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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變學生閱讀習慣。研究結論有三，冀能作為國中國文教師專業發展

參考：一、交互教學法能幫助學習低成就者運用策略進行閱讀理解，增

進本研究是一個國中國文教師在補救教學的課程中突破傳統窠臼，運用

交互教學法提昇學習低成就者閱讀理解能力的歷程，並藉由此歷程分析

學習低成就者在學習交互教學法過程中的種種表現意義。研究者即為補

救教學老師，故本研究採行動研究，以研究者任教之宜蘭縣某國中八年

級經補救教學方案科技化評量2020年9月篩選測驗結果確認為國文學習

低成就者共10位為研究對象。研究者使用「訪談單」了解學生起始行為，

設定學習目標；利用「教學日誌」、「課堂學習單」、「學習心得回饋單」、

「課堂錄影」、「課室觀察紀錄」等研究工具紀錄、歸納、分析學生學習

情況；利用「PISA 閱讀測驗題目」做前後測，檢視學生學習成果。研究

發現：以互教學法之閱讀策略進行國文科補救教學之教學設計受到學生

喜愛，並改學生閱讀理解能力。二、學生最喜歡的是預測策略、覺得最

困難的是摘要策略、認為最常使用的是提問策略。三、對話模式、學習

責任逐步轉移、運用分組模式討論方式等能讓學習低成就者循序漸進的

學習，並且學得有自信；同時課堂氣氛變得活絡、師生互動次數增加。 

關鍵詞：交互教學法、閱讀理解、補救教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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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研究動機 

   研究者在教學的過程中，總是會接觸到學習能力處於中後段的學

生，然礙於課堂上大多數學生的學習與教學進度，實在無法為這些學習

低成就者暫停教學進度做個別指導。學校有開設的補救教學,可是依研究

者觀察，校內傳統補救教學多用原教材、原教法上課，並沒為學習低成

就者量身打造適合的教學策略與適切教材，以致學習低成就者無法在補

救教學課程中得到實質的幫助。有鑑於近年來閱讀素養已是學生必備能

力，閱讀理解能力更是當代重要議題，是學習一切知識的基石。閱讀理

解能力差者不僅在國語文學習表現差，還會連帶影響其他學科的學習。

故此，學習低成就者的補救教學課程就不能僅停留在形音義教學、單純

的知識背誦；應與時俱進，補強學習低成就者的閱讀理解能力。 

學習動機不足、成效差是低成就學習者重要的表徵。他們沒辦法維

持長時間的高專注力，再加上基礎學力不夠，如此便不足以有能力支撐

往後加深加廣的學習。而且，低成就學習者在面對文章閱讀時，往往表

現出消極的態度。沒有興趣又沒有方法閱讀，會造成低成就學習者學習

其他知識的困難。搜尋相關文獻過程裡，研究者從一些研究結果中得知，

交互教學法能有效提升閱讀理解困難學生的閱讀能力（涂志賢，1998；

許淑玫，2000：黃瓊儀，1995；Lederer,2000；Palincsar&Brown,1984；

Palincsar,Ransom,&Derber,1989）。傅秀媚（2003）也說，交互教學法的適

用對象廣泛，除普通生外，也可以針對解碼能力佳、理解能力低落的學

生（低閱讀能力學生）、閱讀障礙者或學習障礙者來進行教學。 

交互教學法又稱相互教學法，是指在教學過程中，藉由師生對話，

由老師指導學生使用預測、澄清、提問、摘要等四種教學策略的教學方

法（楊雅惠，2015）。此教學法藉由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對話的歷程，

靈活運用閱讀理解策略，達到對文章的了解。在交互教學的過程中，學

習責任會從教師逐漸轉移到學生身上（Palincsar & Klenk，1991）此外，

有多名學者說明交互教學法的目的不僅僅是幫助學生主動進行有意義的

閱讀，且能增進自我監控和後設認知的技能，教學過程中同儕間的互動

與相互支持，更能促進學生閱讀的興趣與參與感（李嘉琪，1997；游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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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林美杏，2013；張佳琪，2008）。交互教學法步驟清楚、循序漸進，

