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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期閱讀層次

本期主題

閱讀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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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的層次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猶他州的小圖書館長 / 國立中央大學 洪蘭教授
如何閱讀一本書--閱讀的層次 / 莫提默.艾德勒

主編的話

振翅遨遊人生 / 基隆市瑪陵國小 陳柔姝校長

名人看閱讀

李家同看閱讀 / 清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及靜宜大學 李家同榮譽教授

策略擂臺

給孩子一雙翱翔於未來的翅膀~瑪陵國小希望閱讀伴讀 / 基隆市瑪陵國小 朱冠宇老師

杏壇尖兵

瑪陵國語日報小作家的重要推手~石彩慧老師 / 基隆市瑪陵國小 朱冠宇教師

閱讀寶庫

「用閱讀，搭一座希望之橋」—希望閱讀網站介紹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訊息看台

全方位的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政策 /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武曉霞科長
「社論日日談」閱讀習慣 從小開始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教育部2010年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親子共讀手冊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走過青春年少的成長書】徵文活動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研習訊息

閱讀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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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的層次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閱讀的層次 (Multi-division of Reading)

閱讀不純是單一的活動，這些閱讀活動，可以簡約地概括成以下的閱讀歷程環節：

從眼動與注視、字詞辨識，到句子處理：讀者把握了文章的字面訊息；

推論：讀者根據文章的字面訊息，推敲字裏行間沒有明言的隱含訊息；

連貫篇章和建立文章結構：讀者把文章銜接並連貫成為一個可理解的整體；

賞析文章整體的目的：讀者把所理解的文章內容與自己的生活對照與結合，加深了對世界的認識，
進而或欣賞文章，或對文章表示質疑。

層次 元素 說明 覺識

後設認
知

監控／修訂

出現問題時提出解決的辦法令閱讀變得順利

監察自己閱讀的過程是否順利，了解問題何在

知道自己有何閱讀目的

自覺策
略

|

|

|

|

|

|

|

|

|

理解

閱讀以
後

評價／創造
就所讀文章的重要信息提出新的想法

評價文章思想內容及表達手法

閱讀期
間

綜合

想像文章中的世界

解釋文章的言外主題

分析文意關係及篇章結構

概括內容

抽取最重要訊息（主旨）

閱讀之
前

運用已有知識／
推論 推論文章沒有明顯表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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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技
能

根據文章提取已知的有關知識（文化知識、內容知
識、話語知識）

解碼 字、詞、句
流暢地把握文章文面的明顯意念

瀏覽文章，找出文章明顯的意念

備註：本網頁資料，感謝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同意引用

點閱: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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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猶他州的小圖書館長 / 國立中央大學 洪蘭教授
如何閱讀一本書--閱讀的層次 / 莫提默.艾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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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猶他州的小圖書館長

國立中央大學 洪蘭教授

本文摘要

猶他州的冬天非常寒冷，那個圖書館沒有暖氣，室內溫度只比室外高一度而已，小男生包
了毯子還是照常去「上班」，希望「只要有人想看書，他就有書看」。

 

 
朋友從猶他州來，告訴我一個故事。
有個十歲的小男孩很喜歡閱讀，但是他住的小鎮沒有圖書館，要借書必須步行到六英里之外的一個
鄉鎮去借，而且一週只能借三本，非常不符合他閱讀的速度。有一天，他在鎮公所陰暗的地下室發
現了一堆書，原來這個鎮本來是有圖書館的，因為經費不足被裁撤掉了，書就一直堆在那兒。他喜
出望外，要求鎮長讓他恢復圖書館。禁不住他連續三個月，每天打電話懇求後，鎮長答應他將堆書
的房間改為圖書館，但無錢無人，一切自理。
 
不用借書證的圖書館
小男生開始每天放學後便到地下室整理書籍，並且挨家挨戶收集別人不要的圖書、雜誌，一共收集
到四千本。在他父親替他釘好書架後，這個一人圖書館便開張了，每天下午四點到六點開放讓大家
借書。很多小朋友來借，因為方便多了，而且這個圖書館不用借書證，逾期不還也不用罰錢，因為
小男生認得鎮上每一個小朋友，不還的他就直接上門去要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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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他州的冬天非常寒冷，那個圖書館沒有暖氣，室內溫度只比室外高一度而已，小男生包了毯子還
是照常去「上班」，希望「只要有人想看書，他就有書看」。這樣持續了一年多，直到有一位記者
偶然看見地下室有燈光，下去查看時，才發現這個故事，寫了一篇〈猶他州年紀最小的圖書館員〉
登在報上，外界開始寄書給小男生，也有人捐百科全書，讓書籍的量超過了一週只准借三本的那個
圖書館，嘉惠了全鎮的孩子。小男生長大離家去念大學後，圖書館雖然由下一個人繼續管理，但小
男生開館時心中的理念仍然維持著—只要你想看書，一定有書看。因為孩子不能等待，教育不能等
待。
 
動手做就有成功希望
聽了這個故事我覺得很慚愧，因為我們大人常因遇到困難就裹足不前，沒有這個小男生的勇氣，其
實，只要動手做就會有成功的希望。近年來，台灣的鄉鎮都有圖書館了，因為人手不足，很多書來
不及編碼上架，還堆在紙箱或書庫中。可是孩子是不能等待的，他們會長大，時間會流逝，失去一
天就少一天教育他們的機會。我們應該發動義工媽媽帶領著小義工，一起把圖書整理出來，讓孩子
有書可以看。
整理圖書也教孩子分類的概念，分類是智慧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同時，從小養成為他人服務的高
尚情操，了解施比受更有福時，孩子以後的人生會快樂很多。我在醫院中作研究，深深感覺到快樂
的人是有能力為別人服務的人，而不是吃魚翅、穿名牌的人。
《天下雜誌》在做閱讀調查時，發現國人一年買書的錢不到一千元，非常的少。問起原因時，很多
人說家中空間狹小，沒有地方可以放書。或許我們應該鼓勵大家把看過的書捐給鄉鎮圖書館，「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物盡其用才有意義。如果有更高超的胸襟—「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那麼，父母可以把買給自己孩子讀的書直接放在圖書館，讓其他孩子也可以讀。資源如果可
以共享，台灣會進步得更快。
 
感謝 洪蘭教授以及天下文化出版社 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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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如何閱讀一本書--閱讀的層次

