國三都有補習，但前兩年的她幾乎都泡在電腦遊戲、組模型、看

漫畫的生活世界當中，很少在唸書，一直到國二下的暑期輔導才開始認真，因為

暑輔的一次周考，不小心拿到很高分，加上開學後第一次段考，第一次拿到班上

前三名，她也非常驚訝自己能有這麼好的成績，ㄚ曾說：「我運氣那麼好，如果

我再努力一點，那我就可能會運氣加實力把他們統統幹掉了。」（H-1-13）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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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念幫助她更有自信與動力，從過去不想念書的情況當中走出來。她回憶著說： 

 

    暑期輔導的時候，發現課本裡面的東西好像都沒有讀過，什麼都看不懂， 

    課本怎麼每頁都是新的，那些筆記我都不記得我有抄過，好像是邊睡邊寫 

    的，整個亂七八糟，我還要花時間把那一些邊睡邊寫的塗掉……幸好有那一 

    段暑輔的時間，那段時間我要把整個七年級還有八上的東西全部撿回來。 

    （H-1-57） 

 

    在國二升國三的那個暑假，她不僅在學校上課認真學習，下午還留在學校的

圖書館自修，用她感覺最好的桌子念書，她說：「我想要找一個最適合的地方念

書，我試過在家裡不行，到外面圖書館也沒辦法，我發現最適合我唸書的地方就

是學校這種桌子。」（H-1-83）因此，整個暑假就是ㄚ曾最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八下的時候只剩暑輔可以轉變，那個時候她選擇在學校圖書館認真的唸書。九下

的她就更拼了，午休一定要睡，就算上體育課還是要拿講義去寫，下課也不敢去

上廁所，因為怕講義會寫不完。除此之外，她也不斷幫自己打氣，她說： 

 

要給自己一點壓力，還要幫自己打氣。有時寫到後面真的不行了，要騙自己 

如果錯過這張考卷，萬一基測考出來怎麼辦？你要負責這個後果嗎？就恐嚇 

自己，自己就會去寫。（H-4-71） 

 

她要以一年的時間，去彌補國一國二所錯過的課程，ㄚ曾必須比其他人付出

更多的努力與時間，才能考上更好的學校。國一與國二沉迷於電玩的她又是怎樣

的情況呢？她的媽媽為了不想讓她如此沉迷於電玩，ㄚ曾說： 

 

我媽為了讓我唸書，就說讀一個小時就可以玩一個小時的電腦，讀兩個小時 

就玩兩個小時，這樣跟我交換條件，之後我發現這樣讀書都沒有效果，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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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說到底是什麼原因，想到是不是因為線上遊戲，我就盡量不要再去碰電腦 

遊戲。（H-1-71） 

 

但是要戒電玩真的沒有那麼簡單，她請媽媽把網路線藏起來，但她還是很想

上線，想著昨天那隻怪獸沒有打死，很想去打。就很努力的去找，就這樣子跟她

媽媽玩捉迷藏。最後她真的覺察到： 

 

    好不容易讀了很多，但是玩一個小遊戲可能就忘記了，我不知道為什麼讀 

    得再多，只要去碰那個 PSP 啊打一下，就算你讀得再熟也很快就忘記，好 

    像會麻痺你，讓你忘掉那一些書的東西，和邊睡邊聽老師講的效果是一樣的， 

    很模糊。所以我之後就不敢再碰了。（H-1-59） 

 

    ㄚ曾告訴我，打電玩打到最後是沒有在思考的，只有自己的手指在動而已，

眼睛看著電動，手在打，但心裡什麼都沒有想，就純粹只要把那個怪獸殺掉。她

最後也認為： 

 

我以前的生活就是電動啊！早上很早就起來打電動，因為一天的時間說不定 

還不夠升等，拼了什麼，後來也都忘了，還滿害人的啦，就真的很讓人沒辦 

法集中注意力。感覺比較深刻的體驗，大概還是念書，我覺得這樣子還比較 

有意義。（H-4-61） 

 

雖然之後ㄚ曾還是有想玩的時候，只不過心態就不一樣，讓自己放鬆玩半個

小時後，一定馬上下線，因為還有更重要事情要去做。ㄚ曾能夠察覺電玩雖有好

玩之處，但沉迷於電玩對自己並沒有幫助，能夠在最後一年憑著自己的決心與毅

力，克服對電玩的依賴，在課業上投入非常多的努力，堅持到最後，並且出乎意

料的拿到接近滿分的高分，她的努力是有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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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大平國三下察覺自己在家裡缺乏讀書動力，因此決定留校晚自

習，與同學們共同努力，也修正自己的考試態度，比以前更積極認真的寫考卷、

訂正，他說：「晚上一直讀，做題目、訂正，搞懂，做題目、訂正、搞懂，就這

樣而已。」（K-1-19）他注重檢討自己錯誤的地方、轉變學習態度，也為自己在

最後關頭拼下好成績。而奇思則是保持平常心去面對一切挑戰，比較特別的是他

在考前一定會將所有考卷、講義與自己整理的筆記全部瀏覽一遍，重要關鍵處再

讀一次，這是他覺察自己準備考試時最重要的一件事。 

    綜上所言，這些學生們的成長故事雖不相同，但他們置身在這樣的學習環境

當中，都能敏銳覺察自己的狀態，知道自己需要什麼、情緒低潮如何調整、適合

怎樣的學習步調與環境，有著想要改變與突破的決心與企圖心，最重要的是他們

都能付諸行動，一步一步接近想要的目標。這些學生能夠看到自己的問題，也看

到解決問題的信心與希望，我思考著這樣的人格特質，應該是最值得我們去深究

與探討重點。 

 

二、做好周全的準備，提升考試能力 

    2010 年自由電子報報導：「高中職及五專申請與甄選入學昨天放榜，建中和

北一女的基測最低錄取分數雙雙飆上四○六分，創下歷史新高，距離滿分只差六

分，就算作文滿級分，其他五科最多不能錯超過三題，建中甚至有十一名四○六

分考生落榜。家長團體質疑這種分數已達『天花板效應』，國中競爭更惡化。」

而在 2010 年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登記分發的成績方面，蘋果日報指出：「高中職

五專登記分發昨放榜，受到今年基測考題較去年簡單影響，明星高中錄取門鑑普

遍提高 3 到 5 分，其中北市建國中學穩坐全國龍頭高中寶座，最低錄取分 405 分

（滿分 412 分），較去年提高 3 分，北一女與師大附中均達 403 分，也比去年提

高 3 到 4 分。」（楊惠琪，2010）從以上的兩則報導中我們可以知道，國中基本

學力測驗前幾志願的錄取分數又比去年高出了一些，表示學生想要考上第一志

願，錯的總題數門檻拉高了，為了讓自己可以順利跨越這個高門檻，這些國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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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異學生是如何準備自己？他們對學習抱持著怎樣的看法？以下將分別討論

之。 

 

（一）專注的學習 

    訪談的學生們都認為專注是他們在學習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態度，無論是上課

時專注或是自己讀書時的專注力，對於他們的學習都有一定的幫助。庭華認為上

課百分之百的專注就很重要，她說：「從小就是逼自己一定要記起來，所以上課

的時候就是專心聽，專心聽你就會記得，印象會深刻。」（D-1-83）除了讓自己

可以記下上課的內容之外，她的另一個觀點是： 

 

    有些學生上課專注度不夠，導致老師現在講的一段話，接下要做解釋的時 

    候不懂，但是你也沒有聽他解釋甚麼。可是你專注的話，就算這段不懂，老 

    師接下來講的東西你懂了，剛才那段話你也一定會懂。（D-1-85） 

 

    她的意思是，如果不專心聽當然一無所獲，若一時聽不懂，還是要專心聽下

去，或許老師往下講的內容就能解開心中的疑惑，讓自己可以完整的學習到課程

知識。而ㄚ嘉則說：「在學校上課絕對不可以睡著，也不能跟別人講話，就是一

定要專心聽課，要不然就真的不會了，沒有第二次機會可以去學，所以就會把握。」

（F-2-15）ㄚ嘉沒有補習，回家又沒有家人能指導功課，因此她非常重視在校的

學習機會，而易嫻覺得上課要專心，也因為自己沒有補習，會更專心聽。放學後

沒有補習的學生，是否擔心資源沒有像補習學生般豐厚，在這樣的「比較」心理

之下，促成沒補習學生更專心上課的動力？也因為自己沒有第二次聽課的機會，

且學校的教學進度非常緊湊，很少會再重複課程內容，因此，她們都會好好把握

在校的上課時間認真聽課。我思考當補習的學生重複聽著課程的內容，心中在想

什麼？而ㄚ嘉上課除了聽之外，她說：「上課注意聽的話，老師講話中很多都是

重點，就把它抄下來，還蠻不錯的。」（F-2-41）一邊聽、一邊抄重點也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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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法之一。因此，ㄚ嘉回想自己的學習經驗時說她盡量在學校認真念，回家

是放鬆的，因為在學校已經很專心了，回家再繼續念會很累，所以在家是比較放

鬆，把學校給的東西念一念，自己再念一下就夠了。而同樣沒有補習的奇思也認

為，上課還是要專心聽，那算是對老師的尊敬，對自己也會有一定的幫助。我猜

想奇思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當中，應該是非常強調尊師重道的價值觀，也認同學

校教育對孩子的幫助。另外像丹尼爾的觀點則是：「我三年上課都一定認真聽，

考試的時候比較不用花很多時間準備，而且回去不必重新再唸。」（J-2-10）丹尼

爾把握上課時間認真學習，節省自己放學後學科學習時間，讓自己有多餘的時間

做自己想做的事。ε 也認為上課專心對自己的幫助是： 

 

    我覺得上課的時候就要懂，複習只是幫你加深印象，上課時就要有印象， 

    這樣複習起來才會容易些。因為複習不是完全不會，是看過可能忘了或是記 

    憶模糊，那要喚醒一下記憶。（A-2-15） 

 

    而彗星則是想節省自己在校奔波找老師問問題的時間，她說： 

 

    第一次一定就要專心聽，因為可以問老師的時間其實也不多，與其跑來跑去 

    找老師，還不如第一次就聽清楚比較好。（G-2-25） 

 

    ㄚ曾後來才知道原來專心上課就會有好的成績，因此覺悟後的她也專心聽

課，因為學校老師講的是基本內容，基本的東西反而是基測會考的，所以要認真

聽。學生因為考試要考才聽課的心，真的算是一種學習嗎？而大平則是因為自己

三年來並未在課堂上真正專心上課，最後有感而發的說，因為自己平常上課不認

真，使得自己要花很多時間再去複習上課早就講過的東西。但是他對於自己的學

習之道，也有另一番領悟，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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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自己消化考科內容，自己摸出來的，比較容易記得那些東西。上課 

認真聽的話，就是要思考，不要只是老師講什麼就背什麼，這樣的話就跟書 

呆子沒有兩樣啊！就只會把課本跟老師講過的東西背出來，考完試什麼都不 

會。（K-2-76.1） 

 

    大平是一個會思考的學生，對於課堂上老師所教授的內容，不是只有被動的

聽，更要有意識的去想。 

 

    我思考著一位「好」老師應該要具備引發學生思辯的能力與學習熱忱的內在 

    動力，並非只有單方面「要求」學生上課專心，卻沒有反思學生為什麼必須 

    專心聽老師上課？老師所準備的學習內容值得學生花時間學習嗎？ 

    （省思札記，990728） 

 

    除了上課專注之外，學生放學後的學習又是如何呢？冰淇淋選擇一個可以讓

她更專心準備考試的補習班，因為補習班讀書氛圍強，每一個人都在努力讀書，

自己就不敢鬆懈；成恩則說： 

 

    我是那種我很會玩，可是該念書就念書。我比別人專注是指在家裡自己念 

    書，或者在補習班考試前那種念書可以連續讀一兩個小時，或三四個小時都 

    沒有關係。（I-2-1） 

 

    另外像 Gary、彗星與大平則因在家不易專注讀書，因此選擇留學校的晚自

習幫助自己可以專注的學習達到好的學習成效。而易嫻、丹尼爾兩人能夠主動排

除讓自己分心的誘惑，讓自己可以更專注的讀書；奇思則提到因為自己比別人更

容易靜下來看書，所以學習效果比較好。而庭她會讓心情沉澱下來，不要有其它

想法，就是專心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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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言，這些學生們無論是想加深學習印象、複習時會比較容易、或因沒

有第二次聽課的機會所以專心學習、或想節省自己複習的時間、問老師的時

間……等，當學生們能夠專注學習並吸收課堂上老師所傳授的學科知識之後，可

節省複習的時間，做更多的課外練習，做更全面的準備，讓自己具備更好的考試

能力，超越基測的門檻。此外，讓自己的心能夠靜下來，排除分心的干擾源，創

造一個可以專心學習的環境，也是這些成績優異學生讓自己跳得更高的一個重要

條件。 

 

（二）深刻的思考與理解 

    是否認真聽課之後就代表自己學到了呢？ε 認為除了掌握知識的當下就要

懂之外，他還說：「補習班再多的資源，都是要自己理解，要不然那些東西還是

外在的東西，那沒有用。」（A-3-75）自己能去真正理解才是真的。易嫻遇到問

題時也展現出自己的主動思考能力，她說： 

 

    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蠻笨的，因為一開始前幾堂課我都聽不太懂老師教的， 

    但是我會盡力寫老師發的作業，自己又做一些題目、看參考書想一想，後來 

    就懂了，其實也沒那麼難。（C-3-30.1） 

 

    而庭華有不懂的問題會跟同學討論或跟老師討論，但是最重要要自己先想一

下，就是要經過那思考的過程，不能單刀直入的認為就是不懂、自己就不會、不

行，這樣並沒有解決到問題，自己能夠去思考統整是比較重要的。很特別的是當

她提到自己如果沒有解決心中的疑惑時，心裡面會有一塊疙瘩，庭華說： 

 

    晚上都會夢到為什麼？為什麼？從小的時候就會作惡夢，常常現實中不懂 

    的東西就會變成惡夢的內容，所以就是會想要把那些東西弄懂，晚上就不會 

    作惡夢。（D-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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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ㄚ嘉也說她弄不懂就是睡不著覺。這樣的情形是否反映著學生學習上的莫名

壓力，間接促成他們努力去釐清不懂問題的動力。ㄚ嘉的方法是把握在學校的時

間努力弄懂一些問題，老師講的聽不懂，去看講義或是問同學，自己再記下來。

她還說：「我不會想辦法把它背起來，我會想辦法把它理解出來，再背起來。因

為沒有辦法知道它怎麼來，我會很容易就忘記。」（F-2-26）ㄚ嘉會主動去釐清

知識背後的道理、來龍去脈讓自己可以記得深刻一些。奇思也說：「我就是想要

完全了解那個觀念才會清楚，就是瞭解為什麼會這樣，因為觀念清楚了，後面自

然就會知道怎麼樣。」（E-2-72）回家之後對於不清楚的問題也會再讀一下，自

己再想一下。遇到比較不懂的問題也會去問老師。彗星也是如此，她說：「可能

下課的時候，或回家的時候再多看幾次，再不行的話就隔天去問老師。」（G-2-9.1）

ㄚ曾、丹尼爾與成恩也都提到他們遇到不懂的問題一定設法去弄清楚，國三才開

始認真念的ㄚ曾說道：「努力想還是可以想得到，就看你要不要去想而已」

（H-4-11）由此可知，自己想要去釐清問題的動力很重要。 

    而奇思與 ε 兩人是享受思考樂趣的學生。奇思覺得是最好玩的地方是解完

問題時有一種把它解決的感覺，非常好玩。ε 也說自我摸索問題，拼湊一下，

自己找到答案的那種成就感比較棒。他還提到： 

 

    因為我不喜歡背公式，所以大概不會背太多東西。那個理解力很重要，到 

    頭來還是觀念最重要，而反應敏銳度、努力程度、狂熱指數，都能加深自己 

    對於觀念的理解。（A-3-73） 

 

    他認為對那些事物表現出高度的興趣，而且會一直去追求那些事物，動力不

會衰退，才能讓觀念理解更為深刻。至於大平與丹尼爾對於學習有他們自己的堅

持，大平提到他讀歷史的心得時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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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歷史這種東西不是死背，因為歷史有一個邏輯，就要有想像，要想像為什 

    麼會這樣？為什麼會那樣？因為歷史上發生很多歷史事件，如果只是用背的 

    話很容易就搞混了，東西都有因果關係，要去知道它的邏輯。（K-1-47） 

 

    而丹尼爾也同樣提到他讀歷史的一個心得，他說： 

 

    我對二戰的過程很有興趣，就會主動再去知道到更多，例如一些博物館的 

    資料，維基百科，一定會寫得比課本還詳細，如果課本有一些環節搞不懂…… 

    在網路上可以找到很詳細的內容自己都可以查得到。（J-1-51） 

 

    丹尼爾是一個比較喜歡自己動手去查閱、去思考的學生，常常利用網路上的

資源幫助自己學的更廣與更深。例如：遇到成語不懂時，上教育部的成語典網站，

如果不知道如何應用成語，也能上網找到例句，自己就可以明白成語的意思。他

們兩人用各自的方式讓學習更深刻，展現出獨立思考的學習價值。 

    另外像彗星與ㄚ嘉自己整理筆記、考卷題目的重點，這些都是經過自己消

化、整理的心得，才是屬於自己真正的學習。冰淇淋就說： 

 

    國三的時候發現，數學是要懂得怎麼去破解這個題目，而不是知道那個公式 

    而已，對觀念夠理解才能夠解這個題目，而不是大量練習就會。」（L-2-95） 

 

    因此，沒有經過自己深刻的思考與理解的學習是個空殼子，只有複製教科書

或老師的上課內容，是無法達到真正的學習，庭華也說她上課不只聽，還會不斷

思考與統整老師上課的內容，她說： 

 

    我下課時還會再去問老師，確認這個想法到底是對還是錯，老師可能覺得 

    有點怪怪的，就會再提出更多的解釋，或者他覺得我講的是對的，比他簡單 



 

102 

    一點，他就會跟同學再講一次。（D-1-86） 

 

    庭華除了聽之外，還能用心思考教學內容，這樣的師生互動討論，讓庭華的

學習比別人更為深刻。國中成績優異學生透過深刻的思考，讓自己學的更深入、

更清楚，除了享受學習的樂趣之外，也確保跳過第一志願的門檻。 

 

（三）不斷的練習與複習 

    訪談這些學生放學後的作息時間安排時，他們都提到放學之後必做的一件事

就是完成學校的功課，像易嫻特別說道：「我每一樣的學校功課都會認真寫，而

且都會寫完，所以花的時間也比較多。」（C-1-11）丹尼爾也說：「基本上我是一

定會先把學校的東西先完成，再把自己的東西完成，否則會本末倒置。」（J-1-14）

大平放學到保母家也是：「五點半左右可以到保姆家，到保姆家之後就開始寫功

課，大概都寫到六點多。」（K-2-3）而奇思與ㄚ嘉也是一定完成學校功課，之後

再充分的休息或做自己想做的事。至於去補習的學生也是會利用時間完成學校功

課，冰淇淋提到自己禮拜天除了充分休息之外，還有一大部分時間就是把沒有寫

完的功課趕快寫，不管是補習班還是學校的，一定要會把它寫完。從這邊我看到

這些成績優異學生無論補習或沒有補習，他們都是以學校的學習為本，以學校的

課業為基礎，有些人再透過補習班的增強策略強化自己的學習，有些則是透過自

律的學習達成學習的成效。但是 Gary 說：「考試還是不會只考課本的東西，講義

的東西還蠻重要的。」（B-4-65）學校段考或模擬考的難度幾乎都比基本學力測

驗的題目難，只有完成學校的功課是否足夠了呢？易嫻說： 

 

    我會準備兩種以上不同版本的參考書，因為每一個版本的內容都不太一 

    樣，有的寫的多，有的沒有寫到，第一本是邊上課時，就邊讀邊寫，第二本 

    我會拿來重新複習時再用，只看課本會看過去就忘了，沒有讀進去的感覺， 

    不知道要讀什麼。（C-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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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她還說： 

 

    我不知道為什麼只看課本真的好不容易吸收，幾乎每一科都這樣，連社會 

    科也一樣，也是要做題目，題目都會從簡單觀念開始寫，社會做題目很有用， 

    就是能幫助自己加深印象，之前雖然讀過會很容易忘記，做題目時可以幫助 

    自己重新再想一遍。（C-3-32） 

 

    而寫題目對於基測的幫助，易嫻則說道： 

 

    因為有做過歷屆試題，基測考大觀念，所以對題目也不會完全很陌生。對 

    於基測而言多閱讀一些不同版本的參考書，可以讓自己加深印象。加強一些 

    概念，雖然不會考那麼細，但是的確可以加深一些印象。（C-3-29） 

 

    易嫻提到做題目可以幫助自己加深學習印像，重新思考一次教材的內容，對

於考試是有幫助的，她就是要透過讀參考書、做題目才會懂。彗星也覺得因為沒

有補習，資源比較少，會買不同編排方式的參考書，補充的東西會不一樣。有時

候教完到考試還有一段時間也可以寫，一本在過程當中寫，另外一本等考試之前

再做一遍，這樣的方式還滿有用。沒有補習的丹尼爾也說： 

 

