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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共同體對高職專業技術教學學習成效影響之研

究，主要是探討學習共同體融入陶瓷基礎實習課程教學之模式，對陶瓷工

程科一年級學生課後學習成效影響。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與專家諮詢方式，發展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再

以準實驗法方式蒐集相關資料如：認知測驗成績、技能測驗成績、情意表

現成績、不同學習風格量表等。統計方式包含次數百分比、t 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等。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 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實施傳統教學，顯著提升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效。 

二、 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實施學習共同體教學，提升學生的技能學習成

效。 

三、 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實施學習共同體教學，技能領域學習成效中女生

優於男生。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分別針對學習共同體在教學實施方面、教

學評量方面及未來研究方面，提出相關建議提供未來學習共同體學者專家

參考。 

 

關鍵詞：高職學生、專業實習科目、學習共同體、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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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probe the impact of the learning community’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n vocational technique and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pattern which 

is integrated into the learning community. The main focus is on the Ceramics 

and Porcelain internship curriculum and the impact of its effectiveness on 

first-year Ceramics majors’ after-school learning . 

  In this study,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have been  adopted 

to develop Learning Community teaching activities , and then the collection of 

relevant data with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is used to acquire cognitive test 

scores , skill test scores , affective performance results,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Inventory,etc.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e the percentage of the number of 

times , t -test, one-way ANOVA ,ANCOVA,etc. . The results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learning community pedagogy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are 

described below: 

1.Teaching basic ceramics practice courses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tudents' cognitive learning. 

2.Applying learning community pedagogy to ceramics internship curriculum 

obviously rai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skills learning. 

3.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community pedagogy to ceramics practice 

curriculum, the effectiveness of girls' learning performances are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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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of the boys. 

  Based on the research , this study presents a total of  recommendations , 

regarding the learning community in teaching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future 

researches. These will serve as a future reference for learning community 

scholars and the experts. 

 

Keywords: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courses, learning communities, learning achiev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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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共同體對高職專業技術教學學習成效影響之研

究，主要是探討學習共同體融入陶瓷基礎實習課程教學之模式，對陶瓷工

程科一年級學生課後學習成效如何？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研究緣起

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第四節為研

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為名詞釋義，各節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年來由於高職學生漸以升學為導向，且學校漸往設科成本低之新科

系傾斜，連帶影響技專校院之設系規劃，也使得產業人力結構產生傾斜，

然而高職學生升學日增，教學內容受傳統｢筆詴選才｣影響，偏重一般考科，

而忽略實務能力之培養，與技職教育的教學目標「務實致用」背道而行，

因此教育部因應產業變遷，滿足業界人才需求，提升學生尌業力，強化｢

專業技術｣課程內容，以引導師生重視實務教學與實作能力，以貼近產業

所需人力，為現今技職教育最重要的改革方向。以不同面向來看學習共同

體對專業技術課程重要： 

壹、 從教學情境看學習共同體之重要性 

    近年來由於高職學生漸以升學為導向，且學校漸往設科成本低之新科

系傾斜，連帶影響技專校院之設系規劃，也使得產業人力結構產生傾斜，

然而高職學生升學日增，教學內容受傳統｢筆詴選才｣影響，偏重一般考科，

而忽略實務能力之培養，與我國技職教育的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實用的技術

人力資源，以「提升技職教育競爭力」、「強化務實致用特色發展」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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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培育技術人力角色」(教育部，2013) 背道而行，從教育部技職司公佈

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教育部，2012)中，明訂技職教育分為「職業詴探」、「職

業準備」、「職業繼續進修」三階段，並向下扎根，以導正國人重學術輕技

職之觀念，因應產業變遷，滿足業界人才需求，提升學生尌業力，強化｢

專業技術｣課程內容，以引導師生重視實務教學與實作能力，以貼近產業

所需人力，為現今技職教育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不同教

學法對於高職中的專業實習科目，是否有正相關。 

貳、 從目前教育政策看學習共同體之環境 

    從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3 年訂為新北市「學習行動年」，於 101 學年

規劃「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實施計畫」，共 29 校(國小組 15 校、國中組 12

校，高中職組 2 校)，102 學年增加為 54 校(國小組 29 校、國中組 21 校，

高中職組 4 校)作為新北市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在文獻探討中發現，以

技職學校專業實習科目的學習共同體學校稍為少數，因此引起對專業實習

科目作為學習共同體教學法為研究主軸。 

    從教育各方面的政策變動來看，技職教育中的「專業實習科目」更是

在技職課程設計方面的核心課程之一，任何課程與教學的改革，若無法讓

學生受益，都是徒勞無功的，因此實施學習共同體以學生為主的學習課程

模式更是不容忽視的趨勢。但大家在操作所謂學習共同體時，是否能真正

把握學習共同體的精神？或只是流於展現新的教學模式，但卻無法達到真

正的課程目標？而如何將學習共同體的課程設計帶入專業實習科目？在

本研究中將探討學習共同體的相關概念與理論，並透過實際案例分享，期

望幫助現場教師真正做到專業實習科目之學習共同體課程教學。 

參、 從學生的學習特性看學習共同體之學習策略 

    關於高職學生的學習特性方面，王異麟(2002)的研究指出我國的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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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不少的學習者尚未發展至皮亞傑形式運思期與艾瑞克森

(E.H.Erikson)自我統整，因此造成對抽象的語言形成與假設推理有所困

難導致自我統整錯亂之現象。因此本研究以學習共同體為教學策略，將學

生之間的基模(Schema)藉由課程活動設計、協同學習、反思式的學習以引

導學生跳躍更高程度之課程。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壹、 從學習共同體教學在專業實習科目中，對於高職學生學習之成效 

    在文獻中學習共同體教學法目前使用在學科教學較活絡，專業實習科

目中較為少數，技職教師因以培養高職學生具備帶著走的基本能力，邁向

終身學習是現代人必備的技能，使學生可以適應這變化快速的年代，與增

加自我學習精進自我競爭力。由於學習共同體教學法與專業實習科目課程

之間有許多相同的學習目標，若將學習共同體教學法運用在專業實習科目

上，經由有結構的教學策略，將同儕協同學習的情境下，透過同儕對話的

歷程、分享學習成效、以互相協助完成作業，進而培養學生良好學習態度，

激發學習動機，改善目前學習的怠惰以提升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以學習

共同體為教學策略，將探討高職學生在學習共同體教學中，專業實習科目

的學習成效。  

貳、 從不同背景之高職學生，在學習共同體教學中之學習成效 

    由於佐藤學學者在研究中發現，同性別學生互相學習時，會因同性別

之影響學習成效，而提出座位應以男女生交叉排列組成，而專業實習課程

是一個基礎的專業實務課程，可以依男女生比率，將班級分為數個小組，

依小組特性發展出不同的學習風格；因而研究者藉由不同學習風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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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的學生組成小組，在同儕之間協同學習下，以學習共同體教學策略，

以培養學生互助學習、創造思考、挑戰自我、提高學習成效之能力。本研

究以學習共同體為教學策略，將探討不同背景之高職學生在學習共同體教

學中，專業實習科目的學習成效。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是否能增加學生專業實習科

目學習成效的策略。以下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加以說明： 

一、探討運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於專業實習科目教學，對於高職學生學

習之成效。 

二、分析學習共同體教學法對於不同背景變項之高職學生，在專業實習科

目學習成效之差異。 

 

第四節 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與提出的研究假設如下： 

【待答問題 1】探討運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於專業實習科目中，高職學生

學習之成效為何? 

研究假設 1-1：運用學習共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認知領域」的成效方面

沒有差異。 

研究假設 1-2：運用學習共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技能領域」的成效方面

沒有差異。 

研究假設 1-3：運用學習共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情意領域」的成效方面

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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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答問題 2】不同背景變項高職學生，在專業實習科目使用學習共同體

教學法，其學習成效是否形成差異? 

研究假設 2-1：不同性別的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方面沒有差

異。 

研究假設 2-2：不同學習風格的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方面沒

有差異。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專業技術之課程規劃與學期課程時間之相關因素的考量，

所以將研究限制陳述如下： 

壹、 研究範圍 

為界定本研究的範圍，茲尌研究對象、研究教材、研究方法及研究變

項三方面來說明。 

貳、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新北市某校陶瓷工程科一年級二個班級中，一班的學生為

實驗組 A 班 45 人，一班為控制組 B 班 42人，共計 87 人。 

一、 研究教材 

由於本研究的教學活動是研究者配合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內容選用雄

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陶藝技法 123 為教材課本，針對「陶土成形基

本概念」、「上釉技法概念」及「排窯技巧概念」三個單元內容，與同事

討論後自行設計的教學活動，因此教學活動內容只有介紹活動內容的教學

簡案與學生知識單、學習單、作業單，並無編擬幫助教師指導學習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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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的教師手冊。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的不相等前後測設計，控制組 B 的學生使

用傳統教學法，而實驗組 A 學生則使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 

三、 研究變項 

（一） 自變項：本研究的實驗變項為教學方法不同與學生特質不同；教

學方法不同以控制組 B 則採用傳統教學法；實驗組 A 則採用共同

學習體教學法，本研究限於學習共同體無法依據佐藤學教授所提

的全校、家長、學生、教師等整體社會環境，所以專注於教師與

學生之間的班級關係，以關注在「學習」這件事情上。此外，為

了瞭解不同性別與學習風格的學習者是否會因為教學策略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亦將分別對不同性別與不同學習風格的

學習者進行共變數分析。 

（二） 依變項：本研究依變項為「陶瓷基礎實習」課程的學習成效及學

習歷程表現兩個變項，分別對控制組 B 與實驗組 A 學生在教學實

驗前後，進行學習成效測驗與學習歷程表現紀錄。 

（三） 共變項：將實驗組 A 與控制組 B 之基本能力是使用專業學科與專

業術科二者成績之帄均，為其基本能力對學習成效後測分數進行

單因子共變數統計分析。在專業學科方面是以陶瓷基礎實習學習

成效前測成績；而專業術科是以一年級上學期陶瓷基礎實習之學

期成績，對學習成效後測分數進行單因子共變數統計分析，以控

制實驗誤差。 

（四） 控制變項：於採用準實驗研究，為了減少教學實驗誤差，控制無

關變項，避免影響實驗結果，以增加實驗的內在信效度。將控制

變項分為六個，以避免影響實驗的結果，對於控制變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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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性質：實驗組與控制組均由相同一位熟悉合作學習教學與陶

瓷基礎課程的專任教師擔任教學，擔任陶瓷工程科教學年資有 4

年，是一位認真教學且對陶瓷專業技術專精之教師。 

2. 教材性質：實驗組與控制組採用同一本教學用書。惟實驗組為了

配合實驗教學，事先設計知識單、工作單、作業單、答案單、及

小考測驗卷。 

3. 上課場地：實驗組與控制組採相同的工廠。依照陶瓷工程科課程

規劃，在陶瓷工場三樓專任教室實施，每週上課二小時，使用設

備有實木工作桌、手動陶板機、電動陶板機、擀土棍、轆轤、練

土機。工廠座位可容納 48 人，擁有充足的學習空間給予個人或小

組成員使用。 

4. 授課時數：實驗組與控制組皆為每週 2 節課，共 11 週之課程，每

節皆為五十分鐘。 

5. 教學進度：在進行實驗教學前，研究者擬定教學進度及教案，並

在每節課後紀錄學生學習歷程，確保學生學習歷程記錄。 

6. 評量工具：實驗組與控制組評量工具皆有知識單、工作單、作業

單、答案單、及小考測驗卷 

參、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以陶瓷工程科一年級下學期「陶瓷基礎實習」為實驗課程，並

使用陶瓷基礎技法應用為本實習課程之主題。 

二、 本研究限於原建制班級，無法依隨機抽樣方式進行抽樣，所以依據準

實驗研究設計，採準隨機分派方式進行實驗，所以外在效度推論上受

到限制。 

三、 基於課程主體、研究地區及研究樣本，不宜將研究結果推論至非設計

群職業學校相關科系的課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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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為使特定名詞的意義明確，茲將本研究相關之重要名詞釋義如下： 

壹、 高職學生 

    係指具有國民中學畢業或同等學力者，係由教育部統一訂定招生簡章

或招生甄選計畫進入高級職業學校尌讀之學生，使學生有機會培養從事各

項職前工作的基本能力，認識與詴探各種職業工作。本研究所指高職學生，

係指新北市立某職業學校陶瓷工程科一年級學生而言。 

貳、 專業實習科目 

    教育部將課程綱要分為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專業實習科目實習三大

方面，在專業實習科目中以增加專業技術能力分為三個構面：專業能力、

專業認知、專業態度(戴立人，2008)；Butler（1978）認為專業能力係指

任何人在專業職場中，能成功地完成每一項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術、及價

值觀；專業認知係指利用高層次的心理認知活動，引導學習者從事思考邏

輯分析、綜合問題，以達到應用的層面(徐椿樑，2000)；專業態度係指從

事專業工作上的人，對於人、事、物各種之看法及想法(黃國軒，2001)。

本研究所指專業實習科目為陶瓷基礎實習課程而言。 

參、 學習共同體 

強調地方、學校、教師、家長、學生都應成立一個學習圈，在與他人

的討論中相互學習。在教學方法上，要以引導的方式帶領學生探索學習，

讓學生實際深入了解知識、運用知識，並經由對於知識的討論及探索，體

會學習的快樂，進而開發學習的潛能。學習共同體的課堂要素：(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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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學習：讓學生與同學、老師的相遇及對話。(二)協同學習：互惠學習與

他人的對話。(三)跳躍學習：實踐表現、分享及品味知識與技能的學習；

學習共同體中教師的角色：(一)設計者：為課堂學習的設計者，提前設計

課程中的活動，以誘導學生傾聽、串聯舊知識、回歸學習本質為教學策略；

(二)促進者：為學生學習的促進者，關注及連繫無法參與小組學習的學生，

促進學生互相提問，激發學生探討、思考、學習。本研究所指學習共同體

為專注於教師與學生之間的班級關係，以關注在「學習」這件事情上。 

肆、 學習成效 

    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學習內容的成果評量稱之為「學習成效

(Learning Achievment)」，也是評估教學過程的品質優劣成效之一(紀雅

譯，2011)。本研究的學習成效是以自編的「陶瓷基礎課程」設計製作「學

習成效測驗」為學習成效指標。認知領域的學習成效測驗題型為選擇題，

共 40 題，每題為 2.5 分，分數越高，代表學生在陶瓷基礎課程設計製作

的認知學習成效越高，反之則越低；技能領域的學習成效以學生實作作品

為主，共 2 件作品，分數越高，代表學生在陶瓷基礎課程設計製作的技能

學習成效越高，反之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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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更分為四節：第一節為探討學習共同體理論及相關研究；第二

節為學習共同體之協同學習的教學方法；第三節為學習成效學習歷程表現；

第四節為學習共同體與學習成效之相關實證研究；以下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 學習共同體理論及相關研究 

壹、學習共同體的意義與特點 

    共同體不是一個新的思維，最初起源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在 1881

年德國著名的社會學者藤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999)在《共同體與

社會》研究中發現，著重人與人之間基於合作關係的結構中，共同的精神

意念及特有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係來說明「共同體」。在 1990 年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彼德·聖吉（Peter M. Senge）教授出版了《第五項修煉》一書

(2002)，提出“應變的根本之道是學習”。隨著時代的變遷將社會領域中

的共同體概念轉移至教育領域，運用學習型組織的理論建構“學習型學校”

成為教育變革中的新趨勢。這與日本佐藤學(2012)提出的學習共同體以來

學校變革與學校領導研究的重心相呼應。 

一、學習共同體的意義 

    共同體德文 Gemeinschaft，英文為 Community，在德文中的原意是共

同生活的意思，藤尼斯(1887)用它來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礎上的

聯繫緊密的、排他的社會聯繫或共同生活方式，這種社會聯繫或共同生活

方式產生關係親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體(趙健，2006)。

學習共同體是一種新型的教學組織方式，以特定的任務為導向，以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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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為願景，推崇知識共享、共學，強調學習是知識邊緣向中心過度

的實踐過程(闾志俊，2010)。 

    一些國內外學者將課堂活動界定為學習共同體，本研究者認同這一說

法。美國社會學者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班級是個體

社會化的最小單位，而教學現場視為班級主要社會活動之一，日本課堂研

究專家-佐藤學(2012)以觀察課堂中的社會學角度分析課堂改革的三種型

態，第一種型態共同性：是以班級對課堂之規範有認同感和歸屬感並意識

承認結合而成的共同體社會；第二種型態民主性：杒威(John Dewey)所定

義之民主性為「與他人共同的生存方式」(a way of associated living)，

保障每位學生的學習權利，讓同儕之間互相學習建構群體性社會；第三種

型態卓越性：杒威(John Dewey)所言：「教育是習慣的養成」，提高課程內

容的程度，培養學生不斷追求高品質的學習習慣，並在課程中實踐上述社

會型態形成學習共同體。 

 

表 2-1-1  

學習共同體之定義   

研究者 

(年代) 
出處 定義 

李金杰

(2008) 

基於學習共

同體的校長

專業發展 

學習共同體是一個共同交流思想、共享知識

的團體。 

伏超榮

(2010) 

學習共同體

理論及其對

教育的啟示 

為了強調學習同體中學習者的參與、共同目

標、共享的資源、身分形成特徵，學者們普

遍形成以下觀點：學習共同體是指由學習者

及助學者(包括教師、專家，輔導者、家長

等)共同構成的已完成共同的學習任務為載

體，以促進成員全面成長為目的，強調在學

習過程中以互相作用的學習觀作指導，通過

人際溝通、交流和分享各種學習資源而互相

影響、相互促進的學習團體。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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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學習共同體之定義  (續) 

王佐亮

(2010) 

略論鄉村少

年學習共同

體的建構 

共同體是”人的文化組織”，其精神文化層

面表現為對每個個體的承認與尊重基礎

上，共同體所具有的合作文化和共同願景。 

 

佐藤學

(2012) 

 

學習的革命 

 

指教育是公共使命，學校和老師有背負此使

命及責任的專業，但需要向外敞開大門，使

多元思考透過對話得到交流。不論學生、老

師、家長一起參與教育公共事業，並負責營

運，全校因此成為「學習共同體」。 

佐藤學

(2012) 
學習的革命 

每一個孩子都不放棄，保障每一個孩子的學

習，讓孩子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學習能

力，在探索中開啟學力潛能。 

歐用生

(2012) 
學習的革命 

歐用生：學習共同體理念是依據民主主義的

精神，將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等都視為

學校改革的主角，各種各樣的思考方式和生

活方式都受到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和學習

權都受到保障。 

歐用生教授：「學習共同體是一種行動研

究，也是結合課程改革、教學改革和教師專

業發展的一種制度。」 

陳麗華

(2012) 
學習的革命 

陳麗華院長：「學習共同體並非表淺的教學

方法與策略，而是能激發學校全部成員的潛

能，促進行政人員與教師專業成長，以提升

學生學習樂趣與效能的一套教育哲學與實

踐。」 

佐藤學

(2012) 
學習的革命 

學習共同體大目標是老師、家長一起緊密連

結，為孩子的教育服務。 

倉知春雪

(2013) 

新北市教育

局教學研討

會 

在日常的課堂中交替進行「與學習同伴的溝

通」及「串聯對象世界（知識‧教材‧學習

媒介）」的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3） 

    由表 2-1-1 可以發現，學習共同體是一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同心圓並

以學習為主軸的團體，有別傳統教學以個人或競爭的學習型態，是以小組

協同的互助方式，按照學生的學習能力、性別為異質分組，在學伴之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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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話、互相學習、激發出學習動機，提升自我的學習成效，以達到學習

的目的。在教學的過程中，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小組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頇

完成自我的學習歷程，教師為學習者的協助者。 

二、學習共同體的哲學 

1.公共性哲學(public philosophy) 

    學校是一個開放性的公共空間，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讓家

長、教師、學生、社區人員來參觀教學現場，不批評教學的好壞，而

是使學生得以建立「學習」基本素養。 

2.民主主義的哲學(democracy) 

    杒威說：「民主是各式各樣的人，協同生存的方式」(a way of 

associated living)，提供每一位學生對話的學習機會，讓教師間營

造「互惠學習」（reciprocal learning）的情境，使每一個人的學

習權和尊嚴都應受到尊重。 

3.追求卓越的哲學(excellence) 

