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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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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策略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誰來讀課外書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張子樟教授
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設計－應用QARs後設認知技巧 / 國立教育資料館

主編的話

改變孩子的一生從閱讀開始 / 基隆市深澳國小施奈良校長

各國閱讀動向

閱讀是全民運動 / 木馬文化

名人看閱讀

余秋雨看閱讀

策略擂臺

替學習打造一雙翅膀---深澳國小悅讀樂 / 基隆市深澳國小朱奕勳老師

杏壇尖兵

如果閱讀與學習就像玩遊戲--專訪深澳國小楊宗霖老師 / 基隆市深澳國小朱奕勳老師
遇見未來的推手--閱讀典範教師 / 親子天下網站

閱讀寶庫

讓孩子共享好書，樂在閱讀！--基隆市建德國小「愛的書庫」簡介 / 基隆市建德國小鄧詩展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簡介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報乎你知

教導大量閱讀的十項原則 / 台灣華語教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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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策略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閱讀策略

70 年代後，閱讀教學經常提及閱讀策略，運用閱讀策略成為最重要的閱讀能力，那麼，閱讀策略是
甚麼？

所謂「閱讀策略」

先從常識出發：

Cobuild 把「strategy」解釋為「是一個整體計畫或一套計畫，以圖達成某事」；《現代漢語辭典》
（修訂本，2000）對「策略」一詞的解釋則是「根據形勢的發展制定的行動方針」 。因此，策略一
詞的概念，大抵有以下特點：一、具有明確目的；二、具體行動的安排；三、行動隨情況的變化而
調整。

因此，顧名而思義，所謂閱讀策略，大抵指：為達到閱讀的目的，而實行的閱讀活動，這活動會隨
不同情況而有變化。閱讀的具體目的，雖然千差萬別，但一般而言，就是「明白所讀的內容」，因
此，閱讀策略大抵是：為了明白篇章或書籍的內容，讀者按不同情況而靈活實行的具體閱讀活動。

舉個例子，看書時當我看到一個不認識的詞彙，我感到這個詞彙是書中的關鍵，一旦跳過，便無法
把握書中的重點，於是我拿起辭典，查明這個詞彙的意義。這時，查辭典便是一項閱讀策略。

閱讀技能 vs 閱讀策略

那麼，閱讀研究學者怎樣說？

為了了解閱讀策略是甚麼，閱讀研究先了解閱讀策略不是甚麼－－也就是說，通過閱讀策略在哪些
方面有別於閱讀技能，來把握閱讀策略的本質。

 閱讀技能 (skill) 閱讀策略 (strategy)

Woods, 1980,
pp.59-86

Brown, 1980,
pp.453-481

其他在意識層面下的智性過程。

自動的、極快速的。

刻意、有意識的策略性干預。

有計劃的、解難的。

Paris, et al., 1991,
pp. 610-611

技能指自動的 (automatic) 資訊處理技
巧 (informatio-processing techniques)，
不論這技巧用於認讀字形的層次還是
在概括故事。

策略是為求達到某些特定目標而刻意
選擇的行動，一項剛學會的技能被有
意使用時便變成策略，同樣地，一項
策略會「沉潛」(go underground)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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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技能。......所以，策略是「經思
熟慮的技能」。

Dole, Duffy,
Roehler & Pearson,
1991, p.242

意圖 (Intentional)：技能或多或少是自
動程序 (automatic routines)。

認知複雜性 (Cognitive sophistication)：
技能傾向與低層次的思維及學習有關
聯。

彈性 (Flexibility)：至少在閱讀教育
中，在不同類型篇章中所運用的技
能，即使算不上死板，也是很一致
的。

覺識 (Awareness)：通過反複練習和操
練，讀者會自動運用所學技能於任何
閱讀的篇章中。運用這些技能與意圖
和意識無關，運用它們是自動而且無
意識的。

意圖 (Intentional)：策略強調在讀者控
制下有意圖以及刻意的計劃。良好讀
者決定運用哪些策略，何時運用，至
怎樣運用到特定的篇章之中。

認知複雜性 (Cognitive sophistication)：
策略強調推理 (reasoning)。讀者從篇
章中在建構和重新建構意義的生成過
程中，運用推理和批判思維能力。

彈性 (Flexibility)：策略本質地富有彈
性，可以隨時改變 (adaptable)。讀者
因應不同類型的篇章和不同目的而修
改策略。

覺識 (Awareness)：策略是一種後設覺
識 (metacognitive awareness)。讀者在
閱讀期間能反省他們所做的是甚麼
事，他們覺察到究竟他們明白還是不
明白，這種覺識通常導致調整
(regulation) 和修正(repair)。

Urquhart & Weir,
1998, p.98

技能是自動化 (automatised) 而且主要
是潛意識地 (subconsciously) 運作的能
力 (ability)。

策略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實行的有意識
的程序 (conscious procedure)。

Almasi, 2003, p.4 技能是自動實行和無意識地應用的。
策略是刻意選擇、展布、監控計劃以
達到目的的認知過程。

Block, 2004, p.74

技能可以定義為兒童能夠或者不能夠
想到或做到的任何事。你可以要求兒
童劃下主旨，這是一種技能，因為學
生可以簡單地問：某句是還是不是他
們心目中最重要的句子，而且，他們
或者正確地劃下主旨句，或者錯劃。

然而，策略則可以定義為心理過程中
的狀態，而不是能做到或者不能做到
的任何事。例如，解碼 (decoding) 和
理解 (comprehension) 策略是建構意義
(making meaning) 過程中所用到的工
具。

