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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者提問」的聆聽教學研究 

謝政達 

苗栗縣文華國小教師 

摘要 

本研究探討「向作者提問」的教學策略運用在聆聽教學的成效，以希臘悲劇

《伊底帕斯王》為文本，6名六年級資優生為對象，進行四週（八節課）的聆聽

教學活動。 

透過量化資料發現：「向作者提問」教學策略能夠幫助國小學生提升理解文

本；質性資料則顯示，學生在經教師鷹架下，對理解《伊底帕斯王》，可歸納出

幾個焦點： 

一、 對故事主題有一致性想法。 

二、 關注避免悲劇發生的人文思維。 

三、 能理解「神諭、衝動、思考與智慧」等面向。 

四、 能提出不合理情節質疑。 

五、 能分析伊底帕斯的人格特質。 

六、 對其中情節印象深刻。 

七、 對整體故事有不同認同與詮解。 

除了以上結論外，並建議未來研究者能以「向作者提問」策略作為指導整合

學生聽、說與寫的教學方法為主題深入研究。 

關鍵詞：向作者提問教學策略、聆聽教學、伊底帕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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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Listening Instruction of 

"Questioning the Author" 

Hsieh, Cheng-Ta 

Teacher, Wen-Hua Elementary School, Miaoli Coun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QtA" teaching 

strategy on the listening instruction. The researcher used Greek tragedy "Oedipus the 

King" as the text. Six gifted six-graders were chosen as the research targets and the 

total teaching period was lasted for four weeks (eight classes) with the listening 

instruction of "QtA" teaching strategy. 

Through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QtA" teaching 

strategie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the text. Besides, qualitative data which show that "QtA" teaching 

strategies can benefit students taught by the listening instruction also provide some 

important evidence. The finding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Students have the consistent thinking about the story.  

2. Students care about avoiding the occurrence of the tragedy. 

3. Students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oracle, impulsiveness, thinking and wisdom". 

4. Students are able to doubt the unreasonable plot.  

5. Students are able to analyze the personal traits of Oedipus the King. 

6. Students are impressed by the plot. 

7. Students are able to explain the whole story differentl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er recommends that the future study may use "QtA " 

strategy on the combination of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s. 

Keywords: QtA teaching strategies, listening instruction, Oedipus the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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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個好的教學策略可以引發學生提升理解學習內容，進而引發對內容的好奇

心並提升學習興趣。因此，本文引用「向作者提問」閱讀教學策略，運用聆聽教

學上，藉此探討此策略運用在聆聽「策略與內容」的適切性，以初探形式讓學習

者聆聽文本時增加對文本的興趣與理解力，進而提升聆聽能力。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透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所主持的國際性研究評比的「學生基礎讀寫能力國際

研究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與「促進

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 簡稱 PIRLS）

評比下，國內越來越多學者、專家與教育工作者認為閱讀素養須讓學生能理解並

運用書寫語言的能力，透過閱讀各種文章，從中建構出意義，亦能從中學習並主

動參與學校、生活中的閱讀活動，同時獲得樂趣（柯華崴等人，2008）。但根據

上述的評比，台灣學生閱讀素養評比雖逐漸提昇，但在閱讀興趣與信心項目的評

比卻相對低落，且高達 20％的學生是「低度閱讀興趣」。其中的關鍵有可能是過

去我們的語文科教學，較重視策略的訓練與養成。 

以閱讀教學為例，Cambrell(1996)曾指出影響學童閱讀行為的原因之一是人

際互動，如果學童能與他人分享， 並獲得支持與成就感，學生將會樂於從事閱

讀。Wilhelm(2001)也指出讀者在閱讀歷程中，經由腦部不斷交互思考可增進讀

者的閱讀動機與興趣。柯華葳(2009)更認為閱讀的核心在於思考。所以學校最應

做的事情是讓孩子閱讀文本時能有討論的機制(李佩芬編，2010)。 

至於聆聽教學，Bromley（1992）認為「聆聽」強調的是理解的過程。李漢

偉（1996）表示，聆聽教學作為說話的準備，需要良好的聆聽教學，才能讓學童

理解意思與教學的內容。羅秋昭（1999）語言的開始是源於模仿，因此專心聽話

可以加強說話的能力。陳弘昌（1999）認為聽話能力總比說話的能力強，所以要

加強學生說話的能力，一定要從聆聽的練習入手。張玲霞（2006）指出「聽」是

孩子吸收語文知識的主要來源之一。透過上述文獻顯示聆聽教學需將聆聽的內

容、理解與說話整合成一教室互動模式，且基於閱讀與聆聽教學是兩種以不同感

官作為輸入源的教學，教學的活動有其差異性，但對於增進學童學習動機、興趣

與信心的層面，均有相同訴求，也成為語文教學活動的關鍵要項。 

本文藉由「向作者提問」策略可有效提升學生後設認知能力與激發學生內在

動機(Beck & McKeown, 2006)，透過向文本的作者不斷提出問題(queries)與老師

同學互動討論，達到文本理解的目的。試圖以《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

文本為例，進行「向作者提問」策略的聆聽教學活動，探討在國小高年級學生在

聆聽教學的成效。 

二、待答問題 

針對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以下待答問題作為研究探求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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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作者提問」策略於聆聽文本教學的可行性？ 

