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淑華、蔡孟寧、林烘煜 63 多文本閱讀增進理解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第六十卷第三期 

2015 年，60（3），63-94 

doi:10.6209/JORIES.2015.60(3).03 

 

 

多文本課外閱讀對增進國中學生理解 

歷史主題之研究：以「外侮」主題為例 
 

唐淑華*

 蔡孟寧 林烘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透過多文本課外閱讀以增進國中學生對歷史主題的理解。共分兩個

研究進行，第一個為前導研究，採觀察與訪談方式以瞭解國中歷史教學的現況，並採內容分

析方式探討如何架構「外侮」此一主題的多文本課外閱讀書單；第二個則為正式研究，採準

實驗法，以瞭解透過多文本課外閱讀是否能有效增進學生多面向之理解。前導研究首先根據

課程綱要選定「外侮」此一主題，再根據多文本閱讀的原則挑選文本。結果發現，可採用「文

本互織」原則挑選課外讀物，將教科書設定為「控制式文本」，再根據「補充式文本」、「衝突

式文本」、「綜觀式文本」等原則篩選課外書籍。正式研究則發現，多文本閱讀在認知理解等

面向的效果較為明顯，但在情意上意見則較不一致。根據發現，篇末乃提出相關建議以供關

心閱讀教育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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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部門最近報告指出，臺灣 368個鄉鎮中，有超過 200個沒有書店（文化部，2013），

且每年每人平均閱讀的書籍數僅有 2本，顯示國人閱讀風氣不佳，是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行

政院，2013）。雖然文化部這份報告的原意是希望透過改善圖書消費的賦稅措施，以及扶持獨

立書店等作法來提升國人的閱讀習慣，但這些作法是否有效，恐怕還有待觀察。尤其閱讀是

終身的旅程，它是需要從小就開始培養的習慣。如果沒有在年輕的時候體驗過閱讀的樂趣，

以及被書本內容感動過的經驗，那麼等到個體長大之後，我們如何能夠期待他／她在繁忙工

作之餘，還會拾起書本來單純地享受閱讀的樂趣？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各先進國家莫不將兒

童閱讀運動列為重點工作的原因（柯華葳，2006）。因此，在檢討上述令人擔憂的問題時，我

們似乎需要將焦點放在更年輕的學子上，尤其應該瞭解他們的閱讀態度以及在學校中所獲得

的閱讀經驗究竟是什麼？ 

其實中國文化一向強調閱讀的重要，古人認為「開卷有益」，身處 21 世紀強調知識經濟

的我們，也認為閱讀是一項提升個人與國家競爭力的工具。尤其針對中、小學生所推動的閱

讀活動在這幾年更是走到高峰，閱讀活動成為各相關單位的推動重點。然而，在大家一片叫

好聲之餘，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嚴肅問題是：「這樣推動閱讀活動的效果如何」？儘管政府花

許多經費在與閱讀相關的推動上，民間企業亦常以「大量贈書給偏遠學校」等作法，以關心

弱勢的學生，但是豐富了藏書卻未必能保證培養出學生自主的閱讀習慣與興趣。因為除了提

供豐沛的閱讀環境之外，教導學生如何善用這些資源應該更為關鍵。 

有系統的對學生進行閱讀教學，幫助他們能夠「透過閱讀而學習」（read to learn）是小學

四年級之後最重要的目標（Chall, Jacobs, & Baldwin, 1990）。然而，根據呂瑞蓮與周倩（2013），

以及林惠敏與宋雪芳（2010）的研究，臺灣各級學校圖書館的功能大多未臻理想。目前圖書

館工作重心在借還書及閱覽服務，至於提供多元閱讀指導與教學服務者，則僅集中於財力豐

沛的縣市學校。學校圖書館本應是閱讀教育的強力後盾（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雅，

2008），而圖書館人員也應在閱讀教育扮演關鍵角色，但學校圖書館設置專職圖書教師的比率

仍偏低，不但無法有效支援各項閱讀教學活動，亦很難直接提供學生相關協助（黃國正，2010）。 

因而，引導學生如何善用圖書資源的工作便落在教師身上。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強調多元

學習，教師如何善用各項圖書資源以豐富教學內容是一個重要的方向。然而，根據柯華葳等

（2008）針對 PIRL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2006年國際閱讀素養研

究資料的分析，「課本」仍是大多數臺灣教師們進行閱讀教學的主要材料，其他閱讀資源則僅

作為輔助教材之用。此外，家庭閱讀環境對於學童閱讀習慣的培養具有重要影響力，柯華葳

等人亦發現，臺灣父母的閱讀時間以及為興趣而閱讀的時間都明顯較各國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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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問題在國小階段可能還不致於太嚴重，但是國中階段問題就更複雜了。熟悉臺灣教

