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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是為期兩年的研究計畫，主要探討如何設計以「課文」為基
礎的閱讀教學方案。計畫分兩年進行，第一年在瞭解目前中學課本
的敘寫方式是否足夠「體貼」(considerate)或「友善」
(friendly)。除透過內容分析外，亦以個別訪談與教室觀察等方式
，以了解中學生對於閱讀課本的困難以及中學老師的想法。第二年
則採準實驗研究方式進入高中現場進行教學試驗，並採跨領域方式
與三位中學老師（分別為國文科、歷史科、生物科）共同合作，以
設計一個以課本為主的閱讀教學方案。此方案之目的在教導高一學
生如何根據不同學科之學習目標與文本之表述方式，彈性運用各種
閱讀策略，進而提升其學科閱讀理解能力。本研究學科方面是以生
物與歷史兩學科為代表，文本類型則聚焦在故事性文本
(narrative)、資訊性文本 (informational text) 以及論辨式文本
(persuasive text) 三種表述方式。本報告即在針對這兩年研究成
果提出說明。

中文關鍵詞： 高中課文, 友善/體貼課文, 文本類型, 閱讀策略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two-year project was mainly to explore
how to teach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read a textbook. In
the first year,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textbook was
conducted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current textbooks used in
the middle schools are friendly or considerate enough for
students to read alone. Besides,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re also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ose
difficulties faced by students were understood by their
teachers. In the second year, the researcher entered the
field and designed a reading program with three high school
teacher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gram was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use different reading strategies based on
different text types and the learning goal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Biology and History were chosen as the two
disciplines, and the text types were focused on the
narrative, informational text, and persuasive text.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we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two-year project.

英文關鍵詞： textbook, friendly/considerate text, text type, read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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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為期兩年的研究計畫，主要探討如何設計以「課文」為基礎的閱讀

教學方案。計畫分兩年進行，第一年在瞭解目前中學課本的敘寫方式是否足夠「體

貼」(considerate)或「友善」(friendly)。除透過內容分析外，亦以個別訪談與教室

觀察等方式，以了解中學生對於閱讀課本的困難以及中學老師的想法。第二年則

採準實驗研究方式進入高中現場進行教學試驗，並採跨領域方式與三位中學老師

（分別為國文科、歷史科、生物科）共同合作，以設計一個以課本為主的閱讀教

學方案。此方案之目的在教導高一學生如何根據不同學科之學習目標與文本之表

述方式，彈性運用各種閱讀策略，進而提升其學科閱讀理解能力。本研究學科方

面是以生物與歷史兩學科為代表，文本類型則聚焦在故事性文本(narrative)、資

訊性文本 (informational text) 以及論辨式文本(persuasive text) 三種表述方式。本

報告即在針對這兩年研究成果提出說明。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學習如何學習」(learn how to learn) 是 21 世紀的關鍵能力 (Delors, 1996, 

2013)，而「透過閱讀而學習」(read to learn) 更是中學階段最重要的閱讀目標 

(Chall,1983)。尤其近年各國受「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的影響，強調培育「素養」（literacy）的

重要，認為這是青少年未來能否有效參與社會生活的關鍵能力。其中針對「閱讀

素養」(reading literacy)，主導 PISA 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6）強調，學生必須要能夠根

據不同文本特性，以及閱讀目標與任務來進行閱讀。這種能夠彈性調整「讀者因

素」 (reader)、「文本因素」(text) 與「任務因素」(task) 三者間的關係，乃是達

成閱讀素養的關鍵因素 (Snow and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2)。而教導學生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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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各式文本，養成透過閱讀而終身學習的習慣，更成為當前世界各國推動閱讀

教學時的重要方向。 

臺灣近年為實現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想，培養學生具備與世界接軌的能力，

亦積極推動課程改革（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其主要目標乃是希望透過教

學與評量以培育學生具有「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三大面向、

九大項目的核心素養，包括:「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

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

化與國際理解」（教育部，2014）。各學習領域除了考量不同教育階段的縱向銜接

之外，在橫向聯繫上亦需重視領域間的統整性。具體作法便是根據學科屬性適切

融入重要議題。由於「議題」通常具有跨領域的特性，透過議題融入課程將可使

學習達到更完整與全面性的功能。根據目前十二年國教課綱所列出的 19 項議題

中，其中一項便是有關「閱讀素養」的培育。其目標在達成「養成運用文本思考、

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涵育樂於閱讀態度；開展多元閱讀素養」（國家教

育研究院，2018，頁 28）。此種採議題融入方式進行閱讀素養培育的做法相當值

得肯定，因為它不但直指當前臺灣教學現場對閱讀教學的迷思，也相當符合目前

閱讀研究的發展趨勢。 

尤其就現場教學而言，由於近年臺灣大型考試（如，國中教育會考、大學學

科能力測驗等）不論各科，在試題的文字敘述上都有拉長的趨勢（陳宛茜、吳佩

旻、林良齊、喻文玟、徐如宜，2019），學生很容易因閱讀能力而影響考試成績，

因此大家愈來愈認同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的重要。然而閱讀教學卻一向被認為

是語文領域老師的工作，因此每當考後檢討為何學生成績表現不佳時，「學生考

不好，就是因為國文沒學好，才看不懂題目……」這類的言論便層出不窮，而國文

科老師也首當其衝，成為「被檢討」的對象。然而根據此次議題融入辦法，明訂

「除語文領域之外，各領域/科目教學使用的課文或相關之文獻、報章雜誌等多元文

本應融入閱讀素養教育，重視課文等文本之理解、評析、詮釋或再詮釋，運用閱讀

的情境脈絡及不同的閱讀媒材研判資料可信度及敘說觀點，或解決問題，並激勵自

主學習等皆為閱讀素養教育之目標。」（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頁 105）。顯見培

育學生閱讀素養，包括積極帶領學生進行課內外文本的深度閱讀，不僅是語文老

師的工作，也應該由各領域老師來共同分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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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閱讀研究趨勢而言，目前學者普遍相信閱讀素養涉及領域性(e.g., 

Fang, 2012; Lee & Spratley, 2010; Moje, 2008; Shanahan & Shanahan, 2008, 2012)。

亦即一個學生的閱讀能力會因各學科領域所使用的文本屬性而有不同表現，此又

稱為「學科領域閱讀素養」(disciplinary literacy)。以歷史科為例，找到歷史事件

之間的因果關係乃是閱讀歷史文本的一項重要目標，因此在閱讀歷史課本時，老

師就應該提醒學生應特別掌握歷史人物如何看待問題以及解決問題；而生物科課

本則是典型的資訊性文本，學生在閱讀時需要特別留意專有名詞的定義以及觀念

的說明與解釋，甚至需要搭配課文旁邊的圖表來幫助自己理解。可見要求各領域

教師根據學科不同屬性進行閱讀推動活動，不但符合現場需要，亦有學理上的依

據。 

上述將閱讀素養融入各科的做法，對於中學階段尤其重要。因為傳統上中學

老師多半著重於學科內容的教導，而不會特別教導閱讀方面的策略。固然青少年

在此階段確已具備基礎的認字解碼能力，但鑑於他們所接觸的文本內容愈來愈複

雜，中學生在閱讀上最大的挑戰便是能否根據不同領域的文本特性來彈性調整自

己的閱讀策略，因此即使此階段學生已不再需要有關解碼認字或閱讀流暢性等基

礎閱讀能力的教學，但他們仍需持續鍛鍊具領域特殊性的閱讀能力。 

緣於此，本研究認為就有進一步探討中學課文易讀性的必要。誠如前述

OECD 所強調，學生需要學會駕馭身邊各式文本。Moje (2006) 也認為，動機並

不是一個靜態的歷程，尤其要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首要注重的就是營造適切的

閱讀情境 (motivating context) 與提供好的文本 (motivating text)。就方便性而言，

對身處高度升學壓力的中學生，課本就是他們最容易接觸到的一項閱讀材料，也

是最主要的學習來源。如果教學上能夠幫助學生善用課本這種文本，那麼或許就

更能達到「透過閱讀而學習」(read to learn) 的理想。 

然而，就品質而言，課本是否是一種好的閱讀文本呢?事實上針對「課文」

的書寫品質，國外已有一些研究從文本的「友善性」(friendliness)或「體貼程度」

(considerateness)這個角度進行檢視。所謂「友善」或「體貼」的課文，是指學生

不需使用過多的認知資源，閱讀起來比較不費力的文本（Anderson & Armbruster, 

1984）。學者發現，當課文在敘寫時若能夠顧及某些特質，就是比較友善的課文，

包括文字結構 (text organization) 的嚴謹性、提供足夠線索 (signal) 以提示重點、

敘述口吻一致性 (discourse consistency)、觀念緊密性 (cohesion)、文字清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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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ation)、概念濃度適中(conceptual density)、後設口吻 (metadiscourse)、具備

教學引導 (instructional devices)等 (Armbruster & Anderson, 1981; Dreher & Singer, 

1989; Singer, 1986)。本研究認為這些指標相當具體，頗值得作為臺灣編製課本的

參考，因此除了統整這些指標並進行本土化之外，亦運用這些指標對臺灣現行高

中課本進行檢視，以了解「課文」這種文本是否是一種讓學生易於閱讀的文本。

此外，誠如 Bruner (1966)在其「螺旋式課程」所強調，學科觀念應該透過螺旋

方式而進行發展與再發展的機會，本研究也好奇：不同學習階段的課本能否立基

於學生在上一階段所學到的背景知識而進行課文的書寫，而使學生獲得「加深」

與「加廣」的學習經驗？ 

其次，除了了解課本的品質之外，更重要的則是了解如何進行以課本為基礎

的閱讀教學。筆者在過去所執行的科技部研究案中，雖然當時並不打算針對閱讀

策略進行教學，然而為了鼓勵學生能夠自主閱讀並深化思考，曾經在過程中設計

一些學習單以鼓勵學生如何透過「邊讀邊想」、「邊讀邊寫」等方式記錄自己的思

考歷程，例如以圖像方式畫出人物之間的關係圖、進行跨文本觀點之比較等作法。

結果意外發現，學生認為這些閱讀策略也可以應用在學校其他的課業學習中，例

如，學生在課後心得提及「新的讀書方法，教科書也可以這樣整理」，「覺得可以

用在歷史上，像歷史很好用，人物、年代、書和書之間的關聯，會做聯絡和比較」，

「對於書本的看法，會開始以評鑑的方式，像是人物特性，看出作者想精心策畫

的東西」。可見透過更上層的概念來閱讀，而非只求單一的記憶或背誦，反而可

以提升學習品質。這些意見給筆者很好的靈感，顯然閱讀教學的重點並不一定是

課外書的閱讀，而是如 PISA 所說，讓學生學會如何駕馭身邊各式文本，那麼課

本應該也可以成為一種閱讀文本。     

尤其如果不用傳統的學科方式上課，而是改用閱讀教學的角度，那麼課文的

確可以從 PISA 對於文本屬性的架構來運用。例如以「文本來源」為例，當學生

在閱讀歷史課本裡的各場不同戰爭時，老師便可以引導學生從多文本主題閱讀的

角度來思考：課文如何敘述這些戰爭？每一篇課文的寫作筆法都一樣嗎？而即使

同樣是「外侮」，它們在歷史上的意義都相同嗎？原因何在？歷史人物是否有可

能做出不一樣的決定？等，筆者相信這些都是閱讀教學可以嘗試的做法。此外，

課本常會使用不同表述方式來呈現概念，如描述性、議論性、解釋性等，因此透

過課本來教導學生如何面對不同文本類型時皆能有效掌握閱讀歷程，包括找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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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資訊、形成理解、評鑑與省思，這些都是可能達成的目標。也或許當學生體會

到教科書的侷限性時，他們會更願意主動探索出去，去尋找課本以外的其他「養

分」來幫助自己形成更多面向的理解。因此本年度希望轉向「課本」這種特殊的

文本，以進行有系統的閱讀教學設計。 

綜上所述，本研究為期兩年：第一年乃是透過內容分析以瞭解目前中學課本

的敘寫方式是否足夠「體貼」(considerate)或「友善」(friendly)。筆者認為

在進行教學方案設計之前，有必要先參考這些指標來對台灣現行高中課本進行一

個檢驗，以了解「課文」這種文本是否是一種讓學生易於閱讀的材料。為了確認

本研究的內容分析具有足夠信效度，亦收集學生與老師的意見，因此採個別訪談

方式了解中學生對於閱讀教科書的困難，以及中學老師的想法。尤其老師是否理

解學生的閱讀困難，將關係到他們是否願意花心力在協助學生理解課文，因此本

研究亦希望收集他們彼此的觀點。此除了可以三角檢證本研究內容分析的資料之

外，亦可比對學生所感受的閱讀困難與老師的理解是否吻合，此外也在進行教學

需求評估，以確認哪些課文對於學生最為困難，此將作為第二年閱讀方案設計之

參考。 

第二年則進入高中現場，與中學老師合作共同設計閱讀介入方案。主要目的

在教導學生如何根據不同學科的學習目標以及不同文本的表述方式，以彈性運用

各種閱讀策略。在學科方面是以生物與歷史兩學科為代表，主要原因在於相較於

數學、理化這些較常使用公式或數字表達概念的科目，學生在閱讀生物與歷史課

本時更需運用文字閱讀的能力，因此乃選擇這兩科的課本（不含習作、教師手冊

或其他輔助教材）作為代表；且二者的屬性最為迥異，前者乃是典型的資訊性文

本，後者則較偏向於故事性文本，因此本研究選擇這兩科課本為代表。 

至 於 文本 類 型則 聚焦 在 故事 性 文本  (narrative) 、 資訊性 文 本 

(informational text) 以及論辨式文本 (persuasive text) 三種表述方式。之

所以特別聚焦在這三大類文本的閱讀，主要是因為它們不但佔據了中學階段閱讀

文類的大宗（包括課內教科書或是課外閱讀皆然），也是年輕人未來升學與就業

最關鍵的能力（CCSSO and the NGA Center, 2010）。 

至於本研究選擇高一為分析階段的理由，則是因為這不但是最接近 PISA 評

比的年齡層之外，也由於此階段學生皆已完成國中三年學習並已通過國中會考檢

測，在閱讀上已具備基礎閱讀能力，因此理論上，高一課本應無需再考量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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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閱讀狀況。 

本研究最終希望能夠透過教師專業社群方式，整理出中學階段的閱讀教學設

計方針，以鼓勵更多中學老師積極投入學科閱讀素養的教學。目前在高中端，為

了因應臺灣十二年國教政策，許多高中紛紛開設特色課程，許多老師亦透過專業

社群以提升其教學知能，這些對於本研究都將是利基。而這一波課程改革亦非常

強調培養高中學生自主精神與自我探索的能力，許多高中生為了推甄申請的備審

資料而積極學習如何撰寫小論文、自傳等，這些因素也都有助於本研究找到合作

的學校與老師，以共同開發相關課程內容。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第二年會選擇

一個高中為研究場域，進行方案設計與實驗。 

貳、理論基礎 

一、教科書是一種甚麼樣的文本? 

