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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班級中教學策略之應用（二）
－交互教學法與過程本位教學法
傅秀媚
許多教師在面對特殊兒童時，會深刻感受到教學方法的重要。在融合式的
班級中，特殊兒童的課程與班上其他學生的課程相同；因此，教師如何因應學
生能力的不同來傳遞知識，就有賴教學技巧的有效運用。延續前一期論文集所
討論的兩種教學策略－同儕教學法與示範教學法，本文將介紹另外兩種教學策
略－交互教學法與過程本位教學法。

交互教學法（Reciprocal Teaching）
一、定義
1.交互教學法是由美國 California Berkely 大學教授 Brown 和 Michingan 州立大
學教授 Palincsar 根據 Vygotsky 的認知理論所發展的教學方法。
2.利用摘錄重點（summarizing）
、提出問題（questioning）
、澄清（clarifying）、
以及預測下段文章內容（predicting）等四種活動，教導學生學習如何應用有
效的閱讀策略。
3.對於閱讀障礙學生而言，交互教學法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兼顧閱讀學習策略及
學習習慣，是值得推薦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王佳玲，民 89）。

二、交互教學與同儕指導、合作學習比較表
交互教學
學習內容

由教師依據學生能力
適合學生個別需求
選擇合適的教材

學習方式 分小團體或小組
團體經驗
學習結果

合作學習

多

團體或小組
多

同儕交互指導
共同的教材
一對一
少

增進閱讀能力及幫助
學的東西、性質內容
每人學到的東西不同
同儕
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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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合作學習和同儕指導於交互教學中，除了能有效增進閱讀理解能力
外，亦可改善、提昇社會適應及人際關係應對進退之技巧。

三、目的
交互教學法的目的是幫助學生主動進行有意義的閱讀。其策略不只是要
增加學生的閱讀能力，而且還能提供學生學習監控自己的學習與思維。交互教
學法的「對話」結構與交互作用需要學生的參與，可以培養不同能力階層學生
之間的相互關係。學生能有經驗與自信地去幫助同儕，也能刺激更深層次的思
考。老師則透過交互教學法，增加評定學生進步情形的機會，有更多的時間與
小組共同活動，來增加學生的閱讀能力（李佳琪，民 86）。

四、原則
交互教學法在實施時，要特別注意下列幾項原則：
1.實施閱讀理解教學的原則
(1)確定有效的策略，並進一步向學生解釋這些策略的原因與策略的定義，進
而說明如何運用這些策略？意即告訴學生陳述性的知識、程序性的知識與
條件性的知識，再將這些策略與學生目前運用的閱讀方式作一比較。
(2)教師示範如何運用這些策略，例如「放聲思考」即是有效示範運用策略的
方式之一。
(3)在最初的學習，教師要提供一個支持的情境，以利充分的引導與練習。
(4)確保學生能普遍運用這些策略類化於其他材料上，作有效的學習遷移。
(5)維持學生參與和學習策略的興趣，鼓勵他們監控這些策略的效果，並確認
在其他情境中也可以有效運用這些策略於閱讀中。
2.教學重點
(1)教導學生瞭解教學的歷程，強調過程的學習重於內容的學習。
(2)期望所有學習者都能參與。
(3)師生互動討論文章意義，輪流引導對話。
(4)將學習責任逐步轉移至學生身上。
3.適用對象
可適用對象廣泛，除了普通生外，亦可針對解碼能力佳而理解能力低落的
學生（低閱讀能力兒童）、閱讀障礙者或學習障礙者來進行教學，視學生的程
度不同，教師對策略的選用應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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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師的角色
(1)專家鷹架的提供者
(2)學生主動學習的監控者
(3)淡出支持學生學習的觀察者，只在學生需要時提供協助。
5.學生的分組方式
交互教學是一個社會性互動的學習歷程，討論與對話是教學核心，因此
異質分組的方式促使有能力者可以先行示範、引導，提供同儕學習支持的鷹
架。每一組以 4-6 人為宜，讓每一個學生都有機會進行練習與接受回饋。
6.教學材料
Palincsar 和 Brown（1984）指出促成閱讀理解的主要因素有三個：
(1)周詳的文章內容：具有「親近讀者」和「考慮周詳」的特質。
(2)文章內容與讀者知識的可相容性。
(3)讀者運用有效的策略去提高閱讀理解和記憶，並規避理解的失敗。
7.對話式教學
(1)教師：示範思考過程、提供學習支持、在歷程中評鑑學生進步的情形。
(2)學生：主動參與、監控閱讀理解、彈性運用策略、與同儕互動與合作。
8.教學評量
「對話」是交互教學的核心活動。進行交互教學時，評量重點應注重「對
話」的品質評估，以診斷學生是否習得閱讀理解策略活動，能靈活運用於獨立
情境中；再透過評量協助教師瞭解學生閱讀能力的增進情形，以提供有效教學
之參考。因此，統合運用閱讀理解測驗、策略使用的評定、分析對話中的交互
過程、放聲思考、後設認知晤談、動態評量…等方式，方能瞭解學生在運用策
略時，對於閱讀理解與主動監控認知之程度（胡永崇，民 84；曾陳密桃，民 79）
。

