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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的初步建構 

馬 行 誼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將從國外三種「閱讀素養」的評比（PISA 、PIRLS 和 NAEP）中，歸

納出某些閱讀教學應該特別強調的能力項目與相關的教學重點，並以此為基礎，

進一步參酌近年來美國頒布施行的 CCSS語文課標中閱讀教學的內涵，逐步建構

出筆者名之為「湖心投石」的閱讀教學模式。此外，本文將此初步建構而成的「湖

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與現今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認可的「國語科

混合教學法」作一對照，藉以突顯「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的特色。 

關鍵詞：湖心投石法、閱讀素養、閱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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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Hu-Xin-Tou-Shi” Reading Education 

Model 
 

Ma, Hsing-Yi 

 

Abstract 

 

Emphasi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reading education was generalized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PISA, PIRLS, and NAEP in the study. Based on 

former inductions, researcher further reviewed the contents of CCSS language art 

standard from USA and established a reading education model called 

“Hu-Xin-Tou-Shi.” More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liminary established model 

were presented by comparing to “Mixed teaching method of Language art” which was 

admitted by MOE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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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眾所周知，國語文教育所要培養的各項能力中，「閱讀」始終是重中之重的。

「閱讀」，不僅是學生累積廣博知識和培養學習能力的必要途徑，更是決定學校

和課堂內語文教學成敗的關鍵範疇。近年來，由於多項國際性學生能力評比結果

受到普遍的重視，較短量長、見賢思齊，使得各國開始積極進行教育績效的角力，

其中學生們「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 的表現，更是評估區域教育發展、展

現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鄭彩華、馬開創，2012）。 

因此，世界各國全力開展各種提升學童閱讀能力的精進計畫，影響所及，許

多在國際性閱讀評比中表現優異的國家或地區，比如芬蘭、中國、日本、香港等，

早已是各國政府研究取經，甚至是爭相學習、仿效的對象(王悅芳，2009；王文

靜、周晶晶、杜霞，2010；趙士果，2011；陳法寶，2012；趙鵾，2012)。相對

地，若干評比結果成績不佳的國家，譬如美國和德國等，則積極地透過許多反思

探討和實證研究，匯集各領域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集體智慧，逐漸形成某些明確

的閱讀教育政策，希望藉由全國性學業成就測量的編擬、各領域語文課標的整體

規劃、師資知能的全面提升等，一條鞭式的開展閱讀教育的紮根性改革(徐斌艷，

2006)。 

    反觀國內，無論官方或民間，「閱讀」也一直是語文教育舞台上的主角。長

期以來，無論學校課堂中的語文活動，或是課外的延伸學習、補救教學，幾乎都

是從「閱讀」的角度切入的(黃政傑等，1991)，當然，各界也必然會從中檢視語

文教學的成效。因此，學者們不斷檢討國內閱讀教學的現況，並同時引進國外許

多閱讀教學的理論和做法，幾十年間，國內的閱讀教學場域，可謂百家爭鳴、百

花齊放。這種現象，具體表現在政府的宣導、學者們的引介、教育主管的宣示，

老師們的教學體驗等各個層面之上，因此，令人十分期待的，國內未來的閱讀教

育是否因而得以紮根茁壯、開花結果呢？ 

    然而，現實的發展卻讓人感到茫然，四十多年來官方認可的「國語科混合教

學法」(黃政傑等，1991)隨著資訊時代的發展、教學觀念的革新，以及課程政策

的更迭、教學時數的大幅縮水等因素影響之下，是否能在語文課堂中充分落實，

令人懷疑；學者們引介的閱讀教學新說，不管是閱讀教材的選用，或者是教學方

法的規劃，汰舊換新速度很快，常常使人應接不暇，故其能否與教學現場接軌，

順利推廣到課堂之中，而成為語文教學的堅實後盾，則難有定論；至於台灣學生

在國際性閱讀素養的評比上，經過各方努力，最近的一次學生成績，也僅是差強

人意而已。更令人憂心的是，在傾全國之力提升評比成績之際，各界討論的熱情

雖熾，卻並未嘗試發展出一套明確可行的閱讀教學模式，以供學校中課堂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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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此類評比恐將成為若干資優學生的競技場，或只是「為考試而教學」

的功利主義教育政策而已。事實上，從許多學者對 PISA等學生能力評比的質疑

中不難看出(鄭景澤，2010；教育部，2013；Prais，2003；Goldstein，2004)，筆

者的憂心是其來有自的。 

    基於此，筆者試圖從國外各種「閱讀素養」的評比中，歸納出某些閱讀教學

應該特別強調的能力項目與相關的教學重點，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參酌近年來

美國頒布施行的 CCSS語文課標中閱讀教學的內涵，逐步建構出筆者名之為「湖

心投石」的閱讀教學模式。除此之外，筆者再將此初步建構而成的「湖心投石」

閱讀教學模式，與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認可的「混合教學法」作一對

照，藉以突顯「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的特色。其後，筆者選擇審定本國語教

科書的課文作為文本，並以之設計課堂中具體可行的閱讀教學活動，希望提供教

師同道、學者方家參考批評。 

貳、國際性閱讀素養評比的啟示 

    近年來，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是 PISA和 PIRLS兩項國際性學生能力評比。

