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思考法的應用

國立晝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賀詞教育學系由顏睛榮@副教授

閑言

問題解決是一種內在的心理活動，如何將此一內隱活動外顯出來，向來為心

理學家研究的重點。有聲思考(

think-aloud )又稱放聲思考，在間題解決歷程的

研究當中常被使用，基於有聲思考法在教育上常常用來蒐集實驗個體的思鱷認知歷

程及其相關之內隱知識，因此在教育領域的質性研究上其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以
本文擬針對口語報告、有聲思考法的意義、有聲思考法的優缺點、實施有聲思考的

程序及應注意的事項、原案分析以及相關研究等進行介緝，希望藉此拋磚引玉，提
供有聲思考研究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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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質性分析研究當中，口語報告 (verbal report)

常被用來蒐集實驗者的認

知思維歷程;口語報告可透過內省法、回溯法與有聲思考法獲得，內省法係鼓勵受

試者解釋其感受與經驗，進而推論解題的歷程，此法要求受試者事前接受訓練，
由細節中分析自己的反應。內省法的資料是由受試者對解題歷程的解釋所獲得，

因此，極易造成理由化 (rationalization) 的缺失，此外解題歷程中，由於介入內
省，難免干擾到思考的進行，不易蒐集真實的思維歷程。
回溯法則待實驗進行之後，藉由詢問或回想的方式，以口語述說處理時的認知過

程。回溯法乃要求受試者完成一項或全部任務時，描述所用的策略，此法所蒐集的資料
是由受試者從記憶的思維中獲得，是以此法的缺點與內省法相同，也容易流於理由化，
而且此法對當前知識與過去知識產生混淆，形成推論上的瓶頸(王昭明. 1996)

。

﹒由於內省法與回溯法，對解題的思維歷程均有缺失與限制，為了反應受試者真
正的思維歷程，有聲思考法逐漸被多數教育與心理學家採用。

貳、有聲思考法的意義
有聲思考法是由研究者提供一種問題情境，讓受測者嘗試解決此問題情境，並

提醒受測者必須在思考問題的同時說出其思考的詳細過程，也就是要求受測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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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邊做邊說的方式，將內心的思維歷程全部以嘴巴說出來，研究者再利用這些資料

進行分析(曾俊豪， 2005)

。有聲思考一般用於過程追蹤 (process tracing)

知識獲取 (knowledge acquisition)

、模式規畫 (model formulation)

、

、決策行

為 (decision making) 以及電腦系統介面使用性 (usability issues) 相關議題上
(蔡福軒， 2004)

。由於有聲思考法亦常被使用於解題研究當中，該研究是指受

測者在問題解決的同時，大聲說出腦海中的思維步驟，因此，可以適度引出解題的

複雜內在心理歷程。
有些學者認為有聲思考法可能會增加記憶負擔，並潛藏推論及理由化的危機

(Nisbett & Wi1 son , 1977 )然而， Ericsson 及 Simon (1980) 則認為有聲思
考法所蒐集到的資料係與思考同步，時間不允許受試者多作思考，且僅涉及短期的
記憶內容，是以，此法較前述之內省法與回顧法可信而具效度。 Rowe

(1985)

亦認為有聲思考法並末增加記憶負荷，而且還可減少受試者記憶內容混淆，整體而
言，有聲思考法對解題不致產生負面的影響。

參、有聲忠考法的優缺點
有聲思考法之口語報告，受到當代解題研究者的重視，其原因如下:

1.人工智慧研究結合原案分析的方法，由人類解題的原案分析中所抽離出來

的原則，可利用電腦程式證明並成功地建立解題的模式及策略 (Newell

&

Simon , 1972 )
2.Piaget的認知發展心理學研究中清楚地顯示，使用「臨床式的探究 J

(clinical

investigation) 可以做為科學研究的基礎。
3.從觀察學生的解題歷程中，吾人可以對人類解題的思考有更深入的體驗與瞭解。

4.量研究法的限制，由於量的實驗變項較難控制，易使研究結果導致誤差。

有聲思考法的優點如下(吳和章，

1995 ; Nielsen , Clemmensen ,

2002; Schoenfeld, 1985)
1.可以記錄無法以視覺觀察之受測者內在認知活動。

2.實驗樣本不需太多，從少數受測者當中，可以獲取大量的質性資料。
3.有促進理解表現的效果。
4. 參與者容易學習與配合。

5.思考與口語同步，可以降低理由化。
6.即時口語可減少記憶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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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於回溯法易受研究者主觀解釋與推論的影響，有聲思考法在此方面較佳。

至於有聲思考法的缺點如下(曾俊豪，

2005)

