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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資訊系統專案開發一直是資訊相關科

系必要訓練之一，透過一些實際個案的演

練，學生可獲得實務開發的經驗累積。而

團隊合作不管是在實務界或學校資訊系統

開發教學都是最主要的方式。在學生專案

團隊合作學習的基礎下，有兩個主要的議

題必須加以討論，其一是學生專案團隊如

何組成與運作，其二是在團隊運作下學生

如何採行學習策略。 
本研究利用 Weick「釋意」概念做為

理解的工具，針對學生的複雜學習歷程進

行分析，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來進行，以

了解學生如何將學習環境予以結構化、理

解、詮釋與分析，最後採納行動並進行預

測。本研究個案一以資料庫系統開發的十

組學生團隊進行觀察，了解他們如何從自

己的定位、組員的互動、領導角色的扮演

到團隊集體共識的形成，而研究結果發現

許多與實務專案團隊運作上相當不同之

處，例如團隊領導與團隊情感的關係，分

工型態的演變等。個案二建基於個案一的

研究結果上，觀察學生的團隊狀況與他們

所採行的學習策略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

亦發現學生之學習策略均建基於對團隊的

認同上，對於學習環境的不同釋意也會影

響所採行的學習策略。 
最後本研究從團隊合作與學生學習策

略的說明來補足認知理論的不足，同時提

出命題說明研究結果。 
 

關鍵詞：釋意、資訊系統專案開發、專案

團隊運作、學習策略 
 
Abstract 

Developing an information system is a 
requisite training for all MIS students.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include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database, programming, team 
working, schedule planning, etc. Such a 
project-based leaning, a database 
management course, was chosen by this 
study. There were two cases. In the first case, 
this research observed ten student teams to 
interpret how sensemaking to be a central 
activ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oth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the environments 
it confronts. Students continuously 
interpreted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adjusted their steps with other 
team members in order to finish an 
inform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 project 
teamwork are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world. 
In the second case,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of team work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tudents adopt learning strategies through 
their organization identit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environment cause distinct 
learning strategies that students use. 

Finall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complementary explanations to the 
cognitive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are 
introduced to understand the IS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students’ deep insides.  

 
Keywords: Project Team,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eam Work, 
Learning strategies, Sense-making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目前高等教育之大學或技職院校中均

廣設資訊相關科系，其成立宗旨包含培養

程式設計相關人才與專案開發分析人才，

然而在課程規劃上，容易因為授課時間的

限制，將整體之資訊系統專案開發拆解成

數個相關的訓練，例如資料庫系統、系統

分析與設計、專案開發及作業管理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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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學習這些基礎課程後，若沒有適當的

練習機會與環境，很難將這些理論與方法

整 合 應 用 於 一 項 專 案 中 (Moursund, 
1999)。因此課程設計中，有必要透過實際
案例的執行，讓學生感受資訊系統專案開

發並非單一技術或個人即可完成的任務，

必須透過團隊合作，在時限內達到使用者

的需求，同時整合所學習到的知識與技

能，逐步解決所面臨到的問題。 
資訊系統的開發對資訊相關科系的學

生來說，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學習過程，但

是，學生們是如何看待這些學習環境的態

勢？他們是如何去解讀的？而選擇因應的

方法其背後是否具有一個特殊的含意？對

於學生的表現，似乎不應該只是將其分類

為「積極主動的探索者」及「消極被動的

因應者」而己，也不是單純地把學習解釋

為習慣的形成，因為這背後都隱含了行為

改變的歷程。 
以資訊系統開發為一個學習標的，對

學生來說，這些都是前所未有的經驗，甚

至多數學生一開始並不能完全了解什麼叫

做資訊系統。專業課程的安排，都是為了

讓學生可以一步一步地進入資訊系統開發

的領域，但是對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來

說，課程的學習只是開發資訊系統需求中

的一部份，更多的學習必須靠他們自己去

完成。在過去研究中對於學生自學所需要

的技能與知識有過相當多的案例(Ausburn, 
2002; Puustinen & Pulkkinen, 2001; 
Boekarets, 1997)，而開發資訊系統時更需