所謂 PISA，是指「國際性學生測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該計畫由「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主導，施測對象是 15歲學

生，以 3年為一個循環，依序以閱讀、數學和科學的能力作為施測重點，九年完

成一個大周期。因此，2000年的施測重點是學生的閱讀能力，2009年的重點又

回到閱讀，最近的一次施測時，全球已經多達 67國加入此測量的計畫之中。特

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PISA2009對「閱讀素養」的定義是：「了解、運用、反思

和參與書面文本內容，以實現個人的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參與社會。」

並以此定義為原則，著手設計相關的閱讀測量題目(OECD，2008)。 

    相對而言，PIRLS則為「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乃是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量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簡稱 IEA)

主辦，施測對象是小學四年級學童，而且是以每 5年為一個循環的長期性評量研

究計畫。據統計，2001年啟動時有 35國參加，2006年則有 45國，2011年則高

達 55 國。此外，PIRLS2006-2011 對「閱讀素養」的定義是：「了解和運用社會

所需和個人認為有價值的書面語言訊息的能力。年輕的讀者能從不同類型的文本

中建構意義。他們透過閱讀來學習、參加學校和生活中的社群，以及為樂趣而閱

讀。」(IEA，2009)同樣的，PIRLS 也以此定義為原則，著手設計相關的閱讀測

量題目和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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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是，對照 PISA2009 和 PIRLS2006-2011 的「閱讀素養」定義後，

可以發現若干相似之處：其一，兩者都強調閱讀者對文本的「了解」(understand)

和「運用」(use)，PISA2009 則多了「反思」(reflect)和「參與」(engage)兩項；

其二，兩者都強調以閱讀者為中心的測量方式，但敘述重點有所不同，PISA2009

突顯了以閱讀者中心的實用功能，諸如「實現個人的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

參與社會」等敘述可證，PIRLS2006-2011 則是以閱讀者中心，採用閱讀學習的

過程到目的闡述形式；其三，兩者所揭示的「閱讀素養」範疇，並非僅止於文本

內容的掌握而已，乃是以了解文本內容為基礎，進一步透過運用、反思和參與等

思考活動，延伸到書本以外的世界之中。所以，無論是為了個人目標、知識或潛

能、學習和樂趣，乃至擴展到參與社會、社群等目的，都在「閱讀素養」的範疇

之中。 

    既然兩項國際性的評比對「閱讀素養」的定義，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那麼，

在這個定義之下的測量題目中，又是針對哪些閱讀的能力進行評比呢？兩者是否

也有某些雷同之處呢？分而言之，PISA2009 提出了主導「閱讀素養」測量題目

編擬的五個面向(OECD，2008)，分別是： 

一、檢索訊息（retrieving information） 

二、形成一個廣泛的了解（forming a broad understanding） 

三、發展一個詮釋（developing an interpretation） 

四、反思和評價文本內容（reflecting on and evaluating the content of a text） 

五、反思和評價文本形式（reflecting on and evaluating the form of a text） 

但是，PISA2009 或許認為上述五個面向較為分散，很難充分的在測量題目

中一一體現，所以再將其概括為三個具體明確的能力範疇(OECD，2008)： 

一、存取和檢索（access and retrieve）：「存取」是指獲得某些所需訊息的過程；「檢 

    索」是指選擇某些所需訊息的過程。進行「存取和檢索」的測量時，學生必 

    須將問題中的訊息，與文本中相近或同義的訊息相連結，然後再運用它們來 

    尋找新的訊息。此外，「存取和檢索」的測量活動包括查找和確認問題中的 

    基本要素，如人物、時地、場景，接著再與文本的相關訊息作連結。 

二、統整和詮釋（integrate and interpret）：「統整」是指掌握文本連貫性的一種能 

    力，它可以從確認一連串相鄰句子間的連貫性開始，到了解段落間的關聯 

    性，以及識別多樣性文本之間的連結關係。「詮釋」則是指對文本中並未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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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的部分，嘗試建立其意義的過程。閱讀的「詮釋」包括對不清晰和基礎性 

    的訊息、文本不同部分的關聯性，以及文本摘要和其中的特例，進行推論。 

    對應上述所謂「形成一個廣泛的了解」的面向時，PISA2009的測量題目會 

    要求閱讀者為文章選擇或建立一個標題；解釋簡單指令的順序，或確認圖表 

    指涉的範疇；選擇一個更具普遍性和概括性的主要觀點，並建立主要觀點與 

    各段落觀點的層級關係。對應上述的「發展一個詮釋」面向時，PISA2009 

    的測量題目會要求閱讀者延伸最初的印象，以形成更深入、更完整的了解； 

    了解文章結構的邏輯性，以展現對其內容連貫性的掌握；比較和對照相關訊 

    息，以確認某些支持性的證據；從有限的文本脈絡中進行推論，從中試圖了 

    解作者意圖和某些字詞句的意義。 

三、反思和評價（reflect and evaluate）：「反思」就是要求閱讀者運用他們自己的 

    知識、觀點和態度，進行文本訊息間的比較、對照和假設。「評價」則是要 

    求閱讀者採用某些文本外的價值標準去做文本訊息內涵的判斷工作。「反思 

    和評價」的對象是文本的內容和形式，所以閱讀者得將文本的訊息和文本外 

    的知識和經驗，以及某些語言、文章的知識，進行對比和分析。在這種狀況 

    下，閱讀者必須找到證據，闡述並捍衛他們對文本的了解，以及對作者的特 

    殊觀點和寫作技巧的全面掌握。 

    PISA2009 為了使讀者更了解在「閱讀素養」的前提下，上述五個面向、三

個能力範疇與文本詮釋之間的關聯性，故特別圖示如下(OEC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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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閱讀架構和各面向間的關聯性 

