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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兒童自我調整寫作歷程初探 
 

    本章旨在分析學期初，「寫作策略」教學前，參與放聲思考寫作之

七位學生的放聲思考寫作原案（結合 VCD中，學生寫作時的各種動作

及時間記錄）、觀察記錄、訪談逐字稿，放聲思考寫作成品及其在「寫

作經驗調查表前測」中的回答；除了探究四年級結業，剛升五年級學

童的「記敘文」自我調整寫作歷程、比較文章品質相對高低兒童之自

我調整寫作歷程的差異，也歸納研究發現，作為調整寫作教學活動的

參考依據，以規劃更適合學生需求的寫作教學方案。 

    茲將研究發現，說明與討論如下。 

 

 

第一節   兒童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分析 
 

    本節將先分別描述七位學生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作文題目為：

我最難忘的一件事），之後再歸納研究發現，整理出兒童自我調整寫作

歷程的共同特性。 

 

壹、娟娟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一、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認知循環歷程 
 

    娟娟在看到作文題目以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回想最難忘的事

件，然後先在腦海中「想每一段該怎麼寫」，「⋯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件，

然後再來過程⋯然後就寫結尾」，「計畫好每一段的大意」（放訪

2005-9-71）。一開始只是擬定概略的計畫，正式寫作的時候，「再去把

它（大綱）變成很長的文章」，而且「寫完一段以後，就會開始想下一

段該怎麼寫」（放訪 2005-9-71）。所以娟娟不但在寫作前就會將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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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略加組織，擬定每段初步的寫作計畫，在將構念轉譯為文字

的過程中，她也會不斷的當下做計畫，產生新的構念。 

    娟娟在把構念轉譯為文字前，會先以口語反覆的自我對話

（self-speech），思量、斟酌，然後才下筆將想法寫出來： 

     
 「喔！要怎麼寫？要把它寫∼從∼從∼我最難忘的事，事情是

發生在∼好吧！（內容產出）∼我最⋯（寫出草稿）」 

「⋯那裡都是一些∼老∼阿∼公∼老∼阿∼嬤，要這樣寫太沒有

禮貌了！那裡都是一些老∼老什麼好？老爺爺（內容產出）∼那

裡都是一些老爺爺∼逗點，和老奶奶（寫出草稿）⋯」（放聲原

案 2005-9-71） 

     

寫出草稿時如果發現字寫錯、寫得太醜，或是句子不通順，娟娟

會在第一時間，當下立刻做修改；另一方面，也會藉由反覆的閱讀、

審慎評估後，再修改句子或每段的內容。娟娟更在寫第三段時，再回

過頭去修改第二段結尾的部分，甚至擦掉重寫（放聲原案 2005-9-71）。 

娟娟在寫作的過程中，總共有三次，表示自己突然想不起來剛才

想到的內容，或是修改前所寫出來的文字（放聲原案 2005-9-71）。 

    「閱讀」在娟娟寫作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娟娟每寫一句

之前，會反覆閱讀前一句的內容；每段寫到一半，會從該段的第一句

開始再閱讀一遍；寫完一段後，會把該段再從頭閱讀一次；寫到第三

段時，會再去重讀、修改第二段中的內容；寫第四段之前，會再從第

一段第一句開始再讀一遍。娟娟透過閱讀，幫助構念產出，也藉由閱

讀，檢查文章中有沒有需要修改之處（放聲原案 2005-9-71）。 

不過，娟娟在第四段寫完後，沒有再檢視，就決定結束寫作了（放

聲原案 200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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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娟娟在寫作態度調查表前測問卷上的回答，反映出她非常喜歡寫

作文，因為「能夠完完全全的把我想說或不敢說的事情認真的寫出來，

甚至把我心裡的想法也寫出來，所以我很喜歡寫作。」（wa1-1-31）。 

    當娟娟在放聲思考寫作的過程中，發覺不知道該怎麼往下寫的時

候，會「覺得自己很笨，都想不出來！」，但是接下來她會「⋯盡量用

我的想法去思考，去把它想出來。就是一定要逼自己想出來。」（放訪

2005-9-71）。顯示娟娟具有很高的「完成寫作任務」的動機，即使遇

到困難，也會想辦法解決。 

娟娟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的透過自我對話，指引自己達成心中

既定的目標，或是根據目標進行自我評量。此處所指的目標，不僅是

寫作「計畫」階段娟娟訂定的「內容」（難忘的事件）、「結構」（原因、

經過、結果、結尾）目標，還包括娟娟根據以往的知識，所謂「好文

章的標準」，對自己的文章所預設的評定標準：包括「避免錯別字」「字

寫美觀」、「語句通順」、「遣詞用句適宜」（放訪 2005-9-71）；凡是不

符合娟娟目標的文字敘述，娟娟都會決定修改。娟娟常使用的、簡短

的自我對話類型包括：（一）自我詢問：「開頭要怎麼寫呢？」、「（事情）

好像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然後要怎麼寫？」；（二）策略的

自我提醒：「先想一想！」、「再想一下！」、「這樣看一下好了！（閱讀

前面的句子）」、「來檢查看看！」；（三）自我評量：「字太醜！」、「（字

寫得）不好看！」、「奇怪！」、「感覺怪怪的！」、「這樣寫比較好！」、

「好吧！就這樣寫！」；（四）自我肯定：「我寫對了！」、「啊！我知道

了！」；（五）情緒的抒發：「唉呀！（不知道要怎麼寫）」、「厚呦∼（這

個想法不行）不行！」；（六）自我控制：「等一下！」。娟娟在寫作過

程中，總共說了二十七次「等一下」，接著就閱讀、評估之前寫的內容，

幫助自己產生新構想，或是看看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放聲原案

2005-9-71）。 

    娟娟在寫作的過程中，除了不斷的自我對話，也不斷的問我問題，

尋求協助。問題的類型包括字形、標點符號、分段、組織、內容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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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成語、形容詞（修辭）的運用（放聲原案 2005-9-71）： 

 
「⋯老師（『糗』是）這樣寫喔？是嗎？」 

「然後（使用）這個（標點符）號喔？是嗎？」 

「⋯老師一段這樣子會不會很少？會太少了嗎？」 

「但是老師那個∼如果直接跳到那個∼去溫泉的事情會不會很

奇怪？就是妳有寫∼就中間那邊∼就是在路上發生的事情沒有

寫會不會很奇怪？直接跳到這邊去會不會很奇怪？」 

 「老師∼要不要把我去哪一個溫泉哪一個地方都寫出來？我不

知道那個名字，但是我知道那是在谷關那邊∼要寫出來嗎？」 

「老師有個成語就是⋯就是會突然間就會想要做的那個成語要

怎麼講？就不自覺就會想做？」 

「嗯！好好的泡溫泉『過冬』會不會很奇怪？泡溫泉『過冬』∼

這樣寫的話呢？⋯老師我這只是當一個形容詞，就是比較誇大∼

比較誇大的形容詞可以嗎？」 

 

    上述節錄的話語，不但是娟娟問我的問題，也是娟娟「考量老師

（讀者）看法」的自我對話，因為除了一個成語、一個標點符號的運

用娟娟真的有困惑外，其餘的問題，我只需回問：「你覺得呢？」，之

後，她都會自己做決定，自行解決上述的問題。 

    娟娟自己準備墊板，而且選擇使用鉛筆、橡皮擦寫作（放聲原案

2005-9-71），理由是： 

 
「因為原子筆寫錯的話，因為那是我自己在家裡寫的，所以我塗

改的話，自己也看得清楚，○○（家人）也看得清楚，那如果說

∼如果說在學校用原子筆寫的話，如果我寫錯的話，如果用一個

∼一直用立可白塗來塗去、塗來塗去的話，就會∼就是不好！所

以，就乾脆用鉛筆寫，才比較方便，（修改時）就不用塗得很亂。」

（放訪 200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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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娟娟的回答，可以了解，娟娟寫作時會依據不同的讀者，選擇

