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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合作學習融入國中數學教學之課堂實施與結果 
許詠惠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國中部教師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二○○九年十一月十日《聯合報》

的頭版新聞內容是「中央大學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最近參與評

鑑台大醫學院，發現學生上課姍姍來

遲，還在課堂上吃泡麵、啃雞腿、打

開電腦看連續劇、趴在桌上睡大覺。」

二○一三年九月七日聯合晚報標題：

「新生滑手機、夢周公」，內容寫著台

灣大學上午舉辦新生入學典禮暨家長

日，但新生的出席率不高，現場座位

約一半都是空位。校方刻意在典禮開

始前叮嚀同學們有許多媒體在場拍

攝，所以千萬不要滑手機，但還是有

不少新同學忍不住，台上說台上的，

台下拿手機玩台下的，交頭接耳，竊

竊私語。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中，上課

偷玩手機、趴睡、發呆放空等現象屢

見不鮮，如何引導孩子們正確的學習

值得深思。 

《聯合報》的頭版新聞，相較於

今周刊 875 期標題：「台大副教授授葉

丙成開課 2 萬學生搶著修」，在滿是史

丹佛、普林斯頓、密西根大學教授的

課程中，有一位臺灣教授，他的「數

學機率課」一推出就吸引全球一、兩

萬人報名。不僅令人好奇，思索著什

麼樣的課程內容，什麼樣的教學方式

可以吸引這個世代的學生？在現今的

課程教學裡，不斷地強調「創新教

學」、「活化教學」、「有效教學」，希望

可以試著找出適合此世代莘莘學子們

的教學策略與方法，讓學子們樂在學

習，找到學習的成就感，並培養出學

子們正確的學習態度與習慣。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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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等，

這些策略各有其特色，但都以「分組

合作學習」為基礎，透過小組成員彼

此互動、合作提升學習成效；然而在

國內外的研究發現，分組合作學習有

助於減少打瞌睡、發呆等現象，進而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習參與、

提高學習興趣，使班級的學習氣氛更

加和諧 (教育部，2013)。因此筆者本

身希望將分組合作學習融入國中數學

教學，以提升國中生在數學課程的學

習態度，並藉此能精進自我教學。 

二、分組合作學習的概念與 

方法 

「 合 作 學 習 」（ cooperative 

learning）是一種教學型態，是指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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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提

供學生主動思考、共同討論分享或進

行小組練習的機會；在多數的中小學

班級中，因為學生的人數較多，為了

讓學生有更多、更密切互動及參與的

機會，多半需要把學生分成若干小組

來進行教學，所以稱為「分組合作學

習」（教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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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指

出，合作學習的原理，強調學習不再

侷限於老師，而是逐步擴大至學生同

儕間的互動與協作，讓同儕之間以學

生的語言，能聽得懂的方式講解，彼

此協助。許多專家學者已發展出數十

種多元活潑的合作學習策略，可依據

教學目標、學生特質，靈活選擇和運

用於教室，合作學習策略依適用的教

學情境，可大致分為三類：（1）促進

同儕之間分享與討論、（2）精熟上課

內容、（3）引導小組進行主題探究，

如果一個學習單元不止於一節課，可

根據學習材料的性質與學習目標，綜

合運用兩種以上的合作學習策略(教育

部，2013)。 

Johnson ＆ Johnson 提出合作學

習有五項要素，積極互賴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

（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

個 人 學 習 績 效 責 任 （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人際與小團體技巧

（ interpersonal and small group 

skills）、團體歷程（group processing），

合作學習的方法必須具備這五項要

素，塑造一個合作學習的情境，促使

小組成員互動、協調合作，注重學習

與反思的歷程，達成團體共同目標，

並增進學生的人際關係、合作技巧 

(Johnson ＆ Johnson, 1987；黃政傑、

林佩璇，1996；林穎，2010)。 

三、分組合作學習融入國中數學

教學之課堂實施 

然而分組合作學習有許多種型

態，其中的「拼圖法」由 Aronson 和

其同事所發展，在拼圖法第三代，提

到在「小考」階段前，加入了「考前

合作複習」，即由小組成員共同複習學

習內容，並互相提問，以精熟教材內

容，為小考作準備。因此筆者有個構

想，希望在定期評量前、後以分組合

作學習融入課程設計，規劃考前合作

複習，考後合作訂正考卷，統整單元

課程重點，教學流程如下： 

評量前：先備知識的複習（分數的運

算）→分組合作複習（分數的運算）

→教師回饋（釐清問題觀念）→完成

學習單→全班施測。 

評量後：發放考卷→分組合作訂正（分

數的運算）→教師回饋（說明未完成

的試題訂正）→完成訂定考卷→數學

魔術師（分數的運算）→數學魔術大

解密。 

筆者設計以考前合作複習、考後

合作訂正為小組活動，隨機分組、四

人一組圍在一起，學習材料一人一

份，任務為提出個人不懂、不會的數

學問題、分享解題方法，共同學習，

最後以全班施測，作為促進個別負責

的方法。教學過程中，教導應互相傾

聽、專注學習、主動分享與互相幫助。

訂正完試卷後，以數學魔術作為小組

討論的活動，以團體探究的方式思考

此魔術的背後原理，總結此單元的學

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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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課後，孩子們會問我說「可

