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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念圈融入九年級英文小說閱讀討論之情意課程

方案：一個行動研究 

 

摘要 

本研究採概念圈模式（Idea Circles）（Guthrie & McCann, 1996; Guthrie & Cox, 

2001）觀點，並以原文小說與閱讀討論為教學內容及策略，以設計一門國中英語

閱讀課程。透過此課程設計，本研究希望探討以概念圈進行英語閱讀討論之情意

課程方案，提升班級氣氛與學習態度，包括「有序」、「關愛」、「合作」、「討

論」與「探究」的班級氣氛，進而在學習態度其有幫助、喜歡程度、主動意願及

信心上，皆能獲得進展。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方式進行課程教學效果之檢驗，研究

對象為九年級的學生（共32人）。以鄭克琳（2011）所編之「班級學習社群氣氛

量表」測驗，在寒假期間開始第一次上課進行前測、下學期最後一次上課進行後

測，並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統計分析。此外，本研究亦使用學生的小日記、學

習單、課後回饋心得、諍友意見、觀察記錄與研究者省思等方式，以充分了解學

生對於上課內容的意見與感想。結果發現經過本研究情意方案的教學實施，學生

不但在量化比較或質性內容分析結果，均顯示本課程以 Idea Circles 為教學模式，

及以提昇班級氣氛及學習態度的課程設計，是得到預期回應的。尤其根據班級學

習社群氣氛量表結果之進一步的分析，可發現班級氣氛的顯著進步，主要是發生

在「有序」及「合作」二個分量表上，而學習態度的問卷結果，可發現學習態度

的顯著提升，顯示使用概念圈在情意教學的應用上的確能提升某些班級氣氛與學

習態度。本文亦舉例說明該課程之討論內容及教學過程，以供未來有興趣開設類

似課程的教師參考。 

關鍵詞：概念圈、英文小說閱讀討論、班級氣氛、學習態度、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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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n integrating Idea Circles in Reading English Novel for the 

Ninth Graders 

 

Chih-hsien L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mplement an affective education program in a 9th 

grade class to improve classroom climate and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s. Traditionally, 

Taiwan’s English reading focused on learning for tests. Therefore, junior high students 

generally do not know what to get from English reading. However, the present study, 

applying Idea Circles in English novel reading, adopted Guthrie & McCann’s（1996）

and Guthrie & Cox（2001）Idea Circles to design the curriculum. A series of classes 

using novel-readings and in-class discussions were designed. Through the action 

research, after a semester’s course administration, students achiev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discipline” and “collaboration” of classroom climate,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learning attitudes in English novel reading.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ways to design a curriculum for English novel reading in junior high 

were present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Idea Circles; English novel reading; classroom climate; learning attitudes;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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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運用概念圈模式，融入英文小說閱讀討論的課程，探究國中九年級班

級的氣氛與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生在義務教育的階段，面對一個激烈競爭又強調

合作能力的環境，教師如何營造一個關愛又合作的班級的氛圍，在英語學習僅被

視為考試科目的脈絡下，如何運用英語小說為閱讀討論的文本，在課堂中構築學

生的情意，教師如何實踐教育專業與成長，此乃是本研究所欲追求探討的目標。 

第一節  研究動機 

If you want to travel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travel far, go together. 

壹、 競爭氛圍是國中教育的緊箍咒 

班級是一個有機體，它交融了個人與團體、信念和價值，學生每日的生活與

導師、科任教師、行政人員、同儕和家長產生頻繁的互動，所有參與的人共構了

班級的社交模式，同時也形塑了班級的氛圍。根據研究者多年的教學經驗和觀察，

國中的學生，升上九年級，大量的功課和考試，使得他們的生活中只能和考卷上

的分數對話、和黑板上的筆記交流、和隔壁鄰座的同學競爭。在這樣競爭的學習

環境之下，學生面對著既枯燥又單調的生活，更承受著極大的升學壓力。台灣教

育歷經九年一貫課程，改革 10 多年後的今天，國中生仍被以升學為導向的教育

所囚桎，升學的壓力沒有因此減輕，學生與同儕之間的競爭氛圍也沒有因此而緩

和，此現象就如同 Jackson（1990）在美國校園生活觀察所指出的學生困境：他

們必須學會和群眾（crowds）相處、隨時處於被評價的情況中（words and deeds 

evaluated by others）與以及處於權力不對等（teachers are indeed more powerful than 

students）的環境中；他提醒我們，學生的課業活動性質像是工人的工作：努力完

成由他人所規定的活動；就權力而言，學校就像監獄具強迫性。誠哉斯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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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時，的確必須按照學校規定的時間上學、上課或下課，他們也必須完成老

師所要求的作業科目和範圍，他們還必須符合老師所指定的訂正格式或筆記抄寫。

是以，馮朝霖（2005）憂心的認為，使學校脫離「偽裝的監獄」的悲劇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由於這樣的學校生活是一個以班級為基本單位的組織型態，進行方式自然

是以整體為考量，因此比較缺乏顧及學生個人的差異與需求。尤其在升學主義的

環境脈絡中，如何超越狹隘競爭的思考，藉由同儕關係的建立與互動，營造互助

合作向上的班級學習氛圍與環境，以突破學校像監獄的隱喻，因此，增進同儕關

係的互動與班級氛圍的正向感受皆顯得極為重要。 

此外，與他人的關係其重要性不僅止於影響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生活，也影響

他們未來離開學校之後的競爭力。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所指出，學生將來所面對是知識

經濟的工作環境，他們必須展現的能力即是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等，

這是經濟時代所強調的一種重要的能力，因此絕不可輕忽。研究者目前身為國中

九年級的導師，本校學生在各項評比或競賽中均積極爭取榮譽，優秀傑出的表現

經常接受各界表揚，因此，校園裡總是瀰漫著濃厚的競爭氛圍，九年級的學生又

即將面臨末代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在相互競爭與培養合作能力的情境脈絡下，研

究者思考在班級經營時，如何營造互相合作的班級氣氛？學生在面對明星高中錄

取名額有限的現實中，互相競爭廝殺時，如何讓他們願意彼此交流分享有效的讀

書方法？而導師該如何凝聚班級學生齊心合作的向心力，以形塑並達成班上學生

人人能考上理想高中的共同願景，成為研究者在實務工作中無法迴避的挑戰。 

貳、 閱讀討論是構築學生統合的機會 

學校即社會，在團體中與他人相處，這是一種需要學習與引導的能力。因此，

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在團體情境中，願意為共同的目標，不斷合作，並共同從事學

習活動。 

從學生個人學習而言，唐淑華（2004）主張人際關係中與他人共享資源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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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社會能力的重要表現，這是一種能夠與他人分享，或對他人的處境展現出關懷、

安慰、憐憫的能力。但事實上，從感同身受到伸出援手，甚至兩肋插刀的境界，

這都還必須是個體對團體的社會責任感有一種覺知。而在組織營造面向上， 

Senge 在《第五項修煉》（郭進隆譯，2004）中認為組織學習的目的是驅使一個

組織及其成員能夠不斷地共同學習，促進成員願意分享彼此的觀點，強化及充實

個人的知識與經驗，並逐漸改變組織的整體行為，進一步增進組織適應外在變化

的能力。他並認為組織應該提供成員自由揮灑想像力和相互學習的場域。 

佐藤學在《學習的革命》（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亦提出學習共同體的

建議。他認為學習共同體是讓學生彼此對話、相互幫助，透過合作學習、分享表

達，讓孩子找回學習的樂趣，更間接提升整體的學力表現。教師在少說多聽的情

況下，讓學生互相學習，展現出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若無其事」的體貼，而

此種「若無其事」體貼的展現，是指學生在合作學習的模式之下，教師應該盡力

引導學生，在與同儕學習的過程中，彼此互相幫忙。同儕之間的協助應該是出於

一種自然而然的態度，而非刻意的、矯情的。他同時強調，同儕之間相互幫忙的

情懷絕對不是一種優秀傑出對於拙劣弱勢的驕傲態度，或是以命令叫喚的口氣、

以上對下的指導模式，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真誠主動的幫忙對方，與對方分享，

給對方支持，而達到共同學習的目的。 

在教學上， 1987 年 Slavin 進一步建議教師運用合作學習法，他在研究中

發現，透過合作學習的模式，可以提升學生的自尊，而且有效改善學生與同儕之

間的人際關係（引自 Cowie & Berdondini, 2001）。 

上述的內容提醒了我們，在一個團體中，成員之間相互合作與分享是重要

的、充實的而且有趣的。然而，這樣的能力是學生的特質？還是，這種分享的氛

圍可以自然而然地發生？抑或是需要教師有意識的教導，而培養出來的一種能力？

事實上已有學者關注到此議題，有的以冒險體驗的方式進行，如孫傳慧與謝智謀

（2010）以運用冒險體驗活動和情境設計，引導學生從體驗中自我成長與學習團

隊合作的精神。還有學者則認為透過閱讀和對話的方式亦可以產生相同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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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趙鏡中（1997）主張學童透過小組合作學習進行閱讀和對話進行議題的探

究，可提升對文本的理解與批判式思考。這些都是一種重視合作歷程的教學模式。

故可知，在學校實務上培養學生合作的能力，可以透過體驗的方式學習，亦可以

透過小組閱讀討論的方式習得。然而，活動體驗進行教學的方式，在教學實務中，

往往受限於學校場地或設備的關係，實施不易。反之，教師採取閱讀的方式，進

行教學，克服了場地的限制或設備不足的疑慮，靜態的閱讀教學方式，確實是一

種可行的方式。再加上研究者本身是英語教師的身分，亦能夠順理成章地融入於

英語課程的教學中。 

然而，一般學校教師進行閱讀活動時，究竟該如何進行？唐淑華（2011）建

議教師在教導閱讀活動時，絕對不能僅停留在解碼（decoding）與語文理解（verbal 

comprehension）的層次，還要幫助學生發展出能夠流暢的使用文本與產生批判思

考的能力。她同時強調，高階的閱讀能力很難僅由學生靠大量閱讀便可以自動產

生，這需要靠教師有系統的帶領。就文本討論的模式而言， Guthrie 與 McCann

（1996）則提出概念圈（Idea Circles）模式。此模式是指教師在教學中，運用小

組合作的方式，讓學生在閱讀中進行討論，一方面形塑概念化的知識，另一方面

凝聚產出共同性的概念。過程中，使學生聚焦合作學習閱讀和討論模式，讓學生

在多文本的閱讀情境中尋找資訊、尋求關聯性、形塑一個共識性的解釋。Guthrie 

等人建議小組討論的最佳組合是三至六人為一組，小組成員針對主題，以理論化 

（theorizing）、詢問（questioning）、提出異議（challenging）與一致性（consensus）

等循環方式，進行對話。此歷程不但可增進學生獲取知識的能力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在面對異議與答辯的過程，更培養了靈活的觀念理解，因而也開闊了多元視

角。此模式，不論是在討論的時候，還是進行輪流分享時，持續參與的精神在在

涵養學生學習尊重他人的合宜社交態度與加強個人的責任感。 

唐淑華（2004）進行實驗教學研究發現，實驗組的學生在接受短時間的故事

討論之後，即有一些改變的趨勢，甚至是在一些變項上，亦已產生顯著的實驗效

果。因此，她建議學校教師在進行閱讀教學時，可以建立一個機制：看完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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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學生說出來分享、討論的機制。表面看起來，學生藉由討論書裡情節的機

會，也談一談發生在自己生活裡的事情。教師可以透過閱讀討論的方式，讓學生

彼此聊一聊生活中沒有處理到、隱而未談的議題，讓他們在閱讀討論的過程中，

感受別人的好意，也感受自己的喜怒哀樂。學生參與小組討論的模式，可以改善

學生的學習之外，亦可以改善他們的人際互動關係（Johnson, Johnson, Stanne, & 

Garibaldi, 1990）。透過閱讀連結情意，藉由討論文學作品的方式，讓學生發揮移

情的作用，使同儕之間具有良好的互動，展現同理心，尊重不同的觀點，增進認

同感，進一步改善同儕關係，也可以維持彼此的友誼關係。在情感層面產生正面

而且立即性的影響，讓學生學習構築世界，構築同伴，也構築自我。 

以上所述提醒了我們，教師在進行閱讀教學時，除了讓學生學習如何閱讀

（read to learn）之外，還可以引導學生互相討論，透過有系統的教學方式涵養學

生獨立閱讀、與同儕分享討論和高層次的思考能力。而且，運用閱讀討論的方式

來開展學生的情意，當學生在閱讀、討論和對話中，探索文本的意涵與核心概念，

以澄清學生的價值或養成適宜的態度，便能夠建構自己的理解。 

為了讓學生能在高度競爭的學習情境中，培養未來競爭所需的合作能力與

態度，此乃教師刻不容緩的責任。因此本研究以概念圈為教學模式，運用英語繪

本和英語冒險小說為文本來源，實踐於國中九年級英語閱讀課程，幫助學生的英

語學習跳脫於準備考試的科目之外，更希冀班級學生在升學壓力之下，能夠展現

高度的同儕互助學習的情意素養，產生利他人的行為，進而改善個人之人際關係，

提升班級融洽氣氛。 

參、 行動研究是實踐教師專業的時機 

回顧文獻，研究者發現國內針對國中九年級的學生進行概念圈的英語閱讀

教學，尚未有相關的研究可供參考。因此，本研究乃從班上學生亟待改善的問題

為出發點，參酌相關教育專家的意見和研究學者的觀點，嘗試設計以英文閱讀討

論活動為課程主軸，並以概念圈為教學模式，融入於英語學科的學習。希望能夠

發展出一種不同的閱讀討論教學方案，新的閱讀角度和思考模式，以提升班級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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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和學生的學習態度，此乃是本研究的動機所在。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方法，轉化文本的內容，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將學生

平日同儕互動交流的情況，進行分享與探究，從多文本的來源中形塑概念的學習

意義，也開展學生的情意。本研究以概念圈的教學模式，引導學生討論，理性與

感性的對話，融入英文小說閱讀討論課程，跳脫傳統講授的方式，除了增加學生

對話討論的機會以改善班級的氣氛之外，以概念圈模式之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對

英語閱讀學習態度與信心。因此，就研究的情境、目的與研究者實踐專業等層面

而言，在在都符合行動研究的精神，故本研究採以行動研究為研究方法。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自然的情境裡對學生進行觀察記錄，並蒐集學生的學

習單、課後心得回饋單、小日記等最真實的資料，以深入瞭解學生的想法，輔以

問卷量化的方式進行資料評估。除此之外，研究者亦透過省思，在專業的領域中，

設計貼近學生生活的教學方案，以實踐自我專業成長。最後綜合分析資料與結果，

瞭解建構教學方案的困難與解決之道、班級的氣氛有無改變的情形、學生的英語

學習態度的提升與研究者個人之專業成長。 

本研究之起點，源於研究者在研究所修讀期間，經由授課教授的指導，檢視

閱讀融入教學時發現，研究者平日英語教學中，學生只有在課堂中閱讀英語課文

內容或評量時測驗卷中的閱讀測驗。尤其慚愧的是，儘管研究者本身是英語教師，

又積極推廣閱讀活動，但就連班級學生對於英語故事或小說的涉獵情況亦僅為寥

寥可數，更遑論培養對原文小說持續閱讀的習慣或閱讀的素養。因而，研究者著

手設計英語小說閱讀與討論活動，融入英語教學的課程方案並進行教學，以改善

現場實務。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欲達到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發展以概念圈融入九年級英語閱讀討論之情意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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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瞭解本教學方案實施後，對班級氣氛各面向的提升情形。 

三、 檢視本教學方案實施後，對學生英語學習態度的改變情形。 

四、 探究本教學方案實施後，研究者對實務的反思，及專業成長的情形。 

為達到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 如何建構以概念圈融入九年級英語閱讀討論之情意課程方案？ 

二、 本教學方案實施後，班級氣氛各面向是否提升？ 

三、 本教學方案實施後，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是否增加？  

四、 在本教學方案實施的過程中，對實務工作的省思為何？可能遭遇的

問題及如何因應與克服？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教學方案因研究者的時間、經費與教學場域之關係，僅針對研究者的九年

級導師班的學生進行教學活動。研究者身為班級導師，雖然有更多的機會近身觀

察學生，蒐集資料；然而，情意素養的提升非短期間能形塑完成，再加上可能會

干擾學習結果的個人、家庭等因素之影響，此皆是研究者所不能控制的變項，因

此可能限制了課程方案之教學效果，也可能限制了本研究之推論性。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相關重要名詞有概念圈模式、班級氣氛、英語學習態度與情意課程方

案等，茲分別說明，如下： 

壹、 概念圈閱讀討論模式 

Guthrie 與 McCann（1996）提出的概念圈（Idea Circles）模式，提供文本

來源讓學生閱讀討論，引導學生以理論化（theorizing）、詢問（questioning）、提

出異議（challenging）與一致性（consensus）等循環方式，分成小組進行討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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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本研究所指之概念圈閱讀討論模式為教師以 CORI 閱讀討論策略帶領學

生閱讀英語小說和對話討論，學生根據文本的資訊、尋求關聯、形塑知識的概念，

藉由閱讀文本與概念形塑的過程，而建構有意義的學習，亦開展學生的尊重、同

理等情意態度，促使學生習得適宜的情意態度，並進而提升班級氣氛與學習態度。 

貳、 班級氣氛 

黃永和（2010）以 1994 年 Rogers 與 Freiberg 之教學取向的班級經營為

理論架構，他認為班級氣氛含括「有序」、「關愛」、「合作」、「討論」與「探究」

等五個構面，「有序」是指學生能遵守班級規定自我約束，能建立小組活動程序，

有效進行小組活動；「關愛」意指學生能關心他人、同理他人；「合作」意思是

學生能互相協助，完成任務；「討論」指稱在團體活動中針對某個關心議題，進

行溝通；「探究」是指學生能參與學習活動，能批判質疑不同觀點，能探求真理，

解決問題。鄭克琳（2011）以黃永和的論點為基礎，編定量表工具（如附錄二）。

本研究以此量表為測量班級氣氛各構面表現情形的工具，分數越高，則表示班級

氣氛越好。另外，以此五個構面，進行觀察與記錄，蒐集質性的資料與分析。 

參、 英語學習態度 

根據張春興（2006）針對學習態度的定義是指學習者進行學習時，具有一種

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本研究綜合王雅卉（2011）與胡美娥（2008）所編擬的

英語閱讀態度問卷和學習態度量表，以修定為評分式自陳量表（如附錄四），探

詢：「閱讀英語小說對英語學習有幫助」、「喜歡閱讀英語小說的程度」、「主動

閱讀英語小說的意願」與「閱讀小說的信心」，分數越高，表示學習態度越好。 

肆、 情意課程方案 

唐淑華（2004）認為學業上的情意教育是指學生在面對各項學習挑戰時的情

感、態度和價值，而非學業方面的情意教育，則是指在學業之外，學生的各項生

活經驗中所表現的情感、態度和價值等。 



9 

 

本研究所指稱的情意課程方案是以概念圈閱讀討論模式，讓學生在閱讀與

討論的歷程中，融入各項生活經驗中所表現的情感、態度和價值等，達到提升班

級的氣氛和增加學生英語的學習態度為目的之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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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設計之教學方案的理論基礎，乃以概念圈的模式、閱讀討論的意涵與

情意課程方案進行文獻資料探討，綜合整理，以下分三節說明之。 

第一節  概念圈模式 

本節文獻先行探究概念圈討論的模式意涵、特色、階段與活動特徵，同時針

對教學實務中，教學的階段與學生的核心工作內容進行分析說明，亦探究概念圈

之優勢，進而比較文學圈閱讀討論模式與概念圈教學模式之異同。 

壹、 概念圈的意涵 

在閱讀教學的實務上，有些教師採用 KWLA（what we know; what I learned； 

my affective responses）模式、QtA（Questioning the Author）或CSR（collaborative 

strategic reading）模式等合作學習法導入閱讀的教學，其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模

式均強調可以幫助學生變成一個主動的閱讀者，而且學生也在與他人的討論互動

中，也能夠建構自己的學習意義。這些模式在實證研究的範疇裡也推論出：教師

將此等模式融入閱讀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動機。然而，概念導向

（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 CORI）則是一個以研究為基礎的模式設

計，一種整合性的教學方法，其目的是增加學生的閱讀能力，而增進他們的閱讀

動機，而除了透過社交互動的合作學習模式，還強調多文本的內容來源，鼓勵學

生以相同的概念來聯結不同的文本，藉由討論，能夠澄清、梳理出一個共同性的

概念。  

Guthrie 與 Cox（2001）以 CORI 的實證教學發現，此歷程能夠誘導學生更

加頻繁地、廣泛地閱讀，而學生也可以展現出更多的好奇心、參與閱讀活動，同

時也會表現出偏好閱讀具有挑戰性的書籍或展現在他們的社交能力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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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圈的教學模式 

Guthrie 與 McCann（1996）指出概念圈的意義是讓學生經由小組討論學習

一種概念性的知識，強調形塑單一概念的歷程。概念圈模式的活動流程如下： 

1. 先將學生分組，以三至六人為一小組最為合適。 

2. 分組後，小組成員各自安靜的、獨立的進行閱讀與摘錄筆記。 

3. 閱讀完畢後，小組成員以議題的方式進行對話。各自提出文本中的證據

理論化（theorizing），並向大家說明理由。 

4. 討論時，其他組員可以輪流詢問（questioning）或提出異議（challenging）。 

5. 討論後，小組成員對此議題產生一致性（consensus）的看法，然後形成

概念（concepts）。 

二、 CORI 的閱讀策略 

概念圈是一種同儕領導（peer-led）的閱讀討論模式，小組成員在團體討論

過程中需要時間來磨合，然後形成一個討論的團體。但是在進行討論之前，須先

進行閱讀活動，以 CORI 認知性的閱讀策略融入閱讀筆記活動中，以提升學生

的閱讀動機與自主性，閱讀策略教學的步驟如下： 

1. 活化先備知識（activating background knowledge） 

活化先備知識的方式有很多種，其中以圖片呈現（picture walk）的方式是讓

學生在閱讀前、閱讀時與閱讀後，對於故事中的圖片進行猜測或預測的活動。另

一種方式是故是印象表格（Story Impressions Chart），這也是讓學生在閱前先看

圖片，再閱讀文本前面三或四段的故事內容之後，再依據故事場景（setting）、

主角（characters）的問題（problems）和事件（events）與結局（ending），進行

活化先備知識的方式。還有一種方式是以 KWL（what I know; what I want to find 

out; what I learned）的方式引導學生活化先備知識，或是採預期指引（Anticipation 



13 

 

Guide）的方讓學生在閱讀前針對一些問題或敘述進行預測，並對猜測的答案解

釋理由，在學生閱讀文本完畢之後，再核對一次他們之前的答案。以上所提及的

方式不論是哪一種，其主要目的都是希望在教學時能夠成功地引起學生的注意，

讓他們對於故事產生好奇與期待。 

2. 提問（questioning） 

提問是讓學生在閱讀時，練習對文本的重要內容（facts）提出問題，這是幫

助學生掌握閱讀內容重點的方式。 

3. 搜尋資訊（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搜尋資訊是讓學生針對故事裡的內容「多想一想」，而提出他們最想再多瞭

解的文本內容的部分或是好奇哪一段章節的敘述。搜尋資訊這是一種閱讀邏輯思

考的訓練，讓學生在閱讀的同時，學習以「懷疑」、「批判」的角度來思考判斷

文本的內容。 

4. 摘要故事（summarizing） 

摘要故事是指用精簡的幾句話來擷取文本中內容的大意，學生練習時，範圍

可先以「頁」為摘要練習，再增加進行「節」或「章」的大意摘要，最後，進行

「整本」讀本為練習範圍。 

5. 繪製組織圖（organizing graphically） 

繪製組織圖時是以圖像的方式表明故事的架構，或是畫出文本中概念的關

係連結，組織圖並沒有一定的的形式，但是必須依循的原則是須避免瑣碎

（piecemeal）和無關（disjointed）的資料記錄，以俐落的圖像呈現。  

6. 建構故事（structuring stories） 

建構故事是讓學生「用自己的話再講一遍故事」，此活動的目的是讓學生在

閱讀的同時，連結新的閱讀內容與舊的學習經驗，「溫故知新」讓閱讀成為一項

有意義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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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I 認知性的閱讀策略讓學生先是利用筆記的方式，將他們的先備知識

與讀本的內容做連結，然後以圖表建構的方式來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理解，閱讀

中，他們自覺地把自己的先備知識基礎融入，而且最後謹慎地擴大了他們的概念

結構。當小組成員各自完成了閱讀筆記與文本理解之後，則可進行討論的活動。 

進行討論活動時，每一個成員都必須聚焦在主題上，而且都必須根據文本找

出一個獨特的訊息，與其他成員一起進行小組的閱讀討論與辯論活動。學生運用

理論化（theorizing）、詢問（questioning）、提出異議（challenging）與一致性

（consensus）等循環方式，釐清相關聯的概念，最後獲得一致性的想法，形成概

念（concepts）。 

概念圈讓學生在擁有多文本來源聚集的情境下，進行分組閱讀討論時，學生

同儕領導，教師可以從旁協助，分組完畢，然後學生進行獨立的閱讀與筆記工作，

須將文本內容理論化；教師則進行巡視和觀察，待小組成員將閱讀與筆記工作完

成後，教師可以提示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學生討論階段，教師從旁聆聽或引導學

生討論，讓學生從文本中尋找資訊、尋求彼此觀點的關聯性，促使學生能夠擷取

有意義的訊息，最後小組公開發表前，成員須對討論的訊息形塑概念，產出一個

共識性的解釋，或定義他們自己的概念知識。此歷程幫助學生理解、挑戰和質疑

文本中概念的意義，同時也提供學生一個學習辨識其他組員所提供的資訊與解釋

是否符合或正確的機會。而此時，教師則扮演主持、聆聽和回饋的角色。 

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歷程讓學生在閱讀與討論的過程中，整合了多文本中概

念的意義，同時也深化了學生的概念性知識，凝聚他們對同一個概念的理解和意

義，歷程中也建構了學生對話的能力，並利用多元素材建構起紮根的概念性知識，

乃是一種具價值性而且有意義之教與學的方式。 Guthrie 與 McCann（1996）以

概念圈進行教學時，清楚地羅列出學生可以進行的活動，但是之於教師的具體工

作內容，並沒有提供詳細的描述，但我們可以從 Guthrie 與 Cox（2001）的實證

教學中，可以獲得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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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概念化教學的四個階段 

Guthrie 與 Cox（2001）的實證教學中觀察，整理概念化的教學歷程包含四

個階段，每階段中均詳細描述教師的角色與工作，以下分別說明： 

1. 觀察與個人化學習階段（the Phase of Observe and Personalize） 

當教師提供學生機會，讓他們觀察一個現象（phenomenon）而進行學生個

人化的學習。此階段，學生在觀察時會為了自身的利益（do it for its own sake）

而不斷地提問，他們可以將問題記錄在筆記本上或張貼在教室裡的佈告欄。這些

個問題變成了他們學習的目標，而這些目標也激發學生的閱讀活動。 

2. 搜尋與檢索階段（the Phase of Search and Retrieve） 

教師提供一個機會讓學生搜尋資訊以解答他們的問題。當教師強調說明性

文本時，同時也應該介紹參考書籍。教師提供搜尋策略可以使學生增能，學生在

一般性學習目標之下，讓他們自己可以探索與此學習相關的特定興趣。 

3. 理解與整合階段（the Phase of Comprehend and Integrate） 

教師引導學生從多文本裡，運用搜尋資訊（search for information）、總結

（summarize）和注意細節（notice details）與其他文本的一致或不一致的情節等

方式，理解文字和整合資訊以監控自己的理解（monitor comprehension）。 

而 Guthrie 等人引用 1991 年 Deci, Vallerand, Pelletier 與 Ryan 的研究，

認為，策略可以使學生有能力回答問題，而當學生使用策略時，能夠讓他們感受

到自己是一個有能力（competent）的讀者，這是自我認知能力（self-perceived 

competence），也一種非常重要的內在動機。 

4. 公開發表階段（the Phase of Communicate to Others） 

教師提供學生與同儕充分討論他們已經學會了什麼的機會，透過公開的分

享機會，證明學生對知識學習並非死記的，而且與他人分享意味著，除了獲得概

念的人之外，其他成員也可以透過社交的方式參與閱讀討論。在主題閱讀的活動

之下，學生互相分享他們的興趣，和交換著彼此組織、呈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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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Guthrie 與 Cox（2001）提出的教學四個階段，提醒教師在進

行閱讀教學實務的操作時，應該儘量製造和提供多樣的機會，一方面讓學生透過

觀察以激發學生的閱讀活動，也提供學生參考書目或搜尋策略，而進一步促進學

生探索學習相關的興趣，過程中引導學生搜尋資訊或以總結和注意細節等方式，

確認監控學生自己的理解；另一方面，教師可以鼓勵學生與同儕分享彼此的興趣

或學習內容的呈現方式，在社交活動中也參與閱讀活動。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 Guthrie 與 McCann（1996）進行概念圈教學，針對

學生的活動有了清楚的舉例，而 Guthrie 與 Cox（2001）的研究則是提供教師具

體依循的操作，此二研究對於教師在進行概念圈時，教師的角色與學生的活動，

提供了一個具體而清楚的圖像描繪。 

貳、 概念圈的活動特徵 

概念圈以小組同儕領導、協同合作的模式，進行閱讀討論活動，組員在閱讀

時，須專心投入閱讀工作，享受閱讀的樂趣，所有成員都必須針對概念性知識，

在文本中所呈現的描述或證據，以輪流的方式提出解釋或意見。當別人發言時，

則用心聆聽，立即做出回應或挑戰辯論，沉浸對話與論辯所激盪出的想法。 

Guthrie 與 McCann 認為，成員論辯的過程中，輪流發言的方式或是其他成員安

靜地聆聽與等待的時候，均展現出對他人的尊重，也表現出「能引導」也「能跟

隨」，這意味著小組成員認同活動進行的意義。整個閱讀討論的過程促使每一個

成員都必須保持參與的狀態，輪流發言的同時，暗示著每一個成員的貢獻責任。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概念圈的教學模式不但對於閱讀討論的教學相當具

有啟發性，且因於進行閱讀討論時，能夠將討論的主導權移轉至學生，對於建立

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的教學模式亦相當有幫助。此種同儕合作，學習閱讀和討論

的教學模式，讓學生不論是進行閱讀筆記的時候，還是分享統整的時候，持續輪

流參與的精神，涵養學生更多元的觀點與包容性，在在培養學生學習尊重他人的

合宜社交態度與加強個人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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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依 CORI 閱讀與討論的模式進行分組教學活動，其流程分為

