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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學生的自我調節學習態度和能力：
中文科作文量表互改法的研究與啟示

	 關綺雲	 李安維
香港浸會大學	 風采中學

摘要
	 	 背景：自改作文是可以應用自我調節學習能力的例子。本研究重點試以作文量表互改法了解學生自我調節能

力和自改作文的興趣，從而了解此批改作文方法是否適合在初中階段施行。

	 	 目的：本研究是探討學生使用作文量表互改法作為自我調節能力的評改方法，對初中學生作文成績、自我調

節能力和作文自改興趣的影響。

	 	 調查方法及對象：研究對象為本港一所津貼中學的一班中一學生，共37人。

	 	 調查結果：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師生都認為作文在「內容方面」、「字體/錯別字/標點方面」，以及「總分」

等三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從訪問得知，學生樂於接受這個作文自評的方法和亦肯定了自己會從中獲益。

	 	 總結：透過進行作文自改的活動，給予學生大量自主活動和反省的機會，可以培養他們的自我調節學習態度

和能力之餘，亦有助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信心。是次研究只屬初探的性質，然而是次的初步結果顯示學生作文

自改法對學生的自我調節學習態度和能力有正面的啟示。

	 	 關鍵詞：作文自改、量表互改法、自我調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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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lay with whether the checklist peer-evaluation method can enhance students’ self-
regulated performance and interest in self-evaluation of writing and thus whether the method is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 in junior 
secondary in Hong Kong.
  Aim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he checklist peer-evaluation method of evaluating Chinese composition on S1 
students’ self-regulated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writing quality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self-evaluation.
  Method & Sample: A sample total of 37 students from one S1 class of an aided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was used.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greed tha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made in three 
aspects: “content”, “handwriting/ wrong words/ punctuation”, and “total score”.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 interviews, the students 
showed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is method and perceived it was beneficial to their writing quality.
  Conclusion: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self-evaluating Chinese composition to students would be helpful to develop their 
self-regulated disposition and ability and promot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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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目的
	 	 自我調節能力的研究結果顯示，成績優秀的學生

往往具有高度的自我調節能力，他們懂得自我設定

目標、執行策略、監察及修訂行動，這些均是一個

獨立思考者的行為表現（Zimmerman	&	Martinez-Pons,	

2004）。可是，現時學生思維能力的水平令人關注，

其中的原因可能與學生的自我調節能力（self-regulated	

ability）欠佳有關。本港課程改革中提倡九個共通能

力，例如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自我管理能力等，

自我調節能力可以算是眾多共通能力的基礎部分（課

程發展議會，2000）。雖然不少學者也認同自我調節

能力的重要性，可是文獻中有關自我調節能力的教學

方法仍不足（Dignath	&	Buttner,	2008）。

	 	 學生的語文能力往往體現於他們的寫作能力，要

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作文修訂是重要的一環。多練

多寫一向是提昇作文能力最直接的方式，但礙於很多

現實的因素，作文批改問題成為中文科學與教的難題

之一。

	 	 首先教學方面，不少教師的固有想法認為，要做

到精批細改學生才最大得益、自己才算盡忠職守。但

根據認知主義學習理論，學生需要去主動建構自己的

知識；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對中國語文教育

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的課程教學總原則

之一，也要求以學生為主體；學生親身體驗學習的

過程，才容易令知識內化、能力遷移。教師主導的精

批細改似乎不符上述的學習原則。大部分師生都會認

同多練多寫是提昇學生寫作能力的不二法門，於是

每學年學生的寫作次數也不少，教師的批改量相應沉

重，加上其他的常規工作，造成批改的壓力。學生

方面，他們視作文為一項例行公事，就算謄文也虛

應故事，學生對學習及其成果沒產生擁有權的感覺

（ownership）。認知主義學習理論相信學生需要去主

動建構自己的知識，故此學生親身體驗學習的過程，

才容易令知識內化、能力遷移（Ormrod,	 2011）。如

果把中文寫作批改的責任交回給學生，不但符合體驗

學習的原則，有利學生學習，也可減輕教師批改壓

力，最重要是有利培養學生的自我調節能力，進行自

我監察及修訂，提昇學習果效與學習其他科目和處理

日常生活的問題的能力。本研究是探討以學生自改作

文進行自我調節學習的可行性。

自我調節學習和中文科學生自改作文
	 	 自我調節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一般來

