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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生一把
主動探究的梯子
——KWLQ 學習策略在不同學科的運用
文／花蓮縣 東華附小 賴榮興老師

「網際網路問世，以 25 年的時間，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人工智慧時代，AI 也將在下一個 25
年取代許多職業。年輕人要養成終生學習的好習慣，同時也要培養好奇心，二者並重。」
—— 台積電創辦人 張忠謀
時代的巨輪不斷向前推進，學習的方式
也從傳統的套裝知識，演變為依學習者需求
而有不同課程的組合，更強調自我學習能力
的建立，這種能力便是終生學習的能力。教
師要引發學生對學習的好奇，加深對學習內
容的了解、提升學習動機，引導學生找到有
效的學習策略，體會「自主學習」的重要。
美國教育研究學者斯諾曼（Snowman,
J。1986）的研究中，認為學習策略的形成必
須經過分析、計畫、執行、監控及修正等五
個步驟：
1.分 析：學生可從學習材料中產出知識，從
材料或問題中知道什麼、何時、何地、如
何、誰、為何等條件，藉以認定學習材料
的重要部分。
2.計 畫：當學生能從上述分析歷程中獲得各
種條件訊息後，便可以訂出一個學習計畫。
3.方 法執行：計畫擬定後，學生會技巧的使
用一種或多種方法，以增進對學習材料的
理解與記憶。
4.監 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使用過的方
法或學習的成效會加以評估及反省。
5.修 正：學生一旦發現學習方法有效，則不
需要更改學習歷程；但若發現學習成效不
理想時，就會修正自己的學習歷程。

在未來世代，老師應該要帶領學生們在
真正的生活情境中，主動建構這個世界，學
會「如何學習」這件事。為了讓學生掌握主
動探究的方向，教導KWLQ學習策略是簡易
有效的方法。KWLQ的意涵如下：
What I know？
K （我知道什麼？）
What I want to know？

W （我想要知道什麼？）
What I learned？
L （我學到什麼？）

Questions.
Q （鼓勵學生提出更多問題，持續探究。
）
KWLQ學習策略在過程中，宛如一個學
習平臺，完整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

K
背景知識

W
設定
學習目標

L
獲得新知

Q
持續
主動探究

本文運用KWLQ學習策略，以簡明的流程
給學生一把梯子，讓學生在不同的學科中，
進行不同的學習任務，培養具備未來世代主
動探究知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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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融入 KWLQ：行動探究為例（詳案）
單元名稱

打開你的雷達眼
—— 教導學生運用KWLQ學習策略

教學領域

校本課程：行動探究（訪談法）

教學時間

共四節，每節40分鐘。本教案為第一節。

教學者

賴榮興老師

教學對象

五年級，25人。

核心素養

總綱

A2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
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領綱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
問題。

學習重點

學習 綜-1b-Ⅲ-1 規畫與執行學習計畫，培養自律與負責的態度。
表現 綜-2c-Ⅲ-1 分析與判讀各類資源，規畫策略以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綜-Ab-Ⅲ-1 學習計畫的規畫與執行。

學習
綜-Bc-Ⅲ-1 各類資源的分析與判讀。
內容

綜-Bc-Ⅲ-3 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畫。

學習目標

設計理念

1-1 實際分析與判讀事物的特點。
1-2 實際規畫與執行一場訪談計畫。
1-3 具備主動積極與負責的學習態度。
1-4 對訪談結果進行追問以深入解決問題。
學生長大了，開始對世界產生更多的好奇。學習KWLQ就是幫助學生在這個歷程中，盡
情的探索、理解、提問分析、省思，因此教師要聚焦在KWLQ策略的教學。
課程設計上，教師可以設定校園或社區為場域，讓學生先觀察再察覺問題，並找到自己
與環境的連結及所關注的部分，藉此提升自主學習能力。教師還可以引導學生善用組織情境
脈絡追問，使提問內容能更深入。
班級經營技巧上，在教學過程中融入小組合作學習策略，透過分配工作，提升學習品
質，協助學生聚焦在觀察核心。

分析
Q 是 Questions.
（持續探究）

K 是 What I know ？
（我知道什麼？）

觀察

分類

追問

課程架構

L 是 What I learned ？
（我學到什麼？）

疑問

回答
邀約

W 是 What I want to
know ？
（我想要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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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目標

