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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髒提問中的追問系統探討

說新華*

閱讀教學中，

一、國輯與追問

問過程包括教師發間、 師回饋三個主要堅環

節。 E鎮一盤指一輯人接收到關於他自己行動結果的情，智、(Derek Rown甘間， 1989) 。

攘的對象可以是學生或教師，方式可以是語言穹的或非語音的，口頭的昆主書面的。

文的自鑽擋在聽鑽課堂教學中教館對學生的路容作借口頭皮靂，如許纜、攜充有進

一步提問等。

人們多從轍煒、功能或語言形式來分析教師的問韻(Borich ， 1992; Chi1ω紋， 19路;

Konold, et. Al.，抑制; Lyster & Ranta, 1997; Morgan & Saxton, 1991; Walsh & Sattes，鉤。5) 。

從態度來腎，教師問鑽可分為正面的 的批評和中性的判斷。

形式來贅，教鋪間鰻可分為頭述和繼續攪間。能功能來看，教師由額可分為糾正、

澄清、召 i導、車-4正、元語言提示等。

本研究揖教蟬盟續分為?對腎、 、繼續提問 j 四類。 '與i體育是

指出學生部答的對錯或覆亮， 問答進行讀賞或投詐，

學生 的補充或糾正，繼纜攪 師根據學生在持題睡前的具體表琨進

一步提出 。離續提問又可細分為以下四類:

「 J 指教師把同一問題環衛…瘤，要求學生再次回答。

? J 指教師自其他學生擺開時…時髓，鼓勸多樣化的路答。

?改嚮 J 指教師藹整原來的揖聽演謹、焦點或難度後，

? j 在英文文獻中 ，但內容買旦大!再小異給紹，探亨堂堂需題

(probing questions) 引導學生更還徹啦!思考自己的白答， 具體地表達心中所

想，提升體競賽興的質量(Morgan & Saxton, 1991; Moore，仰的)。跟進性問題(follow

up questions) 引導學生進一步闡述溺法，如更深入地思考、新的聯繫等(Walsh

& Sa抗悅 2005) 。加工性問題(processing questions) 是針對學麓的問審問提出的，讓學

生書續會讓新考星星和改善ft立們最幸好的品答扭扭扭nio & Beisenher囂， 2001) 。根據這些觀

點，盡考慮中文教學實襟，我偶把罷護教學課堂中的追問與定為:在學生自菩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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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仁，針對學生的答題缺裝或自答題引出的有待深入討論的主瓏，教師進一步

出冉題﹒引導學生作出論寢忘擴展、深化、草鞋、自詩、互詳等，從前豆豆全宿、

更深入地理解課文，提升閱讀能力和高層級思維。

根據上混辨薪，提問包括發問清重閥、轉閩、改賄、追問等三三種。

刊、迫闊的意義

體讀教學必須有問題意識，它起括教師的課業提問與學生的質疑問難(按新華，

1993) 。提問是最為重要的教權佇為之一，其質最高能直接影響聲教學成效，同詩

也是教學品須臨注的一種潛艇性評估形式(親新華， 2004) 。作為揖問中的一細聽要類

型，追問在閱讀教學課堂中可以引導學完全軍而深入地瑾解撰文，提升閱讀能力和

高層級思維能力。具體地看，有拉下幾個方齒的作。用:

