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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前言 

全球化現象已悄然改變區域疆界和社會結構，全球資訊的快速流通不僅縮短學習進程，

也改變多數人對學習場域和學習的定義。面對全球資訊與社會結構的重新布局，任何人都無

法以今日有限的知識，面對瞬息萬變的未來世界。再加以不同領域知識社群為了維護跨國、

跨領域，甚至是跨文化的合法地位，在彼此疆界之間設下種種界限。更促使學校教育必須省

思：如何協助學生獲得支持性的力量，以利他們認識龐雜的知識體系，學習如何學習。 

Schwab（1969）認為學校的課程實踐，有賴教師、學生、課程材料與環境等共同要素的

相互協調統合。學校無法以有限的時間，提供學生無限的知識。「教育」的義意不在傳遞知識，

而是提供他們自主探究的機會，培養學生有足夠能力適應不斷變化的生活環境。然而教科書

長期滲入整個教學脈絡，使教室層級的課程實施被侷限在和教科書有關的解說式教學（周珮

儀，2002，2003；楊雲龍、徐慶宏，2007，藍順德，2006）。如果學校的存在是為了促使學生

將習得的知識用以解決生活問題，那麼學校、教室情境和學習歷程都需要提供自由和自主的

探究情境，協助學生釋放學習潛力。因此，如何強化學生自主建構與創新知識的能力，活化

其高階思考能力，是當前學校教育解構並重建課程與教學的核心課題。 

本校地處文化資源不利地區，學區家長普遍社經地位較差，多半為生活溫飽奔波，無暇

陪伴孩童，遑論參與孩子的學習；相對使孩子們在學習動力和問題解決的自信上相對貧弱。

所以如何提升孩子自主學習的動力與能力，協助他們在每一次學習活動中，能運用自己的力

量去建構知識，並使之在真實生活中產生意義，實踐並創造自己生命的價值，對八堵的孩子

至為重要。基於上述觀點，本行動研究欲探究的問題如下： 

一、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對學生自主學習成效的影響為何？ 

（一）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對學生在訊息選取、分析和整合的影響為何？ 

（二）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學生對自我監控與評鑑歷程的影響為何？ 

（三）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後，學生面對學習態度有何轉變？ 

二、如何規劃適用於國小學生以 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歷程的行動方案？ 

三、實施 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的教學成長與省思為何？ 

二、名詞釋義 

（一）Big6 資訊問題解決模式： 

Big6 取自六步驟英文名稱其中一個字母組合而成(B-I-G-S-I-X)，包括：確切了解問題

（Be sure）、確定資訊（Identify）、取得資訊（Gather）、利用資訊（Select）、整合資訊（Integrate）、

和檢查結果（eXamine）；問題解決過程強調對「資訊」的處理。本研究對 Big 模式融入自

主學習的運用不是採取線性化按部就班進行，而是讓學生依據問題解決需求和對問題複雜

度的認知，自行彈性選擇單一或多項，或合併數個策略進行自主學習。 



2－3 

 

（二）自主學習 

本研究所欲促進之自主學習為，學生在參與社會領域學習過程，先由教師以引導式提

問說明重要的或學生不易理解之概念，再由生學生彈性運用 Big6 模式解決和探究與主題相

關的問題。本次行動將學生參與問題探究過程，視為解決問題歷程。探究過程中，學生可

利用不同文本擷取、分析和整合必要資訊解決問題。學習認知歷程具有漸增的複雜階層

（increasing complexity hierarchy），簡化問題探究和認知分析過程，會限制學生的批判思考，

使之無法監控自己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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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yer（1990）曾指出最足以妨害課程特質的論述便是有關『教育的優質性』，以及把學習

特殊化為一系列可觀察或可測量之過程及結果。優質化常常以能力指標替代了全人與適性發

展，進而讓孩子不知為誰而學或為何而學？當教學進度和組織目標支配了「個體」，學校將變

成禁錮人性的「監獄」，學習者便無法發現學習需求與想要學習的動能。 

（一）自主學習的意涵 

自主學習或譯為自律學習，係指讓學習者自己設定學習目標、找出可以達成目標的方法

或策略、監控自己的學習歷程，再根據學習結果調整學習方法，精進學習內涵。從教學的角

度來看，自主學習強調教師必須輔助學生為自己訂定合理的學習目標，並對學生各種實際生

活經驗的各種好奇和想像進行理性指導，協助他們開展對生活世界的探索與創造。 

但協助孩子建構與發展自主學習並非放任或放縱，自主學習強調教師必須設計具體的教

學策略，輔助學生為自己訂定合理的學習目標，再由此開始自主學習。換言之教師必須在孩

子發展自主學習過程給予適性引導和鼓勵，提升他們監控、評鑑自我認知過程等後設認知能

力，而非讓學習者獨自一人毫無章法的摸索或閉門造車。相較於一般單向講述教學，進行自

主學習的學生對學習控制權和學習空間需要更多自我掌控能力。 

Zimmerman（2000）和 Pintrich（1999）都主張，自主學習是當學習者訂定學習目標

後，個人嘗試監控與調整認知，隨時依據學習結果修正行為和動機，建構不同策略的歷程。

在自律學習情境中，前述歷程會發展出相互關聯的學習循環模式： 

 

 

 

 

 

 

 

 

圖 1：自主學習循環模式 Zimmerman, Bonner & Kovach（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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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主學習策略 

Zimmerman（1989）將自主學習的策略與內涵分成：自我評估、組織與轉化、目標設定與

計畫、資料搜尋、記錄與監控、環境建置、自我承擔後果、練習與記憶、社會支援和複習紀

錄等（如表 1）。綜上所言，自主學習能讓學習者真正擁有學習自主權，並透過自發的內驅力

持續深化孩子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換言之自主學習可以成為教師展現教學實踐智慧

和課程潛力的契機，也將是促使學生擺脫「機械性複製學習」的重要關鍵。當教育改革論述

主張教室情境的「教」與「學」須轉移到「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則學生不但需具備獨立學習

