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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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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理論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讀書的藝術 / 林語堂
讓閱讀遇上寫作～讀寫策略結合運用 / 陳麗雲老師

主編的話

提升競爭力，閱讀更美麗，我們正站在巨人的肩膀~眺望世界 / 基隆市中山高中吳文貴校長

名人看閱讀

胡適看閱讀 / 胡適

策略擂臺

閱讀無時差，閱讀零距離，書香隨意拈手來 / 基隆市中山高中許釋霞主任

杏壇尖兵

如何培養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低成就學習者的英文閱讀習慣 / 基隆市中山高中廖
悅淑老師

閱讀寶庫

徜徉在純真的世界—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介紹 / 太平國小編輯團隊

訊息看台

「秋霜寸草心」~我的小母親 / 基隆市八斗國小錢彩雲校長
為增進學生閱讀素養，請各級學校加強閱讀教育作為及踴躍使用教育部所選定8篇「PIRLS2006
範文例題閱讀選文」。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99年度辦理「語文教材暨教學論壇」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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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論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一、從閱讀教學到閱讀研究，或相反

先從閱讀教學想起－－在課堂內外，教師應該怎樣教閱讀？但要知道怎樣教，必先要知道：教閱讀
要教些甚麼？亦即，閱讀能力包括些甚麼？閱讀教學的內容，又取決於閱讀的本質－－閱讀究竟是
甚麼一回事？要回答閱讀是甚麼，也就是要知道有關閱讀的知識是怎樣研究出來的。

閱讀是怎樣教的？

教閱讀，要教甚麼？

閱讀是怎樣的一回事？

如何知道閱讀是怎樣一回事？

這思路同樣可以反過來思考－－閱讀研究所獲得關閱讀的知識，讓我們了解閱讀是怎樣的一回事；
了解閱讀，才能了解閱讀能力包括些甚麼、閱讀教學要教些甚麼，藉此才能知道閱讀教學應當如何
教。

二、閱讀理論的四個範疇

換言之，要了解閱讀，涉及以下四個範疇：

觀念
(Construe)

經驗

(Experience )

閱讀 1. 如何獲得有關閱讀的知識？－
－閱讀知識

1.1 三種閱讀知識

1.2 閱讀知識發展

2. 閱讀是甚麼？－－閱讀過程

2.1 閱讀的定義

2.2 閱讀的條件

2.3 閱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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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閱讀研究方法 2.4 閱讀的過程

2.5 閱讀的層次

2.6 閱讀的結果

閱讀教學

3. 閱讀教學教甚麼？－－閱讀能
力

3.1 整全取向

3.2 分析取向

3.21閱讀水平

3.22 閱讀技能

3.23 閱讀策略

3.24 閱讀成份

4. 如何教閱讀？－－閱讀教學

4.1 閱讀教學原則

4.2 閱讀教學策略

4.3 閱讀教學流程

4.4 閱讀課程

在以上四個範疇中，閱讀知識和閱讀成份是研究人員和教育工作者對閱讀這活動的理性的分析，因
此屬於觀念上的建構物；閱讀過程和閱教學則是日常生活中活潑澄的具體經驗，雖然，弔詭的是，
我們對這種具體經驗的認知和把握，總不能完全繞過我們對於閱讀的知識建構。

表示該節為最重要 (i = important) 的一節。

 
備註：本網頁資料，感謝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同意引用

點閱:133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讀書的藝術 / 林語堂
讓閱讀遇上寫作～讀寫策略結合運用 / 陳麗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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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藝術

林語堂

本文摘要

林語堂

（一八九五年～一九七六年），原名和樂，後改名玉堂、語堂，福建龍溪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
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曾任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廈門
大學、南洋大學等校。曾創辦《論語》半月刊、《人間世》半月刊、《宇宙風》半月刊、《天風》月
刊（美國）等。著有散文集《生活的藝術》、《無所不談》、《林語堂書信序跋選》等書。

讀書的藝術
 
<賞析>
    林語堂在三十年代就有「幽默大師」之稱，在《論語》半月刊時期的散文，善於社會批評、諷刺，機智
與幽默是其特色。他的散文，不論文體或語體風格都不拘一格；他的文章，長短形式不拘一式。他能寫妙
語如珠的幽默散文，也能寫正襟危坐的嚴肅散文。在文言與白話之間，他運之掌上，文白自然交融，在俚
俗與雅致之間，又能順手拈來，毫無生搬硬套之嫌。他的英文造詣有目共睹，可是他的文字卻是純淨的中
國語法。

本文首論不讀書者必有性情固陋、知識蹇促的缺憾，所以讀書的目的在於塑造個人風韻。其次，語堂
博士強調「因時制宜」的觀點，人生中既無必讀的書，同理也無不可讀的書，重點在於讀書者的人生境界
是否能夠和作品的內容水乳交融，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自有不同類型的讀書內容和方針。接著本文提出
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奇妙關係，那是一種神往，也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所謂「呼喚與回應」的關係。

整篇文章自「讀書的樂趣」起手，又以「樂趣的讀書」回應全篇做為總結。在作者淵博的腹笥中，逸
趣和佳例附和著論證。無疑是談到讀書藝術的篇章中饒富趣味的佳例。

 
讀書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識的一種樂趣，極為無福享受此種樂趣的人所羨慕。我們如把一生愛讀書的

人和一生不知讀書的人比較一下，便能了解這一點。凡是沒有讀書癖好的人，就時間和空間而言，簡直是
等於幽囚在周遭的環境裡邊。他的一生完全落於日常例行公事的圈禁中。他只有和少數幾個朋友或熟人接
觸談天的機會，他只能看見眼前的景物，他沒有逃出這所牢獄的法子。但在他拿起一本書時，他已立刻走
進了另一個世界。如若所拿的又是一部好書，則他便已得到了一個和一位最善談者接觸的機會。這位善談
者引領他走進另外一個國界，或另外一個時代，或向他傾吐自己胸中的不平，或和他討論一個他從來不知
道的生活問題。一本古書使讀者在心靈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對，當他讀下去時，他便會想像到這位
古作家是怎樣的形態和怎樣的一種人，孟子和大史學家司馬遷都表示這個意見。一個人在每天二十四小時
中，能有兩小時的工夫撇開一切俗世煩擾，而走到另一個世界去遊覽一番，這種幸福自然是被無形牢獄所
拘囚的人們所極羨慕的。這種環境的變更，在心理的效果上，其實等於出門旅行。

