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誼基金會附設實驗托兒所
幼兒閱讀深度理解與批判性思考 實驗課程
一、緣起
信誼實驗托兒所一直致力於幼兒閱讀工作，在「量」的部份，多年來已有好的成果，信誼的孩子均相當喜
愛閱讀，並能將好的閱讀習慣延伸至小學。不過，
「量」的累積與態度的培養，還只是閱讀的一部分，我們希
望進一步在「質」的部份能更精進，期望提升孩子的「閱讀深度理解」能力。
2010 年 6 月，哈佛學者 Dr.Snow 在信誼主辦的「腦、閱讀與學習」研討會上，強調「閱讀討論」對「閱讀
深度理解」的重要，我們深有所感，認為「閱讀討論」應為我們可以努力的方向。2010 年 12 月，國際閱讀評
比 PISA 成績公佈，顯示台灣孩子在閱讀深度理解的部份，表現並不佳，台灣雖然大家都在推行閱讀，但，卻
被批評只是表面化的花拳繡腿，未能有真正深度的理解。真正的理解，應與「思考」有密不可分的關係。
基於這些想法，我們決定藉著輔導教授到所輔導的機會，將「閱讀深度理解」定為我們輔導與發展特色的
重點。

二、實驗目標
A.提升孩子「閱讀深度理解」能力
B.透過閱讀討論培養孩子批判性思考的能力
C.培養孩子對作者畫風的覺察能力
D.增進老師帶領閱讀討論的能力

三、實驗方法
(1)課程進行方式
安排大班一學期 10 次的「閱讀討論」課程，每次 50 分鐘，隔週三下午進行一次。第一年為怡莉老師負責，
第二年由幸玫老師負責。每次上課時，由老師說一本故事，故事結束後，由老師或孩子提問，師生共同討論。
討論結束後，提供 5 本相同的圖畫書讓孩子自由、輪流借回家進行親子共讀，鼓勵孩子畫畫表達想法，並請
家長代為記錄孩子的話，再帶回學校分享。同時，也將圖畫書放在教室的圖書區中，讓孩子自由、自主閱讀。

(2)課程設計
聚焦單一一位作家
第一年上學期的課程進行中，討論的情形並不理想，經過多次的教學檢討，我們深感聚焦、選書、擬問題
的重要，於是，我們決定從下學期開始，在學期開始前，就必須由大家合作，先把書單與提問共同設計好，
而且，應聚焦同一個創作者的作品，才能讓討論有主軸。
因此，下學期課程開始之前，由全所老師共同提議、討論、挑選出一位圖畫書作家(第一年下學期為安東尼
布朗、第二年上學期為宮西達也)，接著蒐集這位作家的每一本作品，逐一仔細閱讀，同時也蒐集這位作家的
生平、創作風格等資料。
選書、分類、排序
對作家的背景、著作有了基本的認識之後，全所老師與輔導教授一起就每本著作逐一共同閱讀、討論，依
每本的難易度、主旨、趣味等條件，從著作中挑選出比較合適的 10 本作品，然後依故事主題，將 10 本書分
類，再依故事內容難易度排出順序，如此，經過充分的討論過程，擬出全學期的書單。
設計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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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單決定之後，大家再一起細讀每一本故事內容，根據內容設計適合老師提問的問題(每本大約二-三個問
題)。提問的設計，是這整個課程的關鍵。好的提問，能引起孩子的興趣、引發孩子之間的討論、引導孩子進
一步深入故事，甚至詮釋故事、表達個人觀點，達到閱讀深度理解的目標。因此，提問的設計，不但是課程
的關鍵，也正是老師需要磨練、精進之處。因此，設計提問的討論非常重要，在討論中，老師們與教授之間，
來回的腦力激盪、辯證、釐清，這樣問是不是符合故事的重點? 哪一個問題應該先問?孩子可能會如何回答?
這樣問是否能幫助孩子思考?...，透過這樣交換意見的過程，老師們對故事更有感覺、更有體會，老師們必
須不斷的與閱讀深度理解能力、架構做對照，這正是磨練老師們提問能力的時機。
統整文本
在課程中，我們還特別安排在期中讓孩子做文本的回顧與統整，期望能引導孩子做跨文本的比較、歸納。
而期末除了回顧與統整文本之外，也安排時間針對這位創作者本身，與孩子做討論，期望孩子對於創作者本
身的風格、畫風、背景能有所覺察與認識。
【附】100 學年上學期課程計畫(p.9)
在第一年下學期，我們嘗試了安東尼布朗這位作家的作品，從孩子的身上，看到令人開心的成果，帶著這
樣的經驗，第二年上學期我們選擇了日本創作家宮西達也的作品，因為他的故事趣味性高，主角(野狼、猪、
恐龍)受孩子歡迎，文本之間又有許多相似性，而且最重要的是，老師們一致喜歡他的作品。原本我們希望選
擇台灣本土的作家，比較符合孩子的生活經驗，但是在審視之後，發現本土作家的創作量還不夠多，比較可
惜!所以還是以現有的圖畫書大師為對象。
這一學期的課程，前半段我們選了三本宮西達也的「野狼」與「猪」的故事(一隻猪與一百匹狼、三隻餓狼
想吃雞、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針對這個孩子應該會感興趣的主題，我們又另加了 5 本相關的圖畫書，總共
八本，利用四次的課堂進行這八個故事，並在第五次課堂進行文本的統整與比較。

