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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嘉 義 大 學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1 0 3 年 度 

「學習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坊-識字及閱讀」 

實  施  計  畫 
 

一、依據： 

    教育部 103年 1月 13日臺教學(四)字第 1030006515號函辦理 

二、目的： 
為協助教師增進學習障礙學生的相關知能，提升教學及輔導成

效，特辦理此講座。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 

四、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五、研習時間：103年 7月 8-9日（星期二、三）08：50-16：10                   

六、研習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3樓 A304教室 

七、主講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王瓊珠教授             

八、參加對象及名額：輔導區大專校院資源教室教師及國小教師，共
60位。 

九、報名方式：採網路線上報名，即日起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www.set.edu.tw/frame.asp）報名至 7月 6
日截止。 

十、經費及差假：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二)各校參加研習人員，由原服務單位惠予公(差)假。 
(三)錄取順序依序為輔導區嘉義縣市大專校院及報名先後，錄取

名單請逕於特教通報網查詢。 
(四)報名經錄取者，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於研習開始前三天來電

告知，以便安排候補者；錄取者若無故未出席，本年度不得
再參加本中心辦理之其他研習。 

十一、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請參加學員自行攜帶杯具等。 
（二）本校校區禁止機車進入，汽車請持研習公文進出校區。 
（三）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研習開始逾 20分鐘不予入場。 
（四）本研習全程參加者，本中心將於特教通報網登錄 6 小時研

習時數。遲到 20分鐘者及中途離席者恕不核發研習時數。 
十二、課程內容 



 

 

 

時間 
7月 8日 
(星期二) 

7月 9日 
(星期三)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 

09:00～10:30 識字指導理論(一) 閱讀指導理論(一)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識字指導理論(二) 閱讀指導理論(二)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識字指導實務(一) 閱讀指導實務(一)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識字指導實務(二) 閱讀指導實務(二) 

16:10～ 賦歸 



1 0 3 - 7 - 8～9  

王瓊珠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學習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坊： 
識字及閱讀理解 

演講大綱 

 閱讀的基本概念 

 1. 主要成分分析（橫切） 

 2. 閱讀發展階段（縱貫） 

 

 從研究發現談閱讀教學 

 1. 識字教學策略 

 2. 閱讀理解教學  

    3. 文本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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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基本概念 

閱讀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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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新一代知識革命 

 當我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科學習的基

礎。(天下雜誌，263期,  p. 46) 

閱讀的本質 

 閱讀的本質是一種「建構」，對文本內容的理解會因人而異，它不似解

讀商品條碼一般簡單，一種型態只會對應至一種答案。 

來聽一個故事吧！ 

3

本研習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經講師同意上傳至「教育部優質特教發展網絡系統暨教學支援平台」供各界人士以教育為目的參考使用。



閱讀只是念出一串符號嗎？ 

老師把我的手放在噴水孔下，當清涼的泉水濺溢在我手上時，她在

我另一手心寫出「水」這個字，起先寫得慢，然後又快寫一

遍。………不曉得什麼緣故，語言的奧秘向我揭露出來，我領悟

了“W-A-T-E-R”就是那奇妙的，涼沁沁的，流過我手上的東

西。……我離開了井欄後，熱切地學習，每樣事物都有它的名稱，

而每一個名稱產生一項新思想。 

閱讀的主要成分：識字和語言理解 

 閱讀理解 ＝ 解碼  X  語言理解  （simple view of reading） 

 識字 OK ≠ 閱讀理解 OK 

 理解 
OK 

理解 
Not OK 

解碼識字 
OK 

正常 理解障礙 
hyperlexia 

解碼識字 
Not OK 

讀寫障礙 
dyslexia 

綜合型閱讀障礙 
Garden variety 

reading d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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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主要成分：識字和閱讀理解 

閱讀 

理解 識字 

認字 解碼 字面理解 推論理解 理解監控 

認字 vs.解碼 

 陳杕是個傑出的推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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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理解、推論理解、理解監控 

 陳杕是個傑出的推銷員，年終分紅時他所獲得的紅利總居

全公司業務員之冠。 

 

1. 陳杕從事何種工作？（字面？推論？理解監控？） 

2. 該公司如何獎勵工作賣力的員工？（字面？推論？理解監控？） 

3. 陳「？」，不會唸的字要不要理會？（字面？推論？理解監控？） 

 