陳麗華（2008）曾觀察台灣教科書課題的發展趨勢，歸納有三項弔詭：首先，

雖然教科書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其設計與發展的相關課題卻不受重視；其次，

最主要的使用者―學生―卻鮮少有發聲的空間；最後則是，不論教科書政策如何

改變，學者對它的批評聲浪卻始終不斷。她確實一針見血點出台灣教科書的問題，

不過這些現象應該也適用於國外情境。尤其有關第三點：針對教科書內容的批評，

更是國內外皆然的現象。教科書作為一種教學工具，雖然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影響

其效果，包括在使用過程中，學生的閱讀能力、背景知識，或是老師的教學功力

等，但許多學者仍然針對教科書本身提出質疑，並認為它的組織與書寫方式可能

就是造成學生理解困難的最主要來源。 

早期研究課文是否易於理解的學者(例如，Chall & Dale, 1995; Fry, 1977

等)，多半聚焦於文本中所使用的「字彙難度」及「句子長短」，他們企圖透過

數學公式來計算出一篇文章或一本書的可讀性 (readability)。然而由於相同可

讀性指數的文本仍然可能有不同的品質，因此僅計算單一的指標並無法精確看到

它們對學生造成哪些閱讀困難。爾後一些學者(如，Armbruster & Anderson, 1981; 

Anderson & Armbruster, 1984; Dreher & Singer, 2001; Singer, 1986)改由

文章的結構與修辭等角度來研究課文品質，並以其「體貼程度」(considerate)

或「友善性」(friendly)等概念來思考課文的易讀性。 

根據 Singer 與其同事 (Singer, 1986; Dreher & Singer, 2001)，他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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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下八項特質是友善課文常見的呈現方式： 

(1) 結構嚴謹(text organization)，指能以符合邏輯方式書寫，如根據時間序、

因果關係、問題與解決方式、或異同比較等來呈現資訊； 

(2) 提供足夠線索(signal)，指能以主標題、次標題、重點句、或連接詞(如使

用「首先…其次…最後…」)等方式來提示讀者重點； 

(3) 敘述口吻一致性(discourse consistency)，指能以一致的口吻或修辭模式

呈現內容，以協助讀者能更有效預測文章結構並找出作者意圖； 

(4) 觀念緊密性(conhension)，指句子與句子之間、或段落與段落之間關係緊密，

不會因為句段的改變而影響其邏輯性；若使用代名詞，亦可清楚了解指涉為

何，而不會含混不清； 

(5) 文字清晰 (explication)，指用字精準且定義清楚，因此讀者不需做過多個

人推論； 

(6) 概念濃度適中(conceptual density)，指一篇課文不會出現過多新概念，且

能以合理方式介紹新概念，如在說明或解釋一個抽象的觀念之後便能輔以具

體例子以幫助學生理解； 

(7) 以後設口吻敘述(metadiscourse)，指書寫時能以讀者作為直接敘說的對象，

如以第二人稱「你」的方式稱呼學生；並能清楚說明對於某個議題的想法或

評論； 

(8) 具有教學引導的企圖(instructional devices)，指透過一些做法來引導學

生掌握文本結構，如圖表、目錄、摘要或大綱等；此外，也會在文章中提醒

讀者，閱讀目標除了要尋求理解，也要達到學習遷移，因此會在文章中適時

提示學生這些目標的重要性。 

 

為了具體評鑑課文的友善性，Singer (1986)曾設計一份問卷 Friendly Text 

Inventory (TFI)。此問卷頗具影響力，許多研究教科書文本的學者(如 Schumm, 

Haager, & Leavell, 1991; Schumm, Konopak, Readence, & Baldwin, 1989) 都

曾修訂這份問卷並應用在不同文本的評鑑，包括大學教科書、學術文章等。不過

很可惜的是，由於 TFI 出版時期較早，當時發展出來的問卷僅涵蓋五個向度(上

述第 1,5,6,7,8)，至於後期所發展的三個新向度（2,3,4）則並未納入。由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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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向度與文句修辭及其邏輯性更有關係，筆者認為實在不應捨棄不用，因此本

研究認為有必要再對此工具進行新指標的增訂並進行本土化修正。 

此外，Anderson 與 Armbruster 等人 (Armbruster & Anderson, 1981; 

Anderson & Armbruster, 1984) 也曾針對文本易讀性進行研究。他們認為課本

這種特殊文本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資訊，因此所謂好的課本（他們用「體貼」

一詞）就是指能夠盡責的提供資訊給學生的文本。以下是他們歸納體貼的文本所

符合的四個向度： 

(1) 結構 (structure)：指課文如何組織其所要呈現的概念，Anderson 與

Armbruster認為還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是較一般性的，稱之為「文本

單位」(text unit)，亦即文章能否採取適當的結構來達成其寫作目標：如

採用描述(description)、呈現時間順序(temporal sequences)、解釋

(explanation)、比較異同(compare/contrast)、定義/例子

(definition/examples)或問題/解決(problem/solution)等方式；另一種結

構則涉及學科領域性，稱之為「文本架構」(text frame)，亦即文本是否根

據其領域不同思維習慣而以相對應的結構來組織其概念，例如生物學領域慣

常以系統、結構、歷程等一般性概念來理解事物，社會學領域則慣常以文化、

團體、社會等特殊角度切入，由於不同領域的專家會希望透過教科書的書寫

方式來形塑學生不同的思維習慣，因此生物課本也會較傾向於以一般性角度

來呈現概念（如生物的消化系統），社會課本則更強調殊異性（如某個文化

的形成方式）。 

(2) 關聯性(coherence)：指概念之間的緊密性，亦即不但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連

結須符合邏輯性，在段落之間及圖文之間也應具有緊密關係； 

(3) 統一性(unity)：由於概念呈現乃是為了達成整篇文章的目標，因此同一篇

課文的內容也僅應指向共同目標，而不應出現其他無關此目標的概念； 

(4) 觀眾適當性(audience appropriateness)：指文本書寫能考慮讀者的程度

（包括內容方面以及語文方面的能力）。 

 

他們亦根據上述四個向度發展出一份可作為評鑑課文使用的檢核表

(Text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 TEC)。根據本計畫的前導研究經驗，發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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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頗能幫助我們以逐句、逐字方式來檢驗課文的品質。例如在某個版本的高一

歷史課本中，本研究團隊便發現該課文使用了一些頗為難懂的詞彙，但卻未有解

釋，這就很可能會造成學生的理解困難。例如，下面這段文字，「……西方人大

量購買中國商品如茶葉、絲綢、瓷器等，對中國產生巨大的貿易逆差……世界性

的銀荒漸漸浮現……中國無充餉之銀 」「貿易逆差」、「銀荒」、「充餉」等

詞對學生可能就是頗陌生的語詞。 

而當我們用 TEC 逐句檢視課文時亦發現，句子和段落之間的連結性頗弱，甚

至有些句子的主詞並未寫明，因此閱讀起來頗缺乏連貫性。例如，課文使用了一

個小標題「鴉片戰爭的起因」，但除了交代西方與英國對於貿易方式不滿之外，

課文直接出現「……林則徐上書道光皇帝，指出如果不能禁絕鴉片，則數十年之

後，中國將無可用之兵，無可以充餉之銀。道光皇帝大為賞識，決心徹底執行禁

鴉，派林則徐前往廣州禁菸。」，然後文章便結束在此。而真正說明戰爭的原因，

則是直到另一個小標題「鴉片戰爭的影響」，才出現以下課文：「清廷查禁鴉片的

舉動，使得英國擔心貿易利益受到影響。1840 年(道光二十年)，英國國會通過對

華戰爭決議案，以「商務糾紛」為由，對清廷開戰。……」。此一書寫方式頗為

混亂，顯然內文與標題不相符合，而學生在閱讀時亦將感覺題文不符、句子和段

落間不連貫的困擾。 

此外，我們也發現國、高中歷史課本的內容在深度上並沒有清楚的區隔。例

如，當我們檢視某個版本的國中歷史課本有關鴉片戰爭這段歷史時，發現同樣是

在談鴉片戰爭之前的中西方貿易情形，國中課文已能以頗有條理、前後文相關的

句子來說明；不過很可惜的是，高中課文卻並未根據國中生已有的背景知識再進

一步說明英國在鴉片戰爭這件事上的立場，而是仍然以頗籠統的方式來描寫西方

與英國對中西貿易的不滿，這是較令人不解之處。 

憑心而論，TFI 及 TEC 各有特色，TFI 較能以整篇課文的鉅觀角度來分析課

本的友善性，而 TEC 則有助於我們以微觀方式檢視課文中某個段落的書寫品質則

頗具實用性。因此本研究在第一年研究時先行統整Singer等人的TFI及Anderson

與 Armbruster 等人的 TEC，藉以建構一份可作為分析台灣課本的分析類目表，

再根據此類目表以進行高中課文的內容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Kantor, Anderson 與 Armbruster (1983) 亦提醒我們，以

一些指標來檢核課文，其目的並非在挫折教科書的編制者。因為我們都了解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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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在先天上就存在一些侷限性，如課文無法太長、字彙不能太難、句子不能太複

雜等。而且學生在閱讀不夠善體人意的課文時，也並不代表他們一定就會有理解

上的困難。只不過，面對這種不夠體貼的課文，他們的閱讀經驗確實會受到影響，

包括會更費力、運用更多閱讀策略、需要更多先備知識等。因此從課文的體貼性

來思考課文，其意義乃是在於：這個角度將有助於老師們挑選合適的課本，以及

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Dreher 及 Singer (2001)稱這種老師為「能友善使用課本的

老師」(text-friendly teachers)。這個觀點對於教科書編輯人員也相當具有建設性，

因為他們可以將課本改寫得更符合學生的需要。 

事實上，上述提醒的確相當重要。根據 Cousin (1989)的文獻回顧，將課文

改寫得更容易理解，這件事不單會幫助閱讀困難的學生，即使對於一般學生也一

樣受用；而閱讀教學也是如此，當老師願意花時間教導學生閱讀策略，對於所有

程度的學生也都能夠受益。目前已有一些學者針對文本結構進行閱讀教學或文本

改寫，發現有相當不錯的效果，例如，Armbruster, Anderson 與Ostertag (1987, 1989)

教導五年級學生以「問題/解答」(problem/solution)的文本結構方式閱讀並摘述社

會課本重點，結果發現相對於傳統教學，學生透過這種鷹架方式來閱讀，不僅是

在那些需要高層次思考題目的表現、或僅需記憶的題目，都有顯著的表現。而

Gaddy, Bakken 與 Fulk (2008)以中學特教生為對象，讓實驗組學生閱讀採取清楚

結構，如「比較異同」(compare/contrast)及「主要概念」(main idea)等寫作手法的

科學文本，發現此種文本也比傳統的一般科學文本更能讓學生有較佳的表現，且

其效果無論是在立即測驗或延宕測驗的表現皆是如此。可見，給予學生明確的引

導，讓他們學習以上層概念（如文本結構、文本寫作目標）的方式來閱讀，的確

是一種可行的做法。因此本研究第二年乃進入高中教學現場，瞭解是否可以透過

教導學生根據不同學科屬性與課本的表述方式來進行閱讀，以幫助他們成為更有

自學能力的人。 

二、培養學科領域閱讀素養的重要性 

有關閱讀素養，有越來越多學者認為除了指涉一般性的認字解碼理解能力之

外，由於學生因其個人的閱讀興趣以及後來所接觸的學科領域，因此也會產生越

來越歧異的閱讀能力，此稱為「學科領域閱讀素養」(disciplinary literacy )。Timothy 

Shanahan 與 Cynthia Shanahan (2008) 以三層次概念來描述不同閱讀素養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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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首先，最基礎的閱讀教學乃是教導學生有關解碼認字的基礎能力，進階教

學則是教導學生閱讀理解以及閱讀流暢性，最後階段則是進展到能夠使用不同學

科領域的閱讀策略(見圖 1)。 

 
圖 1 閱讀素養發展進展 (Shanahan & Shanahan, 2008, p.44) 