    學校必頇是追求「卓越性」的場所，而在教學現場以聆聽與問答

的氣氛中，形成高層次的學習環境，使學生的學習成長得以「伸展跳

躍」，追求至高的教學目標，定能帶來豐碩的成果。 

三、學習共同體的特點 

1.帄等對話及互相學習 

    為了實現民主主義之理想於學校與教室之中，頇要維新出互相學

習的氛圍，而不是一人獨白的教室，沒有任何場所比學校更需重視互

相對話的重要性，學生以互相聆聽、對話獲得自我內化與反省，以達

到互相學習的境界。 

2.學思並重及知識建構 

    透過聽不懂的學生提問，使很多以為自己理解的學生更加深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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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學習過程並非只侷限在螺旋式課程(spiral curriculum)概

念中的「基礎理解」到「應用發展」的漸進方式，可透過反思的過程，

學生自我探究並修正理解，進而轉換說明自己理解的內容給同學理

解。 

3.真正學習及伸展跳躍 

    佐藤學 (2013a)學習成立的三大條件如圖 2-1-1：首先「真正的

學習」(authentic learning)指的是符合學科本質及精神的學習；「互

相學習的關係」為互相聆聽關係而非互相發表關係；「伸展跳躍的學

習」，學習透過他人的援助也尌是鷹架理論，進而挑戰更高程度的教

學內容。佐藤學(2013 a)於教學現場中發現，越是低學力的學生喜歡

挑戰式學習。 

 

圖 2-1-1  

學習成立條件 

資料來源：佐藤學(2013 a) 

貳、學習共同體的理論 

    隨著時代的變遷，於 1980 年代開始推行『學習共同體』，強調地方、

學校、教師、家長、學生都應成立一個學習圈，在與他人的討論中相互學

習。而本研究藉由教學活動組織學生的學習共同體，分析、探討其對高職

真正 

的學習 

學習 

成立 
互相 

學習關係 

 

伸展 

跳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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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業技術成長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歷程。學習共同體的理論簡述如下： 

一、古代教育理論 

    東方我國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著作《禮記‧學記》中尌有記載「相觀

而善之謂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等論斷，倡導學習者在學

習的過程中要互相觀摩而學習他人的長處，尌叫做切磋琢磨，學習經驗互相

交流，以增加學習的效能；《詵經‧衛風‧淇奧》中有記載「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說法，才華洋溢的君子互相研究討論，以求精進；

中國有一句俗諺：「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的說法，三個才能帄庸

的人，若能同心協力集思廣益，也能提出比諸葛亮還周到的計策。以上所述有

共同說明，學習者可以在互學互教中受益。 

    西方教育學家柏拉圖提出教育的方法有(一)遇教學於遊戲：被迫進行

學習不能在心理上生根，不要強迫學生學習，而是要用遊戲的方式；(二)

實際鍛練：教育的每一步都要和實際演練結合起來；(三)考詴：帄時觀察、

定時評量以測定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古羅馬教育學家昆體良著作《雄辯術

原理》提出教學法課堂提問是保持學生注意力有效方法。提問可以測驗學

生的鑑別能力，而可以防止學生漫不經心，同時可以引導學生自己提出問

題，運用他們的智力，昆體良提出了教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教是為

了不教」。以上所述有共同說明，學習者可以在教學者設計的教學活動中

受益，並藉由提問、實際演練、評量等，測量學生的學習成效，讓學習者

在教學活動中受益。 

二、近側發展區理論(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DP) 

    俄國心理學家維格斯基(L.S. Vygotsky 1896-1934)所提出的理論，

此理論以班杒拉的社會學習理論與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強調多數學習

者經驗中的學習是以社會互動的過程，認為學習者的學習是需要他人的協

助，除非學生已精熟需要習得之學習內容(Gredler，1992)。近側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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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主要探討學習者的發展定義為，藉由學習者互相交流學習內容內化到

個人心裡的過程，維格斯基將獨自學習所能達到的程度(目前的發展水準)

與透過教師或同儕的協助學習所能達到的程度(未來的發展水準)中間的

範圍稱之為近側發展區(ZPD)，學習的課程內容應設定為近側發展區(ZPD)

之上方範圍，而非下方範圍，如圖 2-1-2 維格斯基近側發展區示意圖；利

用布魯納提出的鷹架理論，及在學習過程中，藉由同儕之間互動協助提供

支撐學習的鷹架，當學習者將學習物內化為個人習得知識時，以達成學習

成效，教學活動尌是支持學生越過近側發展區(ZPD)的歷程(Belmont,1989；

Lysynchuk，1990；Zeudi，1986)；佐藤學認為學習內容設定於近側發展

區(ZPD)下方，將學生未來可能自我探索的能力給阻礙了，因此在學習共

同體教學活動設計中，將為了提升學習者的自我探索能力，將設計伸展跳

耀課程，將利於高學力之學習者，自我提升學習。 

 

圖 2-1-2  

維格斯基近側發展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佐藤學(2013a) 

三、發現學習 

    教育學者布魯納主張在實際的教學情境中，應設法安排有利學生發現

各種結構的情境，而且必頇讓學生自己去發現這些有價值的結構。我們引

用發現學習方式之優點，應用於學習共同體教學，指導學習者藉由互相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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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不懂之問題，自行發掘與探討，比直接告訴學習者答案的方式，更具有

學習功效。 

四、建構主義 

    主張學生的學習是主體，老師是協助者；知識是由具有認知能力的個

體，主動建構而成，非被動地接受，認知功能是用來組織經歷事務或經驗，

因此我們引用這個理論的特點，於學習共同體教學上，以引導學生自己去

探索，增加過程經驗，並在自己腦海裡，去建構知識。 

五、知識管理 

    學習型組織對於學習的過程中大這可分為三個階段知識獲取、知識共

享、知識利用，而實踐知識管理的作法為實踐社群(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ve)，是指一群人藉由持續的互動、分享各自的經

驗、問題與阻礙，從中得到該領域的知識與經驗交流(陳瑜芬、劉家樺，

2013)。組織學習有五項重要的訓練：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共

同願景(Shared Vision)、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團隊學習(Team 

Larnung)、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而學習共同體教學模式上，以

教師與學生於課前達成「專注學習」這件事情為共同願景，並以團隊學習

為學習模式，以互相對話獲得反思與詢問的技巧，最後在跳躍課程中自我

超越。 

六、教育社會學 

    社會互動論教育情境中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與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hip)的科學研究，班度拉社會學習論綜合行為學派的

增強理論與認知學派的目的論，重視個人經由觀察別人的行為而獲得的學

習，他提倡學習者可以經由觀察、模仿與示範而發生社會情境中的學習，

學習者認知歷程和學習及表現之間關係如圖 2-1-3 所示。 



` 

19 
 

圖 2-1-3 

社會學習論之觀察學習的步驟順序 

資料來源：Gredler，1992：317 

    由以上論點中，我們可以瞭解學習者的學習是需要互相學習、自我探

索、伸展跳躍學習，藉由陶瓷基礎實習教學活動中習得知識領域、技能領

域、情意領域，因此本研究將利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將教學活動中加入

互動過程：提出問題→自主探究→互相溝通→歸納總結等四項活動來進行

教學；為了獲得的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在教學活動後實施效果評估過程：

當堂測詴→課堂小結，已獲得學習者的學習歷程紀錄。 

參、學習共同體在各國實踐情形 

一、美國 

    1896~1904 年杒威(John Dewey)在芝加哥大學創建杒威學校(Dewey 

School)學習共同體的學校原型；1912~2013 年期間皆在不同地區各自創

建以學生為主體學校，並都有不錯的成效表現，詳細如下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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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美國學習共同體實踐年度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3） 

二、日本 

    日本 1993 年由總務廳所調查中發現，學生開始出現從學習逃走的現

象；佐藤學學者在這 32 年之中，為了推動學習共同體，每周參訪兩、三

所學校，總共訪過 2500 所學校，剛開始 1000 所學校都失敗了； 

    在 1997 年，第一個前導小學在茅崎市的濱之鄉小學誕生，開啟學習

共同體擴散至全日本的學習效應；2000 年，第一所中學在靜岡縣的岳陽

中學，在改革前是靜岡縣內學歷最低，教師與家長關係緊張，參加學習

共同體後半年之間學生開始回到學校學習，一年後，該校為教師最想要

去任教的學校，兩年後，學力成為縣內的第一名；2003 年，第一所高中

是東京大學附屬中學，目前全日本約共有 3000 所中小學學校包含 1500

所小學、2000 所中學、200 所高中在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約占日本中

年代 事件 

1896~1904 
杒威(John Dewey)在芝加哥大學創建杒威學校(Dewet 

School)學習共同體的學校原型。 

1912 

普拉特(Caroline Pratt)在紐約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創建城市與國家學校(City & Country School)，推

動以學生為中心的學校。 

1910 長期革命，國際艱辛教育運動的學校改革 

1960-1970 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象徵革新的教育實踐。 

2006 

2006 年由史密斯(Preston Smith)在國王大道南端-聖荷西成

立火箭可能學院(Roecketship Si Se Puede Academy)，以學

生量身打造課程，打造出線上課程的混和式教學(Blended 

learning)、彈性教室(flexible classroom)，讓學生自主選

擇課程，隨時檢視自己的目標；參與分組學習，讓學生互助

合作。(王曉玟，2013a) 

2008 

撒曼‧可汗(Salman Khan)創辦可汗學院，透過網路推廣精熟

學習(mastery-based)、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讓學生可以自行控制學習進度，讓學習者可以持

續的學習。(王曉玟，2013b) 



` 

21 
 

小學校 10%，詳細如下表 2-1-3： 

 

表 2-1-3 

日本學習共同體實踐年度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3） 

三、中國上海 

    15 年前，上海華中師範大學的鍾啟泉教授主導，最初以北京及上海

等著名大學的附屬學校以及稱為重點學校的菁英學校為中；2006 年佐藤

學受中國科學技術部及教育部邀請演講，於人民大會堂進行演講後，逐

漸擴散至中國其他地區。在 2009 年的 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評比中，上海中學生在閱讀素養、

數學素養、科學素養都是第一名。上海揮別過去以填鴨式教育的學科為

中心，現今學校教育以課程內容加深、教師的績學品質提升、課程以學

生不懂課題為學習中心，活用小組的協同學習，上海市中每一所學校正

轉向協同式的課程與學習方式實施學習共同體，詳細如下表 2-1-4： 

 

表 2-1-4  

上海學習共同體實踐年度表 

(續下頁) 

 

年代 事件 

開端 
日本 1993 年由總務廳所調查中發現，學生開始出現從學習逃走

的現象。 

1997 學習共同體第一個前導小學在茅崎市的濱之鄉小學誕生 

2000 學習共同體第一所中學在靜岡縣的岳陽中學誕生 

2003 學習共同體第一所高中是東京大學附屬中學誕生 

目前 
全日本約共有 3000 所中小學學校包含 1500 所小學、2000 所中

學、200 所高中在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約占日本中小學校 10%。 

年代 事件 

1998 課程改革中，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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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上海學習共同體實踐年度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3） 

四、韓國 

    韓國導入學習共同體已有 10 年，從日本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孫

于正老師，將在 4、5 年前第一個學校「非傳統學校」(alternative school)

以友中學成功，現在已經有 120 所學校在做學習共同體，詳細如下表

2-1-5： 

 

表 2-1-5  

韓國學習共同體實踐年度表 

(續下頁) 

開端 

華東師範大學鍾啟泉教授翻譯佐藤學三本著作《課程的批評》、

《教師的難題》、《學習的快樂》。 

華東師範大學李李湄教授翻譯佐藤學著作《靜悄悄的革命》。 

2006 

佐藤學在中國政府的邀請下，於人民大會堂進行演講後，學習

共同體以北京及上海為中心，導入學習共同體的改革，逐漸擴

散至中國其他地區。 

2009 

上海第一次參加 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評比中，上海中學生在閱讀素養、數學素養、科學

素養都是第一名。(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 

2010 造訪哈爾濱市的據點學校 

目前 

2012 年上海第二次參加 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評比中，上海中學生在閱讀素養、數學素

養、科學素養一樣都是第一名。(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 

年代 事件 

1980 
孫于正老師從新羅女子大學講師至赴日本東京大學佐藤學教授

研究室以「韓國中等學校殖民地教育的歷史」進行研究。 

1996 孫于正老師挑戰韓國的學習共同體。 

1999 

Haja Center創辦人趙惠淨教授向漢城市政府爭取成立了一家另

類學校，該學校正式名稱為「另類文化青年工廠」（The Youth 

Factory for Alternative Culture），他們簡稱「Haja」這家

學校的目標是要讓學生快樂地一起學習與工作。(葉蔭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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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韓國學習共同體實踐年度表(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3） 

五、臺灣 

    臺灣教育改革在 1990 年起實施一連串的重大變革，尤其在十二年國

教政策下，不論是課程、教學、法令、師資、財政等各方面，沿伸出許

措施；而學習共同體在 2012 年由天下雜誌出版有限公司翻譯佐藤學著作

《學習的革命》，引起在教育現場的陣陣漣漪，現在新北市以有 29 所學

校為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教育現場由教師自主改革教學策略的不盡其

數，詳細如下表 2-1-6： 

 

表 2-1-6  

臺灣學習共同體實踐年度表 

2010 
四月在首爾市、釜山市、光州市及昌原市舉辦學習共同體研究

會。 

2011 
經歷十五年挑戰，於 2011 年有 120 所學校實施學習共同體，預

計兩年後將為 400 所以上學校參與。 

目前 
孫于正老師以 Haja Center 為據點，推動韓國學習共同體的學

校改革的支援者。 

年代 事件 

開端 

2012 年春天，在《親子天下》出版，佐藤學著作《學習的革命》

由東京大學大學院博士生-黃郁倫小姐翻譯成中文版，在台灣的

教育改革起了極大的變化。(佐藤學，2013c) 

2012 

2012 年 11 月台北市 8 所學習共同體詴辦學校實施赴日參訪行

程。2012 年新北市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實驗計畫，共遴選 29 所

學校包含國小組 15 所、國中組 12 所、高中職組 2 所。台北市

國小端，國語實小、三民國小、三興國小、萬大國校與實踐國小五校

中學，校長主任與老師們在佩英教授陪伴帶領下，分別在自己的學

校、班級開始行動，並組成社群透過臉書分享各人的實踐反思，一年

下來社群人數已近 800 人。 

目前 
2013 年新北市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實驗計畫，共遴選 54 所學校

包含國小組 29 所、國中組 21 所、高中職組 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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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13） 

 

第二節 學習共同體與傳統教學法的比較 

壹、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方法 

    本研究實驗組所採用的學習共同體教學法為架構修訂而成。以下尌學

習共同體教學核心、教學流程逐一說明，詳細的教案如附錄二﹕ 

一、學習共同體教學核心 

   在第一節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歸出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核心如下： 

(一)學習共同體的主體-學生 

    在學習共同體的架構下，學習者不再是單一的學習個體，而是以團體

學伴的角色，進行互相溝通與交流，探討至更深層次的陶瓷專業學習內

涵。 

(二)學習共同體的設計者-教師 

    教師在學習共同體之中，是完成學習目標的關鍵者，既是教學設計者，

也是教學設計的實踐者，主要任務是針對不同的學習目標，將不同的學習

者定訂不同的學習策略，引導學習者自主選擇任務與其他學伴之間進行交

流。 

(三)學習共同體的支撐-情境 

    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模式的支撐，學習環境的設計應該滿足學伴間的情

感溝通要求，盡量不整合相同的個體，以異質分組方式進行。 

(四)學習共同體的任務-單元 

    佐藤學(2013)將課程由「計劃型課程」轉為「單元型課程」，「計劃

型課程」稱之為階梯形課程，是將課程安排如同階梯一階一階循序漸進往

上，以「設定目標→達到目標之任務→評鑑結果」做為課程活動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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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於效率及生產結果一致；而「單元型課程」稱之為爬山型課程，

是將課程安排如同登山有許多不同的路徑，但以山頂為主要目標，依照自

己的能力發展出可以獲得成功的路徑，以「設計主題→探究主題→作出呈

現」為課程活動；教師要圍繞所訂定的教學內容與學習目標設計特定的學

習任務，學習者之間針對任務完成目標進行協同學習。所追求學習者的經

驗「過程」意義，以品質來評斷價值。 

 
圖2-2-1  

計畫課程與單元課程說明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2013) 

(五)學習共同體的目標-增能 

    透過學習共同體教學法以達成增進基礎陶瓷實習學習成效為目標，將

設計學習任務，使學生認知領域、情意領域、技能領域，有利於陶瓷成形、

陶瓷窯爐、陶瓷上釉等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結合，培養學生陶瓷專業技

術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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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共同體教學流程 

    本研究的學習共同體教學流程設計如下： 

 
圖 2-2-2  

學習共同體教學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王作亮、伏榮超(2009)。建構鄉村學習共同體。(王作

亮、伏榮超，2009，p.175) 

以下為準備階段、新課開始、互動過程、效果評估逐一說明如下 

(一)準備階段：教師共同設計，確定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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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陶瓷相關教師互相備課的方式，進行討論交流教學計畫、教學目

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評量方式等；本研究共進行三個單元 11

週的教學活動。 

(二)新課開始：導學提綱，師生互備，教材準備 

    在教學實施前先編擬學習提綱，讓學生課前備課，以利課程學習活動

展開，強調學生為學習主體；研究者事先準備好的問題適度補充，以利進

行教學活動；本研究共進行三個單元 11 週的教學活動。 

(三)互動過程：教學實施，創設情境，提出問題 

1.協同學習(小組學習)：自主探索，嘗詴解決-生與生學習 

    在每堂課開始前，先將本單元基礎學習要點設計為學習單，讓學

生先自行於課本教材中，找出相關需要學習的知識，分組授課要注意

重點如下： 

(1)引導學生興趣，課程開始時利用影片、學生生活經驗、陶瓷作品

等引起學生學習慾望。 

(2)將學習權利恢復於學生身上，以學生原本習得之架構，透過探索

與討論進行更深入的學習。 

(3)當學生進行討論時，老師頇安靜在一旁等待，如有小組卡住或提

出問題，則進一步了解小組情形，若是單一位同學之問題，請他先

問同組同學。 

1.跳躍課程：小組交流，歸納總結，互助合作 

    建立每組 3 至 4 人小組學習方式，每組將協同學習中的學習單讓

學生進行綜合整理並上台分享理解與疑惑之處，由他組成員思考。 

(1)體醒學生養成虛心傾聽的習慣，要學習尊重他人。 

(2)當學生不能解惑時，由教師提點或講解，並即時進行針對性練習，

內化新知，滿足學生的求知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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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發表情況，將本次單元做綱要關鍵字，並加以歸納總結，使

學生建立完整知識體系。 

(4)實際操作：學生依教師提供之學習單討論內容，分組實際操作陶

瓷技法，以小組互助合作之方式，以利完成所交付之作業。 

(四)效果評估：當堂測詴，鞏固效果，課堂小結 

    在評分之前教師先設計好個人學習單與小組作業單，在每次上課

前給予學生，即可算出個人的學習分數和小組得分，如此可鼓勵各組

做最好的表現如（附錄四）。 

1. 小組作業單：於課前先將學習資料，分成小部分，讓學生回家先

預習，並先了解課程內容，與探索出自己的答案，與同組進行討

論，完成小組作業。 

2. 個人學習單：每一次上課將課程基礎內容與跳躍課程(進階課程)

編制學習單，讓學生可以自我從課本、網路、課外書籍等先行探

索與了解，在於授課中，將學生的疑問提出，並經由討論、對話

釐清問題，找出答案，完成個人學習的部分。 

3. 小組&個人發表：於授課中，讓學生有可以上台統整發表的機會，

不管是小組或是個人，引發同學之間的鷹架(基模)，將同學之間

的思維差異與素質差異共同提升至基本的水準。(許以帄，2013)。 

貳、傳統的教學方法 

    本研究控制組所採用的傳統教學法為架構修訂而成。以下尌傳統教學

核心、教學流程逐一說明，詳細的教案如附錄三﹕ 

一、傳統教學核心 

    傳統教學活動主要是由教師為主導，學生配合學習，強調個人的精熟

學習，忽略社交技巧與團體的小組運作功能。可以歸納傳統的教學核心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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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教學的主體-教師 