莫提默.艾德勒

本文摘要

一位讀者要追求的目標—為了消遣，獲得資訊或增進理解力—會決定他閱讀的方式。一般來
説，閱讀的規則是：努力越多，效果越好。閱讀，只有當我們知道如何去讀時，我們才可能真
正讀懂。

閱讀的層次 （摘錄自如何閱讀一本書第二章）

 第一層次的閱讀，我們稱之為基礎閱讀(elementary
reading)。 也可以用其他的名稱，如初級閱讀、基本閱讀或
初步閱讀。在熟練這個層次的過程中，一個人可以學習到閱
讀的基本藝術，接受基礎的閱讀訓練，獲得初步的閱讀技
巧。小孩子首先接觸的就是這個層次的閱讀。他的問題（也
是我們開始閱讀時的問題）是要如何認出一頁中的一個個
字。 在這個層次的閱讀中，要問讀者的問題是：“這個句子
在説什麼？”當然，這個問題也有複雜與困難的一面，不過，
我們在這裡所説的只是最簡單的那一面。 不論我們身為讀者
有多精通這樣的閱讀技巧，我們在閱讀的時候還是一直會碰
上這個層次的閱讀問題。這時我們要做的第一步努力就是去
弄清楚這些字。只有當我們完全明白每個字的意思之後，我
們才能試著去了解，努力去體會這些字到底要説的是什麼。

第二個層次的閱讀，我們稱之為檢視閱讀(inspectional
reading)。

特點在強調時間。在這個閱讀層次，學生必須在規定的時間
內完成一項閱讀的功課。這個層次的閱讀仍然可以用其他的
稱呼，譬如略讀或預讀。因此，用另一種方式來形容這個層

次的閱讀，就是在一定的時間之內，抓出一本書的重點—通常是很短，而且總是（就定義上説）過
短，很難掌握一本書所有重點。 如果第一層次的閱讀所問的問題是：“這個句子在説什麼？”那麼在
這個層次要問的典型問題就是：“這本書在談什麼？”這是個表象的問題。還有些類似的問題是：“這
本書的架構如何？”或是：“這本書包含哪些部分？” “這是哪一類的書—小説、歷史，還是科學論
文？” 

第三種層次的閱讀，我們稱之為分析閱讀(analytical reading)。

比起前面所説的兩種閱讀，這要更複雜，更系統化。隨內文難讀的程度有所不同，讀者在使用這種
閱讀法的時候，多少會相當吃力。分析閱讀就是全盤的閱讀、完整的閱讀，或是説優質的閱讀—你
能做到的最好的閱讀方式。如果説檢視閱讀是在有限的時間內，最好也最完整的閱讀，那麼分析閱
讀就是在無限的時間裏，最好也最完整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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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E%AB%E6%8F%90%E9%BB%98.%E8%89%BE%E5%BE%B7%E5%8B%92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si-qi-cao-gao-ma-ling-guo-xiao-lun-zhi-zhu-bian/yue-du-zhuan-ti/ru-he-yue-du-yi-ben-shu/B.jpg?attredirects=0


一個分析型的閱讀者一定會對自己所讀的東西提出許多有系統的問題。我們要在這裡強調的是，分
析閱讀永遠是一種專注的活動。在這個層次的閱讀中，讀者會緊抓住一本書—這個比喻蠻恰當的—
一直要讀到這本書成為他自己為止。分析閱讀就是要咀嚼與消化一本書。分析閱讀就是特別在追尋
理解的。相對的，除非你有相當程度的分析閱讀的技巧，否則你也很難從對一本書不甚了解，進步
到多一點的理解。 

第四種，也是最高層次的閱讀，我們稱之為主題閱讀(syntopical reading)。這是所有閱讀中最複雜也
最系統化的閱讀。 也可以用另外的名稱來形容這樣的閱讀，如比較閱讀(comparative  reading)。在做
主題閱讀時，閱讀者會讀很多書，而不是一本書，並列舉出這些書之間相關之處，提出一個所有的
書都談到的主題。主題閱讀涉及的遠不止此。借助他所閱讀的書籍，主題閱讀者要能夠架構出一個
可能在哪一本書裏都沒提過的主題分析。因此，很顯然的，主題閱讀是最主動、也最花力氣的一種
閱讀。
主題閱讀不是個輕鬆的閱讀藝術，規則也並不廣為人知。雖然如此，主題閱讀卻可能是所有閱讀活
動中最有收穫的。就是因為你會獲益良多，所以絕對值得你努力學習如何做到這樣的閱讀。

 

 
圖書資料：如何閱讀一本書

出版社： 台灣商務印書館
ISBN： 9570517980
系列： OPEN1
作者： 莫提默.艾德勒 著

感謝  台灣商務印書館 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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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振翅遨遊人生

透過閱讀，如同給予孩子一雙翅膀，讓他們可以振翅遨遊在未來的人生。

基隆市瑪陵國小 陳柔姝校長

      在本期杏壇尖兵，介紹瑪陵國小石彩慧老師，讓我們一起探究石老師如何從閱讀引領孩子進入寫
作的世界。本期策略擂台中，介紹瑪陵國小的希望閱讀伴讀活動，看學校如何引進校外資源，經由
校外志工說故事，讓孩子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所閱讀的故事。本期的名人看閱讀轉載李家同
教授所著之之「大量閱讀的重要性」，闡述閱讀應該是不受任何的限制，是隨興自在地看自己想看
的書。值得學校及教師在推動閱讀教育時，仔細思考閱讀的本質。本期資源寶庫介紹天下雜誌教育
基金會的希望閱讀網站，裡面提供了豐富的閱讀資源，包含閱讀新趨勢、閱讀分享……等，其中共
讀一本書專區，更是提供多本圖書的共讀教案。學校或教師進行閱讀活動時，可從中取經。本期閱
讀專題轉載國語日報「社論日日談」，說明良好的閱讀習慣應從小培養，值得家長們參考 。
 
      第四期電子報感謝每一位撰稿的閱讀夥伴們，大家辛苦了！希望藉由基隆閱讀電子報，讓每位關
心基隆閱讀教育的夥伴們，都可以隨時獲取新知，讓基隆閱讀教育不斷地向上、向前推展！讓基隆
的孩子經由閱讀書本展開思考及想像的翅膀，振翅翱翔在浩翰的天地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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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李家同看閱讀

清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及靜宜大學 李家同榮譽教授

本文摘要

基礎得靠閱讀來奠定。普遍原則非從書中得到不可，不過還得拿到實際生活中檢驗。談話時你
根本得不到什麼系統。人們對於某個話題的說法，都是從許多人那兒收集來的。於是人只抓到
真相的局部，而彼此之間差距之大，會使他永遠達不到全面的觀點。──約翰生（Samuel
Johnson）

