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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怎樣看待學習差異

大自然有很多不同品種的生物，每一種生物有
牠的外貌和習性，有強亦有弱，但牠們仍然可
以一起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
為甚麽可以這樣？

主要原因是
牠們都抱着一個共同目標，就是要生存下去，
因此要為生存努力合作和拼命競爭，
牠們之間建立了互相需要，縱使各種生物都有差異，
為了生存，任何一個都顯得極其重要都有牠的獨特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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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怎樣看待學習差異

這正好說明差異、合作和競爭三者之間
的微妙關係 ：

「差異帶來合作，也帶來競爭；競爭又
激發更深入的合作」

這可算是維持大自然生態平衡的一個定
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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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怎樣看待學習差異

課堂比作一個生態環境，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學生的差異就沒有像大自然中生物的差異來得
有魅力，倒給人聯想起某些負面的東西

上述看法恰當嗎 ？

「讓每一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
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 」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00，頁4)

「慶賀個別差異」(Celebrating diversity) ，你同
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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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合作學習照顧學習差異的好處

個別化教學(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跨級編組(Cross-level subject setting) 

通達學習(Mastery learning) 

以上方法有效嗎？

有，但是一種屬於針對性的做法，既難
避免產生標籤效應，又要添加額外的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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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合作學習照顧學習差異的好處

「同儕的協作學習，往往能幫助他們消除挫敗
感，促進求知欲，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課
程發展議會，2001，頁71) 

透過合作學習照顧學習差異在概念上跟前述三
種方法完全不同

如何不同？



8

二、透過合作學習照顧學習差異的好處

合作學習能發揮個別學生的差異，使他們互相
補充對方的不足，同時可避免惡性的競爭 [Cohen, 

E..G. (1994). Restructuring the classroom: Conditions for productive small group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4(1), 

1-35.]

關鍵在於教師能否為學生建立共同目標、互
賴，以及相贏的局面 [Johnson, D.W. & Johnson, R.T. (2003). Student 
motivation in co-operative groups: 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 In R.M. Gillies & A.F. Ashman (Eds.),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utcomes of learning in groups (pp. 136-176). New York: 
Routledge.]

合作學習調動學生既有的人力資源，沒有需要
動用額外資源，減低標籤效應，有利學生情意
領域上的發展 [Nastasi, B.K. & Clements, D.H. (1991). Research on cooperative learning: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0, 1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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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合作學習照顧學習差異的好處

合作學習是甚麼？

‧ 合作學習是一種以小組形式進行的教學策略，

‧ 組員藉着互相幫助去提升大家的學習成效，

‧ 包括認知及情意兩方面

（Johnson & John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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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1. 認知心理學

• 發展理論

• 矛盾論

• 精緻化理論

2. 行為主義心理學

3. 人本主義心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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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4. 社會互賴論

5. 接觸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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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積極互賴

個人學習績效

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

人際及小組學習技巧

小組反思

(Johnson & Johns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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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積極互賴

小組內成員成敗都是互相依賴

「唇亡齒寒」

宜運用多元智能的概念去設計小組活動

互賴項目
目標

賞報

資源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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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個人學習績效
小組的成功皆依賴所有成員的個別學習成果

每個成員都要盡己之責任去學習，並且互相
幫助以使各人都能精熟學習材料

設計小組活動之時要注意兩個事項
組別大小
• 二人至四人

• 邊際效應遞減定律(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評估個人學習成效
• 個人學習成效的結果要能公開讓小組各個成員都知道

• 濫竽充數 ？

• 拔河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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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

互動次數愈多，學習效果愈大 (Cohen et al,1989)

小組成員互動時，要看到面向對方，有利互
相支持和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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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人際及小組學習技巧

決定小組生產力的因素 (Johnson & F. Johnson, 1997)，因它能
減少組員之間的糾紛，促進組員的互動 (Cohen, 1994)

例如：積極聆聽、互相鼓勵、客觀批評和化
解衡突。這些技巧不是天生的 (Barnes & Todd, 1977)

要經教師提供練習而得來的 (Johnson &Johnso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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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小組反思

能提高學習動機(Cohen, 1994) 及增強內聚力 (Muller &Copper, 
1994)

