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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閱讀

感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授權本電子報刊載「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詹宏志董事長」大作『福爾摩斯
與搜尋引擎』一文。 原文刊載於中華民國100年6月出版之第126期『研習論壇』
相片拍攝：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一)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二)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三)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四)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五)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六)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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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閱讀---前言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一、認識「科學閱讀」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二、科學的閱讀－「菠菜事件」為例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三、如何進行科學閱讀的「教學」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結語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附錄 / 黃茂在 陳文典

策略擂臺
閱讀帶領人的素養與策略 / 基隆市故事協會 林嘉華理事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如何教「科學閱讀」 / 基隆市建德國中 徐毓慧老師

閱讀寶庫
科普閱讀資源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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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一)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按照華生醫師對福爾摩斯的忠實記錄，那個案件發生在1887年，華生醫師為它取名叫<5粒橘籽>(The
Five Orange Pips)，收在福爾摩斯第一部短篇小說集< 福爾摩斯辦案記>(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1891)裡。這個奇怪的案件死了好幾個人，受害者死亡前都會先收到一封信，信封內除了附有5顆乾枯的橘
子種籽外，信上都用紅墨水署名K.K.K.3個字。
在討論這個案件的危險性時，華生醫師，一如其他時候，忍不住再度代表我們平凡大眾向神探福爾摩
斯發出疑問：「誰是這個K.K.K.，他為什麼一直追著這個不幸的家庭？」(“Who is this K.K.K., and why
does he pursue this unhappy family?”)
福爾摩斯，也一如其他時候，並沒有立刻回答我們的問題，吊足我們的胃口是他一貫的可恨行徑。他
倒是先說起「推理原理」來了，還提到一位科學史上已經不大為平凡大眾熟悉的人士：「喬治．居維葉」
(Georges Cuvier,1769-1832)。福爾摩斯是這樣說的：「就像居維葉只要思索一塊骨頭，就能正確描繪整隻
動物的形貌一樣，一個觀察者只要澈底了解一連串事件中的一環，就應該能正確說出這個環節前後發生的
種種。」(法國科學家居維葉建立了古生物學與比較解剖學當中利用「成長關聯性」，可以就部分動物遺骸
來推測全貌的理論，但後來科學家發現他的理論有太多例外，福爾摩斯極可能對此一無所知，不過話題就
扯遠了，我們暫且不提。)
但福爾摩斯又承認，推理者(the reasoner)不見得能掌握所有跟工作相關的事實，所以有時候他必須通
過書房或圖書館的「資源」(resources)。所以我們誤以為「無所不知」的福爾摩斯這個時候突然開口向華
生說：「麻煩你將書架上的<美國百科全書>的K字那一冊遞給我。謝謝。」

點閱:59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2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二)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三)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四)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五)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六)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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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二)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這裡提到福爾摩斯使用的多卷式「美國百科全書」(American Encyclopedia)，我相信指的以1846年14卷版為
基礎的某一版<大美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Americana)，但不可能是1902年再修訂的16卷版；<大美>的普及歷
史比<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ritannica)稍晚，規模也略小(當時的<大英>篇幅已超過20大冊，而<大美>有
14冊)，但都是當時地位顯著的百科全書，<大美百科全書>對北美洲地理、歷史、社會的相關條目則有更為詳
細、權威的內容；此時福爾摩斯已經疑心案情與美國社會背景有關，所以他要檢索的是<大美百科全書>而不是<
大英百科全書>。
回答華生醫師「誰是KKK」的問題，福爾摩斯做了一番邏輯推演式的解說，然後一如其他時候，下了一個
讓我們瞠目結舌的結論：「這樣看來，KKK不會是某個人名字的縮寫，而是一個團體組織的表徵。」(“In this
way you see K. K. K. ceases to be the initials of an individual, and becomes the badge of a society.”)
華生醫師和我們一樣衝口而出：「但那是什麼團體組織的表徵？ 」(“But of what society?”)
福爾摩斯指著膝上的百科全書：「你沒聽說過Ku Klux Klan嗎？」
現在拜大眾傳播之賜，我們很多人是知道「三K黨」的，Ku Klux Klan就是「三K黨」，是美國歷史上一個
惡名昭彰、主張白人優越主義的種族主義組織。但也許我該解釋一下何以福爾摩斯提出這句話是很驚人的，順便
解釋一下他所使用的百科全書版本是怎麼回事？

<大美百科全書>是由德裔美國人法蘭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 1800-1872)所創，他基本上是根據德文的<
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Brockhaus Enzyklopädie)譯寫而來，但對美國相關條目做了很多的增補與加強，對原來的
條目也參考法國百科全書進行了很多改寫，第一版共有13卷，在1829-1933分卷出版完成，得到熱烈的歡迎和好
評。<大美>在1846年增修成14卷，進一步鞏固它的地位，之後它又不斷增補重版，到了1902年再修訂為16卷；
16卷版號召了許多地位崇高的學者參與撰寫條目，學術價值確立，從此成為美國本土最具代表性的百科全書，得
到可與歐洲百科全書分庭抗禮的評價。
值得注意的是，<五粒橘籽>這個案件設定發生的時間在1887年，小
說本身則是1891年11月發表於<史傳德雜誌>(Strand Magazine)，所以不管福爾摩斯或作者柯南．道爾本人都無從
讀到1902年的16卷版<大美百科全書>；但福爾摩斯用的也不可能是1846年版的百科全書，為什麼？因為第一個
「三K黨」是由田納西州南方邦聯退伍軍人組成於1865年，1846年的百科全書是無從「預知死亡紀事」的。由此
可見福爾摩斯用的版本應該是1866到1891年之間的某個小幅修訂版本，才有可能包含「三K黨」這樣的新穎條
目；但更正確地說，因為福爾摩斯查考的條目裡有1869年的字眼，所以這個版本也不可能早於1870年。
點閱:31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2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一)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三)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四)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五)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六)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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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三)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在柯南． 道爾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歷史上第一次「三K黨」組織已被美國總統格蘭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宣布為非法
組織，活動力也式微了，但它的激烈行徑在海外的知名度還很低，華生醫師所代表的社會大眾對「三K黨」還不曾聽聞，連福爾摩斯都
要檢索百科全書才能確定它的意義，但也間接說明了柯南．道爾善用新穎題材以及注意其他社會時事的特質。
我們還記得華生醫師為福爾摩斯列下來的「知識清單」(his limits)嗎？在這篇小說裡福爾摩斯再度提到它，他對華生醫師說：「假如
我記得沒錯，在我們成為朋友沒多久，你曾經有一次用很準確的方式開列了我的知識清單。」(“If I remember rightly, you on one
occas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our friendship, defined my limits in a very precise fashion.”)華生醫師笑了：「對呀！那是一份很獨特的文
件。我還記得你的哲學、天文學、政治學被我打了零分。植物學有好有壞，地質學就城市方圓50哩的泥跡來說是深不可測，解剖學無系
統，八卦新聞和犯罪紀錄的知識獨一無二，是個小提琴手、拳擊師、劍術師、律師，還是古柯鹼和香煙的毒癮者。這些，大概是我當時
分析的主要部分。」
福爾摩斯也笑了， 但他有話要說，他試圖要再為自己辯護，說的還是他那個「傢俱理論」：「一個人應該保持他大腦那個小閣樓只
放常會用到的傢俱，其他的應該擺在書房的倉庫裡，他要用的時候就拿得到。」但這並不是第一次福爾摩斯提到他的「傢俱理論」。還
記得嗎？在福爾摩斯出場的第一部小說<暗紅色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1886)裡，當華生醫師發現福爾摩斯竟然不知道哥白尼學說，也
不知道地球繞著太陽轉的基本常識時，著實大大吃了一驚，華生忍不住對自己(當然還有躲在場外的讀者)說：「在這個19世紀的文明人
竟不知道地球繞著太陽轉，對我而言簡直是不尋常到難以理解的事。」(“That any civilized human being in this nineteenth century should
not aware of that the earth traveled round the sun appeared to me to be such an extraordinary fact that I could hardly realize it.”)
但福爾摩斯怎麼回應？從文章的敘述，我們可以想像他並沒有華生那麼大驚小怪，他只是聳聳肩說：「這下子我可知道了(地球繞著
太陽轉)，我得想盡辦法努力忘掉它。」(“Now that I do know it I shall do my best to forget it.”)
「忘掉它？」華生醫師再度從椅子上跳起來。這才是福爾摩斯第一次提出「傢俱理論」的時候，他是這樣向華生醫師說的：「我認
為一個人的大腦一開始就像個空空的小閣樓，你必須放進你想要的傢俱。」(“I considerthat a man’s brain originally is like a little empty
attic, and you have to stock it with such furniture as you choose”)
福爾摩斯的理論是說，每個人的腦容量都有限制，「像個小閣樓房間一樣」，你得要放有用的「傢俱」(他指的是有用的 「工具」，
也就是大腦的「推理」能力，或者和「犯罪」有關的知識)，千萬別把破銅爛鐵都放進去，免得把「有用的知識擠得沒地方放了」。除非
是有用的知識，否則就別存進去；像「地球繞著太陽轉」之類的，對福爾摩斯而言就是沒有用的知識，因為：「如果我們繞著月亮轉，
對我和我的工作並沒有半毫錢不同。」(“If we went round the moon it would not make a pennyworth of difference to me or to my work”)
我們不能怪福爾摩斯對「知識」的態度太現實，完全是「子不語怪力亂神」式的死硬派，我們得注意他的「前提」，也就是他在書
中強調的：「如果認為那個小閣樓的牆是有彈性、可以無限制擴張的，那就錯了。」正因為他相信大腦容量有限，你不能無窮盡塞進亂
七八糟的東西，你得要挑選有價值的東西存進去，這才是善用大腦的態度與方法。但福爾摩斯之後的科學研究似乎發現，這間小閣樓的
四面牆「頗有彈性」，大腦似乎是愈使用容量愈大(有點像是google提供的g-mail)，你記得愈多你就記得更多，好像沒有舊傢俱排斥新進
來的傢俱這回事，至少，在科學研究中從沒有一個人類是被觀察到「用完」大腦容量的。
福爾摩斯(或他的作者柯南．道爾)對大腦功能或作用的了解，顯然頗有疑問，似乎禁不起現代科學的檢驗。然而，如果這個「傢俱
理論」講的是「讀書」或「求知」，強調我們讀書要從大處著眼，不要只是蒐羅畸零資訊，成了古人說的「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或
者，如果我們願意從處理資訊的實務著眼，把握關鍵知識，對人類知識大綱有一種廣視野的理解，至於單一事實或細微末節，只要交給
圖書館或百科全書的幫忙即可。如果福爾摩斯的「傢俱理論」，指的是這樣的學習架構，那倒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

