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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互助寫作  

 

一、 設計理念 

1. 「朋輩互助寫作」(Paired Writing)源於西方學者 Keith Topping(1995)的寫作

設計，並由本地大學何敏華博士加以改良。「朋輩互助寫作」主要是針對

學生缺乏寫作動機和技巧等問題而設計的寫作模式。原理是將學生組合成

二人小組，其中一人當小導師，另一人當小作家，合作完成一篇文章。在

整個寫作過程中，小導師跟從老師提供的「朋輩互助寫作流程圖」的六個

寫作步驟，以及圖表上附有的問題或提示（鷹架），有系統地激發小作家

的寫作意念；並引導小作家將零碎的意念轉化成文章初稿。之後，再透過

二人討論，共同修訂初稿，使之變成內容充實、用詞恰當、有組織和具創

意的文章。     

2. 「朋輩互助寫作」(Paired Writing)的好處，是讓學生從二人互動的「鷹架

作用」(scaffolding)獲得輔助和支持，掌握寫作的流程、技巧和好文章的要

素，令能力較弱的學生都可以成為成功的作家，建立寫作的自信心和興趣，

而能力較強的學生，亦可透過輔助同學，鞏固個人對寫作的知識和技巧。

從小組共同計畫寫作對象和目的，以至構思內容、組織段落、潤飾文字、

共同修訂，二人緊密的合作令彼此都不覺寫作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而這

種有系統的訓練，亦能幫助學生建立「後設認知能力」。 

 

二、 教學設計 

「朋輩互助寫作」的教學設計適合三年級或以上學生使用，並附有工作紙及評

估量表，供教師參考及使用，教師可因應學生的寫作能力和興趣，自行調適。 

 



3 

步驟二：  寫作初稿 (Drafting) 

1. 小作家參閱小導師所摘錄的筆記，開始寫作初稿，遇到困難，可向小

導師尋求幫助，小導師須主動給予不同階段的協助： 

階段一：小導師寫，小作家抄（小作家完全沒有創作意念，須由小導

師輔助） 

階段二：小導師提供部分字詞，然後由小作家整合 

階段三：小導師給予口頭提示，完全由小作家自己寫 

2. 小作家若能自行解決困難，小導師即加以稱讚，提升小作家的自信心

和動力。 

3. 小作家在小導師的協助下寫作，循序漸進發展寫作能力，讓小作家獲

得正面的寫作經驗。 

4. 小導師為小作家提供「鷹架」，透過解釋、澄清、質詢、分析、批評、

建議、總結等高層次互動，不斷修訂及內化寫作策略，從而提升寫作

能力。 

5. 除了能提升寫作能力之外，亦能提高小導師對寫作過程的掌握，以及

發展寫作的認知能力和後設認知的能力。因此「朋輩互助寫作」令能

力較強和能力稍遜的學生同時獲得進步。 

6. 小作家在小導師的協助下，參考朋輩互助寫作的流程完成整個寫作的

過程。 

步驟一：  激發寫作意念 (Ideas Generation) 

1. 學生 2人一組，每組須由兩個能力不同的學生組合。 

2. 能力較強的學生為小導師，能力稍遜的為小作家，將整個寫作過程

融合在二人互相合作學習。 

3. 由小導師提問，小作家回答，問題圍繞作文的題目，小導師協助小

作家審題，找題眼，同時提取寫作意念。 

4. 小導師可用「六何法」引導小作家思考，如事情發生的日期、地點、

時間、人物、原因和結果，亦可用以下的提示語追問，如「然後」、

「怎樣」、「還有」、「可是」、「假如」，目的在激發小作家的

思維，引發寫作動機和意念，協助構思寫作內容。 

5. 小作家一邊回答問題，小導師一邊摘錄簡單的筆記。 

三、 朋輩互助寫作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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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讀出初稿 (Reading) 

1. 先由小導師讀出初稿。 

2. 然後由小作家讀出初稿，一邊讀，一邊標示文句不通順的地方。小作

家讀畢，小導師給予稱讚。 

步驟四：  編輯校對 (Editing) 

1. 小作家閱讀初稿後，根據評分量表檢視初稿，並標示需改善的地方： 

 內容是否吸引、豐富、恰當？ 

 分段是否準確、詳略得宜？ 

 選詞、造句、修辭是否正確？ 

 字體、標點是否清晰、正確？ 

2. 小導師運用與小作家相同的評分量表，審視小作家的初稿，並指出

需要改善的地方。如有字詞的難題，可查字典找出字詞的意義。 

3. 小導師與小作家就着檢視結果進行討論，提出修改建議，最後由小

作家自行修改。 

步驟五：  最後修訂稿 (Best Copy) 

