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ღ  大名：吳亦柔（綽號雞拔毛） 

ღ  性別：女（看名字就哉） 

ღ  生日：6 月 15 日（年中！超好記的，但是本班最小的啦） 

ღ  星座：雙子（很丟三落四的受不了） 

ღ  興趣：彈鋼琴呀～（學七年可不是蓋的） 

ღ  專長：唱歌（母語歌唱比賽連四年冠軍！） 

ღ  生肖：豬（跟我習慣一樣＝ˇ＝，就是吃飯睡覺上廁所） 

ღ  血型：B（乃是最優的） 

ღ  雞寶寶們的祝福呀～  ღ 

肉乾：雞屁屁！雖然妳很兇不過對別人很不錯，還長提醒我要上課， 

謝啦！ 

墜地無毛豬：進度好快！應該很快完成喔！ 

戳戳：ㄟ！雞王！蛋拿來！好吧！祝你早日破蛋，早日成雞王。 

飄飄：雞排真的隱藏著很大的力量，瞬間的爆發力，果然難以想像。 

小熊：柔~…不…是雞王…呃…嘿嘿！原來很期待你的推理小說~不過 

現在的成果也很好呵！Forever Friend 

小黃狗仔：問卷這種研究妳竟然做了？不可思議呀！也挺欣賞的。 

Et：研究室妳激發創意的動力，判你在未來的粹煉中能增長智慧，成 

為耀眼的星星。 

阿倫：活潑開朗的阿柔，一直都是我們的開心果，問卷的研究很辛苦， 

要加油喔！ 

無價的茶葉蛋：希望你以後看到男生都不要握拳頭，一副要扁人的樣 

子，加油。 

老狐狸：：雞王～多生一些雞蛋唄！妳的一堆圖表看的霧煞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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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國小六年級學生合作學習成效之研究 

以動物大閱兵繪本活動為例 

研究者：吳亦柔 

台北市西湖國小資優班學生 

通訊處：台北市內湖區環山路一段 25 號 

電 話：27985381#65 
部落格：http://blog.yam.com/joyce60529 
Email：gs1704@tp.edu.tw 
指導老師：卓麗容老師 

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小組合作學習」最早起源於 1930 年。美國著名的教育家 Colonel Francis 
Parker  創造合作和民主的求變氣氛而聞名，到了杜威又提倡在設計教學中運用合 

作學習的構想。1940 年 Morton Deutsch  提出合作和競爭的理論，而近年來美國、 

加拿大及其他國家有不少教育研究人員及實務人員不斷地探討並建構合作學習 

的教學環境和實施程序（何以珣、洪榕鎂、顏子矞、徐文莉、張維華）。 

所謂合作學習，就是把學生分成小組，小組成員依照自己的專長幫助來完 

成小組共同的作業。再經由成員之間不斷的交換意見、互相支持之下，所有成員 

共同努力朝向小組的學習目標邁進，達到學習目的（林清山、林天祐） 。 

依據黃政傑（民 85）整理各學者專家的看法，提出合作學習的八項特質： 

一、異質性的分組：小組之間安排背景、程度不同的成員，學生在小組中 

不僅針對課程內容而學習，也要針對為人處世的人際能力去學習。 

二、積極的互賴：分為目標互賴、工作互賴、資源互賴、角色互賴、酬賞 

互賴。 

三、面對面互動：在合作學習中，因為積極互賴的關係，使學生為彼此的 

學習負責，不再孤立或獨立的學習，相對的，要互相討論、觀察、回 

饋，其中語文及非語文的交換，都會影響學習的成果。 

四、個別績效：個別績效表示每個成員對小組都是有貢獻的，針對個人的 

精熟水準，透過小組成員進一步得提供適當的協助，每個成員盡量的 

擴大自己的學習成就，小組的團體績效則得到最大的發揮。

http://blog.yam.com/joyce6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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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等的成功機會：每個成員為自己的學習成果負責，小組的成績是由 

每個成員的進步分數累加而成的，因此人人皆接受成功機或會的挑戰 

與鼓勵。 

六、人際技巧的學習：合作學習需教導學生人際關係的技巧，並給予其實 

際運用的機會。 

七、團體過程運用：教師需安排時間，分析討論小組運作及功能發揮的情 

形檢討透過合作而達到目標的狀況，觀察成員在團體中是否有效維護 

工作關係並適時給予指導。 

八、小組酬賞：小組具有相同的目標，當目標達成時，小組成員即可獲得 

獎賞。小組的表現與既定目標相較，在既定時間內，任一小組達到目 

標即可擁有相等的鼓勵與增強。 

楊俊賢指出，合作學習是優秀的教學法，它是非常受肯定與重視的教學法， 

它教法生動而豐富，可允許學生在課堂上活動，它可達到九年一貫能力指標： 

一、幫助學生表達對他人的體諒與尊重 

二、使學生有機會參與做決定和解決問題的歷程 

三、帶動人際的互動 

四、提供冒險的機會 

五、.小隊中受到讚美或批評，學生感覺較不會有傷害 

六、.提供從具體思考到抽象思考的轉換歷程 

七、使學生有機會被同學接受 

八、使學生有一份團體歸屬感 

九、提供機會使學生感受到他人的能力和天賦 

十、有助於脫離老師而獨立自主 

十一、 提供發展新友誼的好機會 

在六年級上學期時，根據自然教科書第二單元“動物世界面面觀＂，及根 

與芽日珍‧古德博士來台演講之活動，西湖國小六年級自然老師和教師團隊安排 

了“動物大閱兵＂一系列活動。動物大閱兵這個活動從五年級下學期就開始，一 

直延伸到六年級上學期，活動包含環環相扣食物鏈、動物保護白皮書、猴島傳奇 

劇場表演、動物大閱兵繪本活動…等。 

本研究要做的是針對繪本活動的合作學習部分。繪本的製作過程，從個人 

蒐集有關動物資料的書面和口頭報告開始，再由老師將學生分組，運用合作學習 

的機制，將蒐集的動物資料作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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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從小，我就很喜歡「合作學習」這種教學方式，不但可以教學相長，還可以 

促進同學之間的互動。老師都會把領導和實作能力強的同學指派為組長，來協助 

一些能力較低的同學，進行合作學習。但根據我的觀察，愈到高年級，課業壓力 

也提高許多。但有些同學會因此而偷懶，老師指派下去的功課，幾乎只有組長在 

作業，其他人根本不管他，或是小組中沒人把它當一回事。很多人會把自己本身 

很忙、沒能力幫忙…等，而不幫忙作業。在我看來，這種態度是不對的，也是我 

們要去認知和改進的方向。 

在六上時，根據根與芽日─珍‧古德博士來台演講的活動，及第二單元的“動 

物世界面面觀＂，我們做了“動物大閱兵＂系列活動，其中花最多時間、也引起 

最多意見的就是繪本製作。繪本製作是老師分組，由領導能力較強的同學擔任組 

長，再把其他同學分配到各組。這種分組方法引起了一些同學的不滿，因為有些 

同學都會把自己本身很忙，或是沒能力作為藉口，而迴避組長及其他組員的要 

求。這樣會造成作品的不完美、沒有達到合作學習目的…等缺點。所以我想做一 

份問卷，來了解各組的學習情況及這次合作學習的實施成效。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 了解同學在自然科動物大閱兵小組內的學習情況。 

