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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2013八堵「READ」‧「利得」受用

八堵國小2013年以「READ」(Reading閱讀、English英語、Art藝術、Digital資訊科技)四大面向為校務發展推動方向。

在本期中該校針對閱讀教育政策計畫的推動、閱讀環境的經營、閱讀教學的落實、不同文本閱讀策略的教學指導、資源班

的閱讀補救教學作為--等面向撰文，分享深耕閱讀教育的經驗。

輪值主編：基隆八堵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燦爛 (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北美Chicago大學Joe and Rika Mansueto圖書館 / Ku Bauman 【Facebook】
曼谷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讀書之都 / 國家教育研究院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線上遊戲融入歷史教學，有效提升閱讀能力 / 國家教育研究院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

主編的話

八堵愛閱讀 / 基隆市八堵國小 魏川淵校長

名人看閱讀

洪蘭看閱讀 / 國立中央大學 洪蘭教授

策略擂臺

2013八堵「READ」‧「利得」受用 / 基隆市八堵國小 張志傑主任
八堵國小閱讀教育特色 / 基隆市八堵國小 唐維珍、楊依蓉老師
八堵國小學校本位閱讀課程計畫 / 基隆市八堵國小 張志傑主任
如何開啟孩子的英語閱讀之門
淺談資源班閱讀障礙補救教學經驗 / 基隆市八堵國小 謝函穎老師

杏壇尖兵

打開孩子閱讀的大門 / 基隆市八堵國小 黃佳玉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淺談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 基隆市八堵國小 劉芊伶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八堵國小圖書室利用教育現況 / 基隆市八堵國小 李莉華老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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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php?id=55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5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5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5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5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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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期

閱讀專題

北美Chicago大學Joe and Rika Mansueto圖書館

Ku Bauman 【Facebook】

本文摘要

感謝Ku Bauman授權同意本電子報轉載。

北美Chicago大學近日啟用Joe and Rika Mansueto圖書館。該圖館是校內母體Regenstein圖書館延伸的創新進化版；緊鄰Henry Moore的"Nuclear
Energy" 雕塑。

從外觀看，新圖館像覆蓋地表的玻璃圓拱（Dome）。屋頂下面，讀者再也無緣看到櫛比鱗次的書架或迷宮似的書庫，只瞧見閱覽室的閱讀
桌。閱覽室底部地下室，存放許多井然有序的堆疊書箱，箱裡置放標有條碼的各色圖書。圖書不再按主題排列，而純依體積大小，充分利用
每口書箱。讀者入館先線上搜尋想要的書冊，然後館內動力起重機械（cranes）會依指令搜書，最後將實體書送到借書者手上。這個圖書館被
稱作hybrid圖書館。操作流程效率精準。人們不再擔心擺爛的讀者借走圖書，回放書庫歸錯位。也精簡圖書流轉的時間。機器管理書本存取，

省下樓層空間定位或辨識圖書編碼的曠日廢時。更節省瀏覽空間，3500萬冊印刷書可高密度典藏。 

 Dave Burk © Hedrich Blessing 2011
先進圖書館給讀者帶來嶄新體驗。他們不再有孤家寡人逡巡暗影書庫，而找不書的懊惱；而這也可能是種經驗的損失。昔時，就在妳書庫迷
蹤時，可能偶遇碰撞其他知識主題之機會消失了，歧路花園的驚豔也不會再有。更多難得一見的珍藏古本，也極可能空閨獨守，無人聞問。

好家在，芝大校內傳統的Regenstein圖館和Joe and Rika Mansueto圖館之間，相連一座橋，學子可以來去不同時空，體驗古早味圖館與未來圖

館雙重融合的氛圍，這或也是對比建築隱含的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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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讀書之都 / 國家教育研究院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線上遊戲融入歷史教學，有效提升閱讀能力 / 國家教育研究院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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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auman+%E3%80%90Facebook%E3%80%9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di38qi-10205/38100/4.jpg?attredirects=0&attredirects=0&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di38qi-10205/38100/3.jpg?attredirects=0&attredirects=0&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di38qi-10205/38100/1.jpg?attredirects=0&attredirects=0&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di38qi-10205/38100/2%20%20%20Dave%20Burk%20%C2%A9%20Hedrich%20Blessing%202011.jpg?attredirects=0&attredirects=0&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4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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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期

閱讀專題

曼谷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讀書之都

國家教育研究院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曼谷市今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讀書之都，曼谷市政府將於2月
23日舉行正式接受「曼谷世界讀書之都」名稱儀式，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頒授
該榮譽稱號予曼谷市政府。