閱讀發展階段（ Chall ，1996） 

 階段0：0～6歲（前閱讀期） 

 階段1：7~8歲（識字期） 

 階段2：8~9歲（流暢期） 

 階段3：10～14歲（閱讀新知期） 

 階段4：14～18歲（多元觀點期） 

 階段5：18歲以上（建構和重建期） 

 

Learning 

to read 

Reading 

to learn 

6

本研習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經講師同意上傳至「教育部優質特教發展網絡系統暨教學支援平台」供各界人士以教育為目的參考使用。



階段0：前閱讀期 (上小學以前） 

 約略知道書寫的樣子，哪些是（或像）字 

 認得常見的標誌、符號、包裝名稱 

 能認幾個常常出現在故事書的字 

 會把書拿正，邊唸邊用手指字 

 看圖說故事或補充故事內容 

 會一頁一頁翻書  

階段1：識字期 （約小一小二）  

 學習字母和字音之間的對應關係 

 閱讀時半記半猜 

 認字的錯誤從字形相似，但字義不合上下文到字形、字義都

接近原來的字  

Miscue analysis 

1. 大房間 （原文） 大房問 （字形相似，不合上下文） 

2. 樹林茂密（原文）  樹木茂盛 （字形相似，合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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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2：流暢期 (約小二小三)  

 更確認所讀的故事 

 閱讀的流暢性增加 

 是閱讀困難是否有改善的重要契機 

 大量閱讀許多熟悉的故事是必要的 

階段3：閱讀新知期 (約小四至國中)  

 透過閱讀方式來吸收新知 

 先備知識和字彙有限，閱讀的內容屬於論述清楚、觀點單一 

 初期是由視聽管道進來的訊息，學得較閱讀快，後期閱讀會

超越用聽講得來的資訊 

 字彙和先備知識增長的重要時刻 

 學習如何有效閱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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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4：多元觀點期 (約國高中階段)  

 閱讀的內容長度和複雜度增加 

 閱讀的內容觀點多樣化  

階段5：建構和重建期(約大學或以上）  

 選擇性閱讀 

 即使大學生不一定達到階段5 

 不是被動接受作者的觀點，會藉由分析、綜合、判斷，形

成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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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閱讀教學的啟示 

 閱讀教學要注重識字及理解 

 閱讀教學的重點會因個體發展階段而有所不同 

從個體發展思考教學重點 

Q：個案是小一的學習障礙學生，老師要不要教他注音符號？ 

 

Q：個案是國一的學習障礙學生，老師要不要教他注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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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發現談閱讀教學 

識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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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是閱讀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 

 識字的「正確性」與「流暢性」好不好是dyslexia的關鍵指標 

 識字量隨年級增加呈現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s） 

 

Definition of Dyslexia （IDA, 2003） 

Dyslexia  is a 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at is neurobiological in 
origin.  

 
It is characterized by difficulties with accurate and/or fluent word 

recognition and by poor spelling and decoding abilities.  
 
These difficulties typically result from a deficit in the phonological 

component of language that is often unexpected in relation to other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he provision of effective classroom 
instruction.   

 

Secondary consequences may include problem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reduced reading experience that can impede 
growth of vocabulary and background knowledge.  

 

（Lyon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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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識字組學生與一般學生識字量發展 

一般識字 

能力組 

低識字 

能力組 

資料來源：王瓊珠、洪儷瑜、陳秀芬（2007）。低識字能力學生識字量發展之研究--馬太
效應之可能表現。特殊教育研究學刊，32(3), 1-16。 

 
一到九年級學生識字量估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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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國一 國二 國三

一到九年級學生識字量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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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教學前的基本考量 

 如何教才能產生最大效益？ 

  --1. 時間最經濟 

    --2. 識字量最大 

    --3. 維持效果最久 

    --4. 能產生類化/遷移效果 

 如何教才符合中文的本質？ 

    --1.中文字的特性是什麼？ 

   --2.怎麼教才不會前後矛盾？（替文字編故事，好不好？） 

識字研究發現 

 事實一：人學習認字的過程並不全然靠別人一字一字教會的 

 事實二：優讀者的識字能力後來隨著閱讀量增加，與弱讀者的差距

越拉越開（馬太效應） 

 事實三：對文字規則的掌握有助於讀者猜測低頻字，但高頻字的規

則性通常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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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象形字 

