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閱讀，能開啟孩子的另一扇門，擴展視野，認識世界。

　　閱讀，刺激孩子的思維，打開孩子想像的空間，提高探索知識的渴望。

　　閱讀能力，是所有學科學習的重要基礎，也是與人溝通和互動的基本

能力。依照維基百科的定義：閱讀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一個人需要運用腦

中的原有知識，主動獲取資訊並從文章中建構意義。這個過程包括：

接受訊息 處理訊息 大腦吸收 訊息加工

眼睛接收訊
息後通過神
經傳送到大
腦

將以前儲備的知識與當
前閱讀的訊息結合，連
接、分析、批判、鑑賞
、選擇和摒棄

儲存訊息 將吸收的訊息
投入到應用，
語言溝通、寫
作、演講等

　　許多孩子在這個過程中，停留在接受訊息上，也就是用眼睛看了書，

卻難以進一步將書中的知識理解。因此，如何處理訊息，便是最重要的關

鍵。

　　翰林出版《閱讀智慧王》的功能，便是協助老師、家長教導孩子閱

讀，引導孩子獨立閱讀學習的工具書。讓孩子學會處理信息，進一步理解

閱讀能力，形塑閱讀能力。教師在原本的國語文課本的單元主題架構下，

選擇《閱讀智慧王》中的相關單元主題，進行延伸閱讀。透過一冊一閱讀

策略的方式，讓孩子能藉由不同策略處理書中的訊息，最後運用每篇提供

PIRLS模式的選擇題與非選擇測驗，監控孩子的理解情況。以下將介紹《閱
讀智慧王》的策略使用方式，以及如何形成不同類型的教學模組。

文  東華附小 賴榮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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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智慧王》使用攻略

(一 )時間策略

(二 )教案設計策略
　　教師在引導閱讀時，可以

參考以下基本流程，讓孩子形

成完整的概念：

在校可用來教學時間

如果只有20分鐘，可以利用早
自習進行晨讀。如果有40分鐘
，可以運用在閱讀課、課後照
顧班、補救教學班使用

孩子在家自學練習時間

平日回家功課，可搭配單元主
題，不用按照順序，當作延伸
閱讀的材料。或是運用週末假
日、暑假、寒假，進一步精熟
練習

1 引起動機

2 發展活動

3 閱讀測驗

4 綜合活動

1.引起動機（3分鐘）
　　引起動機像是課程的暖身，目的

是讓學生知道課程開始，並讓他們專

注學習。引起動機的方法很多，小故

事、短片或音樂、教具操作、時事、

生活用語、師生的生活經驗分享等等。

2.發展活動（10或 30分鐘）
　　教師可以依照學生年級、能力，

教學時間和教學需求，來做選擇。也

可以按照低成就或高成就學生的需

求，進行差異化教學，彈性選擇下方

《閱讀智慧王》冊數與閱讀策略，組

合成需要的教學模式。運用各篇「讀

家策略」部分，引導孩子成為獨立的

閱讀者。

低年級適用策略：關鍵句策略（低 1、
2、3、4）
中年級適用策略：關鍵句策略（中

1）、關鍵詞策略（中 2）、摘要策略
（中 3）、自我發問策略（中 4）
高年級適用策略：預測策略（高 1）、
連結策略（高 2）
3.閱讀測驗（5分鐘）

 提取訊息：找出文章中有明確寫出
的訊息（低中高 10冊皆有）

 推論訊息：理解文中沒有明確描述
的關係（低中高 10冊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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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結構：理解文章架構（低
中高 10冊皆有）

 評論：讀者運用自己的知識去
理解與建構文章中的細節（中

234高 12冊皆有），開始有非
選擇題。

 比較評估：讀者需要批判性考
量文章中的訊息（高 12冊皆
有），開始有圖表整合題。

4.綜合活動（2分鐘）
　　教師或家長可以運用各篇

「陪你一起讀」部分，再次歸納

各篇要點。也可以設計動態式活

動延伸學習。例如：低 3「另類
食物」，教師可以準備一個鍋子

和湯杓，運用文中的煮字療飢的

概念，分配孩子寫下肉部和草部

的字，一起煮出一鍋文字湯。中

1「拼圖時刻」一文可以玩人體拼
圖活動，理解每個人都是獨一無

二、不可或缺的拼圖。

(三 )閱讀策略運用
1.聽力理解策略（10分鐘）
　　上課時，孩子先不打開本子，

教師可以先念課文一、二段給孩

子聽，並提醒待會要問問題。教

師唸完課文後，運用「六問法」

問一、二段的問題，提升孩子聽

力的理解，以及專注能力，並能

模仿老師朗讀的方式。

　　接著，以小組合作中的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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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組兩人，甲生唸一段給乙

