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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

發行宗旨：本電子報屬教育性，內容以促進閱讀策略共享、報導閱讀推手作為、分享校際閱讀創意面向，期許形塑優
質閱讀氛圍、提昇閱讀指導品質、促動閱讀文化深耕。歡迎國內外學者、教師及家長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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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教學要素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本文摘要

      12項閱讀要素中，首2項朗讀或默讀、詞彙（及語法）為閱讀的條件；跟著的以下5項：瀏覽及分層次、提取已有
知識、文章結構、建立心象，想像文章中的世界、概括文章重點，為理解的基礎可稱為「CARES」閱讀教學法，以
方便記憶。最後5項：連繫文章內容與讀者生活經驗、評價文章內容與形式、創造新知識、就所讀提問、監控與修訂
自己的閱讀過程和結果，為理解的提昇。

綜合各學者對於閱讀成份的分析，可以整理為下面的 12 項「閱讀教學要素」：

範疇 文本 讀者

文面 朗讀或默讀 詞彙（及語法）

圖式 瀏覽及分層次 提取已有知識

文章 文章結構 建立心象，想像文章中的世界

意思 概括文章重點 連繫文章內容與讀者生活經驗

世界 評價文章內容與形式 創造新知識

反思 就所讀提問 監控與修訂自己的閱讀過程和結果

閱讀在觀念上大抵可以分成兩大環節：我注六經，以及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指讀者要好好把握文本的內容，不刻意歪
曲原意，這是文本的一端；六經注我，指文本內容於我有何意義和價值，用我的眼光詮釋文章的意思，甚至無可避免地
誤讀，這是讀者的一端。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二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同時發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糾纏互滲，無法
實際分開。

六、七十年代之後的文學理論，特別是讀者反應理論 (reader response theory) 和解構批評 (deconstruction)，太強調六經注
我的一環，把錯讀 (wrong reading) 統統當成誤讀 (mis-reading)，是走進了另一極端，對於閱讀教學，既無裨益，甚至指向
了窮巷。

以上 12 項閱讀要素中，首 2 項為閱讀的條件；跟著的以下 5 項為理解的基礎；最後 5 項為理解的提昇。其中中間 5 項：

分層 (Clustering)  已有知識 (Activating prior knowedge)  結構 (Recogonizing text structure)  心象 (Elaboration)  概
括 (Summarizing)

可稱為「CARES」閱讀教學法，以方便記憶。
備註：本網頁資料，感謝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同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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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閱讀活動

沈惠芳/作家(前政大實小教師)

  一本童書，對大人來說，也許從頭到尾、從左到右、從上到下，都沒啥稀奇神秘之處，但是對孩子來說，可就不
一樣囉！在孩子閱讀一本書的過程中，快樂可以持續出現，疑問也可以不斷提出，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孩子和書本之
間漸漸美妙地結合了。
  閱讀經驗在孩子的生活中，其實佔有相當的份量，從經驗中培養出來的能力，也是孩子成長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閱讀的經驗和能力不僅能夠讓孩子學會如何去讀，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學會如何和別人分享自己的經
驗。
  既然閱讀活動和孩子有這麼密切的關係，那麼孩子可以在閱讀活動中獲得哪些成長呢？

一、熟悉字詞彙的正確用法，增加語文能力

  熟悉一本好書，可以讓孩子學習什麼是完整的架構、純熟的語言、以及文字和故事是如何自然形成互動關係的。
所以孩子可以藉由閱讀來熟悉字詞、語句的正確用法，增加語文能力。

二、強化認知能力

  什麼是認知能力呢？孩子在閱讀的時候，確實懂得每個字的涵義，進而了解整本內容是在說什麼，這就形成了認
知能力。在各種不同的學習領域中，孩子認知能力的強弱會影響學習，所以讓孩子多閱讀，對於認知能力的強化是有
很大幫助的。