學期後半段的課程，則以宮西達也的「霸王龍」為主軸。

(3)課程省思與調整
每次上課的討論內容，均錄影、錄音，並整理成逐字稿，提供給全所老師與輔導教授。每個月召開輔導會
議，會議中由負責老師就逐字稿進行課程分享，其他老師給予意見和回饋，輔導教授更進一步分析孩子的表
現、老師的回應，並提供改進、修正之策略。例如，如何照顧到不發言的孩子?如何進行重複閱讀?

四、檢視實驗結果
(1)建立檢視的架構
由於閱讀深度理解包含了許多能力與概念，如:預測、推論、詮釋、辯證、因果關係、觀點取替…等，各個
能力與概念之間又有密切的相似、關聯性，如何才能清楚的分析、評估孩子的閱讀理解能力的進步情形?進一
步有效的調整老師的教學方式?
在輔導教授的協助下，我們嘗試建立一個檢視、分析的架構，如下圖。其中名辭分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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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閱讀理解能力, 包含兩方面:觀點取替能力(理解繪本中角色的觀點 內在意圖動機), 因果關係能力(理
解繪本中事件情節的因果脈絡)
2.閱讀思考能力, 包含幾方面:垂直性思考(邏輯思考), 水平性思考(創意思考)及批判性思考(有自己的
觀點及價值判斷)
3.閱讀討論能力, 包含兩方面:自我表達(口語)及人際溝通(相互分享, 質疑, 澄清, 辯證)
而邏輯思考又包含：預測, 推論, 詮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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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這樣的架構，能幫助我們更清楚的分析孩子的能力。當一個老師能更清楚孩子的能力時，就越能在關鍵
的時刻與孩子有好的互動，才能適時的提升孩子的能力。

(2)檢視實驗目標 B.透過閱讀討論培養孩子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以下從二個課程討論實例來檢視實驗的結果
(2)-1 課堂討論實例 1-我的幸運日
以「我的幸運日」這本書的討論為例
(故事大意為:狐狸準備出外獵食時，小豬自投羅網來按門鈴。為了吃到更多、更美味的大餐，狐狸聽從小豬的建議，開始為小豬洗
澡、按摩、餵小豬吃東西…，最後狐狸累昏。小豬順利逃走後，計劃下一個要去拜訪誰?)
首先要釐清的是:「小猪的意圖，孩子能否理解?」因此，老師預先設計的第一個問題為
Q1：小豬在做什麼（寫筆記做計劃..）？為什麼牠要這樣做？