曼谷市政府邀請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輪船(LOGOS HOPE )於2月21日至3月11日間，
停靠在曼谷孔堤( Khlong Toel)碼頭，此為宣傳其成為世界讀書之都的一系列活動之
一。這艘 LOGOS HOPE 號輪船上擁有最大的「海上圖書館和書店」，在曼谷停泊期
間歡迎民眾登船參觀，並參與來自45個國家400 多名志願工作者共同舉行的增加閱讀
宣傳活動，而船上的MV LOGOS HOPE書店，有5000多本書籍可出售。

曼谷市政府定於2月21-23日舉行本年度首次「曼谷世界讀書之都活動」，以增加民
眾閱讀量，並養成閱讀和終身學習的良好習慣。在此之前曼谷市政府已與89個團
體、民間組織和業者合作，持續推動打造曼谷市成為「讀書之都」的措施，依據最
近一項統計資料，曼谷市民的平均讀書量已從過去的每年7-8行，增加為10-15本。

曼谷市政府常務次長寧娜表示，依照向UNESCO的承諾，該府今年將推動多個措
施，以建立市民廣泛閱讀好書的習慣，營造終身閱讀學習理念，特別是培養青少年
喜愛讀書的習慣。曼谷市政府將在今年內設立曼谷書籍歷史博物館、圖書和閱讀研
究中心、泰國卡通造型博物館、辦理促進青少年廣泛閱讀計畫以及籌備主辦世界出
版商年會（IPA CONGRESS 2014）等一系列活動。

資料來源：102年2月18日 VoiceNews
連接網址：http://news.voicetv.co.th/thailand/63757.html

國家教育研究院 各國教育訊息電子報 第 24 期  2013/3/25
http://fepaper.naer.edu.tw/paper_view.php?edm_no=24&content_no=1464&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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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遊戲融入歷史教學，有效提升閱讀能力

國家教育研究院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

  近年來美國中小學教育正致力於推行教學數位化，不僅要求中小學學生必須修習至少一門以上的線上課程，在各州
也興起虛擬學校(virtual school)，為各學科提供線上課程，研發適合的數位教學法。有鑑於美國青少年每天平均花一
小時又十三分鐘在玩電動遊戲或線上遊戲，數位教學領域也開始研究如何將遊戲融入線上學習課程中，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並增加課程中的互動性。在過去兩年內，美國的幼兒園到中小學(K-12)線上課程內已開發出多達十五種以
遊戲為主的應用軟體來輔助學習，例如幫學生計算念一節文章須要多久時間的計時器，教數數字的應用程式，互動式
的元素週期表，複習代數的應用程式等等。

  除了各式應用程式，目前亦有虛擬學校與軟體公司合作，開發以線上遊戲為雛形的教學軟體，並研究其教學成效。
例如佛羅里達虛擬學校(Florida Virtual Schools)發展了一套線上遊戲，名為¬”¬¬陰謀行動:歷史好好讀 (Conspiracy
Code: Intensive Reading)”，適用於九年級至十年級的學生。學生在這套遊戲中學習美國歷史，並且融入閱讀策略教
學，藉著在遊戲中閱讀大量的史料來提升學生做摘要、綜合統整與評估等高層次思考能力。學生在這套遊戲中，扮演
兩位具有勇氣與正義感的高中生，為要阻止一個陰謀機構竄改歷史以奪取世界的行動，必須四處蒐集史料，分辨歷史
真偽。這套遊戲包含了電動遊戲的主要元素，例如角色扮演，冒險故事情節，與同儕組隊競爭等。

  此外，在教學的設計上也根據認知神經與腦相關的領域在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環境方面的研究成果來設計，包含了具
有故事性的場景，擬真的物理環境，真實的社會互動關係與各種的感官刺激。佛羅里達虛擬學校也進行了實驗研究來
了解這套線上遊戲對學生的教學效果如何。這個研究共包含了一百八十位九年級或十年級的學生，這些學生的閱讀能
力皆較為落後，參加的學生被隨機分派入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組完全在線上遊戲中學習，控制組則以傳統的課堂教
學方式授課。在經過一學期的教學後，研究結果發現，這套遊戲顯著提升了學生的閱讀能力，實驗組的學生在閱讀能
力後測的成績平均高於前測達六個百分點。更值得注意的是參與遊戲對閱讀能力最差的學生最有提升的效果，在前測
成績中墊底的學生群，其後測成績平均 上升了九個百分點。另外，實驗組的學生在單字、閱讀理解和總分上均有顯
著的成長，而控制組的學生在這三個部分的前後測成績並沒有顯著差異；經由放聲思考法的評量方式，研究也發現在
實驗組中，有較多的學生會在閱讀中使用閱讀策略，實驗組比控制組多了百分之十七的學生在閱讀策略使用評量中得
分超過六十分。最後，研究發現參與該實驗的學生的閱讀成績與佛羅里達州立閱讀理解測驗(Florida Comprehension
Assessment Test)有顯著的高相關，再度印證這套遊戲在提升閱讀能力上的效果。