二、 探討合作學習對學生個人學習的影響。 

三、 探討“動物大閱兵＂合作學習的實施成效。 

四、 比較不同性別在小組中的學習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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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器材 

本研究使用到的器材為自編的問卷： 「探討西湖國小六年級學生合作學習成 

效之研究以動物大閱兵繪本活動為例」 。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以六年級全體同學為研究對象，共發出 184 份問卷，回收 182 份，有效問卷 
182 份。 

有效問卷分析表： 

擔任職位 

性別 
組長 組員 總計 

男  15  83  98 

女  31  53  84 

總計  46  136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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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結果 

Part 1 在繪本製作過程中，課堂上製作的時間夠用嗎？ 

說到課堂上的時間，這次的繪本製作是用到自然課及美勞課的上課時間。 

級任老師是看各組進度狀況，再挪用一些課堂上的時間讓我們製作。在課堂上完 

成不了的情形下，同學會帶回家加工。 

我們來看看同學們認為課堂上的製作時間夠用嗎？ 

0% 

20% 

40% 

60% 
男組長 

男組員 

女組長 

女組員 

總計 

非常充裕，在課堂 

上就能完成 

充裕，但會佔用到 

一些下課時間 

時間有點不夠用， 

會佔用其他課程或 

時間非常不夠用， 

還要利用很多課餘 

1.由上圖可知，同學們認為「課堂上的製作時間還算充裕，但會佔用到一些下課 

時間」 ，比例佔 37%。第二高的選項是「時間有點不夠用，會佔用其他課程或課 

餘時間」，比例佔 35%。 

2.另外我們又發現，組長跟組員明顯不同的地方，不管男組長或女組長，在「時 

間有點不夠用，會佔用其他課程或課餘時間」這個選項的比例最高，佔 46%。男 

組員卻覺得「時間充裕，但會佔用到一些下課時間」，比例佔 47%。而女組長擇 

「時間非常不夠用，還要利用很多課餘時間回家做」的人也不少，佔了 32%，女 

同學選這個選項的人也佔了 30%。 

Part 2 各組的工作分配，由誰主導呢？ 

在製作動物大閱兵繪本時，工作包括查閱動物的相關資料、寫故事、畫繪 

本、買材料、講故事…。這些工作的分配，是由誰主導呢？ 

0% 

20% 

40% 

60% 

80% 
男組長 

男組員 

女組長 

女組員 

總計 

依照每個人的興趣 

或專長，自行選擇 
由組長分配工作 猜拳或抽籤決定 

有爭議時，由老師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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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上圖發現，大部分小組工作分配方式是「由組長分配工作」 ，比例佔 64%。 

然後才是「依照每個人的興趣或專長，自行選擇」，比例佔 32%。 

2.另外我們發現，小組工作分配在「猜拳或抽籤決定」、「有爭議時，由老師分配」 

這兩項明顯佔的比例比較少，比例各佔 2%。 

Part 3 大家為自己的表現給分吧！ 

在製作繪本時，有些人很認真，不但上課時間在做，下課時間和午休時間 

也沒休息，甚至下課回家後仍就在為繪本加工；相反的，就有人很偷懶，連繪本 

都沒動過一下。 

接著我們來看看同學們為自己的表現給分的情況是如何？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男組長 

男組員 

女組長 

女組員 

總計 

已經全力以赴 付出很多時間 並未盡力付出 完全沒有付出 

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對自己個人付出的時間和態度評量，大部分同學都覺得自 

己「付出很多時間」 ，比例佔 41%。 

2.另外還可以發現，女組長對自己個人付出的時間和態度評量，在「已經全力以 

赴」這個選項比例最高，佔 58%。 

Part 4 在繪本製作過程中，小組的合作狀況如何呢？ 

製作繪本是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從故事安排、劇本寫作、繪本製作、 

說故事….等等，都需要小組同學分工合作。同學們對小組合作的情形是否滿意 

呢？ 

0% 

20% 

40% 

60% 

80% 
男組長 

男組員 

女組長 

女組員 

總計 

非常滿意 
滿意，但還有努力 

空間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對自己小組的合作狀況作評量，大部分同學對自己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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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情況感到「滿意，但還有努力空間」比例佔 41%。第二高的選項是「非常滿 

意」，比例佔 18%。 

2.另外我們又發現，「非常不滿意」佔的比例很低，只有 4% 

Part 5 經過這麼多努力，大家對自己作品的評價怎樣呢？ 

經過大家花了很多心血、金錢和時間，努力的日夜趕工、互相討論，繪本 

終於大功告成啦！經過這些努力，大家是否滿意小組共同合作的成果呢？ 

0% 

20% 

40% 

60% 

80% 

100% 
男組長 

男組員 

女組長 

女組員 

總計 

非常滿意 
滿意，但還有努力 

空間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由上圖發現，同學們對小組繪本的成果基本上持著正向的態度，感到「滿意，但 

還有努力空間」 ，比例佔 58%。然後才是「非常滿意」，比例佔 25%。 

Part 6 遇到爭執！如何解決？ 

同學跟同學之間，難免因意見不同而產生爭執。在繪本製作過程中，有可 

能因為工作量分配不均、工作態度不同、對繪本製作意見的不同…等問題起爭 

執。我門來看看遇到爭執時，同學們是如何解決呢？ 

0% 

20% 

40% 

60% 

80% 

100% 
男組長 

男組員 

女組長 

女組員 

總計 

透過小組成員 

溝通協調解決 

以組長的意見 

為意見 

報告老師，請 

老師主持 
放棄不處理 其他 

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在小組成員如有爭執，怎麼解決方面，多採用「透過小組 

成員溝通協調解決」 ，比例佔 77%。第二高的選項為「以組長的意見為意見」，比 

例佔 38%。 

2.至於需要透過老師主持的比例並不高，只佔 24%；消極的放棄不處理的比例更 

低，只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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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有人做多，有人做少，怎麼處理？ 

工作分配完之後，有些同學會因為個人事務忙碌，然後把工作分給其他同 

學做，不然就是有些組員偷懶不做，然後用心的組長把工作扛下來。 

如果作量分配不均時，同學們是怎麼處理的呢？ 

0% 

20% 

40% 

60% 

80% 
男組長 

男組員 

女組長 

女組員 

總計 

請老師依照個 

人表現成績 

盡本分完成份 

內工作，不計 

雖然會抱怨， 

但是還是會完 

開始小組內的 

爭執 

組員乾脆不做 

了 

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如覺得作量分配不均，多是 「雖然會報怨，但還是會完成」 ， 