然後，我們希望能針對故事的主旨做討論，因此預先設計以下二個問題
Q2：你覺得在這個故事中，是豬聰明還是狐狸聰明？
Q3:今天到底是誰的幸運日？

在實際課堂上，說完故事，在老師未提問之前，小妤即主動問:「為什麼他剛才說兔子你在家嗎?然後回家
拿那個(手做簿本狀)有土狼和狐狸」
老師回顧:「小臻一開始說他找錯家了」
小均不以為然的說: 「是故意的」→推論
老師: 「怎麼知道他是故意的? 」→請孩子指出證據
小恩: 「因為他看他的地址啊! 」小恩指出畫面證據並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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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錚: 「而且呢，他還故意說:兔子，在不在家?他的地址簿上根本沒有兔子」→提出線索，推論角色意圖
小臻提出反對意見：
「他很多頁啊! 」
老師:「對喔!有可能是沒翻到」→提出不同的可能性
老師:「為什麼你覺得是故意?故意有什麼好處?」→提出矛盾點
小均:「就騙騙騙騙…騙到他累為止啊」
老師:「你覺得他本來就想要騙狐狸嗎? 」→追問意圖
小臻:「但是真的ㄚ，是真的很髒」→提出證據
小恩:「因為他故意弄髒的ㄚ」→推論意圖
小錚:「我覺得他應該是很多天沒有吃飯，應該要騙狐狸他很瘦」→推論意圖
小臻:「應該是他在家裡想著要去兔子家，然後走到半路就忘了要去哪一個人的家」→推論意圖
小恩:「不是」 →完全不動搖
小臻:「可是故意的是說他又不知道狐狸會這麼好心」→詮釋觀點
從這段角色意圖(猪到底是不是故意?)的討論中可以看到:二派孩子的說法都有各自的邏輯。贊成派能從文
本中提出證據(地址簿)支持自己的論點。反對派能提出質疑並詮釋自己的論點(太冒險)
孩子們展現言而有據、辯證的批判性思考能力，令人聯想到律師在法庭上的辯證--小猪有罪否?
(2)-2 課堂討論實例 2-大野狼系列統整
如「課程設計」裡所提到，在學期中間，老師設計了一堂「大野狼系列統整」
，讓孩子在讀完八本相似主題
的故事後，針對這八個故事，做文本的回顧與統整，期望能引導孩子做跨文本的比較、歸納。
【附】故事大意
1.「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
三隻小豬的故事真的像大家說的那樣嗎?且聽大野狼說說，其實根本是一場誤會…，野狼只是要借麵粉而以。
2.「三隻小狼與大壞豬」
三隻小狼長大了，要蓋自己的房子，不過，可怕的大壞豬來了，屢次破壞小狼的房子，但是，當壞豬碰到了美美的花房子，竟然
就變成大好豬了
3.「一隻小豬與一百匹狼」
森林裡有 100 匹狼，但是只抓到一隻豬，不夠分怎麼辦?天真的狼要小豬回去找 100 隻豬來，小豬雖然假意答應，卻溜了回家，留
下 100 之野狼癡癡的等。
4.「今天的運氣怎麼那麼好」
幸運的野狼找到了一大群睡覺的小豬，趕快去呼朋引伴，在他說明來意之前，朋友們親切的招待他吃吃喝喝，然後幸運的野狼就…
忘了小豬的事，等他想起來，小豬都溜光了
5.「三隻餓狼想吃雞」三隻餓狼發現了一隻雞，光說不練的他們，說得口水直流，卻誰也懶得動手，於是雞就大大方方的走了
6.「大野狼的晚餐」
野狼找到了一隻母雞，千方百計的想將母雞餵胖，就在他以為大功告成時，一群可愛的小雞卻圍上來對他又親又抱，野狼叔叔開
心的做更多餅乾給可愛小雞吃。
7.「母雞蘿絲去散步」
母雞蘿絲散步去，身後跟了一隻虎視眈眈卻一直不成功的狐狸，母雞慢慢的走回了家，留下慘兮兮的狐狸。