1. 由小作家根據討論結果，完成最後修訂稿。 

2. 小作家完成修訂，小導師給予稱讚。 

步驟六：  評鑑 (Evaluate) 

1. 小作家先自行用評分量表（附件一）評分 

2. 同學互評：小作家自評後，交由其他組別的同學利用同一張評分量

表評分，可加上文字的評語。（教師須鼓勵學生從正面作出評鑑，

同時提出作品可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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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互助寫作 

教學設計 

 

一、 適用年級 

三年級或以上 

 

二、 學習目標 

1. 透過朋輩互助，提升學生的寫作質素； 

2. 運用朋輩互助寫作，讓能力較強的學生內化寫作策略，讓能力稍遜的學生對

寫作流程認識清楚； 

3. 藉着學生的交流互動，讓能力較強的學生為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鷹架作

用」。 

 

三、 學習重點 

1. 透過朋輩互動，掌握寫作的過程； 

2. 培養寫作的認知能力和後設認知能力； 

3. 增加寫作信念，如寫作概念、取向、解難，培養寫作的興趣； 

4. 發展討論的技巧，如：懂得運用疑問、解釋、澄清、質詢、分析、批評、建

議、總結等。 

 

四、教學流程 

學生分組（2人一組），每組包括高、低能力的同學。 

教師展示題目（見工作紙），然後按以下步驟進行。 

 

 

 

1. 小導師與小作家共同確定寫作對象和寫作目的。 

 教師講解朋輩互助寫作的六個步驟，然後派發「朋輩互助寫作流程圖」（學生

版）（附件二）供學生參考怎樣進行寫作的整個過程。 

 學生進行整個互助寫作的過程時，教師的角色是觀察，適時為小導師及小作家

提供協助。     

 

  

小導師邊引導小作家構想內

容，邊摘錄筆記（見工作紙） 一、激發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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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導師按寫作情境提出問題，以協助小作家構想內容，如： 

 事件在何時發生？ 

 事件在哪裏發生？ 

 有哪些人在事件中出現？ 

 發生了甚麼事情？ 

 為甚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如何？ 

 

 

 

 

1. 構思了故事的內容重點後，小導師與小作家一起有系統地將內容組織成脈絡清晰而

發展合理的段落。小導師初擬各段要旨，並進行第一段的寫作，然後小作家將這段

內容抄到工作紙。（附工作紙） 

2. 第二段開始由小作家進行寫作，小作家遇有不懂的字詞，小導師須主動給予提示。 

 

 

 

1. 小導師與小作家按各段要旨完成了文章的初稿後，小導師高聲朗讀初稿，令文章聽

起來悅耳。 

2. 小作家高聲朗讀初稿，小導師須注意小作家有否出錯，若有錯漏，小導師須作出更

正，將正確的讀音重複。 

 

 

 

1. 小作家閱讀初稿後，根據評分量表，審視初稿，並標示需作改善的地方： 

 內容是否吸引、豐富、恰當？ 

 分段是否準確、詳略得宜？ 

 選詞、造句、修辭是否正確？ 

 字體、標點是否清晰、正確？ 

四、編輯校對 

三、讀出初稿 

二、寫作初稿 

 

 在寫作過程中，小導師不斷利用問

題引導小作家確定寫作目的和對

象，激發小作家的寫作意念，逐步

構思內容。 

 透過小導師的提問，協助小作家構

思內容情節，以表達事件的特點。 

小導師利用提問，引導小作

家檢視文章的質素，澄清觀

念，並作出合理的解釋，一

起建構文章的具體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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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鍵提示 

1. 小導師與小作家的語文能力差距不宜太過極端； 

2. 教師須設計合適的工作紙輔助寫作； 

3. 小導師在寫作的過程中，應給予小作家適當的稱讚，如：稱讚

小作家有創意、勇於嘗試、寫作的句子完整等，以維持寫作動

機和興趣。 

4. 如果小作家有機會轉換角色，擔任小導師，會對寫作進一步產

生興趣和信心。 

2. 小導師運用與小作家相同的評分量表，審視小作家的初稿，並畫出需要改善的地

方。 

3. 小導師與小作家就着審視結果進行討論，並由小作家自行修改。 

 

 

 

 

經討論後，小作家進行修訂，並將修訂稿抄寫到工作紙上。 

 

 

 

 

小導師和小作家完成修訂稿後，將文章交另一組同學進行小組互評。 

 

