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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不等組前後測」之準實驗設計進行研究，以中部地區三年級

50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實施 6 週，720 分鐘之實驗教學。以「社會學習領域學習

動機量表」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測驗」為研究工具，資料以描述性統計、

迴歸同質性考驗、單因子共變數分析進行統計處理，以考驗研究假設。經研究結

果顯示：一、兩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有顯著差異。二、兩組

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則沒有顯著差異。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一)
可訓練學生妥善利用其他時間進行溝通、協調，透過小組合作學習發揮團隊精

神。(二) 教師可增訂班級公約來約束學生，培養學生自律行為。(三) 採多元評

量方式，如口頭報告、資料呈現等方式搭配進行，使學生對評量有較少的負面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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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臺灣的教育傳統強調個人競爭和成就，這種做法會導致贏家和輸家，有時還

會直接產生學生間的敵意，合作學習能讓學生努力協調對任務的完成與淡化競爭

(Yang & Liu 2005)。現今講求團體合作，與團隊合作所需的社交能力及技巧，可

透過與他人接觸、互動經驗中模仿、學習而來，適當的教學情境能鼓勵同儕互動

的產生，如「合作學習」(蔡鵑竹，2003)，然而，營造一個合作學習的環境，並

培養學生與人合作的能力，是我們要教導學生學習的課題之一(李秋芳，2002)。
Gillies(2003)強調合作學習的結構，比傳統直接指示的學習還好，因此，本研究

想瞭解社會學習領域於教學中，加入合作學習教學法後，對學生的學習感受、吸

收知識是否有所提昇。 
傳統分組學習較常運用在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傳統分組只是將學生隨意

分組，各組的學生只為自己學習及成就負責不管其他人，遇有問題亦只會你看

我、我看你或各自表現的情形(丁哲民，2006；蘇麗美，2006)，因此，許多人將

傳統分組和合作學習畫上等號，真正的合作學習並非只讓學生坐在一起，而是每

組的成員是生命共同體，彼此依賴及幫助甚至互相學習(卓淑琴，2006)，合作學

習則是學生一起達成共同的目標，而該目標不僅利己亦有利於他人，是一種命運

共同體的狀態，屬於積極互賴的情境(黃政傑與林佩璇，2004)。前兩種學習型態

的學生較不懂與他人互動分享，學生在面對同儕間的人際關係較為薄弱，更需要

透過合作學習的過程來提昇同儕的互動。 

二、依上所述本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研究假設如下： 
依前述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合作學習對國小三年級學童

社會學習領域學習表現之影響。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 探討合作學習在社會學習領域教學對學習動機之影響。 
(二) 探討合作學習對提升學習成就之影響。 
(三) 依據實驗結果，提出實施合作學習的建議及未來研究的方向。 
依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 合作學習教學法對國小三年級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是否有影響？ 
(二) 合作學習教學法對國小三年級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是否有影響？ 
依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提出本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不同教學法實施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

後測分數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教學法實施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後測

分數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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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學習領域的目的 
人為群居動物不能離群而居，教育是來協助個人發展潛能、適應環境及自我實

現，改善環境的一種社會歷程，從中幫助學生社會人格的發展和探究的能力，最終

能解決日常生活的種種問題。 
陳國彥、吳宗立(2002)指出，社會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良好公民(社會學習領域

的目的在於將學生社會化，進而成為好公民)、建立參與社會的行動能力(社會學習

領域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做決定的能力，為日後能有效的參與社會生活，

進使社會進步)、發展兒童潛能(透過社會學習領域課程之教育，啟發學生的潛能，

並培養健全國民)、建立人與人及其他事物間相互之關係(社會是由人與其他事物共

同組成，故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獨自生存，因此，個人要在社會上生存，就需瞭解

人與人及其他事物間相互之關係)、因應未來變動的社會(因資訊發達，使社會快速

變遷，於是地球形成了一個整體性之社會及未來生活的改變則顯得相當重要)。 
由此可知人與社會是環環相扣，社會學習領域的目的在教導學生解決能力、面

對社會問題，並與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尋求改善自己與社會生活，讓自己潛能

得以發揮培養建全的公民。 

二、合作學習理論 
「合作」指一起工作來達成共同目標，在此情境下，個人貢獻自己的力量來

提升自己和他人共同完成工作目標(Yang & Liu 2005)，合作學習則強調學生應以

主動合作的學習方式，取代傳統教師主導的教學，並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能力，

從中發展學習過程中溝通能力，相互扶持，共同努力以完成學習的目標(朱敬先，

2000)。Hanze and Berger (2007)合作學習能引導更多的學生能夠實現較佳的感受

能力，藉由增加動力能引出更好的成績，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之教學策略，教

師依教學目標讓學生透過同儕間的溝通中產生互動，培養學生間的同儕互動關

係，以增進彼此學習，達成團體目標之學習方式(卓淑琴，2006；陳秀蘭，2007；
Aronson,2002; Artut,2010)。Gillies(2006)指出當教師使用合作學習於全班教學或

小團體教學時，比教師口頭講述更能促進學生進行更多的互動。支持合作學習的

理論基礎主要奠基於社會心理學，以下分別從社會互賴論、接觸理論、認知發展

論及行為學習理論(整理自黃政傑與林佩璇，2004；簡妙娟，2003)。 
(一) 社會互賴論(social inter-dependence) 

源於二十世紀初由完形心理學家 Kurt Kafka，認為小組就是團體的動態團

體，團體成員間有互賴及差異性，此互賴關係非一成不變，Lewin 於 1948 年提

出場地論，主張團體本質是組員間基於共同目標而形成的互賴，互賴形成有賴於

團體目標的建立，使團體朝著小組共同目標達成，此種互賴模式並進一步使團體

成為一個整體，其後 Deutsch 延續研究，從結構中建立了「合作」與「競爭」理

論，合作中對於同儕的表現、分工、問題的討論等都有明顯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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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 perspective) 
Watson 提出五點增進人際關係的條件：積極互賴、平等地位、維持平等社