五、交互教學法之模式
1.策略與實施程序
※交互教學法的四個策略如下所述：
(1)提出問題：教師提出和內容相關的問題，鼓勵小組回答問題，分享在閱
讀時所發現的其他問題。
(2)摘要：教師以文章各部分重點所組成的摘要，鼓勵小組討論摘要。
(3)澄清：教師或領導者主導討論，澄清不清楚或混淆的觀念。
(4)預測：預測下一段文章內容為何，並選擇一位學生擔任「引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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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交互教學法的實施程序
(1)教師發給學生一篇文章內容。
(2)師生先看文章標題，並根據文章標題作預測和本文有關的內容。
(3)小組先默讀文章第一段。
(4)小組中一位成員當引導者，負責該段內容，並引領其他成員進行閱讀。
(5)在該段閱讀中，如遇到困難或有疑惑時，引導者尋求協助或澄清。
(6)引導者陳述該段主旨。
(7)引導者為該段作總結。
(8)引導者預測下一段內容為何（領導者在這四個策略中尋求回饋，使得閱
讀活動能在自然情境中因應而生）。
(9)引導者指名另一小組成員擔任下一段內容的領導者並採用 1-8 相同的步
驟來進行（Cotterall, 1990）。
2.流程

引起動機

以四個策略進行對話教學
1. 教師擔任引導者
2. 教師引導四個策略的運
用
＊ 預測文章策略
＊ 提出問題策略
＊ 摘要重點策略
＊ 澄清疑慮策略
3. 引導學生練習
＊ 師生相互對話
＊ 學生模仿運用
＊ 學生輪流擔任引導者

