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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具做為教與學之分析架構
一個文學圈的實例探討
林意雪*

搞要
本研究以社會文化取向 (sociocultural approach) 的文化工具(

cultural

tools) 為分析架構，試圖理解一名六年級學生在文學圈中擔任組長的行為，並
探討其與教師期待及所提供之工具權力間的關係。文化工具為維高斯基學派學

者Wertsch提出的分析概念，用以瞭解社會中的行為及中介手段。本文闡述文
化工具的起源、內涵及應用，並分析教師所提供之工具是否適切支持組長的角
色任務，以瞭解學生取用工具或為工具所限制的情況。研究發現，學生所取用

的文化工具，均是教師刻意或無心所提供的，目的都在於達成組長任務，並藉
由工具所賦予的權力來補足自身權力的不足。本研究將教學放回師生互動及學
生互動的社會脈絡中思考，有助於教師瞭解學生行為，並注意中介手段的重要

性，對於教學改進具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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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Tools as Analytic Framework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 Exploratory
Case on Literature Circle
Yih-Sheue Lin *
Abstract
Thepu中ose

of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to understand a quiet student' s leadership

in small groups using “ cultural tools" as

analytic 企amework.

Cultural tools of James

V. Wertsch's expanded Vygotsky's notion of mediation, deeply rooted in the

sociocultural

the。可﹒ This

article

illus仕的ed

the origins , meaning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cultural tools. The study took place in a sixth grade class of an urban and diverse
middle schoollocated in the Northwestern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ubject' s participation, teacher's instruction during literature circle, and the group
interaction was analyzed and understood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tool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leadership was mediated by tools the teacher
provided, purposefully or unintentionally; yet the student needed further support in
gaining pow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i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placing them in the context and examining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instruction and student behaviors.
• Yih-Sheue Li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Human
Potentials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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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以文化工具做為分析架構，探究教室內教與學的可

能性，以一文學圈的小組互動為例，剖析教師所傳達之組長角色對於一位安靜

學生的影響，藉以瞭解教師所提供之文化工具是否適切支持學生的參與，做為

改進教學的具體依據。所謂「文化工具
J (cultural tools) ，指的是個人在某一

特定文化中行動時，用以中介其行為的一個工具及手段，包括他使用的語言、

符號、器具或是信念。文化工具又稱為「中介于段
J (mediational

means) ，係

源自於Vygotsky的「中介」概念。至於文化工具一詞，則是
Wertsch在 1998年
所提出的，他進一步發展了
Vygotsky的中介理論，並參考Burke的五因分析法

(Burke ,

1969)' 綜合而成此一分析架構，其目的在於提供社會科學領域一個

用以理解社會行動的新觀點，提升心理學的重要性及影響力。

這個分析架構對於期望從社會文化角度來分析教學行為、學童行為與教

學成效的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O 以下先舉一個教室中的對話為例，.呈
現中介概念對於理解教學|育境的必要性 o 在這個情境中，徐老師正進行著說故

事的活動，講到野狼媽媽受託於地鼠夫婦，好心地照顧小地鼠，結果小地鼠卻
製造了許多麻煩 o 這時，教師暫停故事，與學生討論劇情 o

107. T

:好，那現在老師問你們，請問她一覺睡醒來......家具被小地

鼠。支叢跡，地板又有破洞，然使躲貓貓弄得亂七八糟，你覺
得還有什麼事情比這個更糟糕的?一覺起來復?
108.

香香:小地鼠們不是了。

109. T

:小地鼠不是了怎麼辦?地鼠先生、太太@求了要小于實怎麼

@引自黃意真 (2003 )碩士論文中一段國小二年級師生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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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好，這是香香的答案。有什麼東西讓你覺得難收拾，為

什麼會這樣子咧?一看，那 A 按呢(台語)

?好，泉，城

城。

110. 域域:看到家具被搬走了。
﹒(略)

115. T
116.

:泉，小莉。

小莉:在牆壁上亂畫。

117. T

:喔，小地鼠們在牆壁上亂畫。這下子怎麼辦，要刷多久才能
清掉?不錯。你覺得大野狼看到什麼會嚇一跳?泉，小丸。

118. 小允:把電視甫壞了。

119. T

:把電視弄壞了。(教師商手勢點一個學生)

120. S

:把大使大在房間祖。(全班立刻哄壹大笑)

12 1. T

:真是有鉤糟糕的，到處都是大使(教師也邊說邊笑，重點亮
亮)

122.

亮亮:把......把那個大野狼的家整理得漂漂亮亮的。

123. T:

r 丈\，不錯喔!大野狼一醒泉，哇!水哼哼(台語卜亮
晶晶。怎麼到處弄得這麼乾淨，這一定是亮亮會做的喔!

泉，小莉。

124. 小莉:把所有的動物全部都帶進泉。(黃意真，
2003

: 93-94 )

進行到編號 122 的對話時，亮亮的答案與徐老師所問「更糟糕的事'I育」相

互矛盾，而當教師聽到一個非預期的答案時，他巧妙地以學生的名字「亮亮」
來解釋成這是亮亮會做的事，接著便點下一位學生小莉。看似典型的教室互
動，維高斯基學派的學者可能會忍不住追問: I 是什麼在「中介」著亮亮的思

考?為什麼他錯置了教師的問題? J 也就是從「將學習視為個體層面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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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思考，進而將之放到一個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情境之中來理解。
教師在對話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難理解:他負責對話的進行，並使其不

偏離主題。師生對話的模式正是 Cazden (蔡敏玲、彭海燕譯， 1998) 所謂的

IRE (initiation-response-evaluation) 模式，指的是「教師啟動一學生回應一教
師評量」這一種「課的結構」。在這種結構之下，學生難以任意分享他們腦中
真正的想法，而是必須設法猜測教師想要的答案。在這個脈絡下，亮亮的回應
文不對題，這可能是因為他擔心著故事中亂成一團的窘境，也可能是他不自覺

地使用了預測技巧，直接猜測了故事的未來發展。若以中介概念來理解師生對
話，將雙方的知識與理解放在「社會文化歷史」的脈絡中檢視之後，就不

難發現，為什麼一般教師難以跳脫
IRE模式來進行開放式的討論，因為教師心
裡會有一個「教師」的社會角色在中介著他的思考和行為，無法將學生的參考
架構納入對話之中，而學生則被教師以其特定的信念和價值所評介。但學生不

必然會一直受到「好學生」的角色所中介，他們的先備知識、文化背景、階級
及性別等，隨時影響著他的理解及參與。
數年前，研究者曾在美國進行過一個研究，主題探討教師教學概念與作

法間的一致性或落差。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班上有位被教師形容為「安
靜而少參與」的亞裔學生，他在小組中的行為與教師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相反

地，他所表現出來的是熱切的參與意願。研究者在當時雖向教師提出自己的觀
察，但卻無法形成更具系統化的理解或教學建議;一直到接觸了社會文化理

論，並閱讀了Wertsch對於中介行動的詮釋後，才再度到錄影資料中，試圖以
文化工具的架構來「重新發現」這個現象。就如同質性研究的論述中經常提到

的，一個好的理論可以使資料看起來一致而有系統(吳芝儀、李奉儒譯，
2008) 。文化工具則將教室內這個矛盾的現象，整合成一個可以理解和評鑑的
情境。也經由如此困惑到重新發現的歷程，讓研究者更能瞭解分析架構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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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對於質性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呈現這個教室內小組的互動研究，以文化工具做為分
析架構，瞭解學生如何採納或把絕教師意欲傳遞之期待或知識。本研究提出兩

個待答問題:一、以一位教師眼中安靜的學生為例，在文學圈的討論之中，組

長角色如何影響其表現?二、學生如何使用教師所提供之工具來執行其組長的
任務?