 

因此根據 Shanahan 與 Shanahan (2008)，雖然閱讀能力與技巧會隨年級而增

加，但學校不能只教導學生一般性的閱讀技巧與策略，尤其在中學階段，各學科

的學習目標相當不同、教科書文本的敘寫方式也不同，因此更需要教導學生面對

不同學科領域的閱讀需求，以裝備他們足夠的學科閱讀素養。 

Shanahanm 與其同事 (Shanahan & Shanahan, 2008; Shanahan, Shanahan & 

Misischia, 2011)曾針對數學、化學、歷史三個學科的專家進行研究，發現不同領

域的專家不但採取不同的策略進行閱讀，他們在評鑑教科書品質以及設計閱讀教

學時的重點也採取不同的視角。例如，數學領域的專家會習慣使用「重讀」

(rereading)與「仔細閱讀」(close reading)的閱讀策略，此乃因為這個學科對於意

義的精確性特別強調，因此當數學專家在閱讀時，他們不但習慣逐字逐句的閱讀，

對於專有詞彙的定義也特別重視。他們認為課本中過多的實例或譬喻反而會誤導

學生而無法教給他們完整的概念，因此數學專家認為好的數學教科書應該是以重

要的數學觀念為主導，亦即採取「從整體到細節」(top-down)的方式來呈現教材。 

相對而言，化學專家則傾向於在閱讀過程中將文字轉化(transformation)為不

同的表徵方式，如視覺化的圖表、公式等。而這個領域也特別重視以實驗來驗證

知識，因此有關實驗操作程序的敘述乃是其閱讀時的關鍵。與數學科老師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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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是，化學專家對於目前課本中為了提升學習動機而增加許多生活實例的作法也

頗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這樣呈現教材反而侷限了學生的理解，以致於學生對化學

概念缺乏整體的架構。 

而歷史專家在閱讀過程中，則除了關注歷史事件的人、事、時、地、物等內

容的敘述之外，他們對於文本的來源(sourcing)則有更大的興趣。他們會審慎考慮：

誰是這篇文章的作者？他們是否可能帶著某種偏見來寫這篇文章？針對教科書

內容，歷史專家則認為找到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乃是歷史學習最重要的訓練，歷

史課本卻常常缺乏這方面的論述，因此歷史教學應著重於幫助學生透過推論而找

到合理的解釋。 

上述 Shanahan 研究團隊對於各科閱讀教學的想法，筆者認為的確可以做為

國內中學老師的參考與借鏡。尤其目前台灣中學老師過於著重於學科內容的教學，

卻較少關注於閱讀策略的教導，以致於學生並不習慣透過閱讀課本來自學，這是

相當可惜之處。不過即便 Shanahan 研究團隊強調學科素養的重要，然而他們也

承認，從專家放聲思考的研究雖然已看到不同學科屬性的差異，但由於目前缺乏

足夠的實徵研究支持，因此各學科究竟有哪些截然不同的閱讀策略仍有待發展。

筆者認為或可採取折衷的方式，乃是以文章的表述方式角度來思考可如何發展各

科閱讀策略，因為目前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多，應有頗多研究成果可供我們參考

（參見 Chambliss & Calfee, 1998 之文獻回顧）。尤其 Shanahan 等人亦發現，不

同領域的教科書常使用不同的文體與文章結構來呈現概念。例如，歷史科則較常

以故事(narrative)與議論(argument)的形式來描寫事件與解釋因果；科學領域則較

少這些文體，反而是大量使用散文(prose)形式來描寫或解釋現象，並大量使用圖

表以輔助文字的說明(Shanahan, Shanahan, & Misischia, 2011)。因此從文體與結構

下手來設計閱讀策略教學應該是一個可行的做法。 

此外，美國共同核心課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 亦特別

針對三類文章的閱讀及寫作進行分析，因為根據美國全國州長協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NGA) 及各州教育長官委員會(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他們認為能夠熟稔這三大文類乃是年輕人未來在求學

與就業時最關鍵的能力，因此更應在中學階段加強學習 (CCSSO & NGA,2010)。

這些文類分別是：著重於表達意見或提出某種論點的論辯式文本(persuasive text)，

以解釋或說明為目標的資訊性文本(informational text)，以及重在描寫或記敘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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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性文本(narrative)。 

鑑於上述理由，本研究也以這三類文體為代表，整理各科如何使用這些文類，

以及可如何根據這些不同文類來進行閱讀教學。以下針對這三類文本的閱讀目標

與其閱讀策略進行整理。 

三、不同文本類型的閱讀目標與策略 

1.文本類型的分類 

有關文本類型的分類，目前相當歧異，並沒有一致的看法。以 PISA 為例，

OECD (2016)認為 15 歲的學生應該熟稔以下六種文本類型(text type)：(1) 描述 

(description)，乃是針對空間屬性的書寫，強調「what」；(2) 敘事(narration)，針

對時間屬性的書寫，強調「when」與「in what sequence」；(3) 說明(exposition)，

可以透過文字的解釋或定義、摘述，甚至圖表方式來說明一個概念或其組成元素

之間的關係，這是最典型的學術文本，強調「how」；(4)議論(argumentation)，

呈現觀點或主張，強調「why」；(5)指示(instruction)，說明某項行為的程序、規

定、準則或法令，強調「what to do」；(6)互易性(transaction)，如提出某項請求、

開會通知、或與朋友之間的書信或口頭對話。從上述分類方式，我們可以看到

PISA 非常重視如何將閱讀與生活作結合，因此乃是從文本的寫作目的來進行文

本分類。 

相對而言，美國在訂定共同核心課程標準 CCSS 時，則是根據 K-12 學生未

來升學及就業需要的核心能力來思考。他們針對「語文」(English language Arts and 

Literacy) 此領域又再區分為 K-5 年級以及 6-12 年級的標準：K-5 的語文教學重

點主要是有關一般基礎性的聽說讀寫能力，而 6-12 年級則強調如何培養不同文

類以及不同領域的讀寫能力。在文類方面，乃是分為論辯體文本(persuasive text)、

資訊體文本(informational text)與故事體文本(narrative)。而在領域方面，則強調應

將學科融入於語文，因此有關科學文本以及歷史/社會科的閱讀便是涵納在此概

念之下。筆者認為這種以「領域」以及以「文類」來思考進階閱讀教學的觀念相

當先進，某能呼應當前閱讀領域所強調的「透過閱讀來學習」的重要性。 

不過，雖然 PISA 與美國 CCSS 的文類有不同分法，但基本上仍可互作對應。

例如，PISA 的描述(description)及說明(exposition)兩種文類便可對應於 CCSS 的

資訊性文本(informational text)。因此本研究乃採取 CCSS 較為精簡的分法，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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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為三類：論辯體、資訊體與故事體文本。 

另外一份探討文本類型亦頗具參考價值的文獻，乃是來自在教科書研究領域

相當具影響力的著作 Textbook for Learning: Nurturing Children’s Mind（參見陳麗

華的書評，2008）。該書作者 Chambliss 與 Calfee (1998)指出，大多書教科書乃

是屬於說明性寫作文體(expository writing)。他們以故事體(narrative) 作為對比，

認為由於學生從小所讀的童書大多是採取故事體，強調人物、情節、故事人物所

面對的問題及其解決問題的歷程（甚至連父母與孩子的餐桌對話也傾向於此種結

構），因此這種文體對學生較為熟悉。然而，教科書則大多採用說明文，此種文

本的寫作目的乃在提出觀點、說出事實或描述解釋一些現象。由於這種敘述方

式——他們以修辭模式(rhetorical pattern)一詞稱之，對於學生可說是較為陌生的

文字經驗，因此這也是教科書文本為何比較困難的原因。 

Chambliss 與 Calfee (1998)進一步將說明文分為三種結構：(1) 說明式 

(information)，此類又可分為描述性(description) 與序列性 (sequence)，前者乃是

描述事物在某個固定時間脈絡下的特徵或現象；後者則是著重於描述當時間改變

時，事件如何進展與產生改變；(2)論證式 (argument)乃是提出某個主張，並提

出證據以試圖說服讀者；(3)解說式 (explanation)乃是透過邏輯推演來呈現資訊，

甚至會借用類比或象徵等手法來吸引讀者的注意。他們並進一步以圖像方式根據

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將文本細分為不同類型 (參見圖 2)：描述性文本

可分為條列式(list)、主題網絡式(topical net)、階層式(hierarchy)、矩陣式(matrix)；

序列性文本可分為線性型(linear string)、倒骨牌型(falling dominoes)、樹狀型

(brancing tree)。 

 
圖 2 說明性寫作常用之修辭模式 (Chambliss & Calfee,1998,p.32) 

 

惟較為可惜之處是，Chambliss 與 Calfee 認為課本只有出現說明性寫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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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應用到故事體的寫作，筆者認為這個說法頗值得商榷。其實歷史課本在描述

某些歷史人物所做的決策及其後續影響，就可視為是一種故事體的書寫，因此本

研究認為仍值得將此種文類納入。而筆者認為該書以圖像方式來思考文本類型則

頗值得參考，其優點是：不僅一目了然可做為教學之用，亦頗符合目前閱讀教學

的趨勢。例如，目前有相當多研究結果已支持透過圖像方式有助於學生的概念形

成與閱讀理解，因此本研究亦將參考此作法，協助學生透過圖像方式以瞭解文本

結構。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採取的文類共三類，其對應方式見表 1。 

 

表 1 本研究將採用的三種文本類型 

  文獻來源 

文本類型 
PISA CCSS 

Chambliss & Calfee 

(1998) 

故事體文本 Narration Narrative  

論辯體文本 Argument Persuasive text Argument 

資訊體文本 Description 

Exposition 

Instruction 

Transaction 

Informational text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Sequence 

Explanation 

 

2.不同文本類型的閱讀策略 

目前閱讀領域一個相當有共識的看法是：閱讀是一個需要運用策略來建構意

義的歷程。尤其根據認知心理學對於訊息處理的假設，「有意義的學習」

（meaningful learning）並不是一個純然資訊增加的歷程。相反的，它必須透過學

習者對知識進行主動建構，並依據現存認知系統（亦即「基模」）對知識進行重

組及統整，才會產生有品質的學習成果。Mayer (2011)以「選擇」(selecting)、「組

織」(organizing) 及「統整」(integrating) 三個關鍵的認知歷程來說明，有意義的

學習須經歷一系列的訊息轉化過程 (參見圖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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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代表了訊息處理的基本流程，雖然主要是在說明人的資訊處理過程，但

若根據此模式，我們亦可了解閱讀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一個讀者並非無條件地

接收眼睛所讀到的一切，它是透過選擇性的注意力來將接收到的資訊暫時儲存下

來。因此這也是為什麼前述 Singer 等人提及，當課文有很好的標示或線索(signal)

時，就能夠讓學生更快注意到重點。其次，資訊需要進入工作記憶區中進行加工，

此時讀者需要透過重組方式將訊息轉化為表徵。Mayer 認為這個步驟乃是涉及了

所謂的「文本內的連結」(internal conncection)，因為在文本之內概念與概念之間

必須要組織起來才能獲得理解。而這也是為什麼若課文能夠使用結構嚴謹以及一

致的書寫口吻，就更能夠有效幫助學生形成統整。最後一個步驟則是涉及資訊能

否保留在長期記憶，Mayer 認為這是「文本外的連結」(external connection)，亦

即要能夠形成高層次的理解，讀者必須要將概念與先前已建構的背景知識形成統

整一致。這也是為什麼課文若能夠根據學生既有的背景知識作加深加廣的延展，

將更能提升學習品質。 

上述閱讀理解歷程，亦獲得許多學者支持。例如，根據 Kintsch（1988）所

提出的建構－統整模式（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簡稱 CI 模式），閱讀包

含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首重微觀（micro）的層次，亦即讀者根據其知識背

景將文本中的字詞進行意義建構，是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心理表徵建

構歷程，此時的理解未必皆是正確的；然而，若要完成通篇文章的意義建構，甚

至進一步推論，則讀者需要進入第二個層次—鉅觀（macro）的層次。亦即需要

將文本中的各項資訊統整組織起來，並解決表徵之間的不一致問題，直到能使所

有不一致消失而形成一個整體知識網絡為止。 

因此上述訊息處理觀點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日常生活中面對一篇不熟悉的

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長期記憶
(long-term 

memory) 選擇 

組織 

統整 感官記憶 

(sensory 

memory) 

圖 3 有意義的學習（譯自 Mayer, 201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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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時，雖然感覺就算「每個字我都看得懂」，但卻就是「看不懂整篇文章」，因

