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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敘述研究動機，接著根據研究動機明

確點出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最後再針對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名詞

提出說明。 

 

第一節  研究的緣起與動機 

    

     寫作，是個人學習結果的整體展現；透過寫作，不但能傳達個人

思想，與他人溝通，在重視以個人檔案、報告展現自我的現代社會中，

寫作更是個人升學、求職與追求專業成長的利器（張新仁，2004; Chalk, 

Hagan-Burke, & Burke, 2005; National Writing Project & Nagin, 2003; 

Williams, 1998;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a）。 

然而，多年來相關調查研究的結果均指出，臺灣學童的作文在遣

詞用字、語法修辭、內容取材與文章結構的表現普遍不佳，顯示學生

的寫作能力亟待加強（張新仁，2004）。但是在「新課程」1與「九年

一貫課程」2實施之後，國語課總授課時數大幅緊縮，導致師生投注在

寫作教與學的時間也相對減少（李玉貴，2005；章五奇，2005），這對

學生一向低落的寫作能力，無疑是雪上加霜；而教師不知如何在有限

的時間內指導學生寫作，也產生教學上的挫敗感（甄曉蘭，2003），甚

至在某些班級中根本沒有作文教學時間，教師只出作文題目，接著就

讓學生回家自行寫作，使作文教學成為學生與家長自己的責任（章五

奇，2005）。自從教育部（2005）公佈，自九十三學年度入學的國一新

生在基本學力測驗中必須加考作文，更使家長驚覺到寫作的重要性，

                                           
1 「新課程」意指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公佈，八十五年八月起逐步實施之《國
民小學課程標準》。 
2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並於九
十年八月起逐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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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思索如何從小開始培養子女的寫作能力，坊間作文補習班也以極

快的速度普及各地，充分反應社會的需求。 

為了改進目前臺灣寫作教學與學習的窘境，寫作教學研究者實在

有必要深入了解學童「如何寫完一篇文章」的歷程，才能從中發覺學

生的困惑、盲點與教師可著力之處，繼而發展有效的寫作教學模式，

並且藉由研究結果的分享，嘉惠其他的教師與學子。  

然而，我們對「寫作歷程」的定義，會影響我們觀察學生寫作時

的視野，也會影響我們對寫作教學活動的規劃。 

過去在訊息處理論的影響下，學者重視長期記憶、短期記憶與運

作記憶中計畫、轉譯與檢視等寫作認知歷程的研究（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a），寫作被視為「把個人的想法和觀點，以合理的邏輯、

正確的文法和標點符號，轉換成白紙黑字，寫成句子、組成段落，進

而構成一篇完整的文章」的歷程（張新仁，2004：247）。然而自一九

八○年代中期以後，在社會認知理論、建構主義知識論與自我調整學

習理論（self-regulated learning theories）的影響下，學者對寫作歷程的

定義有了新的詮釋（Butler, 2003b; Harris & Graham, 1994b; Harris, 

Graham, & Mason, 2003;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a）。 

自我調整學習論者主張，寫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自我調整歷程；

優秀的寫作者除了必須分析讀者的需求，具備字彙、語法修辭、文章

結構的知識，以及計畫、起草與修改文章的認知與後設認知能力外，

還要能夠管理自己的寫作環境，尋找適當的楷模或資源，調整對寫作

的情感以及維持正向的寫作動機，因此對寫作歷程的研究不該僅止於

認知訊息處理歷程的探究，還要擴展至寫作者的動機、情感與社會互

動層面的分析（Graham & Harris, 1997; Harris et al., 2003; Paris, Byrnes, 

& Paris, 2001;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b），凡是「寫作者為了達

成寫作的目標所自我促發的各種思想、情感與行動」，都應納入寫作歷

程探究的範疇（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a: 76）。 

由此可見，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分析「寫作歷程」時需要關

注的範疇，已從早期注重認知與認知監控的自我調整歷程，擴展至對

寫作者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因素彼此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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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寫作歷程意涵的擴展，也促使我思索下列三個問題： 