「自動」（或「無意」）和「自覺」（或「有意」），似乎是區分技能與策略的關鍵。

閱讀策略舉隅

告訴我，具體而言，閱讀策略指些甚麼東西？

1. EMB

2. 蕭炳基、蘇月華、余婉儀、文英玲

3. Brown, A.L.

4. Davies, F.

5. Grabe, W., Stoller, F.L.

6. Keene, E.O., Zimmermann, S., Hutchins, C.

7. Paris, S.G. 等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EMB.htm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SS.htm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Brown.htm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Davies.htm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Grabe.htm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Keene.htm


8. Pearson, D. 等

9. Pressley, M. 等

10. National Reading Panel Report

何謂「閱讀策略」

70 年代開始，閱讀研究與閱讀教育漸漸從細究「技能」(skill) 轉向強調「策略」(strategy)。然而，何
謂閱讀策略？卻往往說不準。要準一個概念，一般可以有三個方法：（一）枚舉法－－列舉概念的
外延，即具體的事例；（二）比較法－－與類似概念互相比較，從其中的分別把握所要了解的概
念；（三）定義法－－定義概念的內涵。

閱讀策略難說得準，因為不論枚舉、比較，還是定義，都遇到困難。

1. 不同學者或語文工作者，所列舉的閱讀策略，有很大分別；即使同一學者或語文工作者，在不同
場合所列舉的閱讀策略，也常常不同。具體例子，參見閱讀策略舉隅。

2. 為了說明清楚何謂閱讀策略，學者往往比較閱讀能力和閱讀策略的分別，以突出閱讀策略不是甚
麼，參見閱讀技能 vs 閱讀策略。問題是，閱讀技能和閱讀策略不論在概念上還是在實例上其實不易
區分 (Alderson, 2000; Grabe & Stoller, 2002)：

 閱讀技能 (skill) 閱讀策略 (strategy)

Alderson, 2000   

Grabe & Stoller,
2002, p.15

技能表示語言處理能力 (linguistic
processing abilities)，例如字詞認讀、
句子處理。在大部份教育心理的討論
中，技能常被視為以目標為本的課業
(goal-based tasks)，漸漸習得，並最終
自動化的學習成果 (learning
outcome)。

策略經常定義為在讀者有意識的控制
下的一組能力 (set of abilities)，雖然這
普及定義不一定準確。許多被界定為
策略的能力，對流利讀者 (fluent
reader) 來說是比較自動化的，例如跳
過不認識的詞語、重讀以重新建構篇
章意義。所以，技能與策略的分別並
不是很明確的，因為這正是閱讀的本
質所在，而不是定義的問題。

閱讀研究本來一心要建構「閱讀技能－－閱讀策略」的二元對立，通過把閱讀技能邊緣化來確立閱
讀策略的中心位置，可是後來發現，閱讀策略閱讀技能之間的界線游移不定，閱讀技能 vs 閱讀策略
的二分不免被「解構」(deconstructed) 了。

3. 閱讀策略還經常與其他思維、推理、認知、學習，或提昇動機策略在概念上和具體方法上重疊
(Paris, et al., 1991)。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是，SQ3R 本是學習策略，但也有被視作閱讀策略（如
EMB）。

4. 既然枚舉法不行，比較法又不易，因此，閱讀策略難以定義 (Urquhart & Weir, 1998)。

定義

雖然閱讀策略幾乎人言人殊，似乎無法把捉；但是，為方便說明，這裡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
閱讀策略下一個粗略的定義，這個定義只為指出閱讀策略這一概念的方向，切勿把指月的手指當成
月亮本身。

定義：閱讀策略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為達到閱讀目的而自覺運用的認知活動和方法；以別於已

內化了的自動操作的閱讀技能。

以上定義有以下元素：（一）目的；（二）具體可行方法；（三）可變的；（四）自覺的；（五）
可內化成自動的。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NRPR.htm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htm#eg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htm#diff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theory/strategyEMB.htm


這裡沿用了 Alderson (2000) 和 Paris, et al. (1991) 有關閱讀策略的觀念：閱讀技能與閱讀策略的界線
其實並不固定，甚至在外延上完全重疊。同一項在閱讀過程中出現的認知活動和方法（例如把握篇
章的組織，見閱讀策略舉隅），對於不同讀者、或不同時間、或不同篇章，或不同目的，可以被視
為閱讀技能，或者閱讀策略，二者在內涵上最關鍵的分別，在於該項認知活動和方法，是讀者自動
的操作，還是自覺地運用。

因此，一些看似矛盾的閱讀活動，例如重讀 (reread) 與跳讀 (skip) 同樣是閱讀策略；有時，一些閱讀
活動，一般連閱讀技能都稱不上，但卻在某些情境下成為閱讀策略，例如暫時放棄閱讀 (reject
text)；甚至，某些被視為不良閱讀習慣的活動，可以是很必要的閱讀策略，例如「回讀」(regressive
eye movement)。

也因此，閱讀策略只能例舉，而不能窮舉。

雖然如此，然而，就像任何只能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 (Wittgenstein, 1978) 說明的概
念一樣，某些閱讀能力較能代表閱讀策略的核心概念，另一些閱讀能力則較能代表閱讀技能的核心
概念。閱讀策略的典型例子是「閱讀監控」(reading monitoring) 以及以閱讀監控為基礎的調整和修訂
閱讀過程的「修正」(fix-up) 活動，而字詞辨認則是閱讀技能的典型。說是「典型」，因為對於還在
學習的幼兒、或者學習外語的成人來說，字詞辨認常是十分自覺的活動；某個專家閱讀一份有關自
己專業的文章，閱讀監控又往往成為不須刻意的自動化的技能了，但這些例子究非最典型的情況。