學生可進行自我或同儕評估，例如各人說出
一項/多項自己認為在小組活動表現良好及欠
佳的事項，並要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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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活動(一)

四人一組思考下面的一首詩。完成後，向全
體分享你小組對這首詩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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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獅城》

舒淡兮

淡兮與友人往獅城以文會友。回程之
時，正值黃昏，淡兮倚著小橋，看到城
中繁華景象，想起昔日華人對獅城所作

的貢獻，有所感觸。抵家之中，
寫下此詩贈予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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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活動(二)

四人一組，再分A、B兩組，每小組二人（甲、乙）

A組和B組的甲成員各自訪問自己組內的乙成員有關
他的嗜好及強項各一項

A組和B組的乙成員各自訪問自己組內的甲成員有關
他的嗜好及強項各一項

A組及B組合成四人小組，各組員輪流介紹他所訪問
的成員的嗜好及強項。如果介紹的資料不正確，被
訪者要即時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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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學習的理論和元素

比較活動(一)和(二)，看看哪個活動的設計有
應用了積極互賴和個人學習績效

舉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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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分組方法

教師宜按學生的能力、專長、性別等進行分
組，以提高成員之間的互賴，使學生產生更多
的互動和參與

上述異質分組方法可能導至學生在不同科目被
編往不同的組別。為了避免混亂，各科的教師
宜一起商量出一個既簡單又可行的異質分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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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組員角色

每一個角色都有其獨特的工作，教師可按活
動性質而選擇所需的組員。組員所擔任的角
色可適時更換 。

組織員 -- 督促成員完成任務

觀察員 -- 觀察成員合作或相處情況

檢查員 -- 檢查每位成員對所學的掌握程度

總結員 -- 總結討論結果的要點



25

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課室常規

教師與學生一起制訂課室常規

制訂課室常規宜廣泛採用不同的課室管理的理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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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主要有四個學派

David Johnson & Roger Johnson的元素
派

Robert Slavin的模式派

Spencer Kagan的架構派

Yael Sharan & Shlomo Sharan 的探究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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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各學派的方法各有其獨特之處，因此功用已有
些不同

有些方法着重促進學生的思考和解難能力

有些幫助學生精熟一些概念

有些加強學生的溝通和合作

有些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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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方法：

覆述過關 (Paraphrase Passport) 
數字頭 (Numbered Heads Together) 
互相核對 (Pairs Check)
三步訪問 (Three-Step Interview)
思-寫-討-享 (Think-Write-Pair-Compare)
拋繡球 (Turn Toss)
四個角落 (Corners) 
一起學習 (Learning Together)
小組遊戲競賽法 (TGT)
拼圖法第二代 (Jigsaw II)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STAD)
合作探究學習 (Group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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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覆述過關 (Paraphrase Passport)

在討論時，任何組員想發言必先要重覆剛發言完
畢的組員的說話，待那組員同意無誤後，才可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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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 數字頭 (Numbered Heads Together)

‧ 教師給小組中每一個學生一個號數，並提出問題

當組員一起商討並確定每人都得知答案之後，教
師便隨機說出一個號碼，所屬號碼的學生便需舉
手，教師從中選一個或多個學生作答

教師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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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 互相核對 (Pairs Check)

‧ 先把四人組分成A、B兩小組，二人一組完成工作
紙。A組及B組的甲先做工作紙的第一題 ，乙則核
對他的答案
如乙對甲的答案無異議，便應稱讚對方，然後二人交
換角色，乙做工作紙的第二題，甲則核對乙的答案。
甲和乙繼續以這種方法分工直至把工作紙做完

工作紙完成後，A、B兩小組互相比較答案

最後教師和全班一起核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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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 三步訪問 (Three-Step Interview)

‧ 四人組分A、B兩小組，每組的甲先扮演訪問者，乙則
是被訪者

完成後，甲、乙交換角色，重覆上述活動

最後，四人輪流跟組員分享訪問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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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思-寫-討-享 (Think-Write-Pair-Compare)

四人一組，各人獨自思考教師提出的問題，並把答案
寫出來

四人組分 A、B兩組，每組二人，一起討論答案

討論完成，四人組內的 A組與 B組互相比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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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 拋繡球 (Turn Toss)