會規範、避免刻板印象、多與他人接觸，促進人際間的互動。Allport 接觸理論

所發展的主要假設為：人際間的合作能提高小組的向心力及友誼，因此建議應在

不同種族間完全互賴和平的地位下，提供其合作的機會促進友誼的發展，接觸理

論適用於任何一種學習。 
(三) 認知發展論(cogni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有別於社會互賴論所強調的合作目標，認知發展論著分兩類，其一為發展論

(development theory)：Piaget 認為透過雙方的互動，鼓勵兒童主動尋找問題，引

導學生檢討自己答案，教師應安排讓學生能透過思考與討論的學習，供學生激發

思考活動，並引導學生在互動中尋求認知上的平衡，促進認知的發展(范聖佳，

2001)。 
另一項為 Vogotsky 認為知識的形成為個體在社會互動的結果，特別強調社

會互動對學習的重要性，提出「最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概念，

定義為「實際發展水準」、「潛在發展水準間」的距離。用「最近發展區」觀點

來分析合作學習，可以發現到組員間的互助行為可促學習者認知發展與學習，因

為知識的獲得是智能發展所需的資源，在合作學習情境中則不斷受到鼓勵與營造

(于富雲，2001；范聖佳，2001)。 
從兩位學者的認知發展論得知，Piaget 較強調個體主動、外在環境間的互動，

透過平衡作用使自我調節內化，產生認知發展；Vogotsky 則強調經由外在社會

人際互動內化為個體心理成長。 
(四) 行為學習理論(behaviourist theory) 

行為學習論在於團體增強物和報酬對學習的影響，提供合適的環境刺激、回

饋、增強及酬賞為建立學習行為的重要因素，學生在學習情境中學習除了透過老

師的增強及酬賞外，可以經由模倣他人的行為而獲得學習，學生在合作學習中與

同擠互動及模倣均可產生學習的效果(陳慧珍，2007)。 

三、合作學習特質 
合作學習六項特質（李榮通，2006；李致誠，2007；李秋芳，2002；陳國

彥、吳宗立，2002；黃寶園，2002；黃政傑與林佩璇，2004；簡妙娟，2001）： 
(一) 積極互賴：學生在小組學習中必須保持同舟共濟的關係，小組間應互相扶

持彼此協助、有難同當有福共享的心態。 
(二) 個人學習績效：小組之所以能成功並非個人主義，而是組內每位成員共同

付出的代價，每位組員都要努力表現個人績效讓整組能有好的成績，而不能有

「搭別人的便車」（get ride）的想法，瞭解到合作學習是「共同學習，獨自表現」。 
(三) 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透過面對面的安排，讓組員可以相互助長彼此學習，

鼓勵組員努力達成共同目標、學習同學的表現等。 
(四) 人際技巧：在教學前應先教導合作技巧，鼓勵使用及提供情境讓他們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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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於每一成員須進行兩方面學習，其一、學業有關的任務工作，其二、

參與小組學習必備的人際技巧和小組團體技巧，此種能力合稱為小組工作。 
(五) 團體歷程：為了讓小組達到學習目的，組員必需透過有效的合作，給予學

生適當的時間及歷程去分析小組的運作及使用人際技巧的情形，強調自我檢視

的重要，以不斷的進步與成長。 
(六) 異質分組：一般採 3-5 人異質分組，依學生的學習能力、性別、種族等因

素將學生分配到不同的小組中，學生在小組中的互動需學忍受不同的意見，考

慮他人的感受，彼此互相指導及學習，提供學生有更多機會學習同儕間不同的

看法及經驗，讓學生有不同的想法刺激不同的觀點加以結合學習經驗，達成共

同的學習目標。 
上述六點都是合作學習的必備要素，讓學生在能力不同的同儕溝通與互動

下，共同為自己和小組成員的學習負責，並提供不同的方法讓學生從各種資源

中進行學習工作並鼓勵學生積極互動。「合作學習」是在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

情境下，讓學生在能力不同的同儕溝通與互動下，共同為自己和小組成員的學

習負責，以合作的方式互相支援、幫助而達成個人成就和團體目標的學習型態，

其獎勵方式往往基於個人與團體的表現，並提供不同的方法讓學生從各種資源

中進行學習工作並鼓勵學生積極互動。 

四、合作學習實務 
  合作學習教學法自1970年起發展出許多方法，實施合作學習的方法可依學生的

年齡以及課程、教材需要加以靈活運用。以下介紹目前在教育現場常用的教學法：

(陳慧珍，2007；黃政傑、林佩璇，2004；簡妙娟，2003） 
(一)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適用範圍為國小-國中、適用任何有單一

正確答案的學科，是合作學習方法中最易實施，也是最基本的一種教學模式，

Slavin 於 1978 年所發展，將學生進行異質分組，每組人數 4~5 人。每個單元教

學時，教師先對全班授課或講解或討論，教學流程：全班授課(教師先講解呈現

單元內容，向學生介紹教材重點和學習目標)→小組學習(全班授課後，讓組員共

同討論、互相問答和比較作業答案，互相訂正錯誤來建立正確觀念，共同完成

學習目標)→測驗(小考評估每一組每一位學生的學習表現)→表揚獎勵(將個人

進步的成績轉化成小組的表現分數給予表揚，表現優異的個人與小組，以不同

的將勵方式來鼓勵學童)→評分方式(個人的進步分數及小組整體表現加以評鑑) 
(二) 小組遊戲競賽法（T.G.T）：適用範圍、方法及程序與 STAD 相似，不同點

是此法採取了一項學業競賽過程來促進學生的學業表現而不是用小考來呈現，

學業競賽依每組學生能力高低分派至適合的測驗桌，比賽成績則以小組個人得

分轉換成團體分數的點數總和計算，而競賽者的組合可以在每次競賽後重新安

排教學步驟同 STAD。 
(三) 團體探究法（G-I）：適用於資料蒐集、分析、綜合等以解決相關的學習問

題適用範圍及科目(國小高年級-高中；語文、科學、社會)，團體探究法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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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結構有四個主要特性：1.全班每小組負責一項主題，可將學生依其興趣編