為我們其實經歷了不同階段的困難。而此處也可以看到為什麼可根據不同文本類

型來進行閱讀策略的教學。因為不同的寫作文體通常都會根據其文本結構而強調

不同元素的書寫，例如，故事體強調人物、情境（時間、地點）、主要問題或衝

突、解決問題的經過，以及結局或啟示；資訊體文本強調某個概念的定義及例子

(definition/example)；而論辯體文章的目的在說服別人，因此文本需要清楚陳述

自己的主張，而且還要能批駁別人的意見，包括正反例等。因此我們可以假設：

若能教導學生掌握各類文本的獨特結構，並採取適合的策略來表徵文本內容(亦

即提供相對應的基模)來進行閱讀，應該對其閱讀理解的品質有很大的助益。 

上述構想其實已有一些實務工作者嘗試進行教學設計。例如，針對故事體，

Dooley 與 Maloch(2005)便整理了許多以視覺方式來理解故事人物的做法，包括

以象徵(symbolizing)、對應圖(mapping)、隱喻(metaphor web)、人物觀點對照表

(character perspective chart)、人物關係圖(relationship web)等視覺方式來了解人物

個性(character)、人物與其他人的關係、以及人物經歷了哪些問題與解決方式的

內容。而有關資訊體文本，Cummins (2013)亦建議可採細讀方式(close reading)來

帶領學生仔細研讀文本。他認為尤其資訊體文本的結構相當清楚，強調採用描述、

時間序列、對比、因果、問題解決等架構，因此對於微觀或鉅觀的文本分析都相

當有利。而有關論辯體文體，Tompkins（2008）則以圖像方式分析論辯式文體結

構；Graham, Harris 與其同事（如 Harris & Graham, 1996; Mason, Harris & Graham, 

2011）亦設計相當多具創意的策略來幫助學生進行閱讀與寫作。此外，Bromley, 

Irwin-DeVitis 與 Modlo (李欣蓉譯，2005）亦建議圖像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

可廣泛應用在各科的教學及課程設計上。 

上述這些做法皆頗具實用性，不過由於目前尚缺乏足夠的實徵研究來支持這

些策略是否能夠有效的應用在學科學習上，因此頗值得進一步嘗試。例如，上述

故事體的做法是否可以應用在理解歷史學科中，某個歷史人物的個性？或某個歷

史事件的前因與後果？而生物科的文本敘述，除了資訊體文本的策略之外，是否

也可能應用論辯式文體的策略？凡此種種，皆值得以更有系統的方式檢驗，因此

本研究將參考上述做法來設計實驗教學方案，以進一步檢視其對閱讀理解的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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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求多面向的閱讀理解 

除了傳統的閱讀理解之外，本研究亦企圖採用 Wiggins 與 McTighe（2005）

在其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一書中有關「理解」一詞的詮釋。根據 Wiggins 與

McTighe 的觀點，所有學習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達到真正的理解（understanding）。

而所謂「理解」，乃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它可以展現在「能說明」（can explain）、

「能闡釋」（can interpret）、「能應用」（can apply）、「有觀點」（have perspective）、

「能同理」（can empathize）及「能產生自覺」（have self-knowledge）六個面向上。

「能說明」是指能夠有系統地提出合理性說明；「能闡釋」指能夠提出有意義的

解釋，並能將個人的生活經驗帶入；「能應用」指能夠在新的與真實的情境脈絡

下活用所學之知識；「有觀點」指能提出批判的、有洞見的看法；「能同理」指有

能力設身處地進入別人的感情與世界觀之中，並能在態度上尊重與其不同價值觀

的人；「能產生自覺」指對自己有更多的認識（包括自己的無知、偏見及行為上

的固著情形等）。Wiggins 與 McTighe（2005）認為，雖然每個單元教學與評量未

必能同時顧全上述六個面向，但此構想可作為課程和評量的藍圖（他們以「逆向

設計」（backward design）稱之）。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不但對於歷史科學習頗具啟發性，應該也適用在生物科的

學習。對於歷史科而言，幫助學生建構歷史的意義（making sense of history）、詮

釋某事件的因果關係、根據資料進入歷史人物的角色與產生同情的理解，進而從

中培養分析、詮釋、判斷和同理的思維應該都是歷史科的重要學習目的(Lee, 2005; 

Zarnowski, 2006)。而生物雖然屬於科學領域，但由於科學的進展常常是不同派典

的論戰，因此亦可協助學生帶入批判的觀點來學習生物。因此，本研究亦希望參

考 Wiggins 與 McTighe 的建議來設計教學過程中的學習單，以幫助學生透過閱讀

課文以形成多面向理解。 

參、研究目的 

綜言之，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包括以下： 

第一年： 

1. 了解現行高一歷史與生物課本的書寫方式是否符合友善/體貼課文的指標。 

2. 探討高一學生在閱讀教科書時遭遇哪些困境及其常用的閱讀策略。 

3. 探討高中學科老師對於學生閱讀課文時的困難是否理解及其使用哪些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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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協助學生。 

第二年： 

1. 了解如何透過學科閱讀教學方案，以增進學生的閱讀理解。 

2. 建立中學階段閱讀教學設計方針，以作為未來推動中學閱讀活動的參考。 

肆、各年度研究成果 

第一年研究 

一、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年度研究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以內容分析法(2017/8~2018/4)，了解

目前高一歷史及生物課本的易讀程度；第二階段以半結構式訪談並輔以教室觀察

(2018/5~2018/7)，以了解目前歷史老師及生物老師對於教科書閱讀的想法及其採

用的協助策略；第三階段則採放聲思考（2018/5~2018/7）方式收集學生閱讀時的

歷程性資料，並在學生閱讀後以半結構式訪談其閱讀困難。 

二、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第一年所進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發現： 

1. 各科課本的易讀性在不同層次上有不同的表現 

本研究立基於「透過閱讀而學習」的立場，思考高中各科老師如何透過課本

這種文本來達到提升學生學科閱讀素養的目的，因此從課文的「友善/體貼」角

度切入，企圖探討臺灣高中課本的易讀性。有關建立課文之分析類目，本研究乃

是根據此領域的相關文獻統整出分析類目，並針對「全書」、「全章」及「全節」

三層次整理多項指標。在經過本土化試驗與修正後，針對高一歷史科與生物科，

分別選擇兩個現行市佔率較高的版本進行分析。 

經上述程序，本研究發現課本的易讀性可從「全書」、「全章」與「全節」三

層次來檢視。就全書層次而言，不論哪一科目或哪一個版本，高中課本書末的「詞

彙表」或「索引」皆缺乏或是不夠完整，因此當學生遇到不理解的專有名詞與概

念時，並無法獲得適當的引導。再就學習資源或補充資料而言，歷史科主要是以

大事年表方式來補充資料，而生物科則比歷史科更著重於延伸閱讀與網路資源的

引介。 

就全章層次而言，目前各科皆能以圖像方式呈現該章重點，惟較無法有效運

用引言文字來幫助學生掌握全章重點。另外章末的問題設計亦不夠多元，此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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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可惜之處。事實上，許多閱讀領域的研究已支持，若能在閱讀前提供讀者一個

概覽全文的架構（例如，「圖像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將更能有效增進閱

讀理解（參見 Robinson，1998 文獻回顧）。章末問題設計亦能提供學生一個「文

本再回顧」 (text lookbacks) 的機會 (Schisler, Joseph, Konrad, & Alber‐Morgan, 

2010)。可見如何善用圖與文的輔助，引導學生在閱讀前能喚起背景知識與形成

對新課文的基模(schema)，以及閱讀後如何形成更佳的統整與理解，這些都是未

來可以再思考的設計。 

至於就全節層次而言，目前各科不論是採取條列方式（主要是在歷史科）或

以文字敘述方式（主要在生物科）來呈現寫作目標，雖大抵已能達到摘要重點的

層次，不過卻未必能站在學生的角度來引導他們如何進行閱讀，並掌握學習的目

標。本研究認為這樣的精神似乎也反映在後續的幾項指標上。例如，在文本結構

方面，各科各版本課文皆能達到清晰與合邏輯呈現；亦能依序演進發展概念；也

多能使用詳細的主、次標題來配置重點，這些都頗能有效呈現重點。不過在文字

修辭與寫作手法則還有頗大改善空間。尤其缺乏適當的連接詞或句子文字過於冗

長等問題皆不易讓學生抓到重點。誠如卯靜儒（2013）發現，老師們喜愛「講重

點」的課文，此現象無可厚非；但若如此，就更不能僅著重於概念與知識點的介

紹。反而是要思考如何從學生閱讀的角度來書寫，否則無異徒增文本的困難度。

另外以學生為寫作對象，以人稱代名詞來拉近學生與課文的距離，皆是不費分文

即可達到良好效果的寫作技巧。 

2.高中課本「加廣」色彩遠高於「加深」 

本研究針對「高重複性」主題將高中與國中課本進行比對，發現高中課本會

將國中略而不談的專有名詞或知識進一步做更為詳細的說明。也會依照不同概念

增加相關的新知識，但這些都較偏向「加廣」的目的。雖然僅增加「量」而忽略

「質」的學習經驗，對於提升學習品質的效果相當有限，不過這個說法並非意指

知識的「加廣」不重要。事實上，「加廣」通常是「加深」的必要條件。例如，

人的概念學習需要經歷一個從單純到複雜、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因此在「概念

獲得」 (concept attainment)階段，需要運用「加廣」的原則來形成並鞏固此概念 

(Estes, Mintz, & Gunter, 2011)；然而當要進一步達到「概念發展」 (concept 

development)時，便需要運用「加深」的教學原則，包括需要透過挑戰學習者的

迷思概念，讓學生解構舊概念進而重構新概念。上述加廣與加深兩個歷程，Piage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Schisler%2C+Rebecca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Joseph%2C+Laurice+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Konrad%2C+Moira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action/doSearch?ContribAuthorStored=Alber-Morgan%2C+She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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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以「同化」(assimilation) 與「調適」(accommodation) 二詞來說明，前者主

要是在舊基模的狀態下增加新知識，此時僅是知識的「量」變；然而後者則必須

挑戰個體的舊基模，因此會產生「質」的改變 (Piaget et al., 1995)。根據此原則，

針對高重複性主題，高中課文亦需思考如何善用學生的背景知識而達到深化的功

能。 

3. 學生認為課本內容頗不易理解，很難抓取重點，準備考試時仍以講義或參考

書為主 

    受訪學生不約而同表示，他們平時閱讀課本的頻率其實並不高。尤其課本有

很多字，卻沒有把來龍去脈講清楚，讀起來頗浪費時間且相當枯燥。相對而言，

由於講義或是參考書較能掌握重點，尤其在生物方面，老師還會做 ppt，會用不

同顏色標示重點，更容易抓到重點；至於課本，則除非是老師會在課堂中帶著大

家讀，或是老師要求考預習考，否則並不會去讀，頂多只會用它的圖片。 

4. 老師們雖認同學科閱讀素養的重要性，但如何因應現實挑戰則有不同策略 

    總結歷史科及生物科老師的訪談意見，老師們雖然認為提升學科閱讀素養非

常重要，但現實情況卻存在許多困難，包括時間不足、學生程度參差不齊、升學

制度僵化等。至於是否能以課本作為提升閱讀素養的文本則表示不甚樂觀。以歷

史科為例，他們認為除了在文字書寫上學生有理解上的困難之外，歷史科的龐雜

知識更使這個問題難以解套，包括究竟要涵蓋多長的時序？多詳細的內容？等等，

這些爭議皆使歷史科的閱讀不易推動。 

    而生物知識亦然，誠如其中一位受訪老師所說，這是一門「博物之學」的學

科。因此它不但與其他學科（如物理、化學）密切相關，甚至若要理解某個高一

基礎生物的觀念，還需要超前到高三的選修生物內容才能真正達到融會貫通。因

此這也導致老師們需要補充大量課外知識來幫助學生理解概念，而這也是老師們

需要不斷趕課的主要原因。 

    此外，影響生物閱讀的一個重要因素乃在於「圖片」的品質，然而由於目前

課本是採平面方式而無法呈現立體圖效果，因此受訪老師認為若僅單憑閱讀課本

恐怕很難達到視覺上的要求。基於上述這些狀況，導致目前四位受訪老師皆承認

他們並沒有積極使用課本，而是採自編教材或編製 ppt方式來上課。至於歷史科

老師則有不同做法，有的受訪歷史老師也乾脆捨棄課本，自編講義或以其他課外

資料代替之；有的則是設計各種輔助方式來帶領學生閱讀課本。可見老師們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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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述現實情況的各種挑戰時，皆有著頗不同的因應策略。  

第二年研究 

一、研究設計 

    本年度研究以實驗介入方式，了解如何針對不同學科目標及不同文類以設

計課文之閱讀教學方案。本研究採實驗組、控制組前測後測準實驗設計（又稱「不

相等時驗組對照組設計」）（林清山，1978，頁 123），在 107 學年度上學期選定

一所高中為研究場域，並邀請該校國文科、歷史科、生物科教師各一名共同開設

閱讀性質的特色選修課程，進行為期一學期（2018/9~2019/2）的學科閱讀策略

教學實驗。實驗組課名為：「閱讀濾鏡 2.0—如何解讀閱讀文本」，主要是針對歷

史與生物科主題進行故事體、資訊體、論辯體等三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本進行閱

讀策略教學，方案內容則參酌第一年內容分析、個別訪談及教室觀察等結果以發

展實驗課程內容。對照組課名則分別為：「閱讀歷史人物」與「探索生物世界的

數學秘密—你我都是公民科學家」，學生各自進行與歷史科、生物科有關之學習，

而不特別強調閱讀。三門課皆採自由選修方式選課，本課程在選課前即公開授課

大綱與課程介紹、提供家長知情同意文件，並特別說明此為一門由大學老師與高

中老師共同合授之實驗課程，因此選課同學皆已了解本課程之性質，並在第一堂

課填寫同意書，了解本課程資料將成為未來研究之用。經此程序，三組選課人數

分別為：實驗組 30 人，歷史對照組 30人，生物對照組 24人。 

    惟本研究資料收集過程中，少數學生作答情形不完整，在剔除空白、過多遺

缺資料等情形後，最後進行統計分析之有效樣本為：實驗組 29 人，歷史對照組

28人，生物對照組 22人。 

二、課程規劃 

由於本研究在課程設計上並不著重於學科內容知識的傳導，而是引導高中生

能夠跨越歷史與生物主題，並根據不同文體來使用閱讀策略，因此在課程規劃上

亦根據此精神而設計。原則上每個學科以 4週為一個循環，並安排 5 週時間協助

學生進行期末報告之撰寫，加上配合學校全年級的規劃，以及本課程前後的準備

及回顧活動，全程共 17週（見表 2）。 

 