學生獨立練習
1.學生擔任監
督責任
2.學生獨立運
用策略

學習結果評量
引導練習
教師示範/說明

學生能獨立練習或應用
逐漸釋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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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互教學法之應用
1.運用於普通班
Heymsfeld（1991）提到以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的方式實施交
互教學法，可以促進積極學習，並鼓勵學生擔任不同角色與責任。目前國內小
學普通班學生人數約 35 人左右，以合作學習的方式來進行交互教學法，可以
克服人數的限制，但教師事前必須花較多的時間做準備及各組的訓練。
以合作學習實施交互教學法的方式及特色是將班級分成合作小組的形
式，每一組五個成員的角色和交互教學法相同，分別是預測者、提問者、澄清
者、摘要者及記錄者，如果小組有六個成員，第六個成員就負責發展問題。學
生在每一個閱讀單元之後，輪流擔任不同角色。雖然學生必須對所分派的角色
單負主要的責任，如果有個別學生需要幫助，全組成員都有責任提供協助。
這個方式的優點是合作小組的每一個成員都是積極的參與者；當個體需
要額外、特別的協助時，會感受到較少的壓力（Heymsfeld，1991）。
2.運用於特殊班
交互教學法雖大多應用於閱讀理解能力較差的學生之教學改善之用，但
Palincsar 和 Brown（1985）則說明交互教學法可應用到不同年齡及不同能力之
學生，不僅是資優學生，亦包括學習障礙的學生，但需在正常智力商數範圍之
內，才能增進成效；而 IQ 低於 70 以下者，則不易有明顯之成效產生。
Rosenshine 和 Meister（1991）分析相關研究結果，歸結交互教學法當應
用於一般正常智力的學生，成效較為明顯有效；當應用於平均智商以下的學
生，通常是無顯著的成效。而在聽障學生的應用上，Andrews（1985）則認為
交互教學法可改善學前和國小一年級及聽障學生的前閱讀技能（prereading
skill）。而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應用上，交互教學法是一種有效的由學生引導思
考的策略，但若其智力功能在平均數以下，則易受到認知功能及有限的思考所
限制，故所發揮的教學改善成效較低。換言之，抽象思考較弱，及認知能力較
低的身心障礙學生，在接受交互教學法之後，因其受低認知功能之影響，其閱
讀理解成效不易達到顯著的改善（王明泉，民 87）。

七、課堂實例—交互教學法在一年級
『雪鞋兔』
【背景說明】這是摘錄一個有關交互教學法運用在一組六個一年級學生的實
例，其中五個學生被卻認為有學習困難。這堂課發生在教學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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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天。
【參與人物】老師、學生：李灰、呂蓮、陳隨、宋魚、秦玉、王珠
【課程開始】-教

師：
「今天我們要來讀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叫做『雪鞋兔』
。小朋友，當你
們聽到這個故事的名字以後，有沒有人要來預測一下，說說看你覺得
這個故事可能在講些什麼？」

李灰：（預測）「這個故事可能在說…嗯！小白兔可能住在雪裡…，而且它可
能告訴我們---我這樣說你可能覺得不太可能---但是它可能要說小白兔
是不是有穿鞋什麼的。」
教

師：「故事的名字裡的確有雪鞋二個字不是嗎？」

呂蓮：（預測）「可能小白兔的腳看起來就像真的鞋子一樣！」
教

師：
「說的很好！也許小白兔的腳看起來就像鞋子，才會被叫做『雪鞋兔』
。
那你們想從這篇『雪鞋兔』的故事裡知道或是學些什麼呢？」

陳隨：（預測）「小白兔是不是有穿鞋子？還有牠住在哪裡…？」
宋魚：「我想知道這個故事是在說兔子還是在說靴子？」
秦玉：「我想知道小白兔都吃些什麼？」
教

師：「你們都說得很好！這些都是很好的預測想法！讓我們來看看你們說
的這些是不是就是作者寫在書裡面的內容！現在我們來讀故事的第一
句：『你能跳多遠？』。小朋友，我們一起來想一想作者在這個故事中
將要告訴我們什麼？」

秦玉：「這隻兔子能跳多遠？」
教

師：
（看著書的內容）「真的耶！書上果然有寫到說雪鞋兔能跳十五呎遠！
小朋友，秦玉說對了嗎？」

學生們：「答對了！」
（教師繼續讀出第一段，描述雪鞋兔他的速度及優點。然後請一位小
朋友來引導討論的部分。）
教師：「王珠你來做引導我們對話的小老師。」
王

珠：（提問）「這隻小白兔能跑多快呢？」
（這組小朋友開始討論雪鞋兔能跑多快及多遠？並且開始推託詭辯
精確的數字。）

教

師：「你們認為記住這些數字會很重要嗎？」

學生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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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魚：「這個兔子能跑很遠！」
秦玉：「這個兔子能跑很快！」
教
王