的能力，同時也要具備自我評量的能力，並懂得運用資源，將知識化為有形的方案或行動。 

表 1：自主學習策略、內涵與具體作為  

自主學習策略 內涵 具體作為 

自我評估 
對於作業或任務的品質和自我

進步做評估 
檢核作業，確保答案是正確 

組織與轉化 建立架構改善學習 我在寫報告之前會擬訂大綱 

目標設定與計畫 
設立主要目標和次要目標，並

進行時間歷程規劃達成目標 
我在考試之前要讀書兩個星期 

資料搜尋 
有效率地尋找有用的資料以供

參考 
我可以尋找有關作業主題的資料 

記錄與監控 記錄學習過程和結果 我將自己拼錯的單字做一清單 

環境建置 安排有利自己學習的環境 
我進行專注的學習時，會關掉音

樂 

自我承擔後果 
自我想像或安排任務和作業後

的獎勵或懲罰 

如果考試成績良好，我會獎勵自

己看電影 

練習與記憶 藉由練習記憶學習內容 
我會寫出數學公式直到記起來為

止 

社會支援 
尋找可詢問對象：同儕、教師和

其他大人 

如果有數學問題，我會去詢問同

學 

複習紀錄 
再次閱讀筆記、小考或課本內

容 
準備考試時，我會複習我的筆記 

二、Big6資訊問題解決模式 

由 Eisenberg 和 Berkowitz（1990）提出的 Big6 模式，旨在幫助學習者獲得並處理資訊，

同時培育學習者具備資訊素養。該模式早期大都用在處理圖書館推廣教育與資訊問題的解決，

近年來已逐漸應用、融入到各學習領域。教師在應用 Big6 模式過程應扮演學習引導和支持者，

提供個別學習者適性鷹架，讓他們可以依據各自認知成熟度剖析問題、處理資訊，從而實踐

「學習如何學習」。 

Eisenberg 和 Berkowitz 認為一個成功的資訊問題解決必須經過 6 個步驟，而每一個階段

和步驟都包含若干自我提問，可促進學習者更有效的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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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義問題（Task Definition）：學習者須確定解欲探究的問題。 

2 搜尋策略（Information Seeking）：確認訊息範圍。 

3.取得資源（Location & Access）：獲取相關資訊。 

4.利用資訊（Use of Information）：選擇一種解決方法。 

5.整合資訊（Synthesis）：把觀點整合到作品中。 

6.評鑑結果（Evaluation）：同時從作品和過程加以評鑑。 

Big6 模式是利用資訊來解決問題的歷程，它改變注重學習成果的目標導向學習，移轉到

注重學習過程的自我導向學習、分析訊息和批判思考。可以激發學習者有效的尋找、選擇、

組織、評估、利用和創造資訊。學者研究發現，在實施 Big6 模式融入各領域教學後，可以增

強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和批判思考，同時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也促使教師的教學

思維更加活絡開展（林菁，2001；徐盛旺，2007；陳麗娟，2001；曾娉妍等，2003；賴苑玲，

2001）。不過賴苑玲（2001）建議運用 Big6 模式時，教師應以主題式進行單元設計課程，以

跳脫教科書框架和依賴，讓學生能利用各種策略找尋資訊解決問題。 

而謝政燿（2003）以及 Eisenberg＆Lee（1999）則主張，Big6 模式雖是一套看似有系統

的學習策略，但執行過程卻不是直線式一個接著一個步驟進行，可以依據問題需求和複雜程

度彈性調整。Eisenberg＆Berkowitz（1999）也曾為了將 Big6 模式應用至國小低年級教學，將

6 個步驟簡化為 3 個。而本研究採用 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的目的，係希望促進學生主

動建構知識並自主調整學習歷程，進而改善學習能力、提升學習動力與自信。所以在實施 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過程，不會要求學生每個步驟都必須採用，也不會刻意教導他們 Big6

模式的步驟。僅將 Big6 模式視為他們可用以解決問題的可行策略，鼓勵並協助他們以網絡式

和循環式交錯運用，以促進學生自主探究並解決問題。 

Big6 模式所欲達成的目標和自主學習一致，都在培養學生善用思考的習慣和問題解決能

力，並在學習過程中隨時自我檢視和評鑑學習，讓每個孩子在離開學校後具備終身學習能力。

人之所以能獲致意義，係因在生活世界巡行時處理了與之邂逅的事物。在資訊社會中，要獲

取資料訊息已非難事，但如何應用推理、思考、判斷等批判思考技巧對資料訊息進行過濾、

檢證，才是學習的關鍵（郭為藩，1987）。因此教學須藉由一連串未解的疑惑和矛盾，引導學

習者發現理論與實際的差距，讓他們萌生渴望跨越二者間隙的動力，以促進對知識的理解（柴

成瑋，2013）。教育能否翻轉端視學校的課程與教學能否為學習者架構更多「解惑」空間，並

讓孩子習慣與文本、自己、他人，以及整個社會結構對話。因為教學最有價值的部分即在於，

協助學生覺知自我思考模式與他者的不同，重新創造知識運用與詮釋的多元可能。 

「教學」是教師在知識建構歷程的一種邀請參與，任何模式的教學都無法完全複製或進

行機械式類推。我們期望藉由本研究從理論到實際的連結，發展出八堵孩子的自主學習模式。

一方面將 Big6 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深化學生的學習動機、資訊處理技能與問題解決能力。

再者讓孩子透過對認知活動的自我監控策略，隨時反省並調整自己的學習目標，並學會如何

學習。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以不斷參與和文本、同儕的分享聯結與論辯，使教學成為協助

學習者重建心靈自由，以及和生活美感邂逅的發現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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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研究者、研究對象及場域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嘗試探究將 Big6 模式，包括：定義問題、搜尋策略、取得資源、利

用資訊、整合資訊、評鑑結果，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藉此參與高年級社會課學習，促進