適用的工具。 

    娟娟在放聲思考寫作一開始，就主動表示：「我要開燈！」（放聲

原案 2005-9-71）；在寫作的過程中，每當窗外的風吹動稿紙，影響寫

作時，娟娟會拿鉛筆盒把稿紙壓住，再繼續寫作；覺得錄音機的位置

影響寫作時，也會調整錄音機的位置（放觀 2005-9-71）。在寫完第一

段後，她說：「老師我要喝水∼（拿起水壺喝一口水，因為放聲思考寫作

導致口渴）好了！再來第一段寫完，再來寫第二段」！；寫完第二段後，

她主動表示：「好，休息一下，老師我要休息一下！」；第三段寫完以

後，她又再次要求：「休息一下！」（放聲原案 2005-9-71）。顯示娟娟

在寫作的過程中，會藉由調整外在的物理環境與內在的生理環境，使

自己順利完成任務。 

     

貳、曉曉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一、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認知循環歷程 
 

    曉曉看到作文題目後，先針對作文題目，回想自己最難忘的事情： 

 
「嗯！就是∼嗯∼我想到幼稚園的時候，我想到有一次耶，就是

那個∼老師他跑出去那個辦一點事情，然後結果就在那邊說老師

來了沒∼老師來了沒，然後結果那個∼我就一直尖叫啊，結果那

個∼隔壁班的老師就跑來說是誰在尖叫，然後大家都說這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那才開學第一天而已。」（放

聲原案 2005-9-211） 

 

    之後，就謄寫題目開始寫作。曉曉在開始寫第一段以前，並沒有

先思考每一段要寫哪些內容，而是把想到的都寫出來，並且在寫作時

當下做計畫，「⋯一面想一面寫」，「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放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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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211）。 

    曉曉在寫作的過程中，會先停頓一下，想一想接下來要寫什麼（當

下計畫構念產出），接著想清楚要如何表達（內容產出），再一字一字

的寫出來（寫出草稿）（放聲原案 2005-9-211）。 

曉曉多半是在寫出草稿時馬上發現字寫錯了、寫得不好看、遺漏

重要的形容詞、標點符號使用錯誤，當下立刻修改（放聲原案

2005-9-211）。但是也有一次，曉曉寫出草稿後覺得句子不通順，以口

語仔細思考、斟酌，重讀一遍該句後，才修改文字敘述的方式： 

 
「他們∼班∼都∼是∼都是∼小∼班∼（寫出草稿）嗯？有點不

順！都是∼都是∼原來他們班都是∼很∼小∼的∼小∼孩（內容

產出）∼嗯（修改）」（放聲原案 2005-9-211） 

 

曉曉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會停下來閱讀「已經寫完的前一句」，接

著才繼續寫下面的句子（五次）（放聲原案 2005-9-211）。對曉曉來說，

「閱讀已經寫完的前一句」，可以幫助她想清楚下一句該怎麼寫，使文

句前後連貫、通順（放訪 2005-9-211）。 

除此之外，曉曉表示，有時候她會因為專注在「現在在寫的句子」，

而「忘了」前一句寫了些什麼，所以有時候「再回去閱讀已經寫完的

前一個句子」，才知道自己所寫的內容有沒有前後連貫（回溯筆記

2005-9-27）。 

當曉曉覺得「⋯把事情敘述完我就講完啦！」（放訪 2005-9-211），

她就結束寫作，沒有再閱讀、檢查或修改文章的內容。 

    

二、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曉曉在寫作態度調查表前測問卷上的回答，反映出她稍微不喜歡

寫作文，因為「我覺得寫作很煩，而且我一寫作就什麼也想不出來」

（wa1-1-29）。但是曉曉很願意參與放聲思考寫作的研究，因為她覺得

自己的作文能力不好，希望能夠加強自己寫作的能力（回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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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21）。顯示曉曉的寫作自我效能感雖然不高，但是具有學習寫

作、追求進步的動機。 

    曉曉在寫作的過程中，依據她自己知道的「好文章的標準」，設定

了「避免錯別字」、「字寫美觀」、「語句通順」的目標，並且根據目標

進行自我評量，凡是不符合目標的文字敘述，她都會修改。曉曉也會

藉由自我對話（self-speech）指引自己的行動，包括：（一）自我詢問：

「稚稚稚稚∼稚怎麼寫？（查字典）」；（二）自我提醒：「結是糸部！」、

「隔∼『壁』也查一下（字典）好了！」；（三）自我評量：「有點不順！」、

「（字）少一撇！」、「不對！寫不順！」、「這個字寫得不好看！」（放

聲原案 2005-9-211）。 

    曉曉在放聲思考寫作前，就自己準備好鉛筆盒、墊板和一杯水。

當她把想法書寫成文字時遇到困惑，會主動要求去班級書櫃中拿字

典、查生字；寫作過程中她一共查了六個生字的寫法，每次查完字典

後都會把字典「蓋起來（闔上）」（放聲原案 2005-9-211），放在桌子

的右上角（放觀 2005-9-211）。曉曉在整個寫作的過程中並沒有喝水，

但是會調整紙張在墊板上的位置、字典的位置、自動筆筆芯，使自己

更方便寫作（放觀 2005-9-211）。寫作完畢，曉曉還會將物品放回原

位，「⋯把鉛筆收進去，橡皮擦也要收進去，然後把字典放回原來的地方！」

（放聲原案 2005-9-211），再去洗手（因為用鉛筆寫字後手背黑黑的），

之後才坐下接受訪問（放觀 2005-9-211）。顯示曉曉在寫作過程中，

也會準備適當的寫作工具、調整寫作時的物理、生理環境，必要時主

動尋找資源，解決問題，使自己完成寫作任務。 

曉曉此次放聲思考寫作的成品，整篇文章都沒有分段，她表示「我

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分段」，但是今天「忘記了，就直接霹靂啪啦寫下

去」，我問曉曉，是不是這種放聲思考的寫作方式，影響她的表現，曉

曉回答：「不會！」，「這一樣是在寫文章而已啊！」，「我覺得好像都差

不多耶！」「就是只有一點不習慣而已，沒有很大的影響！」（放訪

2005-9-211）。 

    對於今天的作品品質（參見附錄七放聲作品 2005-9-211），曉曉

覺得「這樣也不錯啊！」（放訪 2005-9-211），顯示此時曉曉的長期記



 96

憶中，並未將「分段得宜」的項目，視為評量「好文章的標準」之一。 

 

參、蓉蓉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一、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認知循環歷程 
     

蓉蓉謄寫完作文題目後，先從記憶中挑選出「印象比較深刻」的

事，就開始寫作。她並沒有預先設定要寫幾段，也沒有先想好每一段

要寫些什麼，而是「一邊想一邊寫」（放訪 2005-9-281），當下做計畫。 

    蓉蓉在第一段下筆前，停頓約 31秒，想清楚要寫的內容後，就把

想法轉譯成文字，書寫出來。蓉蓉在句與句之間，偶爾會停頓（約 9

次），思考接下來要怎麼寫（放聲原案 2005-9-281）、「（事情的經過）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放訪 2005-9-281），但是除了最後一段下筆前思

考較久外，段與段之間，都沒有任何遲疑，就自動分段、把想法寫成

文字（放聲原案 2005-9-281）。 

    蓉蓉在把想法書寫成文字時，都是馬上發現錯誤，當下立刻修改

（錯字、調整文字先後順序）（放聲原案 2005-9-281）。 

    當蓉蓉覺得已經把事情的結尾寫完，也把感想寫完後（放訪

2005-9-281），就從第一段開始閱讀已經寫完的文章；在評估「沒有錯

字」、「沒有少寫什麼」後，她沒有做任何修改，決定把文章交給老師

（放聲原案 2005-9-281）。 

 

二、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蓉蓉喜歡寫作文，「因為∼可以把事情都寫在上面，然後比較不會

忘記！然後，以後看到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有趣！」（放訪 2005-9-281）。

她平常就會保留自己寫完的文章，自己整理，也曾經參加過學校的作

文比賽，得到名次。如果在寫一篇文章的過程中，發覺自己實在不會

寫，蓉蓉一開始會「覺得很害怕，那個會講不出來（寫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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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來還是「要∼盡量把它寫完！」（放訪 2005-9-281）。 

