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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向前走

南投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坪頂國小夏綠茵主任

壹、設計理念

閱讀活動可以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力，生活課程透過閱讀教學，讓學童能發展

出對事物好奇、敏銳觀察以及增廣視野的能力。透過課程活動設計，結合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的概念，教師引導孩子在課堂內外均可進行自發性的學習活動，啟

發學生探索生活的興趣與熱忱，並具備主動學習的態度。

兒童依據自己的興趣選擇想閱讀的書籍，利用課餘時間閱讀，而後再到課堂上做

討論，從閱讀發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並持續精進，最後完成自己的閱讀地圖並能發

表與分享。落實「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概念，運用有條理、有組織的教材，促使學

生有高度的學習興趣與成效。

教學活動運用多元化的評量方式，以有效紀錄學生的學習歷程，活動表現及能

力展現，瞭解學生是否真正且有效學習，並找出學習落差的原因及有效改善學習的策

略。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激勵學生學習興趣、激發學生自我發展，以及尊重個人價

值。

貳、課程架構

本次的教學活動案例為自編教材。將閱讀結合生活課程中主動探索的基本理念，

翻轉「課堂的運作模式」，設計主題式的教學活動。讓學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能力，

透過思考與探索，各自發展其閱讀的歷程。其課程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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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能力指標／教學目標

能力指標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教學目標

1-2-1 能依據自己的興趣選擇想閱讀的書籍。

3-1-1 透過閱讀發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並持續精進。

3-1-2 能完成自己的閱讀地圖。

3-1-3 能針對自己完成閱讀地圖作發表與分享。

4-1-1 能說出喜歡所閱讀書籍的原因。

5-1-1 能依據閱讀後的心得決定下一本書的主題。

5-4-1 能專心聆聽同學的心得分享並參與對話。

肆、以單元為主的活動流程

教學活動 評量活動
單元一　閱讀go!go!go! 
﹝活動一﹞我最想看的一本書（第一節）　　教學環境：學校圖書室
1.  帶學生到圖書室，請學生發表平時大都閱讀哪一類的書籍，以及這
些書大概都擺放在圖書室的位置。

2. 請學生選擇一本自己最想看或最喜歡的一本書。
3. 請學生依序發表分享選擇這一本書的原因。

【基準一】 是否能依據
自己的興趣
選擇想閱讀
的書籍並說
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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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後請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閱讀，並於下一次上課時分享閱讀心
得。
﹝活動二﹞閱讀向前走（第二、三、四節）
課前準備：學生已將上一節課選擇的書籍閱讀完畢。
教學環境：數位教室
1. 請學生輪流上台分享閱讀心得。
2. 請台下同學根據分享的內容提問。
3. 請分享的同學根據同學的提問回答問題。
4.  發表完畢後，請同學思考根據閱讀的心得，接下來會想要閱讀哪一
種主題的書籍。

5.  教師透過電腦用關鍵字搜尋學校的圖書資料庫，請學生挑選相關的
書籍，確定後，利用下課時間到圖書室借閱。

6.  如果沒有符合的書籍，接下來搜尋網路書店，找出想閱讀的書籍，
再申請用學校的經費採購。

7. 最後請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閱讀，並於下一次上課時分享。
﹝活動三﹞閱讀向左走向右走（第五、六節）
　　 學生依﹝活動二﹞的模式決定下一本想要閱讀的書目，讀完至少
三本以上的書籍，並完成閱讀紀錄（如附件）。

單元二　閱讀地圖
﹝活動四﹞我的閱讀地圖（第七、八節）
課前準備：
1. 掃描學生閱讀過的書籍封面，用彩色列印成適當的大小。
2. 四開海報紙或圖畫紙、彩色筆、剪刀、膠水。
教學環境：美勞教室
1.  請學生依書籍閱讀的順序，設計成如﹝大富翁遊戲﹞一樣的地圖，
以第一本為起點，最後一本為終點，中間的路線可自由發揮。參考
圖如下：

 

 