成一組，讓各個小組選擇不同的研究主題。2.使用多樣的學習作業，強調小組

內的分工合作與共同分享團體努力的成果，以增進組員間的互相信賴。3.組員

間進行多項、主動的溝通，除了蒐集資料外，仍需運用主動學習技巧，與小組

共同計劃、協調、評鑑、分析與統整等活動。4.教師須採用間接的班級領導方

式，與小組溝通並輔導小組探究。教學流程：確定主題和分組→計劃及探究活

動→進行探究→計畫成果發表→向全班發表探究成果→師生共同評鑑計畫。 
(四) 拼圖法第二代（Jigsaw Ⅱ）：適用範圍及科目(國小三年級-高中；能從書

本或其他書本獲得資料的學科)，使學習小組中的成員學習教材部分內容，互相

教導組員增進同學間的互賴關係。拼圖經 Slavin 於 1980 年改良後，加入了 STAD
內的「小組將勵結構」及「進步分數」要素，加強內部結構後稱為「拼圖法第

二代」，教學流程：全班授課→分組學習(到專家小組討論，將討論結果整理記

錄後回到原小組中做報告；回原小組報告，由專家小組回到原來的異質小組中，

並向組員報告專家主題討論內容，以利考試)→進行小考→小組表揚。 
(五) 協同合作（Co-op Co-op）：適用範圍及科目(國小-高中；語文、科學、社會)，
而協同教學傾向於多樣的學習工作。協同合作法的基本概念在建構讓學生能於合

作小組中朝一目標進行學習的班級氣氛，如 G-I 一樣，而協同教學傾向於多樣的

學習工作。讓學生自行決定「如何去學」、「學什麼」。 
(六) 小組協助教學法亦稱小組加速教學法(TAI)：適用於 3-6 年級數學科教學，

這種方法是結合了合作學習、個別化的教學，企圖用合作學習小組的團體獎勵結

構來解決個別化教室，如學習動機、班級經營等問題，讓教師有較多時間來教導

學生，甚至處理學生學習程度差異的狀況，不必浪費過多的時間於班級經營上。

實施步驟：分組→安置測驗→學習教材內容→小組學習→小組評分和表揚→全班

性的單元教學。 
(七) 共同學習法（L.T）：適用範圍及科目(國小高年級-高中；數學及科學)，依

教師分派的工作單一起學習，小組交一份成員努力成果工作單，作為小組獎勵的

依據。1984 年 Jhonson & Jhonson 修改後，提出了十八項教學步驟，將之稱為「學

習圈」（Circle of Learning）,當小組整體表現、成員個別表現達到預設的一個標

準時便可得到獎勵，但小組和小組間的關係可以採用競爭、合作，教師可依所面

對的教學需要，做部份調整或選擇更適合的步驟與策略來實施。 
STAD 為所有合作學習法的入門法，不同的學習方法各有其不同特色與適

用狀況，因此，教師在選用合作學習方法時，除必須考量科目、課程、學生程度，

以及教學目標等因素外，更需瞭解不同合作學習方法的特色，並配合實際教學上

的需求來使用。方能選用適當的合作學習方法。 

五、合作學習的準備 
不同方法有其獨特使用的價值性並配合科目及年齡使用，故實施前必需要有

完善的教學準備工作及基本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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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決定小組人數：合作學習人數至少要在二人以上，在對學生進行分組前，

需考慮組別大小及人數。從教學中發現 4-6 人為最佳狀態，而小組人數的決定除

人際互動外、教室空間大小、責任感等均要列入考量範圍內。 
(二) 進行學生分組：分組的方法基本是讓小組具異質性而非同質性較佳，以 S
型將學生分配到各組中，再依性別比例分配亦可考量學習動機、人際關係、人格

特質及學習風格等進行分組，本研究則採此種分組。 
(三) 分配組內角色：組內工作可分為學習工作、支援工作，依工作分配學習並

定期調整。 
(四) 安排教室空間：小組成員的座位應盡量接近，讓每位學生都能看到同組成

員，在學習上易分享彼此的資料、互相指導及溝通。 
(五) 準備教材：如教學內容、流程、作業單及評鑑工具等，於教學過程中分配

給各組使用以利學習。 

六、合作學習與社會學習領域相關研究 
(一) 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 

合作學習對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的影響是最常被探討，江麗瓊(2005)、李秋

芳(2002)、李致誠(2007)、卓淑琴(2006)、姚幸君(2002)、陳淑芬(2003)、鄭志宗(2005)、
燕裘麗(2004)、戴玉清(2003)研究結果顯示合作習學能提升學生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

成就。鄭志宗(2005)研究結果為接受團體探究法的學生在社會科高層次認知學習成

就顯著高於接受傳統分組教學法的學生。少部份研究結果顯示合作學習未必能提升

學生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成就(李日順2001；簡妙娟2000)。 
(二) 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  

合作學習對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的影響，與李日順(2001)、李秋芳(2002)、
李致誠(2007)、姚幸君(2002)、陳淑芬(2003)、燕裘麗(2004)、戴玉清(2003)，結

