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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教育對國小四年級學童閱讀理解
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之影響 

 

 

閻瑞珍*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實施讀報教育之學習後，其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

寫作能力的狀況，探討讀報教學對國小四年級學童閱讀理解能力和價值判斷力之影響，

及讀報教學對國小四年級學童寫作能力之影響。 

本研究以彰化縣埔心鄉某國小之四年級二個班級的 40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所使用之

報紙為國語日報，採用準實驗研究法，為「不等組前後測設計」。為有效取得研究所需資

料和進行實驗，以回答問題和論證假設，本實驗採用立意取樣，在研究者所教的五個班

級中，抽取兩班程度相當：智力相當、家長社經地位相當、月考成績帄均分數相當的學

生進行研究，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 

研究者先進行閱讀理解能力之前測，前測試卷為研究者經專家審核的自編測驗，後

測試卷使用柯華葳、詹益綾所製作的『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以

及由研究者與另二位專精寫作教學之教師批改學生作文，作為寫作能力之前測處理，後

測亦由研究者與兩位專家批改學生作文；再由研究者從報章雜誌選取適合學生閱讀之文

章，讓實驗組接受每週一次，每次兩節課，共八十分鐘的「讀報教學」之實驗課程，共

進行十二週教學活動，控制組則無進行。 

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發現國小四年級學童的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評量前測表現

不甚理想。 

二、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四年級學童的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的後測表

現達顯著效果。 

三、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評量具有良好的評分者信度。 

 

關鍵詞：讀報教學、閱讀理解能力、寫作能力、實作評量、價值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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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是以讀報教育為主要重點，探討其對國小四年級學童閱讀理解能力、

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之影響。本論文先指出研究者的動機、目的，確立研究問

題以掌握本論文之研究方向，然後提出研究假設，並對讀報教學、閱讀理解能力

和寫作能力的意義有一限制性的界定，爾後指出研究方法、教學流程及內容，並

指出如何進行研究結論的分析。 

2006 年 PIRLS 測驗顯示臺灣學生閱讀素養之整體帄均雖表現高於國際帄均

值，但在參與的 45 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為第 22 名，同為亞洲華人地區之香港、

新加坡則分列第 2 名與第 4 名，顯示臺灣學生閱讀理解能力有待加強，許多專家

學者原本就關心臺灣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得知此結果後，更加關切如何增進學童

閱讀理解能力，教育部也舉辦許多相關此議題的研究活動和研習，研究者有幸參

加如此之研習，深切明瞭閱讀理解對學童的重要性，此為引發研究者從事本研究

的第一動機(雖然 2012 年公佈結果，臺灣已經進步為第 9 名)。 

許多研究報告指出，臺灣學童的寫作能力大不如前(李家同，2008)，寫作能

力深深影響學童未來之書面資料的處理與表現，尤其在臺灣以升學考試為取向的

教育方針之下(雖然教改已經大力在改進如此的景況)，如何寫好一篇作文，攸關

學生以後的志願選擇和各項報告的撰寫，甚至包括以後獲得工作的機會和婚姻的

擁有等，此為本研究之第二動機。 

從古至今的名人多提到廣泛的閱讀，有助於作文能力的提升，例如唐朝杒甫

說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出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俄國文

豪屠格涅夫說過：「要寫出好的作品，必頇廣泛閱讀，不斷地學習，注意觀察周

圍的一切。」(出於其作品《父與子》，主人公巴扎羅夫的話)；李家同在《大量閱

讀的重要性》亦有此看法。研究者發現最有效且短時間能取得多元化知識的文本

為報紙，遂想實施讀報教育，並把讀報教學對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的相關性做一

探討，此為本研究之第三動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6%E4%B8%8E%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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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遂於 2008、2010 年對所任教班級進行讀報教育，或許空有教學經驗，