比例佔 59%。第二高的選項是，「盡本分完成分內工作，不計較」，比例佔 52%。 

2.另外我們又發現，女組長選擇「盡本分完成分內工作，不計較」的比例最高， 

佔 58%。 

Part 8 自己的進度慢了怎麼辦？ 

通常老師都是以班級為單位看進度，當大家都在趕進度時，自己或組員的 

進度慢了，怎麼辦呢？是請比較有空的組員幫忙趕上進度，或自己再多抽出一點 

時間，還是留給組長做或別的組員呢？ 

現在就來讓我們看看，當自己的進度慢了是怎麼解決的呢？ 

0% 

20% 

40% 

60% 

80% 

100% 
男組長 

男組員 

女組長 

女組員 

總計 

請進度快的 

組員協助完 

多花一些課 

外時間把進 

放棄品質， 

自己草草趕 

留給其他組 

員會幫忙收 

請家人幫忙 

處理 
其他 

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如果自己的進度慢了，多是「多花一些課外時間把進度趕 

上」 ，比例佔 68%。 

2.另外我們發現，男生不同於女生的地方，在「請進度快的組員協助完成」這一 

選項的比例最高，佔 63%。



西湖國小六年級學生合作學習成效之研究 

7 9  

再來看看當同組組員進度慢了，小組會怎麼處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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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如果組員的進度慢了，多是「請進度快的組員協助完成」 ， 

比例佔 63%。 

2.另外我們發現，女組長不同於其他類別的地方，在「組長把工作挑起來做」這 

個選項的比例最高，佔 71%。 

Part 9 同學怎麼看待這次由老師主導的分組方式呢？ 

動物大閱兵的分組方式，是由老師們先協議指定好各組組長，再把其他同 

學按照成績與能力平均分配到各組。讓他們可以互相交流，達到合作學習的目的。 

那同學們覺得這次分組方式最大的優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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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認為分組方式的最大優點，是「可以讓能力好的同學帶 

領小組一起成長」 ，比例佔 59%。 

2.另外我們又發現，男組長比較不同於其他類別，在「節省因分組找人的時間與 

減少因分組而產生的摩擦」這個選項的比例最高，比例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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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大家覺得這次的分組方式有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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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認為分組方式的最大問題，是「小組成員間工作態度不一 

致，影響工作情緒」 ，比例佔 52%。第二高的選項是「合不來的成員分在一組， 

容易起爭執、會影響工作進度」。 

2.我們又發現，男生不同於女生的地方，選「合不來的成員分在一組，容易起爭 

執、會影響工作進度」的選項比例最高，佔 59%。 

3.另外我們又發現，女組長認為「有些組員偷懶習慣不改，工作量加到別人身上」 

的選項比例最高，佔 71%。 

Part 10 透過小組合作方式完成繪本，有甚麼好處？ 

這次動物大閱兵式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作業，可以讓小組成員在完成的過 

程中互相學習、互相成長，也可以減輕負擔…等。但是不是實施的每一組都是這 

麼順利呢？這引起多方面的質疑。 

那同學們覺得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作業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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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認為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的最大優點，是「分工合作可以 

減輕負擔」 ，比例佔 65%。第二高是「一起合作完成作品的過程中，小組成員可 

以互相學習」 。 

2.另外我們又發現，女組員明顯跟別的類別不同的地方，在於「一起合作完成作 

品的過程中，小組成員可以互相學習」這個選項的比例最高，佔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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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1 透過小組合作方式完成繪本，有什麼問題呢？ 

這次動物大閱兵式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作業，有一些缺點。如，要花很多 

時間溝通與協調、小組成員工作態度不一樣…等，都引起同學們不喜歡這次團體 

作業，或因此對同學有所不滿…等。 

那同學們覺得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作業哪裡不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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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認為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的最大缺點，是「小組成員工作 

態度不一樣」 ，比例佔 53%。第二高的是「小組成員的時間不容易搭配」，比例佔 

48%。 

Part 12 同學最需要老師協助哪些事情呢？ 

除了繪本製作前的小組工作分配外，老師還會主動關心我們的作業進度、 

給我們意見、挪出一點課堂時間讓我們作業，都是讓我們作業更加快速完成的關 

鍵喔！ 

對於級任老師的協助，同學們覺得哪些有直接的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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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認為級任老師的最大貢獻，是「給予製作與內容的意見」 ， 

比例佔 60%。第二高的是「主動了解各組的合作狀況與進度」，比例佔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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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我們再來看看，同學們覺得自然科任老師、及美勞科任老師提供的 

哪些協助，哪些有直接的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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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認為科任老師的最大貢獻，是「給予製作與內容的意見」 ， 

比例佔 70%。第二高的選項是「主動了解各組的合作狀況與進度」，比例佔 61%。 

2.另外我們發現，由性別來看，男生比較認為老師最大的貢獻是「主動了解各組 

的合作狀況與進度」，比例佔 66%。 

3.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同學們對級任老師和科任老師有提供的協助，看法是很 

雷同的。 

Part 13 回過頭來！你學到了甚麼？ 

一個活動結束，就是要學到東西。這次動物大閱兵，同學們學到的有，如： 

該如何跟別人分工合作、增進自己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學習到其他同學的優點… 

等，都是做這次活動的最大意義。 

那經過這次的學習，同學們學到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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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上圖發現，同學們認為自己學習到最多的，是「學會了如何與別人分工合 

作」 ，比例佔 66%。第二高的選項是「學習到同學的優點」，比例佔 60%。 

2.另外我們又發現，男組長大不同於其他統計類別的是，他們認為自己學習到最 

多的是「學習到同學的優點」，比例高達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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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論與建議 

