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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素養導向的閱讀教學

黃國珍老師的《閱讀素養：黃國珍的閱讀

理解課》，從訊息到意義的角度出發，帶讀者

讀出深度思考力。筆者也整理了幾個重點，如

下敘述：

閱讀理解：「素養」是比起「知識、能力」

再高階的閱讀行為

閱讀理解是新課綱中，再次被提及的閱讀

重點。師長可以針對不同的年級，設計出符合該

年級的閱讀理解策略，如低年級可能為重述故事

重點，中年級為利用連結策略找出文本的因果關

係，高年級為利用六何法自我提問。提及「素

養」，教師可以在生活情境中，找出相關的閱讀

資源，供學生學習。例如，一張廣告單，想傳遞

什麼？一份點單，可以怎麼表達給店員知道？試

著讓「題目」與「生活」產生連結。此外，教師

在準備教學的過程中，可以儘量將傳統的生字、

語詞教學降低比率，逐漸提高篇章解讀的能力

（低年級仍應加強字詞的學習）；而教師要提高

篇章解讀能力，便必須在備課的時候，下些功

夫，磨煉火候，多看幾次課文。

十二年國教已上路，其實不只臺灣，放眼世

界各地，舉凡芬蘭、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

也都在這幾年當中，對於課程綱要，有了一番新

的修訂；其實，這樣的修訂，導因於時代變遷速

度過快，社會型式的變革也日新月異，如果在教

育洪流中，沒有多一點思考、反省，吾人所教出

來的學生，就無法適應未來的生活。

十二年國教，最核心的關鍵詞，莫過於「素

養」。蔡清田教授在《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中

提及：素養，是十二年國教發展的目標；備課，

是行之有年的一項教學工作。當「素養」與「備

課」產生連結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可以

關注什麼？可以如何讓備課更精準？可以如何讓

教學更得心應手？筆者簡單分享自己的教學經

驗，與教育先進交流。

新課綱上路，從閱讀素養教育談起 
林彥佑　高雄市林園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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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線面