(→〉培養學生的高層級思維能力

很多時候，學生的回答培片輯用淺嚼的，對此，如教輔可讀時進一步提出思

間擂，學生便可深入地思考，提高態、維層次。有研究顯示(M∞re，甜的; Walsh & 

Satt肘， 2005) ，教師鼓勵學生擴展正確但簡略的答案，可以擴關根始祖答的盟員日

次，也可把主要三位民謂知藥品的思考灣次，如批判思維意識。

(二)加強學生對答案完成攝輯的意議

可;其幫勛 的知譜、理性建構內容及認識自己答案的生成

程。學生回答追悟，有利於描強梅們對自己的理解，這

monitoring) 技能的好機會(Dantonio & Beisen說口， 200 1)。

(三)搜高學生問答的饗蠶

告我監控 (self-

時要求學生要邊聽地思考問疇，更準確和具體地表連所想，從而提升課堂參

與的實蓋章(Morgan & Saxton, 1991)。當學史時摺容不正體或正錯{且不夠深入時，教師

追問可以糾正、改醫或擴展學生初始自答(Moo間， 2005) Q Ornstein & Lasley (2000)撞到

探究性提問濃用於所有主醫生，對於搞成殼的學生來說，在可以提溫高層次的盟軍車和

討論;對於低成;魄的學生來說，它可以增加也應次數或減少回應的錯誤率。

、追陣中存在的興題

如何設計追問，何時提出追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盟軍該研究相關的策略

與方法，並納入教師的專業發展範疇(視新華， 2004) 0 通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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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發現教師在把握追問時機、採用追問技巧方面存在改進空間:

(一)在適當的時候沒提出追問

有時候，教師因為追趕教學進度、害怕學生難堪等各種原因，在提出一些高

層次的問題後，即使學生的回答有缺失，亦少有追問。教師一般會自行直接說出

答案，對於程度較低的學生，教師更少追問。實際上，這錯過了以追問深化學生思

維、提高教學質量的好時機。

(二)在不適當的時候提出追問

如果教師對學生己答對的、有固定答案的封閉式問題，仍提出追問要求學生補

充，會讓學生感到茫然困惑，以為之前的答案是錯誤的。有研究指出(Smith， 1981) , 

當學生無法回答知識性的問題時，教師不宜提出追間，最好的處理方法是直接給予

正確答案，因為知識性問題能不能準確回答，決定於學生能否牢記資料，猜答或碰

機會等行為對學生來說並沒有任何好處。除了上述情況外，如學生由於知識、思維

能力的限制，暫時不能更深入地思考、提出更好的答案時，也不便再追問。倡導追

問時，我們要注意追間的有效性。

(三)追問技巧有待改善

有的老師可在適當的時候提出追間，但如何追問也存在技巧問題。第一，追問

的內容不夠具體，指示不清，如「說清楚一點」、「多說一點」、「還有呢」等口

頭禪式的追問，對於促進學生深入地探究問題沒多大幫助。第二，追問的表達不夠

清晰，如在語境不清楚的背景下使用指示代詞，令學生不易理解問題。

四、迫間的分額及追問策略

教師要能提出有效的、有針對性的追間，快速地辨識學生答案的缺失是一個重

要的基本功。 Gall (1 973)曾提出七個評估學生答案質素的標準，教師可以作為參考。

1. 清晰 (Clarity) :回答易明白、完整、意思不含糊、思想不混淆。

2. 準確 (Accuracy) :回答基於正確的資料，沒有事實性錯誤。

3. 適當 (Appropriateness) :明白教師的問題，不答非所問。

4. 具體 (Specificity) :清楚地確定所說的人物或事物。

5. 支持 (Support) :提出原因、事實或例子支持陳述，或解釋所提的意見基於

什麼標準，或有什麼設想。

6. 複雜性 (Complexity) :從很多不同方向思考，曾考慮多種不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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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創悅的riginality) :輯用當都知識和溫往經驗創痛或發現新的觀點。

根據追隨的概念，並通路輯中小體閱讀諜載的實際觀察，我們建構了包括七離

類諧的追問系統。;其下討論各黨追懦的時機、叢里各及模型，並以摺連〈差不多先生

傅> (歡路哲生， 1998)為樣本，提供一些追閱實例，供控訴參考。

(一)

對於表讓欠妥的答案，教師要求學生改善甜苦表謹，要更清晰士也回答問題。

1.追問時機及策略

'幫幫會發現辛苦學生自容用語;不當、囉暐、層次混罷，倒如混淆

貶義詞和褒義諧、重複詞句、 趕時時，讓多教師不會站泣注

意， i學常用「不錯 J 等評語輕輕地帶過，或者請其他

聽黨的語句展示其增解篇章的緯度。教師可藉議詞，引

、醫要、有條醋、有醫衷地答題。棋如:

答案的表達，

教師問 r 輯人的......? J 

「榜樣。」

教師追問 r 榜樣是褒義詩，有2贊揚的意思，用來形容差不多先生立豈不哈雷，

可否意想用另 A個更合適的制彙呢? J 這裡教師先指出學生的錯鐘，然接

哈當t般表達 G

2. 這餌模型

基本模學:教師蟹求學生問答A ， 內容(即答說了A) , 

灰安;教師要求學生玫菁語霄表述。典型的站悶厝語如:

﹒你可以是自己的話來由答道心，問題嗎?

