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文文本的閱讀理解真的不重要

嗎？真的只要顧好那些基本功就

好了嗎？

（二）從反省傳統到嘗試新式教學

面對低成就孩子無力的學習

動機與無起色的成績，我開始問

自己：是否該轉變一下教學了？

我不想未來的教學生涯就這樣無

奈的度過！後來便開始接觸與嘗

試進行新式教學法，試過：1. 提

問教學（問思教學、畫心智圖）；

2. 分組合作學習（自學、討論、

發表），當然也有最近很火紅的

MAPS 與學思達，剛開始，教學

氣氛變得較熱鬧、有趣……，學

生也在此時產生了較好的學習動

機。

（三）嘗試新式教學後，

沒有預期的好

不過，隨著時間過去，高成

就孩子開始覺得空虛，認為我只

是來回穿梭於組與組間，補充幾

句後就到下一組，似乎沒有盡到

教學責任，也覺得分組教學很浪

費時間，而且發表時，臺上同學

講得很賣力，臺下同學卻聊得很

起勁低，這些反應我都堅強面對，

然而，我卻也意外發現，班上低

成就的孩子卻躲在熱鬧提問的教

室深處。

後來更發現：學生的動機下

降了，分組時漸漸看到低成就的

孩子不參與討論，時而發呆，時

而找人聊天，教室現場表面上人

聲鼎沸，熱鬧非凡地在討論，但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這種分組合

作教學法是沒什麼成效的，這些

低成就的孩子又變回跟傳統教學

課堂上一樣，成為課堂的客人。

與傳統教學比起來，全班的

平均成績仍然沒有因為新式教學

而顯著提升，反而讓原本的學習

成績狀況更糟，或許跟學校的評

量方式有關，但我仍不禁要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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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熱鬧提問與分組合作學習的

背後，是否隱藏了一種熱鬧的假

象？再加上原本成績好的同學來

跟你說：老師 ! 你的新教法不錯，

畫心智圖也很好，但是我覺得學

完這一課，對於課文的掌控好空

虛喔！不曉得自己學到了什麼？

此時，坊間流行的翻轉教育者一

定會告訴你：

1. 要堅持下去，加油，看到孩子

討論的熱絡就是一種支持。

2. 不要有段考迷思，放下段考成

績的壓力。

3. 孩子會愈來愈進步的，堅持就

對了。

4. 可以設計一些方式來讓不參與

的學生一起討論。

5. 可以給予孩子一些物質的獎勵

來再度引起動機。

這 些 方 法 我 都 試 過， 不 過

還是回到傳統教學面對的困境一

樣，低成就的孩子都沒了動機，

用再多的方式限制與強迫他們，

甚至用了各種獎勵的方法，終究

還是無法提升他們的認知理解能

力與內在成就動機。

（四）走出別人，發展出符合自

己情景脈絡的教學方法

所以，我毅然決然捨棄那些

所謂的翻轉教育的教學方法，將

自己歸零回到原點，重新找尋符

合自己的學生以及任教學校的文

化情境脈絡的教學方法，但是，

一開始，我就遇到挫折了，在發

展符合自己學生的教學法時，我

仍然要勇敢面對與需要解決一些

當前的教學困境，茲列表如下：

行 政 1. 學校資深教師文化氛圍太重與行政高層的不認同或不允

許

2. 沒有辦法改變段考評量方式

3. 學校不允許上課時學生走動與秩序太亂

方 面 對教學造成的困境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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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1. 教學進度經常會被 delay

2. 成績壓力太大，段考成績達不到理想狀態，無法放下段

考的迷思。

3. 分組合作教學時，學業低成就的孩子都無法回答或在課

堂投入。

4. 最後只剩下成績與程度好的學生在跟老師互動

5. 老師備課時間不足與需要應付太多行政交辦事務

6. 閱讀理解教學過程複雜，又要寫教案，很多第一線的老

師都因此卻步。

7. 分組合作教學現場人聲鼎沸，熱鬧非凡，討論佔掉很多

時間，又沒什麼成效。

8. 分組合作學習，卻讓低成就的孩子躲在熱鬧提問與討論

的教室深處。

9. 分組合作學習，無法真正提升低成就學生的思考與認知

能力。

學 生 1. 光靠老師提問與學生回答，學生反應對文本掌握有很大

的空虛感。

2. 在課堂提問與發表的情況下，學業低成就學生容易產生

緊張焦慮而不能好好思考。

3. 學業低成就的學生，需要安靜與較長時間思考或需要老

師指導。

4. 教師只是來回穿梭於組與組間，補充幾句後就到下一組，

似乎沒有盡到教學責任。

5. 覺得分組教學很浪費時間，而且發表時，臺上同學講得

很賣力，臺下同學卻聊得很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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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自己，如果我發展出