共通性
老師將八本故事一起擺出來，希望孩子能統整不同的故事，老師問:這些故事有哪些特別的地方?
孩子:好多猪、好多雞、好多狼喔! →角色共通特性→歸納→邏輯思考
小臻:好多人喜歡編那一些好笑的、大野狼都沒有吃到的東西→劇情共通特性→歸納→邏輯思考
小錚:這幾本書都是有一些都是想吃人家，結果呢都沒吃到→劇情共通特性→歸納→邏輯思考
小臻：都是想要吃肥肥的→劇情共通特性→歸納→邏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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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角色的看法
老師希望孩子能表達自己獨特的喜好與看法。因此設計了幾個開放性問題:
老師:你覺得哪一隻動物最聰明?
小錚:猪(我的幸運日)
老師:舉手的有 15 個人，覺得這隻猪最聰明，為什麼?
小均:因為他把狐狸累昏了，一直騙、一直騙…
小恩:我從來都沒有想過這種方法，有時候被抓走的時候(聯想到自身情況)
同樣的問題，小瑋獨排眾議
小瑋:應該是那隻母雞(母雞蘿絲去散步)最聰明，因為是雞害狐狸的
小瑋的想法很特別，他不認為狐狸是運氣不好，他認為雞是故意走
這個路線，故意讓狐狸發生這些事。小瑋也實際指出證據，從圖面線索(如上圖，母雞絆到繩索不但沒跌倒還
困住了狐狸)中推論母雞的意圖
接下來，老師繼續開放式的問題:你覺得哪一隻動物最好心?
小羽、小瑋:我覺得那一隻大野狼(大野狼的晚餐)比較好心，因為他做東西給他們吃
老師挑戰孩子想法: 可是他做東西給他吃，不是為了好心吧!
小寶很清楚野狼的意圖:他是為了要母雞胖
小錚:他最後放了那一隻母雞
小瑋:後來他沒有吃啊!
小臻:而且還做小餅乾給小雞吃→言而有據
老師繼續下一個開放的問題: 你覺得哪一隻動物最可憐?
小均:猪(三隻小猪的真實故事)，因為他被咬屁股
小臻:狼(三隻小猪的真實故事)被關住不是也很可憐嗎?
小臣:狐狸(我的幸運日)因為後面累昏了
老師:老師也要說一個，我覺得狼(三隻小猪的真實故事)很可憐，狼是被冤枉的，他又沒有做錯事
小臻:野狼(三隻餓狼想吃雞)因為他說餓很久了
小錚:而且他是餓狼
小寶:狐狸(母雞蘿絲去散步)因為他每次走到哪都踩到倒楣的東西
小恩:狼(三隻小狼與大壞猪)因為他們要自己蓋房子而且還被大壞猪欺負
孩子從文本中提出合理的論點，並試著說服別人→言而有據、辯證
因為這次孩子意見紛歧，老師提議投票:總共五種，投票，每個人兩票
狼(三隻小猪的真實故事) 11 票→最高票
從孩子對各個角色的看法與評價中，可看到孩子能理解角色的特性，並能從文本中找到證據，來驗證自己
的論述，這種「言而有據」、「辯證」的能力，即是我們希望培養孩子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在上述的討論實例中，我們從孩子身上發現，批判性思考的確是可以從圖畫書中、從有趣的討論裡，慢慢
培養的。

