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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找結果、溯原因之摘要方法(一)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本文摘要

                                       陳欣希            花梅真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理事長             臺北市明德國小教師

附註一：適合「找結果、溯原因之摘要方法」的參考文本
            翰林三上第八課「小河魨學本事」
            康軒四上第八課「哥倫布的航海夢」
            南一六上第十三課「築夢踏實」
附註二：更多資料可到下列網站搜尋
            1. 「讀寫教學研究資料庫」http://reading.yfes.tp.edu.tw/
            2. 陳欣希教授個人部落格「思想泡泡」http://blog.roodo.com/hsinhsi

「摘要」能檢視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學生若能寫出全文大意，代表他們已能
掌握重點。在閱讀中，若能掌握重要訊息，就更能理解文章的深層意涵與創作特
色。我們深切期待孩子具備上述能力，那麼，教學時該怎麼引導呢？其實，故事
體是孩子常接觸的文本類型，一篇有趣的故事常會有豐富的「經過」，教師若能
引領孩子細緻解析「經過」，就能找到重點，甚至「看見」結構。
此次教學的文本──魯班造傘──即是典型的例子。我們可透過教學中的互
動，看見教師如何以提問的方式帶領孩子，將故事的「經過」劃分成三個階段，
如何根據各階段的結果追溯原因、巧妙地引導孩子覺察因果關係，最後，「看見」
文章結構。以下分別說明：教學者在課前的思考、教學中的互動，及觀課者的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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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找結果、溯原因之摘要方法(二)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一、教學前的思考
這是一篇故事體，全文共分7 段，可分成下列幾個部分：
第1 段：說明魯班的設計能力來自家庭與自身的特質。
第2-6 段：詳述了魯班造傘的經過，依序有三個階段。
第7 段：魯班造傘的貢獻。
課文提到魯班造傘歷經了三個階段：先造出亭子、接著造出不能開合的傘、
最後才完成可以活動的傘。每個階段的「成果」均有其「原因」（或「條件」）。
細究之後會發現，有的自然段包含了不同階段的因果，例如第3 段，前半段是上
一階段發明的結果，後半段則是下一階段發明的原因。（如下圖）

因此，將造傘經過分成三階段來引導學生，會比單純用自然段來區隔，更有
利於全文的理解。學生若能找出各階段的因果關係，再加上第1、7 段的重點，
即可完成整課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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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找結果、溯原因之摘要方法(三)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二、教學中的互動