    我盡量會去買參考書，因為沒補習，就自己幫自己。參考書也不是說只寫 

    一個版本，因為寫完一本以後會我就會有點批評，假如說這個都是文字的， 

    我可能下一個會去找有圖的來寫。（J-1-10） 

 

    丹尼爾一邊做題目，一邊會去批判這樣的題目有什麼優缺點，哪個部份的題

型不太夠，再去找其它的版本互相補充，彗星與易嫻也都會多找幾本參考書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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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來練習。而大平在基測前兩個月也非常努力的做參考書，他說考前那兩個月，

上課雖然一樣沒有聽，就利用晚自習，整本參考書一字不漏的完成，整本參考書

寫到文法都會背，對考試是很有用的。學生大量練習不同題目，他們到底想要讓

自己具備怎樣的能力呢？根據以上的討論可以發現，學生想要讓自己做更多不同

題目，增加自己學習內容的廣度，並且藉著寫題目找出自己學習上的盲點，知道

自己是否都讀懂，沒有任何疏漏。當自己有周全的準備時，也可以降低考試的焦

慮與不安全感，丹尼爾就說： 

 

    原本數學可能只有 60、70 分，後來就變 80 幾分，因為感覺寫的時候沒有這 

    麼生疏，可以馬上就進入狀況，沒有這麼緊張，就可以考得更好。（J-1-45） 

 

    因此，做題目讓自己的心理增加安全感，也是學生們的需求之一。成恩就說：

「做參考書大概讓你知道會考什麼，應付學校的考試很有用，讓你考試比較輕

鬆。」（I-1-39）除此之外，他也認為題目多做就會寫得比別人快，這是很正常的。

庭華則認為數學每天至少做個十幾題二十題是必要的，因為數學是練手感，讓腦

袋一直動一直動，類型其實都一樣，可是數字會變，要做得很熟練。而ㄚ曾也說：

「國文的就一定要寫題庫，直覺很重要，有時候題目如果思考太久反而會錯掉，

要練手感，寫得很快，看準度夠不夠。」（H-4-57）對於數學她和庭華一樣也認

為：「數學課的時候她一邊寫老師的東西，一邊寫自己的。反正都數學！提早算

完就可以算下一題，就是訓練速度。」（H-4-49） 

    以上幾位學生則是站在多算、多寫可以增進自己的答題速度、反應更敏銳、

正確，也就是所謂的「手感」。在現行的考試制度之下，每一個科目都有固定的

考試時間，因此講求解題速度快，也成為他們在準備考試的過程當中不可或缺的

基本能力。但是我們都知道寫得快並不一定表示學生具備更好的思考能力或解決

問題的能力，或許還會帶來負面的學習效果。冰淇淋就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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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越變越多的時候，我們所需要學習一個東西的時間不再那麼長，我們本 

    來可以很深入了解到很透徹，可是不能照妳想要的方式，因為沒有時間讓妳 

    去摸索。（L-2-20） 

 

    像奇思就說：「觀念清楚了，有沒有做那麼多題目就不是很重要，因為做題

目就是要知道關鍵地方到底清不清楚，有沒有錯誤的地方而已。」（E-2-61.1）他

還說：「老師都出一堆功課，就根本沒有辦法自己好好讀書，如果功課沒那麼多，

就會有比較多自己的時間。」（E-2-55）而ㄚ嘉也認為：「其實學校發的那些差不

多就夠了，相信老師給的講義，就寫他的東西，要把學校的東西先弄完，有時間

再去寫參考書。」（F-2-29）他們認為只要好好消化學校的教材，認真去寫，那

樣的練習就已經足夠。且學生升上國三之後，學校會安排一系列的複習考試進

度，大部分的學生會依照學校的進度去做準備，像丹尼爾的方式是： 

 

隔天要考甚麼就先讀，第一個還是會先完成現在國三的一些功課，第二個部 

份就是學校得複習考進度。再依照剩下時間長短彈性安排，時間長我就排多 

一點，時間短我就排少一點。（J-2-47） 

 

因此，學生們除了根據學校進度去複習之外，自己也會有一些進度去複習。 

當基測的腳步越來越近時，「時間」成為他們的另一項重要資源。彗星考前覺得

自己沒有一科準備好，心裡有些著急，她說：「可能是因為比較急，覺得補國文

好像有一點不值得，這個時間我應該可以做其它的事情，因為補習往返時間大概

要一個鐘頭，所以會覺得自己有點在浪費時間。」（G-1-13）而冰淇淋則是在國

三下換一家新的補習班之後，她說： 

 

    要很努力的把之前沒有學到的東西複習記下來之外，還要學新的東西，等 

    於是新的沒有辦法學那麼透徹，沒有辦法用得那麼迅速，沒有辦法思考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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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靈活。我是不斷的要去吸收，先攬住基測會考到東西……國三下去那邊大 

    部分是培養了我的考試能力，而不是內化我的學習知識。（L-3-32） 

 

    補習班給冰淇淋更多的學習教材，讓她倍感時間的壓力，只能選擇先快速吸

收內容，讓自己有更好的考試能力，但她的心裡很清楚知道自己並非學習到真正

的知識。所以讓自己投入更多的讀書時間，對於成績的提升是有其效益的，像 ε

就說：「我寒假都廢寢忘食的在讀書，因為書太多會看不完，所以國三下一開始

分數衝比較高一點，就是那次 410 分的時候。」（A-3-9）成恩也利用假日大大增

加讀書時間得到好的成績，他說：「因為暑假上資優營隊，又到補習班去念書，

那兩個地方這樣混在一起，我國三上學期第一次模擬考就衝到全校前四名。」

（I-2-42）而丹尼爾則是：「以前打電動打到七點，就慢慢壓縮壓縮，考前的時候

甚至連打都不打，把時間留下來，讓讀書的時間比較長。」（J-2-41）大平則因國

三下選擇留校晚自習，而大大的增加他的讀書時間，且因為晚自習的安靜空間，

讓他讀書更有效率，他說： 

 

    晚自習很有用，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下念書，而且大家都很認真！旁邊坐 

    那種很認真的小孩，不能發出任何一點聲音，什麼事都不能做，只能強迫自 

    己也要專心念書。（K-1-7） 

 

    從以上的討論可知，為了讓自己在成績上有更好的表現，除了透過題目的練

習增加自己的學習廣度之外，適度的增加讀書時間，也能拓展整個學習的廣度。

就算基測題目真的不難，但為了獲取更高分，國中成績優異學生讓自己跳得更

高，以確保能跨越第一志願的門檻。我思考著 Carroll（1963）所提出的學校學習

模式觀點：當學生實際投入學習的時間越多時，學生的學業成就可能越高。放學

後學生的學習途徑無論是採取補習或自修，兩者皆是以不同的方式進行「滴水灌

溉」，繼續延續學校的學習，而適度的增加讀書時間，在訪談學生的學習經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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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確實是他們的重要學習策略之一。 

 

（四）尋求身心的平衡 

    之前談到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是一個充滿競爭壓力的地方，加上這些學生們

對自己也有期望或要求，像冰淇淋就說：「我還滿想要穿綠色制服的，看起來還

滿不錯的。」（L-1-10）而成恩的目標是：「我以後想要當醫生，當醫生通常是第

一志願比較考得上，我想當醫生，自己就要把目標放高一點。」（I-1-52）而 ε

談到對學習的感受時，他說：「我想要別人仰望我的成就。」（A-2-20）Gary 則

認為學校的學習是一種挑戰，目標就是要去超越別人、也不斷超越自己。彗星說：

「覺得以自己的能力，自己付出的時間、心血，就是應該要達到某個程度，我只

是維持住一個我認為我可以達到的那個高度。」（G-1-28）國三才努力往前衝的

ㄚ曾也提到在補習班上課時的樣子，她說：「上課硬撐開眼睛，就是硬要去聽就

對了，強迫自己。沒辦法已經落後那麼多了，要拿什麼去跟別人玩，籌碼已經麼

少了。」（H-1-87） 

    學生在國中三年的學習當中，多少都有一些壓力，這些身、心上的壓力是如

何「轉換」成為他們繼續前進的動力呢？他們是透過讓「身體」適當的休息與放

鬆，讓「心理」獲得解放與喘息的身心平衡之道，來幫助自己的學習。像易嫻就

說：「下課後我會在車上先睡一下，回家看一下電視或洗個澡，讓自己精神好一

些。」（C-1-8）而她在讀書的過程當中也需要休息她說：「讀完一科就要走一走

休息，因為我沒有辦法讀很久，再回去念書也可以很專心唸，我很清楚自己真的

有在念書。」 （C-2-16）庭華也說： 

 

    我不像其它同學那麼拼命，因為我覺得人在舒服的時候，反而有助於腦袋運 

    轉，就是靈活運轉，就像齒輪也要上油啊，大概是一種上油的動作，讓腦袋 

    休息一下。（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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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丹尼爾則說：「因為沒補習放學就回家，在學校忙了一天，會先梳洗乾淨，

沉澱心情，把一些雜事做一做，就去書房讀書。」（J-1-5）他們都讓自己的身體

在最舒服、精神最佳的狀態下重新再出發。另外，像奇思與ㄚ嘉則是認為在學校

已經很認真學習，不想強迫自己回家一定要看書，奇思說： 

 

    剛回家可能會有點懶，書包放下會稍微懶散一下，懶散一下之後一定要先寫 

    完功課……回家之後就比較不會再讀了，因為再讀下去我怕我會煩，可能隔 

    天會不想考試。（E-2-13） 

 

    而ㄚ嘉則說：「盡量在學校認真念回家放鬆，因為在學校已經很專心，回家

再繼續念會很累，所以在家是比較放鬆的，把學校給的東西念一念，自己再念一

下就夠了。」（F-1-6）他們的想法是不希望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念學校的教科書

上，避免自己對學科產生厭煩的感覺，以致於缺乏讀書的動力，讓家成為自己休

息、充電、放鬆的地方，幫助自己隔天的學習更有活力。至於補習到十點多或是

參加學校晚自習的學生們，他們也認為讀書時間夠了，睡眠時間充分最重要，要

好好善待自己的身體，休息才能幫助自己走得更久遠。Gary 就說： 

 

    我覺得有時候太過度的去做一些自己不太想做的事情，對自己其實不會比較 

    好。太壓迫自己或一天事情很多的話，可能也不會吸收得很好。（B-1-25） 

 

    易嫻對學習的感受也是如此，她說： 

 

    我覺得自己作了很多事，好像會很累。但做起來過程是非常輕鬆愉快，考 

    基測前我讀得比平常多很多，但我不會覺得很累，我不是無時無刻都在念 

    書，我都會休息。有句話可以形容就是----我不會埋頭苦幹，我會從容應付， 

    因為我不會把自己逼得很緊，因為那樣我也很不舒服。（C-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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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學生們除了讓身體得到充分的休息之外，當心理有壓力或情緒低落時他

們也都懂得「愛自己」，不讓壓力累積。像成恩就利用假日一邊讀書、一邊聽音

樂來放鬆心情；丹尼爾假日則好好補眠狂睡 13 小時或是假日約同學出遊；Gary

更是懂得釋放壓力，他說：「心情不好的時候，就聽一首蘇打綠他們比較快樂的

歌，去消除那些壓力，心情真的會變好。」（B-2-43）而易嫻則利用假日去跳舞

流流汗，舒緩一周的壓力；更多的學生透過與朋友聊天讓自己的心情有可以轉換

的空間，像ㄚ嘉有參加教會青少年的聚會活動，她就說： 

 

因為有各個學校差不多年紀的女生在一起聊天，價值觀比較相近，心理有任 

何疑問或心事時可以分享，對我而言，那是心裡一個很重要的地方。（F-1-17） 

 

而青少年們喜歡用部落格來表達自己，也是他們舒壓的一個管道，彗星就

說：「那是一個讓自己可以表達自己想法的地方，一個發洩情緒的地方，一個跟

別人交流的地方。」（G-3-21）朋友在學生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持力量，

大平就說： 

 

國中其實有低潮，低潮的時候是靠朋友撐過來的，就找朋友講。什麼事情他 

都聽，又不用怕他會外洩，他也會給一些建議。考基測之前，壓力很大，情 

緒也很不穩定，很多問題壓在上面，就常常去找他，他是一個願意聽我說話 

的人。（K-2-39） 

 

    從以上的討論可知，學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要去覺察自己的身體狀態，利用

適當的休息，讓自己在好的體力、舒服的感受下學習，也讓自己重新出發時的狀

況是更好的；當他們陷入低谷時，也能適當的尋求紓解壓力、情緒的方法，幫助

自己快速走出來。這些成績優異學生懂得尋求身心平衡之道，善待自己，讓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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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步走得更健康、更穩健，形成一個正向的學習循環之路。 

 

    我思考著我們必須更貼近孩子的心，不是只有「要求」孩子，每個人都需要 

    休息時間，才能在下一個階段走得更好，教育應該是讓人學習過更美好的生 

    活。（省思札記，990930） 

     

參、從放學後的學習經驗反思學校教育與補習教育 

一、學生對學校教育的看法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身為國中教師，希望透過學生學習經驗的詮釋，深入了

解學校教育中教師教學的優勢與劣勢。從學生的觀點看見教師看不見的地方，聽

見他們對於教師教學的不同感受，不斷的去修正自己的教學態度與觀念以及教學

的方式，幫助所有的學生學習得更好。在成績優異學生的眼中怎樣的教學讓他們

獲益良多？而怎樣的教學是讓他們有所疑惑？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一）維持可以讓學生學習的教室空間 

    每一個訪談的學生對於學校不同科目的教師教學都有各自的感受。但有一個

最重要的前提是教室必須是一個「可以學習的空間」，如果教室中的學生吵吵鬧

鬧，老師不管或是無法管，上演一齣教師「教」的獨腳戲，像 ε 就說： 

 

    我們班上理化課的時候非常的有趣，因為大家都在做自己的事，都在聊天， 

    都沒有人在聽他講話，就很有趣，真的是一個井水不犯河水的世界。」 

    （A-1-39） 

 

    只有「老師教」而沒有「學生學」的教室空間，是沒有學習可言的。像ㄚ曾

也提到當班導知道自己班上任課老師的名單時說：「數學是這個老師喔！班上沒

有補數學的舉手，有些人就舉了，他說你們快點去找補習班吧。」（H-4-3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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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這位老師的教學能力或許有要改進的地方，但是班導的說法也會讓學生產生

先入為主的想法，而對數學老師的教學失去信心，根據ㄚ曾的說法，之後的數學

課果真全班亂哄哄，老師也比較沒有管秩序只教自己的，同學也都在課堂上做自

己的事。反之大平就說：「像數學老師的課我就沒有辦法混，因為他很可怕，是

我最應付不來的那種老師，所以他的課就是會認真聽。」（K-1-38）這樣的上課

情況不禁讓我反思表面上似乎是老師不懂得掌控班級秩序，不懂所謂的班級經

營，但秩序的建立是來自有權威的老師嗎？有秩序的班級就是一個能達成學習目

標的班級嗎？或是能引起學生學習熱忱、大家能熱烈的參與討論的教學才是真正

的學習？當我反思教師責任時，丹尼爾卻提出另一個觀點，他說： 

 

    有人上課時常常在那邊鬧啊，老師只好一邊管秩序，一邊趕課，趕課就不 

    能補充很多東西啊……自己班上搞得，我也沒甚麼辦法，我能做甚麼嗎？到 

    頭追究責任也是我們自己害的，自己班上太吵，沒有人在聽課。（J-2-92） 

 

    丹尼爾站在學生角色的立場，想著自己的責任是什麼？如果老師教的不好學

生就可以吵鬧嗎？教學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師生關係也是在互動當中成長，我擔

任導師的經驗當中，也常處理任課老師與學生之間因上課秩序而產生的教學困

擾，雖然導師從旁盡力去協助，但成效仍是非常有限，畢竟課堂上教師教學專業

能力與學生的良性互動才是促進學習的關鍵。 

    對學生而言，教師在課堂中與學生的互動方式與相處對學生的學習也會產生

一定的影響。ㄚ嘉提到地理老師上課很好玩，會講很多好玩的事，不會讓學生睡

著；而 ε 也說國三碰到一個很好的歷史老師，他補充很多，但又不會紛雜，很有

條理、也滿有趣。ㄚ曾最喜歡理化老師提供開放的時間，讓全班同學互相討論，

那是全班最活躍的時刻！除了學生之間的討論可以增進學習的動力之外，學生願

意提出問題和老師討論，也顯示出一個班級的學習活力指數。因此教師的教學能

力深深的影響著學生學習的感受，正如ㄚ曾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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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能抓住學生的胃口很重要，有些老師是自己很厲害，但他不會教學 

    生。考進去是他自己很厲害，但不會教，就覺得蠻可惜的吧！（H-2-87） 

 

（二）重視課程內容的基本觀念 

    學生們都提到學校老師會將課本內的基本觀念講清楚，像彗星提到英文老師

單字會補充很多，文法、課文、習作也會就是講得很清楚，不會因為很簡單就跳

過去，有時間會再加深與加廣。老師在教學速度上的掌握更是一門教學的藝術。

像 Gary 就說數學老師上課的時候教很快，老師寫一寫如果恍神一下，他就已經

講下一題了，所以上課要很專注才跟得上。但是ㄚ曾對於學校老師的課程進度的

看法是： 

 

    學校數學老師都算得很細，有一些步驟是可以省掉的，計算部分有點冗 

    長，比較死板，沒有那麼活，所以我覺得那就有一點浪費時間。（H-2-66） 

 

    在異質性很高的班級教學，教師如何兼顧不同程度以及學習速率不同的學

生，是教學上一大挑戰，也是教師必須去面對與處理的問題。另外，成恩說： 

 

    學校老師對於課本觀念一頁講兩三天，但三、四頁題目一兩天就講完。學校 

    比較注重觀念，補習班比較注重題目計算。（I-2-24） 

 

    觀念清楚與否是學習最重要的地方，而做題目就是要去了解自己的觀念是否

清楚，學校老師的教學著重基本觀念的釐清對學生學習有正面幫助。就像易嫻在

學習理化時，由於理化有很多公式，每個都不一樣，很容易搞錯，背錯就會算錯，

理化老師不會叫學生一定要背公式，他會教核心觀念，講解公式的由來。只要知

道公式由來，用核心觀念去算，這樣就不會代錯公式，搞得很混亂。但也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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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不同的想法，冰淇淋說： 

 

    國一數學老師是很傳統的新手老師，只照課本上面的教，因此沒有學到很 

    重點的東西，國二老師的方法是每一題仔細推敲，可是就沒有辦法學到很多 

    題目。（L-2-67） 

 

    冰淇淋認為只有學到課本內容是不夠的，只有觀念但沒有大量練習題目對於

考試是非常沒有保障，心裡缺乏安全感。因此，她國二下參加補習班讓自己練習

更多不同類型的數學題目。一直到國三模擬考時，她說：「模擬考與段考的考試

方式不一樣，寫的時間被延長，對觀念夠理解才能夠解這個題目，而不是大量練

習就會。」（L-2-95）。學生意識到段考題與模擬考的差別，我思考著學校老師的

命題能力是否該有所提升，不能只出與參考書或課本類似的題目呢？又或者段考

的目的與模擬考是不同的，不能相提並論，但兩者在命題的本質上都應該以培養

學生思考能力與理解能力為目標，幫助學生釐清問題的觀念，這樣的測驗對於學

習能力的提升才有正面的功效。 

 

（三）補充課外內容與統整學科的知識 

    課堂上教師利用抄筆記的方式、自編講義或額外的參考書、測驗卷幫助學生

學習，節省學生自己去找資料或自己複習的時間，像成恩就說：「老師教的很好

啊！該補充都有補充，考完試會幫我們訂正，回家就不用再念，基測或模擬考，

都沒有在看國文。」（I-2-9）而易嫻說：「老師會讓我們抄筆記，抄筆記讓我能夠

忘記時就很快找到重點。」（C-2-10）公民老師也會自己做講義、歷史老師會整

理重點，抄筆記在課本當中，補充很多東西，教很多課本沒有的內容。Gary 也

提到數學老師的教學經驗很豐富，會補充課外的題目，但給的題目又不會太過艱

澀；生物老師每個學期讓學生整理一本厚厚的筆記，老師都親自檢閱，還會做實

驗，寫實驗報告最後全部集結成一本重點筆記，考前就可以有效率的拿筆記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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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但抄筆記也要能抓住重點，像奇思就說： 

 

    我會盡量把筆記抄起來，不過國文老師的筆記有時候超多的，抄到最後我已 

    經抄到不想抄，這樣的上課方式我們班比較沒辦法接受。（E-2-18） 

 

    因此，教師要審慎的思考「抄筆記」的學習價值為何？份量的拿捏是否合適？

筆記是否充分發揮學習的效果？才不會本末倒置，造成學習的反效果。ㄚ嘉還提

到有經驗的老師不但會系統的整理歸納重點、補充相關的課外知識之外，知道學

生最弱的地方在哪裡，也能精準的抓住考試的重點，將過去常考的題目整理出來

讓學生知道，這樣有助學生在成績上有好的表現。易嫻也說： 

 