要學生自行學習所需要的知識及解決面臨

的問題 (Dalton & Goodrum, 1991; Fay, 
1990)。開發資訊系統更是一個團隊合作的

表徵，從學習的階段即讓學生擁有較多的

合作經驗對他們應該會有正面的效果，然

而當小組設計得不好時，學生往往花更多

的時間進行表面上的程序，而不是思考課

程本身的意義(Good, Mulryan, & McCaslin, 
1992)。 

不管是在團隊運作上還是學習策略上

的採行，對學生來說都是一個新的體驗，

又學習本身即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本研究

採用認知理論的觀點，認為學生是經過認

知的過程來對刺激產生反應，而這個認知

過程包括了本研究的兩大主軸，分別是團

隊的組成與運作，還有學生學習策略的採

行。但是如上述說明人的認知過程究竟為

何，似乎一直是一個在認知理論中的黑箱

(如圖一)，應該有一個方法可以協助人們
了解這個認知黑箱裏的部份內容，也就是

說，從環境的刺激，學生是如何加以詮釋

與認知，則是本研究規劃利用釋意方法來

解決的部份。 
本研究認為這一個學習過程即是學生

的釋意過程，經由釋意結果所表現出來的

行為模式，從時間流程來看，就是造成專

案團隊組成與運作主要變化的因素，因此

本研究從學生對於學習環境(課程、同儕)
標的釋意活動及結果，探討他們在組成專

案團隊時的想法，以及團隊組成後所衍生

的相關議題，了解學生如何思考詮釋個人

及群體的角色，進而引導行動的採納。 
 

三、文獻探討 
(一) 釋意 
所謂的釋意，就字面上的解釋是「將

未知部份結構化」，也就是人們在接受到

訊息之後，將訊息套入一個自我認知足以

參照的架構中，使這個訊息得以被統整、

了解、解釋、歸因、探究及進行預測。釋

意只是一個代名詞，意味當個體遇到一個

複雜、不可預測或有成就壓力存在的狀況

時，所自己推演出來符合該事件的結構或

意義的過程(Weick, 1993)，這一個過程，
可以由個體透過自身的分析而得，也可以

透過個體與其他人之間的互動來完成，不

管是由自己或經由互動所產生出來的意

義，都是為了給予面臨的環境一個足以辨

視的標籤。 
釋意活動是從一個具有自我意識的釋

意者 (Sensemaker)開始的 (Wheatley & 
Kellner-Roger, 1996)，一個釋意者在對不

熟悉的環境時，單靠他一人是無法正確完

成其釋意行為。學生從班上或系上其他成

員身上獲得有關課程的資訊，然後形成對

班級及課程的認同感，這樣的身份認同會

進一步投射到他所面臨的環境，形成自我

參照的認同架構，使他建立起自身與學習

環境的關聯，但真正需要去詮釋的並非環

境，而是自我本身。整個釋意的過程呈現

回溯性狀態，其中較為重要的兩個要素是



3 

記憶與回顧。人們接受訊息都只是在一剎

那之間，所有對該訊息的知覺都是一種記

憶的形式，透過不斷去回憶訊息所要表達

的意義，人們漸漸明白其中真正的道理，

這需要一個不斷反思(Reflection)的過程，
因為同一個事件可能可以表達不同的意

義。也正因如此，所以一個人必須擁有自

己一套分析其價值的方法，並且依據自己

的評斷來建立順序性或取捨 (Weick & 
Gilfillan, 1971)。 
釋意分析的應用，多半著重在組織決

策與創新行為上。在本研究中，將班級的

學習活動視為一個小型組織，授課老師為

既定領導者，負責課程設計與班級活動的

指揮，學生如同組織其他成員，學生中也

會有些表現較好的人物，組合起來就是一

個類似組織的群體。釋意分析的要素，首

在於個體對組織的認同。以本研究來說，

意指學生在該教學環境中是否能夠與之同

步。基本上，整個釋意過程是創造(Creation)
與詮釋(Interpretation)不斷相互交織而成。 
釋意必須由釋意者主動建構一個屬於

自己的感知環境。在主動建構的過程中，

