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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文化為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英語教材的台灣總代理。有感自 108 新課綱的實

施，各界教育工作者無不迫切想了解如何在日常的課程融入「素養導向」教學，華

泰特邀周中天教授執筆翻譯劍橋大學出版社與劍橋大學教育系合作發表的研究成

果—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此研究揭

櫫 21 世紀必備的六大生活素養能力並提供明確能力指標，可為課程規畫提供具備實

證且可實踐的全齡段教、學指引。期待透過這份素養架構的中文翻譯，將劍橋的生

活素養教育實踐藍圖分享給更多關心教育的家長與教師，讓台灣新世代具備足夠的

素養能力來迎接明日生活的各項挑戰！

請掃描 QR Code閱讀
周中天教授《協同合作》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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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簡介

針對學生在 21世紀所需的生活技能與素養，有許多作法提出，適用於不同的情境。許多教
育人士常提問，想知道這些作法如何在英語教學的領域中推動，劍橋盡力回應，責無旁貸。

我們著手分析各項素養能力的成分，目的是建立一個基礎架構，以詮釋各種可行作法。

本套架構涵蓋六項生活素養，奠立在三層基礎上。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THE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

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

溝通互動	
Communication

學習方法與	

態度	
Learning to 
Learn

慎思明辨	
Critical  
Thinking

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數位知能 (Digital Literacy)

學科知識 (Discipline Knowledge)

情緒發展 (Emo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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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發了一套「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見本篇第 6頁），描述學習者各階段完
成時，能夠做到 (can do)的事。這些指標明確表明學習者在該階段結束時應該能夠做到的
事，也就是可以看得見的行為表現。 

本架構，從廣泛的素養描述，到明確的能力指標，分成三個層次呈現。

學習歷程 (The Learning Journey)

從學前階段到在職階段，每一學習階段各有不同的素養目標。

學前 (Pre-Primary) 小學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在職 (At Work)

素養

(Competency)

核心範圍

(Core Area)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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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合作」素養能力的定義
一般公認，「協同合作」（又可稱「協作」）在 21世紀教育中，是一項關鍵技能 (NRC, 2011)。
「協同合作」比起個別解決問題，有更多優點，包括：適當分工協調、採用多種來源觀點與

經驗的訊息，以及激發出更高的創意，提出更周延的問題解決方案 (OECD, 2013)。人以言
語溝通交流時，不僅是在分享訊息，而是共同思考，互相支持。參與者透過協同互動，可

以得到比自己獨力進行更好的成果。

對於「協同合作」，我們確認了其中四個核心範圍：

• 善盡個人責任，對團體任務有所貢獻。這是說，學習者能積極參與團體活動、與他人自

在分享自己的想法，並願意為自己的參與及貢獻提出說明。

• 對他人見解認真聆聽，積極回應。這表示，學習者能認真聆聽他人想法，且即使那些想

法與自己不同，也能理解。如此，學習者在團體任務中，才能輪流彼此提供建設性的回

應，提出自己的想法與建議作法。 

• 在專案活動中適當分配任務。這表示，學習者能識別團體活動中的各層次任務項目，在

團體成員之間適當分工。

• 就活動任務所需，尋求解決之道。這是說，學習者的參與投入，有助達成任務目標。這

種能力包括：在團體活動中評估多個可能解決問題的想法和作法，並確定最適合完成任

務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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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合作」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我們在此提出一些「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的示例，這些指標，描述學習者於各階
段完成時，能夠做到的事。指標會視學習者所處的不同情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是做為

規劃課程或評估的初步參考點。 

通常，每個階段的「能力指標」大致假設學習者在前一階段都已完成應有的發展目標；不

過，大學和在職階段是例外，這兩階段時間並列，並非先後關係。

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學前	
(PRE-PRIMARY)

