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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根據 Robert Slavin 所提倡的拼圖法第二代(Jigsaw II)的合作式學習

的教學模式，對某私立綜合高中一年級四個班級的學生之基礎生物科目實施教學

實驗，以探討三個問題。首先探討不同的教學法對學習成果的影響;第二個探討

在合作式學習的環境之下，性別是否會影響學習成果;第三個探討在合作式學習

的環境之下，高分組與低分組在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上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的實驗期間長達四週，每週二小時。實驗組有二班學生，進行拼圖法

第二代的合作式學習教學模式。控制組也有二班學生，採傳統的講授法進行教學。

學習評量上，每個班級均採單數週實施的課間評量、與雙數週實施的單元評量，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成績以 t 考驗來檢驗。由研究結果顯示，採合作式學習的班級

學生的學習成就顯著地優於傳統講授法的班級。而同樣在合作式學習的環境之

下，男女生之間的學習成果以 t 考驗分析，發現並沒有顯著差異 ，可能是教材與

角色上的相互倚賴所致。而在實驗組的班級上，高分組與低分組一致都喜歡合作

式學習的環境，這可能與合作式學習的基本內涵及多方面的學習效果有關。此外，

研究者針對自編之態度問卷的結果，進一步分析實驗組學生對合作式學習的態

度，並檢討本次研究過程。最後，提出未來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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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合高中在歐美國家是行之多年的一種教育體制，但是，在我們國內卻是在

教育改革潮流衝擊下、在中等教育學制上的新發展 。 其學制的設計理念乃在於提

供學生較真彈性的發展機會 。 因此在一年級課程安排上是以職業性向試探為目

的，提供普通高中社會組暨自然組的基礎科目、與職業類科的科目給學生選修，

讓學生根據自己的修課經驗與所發展出來的興趣，再決定進入類似普通高中之學

術導向學程、或進入類似職業學校中包含不同類科之職業學程 。 因此學生所面對

的科目種類十分龐雜，學生所面臨的抉擇呈多樣化，能夠探索自己的性向的機會

非常的多，這實在遠非一般的高中生或高職生所可比擬，但抉擇的機會增多時，

抉擇的徬徨也往往伴之而來。到底要如何在教學的過程中合適地引導學生學習、

讓他們在學習中發現樂趣、並進而確定自己未來的學習方向?在傳統的講授法之

外，是否還有一些教學法能讓學生從被動的學習轉到主動的建構知識?本次研究

根據建構主義的理念，採用了合作式學習的教學法，以行動研究的精神進行多方

面的比較，以實際驗證其可行性與有效性。

自 1970 年代晚期以來，合作式學習已被視為增進學生學習成就與認知技巧

的有效方法(Brophy， 1986; Parker, 1985; Slavin, 1984) 。學生基於能力、性別、種族

背景而組成異質性小組，在互助合作的情境下學習，可獲致良好學習效果(Johnson

& Johnson, 1987; Slav凹， 1986; Slav血， 1995) 。換言之，學生在小型、異質團體之環

境中，為達成共同目標，而分工合作，彼此互為學習資源，互相分享所獲得的資

訊(Watson， 1991) 。 這裡所說的共同目標是包含學業上的目標與合作技巧上的目標

(蔡文榮，民的) ;而學生的學習成就來自於小組的成就，但個人表現仍可獲得

獎賞。此外，在合作式學習的環境中，對於學生學業成就的評量並不限於傳統測

驗的方式，而是可以採多元的方式，綜合整個學習過程的所有環節。這種評量方

式一方面可以減少測驗的焦慮， 一方面還能有助於提高學生參與學習過程的意

願。再者，一般人對於合作式學習力來都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它在實施上會非

常浪費時間(Bevilaequa， 2000) 、恐怕在國內中學的教學生態與升學主義的大環境

中有適用上的疑慮，因此，本研究男一個用意則在探討在不增加原有的教學時數

的前提下，合作式學習在中學裡能否適用無礙。

本研究乃基於以上所述，針對綜合高中一年級生之基礎生物課程，實施合作

式教學，並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史雷分教授(Robert Slavin)所改良成功的拼

圖法第二代(Jigsaw II)為實驗的教學模式。拼圖法第二代在國內常見的別名還有拼

板法、鋸分法、皆可熟等，但在國內將它以教學實驗的方式來作研究的文獻並不

多見。因此 ，本次研究的男一用意乃在於藉著探討拼圖法第二代的實施成效，提

供今後相關的教學實證研究作參考。

最後，根據 Newmann 與 Thompson(1987)對歷來的研究所做的綜合分析，他

們發現拼圖法是最無效的一種合作式學習;而史雷分教授在 1989 年所做的綜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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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Slavin， 1989) ，也有類似的看法。那麼，當新版的拼圖法第二代與傳統的教

學模式做比較時，是否能有所改觀呢?尤其在我們國內的教學環境之下，是否能

發現不同國情所產生的不同成效呢?這都是促成這一次研究的原因。

二、研究問題之敘述

綜合以上的各點，本次行動研究所計畫要探討的問題是:

(一)在合作式學習的環境下的學生成績與傳統教學環境下的學生成績會有差異

嗎?若是會有差異，這樣的差異會達到顯著水準嗎?

(二)同樣在合作式學習的班級中，性別因素會影響學習成果嗎?換言之，男生與

女生的成績會有差異嗎?若是會有差異，這樣的差異會達到顯著水準嗎?

(三)同樣在合作式學習的班級中，成績的高低會影響學生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

嗎?換言之，得分高的人會比得分低的人更喜歡合作式學習嗎?