  這些研究成果都顯示”玩”是一個最好的學習方式，以遊戲為主(game-based)的學習對學生有莫大的吸引力，有學者表
示線上遊戲融入教學不僅可大幅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且在虛擬的場景中，學生可以在安全的環境內自由探索，進行
實驗，嘗試錯誤並由錯誤中學習，並且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調配學習進度，因此線上遊戲的教學特點也包含教學
個人化與學習主動化，這也是為什麼落後的學生在虛擬遊戲中進步的幅度最大，這些特點都值得推動學習科技融入教
學領域的教育者參考。

譯稿人:林建妤
資料來源:
•Education Weeks, Vol. 06, Issue 02, Pages 16-20
http://www.edweek.org/dd/articles/2013/02/06/02games.h06.html?
tkn=PVMFsgsKPqNJcKnCxGQnxv8nQXOtCQD308sY&cmp=clp-edweek
•Website of Florida Virtual Schools
1.http://www.flvs.net/areas/aboutus/Documents/CCIR%20Efficacy%20Studies.pdf
2.http://www.flvs.net/areas/flvscourses/ConspiracyCode/Documents/Product_Overview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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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堵愛閱讀

基隆市八堵國小 魏川淵校長

本期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輪由本校擔任輪值主編學校。
 
我們從政策面、課程面、教學面、資源面來回顧八堵國小這些年來在閱讀教育上的作為。
 
在政策面，從八堵READ校務發展計畫的擬定與推動來談我們對於落實閱讀教育的重視、承諾與具體
政策作為。
 
在課程面，架構了八堵國小學校本位閱讀課程計畫。在各領域與議題中以繪本融入的方式來經營。
 
在教學面，在國語文閱讀以及英語閱讀兩者不同的文本閱讀教學，提出理念與實施經驗。也針對閱
讀障礙的補救教學提出現場實踐的體驗。
 
在資源面，對於八堵國小圖書室的經營與利用，做一次完整的檢視，賡續營造優質閱讀環境。
 
期許透過這些篇章的檢視與省思，形塑優質的閱讀風氣。

點閱: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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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洪蘭看閱讀

國立中央大學 洪蘭教授

經驗是達到學習最好的方法， 但是經驗要靠時間去換取，而人的壽命有限。

因此，想要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經驗， 就必須快速將別人的經驗內化成自己的，

吸收別人經驗最好的方式便是閱讀。

把閱讀融入生活中 洪蘭 《教育創造未來》P.156--.158

點閱: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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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八堵「READ」‧「利得」受用

基隆市八堵國小 張志傑主任

      八堵國小為順利推動閱讀教育，讓孩子從閱讀中學習並從閱讀中養成未來生活技能，因此設立閱讀推動小組，每學期
定期

期初、期末召開會議，由校長主持，期初確定學期需推動之相關工作與活動，並分工進行，於期末學期結束召開檢討會，
針

對學期實施相關內容進行意見交會檢討以作為下次推動之改進方針。以下是本校推動閱讀工作架構圖。

一、圖書館利用：請詳見《圖書館利用教育》

二、校內閱讀活動：

       （一）小小說書人：

 學校為鼓勵八堵孩子能勇於發表與展現自我，每學期教務組規劃兒童朝會時以班級為單位讓孩子站在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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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5%85%AB%E5%A0%B5%E5%9C%8B%E5%B0%8F++%E5%BC%B5%E5%BF%97%E5%82%91%E4%B8%BB%E4%BB%B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di38qi-10205/3802/%E5%83%B9%E6%A7%8B%E5%9C%96.JPG?attredirects=0


舞台上表現自我，內容以說、學、逗、唱或話劇等多元方式將班級閱讀書籍後之心得分享或推薦給大家。

        （二）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

      本學期邀請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車每月一次到八堵國小進行圖書閱讀活動，第一次行動書車來時，志工伯伯阿姨們進