強調以對話方式引導學生閱讀，給予每個學生均等的學習機會，並能幫

助學生主動進行有意義的閱讀，且能增進自我監控和後設認知的技能等

諸多優點，符合研究者想提昇學習低成就者閱讀理解、運用策略的能力，

並期望藉此教學法讓學生不再畏懼閱讀，進而還能夠提升學習成效與學

習動機。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壹、學習低成就者的閱讀理解教學 

一、學習低成就者的閱讀特徵 

閱讀是學習一切知識的基石，學習低成就的孩子在閱讀理解的學習

中更需要老師的從旁教導與協助。學習低成就的孩子，如果沒有及早施

以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而任由長期落後，這些孩子的學習成就與同儕間

的差距就會日益擴大，對於後續求學、就業，都會造成困難。 

吳訓生（2000）從研究結果中發現，閱讀能力低落的學生無法用比

較有組織的方式來整理文章，也不能如高能力閱讀的學童能對自己的理

解狀況及分心狀況有比較精確的覺察力。也就是說，閱讀能力低落的學

生比較不能夠監控理解，而且使用了策略，卻不知道為什麼而使用。林

慧芳（2002）研究中指出，低閱讀能力學童因推論能力不佳而造成其閱

讀能力低弱的原因，並不是先天能力上的不足，而是因為低閱讀能力學

童受到語文能力的限制，低閱讀能力學童難以偵查文章中矛盾的訊息。

由此更加凸顯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對學習低成就者的重要。 

由前人的研究可發現低閱讀能力學生在閱讀理解表現不佳的情形，

經由閱讀策略的教學，確實可以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因此教導閱

讀理解的策略是必要的。 

二、閱讀理解策略教法 

閱讀理解是一項高層次的認知運作過程，閱讀理解策略即是整合認

知運做的歷程，能夠幫助閱讀者理解文章的含義。常見閱讀理解策略的

教學法有直接教學法、交互教學法與合作學習法三種。其中，直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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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過於強調機械式的操作練習，而且在結構鬆散的領域中（如理解），可

能無益於學生（連啟舜，2002）。合作學習立意良好，然而實際施行時卻

有其缺失。在合作教學下，最常發生的狀況是整個團體的工作落在少數

人的身上，其他學習者可能只可以在一旁袖手旁觀。許多研究皆指出交

互教學法能有效提升低閱讀能力學生的閱讀理解能力，並有遷移與保留

的效果（Laberance＆Battle,1987）。是以，本研究採用交互教學法，希望

藉由師生間或學生和學生間的對話、互動，提升低學習成就者閱讀理解

能力。 

貳、交互教學法 

一、交互教學法的理論基礎 

交互教學法是 Palincsar 與 Brown （1984） 參考 Vygotsky 提出的

近側發展區理論；Wood, Bruner, 與 Ross 提出的專家鷹架理論；Wertsch 

與 Stone 提出的預期教學理論發展而成。 

（一）近測發展區 

依據 Vygotsky 的觀點：認為個人認知功能的發展，是一種社會活動，

一剛開始會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彼此體驗認知活動中，慢慢內化之後，就

會成為個體獨立發展的一部份。此內化的能力即為實際發展層次，而透

過環境互動在他人協助下能夠提升個體潛在發展層次，進而創造個體的

可能發展區域。在交互教學的設計中，就是藉由老師或能力較好的同儕，

提供潛在發展區域的協助，以提升學生的表現（Alfassi,1998）。 

（二）專家鷹架理論 

交互教學法中，專家即是提供學生學習鷹架及支持的人，讓學生有

機會展現已有的技巧或是策略，達到較高層次的認知（Rogoff & 

Gardner,1984）。鷹架是指在專家與生手的對話中，透過有組織的對話內

容，刺激與引導生手思考，進而增長心理能力（黃智淵，2004）。本研究

在進行相互教學法閱讀課程時，依學生的能力給予不同支持與學習鷹架，

保有彈性調整的空間，提供學生最適切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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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教學理論 