    地理老師教法很活，給我們看影片印象會很深刻，統整很多內容，也會教 

    我們如何從題目中去判斷一些線索。沒有寫很多考卷，卻幫助我考基測寫得 

    很順。（C-2-10） 

 

     尤其在社會科的學習方面，奇思提到教師能清楚的交代事件的來龍去脈，

做一個脈絡上的統整，學生會更容易讀、容易記，不需要死背課程內容。但是丹

尼爾感受到的卻是地理老師教法不夠靈活，只讓學生背下來，他覺得這樣記真的

很麻煩。同樣的教材經過不同老師的詮釋，對學生產生的學習竟然有如此大的差

別，教師在教學方面的專業能力是必須要去反省的。不過丹尼爾仍是肯定學校老

師都能有自己的一套複習教材，不會直接拿現成的測驗卷一直考、一直考，覺得

很討厭，畢竟是老師自己出的題目感覺比較不一樣。因此，老師能夠自編教材用

心出一份好的題目，學生也可以感受到老師是否夠專業。另外庭華卻提到理化課

的情形，她說：「老師只發講義，不檢討，講的也不清楚，像照本宣科，就是題

目唸完一遍之後，答案再唸完一遍就沒了，這樣比較難懂。」（D-1-75）老師並

未針對學生的問題做清楚的講解與分析，這樣的教學方式很難獲得學生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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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彗星與大平兩人則對於學校老師的教學沒有太多的感受，他們主要的學習是放

在自己的身上，認為自己是否花時間去念才是學習的重點。大平舉例說：「像國

文課的話，有聽的大概是文言文的課文，而且學校考的段考跟基測考的完全不一

樣。」（K-1-40）雖然他花較少的心思在學校學科學習上，但是卻很清楚知道學

習是要經過自己消化、思考，才能真正有所收穫。因此，教師對於教材的熟悉程

度、了解學生學習的盲點加以分析與說明以及對基測考題的掌握能力，都可以提

升學生學習的成效，我思考著教師的教學若只能幫助學生有更好的考試能力，這

應該不是學校教育的目標，更不是學習的本質，如何在幫助學生系統化學習之

外，培養學生批判與思考的能力才是教師教學的重點關鍵所在，正如靳建國譯

（1991）《教育論》乙書中說：增加課程內容並非是知識階層子女最重要的事，

重要的是冒險與自由的精神，是前去探索的意識。正式教育若能以這種精神進

行，較為聰明的學生就會努力去深造。教師能夠提供各種學習機會激發學生的求

知慾與好奇心，讓他們樂於學習與成長，這樣的學習之路才能持之以恆。 

 

二、學生對補習教育的看法 

    補習學生因適應國中小的課程落差、需要外力鞭策的環境或是需要更多的學

習資源或更嚴密的系統化複習幫助自己有更好的考試能力之外，學生對於補習教

育的看法，可分述如下。 

 

（一）補習教育是學習上的「配角」vs. 「主角」 

    教師有能力維持可以讓學生學習的空間、熟悉課程教材的重點並且加以統整

歸納為系統化的知識、補充課外的相關內容與練習題目，這些都是學生眼中認為

重要的學校學習經驗。如果學校能滿足學生們學習上的需求，放學後是否就不需

要走入補習班？ㄚ嘉就說： 

 

    照著老師的腳步認真去念就可以，自己也很幸運遇到好的老師，老師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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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都聽得懂，而且也已經夠了，因此不需要補習，如果真的聽不懂，才可能 

    考慮補習。（F-1-40） 

 

    對ㄚ嘉而言，她的考量點在於學校中的老師是否能幫助她學習，如果都聽得

懂，補習是沒有必要的。奇思、易嫻也認為學校老師教的課程都能吸收，且提供

足夠的資源幫助自己學習，因此補習是沒有必要的。而丹尼爾就算沒有一個好的

學習環境，但他仍靠著放學後自己加強學習的方式，「自己救自己」達到好的學

習成效。庭華則反思自己三年的學習，認為學校給的資源是足夠的，因此若再重

新來過，她不會補那麼多科，但是會補單科英文，因為學校老師的教法，她真的

無法吸收。有補習班的協助，讓她在英文科的表現上才能與其它同學並駕齊驅。

ε 則是因國二課業壓力變重，在媽媽的建議下利用假日去補習以增加實力。但 ε

認為學校對他的影響是大於補習班的，他說： 

 

    假如我們把學校比做課本，補習班當做大補帖講義，當然要先看課本，因 

    為大補帖講義只是幫你整理重點分析而已……不能說補習班不好，補習班是 

    針對現行的制度而設計的上課方式，它要做的就是幫我再複習一次。 

    （A-1-43） 

 

    因此，補習對他而言只是幫他再複習一次的功能，而他也不會在課堂中分心

寫補習班的功課，他說：「我會聽老師講課，我覺得不聽老師上課會感覺很可惜。」

（A-1-41）ε 主要的學習仍是以學校為主，在學校必須專注的學習聽懂老師上課

的內容，補習班只是幫他再做一次重點複習，再多的學習資源也是要自己願意吸

收才有用。誠如易嫻所言： 

 

    在補習班會認識一些人，彼此會很多時間是在哈拉，而且有些同學受補習班 

    影響，認為學校老師講課不用聽了，或是認為已經聽過可以不用再聽，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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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都在寫補習班的作業，這樣他們可能只有聽一次課。（C-3-21） 

 

    由於補習班超前學校進度，造成有些學生在校上課反而不專心，這樣的學習

態度對於學習成效的提升是非常有限的。易嫻看到班上許多有補習的同學成績並

不好，反而是沒有補習的同學在學業成績上有更好的表現。 

    由上可知，補習對學生而言是彌補學校教育的不足，如果學校的教學已經足

夠讓學生充分吸收，學生並不需要補習。反之，學生就會尋求外力的協助解決學

習上的困擾或再提升自己的考試實力，但他們仍會注重學校的課程學習，讓自己

的學習成效有加乘的效果。 

 

（二）補習教育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 vs. 更有效率 

    學生從早上七點半進入校門，一直到五點放學，將近八個小時的課程學習，

若放學後接著補習，丹尼爾的想法是：「我覺得好像時間都被補習綁住，可是又

不是所有課程都是自己需要的，而且補習班也不可能為你量身打造課程。」

（J-2-65）對他而言，補習占據自己想要運用的時間，且補習班規定要補全科，

因此不一定能滿足自己想要增強的部份。除了時間上的限制之外，補習的學生回

到家都很晚又要完成學校的功課，造成學生隔天在校課精神不佳，像冰淇淋就

說：「國二上讀到一點多，補習之後就更晚，國二之後開始就變成上課很常打瞌

睡的那個傢伙。」（L-2-61）但她都會在下課跟同學借筆記，彌補睡著時的學習

落差。此外，ㄚ曾與易嫻認為補習班的活動空間狹窄、人多空氣不流通、座位緊

密，對於學生而言也是一種束縛。反觀成恩在一家小型的補習班，總人數約 20

人，由於人數不多、與老師的相處的時間長，學生與老師建立良好的感情，學習

成效就另當別論。成恩認為補習班比學校好的原因是小班制的教學，老師可以照

顧到每個學生，在補習班的時間多老師可以教的更仔細，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是第一次上這種國三的書，不知道怎麼規劃！念起來可能就是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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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多漏洞，補習班老師教過那麼多年，幫我們規劃讀起來就比較輕鬆。 

    （I-2-29） 

 

    成恩認為大班制的補習班無法照顧到每個學生，但小班制的補習班是有它的

優點，且放學後的時間有專人幫他規劃學習進度，讓他可以更輕鬆且更有效率的

準備，對於學習成績是有一定的幫助。因此，補習班幫學生安排好學習時間，做

有系統的規劃與複習，對於學生而言，節省許多自己摸索與安排的時間。但冰淇

淋認為在現今的考試制度下，學生沒有辦法真正的「內化」知識，因為國中考基

本能力，因此要學的範圍非常廣，這樣的準備方式，比較沒有辦法做深入的學習，

非常可惜，都已經接觸到它了，卻只是輕輕的略過。冰淇淋說： 

 

    要應付考試的話，學習的東西要多、要廣，因為基測是考很表面、很基本 

    的東西，但是會考的一定都要學到，所以就要不斷的去把基測會考的那個大 

    範圍，至少都要先讀過。（L-3-46） 

 

    反觀丹尼爾對補習的看法是補習班規定必須補全科以及自己的時間都被補

習班所掌控，這樣的學習步調與方式對他而言是一種很大的限制，他說：「國中

三年沒有去補習，沒有一直重複、反覆的算，可以花一點時間去玩，這樣反而是

好的。」（J-2-84）此外，他也看見班上補習的同學從星期一補到星期五，六、日

也不放過自己，還繼續去補習，雖然成績也不錯，但： 

 

    他們會抱怨補習很煩，可是抱怨又不能改變事實，好像很想放掉補習，可 

    是又怕自己沒有補習班會倒下去。我覺得自己能夠做到自己念是一件很快樂 

    的事情。（J-2-87） 

 

    我想著，若學生的心目中是以爭取好的成績、考上好的學校為讀書的第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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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就必須花費許多心思準備學科考試，依賴補習班給的大量考題資訊，避免有

所遺漏，就算有心想要深入去探討有興趣的知識內容，也會被現實中時間的壓

力、成績的壓力給吞噬。而丹尼爾會運用屬於自己的時間透過網路或是利用圖書

館資源，去鑽研相關書籍享受自我摸索的樂趣；奇思也是一個對於學科有濃厚的

興趣、享受著學習樂趣的學生，由於他們對知識的熱情追求，喜歡獨立學習，沒

有迷失在升學考試的束縛當中。 

 

三、付出的努力 v.s 走過基測，回顧學校教育與補習教育 

    這群學生親身走過 99 年國中基本學力測驗，回顧自己三年來的努力與準

備，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基測題真的不難，但很靈活。ε 認為國中的課程很基

礎，不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反覆練習與複習，如果能省下「反覆」複習的時間，

應該可以學得更多、更廣。他說：「我可能可以學到比國中多一倍到兩倍，可以

見聞廣博一點，可能以後就會更超越一點。」（A-3-89）同樣是補習的庭華也認

為只需補單科，不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在補習班。她說：「只要補自己不足的就

可以了，我覺得學校老師給得真的夠了。」（D-2-75.1）由於學校老師教的英文

課程她真的難以吸收，因此她只需補英文單科，不需全科補。而成恩雖然認為沒

有補習班的幫忙自己應該不會考上第一志願，但是他也認為真的不需要讓自己那

麼累，可以多花一些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他的的感受是：「三年的學習真的很

累，覺得我的努力比得到的東西還要多一點。」（I-2-71）除此之外，成恩也認為

國中念書只是為了考試，自己並不喜歡念書。冰淇淋認為補習只是訓練她有更好

的考試能力，對於真正知識的吸收是有一段距離，她想要的並不是基測的成績，

而是很完整的學習與真正帶得走的能力。因此，無論是學校或補習班的學習在爭

取好成績的壓力之下，她認為自己是沒有達到真正的學習，她說： 

 

    內化是說懂得用不同的方式去解釋它，並且用自己能夠解釋的方式去解釋 

    它。可以去當地直接看，或者是我可以看更多額外的資料、找一個對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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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很深刻的人跟我討論，或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知道這個事件的來龍去 

    脈，而不是那個幾年什麼事件。（L-3-108） 

 

    而沒有補習的丹尼爾、奇思、ㄚ嘉、大平與易嫻對於國中三年的學習也持正

面肯定的態度，像ㄚ嘉就認為國中三年像是蓋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遇到問題時

不斷去調整與修正，最後完成自己心目中的完美房子。她說： 

 

    我自己的功課是不會擔心，因為照著老師的腳步認真去念就可以，自己很幸 

    運遇到好的老師，老師講的我都聽得懂。（F-1-32） 

 

易嫻則是覺得自己讀的很多，但不會很累，也能從容面對。她說：「要專心

聽老師講，老師常常會補充一些東西、重要觀念，學校老師教的很好。」（C-2-9）

大平則認為快樂是他心中最重要的價值。他對學校學習的感受是：「國中生活我

過得很快樂，與朋友、老師相處得很好。不管考得怎麼樣，快樂最重要，學業對

我來說不是第一位。」（K-2-79）丹尼爾與奇思則認為國中都在學新的東西，處

處都有生機，享受自我摸索的學習快樂。丹尼爾也說： 

 

    我們學校的師資不錯，老師會自己出一些講義或者考卷，不會像有些老師直 

    接拿現成的一直考，基本上我是覺得我們學校老師還不錯。（J-2-89） 

 

    由上討論可知，學校的教學是足夠讓學生面對基本學力測驗的挑戰。但是，

對於學習的真正價值，則是因人而異。誠如 Gary 所言： 

 

    很多事會隨時間而改變。因此會以當時的立場去想怎麼解決問題。只要想清 

    楚而做這個選擇，就算選擇是不對的，也不會有太大的後悔。（B-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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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無論放學後採取哪一種途徑準備考試的學生，他們都必須面對三年之

後基本學力測驗的考驗，為了考上更好的學校，易嫻就說： 

 

    暑假通常會出國，但考基測的暑假就沒有去。我很喜歡看書，但是基測前都 

    不能看，因為要準備考試。考試前也會暫停一些活動，準備考試的功課。 

    （C-3-1，C-1-6， C-1-19） 

 

    ㄚ曾在考試之前也先暫停自己才藝課程的學習。而彗星面對學校資優營隊組

別的選擇時，雖然自己喜歡語文組，但是數理組更可以幫助自己在理科方面的學

習，因此選擇對考試有利的組別。綜合言之，面對以「成績高低」來「篩選」學

生的升學考試制度，學生想要跨越第一志願的門檻，勢必有所取捨，才能在競爭

激烈的考場當中脫穎而出。而學生對於國中三年學習的意義與價值，每個人各有

其價值判斷與選擇。 

 

第三節    綜合討論 

   

問題並不在於我們做什麼，也不在於我們應當做什麼， 

      而只是在於，我們所願意和所做的背後發生了什麼？ 

                                               ----Hans-Georg Gadamer 

 

    從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不同的學習樣貌中，我們瞭解學生選擇背後的思

考點。從學生置身在考試多、競爭性強以及面臨不同學習助力與阻力的環境當

中，這些學生遇到困境時能夠覺察自身的處境、突破自我並採取行動改變，且透

過專注的學習、深刻的思考與理解、適度且正確的練習以及照顧身心的需求，讓

自己跳得更高，超越第一志願的門檻。我思索著這些學生在成績上有如此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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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背後影響他們學習腳步與方向的因素為何？1968 年 Coleman 教育機會均

等報告書中指出，學校教育資源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很小，而家庭因素與家長

態度的影響是比較顯著的。同樣在林俊瑩與吳裕益（2007）的研究結果中發現，

家庭因素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力也大於學校因素。因此本研究以 Bourdieu 的

文化資本理論與 Coleman 的社會資本理論進一步去探討成績優異學生學習經驗

背後的相關影響因素，並以自律學習習論的觀點來探討學生的學習經驗。當我以

這樣的理論來探討學生學習經驗時，必須承認自己有其限制，並將這樣的討論視

為「對於教育現象各種可能理解的途徑之一」（楊深坑，1988: 262），因此我不斷

理解與反省受訪者所表達的感受與想法，努力呈現學生學習經驗背後隱形的力

量。 

 

壹、文化資本理論與學生學習經驗的詮釋 

    由於 Bourdieu 對文化資本的闡釋不夠具體，僅約略的說明了文化資本的三

種形式，即內在化的形式、客觀化的形式與制度化的形式，沒有再進一步的分項

仔細說明，因此有關文化資本影響學習成效的研究結果相當分歧。在張建成與陳

珊華（2006）的研究當中也指出，許多研究在驗證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時，

得到不一致的發現可能是對文化資本的測量不精準，以致無法有效的涵蓋文化資

本的所有內涵。本研究試圖從學生的訪談中，覺察家庭文化資本對學生學習經驗

所產生的潛在影響，因此我將制度化形式資本從家長的教育觀來討論；內在化的

形式資本以家長楷模與家庭氣氛的陶冶來討論；客觀化的形式資本以書籍閱讀、

才藝課程與藝文活動參與來探討。 

 

一、制度化形式的文化資本 

    Bourdieu文化資本中關於「制度化形式的文化資本」，是指主流階層透過學

校教育制度，將「內在化形式文化資本」與「客觀化形式文化資本」形塑之「慣

習」透過合理性與制度的合法化，讓主流文化掌控傳遞知識的學校與傳授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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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再藉由考試精緻的排除、淘汰制度，遂行「文化再製」工作（Bourdieu, 

1991）。本研究所訪談的學生家長多數屬於高社經地位，而家長本身的教育價值

觀，又對孩子的學習產生潛在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家長對孩子的教育觀包括：家

長鼓勵孩子有自學力與家長重視課業的學習兩方面，分述如下。 

 

（一）家長鼓勵孩子有自學力 

    家長的教育信念對於國中階段的孩子會產生一定的影響力，ㄚ嘉就說： 

 

    如果從小就被逼，到最後就變得很被動。如果是用鼓勵沒有逼他們的話， 

    他們都會自主，像我們家就是這樣，我們都會自主學習，爸媽提醒一下就會 

    去做。（F-2-68） 

 

    她感受到家長對待自己學習上的尊重，以鼓勵代替強迫。這樣的教育方式讓

她自動自發的學習。從ㄚ嘉把握在校認真學習，回家就可以放鬆準備課程，不需

要補習或是父母的督促，她的自主學習受到家長深遠的影響。 

    另外像奇思的父母非常鼓勵奇思參加校內外的各種活動與競賽，讓奇思有機

會在小學與國中都有機會參加他最喜歡的數學營隊活動，也提升他對於數學思考

的興趣與能力，享受同儕之間彼此討論問題的學習快樂。也因家長對於他學習上

的信任，他說：「爸爸說不用補習了！都會了那還要補什麼。」（E-3-19）奇思可

以在放學後花較多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奇思的家長比較在意孩子學校功課是

否完成、考試要考好，讀書的準備都讓孩子自己去準備。由於假日家長要求孩子

必須到店裡幫忙工作，也讓奇思更珍惜考前複習功課的時間。 

    而丹尼爾提到：「我會怕一些東西，我媽就會說你都還沒有做就放棄，沒有

試過你怎麼知道，就算是沒有好的結果也當個經驗。」（J-1-60）家長的鼓勵與支

持讓丹尼爾對自己更有自信，就算到了國中也希望自己先讀看看並向母親擔保：

「我不會很爛，可是我也不會讓你失望。」（J-1-28.1）他達到自己設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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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就沒有強制他去補習。另外丹尼爾的母親也常常對他說：「她說自己離開學

校已經這麼久了，怕教錯，都叫我自己去找。」（J-1-57）母親鼓勵他能夠自己主

動去尋求答案，也讓丹尼爾無形中養成遇到問題會利用各種資源與管道去釐清疑

問的學習態度。ε 的媽媽是高中老師，她會先幫孩子訂複習計劃，但她的用意誠

如 ε 所言：「為什麼她要幫我訂計畫？因為她希望我以後能夠自己定計畫，像我

現在就是自己在訂計畫念書。」（A-3-76）而原本放學後去補習的 Gary 則是因為

母親的支持，讓他在國二下選擇放棄補習，靠自己念書，他說：「媽媽說那些很

厲害的不見得有補習，你可以試試看換個方法，搞不好會比較好，所以我後來就

沒有補。」（B-2-2）丹尼爾、ε 與 Gary 的家長都能以自己的教育方式鼓勵孩子獨

立學習，這樣的影響對孩子而言是無形的寶貴資產。 

    反觀冰淇淋的家長雖然不喜歡孩子補習，希望孩子有自己讀書的能力，但是

冰淇淋卻極力想要去補習，這與冰淇淋本身較不一樣的教育過程息息相關，由於

父母的教育理念與學校老師不合，家長在她小三之後選擇在家教育，小六畢業之

後為了增加英語能力又到新加坡一年，回台灣之後在私立國中住宿學校上課半

年，最後才回到公立國中就讀，這一連串的教育選擇，她說：「基本上在我還沒

有把自己的生活或是想要的想得那麼清楚之前，都是她想要，所以帶我們去。包

括在家教育、去新加坡等等。」（L-3-81）由於父母的這些決定讓冰淇淋的學習

生活充滿著追趕的壓力，她說：「她不需要趕，她沒有上班，她也沒上學，但是

我是追著媽媽的節奏。」（L-3-82）雖然她的教育歷程很豐富，相對的必須付出

追趕的代價。因此，升上國二之後選擇補習讓自己可以快速追趕並超越其他人的

學習，當她如願考上第一志願時，冰淇淋說： 

 

    現在第一個就是要好好把高中三年念完，不要再有太大的變動，要變動的 

    話是要我自己充分準備好，我覺得 ok 了，因為小時候出國或是轉校是家長 

    佔很大的部分。（L-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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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家長的決定讓冰淇淋有別於其他人的學習經驗，使她對於教育有更深的