(3)檢視實驗目標 A.提升孩子「閱讀深度理解」能力
課程實例 從圖畫表徵看孩子的理解
在「大野狼系列統整」的課堂上，針對「你最喜歡當那一隻動物?」這個問題，老師希望每個人都有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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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更希望可以看到不發言孩子的想法，因此，採用個別孩子各自畫圖的方式
不發言的孩子
小詠在團體裡是很少發言的孩子，針對「你最喜歡當那一隻動物?」
這個問題，小詠畫了右圖，表示他喜歡聰明的小猪。在圖畫裡，
小詠畫出累昏的狐狸，及打包餅乾的小猪，還用箭頭表示小猪正要
溜走的方向，充分顯示小猪之「聰明」所在。
小昌(少發言的孩子)則畫出了下圖小猪拿地址簿的關鍵畫面，
若少了這個畫面，誰也很難說小猪到底是不是故意的，因此，
這是一個關鍵的畫面，小昌的確掌握住了這一點。
小昌說:我想當我的幸運日裏的小猪。因為他騙了壞狐狸，自己
沒有被吃掉
從孩子的個別圖畫中，可以看到，團體中不太發言的孩子，
其實也有良好的理解能力，不僅瞭解故事細節，也能掌握故事重點，
還能用圖畫的方式表徵出來，也能看到團體討論深化了孩子的閱讀理解。

五、課程省思與調整
少發言的孩子
由於閱讀討論課程是以團體「討論」的方式來進行，在團體中，有些孩子善於發言，有些則否。對於少發
言的孩子，老師的確較無從窺見孩子理解的情形，這是令老師相當困擾的一點。
隨著課程的進行，老師嘗試使用一些技巧來鼓勵這些孩子發言，例如:優先請這些孩子發言、保留比較容易
的問題給這些孩子、正向鼓勵她們的嘗試….。除此之外，老師也透過不同的互動方式特別用來了解這些孩子
的理解情形。例如，利用角落時間、銜接時間，個別和這些孩子輕鬆的聊聊故事，嘗試從一對一或小群體的
互動中，推敲孩子的理解情形，另外，老師也鼓勵這些孩子用圖畫來表徵自己對故事的感覺(如上述小詠與小
昌的例子)。
重複閱讀
「如何進行重複閱讀」這個問題也是老師心中的困擾。我們課程的進行方式，大多是只講一次故事就進行
討論，但是，同一個文本，閱讀一次與閱讀多次，孩子的理解深度顯然會有所不同。雖然在課程進行之後，
老師會將圖畫書放在圖書區裡，孩子的確也很喜歡自行閱讀這些書籍，但是，老師並沒有充分的時間能和孩
子繼續深入，實為可惜!
邀請家長協助
針對上述二個問題，經過輔導會議多次的討論，在學期中期，我們決定邀請家長協助。首先，我們召開課
程說明會，與家長分享孩子在閱讀討論課程裡的表現，爭取家長的認同。接著，我們邀請家長與孩子進行親
子共讀。同樣的一本書，由學校來準備五本，待老師在課堂上朗讀、討論之後，讓孩子輪流、自由借回家，
請家長說故事或讓孩子說故事(如果孩子願意)，再請家長在共讀本上幫忙記下孩子的發現與回應。說明會上
我們特別跟家長強調，「享受樂趣」仍是我們閱讀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初衷，避免家長與孩子出現「功課壓力」
的現象。
有了家長的協助，孩子即多了許多重複閱讀的機會，而在團體中少發言的孩子，和自己的爸媽聊天時，可
能可以比較輕鬆自在的說出自己的想法。
以下舉一個例子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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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佳的重複閱讀
小佳是個很少在團體中發言的孩子，他在重複閱讀「我是霸王龍」之後，
畫下了這幅畫
我是霸王龍 故事大意: 想吃小翼龍的霸王龍因火山爆發兒受重傷，眼睛張不開，小翼龍謹記
媽媽的教導，細心的照顧霸王龍。當霸王龍眼睛康復並叼著小翼龍最愛的小魚走過來要謝謝他時，
不知情的小翼龍卻嚇得趕快飛走，留下傷心的霸王龍。

