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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在高雄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大班針對 14 名幼兒，運用 33 本圖畫書，進行三個月之

分享閱讀教學；目的在探究教師進行分享閱讀的歷程、運用策略及幼兒在閱讀上的表現。採行動

研究法，透過觀察、訪談、錄影、錄音、並對幼兒作品與討論內容等相關資料進行分析與歸納。

其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 孩子在愉快、無壓力的分享閱讀環境中學習能引發對閱讀的興趣，透過多元策略引導，

能增進幼兒一般的語文能力。 

二、分享閱讀的有效策略包括：預測、適當提問與討論、重複閱讀、連結與比較、解讀插畫、

讀者劇場、獨立閱讀等。 

三、閱讀材料除為可預測性外，還要考慮與幼兒文化背景及生活經驗的關連。運用讀者劇場

更能增進幼兒的閱讀動力。 

四、分享閱讀後幼兒在對故事知覺、回應和閱讀態度方面都有正面表現。最後提出實施分享

閱讀教學的實務建議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分享閱讀、閱讀教學策略、幼兒閱讀、幼兒園、可預測性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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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如何能讓孩子在合適的語文環境中學會讀寫？如何應用適合孩子學習的方式進行教學，是幼

兒教師所關心的大事；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語文教學，來促進幼兒的聽、說、讀、寫能力也是許多

老師多年來一直努力的目標。這些年來研究者在語文教學上的轉變，從最早的讀本教學、唸讀識

字、用遊戲方式認識注音符號，都花了時間但幼兒卻似乎興趣不大，成效也有限。後來用故事教

學，讓孩子喜愛聽故事也喜歡和老師、同儕討論書本情節，但對閱讀或語文的動機仍比不上對其

他學習區的興趣；這是因老師在閱讀上過於主導，較少讓孩子有參與或自主學習的空間，也就無

法期望孩子會喜愛閱讀、進而主動閱讀了。近年學校社會大力推廣親子共讀，試著將閱讀活動延

伸到家庭，鼓勵家長參與，則發現家長如果是支持閱讀的態度，回家後會鼓勵並帶孩子借書，陪

著孩子閱讀，幼兒的發表或敘述能力就有較好的表現；反之仍無法有效學習。全語言教學興起，

成人開始從真實生活中引發孩子的學習動機、實際運用聽說讀寫，讓孩子討論並透過文本學習。

Fisher (1990)再將 Holdaway 的語文活動改為適合幼兒的全語言取向教學，進而將教師示範和共同

參與合併為閱讀分享，將模仿練習納入角落時間，經驗發表安排為分享時間，這種做法對幼兒的

語文學習與發展確實有明顯的助益，也能激起他們的學習興趣。 

分享閱讀頗適合年齡較小的幼兒，讓孩子在自然、輕鬆的狀況下學習，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

除了讓幼兒喜歡閱讀、養成習慣、理解所讀外，更能獲得文字概念與書本知識、促進讀寫萌發與

口語能力(谷瑞勉，2010；郭妙芳譯，2004；Beauchat, 2008；Kesler, 2010)、增強語文、認知和社

會發展。成人是鷹架者(王瓊珠，2004)，孩子一讀再讀熟悉且可預測的文本時，幫他們學習與文本

互動、認識書本文字概念、體會故事語言結構和閱讀樂趣。成人將閱讀思考的歷程表達出來、對

孩子示範並一起運用策略，提供成功的閱讀經驗，更能增進孩子語文學習的信心和動力(林文韵，

2006)。 

過去不少研究發現在家進行分享閱讀時，父母藉社會互動和合作在最近發展區內仲介孩子的學

習，其分享品質會影響孩子的認知成績表現(Udaka, 2009)，也強化了幼兒語文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至於在教室中，國內實施分享閱讀之對象較多國小學童(林莉鈺，2008；林翠玲，2007；陳昭蓉，

2006；陳靜慧，2004；楊子嫻，2008)，在幼兒園實施的情形如何值得探討，且對在教學現場遇到

什麼問題所知有限。因此研究者想從實施分享閱讀入手，了解教師可以使用哪些策略協助、如何

在幼兒園教室進行分享閱讀教學？幼兒的學習成效如何？藉以與有意實施之幼兒教師進行對話，

也期望解決研究者所經歷語文教學的困境、改進本身教學。本研究即為在幼兒園實施分享閱讀的

歷程，除了找出適合運用的原則與重點，也對策略運用及幼兒的閱讀表現與成效加以探討。主要

的研究目的與問題如下： 

一、幼兒教師分享閱讀教學之歷程與發現。 

二、實施分享閱讀的原則方法及有效策略。 

三、進行分享閱讀後幼兒之閱讀能力表現。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8%8E%89%E9%88%BA&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8%8E%89%E9%88%BA&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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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實施分享閱讀教學前，須先了解孩子閱讀發展的能力與表現，才能與教學做適當聯結。 