一、所謂合作學習，就是把學生分成小組，小組成員依照自己的專長幫助來完成 

小組共同的作業。再經由成員之間不斷的交換意見、互相支持之下，所有成 

員共同努力朝向小組的學習目標邁進，達到學習目的，能「藉由合作學習， 

增進同學彼此的感情」更是合作學習受喜愛的原因。但是學習有它的優點、 

也有它的缺點，合作學習當然也不例外。所以我們要從這次的合作學習優點 

中找出更好的方式，要從缺點中找出改進方法，作為以後合作學習教學的參 

考。 

二、大部分同學對此合作學習抱持正面的態度，對課堂上的時間安排、繪本成果、 

合作情況…等等，都算滿意。 

三、當小組內工作量分配不均時或製作意見不同時，大部分同學雖然會抱怨，但 

還是會透過小組溝通的方式處理，並將作品按時完成。只有少數會跟老師反 

應，透過老師來處理。 

四、當自己的進度慢了時，大部分同學是多花一點時間把進度趕上，有時並非共 

同討論再完成，失去了合作學習的意義。 

五、當組員的進度慢了時，請進度快的組員協助完成，能增進彼此的互動。 

六、不論是科任老師或級任老師，大部分同學覺得老師的最大貢獻是給予製作與 

內容的意見。 

七、經過這次動物大閱兵的活動，同學們學習到最多的事如何與別人分工合作。 

八、就性別來看，大部分男同學是比較偷懶一點，對自己的評價都沒有很高，且 

也沒有對小組的合作狀況、分組方式…等感到不滿意。大部分女同學對自己 

的評價很高，且很在意小組的合作狀況、分組方式…等。 

九、動物大閱兵是一個自然領域的合作學習，要大家以個人蒐集來的動物資料做 

繪本工作。藉此機會，同學能提升對自然與生科領域的興趣與了解，並且能 

增進同學之間的感情、搭起友誼的橋樑。 

十、從問卷裡可以看出，在分組方式有一半的同學覺得分組方式待改進。建議改 

進的方法，老師指定組長，讓組長自行選擇組員，且讓同學們協調好。避免 

有太多爭執，或是有敵人關係的同學被編在一起，造成合作學習的氣氛不愉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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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從小組合作的問題來看，同學建議改善的方法，希望偷懶的組員要跟上進 

度。免得會拖延工作的時間，或全部都是一位同學在作業，希望組員們多多 

配合。 

十二、從成績處理的問題來看，同學建議改進的方法，科任老師應主動了解各組 

情況，依照個人的努力程度給分。有些人根本連繪本都沒動過，卻能跟其他 

努力的同學一起拿高分，同學們認為這是不公平的。 

十三、從課堂上的時間安排來看，同學建議改善的方法，希望給予多一點上課時 

間作業，讓同學做合作與討論。避免個人帶回家做，會造成其他同學偷懶的 

習慣，且會造成那些同學的負擔。且如果那個同學帶回家做，自己的意見不 

符合小組的意見，會引起小組的爭執。 

十四、做事情以前，先懂得如何操作，是大家都要學習的課題。希望老師能在做 

合作學習之前，先指導合作學習的操作方法及訣竅。有些組別就是弄不懂合 

作學習與個人化學習的差別，使得認真的同學忙的團團轉。希望老師能先指 

導合作學習的基本與操作，避免組別有「從合作學習變回個人化學習」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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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心得與感想 

老實說我換了三個主題（很多），一直找不到我想做的東西。一開始是想做 

小說，但一直沒靈感（其實是我書看太少），之後又想做問卷探討課業方面的問 

題，但是我發覺題目實在太多可以出了！所以最後是從課業方面再挖出小細節： 

做合作學習的成效探討。剛好我們做了一個動物大閱兵的合作學習，也是引起非 

常多爭議的，所以就決定是它啦！ 

因為以前做過類似的統計，所以覺得還滿簡單的，就發一發問卷統計一下就 
OK了啊！沒想到…光是修問卷就修了二個多月， 計畫也是拖了一個多月才出來。 

在編寫問卷時，遇到許多瓶頸，因為我寒假時都在打混（終於承認…），所 

以開學時就很趕工，然後一直修一直修…，一直都修不完！然後媽之後又說我計 

畫沒過？！開始狂飆進度…，但還是慢了很多，所以就趕的很辛苦。終於～計畫 

過了，問卷也過了！但過了問卷，還是要發問卷→統計→分析…等。發完問卷 （擺 

脫惡魔…輕鬆！）、統計完（很累！）、分析完（還不錯～），打成報告囉！這都 

得感謝卓老師，每天盯我的研究進度，直問說：「亦柔進度到哪了？」「亦柔進度 

很慢喔！」「亦柔要加油趕工了！」，現在這份報告能落成，還都得感謝卓老師呢。 

另外二位我得感謝的人，是跟我一樣作問卷調查的廖又萱，和媽媽。又萱時 

常問我：「亦柔，進度到哪啦？問卷出來了沒？」每當我回答完他的問題，他不 

是說「加油吧！」不然就是「趕快弄吧！太落後了！」之類的話，使我衝勁十足 

呢！ 

媽媽，這個人人都不可或缺的角色，在我的動物大閱兵研究中，扮演的是類 

似導師或教授的工作。她總是教我如何查到實用的東西，一次還幫我去中央圖書 

館借論文回來看呢！ 

做研究，不是一兩天就可以做完的，需要日積月累，不停的做，才有成功的 

一天。研究的開始，是尋找一個自己很喜歡的主題（不然做它幹麻呢？），進行 

進一步的研究，但當然還是要有一定的格式。感謝以前學長姐為我們做的典範， 

也感謝老師及家長幕後的協助。 

動物大閱兵的合作學習，引起了很多的爭議（謎：好像講了很多遍了…），但是 

從問卷來看，大部分同學是抱持著正面的態度（謎：也講過好多遍了…），課堂 

上的時間還算夠用（謎：也是囉唆好久了！），合作情況也大概沒問題（謎：這 

你也說過啦？），繪本的情況大致上也不錯（謎：你說夠了沒啊？）。所以呢！這 

次合作學習做的還算成功！（謎：終於說了一句沒說過的話…）希望可以作為以 

後學弟妹合作學習的參考資料！也希望這份研究報告能帶給西湖國小的老師們 

一些參考！（謎：這也都講過…）（本人：你說夠了沒啊？不要只會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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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ialwork.com.hk/artical/educate/gm8.htm
http://www.phy.ntnu.edu.tw/nstsc/doc/teaching/03.doc
http://www.ttjh.ylc.edu.tw/smalllearn/9paper27.htm
http://mail.nhlue.edu.tw/~su/class/class1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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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研究日誌 

專題的初步作業 2006.09.29 

今天我初步作業我的專題研究。我要做的是：推理小說。因為我從小就很喜 

歡推理小說，所以我打算拿它來做專題研究。在寫研究計畫時，還真的有點難呢！ 

因為我覺得做這個就是沒甚麼理由啊，純粹是為了想做而做。 

故事大綱趕工 2006.10.11 

我現在在寫故事了。但是寫故事時，我突然沒靈感，就是那種突然要我寫我 

寫不出來的感覺。好比說寫作文，在那當下寫不出來，但出去散散步、觀察一下 

人的行為，大概就有靈感了。所以囉！我看還是出去觀察一下人的行為再動 

“筆＂吧！ 

修改主題 2007.01.12 

我已經改主題囉！因為我覺得推理小說我做的太辛苦了！明明沒看甚麼相 

關的書…，所以我就改做問卷研究啦！題目是：西湖國小學生課業上之煩惱與困 

難。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學生越來越不重視課業了！就算重視，唸書方法不對也會 

導致唸不進去，所以我想做一份問卷來探討這些問題。 

研究計劃審查會 2007.01.17 

今天發表囉！我準備一個很不怎麼樣的簡報和一顆緊張焦慮的心上台了。我 

發現，我的計畫錯誤百出。背景寫的不好、動機奇怪、目的不明確、好幾個小標 

題！一下子提到煩惱、困難、障礙、合作學習…那麼多！課業學習的範圍很廣， 

所以老師建議我：做合作學習就好。因為合作學習很少人做，而且課業的範圍太 

廣了。所以我又換了主題：西湖國小六年級生對合作學習的看法，並再重新修了 

我的計畫與問卷。 

問卷蒐集訪問中 2007.02.13 

定完了計畫，我開始訪問別人囉！因為都想破頭了，問卷的問題還是只有一 

頁，所以我就問別人的看法。結果沒想到大家幾乎都保持負面的態度，原本以為 

只有我們這組會有這麼多問題。但我幾乎都寫過啦！所以就再自己想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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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計畫 2007.04.12 