    蓉蓉在放聲思考寫作的過程中，會依據自己預設的目標，採取行

動，並且自我評量目標是否已經達成。她預設的目標，包括「內容」

上，要把一件事情的結尾交代清楚，還要再寫感想，而且「要避免錯

字」、「避免標點符號使用錯誤」、「形容詞用得好」（放訪 2005-9-281）。

蓉蓉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會自我對話，包括：（一）自我詢問：「要怎

麼寫？」、「下一段要寫什麼？」、「下面要寫什麼？」；（二）策略的自

我提醒：「然後我現在要檢查有沒有錯字！」；（三）自我評量：「好了！

（寫完了）」、「嗯∼沒有錯字！嗯∼要不要交給老師了？」、「應該沒有

（少寫什麼）！」（放聲原案 2005-9-281）。蓉蓉透過自我對話，指引

自己採取行動（思考或檢查），達成自己預設的目標。 

    對於這次放聲思考寫作的文章品質，蓉蓉覺得「不好！」，「因為，

那個成語啊，形容詞那些用太少！」（放訪 2005-9-281）。 

    蓉蓉在放聲思考寫作的過程中，都沒有向老師尋求協助，也沒有

使用字典。但是她在寫作前會自己準備鉛筆盒、墊板，寫作的過程中

也會挪動紙張、換自動筆筆芯，藉由調整物理環境，使自己能夠順利

寫作（放觀 2005-9-281）。 

    除此之外，蓉蓉在寫作過程中也會偷偷的看我，觀察我的反應，

希望自己的表現能讓老師滿意（放觀 2005-9-281）。 

 

肆、敏敏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一、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認知循環歷程 
     

    敏敏在下筆寫作之前，「⋯是先把以前的回憶那個想出來⋯」，並

且考量「⋯要怎麼先寫第一行，然後就是會讓讀者∼嗯∼讀第一行的

時候覺得有興趣，然後再讀下一行」（放訪 2005-10-31），之後才開始

寫第一段。 

雖然敏敏在下筆前會先依「吸引讀者」的目標，思考第一行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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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寫，但是她並不是在一開始就想好每一段要寫些什麼，而是一邊寫

一邊想，當下做計畫，「⋯把它（回憶）再加長、加字的」（放訪

2005-10-31）。 

    敏敏在放聲思考寫作的過程中，習慣先以口語把「一個簡短的句

子」說出來（內容產出），然後再寫出該句。但是有時候，口語明明已

經說出想法，但是卻沒有書寫出來，自己也沒發覺（放聲作品

2005-10-31）： 

 
「⋯當我的（內容產出）∼當我的堂弟∼快要出生的時候（寫出

草稿），我們趕緊∼我們趕緊去醫院（內容產出）幫我的嬸嬸加

油（寫出草稿）⋯」（放聲原案 2005-10-31） 

 

    敏敏在把想法寫成草稿的過程中，有時候會馬上發現寫錯字、缺

漏字，當下修改；有時候會再「看一眼」該字，評估之後再修改。敏

敏也會在寫完下一句後，再回頭分析前一句的標點是否有錯誤，進而

修改標點符號（放聲原案 2005-10-31）。 

    在寫作的過程中，敏敏會閱讀已經寫完的句子，「唸字有沒有對，

唸句子通不通順」，幫助她評估是否需要修改，或是產生新的想法（放

聲原案 2005-10-31）。 

    當敏敏寫完第四段後，她看著我說：「沒了！」（放聲原案

2005-10-31），我問：「那你現在要交給我了嗎？」她遲疑一下說：「我

再修∼我再∼嗯∼我再修∼我再∼我再唸一遍好了！」（放訪

2005-10-31）。接下來，她從第一段開始閱讀，並且運用「修改符號」，

刪除自己覺得多餘的字、詞，增加字、詞，修改標點符號，還增加最

後一段的內容。之後，她又把第四段再重頭閱讀一次，修改自己覺得

不通順的地方（放訪 200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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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敏敏在寫作態度調查表前測問卷上的回答，反映出她稍微喜歡寫

作文；沒有選擇「非常喜歡寫作文」是因為「我不太會寫作文，而且

有時候我用得用詞會不對」（wa1-1-21）。 

    敏敏在寫作的過程中，根據中年級老師和爸爸告訴她的「好文章

的標準」、「寫作策略」，設定目標，引導自己寫作，並且自我評量是否

達成目標。這些目標包括：（一）第一段要能吸引讀者的興趣；（二）

一段不能只有寫一行；（三）第一段跟第四段內容要少，第二段跟第三

段內容要多；（四）遣詞用字、標點符號、成語要運用正確；（五）文

章寫完以後要再唸一次，看看通不通順再修改（放訪 2005-10-31）。 

對於這次放聲思考寫作的文章品質，敏敏覺得「有點不太好！」，

「好像不太了解說什麼時候分段吧！」（放訪 2005-10-31），因為她覺

得自己第一段寫太長了，不符合「⋯三四年級的老師有說過，第一段

跟第四段就是要少一點⋯」的標準（放訪 2005-10-31）。 

敏敏在放聲思考寫作前，就自己準備好鉛筆盒、墊板和水壺，寫

作的過程中也會挪動紙張，使自己能夠順利寫作。 

    在寫作的過程中，敏敏知道自己有寫錯字，但是她沒有去查字典，

因為「⋯呃∼不好意思講出來我要查字典！」（放訪 2005-10-31）。敏

敏也不曾問我問題，但是她會觀察我的反應，再判斷要怎麼做： 

 
我：「妳看老師的目的是？」 

敏敏：「嗯∼看可以不可以∼」 

我：「妳覺得！妳覺得！∼不用問我。」 

敏敏：「我覺得可以了！」（放聲原案 2005-10-31） 

 

    由此可見，敏敏寫作時，關注的不僅是物理環境的調整，她也在

乎社會互動中重要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企圖表現出讓老師滿意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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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慧慧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一、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認知循環歷程 
 

    慧慧在看到作文題目後，先「想∼我最難忘的事是什麼事啊！就

那些事情」，「然後我就開始寫啦！我就想到了！」（放訪 2005-10-71）。

顯示慧慧是先從回憶中搜尋與題目要求符合的經驗，產生寫作的構

想，然後才開始寫作。 

    慧慧並沒有在下筆之前，就想好每一段要寫些什麼，而是「⋯先

想第一段啊，第一段寫完再想第二段」（放訪 2005-10-71），所以在段

與段之間，慧慧停頓的時間都比較長（放聲原案 2005-10-71）。慧慧

是邊寫邊想，在轉譯的過程中，還會再「想到我出去玩（發生）的事

情」，當下產生新的構念（放訪 2005-10-71）。 

    在把想法轉譯成文字的時候，慧慧會先以口語說出一小句的內容

（內容產出），然後再書寫成文字（放觀 2005-10-71）。有時後口語說

出來的內容，慧慧覺得不適當，她會立刻調整，之後才書寫出來： 

 
「星期天∼星期六時（口語內容產出）∼星期六時（寫出草稿）⋯」

（放聲原案 2005-10-71） 

 

    也有一次，慧慧口語產出的一個字，卻沒有書寫出來（放聲作品

2005-10-71）： 

 
「∼聊的∼是∼我們上課∼時∼的∼問題（口語內容產出），聊

的是我們上課的問題（寫出草稿）⋯」（放聲原案 2005-10-71） 

 

    慧慧會在寫完一個字後，當下評估該字有沒有寫錯，並且修改寫

錯的字。她也會看一眼已經寫完的前一句，幫助她產生新的想法（放

聲原案 2005-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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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慧慧覺得想寫的內容都已經寫完了，她說：「好了！」（放聲原

