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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5 年五月國中會考英語科首度將

聽力測驗列入成績，台灣英語M 型城鄉

雙峰差距，又引發探討。研究者任職於

三重某國中，雖鄰近台北市，但學區地

處新北市三重地區，學生家長多以勞工

階級為主，學生有三分之一是來自於低

收入戶家庭、新住民家庭或隔代教養家

庭，但也有學生自國小一年級就已開始

接受英語教學，教育M 型化差異非常嚴

重。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改革政

策，教育部積極推動多項活化教學策

略，如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翻轉教

室…等，然而這些多元教學策略多以「分

組合作學習」為基礎。「合作學習」主要

目的在於改變長期以來教師單向講述、

學生被動聽講的傳統教學型態，將教學

模式轉變成「以學生為中心」，促使學生

能主動參與學習，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教

育部合作學習工作坊，2012）。 

研究者於 103 學年度起於服務之三

重某國中融入分組合作學習方式於英語

領域課堂教學，試圖改進研究者多年來

由上而下的講述式教學方式，希望透過

學生合作學習，幫助學生思考，互助合

作，進而完成學習任務。也希望藉由合

作學習，讓學習低成就的同學，透過同

儕互動，提升學習成效。 

一個新的課程方案的發展需要結合

許多相關資源並考量實施課程學校、班

級所處的環境脈絡，並透過評鑑持續進

行對課程的監控，藉以改進課程方案，

符應學生的需求。藉由課程評鑑來檢視

課程規畫的實施是否符應教學目標，課

程的計畫是否具有延展性，進而進行有

效的改進、調整。本研究以 CIPP 課程評

鑑模式進行背景評鑑、輸入評鑑、過程

評鑑與成果評鑑，探討實施合作學習於

國中英語課堂教學的真實情況，課程計

畫的實際執行面與整體成效，並依據評

鑑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未來課程

實施之參考，並提供課程改進之具體方

向，以期達到有效的學習目的。 

二、CIPP 課程評鑑模式 

CIPP 評鑑模式是由史塔佛賓（Dr. 

Daniel Stufflebeam）所建構。CIPP 評

鑑模式主要可分列為四大部分，分別

是背景評鑑、輸入評鑑、過程評鑑和

成果評鑑。王政彥（1990）指出 CIPP

評鑑模式是以背景評鑑鎖定評鑑目

標，其次以輸入評鑑來修正研究計

畫，再以過程評鑑引導評鑑計畫的實

施，最終以成果評鑑的提出為評鑑方

案提供改進與考核決定的建議。 

曾淑惠（2008）CIPP 評鑑四類評

鑑都同時環繞著一個核心的價值理念

來執行。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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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IPP 評鑑的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曾淑惠（2008）。理論與實務的對話（頁 49）。