育生態的人都知道，升學壓力是學子最大的壓力來源。根據長期追蹤調查，大部分國中學生

的課後活動是環繞著與升學考試轉（例如參加補習、家教與課後輔導）；尤其進入九年級之後，

補習時間明顯增加，甚至有十分之一以上的學生每週補習超過 12小時以上（許獻元，2006）。

國中學生的時間被壓縮到連睡眠、運動都不足，哪裡還會有時間去大量地閱讀課外讀物？ 

此外，許多國中學生習慣性將「課內書」與「課外書」做涇渭分明的區隔，甚少接觸課

外書（陳明來，2001），因此如何引介優良課外讀物給青少年，也是一個需要關注的課題。根

據陳明來對臺北市公立學生的調查，國中學生的課外讀物類型偏向於「漫畫」與「圖書」，主

題則以漫畫、推理偵探小說、幽默笑話、冒險小說及電影連續劇原著為主。其他調查亦發現，

青少年的閱讀量偏低，在閱讀類型上也不夠廣泛，一般較能夠吸引青少年喜愛的領域多半屬

於網路遊戲、漫畫、星座與心理測驗、偶像藝人寫真等軟性議題（蔡慧美，2005）。難怪我們

會發現，大多數臺灣學子在升上國、高中之後便大量減少閱讀，成為「閱讀最少、借書量最

少、適合他們看的書籍也是最少」的一個族群（江逸之，2007；林妙玲，2007a，2007b）。 

針對如何為青少年設定不同的閱讀方向，我們或可從 Adler與 Van Daren（1972/2003）的

知名著作《如何閱讀一本書》獲得一些啟示。Adler與 Van Daren認為美國的閱讀問題相當嚴

重，而最主要的問題是來自於教育系統只將心力花在五、六年級之前的閱讀指導，因此在這

之前學童的學習曲線是穩定而普遍進步的。但是之後的學童，學習曲線便跌入死寂的水平。

中學生似乎沒有能力掌握較複雜的文本，青少年或許可以讀一點簡單的小說，享受一下，但

如果要他們閱讀結構嚴謹的細緻作品，或是需要運用嚴密思考的章節，他們就沒有辦法了。

因此 Adler與 Van Daren提醒讀者： 

如果你的閱讀的目的是想要變成一個更好的閱讀者，你就不能摸到任何書或文章都

讀。如果你所讀的書都在你的能力範圍之內，你就沒法提升自己的閱讀能力。你必

須要能操縱超越你能力的書，或像我們所說的，閱讀超越你頭腦的書。只有那樣的

書能幫助你的思想增長。除非你能增長心智，否則你學不到東西。……一本消遣或

娛樂性的書可能會給你帶來一時的歡愉，但是除了享樂之外，你也不可能再期待其

他的收穫了……你的心智基本上跟過去沒什麼兩樣，只是閱讀數量改變了，技巧卻

毫無進步。（Adler & Van Daren, 1972/2003, p. 341） 

可見 Adler與 Van Daren（1972/2003, p. 22）將閱讀視為是一件相當嚴肅的事，他們認為

閱讀是一種瞭解世界與自己的重要方式，閱讀就像是「跟一位缺席的教師學習」。因此，他們

建議教育工作者必須慎重關心學生究竟在讀什麼以及如何讀的問題。Adler與 Van Daren尤其

建議學生在閱讀不同書籍時，應該運用不同的閱讀速度，因為並不是所有書都值得細讀，也

不是所有書都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來閱讀。他們將閱讀分為四個層次：「基礎閱讀」（e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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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檢視閱讀」（inspectional reading）、「分析閱讀」（analytical reading）與「主題閱讀」

（syntopical reading）。他們認為，之所以用「層次」（level）而非「種類」（kind）來界定閱讀，

是因為「層次」是指漸進的，亦即，高階的層次會包含較低層次的特性，因此最後一個層次：

「主題閱讀」，便包括了前面所有的閱讀層次，也超越了所有的層次。他們將「主題閱讀」視

為閱讀的最高境界，其最主要理由便是閱讀的最終目的在追求理解，亦即在理解人生的各種

問題。由於就任一個主題而言，它都有可能涉及不同的觀點，因此我們除了學習如何閱讀一

本書之外，當然也應學習閱讀與同一個主題相關兩本以上的書。Adler與 Van Daren（1972/2003, 

p. 55）認為，雖然主題閱讀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挑選出一份適合的書目，但正因為主題閱讀的