表 2 實驗組各週教學主題與活動重點 

週次 單元主題 活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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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週 相見歡暨課程介紹與前測 破冰活動 

第 2週 

1. 閱讀為什麼需要策略？ 

2. 何謂「閱讀理解」？ 

3. 課本中有那些不同文本類型？ 

1. 先以某高中課文為例，

詢問學生慣常的閱讀方

式，再帶領學生以文本結構

圖方式進行閱讀，比較何者

方式較有效，以說服學生閱

讀需要使用有效的策略  

2. 以歷年學測題、PISA等

為例，讓學生了解何謂多面

向的理解  

3. 介紹三大文本類型的基

本結構。 

第 3週 

歷史 

歷史科資訊體文本的閱讀目標

及其策略 
獨自閱讀、小組討論 

第 4週 
歷史科故事體文本的閱讀目標

及其策略 

獨自閱讀、小組討論、角色

扮演 

第 5週 
歷史科論辯體文本的閱讀目標

及其策略 

獨自閱讀、小組討論、個人

寫作 

第 6週 
歷史科主題式閱讀：體檢高中

歷史課本 

獨自閱讀、小組討論、全班

分享 

第 7週 

生物 

生物科資訊性文本的閱讀目標

及其策略 
獨自閱讀、小組討論 

第 8週 
生物科故事體文本的閱讀目標

及其策略 
獨自閱讀、小組討論 

第 9週 
生物科論辯體文本的閱讀目標

及其策略 
獨自閱讀、小組討論 

第 10週 
生物科主題式閱讀：體檢高中

生物課本 

獨自閱讀、小組討論、全班

分享 

第 11週 分組討論與實作（一） 小組討論 

第 12週 分組討論與實作（二） 小組討論 

第 13週 分組討論與實作（三） 小組討論 

第 14週 分組討論與實作（四） 小組討論 

第 15週 分組討論與實作（五） 小組討論 

第 16週 課程

回顧 

分組報告、期末成果發表 全班分享 

第 17週 期末後測  

 

三、主題選擇及各類文體之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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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如何進行學科閱讀教學，因此「課文」乃是本研究中最

主要的閱讀文本。歷史科所選定的課文為三民書局所出版之第二冊「晚清的變局」

此主題；生物科則選定翰林出版的基礎生物（下）「演化與生物多樣性」為主題。

此二版本皆為研究學校當年度所選用的版本，但為了避免研究對象於歷史課或生

物課學習到相同的主題而影響研究結果，因此本研究在兩科目的主題選擇上皆為

學生尚未接觸的單元。 

除了課本之外，本研究亦使用課外文本。此乃因為根據上一年度內容分析結

果發現，儘管歷史科與生物科屬性迥異，然而在課文的表述方式上則皆以資訊體

為主，因此本研究仍須根據主題適時補充故事體與論辯體的閱讀材料。以下簡述

三類文體之閱讀教學設計重點。 

1. 故事體文本的閱讀教學重點 

故事體的閱讀目標在幫助學生透過細節了解故事主角所發生的事件、試著思

考主角的想法與感受，並進一步探討關於價值層面的議題。由於故事體也是一種

容易視覺化呈現的文體，因此可透過「人物關係圖」或「心情起伏圖」等圖像方

式來理解文本。例如，本研究以「故事脊」（story spine）的方式引導學生理解〈傷

仲永〉與〈王冕的少年時代〉二文，透過故事脊 XY軸的不同設定，除了可以幫

助學生理解故事情節的發展外，亦可從情意的角度思考主角的情緒變化，延伸討

論作者的寫作手法與目的等。 

此外，本研究亦大量運用分組討論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例如，在歷史與生

物科故事體教學中，本研究即運用拼圖式合作學習法（Jigsaw）讓學生針對歷史

事件或故事人物進行小組討論。以歷史科故事體教學為例，本研究共補充了五份

文本，而實驗組學生在第一階段先採專家式小組方式，針對晚清面對外侮此一歷

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故事進行閱讀與討論，了解各自閱讀的歷史人物在相同事件

中各自的觀點，並完成個人學習單，接著再回到原小組交換分享第一階段的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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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並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角色扮演，並完成 Inquiry-Chart（I-Chart）。透過此

種方式，可以幫助學生由多方角度思考不同人物在面對相同事件的立場、態度與

作法，進而對這段歷史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生物科故事體的教學中，則選用《跟大師學創造力 3：達爾文與演化論+21

個自然實驗》一書中關於達爾文生平的故事作為閱讀的片段，將達爾文的故事分

為五個時期，由專家小組各自閱讀與討論。學習單主要的內容分別為針對達爾文

的少年時期畫出「故事脊」、畫出航行時期小獵犬號的航行路線，並整理達爾文

在該航行階段中重要的發現、返家時期達爾文思考與形成演化論的歷程等。接著

再回到原小組分享第一階段的討論結果，完成學習單中小獵犬號完整的航行路線，

以及達爾文提出演化論的相關證據。透過閱讀達爾文的生平與小獵犬號航行過程

的路線與發現，了解達爾文提出演化論的歷程及意義，進一步理解生物課本中相

關段落的內涵。 

2. 資訊體文本的閱讀教學重點 

資訊體文本的內容多元而結構複雜，本研究根據 Cummins（2013）的建議，

先教導學生採取「精讀」（close reading）的方式閱讀文本，即先掌握文章的鉅觀

結構（macrostructure），再針對微觀結構（microstructure）進行分析。因此本研

究在進行資訊體文本閱讀時，首先引導學生翻閱課本目次，歷史科亦強調朝代年

表的閱讀，以了解各章節之間的脈絡；在單元主題的閱讀過程中，則提醒學生先

找出課本的主標題、次標題等線索，掌握文章的前言、主體與結論，而後亦示範

微觀的分析中，段落或句子之間的轉則詞、連接詞的組合關係等，進而判斷文本

結構為何。在生物科資訊體的課程中則請學生歸納出課本各段落的摘要重點。透

過以範文的方式教導學生從關鍵字找到文本結構，並介紹各式圖像組織圖，帶領

學生練習以文轉圖理解文本，例如在歷史科資訊體的教學中，便以專家小組分析

清朝末年中國與外侮的五段歷史事件，並以圖像方式統整該段歷史，而後回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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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進行分享，紀錄組員各自的討論重點。綜合以上方式閱讀資訊體文本，除了

有效掌握文本重點，也更能形成對於文本的鑑賞能力。 

3. 論辯體文本的閱讀教學重點 

論辯體文本的特色在於其具「說服」的功能與目的，因此針對論辯體的討論

與分析，本研究主要依據 Tompkins（2008）所分析的論辯式文體結構之圖像進

行教學，以清楚檢視作者的論點或立場、佐證的資料與證據以及其結論。以歷史

論辯體教學為例，該堂課延續故事體課程中所運用的閱讀文本，並以「戊戌變法

失敗嗎？」作為討論的題目，請小組依據五位歷史人物的故事與觀點歸納其論點、

證據與結論。最後再請個人思考與選擇五位歷史人物中，哪一位是自己的英雄人

物，以論辯體的形式書寫一篇 250-300字的短文，透過寫作再次練習陳述原因並

提出論點。在生物的論辯體教學中，則以科學人雜誌第 84期中的〈現代科技裡

的演化學〉為閱讀文本，由全班一起讀完前言後預測後文，接著每一組各自閱讀

後文的一個主題，了解演化學相關的知識如何被應用於其他領域中，進而孕育出

許多有用的科技，並請小組討論段落重點，以摘要方式進行全班分享，學習文章

提出論點與論據的方式。 

綜上所述，本研究除透過講述方式教導學生如何分析不同文體之文本結構外，

亦設計適用於團體及個人的閱讀活動與討論問題，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科閱讀理解

與歷程寫作能力。 

四、研究工具及資料編碼 

為檢驗學生在歷史與生物主題的閱讀上是否產生深度的理解與學習遷移效

果，本研究分別蒐集量化與質性資料，前者主要指實驗前、後所實施之學科閱讀

理解測驗；後者則指採分組方式完成之期末報告與個別訪談。此外，為了解實驗

組學生對實驗方案的意見與回饋，亦針對全班學生設計期末自我評定量表。以下

說明各項工具與資料編碼方式。 



 27 

1. 學科閱讀理解前測 

由於本研究選定之兩個對照班級屬性頗為迥異（一為歷史方面的選修課，另

一為生物方面的選修課），為使前測能夠呼應學科屬性，因此本研究在設計學科

閱讀理解前測時，亦根據兩個對照班級的學科屬性而設計，分別為歷史與生物各

一的閱讀文本與題目。因此實驗班需完成歷史與生物兩科的閱讀測驗，但生物及

歷史對照班則僅作答該學科的閱讀測驗即可。惟為使文本難易度及字數相近，兩

科之測驗內容皆經過研究團隊之改寫，並使兩科之題型相同。 

在歷史科方面，閱讀文本來源乃根據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在「歷史學柑仔

店」部落格的發表文章，原標題為〈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

化的歷史〉，修改後的文本標題為〈被誤解的歷史：錯譯的「十字軍東征」

（crusades）〉，全文共 5,333個字；在生物科方面，閱讀的文本來自《科學發展》

期刊第 453期中的〈2009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端粒酶的發現〉一文，未經修

改，全文共 5,353個字。兩科目的閱讀題目由研究團隊根據文本內容而設計，兩

份題目皆包含五題選擇題：第一題為複選題（五個選項），屬於基礎、引導學生

檢索訊息的類型，第二至四題則為單選題，屬於進階、側重遷移能力的類型。 

2. 學科閱讀理解後測 

考量三組學生雖接受不同選修課程內容，但經過一學期的必修課應已獲得基

礎之歷史與生物相關知識，因此在後測中，本研究不另編製不同科目的題目，而

是以跨學科統整方式進行閱讀理解測驗。閱讀文本乃是來自於國內科學網站及社

群「PanSci泛科學」中的專欄文章〈人體試驗的黑暗史〉，原文分為一至三章依

序刊登，分別為〈納粹醫師心中的惡魔〉、〈國家安全比人權更重要？〉、〈誰有資

格替病人做決定？〉，本測驗則經研究團隊合併三篇文章並進行改寫，以成為一

篇涵蓋歷史與生物主題的文章，標題為〈人體試驗的黑暗史三部曲〉，全文共9,215

個字。測驗題目則是請學生針對各部曲提取文章主旨，目的在檢視學生在閱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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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的歷程中，能否掌握文章結構，進而理解文意。 

由於後測題目均為開放題，因此乃委請兩位校外專家老師參考高中學測與指

考「國文作文分項式評分指標」（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11）中「題旨發揮」與

「資料掌握」兩大項目之評分準則，並以 107年高中學測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的

「評閱等級與分數」（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16）作為評分方式（參見表 3）。每

題均為 0至 6分，三題總分為 18分。兩位專家老師先各自完成評分，再進行討

論與修正。由於兩位專家老師之評分相關值達顯著 (r= .8,p < .01)，因此最後

乃採平均方式計算後測之得分。 

 

表 3 批閱評分準則 

等級 分數 
項目 

題旨發揮 資料掌握 

A+ 6  能夠掌握題幹要求，緊扣題

旨發揮 

 內容充實，思路清晰 

 能融會貫通題幹資料 

 舉證詳實貼切 

A 5 

B+ 4  尚能掌握題幹要求，依照題

旨發揮 

 內容平實，思路尚稱清晰 

 僅側重部分題幹資料 

 舉證平淡疏略 

B 3 

C+ 2  未能掌握題幹要求，題旨不

明或偏離題旨 

 內容浮泛，思路不清 

 誤解題幹資料 

 舉證鬆散模糊 

C 1 

無 0 空白卷，或文不對題，或僅抄錄題幹 

（資料來源：整理自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3. 期末報告 

為了解實驗組學生之學習成效，並檢視學生能否在面對不同文本類型時，設

定適當的閱讀目標與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本研究亦設計期末報告讓學生採分組

方式進行，學生可自由選擇歷史或生物領域中有關「改變」此概念進行小論文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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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過程中首先引導學生從課本內容出發，思考哪些課文的敘寫不足以釐清其概

念，進而提出疑問；接著學生需發展一份主題式閱讀書單，內容涵蓋故事體、資

訊體、論辯體三類文本，且每一類包含一至二份文本。報告的形式分為書面與口

頭報告，內容須包含研究動機、研究脈絡與過程、書單與說明、心得省思等。最

後藉由各類文本的介紹，提出在尋找解答的過程中之反思與學習收穫。學生準備

期末報告的期間，教師團隊則以各組輪流諮詢的方式協助小組訂定目標與檢視其

進度。透過期末報告的製作，希望學生除了掌握「課本」此種文本的閱讀方式外，

也可以了解課外延伸閱讀的意義，並培養找尋課外資料的能力。 

4. 期末自我評定量表 

為了解實驗組學生對於本實驗方案的意見，乃設計心得回饋單讓學生進行勾

選（題型採六點 Likert-type 形式），內容涵蓋「對課程的喜好程度」（6題）、「課

程內容對自我的幫助」（6題）、「課程的困難度」（5題）和「整體的個人表現」

（5題）四個面向。此外，亦包含三道開放題讓學生填寫，包括：「在整學期的

課程中，我最大的收獲是……」、「日後準備功課時，我會不會將所學應用出來？

為什麼？」以及「對於這門選修課的建議，或其他想對老師說的話……」。 

5. 課後學生訪談紀錄 

本研究根據上課觀察紀錄、個別學生與小組學習單之學習表現，每一小組選

取 1~2位學生進行課後訪談，採半結構式，以了解實驗組學生對課程內容和教學

方式之看法、個人的學習收穫與心得等，藉此了解本研究之成效。訪談問題包含

了解學生在本課程中喜愛或印象深刻的課程內容、感到受用的閱讀策略以及其實

際運用的情形、在本課程進行了檢視教科書的活動後，對於個人的影響、興趣或

理解程度，最後並邀請學生提出對於本課程的其他想法與建議。 

6. 其他 

除上述之外，本研究亦蒐集學生基本資料卡、上課討論歷程錄影檔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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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單、小組討論單、研究團隊教學省思紀錄、共備會議記錄等歷程性資料。 

