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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近年致力於推廣適性閱讀，透過圖書難度分級、
即時讀後回饋、閱讀歷程檔案等，以培養自律自主的閱讀者，故於
108年12月至109年6月間辦理「SmartReading科普閱讀力大賽」，並
於109年7月進行頒獎典禮。競賽歷時半年，參賽學校涵蓋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雲林縣、臺南市等六縣市，報名人數超
過一千人，自小學三年級至國中八年級共分為六個組別競賽。參賽
學生於競賽期間使用「SmartReading適性閱讀」系統，運用細緻的
閱讀能力診斷，將學生閱讀能力與書籍難度適配，不僅能增加學生
圖書選擇的效率，更能刺激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這是一
場歷時半年的閱讀馬拉松賽，透過前測、閱讀任務挑戰、後測等程
序，可以檢驗學生閱讀能力的成長幅度，以及所獲得的科普知識。
有效的協助學生與教師、家長追蹤學生的閱讀學習情形，掌握學生
的閱讀學習歷程，培養自律自主的閱讀新世代。

中文關鍵詞： SmartReading科普閱讀力大賽、適性閱讀、圖書難度分級、自律自
主

英 文 摘 要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trives to promote
adaptive reading and cultivate independent readers through
providing them book levelling technology, instant feedback
and reading portfolios. Therefore, it organized
“SmartReading Contest on Popular Science” over the period
from December, 2019 to June, 2020; and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July, 2020. The contest
spanned six months, in which its participating schools come
from six different counties and cities including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Taoyuan City, Taichung City, Yunlin
County, Tainan City etc. Over 1000 participants, ranging
from Grade 3 to Grade 8 joined the contest. They were
divided into 6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grades.

When students accessed the “SmartReading Adaptive
Reading” system during the contest, the system diagnosed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matched it with appropriate
level of book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iculty. This not only
increased the efficiency when students chose their books,
but also stimulate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hance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t was like a reading marathon which takes over half a
year. By means of a pretest, several reading mission
challenges and a posttest, students’ reading-ability
growth and popular science knowledge acquired were both
assessed. Thereby, it helps students, teachers as well as
parents to monitor and master students’ reading and
learning progress, so as to nurture a new generation of
independent readers.



英文關鍵詞： SmartReading Reading Contest on Popular Science, Adaptive
Reading, Book Levelling, Independent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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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由與預期達成目標 

 自然科學是具有專業領域性知識的一門學問，為了讓大家瞭解科學在日常中所扮演的角色，科普

雜誌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向民眾解說跟生活息息相關的科學常識，是非常有價值的優良讀物。家長為激

起學童對科學產生興趣，活絡孩童思考、創造等潛能，多數會購買科普讀物給小孩閱讀，在學校也有

許多自然科教師將科普雜誌融入課程教學。 

因為閱讀是一項時常涉及選擇的活動，所以動機對於閱讀來說是相當關鍵的。如果讀者對於閱讀

活動不具有動機，即使讀者擁有成熟的認知技巧也不會花太多時間在閱讀上(Wigfield, Guthrie, Tonks, & 

Perencevich, 2004)。過去研究發現閱讀動機與閱讀次數、頻率和廣度等閱讀表現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Guthrie, Wigfield, & Von Secker, 2000; Guthrie, Schafer, Wang, & Afflerbach, 1995; Wigfield, 1997)。所以

閱讀動機會影響閱讀材料處理的深淺、對閱讀時間投入多寡、閱讀種類或閱讀目的的選擇。另一方面，

學童的閱讀時間與頻率也有助於提昇閱讀動機，閱讀效能愈高的學童，其閱讀動機也愈高，進而增強

閱讀行為的頻率與成就(Graham, 1994)。同時，學童的閱讀頻率可用來預測學童未來的閱讀理解表現

(Anderson, Wilson, & Fielding, 1998; Stanovich & Cunningham, 1993)。因此，在課程中致力於提高學童的

閱讀動機對於他們的閱讀理解與成就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動機具有領域特定性(domain specificity)，意即動機構念在不同內容領域(content areas)

是不同的(Wigfield et al., 2004)。Gottfried(1990)發展量表來測量7到9歲學童的動機，發現他們的內在動

機在不同領域上確實有差異。學童的動機在不同領域具有不同的強度，他們在某個特定領域(例如數學)

的動機會高於其它領域(Wigfield et al., 2004)。有研究發現國小與國中學童最感興趣的科目是社會與運

動，而較不感興趣的科目是數學與閱讀(Wigfield et al., 1997)。所以如何提升學童在某特定領域的學習

動機是重要的議題。學童在課堂上的各種經驗與練習皆可能會增強或減低動機的強度(Stipek, 1996, 

2002; Turner, 1995)。 

就科學這個領域而言，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一門學問，但是一般教科書常常出現太多不熟悉的專業

詞彙(Casteel & Isom, 1994; Short & Armstrong, 1993)或包含過多的主題(Tyson &Woodward, 1989)，降低

了學童的學習興趣與造成他們的閱讀困難。所以有許多研究關心如何提升學童對科學的興趣。關於科

學類的文章，敘事的故事體比說明文更能引起學生的興趣(Hidi & Anderson, 1992)。故事情節比起教科

書的條列方式，更可以幫助學生瞭解與記憶概念(Butzow & Butzow, 2000)。因此，科普讀物會提供脈絡

(context)來輔助學生了解困難的科學概念(Dole & Johnson, 1981)，並且會專門針對一個概念作深入的探

討(Cullinan, 1981;Moss, 1991)。 

另外，科普讀物也會使用許多彩色圖表來解釋抽象的概念(Kralina,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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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章的特性，科學主題也會影響學生的興趣(Baram-Tsabari & Yarden, 2005; Jenkins & Nelson, 

2005)。學生會感興趣於對個人有意義的、跟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並且學習活動的形式也會影響學習

興趣(Mitchell, 1993)。Palmer(2009)在科學課程結束後進行訪問，發現三個主要影響興趣的因素為

新奇性(novelty)、自主性(autonomy)與社會參與(social involvement)。所以讓學生主動地參與真實

的專業活動，可以促進學生的興趣與投入程度(Blumenfeld, Kempler, & Krajcik, 2006)。 

另外，科學教材必須要能夠配合學童的程度，才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太難的教材會打擊信心，太

簡單的教材則缺乏挑戰，這兩者都有可能導致學童喪失學習的興趣。所以讓學習者在了解自己的程度

水準之後，進而選擇適當、對應自己程度的學習教材，可以減少許多摸索的時間，和避免因程度差異

太大而引起的學習困難。本計畫預計提供一個科普讀物分級的網路平台，讓學童可以根據自己的程度

選擇適合自己的科普書籍，並可從書單中挑選自己感興趣的主題。本計畫也預計舉辦科普閱讀競賽，

希望學童透過活動的參與，來增強學童的閱讀動機、增加課餘時間的閱讀頻率，以提高學童在科學知

識領域的閱讀理解與學習成就。 

 

二、相關文獻探討 

（一）可讀性與相關限制 

1. 可讀性介紹 

可讀性（readability）是指閱讀材料能夠被讀者理解的程度（Dale & Chall,1949; Klare, 2000; 

McLaughlin, 1969）。在英美語系國家，早期可讀性公式發展是為了提供一個比較客觀，可評估文章難

度的量化參考數據，並對讀者與閱讀材料進行適配（DuBay, 2007）。早在1923年，Lively和Pressey就提

出方法來探討教科書中字彙難度和文本難度之間的關係。在1928年Vogel和Washburne則是提出一個

Winnetka Formula來評量小孩讀物的可讀性。隨著可讀性的研究一直持續不斷的發展，據Chall與Dale

在1995年的統計，到1980年代，相關的可讀性公式已經超過200多則。這些傳統可讀性公式對文本可讀

性的評估，主要假設文本的語意、語法、難字等因素會影響文本的難度，利用文本的語言特徵作為預

測文本可讀性的重要變項。著名的Flesch Reading Ease公式（Flesch, 1948）以詞彙音節數作為語意的指

標，以句子的長度作為語法的指標，計算詞彙的平均音節數與文本的平均句子長度來評估文本難度。

詞彙音節數愈多、句子愈長，則該文本愈困難。Dale & Chall（1995）加入了「難詞比率」做為評估文

本難度的方式，難詞出現愈多，表示文本愈困難。綜上所述，傳統的可讀性研究，大多是使用少數的

語言特徵作為預測變項，再建立線性迴歸公式對文章的難度進行預測。 

隨著研究探討深度增加，許多閱讀專家對這些傳統可讀性公式預測出的結果是否可信提出質疑。 

首先，有研究者認為以這些語言特徵預測文本可讀性，其支持證據不夠強而有力（Bailin & Grafstein, 

2001; Bruce, et al., 1981）。他們認為閱讀是讀者從文本中學習與建構意義的過程，句長、字數等只統計

文章的表面語言特徵(surface linguistic features)，並未衡量到閱讀理解層面的影響因素，例如跨篇章的

語言銜接連貫性、需要推論的項目個數、概念複雜程度、修辭結構及讀者的背景知識等，且可讀性公

式僅採用少數的表面特徵，不足以反應文本的可讀性(Bruce, Rubin,& Starr, 1981)。而有些作為特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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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的常見字與難字表，其建立方法為研究人員事先準備一個詞彙表，接著訪問國小中年級學生對上

面熟悉或不熟的詞彙記錄而得，但隨時代變遷，學生熟悉的語言用法有所改變，這些字詞表則需定期

更新，否則會過時不適用。 

再者，傳統可讀性公式以及最廣為人使用的可讀性公式：Flesch’s Reading Ease formula以及 

Dale-Chall formula均為廣義線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LM）。然而，廣義線性模型需滿足一