欠缺專業理論，研究結果均未達顯著效果。2012 年 12 月 11 日教育部公布小學生

參加 PIRLS 閱讀研究的結果，我國小四生閱讀帄均分數從 535 分進步到 553 分，

排名第 9，進步很多。但臺灣受測學生表現出現城鄉、經濟差距。PIRLS 閱讀成

績低於 475 分(有能力找出文章中清楚敘述的細節)，與低於 400 分(不一定讀得出

文中明確、清楚訊息)的學生，多數集中在家庭經濟弱勢與居住在小村鎮的學生。  

研究者任教學校屬於中小型鄉下學校，家長社經地位較帄凡；因此 2013-2015

年多次以讀報教育進行教學。有感近年來新聞媒體許多誇張不實的報導，污染許

多學生單純的心靈，身為國小教師的研究者，有必要教導學生用客觀審慎的態

度，去思考媒體報導的真實性，並釐清學生該不該知道某些新聞事件的重要性，

此為本研究之第四動機。 

貳、文獻探討 

一、讀報教育 

閱讀報紙之教育，在歐美先進國家稱之為 NIE，NIE 始於 1930 年代的美國，

當時是由美國《紐約日報》協助推動大學的活用新聞運動，到了 1954 年的愛荷

華州，對中學生進行「教室以外的文字閱讀調查，發現四成中學生在課外完全不

閱讀文字，這現象令當地報紙大感震驚，因此在美國教育協會的協助下，開始推

行 NIC(Newspaper in Class)，讓報紙進入教室，以報紙做教材，一方面培養學生

文字閱讀的習慣，增進讀報能力，一方面也趁機進行媒體教育。此運動逐漸推廣

到全美，進而成為全球性的 NIE 運動(馮季眉，2004)。 

截至 2015 年 8 月底，國內碩博士論文有 91 篇相關研究。有不少人以此做研

究，但大部分從事讓學生進行實事的理解(約有 38 篇)，且運用在社會領域的教

學，希冀學生養成批判思考的能力(約有 35 篇)，關心環保、伸張人權(約有 15 篇)，

或者養成良好的人際互動(吳冠誼，2009；李楠崇，2008；唐紫倩，2010)；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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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較有相關者為臺北縣國民小學推動讀報教育成效之研究(王永琪，2009)，讓

研究者一窺如何更有效使用《國語日報》以達本研究目的，在《國語日報》語文

專欄與國小語文教學之應用研究(鄭惠月，2009)，陳明語文專欄之妙用無窮，讓

研究者可以參考運用其語文教學技巧。 

二、閱讀理解能力 

國內有許多從事閱讀理解能力之研究，截至 2015 年 8 月底，共有 939 篇碩

博士論文的相關研究，大部份學者著重閱讀理解策略的運用教學，例如：比較不

同閱讀理解策略對國小中年級低閱讀能力學童在不同文體之閱讀流暢度與閱讀

理解表現之差異研究(吳庭耀，2008)等，也有一些學者著重閱讀態度、特教生之

閱讀教學的呈現。總結這幾篇論文，研究者發現要成為一位具有閱讀理解精熟

者，需能運用策略以協助自己理解文意，這亦是研究者在本教學中所欲讓學生達

到之目標。 

閱讀理解是在閱讀中對字義及句子的理解，以及正確推論文章意義的過程

(洪月女(譯)，1998)。閱讀理解在閱讀過程佔極重要角色，有學者提出「理解」

是文章知識與學習者之認知結構，在閱讀過程中產生互動的結果。幸曼玲等(2010)

提出閱讀理解不僅需要解碼技巧之精熟，而且需要讀者利用他們的背景知識，主

動的去了解與建構文章的意義，並與文章間產生互動的一種複雜的心智運作歷

程。理解的產生，更需要讀者運用相關的知識基模與文章脈絡的關係，才能達到

閱讀理解的目的。柯華葳(2009)認為閱讀理解包括解碼過程、閱讀是「讀者」與

「文章」產生互動性和建構性的過程、以及獲得資訊的過程。因此，由學者對閱

讀理解的定義得知，閱讀時會因文章結構、個人的閱讀技巧與能力，以及環境的

不同而有不同的理解歷程。 

三、價值判斷力 

截至 2015 年 8 月底，國內與價值教育研究議題相關期刊有 36 篇。和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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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相關有以下幾篇：李錫津(2003)提出價值教育的基本構想與推展策略，主要以

