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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背後的思維觀察   

文/吳敏而 

 

 

中國的教育大師孔子教導學生怎樣閱讀人，原來那是一門不容易的學問。

《論語．為政》：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語譯︰觀察他的言行，了解他的言行的源由，觀察他是否安於自己的所想

所做，這樣子才能全面認識一個人。 

 

常跟孩子為伴的老師，不時會聽到孩子們冒出一些警句 ，或觀察到孩子們一些行為，令

老師忽然目瞪口呆，不得不慨嘆一句︰「不知道那些小腦袋瓜裹頭想的，到底是些甚麼東西？

以前，行為主義學說風行時，教育學家常常告誡老師們不要去理會那些難以理解的小腦袋，

老師應該集中精力留意可觀察的行為、孩子的口語回應及寫下來的答案等。 

 

可是，自從認知學派建立後，老師該做的，不再是止於觀察行為，而是把學生的回應看

成是通往理解他們心靈的窗戶。然後，一旦我們發現孩子們概念發展的所在時，就有機會為

他們打開更多門戶，讓他們在已有的基礎上建構新知識。維高斯基稱這個學習的機遇為「最

近發展區(ZPD)，布魯納稱這建構的方法為「鷹架學習」。今天，老師們都熟悉「最近發展

區」和「鷹架」了，但他們未能向前邁進一步，因為他們仍未掌握通往孩子心靈的線索。目

前，評核兒童的方法仍然奠基於行為學派的理論。 

 

本文提出一些觀察兒童思考的例子，這些例子有別於往日的行為觀察，我們仍然需要觀

察兒童的行為，但是該更進一步，將行為視作一扇通往理解兒童心靈的窗戶。老師的工作理

應回應孩子的思考，而不是只就孩子外顯的行為而作出回應。 

 

事例一 

 

這是幼稚園裹一節關於水果的單元。老師準備了許多美麗的水果照片，在課室前的白板

上展示。我們特別要關注的是西瓜和木瓜的照片。西瓜的照片上有一個完整的西瓜，它前面

有另外切開了的一小片，這切開了的一小片上可看到一些瓜核。  

 

木瓜的照片上有一個完整的木瓜，另外一個橫切開的木瓜放在前面。剖開的木瓜心滿是

瓜核。課堂上，師生出現了下面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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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昨天我問大家哪一種水果有最多核。 

      （一個小女孩走向白板，指著木瓜。）  

老師：對，是這個。 

孩子︰（不止一個從座位叫出來）西瓜、西瓜。  

老師︰（把木瓜的照片從白板拿下）小心看看，這是西瓜嗎？  

孩子︰（許多孩子叫）木瓜。（西瓜，）不，木瓜。  

老師：對，這是木瓜。木瓜有最多的什麼？（指著木瓜的核）  

孩子：核。  

老師︰（把木瓜的照片放回白板上）對了。木爪有最多核。 

老師：木瓜。  

孩子：西瓜…西瓜…木瓜…西瓜  

老師：不，不。現在我在說哪種水果有最多核。  

老師：看哪！這中間有很多核喲，對不對？（指著木瓜的核）  

老師：現在看看西瓜， 上面沒有很多核。（指著切開了的西瓜）  

      (老師跟著把全班孩子的注意力轉到他們帶回學校的種子上) 

 

觀察行為 

1. 老師問一個問題︰找出有最多核的水果，小女孩找到正確答案。 

2. 小女孩找答案時，她的同學在給她提示。有些說：「西瓜」，有些說「木瓜」，出了些

誤會了，老師要弄清楚小孩知道他們在講哪一種水果，所以她拿下照片然後說出正確的

答案----「對了，這是木瓜。」  

3. 老師想確定孩子知道她的問題，所以她再問一遍。「木瓜有最多的什麼？」這是一條填

充的題目，小孩叫出「果核」，答案正確。  

4. 老師把照片放回白板上，重覆說出正確答案，以加深學生的印象：「木瓜有最多的果核。」  

5. 很多孩子不同意老師的結論，他們叫出西瓜。  

6. 老師決定幫孩子們再仔細觀察照片，她指出木瓜瓤內的大量果核和西瓜瓤上的小量果核。

最後，她決定了不再提問，讓討論結束。教學也就此結束了。  

 