貳、文獻探討

在此先介紹合作式學習的主要派別，接著探討拼圖法第二代的精髓，最後再

討論在本研究之中所做的一些實務上的修正。

一、合作式學習的主要派別

在合作式學習的多元發展歷史中，有三大著名的陣營，分別發展自三所研究

型的大學(Joyce & Weil & Shower, 1992 : 32; 蔡文榮，民的: 58) : 

(一) r明尼蘇達大學」派:這是以 David W. Johnson 與 Roger T. Johnson 為首的研

究中心。強生教授探討的重點在於合作式的學習任務與報償結構(reward

structure)對學習結果的正面影響。自從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因電腦的普及，

更發展出合作式學習在電腦輔助教學上的各種應用性研究(e.g. ， Johnson & 
Johnson, 1986) 。

(二) r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派:這是以 Robert E. Slavin 為首的研究中心，史雷分

教授與他的同事曾發展出許多套的模式，統稱為學生小組學習法(Student tearn . 

learning)陣營，主要的成員包括(1)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rns

Achievement Divisions) ，即 STAD 教學法、 (2)小組遊戲競賽教學法(Tearn

Games-Toumarnents) ，即 TGT 教學法、 (3)拼圖法第二代，即 Jigsaw II 教學法，

與(4)小組協助個人法(Tearn-Assisted Individualization) ，即 TAI 教學法等。他們

探討的重點是小組酬賞、個別的責任、與公平成功的機會。這一派應該可以算

是合作式學習的顯學，因為有一半的研究都是以這一派的模式來進行的(Slavin，

1993: 171) 。

(三) r特拉維夫大學」派 :這是以色列的學者 Shlomo Sharan 為首的研究中心，沙

崙教授他們所提倡的小組探究法(group investigation)則是別樹一幟，主要在探

討合作式行為的效果 、小組間的關係、不同層次的成就等。

雖然有合作式學習有三大陣營的分別，但是，合作的精髓則是一樣的。雖然

合作式學習實施的方式一定會採取分組的措施，但是，卻叉與一般所認為的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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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所分別 。 根據強生教授等人的觀察與比較，這兩者之間的差異至少有如表

一所列的八方面的差異(Johnson & Johnson & Holubec, 1990; 蔡文榮，民 84) 。

簡言之，拼圖法第二代的分組是與傳統的分組學習的精神不同，它在合作式

學習的領域中並不是默默無間的小角色，在史雷分教授的大力推廣之下，在英文

文獻裡的研究成果可說是十分豐碩'但在國內的研究了:獻上則是較為少見，這就

是研究者試圖以此教學法做研究來突破現狀的男一層用意 。

表一:合作式學習與傳統分組學習的比較表

合作式學習 傳統分組學習

1積極的相互倚賴 1無積極的相互倚賴

2.個別的績效 2 無個別的績效

3直接教合作的技巧 3無合作技巧的教學

4.分享式的領導 4.指派式的領導

5 .對所有小組成員成功的責任 5.對自己的貢獻有責任

6老師觀察與給回饋 6老師從分組中抽身

7.人人有相同的機會成功 7成功有齊一的標準

8.小組回顧學習過程並設定未來的目標 8.無小組回顧學習過程並且無設定未來的目標

二、拼圖法第二代概要

因為拼圖法第二代是史雷分教授的研究團隊針對阿隆生教授(Aronson & 
Blaney & Stephan & Sikes & Snapp, 1978)等人所提倡的拼圖法第一代改良而成

的，而國內的學者在引介時，說法略有不同。因此，此處的介紹全部引用史雷分

原著的說法，以求還原真貌(Slavin， 1995:122-128) 。

(一)史雷分的「拼圖法第二代」實施的步驟

1.閱讀(reading) :老師所分發的教材原則上是屬於平行式的教材，需要用

半節課到一節課的時間來閱讀、或是當作家庭作業來指派學生於上課前

讀完。當學生拿到專家的主題後，就去閱讀那個主題要讀的教材。此外，

提早讀完教材的學生可以回頭作一些筆記。

2. 專家小組的討論(expert-group discussio吋:用半節課或更多時間來進行，

這是將分到同一專家主題的學生從原先的異質小組中抽離，集中到專家

小組中來討論 。 每個人帶著專家的討論單、與每個學生原先閱讀的教材

來討論。每一個專家小組要指派一個討論的主席(discussion leader) ，這一

個主席不一定要挑特別有才幹的學生來擔任，而是可以讓每個學生在一

學期的某個時候扮演這個角色 。 主席的任務是要協調整個討論、叫舉手

的人發言、觀察是否每個人都有參與。討論時，小組成員分享他們的東

西，此時每個小組成員要把討論到的重點作筆記。

3. 回到原小組報告(team report) :通常要用半節課或更多時間，讓所有的專

家都回到他們最初的異質小組去，以擔任小老師的方式教導他們的組

員。他們應該用大約五分鐘來複習從課本上與從討論中他們所學的每一

點。在這一個階段中每個人都有一個責任，同時要擔任一個好老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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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的傾聽者的角色 。

4. 測驗(test) :通常是用半節課的時間舉行一次小考，給每個人一份考卷，

並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來寫完，然後與其他的小組來交換批改，或是全

部收集過來由老師自己改。如果是由學生批改的話，就請批改者在考卷

上簽名以示負責。 下課後，老師可以抽樣來檢查一些考卷，看看是否學

生有認真批改。與 STAD 法一樣地，要決定基本分數、計算個別的進步

分數(即原始分數減去基本分數，再對照進步分數區間表，以得出個人

的進步分數)、然後加總該小組的進步分數再平均，就是小組的分數 。

5. 小組表揚(team recognition) :與 STAD 法一樣，可以用獎狀、佈告欄、或

其他的獎勵方式都可以單獨或搭配使用 。

如果以圖來表示「拼圖法第二代」在分組上的階段，實施上大致可以如下圖

所表明的 。

第一階段的分組:屬於異質性分組，進行分組閱讀 。

心白白也已心
第二階段的分組:專家小組討論，由各組派一代表來組成 。

白白白也白白
第三階段的分組:回到原來的異質小組，每人都要向小組報告成果。

白白白也已@
圖一、拼圖法第二代的階段'1生分組(Fortner， 1999) 

(二)與國內版的「拼圖法第二代」之比較

上面所介紹的是史雷分教授所大力倡導的原版模式，它與國內知名學者黃政

傑與林佩璇在 1996 年引述時的說法略有出入，主要的差異之處在第一步驟。史雷

分教授認為上課一開始就要讓學生先進行閱讀教材，而黃政傑教授則是將第一步

驟改稱為「全班授課J' 然後再在這一個步驟之下分為教師教學與閱讀專家主題這

兩個重點。老師的教學重點是在指導學生學習要點及說明學習目標， 依據專家單

上的主題，外配小組中的每一位學生一個專家主題，而後才開始由學生閱讀相關

的內容(黃政傑、林佩璇，民國的: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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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史雷分教授本身認為拼圖法第二代是合作式學習法陣營中相當有彈性

的一種教學法，只要掌握模式基本的精髓，實施的細節就算有修改也沒有關係，

他自己就曾經提出一些變化的實施方式，例如: (Slavin, 1995: 126-128) 