為什麼我們需要大量閱讀

過去我們的教育，大都是聽到老師或父母不斷地跟我們說，閱讀有哪些哪些好處，或是傳統上所說
的「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樣的比喻，可是，對那些沒有進入閱讀世界的人來說，這樣的比喻是他們
所無法體會的。也許我們要轉換一下說法，先從反面來看，也就是從缺少閱讀時會產生什麼問題來
談一談，因為這些感受會比較直接、比較常見，可以讓大家從中體會問題所在。  

什麼是「不會閱讀」？

也許有人會說，哪有人不會閱讀的？如果說他是文盲的話，當然就無法閱讀。可是我們國家有多少
人是文盲？自從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以來，文盲恐怕是非常少的，除非是年紀非常非常大的人，才會
真的不認識字。在目前大多數的人都識字的情況下，又怎麼會有不能閱讀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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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8%85%E8%8F%AF%E5%A4%A7%E5%AD%B8%E3%80%81%E6%9A%A8%E5%8D%97%E5%9C%8B%E9%9A%9B%E5%A4%A7%E5%AD%B8%E5%8F%8A%E9%9D%9C%E5%AE%9C%E5%A4%A7%E5%AD%B8+%E6%9D%8E%E5%AE%B6%E5%90%8C%E6%A6%AE%E8%AD%BD%E6%95%99%E6%8E%88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si-qi-cao-gao-ma-ling-guo-xiao-lun-zhi-zhu-bian/ming-ren-kan-yue-du/RI06(%C3%A6%C2%AD%C2%A3%C3%A9%C2%9D%C2%A2).jpg?attredirects=0


在這裡我需要說明一下，什麼才是真正的閱讀。在英國，常常會舉辦一種有關閱讀的考試，考試結
束後便會宣布，我們國家有多少人「cannot read」，也就是「不能閱讀」，為什麼不能閱讀呢？這裡
的意思和文盲不識字的情況是不一樣的。這裡的意思是說，當我們給他一本書，或者是給他一篇文
章看，若看過之後，卻搞不太清楚這本書或這篇文章在說些什麼，那就是「cannot read」，不能閱
讀。

在許多偏遠地區的很多國中生，甚至是高中生，都屬於這種「不能閱讀」、「不會看書」的情況。
如果叫他看一本厚厚的書，可能會要他的命。那麼看什麼樣的書就沒問題呢？通常看漫畫書就沒有
問題，只有漫畫，他才看的進去。可是這一點也是我相當擔憂的事情，連環漫畫書的圖像式呈現方
法，對小孩子的腦袋思考和發展，似乎有很嚴重的影響，一旦習慣了看漫畫書，可能會導致不會看
一般的文字書籍，會失去閱讀的能力。所以我會建議盡量把漫畫書收起來，不要讓大孩子看漫畫
書。

有一次，我送了一本福爾摩斯的書，給一位小朋友。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認為福爾摩斯這樣的偵探
小說，應該很容易閱讀，內容也很有趣，相當適合小朋友。但他卻跟我說：「老師，我看不懂。」
我反問：「為什麼會看不懂呢？」他回答：「我以為福爾摩斯是個偵探，可是看了之後發現他是個
醫生。」我便跟他說：「作者是用華生醫生的口吻來說故事，他是位醫生，可是福爾摩斯是他的好
朋友，只要這樣想就可以了啊！」但他又說：「作者明明是柯南道爾，怎麼會是華生醫生呢？」然
後我又花費了點時間和他解釋：「柯南道爾是真正的作者沒錯，但他在書裡，是用華生醫生的身份
來說福爾摩斯辦案的故事」。他提出的種種疑問，我花了許多時間和用了一些方式，來設法跟他解
釋和說明。

也許我們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為什麼這些看似很簡單的問題，但對這個小孩子來說卻這麼困難？但
也正因為他弄不明白這些地方，所以閱讀對他而言，就變得一件有障礙和有難度的事，當然他也就
無法感受到閱讀的樂趣。

即使我花費了許多唇舌說明，但他後來仍繼續提出他看不懂的地方，我再詳細問他：「哪一句看不
懂，不懂的地方在哪裡？」他就說：「我不知道這一句話是誰講的？」這個問題，有時候我們大人
其實也會碰到，因為小說裡的每句對白，作者不會一一詳細交待是誰說的，難免會覺得混亂。不過
這時只要再繼續看下去就好，只有一兩句話弄不明白，其實沒有那麼嚴重。但對這個孩子來說，一
句不知是誰說的話，就可能成為挫折他繼續閱讀的原因，若是如此，實在非常可惜，所以我再次認
真地幫他解決難題。

於是我研究了一下語句，告訴他是誰說的，還有該如何去判斷這個語句的前後關係。可是當他明白
了這一句話之後，又有了其他不懂的地方，我便再問他：「還有哪裡看不懂？」他答道：「裡面的
那個『他』，『他』是誰？」我再繼續研究這個「他」是誰，然後回覆這個小朋友的疑問。

這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閱讀其實和騎腳踏車一樣，都要在練習之後才能學會。既然我們不可能在
沒有練習的情況下，就憑空學會騎腳踏車，那麼同樣的，閱讀也需要練習，如果讀的書籍與文章比
較多了之後，這些原本不熟悉的句子和不同的寫作方式，像是「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慢慢經過
訓練，就會漸漸懂得，也會了解原來說故事方式有各式各樣。不僅如此，也會越讀越熟練，速度上
還可以越來越快。

但卻有很多人不明白，學習無法順暢和進步的癥結點，是在「不會閱讀」。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說
明，大家就會更清楚問題的關鍵。

有一個學校的數學老師，他覺得他的學生在數學考試上，老是考不好。雖然他很認真的教學，也確
認學生都懂這些算式和方法，但就是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裡。於是他左思右想，忽然有一天，他突發
奇想的找了一位國文老師來，請這個國文老師在考試的時候，幫忙向學生解釋一下數學題的意思。
沒想到在解釋過後，學生們的考試成績就好多了。

由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學生的數學會考不好？其實不是因為他的思考邏輯或是數學運
算能力有問題，而是題目有時候太複雜，他讀不懂題目要他做什麼，也就影響到他做題目解答。