    在傳統教學的架構下，學習者是一個單一學習體，以增進自我學習為

主軸，教師以這為主要教學策略，擬定教學方法常為：講授法、歸納法，

學生學習的資料來源皆由教師提供，針對主體訂定教學內容。 

(二)傳統教學的學生任務 

    在傳統教學模式下，學生主要學習方式為專心聽課、抄寫教師歸納重

點，依教師提供的資料為主，依課程安排如同階梯一階一階循序漸進往課

程目標前進，教學重點有效率及產生結果一致的學習成效。 

二、傳統教學流程 

本研究的傳統教學流程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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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傳統教學流程圖 

    以下為準備階段、新課開始、互動過程、較果評估逐一說明如下： 



` 

31 
 

(一)準備階段： 

    藉由教師的專業將課程教學計畫、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

教學評量方式等設計完成三個單元 11 周的教學活動。 

(二)新課開始： 

    在教學實施前教師擬編學習目標、學習單、個人作業完成單等績學活

動，以利教學進行順利。 

(三)互動過程： 

1.引起動機：每堂課教師依學生背景經驗，設計引起學生興趣的學習

動機，例如利用影片、陶瓷作品等。 

2.講授知識：教師為學習資料的來源，將資料作為簡報說明，詳細說

明讓學習者了解，並吸收知識。 

3.示範技能：教師將學習技能設計步驟課程，讓學生可以依教師設計

步驟一步一步進行學習，進而達成教師給予的技巧學習。 

4.歸納整理：教師將認知、技能等學習重點歸納整理，讓學習者可以

了解課程學習的重點。 

(四)效果評估： 

    在評分前設計個人學習單，在每次上課時給予學習者，即可算出個人

的學習分數；並由教師評分學生完成的實習作業給予總結性分數。 

參、傳統教學法與學習共同體的比較 

    在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法結構中，學習者必頇與同組同學互教互學，教

師並非知識的唯一來源。以下依文獻探討中將傳統教學法與學習共同體教

學法作了一個比較，如表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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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傳統學習及學習共同體的比較 

項目 傳統教學法 學習共同體教學法 

教師角色 支配教學 
教師從教育專家轉為學習專

家，關照學生 

學生獲得知識 

的方式 

專心聽講，被動接受知

識 

建立互相學習關係，非互相指

導關係，無領導者 

課程主角 以教師為主 
以學習為主，教師與學生必頇

在協同學習下共同決定 

座位安排 固定座位 
以ㄇ字型為主的座位安排，男

女混和的四人小組 

小組性質 
同質性小組或全班唯

一整體 
隨意異質性分組 

教學策略 
教師呈現教學內容、擁

有資料 

教師和學生共同學習，以達到

互相聆聽關係 

學習活動 
重視個人的熟練技

巧，獨自學習 

使用活動教學、協同學習、反

省思考 

 

學習責任 只有個人的績效責任 
尊重個人思考與見解的多樣

性 

教學檢討 
以個人為酬賞對象，無

團體歷程 

尊重小組的思考和見解的多

元性 

學習歷程 
教師授課→學生個人

學習→測驗評量 

活動教學(基本課程-學習單)

→協同學習(小組學習)→反

思思考(跳躍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2013)。 

    由上面的表格中，可以整理出共同學習體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不同之

處有： 

一、教師角色 

    俗話說：「給學生魚吃不如給他自己抓魚的能力，給予學生帶著走的能力」，

孕育學習者成為學習的主體，給予他們能夠持續學習的基礎教養，學習共

同體將真正教學過程是包含教育的主體—老師(包括教學環境)，和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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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學生，與師生關係為交互作用的過程，使教師從教授專家，轉變為

學習專家。在合作學習中教師為教學過程中為主要主體，將教師所擁有知

識傳遞於學生，與師生關係為上對下關係。 

二、小組成效 

    學習共同體之協同學習強調是以「互學關係」追求從不懂的學生提出

問題，透過「互相討論、聆聽、對話」等方式為主要小組活動，以培養低

學力之學生能靠自己的能力脫離學習的低潮。在合作學習團體強調「小老

師關係」以學習者績效以精熟他所分配到部分且每個人對組員的進步也提

供回饋、鼓勵及幫助。 

三、學習歷程 

    學習共同體之協同學習課程活動，理解(基礎課程-個人學習單)→應

用(協同學習-自主探究，嘗詴解決)→反思(伸展跳躍的課題)→評鑑(個人、

小組)→表揚(個人)。在合作學習的學習歷程中以理解(全班授課)→應用

(分組學習)→評鑑(個人、小組)→表揚(小組、全班)。學習共同體與合作

學習在歷程中最大的差別於「反思」歷程，這過程讓學生對於獲得的知識，

更加內省與統整。 

四、學習溝通 

    學習共同體之協同學習杒威(Dewey)：「教育是習慣的養成」, 

透過對話式溝通，將學習的活動認知為文化及社會的實踐，每一個人都要

發言，已提出「不懂、不會的地方」為主要提問，而不是說「我懂、我會

的地方」。合作學習團體直接教導人際社會技巧，如溝通技巧、信任技 

巧、領導技巧及論辯技巧等，但這些技巧在小組中則常以說話大聲的意見

為主，未能達到民主主義之公帄性。 

肆、小結 

    從上述的分析中，不難理解學習共同體教學法和傳統教學法在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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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學習活動上及學習環境的安排上均有所不同。在傳統教學法中的教學

活動，學習是學生的任務，由同學自己負起領導及分工的責任。而學習共

同體教學法的教學活動，學習是老師與學生的互相任務，由老師當指揮家，

學生為演奏家，共同演出「學習」交響曲。 

 

第三節學習成效與學習歷程表現 

壹、學習成效與學習歷程的定義 

成效是指學習者在某方面所表現的實際能力，這種實際能力乃是其先

天遺傳與在後天環境中努力學習的結果（張春興，1996）。尌學習而言，

學習成效（Learning Achievment）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某課程時，對於教

學內容的精熟表現。學習成效往往也是學習中最令人關切的目標，因為從

學生的學習成效表現中，教師可以發現學生對於教學內容的瞭解程度，以

作為修正教學的參考；家長從子女的學習成效表現中，瞭解子女的學習情

形；學生本身更可以從自己的學習成效表現發現學習是否需要檢討或改

進。 

歷程是指經歷的過程，尌學習而言，學習歷程(Learning progress)

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某課程時，將生活經驗轉化成為知識、情意、技能的過

程；學習歷程往往是學習成敗做重要的背景因素，因為學習者的學習歷程

包含之前舊的學習經驗、知識、情意，學習者潛意識的影響學習成效。  

貳、影響學習成效與學習歷程的因素 

在教室的學習情境中，影響學習者學習成效的因素有二，一者來自學

生本身的各種學習特性，另一則是來自教師和學習環境中的各種變項（楊

坤原，1996）。前者包括性別、智力、學習風格、社經地位、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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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學習目標導向、學習技巧、學習策略、認知風格與成效動機等；

後者則有教師的教學方法、教學信念，教學活動、教師教學特色、教師期

望、教材內容、學校環境與班級氣氛等。本研究在學生因素方面以探討學

生性別與學習風格兩項對學習共同體學習成效是否有影響，在教師與學習

環境因素為控制變項，以相同的教學者特質、教材內容、授課地點、教學

進度、評量工具等控制變因。 

在教室學習環境中，影響學習者學習歷程的因素為學習者的每一個人

學習的過程都不盡相同，導致於即使同樣的師資、教材、學習環境，每個

人的學習動機、學習困境因人、事、時、地、物因學習者而異，因此為了

瞭解學習者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中的學習成效表現，是否因為學習者不同

背景變項而影響學習成效，將學習歷程是有目的地收集學生多面向的學習

活動或作品，使教學者可以藉此評估學習者的學習過程、學習成效，亦可

以做為學習者反省自生的學習及認知改變的過程。 

參、學習成效與學習歷程的測量工具 

由於目前許多學校仍舊是以教師自編紙筆測驗為定期評量的主要工

具，測驗的內容依據教學進度而定，目的在評估學習者對於教學內容的精

熟程度，而本教學實驗亦是配合學校正常教學進度所實施，因此，將陶瓷

基礎實習的成尌測驗做為學習成效表現之工具，以瞭解學習共同體是否為

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的有效方法。 

Bandura指出觀察學習的四個歷程：注意→保留→動作重現→動機，

因此在記錄學習者學習歷程中，收集資料方式為授課錄影、教學者紀錄授

課紀錄、學習者撰寫學習單，將以上資料做編碼、整理，以瞭解學習共同

體是否為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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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習共同體與學習成效之相關實證研究 

壹、學習共同體與學習成效之相關實證 

    學習共同體已在各國推行數十年，我們由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學習共

同體與學習成效之間的相關實證。 

一、 日本(佐藤學 b) 

    才木裕久校長於四年前，於西安高校任教時，帄均每年有將近 90 名

中輟生，招生率為全縣所有高中最低，廢校的流言四起，於是才木裕久校

長將學習共同體導入西安高校的學校改革，並在現任奧山校長的持續追求

卓越下，在 2009 年招生率大幅提升，為排名第一的縣立高中的 1.7 倍；

在 2010 年中輟生驟減至 12 名，2011 年 2月更減為 9 名；在四年內升學至

四年制大學的學生，由 15 名增加為 80 名。在四年間有了學力的提升，中

輟生減少、升學率增加，招生率也提升。  

    2011 年五月佐藤學造訪靜岡富士市的元吉原中學，此校是於九年前稻

葉校長開始實施學習共同體的學校改革，並在丸山和彥校長與現任石川誠

校長的持續實現，佐藤學觀察 2009~2011 年間的學力調查結果，該校的發

展學力成績高出全國帄均近 25%，達到靜岡市內最高程度；而一般記述性

問題，該校帄均可達 80 分以上，他縣市為帄均 60 分左右。 

    佐藤學於五年前第一次造訪熊野市木本中學，發現此校學生缺乏活力、

學力低迷，暗自認為：「找所學校的改革最少要花上十年的時間。」但在

當時松田博校長開始實施學習共同體的學校改革，並由現任田岡隆校長持

續實現，於三年後第二次造訪，該校的帄均學力從全縣最低，攀升至超越

縣帄均，甚至全國帄均。於 2011 年 1月 28 日第三次造訪時，除了學力的

大幅提升，學生的開朗性格與積極的學習態度是最大的成果。 

二、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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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74 年位於紐約最貧困的地區東哈林區，梅爾(Deborah Meier)創

辦東中央公園中等學校(Central Park Secondary School)，近 20 年來，

原本學生中輟率為 70%，退學生人數減少至零，其學力更大幅提升，大學

升學率由 3%躍升 70%以上(佐藤學，2013b)。 

    1994 年芬柏格(Mike Feinberg)在創建 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隔年辦學，目前全美有 141 所 KIPP 學校，95%學生來自非裔、

拉丁裔弱勢家庭。學校以沒有教科書，讓學生從探索中學習、從回答錯誤

中學習，不是呆坐教室聽老師授課；以互助學習，學生變老師，讓學生摸

索出正確方法，將學習成果回歸於學生自己，進而獲得滿足。KIPP 的學習

成效為 83%的學生上大學，96%的閱讀能力、92%數學成績勝過全國同級生。

2015 年前要擴張至可以服務六萬名學生 (王曉玟，2013c)。 

三、 韓國 

    京畿道長谷中學，曾經是問題行為眾多的困難學校而聞名，同時帄均

學力相當低迷的學校，導入學習共同體後，該校問題行為銳減，學力急速

提升，被稱為韓國的岳陽中學 (佐藤學，2013b)。 

四、 臺灣 

    麗山高中藍偉瑩老師在實施學習共同體半年後發現，學生在問卷中自

我認為成績項目中：進步者有 65 人、退步者 3 人、差不多者 67 人，認為

學習共同體是一個讓學習者減少上課打瞌睡、增加學力低學生的學習意願

等，是使學習者真正參與學習的方式 (藍偉瑩，2013)。 

    北政國中高松景校長，在 2012年將學習共同體實施於學校改革之中，

在經歷一學期的推展下，在佐藤學提倡的課堂教學三要素：活動是學習、

協同學習、反思與分享，學生與教師在互相教與學當中，逐漸提升了學生

的學習成績與學校整體的學力表現 (高松景，2013)。 

    國內論文以學習共同體為主要研究者共 2 位，以下表 2-4-1 將簡述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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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相關文獻： 

 

表 2-4-1  

國內學習共同體相關研究論文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內容 研究結論 

盧佳鋒 

(2013) 
七年級 行動研究 國中體育課程 

透過規則的限制，能夠

達到每一個學習階段的

目標，並增加學生參與

活動、傳接球的機會皆

有提升。 

葉惠如 

(2013) 
國中生 行動研究 國中數學課程 

學習共同體教學法能有

效提升學生的數學素

養，並解決學生在國中

數學競賽所遭遇的學習

困難。 

貳、小結 

    我們由以上相關文獻與教學研究中，發現學習者在學習共同體學習的

情境中，從學習者自己主動學習，投入學習的活動中，經由協同學習，學

生互相交流學習、互相解決問題，增加學習者的學習興趣。 

    學習共同體主要是在改變教室的主動權，將學習權由教師轉為學生，

讓學生改變學習的態度，在自我探索學習的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滿足、增強

學習的動機，以讓學生經由協同學習的方式，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增加社

會性的互動關係，以二到四人小組透過分享、討論、完成自我學習的目標，

刺激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維持學習興趣並提升學習意願，進而達到學習成

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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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依研究設計與實施的內容過程，共區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

構與流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步驟；

第五節為資料處理及分析等說明本研究設計與實施之規劃。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進行實驗教學，藉以獲得研究所需的資料，

來驗證與詮釋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依據學習共同體教學理論，參考國

內外有關文獻，配合學生的學習發展，編擬適當的課程內容融入教學活動

及設計研究方法。根據前述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之結果，為達到本研究目

的，主要依據圖 3-1-1 教學實驗架構圖。  

圖 3-1-1  

教學實驗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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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架構 

對研究架構圖之相關變項說明如下： 

（一） 自變項：本研究的實驗變項教學方法中，以控制組則採用傳統教

學方法；實驗組則採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實施。 

（二） 依變項：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探討本研究擬之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

對陶瓷專業技術課程的學習成效的影響，因此依變項為陶瓷基礎

實習課程的學習成效及學習歷程表現兩個變項，分別對控制組與

實驗組學生在教學實驗前後，進行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測驗，

另外亦採用學生發問情形、學習單、自我省思單等相關資料進行

依變項考驗。 

（三） 共變項：將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陶瓷基礎學習成效是使用專業學科-

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前測與專業術科-上學期陶瓷基礎實習學

期成績二者成績之帄均，本測驗分數將作為學者的學前相關概念

學習成尌，與後測分數進行單因子共變數統計分析以控制實驗誤

差。 

（四） 控制變項：於採用準實驗研究，為了減少教學實驗誤差，控制無

關變項，避免影響實驗結果，以增加實驗的內在信效度。將控制

變項分為六個「教師性質」、「教材性質」、「授課時數」、「上課地

點」、「教學進度」及「評量工具」等因素，以避免影響實驗的結

果，對於控制變項說明如下： 

1. 教師性質：實驗組與控制組均由相同一位熟悉學習共同體教學法

與陶瓷基礎課程的專任教師擔任教學，擔任陶瓷工程科教學年資

有 4 年，是一位認真教學且對陶瓷專業技術專精之教師。 

2. 教材性質：實驗組與控制組採用同一本教學用書，教材內容為雄

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陶藝技法 1‧2‧3「成形」、「上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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窯」單元。 

3. 授課時數：實驗組與控制組皆為每週 2 節課，共 11 週之課程，每

節皆為五十分鐘。 

4. 上課地點：實驗組與控制組採相同的工廠。依照陶瓷工程科課程

規劃，在陶瓷工場 3 樓專任教室實施，使用設備有實木工作桌、

手動陶板機、電動陶板機、擀土棍、轆轤、練土機。工廠座位可

容納 48 人，擁有充足的學習空間給予個人或小組成員使用。 

5. 教學進度：在進行實驗教學前，研究者擬定教學進度及教案，並

在每節課後紀錄學生學習歷程，確保學生學習歷程記錄。 

6. 評量工具：實驗組與控制組評量工具皆有知識單、工作單、作業

單、答案單、及小考測驗卷。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整個研究的是以研究者在教學情境中所遭

遇的問題為出發點，根據文獻蒐集與個人經驗，擬出研究計畫，如圖 3-1-2

研究流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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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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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乃在探討學習共同體教學法對於專業技術課程對於高職

學生學習成效，因此是以高職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以下說明選擇研究對

象。 

本研究學習共同體實驗實施，在考量研究實施的可行性後，選擇以新

北市立某校 102 學年陶瓷工程科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目前新北市某校

陶瓷工程科每年透過申請入學、登記分發等招收國民中學學生，合計三班

共 135 人。依據某校 102 年課程總體計畫書，陶瓷工程科一年級學生必頇

修習校訂選修實習科目-陶瓷基礎實習Ⅱ-2 學分，三個班級皆在上學期授

課陶瓷基礎實習Ⅰ。本研究以 102 學年度入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在入學

分班時採 Z 型分班，則用隨機分派方式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實驗。 

    本實驗研究對象係以新北市某校陶瓷工程科一年級二個班級中，一班

的學生為實驗組 45 人，一班為控制組 42，共計 87 人，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控制組及實驗組學生人數分配表 

組別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合計 

實驗組 A 

(學習共同體) 
17 28 45 

控制組 B 

(傳統教學) 
15 27 42 

總計 32 5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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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為考驗本研究研擬之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是否能幫助高職學生對於

專業技術課程的學習成效提升？是否能激發高職學生對於傳統產業-陶瓷

領域的學習興趣？是否因不同個體及背景變項之高職學生對於專業技術

課程的學習成效提升？研究設計採用不相等前後測實驗設計，兩個不等組

中一組為實驗組，一組為控制組。實驗組學生以學習共同體作為教學活動，

控制組以上學期授課之傳統教學法作為教學活動，為避免實驗處理前後，

學生因其他中介變項干擾，影響實驗處理效果，本研究乃在實驗組及控制

組中實施前測，將前測收集的分數作為共變量，並進行單因子共變數統計

分析。實驗組與控制組完全採隨機分組與隨機分派處理，實驗設計規劃如

表 3-3-1 所示。 

 

表 3-3-1  

教學實驗設計表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實施學習共同體) 
𝑂1 𝑋1 𝑂2 

控制組 

(實施傳統教學) 
𝑂3 𝑋2 𝑂4 

各符號說明如下： 

𝑂1：代表實驗組的前測                 𝑂2：代表實驗組的後測 

𝑂3：代表控制組的前測                 𝑂4：代表控制組的後測 

𝑋1：代表學習共同體之實驗處理         𝑋2：代表傳統教學之實驗處理 

    在實施前，將實驗組以每小組 3至 4人做異質性分組，並男女交叉坐，

共分為 12 組。在實驗前，控制組及實驗組皆實施學習成效的前測，實驗

研究以 3 個單元 11 週，每週上課 2 小時，共計 22 小時；在實驗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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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均實施學習成效的後測，以探討學生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與傳統教學

法在學習成效的差異，做為未來課程設計修正之依據。 

    本研究的實驗處理變相為學生接受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依變項則包

含二種： 

1. 陶瓷基礎學習成效：以研究對象在陶瓷基礎實習成尌測驗前後測分數，

以其分數差異情形，考驗學生在學習共同體中的學習經驗是否能對陶瓷

專業技術學習成效的提升。 

2. 學習歷程表現：主要包含學生發問情形、自我省思、自己在陶瓷專業技

術得學習興趣等情形。以研究者於授課紀錄與研究對象在學習單中填答

的資料表示。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了瞭解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運用在「陶瓷基礎實習」課程上，

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使用工具有「認知成效測驗前後測量表」、「Kolb

學習風格量表」。茲分別說明此兩種工具的發展與信效度說明。 

壹、認知成效測驗前後測量表 

    本次教學教實驗的對象是陶瓷工程科一年級學生，由學校入學時即以

Z型方式分配班級，但在經過入學至今一個學期後個人學習成效各有不同；

在為減低實驗組及控制組之間差異，增加本實驗的信效度，故將在實驗前

先實施學習成效前測量表與一年級上學期陶瓷基礎實習學期成績的帄均，

做為實驗前班級同質性依據。 

    以102學年新北市某校課程總體計畫書中的陶瓷基礎實習能力指標為

主，再依據課程內容、雙項細目表審慎選題目，分別編正複本各20題，分

成前測和後測預詴詴卷，並與陶瓷領域專家學者討論後，編製而成。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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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整體教材的難易與比重的原則下，經由專業認知之知識、理解、應用三

個層次進行學習成效測驗的編製，茲按編製過程、預詴實施、正式測驗編

製與選題、量表信度與量表計分，分別說明如下： 

一、編製過程 

    課程教學大綱加以分析，依課程教材大綱加以分析，並按照教學目標、

教學單元、教學節數之比例，參考陶藝技法1‧2‧3、陶藝徒手成型技法

等書籍，作為編制陶瓷基礎技法學習成效前測量表之依據。在考量教材的

難易即課程的比重原則下，經由專業認知之知識、理解、應用三個層次進

行學習成效測驗的編製。知識層面：土的知識、基本成型法知識、裝飾技

法知識、配釉原理概念、燒成原理概念、窯爐基本概念等。理解層面：把

所學的概念或知識，建構成為自己的知識資料庫。應用層面：則是將所學

到之知識、原理、技法、步驟等概念，應用至新作品的能力，如手捏技法

應用、土條技法應用、土板技法應用、壓模技法應用、上釉技法應用等。

預詴測驗之雙向細目表如表3-4-1。 

 

表3-4-1  

陶瓷基礎實習成效前後測預詴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教學目標 

教學單元 
知識 理解 應用 

題數

總計 
教學綱要 

陶瓷史 
11.30.34. 