貳、文獻探討
一、文化工具的起源、內涵及應用
文化工具指的是一種中介手段，而「中介」這個概念最早是由
Vygotsky

(1987 ,

1997) 提出，再由維高斯基學派的 Wertsch 發展出完整的論述

(Wertsch , 1998) 。因此在文獻探討的部分，首先將從Vygotsky 的社會文化理
論談起，闡述中介概念對Vygotsky心理學的重要性;接著探討Wertsch如何承

接這個概念，將之發展成為一個分析社會現象、社會行為及互動模式的架構 o

(一) Vygo的峙的社會文化理論
文化工具的概念隸屬於一個特定的領域，因此，首先必須回到它的立基
點，也就是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 (sociocultural the。可)開始談起。社會文

化理論文稱為社會文化取向 (sociocultural

approach) ，以Vygotsky為主要的代

表人物之一。 Vygotsky接續了認知心理學自Piaget以來對心智發展的興趣，但
他認為，認知不能單由個體的層面來理解，因為心理的功能和認知的建構是從

社會關係與社會互動開始，逐漸由個體所內化;也就是說，心智能力的發展是

社會互動與社會經驗的結果，它先是出現在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社會關係層
面，而後才進入兒童的內在心理層面(Vygots旬， 1987: 119-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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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生長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之下，屬於社會及文化群體的一員。當他和

父母及周遭的人互動時，逐漸學習到這些屬於他文化之中的心理習性與語言模
式，同時發展出高層次的心理功能。這些心理功能及習性並非完全是由父母或

成人刻意教給兒童的，許多是透過文化的中介 o 舉例來說，小孩看到父母用筆
寫字，所以，當他在地上撿到一根樹枝時，他會將樹枝直握在手中，在地上比

劃起來;或者，兒童觀察到大人進屋時會使用鑰匙來開門，他也會去找一支細
長的物品，踮著腳尖在門把附近轉動。這兩個例子不僅是兒童在「模仿」動
作，它還表示兒童正在內化其文化裡的特定知識。同時間，這些舉動也使他成

為這個文化中的成員，外人輕易地就能辨認出他與來自其他文化的兒童之差

別。正如同 Berk與Winsler

(1 995:

23) 所說的: ，-所有人類獨特的高層次心理

活動，都是從社會與文化的情境中產生的，而且是被情境中的所有份子共
~_...
f··

司...

Jν

社會文化理論所闡述的，正是認知結構交織於個體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

係 o 但實際上， Vygots恃強調的除了社會與文化之外，他也關切歷史在人類心
理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一般習慣將歷史一詞省略，僅保留社會與文化兩

個面向，但歷史的重要性在於，兒童所學習的一切都是在他之外或在他之前就
已經發生的，不論是筆或鑰匙、算術或文字。對於歷史在心理功能中所扮演的

角色，

Wertsch (1 998:

3) 曾做過這樣的說明: ，-社會文化的分析是為了瞭解心

理的功能如何與文化、機構和歷史脈絡相關。

J

Wertsch (1985:

32) 也曾引述

Vygotsky的說法，-人類的行為發展基本上不是由生物演化的法則所控制，而
是由社會的歷史發展法則所決定的。」

一旦將人類的行為放回社會、文化及歷史的脈絡之中，便不難看出其間
的交互作用。人類因社會互動的需要而發展出語言，而語言文在社會互動之中

傳遞給下一代，並決定了人類如何思考及發展，兩者相互地影響。個體發展如

林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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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人類整體的演化亦是如此。

(二) Vygo的峙的中介概念
中介的概念，則是 Vygotsky 在解釋工具與社會間的關係時所提出的。在國

內又常譯為媒介或仲介，例如:盧珍瑩

(2007 )譯為媒介，而谷瑞勉

(2001

)

則譯為仲介。 Vygotsky所指的中介，主要雖然是指語言符號，但他也曾以其他
的例子來說明心理工具的使用。 Leont'的為文介紹 Vygotsky 的理論時，提及

Vygotsky曾在一診所內目睹帕金森氏症患者藉由放在地上的白紙定位自己的方
向感，改善了不穩定的步伐。原本用來做為書寫之用的白紙被放在地板上後，

便脫離了它原本主要的用途，成了引導走路用的工具，中介了患者的行動

( Leont' ev, 1997: 22 )。
行動，從古典行為主義者的觀點，是個體針對某種刺激所做出的反應
(刺激一反應)。但帕金森氏症患者及白紙的這個例子，說明了個體是透過中

介來對刺激做出某種反應，也就是「刺激

中介一反應」的型態(施頂清，

2000) 。原本帕金森氏症患者無法回應「走直線」的指令，但透過白紙這個中

介物卻能回應原本的指令。而中介工具，同樣是介於人類與世界之間的;也就
是說，人類無時無刻不透過中介工具在世界之中行動。對Vygotsky而言，個體
發展出有意識的智能活動時，並不是由低層次型態的量變所促成的，而是智能

活動由未受中介的心理歷程轉化到以符號做為中介的操作形式(

Vygotsky,

1987: 133) 。
可以想見的是，對於人類的進化而言，語言符號遠較其他工具扮演了更

為關鍵性的角色。因為語言符號的出現，使得人類的發展突飛猛進，超過了其

他的靈長類動物。接續之前 Wertsch

(1985:

32) 引述Vygotsky所言:

在語言形式及其他做為輔助性三具的符號系統之中，
r 學動三具」和

「行為三具」的漸趨完美在人類行為的精熟過程控扮演著根本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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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語言符號不僅是人類所使用的一種工具，人類的思考也受它所中介。語
言不僅是符號，也是思考。當說者使用了一個名詞時，這個名詞的意義及指稱

也在影響說者的思考(羅亦超譯，2005)

0

Cole與Wertsch (1 996) 指出，中介

的概念在Vygots峙的晚期作品中更是受到強調及重視。 Vygots勾曾直接指出他

所主張的心理學之中心事實，正是「中介」的這個事實( Vygots旬，

166

;引自 Wertsch ，

2007 )

0

1982:

Vygotsky曾寫道:

所有的有級心理機能，都是中介過程(

mediated process )

，布符號則

是用車掌握重指導這些書級心理機能的基本玉具。中介的符號

(mediating sign)

，被結合進書級心理機能的結構中去，做為整個過

程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核心部分。(李維諱，

2007 : 113-4 )
語言符號中介了人類的思考，而人類的思考叉使得語言持續地發展及更

新，因此人類與他們所使用的文化工具之間並非一種靜態的關係'而是一種辯
證的關{系。這種辯證的關係'是Vygots勾理論承襲了馬克斯主義(

Maxism)

哲學的主要部分。

Wertsch

(2007) 曾總結Vygotsky理論中出現的兩種中介觀點，一為外顯

的中介，是社會語言或符號，例如:算術系統、圖表、地圖、圖解、機械繪圖

等，是人造的中介物，是刻意用來做一系統活動所使用的;另一種則是內隱的
中介，是個體內在意識所創造出來連結A和B 兩個刺激物的工具，但不必然會
持續使用這項中介物、或將之引介到社會活動之中。例如:在頭巾上繫一個結

來提醒自己不要忘記某件事，而這個中介卻非旁人所能理解，即為內隱的中介
(羅亦超譯，

2005 :

40) 。

B兔伽紅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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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中介概念到文化工具
既然中介概念的起源最早可回溯至Vygotsky ，那何以本文不直接引用

Vygotsky在中介工具的概念，而要選擇以Wertsch的文化工具及中介行動理論
來做為教室活動的分析架構呢?這是因為Vygotsky在他短暫的有生之年裡，致
力於彌補當時心理學各學派對於發展、語言及思維等不盡完善的解釋，他也亟
欲解決唯物論的馬克斯主義與唯心論的意識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希望能在不連

