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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無論是對香港的老師或學生而言，專題研習絕對不是件陌生的事。不過，若期望學生能透過專
題研習去引發內在學習動機及發展各種「學會學習」及共通能力（generic skills），香港的教
育界要對專題研習來一個徹底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傳統的專題研習給人一種堆砌
剪貼的感覺，其學習成效令人質疑，更遑論要令學生達到學會學習的目的。本文作者累積了長
時期與學校前線老師協作推動專題研習的經驗，並搜集了大量中、小學生的專題研習報告作分
析，歸納出一般專題研習出現的問題及其成因，引用美國學者 Katz 及 Chard 等人對專題研習
的理念，再結合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大腦潛能學習（brain-based learning）及問題
為本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等學說，建議老師在帶領學生作專題研習時，由商議主
題、設定值得探討的問題、搜集資料、整理分析、以至發表論據、評鑑及反思等各階段，宜引
導 學 生 善 用 腦 震 盪 、 聯 念 構 思 、 腦 圖 （ mind mapping ） 、 圖 像 組 織 方 式 （ graphic
organizers）等學習技巧。筆者亦從真實的中、小學專題研習報告中，輯錄例子供前線老師參
考。

一. 專題研習的源流
method”一詞，最早見於 1918 年美國教育家克伯屈（Kilpatrick）所撰
寫的文章“The Project Method”中（Lewy, 1991）。克伯屈主張教學活動應以兒童的
興趣為中心，而所有的學習科目均應整合於一中央的興趣（central interest）內。雖然
克伯屈的學說深受教育界認同，認為是杜威 （J. Dewey）學說的延伸（Schubert,
1984）；與此同時，該理念亦受到很大的爭議（Schubert, 1984），認為忽略了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應多加思索的重要性（Lewy, 1991）。甚至杜威本人亦親自提出警告，
認為光著重興趣並不足夠，在推行 Project 時，老師要儘量避免零碎繁瑣的活動，而應
著重引發學生的好奇心及引導學生進入新的思考領域中（Dewey, 1933）。
“Project

經歷數十年的演變，不同的教育學家及教育前線工作者對 project 作出不同的演
繹，其中文譯名亦有不同。早期的中文典籍大多將 project method 譯作設計教學法，
近期，在香港則流行專題研習的稱謂；而在上海，類似的學習模式稱為開放性主題學
習（仇忠海、霍益萍， 2000）。在推行方法方面，成績比較顯赫的首推美國的 Katz
及 Chard。Chard 等將專題研習定義為：「針對一個與真實生活有關而又值得學生花
時間及精神去探索的主題作深入的探討」（Chard, 2000）。
在香港，專題研習一直被狹義地廣泛應用，得其形而未得其緒。長久以來，老師
都有將 project 作為一種課業，而學生（甚至是家長）大多談 project 色變，因其代表
著繁瑣的抄寫與剪貼功夫，也代表著無數的人力、物力、及時間的消耗，其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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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質疑。在一片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2001 年五月出版的《香港教
育制度改革建議書》中，將 project 列為開展改革的四大關鍵項目之一，亦正其名為專
題研習（教育統籌委員會 ，2000 a）。
二. 推行專題研習的急切性
踏進廿一世紀，面對著急遽的社會經濟轉型，各界對「人才」的定義作出很大的
回響。台灣學者林惠真在《海闊天空教育系列》中引述美國奧納西教育委員會早在
1987 年的調查報告：40%的家庭期望學校能教導孩子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參與決
定、選擇和批判能力（林惠真，1999）。當然，教育界亦早已覺醒到在應試教育制度
下強調複述和再現知識的弊端，正如上海市教委基礎教育辦公室主任尹后慶所說：
這種（複述和再現知識的）學習方式，不需要學生了解知識的發生
和發展的過程，也不引導學生探究對社會發展和自我完善的價值，
更沒有引導學生從日常社會現象的分析中，去學會觀察，學會探
究，學會解決問題的一般方法。在這種學習的方式下，即使掌握了
知識，也往往只能處理已知和重複產生的情況。（仇忠海、霍益
萍， 2000）。
所以，在過渡至廿一世紀之前，主要教育學說及課程設計理念已傾向圍繞著建構
主義學說（constructivism），又或強調思維技巧訓練（thinking skills）、解難能力
（problem-solving skills）、及協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等；而在該等學習
過程中，老師只扮演著促導員（facilitator） 的角色（Torp & Sage, 1998）。Torp 亦
套用了 Perkins 的說法，若學生只將知識層疊起來，而不在過程中思索，不學也罷
（Torp & Sage, 1998）！為此，教育界已掀起了一片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 的
熱潮，主張一切改革應以讓學生學會學習（learn to learn）為中心。有學者認為，要
學生學會學習，「必須倡導一種新的學習方式，即研究性的學習方式，它是在教師指
導下，學生以類似科學研究的方法去獲取知識和應用知識的學習方式。」（仇忠海、
霍益萍， 2000）；此種學習模式，國內稱之為「開放性的主題活動課程」，與歐美國
家行之已久的「專題研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相類似。
在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在《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諮詢文件》中，第一章開宗
明義地指出：「世界變了，教育制度非變不可!」（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a）。文件
清晰地描述在知識型經濟體系下，知識的創造、更新及應用已成為個人的成功關鍵因
素，因此，學校應騰出空間，幫助學生從學習過程中培養態度及九種共通能力
（generic skills），並鼓勵學生多思考、多溝通、多協作、多參與、多嘗試、及多體驗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a）。配合著這些改革目標，專題研習被視為關鍵項目（教
育統籌委員會，2000 a）。回應著教統會的建議，課程發展議會亦於翌年指出專題研
習是非常有效的促進教與學的策略，透過多元的學習經歷，學生汲取及建構知識，並
結合共通能力，價值判斷與態度的培養，推動自主學習，自我監控及自我反思（課程
發展議會，2001）。
雖然，有等學校對教育改革仍存觀望態度，或對如何落實推行專題研習感到茫
然，教育界對專題研習的成效已作出廣泛的探討，指出專題研習在提升學習動機及促
進學生解難能力均有顯著成效（Stites, 1998）；研究亦顯示專題研習能提升學生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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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意及責任感（Stites, 1998）。所以，在瞬息萬變及學生內在學習動機薄弱的社
會中，推行專題研習實有其迫切性。
三. 專題研習與一般課堂教學的分別
Katz & Chard 曾嘗試將專題研習與 一般課堂教學模式相比（ Katz & Chard,
1985），認為大多數的課堂教學，是讓學生透過老師的傳授過程去獲取基本知識及技
能。教師透過有既定步驟的教學活動，直接指導學生學習一些預設的學習內容。在評
核方面，大部分著重知識的記憶及理解。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教師處於彰顯地位，學
生扮演被動的接受者，故未能引發內在的學習動機。另一方面，專題研習則是學生在
老師的協助下，結合已有的知識及技能，再親自去探索新知識及掌握新技能。在內容
方面，學生可作有彈性地選擇；務求將學習與生活結合及與先前的經驗聯繫，誘發學
生的內在學習動機。而在整個研習過程中，學生處於主導地位，圍繞著一個自己引發
的問題去尋找答案，作出獨有的結論，老師則處於隱蔽地位，扮演著機會創造者及促
導者（facilitator）。老師透過引導、建議或暗示多種可能性答案，鼓勵學生有不同的
想法，著重發揮學生的分析、綜合、判斷等高層次思維技巧（表一）。
表一