【獨立閱讀】、【文本討論】與【形塑一致性概念】等三個歷程，每個歷程皆有核

心的工作項目，如圖 2-1-1 所示。例如，【獨立閱讀】歷程時，學生所要進行的

核心工作步驟是活化先備知識、提問、搜尋資訊，這是屬於觀察與個人化學習的

階段和搜尋與檢索的階段；【文本討論】歷程時，學生進行的核心工作步驟是摘

要故事、詢問並提出異議，這是屬於理解與整合的階段；【形塑一致性概念】歷

程時，學生進行的核心步驟是繪製組織圖或是建構故事，這是公開發表的階段。 

本研究進行 CORI 閱讀與討論的教學模式，一方面幫助學生的學習，形塑

他們自己的概念性的知識與策略，另一方面增強學生在小組活動或班級團體中，

合作與分享的情意素養。 

 

   活動流程 步驟     階段 

 

 

 

 

 

 

 

 

 

 

 

 

 

圖 2-1-1    概念圈閱讀與討論教學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形塑一致性概念】 

•活化先備知識 

•提問 

•搜尋資訊 

•摘要故事 

•詢問並提出異議 

•繪製組織圖或建構

故事 

觀察與個人化學習 

搜尋與檢索 

理解與整合 

公開發表 

【分組】 

【獨立閱讀】 

【文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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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概念圈的模式優勢 

Guthrie 與 McCann（1996）認為概念圈在概念的辯證過程中，有三種優勢

特色。一是提供多文本的閱讀討論機會，讓學生學會擷取有用的資訊和區分無用

的資料，一種深具意義的學習機會。另一方面，讓學生有機會發展一套理解文本

概念的策略，概念圈運用先備知識與關鍵字彙，讓學生討論循著文章脈絡，評估

並摘要有意義的訊息，進而能夠增進對文本中概念性知識的學習，對於文本的內

容獲得充分理解的機會。最後，概念圈模式整合小組成員所提供的訊息，提供一

種有意義的方式。 

研究者認為，教師運用概念圈進行閱讀討論活動時，與其他的教學法最大的

不同在於，概念圈的核心意義並不在於提升學生閱讀的技巧，而是讓學生在閱讀

和討論的同時，也能夠培養擁有在說理時理論化（theorizing）的能力，而且發現

文本中重要的概念，一種高層次的思考理解，增進學生形成概念性的知識。 

因此，在英語閱讀課時運用概念圈，不論是討論的形式，抑或是輪流與參與

的部分，實際上已經涵蓋有關秩序、同理、尊重、互助、合作等情意面向的重要

素養了。研究者認為，教師在進行閱讀討論活動時，若能一方面幫助學生確立具

體且重要的議題，另一方面幫助學生討論的探究精神，當能更具體且有效地開展

學生的情意。研究者認為概念圈的模式非常具體可行，因此應可作為閱讀討論教

學實務應用時的教學模式。 

肆、 文學圈與概念圈的比較 

在國內，有學者（例如，吳淑婷，2008；洪如玉，2009；范寶文，2009； 蔡

明桂，2008）採用文學圈（Literature Circles）的模式進行教學研究，他們對評估

閱讀活動的成效或是利用閱讀文學作品來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學習動機之教學

活動。文學圈是從師生共讀故事開始，林文韵（2005）認為這是屬於一種討論的

團體，也是探究的團體。它提供一種架構，著重在討論和分享，支援學生從探索

文學的歷程中，建構個人的意義。吳敏而（2005）指出，這種模式討論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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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提升學生學習閱讀理解和培養思索習慣。 

趙鏡中（2011）進一步說明，文學圈的學習活動是以討論分享的方式，來培

養學生合作學習及自主學習的機會。它實踐了在閱讀過程中，讀者藉著與文本的

互動，或是與其他讀者的互動，建構個人或共同的意義的一種學習模式。 

文學圈是鼓勵學生開展不同的、多樣性的理解，針對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或情

節發展進行討論和探究，鼓勵發想或是分享不同的想法和感受，因此，討論的答

案呈現出多元的樣態。有別於此， Guthrie 與 McCann（1996）提出概念圈（Idea 

Circles）的論點，從多文本的來源中進行閱讀與辯證活動，聚焦於單一的議題概

念，強調小組成員形塑一種共同性的概念知識或解釋，其側重的部分是學生在概

念性知識的學習，強調單一概念的形塑歷程。兩個閱讀的討論模式比較，如表 2-

1-1 所示。 

 

表 2-1-1    文學圈與概念圈的比較 

討論模式 文本來源 活動進行 主要目的 討論內容 討論結果 工作分配 

文學圈 特定的或

單一的文

本。 

小組分享

與討論。 

提升閱讀

理解與培

養思索習

慣。 

故事人物

或情節的

發展。 

鼓勵發表

不同的論

點。 

成員有特

定的工作

分配。 

概念圈 單 一 概

念，多文

本。 

小組討論

與辯論。 

增進概念

性知識與

學 習 策

略。 

概念的定

義。 

凝聚共同

性概念。 

成員無特

定的工作

分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教師在進行閱讀活動時，不僅只專注在文本中知識層面的傳授，同一時間，

教師也必須轉化課程內容中所隱含的情意，傳遞給學生。因此，教師在須同時兼

顧傳達知識的召喚與遞嬗情意的使命脈絡下，針對議題性的閱讀活動，善用概念

圈模式，更能彰顯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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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閱讀討論教學 

本節文獻先以閱讀討論的意義與重要性進行探討，然後說明閱讀討論的策

略與概念的連結，最後探究閱讀討論對班級氣氛與學習態度的影響。 

壹、 閱讀討論的意義與重要性 

一、 閱讀討論的意義 

根據 Rosenblatt 與 Iser 所提出的讀者反應理論，閱讀的意義在於讀者與文

本的內容互動而產生意義，每位讀者都會對文本的內容進行詮釋，而且每個人因

背景知識不相同，所以詮釋的方法也不會相同，這是一種必須藉由讀者的閱讀才

可實現的動態過程（Probst, 2004）。但是閱讀的過程中，讀者能否對文本內容而

產生的共鳴、反應，甚至是反省等高階的閱讀能力呢？唐淑華（2011）提醒教師，

高階的閱讀能力很難僅由學生靠大量閱讀便可以自動產生，這需要靠教師有系統

的帶領。如同 Chen（2008）針對影響國內青少年的閱讀習慣因素進行調查結果，

研究發現父母與學校教師二者確實能夠對學生的閱讀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就教師

的角色而言，若僅只是熱情地鼓勵學生閱讀、推展閱讀活動或直接地介紹好書，

其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並不大也不深刻。因此，她建議，在教室裡，教師可以透過

與學生對話，共享科學的知識、文學和藝術欣賞的機會，將感動的、熱情的情意

連結，如此才會對學生的閱讀產生深遠的影響。 

如同 1984 年 Gall 的觀點，他強調青少年能夠透過有意義的討論互動中學

習更多；他認為，一旦當有意義的討論被排除在閱讀之外時，青少年的學習即不

如從有意義中討論的過程中獲得的多（引自 Kirylo & Millet, 2000）。而佐藤學（黃

郁倫、鍾啟泉譯，2012）也認為在閱讀時，讓學生透過與同儕對話的機制，可達

到深刻學習的目的。他在《學習的革命》書中將「學習」定義為，透過與事務的

相遇與對話，與他人的相遇與對話，與自己的相遇與對話，形成三位一體的永續

過程。因此，以閱讀進行對話和討論就是一種構築世界、同伴和自我的三種「關

係與意義不斷編織」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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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閱讀與討論的意義是建構在彼此透過閱讀文本與對話的機會，共同閱

讀而引發討論，藉由討論而促進閱讀，閱讀與討論過程，大家相互交換意見以連

結更多的經驗與情意，而對學習產生影響。 

二、 閱讀討論的重要性 

齊若蘭（2003）認為閱讀是教育的靈魂，而基礎教育的目標應該激發學生對

閱讀抱持正向的態度，讓學生經常參與閱讀的活動。Probst（2004）在《Response 

＆ Analysis : Teaching Literature in Secondary School》書中提到，文學作品既可

以讓我們體驗，也可以就我們的經驗進行反思。根據 Palincsar 與 Brown 在 

1984 年研究，他們認為除了閱讀之外，還必須透過師生及同儕的對話和討論的

方式，因為「師生對話」或是「同儕對話」的歷程都可以達到提高學生自我監控

和理解文意的能力，而發展成學生之間相互提供支持的（引自  Harvey 與 

Goudvis, 2007），這就是 Vygotsky 所謂的「由他人調整」（other-regulated）到

「自我調整」（self-regulated）的一種鷹架歷程，也是形塑高層次心智功能的歷

程。關於這樣的論點，唐淑華（2011）也曾提出建議，她認為教師在教導閱讀活

動時，絕對不能僅停留在解碼（decoding）與語文理解（verbal comprehension）

的層次，還要幫助學生對話，而發展出能夠流暢的使用文本與產生批判思考的能

力。因此，教師進行閱讀討論教學時，還需用一些策略來帶領學生。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一般學校教師在進行閱讀活動通常採取四種方式進行：

（一）讓學生獨自安靜閱讀；（二）全班團體共讀；（三）放聲朗讀；（四）閱

讀討論的方式。而由教師引導學生參與閱讀討論的方式，其所展現的能力即是團

隊合作、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等能力，這些能力亦為經濟的時代所強調的重要的

關鍵能力（OECD, 2001），但若只是純粹閱讀的方式，恐怕只有達到殺時間的表

面效度，而很難達到一種高層次的理解效益。 

貳、 閱讀討論的策略與概念連結 

一、 閱讀討論的策略 

Laura Robb 在《Teaching Reading in Middle School》（趙永芬譯，2008）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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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閱讀策略是一種有系統的閱讀方式。她認為，閱讀時必須：（一）啟動

先備知識，教師在學生閱讀前補充必要的知識或是讓學生先作預習，能夠增加學

生的理解與投入的程度，亦能促使學生去發現、反思對於文本所知多少；（二）

決定文本中重要的訊息：熟練的讀者能夠運用先備知識，釐清文本中重要的資料

或刪除枝微末節的訊息；（三）整合資訊：教師可以帶領學生重述文本內容，以

整合所讀的文本內容，例如，引導學生針對文本內容進行摘要，即可將相關重點

分門別類；（四）推論：閱讀中與閱讀後，教師可以讓學生作推論性的思考；（五）

監控：學生在閱讀時遇有困惑的段落或難解的字詞時，可能會跳過，教師可以協

助，避免錯過文本中重要的資訊；（六）修正誤解：熟練的讀者可以利用先備知

識、文本中的線索，或重讀以達到理解的目的，但閱讀程度偏低的讀者無法靠自

己解惑；（七）提問：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在閱讀時多提問，可以促進學生思考、

拓展新知，和滿足好奇心，更能建構出有意義的閱讀歷程。 

此七項策略中暗示教師，在推動閱讀課時，可以和學生之間進行對話或提

問，以增加學生對文本的理解程度，或是促進學生根據文本的內容，發展更多更

高階的思考運作。而 Richardson, Morgan 和 Fleener（2012）則建議教師在閱讀

教學中可以做的是傾聽，不制定預先的回答，同時利用學習引導單（study guide）

的設計融入於課程，讓學生參與頻繁的小組分享。 

二、 閱讀討論的概念連結 

Kirylo 與 Millet（2000）整理文獻後也對閱讀時的概念連結，提出具體的建

議。他們發現 1999 年 Brozo 與 Simpson 根據基模理論（schema theory）所提

出的組織圖的架構是一種以最好的圖形方式，可以呈現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

的整體概念（overarching concepts and terms）與新知識之間的連結關係。組織圖

（graphic organizers）常見的樣態包括地圖（map）、樹狀圖（tree diagram）或其

他形式用來表示概念間的層次關係（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他們認為不論

何種圖形之呈現都應該以簡明扼要的（concise）、條理清楚的（coherent）與協調

的（coordinated）的方式表現。而組織圖的架構是在閱讀之前的一種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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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設計之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活化先備知識，另一方面也可確認先備知識已經連

結存在於整體概念之中。 

換句話說，Kirylo 與 Millet（2000）的觀點提供了教師在進行閱讀活動時，

一項具體可行的建議，以組織圖兼具啟動學生的先備知識，讓學生透過組織圖的

方式，將文本中重要的訊息呈現出來，或監控自己的理解，甚至修正他們的誤解。

因此，描繪組織圖的方式提供了教師在閱讀教學中可以設計融入的一種策略。 

綜上所述，閱讀討論的策略與概念連結的方法運用，讓學生在閱讀時可以有

效的進行，而 Guthrie 與 McCann（1996）所提出的概念圈則在閱讀討論活動中，

有系統的帶領學生，透過開放討論和對話的機會，讓學生學習引經據典，然後形

塑知識的概念，而建構有意義的學習，亦可開展學生的尊重、同理等情意態度，

達到肯認多元的價值與精神。因此，研究者建構本研究方案時，同時融入上述之

的理論，目的為透過概念圈閱讀討論模式，提供學生以小組方式互相討論、合作

的機會，以有秩序與關愛的態度，進行提問，學習探究的歷程中，而可以獲得或

學習修正自己與同儕互動的技巧和行為。 

閱讀討論活動在教學實務上，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教師營造一種關愛、合

作、分享的班級團體討論的氛圍，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也涵養學生擁有良好的

合作能力與閱讀態度，亦同時開展學生在人際關係中互助、合作、分享的情意素

養，一方面製造學生能夠與同儕間產生和諧互動的機會，而另一方式為了達到促

進形塑一個合作有序的班級氛圍，進而提升學生學習的態度。研究者認為，在國

中教育的階段，教師應積極投入、設計規劃「札根」的情意課程方案，以涵養學

生的情意、豐富閱讀的經驗、更培養他們溝通的能力與保有彈性的態度，是為當

務之急。 

第三節  情意課程方案 

本節提出文獻說明情意課程的意義與重要性，方案設計的理念與實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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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而說明本研究進行實施情意課程方案，班級氣氛的情意和情意課程對學生

學習態度的影響和關係。 

壹、 情意課程的內涵與重要性 

唐淑華（2004）解釋情意教育可依學業與非學業等二方面解釋。她認為學業

上的情意教育是指學生在面對各項學習挑戰時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而非學業方

面的情意教育，則是指在學業之外，學生的各項生活經驗中所表現的情感、態度

和價值等。以學業方面的情意教育可以積極培養學生樂在學習的態度，亦可培養

學生適度的挫折忍受力；非學業方面的情意教育談的是「人與自己」的概念和「人

與他人」的關係。 

在教室生活中，學生與同儕之間的互動與其個人的學習，二者之間相互產生

影響；班級團體的合作氛圍也與學生的學習表現，此二者之間也有密切的關聯。

換句話說，教室裡，同一個空間，個人、同儕、團體在同一時間，三者共伴，互

相牽引，彼此影響。而當升學主義當道，在學校資源有限、明星高中錄取名額有

限的環境中，教室裡也潛藏著濃厚的競爭氛圍，學生在囿限的環境中彼此競爭，

有時比較考試分數的高低，有時計較回答速度的快慢，要使學生快樂地學習，似

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綜上述，如果教師能夠在教室中進行情意的課程，這樣的做法對於學生在學

習方面，可以積極發揮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或是加強學生面對挫折的容忍力，

在非學業方面，也可以讓學生與同儕的互動關係中進行學習或調合，以提升合作

對話的頻率或提高互動的品質，最後形塑和諧的班級氣氛，進而改善學生的學習

態度。因此，情意教育的重要性，不論是針對學生在學業或是非學業方面的學習

影響，都是深切。 

貳、 方案設計與實施 

一、 方案設計的理念 

情意課程的設計的理念， Rogers 與 Freiberg 於 1994 年建議指出，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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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教學以學生為主體時，則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教室（person-centered 

classrooms），團體中的成員會以互相分享、協助、奉獻、合作、專心、關愛、尊

重、自我約束等方式來替代紀律（引自黃永和，2010）。因為，在此過程中，教

師重視個體，亦關注人際間在合作與支持面向上的互動情況，潛移默化，在班級

中形塑出一股互助的和諧氣氛。 

因此，本研究欲藉由 Guthrie 與 McCann（1996）所提出的概念圈閱讀討論

模式，擬定一個情意課程方案，讓學生透過英語閱讀討論活動、小組合作方式，

和同學一起學習形塑一種原則性的概念，而透過對話和探究的機會，彼此關愛、

合作學習的經驗增強學生的溝通、團隊合作等能力，提升班級的氣氛，同時改善

學生的學習態度。 

二、 課程實施的方式 

唐淑華（2001）回顧文獻，指出在 2000 年鍾聖校曾針對情意教學形式進行

整理，歸納有獨立式與融入式兩大類；1991 年黃光雄強調，統整主要可以從三

大方向來達成，一是知識的統整，二是學生經驗的統整，三是社會的統整。獨立

式的情意教育指得是單獨設計一方案進行教學，而融入式的情意課程，則是將情

意教學融在某一學科中（如藝術課程、環境教育或自然科等）進行。統整的概念

是需要將所欲習得的概念、原理、原則，在課程與活動中關聯起來，讓教學活動

成為是一種有意義的學習。 

這是一個強調學生要有「帶的走的能力」與「閱讀素養」的時代，研究者身

為導師身兼英語教師的身分，除了關心班級之外，亦重視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

因此，將情意教學融入在英語科閱讀與討論教學的活動中，亦統整了學生的學科

知識、生活經驗和同儕的互動關係，因此在性質上屬於融入式的統整情意教育課

程設計。研究對象為面臨緊繃的升學課業壓力的九年級學生，他們在班級學習的

時間相當的長，於是，班級氣氛的良窳深深的影響著他們的學習。研究者身兼導

師與英語教師之身分，欲設計一個結合英語教學和閱讀討論活動的課程方案，營

造一個有秩序、互相關心、彼此幫忙的合作班級氛圍，以引導、教育學生，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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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兼顧英語學科的學習、討論、探究，也學習對同儕展現出包容的態度或表示支

持的友愛精神，而達到人人皆樂於知識分享，共同學習的目的，進而形塑一個友

善的班級氛圍，完成大家都能考上理想高中的共同願景。 

參、 班級氣氛中的情意與測量工具 

一、 班級氣氛的意義 

吳武典（1979）說明班級氣氛是指班級成員的共同心理特質，由教師、學生

及其他許多因素交互作用形成，此氣氛不但塑造學生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也影

響學習活動。陳奎憙（2004）認為班級氣氛是班級團體中，各成員的共同心理特

質或傾向。吳清山（2002）指出班級成員相互影響，日積月累，自然形塑成一種

獨特的氣氛，這樣的氣氛會影響學生的思想、感覺、行為模式與學習的結果。 

因此，研究者認為，班級氣氛指班級中老師、學生和環境三者之間，因彼此

的期待而開始產生相同的目標或想法，甚至是價值觀，此種特別的氣氛不斷相互

循環影響，是一種團體動態的影響歷程。 

黃永和（2010）回顧分析國內外文獻指出，班級經營通常聚焦於四個面向：

（一）經營者；（二）經營的方法；（三）經營的對象；（四）經營的目標的討論；

而且發現班級經營並非中立價值，因為，不同價值取向的研究者，採取不同文字

敘述與定義。他以 1994 年 Rogers 與 Freiberg 之教學取向的班級經營為理論

架構：「教師面向」、「合作面向」、「自我導向面向」，分析班級經營與教學之間存

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唯有互相配合，才能相輔相成。而在班級經營的支持系統之

下，教師不僅重視個體主動學習，還可以鼓勵學生透過同儕互動的支持關係，增

加與合作與對話的機會，這是一種由師生共同創造與發展具系統性的學習環境。

黃永和強調，班級經營系統內部因素的統整與一致，教師應兼顧「班級規約與制

度」、「外顯的知識與技能」、「內在的價值與態度」等三個層面，建立與維持一個

「有序」、「關愛」、「合作」、「討論」與「探究」的班級氣氛中進行學習活動，幫

助學生學習經驗的改變，其理論架構如圖 2-3-1 所示。教師有意識的教學引導學

生，在教室的情境中進行合作學習與關懷同理的態度，運用討論的機制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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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分享的精神。 

 

 

 

 

 

 

 

 

 

 

圖 2-3-1    支持學習社群的班級經營之內部系統 

資料來源：出自黃永和（2010：56）。 

 

上述文獻歸納，教師帶有意識而且具體的引導學生，在協同合作的團體中學

習，讓學生能夠感受到鼓勵與支持，因而可以順利發展與人互動的人際關係技巧

和行為，應對進退之際具有同理心、相互尊重的情懷。研究者認為，師生透過教

學活動，相互影響，循環動態歷程而共同形塑班級氣氛。班級氣氛中的情意又是

什麼呢？ 

二、 班級氣氛中的情意 

黃永和（2010）研究指出，以班級為學習的社群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他

認為，教室本位學習社群的實踐，有助於學生學習經驗的改變：學生的認同感增

加、更主動積極參與學習、具有能力肩負更多的學習責任、更具有與他人合作的

能力與態度、更樂於協助同儕的學習，以及良好的學習成就。學習社群中的成員

彼此良好互動的模式與態度，蘊含良善的學習的文化，進而形塑出良好互動的班

級氣氛。 

洪如玉（2009）利用閱讀討論模式進行教學，有助於學生與同儕之間的關係。

討論 

關愛

探究 

合作 

有序 

規約與制度 

班級 

  外顯的知識與技能 

內在的價值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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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場域中，教師的教學設計或學生的學習活動，多以班級為學習社群單位，

培養學生具備未來所需要的團隊合作關鍵能力。良好的同儕關係與班級氣氛是建

立在一方願意虛心聽取另一方的意見，如同佐藤學（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

在《學習的革命》書中的比喻，他認為這種感覺就像編織「織物」（texture）。

學生相互聆聽與支持，表現出協同學習的班級氛圍，他們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展現

出「若無其事的體貼」而與同學結成一個互學（reciprocal learning）與互惠的關

係網絡（reciporcal relationships）。他認為閱讀討論的活動，就是把文本中的文字

與學生的閱讀聯繫起來，因此，他比喻學生的討論與發言在課堂裡形成了「拼圖」 

（jigsaw puzzle），連貫、流暢的發言就像在拼湊「拼圖」的過程裡，找出一片

片圖案一般。 

Slavin 指出教師在教學的活動中，讓學生參與小組討論也能幫助學生發展

社會的連結（谷瑞勉譯，2004）。這是同儕影響團體也影響個人學習的解釋。 Senge 

主張組織成員願意分享彼此的觀點，強化及充實個人的知識與經驗，並逐漸改變

組織的整體行為，進一步增進組織適應外在變化的能力（郭進隆譯，2004），這

是個人影響同儕也影響團體的例子。 

而根據 Johnson 等人（1990）提出實證研究結果，建議教師的教學活動可

以透過讓學生參與小組討論的方式，改善學生的學習，亦能夠增進他們的人際互

動關係。 Slavin 在 1987 年的研究發現，合作學習能夠達到提升學生的自尊，

也能夠有效改善學生與同儕之間的關係（引自 Cowie & Berdondini, 2001）。因為，

合作學習的歷程提供學生學習與他人互動的情境與機會，讓個人在活動中能夠主

動的參與，同儕所提供的回饋或協助，一方面可以促使學生更加投入於學習，另

一方面則可以對班級產生責任感。教師有意識的提供學生一個小組合作的機會，

實施的過程中有足夠的引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協助學生增進與他人互動的機

會和能力。 

教師在班級中進行閱讀討論活動，即是一種以班級為學習社群的觀點，教師

有系統地導入閱讀討論的活動，有助於學生學習經驗的改變，亦能夠同時形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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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氣氛之外，還能夠符合時代的潮流，以培養學生擁有面對未來知識經濟環境所

需的重要能力。讓學生透過閱讀討論的活動，學習保有彈性的適應能力與發展的

未來潛能，讓他們的價值體系能夠產生良好的轉變，以適應未來的競爭環境。 

研究者認為在班級中實施閱讀討論的教學活動，而讓學生能夠在團體中被

支持的經驗裡學習溝通和協調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的關鍵能力的觀點，

不但對學生與同儕間合作學習與班級氣氛的面向上，深具啟發性，對於教師進行

閱讀討論教學融入合作學習模式時，所能夠帶來的效益，在理論與態度上的理解

亦相當有幫助。 

三、 班級氣氛的測量工具 

鄭克琳（2011）以 2010 年黃永和的班級支持系統的理論架構，進行量表編

訂（如附錄二），她認為良好的同儕關係可以營造出友善的班級氣氛，因此，以

「有序」、「關愛」、「合作」、「討論」、「探究」等五個向度進行研究分析。

「有序」是指學生能遵守班級規定自我約束，能建立小組活動程序，有效進行小

組活動；「關愛」意指學生能關心他人、同理他人；「合作」意思是學生能互相

協助，完成任務；「討論」指稱在團體活動中針對某個關心議題，進行溝通；「探

究」是指學生能參與學習活動，能批判質疑不同觀點，能探求真理，解決問題。

其研究結果發現台北地區國小班級學習社群氣氛對學童學習態度呈現顯著正相

關，由尤其「合作」影響最為明顯。她建議教師可以營造「合作」、「互助」的

班級氛圍來提升學生各面向的學習。 

吳麗花（2007）以 1997 年 Senge 的觀點：協助他方發展有效行動能力，

且知識分享必須與對方互動並成功地轉移至對方，形成對方的行動能力；並以 

2000 年黎士群所發展的量表進行修訂，以組織認同感在組織支持、社會支持與

知識分享意願三個構面進行探討：組織支持、社會支持是否會影響員工之組織承

諾，以及員工在組織承諾提高後，員工是否會為了組織整體的利益，而提高自身

知識分享意願包括：分享個人知識、分享學習機會以協助他人取得外界知識、鼓

勵他人學習。她探討組織支持及社會支持對組織承諾，並間接影響知識分享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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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亦以此觀點為基礎而編製問卷，進行實證研究。該項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支

持中情緒與工具支持對員工組織承諾感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且情緒支持影響性大

於工具支持。此研究結果，就受試者所處的公司團體與同事之間的互動，以社會

支持來源來看，主管與家人親友的支持對員工組織承諾感，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而組織承諾中，情感性承諾對員工知識分享意願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邢雅嵐（2012）以 1975 年 Fishbein 和 Ajzen 所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以「行為意圖」、「行為態度」和

「主觀規範」等因素而影響「行為」為架構，對學生知識分享的意願進行研究分

析。其中「行為意圖」是指個人想從事某行為的主觀機率，當意圖愈強，代表他

愈可能去從事該行為；「行為態度」是評估行為對己身會產生的利與不利，也就

是會帶來好結果的事情，行為態度就會愈正向，而增強行為的意圖；「主觀規範」

指一個人是否要做某行為所認知到的社會壓力。她研究認為，教師可以在教學過

程中透過團體活動等方式，以增進學生對於分享的意願，提升教學成效。 

上述的內容，亦再次提醒我們，觀察瞭解班級中學生與同儕間互動的情形，

以判斷學生是否與同儕之間發展出良好的班級氣氛，以及學生個人對於班級所願

意奉獻的程度與其對班級團體的責任感知，因此本研究可藉由此類問卷題目進行

蒐集班級團體學生與同儕之間的互動，亦可聚焦於學生是否能夠分享個人知識與

學習機會、協助他人取得知識或鼓勵他人學習等面向。 

因此，本研究以鄭克琳（2011）國小班級學習社群氣氛與學童學習態度之問

卷之班級學習社群氣氛部分為測量工具，進行量化資料之蒐集，並以其構面進行

觀察與記錄，另以修定吳麗花（2007）和邢雅嵐（2012）的問卷架構，以半結構

式的課後回饋心得單（如附錄三），進行質性資料之蒐集。 

肆、 情意課程對學習態度的影響與測量工具 

一、 學習態度的意義 

張春興（2006）認為學習態度是個體對人、事及周圍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

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傾向。秦夢群（1992）提出學習態度是指學生在環境的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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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學事物的內容持正向或負向的評價，抑或是贊成或是反對的行為傾向。他

認為學習態度可分為課業學習的態度與對學習環境的態度，對課業的學習態度包

含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而對學習環境的態度則是指周為環境的變數。李茂興

與余伯泉（1999）指出態度是由不同的成分所組成的，包括情緒反應、想法和信

念與採取的行動。 

綜合以上學者專家對學習態度的定義，研究者認為，教師從事教學活動時，

對學生的影響，可以由他們的情緒反應，或是他們贊成或不贊成的想法，甚至還

包括他們採取支持或不支持的行動等方面，來判斷他們的學習態度。 

二、 情意課程中的學習態度 

在閱讀討論課，師生透過教學活動，相互影響而共同形塑班級氣氛的一種動

態循環歷程，讓學生能夠感受到鼓勵與支持，因而可以順利發展與人互動的人際

關係技巧和行為，應對進退之際具有同理心、相互尊重的情懷。這是閱讀討論活

動對班級氣氛所產生的影響，但對於學生的學習態度的影響又為何？ 

根據林秀娟（2001）研究發現閱讀討論的教學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生對閱讀

的喜好程度。許惠玲（2007）以文學圈模式閱讀討論課程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童，

探討閱讀理解能力，結果發現學童的理解能力提升，而且閱讀態度也轉為積極主

動。陳佳音（2005）回顧文獻發現，教師進行閱讀討論的教學活動可以幫助學生

達到（一）建構意義，增強理解力；（二）激發閱讀動機和閱讀態度；（三）提升

閱讀能力，增強賞析文學的能力。陳素惠（2005）以閱讀討論應用於國小寫作教

學，發現學童的理解能力並沒有顯著提升，但有助於增進學生的閱讀態度。鄭芝

芳（2011）與鄭舒今（2012）實施文學圈均提升了國小學童的閱讀態度。 

由上述文獻可知，教師在班級中，實施閱讀討論的教學活動，不一定對學生

的理解能力有提升，但對學生的學習態度肯定是有幫助的。研究者認為，雖然我

們仍然處於一個強調升學考試的競爭脈絡下，教師所設計實施的教學活動，往往

專注思考對學生的學業方面的增進，但事實上，對於學生在非學業方面的態度提

升，亦是同等重要的事。試想，如果一個學生對於學習沒有了良好的態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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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喜歡」、「沒有意願」或是「沒有信心」，就像建築房屋時，沒有了鋼骨梁柱的