      行繪本教學，之後開放書車內圖書借閱，也讓學生當下進行閱讀，教師也可利用這項資源進行班級閱讀活動。

        （三）閱讀成果分享：

學校為讓班級進行閱讀過程能讓家長看見，也讓八堵在閱讀教育上的用心能讓社區或對八堵有興趣的家長瞭解，

每年歲末學校會舉辦多元智能成果發表，各班在這活動中可將一學期的閱讀成果以動態的方式展現給大家，

另外在校慶時各班亦有成果靜態展，每位學生進行閱讀教育課程後的相關成果可放在學校為每人準備的卷宗夾內，

供大家翻閱。

此外，學校行政針對教師閱讀增能部分規劃相關社群研習，除了聘請新北市陳麗雲老師到校進行如何在班級實施

閱讀理解，也規劃閱讀寫作與經驗交流分享等社群研習，讓教師彼此增能，讓孩子受益。

        （四）大樹下講古：

              故事媽媽結合八堵每週五母語日到校鐵道車廂或榕樹下進行用閩南語說故事，故事媽媽所選的故事書也與學

              校事討論以結合議題方式進行，所以在當下孩子聽到鼓聲咚咚響就知道故事媽媽來了，要聽故事了

        ，聽完之後故事媽媽會提問讓孩子瞭解今天所說的故事背後所要述說的教育意涵，結束後孩子也可

         以到圖書室借閱書籍再次回溫故事媽媽所說的內容。



三、班級閱讀：

學校於閱讀推動小組會議當中與課發會結合，討論學期需要給孩子哪些閱讀方面的相關教育議題，

並確定每週進行班級閱讀課程時間，目前八堵國小在每週三、四的第一節課規劃閱讀課程，老師可

以在當下進行班級閱讀指導或議題繪本教學，有些導師亦自行規劃晨間閱讀活動，讓孩子在短短的

時間內可靜下心徜徉於書海，以下針對班級閱讀部分進行簡略介紹：

        （一）議題繪本教學：

         學校老師每月訂有教育議題並結合繪本於96年時設計一到六年級校本議題繪本教學，計有海洋教育、性別平等、品
德教

         育、能源教育、生命教育鄉土教育等六大議題繪本教學。學校在期初確定每月實施的議題後便以這些議題進行繪本
教學，

         讓學生從閱讀體認上述議題教育。

            （二）唐詩教學：

              八堵國小低年級除議題繪本教學外，另有設計唐詩教學，讓小朋友在唐詩中瞭解詩人創作當時意境

             並從老師教學中學到古人的美德。

點閱: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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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堵國小閱讀教育特色

基隆市八堵國小 唐維珍、楊依蓉老師

      打開一本書，等於打開一扇窗，去接觸一個豐富多變的世界｡閱讀可以汲取前人經驗，獲取知識，也可以馳騁想像境界，
增添生活情趣｡閱讀能力既是一切知識與語言技巧習得的根源，我們深耕閱讀，期望閱讀成為孩子生活的自然習慣，奠定終
身學習的基礎｡透過閱讀久久，培養孩子高層次思考能力及獨立研究的能力，使其能以閱讀解決生活周遭的問題｡ 

      本校以發展多元化學習的學校本位課程計畫，將「閱讀教育」、藝術教育與體育活動列為學校本位課程三大主軸｡由語文
領域課程小組研討，擬定閱讀教育計畫，並經由課發會決議年度閱讀教育相關活動計畫，將閱讀進修研習、閱讀護照認證、
心得寫作等納入教學實施課程，型塑閱讀教育特色，實踐八堵學校願景，以達到誘發品格良善，奠定學力基礎，培養溝通
力，激發創造力，涵育人文素養，拓展國際視野的目標｡

   八堵閱讀教育推動策略如下：

<一>辦理認識圖書室教育資源活動：本校圖書室藏書約萬冊，各班圖書不下200冊，學生人數48人，學生與圖書的比例至少1
人可有200冊 的書籍，也就是說學生可利用的圖書資源相當豐沛｡各班每週一節閱讀課，教務組再穿插安排志工說故事、好書
介紹有獎徵答等活  動，加強師生對圖書室的瞭解與利用｡

<二>活化豐富多元的學習角：各班為達到有效的空間利用，佈置溫馨的閱讀角落，由教師依據各科教學需要，有計畫的選書
閱讀，並指導 進度、分組討論、撰寫學習單(報告)等｡

<三>配合相關主題教育活動(品格、生命、能源、性別平等、海洋、家庭教育)，進行班級共讀：由圖書室提供各年段共讀
本，老師導引學童討論、發表、書寫心得、話書畫書等活動，藉閱讀故事內化品格，進而有系統漸進式的帶領學童走入書中
世界，與作者對話｡

<四>全校推廣「讀報教育」：過去曾每週辦理閱讀國語日報有獎徵答，學生會在下課後分享「科學」、「生活」版的趣聞或
進入主題閱讀  階段｡五花八門的版面，像法律常識、環境教育的小遊戲，是老師在班上進行品格、人權、環境教育最佳的教
材｡此外各班也可以利用日報作「剪報共讀」文章的心得分享｡