些統計假設 ：觀測值間是否獨立、常態分配、大樣本等，但真實環境中存在許多線性不可分(linear 

nonseparable)的資料，這些資料的結構可能無法滿足線性模型所需的統計假設，因此，一般線性模型便

不適用於複雜的現實情境，其預測結果的參考價值也大打折扣(Petersen & Ostendorf, 2009; Tanaka-Ishii, 

Tezuka, & Terada, 2010)。 

近年來已有研究者注意到過去可讀性研究的限制，開始以較精緻的測量方式，探討篇章理解的複

雜過程（Graesser, et al., 2004; McNamara, et al., 2010）。研究者不再只是探討幾個指標的表面特徵總和

或平均數，而是積極探討與文本更相關的連貫性（coherence）指標，及各指標間的關係 (Benjamin, 

2012)。也試著根據認知理論來分析文本的難度，並發展了一些新的方法自動化地處理文本，像

Coh-Metrix(Graesser et al., 2004)和WordNet (Fellbaum, 1998)，透過計算語言技術，分析詞、句子、段落

及篇章等較大範圍的文本多層次之凝聚特性與文章難度的關係。 

中文可讀性的發展現況 

相較於西方可讀性研究的蓬勃發展，中文的可讀性研究相對稀少。楊孝濚（1971）以因素分析法

探討影響中文文本可讀性的語言因素，由15個影響可讀性的中文語言變項，找出六個主要因素：單字

（character）、複合詞（bi-character word）、句子（sentence）、綜合詞（multi-character word）、複雜筆劃

（complex stroke）、詞彙表（word list）。另外，楊孝濚也以迴歸分析法發展可讀性公式，納入的指標為：

超過十筆劃字的百分比、平均句長與難字百分比（Yang, 1970）。另外，荊溪昱（1992，1995）延引拼

音文字系統採用的可讀性指標：句子長度、課文長度、常用字比率等為預測變項；以國編版教科書的

學期值與年級值為效標變項，發展一系列的可讀性公式。 

初始的中文可讀性公式參考西方的傳統可讀性公式而發展，這些公式對於以中文撰寫的文章在可

讀性分析層面雖有些效果但不夠完善。近年來，宋曜廷等人(2013)推出一個專為中文文本特性開發的文

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分析系統(Chinese Readability Index Explorer, CRIE)，它提供數十種中文可讀性指

標，其中詞彙、句法類指標可對文章淺層字義理解作分析，語意與凝聚性指標則針對跨文章的深層推

演理解進行剖析，藉由這四類指標來分析文本，輸出的文本特徵統稱為一般語言特徵(linguistic 

features)。這些多元且涵蓋深淺層次的語言特徵較能反映真實的閱讀情境歷程(Sung, Chen, Cha, Tseng, 

Chang, & Chang, 2015; Sung, Chang, Lin, Hsieh, & Chang, 2015)。另一方面，宋曜廷等人(2013)也透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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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的非線性分類演算法來建置中文可讀性模型，發現預測的準確

度高於傳統的線性可讀性公式。 

科普文本分級與挑戰 

隨著可讀性研究的蓬勃發展，應用對象由教科書擴展到保險文件、醫學宣傳手冊、美國法庭陪審

團文件（Dubay, 2004）、生物學教科書（Belden & Lee, 1961）、健康教育新知（Freimuth, 1979）、報紙

新聞可讀性（Johns & Wheat, 1984）等領域。然而近年來卻有許多研究開始指出語言特徵公式只單純考

量語意、語法、難詞比率變項，不足以反映文本難度。Graesser, Singger與Trabasso（1994）指出，傳統

語言特徵公式無法反映閱讀的真實歷程，文本的語意語法只是文本的淺層語言特徵，沒有考量文章的

凝聚特性。Redish（2000）指出，當文本中的專業詞彙與常用字相同時，語言特徵公式會錯估文本的

難度。Yan, Song, & Li（2006）計算美國大型醫學資料庫（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MeSH）專業術語

的音節數與字長，發現語言特徵公式的音節數、字長與醫學類專業詞彙的困難度無相關，顯示單純的

語言特徵公式無法準確反映特定領域文本中專業術語的難度。 

 

2. 科普文章特性 

科普文章屬於一種特定領域的文本，在特定領域文本內有著許多特定領域詞彙，文本內的特定領

域詞彙愈多，讀者就必須擁有愈多特定領域的知識，才能有效率地對文本產生有意義的理解（Bédard and 

Chi, 1993）。對於特定領域知識的理解，Glaser & Chi（1988）對專家和生手的區別指出，專家能精通

於某特定領域，且能從文本接收到大量有意義的訊息。相反地，生手在面對特定領域文本，沒有相對

應的概念捕捉文本的訊息，便無法對特定領域文本產生有意義的理解。 

科普文章一般可分為敘述式文體與說明式文體(Kameenui, & Simmons, 1990)，國小階段的科普文章

以敘述式文體居多，內容藉由描述故事來呈現主題，劇情有起承轉合較能夠吸引讀者。國中以上的科

普文章說明式文體比例較高，著重解釋因果關係與規則，引用許多解說圖表及範例，含有較多專業詞

彙，偏功能性的知識學習。除了文體的不同，國中以上閱讀的科普文章在文章結構上一定比國小要來

得複雜。此外，國小閱讀的科普文章內可能出現一些專業辭彙，而該階段閱讀科普讀物是為激發科學

興趣、對大自然的現象作觀察，僅要求學生知曉文章表面的描述，學生對於這些專有名詞背後的形成

原因尚無需確實瞭解，僅需要簡單知道有這種現象或物質即可。升上國中後，則需要培育學生探索大

自然現象背後的成因，訓練推論及判斷能力，對於科普文章則需要更有深度與廣度的理解。 

傳統的可讀性公式大多只考慮文本的一般語言特徵，並未考慮到文本內容在特定領域（domain 

specific）的脈絡下是在闡述某種概念知識，因此無法區辨同一個詞彙在不同特定領域文本下的難度。

特定領域文本和一般文本的不同處在於文本內容的文體與知識結構，特定文本的內容是根據特定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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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所建構出的知識體（knowledge body），是人類透過紀錄生活中重覆發生且複雜問題的解決方案

（Hirschfeld & Gelman, 1994），著重在闡述領域的「概念」，有別於一般文本的敘述文或故事體結構，

因此，單純的語言特徵公式無法反映特定領域文本中專業術語的難度。 

 

3. 科普文章分析的取向 

影響特定領域文本難度的除了特定領域詞彙數量的多寡，文本中所要闡述的知識概念更是一個重

要因素，因為特定領域詞彙背後代表的是一個知識的結構，它需要用文字去描述出一個概念來讓讀者

理解，因此描述這個概念的詞彙也會影響到文本的可讀性。換句話說，要評估特定領域文本的難度前，

必須先清楚了解文本中所表達的概念，並且將這些描述概念的詞彙建構成知識結構，才能進而評估文

本的難度。隨著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Kurzweil, 1999），研究人員開始利用演算法來表徵文本的知識結

構，目前常見的方法主要有本體論（ontology）、詞彙列表（wordlist）、潛在語意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三種取向，以下將分別介紹這三種技術是如何應用在可讀性的議題。 

 

4. 本體論 

本體論（Gruber, 1993）主要是透過樹狀階層結構表徵領域內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透過此樹狀

結構可以計算某個概念到此樹狀階層最底部的距離來判斷該概念的難度，如果概念位置深度愈深的

話，代表此概念可能較難理解。例如Yan, Song, & Li（2006）利用美國國家醫學資料庫（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MeSH）的醫學符號階層資料庫作為概念資料庫，由MeSH中找出每一個醫學類文本中的概

念，並計算概念到此樹狀領域概念階層最底部的距離，得出每個文本概念深度指標（document scope）。

研究透過概念深度指標與其他傳統公式來比較讀者的理解程度，結果顯示概念深度指標對醫學文章的

可讀性有良好的判斷。Zhao和Kan（2010）也利用本體論的方法對數學世界百科全書（MathWorld 

Encyclopedia）建構該領域的概念階層，並計算每個概念的難度值。 

 

5. 詞彙列表 

詞彙列表（wordlist）方法主要是透過特定領域詞彙的熟悉性或稀有性指標來評估領域特定文本可

讀性。如果某個詞彙在資料庫中所有文本出現的次數愈少，代表此詞彙背後所代表的概念愈難理解。

例如Borst, Gaudiant, Grabar, & Boyer（2008）以每個詞彙的「詞彙本身所在類別的複雜度」與「詞頻」

兩個分數加總計算詞彙複雜度，作為評估醫學類線上文本詞彙、句子、以及文本難度的依據。當詞彙

只出現在領域特定詞表中的時候，被定義為最複雜的，將詞彙複雜度加總即為句子的複雜度，句子複

雜度加總再加上平均句長即可代表文本的可讀性。Kim, Goryachev, Rosemblat, Browne, Kesekman, & 

Zeng-Treitler（2007）計算醫學類中未知文本與簡單文本之間對文本長度、句法、語義三個文本特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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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分數（distance score）」，作為對醫學類未知文本的難度。其中，語義特徵又包含有脈絡、詞頻、

概念熟悉性三個面向。 

 

6. 潛在語意分析 

潛在語意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LSA; Deerwester, Dumais, Furnas, Landauer, & Harshman, 

1990）是一種以數學統計為基礎的語意提取演算模式，透過奇異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將維度縮減來擷取出語料庫的語意空間，以表達文本潛在語意屬性。文本可以投射至這個語意

空間以向量的型式來表示自己的語意向量，此時，若兩個語意向量距離越近，則代表這兩篇文本的語

意是越相似的。此演算模式被廣泛應用於資訊擷取領域，彌補傳統資訊技術只僅考慮詞彙是否有共同

出現的方式來計算句子或文本之間的相似性之不足。而LSA這樣子的特性若運用在文本可讀性上也有

異曲同工之妙，例如Chang, Sung & Lee (2013)便將LSA應用在特定領域的教科書上，以獲得領域文本

中不同難度的概念詞彙。 

LSA擷取潛在語意的特性，可分析各領域文本下的潛在語意，因此LSA在領域文本分類中具有不

錯的正確率（Yeh, Ke, Yang & Meng, 2005）。LSA也用於檢查兩篇文本其語意是否相近，許多研究採用

LSA取向進行文章摘要和理解評量等相關研究（Kintsch et al., 2000; Wade-Stein & Kintsch, 2004）。許多

可讀性研究亦藉助LSA的特性，分析段落、章節間語意凝聚程度與文本理解（Foltz, 2007; Millis, Magliano, 

Wiemer-Hastings, & McNamara, 2007）。 

由過去的研究可以得知可讀性已經大量被運用在特定領域的文本，但可讀性模型卻存著一些缺

點：傳統語言特徵公式根據詞長、平均句長、難字比率等特徵，無法反應領域文本中特定領域詞彙的

難度。本體論方法雖然考慮領域文本中特定領域知識的成分與階層，但並非每個領域都有現成可直接

使用的概念階層列表，採用本體論方法需要現成的概念圖或請專家製作該領域概念圖才能進行，要利

用本體論方法評估文本可讀性需要相當大的成本。當該領域若沒有概念階層列表來表徵概念之間的關

係時，概念難度的評估就無法進行。詞彙列表方法認為某個詞彙愈少見代表詞彙的難度就愈複雜，但

此假設存在許多反例。例如牙刷在大型的平衡語料中都很少見，但很明顯地此詞彙背後所代表的概念

卻相當容易。 

Smith & Nolen-Hocksema (2004)認為特定領域概念習得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由日常生活經驗獲得

