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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以閱讀作為前進世界的動力【103年11月】

感謝 基隆市信義國民中學 擔任本期輪值主編。

下期主編學校：基隆市成功國民中學

封面攝影：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Q08 在進行閱讀理解教學前，應該要如何準備？ / 品學堂編輯部

主編的話

「樂」在閱讀，從現在開始 以閱讀作為前進世界的動力 / 基隆市信義國中 教務主任 郭真善主任

名人看閱讀

柯華葳看閱讀 / 國家教育研究院 柯華葳院長

策略擂臺

信義閱讀記 / 基隆市信義國中 設備組長 呂協昌

杏壇尖兵

班級書箱閱讀經驗分享 / 基隆市信義國中 國文領域 梁仁華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為表達之母 / 基隆市信義國中 國文領域 梁仁華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信義閱讀起步走 / 基隆市信義國中 設備組長 呂協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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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Q08 在進行閱讀理解教學前，應該要如何準備？

品學堂編輯部

本文摘要

感謝 品學堂編輯部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閱讀教育的12個Q&A

原文刊載於：閱讀理解季刊 2014 VOL.3

         最基本的問思教學設計，需要經過三個步驟：文本分析、提問設計與教學規劃。

1.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是老師在問思教學上要做的基本功夫，老師要留意文本的重要訊息和深層意涵，這
是問思教學中非常重要的思考。老師分析文本的深度與廣度，將直接展現在學生的學習成果上，
若老師僅重視首要資訊，而忽略了資訊的連結，則將犧牲學生學習的完整性。

2.提問設計：

         提問設計是以提問來深化閱讀教學，老師提出的問題將會主導課程，並影響學生的思維模
式。《禮記》中的一段話其實相當符合提問設計的精神：「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意思是說：會提問的人，好比砍伐堅硬的木頭，先從容易的地方
著手，再砍枝幹連結較硬的地方，等到時間一久，木頭分離脫落，就像明白了問題的答案。老師
能藉由不同層次的提問，達成不同的任務，讓學生達到較為完整的理解。老師也可以在問題中布
置一些方法，讓學生能夠在解決任務時，一方面能夠達到閱讀理解，另外一方面也熟練閱讀策略
及技巧。此外，好的問題也能幫助老師瞭解學生閱讀及思考的盲點，往後便能更精準地填補教學
的不足之處。

3.教學規劃

         在教學的規劃時，老師可以使用ABC 的提問模式以及TSG的互動形式。ABC適性方案是在教
學規劃時，因應學生不同的程度和反應，設計出三種不同的方案，也就是三種不同的鷹架。A方
案是由學生直接回答問題；B方案的提問通常是指出範圍、給予提示或鷹架，協助學生回答問
題；C方案的題型則為選擇題、配合題、排列題等，讓學生直接操作。提問時先從A方案開始，
若學生不太容易回答問題，則換成B方案或C方案來提問，不一定每個方案都要在教學中使用。

          TSG的概念是：T代表老師，S代表學生，G是group，代表小組或者是一個團隊。TSG 就是
不同的互動形式，例如老師直接講解、學生個人思考、兩人或四個人一組等不同的互動形式。所
以老師在規劃問思教學時要思考兩個層面：其一，每一道題目可能的鷹架是什麼？其二，這一道
題目要讓學生自己回答、全班回答、兩人討論或是小組討論？

點閱: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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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樂」在閱讀，從現在開始 以閱讀作為前進世界的動力

基隆市信義國中 教務主任 郭真善主任

      當你打開一本書時，你也同時打開了一個世界。閱讀，是可以深遠的影響一個人的。

      本期閱讀電子報的「杏壇尖兵」，報導的是信義國中的閱讀推手－梁仁華老師，梁仁華老師在擔
任導師以及閱讀教育老師的時期，以提問的方式鼓勵學生閱讀共讀書目—青春第二課，讓學生透過
閱讀以及閱讀後的分享，延伸了學生對於規劃未來的人生藍圖。在「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的部分，
刊載梁仁華老師所發展的閱讀策略教學中，閱讀是理解、想像、表達的源頭。「本期主題」專欄，
分享本校在推動閱讀教育上的策略經驗。信義國中推行晨讀教育兩年以來，透過班級書箱、書香小
天使、讀書心得活動，搭配閱讀教育課程，希望能培養學子愛閱讀的習慣，藉由享受閱讀，開啟心
靈視野。

      在閱讀的世界裡有通往古今中外的門，我們可以就自己的時間，自己的步調在裡面翱遊徜徉。閱
讀歷程更可以刺激大腦神經的發展，使我們的大腦不容易退化。所以，就從現在開始，「樂」在閱
讀，以閱讀作為前進世界的動力!