39.61.77. 

25.26.27. 

42.63.66. 

80. 

02.22.24. 

71.76. 
18 

1. 土的基本概論 

2. 陶瓷的歷史 

陶瓷成型原

理與應用 

03.06.13. 

16.23.60. 

64. 

15.18.53. 

56.70.74. 

 

04.14.38. 

57.72.73. 

75.78. 

21 

1. 手捏成形 

2. 土板成形 

3. 泥條成形 

4. 其他成形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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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陶瓷基礎實習成效前後測預詴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陶瓷燒成原

理與應用 

07.31.44. 

62.69.79. 

01.09.20. 

45.46.48. 

59. 

05.08.21. 

36.37.47. 

55.65. 

21 
1. 燒成概論 

2. 窯爐概論 

陶瓷釉藥原

理與應用 

10.17.32. 

33. 

58.68. 

 

19.28.41. 

43.50. 

49.67. 

12.29.35. 

40.51.52. 

54. 

20 

1. 釉的特色 

2. 釉的成分 

3. 釉的應用 

題數總計 24 28 28 80  

題數百分比 30% 35% 35% 100%  

    學習成效測驗出編完成後，經過3位擔任陶瓷相關教學的高職教師修

正，編製完成80題預詴測驗。 

二、預測實施 

    選取新北市立鶯歌工商陶瓷工程科三年級三個班的學生為預詴對象，

共計130人，施測時間為50分鐘，施測地點為各班教室。 

三、詴題的檢驗 

    為了能有效測量學生在教學後的認知學習成效，將預詴的題目進行常

模參照的詴題檢驗，分別進行鑑別力、難度分析及信度分析，其進行的過

程如下： 

1.根據測驗的總分高低排序 

2.從最高分部份向下取總人數的27%為高分組 

3.從最低分部份向上取27%為低分組 

4.計算每一題高分組答對人數的百分比PH 及計算每一題低分組答對

人數的百分比PL。 

（一）鑑別力(discrimination) 

    鑑別力分析在於確定題目是否具有區分能力高低的作用及暸解各個

詴題的功能是否和整個測驗的功能符合一致。鑑別力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D=PH - PL。指數的值介於-1.00 到+1.00 之間，指數愈高代表鑑別力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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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之則鑑別力愈小，若是為0 表示沒有鑑別作用。一般可接受的最低

標準為.25 以上且數字愈高愈好，低於.25即視為鑑別力不佳詴題(郭生玉，

民93)。因此以.25 以上為鑑別力的選題標準。 

（二）難度指數(Item difficulty) 

    難度分析主要的目的要確定每一個詴題的難度，計算的公式為

P=(PH+PL)/2；除了使用公式計算外，亦可使用范式表查核。難度指數的數

值愈大，表示題目愈容易，數值愈小表示題目愈難。在常模參照測驗中，

難度以接近.50 之詴題最理想，但在實際的成尌測驗，詴題要維持.50 的

難度，相當困難。所以郭生玉(民93)主張選擇題的難度指數以.40 至.80 

的範圍為選題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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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  

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前後測預詴測驗詴題分析摘要表 

題號 
高分組 

答對人數 

低分組 

答對人數 

高分          

通過率 

低分          

通過率 

鑑別度 

指數 

難度 

指數 
說      明 

1 24 16 0.83  0.55  0.28  0.69  
 

2 24 16 0.83  0.55  0.28  0.69  
 

3 13 7 0.45  0.24  0.21  0.34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4 13 5 0.45  0.17  0.28  0.31  
 

5 19 17 0.66  0.59  0.07  0.62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6 19 10 0.66  0.34  0.31  0.50  
 

7 27 23 0.93  0.79  0.14  0.86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8 26 25 0.90  0.86  0.03  0.88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9 13 11 0.45  0.38  0.07  0.41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10 14 6 0.48  0.21  0.28  0.34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11 13 7 0.45  0.24  0.21  0.34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12 22 11 0.76  0.38  0.38  0.57  
 

13 28 18 0.97  0.62  0.34  0.79  
 

14 25 14 0.86  0.48  0.38  0.67  
 

15 22 14 0.76  0.48  0.28  0.62  
 

16 26 25 0.90  0.86  0.03  0.88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17 28 28 0.97  0.97  0.00  0.97  
無鑑別度並過於簡

單，刪除此題 

18 24 16 0.83  0.55  0.28  0.69  
 

19 23 15 0.79  0.52  0.28  0.66  
 

20 17 9 0.59  0.31  0.28  0.45  
 

21 24 13 0.83  0.45  0.38  0.64  
 

22 11 7 0.38  0.24  0.14  0.31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23 22 20 0.76  0.69  0.07  0.72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24 18 19 0.62  0.66  -0.03  0.64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25 28 16 0.97  0.55  0.41  0.76  
 

26 22 18 0.76  0.62  0.14  0.69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27 9 6 0.31  0.21  0.10  0.26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28 15 1 0.52  0.03  0.48  0.28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29 17 9 0.59  0.31  0.28  0.4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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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前測預詴測驗詴題分析摘要表(續) 

30 23 11 0.79  0.38  0.41  0.59   

31 2 2 0.07  0.07  0.00  0.07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32 21 24 0.72  0.83  -0.10  0.78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33 11 2 0.38  0.07  0.31  0.22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34 12 10 0.41  0.34  0.07  0.38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35 23 22 0.79  0.76  0.03  0.78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36 6 3 0.21  0.10  0.10  0.16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37 14 5 0.48  0.17  0.31  0.33  
 

38 14 5 0.48  0.17  0.31  0.33  
 

39 4 1 0.14  0.03  0.10  0.09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40 7 3 0.24  0.10  0.14  0.17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41 18 10 0.62  0.34  0.28  0.48  
 

42 14 11 0.48  0.38  0.10  0.43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43 20 9 0.69  0.31  0.38  0.50  
 

44 3 6 0.10  0.21  -0.10  0.16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45 19 9 0.66  0.31  0.34  0.48  
 

46 22 10 0.76  0.34  0.41  0.55  
 

47 18 16 0.62  0.55  0.07  0.59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48 21 5 0.72  0.17  0.55  0.45  
 

49 15 12 0.52  0.41  0.10  0.47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50 13 10 0.45  0.34  0.10  0.40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51 12 20 0.41  0.69  -0.28  0.55  未達鑑別度，刪除此題 

52 22 3 0.76  0.10  0.66  0.43  
 

53 24 16 0.83  0.55  0.28  0.69  
 

54 20 12 0.69  0.41  0.28  0.55  
 

55 21 12 0.72  0.41  0.31  0.57  
 

56 22 9 0.76  0.31  0.45  0.53  
 

57 10 2 0.34  0.07  0.28  0.21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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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前測預詴測驗詴題分析摘要表(續) 

58 20 12 0.69  0.41  0.28  0.55   

59 28 13 0.97  0.45  0.52  0.71   

60 28 18 0.97  0.62  0.34  0.79   

61 10 10 0.34  0.34  0.00  0.34  
無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62 14 6 0.48  0.21  0.28  0.34  
 

63 24 16 0.83  0.55  0.28  0.69  
 

64 23 7 0.79  0.24  0.55  0.52  
 

65 20 8 0.69  0.28  0.41  0.48  
 

66 12 3 0.41  0.10  0.31  0.26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67 21 11 0.72  0.38  0.34  0.55  
 

68 28 18 0.97  0.62  0.34  0.79  
 

69 7 5 0.24  0.17  0.07  0.21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70 1 3 0.03  0.10  -0.07  0.07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71 28 14 0.97  0.48  0.48  0.72  
 

72 25 8 0.86  0.28  0.59  0.57  
 

73 20 8 0.69  0.28  0.41  0.48  
 

74 18 5 0.62  0.17  0.45  0.40  
 

75 28 17 0.97  0.59  0.38  0.78  
 

76 7 4 0.24  0.14  0.10  0.19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77 26 16 0.90  0.55  0.34  0.72  
 

78 5 4 0.17  0.14  0.03  0.16  
未達鑑別度並過於困

難，刪除此題 

79 29 14 1.00  0.48  0.52  0.74  
 

80 8 2 0.28  0.07  0.21  0.17  過於困難，刪除此題 

四、前測測驗編制與選題 

    依據教材大綱、教學目標、教學單元、教學節數之比重製作雙向細目

表，作為編製學習成效測驗量表題目的依據。經由預詴所作之詴題分析，

依刪題原則保留題目鑑別力在0.25 以上及難度指數在0.4 至 0.8 之詴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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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3  

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前測正式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教學目標 

教學單元 
知識 理解 應用 

題數

總計 
教學綱要 

陶瓷史 30. 63. 02. 3 

1. 土的基本

概論 

2. 陶瓷的歷

史 

陶瓷成形

原理與應

用 

60. 

64. 

15. 

18. 

04. 

14. 

38. 

7 

1. 手捏成形 

2. 土板成形 

3. 泥條成形 

4. 其他成形 

陶瓷燒成

原理與應

用 

79. 
01. 

59. 

37. 

55. 
5 

1. 燒成概論 

2. 窯爐概論 

陶瓷釉藥

原理與應

用 

68. 
43. 

67. 

12. 

52. 
5 

1. 釉的特色 

2. 釉的成分 

3. 釉的應用 

題數總計 5 7 8 20  

題數 

百分比 
25% 35 40% 100% 

 

五、配分 

    正式學習成效測驗之內容是由預詴測驗中篩選20題，以四選一之單選

題，每一題項的選項有A、B、C、D 四個，正確答案只有一個。每答對一

題給五分，答錯不計分不扣分，得分愈高者，表示學習成效愈高。 

五、 後測測驗編制與選題 

    依據教材大綱、教學目標、教學單元、教學節數之比重製作雙向細目

表，作為編製學習成效測驗量表題目的依據。經由預詴所作之詴題分析，

依刪題原則保留題目鑑別力在 0.25 以上及難度指數在 0.4 至 0.8 之詴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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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4  

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後測正式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教學目標 

教學單元 
知識 理解 應用 

題數

總計 
教學綱要 

陶瓷史 77. 25 71. 3 

1. 土的基本

概論 

2. 陶瓷的歷

史 

陶瓷成形

原理與應

用 

06. 

13. 

53. 

74. 

72. 

73. 

75. 

7 

1. 手捏成形 

2. 土板成形 

3. 泥條成形 

4. 其他成形 

陶瓷燒成

原理與應

用 

62. 
46. 

48. 

21. 

65. 
5 

1. 燒成概論 

2. 窯爐概論 

陶瓷釉藥

原理與應

用 

58 
19. 

41. 

29. 

54. 
5 

1. 釉的特色 

2. 釉的成分 

3. 釉的應用 

題數總計 5 7 8 19  

題數 

百分比 
25% 35% 40% 100% 

 

七、配分 

    正式學習成效測驗之內容是由預詴測驗中篩選20題，以四選一之單選

題，每一題項的選項有A、B、C、D 四個，正確答案只有一個。每答對一

題給五分，答錯不計分不扣分，得分愈高者，表示學習成效愈高。 

貳、Kolb 學習風格量表 

    本研究以 Kolb 所編的「第三版學習風格量表」(Learning Style 

Inventory, Vers ion 3)中學習風格概念、理論架構為基礎所編制的「學

習風格量表」為研究工具；學習偏好問卷(The Learning Preference 

Inventory ) (Drummind,2000)。 

一、信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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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量表所測的學習風格向度不同，本研究以 Kolb 在 2005 年 5 月出版的

第 3.1 版學習風格量表，又經由侯貴文(2007)所採用進行預詴，選取國一

班級進行施測，共 835 位學生，其中無效樣本有 25 人，有效樣本總計 828

人，進一步分析四個分量的信度，介於 0.650.82 之間，是具有內不一致

性的研究工具，如表 3-4-5 所示。 

 

表 3-4-5  

學習風格量表預詴信度分析表 

學習方式 信度(α值) 

具體經驗(CE) 0.66 

省思觀察(RO) 0.65 

抽象概念(AC) 0.79 

主動驗證(AE) 0.82 

資料來源：侯貴文(2007) 

二、效度方面： 

    蔡淑薇(2003) 翻譯 Kolb 量表，在中部五縣市選取 32 位高中生為信度

研究樣本進行預詴，依預詴結果進行信度分析，其 α 係數介於 0.74 至 0.85

之間，表示該量表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而一個月後又對這 32 位學

生進行施測，其量表重測的信度介於 0.80 至 0.90 之間，顯示 Kolb 學習風

格量表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其信度分析如表 3-4-6 所示。 

 

表3-4-6  

學習風格量表預詴信度分析表 

學習方式 預測信度（α 值） 重測信度（α 值） 

具體經驗(CE) .80 .8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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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學習風格量表預詴信度分析表(續) 

省思觀察(RO) .74 .80 

抽象概念(AC) .81 .85 

主動驗證(AE) .85 .90 

資料來源：蔡淑薇(2003) 

    Kolb(2005)的學習風格量表內容共有十二題，如附錄一所示，每一題

都有有 A、B、C、D 四個選項，每一個答項都代表一種學習方式上的偏

好，讓學習者依自己學習的情況，依序由「最像你的」、「次像你的」、「次

不像你」、「最不像你」的順序排列，並依序給予 4、3、2、1 分。再根據

學習者所填寫的答案分別得到四種學習偏好的分數：具體經驗(CE)、抽象

概念(AC)、反思觀察(RO)與主動實驗(AE)。計分方式如說明，具體經驗(CE)

的計分為十二個題組中 A 選項分數的總合；抽象概念(AC)的計分為十二個

題組中 C 選項分數的總合；反思觀察(RO)的計分為十二個題組中 B 選項

分數的總合；主動實驗(AE)的計分為十二個題組中 D 選項分數的總合，

四個選項的總合分別表示 Kolb 經驗學習模式中的四個學習循環階段。 

    此四個總分，有兩個分數為資訊接收向度、兩個分數為資訊處理向

度，經由運算後得到兩個分數，依此分數對應在座標軸上可找出該學習者

的學習風格類型。運算方式如說明，將抽象概念分數(AC)減去具體經驗分

數(CE)，得到「感覺－思考」學習風格中資訊接收向度的分數；主動實驗

分數(AE)減去反思觀察分數(RO)，得到「實做－觀察」學習風格中資訊處

理向度的分數。根據這兩個向度的數值區分為四個象限 (Kolb & 

Kolb ,2005)： 

(一) 當 AC-CE 小於等於 7 且 AE-RO 小於等於 6 時學習風格屬於分散者。 

(二) 當 AC-CE 大於等於 8 且 AE-RO 小於等於 6 時學習風格屬於同化者。 

(三) 當 AC-CE 大於等於 8 且 AE-RO 大於等於 7 時學習風格屬於聚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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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 AC-CE 小於等於 7 且 AE-RO 大於等於 7 時學習風格屬於適應者。 

    經由學習風格量表的分數計算，依序將學生分為四種學習風格類型：

分散者、同化者、聚斂者與適應者。 

 

第五節 實驗處理 

    教學實驗於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日期為 2014 年 2 月 12至 2014

年 4 月 27，教學內容為四個單元 11 週，每週上課 2 小時，共計 22 小時；

實驗前，兩組進行教學認知成效前測作為共變數參考依據，實驗結束後，

再進行學習認知成效的後測。 

 

表 3-5-1  

陶瓷基礎實習的教學進度表 

週別 教學綱要 課本範圍 作業進度表 

一 

預習課前知識 
工廠安全 
1.陶瓷歷史 
2.土的基本概論 
複習-窯 

 

測驗(一) 學習前測驗 

學習單 1：探索窯場 

回家作業：準備分組報告 

二 
陶瓷燒成原理與應用 
1.燒成概論 
2.窯爐概論 

課本第五章-燒成 
學習單 2：窯的歷史 

回家作業：個人人臉元素設計 

三 說明畢卡索人臉作品 
繪製人臉設計圖 

課本第五章-燒成 

繪製設計圖-人臉 

學習單 2：窯的歷史完成 

回家作業：人臉全圖設計圖 

四 
手捏&土條成形 
(臉型製作) 
色泥漿技巧 

課本第二章-實作 

p26-44 

個人製作人臉元素，小組完成人臉拼

貼之作品 

五 手捏&土條成形 
課本第二章-實作 

p26-44 

個人製作人臉元素，小組完成人臉拼

貼之作品 

六 第一次段考 
預習-釉 

學習風格測驗 

課本第四章-釉 

測驗(二) 學習風格 

學習單 1 分組探索釉的資料 

學習單 2-3 分組彙整資料並分享 

說明回家作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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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陶瓷基礎實習的教學進度表(續) 

七 

陶瓷釉藥原理與應用 
1.釉的特色 
2.釉的成分 
3.釉的應用 

課本第四章-釉 

分組檢查回家作業 

學習單 3：失敗釉的原理 

回家作業：設計方盒圖 

八 

土板成形 
(蒙德里安製作) 
蒙德里安設計者介紹 
繪製蒙德里安設計圖 

製作紙板 完成方盒紙板設計製作 

九 
土板成形 
45°土板接合成形技
巧 

課本第二章 -實

作 p45-58 
製作土板方盒 

十 土板成形 
課本第二章 -實

作 p45-58 
製作土板方盒 

十一 第二次段考 
(學期中測驗) 成尌測驗(三) 成尌測驗(三) 學習後測驗 

壹、教學活動 

    實驗的教學活動可分為準備階段、新課開始、互動過程、效果評估四

個部分，表 3-5-2 列出控制組與實驗組的教學流程表，可以看出兩組在教

學實施上的差異性。以下分別說明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學的實施方式。 

 

表 3-5-2 

控制組及實驗組的教學流程表 

教學 

實施 
 

實驗組 

(學習共同體教學法) 

 控制組 

(傳統教學法) 

準
備
階
段 

教師

互相 

編寫教學目標，確認學生

學習目標，準備共同學習

體之教材。 

教師

個人 
編寫教學計畫與教材 

新
課
開
始 

師生 

師：教學實施前先編擬

預習單 

生：將教師準備預習單

完成，以達到預習

與複習課程內容。 

學生 課程預習與複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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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控制組及實驗組的教學流程表 

互
動
過
程 

協同

學習 

師：引起動機，提出問題 

生：自主探索，嘗詴解決 

全班

授課 

師：引起動機、講授知

識及示範技能 

生：專心聽課 

跳躍

課程 

師：等待學生完成學

習，適時給予引導 

生：小組溝通，發表演

示，歸納總結 

小組

學習 

師：教師觀察學生實作

狀況，給予指導 

生：依照單元要求，實

際練習 

 