中，長期下來，影響甚鉅。「素養」便是讓學

生能「展現情意、多元語文、良好態度」的學

習，是一種自主學習的表象，因此，教師必須

設計一個讓學生願意「主動參與」的課程，方

能達到此目標。例如，可以怎麼設計「說話」

的活動，讓學生踴躍參與？可以怎麼設計「聆

聽」的課程，讓學生欲罷不能。現在學生，不

太會說「有內容的話」，如課文大意、「為什

麼……」之類的提問、用流暢的話說一段故

事、敘述一件道理，長期下來，影響到的是競

爭力（大陸從一年級開始培養學生說話能力，

八成以上的學生均能侃侃而談，落落大方，引

經據典、直指核心）。無法寫出正確、工整、

迅速的字，則較無法展現自我的自信，不易引

起他人的青睞，甚至無法把握有限的時間。因

此，教師在備課時，宜在這些方面多多著墨。

斜槓能力

留美自媒體作家 Susan Kuang 出版了一本書

《斜槓青年：全球職涯新趨勢，迎接更有價值的

多職人生》；簡單來說，「斜槓（／）」是一個

新興的名詞，代表的是學生能擁有多元的能力。

舉例來說，小明是「畫家／雕刻家／園藝

師／植物生態研究者」，小明的各個身份均以

「／」隔開，亦代表他擁有多樣能力。教師備課

時，可以從課文的相關線索或核心主旨出發，思

考看看可以連結哪些「斜槓能力」，教師甚至可

以邀請家長、社區人士，或播放相關影片，讓學

生對行業、技能、專長、興趣有所啟發，甚至帶

到教室外體驗、學校外參與。未來的世界，是充

問思教學：「思考」是這幾年來，不斷在教

學中提及的行為活動

問思教學，顧名思義就是「教師提問」、

「學生思考」的一種教學方法。創新教師宋慧慈

撰述了一本關於思考的書《啟動孩子思考的引

擎：活用四層次提問的有效教學》，文章中有一

些理念和筆者的教學現場是符應的。例如：當教

師的提問能切到課文核心時，便能快速抓取本課

重點，減少無謂的課程閒雜；提問之後，便要

引導學生的思考，有些學生不會思考、沒有想

法、脫離課本的思考點、敘述過多與文本不相關

的論述、羞於或不習慣思考，這些都是需待教師

逐步引導的。「閱讀的問思」已經行之有年，教

師可以試著融入「素養」，讓學生設身處地的處

在某個生活情境，讓學生想方設法來解決當下的

問題。但如，用 GPS 跑步跑出來的軌跡，可以發

想出怎樣的思考行為等。因此，教師在備課的時

候，可以先設計好想問出什麼重點，模擬學生可

能的答案是什麼？希望學生的正確答案是什麼？

這個過程如何去引導？

語文奠基：閱讀之外，語文尚包括聽、說、

寫、作

除了常見的「閱讀」與「寫作」，語文

的精神尚包括了聽、說、寫、作；閱讀寫作固

然是重要的，但若只講求閱讀的話，所造成

的直接影響，便是學生不懂得如何聆聽、如何

說話、如何寫字；其間接影響的，便是無法多

元學習、能力無法順應世界趨勢、注意力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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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點點的思考、多一點的生活體驗，都能讓課

程的準備，變得更豐富多元。

 
新課綱上路，我們怎麼應對？

有了前述的素養備課之後，其實，老師更

關心的是，已經「準備」了，那該如何「實踐」

呢？相信從這三、四年來，只要稍微關心教育的

朋友，一定會注意一些相關新聞：「新課綱將上

路，老師疑惑如何教素養？」、「前置作業好

了，教師如何『教』素養」、「家長也準備好了

嗎？素養補習風氣當道」。對此，我也曾經疑惑

過，然而在嘗試摸索、落實、溝通後，再回來看

素養的相關研究，才深深發現，素養其實不是這

麼高深的道理，它不過就是期盼學生多點思考，

與生活連結。

走出戶外，感受生活，實際創作

為了跳脫傳統的教學方法，我首次帶孩子

們到操場上課，大家抬頭看雲，我請小朋友說看

看，雲像什麼？孩子回答：「像小狗、像帽子、

滿競爭力，其實，「斜槓」的能力，就是一種跨

領域的能力與生活經驗，誠如新課綱的素養考題

中，也常常將「閱讀與數學」、「圖表閱讀與社

會」、「資訊判讀與自然」……等，做一縝密的

連結；當學生要去面對這樣的答題時，本身若能

具備斜槓、跨域的能力，就能順其自然地去面對

考題。

統整與歸納：大腦連結，與融會貫通、思考

批判有關

教師在引導學生學習時，在閱讀或語文的

部分，可以先找出這一課的主旨是什麼？下一課

的主旨是什麼？從這三到四課的主旨，去檢視看

看「單元名稱」是否符合。或是看到「單元名

稱」之後，可以試著想想看本單元、本課可能在

寫些什麼。任何的學科教學，都重視「統整與歸

納」，這也是一種新課綱素養課程中很強調的教

學，亦即讓學生能融會貫通，統整思考。在課

間連結中，教師可以先設計課程，包括：「為

什麼這三課要編排在一起」、「為什麼這一單

元題名為ＯＯＯＯ」、「這三、四課編排在一

起，有什麼共同點與相異處」。因此，在準備

課程時，宜先針對這三、四課、這一單元，來

找出連結關係。

劉世雄教授從自己的理論研究與教育現場

中發現，也將所見所聞整理成一本論述專書——

《素養導向的教師共備觀議課》。素養導向是

一個未來的趨勢，備課是增加自己教學功力的方

式。新課綱上路之後，我們的備課方向，勢必和

以往的備課習慣，將產生不一樣的型式。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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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大自然各有不同景致，每個季節，小

女孩都有一段想到當時家人團聚的回憶。春天到

公園野餐、夏天在海邊戲水、秋天上山賞楓去、

冬天在雪地裡堆起雪人……一幕幕開心時光，浮

現在腦海中。四季輪替，又是一年過去，春天全

家一起說說笑笑、親手種下的種子，現在已經開

出漂亮花朵。每一天，都是在製造回憶，積累成

為孩子對家美好溫馨的記憶。時間會改變很多事

物，但是童年存放在心中的記憶，可以穿越時

間，永保不變。（大穎文化）

大穎文化 /10809/40 面 /27 公分 /29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9125529/862