但讀書的益處還不只這一些。讀者常會被攜帶到一個思考和熟慮的世界裡邊去。即使是一篇描寫實事
的文章，但躬親其事和從書中讀到事情的經過，其間也有很大的不同點。因為這種實事一經描寫到書中之
後便成為一幅景物，而讀者便成為一個脫身是非、真正的旁觀者了。所以真正有益的讀書，便是能引領我
們進到這個沉思境界的讀書，而不是單單去知道一些事實經過的讀書。人們往往耗費許多時間去讀新聞
紙，我以為這不能算是讀書。因為一般的新聞紙讀者，他們的目的不過是要從而得知一些毫無回味價值的
事實經過罷了。

據我的意見，宋朝蘇東坡的好友詩人黃山谷所說的話實在是一個讀書目標的最佳共式。他說：「三日
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當然是人如讀書即會有風韻、富風味。這就是讀書的唯一
目標。惟有抱著這個目標去讀會，方可稱為知道讀書之術。一個人並不是為了要使心智進步而讀書，因為
讀書之時如懷著這個念頭，則讀書的一切樂趣便完全喪失了。犯這一類毛病的人必在自己的心中說，我必
須讀莎士比亞，我必須讀索福克里斯(Sophodes)，我必須讀伊里沃博士(Dr. Eliot)的全部著作，以便我可以
成為一個有學問的人。我以為這個人久遠不會成為有學問者。他必在某天的晚上出於勉強地去讀莎上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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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子漢姆勒》(Hamlet)，放下書時，將好像是從一個噩夢中甦醒一般。其實呢，他除了可說一聲已經
讀過這本書之外，並未得到什麼益處。凡事以出於勉強的態度去讀書的人，都是些不懂讀書藝術的人。這
類抱著求知目標而讀書，其實等於一個參議員在發表意見之前的閱讀舊案和報告書。這是在搜尋公事上的
資料，而不得謂之讀書。

因此，必須是意在為培植面目的可愛和語言的有味而讀書，照著黃山谷的說法，方可算作真正的讀
書。這個所謂「面目可愛」，顯然須做異於體美的解釋。黃山谷所謂「面目可憎」者，並不是相貌的醜
惡。所以世有可憎的美面，也有可愛的醜面。我的本國朋友中，有一位頭尖如炸彈形一般，但這個人終是
悅目的。西方的作家中，我從肖像中看來，相貌最可愛者當屬卻斯德頓(G. K. Chesterton)，他的鬍鬚、眼
睛、叢眉、眉間的皺紋，團聚在一起是多麼的怪異可愛啊！這個形容使人覺得他的腦中充滿著何等豐富的
活潑思想，好像隨時從他的異常尖銳的雙目中爆發出來。這就是黃山谷所謂可愛的面目，不是由花粉胭脂
所妝成的面目，而是由思想力華飾的面。至於怎樣可以「語言有味」這全在他的書是怎樣的讀法。一個讀
者如能從書中得到它的味道，他便會在談吐中顯露出來。他的談吐如有味，則他的著作中便也自然會富有
滋味。

因此，我以為味道乃是讀書的關鍵，而這個味道因此也必然是各有所嗜的，如人對於食物一般。最合
衛生的吃食方法終是擇其所嗜而吃，方能保證其必然消化。讀書也和吃食相同。在我是美味的，也許在別
人是毒藥。一個教師決不能強迫他的學生去讀他們所不愛好的讀物，而做父母的，也不能強迫子女吃他們
不喜歡吃的東西。一個讀者如對於一種讀物並無味口，則他所浪費在讀的時間完全是虛耗的，正如袁中郎
所說：「若不愜意，就置之俟他人。」

所以世上並無一個人所必須讀的書，因為我們的智能興趣是如同樹木一般的生長，如同河水一般的流
向前去的。只要有汁液，樹木必會生長；只要泉源不涸，河水必會長流；當流水碰到石壁時，它自會轉
彎；當它流到一片可愛的低谷時，它必會暫時停留一下子；當它流到一個深的山池時，它必會覺得滿足，
而就停在那裡；當它流過急湍時，它必會迅速前行。如此，它無需用力，也無需預定 目標，自能必然有一
天流到海中。

世上並沒有人人必讀的書，但有必須在某一時間，必須在某一地點，必須在某種環境之中，必須在某
一時代方可以讀的書。我頗以為讀書也和婚姻相同，是由姻緣或命運所決定。世上即使有人人必讀的書如
《聖經》，但讀它必應有一定的時期。當一個人的思想和經驗尚沒有達到可讀一本名著的相當時期，他即
使勉強去讀，也必覺得其味甚劣。孔子說：「五十讀易。」他的意思就是說，四十五歲時還不能讀。一個
人沒有到識力成熟之時，決不能領略《論語》中孔子話語中淡淡的滋味，和他的已成熟的智慧。

再者，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讀同一部書，可以得到不同的滋味。例如我們在和一位作家談過一次後，
或看見過他的面目後，再去讀他的著作，必會覺到更多的領略。又如在一位作家反目之後，再去讀他的著
作，也會得到另一種滋味。一個人在四十歲時讀《易經》所得的滋味，必和在五十歲人生閱歷更豐富時讀
它所得的滋味不同。所以將一本書重讀一遍，也是有益的。並也可以從而得到新的樂趣。我在學校時，教
師命讀Westward Ho和Henry Esmond兩書，那時我已能領略Westward Ho的滋味，但對於Henry Esmond則覺
得很是乏味，直到後來回想到的時候，方覺得它也是很有滋味的，不過當時未能為我所領略罷了。

所以讀書是一件涉及兩方面的事情：一在作者，一在讀者。作者固然對讀者做了不少的貢獻，但讀者
也能藉著他自己的悟性和經驗，從書中悟會出同量的收穫。宋代某大儒在提到《論語》時說：讀《論語》
的人很多很多，有些人讀了之後，一無所得。有些人對其中某一、二句略感興趣，但有些人則會在讀了之
後，手舞足蹈起來。

我以為一個人能發現他所愛好的作家，實在是他的智力進展裡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上原有所謂性
情相近這件事，所以一個人必須從古今中外的作家去找尋和自己的性情相近的人。一個人惟有藉著這個方
法，才能從讀書之中獲得益處，他必須不受拘束地去找尋自己的先生。一個人所喜愛的作家是誰？這句問
話，沒有人能回答，即在本人也未必能答出來。這好似一見鍾情，一個讀者不能由旁人指點著去愛好這個
或那個作家。但他一旦遇到他所愛好的作家時，他的天性必會立刻使他知道的。這類忽然尋到所愛好的作
家的例子甚多，世上常有古今異代相距千百年的學者，因思想和感覺的相同，竟會在書頁上會面時完全融
洽和諧，如面對著自己的肖像一般。在中國語文中，我們稱這種精神的融洽為「靈魂的轉世」，例如蘇東
坡乃是莊周或陶淵明轉世，袁中郎乃是蘇東坡轉世之類。蘇東坡曾說，當他初次讀《莊子》時，他覺得他
幼時的思想和見地正和這書中所論者完全相同。當袁中郎於某夜偶然抽到一本詩集而發現一位同時代的不
出名的作家徐文長時，他會不知不覺地從床上跳起來，叫起他的朋友，兩人共讀共叫，甚至童僕都被嚇
醒。喬治‧伊里沃(George Eliet)描摹他的第一次讀盧騷稱之為一次觸電。尼采(Nietzsche)於初讀叔本華
(Schopenhouet)時也有同樣的感覺，但叔本華是一位乖戾的先生，而尼采則是一個暴躁的學生，無怪後來
這學生就背叛他的先生了。