台北市：師大書苑。 

三、CIPP 課程評鑑歷程與發現 

本研究以CIPP課程評鑑模式對融

入合作學習於國中課堂教學進行背

景、輸入、過程及成果四種評鑑模式

收集資料，分析分組合作學習於評鑑

系統中的各種面向，並就各個面向進

行資料蒐集。 

(一) 核心價值 

「合作學習」是指 2 位以上的學

習者，透過彼此的互動互助及責任分

擔，完成共同的學習任務，或達成共

同的學習目標。合作學習的核心價值

著重在學習者的參與，是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教學設計，它提供學生主動思

考、與夥伴討論分享或於小組內進行

練習的機會，合作學習的教學不再是

老師為主的直接教學。在學習的過程

中，學習者不但要對自己的學習負

責，也要與同組的成員相互合作學習

（教育部合作學習工作坊，2012）。 

傳統的直述式教學只重視學生的

學習成績，而忽略了學生是否真正吸

收教學內容。研究者希望藉由分組合

作學習，藉由小組成就區分法的方式

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將不同條件

的學生平均分配到各異質小組中，小

組成員間彼此依賴、互相幫助、以提

升個人的學習成效、並努力達成組內

的共同目標。 

(二) 背景評鑑  

依據合作學習課程計畫的核心價

值，課程的規劃需考量實施合作學習

班級學生的學習背景與班級學習氣

氛。背景評鑑主要評鑑執行課程的環

境、需求及資源，是規劃課程的主要

考量因素，藉由受評班級之學校的地

理位置、學校班級分班原則、導師輔

導紀錄，以確認受評者於背景模式的

優劣勢。 

1. 學校地理位置、家長背景與學生基

礎能力：研究者所任職學校坐落於

新北市三重區，本區家長多以勞工

為業或新住民家庭為主，部分家長

對於子女的教育態度較不積極，學

生於校外的學習資源落差大。有些

同學於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英

語，英語能力佳；然而也有部分同

學未能有良好基礎教育，於七年級

入學時，仍未完全識別 26 個英文

字母。 

2. 學校班級編班原則研究者服務學

校依教育部規定採取常態編班，新

生入學報到時統一施以智力測驗

及小學國語及數學能力檢測，依據

施測結果採取「S 型」編班，各個

班級師資及設備平均，但班級內學

生參差不齊，學生能力與程度屬異

質。在常態編班下，學生程度不

一，可透過小組合作，同儕間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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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藉由能力高的同學來帶動能

力差的同學，發揮小組共同學習的

功能。 

3. 班級學習氣氛經研究者於教學觀

察中發現，研究者實施合作學習之

班級，班級團隊學習氣氛佳，班級

成員多願意與他人溝通，樂於主動

參與團隊活動。經由導師訪談中，

也瞭解該班級導師認同分組合作

學習理念，該導師平日於其班級經

營，生活常規中也常融入了分組活

動。受評班級整體班級學習氣氛符

合合作學習之精神。 

綜合上述評鑑的相關資料分析，

瞭解研究者實施合作學習班級之背景

評鑑結果符應合作學習之精神，研究

者經由學校及班級導師的支持，得以

順利推展合作學習課程。 

(三) 輸入評鑑  

輸入評鑑是對課程設計與規劃與

資源進行評鑑。研究者因應教育部積

極推動多項活化教學策略及針對學生

需求，實施分組合作學習。可藉由相

關學生學習資料、課程教材文件、教

師教學教案設計，瞭解教師如何運用

相關資源輸入於課程設計中。 

1. 學生分組原則 

研究者依據學生能力將學生分為

A、B、C、D 四種程度小組；另將全

班分成七大異質小組，每組內分別有

一位 A 程度、一位 B 程度、一位 C 程

度及一位 D 程度同學。異質性分組，

各小組成員能力不一，由能力較佳的 A

程度同學帶領組內同學討論，並由組

長分配成員任務。學生組別於每次段

考後，會予以調整，並因課程活動內

容，調整同質或異質分組模式。 

2. 教師教材設計及準備 

因應學生程度差異，訂定不同的

學習目標，研究者分別因學生程度差

異設計不同程度學習單，於課堂活動

分組中，給予學生不同任務，讓學生

達成個別學習目標。 

3. 教師教學教案設計 

教師依據單元課程目標，設計不

同教學活動及教案規劃，從一開始的

全班共同授課、接下來作異質小組合

作，由 A 程度同學帶領 B、C、D 程度

同學討論及學習，而後再進行同質小

組活動，來自於不同組別的同一程度

同學針對教師提供的學習單分享彼此

於原組所學到的知識並共同完成學習

單，最後再回到原組由 A 程度同學帶

領統整學習單。 

 

 

圖 2 學生異質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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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程度 D 同學，進行同質性分組討論 

 

綜合上述資料，瞭解研究者因應

不同能力學生需求，設計差異化教學

目標，以學生為學習中心，輸入評鑑

結果符應合作學習之核心價值。 

(四) 過程評鑑 

過程評鑑是在課程運作中，利用

歷程文件進行計畫執行中的檢核，藉

由教學攝錄影、教學省思札記、課堂

軼事紀錄進行分析評鑑，以檢視課程

缺失及改進教學。 

1. 課程實施上面臨問題 

合作學習以學生為主體，藉由學

生小組討論協同學習，在過程中小組

討論、交流意見，並共同完成教師指

派任務，教師則輪流巡視各小組，比

較於傳統以教師為主授課班級，實施

合作學習時教師較無法掌控全班秩

序。因應不同學習階段，教師施以異

質程度學習或同質程度學習，學生於

過程中需轉換組別，秩序也較難掌

控。教師須多花時間於班級經營、秩

序掌控上，影響課程活動時間。 

 

 

(節錄自教師教學省思札記) 

今天在學生小組討論時，部分

組別非常活潑、討論熱絡，討論聲

音較大。另外，我在巡視第五組討

論時，第一組在討論時過high，略

顯嘻鬧起來。在跑組時，有些同學

收拾學用品速度較慢，影響他人換

組，也影響了全班的轉換流動速

度，耽誤了些許上課活動時間。 

配合合作學習，學生以小組為單

位，傳統教室的座位安排，較不能配

合小組討論。故教師於執行合作學習

時，學生於課堂開始前，需搬動課桌

椅，重新將課桌椅調整成一組一大

桌；於課程結束後也需再重新挪動回

原狀。若研究者於上課前能借到學校

多功能教室，學生於討論或活動時，

則能更加順暢。 

(節錄自教師教學省思札記) 