    相對來說，PIRLS2011則聚焦於學生「閱讀素養」的三個面向，茲列述如下： 

一、閱讀目的(purposes for reading) 

二、理解歷程(processes of comprehension) 

三、閱讀行為和態度(reading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其中，PIRLS2011針對第二個「理解歷程」的面向，區分為四個測量的類型

(IEA，2009)： 

一、關注和檢索明確的狀態訊息(focus on and retrieve explicitly stated  

    information)：該類型測量的內容包括識別某些與測量問題有關的訊息；尋找 

    文本中的某特定觀點；尋找文本中字或短語的意義；識別故事中的某些要素 

    (如時間、地點和場景)；發現文本的主題句或主要觀點。 

二、做直接性的推論(make straightforward inferences)：該類型測量的內容包括推 

    論文本中的某事件是由另一事件引起的；判斷文本的主要觀念是由那些論證 

    所建立而成的；決定文本中的某個代名詞所指的是甚麼事物；識別文本敘述 

    所做出的總結；描述文本中兩個人物之間的關聯性。 

三、詮釋和統整文本的觀點與訊息(interpret and integrate ideas and information)： 

該類型測量的內容包括辨別文本主題和所有的訊息；思考文本中某人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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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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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性作法；比較和對照文本中的訊息；推測故事中人物的語氣和場景的

氣氛；文本的訊息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應用時，可能形成的相關詮釋。 

四、 檢驗和評價內容、語言，和文本的要素(examine and evaluate content, language, 

and textual elements.)：該類型測量的內容包括評估文本中事件發生的可能

性；描述作者如何安排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判斷文本訊息的清晰度和完整

性；確定在文本主題下作者的各種觀點為何。 

    事實上，在對比上述 PISA2009「閱讀素養」的三個能力範疇，以及 PIRLS2011

「理解歷程」的四個測量類型後，不難發現，兩者所欲測量的閱讀能力項目，竟

然十分相似。例如 PISA2009的「存取和檢索」與 PIRLS2011的「關注和檢索明

確的狀態訊息」之間，最明確的就是對學生「檢索」能力的測量，其他如「存取」

和「關注」等能力，則可視為「檢索」的暖身、預備能力，而上述 PIRLS2011

「關注和檢索明確的狀態訊息」下的若干測量內容，則可視為培養或訓練「檢索」

能力的幾種途徑。 

    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PISA2009「統整和詮釋」的範疇，其實已經涵蓋

PIRLS2011中「做直接性的推論」和「詮釋和統整觀點和訊息」的兩個理解的歷

程了。原因無他，PISA2009與 PIRLS2011中皆有「詮釋」的範疇，其能力內涵

也大致相同，前文亦曾論及，PISA2009 中的「詮釋」範疇也包括了「對不清晰

和基礎性的訊息、文本不同部分的關聯性，以及文本摘要和其中的特例，所進行

推論的活動」，正與 PIRLS2011「做直接性的推論」的內容類同。至於 PISA2009

的「反思和評價」範疇，更是可與 PIRLS2011 的「檢驗和評價」能力互參，因

為兩者都需要運用閱讀者的背景知識和相關經驗，進行文本內容的解讀和判斷，

並且透過某種標準的建立，具體評價文本的觀點和作者的寫作技巧。 

至於兩者的差異之處，便在於 PIRLS2011 將「檢驗和評價」的測量對象，

明確的界定為「內容、語言，和文本的要素」，PISA2009的「反思和評價」卻沒

有相關的敘述，但筆者認為，這個部分反而正是兩者可以互參之處，與該閱讀能

力的內涵並無牴觸。 

    綜合上述討論可知，兩項國際性「閱讀素養」的評比似乎都十分關心若干閱

讀的能力範疇，所以在設計測量題目之前，便預作某些觀念上的釐清，以便透過

測量題目掌握學生閱讀能力的發展情形。此外，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PISA 和

PIRLS兩項「閱讀素養」的評比竟然關注著相似的閱讀能力項目，簡言之，若以

PISA2009為主軸，便足以涵蓋 PIRLS2011的能力範疇，具體表現在包括「存取

與檢索」、「統整與解釋」和「反思與評價」等三組閱讀能力的項目之上。筆者認

為，這三組閱讀能力的項目雖然不能與「閱讀素養」畫上等號，卻不僅可以提煉

為閱讀教學模式的基本成分，也可歸結為設計閱讀教學流程的重要參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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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從 PISA和 PIRLS兩項評比所提煉出來的閱讀能力，轉換成更合理的語文

閱讀課程，以及可行的教學模式呢？筆者則需要另外的參考資源，才能完成這項

工作。 

叁、美國 CCSS閱讀課標的借鏡 

爲了因應國際間日趨激烈的教育競爭，「全美州長協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簡稱 NGA）和「各州教育主管委員會」（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簡稱 CCSSO）聯合發起和推動設立 K-12的課程改革計畫，歷時一年有