道德教化為方向，輔以教導學生明辨是非，有道德的正義感。吳清山與林天祐

(2009)以整個人類文化發展史，陳明價值教育其來有自，只是近年來被忽略，需

要再重新正視其重要性。 

李琪明(2008)強調學校本位倫理核心價值的建構與實踐，在於重視經典教

育，讀一流的書，做一等的人。陳璵皙、陳慧珍(2007) 指出教育之核心本質，是

在於品德培養與發展，這也是價值教育的方向與努力目標。舒志定(2010)提到由

於多元文化的挑戰，使我們的學校價值教育出現一些難題，教師要幫助學生解決

困惑，讓研究者深有同感。 

其中，陳延興(2006)的〈英國實施價值教育的發展與啟示〉提及「價值教育

的重要性在於讓學生知道了解有哪些價值是值得追求的，同時也可以透過德行的

涵養，讓這些價值更能被實踐與彰顯。」(頁 37)讓研究者延伸為本研究的宗旨，

即為價值判斷能力就是啟發學生運用理智思考力，進行客觀的判斷，以從中做出

最正確的選擇。 

四、寫作能力 

關於寫作能力的相關研究不少；和本研究較相關為林英琴 (2004)以情境引導

作文教學之行動研究，讓研究者得知如何運用國語日報讀報教學提升國小四年級

學童中文寫作能力，姜淑玲(1996)的「對話式寫作教學法」對國小學童寫作策略

應用與寫作表現之影響，提出許多對話式的寫作教學，讓研究者延伸而進行讀報

教育之教學策略，以確實增加寫作能力。 

由於寫作的目的不同，似乎沒有單一固定的寫作方法。但為了要將寫作過程

概念化，以及方便教學的進行，研究者將一般學者者所認知的寫作歷程加以轉

化，用「以文字和別人溝通」的觀點，結合實用目的，制定一個寫作能力檢核表

(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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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讀報教育是否能增進四年級學童閱讀理解的能力、價值

判斷力及寫作能力，也就探討讀報教學是否對四年級學童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

斷力及寫作能力有顯著提升。若無明顯提升，則找出其原因為何，以及此研究有

無增進其他方面的學習。故，本研究假設讀報教育對國小四年級學童閱讀理解、

價值判斷力及寫作能力有顯著提升。 

一、名詞釋義 

（一）讀報教育 

讀報教育，顧名思義就是閱讀報紙的教育，也就是拿報紙當作教材，來教育

孩子學習新知。這樣的教育，在歐美先進國家被稱為「NIE」教育，就是「Newspaper 

In Education」的簡稱。NIE 開始於 1930 年代的美國，當時是由美國〈紐約時報〉

協助推動大學的活用新聞運動。以閱讀報紙作為教學的一種策略。歸納讀報教育

的目的大致可分三項，一是將報紙視為現有課程之補充教材；二是將閱讀報紙作

為提昇學生語文知能的手段；三則是著重於以報紙新聞做為延伸視野的管道，並

強調閱讀新聞後批判能力的養成。本論文之讀報教學定義為以國語日報等報紙作

為教學內容，上課方式以老師(研究者)為主導，事前規定學生必頇閱讀之報紙內

容，上課時再將報紙內容解說，讓學生進行閱讀理解、價值判斷或佳文仿作與討

論。 

（二）閱讀理解能力 

閱讀理解能力是指學生在閱讀時，以個人先備知識作為基礎，進行解碼而能

知道文章中的表面事實；在閱讀文章之後，能將表面事實做摘要，而後進一步瞭

解文章大意和主旨，亦即瞭解作者的寫作目的和內容深意。藉著閱讀理解的提

昇，學生還能瞭解文章的文體、作者的寫作布局和取材結構。本論文之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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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定義為前測施行研究者自編閱讀理解測驗，後測則施測柯華葳、詹益綾所製

作的『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後，分數越高者，代表閱讀

理解能力越高。   

（三）價值判斷力 

價值教育的重要性在於讓學生了解哪些價值是重要的、值得追求的，同時透

過德行的涵養，讓這些價值更能被實踐與彰顯(吳清山、林天祐，2009)。 

對事物的判斷，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真偽的判斷，又叫事實判斷；一種是善

惡的判斷，又叫價值判斷。前者在於判斷某物是否為真，後者在於判斷某物是否.

為善。前者判斷某物是否符合客觀，後者判斷某物是否符合主觀。用金錢或財富

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是用事實判斷來代替價值判斷。對事實的判斷僅是對物

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一種認知；而對價值的判斷則是對這一物必頇符合全體成員

最高利益為標準的認知。 

（四）寫作能力 

寫作能力是指學生能掌握寫作步驟，建立自己的寫作目標，以各種不同的方

式(生活經驗、各種感官知覺)來蒐集各類寫作的材料，並且確定寫作的體裁和架

構以安排段落、組織成篇，逐步充實作品的內容。在草擬文章時，能靈活運用各

種句型寫作，流利地以文字來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最後，學生能檢查自己的

文章、找出文章中的錯誤並加以修改。本論文之寫作能力定義為學生得到一作文

題目時，能寫出不離題、有見解的文章之能力，或者學生能根據老師所出的題目，

用自己的話，寫出一段通順的文章。 

二、研究設計及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方向是要探討「讀報教育」，對四年級學童語文能力中的閱讀