•將字源與圖像結合，讓學習者

產生視覺與意義的聯想。 

•比較適用於圖像性強的文字，

如：象形字，會意字 

資料來源：國民小學國語補充讀物第五冊（48頁） 

形似字教學 

 將字形相近的字組歸為同一組，

期待能降低記憶負荷，如：「朋」

與「明」 

 對有些學習者「形似字」放在一

起教確實能促進異同之比較，但

必需放在語詞和句中學習，以免

越學越糊塗 

 

資料來源：國民小學國語補充讀物第五冊（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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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識字 

 部件不同於筆畫和部首（雖然有時三者的角色會重疊），它是漢字組成

的零組件，解析時必需有一致性。如：「應」字是由「广」，「亻」，

「隹」和「心」組成。  

 

 黃沛榮（民90）歸納最優先學習80個部件：人，刀，力，口，土，大，

女，子，山，巾，心，戶，手，日，月，木，水，火，玉，田，目，石，

示，竹，米，耳，肉，衣，見，言，走，足，車，金，門，雨，食，馬，

魚，鳥，一，八，又，口，宀，寸，小，工，弓，戈，斤，方，欠，止，

牛，犬，瓜，白，皿，禾，穴，立，絲，羊，羽，舟，虫，行，角，貝，

邑，非，阜，隹，頁，疒、广、艸、辵、攴（攵）  

部件識字（續） 

 以部件作為教學的單位，較不受制於文字的類別是否屬於圖畫性較

強的字類，可用在所有漢字的學習 

 

 它要面臨的問題包括：如何分析漢字的部件才妥當？當部件不是完

整的字時，如何命名以便於記憶？相似的部件（像「阜」和「邑」

在字裡的形狀都一樣，只是位置不同而已）如何做好區隔，以免混

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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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字帶字 

資料來源：國民小學國語第四冊（南一版）（93
頁） 

•基本字是指組成字的核心字，由此

核心字加入不同的元素，便可再組成

一組字 

•「基本字帶字」期待能降低學習者

記憶負擔 

•問題和形似字教學類似，如何避免

越學越混淆是重點 

部首識字 

•從部首的意義輔助字義的學習。

例如：有「玉」部的字都與玉石

珠寶有關，有「手」部的字多與

手的動作有關 

•單教部首，對於學習者學習字

形的細節幫助不大 

資料來源：國民小學國語第一冊（南一
版）（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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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庫銀行 

 建立孩子的字彙存款（即識字量） 

 設立字庫銀行，教過的字常拿出來複習，將熟悉的字放入銀行（用紙盒

替代），不熟悉的字先放在另外的盒子，待熟悉後才能放入字庫銀行中 

 將字庫銀行做分類，如：按部首或是聲母，方便檢索與複習 

火箭發射囉！ 

逐步練習：從寫字強化識字 

第一步：目標字寫在紙上，學生先以手指仿寫，學生仿寫時，老師唸出該   

     字的字音。直到學生不用看目標字，即可默出。 

                          有範例，跟著畫字 （描紅）+ 聽到字音 

第二步：當教師寫出新的單字，學生看著字卡，寫出這個字並唸出聲。 

                            有範例，看著字仿寫  +  自己念字音 

第三步：當教師寫出新的單字，學生看著字卡，寫出這個字（心中默唸） 

                            有範例，看著字仿寫  

第四步：用已學過的單字，協助新字學習（找出相似處） 

                             已經學會目標，以此類推相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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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characterQueryResult.do?word=%E9%9D%92 
 

手描 + 聽音 

抄寫 + 唸音 抄寫 

清水的清 心情的情 

類推 
相近/相似字 

以文帶字：從文章中學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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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識字量思考教學策略 

Q：個案是閱讀障礙學生，他的識字量約有500字，老師要不要教他識字策

略（如：部首識字，基本字帶字，部件識字等）？ 

 

Q：個案是閱讀障礙學生，他的識字量約有1500字，老師要不要教他識字

策略（如：部首識字，基本字帶字，部件識字等）？ 

 

 

閱讀理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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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是什麼? 

