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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是俏，息的時代?知織的產生和轉播都以前既未有的速度進行。互聯網能快搶

地對人們生活、學習和工作中聽割的任何一體闊題接供無數答案，組是如果人們不知蘊

答案的確切含義，無數的答東只會是一種沉重的負擔。有 個錯訊充斥 2 古論自由的多

元化社會雪如何判別真蝕，如何走斷是非多是新世紀人類雷艷的重大難聽。聽羚思維能

力的發展，有助授學生對知識的判餅和選擇。 2001 年香港課程議會提臨的課程發展路

向，要主音養學生九種共鐘能力，是幫助學生學得更好的基罐，其中包括f批對性思考能

力卜 1 並與霸道思維與溝通能力，間是三環褒先發展的能力，強調要喝過各摺學科

的學習培養。

在農廳是撓負i思維 (Critical 11如此ing)

論者才智品多美關哲舉家杜威於 1933 年出臨的《我們知f惚齡 (How l的 Thin必

提出問題困難解決的五網路程，乃是攏判思維探討的興始，制稜陸續有人諜究有關批與

思維的攝義及其行為特質的研賞。是對批判患繪的定義，可讓眾說紛菇，

Ennis 的說法較有代表性，他認為「批判j思雄是一種理性的探思，著眼~對斷和I者可信與

何者聽嘉。 J2 批判思犧臨三大成分組成多意肉、能力和難議。

Facio即每認為，批判思維的意冉的括七大向度?包括:尋求真相 (truth se船只g) 、

鳴放心露 (open mindedness) 、分析性 (analyticity) 、系統性 (systematicity)、追根究低

(inquisitiveness) 、自倍，心悅耳confidence) 、認知成熟度 (cogni泣ve maturity) 0 3 

:{學會學習:終身是麥爾全人發展》 民共和獨香浴特別行政鼠，諦。1 年 6

Jl) 可頁 22喻的。

2 R 肘，民nnis，‘學人 Taxonomy of C泛注cal Thinking Dìspositions and Abilities". 1n J. B. Baron &民.J. Ste紛紛rg，

Te品、hing 71lÌnking S經lls: TIwory and Pr.措cticc (New York: Freeman. 1987) , p.IO. 

3 p , A Faci日ne & N, C. Facione, 711e Ga丘fornia Gritical Thínkíng Disp耐.sítion Inve泌的ry. MilIbrae, CA: Califor

nia AcadeITÙc Press ,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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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nis將批與思維的能力蹄鍋為三種基本技巧與…套策略，包諾:澄清的能力食指對

