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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W. Dick, L. Carey和 J. Carey（2009）三位學者提出的「系統

化教學設計模式」作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國語文)閱讀學習

表現轉化的依據。轉化後的內容可作為教材編選、師資生教學知能的培育，及國

小教師閱讀教學活動設計與評量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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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the systematic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proposed by W. Dick, L. Carey, and J. Carey (2009), as the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ading performance in the 12-year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language field. The content could be used as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knowledge, and th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assessment of teaching activities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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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配合《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之政策規劃，自民國 103

年 8月 1日起至 109 年 7月，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因應十二年國教的

實施，教育部自 104 年組成各領域綱要編製小組，著手訂定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

綱要。 

回顧我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的演變，歷經民國 20年、25 年、30 年、37 年、

41年、51年、57年、64年、82年等九次的修訂，之後於 90年 1月公告《九年

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教育部，2001），90 學年度正式施行，兩年後（92 年）公

告正式課綱（教育部，2003），97年公告修訂課綱（教育部，2008），100 年公告

國語文微調課綱（教育部，2011）。其中，「九年一貫課程」一改過去「課程標準」

的呈現模式，將「科目」改成「領域」，將「年段」改成「階段」，將課程「總目

標」改成「十大能力」，將「分段目標」改成「能力指標」。而十二年國教語文領

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教育部，2015)，維持九年一貫課程「領域」、「階段」的

規劃，並將培養學生「能力」的訴求，提升至涵養學生的「素養」，並將各領域

的「能力指標」轉為「學習表現」，以接近行為目標的方式建置學習目標。 

事實上，因應國際局勢與社會環境變遷的轉變，課程的修正改革確有其必要

性。然而，改革也並非全然推翻過去建置的架構與內涵而自創格局，採用的方式

往往是以過去的課程架構為基礎，再視變遷的因素，做必要、適當的調整。以國

語文為例，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綱草案即將現行九年一貫課程注音符

號、聆聽、說話、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等六個學習項目，調整次序改成聆聽、

口語表達、標音符號與應用、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六項。其中，注音符號改

成標音符號與應用，說話改成了口語表達。又九年一貫課程的能力指標有三碼與

四碼的條文內容，且該內容經常包含語文知識與技能兩項要求，本次修訂則將語

文知識改成「學習內容」，將語文技能改成「學習表現」，學習表現僅列三碼內容，

不再出現四碼的舉例說明條文。 

就課程與教學的執行層面言，學習表現是教學的核心。依據教育部（2015）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學習表現之教材編選與教學實施說明〉

揭示：學習表現是各學習項目教材編選及教學實施的參考依據。是以，具體掌握

每項學習表現的內涵，便成為教學者最重要的核心任務。過去，九年一貫課程推

動時，葉連祺（2002）指出將能力指標轉化成課程和教學活動內容極為重要，是

教學和評量的目標。然，各領域在指標的解讀上，許多學者紛紛提出「轉化」的

模式，供教學者運用，如陳新轉（2002）介紹多種轉化模式，如三層次轉化模式、

標準取向轉化模式、行為表徵取向轉化模式、概念分析取向轉化模式、對應關係

轉化模式，並提出能力表徵轉化模式運用在社會領域指標的解讀；李坤崇（2002）

提出概念整合式分析與核心交錯式分析兩種模式，並運用在綜合活動指標的解

讀。關於國語文能力指標的解讀方面，有潘麗珠、楊龍立、蕭千金（2004）以及

葉連祺（2002）主張以替代、拆解、組合、聚焦、連結的方式來解讀國中閱讀、

寫作項目的部分能力指標。上述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不同方式來解讀能力指

標，惟各領域有其學科屬性，且能力指標呈現方式不盡相同，宜思考找到適切的

解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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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馮永敏（2001）主張教師教學前如果能從整體出發，嘗試找出教學內容的

次序和提供相關的知識，同時還要確定發展這些語文能力所要的語文知識體系，

使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可以合理結合。由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

語文)課程綱要(草案)》已經將語文知識以「學習內容」提列，故目前僅需轉化國

語文各項學習表現的教學內容，並編排內容的次序，即可作為後續課程與教學規

劃、教材編選、教學策略選用與評量設計的參考依據。 

是以，本研究擬以W. Dick, L. Carey和 J. Carey（2009）三位學者提出的「系

統化教學設計模式」作為閱讀學習表現轉化的依據，並以第一階段(低年級)轉化

的內容規劃課程，以作為教材編選、師資生教學知能的培育，及國小教師閱讀教

學活動設計與評量的參考依據。 

貳、閱讀學習表現檢視 

目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閱讀學習表

現規劃，第一階段(一至二年級)計有 9條、第二階段(三至四年級)計有 11 條、第

三階段(五至六年級)計有 11 條。且十二年國教課綱旨在發展學生核心素養，故

各學習表現均對應總綱三面向 A自主行動(含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 系統

思考與解決問題、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溝通互動(含 B1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C 社會參與(含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九