學生監控和評鑑自我認知活動。行動期程自 105 年 10 月起至 106 年 3 月止。 

（一）研究者 

校長為主要研究者與實際教學者，協同研究教師為本校低年級蔡老師。行動過程由研究

者設計並實施教學，協同研究者每週至少入班參與觀察一次。藉由參與觀察札記與訪談，檢

視行動方案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和學習態度的改變。 

（二）研究對象及場域 

研究對象為本校 105 學年度 6 年級學生共計 9 位，該班有 3 名學生目前參與永齡希望小

學補救教學輔導。該班學生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數學的「大單位計算」單元，曾在任課教師

指導下透過均一平台和 PaGamO 線上遊戲系統嘗試進行自主學習。但班上學習速度與理解較

慢者，仍習慣隱藏在小組裡，同時缺乏策略引導。學生雖樂於參與 PaGamO 遊戲，但未能實

踐自主學習目標。本研究以 6 年級社會領域作為行動方案研究場域，研究者擔任實際教學前，

該班五年級社會任課教師已選定「康軒版」教科書作為課程材料。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究將 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讓學生擁有學習自主權。 
 

 

 

 

 

 

 

 

 

 

 

 

 

 

 

 圖 2：行動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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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蒐集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資料來源包括：參與觀察紀錄、學生作業、反思札記，以及訪

談轉譯後的逐字稿（為防範轉譯過程的缺漏會以現場觀察札記、訪談札記佐證）。在研究進行

時同步展開訪談，以利蒐集田野資料。訪談對象為對協同研究者、參與學生和該班導師。因

本研究將學生以 Big6 模式進行問題探究和解決過程視作自主學習歷程。故行動方案結束後施

以潘怡吟（2002）自編之問題解決能力意向量表，供學生自我檢視自己在問題解決能力的改

變。問卷共 30 題，學生依據自己的狀況、想法填答符合程度。 

採取行動研究係希望建構一個令學生樂於主動參與、探究、解決問題的學習情境，同時

發展策略選取分析與自我監控的課室學習。研究者欲架構一個能協助孩子發展訊息分析整合

的學習脈絡，回應問題或提出解決策略，再重新回到脈絡裡檢視其可行性。以彰顯行動研究

係從業人員為改進實務及對這些實務的理解，和探究實際情境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而自我反

省探究的一種形式(Carr & Kemmis,1986; McKernan, 2008; Zuber-Skerritt,1982)。本行動研究流

程如下： 

 

 

 

 

 

 

 

 

圖 3：以 Big6 學習模式融入國小學生自主學習行動研究流程圖 

 

 

 

以Big6學習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定案

討論課程與教學實施情形

資料分析 正式訪談

實施方案同時進行參與觀察

非正式訪談 文件蒐集

討論教學行動方案

研究小組會議

設計「以Big6模式融入自主學習」的流程

協同討論發展與修正

討論「以Big6模式融入自主學習」的構想

如何運用Big6學習模式促進自主學習 教師提供自主學習鷹架時機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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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動方案設計 

本行動研究方案設計以教師提問、學生共同討論辯證、自行搜集資訊解決問題等方式，

協助學生搭建自主學習鷹架。學習內容以本校實驗教育計畫之社會核心課程單元之一「台灣

專題研究」為基本架構。設計過程教師依據個人 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對現有

教科書進行詮釋、解構和重組，訂定各單元主題和探究議題後，擬定互動探究和自主學習階

段需要解決的問題，再以此編製教學簡報。整體行動過程教師主要以 Big6 模式促增進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另輔以概念構圖協助學生解決迷思概念建構重要概念，以培養學生統整、思辯、

問題解決和自我評鑑能力，促進自主學習。行動方案的「教」與「學」流程如下： 

一、定義和研擬問題 

教師在教學前將學生不易理解，特別需要比較、分析的單元內重要學習概念，依據學生

的先備知識以及對他們生活經驗的評估，區分成教師需講解說明，提問後師生共同討論，和

學生須自行搜尋分析、整合資訊等不同階段的探究內容；並以此架構 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

學習歷程。 

二、互動探究與問題解決 

上課時教師會將教學簡報同步到學生的行動載具（平板電腦）上，學生只需要輸入當天

的 PIN 碼，便能連結到老師的線上課堂展開同步互動。教師會先說明與單元主題相關的重要

知識概念，然後提出問題，再讓學生以 Big6 模式進行資訊搜尋、取得、利用、整合和檢查等

策略解決問題，並參與課堂探究。在此階段教師提問問題以直接提取和相關推論的理解層次

編擬，當學生對教師的提問無法立即回應，或是對其他同學的答案感到存疑時，皆可利用平

板電腦或包括教科書在內的任何文本搜尋資訊，促進教與學發展出不同的互動。 

三、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 

在此階段須解決的問題以開放式問題為主，學生答題時可搜尋各種文本以解決問題。開

放式問題依據詮釋整合和比較評估的理解層次設計，學生答題時教師同時會開放相互討論時

間，提供學生交換意見和資訊。在此階段教師須扮演學生參與自主學習歷程的觀察者，和人

本主義諮商者，以建構讓孩子「學習如何學習」的自主情境。 

整個行動過程教師會檢視學生個別學習狀況適時加以指導，並建議學生彈性採用不同的

Big6 步驟解決問題。行動過程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為試探階段，反思學生學習以 Big6 模式

融入自主學習現況，並訪談協同研究者，檢視觀察札記後發現： 

（一） 第一階段探究過程教師涉入互動探究太多，影響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和和對資訊

的分析整合。 

（二） 互動探究過程的提問缺少直接提取和相關推論的問題，偏重詮釋整合和比較評估，

因而未能有效建立學生學習自信，影響自主學習動力。 

省思上述問題後，研究者調整第二階段行動，包括：簡報數量，互動探究和自主學習等

項次的提問方式，以及 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所需的支持鷹架。整體行動方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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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階段 第一階段（試探階段） 