一般課堂教學與專題研習的比較

一般課堂教學
目的

基本知識及技能的獲得

教學模式

教師提示學生不足，直接指導學生
學習
指導性的活動；封閉的、有既定的
步驟
預設的、未知的及新的學習內容

步驟
內容
思維模式
學習動機
教師角色

著重知識的記憶及理解
外在學習動機
處於彰顯地位：教導、命令、指
示、鼓勵學生達到目的

學生角色

處於隱蔽地位：扮演被動的接受者

專題研習
知識及技能的運用――自學能力的掌握與鞏
固
教師「引導」學生學習，建立（重建）學生
的能力及自信
自主性的活動；探究性的、開放性的，因應
學生的進度而調整
有彈性地選擇；與生活結合及與先前的經驗
聯繫
著重分析、綜合、判斷等高層次思維技巧
內在學習動機
處於隱蔽地位：引導、建議或暗示很多可能
性、觀察、傾聽、問問題、鼓勵學生有不同
的想法
處於主導地位：圍繞著一個自己引發的問題
去尋找答案，作出獨有的結論
資料整理自 Katz & Chard, 1985

由此可見，若要提昇專題研習的學習成效及補足課堂教學的不足，老師在帶領學
生作專題研習時，宜不斷思考其特色。綜合杜威、克伯屈、Chard 等人的理念，以及
回應著建構主義學說，專題研習是學生圍繞著一個其本人有興趣及值得探討的疑問
（Problem），計劃如何透過有效的資料搜集、整理、分析、綜合、反思等過程，對先
前懷疑的問題作出結論，歸納出一些新論據，或建構出一些新知識。
在認知領域方面，專題研習側重於透過學生的自我發現去建構新知識或從新角度
看事物。在技能及態度方面，專題研習尤著重學生全方位智能的發展，特別是以下的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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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搜集
表達
創意
探究及解難

資料整理
評鑑
主動參與
勇於嘗試






分析
反思
溝通及協作
同儕及層階式學習

四. 一般專題研習所出現的問題
不過，若學校對專題研習的理念認識不夠深，盲目地去推行專題研習，只會費時
失事，據觀察及經驗所得，學生往往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剪貼、去抄寫、去堆砌。
以一個小學四年級以「食物與營養」為主題的研習，一般學生都只會從教科書及雜誌
剪下一大堆食物的圖畫去介紹各種營養素，然後再抄下一些文字去描述其功能，或再
貼上幾張有關食物金字塔及均衡飲食的宣傳單張。又以一個初中學生以「社區內的飲
食文化」為主題的研習為例，大部分學生都只會去區內的不同食肆拍攝照片，描述其
所供應的食物，或其內的裝修佈置，或會進行訪問，再用統計圖表顯示結果。現今應
用電腦的知識普及，一般研習報告都圖文並茂，相當吸引。有些學生更會下載補充資
料。驟眼看來，確實是提昇了報告的學術水平。然而，在老師評定成績時，是否會被
多采多姿的外表所誤導？從報告內的圖片及文字，老師有否關注學生是否只停留於資
料複製的階段？有否關注他們是否能從不同來源去搜集資料？有否關注他們是否能掌
握篩選資料的能力？報告有否顯示他們對該等資料的理解？有否顯示他們能將不同的
資料作出比較？分析？綜合？有否表達自己的個人見解？有否與週遭環境及實際經驗
作聯繫？完成報告後，學生對該主題是否有進一步的理解？學生的自學能力是否有所
提昇？學生是否能嚐到成功的滋味？學生的自信及自我觀有否因此而提昇？
成效未能達致，老師往往會歸咎於學生對專題研習的學習動機偏低。而從學生的
角度，根據觀察所得，又往往有以下反應：
1.