概念的原型，或是經由學校教學習得概念的核心。學生在每個年級可經由特定領域課程會學到該領域

概念的原型和核心定義，將特定領域概念依序內化到學生的知識系統，形成特定領域概念。然而每個

人的背景知識不同，評估開始學習此概念的時間必須要以教育體系下學生共同學習的概念作為基準。

學生在某個年級階段，該年級教科書會針對特定領域進行教學，學生會在該年級開始學習特定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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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特定領域的概念詞彙開始學習的時間點可由教科書主要內容所對應的年級判斷，學生在此學習

階段學習後，大部分學生便能理解此概念。因此，就某一個詞彙學生可理解的年級可視為該概念詞彙

的難度等級。Zeno, S. M., Ivenz, S. H., Millard, R. T., & Duvvuri, R (1995)的詞彙頻率指引與Lété, 

Sprenger-Charolles, & Colé (2004)所發展法國小學讀者詞彙資料庫Manulex，皆是利用年級來定義每個

詞彙的水準。Lété等人（2005）認為了解語言發展和閱讀過程最重要的變項是兒童所學習的詞彙，透

過年級來量化兒童的閱讀材料對心理語言學家評估兒童語言學習是非常有價值的。因此，在計算文本

難度時，概念詞彙難度所對應的年級是以出現在教科書主要內容所對應的年級來定義。 

對於同一個概念主題下，教科書會在不同年級分階段教授，學生在更高年級會接觸到更多詞彙，

使得學生對概念的認識加深加廣。雖然這些詞彙都同屬於在某個特定主題概念下，但其詞彙的難度並

不相同。例如學生在學習氧化還原反應的概念時，教科書在五年級課本出現「生鏽」的詞彙，在九年

級課本出現「氧化」的詞彙，我們認為「生鏽」和「氧化」的概念詞彙難度是不同的，即「生鏽」的

詞彙難度是五年級，「氧化」的詞彙難度是九年級。針對這種螺旋式課程的設計，Sung等人（ICALP）

的研究利用100個國小自然科詞彙透過LSA計算每個詞彙對應3~6年級自然科領域的語意關聯度，蒐集

高語意相關的詞彙形成領域概念列表，提出一個以「概念詞彙在各年級教科書是否為主要概念」為基

礎的演算法，並比較LSA和詞彙列表兩種方法和專家評判的結果，結果顯示LSA與專家判定的方法較

為一致。 

 

7. 已開發之中文可讀性分析工具 

由上可知，科普文本的特性和一般類型的閱讀文本不同，需要再特別針對科普文本的特性發展更

適合的分析模型，因此本計畫預計先發展科普文本難度預測的模型。本計畫將使用的工具總共有六項，

包含：(1)中文斷詞系統，由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張道行教授主持的智慧型系統實驗

室所研發。語料庫參考中央研究院提供的中文詞庫、漢語平衡語料庫以及中文句結構樹資料庫建置而

成，其斷詞採用正向長詞優先法(Forward Maximum Matching)配合貝氏機率，在實作上提高斷詞正確率

(Chang, Sung, & Lee, 2012)。(2)文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分析系統(Chinese Readability Index Explorer, 

CRIE)，此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宋曜廷教授主持的可讀性研究團隊所開發(宋曜廷

等人, 2013; Sung et al., 2011; Chen, Cha, Chang, Sung, & Hsieh, 2012)，可自動擷取中文文本中的多項語

言特徵，包含詞彙類、句法類、語意類以及文章凝聚性類等四大類型的語言指標。(3)利用潛在語意分

析工具輸出的國社自三科教科書之概念詞詞表，由師大可讀性研究團隊所提供(Chang, Sung, & Lee, 

2013)。此詞表透過潛在語意分析技術計算出國文、社會、自然三大科目在1~12年級各年級的概念詞彙，

可偵測到一般語言特徵無法判斷的領域詞彙難度。(4)支援向量機分類器LIBSVM，為國立台灣大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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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林智仁教授的團隊所開發(Hsu, Chang, & Lin, 2003)。此分類器是一種人工智慧學

習器，能記憶資料特性與所定義文章類別之間的關係，將已經定義好類別的文章，以及文章內所包含

的各種指標，透過SVM進行模型訓練，待模型訓練完成後，SVM便可根據已訓練的模型來預測新文章

的難度。由於SVM模型可將非線性資料映射到多維度空間，在處理非線性資料的分類時有較佳的準確

率。(5)中文摘要自動評分器(Sung, Liao, Chang, Chen, & Chang, 2016)，為師大可讀性研究團隊所發展，

可透過潛在語意分析技術對學生所寫的文章摘要進行自動評分與回饋教學。(6)科普讀物可讀性分級系

統，此系統主要針對分析科普文本的難度所發展。此分級系統運用上述五項工具，並透過台灣的國文、

社會、自然科三科的教科書，共3966篇文本為訓練文本建構科普文章分級模型。接著再挑選LN、HN與

SA三種版本的科普雜誌各50篇文章為效度驗證文本，並邀請九位國小至高一，具有豐富授課經驗的自

然科老師，對前述的150篇科普雜誌文章進行適讀對象年級的判斷。最後，以九位老師對於150篇科普

文章的難度判斷為效標，驗證此科普讀物可讀性分級系統的效度。 

 

（二）自律學習與學習效率的提升 

1. 自律學習重要性 

根據Bandura(1977)的理論，主動建立目標、自我評鑑、自我增強可建立維持行為的動機。而

Zimmerman(2002)提出自律學習策略是一個學習的循環。其循環包含自我評價與監控、目標設定與策略

規劃、策略的實施與監控、策略結果的監控四個部份。 

若閱讀學習透過上述之循環，學生可對自己的行為作更有效率的調整，不僅僅可以在學習調節上

能有更好的進步，也可以提升閱讀學習的效率、提升能力，以及達到自律自主閱讀的目的。在自律閱

讀學習的培養上面，閱讀歷程的記錄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方法。Moore & Knight (2014)的研究顯示，做

好個人閱讀歷程記錄（包括心得、作品記錄等等）的學生，在閱讀測驗的成績表現優於未做好閱讀歷

程記錄之學生。且在數位化的學習新興的趨勢下，電腦化閱讀教學的結果比傳統紙本上的教學方式有

效(Lenhard, Baier, Endlich, Schneider, & Hoffmann, 2013)。電子化的閱讀歷程記錄，能有效地

改善學生之閱讀狀態，讓學生對自我的學習負責，包含目標設定、組織化學習及透過歷程記錄做到自

我調節，到最後達成目標，這顯示閱讀歷程記錄能夠有效的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Abrami et al., 

2013;Meyer et al., 2010; Yastibas & Yastibas, 2015)。 

 

2. 閱讀力的向度發展 

雖然閱讀學習歷程檔案能夠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並賦予學生學習的掌控權，但傳統的學習歷程檔

案卻有許多的缺點。傳統的學習檔案多為質性資料，質化的學習表現，對於教師而言需花費更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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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進行評估（Lustig, 1996）。且多數學習歷程檔案，因為內容為質性資料及自陳式評斷，也較難以進行

後續分析(Chen, Liu, Ou, & Lin, 2001)。 

為了彌補過往閱讀歷程研究中，質性自陳式評斷學習效果的弱點，將傳統的評估方式改成以科學

化且客觀數據化的歷程檔案方式呈現進行評估(Yurdabakan & ERDOĞAN, 2009)，臺師大研發出「Smart 

Reading適性閱讀」系統，將其閱讀歷程內容中重要的行為指標與時序記錄數據由質性轉成量化，並萃

取發展「閱讀五向度」來針對學生的閱讀歷程進行科學化的評估。閱讀五向度分別為「閱讀規劃力」、

「閱讀執行力」、「閱讀成長力」、「閱讀精進力」與「閱讀博學力」。以下分別就閱讀五向度能力進行說

明： 

(1)閱讀規劃力  

此向度為學生是否可以掌握自己的閱讀程度，選擇一本適合自己的書籍並做良好的規劃的能力。

首先系統藉由先前研發之 DACC 測驗了解學生的閱讀水平，接著，藉由文本分可讀性分析技術經運

算後，推薦適合學生程度之書籍。待學生規劃了自己的閱讀計畫後，系統檢視學生選擇之書籍難度與

自己程度是否相符或是相差甚遠，而學生是否又可以在自己閱讀負荷量合理範圍內，規劃閱讀書籍時

間。因此，閱讀規劃力主要是依據學生是否能夠針對該本書做有效的評估，並確實規劃在相對應的期

程內。而當學生選擇的書籍是比自己的能力水平高或低時，是否也能夠有效評估，做出有效的調整及

規劃；同時在與規劃力相關研究中也指出，學童在規劃的學習上有所輔助的話，其閱讀表現是可被預

測的(Lombardi, Casey, Thomson, Nguyen, & Dearing, 2017)。 

 

(2)閱讀執行力  

此向度為學生能否為自己設立合理目標並且具備完成目標的能力。在學生進行書籍規劃目標設定

後，查驗是否能夠按部就班的完成閱讀目標，包含在時間面與內容面的閱讀執行。時間面主要是以閱

讀時間規劃做執行狀況的評估，例如：學生是否在閱讀規劃日期完成後立即檢測自己的閱讀狀況，或

是隔了許久才去檢測，以進一步綜合項目評估學生閱讀執行成效。內容面則是以學生所進行的讀後評

量是否能夠達到一定分數作為執行狀況的評估，例如：學生的讀後評量成績是否達到A以上的水準，能

達到才表示學生已從此本書籍的閱讀中學習到足夠的內容知識。 

 