點閱:41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2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一)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二)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四)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五)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六)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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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四)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讓我們來想像福爾摩斯如果在今日繼續執業，繼續從事他的「私家顧問偵探」業務，他將如何進行他的搜
集資料工作？他會不會還要利用街上的流浪兒童到處打聽消息？並且在需要檢索某一件資料時，指著書架開口
向華生說：「麻煩你將書架上的<美國百科全書>的K字那一冊遞給我。謝謝。」
我猜想他是不需要了， 街童打探情報的工作可能還有需要， 查考「百科全書」的動作就大概不必了。他會
坐到書桌的電腦面前， 連上網Google一下，他在Google的方格中打入「KKK」，檢索出來的結果會說：「約
有14,400,000項符合kkk的查詢結果，以下是第1-10項。需時0.39秒。」
更妙的是，排名第一的搜尋結果就是「維基百科」(Wikipedia)的Ku Klux Klan的條目，內容的詳盡與準確
和<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是「差不多」的。
我在這裡說<大英百科全書>和<維基百科全書>差不多，<大英>的編輯群聽了一定很不是滋味，何況<大英
>的總編輯何得樂(Dale Hoiberg)先生還是台灣的好朋友呢。但我的「差不多」不是指內容「準確性」或「權威
性」的意思，我的意思另有所指，請大家耐心聽我說完。
我們先問自己：「過去我們如何搜尋？」其實我們是仰賴各種工具書的協助。中國人很早就說「左圖右
史」，指出讀書或求取知識時「參考架構」的重要。如果你手中有「地理的」與「空間的」的參考書(也就是
「圖」或地圖)，加上「歷史的」與「時間的」的參考書(也就是「史」)，你取得的知識就多得到兩個參照的座
標，讓你對手上想知道的事有了更好的理解位置。
事實上， 現代人讀書所依賴的「工具書」遠遠超過「左圖右史」的範圍。你有字典、辭典，那是讓你了解
字義辭義的工具；你有年表、大事紀，那是讓你檢索時間的工具；你有統計月報、年報，那是讓你尋找數字的
工具；你有傳記、名人錄，那是讓你搜索人物的工具；你也有地圖、地名辭典，那是幫助你找到地理位置的工
具。為了幫助我們尋書讀書，我們還有圖書分類和圖書編目幫忙；為了尋找更新鮮的議題、研究，我們還有期
刊目錄索引；為了尋找事件與事實，你還用得到百科全書、年鑑、新聞剪報與縮影等。想想看，現代圖書館的
「參考室」以及「諮詢服務」，就是一個複雜而龐大的「參考系統」。
但這個時代似乎是過去了，雖然我的圖書館界朋友萬難同意，但我眼睛看見的事實是，「年輕一代」(也就
是網路世代)已經沒有人再用「參考室」和「參考書」了。如果你要問他或她「如何搜尋」，答案很簡單，
Google一下，答案就來(如果你人在中國，這句話就要改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點閱:26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2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一)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二)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三)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五)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六) /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1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32 期
閱讀專題

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五)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如今的年輕人是不用「工具書」了，他們也不用<大英百科全書>了；他們不用<大英百科全書>並不是因為
他們改用<維基百科全書>，真相是，他們只用「搜尋引擎」，如果他們把搜尋條件打進空白方格裡，跳出來的結果裡，如果前3名有
<維基百科>的條目，他們就點進去看一看。使用<維基百科>代替<大英百科>並不是有意識的選擇，當他們使用搜尋引擎的時候，命
運已經決定了。