小佳的媽媽幫忙記下小佳的話:小翼龍很善良又會幫助別人，他都聽爸爸媽媽的話，雖然
很怕霸王龍，但還是照顧受傷的霸王龍。我覺得霸王龍變了，原本他很兇，後來變很溫柔，因為
他很感謝小翼龍照顧他，所以叼了小翼龍最喜歡的小魚要送給他。我的新發現:有一顆小流星在
天空中(最後一頁)可能是霸王龍許願，以後可以再和小翼龍見面。

從小佳的「畫」與「話」中可看出，他對這個故事有非常好的理解與詮釋，能將故事裏深層的情緒充分的
表達出來。由此可知，少發言的孩子，理解能力不一定不好，只是個別孩子擅長的表徵方式不同。同時，我
們也可以發現，團體討論能幫助孩子專注傾聽、深化理解，達到閱讀深度理解的目標。

六、檢視實驗結果 II
(1)檢視實驗目標 C.培養孩子對作者畫風的覺察能力
覺察為同一個作者
老師說故事時，故意先不提作者，想等待看看孩子會不會自行發現?如何發現?從哪些線索發現?
在學期前半段的野狼系列，孩子發現「三隻餓狼想吃雞」 「一隻猪與一百匹狼」應該是同一個人畫的，因
為野狼長得很像。在學期後半段的恐龍系列中，孩子更肯定為同一作者且三本故事(我是霸王龍、你看起來很
好吃、你永遠是我的寶貝)為系列連接，
故事大意

「你看起來很好吃」
在霸王龍準備要吃甲龍寶寶時，甲龍寶寶卻突然叫他爸爸，甲龍寶寶的可愛讓錯愕的霸王龍不再兇暴，他不但照顧甲龍寶寶，還教
導他各式的本領。到了分開的時後，甲龍寶寶哭著不願分離，霸王龍只好騙他要賽跑，卻獨自離開

「你永遠是我的寶貝」
好心的慈母龍媽媽，將撿來的霸王龍寶寶好好的養大並取名為小良，希望他善良。長大後，小良遇到了真正的霸王龍爸爸，無法接
受自己是霸王龍的事實…，當霸王龍爸爸要來吃慈母龍時，小良挺身而出，保護慈母龍，但之後，慈母龍媽媽再也找不到小良。

孩子對這三本書的說法是:
小寶:同一個人畫的
小臻:拼起來的故事 連接起來的
小臣:是一組的
小均:一集一集的
孩子能具體的提出文本裡的線索，歸納出文本間主角、情節、畫面相似之處，來說明是同一個人畫的
小恩:主角一樣
小均:都是暴龍 都有照顧小的
小錚:本來都要吃他，後來變好朋友
小恩:動作很像
小臻:三本看起來都很感動，最後面都有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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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也能敏銳的覺察出文本間文字相同之處:
第二本「你看起來很好吃」
老師:那是一個很安靜很安靜的夜晚
小臻:和「我是霸王龍」一樣
第三本「你永遠是我的寶貝」老師:慈母龍的心裡陣陣的抽痛
小錚:和「我是霸王龍」一樣
小寶:「你看起來很好吃」也是
在老師意料之外的，孩子突然發現三本書封底非常相似，
而且孩子能適當的詮釋封底的意義
小恩:(我是霸王龍)他想念小翼龍
小均:(你看起來很好吃)他回想他照顧甲龍寶寶

我是霸王龍

你看起來很好吃

你永遠是我的寶貝

從上述的對話裡可以看到，孩子們可以從角色、文字、畫面、情節等線索，歸納出共通性，並推論是同一
個作者畫的。
學期的最後一堂課，老師介紹宮西達也的小故事，並將這學期的文本一字排開，孩子能嘗試歸納宮西達也
的特色:
小桓:他畫的都是恐龍
小臣:他比較像畫獵物的
小均:很多頁都有星星
小臣:顏色很像
恐龍的書喜歡用橘色
小桓、小錚:綠色、黑色、黃色
小臻:野狼和猪都長的很像
孩子對同一系列的故事能覺察作者畫風並進行比較、歸納，但是，對於不同系列(野狼、恐龍)之間，則較
難歸納，是否因為宮西達也的不同系列之間，風格差距較大?老師們思考，這一部分，會不會是我們將期望訂
的有點過高?或者，我們往後可以試試一個風格比較明顯、一致的作家，如 Leo Lionni(即為我們第二年下學
期選定的創作家)。

