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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寫重點來增進五年級學童 

聆聽能力之策略教學 

閻瑞珍 

彰化縣舊館國小教師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寫重點為增進聆聽能力之策略教學」在國小五年級國語

課的實施歷程。筆者以彰化縣快樂國小（化名）五年孝班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

聆聽教學之行動研究。 

因曾於 103年 9月第一學期以國小三年級學童進行此研究，發現文本過於艱

難，使得成效不彰，和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討論之後，本學期再以國小五年級學

童進行研究，希冀運用適當的教學策略來改善學生的聆聽能力並寫成研究報告。 

實施本行動教學法後發現，寫重點策略對五年級學童聆聽能力之影響稍有提

升，筆者根據學生的問卷統計資料，推論其可能因素，一為朗誦錄音檔，學生可

能聽不習慣，其二為當學生聆聽文本，會覺得是在考試，自然集中精神聆聽內容，

但當老師進行教學時，學生就會出現選擇性聆聽的情形，因此成效只是略為提

升。筆者因而推斷，要使學生聆聽方面的注意力能集中，仍是要引起他們的學習

興趣，才是治本之道。 

關鍵詞：寫重點策略、聆聽能力、行動研究、聆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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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o write the fifth grade student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eaching listening 

strategies 

Yan, Ruey-Jen 

Teacher, Jiu Guan Elementary School, Changhua County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o write the focus of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listening skills" cours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fth-grade class 

in Mandarin. Author Changhua County Happy small country （a pseudonym） five 

students for the study, research operations listening teaching. 

Because had 103 in September to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ird grade students 

perform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ext was too difficult, so ineffective, and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related fields, this semester of fifth-grade 

students then research , hoping to use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skills and written research repor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on pedagogy found writing focused strategy 

fifth grade students to listen to affect the ability of a slight improvement, the author of 

the student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inferences which may be factors, one for the 

recitation audio files, students may listen accustomed to, and the second When 

students listen to the text, I think it will be in the exam, naturally concentrate on 

listening to the content, but when the teacher teaching, the student will be selective 

listening situations, so only a slight increase effectiveness. I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enable students to hear aspects of attention can focus still is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is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Keywords: writing focused strategy, listening skills, action research, listen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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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童聆聽能力表現的好壞，撇除生理方面的缺陷之外，影響因素頗多：因為

自私或沒耐心，不願意花時間注意在某些事物上、認為自己已經瞭解，而不願意

注意某些事物、被無關事物吸引、由於自己生理或心理不適，而放棄集中注意、

因太多事物得同時兼顧而分心或者由於訊息重複多次而放棄注意等（馬行誼，

2009）。 

筆者在教學現場發現，學生缺少「注意」力，常常老師說完一件事之後，學

生馬上提問，其實所詢問的的內容，就是老師剛才說過的話語。從心理學概念而

言，「注意」是屬於認知過程的一部分，是局部刺激導致意識水平的提升，也是

知覺選擇性的集中。筆者研讀相關論文，發現提高學童注意力的集中，有助於聆

聽能力的加強（馬行誼，1997；黃盈禎，2006），其中寫筆記、寫重點與寫摘要

是一項增加學童聆聽能力的可行之策略（許雅芬，2012；蔡宜岑，2013；龔淑芬，

2003），因此筆者以寫重點策略教學進行研究，希冀提升學童「注意」力的表現，

使他們能切實掌握筆者上課的內容。 

貳、研究目的、步驟與實施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寫重點為增進聆聽能力之策略教學」在國小五年級國語

課的實施歷程。筆者以彰化縣快樂國小（化名）五年孝班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

聆聽教學之行動研究，以求在真實的情境中進行「聆聽教學」，並透過參與觀察、

文獻探討、討論、訪談、研究日誌、問卷、文件蒐集等的資料分析等方法，去探

究「寫重點」的聆聽策略教學，融入國語科教學時的學童反應、學習表現以及所

可能產生的困難，和其所展現的教學效益。 

一、研究目的 

由於學生常常無法有效率的聆聽，因而在各項學科的學習都無法於第一時間

達到教學效果，若能以「寫重點策略」提升聆聽能力，可以一試，因此乃著手進

行此研究。 

二、研究步驟 

（一）文獻探討 

筆者閱讀相關論文，發現與聆聽有關聯之學位論文研究，至 104 年 2 月有

78 篇，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研究以音樂聆聽為主，故不列入本研究的討論範圍；