預期教學指的是對學生能力的預期（Palincsar & Brown,1984，吳潔

蓉，2010），在教學歷程中，教師可經由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提供

解釋和示範，並逐步地將學習責任轉移到學生身上。 

教師在實施交互教學時，須先致力於學生潛在發展區域的縮小，再

視學生表現的進步狀況來調整鷹架支持系統，當學生能力有所提昇時，

教師可逐漸撤除鷹架協助，避免過度介入養成學生在學習上出現依賴現

象，最後當學生藉由各種學習活動，建構出獨立運作四種閱讀理解策略

的能力，就達到了所謂「預期教學」的目標（林葦玲，2013）。 

參、交互教學法在閱讀理解教學上之應用 

交互教學法因策略明確且不繁雜，故近幾年在閱讀教學上，廣為教

師們所採用（洪蒨薇，2008）。交互教學法主要是透過在教學過程中，師

生間的交互對話， 運用「預測」、「澄清」、「提問」、「摘要」等四種閱讀

理解策略共同建構文章的意義。 

一、預測 

預測是學生在閱讀文章之前指導其針對標題、圖示或前一段落的內

容來預測文章或下一段的可能內容（黃智淵，2004）。這是一種結合先備

知識的認知過程，在閱讀之前做預測，可幫助閱讀者激發與文章主題相

關的知識，並且預期文章的意義，因此可增加文章的意義化與記憶能力

（黃智淵，2004）。 

二、澄清 

澄清是指讀者在閱讀文章時能確認文章中難以理解的部分，並運用

適當的方法加以調適的措施，也是一種理解監控的策略（黃瓊儀，1996）。

張郁屏（2009）指出，教師可要求學生在閱讀過程中，仔細留意文本中

所出現的艱澀字彙或困難概念，並試圖釐清。操作上，許麗霞（2005）認

為，在閱讀過程中，遇到困難無法理解時，可指導學生採取重讀、對照

前後文的脈絡關係、向他人求助或是查字典等方式，以明確了解文章的

意義，增進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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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問 

提問指的是讀者在閱讀前、中、後從文章中的重要概念形成問題，

並以自問自答之方式，以檢核自我理解的情形，這不但能協助讀者分辨

文章中的重要訊息，幫助讀者對文章的整合，也可帶領學生更積極的監

控自我的理解（Palincsar & Brown,1984）。本研究在提問策略搭配「6W」

的提問策略及鄭圓鈴（2013） PISA 的三種閱讀理解層次兩種提問策略

幫助學習者聚焦在重要概念的提問，並據以訓練學生發展較詳密的問題

組織能力。 

四、摘要 

摘要是指學生在閱讀文章後，對段落或全文內容做簡潔的重點整理

（卓佳儀，2009）。研究者參考 Brown（1984）所提出進行摘要教學時可

用的五項重要的原則教學（1）刪除瑣碎部分；（2）刪除多餘部分；（3）

以較高層次的概括性語詞統整一般的名詞；（4）從文章選出主題句，作

為摘要的架構；（5）當該段落並無明顯主題句時，須自行創造主題句。

（ Palincsar & Brown, 1984 ）加以簡化為：（1）刪除、（2）歸納、（3）

選或寫出主題句寫摘要，三步驟教導學生，更符合學習低成就者所需。 

交互教學法步驟明確，且可針對解碼能力佳、理解能力低落的學生

（低閱讀能力學生）進行教學。師生在閱讀過程中的交互對話是圍繞著

四種閱讀理解策略，但目標不是在教導學生單獨運用每一項策略，而是

要隨時把重點放在指導學生靈活運用以下四種策略在詮釋和理解閱

讀的內容（張稚美，2002；引自林容妃，2005），常適合運用教導學習

低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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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任教之國中八年級學生。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教育部，2016），經補救教學方