師：「你認為牠能跳那麼高或跑那麼快的原因是什麼呢？」
珠：「可能是如果當敵人靠近時，牠可以快速逃走！」

李 灰：「牠可以保護自己！」
教

師：「王珠你說說看。」

王

珠：
「（摘要）這個部分告訴我們雪鞋兔能跑很遠並且能跳得很快。
（預測）
接下來這個故事裡可能告訴我們雪鞋兔住在哪裡或是哪一州？」

（教師繼續讀下一部分，敘述雪鞋兔住在哪裡以及牠的長相；包括牠的後腳和
顏色？這時候有學生打斷閱讀的進行而要求老師澄清「後腳」的意思。秦玉是
引導下一段討論的小老師。）
秦玉：（提問）「為什麼會取名為雪鞋兔？」
王珠：「可能是從這個白色的雪鞋—也就是牠像毛皮一樣柔軟的腳而取名！」
宋魚：「牠的後腳很大而且有毛皮！」
教

師：「你們有沒有看過網球拍綁在鞋底來行走的情形？」

（小朋友們立即談論他們是不是曾經看過這個情況。）
教

師：「牠們需要以這個方式來協助牠們走過雪地，這樣牠們才不會沉到雪
裡面去，而且可以停留在…」

學生們：「雪面上！」
秦玉：（摘要）「這一段在說雪鞋兔是如何的被命名的以及牠是住在山上。」
教

師：「很好的摘要！你們還有沒有任何的預測啊？」

（故事又持續地進行討論。）
（譯自 Palincsar, Ronsom & Derber（1989）交互教學法對話實例。對話中的角
色名字改編，純屬虛構。）

八、結論
1.運用情境
(1)閱讀能力的提昇
在普通班的教學當中，常看到交互教學法的四個策略應用在閱讀文
章中，只不過教師一直扮演著主導的角色，而沒和學生輪流扮演引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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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此外，在和教師互動的歷程中，亦由幾位較主動的學生回答問題或
提出問題。對大多數的學生而言，真正能參與教學活動或發言的機會並不
多。交互教學法的四個策略是可彈性靈活運用，並沒有限制先後順序，如
果學生程度不夠或能力不足，教師也可視情況彈性調整策略。不管是用在
普通學生或有學習障礙的學生身上，透過教師的引導、師生運用日常生活
情境對話、互動到最後由學生主導學習，交互教學法運用在閱讀能力的理
解上，是一個有效引導思考的策略。
(2)第二外語閱讀習得
在第二外語的習得上，常發現文章中的每個單字都會唸或知道意
思，但是整篇文章的句子或段落卻串聯不起來，亦即不知道文章所要傳達
的訊息為何。換言之，許多人在閱讀外語文章時，常會有解碼佳但理解力
不佳之嘆。交互教學法的四個策略及方法，在第二外語習得的互動歷程
中，可使學生有效的理解文章內容。
2.替代方案：交互教學法應不限於對話上，學生如果因生理或心理因素，無法
參與對話，並不代表學生的認知有問題。因此可用圖畫法或科技輔具來協助
學生參與溝通。
3.省思：交互教學法是一種教學策略，教師在從事教學時，如能綜合各家學說，
發展出自己的教學模式，並能隨著學生的情況及特質差異而有所調整，最重
要的是能幫助學生習得有效的學習技巧及能力培養，相信唯有如此，對學生
才有助益。
4.交互教學法除了有效教導學生閱讀理解能力外，更讓其具有更高層次的認知
思考力。
5.以目前融合教育的推展，普通班教師須重視輔導特殊兒童的教育。對於特殊
教育，除了有正確的理念及不斷進修新知外，更須具備良好的教學策略，且
須不斷修正教學態度及觀念，統整各種方法，找出最適合自己學生的策略，
方能滿足特殊兒童的需求。
6.交互教學法針對特殊學生及普通學生的閱讀理解策略上，不失為一個有效的
方法。

融合班級中教學策略之應用(二)─交互教學法與過程本位教學法

傅秀媚

161

過程本位教學法（Process-Based Instruction, PBI）
一、定義
1. PBI- Process-Based Instruction－過程本位教學
2. PBI Plan－思想和行動的聯繫，能成功地完成工作。
3. PBI Model－計畫技巧的發展，起初在特定主題，後來廣泛應用在相關主題
及潛在課程。
4. 最重要的問題是考慮「是否提供每位學生最大潛能的學習」。