點閱: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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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柯華葳看閱讀

國家教育研究院 柯華葳院長

閱讀在現在的學習環境中，標示一種「自學」的能力。

擁有這樣的自學能力，可以跨越時空完成各種任務，是新時代的競爭力。

---柯華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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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信義閱讀記

基隆市信義國中 設備組長 呂協昌

 班級圖書設置  晨間閱讀活動  英文閱讀指導課

    每當國際有某種評比出現，台灣的教育政策就會出現相對應的變革，閱讀教育的推廣，某方面來說也是因PIRLS、

PISA等國際評比所促成。話雖如此，但閱讀的重要性卻不容質疑，閱讀能學習實用的專業技能、能體驗不同的生命歷程、

能同理各式的情感想法、能理解萬象的大千世界...，閱讀的好處不勝枚舉，更重要的是習慣養成後終身受用。為在學校

教育有限的零碎時間內，教導孩子習得閱讀技巧，享受閱讀樂趣，故本校試圖以下列等方式達成目標：

1. 教師進修：閱讀能力是需要學習才能得到。而學習過程除了要有豐富的閱讀材料外，還需要有專業人員引導，才能

透過閱讀，幫助孩子對閱讀材料有較深度的思考。而如何選擇合宜教材？引導什麼？如何引導？需要具備此專業知

能的我們，唯有不斷的進修，才能選擇最好的閱讀理解策略幫助孩子。所以本校同仁相當積極的參與閱讀相關研

習，無論是英文領域的閱讀素養教學策略、數學領域的閱讀工作坊、國文領域的閱讀理解實務研習 或是自然領域的

科普閱讀等，都希望藉由自我不斷的精進，帶給孩子最好的學習效果。

2. 班級圖書設置：為提高孩子閱讀興趣，所以添購圖書時儘量考慮個別差異，例如某些是文字較多的暢銷小說、部分

是圖畫偏多的故事小品，甚或是勵志有深意的漫畫，只要能讓孩子想要翻閱且不危害身心，皆是圖書室可添購的書

籍。班級圖書的設置，則於學期初，由各班代表至倉庫選取課外書籍帶回教室自行管理，每次月考再送回圖書室更

換圖書，此方式除可提高借閱方便性外，因由同學代表選取，選取之圖書較符合其他同學閱讀喜好。經一年多實施

的情況來看，閱讀率的確較往年提高，但缺點就是課外書籍於上課被沒收的情形也增加了！

3. 晨間閱讀活動：晨間閱讀是近兩三年來，政府努力推行的活動，要求今年全面達成每班一週一天晨讀，本校則規畫

7、8年級每週兩天，9年級每週一天，書籍則分為自由選讀及共同閱讀兩類，自由選讀為同學可依喜好選擇閱讀書

籍，共同閱讀則是整班同時閱讀同一本書，除了老師可帶領閱讀外，也可讓同學有機會接觸不同類型圖書。晨讀活

動的進行確實打亂了以往各班時間運用的規畫，例如本校每週有一天朝會、一天晨間運動、兩天晨讀，導師實際可

靈活運用的時間只剩一個早自習，我想這時間運用上的問題，政策制定當局應未曾考量過吧！所幸本校教師，都能

理解閱讀對孩子的重要，盡力解決中央不需面對的問題，讓此晨讀活動在信中能的順利進行，實屬萬幸。

4. 閱讀指導課：本校在課程規劃上，7、8年級之彈性課程每週設定一節閱讀指導課，由國文老師教授閱讀理解策略、

閱讀技巧，但閱讀能力不僅國文領域需要，其它領域的課程學習也不可或缺，是以在英文領域，本校教師利用遜咖

日記(中英對照讀本)的共讀，來帶領孩子閱讀英文圖書，在自然領域，則利用科學人等雜誌之科普文章，引導孩子

如何從實際現象描述中，尋找問題、形成假設、找尋証據、了解科學研究的歷程。希望藉由不同領域面相的素材，

使孩子了解如何閱讀。

    學習是每個人一輩子都要做的事，而閱讀是學習最快速簡潔的方法，讓我們一起陪著孩子探索閱讀、一起探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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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班級書箱閱讀經驗分享