• f:令剛才說........9. ，想表達什i變意思?請簡要地說說。

.你可j式更有1樣琨地說一次?

.你可以屑一偶更合適的語語來代替剛才你說的嗎?

(二)要求聚焦土車間答

教鵑針對太寬泛或太籠統的答案，要求學生給出更單朧的答案。

1.站問時機及叢略

言表溫

有的時候，學生的自答十分寵殺、誰象，顯得不準攏，欠甘j盤。學生太寬泛的扭

，儘管包會主體的客葉，但是明顯多說了與問題不相闋的信息。這時，教攝室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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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析、聽確開闊的要求，說得更有針暫住，或從更小的能觀思考，說?巷道精要。

要學技知道他們的答案怎樣偏離達2點，學生帶娶了解三件著答: f童們的間答是什麼、

黨中鸚誼分不瘋話、教師情髓的重點是什耳聽(Dantonio & Beisenherz，諦。1) 。例如:

教師賠 r 為什麼惹不多先生一命曉呼了? J 

f 囡為f也攤主大夫給現治病了。 j

教鵲追問 r 三巨大夫給他治病有什麼期體啊?說得東明確些 o J 遠樣追問可惡 i

「三巨大夫是牛聽，注大夫才是:令人的醫生，差不多先生卻覺得王大夫跟

，讓王大夫j情?誨，話果死了 J • J;:).更具體、更準確地凹答問題。

又如:

教師罵. I 事件發生在什體時悔? J 

學生答 r 晚上。」

教師過問 r 是怎樣的晚上? 選總要求學生說明狀態。

2. 追問摸懿

:教師難求回答人;學生答案主義於寬泛、聽統(涉及A) ;教師要求學

、更準犧地題答。典盟的追問用語如:

﹒究竟是怎樣的?(說踴狀態、性質、方式等)

.請你鼓點呂答，自rJ對讓男題問答，不要該無繡的問題。

• 1毒了翻才說的競B(涉及A) ，問我臂的是A' 你再想想鶴梁是什麼?

要求有理躁地回答

對於1工禱:等弱的回答，教館要求要發生揖f共義的依據加J;:).議證，或提

述，使答黨更有說接力。

1. j島懦時機及策略

的學生能瓢住問題的體心﹒給出議會的觀點，但說得?長少，欠說聽力。

，教師可滋滋提醒學生日莉的和梧鶴的學習經聽，或要求學生舉出現實生活中的攬

子，觸發給們的記價或詩知歷程，作出正確自答 (W挂Ish & Satt肘， 2005) 。教師叉口i

要求學生在聽章中找出相關事實，以體研答案是正確、充分的。簡言之，

還議舉例、說輯、比較、推理、搗諱，或者臣民巳害的輯驗相連繫等方法過行。'Wu如:

教語問 r 差不多先生死後，宮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

，真是…往醫德行的人.!I '你同意嗎?第什麼? J 



a 

學生答 r 不同意，我覺得他只是體槽，沒有要求。 j

教師追問 r你可試舉錯棚子說明你的看法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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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崗棋製

華本模型:教師要求學生自答A; 學生給出了適當的觀點(辦及A) ，但欠缺品

耍的論據或論埠，即由答立論薄弱;教師事要求學生補充倍息或進行議論。與盟的追

問用語如:

.為什麼你這體說?試從課文中找出論據 3

.何j;J見得?

﹒請舉例說明你的看法。

﹒{告:在文叢哪襄找懿答案?