(2)檢視實驗目標 D.增進老師帶領閱讀討論的能力
經過了三個學期的試驗，負責帶領的老師(怡莉、幸玫)表示:在團體討論裡，永遠不能確定哪個孩子會有什
麼樣的反應?對於孩子的回應，老師必須馬上做出反應，沒有太多的時間思考，所以，即便已經熟讀文本、已
經沙盤推演，老師仍很容易就被孩子的回答帶著走。因此，老師必須熟知高層次的閱讀理解架構、老師必須
保持警醒的「後設認知」能力，隨時監控自己與孩子的對話，並與高層次的閱讀理解做對照，才能有效的帶
領討論。
在這個實驗課程裡，全所老師經歷一起選作者、選書、擬問題，課後與輔導教授就課程紀錄分享、省思，
過程中，各個老師也增強自己帶領討論的能力，並能實際運用在自己班上的主題課程與故事時間裡。不過，
大家也同意，畢竟不是主要「練功」的人，功力自然會打折，還是要實際帶領討論，收穫比較踏實。

七、結語
課程進行以來，我們欣喜的發現，透過良好的設計(選書、提問)與引導，
「閱讀討論」的確能提升孩子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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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深度理解能力，孩子不但能推論、歸納、觀點取替，也能做出具個人觀點的詮釋，甚至能在一來一往的辯
證過程中，展現批判性思考的能力。若能再輔以「重複閱讀」
、
「圖畫表徵」
、
「個別訪談」等工夫，更能符合
不同學習型態孩子的個別需求。
閱讀，除了享受故事的想像與美好之外，誠如 2010 年
「腦、閱讀與學習」研討會裡所強調，閱讀也深深的影響
著孩子的思考與學習。
關鍵詞
．教學主題：閱讀深度理解
．創意方式：閱讀討論
．創意成效：批判性思考

思考

閱讀

學習

參考資料
．大腦、認知與閱讀 李俊仁等著 信誼

．遇見圖畫書百年經典 彭懿著 信誼

．教出閱讀力 柯華葳著 天下

．培養 super 小讀者 柯華葳著 天下

．手拿褐色蠟筆的女孩 V.Paley 成長

【附】100 上大班「閱讀討論」課程設計
課程目標：
1、理解故事的角色、情節與主題
3、能從書中尋找資訊解決問題

1

圖畫書

閱讀策略

好想要一個
娃娃

故事預測
推論
觀點取替

Q：小可為什麼要跟媽媽說娃娃是跟別人借的？
Q：
（兔媽媽叫小可歸還娃娃…）小可為什麼說不要？如果你是小可會怎麼做？

故事接龍
故事對比
觀點取替

欣賞幾則顛覆傳統童話中「壞野狼」形象的新童話故事（
Q：說說看，這些故事中的野狼有哪些相同或不同的地方？
Q：每種動物或人（如：男、女、老、幼..）都只能有一種樣子嗎？

故事預測
推論
改編創作

Q：你覺得小猪會找 100 隻猪回來嗎？如果沒有找到 100 隻猪要怎麼辦？
Q：如果你是狼，你會怎麼做才能吃得到猪？（讓牠回去找 100 隻猪？先吃掉
再說？偷偷跟在他後面？…）
Q：你喜歡哪個角色？猪還是狼？為什麼？