而有 11篇論文以語文教學之研究為主，和本研究較為相關。 

與聆聽相關之語文教學的 11篇研究中，若以教材編製和教學取向區分，有

3 篇屬於教材編製（吳明倩，2008；林怡如，2008；龔淑芬，2003），其餘 7 篇

屬於聆聽運用於教學面向的成效（胡琪敏，2009；陳雅惠，2014；黃盈禎，2006；

黃雅婷，2008；黃喬珍，2009；楊炳煥，2007；楊芬香，2007），有 1 篇屬於教

師對於聆聽教學信念的研究（田東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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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從教學面向的 7 篇論文來區分研究對象年齡，有 3 篇以高年級進行教

學（黃盈禎，2006；楊炳煥，2007；楊芬香，2007），有 2 篇以中年級為教學對

象（胡琪敏，2009；黃雅婷，2008），有 2 篇以低年級為教學對向來進行聆聽課

程（陳雅惠，2014；黃喬珍，2009）。 

學者使用之研究方法不一，以行動研究居多，只有 1 篇為個案研究（黃雅

婷，2008），這亦是筆者使用行動研究之遠因。 

（二）選擇以「寫重點」為教學策略之行動研究法之理由 

筆者所閱讀之論文，學者所使用之教學法有：主動聆聽策略教學、寓言故事

聆聽教學、以概念構圖做筆記之聆聽教學、以 DLTA來提升學童聆聽能力、以做

筆記策略教學來提升聆聽能力、輸出性聆聽策略教學、朗讀報紙結合聆聽策略。

學者之研究報告中，均顯示有達到研究目的和成效。因此筆者反覆思量，做筆記、

寫摘要或寫重點之方法，似乎可以嘗試。 

筆者遂以行動研究的內涵與精神，透過「寫重點」教學策略進行教學，了解

教學過程裡，學生學習的情形及學生的聆聽態度與反應，探究聆聽策略教學過程

所遭遇的問題、困難與限制，並探討以「寫重點」為教學策略，對學童聆聽能力

的提升有何影響。 

本研究的「寫重點」策略，實質上是「做摘要」策略的概括性定義，因為該

班學生無法明確得知如何「做摘要」，於是筆者將其界定為「寫重點」策略。就

是將對文本的理解再以另一種形式呈現的創作，「摘要」貴在言簡意賅，因此，

學生必須學習如何以更精煉的文字表達作者的想法及文章的主旨。  

 （三） 筆者如何進行「聆聽理解」的教學活動 

聆聽理解中對注意力的訓練、聽記訊息的訓練，以及語音「編碼」的建立，

都很重要。筆者教導學生從語境中捕捉說話者的思路，以提升理解技巧： 

1.關鍵性詞語的掌握：關鍵性詞語體現感情因素的詞語、出現頻率高的詞語或注

意強調的詞語。 

2.注意說話者的肢體表現：會說話的人常常借助於面部表情、姿態、手勢、位移

情況以及音量、語調的變化等來加強表達效果。聽話

者可以借助於這些因素，深入了解說話者的內心世

界。 

3.注意說話者的背景資訊：了解說話者說話的背景、來龍去脈，可以挖掘其話語

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4.站在說話者的角度思考：將心比心，站在說話者的立場，進行設身處地的思考，

有助於體會和把握說話者的真實情感。 

筆者還告訴學生「聆聽態度」的重要性：聆聽的態度和習慣不但影響聽話品

質，而且會使說話者接收到各種回饋，進而影響兩人交際和互動。並提醒學生良

好的聆聽態度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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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極、專注的聽講態度 