並非單純只有創造了環境，同時在行動的

過程也影響到意義的形成，基本上對於已

存在的訊息人們是無法完全相信它會是一

個穩定的參考點，都是必須釋意者本身持

續以自我方式加以塑形(Weick, 1988)。「主
動建構」的概念在Weick的理論中是相當

重要的一個環節，而其意義指的是一種對

所處環境主動認知及主動詮釋的過程，而

且Weick 更進一步指出，主動建構後所產

生的行動並不會全部表現或留存下來，最

終所觀察到的部份，都是為了配合環境、

需求所採納的一個部份，它將與個人的詮

釋結果產生一致的動向，但仍不可忽略在

建構階段所形成的種種概念，因為它代表

了個體思考的過程及暫留的結果。 
Weick(1995)為了區別釋意與其他相

類似概念之間的差異（例如理解、詮釋、

歸因等），整理了相當多有關釋意的資料，

並歸納出釋意的七大特點，分別為： 
 釋意是建基於對認同的建構 
 釋意是一種回溯性(retrospective)過程 
 釋意是由釋意者主動建構一個可感知
的環境 

 釋意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 
 釋意是持續不斷運作的活動 
 釋意重視的是有那些可用的線索 
 釋意是似真但非精確的 

 
(二) 專案團隊與合作學習 

Salas 、 Dickinson 、 Converse 與

Tannenbaum 定義團隊是一個可分辨的集
合，由兩個或兩個以上地、動態地與適當

地互動以達成共同的、有價值的目標、目

的、任務的人所組成，這些人被分派去執

行特定的角色或功能，並且在一段時間內

維持著成員的關係，而且團隊內組員的相

依性是他們與群體的最大差異 (Salas, 
Dickinson, Converse& Tannenbaum, 
1992)。團隊的運作有四個構成要素，分別
是目標設定(Goal Setting)、培養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 解 決 問 題
(Problem Solving) 、 確 定 角 色 (Role 
Clarification)( Salas, Rozell, Mullen, 
Driskell, 1999)。 
任何組織狀態均需要領導者，專案團

隊也不例外。團隊領導者主要的工作包括

確定資源被有效地運用、使團隊發展得更

成熟、訓練和引導團隊成員解決問題，以

及激勵團隊成員達成目標(Posey & Klein, 
1990)。學生專案團隊中的領導者稱為組長

或隊長，其產生的方式與實務界中的專業

導向不盡相同，多半由團隊成員共推而

成，或採用其他的方式產生。不管產生的

方式為何，至少領導者的角色乃提供一個

聯絡的窗口，讓老師及其他同學之間的聯

繫有個負責人。Ken和 Eunice認為觀察團
體時，可以從以下幾個構面來了解：溝通

與參與、決策、衝突、領導統御、目標與

角色、群體規範及問題解決 (Ken and 
Eunice, 2000)。 
合作學習是一種班級組織的型態，儘

管合作學習在實際執行上有相當的歧異

性，不過它們的共通處是學生均是在小組

或小團隊中一起學習並且彼此互相協助，

以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 Johnson & 
Johnson(1991)指出，合作學習能夠增進學
生學業成就的原因應在於其討論的過程。

討論過程可被視為一個高層的認知策略，

由於共同參與學習必然有很多爭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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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不斷的討論協調，在此過程中學