果均顯示：合作學習與單一教學不同使學生較喜歡上課，在學習表現上有較高的

學習動機。少部份研究結果顯示合作學習未必能提升學生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動

機(卓淑琴 2006；簡妙娟 2000)。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準實驗法(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中的「不等組前後測實驗設

計」，以學校三年級五個班級中，選其中二班，分別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

設計採用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教學，對照組採講述法教學，實驗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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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等組前後測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X O3 

對照組 O2  O4 
註：X：表示實驗組「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之實驗處理。O1、O2：表示實驗前實施的測驗，包

括「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測驗」。O3、O4：表示實驗後實

施的測驗，包括「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測驗」。 

二、研究架構 
依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擬定，共包含四類變項：實驗變項、依變項、控制變項及

共變項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一) 實驗變項：實驗變項為合作學習法、講述法，以三上社會學習領域整體學

習表現將樣本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如下表所示： 

表 2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實驗處理 
 實驗組 對照組 

教學方法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 講述教學法 

分組 異質分組(分組座位) 不分組(排排座) 

教學流程 1.全班授課 
2.小組共同討論 
3.小組共同檢討 
4.實施小考測驗 
5.個人、團體成績換算 
6.小組成績表揚 

1.全班授課 
2.師生共同討論(個別回答問題) 
3.自我檢討 
4.實施小考測驗 
5.個人成績表揚 

1. 實驗組—合作學習 STAD 
本實驗組採用的 STAD 法係由黃政傑與林佩璇(2004)提出，分為五大步驟，

社會學習領域學習表

現後測： 
1.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

機量表 
2.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

就測驗 

對照組： 
講述法 

實驗處理 
實驗組：合作學習

STAD(小組成就區

分法) 
實驗組： 
合作學習教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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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依課程內容，以 4 節課，共 160 分，教授一個小單元為一個循環。步驟如

下： 
步驟一：全班授課，在每個單元教學時，教師先講解、討論、或播放錄影帶的方

式，呈現單元內容，向學生介紹課程的重點和學習目標。 
步驟二：小組共同討論，依教師發的作業單或提問，讓組員共同討論、互相問答，

並訂正錯誤來建立正確觀念，組員需一起學習共同完成學習目標。 
步驟三：單元結束後，學生於測驗前自行複習。 
步驟四：測驗，於一個單元結束後，舉行小考，評估每組每位學生的學習表現。

教師評定小考分數後，組員共同訂正後，再請各組組長，將個人進步的成績轉化

成小組的分數，分別登記於「小組得分統計單」、「小組總分表」。 
步驟五：教師依個人及組別進步總分給予獎勵。個人前三名蓋 3 個章、四到六名

蓋 2 個章、進步最多的兩名蓋 1 個章。組別第一名時全組蓋 3 個章、 第二名全

組蓋 2 個章、第三名全組蓋 1 個章，學生集滿 20 個章則可換一張榮譽卡，期末

依榮譽卡數換不同的獎品。 
2. 對照組—講述教學 

本研究對照組所採用為傳統講述教學，講述教學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法，

學生座位則以排排座方式，研究者依課程內容，以 4 節課，共 160 分鐘，教授一

單元為一個循環。步驟如下： 
步驟一：全班授課，在每個單元教學時，教師先講解、提問或播放錄影帶的方式，

呈現單元內容，向學生介紹課程的重點和學習目標。 
步驟二：學生依教師所提問的題目個別回答。 
步驟三：單元結束後，學生於測驗前自行複習。 
步驟四：每個單元結束後，舉行小考，評估每位學生的學習表現。 
步驟五：小考後由學生自己訂正小考，教師依學生表現給予獎勵，100 分蓋 3 個

章、95 分以上蓋 2 個章、90 分及進步最多的蓋 1 個章，學生集滿 20 個章則可換

一張榮譽卡，期末依榮譽卡數換不同的獎品。 
(二) 依變項：本研究的依變項，包含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社會學習領域學 
習動機，實驗教學後得分反映在兩組的「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測驗」、「社 
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上的差異情形。 
(三) 控制變項 
1. 在教學方面：兩組的教學活動方面均由研究者擔任，測驗及評量均由研究者

本人施測。 
2. 在教材方面：兩組學生的教科書，均採翰林版社會學習領域第二冊的第二、

三單元。 
3. 在教學時間進度方面：兩班每星期皆上三節(120 分鐘)社會課，進行六週的實

驗教學，每單元的教學節數一樣，並配合學校課程規劃進行。 
4. 在評量工具方面：兩組的評量工具之前後測量表及測驗均一樣，分別為「社

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測驗」、「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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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變項：本研究為減少實驗誤差，以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測驗、

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為共變數，進行共變數分析。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測驗」、「社會學習領域

學習動機」兩項量表，編製依據及過程如下： 
(一)「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 
1. 編製過程：「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為研究者參考卓淑琴(2006)編製的

「合作學習對國小學童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主要在瞭解實驗組與對照

組在學習動機上的表現有無差異性。該量表共計 20 題，包含「喜歡」、「投入」、

「勝任」三個層面，學習動機量表 Cronbach α 信度，「喜歡」層面為.77、「投入」

層面為.80、「勝任」層面為.78。 
2. 預試及選題：預試樣本採便利取樣方式，以中部地區○○國小三年級學生做

為預試樣本，發出 120 份問卷，其中亂填答或無效問卷計 3 份，有效樣本 117 份，

回收率為 97.5%。預測完畢後透過 SPSS12.0 分析在決斷值(critical ration, CR)方
面，將問卷選取得分較高與較低各 27%為高分組與低分組，並將 2 組得分經統計

分析，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高低組平均數差異比較，求出各題的決斷值為問卷

題目篩選的依據。本量表共 20 題，測試後「喜歡」層面 6 題，其中第 6 題因修

正後與題目總相關 r 值小於.30，及同質性考驗分析，未達統計顯著水準(p >.05)
予以刪除，故為 5 題；「投入」層面為 9 題；「勝任」層面為 5 題，總量表共