只有這種讀書法，這種自己去尋找所喜愛的作家。方是對讀者有益的。這猶如一個人和一個女子一見
生情，一切必都美滿。他會覺得她的身材高矮正合度，相貌恰到好處，頭髮的顏色正深淺合度，說話的聲
音恰高低合度，談吐和思想也都一切合度。這青年不必經教師的教導，而且會去愛她。讀書也是如此，他
自會覺得某一個作家恰稱自己的愛好。他會覺得這作家的筆法、心胸、見地、思態都是合式的。於是他對
這作家的著作即能字字領略，句句理會。並因為兩人之間有一種精神上的融洽，所以一切都能融會貫通。
他已中了那作家的魔術，他也願意中這魔術。不久之後，他的音容笑貌也會變得和那作家的音容笑貌一模



一樣了。如此，他實已浸沉在深切的愛好那作家之中，而能從這類書籍裡邊得到滋養他的靈魂的資料。不
過數年之後，這魔法會漸漸退去，他對這個愛人會漸漸覺得有些厭倦。於是他便會去找尋新的文字愛人，
等到他有過三、四個這類愛人，把他們的作品完全吞吸之後，他自己便也成為一位作家了。世上有許多讀
者從來不會和作家相愛，這正如世上有許多男女雖到處調情，但始終不會和某一個人發生切近的關係。他
們能讀一切的作品，但結果終是毫無所得。

如此的讀書藝術的概念，顯然把以讀書為一種責任或義務的概念壓了下去。在中國，我們常聽到勉人
「苦讀」的話頭。從前有一個勤苦的讀書人在夜裡讀書時，每以錐刺股，使他不致睡去。還有一個讀書人
在夜裡讀書時，命一女婢在旁邊，以便在他睡去時警醒他，這種讀法太沒意思了。一個人在讀書的時候，
正當那古代的聰明作家對他說話時而忽然睡去，他應當立刻上床去安睡。用錐刺股或用婢叫醒，無論做到
什麼程度，決不能使他得到什麼益處。這種人已完全喪失了讀書快樂的感覺。凡是有所成就的讀書人決不
懂什麼叫做「勤研」或「苦讀」，他們只知道愛好一本書，而不知其然地讀下去。

這個問題解決之後，讀書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也同時得到了答案，即讀書用不著相當的地點和時間。一
個人覺得想讀書時，隨時隨地可讀。一個人倘懂得讀書的享受，則不論在學校裡邊或學校外邊都可以讀，
即在學校裡邊也不致妨礙他的興趣。曾國藩在家書中答覆他的弟弟想到京師讀書以求深造時說：

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承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
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

有些人在將要讀書時，常想起許多藉口。剛要開始讀時，他會憎厭房裡太冷，或椅子太硬，或亮光太
烈，而說不能讀，還有些作家每每憎厭蚊子太多或紙張太劣，或街上太鬧，而說無從寫作。宋代大儒歐陽
修自承最佳的寫作時候乃是「三上」：即枕上、馬上和廁上。清代學者頤千里當夏天時，常「裸而讀
經」，即以此得名。反之，一個人如若不願意讀書，則一年四季之中也自有不能讀書的理由：

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去冬來真迅速，一年容易又春天。
那麼究竟怎樣才算是真正的讀書藝術呢？簡單的答語就是：隨手拿過一本書，想讀時，便讀一下子。

如想真正得到享受，讀書必須出於完全自動。一個人盡可以拿一本《離騷》或一本《奧瑪‧迦崖》(Omar
Kyaggam)，一手挽著愛人，同到河邊去讀。如若那時天空中有美麗的雲霞，他盡可以放下手中的書，抬頭
賞玩。也可以一面看，一面讀，中間吸一斗煙，或喝一杯茶，更可以增添他的樂趣。或如在冬天的雪夜，
一個人坐在火爐的旁邊，爐上壺水輕沸，手邊放著煙裝煙斗，他盡可以搬過十餘本關於哲學、經濟、詩
文、傳記的書籍堆在身旁的椅上，以閒適的態度，隨手拿過一本來翻閱。如覺得合意時，便可讀下去，否
則便可換一本。金聖嘆以為在雪夜裡關緊了門讀一本禁書乃是人生至樂之一。陳眉公描寫讀書之時說，古
人都稱書籍畫幅為「柔篇」，所以最適宜的閱讀方式就是須出於寫意。這種心境使人養成隨事忍耐的性
情。所以他又說，真正善於讀書的人，對於書中的錯字決不計較，正如善於旅行的人對於上山時一段崎嶇
不平的路徑，或如出門觀看雪景的人對於一座破橋，或如隱居鄉間的人對於鄉下的粗人，或如一心賞花的
人對於味道不好的酒一般，都是不加計較的。

中國最偉大的女詞人李清照的自傳中，有一段極盡描寫讀書之樂之能事。她和她的丈夫在領到國子監
的膏火銀時，常跑到廟集去，在舊書和古玩攤上翻閱殘書簡篇和金石銘文。遇到愛好的，即買下來。歸途
之中，必再買些水果，於到家後一面切果，一面賞玩新買來的碑拓。或一面品茶，一面校對各版的異同。
她在所著的《金石錄後跋》中，有一段自述說：

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
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
志不屈。收書既成……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這段自述文，是她老年時丈夫已經故世後所寫的。這時正當金人進擾中原，華北遍地烽煙，她也無日
不在流離逃難之中。

<出處>《生活的藝術》，北方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備註：本文轉載自正中書局出版之讀書，大樂事一書。感謝正中書局授權轉載。

點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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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讓閱讀遇上寫作～讀寫策略結合運用

陳麗雲老師

余光中教授曾說：「國家的文化是一個大圓，圓心無所不在，圓周無處可循，而，語文就是半
徑。」換言之，語文是開啟關鍵能力的鑰匙；而啟動這鑰匙的最佳利器，便是閱讀與寫作。唯有將
閱讀與寫作結合，孩子才能領受學習的快樂，進而達到全方位的學習。