三、增加知識，擴展經驗

  孩子藉著閱讀，可以增加知識，來與生活經驗串通。也可以擴展視野，了解不同的文化，透過中外童書的比較，
將會更加了解自己的文化與其他國家的文化，分享不同的文化經驗。

四、陶冶心性，促進情感反應

  童書裡的創意、趣味、知識、情感……，會讓孩子閱讀的時候，感到絲絲滿足和陣陣愉快。孩子在生理心理變化
發展期間，有時候會出現一些不安定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透過兒童讀物來掌握孩子的心理，可以讓孩子的情緒在書
中得到紓解與認同，進而陶冶心性，增進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流。
五、提昇對美的感受力
  作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像一位英國詩人所說的「借他們的眼睛給我們看」，我們「見」不著的，作者都見得著
且說出來了。於是經由閱讀，孩子的情感變得比較真摯、感覺變得比較敏銳、觀察變得比較深刻、想像變得比較豐
富。當孩子習慣以美感的態度去觀照事物的時候，美的感受力自然就會提昇了。

六、協助決定未來的人生態度和方向

  有人只因為讀了一本書，就一改過去懶散的習慣，奮發向上。有人因為一本書的啟示，一掃灰心失意而獲得新的
希望、新的勇氣。一本好書可以使孩子心智成長，知道生命的價值，進而決定人生的態度和方向。
  思想，看不見，摸不著。大人只要能發揮創意，像蜻蜓點水一樣，泛起陣陣漣漪，孩子就能從平凡的事物中引發
不平凡的奇思妙想。那麼師生或親子共讀時，該如何做呢？以下有幾點建議，提供大家參考：

在深究方面

啟發孩子的理解力，討論「為何作者要這樣創作？」「這樣寫的用意何在？」瞭解文中蘊含的情感或意義。
挑出關鍵字、詞、語句作為賞析重點，彰顯主旨。
探討分段的原因，討論段落長短不一的緣由，以瞭解段落的詳略。
解說內文的結構，釐清伏筆所在。如：為何這本書用「散列式結構」，那本書用「總分結構」？「三段式結構」
和「起承轉合結構」又出現在哪些書中？
培養聯想力，鼓勵孩子縱橫古今中外，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類比文中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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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讀方面

讀音要正確。聲母韻母要正確發音，在適切的地方，音要讀足。
真情能流露。揣摩文章中的情意，配合聲音的高、低、柔、剛、輕、重、大、小等技巧，做合宜的表達。
音色能變化。配合語句需要，將音色作調整或變化，以增添趣味或感人的效果。
音效能加入。為了營造美好的氣氛，可適時加入背景音樂，但以不干擾朗讀為主。
表現方式能多元。配合需要將獨誦、合誦、輪誦等不同方式變化呈現或錯綜運用。

  閱讀能帶給孩子什麼好處，人人看法不同，真正的答案還是在孩子自己心中。父母ˋ老師該做的只是營造溫馨的閱
讀環境，指出路來，然後安心期待孩子靠自己的力量，走進閱讀的世界。當然，當孩子沉浸在閱讀世界後，大人如果
不想一路追趕不及，停在路邊喘息埋怨。最好行動跟上腦袋，平日多閱讀，和孩子相處時，彼此觀摩閱讀的經驗，為
單調的生活，妝點華彩！

點閱: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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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幾乎每天都看得到自己喜歡的好書

基隆市七堵國小何貞慧教師

 
      年後不久，2010年國際書展熱鬧登場，適逢周休二日，會場外的書展免費捷運接駁車忙碌的接送
人潮，售票口不乏攜家帶眷、扶老攜幼，一同來參與這個書香的年度盛會。進入展場，處處可見穿
著輕便平底鞋、拖著買書用的行李箱的書展行家穿梭展場，不少讀者席地而坐在展場週邊的角落，
迫不及待閱讀起買來的新書，人人臉上悅讀悅樂的表情，很難讓人相信這是個2008年「國際教育成
就評量協會」（IEA）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中，閱讀能力排名落後的國家。
   