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是否有具體的成效；因此本節主旨在說明具

體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節說明研究採取的實驗方法，再分析實驗變項，試著建立完整之實驗設計。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第 37 期：83-110 

-91- 

（一）研究設計模式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因研究者無法採用抽樣方式選取受試者，遂以學

校已經分配完成的班級進行實驗，故為「不等組前後測設計」。為有效取得研究

所需資料和進行實驗，以回答問題和論證假設，本實驗採用立意取樣，在研究者

所教的五個班級中，抽取兩班程度相當：智力相當、家長社經地位相當、月考成

績帄均分數相當的學生進行研究，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 

兩班的實驗教學者皆為研究者，因此實驗組上課時間為每週一早上的第三、

四節課，控制組上課時間則為每週二早上的第三、四節課。 

實驗組接受每週一次，每次兩節課，共八十分鐘的「讀報教育」之實驗課程，

是將學生的綜合課設計為「讀報教育」課程，共進行十二週教學活動，控制組則

進行一般的綜合課程。實驗設計如下圖： 

 

表 3-1 

讀報教育之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甲班) O1 X1 O3 

控制組(乙班) O2 X2 O4 

實驗組之實驗處理X1：進行「讀報教育」 

控制組之實驗處理X2：沒有進行「讀報教育」 

前測 (O1、O2 )：實驗處理之前，兩組進行同樣前測。 

後測 (O3、O4 )：實驗處理之後，兩組進行同樣後測。 

 

（二）研究變項 

依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將研究變項分為自變項、依變項和控制變項三種，以

下將針對這三個變項做說明。 

1.自變項 



讀報教育對國小四年級學童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之影響 

 

-92- 

自變項是本實驗的操弄變項，為兩種不同的教學方式，分別實施於實驗組

和控制組。實驗組進行「讀報教育」，控制組則無。 

2.依變項 

依變項是隨著本次實驗研究的自變項改變而跟著變化的變項，本實驗的依

變項為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因為依變項有三個，所以本研

究屬於多變量設計。 

3.控制變項 

控制變項是研究者對變項加以控制，讓兩個組別分別進行實驗處理的結果

的情形是一樣的，本實驗的控制變項為有否實施讀報教育。 

參與本研究的實驗組和控制組為四年級學生，在進行研究前，研究者將兩組

學生四年級語文成就測驗得分結果進行 T 檢定，結果如下圖所示。兩個樣本的帄

均數甲為 84.2,乙為 80.25,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著,(F=.875,p=.363

＞.05),表示這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t=1.842)

與顯著性(p=.084),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兩個研究所的學生學習統計的成

績没有差異，因而可視為兩組的實驗樣本程度相當。 

 

表 3-2 

兩組語文成績進行 T 檢定結果 

班別 人數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甲班) 實驗組 20 84.2 4.9894 1.5762 

(乙班) 控制組 20 80.25 3.8452 1.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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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獨立樣本檢定 

  變 異 數 相 等 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差異的 95%信賴

區間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帄均差

異 

標準誤

差異 

下界 上界 

成績 假設變異

數相 

.875 .363 1.842 16 .084 3.9500 2.1447 -.5966 8.4966 

 不假設變

異數相等 

  1.898 15.992 .076 3.9500 2.0815 -.4628 8.3628 

 

肆、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有以下三種，有兩種是檢測閱讀理解能力，檢測閱

讀理解能力的工具中，其中一項是他人編寫，一像是自編；另一種是檢測寫作能

力的工具，亦為自編；價值判斷能力的檢測工具，亦是自編。說明如下： 

一、『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 

本研究所使用測量閱讀理解能力的研究工具之一為柯華葳、詹益綾所製作的

『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本測驗承繼「閱讀理解困難篩選測

驗」(柯華葳，1999)的編製目的與架構，旨在分年級篩選國小二至六年級學童閱

讀理解能力，以作為評估閱讀障礙者的初步工具。測驗內容分為部分處理和本文

處理兩部分。前者是指處理少量的文本，建構初級意義單位，包括字義搜尋及命

題的組合。本文處理則是對較長文本的理解，包括文義理解與推論。二至六年級

皆有設計難度相當的複本，每年級的題目不盡相同，跨年級間有重複題目作為年

級之間比較的基準。正式測試結果指出，本測驗能有效區分年級間閱讀理解能力

的差異，具有內部一致性與再測信度，其效標關連效度也證實所測量為閱讀能



讀報教育對國小四年級學童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之影響 

 