案科技化評量 2020 年 9 月篩選測驗結果確認為國文學習低成就者。經由

校方、家長與學生三方同意參與本研究之補救教學課程之學生，共 10 人。

為了解學習低成就學生在國文閱讀理解學習上的困難所在，本研究進行

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個別進行訪談，以了解學生的起始能力，作為研

究者擬定教學目標與教學方案之參考。分析學生特質，說明如下： 

S1：閱讀速度非常緩慢，有很多基本的字念不出來。理解能力不

佳，個性內向習慣等待答案，不喜歡發言、學習非常被動。（訪單 S1-

20201123） 

S2：閱讀速度中上，理解能力中上。上課與教學不相干的發言與小

動作很多，所以專注度很差，同時干擾其他同學學習。（訪單 S2-20201123） 

S3：閱讀速度中等，理解能力中下，上課非常容易分心，能夠回答

簡單提問。（訪單 S3-20201123） 

S4：閱讀能力差，不過學習興致高昂。樂於配合老師教學活動。（訪

單 S4-20201123） 

S5：文章裡有很多字不認得，閱讀能力很差，對於課堂提及的內容

很多都不了解，配合意願尚可。（訪單 S5-20201123） 

S6：能夠順暢讀完一篇文章，可依提問找到文章中的對應答案，摘

要能力中等，是本班程度最好者。他在這個班有自信，樂於發言、喜歡

學習。（訪單 S6-20201123） 

S7：可流暢讀完文章，理解能力尚可，延伸思考、連結能力尚未展

現。上課很少主動發言，很害羞。（訪單 S7-20201123） 

S8：能流暢讀完文章，基本提問、連結思考能力均已具備；摘要能

力尚未發展。課堂勇於發言，積極主動參與學習，喜歡參與活動。（訪單

S8-20201123） 



 

 

2021.06 
 

8 

S9：閱讀速度偏慢，文中許多不認識的字。閱讀理解能力差，性格

內向，畏於課堂發言。（訪單 S9-20201123） 

S10：閱讀速度很快但是會唸錯很多他以為對的字音。對文意有許多

錯誤理解。性格活潑，有話就說。樂於參與課堂活動。（訪單 S10-20201123） 

貳、研究方法與課程設計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採敘事體例書寫。行動研究能在實際行動中發

現、解決問題，並且循環修正。此方式正適合此研究的研究特性，故研

究者採行動研究法。研究分為二個循環配合教學設計，實施方式說明如

下：第一循環透過交互教學法中 ET-RT 模式親自示範與課堂對話，引

導學生熟悉對話的學習方式。策略學習階段是由教師先說明各個策略特

性、使用的時機、使用的情境與如何使用，接著搭配文本進行示範教

學。教學目標為讓學生習得四大策略。第二循環的教學目標是熟習四項

策略，從「教師引導使用策略」至「小組合作使用策略」終至「學生獨

立使用策略」逐步將四項策略融合運用於同一份文本之中，並能完成個

人學習責任轉移。 

本研究課程設計表： 

第一循環：4 個單元策略學習階段 第二循環：3 個單元策略運用階段 

第一週 
第一單元：預測使用文
本：莫泊桑《項鍊》 

第五

週 

教師引導使用策略使用文
本：曹丕《定伯賣鬼》 

第二週 
第二單元：澄清 

使用文本：琦君《髻》 

第六

週 

小組合作使用策略使用文
本：陳冠學《田園之秋選》 

第三週 

第三單元：提問使用文
本：王文華《曹操掉下去
了》 

第七

週 

學生獨立使用策略使用文
本：PISA 閱讀題組 

第四週 
第四單元：摘要 

使用文本：自編教材 

1.五至七週練習將四大閱讀策略運用
於文本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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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循環：4 個單元策略學習階段 第二循環：3 個單元策略運用階段 