(3)閱讀成長力  

此向度主要是當學生在閱讀書籍一段時間之後，是否能夠從書中學習掌握書籍的內容並轉成自己

的知識結構的能力。學生在歷經閱讀歷程後，從知識的表層能力到閱讀內化深層的能力，包含字詞辨

識、表層文意理解、文意統整、推論理解及分析評估，閱讀理解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4)閱讀精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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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向度在評估學生朝向專精的方向發展之能力。透過閱讀歷程在書籍上的標記，包含書籍的分類

及書籍的難度，以這兩個指標去計算學生的閱讀歷程是否針對自己有興趣的議題探究，專心一志的往

該領域發展，並且瞭解自己的狀況，逐步的將難度向上提升，讓自己對該領域的知識慢慢的達到專精

專家的程度；且透過精進力指標與學生的閱讀能力表現進行計算與比較，提供學生完整的資訊，讓其

對未來發展方向有科學化的參考依據。 

  

(5)閱讀博學力  

此向度為學生是否具備豐富自己知識的能力。透過閱讀歷程在書籍分類的標記，了解學生在書籍

閱讀的歷程當中選擇的書籍，除了針對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深入探究外，是否能夠觸類旁通，鑽研更多

不同領域的書籍，將自己有興趣的領域之知識結構變的更加完整，且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更加穩固。另

一方面，亦可藉由閱讀的博學力評估，引起學生對不同領域的書籍了解與探索之興趣，以增廣其見識、

發展多元視角、建構更加完整的世界觀，讓學生成為一位博學多聞的人。因本計畫著重於科普內容的

閱讀，須針對學生在各科普知識領域內的探索與學習進行有效評估，在上述所提之五向度中，「閱讀精

進力」與「閱讀博學力」是較能反應學生在科普知識內容上學習的狀況，故本計畫規劃使用閱讀五向

度中的此兩部份作為平時閱讀歷程的評估指標，如此便可有效檢視學生在閱讀時，是否有偏好之領域，

並評估學生對於各個領域的探索深度及廣度。 

 

三、活動籌備及實施方式 

(一)競賽籌備：校園閱讀競賽試辦 

本團隊致力於閱讀教育多年，為推廣適性閱讀與自律自主的閱讀學習，團隊於109年1月至5月間試

辦「閱讀力大賽校園迷你賽」，迷你賽共有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五所中小學學生參賽，18個參賽

班級，共387位學生參與，團隊聘請十位中小學閱讀教師協助推薦與篩選書籍，為競賽書籍建立18個分

類(如童話寓言、傳記文學、歷史地理、人文社會、科普自然生態、藝術詩歌韻文、哲學心理等)，建立

1000本的優質推薦書單，運用團隊已開發中文可讀性分析工具，為書籍進行難度分析。 

迷你賽團隊活動流程分為：前測、平時閱讀任務、後測三階段，第一階段於(109年1月期間)，運用

已開發之DACC中文閱讀能力檢測為學生進行前測。第二階段平時閱讀任務時間(109年2月至4月期

間)，參與學生可運用團隊開發的閱讀平台，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書籍閱讀，可自行訂定讀書計畫，閱

讀書籍並撰寫讀後摘要評量。平台將記錄學生在平時閱讀任務期間的閱讀學習情形，依據學生操作情

形累計競賽分數。為了讓學生可輕易取得優質閱讀書籍，競賽期間提供3000次的免費線上借閱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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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參與學生免費借閱。第三階段後測時間(109年5月)：學生參加後測DACC中文能力檢測與書籍摘要測

驗，總成績依據學生競賽期間閱讀學習狀況綜合計算，於109年6月底頒發校園競賽獎項。 

 

(二)本計畫科普閱讀力大賽籌備與實施 

立基於「閱讀力大賽校園迷你賽」，計畫團隊於科普文本可讀性系統開發、競賽書單篩選、閱讀競

賽平台的建置與競賽流程，根據校園競賽經驗積極檢討與修正，於108年6月起籌備「2019科普閱讀力

大賽」。科普閱讀力大賽於108年6月至11月間，邀請自然科學領域國中小教師聯合審核與推薦科普圖

書，運用科普讀物可讀性自動化分級系統，建置1200本的科普閱讀素材的分析與科普大賽官網。科普

賽報名對象：開放全國北、中、南中小學學生免費報名(小學三年級至中學八年級)，開設臺北、臺中、

雲林、臺南四個競賽考區，參賽學生涵蓋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雲林縣、臺南市等五縣市報名參

與，報名人數1000人，實際參賽人數760人。 

本計畫「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競賽主要分為三階段：前測、平時科普閱讀任務、後測。第一階

段前測：參賽者108年12月21至指定考場參加中文閱讀能力診斷評量（DACC）與閱讀動機量表。第二

階段平時科普閱讀任務：學生於109年1-3月登入競賽系統，選取合適難度的科普讀物，閱讀並填寫摘

要評量，系統依據學生每週閱讀學習情形，記錄並計算「閱讀五力分數」，五力分數納入平時閱讀競賽

成績的計算。第三階段後測：參賽者於109年4月中旬至指定考場，參加後測科普知識會考，競賽總成

績的計算，依據參賽者競賽期間「閱讀五力分數」與「知識會考成績」進行結算與頒獎。透過校園迷

你賽與全國科普賽的舉辦，推廣適性閱讀與自律自主的閱讀學習，學生可輕易取得優質科普推薦書單，

選擇與自己能力適配的書籍來閱讀，透過適性選配的書籍，增加學生閱讀動機與興趣。運用閱讀平台

的功能，紀錄與追蹤個人閱讀學習情形，建立學生閱讀學習檔案，提供學生與家長、教師參考，提供

學生閱讀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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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科普閱讀力大賽參與學校及學生之地區分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響應「防疫不停學」，延長在家閱讀任務時間至109年4月30日。本次大賽的

第三階段「後測」活動，則改為109年5月至6月派工作人員至各參賽學校施測。後測包含二項子測驗：

DACC中文閱讀能力適性診斷評量、科普知識大會考。參賽者必須全程參與活動，完成前測、平時閱

讀任務與後測，閱讀任務期間完成評量書籍數達五本(或以上)者，方能獲得參賽證明，角逐各組獎項。

閱讀任務期間（2020/01/01-2020/04/30），每位參賽學生選書、制訂閱讀計劃與完成讀後評量等情形，

將由系統綜合計算為「閱讀五力分數」。 

 

 

▲第一屆科普閱讀力大賽整體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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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全程參與三個階段的參賽學生，且於閱讀任務期間完成評量書籍數達五本(或以上)者，主辦單位

將核發，將由主辦單位頒發「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參賽證明」。本活動獎項根據學生DACC前後測、閱讀

任務成績、科普知識大會考等進行綜合評估後頒發獎項與獎金：各組總積分排名第一名者頒發金牌獎，

排名第二名者頒發銀牌獎，排名第三名者頒發銅牌獎，排名第四名至第十名者頒發優讀者獎章 (第四

至第十名獎項將根據各組參賽者人數彈性調整)。 

 

 
▲第一屆科普閱讀力大賽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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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閱讀力大賽 FACEBOOK粉絲專頁 

 

四、辦理活動之具體成效 

（一）科普閱讀力大賽具體成效 

1. 閱讀力大賽校園迷你賽：自律自主的閱讀學習 

團隊於校園迷你賽舉辦期間，邀請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五所中小學學生參賽，參賽組別為

國小二年級至國中八年級組，共七個競賽組別，18個報名參賽班級，共387位學生參與競賽。校園迷你

賽參賽期間(109年1月至5月)系統登入次數達5785次，學生完成讀後評量書籍達1193本次。團隊運用中

文可讀性分析模型分析為競賽建立優選書單1000本，並將競賽書單公開給學校與教師，提供教師於平

時國語文或閱讀教學參考。以新北市參賽學校信義國小為例，參賽班級教師卓秋汝老師運用競賽書單

讀本進行教學，鼓勵參賽學生讀後書寫書籍摘要，並運用系統自動批閱功能，給予學生摘要評分回饋，

教師根據學生閱讀摘要內容與評量結果，提供學生差異化教學與回饋。學生的閱讀學習情形，可透過

系統紀錄與追蹤，建立個人閱讀學習歷程檔案，教師亦可透過學生個人閱讀紀錄與摘要作答情形，追

蹤學生閱讀學習情形，協助教師提供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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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力大賽校園迷你賽操作畫面 

 

 

▲校園迷你賽學生選取閱讀書單與讀後評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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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力大賽校園迷你賽前測_桃園大園國中 

 

 

▲迷你賽頒獎_新北市安坑國小得獎學生 

 

▲迷你賽頒獎_新北市參賽學生與教師 

 

2. 閱讀力科普賽競賽現況與實施成效 

本計畫活動「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在校園競賽的基礎上，擴大於全國北、中、南舉辦15場的校

園推廣活動，參與學生有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雲林縣、臺南市等5縣市，共計21所國中小學，參

賽人數共833位。自109年1月份開始，參賽者可透過科普大賽系統接觸與使用科普閱讀資源，相關資源

包括：系統內有1200本的科普可讀性分級結果的科普推薦書單，提供免費線上科普圖書20000個閱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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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讀後的中文自動摘要評分、參賽學生專屬的閱讀歷程檔案。活動舉辦至今（截至109年2月份為止），

科普閱讀力大賽官方網站觸及率累積11740人次，競賽系統登入次數累積8453次，參賽者選取科普書籍

數累積4356本，自主規劃閱讀計畫的書籍數累積1406本次，參賽者完成的讀後評量書籍數累積1637本

次，免費線上科普書借閱本次累積563本次。 

競賽活動建置的1200本的科普可讀性分級結果的科普推薦書單，已陸續提供給國內中小學學校教

學使用，提供自然科領域教師教學或課外活動參考，家長亦可根據推薦用書為學生挑選科普書籍，增

加學生學習科普知識的動機與興趣，提升學生科普知識的能力。競賽期間，參賽者可自主規劃閱讀進

度，閱讀並完成書籍摘要評量。系統運用自動批閱模型批改學生摘要，提供學生及時回饋。透過系統

的記錄，參賽學生每週的科普閱讀學習情形(如選書、制定閱讀計畫、書寫摘要評量等)，活動期間持續

紀錄於系統大賽報表，透過五力分數的給予學生回饋，參與學生可參考五力分數，隨時調整自己的科

普閱讀學習情形，達到自律自主的學習，競賽期間的操作情形，亦可於競賽後作為學生的科普閱讀學

習歷程檔案。 

競賽後續影響包括有：透過科普文章閱讀頻率的增加，長期而言可促進學童學習自然科學的興趣、

動機與自我效能，進而增加學生在科學領域的知識與能力。透過後測的科普知識會考，可了解透過此

次競賽的閱讀歷程，學生在科普領域知識上的獲益程度多寡。在數位化價值方面，本活動計畫為競賽

活動建置的科普文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分析系統、中文科普讀物摘要自動評分系統、與相當於小學三