事實狀混務縷清黨瞭解;建立完善推論慕礎的龍力，能判臨時資訊可倍度;推論的能力會

指演釋、歸攝及債權到露骨等能力;策略指能決定行動、與他人產生豆豆聽。 4

子L子說: r學悶不忍則悶，怒而不學則怠。」康種聲說: r無內容的思想、是室的，無概

念的知覺是轄的。 J批判思維並非來喜真空誠實B寢食真空中，學考者盔、須先對所判斷的內

容、問題或情境有深入的認識，才有能力與轉身其真傷或可靠性，從孺進行合瓏的推理活

動要作出正確的決定。它需要個體應用其如識、常激與盤驗，方能進行批判思維的聾

作多分析與蚵陸青、解決鴨題。

攏對思維教學

批手tl思維是否能教是教育舉者髒心的問題，大多數學者同意推倒思維是可以教晶宮

攏到思維的教學方式可以分為臨大種 5

1. 一般方法 (General Approach) :設覺專門的投判思維課程，說練學生可以應用按不

間環墳當中的批對思纜的方法和原理。

2. 況沒方法 (Immersion Appro叫1) :攏過是學科知識教學，潛移獸化地發展學生的批判

思蟻，不明確她教授批與i思維的一散原理 c

3. 灌輸方法 (Infusion Approach) : ~麗葉在前常是學科教學內容中鼓勵學生批狗，笠、纜，並

通過萌確說明批判思維續向和能力的一殼蟬王軍裝雄行說對思維教學。

4. 撮合方法(Mixed Approach) :…敏方法與後兩種背法不詞程度鵑組合，典型的形式

是先單獨教授…段時再批判思鐘，然接與批對性思維技能訓練與學生自章的學科內

容教學相結合。

權問種不悶的數學方式總食學者對批與思維持不同的理念有關 p 主要是艷批對思維

是一般姓按巧 (general-s凶犯)或是特定的技巧 (speci益的kills) 、批對思維能力是否可以還移

的爭論，楚今但未有一致的結論。

;最明麗龍去尋批判舉雄能力培養要問持兼顧批判的態度、知議與思維方情，就此闊

步若為了充實批判思維者的專門知識，或是換了精熟批判思維的方搓，則需要針對學

習者的起點行為，設計專門課程。體點是進行草"練的特餵 9 目標與鞏點都很明額; fg是

學習還移的興趣烏有待考慮。 6 自從 1960 年代開始?英國很多教奮學者早鵲播發展許

4 R區H. Ennis , "A Taxonomy of Cri治cal Thi必ìng Dìspo的。由制ld Abilities." in J. B. Baron & R. J. Stember宮，
Te;缸hing Thin起ng s.姐Is: Theory and 許actice (N電w York:如電em閥， 1嗎7) 多 pp.9-26.

5 R. H. Ennìs, "The Degree 毛的 wruch Critical 1志誠king Is Subìect Speci長c: Clari五cation and Needed Research." 

inS.P.N。而且， 1ñe Generalizability o[ Criti，位J Thin泌白宮: lvful中lePer:恥ιtives on An Educatíona1 Idea1. (N棚

Y ork : T 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2) , pp立各23.

6 溫司每麓 〈批判弊，思考教學) , {:教育研究雙}亨利?第 55 期 (1997 年 6 月) ，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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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效的課程，以增進學生的基本推理能力，在這些觀育學者的心目中，偕們假定批到

性思維是一套可以加以練習的設備。 7

近設方法和灌輸方法的性質接近多認為背景知識對思維很重要的學者，多主張沉沒

或灌輸的教學討式，將ftt對患誰聽藏在學科課程中。如 McPeck認為舉校需盡曰:能轉授

學生學科積域相關如議今舉生只有在糖熟該繞城特殊聽輯與知識結構後，才有可能發展

出反省性思維多換宮之，鎮住的學科知識愈體寫多會可能發展攏到翠綠能力。的鈍，

McPeck譯為~i6須由傅繞分科教學出發，幫跨學生接觸各學科讀域，藉由學科嚷域知識提

拱資訊與判準之閱聯位以發展學生批判思維。 a

Ennis主張批判思雄為一般性投能，在否可擊移位，可透過單囑設科雄行教學雪亦可運

用按學校各種不問學科嗔域，以及學校外各襯需要進行良好思雜的活難中 0 9 Stembe嗯

認為兩輯方法爭論不休，正岱磊各有其理據剪緝贊成採擺兮的教學方法，將，腎、韓技巧在

課掌鶴立教授的同時， ，在各學科都融入、強化諭峙技巧和能力。 IQ 同時在命目學校課

程緊現的情投下，將批判思維語11練融入學科中實可以更當時、更有效。

說封思維的教學策略

一直l芸眾亨語文教學都強謂思維訓練。朱紹萬指出: r語文科是語吉學科，同時也是

思維學咎。......在吉普文替中，舉生要學好語言，問時就得學會思維。恆此?既要發展館

吉=又要發展，腎、籬，組轍盲和思蟻驛站起來?是吉普文科的一大特鐘。 Jll 批判思維接譯

文能力能聽璟密切今多項研究都發現攏到思維能力典語文能力有正相關

但間如此亨很多人有一個誤解，就是語文教學既然與思維鵲練輯樣嚮切，

理解與表態的過種中多達2、然有思維的成分存在，教語文那是教思緒，所以毋須特制強

調。 但從實際課堂觀察所見，很多老聽教學時專注於學科的知識甚或譯文內容知識的講

授，或者讀寫能力的操練雙很少意識到思維技巧或態度的培養。語文教學中很多活動?