背馬克斯主義的情況之下，同時維護意識及思維在心理學上的重要性。後繼的
維高斯基學派學者則將Vygotsky的理論加以發展，將其心理學應用在教育實務
及社會科學領域。 Wertsch的中介理論即特別針對人如何使用工具、工具的辯

證性、特徵'以及心靈與工具間的關係'提出了一個更完善的解說及分析架構

(Wertsch, 1998)

，這是本研究大量引用Wertsch理論的重要原因。

(一) Wertsch對文化工具的詮釋
Wertsch本人能讀寫流利的俄語，對於
Vygotsky的理論有十分深入的研究

與理解，所發表的相關研究及論述為數甚多(例如
Wertsch，

1979, 1985, 1993,

1996 )。在 1998年出版的《心靈做為行動 > (Mind 的 Action) 一書中， Wertsch
詳盡地運用了 Vygotsky的中介概念來解釋人類的行為，論辯心理功能與文化、
組織及歷史脈絡之間的關聯。他亦坦言，這個架構的目的是為了將社會文化理

論應用於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研究上，而不僅限於人類心靈的論述與研究。之
後，也的確有學者加以治用，分析壓迫、同化、刻板印象、歷史敘事、道德論

證、美術館參觀等社會行為(例如Berbrier，

2004; Bernhard, 2007; Erickson,

1999; Gottlieb, Insulander, & Simonsson, 2004; Tappan,

200徊，

2006b; Wertsch,

2001 , 2008) 。而在教育領域方面， Wertsch的分析架構將教與學的行為放在社
會文化脈格下思考，凸顯了學習的社會性，以及學習與工具中介間的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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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將學習視為學習者腦中個人心智的活動而已 (Cornelius

& Herrenkoh1 ,

2004; Gauvain, 2001; Herrenkoh1 & Wertsch , 1999; Williams &
2007)

Lunds仕om，

，這點亦會在之後的實徵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
O

在進入Wertsch的文化工具理論之前，有幾個主要詞彙需要先做釐清。先

前提過的中介工具或中介手段，在
Wertsch的論述中是與文化工具一詞通用，

並無區隔。因此，在本文中亦會交替使用「中介工具」、「中介手段」與「文化
工具 J '以行文之流暢性為原則。

正如其書名《心靈做為行動〉所道破的，人類的心靈與行動之間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藉由心靈所內化的中介物，人類得以產生行動。
Wertsch與

Rupert ( 1993 )指出，社會文化理論認為所有的行動都必須透過中介而產生，
無法與環境區隔。有別於傳統心理學將心理與社會分別探討的模式，

Wertsch

強調，唯有將行為發生所在及所合之文化、習俗與環境納入考慮，才可能真正

瞭解人類的行為。換句話說，行為及手段都是情境下的產物，而非中立的。也

由於行動總是透過某種中介手段來達成， Wertsch也比喻中介手段就像 Burke

(1 966 )所說的
明，

2008)

0

r terrninistic

screen J 一一-終點的視界(紀慧君， 1999 ;曹開

Burke 比喻終點的視界如同攝影作品，即便攝影的對象相同，卻會

因取景角度與分色濾鏡不同，而呈現出相異的質感及樣貌。換句話說，行為及
手段都是情境下的產物，而非|直常中立的。終點的視界決定了關注的面向，也

決定了某些面向將受到排除。人類以中介物選取對自己有意義的訊息或刺激，
進而能做出行為的反應。

Wertsch 主張以文化工具的概念來研究人類行為，因為人類的行為都是
「情境行動 J (si個ated action) 。至於如何分析情境行動，他貝 fj 引用了 Burke的

五因分析法 (Burke， 1969) 。所謂五因分析，原本是文學裡的一種分析方法，
特別是運用在語藝學上。 Wertsch藉由它及 Burke的詮釋來說明文化工具及其分

絲織

的絨你是

析的單位 (unit

鋪滿峭

林意雪

臨編輯買個措詞鬧翻 E輝

91

of analysis) 。其中，五因的五個單位分別為行動(
act) 、場景

(scene) 、行動者(agent) 、工具 (agency) It與目的 (pu中ose) 。在這五個分
析單位中，最重要的兩個單位是行動與工具一一「出現了什麼行動
J '以及
「行動者藉由何種工具行動J '因為此二者能幫助我們瞭解人類的活動。
Wertsch則進一步解釋，而行動者如何施為，靠的就是文化工具的中介;行動

與工具分別就是所謂「受中介的行動
J (mediated action '以下簡稱中介行動)

及「中介手段 J (mediational means) 。
由於行動本身並不是中性的，無法獨立來看待，行動者都是透過中介來

行動，因此中介手段(文化工具)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瞭解行動的來源。稍早提
到在Vygotsky的論述之中，人與其工具之間有一個辯證的關係。
Wertsch貝Jj進

一步歸納中介行動的幾個特徵，對受中介的行動而言，人與文化工具之間存在

著無法化約的關係'要瞭解受中介的行動，就必須要觀察人與其文化工具之間
如何互動，而不能單看人或是工具本身。

(二)文化工具的特徵
文化工具擁有九項重要的特徵，包括:1.行動及文化工具之間存在著無
法化約的張力; 2. 文化工具的物質性; 3. 中介行動同時擁有多重目的;4. 中

介行動有一種或數種發展的可能性;5. 文化工具會限制行動(constraint) ，亦

支持行動( affordance)

; 6. 新的文化工具會轉化( transform )中介行動; 7.

行動者朝向文化工具發展的關係稱為精熟(

maste可以 8. 行動者朝向文化工具

@行動( act) 、場景( scene) 、行動者( agent) 、能動性( agency)

(purpose)

與目的

，此五因的英譯是沿用Wertsch (1998) 的用法，其中， agency亦可直譯

為工具 (instrument，
詞，而 Perusek

means, methods)

(2006:

，例如:

86) 則是使用 agency

0

Bruner (2005:

35) 是用 instrument一

Wertsch使用 agency 而非 instrument 的原

意，應是為了強調行動者是「透過工具」達到施為的可能，因為工具所賦予的「能
動性」正是 Vygots恃強調的中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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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關係稱為取用( appropriation)

;

9. 文化工其會與權力和權威 (power

and authority )相結合。﹒
為了說明文化工具的特性， Wertsch以田徑運動裡的「撐竿跳」這個中介
行動為例加以說明。在分析撐竿跳時，單方面地分析竿子或是人，都無法瞭解
這項行動的意義，而是必須以行動者的目的及如何行動來分析o 撐竿跳同時說

明了文化工具是物質性的，雖然所謂物質性並不侷限於可觸摸的物體，因為即
便是口述的語言，也具有某種物質特徵 o 同時，當我們觀看中介行動時，也會

發現人在使用文化工具時，同時擁有多重的目的。進行撐竿跳的人可能是運動
的樂趣，也可能是為了挑戰紀錄或是贏得頭銜。
文化工具剛開始並不是為了促進行動而產生的，通常是為了其他的理

由。文化工具也在歷史進程中持續發展，連帶使得受中介的行動本身也處在一
種或多種發展可能性的情境之下 o 像火藥最早的用途，和它後來的演變及其影
響，不但本身就是一個進展中的歷史，而運用火藥原初欲達成的目的，也與後
來不盡相同。

文化工具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性質:它使行動成為可能，也使行動受到限
制。例如:鉗子能夠夾取或剪斷，但不同的鉗子也只能夾取或剪斷一些特定形