案 2005-10-71），之後就停下來等老師問她問題（放觀 2005-10-71）。

一直到訪問進行至一半： 

 
我：「妳經過哪些步驟才把這篇文章寫完？」 

慧慧：「先想好然後再開始寫，然後再檢查、修改就這樣。」 

我：「妳檢查、修改是怎麼檢查的？」 

慧慧：「嗯∼就從頭到尾看一遍啊！」 

我：「妳今天有看一遍嗎？」 

慧慧：「看哪邊覺得怪怪的就把它改掉！」 

我：「妳今天有看一遍嗎？」 

慧慧：「還沒！」 

我：「但是妳已經告訴我妳寫完了！」 

慧慧：「嗯！」 

我：「妳平常在家裡也是這樣嗎？」 

慧慧：「沒有！有看∼」 

我：「那妳今天為什麼沒有看一遍？」 

慧慧：「因為妳要問我事情啊！」 

我：「就這樣？如果我不問妳事情妳就會自己檢查嗎？」 

慧慧：「會呀！」（放訪 2005-10-71） 

 

    於是，我請慧慧「檢查」一遍，讓我了解她是如何檢查的。慧慧

把文章從頭到尾快速的唸一遍，找出一個自己覺得「看起來很奇怪」

的字（錯字），修改完後，說：「沒有其他了。」（放訪 2005-10-71） 

 

二、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慧慧在寫作態度調查表前測問卷上的回答，反映出她稍微不喜歡

寫作文，因為「我都會突然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要寫什麼」

（wa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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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慧在放聲思考寫作的過程中，當寫到一半不知道該怎麼寫的時

候，會覺得「很緊張，不知道要寫什麼！」，但是接下來「我就一直想

一直想一直想！」（放訪 2005-10-71），透過自我提問：「接下來要寫

什麼？」、「再來寫什麼？」（放聲原案 2005-10-71），刺激自己思考，

解決問題，不會中途放棄。 

    慧慧根據自己所擁有的知識，設定自我評量的標準。慧慧設定的

目標包括：（一）避免錯別字；（二）正確運用標點符號；（三）自己寫

的文章內容要和題目有關（放訪 2005-10-71）。不過，思思在寫作的

過程中，只有針對前兩項標準進行評估、修改。 

在接受訪談的時候，慧慧覺得這次放聲思考寫作的文章品質不太

好，「因為它（題目要求）最難忘的一件事情就（應該）只有（寫）一

件事，啊我寫兩個事情（同時寫了在學校的事和去墾丁玩的事），其中

應該寫這一個，寫去墾丁玩的（事）才對！」（放訪 2005-10-71）。我

問慧慧，既然她知道這個原則，為什麼還是這樣寫呢？慧慧回答：「因

為我先想到那個（在學校的事）啊！我每次都會寫寫寫寫一直寫，然

後就記起來有什麼東西啊，然後就會又開始寫啊！」（放訪

2005-10-71）。慧慧自我評量後，覺得這是一篇需要擦掉重寫的文章。 

    在放聲思考寫作開始前，慧慧就準備了鉛筆盒、墊板，並且把水

壺放在一旁。在寫作過程中，慧慧一度換筆寫、調整筆芯，而且利用

我調整攝影機的時間喝水（放觀 2005-10-71）。 

在寫作的過程中，慧慧一共問我四個問題，包括兩個不會寫的字

（我告訴她字怎麼寫）、有困惑的標點符號（我回問：「你覺得呢？」），

以及文章內容選擇（我回答：「都可以。」）的問題。訪談時，我問慧

慧： 

 
我：「喔！為什麼妳決定要問老師？沒有查字典？」 

慧慧：「因為我沒有字典啊！」 

老師：「喔∼」 

慧慧：「而且老師在我最旁邊！」（放訪 2005-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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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慧慧的表現可以看出，慧慧會安排對自己有利的環境，尋找對

自己最有利的資源，使自己順利完成寫作任務。 

 

陸、小樂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一、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認知循環歷程 
 

    小樂在看到作文題目之後，先「回想當時的事情」，接著「想要分

幾段，然後哪一段的意思是要怎麼樣，不要寫什麼流水帳」（放訪

2005-10-121），把想法稍做組織之後，就謄寫作文題目（放聲原案

2005-10-121）。 

    小樂在每一段下筆寫作之前，都會先回憶「事情的細節」，「然後

在開始寫的時候，再把我原本想的事情再加強一點」，「把我原本的意

思，再把它一直擴充！」（放訪 2005-10-121）。因為當下做計畫的緣

故，所以他在段與段之間、「前後敘述不同事件」的句子之間，都會停

頓一下，思考當時事件發生的細節，然後再把想法書寫成文字（放聲

原案 2005-10-121）。 

    小樂會在寫出草稿的時候，馬上發現標點符號、字運用錯誤，當

下立刻修改，或是調整運用不適切的語詞（例如把回「家」擦掉，改

成回「旅館」）（放聲原案 2005-10-121）。  

    在整個放聲思考寫作的過程中，小樂不曾閱讀已經寫完的字句（放

聲原案 2005-10-121）。 

    小樂寫完最後一段之後，他先說出自己這次寫作的感想，然後就

停下來（放聲原案 2005-10-121）。 

    我問小樂，平常在家裡寫功課、寫作文，會這樣就交給老師了嗎？

小樂說：「嗯⋯用（寫）完之後我還會再全部唸一唸，看通不通順！」

我請小樂做平常在家裡會做的事（放訪 2005-10-121）。他開始把全文

快速的讀一遍（讀出聲音），途中停下來補寫一個私名號；全文讀完之

後，他又再看一遍（無聲），決定再改一個標點符號；最後，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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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檢查有沒有錯字（放觀 2005-10-121）。 

 

二、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小樂在寫作態度調查表前測問卷上的回答，反映出他稍微不喜歡

寫作文，因為「我覺得寫作很無聊（因為寫作是一件需要動腦筋、累

人的事，若和『運動』相比，『寫作』較無趣）」（wa1-1-4）。但是他在

放聲思考寫作結束後，說：「我寫完了這一篇作文，感覺很累，嗯∼我

覺得有一點成就感，希望下次我還能寫出這樣的作文。」（放聲原案

2005-10-121）。顯示小樂雖然覺得寫作是一件累人、無趣的事，但是

當他面對寫作任務時，仍會盡力完成任務，而且在完成任務以後，會

對自己的表現自我評量、自我增強，而且期望自己下次也能有好表現。 

    小樂在寫作的過程中，分三個階段，設定目標，指引自己寫作，

並且評量自己是否已經達成目標：（一）寫作前計畫階段：小樂決定要

把文章分成四段，因為「⋯如果只分三段的話，可能意思會比較不明

白，然後就會沒辦法把自己的想法表現出來。」（放訪 2005-10-121）。

此外，他也自我要求，不要把文章寫成流水帳；（二）轉譯階段：小樂

要求自己要不斷的擴充原先的想法（以免寫成流水帳），而且「⋯不要

把句子的意思搞錯（避免寫出來的句子和心裡的想法不一樣）」，最後，

「⋯每一段的想法還有草稿，都差不多都寫完之後，我就會做結尾」（放

訪 2005-10-121）；（三）轉譯後檢視階段：小樂分三次，一次針對一

個目標，檢查自己的文章。第一遍是快速的閱讀，檢查句子通不通順，

第二遍是「看看標點符號有沒有寫錯∼然後第三次的時候是看有沒有

錯字。」（放訪 2005-10-121）。雖然小樂閱讀第一遍的目的是「檢查

文句通不通順」，但是他也能同時發現漏寫了一個標點符號（私名號）

（放聲原案 2005-10-121），顯示他並非一次只能針對一個目標進行檢

視。 

    雖然小樂三個階段的目標具有階段性，但是彼此之間也具有連貫

性。 

    小樂覺得，寫作最困難的步驟是「檢查（錯別）字」，「因為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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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字，有一些字沒有學過，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寫錯。」（放訪

2005-10-121）。 

    小樂只準備一支自動鉛筆、橡皮擦，就進行放聲思考寫作。在寫

作的過程中，小樂會挪動稿紙，使寫作更順利，但是他沒有準備墊板

（放觀 2005-10-121），「因為∼就像桌子的大小還有桌子的物品的話，

對我來說那個我的句子都是寫一樣的！」（放訪 2005-10-121）。 

小樂在寫作過程中不曾開口向我尋求協助，或是使用字典（放觀

2005-10-121）。 

 

