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構主義在教學上的應用

一一一以「中國現當代文學概論j為例

觀慶華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一. sl 

在香港，主黨構主義的學習理論的未被普及應用在教學上，主要的原間是香港樂與師

資踏制約學院還沒有有系統士也教授造種學習琨譜， [憑此學生畢業後仍浩摺舊的數學模

;就算學生對站建壞習理論有一定的認識， {!::I.吾吾實行起來，又會受教是學環境的諸多限

甜甜無法隨行。去年，我教一班在親的小學老師了中關現當代文學概論J說，

摺課程中路入建梅主義學習理論的元素，並取得一定的成績。本文嘗試試這個課程作為

一個值案可予全新課程的整體設計，能指探討建構主義學習互理論的可行性，放就著黨行時

所遇到的履艱提出建議。

一，背景

1.課程名稱:教育學士榮譽學位的、學)中文諜報(三年混合師)

2 單元椅子~l

(1 )單元名稱:中間現當代文學概論2

(2) 學合:毒

(3) 級別:一年級

(也單元概要:本單元介紹 1917 年至當代的文學(包括香港文學)發展概混及各作

，立食指出文學學習與小學中醫語文教育的關諜。

(5) 課時數 :ω 小時。

(6) 施教方式:本單元以講授為主 9 並鼓勵雙向學習，教師會以身作則，期望學真

把所學用於雄教。 1立外，縛雞小組討論、導{舉報告及指塔自督等 3 使學員對

l 詳情兇 http://in甘ant.ìed.edu.hk/oihl cdc/ sfe/2002-02/ cmo/ e3bO 1 01 chì2083cp.htm 

2 本撥了毛上學朔的謙是在翅白夜間上;下學期的線是被暑假日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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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鵲現代及當代文學作進一層的探究 Q

(7) 詳按:學員須就指定作品，在口頭報告 (30%) 後，提交釣 4000 字的書哥哥報告

(70%) 。

3. 學生的資料

(l)學生的工作;在職小學老師。

(2) 資歷:全部學生日修學教育議書課程，是及格的小學教師。

(3) fl會議相關的諜程:他們沒有有系按地穆讀與中盟現當代文學有鶴的課程， fl會

散請握一些篇章。

(4) 程度:樂生的程度比較參差。含有部分學生在中學時期是啟讀理科或商科艷，

對文學的認識不諜，有些對文學沒有聽聽，當然啦有熱愛文學的。

生.聯絡方法:如於工作關係，很少學生可以在上課的!m校與老梅見醋，老師與學生

多用電齡聯絡。

三﹒碟程設對

L 教學進度的編排

單元大，稱說明教學以講控為主目也，說是說，的措習傳說的教學方式，不攝其

中加入了師生互動的元素。單元大鍋定得較寬，在設計教學內容持便可以較彈性

處理，飼如沒有規定怎樣處理導修報告多的此便可以用較多的時闊給學生做口頭

報告?讀學生多些機會主動是學習 c 不過，在設計數學內容時，總不能完全不顧蝦

元大謂的要求。安全是，我把全年的教節這樣安排:上學期共有 16餘，先用 11 節

來講授現代文學史和作品卦析;下學期有 12飾，先用7節講授當代文學史及作品

分析;每學期最後3節給學生做口頭報告密

2. 教學j編排的理念

老師講授

學生對梅…們諜的認識不深，先自我請搜基本如織學主要是介紹中關現當代

文學的發展及室主要的作品。在分析作品時多我向學生示範分析不同文體的方法 9

例如新詩難該注意不同i雇用的主張 2 每幅作家的特位;要注意詩的諾奏、意象的

運用等。講解是為種生提俱學習白雪資料，為學生作進一步的學習作准備，世就是

先為學生建好學習支架毛?如果學生沒有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基本概念多是無法深

3 何克抗: (建構主義 -1表新傳統教學的理論主主礎卜《你學吉普文教學} (2002 年 8 月) ，頁 59 : r支製式教學

應當為學習者建憐對知識的理解提供一機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這機位樂中的概念是為發展