其一，兒童的中文自我調整寫作歷程呈現何種樣貌？國外學者發

現，儘管每個人都有調整自己寫作歷程的能力，但是專家與生手、擅

於寫作與不擅於寫作者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卻有程度與方向上的差異

（Berninger, Abbott, Whitaker, Sylvester, & Nolen, 1995; Graham & 

Harris, 1997; Scardamalia & Bereiter, 1986a;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b）。我們必須先掌握各學習階段學童自我調整寫作歷程上的特

質、比較文章品質相對優劣的學生在自我調整寫作歷程上的差異、學

生會使用哪些正向或負向的寫作自我調整策略等問題，才能以此為基

礎，提供各學習階段學生、甚至個別學生所需的鷹架支持。 

第二個問題是，隨著寫作歷程意涵的擴展，我們該如何安排教學

的內容、教導哪些寫作策略、提供哪些歷程性的協助、以何種方式教

學，才能提昇學生的寫作自我調整能力與文章品質？ 

近二十年來，在訊息處理模式的影響下，國內寫作教學的研究盛

行「歷程導向的寫作教學」，由教師在學生計畫、轉譯與修改的寫作歷

程中，提供明確的認知示範與事先設計好的寫作過程提示單等歷程性

的協助（張新仁，2004；陳鳳如，1999；劉明松，2003）。但是，誠如

張新仁（2004）的分析，歷程導向的寫作教學對中等程度的學生幫助

最大，而程度不佳的學生需要更多的支持與協助；一九九四年美國教

育進展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報告也發現，

歷程導向的寫作教學成效不如預期（Williams, 1998）。這也正反應出，

對於初學寫作，在將想法書寫成文句時（transcription）常感到困擾的

兒童來說，除了學習計畫、轉譯、檢視等寫作認知策略之外，詞彙、

標點符號、文法修辭、文章結構、生活經驗等知識也必須加強（姜淑

玲，1996；陳鳳如，1996，1999；陳瑋婷，2005；葉雪枝，1998；鄭

博真，1996），更重要的是，由於寫作並非是一件輕鬆的事，為了使學

生能夠自我計畫、自我促發並且自我堅持的解決所面臨到的各種問

題，教師還必須教導兼顧認知、動機、情感與資源經營管理的寫作自

我調整策略（National Writing Project & Nagin, 2003; Harris & Graham, 

1999;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a），甚至結合小組討論的學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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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藉由同儕的支持與回饋，刺激學生思考，以改進文章品質，維持

策略學習的效果（Graham, Harris, & Mason, 2005）。 

目前國外已有學者將歷程導向寫作教學模式與寫作認知策略、自

我調整策略教學相結合，同時考量學生、教材、教師與環境等四要素，

兼顧認知、動機與情感等三個層面，發展出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

學模式（Butler, 2003,1999; Harris & Graham, 1999）。自我調整歷程導

向寫作教學模式肯定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的能力與必要性，因此雖然注

重教師的認知示範、針對策略進行明確的討論與練習，但是直接教學

的頻率降低，並且鼓勵學生發展個人化的寫作認知策略與自我調整策

略。寫作教學不再只是提供一套既定的教材，只關注寫作認知訊息處

理歷程的引導，而是藉由營造支持性的學習氛圍，讓學生發聲，使學

生為了真實的目的、聽眾而寫作。老師則必須持續地針對學生的個別

差異提供適當的回饋與協助，以逐步建立學生對寫作的情感與自信

心。期待學生不但能透過寫作教學提昇寫作知能，更學會解決問題的

能力，並且將所學的寫作認知策略與自我調整策略運用在其他的學習

任務上（Butler, 2002, 2003; Graham & Harris, 1994a; Harris & Graham, 

1999; Harris et al., 2003; Paris & Paris, 2001; Perry & Drummond, 2002; 

Perry et al., 2003）。 

多年來，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模式盛行於美國特殊教育學

界，從小學到大學階段，造福許多學習障礙與有寫作困擾的學生（Butler, 

2002; Butler et al., 2000; Harris et al., 2003），學者也建議在一般的、自

然的班級情境中推廣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並且探討為何某些

學生無法成功的運用寫作認知策略與自我調整策略（Graham & Harris, 

1997; Graham, Harris, & Mason, 2005; Harris et al., 2003;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a）。 