今天經過了媽媽的告知，才知道我研究計畫還沒過！那我怎麼現在已經在編 

問卷了呢？當然是讓計畫快點過啦！回頭來看，才發現我研究計畫真是糟糕，文 

句不通、偏離主題、沒有根據、解釋不清楚……都是問題！之後媽媽到中央圖書 

館，幫我把有關合作學習的論文借回來給我看。上完了鋼琴課，我趕緊把原先的 

背景、動機、目的、進度，全部煥然一新。 

問卷問題修訂 2007.04.13 

今天經過了老師的建議，把研究背景又修了一下，而問卷問題…，我也覺得 

哪裏不對勁啊！可是憑我這顆打結好久的腦袋想的出甚麼來？所以就把別人的 

論文又翻出來看啦。後來才得知了一些問卷題材，又把背景修了修。但我總覺得， 

彷彿時間這麼緊迫，所以我過也過不了。真的是我沒把合作學習的定義弄清楚 

嗎？但我覺得我已經很清楚了，為甚麼大家都說我不清楚？ 

研究進度趕工中 2007.04.14 

老師宣佈，我們這次專題研究要印成書了，可要一大筆錢和大工程呢！而且 

如果我們研究做的好，老師要帶我們去爬大雪山呢！真是期待！但這次研究進 

度，別說別人了，自己也沒好到哪去，該不會做不出來吧？！ 

今天又在瀏覽別人的論文，發現好像除了科目不同以外，結果都一樣耶！害 

我嚇了一跳，那我是要怎麼編問卷啊。但我背景還沒過，又要期末考了。我可要 

加加油了！又萱都已經發問卷了我才在改，進度落後很多了！ 

觀察論文，仔細推敲中 2007.04.15 

最近一直在看別人的論文，可是真的沒甚麼花樣，好像都是一樣的東西。試 

著從“動物大閱兵＂這個大主題來想想好了……。但我會覺得文句不通，念起來 

不順，但我就是不擅於文字表達啊！而且我只有這種感覺，不知道從哪裡著手。 

最近又要月考了，現在已經在擔心我會不會考試考差、研究又沒做出來。雖然我 

每次都有些許複習，但星期六我要上課，星期日又要去親子聯誼！這次期中考應 

該會很慘！好險我平常都有在複習功課，這次只要星期一～五加把勁，應該就沒 

問題了吧！何況沒考好還是可以畢業，還是用功於專題研究吧！一定要在月考週 

之前把問卷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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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碟……沒帶… 2007.04.16 

完蛋了！迷糊小姐再現！我連隨身碟都沒帶？！那只能星期四拿給老師看 

囉！我真是越來越迷糊了，而且月考也日漸逼近。要升上好國中，當然月考試要 

考好一點囉！但…研究沒做好就不能畢業…。真傷腦筋！我會月考成績變理想、 

研究停擺？還是研究弄好、月考成績不理想？請大家敬請期待囉！ 

開始用功 2007.04.17 

爸爸很嚴格的要求我，要把專題研究計畫做的越長越好，就是要寫的很長， 

說明越詳細越好，搞的我頭都昏了。上網之後，又看到一大堆人寫的一大堆東西， 

跟爸形容的完全一樣呢！但是仔細去研究，他們寫的東西真的都很有道理，可信 

度很高，跟我所知的合作學習完全一樣。別人的論文都寫的這麼好，我怎能不向 

他們看齊呢？繼續加油吧！ 

悔不當初 2007.04.18 

都是因為上次沒帶隨身碟，弄得現在要段考不像段考，要研究不像研究。我 

有預感我的計畫和問卷都還要再修，但我希望我這個禮拜一定要把計劃通過，把 

問卷發出去，進度落後太多了！一上六年級，煩惱真是多啊！早知道先選好這個 

題目，現在就不用在擔心進度落後了…。真是悔不當初！但無論如何，東西還是 

要弄出來。加油！ 

沉醉沉醉，追趕進度 2007.04.26 

耶！終於考完試了，心情輕鬆了許多。沒想到這次考的還不錯呢！既能欣賞 

到油桐花、還能考到好成績，真是太好啦！但是…回頭來看看研究…天啊！又落 

後了！趕快回來趕喲！不然到最後就是我落後了…加油！ 

畫海報 2007.04.27 

在資優班我們做海報，本來想畫台灣代表動物：台灣黑熊，可是我就是不知 

道要怎麼畫啊？結果進度還是落後。心想，都已經在做海報了！研究本體也要做 

出來啊！老師幫我修了修問卷，結果發現自己覺得還可以的問卷，問題還是這麼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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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修問卷 2007.04.28 

慘了！明天還要考試！我怎麼忘記了呢？早知道就不要去了！慘啊！再講 

也沒用了，乖乖回去複習吧！…………，還有研究！趕快打開來看，問題還真是 

多啊。快趕喲！不然先複習考試好了！明天還有一天可以修，而且我目前腦袋空 

空，想不出甚麼點子了。加油！ 

考完試…緊張 2007.04.29 

終於考完試啦！輕鬆多了！但回頭看看我的研究，又落後一大截了。老師， 

對不起啦！我知道您看的很辛苦，但我真的不知道怎麼修了！還是得請您多多指 

導啦！ 

問卷整個重修 2007.04.30 

媽呀！問卷整個大翻身！其實也沒啥好訝異的啦，我早料到會變成這樣。唉 

～只怪事事難料阿～，真的變成選擇題了。沒關係！這樣反而比較好分析呢！不 

然到時老師看我的問卷看到頭昏腦脹（我要付醫藥費吧？）。我要加油！ 

問卷修訂 2007.05.03 

問卷從一頁改成了兩頁，今天在課堂上講還真不習慣呢！因為等於是即席演 

講，很緊張。但我還是盡力了！老師說不能完成背稿，要口語化。還是要勤加練 

習吧！至於今天是第一次在課堂上公開討論，有點不習慣。可是我會努力的！因 

為明天就要發問卷、上台講了！要勇敢一點才行！而且老師今天說，要是下禮拜 

四交不出論文初稿的話，就不用做了，等於無法畢業了！得快馬加鞭啊！ 

發問卷 2007.05.04 

今天講了六個班級，還真有點緊張呢！第二節是二班，也很多我認識的，所 

以比較輕鬆，但還是會緊張！第三節是一班，有我比較熟的同學，但還是滿緊張 

的。午休是七班，聽說他們班的人都很兇，所以我就比較小心謹慎。羅乾還陪我 

去呢！第五節就是發給自己班，於是我要求他們第 17 大題一定要寫，因為比較 

熟。第六節是五班，也是有點緊張，因為每個認識我的都一直笑！害我緊張！最 

後一節是四班。我一進去，他們班的男生就裝出一堆很讓人緊張的聲音，害我結 

巴！每個班的氣氛都不一樣，但我很高興。因為我可以開始分析了！這個周末要 

趕快拚一拚，還要畫海報、寫論文呢！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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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2007.05.05 