19 題。 
3. 信度分析：經由 CR 值及因素分析結果刪題後，整體問卷總量表的 Cronbach α
信度為.875，內部一致性具有良好的信度。「喜歡」層面刪除第 6 題後為.748、
「投入」層面為.767、「勝任」層面為.715。 
4. 效度分析：本問卷的效度以專家效度為主，於問卷編修過程請指導教授與專

家學者提供意見進行修改，最後編製為正式問卷。 
(二)「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 
1. 編製過程：本研究「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量表」為研究者參考翰林版「社會學

習領域學習成就評量」，該成就評量將題目分類為對社會學習領域上的應用、瞭解、

評鑑、分析、記憶等，研究者針對翰林版之分類將加以整合編製而成，從表3設計雙

向細目表，其內容包括是非題、選擇題、填代號及勾選題。 
2. 填答及計分方式 
本量表填答方式分為： 
(1) 是非題，題目的敘述是對的畫「○」、題目敘述是錯的畫「╳」，共計 15
題，計分時答對者可得二分。 
(2) 選擇題，依題目敘述選出正確的答案，共計 15 題，計分時答對者可得二分。 
(3) 填代號，依題目敘述填入正確的代號，分三大題，共計 12 題，計分時每答

對一題可得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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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勾選題，依題目敘述正確的請在( )內打「Ⅴ」，分四大題，共計 16 題，計分

時每答對一題可得一分。 

表 3  雙向細目表 
○○國小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社會學習領域 第二、三單元試卷雙向細目表 

     目標 
試題型式 

記憶 瞭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合計 

是非題  2(1) 10(5) 6(3) 2(1) 10(5) 30(15) 

選擇題 12(6) 10(5)  8(4)  30(15) 

填代號  18(2) 6(1)   24(3) 

勾選題  12(3)    4(1) 16(4) 

小計 14 50 12 10 14 100 

3. 量表分析：「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量表」總得分數愈高，表示對社會學習

領域學習成就有較正確的認知；總得分愈低，表示對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的認

知較低。 
4. 效度分析：本問卷的效度以專家效度為主，於問卷編修過程請指導教授與專

家學者提供意見進行修改，最後編製為正式問卷。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流程分為實驗準備、實驗處理、實驗完成三個階段進行，時間自 2011

年 3 月 10 日至 2011 年 4 月 20 日，為期六週每週三次，每次一節課共計 16 節課

640 分鐘。 
(一) 實驗準備階段 

本階段旨在完成選取樣本的工作，確定實驗組及對照組實施於社會學習領域

課程中，實施「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的前

測。 
1. 選擇研究工具 

確定課程實施內容後，依研究目的及配合研究者任教的課程，決定研究變

項、評量工具。研究工具參考卓淑琴(2006)之「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

依教學課程設計試題，所有施測均在原班實施由研究者施測使其過程一致減少誤

差。 
2. 設計課程 

依照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的社會學習領域中的意義、目的及目標等，於實驗教

學前編擬實驗組的合作學習活動，選用之實驗教材為國小三年級學生，該學期使

用翰林版主編之「國小社會學習領域第二冊」， 
3. 選取研究對象 

考量研究者任教的班級，無法達到隨機分派的實驗設計，故本研究的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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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為任課之三年級五班中，選其中 2 班學生，分別為實驗組、對照組。 
4. 基本分數、座位編排 

依學生上學期整體表現及下學期第一單元表現整合訂定基本分數，作為社會

學習領域學習異質性分組的分數。座位編排採「S」型方式排序分組，並考量學

生男女比率給予適當調整，使每組學生的學習能力平均，將學生分成五組，每組

5 人進行合作教學，盡量讓每組程度一致，分為高能力、中上能力及中下能力三

類。 
5. 實驗組的訓練階段 

為了使實驗組學生能適應合作學習教學法，教學實驗前一週特別向班導師借

用兩節課(彈性、綜合)，進行合作學習的訓練、分組情形、表單的使用及練習，

此 2 節課不包含在實驗的 16 節課中，以求 2 班授課時間一致。 
(二) 實驗處理階段 
1. 進行合作學習—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於社會學習領域實驗實驗組於社會學

習領域中進行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而對照組採講述學習法。 
2. 課程內容 
本研究共分四個單元；活動課程實施分為： 
(1) 實驗組—全班授課、分組學習、影片欣賞、測驗前複習、進行測驗、表揚獎

勵。 
(2) 對照組—全班授課、影片欣賞、測驗前複習、進行測驗。 
(3) 實施時間、地點—配合社會學習領域，實施六週四個單元之課程，自 2011
年 3 月 14 日起至 2011 年 4 月 20 日止，一個單元上四節課之教學活動課程，本

研究教學活動兩組都在 3-1 教室進行。 
(三) 實驗完成階段 
1. 實施後測 

實驗課程完成後，對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及

「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之後測。 
2. 分析 

依施測結果進行分析，並探討合作學習—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對社會

學習領域「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的影響。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 資料處理：本研究預試所得研究樣本以量化資料處理，並以 SPSS12.0 套裝

軟體進行資料分析，驗證研究假設，而顯著水準定為 α=0.05。 
(二) 統計分析：以平均數、標準差來分析受試者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

表」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評量」前、後測得分。以「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

機」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評量」之得分為共變量，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COVA)，在考驗排除前測分數影響後，兩組學生經過實驗處理後有無顯著性

差異，來驗證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實行合作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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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D)優於講述法的假設。再以「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之得分採用多

變項單因子變異數(MANOVA)，考驗不同實驗處理在依變項間之關係，以平均

數、調和平均數及標準差來顯示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使用合作學習(STAD)教學