生聽，並問一個該段問題，考驗

乙生理解。接著交換角色，由乙

生唸下一段，考驗甲生的理解。

剩下的段落一起默讀完即可。以

低 3「另類食物」為例：這個村

莊發生什麼事？

2.關鍵句策略（10分鐘）
　　關鍵句是指最能概括一段主

要內容的句子做為段意。有些在

一段文章的開頭、中間，有些在

一段的結尾。詳見《閱讀智慧王》

低1、2、3、4和中 1的第 4、5頁。
低年級的孩子，剛開始還難以掌

握「代表主要內容的句子」，教

師可以先示範第一段，再運用小

組合作配對法，兩人一起討論第

二段，接著獨立練習剩下的段落。

　　或者是藉由文章中，主要段

落旁有一排藍色小圓點，運用筆

和尺連接起來，並試著將畫好的

段落唸一遍。以低 3「另類食物」

第四段為例：畫家施展「畫餅充

飢」的魔法，群眾邊吃邊嘖嘖

稱奇。

3.關鍵詞策略（10分鐘）
　　文章中有些重點不是關鍵句

的形式，我們便可以找出重要的

人、事、時、地、物或重要形容

的關鍵詞。找出字段篇中的關鍵

詞，有助於理解並掌握閱讀要點、

組織文章要義。以低 3「另類食

物」第一段為例：時間：雞年。

事件：久旱不雨。結果：鬧飢荒。

4.摘要策略（10分鐘）
　　將閱讀文章的關鍵詞，運用

增加語詞、刪除重複詞，或是重

新組合策略，以簡要的文字重述

內容。以低 3「另類食物」第一

段為例：在雞年時因久旱不雨，

結果鬧飢荒。

5.發問策略（10分鐘）
　　為明白對閱讀文章的理解程

度，可以將各段的摘要，以六問

法（何人、何時、何地、何事、

為何、如何）轉化為疑問句，可

以考驗學習伙伴，或是考驗自己，

以瞭解閱讀理解狀況。以低 3「另

類食物」第一段為例：為什麼雞

年會鬧飢荒？答：久旱不雨。

6.連結策略（10分鐘）
　　連結，是運用文本內容連結

到讀者個人的經驗。讀者心裡

可以想，「我有沒有類似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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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推論策略（10分鐘）
　　推論，是指從文章中的上下

文的線索，推測未知語詞或事件，

甚至可以推論角色行為、性格。

以低 3「另類食物」為例：從本

文中可以推論「搶食一空」是

什麼意思？或是從本文中，可

以推論畫家和作家是什麼樣個

性的人？

三、綜合使用模組

（一）20分鐘閱讀教學，教學目
標在加強「預測能力」，下圖的

閱讀策略，可以做更換。

（二）40分鐘閱讀教學，教
學目標在整合「聽力理解」和

「連結能力」，下圖的閱

讀策略，可以做更換。

驗？」、「如果我是主角，我會

怎麼處理這件事？」以低 3「另

類食物」為例：畫家施展「畫餅

充飢」的魔法，作家施展「煮

字療飢」的魔法，如果是我，

我會用什麼方法解決村莊的飢

荒呢？

7.預測策略（各 5分鐘，共 10分
鐘）

　　預測，是運用線索推測情節

的發展，增加學習的好奇心與樂

趣。常見的預測，可以預測標題

（將標題拆解成幾個語詞，分別

詮釋後，再歸納成文章可能的方

向）、預測主角接下來的行為，

或是預測結果。

以低 3「另類食物」為例：

預測主角

接下來的

行為

可以預測畫家施展「畫餅
充飢」的魔法後，發生了
什麼事？

預測標題

可拆解成「另類」和「食
物」。「另類」是指和平
常不一樣的；「食物」是
指可以填飽肚子的東西。
因此，我們可以預測這篇
文章「作者在講運用和平
常不一樣的食物讓人們填
飽肚子的故事」。