2.對說話者禮貌和尊重的態度 

3.邊聽邊思考的態度 

4.邊聽邊記的態度 

5.適當回應，表達關懷的態度 

筆者以聽寫訓練來加強學生以下二種能力： 

1.促進聽話能力和書寫能力的提高 

2.幫助學生學習知識 

筆者如何對學生進行聽寫訓練的方法，以上述（二）的語文教學為輔助，因

此結合閱讀教學進行，亦有專門的聽寫訓練。 

筆者告知學生「聽寫訓練注意事項」：向學生提出明確的要求（人、事、時、地

一定要寫出來，主旨要找出來）、向學生講授聽寫要領（描述性的語詞或形容詞

要省去，諧音部份要由上下文斷定正確語詞為何）。 

筆者教導學生可運用「邊聽邊猜」策略，因為邊聽邊猜需要根據已有知識和

材料，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和合理的推斷能力，才能得出合乎情裡的結論，所以筆

者才會加入閱讀報紙和共讀書籍來增加學生的語文背景知識。經常做邊聽邊猜訓

練，可以培養邊聽邊推理的習慣，使聽到的知識增值，達到聞一知十的效果，亦

會激發學生聽話時思考的興趣。 

參、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以「寫重點」為教學策略，進行語文聆聽教學的

歷程及其相關問題，依據研究過程中教學者的教學策略與學生的學習行為所產生

結果進行省思、評估與修正，以求更瞭解聆聽教學活動之教學歷程及達到之成長

目標。  

一、研究試驗階段過程與教學設計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法，根據行動研究採「反省、檢討、修正之循環」的過程，

擬定本研究的研究階段。本研究大致分為研究試驗階段、正式研究階段。自103 學

年度第二學期開始，研究者開始進行試探性之行動方案，共進行四次的輸出性聆

聽教學活動。 

（一）研究試驗階段過程 

1.準備階段（104 年2月24日至104 年3 月3日） 

因為四年前修習聆聽課程而了解到學生們聆聽效能不彰，可透過教學策略予

以導正。於103年9月第一學期以國小三年級學童進行此研究，發現文本過於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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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使得成效不彰，和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討論之後，本學期再以國小五年級學

童進行研究，希冀運用適當的教學策略來改善學生的聆聽能力並寫成研究報告。 

2.試探階段（104年3月4日至104年3月11日） 

在深入文獻探究、擬定研究方案後，研究者在正式研究之前，以符合此研究

需求之班級的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試探性研究，共進行四次。教學時間

以週二的彈性課程時間為主，以知識類文本為主要聆聽素材。教學時著重訓練學

生「寫重點」的使用技巧，以做為正式研究時之修正參考。 

3.檢討反省與修正階段（104年3月12日至104年3月19日） 

在此階段研究者有較充分的時間來進行全面性的檢討，深入的解讀各項資料

所呈現的問題，並發現研究過程中的困難所在，以此做為修正下一階段教學時間

規劃、教學材料擇取、教學方式呈現的重要依據。其中修正反省的項目條列如下： 

（二）試驗階段實施之教學策略 

1.段落主旨的引導 

由試探性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單靠「寫重點」的技巧訓練還是不夠，雖然

五年級的學生對知識性文本中的重點，察覺度比三年級高，但教學者還必須透過

學習單，引導學生段落主旨的方向，才能讓學生在聆聽過程中更精準快速的掌握

重點。 

2.聆聽前須複習良好的聆聽態度準則 

教學前倘若能讓學生複習良好的聆聽態度準則的規範，有助於學生課前收

心，並提醒自己在接下來的聆聽課程中，專注不分心。 

二、試驗階段課程規劃的架構 

 （一）教學材料的修正 

1.聆聽內容口語化 

聆聽教學和閱讀教學最大的不同在於，聆聽教學無法看見文字，所以無法像

閱讀教學時，學生可以透過文字進行理解並紀錄重點，因此聆聽教學的文本必須

避免出現艱澀難懂的名詞，盡量將內容修改成口語訊息，以助學生容易理解。 

2.避免瑣碎的訊息 

聆聽文本的內容所出現的重點訊息，盡量避免出現統計數字或專業術語等，

因為剛練習「寫重點」方法的五年級學生，對於重點的敏銳度比較低落，為了不

干擾學生聆聽過程及誤導摘錄重點的方向，文中不出現統計數字或專業術語。 

3.聆聽文本的選用 

由試探性教學過程中發現，若由教學者親自朗讀聆聽文本，優點是可以較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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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調整教學過程，但是在實施「寫重點」方法的教學時，因為教學者必須示範