方法與講述教學法前、後測情形。 
 

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一、資料分析 
(一)「合作學習」在社會學習領域教學對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之影響以平均

數、標準差，來描述實驗組和對照組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前測、後測

之結果來考驗假設一：不同教學法實施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

域學習動機量表後測分數上，有顯著差異。結果說明如下： 
1. 兩組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之前、後測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表 4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之前、後測

的平均數及標準差。以依變項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整體」層面而言，實驗組

原始後測成績的平均數，排除共變數(前測成績)的影響，實驗組採用（合作學

習—STAD 教學法）處理下依變數(學習動機)的調整後平均數高於對照組原始後

測成績的平均數，排除共變數(前測成績)的影響，對照組採用（講述教學法）處

理下依變數(學習動機)調整後平均數，表示透過合作學習教學法（STAD），學生

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方面有提升。 

表 4  兩組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之前、後測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實驗組(N=25) 對照組(N=25) 

 前測 後測 調和 
平均數 

前測 後測 調和 
平均數 

 M SD M SD M M SD M SD M 

喜歡 4.17 .55 4.56 .47 4.53 3.72 .67 3.88 .81 3.90 

投入 3.90 .55 4.42 .44 4.43 3.72 .50 3.68 .64 3.67 

勝任 3.96 .77 4.57 .41 4.57 3.96 .50 3.90 .53 3.90 

總分 3.99 .55 4.52 .38 4.52 3.78 .45 3.82 .58 3.82 

2. 不同組別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各層面分析 
下表為實驗組(STAD)與對照組(講述教學)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之多

變項變異數分析摘要，表中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在「喜

歡」、「投入」及「勝任」三個依變項整體考驗達顯著水準(Wilks’Λ=.74，p=.003<.01
達到顯著水準)，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喜歡」、「投入」及「勝任」三個變項上至

少有一個依變項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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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組組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各層面之多變項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SSCP 多變量 Wilks’Λ 

組間 1 3.92 4.20 4.08 

.74** 4.20 4.50 4.38 

4.08 4.38 4.26 

組內 48 24.48 16.19 10.66 

 16.19 17.64 9.50 

10.66 9.50 14.49 

全體 49 28.40 20.39 14.75 

 20.39 22.14 13.88 

14.75 13.88 18.75 

**p<.01 

    表 6 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得知，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

習動機「喜歡」、「投入」及「勝任」三個層面來看，實驗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

學習動機「喜歡」層面得分(F=7.68，p=.008<.01)、「投入」層面得分(F=12.239，
p=.001<.001)、在「勝任」層面得分(F=14.117，p=.000<.01)，均達顯著水準，顯

示透過合作學習(STAD)教學法之實驗組顯著高於對照組的講述教學法。 

表 6  不同組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各層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層面名稱 SS df MS F 

組間 喜歡  3.92 1 3.92 7.68** 

投入  4.50 1 4.50 12.23*** 

勝任  4.26 1 4.26 14.11*** 

誤差 喜歡 24.48 48  .51  

投入 17.64 48  .36  

勝任 14.49 48  .30  

3. 不同組別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總分」之學習動機前測、後測

分數交互作用分析 
下表得知，變異數分析(F=.090，p=.766>.05)未達顯著水準，接受虛無假設，

以實驗組、對照組實驗處理的共變項來預測依變項所得到的各條迴歸線之迴歸係

數沒有不同，符合共變數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因而可直接進行共變數分

析。 



教育科學期刊 10(1) 

165 

表 7  不同組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總分」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迴歸係數同質性   .02 1 .02 .09 

誤差 14.46 46 .31  

    表 8 排除共變項對學習動機後測的影響力後，兩組教學方式對學習動機後測

所造成的實驗處理效果顯著(F=13.94, P=.001<.001)，達顯著水準，表示學習動機

後測成績會因為受試樣本接受實驗處理不同，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 8  不同組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總分」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共變項(前測)   .05 1  .05 .16 

組間(教學方法)  4.29 1 4.29 13.94*** 

誤差 14.49 47  .30   

***p<.001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假設一：合作學習教學法、講述教學法實施後，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後測分數上，有顯著差異獲得

支持。本研究結果顯示與多位研究發現部分相似(李日順，2001；李秋芳，2002；
李致誠，2007；姚幸君，2002；陳淑芬，2003；燕裘麗，2004；戴玉清，2003)，
即實施合作學習教學法能提升學生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少部分研究結果顯示

合作學習未必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卓淑琴，2006；簡妙娟，2000)。探究其原

因，社會學領域教學者大部分為級任教師，對於其他科的教法雖熟悉，但教學方

法沒有太大變化下，學生對於學習動機則未能所有提升。 
(二) 「合作學習」在社會學習領域教學對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之影響 

以平均數、標準差，來描述實驗組和對照組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前

測、後測之結果，來考驗假設一：合作學習教學法、講述教學法實施後，實驗組

與對照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後測分數上，有顯著差異。結果說明如下： 
1. 兩組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之前、後測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表 9 為兩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前後測的平均數及標準差比較

上，原始後測成績的平均數，排除共變數(學習成就前測成績)的影響，實驗組採

用（合作學習—STAD 教學法）處理下依變數(學習成就)的調整後平均數得知，

實驗組(M=86.12)並未優於對照組(M=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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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兩組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前後測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實驗組(N=25) 對照組(N=2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 66.16 11.61 64.32 10.71 

後測 86.60  8.47 85.88  9.69 

調和平均數 86.12  86.35  

2. 不同組別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之前測、後測分數交互作用分析： 
由下表得知，F 值未達顯著性(F=.11，p=.73＞.05)，接受虛無假設，即表示

共變項與學習成就後測分數間的關係不因自變項教學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符合

共變數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定，因而可直接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10  不同組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迴歸係數同質性    5.87 1  5.87 .11 n.s. 