缺乏意義（without a meaning）
據觀察，一般專題研習的範疇均非學生自選，通常是：「這題目是老師叫做的！」
或：「這題目是我們抽籤得來的。」學生欠缺內在的興趣與動機。

2. 缺乏新的學習（without new learning）
在知識方面，學生未能認定專題研習的意義，故很多時只是剪下或抄下不同來源的
資料，對內容並沒有作更深入的理解。在學習技能方面，大部分學生由小學一年級
所做的第一個專題研習，到中學時代身經百戰後所做的專題研習，除了在篇幅上有
增加外，學習技能仍是停留於搜集及整理的低層次階段，鮮有發展分析、綜合、批
判、反思等高層次思維。
3.

缺乏新發現（without new finding）
在結論方面，學生一般都停留於人云亦云的階段，鮮有突破出新的體驗或新的見
解。

4.

缺乏擁有感（without ownership）
整個報告，除了精美的手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令學生感到自己擁有原創性，帶給
學生的只是捱更抵夜的痛苦回憶，更遑論令學生因此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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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類型的課業（task），學生對專題研習的觀感是否會影響其學習動機，繼
而影響學習成效？有關課業性質與學習動機的分析，最先見於 Epstein 的研究（
Epstein, 1988）。Epstein 認為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其對課業的觀感有關，指出課業的設
計直接影響著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興趣、投入程度與參與質素（Epstein, 1988）。而
其中，教學若能具備個人意義（personal meaningfulness）者，往往會令學生的學習
興趣提昇至最高峰（Meece, 1991）。此外，不少研究亦指出，學生對學習活動的自主
權或權責感（sense of authority）與其內在的學習動機有正關係（De Charms, 1976;
Ryan, Connel & Deci, 1985）。由此可見若要提昇專題研習的學習成效，整個課業的
設計理念都要來一個徹底的革新。
五. 專題研習由一個疑問作開始
要提昇學生對專題研習的興趣及學習成效，關鍵在於學生在設定主題時能否看到
個人意義（personal meaningfulness），發掘出一個個人認為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
傳統的教育以老師為中心，學生只是一個知識的接受器，所以，就算進行專題研習，
也跳不出被動及不加思索的框框。學生從老師手中接過題目後，便漫無目的地去搜集
一切與該題目有關的資料，最後將所有別人的東西堆砌出來。在整個研習中，學生工
作欠缺焦點，故不懂得用甚麼準則去篩選，更不懂得從甚麼角度去分析及評鑑，最後
造成無意義的堆砌。
要讓學生從以上陋習中釋放出來，成為一個主動學習者，並發展學會學習的能力
，學習者必須認清問題所在，抱著質疑的態度，讓知識在大量訊息面前通過證實而建
構出來（仇忠海、霍益萍，2000）。Greenberg 在闡釋問題為本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為建構主義取向的藍本時，亦強調學生首先要釐定一可驗證的預測
（testable prediction） （Torp & Sage, 1998）。所以，在開展專題研習之前，學生首
先要知道問題所在。專題研習的主要精神，在於讓學生親自去探究學問；而整個探究
的過程，始於一個或多個學生感到疑惑的問題，此等問題開始時都沒有一個既定的答
案（最低限度是相對於學生當時的已有知識而言），以下是一些例子（表二）：
表二
主題

子題

理想生活素質
我們的社區

科技與理想生活素質
葵青區的老人問題

食物與營養

良好的飲食習慣

校內的設施

校內的飲用水供應

超級市場

顧客類型及購物模式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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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舉隅
疑問
手提電話會提昇或是降低生活素質？
葵青區的老人的生活模式是怎樣的？獨居老
人是否真的感到非常孤獨？
為何提倡「一多三少」？我能否做到？我的
同學能否做到？
為何大部分的同學/老師都不喜歡喝來自水機
的水？學校內不同來源的飲用水在味道及水
質上是否有分別？
甚麼人喜歡往超級市場購買鮮魚鮮肉？是否
以職業女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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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問題始於腦力震盪
Katz & Chard 認為要激發出一個或多個學生自己認為值得去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可由腦力震盪開始（Katz & Chard, 1985）。在一個大主題之下，鼓勵學生作任意的聯
想，然後再引導他們將天馬行空的意念歸類整理，建構成主題網。圍繞著主題網，再
反思先前各意念的由來，加上適當的聯繫，疑問便會應運而生。
以下是一個以「人口問題」為母題的主題網建構過程：
步驟一 開始時的聯想（將由腦力震盪得來的零碎意念寫在小紙張或報事貼上）
例如：「七百萬」「擠迫」「中國沿海城市」「新移民」「貧窮」「水災」「糧食不
足」「籠屋」「棚屋」「八萬五」「統計」「教育」「健康」「男女不平等」
「素質」「溫飽」「沙漠」「稀疏」「爆炸」「無書讀」「壓力」「人權」
「宣明會」「樂施會」「UNICEF」「青光眼」「兔唇」「無國界醫生」「加
拿大」
步驟二 將零散的意念歸類整理，分享意念的意義，建構出主題網（topic web）
鼓勵學生透過交流，分享每一張條子背後的意義，告訴同學為何會作這樣的聯想。
例如：「七百萬」──想到香港的人口數目
「擠迫」──想到香港的居住情況
「中國沿海城市」──想到人口過多的地方
「新移民」──想到近年中國人口移入香港；想到隔壁的新移民小朋友
指導同學繼而將意念分類，留意相互間的層次及相關性，利用標籤及線條，建構出以
母題為中心的主題網（圖一）。
圖一