我的閱讀地圖

2. 將書籍的封面貼在框中，下方寫下閱讀的理由。
3.  讓學生回顧自己的閱讀歷程，用一句話表達自己的感想，寫在閱讀
地圖的終點站。

4. 完成後請學生再設計美編，讓作品更完整。
5. 完成後將學生的作品拍照，以做為下一堂作品發表會使用。

【基準二】 能仔細聆聽
發表同學的
分 享 並 提
問。

【基準三】 能依據其他
同學的提問
作回答。

【基準四】 能依據自己
的興趣選擇
想閱讀的書
籍並說明理
由。

【基準五】 能完成閱讀
記錄。

【基準六】 能完成閱讀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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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閱讀地圖發表會（第九節）
課前準備：
1. 將學生的作品拍照存檔。
2. 將學生實物作品張貼出來。
3.  請每位同學製作1~5分的分數閃示卡各一張，樣式大小不拘。參考圖
如下：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教學環境：數位教室
1. 教師先將要發表的作品投影在白板上。
2. 請同學依序上台介紹自己的閱讀地圖，分享自己的閱讀歷程。
3. 每一位同學發表完畢後，請台下的同學舉牌給分。
4. 教師馬上統計分數，做為給學生評分的依據。
5. 教師講評。

【基準七】 能針對自己
完成閱讀地
圖作發表與
分享。

伍、總結性評量的基準、規準：

知識永遠「教不完」，教太多反而剝奪學生自行學習或整合他人意見的機會。本

次主題的教學活動，期望透過引導學生的自主學習，引發能力的改變與增進。總結性

評量以檔案評量為主，統整學習過程紀錄，省思自己的學習歷程，完成發表的作品；

並透過同儕互評，讓學生有充分機會分析、思考、表達意見，並分享他人的觀念或想

法，培養學生表達、溝通與欣賞的能力。

【基準五】能完成閱讀記錄

5分：能明確且詳實的完成三篇以上的閱讀紀錄。

4分： 能簡明扼要的完成三篇以上的閱讀紀錄。

3分：能精簡的完成三篇以上的閱讀紀錄。

2分：能至少完成一本的閱讀記錄。

1分：在老師的指導下至少完成一本的閱讀記錄。

【基準六】能完成閱讀地圖

5分：內容詳實豐富，文字書寫工整，版面設計有美感。

4分：內容完整平實，文字清晰，有適當的美編。

3分：作品具備基本元素，但內容稍嫌空洞。

2分：在老師的協助下完成作品。

1分：無法完成作品。

【基準七】能針對自己完成閱讀地圖作發表與分享

5分：學生給分平均在4.5分以上。

4分：學生給分平均在3.5分以上。

3分：學生給分平均在2.5分以上。

2分：學生給分平均在1.5分以上。

1分：學生給分平均在1.5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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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生表現的描述與依據（形成性評量）

學生閱讀理解的能力基於先備的知識，而能力的培養就必須結合評量與教學的

動態評量。根據教學的內容設計閱讀紀錄的學習單，教學過程不斷教導學生「如何學

習」，協助學生自行建構與發展學習技巧、方法與能力。

其次幫助教師反省教學活動實施的成效，作為改進的參考。知道學生自身透過

什麼有利的方式在進行學習；學生學習時遭遇了哪些困難？要如何給予學生有效的回

饋；教學是否需要改變與調整？

除了對學生現有能力的偵測，也可以掌握教學所引發的能力發展以及能力的改

變，作為學生平時表現的成績依據。

【基準一】能依據自己的興趣選擇想閱讀的書籍並說明理由

5分：能完整且清楚流暢的說明理由。

4分：能完整的說明理由。

3分：能簡單的說明理由。

2分：在教師的協助下能簡單的說明理由。

1分：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

【基準二】能仔細聆聽發表同學的分享並提問

5分：能針對分享的內容清楚而明確的提問並有相互的對話。

4分：能針對分享的內容清楚而明確的提問。

3分：能針對分享的內容作簡單的提問。

2分：提問內容不明確。

1分：完全無法提問。

【基準三】能依據台下同學的提問作回答

5分：能針對提問清楚而明確的回答，並讓提問的同學感到滿意。

4分：能簡單扼要的回答問題，提問的同學表示清楚明白。

3分：能簡單的回答問題，提問的同學表示大致了解。

2分：能回答問題，但無法讓提問的同學了解。

1分：完全無法回答問題。

【基準四】能依據自己的興趣選擇想閱讀的書籍並說明理由

5分：能明確的表達自己的想閱讀的主題並清楚的說明理由。

4分：能大略說明自己想閱讀的方向和原因。

3分：能在教師的引導下決定閱讀的方向。

2分：能根據教師的建議選擇一個閱讀的方向。

1分：被動的接受教師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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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生成績分數的處理