• 開始時，其中一個成員選擇組內任何一個成員，把小球拋
向他，並問他一個問題，例如「你叫甚麼名字？」

• 被選中的成員回答了問題後，便選另一個成員繼續這遊
戲，直至組內成員都曾參與提問和回答一次。

• 接着成員利用拋小球去互相表達開心的感受，例如：「彥
銘，很高與認識你。」彥銘便要回應說：「蓁蓁，很開心
與你同一小組。」

• 最後，成員利用拋小球去互相訪問，例如：「彥銘，你喜歡玩
電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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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 四個角落 (Corners)

• 教師說出一個題目，例如「季節」

• 學生選擇自己最愛的季節。喜歡同一季節的同學離
開座位往課室的某一個角落

• 在每個角落，學生二人一組，互相說出喜歡那個季
節的原因，但先要重申對方的說話

• 學生在自己的角落再找另一個同學繼續互相分享

• 最後，各個角落的學生走去不同角落找新的同學(二
人一組)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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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一起學習 (Learning Together)

沒有固定步驟

教師須運用合作學習的元素去設計他的教學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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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小組遊戲競賽法小組遊戲競賽法(TGT)(TGT)實施流程圖實施流程圖

全班教學

小組學習

遊戲競賽

小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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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拼圖法第二代 (Jigsaw II)

（1）全班教學

（2）個別閱讀

（3）專家小組討論

（4）合作小組報告

（5）個人小測

（6）小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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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

(1)全班教學

(2)小組學習

(3)個人小測

(4)小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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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測驗分數單 進步分數換算表

日期
1/1/2007

學生 基本
分數

測驗
分數

進步
分數

彥蓁

彥銘

彥廷

彥成

82 96

92 98

78 78

48 62

30

30

5

30

測驗分數減基本分數 進步分數

這次測驗表現優異

(基本分數不論多少) 30

高過基本分數10分或以上 30

高過基本分數1-9分 20

等於基本分數 5

低過基本分數1-9分 0

低過基本分數10分或以上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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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

照顧學生的學習差異並不是要齊一不同能力學生的學
習表現

而是要讓各個學生按自己的能力/程度或與趣/專長加
以發展

能力較低的學生為小組作出的貢獻也可媲美能力較高
的組員，這可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和學習動機

能力較高的組員在小組學習的那個步驟之中對能力較
低的組員所給的指導能促進他自己的後設認知(Meta-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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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合作探究學習 (Group Investigation)

(1) 學生選擇探究範疇並成立探究小組

(2) 小組設計探究計劃

(3) 小組進行探究

(4) 小組計劃匯報

(5) 小組匯報

(6) 老師及學生評估結果



合作探究學習實施流程圖
實施前 教師教學準備階段

實施中

第一階段：
學生選擇探究範疇並成立探究小組 決定主題

界定問題
問題歸類成立範疇
興趣及異質分組

第二階段：小組設計探究計劃 分配問題，分配角色，
討論問題，搜集資料

第三階段：小組進行探究 進行探究，客觀分析
寫成報告，作出修訂

第四階段：小組計劃匯報 決定匯報重點，採用多元化
形式，互相報告匯報計劃，
訪問有關人士



接上 合作探究學習實施流程圖

實施中

第五階段：小組匯報 小組輪流匯報
留心聆聽匯報內容
學生互相提問
表達意見

第六階段：教師及學生評估結果 提問及觀察
進展性評估
擬定兩條題目
設計測驗卷

實施後 教師省思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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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策略

上述有關照顧學習差異的合作學習方法可參

閱以下文獻：

• Kagan, S. (1994). Cooperative Learning. San Clemente, CA: Kagan
Cooperative Learning.