主題一 日治時代 

探究議題一 日本殖民 

互動探究 1. 台灣在哪裡？ 

2. 日治時代以前的殖民者 

3. 殖民主義的目的 

4. 甲午戰爭的起因 

5. 甲午戰前的台灣樣貌 

6. 甲午戰前清、日各自備戰情形和基本思維 

7. 日本治台政策和分期演變 

8. 日治初期的具體統治措施 

自主學習 1. 日治時代設立保甲制度，主要目的為何？ 

2. 第一個以武力統治台灣的國家？ 

3. 殖民者進行殖民統治的主要目的為何？ 

4. 日本為什在馬關條約裡，指定台灣、澎湖做為殖民地？ 

探究議題二 抗日行動 

互動探究 1. 台灣民主國的抗日 

2. 台灣重要的武裝抗日行動 

3. 轉變到非武裝抗爭的原因、經過和影響 

自主學習 1. 日治初期，透過哪種方式來維持治安，鎮壓抗日活動？ 

2. 日治時代台灣轉向非武裝抗爭，是因為知識分子受到哪種思潮的刺

激？ 

3. 羅福星抗爭的地點不在苗栗，但為何被歸在苗栗事件？ 

4. 日軍占領台灣後，曾經給台灣居民 2 年的國籍過渡期，讓他們能自

由變賣財產並離開台灣，可是 2 年後僅有 44656 人選擇離開，而當

時全台人口約有 250 萬人，你認為原因為何？ 

第一階段結束（教學反思、訪談師生、整理參與觀察札記，修正簡報數量和提問設計） 

階段 第二階段（修正階段） 

主題一 日治時代 

探究議題三 社會變遷 

互動探究 1. 改革陋習 

2. 生活方式的改革 

3. 引進新式教育制度 

自主學習 1. 你對日治時代日本人在台灣推動新式教育有什麼看法？ 

2. 日治時代的總督府為什麼要倡導衛生習慣，推動防疫措施？對台灣

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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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議題四 發展經濟 

互動探究 1. 基礎建設 

2. 專賣制度 

3. 工業發展 

4. 飢餓輸出 

自主學習 1. 日本人為了有效進行社會控制和徵收賦稅，於是在台灣推動哪一項

政策？ 

2. 日治時代教育政策為什麼要對台灣人有明顯的差別對待？ 

3. 請問日治時代日本總督府在台灣推動哪些基礎建設？你認為哪一項

對台灣的影響最重要？ 

探究議題五 文化殖民 

互動探究 1. 日本人的藝術貢獻和美學殖民 

2. 日治時代在台推動的文化項目 

3. 日本引進西方音樂的目的（尤其是學校的歌唱課） 

4. 日治時代台灣優秀的藝文人才 

自主學習 1. 日治時代推動文化發展的最重要目的為何？ 

2. 日本總督府在台推動專賣政策目的為何？ 

3. 日本總督府為什麼不推動純粹的日本文化，而是日本文化+西方文

化？ 

探究議題六 戰敗 

互動探究 1. 戰敗關鍵原因 

2. 國民政府接收過程 

3. 二二八事件 

自主學習 1. 1945 年 8 月美國為了盡快結束爭戰而在日本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

彈，你贊成嗎？ 

2. 請簡述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為何？ 

3.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社會最嚴重的影響是什麼？ 

主題二 戰後的台灣 

探究議題一 政治演變 

互動探究 1. 戒嚴與解嚴 

2. 白色恐怖 

3. 馬鞍藤的春天—與政治受難者對話 

自主學習 1. 什麼是聯合國？台灣為何要退出聯合國？ 

2. 你認為退出聯合國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探究議題二 選舉演變 

互動探究 1. 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 

2. 總統民選 

3. 主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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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1. 中華民國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有哪些？從第一屆總統直選到現在

已經有幾年？你認為總統直選有什麼優點？ 

2. 人口、領土、政府、主權和國家之間的關係？ 

3. 一個國家為什麼要有政府？台灣目前的中央政府由哪些單位組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責怎麼區分？如果可以讓你選擇，你希望

在中央政府做事，還是在地方政府？ 

探究議題三 中央政府 

互動探究 1. 監察院的定位和職權 

2. 考試院的定位和職權 

3. 司法院和立法院的差異 

自主學習 1. 台灣在民國 38 年宣布戒嚴後，到民國 76 年解嚴以前，人民無法直

接參與哪一項選舉投票？ 

2. 醫師資格考由政府哪個組織負責？ 

3. 在中央政府組織裡，由人民選舉代表組成的是哪一個？ 

4. 你對台灣的中央政府有什麼期待？ 

探究議題四 地方政府 

互動探究 1. 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權責與職掌 

2. 台灣地區共有多少個縣市政府和直轄市政府？縣市和直轄市的差

異？縣市長和縣市議員的任期有多久？ 

3. 如果八堵國小想要在文化中心辦理畢業美展，應該要向誰申請？ 

4. 如果暖暖區爆發登革熱，應該由誰負責處理？ 

5. 如果八堵橋裂了一個大洞，但過了一星期都沒有人來修補，我們應

該先跟誰反應？ 

自主學習 1. 請問什麼叫做地方自治？負責編列基隆市預算的是哪個單位？負責

審查的是哪個單位？ 

2. 你認為基隆市政府目前應該優先處理的事情是什麼？為什麼？  

探究議題五 經濟變遷 

互動探究 1. 不同階段的目標設定 

2. 初始階段的經濟計畫 

3. 土地改革政策與影響 

自主學習 1. 一般所指的民生工業包括哪些？ 

2. 民國四十年代政府政府為什麼要積極進行基礎建設，並積極發展民

生工業？  

3. 物價上漲對我們的生活會有哪些影響？ 

4. 什麼是耕者有其田？你認為當年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否能表現出土地

正義的精神？ 

第二階段結束（教學反思、訪談、整理參與觀察札記和逐字稿、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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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資料管理與研究倫理 