較典型的閱讀策略例子，可以參考 National Reading Panel Report 的後設分析 (meta analysis) 結果。

啟示

閱讀技能與閱讀策略的分界模糊又不定，但對閱讀教師有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因為教師語文能力水
平自然不低，很多閱讀能力早已內化成為自動的操作，相反，所教的學生或者正在學習閱讀，或者
是「掙扎中的讀者」(struggling reader)，許多閱讀能力對他們來說還未內化，因此，教師和學生對於
閱讀能力的視界完全不同，一個是火星，一個是水星，結果是教師往往看不到學生對學習閱讀能力
的所需和困難。

 
備註：本網頁資料，感謝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同意引用

點閱:210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誰來讀課外書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張子樟教授
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設計－應用QARs後設認知技巧 / 國立教育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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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讀課外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張子樟教授

圖像與文字

 
     近半世紀科技的突飛猛進與社會的快速變遷，改變了世人的閱讀習慣，印刷媒介逐漸失寵，電子媒介取
而代之。然而在孩子的學習過程中，印刷媒介依然為主要教具，電子媒介只是用來輔助印刷媒介教學的。
但由於具象的圖像四處氾濫，放眼望去，盡是圖像。任何人、事、物均可圖像化，導致所有兒童文學的文
類都可以用圖像呈現。孩子在學習階段中，許多時間都活在圖像世界裡，幾乎忽略了抽象文字的存在。
     相較之下，抽象文字閱讀之被排斥得歸因於它的種種缺點：近乎呆板乏味；需要長期思考積澱；趣味性
絕對比不上幽默誇張、強調動作的漫畫與動畫，以及聲光色俱全的電視、電影和電腦遊戲。圖像則充滿了
魅力，孩子可以欣賞童書的圖案之美，其中又以插圖與種類之美最具吸引力。孩子可學習如何欣賞線條、
色彩、色度、大小、形狀、幽默，以及了解看圖說故事的特性等等。
     但即使圖像比文字更具吸引力，我們也得讓家長與孩子瞭解，在人生漫長的學習歷程中，抽象的文字遠
比具象的圖像重要。孩子總得上國中、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這些學習階段全部要仰賴抽象的文字來
構思與呈現，圖像只佔極小部分(以圖像為主要展現器具的例外，如美工、美術、傳播等科系)。就學子的
終生學習而言，繪本並非萬能，而且似乎稍嫌不足。繪本同樣具有激發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功能，但與文字
的功能層次不同，特別是在邏輯分析思考能力方面可能言之有物嗎？身為領航者，我們要好好思考在這重
大的希望工程裡，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來架座橋

     我們擔任的重大工程是：如何在具象的圖像與抽象的文字之間架橋。我們應該先選取文字較多、內容較
深的繪本來輔助教學，可以用精簡的文字撰寫趣味性較高的故事，來吸引孩子回到文字世界。我們也可採
用溯源方式來提昇自我的文學程度，例如使用《封神榜》這本繪本，可帶孩子先閱讀原書關於哪吒的那些
章回，再回來對照繪本裡的圖像與改寫的文字，讓孩子領略原典的文字之美。
     如果就純文字的學習來說，可選用的文類包括寓言、童詩、童話、兒童散文與少年小說等。孩子讀圖多
字少的繪本習慣了，要他們一下子就進入四五萬字的少年小說裡，有點近乎苛求，所以要循序漸進，先從
文字較少的寓言、民間故事、童詩、童話、兒童散文開始，然後再加重分量，少年小說擺在最後。如果面
對的是一群長年活在圖像世界裡的孩子，說不定還得使用圖像減少，文字增多的「橋樑書」。我們也因此
可以試擬一種學習順序：先繪本，再橋樑書，然後抽象文字的書寫媒介。但不論那種文類，內容都得以
「趣味」掛帥。也許老師與家長都會納悶，當年也沒讀過繪本與橋樑書，還不是活得好好的。不要忘記，
我們未來的主人翁是活在圖像世界裡的新世代。在我們瞭解這件希望工程的急迫性與重要性之後，身為領
航者應該做什麼？我們不能一味要求孩子讀書，自己卻從來不去碰觸課外讀物。領航者自己不先養成大量
閱讀的習慣，那就沒資格去要求莘莘學子多讀課外書，來充實自己。這點值得大家來深思一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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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設計－應用QARs後設認知技巧

國立教育資料館

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設計－應用QARs後設認知技巧

感謝國立教育資料館授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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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改變孩子的一生從閱讀開始

基隆市深澳國小施奈良校長

改變孩子的一生從閱讀開始

身處資訊爆炸時代，閱讀力等於學習力也是未來競爭力。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簡稱IEA〉主導的促進國際
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簡稱PIRLS〉臺灣學生的閱讀表現，
46個參與國家中名列第22，閱讀深度上，仍停留在字面或文章表面的層次，高層次的思考能力明顯
落後；學生在校外為了興趣而每天閱讀的比例是全球最低的。這樣結果引起社會普遍關注；針對
PIRLS對閱讀素養下的定義，值得我們檢核教育場域--讓我們的孩子擁有多少的閱讀能力？是否足以
因應未來的競爭與挑戰？誠如洪蘭教授題提到「建立閱讀習慣，培育未來公民」，此為身為教育工
作者的使命。