1.實驗者介入對受測者認知產生壓力與負擔。
2.邊做邊說會讓受測者感到不習慣，使得資料的搜集產生誤差。
3.當受測者面臨困難'1育境時，導致口語無法完全反映思維歷程。

4.有聲思考法並不適用於客觀表現之量測上。
5. 由於邊做邊說的關 f系，將導致受測者的實驗速度降低。
6. 由於邊做邊說的關係，將增加受測者處理的錯誤機率。

肆、資施有聲思考的程序及應注意的事項
Ericsson及 Simon

(

1993) 認為實施有聲思考的程序可包含如下:

1.紀錄受測者的口語資料，透過錄音錄影將受測者之實驗處理過程錄起來 o
2.進行資料分類，將受測者的口語資料分類整理，辦棄無關的資料。

3.將口述的資料進行編碼與分析。

實施有聲思考時，應注意下列要點(鍾瑞國、康鳳梅，

1997 ; Ericsson

&

Simon , 1980; Rowe , 1985)
1.受測者須具備適當的口語表達能力，能將腦海中的思考歷程說出來。

2.受測者須具備適當的後設認知能力，能知道自己的思考狀態。

3.實驗之前應讓受測者瞭解有聲思考法的實施要點與步驟。
4.實驗實施之前，應安排受測者事先練習的機會，使其熟悉實驗的程序與情境。

5.實驗進行當中，觀察者或研究者盡量不要催促受測者，以免讓受測者產生不安。
6.實驗進行當中，觀察者或研究者盡量不要過度提示，或提示語勿過於冗長，以免

干擾受測者使其分心，因而導致實驗失真。
7.有聲思考法並非獨一無二的方法，是以當資料蒐集不全時，可以配合事後唔談等

其他方法。

ftî 、原案分析
實施有聲思考時，研究者可利用錄影、錄音或現場筆錄的方式，將受試者的操作
步驟、想法、計畫等逐字記下，錄音、錄影的內容，則需轉成文字內容，再據此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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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知過程與行為，此稱之為原案分析 (protocol

(顏晴榮， 200 1)。原

analysis)

案是指解題者在執行某項任務時，藉由錄音、錄影資料轉換成文字資料後，對解題者
所從事的活動及時間順序等描述，原案分析旨在掌握解題過程。當研究者收集解決問

題的原案時，研究者除了蒐集解題者的答案外，更重要的是解題者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以獲得答案，例如糟圖、檢修電路、蒐集資料，解題者以何種程序來進行。是以，解

題的「有聲思考原案 J

(think-aloud

protocol) 或口語原案 (verbal

protocol)

，是

解題者被要求以有聲思考的方式說出解答一個問題或執行心中的任何想法，不管此想
法是如何的瑣碎，將其口述的內容錄音後所轉錄成的文字資料。由於原案分析可提供

更多解題者對工作的本質及解題能力的訊息，是以原案分析後其資料的完整性，是一

般書面的做答方式所無法比擬的 (Hayes

& Flower,

1981)

。

至於原案資料的適切性方面， Ericsson 和 Simon (1980) 的研究分析中提
出了理論與實證基礎，他認為原案的口語資料，在使用上並不會與科學的本質相

互衝突，原案分析像其他標準實驗設計中的行為一樣具可觀察、可記錄及可分析
的特性。由於科技的進步，將口頭陳述錄音下來，再逐字轉換成文字，已可保留

口頭資料的客觀性與清晰性。近年來由原案分析資料所建立的電腦模型驗證成
功，證明原案分析是研究解題行為的有力工具，而原案分析也具有相當的客觀性

(objectivity)

(林宏一，

1990 ; Camacho ,

1986)

。

原案分析轉錄資料方面，從錄音、錄影中所觀察到的行為轉錄成量化的文字
資料。轉錄之前需將欲蒐集的資料嚴謹地定義在分頭架構中，轉譯過程需經客觀

地詮釋資料。轉譯工作宜由兩位以上的評分員來執行，其信度考驗(

reliability)
案(朱湘吉，

interrator

，需達 0.9 以上。當資料轉譯完成後，需經由分析才能獲得有意義的原

1994 ; Brown

& Burton, 1987

; Rowe , 1985)

透過有聲思考法，實驗者得以將受測者執行任務時其內在認知資訊處理過程
資料化，經由分析口語資料化的結構，將口語內容轉化為正式的編碼資料，此時

研究者便可導入各種相關的理論與建議，進行闡釋與陳述(戚樹誠、李俊賢、蔡

華華、陳宇芬， 2002)

。由於有聲思考可以抽引出問題解決的複雜結構，並且可

以確認隱藏在解決問題之下的內在象徵機制 (internal

symbolic mechanisms)