近年來，我們國家的考試出題，可說是有點走火入魔，為了想讓考試不跟實際生活脫節，所以教育
部希望出題時能夠更「生活化」，這樣一來，數學考試的題目，文字說明就會越來越長，因為要增



加生活化的文字來敘述題目。可是越生活化，題目就會越困難，因為敘述的句子中，可能有太多似
是而非，甚至和這題數學本身無關的事情。

再舉實例來說，題目的開頭可能會先描述一個情境：「小明跟他的爸爸吵了起來，因為爸爸發現，
小明買東西找回來的錢有錯……」。這樣的描述絕對很生活化，但卻和數學本身無關。可是對學生
來說，他必須先讀過這些情境描述的文字，就會感到題目很長，而且也不知道這些句子對於解題來
說，究竟重不重要？在無法判斷和猶豫之下，就影響到學生的回答。

這也就是我所說的「不會看書」、「不能閱讀」產生的問題。特別是一些跟時事有關的題目，但若
是平日沒到讀到這些新聞，那麼一旦這些敘述出現在題目中，因為平時很少看書，就絕對無法回答
這些問題。

普通常識不可能全部來自課本

我常常聽到有人自稱「我讀過哪些哪些書」，或是「我讀過什麼文學」、「我讀過那些歷史」，但
這樣的說法，其實意義並不大，因為閱讀永遠都不會足夠。書不但是永遠都讀不完的，而且在不同
的年紀、不同的階段，即使讀同一本書，也會有不同的體會和感受。

這跟學習數學有點不太一樣，比如說學習數學，在學完四則運算之後，可以再往上進一步學習代
數，但這樣大概就差不多了，因為這是一種算術的法則，有一些基本的運算方法，基本方法學會
了，在一般生活上使用也就差不多了。

可是書卻永遠都讀不完，對任何一個人而言，永遠都會有新知識出現，也永遠都會有新發掘和考證
出來的歷史、新出版的文學小說、新發明的科學技術、新詮釋的觀點和理論，或是世界各地新發生
的新聞。當這些各種各樣的資訊普及之後，就成了一般人生活中常見的普通常識，我們若不能隨時
透過看書、看報，來補充這些資訊，增長見聞，那麼很容易就與這個世界脫節。

這些生活中普遍可見的常識，不可能全部依靠課本而獲得，因為教科書的內容是屬於最菁華和基礎
的知識，學校的教材也無法編寫這麼大量的內容進去，我們更無法只依靠學校的老師或父母，來一
一學習這麼龐大的資訊內容。

這也就是我希望大家多讀課外書的原因，那些平時不看報、不看書的孩子，一般的常識自然會不
夠。就如前面所說，現在各級考試的內容都越來越活潑，因為我們不希望孩子們死背知識、死用考
試內容，所以在出題上，會廣泛的從生活中下手，所以孩子若不曉得一些很簡單的常識，自然也答
不出答案、無法做題目。這樣對於孩子來說，是極為不利的。

書名：大量閱讀的重要性
作者：李家同
出版社：博雅書屋
出版日期：2010／07／22

感謝： 博雅書屋有限公司 授權圖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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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給孩子一雙翱翔於未來的翅膀~瑪陵國小希望閱讀伴讀

基隆市瑪陵國小 朱冠宇老師

本文摘要

學校裡的老師常在思索，要為這群山裡的孩子建構什麼樣的能力，才足以讓他們迎接未來的挑
戰。最後老師們發現，這個足以讓孩子迎接未來挑戰的能力就是閱讀。透過閱讀，如同給予孩
子一雙翅膀，讓他們可以振翅翱遊在未來的人生。也因此學校裡進行著各式各樣的閱讀活動---

        

     

      瑪陵國小，位於基隆七堵山區，處市郊邊陲地帶，學生文化刺激普徧不足，因此學校裡的老師常
在思索，要為這群山裡的孩子建構什麼樣的能力，才足以讓他們迎接未來的挑戰。最後老師們發
現，這個足以讓孩子迎接未來挑戰的能力就是閱讀。透過閱讀，如同給予孩子一雙翅膀，讓他們可
以振翅翱遊在未來的人生。也因此學校裡進行著各式各樣的閱讀活動，例如：教師說故事、學生說
故事、晨間演說……等。希冀藉由多元的閱讀活動，引領孩子進入閱讀的世界，培養其閱讀能力。

      在瑪陵國小進行的各種閱讀活動，其中最深受學生歡迎的就是－希望閱讀伴讀。每周三或周四的
上午，學生一到校就會不斷地問著老師：今天有希望閱讀活動嗎?學生口中的希望閱讀活動，是透過
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合作的『希望閱讀計畫』，運用周三或周四的上午，由志工團體到校進
行四十分鐘的伴讀活動。而瑪陵國小目前有兩個志工團體到校進行伴讀，分別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及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學校老師在暑假規劃下學年課程計畫時，便會共同討論希望閱讀伴讀的每月主題，而這些主題包
含了重要議題、與正式課程有關及孩子須具備的能力。也因此志工團體在開學前確認可到校進行伴
讀的日子後，便依學校的主題著手規劃伴讀活動，選定相關主題的書籍。
 
      而這兩個志工團體因屬性不同，帶給孩子的體驗也不盡相同！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志工，在
說故事時常會加上自己的人生經驗，而孩子們也對這些經驗十分地好奇，常常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
問題拋向志工，而無形中，孩子們也逐漸地加廣了自己的視野。例如有一次在高年級，志工說了一
個以歐洲作為背景的故事，在說完故事後，志工就將當初在法國留學的經驗跟學生分享，也透過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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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當年他所拍攝的照片，讓孩子彷彿跟他一起遊歷了一趟法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志工，則是
運用生動活潑的方式來呈現故事，讓孩子們在歡樂的笑聲中，體驗故事裡的每個情境。例如有次在
中年級說了一個有關醫院的故事，故事說完後，志
工就讓孩子們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有人扮演醫生，
有人扮演病人，來呈現故事中精彩的情節，當下教
室又是充斥著滿滿的歡笑聲。
 
      伴讀活動的確帶給瑪陵的孩子們很大的成長，孩
子們現在一吃完飯就會往圖書室跑，除了借閱書籍
也會彼此分享書籍的內容。另外，在進行四、五、
六年級的學長姊到一、二、三年級班上說故事給學
弟妹聽的活動時，學長姊用心地製做海報及設計活
動，想說出生動有趣的故事。透過了閱讀，相信孩
子們背後的那雙翅膀，正逐漸地茁壯，不久的將
來，就可振翅高飛迎接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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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瑪陵國語日報小作家的重要推手~石彩慧老師