 

第一循環教學重點在讓
學生習得四大策略。 

  

2.第二循環除依據第一循環缺失加以
改進之外，教學重點在：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將習得的四大策略運用於
文本閱讀理解，且完成學習責任的
移轉，讓學生能夠獨立運用四大閱
讀理解策略。 

 

参、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以訪談紀錄、課堂影片與逐字稿紀錄、學生學習單與學

習心得單為主，輔以 PISA 閱讀測驗。資料蒐集與分析的方法整理如下： 

一、質化資料 

（一）訪談記錄、課堂錄影與課堂紀錄逐字稿 

教學前與學生的訪談記錄表，教學過程中的觀察紀錄──錄影、照

片與錄音──依時程做整理。然後在打成逐字稿的同時，一邊觀察學生

的上課反應，一邊省思可改進之處，並將想法記錄下來，以作為下一階

段的修正參考。最後待行動研究結束之後，再重新檢視每一份紀錄，以

及當時的初步想法，然後再配合學生的學習單、回饋單、前後測卷等相

關資料，進行整體性的分析，以明瞭學生的學習狀況，與交互教學法在

提升閱讀理解能力上的成效。 

（二）學生學習單與學習心得回饋單 

透過批閱學生學習單，可發現學生策略學習上的困難點，並藉此進

行教學上的調整給予學生更多的學習鷹架。學習心得回饋單則可了解學

生過去的閱讀習慣外、學生對閱讀策略教學的興趣、在閱讀教學上的收

穫，以及學生對教學活動的建議，這些均能做為下一循環教案設計的重

要參考。 

（三）教師教學日誌與課堂錄影 

研究者可透過每次教學結束後的反思，對教學的設計進行微調。同

時，在每一個循環結束後，彙整自己教學後所記錄的教師日誌，並配合著

其他各項紀錄交叉比對，分析並架構出教學過程中的反思與修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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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類別 資料編碼 說明 

訪談記錄表 訪單 S1-20201123 1 號學生 2020 年 11 月 23 日完成的訪談記錄 

課堂學習單 學單 S1-20201124 1 號學生 2020 年 11 月 24 日完成的學習單 

學習心得回饋單 饋單 S1-20210106 1 號學生 2021 年 1 月 6 日完成的回饋單 

教師教學日誌 教誌 20201124 研究者 2020 年 11 月 24 日完成的教學日誌 

課堂錄影 錄影 20201124 研究者 2020 年 11 月 24 日完成的教學錄影 

 

二、量化資料：PISA 閱讀題組前後測分數分析比較 

 PISA 測驗題目與評分有其一致性與標準性，是適切的檢測工具。

研究者所選的兩篇文本篇幅相差不多，難度一樣。每篇各出五個題目，

依照檢索與擷取、統整與解釋、文本形式、廣泛理解及省思與評鑑五個

層次出題。每個題目的給分方式依照 PISA 給分標準以求客觀嚴謹。 

 

三、資料的可信賴性 

 本研究在資料的檢視上運用了詳實的觀察紀錄、不間斷的省思、

PISA 閱讀題組前後測分數分析比較等三種方法力求資料嚴謹客觀，提高

可信度。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方式進行，在國中八年級國文補救教學課堂上運

用交互教學法進行閱讀理解教學，以 7 週時間進行觀察與資料蒐集並分

析結果，研究結果與討論分述如下。 

壹、 學生學習交互教學法後的學習成果分析 

一、學生在各個策略學習表現上都有明顯地進步 

（一）預測策略：從天馬行空憑感覺地猜測到有意義的推論。 

學生在一開始只是亂猜。只是這種無傷大雅的錯誤並沒有打擊學生

的信心與興趣，反而為課堂增添許多歡樂，讓學生興起一起往下找答案

的熱忱。第二循環時，研究者引導學生注意預測的時機（閱讀前、閱讀

中、閱讀後）；預測的線索（題目、插畫、文中關鍵詞、作者潛藏在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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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暗示或者是上下文的轉折語詞…等）。有了這些更明確的小技巧指示