以常常分組嗎？」，表示孩子們在分組

合作學習這個活動樂在其中，我想原

因應該是同儕的語言更能讓孩子們專

注、聆聽，有時間可以讓他們解決自

己在學習上的問題，有人可以相互討

論不會的題目……等。 

四、 實施後的結果與建議 

省思實施過程所遇到的問題，依

據實施結果提出建議，作為其他數學

教育研究者或有意運用分組合作學習

教師之參考，建議如下： 

(一) 實質重於形式 

進行分組合作學習時，一定要移

動桌椅嗎？若是在上課中，為了討

論，就開始移動桌椅，這樣的做法是

否恰當？因為別班正在上課，搬桌椅

難免有聲音。又或者時間上的不允

許，有時上堂課耽誤到下課時間，耽

誤搬桌椅的時間，移動桌椅是否有彈

性的做法呢？在校內的某次研習，請

到某女中的老師來進行翻轉教室的演

講，講者提到排座位的形式，有些班

級願意，有些班級覺得移動桌椅麻

煩，但重要的是這些班級都有在進行

合作學習。在今年的六月，也曾北上

參訪其他教師的公開觀課，實際觀課

的班級，學生也是圍坐在一起或是併

坐在一起，並非一定是移動桌椅排成

固定的形式。考量其他課程，有些課

程並不需要移動桌椅，而且若是移動

桌椅造成孩子的困擾，這樣對學習並

無益處，因此我認為在實施活動時，

四人一組或活動時間較長，超過半節

的時間，會請孩子們移動桌椅圍在一

起，但若是只有短暫的時間，未達半

節時間，例如五分鐘、十分鐘，兩兩

互相複習觀念，可以允許孩子轉頭，

或是相鄰的兩人左右討論。 

(二) 以座位的形式，從聊天到討論。 

在實際的教學現場，很多教師可

以發現，開放課堂討論，孩子們會天

真以為可以討論私人的事，而淪為聊

天，對於「討論」的界線，似乎很模

糊而分不清楚。因此討論時間的控

制，並非要完整的一節，可以是五分

鐘、十分鐘、十五分鐘，讓孩子們學

習有效率地討論，應專注於主題，而

非離題。甚至是前述所說的座位形

式，也可以幫助對討論界線的界定，

有移動位置是可以討論主題，回到位

置就不可以再無限延伸話題。 

五、結語 

短短的兩節課，課前希望可以達

到教學目標，孩子們可以互相學習，

並可以合作，這是需要平時的練習而

累積能力的。學期初鼓勵孩子們有不

會的問題，可以相互請教、互相討論，

出現的問題是「老師，同學教的我聽

不懂？」。為了訓練孩子們的表達能

力，在課堂上有機會時，會請孩子們

上台分享解題過程，並試著說明，當

孩子們講解完後，會給予口頭大大的

讚美，建立孩子們的信心，回饋孩子，

強調哪些重點會更加清楚，掌握口語

表達的重點，與訓練孩子們說話的語

調與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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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孩子們彼此分享解題方法，

在小組裡合作學習，學習者會更加投

入於課程內容。當孩子們忙於課業

時，就會減少上課玩鬧的事件，自然

而然違規的比率也隨之會下降。在分

組合作學習的課堂裡，是看不到打瞌

睡的現象，因為課堂上的氣氛熱絡

的，學習的環境是友善的，讓孩子們

在學習中感到快樂與充實，學習滿載

而歸。 

分組合作學習的進行是需要時間

的，對於教學現場上的進度是緊湊

的，因此合作學習的教材內容皆以課

程既有的課本、習作為主，而非另行

準備學習單。除此之外，課堂秩序也

是需要掌控的，需要引導孩子們進一

步去學習合作。雖然進行分組合作學

習，難免都會遇到一些突如其來的狀

況，但每一種狀況都是一種教學的契

機，勇於面對教學現況的改變與調

整，卻能為每個孩子帶來無限的契機。 

雖然分組討論會導致時間很趕、

進度緊湊，難免討論音量稍大，但討

論活動可以減輕孩子們學習上的焦

慮，同儕合作學習可以培養孩子們的

自信心，即使耽擱幾分鐘的下課時

間，教師也需不斷耐心提醒同學聲音

的部分，這些卻都是很值得的事。能

夠讓孩子們掌控自己的學習，學習對

自己負責，沒有藉由合作學習的過

程、同儕對話互動，即使有再多的時

間也無法得到如此不同的經驗與豐碩

的收穫。 

然而在數學教學常見的分組方

式，通常以異質性分組較佳，因為希

望會的同學教導不會的同學，但考量

國中生重視同儕，在處理人際關係上

仍有些需要再練習與輔導的部分，因

此若能尊重其自行分組，減少不必要

的衝突與紛爭，讓分組合作學習自然

展開，又何嘗不可呢？ 

在傳統教學的思維下，面對不同

的教學方式，總是有許多的聲音存

在，教學的方法與方式沒有絕對的好

與壞，考量教師的教學風格、教學現

場的現況、學生的學習進展，視學習

者的需要為優先，滿足其學習需求，

讓孩子們在學習的路上減少一些挫

折，多一些鼓勵，提供最好的教學品

質，為每一個孩子創造優質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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