狀的物品。文化工具之功能或侷限的這兩個面向分別稱為「支持」及「限
制」。行動者在體驗了文化工具的侷限後，往往會改造文化工具或發展新的文

化工具來改善它對行動的侷限。但是，在改造了文化工具後，雖能使文化工具
再支持某些行動面向，但也會產生新的限制。就像汽車功能的不斷改造，使人

@本文其中一位匿名審查委員提醒，文化工具的特徵與唯物辯證法之間有著密切的相
關性。例如:文化工具的物質性(唯物)、數種發展的可能性(歷史進程)、支持及
限制(雙重性)與權力(階級流動性)等四頃，正好符合唯物辯證法的幾個基本特

色，也呼應了 Vygotsky學派在本質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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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得以在短時間內旅行遠方，卻也限制了人類體驗及觀看的方式。再回到鉗子

的例子，熟悉這項工具雖然有助於行動者使用它，但如果在問題解決的當下，
行動的本身需要運用到鉗子的重量而非夾取的動作，那麼鉗子的原有功能反而

限制了行動者的思考 (Mai缸， 1931)

0

•

翻閱近代人類科技的進展史，無庸置疑的是，新的文化工具的確會轉化

受中介的行動，電腦即是最鮮明的一例，它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行動及思維。
當新的文化工具出現時，行動者會經由內化而逐漸掌握文化工具的使用，這個

歷程一般稱之為學習，但在社會文化取向理論中，則以精熟和取用來描述行動

者趨近文化工具的關係。避免使用內化( internalization) 一詞，根據Wertsch的
解釋，是因為內化一詞誤導人們以內外二分的方式來思考認知功能，因為實際
上，認知並非存在於內在平臺，以控制個體對外界的認識。對於社會文化理論
而言，認知存在於社會~@格與情境之中，而精熟傳達了人在社會脈絡中，成功
地運用工具的過程。雖然Vygotsky在解釋兒童使用語言時曾使用內化一詞(李

維譯，

2007 : 102)

，但像算術這樣的歷程，人很少真的將之「內化
J '而是必

須使用紙筆及演算步驟來解題，因為紙筆、演算步驟、算盤或是計算機，都是

人類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工具。
精熟與取用兩者之間有一些差異存在，區分兩者將有助於分析與理解受

中介的行動。「取用」取其借用的意義，來表明文化工具先存在於行動者之
外，而非行動者所創建或可全然內化之意。它也說明了行動者在使用文化工具
時可以取用它的優勢，卻也無可避免地必須取用它的限制。這一點，很像佛學

@在 Maier的心智實驗之中，受試者必須設法將兩條從夭花板垂下的繩子綁在一起，
這兩條繩子之間的距離無法讓兩隻手同時講到，但房間裡置有一把鉗子，受試者的

思考要能跳脫鉗子原本預設的功能，也就是將鉗子綁在其中一條繩子上，運用鉗子
的重量將繩子甩到手能講到的距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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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語言的觀點。當行動者取用某一項丈化工具時，他並不一定能察覺到這些

限制，但當行動者察覺到文化工具為他所帶來的限制時，他將會對丈化工具產

生抗拒( resistance) 。
Wertsch 在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有關猶太兒童取用慶祝聖誕節的

方法。猶太教徒並不慶祝聖誕節，但因為猶太兒童必須要融入美國的學校之
中，因此他們的行為會配合聖誕節的慶祝活動，但在合唱聖誕歌曲時，他們會

跳過任何提到耶穌的字眼，不將這些字詞唱出。像這樣的行動，就無法單純以

精熟來看待，而必須以取用的概念來理解。
最後一點，也是很重要的特徵，則在於丈化工具與權力/權威之間密不

可分的關係。由於文化工具並非價值中立

(Goodnow ，

1990)

，且人透過文化工

具來行動時，也不可能不帶任何目的，因此，丈化工具如何影響權力，也是在

分析行動及行動者時一個重要的面向o Wertsch認為，新文化工具的出現往往

轉化了權力和權威 (Wertsch，

1998: 65)

，例如:網際網路這項工具的出現，會

直接威脅到集權國家的權力，也可能因而轉化了權力的所在。但不可忽略的

是，行動者在使用文化工具時，有時會瞭解到自己必須在特定情境下使用某一

類的文化工具，才能獲取發言權或優勢。如果忽略了權力這個特徵'將很難對
中介行動有更深刻的瞭解。

(三)小結
Wertsch藉用五因分析法，進一步發展了
Vygotsky的中介概念，並歸結出

文化工具的特徵。對社會文化理論來說，個人的行動或行為並不是單獨的認知

活動，必須藉由社會文化所提供的各種中介工具而產生，若要瞭解或分析個人

行為，也要將之放區社會文化脈絡中來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行動是分析

的主角，但文化工具卻是一個分析的途徑。也就是說，行動者如何以工具達成
他的行動，在論述文化工具與行動者所交織出來的行動分析時，
Wertsch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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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刻意地在文化工具與中介行動之間劃清界線。在五因之中，行動是分析的主

要單位，但為了瞭解是哪種文化工具正在中介行為，抑或行動者使用文化工具
要達成何種目的時，文化工具則叉必須進入到分析的藍圖之中。
使用這個架構來分析教室內的行為時亦然，藉由這樣的分析架構，教育

領域的學者或教師可以瞭解師生教學或互動時，慣用哪些文化工具，依此來設計

更好的文化工具以協助學習。例如:

(1 998 )以及Herrenkohl

Herrenkohl

(2006) 、 Herrenkohl與Guerra

、 Palincsar 、 DeWater與Kawasaki (1999) 在研究科學

教學時發現，學生在科學實驗課中缺乏主動參與的學習，而且僅有少數能理解

科學探究的方法。於是， Herrenkohl 為科學課設計了三種觀察參與者的結構及
角色，目的是為了「重新」中介學生的科學學習活動;這個過程就是以文化工
具的概念來構思的。
除了構思學習活動之外，教育領域的研究者亦可藉由聚焦於文化工具，

來瞭解教師如何中介領域知識給學生

2004)

(Bernhard ，

2007; Cornelius & Herrenkohl ,

;抑或，可在教師引介新的教室規則或是行動策略時，藉由分析行動者

(學生)遭逢(encounter) 新的文化工具(規則或是策略)時所做出的行為
(中介行動) ，瞭解在該社會情境之下，行動者如何取用或是抗拒新的文化工

具，以評估成效。例如:Lin (2005) 評述Paley (游淑芬譯， 2002) 教室裡的
新規則。

參、研究方法
這份美國課室質性研究的原始資料蒐集於2003 年的 3 月至5 月間。當時的

研究目的是為了探究教師對於合作學習的理念及其實踐方式，在一個六年級的
課堂持續蒐集教師訪談、課堂錄影、錄音及田野札記等資料。該研究(Lin，

2004 )後來順利完成並發表，但研究者內心始終有個困惑，那就是班上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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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的女學生在小組中表現了積極的參與意願，但卻與教師形容的「安靜而不

參與」的他有著極大的差異。雖然人類行為未必總有完全一致的表現，但在錄
影資料中，他不但自願擔任組長，也能在擔任組長時跳脫沉默，盡力維持組內
討論的順利進行。

當時的研究對象一----;這位班級教師，是位具有開放胸襟、對於多元背景
能力的學生能給予不同支持的教師，也曾詢問研究者可否分享研究發現。當

時，研究者曾以教師較熟悉的
Vygotsky鷹架理論來說明自己所觀察到的教學優
點及潛在問題，也分享了自己對於這位文靜學生的觀察。不過，卻一直未能找

到適切的角度，更有系統地理解這位學生，理解他的行為與教師教學之間的關
係。一直到接觸了Wertsch的文化工具理論，才得以將該名學生在小組內的表

現及其與教師教學之間的關係解釋清楚。因此，本文重新分析了過去研究中的
部分資料，並以不同的視角一一也就是分析架構，提出不同的探究問題。在這

份研究中，研究者依照研究探究的歷程，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問題:一、以一位
教師眼中安靜的學生為例，在文學圈的討論之中，組長角色如何影響其表現?