說是指針對某學習目標而自發產生的思維、情感和行

動（Zimmerman,	 Bonner,	 &	Kovach,	 1996/2001）。

自我調節學習可以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增強學習策

略的使用，二是調節策略，三是提昇個人的學習動機

和信心（Boekaerts,	 1999）。最有效教授自我調節學

習的方法是在特定的場景下，給予學生大量自主活動

和反省的機會，在中學階段，自我調節學習法特別對

閱讀和寫作方面表現的幫助最大（Dignath	&	Buttner,	

2008）；明顯而言，自我調節學習與作文自改的信念

是一致的。

	 	 文獻中不少學者及教師（李孝聰，2000；岑兆

基，1992；張欣泉，2003；郭兆輝，2003）均指出精

批細改並不適宜；學者岑兆基（1992）認為大量的增

刪學生文章，不但未能提昇學生的寫作水平，反而打

擊了學生的寫作自信心。部分教師亦表示，就算教師

如何花時間去精批細改，到了學生謄文時還是錯漏百

出（張欣泉，2003），顯示了學生對教師修改的關注

度很低，教師徒勞無功。

	 	 不少學者關注到教師精批細改做法的問題，例如

打擊學生的寫作自信心，於是開始嘗試尋找解決方

法。現時提出的解決方法，包括目標式批改、面晤指

導（林廣輝，2003）、擇優集體批改、即堂口頭批改

（張孝純、張國生、張鋒先，1985）等，均是培養學

生個人、小組或集體修改作文能力。岑兆基（1992）

對教師精批細改、教師符號批改、同輩量表互改和

學生量表自改四種評改方法進行研究，最終推薦學生

量表互改法以提高學生的作文批改主動及積極性。學

生修改作文過程中，教師的角色是提供意見和給予指

引，學生修改作文的發展方向是備受認同的，目的

做到葉聖陶（1998）所言︰「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

教」。

	 	 近來國內的教師（例如朱成玲，2011；李忠明，

2004；譚大鳳，2010）也相繼提出學生自改互改的

方式，提昇學生的寫作水平，以及培養學生的自我監

察和自我糾錯的能力。根據他們的經驗，認為學生自

改互改的模式可以試行於初中、甚至小學學生身上。

實施過程可以根據學生的年級，劃分多階段進行，例

如起步階段可以聚焦錯別字、病句等方面，直到最後

階段可以是選材立意等抽象能力（李忠明，2004）。

同時，教師在學生評改前中後的指導角色被一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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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例如透過量表指導學生批改要求（王晨容，