探討答案背後的理據 

1. 小女孩指出正確的照片。她怎麼知道的？可能是運氣，可能前一天她很留心老師講的話。

也許她本來就知道答案。無論如何，叫出「西瓜」的同學沒有影響她。 

2. 問題最初提出時，大多數同學都叫出「西瓜」，為什麼？如果我們想一想孩子接觸兩種

水果的經驗：他們怎樣吃木瓜和西瓜？那就會發覺成人通常把木瓜去了核才給他們吃，

所以除非他們看過木瓜在上桌前是經過怎樣的處理，否則他們的認識可能是：「木瓜是

沒有核的。」相反，西瓜通常都不會去掉核才給他們吃，所以孩子在吃西瓜時，都一定

要吐出很多核。在他們的經驗裡，那一天展示的水果中，西瓜是最多核的。孩子們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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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事物的概念來自他們的感官接觸，又或是他們對事物的具體操作，他們的概念絕對不

是來自成人告知他們的事實。皮亞傑大概會循這個角度來看這次的教學。 

3. 當老師換一個方式問問題：「木瓜有最多的什麼？」孩子回答「果核」，但當老師重覆

說「木瓜有最多核」時，他們馬上叫出「西瓜」。孩子都弄糊塗了嗎？他們為什麼在兩

個答案之前猶豫不決？我們並不確切知道，但我們可以推想： 

一、老師並沒有說服全部孩子接受木瓜的核比西瓜多。 

二、孩子仍然堅持自己的答案。因為老師告訴他們的跟他們所知道的有差異。  

皮亞傑稱此為「失衡」，那是認知發展的契機 ，是最近發展區的核心，更是不可錯過的

施教時機。 

 

行為學派會怎樣處理施教時機 

1. 跟上述的老師處理的方法差不多。  

2. 首先，她確定孩子知道哪一個是木瓜，哪一個是西瓜。 

3. 然後，她提示正確答案。  

4. 最後，要是孩子仍未知道正確答案， 她向孩子顯示她的觀察和分析。 

5. 表面看來，孩子應該放棄他們自己的想法和經驗，接受老師的說法。學習就是記著知識。  

 

認知學派會怎樣處理可施教時機 

1. 跟行為學派重要的分別是︰找出孩子心裹在想什麼，並讓孩子提出質疑。  

2. 要知道孩子在想什麼，我們要知道他們的經驗和思路。也許老師會問孩子有沒有看過整

個水果，然後談談怎樣弄來吃。也許老師要帶真的西瓜和木瓜入課室讓他們觀察。她甚

至會讓孩子動手挖挖和數數到底西瓜的果核多還是木瓜的果核多。這就是皮亞傑的具體

操作，在適當的時機帶出新的認知，協助兒童找出新的平衡點。無論如何，認知取向的

老師不會集中注意在答案上，她會集中注意在孩子描述的經驗上，並且協助孩子整合已

知和新的經驗，尋找自己的道理和意義。  

3. 假使老師認為可以拉到抽象思維的層級，她也許會提示小孩憑空思考︰「有些同學認為

西瓜有多些核，但我認為木瓜有多些核，我們要怎樣找出正確的答案呢？我們要問些什

麼問題？會找甚麼東西來看？要怎樣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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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二 

 