柒、佳佳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一、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認知循環歷程 
 

    佳佳在下筆寫作之前，先回想「我最難忘的事是什麼」，「就是說

事情的∼就是怎麼發生的，然後我們去哪裡，然後還有就是結果我怎

麼樣，然後後來我怎樣」，「然後看要怎麼排順序，讓它就是表達得比

較清楚」（放訪 2005-10-171）。把想法概略組織後，佳佳也會先考量

「⋯怎麼寫讓老師看得懂，然後也可以具體的描述那件事情」（放訪

2005-10-171），之後才開始寫作。 

    雖然佳佳在寫作前會將構念稍加組織，擬定概略的目標，但是實

際上哪一段要寫哪些內容、怎麼寫，還是依賴當下的計畫－「後來中

途就是停下來想的」（放訪 2005-10-171）。所以佳佳在放聲思考寫作

的過程中，第一段寫到一半，以及段與段之間，她會說：「我在想∼我

要怎麼寫接下來的事情」、「我在想接下來發生的事」，或是閱讀已經寫

完的句子或前一段，幫助自己產生寫作的構念（放聲原案

2005-10-171）。     

    佳佳在把想法寫成草稿的過程中，有時後會馬上發現自己寫錯

字、字寫得太醜、標點符號運用不適當、內容不適當、應該要分段，

當下立刻修改；有時候則是藉由短暫的看一眼或是閱讀前文，檢查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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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不通順，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放聲原案 2005-10-171）。 

    全文寫完以後，佳佳說：「我現在要檢查一下我沒有沒錯。」接著

就從頭開始將文章閱讀一遍；閱讀過程中，她把一個逗號修改成句號，

全文閱讀完畢，她思索一下，決定增加兩個字，使文意更加明確（放

聲原案 2005-10-171）。 

 

二、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佳佳在寫作態度調查表前測問卷上的回答，反映出她相當喜歡寫

作文，因為「我覺得寫作很有趣，而且可以幫助我學習」（wa1-1-23）。 

    佳佳根據她所知道的「好文章的標準」，設定目標，指引、評量自

己的寫作表現。佳佳設定的目標包括：「文章和題目就是在講同一件

事，不會分開講這樣子」、「讓讀者看得懂」、「具體描述事件」、「描寫

事件要寫原因、經過、結果」、「文章要寫結尾」、「避免錯別字」、「文

句要通順」、「正確使用標點符號」、「字要寫端正」（放訪 2005-10-171）。 

    佳佳覺得今天寫作的過程中，都沒有遇到困難，所以這篇文章寫

得「還好，不過覺得我今天可能比較緊張（不習慣）」（放訪

2005-10-171）。但是樂樂也認為，這種寫作的方式並沒有影響寫作的

品質（放訪 2005-10-171）。 

    佳佳一開始只準備一支自動鉛筆、橡皮擦，就進行放聲思考寫作。

寫到一半，她發覺字寫得不好看（放觀 2005-10-171），主動說：「我

覺得這個桌子不平，我想要去拿個東西來墊。」就站起來，回到自己

的座位上，拿了一本課本來當作墊板，繼續寫作（放聲原案

2005-10-171）。顯示佳佳會根據自己當下的需求，主動採取行動，準

備適當的工具，改變外在的環境，以利寫作。 

    佳佳在放聲思考寫作的過程中，沒有向我尋求協助，也沒有查字

典（放觀 2005-10-171），「因為我想的字都是一些我學過的」（放訪

2005-10-171）。顯示有時候兒童之所以沒有採取尋求協助的策略，是

因為兒童自己覺得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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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歸納研究發現－兒童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茲將七位參與放聲思考寫作的兒童之自我調整寫作歷程，整理如

下表（見表 4-1-1）： 

 

表 4-1-1  學生放聲思考自我調整寫作歷程分析表 
 認知歷程 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

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前計畫 轉譯 後轉譯 

檢視 
資源
經營

    

學
生 

搜
尋
長
期
記
憶

寫
作
前
構
念
產
出

組
織
目
標
設
定

內
容
產
出

寫
出
草
稿

當
下
計
畫

閱
讀
當
下
評
估

當
下
修
改

閱
讀
評
估
修
改
環
境
︵
工
具
︶
安
排

尋
求
協
助

自
我
對
話

目
標
設
定

自
我
評
量

自
我
增
強

動
機
情
感

娟娟         
但是第四段

寫完後不再

閱讀前文 

   ＋ ＋

曉曉         ＋ －
蓉蓉         ＋ ＋
敏敏       

在訪談進行

中才決定從

頭閱讀、評

估、修改 

   ＋ ＋

慧慧       

在訪談進行

中才決定從

頭閱讀、評

估、修改 

   ＋ －

小樂        

在訪談進行

中才決定從

頭閱讀、評

估、修改 

   ＋ ＋

佳佳          ＋ ＋

 

    藉由剖析上述七位學生的放聲思考寫作歷程，可以發現他們的自

我調整寫作歷程雖然具有個別差異性，但是也具有下列的共同點： 



 108

一、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認知循環歷程 
 

（一） 寫作前的計畫階段 

看到作文題目之後，兒童會先略為分析題意，接著就從長期記憶

中搜尋與題意相關的經驗，產生可供寫作的構念。 

 

（二） 轉譯階段 

有了初步的構念後，兒童會在腦海中思索，如何將想法表達出來

（在運作記憶中產出內容），接下來才將想法寫出來。 

兒童除了在寫作前回憶相關的經驗，在轉譯過程中，也會不斷的

回想經驗中的細節，產生新的構念。「邊想邊寫」，當下做計畫，是本

研究中所有受訪兒童寫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受限於短期記憶的容量，兒童會因為關注當下的思維，而遺忘了

已經產出的內容，或是先前書寫出來的字句，因此有時候需要藉由閱

讀已經寫完的句子（或是短暫的看一眼），來喚醒記憶。 

一般而言，兒童的「閱讀行為」出現在下列三個時間點：1.為了確

認已經寫好的文句內容；2.為了幫助自己產生新的想法，並且使語意前

後連貫；3.檢查遣詞用字、標點符號的運用是否正確，文句是否通順。 

兒童會依據長期記憶中所儲存的知識（包括寫作格式、分段、遣

詞用字、標點符號、字跡端正），自動化的指引自己寫作，並且在寫出

草稿時，馬上發現錯誤，當下立刻修改。當然，知識不足時，即使有

寫錯的字、運用錯誤的標點符號，兒童無法自我覺察，更遑論修改。 

有時候，兒童以口語產出語意完整句子，但是書寫時，卻有缺漏，

造成語意不清。當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有時兒童能自己覺察與修改，

有時則根本沒發現。 

 

（三）轉譯後的檢視階段 

    本研究中，有六位學生在轉譯後，還會再從頭閱讀、檢視已經寫

完的文章（然而其中有三位學生是在訪談進行中，才決定進行轉譯後

的檢視）。然而除了娟娟、佳佳以外，其他學生關注的焦點都是「錯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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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句通順」、「標點符號」等表層的評估與修改。 

    兒童對於「的、得」、「在、再」這兩組字的使用時機，存有困惑，

因此也無法自行偵錯與修改。 

七位兒童，無論有無使用字典，或向老師尋求協助，文章成品中

都有錯別字出現，以及標點符號運用錯誤、不能善用多種標點符號的

情形。 

 

二、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 
 

儘管這七位兒童，先前對寫作的情感、寫作自我效能各不相同，

但是他們願意在放學後留下來寫作，其「完成寫作任務」的動機均很

明確，此動機甚至促使兒童調整自己原先對寫作的負向態度（稍微不

喜歡寫作、很緊張、想不出來），透過自我對話，督促自己寫完作文。 

    為了順利完成寫作任務，兒童根據自己所設定的目標，指引自己

寫作、自我評量與修改文章。兒童所設定的目標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一）特定目標：指針對作文題目的要求，搜尋特定的回憶與規範取