（二）「向作者提問」策略是否能提升學生聆聽《伊底帕斯王》文本的理解？ 

（三）學生聆聽《伊底帕斯王》文本，所提問與思辨的焦點為何？ 

三、研究限制與範疇 

由於本研究屬於教學初探，所以針對研究工具以作者提問策略的開放性問題

作為構念效標，作為信效度的考驗。然而，本研究也具有教學行動研究的特質在

解決真實場域的問題，故以量化結果為主，輔以質性資料作佐證與檢定，作為本

研究限制與範疇在此說明。 

研究內容則運用「向作者提問」策略，以《伊底帕斯王》故事為文本，整合

聽、寫與說的聆聽教學為題，研究者事先建構教學方案，主要以探究此教學策略

對國小學生聆聽教學理解、動機、興趣與批判反思能力的實際成效。 

四、名詞解釋 

（一）「向作者提問」教學策略 

向作者提問 (Questioning the Author, 簡稱 QtA)教學策略是由 Beck 與

McKeown所發展出來(Beck & McKeown, 2006)。此策略注重讀者對於文本概念

的理解，閱讀過程中，透過向作者提出問題，促使讀者專注於作者的想法並回答

問題，協助學生理解文本內容知識。藉由提問與討論的歷程不僅促進讀者積極的

建構意義，也能幫助讀者主動投入閱讀中。 

（二）聆聽教學 

「聆聽」（listening）是將聲音轉換為意義的歷程，強調的是理解的過程

（Bromley，1992）。而聆聽教學的內涵，包括：正確聽出重點，能欣賞他人表達

技巧，並養成記憶歸納重點的能力與理解真實情感，甚至能思考所表達的意涵，

從中尋求解決問題的能力，進一步結合科技資訊媒體，提升聆聽的速度、廣度與

不同媒材的能力（李漢偉，1996）。 

貳、文獻探討 

近年來由於國際閱讀評比的趨勢下，促成教師、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非常關

切-如何教導學童有效的閱讀策略與技巧，以便在國際閱讀評比上能夠提升，相

對的反而忽略了哪些方法可以建立文本的知識內容?因此，「教學策略」經常作為

「內容取向」的對立面觀點。我們是否能夠經由對「學習內容」與「策略使用」

在兒童聆聽教學，並以有效的策略來幫助學科知識的建立，成為重要的議題。 

一、「向作者提問」策略的定義 

回顧過去二、三十年國內外對於閱讀理解的相關研究發現，閱讀理解相關的

研究大致可分為聚焦閱讀策略與閱讀內容為主的兩大取向。近年來，國外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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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以閱讀策略教學和直接聚焦文本內容教學的閱讀理解成效顯示:閱讀策略教

學未必優於聚焦文本內容的結果(Mckeown, Beck, Blake, 2009)。於是，閱讀教學

逐漸出現策略與內容取向的整合探討觀點，認為學生不應只從文本中接收訊息，

也不只是學會策略的讀者，要成為熟練的讀者，須展現比新手讀者更主動投入有

效文本意義的建構歷程(Beck & McKeown, 2006)。由 Beck 等學者(1997)提出的

「向作者提問」閱讀教學被視為是策略與內容整合取向的閱讀教學法。 

「向作者提問」策略技巧源自於《Questioning the Author: An Approach for 

Enhancing Student Engagement with Text》一書(Beck, McKeown, Hamilton & 

Kucan, 1997)。向作者提問的技巧是一個以文本基礎的教學取向，它被設計用來

促進對作者文本想法的了解。「向作者提問」策略需要學生與文本互動來取代僅

僅從文本摘要出訊息。意義的建構是經由在班級老師拋出「向作者提問」策略的

提問與討論而被支持。 

其實「向作者提問」策略是教學者為在課文閱讀完引發討論的探究策略，提

問要求學生去確認作者試圖告訴讀者的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作者要這樣陳述?學

生獲得他們閱讀到與習到的事實，以便進一步詮釋並推論作者在文本背後的意

義。 

事實上「向作者提問」這種由教師提問為基礎的討論策略。教師提出問題，

並且透過討論能幫助學生產生與文本的連結性，因為作者提問是伴隨著文藝風格

的閱讀，閱讀可以從小說、課本章節、劇本、報紙等。向作者提問的主要的目的

是在於經由作者引導出已知的訊息或想法的呈現(Beck, McKeown, Hamilton & 

Kucan, 1997)。 

「向作者提問」也是一種提供學生參與文本活動的教學策略，它鼓勵學生對

文本與作者進行提問，經由他們的問題中，學生將學習到更多文本內容，例如：

作者在文本中訊息為何？作者是否解釋得清楚?如何能夠把作者與學習者之間行

連結……等。 

課堂上最被廣泛使用在文本理解的方法就是提問，但是好的提問能夠促進理

解也是被認同的。提問之所以被經常使用的原因在於：(一)因為不能被直接觀察

腦部理解是如何運作的，所以教師會以提問作為測量理解的方法。(二)提問是被

使用在學生閱讀實無法理解時，教師利用提問以促進理解的成長 (Beck & 

McKeown, 1981)。 

但是不幸的是，許多問題的提出只是為了評量理解與否，而不是提升與發展

其理解能力。超過一半的提問是被要求喚起在故事中字義上的意思，但高層次的

理解透過評估、鑑賞語引導推論的問題而發生，所以教師必須是小心翼翼的，因

為鑑賞問題可能不需要學生依賴閱讀時對細節的具體事證的觀照 (Beck & 

McKeown, 1981)。 

因此，好的提問是促進包括外顯與內隱的學習，甚至連最基本的文本訊息的

理解，都需要組成推論與細節的回想。提問也將配合到在文本想法的發展，以及

文藝的風格形式和作者所想表達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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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作者提問」策略相關理論基礎 

從認知歷程觀點來看，理解是一種讀者在閱讀時主動參與、選擇重要訊息，

連結新舊知識建構文本一致性表徵的複雜過程(Palincsar & Brown, 1987; Van Dijk 

& Kintsch, 1983)。因此，「向作者提問」策略也重視讀者在理解文本的過程，其

理論基礎陳述如下： 

（一）建構主義的觀點 

文本的理解是一種自我建構與自發性產出的解釋活動，側重於解釋的本質，

並經由解釋的過程，將已知的知識和新知識相連結，強調學習新事物時，新舊知

識間的互動關係，是一種屬於連續不斷學習新事物的歷程(Chi, Bassok, Lewis, 

Reiman, & Glaser, 1989)。 

從 Chi 等人提出的觀點看來，「向作者提問」策略透過提問與討論的過程讓

讀者主動建構知識，過程中每一文本的段落討論，不僅使內隱的知識明顯化，以

便能反思與推論，同時形成新舊知識整合，激勵讀者投入促進一種主動意義的搜

尋活動，閱讀過程中學生能為自己直接解釋從文本所呈現的訊息，因此能獲得更

多文本中所要傳達的訊息。 

然而教室的言談並非只有自我的建構而已，根據社會建構論的觀點，認知也

是一種社會的產物，兒童在嬰幼兒時具備低層次的心理能力，透過社會活動、教

育的互動才能發展到高層次的心理能力。一旦這些能力過程被內化後，成為兒童

獨自發展成就中的一部份。這種前後關係造就了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簡稱 ZPD)( Vygotsky, 1997)。 