1.可以讓學生到圖書館查資料來補充，而不是限定學生非要以在教科書上的資料

來探討主題不可。

2. 各專家回原來的小組報告完畢之後，可以讓學生寫短篇論文、或作口頭報告，

不一定是用小考的方式來評量其學習成效。

3. 與其讓所有的小組都研讀相同的材料，老師也可以給每一個小組一個特別的主

題來在一起學習，並給每一個小組成員附屬的主題。然後該小組就要在稍後

對全班作口頭報告，這就有一點像另一套由 Shlomo Sharan 所提倡的「小組

探究法J (group investigation)的樣子了。

(三)本研究在實務上的修正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推敲拼圖法第二代的精髓，其關鍵乃是在於教材的相互

倚賴、和角色上的相互倚賴。至於黃政傑教授提出要將第一步驟改為全班授課的

觀點，其實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換句話說，本研究實施的第一步驟是參考黃

政傑教授的修改意見，在一開始由老師提綱契領來提示討論重點與注意事項，以

免這些第一次接受新的教學法的高中生不知所措。

再者，在現今這個網路時代中，教材的來源應該可以多元化，所以本研究中

特別規劃一段有限的時閉，可以讓學生將網路查詢的資料印下來當作專家小組討

論的參考， 一方面是真體落實當前的「電腦融入各科教學」的理念，一方面也可

以打破知識被壟斷在少數人身上的情形，讓那些原本低成就的學生能擁有補充教

材，因而可以在專家小組討論與回小組報告的過程之中建立信心。

參、教學實驗設計

一、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的樣本是來自於雲林縣大成商工職校的學生，該校的的綜合高中部一

年級忠班( 45 人)、與孝班(43 人)均為社會組與自然組混合編班之學術導向學

程的班級;而仁班 (47 人)、與愛班 (38 人)則是職業類科導向的資訊科學生。

忠班與仁班為實驗組，孝班與愛班則為控制組。此次對象中的綜合高中學生為升

學班，入學分數為至少可分發到雲林縣公立高中職之聯考成績，至少六成以上是

屬於中上程度的學生。其基本資料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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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的基本資料

實驗組 控制組

高一忠班(學術)高一仁班(職業)高一孝班(學術)高一愛班(職業)

男生

女生
各班總人數

呵
，
缸
句
3
Z
J

勻
L
M
勻
，B
A

『

A
且
可
句
3

司f

司
J
H
呵
，h
A
且
可

O
V

丹
、d

司
3

勻
，
』
司L
A

且
可

呵
，h
r
o
o
o

呵
，
缸
，i

弓
3

二、採用的教材

實驗班與控制班的教材主要是依據高級中學基礎生物(施河主編，南一書局

出版)。在實驗的四週期間所上的教學進度如下:

(一) 第五章一陸地生物及其生活環境(80 頁至 101 頁) ，是前二週的進度。

(二) 第六章一水域生物及其生活環境(106 頁至 126 頁) ，是後二週的進度。

教師提供的補充資料則是相關生物或環境之幻燈片輔助說明、與圖書參考

資料。至於實驗班的學生於中午休息的時間到該校的電腦教室去上網搜尋並列印

的資料，也被該生物科教師併入他在控制組的教學內容之中，以求二組的教材內

容之一致。

三、實驗設計

(一)實驗的變項

在本研究中，針對第一個研究問題，其自變項為教學法，亦即「拼圖法二代」

的合作式學習法，依變項為筆紙測驗的成績。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在同樣的合

作式學習的情境之中，其自變項為性別因素，依變項仍然為筆紙測驗的成績。而

在第三個研究問題中，在同樣的合作式學習的情境之中，其自變項為筆紙測驗的

成績高低，依變項則為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本研究之所以將學業成就之評量全

部以紙筆測驗的方式來進行，一方面固然是課程進度的壓力，男一方面則是要驗

證合作式學習也能夠在目前有限的教學時數下實施。

(二)成績評量的工其

測驗的成績分為四次，第一週實施第五章之隨堂小考(詳如附錄一) ，第二週

實施第五章之單元測驗(詳如附錄二) ，第三週實施第六章之隨堂小考(詳如附錄

三) ，第四週實施第六章之單元測驗(詳如附錄四)。每次的隨堂小考只考到當天上

課的進度，而每次的單元測驗則是涵蓋該章的所有內容 。

(三)分組的原則

在拼圖法第二代中 ，它的分組原則是採異質分組。實驗組學生的分組如下:

忠班原則以四人為一組 ，成員以包含社會組及自然組學生、並以各組間男女生比

例均等為原則。仁班採隨機編組方式五人為一組，組間男女比例亦以均等為原則。

而控制組的二班學生則是採傳統的講授法來進行教學，並末以分組的方式來進行

教學。

四、實施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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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連用生物科每週二節的授課時間來實施，共實施四週'進行教學實驗

的總時數是八小時。教學實驗的實施是依拼圖法第二代的典型教學步驟來進行

(Slavin, 1995; 黃政傑、林佩璇'民的;蔡文榮，民 88) ，茲說明如下:

(一)全班授課或閱讀

它包括老師的扼要教學提示與學生的閱讀專家主題，其用意乃在於引導學生

快速進入單元內容，及對教材整體概念有初步的瞭解 。 它的實施方式可以採傳統

講授或媒體播放的方式，本次實驗有運用幻燈片媒體，提供學生具體影像，並依

隨機原則指派分組名單。老師的講授時間以不超過十分鐘為原則，主要的內容是

在於提示教學大綱與分組討論的原則，有時再加上播放根據該單元而自製的幻燈

片。在正式實施前有兩節課是在圖書館訓練資料查閱。並且，學生在本次教學實

驗前均未曾有過合作式學習的經驗 。 為了激發學生主動建構的學習，本次實驗中

由老師在午休時間帶全班學生到電腦教室，在一小時之內，以網即要尋引擎的方

式輸入一些相關的字詞來搜尋，然後直接列印補充資料，在上課時才由學生閱讀

並整理。

(二)專家小組討論

這是由各小組中分配到相同主題的成員組成「專家小組J' 聚集討論該主題內

容，隨即將討論結果整理記錄。時間約佔三十分鐘 。

(三)回到原小組報告

然後是「異質小組學習 J' 由專家小組解散的成員返回到原小組中來報告，彼

此教導並回答問題。每位同學報告專家主題討論內容時，其他成員為當然聽泉，

報告者有義務使其他成員確實熟知其所報告內容。時間約佔四十分鐘。

(四)學習評量

1.課間評量:每個單元討論結束後隨即實施，評量內容以教師觀察學生討

論過程中所提到的內容為主。

2. 單元評量:隔週實施，評量內容除學生討論的內容外，並加入教材中的

重要觀念或描述。評量題目以十至十五題選擇題或填充題的方式為主。

3. 評分方式:每次測，驗後馬上請小組間交換批改，批改後的分數還會做進

一步的處理，將它轉換為「進步分數J' 以鼓勵學生繼續求進步的動機。

「進步分數」的轉換是依史雷分教授的學生小組區分法的方式來實施，

個人進步分數為隨堂測驗或單元測驗的分數減去基本能力測驗分數而

得 。 「表現優異」的認定則是由教師視當次測驗題目的難易度來訂定其標

準，達到該標準分數者均歸類為「表現優異J '通常是 90 分以上的人。

合計小組內個人進步分數總分，即為該單元的小組得分。值得注意的是，

為了鼓勵所有的學生向學，轉換過的進步分數並無負的分數，頂多是零

分，只是代表沒有進步而已，本次的進步分數轉換表詳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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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進步分數轉換表

(測驗分數)一(基本分數) 轉換進步分數

「表現優異」 個別訂定

進步 20 分以上 30 

進步 10 分以上 20 
進步 1-9 分 10 

退步 0-9 分 5 

退步 10 分以上 。

(五)小組表揚

老師於評分結束後，隨即公開表揚表現最佳的小組、進步最多的學生、及「表

現優異」的學生 。表揚的目的一方面是公開獎勵同學，另一方面則是藉機鼓勵同

學不斷求進步。換言之，有個別的表揚、也有全組的表揚 。 在本次研究之中，表

揚的方式是採取口頭的鼓勵，與全班鼓掌的方式來進行。雖然沒有看得見的物質

獎勵，但是，因為實驗的對象都已經是高一的學生，心理層面的獎勵在學生的領

會與感受裡，仍然真有相當的效果 。

(六)實施態度問卷

在這四週的教學實驗結束之後，由研究者與該授課老師於該週或隔週利用每

一班的空堂時間，實施一份總題數是 34 題的態度問卷量表，即「基礎生物學習問

卷調查J (詳如附錄五) ，並在填答後當場收回，本次問卷主要是要調查實驗組各

班的學生對合作式學習的看法。

肆、資料的處理與結果

為了回答上述的三個研究問題，研究者於收集完資料之後，選擇以微軟公司

的 Excel 試算表與 SPSS 公司的社會科學統計軟體(SPSS)為處理工其，來處理原始

的測驗分數 。以下將 SPSS 執行後的結果整理成表格，逐一說明其統計分析的含

意。

一、拼圖法第二代與傳統講授法的實施成效之比較

對於第一個研究問題，研究者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四次考試的成績作 t

考驗。-test) ，以驗證拼圖法第二代的實施成效與講授法的實施成效之間是否有差

異，若是有差異的話，其差異是否達到顯著水準。結果發現，拼圖法第二代的實

施成效顯著地優於講授法的實施成效。茲將 SPSS 處理後的結果整理如表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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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四次測驗上的比較

組 別 人數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第一次隨堂考 實驗組 92 70.43 18.27 171 11.93* 
(第五章) 控制組 81 35.80 19.91 
第一次單兀測4驗 實驗組 92 84.99 11.56 171 4.36* 
(第五章) 控制組 81 77.09 12.29 
第二次隨堂考 實驗組 92 70.59 15.46 171 4.12* 
(第六章) 控制組 81 60.88 15.45 
第二次單元測驗 實驗組 92 80.22 5.05 171 1.36 
(第六章) 控制組 81 79.12 5.51 

* p< 0.01 

二、 性別因素對合作式學習實施成效的影響

對於第二個研究問題，研究者針對實驗組內男生與女生四次考試的成績作 t

考驗，以驗證拼圖法第二代的實施成效會不會受性別因素的影響，若是性別會產

生差異的話，其差異是否達到顯著水準。結果發現，男生與女生的四次測驗成績

的 t值均未達顯著差異水準，換言之，性別因素不會影響拼圖法第二代的實施成

效。茲將 SPSS 處理後的結果整理如表五。

表五:實驗組的男生與女生在四次測驗上的比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第一次隨堂考 女生 46 66.96 19.19 90 -1.85 
(第五章) 男生 46 73.91 16.80 
第一次單兀測驗女生 46 83.54 12.83 90 -1.20 
(第五章) 男生 46 86.43 10.07 
第二次隨堂考 女生 46 72.00 15.88 90 .88 
(第六章) 男生 46 69.17 15.07 
第二次單兀測驗女生 46 79.91 5.27 90 -.58 
(第六章) 男生 46 80.52 4.87 

三、成績高低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之影響

對於第三個研究問題，研究者須要先對自編的 34 題的「基礎生物學習問卷調

查」作信度(reliability)分析，以確定這一份的態度問卷的結果是否可靠。經過 SPSS

的信度分析程式執行之後，發現其信度係數值是.75 '表示這一份態度問卷的調查

結果應該是可信的 。

接著，針對「同樣在合作式學習的班級中得分高的人會比得分低的人更喜歡

合作式學習」這一個研究問題，研究者處理的方式如下:



(一)計算實驗組四次考試成績的平均值 。

(二)計算實驗組在態度問卷上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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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實驗組四次考試成績的平均值中取 P33 與 P67 的百分位數，分別當作低分

組與高分組的分組依據 。

(四)分別計算高分組與低分組的學生在態度問卷上的平均值，並進一步比較二組

的平均值是否有顯著差異 。 換言之，是以 t 考驗來驗證二組的學生在態度上

的差異 。

結果發現，這二組的學生的 t值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 換言之，在合作式

學習的環境中，高分組與低分組的態度沒有顯著差異 。 茲將 SPSS 處理後的結果

整理如表六。

表六:高分組與低分組的學生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之比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低分組 28 3.21 .28 56 .599 
高分組 29 3.31 .30 

四、實驗組學生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分析

而在第四週實驗結束之後，由研究者自編的「基礎生物學習問卷調查J '經

SPSS 的統計處理，將實驗組各班的學生對合作式學習的看法之次數分配整理如表

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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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 實驗組學生在「基礎生物學習問卷調查」上對合作式學習所顯示的態度