善盡個人責

任，對團體

任務有所貢

獻

 • 在團體中，與同伴目光交流。
 •  以手勢和姿態表現親切合群（例如：在圓圈中坐好、看著其他小
朋友、向小朋友揮手、指引他們可用的座位）。

 • 適當回應他人的說話與行動，使遊戲順利進行。
 • 積極選擇想要和其他小朋友或成人討論或合作的事。
 • 與他人積極互動，使得周遭情境有意義。
 • 跟小朋友一起遊戲時，遵守規則。
 • 參加共同活動，會依照次序。
 • 空間和玩具，會和小朋友分享。
 • 會發起遊戲。
 • 會邀請其他人參加活動。
 • 熱衷參加團體活動。
 • 在活動進行中，全程參加。
 • 對話中依次序發言。
 • 積極參與投入活動。
 • 讓其他孩子也有說話和表現的機會。
 • 請每個人表達自己的想法，使大家都能參與。
 • 完全或部分重述他人的說話，做為呼應。
 • 鼓勵他人分享對活動的感受。
 • 提出問題，以利確定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 以提問來引導活動。
 • 向小朋友提問，擴展他們的想法。
 • 在其他人需要時提供幫助。
 • 稱讚其他小朋友。
 • 與小朋友遊戲時，表現創造、試探、嘗試的精神。
 • 分享並解說自己所知與所理解的情況。
 • 對活動提供有用的想法。
 • 就圖片、故事，或經驗，分享自己的想法。
 • 在適當的時機提出新的想法。
 • 能夠了解分享想法的重要性。

對他人見解

認真聆聽，

積極回應

 • 遊戲或活動遇到意料之外狀況，須做改變時，能坦然接納。
 • 在整個活動過程中，表現用心聆聽與思考，並全心投入。
 • 不打斷或干擾他人說話。
 •  等其他小朋友說到一段落，再開始分享自己對故事、圖片和經歷
的想法。 

 • 對他人的講話，認真聆聽、注意、思考。
 • 將其他人的想法加以發揮延伸。
 • 擴充遊戲的玩法，例如：設計一場角色扮演活動跟其他小朋友玩。

在專案活動

任務中適當

分配任務

 • 規劃並安排活動。
 • 了解完成活動所需的步驟。
 • 建議誰該做什麼任務。
 • 安排及進行活動時，考慮他人意見。
 • 禮貌地請其他小朋友擔任任務。
 • 看出各人在活動中可能的貢獻。
 • 成功地在活動任務中有所貢獻。
 • 說得出是否滿意自己的表現。
 • 看得出任務已經完成。
 • 說得出任務是否已經成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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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學前（續）
(PRE-PRIMARY)

就活動任務

所需，尋求

解決之道

 •  了解自己在遊戲時的某些行為（例如：想使用同顏色的鉛筆、同
一件玩具、圖畫書）會讓其他小朋友不愉快。

 • 看得出自己或其他小朋友的行為是否引起問題。
 • 解決問題，但不造成爭執（例如：當有人拿走自己玩具時）。
 •  嘗試以妥協方式來解決問題（例如：拿玩具、書籍和鉛筆來做交
換）。

 • 對團體成員的不同個性和行為，表現正面態度。
 • 聆聽每個人對活動的不同看法。
 • 嘗試幫助解決團體中的問題。
 • 對短期任務專注投入，不會分心。
 • 持續耐心參與遊戲活動。
 • 對所選擇參與的活動，顯示完成的決心。
 • 促使大家朝向活動目標或解決方案前進。
 • 適時看出大家在任務上已經盡全力。

小學	
(PRIMARY)

善盡個人責

任，對團體

任務有所貢

獻

 • 使用肢體語言表達對團體談話的理解。
 •  在團體中使用適當語言與其他人互動（例如： I agree/don’t agree 

with you; That’s true; You’re right; I’m not sure about that; Good 

idea.）。

 • 了解何時或如何輪流說話，以及何時或如何插話。
 • 知道如何釐清想法。
 • 參與活動任務時，積極與人互動，專注不移。
 • 就某項主題，表達說明自己的認識。
 • 就某項主題，向他人提出詢問。
 • 知道團體中分工合作、克盡本分的重要。
 • 遵照指令說明以完成任務。
 • 任務進行中，邀請他人發表意見。
 • 鼓勵其他人對熟悉主題加入討論，分享想法。
 • 鼓勵他人對不熟悉的主題發表意見。
 •  邀請任務夥伴，在任務的各個步驟中多多發言，好更專注投入任務。
 • 以正面評語，說出他人對團體任務的貢獻。
 •  了解他人可能會難為情、沒有信心說英語、或正好有事不開心，
設法讓他們放鬆心情。