        以閱讀，環遊世界、勇於夢想；以寫作，擁抱世界、舞動一生！

吉利蘭──「閱讀的媽媽」 

你或許擁有無限的財富，一箱箱珠寶與一櫃櫃黃金。

但你永遠不會比我富有──  我有一位讀書給我聽的 媽媽。我們都知道：閱讀是希望，是未來，更是
教育的靈魂。透過閱讀豐富生命，讓心靈展翅穿梭遨遊，感受婆娑世界的曼妙，才能讓寫作成為一
件幸福又美麗的事。寫作是知識活化的運用，是創意的展翅高飛！想一想：高興的時候，書寫喜悅
的心情；憤怒的時候，發洩爆發的澎湃；傷心的時候，撫慰決堤的抑鬱，這是一件多神奇的事呀！
提筆寫文章，是觀察曾經走過的深刻痕跡，是記錄著歲月走過的聲音。所以，閱讀寫作不僅只是文
字的瑰麗城堡，更是每一個生命流域的軌跡紀錄。

常常，我想起那雙手

每一個老師都是改變國家最重要的力量。我常認為：一個學校可以沒有高樓大廈，卻不能沒有

大師。只要用心學習，認真陪伴孩子成長，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大師」，也是孩子生命中的「導

師」。從艾琳．古薇爾（Erin Gruwell）的《街頭日記》，我們深深感受到：教師，是推動讀寫教育

重要的推手。期盼我們以閱讀教會學生尊重生命、勇於夢想；以寫作帶領他們擁抱世界，改變一

生。

也就是說，教師在推動讀寫教育的同時，給孩子的不是一本書、一篇文章，是打開一扇門，讓他們
看到還有另一個世界，而且，那個世界歡迎他們、等待他們去開創、去冒險。我們也期盼，孩子在
教師努力的耕耘下，能從被動的「聽眾」、「觀眾」，轉而成為自動參與的「讀者」、「作者」。
那麼，我們才是真正參與了孩子們的人生，我們也必將看到一個個生命的蛻變與成長。

      閱讀與寫作的交會

閱讀是寫作的基礎，是文章豐富的靈魂。寫作需要大量的素材與構思，這靈感的來源即需以廣

泛閱讀為基礎。在設計讀寫課程時，需注意循序漸進，配合孩子的認知心裡發展，適切學習。從低

年級、中年級、高年級得有序列規畫，從文體與題目的選擇，都應讓孩子從快樂中學習，於遊戲中

領會。

閱讀和寫作是分不開的，以下提供若干教學方案與步驟提供參考：

（一）從閱讀過渡到寫作～教學方案

1、教導閱讀策略：（畫線、摘要、偵錯、推論、問答、結構、自詢……）

2、範文閱讀：（大要、結構、賞析、心得～與故事有關的活動）

3、寫作策略：（寫作策略～仿寫、擴寫、縮寫、續寫、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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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9%B3%E9%BA%97%E9%9B%B2%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liu-qi-cao-gao-zhong-shan-gao-zhong-lun-zhi-zhu-bian/yue-du-bao-ku/-rang-yue-du-yu-shang-xie-zuo-du-xie-ce-e-jie-he-yun-yong/image002.gif?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liu-qi-cao-gao-zhong-shan-gao-zhong-lun-zhi-zhu-bian/yue-du-bao-ku/-rang-yue-du-yu-shang-xie-zuo-du-xie-ce-e-jie-he-yun-yong/image002.gif?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liu-qi-cao-gao-zhong-shan-gao-zhong-lun-zhi-zhu-bian/yue-du-bao-ku/-rang-yue-du-yu-shang-xie-zuo-du-xie-ce-e-jie-he-yun-yong/image002.gif?attredirects=0


4、為修改而讀：（校正、同儕回饋、為寫而讀）

（二）閱讀結合寫作～教學步驟

1、閱讀文章（範文閱讀）

2、設計寫作大綱（取材、結構）

3、分解文章層次（再看範文結構層次）

4、設計綱要層次（寫作大綱的細項）

5、進行寫作

 
由閱讀到寫作的教學應為「有想法，有方法，有辦法」的教學設計。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探索新風景，而在擁有新視野。」筆者認為：閱讀是提升寫作力

的養分肥料，而作文是始於「文字的探索」，終於「生命境界的探索」。只要我們用心設計課程閱

讀與寫作的交會，將會閃耀燦爛的火花。

點閱: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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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藝術 / 林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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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提升競爭力，閱讀更美麗，我們正站在巨人的肩膀~眺望世界

基隆市中山高中吳文貴校長

    中山高中於民國86年改制為完全中學，在校舍分期進行重建工程的十年之後，學生的學習環境及
活動空間更加寬廣舒適。現今，在歷任校長及師、生的努力下，在加上年年新的教學設施及資源環
境的更新建置，已成為基隆市高中全人閱讀教育中的翹楚。

 
    本校位於基隆西岸，濱臨外木山漁港，鄰近貨櫃碼頭。國中部學生大多來自漁、工背景的家庭，
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學生比例偏高，家長對教育的關心程度正逐漸提升當中。本校圖書室(今圖書館
前身)歷經電線走火意外事故，歷年藏書及設備毀損大半，完整可用的藏書僅存5000多冊。近年來學
校，除了圖書館設備大幅提升外，各項教學設施也逐漸完備，教師積極在教學上尋求創新與進步，
每年參加多項科展、語文比賽，並與海洋大學合作研發新的海洋文學教案，教學成效頗受家長的肯
定。

 
    本校在推動閱讀之時，首要的動機與目的就是要把「每位學生帶起來」──
    二十一世紀起全世界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許多國家風起雲湧地推行全民閱讀運動，台灣也在政府
及民間團體的極力推動與宣導下，普遍喚起重視閱讀的共識。尤其當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變革的同
時，本校全體教師本著教育的理念，認為：教育是要帶起每一位學生，讓他們學習「帶得走的能
力」，而「閱讀」正是學習的根本，加強閱讀能力就能提升競爭力，所以學校特別重視並支持閱讀
活動的推展，藉以加強學生的基礎教育及語文教育。
    其次，「提升閱讀力生活更美麗」──
    本校學生在家庭環境及家庭教育的支持力量稍嫌薄弱的情形下，亟需精神上及實質上的鼓勵。我
們常宣導勉勵學生：「提升閱讀力、生活更美麗、更有競爭力」、「脫離貧乏困頓最好的方法就是
多讀書」， 而且「書是通往世界的窗口」、「我們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世界」。   
    「全人教育」──
    學校除了積極充實圖書及設備，也努力營造具有人文氣質的校園環境，並策劃多元的閱讀延伸活
動，希望讓學生在自然、愉悅的校園中，耳濡目染，引起學習動機、培養閱讀的興趣、具有求知的
渴望；也期望透過深耕閱讀，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而其終極目的除了提升學生基本知能，變
化氣質之外，也希望他們能在書本中培養宏觀的視野，建立人生的價值與方向。
    期許每個中山人，在求學期間閱讀功夫的刮垢磨光、精益求精之下，一個個成為思維成熟、擁有
良好氣度、落落大方的小紳士、小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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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胡適看閱讀