二、學生如何使用教師所提供之工具來執行其組長的任務?研究的分析則以文
化工具為架構，理解學生如何運用教師提供或其他的中介手段，達成組長任
務，也就是理解教師教學行為與學生行為之間的關聯或斷裂。

一、研究場域
研究場域為美國西北部一所大型都會區的普通中學，學生來自於中低社
經背景之家庭環境。一般而言，美國的中學為六至七年級，該學區學制之中學

則為六至八年級。全校學生族群的分布比例為:56%的亞裔、 26%的非裔、

9%的白種人(即Caucasian' 高加索人)、 7%的拉丁美洲裔，以及2%的美國原
住民。

紋絲

織

聯林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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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班級為該校中的一班六年級學生，班上的 24位學生有 23 位參與本

研究。海蒂老師﹒是這班六年級語文、閱讀及社會科教師，負責該班級整個上
午時段的課程。海蒂老師在該校教書的年資為七年，同時也是六年級教師群

(grade teacher

team) 的兩位領導教師之一。學校原本為常態分班，但於研究

進行那年，校方嘗試將 180位六年級學生中學習成就較高者編至該班。研究期
間為該學年的下學期，換言之，當時學生已經十分熟悉學校的規則及教室的例
行活動，包括教師的教學。

在上午的兩個半小時中，海蒂老師進行了全班性的指導活動，且交替三
種不同的分組類型:一為語文學習站;二為文學圈 (literature

circle)

;三為社

會科研究。在第一種分組活動中，教師設計了不同的學習站，由學生自由選擇

學習站進行學習，但在此同時，教師會不定時地點選四至五位學生，以小組方

式指導這些學生閱讀技巧。第二種分組應用了相互教學法(
reciprocal

teaching) (Palincsar, 1984, 1986)

，教師向學生介紹六本少年小說，由學生填寫

其中三本自己最想閱讀的書籍，然後再根據學生的閱讀能力、性別以及學生之
間過去合作的情況，將四位學生分成一組，閱讀同一本小說。第三種分組則由
教師抽籤，隨機將學生分成三至四人的小組，共同負責蒐集一個社會科主題的
資料，彙整成研究報告。

在這三種小組活動中，由於文學圈進行的方式較具結構性，成員固定，
而且有比較多的小組互動機會，因此，分析的小組互動資料也以此項為主。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莉莉這位學生，但由於研究問題聚焦在文學圈的參

與情況，以及其與教師教學之間的關係'因此以下除了莉莉之外，也會介紹同

@本文中所呈現的教師及學生名字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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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員，以及文學圈做為小組互動分析的背景脈絡。

莉莉出生於菲律賓，小時候與家人移民美國。父親曾在沙烏地阿拉伯工
作，目前在學校附近開了一家店。莉莉有兩個姊姊和一個妹妹，和她聊天時，
她很熱切地與研究者分享她的學習檔案及作品。學習檔案夾的封面照片，除了

莉莉自己及家人外，還有班上的安琪與喬丹。在文學圈進行至該學期的第二本
小說時，莉莉(女，亞裔)、亞龍(男，非裔)、諾瓦(男，非裔)、泰勒

(男，白種人)被分至同一組中，閱讀 Myers

( Scorpions) ;

( 1990

)的著作《天蠍幫〉

{天蠍幫〉在六本小說中屬於挑戰性較高的一本。同一組中，泰

勒、諾瓦與莉莉屬於高成就的學生，亞龍則是四人之中學習成就較低的一位;
泰勒和諾瓦個性活潑，在班上很受歡迎;而莉莉嬌小文靜，亞龍較不敏銳，兩

個人在班上的朋友比較少。
文學圈的進行是以相互教學法為主軸，四至五位學生進行閱讀討論，每
位學生輪流擔任摘要總結者、澄清者、提問者以及預測者等四種角色，在閱讀
材料之後，進行同儕討論。舉例來說，澄清者會提出他在閱讀時感到疑惑、需
要釐清之處，同學則直接回答，或針對澄清者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待澄清的

部分結束後，再換下一個角色提出他的問題。如此進行約25 "-'40分鐘後，教師
會發給每人一張同儕互評表填寫，學生依據其他組員當天的參與情況給分。海
蒂老師會收回互評表，以及學生在家中課前閱讀時填妥的角色學習單，以便稍
後評估小組表現和預讀提問的品質。

相互教學法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維高斯基學派的鷹架概念，試圖運用能

力相近的同儕在近側發展區內所扮演的輔助角色，提升學生閱讀方面的技能。
海蒂老師的班級每週都有二至三次的文學圈時間，通常間隔一天以上，方便學
生完成指定閱讀和作業。學生在文學圈進行的當天，必須閱畢指定章節，通常
為一章左右;未完成閱讀的學生則必須到一旁自行閱讀。除了四種固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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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之外，海蒂老師還規定學生要輪流擔任組長，協助維持討論程序;另外還
有一位記錄者，隨時寫下同學所提的問題及答案。在每次討論開始前，小組會

先推派組長人選，至於記錄工作，則是由某位同學先開始，累了之後就將記錄
單遞給下一位繼續。

三、資料蒐集
整體的研究是以質性方法蒐集教學相關的資料，以全面瞭解教師如何理

解及應用合作思考教學的概念及策略，研究者以參與式觀察的身分

&

(Atkinson

Hammersl句， 1998)' 每週固定造訪兩至三次。資料包括觀察全班上課、分

組活動之錄影錄音、教師及學生訪談、與教師隨時交換想法等。另外，也蒐集

上課教材、學習單、學生作業等靜態、資料。
本研究相關的資料分析是建立在對該班及學生的瞭解之上，由於先前已

完成教師及班級的合作學習現況研究，因此，對於班級與教學的背景脈絡已有
相當程度的掌握。為了要能進一步理解教師眼中安靜的莉莉，本研究分析的資
料圍繞在莉莉於《天蠍幫》文學圈中與三位同學的互動、學習單、教師於文學

圈時段的教學行為等。主要的資料來源有二，以下說明資料來源，以及資料的
初步整理工作:

(一)主要資料一:教師在文學圈時段的教學資料
在教室內運用學生小組合作教學的教師，最大的挑戰在於使學生將注意
力維持在小組需要完成的工作之上，海蒂老師也不例外，她於課程開始及結束
時對全班所做的提醒，以及在文學圈時段巡迴於各組之間時所給予的主要回
饋，是本研究分析時所依據的第一類主要資料。這部分有錄音與錄影的資料，
係先將教師所有的話語膳寫為書面資料，再對照教師的訪談內容，將重複出現

的組型模式分類串且織後，歸納出教師對文學圈及小組工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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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資料二:閱讀《天蠍幫》這組學生的討論活動
莉莉該組文學圈的錄影紀錄一共有三次 (4 月 22 日、 4 月 29 日及5 月 2 日)

,

研究者先將錄影資料整理成文字紀錄，再藉由反覆觀看錄影資料的方式，找出
學生互動的模式。其中，會特別注意學生發言的次序、回應彼此的方式、教師
在巡迴各組時短暫的介入對學生互動的影響等。在尋找互動模式時，也同時注

意莉莉擔任組長，以及不擔任組長時的表現差異。

四、資料分析
在初步分析時，本研究己分別歸納整理了教師及學生的資料，在深入分
析的階段，先以五因分析法列出教師和莉莉的五因，而由於教師和莉莉在行動
目的上並無矛盾，接著便進一步檢視兩組資料之間的關係'以及此關係如何凸
顯了行動及工具之間的相互影響性或因果關係。例如:教師的期待對於莉莉或

其他學生產生了何種影響?也就是教師對文學圈的要求或期待，如何中介著學

生的行動?教師行動後，學生的互動模式受到何種改變?學生使用了哪些教師
提供的工具來行動?教師的行動又如何地被中介著?