以原案分析可以探索解決者之控制、評估及完成目標之過程。有聲思考足以反應

人額的其實行為，極適用於問題解決歷程之研究 (Ginsburg

et a1., 1983; Ericsson

& Simon , 1980; Newell & Simon ， 1972) 。在質性研究的領域中，有聲思考法常
被用來蒐集人的內在心智活動、思維歷程等資訊，有聲思考法與原案分析需相輔相
成，兩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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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有聲思考法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實施有聲思考法的相關應用研究極多，本節擬以閱讀與寫作、數學、護
理、電腦、故障診斷、程式設計、科學教育及體育等領域之相關研究範例進行探討。

(一)閱讀興寫作

Walker
Lynn

(2005) 認為有聲思考可以有效提升閱讀能力及閱讀理解能力。

(2006) 為了提昇閱讀能力，針對幼稚園至八年級學生，利用有聲思考教導

文章的理解策略，研究結果顯示實施有聲思考成效良好，而且很受學習者的歡迎。

Jennifer

(2004) 利用有聲思考與原案分析來改善成年人閱讀的理解監控策略及

熟練的閱讀能力。

Shapiral

(2006) 選擇阿拉伯及以色列小孩進行寫作策略的唔談，並利用有

聲思考探討寫作的程序，結果兩組在寫作策略並無不同，寫作分數的表現亦無差

異。 Braaksma 、 Rijlaarsdam 、 Bergh 、 Berbadette:fDBerdanatte (2004) 利用有
聲思考搜集 8 年級 (N=52 )學生的寫作歷程，並安排學生進行優良作品的學習。

(二)數學

Sarver

(2006) 為了探討特殊題目的數學解題及後設認知，選取 6 位 7

年級學生，分高中低三組，每組 2 人參與有聲思考實驗，解題歷程區分閱讀

( read

)、理解(

(explore)

understand )、分析

、執行 (implement)

歸納為擬訂 (orientation)

(analyze)

、計畫(

plan

)、探索

、驗證 (verify) 等 6 個階段，並將解題行為

、組織( organization)

、執行( execution)

、確認

( verification )。此外，研究報告亦呈現數學學習態度及信念等結果。
Pativisan

(2006) 針對參與數學奧林匹亞競賽甄選的 5 位泰國數學資優學

生，實施有聲思考及事後唔談實驗，將解題行為區分理解、計畫、執行、確認四個
階段，發現學生解題時，在應用數學知識與解題策略當中，均來回重複出現此四個

階段的行為。此外，這些學生也應用自我評估敘述 (self-evaluation

statements)

來監控及評估自己的解題，研究顯示發現學生數學解題成功與下列有關:具備挑戰

性的數學知識、願意嘗試多種解題方法、樂於回憶與思考先前的知識與經驗、解題
信心、父母與教師的支持。

(三)護理

Kihlgren a.

(2006) 利用有聲思考蒐集看護孩童的臨床決策及資訊處理模

式，以有聲思考探討護士的實務決策，所有看護皆出現運用假設推論之決策模式，

並且利用反向推理 (backward

reasoning)
A叩st. 2007 Se叫的 E帥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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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redy 與 Meerabeau (2005) 利用有聲思考蒐集護理人員對病人的各種不
同病情進行的決策歷程，選擇 6 位病人進行實驗，探討 11 位護理人員決策的認知過

程，透過大量的討論以及蒐集的文獻，作為決策架構的依據，並以基模理論解釋 6
位病人的反應，研究結果認為資料處理與有聲思考法，極適合於蒐集決策資訊，而
且也適合當作教學的工具。
(四)電腦

Kymes

(2005) 利用有聲思考探討線上學習之理解策略，以及探討學生在網

路上資料蒐集行為的影響因素，使用有聲思考與原案關聯|笠，以有聲思考策略協助

學生使用線上資源成功。
Miura 、 Fujihara和 Yamashita (2006) 以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利用搜尋引擎
在 www上資料檢索的行為，利用有聲思考獲得學生資料檢索行為、思考過程以及
瀏覽活動，研究目的旨在學習 www網際網路資料檢索的能力。