榮珉 文圖；范媛媛 譯

屬於我們家的

季節回憶

描繪帝王企鵝爸爸如何孵育、保護、餵食、教育

小企鵝，小企鵝從育兒袋中的一顆蛋到破殼而

出、慢慢長大，最後也成為一位企鵝爸爸的生命

循環，帶我們經歷一次愛的歷程。小企鵝出生之

後，企鵝爸爸保留食物，讓幼小的孩子探頭進他

的嘴巴中吃食。當小企鵝體型大到育兒袋容納不

下時，企鵝爸爸會將孩子推向外面，讓他學著走

路。等到小企鵝愈長愈大，換毛後，外表會和爸

爸愈來愈像，也是企鵝爸爸該離開他，讓孩子獨

自生活的時候了……（大穎文化）  

大穎文化 /10808/40 面 /25 公分 /29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9125512/862

金珠賢 文；千由宙 圖；范媛媛 譯

有了你，讓我

知道什麼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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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鞋子。」他們就寫出了一首童詩：「天上的

雲，像小狗，如果我是牠，我就要幫主任看門；

天上的雲，像帽子，如果我是它，我就要幫農夫

遮陽蔽雨……等等。」孩子說，以前語文課都在

教室裡，他們從來不知道「走出戶外」也可寫一

篇文章。

我很喜歡張道榮老師在《競爭力在窗外：校

外教學，教會我 47 種能力》書中提及的，很多

競爭力，其實都是在教室外培養出來的。課本教

的是知識，但教室以外的天空，帶給孩子的，卻

是無形的競爭力。我把這樣的理念和一些老師們

分享，老師們也覺得，是呀，傳統的教育總是把

孩子關在教室裡，然而，親近大自然，會讓孩子

們更有感。

運用科技，與時代接軌

新課綱中，還有一個精神，就是讓孩子能有

運用新興科技的能力。為此，我靈光一閃，GPS

應該就是一個很生活化，並且很常用到的科技媒

介，我試著以此來設計了全球定位系統的課程，

和孩子一起互動。我秀出了 GPS 幫我留下的跑步

路線軌跡圖，請孩子思考，要怎麼跑步，才能讓

軌跡成為兩個三角形？於是孩子在自己的地圖上

開始規劃，而大家用手機下載 App，果真有孩子

真的跑出了三角形。我看到孩子以思考的方式，

結合 App，結合家鄉地圖，這不就是從自己的土

地出發，連結時代的創新科技，融入在體育、語

文、綜合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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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法，怎麼進行呢？