之後，學生的預測越來越準確，進而發展出有意義的推論。 

（二）澄清策略：從直接放棄到主動使用，而且越來越精熟。 

對於學習低成就者而言，面對文章中看不懂的字彙與語句，學生最

常做的事就是放棄。研究者設計查詢工具書的教學活動，幫助學生學習

澄清策略。 

接著學生發現，對於文本或段落所要表達的意涵的這一個重要部分，

還是需要透過同儕討論或是對照上下文文意做推測、檢視關鍵線索、有

時甚至可以以忽略的方式理解文意。學生習得澄清策略技巧後的最大改

變是：因為知道如何面對看不懂得詞彙或句子，所以不再懼怕文章中的

艱澀生難字詞或複雜難解的句子；在使用澄清策略時一次比一次準確、

一次比一次迅速。 

（三）提問策略：將提問發展到省思與評鑑層次，進而能掌握主旨。 

研究者於提問策略中使用「六 W 提問法」與鄭圓鈴「PISA 三層次

五策略」兩種方法。「六 W 提問法」分項清楚答案明確，學生學習起來

比較容易，很快地就能夠很有自信地將「六 W 提問法」運用在文章閱讀

理解當中。而「PISA 三層次五策略」提問中，「第一層次檢索與擷取」

類似「六 W 提問法」學生很容易就找到答案；「第二層次統整與解釋」

中，學生找得到事實的句子，但使缺乏解釋的能力。 

第二循環時，研究者特意放慢教學速度，並將提問的步驟拆解成更

多的小步驟，使用關鍵詞逐步引導學生找到問題並統整、解釋問題。因

為速度變慢有更多時間思考，然後問題變小變得比較單純，學生就比較

願意嘗試，依循研究者的鷹架一步步找到正確答案。「第三層次省思與評

鑑」對學生而言非常困難，研究者引導學生練習自問自答的方式達到第

三層次的閱讀理解。學生透過自問自答的方式更理解文章，也能自我監

控發現自己的問題。 

（四）摘要策略：從無法寫出有邏輯、通順的句子到掌握訣竅摘要

重要文句。 

摘要策略是四種策略中層次最高、最困難的一個，學生必須具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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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能力才能有辦法勝任。開始學習摘要策略之初，學生有許多缺失，像

是：沒辦法掌握摘要策略重點，或找不到重要處摘要；有些學生的摘要

太多贅言，不夠精簡；有些學生則是無法區分摘要與心得的差異；大部

分的學生則有摘要的文句不通順、文句沒有邏輯等缺失。學生在第一循

環學習摘要策略時的習作成果如下： 

 

S1：「有一種鳥會飛過太平洋，弱者錯失機會就會像飛越太平洋的

小鳥。」文句沒有邏輯，尚未掌握摘要要領。 （學單 S1-20201215） 

S3：「小鳥如果帶著鳥巢和食物他就飛不動，牠只帶一小節樹枝，

牠很厲害，很有恆心毅力，所以牠成功的飛越太平洋。」非摘要，

是學生的心得感想。 （學單 S3-20201215） 

S5：「鳥成功飛越太平洋，成就自己的事業」省略太多文章的脈絡

發展。 （學單 S5-20201215） 

 

從學生課堂學習單的表現來看，發現學生在利用短的句子練習摘要

策略時，尚能依循研究者的步驟，摘要出句子的重點。一旦將篇幅拉長

成為短文或看見內容比較複雜的文章，學生就會顯的慌亂，不知所措，

無法摘要出主旨。研究者簡化摘要策略步驟，用更簡單的步驟搭配「刪

除、歸納、選或寫出主詞」的口訣採以精熟練習，帶領學生反覆操作；同

儕合作互相檢視對方摘要找出問題；分享學生寫得摘要……等方法，協

助學生精熟摘要策略。第二循環學生在摘要策略的習作成果如下： 

 