學習各對問題的進…多璁解所需要的，為此，事先要把複祿的學習任務加以分解，以便於把學習苦苦的巨型

傅建步引向深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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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習的，西豆豆學生的已有知議，即i邊往的經驗，大大影響著他們的學習。 4 或

者說 3 我是單掘學技禮至牛頓較高的水平(第二水平h 以使他們)1頤和向上n礎。主

了要瓏對議個目的，我在授課時會常用提爵的方式， G 授學生叢謹以前所舉過

的，便到他們認新的知議變成已有的種轍，這樣有利於能們建構新的學闊 o 7 

c=) 學生口頭報告

學建口頭報告至去年共 10 次，上下學期各 5 仗，都是在老師授課擾。至三蛙共

38 個學生，好 10組，每組 3 至 4 人，每組報告 1 小時， R 半小時討論 3 再由

4 紋威強調經驗在教育上是十分數矮的，他袁說學生的經驗 g 並認為徑教是教子穹的方法和諒的。 John

Dewey, Experience 組d Education, New Y ork: Collier Books多 1963 ， p.的“ ln what 1 have s，社dlh孔ve taken for 

granted the soundness of 出e pl'ínciple that educatíon in order to accomplish Îts Cl1ds 加Ih for the indi叫dual

learner and for society must be hased upon experience-which is always tbe actual life-experience of sornc 

individual. John Dcwε于， How Wc Think, r這cw York: 鈍。ughton Miffiil1 Company, 1998妒.202: 'lndeed, Ù1e 

busine話 of education might be defined as an emancipation and e叫argement of研pe泣encef姜文闋﹒ t杜威干u

3實用主義教會是婆說喜事介入戰本主黨支哥哥、質綴著立三智商﹒已建褒驗與教害苦仙台北，五手銬劉壽t行收桂 1992線， 7月初

版) ，資4: í杜威十分重視學生個人的綴驗，強調教育與個人經驗之闊的辛苦機聯餒。他認為，一切糞工亡的

教育都是從經驗中產主色的。 j蘭伯特(Lindal品百泌的等著、集淑儀譯 哦育領導:發織論的觀點(台北﹒

校冠繳獲股份為限公司， 2000年， 2月初版) ，殼。 1 :刊的{杜威)認為教管是一個內校的廢稜 5 校生真個露單是

中，在學習考運用過去的知緩和經毅來形塑意義和建織新知織， J 又肉香豆豆21 : í藍藍構式美學習方法讓學習者

要幫閑他們所知潑的來解釋新約訊息以及建機新的組織。 j

5 根據綴滿斯主義(Lev Vygotsky) 的學哥哥理論雪認為學習教學習總設好的是在中闊的水平 o Chandra].Foote, 

Pa叭J.Vern削妞， CaÙ1的肘 F.Battaglia， Constru也近st Strategies: Meeti時 Standards and Engagi陶 Adolesccnt

闊的， New Y ork: Eye On Educa位的， 2001 ， p.μ.2扯2去:可y沱g白t喲 b快M咒吋eli叭e仇忱、V悅，哈e的s t防h忱e削忱 a研吋 t如h知1I削re扭e 1恥e仇州、ve唸咄C

fìr昀削s哎t le削ve仗1 a茲re tasks t泌h枷a泌t one al扯r恤d于 kn位m昀ows a鍛組I犯1吋d can do 、仇汁th昀ou凶ta齡8草泣JS泛tance.l人屯t thc m叫idd必i拉 i仕cvel arε tasks one does 

not yet fully comprehend hut、 wiÙ1 a;時istance， can master. At the hi哲hcst level, are tasks that are beyond 出e

cognitive capacity of the indi、idual at the cu叮ent t.Îrnc. According to Vy喜otsky‘ a per右。n learns best when 

workin在 in the ntiddle lev哎， just above what is currently understood.γfhis level is kno\"m as the Zone of Proxirnal 

devclopmen t." 