體會。另外，她還提到： 

 

    小孩子想玩的時候就讓他盡興玩，他總有玩膩的時候，就不會玩。我覺得 

    不要太約束小孩。自由一點比較好……班上很多同學都離不開電腦，而我都 

    已經玩膩了，就比較容易專心，因為沒有什麼遺憾。（L-1-77） 

 

    冰淇淋從在家教育的自由，看到父母可以多給小孩自由的玩樂空間與時間，

這樣可以幫助小孩將來有更好的學習潛力。正如邱天助（1998）所言，家庭生活

與文化資本對子女養成的特性與處事方式，讓個體適應外在結構與適應學習。由

於家長對於孩子自學力的重視，也對孩子日後學習產生一定的影響力。本研究透

過深度訪談可以更深刻的感受與理解。 

 

（二）家長重視課業的學習 

    在台灣現行的教育制度之下，為了取得較佳的職業，教育成就的向上爬升是

必須的。根據天下雜誌 2005 年的調查： 

 

    家長認為，家庭教育最該培養孩子的前三項能力，分別是：養成生活自理 

    的能力、品格與價值觀、與人相處的能力。但是問家長，他們投入最多時間 

    處理孩子哪些問題？排名第一的，仍舊是課業升學等競爭力。 

 

    家長們面對實際強調升學、成績的教育環境，學歷至上的社會文化與價值

觀，他們反應的只是整體社會價值觀與文化脈絡下的生存競爭。訪談學生中有多

位學生都是越區就讀到圓滿國中。例如彗星就說：「爸爸媽媽決定念圓滿國中會

比本來要讀的那一間好，因為整個學校的學習環境、升學率都比較好。」（G-2-1.1）

家長們認為一個學校的升學率代表著學校的讀書風氣，因此為了讓孩子有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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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更好的資源，不惜花較多的時間讓學生就讀升學率高學校。這些學生

們也幾乎從小學就開始補習英文，易嫻與 Gary 從小一開始補英文，彗星也說：「他

們比較重視英文的能力，我小學就有補英文，國中是補一對二的英文家教，專門

針對全民英檢，不是國中英文的課程。」（G-1-16）丹尼爾與奇思在國一時通過

全民英檢，就不再補習英文，因為剛好銜接上國中的英語課程，學習不會中斷。

而冰淇淋的家長因為小學在家教育都沒有接觸英文，為了讓孩子適應國中英語能

力，選擇先到新加坡上課，紮紮實實的培養一年的語文能力。庭華則是因為在小

三上英文課時，完全聽不懂老師說什麼的情況之下，只好去補英文，才慢慢跟上

學校的學習步調。由此可知，當學生跟不上學校學習腳步時，學校的補救教學工

作非常重要，當學校忽略這部分的學習需求時，學生與家長尋求外力的協助讓學

習穩定並增加自信心，就是提升學習成就的重要方式。 

    此外，ㄚ曾說：「他們說國中不能輸在起跑點，一定要我去補習，國中變得

很重要，和小學完全不同喔！我就只好去了。」（H-1-21）她的家長非常重視孩

子課業上的表現，ㄚ曾形容說： 

 

    她是強迫我念書的人，都用那種要我盡力的眼神，心裡想著要我更好，給 

    我一點壓力，考好的話她會給我獎賞。她說以前因為家裡很窮，她都邊種田 

    邊讀書！這樣都考得上大學，你當然也可以。（H-4-76.1） 

 

    家長以自身的學習經驗鼓勵孩子，強調讀書的重要，長期耕耘之下孩子也深

受感動，為了不讓媽媽失望，在國三急起直追，終於得到優異成績，讓媽媽可以

揚眉吐氣一番。成恩的爸爸也是非常重視孩子課業上的學習，課業上就是要做到

爸爸的標準，做不到會比較兇一點，他也提到爸爸花很多時間在孩子身上，每天

都一直盯著孩子，也會買參考書讓他寫。庭華與 ε 的家長也是提供許多參考書、

講義、測驗卷之類的課業資源，幫助孩子課業上的學習，庭華的爸爸會嚴格的檢

查孩子的作業，並且要求作業成績的表現。因此這些學生提到他們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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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參考書也是他們非常重要工具。不過 ε 特別提到家長買參考書的盲點，他

說： 

    

    我覺得很遺憾，就是他們不知道現在參考書其實都是抄來抄去的，我覺得 

    是因為他們不知道吧，他們以為不同出版社應該會不太一樣，但是其實本質 

    上都是一樣的。（A-3-71） 

 

    他的想法是很多參考書都大同小異，適度的練習就足夠，家長不需要為孩子

買太多本，以免增加學習的困擾，ε 認為：「重複很多次的題目就很爛。」（A-3-38）

我思考著家長重視孩子課業的學習，也必須同時去瞭解孩子的學習感受，因為學

習的主體是學生。像大平的家長在孩子升上國三時，擔心孩子在課業上不夠積

極，常常念他，但效果並不好，大平說：「國三下他們就比較不念，因為我開始

留晚自習，他們覺得這個小孩會自己念書。」（K-2-49）家長能夠適時調整自己

的觀點與做法，對學生的學習而言是一大助益。 

    從學生的角度來敘說家長的教育觀與做法，讓我們看見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

在想什麼？做什麼？正如翟本瑞（2002）指出，家長態度其實代表著子弟所處的

文化情境，是一個有意義的價值分類系統，文化資本正就是依循著此一邏輯而分

配，社會階層也正依此選擇性的親近性關係而構築，Bourdieu 對文化資本的複製

之討論，就是在此一情境下而發。而教育往往已經安置在既有意義脈絡中，受到

日常生活世界的分類體系所左右。在台灣升學主義瀰漫的文化情境之下，家長重

視課業學習的各種做法，也是文化資本的具體展現。 

    綜合以上所言，從訪談的過程當中發現家長越重視孩子自學力的表現，則學

生放學後的學習樣貌較傾向不補習，像奇思、ㄚ家與丹尼爾他們放學後的學習就

是以家為主要的學習場所；而教育觀上比較強調課業方面學習的學生，例如庭

華、ㄚ曾、成恩的放學後學習樣貌就是完全以補習為主。彗星與 ε 則進行策略性

的補習方式，彗星的家長對於課業成績有一定程度的要求，加上彗星對於自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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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上的期望，在國三選擇補單科國文，以提升自己國文科的實力；而 ε 則是在媽

媽的要求下，因應國二課業變重，選擇在周六到補習班加強學科的實力。易嫻與

大平則是在小學階段家長投入大量的才藝補習與閱讀能力的培養，兩人在國中完

全不想參加課後補習，他們的家長也能尊重孩子的選擇，讓孩子自由學習，大平

就說：「我覺得小時候就是從小就要多看一些比較課外的東西，對長大之後會比

較有幫助，例如地理、歷史那一方面的能力。」（K-1-44）因此，他們兩人也是

靠著自己讀書在基測成績上有優異的表現。至於 Gary 離開補習班選擇靠自己念

書，媽媽的支持、鼓勵與信任是支持他很重要的力量；冰淇淋的家長雖然極力反

對孩子補習、不重視成績，希望孩子有自學的能力，但是冰淇淋覺察到成績的好

與壞，在現今的教育環境中有一定的評價，加上家中的環境太自由，自己的自律

性不夠，最後選擇一個嚴謹、有系統、競爭氣氛激烈的補習班來提升自己的考試

能力。 

 

二、內在化的形式資本 

    由於家庭是孩子社會化與學習的第一個地方，孩子內化父母在社會空間所處

的位置、認知與行動，傳承家庭所給予的初級生存心態，進入學校再接受新的學

習經驗。因此家長本身的成長與家庭氣氛的營造，會在無形當中影響孩子的價值

觀與想法，因此，本研究以家長楷模與家庭氣氛長期培養，作為「內在化形式的

文化資本」的內涵，分述如下。 

 

（一）家長喜歡學習與成長，成為孩子的最佳楷模 

    冰淇淋深刻感受父母喜歡學習的風格，她說：「媽媽是個到哪裡都喜歡學東

西的人，也是希望給我們學習的機會，他們真的很 care 這個地方。」（L-3-72）

她的媽媽會帶著孩子參加衛生局、台北縣政府、消防隊舉辦的活動，聽音樂會、

到中正紀念堂、台北市立美術館看展覽、充分去運用社會資源且出去玩一定會有

導覽。而易嫻的媽媽也會去中正紀念堂上一些成長的課，回來會和孩子分享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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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穫。而ㄚ嘉的媽媽固定每周參加教會的活動，她說：「媽媽參加婦女小組，

她們會教導怎麼樣教小孩？會交換帶小孩的經驗與心得，她自己也是一直在成

長。」（F-2-56）家長們本身的自我成長在無形當中都會慢慢影響孩子的學習。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理論認為：高社經背景的父母，其文化資本較豐厚。對於學

生學業成就有一定的幫助。而奇思與庭華的父母社經背景並不高，但是他們都是

喜歡讀書的家長，庭華說：「媽媽喜歡看書，我阿姨也喜歡看書，所以在我媽媽

和我阿姨家就會有很多書可以看。」（D-1-55）奇思特別提到：「爸爸媽媽都會去

圖書館借書。」（E-3-34）因此我思考著社經背景不高的家庭，若家長本身是樂

於成長與學習的，也會透過 Bourdieu 所說的內在化形式的文化資本，長期培養

的「生存心態」而傳遞給下一代，讓孩子在學業成就上也有優異的表現。誠如陳

青達與鄭勝耀（2008）的研究發現中指出，父母親的職業為攤販的學生擁有相當

高的具體化（內在化）形式文化資本，細查其原因，雖然攤販平時工作十分忙碌，

但父母常會將小孩帶在身邊一邊照顧，父母親與孩子相處較多的時間，這可能是

學生賴以獲取具體化文化資本的重要關鍵。奇思的父母雖然經營一家小麵店，但

家長本身熱愛學習的楷模也深深影響孩子的閱讀習慣與熱愛學習的心，孩子在學

業成就上也有卓越的表現。 

 

（二）家庭氣氛的長期培養，潛移默化孩子的氣質 

    家庭氣氛的營造也是長期在家中所培養的生存心態，庭華就說： 

 

    父母都滿樂觀的，不會在那種很悲觀的情況下生活。所以我就會常想一些 

    比較樂觀的想法，比如說讀書其實很好玩的，就會把唸書當成是一種遊戲的 

    方式去玩這場遊戲。（D-2-4） 

 

    家長的樂觀態度，讓孩子學到比較積極看待事情的方法，就算庭華將國中三

年的許多時間都投入在補習班中，她依然以最正面的方式去學習。但庭華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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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忘讓孩子有休閒的時間，時常大人們一時興起，就帶著大朋友、小朋友全家

出遊，她說：「我們家的人都不喜歡念書，很愛玩。沒有辦法好好的坐下來靜一

靜，也養成我三十分鐘都坐不住的習慣。」（D-1-96）因此，庭華讀書一段時間

一定要休息或找人講講話，她才能再繼續往下念，因此她很感激補習班旁邊的好

同學能陪她說說話，一起讀書。另一方面，由於家長玩樂的行動力超強，間接影

響庭華在學習上的讀書效率，她說： 

 

    我們家人比較開放，有時候想到一件事就會馬上去做，那個時候會很錯愕， 

    可是現在想想，其實那一段回憶還滿快樂。他們那樣的想法影響我如果想要 

    一個東西，一定要馬上去把它做好。（D-2-3） 

 

    幾次與庭華的訪談過程當中，我深深感受到她是一個非常有行動力，做事有

效率又積極樂觀、有責任感的學生。又因為她身為家長的長女，父母覺得庭華是

家裡最大的小孩，所以對她的要求會比較嚴格，要做弟弟妹妹的榜樣，因此庭華

也要負責照顧弟妹、肩負指導弟妹課業之責，甚至全家起床時間都由她負責打

理。而彗星則深刻感受家庭的風氣，對於日後學業上的要求與期望，已經深深內

化至她的心中，成為她性格的一部分，她說： 

 

就是家庭整個風氣吧！就是自然而然要自制，知道該做甚麼……可能就是 

比較保守，會很注重你該做的事情要先做完，才能去想或做其他的事情。 

（G-3-52） 

 

    在訪談彗星的過程當中，她對於學業成績部份的感受，比其它學生來的強

烈，常常必須面對自己的期望與結果之間落差的心理衝突，她說：「他們看到我

因為沒有達到標準而自責時，會稍微說你就維持住一個基本的高度就可以了。」

（G-3-46）當彗星因成績未達自己的理想標準而自責時，彗星感受到家長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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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支持，但我也同時感受到家長對於孩子課業上一定程度的期望。而大平則提到

家庭的氣氛對他的影響，他說： 

 

    我覺得家對我長大有影響的，應該是我個性方面的養成，我們家其實不太吵 

    架，我是一個蠻彈性的人，很能調適一些問題，就是樂觀主義的人。（K-2-50）  

 

    這樣的個性，讓他即使只剩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衝基測成績，他也可以奮力急

起直追，基測前大家情緒都很浮躁的時候，可以有辦法嘻嘻哈哈，調適掉很多壓

力，大平形容自己像是一個海綿，遇到任何事情不會像皮球激烈的爆發，再怎麼

壓，都慢慢的回去，這對於他與同學的相處上有極大的幫助，更穩定他學習上的

情緒。 

    綜合以上所言，家長楷模與家庭氣氛長期的培養對學生學習經驗是有影響

力。這樣的影響從孩子小時候一點一滴透過家長有意或無意的浸潤而成。本研究

透過學生的親身敘說與反思，讓我看見家長「內在化形式」的文化資本，如何在

學生學習經驗上體現。雖然許多實證研究顯示家庭的社經地位對子女的文化資本

有顯著正面影響（巫有鎰，1999；張善楠與黃毅志，1999， Katsillis & Rubinson1, 

1990），但社經背景不高的家長，可以透過喜歡閱讀的楷模，樂於成長的學習氣

氛，也可以增加其文化資本，提高孩子的學習能力。 

 

三、客觀化形式的文化資本 

    Bourdieu 文化資本理論中的「客觀化形式」的文化資本，是以文化財貨的形

式呈現。故本研究從家庭藏書、家庭休閒活動與學生所參加的才藝課程三個方面

來討論，分述如下。 

 

（一）家庭有藏書，增進孩子的學習能力 

    奇思是個愛看課外書的學生，如他所言：「我家還滿多課外書。」（E-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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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書籍，讓他的學習充滿著無限的可能。彗星的家長也會在他們的範圍內支

持孩子想做的事情，像看課外書、要去學什麼才藝。只要把課業弄好，或者對某

些科目會有幫助，他們盡可能幫她完成。而易嫻從小家裡就訂閱課外讀物，家裡

也有許多課外書，讓她養成愛閱讀的習慣，也間接幫助她學習。如庭華所言：「從

幼稚園的時候就很喜歡看書。很重要的就是培養現在的語文能力。」（D-1-56）

而在ㄚ嘉的成長經驗當中，世界文學名著也是陪著她長大的禮物，她說：「因為

媽媽是家族最小的，ㄚ姨、表姊有很多書、歷史錄音帶都會送我們，所以國中我

也會去圖書館借書，還上排行榜。」（F-1-44）冰淇淋提到自己小時候的學習經

驗時說道： 

 

    因為她是故事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她會借繪本。長大之後她想要去聽 

    演講，也會順便帶我們去，或者一大早就進去圖書館，一直到關門才回家， 

    我對讀東西很有興趣，可能是因為小時候都準備好了。（L-2-49） 

 

    反之，成恩提到自己的學習經驗，他說：「我對書本一向都很畏懼，是因為

成績才去碰它。」（I-2-62）他還說：「就算是小說，我看了也是很想睡覺，像那

個達文西密碼，我看了十幾遍，我每次看都只看前十幾頁而已，看到後來就不想

看。」（I-2-61）對於這樣的情形，他提到：「家裡的課外書很少，想要看的話，

就自己去買。」（I-1-73）由此可知，家庭客觀化文化資本不僅讓子女擁有較多的

文化資源，同時也可能將文化資本轉移或融入孩子的學習態度或傾向，也有研究

證實家長的閱讀興趣或素養會影響學習態度及教育成就（De Graaf, 1986）。我從

學生的親身體驗敘說當中，更深刻的理解與感受閱讀習慣的培養需要從家裡做

起，而家長就是最好的模範。如果家中能夠提供更多的課外書，並且從小培養閱

讀習慣，對於孩子未來的學習之路必會有加分的效果。 

 

（二）家庭休閒活動，拓展孩子的學習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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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學生中的 Gary 特別提到因為媽媽本身非常喜歡藝術活動，他的媽媽曾

看了一篇關於畫家畢卡索的文章，得知畢卡索在啟蒙教育之後，以美術館作為學

校，不斷觀摩名畫來充實自己，因此在 Gary 幼稚園階段每天花一點時間陪孩子

欣賞自己所珍藏的畫冊，為孩子量身訂做一套屬於親子共享的藝術導覽課程。當

孩子升上小學之後，訂定每周一天為藝術日，帶他去看展覽、寫生，下雨則在家

裡畫畫，這個活動對 Gary 的啟發非常大，影響他現在對於畫畫的愛不釋手，也

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興趣與專長。他還說：「媽媽把看我畫畫當做她的休

閒娛樂，她覺得這很享受。從小到大她都帶著我畫畫。」（B-3-8）而 Gary 的媽

媽也特別提到「藝術日」是他與孩子最快樂的一天，孩子像海綿般，不斷吸收新

的知識。升上國中之後，雖然課業壓力繁重，但 Gary 並沒有因此放棄藝術方面

的興趣，反而進入美術班增強自己在美術專業知識與技能，他的媽媽一方面全力

支持 Gary 美術方面的創作，一方面鼓勵他在學業表現上慢慢的一步一步超越，

提升學業成績。訪談當中他提到畫畫時的想法，他說：「畫畫技巧學到之後，就

把它拋到腦後，畫的時候不要想太多，畫畫的時候技巧自然會流露出來。」

（B-3-30）這樣的態度也讓他在面對考試的情境當下，可以放下心中壓力、專注

答題，讓自己的實力可以完全發揮。家長對於孩子藝術方面的全力栽培，也幫助

孩子開啟生命中的另一扇窗，讓他的學習經歷更豐富，看見不同的學習機會。除

此之外，易嫻提到她寒暑假出國旅遊的經驗，她說：「升國一的暑假，我和姊姊

一起規劃去日本的自助旅行。而今年的暑假就規畫去英國和法國玩，全家會一起

分工找資料。」（C-3-4）而庭華則與家人玩遍台灣遊樂區與夜市，成恩則與家人

利用假日玩遍風景區，雖然他們較少參與藝文活動，但也在休閒旅遊活動當中，

充分享受規畫的樂趣或是藉著旅遊活動認識台灣，對於學習經驗的累積也有其助

益。 

（三）才藝活動的培養，成為紓壓的精神食糧 

    訪談的學生有許多在小學或國中都有參加一些才藝課程活動，像易嫻從小參

加音樂與舞蹈結合的音樂班，升上國中之後周六的舞蹈課，讓她可以獲得紓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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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效果；彗星國一心血來潮學吹長笛，也成為她國三時最佳的心情舒壓方

法；而ㄚ曾在國中重拾以前不喜歡的鋼琴課之後，在她補習完帶著疲倦的身軀回

到家時，彈鋼琴成為她最家的精神調劑，甚至考基測當天早上藉著彈鋼琴為自己

打氣。雖然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研究發現才藝補習的成效未必反應在學業成

就上；盧淑華（2008）研究結果顯示國中時期才藝課程對學習成就沒有影響力，

但是我從與學生的訪談當中，看到才藝課程在學生的學習經驗當中扮演著默默支

持學生心靈的力量。因此，本研究發現非學科的才藝補習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提

升是有其潛在的影響，雖然林碧芳（2009）的研究結果支持學習才藝有助於學習

成就，但國中學習才藝則有反效果，本研究提供另一個不同的思考角度。讓我們

看到另一種理解問題的面向。 

 

四、小結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相關概念可以包括非物質層面與物質層面，在非物質層

面，本研究指的是家長的教育觀與對孩子教育上的做法、家長楷模與家庭氣氛的

營造，而物質層面偏重閱讀、書籍、才藝課程與藝文活動。從以上的分析與討論

可知文化資本的發酵是潛藏在許多細微的想法與做法中，透過家長的文化資本在

潛移默化當中影響他們的孩子，誠如邱天助（1998）所言：家庭文化透過內化為

個人習性的過程，刻畫於行動者的身體及心理之中，成為實踐時的行動趨力；習

性可以展現為多樣化的言行實踐，不斷地對生存的客觀條件進行調適。這群國中

成績優異學生透過家庭文化資本的長期浸潤與栽培，各自發展出國中時期不同的

學習樣貌，但同樣都能在學業成績上有不平凡的表現。我也思考著 Carroll 所提

出學校學習模式的公式，透過文化資本的發酵，可以增加學生的理解能力與性向

方面的陶冶，激發子女的學習潛能，減少「所需要的時間」，進而增加學習上的

成效。而本研究中訪談學生的家長多數屬於高社經背景，是否也意味著社會階級

的差異也深深影響學生學習成就，是值得深思與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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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資本理論與學生學習經驗的詮釋 