(一)教師的五因分析
教師的角色在於維持班級活動的順利進行，教師持續地巡迴各組，確認

進度及進行方式:
﹒行動者:教師

﹒目的:維持文學圈的進行，使學生專注討論，但同時必須控制各組音

量
﹒行動:巡迴走動，關注看似有問題的小組

.場景:班級內的文學圈

﹒工具:

?

林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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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著教師的文化工具是什麼呢?和前言中說故事的徐老師一樣，教師
運用類似 IRE 架構的高度管控方式來維持教室活動的順利進行，但這個工具不

僅支持了教師角色，也限制了教師的角色，其限制為何?除了分析文化工具的
內涵外，在分析時亦以文化工具的特徵來檢視教師的中介行動。

(二)莉莉的五因分析
針對莉莉在文學圈小組內的表現，可以用五因呈現如下:
﹒行動者:莉莉

﹒目的:維持文學圈的進行，達成教師的期待
﹒行動:擔任組長

﹒場景:班級內的文學圈小組
﹒工具:

?

莉莉身為行動者，對於教師所賦予的組長任務，她十分認真地看待。從

莉莉的參與模式中，不難發現她極力地想要維持文學圈的進行，並沒有抗拒教
師所賦予的工作。但問題是，她用什麼來執行組長的任務?教師僅交付組長任
務，但並不表示任何學生都擁有一樣的權力來完成任務，所以此時就必須依賴
工具來中介 o 在分析時，本研究著重於莉莉在組員離題或未配合討論時，她使

用了什麼工具?哪些有效或無效?原因何在?這些工具顯示出哪些文化工具的
特徵?莉莉還需要什麼其他工具，以勝任組長工作?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來解釋
這些行為?
此外，本研究之分析，著重的是重複出現的組型或模式，以及行動與意
義之間的關係。由於質性研究有著不做預設的特質， ，-對所有可能顯現的抱持

開放性 J (吳芝儀、李奉儒譯，

2008)

，在嘗試以文化工具的特徵來解釋其現象

意義的同時，亦注意任何反例或有衝突矛盾之處，以自然探究的精神出發，但
保持批判性及對背景脈絡的敏覺力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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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一、教師對文學圈及小組工作的期待
教師會先在小組活動開始之前，重述自板上的教學目標，提醒學生文學
圈討論的目的及規則:接著，教師會請大家安靜地步行至學校餐廳、進行分組討
至子A
且冊

U

學生進行分組討論時，教師會在各組間巡迴。他先停在一組前面，聆聽

他們的對話幾秒鐘，詢問他們一、兩個問題後才離開。教師有時會在聆聽之
後，直接前往下一組，或者，若這組有比較多的問題，教師會停留較久的時

間。教師在每一組所問的問題大多為程序性的問題: (一)誰是組長?

(二)

你們進行到哪裡了? (三)你們進行得如何?學生偶爾也會主動舉手，請教師
過來，而這種情形通常是在討論時有疑惑，或者組員有不合作的行為時。

除了巡迴每一組之外，海蒂老師也會中斷全班的討論，每堂課大約三次
左右。討論進行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時，她會先請大家停下來，瞭解各組的

進度是否一致。例如: ，-進行到總結的舉手?進行到預測的請舉手? J '並請那
些進度落後的組別要跟上大家的腳步。其他的情況，則像是要大家放低說話的
音量，或者將她所觀察到的普遍問題及疑惑向全班說明。
海蒂老師在訪談中表示，她在聆聽小組對話時，最注重每位學生是否都

在參與以及工作的品質。而小組合作最重要的是訓練他們與他人相處的能力，
能夠和善而中性地對待他人。在這段訪談之中，海蒂老師主動地提到莉莉三

次，.而且是她在訪談中唯一提及的學生名字。她說:

@海蒂老師提到莉莉，是在訪談者完全未提及班上任何學生名字或悶了任何晴示性問
題的情況下;至於是否因為訪談者來自亞洲的身分而讓她特別想到莉莉，則不得而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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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在一組之中，就會有某個人完全沒參與，只是坐在那程，像莉

莉就太安靜了， [小組]對她東說太困難，但對她也會很好。

海蒂老師不太確定莉莉「是否會喜歡小組工作 J '又提到，今年這班程度
高的學生較少，不像以往可以仰賴程度高的學生來提升其他學生，

，.像莉莉，

她的程度很高，但她是那麼地安靜，她沒有辦法真的幫忙把其他學生帶上
來...... J 。

因為這段對話，研究者回到小組錄影資料的莉莉。研究者發現，莉莉在

小組中的表現與教師的印象恰好相反，莉莉在小組當中非常積極地想要擔任領

導者。
泰勒· ，.誰要會組長?

J

莉莉立刻舉手。
泰勒· ，.為什麼要投你? J
亞龍· ，.那投我好了。」
諾寬對著莉莉說: ，.你為什麼這麼想當組長? J
[莉莉沒有 I§) 答]

主法克用手指著莉莉、泰勒、亞龍、然後自己，決定了擔任組長的順

序。(小組錄影資料， 2003 年4 月 22 日)
這個輪流擔任組長的方式，是在一次討論的半小時內，四個人就輪流擔

任組長一次。由於末計時或分配時間，通常第一位擔任的時間會比較久，至少
會持續 15 分鐘以上，其他人約各僅剩下5 分鐘左右。莉莉並非如教師所言，被

動、安靜地等待別人安排。她的參與度也相當頻繁，而不完全是安靜聆聽或被
動發言。只不過，在其他三個男生岔題時，她便完全插不上嘴。

第三次研究者觀察到莉莉擔任組長時，小組討論才剛開始，組員就有不
專心或離題的情形，她試圖引導回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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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那是你分享的「主要事件」嗎?好的......換我了，不要甩你

的鉛筆，把鉛筆放下車。(小組錄影資料， 2003 年 5 月 2 日)

那麼莉莉的主動，和教師印象中的「無法幫忙把其他學生帶上來 J '差距
何在呢?當天教師在經過這組時，亞龍因為沒有讀完預定章節，在教室的另一

邊獨自閱讀，只剩下三位組員。諾瓦提了一個問題: I 那個印第安人總共來了
店裡幾次? J 諾瓦問完問題之後，便趴在桌上，用拇指迅速翻書。莉莉和泰勒
一面在書中找答案，一面跟諾瓦交換想法。教師走到這組時，眼光仍在掃描全

班的狀況，並沒有立刻與組員交談。等到她低下頭問

I 你們進行到哪裡

了? J 莉莉拿起她于上的紙，準備要回答教師的問題，這時，泰勒卻說話了。

泰勒(半開玩笑) :諾瓦他很難過，因為他想念他的本~汽車。
教師皺起眉頭:什麼?

泰勒:他弄丟了本@汽車的零件。
教師:那個和你們在諱的書有什麼關係?

泰勒:沒有，只是開聊。
教師:我在這裡站著聽你們討論，可是我沒有聽到什麼重點。
諾瓦[指著泰勒，想錄教師澄清] :他正在試著證明......

教師打斷:誰是組長?
泰勒和諾瓦 j司時@答:莉莉。

教師:莉莉，你可以把我們引@正趣嗎?

莉莉[小聲地說] :我們進行到「邊想進找答案」.這部分。
教師:好，那你們提出的是什麼問題?

@教師為了要訓練學生提悶，將文學圍的問題分為四類:書裡找答案 (right there) 、

邊想邊找答案(也ink

(only me)

and

search) 、作者和我(如出or

and me)

，以及只有我知道答案

等四種問題，目的在教導學生區分不同的問題類型。

姆林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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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瓦:我們在討論印軍安人求了在裡幾決?答案是一次。

教師:一次?那為什麼它不是屬於「書裡找答案」類型的問題呢?