6 {I阿克投:〈建織主義一筆新絲絨教學的理論基礎> ' <中學語文教學) (2002年發月卜 ][58 :戶(教師)提出草草

當的問題以引起學役的息，有?討論:在討論中設法把問題一步乏善引向深入以加深學史對學習內容的理解;

要敢發誘導學生做己去發現規律、自己去糾正和補充錯誤的片闊的認撥。 J

7 1悶兒抗: <建攤主義一筆畫rr傳統教學的頭論提礎卜〈中學語文教學) (2002年8m ' 豆葉58 : í壁畫構主義提偽

在教絲指導卡的、以學習;發為中心的學習。學技是信息加工的主戀、意義的主還串連構發，而不是外部刺

激的被動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 J Catherine Twomey Fosnot, Enquiring Teachers, Enquiring Learners , 

NewY仿rk: Teacher College, Columhia Cnívcrsì作， 1989, p.20 : 'Leaming is an or耳anic process of invention , 

rather than a mεchanícal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The learner m吐st construct the knowledge just by ha叫n草

Ihe teachcr serves as a creative mediator in the process." Ya紹說泣 Ka俑，其1itchel Res位ck ed. Constr注cúonism in 

Practicc: D的伊拉19， Tl泣nking， and 1削ming in a Digital World. UK: La叫:ence Erlbaum Associa峙， Inc刊 1996，

pl: “knowledge ís not simplγtransmitt吋 from teacher to student , but activeiy construct吋 by the ntind of tbe 

learner." 

8 r:::I頭轍兮的時限、分組的形式是任教向科的同事館議出來的。但具體的運作方式劍出f主教的老師自行法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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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做塘、錯。

口頭報告的時向約估了教學時數的 1/3 '我說沒有試過給學生過樣多時體做

報告的，這是新的嘗試。在上第一節課時，拉先讓學生自由組合成10鎚多他們大

部分都互不認識。我決定報告的主輯是以作家為中心，報告的篇章員自由權生自

決定 c 在繫龍活動中，我只是一幅掌握了學生的基本資料的話聽黨劃者多能旁~

學生提供意見，學生才是整個活動的主導者 o 9 我告訴他們要聽錯報 (Powerpo泊。

做好，最後由幾位自廟的用學把 10 蜓的簡報燒成光盤，每個同學…份，可以作

為詩後教學的參考。lO自為學生要工作?沒有時間常和我見醋，於是使用電郵

革過消息。每姐在口頭報告前，把他們商議好的大鍋初繭，用電都寄給我;我提

出意見接 9 再由龍們高討{彥正，封最後各組定了報告的內容，使閱始能不同建種

去蒐集資料。每姐在報告前一個星期，一定要站時悶和我見面。會面詩，我再說

報告的內容提出問題要他們思考。他們經過協萬11 後扭資辛辛整理好，並印發給

。最後學生定出報告的題括如下:

9 John Dew衍， Rxperience and Educat.ion‘:;'\Jew York: (了。目前r Books, 1963, pp.!羽-59: ''[t is absurd to cxclude the 

tcacher fÌnrn memberslúp in t.he group. J心t.he rnost rnature memb衍。i、t.he 草TOUp he has a peculìar responsìbìlìty 

for the conduct of t.he ínteractÌons and Íntercommllnìca tÌons which arc the very lifc of t.he 厚。lIP 的 a commuruty, 

.…thc tcachcr necessarily actcd 1叭永ly from t.hc outsîde, not 削 a director of proccsses of exchange ín whích all 

had a share. ......The rcacher loses the posîtîon of external boss 的r dîctator bllt takes on that of lcader of group 

actÎ治ties." John Dewey, How V九ie Thînk，泌的v Y ork: Houghton 其伯伯în Company, 1998, p.36: 峙The teacher ìs a 

guide and dîrector; hc steers the boat, but the energy that propels it must come from those who are learning. 

The more a teacher ís aware of t.he past eJo."j)críences of students, of t.heir hopes, desi問丸 chief interests, the better 

w退 he understand t.he forces at work t.hat need 的 be directed and u技Iiz吋 for the forrnatÎon of reflective habits." 