如果教衛能恰當總行多能有效訓練學生攏到思維能力，如理解詞語的觀怠，找出篇章的

中心祠‘關鍵句、文章主管，台新故事情節的器樂觀棒、推銷，情館發展，指出課文本合

理的地方多對人物的仔海作出評價，辦鑽議論文的觀點輿論續、事實與意見，寫作時間

續中，心選材等。但很多時龍些J思聽教學 3 只流按記譜或理解你人(女g教歸或課本)卑、鐘的

結果，題奔引導舉生獨立，思考。學生只需將聽說上的答案抄下，當去了恩考的拉夫?這

7 M. Heiman &J. Slomianko, Critical Thin主ing Skills (，何必hington DC: National 民ducation Association，玲在5) , 
p.9. 

8 J. E. McPeck, Critical Thì成ingand Educ通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日 1) ，悴.22-3技

9 訣. H. Ennìs, 
10 R. J. Stemocr萃，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the :'IIature and Teaching ofTl羽絨cing Skills." in J. B. Baron & 

晨.J.話lember宮， Tcachìng Thir汰的g Skills: Thco:ry and Practicc (New York: Freeman. 1987) , pp.25 1 儡259.

11 采紹禹: {中學吉普文教學法}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杖， 1998 年頁) ，豆豆 16-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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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發展學生的思誰能力收致甚髓，黨在需要在語文教學中有計薩雄融入思維教學。以 F

是一控賓效{是進學生挽判思緒能力與態度的發展的教學策略。

一-發聞輿覽廳

發情與質疑是最早用按規盤批判思繪的教學策略之一。在教學士:應府發闊的歷史1悠

久，孔子和黨格拉起都曾憲用發問技巧來磚引學生學習。現代很多學者都認為有效能發

再對學習者d思維能力助益很大。多項批判思錐教躍的實誰研究，主要的教學業略是設計

高蟬皮的批判恩離問題，向學生提惘，均有一定成致。

批判思維者的特徵在其右質疑好闊的心靈，即是好問闊題的發問者，聲於本身師

、所聽、研讀或經驗到的均能不體育地加以分析、尋求意義、解釋、推論復此的體聯

攏。 f質擺j扮演著元認、知的角色，可覺察並蓋在控憫人授、知思維過程學故勇於黨提能幫助

f商人進行反思 3 引發相互對話與辯證機會，透過多向交互辯證堪程，建成控與j思雄教學

自擇。說堂上除了教師發問以質疑學生，置疑其觀點、證據、理由與資料，質疑其主

張、信念、解體、語電擇、結論、

攘攘此的觀點。

之“討論教學法

、及其當其他不!可觀點的反應外，尚應鼓點學生質

Paul認為要擺免學生成為善於為在己的偏見狡辯，卻不民當自己的倩念有錯誤可能

性的 f弱勢批與態，唯者卜教學方法是主義邁爾套或多發2宏觀的整體態驗 3 以對話及論撞交

換的方式…一即讓雙方爭辯彼此的觀點令籍著論證交換?導致理，陸續隙，各自髒正自己

單向思維的立場，問學生的強勢批判思維能力狡辯鐘過程慢慢薩笠，學習宏觀的見解、

改正只做符合自己信念的星星向，思考。 12

討論教學法的:重點是由學生和學生，或由學生和老餌，藉辛辛問題的共同討論高浩情

問題，以革於獲得學科概念的…種教學立了法。小組討論可幫助學生接究不同觀點，主動

頓聽庸人意見，在衛突擻導員的討論中 3 發展出彼此接納多尊重與容忍的黨義。在許詣的

過程中，難免春意見醫寞的情蹺，參與者可以意識到和他人不惰的信念，進而建新調

整、澄清，建構出巨型性的網路。

Res訟ck綜合幾個思維教學計艷的共向特點 3 指出息誰教學倚重設師生懦、!可叢問相互

溝通和相互觀憊的學習形式，很少訓練計劉是和用{詞用筆攝練習方法而能故殼的。大都

鼓勵學生利用小組或相互解決問題彤式、或與教師一起討論 A起思考方法進行，這種互

招溝通學習形式在思誰教學中是重要角色，而1至更有擺高動機、鼓點嘗試、萬一雖參與及

12 R. W. P孤立， Cri討cal 船泌in室，帆布at evelY person n棺ds to 組IVÍve in a 悶pid1y chan原ng worJd (CA: Center for 

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Critiquc, 1993) 多 pp.3幸存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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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續實等曉龍。 13 2菩瑣的批判思維教學研究也是以小組討誰為主要方法。

三﹒合作學習

傳銳的數學一般蠶棍學生輯人冉的競爭，孺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ming) 則強調透

