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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行動研究旨在探討學生對學習環境的創意感知與英文作文表現的差異情形。研究對象為 39 名參與
電腦輔助知識翻新教學的高二文組班學生。研究資料主要來自知識創新學習環境問卷與學生英文作文成品。研
究發現（1）知識翻新教學環境有助於學生創意學習，尤其在英文寫作的想法產出與精進方面，同時亦能促進班
級社群的合作學習與互動回饋；（2）知識翻新教學環境能提升學生英文作文的表現，尤其在字數、成績、與內
容方面。根據上述結果，研究者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 知識翻新；學習感知；英文作文。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on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building on students’ learning
perception and their performance of English composition. Participants were 39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were engaged
in computer-supported knowledge building (KB). Data mainly came from questionnaires and students’ writing works.
Findings suggest that (1) students perceived Knowledge Forum (KF) as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creative learning,
especially in terms of generation/improvement of writing ideas and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writing feedback in the
class community; and (2)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English composition was improved in terms of # of words, and
writing test scor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ovided.
Keywords: knowledge building, creative perception, English composition/writing

1. 前言
學習環境的好壞對學生的學習表現有很大的影響（Lizzio, Wilson, & Simons, 2002）。伴
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今的教學環境多半早已配置高科技的 3C 設備。然而，學生對學習環境的
創意感知卻鮮少有相關的探究。學習環境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台灣常見的傳統講述式教
學法，著重於上對下的直接教學與知識傳遞，目的在幫助教師掌控整體的教學流程與課程進
度，讓學生於短時間內盡可能的獲得知識（Engelmann, Becker, Carnine, & Gersten, 1988）。
另一類則是以建構取向的教學方式，以學生為中心，由下而上，透過知識的堆疊與建構，讓
學生習得活用的知能，此法亦有助於教師創意教學活動之設計。教學環境設計與學習環境感
知對學生的學習表現影響深遠（Collins, 1996）。當學生感到學習環境具有創意，便能有效習
得建構與創新的知識。因此，教師從事教學設計時，便需考量多方因素並做出最好決定，才
能創造與設計出良好的學習環境。
此外，英文為重要國際語言且廣泛地運用於日常生活當中。對台灣學生而言，擁有良好
的英文能力尤其重要。優秀的英文能力表現不僅能幫助學生考取好較好的大學，更有利於未
來職涯的發展。要把英文學好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多數學生認為英文寫作是英文學習中最困
難的一個部份，必需靠長時間的努力與付出，才能累積到一定的收穫。楊懿麗（2003）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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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英文作文測驗在台灣已行之有年，結果與表現卻不如預期，究其原因來自於教
師的教學設計的安排與教學策略的運用。成果作品導向為常見的英文作文教學，主要關注文
章中用字遣辭與句法結構的正確與否，只要求學生模仿複製與反覆練習，如此便可期待學生
完成一篇像樣的英文作文。但研究顯示，這樣的教學模式不僅限制了學生的批判與思考能力，
亦會阻礙學生的創意發展，既使勉強完成了英文作文，但作品的內容卻毫無生命力可言，同
時亦容易造成學生對英文寫作的懼怕（張碧珠，2001）。
因此，建構良好的學習環境來幫助學生掌握英文寫作相關知能與技巧可說相當重要。
Scardamalia 在 2002 年提出知識翻新的十二項教學原則，是一套以想法為中心的建構式教學，
以學生為主，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思考與學習，同時透過想法不斷的提出與改進，並藉由同儕
的分享與討論，讓知識得以精緻與共構，讓師生得以在此教學設計的環境下發揮無限的創意。
知識翻新教學設計有助於學習者的想法產出與精進，亦有助於社群的知識共構與合作學習
（Scardamalia & Bereiter, 2006）。想法中心與原則取向的教學設計有益學習與知識創造，學
習不只是知識的習得，而是一連串獲知、參與、與創造的過程（Hong & Sullivan, 2009）。根
據上述論點，本研究欲以知識翻新理論為基礎，輔以電腦輔助知識論壇的使用，透過平台多
媒體創新學習環境對知識翻新教學理論的支持與特色，設計出一套符合高中生英文作文教學
之課程，幫助學生感知創意氛圍，達到較為高階的知識創造認知目標，發展出純熟的學習技
巧，以提升英文寫作之表現。故本研究討論重點將放在電腦輔助知識翻新教學環境如何影響
學生創意感知與英文作文表現。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action study），研究對象為台灣新北市某公立高中二年級文組班
學生（N=39）。根據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簡稱國中基測或基測）之評分與登記分發標準，研究對象的 PR 值主要落
於 80-85，學科能力程度中上。
本研究之教學設計以知識翻新理論為基礎，共進行 10 週，每周兩節課，每節課 50 分鐘
（共 100 分鐘）。扣除前後兩周的準備階段與總結階段，實際進行英文寫作教學周數共計有
8 周，主要教學內容分為三個階段，包括認識英文寫作、寫作構思活動、以及英文寫作實作。
各階段之教學規劃與教學設計如表 1 所示，分別針對教學過程中，教師的課程安排與學生的
活動參與，進行條列式的說明，同時，教師與學生在此教學設計的學習環境下，亦能符應於
知識翻新理論中的真實想法、不斷精進的想法、多元想法、想法創化、自主學習、社群共構
與成員參與的重要性等原則。
此外，每節課的活動進行流程與教學設計理念（如圖 1 所示）則是透過課程講述、個人
發想、小組討論、個人再發想、構思與寫作練習等循環式鷹架學習，建構知識翻新英文作文
學習環境與設計教學活動。教學過程中，教師帶領學生從最基礎的知識、理解、與應用等認
知學習階段，引導至高階的認知評量與創造階段。同時藉由電腦輔助，以知識論壇為媒介，
讓學生將想法輸出，並透過知識論壇中所發表的內容相互觀摩與討論，改善與精進，激發與
精緻更多的創意想法。