但是，臺灣的小學目前在《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的規範下，國語文的授課時間每週只有五節課（其中還包含去圖書館

的閱讀時間），根本不利寫作教學的實施（王開府、單文經、高秋鳳、

鄭圓鈴，2006）；雖然有彈性活動時間可供調配，但是扣除學校行政業

務需求、運動會與其他學習領域的教學時間後，所剩無幾。因此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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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級中推展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勢必需要和國語科的其他

學習活動相結合，才具有可行性。然而該如何處理，才能既落實寫作

教學又不至於排擠其他語文學習活動的時間，甚至發揮加乘的功效？

此外，現今臺灣都市裡的小學，平均每班學生人數超過三十人，而且

在「融合教育」政策的規範下，常兼融一般學生（包括低成就生）與

學習障礙學生（或情緒障礙、肢體障礙、輕微視障、聽障生），在此種

狀況下，教師該如何兼顧大班教學與個別學生的需求，在有限的時間

精力下給予學生最有價值的寫作指引與回饋？這些困難必須在理論與

實踐不斷謀合的過程中，逐步抽絲剝繭，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夏

林清譯，2000）。 

我們必須面對的第三個問題是，我們該以何種方法研究兒童的自

我調整寫作歷程、評量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的效果，以及分析

學生寫作自我調整歷程的發展？ 

截至目前為止，國外大部分有關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研究都是以

問卷調查或是以實驗的方式進行，但是學者發現自我調整的寫作能力

在實驗的情境中會受到限制，不易完全發揮，而且量化的研究方式忽

略個人與情境脈絡的特殊性，尤其是兒童在計畫、轉譯、修改等寫作

認知能力的發展上具有性別差異與個別差異性，因此除了放聲思考寫

作外，有必要長期的、深入的以參與觀察、訪談、分析學生文章的特

質等方式進行探究，對學生之自我調整寫作歷程才能獲得整體性的理

解（Berninger et al., 1995; de Kruif, 2000; Graham & Harris, 1997; 

Graham, Harris, & Troia, 1998; Perry, Nordby, & Vandekamp, 2003;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b）。這種歷程性描述層次的分析，也正

是國內目前最缺乏的寫作研究取徑（張新仁，2004）。     

另一方面，有鑑於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乃是持續不斷的分

析學生的需求，評量學生的表現，以安排適當寫作教學活動的歷程，

因此以教師即研究者、學生為批判參與者的身分，結合質性研究「逐

漸發展的設計」特質，透過長期參與觀察、深入訪談的歷程，探究此

教學模式在國小實踐之道，應為相當有意義的方法（吳芝儀，2000；

黃彩霞，2005；Harris & Graham, 1999; Paris & Paris, 2001; Perr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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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為了尋求上述問題的解答，提昇學童的自我調整寫作能力與文章

品質，本研究旨在透過質性研究循環反饋的過程，在自己任教的國小

五年級班級中，探究學童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與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

作教學活動的實踐之道，並且分析寫作教學的效果（effects）與學生自

我調整寫作歷程的發展情形。寄望藉由本研究的發現，擴展教師與相

關領域的研究者對兒童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理解，並為臺灣的寫作教

學，開啟新的視窗。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探究議題 

 
    為了提昇國小學童寫作知能與教師寫作教學知能，並使研究的結
果與建議更貼近國小寫作教學實務的需求，本研究以教師即研究者的

方式進行，在自己任教的五年級班級中，透過質性研究的過程，分析

學童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實踐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並且探

討寫作教學的效果與學生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發展。茲一併簡述本研

究所欲探索的研究議題如下：     

一、 國小四年級結業、剛升上五年級學童之自我調整寫作歷程呈現

何種樣貌？文章品質相對高低的兒童，其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有何差異？ 

二、 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活動如何在國小五年級班級情境

中實踐？學生的接受度與反應為何？ 

三、 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方案的介入效果為何？是否能夠

使學童之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獲得發展？ 

    最後，本研究將根據研究發現與省思，嘗試建構寫作能力發展中

兒童之中文自我調整寫作歷程模式，針對如何提高國小學童的寫作能

力與改進寫作教學，提供建議，並為未來的寫作教學研究，指引可行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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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中所涉及之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壹、寫作態度 
 

