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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調 節 學 習 在 才 能 發 展 上 的 應 用 
 

王雅奇 

新竹縣興隆國小教師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nd Excellence 

(IRATDE) 於 2019 年在臺灣舉辦，會中邀請德國 University of Regensburg 教授

Heidrun Stoeger，Stoeger 教授的研究興趣包括：教學、資優教育、性別研究與評量。 

Stoeger 教授長期投入自我調節學習的系列研究，包含自我調節學習的策略。本

次會議中，她將介紹自我調節學習的內涵、資優學生在主動學習過程中自我調節學

習策略、自我調節對資優生才能發展的重要性以及自我調節培訓方案的實施方式。

本文以 Stoeger 教授演講內容為架構，描述 Stoeger 教授進行資優學生自我調節系列

研究結果，並輔以資優學生自我調節相關文獻，透過演講內容與研究結果的整理，

進一步提出資優教育中的應用方式，並激勵現場教師指導自我調節策略以支持資優

學生的才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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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德 國 人 約 翰 古 騰 堡 (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在

1455 年運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了第一本聖

經，大大縮短書籍出版時間，使知識得

以迅速傳播。1960 年代，美國人 Donald 

Jhart 出版「知識爆炸」 (The explosion of 

knowledge)一書，書中指出知識以驚人

的速度成長，並透過資訊網路迅速傳播，

個人必須透過不間斷的終身學習，才能

跟上社會的腳步。知識爆炸對教育的影

響極大，網際網路將地球各個角落連結

在一起，使學習內容不再侷限於部分的

受益者，無界限學習使學校開始意識到，

過去透過教師傳遞知識學科的程度有限。

現在，學習者可自行選擇適當的主題、

學習的時間與空間，知識或技能都能由

網路中取得，學習的責任由教師轉移到

學生身上，學生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自主學習此時更顯重要。雖然電腦與網

路使得教學 e 化、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都更為便利，但學生須擁有更高層次的

認知或後設認知自我調節學習策略，才

能進行有效學習 (Azevedo & Hadwin, 

2005)。  

自我調節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

ing, SRL）又被稱為「自我調整學習」、

「自主學習」、「自律學習」或「自我

管理學習」等。此概念最早在 1980年代

由 Bandura 提出，社會認知理論的交互

決定論（reciprocal interactions）認為個

體的學習不僅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更進

一步透過內在主動建構的自我調節歷程，

自我調整學習，透過自己的學習與環境

特質，系統性的設定目標、監控、調節、

控制自己的認知、動機與學習行為，達

成學習的目標。成分取向的自我調節學

習涉及個體內在認知、後設認知、行為、

動機、情感；歷程取向中的自我調節則

強調在每一個學習歷程中成分的運作方

式；而學習過程中同儕、教師與家長則

為自我調節中環境取向的重要成分

(Ziegler, Stoeger, & Grassinger, 2011)。 

自我調節學習相關研究一開始將焦

點在學業學習層面，特別是高等教育，

因為高等教育強調學科的進階學習，近

年來自我調節學習則與電腦學習結合，

關注如何透過科技促進學生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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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種學習因素與自我調節學習的相

關性 

過去研究結果顯示，學習過程中的

自主性與內在動機能大大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就(Pintrich & De Groot,1990; Zim-

merman & Martinez-Pons,1990)。Stoeger

以 Pintrich 與 De Groot(1990)的研究為例

(如下圖一)，說明自我調節與學生動機、

課堂中學業表現各因素的相關。Pintrich

與 De Groot 的研究包含 173 名七年級的

學生，分別來自八個科學班與七個語文

班，學生以課堂作業的表現進行自陳量

表填答，此研究目的在了解學生自我效

能、內在價值、考試焦慮、自我調節與

學習策略的運用情形。研究者將填答結

果做進一步回歸分析後指出，自我調節、

自我效能與考試焦慮可以做為成就表現

的最佳預測指標；監控理解、目標設定

與計畫、堅持等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對學

業表現相當重要；自我調節策略與認知

策略的運用高度相關；當學生擁有越好

的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即擁有更好的自我

效能，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同時

認為課堂作業有趣且值得學習。 

 

 

Zimmerman 與 Martinez-Pons(1986)