諾瓦:不'等等，不是，因為他實際上去了兩次，一次是去賣東
莓，穿一次是膏...
教師:重點是，害你問組員一個問題，其他人的五作是去iff)答你的
問題，不是這樣嗎?

諾瓦小聲地對著組員說:我們可以討論了嗎?

教師看著別組，緩步離開。
泰勒:我覺得是一次，因為有一次是本東德求在裡告訴傑蒙說，印

軍安人想見他，傑蒙間，他想是我做什麼?本東德說，你是
到他時你就會失。道。[諾克在發呆] (小姐錄影資料， 2003 年 5
月 2 日)
教師在這裡加強了組長的功能，就是要讓小組專心地完成任務，而這個
任務，就是當「你問組員一個問題，其他人的工作是去回答你的問題」。這個

文化工具是教師所提供給組員的，希望組員的行為透過這個中介模式來互動，
也就是說， I 問題一回答」是教師期待看到的小組互動。海蒂老師也在每次文

學圈開始時，指著小白板上的文字，說明文學圈進行的程序:
組長的角色是決定誰先分享，然 f是確定每個人都專注在五作上。首
先是講出主要事件，然 f是r!!i)種問題(用註 7) ，然後是關聯性及預
測。

二、莉莉在小組中的表現
在上一節的例子中，很明顯地可以發現，莉莉雖然在組內表現出擔任組
長的行為，要諾瓦不要甩筆，要他專心回答問題等，但是，卻因為教師走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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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時，泰勒提供了一個不相關的答案，而使教師認為莉莉沒有做好組長的任

務。那麼實際上，莉莉在小組內參與或擔任組長的情況如何?研究者在三次的

錄影資料中發現，莉莉在小組中的參與有以下模式:

(一)運用質問及同儕互評單的技巧
這組的三個男同學都很愛開玩笑，像是諾瓦會自我陶醉地演起戲來，或

是哼唱黑人饒舌歌曲。在他們開玩笑時，有時莉莉會跟著笑了起來，但大部分
的時間，她只是沉默地看著，也曾試圖把他們的注意力帶回到討論之中。當離

題或閱玩笑的人不只一位時，莉莉會選擇沉默。但若只有其中一人出現問題，
莉莉則會採取主動及威脅的方式制止。例如:有一次，莉莉是組長身分時，亞
龍仍然在填寫他的學習單，沒有參與討論。莉莉伸手試圖將他的學習單抽走，

說，-我要給你壞評分! J 亞龍大叫，-不要! J 莉莉，-那，我的問題是什
麼?如果你有在聽的話。 J (4 月 2 日)另一次，則是當諾瓦自顧自地扮著鬼臉

時，莉莉說: ，-你在聽嗎?我說的最後一個字是什麼? J (5 月 2 日)

(二)堅持「問題一回答」的模式，即便討論還在進行
海蒂老師強調在文學圈的活動之中，學生要能提出好的問題，其他人則
要負責回答，確認自己對閱讀內容的理解 O 但有時候，難免會出現意見分歧的
情況，此時，原來「問題一回答」的模式就必須轉為討論，以便釐清正確答案
為何。但莉莉會繼續維持「問題

回答」的模式，她會直接打斷討論的進行，

並在其他同學尚未達成共識或結論的情況下，直接轉到下一個問題。

(三)教師談話完畢或是離開後，莉莉立即發言
第一次討論《天蠍幫》時，莉莉會在教師宣布結束後，或離開小組的那

一瞬間，找到機會立刻發言 o 在莉莉擔任組長的這20分鐘裡，教師總共經過該
組兩次，並兩次對全班宣布事情。每一次，當教師講完話或離開該組後，莉莉

會立刻在這個空檔後發言 o 而當組長的工作交棒給泰勒之後，這個模式就立刻

M紗 位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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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在其他兩次的錄影中，亦曾出現過這樣的模式，但已不如第一次明顯，
這可能是因為莉莉擔任組長的順序並非首位，擔任時間也相對短少，且教師介

入的次數降低所致。例如:在上節所引的段落中，教師責難該組離去後，莉莉
並沒有立刻發言

o

莉莉在小組中所表現出的這三種行為模式，並非是獨立於海蒂老師的教
學活動之外的個人習慣，而是身處於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藉由某些
中介工具，完成她做為一位學生或組長的活動。以中介行動來看待莉莉或其他
學生之行為，才能充分暸解學生行為與教學活動之間的關聯。從莉莉在小組中

的表現來看，無庸置疑地，她有意願要扮演好組長的角色。但莉莉做為一位行

動者，必須藉由工具來施為，也就是說，必須仰賴文化工具的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莉莉在組員中規中矩地討論時，反而能夠中斷討論，要

求下一位提出問題，繼續「問題

回答」的形式;在個別組員離題時，她也有

能力以質問及互評來應對。她的困難似乎出現在兩人以上的聯合不專注行為。

伍、結果與討論

研究發現了三種莉莉參與的模式，尤其是在擔任組長的職務時所表現出
來的行為，包括:模式 1 :運用質問及同儕互評單的技巧:模式

2 :堅持「問題

回答」的模式，即便討論還在進行;模式上教師談話完畢或是離開後立刻
發言。在教師的眼中，莉莉的高語文能力並沒有在小組中發揮領導的角色;但

研究發現，莉莉很希望能發揮她的領導角色，也在不同的時機運用了教師刻意

或無心提供的文化工具來行動。她表現出來的三種組長行為，正好分別透過三
種文化工具的中介。以下依序探討莉莉所使用的文化工具。
質問及同儕互評單是教師刻意提供的工具。對於傳統的合作學習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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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同儕互評單是為了建立學生個人績效與責任的一種作法，.避免搭順風
車或社會閒置，使成員在小組合作中盡力負責，確保學習的品質(任凱譯，

2005 )。莉莉善用同儕互評這項工具，在亞龍不聽從她的制止時，以同儕評分
來威脅他。而教師提供此一工具的目的，和莉莉使用此一工具的目的是一致

的，工具本身並沒有受到轉化，也支持了莉莉意欲維持小組工作進行的目的
性。此外，莉莉運用了質間的技巧，質問技巧是教師訓練學生用以維持專注聆
聽的方法，而莉莉曾對諾瓦使用了質間的技巧，這或許是因為莉莉瞭解諾瓦是

班上的高成就學生，並不那麼在乎同儕互評，因此她僅運用了質間，而沒有運
用同儕互評。

「問題一回答」是教師刻意提供、但卻被莉莉以不同日的來取用的討論

形式。由於海蒂老師本身深受相互教學法的影響，知道學生必須仰賴清楚的鷹
架，才能夠達到同儕相互學習的目的。因此，在每一次文學圈開始前，海蒂老
師都會指著白板上的文學圈宗旨，向學生強調文學圈的目的以及

1荒程。這項工

具的原意是為了讓學生清楚瞭解小組的工作流程，降低學生的離題行為。但莉
莉的領導行為深受這個中介工具的影響，即便在討論本身並沒有離題的情況
下，莉莉仍執意要回到「問題

回答」的架構。例如:有時成員正在釐清自己

的看法、進行有意義的討論，莉莉會突然要求下一位提問者分享。教師原本意

欲提供的文化工具，是為了讓學生能夠在行動時有所依循，但卻因為行動者與
目的之間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張力，致使文化工具本身在促成行動/小組討論的
同時，也使行動/小組討論受到侷限。