建構主題網（母題：人口問題）
其他問題?

讀書問題?
小朋友

UNICEF

中國沿海城市

宣明會

維護人權

樂施會

農業 工業
國際救授組織 改革 改革

無國界
醫生

青光眼
兔唇

男女不
平等

文盲
健康

糧食不足

衛生欠佳

人口稠密地區

移民

分佈不
平均

人口稀疏地區

加拿大
沙漠

人口問題

生活於赤
貧線之下

經濟
居住環境

情況

問題
擠迫

無機會
受教育

籠屋

教育學院

七百萬

香港

亞洲

例:中國山區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

新移民來港

解決方法

社會問題

後果

營養不良

新移民來港小朋友在適應香港
學校生活時會遇到甚麼問題？

1.2002

解決方法

衛生差
棚屋

公屋

市區重建

八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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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深入探討意念的特殊性，落實子題
再細看主題網，找出大家有共同興趣及值得探討的問題，落實子題。
例如：「新移民來港小朋友遇到甚麼問題？」
步驟四
解構子題，繪畫子題概念圖
剖析子題的內涵，繪畫有關概念圖（圖二）。

圖二 子題概念圖（子題：新移民來港小朋友在適應香港學校生活時會遇到甚麼問
題？）
中國小朋友移民香港後，在學校
社交方面有甚麼困難？
 會否因年齡差距出現問題？
 會否因語言隔膜出現溝通問題？
 會否因性格不同出現問題？

科目
內容

喜好
文化

課程

英文

語言

學習問題？

年齡
語言

廣東話

學校社交
問題？

中國小朋友移民香
港後，在學習方面
會遇到甚麼問題？
 會否因語言隔膜導
致學習困難？
 會否因課程不銜接
導致學習困難？

新移民來港小朋友在學
習上會遇到甚麼問題？

中國小朋友移民香港後，在
經濟方面有甚麼困難？
 會否影響溫習環境？
 會否影響學習動機？

經濟問題？
溫習環境

學習動機

步驟五
羅列輔助問題
圍繞著子題概念圖，列出有待澄清的疑惑，落實有需要再深入探討的問題，作為搜集
資料的框架（圖二）。
例如：
（1） 中國小朋友移民香港後，在學習方面會遇到甚麼問題？
 會否因語言隔膜導致學習困難？
 會否因課程不銜接導致學習困難？
（2） 中國小朋友移民香港後，在學校社交方面有甚麼困難？
 會否因年齡差距而導致交友困難？
 會否因語言隔膜出現溝通問題？
 會否因文化背景不同而與朋友出現溝通問題？
（3） 中國小朋友移民香港後，在經濟方面有甚麼困難？
 會否因居住環境擠迫未能提供理想的溫習環境？
 會否因經濟困難而影響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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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搜集有關資料
思考輔助問題間的相互關係，繪畫子題與副題流程圖（圖三），並以此為框架，從多
渠道搜集資料。
圖三 子題與副題流程圖（子題：新移民來港小朋友在適應香港學校生活時會遇到甚麼
問題？）