聆聽與閱讀均是一種思維的過程，聆聽的思維必須透過表達產生與他人的互

動，如同在「向作者提問」教學的討論中透過提問和回應，學生不斷受到文本作

者、他人看法影響的同時，也不斷建構文本的意義，提升理解，促進深度思考(Beck 

& McKeown，2006)。 

（二）詮釋學的觀點 

最早提及「詮釋」一詞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他在其著作

《詮釋篇》中指出，由於語言一被說出之後，就被限定在語言自身的結構中被理

解，其後，「詮釋」便以「語言」為中心，被普遍運用在神學和法律上(張雙英，

2003)。 

自從 19世紀以來，詮釋學成為對《聖經》的解釋擴展到對一切文學形式理

解方法與原則的探究理論，德國神學家施萊爾馬赫(F. Schleiemacher)首先建立了

作為所有文本理解技巧的「一般解釋學」原理，之後狄爾泰(W. Dilthey)又進一步

發展出奠定解釋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基礎的解釋學(金元浦，1998)。 

到了海德格(M. Heidegger)《存在與時間》一書對詮釋學的深化，詮釋學這

一詞已經成為這領域發展與定義中的轉捩點，並且使詮釋學立刻與理解的本體論

聯繫起來(帕瑪，1992)。海德格的論述被描述成「現象學的詮釋學」，它的重點

在通過詮釋，而將「存在」的意義與「此在」的基本結構呈現出來(張雙英，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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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伽達默(Hans-Georg Gadamer)強調人類利用語言去相互對話，進而去

理解「存在」(指世界)和「此在」(指人類)，因此理解的目標是「真理」而不是

「方法」(張雙英，2003)。它發展成一部系統的論述《真理與方法》，它不僅是

一部詮釋學的歷史，也是一種將詮釋學與美學，以及歷史理解哲學聯繫在一起的

經典(帕瑪，1992)。 

詮釋學不僅在哲學領域與現象學有互相跨越的複雜情況，它在文學批評領域

更直接影響「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理論」理論(張雙英，2003)。 

（三）接受反應的觀點 

接受美學(德文 Rezeptionsasthetik, the aesthetics of reception)，亦稱「接受理

論」(德文 Rezeptionstheorie)，或「接受與效果研究」等中譯名，由德國康斯坦

茨大學(Universität Konstanz)教授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創立，

他從解決「文學史悖論」開始，將讀者的地位提昇到文學研究的中心地位，方法

包含了個人的歷史經驗與蘊涵文學的社會性特徵，試圖調節歷史與美學，他認為

在接受的過程中美學就是歷史的，而歷史的過程就是美學的過程，這種調節融合

的根本性藝術實踐，就是接受美學(金元浦，1998)。 

而「期待視野」便是姚斯基本理論的重要概念，他把文學解釋活動分為三個

層次：第一是審美感覺的理解視野；第二是意義的反思性視野；第三則是歷史閱

讀或歷史視野(金元浦，1998)。 

另外，伊瑟爾(W. Iser)則認為閱讀過程是文本符號和讀者理解之間相互作用

的產物，他借用莫勒斯的術語「自動相互聯繫」，把被「游移視點」分割的東西

組合起來的心理綜合活動稱為「建構聯繫性」，這種相互聯繫形成「前後一致的

解釋」或所謂「格式塔」的視野，說明了藉由文本符號的潛在聯繫，促成「完形」

的存在，同時也是文本和讀者相互作用的產物(張旭曙，2000)。文本包含著許多

「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與「空白」(gaps)，成為文學作品文本的基本結構，

即：文本的召喚結構(林一民，1995)。 

文本的「不確定性」與「空白」成為聯結創作意識和接受意識不可少的橋樑，

是前者向後者轉換不可或缺的條件。它們的作用在於能促進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賦

予文本的未定性以確定的含意，填補文本的意義空白，體現在作品中的創作意識

只有透過讀者才能以不同的方式得以現實化或具體化，並作為效果以不同的面貌

重新出現(龍協濤，1997)。 

英伽登(R. Ingarden)也認為：作品自身包含許多的不確定性(即空白)，透過

欣賞者的活動(讀者去解釋的作品~即是重建作品，填補空白的過程)，才能轉化

成現實的審美價值(林一民，1995)。 

因此「向作者提問」策略教學中，教學者提供社會性支持的環境與討論時提

供提問鷹架(Scaffolding)，激發學生提供個別觀點(個人歷史經驗)、對文本的回應

(不確定與空白)、發表文本訊息的連結及整合文本與個人經驗，以期豐富、共同

分享文本理解與審美價值的歷程。教學中透過師生彼此對話與解釋，由教師放聲

思考方式示範閱讀策略，隨著課程的進行，逐步將提問與回答的責任轉移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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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師生對話與責任轉移的過程，最終目標在於協助學生獨立運用策略來學

習，找出近側發展區間(ZPD)給與孩子協助(如圖 1)。 

教師角色 參與責任 學生角色 

教學示範演示等 引導學習

   

實作與應用 

圖 1  完成任務表現的責任比例圖 

資料來源: (整理自 Pearson & Johnson, 1978) 

三、「向作者提問」策略的教學設計 

此策略是透過提出開放式問題以求深化思考，協助建構文本各部份的意義，

因此成功的讀者會向作者提問時，提出有關於作者想法與文本所述的相關問題。

故此教學策略的設計包含幾個主要概念: 

（一）可以質疑作者的正確性 

文本是人所創作的產物，因此文本本身存在缺陷或限制的可能性，此策略允

許學生質疑或挑戰文本的權威，因為作者也可能建構出不完整的觀點，透過讓學

生察覺閱讀理解的信念「難以理解作者的陳述內容不永遠都是讀者的問題」，如

此可以促發學生評論與思考批判的潛力，聚焦在文本內容上做真正深入的思考 

(Beck et al.,1996; Beck et al.,1997; McKeown et al.,1993)。 

（二）持續不斷建構意義的過程 

意義的建構伴隨著文本每一新的段落(Beck & McKeown, 2001; Beck et al., 

1997; Beck & McKeown, 2006)。當學生閱讀文本時，教師的角色是選擇介入討論

的時機點，並提供問題促使學生思考文本中的訊息。提問可以促進討論，使學生

持續專注在意義的建構(Beck & McKeown, 2002 ; Beck & McKeown, 2006)。 

（三）透過持續討論以協助深入理解 

Beck & McKeown(2002)指出此策略是透過師生間、學生間共同討論，相互

合作，以擷取概念建構文本意義。學生透過提供意見對問題做反應，其他同學與

老師能以同儕回應做為進一步的發展基礎，進而修正改良，或是挑戰。而 Sweet 

& Snow(2003)指出在討論過程中，每一位學生所貢獻的觀點都是促進理解重要的

一部份，因此，向作者提問的教學是一種活潑、批判、強而有力的理解歷程，也

是一種團體思考的運作。 

蔡宜芳(2009)指出「向作者提問」此策略要求學生透過理解文本，討論作者

想要表達的真正意涵。Beck & McKeown(2006)也提出，此策略判斷作者是否明

白闡述觀點，藉此幫助學生發展理解推論與欣賞文本的能力，使學生不再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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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閱讀理解的失敗者。 