一、資料管理 

    研究者在每次教學結束，以及協同研究者入班參與觀察後，旋即進行訪談並整裡所得之

田野資料，撰寫省思札記，盡力使田野文本呈現出較真實的情境意義。訪談逐字稿經過轉譯

後，便和研究者在現場觀察紀錄的札記相互校訂補充，便於使自己找到資料間的意義，撰寫

研究報告。 

在資料編號部份，本研究所建立之資料包括：觀察與訪談札記，訪談逐字稿，反思札記，

學生作品等，編號時會標明資料類別，時間與對象。茲將本研究資料編號處理方式分述如下

（編號檢索系統詳見表 2）： 

一、 為便於資料歸類、彙整，以及最低限度倫理的維護，學生均以代號命名，如 S1、S2。

在教師部分則不再以匿名處理。 

二、 資料編號部份，（蔡 I，0908）代表 9 月 8 日蔡老師訪談轉譯；（ON，0912）代表 9 月

12 日觀察札記；（RN，1003）代表 10 月 3 日反思札記；（S2W，0915）代表 9 月 15

日 2 號學生的作品；（S3I，1008）代表 10 月 8 日 3 號學生訪談轉譯稿。因正式研究

於 2016 年 9 月開始，質性資料蒐集在 2017 年 3 月 15 日前結束，所以編號省略標示

年。 

表 2 資料管理與編號系統 

類     別 代碼 日  期 對  象 

觀察札記 ON 0923 代表 9 月 23 日 

 

教師：蔡 

學生：S1,S2,S3… 訪談轉譯稿 I 

反思札記 RN 

學生作品 W 

二、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無法從不同人和資料的互動關係中抽離，因為研究結果或發現都是由不同主體

之間的相互關係逐步凝聚而成（柴成瑋，2013）。本研究之對象學生資料均匿名化處裡，削減

個案可能要承受的風險：惟本校協同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級任老師未涉及利害關係不以匿名

處理。 

    在蒐集資料和訪談期間，個人盡力史研究及訪談對象置身在自由論說情境，和被關心的

合作氛圍。逐字稿轉譯部分亦邀請參與者確認是否為他們欲表達之真實，以提升本研究價值。

為了釐清研究問題，訪談過程中盡可能向受訪者說明我的想法和希望探究面向。研究文本付

梓前，也會請協同研究者檢視相關內容，分享研究結果，使之成為具實質意義的共同作者。

整體探究過程盡力堅守與研究對象之互惠立場和互為主體原則，希望藉以建構屬於「我們的」

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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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行動發現與反思 

一、提升學生資訊處理技能－從被給予到自主搜尋分析 

對學生來說，這是一種新的學習模式，知識不再是老師直接地給予並提供所有相關資料，

而是學生必須自己去取得。所以一開始時找到資料會有大海撈針茫茫然感，可能也不盡

瞭解資料內容的意思，所以便直接複製貼出答案，無法組織歸納重要訊息。但隔一段時

間後，最近發現學生的答案是有消化後再貼出的，或許還無法完全正確，但有進步了。

（蔡 RN，0120） 

討論戰後台灣政治發展時，研究者讓學生查詢 228 事件導火線並回應整起事件對台灣的

影響。大部分學生都利用關鍵字 228 在搜尋引擎尋找資訊，但學生無法分析整合何者為導火

線？便將整起事件複製貼上，至於對台灣的影響，大部分人隻字未提。如果教師急於以此論

斷 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成效，學習當然還是被侷限在機械式操作框架裡。為了精進學生訊

息擷取分析能力，於是重新和學生一起討論，如何才能有效擷取和整合解決問題所需的資訊。

後來在討論如何區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責範疇？直轄市和一般縣市的差異？地方行政

機關和立法機關的權責與執掌時，學生大都能從不同的文本擷取訊息解決問題。「有些同學因

為找不到關鍵詞而找不到資料，但透過教師的引導或藉由其他同學的想法，都逐步找到正確

的關鍵詞和需要的資訊。」（蔡 ON，0224）雖然他們在回應開放式問題「你有什麼想法？」

「對台灣有麼影響？」等部分，有些人直接套用網路上其他人的想法，但至少經過適度剪輯，

並能分項敘述。 

每一次學習過程中，研究者的提問在文本裡不一定都能找到答案，學生必須要經過思考、

評斷後才能有所回應。「雖然每次要回答的問題都不只一個，為了回答每一個問題，我自己會

把找到的資料整理一次。」（S2I，0301）「討論的時候大家會交換意見，答案送出去以後也會

看見其他人的答案，所以就愈來愈知道要怎麼回答問題。」（S3I，0221） 

二、Big6 模式促進學生自我監控和自我評鑑意識 

為了增進學生探究知識和問題解決能力，教師在每次利用簡報設計不同的提問問題，及

時收集個別學生學習表現、了解個別學習狀況，最終目的在探看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一）從掌握關鍵字→複製貼上→嚴謹回應 

行動初期學生大都會依據課堂互動討論得到的暫時性記憶，或是在搜尋引擎上利用關鍵

字快速擷取到的資料，機械性的複製貼上解決問題。過程中雖已運用 Big6 取得資訊和利用資

訊的策略，但並未有效摘要資訊，在評鑑部分不夠完備，因此無法達成自主學習意欲達成的

自我監控與評鑑目的。可是課程進行一段時間後，學生的自我監控與評鑑開始出現變化。我

覺得他們最大的進步在於搜尋資訊時對關鍵字的正確掌握，一半以上的學生都有明顯的進步，

而且他們還能依據出處來源判定取得資料的可信度（黃 I，0310）。該班級任黃老師讓孩子們

規劃搜尋畢業旅行時發現，她沒有特別告訴孩子如何提取訊息，但她發現只有少數人淹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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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裡，其他都能以精確的關鍵字搜尋，例如民宿價格、民宿推薦、自行車步道規劃等等。

黃老師認為依據她在其他學校帶領學生發展自主學習經驗，資料搜尋能力和段關鍵字的判斷

與掌握是學生建構自主學習歷程非常重要的基礎。她問過班上孩子，他們之前並沒有這樣的

訓練，所以她覺得行動方案的助益顯而易見。 

我發現後面幾次入班觀課的時候，有好幾個學生在送出答案前會一直重複思考、刪除重

寫。當然一開始也有，只是後來人數明顯增加。而且他們把答案送出去以後，會去觀察

別人的答案，然後相互比較。也就是說，他們要把答案送出去的時候會比較嚴謹。例如

那天 S4 在回覆：什麼是耕者有其田？你認為當年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否表現出土地正義