<大英百科全書>的總編輯何得樂(Dale Hoiberg)先生在一次來台灣參加一場關於「百科全書」的編輯研討會時，帶來的演講題目
是古典而博雅的<什麼造就偉大的百科全書？當然是偉大的條目！：論百科全書條目的語調、客觀性與平衡性的重要>(“What Makes
A Great Encyclopedia? Great Articles, Of Course! The Importance of Tone, Objectivity, and Balance in Encyclopedia Articles”)
在演講中，何得樂先生用條目對照比較的方式，苦口婆心地解釋「有編輯的」百科全書(指的當然就是他所主持的<大英百科全書
>)和「無編輯的」百科全書(指的當然也就是那部破壞了一切秩序、讓傳統百科全書無以為濟、無政府主義的<維基百科全書>)之間的
不同。他舉了實際的條目為例，證明<大英百科全書>在用字遣詞上的小心(不會有冒犯弱勢族群的政治不正確語言)，在觀點上的進步
與客觀，加上一種來自編輯用心的平衡性，讓條目該長則長、該短則短，絕不因一時流行而投讀者之所好。
在最後一點，何得樂先生特別舉的是美國總統相關條目的例子，在<大英>當中，<林肯>、<柯林頓>、<歐巴馬>三人的條目是林
肯最長，柯林頓次之，歐巴馬最短，因為就歷史地位而言，林肯總統成就最高，而歐巴馬總統則尚未可論定；但在自由創作的<維基
百科>，條目長短並無編輯介入，結果歐巴馬條目最長(因為最新穎流行，參與創作者最踴躍)，柯林頓次之，林肯反而最短，沒有全
面統合的編輯，很難產生平衡和一致性。
何得樂的提醒當然頗富啟發性，對我這一輩(已經年過半百)的讀者當然也很容易覺得理所當然。但這正是了解真相的最危險之
處，我們太容易在覺得理所當然的地方點頭同意，沒有進一步思索世界的走向和我們的意見何以相左？我忍不住在座談會上提出另一
個「真相」，我說：「20年前，最好的百科全書，我指的正是<大英百科全書>，同時也是最多人使用的百科全書；然而20年後的今
天，最好的百科全書，我指的暫時還是<大英百科全書>，已經是漸漸和讀書人不相干的百科全書。」
「年輕一代的檢索查考行為，明顯已經不是跟百科全書的權威性有關，他們從方便性出發，直接就使用搜尋引擎。他們並不是
比較了<大英百科全書>和<維基百科全書>之後才使用<維基百科>，而是搜尋結果跳出來什麼就檢索什麼；他們是從搜尋引擎上認識
<維基百科>的，他們極可能根本沒聽說過<大英百科全書>。」
搜尋引擎誠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學術懶鬼」，從學術紀律來看，他們都是讀書「失檢」的一群，沒有嚴謹地檢出確切的出
處，只憑搜尋引擎在網路「抓來」的任意相關資料，就加以信任並使用，簡直和「聽信謠言」沒有兩樣。我有一次在一個「搜尋引擎
行銷論壇」上，聽到一位澳洲行銷專家俏皮地引述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的話：「我不相信電腦，因為它們只能提供你答
案。」(“Computers are useless, they can only give you answers.”)
這位行銷專家進一步就指稱「搜尋引擎」就是電腦「給予答
案」能力的由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搜尋引擎什麼時候給過我們「答案」呢？搜尋引擎的設計是找到和「搜尋條件」相符的
相關訊息，大部分是網頁中含有和我們搜尋的「關鍵字」相同的字樣，內容是否和我們關心的事相關，我們也都得自求多福，自己判
斷決定。輪到我上台的時候，我忍不住消遣那一位專家說：「我不相信搜尋引擎，因為它們只能給你相關的廢話。」(“Searchengines
are useless, they can only give you related nonsense.”)
儘管搜尋引擎有這麼多問題，但我能不能期待年輕人有一天會幡然悔悟呢？他們會痛改前非，放下筆記型電腦及其不可靠的搜尋
引擎，起身回到書架上重新抽出──譬如說，重新抽出一冊<大英百科全書>嗎？唉，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天下那有悔改這種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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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六)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詹宏志董事長
世界總是滾滾向前，鮮少回頭，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也不管有沒有道理。何況，不只是年輕一代不可能
會放棄搜尋引擎帶來的「便利」(特別是那種「資訊在你指尖」的那種立即性)，就連我自己，我也必須坦白
承認，也愈來愈少「站起來」了，書架上那些伴我多年的工具書，已經在搜尋引擎面前，日漸荒蕪了呢。
行為既然不可逆轉， 工具就必須自我演化。工具可能指的是「工具書」，也可能指的是「搜尋引擎」。
如果指的是工具書，我們就該注意到<大英百科全書>的悲慘遭遇，注意到最好的工具書為什麼變得逐漸不相
干。也就是說，當所有讀書人都在「線上」(online)的時候，工具書不能獨自在「線下」(off-line)。不只是這
樣，你還必須在讀書人起心動念要查考的時候，你就在他手邊最方便的「第一站」，你應該要站在搜尋引擎
的「旁邊」或「前面」，或者就是搜尋引擎本身。
反過來說，如今的天之驕子搜尋引擎，如果想要繼續佔有人們檢索的最大「心靈份額」(mind-share)，
你也必須繼續演化。你不能只提供「相關性」而沒有「針對性」，你也不能只有「迅速」而沒有「準確」，
你不能只是「資訊」而不是「答案」，特別是你已經佔據了「答案」的位置。
新一代讀書人誤把「搜尋」當做「參考」，但搜尋出來的結果又要如何參考？我的意思是說，當你對搜
尋出來的結果有疑問時，你要如何解決疑難？再一次搜尋嗎？那不就是墜入了「套套邏輯」？搜尋引擎的龐
大威力有時也是災難而非福音，當你輸入一個關鍵字詞時，搜尋引擎花費0.39秒為你找到14,400,000項符合
搜尋條件的結果，你要看多少個結果才能感到心安？
讓我們再回到福爾摩斯辦案的那一幕，福爾摩斯開口向華生說：「麻煩你將書架上的<美國百科全書>的
K字那一冊遞給我。謝謝。」檢索之後，福爾摩斯已經確定殺人恐嚇信上的K. K. K.並非人名縮寫，而是在
美國南方嚇阻黑人民權發展的恐怖組織，使用適當、權威的「百科全書」，你得到的答案是可以信賴的，在
<五粒橘籽>這個案子裡，福爾摩斯查完百科全書，偵探的工作已經完成，這真是歷史上對工具書最好的廣告
了。
如果福爾摩斯生在今日，他會開口向華生說：「麻煩你將我的筆記型電腦遞給我。謝謝。」他用搜尋引
擎只花費0.39秒就找到超過14,400,000項結果，但他得再花3天3夜遍讀各種訊息彼此衝突的內容，還得要辨
別每一個網頁資料來源的真偽。相信我，凶手離去的時候，福爾摩斯的眼睛還沒有離開螢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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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朗談普及科學知識
曾志朗 中央研究院院士
如果科學精神能夠融入在我們孩子的思維中，
如果他們也能具備一定程度的科學素養，
那麼，他們至少能夠具有批判性思考，
而不會輕易接受沒有證據的八卦，也有足夠的知識見解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
~引述自：「我的學思歷程」一文，收錄於《人人都是科學人》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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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閱讀˙悅讀科普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年度特別企畫—科普閱讀專輯發行了。感謝本市國中、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小組夥伴們編輯的辛勞。
本期特別感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授權本電子報刊載「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詹宏志
董事長」大作『福爾摩斯與搜尋引擎』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以巧妙的譬喻談論網路時代中搜尋引擎所帶來的便利
與影響。
再者，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小組特別轉載黃茂在、陳文典二位教授『科學閱讀』一文，對於科學閱讀以及如何
教科學閱讀有詳盡的論述。將此文推薦給教學現場對於推動科學閱讀具有興趣與熱忱的教師夥伴們。
國內在2010年推動全國科普閱讀年活動，對於科普閱讀有這樣描述：
“閱讀科普書籍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有趣」！
上從氣象萬千的星辰演化，下到滄海桑田的環境變遷；
不管是適者生存的多樣生物競爭，還是永不變異的精準
數學真理，大自然處處給我們驚喜，時時讓我們讚嘆它
的奇妙。經由閱讀科普書籍，我們將學會享受這種知性
的樂趣。”
在活動中提出《科普閱讀五大宣言》：

一、閱讀成為科學解碼的過程
閱讀是解碼的過程。經由閱讀，解析真實又充滿無限想像的科學概念。
透過閱讀，讓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開啟科學的殿堂。

二、全民讀科普，發展思考性閱讀
科學知識為公民理性思考的基礎，藉由科普閱讀，激發民眾對科學的好奇心，建立理性思辯能力，及不斷探求生
命真諦之胸襟。

三、科學進入生活，科學知識全台生根
四季星空為什麼會不一樣？H1N1的流感迷惑？
科學為人類精神智慧之根基。透過閱讀推廣，傳達科學知識、扎根大地。

四、科技為閱讀轉化第二次的生命力
在Internet面前，在傳播形態日新月異的浪潮下，閱讀革命所帶來的，不是閱讀體驗趨於消亡，而是閱讀的無限延
伸，這也是新世紀閱讀人，理所當然的共同責任。

五、在 0與無窮大之間，讓我們走向極限
「在0與無窮大之間到底我們能走多遠？要由您的參加來決定。」在科學的殿堂，我不是旁觀，而是實踐者。
期待我們一起推廣科普閱讀，培養具備科學探究批判性獨立思考能力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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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閱讀---前言
黃茂在 陳文典
本文摘要

科學閱讀
轉載自「國小中年級科學閱讀資源集」
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
黃茂在1，陳文典2
1 國家教育研究院、2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群自然領域召集人

學習(或教學)的方式很多，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如何透過閱讀來獲得學習」，其次，我們可能要偏
重的來談學習科學方面的閱讀。正如一般的工作習慣，首先我們得弄清楚「科學閱讀」這項工作的
意涵及目的，然後再來分析構成「科學閱讀」的要件、清楚「科學閱讀」的特質及提出操作的方
法。
點閱: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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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閱讀---一、認識「科學閱讀」
黃茂在 陳文典

(一)閱讀
「閱讀」是一種單向的溝通方式：「讀者」單方面接收到「作者」釋出的訊息。讀者必須自行由文件中萃取
重要的訊息，並且自行加以判斷訊息的意涵，且用來建構出概念。讀者無法反向的去徵詢作者這些訊息的真正意
義、真實性、因果邏輯的嚴密性、…。更何況每個讀者得用自己已有的文化素養和經驗來解讀這些訊息。所以，
即使大家同樣看一部電影、一個新聞報導、一篇文章、一則小詩、…彼此吸取的資料和解讀的意涵可能都會有差
異。
運用閱讀的方式來進行學習，在溝通上有很多的阻礙或限制。「讀者」怎麼才能藉由「閱讀」的方式而充分
的知道「作者」的本意呢？其實，這其間是有一些阻隔的；例如我們必須認識到「能夠透過媒體表達出來的內
容」和「真實情況」之間的差距（作者僅能以某一面向（或觀點）來敘述事件、作者僅能以某一文字或圖樣來描
述情況、…）、以及「讀者」和「作者」之間的文化差距（就專業方面來說：作者是某一方面的專家，而讀者對
此領域卻可能是一個生手。就表達的工具來說：兩方運用文字、語法的習慣也有不同），這些差距都會因為它僅
透過「閱讀」的溝通管道，無法當面向作者提出疑問而存在。所以，透過「閱讀」來進行「學習」就會受到許多
的限制。注意，我們只說是「限制」，因為在傳達的功能上它未必都是負面的，例如用漫畫來代替照片、或用照
片來代替實物，等於事先替讀者篩選資料、改製資料、提示重點。但是，這種加工過的訊息，已注入作者的文
化，不再是原始的真相，所謂「有所得、必有所失」，端看我們原先作傳達的目的而定。除此，運用「閱讀」作
傳達的方式還有很大的方便處呢！例如它可以同時對大量的讀者做溝通…。