學習活動設計

時間

一、引起動機
西元2016年3月，日本書店出現了一本定價3兆圓的文具圖鑑書， 2´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簡報

上市半年，累積銷量超過五萬三千本，內容是一個六年級小學生的
自由研究心得。你相信嗎？這一切的起源，就是對身邊事物的觀
察。福爾摩斯曾說：「你確實看了，但沒有觀察。」走在街上，只
要打開我們的雷達眼，就可以發現許多新鮮有趣的事。
二、發展活動

1-1 任務一：KWLQ學習策略中的「K」

▲

師說明：有一次，老師走在街上，看到一棟建築物，請大家仔細 5´
觀察圖片，小組討論一分鐘後，再提出三個感到最好奇、印象最

小白板
表格

深刻的部分。
生操作：吉爾泰、不知名
的文字、旗子、鐵皮屋、

口頭評量：
觀察事物的
特點。


▲
▲

奶茶。
師說明：透過觀察，可以
知道一些訊息，我們稱 K
為「What I know？我知
道什麼？」這是我們可以
▲教師提供請學生觀察的圖片
掌握的訊息。

1-1 任務二：資料分類

▲

師說明：想一想，在剛剛印象深刻的五個詞語中，如果保留三個 3´
繼續探究，將保留的做出「○」的記號，不要的做出「╳」的記
號。請小組討論一分鐘。
生操作：吉爾泰（○）、不知名的文字（○）、旗子（○）、鐵

實作評量：
資料分類。

六何卡
小白板
表格

實作評量：
將特點轉為
問題。


▲

短牌

皮屋（╳）、奶茶（╳）。

▲

1-2 任務三：KWLQ學習策略中的「W」
師示範：W是「What I want to know？我想要知道什麼？」將剛剛 5´
的詞語結合六何法「何人、何時、何地、何事、如何、為何」，
形成想要探究的問題類型。例如：為什麼圍牆外要擺放一個大水

簡報


▲

桶（Why）？
生操作：為什麼這個建築物門口寫著「吉爾泰」（Why）？這棟
建築物上的不知名文字，具有什麼意義呢（What）？


▲

1-2 任務四：邀約訪談者
1-3 師說明：我們可將問題整理在本子上，選擇想訪問的重點。分配 2´

記錄板

提問、記錄、照相的同學，並且邀約能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人
物，通常是在這個地方服務的人。

▲

1-3 任務五：KWLQ學習策略中的「L」
師示範：L是「What I learned？我學到什麼？」例如：訪談者問： 3´
「為什麼圍牆外要擺放一個大水桶（Why）？」受訪者回答：
「因為要舉辦潑水節。」
生操作：為什麼這個建築物門口寫著「吉爾泰」（Why）？
受訪者回答：因為我的名字叫邵吉爾，而這裡是一間泰國美食店。

表格

實作評量：
模擬記錄的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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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六：KWLQ學習策略中的「Q」
1-4 師說明：Q是「提問（Questions）」，當受訪者回答問題時，我們 7´
可以從回答的內容，視需要進行澄清，再進一步追問，提出更多

表格

問題，持續探究。追問的流程是：

受訪者
回答

提問

澄清

再追問

再回答

▲

師示範：

訪問者 我想請問阿姨，為什麼門口要放大水桶，而且裡面裝滿了水，
旁邊還有小水桶？

提問

受訪者 因為明天就是我們泰國的潑水節。

回答

訪問者 您的意思是外面的水桶是為了潑水節而準備。
潑水節如何進行？有什麼意義呢？

澄清

再追問

任務七：KWLQ學習策略綜合練習
1-2
以警衛室（或保健室、圖書館）為場域，以一組學生為示範組，

1-4 其他組學生為觀察組，實際將KWLQ學習策略演練一次。

10´

三、綜合活動

移動至
警衛室

1-3 回饋 教師根據示範組學生表現給予讚美與回饋，並讓學生思考過程
3´

中有什麼新發現。
省思 學生發表在這堂課學到什麼重點？最大的意義是什麼？未來可
以怎麼運用？
教師回收學生筆記批改與回饋。
【第一節課結束】

原地
回饋

實作評量：
KWLQ綜合
演練。
口頭評量：
發表學到的
重點。

▲

檔案評量

◎ KWLQ 表格舉例 ( 一 )（含分類）
K（特點）

W（疑問）

L（答案）

Q（追問）

吉爾泰（○） 「吉爾泰」的老闆是誰（Who）？（╳）
我的名字叫邵吉爾，
鐵皮屋（╳） 「吉爾泰」在什麼地方（Where）？（╳）
決定是否追問
我來自泰國，所以這
國旗（╳）
「吉爾泰」是什麼意思（What）？（○）
（╳）
家店叫「吉爾泰」。
為什麼店名叫「吉爾泰」（Why）？（○）