S3：「年輕人很誠懇讓出自己的房間給沒有地方住的老夫妻。幾年

後，老先生請年輕人幫他經營飯店。年輕人成為自己的貴人。」（學

單 S3-20210105） 

S7：「因為夜班服務生在辦公室值班，所以他把房間讓給老夫妻睡

覺。幾年後，老先生蓋了一棟旅館並請當時那個夜班服務生幫他經

營。因為夜班服務生對每個人、每件事都熱情的態度，讓他成為自

己的貴人」（學單 S7-202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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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做自己的貴人就是要熱情、心存感激，還不要疏忽幫人做事

的機會。就像夜班的服務生，誠懇幫助老夫婦。幫助老夫婦就是幫

助自己。」（學單 S9-20210105） 

 

從課堂學習單發現，實施互教學法後學生已能找出或寫出完整的主

題句，還能夠掌握摘要重點刪除重複資訊、歸納段落間的大意，掌握文

章重要概念進而在摘要中表達完整訊息。 

綜合上述，學生在學習策略上是有進步的。實施交互教學法後，學

生會主動運用策略解決閱讀時面對到的困難。學生能先經由預測對文本

做概括分析；一邊讀一邊檢索與擷取重要訊息；運用澄清策略釐清疑

問、運用預測策略邊讀邊猜，修正或印證一開始的預測；其次統整與解

釋重要訊息的意涵；最終對文本提出合理的看法或說出主旨。此行動研

究在第七單元後，請十位學生填寫學習心得回饋單，其中有一部分請學

生思考他們對學習不同的感受得到以下回饋，得到結論為：學生最喜歡

的是預測策略、覺得最困難的是摘要策略、認為最常使用的是提問策

略，此與研究者課堂觀察結果相同。 

二、交互教學法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為瞭解交互教學法實施前後學生閱讀理解改變的情形，研究者挑選

二篇 PISA 文章做為評量依據。兩篇文章篇幅差不多，題目數量一樣，檢

測的層次一樣。每個題目的層次分類、給分標準依照 PISA 訂定之標準。

第一篇在整個教學實施之前測驗，第二篇則是第七單元─個人獨立運用

策略時的文本，學生在閱讀文本後做測驗。從個別學生總得分狀況分析，

接受交互教學法後，所有的學生後測成績都比前測高，顯示閱讀理解能

力的提昇。從個別題目得分的狀況分析，每個學生每一題的得分加總，

後測均比前測高，顯示學生在每個策略裡的學習均有進步。從測驗結果

可知，學生接受交互教學法後答題的分數均提高。從答對題目型態可知：

學生對文章內容已能進行深層理解，更能透過較高層次的思考理解文意，

甚至還能反省個人的想法與找出文章的旨意。交互教學法明顯的提升學

生閱讀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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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生學習交互教學法後的課堂表現分析 