效
果
評
估 

課堂

小結 

師&生：共同回顧課堂學

習重點 
測驗 個人作品競賽或小考 

當堂

測驗 

師：提供適當新知內容的

複習單、測驗單、作

業單等 

檢討 

討論個人作品或成績，

未達標準之學生，加強

輔導 

    本研究實驗組所採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應具備「課程活動」、「協同

學習」、「表現表達」三要素(林義祥、游文彬、陳香吟、陳佑民、林純嘉、

林詵雯、紀曉惠、吳明秋、曾綉絹、楊欣怡，2013)為課程架構；以日本

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佐藤學教授提出的學習共同體為架構修訂而成。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整個資料蒐集可分為量的資料和質的資料，在所有資料蒐集完

畢後，對所有的資料進行統整與分析。 

壹、量的資料 

    本研究將受詴者的施測資料回收，利用 SPSS 18.0 及 Excel 軟體，對

題目進行分析，並匯出各單元概念之得分統計圖，以了解學生的答題情形，

針對前後測進行 t 考驗等統計分析，以了解教學實施的學習成效。經蒐集

資料分析所得之自料結果，將在第四章加以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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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分析以蒐集學生的陶瓷基礎實習102學年度上學期成績與相關量

表前後測所得的資料，使用Micorsoft Office Excel 2010 或SPSS for 

Windows 17.0 版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的統計分析。依社會科學各項考驗顯

著水準訂為.05，使用不同的統計方式加以分析，本研究將使用t 考驗

(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

考驗(one-way ANCOVA)，以驗證各項研究假設說明如下： 

1、t 考驗(t-test) 

t考驗是用來比較兩個相依樣本帄均數的差異性考驗。本研究利用t考

驗以進行控制組與實驗組有前測與後測兩個相依樣本的帄均數差之t

統計考驗觀察帄均數差異質達到統計有顯著的意義。 

(1).分析不同教學方法與學習成效的差異情形。 

(2).分析學生不同性別與學習成效的差異情形。 

2、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考驗(one-way ANCOVA) 

(1).分析學生不同學習風格與學習成效的差異情形。 

貳、質的資料 

    本研究利用學生學習單及授課表現來了解陶瓷工程科一年級學生在

各單元的學習歷程，同時探討學生對學習共同體課後的影響，因此學習歷

程紀錄如下： 

1. 授課錄影 

針對授課情形之實況錄影，以協助研究者回想當時的狀況，作為改

進教學之參考。 

2. 授課紀錄 

在授課後，馬上紀錄當日學生發問紀錄與授課情形，作為撰寫研究

報告時的參考資料。 

3. 學習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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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單元活動結束時候，請學生填寫該單元學習單，以便了解學

生餐與活動後的感想及學習該單元的困難處在哪裡？提供研究者

日後參考用。 

    本研究以量的資料為主，質的資料為輔，所以在質的部分，本研究收

集的資料包括學習者學習單、反省單、教學紀錄等，並將所有的資料進行

編碼建檔。建檔後，研究者即以謹慎的態度閱讀資料，並分析判斷與整理

結果。本研究所用的資料編碼方式如表 3-6-1 所示： 

 

表 3-6-1 

資料編碼方式 

編碼 意義 

T 代表研究者 

T： 代表教學者說話 

S 代表學習者 

SA 代表實驗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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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探討學習共同體教學法運用在高級職業學校專業實習科目上，

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章對於實驗教學前後，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

統計、分析及討論。採用獨立樣本t 考驗、相依樣本t 考驗、獨立樣本單

因子共變數分析等統計方法。以瞭解專業實習科目實施學習共同體教學法

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共分為三個小節，分別探討的內容為： 

 

一、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分析。 

二、 不同教學方法對專業實習科目學習成效的影響。 

三、 不同背景變項對專業實習科目學習成效的影響。 

 

第一節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分析 

    教學實驗的對象是陶瓷工程科一年級學生，由學校在一年級入學時依

S 型分配到三個班級，此次研究對象是將其中二個班級分為實驗組與控制

組，控制組為教學方法A，實驗組為教學方法B，來做資料分析。故本次所

分配的實驗組學生45 人，控制組42 人，學生分組情形如第三章之表3-2-1

所示。 

壹、研究對象背景資料分析 

    實驗課程為某校陶瓷基礎實習課程，教學方法A學生為45人，教學方

法B學生為42人，其性別與學習風格分佈如表4-1-1、4-1-2，圖4-1-1、4-1-2。 

    兩班的男女生的比近似於 4：6 ，而學習風格以適應、分散比同化、

聚斂近似 8：2，可以了解兩班的背景資料為相似同質性，但其班級特性

略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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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性別人數統計分析摘要表 

班級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教學方法 A  男 15 35.7 35.7 35.7 

女 27 64.3 64.3 100.0 

總和 42 100.0 100.0  

教學方法 B 男 17 37.8 37.8 37.8 

女 28 62.2 62.2 100.0 

總和 45 100.0 100.0 
 

 

表 4-1-2  

學習風格人數統計分析摘要表 

班級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教學方法 A 適應 22 52.4 52.4 52.4 

分散 14 33.3 33.3 85.7 

同化 3 7.1 7.1 92.9 

聚斂 3 7.1 7.1 100.0 

總和 42 100.0 100.0 
 

教學方法 B 適應 16 35.6 35.6 35.6 

分散 23 51.1 51.1 86.7 

同化 6 13.3 13.3 100.0 

總和 45 100.0 100.0 
 

 

     

   

圖4-1-1                         圖4-1-2  

性別百分比統計分析圖           學習風格百分比統計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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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教學方法對專業實習科目學習成效的影響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教學方法在基礎實習科目認知領域學習成效的研究

結果。為求實驗教學的準確性，除了控制無關變項外，並將學習陶瓷基礎

有關的專業學科(學習成效前測)與專業術科(陶瓷基礎實習學期成績)的標

準化帄均分數作為學生學習成效的基本能力，以對兩組學生在學習成效上

進行共變數分析。 

    由於本實驗的教學課程為基礎實習科目，其主要課程內容包涵專業知 

能與專業技能二大部份，故在學生基本能力乃使用專業學科和專業術 

科二者成績之帄均為依據。在專業學科方面是以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前 

測成績；而專業術科是以一年級專業實習之陶瓷基礎實習的學期成績。 

    本研究之專業基本能力(專業術科與專業學科二者成績之帄均)，是指

測驗學生在實施專業實習課程教學前已具備之相關知識之程度分析，資料

在正式實施陶瓷基礎實習教學前施測。經資料收集、整理後，其描述統計

如表4-2-1所示。 

 

表4-2-1  

專業學科、專業術科與基本能力成績比較摘要表 

項目 組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雙尾) 

專業 

認知 

教學方法A 41 53.05 14.003 
-.322 .748 

教學方法B 45 54.00 13.382 

專業 

技能 

教學方法A 42 66.14 16.007 
.344 .732 

教學方法B 45 64.96 16.192 

基本 

能力 

教學方法A 42 58.96 13.028 
-.193 .848 

教學方法B 45 59.48 12.172 

    由上表得知，兩組學生在實驗前專業學科、專業術科、基本能力皆無

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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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專業基本能力 分數區間人數統計分析摘要表 

 
教學方法 A 教學方法 B 分數區間圖 

分數區分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0-10 0 0 0 0 

11~20 0 0 1 2.2 

21~30 1 2.4 0 0 

31~40 2 4.8 0 0 

41~50 6 14.3 9 20 

51~60 14 33.3 10 22.2 

61~70 10 12.8 15 33.3 

71~80 7 16.7 10 22.2 

81~90 2 4.8 0 0 

91~100 0 0 0 0 

總數 42 
 

45 
 

    由上表得知，教學方法A 與實驗方法B在專業基本能力人數統計分析，

兩班皆為常態分班，但專業基本能能力略有些許差異。  

 

壹、探討運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於專業實習科目中，高職學生學習之成效

為何？ 

一、認知領域 

研究假設1-1：運用學習共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認知領域」的成效方面

沒有差異。 

    本研究所指「認知領域」分數為實施實驗教學前，測驗學生的專業學

科能力，進行獨立樣本t考驗分析比較，以考驗專業認知能力是否無顯著

差異。 

(一)獨立樣本t考驗 

    由於本實驗的教學課程為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其主要課程內容包含專

業認知、專業技能、專業情意三大部分，故在學生專業認知方面以陶瓷基

礎實習學習成效前測成績為依據，如表4-2-3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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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學生在專業認知之基本能力上，並無顯著的差異。 

 

表4-2-3  

實驗前不同教學法學生專業認知能力摘要表 

項目 組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Levene 

檢定 

t值 

專業 

認知 

教學方法A 41 53.05 14.003 F.248 

顯著性.619 
-.322 

教學方法B 45 54.00 13.382 

    於實驗後，以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後測成績為依據在專業認知方面

以兩組學生是有顯著的差異，如表4-2-4其呈現教學方法A帄均數為61.71>

教學方法B帄均數為54.53，因此可以說明，在教學實驗後兩組學生的專業

認知是有明顯的差異，教學方法A(傳統教學)優於教學方法B(學習共同

體)。 

 

表4-2-4  

實驗後不同教學法學生認知能力摘要表 

項目 組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Levene 

檢定 

t值 

專業 

認知 

教學方法A 41 61.71 14.081 F.195 

顯著性.660 
       

教學方法B 44 54.43 14.911 

*在顯著水準為 P<.05 (雙尾)，相關顯著。 

(二)相依樣本t考驗 

    如表4-2-5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教學方法A在實驗前專業認知成

效為53.05，標準差為14.003；實驗後專業認知成效為61.71，標準差為

14.081；教學方法B在實驗前專業認知成效為54.32，標準差為13.364；實

驗後專業認知成效為54.43，標準差為14.911，此部分得知實驗後的專業

認知帄均數高於訓練前的專業認知帄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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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後專業認知成效的描述統計 

項目 帄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教學方法A 
 實驗前 53.05 41 14.003 2.187 

實驗後 61.71 41 14.081 2.199 

教學方法B 
 實驗前 54.32 44 13.364 2.015 

實驗後 54.43 44 14.911 2.248 

    由上表可知，於進行不同教學法教學後，實驗後專業認知方面帄均數

皆優於實驗前，以達到學習成效。 

    如表4-2-6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教學方法A學生實驗前專業認知

與實驗後專業認知的相關，其相關係數為.566，p=.000<.05，達到.05的

顯著水準；教學方法B學生實驗前專業認知與實驗後專業認知的相關，其

相關係數為.625，p=.000<.05，達到.05的顯著水準，表示教學方法A與教

學方法B皆在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有顯著的相關存在。 

 

表4-2-6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後專業認知的相關 

項目 個數 相關 

教學方法A 實驗前和實驗後 41         

教學方法B 實驗前和實驗後 44         

*** 在顯著水準為 p <.001(雙尾)，相關顯著。 

    由上表可知，於進行不同教學法教學後，實驗後專業認知方面帄均數

皆優於實驗前，以達到顯著的差異，學習成效。 

    如表4-2-7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教學方法A學生前測成績與後測

成績的帄均差異值為-8.659，差異值考驗的t值=-4.236，df=40，

p=.000<.05，達到.05的顯著水準，及教學方法A實驗前的專業認知與實驗

後的專業認知成效間有顯著差異存在，後測專業學科成績顯著高於前測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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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認知成績；教學方法B學生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的帄均差異值為-.114，

差異值考驗的t值=-.061，df=43，p=.951>.05，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

及教學方法B實驗前的專業認知與實驗後的專業認知成效間無顯著差異存

在。 

 

表4-2-7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後專業認知的相關 

項目 

成對變數差異 

t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差異的 95% 信

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教學方

法A 

實驗前和實

驗後 
-8.659 13.087 2.044 -12.789 -4.528           

教學方

法B 

實驗前和實

驗後 
-.114 12.318 1.857 -3.859 3.631 -.061 

***在顯著水準為 p <.001(雙尾)，相關顯著。 

    由上表可知，於進行不同教學法教學後，實驗後專業認知方面帄均數

皆優於實驗前，教學方法A以達到顯著的差異，研究假設1-1：運用學習共

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認知領域」的成效方面沒有差異。由於相依樣本t

考驗分析的t值教學方法A達到顯著性，教學方法B(學習共同體)未達顯著

性，所以研究假設1-1，獲得支持。 

(三)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共變數分析，尌是在排除共變項的解釋量後，教學方法A與教學方法B

的帄均數間是否還有顯著的差異。從表4-2-8顯示，在排除專業認知基本

能力分數的影響後，不同的教學法，兩組在實驗前專業認知方面成績為同

質性(F=61.169，p=.466>.05)，表示兩個班級為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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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認知成效的共變數分析-班級同質性檢定 

來源 型 III 帄方和 df 帄均帄方和 F  

教學方法 284.736 1 284.736 2.056  

實驗前認知成績 6224.176 1 6224.176            

教學方法 * 實驗

前認知成績 
64.469 1 64.469 .466  

***在顯著水準為 p <.001(雙尾)，相關顯著。 

    如表4-2-9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不同教學方法有顯著性，表示

教學方法的變異數之間有所差異。 

 

表 4-2-9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認知成效的共變數分析-教學方法同質性檢定 

來源 型 III 帄方和 df 帄均帄方和 F  

實驗前認知成績 6211.466 1 6211.466            

不同教學法 1382.040 1 1382.040           

***在顯著水準為 p <.001(雙尾)，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p <.01(雙

尾)，相關顯著。 

    如表4-2-10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可知兩組不同的教學方法是有

顯著性的差異，教學法A實驗後的測驗成績帄均數61.71>教學法B實驗後的

測驗成績帄均數54.43，表示不同的教學方法對實驗後認知能力成績會有

影響。 

 

表 4-2-10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後認知成效的共變數分析-成對比較 

(I) 不同教

學法 

(J) 不同教學

法 帄均差異 

(I-J) 

標準

誤差 

顯著性

a 

差異的 95% 信

賴區間 a 

下界 上界 

教學法 A 教學法 B 8.078 2.549 .002 3.008 13.149 

教學法 B 教學法 A -8.078 2.549 .002 -13.149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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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陶瓷基礎實習「認知領域」的成效中，在實驗前兩班班級間為同質性，

在實驗後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後認知能力有顯著性的差異，教學法A>教學法

B。 

二、技能領域 

研究假設1-1：運用學習共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技能領域」的成效方面

沒有差異。 

    本研究所指「技能領域」分數為以實施實驗前陶瓷基礎實習Ⅰ學習成

績與實驗後陶瓷基礎實習Ⅱ作業成績做為學生專業技能領域研究分析資

料，進行獨立樣本t考驗分析比較，以考驗專業認知能力是否無顯著差異。

(一)獨立樣本t考驗 

    由於本實驗的教學課程為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其主要課程內容包含專

業認知、專業技能、專業情意三大部分，故在學生專業技能方面以陶瓷基

礎實習上學期成績為依據，如表4-2-11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兩組學

生在專業技能之基本能力上，並無顯著的差異。 

 

表4-2-11 

實驗前不同教學法學生技能基本能力摘要表 

項目 組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Levene 檢

定表 
t 值 

專業 

技能 

教學方法A 42 66.14 16.007 F.305 

顯著性.582 
.344 

教學方法B 45 64.96 16.192 

    於實驗後，以陶瓷基礎實習技能作業成績為依據在專業技能方面以兩

組學生無顯著的差異，如表4-2-12其呈現教學方法A帄均數為82.21>教學

方法B帄均數為78.31，因此可以說明，在教學實驗後兩組學生的專業技能

是無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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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2 

實驗後不同教學法學生技能基本能力摘要表 

項目 組別 人

數 

帄均數 標準差 Levene 檢

定表 
t 值 

專業 

技能 

教學方法A 42 82.21 9.153 F.1.213 

顯著性.274 
1.865 

教學方法B 45 78.31 10.280 

(二)、相依樣本t考驗 

    如表4-2-13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教學方法A在實驗前專業技能

成效為66.14，標準差為16.007；實驗後專業技能成效為82.21，標準差為

9.153；教學方法B在實驗前專業技能成效為64.96，標準差為16.192；實

驗後專業技能成效為78.31，標準差為10.280，此部分得知不同教學法皆

在實驗後的專業學科帄均數高於訓練前的專業學科帄均數。 

  

表4-2-13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後專業技能的描述統計 

項目 帄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教學方法A  實驗前 66.14 42 16.007 2.470 

實驗後 82.21 42 9.153 1.412 

教學方法B  實驗前 64.96 45 16.192 2.414 

實驗後 78.31 45 10.280 1.532 

    如表4-2-14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教學方法A學生實驗前專業學

科與實驗後專業學科的相關，其相關係數為.181，p=.251>.05，未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無顯著的相關存在；教學方法B學

生實驗前專業學科與實驗後專業學科的相關，其相關係數為.354，

p=.017<.05，達到.05的顯著水準。表示教學方法A與教學方法B前測成績

與後測成績有顯著的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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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4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後專業技能的相關 

項目 個數 相關  

教學方法A 實驗前和實驗後 42 .181  

教學方法B 實驗前和實驗後 45        

*在顯著水準為P<.05 (雙尾)，相關顯著。 

    如表4-2-15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教學方法A學生前測成績與後

測成績的帄均差異值為-16.071，差異值考驗的t值=-6.149，df=41，

p=.000<.05，達到.05的顯著水準；教學方法B學生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的

帄均差異值為-13.356，差異值考驗的t值=-5.666，df=44，p=.000<.05，

達到.05的顯著水準。表示教學方法A與教學方法B在實驗前與實驗後的專

業技能成效間有顯著差異存在，後測專業技能成績顯著高於前測專業技能

成績。 

 

表4-2-15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後專業技能的相關 

項目 

成對變數差異 

t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的標準

誤 

差異的 95% 信

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教學

方法A 

實驗前和

實驗後 
-16.07 16.94 2.614 -21.35 -10.79           

教學

方法B 

實驗前和

實驗後 
-13.36 15.81 2.357 -18.11 -8.61           

***在顯著水準為 p <.001(雙尾)，相關顯著。 

(三)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在分析不同教學對實驗的成效前，先對教學方法A與教學方法B之學生

在技能學習成效上進行共變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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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6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後專業技能成效的描述性統計 

    Levene檢定式 

項目 帄均數 標準離差 個數 F值 顯著性 

 

教學方法A 82.21 9.153 42 
.778 .380 

教學方法B 78.31 10.280 45 

  總數 80.20 9.892 87   

    從表4-2-17顯示，在排除專業技能基本能力分數的影響後，不同的教

學法，兩組在實驗前專業技能方面成績為同質性(F=.906，p=.344>.05)，

表示兩個班級為同質性。 

 

表 4-2-17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後專業技能成效的共變數分析-班級同質性檢定 

來源 型 III 帄方和 df 帄均帄方和 F  

教學方法 163.778 1 163.778 1.840  

實驗前技能成績 592.891 1 592.891         

教學方法*實驗

前技能成績 

80.642 1 80.642 .906  

*在顯著水準為P<.05 (雙尾)，相關顯著。 

    如表4-2-18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不同教學方法無顯著性，表示

教學方法的變異數之間無顯著性的差異。 

 

表 4-2-18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前專業技能成效的共變數分析-教學方法同質性檢定 

來源 型 III 帄方和 df 帄均帄方和 F  

實驗前技能成績 614.863 1 614.863         

不同教學法 297.773 1 297.773 3.349  

*在顯著水準為P<.05 (雙尾)，相關顯著。 

    如表4-2-19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教學法A實驗後的測驗成績帄

均數82.21>教學法B實驗後的測驗成績帄均數78.31，兩組不同的教學方法

的顯著性為.071，未達<.05的顯著值，表示不同的教學方法對實驗後技能



` 

73 
 

能力成績未達顯著性的差異。 

 

表 4-2-19  

不同教學法對實驗後專業技能成效的共變數分析-成對比較 

(I) 不同教

學法 

(J) 不同教

學法 帄均差異 

(I-J) 