10 Arlene Adams的設計和貌的設計有相似的地方，他為準老師闋的「閱讀方法j諜，利用兒童文學作為學習

點，要求學生做計數J (pr~ject) ，叫做“Literature Set". Arlene Adams,“Literatllre Sets: A Tool for Litera

turt'-based I[L~tructÎon" ìn Je給ie C.Brown & Arl憫人dams， ConstructivÌst T eaching Strat噸的 {U .S.A: Charles 

C Thomas PublîsherτL仗，200抖， p.123: “ This project is called the Litera切問 Set. A literature set can be built 

around the thcme of author, i琵口strator多 literary genre, lifeskill 、 or content area topic. .. ..... Final妙， all the 

lìterature sets for that 除了泊的ter are collected Înto a volume wlúch is made ava甘able 10 all the sludents in the 

methods course." 

11 建構主義的學調理論認為學曾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旬以籍著共同研究哥哥獲得知議。第伯特 (Linda

Lamben) 哼著、草案淑儀諱:<(教育領導:建構論約觀實在主(台北;校冠關書股份有限公司， 2的。作、 2月初

版) ， 1122 叮當學致與其他人分學想法、一起參與動態且椅互影響的思考過程可考驗其他的觀點，以及

擴展做己的觀點 τ 則他們能獲得更深入的學習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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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題目

組耳目 題 民

崗必多:死水、心賤、忘掉線、靜夜

一 結志驛: 11悶熱、你去、講冷翠的一夜、海龍
一

朱自禱:荷塘丹色、結

四 f詩作人:故鄉的野菜、鳴菜

五 魯述:藥、故鄉、說褔

i\. 張愛玲:金額記

七 北島詩:@]替、在寺、觸室設

J\ 白先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

J1 余光中詩:等李白、民歌、鄉盤問韻

十 小思散文:徐離火臘墨、香港無歌、染臨的水棋

(三)口頭報告時的題作

我希望舉生在口頭報告時多能引起熱到的討論，藉著討論，使學生可以經混

同化、調趟，每已建構本科的知識 ;i2 於是我要求報告的組閣在報告完後，最

少要提出四題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時指定下一組報告的學生居答，又安排另一姐

的學生向口頭報告的學生發間，然復是全班討論，最復自我作總結 o 13 這攘的

安排主要是考慮到香港的學生較少主動發詞，同時可以確傑每汶最少有十三位同

學參與討論。各組的工作安排如下:

12 爾伯特 (Lìnda Lambertl 等著、樂淑儀諱 ι 《教育豆豆導:Í!華構論的觀點約合北 e 桂冠關苦奮股份有限公泊、

2000 年 '2 月初版l '~2: 建構論是心機學哥哥玉泉論，也是叫線;知』的理論 (theory of knowing) ….這個

知的正學論，如間五花草草傑 (Piagetl JiJT關述的主本質上是吹物學的。換句話說 n 當做禮遇到新的綴驗或教件

時多他會將這些經驗向往 (a部imilate)於原有的認知結構中，或是語連連 (acco間nodate) 豆豆司穹的滋生IJ結構以容

織這些新訊息、。 J Catherine Twomey Fosnot, E間UJ位嗯 Teachers， Enqui玄i時 Learners， Ncw York: 1、eacher

Colle紋， Columbia University, 1989, p.19 “Con從ruc泣。ns come about through 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冊，

而阱， onc of出e most renown時∞nstrucnvls怒， bre站s self-re限制011 into (\\,o polar (thou前 inùmately connected) 

processes: assimilation a 口d accommodation. Assimi!ation simply refers to the I。話ical framework or scheme we 

usc to rnterprct or or學做Íze information. Wnen this 描51紛ilatory scheme is contradicled or found to be insufIìcient, 

wc accommodate; that is, we dcvelop a higher-l仇eI theoη' 日r 10學~c to encompa阻 the informatio誼. W c adapt and 

altcr our old concepts." ,Chandra J.Footc, Paul J,Vermette, Catherinc F.Batt咚li且， Constructivist Strategies: 

Mecting Standards and Engaging Adolesccnt Mind車，r、4帆布 York: Eye On Education, 2的 1 ， p.19: “Assimi!atìoll is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new expericnces in terms of exìsting schemes." “人.ccommodation is thc process of 

mocli符合時 schemes to 抗t new expericnces." 