材方向；（二）一般目標：指根據過去老師、家長告知的「好文章的標

準」、「寫作策略」等寫作認知與後設認知知識，依照作文格式寫作、

分段、字寫端正、運用標點符號、檢查修改等。然而，因為每個兒童

擁有的知識與寫作技巧的純熟度各不相同，所以擬定的目標種類、執

行目標的能力也有差異。 

    為了順利完成寫作任務，兒童還會選擇適用的寫作工具、調整寫

作時的物理環境（開燈以解決光線不足的問題、拿墊板以解決桌面不

平整）、生理環境（喝水、休息、洗手以維持清潔），以及向老師或是

字典尋求協助。 

    值得注意的是，當兒童決定不尋求協助、不調整物理環境，也是

兒童經過自我評估後所做的決定（儘管我知道她/他寫錯字，我覺得燈

光太暗，我覺得桌面不平整）。 

另一方面，我（老師的身份）的存在，使學生會想察言觀色，了

解我的期望，再決定接下來的行動，使自己的表現能讓老師滿意。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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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社會環境也是影響兒童寫作表現的因子。 

    兒童能針對文章的品質，自我評量；評量的結果，會影響兒童對

寫作的態度與對下次寫作成品品質的期望。 

 

綜合上述，本研究中，七位兒童的記敘文寫作認知歷程，表現出

計畫、轉譯、檢視交替出現的循環歷程。然而，根據兒童寫作時的表

現，有必要將轉譯階段再區分為「內容產出」、「寫出草稿」、「當下計

畫」、「當下評估」、「當下修改」、「轉譯階段的閱讀」，以和「寫作前的

計畫」、「轉譯後的檢視」相區隔。另一方面，兒童在寫作時的動機，

促使兒童主動透過目標設定、自我提醒（自我對話）、自我評量、採取

行動修改文章，調整寫作時的情感、內在生理狀況、外在物理環境、

選擇適用的工具，同時兼顧社會環境中重要他人的想法的循環歷程，

完成寫作任務。而寫作後的自我評量，會影響兒童對下次寫作成品的

期望。 

 

 

第二節  作文品質相對高低之學生 

    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比較 
 

    本節旨在分析，作文品質（學生參與放聲思考寫作時完成的作品）

相對高低之學生，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差異處。此處所稱「作文品質

較高」是指，文章內容符合題旨、前後連貫、分段適宜，以佳佳、娟

娟的作品為代表（參見附錄七放聲作品 2005-10-171、放聲作品

2005-9-71）；相對而言，「作文品質較低」是指，文章內容不合題旨、

前後不連貫、分段不當（甚至沒有分段），以曉曉、慧慧的作品為代表

（參見附錄七放聲作品 2005-9-211、放聲作品 2005-10-71）。茲將研

究發現，歸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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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之認知歷程的差異 
 

 一、寫作前的計畫階段 
 

    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在寫作前，除了分析題意、根據題意搜尋

相關回憶，產生寫作的構念之外，還會將構念稍做組織，依照事情發

生的「原因、經過、結果」排序，大致想好接下來每一段要寫的內容。

此外，他們已經能夠考量讀者的想法，而且能夠掌握記敘文的寫作要

領，因此在下筆前就會設定「讓老師看得懂」、「具體描述事情」、「文

章最後要寫結尾」的寫作目標。 

    另一方面，作文品質較低的學生，則是分析題意、根據題意搜尋

相關回憶後，就開始寫作。 

 

 二、轉譯階段 
 

    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在將想法書寫成文字以前，會反覆斟酌與

測試，思考字、標點符號、成語、修辭是否運用得宜，文章的佈局是

否恰當，每一段的內容是否太少；而作文品質較低的學生，則只是專

注在「把事件經過寫出來」。 

    作文品質較低的學生，雖然在轉譯階段也有修改行為，但是多發

生在「寫出想法後的瞬間」，當下馬上發現錯誤與修改；而作文品質較

高的學生，除了會在寫出想法的瞬間，馬上發現錯誤與修改外，主要

藉由閱讀已經寫完的句子、段落，審慎評估後，再做修改。  

    作文品質較低的學生，在轉譯的過程中，只會閱讀「已經寫完的

前一句」，幫助自己確認前一句的內容、產生想法，使前後文句連貫；

而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則是在每寫完一段、每段寫到一半時，都會

重頭閱讀該段，甚至從第一段開始反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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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轉譯後檢視階段 
 

    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每寫完一段，或寫完全文後，會自動從頭

閱讀，評估前文或全文，檢查有無需要修改的地方；而作文品質較低

的學生，寫完全文後，就直接結束寫作，或是在訪談開始後，才決定

重頭檢視全文。 

    相較於其他學生，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檢視時除了關注「錯別

字」、「字的美醜」、「增加字、刪除字」、「標點符號」等表層的評估與

修改外，也會大刀闊斧的，把已經寫好的內容，擦掉重寫。 

 

貳、 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環境互動的自我調
整歷程差異 

 

    藉由分析放聲思考寫作後訪談的資料可以發覺，作文品質較高的

學生，在「長期記憶」中所擁有的知識較豐富。他們除了具備與寫作

主題相關的經驗、寫作格式、遣詞用字、標點符號使用等基本知能外，

還具有文章結構、分段、寫作歷程（先想好再寫，寫完一段就回頭檢

查、再繼續寫，全部寫完還要再檢查）的知識，甚至已經知道寫作要

考量讀者的想法，而且藉由觀察家長的行為，了解可以自我獎勵自己

的表現。這些知識，內化為學生的寫作目標，指引學生寫作並且自我

評量。 

    除了有豐富的知識作為後盾外，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後設認知

自我監控的能力也較佳，能夠自我提醒（無論有無「展現出」自我對

話的行為），中斷寫作，反覆閱讀前文，確認目標是否已經達成；如果

發現文章內容不適當，甚至會修改已經寫好的前一段的內容。  

    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放聲思考寫作過程中自我對話的次數相當

頻繁、類型較豐富、品質也較佳，包括自我詢問（內容、結構）、策略

的自我提醒（再想一想、閱讀檢查）、自我評量、自我肯定、情緒的抒

發；而作文品質較低的學生，較少自我對話，其類型則包括自我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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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自我提醒（字的寫法與查字典）與自我評量。 

作文品質較低的學生，尋求協助時，希望解決的是「字怎麼寫」、

「標點符號是否運用正確」的問題；而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渴望解

決的，除了「字怎麼寫」、「標點符號是否運用正確」的問題外，還包

括文章組織、內容取材、成語、形容詞（修辭）運用、以及分段（內

容太少時，可否自成一段）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放聲思考寫作文章品質較低的曉曉、慧慧，

在之前填寫的寫作態度調查表前測問卷上，均表示自己「稍微不喜歡

寫作文」，因為「不知道要寫什麼」；而文章品質較高的佳佳、娟娟，

則是表示自己「相當喜歡寫作文」、甚至「非常喜歡寫作文」，因為「寫

作文很有趣」、「可以幫助自己學習」、「可以抒發自己的想法」。顯示兒

童對寫作的態度、寫作自我效能與文章品質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

當兒童喜歡寫作文、寫作自我效能高時，文章品質也較高。 

 

叁、歸納研究發現 
 

    由於本研究中，進行放聲思考寫作的兒童，都是自願在放學後留

校參與研究的學生，而且根據學生在放聲思考寫作後的訪談回答也發

現，這七位學生平常寫作業的態度都很積極，就算遇到困難，也會想

辦法解決，一定會寫完作業再去玩，甚至先寫比較困難的作業。因此

這七位學生的配合意願、完成寫作任務的動機均高。這點是我在分析

資料時，必須說明清楚的。 

    我也曾經試圖邀請不同學習動機的學生，於課後參與放聲思考寫

作的研究，但是均不成功（學生表示沒時間，或是約定好時間後爽約）。 

    由於觀察樣本的學習特質已經受到限制，所以無法比對具有不同

寫作動機的學生，其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差異性。這也是「非自然觀

察」研究的限制。 

    然而，藉由分析七位學生的放聲思考寫作歷程與文章成品，仍究

獲得以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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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章品質較高的學生，長期記憶中儲存的與寫作計畫有關的