項核心素養項目。國小三階段閱讀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項目對照表如表2-1所示： 

表 2-1  

國語文課綱閱讀學習表現與核心素養項目對照表 

階段 學習表現 
呼應核心 

素養 

第一

學習

階段 

5-I-1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5-I-2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I-3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I-4瞭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5-I-5認識簡易的記敘文本、詩歌的特徵。  

國-E-A1 

國-E-A2 

國-E-B1 

國-E-C2 

 

5-I-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

容重述。 

5-I-7 運用簡單的預測、推論等策略，找出句子和段落明

示的因果關係，理解文本內容。 

5-I-8能認識圖書館(室)的功能。 

5-I-9能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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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學習

階段 

5-Ⅱ-1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5-Ⅱ-2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5-Ⅱ-3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5-Ⅱ-4認識記敘、說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Ⅱ-5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Ⅱ-6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由。 

5-Ⅱ-7 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文本的

理解。 

5-Ⅱ-8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略。 

5-Ⅱ-9能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5-Ⅱ-10能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重大議題。 

5-Ⅱ-11 能主動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的閱讀社群活

動。 

國-E-A1 

國-E-A2 

國-E-B1 

國-E-C1 

第三

學習 

階段 

5-Ⅲ-1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化。 

5-Ⅲ-2理解句子、段落的內容，並整合成主要概念。 

5-Ⅲ-3區分文本中的客觀事實與主觀判斷之間的差別。 

5-Ⅲ-4認識議論文本的特徵。 

5-Ⅲ-5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意。 

5-Ⅲ-6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的觀點，評述

文本的內容。 

5-Ⅲ-7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略，推論文本隱含的因

果訊息或觀點。 

5-Ⅲ-8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 

5-Ⅲ-9能結合自己的特長與興趣，主動尋找閱讀材料。 

5-Ⅲ-10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重大議題的訊息或觀

點。 

5-Ⅲ-11能運用科技與網路，進行資料蒐集、解讀與判斷，

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應用能力 

國-E-A1 

國-E-A3 

國-E-B2 

國-E-C3 

註： 

1.學習表現代碼「5」表示閱讀。「I」表示第一階段、「Ⅱ」表示第二階段、「Ⅲ」表示第三階段。

第三碼「數字」表示該階段的流水號。 

2.核心素養「國」代表國語文、「E」代表國小、「A」「B」「C」及「數字」代表三面向的核心素

養項目。 

由上述學習表現可以知道各階段閱讀的學習目標，包含朗讀文本，認識及使

用標點符號，認識記敘、說明、應用、議論文本，學習各種閱讀策略，閱讀多元

文本認識重大議題，認識圖書室功能，運用科技蒐集閱讀資料，涵養閱讀興趣等。

惟各學習表現的學習順序與內容設定是否適切？則值得進一步探討。課程專家泰

勒（R. Tyler）指出有效的課程組織應符合繼續性、順序性及統整性的規準（黃

炳煌譯，1981）。由於統整性涉及跨領域間的整合問題，故以繼續性與順序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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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閱讀」學習表現設置的適切性，茲將「閱讀」學習表現以橫向對照方式表

列，如表 2-2，以掌握三階段指標的繼續與順序性的設置情形是否合宜？ 

表 2-2  

國語文課綱閱讀學習表現對照表 

第一階段(一至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至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至六年級) 

5-I-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

地朗讀文本。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

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

情感。 

5-Ⅲ-1 流暢朗讀各類文

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

化。 

5-I-2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

號的用法。 

 

5-I-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

符的文本。 

  

5-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

訊息與觀點。 

5-Ⅱ-6 就文本的觀點，找

出支持的理由。 

 

5-Ⅲ-6 連結相關的知識

和經驗，提出自己的觀

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5-Ⅲ-3 區分文本中的客

觀事實與主觀判斷之間

的差別。 

 5-Ⅱ-3 掌握句子和段落

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5-Ⅲ-2理解句子、段落的

內容，並整合成主要概

念。 

5-I-5 認識簡易的記敘、

抒情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Ⅱ-4 認識記敘、抒情、

說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Ⅲ-4 認識議論文本的

特徵。 

5-I-6 利用圖像、故事結

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

解與內容重述。 

  