作為「向作者提問」的聆聽教學文本，本研究以《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為例(如附件三，摘自伊底帕斯王故事網站)，其為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

斯(Sophocles)於西元前 427年根據希臘神話中伊底帕斯的故事所創作的一齣希臘

悲劇，為希臘悲劇中的代表之作。文本中蘊含神喻、人的選擇、面對不可逃避的

責任……等悲劇元素，適合高年級學童聆聽與討論，並藉「向作者提問」策略含

有主動思考與同儕互相討論模式，試圖引發學生提升聆聽文本的內容，進而引發

讀者對文本的認識與好奇增加閱讀興趣。 

四、「向作者提問」策略的教學流程 

「向作者提問」策略是根據鷹架作用的論點，從教師提問、引導共同討論，

再逐漸轉移提問責任由學生練習提問，此學生習得提問與討論的方法，目的是促

使讀者主動投入文本詮釋歷程，提升理解、推論與詳細論述作者旨意的能力。從

Beck & McKeown(2006)指出其包含四個主要歷程，陳述如下： 

（一）計畫實施階段(planning the implementation) 

教師必須引導學生持續主動與文本作者對話，使其注意力持續活化在聆聽歷

程中，因此必須特別於教學前進行規劃與準備，包含以下三個步驟(表 1) 

表 1 計畫實施步驟 

文章選材上 包含各種體裁、種類的文本，都可以透過此策略進行教

學或討論。 

區辨文本中核心概念

與潛在問題 

深入閱讀文章，將文本中的目的、主要概念，以及任何

影響讀者的潛在問題或是度落中重讀或得停下來放聲思

考的部分紀錄下來，以瞭解學生可能形成提問的部分。 

分割文本為幾個具有

邏輯性、相關、重要

的部分，以決定停下

來討論的時機。 

討論的時機不一定是停在段落上，也可以停在某一句重

要的句子或是問題上，或是文章中能進行推論、詢問、

結合先備知識、插圖、特定符號或標誌的句子。 

(整理自 Beck&McKeown，2006) 

（二）產出問題階段(creating queries) 

此階段所要注意的事項(表 2)及二階段提問問題說明(表 3)整理如下： 

表 2 產出問題階段 

教師示範 事前規劃文本問題，教師示範並說明如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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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問，幫助學生探究作者的想法。 

發展開放性問題 在過程中學生必須整合文章訊息與新舊知

識做回答，以發展初始問題 (Initiating 

queries)與後續問題(Follow-up queries)。 

(整理自 Beck & McKeown，2006) 

 

表 3 開放性問題說明 

二階段問題 概念 問題舉例說明 

初 始 問 題

(Initiating 

queries) 

用意在引導學

生專注在作者

的寫作意涵與

概念。 

1. 作者想要說什麼? 

2. 作者傳達了什麼樣的訊息? 

3. 作者想要我們知道什麼? 

後 續 問 題

(Follow-up 

queries) 

注重指導討論

和協助學生統

整和連結文本

中的概念。 

1. 作者這裡說的合理嗎? 

2. 這裡的敘述與作者在之前所描述的有關連

嗎? 

3. 你認為為何作者在這裡要告訴我們這些? 

4. 作者說明的夠清楚嗎? 

(整理自 Beck & McKeown，2006) 

（三）發展階段(developing discussion) 

傳統教室中討論的型態大多為學生閱讀完文本後，才形成自己的想法並指出

文本中所提到的意義，而向作者提問策略則是在討論過程中便形成自由開放的知

識分享平台，並協助學生持續建構意義(Beck & McKeown，2006)。當學生一開

始說的很少或是不具意義或是錯誤的陳述，教師需扮演鷹架的角色，使用目標性

的問題或具有功能的對話，使文本某一部分進行到下一部分之間做引導討論。例

如:學生若只針對問題照本宣科擷取文中某段文字時，老師可以續問:「這是作者

在文中所敘述的片段，你認為他在文章中的意思是什麼?」 

Beck 等人(1997)建議教師一些能促進討論持續進行的回應與提問以作為參

考(如表 4)。而 Wilhelm(2001)認為可以在教學中把文本具體分為三個部分來探討

(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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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促使討論持續進行的回應與提問類型 

方法 概念 舉例說明 

1標示重點(marking) 標示、強調在值得聚焦的

概念。 

1. 如你聽到某人說的話嗎?請

你重述一次，這是重要的

訊息。 

2. 作者試圖要表達出什麼意

思呢? 

2 回 頭 檢 視 (turning 

back) 

使學生為自己的閱讀負

責，促使其回到文本中，

回頭檢視內容或找出支

持內容以澄清概念、思考

或重新解釋。 

1. 你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從

哪裡知道的? 

2. 讓我們回到文本中找出作

者如何詮釋的? 

3. 這和作者前面所陳述的內

容是否有關連、有意義? 

3換句話說(revoicing) 對於文本中難以表達貨

是詮釋的部分，支持學生

用自己的話表達出想法

或觀點。 

1. 所 以 ，你 的 意思似 乎

是……，你是不是說……? 

2. 這樣的說法合理嗎?為什

麼? 

4示範(modeling) 教學者以放聲思考、重讀

或表現出自己所困惑地

方，示範特別難以理解的

部分。 

1.對於這段敘述，我感到困

惑，有誰能解釋? 

5註解(annotating) 提供文本原本闕漏的訊

息，使原本不完整的概念

變得更完整。 

學生可以解此整合先備經

驗，並與他人分享不同觀點。 

6 重 述 要 點 、 摘 要

(recapping) 

摘取主要概念。 1.這段主要在說明什麼? 

(整理自 Beck 等人，1997) 

 

 

 



語教新視野第五期                                                            2016.09 

 

謝政達     12 

 

表 5  Wilhelm 所提文章分類類型 

文章類型 探討步驟與重點 

1.確認文章主題或標題 1.觀察文章的主題或標題 

2.反問自己，所有部分探討的是什麼?全文拓

展怎樣的主題? 

3. 觀察說明文字、標題、圖片、粗體印刷

等主題線索。 

4. 上述元素共同探討的部分有哪些? 