餘，終於誕生了美國首部全國性的課程標準--「共同核心州課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簡稱為 CCSS課標）。由於該課標的編寫過程十分嚴謹，既參

酌各州原有課標之精華，並引用相關實證研究的成果，又能廣徵多方意見，不斷

地進行檢討修正的工作(王健、劉恩山，2012；Watt，2011)，所以自從 2009年 6

月頒布後，全美已有超過 49個州和地區簽署逐年採用 CCSS課標(NGA，2009；

Watt，2011)，故可視為美國近期最大規模的課程改革計畫。 

美國 CCSS課標分成英語和數學兩個部分，該課標以學習者的角度，簡要的

陳述幼稚園到 12年級的課程內涵與要求，其中，英語的部分涵蓋「閱讀」、「寫

作」、「聆聽與說話」、「語言」等幾個範疇，以及 6-12年級「歷史/社會研究、科

學和技術科目」的讀寫素養(CCSSO ＆ the NGA Center，2010a)。在歷年的 PISA

和 PIRLS 等國際性評比之後，各國均提出許多的興革做法，盼望藉此全面提升

學生閱讀的素養和能力，CCSS閱讀課標的頒布，或許代表著美國試圖從一致性

的課程政策規劃做起，以求全面提升學生閱讀素養的努力(陳茨茨，2011；楊光

富，2011；詹紹威，2012)。 

然而，筆者關心的是 CCSS課標怎麼呈現「閱讀」的相關內涵呢？茲列述如

下(CCSSO ＆ the NGA Center，2010b)： 

一、主要觀念和細節（Key Ideas and Details） 

（一）深入閱讀以掌握文本的內容，並對其進行邏輯性的推論；當寫作和說話時，

引用文中證據以支持所得的結論。 

（二）確定文本的核心觀念或主旨，以及分析它們在文本中的發展情形；總結某

些能作為論據的重要細節和觀點。 

（三）分析文本中的「人物」、「事件」、「觀念」等要素是怎麼發展和為什麼如此

發展的，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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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和結構（Craft and Structure） 

（四）解釋作者如何使用詞和短語；包含掌握它們操作性的、蘊含性的、比喻性

的意義，以及了解選擇某些詞彙能形成甚麼樣的意義或語氣。 

（五）分析文本的架構，包括特殊的句子、段落和文本的大區塊(章、節、回、

幕)之間如何相互連結以形成一個整體。 

（六）評估作者的觀點和目的是如何形成文本的內容和風格。 

三、知識和觀念的統整（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ideas） 

（七）統整和評價不同媒體或文本型式所呈現出來的內容，包括視覺的、數量的 

，以及文字的。 

（八）描述和評價文本中的某種爭議和特定訴求，包括推理的有效性，以及證據

的適切性和充足性。 

（九）分析和比較兩篇傳達相似論點和主題的文本，來掌握知識或比較兩位作者

所採用的不同手法。 

四、閱讀的層級和文本的複雜度（Range of Reading and 

Level of Text Complexity） 

（十）獨立地、精熟地去閱讀和理解逐漸複雜的文學類和訊息類的文本 

以上便是閱讀課標四大綱十小目的「規準」，原則上，CCSS 閱讀課標以此

規劃 k-12 年級的各項學習活動，其中，最常出現的詞就是「文本」一詞，尤其

十小目中的各種閱讀學習活動，幾乎完全圍繞著「文本」進行的。此外，從四大

綱的安排中，不難看出 CCSS閱讀課標在著重「文本」的設計下，其實也存在著

某種系統性思考。分而言之，第一大綱「主要觀念和細節」是聚焦於文本內容的

探討，第二大綱的「作品和結構」則是關心文本形式的安排，第三大綱「知識和

觀念的統整」特別注意對前兩項內涵的統整和延伸，第四大綱的「閱讀的層級和

文本的複雜度」，尤其強調閱讀的能力層次和文本複雜度的關聯性。因此，筆者

認為美國 CCSS閱讀課標的「規準」乃是遵循著「文本內容」→「文本形式」→

「文本統整與延伸」→「適切的文本複雜度」的設計流程和邏輯的。 

    事實上，美國 CCSS閱讀課標背後還有一個評估的機制，可以作為檢核學生

閱讀能力發展情況的指標，也就是「國家教育進展測量」。所謂的「國家教育進

展測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簡稱 NAEP)，始於 1963年，

乃由美國國會授權，教育部負責執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定期測量四、八、

十二年級的學生在閱讀、數學、寫作、科學、美國歷史、地理、公民、藝術等學

科的學業成就水準，以作為報告美國基礎教育質量發展情況的依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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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EP2009認為「閱讀」是一個主動且複雜的歷程，其中涉及了：(NAGB，2008) 

一、了解書面文本(understanding written text) 

二、發展和詮釋意義(developing and interpreting meaning) 

三、視文本類型、目的和情境來運用意義(using meaning as appropriate to type of  

text, purpose, and situation) 

    此外，NAEP2009明言所要測量的閱讀認知能力項目如下：(NAGB，2008) 