 （一）準備活動 說明目標，聚焦學習

 T：今天，老師要教你們一個方法，叫做「摘要」。 什麼是「摘要」呢？什麼時候會用到「摘」？「要」，又會出現在哪裡？

 C：摘東西。想要、需要、重要⋯⋯。

 T：對，所以，「摘要」就是一篇文章有許多內容，要把重點找出來，還要 整理重點。 上完課後，我們再來想想學「摘要」這個方法，
對閱讀有什麼好處！

流暢朗讀，助於理解

 T 說明：要唸好一篇文章，要注意三件事：

 （1）要唸得快且正確。

 （2）要適當的停頓，可根據標點符號、段落、語詞的意思，決定 停頓的時間。

 （3）用適當的語氣朗讀，讓人感受到句子的意思。

        現在，請大家按照這些方法，將課文朗讀一遍。

（二）發展活動

  step1：確認結果，精簡表達

 T：這一課在講魯班造了什麼？

 C：傘。

 T：魯班一開始就成功了嗎？「傘」依序是什麼樣子呢？請圈出傘在不同階段的樣子。

      提示：一開始傘是什麼樣子……後來是什麼樣子……最後才變成我們現在 看到的傘……

 T：請問傘一開始發明出來是什麼樣子？

 C：亭子。

 T：後來是什麼樣子呢？請一起念出那句課文。

 C：將竹子劈成許多細枝條，照著荷葉的形狀，紮了一個架子；又將羊皮剪 成圓形，覆蓋在架子上紮牢。

 T：最後變成什麼樣子呢？

 C：可以活動的傘。

 T：如果最後是可以活動的傘，那麼第二階段的發明，是一把什麼樣的傘？

 C：不能活動或伸縮的傘、不能開合的傘。

 T 引導C 歸納：所以魯班造傘一開始是「亭子」，後來是「不能開合、不能 活動或不能伸縮的傘」，最後才是「可以活動的傘」。

 step2：分析原因，深究內容

 T：一開始，魯班為什麼會做出亭子？ 因為有哪些事，讓魯班做出亭子呢？請在課文畫線。 提示：無論是魯班做的或想的都找出來，如

果有好幾件事，可以標示1、2、3。

 C：魯班看到大家在戶外工作時，總是日曬雨淋，就想到做亭子。

 T：「看到」、「想到」要分成兩件事，因為，有時「看到」不一定會「想到」。 想一想，因為哪幾件事讓魯班做出亭子？

 C：看到、想到、開始動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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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在課文上一邊標示一邊說明：

    魯班經過（T 在課文標示1.看到、2.心裡想、 3.開始動腦思考）……才做成亭子。

 T：經過這三件事就做出亭子了嗎？再看一下課本。

 C：找木匠。

 T：所以魯班看到……想到……開始動腦思考……找木匠幫忙……就做出了亭子。

T：請用同樣的方法，找一找，後來又經過哪些事，魯班造出了不能開合 的傘？

 C：找材料、動手做……

 T：還有一件事很重要…..（T 將「想」圈起來：魯班又想……）

 TC 一起歸納：整理一下，經過了哪些事，魯班做出不能開合的傘

 （1）想，亭子不方便，要是可以帶著走，那該多好！

 （2）看到小孩頂著荷葉

 （3）問小孩

 （4）靈光一閃，找來竹子和羊皮（找材料）

 （5）將竹子劈成許多細枝條，照著荷葉的形狀，紮了一個架子；又將羊皮剪成圓形，覆蓋在架子上紮牢（動手做）

 T：最後，又經過哪些事，魯班造出可以活動的傘？

 C：（1）魯班的妻子覺得不方便。 （2）兩人一同研究。

 step3：視覺線索，覺察因果

 T：猜猜看，老師為何要用三種顏色來區分？

 C：代表「亭子」→「不能開合的傘」→「可活動的傘」。

 C：代表「一開始」→「後來」→「最後」。

 T：所以，藍、紅、綠三個顏色就代表魯班造傘的三個階段。

step4：根據結構，評估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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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如果整課大意只有寫魯班很努力，終於造成可以活動的傘呢？

 T：如果老師寫的大意是－「魯班很努力，終於造成可以活動的傘」，這樣 好嗎？

 C：這樣就不知道魯班遇到什麼困難或經過什麼過程。

 T：那大意若改成－「魯班很努力，遇到困難，解決困難，終於造成可以活 動的傘」，這樣有好有好一點？

 C：還是不知道他遇到什麼困難。

 T：所以，要加上各階段的原因、結果，才是比較完整的大意。

 （三）綜合活動

統整回顧，內容方法

 T：想想看，念完課文之後，老師問了哪些問題？

 T：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魯班造傘經過幾個階段，找出傘在不同階段的樣子。

 T：找出結果之後呢？

 C：再找有哪些原因造成了結果。

 T：所以，找出各階段的原因、結果之後，再整理因果關係，就可完成整課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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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找結果、溯原因之摘要方法(四)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三、記錄者的觀察與省思

1.文本特性影響摘要方法
不同於故事體常見的「原因、經過、結果」，也不採用將自然段合併為意義
段的方式，教學者選擇了因果關係做為畫分的依據，將魯班造傘的「經過」分成
三個階段。如此，不但可以在深究內容時，同時理解文章結構；學生也可以在釐
清各階段的因果關係後，更精確的掌握整課大意。由此觀之，摘要的方法並不單
一，更非唯一，文本特色才是影響摘要方法的重要考量。

2.摘要方法、深究內容、理解形式，同步進行
理解文本內容有助於找出重點，理解文本形式，則讓找重點的過程更有效率。
若能兼顧上述二者，那麼，摘取全文大意並非難事。本節教學即實踐了這樣的理
念，在教學者引導學生理解內容、辨認形式時，也同步帶著孩子找出重點。因此，
當課程結束，內容、形式、摘要的教學也一併完成。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將找
到的重點，串連、潤飾成為整課大意了。

3.利用視覺線索，覺察因果，看到結構
當孩子用不同顏色的筆，分別標示魯班造傘的三個階段時，在他們的腦海
也同步烙下了文章結構概念。因此，雖然本節教學並非以「結構」為主要目的，
但在孩子卻能在理解內容之後，「看到」自己所詮釋的結構，這也是本節教學最
珍貴之處。