年級至中學八年級學童能力之1200本科普讀物之可讀性分級資料亦可留存，供未來各中小學之自然科

學教育課程使用。 

   本計劃全國科普閱讀競賽「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活動」活動照片彙整如下: 

 
▲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海報 

 

▲科普閱讀力大賽前測：臺北考區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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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閱讀力大賽前測：臺北考區 

 

▲科普閱讀力大賽前測：雲林考區 

 

▲科普閱讀力大賽前測：臺北考區 

 

▲科普閱讀力大賽前測：臺南考區 

 
▲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競賽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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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最新消息與每週進步排行榜 

 
▲2019 科普閱讀力大賽 DACC 中文閱讀能力適性診斷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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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 DACC中文閱讀能力適性診斷 題目介面 

 
 

▲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 推薦書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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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 閱讀任務 摘要評量 

 

▲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 閱讀任務 選擇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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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 閱讀五力報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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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 科普知識會考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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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 競賽總成績單(參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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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各縣市政府單位合作，積極推廣科普優選書單與推動閱讀標竿學校認證 

1. 提供各縣市科普推薦書單 

為推廣科普教育與閱讀學習，本計劃為活動建置之1200本的科普優選書單，已陸續提供給文化局、

教育局作為未來各縣市科普閱讀推展活動參考，希望能透過團隊建置的科普優選書單，各縣市學生無

論是否參與科普閱讀競賽，也能輕易接觸到。 

 

2. 新北市文化局合作閱讀標竿學校認證 

本計畫團隊於109年預計與新北市文化局、教育局合作推動「閱讀標竿學校認證」，推廣對象為新

北市小學、國中及高中職學校，將運用團隊已開發之DACC中文閱讀能力診斷、中文可讀性文本分析

系統以及摘要自動批閱模型等工具，與新北市文化局、教育局及新北市各級圖書館聯合推廣大規模的

縣市級閱讀活動。團隊將運用可讀性分析模型，分析新北市文化局推薦書籍，與文化局共同建置「2019

新北市閱讀標竿學校推薦書單」，參與學生將使用閱讀平台進行DACC中文閱讀能力診斷，選取適合自

己程度的書籍閱讀，並書寫摘要評量。本團隊建置之閱讀平台將自動批閱學生摘要，提供評量回饋，

學生可透過閱讀平台記錄與追蹤個人整體閱讀學習情形，建立閱讀學習歷程檔案。參與學校與學生將

透過本團隊與新北市政府建立的審核機制，全面推動「新北市閱讀力標竿學校認證」，未來將使用團隊

已開發之檢測與文本批閱技術，以大數據、科學化的方式來評估學生的閱讀成效。 

 
▲新北市文化局拜訪，團隊與龔雅雯局長合影 

 

 (三）舉辦記者會與大型頒獎典禮，提高活動媒體曝光率 

全國科普競賽「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因應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各校延後開學，響應各界「停課

不停學」活動，本競賽閱讀平台加強推廣與提供參賽者免費電子書借閱，平時閱讀任務與閱讀平台使

用時間延長一個月，學生可延長使用閱讀平台與圖書資源至四月底（原競賽平時閱讀時間為1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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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月），參賽學生每人每月免費提供電子書籍借閱本次12本，希望能補強學生在延後開學與疫情期間

的閱讀與科普學習。 

本次科普閱讀力大賽記者會與頒獎典禮109年7月18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行，邀請各組得獎同

學共55位出席、邀請科技部科國司褚志鵬司長擔任頒獎嘉賓、邀請新北市教育局劉副局長蒞臨頒獎，

邀請20校參賽學校師長擔任頒獎嘉賓、鼓勵頒獎同學，頒獎典禮與會嘉賓超過200位，各界長官、師長、

家長齊聚一堂為得獎同學喝采，相關報導見於各大新聞媒體、報章媒體、聯合報「好讀週報」專訪，

活動獲得廣大迴響。 

  

▲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 記者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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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科國司 褚司長蒞臨鼓勵得獎同學 

 
▲科技部科國司 褚司長擔任頒獎嘉賓 

 

▲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頒獎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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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與會嘉賓大合照 

 

▲與會師長、家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29 

    本次科普閱讀力大賽結束之後，本團隊採訪了幾組本次大賽表現優異的學生與家長，錄製影片，

分享他們透過本次大賽使用系統後的心得以及效果，並將影片上傳 YOUTUBE 及大賽粉絲頁供大眾觀賞。 

 

   

   ▲臺師大 SmartReading 適性閱讀-親子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FAlPNQIA) 

 

(四)媒體爭相報導大賽成果，有助喚起社會重視 

     本次大賽不僅成功喚起各界對於閱讀的重視，更吸引各家媒體爭相報導活動的盛況，節選各媒體

報導資訊如下: 

 

1.《人間福報》148本科普書 小三生 4個月讀完  

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91929 

 

 

2.《中央通訊社》科普閱讀力大賽 國小生平均讀完 14本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7180154.aspx 

  

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91929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718015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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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時新聞網》推廣適性閱讀 台師大攜手科技部舉辦 SmartReading 競賽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718002996-260405?chdtv 

 
 

4.《自由時報》台師大辦科普閱讀力大賽 盼助學子克服「膚淺閱讀」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3271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718002996-260405?chdtv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3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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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年日報》首屆科普閱讀力大賽 國小生平均讀完 14本  

https://www.ydn.com.tw/ 

 
 

https://www.yd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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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聯合新聞網》中小學科普閱讀力競賽 女生平均讀 11本多於男生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712289 

 

 

7.《聯合新聞網》科普閱讀力大賽頒獎 她 4個月讀 148本科普書  

https://udn.com/news/story/6898/4712182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4712289
https://udn.com/news/story/6898/471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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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好讀週報-因閱讀改變的事 

 
 

9.好讀週報-適合的書哪裡找  

 

 

 

四、科普閱讀力大賽競賽特色  

(一)依據學生閱讀能力與圖書難度，達成適性閱讀 

參賽學生必須參加中文適性閱讀能力診斷（DACC），競賽系統依據學生診斷結果，適配符合學生

閱讀能力的科普推薦書單，學生可以依據適性推薦書單，選擇喜歡的科普書籍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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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生DACC測驗結果，推薦適合學生程度的科普書 

 

(二)閱讀馬拉松競賽，培養學生長期閱讀能力與耐心 

這是一場歷時半年的閱讀馬拉松賽，而非單一次的閱讀競賽，學生在半年的時間裡，必須要經過

三個比賽階段：前測、閱讀任務挑戰、後測。第一階段前測於108年12月21日舉行，參賽學生至全國各

考場參加中文適性閱讀能力診斷（DACC）。第二階段閱讀任務挑戰時間，參賽學生於109年1月至4月

期間，參賽學生在家自行登入系統，執行閱讀任務，依據系統適配的科普推薦書單，選擇自己喜歡的

書籍閱讀，於閱讀後完成書籍評量，完成每本書籍的挑戰任務，累積每週競賽積分。第三階段因為疫

情，由工作人員至各校施測的後測，參賽者必須通過閱讀任務門檻，才能取得後測資格，後測測驗項

目分為：中文適性閱讀能力診斷（DACC）及科普知識會考，後測不僅要檢驗學生在閱讀能力上的成

長幅度，更要考驗學生所獲得的科普知識，參賽學生可透過本次競賽的閱讀學習歷程，了解個人在科

普領域知識上的獲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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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五力分數，養成學生全方位閱讀力 

參賽學生於競賽期間選擇科普書籍閱讀、自主規劃個人閱讀計畫，完成讀後的閱讀評量等操作過

程，都會詳細記錄於競賽系統，每週累積計算為「閱讀五力分數」。學生透過閱讀五力分數，有助於了

解自己的閱讀學習情形，參賽期間自主規劃的閱讀規畫計算為「規劃力」；學生填寫讀後評量結果計算

為「執行力」；閱讀書籍的廣博程度計算為「博學力」；閱讀書籍的深入程度則計算為「精進力」；前後

測的閱讀成長情形計算為「成長力」，根據學生的閱讀學習情形，綜合評估後，計算為「閱讀五力分數」，

學生可據此了解自己的閱讀學習情形，也可以根據分數回饋，調整個人的閱讀學習；與其說學生是來

參加比賽被考驗的，倒不如說學生更能透過比賽，全面培養閱讀習慣，不只鼓勵學生多讀，更要懂得

廣讀與精讀。 

 

▲閱讀五力報表 每週記錄與追蹤學生閱讀成長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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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盡的閱讀學習歷程，記錄每週閱讀力成長情形 

 

（四）提供科普學習資源，充實科普知識與素養 

本競賽提供1,200本通過書籍難度評級的科普推薦書單，科普主題廣泛多元，包含綜合科學（不限

特定領域，包含各種科學知識）、物理化學、動物寵物、生命科學、地球生態與天文、科技與應用科學、

數學、植物與花草等類別。競賽書單不只提供給參賽學生選讀，賽後亦開放給各級學校與師生家長作

為科普教育與推廣科普活動參考。另外，為方便參賽者取得書籍，提升閱讀學習意願，學生可透過系

統連結至各縣市立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快速查詢、取得實體書籍。除實體書籍資源，本競賽更有大

量電子書籍資源挹注，參賽學生可透過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借閱電子書，也可透過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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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系統連結至合作廠商凌網、聯合報讀書吧等電子書籍平台，借閱免費電子書，競賽期間提供超過

10,000本的免費借閱本次。 

 

 

▲圖書館查詢連結：國資圖、北市圖 

 
▲提供免費電子書資源：UDN借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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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費電子書資源：凌網借閱介面 

 