態

!題目7
度l 極不同意|不同意 l 沒意見 l 同軍 l 種同意

1 1.於團長期初上生物課以前主且對生物相關知誠本來就很有興趣

2. 量把喜歡老師用講授方式上課

3. 老師錄用言，設方式上課時﹒裁對內容均能瞭解

4. 採周擒授方式上線時﹒我常睡覺﹒聊天或做其他非練內事情

5 老師用講授方式上課時，我的學習成績f由于

6. n覺得合作式學習上課時有很大的學習壓力

7. 主垃喜歡合作式學習，錄用小組活動方式上課

8 老師周富，授方式上課時，錢幣問老師或同學問題

9. 合作式教學時﹒訟，曾問老師或同學問題

10. 合作式學習時，裂與同組其他同學常交流意見或看法

11. n覺得進行合作式學習時﹒本小組的討舖很熱烈

12. n覺得老師用講授方式上課時有很大的學習壓力

13. 發覺得老師採用講授方式上課時﹒課程時間相當夠用

14. 合作學習後﹒錢與同組其他同學更為熟識

15. 採用合作式學習﹒致的學習成績有顯著進步

16. 說，書因，這或不敢表達﹒而不想參與小組活動的進行

17. 每次小組活動錢都可以將負責的內容量監實地傳達給其他組員隙

，早
18 每當活動進行遇到困難﹒本小組均能自行討抬出解決方法

19. 因為小組內有錢不喜歡的同學所以我不想參與小組活動

20. 小組內原本有致不喜歡的同.'經過這段小組活動時間後發

反而能發受這位同學

21.採用合作式學習時錢幣睡覺、聊天或做其他非線內事情

22. 比較現在與本學期初，或對生物相關知軍區更有興趣了

23. 致對於小組進行憾的座位安排很滿意

24. 每當活動進行遇到困難時，多由老師協助活動繼續進行

25. 老師~兩IIIU更方式上課時， n比較有興趣及專心

26. n對於合作式學習的教材內容及份靈感到相當充足

Z7. 主垃覺得錄用合作式學習的小組活動時間相當夠用

28. 錢覺得合作小姐的人數剛好適合課程活動的進行

29. 每次小組活動時本小組均可順利分配個人負責內容

3O. 合作式，習小組活動時，主究會很有興趣且投入

31.小組中某成員所查到的補充資料﹒都能援供給所有組員分享

31 經過合作學習教學後﹒說比較能在課堂中主動提出錢的想法

33. 經過合作學習教學後﹒說更懂得團隊合作的優點

34. 下一次有類似課程時我比較希望採用合作式學習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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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不同教學法的學習成果比較

從表四的戲劇化差異中，研究者與協助執行的生物科老師多次研討各種因

素，在此進一步分析其原因如下 :

(一)在本研究中，拼圖法第二代的合作式學習在提升學生學習成就上確實優於傳

統講授法，從 t 考驗的數值分析上來看，採用合作式學習的實驗組的測驗平

均成績均顯著優於用講授法的控制組，這可以由表四裡的前三次測驗成績差

異都達到.01 的顯著水準得到最客觀的驗證。

(二)在第四次測驗的成績中，雖然實驗組的測驗平均成績仍優於控制組，但卻沒

有達到.05 的顯著水準'可能是因為第六章「水域生物及其生活環境」的教材

本身就是相當簡單的內容，再加上施測時機是拖延到第四次上課隔天的輔導

課時才有時間來進行，多了將近一天多的時間，讓學生有考前複習的可能性，

這都或多或少會影響到控制組在第四次測驗上的表現，以致於未能達到顯著

水準。

(三)男外，兩組實驗班級中在顯現成效的時間上出現一些差異，忠、班(實驗組)

正式實施合作式學習時，便已明顯呈現學習成就優於孝班(控制組) ，但仁班

(實驗組)遲至第二單元時方顯示出採用合作式學習的優勢 。 研究者推測造

成此一現象的可能因素為，忠、班上課時段為連續二節課，在專家小組與異質

小組進行上時間較為連續。反觀仁班因為課堂不連續，專家小組討論時間或

合作小組分享個人所負責的主題的時間被迫壓縮或切割，這在學習連貫性上

可以算是不利的因素，並進而影響該班的學習成效 。

綜合以上的觀點與證據，合作式學習的學習成果確實是顯著優於傳統教學的

學習成果。

二、性別因素對學習成果的影響

從表五的數據來看，同在一樣的合作式學習環境之中，性別並沒有在考試成

績上產生顯著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在拼圖法第二代的學習環境上特別的設計效

果所致:

(一)在設計專家小組的研討的流程上，沒有一個人一開始就能夠完全獨窺全貌，

這是屬於教材的相互倚賴的因素。

(二)在回各小組報告、教導其他組員的事上，這是屬於角色上的相互倚賴。換句

話說，每個人一方面要扮演好小老師的角色 ， 把研討的筆記內容盡力交代清

楚;另一方面要扮演好傾聽者與學習者的角色，將其他組員所教導的內容完全

吸收。

(三)再者，因為小組的成績是所有組員的成績之平均，每個人都須要對自己負責、

也對小組負責，以提昇小組的表現。由客觀的數據來看 ， 這種小組內的團體張

力無形中就把性別因素的影響減弱。

可以想見的是，在這樣互相倚賴的小組互動氣氛之下，強生教授(Joh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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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1991 )所形容的生死與共的心情(sink or swim)與竭力貢獻的必然性，

對學習的深遠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 所以，從實驗組這四次成績中來看，男女生

各擅勝場 ，成績互有消長 ，而且差異均不大， 因此本研究可以確認，性別因素

在合作式學習的認知成就上不會造成顯著差異。

三 、 學生成績對合作式學習態度的影響

從表六的數據來看 ，在同樣的合作式學習的環境中， 學生的成績高低並不會

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有什麼顯著的差異 。 研究者認為 ， 這是與合作式學習的基本

內涵有絕對關係的 。

強生教授兩兄弟認為合作式學習有五個基本元素(Johnson & Johnson, 1991 : 

2) ，依次是積極的相互倚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面對面的促進性互動

(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 、個別的責任或績效(individua1 accountabi1ity) 、