 

一、幼兒閱讀發展 

根據研究發現(楊怡婷，1995)，幼兒的閱讀過程是先看圖說話未形成完整故事，接著是看圖說

出完整故事，最後才看文字；幼兒閱讀行為分為三階段、八個閱讀類別，雖識字不多，卻會利用

故事中的圖畫線索來組織故事，在識字上有偏重字音，忽略字義的情形，且會重視文字忽略圖畫

線索。對不認識的字所用的策略是省略不唸改以合於上下文意的字來替代、尋求大人幫助、以上

下文來推測、或用替代語詞來組織一個與書上內容相似的完整故事。幼兒語言發展是一個系統建

構知識之過程(李連珠，1995)，在閱讀與書寫過程中「尋找意義」是幼兒之活動中心。因此語言學

習宜鼓勵幼兒進行有意義、功能性的閱讀與書寫；強調語意之表達，待適當時機協助其注意語言

形式之關係。幼兒的發展現象還有：會交錯運用多種資訊，如伴隨的圖片、建構中的語言知識、

特定文體的特質和風格、情境線索(書名、封面、插圖、上下文關係、情節發展的可能性)、以及既

有的經驗和知識去進行預測與理解。他們會運用多種閱讀策略，如：辨認字形、使用字形字音的

關係、反覆閱讀文本參考上下文的關係、使用建構中的語言知識(一字一音、詞的概念)、利用已知

的詞彙、用猜測、記憶來閱讀、略過文字取得大致文意等。幼兒語言發展還有幾個共同現象像是：

語言使用以意義的理解與傳達為主，利用文字及其周圍線索來理解意義或辨認符號和文字，以及

持續探索用文字符號和策略從事閱讀書寫，逐步建立表徵系統(李連珠，2006)；其閱讀有階段性的

發展歷程，也因個別經驗而有差異。 

 

二、分享閱讀的理論基礎與實施 

分享閱讀是師生共同享受學習語文的過程，教師為孩子「搭建鷹架」邊讀邊指字為幼兒建立

形、音、義的觀念。以提問、引導或示範的方式教導如何用各種線索讀圖、認字、理解故事；使

用可預測性故事書，結合生活經驗，學習運用推測、假設等閱讀技巧，進行有意義的閱讀(王瓊珠，

2001；幸曼玲、陳欣希譯，2001；郭妙芳譯，2004)。孩子從社會互動中分享意義和知識，積極的

參與建構意義，教師在「最近發展區」內支持學生的學習(谷瑞勉譯，2001；Rogoff，1990)。教導

初學閱讀的幼兒時，要瞭解其日常生活經驗、興趣及閱讀經歷(林文韵，2006)；更要注意他們如何

利用文字語言線索去理解文本、建構意義、預測推論和自我修正。 

Holdaway(1979)根據 Goodman﹐Smith 和 Clay的研究及 Bill Martin Jr.的作品發展出「分享書

的經驗」（Share-Book-Experience）的教學；發現兒童的閱讀學習，是基於已有的口語經驗，建立

字形與語音之間的聯繫，通過語音的仲介作用得到語義。善用社會互動能幫助兒童獲得解碼技能、

擴大辭彙量和提高閱讀理解力。他認為家長在家與兒童進行不以學習任務爲目的的愉快閱讀經

驗，能提供一個發展性學習閱讀的環境；這種共讀的模式可在學校複製，只要適時用大書彌補班



48   “耶~我喜歡閱讀！”—幼兒園實施分享閱讀教學之研究 

 

48 

級人數較多、一般書本過小的問題即可。幼兒是透過觀察成人示範所提供的指導、給予包容鼓勵

及長時間主動練習「自然學習」而成(陳靜慧，2004)。分享閱讀後接著進行獨立閱讀，鼓勵孩子自

行找書讀，經過教師示範、分享如何閱讀、幼兒練習運用策略，教師觀察其表現適時協助鼓勵，

再讓他們分享發表。總結有效的分享閱讀教學能達成如下目的：1.建立一個班級的閱讀社群。2.