提昇孩子的閱讀素養有五項：一、能理解並運用書寫語言的能力；二、孩子能從各種文章中建
構出意義來；三、能從閱讀中學習新的事物；四、能參與學校及生活中閱讀社群的活動；五、孩子
能經由閱讀獲得樂趣。掌握以上要項以開啟孩子的閱讀之門。因此，透過「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
報」，提供知識交流的平台，在閱讀教學策略、經驗分享上有更多火花點燃，使許多用心教育、默
默付出的人能藉由此平台共同為孩子的閱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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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閱讀動向

閱讀是全民運動

木馬文化

本文摘要

澳洲，一個在廿世紀末開啟迎接新世紀挑戰，培養具八大核心關鍵能力公民的教育改革國度，她是
如何推動全民閱讀運動？底下這篇報導，值得借鏡。

     二○○六年，澳洲統計局公布一份針對十五歲以上澳洲人所做的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有高達六二％的
澳洲人，把閱讀當作他們最喜歡的活動，不是衝浪，不是高爾夫，也不是品酒。其中，閱讀次數最頻繁
的年紀，竟然是集中在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的人。 

     二○一○年一月，澳洲的《澳大利亞日報》（The Australian）報導了一則新聞，該新聞指出，儘管現在
社會科技發達，網路科技造成許多國家的出版業不堪虧損，紛紛轉型或倒閉，但是在澳大利亞，書籍的
銷售量卻仍然持續逆勢攀升。該新聞指出，根據一份針對澳洲書籍產業的研究報告，未來兩年，澳洲書
籍產業的銷售收益，仍然會以每年八％的成長速度提升。澳洲人平均每人每年買十本書，為澳洲書商創
造出每年澳幣十七億元（約合新台幣四百五十億元）以上的收入。請注意，這個數字是收益，而不是市
場規模。

     澳洲人閱讀風氣的引導，除了有賴於早期西方教育裡對於閱讀的重視與訓練，澳洲政府與民間機構的
合作與帶動是相當大的推手。 

     一九九八年，為了增加澳洲全民的讀寫與數學能力，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聯合推動「國家讀寫與數學
計畫」，政府編列澳幣三十七億元預算，逐年撥給各州政府與各級學校，優先做為各學校購買閱讀書籍
與培訓老師專業教學能力之用。

     此外，每年的八、九月，澳洲政府會提供獎金，由民間團體主辦「國家文理週」，在當週中選定一日
為「國家閱讀日」，由澳洲語言教育者公會（ALEA）聯合澳洲英語教學協會（AATE）設計活動，鼓勵
教師群帶領學生們參與。 

     此外，不能只照顧孩子，卻偏廢了成年人的權益與輔導。為了貫徹終身學習的理念及加強成人讀寫的
訓練，澳洲政府與「福利部門」合作，發展「語言，讀寫與數學計畫」，提供十五歲以上六十四歲以下
的成年人免費的相關課程訓練，增加閱讀、寫作、與數字的職場能力。（本文摘錄自第二章）

書名：沒有教科書

作者：Sharon Lee、Jeremy Hsu

出版日期：2010/07/02

出版社：木馬文化

備註：感謝木馬文化授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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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余秋雨看閱讀

「閱讀是自己生命的擴大，為自己的人格打下寬廣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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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替學習打造一雙翅膀---深澳國小悅讀樂

基隆市深澳國小朱奕勳老師

本文摘要

     深澳國小遷校之前，是個依山而建的小學校，空間不足而無圖書室，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是如何推動閱讀？如何從無
到有建立圖書室？遷校後對於學校未來的閱讀規劃又有什麼不一樣的部分？圖書室又有什麼特別的想法理念？今天，就讓
我們來一探究竟！

     來到位於山坡上的深澳國小，最先映入眼簾的便是寬大的走廊、操場及草原，學生一天學習的開始，便是在這麼開闊的環
境中展開，如果還認為早自習時間是學生發呆、老師改作業的時候，那可就錯了。有的老師在前面導讀繪本，下面的學生聽的
津津有味，跟隨繪本中的情節心情上下起伏；有的老師布置了很舒服又漂亮的圖書角，並準備了很多書讓孩子自由舒適的閱
讀；也有老師與學生共同閱讀報紙，分享當天新聞的點點滴滴，並探討新聞的內容；更有老師在閱讀網路新聞之餘，還教學生
利用心智圖整理新聞重點來思考與討論。這麼多采多姿又多樣化的課程與活動，正展現了深澳國小從新出發的多元與活力。

  

『遷校前的深澳』

     深澳國小的舊校區位於深澳坑路旁，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學校，校地十分的狹小破碎，而且校舍又很老舊，因此教室數量不
足，沒有專科教室，更別說是圖書室了，也因此書籍採「放置於各班級」的方式來處理，讓老師可以利用班級的圖書進行課程
上的運用，同時也讓學生利用學校的空白時間進行閱讀，不過這樣的權宜作法也使得學生的閱讀材料受限於班上圖書，不但較
少也缺乏變化，後來經由現任校長施奈良校長的大力支持下，規劃了一個二間教室大小的區域為圖書室，開始從頭建立圖書室
的艱辛歷程；為了讓學校的學生們了解圖書室建立的辛苦，並藉由親手整理讓他們親近書籍、愛上閱讀，所以除了學校的圖書
室負責老師外，還徵求了學生志工加入建置整理的行列，建置完成後，也讓學生志工實際參與圖書室的運作，培養他們成為閱
讀的小種子，期盼能將閱讀的習慣與樂趣藉由這些小志工們發散到全校各班。