新課綱的教學趨勢，便是希望讓學生多一點

「思考、討論、發表」，簡而言之，即為「學生

多做，老師少說」；因此，「自主行動 / 學習」

亮。」是呀！我是一名語文與閱讀老師，但我的

思考點沒有藝術人文老師的專業，透過跨領合作

的教學，反而讓學生思考更多。

新課綱的教學策略分享：拼圖法為例

教育部學前署近來積極推動素養導向的教

學，其中《分組合作學習：自發、互動、共好的

實踐》一書提及的合作學習——拼圖法，對於教

育工作者應不陌生，但在教學現場，卻很少看到

教師將此一理論策略，運用於課堂中。在新課綱

興起之際，筆者閱讀了拼圖法的相關文獻之後，

發現此法是一個讓學生得以「自主學習」與「溝

通互動」的好方法（再加上「社會參與」，便是

核心素養的三大精神）！

跨域結合，學習更活化

我翻了素養的精神，其中一項為跨域學習，

我帶孩子們嘗試了幾種可行的方法。首先，我和

藝術人文和英文老師合作，我們製作了聖誕卡

片，寄到國外給耶誕老公公；這是我們第一次體

驗，許多老師覺得很不可思議，怎麼可能寄卡片

到國外呢？我和老師們分享，我在網路上看到不

少相關的資訊，或許真的可以嘗試看看哦！於

是，我們畫了卡片，寫了簡單的英文，搜尋了相

關資訊，便將卡片寄到加拿大、德國、法國、愛

爾蘭、芬蘭等地，最後，也真的收到來自斯洛伐

克寄來的聖誕小禮哦！小朋友初次接觸，新鮮不

已！而我這樣的理念，也是來自於日本的教授群

所編撰的一本書《學問全圖解：未來人才必備的

跨領域基本知識》。

同儕互補，教學滿分

我也試著將語文和藝術人文結合；我曾在

臺中后里區泰安國小服務，那所學校，每到春

季，便是櫻花盛開時節。當時，我帶著孩子一起

欣賞櫻花，寫出櫻花的美，但孩子寫的，常常很

平凡，例如：「我覺得櫻花很美，因為顏色很鮮

艷」，大致都是從顏色出發，了無新意。我嘗試

和藝術人文老師合作，她對於藝術很在行，為孩

子上了一堂「美的原理原則」一堂課，介紹了

「光影、漸層、對比、律動、統一、規則……

等」，因此，孩子的語文寫作變得更有深度了：

「我覺得櫻花很美，因為紅花和藍天的對比，

很吸引人」、「櫻花的顏色有漸層效果，很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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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蛙鏡的小男孩，走近游泳池，發現空無一人的

水面卻隱隱泛起了漣漪。此時，一群人哄哄鬧鬧

的下水進入游泳池，小男孩輕輕坐在池畔後，決

定往下潛入更深的地方，遠離水面上的人群。沒

想到在下潛的過程中遇見一位小女孩，他們並肩

行在寬闊的泳池深處徜徉，看見了與水面上截然

不同、豐富又美麗景色……本書為無字圖畫書，

榮獲 2015 年《紐約時報》百大關注好書，也是

2015 年美國插畫家協會的最佳童書。（奧林文

化）

奧林文化 /10809/60 面 /31 公分 /32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9768221/862

李智賢 文圖；陳怡妡 譯

你們吵吧，我只

想靜靜的欣賞

作者在畫面巧妙布局，埋下許多環境線索，將許

多看似不符合邏輯的細節，指向北極熊不住在北

極而是在動物園的真相。最後北極熊與穿著短

袖、短裙的小女孩視線交會，那一剎那，令讀者

同時感受到身為觀看者與被觀看者兩方的衝擊，

前面的劇情鋪陳也恍然大悟，原來一開始湛藍廣

闊的冰山，只是牆上的一幅畫；北極熊住的是動

物園……從頭翻閱時，相同畫面讀來有了截然不

同的感觸。一本讓讀者思考人類與動物、環境之

間關係的繪本。（奧林文化）  

奧林文化 /10810/44 面 /28 公分 /30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9768238/862

高惠珍 文圖；簡郁璇 譯

北極熊

的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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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溝通表達」，便呈現了重要的學習歷程。那

麼，我怎麼操作拼圖法融入閱讀的教學呢？茲以

簡單的步驟說明來闡釋。

以班級 25 位學生為例：

step1、 將學生分成五組，每組五人，異質分

組。

step2、 把每位組員分別編號，1號到 5號。

step3、 教師準備五個與閱讀相關的題目，供學

生討論。

step4、 每位學生分到一個題目，自主作答，不

討論。

step5、 自主作答（約 5分鐘）結束後……。

step6、 各組 1 號同學，集中在某一桌；2 號同

學，集中在某一桌；依此類推。

step7、 此時，同一題的學生，正在針對自己的

題目，進行探討，並記錄彼此的答案

（約 10 分鐘）。

step8、探討完之後，再回到原本的小組座位。

step9、 每一位組員將所蒐集、記錄到的答案，

在小組裡分享。

step10、  教師請幾位學生，上臺分享。

拼圖法，學到了什麼？

透過這個方法，孩子們便有機會去獨立思

考，運用自我的經驗去解題；並再由小組討論，

說出自己的想法，當然前提是老師們所提出的核

心問題，是值得討論、澄清與引導的。如今的世

界，是一個團隊的時代，好比之前常提及的合作

學習一般，在課室裡聆聽、互動，可以同意，可

以反對，但需彼此尊重，認同多元的差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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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家長，其實比老師更在意成績，

我常跟家長分享：「對於考試，你重視孩子的什

麼表現」、「關於這幾年來的教育、考試觀念，

你讓孩子學到了什麼能力」、「你發現孩子的優

勢智能是什麼了嗎」、「你的孩子是否還保有

學習的熱情」、「你的孩子有沒有主動求知的

習慣」……而不再只是回家就問「今天考試考

幾分、怎麼沒有考一百分、你看你怎麼錯這麼

多」；更甚者，為了一、二分而錙銖必較，或是

認為學習只有課本內、只在教室裡……等不符合

時代潮流的思維，其實都應該修正。

新課綱，新氣象，自發互動與共好

近來，因應新課綱上路，市面上也出版了許

多新課綱、素養導向的專書，如《核心素養下的

教師教學設計與實踐》、《核心素養的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素養導向課程設計》，都指出，