胡適

用主題方式來培養閱讀習慣，三個月都看相關的書，看四五本到

十幾本，三個月後，你會比周遭的朋友更了解這個問題。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安徽績溪上庄村人。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
運動的領袖之一。興趣廣泛，著述豐富。歷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長
等職。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點閱:110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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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3%A1%E9%81%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7%C2%BB%C2%A9%C3%A6%C2%BA%C2%AA%C3%A5%C2%8E%C2%BF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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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期

策略擂臺

閱讀無時差，閱讀零距離，書香隨意拈手來

基隆市中山高中許釋霞主任

自從接任本校圖書館業務已至第八個年頭，一路走來，吸收吐納各方指導，著實感到點滴感恩在心
頭。在閱讀教學的推動上，將每周五晨間自習定為「良辰讀好書」時間，學生可利用此時間閱讀課
外讀物，並搭配「閱讀護照」撰寫閱讀心得。此外，提供同學線上學習資源，定期舉辦線上共讀寫
作比賽，讓E世代的年輕人利用網路來閱讀，以達終生學習的基本能力。 

       在閱讀策略上，我們從三個主軸來規畫：   

  (一)學校教學方面：增進教師閱讀指導的知能，閱讀策略融入教材設計，辦理教學演示
  (二)結合社會資源方面：建置跨越時空的閱讀平台，實施利用指導課程，辦理查資料比賽
  (三)改變家長的支持力量：辦理家長讀書會，辦理社區書展暨好書交換，推動親子共讀。 

       在推動閱讀活動的發展歷程中，朝以下五個向度實施：

       (一)老師的協助及參與---首先我們召開會議，向全校教師說明推動閱讀的構想，獲得班級導師
及國文科老師的認同和協助。
            我們辦理數場教師研習，就閱讀的重要性及閱讀的策略進行分享討論，後來決定由國文科教
師依據閱讀理解的理論及策略，編纂閱讀教材，
            在每篇教材中加入問題的設計，循序地來訓練學生閱讀理解的能力。此外老師也輪流做好書
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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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廖玉蕙教授主講--看見生活與生活的繁花盛景 
(二)圖書館的大力推動─—除了積極爭取經費，逐年充實圖書及設備外，建置網站資源連結並
設置免費電子書資料供學生點閱線上閱讀
     並利用課餘或彈性課程時間進行協同教學來實施圖書館利用指導，定期報導暢銷書及經典
好書等推薦書目供學生參考，並訂定閱讀護照獎勵辦法，
     定期表揚閱讀小碩士和閱讀小博士。圖書館提供巡迴書箱每月更新班級圖書，並鼓勵各班
成立班級書櫃。
     訂定每週一天早自習為班級讀書會共讀時光，由導師帶領研讀討論及分享。

           (三)趣味多元的延伸活動—─除了辦理圖書館探索之旅活動外，每學期為借閱排行榜前十名
同學頒發閱讀王(Reading King)皇冠 ;
                在學生往來的通道上設置文藝走廊，讓同學觀摩優良個人的作品及班級主題閱讀的海報 ;
                配合時事、節令或課程推出主題展活動，每月送餐點兌換券五張，期末又抽出福袋一份;
                結合表演藝術課程，辦理文學人物走出來創意服裝秀及說唱逗趣的說故事比賽等，來提升
閱讀的趣味化。

舉辦英語說故事比賽

徐志摩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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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人物走出來:哈利波特之甘道夫

(四)隨手拈來總是書—─下課時圖書館提供巡迴書箱或是各班成立的班級書櫃，可以讓學生方便
地隨手取得課外書籍，也免除了往返圖書館的辛勞。
     中午午餐時間廣播社團的學生負責有聲書的播放或主題文章的朗讀，配上輕鬆的音樂，整個
校園充滿愉悅的氣氛，學生在享受美味午餐的同時，也感受到身心的舒緩。

      (五)建立書香家庭—利用每學期家長日宣導家庭閱讀的重要性，呼籲家長關掉電視陪孩子一起
讀書，並邀請家長到校分享親子共讀的心得及收穫;
           不定期辦理校園書展，於週末週日開放社區家長帶孩子來參觀，進行好書交換活動。希望能

將閱讀的種子種植在家長的心中，讓閱讀在家庭紮根。     

      本校推動四年閱讀學習活動，除提供完善的圖書館軟、硬體設施外，建置網站連結推動線上讀

書樂及線上演講廳，鼓勵師、生創新和發表新思維、新見解，以提升教學知能，建立書香家庭、增

進親子互動的良好關係，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使閱讀融入日常生活，期冀人人「與書為友，天地

長久」。

點閱: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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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如何培養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低成就學習者的英
文閱讀習慣

基隆市中山高中廖悅淑老師

   

     近年來，英語能力和就業能力幾乎畫上等號，因此，許多心急如焚的父母從孩子小時候就積極使
其接受英語教育。在語言習得的過程裡，高成就習得者多半藉由父母或師長的鼓勵，養成良好的閱
讀習慣，成績便一飛沖天；反之，未養成閱讀習慣的學生，完全依賴課堂的語言練習，未完成課後
練習及培養閱讀能力，漸漸在英語課堂裡表現低落，學習信心逐漸下滑，加上坊間過份強調英語能
力的重要性，造成低成就學習者更大的壓力，結果，這些年輕學子逐漸對英語學習充滿無力感，成
為英語學習群裡的弱勢族。面對此種雙峰的英語學習現象，教育部迫切希望以考試引導教學方式，
偏重於英文科的高中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裡加重閱讀理解能力的考試方式，以強迫學生建
立良好的英語閱讀習慣。面對此種應試潮流，高中英語教師除加強高成就學習者的英語能力以外，
也應兼顧低成就學習者的閱讀興趣、能力培養，以幫助這群英語弱勢學生重新拾起學習興趣。
        為什麼英文閱讀習慣養成如此重要？Timothy Bell(1998) 指出幾點英文閱讀習慣對EFL學生的重
點性，包括增進外語理解力的輸入、增強外語習得的常識、養成對字彙、文法的敏銳直覺，引發學
生外語學習興趣，獲得延伸資訊，並且快速習得新知等大量閱讀習慣的優點。如此一來，青少年在
高中時期如何培養英語課外讀物的閱讀習慣便成為英文老師的首要課題。
        在實務課堂教學裡，英語學習者在台灣呈現嚴重的雙峰現象，學習成就高者多半建立良好的英
語閱讀習慣，且能充份掌握與英語相關的資訊或新知；反之，英語學習成就偏低的學生幾乎沒有具
備任何學習興趣或閱讀習慣。面對此種教學困境，筆者參閱國內外文獻，選用適合實際運用於國內
高中英語課程教學、且能直接幫助英語低成就學生的教學法，以供參考。
一、學習閱讀：