來的方法，是要告訴教學者放棄

上述的困境，那我的教學法遲早

會走進死胡同，我必須要擁抱這

些困境，也就是把這些困境都囊

括進來考量，然後發展出一個可

以與這些困境達到互相協調、和

諧共存甚至是雙贏的教學法，那

這樣的教學法才能幫助更多的低

成就學生，才能被更多的老師接

受。

不 過， 還 有 一 個 難 點 要 解

決，就是，這個教學法最後還要

扣回到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上才可以，因為這樣才能真正提

升低成就孩子的認知能力，認知

能力提升了，閱讀理解力才會提

升，這樣內在成就動機的提升才

能成為可能。

因此，我發展出了欄框圖學

習單及其所對應的教學法，但這

個教學法是有彈性的，我稱為「二

分之一情境教學原則」，後面會

做說明。

所以，為了達成認知能力提

升的目的，在欄框圖學習單的設

計上需要借助閱讀理解策略的幫

忙，但閱讀理解策略又是另一門

專業，在美國是屬於閱讀心理學

的範疇，也是屬於認知心理學的

領域，有關閱讀理解策略，欄框

圖學習單常用的策略已經整理完

成，但礙於篇幅的關係，筆者會

再另外撰寫專文論述之。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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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欄框圖學習單的外貌格式

（以陳之藩謝天一文為例，另附上文本分析圖）

自然段是指原文本的分段，意義段是指在全文本結構中意義有相

關的大段落（由數個自然段落組成）。

欄框圖教學法就是以欄框圖學習單為主軸，其他自己慣用的教學

方式為輔助的教學方法，茲說明此教學法之內涵如下：

（一）欄框圖學習單的生成

欄框圖學習單的設計與生成，首先需要對文本進行分析，文本分

析後，接著決定介入的閱讀理解策略，再針對此策略，依其所對應的

文本設計成提問問題，最後再將此些問題填入欄框圖學習單格式中，

教學者再依欄框圖學習單進行寧靜教學。流程請見圖：

什麼是

「欄框圖教學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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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框圖學習單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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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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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欄框圖學習單的教學使用步驟

題目預測與放聲思考

※ 以陳之藩謝天為例，見圖

STEP

1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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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也可藉此連結課文與欄框圖：即在課文中先標註自然段落

數，然後依據欄框圖中每一個意義段所標示的自然段數，用該

欄框線的顏色螢光筆在課文中把同一個意義段的所有自然段框

起來。

畫螢光筆

1. 可使用螢光筆做意義段區分：把學習單每一個部分的框線都

用不同顏色的螢光筆框畫外線，以下圖示：

STEP

2

意義段 1～1

意義段 1～2

意義段 2

意義段 3

意義段 1～1第1~8段意義段 1~2第9~11段意義段 2第12~16段意義段 3第18段

▼ 課文

16



放聲朗讀

先把意義段 1 的所有自然段文本，請學生朗讀過一遍，然後

再請學生把第一段文本朗讀一遍（若有區塊段 1，則先請學生

朗讀區塊段 1 內所有的自然段，然後再從第一段文本再朗讀一

遍），然後剛始進行簡易的提問，……如此反覆操作，直到可

以進行欄框圖學習單第一題填寫為止。意義段 2 也是重複此

模式操作，詳見謝天教案（可至作者 FB 欄框圖閱讀理解策略 

社群下載）。

視文本需求講述作者背景，若不需要則直接進入下一步驟，教

科書的「課文導讀」與「作者介紹」先跳過 ( 若文本內容有必

要先對作者背景認識一番時，則先講述作者背景，但只講與文

本有關的寫作之作者背景 )。

直接進入文本第 1 意義段，進行欄框圖學習單教學，不分組合

作學習，只要按照傳統教室安排之座位即可，見圖。

接著，視第 1 意義段文本及欄框圖學習單難易度，老師時而帶

領填答，時而讓學生先自行填答找文本，不過，不管是哪一種

方式，都先讓學生自行依著欄框圖學習單內容先從文本中找一

STEP

3

STEP

4

STEP

5

STEP

6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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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答案。建議不要讓學生分組討，不問別人答案，靠自己能