「寫重點」的方法，而無法同步朗讀聆聽文本，所以聆聽文本選用筆者錄製的教

材，然後在課堂中播放，不但可以讓教學流程更順暢，每次的播放品質也比較一

致。 

三、正式研究階段（104年3月20日至104年5月20日） 

本階段根據第三階段之成效評估與反省，研究者以修正後的研究方案再次進

行聆聽實際教學，並提出檢討反省，評估成效。研究進行中並蒐集筆記、學習單、

錄音、問卷以及研究者省思札記等資料，加以分析檢討，以做為正式研究時之修

正參考。 

肆、正式研究階段教學設計 

一、課程內容規劃 

（一）聆聽教材文本之選擇 

教材是啟發學生提起學生學習興趣的重要元素，如果能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結

合或是課文的延伸，都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所以研究者在試探性研究時，

就是選用課文主題的延伸資料，所使用的文本分別為〈戲水三步驟安全玩一夏〉、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為有源頭活水來〉。上述的選文前二篇簡單易懂，又

是課文主題的延伸，學生已經透過課文奠定了先備知識，所以教師在朗讀相同主

題的文章時，學生倍覺親切也更容易進入狀況；但第三篇對學生而言較不容易，

所以筆者在正式課程的進行時更加留意文本的選擇。 

（二）決定聆聽主題 

正式教學的聆聽文本主要是以含有較多訊息或文章結構完整的知識性文章

為主，因為初學「寫重點」策略的五年級學生，對摘錄文章中重點訊息的能力較

低，所以知識類文本可以讓學生容易學習並應用「寫重點」的策略。筆者選擇文

章時，參看洪儷瑜、蔡東鍾主持，Hope設計（2007）：中文補救教學資源網—

文章分析，盡量選擇總字數（C）、相異字數（D）、總句數、平均句長、總句點

數相近的文章，較有信效度的評據。 

（三）教學節數 

正式教學預計實施七堂課，前二節課為「寫重點」策略教學，讓學生熟悉「寫

重點」策略的流程，隨後再正式進入完整的聆聽教學。 

二、教學流程設計 

筆者根據試探性研究教學時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參考文獻進行修正，擬定

出正式教學流程。正式教學又分為「寫重點」策略教學以及「正式聆聽教學」兩

大部分。分述如下： 



語教新視野第四期  2016.03 

 

閻瑞珍 19 

  

 

（一）「寫重點」策略教學 

為了讓學生更熟練「寫重點」的策略，所以在聆聽教學前安排二節課進行「寫

重點」的策略教學，「寫重點」的策略教學分成「建立寫重點的概念」以及「寫

重點方法的示範練習」兩部份，教學方式說明如下： 

（二） 教導學生「寫重點應該包含的項目」 

1.教學時間：104 年3 月23 日 

以學習單〈寫重點：找出段旨、主旨〉來進行教學。 

（三）「寫重點方法的示範練習」 

筆者計劃第一次以教師示範說明為主，第二次則以學生練習分享為主。 

1.教師示範教學時間：104 年3 月30 日 

2.筆者先讓學生朗讀「雕刻一座島」的短文。 

3.筆者和學生討論關於「寫重點」應該包含的項目。 

4.筆者示範如何寫重點──摘錄重點的示範 

筆者告訴學生：「今天我們要閱讀的文章是《雕刻一座小島》，這是一篇記敘

文，誰知道本篇文章的主旨？（主旨：作者由雕刻回想起澎湖小島的童年回憶，表

達對澎湖的眷戀。）這個故事背景發生在民國五十年代的澎湖，作者因美勞課學雕

刻引發興趣，而構築整個故事。」然後繼續問學生：「你們從文本可以發現媽媽和

作者的個性嗎？」（藉著這樣的提問幫助孩子找出重點，引導他們回答出：從作者

緊握著媽媽給他的一百元、雕刻時削下來的肥皂屑帶回家給媽媽洗衣服看得出作者

小時候是個能體會媽媽辛苦，節儉不浪費的小孩；美勞課之後展開一連串的創作，

可知對於有興趣的事物能專注投入；能聽從媽媽的勸告，收起興趣專心於課業上，

是個不讓家長操心的孩子；搬到台灣本島後，依舊懷念著童年的生長地—澎湖，由

此可知作者是個念舊不忘本的人。） 

5.教師準備「雕刻一座島」的重點提示學習單。 

（1）在黑板上示範邊聽邊摘錄重點的過程。 

（2）以放聲思考的方式說明為何如此摘錄重點。 

（3）補充說明並示範做筆記的多元模式，讓學生觸類旁通。 

6.學生依據學習單的關鍵重點提示，練習摘要重點。 

7.學生展示筆記並分享討論 

8.請學生分享自己的筆記。 

9.請學生發表分享筆記後的心得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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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正式聆聽教學 