      根據資料顯示，我國學生為了興趣，「幾乎每天」閱讀課外書籍和報章雜誌的比例僅二四％，遠
低於國際平均的四○％，單項排名更是全球倒數第一。
  
      但是，為什麼在書展裡卻沒有一位沒有閱讀興趣的學生呢？

      我拿出一本剛買的新書，也跟大家ㄧ樣席地而坐，興趣盎然地翻開斐頁，展開閱讀，在這樣的
「閱讀氛圍」裡，我想起一個故事：窮人的小孩問媽媽說：「我書讀不好，是不是因為我們家
窮？」媽媽帶孩子去參觀富人的家以後，跟他的孩子說「我們家什麼都不缺，我們家只是沒有書，
走！我們去買書。」不是我們的學生不喜歡看書，而是他們不能「幾乎每天」都看到自己喜歡的好
書。
     
      如何讓學生「幾乎每天」都看到自己喜歡的好書？
      記得開小一班級家長會時，有位家長分享入學前她帶孩子逛校園時，孩子停在一間教室前，小臉
貼在透明玻璃窗上，眼光被教室裡圖書角吸引，喃喃說「我喜歡這個有繪本的屋子」。學生在幼稚
園就開始接觸圖畫多文字少的繪本，然後再藉由橋樑書，過渡到文字多圖畫少的少年小說。班級圖
書能依年段收藏適合該年級學生閱讀的書籍，老師能為學生挑選班級圖書，然而當經營班級圖書的
重責大任讓導師一肩扛起時，又無經費支援時，有些導師會尋求家長或社區支援募書，但是因為書
的來源不一，難以有效掌握書的品質、學生的適讀程度。因此在展場中我看到很多老師拖著行李箱

來爲學生選書，有的甚至是從離島來的，想爲學生帶回每ㄧ本好書的心意令人感佩。
      
      最近部分縣市政府也開始在推動「愛的書庫」活動，讓學生們的閱讀口味有多方面的選擇，把孩
子的閱讀胃口打開，均衡多元的閱讀，吸收閱讀的養分。胃口好的孩子，會長得頭好壯壯；唯有讓
學生「幾乎每天」都看得到自己喜歡的好書，才能提升我國學生為了興趣「幾乎每天」閱讀課外書
籍和報章雜誌的比例，進而讓閱讀成為終身學習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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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歡樂閱讀

基隆市東光國小王佩蘭校長

      閱讀是啟發思維，認識世界的最佳途徑。

      在本期的電子報的杏壇尖兵中，介紹本市獲得2010天下雜誌遴選之閱讀典範教師-中興國小劉逸
瑩老師，透過劉老師的專訪，讓我們體會到只要老師能用心引導，能讓孩子們快樂地在文本世界中
探索並歡心成長。

      東光國小甫獲得教育部99年度閱讀推動磐石學校獎之榮譽，在本期策略擂台中，專訪學校閱讀教
育推動的策略與特色，該校從閱讀環境的營造、學生角色的定位，到閱讀理解課程的發展均非常用
心，紮實地將閱讀的種子散播在學生的心中，值得與大家分享。       

      本期的閱讀專題轉載香港大學閱讀林偉業教授所提出之閱讀教學12項要素，提供教師閱讀教學的
新觀念。投入閱讀教學多年的沈惠芳老師在「不要小看閱讀活動」的文章中，談到閱讀對於學生語
文學習、心性啟迪，甚至是美學意識均有影響，提醒大家要重視閱讀教學活動。本市七堵國小何貞
慧老師有感而發，希望要讓學生每天都能看到好書，才能將閱讀成為學生終生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第二期電子報在大家的努力下順利出刊。基隆市閱讀電子報是屬於大家的，希望透過電子報的即
時訊息，激發大家對閱讀教學的重視與發展，讓閱讀教學與閱讀活動成為校園中快樂收穫的泉源。
 
      感謝本期撰稿及提供稿件的閱讀同好及編輯，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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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實施面向與策略架構圖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本文摘要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推動99年閱讀教育，以形塑閱讀氛圍，涵養閱讀文化為願景。透過語文輔導團、閱讀推動小組，結合資訊科技融入閱讀以及
創造力教育之方法，在學生、家長、教師與學校等四大面向上，推動全面性的閱讀教育。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現況

 