本次教學活動的成績計算以每個總結性評量使用的評量基準，製作全班學生之評

量表，再製作一張每個學生的形成性評量表作為平時成績。另外製作與活動內容無關

的平時表現檢核表作為加分表，並給予學生質性評語。表格如下：

總結性評量

基準
【基準五】
能完成閱讀記錄

【基準六】
能完成閱讀地圖

【基準七】
能針對自己完成閱讀地圖

作發表與分享
合計

規準

5分： 能明確且詳實的完成
三篇以上的閱讀紀
錄。

4分： 能簡明扼要的完成三
篇以上的閱讀紀錄。

3分： 能精簡的完成三篇以
上的閱讀紀錄。

2分： 能至少完成一本的閱
讀記錄。

1分： 在老師的指導下至少
完成一本的閱讀記
錄。

5分： 內容詳實豐富，文字
書寫工整，版面設計
有美感。

4分： 內容完整平實，字清
晰，有適當的美編。

3分： 作品具備基本元素，
但內容稍嫌空洞。

2分： 在老師的協助下完成
作品。

1分：無法完成作品。

5分： 學生給分平均在4.5
分以上。

4分： 學生給分平均在3.5
分以上。

3分： 學生給分平均在2.5
分以上。

2分： 學生給分平均在1.5
分以上。

1分： 學生給分平均在1.5
分以下。

1號 5 4 4 13
2號
3號

形成性評量

基準

【基準一】
能依據自己的興趣
選擇想閱讀的書籍
並說明理由。

【基準二】
能仔細聆聽發表同
學的分享並提問。

【基準三】
能依據台下同學的
提問作回答。

【基準四】
能依據自己的興趣
選擇想閱讀的書籍
並說明理由。

合計

規準

5分： 能完整且清楚
流暢的說明理
由。

4分： 能完整的說明
理由。

3分： 能簡單的說明
理由。

2分： 在老師的協助
下能簡單的說
明理由。

1分： 無法表達自己
的意思。

5分： 能針對分享的
內容清楚而明
確的提問並有
相互的對話。

4分： 能針對分享的
內容清楚而明
確的提問。

3分： 能針對分享的
內容作簡單的
提問。

2分： 提問內容不明
確。

1分： 完 全 無 法 提
問。

5分： 能針對提問清
楚而明確的回
答，並讓提問
的同學感到滿
意。

4分： 能簡單扼要的
回答問題，提
問的同學表示
清楚明白。

3分： 能簡單的回答
問題，提問的
同學表示大致
了解。

2分： 能回答問題，
但無法讓提問
的同學了解。

1分： 完全無法回答
問題。

5分： 能明確的表達
自己的想閱讀
的主題並清楚
的說明理由。

4分： 能大略說明自
己想閱讀的方
向和原因。

3分： 能在老師的引
導下決定閱讀
的方向。

2分： 能根據老師的
建議選擇一個
閱讀的方向。

1分： 被動的接受老
師的安排。

1號 4 5 5 4 18
2號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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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表現加分表