提升語言能力。3.培養對文學的喜愛。4.擴展對故事的觀感。5.鼓勵表達和對文章自由反應。6.連

結口語經驗與書寫文字。這樣，幼兒會逐漸喜歡閱讀，發展思考、語言和分享能力，對其自信心

也很有幫助(Taberski，1998)。 

實施分享閱讀時教師先協助孩子統整對文本的先備經驗和知識，提示閱讀策略，並整合個人

基模及語言上的線索來進行(吳敏而，1994)。分享閱讀著重帶領和分享，也依幼兒反應、文本特色

來選擇合適策略進行重讀及獨立閱讀(林彥岑，2005)。每天固定進行，老師在旁觀察並引導幼兒熟

練閱讀學到的策略方法。所用讀物多半是熟悉的歌曲、兒歌、詩等可預測性文本和大書(林佩蓉譯，

1999；幸曼玲、陳欣希譯，2001)，這類書使用兒童自然的語言、熟悉的概念和故事結構，有易於

把握和猜測的語詞、句型和情節，讓讀者能得到閱讀成就與樂趣(吳敏而、陳鴻銘，2002)。 

 

三、實施分享閱讀之相關研究 

親子方面的分享閱讀研究不少，發現唯有高品質的親子互動分享閱讀才能培養幼兒的語言發

展(Dexter, 2011)。國內在學校實施分享閱讀的對象多是國小學童(王瓊珠，2004；林莉鈺，2008；

林翠玲，2007；陳昭蓉，2006；陳靜慧，2004；楊子嫻，2008)，結果發現能提升兒童對閱讀的喜

愛、語言讀寫能力、故事結構概念和提升閱讀動機。實施時人數不宜太多，要有足夠時間讓幼兒

深層思考文意，加上獨立閱讀有助其閱讀流暢度。兒童的閱讀表現則可從對故事的知覺、回應和

態度等方面看出(李連珠，2006)。分享閱讀無論是對一般或有危機的孩子的讀寫與語文技巧都有正

面影響，其中「對話閱讀」(dialogic reading)是用延伸的發問技巧(elaborated questioning technique)

讓幼兒閱讀時參與在口語互動中，更能增加其字彙知識(Doyle & Bramwell, 2006；Udaka, 2009)。 

分享閱讀時幼兒和老師需要有共同的注意力(joint attention)才能有效教學，否則老師指字唸

讀，孩子卻在看圖畫，就無法有效引導獲得知識和認字技能(Guo, 2011)。在分享閱讀中如果教導

幼兒對故事做摘要和找出主旨，會比其他沒被這樣教導的幼兒學到的更豐富；成人對文本內容的

鷹架和額外討論都有助於孩子學習新字彙，包括提問和定義意見等做法(Beauchat, Blamey & 

Walpole, 2009；Wyant, 2008)；而且老師的提問如果是鷹架的方式，也顯著的比低要求或高要求的

發問都更能讓幼兒獲得較好的語文表現(Cook, 2008)。以上證實分享閱讀對語文學習的重要性和助

益，不過另有研究發現，分享閱讀讓學生獲得優勢的地方是在於接受的語言(receptive language)多

過表達的語言(expressive language)、字母知識和印刷概念多過聽力理解和音素覺知、生字辨識多過

解碼或閱讀理解(Stephenson, 2011)。這些雖不是幼兒階段語言發展的重點，但其所顯示分享閱讀教

學的特性和可能產生的優點和侷限，都提供本研究在實作時截長補短的參考。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8%8E%89%E9%88%BA&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E%97%E8%8E%89%E9%88%BA&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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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係以行動研究方式，在研究者所任教的幼兒園大班進行分享閱讀教學，探討實施歷程、

策略、問題和幼兒的閱讀表現。過程中透過親身參與教學、觀察紀錄師生互動和幼兒表現、書寫

教學省思，經由兩位研究者的反省、觀察與討論，進行教學策略的修正。再以質性方法分析教學

歷程師生對話和互動內容、整理出幼兒閱讀表現和教學成效，再歸納出結論。 

在三個月內，選用 33 本可預測性幼兒圖畫書或大書來進行分享閱讀。可預測性圖畫書的搜尋

與選擇，除了具備如下條件：重複的句子段落和內容、累積的結構、連續的事件或押韻的語言(谷

瑞勉，2010)之外，還需是幼兒喜歡、易於上口、與其經驗有關、能引起學習興趣、並與課程單元

有關。 

研究在開學一個月幼兒較習慣班級作息後開始。每週實施三天分享閱讀教學，早上一開始學

習活動即進行 30分鐘，會介紹兩本新書及重複閱讀舊書和討論，接著又實施約 20 分鐘的獨立閱

讀，讓幼兒能練習用學過的策略，總共進行 42次教學。研究者根據文獻整理出大致的步驟(王瓊

珠，2004)，內容包括多次閱讀討論、引導閱讀技巧策略、提供觀察模仿和練習的機會等。教學過

程視文本特色、幼兒反應來調整教學的時間、步驟、順序及策略以求適用(谷瑞勉，2010；郭妙芳

譯，2004)。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在高雄市一所國小附設幼兒園大班進行，考量人數不宜過多，因此與家長說明，徵