<五>國語課閱讀理解指導：教師指導深入閱讀，並參考PIRLS的閱讀層次，以「問出好問題」、「引發高層次思」理念，加
強歸納推論，詮釋整合，批判評估能力｡

<六>一到六年級全面實施背誦唐詩：透過背誦唐詩不但可以增加認字能力，詩情畫意的詩句有利於怡情養性｡更重要的是，
從生理上來看，朗讀詩句是口腔運動，具有健腦作用，有益於智力的發育 ，在記憶的過程，可以增加幼童腦內數突發展，數
突越多越長，記憶力就越強｡ 

<七>一到六年級全面實施讀經教育：經文引導孩童走向光明道路，並能開闊眼界，增長歷史知識，提升語文表達能力｡       
 

<八>自編作文並鼓勵投稿：作文主題由學年自編，以求符合教學現況與學生需求｡此外，彙集學生作品出版校刊或投稿《暖
暖代誌》｡        

<九>每月推動行動圖書車：每月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圖書車會來校與學生聚會，學童可以借閱新書充充電｡

<十>每日成語教學：每日練習成語造句，以求寫作時可以運用，收畫龍點睛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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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堵國小學校本位閱讀課程計畫

基隆市八堵國小 張志傑主任

本文摘要

請參閱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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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啟孩子的英語閱讀之門

        自本學年起，本校經市府教育處核定通過，成為英語實驗學校，自一年級起開始實施英語課程，家長
們十分雀躍，我們也欣喜又戰戰兢兢，想給孩子們最優質的英語課程。

        但不論學習任何語文，多接觸一定是必需，尤其我們並非是英語系國家，英語不是我們的日常語言，
更得時時接觸，以求「習慣成自然」。語文的學習，不外「聽、說、讀、寫」四部份。所以今天來和大家
談談「讀」的部份，讓孩子開始閱讀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英文書。

        即使是已成為英語實驗學校的我們，孩子接觸英語的時間比他校時間早一些也多一些，但這並不代表
孩子們接觸英語的時間就是夠多的。我們希望孩子們天天都能接觸到英文，而且不要只拘泥於課本裡的英
文，這時閱讀就愈形重要了。

        如何開始孩子的英文閱讀呢？尤其是若干家長常自謙道：「我自己英語也不好，要怎麼幫孩子進行英
語閱讀？」果真如此，那其實更好辦──依您的英語程度來為孩子挑英語繪本。您英文不好但這本書的內
容大部份難不倒您，那一定要挑這本給孩子讀啊！哪怕這本書只是在教二十六字母也沒關係。開啟孩子的
英語閱讀世界，是要讓他對英語閱讀有興趣，在英語閱讀中獲得享受與愉悅，不是要他學會什麼單字或句
型，不是要他讀了之後英語考試都要一百分，那只會打壞他對英語的胃口，從此對英語敬而遠之。

        還有極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在這英語閱讀之門甫開啟時，請陪著您的孩子一起往內走。「親子閱讀」
是讓孩子養成閱讀習慣非常重要的一環。若您只是把英語繪本扔給孩子，然後自己跑去看「風水世家」，
我保證就算他看了一百本也不會有什麼效果。

        家長與孩子一起讀，不但可以增進親子關係，更可以讓孩子在閱讀中獲致成就感。請孩子唸給您聽，
向您敘述書中故事，您則不吝惜給予鼓勵（千萬不要一唸錯就罵他，否則他絕不會愛上英文閱讀）。如果
遇到兩個人都不會的字怎麼辦呢？奇摩字典很好用！再不然學校的英語老師也很好用！請小朋友第二天拿
來學校問老師。

        若該繪本附有ＣＤ則更佳，讓孩子邊聽邊讀，甚至跟著唸出來，那可就「聽、說、讀」通通到位了。 

       現今經濟不景氣，英語繪本書價通常不低。若家長覺得還需另外為孩子購置英語繪本是份額外負擔，
那麼好好利用圖書館也是個不錯的資源，例如基隆市立圖書館的兒童書區就有不少優質的英語繪本可供現
在閱讀或借出。但還是鼓勵大家買些繪本放家裡讓子多接觸吧！畢竟孩子的教育，是最值得的投資。一天
半小時，親子一起看看英文繪本，孩子的進步一定會讓您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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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資源班閱讀障礙補救教學經驗