 
原始WORD圖檔繪製：劉珮君                 電腦JPG圖檔繪製：譚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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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辦理99年度教師研習系列活動-
「『閱讀揚寫作 蘊養柢文化』週三教師閱讀研習補助計畫」

中華民國99年6月25日 基府教學參字第0990063542號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本市獲補助核定學校：和平國小、中和國小、太平國小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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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教育部推動閱讀教育辦理99年度校內特色閱讀活動計畫」

中華民國99年6月23日 基府教學參字第0990160750號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本市獲補助核定學校：八斗國中、南榮國中、復興國小、太平國
小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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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閱讀動向

暑假作什麼? 美推動低收入家庭兒童暑假閱讀

國立教育資料館

 

暑假作什麼? 美推動低收入家庭兒童暑假閱讀

感謝國立教育資料館授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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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廖玉蕙說閱讀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廖玉蕙教授

『如何藉由齊聚一堂的閱讀，尋找出作品最多層次的意義—包括
生命處境的共鳴、生活意義的豐富，以及情操的提升，進而培養
海納百川的胸襟和容易看見美好的性情，是國文老師在課堂裡引

領學生入門的終極使命。』《文學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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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擁抱悅讀˙擁抱愛-東光國小閱讀推動方案

基隆市東光國小閱讀推動小組

本文摘要

  甫獲99年度教育部全國閱讀磐石獎的東光國小，自94學年度開始就致力於學校閱讀文化的
建立，從閱讀環境的建置、學生閱讀興趣的提升，到共讀及閱讀理解課程的開發，以全方位且
學生為主體的推動方案，讓悅讀的種子在親師生心中成長茁壯，以下就是東光國小推展閱讀教
育重點活動之系列報導。

擁抱悅讀˙擁抱愛-東光國小閱讀推動方案

森林故事屋、悅讀越快樂

  「在東光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在森林故事屋看書了，因為有森林裡
的小動物陪伴著我們」。為了營造優質的閱讀環境、讓孩子徜徉在書
海中，東光國小將圖書館重新整理規畫了一座森林故事屋，讓孩子猶
如身處綠意盎然的森林，享受閱讀的快樂。同時每週在故事屋中安排
義工媽媽說故事活動，讓小朋友在故事屋中放鬆自己的想像，優游在
故事中。

讓孩子成為閱讀推動的主角

  東光國小不僅規畫優質的圖書室，學校更將每個班級規畫為閱讀
世界。學校提供經費讓每間教室成立班級圖書角，由學生自己規畫劃
佈置、自己選書，並在班級中選出圖書角管理員，負責推動班級的閱
讀活動。從擁有不同設計氛圍的圖書角看到孩子的能力與多元，並透
過以孩子為閱讀主角的策略，提升孩子的閱讀動機。

 

 

讓閱讀在孩子學習的歷程不斷的出現

  讓閱讀的歷程不斷在孩子的學習歷程中出現，是東光國小提升學
生閱讀能力的重要策略。

  在閱讀融入的教學設計中，東光國小以「服務關懷」主題軸的概念，選擇閱讀文本及教學體驗
策略，透過教師融入教材的跨領域閱讀活動，讓孩子能培養「服務與關懷他人」的精神、態度與行
為，了解尊重他人與環境的意涵。例如：一年級的老師選擇以《新生鮮事多》，讓孩子以角色扮演
體驗溫柔安慰對關懷他人的重要；透過《我喜歡你》的繪本中，讓孩子體驗從說出我喜歡你及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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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中，感受喜歡他人的愉悅感受。二年級共讀《菲菲生氣了》，指
導孩子要學習情緒控制，並關心他人；「感恩有孝．感謝有您」的方
案中，讓孩子們體會母親懷孕過程的辛苦，學習如何表現自己的孝
順。三年級閱讀「綠池白鵝」的課文後，讓孩子在彼此讚美中分享真
摯的友誼；《青蛙和蟾蜍》及「我的海洋朋友」的方案中，讓孩子體
會朋友間互助合作的關懷。四年級共讀《沙灘上的琴聲》、《街道是
大家的》、《城市庭園》等群書，讓孩子寫下愛的服務宣言及進行社
區改造，實踐自己對於環境的關懷觀點；透過《小石佛》繪本的主