『遷校後的深澳』

     深澳國小於九十八年九月正式遷至新校區，為了更強化圖書室與深澳坑地區的結合，於是將圖書室的位置規劃在前棟的一
樓，方便社區民眾前來圖書室閱覽或借書，不過由於剛遷校，所有事情都百廢待舉，除了書籍重新編目及補齊資料外，加上圖
書室的書架直至九十九年的二月才設置好，因此圖書室直至九十九年的四月底才正式完成開放。在這期間，雖然較不方便使用
圖書室，但在各班老師的努力之下，發展出一些多元且特別的閱讀活動；不但運用書籍繪本的閱讀融入各項課程及議題，也利
用各種閱讀存摺來記錄學生的閱讀歷程，同時運用報紙的文本素材來培養學生的國際觀及人文關懷。

     閱讀是相當個人化的一個活動，因此在學生開始閱讀時，並沒有告訴他們要看什麼書、沒有指定一定要看的書、也沒有限
定只能看什麼書，讓學生自己選擇要看的書，進行大量的閱讀，教師只是在一旁推薦好看的書，或是跟學生聊一聊看的書，了
解他們看書的方法與習慣，從而引導他們會談論書籍、判斷書籍是否適合自己的「胃口」；因此老師們運用學生彼此討論書籍
來取代傳統的「正確答案學習單」，運用簡單的閱讀存摺來記錄他們的閱讀歷程與習慣，讓他們自己從這些閱讀歷程中慢慢找
尋到適合自己的閱讀步調與材料，「我們要培養的是一個主動閱讀的終身讀者，而不是只會看書找答案的查詢者」，這正是深
澳國小一直以來秉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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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深澳國小的老師們也順應現代的潮流，並不拘泥於閱讀紙本，較高年級的班級，除了大量閱讀紙本書籍外，同時也引
進了報紙以及數位資訊的閱讀。報紙的閱讀著重在於新聞的閱讀與解析，與其他操作報紙學生投稿作品的讀報不同，教師會解
析新聞報導的結構，並引導學生討論新聞寫作與作文日記的不同處，進而讓學生可以就新聞內容進行討論。數位資訊的閱讀則
定位在於網路資訊的獲得與解析，因此教師們除了指導學生如何搜尋資料外，還會提示學生如何正確閱讀網路的資訊，如何在
這麼多的資訊中找到需要的部份。現在的閱讀很強調閱讀理解策略，但閱讀不僅僅只是閱讀理解的策略，同時也是學生學習如
何解決遇到難題的舞台之一，因此深澳國小的閱讀相當強調「學以致用」，利用閱讀及課堂上學習到的知識技能，來解決學習
或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同時也運用學習或生活上的問題來讓他們主動閱讀與學習，回歸到閱讀的基本面。當然這些問題一定
要夠吸引學生主動去探索，因此在這方面採用的方法是主題探索學習(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以學生感興趣的主題為主
軸，運用遊戲的方式設計任務目標與流程，讓學生「主動」探索學習與閱讀。 

『深澳一甲子』

     明年不但是建國一百年，同時也是深澳國小建校六十年，再加上剛遷校至新校地，因此一群參與過遷校艱辛歷程的六年級
學生，便想在這新舊交接的過程中，為學校留下一個紀錄。因此他們利用寒假時間至圖書室查閱資料，至校史室閱覽舊有資料
及校刊，到網路閱讀篩選深澳坑地區相關資料，並訪問當地耆老，從多個面向來「閱讀」深澳，並利用數位敘事(DST, Digital
story-telling)，以網頁方式呈現他們閱讀理解後的所有資訊；最後以這個網頁作品參加教育部所舉辦的「2010台灣學校網界博
覽會」，入選國小組地方企業組織專題研究類全國前十名的決賽，雖然最後並未獲得前六名，但從架構、資料選擇與吸收，到
製作出整個網頁，都是由學生們自己運用課堂所學完成的，相信對學生來說，是一次相當難忘且獲益良多的回憶。

『畢業旅行景點調查隊』

     畢業旅行是每個國小學生相當重視的一次旅行，但每次都是由老師們決定去哪邊，是否有可能讓學生自己決定這趟難忘的
旅程所要去的地方？因此深澳國小的四年級老師便與五年級老師共同進行協同教學，先讓五年級學生了解景點的意義，並提示
搜索的方法與資料的判讀後，以主題探索教學的方式，讓各組學生利用圖書室、電腦網路來收集景點的完整資訊，再利用數位
敘事製作成簡報，搭配簡報學生的口語表達，進行一場「畢業旅行景點推銷說明會」，最後由在場的五年級學生及校長、主任
與導師投票選出最受歡迎的三個景點，以這三個景點為基礎規畫畢業旅行的行程；下學期，就要讓學生製作屬於他們自己的畢
業旅行手冊，從閱讀到學以致用。

『小小記者採訪』

     讀報是學校教師常常使用的一種閱讀活動，但通常都是以回答問題、學習單或表演的形式來評量，有時會模糊了讀報的焦
點在什麼地方。因此四年級的老師便替班上學生訂閱國語日報，先讓學生每日讀報，接著便將重點聚焦於新聞報導，讓學生了
解新聞報導的架構，並思考與討論新聞報導為什麼會這樣寫、為什麼會訂這樣的標題；這樣不但讓學生可以學習到用不同的觀
點來看同一件事物，並能包容各式各樣多元的觀點，同時也知道新聞報導與普通的作文究竟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最後再讓學
生實地當個記者，以猴硐為報導目標，讓學生體驗實地取材與採訪、實地攝影，並以孩子的觀點寫出一篇篇的侯硐旅遊報導，
當個小小記者來進行採訪報導。