基隆市瑪陵國小 朱冠宇教師

本文摘要

彩慧老師認為目前國語文教育的教學節數因為要分給英語及本土語，所以在授課節數不多的情
況下，她認為鼓勵孩子利用課餘時間進行閱讀是最重要的。

      

      「老師，我的作文被刊登在國語日報上囉！」這樣子的語句總是每隔一兩個星期，就在彩慧老師
的班級出現。到底彩慧老師是如何進行語文教學，讓班上小朋友一個個成為國語日報的小作家呢？
就讓我們進入彩慧老師的語文教學，一同探究了解吧！

        每天早上，彩慧老師在處理完級務後，便拿著國語日報仔細閱讀著，遇到有適合五年級學生的
文章，便動手將它裁剪下來，蒐集到一定數量的文章後，就成為學生的閱讀素材。而不像制式的學
習單，彩慧老師利用多餘的國語作業簿，讓學生一人一本，將國語日報的文章黏貼在內，接著學生
只要寫下該篇文章的題目、大意及選出最好的一句話。而這最好的一句話，彩慧老師鼓勵學生背
誦，背誦完成者就可以獲得獎勵，學生因此累積出豐富的佳句庫。彩慧老師說：寫制式的閱讀心得
單，不但學生因不知道要寫什麼心得顯得痛苦，老師在批改時更是倍加痛苦。因此不如先著重在輸
入的部分，就是讓學生在壓力最小的狀況下進行閱讀，等到累積的詞彙佳句庫足夠，對文章的布局
有更深入了解時，再讓學生進入更高一層次的閱讀心得習寫。
 
        另外彩慧老師也在班上進行「你問我答」的活動，就是讓學生閱讀國語日報後，針對其感興趣
的文章裁剪下來，黏貼在剪貼簿上，並根據文章出三題閱讀選擇測驗後，將剪貼簿置於黑板，讓其
他學生利用下課時間去作答，而答案就在剪貼簿的下一頁。學生對這個活動參與非常熱烈，常會在
看完剪貼簿後，針對文章或題目做討論，無形中，不但構築了閱讀理解力，也增進了與他人互動間
的口語表達能力。
 
       在讓孩子的基礎語文能力穩固後，那到底是如何讓學生成為國語日報小作家呢？原來彩慧老師在
寫作教學時，會配合國語日報的徵稿題目設定主題，接著花費很多時間講述作文的內容樣式，然後
幫學生訂好綱要，在有了基本框架後，學生寫作起來就容易多了。另外彩慧老師還會蒐集很多與作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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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題目相關的佳句印給學生，並規定至少應用其中的三句在自己的作文。彩慧老師再將優秀的學生
作品投稿至國語日報，接著就是學生期待出刊，期待自己的作品出現在國語日報，然後跟彩慧老師
說：「老師，我的作文被刊登在國語日報上囉！」原本只有少數小朋友期待投稿，但隨著一篇篇同
學作品被刊登，這股成為國語日報小作家的風氣也感染了全班。
 

      

      最後，彩慧老師認為目前國語文教育的教學節數因為要分給英語及本土語，所以在授課節數不多
的情況下，她認為鼓勵孩子利用課餘時間進行閱讀是最重要的。而閱讀的書目，則不要給孩子太多
的侷限，讓孩子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想閱讀的書籍。當然，很重要的一點，她認為幫孩子準備好一
本簿子，讓孩子在閱讀時看到佳句就可以隨筆記錄下來，透過優秀的詞句累積，進而厚植孩子的語
文實力，相信每個學生都有機會成為國語日報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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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用閱讀，搭一座希望之橋」—希望閱讀網站介紹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本文摘要

希望閱讀計畫在2004年開始推動至今，已屆滿6年；認養了200所偏遠小學，帶領25,000名孩童
親近書本；用閱讀，為孩子搭起一座希望之橋。六年來贈送超過了11萬冊最新出版的優良兒童讀
物，預計本學年度將會再購買超過2萬冊新書贈送聯盟學校；發行閱讀護照及閱讀獎勵品，培訓超
過2800位的閱讀種子教師，號召近3000位大學閱讀志工進入校園說故事，於2007年加入第三台閱
讀巡迴專車，專車不但繞行台灣，還會搭船渡海到澎湖，目前里程數已超過環台50圈。

   
希望閱讀網站(http://reading.cw.com.tw/index.jspx)，是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所建立。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於2004年結合多家標竿企業，共同啟動「希望閱讀」計畫，期待用「閱

讀」，為偏遠地區的孩子搭一座通往世界的橋樑。更期盼藉由推廣閱讀的習慣，幫助下一代建立終身
學習的基礎。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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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閱讀網站提供國內外閱讀新趨勢的報導、建立閱讀經驗分享平台、揭示希望閱讀深耕計畫架
構、累積了豐富多元「共讀一本書」的教案設計、推動閱讀專案活動等等專欄。對於國中小教師在閱
讀活動的推動上，可以如何來運用這個網站裡豐富的閱讀教育推動資源呢？

首先，要特別推薦「共讀一本書」教案系列：共讀活動是閱讀教學推動過程中，為大多數教師所
普遍採用的方式之一。在這個專欄中，提供了超過400份教學活動設計。每一份教學活動設計都包括閱
讀圖書的介紹、書摘、問題與討論、延伸活動四大部分。該網頁上還提供了：為台灣築夢的人教案、
研習營講義PDF檔案以及演講實錄影音檔、兒童閱讀演講系列（包含劉清彥老師、洪蘭教授、作家凌
拂三位的演講講義及聲音檔）等教學資源。

其次，是「閱讀分享」專欄：在這個專欄中共分為五大類閱讀教育推動經驗分享，分別是校園閱
讀分享、種子教師分享、閱讀活動花絮、閱讀新聞分享以及志工服務分享。學校可以在這分享中激盪
出校園的閱讀推動方案，教師則可以在這些經驗中省思在閱讀教學上可以採取的策略。而「希望閱讀
深耕計畫架構」，則完整呈現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推動希望閱讀計畫，值得學校行政一看。

最後，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也推動了閱讀專案活動：
一、為愛閱讀—家園牽手伴公益：融入生命教育、環境教育於閱讀活動之中。
二、閱讀，讓改變看得見—全社群推廣計畫：分為四個子計畫閱讀教育影展、尋找閱讀鬥士、兒