知識（文章結構、分段、修辭）、讀者的知識、寫作策略的認知與後設

認知知識較豐富。 

 

   二、作文品質較高的學生，目標設定的類型、自我監控與自我評

量的能力，都優於文章品質較低的兒童，能在寫作過程中藉由自我提

醒（自我對話，包括自我詢問、策略的自我提醒、自我評量、自我肯

定、情緒的抒發），中斷寫作，反覆思量與閱讀前文，以評量目標是否

達成、文章是否需要修改。 

 

    三、雖然文章品質相對高低的學生，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

行為均是循環反覆的發生，但是其「行為品質」與「行為發生的時間

點」卻有差異。 

（一）文章品質較高的學生，在寫作前、轉譯中，甚至轉譯後，

都會構思寫作的題材，而且會將構念稍加組織再寫出草稿；而文章品

質較低的學生，除了在寫作前藉由回憶產生初步的構念外，最依賴的

是當下回想經驗中的細節，當下做計畫、邊想邊寫。 

（二）文章品質較高的學生，會在「寫出想法後的瞬間」、「轉譯

後過一段時間」、「全文寫完後」修改文章，兼顧表層修改與內容的修

改；而文章品質較低的學生，修改行為發生在「寫出想法後的瞬間」，

只重視表層修改。 

（三）文章品質較高的學生，會閱讀「已經寫完的前一句」、「剛

寫完的段落」、「從第一段到目前暫停的字句」、「全文寫完後再閱讀一

次」，來幫助自己檢視文章品質、產生想法；而文章品質較低的學生，

只閱讀「已經寫完的前一句」，來幫助自己寫出前後連貫的句子。 

 

    四、在本研究中，文章品質高、低的學生都同時扮演讀者的角色，

以及考量外在讀者的想法。不過，文章品質較高的學生，關注的焦點

是「讀者看不看得懂我寫的內容」，而文章品質較低的學生，關注的焦

點是「讀者會不會覺得我的字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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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文章品質較高的學生，開始表現出「知識轉化模式」的寫作

歷程雛形；而文章品質較低的學生，表現出「知識陳述模式」的寫作

歷程。 

 

    六、兒童對寫作的態度、寫作自我效能與文章品質間，具有一定

的關連性；當兒童喜歡寫作文、寫作自我效能高時，文章品質也較高。 

 

 

第三節  綜合討論 

 

壹、研究方法的討論 
 

    放聲思考寫作要求參與研究者將內隱的思考行為，「說」出來供研

究者觀察，這終究是「非自然情境中」的研究方式，尤其是要求兒童

在寫作的認知與後設認知歷程中，還要再把自己正在做的事口語化

（verbalize）的表達出來，對兒童來說更是一大負擔。此外，放聲思考

寫作原案雖然能呈現兒童寫作認知行為的結果（ the products of 

cognitive activities），但是不易呈現認知行為原本的樣貌（cognitive 

activity itself），以及兒童為何在某一時刻表現出某種行為（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為了更完整的剖析兒童寫作的歷程，我除了採用

放聲思考寫作法，亦輔以當下的觀察、寫作後立即的訪談、作文分析

的方式，仔細比對放聲思考原案中學生的話語、VCD中觀察到的動作

與時間順序、訪談時兒童的回答與實際書寫出來的作品，試圖勾勒出

每個兒童的自我調整寫作歷程。誠如 Bereiter 和 Scardamalia（1987）

所言，放聲思考寫作研究所獲取的資料，還必須與其他研究途徑獲取

的資料交叉比對，才能推論出參與研究者的寫作歷程。 

    顯而易見的是，因為是非自然的研究情境，而且在考量研究倫理

與學生受教權的情況下，觀察樣本排除了一些無法撥空參與研究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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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見，為了更完整的了解學生寫作時認知、動機、情感與社會環

境互動的自我調整歷程，有必要透過參與觀察，長期的在自然的情境

中蒐集資料。這一個問題，在第六章中，探討寫作教學效果時，我會

再做討論。 

 

貳、此階段研究發現的討論 
 

此階段研究中，七位四年級結業，剛升五年級兒童的記敘文寫作

認知歷程，表現出計畫、轉譯、檢視交替出現的循環歷程，與張新仁

（1993）觀察五年級學童說明文寫作的研究結果相似。 

然而，若是更進一步的分析，不難發現，雖然文章品質相對高低

的學生，寫作時計畫、轉譯、檢視的行為均是循環反覆的發生，但是

其「行為品質」與「行為發生的時間點」卻有差異。 

首先，文章品質較高的兒童，在寫作前、轉譯中，甚至轉譯後，

都會構思寫作的題材，且將構念稍加組織再寫出草稿，而文章品質較

低的兒童，雖然寫作前也會針對題目要求搜尋相關的回憶，產生可供

寫作的構念，但是主要依賴邊想邊寫，當下做計畫；其次，文章品質

較高的學生，會在「寫出想法後的瞬間」、「轉譯後過一段時間」、「全

文寫完後」修改文章，兼顧表層修改與內容的修改，而文章品質較低

的兒童，修改行為卻只發生在「寫出想法後的瞬間」，重視表層修改；

最後，文章品質較高的學生，會閱讀「已經寫完的前一句」，以及「剛

寫完的段落」、「從第一段到目前暫停的字句」、「全文寫完後再閱讀一

次」，來幫助自己檢視文章品質、產生想法，而文章品質較低的兒童，

卻只在轉譯時閱讀「已經寫完的前一句」，幫助思考，轉譯後卻不再檢

視與修改文章。此外，兒童在把初步的構念，書寫成文字的過程中，

還需經過思考、擴充、口語測試的階段，而且口語產出的內容，書寫

成草稿時還會有缺漏。由此可見，若要更清楚的了解兒童的寫作認知

歷程，有必要將「轉譯階段」再做區分，其細節應包含「內容產出」、

「寫出草稿」、「當下計畫」、「當下評估」、「當下修改」、「轉譯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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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以和「寫作前的計畫」、「轉譯後的檢視」相區隔。於是，Berninger 

等人（1995）的寫作發展歷程模式，似乎更能解釋本階段研究的發現。 

不過，Berninger 等人（1995）的寫作發展歷程模式，只將「轉譯

階段」區分為「內容產出」、「寫出草稿」、「當下計畫」、「當下修改」，

本研究則發現，兒童除了會在寫出想法的瞬間，不假思索馬上發現錯

誤與修改外，也會在寫出想法的瞬間，立刻覺得有問題，但是藉由閱

讀已經寫完的前幾個字或前一句，審慎評估後，才修改目前所寫的字

句。因此，將「轉譯階段」再細分為「內容產出」、「寫出草稿」、「當

下計畫」、「當下評估」、「當下修改」與「轉譯階段的閱讀」。 

藉由分析放聲思考寫作原案，可以發現，兒童在有了初步的構念

後，會先在腦海中思索，如何將想法表達出來；而娟娟、曉曉也表示

她們會忘了已經寫過的句子、已經想到的內容，顯示運作記憶與短期

記憶在兒童寫作認知歷程中，亦扮演重要的角色（Swanson & Berninger, 

1996）。也因此，兒童在寫作歷程中「閱讀」的目的，除了幫助評估、

修改文章外，亦有「喚醒記憶」的功能，如此才能接著寫出前後連貫

的文章。 

曾慧楨（2001）透過放聲思考寫作，輔以觀察，研究十二名國小

六年級高低寫作能力學童的寫作後設認知行為，發現兒童在計畫、轉

譯、檢視階段的後設認知能力並無顯著差異。本階段研究則發現，文

章品質較高的學生，其長期記憶中儲存的與寫作計畫有關的知識（文

章結構、分段、修辭）、讀者的知識、寫作策略的認知與後設認知知識

較豐富，這些知識內化為兒童寫作時的目標，並在寫作過程中藉由自

我提醒（自我對話），中斷寫作，反覆思量與閱讀前文，以評量目標是

否達成、文章是否需要修改；顯示文章品質較高的學生，目標設定的

類型、自我監控與自我評量的能力，都優於文章品質較低的兒童，也

反映出兒童寫作自我調整的能力與後設認知能力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Mok, Ma, Yuk, Liu & So, 2005）。兩個研究結果有這樣的差異，原因