力思考並填寫，而且要保持教室寧靜。經常思考、經常用腦，

腦神經分布才會密集，腦神經愈密集，思考速度與理解能力

會愈快、優，而且寧靜的環境，會提升思考準確度，也有

助於原先較不習慣思考的人提高思考意願。

接著，當學生每個人都安靜在讀文本、找文本

時，老師就可趁這個時候下去巡視，特別去看

學業低成就學生的填答狀況，並給予耐心指

導，見圖。另外，為了不把高成就的學生晾在

一旁，欄框圖還提供伸展跳躍學習單，老師可以

利用在為低成就學生講解的空檔期，請先完成此教學部分學

習單的高成就學生先去做做伸展跳躍學習單的題目，藉此可

讓高成就的學生多學一些高階的知識，不致遷就低成就者而

被拉低程度或減少學習內容與興趣。此部分是欄框圖學習單

教學才能做到的「差異化教學」，直接在課堂上進行補救，

不用額外拉出來補救。

程度好的可放心讓他們先填答，但教室一定要保持安靜，靜

謐的氛圍才能讓學生好好思考文本與填答。老師此時更可針

對低成就的孩子一對一指導細緻的策略，如圈出題目關鍵字

來找出文本證據，圈補主詞再重讀文本以連貫文本意思等。

欄框圖教學特別重視學業低成就學生到底有沒有真的理解，

因為欄框圖的誕生有一半因素就是為了提升低成就孩子的理

解能力而設計的，至於造成學生學業低成就，根據實證研究，

主要來自於先天智能因素與後天家庭環境因素，見圖。但在學

習輔導上，若要從家庭環境因素上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動機，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所以，欄框圖學習單從智能因素下手，

只要學生經過評估診斷後可以讀得了書，那欄框圖學習單則

STEP

7

STE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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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處介入閱讀理解方法及學習單來提升學生的思考力

及認知力，進而藉由填答學習單，讓學生找回失落已久的內在成就動

機，讓學生因會填答而有成就感，非藉由外在物質獎勵而得到成就感。

後翻轉主義教學在學業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輔導，並不是把第一主

力放在 徹底改變他的學習動機上，而是要先從改善他的學習行為與學

習效能上，學習行為與學習效能改變與提升了，自我概念就會改變，

那他的內在成就動機就會自然提升，但千萬不要百分之百要求學生以

後就要如此提升動機與學業成績，他可能還會因為一些其他因素而退

轉，我們只要把握一個原則：就是協助他維持之前的一點點改變，且

以此來適應他現在的現實生活即可！

藉此再釐清一個觀念：如果你（老師）指導學業低成就的孩子1分，

他們可能只會進步 0.1 分，但是，如果不個別指導他們，就別強求他

們的分數要進步，先別急著要學業低成就學生自學、表達、分組被優

秀者教、或畫心智圖，讓他們寧靜地好好的提升認知及閱讀理解力就

好，就像……還不會走路的嬰兒，你要他用跑的過來，他是不可能做

到的。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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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教學時間控制在 2~3

節課就要結束，依教學者

需求及文本難度而彈性伸

縮，剩下的 2~3 節進行傳

統的直接教學法，老師可

利用欄框圖學習單，配合

學生程度、文本難易度及

自己喜愛的教學方式，依

照學習單的編排順序教學

即 可。 若 一 週 6 節 國 文

課，那欄框圖學習單之教

學最多勿超過 3 節課，剩

下 的 3 節， 可用 1~2 節

來對本課做直接教學法，

即傳統教學，如補充形音

義、修辭重點、畫課文重

點句、補充課文句言外之

意、補充國學常識等段考

會考的，剩下 1節課檢討

習作、講義，建議每堂課

還可運用 10~15 分鐘小考

該課解釋！這就是後翻轉

STEP

12按照欄框圖學習單上的第

1 意義段的自然分段提問

問題，進行帶領教學，結

束後再引導學生填答第 1

意義段要旨。

接著就依照上面第 4.~9.

的步驟重複操作，按照學

習單的順序操作，到欄框

圖學習單填答結束。

放射圖是在欄框圖學習單

帶完後，再帶學生來完成

的，初期只要用填空方式

就好！其實放射圖是各意

義段要旨與核心主旨的整

合！其實只是把學習單內

容精簡，中間圓圈寫核心

主旨，放射出去幾個圓

圈 ( 圓圈數看意義段數決

定 )，圓圈內寫該意義段

段旨。

STEP

10

STEP

11

STE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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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所提出的夾縫中求翻轉的後翻轉哲學，稱為「二分之一情

境教學原則」。

結語：
欄框圖教學法的全貌

三

教材上 先文本分析好後→決定要使用的閱讀理解策略→設計

提問問題→填入欄框圖學習單格式→欄框圖閱讀理解

策略學習單 ( 簡稱欄框圖學習單 )

教學方式 依照欄框圖學習單進行閱讀理解教學，具有好操作、

易上手的特色，改成以欄框圖學習單為主軸，其他自

己慣用的教學方式（如傳統的直接教學法）為輔助的

二分之一情境教學

分 組 合 作

學習與否

暫不，只按照教室傳統座位安排

細 部 教 學

改變

學生需要寧靜思考、不討論、自行作答、老師須巡視

並一對一指導學業低成就學生

內 在 成 就

動機

藉由填答學習單，讓學生找回失落已久的內在成就動

機，不用物質獎勵來提升學生的動機，因為靠物質提

升的動機不會長久

調整成項 目

綜合上述，筆者將欄框圖教學法的重點整理如下表，希望有所裨

益於欲投入提升低成就學生認知理解力教學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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