人際與小組技巧(inte中的onal and small group s垣I1s) 、與團體的歷程(group

processing) 。 而史大爾(St油1， 1994)更進一步詳列了合作式學習的十四項基本的條

件，依次是:具體的學生學習目標、小組的學生都能接受努力的成果、清楚而完

整的工作指示、 異質性分組、能夠成功的相同機會、積極的相互倚賴、面對面的

互動、積極的社交互動的行為與態度、能接觸到所必須學習的教材、充足的機會

來完成任務、充足的學習時間、個別的績效責任、對小組學業成就的公開認可與

酬賞、與分組結束後對小組互動的反省 。這些都是在傳統的講授法中所看不到的，

所以，當學生從被動的聽課轉變到主動的查資料、討論、互相教學，全新的感受

讓大部分的實驗組學生(59. 1%)都表示「下一次有類似課程時，我比較希望採用合

作式學習教學J (詳如表七第三十四題之數據所示) 。

而根據史雷分教授的看法(Slavin， 1995: 51-70) ，合作式學習的好處除了學生

成績的進步之外，它還能夠在教室中營造一種既快樂叉溫馨的學習環境，產生許

多情意類與人際關係類的成果 。 Blevi1acqua (2000)更進一步指出，合作式學習是學

生社會化的最佳良機。仆南認為(Putnam， 1993 :24-28) ，合作式學習會這麼大受歡

迎，其根本原因乃是因為它其有五大優點，亦即是學業成就的普遍提昇、自尊自

信的改善、主動學習精神的激發、社交技巧的發展、與同儕的接納與友誼(蔡丈

榮，民 89 ) 。 這或許也能夠說明為什麼久處於傳統講授法環境的人會一致喜歡這

種新的教學法的原因了 。

四、實驗組學生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之分析

在本研究中， 實驗組的學生所填答的「基礎生物學習問卷量表」總共有 34

題，問卷的設計是採用混合的方式，在以下的分析中， í極不同意」與「不同意」

原則上是歸類為一個， í極同意」與「同意」也是歸類為一個 。 其結果大約可分為

幾方面來深入探討:

(一) 整體上對學科的興趣:由對生物科原本就很有興趣的 6 1.4% (第 1 題) , 

增加到更有興趣的 73.9% (第 22 題)。

(二 ) 整體上對合作式學習的態度: 喜歡合作式學習的分組方式的有 67% (第 7

題 ) ，希望以後採用合作式學習的有 59.1% (第 34 題) 。 有趣的是這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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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差距，竟然有將近 8%的學生喜歡本次的教學情境，卻叉不希望以

後採取這種方式學習。其實，若是進一步對照第 27 題的數據(有 46.6%

的學生覺得小組活動的時間不夠用)、與第 13 題的數據(有 66.8%的學生

認為以前講授法的教學時間是夠用的) ，應該可以推想得出學生對於教學

時間是否充裕的主觀感受在此對學生心態上的影響 。

(三) 對學習過程中認知層面的態度:不覺得很大的學習壓力的有 67% (第 6

題) ，能擔負自己的責任的有 53.4% (第 17 題) ，能提供補充資料與其他

組員分草的有 67% (第 31 題) ，能常向老師或同學發間的有 48.9% (第 9

題) ，這比以往在傳統講授法之下常發間的 3 1.8% (第 8 題)已增加了許

多。此外，最起碼認為不會分心的有 83% (第 21 題) ，這比講授法中只

有 5 1. 1%的學生不會分心的情形(第 25 題)比起來，顯然有相當的進步 t。

整體而言，實驗組學生對認知層面之態度算是正面。

(四)對學習過程中社交互動層面的態度:從消極方面來看，不因害羞而退縮

的有 75%(第 16 題) ，不因有不喜歡的組員而退縮的有 78.4%(第 19 題) 。

從積極方面來看，有與組員常交流意見的有 60.3% (第 10 題) ，認為小組

討論熱烈的有 40.9% (第 11 題)有興趣投入的有 56.8% (第 30 題) ，能

更熟悉其他同學的有 67% (第 14 題) ，經由分組合作而改進人際關係的

有 33% (第 20 題) ，更懂得團隊合作的有 69.3% (第 33 題)。從這些數據

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學生雖然都有參加討論，但是討論的情形不見得

會很熱烈，這與任課的生物科老師沒有多餘的時間針對合作式學習中的

各樣小組討論技巧事先多有演練有直接的關係。

陸、研究的省思

對照相關文獻與本次研究的歷程，研究者提出有關實施合作式學習之省思如

下;