三之三

2

2、辨認與欣賞創作者的圖像風格與細節
4、嘗試回應和創作圖畫書

三隻小猪的
真實故事三之
三/三隻小狼
和大壞猪 遠

活動內容及提問討論

流

一隻小猪與
100 匹狼 三之
3

三

＊小活動：扮演包圍遊戲、嘗試改編故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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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之三

故事預測
角色比較
個人觀點表
達
改編創作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
Q：
（由故事的重複性進行推論預測）猜猜角色會說那些話？產生什麼互動與結
果？
Q：今天到底是誰的運氣最好？（主角狼、配角狼 1/2/3、、小猪們…）
【三隻惡狼想吃雞】
Q：如果你是那 3 隻狼，你會怎麼做？
＊小活動：故事改編創作

大野狼的晚

角色比較

【我的幸運日】

餐 人類文化/
我的幸運日
三之三/母雞
蘿絲去散步

個人觀點表
達

Q：小猪在做什麼（寫筆記做計劃..）？為什麼牠要這樣做？
Q：你覺得在這個故事中，是猪聰明還是狐狸聰明？
【大野狼的晚餐】大野狼跟在母雞後面到了家，可是他不但不吃母雞，反而回
家做了一大堆美食，天天送到母雞家門口，究竟發生了什麼事呢？
Q：為什麼故事最後大野狼沒有吃到母雞和小雞，還是覺得開心？

跨文本比較
個人觀點表
達

Q：你喜歡哪一隻狼，為什麼？
Q：這些狼的共同點和不同點？
Q：你想當這些書裡的哪一隻動物？覺得這些書裡的動物哪一隻最聰明，為什
麼？
Q：你覺得這些書裡的動物哪一隻最好心？哪一隻最可憐，為什麼？

書中找線索
推論

Q：霸王龍要吃小翼龍了，你猜結果如何？（被吃掉，因為牠太小/爸媽沒真的
走，來救他…）

小魯

個人觀點表
達

Q：火山爆發，霸王龍受傷時…，你覺得小翼龍會怎麼做？為什麼？
Q：為什麼霸王龍和翼龍不能當朋友？
Q：翼龍爸媽為什麼要離開小翼龍？爸媽不愛牠了嗎？（辯證：找「愛」的證
據..）

你看起來很
好吃 三之三

書中找線索
推論
觀點取替

Q：暴龍有把小甲龍當成他的孩子嗎？他做了哪些事情呢？（保護他、教他本
事…）
Q：如果暴龍有把小甲龍當成他的孩子，那為什麼暴龍要和小甲龍分開？

今天運氣怎
麼這麼好？
小魯 /三隻餓
狼想吃雞 三

上誼

「野狼」大不
同~系列統整
6

我是霸王龍
7

8

書中找線索

9

你永遠是我
的寶貝 小魯

推論
觀點取替

Q：慈母龍發現蛋孵化出最殘暴的霸王龍時，牠為什麼很煩惱、該怎麼辦才好?
Q：小良到底是什麼龍？（霸王龍？慈母龍？）牠們有甚麼不一樣？
Q：小良知不知道自己是霸王龍？小良是怎麼知道的？（比對特徵、回去問媽
媽、牠哭了、牠發怒了…）
Q：小良發現自己是霸王龍時，為什麼哭得那麼傷心？
Q：如果你是小良，你會怎麼做？

作者系列
（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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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本比較
認識作者
畫風欣賞

＊展示三本恐龍系列繪本，並回顧故事內容、角色…
Q：這三個故事中，你喜歡哪一隻恐龍？為什麼？
Q：這三本書有哪些地方很像？那些地方不一樣？

個人觀點表
達
圖書分類

Q：你覺得這三本故事裡的小恐龍哪一隻最幸運？為什麼？
＊請孩子回顧本學期說過哪些繪本…
Q：從這些書裡，你發現這些故事有那些相同或不同的地方？
Q：從這些書裡，你發現這些圖畫有那些相同或不同的地方？
Q：你猜猜看那些書是同一個人畫的？為什麼？
＊介紹作者「宮西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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