13 學報告後，提出問題討論，越是互相協議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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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全工表

報告組5日 問巨龍盤別 提問組別

2 3 

2 3 生

3 4 5 

4 5 6 

3 6 7 

6 7 8 

均/ 8 9 

8 9 10 

9 。
10 2 

因為口頭報告佔全學年成績 30% '所以學生都十吾土認真空裝備，各組的表現很寫出。他們

能許對報告的重點作深入的探討，每組表現得很協調。學生報告完雪討論的氣氛熱烈。攏

的問題很能引發思考多害時會把報告的學生難餌，那時我便會加入，提品問題幫助大家

腔、考 3 然f支出她們自己去解決與題。樹組有→組學生在報告小思散文的特色後，說有學

生問: r為甚壞~IJ、dt曾在為;{路上始時 3 不太講究寫作技巧，而誼幾態卻用了很特熙的技巧

呢? J報告的學生一時答不來實我便提出: í大家在沒有考慮到小思的寫作對象問題呢? J 

他們聽完，便搶諸方冉冉討論，然復得出一個旗手言說服力的結論:;但各主掛〉的讀考主要

是中學生，文章應該寫詩淺自些?不16'持太多的技巧;高詰幾篇是作者較復期的作品，

適者應該是水平較高的，昕以多用寫作技巧。 j

四 E 課程評估結果

在最樣一節課，學院要求學生醫本單元律詩佑。參加這餾單元評估的學生有 35 人，

許桔的問題共 12攏，除第兮題聞學生這一科功諜的輕重分 3級外，其他每題都分4級，

4是最好 1 是最差。這簡單元評估結果如下:

問 題 回答人數 平均罷

1. vVhat was tλught matched the aims and 01才ec位ve in the mod 33 3.58 
ule outline鱷

2. The progression of the topi臼 was 10哥cal and coherent. 3毛 3.62 

3. The coursework helped me develop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3是 3.59 
identified in the m吋ule 0吋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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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stimul乳ted my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35 3.71 

5. 1可he learning activities inspired me to thinlι 35 3.54 

6. The 0研討lÌzation of the module encouraged me to make good 35 3.51 

use of the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stÍtute to learn. 

7‘ 1 understood the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early in the moduIe. 34 3.53 

8. 1 receìved useful fe亡dback on my learnin各 32 3.62 

9. For a module of thìs 亡redit point value the workload was __1 毛 3生 立 12

10. The teaching ofthis module was eflective. 35 3.66 

11. The modtùe was valuable to my profession說1 development as a 35 3.66 

teacher. 

12. Through this mαlule 1 have become a more independent 1eamer. 3生 3.59 

以上各麗的平均值都扭過 3.5 告說明了相當多學生給每-題第 4 綴。值得注意的是

十的和12 題，大部分學生覺得權帽單元的設計是有效的事而且學習活動可以提高他

們對本科的學習興起草，向持使他們變成主動學習;也就是說這樣的設訐，數學成果相當

理想。

問卷除了以上 12 是室外，還有 3 題是主要求學生用葷的替的: (1)本單元對我的學習最

有幫助的地方; (2) 本單元可作下列樓前以促犧學生學習; (3) 其他意見。第(I)題，大部

分學生都表示這一科使他們得泣不:þ第 (2) 題，只有 4 位同學作答 1 人認為單元太

長 ;2 人希壞老師多好軒文章 1 人希望老師多講文學史。至於第 (3) ，有 24 位學生揖

到老僻的教學、學養問題。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間為問卷沒有開關於老師的學養問

題多是學生主點提出的，這正好說明他們很重視者僻的修養。

溢，結果台析

這個單元能取得相當理想的教學妓巢，是基於以下幾個原自:

1.建設主義當的學習支架;在設計這值觀輕的教學內容時，我已初步掌擺了學生能背

景資料，自為大部廿三學生都是在本校取得文憑教師資格，他們以前沒有修讀罷類

似的課程，於是設計時{更為他們說一偶學習文架，這就是雄高斯基 (1肘， Vygotsky) 