生可強化其學習的動機，並且加深對學習

內容的印象及理解，進而對所學習的內容

進行統整的動作；同時由於異質性的小組

成員，也能增進學生以多種不同的角度來

探究問題。 
 
(三) 學習策略 
今日有關學習策略的定義，尚未有一

致的看法，乃因學習策略所涵蓋的範圍和

主題非常廣泛，在國內外的研究除了使用

「學習策略」這個外詞外，亦有使用「學

習方法」、「學習技巧」、「學習方式」、

「學習習慣」、「學習態度」等名詞(林清
山，1998)。有學者認為學習策略是學生用

來獲取、保持和處理各種不同種類知識和

行爲的操作與程式(Rigney，1978)；學習
者在學習中所涉及的、意在影響學習者資

訊編碼過程的行爲和思想 (Weinstein& 
Mayer, 1986)；能夠促進學習者對資訊的獲
取、儲存和運用的一套程式或步驟

(Dansereau，1988)。而不管學習策略的定

義為何，基本上都會經歷過分析、計劃、

執行、監控與修正的過程，因此 Schmeck
進一步指出：學習者選擇方法是受到運用

策略的影響，進而決定其學習結果。由於

學習策略是學習者參與學習時的一種思考

方式和行為表現，所以任何學習策略均可

能對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情意狀態和選

擇、獲取、組織與統整新知的方法產生影

響(Schmeck, 1983)。 
學習策略具有權變性，也就是指學習

者能在不同的學習任務下採用不同的學習

策略，例如在本研究中即認為資料庫的理

論學習策略與實際系統開發的學習策略應

有所不同。個人在運用學習策略時，會依

學習內容、學習情境而適度地作調整或選

擇學習策略，能夠彈性運用學習策略也是

一項重要的學習能力，學習者具備「條件

性知識」，知道何時、何處該使用那些學

習策略，才能有效學習 (Paris, Lipson, 
Wixson, 1983)。 
由於學習策略是奠基於訊息處理模

式，其內涵可包括訊息處理流程中每個階

段或步驟所需具備的技能，而學者所探討

和偏重的角度又不盡相同，因此，學習策

略的內涵及分類並未有共同認定的標準。

例如 Dansereau (1979) 認為學習策略是指

個人用來幫助自己對訊息的獲得、儲存，

以及運用的一些過程或步驟。他將學習策

略兩種，  分別為基本策略  ( Primary 
Strategy)，又稱直接策略，包括理解、保

留、回憶、轉化、檢索等策略；另一為支

持策略 (Support Strategies)，又稱間接策
略，指學生具有適當的學習態度、學習動

機、會設定目標與安排進度、集中注意力、

控制情緒等，能幫助學習者維持良好的學

習狀態並且有效的使用基本策略。此外，

Dansereau (1987) 提出一種MUＲDER 系
統 的 學 習 策 略 模 式 ， 分 別 為 氣 氛 
(Mood) 、 理 解  (Understand) 、 回 憶 
(Recall)、摘要 (Digest)、應用 (Expand)、
總結 (Review)，強調運用特殊的實際方
法，並將情意的因素包含在內。而本研究

也採用 MURDER 系統學習策略模式來觀

察學生在團隊基礎下如何進行學習活動。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過去的研究，已經指出某些特定的研

究方法可以增進對釋意的了解，例如

Lincoln 和 Guba 的自然主義式調查法
(Weick, 1995) 、 紮 根 理 論 (Gioia & 
Chittipeddi, 1991)用於新任大學校長的釋
意 理 解 上 、 重 要 事 例 方 法 (Klein, 
Calderwood & Clinton-Cirocco, 1986)用於
消防隊員對時間觀點的釋意應用上等。 

研究方法中的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 質 性 研 究 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 詮 釋 性 研 究 (Interpretive 
Research) 、 人 種 誌 研 究 (Ethnographic 
Research)等之研究方法，都是以詮釋為取

向，也就是強調「情境」與「意義」的交

互影響。本研究探究學生在學習資訊系統

開發時所表現出來的行為與心理認知的變

化，是以詮釋的方法來說明，強調由行為

者的觀點，說明行為者行動的立即意義，

也就是以客觀的方法分析主觀的意義。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方式，以資料庫

系統開發為例，探討學生學習釋意歷程對

於本身的學習行為有何影響，而使學生形

成特殊的學習模式。而在進行某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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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什麼樣的知識對學生來說會是有用