為使上述質性資料能以系統化方式整理與進行後續分析，以下為各項資料之

編碼方式（參見表 4）： 

表 4 資料編碼與意義說明 

類型 資料編碼 意義說明 

教學觀察 影-1005歷故 10月 05日歷史故事體上課錄影紀錄 

文件資料 

基-R311 

學 R311-0928歷資 1 

 

討 3-1210生故 1 

 

心-R311 

報 8-書 

第 3組編號 11學生的基本資料卡 

09月 28日第 3組編號 11學生在歷史資

訊體課程的第一份學習單內容 

12月 10日第 3組小組在生物故事體的

第一份討論單 

第 3組編號 11學生的期末報告心得 

第 8組書面報告 

訪談紀錄 訪-R311 第 3組編號 11學生學生訪談逐字稿 

前測資料 前-R311知 第 3組編號 11學生前測認知 

後測資料 後-R311知 第 3組編號 11學生後測認知 

省思紀錄 省-1120生資 11月 20日研究團隊教學省思紀錄 

共備會議紀錄 共-1228 12月 28日共備會議紀錄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檢驗本研究所設計之學科閱讀教學方案（以下簡稱「實驗方案」）對高一

學生之影響，以下分別探討學生在認知方面的表現與情意方面的態度。前者乃根

據實驗組學生與對照組學生在學科閱讀理解測驗之前、後測分數進行統計分析；

後者則根據實驗組學生之期末自評意見，以及輔以學生質性資料以分析學生對本

方案之意見。以下說明本研究主要發現： 

1. 本實驗方案對學生的歷史科閱讀理解及生物科閱讀理解皆具顯著效果 

   為瞭解本實驗方案對學生之歷史科與生物科閱讀理解是否具顯著影響，本研

究以各組學生之前測分數為共變數，1 並分別針對「實驗組與歷史對照組」及「實

驗組與生物對照組」進行單因子獨立樣本共變數分析(ANCOVA)。表 5呈現三組

學生在學科閱讀理解測驗前、後測得分之描述統計，表 6則呈現在歷史科與生物

                                                 
1
 由於實驗組學生之前測分數包含歷史及生物兩科，因此在進行共變數分析時亦會根據對照組之

屬性而採用其相對應的前測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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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之 ANCOVA分析結果。 

 

表 5 三組學生在學科閱讀理解測驗之前、後測得分 

 實驗組  
(n=29) 

歷史對照組 
(n=28) 

生物對照組 
(n=22) 

 歷史科 生物科 
M (SD) M (SD) 

 M（ＳＤ） M（ＳＤ） 

 前測 7.76（1.09） 7.66 (1.72) 7.68 （1.56） 7.18 (1.05) 

 後測 5.76（1.85） 4.55 （1.73） 4.39 (1.64) 

 

    在進行 ANCOVA 之前，首先檢驗受試者之前測資料是否符合獨立性假定，

結果顯示在歷史及生物兩科皆未達顯著（分別為 t (55)= .23, t (49) = 1.14, ps >.05），

表示二者皆符合獨立性原則。接著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亦顯示在

歷史及生物兩科皆未達顯著（分別為 F（1, 53）= .64, F(1, 47)= 2.07, ps >.05），

亦即二者皆符合共變數分析中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適合繼續進行共變數

分析。 

    根據實驗組和歷史對照組之 ANCOVA 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在排除前測成績

影響後，實驗組學生的後測成績顯著高於對照組 (F(1,54) = 6.70, p < .05)，

可知相較於一般性質的歷史科教學，本實驗方案能有效增進學生的學科閱讀理解

能力（參見表 6之上半部）。另外，實驗組和生物對照組之 ANCOVA結果亦顯示，

在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組學生的後測成績顯著高於對照組（F(1, 48)= 

6.63, p < .05），顯示本實驗方案與一般性質之生物課程，能有效促進對學科閱

讀理解能力（參見表 6之下半部）。 

 

表 6 閱讀理解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歷史） 21.33 1 121.33 6.70 .012
*
 

組內 171.83 54 3.18   

組間（生物） 20.83 1 20.83 6.63 .013* 

組內 150.78 48 3.14   

* p < .05 

2.學生對實驗方案多持正面態度 



 32 

    本研究在期末設計一份自評量表，以瞭解實驗組學生對本實驗方案的整體態

度。此外，為更深刻地了解學生的意見，亦邀請每一組 1~2位學生接受個別訪談，

以作為未來課程教學設計之修改參考。以下綜合學生之量化及質性資料，說明學

生對本課程的態度。 

（1）在課程內容方面 

    根據表 7，可發現在各項課程設計中，學生對於「課外文本的閱讀」及「課

堂中的小組討論」兩項內容擁有較高的評價。若將勾選「喜歡」或「非常喜歡」

之人數累計，則分別有 46%與 42% 勾選這兩項活動。尤其若參酌開放題的填答意

見，更可發現有近一成的修課學生表示，在上完整學期的課程後「了解課文中的

內容不一定是完整的，要多看課外的文本增加自己的知識」、「挺有趣的，要多看

課外讀物」、「深度理解課外的知識」。另外根據個別訪談意見，亦有學生表示：「我

覺得看課外的東西真的很重要，可能課本就只講說達爾文在哪裡發現了甚麼東西

之類的，可是老師給我們看達爾文書，可以知道一整個流程，可見課外的知識真

的很重要」(訪 R618) 。     

    而針對小組活動的設計，多數學生亦給予正面評價，約三成學生在「於本堂

課最大的收穫」此開放題表示：「是一門刺激自己思考的課程，小組討論非常重

要。」、「跟組員討論時得到很多不同的想法。」、「學到了很多學習的方法及體會

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在訪談中針對小組討論，學生亦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我

會講說你可以跟你原本想法可能會不太一樣的人，就是碰撞、碰到，然後你們要

討論同一個議題」(訪 R205) 。可感受到多數學生對於小組討論時，不管是交換

意見或是分工合作，都能夠從中學習新知以及學習與人共事，因而將其評定為喜

愛的教學設計之一。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仍有學生傳達出對本方案課程教學及活動設計之負面態

度。尤其針對「教科書的閱讀」此項活動，累計勾選「不喜歡」或「非常不喜歡」

之人數佔 17%。此外在「課堂中的個人書寫」與「期末的小組報告」此二項活動

意見則較為兩極，有兩成四學生持正面意見，但有一成七則持負面態度。 

 

表 7 實驗組學生自評對本課程之喜好程度 

對課程之 

喜好程度 

自我評定 

非常 

喜歡 

喜歡 

(5) 

還可以 

(4) 

普通 

(3) 

不喜歡 

(2) 

非常 

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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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教科書的閱讀 0 (0%) 0 (0%) 17 (59%) 7(24%) 4(14%) 1(3%) 

2.課外文本的閱讀 3(11%) 10(35%) 7(24%) 7(24%) 1(3%) 1(3%) 

3.以圖像方式分析文本 1(3%) 9(32%) 11(38%) 3(10%) 3(10%) 2(7%) 

4.課堂中的小組討論 4(14%) 8(28%) 8(28%) 6(21%) 1(3%) 2(6%) 

5.課堂中的個人書寫 0 (0%) 4(14%) 12(42%) 7(24%) 5(17%) 1(3%) 

6.期末的小組報告 3(10%) 4(14%) 10(35%) 7(24%) 2(7%) 3(10%) 

註：數字代表勾選人數，()內數字代表人數百分比，有效填答人數為 29人。 

 

(2) 課程內容對自我的幫助方面: 

    根據表 8，可發現在課程之幫助程度中又以「快速掌握課本脈絡」與「了解

閱讀課本之重要性」被學生評定為協助最大的兩個向度，與本實驗研究所欲推廣

的目的―了解如何透過學科閱讀教學方案，以增進學生的閱讀理解相符應，也顯

示出透過學科的閱讀理解策略能夠給予學生在學習途徑中不同的視野與協助。 

    此外，有近六成的學生於開放題中表示，自己在課程結束後最大的收穫是閱

讀理解的進步，包括「閱讀理解更快了，最重要的是書面報告，卻也是我收穫最

多的地方」、「能快速找到文本的重點」、「懂得閱讀、分析文章重點與脈絡」、「如

何在短時間內將一篇文章的主旨及大意汲取出來」。再聚焦於閱讀課本上，有三

成的學生表示快速掌握課本脈絡協助其學習上的效率性，如「能縮短讀書的時間

並提升效率」、「可以很快地找到重點完成筆記」、「這些方法可讓我快速找到重點，

有條理的學習」、「這樣念書跟準備辯論賽的效率都會更好」。 

    另外，針對課本的檢視，受訪學生提到：「一起看課本的話就是會在看課本

的時候有一點挑戰的感覺吧，像是我們那時候在做報告的時候，就是我們有對課

本的一些地方、它很含糊帶過的地方，像是我們做的和親，它就是帶的很含糊，

我們就會想去問說，那它真的一定是這樣嗎？或它就只是這樣嗎？」(訪 R205)。

可見，學生除了認同閱讀課本的重要性、運用適切策略來提升閱讀「課本」的效

率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衝擊了他們對課本的認知而產生新的想法及思緒上的轉

換。 

    不過如表 8顯示，上述效果並非全面性的，因為仍有將近一至二成的學生認

為本堂課並無增加其於「學習歷史或生物的興趣」(17%)、「提升我的閱讀意願」

(14%)、「學習歷史或生物的信心」(13%)或「提升我的閱讀理解能力」(10%)。 

表 8實驗組學生自評本課程之幫助程度 

課程之幫助程度 
自我評定 

非常 有幫助 些微幫助 普通 無幫助 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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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 

(6) 

(5) (4) (3) (2) 幫助 

(1) 

1.快速掌握課本脈絡 3(10%) 13(45%) 9(31%) 2(7%) 2(7%) 0(0%) 

2.了解閱讀課本之重要性 4(14%) 13(45%) 9(31%) 2(7%) 1(3%) 0(0%) 

3.學習歷史或生物的信心 0(0%) 8(28%) 9(31%) 8(28%) 1(3%) 3(10%) 

4.學習歷史或生物的興趣 0(0%) 10(35%) 5(17%) 9(31%) 3(10%) 2(7%) 

5.提升我的閱讀理解能力 2(7%) 13(45%) 10(35%) 1(3%) 2(7%) 1(3%) 

6.提升我的閱讀意願 2(7%) 7(24%) 11(38%) 5(17%) 0(0%) 4(14%) 

註：數字代表勾選人數，()內數字代表人數百分比，有效填答人數為 29人。 

 

(3) 課程的困難度 

  根據表 9，可以發現在「老師講課的速度和內容」以及「與小組成員討論」

這兩個向度是學生認為較容易的，累計勾選「非常容易」和「容易」的人數比例

佔全班的 38%和 42%。在上述課程內容方面的描述也可以看到，對學生來說「小

組討論」是他們較喜歡，也覺得較為容易的課程活動。尤其在開放題的填答意見

中，可以見到很多學生對小組活動之感想：「基本功的地方比較無聊，但開始有

討論後就很好玩！不過報告有點難做」、「是一門刺激自己思考的課程，小組討論

非常重要」。可知學生能夠認知到小組活動能激發他們對於課本的思考，並能體

認小組活動的重要性，學生在小組討論的同時也能感受到討論帶來的樂趣。 

  然而，在「課堂的補充資料」及「期末報告之撰寫」方面，學生累計勾選「困

難」和「非常困難」的人數比例較其他面向高。在訪談中問到期末報告之感想，

學生表示：「一開始就…我才高中，我為什麼要做三千字的東西？」、「主要就是

要找到感覺很有可信度的資料比較難」(訪 R205)。在期末報告撰寫方面，字數

是學生認為困難的其中一個原因，除此之外，過程中要能判斷資料的可信度也成

為學生在撰寫期中報告時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 

表 9實驗組學生自評本課程之困難度 

課程之困難度 

自我評定 

非常容

易(6) 
容易 

(5) 

還可以 

(4) 

普通 

(3) 

困難 

(2) 

非常困

難 (1) 

1.老師講課的速度與內容 0(0%) 11(38%) 11(38%) 6(21%) 0(0%) 1(3%) 

2.課堂的補充資料 0(0%) 7(24%) 11(38%) 8(28%) 3(10%) 0(0%) 

3.課堂的學習單 0(0%) 5(17%) 9(31%) 12(41%) 2(7%) 1(3%) 

4.與小組成員討論 4(14%) 8(28%) 9(31%) 6(21%) 2(7%) 0(0%) 

5.期末報告之撰寫 1(3%) 1(3%) 8(28%) 9(31%) 6(21%) 4(14%) 