所說的“Scaffolding" 。的我先為學生講授本科一些摹本知識，話:當在頭空中利用

提問?使她們聽詰些知識變成自己的已有知識多因為一個人的已有知識將會影響

到將來的學習。當他們掌握基本知識後，使嘗試用較口頭報告，繼福建構握自己

的看法，學雷支架的設計得到預期的效果。

14 這一經只分 3 級? 3 、 2 代表過吶。

15 ChandraJFootc, PauJ J.Vermettt', Cathcrine F.BattagJ訟， Co削ructi吋t Strategies: Mcetí註車在tandards and 
Engaging 人dolescent l\finds .New York: 1三ye On Educatio口，2001 ， p.22 “Sca技ùldin詰 refcrs to the assistance we 
derìve from someone who is morc knowlcd好cable d削1 we ar、C flS wc attcmpt to lcarn 怕的cthin宮 ne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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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作廳理得宜:在小姐報告前，學生要經通蒐集資料，討論和整玉是多最後才建構

出報告的大娟和內容。 1(，在報告時 2 學生都參與討論，氣氛熱熱隔離捨?說明

搗作的安詳能講到預期的成效。

3. 口頭報告的安排恰當:我先要學生交大鋼草擒，商討後樓正。期間有屁事等轉間給

學生準錯，同時在報告-葫---~星期己設發資料給全班學生多他們看完資料後 3 便可

故事與討論，每E文討論都非常熱烈。從討論中多報告的學生很多時都會因為!可學

提出與議，經逼反思後，修正告己的看?去，建構出自己的觀點。 1 ) 

主評核的安撐得笠:由於口頭報告的全年總成績的 30~勻，因此學生的報告做得十分

。我要求學生報告時，要像老師教學一樣?要利用續報(恥wer point) ，在報

告後，經大家討論完苦苦地方需要修正的，改正後才把鶴報交來。容l為有比較多

:J. 

學生間便建生了競爭， 、提閩、回應都很認真，整個學習環境良好。

;在准備口頭報告時，我和學生已科用電腦互禮、游息 9 斯拉i很多教學的

程序都能如期完成多倒如學生交的大燭，我提出意見後，學生有足夠時期修正。

學生簡報的資料、很多都是利用電腦在網上搜得的， f到u如圖片、文章、作家生平

等。蟬體的攝舟，是本元教學上不可缺少的;或者說 3 這次教學的設計，媒體

結了梧當重要的位置。間

成老師的角色;在繫個課程中雪我掛讀著一個黨劃者的角色，負賞女排教學的進

廈、討論的影式、組合白宮方法，聯絡的方法....一;在主要臂上主要是為學生搭好學

支架 9 擺供思考的問題，資料的蒐藥方法，資料的來源等。開至於問題的答案

則由學生自己去找。在搭學習支架時，仍立i講授為主;造種處理方式館收殼。

六.總結…一一教學反思

在今吹的教學設計中多我有一些體會，在這裳提出來給大家參考，並作為本文的總

結:

16 何ß抗: (連串簿三主義一革新傳統教學的濯論延動，伸展與語文教研制。2 年 8 月)學頁 58 : ['協作主持學總

資料的搜集與分析、假設的提出與驗證、學發成來的評價憲章主意義的級終建憐均符重要作鬧。 j

17 Catherineτwomey Fosnot, Enquiring Teacher芳， Enquiring Learners，只ew York: Teacher College, Columbia 

l: nìversity , 19帥， p.20: '}.feaningful le泌的時 occurs through rcflection and resoluti側的f cognitÌve conflict and 

thus serves to ne伊拉 earlier" f，偽not 認為富有意義的學習是麥經過認知的反思 3 她在這本發 提出建構主

義學發理論有路項涼則‘

18 何?航:啥?韓三F義一革幸好傳統教學的理論基孵， {中學諾夫;教學》第 a 期 (2002 柄，頁 59 : ['媒體也不

持是幫助教師傅授知識的手段、方法，你是閑來創設情墳、發行協作學習和合話交流， ~p作為美學生主動

、協作式探索的認知玉泉。 J

l奴主主構主義學發理論中的教師其中“竣工作，便是提供資料的蒐主義方法和發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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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的現限:瑋構主義的學習理論適用於一個全開放的教育環境中， 1兜如課程可

以自老師按學生的需要鋪排 9 教授方法可以自出 3 上課人數不宜太多等，否則效

果會不如理想。像我教的「中問現當代文學概論山單元大網已請聽說明教授方法

「講授為主J '問旦有…定的講授聽聽多由此我只能在有限度的空間會海人建構

主義學習理論的元素，而不能全面推行。

立，連用聽體的問題 :trJl構主義的學管理論中，並沒有強調一定要用電路來教學?