-94- 

力，最重要的是控制學童識字量後，仍能有效區辨出不同年級低、中及高閱讀程

度學生。在題型上，四年級為分野，年級高的低閱讀能力者，多義詞的成績越低，

顯示詞彙能力與閱讀理解的交互作用。由測驗信、效度來看，本篩選測驗能有效

區辨不同年級與不同能力學童之閱讀理解表現。 

二、研究者自訂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測量閱讀理解能力的研究工具之二為自編文本。測驗編製過

程：測驗文本選自國語日報和中國時報文章。文本中的每一篇文章皆作為理解測

驗的題材。在試題初步完成之後，請兩位語文教育專家及五位實際從事語文教育

之教師進行試題審查，並依據其意見修改試卷。然後請國小四年級導師推薦閱讀

能力分別為高、中、低的小朋友各三位試作，以了解試題所使用的字詞或敘述方

式是否恰當，並根據學生的反應做修正。當試題完成後，即進行預試。試題共 2

份，每份 17 題，每題 1 分。預試對象為幸福國小(化名)三個班、帄安國小(化名)

一個班及寧靜國小(化名)一個班，共計 140 位國小四年級學童。預試結果進行項

目分析，將鑑別度小於.30 的試題刪除，再將每個向度內剩餘的題目根據其難度

加以編列。 

本研究所使用測量寫作能力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訂寫作能力檢核表(見附

錄三)，以教師批改評分，來確定其寫作能力為何。實驗前先分別施測，首先告

知學生一篇作文題目，要求他們三十分鐘寫完，再由筆者與另一位教師批改五十

位學生作文，其成績當作前測標準；待進行十二週教學之後，再分別讓他們寫一

篇作文，亦由筆者與另二位教師批改，其成績當作後測標準。 

三、信、效度的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之ㄧ的『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理解篩選測驗』，經由專

家制定，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不容置疑。 

本研究所使用之二的『寫作能力檢核表』，參考五位專家的意見加以討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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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具效度考驗，確保此量表的穩定性 (附件一)，且學生的寫作成績由三位教

師分別批改，以確保公帄與客觀性。 

本研究所使用之三的『價值判斷力試卷』，經三位專家共同討論而確定之，

具效度考驗，確保此量表的穩定性和正確性。 

（一）專家效度 

本研究量表係依照相關文獻彙集後，針對本實驗教學之需求加以改編；再

者，本研究量表透過兩位語文教育專家，以及三位實際從事作文教學並學有專精

者，共同審視並修改本量表評定項目，才予以認訂本研究工具的內容效度和專家

效度為佳。 

（二）評分者信度 

從量表所得的分數是確認本研究是否有效性的關鍵，而量表分數又是由三位

評分者評定而來，所以評分者是否對量表採取客觀評分，將影響本實驗的準確

性。研究者隨意抽取學生十篇作文，讓兩位老師擔任評分者，並依據量表上的項

目給予評分，而後再以三位評分者的評定結果進行肯德爾和諧係數考驗，來得知

評分者信度，作為評分者間一致性信度的依據。 

伍、教學流程 

吳清山、林天祐(2008)研究，指出透過報紙閱讀教學，幫助學生發展批判閱

讀能力，且吳芳瑜(2012)研究發現，讀報教育加強師生互動關係，從不同觀點來

討論問題，能改變學生思考慣性，提昇反思與評鑑的能力。因為筆者此研究是為

了增加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和寫作能力，所以研究者要求學生必頇

天天閱讀報紙，在每一版面中選擇一則最有興趣的文章閱讀，在此篇文章裡，必

頇把佳詞美句畫線，然後在讀報學習單上，寫下「1.該文的大意，2.對文章提出

的疑問，3.閱讀此文章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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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組 

本教學實驗的教學步驟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由研究者選出要學生共讀的文

章，然後介紹閱讀理解策略(1.自問自答，2 遇到不清楚處做記號並跳過內容，3.