五、最後修訂稿 

六、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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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互助寫作」工作紙 
 

姓名︰  班別︰  日期︰  
 

按你的興趣，從下面三道題目選出一題進行寫作，字數不限。 

 

（一） 根據故事的開端，發揮想像力，加入有趣的情節或角色，續寫一個

完整故事，並為故事擬一個題目。 

一天，獅子看見一隻小野兔，正準備將開口大快朵頤的時候，突然

感到牙齒疼痛難當。只要牠一咧嘴，痛楚立即加劇，牠的臉頰還腫了起

來。即使獅子再不能張牙舞爪，但森林裏的動物都不敢走近獅子，只有

動物牙醫啄木鳥願意飛到獅子身旁。 

故事的開端：「啄木鳥牙醫看見獅子那副可憐的樣子，……」 

 

 

（二） 題目：當一天的班長 

班主任李老師為了讓大家明白為他人服務的重要，以及當班長的難

處和感受，特別讓同學輪流當一天的班長，即日生效。假設你立即被同

學選為班長，試寫出當值時發生的事情，同學的反應和感想。 

 

 

（三） 題目：一份意外的禮物 

今天，回到課室後，有一份小禮物在你的抽屜裏。你感到十分興奮，

心想：誰送的呢？這時，同學志明在你面前出現，說：「明天，我要轉

到另一所學校去讀書，這是小小心意，你留為紀念吧!」聽到這消息後，

你十分難過。試把你跟志明相識的經過和一起相處的快樂時光寫出來，

並寫出臨別前的情形和感受。 



9 

1. 我寫這篇文章，是給以下的人閱讀的： 

 

 
 

題目：（   ） 

2. 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是： 

 

 

 

 

 

3. 假如我是讀者，我最想知道

的是：  

 

 

 

 

 

甲、 確定寫作對象和目的：只須填上題目的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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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寫作內容構思： 

想一想：構思怎樣的內容情節，才能表達出事情的特點？ 

 

 

 

 

 

 

 

 

 

 

 

 

 

 

 

 

 

 

 

 

 

 

 

 

 

 

 

 

 

事情起因 事情結果 

時間 地點 人物 

事情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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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動筆寫作，文章初稿： 

想一想：構思了故事的內容重點後，怎樣能有系統地把它們組織成脈

絡清晰而發展合理的段落？ 

第一段要旨：  

第二段要旨：  

第三段要旨：  

第四段要旨：  

 

題目：  

 

          

10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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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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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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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文章最後修訂稿： 

先細心閱讀文章的內容，利用評分量表進行「自我評估」，然後與小

導師一起討論，修訂初稿。修訂稿完成後，交由另一組同學進行「互

評」。 

題目：  

 

          

          

          

          

         
50 

          

          

          

          

         
100 

          

          

          

          

         
150 

          



15 

          

          

          

         
200 

          

          

          

          

         
25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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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朋輩互助寫作」評分量表 

 

題 目：  

小作家：  

小導師：  
 

 評 分 項 目  自 評 互 評 

內

容 

1. 內容吸引、豐富、恰當 20%   

2. 題目與內容配合 10%   

3. 事件情節發展合乎邏輯 10%   

修

辭 

4. 詞語運用豐富 10%   

5. 文句完整流暢 10%   

組

織 

6. 分段準確、詳略得宜 15%   

7. 開頭、發展、結局清楚而有條理 15%   

其

他 

沒有錯別字，如有，每個扣 1 分，

最多扣 5分。 
10%   

總分 100%   

 

整體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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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朋輩互助寫作步驟的流程圖（學生版） 

 

 

 

 

稱讚  

步驟一  激發寫作意念  

小導師提問 

小作家作答 

小導師作簡單筆記摘錄 

問題 

何時？ 

何地？ 

何人？ 

何事？ 

為何？ 

如何？ 

？？？ 

然後 

怎樣？ 

還有？ 

可是？ 

假如？ 

稱讚  

步驟二  

階段一 

小導師寫 

小作家抄 

階段三 

完全由小作家

自己寫 

寫作初稿  

小作家參閱小導師所摘錄的筆記，開始寫作初

稿，遇有不懂的字，可向小導師尋求幫助。 

若小作家思考不懂的字超過 10秒， 

小導師須主動施以不同階段的協助。 

繼續寫作 

階段二 

小導師 

提示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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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讚  

稱讚  

稱讚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步驟六  

讀出初稿 

小作家大聲讀出。 

（小導師更正小作家讀錯的字） 

 

小作家閱讀初稿，根據評分量表項目，

標示要作改善的地方： 

1. 內容是否吸引、豐富、恰當？ 

2. 分段是否準確、詳略得宜？ 

3. 選詞、造句、修辭是否正確？ 

4. 字體、標點是否清晰、正確？ 

5.  