 •  在任務開始、進行中、結束時，都隨時引入新想法，提出建議。
 • 就團體在任務過程中可以做的事，提出詳細建議。
 • 就任務過程中，各種熟悉和不熟悉主題，提出想法和建議。
 • 就特定主題引入新的想法，供團體展開討論。
 •  了解為什麼與他人分享想法很重要，尤其是是新想法或是特殊想法。
 • 對他人的新想法和質疑，能夠接納。

對他人見解

認真聆聽，

積極回應

 • 全程專注於團體討論的內容，並表現充分了解。
 • 團體討論中，能在適當時機禮貌地插話。
 •  聽到他人對討論主題以及正在進行的任務的看法，能積極回應。
 • 對別人發表的看法，提出更多的想法與例子，加以補充。

在專案活動

任務中適當

分配任務

 • 盡責領導團體成員，幫他們了解任務的目標。
 • 確定團體要完成主要任務前，必須先完成的分項任務。
 • 展現領導能力，分配團體成員各項任務責任。
 • 了解自己的分項任務如何有助實現主要任務的目標。
 • 成功完成分項任務的每個步驟。
 •  說出自己在完成每個分項任務中，所表現的優缺點，以及所做的
努力。   

 • 說出團體任務表現的好壞，以及任務成果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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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小學（續）	
(PRIMARY)

就活動任務

所需，尋求

解決之道

 • 看出團體成員之間發生問題，並可以說出發生的時間。
 • 看出問題如何發生，並可解釋問題的根源。
 • 決定如何解決問題，使團體任務順利完成。
 • 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以及其他來源的意見。
 • 了解其他人不同觀點有助於完成任務。
 • 提出有助於解決團體問題的方法。
 •  團體討論如何繼續進行時，確定重點在任務本身上，不要偏離方向。
 • 專注於任務目標。
 • 確認團體成員取得共識的解決方案。
 • 分享說明團體達成的成果。

中學	
(SECONDARY)

善盡個人責

任，對團體

任務有所貢

獻

 • 同學發言時，透過點頭及目光交流，表示自己在認真聆聽。
 •  同學發言時，使用 “yeah” 和 “uh-huh” 之類的口語表示自己在聆聽。
 • 針對對談主題提出相關建議。
 • 為自己的看法或建議說明理由。
 • 必要時，提出問題，要求同學再加解釋。
 • 了解團體如何共同完成任務。
 • 禮貌等待自己發言的機會。
 •  必要時（例如：由於時間限制，或有人內容離題）有禮貌地插話
打斷。

 • 不要偏離活動任務內容。
 •  幫助其他學生表達想法（例如：將他們的說法換句重述，或是舉
例佐證）。

 • 鼓勵團體同學在活動全程時時發表意見。
 •  自己的發言，鼓勵同學加以評論（例如：請問他們是否同意）。
 • 鼓勵同學不要偏離任務內容。
 • 讚美同學的工作表現與優良成果。 
 • 對同學的說法予以回應支持。
 • 在任務項目中，引入新想法，以便與先前的知識經驗比對印證。
 • 對任務內容做出具體貢獻，並充分說明。
 •  以同學既有想法為基礎，引入新的相關的看法，使團體對談不偏
離任務內容。

 •  對他人的想法，用禮貌和尊重的方式，表示理解、同意、或不同意。
 • 對他人的想法補充意見或提問，來加以鼓勵並繼續發揮。

對他人見解

認真聆聽，

積極回應

 • 自己或他人建議被指出缺陷時，能夠理解。
 • 同學發表時，認真聆聽。       
 • 禮貌等待自己發言的機會。
 • 必要（例如有時間限制）時，禮貌地插話。
 • 以尊重的態度，討論同學的想法見解。
 •  透過各種方式（例如：換句重述、舉出例證、提供理由，或補充
相關想法等等），將同學的想法擴充發揮。

 • 將同學的說法換句重述，以表示理解。

在專案活動

任務中適當

分配任務

 • 說明任務的必要條件，如有疑問，請其他同學幫忙釐清。
 •  透過釐清、解釋，或舉例，幫助同學了解任務須要達到的要求。
 • 列出完成任務所須經過的步驟。
 • 確認必要的角色和任務項目，在團體內做分工。
 • 自願擔任特定角色。
 • 考量團體成員的個別能力，公平分配任務。
 •  了解自己在所擔任的任務角色上，可以如何幫助團體達成目標。  
 • 做到所有步驟，完成所分配到的任務項目。
 • 理解各分項任務成功所需要的支持條件。
 • 看得出各分項任務中展現的優點。
 • 確認各種優缺點，做為未來任務改進的方法。
 • 看得出任務進行過程中哪些部分進行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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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中學（續）	
(SECONDARY)