 直接提取：找出文中明確寫出的訊息 

 推論分析：連結段落內或段落間的訊息，推斷出訊息間的關係（文中沒

有明確描述的關係） 

 詮釋整合：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知識去理解與建構文章中的細節及更完

整的意思。 

 比較評估：讀者需批判性考量文章中的訊息。 

 

引自PIRLS的定義 

老鼠報恩 

森林裡有隻驕傲的獅子大王，有一次睡得正熟時，卻被不知天高地厚的

小老鼠給吵醒，獅子大王十分惱怒，準備把牠抓來一口吞掉，小老鼠趕

緊求饒並說來日將報獅子大王饒命之恩。獅子大王看牠一副可憐樣，就

放牠一馬，並說：「趕快逃命吧！你這小東西還想報恩，別自不量力

了！」。哪知有一天獅子大王被獵人用網子抓住，還真的是靠小老鼠找

一群鼠兄弟咬破網子，獅子才得以脫逃險境，經歷過這一事件後，獅子

再也不敢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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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次的閱讀理解問題 

 故事中的獅子大王住在哪裡？（直接提取） 

 獅子大王本來要吃掉老鼠，後來為何放了牠？（推論分析） 

 獅子對小老鼠說：「別自不量力了！」你猜獅子心理覺得小老鼠是什麼

樣的動物？（詮釋整合） 

 你認為故事中的小老鼠是膽小的，還是勇敢的？你是從哪裡可以看出來？

（比較評估） 

 

設計提問問題的準備 

 知道問題有很多種層次和回答形式 

 對文章有深入探究（如：做過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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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分析：老鼠報恩 

 背景 

1.      地點：森林 

2.      時間：不明確（獅子大王睡覺時） 

 主要問題 

 小老鼠吵醒獅子大王，獅子大王很生氣，要將小老鼠吃掉。 

 事情經過 

1. 小老鼠求饒成功 

2. 小老鼠答應來日報恩 

3. 獅子大王遇難（被獵人捉住），小老鼠前來相救 

 

 

故事分析：老鼠報恩 

 最後結果 

        獅子大王獲救 

 啟示（多於寓言故事） 

  知恩圖報 

 特質或轉折 

1. 獅子：自大，驕傲，不屑收斂 

2. 老鼠：害怕，可憐，求饒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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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一 ：直接提取 

 找出文中明確寫出的訊息 

 

例如： 

1. 獅子大王住在哪裡？ 

2. 獅子大王被小老鼠吵醒時，心情怎樣？ 

3. 獅子大王後來看小老鼠（      ），於是把牠放了？ 

 

層次二 ：推論分析 

 需要連結段落內或段落間的訊息，推斷出訊息間的關係。 

 

例如： 

1. 被吵醒的獅子大王本來很生氣，後來為什麼放了小老鼠？ 

2.  「你這小東西還想報恩，別自不量力了！」。這裡的「你」是指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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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三 ：詮釋整合 

 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知識去理解與建構文中的細節及更完整的意思。

如：歸納全文主題，文中人物可能的特質和作法，推測故事的氣氛等。 

 

例如： 

1. 獅子對小老鼠說：「別自不量力了！」表現出獅子什麼樣的特性？ 

2. 這個故事主要在告訴我們什麼道理？（A）驕者必敗 （B）知恩圖報 

（C）有志竟成 （D）有難同當 

 

 

層次四： 比較評估 

 讀者需要批判性考量文章中的訊息，如：評估文章所描述的事情確實

發生的可能性，找出作者論述的立場，評估文章呈現方式的目的。 

 

例如： 

你認為故事中的小老鼠是膽小的？還是勇敢的？從哪裡可以看出來？

（請舉出兩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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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學生閱讀策略嗎？ 

 根據2006年「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PIRLS）報告，台灣教師在課堂上確實也

經常進行字詞教學，反觀，閱讀策略教學的部分只有33.33％表示屬於經

常性的活動（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雅，2008）。 

文體與閱讀策略 

 故事體 narrative text 

              何人？何時？何地？何種原因？結果？ 

 

 說明體 expository text 

               現象？立場？假設？證據？驗證結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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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結構（ story grammar ） 

一般故事體文章經常包含以下的元素： 

 主角（和主角特性）--Who 

 情境（時間與地點）--When, Where 

 主要問題—Why, What 

 事情經過--How 

 結局（和主角反應） 

依照故事結構提問問題 

老鼠報恩 

森林裡有隻驕傲的獅子大王，有
一次睡得正熟時，卻被不知天高
地厚的小老鼠給吵醒，獅子大王
十分惱怒，準備把牠抓來一口吞
掉，小老鼠趕緊求饒並說來日將
報獅子大王饒命之恩。獅子大王
看牠一副可憐樣，就放牠一馬，
並說：「趕快逃命吧！你這小東
西還想報恩，別自不量力了！」，
哪知有一天獅子大王被獵人用網
子抓住，還真的是靠小老鼠找一
群鼠兄弟咬破網子，獅子才得以
脫逃險境，經歷過這一事件後，
獅子再也不敢自大了。 