註：數字代表勾選人數百分比，有效填答人數為 29人。 

 

(4) 整體的個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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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10，學生自評整體個人表現，在「我能準時到課」及「我能用心參與

小組討論」這兩個向度是學生認為較同意的，累計勾選「非常同意」及「同意」

的人數比例最高，分別為 68%和 58%。呼應上述學生自評課程之困難度的描述，

學生認為小組討論是較為容易且有趣的，從表中的數據也可以看出，有近六成的

學生能用心參與小組活動。 

  除此之外，班上約有五成的學生同意「我能有效執行分配工作」。在訪談中

有學生提到：「組員的互動很重要啊。因為我們這一組的組員就是大家都會分工，

大家都會盡到自己該盡的責任，那儘管有些地方沒有做到，那其他組員也會去找， 

那儘管有些地方沒有做到，那其他組員也會去找」。組員間彼此除了做好份內的

工作之外，看到別人的不足之處也能夠互相幫忙，這也是小組互動中很可貴的雙

向學習機會 (訪 R311) 。 

  然而在整體個人表現中，「課堂上我能主動紀錄重點」為累計勾選「非常不

同意」及「不同意」人數比例最高的向度，比例佔全班的 24%。「課堂上我能專

心聽講」(6%)、「我能準時到課堂」(6%)也有近一成的學生持反對意見。 

表 10實驗組學生自評本課程之整體個人表現 

課程之整體個人表現 

自我評定 

非常同

意 

(6) 

同意 

(5) 

還可以 

(4) 

普通 

(3) 

不同意 

(2) 

非常不

同意 

(1) 

1.我能準時到課 7(24%) 10(34%) 3(10%) 7(24%) 1(3%) 1(3%) 

2.課堂上我能專心聽講 1(3%) 8(28%) 9(31%) 9(31%) 1(3%) 1(3%) 

3.課堂上我能主動紀錄重點 0(0%) 4(14%) 11(38%) 7(24%) 6(21%) 1(3%) 

4.我能用心參與小組討論 3(10%) 14(48%) 6(21%) 5(17%) 1(3%) 0(0%) 

5.我能有效執行分配工作 5(17%) 10(34%) 9(31%) 4(14%) 1(3%) 0(0%) 

註：數字代表勾選人數百分比，有效填答人數為 29人。 

 

3.學生對實驗方案之建議 

    為探求本課程在往後持續發展改善的方向，在課程的回饋單上詢問修課學生

的建議，統合之後大致上可分為三大建議，分別為「提供多元之閱讀文本」、「提

高實作活動之比例」以及「小組及書寫學習單的時間調整」。延續前述多數學生

對於課外文本的喜好，有兩成五的學生建議「多元的閱讀題材會更好」、「增加更

多科目的文本」。亦有學生於訪談中談論及原本對於本課程的想像為課外文本、

文學性的閱讀，可是卻不如預期因此建議可增加文本的多元性，希望不要過度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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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課本上範圍較狹隘的主題(訪 R429)。回過頭來思考部分學生將「教科書的

閱讀」評定為不甚喜愛的教學設計環節，也許是因為多元的閱讀文本更能夠激發

不同的觀點與思考方向，抑或是其對於多元選修課程之認知位處於「擺脫長期接

觸的學科知識」，而不喜歡仍在本課程上閱讀教科書。 

    而在提高實作活動的比例上，有近四成的學生回饋「希望分組討論的時間能

多一點」、「上課如果多結合一點有趣的小活動或是食物會更不錯」、「建議邊教邊

實作」、「我還是滿喜歡就是分組討論的，因為分組討論有點迫使你說你一定要把

你想要表達的表達出來」(訪 R213)。學生似更喜歡以小組合作、討論或是活動

性的方式學習理論，以及透過實作更加了解如何運用閱讀策略，對於過高比例之

純講述式的課程有排斥感。其中的原因可能與此為「多元選修」的課程相關聯，

有三成四的修課學生對本課程的想法為很疲憊並且感到辛苦，他們回饋道「特色

選修不要亂填」、「雖然課程沒有想像中有趣，但得到了帶得走的能力」、「和想像

中不同，很無聊，麻煩又耗時間」、「雖然超級累，但感覺很充實，而且日後會用

到」可反映出高中生對於多元選修的界定及認知仍以「輕鬆」、「有趣」為大宗，

因此才會對於如此理論性及應用性極高的課程有所失落，更可理解為何多數學生

會認為須提高實作活動的教學設計。 

    另外，多數學生亦都提及需調整小組討論或是書寫學習單的時間，在回饋單

中有五成的學生表示「寫學習單的時間長一點」、「有時候給我們的時間太少，可

能要我們該節課完成的東西但無法完成，只因時間不足」、「很充實，但也很累，

有時候老師給的時間不太夠」、「我覺得一次上課的知識量都很多，就是要交資料

的時間又太短了」(訪 R311)。本課程因須兼顧理論的學習與學生實作，所以時

間運用上稍微不足、過於緊迫，這也成為本堂課往後於教學實務現場繼續推廣、

施行時必須深入考量及適切調整的一大方向。 

    最後則是針對期末報告的想法與建議，在教學設計中，本課程特別以「期末

小論文形式的報告」作為學期成績評量的重點指標之一。從學生小組共同檢視課

本的內容為出發，進行問題的發想與探究，進而上網搜尋各種文體之文本作為主

題探討的依歸，最後要求學生做出 PPT上台報告以及繳交書面檔案及心得。此一

報告不僅訓練學生檢視課本缺漏及激發各自想法的歷程及能力，同時也體現學生

本學期所習得的閱讀策略成效，對初進入高中生活的修課學生而言是一大挑戰，

因此有相當多的學生於課程回饋單中特別提及對期末報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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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近兩成五的學生在本學期最大的收穫中表示「期末報告的製作」對他們而

言獲益良多，「最重要的是書面報告，卻也是我收穫最多的地方」、「期末報告的

製作，以及上台報告的經驗」、「學到如何整理大量的資料，將它化簡」。亦有學

生於訪談中提及本堂課對其的影響為「應該是期末報告，書面的那個，比較會整

理需要的東西」(訪 R524)。為期幾周的期末報告製作，讓修課學生可以透過資

料的檢索與閱讀、提取重點旨意實際展現前段時間的學習成效，也使這項教學設

計成為部分學生評定為在本堂課中最大的收穫。 

    然而，仍有部分學生對於期末報告存在質疑與厭惡的聲音，有一成的學生認

為期末報告的製作相當有難度，「報告有點難做」、「期末報告的時候，老師批評

的點讓我不是很滿意，但還是虛心接受。下次肯定會做的更好、再提升自己」。

而針對期末報告，在訪談之中也有學生提出自己的想法，其認為「感覺閱讀旅行

2.0 感覺到最後變成找資料，就只是在找資料，很耗時間」(訪 R429)、「主要就

是要找到感覺很有可信度的資料比較難，像是我們之前有找到一篇論文，他寫得

很好，然後史料也用得很好，但是他佚名…」(訪 R205)從這兩位受訪學生的想

法中可發現，完成期末報告的歷程反而使其本意淡化、甚至扭曲，為學生帶來莫

大的困擾。何以搜尋到有信度的文章如此困難？又如何找到所需的資料？此處之

建議也將成為本課程往後課程精進的參照向度，評量的指標與成果仍需以「閱讀

策略」的運用為主要考量。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首先針對課文進行分析，了解文本敘述的友善性；接著設計閱讀方案，

以提供幫助學生讀懂課文的閱讀鷹架；最後則幫助學生發現課本不足之處，找到

更適合的課外文本。以下是三點最重要的結論與建議： 

1. 老師可善用課本，幫助學生理解不同文體的基本架構 

    在研究過程中，雖然課本一直是最主要的參照文本，也是本研究在設計學科

閱讀教學的主要教材，然而本研究認為，老師卻不該受課本所限，將課本視為唯

一資料的來源。尤其更重要的是，老師應該教導學生如何使用課本。即使課本是

經由一群專業的人編審而通過的文本，然而它仍有改善的空間。老師可透過資料

佐證、交叉比對等方式來說服學生，如此才是真正在運用多文本的閱讀。所謂「役

物，而非役於物」，正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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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可善用課外閱讀，幫助學生擴大閱讀視野 

    根據第一年的教師訪談，儘管課外書被受訪老師們所肯定，認為是一個可以

擴大知識視野的做法，然而很可惜的是，這些老師並沒有將這些課外閱讀納入為

正式課程的一部分，而是採取較為消極的方式（如給予自願閱讀者加分的做法）

來推動閱讀。本研究認為上述問題若要解套，除了需要重新反省高中課文內容的

合理性之外，更重要的仍在於老師們是否能善用課外閱讀。適合高中生閱讀的文

章真的不少，而畢竟所有學習若都需要透過老師的講解才能達成，卻無法讓學生

藉由閱讀培養自學的能力，那麼長久下來，我們又將如何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

力？因此本研究認為教導學生讀懂課本乃是第一個步驟，其次則是幫助學生找到

能與課本內容配合的文章，以幫助他們建構上層概念，這也是未來研究應積極處

理的部分。 

3.中學老師可善用當前 108 課綱此契機，積極開設跨領域多元選修課程 

   本研究第二年透過與不同科目的高中老師合作，並以多元選修課程形式開設

本實驗方案。過程中搭配各種歷程性學習單以及小組討論活動，進行不同文體的

閱讀策略教學。雖然在教學上的確使多數學生自評有習得閱讀策略，並知覺到自

身於各文體或是課本上的閱讀理解能力有所進步，幫助其提高學習的效率及掌握

脈絡的能力，然而，對於少部分學生的負面回饋或建議，本課程亦認為值得後續

研究進行調整及思考。首先是對「多元選修課程」的界定，學生及老師雙方對於

此種加深加廣的課程想像是否一致，包括是否應脫離長期沉浸於其中的教科書？

是否應以理論性為主要依歸？是否應以社團活動為設計圭臬？皆對於往後的教

學設計影響甚大，實為本課程繼續發展之要務。再來是各階段的教學活動設計，

如何平衡理論學習與實際的運用、活動，得讓在有限時間下進行的課堂同時具有

知識性及活潑性，亦是未來若希望參考本課程的中學老師須持續思考與探究的課

題。 

陸、研究成果自評 

雖然目前尚有許多待改進之處，但整體而言，本研究獲致不錯之成果。本研

究團隊非常感謝科技部的補助，讓我們有機會探索此領域，亦收集相當豐富的實

徵資料。兩年研究成果除已發表於國外研討會之外，第一年成果亦已投稿國內期

刊，第二年則正在撰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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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年度參與的研討會是由歐洲閱讀學會所主辦之第二十一屆歐洲閱讀研討

會 (21
st
 European Conference on Literacy) ，此會議每兩年召開一次，由歐盟各主

要國家輪流主辦，此次在丹麥召開。由於個人亦曾參與上一次 2017 年由西班牙

主辦的會議 (20
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Literacy, organized by The Spanish 

Reading and Writing Association, AELE )，自覺收穫頗多，尤其此學會之成員皆為

歐洲閱讀領域方面的重要學者，透過成員互動可了解歐洲各國閱讀教學現況與最

新研究成果，因此本年度乃再次參加此一盛會。 

丹麥是個人第二次造訪，上一次(2017年冬季)之北歐行純屬家庭旅遊，由

於行程頗為匆促，僅在哥本哈根停留一兩天，走馬看花並未對此國家有太深刻印

象。這一次則希望透過較長時間的駐足停留，可以一窺究竟何以這個國家能夠一

再獲得「世界十大幸福國度之一」此一美稱。此外，個人一向對於丹麥教育頗為

好奇，畢竟這是一個以童話著名的國家(安徒生、小美人魚應該都是許多人從童

年時期就耳熟能詳的人物吧?)，他們的教育是否也充滿了理想色彩？因此亦希望

藉此機會了解丹麥的教育現況。綜合上述原因，個人乃整理上一年度已執行完畢

但尚未發表之研究成果以進行海報發表，並期待能夠透過此次分享與對話而有不

同的學習與收穫。此次發表論文題目為: Readable but not interesting: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 of content area textbooks，主要是分享個人在 2018 年針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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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台灣高中生物科與歷史科老師及 16 位高一學生所進行的半結構式訪談與教室

觀察發現。此研究主要在分析台灣高中老師與學生在看待「課本」這種文本時有

何不同的知覺方式，此外亦希望了解老師能否對於學生在閱讀課本時所面臨的困

難有所理解，以及探討老師會採取哪些教學策略來協助學生。以下首先介紹個人

參與幾個場次之內容與心得，再分享個人在海報發表時與各國學者互動之收獲。 

二、會議內容與參與心得 

本研討會共進行四天，前三天是主要會議，根據大會資料，此次共有 500個

與會人員，並有 300 場次發表。形式分別包括主題演講(keynote)、座談會

(symposium)、圓桌會議(round table)、工作坊(workshop)、個人發表(oral presentation)

與海報(poster)等。由於此次大會乃是根據「歐洲掃盲宣言」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to Literacy) 以制定六大會議主題，1 因此議程亦根據此六主題而分類

各論文的發表順序。大會很貼心的以不同顏色在手冊上標示出不同主題，因此雖

然發表場次相當多，但我們仍可以根據顏色而按圖索驥，快速找到相關場次的發

表。個人認為這個做法不但相當有創意，更可以讓與會人士因參與系列相關主題

的場次而逐漸結識同好，這是一個頗值得學習的策略。 

另一個有特色的做法則是第四天的延伸活動，大會專程挑選了具歷史意義的

古蹟 Vartov而進行了兩場主題演講，一場是介紹丹麥教育制度自 18 世紀以來近

兩百年的演變史，這是由一位專門研究丹麥教育史的歷史學者所主講；另一場則

介紹丹麥非常有特色的民眾高等學校 (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之設校理念

及其教學方式，這是由兩位曾經在這類學校任教的現場老師主講。我透個這兩場

演講而對丹麥教育有一個輪廓性的瞭解，此外也了解「丹麥人民之父」Ｎ. F. S. 

