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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八章



第七章發揮反饋的作用



反饋(回饋)的重要

評估：及時給予評估、指導

薩德提出差距反饋的概念

目的在於縮小現有水平，與應獲得的水平之
間的差距。



薩德提出如能滿足以下條件，反饋可促進學生學習

1.教師能夠了解學生與目標的差距

2.學生應該能自我指導學習，並為下一步學習制訂計畫

3.教師需要提供一些線索，幫助學生集中精力

4.教師應將關注點放在學生學習過程中。

5.教師能夠為學生錯誤或複雜的概念提出論據或是反例，

幫助學生釐清思路。

6.反饋應該是激勵性的，應該讓學生意識到，自己還需

要付出怎樣的努力才能成功



需要避免的無效反饋

當反饋信息促進學生完成目標的時候才是有
用的，很多反饋是無效的，以下是常見的無
效反饋：

1.過於寬泛的反應

2.書面反饋

3.總結性反饋

4.讚揚(有時有反面作用)



教學反饋：有質量的反饋信息

學生獲得最重要的反饋信息是：形成性評價

教學反饋分成四種類型：

1.學習任務反饋

2.過程反饋

3.自我管理

4.自我回饋

學習任務反饋 正確或錯誤反饋

過程反饋

自我管理、監測
進度

自我管理反饋

需要的策略、可
供選擇的方法

力求優秀

下一步該如何做？

讚揚自我反饋 個人反饋

我現在做到什麼程
度了？取得了什樣
的進展



反饋類型 教師考慮因素 反饋樣例

學習任務反饋(簡單、具體、明確)

分辨正確或錯誤的答案
獲得額外的信息
重授並提供更多的淺層訊息

答案符合要求嗎？
答案正確嗎？
哪裡做得好？
哪裡還遺漏了信息？
答案還有改進空間嗎？

我看見你正在參照準則，確保
把使用的信息考慮在內，你還
可以參考其他資料，獲得更多
信息。

過程任務反饋
找到思想、理論間的聯繫
利用多種方法找出錯誤
從錯誤中學習
提示學生還有其他策略

怎麼了？
為什麼錯了？
運用的是什麼策略？
他們是如何得到正確的答案
的？
還有其他問題嗎？
學習任務中，有哪些聯繫？

把你的作業和多媒體聯繫起來。
運用多媒體能幫助你更好釐清
思路，並給出提示信息。

自我反饋
能夠內部自我反饋
能夠判斷正確或錯誤
願意尋求和運用反饋訊息
願意尋求和運用反饋訊息
願意尋求幫助、尋找其他資源、探索真理

學生如何運用自我管理？
要達到怎樣的自我檢查目的
學生如何評估信息
怎樣反思他們任務和過程？
他們做了什麼？

你想過人們對你的演講有什麼
反應嗎？你希望聽眾有什麼樣
的反應？也許你想通過此演講
知道他們的興趣。

表７．１學習任務反饋、過程反饋、自我反饋中教師需要考慮的因素



促進發展型思維

學生須明白智力並非一成不變的。

為了促進學生思維的發展，給學生反饋的信息包
括與學生付出和努力相關的準確、具體的評價。

不任意評價能力，將重點放在學生努力程度上。



行為和需求 教師可考慮的幾點幫助

針對那些不明白學習任務的學生 1.回顧學習目標與成功標準
2.給出樣例，讓學生更加了解學習任務
3.提出問題，了解學生面臨的問題與障礙

針對那些對具體學習任務焦慮的
學生

1.重溫樣例和評價準則
2.將任務分成若干個小部分，一步一步地完成

針對那些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學生 1.保證你們的討論在小範圍內，不要公開
2.給學生一定的自主權，讓他們展現自己的能力

針對那些遲遲不開始的學生 有太多選擇，學生一時不知選哪種，此時教師建議一種最有優勢的方式

針對那些常被表揚的學生 1.讓他們根據檢查表進行自我估計，當取得一些進展後，與大家分享
2.鼓勵他們用積極的對話
3.對學生的進步給予鼓勵，多肯定他們的努力

針對那些不願接受新方法，不願
意嘗試新策略的學生

1.將新舊策略對比
2.對學生使用何種方法提出建議，要既符合他們的習慣又不與標準相悖

針對那些對學習任務有怨言的學
生

1.悄悄地詢問他們對學習任務的看法
2.鼓勵學生大膽與同學交流

針對那些對學習任務感到厭煩的
學生

談一談他們為什麼對學習任務不感興趣，可根據他們的興趣適當調整學
習任務

表７．2反饋和回應：及時、有針對性



發揮反饋的針對性作用
 教師須清楚知道學習目標以及各種目標之間的關係，了解其對課程的導向，並

清楚地告知學生成功的標準和評估原則。（知道哪裡做得好，哪裡做得不好）

 教師思考反饋時應考慮以下幾點：

1.明確學習目標和目的

2.告知學生成功的標準

3.評估及評價學生進步的情況

4.提供可用的資料

5.用積極有意義的方法糾錯

6.為學習開展對話

7.確保學習的質量

8.給出建議和反饋信息

9.讓學生反思下一步怎麼做



使用積極向上的語言

學生希望通過反饋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做什麼

教師的反饋要考慮學生認知水平和技能，旨在鼓舞
學生學習

初學者–校正反饋

中等能力者–過程反饋

能力較強者-概念問題的反饋



學生對反饋的看法

學生想從反饋中獲得信息有

1.用學生的語言精確、具體的解釋

2.證實並鞏固他們能夠學會的意識

3.學習任務能幫助他們將先驗知識與新知識結合起來

4.在學習中更加獨立，更有自主權



學生反饋：給予學生能發言的機會

了解自己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教師需要了解學生的想法，去判斷學生學習程度，
學習偏好、想法，哪些方法對他們有用