小導師做同樣的工作 

最後修訂稿 

由小作家完成最後修訂稿 

小導師大聲讀出初稿， 

須流暢和通順。 

 

編輯校對 

小作家提出修改， 

小作家 + 小導師討論（可用字典）， 

由小作家進行修改。 

 

評鑑 

由另一組利用評分量表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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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群體學習的理念與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何敏華博士 

 

甲、 引言 

教室裏每一個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學生的學習動機、能力、學習風格、學習

態度、興趣、性向和社經背景均不相同。當教師規畫課堂教學時，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是

一項十分重要和富挑戰性的工作。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並不是要把學生之間的能力差異縮小，而是要因材施教，充分

發展每個學生的潛能，使他們的聽說讀寫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等得以

提升（課程發展議會，2004，頁 48）。根據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知識是社群組織中的成

員相互協商共識後的結果(Vygotsky,1978)。由於不同學生各有稟賦，教師可透過學生之

間的互動和合作，各展所長，使能力較佳的學生學得更好，而能力稍遜的學生亦得以改

進。因此，教師應創設不同情境，靈活運用和變換不同的教學方式，提供機會讓學生互

動協作，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讓他們學得更好。 

 

 

乙、 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理念 

一、 建立一套能力、學習和教學相關的信念 

(1) 接受學生的多樣性是促進課堂學習的寶貴資源 

學生在學習方式和展現才能的領域上出現差異是最正常、最健康和最寶貴

的。學生入學時在智能發展、情感表達和社交成熟程度均各不相同。在不同的

學習階段，學生對不同科目，或同一科目的不同範疇，都會表現出不同程度的

學習意欲。因此，若教師接受學生的多樣性，將不同能力的學生編成一組，採

用有效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並善用他們的差異建立學習群體，有助學生在群體

學習中體驗成功。正如在不同的機構和組織中，成員間雖然各有差異，但透過

群策群力，互補長短，最終各人都能盡展所長，取得美滿的成果。 

(2) 重視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和發揮 

所有學生都擁有學習的潛能和發展的空間。根據心理學教授葛敦納

(Gardner, 1983)提出的多元智能觀點，人的能力和智力是多面向的，也有多種

不同的表現型態，以及發展的先後緩急。學生短暫地在一種或多種能力表現得

較弱，通常可以透過適當發展其他能力而得以彌補。由於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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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擁有獨特的智能，是以在某種教學設計下學習不成功，可能在其他學習模

式或學習領域中能締造學習成果。配合這種多元智能的教學取向，教師應容許

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途徑學習，發展和發揮不同的智能，並多利用各人的強項

來強化全班的學習。葛敦納的多元智能觀點，同時提醒教師必須發展一套能讓

學生盡展個人才能的評估方式，讓每位學生經過適當評估後，都知道自己在哪

些學習範疇的表現較為優勝，體驗學習上的成功。多元化、包含質量和真實的

評估取向和設計，有利反映學生的真正能力、學習困難、學習進展和成果(Biggs, 

1996; Gipps, 1994; Marzano et al., 1993)。 

(3) 讓每一位學生體驗成功 

成功的學習經驗對學生建立學習動機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教師須幫助學

生體會學習對其個人產生的意義，及讓學生看到成功的機會，以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教師必須相信，絕大部分的學生都可以掌握讀、寫、聽、說、思考等

基本能力。在這個基礎之上，教師只要透過不同的課堂學習模式，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有系統地幫助學生建立有效的學習策略，解決學習困難，

每位學生都可以在某些能力領域或學習範疇達到優良的水準，體驗成功和樂

趣。至於教師期望的學習成果，不應是齊頭並進，而是讓學生能各展所長。 

(4) 幫助學生建立認知和後設認知的能力 

過往不少心理學的文獻和研究都指出，好的和差的學習者，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們「後設認知」能力的高低不同。(Brown,1987;Ericsson and Smith,1991; 

Flavell,1979; Ho,2008; Schunk and Zimmermann,1994.) 