分別與 40位高成就與低成就高中生進行

結構性訪談，亦指出自我調節學習是預

測學業成就最佳指標。Zimmerman 與

Kitsantas(2005)進一步以 179 名高中女學

生的回家作業檢視學習歷程、學業感知

與學業成就的關係，發現學習自我效能

佳與自我調節學習策略運用比較豐富的

學生，不但有較佳的學業成就，也能透

過預測學生的學業成績平均點數(grade 

point average，GPA)。Dignath、Buettner

與 Langfeldt 在 2008 年以 30 篇研究進行

後設分析，指出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和國

小學生的學業成就平均效果量為.69，達

到統計.01的顯著水準。除了學業成就與

自我調節學習策略運用能力的高相關，

自我調節學習策略對高成就學生的學業

圖一 成就、作業品質、內在動機、自我

效能、學習策略與自我調節學習相關性 



資優教育論壇 

 

68 

成績亦有直接正向的影響(Ee, Moore,& 

Atputhasamy, 2003)。 

Ramdass 與 Zimmerman(2011)認為

自我調節在學生完成作業的歷程中分別

扮演不同的角色，在預先思考階段

(forethought phase)，學生找出能協助它

們完成作業的學習策略，此階段涉及作

業的分析並透過自我效能建立自身能力

與作業難度間的判斷；在表現階段

(performance phase)，學生會專注在策略

的實踐並監控執行的過程，透過資源尋

求 完 成 作 業 ； 自 我 反 思 階 段 (self-

reflection phase)中，學生透過自我判斷

與自我反應對作業成果進行評價。學生

在完成回家作業時，因無教師從旁指導，

完成作業的過程就等於自我學習的過程，

要完成一份具有品質的作業便需要妥善

運用多種自我調節策略。Stoeger 與

Ziegler(2008)比較 219位四年級學生在課

堂與課後回家作業學習時間管理的成效，

實驗證實回家作業的時間管理策略可以

發展學生的自我調節策略。 

學習策略的使用、內在動機與自我

調節學習有強烈的相關，內在動機包含

預期、價值與情感成分，預期成分代表

學生是否具有能完成任務的自我信念；

價值成分則與學生對任務重要性信念有

關；情感成分則包含學生對任務的情緒

反應和感受，例如：對考試焦慮與否

(Pintrich & De Groot, 1990)。擁有強烈內

在動機的學生表示自己能堅持在學業的

原因，除了爭取好成績之外，他們亦相

信學習本身是有趣且重要的。Dignath等

人(2008)在分析自我調節學習各項策略

成效後指出，透過認知、後設認知等各

種策略的結合，自我調節效果才能最佳

化，而動機因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參、自我調節學習與資優學生 

心理學家 Ericsson 和同事們發現許

多領域的專家在小時候就透過練習來提

升技能，「天才」其實是 10年以上高強

度練習並累積達一萬小時的結果，「一

萬小時法則」(10,000-hour rule)指的是要

讓某項技能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人們

必須要刻意練習一萬小時。所謂的刻意

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是指練習時需

要高度專注，並隨著能力增加不斷提升

挑戰水準，練習者本身須擁有高度的自

我驅力，在練習時刻意加強自己需要改

善的地方、管理自己的學習，像是獲得

即時回饋並進行檢討等自我調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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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要成為領域專家比過去更

