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生的學習問題 
與學習策略 

主講者：義守大學鄭瓊月副教授 

銘傳大學演講 









一、前言：從阿拓的故事談起 
 

二、學習問題知多少：學習困擾、學習困難與學習障礙 
 

三、學習困擾的形成原因 
    1.生理因素 
    2.心理因素 
    3.內在因素 
    4.環境因素 
 

四、學生常見的學習困擾 
    1.缺乏學習動機。（不知為何而學？） 
    2.無法掌握自我學習型態。（不知如何學？） 
    3.無法發揮自我的多元智能。（不知自己的專長能力？） 
    4.缺乏時間的規劃與執行能力。（不知每日要做何事？） 
    5.參與太多的社團活動。（不知浪費太多的時間？） 
    6.為了電玩、電視音樂忘了讀書。（不知捨本逐末？） 
    7.為了戀愛無心讀書。（不知兩者可兼顧？） 
 



 五、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 
   1.身心健康 
   2.學習態度 
   3.人際關係 
   4.學習環境 

 

 六、有效的學習策略 
   1.增強學習動機的策略 
   2.掌握學習型態的方法 
   3.運用多元智慧的能力 
   4.使用正確的記憶術 
   5.自我行為查核的方式 
   6.時間管理的方法 
   7.概念系統的歸納與演繹方法 
   8.SQ3R的學習方法 
   9.讀書到考試的自我診斷 
   10.讀書技巧自我評估表（自我測試練習） 

 

 七、結語 
   學習成果的公式： 
   有效學習＝意志力＋學習方法＋時間投入 

 



常見學習問題 

一、 學習困擾 
二、 學習困難 
三、 學習障礙 



三種學習問題類型之成因及補救教學計畫重點 

類別 形成因素 補教計畫重點 

學習困擾 
心理、情緒、行為適應
及家庭、社會文化等非
教學因素 

心理諮商輔導、行
為適應、補救教學
以及情境改善 

學習困難 
課程、教材、教法、學
習方法、習慣等教學因
素 

教學活動重新設計
檢討、補救教學以
及資源教育方案 

學習障礙 
大腦、感官缺陷、中樞
神經系統生理性、器質
性因素 

個別教育方案或其
他特殊安置計畫 



學習困擾的原因 
類別 學習困擾原因 

生 
理 
因 
素 

1.身體疾病 

2.視力不佳 

3.體力不佳 

4.生理障礙 

5.表達能力缺乏 

6.體弱多病 

7.缺席過多 

8.理解能力不佳 

 



類別 學習困擾原因 

心 
理 
因 
素 

1.學習興趣低落 
2.沉迷與學習無關的事物 
3.缺乏學習動機 
4.缺乏自信心 
5.缺乏自我控制力 
6.學習上的焦慮 
7.情緒困擾 
8.學習壓力過大 
9.學習速度緩慢 
10.對學習產生質疑 
11.價值觀偏差 



類別 學習困擾原因 

環 
境 
因 
素 

1.同儕關係不佳 
2.家長過度期望 
3.家庭缺乏學習環境 
4.環境適應困難 
5.學習時間分配不當 
6.父母管教態度問題 
7.教室氣氛不佳 
8.缺乏學習指導對象 
9.因偏差行為影響學習 
10.師生關係不佳 



類別 學習困擾原因 

內 
在 
因 
素 

1.智力因素 
2.注意力無法集中 
3.新舊經驗連結困難 
4.學習方法與策略不當 
5.學習挫折過大 
6.疏於學習 
7.習得挫折感 
8.班級學習氣氛不佳 
9.個性因素(如內向) 
10.缺乏鼓勵與增強 





大學生缺課的原因(一) 

 1.學生自身的問題（身體不適、心情不好及
對自我的不能接受）。 

 2.教師的教學（教學方法、教材選擇及師生
關係） 

 3.學習態度（上課注意力無法集中、缺乏學
習動機、趕寫報告及準備其他考試） 

 4.課程的適應（課程的重要性、困難度及安
排） 



大學生缺課的原因(二) 

 5.認知的差距（認為考試跟有無上課關係不
大、認為自己在圖書館或宿舍看書收穫比
較大） 

 6.其他（意外突發事件、經濟及家庭因素） 



大學生翹課研究統計(一) 

 1.不喜歡老師的教學態度(72.91%) 
 2.認為自己在圖書館或宿舍看書收穫比上課
多(67.22%) 

 3.認為考試與有無上課關係不大(65.49%) 
 4.老師上課太鬆(63.67%) 
 5.缺乏學習動機(62.83%) 
 6.自己過份疏懶(61.13%) 
 



大學生翹課研究統計(一) 

 7.覺得上課是一件痛苦的事(55.60%) 
 8.不滿目前的大學教育型態(53.01%) 
 9.參加社團活動或比賽(52.12%) 
 10.課程不重要(51.83%) 