旨，孩子們學習如何在他人逆境中伸出援手，並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五年級「是批評開始的」方
案，讓孩子從故事中了解正向語言的重要性；「感恩心幸福」的方案，透過閱讀謝坤山的自傳及影
片欣賞，以一連串的身障體驗活動，讓孩子更了解自己擁有的幸福，及時時心存感恩，以正向思考
面對生活中的壓力及挫折。六年級「愛的行動力」方案，孩子們參訪基隆市身障中心，進行餵食體
驗等活動，並協助社區環境美化的改造工作。
  讓孩子透過閱讀的歷程擴展視野，擁有替代人生經驗的媒介，引導孩子進入文本認識自己與世
界，並於其中體驗人性的良善，進而成長茁壯。

思考判斷、閱讀大視野

  東光國小除了鼓勵學生大量閱讀外，對於如何加強學生閱讀理解的能力，也是學校發展的方
向。98年度本校閱讀教師團隊便以6年級為對象進行「以構圖配合閱讀理解提問策略」提升高年級學
生閱讀理解能力」之行動研究，研究團隊嘗試設計「以構圖配合閱讀理解動詞提問策略的教學設
計」以較複雜的長文本「神秘女王」為教材，針對高年級的學生進行研究。期盼透過行動反思修
正，了解教學設計的優缺點，並予以修正；並透過學生作品、問卷及訪談資料，了解上述教學設計
對於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成效。
  在研究中我們設計了「以構圖配
合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流程」，在教學
模式中看到教師可提問能引導學生深
度思考的理解動詞，並指導學生運用
構圖來進行思考。
  甫獲99年度教育部全國閱讀磐石
獎的東光國小，以全方位的方式建立
學校閱讀文化，從閱讀環境的建置、
學生閱讀興趣的提升，到共讀及閱讀
理解課程的開發，讓悅讀的種子在親
師生心中成長茁壯，並讓東光的孩子
們能浸潤在文本的世界中「擁抱悅讀˙
擁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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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童書變、變、變」—專訪中興國小劉逸瑩老師

榮獲98年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舉辦25縣市閱讀典範教師

基隆市東光國小陳湘玲教師採訪

本文摘要

劉老師認為閱讀對孩子有極深遠的影響，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就像坐在一位高大的巨人肩膀看世界；

知識的傳遞和接收，唯有廣泛的閱讀才能深入及展望未來。因此，協助孩子養成閱讀的習慣，將成為孩子一

生享用不盡的寶藏。

  基隆市中興國小劉逸瑩老師，在推廣本市的閱讀教育中，以繪本教學及電
子白板的教學媒體，來引導學生進入童書的世界，並以「童書變、變、變」方
案，榮獲98年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舉辦25縣市閱讀典範教師，肯定了劉老師閱
讀教育推廣的用心及特色。
  劉逸瑩老師畢業於台南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畢業後即回故鄉基隆任職至
今，將邁入第十年，目前擔任二年級導師。在結合中興國小以語文領域為主的
校本課程，及運用電子白板為教學媒體中，劉老師設計一系列閱讀行動研究的
課程，希望她自己對閱讀的喜愛，也能激發孩子們對閱讀的興趣。劉老師認為
閱讀對孩子有極深遠的影響，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就像坐在一位高大的巨人
肩膀看世界；而「世界是平的」每個人都是地球公民，面對知識的傳遞和接
收，唯有廣泛的閱讀才能深入及展望未來，我們的孩子才能立足台灣，胸懷世
界。李家同教授曾說過：「救語文能力，大量閱讀是妙方。」因此，協助孩子
養成閱讀的習慣，將成為孩子一生享用不盡的寶藏。此外，21世紀教育的主題
是學會關懷他人，並盡到自己的公民責任，而同伴間的友愛互助，將是兒童未
來人際交往所必備的品格之一。因此，她的教學活動設計結合多元的閱讀、品
格、環境和資訊教育，以繪本《花婆婆》為主軸，進行一系列的引導和活動，
期待以故事中蘊含的意義，來引發孩子的「美麗行動」，共同分享「讓世界更