為困難，不僅知識體大量增加，需要比

過去更高強度的刻意練習， Stoeger, 

Fleischmann 與 Obergriesser(2015)認為，

要使才能領域達到「優秀水準」就得依

賴自我調節學習能力，自我調節學習策

略應儘早進行系統化的學習，學校教師

或良師提供計劃、做決定、評估等自我

調節學習策略在才能發展時佔有重要地

位。由於最佳的學習是在小學階段，自

我調節能力學習策略在德國被納入國小

正式課程，透過系統性的認識調整、驗

證與重複練習，自我調節能力會在國中

以前由變動轉趨穩定。目前德國資優方

案中，無論目前廣泛使用的學校充實模

式(schoolwide enrichment model)或是近

幾 年 逐 年 增 加 的 自 主 學 習 模 式

(autonomous learner model，ALM)，自

我調節學習均被納入課程中以支持才能

的發展(Fischer & Müller, 2014)。 

Stoeger 進一步以 Marsh 在提出的

1984 年大池小魚效應」（big fish little 

pond effect, BFLPE）強調自我調節學習

對資優學生的重要性。Marsh 認為學生

學業自我概念的形成與所處團體學業成

就有關，當個人處於一個相對優異的群

體時，對自己學業的自我概念將因此降

低。Marsh、Chessor與 Craven在 1995年

的研究則進一步證實成就優異的學生在

參與資優方案後，非學業的自我概念，

包括身體、外觀、同儕與父母關係等與

自我概念表現分數無關，然而，閱讀、

數學與學校自我概念隨時間越久，負面

效應越為顯著。 

儘管有少數研究指出國小資優學生

在運用後設自我評估策略與認知學習策

略時與普通學生並無差異(引自 Stoeger

等人，2015)。研究指出資優學生在接受

自我調節策略訓練後，他們不僅可進一

步將自我調解策略遷移到新領域，對學

業成就提升亦有效；資優學生運用自我

調節學習策略的頻率從小學到中學逐漸

增加，國小資優學生較普通學生對認知

學習策略的認識更多，他們可自動化並

使用較有效的自我調整策略，且能使用

更多高層次的學習策略 (Risemberg & 

Zimmerman,1992; Stoeger & Sontag, 

2012) 。 在 Zimmerman 和 Martinez-

Pons(1986)提出的十四個自我調節學習

策略中，資優生較普通同儕優異者包括：

組織與統整能力、尋求同儕支持、主動

複習筆記以及自我獎懲激勵。在進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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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高層次的學習時，資優學生積極的

自我概念、將艱難任務分拆為小步驟解

決的任務管理策略或替代性策略等，可

產生較佳的自我效能，進一步支持學生

面對學業的挑戰。 

肆、自我調節策略 

 以下根據 Stoeger在本次會議中介紹

的七項自我調節策略分別介紹： 

一、自我評估 

自我評估指的是個人根據過去的成

就背景評估目前的表現狀態。自我評估

與自我效能緊密相關而好的自我效能與

學業表現、毅力、內在動機、目標設定

與學習策略的運用相關。Schunk(1981)

對學生數學解題的研究指出，自我效能

可以在學習過程中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

動機，而間接的激勵學生毅力與學業成

就。Multon, Brown 與 Lent(1991)以自我

效能為關鍵字，分析 1977-1988 年間 24

個期刊中 68篇相關研究，研究中針對自

我效能的測量、學業成就測量與得以效

果量計算，最後以 38 篇相關研究總結自

我效能與學業成就的相關隨年齡越大相

關性越高。 

成功的經驗、社會說服與正向回饋

會對個人產生正向的自我主觀評價，自

我效能來自正確的自我評估，正確的自

我評估可讓個人選用特定的自我調節學

習策略以達到成就目標。 

二、設定目標 

學習目標設定除了是自我調整學習

的一個過程，亦是影響自我調整學習的

重要因素。Stoeger 在演講中歸納 90%的

研究結果指出目標設定與表現兩者間呈

現正相關。約有 81%的學生不會為自己

的學習設定特殊目標，能為自己設定目

標的學生有 63%較少犯錯、46%完成速

度較快，且有 34%作業完成率較高。 

學習目標設定能透過定向、調節、

持續與評價等方式來影響自我調整學習，

設定合理而有意義的學習目標可以成為

自我調節學習的動力，學生會有較高程

度的自我效能、工作價值、興趣、正向

情感、努力和堅持、運用更多的策略，

通常也有較佳的學習表現(Pintrich, 2005)。

透過教師的鼓勵與引導，學生可以反覆

練習設定與調整適當的學習目標，讓學

生朝著正確的方向努力，並在下一階段

建立更具挑戰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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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自我調節策略 