由於中英文語言邏輯的構成不同，導致學習成就低的學生在閱讀英語文章時常遇到中英邏輯轉
換不良，以及不論背多少單字都無法理解文章的學習困境。因此，學習如何閱讀英文文章是必須而
重要的，而教師可以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減低學生的閱讀焦慮。以下幾點是筆者常運用的教學策略
和讀者分享。
1.略讀與速讀(Skimming and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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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t Sasson (1997)指出略讀與速讀是英語文閱讀學習的基礎，並進一步說明教師應該教導學
生快速瀏覽文章、找出各段重點、了解全文主旨的學習能力。為訓練學生略讀與速讀的讀書方法，
筆者常於課文教學時，運用其搭配的閱讀光碟朗誦版，要求學生於課文光碟朗誦完畢後分享其所找
到的各段文意或全文重點，並且圈選出課文裡無法理解之處。通常，在訓練三至四個月後，低學習
程就者就能以簡單的英文找出、並且說出各段主旨句，甚至能提出簡單的問題，其進步的速度相當
驚人。
2.尋找各段重點及全文主旨：
      由於中國文學的重點重著起、承、轉、合，而英美文學的寫作重點在於各段首句及末句的主旨句
安排，常使得中籍學生在閱讀英文文章不得其門而入，無法理解英文文意。因此，教師宜協助學生
了解英語文語用使用習慣的特色，並以各段重點找尋方式，協助學生習得英語文閱讀的邏輯習慣。
一般而言，英語低成就學習者若能從高中一年級就建立此種閱讀習慣，從短文練習至長篇，循序漸
進，通常於高二的課程學習裡就能重拾學習信心。
3.重新詮釋文章重點：

Bell, Timothy, (1998)認為學生在閱讀全文後應該養成重新詮釋全文重點、並將其簡化成摘要的
英語能力，學習以能掌握的語言能力說出文章的行文脈絡，甚至給予適當的評論或心得感想。為訓
練此種能力，筆者常運用文學小圈圈(Literature Circle)方式進行分組討論課文重點(以三人為一組，
分配不同的職掌)，隨後給予批判性思考題和相關的句型，讓學生能運用句型填空的方式填入富創意
的意見和想法，接著，以分組報告方式進行分享，更鼓勵低成就學習者以完整的英語表達腦力激盪
後的創意點子，以增加學習信心及興趣。
二、融合閱讀與英語課程：
        筆者通常運用兩種方式協助學生培養大量閱讀的習慣，包括課後延伸學習的部份、及課後閱讀
習慣的養成的方式進行教學。
1. 透過延伸閱讀學習：
        高中英文課本裡常提及不同重要的中外人士生平傳記，然而限於篇幅無法詳實呈現文章全貌。
此時，教師可以運用課後補充資料或相關傳記介紹，影印相關的長篇文獻加強學生閱讀能力的培
養。面對中低程度的學生的閱讀障礙，教師可以運用分組方式進行，每組給予4-6頁補充資料，要求
各組畫出文章概念圖或大事年表，以訓練其速讀能力，並培養重點掌握的組織能力。
2. 培養閱讀興趣並吸收新知：
        國內高中生的英語閱讀興趣常受限於英語文字彙理解不足，以及文法邏輯掌握度偏低而產生的
英語文閱讀障礙，因此，筆者建議教師提供英美青少年常看的英文漫畫給低成就學習者閱讀，以引
起其學習信心；或者，可以運用目前坊間各式Readers分級的初階starter系列提供學習自信低的學生當
成入門讀本。
        再者，由於高中男女學生對於文章的偏好不同，而英語課本編排通常偏好文學性較強的文章形
式，會造成男學生的學習興趣較低，因此，筆者建議在培養男學生學習興趣時，宜因應不同的學生
屬性安排適合的閱讀教材，例如科幻小說、政論性文章、動漫電玩，或歷史文獻等，提供學生多元
的選擇。
        在評量學生學習情形時，筆者不建意以選擇題方式檢驗低成就學習者的學習結果，相反的，可
以要求學生以撰寫心得方式、故事短劇劇場呈現方式、短片錄製方式、或搭配符合主題的英文歌曲
方式以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果，如此一來，方能保持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且享受其充分參與的學習樂
趣。

最後，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不論是中文或英文閱讀能力的培養皆需搭配興趣與態度的養
成。一旦學有興趣與正確的閱讀態度養成，學生便能主動的學習與掌握閱讀能力，進而成為終身學
習的手段。雖然英語閱讀習慣的養成緩慢而艱辛，一旦學生養成良好閱讀的習慣，他們也便能擁有
自我學習、自我成長，及自我淬鍊的能力，有機會在自己的人生裡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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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ttp://iteslj.org/Articles/Bell-Reading.html.
2.Sassson, Dorit, (1997), ‘Implementing While-Reading Strategies in the EFL Classroom.’
http://www.etni.org.il/etnirag/issue2/dorit_sasson.htm
3.The National Capital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2003),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Reading Skills.’
Washington, DC. http://www.nclrc.org/essentials/reading/stratre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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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徜徉在純真的世界—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介紹

太平國小編輯團隊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是眾多從事閱讀教育工作者的首
選。在國內諸多的報章媒體中，也是被報導最頻繁的網站。在
親子閱讀活動的推動上，或是閱讀引導的教室教學中，文建會
兒童文化館網站提供了相當多元的閱讀素材選擇、在操作介面
設計上也相當人性化、尤其在呈現的技術上其影音動畫都相當
吸引入勝。這也是本市閱讀教育電子報在眾多報導中，再次推
薦給全市國中小教師以及關心閱讀教育的家長與社會大眾的重
要理由。
        網站分為「主題閱讀區」、「繪本花園」、「我的塗鴉
簿」、「文化小學堂」、「教學教案分享」、「插畫展覽
室」、「得獎好書」、「悅讀有禮活動」等八大單元，另外也
提供了一項相當便利的搜尋工具—「找東找西小幫手」：
        一、「主題閱讀區」：以語音動畫的形式呈現，讓大家在圖
像的欣賞之外，還能更加親近與感受文字之美！單元中有非常
多的閱讀內容，包含節慶、藝文、鄉土、認識台灣、文學、藝
術家—在主題閱讀區中，每個月製作一部全新的繪本動畫，搭
配深入導讀、遊戲、討論、塗鴉、教案、讀後測驗—讓家長和
老師在陪伴孩子、學生進行閱讀活動時，可以更加得心應手。
        二、「繪本花園」：有許多精彩的翻譯類及創作類的圖畫
書，以語音動畫的形式呈現。書桌前、教室中，睡醒後、睡覺
前，欣賞這些繪本動畫，都是最佳的閱讀活動！相關的搭配，