『分享，讓知識更有價值』

     圖書室是校內閱讀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圖書室開始營運後，重點就擺在充實藏書量，除了充實藏書量外，圖書室同時也
會運用一些活動與方法，來讓閱讀習慣潛移默化至學生心中。這一年來，圖書室除了配合節慶與校內活動進行相關主題閱讀活
動外，也在校內轉角處設置「小書蟲書角」，讓學習環境到處充滿書香，同時也招募家長及學生志工，共同為將來圖書室的目
標與活動做好基礎準備。未來深澳國小圖書室的目標與活動規劃將會以「分享」為概念，利用QR二維條碼結合教育部建置借
還書系統中的讀書心得，借閱的學生可以透過QR碼連結這本書的閱讀心得，讓圖書室的書籍可以連結成一個全校性的閱讀心
得共享群落；也會與學務組合作，利用中午的廣播時間，與全校師生分享「每週一書」；同時還與學校的資訊老師合作，以知
識分享為概念，設置深澳國小的Wiki百科全書，由全校師生共同編篡屬於深澳坑地區的Wiki百科，讓學生能夠了解，囤積知識
只會減少曝光度，降低影響力，唯有經由分享，才會更加流通茁壯，而讓知識更有價值。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san-qi-cao-gao-shen-ao-guo-xiao-lun-zhi-zhu-bian/ce-e-lei-tai/201001278088.jpg?attredirects=0


『學習的一雙翅膀』

     深澳國小一直以培養主動閱讀的終身讀者為目標，除了摒棄傳統的學習單書寫與紀錄，改以對話與紀錄閱讀習慣之外，未
來還會運用主題探索學習及圖書室的活動，讓學生了解終身閱讀的意義不僅是閱讀而已，並把閱讀過程中所內藏的知識運用到
學習與日常生活，讓閱讀不再只是看書，而是可以幫助學習的娛樂與休閒活動，讓閱讀成為學生學習的一雙翅膀，往更寬廣的
未來高飛振翅。

延伸閱讀：

深澳國小圖書資訊學習中心粉絲專頁：http://www.facebook.com/pages/ji-long-shi-shen-ao-guo-xiao-tu-shu-zi-xun-xue-xi-zhong-
xin/110822585620262

『深澳一甲子』網界博覽會作品：http://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0/klshenao/narrative.htm

『畢業旅行景點調查隊』閱讀課程共享平台：http://sites.google.com/a/saps.kl.edu.tw/501/

『小小記者採訪』閱讀課程共享平台：http://sites.google.com/a/saps.kl.edu.tw/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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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閱讀與學習就像玩遊戲--專訪深澳國小楊宗霖老師

基隆市深澳國小朱奕勳老師

本文摘要

     什麼是資訊素養？資訊素養跟閱讀又有什麼關係？玩遊戲也可以閱讀和學習？不要懷疑，這
些並不是腦筋急轉彎的題目，在基隆市的基層教師中，已經有老師正在默默地耕耘這些尚未完
全開發的「藍海」。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好奇嗎？走，讓我們到深澳國小去看看！

     一走進深澳國小五年一班的教室，馬上就可以看到教室後面寬大的圖書區，有些學生聚集在那
邊，十分熱烈的討論從哪本書中可以找到他們要的資料；再往窗戶邊走幾步，樂高積木正以飛快的
速度疊成好幾個英文字母；旁邊的桌子被併起來，幾個學生正絞盡腦汁玩遊戲王卡；遠方黑板旁的
資訊區，學生們正在激烈的討論該用什麼關鍵字查到他們等下會用到的資料，而旁邊的小男生，正
認真的用電腦上傳他剛做好的畢業旅行景點介紹簡報。這就是五年一班導師楊宗霖老師所營造出來
的自主閱讀學習空間。

『閱讀，就是獲取知識的方法』

     戴著細框方形眼鏡，略帶靦腆的楊宗霖老師，大學就讀於台南師範學院(現改制為台南大學)初等
教育學系，畢業後分發至基隆市深澳國小服務，至今已滿七年。說起閱讀，楊老師覺得閱讀這件事
是孩子很自然的天賦本能，特別強調其實有些奇怪，似乎這是要特別教導的特殊才能；孩子天生就
有探求未知知識的本能，以閱讀來獲取知識是再自然也不過的，老師要做的，就是擔任學生與知識
間的橋樑，找出學生的需求，設計解決方案，激發他們的動機，引導他們方向，從旁協助他們，並
給予他們環境和設備去探索。
 
     『書本，是傳遞知識的其中一種媒介與載體』也因為如此，楊老師十分強調動機，只要學生的動
機夠強烈，不需要老師從中介入與強迫，學生自然就會去閱讀資料、尋找資料，由被動的接收知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B7%B1%E6%BE%B3%E5%9C%8B%E5%B0%8F%E6%9C%B1%E5%A5%95%E5%8B%B3%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san-qi-cao-gao-shen-ao-guo-xiao-lun-zhi-zhu-bian/xing-tan-jian-bing/4546036424_fc4cf6f7fd_b.jpg?attredirects=0


識，到主動的探求知識。以前的口耳相傳，或是後來的壁畫、竹簡、絲綢，到現在的書本、網路、
影片，甚至於是最近火紅的電子書，其實都是屬於傳遞知識的媒介與載體，而現在的孩子一出生就
是個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大部分都是由新興的資訊管道來獲取資訊，這已經是無法抵擋的潮
流，與其將之視為毒蛇猛獸而一再制止，不如教他們正確的使用方式、正確的搜尋、檢索與整理資
料方法，再利用這些策略回歸到書本的閱讀，這就是資訊素養。現代資訊與閱讀，並不互相衝突，
而是相輔相成的，就如同這份電子報一樣。
 