的？思考的過程中，採取不同典範內的方

法，合併起來解決問題，因此在本研究中，

雖以質性分析為主，但在資料蒐集上仍有

些部份採用調查方法，利用統計分析得到

量化結果。 
(二) 研究設計 
本研究認為學生的釋意行為並非空穴

來風，憑藉著過去的學習經驗所演化出來

屬於個人特色的特質，學生可以將學習過

程中所接收到的訊息加以分析判斷，建構

出自己的概念模型，最後再形成自己後續

行為的指引依據。本研究認為最易直接產

生影響力的因素是存乎於學生個體的因

素。本研究透過問卷了解學生的個體因

素，而觀察之課程，是資訊管理學與商業

自動化管理系大學部中有關資料庫系統上

的相關課程，在該課程中，教師透過課程

的設計安排與實際案例參與，讓學生親身

了解到專案開發的真正意涵。 
本研究透過參與性觀察、調查性問卷

資料、深度訪談與文件及系統記錄來了解

學生的釋意歷程，而問卷內容包括

Roadrangka, Yeany 所設計發展出來的邏

輯思考測驗(Group Assessment of Logical 
Thinking: GALT)，以及先備知識、學習態

度、學習動機、過去經歷等其他個人特質，

採五點李克特量表設計。 
 本研究進行的方式，是研究者直

接於學期中觀察學生的學習狀況，在課程

一開始，即對學生進行問卷調查，了解個

人的相關資訊及心智架構。在授課教師對

學生組成專案團隊的要求上，除了要求學

生以四至五人為一組的型式外，並不做其

他足以影響學生團隊組成的要求課程進行

中，研究者分別於學期初、學期中及學期

末對學生進行訪談，藉以了解學生在每個

階段的變化與心中真實的想法。 
 

(三)研究對象 
在研究時間的考量下，這種一個學期

的專案開發較為適合本研究所要觀察的主

體。研究對象選擇上，首將目標選定在資

訊相關科系上，一方面既然資訊庫課程乃

必修之課程，學生勢必得花費較大的心思

在上頭，另一方面可以將學習的焦點擺在

資料庫系統的開發上，不至於讓學生還停

留在基礎的電腦操作學習上，影響了研究

的結果。 
基於上述理由，本研究個案一選擇了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商業自動化管理系三年

級共一班 51人，個案二選擇了國立政治大

學資管系二年級共二班 98 人為研究對
象。其中個案一共分 10 組，個案二共分
19組，由學生依自我意願來組合。 

 
(四)資料分析 
本研究首先將所有資料依資料種類進

行歸類，然後再將資料依時間先後、來源

與主題進行整理。在具體整理資料之前，

本研究首先會將每一份資料編號，在編號

上，利用代號來協助管理，例如以M及 G
分別代表男性與女生。依研究問題的引

導，蒐集的資料必須加以分類，例如從專

案開發的歷程，劃分成團隊組成、題目擬

定、系統功能構想、開發工具準備、軟硬

體設施、程式撰寫、系統整合、調整測試、

文件撰寫等單元。在每個單元裏要找出資

料中的意義，首先是將單元中的資料打

散，賦予概念和意義，然後再以新的方式

重新組合在一起，也就是做好登錄的工作。 
在登錄碼號的設定上，本研究採行的

是依據學習中的「現象」類別來設定碼號，

例如在群組討論的問題中，若發現學生時

常抱怨組員不按時程參與討論或繳交成

果，則建立一個「組員未積極參與團隊運

作」的碼號來表示這一個現象，並且預期

在這個碼號之下，可能會發現例如「外務

活動多」、「懶散」、「粗心大意」等次

一層的碼號，讓登錄碼號之間彼此聯繫起

來。 
在個案的分析架構上，先從學生組成

團隊的活動開始了解他們對課程的詮釋，

個案一是籨團隊運作的八個向度來了解他

們運作的狀況，此為一時間順序的描述。

接著再以學生對課程所關心的議題做一横

向的說明。個案二是透過闡釋循環的分析

方法，將個體的細節與宏觀的結構結合起

來。為了確保研究結果可以回溯到原始資

料和研究的決策過程進行檢驗，本研究在

進行時即保有一份審計記錄，並利用反饋

法來檢測本研究的解釋型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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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對學生資訊系統專案團隊