新移民來港小朋友在適應香港學校生活時會遇到甚麼問題？

何謂新移民
小朋友？

新移民小朋友的
背境特徵？

來源？

家庭結構？

來港年數？

經濟狀況？

年齡？

居住區域？

新移民小朋友在適應香港學校生活
可能遇到的問題？

新移民小朋友的實
際體驗與心聲？
學習問題？

學習問題？
經濟問題？
語言隔膜？

經濟問題？
溫習環境？

課程內容？
學習動機？
社交問題？

入學狀況？
年齡差距？

社交問題？
其他問題？
其他問題？

語言隔膜？
性格不同？
我的結論及建議

七. 選定題目的準則
在進行專題研習時，老師所遇到的最大矛盾是：如何在受到課程的規限的同時，
又可讓學生享受高度的自主權及感覺到所落實的研習題目是內發的或符合自己的興
趣？要兩者兼顧，可先由科組老師根據課程綱要及學生的進度來設定母題；之後，再
協助學生用上述的聯念、腦震盪及小組討論方法建構主題網及設定子題。而老師在引
導學生落實子題時，可參考以下準則：
所設定的子題是否
(1) 與學生現有的知識基礎相呼應？（仇忠海、霍益萍，2000）
(2) 能誘發出新的學習或製造機會讓學生建構出新的知識？
(3) 能幫助學生對實際生活有進一步的體驗？
(4) 有足夠發揮的內容空間？（仇忠海、霍益萍，2000）
(5) 能讓不同能力及不同智能的學生都有機會發揮？
(6) 能鼓勵學生走出課室或學校以獲得資訊？
(7) 有足夠空間讓學生抒展其創意（仇忠海、霍益萍，2000）及提昇思維能力？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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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能促進同學間、師生間、及家庭與學校間的聯繫與溝通？（Chard, 2000）
八. 專題研習的步驟及預期學習成果
學生在設定問題後，便要計劃如何搜集足夠資料去驗證，透過資料整理及分析，
綜合出結論，或作出建議及預測。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除了參考文獻外，對較年長
的學生或「有經驗」的學生來說，可鼓勵他們去進行調查及訪問，搜集一手的資料
（Chard, 2000），繼而將資料整理及分析、綜合及發表論據，進而反思及評鑑。（圖
四）
圖四

專題研習的步驟及有關工作

有關活動
聯想、腦震盪
組織腦思圖
討論
上圖書館
上互聯網
有關主題之錄影帶欣賞
有關主題之講座
首階段之參觀及實地觀察
有關主題之其他學習活動

分
組

思考及
評鑑有
關建議

運用圖像組織法引發思考
討論
上圖書館
上互聯網
講座
設計問卷、實驗及觀察指引
工作坊
上圖書館
上互聯網
問卷調查
實驗、實地考察、小組討論
撰寫、作統計圖
討論、分析
分辨不同的見解
作出判斷
發表意見
改變固有的習慣、態度或信念
欣賞
作出預測
匯報
展覽、戲劇表演、辯論

策劃

學
習
及
實
習
各
學
會
學
習
能
力
或
研
習
技
巧

探討主題

落實主題

因
應
主
題
及
學
生
需
要
而
安
排
的
指
導
、
活
動
及
進
展
性
評
估
（
填
寫
個
人
學
習
檔
案
）

訂定值得探索的範疇／假設

設計搜集資料的方法／工具

搜集資料

整理及分析資料

綜合及表達論據

發表及分享成果

反思及檢討

自評、互評

香港中文大學

步驟

教育學院

1.2002

P001-9

專題研習：學會學習的實踐

趙李婉儀

有學者認為在研習報告中，可多關注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s）（Zorfass, 1998）。Zorfass 在一個推動學生進行 active research 的研究中，
列舉例子標榜八種批判性思維能力，其中包括信念上的改變（changing a belief），作
出判斷（making a judgment） ，分辨不同的見解（seeing different view points），發
表 意 見 （ offering an opinion ） ， 作 出 預 測 （ making a prediction ） ， 作 出 結 論
（forming a conclusion），欣賞（appreciating）及應用（seeing application）等等
（Zorfass, 1998）（圖四）。根據筆者實際經驗所得，若老師能在學生進行專題研習
時作出適當的指引，亦不難期望學生專題研習中突顯出以上的成效，以下是一些實際
例子：
1. 分辨不同的見解（seeing different view points）
學生從不同來源搜集資料後，可分辨出它們的相同或相異之處。例如一個小六學生
以「就社區發展與保護動物間應如何取捨」為主題的研習報告中，學生可以清楚看
得出居住於塱原濕地附近的村民與環保人士對九鐵是否應經過塱原濕地有不同的見
解。
2. 作出判斷（making a judgment）
學生能分析及綜合各人不同的見解，說出自己的觀點。例如在一個中三學生以「手
提電話與理想生活素質」的研習報告中，學生能根據所搜集得的資料而判斷出手提
電話能提升抑或是降低生活素質。又例如在小六學生「大腳板與身高」的研習中，
學生在量度完親朋戚友的腳板大小與身高後，能判斷出媽媽所謂：「腳大代表你將
來會長得比別人高」是否有根據！
3. 發表意見（offering an opinion）
學生將所搜集得來的資料整理分析後，能引申出個人的立場及看法。例如在小五學
生以「健康小食」為主題的報告中，學生能向學校的小食部建議出售受同學歡迎的
健康小食。在中一「香港的旅遊業」報告中，學生能發表個人對改善香港旅遊業的
意見。
4. 習慣、態度或信念上的改變（changing a habit attitude or a belief）
在研習期間，學生因為實際的體驗而觸動到心靈深處，引發出深刻的感受，因而自
發性地改變一些固有的壞習慣及態度。例如在小四「食物與營養」的報告中，學生
認識了何謂良好的飲食習慣後，能反思自己的飲食習慣是否需要改變。中三學生在
研究完「區內的老人問題」時，能體驗獨居老人的孤獨感覺，從而改變自己對年長
者的態度。
5. 欣賞（appreciating）
學生在整理及分析完所有資料後，由於對所研習的範疇有深刻的認識及體會，因而
對有關人或物表示欣賞。例如在中一「偉大的發明家」的研習中，由於對該發明家
有深刻的認識及了解，因而對他為人類所作出的貢獻而表示由衷的讚賞。在中二
「保護環境」的研習中，學生懂得去欣賞環保人士所作出的努力。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1.2002