5-I-7 運用簡單的預測、

推論等策略，找出句子和

段落明示的因果關 

係，理解文本內容。 

5-Ⅱ-7 能運用預測、推

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

文本的理解。 

5-Ⅲ-7 運用自我提問、推

論等策略，推論文本隱含

的因果訊息或觀點。 

 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

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

意。 

5-Ⅲ-5 熟習適合學習階

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

意。 

 5-Ⅱ-8 覺察自己的閱讀

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

略。 

5-Ⅲ -8 因應不同的目

的，運用不同的閱讀策

略。 

 5-Ⅱ -10 能閱讀多元文

本，以認識重大議題。 

5-Ⅲ-10 大量閱讀多元文

本，辨識文本中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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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或觀點。 

5-I-8 能認識圖書館(室)

的功能。 

 5-Ⅲ -11 能運用圖書館

(室)、科技與網路，進行

資料蒐集、解讀與判斷，

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

應用能力。 

5-I-9 能喜愛閱讀，並樂

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5-Ⅱ -9 能透過大量閱

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5-Ⅲ-9 能結合自己的特

長和興趣，主動尋找閱讀

材料。 

 5-Ⅱ -11 能主動參與班

級、學校或社區的閱讀社

群活動。 

 

黃政傑（1991）認為順序性是學習先後的問題，哪些該先教，哪些該後教，

如果安排妥當，學生便易於學會。泰勒則主張順序性是指「每一繼續的經驗雖建

立在前一經驗上，但應對同一題材做更廣、更深的處理」（黃炳煌譯，1981）。透

過三個階段閱讀學習表現的內容對照比對發現，第一階段大都以「認識」或「簡

單」作為學習的要求，到了第二、三階段則進入「運用」、「熟習」的要求；而在

文本學習上則是由形象具體的敘事文本先學，再到思維抽象的說明及議論文本；

至於閱讀態度的涵養也是由「喜愛」到「主動」，能顧及順序性的要求。至於繼

續性部分，係指課程中包含的因素在不同階段予以重複（黃政傑，1991），由上

表可以發現在第一階段「5-I-3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5-I-6 利用圖像、

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及「5-Ⅱ-11 能主動參與班級、

學校或社區的閱讀社群活動」等三條指標皆未能在後一階段「繼續」發展，上列

問題都有待在課綱公告前再加以檢視與修正。 

參、閱讀學習表現內容轉化 

由於教育部制定的閱讀「學習表現」並非是具體的課程內容，故須加以轉化

處理，使其內容能具體、明確。故，教育部（2011）提出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應

將條文指標轉化成教學目標。至於轉化的方式為何？李坤崇（2002）認為要找出

條文的核心概念；任慶儀（2010）主張轉化時宜兼顧條文概念與能力二者，同時

考慮教科書的選用問題。由於上述學者所採用的轉化方式均以社會領域及綜合活

動作為轉化示例，且未考量後續整體課程規劃與教材選用的問題，基於此，研究

者擬以 Dick, Carey和 Carey（2009）三位學者提出的「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作

為學習表現轉化與課程規劃的依據，該模式從確定教學目標入手，接著進行教學

分析、學習者與情境分析後，書寫行為表現目標，再依據目標開發評估工具、教

學策略、選擇教學教材，最後設計與實施評量，相關流程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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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 

資料來源：Dick 等人（2009） 

 

限於研究篇幅，本研究擬依據 Dick等人（2009）提出的教學目標分析方式，

轉化國語文閱讀項目的學習表現內容。所謂「教學目標分析」即是要確認完成教

學目標所需的相關步驟，以及達到目標所需的下位技能，同時也須瞭解在開始教

學之前，學習者必須具備哪些技能、知識和態度，亦即他們的起點行為應該怎樣。

而 Gagné（1985）將教學目標分類成言語訊息（Verbal information）、心智技能

（Intellectual）、動作技能（Motor skills）、態度（Attitudes）及認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y）五類。所謂「言語訊息」是要求對相應的特定刺激提供特定的反應，