『解決問題的能力』

     楊老師將閱讀課程內容目標定位為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同於其他以文本為主的閱讀理解策略，
「其實閱讀理解策略也是用來解決閱讀時所遇到的問題」，楊老師如此認為。因此在設計閱讀課程
架構時，楊老師採用的是融入情境的主題式探索(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利用情境以一個主題
來引起孩子興趣，讓他們願意主動去探索。今年六月，楊老師進行了一個以猴硐為情境的主題式探
索，目的是讓學生完成一本猴硐的旅遊指南書；以全班至猴硐班遊為情境，藉著循序漸進的任務步
驟，除了讓老師從旁協助引導學生方向外，更讓學生有完成任務的成就感；藉著這個活動，學生不
但學會如何從浩瀚的網路資訊中汲取需要的部分並整理外，也利用圖書室來查詢猴硐的資料，對猴
硐背景與興衰更加了解，學生也運用心智圖整理發展自己閱讀資料的策略。除此之外，學生們還有
額外的收穫，藉由這些活動以及楊老師自己設計的資訊素養課程－防止網路沉迷，有許多回家沒事
就上網看電視的學生，現在都把一半的時間用來閱讀活動主題所延伸的書籍，或是自己發展這些活
動的後續成果，學生的潛力真是令人驚豔。

『分享，讓知識更有力量』

     人類的進步來自於知識的分享，學習也是，因此楊老師相當注重學生的彼此分享。猴硐的主題式
探索課程期間，利用Google的協作平台建立了一個閱讀課程的共享平台，班上各組學生有什麼資料
要分享的，或是做好的作品，就會直接放到協作平台，同時也能讓大家觀摩其他組的作品，彼此互
相激盪；課程最後，也請每個學生製作一本猴硐的旅遊指南書，除了可以讓學生有自製書籍的成就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san-qi-cao-gao-shen-ao-guo-xiao-lun-zhi-zhu-bian/xing-tan-jian-bing/4701816093_10b1b78fb3_b.jpg?attredirects=0


感外，也能藉由手工書的分享，達到知識共享的目的，共同分享內容與製作的技巧。  

『堅持，完成你的夢想』

     兼任資訊教師的楊老師，一直以來都相當致力於資訊融入教材與閱讀，除了獲得基隆市多媒體教
材競賽的佳作與入選外，去年還與畢業班學生共同製播了一部「夢想筆記本」的畢業紀念影片，從
腳本到分鏡圖都是由楊老師和學生共同完成的，而秉持著分享理念所設立的「夢想展翅畢業部落
格」，也獲得「第一屆教育部部落格大賽社團組織部落格第二名」，他始終相信唯有堅持，才能達
到目標、完成夢想。說到未來對於閱讀課程的相關規劃，便看到楊老師眼睛一亮，開始述說著未來
的規劃；下學期楊老師要利用三國志的遊戲，在教室營造出三國的情境，每週利用三國的故事背景
及各武將的背景提問來進行攻城掠地，除了可以讓學生融入情境，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外，還可以
讓他們主動閱讀三國相關的書籍資料，以便參與遊戲學習。看到楊老師如此投入的述說，相信他的
夢想一定可以成真。

延伸閱讀

得獎部落格報導：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4193

夢想展翅畢業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shenao58

夢想筆記本影片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shenao58/31990782 

閱讀課程共享平台：http://sites.google.com/a/saps.kl.edu.tw/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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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未來的推手--閱讀典範教師

親子天下網站

本文摘要

     全台灣各地教育現場，有一群積極、熱情、認真的閱讀典範教師，他們用熱情與毅力推動閱讀，如同陽光般驅散知

識迷霧，透過一點一滴的巧思與創意，讓希望閱讀打破地理限制，跨越書本的疆界，改變每一個孩子的生命。在他們

的努力之下，台灣的閱讀運動，將得以跨越障礙，邁向新的里程！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這幾年舉辦多場國際教育論壇，導入國外閱讀政策、教學、典範教師案例，並把活動內容製作

成行動手冊、紀錄片，收錄在【閱讀，動起來】系列中，希望藉此點燃教育熱情，讓所有關心台灣教育的人士能從中

汲取養分，貢獻創意，一起攜手改革我們的教育現場。

 

遇見未來的推手--閱讀典範教師

備註：感謝親子天下網站授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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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閱讀與學習就像玩遊戲--專訪深澳國小楊宗霖老師 / 基隆市深澳國小朱奕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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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讓孩子共享好書，樂在閱讀！--基隆市建德國小「愛的書庫」簡介

基隆市建德國小鄧詩展老師

基隆市「愛的書庫」於民國98年11月19日於本市建德國小揭牌啟用。這是全國第99座「愛的書庫」。
這座書庫得來不易，設立的過程相當動人。初始，透過台北市故事協會謝前理事長的穿針引線下，然後在基隆市故事

協會發起100名教師的設置連署活動、以及建德國小提供場地設置「愛的書庫」--等條件配合下，大家通力合作才讓這座書庫
誕生。

愛的書庫的借用，相當方便。只要登入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網站首頁後，點選左上方「歡迎使用圖書線上查詢
系統，進入愛的書庫」 即可進入「圖書資訊查詢系統」。請點選左邊「線上申請加入」，即可申請加入會員借書。申請通過
之後，就可以使用愛的書庫書箱來推動班級閱讀活動了。
從去年至今，基隆市愛的書庫運作情形，依照「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的統計（如下表），我們可以看到本市運作
的情況在全國設置愛的書庫的縣市中，其流通率63％是高於全國的48％之平均水準。              98學年度第一學期 基隆市愛的
書庫 借閱統計表