五、科普閱讀力大賽競賽結果觀察與分析 

   參賽學生於 108年 12月實施前測，109年 5月開始實施後測。不同就讀年級的學生 DACC後測分數

都較前測高，可見閱讀力大賽可實質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各年級參賽學生前後測分數都較前測分數高 

 

    由競賽結果觀察，活動期間參賽者共完成 3218 本的書籍評量，其中 3056本為摘要評量題；整體

參賽學生平均閱讀本數為 9 本，男生平均閱讀本數 8本，女生平均閱讀本數為 11本。以不同學習階段

來看，國小參賽者參賽情形較踴躍，科普讀本難度較低，對學生來說趣味性高、容易獲得回饋，因此

相對選讀者多，國小參賽者整體閱讀平均本數為 14本，男生平均閱讀本數為 12本，女生平均閱讀本

數為 17本。國中參賽者因科普讀本難度較高，需要較長的閱讀時間，需要具備一定的科學基礎知識，

國中參賽者整體平均閱讀書籍數為 6本（男生 6本、女生 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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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計算區間：109/01/01-109/04/30(以學生完成閱讀評量書籍為計算基準) 

 

    整體參賽學生對於科普書籍的喜愛程度，以綜合科學類（男生 44%、女生 38%）最能引起學生的閱

讀興趣（如：《科學實驗王》、《神奇酷科學》等系列）。在次要類別，男女喜愛的程度略有差異，男生

喜歡選讀物理化學類（24%），而女生則偏好選讀生命科學類（19%）。此外，男女生選讀差異最大的科

普書籍類別，為科技與應用科學類（男生 15%、女生 4%）。以不同學習階段而言，國小三到六年級學生

與整體參賽者差異不大，但是較為突出的是，男生比較喜歡選讀科技與應用科學類（23%），女生則偏

好選讀地球生態與天文類（18%）。國中七年級與八年級參賽者，比起國小學生而言，對於物理化學類

的喜愛程度有明顯落差（國小男生 25%、女生 24%；國中男生 24%、女生 15%）。 

  

 

▲時間計算區間：109/01/01-109/04/30，以學生完成閱讀評量書籍為計算基準(各類別書籍佔評量書

籍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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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參賽者在閱讀動機方面，以國小中年級學生（平均 3.53）的閱讀動機最強，其次為高年級學

生（平均 3.31），國中參賽者（平均 3.15）的閱讀動機最弱，此處也符合國際文獻閱讀動機隨著年齡

增加而降低。 

 

 

▲本次競賽之閱讀動機量表為五點量表(最高 5分，最低 1分)，學生於後測時填答。 

 

    本次競賽以國小參賽者最積極參與，其中又以中年級同學表現最佳，以四年級組第一名的吳祐綺

同學（就讀臺北市靜心高中國小部）為例，在競賽期間閱讀書籍本數高達 168本，書籍評量的通過率(讀

後評量，經審核拿到 A與 A+)更高達 98%，書籍不僅讀得多，更是讀得好。 

 

 

▲自我調整閱讀學習步調：以四年級吳祐綺同學為例(競賽期間 109/01/01-109/04/30，共 18 週) 

 

   此外，三年級組第一名的謝宛玲同學（就讀新北市信義國小），競賽期間完成的閱讀書籍數高達 148

本，書籍評量通過率達 93%；三年級組第二名的呂昀同學(就讀新北市信義國小)，閱讀書籍數達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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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籍評量通過率達 90%；三年級組第三名的陳育汝同學（就讀新北市信義國小），閱讀書籍達 107

本，書籍通過率 95%，都是本次競賽中積極參與，競賽成績卓越的優秀參賽者。 

 

    得獎同學當中出現了少見的姊弟檔，就讀臺北市吉林國小的陳宥伶（五年級組第四名）與陳冠勳

（四年級組第五名），競賽期間由媽媽協助指導，全程陪同閱讀，姐弟倆不僅在本次競賽取得好成績，

經過後測的中文適性閱讀能力診斷（DACC）結果顯示，姐弟倆的閱讀能力，經過比賽後皆有明顯進步。

陳媽媽更分享了參賽心得：「透過比賽前測，讓小孩了解自己各面向的閱讀能力、PR值及適合閱讀的

書，這點非常好！能讓小孩能更知道自己適合的書籍，也讓家長能夠快速找到適合小孩看的書。」除

了家長的陪伴閱讀，有助於建立學生的閱讀習慣，本次參賽學校如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新北市康橋

國際學校與臺北市東山中學等校，積極推廣閱讀活動，競賽成果優異，對於學生的閱讀表現也具有關

鍵的影響。 

 

六、延續第一屆活動之精神，繼續舉辦科普閱讀力大賽 

    為延續第一屆 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推廣科普閱讀的精神，第二屆科普閱讀力大賽於 109年 10月

開始報名，由家長、學校自由上網報名，第二屆報名學生來自全臺 19 個縣市，北至基隆、南至屏東、 

東至花蓮，離島則有金門學生報名，來自全臺 461 校，共 2313 人報名參賽。本次為了嘉惠更多學子，

廣設全國考區：臺北考區、新北考區、新竹考區、臺中考區、臺南考區、高雄考區，題供學生至鄰近

考區參加活動。參賽學生年級則為小學 3年級至國中 8年級、高中 10年級，共分為七個年級組。 

 

    第二屆報名相當踴躍，本活動資源有限，為了將資源盡到最大的利用，因此第二屆參賽改以先報

名、後抽籤的方式公告比賽資格，錄取放棄參賽資格者，提供第二階段補抽籤。第二屆賽事已於 109

年 12 月 12日於全國各考區舉行前測，完成前測測驗人數 1000餘人。學生將於 110年 1月開始進行閱

讀任務，進入大賽系統閱讀科普書籍、挑戰科普閱讀任務，閱讀任務時間將延續到 110年 3 月底截止。

第二屆競賽後測則將於 110 年 5月中旬於各考區考場再次進行。 

 

 

▲第二屆 2020-2021科普閱讀力大賽 官方網站 

https://smartreading.net/contest2020/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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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依據教育部公告的 108 年臺灣閱讀風貌及全民閱讀力年度報告，公共圖書館全年進館人次突破一

億人次，國人借閱圖書總冊數達 8138萬本，借閱電子書總冊數達 255 萬本，顯示國內閱讀風氣漸長，

國人也日益重視閱讀力的培植。不同於實體圖書館僅能記錄讀者的借閱書籍量，本競賽透過

「SmartReading 適性閱讀」系統能適性推薦符合學生閱讀程度的書籍，記錄與追蹤學生的閱讀學習情

形，提供即時的閱讀評量回饋，協助學生與教師、家長追蹤學生的閱讀學習情形，掌握學生的閱讀學

習歷程，希冀能透過閱讀力大賽的持續舉辦，培養自律自主的閱讀新世代。 

 

 

附錄：第一屆 2019科普閱讀力大賽推薦書單 

(書目豐富，在此節錄 200本選書) 

書名 科普分類 出版年 作者 出版社 

動物很有事 動物/寵物 2017 茱莉．戈隆貝 字畝文化 

魚的時間 動物/寵物 2007 中野博美、松澤誠二 維京國際 

科學實驗王 1：酸鹼中和 物理/化學 2009 Gomdori Co. 三采 

科學實驗王 17：刺激與反應 物理/化學 2012 Gomdori co. 三采 

瘋狂漫畫：哺乳動物 動物/寵物 2004 
Miles Kelly 

Publishing Ltd 
小天下 

我的第一本船艦大驚奇 
科技/應用科

學 
2014 米娜．雷希 小天下 

超恐怖自然災害大預防 
地球生態/天

文 
2011 

趙英善

Jo,Yeong-Seon著. 
漢湘文化出版 

科學實驗王 22：地球的演變 
地球生態/天

文 
2013 Story a. 三采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級 數學 2009 黑澤俊二 小天下 

資優生科學百科：光熱與能源 
科技/應用科

學 
2004 查里斯‧泰勒 閣林國際圖書 

我的地球大探索 
地球生態/天

文 
2008 伊旺．泰里 小天下 

阿薩姆傳奇：一隻印度象的人間

末路 
動物/寵物 2002 塔奎恩.霍爾 胡桃木文化 

科學實驗王 8：基因與遺傳 生命科學 2009 Gomdori co. 三采 

科學實驗王 20：海浪與洋流 
地球生態/天

文 
2013 Gomdori co. 三采 

科學實驗王 23：月亮的週期 
地球生態/天

文 
2014 Story a. 三采 

科學實驗王 10：熱能的流動 物理/化學 2010 Gomdori co. 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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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色彩變變變：認識光和顏色 物理/化學 2015 亞哥斯提諾．特萊尼 新雅 

動物的尾巴 動物/寵物 2005 劉書瑜 親親文化 

認識科學 普及科學 2000 Susan V. Bosak 
遠哲科學教育基

金會 

蔬菜是怎麼長大的呀 
植物/花草生

活 
2015 婕爾達‧繆勒 水滴文化 

愛護環境 普及科學 2000 Susan V. Bosak 
遠哲科學教育基

金會 

科學實驗王 9：天氣與氣候 
地球生態/天

文 
2010 Gomdori co. 三采 

科學實驗王 5：電流與磁力 物理/化學 2009 Gomdori Co. 三采 

有趣的葉子 
植物/花草生

活 
2002 何佳芬 親親文化 

新知識-宇宙的奧秘 
地球生態/天

文 
1998 李競 圖文 

森林動物 動物/寵物 2000 
路易希 (Louisy, 

Patrick) 
曉群 

進入科學世界的圖畫書-冷和熱 物理/化學 1992 Neil Ardley 上誼文化 

魔數小子：嘻，就是這一杯（容

量的秘密） 
數學 2005 瑪瑞琳‧伯恩斯 遠流 

瓜瓜樂 
植物/花草生

活 
2012 何佳芬 親親 

好多好多飛機 
科技/應用科

學 
2014 布萊恩．畢格斯 遠見天下文化 

愛玩耍的海豚 動物/寵物 1989 Grosvenor,DonnaK. 圖文 

樹木真重要 
植物/花草生

活 
2013 許勝會,任裕珍 上人文化 

地球越來越熱 普及科學 2013 鄭昌勳 上人 

花花世界 
植物/花草生

活 
2007 陳美玲 親親 

飛行巨獸的世界 動物/寵物 2007 吳燈山 世一 

進入科學世界的圖畫書-磁鐵 
科技/應用科

學 
2001 趙映雪 上誼文化 

點與線的相遇 數學 2012 金世實 聯經 

魔法校車：魔豆成長記：光合作

用的秘密 
生命科學 2003 喬安娜．柯爾 遠流 

飛機小百科 
科技/應用科

學 
2012 陳瑩榛 人類 

圖解天文小百科 
地球生態/天

文 
2012 幼福編輯部 幼福 

野生動物小百科 動物/寵物 2014 幼福編輯部 幼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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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樹 
植物/花草生