在同一個單元中，關於種果核的教學，課堂上出現了以下的對話︰ 

老師一： 知道水果的核可以用來做甚麼？你用來做什麼，知道嗎？  

男孩一： 可以用來做蟹的眼睛。  

老師一： 做甚麼？ 

老師二： 蟹的眼睛。  

老師一： 昨天孩子們說我們吃水果時會有果核，如果你們把果核放進泥

土裡，會怎樣？你們剛帶進來的果核，我們放進泥土裡好嗎？ 

男孩二： 它會長蟲子。 

老師一： 為什麼會長蟲子？ 

女孩一： 長長了。  

老師一： 你可以畫出來嗎？我們把果核放進泥土裡會怎樣？ 

男孩二： 我可以畫出來。 

全班： 我知道怎樣畫。 

男孩三： 我知道怎樣畫西瓜。 

老師︰ 很好，現在我們可以做水果日報的第一個項目。  

 

探討答案  

1. 從老師的角度看，學生給了她兩個錯的答案，這些答案要不就是「不正確」，要不就是

令她感到不知如何詮釋或處理，反正全都不是她所期待的答案。 

2. 第一個問題是：「你可以用果核來做什麼？」她期待的答案是：「可以用果核（種子）

去種一棵新植物」。她得到的答案是：「可以用來做蟹的眼睛」。因此老師決定馬上進

入主題，問引導性的問題。  

3. 引導性問題是：「如果你把果核放進泥土裡會怎樣？」她希望是會帶到預期的答案：「它

會生長成新的植物。」但她得到的答案卻是︰「它會長蟲子。」這個答案她不大理解，

因此她問「為什麼？」希望男孩會解釋，但男孩不作聲，一個女孩則把答案引申成「長

長了」，但老師仍然不滿意。就決定先讓孩子畫出種果核的結果， 她可能期望孩子會畫

幼芽、畫矮樹、畫草叢、畫樹等，但孩子卻開始畫白板上展示的水果圖片。  

 

探討答案背後的理據  

1. 其實，所有答案都合邏輯，並顯示孩子們在運用他們的經驗和創意。 

2. 用果核可以做什麼？在大多數幼稚園課室裡，老師會用牛奶紙盒做火車、雪條棍做屋子、

吸管做動物等等。用廢物再造成工藝品非常普遍，果核似乎也是同類的東西----可以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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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以用來再造成工藝品。在這個思維的前提下，用果核來做蟹的眼睛似乎完全合理，

其實也蠻有創意的。這個孩子在動腦筋，而且很會用腦。  

3. 如果把果核放進泥土裡會怎樣呢？要是我，把果核放進泥土裡，那大概它不會長成植物，

它可能發了霉、爛掉或者真的長出蟲子。小孩的答案其實並不離譜，可能來自他的實際

經驗。我們把水果到處放時， 也會惹來果蠅甚至生蟲，如果老師不是太專注於取得期待

中的答案，大概她會明白，以上的答案代表一個失敗的園丁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的回

應。 

 

盡量把握施教時機 

1. 等待多些答案。鼓勵孩子試行腦力激盪後，盡量說出果核可以做成的東西，看看 期待中

的答案會否出現。有的話，可以將答案整理歸納後再分類。 

2. 把問題換到另一個大前提或背景下思考。如果孩子們糾纏在用果核做工藝品上，那麼可

能要問另外一些問題。教師可將教室的情景轉移到大自然裡去園中熟透了的水果要是掉

在泥地上，果核會怎樣？如果有動物把水果吃掉，把果核撒得到處都是，那又會怎樣？

將兒童的注意焦點轉移到另一個情境，可以增進認知思維的彈性和從多角度思考的能

力。 

3. 問問小朋友，他們的答案是怎麼來的？問問他們以前的所見所聞如何幫助他們獲得這種

想法。從認知的觀點來看，按照認知學派的角度來看，這個做法可能強化兒童的後設認

知或監控系統。 

 

事例三  

 

這是關於食物的單元，學生要學食物從哪裡來，並溫習「豬」、「牛」、「雞」、「魚」

這四個漢字。老師準備了四個漢字的貼紙和一張工作紙，工作紙上有四個空格，準備貼上貼

紙。空格下方有四幅小圖，大小如大張的郵票。四幅圖片由左至右如下：  

1. 一盒牛奶。  

2. 一隻放在碟上的雞腿，但這塊雞腿看來有點像一塊牛排，也可能是豬排。  

3. 一塊肉，畫者的用意是豬排。  

4. 一條魚。  

 