2010；譚大鳳，2010）。而這點跟建構主義學習理

論中，教師或其他具能力者提供鷹架，促進學生學習

的理念吻合（Ormrod,	 2011）。香港有關學生評改作

文的研究均集中在高中學生（岑兆基，1992），由於

修訂能力與寫作能力是相輔相成和需要從小積累經驗

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對中國語文寫作能力

學習範疇中，也要求培養初中學生其寫作修訂能力，

故此本研究將探討初中學生的修改作文能力，填補這

方面文獻的不足，以及了解初中學生修改作文能力的

情況。

	 	 學生修改作文能力是可以應用自我調節學習能力

的例子。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嘗試透過學生作文自改

的方式，進行自我調節的學習的訓練，以及提昇學生

相應的學習興趣與果效。

研究設計

研究目的和對象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方式進行，目的包括：（1）

檢定初中學生作文自改能力和興趣；（2）提高學生對

作文的責任感；及（3）培養學生的自我調節的態度和

能力。對象是一班中一學生，共37人，男女各佔15及

22人。該試驗班別的學生語文能力高。

研究過程和資料收集
	 	 本研究在中文科作文課節進行，筆者之一是科任

老師。學生以「我的校園」為題，個別自行作文一篇

並交回任教老師，是次文稿版本稱「前文」。一位校

外教師先給學生的作文第一次打分。下一個課節開始

時，任教教師將作文量表與作文一併派回學生。量表

上顯示作文可能出現的錯誤，例如語文修辭方面的句

子不完整、錯別字/標點方面的誤錯等等。教師解釋量

表上各種錯誤的意思，讓學生懂得修改錯誤。教師表

明若學生能找出錯誤之處並能修改，是次作文的分數

可因應調整，以增加學生動機和強化自改的目的。學

生以五至六人小組形式進行，當中包括不同水平的學

生。學生先根據量表的指示自行修改自己的作文，稍

後再與同組同學互評，時間大約五十分鐘。下課時，

學生交回已修改之作文、填妥的量表及個人意見調查

問卷。修改後之作文稱「後文」。相同的校外教師會

為修改過的作文第二次打分。

研究工具
	 	 評估是次作文自改研究成效的方式有四種：一是

作文自改前後的校外教師兩次打分，兩次評分均交予

同一校外教師進行，該教師對本研究不知詳情；二是

學生作文的量表；三是學生修訂過的作文；以及四是

次作文自改的學生意見調查。前三種方式是評估學生

自改作文能力，最後的一種以意見調查方式，了解他

們對自改方法的興趣和看法。

研究結果

前文與後文得分分析
	 	 校外教師兩次打分的結果顯示，總數三十七位學

生中，十八位學生分數有所提昇，其中有學生分數最

多增加6分，由原本48分變成54分；但有一名同學的第

二次打分比第一次減了1分。第一次與第二次打分的全

班整體平均分分別是64.2及65.1（表一）。利用配對樣

本t-考驗（paired-samples	t-test）比較每位學生的前文與

後文得分，統計結果顯示，作文在內容（t	=	 -3.0,	p	<	

.01）和字體/錯別字/標點（t	=	-2.6,	p	<	.05）兩方面和

整體	（t	=	-3.9,	p	<	.001）的前文與後文得分有顯著差

異，表示經過量表互改法後，學生的文章在這些方面

有顯著進步。在語文修辭和結構等兩方面的前文與後

文得分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學生的文章在這兩方面的

修改未達顯著進步的水平。

表一：前文與後文校外教師打分的差異	（N=37）

前文 後文 t-值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S.D.）

平均數 標準差 

（S.D.）

內容方面 22.0 1.6 22.4 1.6 -3.0**

語文修辭方面 20.5 2.2 20.7 2.1 -1.4

結構方面 15.1 1.5 15.3 1.3 -2.0

字體／錯別字／標點方面 	6.5 1.1 	6.7 0.9 -2.6*

總分 64.2 4.6 65.1 3.9 -3.9***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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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經過量表互改法後，教師認為學生的