就活動任務

所需，尋求

解決之道

 • 清楚表明，雖是不同意見，仍應與主題相關。
 • 看得出意見分歧的原因。
 • 決定自己是否該改變觀點。
 • 禮貌地聽取不同的想法。
 • 評估團體內的不同觀點。
 • 分析不同的觀點，並為自己的觀點辯解。
 • 提出方法，解決團體內分歧意見，以完成任務。
 • 在討論過程中全神貫注。
 • 必要時，將離題的討論帶回任務的主題。
 • 鼓勵同學在討論後接受共識的解決方案。
 • 提出問題與建議，使討論逐漸達成解決方案。
 • 縮小選項範圍，讓團體中的成員得以選擇解決方案。
 • 積極貢獻，促成具共識的解決方案。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善盡個人責

任，對團體

任務有所貢

獻

 •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以微笑、點頭和目光交流，表現對他人說話
內容的興趣。

 • 以適當的反應方式，表示了解別人所說的內容。
 • 了解在團體活動中哪些行為才適當。
 • 輪到自己才發言，只在適當的時機有禮貌地插話。
 • 能夠遵循指示，在整個任務中適當地參與表現。
 • 在討論過程中，邀請其他人分享各自的看法和觀點。
 • 積極鼓勵所有成員參加各種團體任務。
 • 對他人觀點表示同意，或加以延伸發揮，藉此表達支持。
 • 向其他團體成員提供適當而有益的回饋。
 • 了解團體成員的不同特長與興趣，幫助他們充分參與任務。
 • 在討論或團體任務中，提供各種來源的觀點和想法。
 • 將自己提出的觀點充分解釋並發揮。
 • 不論是熟悉的或是新話題上，都能發表看法。
 • 在已經提出的想法上，提出新觀點，並開展討論。
 • 顯示能理解，正在討論的想法確實相關，也很重要。

對他人見解

認真聆聽，

積極回應

 • 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回應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相反的觀點。
 • 先認真聆聽他人的論點，再做回應。
 • 尊重回應他人；必要時，以禮貌、適當的方式插話。
 •  看得出所有團體成員的貢獻，使人人都感覺自己的貢獻具有價
值。   

 • 以他人發言為基礎，加以發揮，最後達成任務目標。

在專案活動

任務中適當

分配任務

 • 了解完成一項任務所需的作為，提出解釋並引導團體活動。
 • 列出完成任務所需的步驟。
 • 幫助團體成員之間公平合理地分擔角色與任務。
 • 充分了解自己須要做到什麼，以及如何有助完成整體任務。　
 • 擔負自己應盡的責任，以完成任務。
 •  認識到自己在相關任務上的長處和弱點，會尋求幫助或自己設法
改進。

 •  認識到整個團體在相關任務上的長處和弱點，並提出有效方法，
彌補不足，解決問題。

就活動任務

所需，尋求

解決之道

 • 意識到團體中對任務的看法或作法有所分歧。
 • 表現出能理解意見分歧的原因。
 • 必須找到方法解決歧見，以完成整體任務時，能適時行動。
 • 聽得進不同的觀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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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大學（續）	
(HIGHER EDUCATION)

就活動任務

所需，尋求

解決之道

 • 能夠評估自己和他人的觀點應如何協同，以完成整體任務。
 • 能夠提出建議，解決團體內分歧意見，以完成任務。
 • 專注於主要任務，不因分歧意見轉移注意力。
 •  必須形成共識，以推進任務時，能把握時機，鼓勵其他人同意或
縮小選擇範圍。

 • 對於已有共識的目標，積極推動實現。

在職	
(AT WORK)