架構，又怎麼能夠撐的起磚瓦、蓋房子呢？更遑論是搭建出城市地標或摩天高樓

了。如俗諺「態度決定一切」，教師的教學除了幫助學生在學業知識技能方面的

學習表現之外，亦同時關注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 

三、 學習態度的測量工具 

一般學者進行態度的測量時，所採用的方式如：直接測量法，用量表問卷的

方式；間接測量法，觀察研究對向的行為或生理的反應進行記錄分析。胡美娥

（2008）參考 2003 年林芳菲所編擬學習態度量表為架構，進行因素分析與信度

考驗，修訂後以 Likert 四點量表形式呈現。王雅卉（2011）所編擬的閱讀態度

問卷，參考修訂 1990 年 McKenna 與 Kear 的問卷和 2004 年 Yamashita 的閱

讀態度量表，經過項目分析與信效度分析，設計量表，探詢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 

本研究參考胡美娥（2008）的問卷，了解學生的英語閱讀態度是否提升，詢

問學生：「閱讀英語小說對英語學習有幫助」、「喜歡閱讀英語小說的程度」、

和「主動閱讀英語小說的意願」。另外，本研究根據王雅卉（2011）閱讀態度研

究的量表，多加詢問學生：「閱讀小說的信心程度」，以做為本研究量測學生英語

學習態度的工具（如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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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以下說明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共分為六節，依序分別為：第一節研究方法；

第二節研究情境，包括研究場域、研究者背景、研究對象、諍友以及研究者的角

色；第三節闡明課程方案設計與實施，說明教學材料選擇與各期程實施的階段；

第四節說明研究工具；第五節解釋資料蒐集與編碼；第六節說明資料處理與分析

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係結合「行動」和「研究」的一種研究方法，學校場域中的教師基

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與專家學者或學校中的夥伴共同合作，以有系統的研究

尋求實際問題的解決。其特徵為研究者致力於改善實務而在計畫、行動、觀察、

反省歷程中持續不斷的循環，研究的結果不僅得以改善現場情況，同時也使得現

場教師獲得專業的成長（蔡清田，2008）。甄曉蘭（2005）指出，教師是教育專

業的內行人，更了解教學的本質，教師參與課程與教學研究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可

見一斑。 

研究者身為一名國中教育階段的現場教師，對於班級學生與教學現況所發

生的困境，欲尋求改善的機會與可能性，與教授和同校的諍友阿名老師共同合作，

經由文獻探討、研究設計一個適合九年級學生的情意課程方案，教學過程中研究

者同時進行教室觀察、教學省思、修正教學方案與再實施教學、觀察、省思與修

正等歷程循環，此等目的與歷程皆符合行動研究的精神與真諦。 

第二節  研究情境 

研究情境包括研究場域研究者背景和研究對象，本節先以本研究之場域的

環境氛圍、校園圖書資源與使用狀況進行說明，再針對研究者的背景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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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描述研究對象的情況。 

壹、 研究場域 

一、 校園氛圍競爭，升學成績亮麗  

本研究場域是美好國中（化名），位在台北市城區中心，是一所交通便利的

大型明星國中，雖然學校的願景為多元、創新與效能，辦學理念是尊重，並鼓勵

學生多元適性發展，特色社團提供學生自我探索與展演經驗，因此學生在各方面

積極爭取榮譽，或為各項競賽求表現傑出，因此，校園裡總是瀰漫著激烈的競爭

氛圍。而學校注重升學，而辦學成效斐然，表現在每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成績，

每八位畢業生就有一位高中第一志願。美好國中重視學生學習與升學的口碑，不

脛而走，長久以來，家長為了孩子的升學考量而辦理越區就讀。 

二、 圖書環境優美，閱讀使用不高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閱讀力是一切學習的基礎能力，雖然 100 學年度美

好國中配合教育局辦理優質圖書館方案，美化圖書館的環境，擴充增加圖書的資

源，以提供全校師生一個環境舒適的且藏書豐富的閱讀空間和情境。然而，根據

研究者的觀察，雖然學校重新裝潢的圖書館擁有優美的環境與豐富的藏書，但因

下課時間只有短暫的 10 分鐘，再加上圖書館的位置在學校頂樓（五樓），跑上

跑下，此雙重因素影響之下，學生往往因為時間過於倉促而捨棄了地處高樓層的

圖書館，導致了學生在下課時間使用圖書館的意願並不高，因而衝擊到偏低的圖

書借閱率。教師方面經常為達教學進度而趕課，或因注重升學而讓學生過度重複

的練習，平日鮮少帶領班級學生利用圖書館進行閱讀活動。政府花大錢提供學校

設立優質的閱讀環境，但學校實際的狀況是豐富的藏書與明亮乾淨的場所，一切

圖書資源未能發揮功能，這樣的現象在強調閱讀的社會氛圍中，讓研究者感到十

分可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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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者背景 

一、 投身教學工作，積累多年經驗  

研究者自大學畢業後，即進入國中場域擔任英語教師 10 多年，曾經擔任過

導師職務、專任教師與行政組長的經驗，進行研究期間亦身兼英語領域召集人、

活化教學種子教師、教學輔導教師等職務。研究者擔任導師職務時，班級經營有

秩序條理，經常獲得校內生活競賽榮譽班的表揚與肯定。研究者平日關心班級學

生的生活與學習，與家長之間亦保持良好的溝通互動方式，親師之間彼此交流學

生在校與同學互動的情形、在家與家人相處的方式或配合其他特殊情況的處理、

課業的進度和補習的壓力等問題。研究者每天在學生小日記的回應中，亦獲得學

生或家長良好的互動與支持。 

研究者擔任英語教師職務時，在課堂中多鼓勵學生勇敢發問與表達自己，在

開放與民主的氛圍之中，亦要求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研究者亦曾受訓為教

學輔導教師，發揮熱心活潑與領導的特質，帶領、協助新手教師夥伴融入美好國

中的大家庭。研究者在學校擔任領域召集人時，配合政策積極推展活化教學工作

坊、補教教學研習與落實閱讀融入教學。 

二、 參與教育進修，提升專業素質 

2009 年由 OECD 公佈國際學生評量結果（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台灣學生的表現慘澹無比，當時曾引起的很多議

論，輿論一面倒，對現場教師的發出撻伐批評與諷刺的聲浪。研究者猶記得，當

初與朋友討論 PISA 議題時，一定先聲明自己是英文老師，再撇清學生閱讀能力

低下的結果應是國文老師的責任，自始至終以事不關己的態度面對。當下研究者

閱讀教育素養與敏覺性不足，尚未意識到原來台灣的學生在 PISA 國際評比上

表現退步的結果，其實反映出台灣教育的一個危機訊號，因為 PISA 所衡量的並

不是學生掌握了多少學校教師所傳授的學科知識，而是他們能不能廣泛地瞭解基

本概念，並應用在自己的生活實務中，學生是否備妥了將來踏入社會時所需具備

的能力。然而，這是站在第一線所有的基層教師都應該一起共同承擔的責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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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者當時並沒有能力肯認閱讀的本質。 

「事不關己」的思維在研究者進入師大進修之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因為師

大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的課程中規劃教育相關的課程知識和新興議題的探究，除了

讓研究者對教育現場相關的議題有了嶄新的見解和體認，文獻的閱讀和作業的練

習也開啟了研究者的研究興趣，同時奠定研究者的研究觀察的基礎和能力。參與

專業進修讓研究者更加的關心教育現場的潮流脈動和問題，加強教育專業解決的

能力，因此研究者進行本研究是為了改善班級現況，實踐教育專業的具體行動。 

參、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美好國中九年級某班學生，也是為研究者之導師班班級學生（全

班人數為 34 人，但因男女各一名學生，他們從八年級開始就沒有參加第八節課

後輔導活動，而今也沒有參加九年級的寒假輔導活動，因此研究對象扣除此二生

的身分），全班男女生各為 16 人，總共 32 人。整體而言，班級學生平時的學

業成就表現優良，學習態度良好，經常得到任課教師的稱讚。在生活表現方面，

班級的秩序評比與整潔競賽，經常獲得學校公開表揚，名列榮譽班的殊榮。事實

上，研究者是八年級才接任班級的「後母」導師，經過一整年的磨合，才漸漸符

合學校各項競賽規定，甚至經常榮獲獎牌的模範班級。 

一、 美好難忘的七年級 

七年級的導師是一位體育老師，對於班級常規要求並不高，關於學生的作業

或打掃工作的安排也比較自由，每日的聯絡簿的小日記要求也不多，而其中學生

們最懷念的是「夕陽伴我歸」，因為七年級老師總能在下午四點鐘準時放學，因

此學生在國中的生活適應良好。 

二、 磨合調適的八年級 

研究者接班時即明確說明出勤刷卡、值日生工作、座位安排、上課秩序和作

業訂正與繳交的規定，並要求學生每天的聯絡簿都必須寫生活小日記時，有的學

生表示憤慨：「為什麼每天都要寫？」，還有的學生抱怨：「以前聯絡簿（老師）

只有打勾而已，為什麼還要抄佳句？」。八年級學生上完課後輔導的時間是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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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點，研究者除了處理班務，考量學生的放學安全同時配合家長接送，而延後放

學時間固定在五點二十分，看似稀鬆平常的事也是經過一番唇槍舌戰的過程：「為

什麼不可以直接放學？」、「為什麼要在第八節之後，才可以抄連絡簿？」。班

級管理的問題幾經磨合，甚至連研究者除了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之外，有時還必須

祭出校規的招數，才能讓班級上課有秩序。八年級上學期開學約三週後，他們漸

漸上了軌道，獲得學校生活競賽榮譽班的公開表揚，研究者允諾學生可以享有抵

免小日記一次和穿便服上學的機會，這是他們既得意又開心的事，也是他們努力

把自己變好的證據。 

三、 競合壓力的九年級 

升上九年級之後，學生對於學校的規定、研究者的要求、家長的期待和自己

的學習，大多都已經能夠表現出負責任的態度。但，根據研究者平日的觀察發現，

九年級上課節奏快速，學生的生活中安排滿滿的考試，大家心裡莫不承受著沉重

的壓力。而研究者多年來的帶班經驗也發現，九年級的學生與同儕之間的相處，

常常因為分數的計較，排名的競爭，在課業上往往缺乏合作互助的精神，甚少發

揮互相主動解題或合作學習的現象，考試倒數的日子越近，壓力越大，相處之間

容易產生衝突。而研究對象正處於此階段，他們如何對同儕展現出支持與關心的

情懷，和強化班級團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這些都是研究者目前亟欲提供協助和

改善化解的教學實務狀況。 

肆、 諍友阿名老師 

研究之初，研究者即邀請阿名老師，進行教室觀察與教學專業對話。阿名老

師是校內英語教師（教學年資 23 年，於美好國中教學服務六年，曾擔任行政組

長職務，目前肩負導師工作）。她的教學態度認真具服務熱誠，也喜歡嘗試新的

教學方法，所以她也曾與研究者討論班級閱讀活動與心得。目前她在自己的導師

班級中亦推動閱讀活動，在英語領域裡她也高度參與活化教學的工作坊。 

阿名老師教學經驗豐富，雖然她服務年資超過 20 年，但卻毫不懈怠，始終

保持教育的熱忱，擔任導師工作積極經營班級亦精進英語科教學。這一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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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邀請她擔任諍友時，她爽快又熱心地答應，還客氣地說：「我又要從妳那兒學

一些新的招數了」（諍 20120914）。 

伍、 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在本研究教學實施時，是一名英語教師，為教學者的身分，而同時在

又在教學的歷程中，進行觀察紀錄與省思的工作，兼任研究者的身分。為解決教

學中的實務問題而進行研究，而研究時所記錄的觀察與省思，亦促進改善教學的

循環，教學研究、研究教學乃行動研究中不可偏廢的的二種角色。 

第三節  課程方案設計與實施 

實施閱讀和討論教學方案時，擬定的文本和議題皆須考量學生的生活脈絡

和經驗，再者是學生學習的起點行為，因此，本節將說明挑選文本的規準和文本

內容的概述之外，亦說明教學實施的期程與階段，以下分別說明。 

壹、 選擇文本的方法與困難 

一、 文本的來源與標準 

教師進行閱讀和討論的教學活動時，文本來源的優劣良窳品質是課程的基

礎亦攸關討論活動的聚焦，文本來源的選擇是課程設計的第一步驟亦是關鍵因素。

唐淑華（2004）建議教師可以利用下幾種方式，擴展閱讀材料的來源：書單、文

選及總集中挑選材料、參考有實務經驗治療者的書單、由一般報章雜誌中慢慢累

積或網路上的資源，如，《中國時報》開卷獎、《國語日報》或進行有系統的故

事內容改寫。 

研究者認為，對於文本來源而言，唐淑華的觀點提醒我們，一方面可以從得

獎的書單中挑選教學的媒材，二方面可以快速找到專家心目中的好書。教師在挑

選文本時，可以搜尋文學獎的書單或專家推薦的作品為範疇。 

教師從多方蒐集文本之後，第二步驟是如何選用適當合宜的作品當作教學

材料呢？ Stephens（2008）更進一步建議，以下列五個面向做為選書的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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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教師把關教學媒材的正當性：  

1. 封面（Cover）：封面是否具吸引力？封面是多采多姿的但不會太雜亂？

標題是否簡短而能夠誘使興趣呢？文字是否可以理解而且印刷清楚呢？ 

2. 主題或內容（Topic or Content）：主題是否有趣呢？內容的趨勢與年代

適當嗎？內容的陳述是精確可靠的嗎？作者是否提供參考資料或有標準

的研究來源證據？ 

3. 插圖（Illustrations）：插圖是否大、清楚又鮮亮，而且不會顯得擁擠雜亂

呢？圖片是否能夠引導讀者探究內文呢？插圖是否能夠解釋或具加分效

果呢？標籤或圖片說明是否簡單但又不至於太詳盡呢？ 

4. 組織性（Organization）：書中是否包含內容的表格索引或辭彙表呢？是

否有清楚的篇章區隔，標題和副標題的提供呢？ 

5. 印刷與版面（Font Size and Type）：頁面中文字與文字之間的空格，是否

呈現易讀的版面配置呢？讀者是否可以輕易隨著內文一頁頁讀下去？ 

 

本研究在探索期時以《Frog and Toad》系列讀本為主，行動期與循環期以奇

幻冒險小說《The Lightning Thief》原文小說作為閱讀和討論的基礎的文本來源，

依據 Stephens 的檢核指標，進行檢視。唯小說的文字敘述，因複雜的情節與繁

瑣的訊息鋪陳，所以，內容方面之篇幅稍長，而且，有別於故事繪本，書中並沒

有任何插圖，而刪除插圖（Illustrations）的細項指標，以符合本研究的需求。 

研究者認為，上述唐淑華（2004）和 Stephens（2008）的觀點，對於目前教

師欲從事閱讀教學時在教學材料的來源和選擇上具有指引的功能，雖然文本的找

尋工作如大海撈針非常艱鉅，但文本的來源與文本的合宜性關乎閱讀與討論課程

的品質，因此馬虎不得。所以，教師對於文本的選擇，其來源、形式與特性等文

本因素都必須是經過審慎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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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擇文本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研究者為達研究目的而謹慎地進行挑選文本的工作，因此回顧文獻從唐淑

華（2004）的建議與 Stephens（2008）評選書籍的依據，著手進行蒐集文本的工

作，研究者誤以為按照方法就可以輕易找到研究所需的文本，但在過程中研究者

才赫然發現這其實是一項極具挑戰的困難工作。「書那麼多，為什麼是這一本？」，

研究者從著手挑選書籍開始，這個問題一直是盤旋在自己的腦海裡。研究者先是

斟酌英語文本的字彙量與難易度是否符合國中九年級學生的英文程度，也考量文

本的故事內容是否能夠吸引學生閱讀，再根據專家推薦的書單、得獎的書單，甚

至是書店的暢銷書單，從中搜尋，終究一無所獲。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指

導教授靈機一動翻箱倒櫃地找出她以前在美國念書時買給她孩子的《My Very 

First Mother Goose》，我們師徒二人從簡單的英文的詩歌韻文開始討論挑選，一

邊找一邊念，一邊念一邊笑，小小的辦公室裡充滿了我倆的笑聲，這個午后讓研

究者重溫孩童時候的天真與自在。雖然詩歌韻文簡單又有趣，但這都還是屬於兒

童的文本，但是簡單的內容，並不適合本研究所要進行的閱讀討論活動，因此刪

除詩歌韻文。 

接著，研究者尋找文本的目標專注在內容稍多的校園系列漫畫《Big Nate》

或校園系列日記《Diary of a Wimpy Kid》，此二類文本的主角也都是國中階段的

學生，對話內容淺白，這似乎符合學生的背景、語文程度與本研究之目的，但研

究者細讀後發現此類校園漫畫或日記中的英語雖然淺顯，但其用字遣詞經常是口

語式的書寫，並非英語教學裡所強調的正確語法觀念，或偶爾摻雜美式俚語，此

類的內容對於非生長在美式脈絡下的台灣學生而言，確實會產生一些學習上的困

擾與文化上的隔閡，有時候他們不容易感受到美式的幽默或理解為何窘境的心情。

研究者認為若以此為本研究之教學材料，一方面會對研究者在進行英語教學上造

成干擾，另一方面也增加學生在閱讀文本時的理解困難度，或甚至澆熄學生繼續

閱讀學習的熱情。 

於是，研究者再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教授提出建議：閱讀經典小說《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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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Flies》如何？這本小說雖然已被列為「英國當代文學的典範」，也是英美中

學校學生文學課必讀的書目，其故事內容摻雜了許多同儕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得情

結，又有冒險小說的關鍵元素：劫後餘生、孤島探險、未知恐懼等，引發研究者

的興趣，躍躍欲試。因為冒險小說普遍受到學生的歡迎，而且部分描寫同儕相處

的情節與內容也和學生的生活情境脈絡相仿，研究者以為這一切似乎就要拍板定

案了。但是，又經指導教授提醒，研究者才發現英文經典小說的文意字彙量已遠

遠超乎國中九年級學生可以負荷的範圍，所以，最後研究者還是捨棄了此部閱讀

經典小說《Lord of the Flies》為閱讀文本的可能。之後，研究者仍聚焦在經典小

說的作品，更加專注在「簡易版」的文本，如《Romeo and Juliet》，雖然單字量

減少了許多，大大地降低了在英語閱讀的教與學之間的難度，但這個故事內容偏

向討論人際關係中的愛情關係（romantic relationship），談愛恨情仇，並不符合

本研究之目的，因此也被研究者從閱讀討論之書單中刪除。 

由於本研究以英文閱讀為課程基礎，所需的文本是以英文撰寫之作品為主，

因此，研究者最初是先搜尋聞名遐邇的美國凱迪克大獎（Caldecott Medal）、紐

伯瑞文學獎（The Newbery Medal for Best Children's Book）等兩項得獎作品為主

要文本來源。凱迪克大獎與紐伯瑞文學獎此二獎皆由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所頒發。 ALA 每年從新出版的青少年兒童文學作品

中，選出優秀作品。「凱迪克大獎」評選標準的周延與創新及著重作品的藝術價

值、特殊創意，使該獎項已成為美國最具權威性的繪本獎。紐伯瑞文學獎對文字

的評選十分重視，兒童從這些文學作品受益良多，不同年齡層的讀者亦可以從中

獲得文字的感動和創意的啟發。美國紐伯瑞獎一直以來是全球青少年兒童學習閱

讀、寫作的最佳參考指標，所以，此獎對美國和世界的兒童文學都有極大的影響。

因此，研究者從中挑選探索期的文本材料：《Frog and Toad》系列讀本。 

研究者持續專注搜集凱迪克大獎與紐伯瑞文學獎的得獎書單，但實際情況

是無法找到合適的文本，往往因為文本的內容無法符合學生的學習脈絡的或生活

經驗，因此，研究者輾轉蒐集美國境內也是針對青少年閱讀的文本所進行評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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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書單。而美國的馬克吐溫獎（Mark Twain Award）是由密蘇里州的圖書館員

協會所成立，除了教師與圖書館館員參與評選工作，也讓全州四至六年級的學生

參與投票，選出他們最喜歡的書，獲頒此獎的書籍意味著具有公信力之外，亦挾

帶著高人氣指標。因此，研究者以 2008 年的得獎書單中挑選《The Lightning Thief》

做為本研究之行動期與修正期的文本來源，並計畫搭配其改編的電影作為本研究

教學材料之一。 

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幾經討論，來來回回之間為兼顧多方面的需求，最後終於

以獲獎的英語繪本《Frog and Toad》系列做為研究探索期的文本，以奇幻冒險小

說《The Lightning Thief》原著小說文本和所改編的電影做為行動期與修正期的教

學媒材。擬由研究者轉化文本的背景情境，使其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並利用英

語課程中進行閱讀與討論。此教學方案實施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學生個人與同

儕之間人際相處上，能夠產生互相包容與尊重的態度，並促進形塑合作又和諧的

班級氣氛。 

貳、 文本的介紹 

故事的情節與脈絡（content）必須考量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情境？唐淑華

（2011）以 Hartman 與 Allison 的觀點指出，在進行課外閱讀教材設計時，教

師應該運用互文性幫助學生將課內、外的閱讀串起來。她再以  Billmeyer 與 

Barton 的觀點分析，課外閱讀的內容必須能有效的幫助讀者建立適當的背景知

識與情意態度。因此，以下研究者就文本的情節與學生的學習脈絡的進行說明。 

一、 探索期文本介紹：《Frog and Toad》系列讀本 

探索期以《Frog and Toad》系列英語繪本為文本來源， Amold Lobel 以友

誼為討論的議題，用淺顯易懂的文字與深具意義的情境，將朋友間的情誼和感情，

附加插圖的方式表達出來。此系列四本書分別《Days With Frog and Toad》、《Frog 

and Toad Together》、《Frog and Toad All Year》和《Frog and Toad Are Friends》，

如圖 3-3-1 所示。 

讀本中二位主角，分別是一隻青蛙（Frog）和一隻蟾蜍（Toad），他們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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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交情甚深的好朋友，他們用不一樣的方式，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雖然

青蛙和蟾蜍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但是，他們之間所遭遇到的難題或爭端，就是

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所引起的。研究者認為，好朋友彼此一起面對生活和互

相幫忙扶持的種種故事情境與研究對象所處的環境脈絡相似。 

 

   

 

 

 

 

 

 

 

圖 3-3-1    《Frog and Toad》系列讀本 

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班上學生同班二年多，同儕相處上有些已經是親密好朋友的關係，互相分享

生活、表達感受，但是他們在處理生活問題或面對課業挑戰時，有時候也會因為

彼此用不一樣的方式或態度，而產生意見相左、互不相讓的場面，或甚至吵架最

後互相不理睬，而導致雙方關係決裂的窘境。 

因此，研究者從《Frog and Toad》系列故事中挑選〈The story〉、〈The letter〉、

〈The kite〉與〈Cookies〉等四篇故事，如表 3-3-1 所示。研究者將以此於討論

的歷程啟發學生，在與同儕或好朋友相處時應該持續對方保持關心、包容與支持

的體貼態度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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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探索期的文本內容 

故事標題 內容摘要 

〈The hat〉 Toad 的生日到了， Frog 送一頂帽子給 Toad ，但是帽子太

大，所以當 Toad 戴起新帽子走在路上，什麼都看不見，因此

經常跌倒， Toad 為此而不開心。 Frog 看到 Toad 難過時，

心裡也不好過，所以，他一方面用想辦法把帽子變小，一方面

提供 Toad 具體的方法，鼓勵他。最後 Frog 的方法奏效使 

Toad 非常開心。 

〈The story〉 Frog 身體不適， Toad 也察覺到 Frog 身上的綠色比平常更深

了，於是 Toad 請 Frog 在床上休息並且細心照顧。 Frog 要

求 Toad 講故事，可是 Toad 用盡所有的方法卻一點靈感都沒

有。後來。 Frog 覺得好多了也不需要聽故事了，接著 Toad 覺

得累了， Frog 開始講故事給 Toad  聽，但故事才剛開始， 

Toad 就已經呼呼大睡。  

〈The letter〉 Toad 坐在家門口枯等郵差送信來，  Frog 見狀即詢問他， 

Toad 更傷心因為從來都沒有人寄信給他，於是 Frog 陪伴著

他。接著 Frog 藉故跑回家寫一封信寄給 Toad ，在返回 Toad 

家的途中， Frog 請蝸牛幫忙送信。結果蝸牛遲遲沒將信送來，

但 Frog 將寫信的是和內容告訴 Toad ，兩人開心地一起等了

四天才收到信。 

〈The kite〉 Frog 與 Toad 一起去放風箏，但是風箏飛不起來，知更鳥一再

地嘲笑 Toad ，他受不了幾乎想要放棄，但因為有 Frog 的堅

持與鼓勵，他們在多次嘗試之後，風箏終於飛上天空，而且高

過知更鳥飛翔的高度。 

〈Cookies〉 Toad 烤餅乾與 Frog 一起分享， Frog 與 Toad 忍不住一口接

一口地吃著， Frog 提醒可以用意志力控制了自己和 Toad 嘴

饞的慾望。雖然美味的餅乾最後全部被鳥兒吃光了，但 Frog 卻

開心自己擁有很多很多的意志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行動期文本介紹：《The Lightning Thief》原著小說與改編電影 

行動期的教學材料以《The Lightning Thief》原著小說與改編電影為主，本

書榮獲 2008 年美國馬克吐溫獎的殊榮，如圖 3-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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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主角波西傑克森（Percy Jackson）是海神波塞頓（Poseidon）與凡人

莎莉（Sally）所生的半神人（demigod）的孩子。故事的開始是希臘天神宙斯（Zues）

責怪他的弟弟海神波塞頓，因為宙斯懷疑波塞頓的兒子波西偷了神火（the 

lightning bolt），是神火之賊。因此波西遭受到許多的威脅，甚至他的叔叔--冥界

之神黑帝斯（Hades）也綁架了波西的媽媽莎莉，目的是要脅波西交出神火。波

西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和他的羊男（satyr）好朋友格羅佛（Grover）和安

娜貝斯（Annabeth）一起去幽冥之地找黑帝斯澄清事實，並計劃救出媽媽。 

 

 

  

 

 

 

 

 

圖 3-3-2    《The Lightning Thief》 

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故事中另一個重要的角色是路克（Luke），他是混血夏令營（Camp Half-Blood）

的營長，也是冥界引路人何米斯（Hermes）之子。波西、安娜貝斯與路克在混血

夏令營訓練的日子裡，他們是隊友的關係，在營區主任凱龍老師（Chiron）舉辦

一場奪旗大賽（capture a flag）時，大家互相鼓勵與支持、性命相依，在他們通

力合作時，彼此之間展現出充分信任，而發揮良好的合作默契，一起對抗由克拉

莉瑟（Clarisse）所領軍的紅隊，果然，最後不負眾望，一起獲得勝利，接受英雄

式的喝采，之後，波西與路克也變成為好朋友。 

當波西一行人赴約前往冥界與黑帝斯談判時，路克熱心地提供寶物--飛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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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 of winged sneakers），協助波西一夥人可以順利往返冥界。故事發展至最後，

波西才赫然發現，原來路克瘋狂著迷於天神的權力，同時受克羅納斯的利用，而

偷了宙斯的神火。路克欺瞞他們這些好朋友，還與戰神愛力士（Ares）一起設下

詭計陷害波西。波西發現真相之後，平息了眾神大戰（the Mount Olympus War）

的爭端，而路克卻執迷不悟堅持與波西對決，最後路克逃離混血營前，他以毒蠍

子攻擊波西。故事的結局是波西在安納貝斯及同伴的照顧下傷勢痊癒，而且約定

明年暑假一起去尋找路克復仇。 

研究者認為，故事情節中波西、路克、安娜貝斯與格羅佛之間的好友關係，

參與奪旗大賽彼此合作時，進行君子之爭的情況，與爭奪權力時，誤會自清與詭

計陷害的對抗情節裡等，一連串的故事敘述與安排對於學生的生活相當具有啟發

性。研究者將此脈絡轉化為學生日常中與同學之間的相處關係，好朋友之間處於

一種微妙的關係，有時候一起合作學習，但有時候卻存在著一種分數競爭的氛圍

之下，研究者將引導學生思辨波西與好朋友之間合作、競爭的關係，進行閱讀和

討論的活動，希冀他們在面對難題時也可以和故事中的人物一樣展現出無比的勇

氣與支持對方的態度，而能夠彼此互相幫忙，發揮共同合作的精神，共同交織出

和諧與合作的班級氣氛。 

參、 課程方案設計 

本研究課程設計是參考國內外有關班級中實施閱讀討論活動促進青少年同

儕間相處的相關文獻進行設計，主要採以 Guthrie 與 McCann（1996）所提出的

概念圈，採納閱讀與討論活動的策略，活動流程分為【獨立閱讀】、【文本討論】

和【形塑一致性概念】三個歷程。閱讀前，先將將學生分組，【獨立閱讀】活化

先備知識或檢視自己的行為或態度，再進行獨立的閱讀與摘錄筆記；【文本討論】

時則是小組成員輪流詢問或提出異議，各自提出文本中的證據（理論化）後，最

後，【形塑一致性概念】再以議題的方式與小組成員進行對話，充分討論後，成

員對議題可產生一致性，然後形成概念。 

採英語小說為閱讀的文本，使英文的學習能加廣加深。並以合作學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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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發揮學習共同體的精神，達到增加與促進同儕間對話溝通的機會，建立融

洽的班級團體氛圍。然而因研究者任教英語科的緣故，特別關注學生的英語學習，

為減輕學生對英語小說閱讀的困難程度，研究者提供學習單（study guide），另

外設計英語閱讀筆記（my reading journal）的部分，促使學生在閱讀後，連結故

事內容與生活經驗，透過思考與記錄刻劃學生的英語學習深度和拓展他們與同儕

相處的廣度。 

一、 探索期的課程方案 

探索期的課程方案是為了讓學生熟悉英語故事文本和運用 CORI 的閱讀

策略及討論的模式，以《Frog and Toad》系列故事為閱讀文本材料，結合同儕相

處的相關議題，以及概念圈的討論取向加以設計，研究者規劃每節 45 分鐘的時

間，以三節課進行探索期方案的教學活動。 

首先是暖身階段，先介紹 CORI 的閱讀策略與討論模式，以受歡迎的英語

童書《Frog and Toad》系列故事為入門文本，進行方案教學活動。此階段課程安

排有二個目的，一方面是讓學生認識 CORI 認知性的閱讀策略，而另一方面則

是為了降低學生對原文書的故事閱讀產生恐懼或排斥。 

接著是熟悉階段，繼續以《Frog and Toad》的故事引導學生練習 CORI 閱

讀策略與討論的方法，採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先檢視三個問題：「自己是否關

心同學或被同學關心的經驗」、「自己瞭解同學的需求或自己的需求被同學瞭解

的感受」；閱讀故事時進行【獨立閱讀】與【文本討論】，最後【形塑一致性概

念】是聯結自己的生活經驗與故事內容，進行討論「關心、支持、陪伴與回饋同

學的方法」，凝聚小組共識，而且提出具體一致性的行動意見。 

而第三階段運用階段，則是繼續讓學生以 CORI 的閱讀與討論方式進行分

組，反省自己「面對嘲諷時」、「面對誘惑時」與「意志軟弱時」的心情；【獨

立閱讀】與【文本討論】時，再進行閱讀，以提問、搜尋、摘要；而【形塑一致

性概念】時以繪製組織圖與建構故事等策略，讓學生從文本內容聯結自己的生活

經驗，反省自己與同學相處時應有的態度，進而學習對同學展現支持的、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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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宜的表達方式。讓學生學習對同學展現同理、關懷、友善的態度與主動幫忙、