一、查找和回憶(locate and recall)： 

    如果學生能查找和回憶所讀的訊息時，他們就能清楚辨識文本中的主要觀點

和相關細節，以及發現故事中的基本要素，如人物、時間、場景等。為了測量這

兩種認知能力，NAEP2009的題目會集中在較小的文本單位：一個句子、一個段

落、兩個或更多相連的段落之上。當然，不同的閱讀目標之下，所得到的文本各

段觀點和綜合性的主要觀點，也會有所不同。 

二、統整與詮釋(integrate and interpret)： 

    閱讀者會將新訊息「統整」進入他們對文本內容的最初體會之中，形成一個

整體，過程中也經常「詮釋」所讀的內容。透過「統整與詮釋」，閱讀者能超越

文本中不連續的訊息、觀點、細節和主題等，藉由邏輯的和完整的訊息處理方式，

延伸他們對文本的最初印象。此外，閱讀者會將文本較大的成分做連結(如段

落)，做出不同層次的摘要，並將這些文本訊息與外在的文章和文學知識、先備

的內容知識、價值判斷標準，以及邏輯系統性思考等，加以連結。 

三、批判與評價(critique and evaluate)： 

    這類的測量要求閱讀者超越所讀的內容，客觀地看待文本。當然，閱讀者仍

是關注於文本的，但得嘗試運用外在的多元觀點評價文本內容，對文本進行批判

性的思考。該測量的內容可能要求閱讀者評價文本的品質、決定文本內容中最有

意義的部分、判斷文本中的某些表達的成效(比如支持論點的細節是否具有說服

力)、論證的合理性或解說的妥切性。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閱讀者得運用他們有

關文本、語言的相關知識，以及對作者如何操控語言和觀點，以達成寫作目的的

全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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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難發現，上述 NAEP2009所要測量的三項閱讀認知能力，竟然與 PISA2009

與 PIRLS2011十分相似，所以美國 CCSS閱讀課標四大綱十小目的「規準」，不

僅能符合 NAEP2009 的需求，也大致能符應 PISA2009 與 PIRLS2011 的測量重

點。事實上，美國 CCSS閱讀課標從「文本內容」→「文本形式」→「文本統整

與延伸」→「適切的文本複雜度」的設計流程，已經為吾人企圖設計新的閱讀教

學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依據。 

    具體而言，如果將美國 CCSS 閱讀課標的四大綱十小目，與上節所歸納的

PISA「存取與檢索」、「統整與解釋」和「反思與評價」三組閱讀能力加以對比，

不難發現，CCSS課標之第一、二大綱的「主要觀念和細節」和「作品和結構」，

及其下屬六小目的操作內容，可以協助學生培養閱讀「存取與檢索」的能力。此

外，由於 CCSS這兩個大綱一開始先從文本內容著手，再關注文本的形式，所以

完全符合閱讀的「由上而下」(Top-down)模式，並非如 PISA2009 直到「反思與

評價」時，才處理文本內容與形式的運作方式。接下來，美國 CCSS閱讀課標之

第三項「知識和觀念的統整」，及其下屬的三小目之中，則是除了包含訓練「統

整與解釋」的能力外，還涉及「描述」、「評價」、「分析」、「比較」等閱讀能力。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前述 CCSS閱讀課標的第一、二大綱之中，也散見諸如「推

論」、「引證」、「評估」等能力，此外，第四大綱的「閱讀的層級和文本的複雜度」，

則與閱讀教學模式的設計工作，似乎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總之，筆者透過分析 PISA2009與 PIRLS2011所測量的閱讀能力項目，概略

獲得了閱讀教學模式中應有的幾個重要成分和大致流程，接下來，筆者又從美國

CCSS閱讀課標的綱目中樹立了「由上而下」的模式，也就是：先「文本內容」

後「文本形式」、先「摘取與檢索」後「統整與解釋」的教學模式。最後，筆者

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把諸如「分析」、「比較」、「推論」、「引證」，以及「反

思與評價」等能力，較合理的融入前述的閱讀教學模式之中，才得以更有系統、

更有效果的培養學生閱讀能力，而這正是筆者建立所謂「湖心投石」教學模式的

動機和形成背景。 

肆、「湖心投石」教學模式及其實例舉隅 

    經由前兩節的分析後可知，不管是國際性的「閱讀素養」評比 PISA2009與

PIRLS2011，還是美國 CCSS閱讀課標，及其背後的一套 NAEP的測量要求，幾

乎都堅持著某些閱讀能力的培養原則，譬如：以文本為中心；以讀者為主體；以

實用為訴求；以參與社會群體為目的；從文本重點的摘取、檢索，到全面的統整、

詮釋；運用閱讀者的知識與經驗，以客觀的角度省思和評價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筆者認為，這些閱讀教學觀念應該加以擴充，那就是：從文本表面訊息的掌

握，深入到文本的內涵詮釋(均包含內容與形式)，並以此為基礎，培養學生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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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判斷與評論能力。其後，再透過「連結與聯想」、「比較與分析」、「推論與創

新」等活動，引導學生從文本的內涵發展到外在的社會群體之中。基於此，請參

見下列文學類文本所適用之「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流程圖。 

一、主要觀念與細節 

（一）概覽課文、略說內容 

（二）摘取文本中人物、事件、場景之間的互動關係 

（三）摘取文本中若干細節及其想要表達的觀點 

 