及系統開發上的「理解」，從學生的角度

來觀察他們的行為，以「釋意」的觀點來

「理解」學生的心路歷程及活動，還有許

多教育上與團隊運作上的議題，再結合團

隊運作與學習策略之間的關聯，看學生是

如何建立起自己的團隊，又是如何與團隊

成員一起工作。本研究分別從資訊系統專

案團隊的組成運作及學習策略上進行討

論，並建立相對應的命題。 
 
(一)學生資訊系統專案團隊組成與運作 
探究學生資訊系統專案團隊的組成特

色，可以發現他們對於團隊的概念總是延

用過去合作的經驗，並非針對任務的不同

而有所改變，例如在個案一裏學生的合作

經驗充足，彼此了解應該找尋那些合作的

組員，而個案二裏由於過去合作經驗不

足，所以學生們會尋求另一種特殊關係的

配合，例如社團成員、大三專案組員，甚

至是相同的畢業學校。學生的主要考量是

他們認為合作是一種相處的藝術，擁有合

作性高、志同道合、不會有太多個人意見

等特質是考量的主要重點，也就是組員人

際關係的好壞是主要的，此一人際關係的

好壞乃個人觀點上的認知。至於組員的能

力或專業，則並非第一考量要素。這與實

務界藉重專長而取之的想法有相當大的差

異。同時在本研究中也可以發現同學之間

的特殊關係很容易影響團隊的組成。據

此，本研究提出命題一： 
 
命題一：學生的資訊系統專案團隊組合範

圍是可預期的，透過合作經驗或特殊關係

較容易加強團體的認同，而合作性高低為

學生考量團隊組員的主要因素，專業能力

的高低並非重要之考量因素。 
 
在學校中學生彼此之間的地位是相等的，

不似實務界中職務權力的差異性大，因此

在學生的團隊中個人色彩並不會消失，反

而可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力，而這個現象

引發團隊運作上幾個比較特別的現象。例

如，在團隊領導的推選上，並沒有考量其

課程任務為何，再去選擇適當的人選；同

時學生專案團隊普遍存在低溝通效率的現

象；在決策的過程中，若個體沒有堅持已

見的想法，則決策活動多採用多數決的方

式來產生；最後，學生的專案團隊中並不

會有很明顯的衝突發生，因此本研究提出

命題二及其子命題： 
 
命題二：相較於實務界的專案團隊，學生

資訊系統專案團隊表達了更多屬於個人色

彩的特色，也因此表現出團隊運作上的特

殊性。 
命題 2-1：學生資訊系統專案團隊領導者

的角色，並不是依據任務需求來指派，而

是由同學們依其情感來決定擔任領導任務

者，而學生專案團隊的領導者多不具實質

領導權力，而只是一個對外的窗口。 
命題 2-2：基於對團隊的認同，學生資訊
系統專案團隊採多數決方式產生決策，當

彼此發展出共享的強勢身份角色認同時，

他們會依據此種認同，形成團體的角色與

規範。 
命題 2-2-1：在專案題目的選擇上，學生資

訊系統專案團隊依循方便性及興趣性來決

定，題目的難易度並非為其首要考量因素。 

命題 2-2-2：在使用者需求確認上，學生資

訊系統專案團隊的決策易受使用者本身的

系統概念優劣所影響，使用者具有愈好的資

訊系統概念，則學生專案團隊的決策活動正

確性會愈高。 
命題 2-3：團隊情感對學生資訊系統專案
團隊的影響力甚大，甚至為維護彼此的情

感也可以發現學生專案團隊內鮮少有嚴重

衝突發生。 
命題 2-4：學生資訊系統專案團隊的溝通
效率不高，其原因在於對目標與行動方法

的不確定性。 
 
(二) 團隊運作與學習策略 
 
從個人學習轉移到合作學習的狀況，

可以進一步探究學生的分工態勢，從一開

始個人色彩仍濃的狀況，彼此之間不願意

多所分擔工作內容，因此多數組別採取平

均分工的狀態，而後因應系統開發的需

求，還有日益增加的課程要求，為求良好

的工作品質，大多數的組別均漸漸轉而採

取專業分工的學習策略（圖 5-4）。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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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合作的形態所造成的影響，不只作用於