4.自我教學反思
筆者教學生劃分意義段時，通常會以「哪些段落在講同一件事（或概念）」
做為指導語，卻忽略了這樣的方式並非一體適用，本課即是最好的例子。
若教師未能覺察文本特性而選擇適當的摘要方法，非但無法有效的達到教
學目的，可能還會造成混淆了學生的觀念。因此，課前對文本進行深入的分析，
以決定教學方法，就顯得益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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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子

全國巡迴座談會活動計畫書

教育部

本文摘要

2013年《天下雜誌》針對中學⽣族群的閱讀調查，學⽣普遍認為閱讀「困難的原因是沒有閱讀習慣。」在傳統教育框架
和升學競爭壓⼒下，青少年族群⻑期以來習慣被動地接受來⾃學科的知識，缺乏獨立思考、創造、表達的機會，因此不易
從學習中累積⾃信和興趣，影響閱讀習慣的養成。

為此，圖書館針對青少年的分齡服務裡，除建置青少年館藏、閱讀資源，辦理年輕化⾏銷活動、提⾼辦證率等「量」的增
加外；在質的提升⽅⾯，也積極思考如何進⾏能⼒與習慣的養成，強化青少年的閱讀知能與素養，期許青少年成為⾃主學
習者，主動探索吸收新知。

本計畫特別透過社團法⼈中華⺠國貓頭鷹親⼦教育協會所規劃的「⽤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全國巡迴座談活動，期望藉
此提供給無數家⻑ / 老師實質的幫助，藉由專業的導讀實務經驗和現場⽰範，打開⼤部分的家⻑和教師的疑惑與⼼結，願
意學習以最沒壓⼒的⽅式，為⾼年級以上學⼦朗讀，讓孩⼦體驗到閱讀的樂趣，⼀步⼀腳印的為孩⼦紮穩閱讀的基礎教
育。

 

 

壹、活動目的

⼀、透過與閱讀團體、各地公共圖書館、各級學校之跨界合作，將閱讀領域的專家資源，以公共圖書館、各級學校為通路推廣
全國。

⼆、將本活動素材與內容，建立相關參考資源，作為公共圖書館雲端共享使⽤。

三、提供學校老師、學⽣家⻑輔導孩⼦⾃我學習的有效參考。

 

貳、主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社團法⼈中華⺠國貓頭鷹親⼦教育協會、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合辦單位：全國公共圖書館、全國中等學校及⼩學、中華⺠國圖書館學會書香社會推動委員會。

參、活動內容

「⽤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巡迴座談會(企劃書詳如附件⼀)

與貓頭鷹親⼦教育協會合作，由該會提供講師資源，透過本館公共圖書館聯繫管道，開放各縣市公共圖書館、學校單位報名，
排定期程進⾏巡迴。

(⼀)合作單位：社團法⼈中華⺠國貓頭鷹親⼦教育協會。

(⼆)活動時間：

1.報名：即⽇起⾄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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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國巡迴講座：103年8⽉⾄12⽉，每⽉可舉⾏2場(⽇)之講座。

(三)受理申請對象：

1.受理全國公共圖書館(含離、外島)以縣市文化(教育)局(處)/總館為單位申請。

2.受理全國中、⼩學申請。

3.申請單位須負擔講師鐘點費(每場次總計3.5鐘點)以及交通費(每場3⾄4⼈)、住宿費(如必要，視活動地點⽽定)。

(四)報名⽅式：

1.於報名期間內以email回傳報名表予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資圖)。

2.國資圖彙整報名資訊，與貓頭鷹親⼦教育協會、講師排定巡迴座談期程。

3.國資圖公告巡迴座談期程。

(五)過去活動影片：

⽤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2013.09.12 臺北協會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5vWn3wbhs

 

肆、 巡迴座談會方案內容：

⼀、實施⽅式

1. 由導讀老師透過實際的導讀經驗，分享導讀青少年文學的技巧與⽅法。

2. 說明如何於活動進⾏中，與學⽣互動以提升其閱讀理解⼒與思考⼒。

3. 藉由現場的提問與討論，釐清聽眾對導讀青少年⼩說的種種迷思。

 