二、PBI 模式的型態
過程本位教學法分為四個階段：
1. 介紹階段（introduction）
此為 PBI 最初級的階段，介紹課程領域的 PBI 計畫，計畫是以很多小的主
題來發展，以擴展最大注意的計畫發展及課程內容。
(1)計畫和執行的指導：c討論 d故事 e視覺或故事的線索 f練習的活動
(2)獲得和運用（第一課）：c主題式 d融合計畫於班級活動中
(3)最初級的 PBI 計畫：c老師做的計畫 d學生和老師合作的計畫 e無特定形
式計畫包含整各部分：編輯、行動、監控、驗證。
2.建立階段（established）
(1)提供精緻化的計畫：c加強計畫的目的d加強計畫的適用與不適用e加強計
畫的介紹。
(2)使用 PBI 的彈性：c同儕小老師 d團隊工作 e與助理、其他老師、義工一
起工作f同事間諮詢。
3.強化階段（consolidation）
PBI 計畫如何成為教室練習中一個完整的部分。
＊教師－c教-學策略的提供 dPBI 計畫的使用 e計畫的混合或濃縮。
＊學生－透過對計畫歷程的瞭解，而在c學習 d問題解決上得到獨立的成就。
＊並非學生在此一階段都能發揮功效，特別是年幼或早期發展障礙者。
（1）放寬 PBI 計畫的指導（broad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PBI plans）：
c學生的發展在決定和行動，而非只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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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包含更多思考和監控的歷程。
e三種計畫的應用：一般計畫、縮短計畫、混合計畫。
（2）縮短計畫（reduced plans）：學生有簡化步驟、執行步驟的自動化能力。
（3）混合計畫（blended plans）：結合知識和技能。
4.統合階段（incorporation）
(1)課程領域及跨課程領域的 PBI 計畫的使用。
c應用階段，將所獲得的技巧應用在一般的學習情境上。
d老師提醒學生有關計畫過程和監控執行的重要性。
e提供策略和後設認知訓練計畫。
f記下過去成功和失敗的經驗。
g統合三種能力，表現出：a.知識－特殊和一般計畫的知識 b.理解－影響學
習和解決問題的因素 c.預測－計畫在哪裡面臨成功與失敗？
(2)延伸在教室中計畫的能力。
c適應、獲得、應用－理解。
d統整不在重點時暗示學生：
＊一般工作：監控（需老師協助）
＊特殊工作：計畫
e老師保持「計畫、提供計畫性活動」的觀念。
f老師在 PBI 技能「充分和過度」之間維持平衡。
5. PBI 的四種教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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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能力
1.學生瞭解計畫是
如何建立
2.學生被包含在計
畫中
3.學生能統整四個
成分（暗示、活
動、監控、驗證）
4.教師提供機會使
學生將計畫轉為
自己的語言
5.教師使計畫成為
學習策略
1.鼓勵學生計畫相
似課程
2.教師在教學中使
用指導、獲得、
應用等策略
3.鼓勵學生為計畫
負責
4.學生能獨立運作
計畫
5.鼓勵學生在環境
呈現計畫
6.學生知覺計畫中
應包含四成份
7.學生廣泛應用於
課程的連貫
1.學生能發展歸
納、調和、簡化
計畫的能力
2.計畫能反映監控
的重點
3.學生的計畫包含
四個成分
4.計畫發展適合學
生需求而非教師
需求
5.應用於課程領域
及組織技能
6.教師給學生需要
的範圍領域
1.應用-知識
2.理解-學習結果
3.預測-能力表現
（成功與失敗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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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則與適用時機
※原則：
1. 必須提供起點（a starting point）
2. 依照順序－計畫中的一個步驟導向另一個步驟
3. PBI 模式須和思考（後設認知）連結，因為行動時會要求學生去做判斷
4. PBI 模式導向成功的完成工作
5. PBI 模式被定義為不需要老師直接指導學生
※適用時機：
1. 老師希望學生瞭解內容和過程的時候
2. 當學生對先前教過的工作有困難，須有計畫來帶領他們完成工作
3. 老師進行個別教學或小組教學