求同意後帶領 14位幼兒進行分享閱讀教學與研究，其餘則由另一位搭班老師帶領做一般教學而不

在本研究範圍內。參與研究的幼兒年齡都在 5-6歲間、家庭背景各異、閱讀能力與興趣也不同，

從只認識一些字到無法閱讀的都有；但多半已會指出書名位置、聽過故事會重述，在家中有人陪

伴共讀。在三個月期間，進行固定的分享閱讀與獨立閱讀活動。獨立閱讀時段，由於人力及時間

的限制，僅選擇其中二位幼兒做焦點研究的觀察與分析對象；他們較少接觸文本，家長較少為他

們朗讀，開始獨立閱讀時不會主動拿書看，需要老師邀請才做，不認識字也不會拼音。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過程用多元方法蒐集資料，包括：觀察幼兒上課活動紀錄、幼兒非正式訪談、研究者省

思日記及文件資料如幼兒閱讀紀錄本、閱讀學習單、創作作品等。資料蒐集後隨即加以整理分析，

檢視教學和使用閱讀策略情形，也不斷檢驗教學歷程和策略以修正教學(夏林清譯，1997)。 

將所蒐集的各種錄音錄影資料皆轉錄成逐字稿，逐段文句分析，找出例如教學方式、內容、

使用策略、教學問題、成效…等小主題，比較形成初步類目，再透過相關資料彼此印證比對、漸

形成項目(陳向明，2002)，最後再依據項目歸納不同資料來源，三角驗證資料的確實性產生最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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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幼兒閱讀表現方面，則是參考 Fisher的閱讀發展評量項目(1990)中的內容進行觀察與檢核；也

透過幼兒口語、閱讀和書寫的樣本，評估其閱讀之態度、策略、書寫概念及語言知覺等方面之發

展情形(李連珠，2006)。透過分析對幼兒學習與能力有所發現，也常湧現新的理解。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分享閱讀教學之歷程與問題 

(一)實施方式 

依據文獻中的教學原則和理論，檢視修正成班級適用的方式： 

1.第一次閱讀：研究者首先營造輕鬆愉快的氣氛讓幼兒期待進入聽讀故事，介紹新書時先和他們

聊封面、書名、作者，將故事和他們的生活經驗聯結，引起其興趣；提供理解文本所須知道的背

景知識、鼓勵幼兒經插圖或書名開始預測。教學時邊指讀邊引導，指引閱讀方向，吸引孩子的眼

睛跟著文字移動，一行行一字字，建立書本文字的概念。 

2.第二次閱讀：在第二次讀或重讀故事時，會用不同方式增加幼兒對書本的知識、熟悉度和理解。

提問時會鼓勵孩子利用線索理解圖畫，也討論故事內容、繪製故事圖及進行戲劇扮演。主要做到：

(1)以提問討論為主，鼓勵孩子運用各種文字和語言線索去理解圖畫、預測文本、推論及連結經驗、

連結插圖和文字等。(2)讓孩子感知書本、文字的知識及標點符號的意涵，逐漸教導一些技巧和策

略，例如：認識字的形狀、從上下文及其他線索猜字等。(3)討論重要的字彙和概念，讓孩子在重

複的地方接唸或輪唸。(4)運用口頭填充的方式，讓孩子接出後面的字。(5)運用視覺填充的方式，

在有意義的脈絡情境中，讓孩子從字的某部分去認識字。(6)提供獨立閱讀及與夥伴共讀的時間；

選擇較容易閱讀的部分學習，找出重要的句子或描述主角的文字等。(7)與同儕討論注意到什麼？

預測、聯想到什麼？有何想法和問題？了解作者目的和預測故事結尾。(8)延伸活動：演出故事角

色、繪畫文本情節或創作小書等，幫助幼兒逐漸熟習閱讀(吳敏而，1994)。 

3.獨立閱讀：分享閱讀教學後，幼兒到語文角獨立閱讀，由開始的五分鐘加長到二十分鐘。孩子

漸會主動選書或使用大書閱讀、用手指指字唸讀…等，研究者會在旁觀察適時協助。初期孩子會

自己拿一本書讀，逐漸兩、三人一起看一本書，或各拿一本書坐在一起彼此翻閱。他們會對照書

上的插圖、一起閱讀大書、詢問同儕意見、看別人怎麼讀、討論書上的內容，也會紀錄讀過的書

名、繪畫或創作小書…等。他們逐漸不需要協助，最後不少幼兒可以自行閱讀。 

(二)問題與發現 

選用可預測性圖畫書讓幼兒覺得閱讀不難，只要多唸幾次便可成功，較難或較長的地方有成

人或同儕提示也就能試著去讀，讓他們很有成就感(葉嘉青編譯，2008)。但有時找大書不易，只好

將文本掃描投影，使用時會注意幼兒的反應，發現其需求與原先的教學設計不同，就會依他們的

回應改變使用或提問方式。例如在讀《晚安﹗貓頭鷹》時孩子發現佩特哈金斯也是《母雞蘿絲去

散步》的作者，就問「為什麼她的樹是畫這樣？」然而研究者只能回答「她的畫風就是這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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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時候某些書你一看就知道是她畫的。」而未能及時滿足幼兒對作者創作風格和描繪手法的好