(二)科學
「科學」是一種可實證的（至少是有事實依據的或可印證的）、有因果邏輯的、可推理得知的知識。它可以
說是人類做理性思維所獲得的「在認知方面」的大成果。因為這類知識的涵蓋範圍太大了，其間各項知識之「可
實證性」的層次也不同（因為「科學」是發展中的各項理論、認知，它們之所以被認定是「真實的」，僅係一種
「到目前為止最合理」的說法（so far so good）這種狀態，所以，在一般談論中，總是以物質科學（物理、化
學、地質、天文、機械…）來代表，因為它不含情緒好惡的成分、不做偏頗的取證、不作踰越有效範圍的推想、
…，所以這類知識之可信賴度極高（在物理學中，其論述的「可實證性」，甚至於到達「可再現性」的程
度！）。
可是，在真實的生活中，我們的思想、語言裡面總是夾雜著很多「非科學」及「科學」的概念，或是有時過
度泛用科學知識到它不適用的範圍，所以，我們的想法、做法總是會不斷地犯錯或做些無厘頭的事，生活裡充滿
了許多緣木求魚的妄念、無稽之談的妄語、虛幻無體的妄想、…。
不過，因為探索科學之「路」是一條不斷蒐尋、不斷發現、不斷探索、不斷思維、不斷調整的活動、它的發
展是一條永無止境的路；某一知識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它有事實佐證、或能解釋所知的事實、或理論上能圓滿
的融入已知之知識體系，到達「理事無礙」（即用理論可以完全解釋所知的事實）的境地。所以它被取捨的態度
是開明的、篤實的。
科學不是僅指物質科學，它包括廣泛的範圍，如生命科學、社會科學、環境科學、地球科學、…，顯然的，
物質、生命、社會、環境、地球、…乃是指被研究的材料、指某一方面的科學知識。其實，「繪畫」裡面也有很
多科學知識；例如人們偏好用紅色、橙黃色等暖色系表達熱情、情緒熱烈、炎熱，用藍色、灰白色等冷色系表達
冷靜、寒冷，都是依據人的生活經驗來的，它真的能產生那種效果，而且適用於這種文化中。例如唱歌或發音
時，如何調整我們的發音部位就能發出什麼音，這些技術知識也是科學。因為，所有「美」或「善」的事，還都
要建立在「真」的基礎上的！捨去「真」的成分，就成為「虛妄」，建立在虛妄現象的夢想，即使目前（迷網狀
態）感到美或善，都將在迷惘去除後化成烏有！所以，在求知、工作時，都要以「科學的態度」來作，而「科學
的態度」即等同於「求真的態度」！

(三)科學閱讀

「科學閱讀」可以做兩種的解讀：其一是「經由閱讀的方法來學習科學」；另一則是「用科學的方法來閱
讀」。只是，不管怎樣解讀，這兩句話有點像「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的問題，所以，我們只要從「怎樣用
科學的方法來閱讀一篇報導」來討論，就等於同時回答了兩個問題；因為只有用科學的態度來閱讀（或從事學習
活動），我們才能獲得科學的知識。
大家都在「閱讀」（搜尋這種見聞、資料、想法、…），哪一種方法（或態度）是科學的？哪一種不是？是
依據什麼來判定的？我們將以「菠菜事件」為例，來進行討論：
『你去市場買菜，菜販跟你說這菠菜很補血的，正在盛產，便宜又營養，你買一斤或兩斤？』
『你去圖書館，從杏林雜誌中抽調出談營養的書裡面也有一些菠菜的資料，它列在表格上，是以每100 克含
多少毫克來表達「成分」，你發現除了菠菜之外，還有近百種蔬菜在榜上…』
『你上網去查「菠菜」的資料，則報導篇數極多，關於菠菜的營養也提了一兩句，不過多半語焉不詳的！但
會告訴你用水燙一下撈起來，加上葡萄籽油、醬油，就成了一道少油、少鹽、不會導致腎結石的好菜…』
你的時間實在很有限，這次的「菠菜」追蹤行動已經花費了許多時間了，真是「治絲益棼」越找越頭大！想
回去問媽媽或阿嬤，又覺得自己多讀了十幾年書，好像很枉費呢！若你去問醫生或朋友，大致上也跟你從網上、
杏林書籍上所得的差不多！於是，你只得終止了這一次大規模菠菜資料的搜尋活動。
你將發覺：不只是找「菠菜」資料，幾乎生活裡遇到的每件事發展起來，結果都差不多！例如想弄清楚「頭
髮」怎樣保養？「香港腳」怎麼辦？「咳嗽」怎麼治？…只要你用心搜尋，一定可以得到一大推資料，這就是
「閱讀」（搜尋資料），絕大半的結局是知道更多資料，可是這些資料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搞到最後什麼都信
又什麼都不信（端看當時的心境），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我們在閱讀任何資料時，得用「科學的態度」。
大家先不要忘記「科學是一種可實證的、有因果邏輯的、可推理的知識」。在作「科學性的閱讀」時，最基
本的態度是「不妄信、不妄言」、「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不偏聽、不斷章取義」、「誠實、公正」…。若
是我們用這種態度來「求知」，則在閱讀任何一篇報導、演說、廣告、論文…時，自然地會在心中不斷地湧現出
像以下的疑問：
1.這些資料的真實性如何？
2.這些「詞彙」的真實意涵為何?(如「定義」為何?或有時候，我們可以明確到用「操作性定義」)
3.想一想，你是依據什麼想法（理論、信念）來接受他說的材料和論調？他論述中所引用的「因果關係」有
「依據」嗎？程度為何？
4.「緣因致果」的函數關係是充要條件?必須條件?輔助條件?函數中變數(xi)、參數(αi)、常數(c１)的角色扮演
會不會因情勢的變化而改變?
5.依據這些論據，是否足以下此「結論」？或他所作延伸性的臆測是否適當？分清楚何者是「事實」、何者是
「理論」、何者是「臆測」、何者是「合理的想像」(常運用類比性的思考)、何者是「武斷之言」?何者是
「妄言」?何者是「廣告」?
6.想一想，假如你想進一步確認這些資料及陳述的可信賴度，你將怎麼做？
在「閱讀」或「求知」的過程中，我們要習慣性的、不由自主的、不斷地提出這些問題，這就是做「科學性
閱讀」的基本態度。
點閱: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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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閱讀---二、科學的閱讀－「菠菜事件」為例
黃茂在 陳文典
在真實的世界裡，若我們在閱讀各篇報導文章時，都經過這樣的質詢、檢驗，我相信絕大部分均不能使我們獲得滿意的答
案。雖然我們總是得到不滿意的結果，但是，習慣性的、持續的以這種質疑的態度來檢核每一篇報則是必要的。不然很容易使我
們陷入「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狀況。只是，若我們把每個訊息都作如此「高標準的檢核」，那麼，日子似乎是一步也過
不了的！因此，雖然每次的質疑大半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可是，我們最後總還「冒險的」採用一些資料，人的「生活能力」
就是在這種不斷的閱讀、不斷的吸收新知（或聽信謠言）中，藉由親身的體驗、揚棄糟粕，而逐漸地使自己睿智一些、聰明一
些。
這是種一方面作科學性的閱讀以吸收新知，一方面又不得不權宜的去接納比較可信的資料的生活態度，我們就是運用這種態
度來檢討「怎麼用科學的方法」來閱讀有關菠菜事件的資料：

1.這些資料的真實性如何？
菜販、杏林書籍、網路…都提供給你「吃菠菜的好處」，不過，我們會選擇專家或親身體驗過的人的意見，所以，看來杏林
書籍說的「比較可信」（因為他是以專業的姿態來說話的！）
若是你有個朋友嗜吃菠菜成迷，天天吃、大量吃，而且都是火炒的方式吃，不久，他有腎結石、膀胱結石…。等到所有結石
都被醫生除掉了以後，後來，他絕口不吃菠菜，也從此不再結石了！那麼，它就是一個可實證的例子了！只是這種怪人不易碰
到！尤其是，在生活中，我們又不是單吃某一種食物，所以營養的來源、病灶的起因都是不可能太明確的，更何況大家都吃菠
菜，卻有的人得到好處、有的人有膽結石！
要在「菠菜」與「患結石」之間要建立明確的因果關係很難：其一是我們不只吃一種菜，其二是患結石的成因（條件）不只
一項，其三是兩者即使有因果關係也需要身體在某種情況下才會有。當然，若你有個生化專家的朋友正在實驗室研究「菠菜營養
的分析及最佳食用方法」，那麼，聽他的話準沒錯，不過，這種機會是絕少的！
一篇報導中，資料的「真實性」常由提供者平常發言的信實程度、論述的合理性…等來判斷、決定。

2.要界定好所用的「詞彙」的定義(有時可以明確到用「操作性定義」)
「補血」是什麼意思？「貧血」又是什麼意思呢？
「每 100 克含多少毫克」其中100 克指的是脫水後的還是含水的狀況?人體每日的需求量是多少？
「營養」指的是什麼?
「便宜」又是什麼意思?是指(營養成分/錢數呢)呢?還是什麼意思?
「腎結石」的「石」指的是什麼?
…
若是這些詞彙涵義都很含糊，這些話的「內容」也很含糊，那麼這些資料的含意也將很渾沌！

3.想一想，你是依據什麼想法(理論、信念)來接受論述？所引用的「因果關係」有「依據」嗎？可信程度為何？
怎麼特別把「菠菜」取出來和「營養」、「結石」連結起來談論呢?
其間的「因果關係」是亂講的?還是有個案經驗的?有醫學研究證實的?由化學的知識來分析判斷的?