    家庭社會資本的重要性，誠如林南（2004）所言：家庭組織若缺乏社會資本

的支持，在成員中人力及文化資本的發展過程當中將會達不到所欲達到的目標。

而社會資本存在於各個組織當中，將社會資本的理論用於家庭社會網路的分析，

即構成家庭社會資本。其中家庭外社會資本中的同儕關係互動，對學生學習經驗

的影響，在前面的文章已詳細討論，現在就不再說明。因此，本研究將家庭社會

資本以父母的教育期望、父母的教育參與方式、親子互動與手足間的互動四個範

疇加以討論，並結合學生具體的學習經驗加以詮釋，可以更清晰看見家庭社會資

本是如何運作於國中成績優異學生的家庭當中。 

 

一、盡在「言」與「不言」中，父母對孩子高成就的渴望 

    許多實證研究指出，父母的教育期望有助於子女學業成績的提升。其中許崇

憲（2002）的研究發現，父母對子女的教育期望最能預測子女的學業成績。而在

本研究當中也可以看出家長對子女都有教育期望，最明顯的是ㄚ曾與成恩的家長

他們對於孩子成績上的要求非常的明確，成恩就說：「他們要把我拱上第一志願。」

（I-1-58）成恩覺得自己做得到，就非常努力去實現家長的期望。成恩也說有壓

力在，會比較認真念書。如果家長沒有特別要求要考第一名，成績應該就不會那

麼好，他還提到父親的用心良苦，成恩說：「我爸可能失敗很多次，他想幫我舖

好路，讓我走得沒有那麼坎坷，希望我可以走平穩一點，不要像他這樣辛苦。」

（I-2-83）在他的身上，我看到家長的期望如何發酵在孩子的學業成就上。  

    而ㄚ曾同樣面對家長的高期望，雖然她爸爸期望ㄚ曾將來當醫生、律師或老

師，但她並不接受爸爸的想法，影響她願意積極學習的是媽媽，她說：「我媽很

在乎成績，我媽那邊的人，學歷都很高，想讓我媽囂張一下。就是讓我媽開心一

點，不想辜負她。」（H-2-44）因為媽媽不只承受個人生活壓力，還要面對親戚

朋友之間的比較，因此她在國三投入所有的心力拼基測，最後成果出來時，她與

媽媽兩人相擁而泣。訪談過程當中，ㄚ曾數次提到媽媽的辛苦時都不禁落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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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禁思考著考上「第一志願」的價值？回想著自己當初考上第一志願時，爸爸媽

媽心情上的喜悅、激動與驕傲，應該與他們的心情相差不遠。尤其ㄚ曾走出電玩

的迷失重新找回想拼的讀書動力，這段路除了自己的覺醒之外，媽媽深切的高期

望更是她前進的動力。而庭華的家長從小嚴格要求孩子學業成績與作業的優良表

現，尤其庭華是家中的長女，父母希望她成為弟妹的好榜樣，因此對她各方面的

表現是有非常高的期待。此外，其它訪談學生的家長對孩子也有基本的要求與期

待，像丹尼爾就說：「我跟媽媽擔保我成績不會很爛，也不會讓你失望，因為我

也做到這個標準，所以我媽沒有強制我去補習。」（J-1-28）而 Gary 則說： 

 

    她雖然沒有要求我成績，但是她還是有一個底限。如果覺得太誇張，或者 

    比她的要求差太多，她還是會說這樣子真的不行。（B-4-25） 

 

    而彗星因成績考不好而自責時，她說：「媽媽說得失心不用太重，不用把自

己逼得這麼緊，其實你達到多少，我們就已經很滿意了。」（G-1-38）家人安慰

的同時，也透露著對成績基本高度的要求。從以上的對話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家長

對孩子學業上的表現都有期望。但我思考著家長的期望如何真正落實在孩子的身

上？因為只有家長的單方面的期望，沒有好的親子互動關係或是適合孩子的教育

參與方式，是很難達成目標。 

 

二、學習場域中的觀眾 v.s 參賽者，父母不同層次的教育參與 

    根據 Scott-Jones (1995) 的模式假設家庭中的親子互動有四個層次，包括：

價值傳遞、督導、協助與代勞，分別對子女的學業成就產生影響。而朱瑞玲（1985）

認為從互動論的觀點而言，父母參與子女教育應該著重於父母與子女「一起」發

生的行為，而不應該只限於討論父母對孩子所「做」的行為。因此在本研究當中

試圖利用 Scott-Jones (1995) 的親子互動模式來討論父母與子女「一起」面對學

習上的各種問題的情形，因代勞的方式在訪談的學生當中沒有這樣的情形，故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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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討論。 

 

（一）價值傳遞 

    父母與子女的互動中，親子談話對子女的學業成就最有幫助，其談話的內容

通常包括父母與子女談在學校發生的事、或對於未來的計畫等 (Finn , 1998；Ho 

&Willms, 1996)。例如易嫻就說：「放學媽媽來載我，車上媽媽會和我聊天，聊

學校發生的事，講學校發生的事，心裡不會悶著，心裡想講卻不知道找誰講這樣

子。」（C-3-7）這樣的親子互動時間是建立感情交流最好的時機。而ㄚ嘉也說

媽媽是一個超重要的聽眾，她會和媽媽聊學校的事，像同學作弊自己很生氣、學

校發生有趣的事、碰到不知道怎麼解決時也會和媽媽討論。她還說：「小時候媽

媽會幫我們分析一些事，長大之後我們就和媽媽一起分析一些事，這些對我的作

文超有用。」（F-1-43）而丹尼爾也會利用吃飯時間或睡覺前，和媽媽聊生活上

的點點滴滴，包括新聞、社會發生的事，甚至外國新聞......等等。她的媽媽還特

別注重孩子人際互動關係的培養，丹尼爾說： 

 

    因為我是獨生子，但沒有一個人在家裡，而是常常跟表兄弟姊妹在一起， 

    小時候就是團體生活，長大後跟人家的紛爭會很少，自然對後來學校生活會 

    有利。（J-1-65） 

 

    丹尼爾的媽媽擔心獨生子將來與人相處的問題，刻意讓孩子有多一些團體生

活的體驗。Gary 覺得媽媽像朋友一樣，可以與媽媽分享一些事而媽媽幾乎每天

都會問他在學校好不好？學校有什麼事？而大平的家長會利用晚上短短的相處

時間，邊看電視邊聊天，大平也會大略報告學校發生哪些事，講出來讓全家人笑

一笑、開心一下。親子間透過生活中點點滴滴的對話交流，不僅能在感情上增溫，

更在無形中傳遞了父母的價值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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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督導 

     以督導的方式與子女互動的父母，通常有四種行為表現：協助子女管理時

間、監督子女使用時間的方式、回家作業的叮嚀、了解子女在校行為的表現等

（Scott-Jones, 1995）。本研究可以看到 ε 的媽媽幫他訂讀書計劃，並且督導他

進房間的讀書時間，但是媽媽不會整天都盯在旁邊，這樣他們很累，自己讀書效

果應該也不太好，反而對學習沒有興趣。由此可知，督導是有其限制，不可太過

否則效果是不彰的。另外易嫻沒有補習在家讀書，她說： 

 

    我讀書時會看起來很混。其實我有在讀，他們會說為什麼我看起來不像有 

    在讀書，都不像要考試。因為我姊姊考試時會很專心一直讀一直讀，但是我 

    沒有辦法維持那種精神，專注很久，讀一讀就起來走一走， 他們就會以為 

    我不像在讀書的樣子，爸爸就會叫我要專心讀書，和我討論這類的問題。 

    （C-2-14） 

  

    易嫻的家長對於個問題雖然有些傷腦筋，但最後都是尊重孩子的學習方式。

也會配合易嫻的讀書時間，關掉家裡的電視，讓她可以專心念書。而ㄚ嘉的爸爸

大部分的時間不在家，當她在房間念書完畢，走出來休息一下，爸爸就覺得她沒

有在念書。這類督導功課的問題需要家長用心去觀察，因為被家長誤會的感覺真

的很不好。而奇思的家長非常在意孩子是否完成學校功課，這也是他們對奇思最

重要的要求，奇思說：「我回家都先做完功課，這是我爸媽的要求。他們比較在

意功課有沒有寫，考試也要考好，先做完功課才能看電視。」（E-1-28）大平的

家長為了讓大平玩電玩的時間有所節制，他說：「不遵守他們就不繳網路錢。」

（K-2-62）家長能夠堅持對孩子有一些基本的原則與重要規範，也能在學習上幫

助他們學習自律的能力，建立一個好的生活與學習習慣。 

    庭華的家長則是採取嚴格的方式檢查功課，叫四個小孩站好，一個一個書包

拿出來檢查。她的爸爸比較不會關心活動，但是他會關心成績如何，庭華覺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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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嚴格也算是一種動力。庭華還提到小學時的學習經驗，她說：「媽媽規定假

日早上可以玩電腦到十點，十點以後唸書，寫考卷，寫到她規定的一個階段之後，

她才會去弄飯給我們吃，下午繼續奮鬥。」（D-2-47）家長對孩子課業學習上的

嚴格督導，雖然是一種督促的力量，但是對於孩子學習上的興趣是否有扣分的效

果，是值得家長與老師們深思的問題。  

 

（三）協助 

    父母以協助子女的方式參與子女的學習，會和子女一起溝通並討論唸書的方

法或一起解決孩子課業上的問題，如果家長受限於本身知識能力時，則會尋求外

力資源幫助孩子的學習。ㄚ曾的媽媽會跟老師成為朋友，主動去找老師，問一些

孩子在學校的事情，與老師討論孩子學習上的問題。課業上則尋求補習班的協助

讓孩子的學業成績能夠提升。庭華的家長也同樣尋求補習班的協助，解決無法在

指導孩子課業的困擾。而 Gary 的媽媽則是以漸進式的方法鼓勵孩子在學習上的

進展，他說：「她希望我平均一點，慢慢往上升，不用一次突然很高，這樣有可

能下次就變很低，她希望我是平穩的，不用那麼急拼第一。」（B-4-4）當 Gary

在成績掉下來的時候，他媽媽會和他討論那裡可能出問題？但真正的問題是必須

自己去思考解決的。丹尼爾的媽媽則會與他一起想方法、找資源一起解決問題。

易嫻則說：「讀書時有什麼問題會跟媽媽講，有什麼事要做決定時也會問她，媽

媽會提供我一些意見，通常是媽媽幫我做一些決定。」（C-3-5）不過易嫻還是

會經過自己仔細思考再決定，但是媽媽在她的心中是很重要的諮詢對象。 

    至於成恩的爸爸對於小學的功課會親自教導，成恩說：「寫完考卷他幫我們

改，錯他會再教我們一遍，所以小學的東西都是爸爸在幫我們用的。」（I-2-13）

遇到問題時，他的爸爸會幫他一起查資料，如果資料也查不到，他會去問人，或

是與成恩一起翻書找答案。當成恩升上國中課程難度提高，他的爸爸就尋求補習

班的協助，解決自己無法教導的困擾，並期望提升成恩學業上的成績。而冰淇淋

的家長則是以不同的方式協助孩子學習，冰淇琳說：「他們會先讓妳去想，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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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給妳一個題目讓妳想這怎麼解，他會跟妳講這邊有錯，他就不會繼續講下去，

他就讓妳自己去思考。」（L-2-19）家長有著不同的協助方式幫助孩子在學習路

上成長，最重要的是他們與孩子一起去面對，因為孩子才是學習的主角，加上父

母用心陪伴，才能一起達成共同的期望。 

 

三、注視目標 v.s 看見過程，親子互動的「冷」與「熱」 

    除了父母對孩子的教育參與方式之外，參與其中的人是如何互動，也是社會

資本的重要關鍵。雖然訪談的學生都是在基本學力測驗當中有優異的表現，但在

他們的學習經驗當中，父母與孩子的互動型式仍有所差別。本研究中透過學生親

身敘說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ㄚ曾提到小時候學英文文法被爸爸教到哭、幼稚園

懵懵懂懂時，爸爸把她丟到水池裡面，教她學游泳，從此就很怕游泳、不會彈鋼

琴爸爸也很兇，快砸鋼琴了，那時候她也很怕彈鋼琴，回憶這段過往經驗所造成

的陰影，她說：「小時候我覺得太痛苦了，那段時間真的很不好，因為什麼事都

學不好，又是被強迫。」（H-4-37.1）當時的ㄚ曾對自己學習喪失自信心與學習

興趣，幸好她的媽媽給她最大的支持，否則全部的生活完全被爸爸所控制，一直

到國中，爸爸漸漸瞭解自己與孩子這樣的互動是反效果，才慢慢有所改善。也由

於ㄚ曾的媽媽對家的全心付出，ㄚ曾想要好好念書讓媽媽開心，她說： 

 

    剛開始衝刺的時候，她都會丟一些壓力給我，說你這樣怎麼跟別人比……國 

    三唸得蠻辛苦時，我媽就說這是你的報應來了，國一、國二不努力，現在你 

    要比別人認真才有辦法考上好學校。（H-1-82） 

 

    就算媽媽以較激烈的方式刺激她的學習動力，她仍願意努力堅持，因為她想

完成媽媽的期望，讓媽媽在親戚朋友中可以更有面子。由此可看出中國人「萬般

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觀念，仍根深蒂固在社會文化的脈絡當中。 Gary 說：

「爸爸要我小二時寫一篇英文作文，誰會啊！文法錯了還被我爸罵，而且罵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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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罵得很嚴厲，所以，以前對英文就比較反感。」（B-4-42）面對爸爸這樣的

親子互動方式，Gary 非常不喜歡。而庭華的爸爸也同樣採取較嚴格的方式與孩

子互動，庭華說： 

 

    有時候考卷沒有藏好，掉到到地下，又不小心看到那種很爛的成績，他就會 

    開始罵，會說你考這甚麼成績。（D-2-19） 

 

    而成恩也說：「沒有考到第一名，我爸就會念了。那就不用說考到第二名或

第三名。」（I-1-63）雖然他們的家長採取較嚴格的控制方式與孩子互動，但是庭

華與成恩都認為爸爸的嚴格也是一種學習的動力與推進力量，有人「督促」比較

不容易放棄，尤其成恩特別說爸爸會花很多時間去陪伴他的學習，不是只有罵而

已。除此之外，他們的家庭也有許多旅遊活動，家長都會陪伴孩子出遊，享受非

課業學習時間的另一種親子活動。 

    另外本研究中也看到親子互動的方式有：鼓勵、尊重、瞭解與溫暖。例如

Gary 說： 

 

    她不會太責備我考很爛，就算考不好也不用太氣餒，因為還有下一次。她 

    會說你下次可不可以超越前面那個人，一個一個慢慢超越。（B-2-11） 

 

    Gary 感受到自己是在沒有壓力的環境當中學習，心裡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擔

心與顧忌，可以將所有的注意力專心放在學習上。ㄚ嘉也說父母比較不會用打罵

的方式教育他們，她說：「每個人考不好自己就會難過，爸媽已經不需要再罵，

我爸媽都用鼓勵的，除非我們太混、學習態度差爸媽才會罵。」（F-1-41）而丹

尼爾的媽媽會在他考得好的時候一起分享喜悅，考不好也會一起跟他承擔，鼓勵

他下次再努力。 

    親子之間的互相尊重與溝通討論也是重要的關懷方式，例如 Gary 的媽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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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都會先徵求孩子的意見，與孩子有可以討論的空間。而易嫻也說：「我大部分

的事通常會和媽媽討論，有時候爸爸也會提供意見，他們會把意見講一講，再由

我做決定。」（C-2-7）易嫻的父母對於討論的結果，也會盡量尊重孩子的意見。

冰淇淋也說如果自己有想要講的話，父母一定會與她討論，雖然是很民主的討

論，可是結果很傾向於他們想要的那個樣子，因此可能問的時候是很民主，討論

的時候是互相溝通，到了決定的時候就比較傾向他們的意思。對於這一個想法，

冰淇淋很有趣的說：「在二十歲之前學著接受妳不滿意的現況也是一種很重要的

學習。」（L-2-17）冰淇淋的話讓我思考親子之間在互動溝通上，家長是否誠心

想知道孩子的想法，真誠與孩子討論，並在做決定時照顧到孩子的感受，這些都

是家長與老師要去反思的問題。親子互動也有溫暖的感覺，像 Gary 提到媽媽很

喜歡看他畫畫的感覺，他說：「她把看我畫畫當做一種休閒娛樂，她覺得這很享

受。從小到大她都會帶著我畫畫。」（B-3-8）Gary 的媽媽花很多心思在了解孩子，

這也是他們建立良好親子關係的重要前提。而大平的家長因為工作忙碌，無法在

放學後陪伴孩子，為了給孩子有家的溫暖感覺，特別請小時候的保母幫忙照顧，

大平就說：「因為下課回家沒大人就很冷清，我爸媽覺得這樣子好像不是一個正

常的發展，所以就先讓我去保母家。」（K-1-21）大平的父母會盡量利用晚上與

大平邊聊天、邊看電視的方式和孩子有一個親子共同相處的時間。 

    綜上所言，在父母與孩子的互動過程當中，父母若能放下心中的焦慮，眼中

不是只有要求孩子達到目標，而能看見孩子在學習過程當中所遇見的點點滴滴，

無論「好」與「不好」的學習經驗，都能與孩子站在一起，在跌跌撞撞的學習過

程當中，透過溫暖的親子互動關係，讓父母的教育參與更加落實、有效，父母對

孩子的教育期望也會慢慢發酵，自然而然走出最佳的學習之路。 

 

四、手足間的互動，激勵學習的鬥志 

    雖然過去的研究發現兄弟姊妹人數越多，稀釋了社會資本，對教育成就越不

利（孫清山、黃毅志，1996；陳怡靖、鄭耀南，2000）。但現今是少子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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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時空社會環境之下所呈現的問題是不一樣的。本研究發現手足之間的互動

也是社會資本的運用，其中冰淇淋談到她雙胞胎姊姊對她的影響，因為姐姐的學

習能力沒有她快，相對的她學習的東西要比她多，才能夠教她或是幫助她，也因

為有這樣的壓力，冰淇淋必須更快學會處理任何問題，或是適應任何新的環境，

這樣的互動一方面大大提升她的學習潛能，另一方面她也說：「在我的心態上，

認為她的存在讓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棒的人。」（L-3-85）雖然她覺得自己不應該

這樣想，但事實上姊姊讓她有更多的優越感與自信心。這或許也是她喜歡在競爭

的環境當中，爭取亮眼的表現，找尋可以發光的舞台，吸引眾人目光的那個內心

不為人知的自己。另外易嫻是以姊姊為模範，她說： 

 

    我國小讀美術班，喜歡畫畫，想和姐姐一樣，因為我姐姐也是讀美術班的。 

    她成績很不錯，畫畫也很厲害，看到就很想學，想和她一樣。（C-1-15） 

 

    姊姊的優異表現讓意嫻有一個好的學習典範，我不禁想起庭華的話，她說：

「爸爸覺得我是家中最大的小孩，所以對我的要求比較嚴格，他覺得我要做弟弟

妹妹的榜樣。」（D-2-12）由上可知，手足之間的互動在學習過程當中，的確會

對學習產生一定程度的影響力。反觀丹尼爾雖然是獨生子，但媽媽為了讓他能夠

學習團體生活相處之道，培養與人相處的能力，特別在假日或寒暑假讓孩子與親

戚朋友的小孩共同活動，丹尼爾說： 

 

    因為我是獨生子，但不是一個人常常在家裡，而是常常跟表兄弟姊妹在一 

    起，所以小時候就是團體生活，必須學習包容對方，因為已經習慣團體生活， 

    在學校跟人家的紛爭較少，自然對後來學校生活會有利。（J-1-64） 

 

    另一個不一樣的例子是訪談學生中的 ε，他說：「我不知道獨生子的性格在

我身上有沒有表現出來，因為我不太喜歡和別人相處，所以我只好回家捧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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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3）他國一的校外教學、國二的隔宿露營以及國三畢業旅行，都沒有參加

而是躲在家裡看書。ε 覺得自己的作息生活與其他國中生不太一樣，放學就直

接回家念書沒有太多的課後活動，像是一個隱居的國中生，因此在他的學習經驗

當中，團隊精神或是與人合作的經驗都比較少。 

    ε 的話讓我不禁思考，身為一位老師該如何幫助這樣的學生？在現今的社

會當中如何與人有良好的互動關係非常重要。因為個人在社會中所擁有的人力資

本是有限的，而在社會上人們的生存有絕大部分是透過他人的關係與運用他人的

資源（Lin, 1994）。 

 