策略規劃特別能預測學生的成就表

現且能解釋約 10%學生成績差異的變異 

(DiBenedetto & Zimmerman, 2013)。在考

試前有計畫地為考試做準備的學生中，

42%表示更有動機且有 40%學生會花更

多時間學習。能為自己設定適當目標的

學生也較能達到自己設定的標準。儘管

如此，若無他人指導，學生較難自發主

動地為自己系統性的規劃學習。 

四、實踐自我調節策略 

 一般來說，學生通常只具有陳述性

的策略知識而缺乏程序性的策略知識，

然而學習策略與學習表現、動機與個人

情 緒 有 其 相 關 ， Murayama, Pekrun, 

Lichtenfeld, & vom Hofe(2013)追蹤 3530

位 5-10 年級的學生數學學業成就，結果

指出初期數學學業成就的確與智商顯著

相關，經過數年後，用來預測學業成就

的進步程度的因素卻是認知策略與學習

動機，Murayama 等人的研究點出動機、

學習策略對青少年數學能力培養的重要

性。自我調節學習的策略很多，在本次

演講中，Stoeger 特別指出三項重要的技

巧 ， 包 括 複 誦 (rehearsal) 、 組 織

(organization)與精緻化(elaboration)策略

並分別舉例在日常生活與學習情境中運

用的方法。Pintrich 與 De Groot(1990)的

研究中亦特別指出這三個認知策略的運

用對成就表現特別有效。 

1. 複誦策略:透過學習內容的複誦

促進記憶，例如:每天重複一次

電話號碼直到把電話號碼背起

來；在學校中則可將相同的學

習內容閱讀數次或運用閃示卡

記憶。 

2. 組織策略:將學習內容重新組織

成更容易記憶的形式。以日常

生活中的電話號碼為例，可將

電話號碼每三個數字一組切割，

使其更容易記憶；在學校中可

指導學生運用心智繪圖或是將

學習內容依主題分類。 

3. 精緻化策略:將新習得的知識整

合到舊的知識結構之中。除了

重新檢視評估新知識之外，在

學校中可以練習用自己的話將

學習內容重述一次或透過同儕

指導教授同學新的概念。 

 

 

五、監控自我調節策略 



資優教育論壇 

 

72 

儘管研究指出資優學生較普通學生

對認知學習策略擁有更多知識 (Stoeger 

& Sontag, 2012) ， 但 Schneider 與

Bjorklund 的實徵性研究卻顯示國小資優

學生在正確的自我評估策略上與普通學

生並無差異(引自 Stoeger 等人，2015)。

良好的監控對學習品質有正向的影響，

Stoeger 認為，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行為知

之甚少，例如：何謂最佳的學習狀況?

自己在何時或何地會表現出最佳的學習

狀況?自己當下的注意力與焦點狀態如

何?哪些狀態下會停止學習?自己的應試

技巧如何等。此外，學生不知道如何監

控策略執行的技巧。後設自我監控包括

學生從部分到整體以及由下而上的訊息

處理能力、學習者對目標水準的認識、

認知運作、學習歷程以及對學習結果狀

態的掌控等。 

六、調整自我調節策略 

調整策略是自我調節學習中重要的

核心機制之一，根據任務複雜性進行策

略調整有利於學生的表現(Pieschl, Stahl, 

Murray, & Bromme, 2012)，有技巧的自

我調節學習者能夠將內、外在訊息整合

調整以優化自己的學習，良好的調整來

自於良好的自我監控，例如:調整閱讀速

度、重複研讀、回顧學習材料的內容、

比較不同應考策略的優劣等。除了個體

內在的監控，學生尚須注意到學習情境

或資源的等外在條件的改變並據以改變

才能達到良好的綜效。 

七、成果評估 

成果評估與未來行為、動機與表現

密切，儘管如此，僅有極少數學生實際

進行成果評估。國小學生在進行成果評

估時更需要由教師引導，從內、外在多

種面向瞭解自己在學習歷程中的多元表

現。 

伍、指導資優學生進行自我調整策略學

習的兩種取向 

Stoeger 在本次演講中提出兩種指導

資優學生學習自我調節策略的取向，包

括針對個別學生的特殊方案(specific pro-

gram)以及將自我調節策略融入於資優

方案中的整合型方案 (integrated pro-

grams)。 

 

取向一：特殊方案(Specific Program) 

Stoeger 以兩位資優學生為例，第一

位是 14 歲的女孩 Pia，Pia 在學校表現優

異並計畫進行跳級，在七項自我調節學

習技巧的診斷後指導 Pia 策略運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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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順利完成跳級目標，診斷結果如下表

一。 

 

 表一 Pia 的自我調節策略診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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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 12歲男孩 Helmut，Helmut

智商 130，在小學階段無需特別努力就

能在普通班中學業表現優異，進入到資

優學校後學習動機低落，且進一步造成

學習成就低落。由於自我調整學習的目

的即在於主動建構的歷程，學習者透過

監控、調整並控制個體內在認知、動機、

學習行為與學習條件後為自己設定合適

的目標，因此特別適合資優低成就者進

行學習調整，由於動機低落過去被研究

者視為資優低成就的主要原因，訓練課

程指出自我調節策略對學生學習動機有 

正向效果(Stoeger, Fleischmann, & Ober-

griesser, 2015)。 

 

取向二：整合型方案 (Integrated Pro-

grams) 