奇，因此自覺需要深入理解插畫，遇此種情況才能勝任引導。在讀到《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

時發現孩子無法理解，雖重複閱讀也提醒他們注意插圖線索，但他們就是無法拼湊出誰是送禮物

的人；這可能受媒體影響，將聖誕節當成買禮物的節日，而無法體認那其實是分享感恩的日子，

此時就需一再說明。讀《如果你請豬吃鬆餅》這本充滿幻想又有趣的書時以為孩子會喜歡，結果

他們卻只感覺「好想睡」，原來書中經驗或西方幽默感的體會是孩子所缺乏的。幾次讀到書中有關

西方的事物與文化經驗，例如踢躂舞鞋、蓋樹屋、楓糖漿…等時，幼兒的反應也是陌生與茫然，

雖費力解釋仍一知半解。可見選擇文本需要考慮孩子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否則閱讀效果恐怕

有限。 

(三)策略運用 

教學過程中所修正運用的策略，其效果與前人研究發現大致相同： 

1.預測：剛開始想吸引幼兒的注意力，會用看到的、已知的事物示範做簡單的預測，如《棕色的

熊》；再來參考插圖情節做更有依據的預測，藉此了解幼兒知道多少，協助他們理解。有時曾因過

度提問、預測太多而干擾了幼兒的閱讀興趣(陳淑琴譯，2005)，會要求老師停止提問，只要介紹故

事就好。另外，如果文本缺乏明顯線索或邏輯性、找不到關聯或無法與提問相對照印證，也會造

成幼兒無關聯或困難的預測，而無益於閱讀。 

2.重讀：幼兒會模仿教師用大書指字唸讀，在獨立閱讀時段會先假裝閱讀或二、三人共讀，等更

有把握時，會出來帶領大家一起讀，例如會主動將《棕色的熊》中的「一條、一個、一匹」等單

位詞做一番練習和應用。研究者在使用不同方式的重複閱讀時，偶然發現幼兒很喜歡演戲，為了

演戲會不厭煩的和同儕反覆共讀文本，閱讀能力較佳的主動帶領同儕閱讀，使教室成為一個學習

者的社群，這符合 Vygotsky 的論點(谷瑞勉譯，2001)。藉由演戲的吸引，孩子主動重複閱讀文本，

既維持了閱讀的樂趣，也逐漸熟悉句型和認識字詞。 

3.分享：孩子會溫習、閱讀喜愛的書，也藉由同儕分享知道其他人讀什麼書，擴充自己閱讀的範

圍。當孩子發表自己喜歡書的某部分時，有些語言表達較流暢的幼兒(如煥煥)可以很快反應，有的

平時不太擅言詞(如豪豪)，就會模仿別人說過的話。但一個孩子的意見往往能刺激其他，且自覺在

討論中有貢獻，當發現自己受重視，會更有動機討論；在過程中也能獲得社會技巧，像傾聽別人、

輪流說出想法等。另外，教師的提問若與孩子所關注的事務有關聯，較能引發討論和思考文本內

容、回憶重要情節和注意其他人想法。幼兒在與他人口語溝通學習理解對方的意義時，也在為其

能逐漸獨立解讀文字符號鋪路(林麗卿等，2005)。 

4.比較：當閱讀焦點從知道故事內容轉向文意理解時，研究者與幼兒討論文字、角色、劇情…等，

也嘗試連結，他們往往能分辨主題相似的書；在文本交織的活動中進一步解釋、應用、類化和轉

換文本訊息之間的意義，而產生較高層次的反應(Ruddell & Harris, 1989)： 

T：《手套》愈擠愈多愈擠愈多，擠到擠不下，再到變沒有，哪一本故事書也是這樣？ 

煥：《好一個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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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愈擠愈多、愈擠愈多，後來都全部跑光了，還有沒有類似的?《打瞌睡的房子》是不是也

一樣，本來只有一個人，疊了一個，又疊了一個，又疊… 

瑾：還有《all fall down》。 

T：…你們覺得這本書跟我們以前講過的書有沒有類似的地方? 