系統開發或課程學習等課程要求上，更進

一步地形成了團隊中的生命共同體，而這

個共同體的形成也正代表了學生的集體共

識。依據上述的說明，本研究針對學生在

團隊運作下學習策略的變化提出以下的命

題與子命題： 
 
命題三：學生詮釋的範圍不只侷限在課程

本身，而更多在課程進行的方式以及學習

環境所傳達的訊息上，而保守策略則是他

們一開始的因應表現。 
命題 3-1：學生的團隊合作一開始仍會保
有較多的個人學習態度，在面臨超過自己

所能負荷的課程要求時，會轉而尋求合作

學習所帶來的效果。 
命題 3-2：學生資訊系統專案團隊之初期
分工結果多為平均分工，但當發現在資訊

系統開發無法完全平均分工時，將重新界

定工作的結構，而改為專業分工作業。 
命題 3-3：當對於團隊的認同感增加時，
合作關係將進一步推移到課程任務之外，

也就是基於集體共識的達成，學生團隊將

形成合作範圍更廣的生命共同體。 
 
而在逐漸增加的課程與時間壓力下，本研

究亦發現學生在資源應用上所採取的方法

不似過去尋求順序性的理解，而是採取藥

到病除的問題解決方法。認知學派中有關

問題解決的歷程並不適用在本研究的觀察

結果，因為本研究發現學生尋求解決的方

法雖然依舊是多方探尋，可能從書本、助

教或網路上找尋解答，但是對於問題的確

切定義或答案的適用性並沒有太多的考

量，所以學生對於資源的應用會採取一步

到位的方法，因此對於書本上的學習會直

接翻尋解決的方法，對於他人的協助也是

希望可以馬上解決當下的問題。依據上述

說明，提出學生在學習策略上的命題如下： 
 
命題四：在有限的時間壓力下，學生對於

學習資源的應用將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的策略，而其反思效果則會推移到過去

學習方式的不足，甚至是未來課程的預防

上。 
 
學生之所以會有上述在團隊組成、運

作及學習策略上的特殊表現，其實都是為

了因應學習環境給予的刺激。不管是從學

生接收訊息的處理過程，或是一個與過去

經驗連結的過程，甚至是問題解決的歷程

來說明這些學習狀況，然而，眾多的說法

卻都沒有把個體對環境的詮釋說明清楚，

本研究認為透過釋意可以加以說明，對於

學習中人的主體性也有較多的理解。本研

究中學生專案團隊的運作與學習策略的採

行，都是學生釋意結果的表現，而且這個

釋意活動不斷地回溯產生，因此本研究在

認知學習理論上透過釋意分析進一步補足

而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五：對學生釋意的了解可以協助發掘

學習的內在認知歷程，並與認知行為中主

動建構模式相結合，提供更完整的刺激與

反應連結。而學生專案團隊運作與學習策

略的採行也是基於釋意活動及主動建構的

結果而產生的反應。 
 
透過釋意分析將圖一有關認知黑箱中

的活動加以明確化，分別從團隊運作與學

習策略提出五大命題，將這些命題用來說

明學生專案團隊中的活動，可以圖示如圖

二。本研究確立了在學生的學習歷程中釋

意活動的重要性，其引導了學生所採取的

學習行動或策略，而學生的專案團隊也表

現出許多基於學生角色本質上的特色，對

學習認知可建立更進一步的理解方式，有

助於對認知理論的體會。 
 

六、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成果已改寫成「學生專案團隊

中領導角色之扮演與團隊情感的影響」，

已被資訊管理展望接受，並即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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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學習的認知黑箱示意圖 
 
 
 
 
 
 
 
 
 
 
 
 
 
 
 
 
 
 
 
 

圖二 學生釋意對團隊運作與學習策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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