 

1. 故事的主角有誰？ 

2. 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 

3. 為何獅子很惱怒？ 

4. 獅子惱怒之後，他打算怎樣處置老

鼠？ 

5. 老鼠後來有沒有被獅子吃掉？ 

6. 後來，獅子遇到什麼困難？ 

7. 獅子怎樣解決困難的？ 

8. 最後，獅子的態度有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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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故事結構設計學習單 
故事結構 問題 

主角 故事裡的主角有誰？ 
1. 獅子     2. 老鼠    3. 老虎   4. 獵人 

情境 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 
1. 動物園   2. 森林   3.山上  4. 電影裡 
 

主要問題 為什麼獅子想要把老鼠吃掉？ 
1. 獅子肚子很餓   2. 老鼠把獅子吵醒   3. 獅子在跟老鼠玩   
2. 老鼠咬到獅子 
 

事情經過 請按故事發生順序來排列。（1）老鼠找同伴去救獅子 （2）獅子後
來把老鼠放掉  （3）老鼠苦苦哀求獅子放了他  （4）有一天，獅子被
獵人抓住  （5）老鼠把獅子吵醒  （6）獅子很氣，想把老鼠吃掉 
 

結果 最後獅子的態度有什麼轉變？ 
他本來很（       ），最後再也不敢（       ） 
 

交互教學法（ reciprocal teaching）  

交互教學法包含四項主要的元素： 

摘要（summarize） 

提問（question） 

澄清（clarify） 

預測（pr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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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教學教學程序 

 師生共同閱讀課文。 

 教師首先示範摘要此一段落。 

 教師問一些與這個段落有關的問題。 

 教師澄清誤解之處。 

 學生做下一個段落的預測。 

 學生和老師交換角色，繼續進行課文的下一段。  

螃蟹人的秘密（馬耀‧基朗，民91） 

  從前台灣東海岸住著一對阿美族夫婦，以捕魚為生。這對夫妻生

下一個男嬰，只是這個男嬰長得異於常人，人頭蟹身，讓他們很

難過。夫妻倆原本想把男嬰丟到海裡，但終究不忍，過了幾個月，

未滿周歲的男嬰突然向父母說：「謝謝爸爸、媽媽把我留下，將

來我一定要成為真正的人。」螃蟹人平常不吃東西，睡覺時拿香

蕉葉當棉被來蓋，有時也會到海邊幫父母撿拾木柴。有一天，螃

蟹人竟然要求父母親幫他找一位妻子，父母親十分為難，但經不

起螃蟹人的再三要求，父母親只好答應。 

 
摘自「巨人阿裡嘎該」（新自然主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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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人的秘密 

 剛才那一段故事在說什麼？（摘要） 

 和一般人相比，螃蟹人哪裡怪怪的？（問問題） 

 螃蟹人的爸媽很願意幫螃蟹人找對象嗎？（澄清） 

 你們猜猜看接下去會發生什麼事？（預測） 

分享閱讀 （shared book reading） 

 

 展示封面，邀請孩子討論插圖 

 告知標題，邀請孩子預測故事內容 

 教師朗讀故事（邊念邊指），孩子聆聽 

 在適當的地方停下來稍做討論 

 聽完故事之後，請孩子用自己的話說說故事 

 師生一起讀故事，讓孩子念他會念的部份 

 有機會時常重讀熟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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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閱讀示範 

來聽一個故事吧！ 

以圖輔助理解 

邊看漫畫 
邊想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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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體（expository text） 

研究問題 

假設1 假設2 假設3 

驗証1  驗証2 驗証3 

結果1 結果2 結果3 

結論 

鰻魚搭飛機 （資料來源：永齡語文研究發展中心） 

研究問題 

鰻魚運送到日本的過程中，如何降
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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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I 

驗証 I 

結果 I 

假設 II 

驗証II 

結果 II 

假設 I: 水不乾淨 

驗証 I: 放乾淨的水 

Result I: 死亡率不變 

假設II沒有食物? 

驗証II: 放食物 

結果II:死亡率不變  

假設 III 

Result III 

結論 

驗証III 

迴響 

假設 III:  運送時太緊張? 