(並非所有的細節都與主題相配合，文章

主題就是主要細節間的連結與共同元

素。) 

2.確認主要事件、支持論點或細節 1.作者通常安排重要觀點在個標題與其內容

反映之間的連結。 

2.注意文章細節內容，例如較長的敘述。 

3.注意小標題部分 

4.注意內容敘述包括角色、語調、情緒氣氛、

背景、轉折的改變。 

3.確認核心概念或主旨 1.根據主題並且涵蓋全文，找出核心概念以

及文章主旨。 

2.反問自己核心概念是否能直接描述?若

非，也要能推論出。 

3.核心概念如何將主要事件、論點或細節內

容引導到結論。 

4.找出和核心概念後必須要能做出結論，或

將細節內容或事件引導到最終結論。 

(整理自Wilhelm，2001) 

（四）學生獨立使用策略階段 

透過教師提問鷹架逐漸撤離，學生形成自我提問能力，透過收集文本內容的

資訊、運用邏輯思考以自我提問回答，同時也透過問題以監控本身理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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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從上述文獻探討發現，「向作者提問」策略技巧是一個以文本基礎的教學取

向，是一種由教師提問為基礎的討論策略。它透過教師提出問題與討論幫助學生

產生與文本的連結性，學生與文本互動來取代僅僅從文本摘要出了訊息，對於意

義的建構經由提問與討論而被支持，這種過程符合了語文教學教室言談的目的。 

當提問要求學生確認作者試圖告訴讀者的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作者要這樣

陳述?學生獲得它們閱讀到與習到的事實，以便進一步詮釋並推論作者在文本背

後的意義時，不僅從文本中提供閱讀與聆聽對話而已，也鼓勵學生對文本與作者

進行提問，經由他們的問題中，學生學習到更多文本內容。 

所以好的提問是促進包括外顯與內隱的學習，連最基本的文本訊息的理解，

都需要組成推論與細節的回想，甚至於文藝的風格形式和作者所想表達的意圖，

均可將讀者的地位提昇到文學研究的中心地位，把過去個人的歷史經驗與文學美

學的素養調節融合，因此可以被定義為接受美學的藝術實踐。而「期待視野」、「前

後一致的解釋」或所謂「格式塔」的視野，都說明了藉由文本符號的潛在聯繫，

促成「完形」的存在，同時也是文本和讀者相互作用的產物。文本中包含著許多

「不確定性」與「空白」，成為文學作品文本的基本結構，透過讀者去解釋的文

本作品，填補空白的過程，轉化成現實的審美價值。 

因此「向作者提問」策略教學中，教學者提供社會性支持的環境與討論時提

供提問鷹架，激發學生從個別觀點對文本的詮解，教學中透過師生彼此對話與解

釋，由教師示範逐步將提問與回答的責任轉移給學生，協助學生獨立運用策略來

學習，協助孩子找出近側發展區間(ZPD)潛能。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首先進行量化考驗再進行質性分析。 

二、研究對象 

以研究者所任教 6名領導才能資優學生為研究對象作為研究樣本。 

三、研究設計 

量化採取單一組前後測的設計，分析資料時，每個人的後測分數均減去其前

測的分數，進行進步分數的分析。 

四、研究工具 

由研究者自編學習回饋單作為蒐集資料的工具，學習單的發展過程，依據

Beck & McKeown(2006)開放性問題二階段提問概念(一)在引導學生專注在作者

的寫作意涵與概念以及(二)注重指導討論和協助學生統整和連結文本中的概

念，設計了六點提問問題(如附件二)。學習回饋單完成後請兩位語文教育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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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位教育博士共同填寫專家效度問卷(同意程度分為五大尺規，依序為非常同

意、有些同意、尚可、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以檢驗回饋單內容對應 Beck 

& McKeown(2006)開放性問題二階段提問概念的效度，並將資料輸入電腦進行

SPSS 的分析，以肯德爾和諧係數考驗三位專家的一致性，結果 Kendall's W 檢定

數值為.867，卡方值 13.000，顯著性 P 值為.023小於.05，故表示三位專家評分有

顯著相關存在，即有評分者一致性之效度，第一題平均數為 5.0，第二題為 4.0，

第三題為 4.0，第四題為 5.0，第五題為 4.3，第六題為 4.0，也顯示專家對此六題

均同意對應「向作者提問」之二階段提問概念。另外聆聽教學文本。本研究以索

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摘錄為例(約 1700字)(如附件三)。 

五、學習回饋評量 

針對研究目標以量化考驗為主，故收集前後測之教學所需之回饋單，再進行

評分者的評量。學習單兩部分的規準（scale）均採五階設計，以下對此五階的效

標做出評量給分說明： 

第一階(1分)：不能描述任何話語 

第二階(2分)：能夠描述一段話語 

第三階(3分)：能夠完整的描述與分析 

第四階(4分)：能夠深入對文本的解釋 

第五階(5分)：能夠有自己的創意見解 

六、實施步驟 

本研究設計步驟，先進行前測，再進行「向作者提問」策略教學方法的熟悉

與介紹(如附件一)，與對語音文本進行理解教學，最後再進行後測研究資料的收

集。 

為期四周八節課的「向作者提問」策略教學，第一周與第二周利用「向作者

提問」教學策略閱讀與觀賞白蛇傳與白蛇傳說文本，以練習「向作者提問」策略

的使用。第三周開始，前測時則請學童聆聽《伊底帕斯王》語音文本後填寫學習

單，之後再進行「向作者提問」正式教學，並分段聆聽《伊底帕斯王》語音文本

並討論與提問，最後施予後測及晤談。 

七、資料蒐集與分析 

進行聆聽教學後學生完成的前後測回饋單，經過研究者評量給分後，再將評

分數據輸入電腦進行 SPSS 軟體量化考驗與討論，最後再進行其質性的資料分析

與討論。 

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對於運用「向作者提問」策略的聆聽教學分析，首先使用量化的統計法分

析在教學前測與後測的差異，再運用質性的文字描述做出使用「向作者提問」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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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論述。 

一、「向作者提問」策略教學的量化的分析 

（一）「如果請你依據這篇故事的情節命題，你會為故事取什麼主題?」

考驗 

因為此題目前後測回饋屬於質性內容，無法進行量化的評量與統計分析，在

此述明。 

（二）「你何以為這個故事取這個主題?透過哪些故事情節，請說明

之?」的考驗 

針對此題回饋單所評分數據，進行成對樣本(前測與後測)考驗，發現學生在

前測的平均分數為 3.8333， 而後測平均分數 4.1667，進步分數達.3333，在前後

測相關考驗，其相關係數為.862，p=.027<.05，代表前後測分數有顯著的相關存

在。同時也發現成對樣本檢定 T 值等於-1.581，p=.175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可