包括資訊的回憶；「心智技能」需要某一獨特的認知活動的技能，涉及到認知符

號的操作，與簡單地提取先前習得的資訊相對；「認知策略」是個體為了確保學

習發生，用來調控思維方式的認知過程；「動作技能」是執行一系列主要的或精

細的身體動作以實現某一具體目標的能力；「態度」是指影響個體在某些情境中

作出選擇或決策的內部狀態（Dick et al., 2009）。倪文錦、謝錫金（2006）運用

上述五種目標分類來解釋語文能力的內涵：（一）言語訊息：如語言文字、課文

內容、課文背景等語文知識；（二）語文心智技能：是運用語言文字正確表述自

己思想情感的技能；（三）語文認知策略：是一套學習語文的程序；（四）語文動

作技能：主要包括發音技能和書寫技能；（五）語文態度：指從語文教材中學習

為人處世的價值標準。 

本研究以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作為轉化對象，並依據 Gagné的主張分類，

以作為轉化方式之參考，條文歸類結果如表 3-1所列： 

表 3-1   

閱讀學習表現目標分類表 

階段 指標內容 目標分類 

第一階

段（一

～二年

級） 

5-I-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5-I-2 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I-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 

確定教

學目標 

進行教

學分析 

分析學習

者與情境 

書寫行為

表現目標 

修改教

學 

開發評

估工具 

開發教

學策略 

開發和選擇

教學材料 

設計和實

施形成性

教學評量 

設計和實

施總結性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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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5 認識簡易的記敘文本、詩歌的特

徵。 

5-I-6 利用圖像、故事結構等策略，協助

文本的理解與內容重述。 

5-I-7 運用簡單的預測、推論等策略，找

出句子和段落明示的因果關係，理解文

本內容。 

5-I-8 能認識圖書館(室)的功能。 

5-I-9 能喜愛閱讀，並樂於與他人分享閱

讀心得。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 

態度/心智技能 

第二階

段（三

～四年

級）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

揚頓挫與情感。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號的用法。 

5-Ⅱ-3 掌握句子和段落的意義與主要概

念。 

5-Ⅱ-4 認識記敘、說明及應用文本的特

徵。 

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

擷取大意。 

5-Ⅱ-6 就文本的觀點，找出支持的理由。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第二階

段（三

～四年

級） 

5-Ⅱ-7 能運用預測、推論、提問等策略，

增進對文本的理解。 

5-Ⅱ-8 覺察自己的閱讀理解情況，適時

調整策略。 

5-Ⅱ-9 能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

趣。 

5-Ⅱ-10 能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重大議

題。 

5-Ⅱ-11 能主動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的

閱讀社群活動。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態度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 

 

態度 

第三階

段（五

～六年

級） 

5-Ⅲ-1 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抑揚

頓挫的變化。 

5-Ⅲ-2 理解句子、段落的內容，並整合

成主要概念。 

5-Ⅲ-3 區分文本中的客觀事實與主觀判

斷之間的差別。 

5-Ⅲ-4 認識議論文本的特徵。 

5-Ⅲ-5 熟習適合學習階段的摘要策略，

擷取大意。 

5-Ⅲ-6 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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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觀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5-Ⅲ-7 運用自我提問、推論等策略，推

論文本隱含的因果訊息或觀點。 

5-Ⅲ-8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同的閱

讀策略。 

5-Ⅲ-9 能結合自己的特長與興趣，主動

尋找閱讀材料。 

5-Ⅲ-10 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重大

議題的訊息或觀點。 

5-Ⅲ-11 能運用科技與網路，進行資料蒐

集、解讀與判斷，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

和應用能力。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心因動作技能 

 

態度/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言語訊息/認知策略/動作技能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從表列資料可以發現許多閱讀學習表現兼含兩種以上的目標類型。Dick 等

人（2009）表示「態度」常被描述為做出特定選擇或抉擇的傾向，有時在教學結

束時，仍尚未達到，亦即這些目標需要長期的涵養，在短時間之內較難評估，且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閱讀學習表現涉及的學習內涵，故僅將有關「言語訊息」的條

文提出並做分析。 

由於言語訊息目標沒有內在的邏輯過程，適合以「叢集分析」（聚類分析）

（Cluster analysis）方式做後續的解析。所謂「叢集分析」係指在確定達成目標

所需要的特定資訊，以及組織或歸類這些資訊的方式（Dick et al., 2009），如此

可以看出每項學習表現所應達成的學習內容。故研究者先找出每一條學習表現的

重點詞，再解析各重點詞所涵蓋的重要訊息內容。以下針對三個階段閱讀學習表

現涉及「言語訊息」目標的條文，以叢集分析方式轉化，轉化後的內容，如表

3-2至 3-16所示： 

表 3-2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

地朗讀文本。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

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

情感。 

5-Ⅲ-1 流暢朗讀各類文

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

化。 

1.朗讀文本 

11適切速率朗讀 

1.朗讀文本 

11適切速率朗讀 

12抑揚頓挫朗讀 

13讀出文本情感 

1.朗讀文本 

11 流暢朗讀 

12抑揚頓挫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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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2認識常用標點符號。 5-Ⅱ-2 理解各種標點符