美麗」的做法，讓孩子愛上閱讀、愛上知識，同時也了解自己具有讓世界更美麗的能力，進而體驗「施比受更有
福」的快樂。
  在活動中，孩子們除了以電子白板進行互動遊戲，習寫學習單，更將花婆婆至
世界旅行的情節與自己的生活經驗結合，進行旅遊長條書的製作。劉老師在提供她
運用電子白板教學的心得中表示，電子白板設計具有多感官的功能，依教學進行的
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設計與運用，實施的方式與地點也不一樣，當學生特別喜歡某
一主題時，上課會表現出高度興趣，連帶的也會影響其成果表現；但若將注意力過
度持續聚焦在電子白板上，對沒有使用電子白板的學習內容反而容易忽略。她認為
電子白板絕對是閱讀教學的好幫手，能讓孩子進行互動教學，但其限制是並非所有
課程都適用，例如種豆課程一定要讓孩子親自種豆，不斷觀察。總之，從課程觀來
出發，教師可利用電子白板豐富我們的教學，但也需注意課程適用與否，所以教師在做教學設計時，科目、對
象、時機、地點，都須列入考量，既要兼顧多元學習，也要維持學生在學習上的參與感。

  如同中興國小邱和德校長對逸瑩老師在閱讀典範教師徵選中的推薦及讚賞，表
示她是位時時期許自己能成為孩子生命中的伯樂，發現、欣賞孩子的優點，希望透
過閱讀打開他們的視野，引導他們發展出自己各種不同的可能，讓兒童從閱讀中學
習，在生活中學習，讓教室成為一個享受真善美經驗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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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布克斯島－閱讀之旅網站

國立教育資料館 閱讀資源網

基隆市太平國小鄧婷尹教師

本文摘要

        國立教育資料館布克斯島（Books Island）閱讀之旅網站是為全國家長、老師、學生精心設計的。網站
共分為八大部分，每一部份又分許多細項。分別是：一、書的結構；二、書的世界；三、書的奧秘；四、
快樂來閱讀；五、輕鬆選好書；六、遊戲學堂；七、家長教師園地；八、優良兒童圖書檢索。

我們可以善用網站，引領學生進入閱讀的世界。

  
    「快來和我們，一起遨遊布克斯島（Books Island）！」這是國立教育資料館為全國家長、老師、學生精心設
計的優質閱讀網站。在充滿童趣的卡通動畫裡，藉由兩位主角毛毛、雅雅引領所有瀏覽網站的朋友們展開閱讀
的旅程。
 
      網站共分為八大部分，每一部份又分許多細項。分別是：
一、書的結構：封面精靈、書背精靈、封底精靈、扉頁精靈、書名頁精靈、序言精靈、目次精靈、正文精靈、
版權頁精靈、附錄索引精靈等10項。透過FLASH動畫，來介紹一本書應該所包含的結構。
二、書的世界：分為故事王國、非故事王國、圖畫書王國、漫畫王國、工具書王國、網路王國等六個子項，區
分不同書籍的文本。並提供各子項屬性的優質圖書清單。
三、書的奧秘：則從開心來閱讀、打開智慧門、閱讀想像空間、故事中的道理、手腦並用，來介紹閱讀的樂
趣、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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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快樂來閱讀：從如何閱讀文章、如何閱讀寓言、如何閱讀童話這三大主題，來引領家長和學童熟悉閱讀不
同文本的策略。
五、輕鬆選好書：提出好書的氣質，來說明好書應具備的條件；也提供好書博覽會，從政府出版品、電子出版
品、十大優質兒童網站、兒童閱讀相關網站、圖書館、兒童書店、出版社、民間社團等八個面向，來提供優質
的閱讀書目。
六、遊戲學堂：透過輕鬆活潑、有趣引人的動畫，來針對網站的主題做一個簡單的測驗。更特別的是，過關
後，會提供一組過關密碼來登入小小畢卡索這個關卡，讓孩童繪製一幅漂亮的畫作當作獎品哦。
七、家長教師園地：在這個單元中，透過影片的觀賞介紹，讓老師瞭解指導學生如何閱讀的方法，也讓家長知
道陪著孩子一起閱讀的方法。
八、優良兒童圖書檢索：提供了作者、書名、關鍵字的檢索功能，從眾多優質圖書目錄中，找出適合孩子的圖
書類別以及信心、動機、努力、責任、主動、毅力、關懷、常識、專注、團隊合作以及解決問題等11種大能
力。
     