⼆、對象及⼈數

1. 對象：全國⺠眾、故事志⼯、家⻑、老師或對青少年閱讀推廣⼯作有興趣者。

2. ⼈數：50⼈以上。

 

三、各單位負責項⽬

貓頭鷹親⼦教育協會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申請單位

1.      課程規畫。

2.      講師、閱讀推廣⼈
接洽與安排。

3.      活動宣傳推廣。

1.      申請聯絡窗⼝。

2.      排定期程公告。

3.      寄送文宣品(海報、
DM等)。

4.      彙整各巡迴站成果
紀錄。

1.      提供場地與相關器
材。

2.      負擔講師鐘點、交
通費。

3.      負責單場活動宣
傳。

4.      提供活動相關紀錄
(照片、影⾳、文字紀錄
等)。

 

四、活動流程



1.整場座談會時間為3⼩時，中場休息10分鐘。

2.座談會確切舉辦之時間⽇期，將依據申請單位提出之合宜時段為主要考量。

3.配合申請單位所安排之合宜地點，建議場地容納⼈數可達50⼈以上。

時間 流程 主講⼈ 備註

 開場 主持⼈  

50分鐘 第⼀堂分享 閱讀推廣⼈⼀  

10分鐘 休息 主辦單位  

50分鐘 第⼆堂分享 閱讀推廣⼈⼆  

50分鐘 第三堂分享 閱讀推廣⼈三  

30分鐘 座談 主持⼈  

 結語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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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新識力—新住民親子共讀活動【簡章】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推廣新住民親子閱讀，讓家長重視早期閱讀對兒童的意義，知道如何運用繪本共讀啟蒙孩子閱讀經
驗，以提升兒童對閱讀的興趣及喜好，並增進親子互動。

 

◎時間：103年8月31日(週日) / 09：30至16：30

◎地點：基隆市文化中心2樓第二會議室（基隆市信一路181號）

◎對象：新住民家庭親子共60人

◎報名方式：基隆市文化中心2樓圖書館櫃檯報名

電話：2422-4170#272、276圖書資訊科傳真：24271099

◎活動費用/免費（為鼓勵新移民家庭參與活動，

    凡新移民家庭親子報名參加者，即贈送精美小禮物、每組家庭限領一次為限）

◎帶領老師：王金選老師（知名兒童繪本畫家、漫畫家、兒童文學家）

                 朱莉英(伊甸基金會新移民家庭成長中心主任)

◎課程表：

時間 主題/活動內容 講師

9:00-9:30 報到  

9:30-12:30 主題：「從閱讀繪本發現創作的樂趣」

繪本創作結合閱讀與寫作，透過繪本創作
的玩興，結合語文的學習，自然愛上閱
讀。

王金選老師

12:30-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13:40 開場-音樂暖身

主題：愛與傾聽～營造親子共讀的樂趣

朱莉英老師

/Youtube音樂

13:40-14:30

 

繪本共讀-朱家故事

※團體討論與分享：

1.朱家故事vs我家故事

2.母親角色vs家事分工

1430-1520

 

繪本共讀-最特別的東西

※團體討論與分享：

1.我有特別的家庭

2.手足關係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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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家長) 家 長 國 籍 （ 出 生
地）

 

來台灣年數？                 年

家庭成員

姓    名

(家長)              

(孩童)

 

 

學校/年級  

通訊處         市       區          路（街）   巷    弄      號     樓

聯絡電話 （日）                         （手機）

e-mail  

備     註 1.本項活動免費，報名後請務必出席參與；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2.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至基隆市文化中心2樓圖書館櫃檯報名

電話：02-2422-4170#272、276 圖書資訊科；傳真：02-2427-1099  

■本活動報名者，供午餐及贈送精美小禮物乙個。

■簡章暨報名表請⾄

1.基隆市文化局網站/便⺠服務/下載專區/圖書資訊類下載。

2.基隆市公共圖書館資訊服務網http://library.klccab.gov.tw/course.php

3.圖書館FB：www.facebook.com/keelungpubliclibrary

1520-1530

 

休息

防制人口販運微電影（最後一張畫）宣導

點心/茶水

1530-1625

 

親子共繪-我的家庭

※團體分享：

  邀請參加成員分享親子圖畫創作

朱莉英老師

1625  -1640 祝福與叮嚀

 