座號
以正字加分
（以5分為限） 具體事蹟陳述（努力、進步、態度⋯⋯）

1 一 1. 非常認真聆聽同學的發表並提出問題。
2
3

成績計算時的基本分數為60分，總結性評量分數佔30%，形成性評量佔5%與平時表現

加分表5%。以1號的分數為例：

1號：60+(總結13/15)*30+(平時18/20)*5+加分1=91.5分

評語： 能清楚掌握自己閱讀的方向和興趣，選擇適合自己閱讀的書籍。比較羞於表

達，在老師和同儕的鼓勵下，仍然能完成的發表的任務。

捌、教師的反思（請扣緊6、7、8項的內容與觀察）

近年來受到國際性閱讀測驗評比（如:PISA、PIRLS）的影響，閱讀教育普遍受到

重視。教師通常選擇符合學童經驗的讀本，或配合學習領域，選擇閱讀素材，設計教

學內容，進行加深加廣的學習。閱讀教學除了增進遣詞用字、思考發表、啟發語文的

智慧，拓增生活視野與知識外，學生透過閱讀活動得到哪些基本能力？

呼應生活課程強調「學童是學習的主體」，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概念，

從「教」轉向「學」，教師是關鍵，因此設計以「主題、探究、表現」的方式，累積

孩子學習經驗，進而構成知識，並結合翻轉課堂「學生先回家看教師預先做好的課程

內容，而後再到課堂上做討論或做作業」的概念，適時的放手讓孩子「感受」學習，

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

讓學生在圖書室自由選擇閱讀的書目，有人喜歡動物；有人選擇與自己個性相符

的主角人物；有人呼應現實的生活經驗；有人甚至單純喜歡構圖與色彩豐富的繪本；

教師因而發現學生的興趣如此多元，確實引發學生閱讀的興趣。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閱

讀成效取決於學生的閱讀素養以及家長的配合度，少數文化不利的學生才需要教師的

協助導讀。

形成性評量的學習單引導學生統整閱讀的內容，思考接下來的閱讀方向。學生在

一次次的嘗試探索後，各自走出屬於自己的閱讀脈絡。教師協助學生依據閱讀興趣的

關鍵字，透過全國圖書系統尋找適合的書籍，甚至直接從網路書店購買，對學生而言

是很奇妙的經驗。因此當拿到書籍時，發現內容與期待有落差或是不符合自己閱讀能

力（文字或頁數太多或太少），學生都不會放棄，欣然接受自己的選擇。

每位學生閱讀的書目有多有少，閱讀的深度與廣度也許各不相同，然而經過將近

二個月的學習歷程（每週一節，六節共六週），最後製作閱讀地圖時，回顧自己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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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歷程，都覺得不可思議，非常有成就感。因此在成果發表會時，個個都信心滿滿。

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運用「多元評

量」，取代「紙筆測驗」，帶領學生進行探索與表現，從學生各種表現中進行評量，

不僅需要改變觀念，是教師必須發展的專業，更需要建構嚴謹的運作機制，才能達到

有效教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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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是..............

◎對書中印象最深的是...............

◎接下來想看的是什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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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評述 

生活課程以兒童為中心，期望兒童能從生活探索、觀察，從中開展學習，

認識他人與世界。對於低年級的兒童而言，除了運用五官的理解與探索之外，

閱讀活動也是擴展學生經驗，建立學生與世界連結的另一種方式。

此次閱讀課程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首先課程設計者很熟悉學生們的生活

型態與需求，閱讀對於學生學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台灣孩子閱讀資本的落

差相當大，有些孩子從胎兒時期，家長就已經營造了良好的閱讀環境，協助自

己的孩子養成閱讀的習慣；可是，有些孩子的家庭功能不彰，必須依靠學校教

導，才有機會學習怎樣。夏主任在進行此一課程設計時，應該對於南投縣坪頂

國小孩子的需求做了一番思考。

透過生活課程以學生為主體的精神，進行閱讀是此一課程的第二個特色。

課程設計者在文本內容提到：

�讓兒童依據自己的興趣選擇想閱讀的書籍，利用課餘時間閱讀，而後再到

課堂上做討論，從閱讀發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並持續精進，最後完成自

己的閱讀地圖並能發表與分享。

這樣的歷程含括了自主與自動能力的培養，讓閱讀真正成為學生的事，而

不是教師要求的事。

本課程第三個特色在於運用這兩年來生活課程初、進階研習所談論的多元

化的評量方式，紀錄學生的學習歷程、活動表現及能力展現。這樣的記錄不管

對於教師閱讀教學或是學生閱讀學習都有助益。 

如果此課程可以結合學生對於環境裡人、事、物的觀察，或是在時間的允

許之下，結合生活課程課本單元的體驗活動，讓學生將五感體驗結合閱讀，定

能為學生開拓更深刻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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