    在本研究中，「寫作態度」（attitudes toward writing）意指，個人對

於寫作、學習寫作的喜愛程度與感受。本研究針對學生在「寫作態度

調查表」上的反應與各種觀察、訪談的結果，分析學生的寫作態度與

寫作教學前後學生寫作態度的變化。 

 

貳、 寫作自我效能 
     

    在本研究中，「寫作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意指，個人對於自

己能計畫與採取必要行動以完成某特定寫作任務的能力知覺

（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a: 77）。本研究針對學生在「寫作自我

效能問卷」上的反應與各種觀察、訪談的結果，分析學生的寫作自我

效能與寫作教學前後學生自我效能知覺的變化。 

 

叁、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在本研究中，「自我調整寫作歷程」（self-regulated writing process）

意指：「寫作者為了達成寫作的目標所自我促發的各種思想、情感與行

動」（Zimmerman & Risemberg, 1997a: 76），兼顧寫作時訊息處理的認

知歷程，以及寫作者後設認知、動機、情感與社會互動等層面自我調

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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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 
 

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A Self-Regulated Process-Oriented 

Model of Writing Instruction），乃是結合歷程導向寫作教學模式、寫作

認知策略與自我調整策略教學的寫作教學取徑；其探討的範疇，並非

僅止於教學步驟，還包括學習環境的營造、課程與教學的設計、寫作

策略與文章知識的教學與評量。在本研究中，是以歷程導向寫作教學

模式（National Writing Project & Nagin, 2003）與 Harris 和 Graham

（ 1999）提出的自我調整策略發展（ Self-Regulated Strategic 

Development, 簡稱 SRSD）寫作教學模式為基礎，並參考國內中文歷

程導向寫作教學相關研究的建議、本研究中分析兒童放聲思考自我調

整寫作歷程後所獲得的啟示，以及本班學生不斷反應出來的學習需

求，所漸次發展而成的記敘文寫作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除了配合國

語科教學的進度，教導兒童撰寫記敘文必備之語文相關基本知識外，

亦教導「寫作前計畫－訂定目標與擬訂計畫策略」、「寫草稿－寫出想

法與不斷閱讀修改策略」、「轉譯後修改－小組討論閱讀檢查修改策略」

等寫作認知歷程策略與「自我教導」、「目標設定」、「自我記錄」、「自

我評量」、「資源經營」等寫作自我調整策略，並提供「訂定目標與擬

定計畫記錄表」、「寫作歷程（擬訂計畫、寫草稿、小組討論修改）自

我檢核表」、「文章內容（寫作計畫）自我檢核表」、「文章長度自我記

錄表」、「給組員的建議記錄表」與「小組討論檢核表」等過程性的協

助，兼顧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的自我調整歷程。 
 

伍、限制式寫作-引導式作文 
 

「限制式寫作」（limited writing）一詞，是由考選部（2002）編印

的《國家考試國文科專案研究報告》所提出來的一種作文題型。此種

題型通常有較長的文字說明、較多的條件限制，使教師能夠依照教學

目標，明確的規範所欲訓練的能力，提供具體的教學指引，也較易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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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章的品質（仇小屏，2005a）。 

本研究在進行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時，所採用的作文命題方

式是屬於「限制式寫作」中的「引導式作文」：先呈現閉鎖式的題目，

再以一小段說明文句作為引言，引言之後列出「具有強制性」的「寫

作條件」，讓學生依據題旨與相關要求寫出一篇完整的文章（仇小屏，

2005b；考選部，2002）。對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學而言，此種題

型的優點在於，能協助兒童釐清題旨，迅速掌握記敘文「敘事」、「寫

景」、「記人」、「狀物」的敘寫重點，教師還能引導兒童將「具有強制

性的寫作條件」納入寫作前目標設定的範疇，並據此自我評量與修改

文章，提供初學寫作者所需之鷹架支持。 

 

陸、完全命題 
 

本研究在進行放聲思考寫作時，則是採用「完全命題」的作文題

型。此種命題方式僅呈現單一的、完整的作文題目，而沒有其他補充

的文字說明（仇小屏，2003）。例如「一張舊照片」、「我最難忘的一件

事」就是屬於完全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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