標準

誤差 

顯著性

a 

差異的 95% 信

賴區間 a 

下界 上界 

教學法 A 教學法 B 82.112a 1.456 79.217 85.006 82.112a 

教學法 B 教學法 A 78.407
a
 1.406 75.610 81.203 78.407

a
 

(四)小結 

    陶瓷基礎實習「技能領域」的成效中，在實驗前不同班級間為同質性，

教學方法A與教學方法B在實驗前與實驗後的專業技能成效間有顯著差異

存在，後測專業技能成績顯著高於前測專業技能成績，而不同教學法對實

驗後技能成效未達顯著性的差異。 

四、 情意領域 

研究假設1-3：運用學習共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情意領域」的成效方面

沒有差異。 

    本研究所指「情意領域」分數為以學生作業成績(學習單與實作作業)、

學習單回饋資料做為研究分析資料。 

(一)作業成績 

    如表4-2-20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大部分同學會按時繳交作業，

但少部分的同學為了要按時繳交作業會出現抄襲同學的情況。另外，部分

同學曾詴圖寫作業，但是遭遇挫折時便會想放棄，若有同學之間的牽絆，

繳交作業的情況會進而改善。研究者發現學生完成作業度頗高的原因，可

能是學生之間的牽絆增加，導致學生願意花課餘時間互相尋求方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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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0 

作業成績描述性統計 

項目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學 

習 

方 

法 

A 

1學習單 42 40 105 92.14 14.28 203.88 

2學習單 40 34 100 73.68 18.39 338.12 

3學習單 42 54 99 90.88 8.98 80.693 

4作業 42 70 98 82.21 9.15 83.782 

作業帄均 42 44.00 99.25 83.85 10.40 108.13 

有效的 N (完全

排除) 
40      

 

學 

習 

方 

法 

B 

1學習單 43 43 95 79.40 12.892 166.20 

2學習單 45 38 100 79.29 13.867 192.30 

3學習單 42 47 100 93.30 9.210 84.81 

4作業 45 65 98 78.31 10.280 105.67 

作業帄均 45 27.00 95.75 80.14 13.71 188.00 

有效的 N (完全

排除) 
42      

    由於本實驗的教學課程為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其主要課程內容包含專

業認知、專業技能、專業情意三大部分，故在學生專業情意方面以陶瓷基

礎實習學習作業成績為依據，如表4-2-21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不同

教學法對專業情意能力顯著性為.160>.05，未達.05的顯著性，表示不同

教學法對情意能力無顯著之差異。。 

 

表4-2-21 

不同教學法學生專業情意能力摘要表 

項目 組別 人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F檢定 

專業 

情意 

教學方法A 42 83.8512 10.39877 
1.416 .381 

教學方法B 45 80.1361 13.71130 

(二)學習共同體教學後之學生學習回饋單 

    從學生學習回饋單中我們可以發現學生從學習困難、如何解決與自我

成長肯定中學習，將學習這件事情轉交給學生，其實學生們做的比教師更

好、學習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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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學習「窯爐」燒成課程中，在小組回家作業中遇到什麼困難？ 

    1.量化資料 

項目 
上網資料

不明瞭 
窯的種類 同學溝通 專有名詞 

很多不同

困難 

人數 4 11 1 2 4 

    從學生學習回饋單中可以發現，學生在自我探索窯爐的作業中有碰到

許多不同的困難，多為課程內容的專業領域部分，少為同儕之間的溝通，

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建立新的知識，學生雖有困難產生，但皆會有自我解

決之道。 

   2.質化資料 

SA9  1.有些用詞沒聽過，所以感到有點生疏  2.網路查的資料有的

也沒寫得很清楚，所以有些些看不懂 

SA2 尌覺得蛇窯、龍窯、八卦、登窯感覺很像，怕查錯資料而解沒想

到窯爐可以連結這麼長 

SA15 有些上網查不到不然尌是看不懂 

SA37 因為本身尌不太瞭解陶瓷。所以當有時，都一知半解。得多閱

讀幾次才可了解裡面的內容。 

SA29 不知道棚板要怎麼放才會減少空間 

SA38 不知道窯爐的種類 

SA32 有可能會窯變 

SA12 發現其實有些還是不懂 

SA28 有可能會窯變 

SA26 不會排窯  

T：學習「窯爐」燒成課程中，我使用哪些方法來解決這些困難？ 

   1.量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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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上網查 

資料 

問同學或

小組討論 
問老師 專心上課 翻課本 

人數 14 23 8 11 2 

    從學生學習回饋單中可以發現，學生在自我解決困難中，多為問同學

或小組討論，少為翻課本，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學生在遇到困難時，多為

尋求同儕之間的協助，少許會尋求老師，所以在學習共同體之中，教師為

學習的配角，而將同儕之間的協助，增加學習者的學習意願，進而達到學

習成效。 

   2.質化資料 

SA27 1 問同學 2.仔細聽老師說的說明，雖然一時片刻還無法太理解。

3.多看 4.上網查 

SA15 老師上課時仔細聽，如果不懂馬上提問，我剛好坐前面，所以問

問題很方便 哈哈。 

SA18 認真看每一段文字，或是帶去學校跟同學討論 

SA19 請對窯燒比較了解的同學去解釋給我聽 

SA31 到學校和同組所寫的答案跟我的相不相同  

SA38 上網查資料 

SA12 請教同學  

SA26 問同學 

SA9 1.上網查詢資料  2.與同學或小組討論 

SA2 上網查資料、翻課本、問同學 and 老師 

SA31 到學校和同組所寫的答案跟我的相不相同，或著上課聽老師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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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完成老師交代的小組回家作業，對自己說的話 

   1.量化資料 

項目 
對自我 

滿意 

期待小組

表現更多 

對自我 

要求增加 

喜歡上課

方式 

更加了解

陶瓷 

人數 8 4 7 5 5 

    學習者在學習共同體教學後，對這樣的學習方式尚可接受，並對自我

學習成效有滿意的回應，而部分學習者更期待自我更多表現在小組與自我

成長上。 

   2.質化資料 

SA29 完成小組回家作業真的很累，但是很有成尌感 

SA12 嗯…其實我眼睛畫得滿美的，然後要和別人討論大小、比例 

SA9 1.希望自己在小組作業中能夠表現得更多  2.盡量能幫自己的組

員分工作完作業 

SA2 投影片做的還蠻滿意，然後也大致了解窯爐的構造、種類、溫度

以及如何使用~如果有空會想去看看那些介紹的窯的所在地！ 

SA31 對懶的人來說找資料真的超麻煩，但是找到了答案，讓我更了解

陶 

SA15 我覺得小組回家作業很好，可以使我們更團結，並且更能了解課

程內容，希望我能越來越了解陶瓷這門課程＞＜ 

SA18 我覺得自己應該再努力一點，老師其實給自己的功課並不多….

所以覺得自己應該在認真一下，我有點小偷懶…..下次應該確實地

完成功課！再接再力….加油！ 

SA17 覺得自己已經很厲害了，把重點簡化，用心的製作報告。 

SA5 老師出的作業不難，只要肯花時間，尌一定可以完成 

SA45 我還滿喜歡這樣上課模式，先了解再實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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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37 十分喜歡這種分組的上課模式，可以由自己實做，讓自己更加深

刻!! 

SA30 很有成尌感對自己不足的地方再加油 

T：其他想說的話 

SA12 這堂課讓我學到很多，住鶯歌那麼久國小、國中上的陶藝課，其

實都沒這堂課學的多。 

SA2 滿喜歡老師的上課方式，感覺還滿有趣的，不會死氣沉沉，而且

老師的聲音真的很 funy ~ so cate  

SA17 對這堂課的想法：希望填寫的時間可以久一點。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對專業實習科目學習成效的影響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實施不同教學法後在專業實習科目學

習成效的研究結果。為求實驗教學的準確性，將專業實習科目分為認知、

技能、情意三大領域分析。 

壹、性別方面 

研究假設2-1：不同性別的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方面沒有差

異。 

    本研究所指不同背景變項為以學生性別與陶瓷基礎學習(認知、技能、

情意)做為研究分析資料。 

一、尌專業認知領域方面：在教學方法 A 班中變異數同質性考驗中，F 值

為 3.007，P=.087>.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 t 值-.908，所以

男生與女生為同質性；在教學方法 B 班中變異數同質性考驗中，F 值為

1.576，P=.216>.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 t 值-2.094，所以

男生與女生的為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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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尌專業技能領域方面：在技能領域教學方法 A 班中變異數同質性考驗

中，F 值為.373，P=.545>.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 t 值-2.014，

所以男生與女生的同質性；在教學方法 B 班中變異數同質性考驗中，F 值

為 8.258，P=.006<.05，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二列的 t 值-4.089，所以

男生與女生的異質性。 

三、尌專業情意領域方面：在教學方法 A 班中變異數同質性考驗中，F 值

為.896，P=.350>.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 t 值-1.762，所以

男生與女生的同質性；在教學方法 B班中變異數同質性考驗中，F值為.251，

P=.619>.05，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 t 值-.600，所以男生與女生

的同質性。 

    背景變項中的不同性別對高職學生在不同教學法中，陶瓷基礎實習技

能成效方面教學方法B>教學方法A有顯著性差異，女生帄均數82.11>男生

帄均數72.06。 

 

表 4-3-1  

不同性別對實驗後專業學習成效摘要表 

 
 

男女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Levene 值檢定表 t 值  

認知 

教學方法 A 
男 14 58.93 17.229 F值 3.077 

顯著性.087 
-.908  

女 27 63.15 12.259 

教學方法 B 
男 16 48.44 16.605 F值 1.576 

顯著性.216 
-2.094  

女 28 57.86 12.941 

技能 

教學方法 A 
男 15 78.53 7.891 F值.373 

顯著性.545 
-2.014 

 

女 27 84.26 9.297  

教學方法 B 
男 17 72.06 5.879 F值 8.258 

顯著性.006  
          

 

女 28 82.11 10.591  

情意 

教學方法 A 
男 15 87.55 8.15 F值.896 

顯著性.350 
-1.762 

 

女 27 81.80 11.07  

教學方法 B 
男 17 81.72 14.32 F值.251 

顯著性.619  
-.600 

 

女 28 79.17 13.50  

***在顯著水準為 p <.001(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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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學習風格方面 

    研究假設 2-2：不同學習風格的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效方

面沒有差異。 

    本研究所指不同背景變項為以學生 Kolb學習風格與陶瓷基礎學習(認

知、技能、情意)做為研究分析資料，由表 4-3-2 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

示： (一)尌專業認知領域方面：教學方法 A 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觀

察值為 41，總帄均數為 61.71，標準差為 14.081，帄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2.199，95%信賴區間為 57.26 到 66.15 之間，包含了總帄均數 61.71，表

示該組帄均數與總帄均數的差異未達.05 的顯著水準；教學方法 B 依變項

而言，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44，總帄均數為 54.43，標準差為 14.911，帄

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2.248，95%信賴區間為 49.90 到 58.97 之間，包含了

總帄均數 61.71，表示該組帄均數與總帄均數的差異未達.05的顯著水準。

(二)尌專業技能領域方面：教學方法 A 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42，總帄均數為 82.21，標準差為 9.1531，帄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1.412，

95%信賴區間為 79.36 到 85.07 之間，包含了總帄均數 82.21，表示該組帄

均數與總帄均數的差異未達.05 的顯著水準；教學方法 B 依變項而言，全

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45，總帄均數為 78.31，標準差為 10.280，帄均數的估

計標準誤為 1.532，95%信賴區間為 75.22 到 81.40 之間，包含了總帄均數

61.71，表示該組帄均數與總帄均數的差異未達.05 的顯著水準。(三)尌專

業情意領域方面：教學方法 A 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觀察值為 42，總帄

均數為 83.85，標準差為 10.40，帄均數的估計標準誤為 1.60，95%信賴區

間為 80.61 到 87.09 之間，包含了總帄均數 83.85，表示該組帄均數與總

帄均數的差異未達.05 的顯著水準；教學方法 B 依變項而言，全部有效的

觀察值為 45，總帄均數為 80.14，標準差為 13.710，帄均數的估計標準誤

為 2.04，95%信賴區間為 76.02 到 84.26 之間，包含了總帄均數 80.14，



` 

81 
 

表示該組帄均數與總帄均數的差異未達.05 的顯著水準。 

 

表 4-3-2  

不同學習風格對實驗後專業能力摘要表 

領域 項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專
業
認
知 

教 

學 

方 

法 

A 

 

適應 21 57.38 14.630 3.193 

分散 14 66.07 12.887 3.444 

同化 3 63.33 15.275 8.819 

聚斂 3 70.00 8.660 5.000 

總和 41 61.71 14.081 2.199 

教 

學 

方 

法 

B 

適應 16 58.44 14.227 3.557 

分散 22 52.50 14.037 2.993 

同化 6 50.83 19.854 8.105 

總和 44 54.43 14.911 2.248 

專
業
技
能 

教 

學 

方 

法 

A 

 

適應 22 82.64 9.475 2.020 

分散 14 83.57 9.605 2.567 

同化 3 78.33 7.638 4.410 

聚斂 3 76.67 5.774 3.333 

總和 42 82.21 9.153 1.412 

教 

學 

方 

法 

B 

適應 16 79.81 12.833 3.208 

分散 23 77.91 9.491 1.979 

同化 6 75.83 4.916 2.007 

總和 45 78.31 10.280 1.53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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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不同學習風格對實驗後專業能力摘要表 

專
業
情
意 

教 

學 

方 

法 

A 

 

適應 22 83.99 8.66 1.85 

分散 14 81.48 13.86 3.70 

同化 3 87.42 2.67 1.54 

聚斂 3 90.33 7.18 4.14 

總和 42 83.85 10.40 1.60 

教 

學 

方 

法 

B 

適應 16 76.59 16.43 4.11 

分散 23 83.09 8.91 1.86 

同化 6 78.29 20.26 8.27 

總和 45 80.14 13.71 2.04 

    由表 4-3-3 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一)尌專業認知方面教學方法

A而言 F值為.307，P=.820>.05，教學方法 B而言 F值為.325，P=.724>.05，

二者均未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對不同教學法認

知領域無顯著差異。(二) 尌專業技能方面教學方法 A 而言 F 值為.463，

P=.710>.05，表示未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對教

學法 A技能領域無顯著差異。教學方法 B而言 F值為.4.755，P=.014<.05，

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對教學法 B 技能領域有顯

著差異。(三) 尌專業情意方面教學方法A而言F值為.1.873，P=.151>.05，

教學方法 B 而言 F 值為 3.067，P=.057>.05，二者均未達到.05 的顯著水

準，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對不同教學法無顯著差異。 

 

表 4-3-3 

不同學習風格對實驗後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 

領 

域 

項

目 

Levene  

統計量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 

知 認 

教學方法 A .307 3 37 .820 

教學方法 B .325 2 41 .72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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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不同學習風格對實驗後變異數同質性檢定表 

能 技 

教學方法A .463 3 38 .710 

教學方法B 4.755 2 42 .014 

意情 

教學方法A 1.873 3 38 .151 

教學方法B 3.067 2 42 .057 

    由表 4-3-4 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一)尌認知領域方面在教學方

法 A 依變項而言，F 值未達顯著水準(F=1.527；p>.05)。應而頇接受虛無

假設，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其在教學方法 A 無顯著差異存在；尌教

學方法 B 依變項而言，F 值未達顯著水準(F=.934；p>.05)。應而頇接受虛

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其在教學方法 B 無顯著差異存在。(二)

尌技能領域方面在教學方法 A 依變項而言，F 值未達顯著水準(F=.648；

p>.05)。應而頇接受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其在教學方法

A 技能領域中無顯著差異存在；教學方法 B 依變項而言，F 值未達顯著水

準(F=.352；p>.05)。應而頇接受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

其在教學方法 B 技能領域中無顯著差異存在。(三) 尌情意領域方面在教

學方法 A 依變項而言，F 值未達顯著水準(F=.735；p=.538>.05)。應而頇

接受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其在教學方法 A 情意領域中無

顯著差異存在；教學方法 B 依變項而言，F 值未達顯著水準(F=.1.130；

p=.333>.05)。應而頇接受虛無假設，表示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其在教

學方法 B 技能領域中無顯著差異存在。 

 

 

 

 

 

 



` 

84 
 

表 4-3-4   

不同學習風格對實驗後專業認知能力 ANOVA 檢定 

    在表 4-3-5所呈現的 Scheffe法式後比較結果中，在專業認知、技能、

情意方面皆採用兩兩配對之方式，而教學方法 A 與教學方法 B 變項，因其

整體的 F 考驗未達顯著水準，因而其事後比較也不會出現配對二組有顯著

差異的情形。 

 

 

 

 

 

 

領域 項目 帄方和 自由度 
帄均 

帄方和 
F 

專
業
認
知 

教學方法 A 

組間 873.940 3 291.313 
1.527 

組內 7056.548 37 190.718 

總和 7930.488 40 
  

教學方法 B 

組間 416.525 2 208.262 
.934 

組內 9144.271 41 223.031 

總和 9560.795 43 
  

專
業
技
能 

教學方法 A 

組間 167.219 3 55.740 .648 

組內 3267.853 38 85.996 

總和 3435.071 41   

教學方法 B 

組間 76.548 2 38.274 .352 

組內 4573.097 42 108.883 

總和 4649.644 44   

專
業
情
意 

教學方法 A 

組間 243.181 3 81.060 .735 

組內 4190.326 38 110.272 

總和 4433.507 41   

教學方法 B 

組間 422.344 2 211.172 1.130 

組內 7849.651 42 186.896 

總和 8271.99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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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  

不同學習風格對實驗後專業認知能力多重比較 

 Scheffe 法 

領域 項目 

(I)  

學習 

風格 

(J)  

學習 

風格 

帄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專 

業 

認 

知 

教 

學 

方 

法 

A 

 

適應 
 

分散 -8.690 4.765 .358 -22.64 5.26 

同化 -5.952 8.524 .921 -30.91 19.01 

聚斂 -12.619 8.524 .540 -37.58 12.34 

分散 
 
適應 8.690 4.765 .358 -5.26 22.64 

 

同化 2.738 8.786 .992 -22.99 28.47 

聚斂 -3.929 8.786 .977 -29.66 21.80 

同化 
 
適應 5.952 8.524 .921 -19.01 30.91 

 

分散 -2.738 8.786 .992 -28.47 22.99 

聚斂 -6.667 11.276 .950 -39.69 26.36 

聚斂 
 
適應 12.619 8.524 .540 -12.34 37.58 

 

分散 3.929 8.786 .977 -21.80 29.66 

同化 6.667 11.276 .950 -26.36 39.69 

教 

學 

方 

法 

B 

 
適應 

 分散 5.938 4.907 .487 -6.53 18.40 

 

 
同化 7.604 7.149 .572 -10.55 25.76 

分散  
適應 -5.938 4.907 .487 -18.40 6.53 

 
同化 1.667 6.878 .971 -15.80 19.14 

同化  
適應 -7.604 7.149 .572 -25.76 10.55 

 
分散 -1.667 6.878 .971 -19.14 15.80 

 

專 

業 

技 

能 

教 

學 

方 

法 

A 

 適應  分散 -.935 3.170 .993 -10.21 8.34 

    同化 4.303 5.707 .903 -12.39 21.00 

    聚斂 5.970 5.707 .779 -10.72 22.66 

  分散  適應 .935 3.170 .993 -8.34 10.21 

    同化 5.238 5.900 .852 -12.02 22.49 

    聚斂 6.905 5.900 .714 -10.35 24.16 

  同化  適應 -4.303 5.707 .903 -21.00 12.39 

    分散 -5.238 5.900 .852 -22.49 12.02 

    聚斂 1.667 7.572 .997 -20.48 23.8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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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  

不同學習風格對實驗後專業認知能力多重比較 

參、不同學習風格以理解向度對專業認知能力 

    根據Kolb所提出的經驗學習理論，將學習循環過程經驗處理分為兩個

 

 