善盡個人責

任，對團體

任務有所貢

獻

 • 以微笑、點頭和目光交流等方式，表現對同事話語的興趣。
 • 以適當的反應方式，表示了解別人所說的內容。
 • 了解在會議和團體活動中哪些行為才適當。
 • 輪到自己才發言，等到適當的時機才有禮貌地插話。
 • 能夠遵循指示，在整個專案的任務項目中適當地參與表現。
 • 邀請其他人在會議及討論過程中分享各自的看法和觀點。
 • 積極鼓勵所有團體成員參加各種團體任務。             
 • 對他人觀點表示同意，或加以延伸發揮，藉此表達支持。
 • 向其他團體成員提供適當而有益的回饋。
 • 了解團體成員各自的特長技能，以利在專案中充分發揮。
 • 在會議或討論中，提供各種相關觀點、新想法和訊息。
 • 將自己提出的觀點充分解釋並發揮。
 • 不論是熟悉的或是新話題上，都能發表看法。
 •  以同事提出的想法為基礎，提出新觀點，開展討論，達成目標。
 • 顯示能理解所討論想法的相關性和重要性。

對他人見解

認真聆聽，

積極回應

 • 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回應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相反的觀點。
 • 先認真聆聽他人的論點，再做回應。
 • 認真聆聽，有必要時，以禮貌、適當的方式插話。
 •  看得出成員在會議或討論中的貢獻，使人人都感覺自己的貢獻具
有價值。

 • 以他人發言為基礎，加以發揮，最後達成共識，獲致成效。        

在專案活動

任務中適當

分配任務

 •  了解完成專案所需要的作為，可以向團隊其他成員解釋，並提出
推進的方向。

 • 能夠確定完成專案所需的步驟。
 • 為團隊成員分配適當的角色與責任。
 • 充分了解自己須要做到什麼，以及如何有助完成整體目標。
 • 擔負自己應盡的職責，以完成專案。
 • 認識到自己在相關任務上的長處和弱點，會設法彌補缺失。
 •  認識到整個團隊在相關任務上的長處和弱點，並提出有效方法，
彌補缺失，解決問題。

就活動任務

所需，尋求

解決之道

 • 意識到團隊成員對某項任務會有看法或作法的分歧。
 • 顯示能理解意見分歧的原因。
 •  必須找到方法解決歧見，以便完成整體目標時，能適時行動。                    
 • 聽得進同事的不同想法和建議。
 • 能夠衡量不同的想法和建議對於實現整體目標有多大幫助。
 • 能夠提出建議，解決團隊內部的意見分歧。
 • 專注於主要目標，不因分歧意見轉移注意力。
 •  必須形成共識，以推進任務時，能把握時機，鼓勵其他人同意或
縮小選擇範圍。

 • 對於已有共識的目標，積極推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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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合作」素養能力培養指南
全球許多英語教師都使用溝通教學法 (communicative approach)，英語教材中通常也有鼓勵
學生協力進行的活動。教師紛紛想將「以教師為中心」(teacher-centred)的教學方式轉變為
「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red)，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至今未能完全成功。僅僅要求學
習者一起工作是不夠的。為了使各個年齡的學習者有效地合作，須要了解如何規劃實際的

「協作」方法。教師要讓學生實際體驗協同合作，首先可能須要說明合作學習的概念，並

就任務目標、團體的大小和組成成員、學習者擔任的角色、以及所需的材料等等，做出決

定。如能採用一些簡單的策略，教師和學習者就可以一起發展出課堂上的協作技能，並從

中獲益。

語言班級中協作活動所培養的不僅是語言技能，也包括團隊合作和自我發展等重要能力。

學習者在團隊中通力合作，可以互相支持，實現學習目標。這可以鼓勵並促進真切的溝

通，也可以提高學習者的自信自尊，因為他們在活動中意識到自己對團體的貢獻，也透過

互助加深友誼關係。

協同合作的學習環境還有以下優點：

• 可以為學習者培養有用的語言和人際互動能力，運用在日後進修和職業上。
• 所有學習者都實際投入，感受學習的參與感。                  
• 由於活動過程是透明的，經由老師說明並由全班討論，因此可以同時學習到內容還有學
習的方式。

• 學習者可以體驗不同的學習方式。舉例言之，學習者以前的環境如果不鼓勵合作，現在
就可以體驗用不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思考、互助合作。

• 可以創造積極而生動的學習環境，不像競爭性班級中，可能造成分裂、孤立和挫折感。

泰國學生 
Chattribodin 和 Choti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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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建議