的精神？他一直反覆念自己的答案，希望能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蔡 I，1114）。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 S3，10 月 24 日當他在回答：醫師資格考由政府哪個組織負責？中

央政府組織裡，由人民選舉代表組成的是哪一個？立法院和司法院到底有什麼不一樣？你對

台灣的中央政府有什麼期待？的題組時。蔡老師發現：S3 在寫「你對台灣的中央政府有什麼

期待？」這題時猶豫很久，來回刪除文字，似乎是想找到比較合宜的敘述方式（蔡 ON，0224）。

我自己當時也注意到 S3 再回答前三個問題時，都能有效運用和整理上課討論所得資訊來解決

問題，但卻是最後一個送交全部答案的人。其實有好幾次我自己也分不清，有時候學生遲遲

沒有提交答案，是問題太難無法取得參考資訊，還是他們覺得很煩不想作答。每個學生要提

交答案時因為會被其他人檢視，所以學生比較會自我要求，不會輕易地送出答案，他們也會

觀察其他同學的答案後再檢核自己所寫的。（蔡 RN，1027）蔡老師的觀察與反思札記，和訪

談學生的語料，增益 Big6 學習模式融入行動過程確實可促進學生自我監控和評鑑能力邁向自

主學習的信實度。「我覺得現在上課每次都要自己解決問題，比較要動腦筋」（S2I，1111）。我

擔心部分提問會加重不同程度學生的負擔於是繼續追問，「啊，可以跟旁邊的討論！」（S6I，

1111）「那你會直接用旁邊的答案嗎？」「不會啊！討論完我會用自己的話改一下」（S6I，1111）。

訪談時 S3 也說明，為什麼他會「對台灣的中央政府有什麼期待？」來回刪除修正： 

我那時候本來是寫，希望政府幫國家改國名，改成……台灣，可是我不知道這樣寫好不

好，因為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題目要問的，所以後來改成–我希望中央政府能更改法律

制定，可是又覺得這好像不是我要說的意思。因為我知道大家會看到我的回答，所以才

會一直改來改去。（S3I，1112） 

（二）學生開始自我監控自主學習歷程 

Big6 模式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之自我監控和自我評鑑，意謂學生在參與過程能隨時調

整自己的學習路徑、評估自己的學習表現，參考教師或同儕的回饋彈性處理資訊從而解決問

題精進學習。在班上整體學業表現較落後的 S7 認為，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後，有助於提升

他對學習結果的自我意識。 

每次看到大家送出來的答案，我會想說，他們找到的資料好像跟我差不多，可是怎麼答

案看起來不大一樣。我覺得看過同學寫的，我會覺得下次應該要再多想一下。雖然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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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我還是答不出來，可是我自己覺得跟以前比起來有不想寫還有不會寫的有變少了，

而且我比較會用自己的意思來表達。（S7I，1111）  

S7 的回應和徐盛旺（2007）的研究結果一致，Big6 模式結合自主學習對中低學習成就表現學

生的幫助高於高學成就學生。因為在行動過程中學生可以彈性選用 Big6 模式的不同步驟，當

學生不是處在被規範的情況下必須按部就班執行策略，反而會在每個步驟中會自主的檢視自

己的工作表現，監控和評鑑問題解決過程。教育大辭書指出，監控是指個人對於自己的認知

活動具有監督、控制、測試、修正，或重新安排認知策略的能力。據此，Big6 模式融入學生

自主學習因為讓參與學生感知到自己在學習上的改變，他們會為自己設定標準，而非盲目的

與他人比較。並能在學習進程中進行自我檢查和分析，調整自己的動機與行動。故此行動方

案有助於促進學生提升自我監控與評鑑能力。 

三、學生開始學習 How to learn  

在理性主義知識觀的引導下，學生參與學習大都是為了掌握客觀而確定的知識，以便取

得征服自然和改造社會的有效工具。於是多數學習成了為符應他者期待，或達成教師或學校

所設定之既定目標的無意識行動。「我現在比較想上課，以前不會，因為老師規定的很多作業

我不知道怎麼寫，也不想寫……因為我覺得那些好像跟我沒關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S7I，

1020）在工學模式課程（Objectives Model）和標準化成就測驗引導下，學生習慣把學習定義

為：把老師告訴我們的東西背起來，然後考試的時候再把需要的答案複製出來。 

我發現他們現在上我的課的時候會開始長出自己的想法，不會像剛開學的時候會依賴我

的指令，我如果沒有明確告訴他們怎麼做，下一個步驟是什麼，他們就習慣待在那裡看

著你。S7 尤其明顯。我之前在自然課讓他們練習做天氣預報，他連拿著我給他的資料都

不知道怎麼說，然後一站在前面就開始哭。可是現在他開始變得意見很多，有時候我沒

有要求他居然會自己找資料來跟我說他發現了什麼．然後會主動想要表現自己，我感覺

到那種孩子開始學會怎麼學習的自信。（黃 I，0310） 

這些孩子在面對問題時會自行決定要採用 Big6 模式的哪個步驟開始解決問題，行動進行不

久，便沒有人會問我現在要先做什麼？或然後呢？不論是在互動探究和自主學習部分，我都

只有提醒他們：你們可以找課本、可以去圖書館找資料、或利用網路找料，但必須確定你是

不是真的讀懂了這些資訊，想一想「它們」究竟告訴你什麼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訊息。 

我感覺到學習氛圍比較不一樣，學生比較沉穩，專注在思考，回應問題時不會用二、三

句話就急著完成。S5 很明顯，他對開放性問題比較深入思考，不必刻意要求他，或是你

也不用再去問他為什麼，他自己會反覆閱讀問題，然後找更多資料來幫助自己思考。像

S2 和 S3 提交答案以後，也會再彼此確認答案是否正確。（蔡 I，0317） 

研究者在行動方案結束後以潘怡吟（2002）自編之問題解決能力意向量表，請參與行動

的學生回答問卷。經分析發現，學生在「我認為在解決問題之前，要先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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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老師所問的問題，到底要問什麼？」「遇到問題時，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解決」和「我