文章在「內容方面」、「字體/錯別字/標點方面」，以

及「總分」等三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

學生前文與後文改動分析
	 	 學生前文與後文得分分析。

	 	 在學生作文量表方面，學生自我評估作文自改前

後的分數方面，收回27份有效的自我評分。廿六位學

生表示自改後的分數增加，自改前和後的整體平均分

分別是64.1和76.9，差距是12.8分（表二）。利用配

對樣本t-考驗（paired-samples	 t-test）比較每位學生的

前文與後文自評得分，統計結果顯示，作文四個方面	

[內容（t	=	 -4.3,	p	<	 .001）、語文修辭（t	=	 -5.4,	p	<	

.001）、結構（t	=	-3.1,	p	<	 .01）和字體/錯別字/標點

（t	=	-7.0,	p	<	.001）]	與總分（t	=	-7.3,	p	<	.001）的

前文與後文自我評分均有顯著差異，表示學生覺得經

過修改後自己的作文在不同方面和整體上顯著進步。

表二：前文與後文學生自評得分的差異	（N=	27）

前文 後文 t-值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S.D.）

平均數 標準差 

（S.D.）

內容方面 28.8 	8.2 31.8 	7.1 -4.3**

語文修辭方面 17.1 	3.6 21.8 	3.8 -5.4**

結構方面 14.0 	3.8 16.2 	4.3 -3.1*

字體/錯別字/標點方面 	4.9 	1.5 	7.1 	1.8 -7.0**

總分 64.1 12.1 76.9 11.5 -7.3**

*	p	<	.01,	**	p	<	.001

	 	 換言之，經過量表互改法後，學生認為自己的文

章在「內容方面」、「語文修辭方面」、「結構方

面」、「字體/錯別字/標點方面」，以及「總分」等所

有五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教師則認為他們只在三方

面有顯著進步，「語文修辭方面」和「結構方面」沒

有顯著的變化。

	 	 學生自我檢視的評語。

	 	 從學生自我和互相的評語中顯示他們能指出文章

的基本毛病。從學生自我評語中，可以觀察到學生能

夠客觀地審視自己作文不足之處，甚至指出改善的方

法，例如：

	 	 「資料不足，內容太亂」

	 	 「自己寫的字不太美麗，應多加練習；在

誤用詞語和錯別字方面問題嚴重，應多看書」

	 	 「時間的控制未能掌握得好，所以作文

時非常急速，有很多字或詞都是因不小心或

太大意而錯誤，這是非常之不值得！」

	 	 學生互相檢視的評語。

	 	 從學生互評的評語中，可以觀察到學生除了能指

出別人不足之處，還能欣賞對方優點，例如：

	 	 「他經常把一些可以用簡短詞語表達的

句子拖長，是最大的缺點」

	 	 「我覺得本文不錯，但有很多錯漏和用

得太少形容詞，沒有太多感受的詞語。」

	 	 「看過她的文章後發現有很多錯處，而

且有很多口語和不通順的地方，而且有很多

地方重覆。但是她寫的文章都按次序，不會

十分亂。」

	 	 學生作文自我批改細項表現。

	 	 比較學生前文和後文的文章內容，可以觀察到學

生有自我調節的能力（表三）。在學生修改的字詞句

段中，一般都能找出錯別字，例如：「連棉（綿）不

斷」。同時，亦有學生雖然辨認了錯誤所在，但未能

修正過來，例如：「教織（識）員」。學生也留意到

用詞和合乎語法方面的要求，也在欠缺完整結構的文

章中，補回欠缺的首段或尾段。在語文修辭方面，學

生可以修正口語化的詞彙，例如「搞笑（有趣）」，

以及能將簡單的句子修飾，利用形容詞和感受的描

寫、巧用標點，達至渲染感情的作用，例如「神神秘

秘地」、「一項極辛苦的事情	 	 」。最後，在內容

方面，學生能夠加入連接和過渡的詞彙，組織文章內

容，表示遊覽的先後次序。學生也能將未完整的校舍

描述指出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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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學生作文自改的例子

類別 原文（修改例子）

內容方面 ˙增加（首先，）、（跟著，）、（到了五樓，）、（遊完圖書館後，）等連接詞彙組織

內容

˙補充校舍全貌的描述

語文修辭方面 ˙搞笑（有趣）

˙最後，我們便回課室去。原來我們回到課室後便要作文。（最後，老師神神秘秘地帶我

們回到課室。原來，我們回到課室後，便要做一項極辛苦的事情	 	 作文。）

結構方面 ˙將500字的文章，從只得兩大段落分拆成四大段

˙補回欠缺的首段或尾段（校園的生活真是多姿多采，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我們的校

園。）

字體／錯別字／標點方面 ˙連棉（綿）不斷

˙老師帶我們遊校～～	（。）

表四：學生對自改作文的意見	（N=36）

問題 回應人數 （所佔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S.D.）

1 2 3 4 5

喜歡 2	

（5.6）

2	

（5.6）	

13	

（36.1）

9	

（25.0）

7	

（19.4）

3.4 1.1

好處 0	

（0.0）

2	

（5.6）

14	

（38.9）

10	

（27.8）

10	

（27.8）

3.8 0.9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意見調查的另一部分是訪問學生對量表自評法的