童閱讀能力成長輔導計畫、閱讀夥伴計畫。也都是學校可以利用學期初始，融入行事曆與課程計畫規
劃參與的。

誠如基金會所說的：希望閱讀聯盟的使命，就是讓這群希望的工程師，有足夠的能量，面對困難
的環境。我們相信，培養孩子的閱讀能力，如同給他一對可以飛出低谷的翅膀。帶著希望，海闊天空
的飛翔。
      期許透過這篇介紹，引領您進入希望閱讀行動計畫的行列，成為許多孩子的希望工程師！  
 
小檔案：

基隆市希望閱讀計畫結盟學校：復興國小、瑪陵國小、忠孝國小、堵南國小
 
延伸閱讀：

「海闊天空」教育網站：http://www.lcenter.com.tw/
國際閱讀教育論壇網站：http://reading.cw.com.tw/fourm/index.htm
閱讀教育工作坊：http://cwreading.ning.com/
(本文稿費捐贈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計畫支持一位偏遠地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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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全方位的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政策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武曉霞科長

本文摘要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 (David Blunkett) 指出：「每
當我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 (David Blunkett) 指出：「每當我
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檢視教育部近幾年持續推
動的閱讀政策─自93 年起針對弱勢地區國小推動「焦點三百─國小兒童閱讀計畫」、 95年起針對偏
遠地區的國中小閱讀推廣計畫，而自97年推動的「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提升計畫」則改
變了過去針對弱勢地區的輔助，轉為全面性的閱讀政策推動。
 
教育部表示，為了達成全民都能愉悅閱讀的終極目標，必須更為全面的推動閱讀，並以以下策略推
動：進行閱讀基礎研究、整合民間資源、相關人才培育、建構優質環境、建立典範、統整閱讀平
台。
 
在進行閱讀基礎研究方面，為了讓現場教師具備專業閱讀推動知能，教育部委託中央大學 自97年10
月辦理「閱讀教學策略開發與推廣計畫徵選」，參與徵選的所有方案都有大學學者與第一線國中小
老師合作研究的閱讀教學策略，共有13件方案入選，包括推論、預測、摘要、做筆記的策略以及朗
讀、提問與心智圖策略等策略方案，研究對象除關注一般學童外，對於提升弱勢及低成就學生的閱
讀成效，也是探討的主題。參與的學校學生從都會的台北市到屏東的偏鄉都有，希望透過本次的研
發，能夠找出日後可推廣的策略。目前已將方案集結成冊，編製成「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並
已提供各校教師使用。
 
 
在建構優質環境方面，閱讀的推動除了圖書的增購（近四年已投入8億元）外，更要有人力的配合，
為培育國小圖書資源管理專業師資以有效管理學校圖書設備及資源、增進學童應用圖書資料之能
力、建構學校之閱讀推動策略以提升學生閱讀與學習能力，於98學年度首度試辦「縣市國民中小學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且試辦頗有成效，99年度擴大辦理全國共計113名教師通過審查，圖
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參加本計畫之初階與進階研習。另為瞭解目前小學圖書館經營與閱讀推動現況，
爰規劃「分區輔導網絡與建立典範學校計畫」，藉由建置典範學校、分區輔導訪視，編製圖書教師
手冊，建立起閱讀教師及圖書館的運作模式。
 
 
在師資培育方面，建立各縣市閱讀種子師資培訓制度，配合本部之「閱讀教學策略開發與推廣」研
究計畫，補助縣市政府辦理研習計畫，將能於課堂中實施之閱讀教學策略，以研習方式推廣，讓第
一線的老師專業更為提升。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應辦理至少2場各6小時的閱讀研習，透過知識
分享，提升教師閱讀策略教學能力。
 
 
 在建立典範方面，教育部為鼓勵學校、社會重視學生閱讀知能的養成，並建置閱讀策略與資源分享
的平台，「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已於98年8月訂為要點並發布，各縣市政
府也已進行第二屆「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初選工作，複選則於99年3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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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辦理完畢，「閱讀磐石學校獎項」由各縣市推薦參加全國複選之50所國小及23所國中，評選出27
所國小、13所國中獲得殊榮 (每校獲得獎金20萬元 )，另「閱讀推手獎項」則有48名有功人員及31組
團體獲獎。所有獲獎學校、團體及個人皆於99年3月31日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接受本部公開表
揚，另獲獎之「閱讀磐石學校」含27所國小、13所國中之獎勵金20萬元，已由臺北縣政府教育局陸
續於99年5月31日前代發完畢。
 
 
在整合圖書資源部分，教育部所架構之「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平台系統」程式已設計完成，本
系統除將能提供學校端免費之圖書館管理外，更有利於教育部長期閱讀資料庫的建制，希冀透過知
識管理，使全國國中小學校圖書資源發揮最佳效能。99年5月已辦理完畢全國推廣研習，並請各縣市
務必優先協助尚未自動化之學校建置本案系統，並建置起全國國民中小學長期之閱讀資料庫，99年7
月計共有約1,000所學校上線使用本系統，後續仍將秉持鼓勵原則，持續提供圖書館自動化上線環境
予各校使用。
 
 
在親子閱讀部分，教育部「 Bookstart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自98年開始辦理，本年度賡續辦理，透
過全面性大量贈書，鼓勵家長踴躍協助孩子跨出閱讀的第一步。今年全國小一新生共計22萬1,359
人，每人均可由學校轉贈 1份閱讀禮袋，內容包括優質適齡童書以及名為「小小書精靈，帶寶貝上學
去」之親子共讀指導手冊各 1本；另建置9,039個班級的圖書角各 15種優質適齡童書，全國共計13萬
5,585本；另外規劃補助全國25縣市為家長量身打造舉辦的92場「親子閱讀講座」，要和親師們分享
如何和孩子進行閱讀、如何為孩子挑選好書、如何將閱讀融入生活中，以及如何透過親師合作，提
升孩童對閱讀的興趣，共同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本計畫之親子手冊內容也建置在「教育部全國閱
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上，提供其他年段家長或社會大眾下載。
 