P001-10

專題研習：學會學習的實踐

趙李婉儀

6. 作出預測（making a prediction）
學生將資料整理歸納分析後，能根據邏輯推理，作出預測。例如在中三「是啤騷─
主題餐廳」的研習中，發現現存的顧客結構及消費模式並不符合老闆先設的期望，
從而預測若不及早補救，店舖會有倒閉的危機。（註：結果是，店舖真的倒閉
了！）
九. 專題研習與高層次思維模式
要立足於資訊爆炸的社會，學生需要的是主動及高層次的思維能力。除了要對週
遭環境有好奇心及警覺性外，仇忠海等認為也需要掌握從多渠道獲得訊息的主動意識
和能力（仇忠海、霍益萍， 2000）。所以，老師在帶領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時，亦應刻
意引導學生透過整個探究過程去發展高層次思維能力，包括邏輯推理、分析、綜合、
批判、反思等能力，而其間老師尤應著重培養學生主動探索學問的精神及態度。
IsaksenBono 及 Treffinger 等在研究創造性解決問題的思維歷程時，清楚地闡釋應如
何 有 效 地 交 錯 運 用 「 擴 散 性 思 維 」 （ divergent thinking ） 及 「 聚 歛 性 思 維 」
（convergent thinking）（Isaksen &Treffinger, 1994）。近年來波諾（Bono）亦提出
「 水 平 思 考 法 」 （ lateral thinking ） ， 以 別 於 傳 統 的 「 垂 直 思 維 模 式 」 （ vertical
thinking）。根據波諾的闡釋，一般人慣常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均由問題本身出發，依
循邏輯路線探索答案，這些思維路線可能多於一條，但都紛紛向著一個清楚而又確定
的答案聚歛，是一種倚重高度概然率的思考，心理學家稱之為「聚歛性思考」或「垂
直思考」（謝君白, 1996）；相反地，若求解的思路是從問題本身循著低概然性的思路
向四周發散，嘗試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從新穎而大膽的觀點去求取不同的答案，波諾
稱之為「水平思考」或「擴散性思考」（表三）。
表三

水平思考及垂直思考的特色

水平思考／擴散性思考

垂直思考／聚歛性思考

自由思考、延緩評鑑

謹慎、深思熟慮

另闢蹊徑、別出心裁

有系統、有層次

求量為先、以量取質

對準焦點、認定目標

著重低概然率

著重高概然率

大膽假設、伺機驗證、有待綜合和改進

按步就班、邏輯推理
資料整理自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 2000

波諾更指出，兩種思考方式應該是相輔相成的（謝君白, 1996），水平思考可讓
我們衍生創新意念及大膽假設，而垂直思考則幫助我們找出新觀點是否與問題起點及
實際環境與體驗間存在合理的相通途徑。所以，在建構學問的過程中，若能指導學生
善用兩種思維模式，對貫徹終身學習的理念定會有很大的幫助。在整個專題研習的歷
程中，其間探討主題、設定值得探索的問題、搜集資料、分析資料及反思總結，老師
宜鼓勵學生運用擴散性思維，天馬行空、大膽假設、放膽嘗試。而間雜在以上各階段
之間，老師亦宜引導學生作聚歛性思考，小心思索，運用邏輯推理及批判性思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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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班，整理經驗，落實主題，再由眾多與學生實際體驗有關的意念中找有興趣探索
的問題，繼而將資料作有系統的整理、歸類、分析、發表論據（圖五）。

圖五

專題研習的思維模式

擴散性階段──水平思考

從經驗，角色，處境和課程範
圍中儘量尋找一切可行的主題

聚歛性階段──垂直思考

探討
主題
落實
主題

透過聯想、腦力震盪，鋪陳出
一切與實際體驗有關的意念，
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及發掘他們
的潛在興趣

發現
問題
訂定
假設

集合資料：透過文獻參考、實地
測量、觀察、調查、訪問及實
驗，從不同來源收集資訊、數據
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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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邏輯推理將資料整理、
歸類，用適當的文字及統計
圖表表達出來

分析
資料
表達
論據

從多角度反思經驗，列出進一
步研習的範疇及改善的建議

利用邏輯推理思維，找出有
疑問或有興趣再詳細探索的
地方

搜集
資料
整理
資料

從不同角度推敲資料，運用批
判性思維發展和列出各種相關
的影響因素

整理經驗，根據需要，興趣
等決定研習的範疇

回應先前的疑問或假設，發表
綜合的論據及見解，總結整個
過程的優劣點

反思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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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專題研習的推行模式及老師所扮演的角色
專題研習適用於個別或小組同學，亦適用於任何年齡或任何能力的學生，更能配
合個別差異，拔尖補底。對年幼、能力較弱或研習經驗尚淺的同學來說，整個專題研
習可與遊戲、話劇（Chard, 2000）、戶外活動及參觀等相配合；對年紀較長、能力較
高或研習經驗較豐富的同學來說，專題研習可補足甚至取代傳統的課堂教學（Chard,
2000）。
Chard 認為專題研習是一個複雜、但有組織及彈性的教學互動過程（Chard,
2000）。而其間，Torp & Sage 認為鑲嵌於整個學習過程中的內置式指導及評估
（embedded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非常重要（Torp & Sage, 1998） （圖
六）。透過此等內置式的指導及評估，包 括於適當時候安排專家演講、真實授課
（authentic lesson） 等，讓學生有機會去因應自己想知道的問題去發問，從中找到答
案（Torp & Sage, 1998）。此等進展性的評估更可及時知道學生所遇到的困難，作出
適當的支援，促進學習，確保達到或超越指定目標。
圖六