認知能力是指學生如何運用認知策略。以閱讀為例，閱讀包含了表層理解

和深層理解。表層理解即字詞解碼，屬低層次的理解，只幫助學生明白文章表

意。雖然如此，表層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是深層理解的基礎。而深層理

解是學生對文章的進一步解碼，以理解文章所產生的意義。由於閱讀時要應付

表層和深層理解，學生需要運用多種策略，如預測文意、利用部首及文意推斷

詞義、自設問題、澄清概念、總結文章主旨、運用概念圖和流程圖等，以幫助

自己重新組織文章要點。這些策略都有助學生進行更好、更有效的閱讀。 

後設認知能力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對個人的醒覺和調控。簡單來說，

學習一樣新事物時，首先會想到自己對這課題有多少認識、這課題有多難、學

習時需要運用哪些策略等。除此之外，後設認知亦包括在學習過程中，如何訂

定目標和計畫，並且監控和調整整個學習或工作過程，包括靈活運用各種策略

以解決學習困難。學習者會定時評鑑學習效能，有需要時重新修訂目標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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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生要擁有後設認知的能力，須包含以下幾部分： 

 後設認知的知識 

後設認知的知識是指個體對本身具備的學習能力與方法的認

識。當中包括： 

– 個人的知識：清楚自己能力的強弱，如比較善於分析，相對不

善於記誦資料性的內容 

– 課業的知識：如知道辨識寓言故事的角色，較辨識故事中隱藏

的寓意來得容易 

– 策略的知識：如懂得先根據題目猜測文章大意，然後理解內容 

一個良好的閱讀者，不但要具備上述的知識，並且在閱讀的過程

中，懂得交替運用這些知識，以幫助自己深入理解文章要旨。 

 後設認知的經驗 

後設認知的經驗是個體對自己認知狀態有敏銳的感覺。當善於學

習的人要學習一樣新事物，他們會立刻知道自己明白甚麼或不明白甚

麼、何時知道、如何知道，當他問自己這些問題時，同時也在刺激他

的已有知識。學習是建基於已有知識——如何提取在大腦內的已有知

識，然後聯繫新資料，變為新的學習。善於學習的人會： 

– 閱讀前：覺察自己清楚知道閱讀的目的，例如閱讀是為了消閒

還是應付考試，因不同的目的會引伸使用不同的策略； 

– 閱讀中：明白運用概念圖，有助整理文章的重點和概念； 

– 閱讀後：醒覺將文章要旨撮寫，有助日後溫習。 

後設認知經驗常發生在認知失敗的時候。覺知自己的認知失敗固

然不是愉快的情感經驗，但卻是很好的學習經驗。假如沒有經歷失敗

的認知經驗，就會缺乏覺知能力，後設認知能力變得薄弱。教師可以

利用後設認知知識和經驗來分辨班上學生的差異。 

 後設認知的技能 

後設認知的技能是指個體使用各種學習策略去控制自己的認知

活動。善於學習的人會有這方面的技能，包括： 

– 訂定目標：寫作前，善於學習的人會為自己訂下目標，如這篇

文章的寫作目的是甚麼、根據寫作對象而考慮運用不同的寫作

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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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和預測：訂定目標後，他們會開始計畫和預測、運用不同

的學習策略幫助自己達成目標； 

– 監控和調整策略：在整個創作過程會不斷監控和調整策略； 

– 評鑑。 

以上四項並不是直線形式出現，而是一個循環（圖一）。在進行過程中發現困

難時，善於學習的人會重新檢視、評鑑和調整。與一般學生不同的是，善於學習的

人具備很強的後設認知技能。以寫作為例，有部分學生在得悉寫作題目後，便立刻

開始寫作，但因沒有反覆運用後設認知的能力來監控寫作這項工作，他們的作品一

般也不會很優秀。相反，善於學習的人會花時間思考、擬定大綱，完成了初稿後會

反覆修訂，這類文章一般會較有質素。 

 

 

 

 

 

 

 

 

 

(5) 讓學生透過群體的參與提升個人學習 

教師必須明白學生參與群體活動的重要性。當學生參與群體活動時，他們

必然會有新的經驗，自然會產生學習。在適當的課堂設計環境中，群體活動是

十分有效的學習途徑；群體的向心力，亦可強化學生的學習意欲。另一方面，

參與群體活動的人存在個別差異，反而會使群體的互動更為豐富，有助達致高

成效的學習。學習群體主要是對個別差異的認可(Brown and Campione, 1990)，

着重平等參與。在學習群體的環境內，學生的個別差異是豐富學生視野和經驗

的重要資源。 

訂定計畫 

 