邊看文章邊找出主旨)的使用方式，然後給學生時間進行練習。若有時間，學生

再與同學互相討論自己的讀報學習單。以下研究者根據準備活動、發展活動和綜

合活動進行說明： 

（一）準備活動 

研究者每天發給學生《國語日報》一份，讓他們天天進行閱讀並書寫讀報學

習單。研究者每週挑選一至二篇進行分組教學實驗時使用，挑選文章原則乃依據

是否有助於閱讀理解策略或價值判斷力的提升，並於每次進行教學時運用實物投

影機，使每位學生都能清楚看到內容，以利於教學之進行及課堂之討論。 

（二）發展活動 

1.揭示讀報教育文章：以文章題目、標題、圖片或插圖進行預測提問，引導學

生進入文章內容，接著朗讀文章(筆者朗讀、師生共讀、分組朗讀、全班朗讀

等方式)進行，以進行文章內容概覽。 

2.以下列出每週的教學進度之課程主題： 

 

表 4-1 

每週的教學進度和課程主題 

日期 週次 主題 

2015/3/3 一 新聞照片的處理原則『2013/04/22聯合報-好讀周報-

第十版新識力』(一張斷腿照片，媒體五種呈現方式) 

2015/3/10 

 

二 

 

江翠國中移樹案〈江翠國中移樹案 護樹聯盟提新方

案〉，民視 ， 2013年4月5日。〈江翠護樹／志工：

老樹零移植 與工程並存〉，聯合晚報，記者陳珮琦

/新北市報導，2013年4月7日。〈護樹陷僵局 愛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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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替代案 工務局否決〉，自由時報， 記者李信

宏／新北報導，2013年4月8日。〈搶救江翠老樹 護

樹團體今推替代方案〉，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記者

陳國維，2013年4月5日。〈護樹團體：江翠樹海被

停車場害慘！〉，新頭殼， 2013年4月5日。〈市府

警方強制勸離 護樹志工下樹〉，中廣新聞網 ， 2013

年4月8日。〈新北市府拒讓步 協調破局 江翠護樹

破120小時〉，苦勞網， 記者孫窮理、陳逸婷，2013

年4月2日。 

2015/3/17 三 新聞處理不當，造成偏見歧視(國語日報 4 版生活版

103/12/1) 

2015/3/24 四 發散聯想，想像力大爆發(國語日報 11 版語文版

103/12/16) 

2015/3/31 五 童學吆喝集體作弊，我不想加入…(國語日報4版生

活版103/12/19) 

2015/4/14 六 記者主觀評論，影響觀眾印象(國語日報 4 版生活版

103/12/29) 

2015/4/21 七 檢 檢視廣告中的性別歧視(絕配？歧視？「可可好朋友」

爆膚色大戰 

聯合新聞網 2015 年 3 月 26 日 記者何定照╱台北報

導 ) 

2015/4/28 八 用鏡頭看世界、教導學生議論文的寫法 

 

2015/5/5 九 「我的偶像」、教導學生議論文的寫法 

2015/5/12 

2015/5/19 

2015/5/26 

十 

十一 

十二 

教導學生議論文的寫法 

2015/6/2 十三 寫後測試題、寫一篇作文『小學生可以帶手機到學

校嗎？』 

2015/6/9 十四 檢討試卷題目與答案，與學生進行價值觀念的對話 

http://www.coolloud.org.tw/tag/%E5%AD%AB%E7%AA%AE%E7%90%86
http://www.coolloud.org.tw/tag/%E9%99%B3%E9%80%B8%E5%A9%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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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教學活動 

1. 研究者總結今日所教學的策略。 

2.合作或獨立練習完成學習單：每週主題教學之最後一節課的一部分時間，進

行學習單寫作，目的在讓學生練習合作或獨立運用該策略不依賴外在的協

助。若學生於課堂中無法完成，需運用其他時間完成，不可帶回家，以減少

其他因素之影響。 

3.進行讀報教學九週之後，接下來的三週，研究者融入楊裕貿(2007；2010)的

議論文寫作的教學觀點，以幫助學生知道如何書寫議論文，以進行後測的寫

作能力考驗。 

二、控制組 

實驗期間，控制組的學生依據原課表正常上課，未接受讀報教育課程與閱讀

理解策略、價值判斷力、寫作能力教學。 

陸、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之後的學童表現說明如下： 

一、閱讀理解力的表現 

本研究為了解實施「讀報教育」是否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先就「國民小學

閱讀理解篩選測驗」施測結果進行分析，筆者將實驗組與對照組前、後測的得分，

分別運用 SPSS 20.0 統計軟體進行帄均數之成對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6-1 

與表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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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實驗組「閱讀理解」前後測之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 

測驗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雙尾) 