大學學生學習心態 

 1.覺得生活太散漫、不夠充實(63%) 
 2.鬱鬱不樂、心情不開朗(60%) 
 3.想做某些事但總是提不起勁(51%) 
 4.不知如何利用休閒時間(51%) 
 5.生活缺乏目標(51%) 
 6.不知如何為將來做準備(67%) 
 7.上課不能獲得明晰的概念(63%) 
 8.不知如何增進學習效率(60%) 



學生常見的學習困擾（一） 

1.缺乏學習動機 
（不知為何而學） 
2.無法掌握學習型態 
（不知如何學） 
3.無法發揮自我的多元智能 
（不知自己的專長能力） 
4.缺乏時間的規劃與執行能力 
（不知每日要做何事？） 
 
   



學生常見的學習困擾（二） 

5.參與太多的社團活動 
（不知浪費太多的時間） 
6.為了電玩、電視音樂忘了讀書 
（不知捨本逐末） 
7.為了戀愛無心讀書 
（不知兩者可兼顧） 

 
 



五、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 

1.身心健康 
2.學習態度 
3.人際關係 
4.學習環境 



       影響學習成就之因素 

       

     健康     學習態度  人際關係    環境 

 
 
 
 
 

心理健康度 

生理健康度 

讀書方法 

學習意願 

友人關係 

教師關係 

家庭環境 

近鄰學校環境 



六、有效的學習策略（一） 

1.增強學習動機的策略 
2.掌握學習型態的方法 
3.運用多元智慧的能力 
4.使用正確的記憶術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的有效策略 

(一)提供行為後果增強 

(二)啟發興趣並激發好奇 

(三)提示努力之後的情境 

(四)提供自我實現機會 

(五)增進學生的學習信心 

(六)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 



了解自我的學習型態 

1.場獨立vs.場地依賴學習 

2.認知彈性能力 

3.衝動vs.反省 

4.集中vs.掃描 

5.狹窄vs.寬頻(廣度) 

6.語文化vs.視覺化 

7.系列vs.整體 

9.右腦vs.左腦的生理限制 

 



Dunn的學習式態 
    層面 學習式態 
   環    境 
    聲    音 
    燈    光 
    溫    度 
    座    位 

 
安靜或噪音的環境哪一種最有利於學習？ 
學校較偏好明亮或晦暗的燈光？ 
溫暖或涼爽的教室較被偏好？ 
個別書桌或群集書桌較有利於學習？ 

物理刺激 
    耐    力 
    語氣情態 
    活    動 
    時    間 

 
注意力的廣度如何影響活動的最適宜長度？ 
學生較偏好閱讀或聽聞新的資訊？ 
學生的學習較偏好積極參與或被動的角色？ 
學生在上午或下午學習最佳？ 

結構 / 支持 
     動     機 
     監     控 
     個人/分組 

 
學生需要外在報酬或內發激勵？ 
學生需要不斷的支持與監控，或成為獨立的學習者？ 
學生偏好獨立或分組學習？ 



明瞭自我專長能力：Gardner 的多元智力理論 
層        面 例        子 

語文智力 
       敏覺於文字的意義與次序病變異地使用語文 

詩人、新聞人員 

邏輯──數學智力 
   處理長串推理的能力並認知世界中的類型與次序 

科學家、數學家 

音樂智力 
        敏覺於音調、旋律與聲音 

作曲家、小提琴家 

空間智力 
       精確地知覺視覺世界的能力、重新創造、轉變、 
        或依據個人的知覺修正世界各層面 

雕塑家、航海者 

肢體運作智力 
        使用身體與操弄事務的精緻旋律的能力 

舞蹈家、運動家 

人際智力 
        注意及區別他人的能力 

治療專家、銷售員 

內省智力 
        進入自己的“情感生活” 

自我知覺的個人 

自然分類的智力 
        能夠分辨自然的關係 

科學家 



六、有效的學習策略（二） 

5.自我行為查核的方式 

6.時間管理的方法 

7.概念系統的記憶術 

8.SQ3R的學習方法 

9.讀書到考試的自我診斷 

 



學生行為查核表（一） 

1.當老師在班上上課時 
___(1)我仔細的傾聽，做筆記並課後複習 
___(2)我仔細的傾聽並努力做筆記，但總是沒有幫
助 

___(3)我努力傾聽，但我感到厭煩並心神不定 
___(4)我傾聽，並學習許多，但不苦惱做筆記 
___(5)我對課程花時間研讀或做家庭作業 
___(6)我經常說話、做筆記或僅混日子 
___(7)我希望從他人借用筆記 
___(8)我上課睡覺並希望能從書本或討論獲得相同
資訊 