計畫和預測 

監控和調整策略 

評鑑 

圖一 



24 

二、 發展學習群體概念下的學與教 

學習群體的概念建基於社會建構主義理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現代的社會

建構主義學習觀認為學習涉及文化互滲過程，學生從中學習群體內其他成員的實踐

經驗(Brown, Collins, and Duguid, 1989)。在學習群體內，每名學生都會有機會作出

貢獻和珍視別人的貢獻。合作式和協作式學習活動按學生專長而分工。Piaget(1926)

的認知衝突（失衡或不協調）理論、維果茨基(Vygotsky, 1978)的社會文化學習理論，

以及 Rogoff(1990)的思考初論均支持同一觀點，那就是在社群中與朋輩和能力較高

的人（包括教師和同學）互動學習，成效最高(Hogan and Pressley, 1997)。 

簡單來說，教師必須明白兒童在認知方面本來便具有基本水平，只要有人從旁

協助，其水平可以提升至可能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Vygotsky, 

1978)。而由於高層次的認知的能力沿於社交互動(Social Interaction)，兒童可以通過

朋輩或能力較高的人，例如教師，從旁提供「鷹架作用」(Scaffolding)的輔助和支

持(Bruner, 1984)，把原有的水平提高。在「鷹架作用」下，旁人提供的協助必須因

應學生的表現而調節，而最終讓學生在沒有協助下完成學習任務。在學習群體的概

念下，教師的職責是讓學生建立一種彼此欣賞、包容和學習的文化，讓每位成員肩

負協助其他成員學習和進步的責任。此觀點與知識年代和終身學習等現代學習觀念

尤為脗合。在校內，教師亦應以學習者身份組成自己的學習群體，以探究各種可以

提升學生學習和解難能力的方法，為教學帶來改變。 

 

丙、 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模式和策略 

在建立學習群體的概念下，有效照顧學生多樣性的教學策略有很多，如二人或小組

協作討論；講求組織和分工合作的「角色扮演」、「專題研習」；講求高度組織和分工

合作，同時滲入特定的語文學習元素和策略，並有系統地提供鷹架作用的「引領思維聆

聽」、「引領思維閱讀」、「朋輩互問問題」、「拼圖式合作學習」、「相互教學」、

「朋輩互助寫作」和「知識論壇」等。2當中「相互教學」、「拼圖式合作學習」和「朋

輩互助寫作」屬高效能群體學習模式，主要是因為這三種策略具備以下重要的元素： 

一、 高度組織的合作學習模式 

合作學習的概念是讓學生組成小組，透過組內的互動和合作，發揮各人角色，

使全組達到特定的學習目標(Johnson and Johnson,1994; Slavin,1990)。合作學習必須

包含五個重要元素：積極相互依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個人問責(Individual  

  

                                                      
2 見課程發展處研究、評估與設計組(2002)《個別差異發展及研究報告系列（初期報告）》，香港：

教育署及課程發展處評鑑、評估及計畫組(2004)《個別差異發展及研究報告系列：中期報告》，香

港：教育統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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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bility)、面對面的互動交流(Face to Face Interaction)、小組過程(Group 

Process)和小組技巧(Group Skills)。「相互教學」、「拼圖式合作學習」和「朋輩互

助寫作」同屬高度組織、強調平等參與的設計，目的在於利用合作學習中積極相互

依賴、個人問責和面對面的互動交流的特性，提升學生之間的互動水平。這三種學

習模式一方面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另一方面讓學生在異質小組內有不同程

度和方式的貢獻，為他們提供不同發揮才能的機會，有效地照顧個別學生的興趣、

能力和需要。 

 

二、 滲入特定的語文學習元素和策略 

教師必須明白，單為學生提供合作學習活動不足以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學習

語文猶如學習解難，無論閱讀或寫作，學生必須掌握當中的語文元素和特性，運用

不同策略清除在過程中遇上的障礙。以下簡單介紹三種高效能群體學習模式的概

念、特色和具體內容： 

(1) 相互教學(Reciprocal Teaching) 

「相互教學」特意讓學生對整個閱讀過程，包括閱讀前、閱讀中和閱讀後

要處理的工作有整全的認識，以及透過互動提供的「鷹架作用」，有系統地掌

握四個重要的閱讀策略，包括預測、澄清、提問和摘要，最終內化成個人的閱

讀策略。 

 預測： 

要求學生就已有知識，根據文章的題目產生懸念，進行預測，以及根據

內文的標題、圖示或上一段的敘述，確認「線索」，推測下文的內容，

定出閱讀的方向。 

 澄清： 

學生在閱讀過程中，遇有難以理解的字詞、句子或內容時所尋求解決的

方法，如重頭看一次、翻閱工具書、查閱資料、上文下理推斷，以幫助

自己理解文意。 

 提問： 

要求學生就文章中的內容及重要概念所產生的疑問提出問題，透過小組

互動討論交流，幫助學生澄清或補充文章中主要訊息及重點。 

 摘要： 

學生對段落或全文內容的重要概念進行確認與陳述。透過摘要，學生能

清楚掌握對文章了解的程度，以便進行有意義的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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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教學」將四項主要的閱讀策略融入整個閱讀過程，提升學生認知和