教師介入後的空檔時間，是教師無意間提供的中介手段。每次教師中斷
全班活動，要求降低音量或確認各組進度後，莉莉會趁這個空檔，立刻取得發

@合作學習需要具備五項要素:正向互依、個人績效與責任、面對面互動、社交技巧

以及團體歷程。

潛心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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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權。原本，研究者不太理解這樣的行為，但當以文化工具的特徵之一「權
力」來解讀時，卻更能理解這個行為的目的。由於莉莉在組內很難取得發言權
及掌控權，尤其泰勒及諾瓦之間的交談，會使莉莉呆坐在一旁，無從插話。在
教師以其權力暫停全班活動、要求大家聆聽指令時，莉莉便獲得了一個難能可

貴的機會，重新取得發言權。這個行為肯定了
Wertsch所說的，文化工具與權
力息息相關，同時也說明了文化工具只能在特定的脈絡中使用，因為僅有在這

個脈絡下，莉莉才可能使用這項中介手段。

這三項莉莉的參與模式及其所使用的文化工具，顯示了教師給予學生的
工具，部分確實能協助學生達到學習的目的，但仍有美中不足之處;尤其是對
那些教師認為過於安靜的學生而言，因為他們在小組內的權力可能相對有限。

從莉莉的例子可以看出，教室內並沒有太多的工具轉化莉莉在小組中低權力的

事實，而莉莉自己應該也很清楚，所以，她必須善用教師所提供的工具權力。
同儕互評單在合作學習中是相當重要的中介，它使學生能夠依據別人的表現填

寫評分，成為學生之間互相約束的工具。不過，對於泰勒和諾瓦這種高成就的
學生來說，同儕學習單並不必然會影響其行動。或許，莉莉也可以訴諸於教師

直接的權威，舉手來尋求教師介入，因為泰勒或諾瓦都曾經在亞龍未完成學習
單時，以舉手來試圖獲得教師的注意。不過，當其他同學只是偶爾離題或開開
玩笑時，莉莉可能很清楚，這樣的行為還不到需要教師直接介入的地步，但她

也沒有其他方法來達到教師的期望和目標。
教師的中介行動是比較容易被理解的角色框架，海蒂老師在文學圈的進
行期間，緊密地巡迴並密切注意各小組，特別是那些看起來像是不專注或離題

的行為。她同時也要關注時間及進度，小心翼翼地監控噪音，避免干擾到其他
教室。不過，在微觀的個別互動層面，教師很容易便被自身既定的印象所中介

著。例如:海蒂老師認為，莉莉很安靜、無法勝任組長，因此，當情境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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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叫川

似乎如此時，她便急切地責怪莉莉失職，並指導莉莉該怎麼擔任組長，而非深
究當時的情境。「教師成見」這個中介物似乎是內隱的中介，教師可能以為，

只有他個人對莉莉有這樣的成見，他也無意向全班公告他內心的想法。可是事
實上，無論是泰勒或諾瓦都知道，莉莉在擔任組長時，並不像他們一樣有權

力，他們可以忽略她的指令。因此，教師某些內隱的中介，特別是教師對學生
的觀感和評價，應該是一種外顯的中介符號，是學生可以輕易察覺的中介行
動;而這點，恐怕也是教學者經常忽略之處。

Vygotsky認為，個體往更高層次發展時，會以中介手段來取得。例如:兒
童會使用大人的用語，藉以使成人以更成熟的語言來與他對話。以莉莉的情況

而言，她嘗試往更高的層次發展，試圖發展她的領導能力，但她所處的社會環

境中，並沒有合適使用的中介手段。於是，莉莉轉化了一個原本並不是教師有
意提供的工具，使她自己能夠在情境中重新獲得行動的能力(能動性)。當她

在新的小組擔任組長時，她很自然地運用這個活動空檔所給予的能動性，獲得

發言權及主導權。而莉莉過度堅持使用「問題 回答」的于段，究竟是一種意
欲維持主導權的中介行動，抑或是她並沒有真正精熟這項工具，以致使「問題
回答」的模式限制了討論的空間，則無其他資料可以佐證回答。

陸、結語

教師經常假定學生可以針對目的來自由行動，而忽略了學生也需要中介
手段所給予的施為能力。教師也經常以為，所有學生都有能力以同等的權力來

使用他所提供的工具，但事實並非如此。在以莉莉為主的這個文化工具分析研
究中，不難發現，教師內隱的成見中介了他觀察莉莉表現的可能性，就如同終
點的視界所帶來的限制一般，教師的注意力也過濾了某些重要的訊息。若是教

師能發現莉莉積極參與的意圖，並在提供工具手段時，將文化工具的權力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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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莉莉或其他類似的學生將更能在小組中達成組長領導的任務。
誠如前述，莉莉擔任組長的行為及其與教室內文化工具之間的關係，若

沒有了文化工具這一分析架構所提供的觀看角度，恐怕只能發現學生參與的三

種模式，而無法深究參與模式和教室內工具之間的關係，也無法進一步達成對
教學有幫助的見解。對莉莉的教師來說，發現莉莉的積極參與固然重要，但若
教師能更為洞察外表文靜的莉莉在小組內的中介行動，瞭解她想要配合教師達
成文學圈的目的，教師才能進一步提供她干預離題行為時所需要的協助，並促

使她精熟或取用這類型的工具。

Wertsch (1998) 要我們在分析社會行為時，

特別去留意出現了什麼行為，以及行動者透過何種工具行動，因為此二者能幫
助我們瞭解人類的活動;而在課室的社會文化研究，能幫助我們理解人的情境

行動，釐清教與學之間交織出來的複雜關係。

中介概念在國內研究中，大多出現在介紹或應用
(主雅瑩，

2001

Vygotsky 理論的相關論文

;吳靜芬， 2004 ;廖美淳， 2004 ;賴淑媛，

2003)

，僅有少數

研究使用中介概念做為主要的分析架構(余翎瑋，
2004 ;林丈川、楊淑睛，

2009

;許家驛， 2008) 。但同樣相近淵源的活動理論 (activity the。可) ，在國內

則有較多的應用研究(主雅瑩，

2009

2001

;洪新原、游雯茹、劉光陸、徐士傑'

;高清漢、蔡仕傑， 2004 ;黃志賢、林褔來， 2008 ;黃昌誠，

1999

;藍建

文， 2002) 。中介理論或甚至 Wertsch 的文化工具理論，將行動放置在社會文化
情境中思考，檢視行為與學習者、學習環境之間產生了何種交互作用，並檢視
工具的權力 (Cornelius

& Herrenkohl,

2004) 。與所有的社會行動一樣，學習也

需要靠文化工具所給予的權力來達成。這樣一種架構，跳脫將教師或學生視為
教與學兩端各自獨立的觀點，使教學活動產生了更多被詮釋及理解的可能進

路。在獲致了理解之後，才能進而採取教學改進及學習提升的策略。
在分析教學時，學者會視其研究目的採取不同的分析架構，使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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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育工作者有所啟發及幫助。社會文化取向的觀點，例如:本文所探討的文

化工具，著重於教師中介知識與學生取用工具的方式，將人與複雜的社會脈絡
都放在分析的向度之下。文化工具理論指出，所有在社會文化脈絡下的行動，
均為某一種受中介的行動，而中介手段則使行動成為可能。因此，在分析教室
內的教學活動及學生互動時，也需要注意知識及行動如何受到中介，才能有效
地瞭解教師能否提供學生足夠而適切的幫助 o 而在試圖改變教室文化或改進教

學方法時，除了蒐集學生學習成果之外，若能加入文化工具的分析觀點，探究
行動者(包括教師及學生)如何中介及取用特定知識，將能更瞭解工具為何有
效，以及工具是否限制了其他行動的可能。

本文期盼以理論及實徵研究相互對照的方式，促使教學者在社會文化的

情境下，去瞭解自身的行動及中介工具，幫助學習者在廣泛的社會脈絡之下學
習。藉由這樣的探究，期望能幫助更多教學者看到教學與教室的全觀及微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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