以下提出的活動建議，只是概要說明培育這項素養能力的可能作法，當然仍可不斷補充

增修。

一般建議

營造協同合作的環境 (promoting a collaborative classroom)

要使班級活動更符合協作性，可以採用以下策略：

• 任務應有明確的目標和步驟。  
• 教師在規劃課程時，採用本篇所列的四項核心範圍，設定特定重點目標，因而更加自信；
教師為學生安排任務項目，要儘量有協作性又能激發學習動機。

• 任務對於學習者應該難易適中，讓他們既不會知難而退，又不至於太輕易完成。
• 最重要的是，教師應跟學習者解釋並討論，為何需要在任務中協同合作。                                             
• 學習者應該認識活動的目的，更確信自己的貢獻對團體的重要，因為任務成功是每個成
員的責任。     

• 教師必須密切注意團體進行工作，及時給予建議，也鼓勵學生同儕相互討論。
• 應該鼓勵學習者，在欣喜任務完成時，也檢視自己在其中的貢獻與角色，並設定進一步
改進的目標。

• 應該教導積極的聆聽技巧（眼神交流、表現出同理心和理解、不貿然打斷、總結對方的
話語等），以及輪序發言所用的發語詞。

• 任務項目應該允許學習者自行選擇，以便學習者可以選擇發揮自己的長處（例如，擅長
畫圖的人來做插畫），或是正好相反，故意選擇較無把握的部分，好藉以練習新技能。此

外，在某領域擅長的人可以指導同伴，來提升大家技能。

評鑑 (assessment)

教師和學習者都可能擔心協同合作要如何評鑑，尤其是在考試壓力沉重的學習環境裡。學

習者對於不會增加個人分數，或是「不在考試範圍」的活動，可能難有參與動機。

12



教師一方面進行團體活動，一方面仍可使用傳統的測驗。一項有效的作法是，要求學習者

回想，他們參與協作活動對於考試結果產生了什麼幫助，並且討論未來的團體活動如何進

行，可以幫助考試成功。

教師推動協作學習時，可以將任務項目的成果以及協同合作技巧兩者結合在一起，讓學習

者做自我評估，也做同儕互評，這樣可使學習者了解這種運作方式的益處。 

幼年學習者

培養幼年學習者協作技能並不容易，因為兒童早期發展時傾向自我中心，不容易自然而然

地與人分享。因此，從學前階段起，就在班級常規中進行團隊合作，從而建立協同合作的

基礎，至為重要。老師可以向孩子解釋協同合作的優點（必要時，可用孩子的母語），並且

提供協作活動常用的作法和說法，當作範例。

以下針對協作技能，提供一些有效的任務項目及作法，做為示例：

任務分擔 (shared tasks)

在老師的協助下，孩子擔任不同的角色，協同合作，而且可以看到最後成果，了解這是由

大家共同努力實現的結果。有一項有用的活動作法，是在講故事的活動中，搭建城堡。

遊戲競賽 (games)

遊戲競賽中，會要求輪序進行、注意同伴表現，並以 “well done”或 “never mind”之類的口
語互相回應，這些都有助培養協作態度。

合唱 (choral work)

合唱的一種好作法，是唱遊 (action songs)。唱遊活動時，
孩子們不僅要跟從老師，而且要彼此配合，才能同步進

行，並感覺到自己是團體的一分子。可以將孩子分組，

在歌曲中擔任不同角色，在歌曲各部分邊唱邊做動作。

大家都得努力擔任各自的角色，全班才能完成整首歌曲；

這可以培養孩子團結感和責任感。此處提供一首效果很

好的歌曲示例，做為參考。

以上活動中，教師可以觀察並鼓勵良好的協作技巧，並

嘉許表現優良的孩子。有一種作法，是拍攝團體活動的

照片或影片，讓孩子看到他們自己協同合作的表現。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協作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

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協作素養。

I’m writing a new song,
I’m writing a new song.
At the beach, at the beach.

Suzy’s getting a lot of shells,
Suzy’s getting a lot of shells.
At the beach, at the beach.

Scott’s swimming in the ocean,
Scott’s swimming in the ocean.
At the beach, at the beach.

Dad’s walking on the sand,
Dad’s walking on the sand.
At the beach, at the beach.