本研究的正式實施聆聽教學次數共五次，教學流程大抵相同，但在教學 

過程中研究者仍會不斷的省思教學中所產生的現象與問題，並謀求更適切的 

教學方案。茲將五次教學流程設計，以教學簡案的形式敘述如下： 

1.教學日期及教材： 

第一次聆聽教學時間：104 年4 月13 日 

第一次聆聽教學教材：「有愛相隨」 

第二次聆聽教學時間：104 年4 月20 日 

第二次聆聽教學教材：「兩兄弟」 

第三次聆聽教學時間：104 年5 月4 日 

第三次聆聽教學教材：學會尊重孩子 

第四次聆聽教學時間：104 年5月11 日 

第四次聆聽教學教材：「夢中的婚禮」 

第五次聆聽教學時間：104 年5 月18 日 

第五次聆聽教學教材：這條路的盡頭 

2.正式聆聽教學流程 

（1）朗讀「良好的聆聽態度準則」 

（2）聆聽步驟的討論與說明 

步驟一：寫下標題名稱。 

步驟二：先閱讀學習單上的重點提示，然後預測故事的情節，並探索文本表現的  

        結構，以產生聆聽的目的，讓聆聽更具主動性。 

步驟三：專心聆聽文本，有不懂的地方，可以提出問題。在聆聽的同時，摘錄重 

        點關鍵字。 

步驟四：學生整理重點。 

步驟五：學生討論分享重點。 

伍、資料的蒐集 

教育行動研究的實施是動態且具彈性的機制，其資料來源應為多元層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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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所謂的「厚實描述」（吳明隆，2001；高敬文，1996），增加資料間相互的

效度檢驗（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所以本行動研究乃透過系統性的資料蒐

集方式，採用多種資料蒐集策略，期能更深入了解教學時的種種現象。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主要利用「觀察紀錄」的方式，以了解學生在策略

教學時的反應與回饋。並透過「訪談」，以了解觀察所得現象背後隱藏的意義，

及其心中的想法。除透過參與觀察及訪談的方法來獲得研究情境下的資料外，同

時並蒐集學生每次聆聽後的筆記、學習單與回饋單，以做為「文件分析」的依據。

此外， 並輔以研究日誌、錄音、問卷調查等，進行相關資料的蒐集。以下分別

敘述之： 

一、觀察紀錄 

由於行動研究者完全介入研究情境，以了解並改進其工作實務，因此多採觀

察法。本研究的觀察紀錄如下： 

（一）教學活動紀錄 

（二）學生課堂表現觀察紀錄 

 二、訪談法 

一些學者認為訪談和觀察是互相增強的質的技術（吳芝儀、李奉儒譯，

1995），其不但提供了直接管道去瞭解學生的行為意義，教師亦能藉此獲得學生

豐富且立即性的反應與回饋（蔡清田，2000）。本研究進行訪談的目的，在於瞭

解學生對於運用「寫重點」聆聽策略時的內在觀點、想法及態度，從而深入瞭解

筆者於教學、觀察時所發現的問題，並予以澄清疑慮。 

本研究進行的訪談對象為實施研究教學之學生及其家長以及體育科、自然科

的科任老師。訪談家長可以得知，學生在家裡聆聽態度方面是否有改善？並提醒

家長多多鼓勵與肯定學童，讓孩子有成就感，使學生更用心於聆聽態度的改善。

訪談體育科及自然科等多位科任老師，可以了解同學在其他知識類學科的聆聽態

度是否有所改善？訪談學生可以得知學生對於老師實施的聆聽教教學活動的接

受程度為何，以及產生困難之處，對學生的訪談可分為定期訪談及不定期訪談。

定期訪談主要在對研究問題做持續性的探索，目的在了解研究對象對聆聽策略的

認知、態度及行為。 

（一）定期訪談之內容大綱如下：（參看馬行誼〈國語文聆聽教學設計〉
頁267，以他所列舉有五個選項：「非常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