4.「緣因致果」的函數關係是充要條件?必須條件?輔助條件?
前題有三個假設「菠菜含有較豐富的鐵質和草酸」、「因血球含有鐵的成分，推測造血需要鐵質」、「草酸鈣的溶解度很低，
故一旦形成，會沉澱下來沉積在內臟」。
於是，單線的推論，得到「菠菜(鐵質)補血」、「多吃蔬菜(草酸)會結石」兩項結論。
大家都在吃飯、飲水為什麼有的人有「結石」有的人沒有？為什麼有的人「貧血」有的人沒有？
「結石」的成分是些什麼？是「R1-Ca」、「R2-Ca」、…
是Ca2+離子濃度高是Ri 離子濃度高?是某種狀態(溫度、各種離子的濃度分配)下會結合沉澱，某種狀態下會溶解排放。

造血的過程是什麼？血球的成分是些什麼？
是造血過程中出了差錯呢？還是造血的原料缺乏了？
要吸收成為血球成分的「鐵質」必須有什麼特徵？總不會喝含鐵離子Fe2+、Fe3+的飲料或舔鐵塊就會補血吧?因此，菠菜含
鐵質，就一定會補血嗎？…

5.依據這些論據，是否足以下此「結論」？或延伸性的臆測是否適當？
分清楚何者是「事實」、何者是「臆測」、何者是「合理的想像」 (常運用類比性的思考)、何者是「理論」、何者是
「武斷之言」?何者是「妄言」?何者是「廣告」?
假如因為「菠菜含有較豐富的鐵質和草酸」，經推論、判斷「菠菜補血，多吃會結石」，那麼，這個結論是一種「理
論」，作出這種結論很合理，可是未必是事實。(理由可以由4 的討論得知)。
假如「菠菜補血；多吃會結石」是一項科學實驗的研究結論，而且經過多變因因素分析，確定它與食用菠菜的相關係數達
顯著水準，那麼這個結論是一種「事實」，至於它是不是由所含的鐵質和草酸來致成的?此項因果關係的說法，則仍屬「合理
的推想」，未必是事實。

6.想一想，假如你想進一步確認這些資料及陳述的可信賴度，你將怎麼做？
一般來說，若你用科學的態度來越讀一篇報導，絕大部分會在心中引起各種質疑及問號的。而要接受一項知識時，首先要做
的就是求證！因為若沒有切實的論據及可信的理論，冒然地聽信一切的說詞，就完全違背科學的態度了！
所以，用「科學的態度」來閱讀一篇報導，其所獲得的往往不是它的結論(因為大半的結論均「不足採信」!)，而是「因研討
此問題而引起的疑問」。若能在閱讀之後喚起很多問題，引起很多搜尋資料、實驗、批判已往的想法…的反應，那麼，這項「閱
讀」活動就成為「求知」的發動機，也就是藉此閱讀啟動了我們的「學習」！
「科學的閱讀」往往會引領我們的思維往縱深方向去發展(因為我們的心中一直會喚起「why」的問題)，也比較能掠過(剔除)
虛妄的「訊息」 (這有點像攀岩時，手不會去抓鬆浮的石頭一般！)。例如，在閱讀「菠菜事件」相關的資料時，若使我們聚焦在
「多吃菠菜會導致結石的毛病嗎？」那麼，我們會略去「菠菜一斤多少錢？」、「菜市場有沒有人在賣菠菜」等與此問題較無因
果關係的訊息而直接詢問結石的成分及形成原因，例如若分析結石的成分是草酸鈣居多，肇因是草酸鈣的溶解度很低，接著就會
去想「鈣」是我們身體必要的元素，「草酸」則不必。故如何使草酸減少在身體出現、或縱使出現了，也要使它處在某情境中，
使它遇到了也不容易結合、或即使結合了也會因為處於某情境而被溶解而排泄掉。瞭解「結石」與「草酸鈣」的性質，為了要防
患「結石」的發生：

策略一：減少草酸的吸收
很多蔬菜都含有草酸，所以只針對菠菜一項來防患是無效的，所有含草酸成分較高的蔬菜均于避免食用，或是藉由水煮、或
某種烹飪的辦法去溶（或除）去大量的草酸根。

策略二：使身體處於某種化學狀態（例如體液的酸鹼度或某些離子濃度），使這種化合反應不發生或溶解掉這些結
石。
生物化學家會對「結石」與「草酸」的因果關係是不是「真實的存在」有興趣，他們會想辦法去藉實驗來釐清，若有朝一日
他們可以在控制變因的實驗中證實這件事，那麼「菠菜所含的鐵質，可以為人體所吸收作為造血的材料」、「草酸在人體中若遇
到濃度超高的鈣離子，會形成結石沉澱下來」就是事實了！於是，人們接下來就會去找出其它含有較豐富的草酸的蔬菜而少去吃
它，其他富含鐵質的蔬菜而去多吃它。或是發展一種烹飪技術可以先期把蔬菜的草酸成分去除掉。
在「閱讀」時，我們會不斷的評估資料的真實程度。例如作者因為知道「他有個朋友很愛吃菠菜，又患有膀胱結石」就下了
這個「多吃菠菜會結石」的結論，那麼，讀者就會判定這是「武斷之言」。
若是作者什麼依據都沒有，只是因為菠菜好吃、菠菜產量太多想大力推銷、…這些都是和造血、結石無關的因素，為了商業
利益硬湊在一起，那麼，得找就會判定這是「妄言」了。我們在廣告中常發現，許多論述只依據少些的事實就作了誇大的延伸或
挾帶著很多的妄言。
這就是科學性的閱讀、科學性的思維，因為「閱讀者」一心在乎的是資料的真實性、因果邏輯性、以及這種因果關係的真實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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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閱讀---三、如何進行科學閱讀的「教學」
黃茂在 陳文典
「教學」的基本義是「促進學生學習」。因為我們相信藉由「科學的態度」來學習，才能獲得「可信賴度」較高的知識！因此，本
節要討論的主題，可改寫為「如何引導學生作科學性的閱讀，藉此獲得學習」。
我們在第一之（三）節中提到，人們若在「閱讀」時採取科學的態度，就不會一下子就全盤接受作者的說法，他心中會興起許多質
疑。我們要從事「科學閱讀」的教學模式，當然就必須在學生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提出這些質疑的問題。
不過，我們在第二節中，以「菠菜事件」為例，又談「質疑的問題」要提到什麼「份量」，尋求釋疑的行動要進行到什麼「程
度」。為什麼在提問或探索真相的程度上需要如此的考量呢？那是因為考量到在實際的生活中，若我們一味地「打破砂鍋問到底」，那
麼我們幾乎就沒有辦法讀完一篇小文章，閱讀的活動也無法順利的進行下去！
如何在第一之（三）及第二節所提的要求之中去作折衷，在「提問」或「探索真相」的「嚴格程度」上作一些調整？那就是我們的
教學技術了！尋找並確定此一折衷平衡點，其實是和我們可用的教學時間、學習活動空間、閱讀的報導文章、學生的程度、學習的目
的…都有關係。
在「閱讀」（一種「學習」的方式）時，採用什麼態度或方法來進行，其所獲得的「知識」，其品質相差甚大！我們可以把「態
度」分成「嚴謹的」（科學的態度）、「理解的」（要覺得自己懂得它在說什麼）、「知道的」（像海綿吸水似的接受這些知識）三個
等級。而把所要閱讀的「報導」也可分成三個品級：科學研究報告及論文、雜誌報紙上的專題論談、街頭八卦花絮廣告之類。因此
3x3 就有九種閱讀不同的閱讀形態。所獲得的「知識」，其「可信賴度」也會不同！面對各種不同的閱讀形態，我們要如何來進行「科
學閱讀教學」呢？以下我們就提供一則一則的「教學實例」，以方便大家一起來研究「科學閱讀的教學法」！
例1.閱讀實地觀察後的報導文章(見附件一)
例2.閱讀不嚴謹的科學報導文章(見附件二)
例3.閱讀一首詩(見附件三)

例4.閱讀一則寓言(見附件四)
例5.閱讀一則科學家小傳
例6.閱讀一篇報紙上的專題
例7.…

點閱: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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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閱讀---結語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即是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閱讀」；依照資料的真實性、因果邏輯性以及「因
果關係」存在的合理性來檢核、篩選文章裡的資訊和理論。在閱讀中，我們在乎的是資料的真實性
（不虛妄）、資料對整個事件的代表性（不偏取、不羅織）、論述中引用的因果關係之合理性，
「緣因致果」關係是必要條件？充要條件？輔助條件？（不以偏概全、不武斷）。在閱讀中得分辨
哪些是理論、哪些是事實，得分辨資料及理論成立之虛妄或真實（在「科學閱讀」中，我們要求於
「作者」的，是資料之真實性，是他引用來推理的理論是否正確、適當，推論的過程是否嚴謹）。
只有在「閱讀」時能夠做到不偏聽、不羅織、不妄言、不盲從、不迷信 的程度，這樣所獲得的資料
和知識才不會是一種堆話！
點閱:284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2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科學閱讀---前言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一、認識「科學閱讀」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二、科學的閱讀－「菠菜事件」為例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三、如何進行科學閱讀的「教學」 / 黃茂在 陳文典
科學閱讀---附錄 / 黃茂在 陳文典
1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32 期
科普閱讀

科學閱讀---附錄
黃茂在 陳文典

附錄一：實地觀察後的報導文章
摘自「墾丁國家公園植物與植被生態（Ｉ）－鵝鑾鼻公園植物與植被」

這一類的文章具有平實、具體的資訊，較可採信。所以，我們閱讀後可以斟酌作以下的反思：
1.看看出版單位、作者的工作態度、以及所採集的是否是第一手的資料…，藉此可以評估資料
之信實程度。
2.打聽「學名」是怎樣命名的?例如:「旋花科」有什麼特徵?
3.想一想，它運用什麼生理特性，才能夠適應海邊這種沙質、多鹽、多風、烈日的環境?
4.想一想，這種植物既然如此的耐命，有什麼機會可以善加利用(或讓它發揮)這些特質呢?