煥：《晚安﹗貓頭鷹》。 

T：《晚安﹗貓頭鷹》跟什麼一樣？ 

煥：跟《噓》一樣。本來都很安靜，然後一個一個被吵起來了，然後就很吵很吵。 

T：還有嗎？ 

臻：《太吵了》。 

宏：《破鳥蛋》跟《噓》也很像。 

祐：《太吵了》跟《好一個餿主意》很像。     （1.11《手套》分享閱讀） 

5.解讀插圖：幼兒經提醒會由插圖去理解文字所沒有敘述的訊息，注意圖文關係或欣賞圖像產生

理解。他們將讀圖應用於：解釋封面和故事背景、連結生活經驗、預測情節、找尋線索、回憶內

文和連結其他作品等。例如邊玩邊讀《阿寶在哪裡》每個人都很認真的根據線索在尋找，還會設

計問題，將看到的圖畫特色列出再讓其他人猜測；例如晴：「他帶一個粉紅色的泳帽，上面有黑色

點點，身體是白色的，穿橘色的衣服和褲子，沒有穿拖鞋，拿著汽水，有兩根吸管…他在哪裡？」。 

6.讀者劇場：幼兒以口語闡述、回應和詮釋作品，也一起合作練習，加上聲音和肢體動作，例如

閱讀《爺爺的柺杖》會用身體扮演拐杖，分享《母雞蘿絲去散步》會幫主角配音效，聽老師唸《小

鴨鴨去散步》會演出，閱讀《太吵了》時配音達到吵鬧的效果…等。後來重讀故事孩子都要求用

讀者劇場的方式進行，會討論場景、旁白和由誰來演等；有一組演《媽媽買帽子》每人還畫圖製

作棒偶，演出流暢，旁白的音韻與節奏也佳，大家看的津津有味。 

教學時也發現，孩子在重讀同一本書多次後會漸漸失去興趣，似乎不願再閱讀或回應，但如

果以讀者劇場的方式進行，卻又能引起他們重讀的動機和興趣(吳美秀，2008；Harris & Sipay, 1990)。 

 

二、幼兒閱讀與能力表現 

(一)對故事的知覺 

在分享閱讀過程中，幼兒逐漸知道文本中有人物和因果關係、了解圖畫代表動態的行動、事

件和順序。能掌握情節的順序、知道故事主要概念和文本細節，如果有人隨意修改故事內容會引

起抗議。他們知道故事插圖和文字資訊有關，圖畫可以補足或強調文字的訊息，會將文本及插圖

交互運用，依據情境線索、將插圖作為理解文意的依據或參考。他們也理解了可以用策略學習，

會用舊經驗和上下文的關係來理解文本、依據情境線索或插圖來感知故事等。孩子表現出不同程

度的認字能力，有些能獨立閱讀大部分的字，有些仍在假裝閱讀的階段；有些將文本與插圖互補

閱讀，有些會跟同儕學習閱讀策略、聽辨不同字音，例如： 

T：叫夢起床，文‧圖 林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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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這跟孟煥的「孟」一樣。 

T：有嗎？ 

煥：那是孟子的「孟」。 

T：這是作夢的「夢」，叫夢起床。 

晴：還有多啦 A夢的「夢」。            (10.26《叫夢起床》分享閱讀) 

孩子能主動聽辨字音時，會連結類化，當唸到一個認識的詞彙，就會想到可能的相似發音。

但當幼兒口語詞彙和背景知識不足時較不能對應情境，根據音來揣摩字。押韻形式的文本能促進

幼兒對聲音的敏感度，依脈絡認注音，比起讀抽象注音符號來的容易得多。 

(二)對故事的回應 

幼兒會複述文本中的句子、討論故事內容及相關話題，日常生活中會出現文本中的語言與詞

彙、會比較不同故事的情節人物、戲劇演出、創作故事、以藝術、音樂形式或肢體重現故事內容、

和進行作者研究等。討論文本內容時幼兒會質疑作者觀點、對內容做不同的詮釋，他們會：   

1.談論文本，將經驗及主觀想法帶入判斷，而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例如一段討論《起床啦！