見討論前測與後測之分數沒有顯著的不同。 

（三）「作者想藉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的考驗 

針對此題回饋單所評分數據，進行成對樣本考驗，發現學生在前測的平均分

數 2.8333，而後測平均分數 3.5000，進步分數達.6667。至於前後測相關考驗，

相關係數為.901，p=.014<.05，所以也代表前後測分數有顯著的相關存在。而成

對樣本檢定 T 值等於-1.000，p=.363 並未達.05 的顯著水準，可見討論前測與後

測之分數沒有顯著的不同。 

（四）「你覺得這個故事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請說明之?」的考驗 

針對此題回饋單所評分數據，進行成對樣本考驗，發現學生在前測的平均分

數 2.333， 而後測平均分數 3.8333，進步分數達 1.5000。至於前後測相關考驗，

其相關係數為.919，p=.010<.05，代表前後測分數有顯著的相關存在。另外也發

現成對樣本檢定 T 值等於-2.000，p=1.02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可見前測與後測

之分數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五）「你認為故事中的主角是怎樣的人?為何如此認為，請說明之」

的考驗 

針對此題回饋單所評分數據，進行成對樣本考驗，發現參與學生在討論前測

的平均分數 2.333，後測平均分數 3.8333，進步分數達 1.5000。至於前後測相關

考驗，其相關係數為-.3000，p=.030<.05，所以代表前後測分數有顯著的相關存

在。另外也發現成對樣本檢定 T值等於-3.000，p=0.030 達.05的顯著水準，可見

討論前測與後測之分數有顯著的不同。 

（六）「這個故事給你最深刻的情節是哪一段?為何印象深刻請說明原

因?」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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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題回饋單所評分數據，進行成對樣本考驗，發現參與學生在討論前測

的平均分數 2.1667，而後測平均分數 3.0000，進步分數達.8333。至於前後測相

關考驗，其相關係數為.912，p=.011<.05，代表前後測分數有顯著的相關存在。

也發現成對樣本檢定 T 值等於-2.712，p=0.42 已達.05 的顯著水準，可見討論前

測與後測之分數有顯著的不同。 

資料顯示(表 6)，教學前與教學後的的回饋學習單評定分數後，全部題目(除

第一題外)在後測分數均優於前測分數，但也只有第五題與第六題在前後測分數

上，有顯著性的存在，足以證明對於故事的理解上，「向作者提問」策略對學生

在「你認為故事中的主角是怎樣的人?為何如此認為，請說明之」與「這個故事

給你最深刻的情節是哪一段?為何印象深刻請說明原因?」的思辨，提供了表達與

思考的鷹架，促其理解文本內容是有幫助的。 

表 6 前後測 T 考驗成對樣本統計量表 

題號 變項名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值 

第二題 

前測 3.8333 6 .9832 

-1.581 

後測 4.1667 6 .9832 

第三題 

前測 3.3333 6 .8165 

-1.000 

後測 3.5000 6 .5477 

第四題 

前測 2.8333 6 1.7224 

-2.000 

後測 3.5000 6 1.2247 

第五題 

前測 2.3333 6 2.0656 

-3.000* 

後測 3.8333 6 .9832 

第六題 

前測 2.1667 6 1.6021 

-2.712* 

後測 3.0000 6 1.0954 

 * p<.05  (第一題未評分，故未列出) 

（七）整體題目前測與後測分數的考驗 

針對全部學生的回饋單的評分數據，進行成對樣本考驗，發現在前測的平均

分數 2.9000，而後測平均分數為 3.6000，進步分數達.7000。至於前後測相關考



語教新視野第五期                                                            2016.09 

 

謝政達     17 

 

驗，其相關係數為.844，p=.000<.05，代表前後測分數有顯著的相關存在。同時

成對樣本檢定 T 值等於-4.372476，p=.000 並達.05 的顯著水準(表 7)，可見討論

整體上，前測與後測之分數有顯著的不同。故整體而言，「向作者提問」策略對

學生在理解《伊底帕斯王》故事情節具有顯著的幫助。 

表 7 整體學生前後測 T考驗成對樣本統計量表 

變項名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值 

前測 2.9000 6 1.5391 

-4.372*** 

後測 3.6000 6 1.0034 

***p<.001 

二、「向作者提問」策略運用於聆聽教學的質性分析 

以下就課堂中前測與後測的回饋學習單與課堂提問內容做整理與說明如下: 

（一）透過向作者提問的教學後，學生較能理解文本的主題 

在「如果請你依據這篇故事的情節命題，你會為故事取什麼主題?」提問中

發現，前測 6 名學生將主題訂為「命運由行動決定、身世之謎、俊美臉龐底下的

悲劇、神的指示、人面獅身獸的傳說、真相大白」；後測時則訂為「神諭、神諭

的悲劇、衝動的後果、神與人的紛爭、人與神、悲劇」等主題。 

顯示在前測時每個學生針對聆聽到的內容訂下的主題較為分歧；但是經過

向作者提問的教學後，較能深入理解故事文本後，所定的主題便趨向一致性的想

法。 

（二）經由對主題情節的提問，學生能發現文本中的故事張力 

在「你何以為這個故事取這個主題?透過哪些故事的情節，請說明之?」的提

問內容中，學生 S001 的前測，認為這個故事主題可以訂為「命運由行動決定」，

因為「國王一開始聽信神諭，才導致後續一連串的後果。如：國王拋棄伊底帕斯，

讓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使其對自己的身世很疑惑，便是這樣的命運，造成他倆

再次相遇時，互不認識，才將國王殺死……」，但是 S001 的後測，則將主題修改

為「神諭」，因為他覺得「這個故事都因為神諭而組成的情節，例如：因為國王

相信神諭而拋棄親生兒子。神諭國王的兒子將殺了他自己，且娶其母親，均在故

事中一一發生」。從上述的論點發現，學生 S001 從故事的因果關係，轉而從不可

抗拒的神諭來理解故事的主題，充分深入了解故事的內容。學生 S002 前測將此

故事主題訂為「身世之謎」，後測則改為「神諭的悲劇」。前測他認為「伊底帕斯

的身世之謎，在他的腳筋被砍斷開始，就開啟了未來讓他探究身世的開端，進而

導致殺父與娶母的結果。」 後測他則把故事歸結於「如果沒有去問神諭，這些

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顯示 S002 認為人們過於迷信神諭才造成悲劇。學生 S003



語教新視野第五期                                                            2016.09 

 

謝政達     18 

 