四、方法與注意事項
在進行 PBI 計畫之前要將「訂計畫的訓練和後設認知的技巧」納入一般的
教學計畫。重要的考量如下：
1. 你班上有這些學生；
2. 你教這些課程；
3. 你發現一些有效的策略；
4. 你的教學哲學。
（1）學生的考量：在特殊課程作業中考量學習者的種類
＊種類 A：學生不經過老師的協助或計畫的使用，就能完成特別的工作。
＊種類 B：學生經由老師的協助或計畫的使用，才能完成特別的工作。
＊種類 C：學生無法完成特別的工作，需使用更低一層次的工作分析。
（2）課程和教學的策略
【課程】
：老師可以依教學的優先順序，成功地使用 PBI 跨越廣泛的課程領域，
包括在數學、語文藝術（閱讀、拼音、寫作）
、社會科學、自然、職
業、職能和自助技能。
1. 語文藝術（Language arts/ English）
2. 數學（Mathematics）
3. 自然（Science）
4. 社會科學和職業技能（Social and vocational skills）
5. 組織技巧（Organization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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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前的 PBI 計畫
【教學策略】
1. 提供選擇的機會，學生為決定者：老師提供具體學習材料，學生
有修正策略的機會，學生成為計畫的所有權人。
2. 團體合作可擴充學習和計畫的行為：責任訓練。
3. 資源教師可提供諮詢：全體人員參與，為學生提供適合的學習策
略。
（3）跨年段的結合計畫：打破年級界限，全校依學生的計畫技巧來建立 PBI，
等進展超越年級的時候，每個班級可進行特殊工作的計畫，全校全部參
與時，達統合階段。
＊低年級Æ中年級Æ高年級Æ國中Æ高中老師可基於以下三點來建立計
畫：
1. 學生的能力和技巧；
2. 老師教學的優先順序（偏好）；
3. 在 PBI 程序中，老師和學生的相似性。

五、如何有效運用 PBI
1. 老師已介紹計畫的觀念和如何計畫。
2. 把計畫和工作或活動連接。
3. 計畫要適合年齡及內容
4. 班上其他科任老師能瞭解計畫。
5. 有困難時宜檢視工作或活動。
6. 考量是否安排過多的計畫。

六、實例實用－學前啟智班的 PBI 計畫應用
1. 進教室前換鞋子（附錄 1）
2. 我會自己搭公車（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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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學前啟智班的 PBI 計畫應用

進教室前換鞋子
1.將球鞋脫下

2.從鞋櫃中拿出拖鞋

3.換上拖鞋

4.將球鞋放進鞋櫃中

5.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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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我會自己搭公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Y
1
？
£
？
¤
？
¨

¤
¡
？
¤
s
2

我搭的那家公司的車？
公車的車牌寫些什麼？
我上學時，要在那裡上車？
我幾點從家裡要出發？
我上學時，要在那裡下車？
我幾點可以到達學校？
我放學時，要在那裡上車？
星期三，我幾點從學校出發？
星期三，我幾點到達家裡？
星期一、二、四、五，我幾點從學
校出發？
星期一、二、四、五，我幾點到達
家裡？
我放學時，要在那裡下車？
我幾點可以到達家裡？
搭一次公車要多少錢？
走路的時候，要把助聽器打開，聽
四周的聲音。
如果公車沒來，怎麼辦？

14

？

1.請把學校和家 裡的位置用紅筆畫出來。
2.請把公車的路線，用藍筆畫出來。
3.請把公車經過的站牌用黃筆畫出來。
＊ 數數看，一共有幾站？

ª爸爸的大哥大
§家裡電話：
"寫筆談簿請大人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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