 五、小結 

    許多研究證實家庭內社會資本確實對國中生的學業成就有顯著的影響力（巫

有鎰，1999；周新富，2006；陳怡靖、鄭耀南，2000；Coleman, 1988）。本研究

以質性深度訪談的方式了解家庭內的社會資本是如何具體運作，雖然父母的教育

期望對於學生的學習成就有其影響力，但是父母實質上的教育參與方式與親子互

動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周新富（2006）的研究發現，家長參與對於學業成就無

顯著的預測力，可能是國三課業變難家長較少參與子女的學習活動，但是本研究

中可以看見國中成績優異學生的父母，對孩子教育參與的方式是非常多元，無論

是價值傳遞、督導或協助對學生學業成就都有一定的幫助，親子互動上大多呈現

尊重與瞭解、互相討論、鼓勵與溫暖的關係，有些雖在課業上採取嚴格管教的方

式，但會在非課業的活動上與孩子同樂，花時間陪伴孩子，亦即對於兒童的發展

而言，比較重要的是「父母親的行動」（譚光鼎，2010）。而手足之間的互相激勵

也會增進孩子的學習動力。至於同儕關係更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透過前面章

節的討論，可以了解透過同儕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這些學生們將自己的學業成績

推向另一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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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以圓滿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途

徑、瞭解學生如何詮釋自身的學習經驗與理解其學習經驗背後的潛在影響。本研

究獲致的結論如下。 

 

壹、國中成績優異學生受限於基本學力測驗的升學考試制度，呈現放學後必須 

    延續學校學科學習，爭取頂尖成績的學習世界 

 

一、限縮在基本學力測驗之下，放學後延續學校學科學習 

   在現行的升學制度之下，每一個國中學生，經過三年學習都必須藉由基本學

力測驗的考試門檻，依照成績高低的排序，進入不同學校。如果孩子能夠考上第

一志願，更是家長的驕傲。而學生也能在有讀書風氣的學習環境中，增加考上「好

的」大學的機會，獲得更好的社會成就。誠如黃毅志（1999）所言，在台灣社會

裡，教育不但影響個人的職業取得與收入，而且教育本身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社會

地位與聲望的象徵。家長投注大筆金錢在孩子的補習費上，目的都是希望孩子有

更好的成績，能夠在基本學力測驗的戰場上，獲得進入第一志願的門票。為了在

學業上保持優異的成績，學生放學之後依然以不同的學習方式，繼續投注時間在

學科課程的準備上，為了有更多時間精熟考試教材，學生也暫時停下與升學無關

的活動。甚至有些學生在觀念上也認為國中學習只是為了考好基測、幫未來鋪路

或是升高中的跳板。由上可知，限縮在基本學力測驗之下的學習世界，誠如林民

程（2010）所言，升學考試是社會辯證的結果，是國家、家庭與關係脈絡政治經

濟學精算後的結論。國中成績優異學生處在社會的大體系之中，依照制度的運

作，選擇對自己未來有利的學習途徑，將時間、精力與金錢花費在考上更好的學

校，也是阻力最小的一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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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爭取頂尖成績，放學後學生呈現不同的學習樣貌 

    因為這一連串的效應，反應在成績優異學生的學習上，可以看見放學後學生

在空間、時間、學習材料、自律性、與人的關係的差異以及學習過程當中的流動

性（見表 5-1）。選擇補習的學生，一方面「擔心」國中與國小課程上的落差，希

望能先熟悉國中教材，讓自己順利適應國中的學習。另一方面，學生「擔心」自

律性不足，不容易專心讀書，透過補習班老師的監督，督促自己可以更專注的念

書，加上補習班刻意經營的競爭環境，讓置身其中的學生保持高度的警覺性，絲

毫不敢放鬆。由此可知，補習班提供學生一個有外力鞭策的環境，協助他們更專

注的準備考試。此外，學生「擔心」自己規劃學習內容與準備課外學習教材的能

力不足，透過補習可以更快速、更精準掌握考題的方向，節省自己摸索與規劃的

時間。補習班滿足這些學生心理與現實上的需求，創造一個有求必應的學習空

間。此外，由於家長本身無法再像小學一樣指導孩子課業，希望透過補習班的協

助，在放學後繼續對孩子做課業上的加強與指導；加上希望孩子不要輸在起跑點

的殷切期望，期待孩子有更好的學業成績，能夠考上第一志願。 

    但有些學生卻能暫時放下那些擔心，先自己試試看。相信學校老師所準備的

學習內容，自己動手蒐集相關學習教材與自己規劃學習時間，充分展現學習上的

主體性。有些學生發覺自己在家的讀書效果並不好，選擇學校所提供的安靜自習

空間，提高學習的效率。這些學生的家長也多數秉持著希望孩子有自學力的教育

觀，尊重孩子學習上的選擇，相信他們可以自己去規劃與安排讀書時間。 

    因此，在家自習的學生擁有較大的學習自主權，自行規劃整體學習，而留校

自習則須培養更高的自律性，至於補習的學生須更注重獨立學習能力的培養，才

能在未來的學習路上走得更穩健。賓靜蓀（2008）在＜全球正在進行的學習革命

－自學力＞一文中提到：Barry J. Zimmerman 透過有系統的研究，長期深入探討

兒童、青少年和成人的學習動機和學習歷程，根據他的觀察，所有學生都嘗試用

某種自主方式去掌控自己的學習和成績表現，但是在方法和自覺自信的程度上，

有極大的個別差異，這個差別就在自律能力的高低。因此自學力與自律能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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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社會等待的人才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表 5-1：學習世界的樣貌 

放 

學 

後 

的 

的 

學 

習 

世 

界 

↓ 

延 

續 

學 

校 

學 

習 

的 

世 

界 

空間 補習班 控制性高、受監督、有競爭氣氛 

學校 受監督、安靜、有競爭氣氛 

家 個人較自由、家人約束、干擾源較多 

時間 他人規劃 補習班系統規劃完整學習時間，進行考試、

上課、訂正的活動 

自己規劃 留校與在家自習，必須自己安排學習內容與

規劃時間 

學習教

材 

學校提供 所有學生重視學校的作業 

補習班提供 補充較多的難題與系統整理的講義 

自己準備 尋找適合自己的參考書與不同類型的題目 

家長協助 幫孩子準備課外教材 

自律性 較高 在家讀書 

較低 補習班與留校自習（有少數例外） 

與人的

關係 

老師 互相討論、不懂會問 

同儕 競爭又合作、心靈的支持、干擾學習 

家長 沒有補習的學生與家長互動多、相處時間

長；有補習的學生則時間較少 

學習 

流動性 

始終如一 一旦進補習班很難離開、沒有補習習慣，就

維持不補習；想靠自己準備功課 

調整腳步方向 課業變重或成績下滑，選擇進補習班加強；

補習成效不好或補太多，不想再補；家太自

由，選擇學校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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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中成績優異學生與「時間」競賽，編織綿密的學習網，企圖網住基測考題 

    下的學習策略 

    國中學生必須在三年內學完教育部所規劃的課程內容，之後參加「國民中學

學生基本能力測驗」，依學生志願與成績分發到另一個階段的學習。而基本學力

測驗的考試型態為選擇題，考試時間有其限制性。學校配合基測的考試型態也有

大大、小小的考試，課堂上的隨堂考、段考前的複習考、每個月的段考、開學初

的複習考與國三時的模擬考，學生面對寫考卷時間上的壓力與三年內必須精熟所

有學科內容的時間限制，想要在競爭激烈的考場上取得優異成績，必須與時間競

賽以最快的速度消化與吸收所有考試內容與熟練考試答題技巧，學生如何編織綿

密的學習網，他們的學習策略可分述如下。 

 

（一）專注學習與深刻思考，讓所編織的學習網更為堅固 

    學生保持上課專注的背後是希望自己可以記的深、學習印象更深刻，將來複

習時才會容易，並且可以節省放學後自己複習的時間、或是找老師問問題，來回

奔波的時間。而放學後無論是哪一種學習途徑的學生，有的透過外力幫忙，例如：

參加補習與留校晚自習，有的透過本身自律能力在家複習，他們都希望自己能夠

專心準備考試，有最好的學習效率。學習過程當中透過自己深刻的思考，釐清不

懂的問題，讓學習的印象不只是表面上的記憶。能夠「不只知其然，還要知其所

以然」才能真正理解與吸收消化，內化成自己知識體系的一部分。經過這樣的方

法所編織出的學習網，才能更堅固、屹立不搖。 

 

（二）不斷的練習與增加時間複習，讓所編織的學習網更為綿密 

    無論是補習、留校自習或是在家自習的學生，參考書與各種考題的練習都是

他們非常重要的考試工具，差別只在於一個是補習班代為蒐集考題資訊，節省學

生自己摸索與尋找的時間；另一個則是學生自己去整理與蒐集考題資訊。學生做

參考書、講義或測驗卷的題目，可以加深學習印象、讓自己再思考一次、可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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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學習上的盲點、可以增加答題速度，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廣泛掌握考題的訊息，

百分百掌握基測會考的題型，在激烈的競爭當中脫穎而出。越接近考試時間，適

度增加複習的時間，也同樣發揮加深學習印象與加廣考題資訊的功能。 

 

（三）尋求身心平衡之道，更有力量與效率編織夠好的學習網 

    學生在國中三年的學習當中，多少都有一些壓力，這些身、心上的壓力是如

何「轉換」成為他們繼續前進的動力呢？他們透過讓身體獲得適當的休息與放

鬆，讓心理獲得解放與喘息的身心平衡之道，幫助自己在學習上更有能量與活

力。當身體累了該休息時，他們不勉強自己，因為累的時候沒有學習效果。沒有

補習的學生透過規律的生活作息、適合自己的讀書的節奏，達到最佳的學習效

果。補習的學生回到家已經很晚，也會盡量早點休息，讓自己隔天的學習達到最

佳狀態。除此之外，透過聽音樂、與朋友聊天、跳舞、彈琴……等等的休閒活動，

也讓他們的心理壓力得到舒緩，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聆聽著學生的話，更理解學生們的身心需求，不能單方面一直「要求」孩子， 

    別忘了我們也曾經是一個孩子啊！每個人都需要適度的休息，才能在下一個 

    階段走得更健康、更有方向，充滿正面的能量。（省思札記，991010） 

 

參、基測成績高低，決定下一站的學習場域：競爭環境下的考試舞臺，磨練處 

    變不驚的應考能力。 

    學生進入國中之後與國小最大的差別是考試變多，學生置身在考試多的學習

情境當中，從早自習開始一直到第八節，幾乎都有大大、小小不同的測驗。對學

生而言，考試可能會成為學習壓力的來源、影響學習胃口或是無法好好消化學習

教材。像彗星讀書會想著考試怎麼考？無法單純享受讀書的感覺；丹尼爾考數學

時，心理會有莫名的壓力；而奇思、冰淇淋、ε 與丹尼爾認為考試有時間的壓力，

必須快速作答才能獲取高分，因此考試太多會無法好好思考與作答，另一方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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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題目與品質不好的考卷，也會造成學習上的反效果。尤其國三每天的學校生

活與補習班充斥著各種大小考試，同時也喪失學習過程中，可以慢慢咀嚼知識的

樂趣。而大平覺得應付完考試，學到什麼也都忘了。雖然考試會帶給學生些許壓

力，但在升學考試制度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基測成績的高低仍是決定學生是否

可以進入第一志願學府的門票，適度的考試可以知道自己學習不足之處，也能督

促自己在學習上更加精進。因此，練就一身考試的好本領，對想考第一志願的學

生而言是不可或缺的。 

    我思考著考試的意義為何？為什麼老師需要用這麼多的考試來評量學生的

學習成效？為什麼學生必須透過寫參考書、測驗卷的題目讓自己熟悉教材內容，

補習班也透過講義或題海戰術贏得學生與家長的信任，這些做法的背後思考是訓

練，將一項技能練到精熟，透過許多題目的練習，一方面減少基測考試思考摸索

的時間，快速反應，爭取有限的作答時間。另一方面是否也擔心遇到沒看過的題

目就不會寫，無法做到學習遷移的能力，不會將已學過的概念或能力轉換到新的

情境，發現其中的關聯性。因此，在與基測同步的考試大舞台之下，即使考試會

帶來些許壓力，成績優異學生仍會盡力去克服，因為透過考試不僅能找出學習盲

點、熟悉將來基測的考試情境，更能不斷確認自己的學習是否遷移，磨練出更好

的考試能力，面臨基測時具備「處變不驚」的能力，老師也透過考試的評量方式

確認學生都學會了，家長也從考試的成績瞭解孩子的學習成效，因此升學制度的

評量方式深深牽引著學校教與學的生態。 

 

肆、成績優異學生置身競爭又合作的學習情境：有好的競爭對手，激盪出更強烈 

    的學習動力 

    伴隨考試出爐的成績，是學生挫折感與成就感交織而成的複雜心理感受。包

括：如何從挫敗的低落情緒站起來、如何從挫敗中找到方法做修正與改變，甚至

尋求外力協助自己有更亮眼的成績。他們透過覺察自己、想要突破的決心，並實

際付諸行動，最後都能有所改變。約有五分之四的學生覺察自己成績的下滑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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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的變動，透過考試結果的分數與成績的排名，成績優異學生不僅看見自己學

習上的盲點，也注視著周遭對手的表現，確認自己的努力是否足夠，更客觀的評

估自己的學習成效。也由於好勝心的驅使、不服輸的個性，面對優秀的競爭對手，

激盪出更強的挑戰決心。此外，獲得優異成績也是激發學生繼續前進的動力來

源，在競爭的壓力之下，互相比較是每天上演的戲碼，學生身處在競爭性強的環

境當中，同學是他們競爭的夥伴，同儕之間互相較勁的籌碼是分數與名次，成績

優異學生對於考試成績保持高度的警覺性，讓自己保持在前幾名的位置，滿足心

理上的成就感，一旦原本屬於自己的位置被取代時，心理的滋味自是無法言喻，

但也促成他們積極改變、採取行動的一股重要力量。 

    同儕之間除了競爭之外，彼此之間的合作也呈現在他們的學習經驗當中，同

學之間互相討論激盪出更多的想法、彼此分享更好的解題觀點與方法、遇到不懂

的問題時，同儕之間可以互相教導、情緒低潮時同儕是最好的聽眾，安定自己憂

鬱的心。訪談學生都分享到這部分的心理感受。而丹尼爾、彗星、與 Gary 更深

刻感受到同儕之間良好人際關係的互動，是間接促成他們學習更有效率的潛在力

量。但也有少數學生認為學校同學會干擾學習，是一種干擾源，尤其是自己想要

念書時同學卻想要聊天，這樣的情形讓他們覺得很困擾。因此，學生置身於不斷

準備考試的學習情境，對於成績所帶來的挫折感與成就感，一方面修正自己的學

習策略與心態，一方面透過與同儕的競爭與合作，激盪出更強烈的學習動力。 

 

伍、學校好的教學品質與學生想拼的心，足夠讓學生面對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 

    測驗 

    受訪學生對於學校教學的看法是：首先，教師至少要有能力維持可以學習的

教室空間，讓想學的學生不受干擾；其次是教師教學的內容必須兼顧課本基本觀

念的釐清、課程內容的統整、補充足夠的課外練習。當學校教學具備這些條件時，

放學後的時間如何善加運用，增加學習成效，就是放學後學生不同學習途徑的選

擇。誠如丹尼爾所言，學習成果與所花的時間、效率與方法有關，補習是提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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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法之一，但不是唯一的方法。 

    補習三年的成恩認為若再重新走過這三年，不要上那麼多課，多讓自己放鬆

休息也好，不會讓自己三年的學習如此疲累；花許多時間在學科準備的 ε 也認為

若重新來過，是不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做反覆的練習，可以讓自己多看一些不同

的東西；就科目而言，庭華認為基測真的很基本，若只想考好基測，學校的東西

是足夠了，她也認為自己不需補全科，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補習班，頂多針對自

己的弱科加強就好，也可以多留一些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學生也認為如果遇

到教學能力不好的老師，還是必須借助補習班老師的教學與資料的補充，才能提

升自己的成績。彗星與 ε 則認為自己是否願意在學科上努力以及對於知識觀釐清

的積極心態更是成功的關鍵點。 

    至於三年都沒有補習的學生，跟隨學校老師的教學步調，加上自己課後的複

習與準備，就足夠從容面對基測的考試。正如丹尼爾所言：基測題目並不是要考

倒人，而是要看自己有沒有學會。因此學校所教的內容是足夠讓成績優異學生面

對基本學力測驗。他們對於學校三年的學習多持正面的看法，肯定學校的教學，

縱使遇到不如意的情境，也能想辦法克服，讓自己有更好的表現，除此之外，易

嫻覺得還是要自己多充實課外的知識，不要只是為了基測而讀書。學生自動自發

的學習精神，是值得肯定。 

 

陸、社經背景不高的家長，透過文化資本中家長楷模與閱讀習慣的培養，提升子 

    女的學業成就  

    就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理論而言：高社經地位家庭有較高程度文化資本的

利用情形，而社會階級不同，個體所具備的文化資本也不相同。本研究中學生家

長社經背景各不相同，但其子女都在國中基本學力測驗中有優異成績表現，經過

我的深度訪談發現社經地位不高的家長，透過本身樂於成長或自身長期有閱讀的

習慣，孩子都能在家庭長期耳濡目染之下，培養出喜歡學習的特質，像奇思的父

母非常信任學校教育，常常鼓勵孩子踴躍參加學校所舉辦的活動或比賽，奇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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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學校的資源，讓自己的學習視野更為寬闊。而奇思更是一位在校認真聽課、

勤做筆記，放學不用補習而能在家自習的學生，假日與寒暑假必須協助父母工作

的孩子，或許與父母一起工作當中，家長也無形中傳遞許多價值觀給孩子。 

    而有些社經地位不高家長則是透過讓孩子從小學開始做許多參考書、測驗卷

的方式培養孩子的基礎學科能力，當國中課程難度提高家長無法指導課業，補習

班的課業指導模式符合家長教育孩子的價值觀，因此，送孩子到補習班就是家長

放學後指導孩子功課的「最佳代言」。 

 

柒、家長用心參與孩子的教育與優質的親子互動，可催化父母期望，進而提升子 

    女學業成就 

    本研究中可以看到家長對於孩子的教育參與是非常的積極，從孩子小學參加

英語才藝補習班，到國中越區就讀的選擇，都顯示出家長非常重視孩子課業上的

學習。在孩子的學習過程當中，父母會透過與孩子談心、聊學校發生的大小事、

一起討論學業上的問題，花心思去瞭解孩子；在孩子失意時陪伴、成功時與孩子

一同分享喜悅；透過督導的方式，協助孩子管理時間、作業的叮嚀、適當的行為

規範幫助孩子建立良好學習習慣。此外，父母也會透過更具體的方式協助孩子解

決課業上的問題，包括：課業上的指導或陪孩子一起尋找問題的答案、讓孩子補

習、討論如何提升學業成績......等，與孩子的互動方式多數以關懷、鼓勵的形式

或尊重孩子意見的態度與孩子互動，少數是以較嚴格的方式要求孩子學業上的成

績。父母透過優質的親子互動與選擇適合孩子的教育參與方式，孩子自然能夠有

優異的學業成就，也達到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期望。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分別針對學校、老師、家長、學生與後續的研究提供幾項建議，希望

這些建議，可以不只培養成績優異的學生，更可以讓國中生覺得學習不再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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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差事，而能夠樂在學習。 

 

壹、對學校的建議 

    讓學校成為多元學習的環境，提升學生的學習視野與高度。從受訪學生學習

經驗的詮釋中，瞭解學生所感受到的環境是考試多與競爭性強的學習環境，而學

校教育的目標應該不只是幫助學生考上一個好學校。根據商業周刊（2009）報導，

聯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曾提出一份報告：〈關鍵能力的定義

與選擇〉（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ies），架構未來人才必備三

大關鍵能力：其一是「人際」能力，其二是「自我負責」能力，其三是「活用知

識」能力。因此培養學生多元能力、重視批判思考力與創新的能力也是未來社會

中所需要的，而目前學校教育多數只重視知識的傳授，但學校不可能教導學生「所

有」的知識，當學生進入社會，有許多新發生的知識與待解決的問題，更何況有

好的考試能力並不代表學生有解決問題的能力。尤其是國中階段的學生，進入身

心發展劇烈變化的青春期，思考模式與價值觀也正在建立。因此，建議學校能夠

重視學生多元能力的培養，學業成績只是學校教育當中的一小部分，要讓學生看

到學習價值的多元性、人與人之間合作解決問題的美好。正如查修傑譯（2006）

中Daniel H. Pink認為世界將屬於具有高感性能力的另一族群，就是具有創造力、

同理心、能觀察趨勢以及為事物賦予意義的人。 

 

貳、對教師的建議 

    教師是與學生實際接觸的第一線教育人員，學生也在老師長期耳濡目染的影

響下成長，本研究針對老師的建議如下。 

 

一、教師注重學生的學習過程，培養學生自律學習的能力 

    若教師只重結果，會讓學生失去學習的動力，甚至無法再進步與突破。老師

若能鼓勵學生從錯誤的題目當中，解釋自己錯誤的原因並加以修正，正如受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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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異學生，他們都能覺察自己學習上的盲點，對於結果的回饋做出適當的反