+

老師賦權學生對自
己有興趣研習的問
題進行深入的探
討。

老師安排 對主題
有第一手 經驗的
人士或專 家作講
座或研討 會，讓
同學可透過發
問、訪問或討
論，掌握 有關的
知識及技巧。

對同學每 一階段
的建議及 製成品
給予回饋 ，務使
同學能完 成令自
己及別人 滿意的
研習報告 。並安
排同學匯 報及展
覽。

引導學生 進行反
思及檢討 ，交流
分享。

指示 （direction）

老師的角色
真實的指導及進展性評估（Embedded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學生的角色

_

透過有
關引入活動
及建構主 題網，
學生對母 題有一
初步的認 識，並
透過探討 自己的
實際體驗 ，嘗試
發掘有興 趣進一
步探討的範疇。

承擔主動 學習的
角色，負責搜
集、整理 及分析
有關資料。

透過老師的支
援，同學 自我控
制及調適 整個學
習進程， 變成自
主及自我 管理的
學習者。

學生從整 個研習
過程中取 得擁有
感、滿足 感、及
成功感。

學生整理 學習經
驗，總結 學習策
略，發展 有利學
習的思維 模式及
人格特質 ，成為
真正的學 會學習
者。

專題研習的過程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1.2002

P001-13

+
參與及動機（engagement & motivationion）

老師營造 合適的
情境，與同事(及
學生）磋 商合適
的母題， 向學生
介紹，並 與引導
學生建構 主題網
及落實子 題與輔
導問題。

演變中的角色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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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落實專題研習的效能──提昇學生的思維技巧、掌握自學能力及誘發內
在學習動機，固然要讓學生處於主導的地位，老師在過程中也要作出適當的介入及支
援。尤其是在開始階段或學生對專題研習經驗未足時，往往會因為不習慣「主動學習
者」的角色而感到困惑，或因學習「前景」不明朗而感到氣餒。雖然，此等困惑會隨
著學生覺察到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責任及擁有感而逐漸遞減，沮喪感也會因報告之逐
漸成形而慢慢消失，然而，老師在其間的適當介入卻是不可或缺。而在整個過程中，
師生間的互動要取得平衡。需知老師的角色愈彰顯，學生的角色便愈隱瞞；反之，若
老師退居學生的背後作適當的引導、支持及鼓勵，學生便可成功地成為一個主動學習
者，掌握終身受用的自學能力，終身學習，自強不息。

十一. 專題研習的評核模式
建基於建構主義學說，專題研習涉及學習目標的轉移，強調高層次思維能力的發
展，以表現為本（performance-based）及強調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
所以，標準化的測驗（standardized achievement test）未能為專題研習提供有效的評
量指標（Stites, 1998）。另一方面，回應著 Epstein 等人對課業與學習動機的關係研
究，專題研習若要達致真正的成效──提昇學生對週遭環境的關注，發揮批判性思
維，成為真正學習者──學生需要有組織的自由（structure coupled with freedom）。
「組織」是在學習過程中，老師要給予學生有系統的指導、對學生有清晰的期望、適
切的回饋及一個支持性的環境；而「自由」是容許學生在知情的環境下對所學的作出
決 策 （ Schlemmer, 1999b ） 。 所 以 ， 要 確 保 專 題 研 習 的 成 效 ， 必 要 採 用 持 續 性
（continuous assessment）及進展性評估（developmental assessment）模式，而其
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協助學生建立個人研習歷程檔案（project portfolio），以搜集學
生在研習過程中的多樣證據，見證其學習的變化和成長。期間，老師給予學生適當的
指引及回饋，引領學生將整個探索過程中的重要發現存放於學習檔案中，用以完整地
描繪整個學習圖像，見證學生所付出的努力、進步、及成就；此外，亦有足夠的空間
允許學生反映學習歷程中的喜、怒、哀、樂，包括有新發現時的興奮，以引發內在的
學習動機。研習歷程檔案特別能有效地提升學生對學習的擁有感，因為它容許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不斷修訂及潤飾其意念，直至到達一個自己滿意或感到驕傲的地步
（Challenge, 2000）。有學者認為，學習歷程檔案能創造個人對自我成就的持有感，
而此種成就持有感可誘發學習者的榮譽感、責任感及奉獻心（林心茹, 2000），不容忽
視。表四是如何指導學生製作配合著專題研習各階段的個人研習歷程檔案的建議（表
四），筆者亦曾在數間學校試行，成效理想。
至於存放於學習檔案內的作品，學生可與老師協商，分階段地將各有關資料存放
在檔案中，好讓老師定時瀏覽，以給予適時及適切的回饋，引領學生繼續前進，不會
將時間浪費於資料複製及堆砌中。
有關評核的準則及比重，有待老師或與學生一起仔細策劃及協商，而該等準則，
亦宜在開展專題研習時即清楚告知學生。不論是小學或中學，宜作有系統的部署，使
學生由低年級的著重資料搜集及整理，溝通及協作等基本技巧，逐步提昇至高年級的
多角度透視、綜合、反思、評鑑、批判、創新等高層次思維。而課程發展議會建議為
不同學生設計不同的研習題目，或因應不同學習領域作探討（課程發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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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若能配合腦震盪及建構主題網等過程，引發出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擁有感，亦
可加以考慮。
表四
階段
（一）
落實子題
及擬定探
討範疇