引起
動機

綜合
活動

預測
策略

閱讀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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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請
投至

信　　箱
：edito

r@hanli
n.com.tw

洽詢電話
：(06)2

619621
分機 11

1 

　　　　
　劉曉燕

對　　象

撰文主題

字數限制

注意事項

600∼2000 字以內

1來稿請詳附姓名、服務單位、服務職稱、聯絡電話、e-mail。

2來稿請確認無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令。

3本訊有權刪修稿件，不願刪修者，請先註明。

4原則上不退稿，請自留底稿，並請勿一稿多投。

5文章經確認刊登後，將視實際字數寄奉稿酬，將另請提供身

分證正反影印本用以支付稿費。

6本訊同步發行網路版，來稿視同同意授予當期電子版權。

教育二三事

教學補給站

心 靈 點 滴

學 校 報 導

1教育時事探討與評論。

2給學習者的學習祕訣、教學補充資源、環

境改善、創新教學分享。

3給教學者的教學參考資料。

4生活中的溫馨小故事、散文、生命教育、

公益活動報導。

5學校最引以為傲的創舉、比賽得獎報導、

校園特殊環境或設備分享。

全國小、中、高與各大專院校專家學者或關心教育人士

4 3

四、閱讀教學範例

　　本範例以《閱讀智慧王》低

3「另類食物」為例，主要策略在
整合「聽力理解」、「預測策略」

和「發問策略」，形成一個教學

模組。

（一）引起動機（3分鐘）
師：你最喜歡吃什麼？肚子很餓，

但沒有東西吃的時候怎麼辦？老

師這邊有一個鍋子，我們來煮東

西，請你將要煮的東西放進去吧。

假裝吃了一口，肚子好飽啊！帶

入接下來要讀的文章。

（二）教學活動（30分鐘）
1.故事結構列車介紹
（主角、時間、地點、發生什麼

事、結果）並請學生牢記在心。

2.聽力理解：老師讀出文本，學
生聆聽（教師讀出前幾段，學

生手邊沒有資料，但有提問單）

3.教師依「故事結構」詢問重點，
並進行加分時間。請學生紀錄

在提問單上。

   請學生試著用自己的話，口頭
摘要成一句話。

4.預測策略：預測接下來的情節，
寫在學習單上（預測：可就主

角、事件、主題與結果預測）

請你預測畫家上場後，會發

生什麼事呢？

5.發問策略：剩下的段落分兩半
給學生，將想問的問題寫在提

問單上。

兩兩互念剩下的段落，並在唸

完後，用提問單的問題考驗對

方重點（依故事結構）

6.教師再依故事結構法綜合一次
重點，看看自己的預測對了

嗎？並再次聚焦主題：透過這

篇故事，認識「畫餅充饑」和

「煮字療飢」的意思。

（三）閱讀測驗（5分鐘）
（四）綜合活動（2分鐘）

　　歸納本節課學習重點，獎勵

最佳小組、頒獎。 

引起
動機

發問
策略

閱讀
測驗

綜合
活動

聽力
理解

預測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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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請
投至

信　　箱
：edito

r@hanli
n.com.tw

洽詢電話
：(06)2

619621
分機 11

1 

　　　　
　劉曉燕

對　　象

撰文主題

字數限制

注意事項

600∼2000 字以內

1來稿請詳附姓名、服務單位、服務職稱、聯絡電話、e-mail。

2來稿請確認無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令。

3本訊有權刪修稿件，不願刪修者，請先註明。

4原則上不退稿，請自留底稿，並請勿一稿多投。

5文章經確認刊登後，將視實際字數寄奉稿酬，將另請提供身

分證正反影印本用以支付稿費。

6本訊同步發行網路版，來稿視同同意授予當期電子版權。

教育二三事

教學補給站

心 靈 點 滴

學 校 報 導

1教育時事探討與評論。

2給學習者的學習祕訣、教學補充資源、環

境改善、創新教學分享。

3給教學者的教學參考資料。

4生活中的溫馨小故事、散文、生命教育、

公益活動報導。

5學校最引以為傲的創舉、比賽得獎報導、

校園特殊環境或設備分享。

全國小、中、高與各大專院校專家學者或關心教育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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