附錄二：論述不嚴謹的科學報導文章
摘自「生物電磁波揭密-場導發現一」

愛恨分明冤家莫聚頭
許多學者的研究結論是，植物也有「愛」和「恨」。當然這種「愛」和「恨」不是感情
的表現，而是體現在生長狀況上：有些植物能和睦相處，有的則是「冤家對頭」。

科學家經過實踐證明：洋蔥和紅蘿蔔是好朋友，它們發出的氣味可驅趕相互的害蟲；大
豆喜歡和蓖麻，蓖麻散發出的氣味使危害大豆的金龜子望而生畏；玉米和豌豆間作，兩者生
長健壯，相互得益；葡萄園裡種上紫羅蘭，能使結出的葡萄香甜味濃；玫瑰和百合是好朋
友，把它們種在一起，能促使花繁葉茂；旱金蓮單獨種植時，花期只有一天，但如果讓它與
柏樹作伴，花期可延長三、四天；在月季花的盆上中種幾棵大蒜或韭菜，能防止月季得白粉
病。英國科學家用根、莖、葉都散發化學物質的蓮線草與蘿蔔混作，半個月內就長出大蘿
蔔。
相反地，有一些植物則是「冤家對頭」，彼此水火不容。
如丁香花和水仙花不能在一起，因為丁香花的香氣對水仙花危害極大；鬱金香和毋忘
草、丁香花、紫羅蘭都不能生長在一起，否則會互不相讓；小麥、玉米、向日葵不能和白花
草、木樨生長在一起，不然會使這些作物一無所獲；另外，黃瓜和番茄，蕎麥和玉米，高梁
和芝麻等，也都不能種在一起。
研究植物之間的相生相剋，是一門新興學科－生物化學群落學。科學家認為，這門科學
可以指導人們更好地規劃城市綠化、美化環境，合理布局農作物種植。在栽培植物時，應注
意相互有利的栽在一起，千萬不要讓「冤家對頭」同居。

1.它是一篇科學報導文章;因為它提「許多學者的研究結論是…」，又把它提供的植物間相互作用的事情用
「生物化學群落學」來保證，表示這些資料都是實驗的、或觀察到的事實。
2.他的論述並不嚴謹；例如他屢屢提到「許多學者的研究…」、「英國科學家用根、莖、…」、「科學家證
明…」，都是以「科學家」掛保證，可是，這科學家是誰呢？或是這資料是發表在哪個期刊第幾期呢？則他
並未提及。這顯得他的「保證」未必有很高的可信度！
3.我們可以採取一種比較保守(嚴謹)的態度來攝取這些資料；相信他所列舉的觀察結果（如洋蔥與紅蘿蔔間可
互助…）但是，對於他所提的「理論」則採比較保留的態度（例如「丁香花的香氣對水仙花危害極大」）、
例如「蓮線草散發化學物質使蘿蔔長得更大」…，因為這些原因的歸咎必須有切確的證據)。

附錄三
摘自「泰戈爾詩集－採果集」
露珠與太陽的對話
『哦，太陽，除去天空，還有什麼能保留你的肖像？』
『我夢著你，但我永不能希望可服務你』，露珠哭泣說。
『將你放入我裡面，那是我太渺小了，偉大的主阿，我的生命全是眼淚』。
『我照耀無邊的天空，我卻能身於一個小小的露珠』，這樣太陽說：
『我將變成是一線來充溢你，於是你的小小生命將是一個歡笑的球』。

這是一段很美的詩篇。
「詩」可以做「科學閱讀」嗎？
詩裡所描述的情境或概念，通常是比較廣泛的、概括性的。而其角色的設定也常用「擬人化的」、「類比的」方式。所以，它和科
學(尤其是物理學)裡量化度量，運用「操作型定義」各變量等處理的方式是不同的。
可是，這如同佇立高山、放眼大地、觀賞森林、委婉河道、由天際湧過來的雲流(像洋流攜帶著塊塊的浮冰…)和用「放大鏡觀賞葉
片、葉脈、昆蟲的口器…」，兩者是「意境」的尺度不同，而不是說「詩」就一定要「非科學」！

但本文以「陽光」進入「露珠」的景象為本，可以類比的擬人化的聯想到一個人的「心扉」接獲一道訊息而啟發了很多的「想
法」，這時心中那種感動是不是類同於「露珠」遇到了「陽光」 (當然，你或許有別的聯想…)，這首「詩」要提的就是那份「感動」。至
於你是怎樣獲得的(如看到一顆流星、一朵初綻的花朵…)他則用露珠與陽光來當例子而已。那麼，這種比喻式的文章所傳述的「知識」算
不算科學？
我認為它是一篇科學的文章：
其一是「陽光下的露出會散發五彩的光，以及把四周景物成像於其中」，這是經驗、是事實。
其二是用「陽光與露珠」為比喻，很能「貼切地」表達心中那悸動的感覺。而這種「啟發」不是人生遇到的各種遭遇中最美的事？
其三是他用字其少，描述的是最美好的事，非常精要且又流暢明白。
此「詩」兼具真善美，實在是一篇好詩！

附錄四：閱讀一則寓言故事
摘自「伊索寓言」－獅子與小老鼠
一隻老鼠，在一隻獅臉上跑過...............
一隻老鼠，在一隻獅臉上跑過，將牠從睡夢中吵醒。獅子怒跳起來，捉住老鼠，要弄死
牠。老鼠哀求道：「只要您肯饒了我的微命，我將來一定要報答您的大恩。」
獅子便笑著放了牠。後來獅子被幾個獵人捉住，用粗繩綑倒在地上。老鼠聽出獅子的吼
聲，跑了過來，用牙齒咬斷繩索，釋放了牠。大聲說道：「你當時嘲笑我想幫你忙，而且不
指望我有什麼報答。但是你現在知道了，即使一隻小老鼠，也會向獅子效力的。」

這是一則寓言；「寓言」作怎麼做科學閱讀呢？
「寓言」是一種類比思考的產物；在A及B事件中，有一共用的因果關係，所以A、B內的各角色其實是相對
應的。「獅子與小老鼠」對應於現實生活中的「強者與弱者」，例如債主之對應於負債者、持槍者對應於俘
虜…。
「類比思考」是人類理解某一想法或將「理論」應用於日常生活「事件」中最常用的思考模式。因為是「比
喻」的，所以「因果關係」只是兩者相關關係裡的某一項而已。不是全部，因此，用它來推論「事情會有什麼
結果」，其實是脆弱的不可信的，也就是說，若我們採用「科學的閱讀」，最好的方式是將此「寓言」當成一
個話題，「讀者」讀完這則寓言後，可以更改故事的發展。但是，不管故事怎麼發展，必須具有因果邏輯的必
然性，讀者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感悟，例如：
A.『你做了善的事，總會有好的效應產生』。
B.「能力」有很多種，有時，老鼠會的獅子未必會呢！
C.連獅子與老鼠彼此都能相幫助，動物在這座森林生活真幸福呀！
D.小老鼠真冒險呀！說不定這次獅子看到牠會把牠給吃了呢！
E.小老鼠很想證明自己也很有本領，所以只要有機會就展現，不太考慮到安不安全！
F.具有解決問題能力的人，就是強者。面對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情境，常需要有不同的能力。故在處理不
同的問題時，常可發現強弱的角色易位呢！
G.…
只要「讀者」能掌握寓言中「A故事影射的意義」，並且，將「A故事演變的情節」轉換到B，而在B中去申
論他的看法，就表示他「類比思考能力」的成功。其次，我們可檢核他在B中所作的申論是否具有「因果邏輯
上」的合理。