 

二、文本成分與結構 

（一）文本插圖、圖片、表格、影音效果與文字敘述的關係 

（二）文本中字、詞、句、段落的意義（語法與修辭） 

（三）文本內容的結構方式（主旨與章法關係） 

 

 

三、形式與內容的深究 

（一）統整文本的形式與內容 

（二）判斷文本的形式與內容 

（三）評論文本的形式與內容 

 

 

四、連結與延伸 

（一）聯絡與聯想 

（二）比較與對照 

（三）推論與創造 

圖 2 「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流程圖(文學類文本適用) 

 

從上圖可知，「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概分四個步驟，分別是：「主要觀念

與細節」、「文本成分與結構」、「形式與內容的深究」、「連結與延伸」。在「主要

觀念與細節」的步驟中，教師引導學生從課文的概覽內容大意，進而從各段落中

摘取若干細節(如人物、事件、場景等)，歸納其中所蘊含的觀點，終而透過各段

落觀點之匯集而掌握主要觀點(即「主旨」)。其次是「文本成分與結構」的步驟，

教師帶領學生分析課文中的插圖、圖片、表格等訊息與文字敘述之間的關係，並

討論課文中字、詞、句、段落的運用，對表達文章的觀點有何助益，接下來便是

站在作者的立場，設身處地的思考其創作的規劃和表現。原則上，「湖心投石」

閱讀教學模式中的「主要觀念與細節」、「文本成分與結構」兩步驟，都是集中在

文本的內容和形式之內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引導學生掌握文本內的各項訊息

(包括「意義」和「語言」兩方面)，此時尚未進行文本意義的統整、詮釋或延展

等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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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式與內容的深究」之時，則是綜合性的對文本內容和形式進行深究的

工作。因此，「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在這個步驟時，會要求教師引導學生進

行文本的「統整」、「判斷」和「評論」等的閱讀認知活動。筆者認為，經由前兩

個步驟，學生已經能夠掌握文本內容與形式的重點，接下來就得安排全面性的統

整工作，因為這將不僅能再次複習先前學習所得，還可避免零散性的學習文本的

所有訊息。至於「判斷」和「評論」兩者，容或有意義和操作上的重複之處，但

「判斷」更重視對文本內容和形式表現上的正確與優劣判定，並有一套說法；「評

論」當然也會進行判定的活動，但它更集中於提出某種觀點和論述，因為「評論」

不僅僅是為了找出判斷的依據，還希望能以更具說服力的方式，提出自己支持或

反對文本內容和形式之內涵的理由。 

    筆者認為，PISA2009、PIRLS2011，以及美國 CCSS課標背後的國家 NAEP

閱讀測量中，都非常注意學生在閱讀活動中，除了個人對閱讀文本的掌握和運用

之外，還得擴及對社會全體的參與和實踐，而且其他如「比較」、「推論」等閱讀

活動，也有助於閱讀延伸的需要，因此，「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的第四個步

驟就是「連結與延伸」。在「連結與延伸」中，教師帶領學生從上述三個步驟的

學習成果出發，嘗試與個人生活經驗進行連結，並以文本為基礎，自由聯想可能

涉及的任何範疇，此為「聯絡與聯想」的活動內容。此外，教師也可透過事先的

詳細安排，使學生能延伸閱讀類似的主題和題材的文章，或體驗與文本主題相關

的學習活動，以達到「比較與對照」的閱讀延伸學習目標。 

    再者，美國 CCSS課標原本安排在文本內容觀點上所進行的「推論」活動，

「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則建議學生應該能充分掌握文本內涵後，才安排「推

論」的學習。進而言之，學生的「推論」固然是一種延伸式的學習活動，但其本

質便是一種創造性的「詮釋」形式，可具體表現在生活的實際「應用」之上，所

以「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最終希望能以「創造」來表現這種「推論」的成果。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知，筆者將此閱讀教學觀念稱之為「湖心投石」模式，實乃取

自投石於湖心，石頭便從湖面進入湖底，而所激起的漣漪則向四面八方擴展的意

象，希望藉以突顯該閱讀教學模式之特色。 

    此外，筆者將把「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與目前《九年一貫國語文課程

綱要》中，官方所認可的「混合教學法」作一比較。依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

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的解釋：「『混合教學法』是一種以閱讀教材為核

心，將讀書、說話、寫字、作文等學習活動，作有目的、有組織地綜合運用於

教學過程中的教學法。」(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筆者特別將「混合教學法」有

關閱讀部分的流程，與「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法的流程做一對照，茲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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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混合教學法」與「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法流程對照表 

 混合教學法(閱讀部分) 「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法 

 

 教 

 

 學 

 

 流 

 

 程 

1.動機目的 1.主要觀念與細節 

2.概覽課文、試述大意 

4.朗讀課文 

5.課文內容深究 

3.研討生字新詞 2.文本成分與結構 

6.課文形式深究 

7.課文特色欣賞及應用 

 3.形式與內容的深究(包括統整、判

斷、評論) 

 4.連結與延伸(包括聯絡與聯想、比

較與對照、推論與創造) 