學生要做的是把四個漢字貼紙貼在空格內，並且畫上連線。具體的做法其實不只一個，

因為每幅圖片旁邊和每個空格旁邊都有圓點，學生可把漢字按順序貼在相應的圖片，或者把

貼紙貼在任何一個空格上，然後用直線把圖片旁和空格旁的圓點連起來。大多數學生都把貼

紙貼在相應的圖片正上方，因此直線都會是平行的，不會有交疊的直線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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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請留意老師和一位女孩的對話︰女孩沒有把漢字貼在和圖片相應的位置， 但像其他

學生一樣，她用短短的直線把二者相連起來。她的貼紙由左至右是「雞」、「豬」、「牛」、

「魚」。她把「牛」字與豬排連起來了。老師走過來看︰ 

 

老師： （指著「豬」字）這是「豬」。 

老師： （指著豬排圖片）這是什麼？ 

女孩： 牛排。 

老師： 豬排。 

老師： （指著魚圖片）這是什麼？ 

女孩： 魚肉。 

老師： 這個對了，其他三個錯了。 

（女孩從一個籃裡拿起橡皮，把她所有的答案都擦掉了。然後她用直線把 

「魚」連到魚的圖片、「豬」連到豬排的圖片、「牛」連到牛奶的圖片，

但又把「牛」連到雞腿的圖片。她拿了工作紙讓老師看。） 

老師： (指著牛奶）這是牛。 

老師： 指著雞腿）這是雞腿。（女孩靦腆地笑） 

老師： 看，有一個字沒有連到任何圖片，看，哪一個字沒有連起來？

哪一個字沒有直線？（女孩拿起鉛筆，把「雞」字和雞腿圖片

連起來。） 

老師： 擦掉。 

（女孩把「牛」與雞腿圖片之間的直線擦掉。她把工作紙拿給老師看，老

師逐一指出漢字，女孩正確無誤讀出每個字。） 

 

對工作紙的多重觀點 

教師設計這個練習為 

的是讓兒童辨認四個漢字，因此她假設任何錯誤都表示了女孩對漢字不認識。也許老師

從來不知道女孩一直都會這幾個漢字，只是工作紙的設計及不清晰的圖片訊息，讓小女孩被

搞糊塗了。因此，教師意識不到她有需要了解第一組答案背後的思考歷程。如果她曾跟進查

問，她可能會發現小女孩是被工作紙上的圖畫搞亂了。教師的預設立場也同時說明了，為甚

麼到了最後，當所有答案都正確了，教師再沒有追問小女孩如何獲得那些答案，教師只會請

小女孩大聲的念出這些字，就確定小女孩學會了這幾個漢字了。    

事實上，小女孩的頭一組答案已顯示了圖畫的訊息混亂----小女孩將豬排視作牛排。她將

「牛排」的圖與「牛」字連結起來。在這兒，顯示了小女孩擁有兩方面的知識。 

1. 牛排來自牛。 

2. 她認識「牛」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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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老師錯過了理解「錯誤」的答案源自「正確」的邏輯思考。老師不會質疑自己的

答案，可能因為工作紙是她設計的，圖是她找來的，或是這份工作紙由出版社連同答案一併

提供的。老師同時亦堅守每一個字只有不多不少的一幅圖可以相配合。這規則在考試卷上常

有出現，除非特別說明，一般不用明言：你只可以選一個答案。這是考試世界、工作紙領域

中的常規，卻不是真實生活的常規。 

 小女孩沒有教師所擁有的考試知識，她採用她的普通常識與對現實生活常規的理解，經

過第一回的嘗試，及與教師的對話後，第二次重做時，可以猜想小女孩有如下的理解： 

 