在前測將主題訂為「俊美臉龐底下的悲劇」，因為他從伊底帕斯的容貌及錯綜複

雜的故事取的主題。他認為「伊底帕斯這個人的外表雖然俊美卻有著可悲的遭

遇」；後測則修改主題為「衝動的後果」，因為他認為「衝動行事將付出代價，如：

伊底帕斯衝動的殺死了過路的貴人、雷厄斯國王拋棄了自己的孩子，以及伊底帕

斯認為柯林斯王是他生父，所以遠離柯林斯王國」。可見學生 S003 關切故事中人

能控制的情緒，他認為主角如果能仔細去思考其中的關鍵，不盡然會犯下神諭的

大禍。學生 S004 前測將主題訂為「神的指示」，而後測則修改為「神與人的紛爭」，

因為前測時認為「一開始就說神諭國王不能生育孩子，後來有說要離開父親，否

則會殺死他。最後又因為神生氣所以發生瘟疫。」；然而後測時，他則發現：「神

諭的事，人都不信。例如：國王和皇后不能生育子女，但還是生了!而且還把他

丟棄，造成後來的總總悲劇」。學生 S005 在前測則聽到人面獅身獸的段落，所以

把主題訂為「人面獅身獸的傳說」，是因為他關切「人面獅身獸問伊底帕斯的問

題，他覺得很特別，但是又覺得好像有在哪聽過，但又覺得很奇怪!」；後測則認

為「神講的話，人類都會深信，而且人做的事神都知道」，所以後測則修改為「人

類與神」的主題。顯示 S005 前測聆聽時偏重有興趣的段落，在經過向作者提問

策略的後測，才關注到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上。學生 S006 前測將主題訂為「真相

大白」，而後測則修改為「悲劇」，因為前測時認為「伊底帕斯透過調查後來才知

道領養他的不是他親身父母」；但後測時，他發現：「伊底帕斯犯下最嚴重的錯，

原來是他的親身父親是讓自己殺死的，母親成為自己的妻子」，所以他認為主題

應該為「悲劇」。可見學生 S006 前測聆聽並未掌握到故事的關鍵與悲情處，後測

在提問互動後，才發現到故事中真正作者要傳達的悲劇張力。 

（三）對文本想傳達意義的提問，學生在幾個面向上有共同的理解 

在「作者想藉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的提問中，學生 S001 在前測時，認

為故事告訴我們「不要太魯莽行動」；在後測時則認為「凡是三思而後行。而且

要多思考行動後果的承擔性」。學生 S002 在前測認為故事要我們「聽神的話，並

且不要隨便殺人，因為真相其實是很殘酷的」；在後測時「則認為有些事情要聽

神的話，但有些事情還是別問神比較好」。學生 S003在前測認為故事要告訴我們

「思考要明確，做事要三思，且不要太衝動，忍一時則風平浪靜，許多事情要講

出楚說明白，不可含糊不清造成誤會」；在後測時仍保留其之前觀點認為「做事

別衝動，三思而後行，成與敗在一念之間」。學生 S004 在前測主張「話不要多說，

神的指示很重要，但人的教養也很重要」；後測時則認為「做事不可衝動，且事

前要三思」。學生 S005在前測認為故事的目的在告訴我們「不要輕易聽信別人的

話，就算聽到也是自己放心裡便好」；後測則修改為「不要太衝動，要新思考再

行動」。學生 S006 在前後測均認為「世界是很殘酷的，面對事情的真相要有勇氣

與智慧。」 

上述學生的回饋，顯示學生與作者藉由此故事文本，在「衝動、神諭、思考

與智慧」等幾個面向上有相同的理解。 

（四）對於不合理的情節的提問，學生均能從自己的觀點提及 

在「你覺得這個故事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請說明之?」提問，學生 S001

在前測沒有回答，但在後測時提出為什麼「國王在沒生孩子前，不相信神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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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伊底帕斯後才相信神諭」，與「王后的年齡明顯大於伊底帕斯，他還可以不

嫌棄跟她(其實是伊底帕斯的母親)結婚?顯然有違常理的地方」。學生 S002 在前

後測均提到為什麼「伊底帕斯的腳不是被切斷腳筋，為什麼長大還可以走路?」。

學生 S003 在前測提出許多問題，包括「為什麼柯林斯王要收留腳受傷的人?為什

麼雷厄斯王請牧羊人丟掉孩子，而不是請侍衛丟掉?雷厄斯王外出怎沒有多帶一

些侍衛?為什麼伊底帕斯腳筋被割斷，還可以走路?」。學生 S004 前後測均覺得不

合理的地方「伊底帕斯的腳不是已經斷了嗎?為什麼還可以走路?」，後測則認為

不合理處在「為什麼伊底帕斯空手就可以打死國王的侍衛?」。學生 S005 在前測

便提出許多不合理處，如「腳不是被欠斷腳筋為什麼後來還可以走?為什麼伊底

帕斯最後選擇挖掉眼睛?人面獅身獸的謎題晚上是三隻腳，但是人使用拐杖時，

拐杖不是腳?雷厄斯王為什麼要叫牧羊人把孩子放在山上?」後測則提問「伊底帕

斯答出謎底後，為什麼怪獸會滾下山去?」。學生 S006 在前後測均提出「伊底帕

斯小時候腳筋被切斷，長大為什麼可以走路?」。 

上述學生對故事覺得最不合理的地方均認為是「伊底帕斯腳筋切斷長大卻可

以走路的那段情節」，少數質疑「跟母后結婚在年齡上不合理，以及赤手空拳打

倒侍衛等問題」。 

（五）對主角性格的提問，學生有普遍的認知與看法 

在「你認為故事中的主角是怎樣的人?為何你如此認為，請說明之。」的提

問，學生 S001 在前測沒有回答，但在後測時認為「伊底帕斯他是一個魯莽的人，

他不但殺死爸爸，而且還未了解就採取行動的人。」學生 S002 在後測提到，他

認為「一個愚笨的人，因相信神諭而導致追查真相後果」。學生 S003在前測認為

「伊底帕斯雖善良但是衝動，從他想找出兇手。並誤殺了國王，因不想傷害養父

母而離開等事情」，但後測則認為「他正直但衝動，他因不想傷害柯林斯王而離

開，在路上殺人，以及想知道神諭的真相，卻不能接受而自挖雙眼」。學生 S004

在後測認為「伊底帕斯太衝動不用大腦思考前後脈絡與後果」。學生 S005前測認

為「伊底帕斯是易怒與固執的人，因為在路上被打就殺害人家，堅持追為其身世

的固執，最後卻因結果而自我傷害」，後測則認為「他太衝動，做事沒經過仔細

思考，未知事情真相就自行決定」。學生 S006 在前測沒有回答，在後測認為「伊

底帕斯是正直的人，但也何其無辜與可憐，因為從出生、被拋棄到被認養，這一

切他都是被安排的」。 

上述學生的回饋普遍認為「伊底帕斯是魯莽、正直、易怒與固執的人」，但

也有認為其「正直無私是個善良的人」。 

（六）對最深刻情節的提問，分別為「答對謎題」與「挖出雙眼」 

在「這個故事給你最深刻的情節是哪一段?為何讓你印象深刻，請試說明原

因?」的提問，學生 S001 在後測時認為「殺死雷厄斯王與自挖雙眼的情節，因為

不可思議很驚愕!」。學生 S002 在後測認為「伊底帕斯能夠解答失身人面的謎題，

顯示他是聰明的，但卻因為追尋真相而失去一切」。學生 S003 在前測認為「殺了

父親並與母親結婚印象深刻，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非常不合理，並且非常殘酷，居

然連殺死自己親生父親與母親結婚都不自知」。後測則認為「挖出自己的雙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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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血腥，它讓我感覺他的正直、無法承受內心的煎熬，於是選擇自我傷害，這是