驗証III: 放冰塊讓鰻魚睡覺 

結果 III: 死亡率下降  

結論:困難被解決了 

迴響:漁民嘗試用科學方法解
決自身問題，因此賺了很多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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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閱讀理解有不同層次，它是一種思考力的鍛鍊。 

 好教材讓人一目了然，爛教材讓人一頭霧水。 

 不同文體，閱讀方式也不同。 

 閱讀策略是要教導的，不是自然就會的。 

 

識字和閱讀理解教學，孰重孰輕？ 

Q：對小一的閱讀障礙學生，識字和閱讀理解教學，孰重孰輕？ 

 

Q：對小四的閱讀障礙學生，識字和閱讀理解教學，孰重孰輕？ 

 

Q：對國二的閱讀障礙學生，識字和閱讀理解教學，孰重孰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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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篇 

選用與閱讀能力相當的文本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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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課程調整 

原高雄縣特殊教育國語文教師改寫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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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後：「吃冰的滋味」文章分析 

調整後 調整前 

總字數(C)：258 
相異字數(D)：145 
總句數：23 
平均句長：11 
總句點數：5  
 
字頻在2000以上的字有13字，（）內表示出
現次數 
 
 2001-2500  暢(1) 淋(2) 豔(1)  
 2501-3000 俄(1) 販(1) 屑(1) 攤(1) 頃(1)  
 3001-3500  淇(1)  
4001-4500  殆(1) 軋(1) 沁(1)  
4501-5000  刨(3)  

總字數(C)：1370 
相異字數(D)：494 
總句數：145 
平均句長：9 
總句點數：33  
 
字頻在2000以上的字有87字 

中文學習補救教學資源網—文章分析
http://www.rm.spc.ntnu.edu.tw:8080/contents/analy/analy_view.asp 

教材選用與教學目標之間的關係 

Q：我想要教學生閱讀策略，我怎樣選用教材？ 

Q：我想要教學生基本語文知識，我怎樣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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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課文 VS. 教閱讀 

 語文教學不就是透過課文來教學生聽說讀寫的知識技能嗎？為什麼還要

區分教課文和教閱讀呢？…… 

 

 課文教學比較強調語文知識的學習積累，因此關注的是正確性。可是閱

讀教學關心的是培養孩子獨立閱讀的能力，教學的重點在閱讀的策略、

方法。教材只是範例，並不一定是學習的重心。 

 
摘自 《小語匯》，第16期，2009年6月。作者：趙鏡中 

統整：不同的閱讀教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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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教學模式 

 基本理念與作法 

1. 沒有學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2. 有效的閱讀教學是在學生既有的能力基礎下，提供結構化教材，給予

明確的指令與教學節奏，經常的複習和密集的測試，以確保學生的學

習成效是穩固的。 

認知策略教學模式 

 基本理念與作法 

1. 給學生魚吃，不如教他釣魚。 

2. 有效的閱讀教學是讓學生「在對的條件下」（如：什麼目的）「用對

的方法」（如：瀏覽/比較/提問）去讀，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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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語言教學模式 

 基本理念與作法 

1. 學習閱讀跟學習語言都要全面整合投入，不是單獨技能的個別練習就

能成形。 

2. 有效的閱讀教學是在技巧純熟的讀者引導下，將聽、說、讀、寫技能

整合在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下，讓學生產生高昂的興致。 

 

你是哪一類？ 

 想一想，平時你比較傾向哪種作法？你覺得效果如何？ 

 語文教學上，你還有沒有想精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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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參考書目 

 丁凡譯（1998）。多感官學習。台北：遠流。 

 王瓊珠編著（2010）。故事結構教學與分享閱讀（第二版）。台北：心理。 

 王瓊珠、陳淑麗（主編）（2010）：突破閱讀困難--理念與實務。台北：心

理。 

 呂孟娟譯（2009）。發現你的天賦：超越學習障礙的22個好故事。台北：

大好書屋。 

 呂偉白譯（2002）。探索學習障礙兒童。台北：洪葉。 

 陳淑麗（2009）：弱勢學童讀寫希望工程—課輔現場的瞭解與改造。台北：

心理。 

 

 

 

推薦參考書目 

 陳淑麗、宣崇慧（主編）（2014）：帶好每一個學生：有效的補救教學。

台北：心理。 

 李崇建（2012）：麥田裡的老師。台北：寶瓶。 

 盧蘇偉（2004）。看見自己的天才。台北：寶瓶。 

 Arrowsmith-Youn, B.著，蕭秀姍、黎敏中譯（2013）。讀不出時鐘指

針的女人。台北：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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