做完了部份的問卷，開始分析囉！當我在整理表格時，因為還要分男組長、 

男組員、女組長、女組員…等類別，所以數字很多，看的頭昏眼花。然後還要找 

出一個適合的表示方法（統計時）！我至少換了＂五＂種方法吧！我就是不會統 

計這種的。但至少進度向前走了！加油一點吧！統計完再分析，做一做意見的部 

份就可以寫論文了！一定要快快弄出來呦！ 

統計分析 2007.05.07 

今天在教室統計了一些，之後到資優班也做了一些。我覺得最新研發的統計 

方法，比較累人，還要再把他打上去，眼睛又累。但我已經想不到要用啥其他方 

法了！而且都已經做到一半，何必還要放棄呢？還是加油加油一點吧！ 

問卷回收完畢！ 2007.05.09 

終於做完問卷了！一直拖延的六班終於做好了！表示我可以全部統計完 

了！而現在全部都統計完了，表格也出來了，只差意見的部份。加油！一定要把 

研究初稿做出來啊！我發覺我們這屆的進度真的落後很多（我是不知道其他屆 

啦），但我們還是要快快加油啊！還要準備簡報檔、海報、還要練習講…事情真 

是一大堆。所以大家要加油啦！為了爬大雪山的夢想而加油吧！ 

意見編寫 2007.05.10 

開始編寫意見中…。意見我以計票的方式，因為看了所有的問卷之後，我發 

覺大家的意見都很雷同，所以就以百分比的方式作業。我發現大家的意見都集中 

在分組方式、成績處理、課堂上的時間安排、及小組之間的分配工作…等。 

趕工 2007.05.11 

意見編寫完了！接下來只剩論文、海報、發表………。……。好像還很多耶？ 

還是趕快趕工吧！可是還是有進度了！加油加油~ 

撰寫文稿 2007.05.12 

把老師的意見統整完之後，我開始寫文章了，至少有一個穩定進度了。可是 

只剩二個禮拜不到，只做了這樣…好像還太少耶？還是快點趕工吧~！



西湖國小六年級學生合作學習成效之研究 

7 22  

做圖表、寫文稿 2007.05.13 

今天母親節～我媽早上不在，所以晚上才要慶祝。現在，開始編寫文稿、做 

圖表啦！進度好像又快了一些呢。哈！真有成就感啊！但是只剩 11 天了，要趕 

快趕工囉！ 

圖表製作趕工 2007.05.14 

分組課時～專題研究發表會延期了耶。又多一天可以做啦。那就還有 11 天 

了！哈哈！反正大家的進度都…落後很多，所以應該都很感謝老師吧。老師說我 

的標題都要重新給，圖表整個要重修。要記得的要點：不要加入個人感情，重於 

事情的描述。加油加油！！朝著這方面努力的趕工吧！！ 

放學回家作業時～唉~！圖表才做到一半，又被趕上床了。受不了。反正明 

天還能做，加油！ 

文稿撰寫中！ 2007.05.15 

今天收穫可大囉！我把老師給我的意見整合了一下，打成我的個人文字囉！ 

圖表也都做好了。唉～還是花太多時間在日誌上，趕快趕工吧！！ 

建議重修中！ 2007.05.17 

甚麼？今天給老師看過的建議都不行？那我不是等於白做了嗎…，算了沒 

差，反正 『知錯能改』 是大家都必須學習的課題啊。快點修一修喔！修一修之後， 

老師說我可以啦！開始做 ppt.檔唄！ 

ppt.檔作業中！ 2007.05.21 

哇～！我現在在做 ppt.檔囉！進度還滿…慢的（依照日期），都還沒練習講 

呢！總不能像以前報告時即席演講吧，忽攏過去吧？總之～還是加加油吧！一定 

要練到沒有口吃！ 

練習報告中！ 2007.05.23 

現在不常寫日誌了！考上薇閣，可是我還是選擇達人女中了，因為看來達人 

是比較好。不管啦！趕快趕研究吧～練習講了之後才發現…十分鐘真的很短…。 

至少十二分鐘夠吧？還有兩頁耶。算了，縮減一下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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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報告中！ 2007.05.24 

今天早自習時講…居然只有八分鐘？我那四分鐘跑哪去啦？口吃掉了嗎 XD 

真是的。昨天講真的好不流暢…今天要加油了！明天就要發表耶！天阿～！時間 

怎麼過的這麼快勒？不管了…剩今天，趕快衝刺吧！Fighting...～必勝！ 

上午幾節，幾乎都是在修文稿跟 ppt.檔上的圖表，並且練習一下除了圖表 

以外的講話方式。 

最後一節在視聽教室練時，德倫一直調他的 ppt.檔（麻煩耶），結果羅乾威 

還即時改！他的＂五輪＂畫的超像甜甜圈！而我這次唸過之後，還是覺得有些不 

流暢…。吳老建議我，講話時，要覺得跟台下的同學聊天的感覺。嗄？這是甚麼 

感覺啊？老師跟同學的互動嘛…。反正呢，晚上還有一些時間嘛！試試看囉！ 

回家後再講過一遍…我發現還是多了一點，11 分鐘，但如果其他同學講的 

太短，至少可以補足他們的時間吧？而且口吃沒這麼嚴重了。天啊！明天就要報 

告了！我時間還沒調好呢！加油加油啊！ 

發表會 2007.05.25 

今天是專題研究發表會！慘了！我還是會口吃哩！怎麼辦阿～？而且今天 

是爸媽的結婚紀念日，他們一定都會來的！我糗了！…算了啦！盡全力吧！只希 

望別再講不出話來了！ 

發表開始了！好緊張！第一場講的是 304、405、404。都是中年級的同學， 

可能會聽的不耐煩吧！他們又不懂這種東西，何況他們又沒做。這場肯定是死 

了。沒想到還有我認識的！更糗了！我真的沒有講的很好，還結巴。我就是無法 

克服障礙。其中我覺得講的最好的是芷欣，他的故事是以繪本呈現，是中年級同 

學們的最愛，且他講的生動有趣，故事也編的很好，引起熱烈的迴響。 

第二場講的是 602 和四年級資優班的學弟。天阿…之前去他們班發問卷，那 

股陰氣還在呢！真可怕。結果還是講了，講的還是不太好。受不了耶！而我覺得 

這場講的最好的是德倫，因為是他們自己班，大家都很看好他，所以我覺得有些 

被落寞的感覺耶！ 

第三場講的是 604 和五年級資優班的學弟妹，本來還有我們班的，但是他們 

沒來。哈哈～反而鬆了一口氣呢！我們班的人很胡鬧。講四班的比較輕鬆，因為 

他們班聽講的態度很好，而且講完之後，聽到他們的掌聲就覺得超滿足的！ˆ^ˆ 

但我還是覺得這次講的最好的是芷欣，因為是他們自己班嘛！還是感覺比較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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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看看等一下囉！我們班應該會造成我混亂吧？ 