活 
2004 陳美玲 親親 

我的第一本：卡車 
科技/應用科

學 
2003 DK 上人 

我的第一本：恐龍 生命科學 2003 DK 上人 

我的第一本：動物 動物/寵物 2003 DK 上人 

我的第一本：數字 數學 2003 DK 上人 

花生真好 
植物/花草生

活 
1997 馬景賢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蝴蝶飛．牛兒跑 動物/寵物 1999 薛真 農委會 

狗狗小百科 動物/寵物 2012 陳雅純 人類 

圖解動物小百科 動物/寵物 2010 幼福製作團隊 幼福 

霸王甲蟲小百科 動物/寵物 2016 黃仕傑 人類 

On a Map 在地圖上 
科技/應用科

學 
2007 路易斯.卡普拉 

多元智慧科技文

教 

圖解交通小百科 
科技/應用科

學 
2013 幼福編輯部 幼福 

Drawdown 反轉地球暖化 100 招 
地球生態/天

文 
2019 保羅‧霍肯 聯經 

人類大未來：下一個五十年，科

技如何讓人類更幸福？ 

科技/應用科

學 
2018 吉姆．艾爾卡利里 三采 

天氣之書：100個氣象的科學趣

聞與關鍵歷史 

地球生態/天

文 
2018 

安德魯．瑞夫金、麗

莎．麥肯利 
時報 

四百歲的睡鯊與深藍色的節奏：

在四季的海洋上，從小艇捕捉鯊

魚的大冒險 

生命科學 2017 摩頓‧史托克奈斯 網路與書 

用得到的化學：建構世界的美妙

分子 
物理/化學 2018 葛雷 天下文化 

全世界優等生都在玩的計算遊戲 數學 2016 腦力＆創意工作室 老樹創意 

孩子的自然觀察筆記：100 個自

然探索提案 X72個超有趣活動，

大自然便是無窮的教材，培養觀

察力、專注力、表達力！ 

地球生態/天

文 
2016 

克萊兒‧沃克‧萊斯

利 
采實文化 

悖論：破解科學史上最複雜的 9

大謎團 
普及科學 2013 吉姆．艾爾-卡利里 三采 

給孩子的大歷史：我從哪裡來？ 生命科學 2018 菲利浦‧邦廷 聯經 

演化、宇宙、人 生命科學 2018 侯維恕 聯經 

地球毀滅記：五次生物大滅絕，

誰是真凶？ 
生命科學 2018 彼得‧博恩藍 天下文化 

與達爾文共進晚餐：演化如何造

就美食，食物又如何形塑人類的
生命科學 2018 席佛頓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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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 

好家在森林：森林住客大揭密 動物/寵物 2017 黃仕傑 天下文化 

魚類觀察入門 動物/寵物 2016 邵廣昭、陳麗淑 遠流 

寫給全人類小孩看的科學魔法書 普及科學 2016 陸含英 樂果 

拯救水資源危機 
地球生態/天

文 
2017 

賽司.席格(Seth M. 

Siegel)著；林麗雪

譯 

時報 

成語典故植物學 
植物/花草生

活 
2017 潘富俊 貓頭鷹 

生活物理 SHOW！2.0：木星上的

炸薯條最好吃？ 
物理/化學 2017 簡麗賢 幼獅 

好玩數學：培養數的概念 數學 2017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 人類 

沉香：2 
植物/花草生

活 
2017 陳興夏、廖振程合著 布克 

科學童話大啟發 普及科學 2008 尹熙正 人類 

大腦先生的一天：從起床開始的

思緒與工作，腦力如何幫助我們

做好（或搞砸）每件事？ 

生命科學 2017 

健腦商店(Marbles: 

the brain store)，

嘉斯.桑頓(Garth 

Sundem)著；王婉卉

譯 

大寫 

數學大觀念：從數字到微積分，

全面理解數學的 12大觀念 
數學 2017 

亞瑟.班傑明

(Arthur Benjamin)

著；王君儒譯 

貓頭鷹 

愛因斯坦到底在想什麼？ 普及科學 2017 林郁主編 潮 21Book 

萬物皆數：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探

索宇宙深層設計之美 
物理/化學 2017 

法蘭克.維爾澤克

(Frank Wilczek)

著；周念縈譯 

貓頭鷹 

孩子的科學遊戲：53個在家就能

玩的科學實驗全圖解 
普及科學 2017 

蕭俊傑(科學 X博

士) 
創意市集 

Maxima 的基礎數學運算 數學 2017 施俊良，葉建寧編著 崧博 

撞出希格斯粒子：深入史上最大

實驗現場 
物理/化學 2017 

巴特沃斯(Jon 

Butterworth)著；陳

劭敔譯 

貓頭鷹 

幻奇植物園 
植物/花草生

活 
2017 

西畠清順著；楊明綺

譯 
啟動 

宇宙從我心中生起：羅伯.蘭薩的

生命宇宙論 
生命科學 2017 

羅伯.蘭薩(Robert 

Lanza)，鮑伯.博曼

(Bob Berman)作；隋

芃譯 

地平線，漫遊者 

如何烤一個數學 Pi：14道甜點食

譜，引導你學會數學思考 
數學 2017 

鄭樂雋(Eugenia 

Cheng)著；張芷盈譯 
漫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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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的信仰：梭羅獻給自然的生

命詩歌 

植物/花草生

活 
2017 

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著；布萊德利.迪恩

(Bradley P. Dean)

編；陳義仁譯 

果力 

英鎊三十九年匯率波動數學解析 數學 2017 江聯芳 博學 

123 捉迷藏 數學 2017 
小比工作室繪圖；鍾

玉芳執行主編 
人類 

規模的規律和祕密：老鼠、小鳥、

雞、大象，和我們居住的城市，

隱藏規模縮放的規律，掌握其中

驚奇的祕密，也同時掌握企業和

地球的未來 

普及科學 2017 

傑弗里.魏斯特

(Geoffrey West)

著；林麗雪譯 

大塊 

澳門山林 
地球生態/天

文 
2017 

澳門民政總署園林

綠化部 

三聯書店、澳門

基金會 

聽見海底的形狀：奠定大陸漂移

說的女科學家 

地球生態/天

文 
2017 哈莉．菲爾特 貓頭鷹 

拜託了！數學先生 數學 2014 向井湘吾 麥田 

未來一直來：15個你沒發覺、卻

正在改變生活的未來新科技！ 

科技/應用科

學 
2017 

主編：杜紫宸；口

述：白培霖、余孝

先、杜紫宸、杜紫

軍、徐作聖、陳文

華、陳式千、陳宏

守、黃重球、詹文

男、張超群、鍾俊元 

捷徑文化 

生命的法則：在賽倫蓋蒂草原，

看見大自然如何運作 
生命科學 2017 西恩‧卡羅爾  八旗文化 

水之書：最平凡的物質，最超凡

的故事 

地球生態/天

文 
2017 阿洛．賈 遠見天下文化 

推動 21世紀發展的 45個發明小

故事 
普及科學 2003 李勇久 漢湘文化 

勤勞不懈的原子 物理/化學 2015 崔美華 晨星 

把氣象帶回家：林志冠的氣象諺

語 

地球生態/天

文 
2000 林志冠 麥田 

圖解百科翻翻書 1：翻！太空 
地球生態/天

文 
2016 Ruth Martin 世一 

青蛙和蛤蟆 動物/寵物 2005 王曉明 東西圖書 

拯救地球大作戰 4：環境荷爾蒙 普及科學 2011 吳炫 三采 

魔法校車：逃離巨鯊 動物/寵物 2003 
喬安娜‧柯爾、布魯

斯‧迪根 
遠流 

魚的形狀 動物/寵物 2007 中野博美、松澤誠二 維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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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恐龍：不一樣的恐龍百科 生命科學 2014 HR企劃 漢湘文化 

獨特的基因 生命科學 2003 
辛尼亞．派屈特．尼

克森 
小天下 

自然百科 上 普及科學 2007 DK編輯群 上人 

Wow！科學大驚奇：生活智多星 普及科學 2013 洋洋兔 人類文化 

科學料理王 3：賭上寶典的華麗

對決 
普及科學 2011 Studio Animal 三采 

蜘蛛與糖果店 數學 2011 劉瑛素 聯經 

咕嚕咕嚕推推看 物理/化學 2007 郭泳稙 風車圖書 

科學實驗王 4：光合作用與呼吸

作用 
生命科學 2009 Gomdori Co. 三采 

環遊世界動物書 動物/寵物 2008 

艾希克．馬帝維班、

杰明．修、傑瑞米．

克萊潘 

信誼基金 

發現科學：應用科學：發現、體

驗、動手做 

科技/應用科

學 
2000 Susan V. Bosak 遠哲 

我們去觀星 
地球生態/天

文 
2012 PK-CHEN（陳培堃） 台灣東方 

漫畫科學探險隊：超神祕火山地

震大調查 

地球生態/天

文 
2011 朴常旭 漢湘 

3分鐘科學小常識 2：宇宙、地

球、海洋 

地球生態/天

文 
2005 Kim Seok-Ho 三采文化 

筆的世界 普及科學 2009 孫婉玲 親親文化 

科學料理王 2：地下廚房的魔鬼

訓練 
普及科學 2011 Studio Animal 三采 

海洋生物大搜索 動物/寵物 2015 The Book Company 閣林文創 

科學實驗王 14：岩石與礦物 
地球生態/天

文 
2011 Gomdori co. 三采 

鳥兒築巢 動物/寵物 2012 王元容 親親文化 

透視動物互動百科 動物/寵物 2016 蘇菲．多瓦 臺灣麥克 

科學料理王 1：挑戰！皇家料理

學院 
普及科學 2011 Studio Animal 三采 

Big Science 大科學 60：動物變

裝秀 
動物/寵物 2006 

Hiroshi Hori；張逸

修翻譯 
東西 

超級機器人大作戰 2 
科技/應用科

學 
2013 金政郁 三采 

森林和海的相遇 
地球生態/天

文 
2007 珍妮貝克 親子天下 

發現科學：採集岩石：發現、體

驗、動手做 

科技/應用科

學 
2000 Susan V. Bosak 遠哲 

Wow！自然大驚奇：危險動植物 普及科學 2013 洋洋兔 人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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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科學歷險：力和運動 1 物理/化學 2008 金秀卿 新苗 