基隆市八堵國小 謝函穎老師

壹、前言

    閱讀是一場複雜的心理歷程，要先識字解碼，再字義理解，接著進行摘要、概念整合，最後檢視自我理解程度。在
日常生活中，閱讀所影響不僅僅侷限於學科，舉凡看/聽新聞、看報紙、聽廣播、看路上招牌…等等，都需要閱讀，閱
讀儼然已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力，也是獲得各種知識的重要管道。然而，有閱讀困難的學生，有可能識字量
少，造句、作文很難完成；因為看不懂題目，無法解數學應用問題；或是看了一篇文章以後，很難快速的抓到文章主
旨；甚至請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很困難。久而久之，這些讓學生備感挫折的事情，容易產生排斥看書、學習動機低
落、負面自我概念等問題，甚至影響到整體的生活適應。本文將介紹閱讀障礙學生的閱讀困難，並分享筆者對閱讀障
礙學生實施補救教學之作法。

貳、認識閱讀障礙

        在特殊需求學生中，學習障礙類別的學生人數急速攀升，其中，閱讀障礙就占了約八成。筆者將閱讀困難的學生
分為以下類型：

  一、視知覺困難型

     1. 視覺辨別能力困難：字體相似的字常混淆。

     2. 視知覺速度緩慢(識字困難)：辨別字形所需時間較長。            

     3. 視覺再生困難：看過的字不容易記憶或重現，導致識字量少，影響閱讀。

  二、聽知覺困難型

    1. 字音分析困難：說話沒問題，但拼音或拆解字音有困難。

    2. 聽覺再生困難：看得懂字形，但無法唸出字音，無法順暢朗讀。

    3. 對音樂或韻律較不敏銳：對有押韻的文體較無法產生共鳴，缺乏理解文字韻律感的能力。

  三、語意理解困難型

   1. 聽、說、寫能力無問題，但理解速度慢，不知道所唸字詞的意義。

   2. 無法唸不熟悉、抽象的字，對較具體的字詞(如：鉛筆)有較好的閱讀表現。

貳、閱讀障礙之補救教學

        筆者在資源班也曾接觸閱讀困難學生，以下分享筆者進行的補救教學方法：

  一、針對識字困難學生：

       相似字的訓練是重要的，帶入部首意義作解釋，及中國文字形聲字的特徵，接著造詞，除了讓學生能利用部首做簡
單區分外，也能  

       大量集中識字。

  二、針對理解困難學生：

     1. 語詞應用方面

        (1) 提供解釋，多舉例句，讓學生知道何種情境下可以使用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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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用多媒體教材(圖片或影片)，增加經驗、加深印象。

    2. 課文理解方面(使書面式語言熟悉)

        (1) 課文畫重點：呈現各段重要句子，抓住課文核心大意。

        (2) 朗讀：提升對句的概念，累積句子架構；利用聽覺帶動視覺，讓字形與語音做連結，加速口語輸出的速度、增
進閱讀流暢性。

        (3) 提問文章相關問題：詢問能從課文中找出答案的題目，增進直接提取能力，熟練後再進行文章推論。

        (4) 複習：透過學習單檢核課堂上學習的內容，並邀請家長參與，回家陪孩子朗讀課文各段重要句子，增加印象。

    3. 句子理解(聽覺理解)

        (1) 課文句子讀順後，請學生使用聽知覺重述句子。例如：師「我喜歡帶著筆和相機，一起去旅行。」接著請
學生複述，若說不        

            出完整句，可再濃縮句子成「我喜歡帶筆和相機去旅行」。

        (2) 筆者認為重點在於學生能講出筆、相機、旅行等詞語。

     

參、結語

        雖然閱讀有困難的孩子在生活層面會受到影響，但對於閱讀障礙學生而言，筆者認為只要能發掘其優勢能力，就
能提升自我概念。例如名人蕭敬騰，即使有閱讀困難，卻也因此發現自己的優勢學習管道，透過聽覺理解與記憶，記
得不少歌詞與劇本，現在是家喻戶曉的大明星。閱讀很重要，但在孩童時期，筆者認為伴讀也很重要，家人的陪伴無
形之中就增加了生活經驗、增進親子關係，且透過大量閱讀所累積的理解能力也會比僅靠課本內的文章來的多更多。
期許能為孩子搭起學習的鷹架，讓他們發揮出潛在的閱讀能力，享受閱讀所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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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啟孩子的英語閱讀之門

        自本學年起，本校經市府教育處核定通過，成為英語實驗學校，自一年級起開始實施英語課程，家長
們十分雀躍，我們也欣喜又戰戰兢兢，想給孩子們最優質的英語課程。

        但不論學習任何語文，多接觸一定是必需，尤其我們並非是英語系國家，英語不是我們的日常語言，
更得時時接觸，以求「習慣成自然」。語文的學習，不外「聽、說、讀、寫」四部份。所以今天來和大家
談談「讀」的部份，讓孩子開始閱讀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英文書。