意見，共有四條開放式問題。目的是了解學生認為這

種改文方法的好處、缺點、最有趣的地方，以及將來

使用的建議。受訪學生對此改文方法的觀感傾向正面

（表五），內容歸納總結如下：第一，有關這種改文

方法的好處，大部分受訪學生認為對他們辨認和修正

作文錯失和提昇語文能力有幫助，同時也有學生認為

可以增加合作精神。第二，有關這種改文方法的壞

處，半數的受訪學生認為在分辨錯失時有困難，也指

出「未必每位同學有足夠能力進行此項活動」。第

三，有關這種改文方法最有趣的地方，三分之一的受

訪學生認為「像教師一樣」，可以自己或互相評分和

批改、可以彼此交流、討論和欣賞他人文章。最後第

四，有關這種改文方法將來使用的建議，不少受訪學

生支持繼續使用這種改文方法，以及保持與同學交換

作文互評的做法；也有學生要求教師將錯處指出。簡

單而言，學生是樂於接受這個作文自評的方法和肯定

自己會從中獲益。

跟進訪問

	 	 試行完結時，本研究以書面形式，向全體參與學

生進行跟進訪問。這次的意見調查，目的是了解學生

對這種評改作文方法的觀感和意見。意見調查分為兩

大部分，首先，訪問學生對這種改文方法的喜歡程度

和對自己的好處（表四）。統計結果顯示，最高是5

分，兩條問題的平均分分別是3.4和3.8，表示學生對量

表自評法是喜歡的和傾向相信它對自己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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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學生對作文量表互評法的意見歸納總結	（N=36）