願意面對問題，想辦法解決」等面向，都具有好或非常好的解決意向。（滿分 5 分，施測學生

平均數 3.83，標準差 0.46）。顯見 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歷程，可促進學生在問題解決學習

過程表現出正向的學習態度。（見附件一） 

四、教材解構與重建是規劃 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的關鍵 

Big6 模式是以解決問題為主的資訊尋求學習模式，意在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和問題解決能

力。若能將之適切融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協助學生掌握認知與後設認知策略，反省並調整

自己的學習，將可改善其學習能力和學習自信。 

然而若欲實踐此一目標，教師在備課和規劃階段必須投入更多時間和心力。尤其對學習

材料的選取、詮釋都必須解構教科書的線性編輯框架，學生才能建構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

掌握學習主導權，邁向自主學習。據我的觀察學生之所以不會無聊、沒事做，會參與討論、

自己找資料，是因為校長只是以現有教科書為基本架構，掌握單元概念再解構重組，而且會

從學生的作業表現修正接下來的課程內容。（蔡 I，0317） 

如果我們無法以陌生的眼光重新探看習以為常的生活世界、課程與教學，或透過想像來

詮釋不同的課程素材，審慎面對複雜的課程決定歷程（柴成瑋，2013），學生便不會體現自主

學習的精神，控制並指導自己的學習。「這學期上課跟以前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很少用到課本，

然後校長要我們去想、找資料然後回答很多問題。」（S2I，0113）「我比較喜歡這學期的上法，

不用一直拿課本，因為課本說得很少，有時候也不知道他說什麼。」（S7I，0113）課本以 3 頁

共 14行字介紹台灣的戒嚴、解嚴和總統直選等政治演變，對孩子而言那是一段他們未曾參與。

在他們的生活經驗裡，選舉只有高喊「凍蒜」的畫面，他們和教科書裡描述的世界是疏離的。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和自己工作的機會，我只負責撿要以實例說明戒嚴、解嚴、白色恐怖

和總統直選的意涵。學生必須自行調查 2328 事件始末、蒐集資料去認識應我邀請來學校與他

們對話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新吉阿公、了解聯合國的功能和台灣退出聯合國的原因與影響、

並對總統直選提出自己的看法等等。這些元素在課堂上交錯出現，而不是一個單元接著一個

單元討論。例如，我發現多數孩子搜尋到聯合國的定義都是－由一群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

性組織。只有 S5 寫道：「世界中的小、大國聯合起來的虛擬國家！」（S5W，1013）於是隔天

我請孩子們解釋什麼是主權國家？「有主要權力的國家」（ON，1014），當我繼續問他主要權

力是什麼意思？沒有人回應我。接著讓他們觀察一張圖片後分組討論圖中 5 個詞組的關係並

發表在黑板上。「人口、領土、政府、主權加起來就是國家」（SW，1014） 

三個被標準化成就測驗判定要接受補救的孩子，合作說明一個國家的組成元素。課本認

為學生對國家的定義都已了然於心，因此強調政府的功能。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教科書編

者所想。當教師甚或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無法卸除面對課程與教學時的理所當然，孩子

將無法掌握學習自主權，建構出他們需要的知識，而只是工廠輸送帶上等待被填裝的模

子。（RN，1014） 

 

 



2－18 

 

 

圖 4：10 月 14 日學生課堂自主學習討論與發表 

圖 5：10 月 13 日學生課堂自主學習工作表現 

 



2－19 

 

 

五、互動探究與問題解決過程須提供足夠的鷹架支持 

行動方案最初從「台灣在哪裡」出發，利用世界地圖和 3D 衛星圖讓孩子確認台灣的在東

亞地區的關鍵位置，並引發他們想要進一步探究學習的動力。 

（一）取得資訊後必先理解資訊 

教師在第一節提問：日治時代前在台灣的殖民者有哪些？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

以及在台設置行政機構，正式將台灣納入版圖的統治者？藉以引發學生的學習舊經驗。前述

4 個提問學生都能利用教科書的歷史年表，或經由同儕相互討論協助透過網際網路以關鍵字

查詢順利取得資訊解決問題。可是研究者連續 2 節課提問：殖民者進行殖民統治的主要目的

為何？ 

第一次有 70%的學生截至下課前仍未正確解決問題，我決定在下一節課再次提問。第二

次錯誤率雖已下修至 33%，但未正確回答問題的學生中有 2人是班上原學業表現較優者。

學生似乎沒有完全理解殖民母國的目的，或許是我沒有要求他們做筆記，或是沒有即時

重新探究、歸納整合，造成他們只是知道殖民主義但沒有去分析理解？（RN，0105） 

測驗結果似乎回應了部分學者的研究，學生對知識的習得，不等同於已經理解。（Mayer, 

1999; Paul, 1990; Perkins & Unger, 1999）但更重要的應該是，我沒有幫助他們學會如何運用

Big6 處理資訊、獨立思考和監控自主學習。 

（二）閱讀、摘要和整合訊息是架構理解和問題解決的基礎 

前述行動結束後，研究者決定暫停提問，運用 Big6 的閱讀、摘要和整合資訊策略，輔以

概念構圖教學協助孩子們重新整理有關殖民主義的程序性知識。亦即教師先提供部份概念，

加強學生主動參與組織知識，再協助學生了解殖民主義的內在要素，從而提升學生的批判思

考力。當學生無法明確感知：我需要回答什麼樣的問題，有效閱讀、摘要已取得的資訊，便

無法分析和解決問題。 

其實第一次問題結束以後我還是不知道要回答什麼，只是把同學告訴我的答案記起來。

可是後來上課校長帶大家一起討論我們找到的資料，然後帶大家用心智圖把殖民主義

的目的畫出來。因為是一起討論的，而且校長會一直問我們為什麼？資料證據在哪裡？

因為這樣一邊問一邊答一邊想這樣我就很清楚問題是什麼！（S2I，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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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必須學會建立自己的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才有可能改善學習能力且提升學