和主題閱讀區相同。基隆市各班教室都有了單槍投影機，也有大型螢幕和可上網的環境，繪本花園
中的每一個語音動畫，都可以利用晨光時間、午間時段、課間活動，播放給學生觀賞。

三、「我的塗鴉簿」：網站上這樣介紹：「塗鴉」是「藝術創作」的開始！畢卡索到了90歲，
都還希望自己能像9歲的孩子那樣，自由揮灑塗鴉……這裡提供了我要塗鴉的平台，讓孩子發揮想
像、盡情塗鴉；完成的塗鴉作品，還可以放在網站平台上彼此觀摩欣賞。

四、「文化小學堂」：2010年起新增的單元。以線上測驗的型態，來提升閱讀能力。配合每月
「主題閱讀區」及「繪本花園」單元製作的動畫，提供閱讀者一起回顧動畫中所展露的相關訊息！

五、「教學教案分享」：分為教案投稿、繪本教案分享、主題教案分享三部分。閱讀教學的精
進，需要透過分享觀摩與省思交流！這裡彙集了眾多教案，對於想要推動閱讀教學，卻不知如何實
施的老師們，提供了一個堅實的舞台！對於已經推動閱讀多年的老師們，更是一座充滿豐富閱讀資
源的寶山。

六、「插畫展覽室」：在這個單元裡，收錄一些國內與國際間出版品中的精彩插畫或圖畫作
品，包括了主題插畫展、國內插畫展、國際插畫展、波隆那插畫展。一幅插畫讓文字、人物、場景
活了起來！還記得在圖書室中，孩子們最著迷的就是「威利在哪裡」，在滿頁眾多的人物中，孩子
總是能耐心的、細心的找到威利！在欣賞這些繪圖創作的美之餘，更可以培養孩子藝文欣賞的興
趣！

七、「得獎好書」：如果為了要給孩子讀什麼書而煩惱，這個單元可以解決這個困惑。在這個
單元中，整理了國內與國際幾個重要獎項。除了可以瞭解這些獎項的設立時間與評選辦法等介紹，
還可以從各獲獎書單中看到每一本書的摘要簡介。找到想要閱讀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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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A4%AA%E5%B9%B3%E5%9C%8B%E5%B0%8F%E7%B7%A8%E8%BC%AF%E5%9C%98%E9%9A%8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liu-qi-cao-gao-zhong-shan-gao-zhong-lun-zhi-zhu-bian/zi-yuan-bao-ku/1.JPG?attredirects=0
http://children.cca.gov.tw/
http://children.cca.gov.tw/topic/
http://children.cca.gov.tw/garden/
http://children.cca.gov.tw/painting/
http://children.cca.gov.tw/culture/
http://children.cca.gov.tw/share/
http://children.cca.gov.tw/gallery/
http://children.cca.gov.tw/award/


   
八、「悅讀有禮活動」：這裡提供了鼓勵孩子持續閱讀的獎賞措施。只要在一個月中，看過

「主題閱讀區」或「繪本花園」單元中的三部動畫，就有機會獲得當月的贈品。從2010年起，更推
出十二星座集點卡，只要每月收集星座卡貼上，集滿十二張可參加年底抽獎活動。學校往往受限於
經費，不知該如何激勵學生持續有恆的閱讀，建議可以善用這個網站所提供的獎勵活動來推動。一
來，每月至少兩本～三本的閱讀素材資源都在網站上；二來，有可以帶領著孩子共同完成每月的閱
讀活動以及一整年的悅讀有禮活動。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內的資源相當豐富，為了方便使用者搜尋上的便利，更特地設計了「找東
找西小幫手」這個搜尋工具。
    希望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可以成為各位在閱讀推動活動中，一個好用、常用的資源。

資料來源：引用圖文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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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霜寸草心」~我的小母親

【走過青春年少的成長書】徵文活動稿件

基隆市八斗國小錢彩雲校長

    民國五十幾年，我在台中縣后里鄉月眉國小就讀，「月眉」只是后里鄉的一個種滿葡萄的鄉下，
月眉糖場小有名氣，空氣中到處飄滿甘蔗糖暖暖的香味，放學之後，同學們摘下自家栽種還青澀的
葡萄，用鹽去了澀味之後，灑上黑糖，裝在小碗缽上，一群人吞著葡萄奔馳在甘蔗田和葡萄架下，
沒有人知道我們跑過的土地，有一天成為台灣很有名的「月眉馬拉灣遊樂中心」，小時候，月眉只
是一個大人說的「鳥不生蛋」的地方，只有一條公車通過的大路，路的兩邊，只有幾家雜貨店。
   我的父親除了工作之外還需要照顧身體病弱的母親，一直希望做大姊的我，能夠分擔家務，放學之
後幫忙照顧弟妹，父親非常疼愛孩子，有一次帶母親到台中大醫院就診，回來之後，送我一本書
「秋霜寸草心」，在沒有電視的年代，這一本書好像天外飛來的寶貝，他是韓國李潤福先生的日
記，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韓國也陷入經濟困頓中，李潤福先生的父母雙亡，他帶著妹妹在困
苦的環境中力爭上游，尋找出路，他為了讓妹妹多吃一口飯，不讓妹妹操心，自己拿著空的便當
盒，跑到離同學較遠的大樹下打開便當，假裝吃便當，餓得受不了，就喝生水解飢，我不自覺掉下
眼淚，同學們也輪流閱讀，其實，我們還不能體會書中提到韓國冬天下雪時，李潤福先生所遇到的
辛苦，想到同樣的年紀，在真摯感人的文字中，力爭上游的精神非常令人感佩。
   我五年級的時候，母親灑手人寰，父親和我們四個孩子相依為命，在警界工作的父親，工作並不定
時，最小的妹妹，還沒到讀書的年紀，父親值班的晚上，妹妹坐在客廳的小凳上，睜著大大的眼
睛，不願意入睡，也不說話，一籌莫展的我竟然想到拿起這本「秋霜寸草心」，我先坐在妹妹的對
面，慢慢的念著書中的日記，妹妹倔強的眼睛慢慢瞇起來，身體趴在我的身上，我和弟弟們才能夠
抱著她到床上好好入睡，以後妹妹會主動要我們輪流念給她聽，後來這一本書成為她的寶貝，也成
為我們大家最佳的精神支柱，我們默默的以李潤福先生為榜樣，在沒有母親陪伴的日子，給了我們
最大的精神安慰，在離開月眉，奔馳在成長的青澀年代，同學們也一直惦記著遙遠的李潤福先生，
大家彼此鼓勵，定期聚會，月眉雖然很鄉下，土地的經驗卻非常富饒；50年代雖然非常困苦，成長
的歡笑，卻非常深刻，最重要的，因為認識『秋霜寸草心』，讓我走進書的世界，在窮苦的鄉下成
長的我，有機會打開世界的窗，帶著我的弟妹們迎向更關寬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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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學生閱讀素養，請各級學校加強閱讀教育作為及踴躍使用