◎ KWLQ 表格舉例 ( 二 )（含分類）
K（特點）
水桶（○）
植物（╳）
國旗（╳）

W（疑問）
如何使用這些水桶（What）？（○）

L（答案）

Q（追問）

因為明天就是泰國的

潑水有什麼特殊
潑水節，我們會互相
為什麼有許多大水桶（Why）？（○）
意義呢？
潑水慶祝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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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



屯

1

L

（答案）：可以透過小組討論、網路搜尋、書籍查詢、專家訪談
等方式尋求解答。班上進行方式為前往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請專
家解答學生所列的疑問。例如：
學生提問：為什麼鯨豚常出現在東部海域？
專家訪談：因為東部海域有黑潮經過，帶來大量的食物，所以鯨豚也
比較多。

4.

補

2

改寫自葉建成 乘風破浪尋鯨豚



3

科學家將鯨豚類分成鬚鯨和齒鯨兩

要進一步尋求解答。
（1）鯨豚何時會出現在東部海域？（○）
（2）為什麼鯨豚常出現在東部海域？（○）
（3）什麼種類的鯨豚會固定出現在東部海域？（╳）

4

大類，牠們的外形、生態都有差別。臺

W （疑問）：運用六何法形成問題，並判斷對哪些問題感興趣，想

5

灣常見的鯨豚種類約在三十二種左右，

2.

6

其中有二十四種是齒鯨。海豚屬於「齒

（1）鯨豚的外形、生態有差別。（╳）
（2）鯨豚常出現在東部海域。（○）
（3）小海豚要照顧好長一段時間。（╳）

海豚在媽媽肚子裡的時間，大約需要將

分析，決定哪些語句要繼續探究。如右上圖。

7

鯨」，牠們常出現在臺灣東部海域。小

K （特點）：學生依據課文內容標示出印象深刻的語句，並分類與

8

近一年左右，和我們人類差不多。海豚

的一段時間，小海豚才能獨立生活。

1.

媽媽不僅要哺育小海豚，還要照顧好長

9

學習步驟：

十 海豚

◎學科課程融入 KWLQ：以康軒五上國語為例（簡案）

78

▲康軒國語五上第十課海豚
108(1)國語5上課本-第3單元-2審.indd 78

2019/1/23 下午 03:52:43

Q （追問）：找出追問點。如果追問點是「東部海域」，學生可以

追問：「除了東部海域，西部海域會有鯨豚的蹤跡嗎？」如果沒有
追問點，不必進行追問。
5. 成果展現：學生們可以依據獲得的新知，整理成圖表，跟同學報告。
▲學生成果展現


◎學科課程融入 KWLQ：以康軒五上社會為例（簡案）

1

學習步驟：
1.

社會規範

K （特點）：學生依據課文內容標示出印象深刻的語句，並分類與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人跟人之間的相處，難免發生磨擦衝
突，為了使大家融洽相處，於是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規則，

決定哪些語句要繼續探究。如右圖。
（1）入境隨俗。（╳）

這些規則就叫做「社會規範」。有了社會規範，可以約束個
人的行為，讓人際關係更和諧，並維持社會秩序。
社會規範會隨著社會變遷而調整，不同文化背景所形成
的規範也有所差異。我們應該入境隨俗，尊重各個社會的規

（2）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打招呼。（○）
（3）日常生活中的規範。（╳）
2.