第四場講的是 402、504、403、603（我們班不應該這時來的！）、和我…爸 

媽。結果，應該是因為很多人吧！我結巴了很多耶！怎麼會這樣勒？反而最後一 

場結巴…，真是的！『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大概是沒有一個好的開始吧！ 

結果到最後，我還是覺得德倫講的最好，他都沒有結巴，且聽媽媽們講，他講的 

最大聲呢！ 

上來時，大家都已口乾舌燥，老師為我們準備了一杯奶茶、一個麵包，彥廷 

媽媽請我們喝珍奶，真是超讚的！謝謝各位家長的支持與鼓勵！ 

最後讓我有點失望的事是，回班上時，大家都在討論德倫的做的多好、我的 

多枯燥…甚麼？我花了這麼多時間準備，雖然德倫是比我好很多，但你們不懂我 

背後的努力就別一直批評！從發問卷一直被批評到現在，你們有完沒完啊！？可 

是想一想以前背過的論語：『人不知，而不慍，不亦君子乎！』對嘛！才不要跟 

他們計較呢！放開朗一點~！ 

論文摘要、簡介編寫中！ 2007.05.25 

發表完了，但是老師說這只是暖身而已，因為還有聯合發表會。論文初稿要 

交出來，好像還有好多事要做喔！還是加油吧~ 

值得一提的事，卓老之前帶的那屆的學姊，羅晶穿著北一女的制服回來看老 

師。哇~好驕傲呢（對老師來說，應該是）！這麼優的學姊，長的又不錯，論文 

也寫了 50 頁耶！真是我們大家看齊的方向，原來以前卓老的學生這麼棒啊！那 

我在這邊混…好像枉費了老師教我的努力…但我最近有在努力了！（謎：別自 

誇…）（我：我真的有努力啦~！別每天只會吁我…） 

這節分組課，我們寫完了論文摘要及論文簡介。沒想到還滿簡單的！ 

編寫論文中！ 2007.05.26 

我呢！現在在瀏覽別人的論文（好像回到編問卷的時代），但這次不是在編 

問卷，是在參考摘要！明天要交摘要的，之前的不曉得老師有沒有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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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隨身碟呢… 2007.05.30 

明天要交初稿了，我居然沒帶隨身碟？！迷糊小姐再度現身，只好打心得感 

想了！老師說，我要照佳蓉學姊的做法，以數據呈現，但我看的論文好像都是文 

字沒有圖表耶。反正快寫一寫心得感想就是了…。 

放學後數小時…我的隨身碟不見了！趕快打開電腦…我居然沒存備份？早 

知道料的到今天的事…反正現在說早知道已經來不及了，趕快找一找。等等…抽 

屜沒有、床底下沒有、書桌上沒有、櫃子裡沒有、學校沒有、資優班沒有、鉛筆 

盒沒有、書包沒有…莫非我的隨身碟放在…數學班？一通電話過去，居然沒找 

到？世界末日啊！趕快把記起來的打一打，希望明天交的出來。結果又一通電話 

過去，說老師會清理過教室。找到老師的所在處了，喔～還在昨天上課的分校。 

哇哩！現在已經幾點了？而且爸媽不會讓我一個人去…天啊～慘了！結果還是 

弟弟英明，他趕快打了一通電話給爸爸，請他幫我找。過了一會兒，門鈴一響…， 

哇！救世主來也！我趕緊把隨身碟裡面的檔案檢查過一遍，好～沒問題！真得感 

謝數學班老師、班主任、弟弟及爸爸。對了！還有我自己，要是我沒發現的話， 

明天可能就在資優班找翻天了！反正都快做完了，圖表趕快趕一趕吧！明天要交 

了，加油！ 

初稿完成！ 2007.05.31 

把論文初稿印出來，真是有成就感啊！以前拚的這麼辛苦，總算有代價啦～ 

（做問卷時明明就都在混，就分析時比較用心…）哈哈！別糗我，至少我做出來 

了！而且接近完整稿了呢！哈！回去上課囉！（無聊～） 

北區聯合發表會 2007.06.01 

眾所期待的大日子─北區聯合發表會，在我們學校盛大的舉行了。今天來了 

12 個學校的師生，都稱的上是今天的“競爭對手＂。 

首先發表的是我們學校，對於沒聽過他們演講的我來說，他們報告的實在是 

太讚了。不但口齒清晰、體態大方、而且內容超精采。果然是選我們打頭陣啊！ 

真是學校的驕傲。 

第二個發表的是士東國小。我個人覺得，他們簡報檔的動畫做太多了，看的 

眼花撩亂，而且那個報告少年小說的同學，也都沒介紹到他的小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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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發表的是百齡國小。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手繪與電腦繪圖的應用， 

因為難得有男生在這方面有興趣，而且他的圖畫的還滿精細的。 

第四個發表的是士林國小。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飛沖天的水火箭，因為 

以前有上過類似的課程，同學們還因此而開我的玩笑呢。而我也了解了以前聽不 

懂的東西，比如說：甚麼安定片啦，大氣壓力…之類的。 

第五個發表的是中山國小。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黃金比例，因為以前考數 

學全國大賽時有顯示過類似的數字，所以比較深刻。好比說鸚鵡螺、中國的八卦 

圖、松果、貝殼…等，都存在著黃金比例。報告的同學還舉出大量的例子以及採 

集來的大量物品，只可惜有點太小聲了。 

最後一個發表的是石牌國小。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空難研究，因為我爸媽 

就是“在空中工作，最容易被波及＂的人（中華航空的職員啊） ，所以我很專心 

在聽。講到中華航空，我跟曹爗文“面面相覷＂，因為我們的父母都是華航的職 

員，當然會因為擔心而注意一點聽囉！其中中華航空為什麼會肇事的原因我記的 

最清楚（引響我爸媽的安危啊！），他寫說，因為採購時有政治因素的影響，引 

起整個機隊非常混亂，技術師不容易掌握整架飛機的構造，會造成疏失，嚴重時 

就會肇事。 

經過那麼多學校的報告，我還是覺得我們學校和石牌國小最好，引起最大迴 

響！真是謝謝老師的教導如此成功，才能有今天的我們啊！（好像是很老套的 

話…） 

結論阿… 2007.06.04 

在今天的分組課中，我得到了兩個方向：從研究目的來想結論。從這裡就有 

的困難，例如：實施成效，我又不是實施者，怎麼知道成效？這可就頭大了。老 

師教我訪問看看簡老師。問題是，我是有時間 OK，簡老師要準備畢業成績，還 

有其他年段要上課，她抽的出時間嗎？不管不管，等有時間再說，趕快修結論囉！ 

圖表阿… 2007.06.09 

分組課，我這次是在修日誌。格式為（懶的講了，請看上面）。結果老師看 

了看，說我圖表沒過？那以前做的不都全白費？算了，作多一點反而比最後做錯 

好吧。改改改～我改成折線圖，之後敘述又打了一些，然後整個格式變動…（我 

也不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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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重修？！ 2007.06.11 