    從上表可知，「混合教學法」中的「內容深究」和「形式深究」，與「湖心投

石」法的「形式與內容的深究」看似雷同，其實不然。依陳弘昌(1991)的說法，

國小中、高年級「混合教學法」中的「內容深究」包括提示和回答問題、教師補

充和歸納、擷取課文要旨等活動，而「湖心投石」法的「主要觀念與細節」雖然

也以提問方式進行，教師也透過引導來幫助學生掌握主旨，卻更在意的是學生能

否主動地從文本中逐步掌握觀念與細節，以形成一整體性的文本主要觀念。 

    此外，原屬「混合教學法」中的重頭戲--「研討生字新詞」，只不過是「湖

心投石法」中「文本內容與結構」的一個小部分，而且還得建立在掌握文本內容

的前提之上。換句話說，教師是為了更深入地掌握文本內涵，才進行「生字新詞」

的教學，絕非只是為了孤立地認識字詞的形音義，或以之為基礎的拓展性學習活

動。至於「混合教學法」中的「課文形式深究」、「課文特色欣賞及應用」兩個步

驟，幾乎都集中在文體、章法，佳句欣賞、詞句和標點符號的應用，相對地，「湖

心投石」法的「文本成分與結構」除了涵蓋這些內容外，另有圖文搭配引導，以

及其他相關的項目和成分。 

再者，「湖心投石」法的「形式與內容的深究」、「連結與延伸」，兩個部分，

乃是以掌握文本的內容與形式為基礎，深入統整、判斷和評價其相關內涵，再將

此內涵加以連結、對比和延伸，具體發揮到外在的生活情境。不難發現，這兩個

流程是「混合教學法」所較少涉及的，卻正是「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中既能

強調深入文本內涵，又能將文本之所得延伸到外在世界的最大特色。本文附錄

中，筆者特別以審定本翰林版第八冊第二課〈勇敢的小巨人〉的課文為例，嘗試

編擬一套包含四堂課的閱讀教學活動設計(如附錄一)，提供專家學者與教師先進



語教新視野創刊號                                                            2014.03 

馬行誼 16 

 

批評指教。 

伍、結 論 

    本文中，筆者大致介紹了如何建構「湖心投石」閱讀教學模式的過程，然而，

這畢竟是理論上的推衍，還有賴於諸多實證研究的支持，此外，「湖心投石」閱

讀教學模式的若干環節，更需要更深入的界定、規範和實例說明，所以筆者僅敢

以「初步建構」作為本文的標題。 

然而，誠如前文所述，吾人若想求得閱讀教育的全面提升，社會各界積極的

共識和投入，自然在所難免，再者，舉凡政策、課程、教學、師資、環境等方面

的改革工作，也不容得有一絲馬虎。至於筆者，則希望從課堂教學的實務工作上，

提出個人的建言，但願也能如「湖心投石」般，既能略窺閱讀教學的堂奧，又可

稍起拋磚引玉之效，著實地為閱讀教學的未來，激盪起美好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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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注 意 事 項 

概覽 

 

 

 

回憶 

 

重述 

 

 

 

 

 

討論

人物

細節 

 

歸納

觀念 

一、朗讀課文(可以範讀、領讀、分排讀、

個別讀等方式進行) 

 

二、教師提問： 

(一) 你能說說課文的內容在講些什麼嗎？

（學生個別回答） 

(二) 你講的那個部分(上一題的答案)，在課

文中的詳細內容是什麼呢？ 

 

 

三、教師提問： 

(一) 得知醫生認為必須截肢，周大觀的決

定是甚麼？又是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呢？ 

(二) 截肢後的周大觀想不想哭？卻又為什

麼不哭了呢？你可以從他的詩句中發現甚

麼線索？ 

(三) 為什麼病中的周大觀要寫信給衛生

署，希望癌症病童能有屬於自己的病房？結

果如何呢？ 

★教師協助學生歸納觀念： 

即使截肢，也要活下去；勇敢的小孩不要

哭；雖然自己生病，仍然要幫助別人 

 

四、教師提問： 

(一) 醫生宣布無法治好病了，周大觀得知

後在詩中寫了些甚麼？為什麼他會這樣

寫？ 

(二) 周大觀聽到青少年自殺的新聞後，說

了些甚麼話？他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三) 周大觀去世後，他的父母成立了周大

觀文教基金會，曾經做過哪些事情？為什麼

他們要這麼做呢？ 

★教師協助學生歸納觀念： 

堅持勇敢活下去；每個人都應該珍惜自己的

5 

 

 

5 

 

 

 

 

 

 

10 

 

 

 

 

 

 

 

 

 

 

 

 

10 

 

 

 

 

 

 

 

 

 

 

朗讀課文至少三

遍，讓學生充分掌

握文中訊息 

 

這個時候要求學

生蓋起課本，單憑

自己的記憶回

答，能記多少算多

少，不需要協助 

 

 

這時學生可以開

始翻書找答案，讓

學生個別搶答，尤

其注意平常發言

較少的學生的參

與狀況 

 

先讓學生講是甚

麼和為什麼，老師

再行補充 

 

師生歸納而得的

觀念要求學生寫

在課文的空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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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擴充小愛為大愛，鼓勵更多的病人 

 