 
正因清楚「閱讀」是值得做的事，推動「閱讀」這項工作，從「焦點三百─國小兒童閱讀計畫」到
「悅讀 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提升」中程計畫，從要讓弱勢、偏遠地區的孩子，獲得圖書資
源，擁有一個閱讀的好環境，到全盤性的閱讀提升與深耕，就是要將這不斷累積的閱讀能量，激發
出最大效益，未來如何將「課程」與閱讀更為整合，是下一階段要努力的目標。
備註：感謝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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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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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日日談」閱讀習慣 從小開始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教育部2010年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親子共讀手冊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走過青春年少的成長書】徵文活動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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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日日談」閱讀習慣 從小開始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無論教育如何改革，準備孩子未來生活所需的能力，依舊是教育最重要的功能，而讀、寫、算可以
說是生活中最基礎的能力。根據調查顯示，臺灣小學生課外閱讀材料以電視字幕為主要來源，雜誌
比例最低；比較臺灣、香港與新加坡三地小學生的閱讀素養，臺灣學童敬陪末座，理解表現最低。

 為了提升學童閱讀能力，教育部提出全方位國中小學閱讀推動策略，除了編輯親子共讀的讀物之
外，也計畫將閱讀基本素養納入國中小課綱。

 閱讀習慣的養成應從小開始，最佳場所其實就是家庭。以歐美國家為例，嬰幼兒時期，就接觸許
多床邊讀物，每天晚上由媽媽念給孩子聽，伴著孩子一起入睡；等到年齡漸長，又有許多兒童讀物
可供選擇。因此，孩子在入學前，都已養成閱讀的習慣，也具備了基礎的閱讀能力。

 教育部看到兒童閱讀能力低落，提出改進策略，用心可嘉。不過，閱讀教育最好從學前就開始，
家長的態度是關鍵；除了鼓勵父母提早與孩子共讀，教育部也應獎勵民間編印合宜的兒童讀物，吸
引兒童從小愛閱讀。
感謝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授權轉載 990824「社論日日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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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政策 /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武曉霞科長
教育部2010年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親子共讀手冊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走過青春年少的成長書】徵文活動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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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0年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親子共讀手冊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本文摘要

「親子共讀手冊」，內容分為「培養孩子對書的感覺」、「孩子應該讀什麼書」、「打造一個
愛讀書的家」、「怎樣營造好的閱讀環境」等4部分，並檢附「閱讀好站報報」、「你家的閱讀
指數大檢驗」、「寶貝今天讀書了嗎」提供參考，為淺顯易懂之入門閱讀指導手冊。

教育部2010年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親子共讀手冊」，配予新生家長及各班導師，主題定為「小小
書精靈，帶寶貝上學去」，係委託專家編撰，內容分為「培養孩子對書的感覺」、「孩子應該讀什
麼書」、「打造一個愛讀書的家」、「怎樣營造好的閱讀環境」等4部分，並檢附「閱讀好站報
報」、「你家的閱讀指數大檢驗」、「寶貝今天讀書了嗎」提供參考，為淺顯易懂之入門閱讀指導
手冊，以簡單易懂文字與輕鬆活潑插圖提供親子共讀實際範例，讓家長認識閱讀的重要性，並學習
展開親子共讀活動。另規劃多語版「六步驟和孩子一起體驗書」影作(國語、印尼語、越語)，建置於
「教育部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http//read.moe.edu.tw/)可供下載參考使用。

下載2010年親子共讀手冊：

先進入「教育部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http//read.moe.edu.tw/)，再點選首頁上的圖書網站
公告：閱讀101-閱讀起步走，即可進入下載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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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政策 /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武曉霞科長
「社論日日談」閱讀習慣 從小開始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走過青春年少的成長書】徵文活動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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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走過青春年少的成長書】徵文活動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本文摘要

期盼透過師長們寫下那段童稚、純真的兒童時期中，或是青澀、青春的青少年階段，或是帶著浪
漫、充滿理想的青年時代中，陪伴著我們作夢、帶領著我們遨遊天地宇宙、引導我們進入哲思殿
堂—等等的書籍閱讀經驗。

 
敬愛的老師們：

暑假愉快！
新的學年即將到來，先祝福辛勞的師長們，在新的學年裡，學生們更加乖巧、體貼、懂事！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策劃【走過青春年少的成長書】活動，期盼透過師長們寫下那段童稚、純

真的兒童時期中，或是青澀、青春的青少年階段，或是帶著浪漫、充滿理想的青年時代中，陪伴著我
們作夢、帶領著我們遨遊天地宇宙、引導我們進入哲思殿堂—等等的書籍閱讀經驗。
     徵文辦法如下：

壹、徵件期間：自即日起到九月廿八日止
貳、投稿收件：

一、請以文書處理軟體繕打，楷書、12號字體、A4格式直式橫書。
二、字數：含標點符號1000字以內。逕寄：教育處學管科劉珮君老師
kledu236@mail.kl.edu.tw。
三、來稿主旨請寫明：「參加【走過青春年少的成長書】徵文活動稿件」
四、稿件上，請註明：服務單位、教師姓名、聯絡方式、任教科別

參、徵選程序：
一、將於截稿日後，聘請專家針對來稿最能傳達出個人成長與閱讀該書之影響之徵文意旨進
行第一階段評選。
二、預計徵選來稿稿件數量之三分之一進入第二階段的網路複選。

肆、獎勵辦法：
     一、依照第一階段評選分數（50％）加上第二階段網路票選成績
          （50％）甄選出優選作品三篇，以及若干佳作作品。
     二、依據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支付得獎者稿費。

      每1000字560元整。
          三、所有投稿作品將全文陸續刊載於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發行。
     伍、附則：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點閱: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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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政策 /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武曉霞科長
「社論日日談」閱讀習慣 從小開始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教育部2010年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親子共讀手冊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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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閱讀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將於9月23日、24日兩天，假至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閱讀教育國
際學術研討會，歡迎各界教師及學生踴躍參與。 

本研討會預計邀請國際知名的閱讀教育理論學者Kenneth Goodman教授（美國）、國際知名的閱讀教
育實務發展研究學者與語言教育學者Yetta Goodman（美國）、國際知名的閱讀評量與教學實務研究
學者Debra Goodman教授（美國），以及國際知名的社會文化觀點的閱讀學習研究學者Brain
Cambourne（澳洲）。 

研討會將從深度的理論探討，到各國的理論與研究及實務經驗，以縱橫的宏觀角度講論閱讀教育的
理論內涵、課程精神與教學實務，並與與會者進行相關的雙向交流。為了將閱讀教育理論聯結於中
文系統及臺灣的課程，本研討會同時邀請臺灣學者吳敏而教授、林文韵教授及洪月女教授針對中文
特性，探討閱讀教育應用於臺灣小學和幼稚園的課程及閱讀研究與教學實況的相關議題，一方面讓
與會者進行不同語言系統的聯結對照，一方面也促成不同教育體制和社會文化間的交流對話。 