一、學習從被動變主動，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 

學生得以藉由教師示範而學習模仿，運用策略一次比一次熟練；步

驟簡化後，學生更能掌握各步驟要點，更能勝任學習任務；實作教學活

動時，顯得興致高昂，學生上課不再昏昏欲睡。學生學習起來容易就願

意學，願意參與；熟練後，就學得會；學得會就有自信，願意認真看待文

本並回答問題。學生的閱讀變得更主動，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 

二、學習責任逐步轉移，學生閱讀態度變得積極 

本研究將交互教學法學習責任逐步轉移的特色，透過課程的設計融

入在教學單元中。學生在學習的歷程中發現，教師不再是課堂中唯一能

夠提供知識與解答的人，學習從由教師主導的方式，慢慢變成同儕間共

同找出解答，學習責任從教師、引導人逐步轉移到個人。學生能藉由課

堂與同儕的討論交換彼此的想法，互動過程中分享閱讀策略的學習氛圍，

這些比起傳統的閱讀課，都讓學生有更多表達想法的機會。 

三、課堂的氣氛變得活絡，師生互動次數增加 

交互教學法中非常強調對話模式。研究者設計的七個教學單元都使

用交互教學法所重視的師生與生生的對話模式教學。師生、生生對話的

模式一旦建立，學生會依循討論、對話的上課模式主動的參與討論。這

樣的對話方式讓學生在學習上更主動，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發言，每個人

的發言都被重視，所以學生開始練習發表意見，上課發言次數漸漸增多，

師生互動的次數也增加。 

參、 交互教學法對教師個人專業成長之助益 

一、教學方法的精進 

研究者從事教職十五年的時間，長期以來閱讀課多是在研究者單方

面講述，學生聽課做筆記的模式中進行，很少機會讓學生發言。將交互

教學法融入閱讀教學後明確感受學生的進步。經此研究後，在教學精進

部分，研究者認為應： 

1.教導學生策略，學生才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才能提升閱讀理解能力。 

2.運用行動教學歷程修正教學方案，讓教學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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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用教互教學法為學習低成就者設計國文閱讀理解補救教學課程

提升其閱讀理解能力。 

二、課程設計的思考  

任何課程都有進度壓力，補救教學也不例外。研究者依照學習低成

就者的特質，設計適合補救教學學生的教學活動。研究過程中時時透過

課堂觀察、教學日誌、學生學習表現等蒐集到的資料關注學生學習狀況

進而修正教學上的缺失。在補救教學的課堂中，人數雖然已經很少，但

仍存在學習差異。教師要顧及每個學生的需求，增加或減少鷹架提示。

經此研究後，在課程設計部分，研究者認為： 

1.可依照學習低成就者的特質做課程設計的標準，使學生成為學習

的主人。 

2.學習低成就者程度不佳，一開始可提供更多教師示範與鷹架協助。 

3.學習低成就者在學習過程中比較容易分心，學生沒辦法長時間專

注做同一件事，研究者在進行每一小主題時搭配適切的小活動，讓學生

可以討論或實作。小活動的設計必需有挑戰性、趣味性、最重要的是要

能配合學生的能力。 

4.小組合作是為必要過度階段。這個過程能大大提昇學生課堂參與

感，並實際演練教師的示範教學。 

5.善用教互教學法中的對話模式。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難免有退縮

的行為、緊張的情緒，但是整個學習的過程是很快樂的。師生與生生的

對話模式，減輕學習中的無助感。 

三、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研究對象知悉自己因學習狀況跟不上原班同學，所以參加補救教學

的這個事實。可是，在進行補救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察覺，學生仍有

非常強烈的學習意願。他們可能學得不好，但是沒有放棄學習。經由教

師課堂適切的引導，學生會參與課堂討論與活動，筆記上課內容。交互

教學法步驟簡單明確，利於學習低成就者的學習。過程中，教師為學生

所搭建的鷹架學習，讓學生逐步成長，最終獲得成功的學習經驗。學習

責任的逐步轉移則可以增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學生能透過靈活運用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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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解決閱讀時遇到的困難，進而主動學習。學生能經由教師所提供的鷹

架與同儕間的互動協助而促進學習，並將學習責任逐漸轉化成自身所具

備得學習能力，這些都是交互教學法所強調的地方。 

學生依循研究者教導步驟一步一步學習而有進步時，學生體會更多

成功的學習經驗，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是有期待的。當閱讀課不再僅是艱

澀國字的堆砌，學生藉由習得的閱讀策略，讀懂文本、了解文意，還能

摘要文章主旨時，補救教學的成效就慢慢建立起來。如此為學生建立正

確的學習觀念與態度，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才能讓學生真正脫離學習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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