號的用法。 

 

1.句號 

2.逗號 

3.冒號 

4.引號 

5.問號 

6.驚嘆號 

7.專名號 

8.頓號 

1.分號 

2.破折號 

3.刪節號 

4.夾注號 

5.書名號 

6.間隔號 

7.連接號 

  

 

表 3-4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

符的文本。 

  

1.讀懂故事 

2.讀懂記敘文 

3.讀懂詩歌 

4.讀懂應用文 

  

表 3-5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

訊息與觀點。 

5-Ⅱ-6 就文本的觀點，找

出支持的理由。 

 

5-Ⅲ-6 連結相關的知識

和經驗，提出自己的觀

點，評述文本的內容。 

1.了解文本訊息 

2.了解文本觀點(主旨) 

1.找文本觀點 

2.找支持理由 

1.提出個人觀點 

2.評述文本內容 

表 3-6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Ⅲ-3 區分文本中的客

觀事實與主觀判斷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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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別。 

  1.區分文本事實 

2.區分文本觀點 

表 3-7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Ⅱ-3 掌握句子和段落

的意義與主要概念。 

5-Ⅲ-2理解句子、段落的

內容，並整合成主要概

念。 

 1.掌握句義 

2.掌握段旨 

1.掌握句義 

2.掌握段落內容、段旨 

表 3-8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5 認識簡易的記敘、

抒情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Ⅱ-4 認識記敘、抒情、 

說明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Ⅲ-4 認識議論文本的

特徵。 

1.認識記敘文本 

11類別 

111寫人 

112敘事 

113狀物 

114記景 

115故事 

12 要素(時間、地點、人

物、事件) 

13表達方法(敘述) 

131順敘 

14文體結構 

2.認識抒情文本 

21類別 

211寫人 

212敘事 

213狀物 

214記景 

22表達方式 

221直接抒情 

1.認識記敘文本 

11類別 

111寫人 

112敘事 

113狀物 

114寫景 

115故事 

12 要素(時間、地點、人

物、事件) 

13表達方法(敘述) 

131順敘 

132倒敘 

133補敘 

134插敘 

14文體結構 

2.認識抒情文本 

21類別 

211寫人 

212敘事 

213狀物 

1.認識議論文本 

11 類別 

111 談論型(談辯論) 

112 如何型(如何安排休

閒活動) 

113 什麼型(服務的人生

觀) 

114 為何型(做時間的主

人) 

12 要素(論點、論據、論

證) 

13表達方法(議論) 

131立論 

132駁論 

14文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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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文體結構 

3.認識應用文本 

31類別(卡片、日記) 

 

214記景 

22表達方式(抒情) 

221直接抒情 

222間接抒情 

23文體結構 

3.認識說明文本 

31類別 

311事物說明文 

312事理說明文 

32表達方式(說明) 

321定義說明法 

322解釋說明法 

323引用說明法 

324分類說明法 

 325舉例說明法 

326數字說明法 

327圖表說明法 

328分解說明法 

329比喻說明法 

33文體結構 

4.認識應用文本 

41類別 

411卡片 

412日記 

413啟事 

414通知 

415布告 

416報告 

 

表 3-9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6 利用圖像、故事結

構等策略，協助文本的理

解與內容重述。 

  

1.圖像策略理解、重述文

本 

2.結構策略理解、重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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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表 3-10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7 運用簡單的預測、

推論等策略，找出句子和

段落明示的因果關 

係，理解文本內容。 

5-Ⅱ-7 能運用預測、推

論、提問等策略，增進對

文本的理解。 

5-Ⅲ-7 運用自我提問、推

論等策略，推論文本隱含

的因果訊息或觀點。 

1.預測策略 

2.推論策略 

 

1.預測策略 

2.推論策略 

3.提問策略 

1.自我提問 

2.策略推論策略  

 