        即使是已成為英語實驗學校的我們，孩子接觸英語的時間比他校時間早一些也多一些，但這並不代表
孩子們接觸英語的時間就是夠多的。我們希望孩子們天天都能接觸到英文，而且不要只拘泥於課本裡的英
文，這時閱讀就愈形重要了。

        如何開始孩子的英文閱讀呢？尤其是若干家長常自謙道：「我自己英語也不好，要怎麼幫孩子進行英
語閱讀？」果真如此，那其實更好辦──依您的英語程度來為孩子挑英語繪本。您英文不好但這本書的內
容大部份難不倒您，那一定要挑這本給孩子讀啊！哪怕這本書只是在教二十六字母也沒關係。開啟孩子的
英語閱讀世界，是要讓他對英語閱讀有興趣，在英語閱讀中獲得享受與愉悅，不是要他學會什麼單字或句
型，不是要他讀了之後英語考試都要一百分，那只會打壞他對英語的胃口，從此對英語敬而遠之。

        還有極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在這英語閱讀之門甫開啟時，請陪著您的孩子一起往內走。「親子閱讀」
是讓孩子養成閱讀習慣非常重要的一環。若您只是把英語繪本扔給孩子，然後自己跑去看「風水世家」，
我保證就算他看了一百本也不會有什麼效果。

        家長與孩子一起讀，不但可以增進親子關係，更可以讓孩子在閱讀中獲致成就感。請孩子唸給您聽，
向您敘述書中故事，您則不吝惜給予鼓勵（千萬不要一唸錯就罵他，否則他絕不會愛上英文閱讀）。如果
遇到兩個人都不會的字怎麼辦呢？奇摩字典很好用！再不然學校的英語老師也很好用！請小朋友第二天拿
來學校問老師。

        若該繪本附有ＣＤ則更佳，讓孩子邊聽邊讀，甚至跟著唸出來，那可就「聽、說、讀」通通到位了。 

       現今經濟不景氣，英語繪本書價通常不低。若家長覺得還需另外為孩子購置英語繪本是份額外負擔，
那麼好好利用圖書館也是個不錯的資源，例如基隆市立圖書館的兒童書區就有不少優質的英語繪本可供現
在閱讀或借出。但還是鼓勵大家買些繪本放家裡讓子多接觸吧！畢竟孩子的教育，是最值得的投資。一天
半小時，親子一起看看英文繪本，孩子的進步一定會讓您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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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淺談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基隆市八堵國小 劉芊伶老師

        2007年年底的國際閱讀素養（PIRLS2006）成績公布之後，激勵了在教學現場的語文老師重新檢
視自己的閱讀教學，

於是，許多老師發現，閱讀教學必須是「質」「量」並重，其中特別要加強的便是學生的「閱讀理
解」能力，而「閱讀理解能

力」的培養就得要建立在「閱讀理解策略」的基礎學習之上。

        教育部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將閱讀理解策略分為：預測、連結、摘要、摘大意找主
旨、做筆記，而其所設置

「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網站」所訂定的「閱讀理解策略」則包含：預測、課文大意、推論、自
我提問、理解監控。綜合

兩者的提示，所謂的「閱讀理解策略」應該涵括：預測、推論、摘要、自我提問與理解監控。

       在時間有限又繁雜的教學現場，想要實現這些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就必須熟悉其內涵與操作模
式，並且融入課文與

補充閱讀中，才能讓學生在不斷的練習中，有效的使用閱讀理解策略來幫助閱讀。接著，我們就來
簡單認識這五項閱讀理解

策略。

一、預測策略

       先從「預測」開啟學生閱讀的樂趣之門，藉由「線索」形成「假設」之後，先在文章中找出資料
驗證假設，接著，再

形成新的假設，如此循環操作，激發學生對文本的好奇心。在課堂上，除了可以使用「繪本」與學
生進行「人物想法、情節

變化」的互動式預測，也可以利用《國語日報》上的文章，來進行「題目」的預測，以奠定學生認
識文章「主旨」的敲門磚

二、推論策略

       接著，就要訓練學生從文章中找出不同的相關線索，利用「指示代名詞」、「連接詞」相互連結
後，形成新的理解與

推論，成為有意義且連貫的理解，或以這些線索「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由文本找支持的理
由、找不同的觀點」來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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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推論。教師可以先從短篇的故事體或說明文著手練習，再進階到全班共讀中篇或長篇小說，來
進行文本的多元討論，以