Mom’s reading in the sun,
Mom’s reading in the sun.
At the beach, at the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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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學習者

學生升入中學後，會有越來越多專案式作業，因此會遇到更多需要協同

合作的機會。但是，我們得先考慮一下青少年一起工作可能遇到的問

題。要他們跟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接受評斷，往往使他們感覺不

自在。某些青少年排斥團體活動，拒絕與同學合作，這種現象並不罕見。

雖然有時候可以用混合編組方式，讓不熟悉的同伴一起工作，但是這麼做的

結果，也可能造成摩擦衝突，或是冷淡沉默。因此，重要的是，允許青少年與熟

識朋友一起進行任務。設定明確的任務目標，也能提升動機和增強協作互動。

以下針對協作技能，提供一些有效的任務項目及作法，做為示例：

專案活動 (project work) 

專案活動通常在啟動時就有很明確的目標，可以是培養協作技能的絕佳工具；同樣重要的

是，在專案活動中要確立明確的規範和角色分配。

建立意見共識 (building a consensus of opinion)

這是說，配合學生年齡，設計各種適用的活

動，建立意見共識。例如，計劃一場年終聚

會。因為計畫會有時間限制，因此必須迅速

達成共識。在右側的示例中，學生則是先根

據自己的意見，將團隊合作的條件，依重要

性排序，隨後再與他人分享想法，以決定最

終的排序。

要充分發揮這些任務的效果：

• 學生應了解任務成功的衡量標準；
• 任務完成應該產生成就感；
• 老師應密切觀察，在必要時協助；
• 應該給予合理的活動時間—先進行能夠

快速解決的簡單任務，再逐步進行。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協作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

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協作素養。

1  一位好的團隊合作者需要哪些條件，請依重

要性排序（1 ＝最不重要；5 ＝最重要）。

  會認真聆聽他人發言

  有好的領導能力

  自我意識不太強烈

  喜歡團隊夥伴

  尊重團隊夥伴

2  想想並列入其他可能的條件，決選出最佳的

前五項。

3   每四人一組。大家比較各自的排序，並商討

確定新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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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學習者

成年學習者各自都有以前的學習經驗背景，也可能會對自己在課堂上的角色有既定的預期：

老師教課，學習者聽命行事。這種情況下，老師採用協作學習方式，可能會遇到阻力，並

且受到學習者質疑，是不是老師自己都不知道答案，才要學生去自己找。因此，教師一開

始就該將進行協作學習的原因說明清楚，並在整個過程中允許提問和討論，使學習者安心

使用這種方法。

以下活動可以在課程或學期開始時就推動，在整個過程中讓學習者進行協同合作：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所謂翻轉教室，是指學習者可以先將討論主題從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並將所獲得的結果帶

到班上分享。

線上合作 (online collaboration)

學習者可以創建一個線上平台（例如：利用學習管理系統 (LMS)，或使用網路應用程式，
如WhatsApp或 Skype）將研究、問題、想法等與同伴分享，以支持彼此的學習，也可自己
預習功課、做家庭作業等。 

任務準備 (task preparation)

任務開始之前，學習者會向團體成員正式說明自己的任務內容，並接受提問和建議。

反思 (reflection)

任務完成後，學習者會反思他們在任務中最成功的地方、協作成效不佳的地方，以及將來

如何改進。 

同儕互評 (peer-assessment)

協作活動中，同儕互評是相當有用的作法。在團體任務中，學習者必須認真聆聽，並做筆

記，以向他人提供建設性的意見和不同見解。

資訊拼圖活動 (jigsaw activities)

這類型的活動中，團體的每個成員都就某一主題研

究其中一方向（例如，右欄示例是討論著名女性），

學員必須互相聆聽並完成任務。教師也可以設計表

格，以利任務進行。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協作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

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協作素養。

三人一組。

每個人閱讀一位女性的事蹟，

並做筆記。

互相介紹所選的著名女

性。共同討論決定大家

最欣賞哪一位，並提出理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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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hhaatt  I ccaann ddoo bbeetttteerr  nexxtt ttiimmee::

Form groups.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group vote to 
decide which sport your team will play.

Discuss each category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table for your team.

1 

2 

3 

4 

5 

6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team cheer in your 
notebook. Use the phrases to help you.

Your Team Name

Your Team Colors

Your Team Mascot

We’re the … We’re the best! We always … We never … Go team! 