整合型方案同樣運用七項自我調節

學習技巧，然而此方案更強調策略執行

與監控中的策略調整(如圖二)，透過策

略監控回饋策略執行效果再反覆進行策

略調整，因此稱之為「自我調節規範性

循環模式」 (normative cyclical model of 

SRL)。策略執行與監控間的回饋與反覆

調整在普通教育運用時以及對於像是

Helmut 這樣的資優低成就者，均極為重

要。 

整合型方案實施的重點包括： 

(一) 方案執行教師必須接受兩天的

專業訓練。 

(二) 教師須對學生進行連續七周普

通班課程與回家作業的介入。 

(三) 在方案進行三周後召開一次半

天的教師訓練。 

(四) 方案實施過程中應持續對教師

進行培訓。 

(五) 對教師的回饋與訓練方案進行

有效性研究。 

    此外，教師指導的學習策略應側重於

傳達陳述性與程序性的學習策略，並透

過特定學科內容，例如:數學題與科學文

本或特定教材，例如:學習日誌與自評表

指導調節策略的技巧。對學生進行有系

統的回饋使學生知道調節策略對學習表

現的影響，並在過程中確保所有學生的

表現都能獲得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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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自我調節規範性循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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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自我調節策略對資優教育的啟示 

過去資優的概念以智商、創造力與

專家的相關研究為基礎，聚焦在資優者

的學習的心智層面，資優者的情緒、社

會與動機則是被附加在核心構念之外。

資優者更喜歡新穎、複雜的任務，並自

發、有效地使用和遷移自我調節策略。

透過資優者的心理特質的進一步研究，

可做為未來鑑定與區辨資優學生的重要

參考。 

在教學現場中，傳達知識的方法與

教學技巧、跨領域及統整課程設計、資

優特質與能力診斷、學生情意輔導與班

級經營等被視為資優教師的重要能力。

然而，學校場域中的教師應更積極的意

識到全球化脈絡中新工作種類不斷被創

造、工作場域變動性高以及個體一生中

轉換職業的次數變多，美國前教育部長

Richard Riley 曾說：「我們必須教導現

在的學生，畢業後投入目前還不存在的

工作、使用根本還未發明的科技、解決

我們從未想像過的問題。」，根據美國

勞工部的調查結果，現在的學習者都會

有 10-14 份工作，在 38 歲以前，1/4 的

工作者在目前的單位服務不會超過一年

(林勉毅, 2013)。資優教育在強調批判與

創造等高層思考、溝通表達與協調合作、

探究等面向未來的關鍵能力之外，自我

調整策略提供學生覺察自己如何學習，

透過計劃、監控、評估並管理我們認知

功能運作的執行與過程重複調整直到目

標達成。 

許多資優生是自我激勵、獨立、好

奇與富有創造力的，他們可以長時間投

注心力對興趣領域進行自學，由於興趣

領域涉及個體的價值設定與情緒投入，

遂而影響自我調節學習的成效，透過自

我調節策略的學習與反思，學生得以在

動機、情緒、知識層面獲得自學品質上

的提昇。 

Craven、Marsh 與 Print（2000）以

縱貫的時間序列分析，發現隨著在集中

式資優班時間的增加，資優學生的學業

自我概念逐漸下降，Stoeger 的演講提醒

了台灣現場教師，除了知識與技能的傳

遞，自我調節策略應被規劃到資優課程

或方案中，尤其當學生從國小階段分散

式的資優方案直至高中階段集中式的資

優班級，學生更加需要有效能的學習方

式，以支持教室裡的學習與才能的發展，

及早進行學生自我調節策略的指導讓學

生得以在一次次的完成任務的過程中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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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技巧。資優教育的目標之一在於使資

優生成為自主且主動的學習者，系統性

自我調節策略的指導，可幫助學生自我

認識、自我增強，掌控自己終身的學習，

進而達到成功的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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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18 IRATDE(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

ment and Excellence) was hosted in 2019. In light of gifted students` talent devel-

opment, the association invited Heidrun Stoeger from University of Regens-

burg(Germany). Prof. Stoeger`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gifted education, gende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Prof. Stoeger devoted in serie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learning strategies. Given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fostering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education, she de-

scribe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significance for gifted students and 

shared her research findings of training effects  

    On the basis of Prof. Stoeger`s speech structure, this article provides detail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udies conducted by Prof. Stoeger and her colleagues. For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related empirical studies have been presented to sup-

port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to inspire teachers or instructors tak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s a strategy to support learners` tal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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