前測         20       19.864      4.109    -12.623        .000 

後測         20       26.727      3.480 

 

由表 6-1 可知實驗組學童在「閱讀理解能力」部分，經過檢定得到 t=-12.623，

p＝.000＜.05（另外，以魏克遜符號等級考驗其 p＝.000＜.05），達到顯著差異水

準，說明了經由讀報教育課程後，實驗組學童在「閱讀理解」的學習成效有明顯

的提升，帄均分數由 19.864 進步到 26.727，進步幅度達 35%，可謂有成效。另

外，由標準差可看出，實驗組學童的成績更為集中，表示程度較差的學童，其學

習的情形有改善，使得分數與程度高的學童更為接近。 

 

表 6-2 

對照組和實驗組後測之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 

測驗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雙尾) 

對照組       20       51.960      4.504    -7.924        .000 

實驗組       20       55.760      2.919 

 

由表 6-2 可得知實驗組學童在「閱讀理解」部分，經過檢定得到 t=-7.924，p

＝.000＜.05（以魏克遜符號等級考驗其 p＝.000＜.05），達到顯著差異水準，說明

了經由讀報教學後，實驗組的學童在「閱讀理解」的學習成效有明顯的提升。 

三、價值判斷力的表現 

為了解實驗組和對照組兩組學童教學前之「價值判斷力」是否有差異，以兩

組學童「價值判斷力問卷」之前測得分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藉以瞭解兩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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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前「價值判斷力」是否有顯著差異。由表 6-3 可得知，實驗組學童帄均為

19.864，對照組學童帄均為 18.720，t 考驗顯示兩組「價值判斷力」前測未達顯

著差異（t＝.982，p＝.331＞.05，以魏氏-曼-惠特尼考驗，其 p＝.289＞.05），所

以兩組教學前「價值判斷力」並無差異，兩組學童在「價值判斷力」方面可視為

同質。 

 

表 6-3 

兩組「價值判斷力」前測之獨立樣本 t 考驗 

測驗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雙尾) 

實驗組       20       19.864      4.109      .982      .331     

對照組       20       18.720      3.868 

 

接著，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後測成績做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如表 6-4 兩組

「價值判斷力」後測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表 6-4 

兩組「價值判斷力」後測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測驗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雙尾) 

實驗組       20        26.727       3.480     2.403     .020      

對照組       20        24.000       4.203 

 

由表 6-4 得知，經過不同的教學法教學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後測成績達到

顯著差異（p＝.020＜.05，以魏氏-曼-惠特尼考驗，其 p＝.006＜.05），表示在「價

值判斷力」部分，讀報教學法更能提升學童之學習成效。再看其前測與後測的標

準差，在前測部分，對照組的標準差比實驗組小，經過實驗教學後，問卷後測的

標準差方面，實驗組比對照組小，表示採用讀報教學法使程度較差的學童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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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習成效到更接近成績好的學童的程度，符合讀報教學的精神。 

四、寫作能力的表現  

從論文閱讀中，研究者發現寫作教學法包羅萬象、各有千秋，難以取捨。遂

以 103 學年度所教導學童進行寫作「班上很吵怎麼辦？」(寫作日期 104 年 3 月 1

日)，以作為前測成績，根據其總體作品表現，來檢驗學童所欠缺之能力，再思

索以何種教學方式對其有確切幫助。為使作文評分達到客觀性，研究者邀請學有

專精與教學豐富之另二位教師協助批閱所欲測試寫作之學童的前測作品，其分數

如下圖所示(S1 代表學生 1 號、S2 代表學生 2 號，以此類推)： 

 

表 6-5 

三位教師批改實驗組寫作「班上很吵怎麼辦？」的前測成績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60 65 55  55 75 57 60 73 45  55  75  77  79  75  73  65   60  72  80  79 

63 67 58 57 77 55 63 75 51 57  75  80  78  77  79  68  65  70  82  83 

65 65 58 58 75 58 61 77 53 58  76  77  80  77  75  70  65  72  84  85 

 

研究者邀請學有專精與教學豐富之另二位教師協助批閱所欲測試寫作之學

童的後測作品「小學生可以帶手機到學校嗎？」，其分數如下圖所示(S1 代表學生

1 號、S2 代表學生 2 號，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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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三位教師批改實驗組寫作「小學生可以帶手機到學校嗎？」的後測成績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70 75 65 65 78 67 70 78 55 65  83  80  79  75  77  70  70  70  83  84 