遍學生形展學哲學姐，控告過組內合作學釋的主式，位使轎熱學習內容護自行建構知識。

合作學曾是將畢生分鈕，每組分聽不用能力的學生，有能力較佳者、中等者、較差者，

鼓勵學生互相協醋。合作學習的職神在於強調畢生之問互相協助，以達到共同學習居

標，並以此作為許攏的依據，有另自於傳鏡的競爭式學習，或依據個人能力為基吾擎的學習

許媛方式。人際互動對批轉思雄相當重要多合作學龍的基本精神在強調學生問相互協

助，以建共同的學習目標多故有殼的才能與思維數學有賴世班級成員共同合作。

研究芳法

本研究是接甩了混合主法進行思雖教學，在研究閱始時也研究真利用兩酪課教授學

生事本的批判思維理念及常見的思雄謬誤多然摟在聽餾學期中將投判思維融入中國語文

觀堂中，說明批與思維在語文學臂的應用，故事醫學生批判思考。教學策略主要是小組討

論法、合作學曹及擺開高層拔的挽判思維問題，使學生經歷故此對話與交互辯體的過

程會鼓F醫學生樹立發問與蠶疑、相互解答與評論狀及招互澄清，發展學生批對思維的能

力。

研究對象

研究為準實驗設計了以實驗老師任教的中一、三隔膜學生為實驗妞，男同級兩班成

績輯釣的畢生為控制盤，出另外兩位教師雄毅，該兩位老師與實驗教轉時樣有超攝十年

的教學年資、相近的學能賣展。研究對象為中一及中二學生，學校位較新界?辦學關體

並無宗教背景，成立超過十年 3 入讀該校的舉生成績不錯，大部主土中一學生成績晨一

級。以下主義實驗學生的資輯:

班級 人數 男 女

中一
實驗組 37 16 21 
控制組 37 12 25 

中二
首要數祖 是2 19 23 

控制組 40 18 22 

合計 156 65 91 

13 L. B. Resnick, ''!nstrucnon and the Cultiv這封on ofThìn泌的幫" in E. D. Corte,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Eur伽

pean rcscarch in an inlcrnatÎonal contcxt v. /. (Oxford董忠ngland: Pergamon pr喲， 1987) , pp斗的-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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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實驗組戲續在豈是級來說屬於中等，控制組的成績與實驗組相的多爾班學生在前

棚中無論學科威織及批判思維成績均無顯著差異。據實驗老留所商 9 磕班是發生成績平

平，研究在下學期關始，師生巴有一提適應詩詞，研突開始詩學生已擺漸聽靡她的教學

風格。

中三實驗組成，纜是全級最好的一班，無論在學科成績及批判思維的前鵲均優於控制

組，但融投無法找到更聽合的班級多輝以只好利用繞計學的協方差變異數分析

(ANCOVA)來調節彼此的豆豆興。黨驗老歸是第二年教這班學生，問時搶任他們的班主

任，對{表們的了解比較深入，接生熟悉攏的教學法。

研究工具

本研究用以獲集學生在批對患雄能力和語文科成績的工具有:

l.{康乃爾說判思考制驗X齡

此讀目驗係由毛連璃等修訂Enrns 、Millrnan手Il Tomko攝的{康乃爾批封思考鞠驗X級》

(Gomcll Gritica/ Thir過d.ng Tcst ' Levc1 x)而成。全養生9題，包括 3道19~題，即可供關試

的共斜膛，的 40分錯可完成。分為餌部分:歸納、考察訊息的高lJf器裝、演釋、確認體

會的報設也 14 

2. (中文學科獨立驗》

此觀驗館的香港教育署教育研究處聞發。根據各級學生水平分到擬甲、乙間卷，甲

卷一般於每年九月攝行，卷賞自於每年五、六月問施行，以評較學生的一般語文水平。

本研究的前測用學者?復捌用乙器，測驗鑿的時賠為 70分鐘。觀驗的鸝昌參照香港中學

中關語文科《課程鋼要》攝擬，全卷由南部分組展;多環選擇題及書寫題。研制聾的語文

能力但括:字詞辨析、標點建用、閱讓理解、句設組鐵、語法修辭及香寫表連。

由於實驗在二丹鵑始，恐鵑學生的實際能力與九月峙的表現有距離，所以要求學生

再做一次申卷作為諧調。研究結束時，學生只嚮照往常規定做乙替。

研究設計

本研究棍棒質文黨員歸納研得的投判思維教學的理論及實主聖經驗，自研究質提供意

念，與黨j驗老歸商討，設計聽朋於語文教學的批判思維教舉活動，在 2003 年二月中間匙、

實驗，至六月學期完結為J1::，為朔的問爾丹。具體步聽如下:

1. 研究採實驗控棋盤的設計，聽取中一、二學生各→班學生品實驗親，時級另一聽能

力相約的學生起揖制盤。

2. 在禮定實驗軒象後， .研究員對實驗教師進行培諷，解釋批判思維的理念，及禮用於

14 宅建坡、劉燦梁、陳露童電答: <1康乃嘗嘗批判怒考測驗Jx級怨導子總>> (台北:台北市交篩院印行， 1992年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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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維的教舉葉略，在學校還定的教材中 3 擺擇可以草草行批周恩繪制練的單元，

或在精請教學中 p 一適當地加入高層次的思維間罷，誰就本問教學的內容適當士也安排

小組討論或合作廢腎。

3. 研究鷗始鵑 g 實驗組與控輯組學生持譯音進行前鶴，想括: itt判思維能力關試及語文

能力測試。

'1. 在實驗組進行兩節思維部!鍊諜 9 相隔一}莓，共兩小時。內容主要是介紹批判思維的

正確態度，簡單批判思雄理論，如認識苦亨見的錯誤接端，區分意兒、事實與情錯語

調 9 認識常兇的思維言學誤等多自研究員食費教授。

5. 實驗組在正規的語文課中應用批判思維教學的原則及策略施教，控制組財源屑一蠶

的語文教學方法多不作任何改變帶兩組的教學內容及盤度相悶。

6. 在實驗權行期間，研究員除親自定期觀課外雪尚要求實驗教師進特定期的課堂教學

總f象?至少每月一節多了解教師對教學方法的掌撞及學生進步情說多聽保教學的內

容及方法不會偏離揖判思維的教學原則，定興興教師檢討課堂教學的內容。

7. 實驗完結合後，實驗盟和控制組進行後鶴，同樣以上述考卷為工具。

8. 實驗組與控散j組的測驗數據歐電腦 SPSSl2 程式處理多如果鬧鐘在福瀾的成績有顯

3 會以協定差變異數分析調節主要異;如果商組表現接近，無聽著差異，則後

醋的比較會以T考驗進行。

研究結果

推舟恩誰教擊對學生教與i思雄能力的影響

1.實驗經典控制組在批抖思維能力前測成績

本研究為瞭解繭飽受試者起點行為的差異情況，以作為實驗後後鵲繞計分軒的參

考，先以實驗組與控輯組學生在批判思維能力測驗的前測結果作嘉興，性繞計考驗。

、中二兩級學生{康乃幫批判思考關驗X級〉葡棚上的主意分、歸納、擴

釋、考察可信度、確認器含假設等分數的平均分和標準差。

前普車!結果 總分
』咒男孩~;或1 日、 -.)11 1':'己fP'j;還正心、 -;)11 了考驗

平均數機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昏毛 24.70 氣89 25.24 生.生。 .500 
歸錦 17 9.03 2.63 3.24 2.在7 刪1. 323 (p=.190l 
考察可信度 11 5.76 1.88 6.生 i 1.91 1.475 (p=.145l 

17 10.16 2.49 10.39 2.31 1.308 (p=.195l 
確認歸含{展設 8 巷.35 1.65 4.生6 1.39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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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中三學生ttt與i思維能力前制成鑽

前測結果 總分
實鐵棍 (N=42) 投輯鍾的叫0) 了考驗

平均數標準菱 三F均數樣講英差 (2鵬惚且ed)

4生 30.81 莓.592 28.08 5.061 2.565 (p=.012) * 
歸納 17 10.19 2.350 9.55 2電900 1.101 (p士 .27生)

考察可信度 11 1玉立 1.565 7.1 3 1.870 1.0是9 (p=.297l 
演繹 17 13.57 2.297 11.73 2.9生4 3.175 悟=.002) 轉
確認路當假設 a 5.86 1.389 4.70 1.682 3.403 (0士Iì仇 11 *** 