夸格利亞和科斯在《學生之聲的變革工具》主張學
生的發言對他們學業成績有很大影響



 表7.3 夸格利亞和科斯的3個原則和8個理想類型。

原則 理想類型

自我價值感：自己價值被肯定，被認
可，學生則會更有自信，更出色，學生
間就會彼此信任，並更加相信自己能夠
成功

歸屬：針對自己獨一無二的反饋

榜樣：陪伴你、相信你的人

成就感：理解自己取得的成績，並認
為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

信念：願意學習、喜歡學習，不斷提
高自己學習成績

興趣：無論做什麼，保持愉悅的心情

好奇心和創造力：對新想法、新穎的
事物保持激情

冒險的精神：敢於冒險，嘗試新事物

目的：對現在的自己負責，相信自己，
並向前看，為自己將來的學習打好基礎

領導力和責任：對自己的決定負責

自信：設置目標、相信自己能完成目標



同伴反饋

優點：形成性的反饋，能提學生自我效能感

需要注意的點：反饋的標準越細緻越具體，
越能提升反饋的準確度



鼓勵學生發言，並從發言中獲的有價值信息

鼓勵學生發言，並從發言中獲的有價值信息的方法

1.調查

2.專題小組

3.錄像日記

4.脫手牌

今日收穫 明日暢想

表7.4 T型圖反饋



16個思維習慣

1.堅持不懈

2.管理內在衝動

3.帶著理解和換位思考的態度聆聽。

4.靈活思考

5.反思思考過程

6.精益求精

7.提問和解決問題

8.運用已學知識處理新的問題

元認知(後設認知)：自我反饋的關鍵



9.清晰而嚴密地思考和溝通。

10.用所有感知來收集信息

11.創造，想像和創新。

12.抱有好奇心和敬畏。享受發現的樂趣

13.敢於冒險

14.發現幽默

15.互相激發地思考。

16.保持開放心態，不斷學習



元認知(後設認知)運用於課堂方法

 1.元認知思考提示

制訂計畫→執行計畫→評估計畫

(之前) (過程中) (之後)

 2.自我內言(自言自語)

 3.回顧策略

 4.直角(直角圖)

 5.正念



第八章 結語



以學生為中心

擅長激發學生的教師通常是以學生為中心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師特徵

1.對學生熱情

2.信任學生

3.有同感能力(同理心)



學生想要教師的類型Ⅰ

杜福爾與埃克總結學生想要的教師類型

1.具有超強的感染力

2.清楚自己要達到什麼樣的教學目標

3.知道怎麼用學生的語言和我們交流

4.信任自己，給我信心

5.熱情滿滿，讓你無法抗拒

6.從不放棄、執著

7.極具挑戰性，能讓挑戰變得有趣

8.精力充沛，每個細胞都能感染你上進



學生想要教師的類型Ⅱ

在校表現不好的學生，想要的教師類型

1.能夠與他們一起完成學習任務

2.管理課程時，能就事論事，不擴大

3.能夠一直給予幫助，在困惑時能夠指點迷津

4.希望教師一直耐心指導，直到學生恍然大悟

5.採用多種方法、多元教學策略

6.關心他們、理解他們



家長與發展思維模式

父母要知道發展型思維模式很重要，尤其是在表
揚孩子的時候。

要在學習過程中，未達到目標時，培養孩子

1.”還不到時候”的概念

2.毅力

3.努力和練習是分不開的

實驗：

你真聰明VS你的努力成就了你的成功



合作(教師協同)

教師不要單打獨鬥，共同協作，共同教育學生

教師可互相分析數據、探討什麼人/事需要格外注意，
還可探討以下問題：

1.我們想要學生知道什麼？怎麼讓學生知道？

2.他們怎樣展現自己的能力？

3.他們表現欠佳，我們如何干預？

4.我們怎樣用收集的信息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

並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



教學反思

以下幾個問題在與他人協作時反思比單獨反思更有效果

1.我們如何知道這樣可行？

2.我們是如何對比“這個”與“那個”的？

3.這樣學習有什麼優點，這樣學習的價值是什麼？

4.什麼樣的證據能讓我們徹底相信自己是錯誤的？

5.什麼證據能表明該項目比其他項目好？

6.如何使用已決定採用的策略，如何使之更有效果？

7.我們是否對進展有共識？



微格教學(微觀教學、微型教學)

對上課情況進行錄像(錄影)，觀看自己以及學
生的表現。

有助於教師以學習者角度看待整個課堂，知
道策略運用的情況



希望和自我認知
希望：為實現目標，內心產生的動力和能量，對自
己能夠取得成功充滿信心。

老師若能讓學生看到希望，學生會有很多益處：

1.獲得更多成就

2.人際關係更好

3.更具有創造力

4. 有更強的問題解決能力

5.有消極、焦慮感可能性更小

6.對生活持有積極的態度

7.更有勇氣和活力



本書介紹的策略、想法和長期目標都是將
激發學生學習，使之所有人可見，最終使每個
人都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