可能在於參與研究學生本身的能力有差別，以及本研究合併分析訪談

的資料所致。 

陳鳳如（1999）發現，國中二、三年級的學生能夠在寫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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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量外在讀者的想法，本階段研究則發現，國小五年級的兒童，寫

作時就能考量「讀者看不看得懂我寫的內容」、「讀者會不會覺得我的

字不好看」。此外，陳鳳如（1999）發現當學生考慮外者讀者的想法時，

常伴隨自我對話的現象，本階段研究也發現此現象的存在。 

然而，本階段研究中兒童自我對話的時機，除了發生在考量外在

讀者的想法時，還出現在自我詢問、提醒自己接下來該怎麼做、自我

評量、自我肯定與抒發情緒的時候。Vygotsky 認為，自我對話是自我

調整歷程的重要機制，兒童會有意識的運用自我對話，引導、組織、

結構化自己的認知行為，以克服困難、調整情緒、解決問題（Harris, 

1990），本階段研究也發現，兒童的確能藉由自我對話，引導、控制、

調整自己的寫作歷程。 

本階段研究中，娟娟與佳佳的文章品質均佳，然而佳佳寫作歷程

中的自我對話明顯少於娟娟。這樣的現象反應出兩個問題：其一，放

聲思考寫作原案中若沒有蒐集到兒童自我對話的資料，是否就代表兒

童在寫作歷程中沒有自我對話？其二，自我對話雖然在兒童自我調整

寫作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自我對話是兒童自我調整寫作歷程

中的必要條件嗎（Harris, 1990）？這些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另一方面，Zimmerman 和 Risemberg（1997a）指出，專家寫作者

在寫作時，會藉由創造有利的寫作環境、選擇可供參考的書籍、設定

目標、訂定評量標準、運用寫作策略、自我監控、自我對話、自我增

強來完成寫作任務，而寫作後相關的回饋會影響寫作者的自我效能與

寫作的動機。本階段研究也發現，兒童在寫作時的動機，促使兒童主

動根據其所擁有的知識，設定目標，並且透過自我對話（兼顧認知與

情感層面）、自我提醒，指引自己實踐目標，必要時還會尋求協助，並

且改善寫作時的生理、物理環境，再依照自我評量的結果，採取適當

行動，修改作品；而寫作後的自我評量，則影響兒童對下次寫作成品

的期望。 

本階段研究發現，兒童在寫作時會試圖揣摩社會環境中重要他人

的想法，據此調整自己的行動。顯示當兒童有意願、在乎老師看法的

情況下，教師的期望，可以影響兒童寫作自我調整策略的運用（Pari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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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1）。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本階段研究只分析七位兒童的自我調整寫作

歷程，不能推論所有四年級結業，剛就讀五年級的兒童都具有類似的

自我調整寫作歷程。例如，在娟娟已能如此反覆斟酌、構思才下筆寫

作、組織成篇、反覆閱讀檢查的同時，本班還有無法獨立寫作的學生

（無法獨立產生構念，將構念組織、表達、書寫成段落的學生，或是

能產出內容，卻無法將想法以正確的文字寫成出來的學生）。然而，本

階段研究的發現卻可使我們了解，文章品質佳的學生，所具備的寫作

認知與後設認知知識、自我調整寫作歷程，以及兒童寫作時的盲點、

認知發展的限制，作為寫作教學研究者規劃寫作教學內容時的參考依

據，而寫作歷程研究者，也可根據本階段研究的發現，繼續探究兒童

自我調整寫作歷程的範疇。 

 

叁、此階段研究發現對規劃自我調整歷程導向寫作教

學方案的啟示 
 

一、 寫作教學應將寫作先備知識納入教學的範疇 

     

藉由比對放聲思考寫作原案、寫作成品與訪談逐字稿，我發現，

文章品質佳的學生，過去從老師、父母、閱讀經驗中，習得與寫作計

畫有關的知識（文章結構、分段、修辭）、讀者的知識、寫作策略的認

知知識（計畫、轉譯、檢視）與後設認知知識（何時、如何運用寫作

策略）較豐富；另一方面，所有參與研究的兒童，標點符號的運用、

用字遣詞的能力，都有待加強。因此，若要有效提升兒童的文章品質，

在引導兒童寫作的同時，也需教導寫作先備知識。唯有學生具備相關

知識，寫作時才有運用這些知識的可能性。 

過去研究指出，「中等程度」的學生在歷程導向寫作教學活動中獲

益最多（張新仁，2004）。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呢？本階段研究經由

分析放聲思考寫作原案，發現文章品質佳的學生，在學期初、「寫作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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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教學前就已經具備相當的寫作認知與後設認知技能；如果我在後

續的寫作教學活動中，仍只教導寫作認知策略與自我調整策略，「寫作

能力較佳」的學生會獲益較少，這是可以預計的結果。於是我們必須

思考，如何規劃寫作教學內容，才能使不同寫作能力的學生都從中得

益？除了寫作策略的認知與後設認知知識外，「文章結構」、「修辭技

巧」、「字彙、成語」與「標點符號」等先備知識的擴充與補救教學，

應是提升兒童寫作品質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 寫作教學應提供寫作認知策略與寫作自我調整策略的示範與

練習機會 

     

透過分析學生的寫作歷程，我發現，有些學生不會在寫作前先擬

訂計畫，將想法依照文章結構稍做組織，也不會考量讀者的想法、題

意來決定寫作的方向，更沒有在寫作過程中不斷的閱讀、檢查與修改

文章，尤其是無法針對題意來修改文章。當然，學生可能是因為受限

於認知發展的限制，暫時無法表現出上述的能力（或是無法自動化的

表現，需要他人的提醒），然而，也有可能是因為學生不知道寫作時「需

要做」這些事，以及「如何做」這些事（因為從訪談中得知，文章品

質佳的學生，具備較多的先備知識）。因此，透過教師示範運用寫作認

知策略與自我調整策略寫作的歷程，並且給予學生練習的機會，應可

開拓學生的寫作知能，提升學生的寫作認知與後設認知能力。 

 

三、 應協助學生理解與掌握題意、確定寫作主旨、選擇適當的寫作

材料 

     

藉由分析學生的放聲思考寫作成品，我發覺，有三位學生傾向於

把「我最難忘的一件事」，寫成「遊記」，沒有強調這件事為何令自己

難忘，以及給自己的啟示，或是同時述說許多件事，模糊了焦點。顯

示這些學生無法準確掌握題旨，若再結合「知識陳述模式」的寫作歷

程，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即使文句流暢，然而寫出來的卻是離題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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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因此，協助學生掌握題意，確定文章的中心思想（寫作主旨），選

取適當的寫作材料（陳正治，1996），將之設定為寫作目標、組織成篇，

並且針對目標進行自我評量與修改，亦是教師寫作教學時重要的課題。 

 

四、 寫作教學應提供社會性的支持與誘因 

     

藉由分析兒童放聲思考寫作時的眼神與訪談逐字稿，可以發覺，

當具有「一定要完成寫作任務」的動機時，有些兒童會揣摩老師的期

望，進而採取相關行動，希望自己的表現能令老師滿意。於是乎，教

師在進行寫作教學時，若能善用教師期望，與學生一同擬定寫作目標，

對於提升兒童寫作表現，應有相當的效果。 

    另一方面，誠如小樂所言，兒童對於自己沒有學過的字，無法判

斷是對是錯（放訪 2005-10-121），甚至就算是查字典，也無法輕易判

斷同音的眾多字裡，哪一個才是他要找的字。此時，若是能與同學討

論，對於書寫草稿與修改文章成品，都應有助益，而且也能減輕老師

的負擔。教師期望、支持與同儕教導，應是寫作教學過程中重要的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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