我的研究又要翻修了。圖表的顏色太暗了，老師說反正要印全彩，所以就叫 

我別再改顏色了，就依照他原來的做吧。真的，做了一個週末的又白費了。回頭 

想了想，其實也還好，就不用再改來改去。只是有點不捨罷了，不捨我的時間和 

金錢啊。現在弄好了，等著明天給老師看吧。只是我有點兒好奇，如果每個人都 

這樣一次一次的給老師看，老師不會看膩嗎？ 

修圖表！ 2007.06.21 

老師說我圖表裡的文字要改成橫的，並且交我怎麼用。方法是：跟以前一樣 

做那個資料表→把統計數據的框移掉→用到 Word 裡面→把資料表的部分裁掉。 

把每一個都改完之後，就修文句啦！老師說要把一個問題的優缺點併在一起解釋, 

然後再一起分析，於是我把自己和組員進度慢了合併成一個“進度慢了＂來分 

析，把優缺點合併成一個(它的題目)來分析，做起來也比較輕鬆！ 

接近完稿！ 2007.06.22 

甚麼？我沒聽錯吧？我已經接近完稿啦！做了這麼久的努力總算沒有白費 

了…。真是高興呀！現在只要修一修錯字，趕快寫一寫自我介紹，交稿囉！真是 

好有成就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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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問卷 

西湖國小六年級學生合作學習成效之研究以動物大閱兵繪本活動為例 

親愛的六年級同學： 

在六年級上學期時，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課程中，我們進行過『動物大閱兵繪本』活動。 

這份問卷是想了解同學們在繪本製作過程中，小組合作及個人成長的情形。請你依實際情況填 

寫，且每題都務必填寫。這份問卷採不記名，請安心作答。您的寶貴意見，將是我們研究的重要 

依據，謝謝您的配合！ 

指導老師：卓麗容老師 

研 究 者：吳 亦 柔 

基本資料： 

班級：六年 班 性別：□ 男生 □ 女生 

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時擔任職位：□ 組長 □ 組員 

問卷問題： 

單選題部分： 

1.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你覺得在課堂上的製作時間 

□非常充裕，在課堂上就能完成 □充裕，但會佔用到一些下課時間 □時間有點不夠用， 

會佔用其他課程或課餘時間 □時間非常不夠用，還要利用很多課餘時間回家做 

2.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你的小組的工作分配方式 

□依照每個人的興趣或專長，自行選擇 □由組長分配工作 □猜拳或抽籤決定 □有爭 

議時，由老師分配 □其他： 

3.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對自己個人付出的時間和態度作評量，你覺得自己 

□已經全力以赴 □付出很多時間 □並未盡力付出 □完全沒有付出 

4.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你對小組的合作情況，感到 

□非常滿意 □滿意，但還有努力空間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5.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活動結束後，你對小組合作的繪本成果感到 

□非常滿意 □滿意，但還有努力空間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複選題部分： 

6.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小組成員如有爭執，怎麼解決 

□透過小組成員溝通協調解決 □以組長的意見為意見 □報告老師，請老師主持 □放棄 

不處理 □其他 

7.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如果覺得作量分配不均時，組員間怎麼處理 

□請老師依照個人表現成績 □盡本分完成份內工作，不計較 □雖然會抱怨，但是還是會 

完成 □開始小組內的爭執 □組員乾脆不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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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如果你的進度慢了，你會如何處理 

□請進度快的組員協助完成 □多花一些課外時間把進度趕上 □放棄品質，自己草草趕 

上進度 □留給其他組員會幫忙收拾 □請家人幫忙處理 □其他 

9.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如果有組員的工作進度慢了或偷懶的時候，小組如何處理 

□進度快的組員會協助完成 □組長把工作挑起來做 □留給當事人自行完成 □其他人有 

樣學樣，一起偷懶不做 □其他 

10. 你覺得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活動的分組方式，有哪些優點 

□由老師分組，每組的能力都很平均 □可以讓能力好的同學帶領小組一起成長 □不必 

擔心班上出現無組可去的『孤兒』 □節省因分組找人的時間與減少因分組而產生的摩擦 

□其他 

11. 你覺得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活動的分組方式，有哪些缺點 

□組員間的合作默契不夠，需要花很多時間溝通 □小組成員間工作態度不一致，影響工 

作情緒 

□有些組員偷懶習慣不改，工作量加到別人身上 □合不來的成員分在一組，容易起爭執、 

會影響工作進度 □無法自行選擇合作夥伴，合作起來不愉快 □其他 

12. 你覺得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有哪些優點 

□一起合作完成作品的過程中，小組成員可以互相學習 □分工合作可以減輕負擔 □透 

過每個人的付出可以讓作品更好 □透過一起合作的方式，完成作品過程覺得很愉快 □ 

其他 

13. 你覺得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有哪些困難 

□要花很多時間溝通與協調 □小組成員的時間不容易搭配 □小組成員工作態度不一樣 

□組員意見不容易整合 □當小組中有人偷懶時，會影響工作氣氛 □其他 

14.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你覺得級任老師的哪些協助是有幫助的？ 

□主動了解各組的合作狀況與進度 □給予製作與內容的意見 □進度落後時，挪用上課 

時間讓我們完成進度 □協助各組處理小組成員意見上的的爭執 □數落偷懶的組員，給予 

盡職的組員精神上的支持 □主動聯繫科任老師，了解班上同學的表現 □其他 

15.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中，你覺得科任老師的哪些協助是有幫助的？ 

□主動了解各組的合作狀況與進度 □給予製作與內容的意見 □以加分作為鼓勵，讓同 

學更積極完成作品 □協助各組處理小組成員意見上的的爭執 □主動聯繫及任老師，請級 

任老師協助盯各組的進度 □照個人的努力程度給分 □其他 

16. 在動物大閱兵繪本製作過程的合作學習方式，我的個人成長與收穫 

□增進查資料的能力 □學習到同學的優點 □學會了如何與別人分工合作 □我的 

努力與能力受到肯定與重視，使我覺得有自信 □提升我對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興趣與 

了解 □其他 

17. 如果下次還有合作學習的機會，你有哪些建議（例如分組方式、成績處理、課堂上時間的 

安排…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