非常殘酷的事實」。學生 S004 在後測認為「伊底帕斯能夠答對獅身人面獸的謎

題，真令人驚賞!」。學生 S005 前測認為「面對獅身人面獸的謎題那段，故事似

乎有聽過、很特別但也覺得奇怪為何獅身人面獸會掉下山去?」，後測則認為「在

叉路殺死國王這段，難道他武藝高強嗎?」。學生 S006 在前後測均認為「當他因

為無法接受事實挖出雙眼時，令人感到悲痛不已!」。 

上述回饋顯示，同學對於「答對獅身人面獸的謎題」與「挖出自己的雙眼」

印象較為深刻。 

（七）學生在運用「向作者提問」策略後，對整體故事的詮解 

由於「向作者提問」策略的特質含有鷹架性及自主性建構，與國小領導資優

學生的特質相契合，學生在課堂的提問充滿多元具張力的見解與延伸性，以下歸

納幾點敘 

1.對於認同伊底帕斯的作法上 

有同學認為「故事情節無法說明其人格的一致性，例如：他怎能忘記他曾在

叉路殺死人，卻正義凜然的追查殺害雷厄斯王的真兇？但也有認為其是坦蕩蕩的

君子，因為他勇於追查真相並面對事實，最後自挖雙眼懲罰與對自己罪過的懺

悔」；但也有同情他的同學，認為「他在不自知與不自覺情況下，為全人的瘟疫

決心追查真相，是值得認同與尊崇的」。 

2.對於神諭的啟示上 

同學比較多認為，「既然神諭是躲不過的命運，人對神的偉大須更謙卑，對

於未知的事情也要抱持保留態度，對於整篇文章的結構所營造的感覺，讓人敬畏

神威。」 

3.對於悲劇的張力上 

在故事角色扮演上，同學對於自己認為最無辜的人均不同，有認為：「人民

最可憐，沒有做錯事卻因國王被殺而引發的瘟疫，造成全國人民生靈塗炭」!但

也有同學認為「母后最可憐，被迫嫁給兒子，無法自由選擇情人，且將被後人冠

上亂倫的恥辱，但她卻是無辜的」；但也有認為「伊底帕斯最可悲，因為父親生

下她後，他便須承受所有一切神諭的苦難與責任」。 

4.對於自我的選擇投射上 

假使你是伊底帕斯，同學對於故事的選擇均不同，有認同「選擇『自殺』是

最好的懺悔，因為結束一切對他是最好的，免除內心的煎熬」；有認為「須終身

服苦役，才夠得到救贖」；也有人認為「只要公開道歉下台便可，不需要犧牲自

己的生命」。 

透過上述資料顯示，「向作者提問」策略運用在聆聽教學上，能夠呈現許多

學習者(讀者)個別多元的獨特見解，對於理解文本的情節也有極大的幫助。針對

《伊底帕斯王》的文本，則顯示文本仍有許多不確定性與空白，有待讀者去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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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詮釋，但對於國小高年級階段的學童，能夠接觸希臘悲劇經典文本，透過「向

作者提問」策略的運用，已呈現初步具體的教學成效。 

伍、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為提升國際評比，相關研究偏重教學策略的研究，以閱讀為例，重視

策略應用輕忽理解內容。然而以聆聽教學而言，重視聆聽的內容理解卻是重要的

關鍵，因此本文藉運用「向作者提問」策略於聆聽教學上，整合聽、說與寫的教

學成效，以索福克勒斯《伊底帕斯王》為聆聽教學文本，教學對象為苗栗縣國小

六年級領導才能資優學生共 6名為研究對象，為期四週的系列故事教學活動。 

研究方法採準實驗研究，單組前後測設計，輔以質性資料的分析與歸納，來

探討「向作者提問」策略對國小生聆聽教學的成效。透過量化資料發現「向作者

提問」教學策略能夠幫助國小學生提升理解《伊底帕斯王》文本中，經過向作者

提問的教學後，發現整體而言，「向作者提問」策略對學生在理解《伊底帕斯王》

故事情節具有顯著的幫助。特別在第五題「你認為故事中的主角是怎樣的人?為

何如此認為，請說明之」與第六題「這個故事給你最深刻的情節是哪一段?為何

印象深刻，請說明原因」，在前後測分數上，有顯著性的差異存在，證明此策略

提供了表達與思考的鷹架，對其理解文本內容是有幫助的。 

至於質性資料則顯示，學生「向作者提問」經教師鷹架能進而自我提問與思

辨，可歸納出數個焦點的探討： 

一、同學對故事主題有趨向「人與神之間」的一致性想法。 

二、同學關注到人須思考勿太衝動行事，才能避免悲劇發生。 

三、學生向作者提問，在「衝動、神諭、思考與智慧」等幾個面向上有相同的理

解。 

四、認為是「伊底帕斯腳筋切斷，長大卻可以走路」的情節最不合理。 

五、普遍認為「伊底帕斯是魯莽、正直、易怒與固執的人」，少數認為「正直、

無私與善良的人」。 

六、印象最深刻的情節是「答對獅身人面獸的謎題」與「挖出自己的雙眼」。 

七、對整體故事的認同與詮解 

（一）學生對於伊底帕斯的作法上有不同的見解。 

（二）在神諭的啟示上，認為人對神的偉大須更謙卑與敬畏。 

（三）在角色扮演，認為人民、母后與伊底帕斯最為悲情。 

（四）多數認為伊底帕斯「自殺」是最好的懺悔，少數認為服苦役與公開道歉下

台便可。 

以上研究結論，除證明「向作者提問」策略適用於聆聽教學外，具有教學成

效外，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向作者提問」策略整合聽說讀的語文教學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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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研究工具進行更嚴謹的考驗，增加受試學生數與延長教學實驗期程，讓量化

數據與質性資料更能具體地呈現「向作者提問」教學過程中，學生在詮解文本時

所提升的動機、自信、興趣，甚至是文學詮釋的觀點及接受美學的審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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