      我們可以在閱讀教學的過程中，透過這個網站的八大主題，一一引領學生進入閱讀的世界。

 
      網站：布克斯島－閱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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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訊息

創造力教育教師童話創作與指導成長營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創造力教育教師童話創作與指導成長營

一、辦理時間：99年8月18日（星期三）和8月19日（星期四）

二、研習地點：基隆市東光國小

三、研習大綱:
 
8月18日（星期三）
前言：閱讀與童話
1.孩子需要童話故事滋養
2.如何有道理的胡說八道？
童話故事寫作現場
1.童話故事的題材
2.童話故事的構思
3.童話故事的人物
4.童話故事的結構

8月19日（星期四）
童話故事教學現場
1.童話故事方便的來源─國語日報
2.運用童話故事握進行語文教學
童話故事寫作現場
1.談童話故事創意
2.談童話故事改寫

四、連結網址: 創造力教育教師童話創作與指導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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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延伸討論 增進幼兒理解力

2010-06-17

台灣立報游婉琪

 

     信誼基金會17日舉辦幼兒發展研討會，邀請哈佛教育研究院教授Catherine Snow來台，探討閱讀對於幼兒學習及
腦部發展的影響。.（圖文／郭晉瑋）

     【記者游婉琪台北報導】學齡前的幼兒該如何有效閱讀？除了需要具備「字詞辨識」及「聽力理解」技巧，哈
佛教育研究院教授凱瑟琳史諾（Catherine E. Snow）主張，學生在課堂上進行閱讀延伸討論，將能有效培養孩子的
理解力與思考力。     

      信誼基金會17日舉辦第6屆幼兒發展研討會，邀請哈佛教育研究院教授凱瑟琳史諾、史丹佛大學閱讀與學習研究
中心主任Dr. Brian A. Wandell進行閱讀對於幼兒學習及腦部發展研討。根據學者Hoover&Gough提出的「閱讀簡易觀
點（Simple view of reading）」，將閱讀分為「字詞辨識（word decoding）」及「聽力理解（listening
comprehension）」，凱瑟琳認為，增進閱讀理解能力卻遠超於此。     

      凱瑟琳表示，研究數據顯示，認字和聽力兩方面表現低於平均值的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相對落後。她說，美國
閱讀教育關心學生的字彙辨識能力時，忽略學生是否了解文章的意涵，觀察學生能否從書本內容推論、引申，具備
批判論述的能力。她舉例，閱讀報紙上同一篇社論，即使作者提供同樣資訊，不同的人卻有各自的觀點。真正的閱
讀不只理解每個字、每個段落所要表達的意思，更要將文章內容和轉化成自我觀點，但這是許多人欠缺的能力。針
對閱讀教育的不足，凱瑟琳提出補強策略。她指出，許多研究證實，當老師家長陪伴兒童閱讀時，可以和幼兒討論
主角為什麼這樣做、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事件過程的因果關係，透過「延伸討論（extended discussion）」刺激幼
兒提出觀點及複雜思考能力。     

      凱瑟琳建議，老師可將書本主題與幼兒生活經驗結合，介紹新的知識激發幼兒好奇心，或是設定一個切入點，
如潮間帶、雨林、都市交通等，增強幼兒的知識，讓幼兒有機會練習解決問題。她主張透過「協同學習
（collaborative learning）」，幫助孩子練習觀點取代，增加多重機會讓孩子使用累積的語彙。

感謝台灣立報授權本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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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會21日舉行網路閱讀
認證平台記者會，鼓勵各縣市老
師多加使用，九德國小訓導主任
黃智慧表示，透過網路認證可以
有效提高學童閱讀興趣。 （圖文
張泳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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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閱讀作業 網路認證搞定