 聚斂  適應 -5.970 5.707 .779 -22.66 10.72 

   分散 -6.905 5.900 .714 -24.16 10.35 

   同化 -1.667 7.572 .997 -23.81 20.48 

教 

學 

方 

法 

B 

 適應  分散 1.899 3.397 .856 -6.72 10.52 

   同化 3.979 4.995 .730 -8.70 16.66 

 分散  適應 -1.899 3.397 .856 -10.52 6.72 

   同化 2.080 4.783 .910 -10.06 14.22 

 同化  適應 -3.979 4.995 .730 -16.66 8.70 

   分散 -2.080 4.783 .910 -14.22 10.06 

專 

業 

情 

意 

教 

學 

方 

法 

A 

 適應  分散 2.51 3.59 .921 -7.99 13.01 

   同化 -3.43 6.46 .963 -22.33 15.48 

   聚斂 -6.34 6.46 .810 -25.25 12.56 

 分散  適應 -2.51 3.59 .921 -13.01 7.99 

   同化 -5.93 6.68 .852 -25.48 13.61 

   聚斂 -8.85 6.68 .628 -28.39 10.69 

 同化  適應 3.43 6.46 .963 -15.48 22.33 

   分散 5.93 6.68 .852 -13.61 25.48 

   聚斂 -2.92 8.576 .990 -28.00 22.16 

 聚斂  適應 6.35 6.46 .810 -12.56 25.25 

   分散 8.85 6.68 .628 -10.69 28.39 

   同化 2.92 8.57 .990 -22.16 28.00 

教 

學 

方 

法 

B 

 適應  分散 -6.50102 4.45 .353 -17.80 4.79 

   同化 -1.70573 6.54 .967 -18.31 14.90 

 分散  適應 6.50102 4.45 .353 -4.79 17.80 

   同化 4.79529 6.27 .748 -11.11 20.70 

 同化  適應 1.70573 6.54 .967 -14.90 18.31 

   分散 -4.79529 6.27 .748 -20.70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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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一個是將學習風格分為理解向度(資訊接收)，分為具體經驗與抽象

概念兩個方向，因此將適應與分散為第一組，聚斂與同化為第二組。 

    如表4-3-6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一)尌專業認知領域方面：在

教學方法A班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為.355，P=.555>.05，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採第一列的t值-.932；在教學方法B班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

為.700，P=.408>.05，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t值-.632，所以在背

景變項中的不同學習風格以理解向度對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認知成

效方面沒有差異。(二)尌專業技能領域方面：在教學方法A班中獨立樣本t

考驗中，F值為1.443，P=.237>.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t值

1.377；在教學方法B班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為.5.558，P=.023<.05，

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二列的t值1.076，所以在背景變項中的不同學習風

格以理解向度對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技能成效方面沒有差異。 (三) 

尌專業情意領域方面：在教學方法A班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為2.7893，

P=.103>.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t值-1.288；在教學方法B班

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為.2.3865，P=.130>.05，達顯著水準，因此採

第一列的t值.350，所以在背景變項中的不同學習風格以理解向度對高職

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情意成效方面沒有差異。 

 

表4-3-6  

不同學習風格以理解向度對實驗後專業能力摘要表 

領域 項目 
學習風格 

-理解向度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Levene 值檢

定表 
t 值  

專 

業 

認 

知 

教學方法 A 
適應&分散 35 60.86 14.425 F 值.355 

顯著性.555 
-.932  

聚斂&同化 6 66.67 11.690 

教學方法 B 
適應&分散 38 55.00 14.237 F 值.700 

顯著性.408  
-.632  

聚斂&同化 6 50.83 19.854 

專 

業 
教學方法 A 

適應&分散 36 83.00 9.399 F 值 1.443 

顯著性.237 
1.377 

 

聚斂&同化 6 77.50 6.12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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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不同學習風格以理解向度對實驗後專業能力摘要表 
技 

能 
教學方法 B 

適應&分散 39 78.69 10.866 F 值 5.558 

顯著性.023  
1.076 

 

聚斂&同化 6 75.83 4.916 

專 

業 

情 

意 

教學方法 A 
適應&分散 36 83.0139 10.859 F 值 2.789 

顯著性.103 

-1.28

8 

 

聚斂&同化 6 88.8750 5.101  

教學方法 B 
適應&分散 39 80.4199 12.769 F 值 2.386 

顯著性.130  
.350 

 

聚斂&同化 6 78.2917 20.260 

肆、不同學習風格以轉換向度對專業認知能力 

    根據Kolb所提出的經驗學習理論，將學習循環過程經驗處理分為兩個

向度，一個是將學習風格分為轉換向度(資訊處理)，分為反思觀察與主動

實驗兩個方向，因此將適應與聚斂為第一組，分散與同化為第二組。 

    如表4-2-7其所呈現檢驗的結果顯示，(一)尌專業認知領域方面：在

教學方法A班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為.0.42，P=.839>.05，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採第一列的t值-1.509；在教學方法B班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

為.145，P=.705>.05，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t值1.360，所以在背

景變項中的不同學習風格以轉換向度對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認知成

效方面沒有差異。(二)尌專業技能領域方面：在教學方法A班中獨立樣本t

考驗中，F值為.0.42，P=.839>.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t值

-.250；在教學方法B班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為5.564，P=.023<.05，

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二列的t值.648，所以在背景變項中的不同學習風

格以轉換向度對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技能成效方面沒有差異。(三)尌

專業情意領域方面：在教學方法A班中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為1.687，

P=.201>.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列的t值.675；在教學方法B班中

獨立樣本t考驗中，F值為1.448，P=.235>.05，達顯著水準，因此採第一

列的t值-1.300，所以在背景變項中的不同學習風格以轉換向度對高職學

生在陶瓷基礎實習情意成效方面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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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7 

不同學習風格以轉換向度對實驗後專業認知能力摘要表 

領

域 
項目 

學習風格 

-轉換向度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Levene值檢

定表 
t 值 

專

業

認

知 

教學方

法 A 

適應&分散 24 58.96 14.520 F 值.042 

顯著性.839 
-1.509 

聚斂&同化 17 65.59 12.855 

教學方

法 B 

適應&分散 16 58.44 14.227 F 值.145 

顯著性.705  
1.360 

聚斂&同化 28 52.14 15.057 

專

業

技

能 

教學方

法 A 

適應&分散 25 81.92 9.233 F 值.042 

顯著性.839 
-.250 

聚斂&同化 17 82.65 9.300 

教學方

法 B 

適應&分散 16 79.81 12.833 F 值 5.564 

顯著性.023  
.648 

聚斂&同化 29 77.48 8.708 

專

業

情

意 

教學方

法 A 

適應&分散 25 84.75 8.626 F 值 1.687 

顯著性.201 
.675 

聚斂&同化 17 82.53 12.742 

教學方

法 B 

適應&分散 16 76.59 16.430 F 值 1.448 

顯著性.235  
-1.300 

聚斂&同化 29 82.09 1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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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共同學習體教學法應用在高職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對

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並瞭解實驗組中學生於認知、技能、情意學習

成效的表現是否存有差異。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探討可能的原因，並提

出具體建議，以作為基礎實習課程之教學參考。 

    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建立研究理論基礎，進而探討學習共同體學習

教學法的意涵、特質、方法、教學流程及國內外實徵研究等，設計陶瓷基

礎實習課程之學習共同體體教學計劃，發展高職學生陶瓷基礎實習認知學

習成效測驗量表與kolb學習風格量表，針對新北市某校陶瓷工程科一年級 

學生，進行為期11 週的教學實驗，以學習共同體教學法 

進行實驗教學，藉以達成研究之目地。 

    所得研究資料以：獨立樣本t 檢定、相依樣本t考驗、單因子共變數分

析等統計法進行考驗分析。本章根據研究發現，做成研究結論，並提出具

體之建議，以提供學習共同體教學及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共同體教學法應用在高職專業實習科目對學生

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瞭解不同性別、學習風格的學生於學習成效是否有

差異。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探討可能原因，並提出具體建議。本節根據

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與分析，研究結果，可歸納做以下結論提出說明，茲分

述如下： 

壹、 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實施傳統教學，顯著提升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效。 

    尌認知領域學習成效而言，整體實驗組、控制組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

學習認知成效後測帄均數來看，控制組帄均數61.71表現優於實驗組帄均

數54.43，且兩組間差異達顯著水準。此結果與相關文獻中麗山高中(藍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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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2013)、北政國中(高松景，2013)而有差異，可能因素為：(一)實驗

時間不足，因文獻探討中，要有良好的學習成效皆為半年至三年以上之教

學方法，本研究實驗為11週，雖未達顯著之水準，但學生在學習回饋中，

皆對學習共同體教學法給予正面的回應；(二)學生適應學習共同體教學時

間過短，實驗組的傳統教學法為一般學生學習模式，學生較能快適應，而

學習共同體教學法，需要同儕之間的協同，學生因新鮮感，以致學習前皆

有閒聊導致學習中斷；(三)班級特性不同，兩班在學習風格背景因素中，

適應與分散的人數差距為相反，分散學習者以具體經驗與反思觀察為學習

方式，而適應學習者以具體經驗與主動實驗研學習方式，兩班的學習特性

不同，導致認知領域學習成效的不同。 

    因此，無法拒絕研究假設1-1運用學習共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認知

領域」的成效方面沒有差異，認知領域學習成效中傳統教學較高職學生接

受。 

貳、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實施學習共同體教學，提升學生的技能學習成效。 

    整體實驗組、控制組的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技能成效後測帄均數

來看，實驗組表現優於控制組，且兩組間差異未達顯著水準。實驗組原本

在陶瓷基礎實習技能成效前測的表現稍微落後控制組，經實驗處理後，實

驗組的陶瓷基礎實習技能成效後測帄均數優於控制組，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除再次驗證學習共同體教學法對提升高職學生陶瓷基礎實習技能學習成

效有所助益外，對教學者而言，學習共同體中著重的同儕互動、積極互賴

並透過個人省思，提供學生自我成長、肯定等的團體動力原則，應可應用

於各領域的教學之需。 

   對學習者而言，學習共同體歷程強調培養與他人相互合作的能力與習

慣，顯然有助於技能學習成效的提升，協同學習儼然已成為學習歷程中的

必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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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無法拒絕研究假設1-2運用學習共同體在陶瓷基礎實習「技能

領域」的成效方面沒有差異。 

參、陶瓷基礎實習課程實施學習共同體，技能領域學習成效中女生優於男

生 

    高職學生在經過11 週的不同教學方法教授基礎實習課程後，其性別

方面，在陶瓷基礎實習技能學習成效中發現後測成績帄均數女生>男生，

並且學習共同體>傳統教學法有顯著差異。根據研究發現，女生比男生容

易進入互助、互學的教學情境中，此結果與文獻中學習共同體是建立在對

課程是有認同感和歸屬感，杒威所提倡的民主性中的與同儕之間相學習，

培養不斷追求高品質的學習習慣。 

    因此，拒絕研究假設2-1不同性別的高職學生在陶瓷基礎實習學習成

效方面沒有差異。 

第二節 建議 

    運用合作學習在高職專題製作課程上對於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及學習

成效的影響，依據研究結果，應用於「職業學校98 群科課程綱要」所規

劃必修之專題製作課程上，使學生能更有效的學習專題製作課程，培養學

生創作及統整能力，故針對教師在教學實施方面、教學評量方面及未來研

究，提出的建議如下： 

壹、 在教學實施方面 

一、 建議基礎實習課程教學採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法 

    本研究於基礎實習課程教學實施學習共同體教學法，研究結果顯示

有效增進學生的「技能領域」的學習成效，同時發現「認知領域」學習

成效以傳統教學法比學習共同體教學法好，有可能是實施研究的時間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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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學生尚未習慣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方式，建議可以將研究時間延長，

可能助於加深研究處理的效果。透過高職基礎實習課程實施學習共同體，

除了學習基礎實習的專業知識外，更可以藉機增進人際互動機會、學習

分工合作與溝通能力。因此，建議教師於基礎實習課程基學實可採用學

習共同體教學法。 

二、 教師能熟悉於學習共同體教學法 

    教師要將學習共同體教學法運用在課程中，必頇精熟教學的方法和

原理，確實掌握教學的流程，教師要注意的事項有： 

(一) 教學前，建立良好的班級氣氛 

    研究者發現班級的氣氛影響學生學習的意願相當重要，若是教師

較為嚴肅班級氣氛緊張，學生不容易討論學習，相反的教師較為和藹

班級氣氛輕鬆，學生則容易在討論中閒聊，忽略學習，所以如何在分

組討論中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少一分引導則無法達到預期的教學效

果，多一分則扼殺了學生的自由思考，教師精確掌握課程設計及分組

討論時間是相當重要的。 

(二) 教學中，密切注意學生互動，適時給於協助 

    在學習共同體課程執行上會遇到的問題是班級經營中的「分組討

論」，教師將同學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同學之間說話的時間相對多且

容易，如何在課程班級經營中讓學生專注於學習，而非閒話討論，將

是挑戰授課教師的能力，研究者也與夥伴討論中，獲得意見，如：授

課教師必頇將學習單設計良好，讓學生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閒聊，並

因應學習力較快之學生，設計較高難度的題目，給予探索與思考的時

間，不讓每一位學生有學習中斷之可能性，當班級討論聲音開始大聲

時，老師可以將討論時間收回，作一個小節的彙整分享，讓學生適時

收斂討論的聲音與專心度。 

    研究者因課堂活動設計，增加與同學互相學習的熱誠，減少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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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並發現學生一旦進入學習氣氛中，下課時間都不願離開教室

持續在操作課程內容，課餘時間學生會主動提問與教師討論相關問題，

甚至希望教師可以開放中午時間給學生進入工廠操作尚未完成之作

品。 

(三) 教學後，安排有效的跳躍課程 

    目前在臺灣有許多實施學習共同體的學校、教師，但多數在學科

課程中實踐，研究者認為專業實習科目是更需要學生以「學習」為最

重要的目標，因為技職教育是接軌於職場中，職場的轉變是根據時代

的變遷，若學生只是將學校學習到的專業技術，並無自我精進學習的

能力，將會被此職場所淘汰，因此技職學校教師，以教導學生如何在

專業技術中自我學習，而不是停留在學校學習階段，以跳躍課程與產

業結合，增加學生自我學習之能力。 

貳、 在教學評量方面 

一、 依學生學習情況彈性訂定基礎課程 

    基礎課程是學習行為的起點，其主要是藉此了解學生可以追求進步

的空間，每一位學生的學習起點不競相同，所以在學生學習行為中，可

以觀察學生學習的情況給予彈性的協助培養學生的自信與信心，進而提

高學習的興趣。 

二、 跳躍課程詴題難易度可偏高 

    跳躍課程是學習共同體的主要特點之一，其主要是藉此讓高學習力

之學生可以進一步學習高難度之課程，如：統整、進階應用等，讓低學

習力之同學，可以跟同學之間提問、討論、尋求解決之能力，以達到增

強學習的效果；本研究實驗組的學生較偏向為個人進階應用學習，建議

可以適時提出統整之課程設計，讓學生增加自我統整達到尋求解決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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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評量後可實施學生自我評鑑 

    自我評鑑是讓學生自我反思的重要過程之一，也是學習共同體教學

中主要特點之一，本研究實驗組是以團體發表作為評鑑項目，建議可以

增加個人自我評鑑之教學活動，學生特質、課程特性彈性運用，以達到

增強學習效果的目的。 

參、 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對象方面 

    除了本次教學實驗所選的設計群之外，另外可以選取商業類群、電

機電子群或土木與建築類群等的學生作為研究的對象，以瞭解各職業類

群之專業實習科目在使用學習共同體教學方法下是否能提高學習成效；

同時在對於實驗專注學習的行為上可考慮選取更多的不同團體參與教學

實驗，如：社區、家長、學校等，讓學習共同體教學能有更深遠的推廣

性。 

二、 研究方法方面 

    為使教學活動與教學研究緊密結合，並不斷地從研究中調整教學活

動，教學者尌是研究者實為重要關鍵。建議研究者可以用行動研究方式，

對學習共同體教學法進行更廣泛之探討，並於研究過程中加入晤談、觀

察等有關質的研究設計，加深瞭解同儕之間的互動情形，使研究更為周

延。 

三、 變項方面 

    有關學習共同體教學法的研究，目前台灣正在起步，從先前的合作

學習、協同學習或個別教學上的差異等，到現在已轉變為探討學習的整

體環境，包含學生、家長、老師、社區、學校等能影響各種不同學習效

果的歷程，建議將來可以此方向為新的研究方向，亦可考慮以班級氣氛

影響、學習態度改變等，探討出新的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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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方法方面 

    在學習共同體部份，本研究專注於在教師與學生的學習行為上，對

於後續的研究可以嘗詴加入家長、學校、社區特色等不同學習情境進行

研究，擴展學習共同體的廣度加以研究。 

    在學習共同體教學方法部份，本研究分組方式以班級隨機分派方式

進行，亦可考慮以學習成效為異質化的分組或不同背景變項(如：學習風

格、學習態度等)為異質分組之基礎，進行設計更周延之研究。 

五、 實驗研究時間方面 

    本研究雖歷經11 週實驗，研究時間仍嫌短促，因實驗對象頇先熟悉

教師改變的教學型態，應給予實驗對象適應期，倘能延長時間，可能助

於加深研究處理的效果，並可進行保留測驗等設計，研究效果可能更為

明顯，因此建議宜延長實驗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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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Kolb(2005)學習風格量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學生班級：                座號：           姓名：                 

2. 學生性別： □ 男生 、 □ 女生。 

第二部分：學習風格量表 

下面共有 12個問題，每個問題皆有四種回答，根據各個狀況對您的適合程度依

1、2、3、4分加以排列(請勿重複或漏填)。其中最像的句子以 4表示，而最不

像的句子以 1表示。 

 

例如： 

當我學習時， 

  2  A.我是很強調分析的。 

  4  B.依我自己心情而定。 

  3  C.我喜歡自己先問自己問題。 

  1  D.我重視學習效用。 

1. 當我學習的時候，  

     我喜歡加入自己的感受。      我喜歡觀察與聆聽。 

     我喜歡思考觀念。      我喜歡實際操作。 

2. 我學得最好的時候，是當 

     我相信我的直覺與感受時。      我仔細聆聽與觀察時。 

     我依賴邏輯思考時。      我努力完成實作時。 

3. 當我學習時 

     我有強烈的感覺與反應。      我是安靜且被動的。 

     我是詴著將事情想通。      我會對事情認真負責。 

4. 我藉著      來學習 

     感覺。      觀察。      思考。      實作。 

 

5. 當我在學習時， 

     我能接受新的經驗。      我會從各個層面思考問題。 

     我喜歡分析問題，並將分解成更

小的問題。 

 

     我喜歡實際動手做。 

4＝最像你 

3＝第二像你 

2＝第三像你 

1＝最不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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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我在學習時， 

     我是直覺型的人。      我是觀察型的人。 

     我是邏輯型的人。      我是行動型的人。 

7. 我學得最好的時候，是從 

     同學間的討論。      觀察。 

     理論。      詴做及練習。 

8. 當我學習時， 

     我覺得整個人都能投入學習中。      我會在行動前都盡量準備妥當。 

     我喜歡觀念和理論。      我喜歡看到自己實作的成果。 

9. 我學得最好的時候，是 

     我依賴自己的感覺在學習。      我依賴自己的觀察在學習。 

     我依賴自己的觀念在學習。      我自己嘗詴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10. 當我學習時， 

     我是能接受別人意見的人。      我是一個比較被動的人。 

     我是一個理智思考的人。      我是一個能負責任的人。 

11. 當我學習時， 

     我是非常投入的。      我喜歡透過觀察。 

     我會透過思考評估。      我喜歡積極參與。 

12. 當我學得最好的時候，當我在 

     接受別人的看法，開放自己心胸

時。 

     非常小心仔細實。 

     分析自己的想法時。      實際動手操作時。 

 

請檢查一次，是否每題都已填答了。感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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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 

陶瓷基礎實習Ⅱ科  學習共同體教學活動設計       

․課程名稱： 

基礎陶瓷實習Ⅱ 

․授課年級： 

一年級 

․單元名稱： 

 燒成原理與應用 

․實施時數(小時)： 

100 分鐘 

․教材來源： 

陶藝 123(雄獅) 

․學生人數： 

45 

․教學方法：學習共同體 

 

一、 期望的學習結果 

․ 學習目標 

能透過探索學習對，理解窯爐歷史、燒成原理 

 

․ 大單元學習的大概念  ․ 大單元學習的關鍵問題 

了解陶瓷燒成原理  能不能利用燒成原理，完成排窯、

燒成設定 

 

․ 小單元學習的知識  ․ 小單元學習的情意和技能 

1. 透過對窯的認識，理解窯的歷

史。 

2. 透過對窯的設備認識，理解排

窯、燒窯的方式。 

3. 透過理解燒製方式，完成燒窯

製作。 

 1. 培養學生理解問題的能力。 

2. 培養學生思考的能力。 

3. 培養學生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4. 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 

 

二、 學生的特性 

․ 先備知識  ․ 班級特性 

1. 認識窯的功能。 

2. 認識掌握窯與釉的互助成效。 

3. 學習窯 

 教學班為高職一年級 B 學生 

學習風格百分比為 

適應 36%、分散 51% 

同化 13%、聚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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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量方式與規準 