一 、對老師的預備

在合作式學習的進行過程中，教師須要體認到自己已經不再是傳統教學中知

識的提供者的角色，而是在社會建構的情境下，扮演輔助者、諮詢者、促進者的

角色，來協助學生學習過程的順暢進行。如何適時、適切提供必要協助，也是教

師本身所需學習的功課。因此，對於建構主義的理念與合作式學習的各種模式，

均須進一步加以研習。在本次研究中，由研究者提供相關的書面資料與教學錄影

帶給配合的任課老師參考，並以密集的方式吸收。然而，任課老師在進一步的小

組合作技巧上的素養(如:合作式學習的班級噪音管理策略、與引發主動討論的

策略等) ，則尚顯不足 ，有待加強。

二、對學生的預備

合作式學習的成功與否和學生對於合作式學習技巧的熟練程度息息相關，這

些技巧包括領導技巧、決策技巧、建立信賴的技巧、溝通的技巧、與衝突管理的

139 



拼圖式合作學習在高中生物科教學之成效研究

技巧(蔡文榮， 1999: 46; Johnson & Johnson, 1991 : 2) 。 在實施合作式學習之前，

應給予學生一段時間的練習，並在此間加入一些誘因或積極引導，使學生能靈活

連用相關技巧。在本研究之中，因為該生物科老師並不是實驗組的導師，無法將

合作技巧的演練安排在其他導師時間裡來練習，並且受限於生物科每週的教學時

間只有二小時，在第一次實施時只能夠就一些合作式討論的技巧以口頭說明的方

式交代過去 。 因此，本次拼圖法第三代進行的過程之中，可以發現確實有熟練合

作式學習技巧的需要 。

三 、課程的整合與實施

對於一般科目而言，由於教材內容繁重，教學時數有限，教師難免有因實施

合作式學習而耽誤課程進度之疑慮。而這一點在學生的態度問卷上也忠實地反應

出來，只有 28.4%的學生認為時間夠用(第 27 題)。在本次研究中，因著研究者

與執行者一直堅持要在相同的教學時數之內進行實驗，大致上還算是能如期完成

教學進度。其實，若是授課老師今後要長期實施合作式學習的話，可與其他相關

科目的老師多一點協商，在內容相近或相關的主題上，以課程整合方式來配合實

施，一方面可獲得較多的教學時間，一方面學生可達成類化或整合之延伸學習，

這是未來可以再加以努力的地方。事實上，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大前提之下，

合科教學或協同教學將不再是避不可及的夢想。

四、與學校行政單位的溝通與配合

合作式學習與傳統式的教學確實是大不相同，若能事先與學校行政單位溝

通，請求行政上的配合，必然能有助於合作式學習的實施。例如，在上課時間的

安排方面，連續二節的上課時段顯然是優於分開的時段，從本次研究中，因為有

一個實驗組的班級是採分開的上課時段，遂進而影響到實驗結果，就可得知。此

外，相關資源教室的配合使用亦有助於合作式學習品質的提升，就如電腦教室或

圖書室之配合連用，可以使學生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使學習的深度與廣度明顯

的改善。再者，在實施合作式學習的班級中，討論階段一定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噪

音 J' 在本次研究中，因為事先與巡堂的行政主管有合適的溝通，雖然教學過程之

中略顯吵雜，卻能獲得校方的支持與諒解，不致於讓授課老師受到不必要的行政

平擾或糾正 。

五、設計更合適的評量工具

在本研究中，此次僅以學生四次的紙筆測驗成績來代表其成就，而這四次的

測驗主要是針對低層次的記憶與理解類來編製試題，未能對分析、應用、綜合、

評鑑等高層次的認知成就來設計題目，明顯過於偏頗。所以，未來在做長期實施

的時候， 可以參照史雷分教授的彈性建議(Slavin， 1995) ， 設計口頭報告、專題研

究、主題性作品、 . . .等類的評量工其。男外，以個別分數來作檢驗的憑藉，未能

將小組的團隊表現也予以合適評量，亦可算是設計與執行上的缺失，或可提供未

來的教師實施時的改進參考 。

六、合適搭配其他的教學法

Friedland (1999)以一位督學的角度來看，認為老師應該規劃 25%的時間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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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作式學習的教學模式， 讓班級的氣氛能注入友善的因子，並藉此發展出團隊

工作、社交技巧、強烈的歸屬感與和諧感 。 Bevilacqua (2000)以一個資深優良教師

的角度來看，也認為合作式學習不見得要每一天的每一堂課都實施，老師還是要

有合適的選擇 。 而在國內的教育生態中，在升學壓力的籠罩之下，如果要全部時

間都用來實施合作式學習，確實是有其困難之處。再者，競爭式學習與個別化學

習在整個學習的過程之中，仍有其不能取代的地位。與其獨尊一家，倒不如視學

習的各樣條件之配合而作最合適的調整 。 並且，當進一步分析時，可以發現在合

作式學習這一個領域中，拼圖式第二代的教學法本身只適合平行式的教材，而一

般教材並不見得是採平行式的主題之編排，不能將拼圖式第二代胡亂套用;至於

其他的合作式學習，其實也有其不同的優點與限制，如何將合作式學習與其他教

學法做最合適的搭配，則是每一位第一線的老師必須要有的素養。

七、長期的實施與追蹤

合作式學習應該是長時間學習過程，短期的實施或可稍見與傳統教學之差

異，但對於習慣的養成不利，研究者建議應以學期為單位來實施，並做長期的追

蹤研究，才能夠真正落實合作式學習。

梁、未來研究的幾個方向

本次研究只能算是拼圖式第二代的合作式學習在國內的初步研究，經由這次

的研究過程，研究者認為未來的研究可以包括下列這些方向:

不同的分組人數對合作式學習的成果有何衝擊?

學生對於合作技巧的熟練程度與小組運作、學業成績、與對合作式學習的

態度之關係如何?換言之，對合作技巧之職前訓練的質與量與其他變項的

關係與衝擊將是如何?

一、 在不改變教學時數的前提之下，發展出對合作式學習的多元評量的可能性

如何?與傳統的紙筆測驗在長期實施時叉要如何搭配?

四、 其他的合作式學習的模式，如 STAD 與 TGT. 是否會比拼圖式第二代更有

成效?
五、 拼圖法第二代強調閱讀教材的步，驟，然而，本次受試者是高一的學生，閱-

讀與理解的能力可謂相當的成熟，如果往下推行到國中與國小的學生，結

果是否會不同呢?更進一步說，根據皮亞傑的認知發展階段的說法，如果

往下推行到國中與國小的學生，他們的認知發展不如高中生成熟，那麼他

們還能討論得起來嗎?他們的學習成績會比傳統講述法之下的學生的成績

好嗎?

捌、結論

本次研究可說是國內極少數以拼圖法第二代為根據的研究，在研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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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屢屢遇到一些的瓶頸，所幸最後都能順利解決 。 這一份研究成果雖然仍嫌簡

陋，但總算是未來的研究者可資參考的資料，多少有一點價值 。

而最近國內在九年一貫課程的潮流衝擊之下，許多學者專家紛紛提議應該

普遍推行合作式學習，以落實各項基本能力之培育。然而，推行的榜樣何在?在

本次研究中，姑且不論所有實驗假設的驗證結果如何，至少，在正常的上課時間

內、在各方面的配合之下，合作式學習能順利實施在一般的教室內，則是不爭的

事實，這應該是這一次行動研究最值得記上一筆的附加價值。也盼望這個研究只

是一個開始，日後還能見到國內教育體制內有更多的教學實驗與推廣，讓學生的

學習過程能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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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一次隨堂測，驗(quiz 1) 

高一一一一班一一一號姓名:一一
熱帶雨林 溫帶落葉林 針葉林 草原 沙漠

針對下列問題，請由上列選項中選出最適合的答案 。

1. 生態歧異度最高的是?

2. 冬季草本層發達的是?

3. 裸子植物最發達的生態系的是?

4. 附生植物最優勢之的生態系的是?

5. 動物以尿酸形式排泄的是?

6. 楓香、械樹、愉、山毛揮主要出現於哪一生態系?

7. 草食哺宇L類最多的生態系是?

8. 以一年生植物如禾本科、菊科為主的生態系是?

9. 因冬季酷寒大型動物有冬眠現象的是?

10. 四季明顯、氣溫變化顯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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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一次單元測驗(unit test 1) 

高一一一一班一一一號姓名:一一

教育科學期刊 1(1):125-149 (2001) 

針葉林 高山寒原 闊葉林 草原 熱帶季風林 針闊葉混合林 沙丘

高山草原。

請由下列各提示生物或環境特色，自上列八個選項中選出其所屬的生態系 。

l. 玉山箭竹?