2010-06-21

台灣立報游婉琪

   

    【記者游婉琪台北報導】暑假即將到來，老師們還在苦惱該怎麼
設計暑假作業嗎？台中縣九德國小教師架設網路閱讀認證平台「教
育生活家」，蒐集優良圖書推薦並建置題庫。全國教師會鼓勵各縣
市老師多加利用，以網路搶答取得認證方式，激發學生閱讀興趣。

      由台中縣九德國小發起的網路閱讀認證平台「教育生活家」，
結合各縣市共271名教師腦力激盪，目前已蒐集3,232本書目，建置
1,994本閱讀題庫。從民國97年10月上線至今，瀏覽人次突破10萬。

設計關卡 吸引突破

      九德國小總務主任吳孟勳表示，過去老師家長為了證實孩子認
真讀完一本書，選擇利用學習單、讀後心得方式，反而造成學生壓
力。網路閱讀認證平台透過孩子喜歡上網習慣，根據每本書籍內容
設計25題以上問答題。透過電腦隨機出題方式，學生必須在15道題
目中至少答對12題，才可取得認證。

      為了避免學生惡作劇亂猜題，網路閱讀認證平台也設有重考機制。學生第一次測驗未通過，可於
隔日重新作答；第二次測驗未通過，就得再等3天；到了第三次測驗還是沒過，系統會告訴學生，10
天後把書讀熟了再來填答。

      九德國小訓導主任黃智慧表示，學校為了鼓勵學生從小養成閱讀的好習慣，除了架設網路閱讀認
證平台，拉近和孩子的距離外，學校也特別選出1百本優良書籍，分別為中低年級每年20本、高年級
每年10本，預期6年後頒發「百閱獎章」給讀完1百本書的學生。

愛上閱讀 樂不思蜀

      活動推出至今第2年，黃智慧表示，已有89名學生獲頒百閱獎章，遠遠超出校方預期，圖書館每
月統計學生借閱量也跟著倍增，顯示結合網路平台與實體閱讀的績效。

      黃智慧舉例，其中一名去年剛畢業的學生黃凱愉，已經在網路平台上完成1,686本書籍認證，位居
網路認證平台第一位。黃智慧表示，黃凱愉的媽媽為了鼓勵孩子閱讀，經常拖著行李箱到各圖書館
借書，黃凱愉讀完後再將這些書籍轉借班上同學傳閱，形成班上一股閱讀風氣。

      黃智慧表示，曾有家長反應孩子們為了取得認證，晚上11點還掛在平台上不肯就寢。從過去家長
得苦口婆心叮齡孩子多看書，到現在變成要孩子別這麼晚還在看書，黃智慧開玩笑說，平台未來可
能有需要加設時間限制，以免影響孩子作息。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er-qi/xun-xi-kan-tai/yue-du-liao-wang-tai/yue-du-liao-wang-tai6/011006221.jpg?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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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8F%B0%E7%81%A3%E7%AB%8B%E5%A0%B1%E6%B8%B8%E5%A9%89%E7%90%AA


      吳孟勳表示，除了南投縣教育處、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的協助外，網路閱讀認證平台更鼓勵教師
們展現專業建置題庫，讓長久來靜靜躺在圖書館的萬本書籍活化起來。透過各校策略聯盟，合作推
出不同類型的書籍和題庫，改善孩子閱讀偏食現象。

      全教會秘書長李敏瑞表示，從學生晚上11點還掛在線上不肯睡，就能看出孩子發自內心的閱讀興
趣被激發，而非為了考試拿高分或完成作業。李敏瑞指出，和台北縣強推活化課程、把孩子關在教
室裡相比，不如透過類似方式引導孩子主動學習。

      「教育生活家」網址：www.teacher.com.tw，教師只需利用學校配發以「edu.tw」網域的電子郵
件，即可自行申請加入網路閱讀平台認證會員，參與建置認證題庫及管理學生閱讀。

 感謝台灣立報授權本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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