【閱讀新識力—新住民親子共讀活動】報名表

編號         

■活動內容若有異動，依本館官網公告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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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學校的一天從閱讀開始

基隆市長興國小 苗其志校長

「學校的一天從閱讀開始，在運動後結束」，這是長興國小本
著快樂健康、終身學習的目標，一直持續推動的學校生活方式。

閱讀是增進知識最佳的途徑，閱讀的推動更有賴於學校老師及
家長的共同努力，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引起孩子們的興趣。學校
與老師們常常有很多別出心裁的發表與鼓勵方式，讓孩子們嘗試著
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收穫，最重要的也就是希望藉由這些方式讓孩子
們養成閱讀的習慣，而老師們的方法如果能夠在這樣的電子報相互
的交流，一定能夠給彼此在閱讀的推動上加油打氣!

閱讀習慣的養成對孩子們來說，絕對有長遠的影響，我們不可
能用過去的知識，教導現在的孩子去適應未來的生活，所以老師
們，我們一起加油吧，一起期望孩子們的未來比我們的更燦爛!

點閱: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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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叔本華看閱讀

德國哲學家 叔本華

沒有別的事情，能比閱讀古人的名著，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精神上的樂趣。

這樣的書，即使只讀半小時，也會令人愉快清醒、高尚剛強，

彷彿清澈的泉水沁人心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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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53 期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基隆市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廣計畫各重要工作及時
程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學管科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7月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30071523A號函辦理。

二、旨揭計畫之選書網站為 http://163.19.189.18/bookstart/，相關重要時程簡述如下：

       (一)圖書選填作業：6月29日至7月11日23時59分。

       (二)書籍配送作業：8月5日至8月27日。

       (三)線上驗收作業：8月27日至9月10日。

       (四)損書或新生及班級數增減退補書向本府登記作業：9月1日至9月10日。

       (五)向本府換書及退補書作業：9月1日至9月30日。

       基隆市政府中華民國103年07月07日基府教學參字第103012992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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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以閱讀為主的英語力」-閱讀教學策略分享實作

103年度全市英語教師研習實施計畫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小組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小組

103年度全市英語教師研習實施計畫

主題: 「以閱讀為主的英語力」-閱讀教學策略分享實作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二、教育部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三、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

四、本市國教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小組103年度辦理精進教學輔導工作計畫。

貳、目標：

   一、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並加強教師補救教學及繪本教學策略知能。

   二、針對本市研發之繪本教材內容進行研討，彙整資料並上傳網站提供本市教師教學參考。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基隆市英語資源中心

    承辦單位：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學習領域小組

肆、參加人員：本市國小現職英語教師（含兼課教師）、本市國小英語專長替代役男、國小英語輔導員、英語領域補救教學教師。

伍、實施地點：基隆市東信國小英語村

陸、報名方式：請於活動前兩週開始上網登錄報名。全程參與本活動之教師，核

給12小時研習時數。

柒、請與會教師攜帶筆記型電腦、本市自編繪本「Jason and Betty Visit Keelung City」及「Fun English Series - Learn English by Comics --
Adventures in Life」。

捌、活動程序表：於暑假期間辦理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或主講人 經費來源

103.8.20 8:45~9:00 報到 國小英語輔導團 基隆市國教輔導團國小

英語領域小組103年度辦

理12年國民基本教育精9:00~12:00 繪本教學 新北市英語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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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

計畫

多元策略 新北市五股國小

鍾佳慧老師

12:00~13:00 午餐及午休 國小英語輔導團

13:00~16:00 l   以閱讀為主

的英語統整能力

分析。

l   以讀本為主

之統整能力教學

活動設計。

國小英語輔導團

本市外師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持或主講人 經費來源

103.8.21 8:45~9:00 報到 國小英語輔導團 103年度英語教學資源

中心運作計畫

9:00~12:00 以讀本為主之統

整能力教學活動

設計。

國小英語輔導團

12:00~13:00 午餐及午休 國小英語輔導團

13:00~16:00 實作設計分享

與評析

陳秋蘭教授

國小英語輔導團

 

玖、預期效益：

一、全市教師能互相交流精進課堂教學能力。

二、增能課堂教學知能，改善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學習落差。

三、配合本市自編繪本，落實教學內容，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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