應，並採取積極的行動，做更深入、更有效的學習。此外，鼓勵學生養成在校認

真學習的態度，遇到不懂的問題時，能夠主動與老師、同學討論，務必確實釐清，

回家也一定完成學校的功課，這樣自動自發的學習歷程，是需要老師不斷提醒與

鼓勵。另一方面，由於基測題目以中間偏易為原則，教師可以鼓勵成績優異學生

除了專注自身學業的表現之外，也能幫助成績較為弱勢的同學，發揮合作與分享

的精神。老師也能投入多一點的時間關注學習較為落後的學生，讓所有學生能夠

得到充分的照顧。 

 

二、教師能以多元的方式評量學生學習成果，並提升自身教學品質 

    雖然「考試」是評量學生學習成果最快速的方式，但長期下來也容易使「分

數」落入衡量好學生、壞學生，用功的學生、不用功的學生的二元分法的教育價

值，因此老師能以更多面向的評量，肯定學生不同的學習價值，相信每一個學生

必定能更有自信的肯定自己與真心的欣賞他人，讓教室的學生不再是教室中的客

人。此外，教師之間若能展開教學上的對話與討論，必定能幫助自己在教學的觀

點上有所突破與改變，或者多聆聽學生對於每個問題的想法，老師也能從中學到

如何幫助學生學習的更好，因此教師提升教學內容的品質，不但可以吸引學生更

專注的學習，師生互動也會更好。優質的「教學」與多元的評量，將無限開展學

生學習的潛能。 

 

參、對家長的建議 

   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位老師，因此孩子就像是父母的一面鏡子，本研究給家長

的建議如下。 

 

一、以身作則，成為孩子的學習楷模，並且讓孩子有獨立學習的機會 

    家長就是孩子最好的模範，培養自身喜歡閱讀的習慣與凡事喜歡摸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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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帶著孩子一起探索與學習，讓孩子養成為自己而讀書，才能一輩子不間

斷的閱讀，可以更寬廣的選擇自己的人生，具備閱讀世界能力。尤其國中階段是

孩子學習建立讀書習慣的最好時機，請家長給孩子一個自律學習的機會。因國中

畢業後必須經過基測的門檻，才能進入自己想要的學校，因此藉著外在環境的驅

動力，可以與孩子共同思考讀書的方法、自己規劃讀書時間與學習的策略，越早

養成獨力學習的習慣，學習的熱忱越容易培養，因此建議家長陪伴國中階段的孩

子一起學習，信任學校的教學，當孩子遇到學習上的瓶頸時，能與孩子共同討論

解決的策略，尋求適合孩子的學習資源與管道，送孩子進補習班是一個管道，但

它並非學習成功的萬靈丹。 

 

二、建立親子之間優質的互動關係，啟發內在學習熱忱，讓孩子在自信中成長 

    親子之間以鼓勵、關懷、尊重、討論的方式進行互動，可以讓孩子有更多機

會了解自己、表達自我，清楚自己學習的價值與意義，進而與世界有更深刻的互

動。尤其在優質互動關係成長下的孩子，會更有自信心面對不可預知的未來，因

為有自信的孩子面臨任何挫折與難題時，會看見解決困難的希望與行動的方向，

反之，若是一個沒有自信的孩子，對自己會有負面的情緒加上心理的挫折感，會

掩蓋事情的真相或將問題無限擴大，看不見解決問題的希望與方向，因而採取放

棄或逃避的方式面對困難。此外，家長也要用心了解孩子學習上的內容，給予適

切及合理的期望，才不會造成親子間的誤會與摩擦，造成反效果。因此，透過親

子之間正向的互動關係，建立孩子自信心是家長非常重要的天職，也是孩子成功

背後的重要條件。 

 

肆、對學生的建議 

    本研究針對國中成績優異學生進行深度訪談，瞭解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

並藉此探討學生的學習經驗，對學生的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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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立自身良好學習習慣，擴大自己的學習空間 

    無論補習與否，個人的學習意願與正確的學習態度與方法才是獲得優異成績

的關鍵。而好的學習習慣包括：專心上課與專注的複習、對於問題能夠深刻的思

考與理解、必須「學」、「思」並進，確實釐清不懂的觀念，而適度的複習與練習

也能加深學習印象，爭取考試作答時間，最後規律的生活、適度的休息與休閒活

動的安排才能讓學習更有效率。另外，基本學力測驗題目以中間偏易為原則，對

成績優異的學生而言，實不需花太多時間做過度的練習，多投入一些時間擴展自

己學習深度與廣度，對未來的學習與生活是有助益的。 

 

二、瞭解自己的學習需求，選擇適合的學習途徑 

    面對升學制度中基本學力測驗的評量，放學後花費時間複習課業，對於成績

的提升確實有一定的助益。若學校有好的教學品質，自己有自制能力，在家自行

準備課業是節省時間、體力與金錢的最佳學習途徑，透過自己安排時間與規劃教

材，培養自身獨力學習的基本能力。若自制力不夠或學校的教學無法滿足自己學

習上的需求，尋求優質補習班，讓自己不會鬆懈、怠惰，並進行重點式補強，也

能增進自己的學習成效。因此，無論放學後是否補習，都要依據個人學習上的特

性，對症下藥，「過度」的補習只會造成反效果，淪為考試的工具，喪失學習的

樂趣。而在家準備考試則必須排除各種分心的干擾源，國三學校提供安靜的圖書

館，幫助學生專心準備考試，也是另一種學習途徑的選擇。 

 

三、以正向思維面對考試壓力與同儕競爭 

    現行教育制度沒有改變之下，「考試」依然占據國中學習生活的一大部分，

將考試視為檢視學習不足所在的途徑，是有助於成績的提升。而面對自己成績不

理想時，從挫敗中恢復自信心，重新出發，採取行動修正與調整學習的步調與策

略，也是學習過程當中珍貴的成長機會。透過考試的題目與同儕一起討論，享受

解題的樂趣，也是振奮人心的一部份。因此，以正向的態度面對考試、善用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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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合作與良性競爭激盪出不同的學習觀點與方法，提升自己的學習潛力。這

些都是國中學習環境中的成長沃土。 

 

伍、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探討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在研究對象與研究的面向

上仍有許多值得探討與深究的空間，因此對於後續的研究提供以下建議。 

 

一、增加家長部份的訪談，可更完整且深入理解學生的學習經驗 

    因本研究中成績優異學生家長多屬高社經背景，是否如 Bourdieu 的文化資

本理論認為：高社經地位家庭有較高程度文化資本的利用情形，因而提升學生學

業成就的表現？或如 Halpern 指出家庭結構較完整、高社經地位家庭的社會資本

較豐富，兒童的學業成就也比較高（譚光鼎，2010）。而本研究僅以學生為訪談

對象，並未加入家長部份的訪談。若能同時訪談學生家長，可以更清楚看到家長

對於學生學習產生的潛在影響，包括：不同社經背景下父母的教育價值觀對於孩

子學習動機、學習態度的影響，以及父母在孩子背後默默所做的努力、安排或社

會網絡關係的建立……等等。透過與家長的深度訪談，將可更清晰看見家庭因素

對學生學習所產生的影響。 

 

二、以成績較為弱勢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深入了解其學習經驗 

    本研究以國中成績優異學生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希望紓解與降低國中成績優

異學生的學習壓力，另一方面透過成績優異學生的學習經驗，瞭解學生如何看待

國中階段的學習，解決自身教學環境所面臨的困境。但研究對象僅限於成績優異

學生且大部分受訪學生的家長社經背景都相當高，對子女教育的投入也相當多。

由於家庭環境與家庭資源，使學生在入學前已呈現不同的準備狀態，因此社經背

景的差異可能影響學生日後學習上的差距。若能針對學業成就較為弱勢的學生進

行深入的研究，關懷弱勢學生的學習經驗，必能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與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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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看見教室弱勢學生學習的困境，真實瞭解其學習經驗，幫助學生克服學習上

的限制。 

 

第三節   研究省思 

壹、對研究歷程的省思 

 

真正的發現之旅， 

不在於找尋新天地， 

而在於擁有新的眼光。 

                               ----普魯斯特 

     

        踏入一所升學率高的學校，發現每個班級幾乎三分之二的學生放學都去

補習，初進這所學校的我，不禁滿腹疑惑……？學生補習風氣如此興盛，是學生

想要的嗎？還是家長的需求？學校教學品質有問題嗎？或是補習班招生的功力

強大？正在研究所進修的我，帶著這樣的問題意識與我的指導教授討論，於是決

定先從成績優異的學生著手進行研究，試圖了解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

樣貌，從學生學習經驗的詮釋當中，找出學生如何學習的重要關鍵，啟發自己教

學上的盲點，當我能夠更理解學生學習背後的思考點，我才更有方法去做改變。 

    衷心的感謝這些學生參與我的研究，熱情且真誠的與我分享三年來學習經驗

的點點滴滴。而自己能夠全心全意融入每一次的訪談，訪談過程當中不做任何筆

記，全神貫注聆聽著學生的學習故事，因此每一次的訪談彷彿與他們一起走過一

趟學習之旅，訪談當中常常提醒自己要放下「老師」的角色，讓學生能夠暢所欲

言，不要急著插話，不要急著批判、不要急著澄清，就算是「靜默」也是一種重

要的訊息，耐心的「等待」更是對學生談話的理解與尊重，許多時候深刻的思考

與意義的理解就在靜默與等待中發生，在質性深度訪談當中，我學到許多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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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逐字稿的謄寫是研究過程當中難以言喻的經驗，彷彿重新再回到訪談的情

境，耳邊迴盪著學生們說話的的語調、心情與內心的感受，發現需要澄清與理解

的問題，透過再一次的訪談深入去瞭解，透過逐字稿的謄寫，讓聲音化為文字，

續展開另一段的資料分析之旅。 

    由於質性分析是「整體－部份－整體」的詮釋循環之旅，經過前面的整體閱

讀理解之後，進入下一個階段的「部份」分析，掌握文本中重要的訊息，直觀的

加以劃記與初步意義命名，透過 EXCEL 軟體的整理，將數百個意義命名重新歸

納整理，這是研究過程當中最傷神與最龐雜的部份，看著數百頁的逐字稿與數百

個意義單元命名，如何從研究問題的角度去省視整體脈絡、如何再重新解構或合

併意義單元，我再次整體閱讀文本、再次回到研究問題，慢慢形成國中成績優異

學生整體的學習樣貌與學習經驗的詮釋理解，接著進入書寫的過程又是另一個研

究過程的挑戰。受訪者與研究者的聲音該如何呈現？兩者之間的關係為何？書寫

過程不斷的思考、修正、再思考、修正、再理解，期望自己能忠實呈現受訪者的

觀點，加入自己主觀意見時不要曲解受訪學生的原意，希望整個研究過程讓文本

「說話」，看見現象背後學生所傳達出的學習經驗本質。 

    走過這段質性研究的旅程，讓我更懂得如何用心「聽話」，感受「無言」時

的另一種美好，言談過程當中耐心的「等待」更是收穫最豐碩的時候。忽然想起

「帶蝸牛散步」的故事，整體環境講求快速與速成的價值觀，同時也讓我們失去

好好欣賞世間萬物美好的那一面。當研究過程遇到瓶頸的時候，想起這些成績優

異學生也是保持不放棄的心，才能超越自己的極限，我也如是想。 

 

貳、走過研究之後的省思 

 

我考前一天背會的東西，一看到考卷就忘光了！ 

我強記能力很差，而且緊張得不得了！ 

                                                   ----嚴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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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並非天堂，但是學習卻是能夠創造天堂的地方。 

儘管教室存在諸多限制，卻是充滿可能性的地方。 

                                                   ---- bell hooks 

 

    我們的教育真的落伍了，尤其是國中階段的教育。整理文本的過程當中，對

於學生感受到學習環境當中「考試」多這件事，一直在我的腦海裡迴盪，考試對

所有老師、家長與學生而言，是再熟悉不過的事，似乎是國中生學習的「天職」、

老師評量學生的標準「工具」，也是家長關心孩子的習慣「問候語」。為什麼考試

這件事如此理所當然？學生可以拒絕老師只用考試評量學生學習成果嗎？老師

所出的考題是否有教育上的價值？啟發學生的思考與創造力？家長可以接受孩

子在學習的過程沒有紙筆測驗嗎？這一連串的問題似乎又回到我們的教育制度

是以什麼方式來篩選學生。國中學生為了在基本學力測驗當中獲取高分，進入明

星高中，只好投入大量的時間精讀教科書的內容，放學後的學習世界也是以考試

科目的複習為主，研究當中可以深刻感受成績優異學生投入許多時間與精力在準

備考試。整個學習視野瞬間縮小，甚至親子之間的相處時間也被補習時間所取

代，大人忙、小孩也忙，這真的是我們要的學習環境嗎？ 

    我不斷的思考著在教育制度沒有改變之前，我能做什麼？誠如蘇意茹（2008）

在《行動》乙書中所言：很多夢想都得邊做邊想，不開始行動，就永遠不會知道

眼前可以做的是什麼事情，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成。我思考著考試的意義為何？

為什麼老師需要用考試來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效？為什麼學生必須透過寫參考

書、測驗卷的題目讓自己熟悉教材內容，補習班也是透過講義的題海戰術贏得學

生與家長的信任，原來這些做法的背後思考是「訓練」，將一項技能練到精熟，

透過許多的題目練習，一方面可以快速反應作答，爭取考試時間。另一方面是擔

心遇到沒看過的題目就不會寫，也就是無法做到「學習遷移」的能力，不會將已

學過的概念或能力轉換到新的情境，發現其中的關聯性。這就是老師要培養的重

要教學能力，老師如果可以和學生站在同樣的高度去思考教學上的問題，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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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長學習，就能以不同的教學方式啟發學生，反覆「同樣的方法」一直教，

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因此，我可以做的是：教學方法的改變、深刻思索教學內容

的意義、若考試是目前暫時必須面對的型式，我將更審慎的出題，並與學生充分

討論考試的意義，與學生一起面對考試結果對於自己學習上的意義，如何從錯誤

的題目當中讓自己學得更深刻、修正自己的概念，而我也從學生錯誤的題目當中

反思自己教學上的盲點，修正自己的教學方式與觀點，期許自己在教學的路上即

使外在環境有許多阻力，仍朝著正確的教育方向努力。有句話說：「對於一艘盲

目航行的船來說，所有的風都是逆風。」走過這趟研究之旅，讓我找到教學上的

施力點，我將更知道如何駕馭教學的風帆，帶著學生享受暢快的學習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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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訪談大綱之一 

訪談大綱之一【放學以補習、家教為主的學生】 

第一部分：放學生活概況描述 

1. 基測放榜了，請分享（或談談）現在的心情？ 

2. 請談談考完之後這幾天的生活情形？國中放學後生活的細節？ 

3. 談談這一路走來，最令你感到印象特別深刻⁄難忘的放學後學習經驗？  

 

第二部分：學生對學校教育的看法【放學以補習、家教為主的學生】 

1. 請談談你選擇進補習班/家教的想法？ 

2. 請談談補習/家教對於你學習上的影響？  

3. 對你而言，放學後的補習/家教與學校學習兩者之間的關係為何？ 

4. 請談談國中這三年，對於你學業方面影響最多的人、事、物有哪些？ 

5. 請詳細說說看各科的學習心得。 

 

第三部分：文化資本與學習 

1. 請談談放學後家裡的生活情形？ 

2. 請談談自己喜歡做的事？那些事對你而言的意義為何？ 

3. 請談談當你/妳在家時，花最多時間停留的地方？  

 

第四部分：社會資本與學習 

1. 父母常常和你聊哪些方面的話題？父母對你未來發展的期望？ 

2. 父母常常以何種方式與你溝通？父母如何參與你的學習或投入在你學習上的

資源有哪些？ 

3. 父母對於你學校的活動參與情形為何？  

4. 放學之後與同學之間的互動情形為何？ 

5. 家長的職業、居住地、家庭氣氛、誰參與你較多的學習？親戚朋友或兄弟姊

妹的影響？ 

 

第五部分：整體的回顧與反思 

1. 對你而言，國中三年放學後的學習經驗像什麼？ 

2. 考完了基測，如果從頭來過，你會如何安排你自己？【反思從過去到現在發

生什麼關鍵的事情？這樣的三年的求學過程，心中的感受？讀書在你心目中

的價值與意義？  

3. 對未來上高中後，放學後的生活有何期待與想像？ 

4. 在我們訪談結束前，你是否還有什麼事想談的嗎？ 

5. 請談談你在這裡接受訪談的經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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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大綱之二 

訪談大綱之二【放學以自修為主的學生】 

第一部分：放學生活概況描述 

4. 基測放榜了，請分享（或談談）現在的心情？ 

5. 請談談考完之後這幾天的生活情形？  

6. 國中放學後生活的細節？ 

7. 談談這一路走來，最令你感到印象特別深刻⁄難忘的放學後學習經驗？ 

  

第二部分：學生對學校教育的看法【放學以自修為主的學生】 

6. 請談談放學後，你以自修的方式學習的想法？ 

7. 請談談放學後你如何規劃自己的學習？  

8. 請談談你/妳學校教育的看法？ 

9. 請談談國中這三年，對於你學業方面影響最多的人、事、物有哪些？ 

 

第三部分：文化資本與學習 

4. 請談談放學後家裡的生活情形？  

5. 請談談自己喜歡做的事？那些事對你而言的意義為何？  

6. 請談談當你/妳在家時，花最多時間停留的地方？ 

  

第四部分：社會資本與學習 

6. 父母常常和你聊哪些方面的話題？父母對你未來發展的期望？ 

7. 父母常常以何種方式與你溝通？父母如何參與你的學習或投入在你學習上的

資源有哪些？ 

8. 父母對於你學校的活動參與情形為何？  

9. 放學之後與同學之間的互動情形為何？ 

10. 家長的職業、居住地、家庭氣氛、誰參與你較多的學習？親戚朋友或兄弟姊

妹的影響？ 

 

第五部分：整體的回顧與反思 

6. 對你而言，國中三年放學後的學習經驗像什麼？ 

7. 考完了基測，如果從頭來過，你會如何安排你自己？ 

8. 對未來上高中後，放學後的生活有何期待與想像？ 

9. 在我們訪談結束前，你是否還有什麼事想談的嗎？ 

10. 請談談你在這裡接受訪談的經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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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誠徵研究夥伴 

 

親愛的同學們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學領導碩士班的研究生—簡于菁。首先恭

喜各位跨越第一次的人生重要挑戰。辛苦了~~~ 

    因自己對於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非常感興趣，想了解 21 世

紀的學生們，放學後的學習經驗、對學校或補習班的一些看法，希望透過這樣的

對話，一方面抒發自己的想法，讓自己重新回顧三年來的學習，另一方面可以更

加認識自己。歡迎有意願且樂於分享自己的同學們加入~~~~ 

    期待本研究對於你們未來的學習有所助益，也幫助研究者更深入理解國中生

們面對學習的想法，希望能幫助更多的國中生與老師重新去檢視自己的學習與教

學。以下有幾個前導問題，若您有意願參加，請先填答，作為參與研究夥伴的參

考依據： 

 

班級   座號   性別  姓名  

我的聯絡電話  

父親 最高

學歷 

□不識字 □國小 □國中 □高中或高職  

□專科 □大學 □碩士以上    □※ 不確定 

母親 最高

學歷 

□不識字 □國小 □國中 □高中或高職  

□專科 □大學 □碩士以上    □※ 不確定 

我的兄弟姊妹共【     】人 我在家中排行是【     】 

＃放學後我的學習途徑是：□補習   □請家教   (請填答下面 1-3 題)       

＃放學後我的學習途徑是：□沒有補習 （請填答下面 4-5 題） 

1.國中何時開始補習或請家教：□國一  □國二  □國三 

2.補習的科目：□國 □英 □數 □理化 □社會 □作文 □其它           

3.每周補習幾天：□一天 □兩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六天 □七天 

4.我在哪裡溫習功課：□家中 □圖書館 □學校 □其它：                  

5.我是否與同學一起複習功課：□是  □否  □有時候與同學一起 

 

＃謝謝同學們的填答，我會將所有資料保密，謹守研究的倫理。 

現在：請思考一下妳/你的決定。熱情邀請您的加入，非常謝謝你/妳！ 

□ 我願意加入此研究計劃（訪談約 45 分鐘，共 2-3 次，每次備有禮卷 100 元） 

□ 確定不考第二次基測後，再加入研究計劃（歡迎妳/你）  

□ 尚在考慮中（可以再找我談一談，確定自己的想法或疑問喔！） 

□ 不參加（有點可惜…..沒關係，謝謝妳/你） 

             

            師大教育系課程與教學領導班          簡于菁    99.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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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學生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感謝您願意參與本研究，在您分享寶貴的經驗前，請仔細閱讀以下內容，