然時電腦的運用確實有助學生建構知識;如果學校的設備不足，會影響對學生的

學習。

3. 老僻的角色: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中，老鶴掛演的是一個團體中?各種相互交往活

動的指導人，他不是一個監督人或獨裁者 3 但這種角但並不是鶴的。樹如其中有

一組學生，在口頭報告之復?有一位女學生來辦企室主找我多說不對兩句便哭起

來。主要的原由是站在整個協作通程中，無論討論或報告，都發覺自己不及其他

的同學習攏感詞很不憶，快。然闕，她卻表示，挂過草樣的活動，她，腎、考多了，tl1

學會了如何自學。 20 究其原因事主要是這位學生比較內向多又拙於口才，所以

在報告時穹和聞組的問學相比較便顯得容點遜色，再加上問學的提餌，她一吾吾聞

自應不來 9 便顯得有點沮喪。她來見我的時候，我便充嘗了輔導老師的角色的如

果能輯在學期初便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或者便不會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

4. 協作的問題:協作是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主主要環節，但由投向組學生的能力提不

多事雖然經攝多次的討論?到最後仍然會得出錯的結論，這種情況，老師應該…早

有心理準備，並容許學生從錯誤中學習?但要在過當的時候作出嫁正，主l 以免

錯誤的觀念…唇，成起他們的經驗?便會影響到他們將來的學習。研如我在11-紹崗

一多的詩學理論時償提到音樂美，聞此帶出音尺的理論。有…組負責報告閱

作品的同學，用音尺來驗證閱一多的作品， 1也們發覺閱…多的詩不一定嚴守音

20. 這校學史的行為已是自我的評俱全這是錯構主義是整齊王繁華每所說的?效來評價j 口 1月克抗﹒〈建備主義一豈容

新傳統教學的總論延護) , {中吾吾吾吾文教學》第 8 期 (2002 年卜J:ï .19 : r效果評價恥吋心叩門對學習效果的評價

包括學三位憫人的自我評價和學習小組對個人的學濟評價。 j

21 蓋章構主義學智理論認為老師應該知道學生住在學習過程中會出現不均衡 {diseql心briwnl '遇到遙領情況，

2 爾伯特(Linda Lambcrt) 等茗、業淑儀鏢:t{i教育領導.建科專論的觀點仙台北

桂冠悶響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2 月初版) ，或認: r教師也必須確認學生會遇到不→致成F弓之均衡J ) 
藉此‘教師待以幫助學生三重新建構墓模 9 調逾現有的信念以悶應賴抵觸的新訊，忠、。 J Cathcrine Twomey 

Fosn仗， editor, Constructi寸sm: Thcory,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 ="ew York: Tcacher Colle耳e，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p.29: 'Uis閃uilibrillm f訊社itates learr迎海" E甘or、“nced to be perccived as a rεslllt oflearners‘ 

conceptions and therefore not minimized or 前oided. Ch赴lengi嗯，叩開岫ended investigations in realistic , mea仔

in諾flll contexts ne吋 to be offer叫，位叫 allowing learncrs to 口plore and generate many pos你倒肘， both 

affirrnin在 and contradictory. Contradicoons雪 in particular, need to be ilIuminated，的<plor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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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 r鬧一多的詩是不大講究籬奏的，沒有音樂漿。 J其他

同學對這樣的結論在沒有提出異議多大概他們主義無法分辨報告的同學的對錯。我

在他們報告完之後，便說著音尺提出了Fr耳聽讓學生討論多最復關他們自己修正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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