圖1

課程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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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目標與任務
階段
第一週
準備階段

各階段之教學設計目標與任務

知識翻新原則(鷹架)
---------

第二～三週
認識英文寫作

多元想法與想法精進
社群共構與創化

第四～六週
寫作構思活動

真實想法,多元與精進
學生自主學習

第七～九週
英文寫作實做

社群成員參與的重要
不斷精進想法
自主學習與知識創化

第十週
總結階段

---------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說明課程規劃與安排
介紹知識論壇與操作
大考英文作文教學
大考英文作文賞析
班級討論與活動引導
寫作構思策略與教學
構思策略應用與練習
想法創化引導與鷹架
寫作教學與示例
引導團體討論構思
提供必要鷹架與協助
課程總結
教學省思

了解學習目標與目的
熟悉知識論壇的操作
意見交換與想法交流
實際改寫與寫作練習
寫作構思與腦力激盪
想法產出與呈現
同儕分享,討論與建議
構思組織,修正與統整
英文寫作實做練習
期末問卷與省思回饋
大考英文作文實作

3. 研究分析
根據林奎宇（2011）知識創新學習環境問卷，知識翻新教學環境對學生創意學習感知的
主要影響面向有三個方面，包括想法因素、自主學習者因素、以及社群因素。表 2 呈現學生
於一般教室教學環境與知識論壇教學環境對創意學習感知的差異情形，結果顯著。學生們感
知學習環境有助於想法的產出與精進（t=2.98，p<.01），同時亦有益於社群的互動與合作
（t=2.68，p<.05）。究其原因主要是知識論壇學習環境能鼓勵學生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同
時，學生們提出的想法也能夠在知識論壇裡做交流，此交流有助於知識的理解，交流過程中
想法的整合亦能促進社群的進步，讓學生能隨時針對提出的想法進行反思與修正，以追求生
活相關的各種知識。此外，成員的參與對知識的共構、社群的學習、與成長的貢獻，均彌足
珍貴。透過成員的參與使社群有平等對話的機會，透過合作學習讓學生們更有意願和社群成
員共學與共享。
表 2：一般教室教學環境與知識翻新教學環境之成對樣本 t 檢定
一般教室裡
因素類別
M
想法
3.69
自主學習
3.81
社群
3.69
*p<.05，**p<.01，***<.001

SD
0.56
0.63
0.63

知識論壇裡
M
3.98
3.92
3.97

SD
0.59
0.58
0.67

t值
2.98**
1.29
2.68*

再者，就學生英文寫作表現而言，如表 3 所示，學生在經過知識翻新英文作文教學後，
平均字數由原本的 119 個字，增加至 134 個字，總平均寫作字數增加了 15 個字。至於寫作成
績方面，根據全民英檢中級寫作測驗評分標準（共五級，依序為：寫作能力佳 5 級分、寫作
力可 4 級分、寫作能力有限 3 級分、稍具寫作能力 2 級分、以及無寫作能力 1 級分，未答或
等同未答者以零級分計算），學生平均成績亦從原來的 3.39 分增加至 3.72 分，共增加了 0.33
分。也就是說，知識翻新教學環境有助於學生英文作文之表現，此外，根據開放式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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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覆，學生對此教學法亦表現出正向且支持的態度，有助於寫作構思想法的創新與多元，
亦有利於寫作內容與結構之完整性。
表 3：成果導向教學與知識翻新教學於高中生英文寫作表現之成對 t 檢定
成果導向
項目
M
作文字數
119
作文成績
3.39
*p<.05，**p<.01，***<.001

SD
35.74
1.08

知識翻新
M
134
3.72

SD
43.57
0.97

t值

增加量

1.92
1.83

+15
+0.33

4. 結論
總結，學生於知識翻新教學環境下學習，對創意學習感知與英文作文表現均產生正向影
響。電腦輔助知識翻新教學不僅增進了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更生了產生良好的學習效果。
想法能透過表達、互動、理解、與整合，使成為具體可視的概念，知識翻新教學除了有助於
想法產出與精進以及鼓勵想法表達與交流之外，亦能促進知識理解與社群共構，肯定社群貢
獻與合作，並重視成員的參與以及強調平等的對話的重要性。此外，學生在接受電腦輔助知
識翻新英文作文教學後，在寫作字數、成績、與內容等質與量的表現上均有所提升，相較於
制式的傳統作品成果導向教學，學生對知識翻新教學態度較為肯定，認為知識翻新有助於想
法的多元、組織架構的釐清、自我表達的精進、以及團隊合作的學習，另外，在想像力的激
發與批判性思考上，學生亦覺得獲益良多。最後，本行動研究為個案探討，不宜作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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