後設認知的能力。例如對內容作出「預測」，可使用「引領思維閱讀」策略，

以幫助學生主動投入於閱讀過程中，包括聯繫個人的已有知識以建構新知識；

以及透過討論互相查證答案，即使理解能力較弱的學生，也能釐清內容的要

點，從而對文章作深層理解，建立意義。而在閱讀過程中，特別強調小組互相

「發問」和「澄清」謬誤，能有效使理解能力較弱的學生，透過能力較強的學

生互問問題所產生的「鷹架作用」，澄清對文章內容的錯誤理解。另一方面，

能力較強的學生透過向同學講解正確答案，有助個人對內容的深層理解及思

考，提升個人的閱讀及思考能力。 

「相互教學」的特色在於強調學生之間「交互作用的本質」，由學生輪流

扮演閱讀引導者的角色，透過教師的示範、學生模仿，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漸

將學習責任轉移到學生身上。在學習「相互教學」的初期，教師的角色至為重

要。教師需藉着與學生對話，提供有效的教學指引，解釋及示範如何預測文意、

澄清、提問和摘要。學習過程中，教師須監控學生的學習進度，給予適切的指

引，幫助學生逐步掌握四種閱讀策略；同時須因應學生的表現，調節介入的程

度，直至學生能夠內化這四種閱讀策略，監控閱讀過程，理解文章內容。 

「相互教學」強調小組的緊密組織和高度合作。它的設計，利用了合作學

習中積極相互依賴、個人責任承擔及平等溝通的特性，強化學生之間的互動。

由於學生須一起承擔對文章作深層理解、建立意義的共同目標，是以學習不再

是個人的事，而是人人有責任去參與和貢獻，豐富群體學習。這樣的教學設計，

能為學生提供平等參與的機會，讓即使閱讀能力稍遜的學生，也有機會擔任組

長，並且在整個閱讀過程中積極地為討論作出貢獻。人人都能成為閱讀領袖，

享受成功的學習經驗。因此，「相互教學」比「傳統分組閱讀」更有效照顧學

生學習的多樣性。 

(2) 拼圖式合作學習(Jigsaw Learning) 

「拼圖式合作學習」是一種利用「信息差」（不同學生掌握同一主題，但

內容不同的資料），推動學生整合信息的學習方式，透過學生的互動提供「鷹

架作用」，有效幫助他們掌握不同文體的特性，透徹理解文章的表意和深層意

義，進而轉化運用。 

在閱讀教學中運用「拼圖式合作學習」，先要根據文章內容的完整性劃分

為數個部分或選擇相同主題，但內容不同的篇章。而文章劃分成多少個部分或

選擇多少篇篇章，則盡量與課堂的學習小組（稱為「原組」）的數目相配合。

「原組」的任務，是小組組員合作理解文章或主題的其中一部分，透過分工、

討論、交流及分享，使全組組員成為這部分內容的專家。小組組員成為專家後，

會再與其他組別的專家組成「專家小組」，任務是教導新組員自己所掌握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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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透過互教互學，整合不同信息，充分理解文章或主題的整體內容。最後，