「新課綱與素養」確實是未來的教育現場未知的

挑戰。未來有 70% 的工作尚未開發，孩子未來的

競爭力，也絕非只在臺灣，而是來自全世界；

孩子的未來，有更多的創想力，值得孩子去探索！

去發揮！學習是一輩子的事，而考試只是一個短暫

的評估關卡罷了。如果只要求考試成績，而忽略了

學習之外還有更寬廣的天空，反而得不償失。

新課綱上路，確實很多學生、家長，人心

惶惶，誰都不願意當白老鼠，誰都不願被教育犧

牲。然而，若從新課綱的理念「自發、互動、共

好」，我們可以發現，它確實是引領孩子能從自

身自律開始，進而到與他人互動，融入社會，乃

至世界；它是一個由內而外的發展學習，於孩

在課堂中，個體的自發，再到人我間的互動，再

至與社會、國際朋友的共好，便是一個新課綱的

素養價值。

教學方法改變了，師長思維改變了嗎？

提及這麼多的準備過程、教學歷程與方法，

也難免會牽涉素養考題與家長面對考試的態度。

記得十多年前在任教時，仍要求學生的成績，每

一分每一題我都有所要求；然而，現在的我卻對

「分數」不再這麼重視了，因為孩子的未來，不

是只有分數與考試。當然，不代表我放縱讓學生

愛怎麼考就怎麼考，有部分的基本能力、學習表

現、應考態度，仍是我極力要求的。而新課綱的

考題方向，也大致有幾種特色：一、文字量大。

二、非選擇題型增加。三、跨領域命題。四、生

活情境化。因此，在看待素養考題的眼光，也應

該從傳統的態度，轉變為更宏觀的視野。

學習態度，重於學習成果

《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教師篇》裡分享了

許多正向管教、正向成功的方法，令筆者最有感

的，其實是教學現場的「考試問題」。考試的目

的是測試學生究竟懂了多少，所以考題就得考學

生學過的知識、能力或素養，而不得鑽牛角尖，

不能以考倒學生為目的，所以「懂了多少」成了

我關注的重點。懂了，固然最好，不懂也沒關

係，一定要弄懂為止，必要時再仿作類似題目讓

學生施測，確認孩子能真正學會。所以，在我的

評量標準上，我有一個學習態度的加分制度，便

是看學生是否有把不懂的弄懂，再斟酌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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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奇國遠在千里之外，和國王的領地隔著二十座

高山、五座大湖，真正到過特奇國的人少之又

少。這天，特奇國派來大使，告訴國王：「明年

是您六十大壽，敝國將送上珍貴稀有的禮物—火

雞，請貴國提早做好準備。」國王沒見過火雞，

非常緊張。外務大臣說：「『火雞』我看過不下

數十次，每次都令我怵目驚心，牠不開口便沒

事，但一張嘴就會……噴火！」透過這個故事，

希望小讀者能懂得踏實說話，態度謙虛有禮貌，

才能贏得真正的尊敬與認同！（小兵）

小兵 /10809/96 面 /21 公分 /19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9047425/863

洪國隆 文；徐建國 圖

沒見過

火雞的國王

廿二世紀，核子戰爭和各地的核能電廠產生連鎖

反應，毀了地球上的一切，也消滅了絕大多數的

人，少數的倖存者，從此只能住在地底。為了避

免這一切發生，未來人利用時光機器回到廿一世

紀，想尋找適當的人選，訓練他們成為保衛地球

的戰士，小傑和王自強便是被挑中的人選。然而

他們必須通過重重考驗，才有機會擔任保衛地球

的小戰警。透過故事，希望小讀者能跟書中的主

角一樣，有勇氣，有智慧，願意接受考驗和挑

戰，迎向未知的未來。（小兵） 

小兵 /10809/96 面 /21 公分 /19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9047432/863

黃登漢 文；徐至宏 圖

太空小戰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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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言，亦將循序漸進地發揮其潛能。對於這樣

的教育改革，我們面對它，只要我們用心去接受

它，也必能看到新課綱所帶來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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