Present your team and cheer to the rest of the class.

Talk about your talk! 

• Did everyone agree? What opinions did you hear?

• Did everyone participate?

• Did you ask follow-up questions?

Complete Check Your Oracy!

4–6

 ☺ ☺☺ ☺☺☺

1 I expressed my opinion. 

2 I asked questions.

3 I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Check Your Oracy!

137

劍橋英語教材中的	

協同合作素養教學活動範例
小學英語教材
Cambridge Primary Path Level 3,  
page 137, ISBN 9781108709897

核心範圍：善盡個人責任，對團體任務有所貢獻

能力指標：	參與活動任務時，積極與人互動，專注不移。

就某項主題，表達說明自己的認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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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英語教材
Shape It! Level 1, page 55,  
ISBN 9781108847018

Design a Food Truck

1 Discuss the questions.
1  What food do you buy in the street or from food trucks?
2  When do people buy food from a food truck?
3  Are there any food trucks near where you live?

2 Look at the design for a food truck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think it sells? Caribbean food
2  What kind of soup is there?

3  How much does today’s special cost? 

4  What sweet food can you buy?

5  What is the special o� er?

3 Work with a partner. Choose the food you want to 
order from the food truck. Compare with another pair.

ART 
PROJECT

How to Evaluate a Design

4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a 
design project?  Circle  the things in the list. Then listen 
and check.
a design c punctuation e paragraphs
b content d grammar f spelling

5 How well do you think the Caribbean Sunshine project 
presents the things in the chart? Use the key to 
evaluate them.

Key
 Excellent ✓✓✓✓ Very Good ✓✓✓ Good ✓✓ Developing ✓

Information Design
Name Menu Presentation
Type of Food Pictures
Food and Drinks Colors
Prices      

4.11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  UNIT 4 54

PLAN
6 Work in groups. Choose the theme 

for your food truck. Then complete 
the steps below.
•  Choose a name for your 

food truck.
•  Decide on the design and 

illustrations for it.
•  Decide and agree on the food you 

want to sell.
•  Decide and agree on the prices.
•  Plan and design the menu.
•  Draw and illustrate your 

food truck.

PRESENT
7 Display your food truck design on 

your classroom wall. Remember to 
include an interesting menu with 
well-organized information, an 
attractive design, and the tips in 
How to Evaluate a Design.

CHECK
8 Look at your classmates’ designs 

and complete the notes. Then 
discuss in your group.
What is the theme of each food 
truck? 

Which food truck has the best 
design? 
Which food truck would you like to 
eat from? Why? 

UNIT 4 |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555531

核心範圍：在專案活動任務中適當分配任務

能力指標：	透過釐清、解釋，或舉例，幫助同學了解任

務須要達到的要求。 
列出完成任務所須經過的步驟。

5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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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8-1-108-62200-4 — Prism Reading Level 2 Student's Book with Online Workbook
Lida Baker , Carolyn Westbrook 
Excerpt
More Information

www.cambridge.org© in this web serv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1READING 1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6  WORKING OUT MEANING  Read the last paragraph of the article again. Underline the words 

and phrases with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words in italics.

1 Companies who destroy animal habitats should pay a fi ne.

2 You should help to protect animals by choosing not to buy fur.

3 We can make it illegal to hunt, fi sh, or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4 Governments can pay for animal sanctuaries and zoos.

5 If we work together by taking this action, we can protect our planet.

8  A  Work in a small group. Choose an endangered species and make a fact sheet 

about it.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 Description of its habitat

• Threats or dangers to it

• Ways to protect it

• Photos of the animal and its habitat

B Present your fact sheets to the class. As a class, choose an endangered species 

to sponsor.

COLLABORATION

7  Work with a partner. Discuss the questions.

APPLY

What are some more 

examples of products that 

are made from animal 

parts? Do you use any of 

these products?

ANALYZE

Should governments spend 

money to save animal habitats 

even if this means there is less 

money for things people need, 

such as hospitals?

EVALUATE

Why is it a problem if 

some plants and 

animals die out?

CRITICAL THINKING

成人英語教材
Prism Reading Level 2, page 21,  
ISBN 9781108622004

核心範圍：就活動任務所需，尋求解決之道

能力指標：	能夠評估自己和他人的觀點應如何協同，

以完成整體任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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