各專家回到「原組」，結合在「專家小組」所學的內容，共同解決一個與文章

相關的難題或完成高層次的課業。 

「拼圖式合作學習」能讓所有學生也可透過小組互動而掌握學習內容，人

人都可以成為專家。此策略利用了合作學習中積極相互依賴、個人責任承擔及

平等溝通的特性，強化學生之間的互動。換言之，每個組員都要積極參與，盡

自己的本份協助小組完成任務。同樣，小組有責任令每一個組員都能掌握要學

的內容。例如：組內若有說話能力較弱的同學，組員須設法訓練他，或派一名

組員協助他進行重組後的報告，令他有信心地代表小組將知識傳遞。是以學習

不再是個人的事，而是人人有責任去參與和貢獻，豐富群體學習。可見，「拼

圖式合作學習」能讓學生透過小組互動所得到的「鷹架作用」的輔助和支持，

掌握學習內容，令能力較弱的學生都可以成為專家，建立學習的自信心和興

趣。而能力較強的學生，透過輔助同學，鞏固個人的知識。 

「拼圖式合作學習」的教學過程與傳統教學最大的差別，在於每位學生所

負責的部分均是小組拼圖的一部分，對於全組完成任務與理解都是相當重要

的。另外，此策略提供學生彼此間相互信賴與互助的機會，學生能在「原組」

及「專家小組」與不同能力的同學交流、討論。因此，「原組」人數及「專家

小組」人數應盡量平均，避免出現個別組員沒有閱讀任務或幾個組員共同承擔

一項任務等分配不均的現象。 

在進行「拼圖式合作學習」初期，容易遇到學生因專注力不足，而造成對

學習材料的某些重要概念有錯誤的理解，或遺漏了一些重要的內容等情況。對

此教師須要求組員不單純粹將資料傳遞，而是在每位成員報告之後設答問環

節，鼓勵學生對不明白的內容提出問題，互相澄清和補充。教師亦須仔細觀察

及細心聆聽，適當時候給予提示，以協助學生澄清錯誤概念及總結。另外，亦

有部分學生為了追求效率，往往增加了能力稍遜或缺乏自信心同學的壓力，甚

至有排斥的現象，令這些學生變得更為緊張與不穩定。因此，教師應運用多元

化的學習材料，設計有意義及開放性的活動，再輔以恰當的工作紙，讓不同能

力的學生，或語文能力（不同範疇或領域）較弱的學生，也有參與及展示才能

的機會。 

(3) 朋輩互助寫作 

「朋輩互助寫作」讓學生對整個寫作流程有整全的認識，包括確定寫作對

象和目的、構思寫作意念、組織內容、草擬初稿、編輯校對、完成最後修訂稿

和評鑑等，以及透過互動提供的「鷹架作用」，掌握寫作的策略，最終內化成

個人的寫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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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互助寫作」將整個寫作過程融合在合作學習模式中，由兩個能力不

同的學生組成一組，能力較強的學生為小導師，能力稍遜的為小作家。這個寫

作模式的最大特色，是教師會為每一組的「小導師」提供一個朋輩互助寫作流

程圖。流程圖除勾畫出六個主要的寫作步驟外，還為每一個步驟提供有用的「鷹

架」建議，作為小導師的參考。小導師透過為小作家提供「鷹架作用」，在互

動的過程中，如解釋、澄清、質詢、分析、批評、建議、總結等，不斷將寫作

策略修訂及內化，從而提升寫作能力。小導師與小作家是學習夥伴，若小作家

在寫作過程中出現問題，小導師會予以提示，協助解決困難。小作家在小導師

的協助下進行寫作，在循序漸進和明確的寫作程序下，小作家獲得正面的寫作

經驗，除提升寫作興趣外，亦能提高對寫作過程的掌握、寫作的認知能力和後

設認知能力。可見，「朋輩互助寫作」令能力較強或能力稍遜的學生同時獲得

進步。 

 

三、 有系統地提供「鷹架作用」 

合作學習最大的作用是讓學生透過朋輩從旁提供的「鷹架作用」，把原有的水

平提高。但對於小學生來說，如何在適當的時候為朋輩提供適切的「鷹架作用」並

不容易。「拼圖式合作學習」、「相互教學」和「朋輩互助寫作」這三種高度組織

的合作模式，除要求學生跟隨特定的步驟外，並會加入答問的環節，讓學生提出疑

問、澄清謬誤、修正想法、作出建議。學生正是透過這些有機組合的「鷹架作用」，

將個人的原有水平提升至可能發展區，從而獲得進步。而上述三種模式中，以「朋

輩互助寫作」為學生提供的「鷹架作用」最有系統。教師會向學生派發「朋輩互助

寫作流程圖」。在寫作過程中，「小導師」會根據流程圖的步驟和提供的問題，有

系統地引導「小作家」經歷整個寫作流程，並為「小作家」提供豐富的「鷹架作用」，

作為支援。 

 

 

丁、 總結 

教師要透徹理解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及高效能群體學習模式的原理和實際操

作，最有效的方法是透過真實練習。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能力和情況，配合學校的課程，

設計適合學生的學習活動，照顧學生實際的需要，並從實踐中作反思和調整，以建立個

人對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的教學信念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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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從不同層面照顧學生多樣性 

 

要照顧學生的多樣性，除了由課程規畫層面和課堂學與教層面着手外，

還要考慮學生支援層面，並需要配合系統層面和學校組織層面的支援。下

圖闡述各層面的相互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