2. 哺乳動物種額分佈最為密集之群集?
3. 玉山圓柏(矮灌叢)、阿里山龍膽(草本)、玉山佛甲草(草本)主要生育地?

4. 衛斗、殼斗科植物及喝齒類動物最多的群集?

S. 需林位於哪一地帶?

6. 棋盤腳、蓮葉桐、榕樹、銀葉樹為哪一群集特殊植物?

7. 鳥類移棲現象最為明顯地帶?

8. 風化、崩塌最頻繁的環境?

9. 乾、雨季分明之地區?
10. 瓊麻、文珠蘭、馬鞍藤屬於哪一群集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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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二次隨堂測a驗(quiz 2) 

高一一一一班一一一號姓名:
共十個答案，每個 10%

1. 湖泊中主要之生產者有哪三種藻類?

2. 珊瑚蟲常與何種生物共生?

3. 台灣西部湖泊水質多屬於'71.酸性 2.中性 3.鹼性 4.不一定

4. 河口地區生物對於鹽分的適應而言多屬於? 1.狹鹽性 2.廣鹽性 3.無特殊適

應

5. 哪種珊瑚常用來製作飾品?

6. 河口生物其群集特徵為? 1種類少、數量多 2.種類多、數量少

7. 河口植物主要以何種方式適應高鹽分環境? 1.泌出 2.累積

8. 潮間帶動物進食集中在潮汐哪一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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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二次單元測驗(unit test 2) 

高一一一一研一一一號姓名:
本次考試共有十五個答案 。

1. 溪流中動物的食物來源主要為?

2. 珊瑚礁海域生產者主要為哪三種藻類?

教育科學期刊 、 1(1):125-149 (2001) 

3. 大洋區生物垂直分佈受到哪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

4. 潮間帶生物對於潮汐、海浪沖擊的適應策略為? 1.固著基質 2.漂浮 3.貼附

於其他生物

5. 深海生物食物來源?

6. 櫻花鉤吻桂面臨的生存危機有哪三個?

7. 樹皮具有單寧成分、避免植物體浸泡水中腐爛為哪一生物群集的特色?

8. 生物歧異度可與熱帶雨林媲美之海域生態系?

9. 水質良好的湖泊指標生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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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生物學習問卷調查附錄五

禁不沒 趣
同同意同同

請依問題符合程度於相對等級空格打叫 意意見蔥蔥
1 於學期初上生物課以前我對生物相關知識木來就很有興趣 口口口口仁

我喜歡老師用講授方式上課 口口口口 E

老師採用講控方式上課時，我對內容均能瞭解 口口口口亡

採用講授方式上課時，我常瞬覺、聊天或做其他非課內事情 口口口口 E

老師用講授方式上課時，我的學習成緝很好 口口口口 C

我覺得合作式學習土課時有很大的學習壓力 口口口口亡

政喜歡合作式學習，採用小組活動方式上課 口口口口 E

老師用講授方式上課時，政常間老師或同學問題 口口口口亡

9. 合作式教學時，我常問老師或同學問題 口口口口亡

10. 合作式學習時，我與同組其他同學常交流，意見或看法 口口口口口

1l.我覺得進行合作式學習時，本小組的討論很熱烈 口口口口口

12. 我覺得老師用講授方式上課時有很大的學習壓力 口口口口口

13. 說覺得老師，採用講授方式上課時，課程時間相當夠用 口口口口口

14. 合作學習後，我與同組其他同學更為熟識 口口口口口

15. 採用合作式學習，我的學習成績有顯著進步 口口口口口

16. 我常因害羞或不敢表達，而不想參與小組活動的進行 口口口口口

17. 每次小組活動我都可以將負責的內容轟實地傳達給其他從1員暸解 口口口口口

18. 每當活動進行遇到困難﹒本小組均能自行討論出解決方法 口口口口口

19. 因為小組內有我不喜歡的同學所以我不想參與小組活動 口口口口口

20. 小組內原本有我不喜歡的同學，經過這段小組活動時問後我反而能接口口口口口

受這位同學

21.採用合作式學習時我常睡覺、聊天或做其他非謀內事情

22. 比較現在與本學期初，我對生物相關知識更有興趣了

23. 我對於小組進行峙的座位安排很滿意

24 . 每當活動進行遇到凶難時，多由老師協助活動續續進行

25. 老師錄用講授方式 k課時，我比較有興趣及專心

26. 我對於合作式學習的教材內容及份量感到相當充足

27. 我覺得採用合作式學習的小組活動時間相當夠用

28. 我覺得合作小組的人數剛好適合課程活動的進行

29. 每次小組活動時本小組均可順利分配個人負責內容

30. 合作式學習小組活動時，我會很有興趣且投入

31.小組中某成員所查到的補充實料，都能提供給所有組貝分享

32. 經過合作學習教學後，我比較能在課堂中主動提出我的想法

33 . 經過合作學習教學後 ， 我更懂得團隊合作的優點

34. 下一次有類似課程時政比較希望採用合作式學習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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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f Learning Outcome of Jigsaw 11 Model 

in High School Biology Instruction 

Wenrong Timothy Tsay 

Center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百1白宮前'e many branches in the f1位nily of cooperative leaming. This study was to 

implement the procedure of Jigsaw II, which w品 proposed by Robert Slavin from John 

H叩kins University. In a privat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two biology classes were 

assigned 品 control group with traditional lecture style, whereas another two classes 

W前e 崗位gned 品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cooperative leaming. The research interest is 

世間fold. The first one is to compare the leaming outcome under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models. The second one i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gender factor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classes. The third one i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a的itude between two groups, in terms of upper group and lower grouþ in 

c∞p釘ative learning setting. 

This studyw品 implemented two hours a week for four week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ll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 each biology class. The procedure of 

Jigsaw n w扭曲llowed， in terms of reading, expert discussion, team report, test, and 

協m recogr世tion. In both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仕01 group, an embedded quiz 

W倡“minist釘ed on each odd week whereas a unit test w品 administered on each even 

week. The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examined statistically with t-test procedure. The 

m閱紅ch found that the cognitive achievement in cooperative leaming classes 

outperformed significantly. In addition, in a coope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gender 

impact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achievement. Finally, this 

research concluded that no matter whatever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y had, most 

students liked to leam in a cooperative leaming classroom. The explanation is also 

provided.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Biology Instruction,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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