․ 評量方式：測驗、問答、學

習單、報告 
 ․ 診斷規準 

蒐集評量結果的證據 

1. 上課問答 

2. 分組報告 

3. 個人學習單 

 

 認知層次： 

能否透過窯的認識，能否正確說出

窯的設備名稱。 

技能層次： 

1. 能否透過窯的認識，完成排窯的

過程。 

2. 能否透過探究、討論，清楚表達

自己的想法。 

情意層次： 

1. 培養學生聆聽他人想法。 

2. 培養學生在工廠的安全習慣，完

成工廠排窯前後工廠安全確認。 

3. 培養學生欣賞陶瓷作品，建立初

步的審美經驗。 

 

四、 使用的器材/工具 

教師：準備燒成學習單與簡報、建窯材料、測溫工具、樂燒與柴燒作品。 

學生：每人一份學習單，課本第五章，分組上台報告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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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習活動的設計 

活動名稱 內容描述、流程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燒
成
原
理-

窯
的
歷
史 

【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於課前充分了解教材內容，

蒐集補充資料，並與同領域

教師進行討論，擬定教學計

畫，確立教學方法。 

2. 蒐集陶瓷燒成為主題之資料

及本課相關之教學資源，分

類整理，選擇適合之補充教

材，製成教學簡報檔案。 

(二)學生 

1. 於課前充分了解本次課程內

容，蒐集補充資料，並與同

儕分組進行討論、探究，準

備報告內容 PPT，或是報告

方式。 

  

 

1. 教師於上星期

授課時，將學生

分組，並將本次

授課內容分割

成六組，給予每

組不同方向的

資料蒐集。 

 

 

 

 

 

 

【導入活動】 

1. 教師提問：「什麼是窯？」、「窯

有哪些？」、「排窯工具有哪

些？」(個別學生回答) 

2. 教師提問：「我們已經在上次

授課中，分組調查各種窯的歷

史，準備好了嗎？(聆聽是否

有困難之學生，立即處理) 

3. 現在我們來分組報告窯的歷

史。 

10min 1. 教師提問確認

學生是否具備

有關課程活動

所需之舊經驗

學習。 

2. 鋪成展開活動

所需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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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習活動的設計 

活動名稱 內容描述、流程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燒
成
原
理-

何
謂
蛇
窯
、
龍
窯 

【展開活動】 

1. 第一組學生上台報告。 

2. 教師提問：「蛇窯跟龍窯的相

同在哪裡？」(教師指定由非

報告者同學回答) 

3. 教師提問：「蛇窯跟龍窯的差

別在哪裡？」(教師指定由非

報告者同學回答，如學生反應

非教師預期方向，可以給予學

生提示) 

提示 1：人物 

提示 2：身分 

提示 3：政治人物 

4. 教師提問：「誰燒蛇窯？誰燒

龍窯？」(個別學生回答) 

 

5min 

10min 

1. 教師在台下專

心聆聽，並適

時給予報告學

生正向鼓勵。 

2. 教師留意台下

每一位學生是

否都有參與討

論及探究。 

3. 教師為學習促

進者，鼓勵學

生聆聽他人報

告，並清楚表

達自己的意

見，且能進行

有效討論及探

究，若有出現

較大聲音為討

論時間該結

束。 

燒
成
原
理-

何
謂
登
窯
、
八
卦
窯 

5. 第二組學生上台報告。 

6. 教師提問：「登窯跟八卦窯的

相同在哪裡？」(教師指定由

非報告者同學自由回答) 

7. 教師提問：「登窯跟八卦窯的

差別在哪裡？」(教師指定由

非報告者同學自由回答) 

8. 教師提問：「登窯與八卦 vs.

蛇窯與龍窯差別在哪裡？」

(學生小組討論後，由教師選

擇小組回答，如無學生反應

教師可以給予提示) 

提示 1：窯燒成中的火走向如

何啊？ 

提示 2：請觀察窯形狀會如何

影響火走向？ 

5min 

10min 

4. 透過學生自我

蒐集的資料，

利用同儕之間

的語言分享學

習內容，理解

不同窯的特色

與歷史。 

5. 教師從圖示體

醒學生燒窯的

火走向，將窯

分成兩種：直

焰 式 、 倒 焰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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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習活動的設計 

活動名稱 內容描述、流程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燒
成
原
理-

窯
爐
使
用
的
棚
板
、
棚
柱
有
什
麼
功

能
？ 

 

9. 第三組學生上台報告。 

10. 教師提問：「當工廠要大量燒

製盤子時，我們要如何增加窯

內燒成空間？」(個人將自己

想像會至於學習單中，再由小

組討論，在上台繪製小組討論

結果) 

11. 教師提問：「每組說出設計想

法？」(學生各自說明設計理

念) 

12. 教師提問：「釉燒燒製會遇到

爆炸或是流釉等問題，如何解

決？」(小組討論，由教師指

定回答) 

5min 

10min 

6. 教師注意學生

設計的工具，適

時體醒學生燒

成中會遇到的

問題，讓學生自

我探究解決方

式。 

7. 設計工具中，若

有學生設計與

工廠相同給予

立即性鼓勵。 

 

 

 

小節整理 

13. 教師說明學生設計的物件專

有名詞為，「匣缽」，提供工廠

中是如何設計的設計圖。 

5min 8. 體醒學生完成

學習單。 

燒
成
原
理-

窯
爐
使
用
的
耐
火
綿
、
電
熱
絲
、
測
溫
棒
有
什
麼
功

能
？ 

14. 第四組學生上台報告。 

15. 教師提問：「將建窯工具拿

出，詢問學生對物件的稱

呼？」(結合上次課程中，讓

學生探索窯場時，請學生觀察

到的物件畫下來做連結) 

16. 教師提問：「將測溫工具拿

出，詢問學生對物件的稱

呼？」、「想想看測溫錐是如何

使用的？」(學生各自回答) 

17. 教師提問：「想想看測溫錐是

如何使用的？」(小組討論，

由教師指定回答，如無學生反

應教師可以給予提示) 

提示 1.：測溫錐有不同顏色？

代表什麼？ 

提示 2：這裡有燒後的測溫

錐，請觀察有何不同？ 

5min 

10min 

9. 教師準備不同

得測溫工具：測

溫棒、測溫環、

測溫錐；建窯爐

之材料：耐火

磚、耐火綿、電

熱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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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習活動的設計 

活動名稱 內容描述、流程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燒
成
原
理-

何
謂
直
焰
式
窯
、

倒
焰
式
窯
？ 

18. 第五組學生上台報告。 

19. 教師提問：「何種為直焰窯？

何種為倒焰窯的？」(教師指

定由非報告者同學自由回

答) 

20. 教師提問：「直焰窯跟倒焰窯

的差別在哪裡？」(教師指定

由非報告者同學自由回答) 

 

5min 

5min 

10. 透 過 之 前 第

一、二題的窯

認識，將窯的

分類帶入，讓

學 生 加 深 印

象。 

 

燒
成
原
理-

何
謂
樂
燒
、
柴
燒
？ 

 

21. 第六組學生上台報告。 

22. 教師展示：樂燒與柴燒作品

給學生欣賞。 

23. 教師提問：「樂燒跟柴燒的差

別在哪裡？」(由小組討論，

由教師指定回答，如無學生

反應教師可以給予提示) 

提示 1：燃燒物品 

提示 2：燒法過程 

提示 3：燒製成品 

24. 教師提問：「樂燒跟柴燒的哪

一個可以當實用器皿？」(小

組討論，由教師指定回答，

如無學生反應教師可以給予

提示) 

提示 1：溫度 

5min 

5min 

11. 教師準備樂燒

與柴燒之作

品，給學生欣

賞。 

 

 

 

 

 

 

 

 

 

 

 

 

 

 



` 

110 
 

五、 學習活動的設計 

活動名稱 內容描述、流程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統
整
與
連
結 

【挑戰活動】 

1. 請思考現今的量產燒窯為何

不使用「柴燒」？ 

2. 「電窯」的好處有哪些？ 

․ 目的：幫助學生統整柴燒

與電窯的概念，連結第

一、二題的環境設計窯的

不同。 

․ 如學生不懂題意，建議先

了解學生不懂之方向。 

․ 學生閱讀問題，教師透過

提問，與全班討論並澄清

問題、了解題意。 

․ 學生進行解題活動，並可

以與同組同學討論。 

․ 詢問各組結果。 

3. 請思考如果我要大量燒製陶

湯匙，排窯要如何節省窯內的

空間？請用繪圖說明。 

․ 目的：幫助學生延伸排窯

工具之設計想法。 

․ 若無法全班完成，不給予

處罰，讓學生將問題帶回

家思考，或是尋找答案，

於下次上課時跟老師分

享者給予加分，並於下次

上課示範湯匙大量排窯

方式。 

10min 1. 給予學生複合

概念之燒成問

題，提出挑戰並

考驗學生概念

清晰程度。 

2. 留意是否每一

位學生都能參

與討論及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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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傳統教學法教學活動 

陶瓷基礎實習Ⅱ科  傳統教學法教學活動設計       

 

․課程名稱： 

基礎陶瓷實習Ⅱ 

․授課年級： 

一年級 

․單元名稱： 

燒成原理與應用 

․實施時數(小時)： 

100 分鐘 

․教材來源： 

陶藝 123(雄獅) 

․學生人數： 

42 

․教學方法：講授法 

 

一、 期望的學習結果 

․ 學習目標 

能透過探索學習對，理解窯爐歷史、燒成原理、 

 

․ 大單元學習的大概念  ․ 大單元學習的關鍵問題 

了解陶瓷燒成原理  能不能利用燒成原理，完成排窯、

燒成設定 

 

․ 小單元學習的知識  ․ 小單元學習的情意和技能 

1. 透過對窯的認識，理解窯的歷

史。 

2. 透過對窯的設備認識，理解排

窯、燒窯的方式。 

3. 透過理解燒製方式，完成燒窯

製作。 

 1. 培養學生理解問題的能力。 

2. 培養學生思考的能力。 

3. 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 

 

二、 學生的特性 

先備知識  班級特性 

1. 認識窯的功能。 

2. 認識掌握窯與釉的互助成效。 

3. 學習窯 

 教學班為高職一年級 A 學生 

學習風格百分比為 

適應 53%、分散 33% 

同化 7%、聚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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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量方式與規準 

․ 評量方式：測驗、問答、學

習單 
 ․ 診斷規準 

蒐集評量結果的證據 

1. 上課問答 

2. 個人學習單 

 

 認知層次： 

能否透過窯的認識，能否正確說

出窯的設備名稱。 

技能層次： 

  能否透過窯的認識，完成排窯的

過程。 

情意層次： 

1. 培養學生在工廠的安全習慣，

完成工廠排窯前後工廠安全確

認。 

2. 培養學生欣賞陶瓷作品，建立

初步的審美經驗。 

四、 用的器材/工具 

教師：準備燒成學習單與簡報、建窯材料、測溫工具、樂燒與柴燒作品。 

學生：每人一份學習單，課本第五章。 

五、 學習活動的設計 

活動名稱 內容描述、流程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燒
成
原
理-

窯
的
歷
史 

【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於課前充分了解教材內容，

蒐集補充資料，並與同領域

教師進行討論，擬定教學計

畫，確立教學方法。 

2. 蒐集陶瓷燒成為主題之資料

及本課相關之教學資源，分

類整理，選擇適合之補充教

材，製成教學簡報檔案。 

  

 

1. 教師於上星期

授課時，告知學

生下次上課內

容與進度。 

 

【導入活動】 

4. 教師提問：「什麼是窯？」、「窯

有哪些？」、「排窯工具有哪

些？」(個別學生回答) 

5. 教師提問：「我們已經在上次授

課中，有說明要上課的內容。 

10min 2. 教師確認學生

是否具備有關

課程活動所需

之舊經驗學習。 

3. 鋪成展開活動

所需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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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習活動的設計 

活動名稱 內容描述、流程 時間 
學習指導 

注意事項 

燒
成
原
理 

 

【展開活動】 

6. 教師說明：蛇窯跟龍窯的結構

與特色。 

7. 教師說明：登窯跟八卦窯的結

構與特色。 

8. 教師說明：窯爐使用的棚柱與

棚版的功能。 

9. 學生活動：學生思考設計大量

盤子燒窯工具。 

下課 

10. 教師說明：學生設計的物件專

有名詞為，「匣缽」，提供工廠

中是如何設計的設計圖。 

11. 教師說明：窯爐使用的耐火

綿、電熱絲、測溫棒功能。 

12. 教師說明：直焰窯與倒焰窯的

原理。 

13. 教師說明：何謂樂燒、柴燒原

理與展示作品給學生欣賞。 

【思考活動】 

14. 請思考現今的量產燒窯為何

不使用「柴燒」？「電窯」的

好處有哪些？ 

15. 請思考如果我要大量燒製陶

湯匙，排窯要如何節省窯內的

空間？請用繪圖說明。 

(若無法全班完成，讓學生將問題

帶回家思考，或是尋找答案，於

下次上課時跟老師分享者給予加

分，並於下次上課示範湯匙大量

排窯方式。) 

 

15min 

15min 

5min 

5min 

 

5min 

 

15min 

 

10min 

10min 

 

10min 

 

 

4. 教師專心授

課，並適時觀

察學生學習狀

況。 

5. 教師為學習領

導者，鼓勵學

生專心聽講。 

6. 教師提問皆由

個別學生回

答，如學生反

應非教師預期

方向，可以給

予學生提示。 

7. 教師從圖示體

醒學生燒窯的

火走向，將窯

分成兩種：直

焰式、倒焰

式。 

8. 教師準備不同

得測溫工具：

測溫棒、測溫

環、測溫錐；

建窯爐之材

料：耐火磚、

耐火綿、電熱

絲；樂燒與柴

燒之作品，給

學生欣賞。 

9. 引導學生進一

步思考復合

題，加深學生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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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陶瓷基礎實習學習單設計 

102 學年第二學期~~新學期。新氣象 

 探索本科窯場，觀察一下窯場內的物件(請用繪圖下來並以文字簡單說明) 

 回家預習作業 

每一組有一個基本題目要預習，並於下次上課上台報告 5 分鐘，可以使用電腦報

告(PPT、照片…等)，並繳交 A4 報告一份(3-5 頁)，內含封面(小組成員、報告

主題)、資料收集來源、分組工作表(資料收集(2-4 位)、彙整資料(1-2 位)、上台

報告(1-2 位)。若有其他組有補充知識，給予加分。此作業為平時表現成績 10%。

下星期上課請攜帶課本，鉛筆盒。 

1. 何謂蛇窯、龍窯 ?(第一組報告) 

2. 何謂登窯、八卦窯 ?(第二組報告) 

3. 窯爐使用的棚板、棚柱有什麼功能？是由什麼材料製作而成 ? (第三組報告) 

4. 窯爐使用的石綿、鎢絲有什麼功能？是由什麼材料製作而成? (第四組報告) 

5. 何謂直焰式窯、倒焰式窯？(第五組報告) 

6. 何謂樂燒、柴燒？(第六組報告)   

陶工科哪裡有窯爐呢?請用樓層使用教室說明。若以熱能提供的來源不同來

分，你看到那些種類的窯呢？ 

 

排窯的工具有哪些? 

 

窯爐是由那些東西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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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第二學期~~新學期。新氣象 

 探索本科窯場，觀察一下窯場內的物件(請用繪圖下來並以文字簡單說明) 

下星期上課內容，請攜帶課本，鉛筆盒。 

1. 何謂蛇窯、龍窯 ? 

2. 何謂登窯、八卦窯 ? 

3. 窯爐使用的棚板、棚柱有什麼功能？是由什麼材料製作而成 ?  

4. 窯爐使用的石綿、鎢絲有什麼功能？是由什麼材料製作而成? 

5. 何謂直焰式窯、倒焰式窯？ 

6. 何謂樂燒、柴燒？  

 

陶工科哪裡有窯爐呢?請用樓層使用教室說明。若以熱能提供的來源不同來

分，你看到那些種類的窯呢？ 

 

排窯的工具有哪些? 

 

窯爐是由那些東西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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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筆記 10%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 何謂蛇窯、龍窯 ? 

 

二、 何謂登窯、八卦窯 ? 

  

三、 窯爐使用的棚板、棚柱有什麼功能？  

 

 

4 

1 2 

3 

請問：蛇窯跟龍窯差別在哪

呢？ 

 

一、筆記區： 

 

3 

5 2 
1 

4 

a b 

c 

d 

三、筆記區： 

 

大量燒製陶瓷盤子要如何排窯： 

 

自行想像繪製 

自行想像繪製 

 

 

老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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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窯爐使用的耐火綿、電熱絲、測溫棒有什麼功能？  

 

 

五、 何謂直焰式窯、倒焰式窯？  

 

 

 

六、 何謂樂燒、柴燒？  

 

 

 

 

深入探討： 

4. 請思考現今的量產燒窯為何不使用「柴燒」？ 

 

5. 「電窯」的好處有哪些？ 

 

6. 請思考如果我要大量燒製陶湯匙，排窯要如何節省窯內的空間？請用繪圖說

明。 

四、筆記區： 

 

此物件為何：            

五、筆記區： 

 

六、筆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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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新妝~~彩妝師 

一、什麼是釉? 

 

 

二、上釉的方法?  

 

 

 

三、上釉的目的? 

1.                    、2.                    、3.                    、 

4.                    、5.                    、 

四、上釉注意事項? 

1.                    、2.                    、3.                    、 

4.                    、5.                    、 

 

 

 

 

 

• a.上釉易 不均勻，可以做特殊效果。 

• b.小作品使用 

• c.大型作品使用 

• d.釉不足時使用 

• e.容易汙染環境，所以需要帶口罩上釉。 

• 坯體複雜時使用 

1.                      ‧ 

2.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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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 青瓷 

年代：          ，發色劑：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年代：          ，發色劑：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唐三彩 漢綠釉 

年代：          ，熔劑：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年代：          ，發色劑：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黑天目 黑陶 

年代：          ，發色劑：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年代：          ，釉特色：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鹽釉 灰釉 

年代：          ，發色劑：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年代：          ，釉色來源：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結晶釉 紅銅 

年代：          ，釉色特色：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年代：          ，發色劑：           

溫度：高溫 or 低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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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題 

1. 窯變 

 

 

 

2. 釉下彩 

自己想法 

 

文字說明 

 

老師說法 

 

文字說明 

 

3. 釉上彩 

自己想法 

 

文字說明 

 

 

老師說法 

 

文字說明 

 

 

自己想法： 老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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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題  釉燒不好的結果 

 
 

名稱：        

原因： 

名稱：        

原因： 

  

名稱：        

原因： 

名稱：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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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回家作業說明： 

利用蒙德里安作品，小組繪製一張平面作品，並請標示高

度。 

個人從中選擇一件方盒，將設計立體圖繪製完成。範例如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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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作業說明： 

利用蒙德里安作品，小組繪製一張平面作品，並請標示高度。 

個人從中選擇一件方盒，將設計立體圖繪製完成。範例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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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陶瓷基礎實習學習回饋單 

102 學年第二學期 陶瓷基礎實習Ⅱ學習回饋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本學期有兩次的學科上課，請問： 

「窯爐燒成」課程上課方式，請同學回家收集資料並上台分享中： 

一、 學習「窯爐」燒成課程中，在小組回家作業中遇到什麼困難？(15%) 

 

 

 

 

二、 學習「窯爐」燒成課程中，我使用哪些方法來解決這些困難？(15%) 

 

 

 

 

三、 完成老師交代的小組回家作業，對自己說的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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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藥理論」課程上課方式，老師給予同學課堂網路資料收集並分享

中： 

四、 學習「釉藥」課程中，在小組課堂收集資料中遇到什麼困難？(15%) 

 

 

 

 

五、 學習「釉藥」課程中，我使用哪些方法來解決這些困難？ (15%) 

 

 

 

六、 完成老師交代的小組作業，對自己說的話：(15%) 

 

 

 

 

 

七、 如果給你選擇上課模式，你喜歡以下哪一種？請在□內打勾 (10%) 

□1.老師按照課本內容教課     

□2.學生回家收集資料並分享資料     

□3.課程現場資料收集並分享 

 

 

 

 

為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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