小熊》時，淮、煥兩位幼兒因為每天都遲到，基於本身經驗認為主角被叫了那麼多次應該是遲到

了，而沒有注意插圖中時間的訊息。可見幼兒會將主觀想法帶入討論，因經驗不同而詮釋各異，

讓老師了解其問題與背景。 

2.發現插圖線索，用插圖、經驗和知識來理解文本，例如豪重複閱讀《棕色的熊》時，他知道閱

讀的正確方向由左而右，看著文字唸、看著插圖指出書名位置、知道作者的意思，也能指出字的

位置（11.24觀察豪紀錄）。                                            

3.能力較好幼兒會模仿成人以手指字，一字不漏的讀句，也更熟悉故事內容。 

4.分享討論時若無法暢所欲言，會透過學習單或創作，將想到的文句、意思或想法畫或寫出來，

以創作回應文本，例如模仿《叫夢起床》；或為了讓幼兒探索創作、分享想法，鼓勵他們用註解圖

案的方式，用相同句型創作改編： 

臻：手叫彩色鉛筆起來，電話叫耳朵起床，剪刀叫紙起床，手叫衛生紙起床。 

煥：飛機叫太陽起床，人叫跑道起床，房子叫煙囪起床。 

晴：手叫手套起床，湯匙叫玉米濃湯起床，屁股叫椅子起床，眼睛叫東西起床，腳叫襪子起

床，牙齒叫點心起床。  （10.31《叫夢起床》學習單） 

5.連結或比較不同的故事、知道因果關係： 

晴：這個《老鼠偷吃我的糖》跟那個有點一樣…跟《破鳥蛋》東西打破的那個蛋.. 

T：喔~都是有點什麼一樣？ 

晴：《老鼠偷吃我的糖》是要找出那個誰的錯，《破鳥蛋》就是蛋破了，所以他們要去找是

誰的錯。 

T：你是說都是要去找是誰的錯。   （12.28《老鼠偷吃我的糖》分享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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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都是有關串串相連的因果事件，幼兒了解故事情節，也能掌握書的意義和內容，並做

聯想和對照。 

(三)對故事的態度 

幼兒也喜歡唸兒歌童詩、從事語言遊戲，顯示對某本書的喜好、口頭表達偏好或喜歡評論某

書或書中人物、樂意帶領他人閱讀、對同儕所讀的書感興趣，也積極分享自己的發現。他們會選

擇想看的書、在沒有成人協助之下把書看完。幼兒喜歡進行讀者劇場、期待演出故事，經過討論

對話、分配角色重燃閱讀興趣，也因重讀而更理解文本、產生充分的回應及較高層次的思考。 

實施分享閱讀教學後，發現孩子較會主動到語文角拿書閱讀，請他們去看書時，也不再有以

往的失望或無聊的反應，而是高興歡呼「耶~耶~我喜歡閱讀！」。幼兒明顯的表現出：1.喜歡重複

閱讀：對愈熟悉的文本愈喜歡讀，多次分享閱讀後都想自己讀，主動記住文本內容直到可以完整

的複述。2.喜歡討論所讀的書：書籍討論成為孩子們的熱門活動，在分享閱讀和獨立閱讀時段都會

與同儕分享。3.喜歡故事扮演：鼓勵幼兒扮演本只是想引起閱讀動機，未料成為每次分享文本後的

必然活動；孩子會反覆閱讀，與同儕討論、協商演出。4.帶領閱讀：孩子從分享書名、插圖、文字、

故事內容，一起享受一個精彩的故事，進展到逐字唸讀，多半已漸能流利閱讀(Taberski, 1998)。 

(四)獨立閱讀時的表現 

在分享閱讀後的獨立閱讀時段，幼兒多已能逐漸獨立閱讀文本、喜歡讀新文本、唸故事給他

人聽、會主動要求或樂意與他人分享討論等。茲將兩位焦點研究對象在實施分享閱讀前、後的閱

讀表現及同儕互動情形對照陳列於表 1： 

表 1  焦點研究對象在實施分享閱讀前後之閱讀表現對照 

研究對象 實施前的閱讀表現 實施後的閱讀表現 

豪豪 將書本當玩具操作，不知 

持書方向和書名位置，無 

法指字讀。聽故事後不 

能複述故事，不認識國字 

不會拼音。討論很少發言。 

知道閱讀的正確方向，會指出 

書名的位置，知道什麼是作者。能逐字指

讀，能指出文字的位置。經從插圖線索中

讀完一本喜愛的 

書，會主動閱讀喜愛的書。 

祐祐 認識一些國字，無法指出 

書的封面封底。聽故事後 

不會重述故事。上課時會 

提出自己經驗與他人分享。 

能看指著字詞唸閱讀流利。能 

指出書的封面、封底。會談論 

插畫和文本內容、做肢體表演 

、主動閱讀並說出喜愛的理由。 

 

伍、結論與建議 

一、分享閱讀的實施歷程與策略運用 

實施分享閱讀時需提供正向的閱讀氣氛，讓孩子在愉快、無壓力的環境中學習，才能引發對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 2012 第 9 期  55 

 