表 3-11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Ⅱ-5 運用適合學習階

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

意。 

5-Ⅲ-5 熟習適合學習階

段的摘要策略，擷取大

意。 

 1.摘要策略 

11找主詞動詞受詞 

12找主題句 

13整併相同內容 

1.摘要策略 

11 找主詞動詞受詞 

12找主題句 

13整併相同內容 

表 3-12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Ⅱ-8 覺察自己的閱讀

理解情況，適時調整策

略。 

5-Ⅲ -8 因應不同的目

的，運用不同的閱讀策

略。 

 1.覺察理解狀況 

2.調整策略 

1.運用不同策略 

表 3-13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Ⅱ -10 能閱讀多元文

本，以認識重大議題。 

5-Ⅲ-10 大量閱讀多元文

本，辨識文本中重大議題

的訊息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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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閱讀多元文本 

2.認識重大議題 

1.閱讀多元文本 

2.認識重大議題訊息(觀

點) 

表 3-14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8 能認識圖書館(室)

的功能。 

 5-Ⅲ -11 能運用圖書館

(室)、科技與網路，進行

資料蒐集、解讀與判斷，

提升多元文本的閱讀和

應用能力。 

1.認識圖書館設備 

2.認識圖書分類 

 1.蒐集多元文本資料 

2.判讀資料 

3.應用資料 

表 3-15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I-9 能喜愛閱讀，並樂

於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 

5-Ⅱ -9 能透過大量閱

讀，體會閱讀的樂趣。 

5-Ⅲ-9 能結合自己的特

長和興趣，主動尋找閱讀

材料。 

1.喜愛閱讀 

2.分享閱讀心得 

1.大量閱讀 

2.體會閱讀樂趣 

1.尋找閱讀材料 

表 3-16 

國小階段閱讀學習表現叢集分析表 

第一階段(一～二年級)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5-Ⅱ -11 能主動參與班

級、學校或社區的閱讀社

群活動。 

 

 1.參與班級閱讀活動 

2.參與學校閱讀活動 

3.參與社區閱讀活動 

 

閱讀學習表現經以叢集分析方式轉化後，可以具體呈現每條學習表現的學習

內容與重點，有助於教師掌握學生學習的整體，同時也可以作為檢視教學者本身

的學科領域知識(Content Knowledge)，及學科教學法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再者，進一步依據轉化內容規畫教學課程、設計教學活動、編選適

合之教材，並據以安排後續的評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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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表現轉化後應用與示例 

Dick 等人（2009）主張叢集分析後的條文內容應書寫出行為表現目標，同

時據以開發教學策略、選擇適切的教學材料、設計與實施教學評量。馮永敏

（2001）、楊思偉（2002）主張應建構條文的內涵及排出序階與學習順序。 

基於此，研究者進一步將叢級分析後的學習內容敘寫成行為目標；之後，將

各學習內容以網底劃分出學習的順序；接著，填入擬用的教學材料，可以是現成

之教科書，或教學者編選可達成學習目標的教材均可；最後，再決定評量的方式。

三階段的示例如表 4-1、4-2、4-3所列： 

 

表 4-1   

國小第一階段閱讀學習表現教學課程規劃表 

編號 指標 行為目標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評量 

5-I-1 以適切的速率 1.朗讀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正確地朗讀文

本 

1-1 能適切速率朗讀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I-2 認識常用標點 1.能說出句號用法 課本    紙筆評量 

 符號 2.能說出逗號用法 課本     

  3.能說出冒號用法  課本    

  4.能說出引號用法  課本    

  5.能說出問號用法   課本   

  6.能說出驚嘆號用法   課本   

  7.能說出專名號用法    課本  

  8.能說出頓號用法    課本  

5-I-3 讀懂與學習階 1.讀懂童詩(含兒歌)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段相符的文本 2.讀懂記敘文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紙筆評量 

  3.讀懂故事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4.讀懂應用文(卡片、日記)   課本 課本  

5-I-4 了解文本中的 1.了解文本訊息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重要訊息與觀

點 

2.了解文本觀點(主旨)   課本 課本 紙筆評量 

5-I-5 認識簡易的記 1.說出記敘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敘、抒情及應 11說出記敘文本類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紙筆評量 

 用文本的特徵 111 說出寫人文本特徵   課本   

  112 說出敘事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113 說出狀物文本特徵   課本   

  114 說出記景文本特徵    課本  

  12 說出記敘文本要素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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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說出記敘文本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131 說出順敘法特徵   課本 課本  

  14 說出文體結構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2.說出抒情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1 說出抒情文本類別   課本 課本  

  211 說出寫人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12 說出敘事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13 說出狀物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14 說出記景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2 說出抒情文本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221 說出直接抒情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23 說出文體結構特徵   課本 課本  