常同意」讓受訪者圈選） 

    以下為學生版的訪談大綱： 

1.我對這次所聆聽的主題感到有趣。 

2.針對今天的教學內容，進行摘要與找重點我感到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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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整個聆聽策略教學中，我都很專心。 

4.活動過程中有哪些特殊的感覺？為什麼？ 

    以下為家長版的訪談大綱： 

1.貴子弟接受聆聽教學課程之後，您覺得他的學習表現有進步。 

2.貴子弟接受聆聽教學課程之後，您覺得他的專注力有提升。 

3.貴子弟接受聆聽教學課程之後，您覺得他的學習持續力有進步。 

    以下為科任教師的訪談大綱： 

1.五年孝班接受聆聽教學之後，上課秩序更為良好。 

2.五年孝班接受聆聽教學之後，上課專注力更為良好。 

3.五年孝班接受聆聽教學之後，上課學習態度更為良好。 

4.五年孝班接受聆聽教學之後，上課整體表現更為良好。 

（二）不定期訪談 

針對學生之特殊狀況，例如：對這次的活動是否有特別的建議等，通常在訪

談時間為下課時間、家庭訪問時間等非上課時間。 

三、文件分析 

本研究除了使用上述兩種方法外，亦採用文件分析法。文件內容包括蒐集學

生筆記、學生學習單、活動回饋單等。茲將文件內容說明如下： 

（一）學生筆記 

筆記的運用是「輸出性聆聽」最主要的策略之一，是以透過檢視學生的筆記，

不但可以了解學生對於訊息內容的掌握程度，更可以獲知學生「輸出性聆聽能力」

的發展狀況。 

（二）學生學習單 

學習單乃針對聆聽教材而設計。因「輸出性聆聽」之目的除了獲取訊息，亦

能再進一步的解釋訊息（Hennings, 2000）。筆者欲透過學習單的檢核，瞭解學

生是否能充分獲取訊息內容，並能解釋、簡單推論訊息內容。 

（三）活動回饋單 

活動回饋單在每次的教學活動結束後填寫，其目的在於透過學生的立即性回

饋以調整或改善研究者的教學方式。活動回饋單內容多以勾選方式呈現，題目可

分為兩大類：一為對於研究者教學的建議，二為學生對於該次學習活動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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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日誌 

質性研究除了重視研究現場的觀察與記錄，亦重視離開現場後所進行的自我

反省，如此才能更進一步的察覺事件與課程背後的意義，並協助研究者找出研究

的焦點（王文科，1995）。所以筆者會利用研究日誌來記錄研究現場中所觀察到

的現象、問題，以及心中當時的想法，以協助自己在研究期間能透過持續的反省，

來釐清教學時產生的疑慮、發覺研究進行的困難所在，進而能對研究進行立即性

的修正或補強。 

五、問卷 

本研究除了訪問焦點學生外，為了能更清楚了解班上學生的想法，筆者也設

計了問卷。以期能更深入的瞭解學生對於本教學活動各方面的反應，並助於研究

者對於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解釋。 

本研究從學生聆聽活動資料、研究日誌、教學現場錄影、與研究對象的訪談

等資料蒐集做初步的組織與編碼後，列出暫時性的假設，確定假設的合理性，並

將形成的假設予以分類歸納，用以暸解國小高年級學生在以「寫重點」為聆聽策

略進行輸出性聆聽的練習與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及因應，最後再綜合整體資

料的意義撰寫成報告。 

陸、研究信效度檢核 

所謂信度乃指研究可被信任的程度；效度則是研究的有效程度，一個好的研

究即必需具備良好的信度與效度。就傳統實證主義量化研究而言，信效度更是判

定研究品質的主要標準之一；而就行動研究而言，固然其所關注者乃行動策略實

施後的結果，而非因果假設的否證和統計推論上的問題，但研究者仍應考慮到整

個研究信、效度的問題。本研究採取下列方式，以提高研究的信、效度： 

一、三角檢核 

三角檢核法是對照和比較同一情境之不同說法的重要方法。研究者經由對資

料分析時不同觀點的呈現，辨識其中之矛盾和差距，以獲得結論的最大真實度（夏

林清，2000）。以下為本研究所採行的三角檢核方式。 

（一）方法的三角檢核法 

多元化的資料蒐集方法，可讓資料的蒐集更為完整，研究結果也能詮釋的更

為準確。 

（二）資料來源的三角檢核法 

針對同一研究問題蒐集不同來源的相關資料以進行交叉檢驗，再進行結果的

詮釋，可避免使用單一資料的所可能發生詮釋偏差。 

（三）時間的三角檢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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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研究者除了採用「橫向法」，瞭解研究對象在同一時段中的不同