55 

閱讀的喜愛。他們會主動回應與發表，在與同儕及成人的互動中理解故事並獲得語文能力。使用

可預測性文本，靈活運用多元的閱讀策略包括預測、重讀、分享、比較、讀者劇場等來實施效果

頗佳。幼兒透過教師引導與同儕互動，在分享閱讀和獨立閱讀活動中練習所學過之閱讀方法與策

略，共同討論文本與插圖，學習文字知識、閱讀策略、書本概念、比較對照及享受閱讀等，能達

到語文與課程學習的目標。當幼兒的回應和需求不同時，老師應據以修正教學方法與內容。選擇

圖書須有適當易了解的文化背景和與幼兒相關的生活經驗，較易於引導和被小讀者接受學習。老

師若對文本或插圖相關知識不足，就要主動深入研討才能提供適當鷹架，此舉亦能促進教師本身

之專業成長。 

 

二、實施分享閱讀後幼兒的閱讀行為表現 

幼兒在分享閱讀後的閱讀行為表現可從下列來看：(一)對故事的知覺方面：幼兒逐漸知道書中

有人物和因果關係、了解圖畫代表動態的行動、事件和順序、知道主要概念和故事細節、知道插

圖和文字資訊有關、能聽辨不同音。他們瞭解可用情境線索、舊經驗和上下文關係來理解文本、

感知故事，表現不同程度的認字能力。(二)對故事的回應方面：幼兒日常生活中會出現故事中的語

言與詞彙、會討論故事內容及相關話題，比較不同故事的情節人物、演出文本、創作故事、以藝

術、音樂或肢體形式重現故事內容情節；將經驗及主觀想法帶入判斷，產生不同的理解和詮釋；

也會探索創作、分享想法、連結或比較不同的故事。(三)對閱讀的態度方面：喜歡閱讀和語言遊戲、

會口頭表達對某本書的喜愛、談論某本書或書中人物、喜歡演出故事及與同儕分享、對同儕所讀

的書感興趣，也積極分享想法。選擇閱讀想看的書、在沒有成人協助下把書看完；喜歡讀者劇場、

期待演出故事，經過對話和重讀而更理解文本、產生更充分的回應及較高層次的思考。 

 

三、對教學實作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對教學實作的建議 

1.安排愉快的閱讀環境：讓幼兒與同儕、成人輕鬆愉快的共同閱讀，能積極引發幼兒對閱讀的熱

情與興趣。 

2.善用策略引導：出聲朗讀文本、鼓勵預測重讀、提問重視幼兒意見、促進分享討論、比較不同

文本、透過讀者劇場與同儕互動學習等，讓幼兒獲得支持認同及閱讀的成就感。 

3.加入延伸活動：為避免幼兒逐漸失去興趣，除了陸續增添新文本，還可加入像讀者劇場、圖畫

創作、繪製故事等延伸活動來激發孩子興趣；其中尤以可與同儕積極互動的讀者劇場，最能引起

重複閱讀的熱烈動機。 

4.選擇文化背景適當的文本：對於翻譯的可預測性圖畫書中所呈現的異國事物、文化與習俗，幼

兒較不易理解也無經驗連結，如果是文化背景與孩子的生活經驗較接近的才容易理解。 

5.提昇教師專業：教師在分享閱讀教學時要能廣泛深入的帶領幼兒欣賞了解，在文本與插圖的導

讀方面，需加強專業知能才能勝任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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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進行量化研究：除了本研究的質性探討之外，未來或可選用適當量表來評量幼兒分享閱讀教學

後語文能力的成長情形。在一段時間後了解其對幼兒閱讀興趣及廣泛語文能力的實際影響，並檢

視是否能維持其閱讀動機、習慣與能力？ 

2.探討閱讀行為的延伸：可繼續追蹤在分享閱讀和獨立閱讀之外的時段，幼兒的閱讀行為或表現

是否也受到影響？觀察他們是否會類化運用學過的策略方法去閱讀，或探究與其他讀寫活動(如寫

作)的聯結。 

3.探討插圖對閱讀的影響：圖畫能幫助幼兒理解創作者所要傳達的內涵，可探討圖文關係如何影

響幼兒的識字與理解，及對閱讀能力和語文發展的整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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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c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a kindergarten class of fourteen 5-year old children 

for three months. The purpose wa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and strategies of the teacher’s shared 

reading.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bservation, sound and video recording, daily journal and 

other document.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Encouraging children to read through a diverse way of shared reading under less pressure can 

improve their language ability in general. 

2. The strategies of shared reading work for young children included predicting,  appropriate 

questioning, repeated reading, discussing, connecting and comparing, reading theater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3. The choosing of picture books in shared reading has to consider children’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ife experiences. Reader theater activity can apparently increase their 

motivation for reading. 

4. Children can scaffold each other during independent reading. Their reading performances 

after conducting shared reading are improved. 

Applying shared reading can improve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dvices for 

teachers’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 shared reading, reading strategies, young children, kindergarten, predictable 

picture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