基隆市信義國中 國文領域 梁仁華老師

  自從學校開始推動班級書箱的晨讀活動後，教室之內增添不少書香氣息，而仔細觀察，我擔任導師的班上，每當書香天使將新的選

讀、共讀書箱辦進教室，班上許多孩子都會一窩蜂的湧至書箱旁翻閱書單，迫不及待的看看選讀書箱中有啥他們心目中的「好書」，

然而，共讀書箱卻往往在一旁乏人問津，甚至問我晨讀時間能否不看共讀的書只看選讀書…… 

 學生分組討論閱讀心得、建構大綱  

 站在推廣閱讀立場的霸凌學生代表的我，當然不容許這種「挑食」的狀況發生，臉色一沉 學生也就不敢再多說什麼。我當然懂學生

的意思，但共讀書真有如此「不堪入目」嗎？於是，共讀書目就成了我的功課之一，回家仔細翻閱研究書本的作者、內容、推薦，晨

讀時再利用時間先為學生導讀一番，漸漸的，學生也覺得共讀書似乎「順眼」許多。

  我發現，有時候先為學生推薦、導讀一些好書，往往能消除他們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甚至引發他們的興趣。例如共讀書曾出現

「青春第二課」這本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書，我丟了一些「為什麼青春會有第二課？」、「青春的第二課該學些什麼？」之類的問

題，我還跟學生說，這本書再適合你們不過了，因為書裡共有九十六位中外各界名人，有你們耳熟能詳的運動員、明星藝人、文學

家、科學家，因為他們就跟你們一樣，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成長軌跡！我也不忘提醒他們，文章風格淺顯易讀，很接近以前學過的一

篇課文「音樂家與職籃巨星」，而且每篇篇幅都不長，每次讀個一、二篇就很有收穫了。

  後來晨讀時學生真的就聚精會神、鴉雀無聲的專心閱讀「青春第二課」，甚至連下課時間或是讀選讀書目的早晨，也都還有孩子在

看「青春第二課」。我也和藹可親的問了幾個學生這書好不好看，答案都是肯定的！

  過了幾個星期，我在另一個任教的班上又見到了這箱共讀書，無巧不成書，「青春第二課」在班上仍是乏人問津。這個班我因為多

上了一堂閱讀課，我便如法泡製大力推薦「青春第二課」，在我的鼓吹搧動半哄半騙之下，這個班學生的反應也從懷疑轉向肯定。

  後來我看他們的閱讀成效不錯，就變本加厲要求他們上台作讀書報告，第一步是每個人先完成自己的閱讀學習單，以作為報告的藍

圖，然後帶他們去電腦教室搜集資料、製作投影檔案等，並針對他們所選的主角人物進行分組與討論。

  而在這整個過程之中最讓我意外的是，只有少數的人選了賈伯斯、老虎伍茲這樣赫赫有名的人物，許多孩子竟然選了極為冷門的對

象作為報告主題，例如政治家林肯、小說家海明威、舞蹈家許芳宜、拳王阿里，甚至是連我都不認識的軍事家柯林鮑威爾。

  我導師班學生的反應，以及任教班學生們這樣的慧眼獨具的結果，讓身為老師的我體認到一個事實，在閱讀之前、過程之中、結束

之後，若能有閱讀策略的適度引導，學生對閱讀的接受度與完成度，其實是超越老師預期的。學生們自有其對閱讀的熱情，老師最應

該最需要去做的，就是去引燃這一把火！

  可惜當時我孤陋寡聞，後來才知道「青春第二課」因為張輝誠老師的翻轉教學似乎也成了顯學，不然就能多偷學幾招教教孩子們。

後來我每次去其他班級的教室上課，有空都會翻翻他們的班級書箱，伺機點燃他們的閱讀動機，只要是好書，永遠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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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為表達之母