*<.05 輔<.01 輔*<.001

由衷一掛兇多中…全體學生在〈康乃爾批對思考裝自驗X級》前湖上的總分及各分填餘

，控散j組略儷於實驗鐘，但未達顯著差異 (p>.05) ，間組水平相近，臨i足可寬接比較

其後測的成績 c 但能表之所見 3 中二全體受試在〈康乃爾批判思考說運會X級》前棚上的，嚕

分及各分頂的表現，實驗組優於控制盤空昱建顯著嘉興中<.05) 。

2. 實驗後兩組學生批對思維能力的比較

鐘過個個月的教學後，繭組學生再接受〈康乃謂才在對思考湖驗X奶的評估，得l:l:I復

側的成麓，由於中…甫d總是要生在前糊的成績華:無顯著差異，留11:七只以 1、考驗能較復測成

續。表三及義思是中」、二學生在總乃爾批到思考測驗X1盼後鎮上的生意分及各分項分

數的平均分和標準喜愛。

表三:中一舉生拉如i思維能力援鵲成績

接觀主寄來 總分
實驗組 (N=37) 控制姐的=37) 了考驗

平均數樣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44 26.76 4.14 23.54 6.10 役.654 ** 
醫融 17 9.11 2.95 7.97 3.1 5 -1.600 (p=.ll 生}

考察可信j踅 11 6.70 1.78 6.16 2.01 -1.226 (p=.224) 
演繹 17 11.32 2.21 9.58 3.17 -2.717 年=.009) 轉

確認隱含f里設 8 生.72 1.52 3.73 1.85 編2.539 句=.013) 轉

接測結果 總分
實驗龍 (N=42) 控棋盤的=40) T考驗

平均數標準還 平均數標準三是 (繡著度)

是4 31.71 4.嘻46 27.20 5.566 4.067 *** 

歸納 17 10.0。 2.955 8.98 2.815 1.607 (p=. 1l2) 

考察可的皮 11 8越 10 1.411 6.58 2.286 3.603 (p泣 .001) 輔*

演繹 17 1 莓.02 2.147 12.00 2.641 3.816 (p士::::.000) 轉*

確認轍吉{眉設 8 6.00 1.148 4.83 1.412 4.14是 (p二 .000) 轉*

*<.05 軸<.01 *料<.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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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三所見 3 中一實驗，組毒醫生在({康乃會枕判思考測驗X綴》後讀tl.t的緣分及各分瑣

的表現可實驗組使按控制組，且在A德分、讀繹、暗語蠶食假設三碩士能擺異建顯著程度

(p<.05) 。而且實驗組學生整體成績tt葛湖有明顯進步，但聽她組成績如還於前鶴。至於

中二級，實驗飽的成績略蟹於前鵲多關控輯組則車還積退步。由於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