目的
描繪學生的學
習和思考方法

（二）
策劃

描繪學生解決
問題的策略

製作配合專題研習的學生研習歷程檔案
建議學生存放於檔案中的資料










（三）
資料搜集

（四）
資料整理

描繪學生如何
發揮其多元智
慧，善用知識
與判斷知識。

描繪學生的高
層次思維技巧

（五）
綜合結論

描繪學生統整
和產生知識的
過程

（六）
評量表格

透過評量者與
被評者的互
動、交流與觀
摩，描繪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
追求卓越的願
望及能耐。














應關注及給予回饋的重點

主題網
子題概念圖
希望／有興趣作進一步探
討的問題（輔助問題）及
背後的原因
準備搜集甚麼資料？
用甚麼方法去搜集資料？
包括何時？何地？及何
人？原因為何？
初步的資料整理方法
日程表──計劃如何籌組
工作？
組內工作分配情況及自己
的工作崗位
子題與副題整理流程圖
一切搜集資料的工具初
稿，包括問卷、實地觀察
指引、訪問大綱及實驗步
驟等
其他參考資料來源及重點
用不同的方法整理資料後
所得的現象
分析後得出的重點
推論及總結



學生自評表格
學生互評表格
老師對學生的整體表現評
量表格
家長對子女的評量表格




















引領學生有效地使用擴散性
及聚歛性思考去確認自己的
學習興趣與動機。
針對問題的原創性及可行
性。
提供具體的建議，引導學生
適當地運用時間及社區資
源。
建議下一步驟及預期的成
果。
輔導學生有效地與同學協
作。

關注學生如何掌握搜集資料
的方法、正確的態度、及善
用資料。
關心學生對所學的認識和理
解的處理。
關注學生所採用的處理方法
是否有效？分析是否客觀而
全面？
關注學生的統整知識、綜合
知識和學習轉移的能力，而
不是複製別人已產生的知識
片段。
引導學生發展批判性思維。
關注學生的反思及欣賞能
力。
鼓勵學生不斷追求進步。

此外，探究與匯報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整個專題研習的過程一定要以一總結性
的匯報活動作終結（culminating event）（Chard, 2000），讓學生有機會展示學習成
果。此一總結活動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提供機會讓學生與同學、老師、家長及其他
有興趣的人士分享其成果；另一方面，匯報活動本身其實仍是研習過程中一重要學習
環節。在整個研習過程中，學生經歷了大量的學習活動，一時間可能未能將之完全消
化及吸收，故需要一段過程時間（process time）（趙志成，2001）。透過準備此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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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性的匯報活動，學生才有機會將新知識個人化（personalizing new knowledge）
（Chard, 2000）；而又因為不同的兒童需要不同的時間去內化所學，所以，在匯報時
同學、老師及家長的提問及意見可產生一定的催化作用。
十二.

推行專題研習時的限制

儘管很多研究都肯定專題研習在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主動參與、及思維能力方面
的成就（Challenge, 2000），在實際情況下，推行專題研習仍會面對一定的困難。
(1) 專題研習容許學生有不同的入位點（entry point）及沿著不同的軌跡發展，所以，
在指導工作方面會比較困難。
(2) 專題研習容許學生跳出傳統思路框框，著重創意，亦著重連繫學生的不同經驗，尊
重學生按照個別的潛能特質作不同形式的參與，故傳統的紙、筆、墨評核模式並不
可靠（Challenge, 2000），評核工作會有一定困難。
(3) 因應學生的不同能力、性向及潛能，老師要在公平的原則下分配及協調學生的工
作，並有計劃地發展學生的不同潛能並非容易。
(4) 長久以來，浸淫在教科書主導的教學中，學生及老師都享受著一種莫名的安全感，
一下子要放棄框架會導致失落及不安全的感覺，亦可能會遭到家長的投訴。
(5) 專題研習側重學生在課堂外尋找各種不同的資料，各種配套措施及設施，包括：電
腦軟件及硬件、參觀採訪調查的安排及人手調配等，都要作出適當的配合。
(6) 此外，時間表及課程如何調適以騰出足夠的空間讓學生能利用課堂時間，在老師的
指導之下，一起磋商、分享及展示所知，以確保成效？
(7) 以上種種困難的解決方法，在於全校老師能否在教學理念上達致共識，互相協調，
再配合家長教育，才能迎刃而解。
十三.

總結

專題研習的主要精神是強調知識的成長需由學生主動去引發及體驗，是一個探究
與累積的走向。學生一開始對其研習的題目由一丁點兒的認識，然後漸漸提昇、進
展、應用、深化和內化。配合學習歷程檔案的評量模式，使學生有層次地展現其學習
進程，幫助他們了解他們所懂得的知識，增加其對學習的信心及提昇其學習動機。此
外，亦製造機會讓學生在整個探究過程中，發揮高層次的思維技巧及掌握學會學習能
力，以期達到終身學習，自強不息的教育目標。
參考書目:
Chard, S. （2000）. Project Definition. In The Project Approach. http://www.project-approach.com
Challenge 2000 Project-based learning Guidelines － Project-based Learning with Multimedia.
http://pblmm.k12.c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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