正向支持的具體作為進行討論與省思，並做出相應的決定，付諸改善的行動。 

本研究於探索期的課程架構、教案、學習單與討論單（如附錄五至附錄七）

之編寫乃根據文獻探討之理論基礎，再循課程方案所訂定之目標著手擬定，並設

計學習單與規劃評量之方式，以順利推展課程。另設計課後課後回饋心得印製於

學習單之後，以蒐集學生對於課程的反應與回饋意見。 

二、 行動期的課程方案 

經過探索期三階段的課程讓學生熟悉英語閱讀的文本和 CORI 的閱讀討

論模式，接著，行動期延續概念圈的討論取向，分為閱讀與討論階段和形塑一致

性概念階段，每次二節課， 90 分鐘，共計八次。1閱讀與討論階段，研究者先進

行導讀，教學內容含括希臘神話故事中重要的神、神與神之間的關係或傳說，活

動部分則安排融入電影欣賞，增添學生喜愛的程度，降低學生對閱讀英語小說的

排斥感；研究者為祛除學生對閱讀原著小說的恐懼感與排斥感，在【獨立閱讀】

與【文本討論】，提供學生閱讀學習單（study guide）和閱讀手札（my reading 

journal），以利他們順利進行小說的閱讀與討論階段的活動。小組合作學習方式，

揉雜閱讀策略，教學材料選擇亦與同儕相處的相關議題，以《The Lightning Thief》

原文小說為主，融入更多更符合學生與同儕相處的經驗：競爭的、陷害的和衝突

的等故事情節。 

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則是以閱讀階段所閱讀的文本範圍，進行【形塑一致性

概念】活動，以波西與格羅佛之間的關係為討論的重點，從文本的角度省思自己

與同學相處時，須具備的合宜的行為與真心幫忙的情懷。行動期運用原著小說的

閱讀與討論活動，一方面累積學生的英語閱讀的經驗，另一方學習同儕間相互合

作、分享的合宜態度。 

三、 修正期的課程方案 

                                                 
1 2 月 23 日（星期六）為開學補課日，徵求國文與理化老師之同意，連同班會課，進行原著

小說改編的電影播放一次，共三節課， 1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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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期的課程方案經探索期與行動期透過計畫、行動、觀察、省思、修正調

整與再次循環的歷程，亦分為閱讀與討論階段與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等二階段。

修正期配合學生的閱讀速度而修正了閱讀的進度，並根據學生的反應和諍友阿名

老師的意見修正學習單並且增加全班一起進行故事接龍得活動。 

閱讀與討論階段延續 CORI 的認知性閱讀討論策略，繼續進行【獨立閱讀】、

【文本討論】步驟，以增加閱讀《The Lightning Thief》的內容，而形塑一致性概

念階段則是以【形塑一致性概念】，討論波西、路克與安娜貝斯三人的友誼關係，

形塑學生「何謂真正的朋友」的概念。 

肆、 課程方案實施期程 

本研究著眼於行動研究的歷程，探究以概念圈的教學模式，引導學生討論，

理性與感性的對話，融入英語閱讀課程，跳脫傳統單向教師講授的方式，增加學

生對話討論的機會以提高情意素養，除了改善學生的人際互動之外，亦提升學生

對英語閱讀學習之興趣與動機。本研究的教學實踐歷程如下： 

一、 醞釀期（2012年7月至2012年12月） 

醞釀期研究者廣泛閱讀相關教育文獻，整理概念圈的教學策略與人際關係

的理論。研究者並將平日的教室觀察和紀錄，還有教學過的省思書寫下來，藉以

釐清班級學生在競爭與合作的環境中所面對的同儕相處問題與班級氛圍的變化

情形。 

二、 探索期（2013年1月） 

探索期為本行動研究的第一循環，研究者試圖尋找符合國中學生英語程度

的閱讀文本，進行課程設計。規劃於寒假輔導課期間實施探索期分為三階段，先

是暖身階段以熟悉 CORI 的閱讀與討論模式與英文文本為主，接著是熟悉階段，

最後是運用階段，其教學歷程包含為【獨立閱讀】、【文本討論】、【形塑一致

性概念】等活動歷程，介紹並引導學生認識概念圈的模式，以《Frog and Toad》

系列故事為文本內容，熟悉並運用 CORI 的閱讀策略與討論法練習，進行英文

閱讀討論，當作試探性的課程，進行三節課，每一節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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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動期（2013年2月至2013年3月） 

經由探索期三階段的課程，而行動期則進行閱讀階段，包括【獨立閱讀】、

【文本討論】、【形塑一致性概念】等教學活動。依序先介紹希臘神話中重要的

神，再連結原著小說《The Lightning Thief》之文本內容，亦輔以播放原著小說改

編之電影，最後則是進行小組產生一致性的討論結果，共計八次上課。 

四、 修正期（2013年3月至2013年5月） 

歷經行動期的教學歷程與省思，調整後，實施修正期的教學進度、學習單和

活動方式。修正期則是繼續閱讀《The Lightning Thief》原文小說，閱讀階段依循

進行【獨立閱讀】與【文本討論】歷程，最後針對整本的小說內容，而進入形塑

一致性概念階段，以【形塑一致性概念】的教學活動，形塑小組成員一致性的友

誼大概念與結果。 

歷程中，研究者針對學生的上課表現情形、學生每日的生活小日記或課後回

饋單，進行觀察、記錄與省思，定時與諍友阿名老師、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以修

正下一堂課的參考依據，亦做進一步的教學改進與調整。 

五、 撰寫期（2013年5月至2013年6月） 

研究者蒐集研究資料，進行整理，一一編碼分析，轉化呈現成有用的知識，

研究者進行省思，提出具體建議，並公開研究結果。本研究課程方案實施之流程

圖，如圖 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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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本研究課程方案實施之流程圖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蒐集相關文獻，考量研究以概念圈模式融入九年級英語閱讀討論進

行情意教學的課程方案，目的在探究班級氣氛與學生的學習態度是否提升，以小

組合作的教學模式來提升學生對同學的認同，而且願意更進一步的分享知識，藉

教學

實施

研究者
省思

修正並調整教
學計畫

關注班級氣氛與學習態度的情形 

擬定研究目的與問題 

文獻探討概念圈模式、閱讀討論意

涵、情意課程方案 

設計以概念圈融入九年級英語閱讀

討論進行情意課程之方案 

醞釀期 

2012.07- 2012.12 

探索期 

2013.01 

行動期 

2013.02- 2013.03 

修正期 

2013.03- 2013.05 

研究資料整理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撰寫期 

2013.05-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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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享而促進班級氣氛的融洽氛圍與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因此研究的工具以質

性資料為主，量化資料為輔。 

壹、 質性資料蒐集 

本研究之質性資料之蒐集包括教室觀察、學生的學習單、討論單、聯絡簿小

日記、課後心得回饋、意見調查表、諍友之意見與研究者本身的教學省思。研究

者和班級任課教師互動緊密，經常互相交換學生的學習狀況和反應。研究者與學

生家長之間常保暢通良好的互動，利用聯絡簿或陪讀的晚自習時間皆可與其探詢

或交流，彼此對於教師教學方面或學生學習面向上的意見與回饋。 

貳、 量化工具 

為客觀蒐集班級氣氛在各面向的提升情況與學生的學習態度的改善情況，

本研究分別以鄭克琳（2011）所編訂的班級學習社群氣氛量表，亦參考修訂王雅

卉（2011）與胡美娥（2008）的問卷等，做為本研究測量工具，以下分別說明。 

一、 班級氣氛量表 

鄭克琳 （2011） 編訂此量表架構涵蓋「有序」、「關愛」、「合作」、「討

論」和「探究」等五個構面。此量表效度分析經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後，符合效

度，確立正式問卷，共 20 題 （如附錄二） 。 

「有序」是指「有序」是指學生能遵守班級規定自我約束，能建立小組活動

程序，有效進行小組活動，題目由第一題至第四題，共計四題，如第三題題目為

「我能跟同學依序輪流完成班級活動」；「關愛」意指學生能關心他人、同理他

人，題目從第五題至第七題，共有三題，如第六題題目是「當同學表現的很好時，

我會讚美他（她）」；「合作」意思是學生能互相協助，完成任務，題目從第八

題至第 10 題，共三題，如第 10 題題目敘述是「我知道和同學要互相合作」；

「討論」指稱在團體活動中針對某個關心議題，進行溝通，題目從第 11 題至第 

15 題共有五題，如第 14 題題目陳數為「在討論時，我知道如何綜合同學們的

意見」；「探究」是指學生能參與學習活動，能批判質疑不同觀點，能探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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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題目從第 16 題至第 20 題，共五題，如第 17 題目敘寫為「我會為

了尋找答案去蒐集資料」。 

該量表信度部分以 Cronbach α 係數進行分析，各項構面的信度分別為：「有

序」構面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677 、「關愛」構面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650 、

「合作」構面的 Cronbach α 係數是 .709 、「討論」構面的 Cronbach α 係數

為 .728 、「探究」構面的 Cronbach α 係數則為 .802 ，而量表整體效度 Cronbach 

α 係數值為 .874 ，顯示此問卷具內部一致性，且為一高信度問卷。 

該問卷採 Likert type 的四點式量表，要求受試者依據實際經驗與感受，在

「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有時如此」、「極少如此」等四個評分點上，

由高至低選一個適當的描述，將數字圈起來。計分方式則以圈選的數字為得分依

據，得分越高，則表示越符合該項描述。 

二、 學習態度量表 

為了解學生在課程方案進行前後，其英語學習的態度是否提升，本研究參考

王雅卉（2011）與胡美娥（2008）的問卷，編定學習態度的問卷，題目包括「閱

讀英語小說對英語學習有幫助」、「喜歡閱讀英語小說的程度」、「主動閱讀英語小

說的意願」與「閱讀英語小說的信心程度」。本量表（如附錄四）為課程前後的

感知評分皆為一至五分的評分式自陳問卷，評分越高，則表示學生的感受越強烈。

此評分式自陳量表除了說明學生在各項學習態度的平均分數變化情形之外，並比

較進行課程方案前後學生人數的改變情況，作為本研究學生英語學習態度的說明。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編碼 

為達研究目的，將本研究的資料完整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者一邊進行研

究，一邊著手資料的整理。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包括教室觀察、學生的學習單、

小日記、課後回饋心得、諍友阿名老師的意見、研究者本身的教學省思、班級氣

氛量表之前後測分數與英語學習態度評分式自陳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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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資料蒐集後，則進行編碼工作，此過程是將資料轉成有意義的資訊，以

利做研究結果的分析和判斷。本研究編碼的方式，以單字標註原始資料的性質，

於後再註記原始資料之日期與學生的座號以為識別。原始資料的編碼與引用方式，

如下表 3-5-1 所示： 

 

表 3-5-1    原始資料的編碼表 

編碼 說明 

觀 20130128 表示2013年1月28日教室觀察記錄 

學 20130222-02 表示2013年2月22日02號學生的學習單 

議 20130301-10.14.37 表示2013年3月01日10號、14號和37號學生的小組討論單 

饋 20130308-16 表示2013年3月08日16號學生的課後回饋心得 

問 20130315-04.06.08 表示2013年3月15日4號、6號、8號學生共同完成的提問單 

記 20130322-33 表示2013年3月22日33號學生的小日記 

閱 ch1ch2-41 表示41號學生第一章第二章的閱讀手札 

繪 20130419-01.02.03 表示2013年4月19日1號、2號和3號學生共同繪製的組織圖 

諍 20130420 表示2013年4月20日諍友阿名老師的意見 

授 20130503 表示2013年5月03日指導教授的意見 

省 20130510 表示2013年5月10日研究者的教學省思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完整收集、整理和分析，同步進行研究與資料的整理。以下說明

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的處理方式，亦說明資料的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壹、 質性資料處理 

質性資料的蒐集是為了探討問題在脈絡中的複雜性，而從研究對象本身的

架構來了解行為，以觀察的方式，進行有系統地記錄所看到的，所得到的資料，

然後加以分析。因此，本研究對研究者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過程，以錄音與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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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保留檔案資料，在自然情境中，以便研究者進行教室觀察記錄而後省思、

分析與解釋。而研究者與諍友阿名老師交流之意見、學生的學習單、小日記、課

後回饋心得等文件均以影印、掃描的方式保存資料。從學生的、諍友的或研究者

本身的資料中，進行摘錄、引述，或整個研究過程的資料，進行整理與歸納。 

貳、 量化資料處理 

本研究量化資料有「班級氣氛量表」與「學習態度量表」兩種，施測完畢後，

整理所有研究對象的資料，將研究對象的前、後測成績輸入電腦，以 SPSS 20.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平均數和標準差的資料了解學生

在「班級氣氛量表」與「學習態度量表」前測和後測得分結果。採單尾 t 檢定分

析，以了解班級氣氛的各向構面是否顯著改變，以及學生在各項學習態度的表現

是否顯著提升。 

參、 資料信實度 

甄曉蘭（2003）建議藉由不同的方法、從不同來源蒐集的資料，透過不同的

觀點檢核真相與所謂的研究發現。一般而言，為避免研究資料陷入主觀的因素或

消弭偏見建立研究分析的可信度，通常使用三角檢定法（triangulation），如圖 3-

6-1 ，本行動研究除研究者本身的觀點外，運用三角檢定法，參酌諍友的觀察意

見與學生的回饋反應，以獲得釐清，增加研究資料的信度。 

 

 

 

 

 

 

 

 

 

 

 

圖 3-6-1    三角檢定法 

諍友意見 

觀察與省思記錄 

學生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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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倫理 

基於研究倫理，研究者在課程方案進行之初，即誠實公開地向班級學生說明

研究目的、教學方法和目標，學生同意接受本研究方案之課程教學；而論文中所

出現的人名均以匿名與保密的方式處理，研究敘述中需要展示的學生作品，亦同

時徵得學生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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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動歷程與反思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因此，歷經探索期、行動期與修正期等循環的教學活

動，皆透過計畫、行動、觀察、省思、修正調整與再循環的歷程。探討與分析課

程方案進行教學時，將上課內容、活動以及學生的反應等整個教學歷程所發現的

點滴，與諍友阿名老師討論，或是和指導教授的指導，皆進行記錄成教學省思，

進一步的陳述與分析，以改善教學，並獲得教師專業上的成長。為使課程架構更

清楚，將探索期、行動期與循環期的階段、日期時間、教學目標與教學材料，以

表 4-0-1 呈現。 

第一節  探索期 

探索期的課程方案是為了讓學生熟悉英語故事文本和運用 CORI 的閱讀

策略及討論的模式，研究者規劃每節課 45 分鐘，以三節課的時間進行教學活動。

首先是暖身階段，先介紹 CORI 的閱讀策略與討論模式，另外，為了降低學生

對原文書的故事閱讀產生恐懼或排斥，在讀本方面，研究者先以受歡迎的英語童

書《Frog and Toad》系列故事為入門文本；第二階段為熟悉階段，繼續以《Frog 

and Toad》的故事引導學生練習 CORI 閱讀策略與討論的方法，並進行小組合作

學習的討論方式；而第三階段則是運用階段，以小組方式讓學生實際參與活化先

備知識、提問、搜尋、摘要、繪製組織圖、建構故事等閱讀策略，並進行自我檢

視與議題的討論，以下分別說明。 

壹、 教學目標 

探索期的教學目標有三個：（一）首先是讓學生認識 CORI 認知性的閱讀策

略，然後熟悉 CORI 的閱讀策略的步驟，並運用 CORI 閱讀討論模式進行活動；

（二）促進班級氣氛「有序」、「關愛」、「合作」、「討論」與「探究」各構面的提

升。為達此目標，進行閱讀與討論的歷程與形塑一致性概念的活動中，熟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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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1    課程方案架構 

期

別 

日期 

（節課） 階段 
教學目標 教學材料 

探

索

期 

1月28日 

（一節課） 

暖身 

階段 

1. 了解、熟悉、運用CORI 

閱讀討論模式。 

2. 促進有序、關愛、合作、

討論與探究的班級氣氛。 

3. 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態度。 

《Frog and Toad》第四集第42頁-第51

頁與學習單一。 

1月29日 

（一節課） 

熟悉 

階段 

1. 《Frog and Toad》第一集第16頁-

第27頁、第53頁-第64頁。 

2. 學習單二、討論單一。 

1月31日 

（一節課） 

運用 

階段 

1. 《Frog and Toad》第四集第16頁-

第27頁、第二集第30頁-第41頁。 

2. 學習單三、討論單二。 

行

動

期 

2月01日 

（二節課） 

閱讀與

討論階

段 

1. 了解希臘神話故事。 

2. 形塑一致性的「好朋友意

義」。 

3. 促進有序、關愛、合作、

討論與探究的班級氣氛。 

4. 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態度。 

1. 希臘神話故事。 

2. 網 站 ： Welcome to the Online 

World of Rick Riordan。 

2月22日 

（二節課） 

1. 小說第1章至第2章。 

2. 學習單四。 

2月23日 

（三節課） 

1. 電影：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 

3月01、08、15、

21日 

（二節課） 

1. 小說第2章至第8章。 

2. 學習單四至七。 

3月22日 

（二節課） 

形塑一

致性概

念階段 

1. 小說第1章至第8章。 

2. 學習單四至七。 

3. 討論單三。 

修

正

期 

3月29、4月11、

12、19、26日 

（二節課） 

閱讀與

討論階

段 

1. 形塑「何謂真正的朋友」

的一致性概念。 

2. 促進有序、關愛、合作、

討論與探究的班級氣氛。 

3. 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態度。 

1. 小說第9章至第22章。 

2. 學習單八至十二。 

5月03日 

（二節課） 

形塑一

致性概

念階段 

1. 整本小說。 

2. 學習單三至十二與討論單四。 

5月10日 

（二節課） 

1. 整本小說。 

2. 學習單三至十二與討論單三、四。 

 

 

時，讓學生學習展現對他人關心、包容與支持的體貼態度；在運用階段時，讓學

生學習以支持的、正向的、合宜的態度，參與小組活動，以達到促進有序、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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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的班級氣氛與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的教學目標；（三）為提升學生的英語

學習態度，研究者認為以學生平時的英語閱讀經驗與閱讀英語小說之間的落差，

恐怕造成學生在閱讀學習上心理的負擔，因此在探索期三階段中均以《Frog and 

Toad》系列故事做為閱讀討論程的入門文本，以避免學生因恐懼，而發生排斥閱

讀原文小說的情況。 

貳、 教學材料 

為達探索期的教學目標，暖身階段、熟悉階段與運用階段的教學材料各有所

分別，暖身階段以《Frog and Toad》系列第四集故事〈The hat〉，第42頁至第51

頁，做為示範練習，並搭配研究者自行編擬的學習單一，為此階段的教學材料。

熟悉階段則以《Frog and Toad》系列第一集故事〈The story〉，第16頁至第27頁，

和〈The letter〉（第53頁至第64頁）做為學生閱讀與討論的文本內容之外，並且

搭配使用研究者自行設計的閱讀學習單二和討論單一做為教學材料。而運用階段

的教學材料是《Frog and Toad》系列第四集故事〈The kite〉（第16頁至第27頁）

和第二集故事〈Cookies〉（第30頁至第41頁），和研究者自行設計的閱讀學習單

三和討論單二等為主。 

參、 暖身階段的教學歷程與省思 

根據研究者觀察，現階段九年級學生的英語學習多以單字的背誦、文法練習

與極短篇的閱讀和測驗為主，少有英語長篇故事小說的閱讀經驗與討論的機會，

因此，安排暖身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熟悉英語文本，並向學生介紹 CORI 

閱讀策略與討論的方法。  

CORI 閱讀與討論策略的教學活動，雖然看似是一項與升學無關的課外補

充學習，但卻與學生未來的閱讀能力、競爭力和社交能力有關，因此，研究者希

望學生以認真的態度來學習，而他們亦能理解研究者安排此課程的用意。 

一、 教學歷程 

CORI 閱讀討論模式的特色之一即是分組方式進行，因此，學生在參與策略



60 

 

與討論的練習之前，他們必須先行分組，此舉對參加寒假輔導課的九年級學生而

言，無非是一項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因為制式的寒輔課程，除了加強課內的學習

之外，就是安排複習考試，鮮少有分組活動課的安排。因此，他們無比的興奮，

表情顯得很驚訝：「真的要換嗎？」或是「隨便坐嗎？」（觀 20130128），上

揚的語氣，顯示出他們高昂的參與興致。 

課程進行分為【獨立閱讀】、【文本討論】、【形塑一致性概念】等歷程，

說明如下。 

（一） 【獨立閱讀】 

• 活化先備知識 

活化先備知識的方式之一是以圖片呈現（picture walk），實際上在教學時確

實成功地引起學生的注意，他們並沒有因為簡單的故事內容而興趣缺缺，反而是

「啊，然後呢」（觀 20130128），表現出他們對於故事，產生了很大的好奇與

期待。此課程進行的方式是先播放〈The hat〉的 PPT 圖片，接著，研究者再以

講述的方式介紹 CORI 認知性的閱讀策略，故事閱讀時，融入提問、搜尋、摘

要、組織圖、建構故事等步驟的閱讀策略教學，進行時間約為 15 分鐘。小組成

員必須先自行閱讀文本內容，並且記錄內容重點。 

• 提問 

接著，他們必須配合學習單，練習對文本的內容（facts）提出問題。但是，

「提問」的活動進行的並不順利，因為，他們平常針對文本提出問題的機會並不

多，再加上研究者「建議」用英語造問句，增加了困難度。提問的問題沒有所謂

的標準答案或正解，所以學生表現出疑惑和不確定性，「老師，幫我們看一下」、

「這樣寫，可以嗎」（觀 20130128）。「提問」的品質與學生的英語程度相關，

而他們對故事內容的理解程度也是關鍵之一，所以，進行此步驟時，他們主動與

我或是組員間彼此討論，互動明顯頻繁許多，時間進行的最久。「提問」這項學

習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可循，有別於平日的英語課，因此甚至有學生抱怨「不知

什麼才是『好』的提問，很討厭」（記 20130128-28），但卻也有人因此覺得「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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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確解答的限制，很有趣」（觀 20130128）。 

• 搜尋資訊 

學生必須要針對故事裡的內容「多想一想」，最想再多瞭解的哪一個部分或

是好奇哪一段章節敘述，而且必須提出一些問題，過程很有科學精神，學生也反

應這樣「最好玩」（饋 20130128-35），如圖 4-1-1 。這是一種邏輯思考的訓練，

讓學生學習用「懷疑」、「批判」的角度閱讀，例如小組提問：「帽子的材質與

水的溫度二者的關聯性是什麼？」（學 20130128-35.31.34.39），「買一頂合適

的帽子送給朋友該注意哪些事情？」（學 20130128-03.11.14.17.40）。 

 

 

圖 4-1-1    S35 課後心得回饋 

 

（二） 【文本討論】 

• 摘要故事 

我要求各組先以第48頁為摘要範圍，並且只用一句英文表示，最後，再以整

個故事為單位，限用三個英語句子。這些都是理論化（theorizing）的步驟，以客

觀描述的方式，回顧故事。這項任務「有點兒難又不會太難」（觀 20130128）

的情況下，他們認真專注的神情和齊心合作的態度，是我意外的收穫。 

• 詢問並提出異議 

針對組員的理解進行詢問（questioning）或是提出異議（challenging），提

問與答辯之間以循環方式，釐清相關聯的概念與想法之後，這是最有趣的部分，

例如：「想法不盡相同」（饋 20130128-12）、「發掘一些有趣或共通的想法，

很好玩」（饋 201301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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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形塑一致性概念】 

討論時，組員可以先討論組織圖的形式與內容，先統整大家的想法，協調後，

再一起分工，進行繪製，最後，所有的成員以組織圖為故事的腳本，進行說故事

的活動。 

• 繪製組織圖 

小組成員一邊「畫」一邊「話」，此刻，小組討論的聲音有越來越大聲的趨

勢，「他們的模樣像極了台灣早期代工家庭的媽媽們，坐矮凳聚在院子，忙著貼

補家用和閒話家常」（觀 20130128）。 

• 建構故事 

小組以學習單的表格，連結故事，用自己的話再講一遍故事，此步驟「對書

本內容的印象更為深刻」（饋 20130128-41），對於即將面臨基測的九年級學生

而言，融會貫通了舊的知識與新的學習，這無非是一項實用的練習機會。  

最後，小組成員凝聚共識，形塑出對「關心朋友」的議題一個具體方式，具

一致性（consensus）的想法，形成概念（concepts），也是幫助大家把學習內化

或付諸行動的重要步驟。討論中，他們彼此互動的機會多了，交流與分享的時刻

格外熱切與激動，音量似乎也越來越大聲，因此，教室裡的秩序顯得一片混亂。

研究者評估此次上課秩序不如平日的乖巧，進度也因此而延宕了。 

當下課鐘聲響起時，「還沒啦」、「完蛋了」（觀 20130128），大部分的

組別雖然已經將議題討論完畢，但是，明明已經討論好，卻沒有時間好好地寫清

楚，顯然，學生還需要多一些的時間才能完成，這是課程規劃時，時間調配不充

足的結果。一般而言，學習單通常都應該讓學生在課堂中從容地完成的，而發生

來不及的窘況，研究者將在下一段進行省思。雖然小組討論的時間倉促，但他們

熱烈討論的態度與結果，倒是令研究者感到欣喜，學生也在課後回饋心得的反應

中均予討論的課程肯定的評價，如「能從不斷的對話中，刺激新的想法」（饋 

20130128-08）和「獲得更多的想法」（饋 20130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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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省思 

小組分享討論時，熱切與激動的聲音顯得班級的秩序有點兒混亂，研究者評

估此次上課秩序不如平日的乖巧，甚至來不及完成學習單，而延宕了教學進度，

也凸顯了時間安排不充足的問題。以下分別說明。 

（一） 「討論」，還是「聊天」？ 

CORI 閱讀策略與討論法的課程，對學生而言是一項新的學習，而分組討論

的模式，有別於平常的英文課，讓他們充滿新鮮感與好奇心，所以他們七嘴八舌

講不停，而且聲音越來越大聲了，「天啊，怎麼可以這樣」（觀 20130128），

又笑又鬧的景象，不免讓我的疑惑油然而生：他們是在討論？還是在聊天？我的

心裡也不斷地掙扎著，到底要不要板起臉孔，維持秩序先？還是讓他們盡情地討

論呢？難得見著他們的熱切高亢的上課模樣，我還是壓抑住自己「獅吼」的衝動。 

當下，我選擇的方式就是穿梭巡視時，增加在各小組駐足的時間，停留約莫

二或三分鐘的時間，一方面進行觀察小組成員對話互動的情形，另一方面監控他

們的討論，避免他們偏離了主題。最後，我發現，各組成員不論是在發表個人高

見或是分享生活的經驗，或多或少都與議題相關，既然如此，他們到底是在「討

論」還是在「聊天」已經不是重點了，「何妨」阿名老師說（諍 20130222）。 

只是小組中總有人「迫不急待」地爭取發言的機會，難怪「屋頂快被掀了」，

這情況仍有待改善。而如果只是為了防堵學生藉機聊天，「平日多鼓勵」（諍 

20130222），讓「討論」成為學生的習慣，班級的氣氛，縱然是簡單的英語文法

或短篇閱讀測驗，還是值得鼓勵他們討論，而不再由我「唯一的」或「單向的」

講解。阿名老師的建議是一個我可以慢慢調整的方向之一，但針對學生「聊天」

的部分，又該如何積極的改善呢？ 

齋藤孝（2006）認為與他人溝通的時候，當話題無法深入本質的討論，容易

流於日常生活的聊天。這樣的論點提供了我改善學習單設計的方向，這是另一個

切近可行又深具意義的方法。此階段僅只暖身介紹，還未真正進行討論的部分，

下個階段在討論單的設計似乎可以採用議題的方式，幫助學生，在討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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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更聚焦，而不會流於一般生活瑣事的聊天。 

 

（二） 教學進度是「誰的」？ 

雖然課前規劃討論的時間是 25 分鐘，但下課時，僅少數的組別完成學習

單，大部分的人雖然已經將議題討論完畢，可是他們仍需要一些時間完成書寫的

部分，這樣的結果顯然是時間安排不充足所導致。也許是因為第一堂課，研究者

和學生都沒有掌握好討論的節奏和效率。但其實真正要關心的是，教案所設計規

劃的時間，究竟是教師的「理想」安排，還是以學生為中心而進行「適性」設計？ 

當學生熱絡地討論，顯示出他們對課程內容感到新鮮而有趣，所以他們肯定

會多花一點討論時間，悠遊地沉浸在的歡樂氛圍中，我若強力要求限制時間，以

符合這堂課討論的進度，嚴格的秩序管理和一味地追求效率，在過程中，他們所

得到的樂趣和收穫，如 S01 同學表示討論時：「發掘一些有趣的或共通的想法，

很好玩」（饋 20130128-01），學生 S16 認為：「討論出有結果的時候，有一種

很特別的感覺」（饋 20130128-16），學生 S42 表示：「我學會如何統整別人的

意見」（饋 20130128-42）。任憑我當初如何縝密的謀劃，也是無法算計到這令

人樣驚喜的結果啊，難怪阿名老師狐疑地看著我：「妳是要幫助學生學習，還是

只想交差了事」（諍 20130222），此刻，我終於明白了充裕的時間和耐心的等

待是必要的。 

此方案課程的實施是想要所引導學生注重「與他人的關係--同儕關係」，我

也同時在經營著「與他人的關係--師生關係」。當我發現學生在聊天的狀況，或

是他們無法完成學習單的情況，我多次按耐住心中即將爆發的怒火。除了讓我再

度斟酌教學進度的設定是否合理之外，亦再次思考，教師富有彈性又合宜的教學

態度是很重要的。教學歷程中，在一次一次的困難中，積極地尋找可行的解套方

法，告誡自己「發脾氣」的方式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破壞上課的氣氛，也會

影響師生和諧的關係，在此刻，教師身教的重要性昭然若揭，可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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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搜尋資訊是「無聊的」？ 