「寓言故事」也可作「科學閱讀」！

附錄五：「童話故事」也能作「科學性的閱讀」嗎？
我們附了「青蛙王子」童話故事。
我們不禁會問：怎麼用科學的態度閱讀這種故事？
依我的經驗，我的回應是：不能！
為什麼「寓言」可以用科學的態度閱讀，而童話故事不能？
因為童話故事把一個「意念」用一串故事來表述，它很困難作由A 與B 間的類比轉換。因此，只能在原Ａ故事中去談出故事的意
涵、去談它的因果邏輯性。而偏偏這類文章的故事常成無厘頭的發展，所以，用科學的態度是讀不下去的。
若是我們將童話故事簡化成「寓言」，是不是可以運用科學化的閱讀呢？例如：把「青蛙王子」改寫成一則寓言，其中心意念是
「某人一向非常尊敬A」，若他覺得自己被A 所肯定或賞識或需要，則他的能力即可大大的發揮出來。於是「青蛙」扮演成一個渴求被需
要被肯定的「凡人」，可是一旦受到他心目中重要人物的鼓勵（公主的一個香吻），他就會充滿了信心，潛能都發揮出來了，成為一個
「王子」（很有能力的人）。
若是如此的設計，故事的細節又說得不多，就「寓言」來說，讀者可以想像的空間就更大，那麼運用類比思考把它應用到其他的事
件就不會犯到因果邏輯上的錯誤。

青蛙王子
在遙遠的古代，人們心中的美好願望往往能夠變成現實。就在那個令人神往的時代，曾
經有過一位國王。國王有好幾個女兒，個個都長得非常美麗；尤其是他的小女兒，更是美
如天仙，就連見多識廣的太陽，每次照在她臉上時，都對她的美麗感到驚詫不已。
國王的宮殿附近，有一片幽暗的大森林。在這片森林中的一棵老椴樹下，有一個水潭，
水潭很深。在天熱的時候，小公主常常來到這片森林，坐在清涼的水潭邊上。她坐在那裡
感到無聊的時候，就取出一只金球，把金球拋向空中，然後再用手接住。這成了她最喜愛
的游戲。
不巧的是，有一次，小公主伸出兩隻小手去接金球，金球卻沒有落進她的手裡，而是掉
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就滾到了水潭裡。小公主兩眼緊緊地盯著金球，可是金球忽地一下
子在水潭裡就沒影兒了。因為水潭裡的水很深，看不見底，小公主就哭了起來，她的哭聲
越來越大，哭得傷心極了。哭著哭著，小公主突然聽見有人大聲說：“哎呀，公主，您這
是怎麼啦？您這樣嚎啕大哭，就連石頭聽了都會心疼的呀。”聽了這話，小公主四處張
望，想弄清楚說話聲是從哪兒傳來的，不料卻發現一只青蛙，從水裡伸出他那丑陋不堪的
肥嘟嘟的大腦袋。
“啊！原來是你呀，游泳健將，”小公主對青蛙說道，“我在這兒哭，是因為我的金球
掉進水潭裡去了。”
“好啦，不要難過，別哭了，”青蛙回答說，“我有辦法幫助您。要是我幫您把您的金
球撈出來，您拿什麼東西來回報我呢？”
“親愛的青蛙，你要什麼東西都成呵，”小公主回答說，“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寶
石、甚至我頭上戴著的這頂金冠，都可以給你。”
聽了這話，青蛙對小公主說：“您的衣服、您的珍珠、您的寶石，還有您的金冠，我哪
樣都不想要。不過，要是您喜歡我，讓我做您的好朋友，我們一起游戲，吃飯的時候讓我
和您同坐一張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東西，用您的小高腳杯飲酒，晚上還讓我睡在您的
小床上；要是您答應所有這一切的話，我就潛到水潭裡去，把您的金球撈出來。”
“好的，太好了，”小公主說，“只要你願意把我的金球撈出來，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
應。”小公主雖然嘴上這麼說，心裡卻想：“這只青蛙可真夠傻的，盡胡說八道！他只配
蹲在水潭裡，和其他青蛙一起呱呱叫，怎麼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

青蛙得到了小公主的許諾之後，把腦袋往水裡一扎，就潛入了水潭。過了不大一會兒，
青蛙嘴裡銜著金球，浮出了水面，然後把金球吐在草地上。小公主重又見到了自己心愛的
玩具，心裡別提有多高興了。她把金球揀了起來，撒腿就跑。
“別跑！別跑！”青蛙大聲叫道，“帶上我呀！我可跑不了您那麼快。”
儘管青蛙扯著嗓子拚命叫喊，可是沒有一點兒用。小公主對青蛙的喊叫根本不予理睬，
而是徑直跑回了家，並且很快就把可憐的青蛙忘記得一乾二淨。青蛙只好蹦蹦跳跳地又回
到水潭裡去。
第二天，小公主跟國王和大臣們剛剛坐上餐桌，才開始用她的小金碟進餐，突然聽見啪
啦啪啦的聲音。隨著聲響，有個什麼東西順著大理石台階往上跳，到了門口時，便一邊敲
門一邊大聲嚷嚷：“小公主，快開門！”聽到喊聲，小公主急忙跑到門口，想看看是誰在
門外喊叫。打開門一看，原來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門前。小公主見是青蛙，猛然把門關
上，轉身趕緊回到座位，心裡害怕極了。國王發現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亂的樣子，就問她：
“孩子，你怎麼會嚇成這個樣子？該不是門外有個巨人要把你抓走吧？”
“啊，不是的，”小公主回答說，“不是什麼巨人，而是一只討厭的青蛙。”
“青蛙想找你做什麼呢？”
“唉！我的好爸爸，昨天，我到森林裡去了。坐在水潭邊上玩的時候，金球掉到水潭裡
去了，於是我就哭了。我哭得很傷心，青蛙就替我把金球撈了上來。因為青蛙請求我做他
的朋友，我就答應了，可是我壓根兒沒有想到，他會從水潭裡爬出來，爬這麼遠的路到這
兒來。現在他就在門外呢，想要上咱這兒來。”正說著話的當兒，又聽見了敲門聲，接著
是大聲的喊叫：
“小公主啊我的愛，
快點兒把門打開！
愛你的人已到來，
快點兒把門打開！
你不會忘記昨天，
老椴樹下水潭邊，
潭水深深球不見，
是你親口許諾言。”
國王聽了之後對小公主說，“你決不能言而無信，快去開門讓他進來。”小公主走過去
把門打開，青蛙蹦蹦跳跳地進了門，然後跟著小公主來到座位前，接著大聲叫道，“把我
抱到你身旁呀！”
小公主聽了嚇得發抖，國王卻吩咐她照青蛙說的去做。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心裡不
太高興，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後又說，“把您的小金碟子推過來一點兒好嗎？這樣
我們就可以一快兒吃啦。”很顯然，小公主很不情願這麼做，可她還是把金碟子推了過
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可小公主卻一點兒胃口都沒有。終於，青蛙開口說，“我已經吃
飽了。現在我有點累了，請把我抱到您的小臥室去，舖好您的緞子被蓋，然後我們就寢
吧。”
小公主害怕這只冷冰冰的青蛙，連碰都不敢碰一下。一聽他要在自己整潔漂亮的小床上
睡覺，就哭了起來。
國王見小公主這個樣子，就生氣地對她說，“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們的人，不論
他是誰，過後都不應當受到鄙視。”
於是，小公主用兩隻纖秀的手指把青蛙挾起來，帶著他上了樓，把他放在臥室的一個角
落裡。可是她剛剛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邊對她說，“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覺。

請把我抱上來，要不然我就告訴您父親。”
一聽這話，小公主勃然大怒，一把抓起青蛙，朝牆上死勁兒摔去。
“現在你想睡就去睡吧，你這個丑陋的討厭鬼！”
誰知他一落地，已不再是什麼青蛙，卻一下子變成了一位王子：一位兩眼炯炯有神、滿
面笑容的王子。直到這時候，王子才告訴小公主，原來他被一個狠毒的巫婆施了魔法，除
了小公主以外，誰也不能把他從水潭裡解救出來。於是，遵照國王的旨意，他成為小公主
親密的朋友和伴侶，明天，他們將一道返回他的王國。第二天早上，太陽爬上山的時候，
一輛八匹馬拉的大馬車已停在了門前，馬頭上都插著潔白的羽毛，一晃一晃的，馬身上套
著金光閃閃的馬具。車後邊站著王子的僕人——忠心耿耿的亨利。亨利的主人被變成一只
青蛙之後，他悲痛欲絕，於是他在自己的胸口套上了三個鐵箍，免得他的心因為悲傷而破
碎了。
馬車來接年輕的王子回他的王國去。忠心耿耿的亨利扶著他的主人和王妃上了車廂，然
後自己又站到了車後邊去。他們上路後剛走了不遠，突然聽見辟辟啦啦的響聲，好像有什
麼東西斷裂了。路上，辟辟啦啦聲響了一次又一次，每次王子和王妃聽見響聲，都以為是
車上的什麼東西壞了。其實不然，忠心耿耿的亨利見主人是那麼地幸福，因而感到欣喜若
狂，於是那幾個鐵箍就從他的胸口上一個接一個地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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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帶領人的素養與策略
基隆市故事協會 林嘉華理事
本文摘要
打開閱讀的樂趣~從故事開始
抒發孩子的情感~從故事開始
建立親密的關係~從故事開始