• Sharan, Y., & Sharan, S. (1992). Expand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through group investig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Slavin, R. E. (1995).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n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 陳錦榮、葉娟卿 (2007)：《小班常用的教學方法：合作學
習》，香港：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發展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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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學習的教學設計

採用合作學習能擴展教師的教學設計空間

教師可按方法的步驟去設計教學，例如STAD, 
TGT, GI

一些方法例如發言卡、覆述過關、數字頭和互
相核對則可按教師的需要而整合在他慣常採用
的教學計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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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學習的教學設計

大部分的合作學習方法本身都已經調配了一些
合作學習的元素，教師可安心使用

假如教師要為一些方法作點調適，或自行利用
合作學習元素和多元智能設計學習活動，那是
很好的，不過要小心，為甚麽？

教師宜在他的教學計劃內分配充分的時
間讓學生進行小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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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合作學習中的教師和學生角色

教師角色

教師作為「促進學習者」，除了採用直接教學
外，宜讓學生從小組活動中一起建構知識和發
展情意社交技巧

實施合作學習之前，教師應先和學生進行一
些團結小組/全班的活動

教師宜教授學生小組活動所需的社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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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合作學習中的教師和學生角色

教師角色

教師不宜主動走進小組干預成員的討論

教師須監察各小組的學習進程與步驟，包括學
生學習有關知識和運用洽當的社交技能，有需
要時，才作出適當的干預

教師宜設立促進合作的獎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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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合作學習中的教師和學生角色

學生角色

學生要為自己的學習盡責，同時要在小組內互
相幫助

學生要學習互信、包容和專重每個組員，感受
互相需要

學生在幫助組員時也要感到快樂；接受幫助的
學生要感謝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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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處理合作學習的問題

情緒不安，怎處理？

有爭抝，怎處理？

分組要考慮學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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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處理合作學習的問題

採用合作學習對教師是一項大挑戰，怎
處理？

採用合作學習未見成功，怎辦？



53

七、處理合作學習的問題

本地採用合作學的經驗

學業成績和情意社交技巧提升

不為初期或偶然的失效而放棄

成功多靠學生、家長、教師和校長的合作

教師的培訓宜包括： (一)確立目標、(二)參與
工作坊、(三)共同備課、(四)課堂實踐、(五)反
思

計劃推行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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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作學習的參考資源

自上個世紀七十年代以來，在美國的課堂上做
了不少合作學習的研究，發表了一批極富參考
的文獻

部分地區更成立了合作學習中心和協會，提供
各式各樣的合作學習培訓班與推廣活動

國際性的合作學習研討會也定時於一至兩年在
不同地區開辦，方便教師、學者及教育官員交
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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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作學習的參考資源 (外地)

• Johnson, D. W., & Johnson, R. T. (1999). Learning together and 
alone:  Cooperative, competitive, and  individualistic learning.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 Kagan, S. (1994). Cooperative Learning. San Clemente, CA: 
Kagan Cooperative Learning.

• Sharan, Y., & Sharan, S. (1992). Expand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through group investig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Slavin, R. E. (1995).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n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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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作學習的參考資源 (本地)

‧ 冼玉珍、何明生 (2006) ：《合作學習完全手冊》，香港：香港合作學習協會。

‧ 陳錦榮 (2001)：《香港課程改革與合作學習》，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 陳錦榮 (2004)：小組活動頻率與社交技能對課程改革實施的啟示，輯於羅耀珍、
李偉成編《香港學校的課程改革》，頁 117-130，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 陳錦榮、許明輝 (2002)：合作探究學習：探討一種創新教學模式的可行性，《教
育曙光》46，頁57–66。

‧ 陳建生、陳錦榮 (2004)：合作學習，輯於霍秉坤 (主編)、余慧明、陳建生、李
偉 成、陳錦榮和林德成編《教學方法與設計》(修訂版)，頁186–202，香港，商
務印書館。

‧ 陳錦榮、葉娟卿 (2007)：《小班常用的教學方法：合作學習》，香港：香港教育
學院小班教學發展與研究中心。

‧ Chan, K.W. (2004). Student perceptions of learning togeth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Vol. 10, 1231-1242.

‧ Chan, K.W. (2004). Using Jigsaw II＇in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mes. Hong 
Kong Teachers＇ Centre Journal. Vol. 3, 91-97.

‧ Chan, K.W. (2004).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classroom organisatio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Chan K.W. (2006). Constrain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use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Curriculum Perspectives 26(3),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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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的重要網址

http://www.cla.org.hk

http://www.iasce.net

http://cd1.edb.hkedcity.net/cd/id/pdf/report_2
/community/L_co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