在閱讀時，學生必須進行搜尋資訊的策略步驟，這是一種邏輯思考的訓練，

讓學生學習用「懷疑」、「批判」的角度閱讀，這樣的過程是困難的，難免有學

生抱怨無聊，但卻是一項重要的歷程，因為，會提問的人，就像擁有了一把可以

打開知識大門的鑰匙，能夠與文本進行對話，而刺激學生的理解能力。 

現在大家沸沸揚揚的議論著「閱讀素養」或是「類 PISA 題型」，其所強調

的關鍵能力，就是學生在閱讀的時候，能否具備對於作者的意圖、文章陳述的角

度，乃至結果的預測或推理的一種能力。藉由閱讀討論課，可以培養學生閱讀理

解的統合與應用的能力，而提問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閱讀策略之一，但卻容易被

輕忽。 

教學現場裡，有許多老師往往忽略了閱讀策略的重要性，也忘記了透過對

話，可以幫助學生鷹架（scaffolding）思考，一般以為「閱讀素養」或「閱讀能

力」只要把書給學生，讓他們安靜的看，（如「晨讀十分鐘」的活動，讀報活動），

似乎就可以達到提升閱讀素養的效果，但其實這是個錯誤的想法和作為，因為讓

學生漫無目標的閱讀，或是純粹「看」書，這都僅具有「殺時間」的功能和表面

效度，但對學生的理解層面的助益，並不大。 

綜合上述，此次實際上課的狀況是師生雙方都疏忽了討論的節奏，秩序和時

間的管理都需要再加強，這些都是下一次進行課程時，所必須避免與警惕的部份。

學生參與 CORI 閱讀與討論課程時，積極討論的態度和熱絡互動的情況、排斥

搜尋資訊的反應等，讓研究者見識到學生們除了理解 CORI 閱讀策略之外，也

依據故事讀本的內容形塑小組一致性的討論結果，一同體驗 CORI 的閱讀與討

論課程的樂趣。而研究者也藉此機會，針對教學的方法、進度和現在的教育現象，

做了一些反省和批判，提出了一些改進的方法，調整自己。 

肆、 熟悉階段的教學歷程與省思 

熟悉階段教學的主要目標希望學生透過閱讀〈The story〉、〈The letter〉故

事和議題討論的方式，更加熟悉 CORI 的閱讀策略與小組討論的模式，同時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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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生與同儕相處時應該保有對他人關心、包容與支持的體貼態度，並形塑出切

近又可行的具體方法。 

一、 教學歷程 

故事閱讀討論前，學生必須自行分成小組就定位，他們每一節課幾乎都是

「黏」在椅子上上課的方式，而這堂課分組的時候，學生喜歡離開座位，然後一

夥人散在教室的各角落，花上兩三分鐘，尋找組員，「點頭的」、「揮手的」（觀 

20130129）熱鬧的景象，為閱讀與討論課注入一些活潑的氣氛。 

（一） 【獨立閱讀】 

故事閱讀討論前，小組成員必須先自我檢視，「自己是否關心同學或被同學

關心的經驗」、「自己瞭解同學的需求或自己的需求被同學瞭解的感受」、「關

心、支持、陪伴與回饋同學的方法」，答案自由勾選，個人平日是否對同學表示

關心或關照同學的需求。有的人表現出很神秘的樣子，試圖掩住表格「不要偷看」 

（觀 20130129），有的人小心翼翼，需要多一點時間思量，卻被催促「幹嘛想

那麼久？」，也有人不假思索的，就勾選（觀 20130129）。不論檢視的結果如

何，小組成員總會互相詢問或互瞄答案，有時他們甚至會彼此質疑或挖苦，不過

整個班級的氣氛是輕鬆的。例如： 

 

S28：啊？我不是每天都會問你要不要去合作社或去倒水嗎？ 

S37：這算關心嗎？是利用我吧！ 

S28：問你去不去合作社是問你餓不餓，要不要去倒水是關心你渴不渴，你看我每天都問

你好幾次，噓寒問暖是最高層次的關心，懂唄？（觀 20130129） 

 

• 活化先備知識 

故事開始之前，有的小組先以瀏覽圖片的方式，有的則是利用 KWA 的模

式  ，還有的組用的是印象表格（Story Impressions Chart）或是預期指引

（Anticipation Guide）的方法，引起閱讀動機，「活化先備知識的方法，每一組

所使用的方法不太相同」（觀 20130129），進行時間約 15 分鐘。 

雖然〈The story〉和〈The letter〉故事內容與英文單字並不太難，因此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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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同學都能在五分鐘之內獨自完成閱讀的工作，但是，對於班上某幾位英文程

度較不佳的同學而言，他們必須等待其他成員的幫忙。 

• 提問 

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大部分的組別參考上次的學習單，稍做修改就順利地、

快速地完成，有人負責找修改，有的大聲念出來，還有專門抄寫的人，「他們的

動作像是在操作電腦的工作選單，先『複製』再『貼上』，然後『修改』再『存

檔』」（觀 20130129），果然是「有練過」的。 

• 搜尋資訊 

巡察時，我發現小組在資訊的搜尋容易變成一種無厘頭的批評，討論反而失

焦，如：「想不出故事，倒立沒用，也許用吃的有用」或是「蝸牛沒有手怎麼會

送信呢？」（觀 20130129）。因此，我會立即解釋，讓小組再重新思考和討論，

結果如：「想不出故事，也許可以看書念」（學 20130129-28.29.36.37），或是

「蝸牛爬的慢，可以請鵜鶘鳥送」（學 20130129-05.07.09.13.40）。 

（二） 【文本討論】 

• 摘要故事 

小組多能正確且快速的完成摘要故事，與他們平日的學習有關之外，故事簡

易也是關鍵，所以，「大部分的組僅花了幾分鐘就完成任務」（觀 20130129）。 

• 詢問並提出異議 

小組成員對於故事的角色 Frog 與 Toad 所遭遇的情節與感受，彼此交流

意見與分享心得，雖然要學習挑戰與批判的思維挑戰同學的觀點，但是，小組內

的氣氛很歡樂，組員間互動很熱絡，沒有絲毫的煙硝味。 

（三） 【形塑一致性概念】 

討論時各小組都須先進行繪製故事內容的組織圖，以統整各組員的故事重

點，然後接著建構該組的故事內容，為故事重新命名，最後聯結故事的內容，發

揮同理心，討論出具體關心朋友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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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製組織圖 

所有的組別都能清楚又簡單地表示故事的脈絡，小組組織圖作品呈現如圖 

4-1-2 （學 20130129-01.04.10.15.38）所示。 

 

圖 4-1-2    探索期熟悉階段小組組織圖作品 

 

• 建構故事 

小組成員建構故事時，配合學習單的表格，連結故事中人物角色與重要情

節，這是一項簡單又實用的練習，小組成員輪流接力的過程也很順利。組員各自

有不同的評論或想法，但經過約 20 分鐘的討論之後，最後都能對故事形成一致

性的結論和啟發，為故事重新命名的結果呈現，如圖  4-1-3（學  20130129-

05.07.09.13.40）所示。 

 

 

圖 4-1-3    探索期熟悉階段小組討論重新命名的結果 

 

而小組成員分別提出自己的方法之後，再一起討論，提出一個他們共同認定

的具體方法，結果的呈現如圖 4-1-4（學 20130129-02.08.1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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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探索期熟悉階段小組討論具體解決的方法 

註：總結：有困難時，伸出援手 

 

有鑑於第一次匆促結束課程的窘境，這一次為了確實監控時間的分配，我決

定當一隻報時的「布穀鳥」，隨時提醒學生注意時間，偶爾也會有意地透露各組

的進度，雙管齊下，讓他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效率與歡樂是同等重要的事。他們

討論的音量和熱情，和上一次上課的情形一樣，歡樂的氣氛依舊，但在最後只剩

三分鐘的時間，我鼓勵同學分享心得，此話一出，剛才人聲鼎教室裡沸的景象，

瞬間冰凍，安靜地像是我一人在自言自語一般。我只好打圓場，順勢地請學生利

用時間寫回饋單，雖然他們沒有公開說出來，但是其實是有收穫的，如 S31 同

學表示：「雖然看不懂英文，但是聽同組的夥伴講故事，很享受，感覺很不錯」

（饋 20130129-31）！還有 S04 也發現：「刺激自己思考，也可以互相分享，增

進和諧，對我很有幫助」（饋 20130129-04）。 

二、 教學省思 

教學時，研究者變身「布穀鳥」的策略之下，兼顧了討論節奏與教學進度，

但是小組成員之間討論的音量仍然有點大聲，所幸沒有干擾別班學生的學習，重

點是，這是分享與討論，而不是爭執，為什麼他們大吼呢？課程的最後，雖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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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了公開分享的時間，「沒有人願意說」（觀 20130129），實在有點兒可惜，

因為小組議論的結果，藉由公開分享，可以刺激學生更多對話的機會，而促進他

們對同儕或班級產生共鳴與認同。 

（一） 「太大聲了嗎」？ 

平日學生彼此講話，很多時候都是相當「直接」與「不客氣」的方式，經常

「互嗆」：「你怎樣啦」、「幹嘛啦」衝出口，再糟一點，不入流的髒話或國罵

馬上就會脫口而出了，這是他們的口頭禪，也是他們沒耐性或不友善的語氣表現。

而明明這是一堂在進行分享與討論的活動課程，但是卻有小組成員交流的時候，

彼此因口氣不佳又音量太大，居然相互大吼了起來，全班同學聽到怒吼聲，「像

是被按了 pause 鍵，全部都安靜了」（觀 20130129），當事人「激烈的爭辯」，

讓旁人誤以為他們是在吵架，結果「S9 與 S29 發現全班頓時安靜，反而不好意

思地向大家點頭說：『是我們太大聲了嗎』」（觀 20130129）？ 

柔和的說話口氣和適中的音量，最能釋出雙方溝通對話時的善意，因此，彼

此雙方才可能有更進一步互相合作的機會。同儕間主動支援和幫忙的表現，更促

使班級學生之間的關係，能夠繼續維持發展甚至延續，讓雙方的友誼關係得以維

繫，而且保持友好，而且促進和諧的班級氣氛。因此，小組分享討論的時候，以

禮貌的說話方式來展現仁慈與情感，使成員的關係更加緊密一點，組員即能夠共

享資源。相反的，成員間一旦缺乏禮貌的對話方式，因而引發爭吵、誤解，或讓

彼此的關係陷入更嚴重的情況之下，不但阻礙課程的進行，也會讓彼此的友誼關

係陷入危機和考驗，甚至破壞了融洽的班級氣氛。 

事實上，學生不論是平日和同學的交談，或是分享討論課交換意見的時候，

他們往往忽略了開口說話時要語調輕柔和音量適中的方式，而禮貌的說話態度是

彼此良性互動的關鍵，語氣輕率挑釁或是音量過大，往往都是引起雙方誤會或嫌

隙的源頭，因而破壞了彼此友好的關係，甚至擾亂了班級的秩序和學習。「輕聲

細語」的表達方式是與他人展開禮貌性溝通的第一步，語調不輕率而且音量大小

也適中，交流分享時，才不至於破壞了談話的心情，也影響了彼此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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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討論課是學生第一次嘗試用他們自己的「道理」和「方式」和同學溝通，

而藉著「我們太大聲了嗎」這件事「機會教育」，讓學生深刻感受到自己和同學

之間的溝通、交流的方式，是需要多一點禮貌和溫柔的，他們清楚的知道，這是

需要再學習修正與改進的地方，我想平常再多的說教，也抵不過他們這次親身的

經驗！ 

（二） 「誰要分享呢」？ 

「今天在時間上的掌控大致還不錯」（省 2020130129），但是，最後剩下

幾分鐘的時間，讓小組分享討論的結果或是個人的心得分享，卻「沒人自願」（觀 

2020130129），教室陷入一片靜默和尷尬的氣氛中。 

仔細想想，發生無人分享的情況，大概可以分為二方面來討論，一個是學生

個人發言的習慣，二是班級的環境。平常學生是否有發言的機會或主動發言的習

慣呢？除了學生自身的個性要考量之外，還有老師是否也提供或創造發表或分享

的機會呢？因此，我開始檢討自己的教學慣性，在班上，經常說：「請大家安靜」，

太少鼓勵學生對話；又或是「直接規定」的方式解決班級事務，亦鮮少詢問他們

的意見或真正的想法；教學時，他們經常是沒有意見的表現，若一定要有人發言

回應的時候，我也習慣用抽籤「強迫中獎」的方式來決定人選。「這一堂課，我

突然要他們『主動的』、『自願的』站出來分享，以『我們』平常的習慣來說，

確實是一件『有違常理』又『強人所難』的事」（省 2020130129）。 

而針對班級環境的部分，根據黃永和（2010）文獻資料，以班級為學習的社

群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他認為教室本位學習社群的實踐，有助於學生學

習經驗的改變：學生的認同感增加、更主動積極參與學習、具有能力肩負更多的

學習責任、更具有與他人合作的能力與態度、更樂於協助同儕的學習，以及良好

的學習成就。 

換句話說，班級經營在支持的系統下，教師除了重視學生個體主動的學習之

外，還可以鼓勵學生，透過同儕關係互動的互相支持，增加他們與同儕合作與對

話的機會。所以，當有人發言的時候，老師和同學之間能否表現出鼓勵、肯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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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因素，與他人之間的互動情況，深深影響環境的氛圍，

唯有彼此相互支持和肯定，才有可能共同創造與發展一種「有序」、「關愛」、

「合作」、「討論」與「探究」的學習環境與班級氣氛，成就更多更豐富的學習

經驗。 

這個論點啟發我，接下來的閱讀討論課，不論是在教學習慣上，或是態度上

都要盡量的鼓勵他們，支持他們，以小組討論的方式，提供學生一個彼此溝通、

對話交流的機會，使班級的環境蘊藏「有序」、「關愛」、「合作」、「討論」

與「探究」的學習氣氛，進而改變學生的學習經驗，也改善「沒有人願意分享」

情況。雖然面對這樣的情況我並不驚訝，但心裡卻還是有點兒沮喪，「慢慢來吧」

（諍 20130222），阿名老師這麼鼓勵我。 

綜合上述二點，熟悉階段是學生第一次嘗試用自己的道理和理解的方式，但

忽略了保持良好語氣和適中音量的禮儀，閱讀討論課可以提供學生練習「輕聲細

語」禮貌的溝通方式。而研究者平常「請大家安靜」、「抽籤決定」，鮮少讓學

生自由發言的機會，或「直接規定」班級事務，鮮少詢問他們的意見，這些教學

的慣性，制約學生分享的意願，也是要積極改善的部分。 

溝通的禮貌、教學的習慣，看似稀鬆平常的事，卻都點點滴滴著實地影響了

學生發展與他人互動的關係、班級氛圍和學習的成效。在學校學習的時間佔據九

年級學生的大部分，而身為導師的我也是和他們相處時間最長的人，換句話說，

導師和班級的氣氛，影響他們的生活和學習恐怕也是最多的，因此，在教學時，

我更應該要有自覺自省的能力，而且力求調整和改進。倘若我期待他們可以有什

麼樣的表現，那麼平日我就應該給予他們類似的學習經驗，在班級經營，我更應

該落實「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的道理。 

伍、 運用階段的教學歷程與省思 

一、 教學歷程 

本單元教學的引起動機的部分，讓小組成員先檢視自己與同儕相處時是否

有嘲諷同學或被嘲諷的經驗，進而引導他們反省自己意志軟弱的時候，或是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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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惑的心情，再藉由閱讀故事內容和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融入議題討論，而提

出具體的應對方式，促進和諧融洽的班級氣氛。 

開始分組時，我宣布「不與上一堂課的組員同組」為原則，此令一下，學生

歡樂的笑聲與桌椅搬動的吵雜聲，稍微停頓，然後，他們又繼續笑著、更換著座

位，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分組的心情。 

接著，請學生自我檢視的題目是「自己在和同學相處時，是否曾經嘲諷同學？

或被同學嘲諷的經驗？」，涉及「霸凌」相關的校園議題，平日學校老師在集會

的時候，經常性地廣播宣導，學生們很熟悉這個議題，但是，在檢視自己的時候，

心中的那把尺特別敏感，到底是從寬認定？還是嚴格遵守？勾選時，讓他們很猶

豫，如「話說太快，不小心傷到同學也算是嘲諷同學嗎」（觀 20130131），因

此，大部分的同學都小心翼翼的，塗改的情形也明顯增加，因為，勾選後又擔心

被同學反駁。接著，請學生自省「自己面對誘惑或意志軟弱時候的心情」，以發

揮同理心。 

（一） 【獨立閱讀】 

• 活化先備知識 

各小組成員善用瀏覽圖片的方式或以 KWA 的表格進行活化先備知識，也

有填寫印象表格，或是運用預期指引的方式，有效率地啟動全組一起閱讀的動力。

此次上課的模式與上次相仿，所以，小組都能快速地進入閱讀的狀態，過程中，

幾乎每一組學生都能專注閱讀，而且他們需要研究者協助的情況明顯減少。 

• 提問 

大部分的組別都能夠在短時間之內，順利又快速地完成提問的任務。 

• 搜尋資訊 

在資訊的搜尋的時候，各小組更能掌握技巧，而使結果更聚焦，答案的呈現

比較有邏輯性，而非無厘頭式地表達，如「影響風箏飛昇的因素有哪些？」（學 

20130131-27.29.37.39.42），或是「把餅乾全部拿去餵小鳥，是最好的方法嗎？」

（學 20130131-02.04.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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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本討論】 

• 摘要故事 

各組成員大多以整篇故事為單位，提出故事的重點，顯示學生均能快速的掌

握重點，並完成故事摘要的任務。 

• 詢問並提出異議 

故事內容很簡單，所以，組員的詢問和意見也相對「友善」，分享的歷程中，

各小組內的論點都沒有相互挑戰或批判的場面，反而多了一些「自編故事」的爆

笑結局。 

（三） 【形塑一致性概念】 

小組成員先彙整組織圖的架構與內容，再一起建構故事，並重新命名，最後，

針對議題提出一個大家都認同的，而且具體可行的方法，時間約為 15 分鐘。 

• 繪製組織圖 

小組作品架構都能呈現出故事的脈絡，但是，還是有一些組別繪製的組織圖

呈現出太過瑣碎的訊息。 

• 建構故事 

閱讀步驟，已使學生能掌握住故事的重要情節，因此，建構故事時，他們表

現出如魚得水的樣子，大家開心地合力完成，大功告成。故事閱讀分享完畢之後，

先以故事內容中所提到的可行辦法，整合大家對故事的命名的共同想法，以故事

〈The kite〉重新命名為例：  

 

S35：故事的意義是永不妥協。 

S31：是笨小鳥，鳥一直嘲笑別人，卻又不是最厲害的，最後還被別人超越了。 

S12：我覺得是努力的力量。 Frog 和 Toad 不放棄，持續努力的力量，讓風箏飛上天。 

S09： 我也覺得小鳥不是主角，應該比較強調不放棄的精神，我支持不妥協。（觀 20130131） 

 

小組內成員先互相輪流分享自己的想法，接著，再討論組員一致認同的可行

方法。最後，則是進行全班的分享與回饋活動，時間約為三分鐘。基於上次沒人

有意願分享的情形發生，這一次，巡察的時候，我更加留意各小組成員對話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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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當我聽到不錯的想法，就會先立即讚美：「很棒」、「有亮點」（觀 20130131），

以「正增強」的方式鼓勵學生發言，另一方面也順勢「綁樁」，雖然學生的反應

呈兩極化，如「 S37 馬上豪爽地答應『好呀』，而 S08 則會害羞地推辭『老師，

我不敢啦』」（觀 20130131），不過總算是有人願意公開分享了。 

根據我的觀察，學生討論的聲音大小似乎與上課的熱情呈正比，特別是「導

師」的課，情況更為明顯，因此只要在不干擾別班學生學習的情況下，我彈性給

予小組成員，偶爾需要「放聲」討論和嬉笑的空間，事實上，他們並不會因此而

毫無節制，他們的音量雖然大聲，但是仍是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問題是，他們

所討論出來的「標準」答案，也是可被接受的嗎？ 

二、 教學省思 

針對討論學習單與課後回饋心得單，學生「反射動作」總是會寫出一些「包

君滿意」的正向答案，但是，這是他們心裡真的是這麼認為，還是「標準答案」

中毒太深？而我也嘗試在自己的教學慣性中尋找突破的可能性，而進行省思的時

候，親身體驗「教學相長」的道理與蛻變，這是進行此項研究的目的之一，同時

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最赤裸殘酷的自我批判歷程。 

（一） 答案是「真」還是「假」？ 

討論學習單上，大部分的學生也經常勾選「非常有幫助」、「非常有趣」，

「非常」二字乍看之下，似乎是學生對於課程學習的極高的評價，也是一個令人

開心的教學成效的結果，但是，根據我的觀察，學生在面對與分數無關的問答，

經常是投『師』所好的回應。而情意的價值與態度要能具體的實踐在生活中，才

算是達到一種內化的高層次階段，縱使他們勾選「非常」的選項，「價值判斷」

和「內化」畢竟是有一段距離的，我還是會持續觀察他們日常表現的態度，而使

研究的資料蒐集地更加周延。「所以，你現在還要再化身變成一個 detective 了

嗎？」（諍 20130222）阿名老師開玩笑說。 

根據江南發（2003）的研究，在老師的權威脈絡下，學生能夠預測老師喜歡

什麼答案，而投其所好，這不失為一個好的影響。他指出青少年需要外面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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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所以「想像觀眾」（imaginary audience, IA）對於這年齡階段的青少年相

當重要，因為「想像觀眾」可以促使青少年樂於學習，做為一種動機力量，是一

種積極面的良好影響。 

學生在學校生活中的與老師之間的反射或關係，如： 

 

拉崗的鏡像階段 （mirror stage） 也提到人類生活中的新文化在「想像」、「象徵」與「現

實」等三個元素又彼此互相激盪，在這種不停的激盪中，組成了人們所生活的世界。而鏡

像亦包括他人看待我們的眼光與我們對於自我的反映，換言之，自我的形成過程中夾雜著

許多不同的鏡像反射，這些鏡像亦包括與他人的互動及意見的交換。（李昱宏， 2008 : 

59） 

 

試想，我自己在求學的階段，也經常「有意」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

贏得老師的稱讚，成為乖乖牌（teacher’s pet），隨著年紀增長，我仍然還是會想

要把自己「包裝」成人見人愛的「好」人。「追求好，還要更好」，我自己的成

長學習經驗是如此，學生也是如此，這是人之常情，因此，對於學生寫的「非常

好」的答案，我也許可以大方地接受，無須再多費心思，「疑神疑鬼」了。 

李淑芬（2002）以 1980 年 Selman 所提出的認知發展階段解釋，此階段的

學生已能取替他人的觀點，了解他人思想和意向的能力，以及對於人們的觀點如

何相互關聯、協調的發展性了解（developing understanding），並且蘊含社會性要

素。學生在認知上已經能夠「非常」認同，把「非常有趣」的學習經驗感受，在

日常生活中多提醒或鼓勵他們，順水推舟的方式，正增強的力量，真正落實「非

常有趣」的學習歷程。 

（二） 成長是「苦」也是「喜」！ 

教師對於自己的教學負責任的態度就應該具體實踐自我批判的省思中，教

學與省思的同時，也是讓自己蛻變成長的時刻，照理說，成長的時刻是一個值得

開心的時刻，但我必須承認，這同時也是一項極具煎熬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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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老師教學年資有多長，就是代表心裡的防禦指數有多高，臉皮就

相對地薄，而我自己本身一下子之間，卸下「專家」教師的心防，還要邀請同事

阿名老師入班觀察，接受同事的批判，我是既矛盾又痛苦，轉而向指導教授求救，

老師鼓勵我：「這才是行動研究最珍貴、最有價值的地方」（授 20130313）。 

此行動方案的教學歷程中，從教材內容、教學實施、學生反應與自我的省思，

透過指導教授的提點和阿名老師的諍言與回饋，都給我很多的刺激，讓我真正平

心靜氣的檢討，在課程循環的歷程，讓我有進階之梯，有「長善」的機會。「有

機循環的教案最精粹，不斷學習的老師最迷人」，這句廣告詞來說明本行動研究

的歷程，應該是最貼切的。 

陸、 小結 

探索期三階段課程進行後，研究者的發現與調整，整理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探索期的發現與調整 

發現 調整 

1. 學生好奇而且接受以 CORI 閱讀討論模式

進行閱讀討論練習。 

2. 各小組成員均可以依序輪流發言與同學間有

良好的互動，雖然有的時候他們的聲音稍微

大聲，但經提醒後情況獲得改善。 

3. 小組成員都能互相合作迅速，完成學習單。 

• 繼續推動 CORI 閱讀討論模

式，並立即性的讚美學生有秩

序的發言，與鼓勵學生合作迅

速的表現。 

4. 有同學對於表現不理想的同學，會表現出比

較沒耐心。 

• 關於對同學沒有耐心的行為

表現，下次可以立即糾正學

生，或給予引導讓他們可以學

習對他人同理包容。 

5. 雖然學生很喜歡和同學一起討論的感覺和氣

氛，但是真正扣緊議題討論的時候並不多，

大部分的人通常是在聊天。 

• 提醒學生討論時應聚焦，勿聊

天，同時注意說話的音量。 

6. 很多學生覺得「提問」很困難，他們不知道

如何解決，也沒有蒐集資料習慣。 

• 關於提問的操作方面，可以再

提供多一點引導和練習的機

會，降低學習的困難。 

• 針對學生沒有搜尋資料的習

慣，可以在學習單加入此部份

的練習或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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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以 CORI 的閱讀策略與討論為基礎所設計的探索期課程，主要

是以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而達成學生熟悉原文故事和 CORI 的閱讀策略

與討論模式的上課方式，這是屬於一個試探、嘗試的階段，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不盡完善的部分，研究者省思後，為符合學生的需求，進度的擬定與教學者的心

態都需要再調整，除了將理論實踐於教學，更需考量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核心價

值。因此，行動期的教學方案仍秉持問題解決的方式，繼續帶領學生挑戰長篇英

語小說的閱讀學習、議題的討論與友誼概念的形塑等三個部分。  

第二節  行動期 

經過探索期三階段的課程讓學生熟悉英語閱讀讀本和 CORI 的閱讀討論

模式，接著，行動期將繼續閱讀與討論的課程，共分為閱讀與討論階段、形塑一

致性概念等二個階段。行動期課程仍繼續採小組合作學習方式，揉雜閱讀策略，

內容含括導讀希臘神話故事、介紹《The Lightning Thief》原著小說與作者，也融

入電影欣賞，活動部分則以故事接龍、議題討論、繪製組織圖等方式，提供小組

與小組成員間互動的機會，增進班級團體的和諧氛圍。每週一次利用英語輔導課

和第九節的班務時間，進行 90 分鐘，共計八次。2 

壹、 教學目標 

行動期的教學目標有四個，分別為（一）帶領學生了解希臘神話故事，包括

希臘神祇的名字、祂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和典故；（二）形塑「好朋友的意義」概

念；（三）促進有序、關懷、合作、討論與探究的班級氣氛；（四）提升學生的

英語學習態度。 

 

 

                                                 
2 2 月 23 日、3 月 21 日與 4 月 11 日因故課務調整，此三週都各多了一次閱讀與討論課程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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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學材料 

為達到行動期的教學目標，研究者以希臘神話故事自行編製 PPT 做為教學

材料之一，同時運用作者的網路資源（Welcome to the Online World of Rick Riordan）

融入教學，期間亦播放原著改編之電影：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進行教學活動。

然後，閱讀原著小說《The Lightning Thief》，第一章至第八章，並且搭配研究者

自編的閱讀學習單四、五、六、七與討論單三、學生書寫的閱讀手札等內容亦同

為本階段的教學材料。 

參、 閱讀與討論階段 

一、 教學歷程 

閱讀與討論階段即是學生累積新單字的量與小說的閱讀量，長篇小說的閱

讀，對學生來說是一項新的閱讀體驗，過程中他們必須改掉「字字都要認得」的

閱讀習慣，才能達到快速閱讀的目的。 

本階段共計上課七次，教學的主要目標是希望學生能夠了解希臘神話故事，

熟悉宙斯、波塞頓、黑帝斯、雅典娜、波西、安納貝斯、火神、戰神等重要眾神，

還有他們之間的關係，並對文本內容和作者有基本的認識之後，再進行文本的獨

立閱讀，並同時配合閱讀手札進行記錄，最後，小組合作完成學習單與故事分享，

教學歷程如下說明。 

閱讀階段的課程仍以小組的方式進行，每組成員最少三人至多六人，大多數

的組別成員為六人，呈現額滿的狀態。 

（一） 【獨立閱讀】 

• 活化先備知識 

閱讀之前，研究者主要以講述的方式，搭配自製的 PPT 介紹希臘神話中重

要的神，與以網路資源 Welcome to the Online World of Rick Riordan 介紹作者 

Rick Riordan 的背景，用導覽和導讀的方式讓學生熟悉神話故事中眾神、寶物與

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且簡單介紹讀本中重要人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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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利用週六補課的時間，商請國文與理化老師支援，連著班會課的時間

欣賞原著小說改編的電影版，引起學生很大的迴響，例如：「電影能使我清楚了

解故事內容，並對小說的閱讀更加有興趣」（記 20130223-17），或是「聽 S 27 

同學說電影和小說內容有一些出入，我已經開始期待和同學一起閱讀小說了」 

（記 20130223-05）。 

 

• 提問 

小組成員須根據閱讀學習單進行獨立閱讀，學習單「check it」的部份必須

找出句子的段落和行數，並且依據小說內容進行內容勘誤，如學習單二的題目： 

 

42.            “ Keeping tabs（密切注視）on you. Making sure you were okay. But I wasn't 

faking（冒充）being your teacher,”  he added hastily（匆忙地）. “I am your brother.”  