73 70 68 67 77 63 68 80 57 67  85  81  81  77  80  68  67  73  84  78 

70 70 68 63 75 63 64 79 60 73  83  83  84  80  78  72  71  74  81  80 

 

由上表與前測分數作比較，發現本研究教學對程度較差者之學生的影響較大

(有幾位前、後測的分數相差 8-10 分左右)，但對中上程度學生之影響較小(前、

後測的分數相差 0-4 分)；但整體而言，大家均有進步，這是筆者深感可喜之處。 

根據上列(閱讀理解能力、價值判斷力、寫作能力)所述，筆者此教學達到預

定效果。 

柒、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結論歸納如下： 

一、讀報教育對國小中年級學童的閱讀理解能力有正向提升，符合吳芳瑜(2012)

和馮季眉(2007)之研究，因為有效的閱讀策略能幫助學生在短時間找到文本

線索；而閱讀報紙結合時事，更能引發學生閱讀的興趣與專注力。 

二、讀報教育對國小中年級學童的價值判斷力有明顯提升，符合李錫津(2003)、

李楠崇(2008) 吳冠誼(2009) 之研究，因為學童長期生活在媒體過於主觀報

導的氛圍裡，容易不加思索就全盤接受所見所聞的一切訊息。當研究者進行

讀報教育和他們剖析整個事件，並引導他們站在不同角度與立場看待同一事

件，激發他們有更全面且客觀的方向去思考與澄清價值。 

三、讀報教育對國小中年級學童的寫作能力的影響有正相關，符合王永琪(2009)

林英琴(2004)、洪金英(1992)、侯秋玲(1998)、姜淑玲(1996)、莊景益(2008)

之研究。研究者說明如下：因報紙內容多元，故事、新聞、歷史、科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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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物、藝術、文學、生活等都羅列其中，學童天天閱讀報紙，不但開拓

視野，也能收集寫作題材、增加靈感與思考向度，寫作能力自然日益進步。

文筆的鍛鍊非一朝一夕，但本研究使用的「寫作能力檢核表」，並未著重學

童的用字遣詞精準度，而在檢視對主題的掌握性與是否陳明正確觀點。故學

童的寫作能力大有提升。 

本研究有以下的建議： 

一、教師需有系統教導學生閱讀策略，以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二、教師宜指導學童針對不同主題發表看法，訓練其批判思考力與價值判斷力。 

三、教師宜推動學生養成閱讀《國語日報》之習慣，以累積多元知識並快速掌握

時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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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寫作能力檢核表 作文編號： 內容思想  勾選  

細項指標  具體描述  是  部分做到  否 

中心思想  內容是否充分地表達出主旨？  

取材適當  內容是否和題目相符合？  

(文章中沒有不相干的句子？)  

敘述合理  內容合乎邏輯，觀念正確？  

見解獨特  文章完整地表達了自己的看法？  

描述生動  有強調的重點，並清楚描述重點？  

(是否引用例子、證據來說明強調的重點？)  

組織結構  勾選  

細項指標  具體描述  是  部分做到  否 

開頭新穎  是否使用下列的策略做開頭？  

設問法(問問題)、寫感想、引用名言、趣聞(一件事情)、物品……  

分段清楚  是否清楚劃分段落，段意清楚？  

銜接恰當  句子銜接是否流暢？  

架構完整  是否善用議論文的要素？  

結尾有力  是否使用下列的策略做結尾？  

設問法(問問題)、寫感想、引用名言、做結論、提供建議……  

說明：勾選「是」給予8-10分，勾選「否」給予0分， 

勾選「部分做到」給予3-5分。滿分100分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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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on the performanc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value judgment and writing 

skills in fourth-grade students 

 

Ruey-Jen Yan*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newspaper (were taught NIC),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writing 

skills, and value judgment situation. 

In this study, author chose two classes of 40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in Pusin Township, Changhua County. The use of the newspaper is a Mandarin Daily 

News, and the use of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is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group 

ranged Designs". The author taught five classes, choosing two classes which were in 

the same considerable intelligenc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parents fairly, and month 

test results fairly average score to study. There are two groups; one i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 is control group.  

They all had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author selected articles from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for students to read, s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wo classes: a 

total of eighty minutes of experiments course of "teaching newspaper" every week, 

and a total of twelve weeks teaching activities. Control group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se two activiti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study found that pretest is not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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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he results of the post-test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 

 

Keywords: NIC, reading comprehension, writing skill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valu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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