縣市 可借閱書箱 累積借閱箱數 循環次數 平均流通率

基隆市 100箱 187箱 1.9次 63％
※全省24縣市設置愛的書庫其平均流通率為48％
※資料來源：閱讀會訊第十四期第四版

愛的書庫，提供了基隆市現場教師們一個推動閱讀教育相當豐富的資源寶庫。非常歡迎全市國中小教師，上網申請加
入會員，踴躍借閱愛的書庫中的圖書來推動班級共讀活動，晨讀十分鐘、或是閱讀課指導、亦或攜回成為親子共讀作業，都
是可以運用的方式。期許這座愛的書庫，因你的加入，讓孩子開啟多元的視野，增廣生活的能量與智慧，讓生命更有意義與
充實。

全國第99座愛的書庫在基隆市建德國小舉辦揭牌儀式

相片中人員：由左至右分為建德國小家長會趙會長 江志敏督學（原任學管科長） 教育處蕭錦利處長 基金會董事 建德國小林
辰崇校長 基金會陳執行長

延伸閱讀：閱讀之火正蔓延「愛的書庫」掀起蝴蝶效應 

             愛的書庫Q＆A

點閱:154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簡介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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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簡介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這是教育部委託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進行「閱讀教學策略開發與推廣計畫」下，由13個教學團隊
努力將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納入教學，甚至直接和國語課本結合，化成清楚可執行的步驟，來提供現場教師方便採用
而編寫的冊子。手冊由教育部於99年4月印行，分送全國各校。本市業於99年6月底、7月初發送到各校。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柯華葳教授在序言中指出：
     為什麼要教閱讀策略？簡單的說，閱讀能力是要學習才得到的。學習過程包括環境中有豐富的閱讀材料以及有
成人引導，透過閱讀，幫助學生對所讀材料有較深度的思考。
     引導甚麼？如何引導？是老師常提出的問題。
     閱讀所需要的、常用的策略都已經在閱讀相關研究報告中提出，也被採用在九年一貫本國語文閱讀能力指標
中。例如：找大意(相對應的九年一貫指標：(1-2-1-1、1-2-9-5)、比較自己的經驗、比較過去讀過的材料(2-4-7-4)、
預測(3-2-10-6)、歸納和推論(1-7-7-3、2-10-10-2)、描述風格和結構(2-3-2-1、2-5-7-2)等。

本書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預測策略：
     讀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與先備知識(或稱背景知識)針對閱讀文本的線索，對文本內容發展形成假設，從閱讀的過程
中尋找資料檢證先前的假設，進而形成新的假設，並帶著假設繼續閱讀，不是只有猜測文章內容，須不斷的檢證自
己的假設。

第二章、連結策略：
     讀者閱讀文章時將文本內容與自己的經驗與先備知識連結，並能連結文本中的訊息，包含句子間與段落間的連
結，使閱讀達到連貫性而理解。

第三章、摘要策略：
     從摘要的認知歷程來看，要摘出文章要旨，讀者需要藉由刪除不重要與重複的訊息來找出文章的主要概念，並
透過語詞歸納及段落合併濃縮文章的內容，再以連貫而流暢的文字呈現文本初始的意義。

第四章、摘大意找主旨策略：
     摘大意或摘要有不同的方法，本章介紹以文本中自然段的重要事件為主的摘意方法。自然段指文章本來的分段
方式。重要事件則包括文章的人、時、地。

第五章、做筆記策略：
     做筆記是一種強調「從讀者著手做」的策略。能增進讀者在閱讀歷程中，對於文章材料的處理能力，並幫助其
有效組織文章內容。做筆記也是一項複雜的認知過程，它涉及讀者對於訊息的輸入和輸出，讀者需要在很短的時間
內同時理解文章內容，並且選擇訊息、組織訊息以進行書寫歷程。

本書在每一章的撰寫體例上，均分為五個小節：
一、這項教學策略是什麼？
二、為什麼要進行這項教學策略？
三、如何進行這項策略教學？
四、進行策略教學時要注意哪些事項？
五、最後以學習者為中心提出教學指導上的叮嚀
期許透過13個教學團隊所努力研發具體可行的閱讀教學策略，提供現場教師足以有效促進學生閱讀素養的方

法。我們深信：老師們有意願、有信心、且有能力來為孩子的閱讀素養使上力，學生們會有不一樣的亮麗表現！
 

         延伸教學資源：國立中央大學閱讀與學習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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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乎你知

教導大量閱讀的十項原則

台灣華語教學網

     Day and Bamford's (2002) 針對教大量閱讀提出了十項重要的原則 (top ten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extensive reading)

一、閱讀材料要簡單 (the reading material is easy) 
二、閱讀材料包含大量不同主題 (a variety of reading material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must be
available) 
三、學習者選擇他們想讀的 (learners choose what they want to read) 
四、學習者儘可能多讀 (learners read as much as possible) 
五、閱讀的目的與有趣、資料與一般理解 (the purpose of reading is usually related to pleasure,
information and general understanding) 
六、閱讀本身即為收穫 (reading is its own reward) 
七、閱讀速度要快 (reading speed is usually faster rather than slower) 
八、閱讀是個人且安靜的 (reading is individual and silent) 
九、老師指導學生 (teachers orient and guide their students) 
十、老師是閱讀者的典型 (the teacher is a role model of a reader) 

參考文獻
Day, R., & Bamford, J. (2002). Top ten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extensive reading.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14 (2), 1-6.

備註：感謝台灣華語教學網授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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