Page:   44   Column:          Paragraph（s）:           

 

學生必須閱讀小說的內容後，才會寫出答案是（X）；把 your teacher 要改

為 your friend 和 your brother 要改為 your friend ，並計算行數 Column : 19 和

段落 Paragraph（s）: 6 ，如此才算完成 。學習單中「check it」的工作內容繁雜，

所以，學生各個都表現出相當困難的樣子，因此也有的學生覺得「無聊」（記 

20130223-28）或「很煩」（記 20130223-01）。雖然如此，各組成員還是利用很

多方式一起合力完成，他們分配閱讀學習單工作的方法不盡相同，有的組是組員

平均分配頁數，有的組是平均分攤句子，還有的是採認養制，也有全組一起找，

各自都有一套規則。 

在此之前，班上已有幾位同學，他們對希臘神話故事相當熟悉，或是甚至有

些人已經讀過《波西傑克森》的中文譯本，因此，課堂中有關於故事的情節的提

問時，他們都能主動並且順利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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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資訊 

完成「check it」的活動，需要彼此合作，一起確認，所以學生都非常積極投

入，班級互動氣氛也相當熱絡。雖然我沒有訂定獎賞的規則，但各小組間暗中較

勁，每個人專注的神情，他們積極閱讀小說，完成學習單的衝勁十足，籠罩在緊

張忙碌又競爭的氛圍中。過程如學生在小日記中反應，如圖 4-2-1（記 20130315-

40）所示。 

 

 

圖 4-2-1    S40 個人小日記 

 

註：閱讀課能夠大家一起分工，真是太棒了！享受跟同學再一起的快樂時

光，彼此有說有笑，我想這才是青春吧！只是有一點我覺得非常好笑，就

是明明沒有要分名次，但是大家全部努力地快速查找，搞得頭都運轉過熱，

○班都快燒起來了。這樣閱讀真的很棒！不會沒有人沒事做，又可以了解

故事內容，享受青春美好的快樂時光。  

 

（二） 【文本討論】 

• 摘要故事 

最後，各小組依據閱讀學習單，即能快速掌握故事重點，完成摘要的任務。

有的小組合力念出閱讀學習單，再一起討論故事情節；有的組則是有專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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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逐句翻譯給大家聽，享受聽故事的樂趣，如圖 4-2-2（記 20130315-10）所

示；還有的小組，則是暗藏中文譯本，一邊對照看一邊說。 

本階段先以講述的方式介紹希臘神話與讀本，說故事和看電影的方式讓學

生熟悉神話裡的眾神與讀本的角色，引發學生對讀本的興趣，降低學生對英語小

說的排斥感。雖然學習單的設計有些煩雜，但是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的，回應的

狀況良好。 

 

 

 

 

 

 

 

 

圖 4-2-2    S10 個人小日記作品 

 

• 詢問並提出異議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課堂裡專注又好奇的神情，逗趣又奇幻的對話，教室

裡交織出一片輕鬆又和諧的閱讀討論氛圍。學生們喜歡聽故事，他們對希臘神話

充滿好奇心，第一次上課介紹時，他們都表現出十分專注的樣子，而當有人舉手

問著逗趣又富想像力的問題，就有人能夠主動又富有耐心的回應解釋，教室裡，

頻繁的對話交織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理解與友善的課堂景致。以路克的寶物--飛鞋

為例： 

 

S14好奇：真希望我也有一雙飛鞋，這樣我就可以環遊世界了。 

S01：你去買 converse 的帆布鞋，我幫你做（翅膀）呀。（觀 201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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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上課時的輕鬆畫面，和我平常在課堂中嚴肅地要求他們：「這個很重要，

把它圈起來」，「這個一定會考，螢光筆畫起來」，「把它註記在旁邊」，經常

提醒他們要專注又安靜地上課的氛圍，很不相同，而我自己也正在享受這份寫意。 

二、 教學省思 

針對學生在學校的英語學習經驗而言，他們從來沒有閱讀過長篇英語小說，

而小說的單字量、篇幅長度與閱讀習慣在在都是考驗，我十分擔心這些落差會影

響學生的閱讀意願或導致他們排斥的情況，於是設計了閱讀學習單，以提供協助，

但效果不彰。雖然考試壓力和閱讀原文小說的困難一一試煉著學生，但是他們仍

然用心體會，把握與文本（主角或作者）對話的機會，踏實地耕耘自己的閱讀園

地，反應在他們書寫的手札詳實的記錄中，而且內容多采多姿，令人佩服地五體

投地。 

（三） 老師，我被「K毆」了啦！3 

我認為編印閱讀學習單和閱讀手札是最能夠積極地幫助學生的方法，而使

閱讀討論活動能更順利地進行，所以除了註記生字的中文之外，也特別加註 KK 

音標與詞性，提醒學生念法和文法，縮小學生與文本之間的差距。但是這麼做似

乎沒有降低學生閱讀英語長篇小說的難度，或激發他們更高昂的意願，如 S37 同

學表示：「雖然老師有 KK 音標，但是我還是不會唸呀」（記 20130223-37），

或是「好多單字，好難」（記 20130301-07）、「句子都會卡住」（記20130222-

43）、「一頁比一頁難，使我看下去的意願稍微降低了」（記 20130301-28）。

有的時候，他們還會發生在每個單字都認得的情況之下，卻不瞭解意思，如「我

還是沒辦法把它翻得像中文一樣」（記 20130222-43），或是俚語的理解，如 do 

a one-eighty 的意思，對他們來說又是另一項挑戰。 

為了能再更積極幫助學生，阿名老師建議：「獨立閱讀後，小組一起說故事、

分享的時間再長一點」（諍 20130314），因此，我在閱讀學習單六與學習單七中

                                                 
3學生通常回應「OK」，即表示一切沒有問題；反之，他們用「KO」來表示情況不佳或大事不

妙。於此，研究者借 KK 音標把學生搞得暈頭轉向的情況，取其諧音以「K 毆」下此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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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註記俚語的意義，而且刪除了閱讀學習單「check it」的設計，不再讓學生花

時間計算行數和段落或尋找錯誤，以提供學生有充裕的時間進行說故事和分享的

活動，貼近學生學習的需求。利用小組說故事分享的時候，辯證文意，監控成員

的理解與學習，我則是更加頻繁地巡察，以提供他們更即時的支援。 

（四） 同學，我真的很Orz耶！4 

當初設計閱讀手札的目的是在學生各自獨立閱讀後，針對小說文本進行記

錄，包括他們印象深刻的情節、記錄新學會的英語單字或句子，再練習英文的造

句，最後寫下自己對文本的感受，或因好奇而對情節進行猜測。為了培養學生一

邊閱讀，一邊記錄的習慣，提供學生練習書寫英語與邏輯思考的機會，而另一方

面，是希望他們能夠擷取小說中重要的情節，再連結他們的生活經驗，體驗一種

深刻而有意義的閱讀經驗，在獨立閱讀時能與作者或主角產生共鳴，豐富個人閱

讀英語長篇小說的經驗，另外，在討論的時候，他們也能有所本而且言之有物。 

九年級的學生平日功課繁重、生活忙碌，每週僅進行一次的英語閱讀討論

課，再加上他們對閱讀原文小說的勝任情況，不甚理想等因素之下，我其實並不

特別期待他們在閱讀手札上的表現，以為他們會以敷衍的態度草草了事，但相反

的，他們的閱讀手札不但記錄情況十分良好，而且內容豐富，顯示學生都能夠善

加利用閱讀手札。 

例如圖 4-2-3（閱 ch1ch2-14），學生 S14 對書中 Mr. Brunner 老師嚴格要

求波西，在閱讀手札「感同身受」地把波西的心聲抄錄下來，彷彿波西就是她的

同學，順便道出了她自己身為九年級的學生，生活面臨極大壓力的心聲與無奈。 

而圖 4-2-4（閱 ch3ch4-38）則是學生 S38 在閱讀手札中註記波西被繼父 

Gabe 大聲喝斥後，心裡所發出的不平之鳴， S38 同學對波西發揮同理心，決心

和他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幻想對繼父 Gabe 的重要部位，踹一腳，讓他狂吠亂吼

的聲音，立刻變成女高音的調調。阿名老師看了學生的作品也頻點頭稱讚：「Wow! 

                                                 
4 Orz 這是網路「佩服的五體投地」的用語，用三個簡單的字母組合，看起來像是一個人低著

頭跪倒在地上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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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都很認真寫」（諍 20130321），我心裡也與有榮焉：「真是讓人 Orz !」。 

 

 

 

 

 

圖 4-2-3    S14 個人閱讀手札作品 

 

註：P 7    But Mr. Brunner expected me to be as good as everybody els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have dyslexia an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Mr. Brunner 沒有因為 Percy 的成績不

好而放棄他。 Mr. Brunner 的期望給 Percy 很大的壓力，處在九年級的我們同樣備受

期待，讓人力不從心。  

 

 

 

 

    

 

圖 4-2-4    S38 個人閱讀手札作品 

 

註：P 35    Maybe if I kick you in your soft spot, I thought. And make you sing soprano 

for a week. ∴ soft 柔軟  spot 丘疹   soft spot 要害  有趣的結合與敘述！  

 

 



86 

 

（五） 同儕共讀，交織和樂！ 

雖然文本中的生字、俚語、翻譯或文意理解等因素都會造成學生在閱讀上的

困擾，但是，在故事討論與分享時候，還是經常聽到他們哈哈大笑的聲音，他們

有人因翻譯錯誤而造成誤解，引用書中的台詞告誡同學，如圖  4-2-5（記 

20130308-01）所示。 

 

 

 

 

 

 

 

 

 

 

 

 

 

 

 

 

 

 

 

圖 4-2-5    S01 個人小日記 

 

註：我說「這樣很好玩」。今天（第八節）輔導課在看波西傑克森，我很認真看，但是

只能翻譯我看得懂的，結果一句「襪子很合腳」被我（fit）翻成「襪子長得很均勻」 

S14 和 S11 都快要笑死了，我趕緊接下一句「That’s not funny, Percy. It’s not funny at 

all!」 

 

有的時候他們在小日記中的感想是苦中作樂，模仿故事角色的聲音或動作，

如圖 4-2-6（記 20130308-07）所示。小組分享與討論的時刻是成員互動最頻繁

的時候，也是笑聲最多的時候，如同 S29 同學在小日記上分享：「閱讀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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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讀所以悅，和朋友議，朋問，則友答。樂在其中，所以喜歡、喜愛而心歡」（記 

20130301-29）。 

閱讀與討論階段是學生嘗試閱讀英語長篇小說的歷程中，學生彼此相互幫

忙翻譯或解釋，在這個階段累積了一些閱讀的基礎功夫與部分故事內容，在和諧

的氛圍中，還有人搞笑模仿，他們一起享受同儕相處的共讀時光。閱讀階段是為

了進行下個階段討論的議題，研究者將引導學生針對故事主角波西與格羅佛兩人

的關係，進行「真朋友」議題的討論，形塑小組一致性概念的活動。 

 

 

 

 

 

 

 

 

 

 

 

 

 

 

 

 

圖 4-2-6    S07 個人小日記 

 

註：心得，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書上寫的單字好有趣，S40 就一直學那個角色講話，讓

我們想叫他安靜卻又覺得好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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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 

一、 教學歷程 

閱讀階段時學生所累積的閱讀範圍，為討論階段的內容範疇，但他們的閱讀

速度稍慢，而進度也不多，因此僅讓學生針對故事主角波西與格羅佛之間的關係，

再連結自己的交友經驗，融入概念圈的概念討論模式，最後，討論形塑小組一致

性的「真朋友」意義。 

本階段採分組的方式，進行討論階段的課程活動，讓學生以三至六人自由成

組，為了讓他們盡量多認識「舊朋友」，所以我向學生再次說明「不與上一堂課

的組員同組」為原則。當他們面對有些陌生的「舊朋友」，難免有點「怕生」，

但是分組的過程還是很和諧、順利，進入【形塑一致性概念】。 

• 建構故事 

小組成員必須先參閱自己的小說讀本、閱讀學習單和閱讀手札等資料，以喚

起個人印象深刻的情節內容，此獨立閱讀的時間進行約為 15 分鐘；之後，再由

組員一起輪流說一次第一章至第八章的故事大意，活動進行約為 20 分鐘。 

• 討論「真朋友的意義」一致性的定義與共同推選「我心目中的格羅佛」 

進行小組討論之前，成員必須先獨立思考下列問題：（1）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friend like Percy even though he’s always in trouble? Why? Or why not?  （2） 

Whether do you think Grover is a good friend or not? （3） As what / how do you 

describe Grover? （4） Have you ever had a friend Grover? How was he or she like? 

（5）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 good friend? 等五個題目並寫下答案，時間進行約

為 25 分鐘；然後，小組組員輪流說出自己的答案，最後，所有的成員必須對此

五個題目的答案，產生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定義和答案，時間約為 25 分鐘。下課

前 5 分鐘則是採自願分享的方式，請同學與全班一起分享討論的結果或是討論

過程中的心得。 

二、 教學省思 

有鑑於探索期運用階段的省思，關於學生「真」、「假」答案的困惑，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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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說：「『標準』的答案反應了學生的價值判斷」（授 20130313），因此，她

建議運用情境題讓學生回答最真實的答案，避免他們投「我」所好。情意的教育

若卻沒有內化，也不算是成功，可不是嗎？  

（一） 你，願意嗎？ 

小組討論前，成員必須先獨立思考和書寫討論單的題目，為了避免學生寫出

「應然面」的標準答案，議題討論以情境題設計，「同理心」的方式誘發他們回

答平日與同學間最真實的互動情形。例如： 

 

今天討論的題目是以故事主角波西，一個有閱讀障礙、成績表現不佳又經常

惹麻煩的學生為例子，想跟他們做朋友，請問他們的意願，大部分的同學的

答案是「願意」的，理由是「每個人擅長的地方不一樣」、「我也有缺點需

要同學幫忙」、「他還有其他的優點」，果然他們思考交朋友或好朋友的時

候，考慮比較多的面向，不再只是線型的模式，這是值得鼓勵讚美的表現。

另一方面，其中也出現了讓我歡喜讓我憂的答案：「我不要」，理由是「自

身難保」，我看見了他們真實的想法，卻也憂心他們對同儕的「同理」情意，

推展的還不夠。 

但是當我再接著詢問那些願意的人：「如果考基測那天，波西的文具不見了，

而考試的鐘聲剛好響起，他想跟你借，而你也只有一枝筆，你還願意借嗎？」

有人很坦率的說：「不會借」，因為那是「關鍵時刻」，還有人拋出了：「那

要看是誰啊？」結果又淪於特定對象的討論。（觀 20130322） 

 

這個議題，真的很難有正確的答案，「幫忙到什麼程度，才算是符合好朋友

的定義」，很多的時候，就連我自己，雖然相對於學生有較多的人生經驗，仍然

無法給他們什麼適切性的意見，結果最後是大家都同意「看情況」做決定。這樣

的討論過程，反而刺激學生連節過多的生活經驗，透過許多情況的討論，而獲得

更多的想法或可以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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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968 年 Elkind 的論點，他認為友誼是建立在自我肯定（self-definition）

與利己（self-interest）的自我中心需求，而不是在相互關注和休戚與共之上，甚

至帶有「剝削的性質」（exploitative nature）。Elkind 的論點聽起來很刺耳，但

是，卻每天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以學生生活的例子而言，譬如，「教室裡最常

發生的就是上課吵鬧的人會被老師處罰，你會不會把吵鬧的名單交給老師？」現

實生活中，「會」或「不會」，「要」或「不要」，這些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答案，

因為背後所考量的因素可能牽涉的層面廣大而複雜，所以，「看情況」似乎是一

個富有極大彈性的思考與回應的空間。 

反觀，坊間針對青少年的文本，故事裡的情節鋪陳總是過於簡單，比較難有

性格「渾沌不明」的人物角色，或是像現實生活一樣，彼此糾結複雜的關係，「好

人」與「壞人」總是形象分明，容易判斷答案，可是，生活中遇到「什麼是好朋

友」這樣的難題，確實難有明確或絕對的答案，但是可以透過辯證的方式，「看

情況」的討論中，學生聯結自己的生活經驗，也從同學的經驗中獲得解答，各種

情況的答案可適性，提供了一種概念性的原則，讓學生在處理問題時，具備多面

向的判斷原則，也多了彈性調整的能力，落實了閱讀討論課的真正目的。 

（二） 他，在哪裡？ 

接著，討論單再以格羅佛為主，故事中他是一位不良於行的身障生，在班上

與人為善，更是經常主動的幫助波西，讓學生思考舉例誰是班上的格羅佛。這樣

的情境設計主要是想讓學生不僅只是閱讀小說的故事而已，更希望他們能夠連結

自己的學校生活和交友的情形，並列舉班上格羅佛形象的典範，見賢思齊，潛藏

提升自己的力量與作用。最後，班上分享時，讓我「跌破眼鏡」也驚喜地發現，

小組分享的人選並不以成績為優勢，再者，名單的重複性並不高，七組的討論中

出現五個人選，在公開發表時，其他組的同學也會附和著：「我就說嘛」（觀 

20130322），可見每一個格羅佛都深得民心。 

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是以情境討論的方式，連結故事的人物與學生與同儕

相處的真實情況，他們的互動頻繁而班及氣氛熱鬧，討論中，他們慢慢凝聚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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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一致性的結論與人選。小組統整的答案讓我憂喜參半，一方面我驚喜他們能

夠多面向評斷友誼關係，而另一方面，我還需要和他們一起努力開展「同理心」

的情懷，畢竟情意教育的成效非立竿見影，內化的功夫是需要用時間一天一天的

灌溉學生的心田，慢慢累積的。 

行動期進行閱讀與討論階段與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二個階段課程，仍是一

個「試水溫」的模擬課程設計，初初學生的閱讀速度稍慢，所以文本的進度也不

多，活動多以分享閱讀心得為主，僅融入一次相關議題的討論。而學生在九次的

教學活動中，學生已經熟悉並能掌握 CORI 閱讀討論模式，再加上具「提綱挈

領」的閱讀學習單，他們嘗試修正自己的閱讀習慣，所以，他們在閱讀的速度方

面有明顯加快的趨勢。 

伍、 小結 

行動期歷經二個階段的課程活動後，研究者的發現與調整，參見表 4-2-1。 

表 4-2-1    行動期的發現與調整 

發現 調整 

1. 小組成員遵守規定且表現出良好的互動。 • 持續立即性的稱讚學生參與活

動的表現、小組團隊合作的表現

和勇敢念故事的表現。 
2. 學生大方接受我的讚美，幾乎每個學生都

開心參與閱讀討論活動，敢念出小說故事

的人變多了。 

3. 學習單的部分小組成員一起合力完成，而

且在故事接龍時，小組組員互相提醒和支

援。 

4. 上課討論的時間很有限，學生遇到不懂的

地方，比較不能多做討論。 

• 討論時間不足的部份，增加上課

時間，或減少閱讀進度，以提供

學生多一點討論的時間和需求。 

5. 雖然多數學生的學習單或閱讀札記上的

書寫紀錄很豐富，但很少有學生呈現分析

資料或整理資料的書寫情況。 

• 除了鼓勵學生書寫的狀況良好

之外，在分析資料或整理資料的

部份還可以提供示範。 

6. 新任的設備股長架設影音器材時，動作稍

慢，延遲影片播放的時間，班上多位同學

不耐煩且謾罵聲四起。 

• 把握機會教育的時機，示範主動

邀請其他同學協助，或擔任主動

協助的角色，避免時間浪費，而

引發爭吵使雙方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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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研究者擬行動期修正（一）閱讀進度（二）閱讀學習單與（三）

接龍活動的方式。在修正期，增加學生閱讀的範圍，以配合其閱讀的速度。而為

減輕學生在閱讀學習單中花較多的時間進行資訊搜尋的部分，刪除「check it」的

部分，提供學生更多小組組員互動的機會。另外，行動期故事接龍的活動僅以各

小組進行之，為增加全班性的互動頻率，亦擬擴大活動方式，以組為單位，進行

班級性的故事接龍活動，提供小組更緊密合作的機會，亦增添班級學生互動的機

會和樂趣，而達到促進班級氣氛和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的教學目標。 

第三節  修正期 

經過行動期二階段課程的教學與省思之後，調整增加閱讀的範圍進度和過

大故事接龍的活動方式，為修正期閱讀與討論二階段的教學方案，繼續循環歷程，

仍採 CORI 閱讀與討論的模式，以小組合作學習方式，完成《The Lightning Thief》

原著小說的閱讀與討論的活動，融入全班說故事接龍的活動設計，共進行七次，

每次 90 分鐘。 

壹、 教學目標 

修正期的教學目標有三個，分別為（一）小組形塑「何謂真正的朋友」概念；

（二）促進有序、關懷、合作、討論與探究的班級氣氛；（三）提升學生的英語

學習態度。 

貳、 教學材料 

為達到修正期的教學目標，閱讀與討論階段以原著小說《The Lightning 

Thief》，第 9 章至第 22 章為範圍，並且搭配研究者自編的學習單八至十二與學

生書寫的閱讀手札等內容為教學材料；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則以整本小說、學習

單四至十二與討論單三、四做為教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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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閱讀與討論階段 

一、 教學歷程 

閱讀階段則繼續推展閱讀文本的進度，小說的閱讀進度範圍是第 9 章至第 

22 章，共進行七次，每次 90 分鐘，閱讀學習單與活動的方式都略做調整，而

學生自我監控學習的部分則是融入全班說故事接龍的活動設計。 

開始閱讀之前，先進行分組，學生都能遵守「不與上一次的組員同組」的原

則，雖然是離開他們最愛的同學，但是，還是他們心情很愉悅開心地分好組別，

直接進入下一個活動歷程。 

（一） 【獨立閱讀】 

學習單刪除「check it」的活動，各小組在閱讀時，沒有太多的干擾，所以加

快了他們閱讀的速度，迅速的完成任務。  

• 提問 

在獨立筆記之後，大家一起針對故事內容進行提問，通常他們都習慣先想好

中文的題目，再合力完成翻譯英文的工作。至少提問二個題目，而提問的題目大

多很簡單，如  Why does Sally have to put up with Gabe? （問  20130329- 

04.09.16.38.43）或是  What did Annabeth throw to Cerberus?（問  20130419- 

03.04.10.11.14.17），進行約為 10 分鐘的時間，所以大部分的組別都能順利提問，

而且快速地完成任務。 

• 搜尋資訊 

有了上次的經驗，資訊搜尋的部分刪除「check it」的活動設計，因此，學生

節省尋找的時間，有利於各小組成員進行故事的閱讀與內容摘要的活動。 

（二） 【文本討論】 

• 摘要故事 

各組在搜尋資訊時，利用閱讀學習單均能快速的掌握故事的重點，並完成故

事重點的摘要活動，小組成員的互動頻率增加許多。接著，全班以組為單位的方

式，進行故事接龍的活動，時間約為 30 分鐘，這是一項讓全班一起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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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希望可以修正小組討論時的不足，也可以讓他們一口氣連貫故事的情節，

有人說故事，有人聽故事，沉浸在輕鬆和諧的氣氛，體驗全班一起閱讀與合作學

習的樂趣。 

• 詢問並提出異議 

他們花多一點的時間斟酌文意，增加共讀與分享的時間，約為 45 分鐘。成

員之間有充分的時間互動，交流的頻率大幅增加，除了組員可以藉此監控自己對

故事情節的掌握程度之外，也推展了小組閱讀的速度，學生成就感明顯提升，而

且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更緊密。 

二、 教學省思 

閱讀與討論階段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繼續推展文本進度，而且完成整本小

說的閱讀，為增加學生閱讀的時間，因此，原本應該在課堂中完成閱讀手札的紀

錄，改為課後完成，雖然閱讀時間拉長了，但是課後時間完成的閱讀手札品質，

卻令我十分擔心。而在全班接龍說故事的活動中，雖然以組為單位，但七嘴八舌

的情況下，故事說的完嗎？聽的清楚嗎？ 

（一） 不藏私的札記分享！ 

閱讀手札的書寫是配合閱讀的進度，學生利用課後時間，各自獨立完成，記

錄文本中印象最深刻的情節或故事的內容、新學會的英語單字或句子，然後，再

練習英文的造句，最後，寫下自己的感想。 

雖然這一階段閱讀手札的記錄是讓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完成，但他們不因

此而隨意搪塞內容，反而刺激他們利用時間，寫出更多更長的造句，下課時間，

學生也喜歡互相分享札記的內容，偶爾彼此恭維，有時互相調侃，玩笑之間，無

傷大雅，呈現一片和樂的班級氣氛。 

手札的內容，有的人編寫對話，也有人將小說的內容對應自己的生活經驗，

這些都是他們用心透過思考與讀本和自己對話的證據，讓閱讀不僅只是閱讀而已，

還能夠將文本內容與生活經驗做更緊密的連結，如圖 4-3-1（閱 ch9ch10-4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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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S43 個人閱讀手札作品 

 

註： P167   Booooom! The windows of the bus exploded as the passenagers ran for cover. 

Lightning shreddedba hudge crater in the roof, but an angry wail from inside to me Mrs. 

Dodds was not yet dead.  

原因：此段進入了故事較精彩的部份。此段敘述爆炸的部份，讓我想到了最近的爆炸

事件，像是波士頓的馬拉松，聽說中東也有發生爆炸事件。不過幸好這裡（書裡）的

爆炸不會傷及無辜。 

 

 

甚至有的同學還會畫插圖，更豐富、有趣的呈現閱讀手札的紀錄，如圖 4-

3-2（閱 ch20ch21-35）所示。 

 

 

 

 

     

 

 

 

圖 4-3-2    S35 個人閱讀手札作品 

 

（二） 不計較的同儕情誼！ 

全班進行故事接龍活動時，每一組都格外的謹慎，他們琢磨中文翻譯的適切

性，藉此機會修正了小組討論時的不足之外，也可以讓同學一口氣連貫整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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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還有一些人因此獲得了更多的成就感，享受沉浸在說故事和聽故事的樂

趣中，這個活動成了他們最喜歡的活動之一。有一次，阿名老師當場讚美：「我

也和大家一起享受了聽故事的樂趣」（觀 20130426）。 

活動開始前，各組派代表協調小組輪流說故事的順序，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會

考慮各組完成的進度，而分配說故事的章節的多寡，分配較多的小組總有一種「捨

我其誰」的俠士風範，義氣相挺，而分配少的組別也沒有占便宜的心態，反而有

「意猶未盡的感覺」（記 20130412-33）或是更積極扮演好聽眾的角色。 

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事情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公平對學生來說似乎是一件

極其重要，卻是老師很難達到的理想狀態，但是，接龍說故事在分配任務時，各

小組卻能夠不計較又發揮互助的情懷，兼顧了進度與和諧氛圍，真是一種難得又

令我驚喜的表現。 

綜合上述二點，閱讀階段時，雖然學生必須利用課餘時間書寫閱讀手札，但

是他們的態度十分良好，並不因為在課餘時間完成，而隨意敷衍，反而在札記中

連結了更多的生活經驗，而且英文的造句有越來越長的趨勢，有的學生甚至畫插

圖，表現出圖文並茂的作品。而在全班故事接龍時，組別之間並不計較故事篇章

的長短，分配、輪流的運作方式，井然有序，班級氣氛呈現一片融洽，不論是說

故事的人還是聽故事的人，在這一刻都享受著和諧又輕鬆的時刻。 

肆、 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 

一、 教學歷程 

由於上一個階段，學生已將原文小說閱讀完畢，而本階段先進行組織圖的繪

製，一次， 90 分鐘；再進入議題討論的課程，一次， 90 分鐘。討論的內容扣

緊故事角色波西、安娜貝斯和路克三個人的互動關係，進行友誼關係的討論活動，

其歷程如下說明。 

這個階段仍然以小組的方式進行課程活動，但是，分組方式開放為「組員可

以重複」，「自主」又「自組」的情況之下，所以學生們「成軍的速度更加快速

了」（觀 201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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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一致性概念】 

• 建構故事 

小組成員一起輪流分享自己印象最深刻的部份，特別是針對故事中波西與

安娜貝斯的相處，或是波西與路克之間所發生的事情。大家用自己的觀點來建構

故事，解讀友誼關係的意義，活動進行約為 45 分鐘。 

•繪製組織圖 

小組成員輪流說完故事之後，開始進行組織圖的架構討論，情節與人物的安

排，構圖的方式，大家意見都很多，但是每一組只有「一張紙的空間和一節課的

時間」，因此，此任務需要小組成員更多的溝通協調與統整，才能凝聚共識，一

起完成一張小組的組織圖作品。最後，各組的呈現的組織圖成果，表現各自精采

而多元，有公仔 Q 版的造型，如圖 4-3-3（圖 20130510-03.04.10），和架構清

楚的方式，如圖 4-3-4（圖 20130510-36.37.39.40）所示。 

 

 

 

 

                             

                     

 

  

 

 

 

 

 

 

 

 

圖 4-3-3    小組組織圖作品（一） 

Sally,Gabe, Poseidon                    Zeus           Ares 

（Jackson’s Mom, Stepfather, Father）        （宙斯           戰神）      

Annabeth, Percy, Grover 

Camp Half-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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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小組組織圖作品（二） 

 

• 討論「安娜貝斯與路克」與共同推選「班上的安娜貝斯」 

進行小組討論前，成員必須先獨立思考，下列關於安娜貝斯與路克的問題： 

（1） As what / how do you describe Annabeth?  

（2） What Annabeth did impressed you most?  

（3） Whether do you think Annabeth is Percy’s good friend or not? Why?   

（4） Are you “Annabeth” among friends? If yes, what have you done? Why? If 

not, will you try to be? Why or why not?  

（5）  Is there an “Annabeth” in your class? What has he or she done for 

classmates?  

（6） At the camp, Luke had tried training Percy to be stronger. In Percy’s quest, 

Luke was sincere about lending his flying shoes to him. But finally, Luke played a trick 

on Percy. Do you think if Luke was a good friend of Percy’s?  

（7） If you were Luke, what would you do to Percy? Would you still make your 

friend powerful? Would you lend your important thing to help your friend success? Or 

would you fool your friend? Why or 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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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s it good for you to have a friend like Luke? Why or why not?  