基隆市信義國中 國文領域 梁仁華老師

  扣除「安靜」、「抬頭」、「去後面站」、「課文抄三遍」這些「馴獸師術語」，課堂上我說最多次的應

該就是「有沒有問題」了。雖然不知是學生生性害羞或是我天性殘暴，以致上課時真正針對文本理解提出問

題的並不多，但孩子偶有些自己的見解，往往令我喜出望外不吝讚美，甚至引起其他同學的驚嘆與迴響。

  現今網路時代，幾乎凡事都講求影像化、速食化，使得大多數人對文字的敏感度降低不少，但若說到「閱

讀」與「理解」，仍得回到「文字」這項基本要素。閱讀策略的運用及引導，無論是對課文內容的「文本理

解」，或是孩子對課外讀物的「閱讀理解」，都顯得格外重要。

  課文內容的「文本理解」，主要分為「引發學習動機」、「建構內容大綱」、「分析文本內容」等三個目

標。通常學生很少會對課本文章主動產生興趣或是學習動機，因此在題解及作者介紹等前導部分，就得想盡

辦法讓學生覺得這是篇特別的課文，或是請出一些相關領域的知名作家、名人，針對作者背景或文章類型來

加持一下。

余光中新詩閱讀仿作練習

-神話人物篇

 "海洋文學"閱讀聯想心智圖

余光中新詩閱讀仿作練習

-神話人物篇

 "海洋文學"閱讀聯想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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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文內容的「文本理解」最弔詭的部分是「建構內容大綱」，因為可能課本明明就放在桌上，但學生通常

都心不在焉、志不在此，甚至是視而不見，因此需要老師在教學時有適時的引導、鞭策，以及最重要的「提

問」。例如課本裡的科普文章「螞蟻雄兵」，通常得在每段課文之中不斷穿插「何種品種的螞蟻」、「牠們

能忍耐多少度的高溫」、「牠們的天敵是誰」、「牠們為了因應環境與敵人，培養出何種習性」的問題。換

言之，藉由學生能在課文之中找到答案的問題，不斷觸發起他們心中一些小小的興趣與成就，以完成對文意

的基本理解。

  而最困難的部分，當屬「分析文本內容」了，因為除了課文之中顯而易見的按圖索驥之外，大部分學生分

析、歸納、聯想的能力仍不夠成熟，這時候更需要老師的提問引導，例如，好不容易將「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一開始的六件名人事例解釋完，學生終於知道他們是誰、做了什麼事，但若問起為何一開始就舉出這些

例子，通常都是一問三不知，面面相覷，然後低下頭去。

  這時就得趕緊將這六人的特徵再複習一次，然後再加入學生較耳熟能詳的現代名人成功例證，甚至引經據

典加上一些名言警句當作聯想的引導，將之所以有所成就的原因作分析與歸納。這樣的學習過程對學生而

言，當然是有點吃力，畢竟他們大部分只是較為被動的接收、尋找課文內容，較欠缺對文章的細讀程度、接

受度等。因此我常常得不厭其煩的為他們洗腦：閱讀是邏輯的遊戲，「怎麼讀」有時比「讀什麼」更重要。

  花了許多工夫備課，在教室裡聲嘶力竭之後，課後的補充教材或是相關的閱讀與表達作業也很重要，例如

「音樂家與職籃巨星」教完後，是以其他領域的職業運動員事例來檢驗他們的推理演繹能力的絕佳時機。教

完「王藍田食雞子」後我會印韓良憶的「如何謀殺一顆雞蛋」給學生，通常他們也還算能在莞爾之際，順便

略窺飲食文學風貌，以及發現另一種閱讀的樂趣。若是教授新詩，也會以課文發想過程讓他們寫寫聯想心智

圖與小詩，鍛鍊聯想與文筆，閱讀為表達之母！

  孩子對課外讀物的「閱讀理解」亦是如此，但不同的是，孩子通常會樂意主動去閱讀書箱裡的書，尤其是

奇幻小說、冒險小說。這階段的孩子大都對較具故事性、想像力的書有興趣，因此在閱讀時間或課文上到

「小說」時，我也會針對一些細節部分來提問，希望讓他們了解，除了故事的進行發展，情節之中的細節也

常有許多驚喜。

  閱讀是理解、想像、表達的源頭，很多學生連話都說不好，追本溯源想必是閱讀理解能力有待加強。現今

當然以不是惟有讀書方能力爭上游的時代，但藉由閱讀，改變自己、甚至是改造自己，仍然是每個人都須不

斷進行的浩大工程，一句詩，一篇文章、一本小說，都能讀出自己的世界，讀出自己的樂趣。

點閱:76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56 期
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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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期