教育部所選定8篇「PIRLS2006範文例題閱讀選文」。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99年10月20日台國（四）字第0990181272B號函辦理。

2. 國際教育閱讀協會主導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以下簡稱PIRLS)，每五年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閱讀
成就進行國際性評量，藉由評比結果，以為各地改善閱讀教學及促進閱讀能力參考，評量內容包含
測量學生理解說明文和故事體的能力、學生的閱讀行為和興趣等。

3. 國內學生自2006年首次參與評比，學生平均得分535分(全球平均500分；最高分為俄羅斯565分)，
名列第22，經進一部分析，學生在直接歷程(直接提取、推論)得分明顯優於解釋歷程(詮釋、整合、
評估)，顯示在閱讀深度上，國內學童仍停留在字面或文章表面層次，高層次思考能力明顯落後。

4. 爰此，教育部訂有「教育部閱讀理解教學策略開發與推廣徵選」計畫；舉辦「教育部閱讀教學策
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出版「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據以開發及推廣閱讀策略教
學，希冀有效提升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

5. 請學校依教育部建議，提升閱讀素養相關具體作法如后：(一)應增加不同內容與形式之課外讀物。
(二)每日予學生一段安靜閱讀的時間。(三)勿每日出閱讀作業(如寫心得)。(四)四年級以上學生需要大
量增加閱讀策略教學。(五)可將書籍作為獎勵品。(六)實施閱讀課程後請與學生共同討論，俾增加閱
讀深度。

6. 教育部選定8篇「PIRLS2006範文例題」閱讀選文，請逕自處務公告號：23307號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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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99年度辦理「語文教材暨教學論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一、依據：依師資培育法第15條暨本校99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實施計畫辦理。二、目的：

國語文是我國的主要語言，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內容最豐富、最富有表現力的語言之一。現

在，華語文不但在全球興起一股熱潮，而在以漢語為母語的兩岸，語文教學更是備受矚目。透過兩岸

學者的論壇與對話，討論語文教材與教學的相關問題，分析語文教材發展的近況以及語文教學與研究

的最新趨勢等內涵，期望有助於語文教學脈動的了解。

在語文教育發展趨勢下，邀請專家學者分享語文教學的現況與策略，建構語文教學理論與創新教

材編撰策略。本論壇擬兩岸彼此的交流互動，作為現有語文教育發展的重要參考。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三)承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四、參加研習對象：全國各縣、市在職合格教師名額內歡迎報名參加。

五、名額：80名

六、研習時間及地點：

       (一)研習時間： 99年11月6日(星期六) 

       (二)研習地點：本校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G105)。

七、課程內容：詳如活動流程表八、報名方式、截止日期及相關事項：

       (一)報名方式：採上網報名，以報名先後順序為依據，額滿截止。 

       (二)報名截止日期：99年11月3日(星期三)止。

  (三)報名之後因故無法參與研習者，請自行於報名系統取消報名。

  (四)報名及研習資訊查詢網址：http://s5.ntue.edu.tw。

       (五)聯絡電話：（02）2732-1104 分機 2234語文與創作學系 延若涵小姐九、為落實教育部推動「全國
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教師研習進修登錄制度」，務請每位參與活動教師於活動結束後惠填意見回饋表，
俾彙整上傳核結並作為邇後辦理相關活動之參考依據；全程參與研習課程者得登錄時數5小時。十、本項
研習經費由本校地方教育輔導經費及教育部部份補助款項下支應；參加研習人員請依規定核予公(差)假；
本校因校地提供之停車位有限，請搭乘捷運或其他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參加研習。

九、為落實教育部推動「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教師研習進修登錄制度」，務請每位參與活動教師於
活動結束後惠填意見回饋表，俾彙整上傳核結並作為邇後辦理相關活動之參考依據；全程參與研習課程者
得登錄時數5小時。十、本項研習經費由本校地方教育輔導經費及教育部部份補助款項下支應；參加研習
人員請依規定核予公(差)假；本校因校地提供之停車位有限，請搭乘捷運或其他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參加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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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9年度辦理「語文教材暨教學論壇」活動流程表

                          辦理時間： 99年11月6日(星期六)  
                          辦理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至善樓國際會議廳（G105）

2010語文教材暨教學論壇
時間 99年11月06日（六）

08：50—09:10 報      到

09：10—09：20
開幕式：
林炎旦院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顏國明主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09：20—10：35

主持人：陳文成助理教授（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發表一：「台灣童詩的聲情研究」

陳崑榮（臺北市老松國民小學教師）

發表二：「強迫組合法在國小五年級童詩寫作教學之應用」
        邱薇玉（桃園縣八德國民小學教師）

10：35—10：45 休    息

10：45—12：00

主持人：邢小萍校長（臺北市北投國民小學）
發表三：「兩岸國語教科書古典詩歌選錄之研究」
        張慈麟（臺北市溪口國民小學教師）
發表四：「九年一貫國語教科書劇本研究」
        李慧君（臺北縣蘆洲國民小學教師）

12：00—13：30 中    餐

13：30—14：45

主持人：許育健主任（臺北市南港國民小學）
發表五：「語文教學的策略與應用」
        傅  妍（首都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發表六：「從傳統聽評課到課堂觀摩--一種範式的形成」
        王中男（華東師範大學理論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4：45—15：00 休    息

15：00—16：50

主持人：林于弘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發表七：「國小六年級情境作文教學研究」
        王玟晴（臺北縣集美國民小學教師）
發表八：「四年級記敘文續寫教學研究」
        游婷媜（臺北市南湖國民小學教師）

發表九：「心智繪圖教學法應用在讀寫結合之行動研究─以
A國民小學四年級為例」

        林秀雲（臺北縣中山國民小學教師）

16：50—17：00 閉幕式
林于弘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每人發表30 分鐘，每場綜合討論10～15分鐘。

※開放報名人數80人，請於語文與創作學系網頁報名。

點閱: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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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霜寸草心」~我的小母親 / 基隆市八斗國小錢彩雲校長
為增進學生閱讀素養，請各級學校加強閱讀教育作為及踴躍使用教育部所選定8篇「PIRLS2006範文
例題閱讀選文」。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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