社會規範面面觀

範，以免做出失禮的事。
一般而言，我們生活中主
要的社會規範包括風俗習慣、
倫理道德、宗教信仰和法律。

W （疑問）：運用六何法形成問題，並判斷對哪些問題感興趣，想要進一

步尋求解答。
（1）如何打招呼？（╳）
（2）為什麼見面要打招呼？（○）

1 西 方人常以擁抱、親吻或貼臉

頰的方式來打招呼。

2 東方人多以握手、點頭或

招手的方式來打招呼。

（3）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打招呼方式有什麼不同？（○）
3 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見規範。

3.

L

4.

Q （追問）：找出追問點。如果追問點是「打招呼」，學生可以追問：「東方人與西方人還有其他打招呼

（答案）：可以透過小組討論、網路搜尋、書籍查詢、專家訪談等方式
尋求解答。例如：
▲康軒社會五上第三單元
學生提問：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打招呼方式有什麼不同？
課本查找答案：東方人多以握手或鞠躬的方式打招呼，西方人常以擁抱、親吻或貼臉頰的方式打招呼。
48



的方式嗎？」如果沒有追問點，不必進行追問。
5. 成果展現：學生們可以依據獲得的新知，以表演或圖表方式跟同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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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課程融入 KWLQ：以康軒五上自然為例（簡案）
學習步驟：

K （特點）：學生依據課文內容標示出印象深刻的語句，並分類與分析，
植物的繁殖
活動

1.

決定哪些語句要繼續探究。如右圖。

2-1 花、果實和種子的功能

（1）動物協助授粉。（○）
（2）風力協助授粉。（╳）
（3）水力協助授粉。（╳）
2.

有些植物會開花，結成果實和種子。大部分植物的
花具有花瓣、花萼和雄蕊、雌蕊等構造，這些構造分
別有什麼功能？

不同植物的花，構造、顏色、形狀和氣味各有不
同，有的可以吸引動物來協助傳粉，有的則必須利用
風力、水力來傳播花粉。

雄花

W （疑問）：運用六何法形成問題，並判斷對哪些問題感興趣，想要進一
步尋求解答。

（1）動物如何協助授粉？（○）
（2）協助授粉的主要動物是誰？（╳）
（3）動物為什麼要協助授粉？（○）

月橘的花

玉米藉由風力來傳播花粉
花瓣
花藥
雄蕊（內含花粉）

花朵授粉後，雌蕊中的子房就會漸漸發育成果實，而
胚珠則發育成種子。

柱頭

花絲
花柱

（4）動物何時協助授粉？（○）
（5）動物何地協助授粉？（╳）
（6）什麼植物需要動物授粉？（╳）
3.

雌花

 蜂在花間採花粉和花蜜
蜜
時，也幫助植物傳粉。

月橘的果實

雌蕊
子房

果實

子房
月橘的花

子房內的
胚珠

花萼

植物開花後，雄蕊的花粉傳到雌蕊的柱頭上，這個過程稱
為授粉。想一想，雄蕊的花粉會利用哪些方式傳到雌蕊的柱

L

胚珠

（答案）：可以透過小組討論、網路搜尋、書籍查詢、專家訪談等方式
頭上？
33
尋求解答。例如：

柳橙的花

配合習作第 20 頁

種子
柳橙的果實
配合習作第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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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自然五上第二單元
學生提問：動物如何協助授粉？
課本或網路查找答案：某些種類的花朵會分泌蜜汁來吸引蜜蜂、蝶類，有些則會釋出獨特的酒味來吸引甲蟲，
還有的會發出惡臭來吸引蒼蠅。蟲媒花的花粉粒常有小刺（如扶桑花）或黏液（如桃花心木），使其易於黏附
在昆蟲的身上。
2019/1/21 下午 05:18:33

Q （追問）：找出追問點。如果追問點是「獨特的酒味」，學生可以追問：「有哪些花具有獨特的酒味？」

如果沒有追問點，不必進行追問。
5. 成果展現：學生們可以依據獲得的新知，以照片或簡報跟同學報告。

KWLQ學習策略是一把「梯子」。
它可以讓孩子的快樂指數向上攀升。
它可以讓孩子隨著好奇心越爬越高。
它可以讓孩子的學習目標越來越廣闊。
它可以讓孩子越來越積極主動探究。
它可以一步步、有層次的提升孩子學習
時向上爬升的能力。

本文作者：賴榮興老師
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喜愛閱讀，善用文字
記 錄 生 活。 著有康軒
作文好小子‧高階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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