圖書館利用教育

信義閱讀起步走

基隆市信義國中 設備組長 呂協昌

 

 教育部補助圖書  書箱借閱  優秀心得作品

    有詩書氣自華，讀書萬卷始通神（蘇軾）、Ideal books are the key to wisdom（列夫·托爾斯泰），古今中外「閱讀」

始終為名家重視之事。而科學發達的今日，更發現閱讀能給予大腦適當的刺激，增進腦神經元的連結，提高理解能力與創造

力。是以肩負百年樹人教育工作的我們，如何在繁雜虛華無統整規劃的多元政策中，利用零散的時間來推動閱讀教育，實屬重

要。

本校在圖書館利用教育中，可分為下列幾部份說明：

1. 圖書來源：近幾年圖書室圖書感謝教育部、教育處經費補助添購新書，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學校教師贈書，使得本校

圖書暫無迫切更新需求，實屬萬幸。

2.  圖書借閱：本校往年在新生訓練時，會安排時間進行圖書室的介紹及借用說明，讓同學在一入學，就能運用學校圖書資

源。近期因校舍整建空間縮減，圖書室無法對外開放，故採兩種方式取代原圖書室功能：(一)書箱借閱：學期初，由各

班指派2名書箱天使，至倉庫選取32~40本課外書籍裝入書箱，交由各班自行管理借閱，待月考前繳回倉庫清點，月考後

再選取另一書箱，交換閱讀。因由同學自由選取書箱書籍，故多能投其所好，且因書箱置於班級，提高便利性加上口耳

相傳，能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二)私人借閱：當班級圖書無法滿足個人需求時，同學可先查詢學校現有圖書，與負責

老師約定時間後，至倉庫借取書籍，提高圖書使用的靈活度。為鼓勵同學多多閱讀，故定期統計各年級借閱記錄排行，

公告並給予適當獎勵，引起見賢思齊之效尤。

3. 閱讀心得比賽：為鼓勵同學進行閱讀分享，並創造閱讀更高的附加價值，故設計了閱讀心得比賽，有興趣的同學在閱讀

完圖書室書籍後，依文件格式繕寫讀書心得，每月評比一次，將敘獎鼓勵，並頒發小禮物。評選出的作品，也將之公告

在圖書室看板上，除了增強得獎同學的信心外，也讓其他同學能觀摩、學習這些優秀作品，加深自我閱讀的深度及廣

度。

4. 閱讀指導課：本校在課程規劃上，7、8年級之彈性課程每週設定一節閱讀指導課，在校舍尚未整建前，2間教室大小的圖

書室，一直是閱讀指導課程相當實用的上課空間，有單槍資訊設備得以統一講解，也有適當書籍得以共同閱讀或自由閱

讀，約莫60個的座位空間也是進行小組討論不互相干擾的優質場域，期待校舍整建後，圖書室得以升級再次開張服務全

體師生。

5. 閱讀相關資源分享：由於社會團體對閱讀教育的重視，有許多活動及便民措施等待民眾參與及利用，如讀書心得競賽、

線上電子書展訊息、世界書香日活動、市內圖書証代辦等，但如果資訊無法廣為流通，效果將大打折扣，故本圖書室則

負責將此類資訊整理，公告於本校週報，讓同學能在第一時間得知，並依個人興趣參與及利用。

    圖書是作者用自己的生命歷練濃縮所得的甘露，它能使讀者看見生命的廣度、強化自我未來生活的深度，所以培養孩子閱

讀的習慣，是讓孩子人生多采多姿的不二法門，期待各位教育現場的先進，都能讓孩子喜愛閱讀、享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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