小組成員獨立思考時間約為 30 分鐘，各自寫下此八個題目的答案；接著，

小組內成員再互相輪流分享自己的答案，時間約為 35 分鐘；最後，小組討論以

統整大家的觀點，產出一致認同的結果或人選。過程中，成員熱烈參與，有的手

足舞蹈，有人激動的語調、誇張的表情，還不時聽到他們哈哈大笑（觀 20130503），

教室裡氣氛熱鬧而融洽。 

最後約 20 分鐘，進行全班的分享與回饋活動，各組公開發表，讓其他組別

的同學發現更多元的想法，這是個熱鬧又有趣的過程，活動中，學生的收穫如圖 

4-3-5（饋 20130503-14）所示。 

 

 
圖 4-3-5    S14 課後心得回饋 

 

二、 教學省思 

有了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採情境題的議題設計方式，引導學生願意開誠布

公地說出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因此，此階段的議題設計也承襲情境模式，主要

目標是讓小組成員針對故事中的主角波西、安娜貝斯和路克三者的朋友關係：是

敵？是友？亦敵？亦友？進行議題討論，而且對應班上同學的特質，誰是 

Annabeth 的最佳人選。  

（一） 感情是「吵」出來的！ 

小組成員在統整一個共同的人選或是答案的時候，除了音量大到讓人容易

誤會他們是在爭吵，但是如果停下腳步，細聽他們對話的內容，才會發現他們只

是「想說清楚自己的意見」（觀 20130503）罷了。雖然有時候面紅耳赤或是拍

手大笑，這些都是他們在閱讀討論課常見的模樣，歡樂輕鬆又有趣的討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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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感情更好了」（記 20130503-03）、「更了解他」（記 20130503-38），

讓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一道最美麗的弧線。 

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是以情境的方式進行議題討論，連結故事的人物與學

生和同儕相處的真實情況，他們由激烈論辯，強力說服，而統整出共同一致性的

人選與答案。他們公開分享安娜貝斯與路克的「對待朋友的態度」，顯示他們在

思考朋友之間的情誼是多面向的，不再以「絕對」的角度評斷一個人的價值，這

樣的討論緊密地連結了故事內容和學生的生活經驗，激盪對話的方式與形塑概念

的結果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學習過程。 

伍、 小結 

修正期歷經二個階段的課程活動之後，研究者的發現與調整，整理如表 4-

3-1所示。 

表 4-3-1    修正期的發現與調整 

發現 調整 

1. 小組成員調整自己配合小組活動，且表現出

良好的互動。 

• 稱讚學生小組團隊合作的表

現、勇敢念故事的表現以及主

動協助同學的表現。 2. 很多同學讀完英語小說表現出驚喜與歡欣。 

3. 全班故事接龍活動，有的組主動支援別的組。 

4. 他們討論時會給別人多一點時間思考，偶爾

讚美同學的表現，但對於表現不佳的同學，

有些人會加以指責。 

• 關於他們會對同學指責的部

份，顯示出學生對他人同理

心，發揮得還不夠，課堂中再

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須立即性

的示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

加強他們發揮同理心。 

5. 成員發言的時候，當同學質問或辯證時，要

再三確認同學的意思或自己的意思。 

• 鼓勵學生多多練習思考後，可

以示範或引導學生，有調理而

清楚的說出自己的意見。 

6. 學生面對問題尋找答案、蒐集資料或分析整

理的表現不佳。 

• 可以多鼓勵學生進行問題探

索的練習。 

 

第四章描述了學生在各期程、階段中學習的回饋與反應，還有研究者與諍友

阿名老師的討論和指導教授的意見，而進行省思與方案修正的循環歷程。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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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建構歷經探索期、行動期與修正期，各期別階段的教學實施、教學省思、方

案修正與再實施的循環過程中，同時也記錄著學生的學習改變與研究者累積專業

素養的過程。但針對研究目的而言，課程方案的建構、班級氣氛的改變情形與學

生英語學習的態度提升等的樣貌，究竟為何？歷程中班級氣氛有沒有提升，或學

生的英語學習態度有沒有改變呢？因此在第五章，從俯瞰的角度進行研究資料的

檢視，可以獲得一個全貌性的說明解釋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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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繼第四章歷程性資料描述後，研究者將於本章分別以質性和量化的資料，統

整說明本研究方案的建構，以及學生在接受本教學方案後，班級氣氛與英語學習

態度的改變情形，另外包括研究者的專業成長，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先說明班級

氣氛的提升情形，第二節闡述學生英語學習態度的改變情形，第三節則是敘述研

究者的省思與專業成長。 

第一節 班級氣氛的提升情形 

研究者於課程進行班級氣氛的觀察與變化記錄，而課程實施前後，亦對班級

學生進行「班級學習社群氣氛問卷」調查，綜合質性資料與量化的資料進行說明

班級氣氛的提升情形。 

班級氣氛題目是參考鄭克琳（2011）以 2010 年黃永和的班級支持系統的理

論架構進行量表編訂，以「有序」、「關愛」、「合作」、「討論」、「探究」

等五個向度進行研究分析。前後測的目的是為了補充說明在本教學方案前後學生

對班級氛圍的感知方面的差異，藉此了解 CORI 閱讀討論活動對班級氛圍之影

響。量表的前後測分數，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分別以總量表（如表 5-1-1）與

分量量表（如表 5-1-2）呈現研究的結果。 

 

 

 

表 5-1-1    班級氣氛量表之 t 檢定總量表（N=32） 

總量表 前測 後測 t 值 顯著性 （p 值） 

平均數 3.053（.791） 3.159（.755） -1.475 .075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其後括號內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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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班級氣氛量表之 t 檢定分量表 

構面 前測 後測 t 值 p 值（單尾）  

有序 3.180（.489） 3.336（.410） - 2.508 .024* 

關愛 2.927（.650） 3.011（.602） -.778 .222 

合作 3.397（.525） 3.616（.473） - 2.524 .009** 

討論 3.031（.437） 3.150（.454） -1.285 .104 

探究 2.844（.692） 2.844（.628） .000 .500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其後括號內為標準差。 

*p < . 05    **p < . 01    

 

壹、 自律與他律的交融 

學生表現在「有序」方面的改變情形，質性的觀察記錄是學生的回饋或小日

記，針對小組成員分享故事內容的時候，或是全班一起進行故事接龍的時候，大

部分的同學都能遵守班級規定，自我約束，有效的進行活動。 

從表 5-1-2 的分量表資料中可知，「有序」的後測分數有增加（前測 M=3.178，

後測 M=3.336），t 值為 - 2.058，p 為 .024（<.05），表示有顯著的改變。班級

氣氛在「有序」構面，不論是質性的資料還是量化的資料，都顯示出，學生在分

組進行方案課程時，充分感受到自己與同儕都能遵守班級規定，自我約束，有效

進行活動活動。 

貳、 同理與包容，稍嫌不足 

研究者觀察發現，學生在課程活動進行時，雖然有的學生會讚美其他同學的

優點，但是對於動作慢的同學，或是有同學不小心犯錯的時候，大多數的學生經

常表現出不耐煩，或惡言相向，甚至有的時候還需要研究者介入調停，他們會發

生這樣的情況，其實是因為他們對於同學之間比較沒有站在一個同理心的角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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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所以當同學表現不佳的時候，比較不能展現出包容或關愛的情懷，因此，學

生對同學的關愛還需要再加強。另外從表 5-1-2 分量資料顯示，「關愛」構面，

雖然後測的平均值高於前測（前測 M=2.927，後測 M=3.011），但未達顯著效果

（t = -.778，p = .222 >.05），這樣的量化資料的數據更加說明了，學生在班級氣

氛中的關愛構面，確實表現出不足的結果。 

參、 互助社群的形成 

研究觀察發現，學生在小組活動時，成員相互協助或分工合作的方式，一起

完成小組任務，當組員發生困難，其他成員會協助解決。而在班級故事接龍時，

組和組之間也會一起相互協助，完成故事接龍活動，班級中形塑一股互助合作的

氛圍。 

而由表 5-1-2 的量化資料中可知，「合作」後測平均成績高於前測（前測

M=3.397，後測 M=3.616），又 t 值的數據為 - 2.524，p 值是 .009（<.01），顯

示研究結果達顯著效果。量化資料的結果補充了質性的觀察資料，CORI 閱讀與

討論課程的前後，讓學生對班級氣氛中「合作」的向度，達到顯著的效果，是以

此方案課程確實達到提升班級「合作」的氣氛。 

肆、 表達與綜合，力有未逮 

根據研究者觀察，小組一起針對議題進行討論溝通時，成員之間的討論經常

是需要彼此多次詢問，或是有時他們必須反覆重述自己的想法，讓其他人了解。

雖然他們都能傾聽同學的發言，但似乎對於自己真正的想法，比較不能夠明白而

清楚的讓同學了解，因此，學生討論時顯現出，他們表達重點的能力似乎是需要

再加強練習的。另一方面，小組討論時綜合意見的時候，學生也會發生聽不出同

學想要表達重點的情況，所以也經常是在聊天，而不是在討論的狀況。學生的表

達與綜合同學意見的能力需要再練習和引導，這樣的現象亦可由量化資料的分析

結果做一個補充說明，由表 5-1-2 中「討論」構面結果不顯著（t = -1.285，p = .104 

>.05），凸顯「討論」的班級氣氛未能發揮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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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蒐集與分析，仍需練習 

學生在參與活動的時候，不太習慣資料的蒐集，或甚至是進行資料分析，會

覺得「麻煩」或「討厭」的感受。再回顧文獻資料，發現不論是 Guthrie 與 McCann

（1996）所做的研究或是 Guthrie 與 Cox（2001）的實際教學的結果，他們皆以

資訊類書籍（information text）為教學的材料，運用 CORI 的閱讀與討論模式，

讓學生可以進行資訊或資料的搜索，本課程方案以英語小說為教學材料，故事內

容過於簡單或簡化，學生不易落實「想辦法解決困難」、「蒐集資料」、「整理

資料」或「分析結果」的歷程。 

根據量表題目如：「遇到困難我會想辦法去解決問題」、「我會為了尋找答

案去蒐集資料」、「我知道如何蒐集資料」、「我會分析整理資料」、「我知道

如何呈現分析整理的結果」，以資料分析的結果來說，未達顯著效果（t = .000，

p = .5 >.05），而這樣的結果若對照觀察記錄並不不令人感到意外。 

綜上所述，學生閱讀英語小說，參與 CORI 的閱讀與討論模式和小組合作

的方式學習，班級氣氛在「有序」與「合作」構面上達到效果，而「關愛」、「討

論」和「探究」的班級氣氛，表現上仍有進步改善的空間。 

在本研究的英語閱讀討論課程中，班級氣氛有部分構面是進步的，而有些構

面雖然沒有進步，但是了解可以努力改進的方向，也是另一種收穫。除了導師，

研究者身為一位英語老師，針對他們在英語閱讀課程中，學習的狀況，也是本研

究關注的一部份，因此，下一節研究者將就學生在英語學習的態度，做進一步的

說明。 

第二節  英語學習態度的改變情形 

本節茲說明本課程實施對於學生在英語小說閱讀學習的情形，對學生學習

的態度影響、成就感的提升，還有他們對本課程推薦的指數，進行說明。 

 



107 

 

壹、 對閱讀英語小說的課程活動具肯定態度 

學生在接觸原文小說的時候，表現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樣子，真正

進入小說閱讀的時候，更是哀鴻遍野。當他們遇到生字，讀不通的地方，往往中

斷了他們閱讀的興致，特別是在刻畫人物的表情、動作或打鬥情節，那些細緻又

生動的描述，「我也看不懂」（記 20130315-02），他們卡在不認識的生字或片語

中，只能瞎猜，好一點的矇對了，但大部分的時候是「變成了我在編小說」（記 

20130301-01），無法沉醉在閱讀中享受樂趣，反而「變成惡夢一場」（饋 20130517-

05）。但慢慢的，他們學會在閱讀中略過（skip）或是猜測的小技巧，對原文小說

「喜歡的感覺」、「有信心閱讀」、「願意主動閱讀」和認為「這是有幫助的」。 

活動的過程中，學生發現閱讀英語小說「並不難」（饋 20130128-16），甚

至認為「蠻有趣的」（記 20130308-11）， 而進一步提升了閱讀的信心和意願，

「可以把這一本小說全部讀完」（記 20130315-37），或是規畫「再找其他的英

文小說來閱讀」（記 20130222-43）。這些資料顯示出，學生都對英語的學習態

度抱持正向的態度與反應。 

課程結束後，讓學生在自評自陳問卷（如附錄四）中評分對 CORI 的閱讀

討論課程，英語小說閱讀「有幫助的想法」、「喜歡的程度」、「主動的意願」與「信

心」的感受，比較期初與期末，進行評分，分數由高至低，分數越高感受越強烈。

前後測的目的是為了補充說明，學生在本研究方案之前後，對他們的英語學習態

度變化影響，進行了解。量表的前後測分數，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分別以總量

表（如表 5-2-1）與分量量表（如表 5-2-2）呈現研究的結果。 

由表 5-2-2 的統計結果可知，「有幫助」的後測分數有增加（前測M=2.594，

後測M=3.625），t 值為 -3.483，p 為 .001（<.01），表示達到顯著的改變。而

「喜歡程度」向度後測高於前測（前測M=2.344，後測M=3.500），且效果顯著（t 

= - 4.617, p = .000 <.01）。「主動意願」向度，後測成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前測

M=1.875，後測M=2.844），又 t 值數據為 - 3.875 ，p 值是 .000（<.01），顯

示達顯著效果。「信心」向度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前測M=1.969，後測M=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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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達改變顯著（t = - 5.189, p = .000<.01）。換句話說，本研究進行 CORI 閱讀與

討論課程前後，對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在各向度的數值均達顯著提升的結果，

此變化亦同時回應了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 

 

表 5-2-1    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 t 檢定總量表（N=32） 

總量表 前測 後測 t 值 顯著性 （ p 值） 

平均數 2.195（.330） 3.305（.348） -15.857 .000**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其後括號內為標準差。 

**p <.01  

 

 

 

 

表 5-2-2    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 t 檢定分量表 

構面 前測 後測 t 值 p 值（單尾）  

有幫助 2.594（1.266） 3.625（.410） -3.483 .001** 

喜歡程度 2.344（1.310） 3.500（1.136） -4.617 .000** 

主動意願 1.875（1.185） 2.844（1.273） -3.785 .000** 

信心 1.969（1.231） 3.250（1.047） -5.189 .000** 

註:表中數字為平均數，其後括號內為標準差。 

**p < . 01 

 

班級學生在各項目的人數統計結果，如圖 5-2-1 所示，課程後各項目的人

數均明顯增加，顯示課程後，學生對於閱讀英語小說的「有幫助的想法」、「喜歡

的程度」、「主動的意願」與「信心」等學習態度，大多數表現出正向肯定的學習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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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各項英語學習態度的人數統計結果 

 

以分均分數（M=2.5）而言，如圖 5-2-2 所示，課前的「有幫助」平均分數

為 2.59 分，「喜歡程度」平均分數為 2.41 分，「主動意願」平均分數為 1.88 分

與「信心」平均分數為 1.97 分，幾乎所有項目的平均分數都低於平均值（M=2.5）；

上課後的各項平均分數不但高於一般的平均分數，而且各項學習態度均大幅提升，

說明了學生對此課程抱持肯定的態度。 

 

 
圖 5-2-2    各項英語學習態度的平均分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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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提升文意理解與翻譯的成就感 

閱讀原文時，學生最在意的就是能否理解文意，因此，翻譯在他們看來是一

件非常的重要的事，被視作「有一定的難度」（記 20130411-11）、「致命的障礙」

（記 20130322-33），如果能夠再有人把中文翻譯得「像講故事一樣」（記 

20130322-37），跟原文小說一般流暢，讓人有躍然紙上的驚喜與栩栩如生的感動，

如「Annabeth was snoring as soon as her head hit the ground， S30 解釋：『Annabeth 

倒頭就呼呼大睡』5博得滿堂采」（觀 20130411）之外，翻譯英文的成就感，更讓

他們有飄飄然的感覺，例如，「我現在已經可以練成英文句都不會逐字翻譯那樣

死板板的，哈哈，我覺得好棒」（記 20130426-12）、「我在文意上的判讀真的

進不不少，翻譯也更順暢」（記 20130426-34）。 

活動的過程中，學生發現自己的英語能力有增強，尤其是翻譯方面可以「更

順暢」（記 20130426-34）、「不會逐字翻譯那樣死板板的」（記 20130426-34），

甚至「博得滿堂采」（觀 20130411）。而當他們看完一整本小說時，也「很有成

就感」（記 20130426-27）的感受，此課程提升學生英語的能力之外，更增強他

們學習的學習態度和成就感。 

參、 高人氣推薦閱讀討論課程 

我在課程結束後，調查學生對閱讀討論課的意見，其中一題是關於他們的推

薦指數：「 12 國教不再有升學考試的壓力，如果老師將繼續在七年級或八年級

的社團課安排一堂英語閱讀討論課，你的推薦指數是多少？」，如圖 5-2-3 可知，

研究對象共 32 位學生當中有 13 人推薦指數三顆星，推薦四顆星的學生有 14 

人，推薦五顆星的學生有 4 人，總共有31 位推薦此活動課程給學弟妹而，將近

有 97％，比例相當高。 

 

                                                 
5大部分的學生都會按照字面或英文字的順序進行翻譯，譬如“Annabeth was snoring as soon as 

her head hit the ground.”被翻譯成：Annabeth 當她的頭撞到地板的時候，她馬上就打鼾了。 



111 

 

 

 

圖 5-2-3    學生推薦英語閱讀討論課的指數 

 

 

整體而言，學生在英語閱讀與討論課程的學習方面，有目的性的動機驅使他

們在課程中熱情參與閱讀，雖然一開始就發生「生字卡卡」的情況，無法享受閱

讀的挫折，但是藉由小組的討論方式，創意的分享，歡樂的散播，再加上認真又

踏實地書寫札記與學習單，雙管齊下，很快地降低了閱讀原文小說的難度，因此，

學生的閱讀理解翻譯能力、速度和興趣都有明顯提升，而這個額外補充的學習並

不影響他們的模擬考成績，而且他們有高比例的人都推薦學弟妹參加這樣的課程，

儼然就是「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不藏私又很大方的展現熱愛閱讀的心情。  

課程教學，不外乎是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教學，以上所述僅針對學生的表現

情形，而教師的省思亦是行動研究的重點之一，因此下一節將針對教師省思與成

長的部分，進行說明。 

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本研究除了探討 CORI 模式融入英語閱讀討論課，對九年級的班氣氛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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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態度的影響之外，研究者的省思所得，也是自我成長的重要歷程，以此為

調整修正課程方案的依據，更讓研究者在教學的領域中表現專業。 

壹、 發現學生的多元智能 

學生在英語小說閱讀與討論的過程中，展現了他們多方面的智慧，例如，有

的人擅長繪圖，現在可以把組織圖，美化得很漂亮；有的人天生具領導能力，溝

通和統整小組意見的時候，非常有效率；有的人性格幽默帶著喜感，閱讀討論時，

總是能夠活靈活現地模仿故事人物說話的語氣，或誇張的表情和動作，逗小組的

成員哈哈大笑；還有的人可以把故事講得很生動，讓聽的人很陶醉；另外，也有

人創意十足，把波西也變成為自己生活小日記裡的主角，如圖  5-3-1（記 

20130503-39）。這些表現可不是一般考卷題目所能測驗到的，平常課堂中，鮮少

有機會讓他們發揮，尤其身為導師的我對他們掌有「生殺大權」，總是嚴肅的模

樣，難得看到他們如此的表現，讓我親眼目睹了他們的多元智慧表現。 

 

 

圖 5-3-1    S39 個人小日記作品 

註： Percy 免小記 

 

原文小說中的文字，精雕細琢，很有魅力，同時也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讓

學生的想像力飛翔，他們特別著迷在作者刻畫波西的繼父（Smelly Gabe），又髒

又臭的模樣，如圖 5-3-2（記 20130308-03），還有描述蛇髮魔女 Medusa 那顆頭

落地的橋段（Mega-yuck），如圖 5-3-3（記 20130308-10），作者精鍊的文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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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他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彷彿是作者 Rick Riordan 施了魔法，每每都讓我們

師生暫停閱讀，一起陷入瘋狂大笑的渦流中，久久不能停止。 

 

 

圖 5-3-2    S03 個人小日記作品 

註：這是波西的繼父（Smelly Gabe）的造型。 

 

 

 

 

 

圖 5-3-3    S10 個人小日記作品 

註：這是蛇髮美女梅杜莎 （Medusa） 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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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實踐教師的專業 

一、 新鮮嘗試，好苦 

第一次嘗試以英語長篇小說融合閱讀與討論模式的教學，對我來說有很多

是心理層面需要調整的地方。一開始最不能習慣也不適應的地方就是，我常常懊

惱著，堂堂一位「專家」教師，為什麼一下子之間變得很弱勢，很多事情都要「退

讓」或是「隱忍」，譬如，對學生的秩序要求要降低；學習單來不及完成的，我

要有耐心等待；他們「中肯」的意見，我要配合。 

再者，平日我教學時指令清楚又俐落乾脆的教學風格，如今卻無法在課堂中

明快果決地處理問題，經常需要花一些時間考慮，這個合不合適或那個恰不恰當，

所以給學生的回答就是：「我也不太確定」（觀 20130315）或是「讓我再想一下」

（觀 20130426）。這些都是讓我常常覺得「面子」掛不住，心裡很不是滋味，真

是有苦說不出。 

二、 威權退場，真糗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決定跟隨閱讀的潮流，就一併放下了「身段」讓權

威退場，好好的經營閱讀教師的角色，重新定位自己，在閱讀課前我都會這樣對

自己耳提面命一番，以免露出了馬腳。 

教書以來，我一直認為學生要乖乖地安靜的上課，才是認真的表現，文法規

則、單字都是我在說，所以「討論」絕對不會是課堂中必要或被允許的活動。但

是，上了師大研究所，我開始產生疑惑，我到底是「教書匠」還是「為人師表」

的老師，我究竟要教會他們什麼？該給學生的又是什麼呢？ 

此次行動研究的歷程中，我堅持多年的「規矩」或是「不可以」，一直被學

生的反應挑戰著，也被自己的嘗試威脅著，每一次的退守「調整」，其實心裡都

是萬般掙扎的，「時代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不會一樣，但是老師的用心是不會改

變」（諍 20130517），阿名老師勉勵我的。掙扎是蛻變的必要歷程，而調整界

線是成長的結果。學生很聰明，一下就發現我的罩門：「老師在閱讀課的時候，

比較好商量」（觀 20130329），當他們想做怪或不乖的時候，就會調皮的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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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我們來讀波西吧」（觀 20130507），讓人又好氣又好笑，而我真的糗大了！ 

三、 教學相長，是喜 

運用 CORI 的閱讀討論的方式是想提升學生與同儕相處的感情溫度，當他

們真誠相待而交織出濃密的情感，我很心喜也心生羨慕。雖然他們在乎分數，但

是更重視彼此，從他們「真心相待」的互動中，我自己也學會在強調升學的脈絡

中，「輕鬆看待分數」，學會真心的肯定學生的優點，接下來，我更要能夠以情意

為圓心，教育愛為半徑，畫出一個和諧又正向的「園」，讓學生可以在自在又安

全的園地中快樂成長和學習。 

「有機循環的教案最精粹」，行動研究的過程，歷經探索期、行動期和修正

期，不斷的調整修正課程方案，我自己也改變了很多教學慣性和頑性，因而讓有

機會看見和肯定學生的多元面向與價值，同時獲得啟發。從「當下的我」到「後

設的我」，透過深刻省思，讓我在專業上獲得更多成長，這是行動研究的精隨啊！ 

綜上所述，課程方案的建構、班級氣氛的變化、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還有

我自己的省思，不論是學生的成長或是我自己增能的部分，都是值得令人欣喜的

結果，當然過程中也有發生困難，下一章將針對這些結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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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概念圈為閱讀討論的教學模式，對九年級的班級氣氛與

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探討。研究者根據的四章歷程性資料與

第五章質性與量化之資料分析，對本研究做出結論與建議，提供未來實施概念圈

模式教學與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先說明以概念圈教學模式融入英語閱讀與討論的情意課程方案，對九

年級的班級氣氛和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所產生的影響結果，最後則是陳述研究者

本身在專業上的成長。 

壹、 班級氣氛的改變情形 

一、 「有序」與「合作」面向，有提升 

研究觀察發現，學生在小組活動時，分享故事內容、故事接龍，成員相互協

助，一起完成小組任務，當組員發生困難，其他成員會協助解決，大部分的同學

都能遵守班級規定，自我約束，有效的進行活動。CORI 閱讀與討論課程前與後，

學生對班級團體氛圍的感知僅在「有序」與「合作」兩向度上達到顯著進步，而

多位學生也充分感受到自己與同儕在一個有序的班級氛圍中，享受著一起共同合

作學習的機會。 

二、 「關愛」、「討論」與「探究」面向，仍需再加強 

研究者觀察發現，學生在課程活動進行時，對於表現不佳的同學缺乏同理心

的角度思考，比較不能展現出包容或關愛的情懷；小組成員針對議題進行討論和

綜合意見時，學生通常需要多次詢問或是反覆重述，顯示表達上比較不能確切而

清楚；而因為學生平常不習慣蒐集資料的蒐集，或甚至是進行資料分析，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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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或「討厭」的感受。在研究中發現學生未能充分展現出「討論」、「關

愛」與「探究」等班級氣氛的結果。推測原因是學生喜歡享受「討論」的氣氛，

而不一定能夠真正聚焦於「討論」的本身。而情意層面的「關愛」並非短時間之

內可以看見學生的改變情況，至於英語小說故事內容過於簡單或簡化，學生不易

落實「探究」：想辦法解決困難、蒐集資料、整理資料或分析結果等歷程。 

三、 增進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 

CORI 閱讀與討論課程有效的提升了學生英語學習的態度。本研究方案乃以

英語原文小說為教學材料，學生從「害怕」或「感到麻煩」甚至「排斥」，但是

到課程的最後，他們發現「並不難」或是「蠻有趣的」，甚至變成「想把它讀完」

或是「再找其他的英文小說來閱讀」，顯示出他們正向與肯定的英語學習態度，

不論是「有信心」、「有幫助」或「主動意願」等方面均有增加提升的結果。 

四、 課程教學深受學生的喜愛與肯定 

本教學方案實施的對象是即將面臨升學考試的九年級學生，課程實施對於學

生的考試分數，並無立即性的幫助，以為他們不會喜歡，結果反而意外的成為學

生「紓壓」的時候，而且是「笑，最大聲」、「收穫很多」的課程活動，甚至，令

人感到最驚喜的是，課程結束後，有高比例的學生都願意「大力推薦」本閱讀討

論課程給學弟妹，顯示本課程教學深受學生的喜愛與肯定。 

貳、 研究者的專業成長情形 

一、 教師開展視角，看見學生多元的表現 

學生在英語小說閱讀與討論的過程中，展現了他們多元的智慧，這些表現並

無法用考卷題目所能測驗到的。長期以來，因升學考試的壓力，讓研究者相信考

卷的張數是老師用心的程度，考卷上的分數是學生努力的證據，考試成績是唯一

的價值和追求的目標。而這一堂課，難得看到他們如此享受閱讀的樂趣，開懷又

自在的表現自己的優點，讓我看見了學生多元的智慧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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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研究歷程，奠基教育專業的成長 

從研究之初到課程方案實施完成，一個完整的教學與研究結合的歷練過程，

讓我在教育專業領域的領域中又向前跨了一步，累積了這一次的教學經驗，省思

與回饋的過程，讓我獲得更多寶貴的意見，更有能量繼續推行我的閱讀與討論計

畫，以幫助更多的學生學習。 

這次行動研究的課程方案實施，讓我體驗到「增權賦能」一種前所未有的感

受，彷彿擁有了 Luke 的神奇飛鞋一般，施展閱讀與討論教學方法的絕招，飛躍

成績的框架，看見學生展現多元的智能，也看見自己成長的足跡，這是一種苦盡

甘來的感動，也是日後繼續努力教學的動力。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結論，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提供未來教學者與研究者，以概念圈

為教學模式，進行英語閱讀與討論課程之各種參考。 

壹、 對教學者的建議 

一、 挑選小說，扣緊學生生活經驗與追蹤暢銷書 

教學者進行小說的教學時，第一件事便是小說讀本的挑選，「該怎麼選」，回

顧文獻時，雖然獲得了評選書籍的原則，而著手進行挑選文本的工作，得到了一

些方向和啟發，但是，實務上真正在挑選文本時，還是很難有一個明確的指引，

總有「眾裡尋它千百度」的感慨油然而生。 

事實上，學生深愛小說閱讀討論課的原因，不外乎是小說本身的內容很精彩

之外，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故事的內容能引起他們的共鳴。換句話說，讀

本的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關性要高，舉凡校園生活、同儕關係、手足議題、

自由與責任的討論，這些都是平常學生相當關心的議題，因此小說內容要能扣緊

學生的生活議題，這是一個挑選教學材料時可以參考依循的指標之一。 

除此之外，教師也可以追蹤書店的暢銷書（best seller）排行榜，或是具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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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票選書籍名單，也可以獲得一些挑選文本的靈感。因為學生在學校生活除

了課業之外，「流行」是最容易吸引他們注意，也最容易引起討論的發燒話題，

尤其是話題性十足的書，通常書商也都會追加企劃一些活動（集卡活動或角色扮

演大會）或甚至製播電影的方式，引起更多的討論熱潮。因此，建議教師在挑選

書籍時，暢銷書排行榜或具規模的學生票選書單，也可以當做一個尋找教學材料

的參考途徑之二。 

二、 編製學習單，最忌多又繁 

對台灣學生而言，學習英語的角色就是一個「外國人」（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的身分，所以學生在閱讀英語（原文）小說時，確實有一些困難

存在，因此，教師除了在挑選文本時，單字量盡量符合學生的起點行為之外，學

生仍無法順利克服的部份，教師在閱讀教學可以設計學習引導單的融入課程，讓

學生順利盡情參與。 

這樣的方式的確可以讓學生在學習時，獲得多一點的幫助，也降低了他們在

閱讀中產生的困難，更免除了阻礙課程進行的因素。但往往教師在教學中的迷思

就是「多學習單等於多學習」，事實上，學生在學習中感到「麻煩」、「厭煩」的

不是學習這件事情，而是來自於教師「多如牛毛」的學習單。這樣反而喪失了教

師編製學習單的意義，同時，也扼殺了學生的學習意願與熱情。因此，建議教師

在編製學習單應秉持著「適可而止」的態度，因為學習單畢竟只是一個媒介，但

並不是教師幫助學生學習或解決困難的唯一管道，教師可以在教學時，以巡查或

與學生對話的方式，提供他們最即時的幫助。  

三、 分組活動，宜「和」不宜「紛」 

分組活動，對九年級的學生來說，就像是夏天的冰淇淋或是冬天的火鍋一

樣，有趣的活動安排恰似美妙的滋味，為枯燥乏味的生活帶來一些調劑，也發揮

紓壓的功能，所以，很受學生的歡迎。雖然大部分的活動都是在互動和諧又熱絡

的氛圍中進行完成，但在過程中，教學者一定要能密切觀察和關心小組成員彼此

的關係與互動情形，以掌握學生的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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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遇到學生苦著臉說：「我不要跟他一組」，如果教學者能夠在課程一開