同時在正式接受訪談之前，您可以詢問任何相關問題。 

    研究者目前是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領導碩士班的學生。本研究

主題是「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未來視研究進行，可能修改題

目。本研究目的在於了解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經驗，研究者秉持誠摯

的心，藉由訪談方式深入了解您在國中階段放學後的學習經驗、感受和想法。 

    本研究擬進行2-3次訪談，一次訪談時間約45分鐘，為方便日後資料分析，

訪談過程將全程錄音；而訪談地點則尊重您的意願與便利性，在安靜不受干擾的

環境中進行，研究過程當中叨擾之處深感抱歉，也至上研究者最高的謝意。 

     在您接受訪談的過程當中，一方面抒發自己的想法、讓自己重新回顧三年

來的學習，另一方面可以更加認識自己，或許會有意想不到的收穫；當然您也可

能冒一些風險，如揭露您個人內心深處所不願觸及的事件或是一些尷尬、不適的

感覺等，您隨時可以選擇退出本研究。衷心期待本研究對於您未來的學習有所助

益，也幫助研究者更深入理解國中生們面對學習的想法，希望能幫助更多的國中

學生與老師重新去檢視自己的學習與教學。 

    關於您所提供的訪談資料，研究者保證不隨意公開，僅供研究者與指導教授

研究分析之用，若有公開發表的機會需要討論或引用這些資料時，研究者會將您

的資料或有可能洩漏身分的資料予以保密，並以匿名的方式呈現，最後在研究過

程當中有任何疑慮，請隨時與研究者聯絡、 

     （   ）本人同意接受訪談。 

     （   ）本人不同意接受訪談。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年    六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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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家長同意書 

家 長 同 意 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圓滿國中老師簡于菁，目前正在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進修碩

士學位。我的論文主題是「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 
               同學在這次99年的國中基本學力測驗中表現優異，希望

能透過訪談的方式聽聽他/她放學後的學習經驗。訪談的方式及內容說明如

下： 
1. 本研究目的在於了解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經驗，研究者秉 
   持誠摯的心，藉由訪談方式深入了解孩子在國中階段放學後的學習經 
   驗、感受和想法。 
2. 訪談時間將自6月8日起至8月30日，利用學生的空堂（任課老師讓學生 
   自習的時間）或另外與孩子約定時間、地點，進行訪談，不影響孩子 
   的課程學習並顧及孩子的安全；每次進行訪談約45分鐘，每位孩子大 
   約訪談2-3次（感恩孩子的分享，我會準備禮卷表達感謝之意）。 
3. 訪談結果，將鍵成文字稿，請孩子閱讀內容確認無誤後，才做為研究 
   分析之用。 
4. 訪談時佐以錄音方式進行，以便將內容轉為文字稿。 
5. 在論文撰寫時，將以「化名」的方式處理，訪談內容絕對保密，只做 
   為研究分析之用。 

 
    您孩子的參與，幫助研究者更深入理解國中生們面對學習的想法，希

望能幫助更多的國中學生與老師重新去檢視自己的學習與教學。也期待本

研究能幫助您的孩子釐清自己對於學習的想法，更認識自己。請您表達對

孩子參與此研究的意願，也懇求您的同意，並感謝您與孩子的鼎力協助！

有任何疑慮，請隨時與研究者聯繫。 

 
======================================================== 
□同意     孩子參與「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研究訪談 
□不同意   孩子參與「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的學習世界」研究訪談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指導教授： 劉美慧 博士 
                                 研究生： 簡于菁 敬上 

 
中  華  民  國  99  年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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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訪談回饋函 

訪談回饋函 

同學們好： 

    首先，再次感謝你們在第一次基測結束後，接受我的訪談！有你們的分享，

讓這個研究得以呈現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學習經驗的真實樣貌。結束至今已

有一段時間，期間偶而與你們互通訊息或由你們的導師口中得知同學的近況。高

中生活轉眼已過三分之二，想必各位對學習必有另一番的領悟與體會。 

    目前我已將十二位同學的訪談資料，依據錄音檔抄騰成 32 份的逐字稿，經

過反覆的閱讀與理解，歸納出「國中成績優異學生放學後學習經驗」的整體樣貌

（如下表），為了要求分析的結果更能貼近同學的想法，文字與情境的運用能夠

詮釋當時同學們的內在聲音，誠摯邀請您再次撥空協助檢視分析所得的結果，並

對於這些主題詮釋提供您們寶貴的意見，作為我補充與修正的參考。相信有同學

們的提醒與回饋，將使這份研究更為嚴謹。對於你們的再次投入，致上我由衷的

感謝之意！謝謝你們。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領導所研究生    簡于菁   謹誌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年   十   二   月   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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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研究參與者回饋整理 

受

訪

者

代

號 

檢

證

回

饋 

【1-1】踏入補習，補習班是另一個上課的地方 

（一） 適應落差，銜接國小和國中課程的落差 

      與家長指導課業能力上的落差 

（二）外力鞭策，讓自己可以專心投入學習 

（三）資源提供，充實學習教材與學習環境的 

完整規劃─有求必應的學習資源、系統化安排時間和學習教材與嚴格督導的空間。 

D A 沒有補充 

H A 沒有補充 

I A 沒有補充 

A B 補習如特效藥，藥劑過猛往往奪命；藥劑不足往往不可治癒，需視個人需要斟酌。 

L A 沒有補充 

G 0 沒有補充 

B B 要看自己會不會運用補習班資源，補習班通常資源是很多，但反而造成太多要吸收而學習效果不佳。我

覺得國小至國中的銜接是可以補一下，畢竟環境不同，等到熟悉後再決定要補或不補，但不能受補習班

老師左右。 

K C 沒有補充 

C C 因為我沒有補習~:目 

E C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B 補習得好壞並不是補習班的關係，而是跟個人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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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代

號 

檢

證

回

饋 

【1-2】 留校自習，學校才是準備考試的地方 

    透過學校外在環境的壓力或大家一起讀書的氛圍，可協助本身較不容易專注學習的學生一臂之力，

這樣的讀書空間與補習班所提供的安靜空間似乎有異曲同工之妙，但不同於補習班的是學生在時間規劃

與內容安排上，必須更要有自己的想法，能先做好讀書計畫表，覺察自己的學習進度，瞭解自己的學習

狀態。因此，選擇繼續留校晚自習的學生，雖然需要借助學校所提供較安靜、有讀書氛圍的空間，自己

也必須主動去安排與規劃放學後的學習時間，才能爭取更好的考試成績。 

D B 就可能對某些人而言，學校或許是較好的唸書的地方，但其實自己一個人干擾源還是有點多，對於少部

分的同學可能還是會不專心。 

H A 沒有補充 

I C 不同於某些成績好的學生，我的時間會花在補習班剩下如果還有讀書的時間我會選擇在家自己完成，在

校念書不算是我的選擇 

A C 沒有在學校留過晚自習。 

L A 沒有補充 

G 0 沒有補充 

B A 就準備基測這段時間來說，我就是抱持著這種想法。 

K A 沒有補充 

C B 我也沒留校晚自習，不過真的需要主動規劃課後時間。 

E C 沒有補充 

F B 沒有補充 

J A 學校具有經驗，可以協助個人安排，老師們也是提供解答和意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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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代

號 

檢

證

回

饋 

【1-3】在家學習，家就是我放學後的學習空間 

他們在學習的路上先給自己一個獨立面對挑戰的機會，先嘗試再說，自己真的不行再尋求外力的協助。

放學後沒有補習的學生的時間相對於學校是比較自由且放鬆，學生的學習自主權包括：時間上運用的自

主權與複習課程內容上的自主權，並且能主動排除會讓自己分心的事物，他們是屬於能夠自我觀察與自

我評價並採取行動，創造有利學習環境的自律學習者。 

D B 這種人就屬於自制力強的人吧! 

H A 沒有補充 

I B 國一到國二每周我都會留一兩天放學後自己回家念書國三之後就比較少了(除非補習班放假) 

A B 家如宿舍，優點在於方便、參考資料多；缺點在於易分心、易忘記時間的存在。 

L A 沒有補充 

G 0 沒有補充 

B B 選擇這種方法需要很好的自制力，如果自制力夠，這應該是最好的方法。 

K C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A 不過我有時候其實回家都在混，要這樣子做，真的要有很大的自律能力，不然效果會比較差。 

F A 沒有補充 

J A 在家學習追求效率和應變，如果今天拖著疲力的身體去補習班，那乾錯不去，因為沒精神；但最大的壞

處是，排除各種吸引強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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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代

號 

 

檢

證

回

饋 

【2-1-1】「我置身」在考試多的環境 

1.反覆讀著這些學生的文本，赫然發現「考試」這件幾乎占據國中生許多時間。 

2.要考好基測，必須想辦法掌握最多的考試資訊，才能安心應付考試，一直重複看考試的內容，重

複做題目，想著考試會怎麼考。是帶著「考試」的壓力去學習，無法單純享受讀書的感覺。段考跟

模擬考一直互相交錯，慢慢得不是那麼喜歡讀書。 

3.學校或補習班充斥著考試這件事，目的都希望學生能有一個好的成績，考上好的學校。但同時也

讓一些學生陷入為考試而念書的漩渦中。 

4.伴隨考試而來的就是學生對成績的感受，成績是衡量自己學習 

D B 考試的確是很多，但考試也是要隨著心態改變的，快樂的把考試當成關卡去突破，不是會比較開心，

比較有成就感嗎?成績的話，就是要看個人了吧!這些都比較接近個人內心自我調適，只要調適得當，

這些事情也就變的沒有那麼痛苦了。 

H A 沒有補充 

I B 對我來說成績的好壞的確重要，和其他人競爭也是我進步的動力。 

在學校和補習班，考試也是多到數不清。 

不過我很喜歡考試，我享受考卷帶給我的成就感(我也很喜歡天天考試)。 

而我也不是那種會一直念書的學生，書念得夠用就好，不需要一直去想考試的內容或方向(我不喜歡

念書 XD) 

A A 評斷一個學生，最客觀的是成績，因為現階段學生無顯著的社會成就，因此透過學業的努力指標，

看這個學生的未來。雖然不一定客觀，但是優秀者幾乎都是成績好的人(雖然也有少數例外)，如果

教育制度沒有改變下，老師的工作之一就是教導學生適應考試、面對考試。 

L A 沒有補充 

G B 雖說考試壓力讓人無法享受到單純讀書的樂趣，不過其實中間還是有很振奮人心的部分(EX：和同

學一起腦力激盪解出題目)存在的，主要是看個人的心態!! 

B C 帶著壓力去考試我非常不贊同，雖然為了考試產生壓力是在所難免，適度的壓力能促使進步，但過

度壓力只會壞事。我本身是比較不會給自己壓力，家人也都很開放，所以像是我考基測就當作是學

校的第七次模擬考在考，這樣就會較不緊張而能發揮實力。 

K A 沒有補充 

C B 但是還是蠻喜歡讀書的，可是其他都很對。 

E B 沒有補充 

F B 考試會降低讀書的部分興趣，但喜歡讀書與否還是看個人的心態。 

J B 藉由考試可知道自己所不足的地方，基本上有助於學習，但是過多或題目不好的考卷，反而會造成

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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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我置身」在競爭性強的環境 

面對考試與考試成績下的學生們，與周遭的「人」又交織出怎樣的學習環境呢？好勝心強不想輸的性格！

1.在班級中與同學一起努力，不想被其他人超過的心讓學生更積極的去準備考試，也就是競爭意識，鞭

策著自己不斷前進與超越。 

2.身邊的壓力不只來自學校同學，還有家長的深切期望，甚至是家中手足之間的競爭與比較的壓力。 

D A 在我所處的環境中，高手雲集更不在話下，但這也是影響自己不斷前進的一環動力啊! 

H A 沒有補充 

I A 沒有補充 

A A 每個學生要專注於自己的成績，但是不要忘記觀察對手的舉動。「每個學生要專注於自己的成績」這句

話的意思是，在結果(成績)上不要太在乎別人的表現，因為努力程度可能有別，如果因此而心情不好，

更是得不償失，因此應先超越自己；「不要忘記觀察對手的舉動」，是指「獨學而無友，則孤陋而寡聞」

一項，以及自己是不是找錯了方向，我們能藉由同學的提醒，找到適合自己的讀書方式。 

L A 和手足之間的比較還好 

G A 沒有補充 

B B 同儕間的競爭是很好的動力，但是家長有時會因為不了解我們的學習內容而過度期望，反而造成孩子與

父母間的摩擦。 

K A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B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B 要適度的競爭才不會有怠惰的發生，但是過度的比較，會造成壓力過大，個人實力反而無法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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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我置身」在學習助力 vs. 學習阻力交織 

    而成的環境 

1.學校內的學習助力 vs. 學習阻力：助力包括同儕之間的合作與討論氣氛、以及好朋友之間的心靈支持

與互相打氣、班級是否有讀書風氣。阻力是指同學也可能干擾自己的學習、或是同學之間有糾紛、班級

沒有讀書風氣。 

2.學校外的學習助力 vs. 學習阻力：助力包括補習班的協助複習課業與家長的督促與協助。但補習也可

能成為學習的阻力，家長不相信孩子有能力自己念，或學生擔心自己的能力不夠或自律性不夠，因此學

生對補習班會產生強烈的依賴感，不利獨力學習。 

D A 沒有補充 

H A 沒有補充 

I A 沒有補充 

A A 實際上，有在夜市擺攤的生意人之子考上明星高中、明星大學，我認為外在環境的重要性低於自律。當

然外在環境對無法自制的同學而言影響頗大。 

L A 沒有補充 

G A 補習班部分我不清楚無法補充，但班上的情況、氣氛等等真的很容易影響心情，如何調適、抉擇、甚至

放棄都是一大課題。 

B A 沒有補充 

K B 沒有補充 

C B 還是不想補習~，不過其他都很正確 J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學習阻力基本上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因發揮多數人授予的公權力，制訂公約；校外因素則需要自律，有

需要才去補，不過能自立還是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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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身在「其中的我」如何思考與行動？ 

（一）覺察自己、想要突破、付諸行動 

    與這些學生共同分享他們三年學習經驗的點點滴滴，研究者發現在他們的學習路上都有各自的經

歷，而覺察自己、想要突破、付諸行動三個面向貫穿在這些學生學習經驗的故事當中。包括：ε、冰淇

淋與叮噹覺察自己喜歡的事或適合自己的環境，因而創造出更有利的學習環境。Gary 與易嫻相信自己

的學習能力，一個走出補習這條學習之路，另一個選擇自己要的學習方式與複習功課的步調，他們對自

己有足夠的信心面對不一樣的選擇，創造出屬於他們特有的學習經驗。ㄚ嘉面對不喜歡，也要念起來；

彗星面對心情起伏，接受它；成恩努力調整自己與最後關頭的堅持；丹尼爾面對問題，重拾信心。ㄚ曾、

庭華與大平覺察自己學習狀況不佳時，運用策略來修正自己的學習，回到一個最好的學習狀態，以實際

行動作最大的改變。這些學生能夠看到自己的問題，也看到解決問題的信心與希望。 

D A 沒有補充 

H A 沒有補充 

I B 雖然我跟他們一樣到最後都會找到解決問題的希望和信心，不過我的方法跟他們有點不同，我百分之百

相信自己的能力，不過我同時也會利用補習班和自己的學習方式綜合之後，再衝破自己的瓶頸 

A A 對手們的優秀舉動和亮眼成績，當然會影響到學生的心情，我數年來發現，其實對手無論多強，都有可

能超越，因為最大的對手是自己，對手如同試紙，試我到不到的了爐火純青的地步。 

L A 沒有補充 

G A 沒有補充 

B A 沒有補充 

K B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學習就跟實驗一樣，首先提出假設，這個安排或學習方式對自己好不好，然後就去實行，考試或成績有

時就像實驗結果，若與假設不符，就要修正，調整到自己最佳的步調，學習是自己為主體，辛苦的是自

己，享受成果的也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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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做好周全的準備，提升考試能力 

1.專注的學習：包括上課的專注與自己讀書時的專注力。 

2. 深刻的思考與理解：沒有經過自己深刻的思考與理解的學習是個空殼子，只有複製教科書或老師的

上課內容，是無法達到真正的學習。 

3. 不斷的練習與複習：放學之後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完成學校的功課。多算、多寫可以增進自己答題速

度、反應更敏銳、正確，也就是所謂的「手感」。為了讓自己在成績上有更好的表現，除了透過題目的

練習增加自己的學習廣度之外，適度的增加讀書時間，也能拓展整個學習的廣度。 

4. 尋求身心的平衡：包括身體上的適度休息與心理舒壓的不同休閒活動。這些成績優異學生懂得尋求

身心平衡之道，善待自己，讓未來的每一步走得更健康、更穩健，形成一個正向的學習循環之路。 

D A 休息很重要!尤其是睡眠! 

H A 沒有補充 

I B 雖然這不是個好習慣…… 

不過在學校上課某些課我不會專心的上課 

取而代之的是做自己覺得有幫助的事或者是”休息片刻”(有些課我自己是認為啦上不上對我來說都不造

成影響……) 

A A 沒有補充 

L A 沒有補充 

G A 規律很重要!! 

B A 沒有補充 

K A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論語說：「學而不思則罔，思而不學則殆」，因此要學思並進。當然也要有健康的身體，不然任何事都

是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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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從放學後的學習經驗反思學校教育與補習教育：對於學校教育，學生們覺得是必須維持一個可

以讓學生學習的教室空間；重視課程內容的基本觀念；補充課外內容與統整學科的知識的學習環境。而

對於補習班的看法是幫學生再做一次重點複習，輔助學校教育的不足、與更細膩的課後照顧與規劃，但

是再多的學習資源也是要自己願意吸收才有用。 

D A 沒有補充 

H A 沒有補充 

I A 沒有補充 

A A 沒有補充 

L A 沒有補充 

G A 沒有補充 

B A 沒有補充 

K A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學習成果總是和花的時間、效率以及方法有關係。補習班就是提升這些的方法之一，但不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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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成績優異學生因個人學習因素與家長教育觀，選擇放學後不同的學習途徑。 

D A 沒有補充 

H A 沒有補充 

I A 沒有補充 

A B 也有可能受到他事影響，不過這種情形少之又少。 

L A 沒有補充 

G A 沒有補充 

B A 沒有補充 

K A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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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績優異學生置身在考試多與同儕競爭又合作的學習情境，激盪出更強烈的學習動力。 

D A 有好的競爭對手，才有亮眼的成績。 

H A 沒有補充 

I A 沒有補充 

A B 成績優異不代表心理成熟，成績優異者可能因為一次過好或過差(都可能是自我追求，或咎由自取的)的

表現而退步。 

L A 沒有補充 

G B 但有時也有可能因此而頹喪失去信心 

B A 沒有補充 

K A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通常是希望自己跟自己比較，但是有時會不客觀，因此和同學比較。但是合作和競爭的過程中，會學到

自己沒想到的方法和論點，也是學習得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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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成績優異學生與「時間競賽」編織綿密的網，企圖「網住所有考題」下的學習策略。 

D B 有些考題還是要過濾，要不然作多了艱深的東西，只會讓自己頭昏腦脹。 

H A 沒有補充 

I C 題目我做過不少，不過我不想要網住所有的考題。 

每次都寫自己會的題目有啥意義= =，這樣寫考卷就變得一點意義都沒有了，而且考卷這麼多，如果都

會寫就沒有樂趣啦！ 

A A 沒有補充 

L A 但也很希望如果不是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下，我們學生網住的不需要是考題，而是我們有興趣的知識和學

習過程中獲得的心得。 

G C 因人而異吧…… 

B A 沒有補充 

K B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B 沒有補充 

F B 我個人是不喜歡單單只為了考試而念書啦:) 

J B 全部不敢說，但是要讀精華反倒是真的，畢竟一天就 24 小時，要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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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社經背景不同的家長，透過文化資本中家長楷模與閱讀習慣的培養，提升子女的學業成就。 

D A 沒有補充 

H A 沒有補充 

I A 沒有補充 

A A 沒有補充 

L A 沒有補充 

G A 沒有補充 

B A 沒有補充 

K B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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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家長用心參與孩子的教育與優質的親子互動，可催化父母的教育期望，進而提升子女學業成就。

D A 沒有補充 

H A 沒有補充 

I A 沒有補充 

A A 沒有補充 

L   沒有補充 

G B 父母期望…有好有壞 

B A 沒有補充 

K B 沒有補充 

C A 沒有補充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在失意時陪伴，在成功時分享喜悅，這是有助於情緒穩定，增進學習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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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校的教學是足夠讓學生面對「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 

D A 我覺得基測真的很「基本」，若只想考好基測的話，學校的東西其實就足夠了。 

H A 沒有補充 

I B 大部分來說都可以，唯獨英文科，學校在進度的壓力之下，不可能補充完基測考題中所有的單字，有些

字還是會在補習班才上到。 

A B 但是，要成功得到歸屬的志願，需要自己對觀念的釐清。 

L A 還遠遠超出……應該是考題太沒鑑別度了 

G B 其實不能概括而論，要看人的… 

B B 其實我覺得有時還是要看老師，不過我覺得我蠻幸運的，遇到的老師教授的都足夠我面對基測。 

K A 沒有補充 

C A 我覺得還是要自我充實，再多看一些課外知識更能遊刃有餘，不過對於基測當然是夠的 

E A 沒有補充 

F A 沒有補充 

J A 基本學力測驗並不是要考倒人，而是要看你會不會，基本上都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