形成推論。

三、摘要策略

       有了「預測」和「推論」的基本閱讀理解能力之後，就要建立學生「摘要」能力。從「重述故事
重點」、「刪除不必要

／不相關／重複的訊息」、「語詞歸納」、「選擇與撰寫主題句」、「畫線」、「潤飾」到「完成
全文摘要」，按照循序漸進

的步驟，輔助學生進行「摘要」，以備未來寫出「主旨」的基礎練習。教師一開始可以先訓練學生
「長話短說」與「長句縮短」

的操作能力，再利用課文練習摘要，接著，帶領學生利用700字左右的短文練習操作。

四、自我提問策略

       要求學生練習從「事實的問題」開始進行自我提問，漸漸延伸到「推論的問題」，最後進行高層
次思考的「評論的問題」。

反覆使用「六何法」、「有層次的提問」、「詰問作者」的策略，來整合文章概念與訊息，進行高
層次的問題思考。從最容易入

門的「故事」練習，再來嘗試分析「新聞」，如此的「自我提問能力」將有助於學生更快掌握故事
的重點，可以與前面的「摘要

策略」相輔相成。

五、理解監控策略

       最後，即是綜合其上所學的能力，在閱讀歷程中，一邊閱讀，一邊檢視自己的閱讀狀況（字、
詞、句子的理解），並且可

以適時的使用放慢速度、重讀等閱讀策略，或者活用「閱讀理解策略」，以協助閱讀。

     「閱讀」本身就是一種享受，無論是從閱讀中獲取知識、習得經驗或是分享情緒，「閱讀」的樂
趣都是從「理解」開始。

但願透過「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讓課堂上不再有孩子無法領略字裡行間的訊息，而是個個都能讀
透隱藏在篇章中的字字珠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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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八堵國小圖書室利用教育現況

基隆市八堵國小 李莉華老師

八堵國小的圖書室藏書豐富，館藏書量約計有一萬五千多冊，以八堵的孩子來說，每人平均可擁有三百多本書，

在圖書室孩子漫步在書海當中。此外，學校為營造閱讀氛圍，也將圖書室空間與外觀布置，有閱讀角、主題書區

、借閱區更有藝文作品展示區，以下一一做介紹。

(一)主題書區：

     本校因發展鐵道文化特色課程，故在孩子閱讀這一區塊特別有鐵道文化主題書區，內有與鐵道文化相關

書籍，如鐵道知識、世界特色鐵道火車、更有鐵道衍生出來的特有文化，如鐵道便當、鐵道散文、鐵道漫畫

等，孩子在這邊獲取鐵道相關知識再結合課程，相信可以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寶藏。

除鐵道特色課程之外另有發展英語特色課程，目前本校為全市英語實驗學校之一，全校一至六年級班班皆上

英語課，為讓學生能更對英語產生興趣，學校添購許多國外進口的英語繪本、立體書與有聲書，除讓學生自

行閱讀之外，本校英語教師也利用館藏的英語繪本進行閱讀教學，使本校英語課活潑生動又有趣。

(二)黃臘石陳列室：

     八堵國小位在基隆河岸旁，早期基隆河盛產黃臘石，學校為發展鄉土課程讓八堵的孩子能認識家鄉有此

寶石進而珍惜與維護，因此幾十年前由當時的校長、教職同仁、家長會和社區人士在本校圖書室規劃一座

黃臘石陳列室，裡面除了有許多獨特造型的藝石供大家欣賞，還教導大家如何保養黃臘石，讓民眾

與學生能珍愛基隆河所帶來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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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道意象藝文展示空間：

     孩子的藝文素養，不能只光靠畫畫或自己動手做就能養成，建立孩子賞析藝文作品更是藝文教育中最

重要的一環，八堵國小圖書室不只讓孩子沈浸在閱讀裡更讓孩子浸潤在藝文當中，感謝本校總務主任發揮

藝文專長，將圖書室一區空間設計規劃藝文展示區，另結合學校鐵道特色課程，展示區也融入了鐵道意象，

孩子們的藝文創作品，布置在其中，讓其他學生欣賞，也讓老師能在此區間進行藝文賞析課程，使得本校

READ-A發展更臻成熟。

            (四)好書推薦：

      圖書室的利用不光只是讓學生到此借閱書籍，學校為讓圖書室教育功能更能發揮，教師的角色更

為重要，八堵國小老師在圖書室除帶領學生借閱書籍之外，每月更有好書推薦在圖書室進行推廣，老師

針對每月主題結合相關議題，事先在圖書室找尋合適各年級的相關主題書，於兒童朝會進行好書

推薦介紹，八堵孩子經老師說明後可到圖書室借閱此書並進行閱讀，達到教育宣導與閱讀教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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