當灘的成績有顯著讓異，需以協方三是a變異數分析哨聲辯者的差興，以批判思維欄驗萬割

的總分及各分項的分數為共變數 (CovarÎates) 。表五是兩組調節繞揖平均數 (adjusted

mean) 。

表五 中二學生批判思繪能力後iJIlJ調節後平均數

主黨驗盤 (N=42) 控詞組 (N斗0) F {í主

撞車分 30.85 28.11 9.095 
歸鵲 10.400 9.369 2.6怨2

考察 ijJ1言度 8.215 6.877 10.709 

讀繹 13.69 12.35 6.681 
確認際含假設 5.結5 寺.98 8.942 

悅，的腳〈到*紳<.001

顯著度

.003輛

.1 05 

.002** 

正)]2*

.00。牌*

出表萃的調節後平均數軒兒，中之實驗組學位在緣分及各分現均獲世控齡組，除了

歸納吋項外，各頃嘉興均達顯著水平。

3. 批夠思維教學對學生批與思維能力影響之討論

本研究在討論批判，腎、維教學能否增攏訪中學生的批判聽誰能力，自 T考驗lk搗方義

變異數分軒研兒，晚報的實驗，續舉生在《康乃爾批判思考棚驗X級》後割的成鑼皆優於控

制組 3 輛組總分的裝異，均達顯著度 (p<.05) 。至按各分壤的表現多以下進一步提論。

(1)歸納:以思廉、齊…原環當作擺輯推論的法則。雖熱鬧級的實驗，組學生在歸訥方

醋的成績均擾於控辦姐，{ê.蓋異未建顯著度。歸納，腎、維對學生來說較為熟悉，在…般的

語文教學中，盤常要求學生歸納課文中心態輯、人物控格、寫作特點等，所以控制飽的

學生在這方醋的話n練並不比實驗組少。

(2) 考察可信度:指艷惡現的話，息，依據各瑣可靠資料，判定正確性。兩級的實驗組

學生考察可告度方麗的成績均種於提樹組，但只有中二的差異建顯著寰。此種離力是推

判思維的一個特棍， .在實驗題時，教歸經常要學生艷課文的內容作出批辮，質疑資料的

合理性與可信程度，小續討論更令學生習慣質踐。中二學生要用合作學習的方諸分組負

責教一黨課文，學生要從互聯輯或圈言書館中學會搜集大量實料，立全筆從紛辣的資料選取

鐘用及恰當部分，居此中二學生有明顯的進步。

(3) 簡繹:指依接較夕的質料來作主要﹒性式繞範的控論，以期能聽得普適致舟。兩級的

重實驗鎧畢生在農蟬方面的成織多均顯著攪於控棋誼。在繁聽過程中，教僻經常提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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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時要有邏輯、有根據，有合理的推理過程，由前提得出結論，這正與演繹推理的方

法一致，因以學生在這方面有明顯進步。

(4) 確認隱含假設:指針對提出的假設或結論，尋找合適的理論基礎，以支持其正確

性。兩級的實驗組學生在確認隱含假設方面的成績，均顯著優於控制組。因為實驗時教

師強調學生在闡述個人觀點時，必須拿出誼據支持論點，不斷追問學生的根據，所有學

生在找尋理論基礎、支持論點方面表現較佳。

批判思維教學對學生語文能力的影響

1.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中文學科測驗?前測成績

本研究為瞭解兩組受試者起點行為的差異情況，以作為實驗復復測統計分析的參

考，先以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中文學科測驗前測結果作差異性統計考驗。表六是中

一、中二兩級學生在《中文學科測驗》前測上的平均分和標準差。

表六:中一、中二學生《中文學科測盼前測成績

平均數 標準差 T考驗(顯著度)

中一
實驗組 (N=37) 66.135 7.8286 -.237 (p=.814) 

控制組 (N=37) 65.676 8.8343 

中二
實驗組 (N三42) 67.17 5.151 2.017 (p三.047) * 

控制組 (N=40) 64.70 5.910 

*<.05 **<.01 ***<.001 

由表六所見，中一學生在《中文學科測攝~前測的總分，實驗，組略優於控制組，但未

達顯著差異 (p>.05) ，成績相約，因此可直接比較其後測成績。中二實驗組優於控制組，

且達顯著差異 (p<.05) ，因此須以協方差變異數分析調整後測成績，方可比較。

2. 實驗後兩組學生在《中文學科測驗》成績的比較

經過四個月後的教學，學生再接受《中文學科測驗?的評估，得出後測的成績，由於

中一兩組學生在前測的成績並無顯著差異，因此只以T考驗比較復測成績。

表七是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中文學科測盼後測上的平均分和標準差。中二級由於實

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前測的成績有顯著差異，除了以T考驗比較外，尚加上協方差變異

數分析，以《中文學科測驗〉前測的總分為共變數。表人是中二學生在《中文學科測盼後

測調節後平均數。從表七、八所見，中一實驗，組學生在《中文學科測盼後測上的表現，

實驗組優於控制組，但差異未達顯著程度(P>.05) ，中二的實驗組則顯著優於控制組 (p<.