(四)要求全面地自答

對於不全部的答案，教師要求學生擴大思考範廟，給出更周全的詩案。

1.追問時機及策略

對於中小學要著意提高的關喜慶能力，我們提出了「接連、解輯、重韓、伸展、

、創意 J 六層次罷讀能力系統:(謂新慧， 2005 , 2008) .在閱讀教學中也可通論這

個系競設計擺闊，並巴脊初步的實踐。通攝探用比較、概括等思維方式，用簡短的

語句回答問題，是一項基本的問議能力，即豈是整能力。但是，學生回答撞擊，性的問

題，往往有[擺括不全的問題，特別是要能篇章不闊的部分獲取信息答問嗨，更會把

某方面的信息還蝠，為攏，教篩要求舉生能原有思考角度或新的角度補充答案是十

分最耍的。例如:

教師問 r 蓋不多先生是一醋怎樣的人? J 

學生答 rf也有一雙眼睛、調雙耳朵、鼻子和嘴，跟…般人差不多。 J

教師追問 r 你關才說的是外貌方麗的特點。能性格方臨來看，差不多先生是

怎樣的人? J 教師最好能提出具體的思考方向，指承學生從設方頤補充答案。

2. 建問模型

基本模辜1 :教師要求盟答入和B; 學生只答到一吉B分 (A或B) .部回答片茁;教

師要求補充完整(分別是8或A) 。典型的追問用語如:

.說文中指及的原圍有乏，你關才提出了其中的工值，可把第三娟歸自也找出

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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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否再試試從另一角度(具體說明)看這個問題?

(五)要要求高層次地問答

組學生未能如題岳要求的思維層

攝高層次思維給出更深入的茶葉。

L 追問時機及策略

問題，較發輯地回賽

「複述、解釋、重整、伸農、詩輯、創意 j 六層次閱讀能力系統(祝

卸的)中，首守衛糊個層次可聽作是低層次的，其他去最高層次的。有時教皇軍提

g 

的問閥，告學生會無意讓地淺化問題 e 如教師要求學生歸納段落或篇章大意臣

答某詩題(蠶幣) ，但發生卻照讀原文來自答。我們發現，無論是龍年級或高年級的

學生都喜喜歡J;J直接讀出課文的方式來自答教師的提問。如果教師的提問娃低層次的

，只要求指出事實，上講問答是可i立接受的。但是，如果學生把「重整題 J

j義化為「複述聽 J '載師必讓提出這悶，即要求學生以自己的言辭概括，哥1[練真諦

躍重要內容起草行概括的能力。從實際觀謀皮教師反映看，學生在閱讀中所表現出來

的概括能力較盔，問此，這聾追問般十分重要的。示酹:

教師問 r 護~不多先生的外說是怎樣的? J 

學生照讀某段 í f島省一雙眼睛，但巷的不很

;有鼻手和嘴... ..• J 

;有兩黨耳漿，但聽的不分

問 r 你可以惜自己的話，簡要地形容一下他的外親嗎? j 

，教師要求學生通攝推論盟答問醋，僅有的學生卻只是複讓現象，或概括

息，教師可明確要求學生理解文句的深層意義。偶詢:

教師問 r 火車一事發撞他怎樣的性格? J 

(不守搏。 J

自惜這胃 r 樹，表磊漿詣，這件事反映了差不多先生是一個不守幣的人。但

還如果我們想深…聾，他覺得豆豆己不守時嗎? J 捏示學生提差不多先生理葾「

…卡分慎，同八點三十二分闕，不是眾不多嗎? J 攏想作者要表瓏的深層意

不多先生{故事馬虎苟且、不認真。

2. 這間棋盤

慕本模型;教師要求回答A; 學生作了{晶體友的回答忱的淺層母鹿) :教師要求

學生在更高的思維層次答題。典型的晶體用語如:

.如開「羊年付手，你的聲寞是對的，還可得出現深一層的答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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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進一步深入地想想，

(六)變求評價答案

..• ... (什廳主意思、康區)?

教師要求學生判斷答案中觀點的正輯、讀主持導，並指出原因。

1.追問時機及策略

t:þ騷語文通訊

一個或多個學生盟答問題後，在課堂中通常自教師車接給也是非正誤的判斷。

如果每個學生的回客都由教師作出許禮，課堂的焦點會落在教師身上 c 長期下來，

學生在每次答題後，都只會者著教師，期待著龍的評價(Morgan & Saxton , 1991) 。

讓學生少了自我評價、思維互相激勵的機會。

教師提出開放式的戰心問題後，讓學生討論這些答案的優劣有助於他們如深對

問題的認識。教師應該引導他們對記宵的答案進行評價，這裡許蟹但括學生自我評

噴輿相互評價。遴;最評價位自甘追賄，可培聲學生的批判性思韓龍力，啦有和於創意

性的發展 c 示倒:

教師問 r 作者想借吏，不多先生誤了火畫藝一事表連他怎樣的性格? J 

學生甲答 r 不守峙。 J

教師進問學生乙 r 你同意甲的設法嗎?為什麼? J 

2. 追問模製

基本模盟:教師要求回答A; 某個學生或幾{國學生作了自答(與A有關、能分有

關或無關) ;教師要求學生詩欖答案的正誤、優勢荐，鼓給出理由。典型的過問用

如:

• f你覺得答案正確嗎?