五、討論插畫與課文的關係 

(一) 請學生說說課文中周大觀拉琴和詩作

的插畫與文字敘述之間的關係 

(二) 請學生說說課文中周大觀生病後的兩

幅插畫與文字敘述之間的關係 

★教師協助學生進行歸納 

 

第 一 節  課  結 束 

 

一、學生默讀課文，然後自行將課文中的生

字新詞圈起來 

 

二、教師解釋文本脈絡中字詞句的意義 

(一)「走遍」、「宣布」、「自殺」、「盼望」這

四詞是甚麼意思？ 

(二)「又是高興，又是期待」這兩句在文章

中是甚麼意思？ 

(三) 周大觀寫「我還有一隻腳...」這首詩，

試想表現甚麼觀念？(全文) 

(四)周大觀的夢想「多麼盼望...」是甚麼意

思呢？和他生前的表現有何關連？ 

 

三、學生開始寫課後的練習或習作，教師隨

機進行指導 

 

四、討論與歸納課文的結構： 

(一) 開始，發現周大觀腿上有惡性腫瘤，

必須截肢 

(二) 其次，周大觀擔心爸媽難過、痛苦而

不哭 

(三) 再者，周大觀寫信到衛生署爭取癌症

兒童病房 

(四) 然後，知道治不好還想活下去，感嘆

青少年不珍惜生命 

 

 

10 

 

 

 

 

 

 

 

 

 

5 

 

 

10 

 

 

 

 

 

 

 

 

 

10 

 

 

20 

 

 

 

 

 

 

 

 

 

 

 

 

 

 

 

 

 

 

 

 

 

教師以各種示義

法解釋文章中字

詞句的意義，學生

則隨手抄寫於剛

剛圈起來的生字

新詞旁邊 

 

 

 

 

 

 

 

 

 

善用「開始」、「然

後」、「接下來」、

「最後」的順序，

不需要用文章結

構的專有名詞 

讓學生自由地

說，不用非得一字

不差，但如果漏

說，老師可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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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後，大觀去世後父母成立文教基金

會，出版熱愛生命圖書和提供獎學金，希望

實現大觀生前的夢想 

 

第 二 節  課  結 束 

 

一、美讀課文 

(一) 教師範讀（特別強調不同狀態下詩歌

和話語的音量高低、輕重、聲調變化，以與

當時的心境相配合） 

(二) 學生全班讀、分組讀(教師指導朗讀時

聲調變化) 

(三) 學生個別讀(教師指導朗讀時聲調的變

化) 

 

二、統整課文內容 

★周大觀的心情變化：接受現實→體貼父母

→勇敢面對→希望大家珍惜生命(可採用概

念構圖) 

 

三、判斷關鍵訊息 

(一) 你認為周大觀是「勇敢的小巨人」嗎？
為什麼？（從「勇敢」和「巨人」兩個詞去

思考答案） 

(二)周大觀願意截肢的原因是想活下去，但

他最後還是去世了，如果是這樣，你還認為

他的截肢決定是對的嗎？為什麼？ 

(三)周大觀說：「勇敢的小孩不要哭」，你認

為他說得對嗎？為什麼勇敢的小孩就不能

哭呢？ 

 

四、評論相關訊息 

(一) 你認為周大觀寫信到衛生署的作法好
不好？為什麼？如果想關懷癌症病童，還有

沒有其他的辦法呢？ 

(二) 為什麼周大觀認為犯人被法官判死刑

 

 

 

 

 

 

 

10 

 

 

 

 

 

 

 

 

5 

 

 

 

 

10 

 

 

 

 

 

 

 

 

 

 

15 

 

 

 

 

如果學生程度

夠，也可以問為什

麼作者要這樣安

排。如果順序顛倒

的話，會… 

 

 

 

 

 

 

 

 

 

 

 

 

 

 

 

 

 

學生個別回答 

設計學習單？ 

 

 

 

◎以下的活動，把

同學的好點子摘

要記在課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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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活下去，病人卻可以努力的活下去

呢？ 

(三) 你認為想自殺的青少年聽了周大觀的

話後，會有什麼反應？為什麼？ 

 

第  三  節  課  結  束 

 

一、聯絡與聯想 

(一) 你的生活周遭，有沒有熱愛生命的小

故事？請簡要說明故事內容 

(二)如果衛生署沒有回信，你認為周大觀的

反應會是怎麼樣？他又會怎麼採取下一步

行動呢？ 

 

二、比較與對照 

(一) 查找周大觀的相關資料加以對照，以

求進一步了解課文的內涵 

(二)找若干篇與「熱愛生命」相關主題的文

章，比較其中的人物與做法 

 

三、推論與創造 

(一) 如果周大觀現在還活著，你覺得他會

積極地想做哪些事？ 

(二)讀過本文後，你會向「周大觀文教基金

會」建議些甚麼？才能更符合周大觀的生前

心願 

 

第  四  節  課  結  束 

 

 

 

 

 

 

 

 

10 

 

 

 

 

 

 

15 

 

 

 

 

 

15 

 

 

 

 

 

 

 

 

小組討論 

設計學習單 

 

 

 

 

 

 

參考備課指引 

找網路文章或

youtube影音媒材 

 

 

 

 

 

 

 

 

◎學習單可以帶

回家繼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