科學實驗王 2：牛頓運動定律 物理/化學 2009 Gomdori co. 三采 

熊貓的秘密 動物/寵物 2008 張志和 聯經 

黑鮪魚的旅行 普及科學 2014 林滿秋 青林 

動物冠軍王 動物/寵物 2007 孫婉玲 親親文化 

Wow！科學大驚奇：交通時光機 
科技/應用科

學 
2013 洋洋兔 人類文化 

活在鹽的世界裡 普及科學 2005 娜塔莉‧多德曼 鄉宇文化 

發現科學：探索星空：發現、體

驗、動手做 

地球生態/天

文 
2000 Susan V. Bosak 遠哲 

Wow！科學大驚奇：發明家日記 普及科學 2014 洋洋兔 人類文化 

發現科學：追蹤動物：發現、體

驗、動手做 
動物/寵物 2000 Susan V. Bosak 遠哲 

跟著動物建築師過一天 
科技/應用科

學 
2014 雪倫‧任塔 小魯文化 

歡迎光臨機器人時代：百變智慧

機器人 

科技/應用科

學 
2016 周彥彤 親子天下 

昆蟲不簡單 動物/寵物 2008 新開孝 小天下 

科學實驗王 11：溶液與浮力 物理/化學 2010 Gomdori co. 三采 

廚房裡的小科學家 4：千變萬化

的巧克力魔術實驗 
普及科學 2011 學研 三采 

我的動物園麻吉 生命科學 2006 彭仁隆 臺北市立動物園 

世界奇趣大透視 普及科學 2017 莉比・瓦爾登 新雅 

地球，我的小寶貝！ 
地球生態/天

文 
2010 希薇.吉哈德 大好書屋 

台灣海龍宮：探訪千奇百怪的海

洋生物 
動物/寵物 2010 邵廣昭、陳麗淑 遠流 

數滿地 1：數字與計算的世界 數學 2013 李光淵 書泉 

發現科學：了解人體：發現、體

驗、動手做 
生命科學 2000 Susan V. Bosak 遠哲 

法布爾昆蟲記全集 2：樹莓樁中

的居民 
動物/寵物 2002 法布爾 遠流 

Wow！自然大驚奇：飛鳥的祕密 動物/寵物 2013 洋洋兔 人類文化 

一點就通的科學實驗 2 普及科學 2007 柳熙東、柳真淑 新苗 

科學實驗王 6：環保與汙染 普及科學 2009 Gomdori co. 三采 

自然百科 下 普及科學 2007 DK編輯群 上人 

搭飛機去旅行 
科技/應用科

學 
2015 皮耶．溫德斯 小魯文化 

Why？尋找化石之旅 普及科學 2007 李廣榮 世一 

印度式數學速算 數學 2009 瓦利.納瑟 稻田 

恐龍世界之謎 生命科學 2004 崔培準 人類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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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連五指山徑 
植物/花草生

活 
2008 林詩音 臺北市農會 

Big Science 大科學 37：貓熊圓

滾滾 
動物/寵物 2002 

張逸修翻譯；謝靜惠

總編輯 
東西 

拯救地球大作戰 5：再生能源 
地球生態/天

文 
2011 李振澤 三采 

月球 
地球生態/天

文 
2015 

紐麗.羅卡、卡羅琳

娜.伊斯艾倫 
新雅 

三分鐘科學小常識 4：飲食．健

康．運動 
普及科學 2005 Kim Seok-Ho 三采 

魔法科學苑：力學：萬有引力：

是誰在拉我啊？ 
物理/化學 2007 南石基 閣林 

魔法科學苑：植物：食蟲植物：

植物的蟲蟲大餐 

植物/花草生

活 
2007 任承完 閣林 

台灣賞蟬圖鑑 動物/寵物 2007 陳振祥 天下文化 

絕對讓你大吃一驚的世界發明發

現 
普及科學 2012 柳淳蕙 風車 

化學元素導覽 物理/化學 2004 
阿爾貝特‧斯特沃特

加 
世潮 

恐龍來了 生命科學 2013 人類文化編輯部 人類文化 

魔法科學苑：力學：慣性定律：

公車裡的力學課 
物理/化學 2007 南石基 閣林 

科學發明王 2：雨天的發明 普及科學 2012 Gomdori co. 三采 

台灣淡水魚蝦生態大圖鑑（下） 動物/寵物 2007 林春吉 大樹文化 

13顆行星：太陽系的新秩序 
地球生態/天

文 
2012 大衛．A．阿吉拉 大石國際文化 

哈哈，你不懂吧！生活大發現 普及科學 2005 咸允美 天下遠見 

幼兒認知畫冊：海洋世界 動物/寵物 2007 風車編輯群 風車圖書 

城市裡的鳥巢：鳥兒們「窩」在

哪裡？ 
動物/寵物 2017 芭芭拉‧貝許 步步 

猛禽恐龍的世界 生命科學 2007 唐.雷森 世一 

茶水間的數學：熟用這些數字觀

念，你一生富足 
數學 2007 笹部貞市郎 大是文化 

氣象千問-氣象問題何其多 普及科學 2009 俞家忠 
財團法人氣象應

用推廣基金會 

小偷也要懂牛頓:隱藏在日常生

活裡的趣味物理現象 
物理/化學 2013 

崔相壹作;薛舟, 徐

麗紅譯 
達觀 

水知道答案:水承繼宇宙的資訊 普及科學 2012 江本勝著;陳滌譯 悅讀名品 

地球的防彈衣 普及科學 0 
賀維芳著;彩蛋工作

室繪 
小螢火蟲 

圖解天工開物 科技/應用科 2012 宋應星、許汝紘 華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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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致命伊波拉 ：它藏在哪裡？下一

次大爆發會在何時？我們能遏止

它嗎？ 

生命科學 2015 
大衛．逵曼 David 

Quammen 
漫遊者文化 

蚊子幹嘛老叮我 普及科學 2007 

應格朗(Jay 

Ingram)著 ; 葉偉

文譯 

天下遠見 

婆羅洲雨林野瘋狂 
地球生態/天

文 
2010 文/黃一峰 遠見天下文化 

聲音的遊戲 物理/化學 2011 

文/伊莎貝拉.夏維

妮；圖/傑若姆.盧裡

耶；譯/遊兆嘉 

天下雜誌 

心智家園 ： 神經與腦科學 生命科學 2005 李葆明 世潮 

粒子磁矩與固體磁性 ： 無所不

在的磁 
物理/化學 2005 李國棟 世潮 

演算法星球：七天導覽行程，一

次弄懂演算法 

科技/應用科

學 
2016 

賽巴斯提安･史帝樂

(Sebastian 

Stiller) 

八旗文化 

神奇的超感能力 ： 世界五千年

生命之謎 
生命科學 2005 張微 驛站文化出版 

為什麼沒知識也要有常識 :  

2 : 兩性篇 
生命科學 2013 白詩敏 海洋文化 

大腦簡史：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

演化，大腦是否已經超脫自私基

因的掌控？ 

生命科學 2016 謝伯讓 貓頭鷹出版 

大自然的獵人：博物學家威爾森 普及科學 2016 威爾森 
遠見天下文化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 

談死亡：知性的，理性的，感性

的 
生命科學 2016 

Richard Bé

liveau、Denis 

Gingras 

橡實文化 

物理遊戲好好玩 物理/化學 2009 腦力&創意工作室 知青頻道出版 

福爾摩沙的故事 獨特的容顏-北

台灣 

地球生態/天

文 
2016 王鑫 遠足文化 

物理奇遇記 ： 湯普金斯先生的

新世界 
物理/化學 2010 

加莫夫、史坦納德、

但漢敏 
貓頭鷹出版 

福爾摩沙的故事 獨特的容顏-南

台灣 

地球生態/天

文 
2016 王鑫 遠足文化 

解讀人體 ： 生理現象及機制 生命科學 2002 唐明 世潮 

最後一個知識人：末日之後，擁

有重建文明社會的器物、技術與

知識原理 

普及科學 2016 
路易斯‧達奈爾

Lewis Dartnell 
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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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宋曜廷 計畫編號：108-2515-S-003-006-

計畫名稱：科普活動：科普閱讀力的培育暨全台科普閱讀大賽（主題一）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Lin, S.Y., Chen, H.C., Chang, T.H.,
Lee, W.E., & Sung. Y.T.* (2019).
CLAD: A Corpus-Derived Chinese
Lexical Association Database.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51:2310-
2336. (SSCI)(* Corresponding
author)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4

人次

呂昱緹、曾韻、楊淳意、陳維玉協助辦
理活動之庶務

碩士生 2 邱韻庭、謝妮娜協助收集資料

博士生 1 林維駿協助分析資料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本競賽透過「SmartReading適性閱讀」系統適性推薦符合
學生閱讀程度的書籍，記錄與追蹤學生的閱讀學習情形
，提供即時的閱讀評量回饋，協助學生與教師、家長追蹤
學生的閱讀學習情形，掌握學生的閱讀學習歷程，並榮獲
多家媒體爭相報導。希冀能透過閱讀力大賽的持續舉辦
，落實適性閱讀的概念，培養出自律自主的閱讀新世代。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國
合
司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1
以中文適性閱讀能力診斷（DACC）進行
檢測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1

利用「SmartReading適性閱讀」系統適
性推薦符合學生閱讀程度的書籍，記錄
與追蹤學生的閱讀學習情形，提供即時
的閱讀評量回饋，協助學生與教師、家
長追蹤學生的閱讀學習情形，掌握學生
的閱讀學習歷程。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2
109年1月至5月辦理科普閱讀力大賽之校
園迷你賽、109年舉行頒獎典禮及記者會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1
在FB建立閱讀力大賽之粉絲專頁，增加
使用者流量及觸擊率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1000 報名1000人，實際完賽76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