研討會報名系統：http://120.127.20.34/conference/ 

詳細內容及議程請參閱附件。

閱讀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

主辦
私立靜心中小學

協辦
  本研討會的目的在配合我國閱讀教育之理論和實務上的需要，邀請Kenneth Goodman教授（美
國）、Yetta Goodman（美國）、Brain Cambourne（澳洲）及Debra Goodman教授（美國）共同探討
閱讀教育的理論內涵、課程精神、教學與評量實務，並將與會者進行相關的雙向交流。為了將閱讀
教育理論聯結於中文系統及臺灣的課程，本研討會同時邀請臺灣學者吳敏而教授、林文韵教授及洪
月女教授針對中文特性，探討閱讀理論應用於臺灣小學和幼稚園的課程及閱讀研究與教學實況的相
關議題。
主講者及內容：

Kenneth Goodman 教授
美國University of Arizona榮譽教授，全語言之父

此次研討會中，Kenneth Goodman教授將以意義理解為著眼點，探討拼音文字及表意文字系統下
的書面語文的閱讀歷程。Kenneth Goodman教授認為，即便語言有其多樣性，但閱讀歷程僅有一種，
並不會因為語言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同時，他也提出，閱讀乃是一種同時具有效能以及效率的學習
歷程。Kenneth Goodman教授將在本次會議中精闢闡釋學習者何以能藉由閱讀來因應語言的歧意性及
冗贅性。

Yetta Goodma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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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University of Arizona榮譽董事教授
此次研討會中，Yetta Goodman教授將討論如何在中/英文語境下觀察孩子的讀寫歷程。Yetta

Goodman教授認為，孩子們在閱讀或寫作中之差異(miscue)，是教師得以重新評估其教學歷程及設計
的重要憑藉。會議中，Yetta Goodman教授將會示範如何能夠透過專業的觀察能力來了解孩子們的語
言發展。

Brian Cambourne教授
澳洲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副教授

在此次研討會中，Brian Cambourne教授將以Frank Smith之觀點為基礎，提出一個以生物科學為模式
的閱讀學習理論。Frank Smith 曾言：「教育學以心理學當靠山，是個錯誤的抉擇」。Brian
Cambourne教授認為，就學習理論而言
 ，Frank Smith的觀點有其重要性。因為，一般傳統心理學至今尚未能提出一個既能得到學界普遍認
同、又能應用於閱讀學習的通則性學習理論。因此，Brian Cambourne教授試著提出一個非心理學觀
點的學習理論。他以生物科學作為借鏡，由演化的觀點來重新檢視學習以及教學理論如何發展成
形。Brian Cambourne教授認為，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重新審視的歷程，我們得以了解教師如何應
用這些理論來設計效能更好、成果更豐碩的閱讀教學課程。Brian Cambourne教授指出，唯有藉由同
時考量生態、社會、情感以及生理等各個層面之影響，我們才得以提升並促進閱讀學習之教學法。

Debra Goodman教授
美國Hofstra University副教授兼Department of Literacy Studies系主任

此次研討會中，接續Ken Goodman教授所討論的讀寫萌發歷程，Debra Goodman教授將以〈閱讀
作為一種意義理解歷程：閱讀對教學、學習以及評量的啟示〉為題，討論此理論如何得以應用於閱
讀教學以及評量之中。Debra Goodman教授認為，若我們將閱讀及學習視為意義理解的一部份，那
麼，教師在閱讀教學過程中，所需注意的，即是如何輔助孩子們的意義理解歷程。而在評量時，教
師的角色定位不應著眼於「測驗學生的理解」，而應注重「如何透過評量的設計，來紀錄或拓展孩
子們對於文本及其潛在概念的理解和詮釋」。此觀點乃著重於評量所提供的經驗，而非測驗之內
容。透過個案研究等實例，Debra Goodman教授將說明何謂有意義、有目的性閱讀經驗以及何謂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評量策略。主要討論議題如下：如何以學生個人成長背景中之既有能力和資源作為學
習建構之基礎；教室學習群組如何為學生提供多元的觀點及經驗；意義理解如何在不同符號系統(如
藝術、音樂、戲劇或多元模態(multimodal)網站)之間運作。
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中華民國99年9月23、24日，計2日
二、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中小學教師及行政人員
  二、大學院校相關科系所之學者及學生

三、其他
議程表

時間 民國99年9月23日（星期四）
8：20－8：45 報到
8：45－9：00 來賓致詞

9：00－10：20 主題：社會心理語言的閱讀歷程
主講人：Kenneth Goodman博士
主持人：顏國明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翻譯：吳敏而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10：20－10：30 茶敘
10：30－12：00 主題：EMMA的閱讀研究與發現

主講人：Kenneth Goodman博士
主持人：顏國明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翻譯：吳敏而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主題：閱讀評量的理論與研究

主講人：Debra Goodman博士
主持人：林文韵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翻譯：洪月女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5：00－15：10 茶敘



15：10－16：30 主題：閱讀評量的實例介紹
美國的閱讀教育與國際趨勢
主講人：Debra Goodman博士
主持人：林文韵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翻譯：洪月女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6：30－17：0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林文韵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討論人：Kenneth Goodman教授、Yetta Goodman教授
        Debra Goodman教授、Brain Cambourne教授
翻譯：吳敏而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時間 民國99年9月24日（星期五）

8：20－8：30 報到
9：00－10：20 主題：凝視兒童：觀察兒童的讀寫發展

主講人：Yetta Goodman教授
主持人：幸曼玲教授（市立臺北教育大學）
翻譯：洪月女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20－10：30 茶敘
10：30－12：00 主題： 閱讀差異分析研究對教與學的啟示

主講人：Yetta Goodman教授
主持人：幸曼玲教授（市立臺北教育大學）
翻譯：洪月女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主題：學習如何閱讀：從生態意義上的理論基礎談起

主講人：Brain Cambourne教授
主持人：顏國明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翻譯：吳敏而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15：00－15：10 茶敘
15：10－16：40 主題：學習如何閱讀：從科學根據的理論基礎談起

主講人：Brain Cambourne教授
主持人：顏國明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翻譯：吳敏而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16：40－17：20 綜合座談
主持人：林文韵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討論人：Kenneth Goodman教授、Yetta Goodman教授
        Debra Goodman教授、Brain Cambourne教授
翻譯：吳敏而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17：20－17：3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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