首先，那一堆剪剪貼貼，影印成如郵票大小般的圖畫難以辨認，令人摸不

著頭腦。頭一幅圖是一個盒子，另外三幅圖看來像食物，四幅圖看來都不

像是動物的圖片。  

第二，有盒的那幅圖在這兒看來怪怪的，好像是一個紙盒吧，它好像不是

可吃的東西，裡面應該盛滿橙汁，可是橙與上面四種動物無關，唔，可能

是牛奶，牛奶來自「牛」，唔，應該將「牛」連上這個紙盒就對了。  

第三，最右的圖，明顯是一條魚，這好辦，剛才老師說我沒錯，那麼魚的

圖就連上「魚」這個字上去。  

第四，中間兩幅圖可要多猜一猜，我剛才想其中一塊是「牛排」，可是老

師說是「豬排」， 那麼就將豬排的圖與「豬」字連線就是。  

第五，因為「豬排」不是「牛排」，剩下的這一塊在碟子上的不就是牛排

了嗎？對，將牛排的圖與「牛」字連線。  

 

如果老師能就小女孩的第二組答案查問因由，這樣她就會看到小女孩的邏輯思維。可是

很可惜，教師只關注字形的記認，及從教師角度出發理解的「正確答案」，小女孩的角度因

而被忽略了，教師失去了一個寶貴的教學時機。 

 

把握教學時機 

 

教師怎樣做才能把握教學時機？要是她看到答案背後隱藏的理據，她可以做什麼或說什

麼去回應學生呢？她總應幫孩子找「正確的答案」吧？ 

 

顯而易見，我認為教師應該追問答案背後的理據，這可以有兩個途徑，首先， 她可能停

下來，反省一下，學生的回答可能是合理的，就如同我在前面的分析。第二，她會請學生解

釋她怎樣找到這些答案，並探究背後的理據。一旦教師看到學生的邏輯，她可能用書面文字

在工作紙上寫下對學生答案的認同。比如說，在「豬排」圖側，她可能寫：「當時我試畫豬

排，不過很可惜，畫得很像牛排，所以將這幅圖連到『牛』字很合理。」在工作紙上把這句

話寫下來，顯示了老師認為一個人的思考和了解一件事情的方法，是很嚴肅的一回事，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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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答案之前經過的每一個步驟，都是非常重要的過程，值得寫下來作記錄。這也向孩子們

展示了用文字記錄思考過程的用途和力量。 

 

教師對答案沒有作出明確的糾正，並不表示可以接受任何答案。認同學生的答案也不代

表只為學生心裡好受些，認同的作用是讓孩子對自己的思考和想法有信心和感到得到認同，

有助於讓他們明白：理解是有多種可能的；此外，除非某些答案以理性為依歸，沒有任何答

案，包括老師的答案在內，是「正確的」或是「最終的」。這才是學習的精粹----追求「理解」

而不是追求「答案」。 

 

結語 

 

本文記下的三則教學事例，都是在香港幼稚園的觀察所見，我們看見幼兒用他們的腦袋，

用他們的心智，專注投入的學習，抗拒教師嘗試將這個複雜有趣的世界變成單一化的答案。

可是，進入了小學，我們看到真正的「學習」越來越少出現，而「尋找答案」卻越來越多；

兒童學會如同老師一樣的「尊重」答案。教師要在很短的教時內教完一大堆知識，學校的課

程充滿了壓力，這是我們要追求的「教育」嗎？我們要求的學校生活就是一疊一疊美侖美奐

的工作紙及無日無之要求正確答案的測試嗎？ 

但願我能記下更多正面的、成功的教學例子，但如同真真正正的教學要花時問，成功的

例子也得多用詞句和篇幅去描述，再寫下去已非本篇小文所能負載。讀者如對這些有啟發性

的故事感興趣，請參閱 Eleanor Duckworth's的著作“Tell Me More: Listening to learners explain,”。 

Eleanor Duckworth收集了很多老師培養學生運用心智的例子，書中的學生由初生嬰兒到成年

人都有，共同的是書中的老師都大力肯定他們的學生「富於奇思妙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