___(9)其他 



學生行為查核表（二） 
2.當我在班上做作業時 

___(1)我總是仔細的言談並辛苦的研究 

___(2)我改變我研讀的方式(快、慢或深、淺)，依據教師所
說的讀書目的 

___(3)我盡快的研讀它 

___(4)我學習緩慢，沒有學習很多 

___(5)我等待同學完成後，才問他學習內容 

___(6)我僅讀前幾個段落 

___(7)我從沒有及時完成 

___(8)我總是提早完成 

___(9)我總是無法閱讀 

___(10)我研讀，但課後卻不記得 

___(11)我做筆記以利日後研讀 

___(12)其他 



學生行為查核表（三） 
 
 
3.當我在班上小組中學習時 
___(1)我努力學習，因為我能從他人交談 
___(2)我不能學習很多，因為我樂於跟同學談話 
___(3)我努力學習，但小組中的其他人不聽我的 
___(4)我總是坐大部份學習工作的總結 
___(5)我不經常的參與，但我非常的注意與傾聽學習 
___(6)我坐在小組中，但我做我自己的工作 
___(7)我分享分組學習的樂趣，但似乎無法學習許多 
___(8)我分享分組學習的樂趣，並比獨自學習與聽演講 
___(9)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行為查核表（四） 
 

 

4.當和在班上獨自學習時 

___(1)我學習得更努力，因為它更容易使我集中注意力 

___(2)我與朋友談話而不學習 

___(3)我不喜歡獨立學習，但我可能學習最佳 

___(4)我借用他人答案，因為我無法在獨立學習的方法
中獲致很多 

___(5)我在討論期間等待及想出答案 

___(6)我迅速的完成而不焦慮 

___(7)我盡我所能，但我花很多時間 

___(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行為查核表（五） 
 

5.我有數日後繳交作業時 

___(1)我通常忘記做 

___(2)我立刻作完 

___(3)我擱置直到繳交作業之前才匆忙完成 

___(4)我真正焦慮它，即使我延期做它 

___(5)我喜歡它們，因為我充分的時間依照自己的速度
做完 

___(6)我立刻拷貝它們，因為我何時作完它們並不重要 

___(7)我希望作業有期限，因為需要和壓力已完成作業 

___(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管理的方法 

每日規劃 
每週規劃 
重要事項規劃 



李生某日活動時間表 
 
時間                                                               活動 
 7:00-7:15                            起床 盥洗 
 7:15-7:35                            吃早餐 
 7:35-8:00                           上學 
 8:10-9:00                           上數學課 
 9:10-10:00                         上英文課 
10:10-11:00                        上歷史課 
11:00-12:00                        上國文課 
12:00-12:30                        吃中餐 
12:30-1:00                          休息 
 1:10-2:00                           體育課  
 2:10-3:00                           工藝課 
 3:10-4:00                           自習 
 4:00-4:30                           降旗 
 4:30-5:00                           回家 
 5:00-6:00                           看報紙  
 6:00-6:30                           吃晚餐 
 6:30-7:30                           看電視 
 7:30-8:00                           盥洗 
 8:00-10:00                         做功課 
10:00-                                 就寢 
 



 
 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7:30-8:00 
 
 

 1:00-2:00 
 
 

 4:00-6:00 
 
 

 7:30-10:30                       

你自己可能的讀書時間 



上午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8:00  -  
   10:00 
10:00  - 
   12:00 
12:00  - 
   14:00 
14:00  - 
   16:00 
16:00  - 
   18:00 
18:00 
    以後 



 
科目或事項    考試日期     報告日期 



概念系統記憶術 







六頂思考帽 

白色思考帽：事實數據—哲學家 
紅色思考帽：情緒感覺—藝術家 
黑色思考帽：批判改革---革命家 
黃色思考帽：希望正面---實驗家 
綠色思考帽：創意新法---發明家 
藍色思考帽：控制組織---管理專家 

 



SQ3R學習方法 

     1.概覽 
     2.發問 
     3.精讀 
     4.背誦 
     5.複習 



劃線策略-重點在哪裡？ 

 1.在段落的第一句或最後一句(即主題句) 。 

 2.因為......所以..... (有因果關係的句子) 。 

 3.找出列舉的項目(1. 、2. 、3.等等) 。 

 4.找出故事中的人、事、時、地、物等。 
 5.找出事件發生的順序。 
 6.和文章題目有關的內容。 
 7.文中特別標示或粗黑體的字。 



劃線策略 

 1.在重點處下方、右方或左方劃線或做其他
記號。 

 2.線條可用直線－－或曲線~~~，亦可用色筆
在重點字上劃線。 

 3.對重點字、詞亦可用筆圈起來。 
 4.找出事件順序，給予(1) 、(2) 、(3) 、
(4)等的標號。 



      P讀書計畫與實施          B上課情形 

 

 

 

    

       H習慣與環境               T應考         

 

 

 

 
    

 
P1讀書的計畫性 
P2讀書的方法 
P3計畫的實施 
P4學習意願 
 

B1上課前做筆記 
B2做筆記的方法 
B3發問方法 
B4上課時的態度 

H1生活習慣 
H2學習習慣 
H3學習環境 

T1準備考試的方法 
T2參加考試 
T3答題的方法 
 



結語 

有效讀書＝ 

意志力＋讀書方法＋時間投入 





願您........ 

   讀書有成果 
                       

----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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