習自信。所以教師在教學前，必須仔細思索欲達成的目標為何？有效掌握學科的語言規則，

提供學生最根本的認知裝備，增進個別學生理性思維的發展，增益他們對學習材料和對取得

資訊的理解，才能協助學生發展推論和問題解決能力，增進進學生自主學習效能。亦即教師

必須幫助學生活化先備知識並填補背景知識的縫隙，才能透過動態的交互影響形成假設、驗

證進而建構意義。 

六、自主學習成效無法僅以「專心」與否判斷 

S2 和 S3 看似漫不經心，但學習呈現的結果最好。表示自主學習效果不能單從表象地專

心或不專心看出來（蔡 RN，1004）。蔡老師第一次入班參與觀察後與我對話，就曾提及相似

感受。因為有些孩子上課時看似漫不經心，但是當研究者開始提出問題請他們搜集資訊回答

時，蔡老師觀察到那些孩子卻是最積極主動搜尋資訊嘗試解決問題的人。有時我會請學生先

自行閱讀教科書，然後再開始參與課堂討論（本研究進行社會領域教學時雖不直接使用教科

書，但它仍是可供學習者解決問題的參照文本）。教學過程我會一再提醒學生要學會自己摘錄

重點、作筆記，在討論和回答問題時才能有效利用這些整理過的資訊來解決問題。 

在上課的時候我發現，雖然 S3 在校長請他們自己閱讀課本的時候都不畫重點，但後來

心智圖卻是畫得最好的，而且他在 open ended question 的回答用詞也最完整。相反的 S5

重點畫很多，但心智圖卻不如預期，open ended question 都用很少的字簡答，想法不明

確，感覺 S5 看起來很用心的在讀課本，就像我們平常希望看見的學習效果，可是那就

只是讀而已。如果去檢視他在 open ended question 的答案，會覺得他沒有內化吸收，也

有可能是應付了事（蔡 I，0306）。 

 學生第二次繪製概念構圖 學生第一次繪製概念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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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師認為心智圖（即概念構圖）畫得好不好可能和個人邏輯思維能力有關，雖然即便

是在被要求或被制約的情況下，開始劃重點也是一種學習，因為藉由畫的過程會加強印象，

可是學生不見得學會了。我同意蔡老師的觀察，因為這樣的畫記印象可能只是短期記憶，而

不是對脈絡知識的理解。雖然有學者建議，培養對文章摘要和做筆記的技巧，是增進學生自

主學習的方法。可是如果學生做摘要和做筆記的目的是滿足標準化測驗需求，而不是幫助自

己架構與理解知識全貌。對資料處理和程序性記憶或許比較有效，但是對發展推論和應用知

識的能力來說效率不高（Cooke, 2003）。 

每個學生有不同學習風格，隨著知識觀點的轉變，學習理論也發展出不同以往的論述核

心。「產品觀」將學習視為行為改變或經驗累積的結果；「過程觀」視學習為個人與環境的互

動；「脈絡觀」則視學習為個人與生活世界的交互作用。據此學習不再是盲目的接受或賦予，

而是存在有意義的自主行動中。學生專心聆聽可能表現出某種面向的學習行為，但是否會成

為實踐自己需求的自主學習，自主的監控和評鑑自己的認知活動，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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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省思 

一、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的成效很難在短期內看出，參與研究的學生雖然已經有進步，

但仍需要配合學生個別需求協助他們調整學習的速度和步調。學生才能有效的組織、

歸納訊息，建立自主學習的循環模式。 

二、在 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的初始階段，教師要提供足夠的鷹架支持，協助學生定義問

題、閱讀並摘要資料，或輔以概念構圖等方式，幫助學生發現不同訊息和概念之間的

關聯，以增進學生學習自信，強化自主學習動力。 

三、教師欲解構、重組教材時必須清楚整體脈絡知識，然而一個人的思維往往比不上教科

書編輯群，尤其初任教師可能還無法有效分析教科書作者意圖。因此欲將 Big6 模式融

入學生自主學習歷程時，教師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必須列為影響成效的變因。 

四、許多研究已顯示 Big6 學習模式和自主學習能有效應用在其他年級和學科學習，惟本次

行動囿於時間限制，未能擴大行動範疇，但該班接續的社會領域課程仍會依此模式協

助學生參與自主學習。 

五、行動研究是為了解決或改善工作上的問題而進行的研究，本行動方案可以供相同情境

的實務工作者參考，但學生屬性和學習情境都有其個殊性無法隨意推論和運用。 

給孩子一張紙和一片大地，結果自然會不同。當學生開始對課程實施和知識建構歷程產

生擁有感，學習便不再是為了符應他者的期待，或是以達成提升成就測驗成績為目的。當學

生在探究和解決問題過程，參與了做決定的複雜歷程。他們就不再只是課程文本的讀者，而

逐漸成為共構文本故事的作者。本次研究發現 Big6 模式融入自主學習，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增進對相關文本的理解、同儕互動，和對資訊的搜尋、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研究團隊

在行動開展過程發現，教師毋須企求一定要給學生什麼，但一定要提供他們自由的學習和自

主探究機會。因為真正的學習不是記憶，而是創造、發現和發明。去脈絡（de-contextualized）

的學習無法產生意義，幫助學習者建構概念和訊息脈絡，他們才能體悟「學習如何學習」的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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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淑貞審查意見： 

 本研究為八堵國小校長及協同教師針對「以 Big6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進行之

行動研究，以觀察與訪談等質性方式進行，研究時程雖然不長、研究對象雖然不

多，但行動研究之目的本為「行動者為解決實際問題所進行之研究」，非以推論

至其他情境為目標，爰此研究對於 106 學年度開始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八堵

國小，有其實質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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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問題解決意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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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生對民國四十年代土地改革政策是否表現土地正義精神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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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生對民國60年代全球能源危機對台灣會造成的影響？和家庭代工演變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