Grundtvig（1783-1872）這個傳奇人物對於丹麥教育的影響。由於這兩場次的內

容不但非常詳盡，且主講者亦不避諱的分析丹麥近年在 PISA上不甚出色的表現

以及其後續改革的努力，包括當前教育上所面對的難題（例如丹麥中小學教師的

形象並不好、學生對公立學校不信任而有越來越多人上私立學校等），使得我們

不但有機會了解丹麥教育的特色與其當前困境，也深刻體會原來「家家都有一本

難念的經」，沒有哪個國家的教育是完美的。 

                                                 
1
 六大主題分別為：Theme 1 (Early intervention), Theme 2 (Qualified teaching), Theme 3 (Digital 

competences), Theme 4 (Literacy environments), Theme 5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Theme 6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literacy skills) 



 3 

在同一會場尙有一個以丹麥語為主的會議同時召開 (The 18th Nordic 

Literacy Conference)，不過由於語文的關係，我僅參加以英語發表的場次，分別

是三場主題演講、一個座談會、三場口頭報告及一個圓桌會議。以下簡要說明各

場次之主題與內容。 

1. 主題演講 

第一場主題演講是由哥本哈根大學的 Carsten Elbro 教授主講，他首先提出三

個問題讓我們思考：digital media 是否改變人的生活形態與閱讀歷程？人的某些

閱讀能力是否隨之增進/削弱？以及教學是否真正呼應青少年的需求？ Elbro 教

授是一個相當博學的人，他引經據典比較古代人與現代人的相同與相異閱讀需求，

例如從神話中我們可以發現，古代人跟現代人都有 self-presentation 的需求，然

而現代人則更借助科技的方便（e.g., ＦＢ）來滿足此需求。而過去的閱讀可以

透過 editor來幫讀者篩選文本品質，現代人則需要由自己來消化。不過他也指出：

現代生活中的閱讀相對變得簡單，例如以前的公車表非常難以看懂，但現在則是

互動式，變得非常友善。不過不可否認的，網路上充斥了假新聞與網路霸凌的文

字，在在都顯示出：老師要更能培養學生具有文字批判的能力，也需要幫助學生

培養出一種自我學習的能力來面對新的挑戰。我認為他說的道理雖然並非全新的

觀念，但對於教育工作者相當具有啓示意義。 

第二場主題演講原定由法國學者 Jean-Francois Rouet教授主講，但他因簽

證問題無法出席，因此乃改由南韓學者 Byeong-Young Cho教授擔任講者。Cho

教授目前任教於匹茲堡大學，他主要是從美國CCSS談教育改革以及青少年閱讀。

由於我之前在撰寫專書時便已精讀過 CCSS的資料，因此他的前半場內容並沒有

給我太多新的想法，倒是他在演講最後介紹了一個他以 telling case 所進行的

三年計劃。由於我之前並未聽過這種研究方法，覺得頗新鮮，很可惜他匆匆帶過，

僅說這是採取 single-subject design，但我似乎聽不出來這個方法與傳統個案

研究有何不同，尤其台灣好像還沒太多以此方法發表的研究，或許未來還得再找

相關資料來閱讀才能夠瞭解這個方法的妙處。 

最後一場主題演講則是由英國牛津大學的 Kate Nation 教授主講，她是從

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談閱讀經驗如何影響兒童的閱讀理解。她認為大量閱讀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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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功能乃是練習了 decoding 的基礎能力以及學童對於語言的 semantic 

structure的知識。她引用 Perfetti (2007)的文獻，說明了所謂 lexical quality

乃是包括了 O (orthography)＋ P (phonology) ＋ S (semantics)三個元素。

這個想法引申出來，就是：當我們在給兒童閱讀文本時，究竟是應該在一本書中

涵蓋五個新的字彙？還是分散在五本書中？我認為她這個問題相當重要，也是當

前我們在提倡大量閱讀時應該慎重思考的問題。畢竟「大量」不代表「高品質」，

因此唯有給學生高品質的文字刺激，大量的閱讀經驗才會帶來更多的閱讀理解。 

2. 座談會 

我在座談會方面則是參與一場探討寫作方面的發表，由兩位教學現場的老師

主講，一位是來自英國的 Fay Lant，另一位則是來自丹麥的 Lene Storgaard Brok。

這兩位女士皆是實務工作者，在報告時也相對的較著重於技術層次的傳授。有趣

的是，兩人皆不約而同地在抱怨他們國家的老師並不重視思考上(thinking)的寫作

教學，反而僅著重於寫字方面(handwriting)的寫作教學。這個說法讓我很訝異，

我們一向也有此抱怨，且覺得這是台灣老師才有的問題，但看來這個問題似乎沒

有文化差異。此外，主持人也問兩位主講者，他們覺得其國家目前有何最大的寫

作困境？英國的 Lant 女士提及是「時間」的問題，因為老師們時間不夠，所以

不太願意花太多時間在寫作教學上，這個說法並不令人訝異；倒是丹麥 Brok 女

士認為丹麥學童太習慣口說，而不習慣以文字書寫，這是丹麥最大的問題。我覺

得這個說法相當奇怪，口說能力與書寫能力不是一向被視為相輔相成，為何反而

是一個困境？這個問題果然也引來不少討論，一位來自芬蘭的老師便提出反駁的

意見。 

3. 口頭報告 

我共參加三場口頭報告，第一場是由美國學者 William G. Brozo 與芬蘭學者

Sari Sulkunen 共同發表的場次，他們比較學科領域閱讀素養 (disciplinary literacy, 

DL) 與學科閱讀 (content area literacy, CAL)的異同，並回顧相關的文獻。我覺得

他們似乎僅提出問題，而沒有提供清楚的答案。或許正如同他們在結論所說，這

個問題目前仍無定論，畢竟從文獻來看擁護這兩組說法的人馬根本就不相同。不

過整體而言，可以看到有越來愈多研究趨勢強調應根據學科屬性來發展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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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閱讀學者應與學科專家密切合作，以發展出適合各學科的閱讀策略。 

第二場是有關 new literacy perspective 的發表，由美國學者 Anitra 

Butler-Ngugi 教授報告。她提及 21 世紀的閱讀環境應該更重視 authenticity 與

personal meaning，因此老師不但要懂得放掉 control, 更要教學生有用的 tool。她

引用 Ira Socol 的 Toolbelt theory 來說明 21 世紀的教學重點。 

最後一場則是結合聽、讀、寫的作法，讓學生透過耳朵(spoken language)來

學習語言，這是由 Heather Miller 分享如何帶領學生透過劇本與演戲而學習語言

的過程。個人認為這三場主題也恰恰反映出目前閱讀領域的研究趨勢，首先是更

強調領域屬性的閱讀，其次是閱讀活動應與學生生活經驗結合，最後則是強調應

採取多元的學習管道來進行閱讀教學。 

4. 圓桌會議 

最後我還參加了一場由四位代表歐盟所補助之閱讀計畫 ELINET 的學者所

組成的圓桌會議，他們分別是來自美國的 Dr. Vicky Zygouris-Coe 教授、義大利

的 Tiziana Mascia、芬蘭的 Dr. Sari Sulkunen 教授與德國的 Dr. Christine Garbe 教

授。他們除了分享目前其國家的閱讀現況/困境之外，也介紹了各國如何進行老

師成長的 program。我發現目前歐洲各國的確非常積極在進行教師訓練，例如從

ELINET 網站就可以找到不少有用的資源。此外如前所述，disciplinary literacy 確

實是目前的趨勢。有趣的是，根據芬蘭學者的報告，即使是芬蘭的老師也傾向於

重視 content 的教學，而非 literacy。這個說法頗讓在場人士感到訝異！近年芬蘭

教育被視為是各國典範，但這是否已有被過度神化的現象呢？頗令人深思。 

5. 個人報告 

最後是有關個人的研究，為了讓大家更了解台灣教科書的樣貌，此次我還各

帶了一本高一生物課本及歷史課本在現場供大家翻閱。有一位日本學者在看完海

報之外，由於他約略可以辨識一些漢字，因此也興致盎然地讀起課本內容。不過

當我告訴他，一本課本是學生一學期的份量，且大多數時候老師並不會教只會用

自編講義，而學生須自己閱讀課本時，他瞠目結舌覺得不可置信。另一位菲律賓

學者表示他們也有類似問題，看來文化交流的樂趣就在此，因為我們不但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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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彼此的問題，也能理解共同的困難！（有關此次報告之海報，請參見附件） 

三、小結: 跨界之必要，國際化之必要 

本年度所參與的研討會，議題主要以閱讀為主。由於開會地點位於丹麥，而

目前歐盟國家交通相當便利，因此更有機會與來自歐洲各地學者交流，並進一步

了解各國教育現況。雖然大家看似如此不同，但透過共同對於知識的熱愛，以及

智性的對話，發現許多教育問題其實殊途同歸。個人覺得此次參與研討會的收獲

甚多，相當具啟發性，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學習經驗！ 

四、建議 

感謝科技部之補助，使個人得以前往哥本哈根參與研討會，並發表研究成果，

以擴展國際間的學術交流。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大會之議程及手冊皆已公告於官方網頁，可參見

http://cph2019.dk/ 

http://cph2019.dk/


 Readable but not interesting: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 of content area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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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f the enduring concerns involves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and learning. Although numerous studies have supported that 

interest-based learning is vital, it is seldom the main concern in school. In 

particular, Taiwanese high school teachers tend to cram a lot of supplementary 

texts and leave textbooks for students to self-study. It is thus worthwhile to 

explore the quality of textbooks and understand how students perceive its 

readability and interestingness.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Dreher, M. J., & Singer, H. (1989). Friendly texts and text-friendly teachers. 

Theory into Practice, 28 (2), 98-104. 

Schumm, J. S., Konopak,J.P., Readence, J. E.,& Baldwin, R. S. (1989). 

Considerate text: do we practice what we preach? In S. McCormick 

& J. Zutell (Eds.), Cognitive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for Literacy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pp.381-389). Thirty-eigth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Reading Conference. Chicago, IL: National Reading 

Conference. 

Singer, H.(1986). Friendly texts: Description and criteria. In E. K. Dishner, 

T.W. Bean, J. E. Readence, & D. W. Moore (eds.), Reading in the 

Content Areas: Improving Classroom Instruction (2nd ed.)(pp.112-

128). Dubuque, IA: Kendall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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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Conclusions 

    First, this study developed a three-level framework (the book-, the chapter-, 

and the section-level, separately) on the features of friendliness and 

thoughtfulness of textbooks (cf. Anderson & Armbruster, 1984; Dreher & 

Singer, 1989; Schumm, Konopak, Readence, & Baldwin, 1989; Singer, 1986), 

and then randomly selected two top versions of current high school textbooks 

for Grade 10 on history and biology for analysis. 

    Second,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of 20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Grade 10 

were then conducted. 

 Methods and Data Sources 

Suggestion 

Textbooks that were analyzed… 

Major Findings    

•  Although the contents of textbooks have been simplified by publishers, 

they are still not easy for students to read. Important cues were sometimes 

neglected by students. For example, one student mentioned, “… some 

terms just occur out of the blue, making the text less consistent… those 

figures or tables are also confusing…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y are 

there…”  

• To solve the aforementioned difficulties, students would ask the teachers’ 

help or check Google. However, most students admitted that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ubjects to study, they would choose to memorize it by 

heart, instead of really understanding the text.  

• How do their teachers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textbooks? According to 

students’ perception, one type of teachers would merely discard the 

textbooks. For example, students mentioned that their teachers would 

compile their own notes and worksheets for them without even 

mentioning the textbooks. The other type is to start with textbooks and 

teach them how to organize notes. For example, some students said that 

their teachers would propose a few questions and ask them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from the textbooks before giving the lectures.  

• Even for those readable texts, students did not find them interesting. This 

is because to find text interesting students need to construct its meaning 

yet they were not taught to do so. Ironically, students consider the 

supplementary texts from teachers were as annoying and threatening as 

textbooks. 

Conclusion 

•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two levels of difficulty in reading textbooks:  

• The first level of difficulty is to interpret the words.  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special terms in textbooks that they do not know.  

• The difficulty at the second level is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Compared to the textbooks in junior high, students found that the 

present high school textbooks are more detailed, but not necessarily 

clearly expressed. Especially for those topics that students have not 

met before, they are most confusing.  

• Although teachers tend to provide supplementary texts for student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without teaching them reading strategies, these 

material are considered annoying as well.  

 

 

History, 
(Version 1) 

History, 
(Version 2) 

Biology, 
(Version 1) 

Biology, 
(Version 2) 

Vol.1 Vol.2 Vol.1 Vol.2 

Vol.1 Vol.1 Vol.2 Vol.2 

•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part of the difficulties could be improved by 

enhancing the friendliness or consideration of the text.  

• However, the other part of the difficulties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to help student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 Teachers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extbooks, 

assuming students could read the text on their own. Scaffolding for 

reading textbooks is crucial. 

• When providing supplementary material, teachers should also take the 

friendliness and thoughtfulness of the texts into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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