意見

1.	 這種改文方法的好處

						 	 能使自己知道錯在哪裡和錯了甚麼，並作出修改

						 	 其他（可以學習別人的好與壞；作多次）	 	

2.	 這種改文方法的缺點

						 	 因不知道那裡出錯，故難於分辨對錯

						 	 時間問題

						 	 其他（有些同學或未能誠實地改正；嘈吵；沒有）

3.	 這種改文方法最有趣的地方

						 	 可自行批改或互相找出錯處，互相交流

						 	 能像教師一樣／可體會當教師的感受

						 	 其他（有真實感；好像玩藏寶遊戲；可跟同學討論；不像平時老師改文的方法那麼無聊；可以自由發揮）

4.	 對這種改文方法將來使用的建議

						 	 教師能將錯處列出或符號以作識別

						 	 最好每次作文是這樣修改／多採用

						 	 找至少一位／一組同學評核自己的文章

						 	 可以隨意與同學交換，找出錯處

						 	 其他（不用在課堂上，在家中完成；不用改這麼多）

討論與建議
	 	 從上述的意見調查結果看來，學生對這種改文方

式觀感是正面的；相互評語和修改內容上都顯示他們

有自我調整的態度和能力，能夠在中一階段進行作文

自改活動。學生亦表現出喜歡當小老師感覺，這與

岑兆基（1992；2000）的研究結果吻合。通過此改

文方法，相信可以培養學生檢查修改作文的習慣，進

而日後作文後反思內容，提升作文水平之餘，最終

促進自我糾正、自我調整的態度和能力（朱成玲，

2011）。最重要是這種互評方法不強調競爭，反而就

相同的目標互相幫助，教師日後可繼續鼓勵發展這種

品德情意。

	 	 從是次研究中，可以觀察到學生兩次打分有著差

異。在兩次作文打分中，學生第一次跟第二次時的評

分有很大的差別，這都顯示學生覺得自己有全面的改

進。教師可以向學生的表現表示認同，作為一種鼓

勵，促進他們的學習動機。

	 	 另外，本研究的實驗為期和研究對象的語文水平

可能影響研究的果效。本研究只試驗了一次作文，學

生自我調節的行為沒有足夠時間成為習慣性表現，如

果實驗可以為期至少一學期或以上，效果可能更加確

切和全面。本研究亦無設控制組，故此，若要進一步

評估和確定這種改文方式對學生的成效，可以設計為

期一個學年或以上的實驗，將採用傳統教師改文方式

的班別作為控制組，從而比較兩種改文方法的果效；

此外，這種改文方式是否只適用於具有中上語文水平

和強學習動機的學生，亦尚有待驗證。事實上，每個

學生的能力在不同層面或多或少總有差異，如果希望

整體學生均可以達標，一方面學生要多練習，另一方

面教師的修改指令必須清晰、指示具體，這樣學生才

能容易掌握。

	 	 最後，將來實施學生自改作文的建議方式。學

生自改作文的主要作用是培養他們意識和思維習

慣	 	 力求精確及追求清楚、精準的思考和溝通

（Costa	&	Kallick,	2000/2001），好讓他們日後作文時

也注意自己的表達，以及模仿別人優秀的舖排方式，

讓學生最終可以達至一種自己主導和自我調節的進

步；所以建議將這種作文自改活動成為常規的作文課

活動之一。事實上，受試學生對初期使用此評改方法

表現出的新鮮感和熱心跟現時文獻的報導是一致的，

但要將學生這份的熱情延伸下去，自改作文的方式可

能需要多樣化，例如小組互改、自由選擇對改、男女

生互改等（譚大鳳，2010）。教師亦可以讓學生利

用這種量表互改法每改兩篇作文，教師才進行一次講

評。學生也可以在家利用量表進行自改作文，節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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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時間。當學生熟悉這種方式後，教師可以開放題

的形式或是配合單元，讓學生在家作文一兩篇，以顯

示學生是否掌握能力，最後甚至可以邀請學生講評，

老師只輔以口頭總結。

	 	 教師需要注意的是，學生自改作文的成敗建基於

評改的標準（唐仕泉，2007），所以教師應指導學生

需要從哪些方面入手修改。教師的指導和指引可以是

口頭提示或清單形式。每種文體各有特性，例如記敘

文講求將事件歷程和發展表述出來。教師可以就單元

的學習目標，具體編製每種文體的自改量表，培養學

生不同文體的自改能力。基於高中公開考試評分形式

的要求，這種作文自改的方法應用在高中生身上時要

注意製訂和維持等級水平的限制（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可是長遠而言，在初

中階段進行量表互改法，相信可以有助學生適應新高

中中國語文科的評估要求，特別是在自我監控學習進

程方面。至於此改文方式對學生新高中作文成績的果

效，尚待將來再測試及驗證。

結論
	 	 本文主要目的是嘗試透過學生作文自改的方式，

進行自我調節態度和能力的訓練。經過是次研究的觀

察，發現中一學生經過量表自評法後，教師認為學生

的作文在內容、字體/錯別字/標點和整體得分等三方

面均有顯著差異。學生在自評和互評的評語中，都可

指出自己和別人不足之處，並提出改善的方法。在修

訂表現方面，學生可以針對錯誤作出修正，雖然有時

並未可以將錯誤完全改正過來，但也顯示出他們意識

到錯誤。最後，從訪問得知，學生對量表自評法持正

面和肯定的態度。量表自評法相信可以增加學生對作

文評改的責任感，以及培養他們自我調節的意識和能

力。總括而言，學生透過進行作文自改的活動，獲得

大量自主活動和反省的機會，相信可以培養他們的自

我調節學習態度和能力之餘，亦有助提昇學生的學習

動機和信心（Boekaerts,	1999）。是次研究只屬初探的

性質，對學生相關能力水平的提升有待進一步的實驗

和測試，然而是次的初步結果顯示作文自改法對學生

的自我調節學習態度和能力有正面的啟示。

	 	 任何教學方式的選擇和沿用，一定有著其依據及

原因。但是作為一位教師或科主任，甚至校長，應該

常常反思現行教學及評估方式的有效性（Berry,	2010;	

Paris	&	Ayres,	1994/2001），例如批改作文的方式，追

求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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