  3.說出應用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31 說出應用文本類別   課本 課本  

  311 說出卡片特徵   課本 課本  

  312 說出日記特徵   課本 課本  

5-I-6 利用圖像、故

事結構等策略 

1.使用圖像策略理解、重述文本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

實作評量 

 ，協助文本理

解與內容重述 

2.使用結構策略理解、重述文本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I-7 運用簡單的預

測、推論等策

略，找出句子 

1.使用預測策略理解文本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和段落名是因

果關係，理解

文本內容 

2.使用推論策略理解文本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I-8 能認識圖書館 1.能使用圖書館的各種設備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室)的功能 2.能找出各類的圖書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5-I-9 能喜愛閱讀， 1.說出喜愛閱讀的原因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並樂於與他人

分享閱讀心得 

2.主動與人分享閱讀心得   課本 課本  

 

表 4-2   

國小第二階段閱讀學習表現教學課程規劃表 

編號 指標 行為目標 三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評量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 1.朗讀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朗讀文本，表 1-1 能適切速率朗讀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現抑揚頓挫與 1-2 能抑揚頓挫朗讀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情感 1-3 能讀出文本情感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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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Ⅱ-2 理解各種標點 1.能說出分號用法 課本    口頭評量/  

 符號的用法 2.能說出破折號用法 課本    紙筆評量 

  3.能說出刪節號用法 課本     

  4.能說出夾注號用法 課本     

  5.能說出書名號用法  課本    

  6.能說出間隔號用法  課本    

  7.能說出連接號用法  課本    

5-Ⅱ-3 掌握句子和段 1.能說出句義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落的意義與主

要概念 

2.能說出段旨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紙筆評量 

5-Ⅱ-4 認識簡易的記 1.說出記敘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敘、抒情及應 11說出記敘文類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紙筆評量 

 用文本的特徵 111 說出寫人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112 說出敘事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113 說出狀物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114 說出記景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12 說出記敘文本要素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13 說出記敘文本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131 說出順敘法特徵 課本 課本    

  132 說出倒敘法特徵 課本 課本    

  133 說出補敘法特徵   課本 課本  

  134 說出插敘法特徵   課本 課本  

  14 說出文體結構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2.說出抒情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21 說出抒情文類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211 說出寫人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12 說出敘事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13 說出狀物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14 說出記景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22 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221 說出直接抒情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222 說出間接抒情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23 說出文體結構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3.說出說明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31 說出說明文本類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311 說出事物說明文特徵 課本 課本    

  312 說出事理說明文特徵   課本 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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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說出說明文本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321 說出定義說明法   課本 課本  

  322 說出解釋說明法   課本 課本  

  323 說出引用說明法 課本 課本    

  324 說出分類說明法 課本 課本    

  325 說出舉例說明法 課本 課本    

  326 說出數字說明法 課本 課本    

  327 說出圖表說明法 課本 課本    

  328 說出分解說明法   課本 課本  

  329 說出比喻說明法   課本 課本  

  4.說出應用文本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41 說出應用文本類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411 說出卡片特徵 課本     

  412 說出日記特徵 課本     

  413 說出啟事特徵  課本    

  414 說出通知特徵   課本   

  415 說出布告特徵    課本  

  416 說出讀書報告特徵   課本 課本  

5-Ⅱ-5 運用適合學習 1.能使用摘要策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階段的摘要策 11能使用找主詞動詞受詞摘要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略，擷取大 12 能使用找主題句摘要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意 13 摘要時能整併相同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Ⅱ-6 就文本的觀 1.能找出文本觀點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點，找出支持

的理由 

2.能找出支持理由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5-Ⅱ-7 能運用預測、 1.能使用預測策略理解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推論、提問等 2.能使用推論策略理解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策略，增進對

文本的理解 

3.能使用提問策略理解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Ⅱ-8 覺察自己的閱 1.能覺察自身的閱讀理解狀況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讀理解情況，

適時調整策略 

2.能調整運用閱讀策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Ⅱ-9 能透過大量閱 1.能大量閱讀文本、書籍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讀，體會閱讀

的樂趣 

2.能說出閱讀的樂趣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Ⅱ- 能閱讀多元文 1.能閱讀多元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10 本，以認識重

大議題 

2.能在閱讀中認識重大議題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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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Ⅱ- 能主動參與班 1.能參與班級閱讀活動 編選 編選 編選 編選 實作評量 

11 級、學校或社 2.能參與學校閱讀活動 編選 編選 編選 編選  

 區的閱讀社群

活動 

3.能參與社區閱讀活動   編選 編選  

 