今天學生於開始上課前搬動

課桌椅，部分同學以拖拉方式拉動

課桌椅，影響教室樓下班級，影響

他班上課，也耽誤了一些上課時

間，下次上課應作改進。 

多功能教室學校就只有一間，很

難借到，今天終於借到了，學生不用

再搬動課桌椅了，課程進展可以流暢

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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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生於一般教室中進行異質分組討論 

 

圖 5 學生於多功能教室進行異質分組討論 

 

合作學習以學生自主為中心，學

生的創意無限，在合作學習不同階

段，經由不同組員的合作學習，常能

成就出不同的火花，但是合作學習課

堂較一般教師講述型課堂需花費更多

時間，教師為配合學校整體進度、段

考考試壓力，常被迫減少合作學習的

時間。 

(節錄自教師教學省思札記) 

第一次段考就快到了，我還有

一單元還沒教完，看來明天小組討

論的時間要縮短了。 

 

2. 課程中學生學習歷程 

藉由教師的課堂觀察紀錄及教學

省思札記中評鑑，分組合作學習以學生

為主體，藉由同學相互合作學習，由程

度較佳的同學帶領同學自主學習，教師

則以協助為主。研究者搭配自編教材及

差異化學習單，由學生協力完成，並於

單元活動前展現學習成果。 

(節錄自教師教學省思札記) 

今天上課時，由程度較好的A

同學擔任組長，帶領小組成員討

論。同學學習氣氛佳，經由組長分

配工作，A同學帶領著D同學學習，

程度較為接近的B、C同學相互指

導，再經由組長指揮同學統整，今

天第一、二、三、五、六組都合作

無間，第四及第七組的D同學學習

狀況較差，需要我多加協助才行。 

3. 小組成員的轉換 

合作學習以學生互助學習為主，小組

內若有好的領導者將易帶動組員學習。藉

由研究者的課堂紀錄評鑑，研究者於學期

中每次段考後會，因應學生學習成績進退

步及前階段小組合作氣氛調整組員，提供

不同同學合作學習機會。 

(節錄自教師教學省思札記) 

今天第二次段考成績公佈了，張

同學進步了不少，這次他應該可以是

B…上星期第五組李同學和趙同學似

乎吵架了，這次分組要調整一下他們

組別，不能把他們倆放在同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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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過程評鑑資料，瞭解研究

者實施合作學習過程之優劣勢，透過教

師教學省思札記，也讓教師能適時調整

教學，讓學生達到更佳的學習效果。 

(五) 成果評鑑 

成果評鑑目的在於對課程計畫的

成效加以判斷、闡釋課程計畫的價值

與優點。藉由學生的學習成果發表、

學生對於合作學習的感知問卷資料及

學生回饋進行成果評鑑。 

1. 學生學習成果發表 

學生於每階段學習的最後階段，

展現小組討論成果，以設計海報或以

PPT 簡報呈現出小組討論結果，並推

派代表上台報告。多數組別所推派的

代表並不是 A 程度的同學，甚有 C、D

程度同學代表小組上台報告，顯示藉

由分組合作學習提供弱勢學習族群展

現自我能力的機會。 

 

圖 6 學生小組討論成果，以海報呈現 

 

圖 7 小組成果發表，由 A 程度同學帶領 D 程

度同學上台報告 

 

圖 8 小組成果發表，由 C、D 程度同學合作上

台報告 

 

圖 9  D 程度同學，獨自上台做 PPT 報告 

 

2. 學生對於合作學習課程感知符合

教師的教學目標 

研究者以合作學習進行教學一學期

後，於學期末前發予學生「合作學習運

用於英語教學之感知問卷」，此問卷為開

放式問卷，讓學生書寫其對合作學習之

感知。研究者共蒐集到 26 份回饋問卷資

料。26 份問卷中，有 23 分正向肯定合作

學習課堂，希望教師多以合作學習方式

進行課堂教學；2 份問卷希望教師多以傳

統方式上課；1 份問卷希望老師給同學自

習；2 份對合作學習學習方式及教師講述

式教學給予相同支持度。 

(節錄自學生回饋問卷) 