~給予生命的榜樣~從自己的故事開始~
深耕閱讀至今已有十餘載，我經常問這樣的問題：「在帶領孩子閱讀時所面臨的困難是什麼？最
急迫且最緊急想要處理的事情是什麼？」。結果整合統計以「如何培養孩子閱讀的興趣？」以及「如
何提升孩子閱讀的理解力？」，為得票之冠亞且不相上下。
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及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上所提到閱讀素養的定義是，
「由閱讀獲得樂趣並能從中學習，也就是要對文本的理解、應用及投入能力，目的在達成個人目標、
發展個人知識與潛能、並有效參與社會」。在教育現場所見策略真的包羅萬象，只要能引起孩子閱讀
興趣，並能從閱讀中學習進而發展孩子高階思考力的策略就是有效策略。但用策略培養「主動閱讀」
並有能力「獨立思考」的孩子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十幾年來不知經歷多少學校，從基隆、台
北、桃園、新竹、台中到花東；從國小生到大學生；從家長、志工到教師，不論對象為何，閱讀帶領
人需要具備三大基本素養：態度、知識、技能，而這三者就像齒輪般互為滾動影響，其中以態度最為
重要。策略運用則以好文本+好問題+好互動+好活動為帶領原則。
一、 好文本：
1. 好文本的條件：文學性 、趣味性 、知識性、建立主題書群
2. 好文本的準備：文本分析、文本結構圖
二、 好問題：
閱讀文章時，內容被大腦所注意、暫存在運作記憶中，運用好問題能提取存在長期記憶的知
識經驗與運作記憶的訊息做對照，若兩邊訊息相同的話，則會「加強」已有的知識經驗，若兩邊
訊息矛盾的話，則會「修正」原有的知識經驗。
提出好問題是提升思考能力的關鍵，也是閱讀理解力的重要指標。提問能在孩子腦中建構意
義圖像進而解碼、推理，透過推理的過程產生理解。
三、 好活動：能讓孩子參與、投入，規律性、持續性、多樣性
四、 好互動：具備帶領「討論」的能力。
在閱讀討論的過程中，能引導孩子與同儕積極的進行探尋、合作思考並培養孩子傾聽及表達
的能力。從團體探索的對話中引導小孩不斷透過問題回應、釐清、檢視進而修正問題。
走進孩子的世界認識他們，以「孩子為主體」，把自己當教練，給孩子犯錯的機會讓他們不
斷的體驗、練習，創造孩子的高峰經驗。如此你會發現，培養孩子主動閱讀並成為一個獨立思考
的個體就不是難事了！
~開放是一種人本的寬厚
開放是一種自由的開闊
開放是一種平等的容納~(摘自 如何閱讀一本書)
點閱: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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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如何教「科學閱讀」
基隆市建德國中 徐毓慧老師

閱讀是近年來台灣教育的熱門議題。以國際評量PISA評量來說，試題有
三大類題:數學、科學、閱讀，再仔細分析評量的題型，每個題目敘述的主題
幹，更是由一段文字所組成。如果沒有有效的閱讀策略，學生們很容易害怕讀
這樣的文章。由此可知，「科學閱讀」很重要，而科學閱讀的教學更是刻不容
緩，還要做長期規劃。但是，如何進行閱讀教學對自然科教師是很陌生的。那
不是請學生打開課本，一字一句的念就行了。學生必須應付大量的科學名詞，
以及艱深冗長的科學敘述。
基隆市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輔導團在2010年年底確定了未來一年要進行
推動「科學閱讀」的工作，因此，在2011年年初請來了科學月刊的林孝信先生
分享「科學閱讀」活動推動的經驗。記得當時老師提到了一本經典的工具書，
書名叫做「如何閱讀一本書」，離初版1940年已有七十年了，卻在歐美的暢銷
排行榜中歷久不衰，也引起很多出版界的專業人士討論。在好奇心的驅使下，
我也到書店找到了這本書，讀了第一段文字，就確定了它就是我要的工具書
了。書中開宗明義闡明：「這本書是為那些想把讀書的主要目的當作是增進理
解能力的人而寫。」另外，這本書更說明：「閱讀就是學習，」「就像是非輔
助型的自我發現學習。」這些都是我們推動科學閱讀的目的。
「如何閱讀一本書」將閱讀分成三個層次：基礎閱讀、檢視閱讀和分析
閱讀。那時，我又參考了國內少數正在進行科學閱讀教學的工作坊的資料，將
科學閱讀的方法簡化成四個項目：快速閱讀、仔細閱讀、畫概念圖、寫出摘
要。以此四個項目做為學生閱讀需要具備的策略，貫穿科學文章的內涵，並做
成數張學習單，讓學生在社團時間、閱讀指導課、和寒暑假輔導課期間做練
習。目前，所任教的導師班已經八年級了，七年級一整年讀了約10篇的科學文
章，平均一個月一篇文章。每篇文章的字數約500到800個字，文章來源有南一
出版社所提供的三分鐘看自然，和科景新聞網的科學新知。
一開始進行科學閱讀課程，先說明了閱讀的重要性，也讓學生們明白培養
閱讀方法的重要性，再依照學習單上所列的步驟，帶領學生依循步驟完成文章
的閱讀並練習閱讀的方法。學習單範例如下：
[Nov 06, 2010] 科景新聞 醫學：小心，BPA就在你手上！

編輯 Gene 報導

研究發現，酚甲烷（ Bisphenol
A, BPA，別稱雙酚 A）能夠經由皮膚吸收；另一項
研究也發現，常接觸含有
BPA收銀機收據的人，體內 BPA濃度會比平均還高。
BPA在大多數西方人體內都可驗出。動物實驗證實 BPA在高濃度時是有毒害性
的，雖然已有證據顯示低濃度的 BPA也可能有害，但是政府卻還未採取行動管制。
BPA常用在食物或飲料的容器內，收銀機的感熱紙收據也含有 BPA，而且後者含
的果，因此科學家建議孕婦和嬰兒要避免接觸含有
BPA的單體，因此可能更易讓人體吸收。由於 BPA在人體內有類似雌性激素的效
BPA的容器。
法國巴黎國家農業研究院的毒理學家
Daniel Zalko等人發現， BPA確實能夠從皮膚吸
收，這能解釋為何許多人含有的
BPA比從食物或飲料中攝取的還高。他們利用放射性
同位素標記 BPA，然後觀察豬耳吸收 BPA的速率。
Zalko表示，由於收銀機的感熱紙收據含有 BPA，因此他建議孕婦避免接觸，或在
接觸後立即洗手。無獨有偶，美國哈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
Joe Braun等人，追蹤了 398
位孕婦尿液中的
BPA，結果發現最常接觸收銀機感熱紙的收銀員，尿液中的 BPA含量
最高，達每公克尿液含有
2.8微克 BPA，相較分別每公克含 1.8微克和每公克含 1.2微克
的教師及工人。
雖然 Braun等人的樣本中僅有 17位收銀員，不過她仍相信她們的 BPA
是經由皮膚吸收的。
＜閱讀步驟＞
1. 第一次快速閱讀：快速瀏覽主題及關鍵字和圖示。說說看本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有哪些內容？
2. 第二次詳細閱讀： 預測→閱讀→檢核→關鍵詞→提問
3. 畫出簡單的概念圖：先找出每段文字的主題與精要，劃線並做筆記。
4. 寫出本文的摘要：要與作者達成共識，再反覆閱讀文章，寫下重點。

由於一開始所挑選的文章內容相當生活化，又是科學新知，學生覺得很有
趣。再者，因為文章不長，差不多一節課的時間，大部分的人都能將學習單完
成。學習單填寫內容也相當豐富，約2/3的學生能掌握閱讀的策略。進行一年的
教學，結果發現，學生們似乎在較容易閱讀的文章比較能掌握閱讀策略，但
是，對於科學名詞較多的文章，學習單的完成度較差，顯示他們容易受到科學
名詞的困擾。不過，要能自主的學習，這也是必經的過程。希望未來隨著年齡
的增長，以及學業的進程，學生們能將閱讀的策略用在陌生的領域，不斷的嘗
試以推動自己能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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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閱讀資源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一、2010全國科普閱讀年網站 http://popsci.lib.ntnu.edu.tw/index.jsp
二、科普閱讀書目
科普閱讀年一百種好書推薦書目
http://www.scu.edu.tw/physics/date/99date/2010catalog.pdf
http://reader.lib.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09/12/科學綜合科普好書.pdf
http://reader.lib.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09/12/數學科普好書.pdf
http://reader.lib.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09/12/物理學科普好書.pdf
http://reader.lib.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09/12/化學科普好書.pdf
http://reader.lib.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09/12/天文學科普好書.pdf
http://reader.lib.ntnu.edu.tw/wp-content/uploads/2009/12/生命科學科普好書.pdf
小魯文化出版科學書籍目錄(如本篇所附加Excel檔案)
三、科普閱讀網站推薦
科普閱讀推廣部落格 http://reader.lib.ntnu.edu.tw/
四、國小中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科學閱讀資源集：科學閱讀
(詳如本篇附加PDF檔案，檔案大小：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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