誤差 2400.55 46 52.18  

n.s. p>.05     

表 11 不同組學生於「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共變項(前測)     .61 1   .61 .01 

組間(教學方法) 2406.43 47 51.20   

p＞.05     

    上表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得知，兩組學生在排除社會領域共變項對社會領域學

習成就後測影響後，實驗組與教學組教學法對社會領域學習成就後測的影響效果

檢定值(F=.01，p=.9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接受「合作學習教學法」的學

生其學習成就未優於「講述教學法」的學生，講述教學法與合作學習教學法對國

小三年級學生社會學習領域沒有顯著差異效果存在。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假設二：合作學習教學法實施後，實驗組與對照

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後測分數上，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探究其原

因，在學生方面：實驗組在適應新的教學方法(合作學習—STAD)需一定時間尚

能熟悉，在同儕及學業間要取得共識，確實和以往講述教學上要難適應；在教師

方面：在實驗前的合作學習訓練較短，於實驗開始花較多時間和學生建立新模

式，並在教學進度的壓力下，讓實驗組的學生覺得時間太緊湊，上述因素即可能

造成實驗結果不顯著。 
本研究與多位學者(李秋芳，2002；李致誠，2007；姚幸君，2002；陳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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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燕裘麗，2004；戴玉清，2003)研究結果不相符。原因為上述學者實驗時

間都在八週以上，在實驗教學上較為充分，另一原因為下學期的課程相較於上學

期的課程要來的困難，學生面對課程的難度加深略顯得學習低落，又要適應新的

教學方法(STAD)，在雙重適應下讓學生一開始顯現不知所措，故在學習成就上

則未展現出學習成效。 

二、討論 
依前述資料分析結果，探討研究結果可能的原因。 
(一) 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方面 

實驗組(合作學習—STAD 教學法)與對照組(講述教學法)的學生在社會領域

學習動機後測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在「喜歡」、「投入」及「勝任」三個分量表

及「總量表」得分高於對照組的學生，此研究結果與(李日順，2001；李致誠，

2007；姚幸君等人，2002；陳淑芬等人，2003；燕裘麗，2004)相似。可能原因： 
1. 學習過程多元化 

實驗組的學習過程係由全班授課→小組討論(報告)→測驗→表揚等過程，上

課方式有變化和以往的一成不變讓人好奇，透過共同討論議題、同儕互動中比坐

著聽講更能激發學習的動機。 
2. 較多思考及發表機會 

三年級的學生主動、好問及活潑，對於問題和別人有不同的看法時總希望老

師能讓他表現，透過合作學習—STAD 教學法後，小組藉由討論可以有較多的思

考機會，聽聽別人的想法，一起努力，提高學生的成就感。 
3. 個人、團體獎勵方式 

合作學習將個人小考成績轉換成個人及團體分數，採用獎勵方式能激發學生

對於社會領域學習的動機。 
(二) 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方面 

由實驗組(合作學習—STAD 教學法)與對照組(講述教學法)的學生在社會領

域學習成就後測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在調和平均數得分未高於對照組的學生，

此研究結果與(李日順，2001)相似；與(李致誠，2007：姚幸君等人，2002；陳淑

芬等人，2003；燕裘麗，2004)研究結果不相符。可能原因： 
1. 學生方面 
實驗組學生可能因為下列三個因素，使學習成就未能與對照組達到顯著水準。 
(1) 合作觀念 
臺灣傳統教育長期處於此這種競爭的環境當中，有時還會產生學習者間的敵意

(Yang & Liu 2005)，當遇到與學業相關的問題時，仍有強調個人競爭和成就，在

既有的學習上不習慣和同儕間一起合作。 
(2) 合作技巧 
實驗期間對照組繼續使用熟悉的學習法，實驗組需改變以往的學習模式，重新適

應新的教學方法，可能會影響合作學習的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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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成績 
對照組學生高(11 人)、低(4 人)成就學生差異不大，只需要管好自己；反而，實

驗組的高(13 人)、低(6 人)成就學生差異很大，高成就學生又要輔導低成就學生，

讓許多高成就學生自顧不睱而產生抗拒心態，可能影響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成就。 
2. 教師方面 
教師可能因為下列三個因素，而影響實驗組社會領域學習成就。 
(1) 合作程序 
教師於實驗開始後，若無法熟悉合作學習教學法的每個步驟及流程，可能影響實

驗組在社會學習領域的學習成就。 
(2) 學習單及活動安排 
學習單的設計上，盡量貼近生活面及活潑，而題目適當不宜過多，以利討論時間

內完成，否則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異不大又佔用到其他時間，可能影響對照組的

學習成就高於實驗組學生。 
3. 教學進度的壓力 
雖然每週有三節課時間，但在為期 6 週的實驗期間需將 4 個小單元教授完，又配

合實驗步驟(討論、活動、表單填寫及表揚等)、解決組員間的爭執等因素，佔用

上課時間，因此，在實驗期間為了進度壓力，又要讓重要概念充分讓學生瞭解，

以致於講課速度會加快，會讓實驗組的低成就學生在瞭解及理解上需較多時間吸

收，進步的空間可能受到限制。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合作學習教學法對國小三年級學生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

機及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之影響。研究歸納如下： 
(一) 社會學習領域實施合作學習教學法後可提高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排除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前測成績對後測成績的影響

之後，實驗組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之平均數高於對照組，顯示合作學習教學

法、講述教學法實施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量表後測

分數上，有顯著差異的假設一獲得支持，與李日順(2001)；李致誠(2007)；姚幸

君等人(2002)；陳淑芬等人(2003)；燕裘麗(2004)的研究結果相近，認為合作學習

教學法，能提高學生的社會學習領域學習動機。 
(二) 社會學習領域實施合作學習教學法後可提高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排除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前測成績對後測成績的影響