(五)融障診斷

May

(2005) 以電腦專家與生手，透過有聲思考蒐集電腦故障診斷的認知歷

程與行為表現。 Estes (1996) 研究發展一個心理測驗架構，此架構透過工作分
析、有聲思考及概念構圖等評估，訓練學生的故障診斷能力。

Rowe

(1994) 提出四種心智模式 (mental model) 的評估方法，其中以有

聲思考的故障診斷 (think

aloud while

troubleshooting) 評估法，以 19 位美國空

軍飛機修護員為實驗對象，接受心智模式的測驗，每位技術員接受稍有難度的故障

診斷實驗，發現階梯結構訪談 (the

測試 (the

concept relatedness

laddering structured

interview) 及概念關聯

ratings) 兩種評估方法，導引故障診斷的完成。

Rowe認為專業技術領域的發展不能脫離心理學，如心智模式測量技術等研究。

(式)程式議討
由於程式除錯能力對程式設計者而言相當重要。 Tsau

( 1996

學生程式的偵錯能力，從四方面著手:除錯認知 (debugging

除錯程序 (debugging processes)

、除錯技能(

de bugging

)為了蒐集

knowledge)

skills)

、除錯策略

(debugging strategies) 。以 6 位大二學生為生手 -6 位大四學生其中階 -6 位講
師當作熟手。 18 位參與 Quick

Basic (QB) 程式語言診斷的有聲思考實驗，程式

中預設 9 個錯誤點，其中 3 個語法上的錯誤 (syntactic error)

(semantic

error)

、 3 個邏輯上的錯誤 (logical error)

、 3 個語意上的錯誤

。經由錄音錄影及原案分

析結果，獲得如下結論:
1.大學生偵錯程式的過程中，並未遭到語法及語意上錯誤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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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學生較難找出邏輯上的錯誤。
3.大學生對於程式的語法、語意及邏輯上的偵錯過程並沒有很大的不同。
4.學生沒有能力理解 QB解譯器所提供的訊息。

5.學生缺乏排除程式邏輯錯誤的技能。
6. 學生的偵錯策略一成不變。

Rezel

(2003) 為了探討程式設計的策略，選擇大學生教導 VB程式語言，分

兩組進行實驗:一組為訓練組 (training
解說訓練策略 (targeted

group) (N=19) ，接受目標導向的自我

self-explanation strategies)

;控制組 (contro1

group)

(N=20) 則接受有聲思考，未接受任何學習策略，所有學生接受 3 種題目進行程

式設計與撰寫，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兩組在程式設計的完成方面並無顯著性的差
異。先前的程式設計經驗才是導致程式設計成功的因素，從錄音帶的原案分析中獲

得:成功組的運用策略較頻繁。

Ruthruff

(2005) 等人以有聲思考探討程式設計者的偵錯過程，從設計者的

交談互動當中，提昇程式設計的除錯能力。

研究軟體工程的認知歷程，有助於軟體的理解與改進 o

Xu

(2006) 為了軟體

工程的認知歷程，發展以原案為基礎的交談法 (dialog-based protocol) 與自我引
導的學習理論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eory)

，其中以原案為基礎的交談法是以

兩位程式設計者在實施程式設計時，以有聲思考的方式進行。自我引導的學習理論

則植基於建構學習論 (constructivist
taxonomy)

learning

theory) 與布魯姆的分類法(

b100m

。藉此實驗探討程式設計者的認知活動 o

(七)科學教育

Singh
(symmetry)

(2006) 在電磁學課程，利用有聲思考讓學生說明對稱性
、電場 (e1ectric field) 與電通量 (electric flux) 的理解概念，以

及此部份的學習困難所在，針對高年級大學生及畢業生進行研究，發現大學生在此
方面的學習有很大的困難。

Cui

、 Rebello 與 Bennett (2006) 利用半結構式的有聲思考唔談法 (semi -

structured think aloud interviews) 探討微積分知識遷移至物理課程之問題解決歷
程，研究結果顯示:教學需加強微積分知識與物理問題的關連性。

(八)體育

C1ark

(2006) 為了瞭解小孩學習游泳的思考過程，選擇年紀約 8 歲的 22 位小

朋友，在 8 天的游泳課中，接受有聲思考實驗，經由原案分析後，了解每位小朋友
的游泳過程，藉以評估瞭解游泳技能的進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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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結語
為避免有聲思考法因監控因素等操縱不當產生不正確的資料，導致錯誤或負面
的推論，多位學者都建議應再輔以其他方式，如唔談、問卷或測驗等。

有聲思考法與唔談法並用可收互補之效。有聲思考法蒐集的資料係屬內在思維

歷程，實驗進行中難免受到實驗參與者的口語表達能力，以及轉譯人員認知上的誤
差，或者其他因素造成資料的失真或遺失，因而造成實驗信度的降低。為了彌補此
缺失，通常輔以事後唔談法配合。除了唔談法之外，一些問卷或測驗亦可彌補有聲
思考法之不足，使研究者能進一步瞭解受試者的問題解決思維歷程，確實蒐集到應
有的資料，使研究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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