表現外，亦兼採「縱向法」，追蹤同一研究對象在不同時間點的不同表現，此為

時間的三角檢核。 

（四）人員的三角檢核法 

研究者協同有聆聽教學知識背景的同儕及學者專家，共同檢證研究結果，以

避免研究者過於主觀的詮釋研究資料。如：在整理歸納資料後與指導教授共同詮

釋資料結果所傳達的訊息，向聆聽專家諮詢隱藏於現象背後的意義；請教對於聆

聽教學有所認知，且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同儕，關於學生的反應（包括行為與對話）

所代表的確實意涵。 

二、持續的觀察 

筆者與研究對象及情境持續的互動中，將能發現重要的部份，而去除無關的

部份。此外，七週的觀察也為研究者及研究對象提供了相互適應的機會。觀察與

實地參與乃一體之兩面，筆者延長實地參與的時間，同時也就提供了持續觀察的

機會。 

（一） 加強研究素養 

筆者曾聆聽與閱讀「質性研究」課程，也涉獵一些質的研究、行動研究等相

關書籍。此外，筆者於本研究計畫提出前，亦進行過約一個星期的試探性研究，

以熟悉本行動研究的研究方法及教學流程。 

（二）參與者查核 

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會歸納或重述研究對象的意思，讓他們進行確認，以

確保研究對象的話不被曲解。另外，研究者會就觀察、訪談、日誌內容，詢問學

生的看法並聽取其意見，釐清疑點與矛盾，以進行參與者查核，期能如實進行描

述。 

（三）執行反省 

筆者於行動研究過程中將利用部分時間，將心得、轉變觀點記錄下來，以作

為反省思考的重要管道。另外，教學與訪談的錄音資料，亦提供研究回顧及反思

的來源。 

柒、結語 

寫重點策略教學對於增進學生聆聽能力影響不大，略為提升而已。實施寫重

點教學後，筆者發現選擇克漏字和數字代號的填寫，對學生而言較為容易。真人

語音的錄音檔不如現場的直接朗誦。 

一、關鍵字的引導 

有鑑於試探性教學研究時，學生面對「重點摘要欄」空白的設計，常會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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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重點不完整，為了建立學生做筆記的信心，所以在正式研究時，改良了學習