之後，實驗組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之平均數高於對照組，顯示合作學習教學

法、講述教學法實施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後測分數

上，有顯著差異的假設二未獲得支持，與李日順(2001)的研究結果相近，認為合

作學習教學法，未能提高學生的社會學習領域學習成就。 



教育科學期刊 10(1) 

169 

二、建議 

依據教學實驗結果與發現，提出以下建議： 
(一) 可訓練學生妥善利用其他時間進行溝通、協調，透過小組合作學習發揮團

隊精神。合作學習訓練時需充分的練習，可在實驗前利用綜合課、彈性課等，使

學生熟悉較不會佔用課程時間以利合作學習之進行。本研究僅用 2 節課於合作學

習的訓練技巧上顯得不夠。 
(二) 在班級經營中融入合作學習，讓學生真正瞭解共同體的真正意義，營造出

和諧的班級氣氛，能提升合作學習的合作品質教師可增訂班級公約來約束學生，

培養學生自律行為。 
(三) 教師可針對組別予以調整標準分數，鼓勵低成就學生，讓組員對低成就學

生的進步空間有所期待。另外採多元評量方式，如口頭報告、資料呈現等方式搭

配進行，讓評分更多元，使學生對評量有較少的負面看法。 



教育科學期刊 10(1) 

170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丁哲民(2006)。團體探究對國小學生社會學習領域學習表現之影響(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嘉義市。 
于富雲(2001)。從理論基礎探究合作學習的教學效益。教育資料與研究，38，

22-28。 
朱敬先(2000)。教育心理學。臺北市：五南。 
江麗瓊(2005)國小生活課程合作學習教學成效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臺東大學，臺東市。 
李日順(2001)。國中地理科合作學習教學法實驗成效之研究—以臺中縣立順天國

中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彰化市。 
李秋芳(2002)。國小高年級社會學習領域合作學習之行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屏東市。 
李致誠(2007)。國小中年級學生社會學習領域合作學習之行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東大學，臺東市。 
李榮通(2006)。合作學習法的認識與實施。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58。 
卓淑琴(2006)。合作學習對國小學童社會學習領域教學成效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林秀玉(2006)。小組合作學習達到真正成功必備的要點。科學教育月刊，295，

23-32。 
姚幸君(2002)。歷史教學的突破與嘗試—合作學習在歷史科的應用(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范聖佳(2001)。國中數學教師行合作學習之行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彰化市。 
陳秀蘭(2007)。合作學習對二年級學童創造思考能力之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銘傳大學，桃園縣。 
陳國彥、吳宗立(2002)。社會學習領域教材教法。高雄市：麗文出版。 
陳淑芬(2003)。合作學習教學法對國中公民科教學成效之行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陳慧珍(2007)。淺談合作學習教學與成效，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65，2007 年

10 月 15 日，查詢日期：31/10/2010，檢索自網址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65/65-24.htm 
黃政傑、林佩璇著(2004)：合作學習。臺北市：五南。 
黃寶園(2002)。合作學習對學習效果影響之研究：統合分析。教育心理學報，

34(1)，21-42。 
蔡鵑竹(2003)。合作學習對國小學童之社會學習領域學習表現的影響(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嘉義市。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YQ4Pd/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YQ4Pd/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教育科學期刊 10(1) 

171 

鄭志宗(2005)。團體探究法對國小五年級學童社會科學習成就、自我效能與合作

技巧的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屏東市。 
燕裘麗(2004)。合作學習對國三學生歷史課程學習效果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戴玉清(2003)。獎勵結構對國小兒童社會學習領域合作學習表現之影響(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嘉義市。 
簡妙娟(2001)。高中公民科合作學習教學實驗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簡妙娟（2003）。合作學習理論與教學應用。載於張新仁(主編)，學習與教學新

趨勢（403-463）。臺北市：心理。 
蘇麗美(2006)。合作學習法在國小自然領域教學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二、英文部分 
Aronson, E. (2002). Building empathy, compassion, and achievement in the jigsaw 

classroom. In J. Aronson (Ed.), Improv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education, 209-22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Artut, P. D. (2010).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on 
kindergarten children's mathematics ability. 48(6)370-380.  

Gillies, R. (2003). Structuring cooperative group work in classroo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9, 35-49.  

Gillies, R. (2006). Teachers’ and students’ verbal behaviours during cooperative and 
small-group learnin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6, 271–287. 

Hanze, M. & Berger, R. (2007). Cooperative learning, motivational effects, and 
studentcharacteristics: An experimental study comparing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direct instruction in 12th grade physics classes. 17, 29-41.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Yang, S. C., & Liu, S. F. (2005).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s and attitudes of third-grade 
students' learn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ia a cooperative approach. 21(1), 
45-72.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YQ4Pd/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YQ4Pd/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YQ4Pd/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7475632�


教育科學期刊 10(1) 

172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on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Social Studies Class for the 

Third Graders 
 

Ju-Ying Cha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Da-Yeh University 
Graduate Student 

Ya-Chin Hester La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Da-Yeh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 of ‘Nonequivalent group pretest-pos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subjects were 50 third grade students in two classe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The experiment lasted for 6 weeks, totaling 720 Minutes. The 
measurements include social studies motivation scale and social studies achievement 
scale.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gression test of 
homogeneity, and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covariance.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below: 
1) On the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ile the group under cooperative learning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2) On the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achievement sca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ome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1) To enhance team spirit, it is suggested that to help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within 
their own groups at the other time instead of occupying too much time in the class. 
2) Teachers may make some class rules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self-discipline.  
3) Adopt multiple assessments, such as oral reports, information, etc. with the 
presentation, to reduce students’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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