﹒你認向 x x 同學的說法嗎?為什麼?

，你認為 同學8的答案較好?為什麼?

• f:拉認為答案A禮是容案B更好?為什麼?

(七)要求整合答案

對於多種可以若為榜足的問者，教師要求學生通過比較、歸納給出較為完整的

1.追問時機及策略

有時棋，幾個學生問答了教師的問題，但每餾學生的回答都欠全面，教師i通常

是自己歸納這些答案，甚至不理會學生的由答布自己直接給出預設的標準答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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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書或一個單元的教學中，教師一定要給學生提供機會，引導他們自己歸納不同

的答案，以提高比較、分析、綜合等能力。從教學過程看，這也有助提高學生參與

討論的積極性。示例:

教師問 r 文章第七段寫的是什麼事情? J 

學生甲答 r 差不多先生要搭火車到上海去，但是遲了兩分鐘，火車已經開

了。」

學生乙接蒼答 r 他覺得早兩分鐘跟晚兩分鐘差不多，不明白為什麼火車不等

他。」

教師問學生丙 r 甲說了一部分，乙說了一部分，你可以結合二人的答案，完

整地回答嗎? J 

2. 追問模型

基本模型:教師要求回答A; 學生甲、乙、丙作了回答，沒有一位學生全對(與

A有關、部分有關或無關) ，但這些答案可互為補足;教師要求學生丁歸納完整的答

案。典型的追問用語如:

﹒你可以歸納/整理/概括剛才同學所說的，給出一個全面的答案嗎?

.請你根據其他同學的答案，完整地回答問題。

為了便於從整體上把握追問類型、時間、策略，現把追問系統表列如下:

表1 閱讀教學中的追問系統

追問方向 追問類型 追問時機、策略

回答正確但表達 (一)要求改善 教師要求學生回答A ，學生答對了內容(即答到了

欠妥，要求修訂 語言表達 A) ，但語言表述欠妥;教師要求學生改善語言表

至口五口至仁全司 述。

回答只有部分正 (二)要求索焦 教師要求回答A ，學生答案過於寬泛、籠統(涉及

確，要求正確回 地回答 A) ;教師要求學生更清楚、更準確地回答。

答原來的問題 (一)要求有理 教師要求學生回答A ，學生給出了適當的觀點(涉

據地回答 及A) ，但欠缺必要的論據或論述，即回答立論薄

弱;教師要求學生補充信息或進行議論。

(四)要求全面 教師要求回答A和B ，學生只答到一部分(A或B) , 

地回答 即回答片面;教師要求補充完整(分別是B或A) 。

(五)要求局層 教師要求回答A; 學生作了低層次的回答(是A的淺

次地回答 層信息) ;教師要求學生在更高的思維層次答題。



12 中圓語文通訊

要求通過許續、 I (六)要求評價 i 教師要求個答A; 某個學生或聽鋪學生作

概括等方式廳理|答案 IC與A有闊、部分有關或無關) ;教師要求學生許價

答案 I I 答案的正誤、櫻劣等，並結晶理由。

(七)要求整合 i 教師要求回答A. 學生甲、乙、內作了四答，但沒

答案 i 有一位學生全對(與A有輯、部分有關或無麗) .若

干答案可互為標足;教師要求學生了歸納完聾的

教師可以此系組為基碟，分析或設計閱議課堂中的追問，時展實驗或行動研

究。在課堂內，部分追問可拭預設，但奧多的要教酷根蟻實際情況即時設計。教

師要提高在閱讀課堂教學中的追問麓識，扭捏時機‘掌握策略，最接連封「體機應

變 J 的自由境界。請當的車間既可提高教學效能，又可挺進教臨自己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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