表 4-3   

國小第三階段閱讀學習表現教學課程規劃表 

編號 指標 行為目標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評量 

5-Ⅲ-1 流暢朗讀各類 1.朗讀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文本，並表現 1-1 能適切流暢朗讀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抑揚頓挫的變

化 

1-2 能抑揚頓挫朗讀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Ⅲ-2 理解句子、段 1.能說句義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落的內容，並

整合成主要概

念 

2.能說出主要內容與段旨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5-Ⅲ-3 區別文本中的 1.能區分出文本的事實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客觀事實與主

觀判斷之間的

差別 

2.能區分出文本的主要觀點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5-Ⅲ-4 認識議論文本 1.說出議論文本的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的特徵 11說出議論文類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111 說出談論型(談辯論)文本特徵 課本     

  112 說出如何型(如何安排休閒活動)文

本特徵 

 課本    

  113 說出什麼型(服務的人生觀)文本特

徵 

  課本   

  114 說出為何型(做時間的主人)文本特

徵 

   課本  

  12 說出議論文本要素(論點論據論證)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13 說出議論文本表達方式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131 說出立論方式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132 說出駁論方式    課本  

  14 說出文體結構特徵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Ⅲ-5 熟習適合學習 1.能使用摘要策略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階段的摘要策 11能使用找主詞動詞受詞摘要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略，擷取大意 12 能使用找主題句摘要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13 摘要時能整併相同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Ⅲ-6 連結相關知識 1.能提出個人觀點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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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經驗，提出

自己的觀點，

評述文本的內

容 

2.能評述文本內容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5-Ⅲ-7 運用自我提問 1.能使用自我提問策略理解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 推 論 等 策

略，推論文本

隱含的因果訊

息或觀點 

2.能使用推論策略理解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實作評量 

5-Ⅲ-8 因應不同的目

的，運用不同

的閱讀策略 

1.能使用不同的閱讀策略理解文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5-Ⅲ-9 能結合自己的

特長和興趣，

主動尋找閱讀

材料 

1.能結合興趣特長尋找閱讀材料 編選 編選 編選 編選 實作評量 

5-Ⅲ- 大量閱讀多元 1.能閱讀多元文本 編選 編選 編選 編選 實作評量 

10 文本，辨識文

本中重大議題

的訊息或觀點 

2.能說出文本中重大議題訊息(觀點) 編選 編選 編選 編選  

5-Ⅲ- 能運用圖書館 1.能蒐集多元文本資料 編選 編選 編選 編選 實作評量 

11 (室)、科技與 2.能判讀文本資料 編選 編選 編選 編選  

 網路，進行資

料蒐集、解讀

與判讀，提升

多元文本的閱

讀和應用能力 

3.能應用文本資料 編選 編選 編選 編選  

依據轉化後的學習內容規畫教學課程，有助於教師具體掌握學習目標、各學

期的學習進程、選用教材及評量方式。如此，能使每條學習表現在適切的時間點

依序教學，不會缺漏、逾越或延誤；惟上述表格無法呈現具體教學活動，教師需

再依行為目標設計相關教學內容。且本規畫表也非固定不可變動，仍可依據學校

現況、學生需定期開會檢視與調整各學期學習目標的順序性及繼續性。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先檢視十二年國民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草案閱讀學習表

現指標的適切性問題，並以 Dick 等人（2009）所提的系統化教學設計模式之目

標分析與叢集分析法進行條文轉化，分析出各指標的學習內涵，繼而撰寫行為表

現目標，劃分學習內涵的次第，選擇教學材料，以供未來師資培育與教學設計的

參考。相關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 

一、閱讀的學習表現大體能考量課程學習的順序性，惟部分學習表現的繼續性要

求需再做調整修正，在正式課綱公告前，課綱編製小組宜再做檢視修正。 

二、透過適切的轉化方式，可以協助教學者具體掌握各個指標的教學重點；本研

究以 Dick 等人所提的叢集分析方式轉化出閱讀學習表現教學重點，或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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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但各校可以此為基礎，做為規劃各校閱讀課程的參考。 

三、轉化後的學習內容，依不同學期做教學重點的序列畫分，可讓教學者清楚掌

握每學期的教學要項，以及各學期的學習關聯；同時，序列後的重點可作為

教師編選教材、擇定教學策略及編製評量的重要依據，如此使能力指標、教

學、評量三者緊密結合，可達成有效的教學與檢核。 

四、轉化後的學習重點，可作為師培機構或第一線教師檢核教學者閱讀教學知能

的重要指標，並可成為各縣市辦理增能研習的參考依據，藉此提升教學者的

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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