05) 。此說明了在語文教學中融入批判思維的教學策略，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科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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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中一、二《中文學科測驗}後測成績

平均數 標準差 T檢驗(顯著度)

中一 實驗組 (N=37) 67.08 5.40 
-.999 (p=.32 1) 

控制組 (N二37) 65.70 6.42 

中二實驗組 (N=42) 76.90 4.653 
5.136 (p=.OOO) *** 

對照組 (N三40) 70.03 7.255 

表八:中二《中文學科測驗》後測調節後平均數

實驗組 (N=42) 控制組 (N=40)

總分 76.50 70.46 

討論與建議

F值

21.149 

顯著度

.000*** 

中國語文通訊

經過一個學期的混合式思維教學後，兩班實驗組學生的批判思維能力都有所提升，

批判思維後測成績優於前測，且明顯高於控制組。實驗組學生的中文學科測驗成績亦優

於控制組，但只有中三級建顯著水平，中一級的差異不顯著。批判思維與語文能力關保

密切，過去已有多項研究發現語文能力和批判思維能力有正相關，因此加強批判思維訓

練，學生的語文成績會有進步。在課堂中，老師經常要求學生作答前要弄清題目，了解

問題的重點，這是批判思維的基本能力。老師反映，從平日的課堂活動及習作所見，學

生答問時，比以前懂得先分析題目，以前經常出現的答非所問的現象少了，答案的內容

也長了，因此語文的成績也見進步。

中二學生的進步比中一明顯，這班學生成績較佳，基礎較好，平時喜歡看書，在課

堂的論辯中，能引用書本、名人故事、歷史為論據。批判思維不是空談或只作文字的挑

剔，必須有知識作為根據，因此基礎較佳者，更能從思維教學中得益。中一學生在批判

思維雖有進步，但不及中二級明顯。大多數中一學生約11歲，在學習和生活上還其有依

賴性，獨立性和自覺性較差，生活層面狹窄，生活經驗缺乏，限制了思維的發展。據老

師的資料，這班學生來自不同的小學，水平參差，升上中一才半年，上學期初期仍未適

應中學的學習模式，態度較散漫，經過上學期的調教，才逐漸上軌道，但語文根底始終

較弱。初期觀課所見，他們較被動，少主動發盲，小組討論也欠積極，到後期已有改

善。在中一開始思維訓練，可為學生在思維關鍵期的發展打下基礎。

朱智賢和林崇德指出 10-12 歲的兒童正處於一個思維發展的加速期， 12歲是形成抽

象邏輯思維能力的一個重要年齡階段。中二是思維發展的關鍵期，學生如果得到良好的

教育，思維的獨立性和批判性迅速增長，促進了辯證邏輯思維的增長。 15 皮亞杰的認

15 朱智賢、林崇德:{思維發展心理學>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 年 9 月) ，頁 529-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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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發展理論，亦指出小六到中三(青少年早期)階毆正好是「反省自己的思維能力」剛剛萌

芽的時期;維高斯基的發展理論也可以發現人類的「元認知」能力要到兒童晚期才出現，

批判思維強調理性的反思'與個人的元認知能力有關。這都說明了在初中是思維發展的

重要階設，在教學中加強批判思維的訓練對學生有重要的影響。

思維教學應是獨立課程還是融入方式，一直爭論不休。事實上，在中小學獨立設思

維課，對現時已相當緊密的課程編排來說是不可能的，隱藏在學科學習中的思維技巧訓

練較零碎片面。獨立的思維技巧教學可提高學生的自覺，對培養學生的思維意向效用明

顯。學生對兩節思維課反應良好，根據事後H吾談，學生普遍歡迎思維課，認為十分有

用。教師反映學生在日常爭論時，會得指責別人的思維有謬誤，雖然很多只是一知半

解，甚至誤用，而且仍停留在指出別人思維錯誤的「弱勢批判思，唯者」層次，但已顯示他

們有思維的動機與意向，並嘗試反思。

張玉成指出，依 Skinner在 1976 年的研究，批判思維能力的發展，是美國學校教育

重點之一，但此項目標並未有效達成，主要原因有三:(1)學校老師對批判思維的本質認

識不清、概念不明; (2) 任課教師不知如何從事有助於批判思維敢發的教學活動。教師對

思維技能教學認識不深，偏重以灌輸為主。 16 Stemberg擔心全面將思維融入課程時教

師的能力、對思維的理念與教學法認識不足。 17 在研究過程中，實驗教師相當投入積

極，是研究成敗的關鍵，課程改革要將思維教學融入各學科中，必須加強師資培訓，這

是各政府和師資培訓機構的重要任務。

【本文屬專著類】

16 張玉成 〈國小語文科實施批判，思考教學之實驗研究) , <:臺北師院學報}5期(1 992 年) ，頁 6 。

17 同註 10 ' p.2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