一般上課只用聽的去接收知

識，通常對老師的教學都不會有太

多的質疑，以致於沒有自己去思

考；分組教學時，不儘儘是練習自

己的發表能力，更能在討論過程

中，理解到他人不懂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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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可以讓我更了解自己

不會的地方，同學和我遇到困難時，

互助合作，完成老師交待的作業，使

人更有成就感，真的很有幫助。 

合作學習時每次都要搬動桌

子，很麻煩。 

合作學習時比較吵，但是可以

和同學討論。 

合作學習時學生互相討論，有

助於理解，學習效果佳，較能專

心。一般傳統上課老師講述有時可

能會有聽沒有懂，對於程度較差的

同學頗有助益。 

綜合上述學生對於合作學習的感

受，合作學習法有助於大部份學生的

學習，學生於合作學習小組討論中，

獲得自主學習的機會，合作學習課程

擴展了學生的學習，也提升了學生的

學習動力。 

四、結論與建議 

教育一直被定位為良心事業，然

而在投入龐大資源於其中時，我們也

必須要對教育的品質提出要求。而教

育評鑑的實施便是為了解現象，發現

教育政策或方法的得失，提出改進之

道的一種方式。誠如 Stufflebeam 所

說：評鑑的最重要目的不在於證明，

而是在於改進。確實的做好教育評鑑

工作，達到改進教育的功能，才是教

育評鑑的立意所在。藉由 CIPP 評鑑運

用於研究者實施合作學習於英語教學

的歷程，研究者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 教學進度壓力與進度調整 

在執行合作學習時，研究者最顧慮

的問題之一就是進度壓力。如何活化並

能平衡分組活動和進度壓力呢？研究

者發現於進行合作學習時，一定得事先

進行好進度安排，執行合作學習的每個

課堂都需更有效的做好時間切割管

理，並期盡量不要耽誤預定進度。 

然而有規定一定要教完課本內容

嗎？課程綱要的內容並非所有學生都

要完成，課綱更沒有規定教科書內容

都要教完，課本的習題也並沒有規定

每一題都需要講解完畢，老師才算完

成基本工作。趕完課本內容的進度，

只是老師已經完成教學工作，學生是

否真正學會了呢？學生學會才是老師

真正的教學進度。教多不如教會，學

多不如學好（吳清山，2012），這樣的

理念是否可以真正在教學現場有所改

變，期待台灣的教育能真正落實「學

會比教完重要」的教學思維。  

(二) 合作學習該如何分組 

研究者在實施合作學習教學的歷

程中發現，分組活動需與教學目標作

緊密連結，並且適時地彈性調整分

組。小組成員的組成及小組的活動規

劃，須配合教學目標，若能關注於學

生學習的需求，更能把學習效能最大

化。如何適切的分組是合作學習策略

成功的不二法門。進行小組分組時， 

研究者思考的面向有三：(1) 要創造合

作性分組或競爭性分組或是結合兩

者？ (2) 小組規模為何？ (3)小組適

宜作同質分組或異質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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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於研究中發現，把高能力

和低能力學生合併一起作異質分組

時，藉由高能力學生的協助和示範，

引導低能力學生跨過學習障礙，藉由

指導小組成員的歷程中，高能力學生

的學習和參與度也跟著提高，低能力

學生的學習表現也比獨立學習更好，

結果使兩者同時提升其學習成效。而

於同質學習時，高能力同學在一起討

論更能精益求精，也能啟發出不一樣

的自我；低能力同學在一起討論時，

能用其自身語言溝通，沒有師長或同

儕所給的壓力，學習更加愉快。 

異質分組及同質分組各有各的優

勢，若能配合教學目標給予適時的調

整分組原則，更能讓分組合作學習達

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成效。 

(三) 合作學習的教室安排及班級秩序問題 

實施小組合作學習時，同學在討

論的過程中容易淪為聊天，偏離主

題，有時講到激動處甚至會出現一些

不必要的肢體動作，教師必需給予適

時的提醒、糾正與引導。好的學習效

果是建立在良好的班級經營基礎上，

同學能不失焦的學習，才能真正從合

作學習之中獲益良多，因此，秩序上

的掌控是研究者必須多費心思的。 

傳統的學校教室座位安排教不適

宜合作學習的進行，若能有專屬的合

作學習教室，教室課桌椅更方便移動

或調整，有利於分組活動時的跑組活

動，也不致於影響隔壁班級的上課氣

氛，讓整體學習氣氛更為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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