單，放入聆聽文本的段落重點引導，以填空式關鍵字的方式，讓學生在聆聽的過

程中，更有效率的掌握重點。 

二、摘要文字的技巧 

學生經過幾次的聆聽課程之後，最常發表與討論的經驗就是，如何使寫字的

速度加快，讓摘要重點的過程更順暢，以下是摘錄學生的課堂經驗發表： 

S12：遇到筆劃較複雜的字或是不會寫的字，可以用注音、圖畫或英文表示。例 

     如：「龍」筆劃太多，就寫「ㄌㄨㄥˊ」代替。 

S3：如果較難的文章，老師會念兩次，所以第一次就先寫下簡單的，等念第二次 

    時，再把剛才難的部分補上。 

S18：我都是抓住人物、事件、時間和地點來找重點，就覺得很容易。 

訪談-2-1040312 

三、整理學生筆記資料後所得 

從正式聆聽教學一開始由學生自行做筆記，全班有18人可以完成筆記，但是

有11人整理聯想的資訊較貧乏，有3人無法完成筆記，而到了教學二，無法完成

筆記的人只有1 人，到了教學三，聯想貧乏的人大幅降低，無法完成筆記的人只

有1 人，到了教學四，聯想豐富的學生已提高到21人，無法完成筆記的人數是0，

到了教學五，聯想貧乏的人較前一次增加了2人，無法完成筆記的人也多了2人，

筆者百思不解為何學生的做筆記、寫重點能力變來變去。 

由這樣的統計數字得到的訊息，筆者仔細閱讀文本，估測筆者之文本內容影

響學生的理解能力，為了明白真正原因，筆者再詢問學童意見，以下為訪談紀錄： 

S10：我覺得生活故事那類的文章很容易明白它的重點，像〈學會尊重孩子〉， 

    我就覺得作者和我媽一樣，有時候叫我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 

S1：〈有愛相隨〉很難，前面就出現古人的話，還好我嚇到了，就努力聽才記住 

    內容。 

S2：〈這條路的盡頭〉雖然很長、有點難，但我猜是老師的故事，就比較不會覺 

    得煩死人了。 

S4：出現人名或書名的文章會讓我很緊張。 

S20：出現專有名詞的內容讓我覺得很難回答，大概那些專有名詞就是重點吧！ 

综合學生所言，筆者發現要讓學生學習達到更好果效，應該選擇較為生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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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或是學生有興趣之文本。 

四、錄音檔對本研究之影響 

實施本行動教學法後發現，寫重點策略對五年級學童聆聽能力之影響只是略

為提升，筆者推論其可能因素，其一為朗誦者是筆者本人的錄音檔，學生聽不習

慣。 

關於聲音之影響，筆者以不記名的問卷填寫方式詢問學生，共發下22份，題

目為：「1.本次課程關於錄音檔，你覺得聽得清楚嗎？發音標準嗎？2.錄音檔的

聲音會不會影響你聆聽的效果？3.你喜歡錄音檔的聲音嗎？4.關於錄音檔的聲音

你有任何看法嗎？若有，請寫下你寶貴的意見。感謝您的填寫。」 

結果學生4人覺得清楚，18人覺得不清楚；16人覺得發音標準，2人覺得不夠

標準，4人沒意見；5人喜歡錄音檔的聲音，16人對錄音檔的聲音沒意見，1人覺

得討厭；20人覺得錄音檔的聲音會影響聆聽的效果，2人沒意見；學生有18人覺

得下次老師直接唸就好了，4人覺得沒意見。 

從學生的問卷統計結果，筆者發現學生可能比較不喜歡聆聽由機器發聲的聲

音，或許筆者下次可嘗試由專人錄製之文本或親自朗讀方式來進行聆聽教學，也

許會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五、家長與科任教師的訪談統計 

經過此行動教學之後，筆者詢問家長與科任教師對學生上課聆聽專心度的表

現情形，22位家長中，有16位覺得學生比較專心聽父母在說什麼，有8位覺得孩

子比較不迷糊（沒有一天到晚打電話拜託她們幫忙拿忘記帶的物品），有15位感

謝老師實施此行動研究法，讓孩子多接觸不同的學習課程，有6位覺得孩子沒有

什麼改變（父母說話仍然當耳邊風）。 

音樂老師表示有3個孩子的聆聽能力有明顯改善（上課吹直笛前都會仔細聆

聽她的指令）；體育老師表示全班都有進步，上課不會一直玩而不理會他在說什

麼；美術老師表示有些微改進，但有3個孩子仍是依然故我；自然老師表示全班

最近有明顯改善，特別有5 個孩子比較認真聽講，讓她非常開心；社會老師和閩

南語老師表示，沒有發現學生有什麼明顯改善，調皮的孩子仍是很調皮，仍是不

認真聽老師在說什麼。 

六、整體表現之總述 

筆者請另二位學有專精的語文教師，根據學生寫的學習單和寫重點筆記，與

筆者共同評分，這些分數再加以平均，發現有14個孩子的分數呈現進步狀態，有

6個孩子的分數反覆不定，有2個孩子的分數一直在較低分的狀態。 

根據以上說明的總考量，筆者發現本行動研究的實施，對大部分孩子仍有些

許助益，對少部分孩子的效果較為有限，推測原因一為孩子本身的情形（因為此

班級有 3個過動兒，2個注意力無法集中的孩子），原因二為孩子的興趣取向，



語教新視野第四期  2016.03 

 

閻瑞珍 27 

  

 

當某些文本符合他們的興趣，就會有較佳的表現。原因三為孩子仍是有選擇性聆

聽的情形，當學生聆聽文本，會覺得是在考試，自然集中精神、聆聽內容，但當

老師進行教學時，或者父母在講話時，學生就會出現選擇性聆聽的情形，只聽自

己想聽的內容，因此此行動研究的成效只是略為提升。筆者因而推斷，要使學生

聆聽方面的注意力能集中，仍是要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才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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