始時即明確的說明分組的原則，清楚地要求學生「不可以跟上次的人同一組」，

因此，學生可以在「換一換」成員的「共識」下進行活動，更有意願接受或認識

舊的「新」朋友。因此，小組成員互動中比較不容易發生爭吵或糾紛的情況。 

但是不論是好朋友同組分享的時候，還是新朋友一起討論的時候，小組成員

難免還是會發生爭吵或各有堅持的情形，大部份的時候他們都能夠自己調停，教

學者不必太急於介入或處理。但是，有一種情況教學者就要特別注意，當學生與

同學之間有「老死不相往來」的關係，教學者還是應該積極協助，以避免衝突發

生，畢竟分組活動是讓同學情誼加分的安排，只是一種手段而已。對於「極排斥」

的學生反應，教師應該有更彈性、更適切的安排，不必堅持「一定」要「分」組，

否則反而容易造成小組成員間的不和諧，或甚至影響班級的學習進度和氣氛。 

教師宜把握的原則是讓學生在同儕間產生「良性的互動」，才是分組教學活

動的真正目的。小組的活動是為了提供學生一個機會，讓他們在小組中可以有更

充分的時間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此活動的安排設計，讓他們在交換與分享之

間，更加深入了解同學的優點。 

四、 討論原則，重質不重「量」 

 學生在討論時，經常得意忘「行」，忘記他們討論的音量應該要有所節制，

但是老師如果不想當澆熄熱絡氣氛的「兇手」，但又為「吵鬧的上課秩序」心裡

焦躁不安，陷入兩難，對教師而言，討論的秩序到底是「管」還是「不管」，其

實都是一個為難又煎熬的選擇。 

確實，學生在討論時，很難防堵他們「太大聲」的情況發生，因此，建議教

師，可以在討論活動前先提醒學生注意音量，並且強調討論的品質是表現在「說

之以理」、「有所本」、「文本內容最重要」、「不用大聲也可贏」的原則。在小組討

論中，教師利用巡查的方式，可以適時地叮嚀學生音量或秩序的問題，一方面問

題可以獲得立即性的改善，而另一方面被叮嚀的學生也可以立刻產生「這是共識」

的認同態度，也不會引發「被指責」的負面情緒反應，大家一起共同維護遵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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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音量」的原則，讓討論課程可以「熱絡互動」與「優良秩序」相依併存，也可

以是師生之間美好的雙贏結局。 

五、 閱讀小說，幫助學生輕鬆紓壓 

學生學習英語科的動力多來自於它是「考科」，所以進行本研究的閱讀與討

論課程安排，研究者曾經擔心這項與學生的學習成績脫鉤的活動，學生會因「缺

乏動力」或「升學考量」而參與度不高，然而事實上則不然。 

本研究推展小說閱讀活動的時候，發現學生樂於沉浸在小說的字裡行間，不

論是人物表情的生動刻劃、幽微心情的描述、激烈打鬥的刀光劍影或是徜徉在魔

幻神奇的幻想中，這些都讓九年級的「準」考生暫時忘卻升學考試的壓力和緊張，

享受輕鬆閱讀的時刻，有人模仿，逗大家開心，或是有人現學現賣，說起主角的

台詞，在這樣歡樂的閱讀課程，總是讓他們意猶未盡，也確實提供了九年級學生

一個可以發洩緊張情緒而獲得紓解壓力的機會。因此，建議教學者可以規劃實施

英語小說的閱讀與討論的教學課程，除了豐富學生的閱讀經驗之外，也能幫助學

生紓壓，甚至可以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 

六、 小組閱讀，流露情意和諧班級 

學生參與英語小說閱讀的歷程中，當小組成員遇到單字不懂的地方、文意不

理解的時候或是意見交流的同時，教學者不必急於提供解答，學生可以透過小組

成員間的相互幫助、支援，發揮了理解與同理，所以他們自在又放心的詢問，也

學習耐心傾聽他人的意見，而另一方也有機會可以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彼此展

現出欣賞與包容的情懷，此互動模式增強了他們彼此之間的安全感和信任的合作

關係，因此，他們之間的相處多點了解，而少了曲解，關係更緊密了，而班級氣

氛也更加和諧。 

因此，建議教學者善用分組方進行英語小說的閱讀與討論的課程，一方面提

供學生與同儕和諧互動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同時兼顧班級經營的面向，學生之間

互動良好，班級氣氛呈現融洽，成為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 

 



123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教師的教學以「學生為學習的中心」為原則，不論是

在教學的方法或材料的選擇，教師確實擁有更具彈性的處理思維，也能發揮更體

貼的情意展現，而青少年階段的學生，他們的學習不只是課本裡的學科知識，這

是「生命是形成的過程」，教師要能多方考量以符應學生的學習需求，教學的效

果對學生所能產生發揮的深切影響，恐怕遠遠超過我們對這一堂課的評估！ 

貳、 研究者的建議 

一、 深化「關愛」情意，需長時累積觀察 

本行動研究以鄭克琳（2011）的工具量表，在「關愛」構面未能獲得顯著改

變，推測是因為「關愛」是屬於情意層面的學習，這樣得學習並不如認知或技能

知識的學習，可以在課程推展短短幾週之間便有立竿見影之效，因此，建議研究

者可以延長研究的時間，一方面可以透過時間和課程的推展，而深化學生的情意

素養，另一方面可以收集更豐富而紮實的質性觀察記錄，以評估成效。 

二、 CORI 模式「探究」情意更具彈性 

本研究結果中，雖然學生的「探究」向度無顯著改變，但是並不表示小說中

的情意議題無須探究，更確切地說，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小說的故事內容呈現或角

色的形象，往往描述地過於簡化或簡單，讓學生較難實踐「想辦法解決困難」、

「蒐集資料」、「整理資料」或「分析結果」等歷程。 

事實上，情意的議題並不如科學知識般，背後總有一套唯一的或標準的解答

或理論基礎，但情意的議題本身也是一項「探究」問題的解決，譬如「何謂真正

的朋友」、「如何成為受歡迎的人」、「如何維持良好的友誼關係」等等，這些

議題運用 CORI 的討論模式，學生所要「探究」的並非標準的答案或唯一的解

決方式，而是讓學生可以交流文本的資訊或資料的搜索，分享意見和生活經驗，

以達到「探究」的科學精神，進而共同形塑原則性的大概念，而原則性的概念提

供學生處理情意的議題時確實更具彈性。因此，建議研究者運用 CORI 模式進

行情意教育的探究，形塑概念的結果彌足珍貴，更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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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運用 CORI 的教學模式推展英語小說閱讀與討論，有助

於教師在班級經營方面，營造一個有序、關愛的學習環境，九年級學生亦可在閱

讀與討論的歷程享受閱讀討論的歡樂氛圍，從中獲得紓解壓力的機會，與同儕之

間透過小組合作、探究與解決問題的經驗，關愛彼此，增進互動與了解，同時提

升了他們的英語學習態度，而研究者本身也在行動研究的過程中獲得專業的成長

與啟發。本研究提供 CORI 模式融入英語小說閱讀與討論的情意課程，探討九

年班級氣氛與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的意見，讓未來有興趣的現場教師進行教學或

研究者進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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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當我修完在職班的課程時，我和所有的人一樣接著寫論文，只是我想做的行

動研究，研究對象想當然耳一定會是我的班級學生，他們正好是九年級的學生。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擔心或害怕過「以九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這件事情，甚

至還興沖沖的認為：「我們師生之間的情誼還不錯」而且「我們要一起畢業」。一

直到計畫口試的時候，口試老師詢問我：「『九年級』會不會太冒險了？」，我的

反應是「沒在怕」。 

一、 他們是最可愛的學生 

這一年來，我一直都是「開誠佈公」地對學生說明我的論文進度，甚至有時

候必須請假去師大與唐老師 meeting ，最後趕回來看他們第九節的考試或是處

理班務時，他們也會關心地詢問我：「老師，妳的論文寫好了嗎」，或是：「唐老

師好嗎」。老實說，他們貼心的問候總是讓我很感動，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很愛他

們的原因，也為何在畢業典禮的時候「哭得很醜」的原因。當然讓我感動的不只

他們很貼心這件事情，而是他們經常表現出來的行為都讓我很放心也很驕傲。 

譬如，今年教育局正好要推動「活化教學」、「學習共同體」還有「補救教學」

和「差異化教學」，我躬逢其盛，恰好擔任英語科召集人（確實是著急的不得了），

因為常常需要公差研習而「拋子（班級學生）」，一去就是半天，回來之後又必須

配合政令宣導和推動，科務忙得焦頭爛額，他們呢？ 

隔壁班老師總是比我還要有成就感：「告訴妳，妳們班（學生）動作迅速，

自動出來參加夕會，而且秩序很好，很棒」或是「他們都弄好了，有來請我放學」。

其實，很多老師都很喜歡他們，尤其是公民老師常常跟我讚美他們的表現：「妳

都不知道他們現在和七年級的模樣相比，真是天使與魔鬼的差別呢」，數學老師

和理化老師都很疼愛他們：「為什麼每次的作業都可以全班準時收齊呢」。在他們

畢業的前一天，地理老師很捨不得，特地跑來和他們拍照；國文老師也聞風跑來

說要請他們喝飲料，他們真的是人見人愛，我也會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回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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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我教的」。有時候，我也會跟其他老師們吃醋的說：「你們都當好人，我都是

在當惡婆娘，不公平啦」！ 

二、 恐怖平衡的兩邊：波西 vs 成績 

當基測日子一天一天倒數時，我他們一樣很緊張，因為我終於體會到為何口

試老師會提醒我：「『九年級』會不會太冒險了？」這件事情。學生正緊鑼密鼓地

準備他們人生中第一場重要的考試，所以他們常常說：「還有很多要問」或是給

我「還沒念完」的答案，我真的「剉死了」，時間有限，他們準備基測需要時間

讀書，需要時間問問題，還需要時間休息，而我的研究也需要他們一起參與活動，

於是這兩件事情在一種恐怖平衡的狀態下進行著。 but HOW？ 

嚴格說來，我的學生比一般的國中生都要辛苦，因為他們的考試和作業真的

很多，所以他們的壓力也都非常大，只有在星期五的下午，他們讀波西時，可以

笑得很用力，或是說得最大聲，簡直是到了一種「家裡沒大人」的境界，當我眼

神掃過，發出「ㄟˊ」一聲，他們的回答竟是：「這位太太，我們在紓壓啦」或

是「別緊張嘛，老師」。所以，他們雖然準備考試很辛苦，很需要時間，但他們

沒有因此想要犧牲「波西」這一堂課。不過有一次他們確實曾經試探我：「老師，

如果沒有『波西』，會有考卷嗎？」我點頭示意。他們也在「波西」和考卷之間

做出了繼續閱讀波西的決定，所以，這就是為何「波西」可以一直都在的原因。 

雖然教改與升學的方式一直在鬆綁，但在學校裡的脈絡裡，很難不去比較學

生的成績表現，再加上九年級的學生，考完段考準備模擬考，考完模擬考繼續準

備段考，更不用說每天一早進教室就有一張複習卷躺在桌上，或是課堂間的小考

了。如果問我會不會擔心他們的考試成績呢？當然會，而且身為導師，對於學生

每一科的學習和分數都要看頭看尾，所以更加在意了。 

三、 大家都在「等著看」波西 

很多人普遍存著「看小說不好」或是「九年級不要再看小說」的刻板印象，

不論是家長還是教師本身，所以當我利用第八節輔導課的時間進行小說閱讀與討

論活動，這與考試成績無關，家長參與晚自習輪值時會擔心地問：「老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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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夠了，讀小說會不會讓他們分心」，我的同事也會問我：「小說那麼難，妳

不是要花更多力氣去教嗎」，或是懷疑學生的能力「閱讀測驗都不會了，還讀什

麼小說」，甚至是也會質疑他們的責任感「作業都不寫了，還會寫學習單」。這是

一種很詭譎的氛圍「大家都在等著看『讀波西』的下場」，而究竟我的學生，他

們的成績表現會不會變好，或甚至是發生成績退步的情況呢？當時我自己沒有答

案，也沒有任何的把握。如果他們的成績變好，我就不會有額外的壓力，但是如

果他們考差了，我又怎麼跟學生家長交代？怎麼說服別人「閱讀討論」的效益呢？ 

這樣的困惑一直持續到學生考完第四次模擬考，我很心急成績單的結果公

布，終於難熬的一個星期過了，我們班英語科滿分 80 分的成績表現人數是 14 

人，相較他們開學時，第三次模擬考英語科成績滿分僅有五位，如果這是前後測

成績的比較，那麼他們得到滿分的人數確實有增加，當然不可諱言的，可能是題

目稍為簡單了；但若從最後基測成績的表現來說，學校 745 位學生參加考試，

英語滿分人數達 152 人，比例是 20.40％，而研究對象參加考試有 31 人，其中

有 10 人滿分，比例約 32.26％ ，比例上有大幅進步。 

四、 大師來了，我們會了 

學生的考試結果很振奮人心，對不對？但是，我並不想因此而誤導或鼓吹

「九年級讀小說」，一定會有這樣令人驚喜的效果，其實我要發心的、誠懇的說，

我認為我的學生表現那麼好，是源自於八年級的時候，我有一個機會跟著唐老師

做閱讀討論活動，學生當時和我一起學習閱讀的策略，所以我們成立班級書庫和

班務時間一起共讀，培養閱讀習慣，也有機會在唐老師的帶領之下，進行討論活

動，啟發高層次的思考，所以，他們有了閱讀的習慣，會了閱讀的技巧，也能夠

進行「言之有物」或「說之以理」等有意義的討論。 

這樣的習慣他們一直保持著，我認為在九年級的課程學習過程，這樣的習慣

對學生有很大的幫助，當學生遇到困難的時候，不一定需要老師講解，反而是同

學之間「機動式」的討論和「立即性」的幫忙解惑效果，給他們一種「自在又美

好的」學習經驗，所以，他們常常問我：「現在可以討論功課嗎」，很多的時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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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見他們是三兩人成一組，聚在教室的後方討論功課。 

五、 我的觸動和想望 

我曾經很狹隘的看待「閱讀」這件事情，而且從來不認為這會和英文老師會

有什麼關係，一直到今天（暑假哪），我坐在研究室寫下在研究之外的一章，自

己深刻的感受和啟發。我會這麼說，其實是因為在上師大在職班之前，我對自己

的教學總是充滿自信，甚至自負的態度，所以認真負責做好「盯緊」學生功課和

分數的事就好了，其餘都是無關之事，當然學生的表現也不差。 

修課期間，經過教授們的提點，「當頭棒喝」打醒了我僵化固執又自以為是

的思維，於是開始嘗試新的教學活動，學習符應學生的學習需求，經營一個相對

友善的班級氣氛6。現實的說，這樣教學的確發揮了極大的效果7，因為學生的成

績進步很多，表現很好。但其實我真正想推廣鼓勵的是現場的教師，也許 12 年

國教的目的是在鬆綁學生的升學壓力，但也可以是我們老師開闊視角的時候，當

我們真正看見或是看清楚學生需求的時候，以我們的專業水準當然可以提供學生

更多更精確的幫忙，也有人以為「活化教學」和「差異化教學」像是教育界的一

陣龍捲風，總是會過去的，但如果我們放下「配合政令」的被動心態，以積極的

態度回應學生的學習需求，我們深知教學的成效不一定馬上呈現出來，但是，「方

向對了，就值得堅持」，畢竟教育的大計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最後，我想回答我的家長和同事：「請不要小看學生的自主性」，常常我們都

誤會不安排考試，學生就不會讀書，但是在我這次的研究教學的經驗是，學生選

擇了閱讀小說的課程，同時他們學會把握其他的時間來準備功課，他們對自己的

決定負責任，所以他們的成績表現沒有變差，反而更好。我深刻體驗到，當我們

教導孩子的同時也應該給他們多一點空間或機會去練習，甚至讓他們親身去驗證

我們的經驗之談或「老生常談」，而不是只有反覆的叨唸或告誡。 

我真的很謝謝我那一群可愛的班級學生，他們與同儕之間所展現的情誼（情

                                                 
6雖然有時候，我還是會對學生很兇，或太嚴格挑剔。 
7這個班級的學生，是我教書多年來，考上第一志願的人數是最多的一個班，也是跟我的互動比

較多的學生，「這位太太…」是他們常常揶揄我的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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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讓我看見閱讀的力量，也肯定自己「老狗還能學新把戲」的可能與價值，

更祝福他們在高中的時候，能夠繼續發揮他們的所長，帶領更多的朋友，創造更

豐富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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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一 問卷同意書 

 

問卷同意書 

 

茲同意  林芝嫻  君使用本人碩士論文「臺北地區班級學習社群氣氛與學

童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中「班級學習社群氣氛問卷」題目，作為其碩士論文「以

概念圈融入英語小說閱讀討論之情意課程方案：一個行動研究」研究所需。 

 

 

 

 

同意人 : 鄭克琳   （ 簽名 ） 

日期 :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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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一 鄭克琳（2011）國小班級學習社群氣氛與學童學習態度之問卷 

 

第二部分 班級學習社群氣氛問卷 

這部份問卷是想了解班上同學間相處情形。請依照你們班上學生實際相處情

形，仔細閱讀題目後，根據你的實際感受，在適當的 □ 打 。在答案中有

「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有時如此」、「極少如此」等四個答案，每

題只能勾選一個答案。 

 

 

 

實際相處情形 

總 

是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極

少

如

此 

1. 我能遵守班級的規定自我約束。 □ □ □ □ 

2. 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不予人發生衝突。 □ □ □ □ 

3. 我能跟同學依序輪流完成班級活動。 □ □ □ □ 

4. 我能調整自己的行為，與同學建立良好的互動。 □ □ □ □ 

5. 我能站在別人的立場為他人著想。 □ □ □ □ 

6. 當同學表現的很好時，我會讚美他（她）。 □ □ □ □ 

7. 同學表現的不好時，我知道他（她）是有原因的。 □ □ □ □ 

8. 我樂於分享我知道的知識。 □ □ □ □ 

9. 我知道團結很重要。 □ □ □ □ 

10. 我知道和同學要互相合作。 □ □ □ □ 

11. 在討論時，我知道如何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 □ □ □ 

12. 在討論時，我會傾聽他人發言。 □ □ □ □ 

13. 在討論時，我能聽出同學要表達的重點。 □ □ □ □ 

14. 在討論時，我知道如何綜合同學們的意見。 □ □ □ □ 

15. 對於我不懂的問題，我會想要問明白。 □ □ □ □ 

16. 遇到困難我會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 □ □ □ 

17. 我會為了尋找答案去蒐集資料。 □ □ □ □ 

18. 我知道如何蒐集資料。 □ □ □ □ 

19. 我會分析整理資料。 □ □ □ □ 

20. 我知道如何呈現分析整理的結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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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一 修訂吳麗花（2007）與邢雅嵐（2012）知識分享態度問卷 

 

課後回饋心得 

關於英文小說閱讀討論課，…… 

1. 與同學討論時，我十分願意…… 

□分享自己的知識和經驗。 

□                                                                         

□                                                                         

2. 與同學討論時，我會…… 

□主動回答。 

□                                                                         

□                                                                         

3. 與同學討論時，當同學有需要的時候，我會…… 

□盡量提供他所需的資訊。 

□                                                                         

□                                                                         

我會這麼做是因為…… 

□同學會認為這是我應該做的。 

□                                                                         

□                                                                         

4. 
當我無法幫助同學解決困難時，我會…… 

□                                                                         

5. 根據我的觀察，除了英語閱讀討論課之外，班上大部分的同學也漸漸習

慣…… 

□在生活中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感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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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一 修訂王雅卉（2011）與胡美娥（2008）英語學習態度問卷 

英語學習態度評分式自陳問卷調查 

 

本課程以英語小說為材料運用 CORI 閱讀與討論探討班級氣氛，請您

針對課程前後，對學習英語小說閱讀的感受，1-5 分予以比較，並評分。

分數越高，表示感受越強烈。 

 

 

     例如：享受閱讀英語小說的感受 

     課程前■□□□□   1   分；課程後 ■■■■■   5   分。 

 

 

1. 「閱讀英語小說對英語學習有幫助」的想法： 

課程前□□□□□         分；課程後□□□□□         分。 

 

2. 喜歡閱讀英語小說的程度： 

課程前□□□□□         分；課程後□□□□□         分。 

 

3. 主動閱讀英語小說的意願： 

課程前□□□□□         分；課程後□□□□□         分。 

 

4. 閱讀英語小說的信心： 

課程前□□□□□         分；課程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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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一 探索期暖身階段學習單一                                                            

（1） 活化先備知識（activating background knowledge） 

A. B. C. D. 

 

   

E. F. G. H. 

 

  

 

I. Picture Walk 

 

 

 

 

Before reading 

1. What do you think is happening in the pictures? 

2. How do the pictures make you feel about the characters or the 

topic? 

3. What do you think the text will say about the topic or 

characters? 

4. Can we create a summary sentence of what we think this 

reading will be about? 

During reading, I think this will be about… 

 

After reading, I found out this was about… 

                                           

 

（2） 提問（questioning） 

i. When did Frog give Toad a hat? 

ii.  

iii.  

 

（3） 搜尋（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I wonder… 

i. How can Frog pour water on the hat and dry it to make the hat smalle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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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摘要（summarizing） 

Page 48  

The whole story  

 

（5） 組織圖（organizing graphically） 概念圖（concept mapping）可避免瑣碎

（piecemeal）和無關（disjointed）的資料記錄。 

 

 

 

 

 

 

 

 

 

 

 

 

（6） 建構故事（structuring stories） 

character 
details 

dos feels 

   

   

 

 

 

故事〈 The hat 〉                                      

1. 理論化 （ theorizing ）：回顧整理故事內容。 

Topic sentence: 

2. 詢問 （ questioning ） ：感覺反映。 

我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是…… 

假如我們是 Frog或 Toad，我們會…… 

3. 提出異議 （ challenging ）：互相了解大家有那些不同的解釋角度。 

我們獲得新的領悟是： 

4. 形成一致性（ consensus ）的概念 （ concepts ）：幫助學習內化或付

諸行動。 

有人曾發生過像 Frog 或 Toad 的處境嗎？請描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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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期暖身階段課後回饋心得 

 

 

 

 

 

 

 

 

 

 

 

 

   閱讀策略的練習活動 
非常 

有幫助 

有 

幫助 普通 

無 

幫助 

毫無 

幫助 

1. 對我的學習…........................ □ □ □ □ □ 

2. 對我參與的意願……............ □ □ □ □ □ 

3. 對我與同學之間的關係…… □ □ □ □ □ 

4. 對班級的和諧氣氛………… □ □ □ □ □ 

5. 對啟發我的想法…………… □ □ □ □ □ 

   我覺得 
非常 

有趣 有趣 普通 無趣 

非常 

無趣 

6. 練習活動…………………… □ □ □ □ □ 

7. 與同學一起討論…………… □ □ □ □ □ 

8. 綜合分享的活動…………… □ □ □ □ □ 

9. 

今天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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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一 探索期熟悉階段討論單一                                                       

故事：〈             〉 

閱讀之前，我檢視自己在和同學相處時， 

是      否      關心同學。      是      否      瞭解同學的需求。 

是      否      被同學關心。    自己的需求是      否      被同學瞭

解。 

1. 理論化 （ theorizing ）：回顧整理故事內容。 

故事大意： 

2. 詢問 （ questioning ） ：感覺反映。 

我們覺得印象深刻/受鼓舞的地方…… 

 

 

3. 提出異議 （ challenging ）：互相了解大家有那些不同的解釋角度。 

我們覺得故事的關鍵是…… 

 

 

我們從故事中獲得新的學習是…… 

 

 

4. 形成一致性（consensus）的概念（concepts）：幫助學習內化或付諸行

動。 

閱讀和討論這個故事，我們想去做…… 

□關心同學        □照顧同學        □回饋同學      □貼心的舉動      

□陪伴同學 □其他                    

請討論出具體的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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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期熟悉階段課後回饋心得  

 

 

 

 

 

 

 

 

 

 

 

 

 

 

 

 

 

 

 

我覺得今天…… 

非常 

有幫助 

有 

幫助 

 

普通 

無 

幫助 

毫無

幫助 

1. 對我的學習………… □ □ □ □ □ 

2. 對我與同學之間的關係…… □ □ □ □ □ 

3. 對我參與的意願…………… □ □ □ □ □ 

4. 

今天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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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一 探索期運用階段討論單二 

故事：〈             〉 

閱讀之前，我檢視自己在和同學相處時， 

是      否      嘲諷同學。      是      否      被同學嘲諷。 

我反省自己面對誘惑或意志軟弱時候的心情。 

1. 理論化 （ theorizing ）：回顧整理故事內容。 

故事大意： 

 

2. 詢問 （ questioning ） ：感覺反映。 

我們覺得印象深刻/受鼓舞的地方…… 

 

 

3. 提出異議 （ challenging ）：互相了解大家有那些不同的解釋角度。 

我們覺得故事的關鍵是…… 

 

 

我們從故事中獲得新的學習是…… 

 

 

4. 形成一致性（consensus）的概念（concepts）：幫助學習內化或付諸行

動。 

閱讀和討論這個故事，我們想去做…… 

□支持同學     □鼓勵同學    □和同學一起面對困難且保有鍥而不捨的精

神 

□與同學分享   □讚美同學    □其他                     

當朋友面對誘惑或意志不堅時，我們可以怎麼幫助他，討論後請列出具體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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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期運用階段課後回饋心得 

 

 

 

 

 

 

 

 

 

 

 

 

 

 

 

 

 

 

 

我覺得今天…… 

非常 

有幫助 

有 

幫助 

 

普通 

無 

幫助 

毫無

幫助 

1. 對我的學習………… □ □ □ □ □ 

2. 對我與同學之間的關係…… □ □ □ □ □ 

3. 對我參與的意願…………… □ □ □ □ □ 

4. 

今天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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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一 修正期閱讀與討論階段教案範例 

第四次上課，時間 102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第八節與第九節。 

教學材料：小說內容第 16 章 – 第 19 章與學習單第 11 回。 

故事摘要： 

第 16 章：波西一行人在紙醉金迷的賭城拉斯維加斯（Vegas） 遇到誘惑的過程。 

第 17 章：波西從女海神（Nereid）那兒得知一些關於父親波賽頓的事情，並獲得禮

物：三顆珍珠。他們後來遇到科斯蒂（Crusty）水床的攻擊，波西機智救

了安娜貝斯和格羅佛。 

第 18 章：波西與科戎交涉之後載一夥人進入冥河（The River Styx），而安納貝斯降

服了地獄三頭犬（Cerberus），順利進入冥界與黑帝斯談判。 

第 19 章：波西發現真相而且是被路克與戰神（Ares）陷害，用他僅有的三顆珍珠

帶著安娜貝斯和格羅佛一起逃離冥界。 

 

教學流程： 

（一） 【獨立閱讀】 

步驟 內容 時間 

活化先備知識 小組成員各自瀏覽上次的故事內容（第 15 章）。 5’ 

提問 各自閱讀第 16 章至第 19 章的小說內容與閱讀學習單

「check it 」活動。然後，小組成員共同寫出 2 個題目對

內容提出（重點）問題。 

45’ 

搜尋資訊 小組成員相互交流最有趣的情節或好奇的章節敘述。 10’ 

（二） 【文本討論】 

步驟 內容 時間 

摘要故事 小組成員相互確認學習單的內容之後，進行全班故事接龍

活動。 

20’ 

詢問並提出異議 答辯釐清相關聯的概念與想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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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一 閱讀手札 

My reading journal  我的英語小說閱讀手札  

Today I’ve read the novel from page        to      . 

This part of the story impressed me a lot!（page and reason） 

 

 

 

 

 

 

And I’ve learned  □ a new word  □ a new sentence  □ a dialogue  □                   

（on page        ）  Here it is.                                                           

 It’s my turn. I can do too. 

 

 

 

 

 

 

About the story, I am going to share more about…（why or 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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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行動期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討論單 

討論單三 

Please discuss thes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groups and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1.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friend like Percy even though he’s always in trouble? 

Why? Or why not? 

 

 

 

 

2.  What do you think if Grover is a good friend or not? 

 

 

 

 

3.  As what / how do you describe Grover? 

 

 

 

 

4.  Have you ever had a friend Grover? How was he or she like they are? 

 

 

 

 

5.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 good friend?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喜歡今天討論的內容。 □ □ □ □ □ 

2.我喜歡今天和同學一起討論和分享。 □ □ □ □ □ 

3.我喜歡今天小組討論的氛圍。 □ □ □ □ □ 

4.我覺得今天的討論題目很有意義。 □ □ □ □ □ 

5.我覺得今天的討論很有收穫。 □ □ □ □ □ 

 

其他意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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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十一 修正期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討論單 

討論單四之一 

Please discuss thes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groups and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1.  As what / how do you describe Annabeth? Write down a complete sentence. 

  

2.  What Annabeth did impressed you most? Write down the page number. 

  

3.  Whether do you think Annabeth is Percy’s good friend or not? Why? 

  

4.  
Are you “Annabeth” among friends? If yes, what have you done? Why? If not, will 

you try to be? Why or why not? 

  

5.  Is there an “Annabeth” in your class? What has he or she done for classmates? 

 
 

 

 

課程滿意調查表 

請勾選（）關於今天的課程描述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喜歡討論的主題。 □ □ □ □ □ 

2.我喜歡小組討論和分享的氛圍。 □ □ □ □ □ 

3.我認同小組討論結果。 □ □ □ □ □ 

4.我覺得討論的題目很有意義。 □ □ □ □ □ 

5.我覺得討論的過程很有收穫。 □ □ □ □ □ 

 

其他意見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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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單四之二 

Please discuss thes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groups and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1.  

At the camp, Luke had tried training Percy to be stronger. In Percy’s quest, Luke was 

sincere about lending his flying shoes to him. But finally, Luke played a trick on 

Percy. Whether do you think Luke was a good friend of Percy’s?   

 
 

 

2.  

If you were Luke, what would you do to Percy? Would you still make your friend 

powerful? Would you lend your important thing to help your friend success? Or 

would you fool your friend? Why or why not? 

 

 

 

 

3.  Is it good for you to have a friend like Luke? Why or why not? 

 

 

 

 

 

課程滿意調查表 

請勾選（）關於今天的課程描述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喜歡討論的題目。 □ □ □ □ □ 

2.我喜歡小組討論和全班分享的氛圍。 □ □ □ □ □ 

3.我覺得討論的過程很有趣。 □ □ □ □ □ 

4.我覺得討論的議題和我的生活很相關。 □ □ □ □ □ 

5.我認為討論過程時我得到一些啟發。  □ □ □ □ □ 

 

其他意見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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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修正期形塑一致性概念階段組織圖 

Graphic Organizers Worksheet  Class: 907  team:       member:                  

date: 

Please organize a picture like a mind map, a tree diagram （樹狀圖）, or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層次關係） about 波西, 格羅佛, Annabeth, and Luke with your partners. 

Its a team work, so please read your novel again together. Then discuss these four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Finally finish this worksheet together. Before todays work, you need to write 

down the number in the picture to make sure you know the order of the work. We should 

follow these steps to enjoy working together.  

Lets start!                      Go! Go! 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