目的並不在於得到最終答案，而是形成客觀的邏輯辯證能力，因此雖然我們不可能鉅細靡遺

地讀完所有書，但卻應盡力挑戰自己的心智，以「做一個自我要求的讀者」自勉。 

雖然上述 Adler與 Van Daren的一席話是針對美國 1970年代中、小學教育所抒發的感慨，

但他們的觀察似乎仍適用於當前臺灣的教育現場。固然目前臺灣中、小學教師已瞭解大量閱

讀的重要並將之列為一個重點方向，但對於國中階段的青少年而言，這項作法似乎還必須有

更細緻的配套才行。尤其青少年的課外時間如此寶貴，而其閱讀習慣又容易流於「偏食」，除

了強調閱讀的「量」之外，我們應該更關注於他們課外閱讀的內容，以及他們是如何在進行

閱讀。本研究認為，如果學校教師們能夠有目標地引導學生以配合學科內容的方式進行主題

式閱讀，或許更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結果。綜言之，本研究希望探究如何設計一個與學科主

題結合的課外閱讀方案，主要有以下兩個研究問題：第一，如何運用多文本閱讀原則以架構

出與學科主題結合的課外閱讀書單？第二，當課外閱讀扣緊課內學習內容時，學生對該主題

的理解是否涵蓋更多面向？透過對此二問題的探究，希望更能促進所謂開卷有「益」的效果，

也期待對於未來中學階段的閱讀活動的推動，能夠提出更具體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多文本閱讀的意涵 

（一）「多文本閱讀」並非僅是「大量閱讀」 

在探討多文本（multiple text）閱讀之前，一個常被混淆的相關概念需先釐清，那就是有

關「大量閱讀」的議題。由於「多文本」具有「多」的特色，因此很自然會誤以為等同於「大

量閱讀」。固然大量閱讀的重要性已普遍受到重視，讓學生大量接觸文本更是目前各國在推動

閱讀時所遵循的原則，然而，本研究認為「多文本閱讀」的重要性，並非僅涉及「閱讀量」

而已。 

根據 Byrnes（2000）的文獻回顧，目前許多研究（如 Cipielewski & Stanovich, 1992; Greany, 

1980; Greany & Hegarty, 1987; Nell, 1988; Walberg & Tsai, 1984）（引自 Byrnes, 2000）雖然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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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閱讀量對學習的重要，然而當 Byrnes 以後設分析方式，重新歸納此領域研究的操作方式時

卻發現，二者的相關值僅達 .10 到 .40 之間。換言之，就整體效果而言，閱讀量與學習的相

關程度其實並不算高。Byrnes認為在探討閱讀量與學習之間的關係時，應加入更複雜的思維，

包括有關「閱讀量」如何定義的問題才是關鍵。 

在探討大量閱讀的重要性時，需更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則是：增加閱讀量，究竟帶給閱讀

者哪些真正的影響呢？雖然閱讀能促使學童學到更多的字彙及程序性知識（閔慧慈、徐文珊，

2008；陳雅華、楊凱琳，2010），但誠如 Byrnes（2000）的提醒，大量閱讀與學習之間的關係

的確不如想像的直觀，而針對閱讀量與學習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檢視者，當屬 Stanovich的研

究團隊（e.g., Cunningham & Stanovich, 1990; Stanovich, 1986, 2000; Stanovich & West, 1989）最

為知名。他們早在 1980年代便以「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一詞強調閱讀是一種類似「貧

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狀況，1亦即，閱讀是一個具有良／惡性循環的活動，大量閱讀的人終

將因其閱讀能力愈來愈好而更能享受閱讀並持續閱讀；相反的，閱讀量少的人則很難從偶一

為之的閱讀中受益，更別說能夠享受閱讀並從事「為樂趣而閱讀」的活動。 

Stanovich 團隊進一步指出，教室外的閱讀與課內的學習，其實呈現的是一種交互因果的

關係（reciprocal causation）。亦即，學童是因為接觸大量不同的文本而增加其字彙量，而字彙

量又有助於增進其閱讀理解能力（reading comprehension）。而當理解力增加，學童更能夠享受

閱讀的樂趣，自然而然也就提升了他們後續閱讀的意願。因此大量閱讀的真正關鍵，乃是透

過經常閱讀讓一個人有機會接觸到不同字彙量（或難度）的文本，假設文本的內容或品質頗

為類似，那麼它對於提升閱讀理解能力的效果恐怕就相當有限了。可見，透過「量」來增加

學習者的「知識視野」應該才是 Stanovich等人所談論的重點。 

Mol 與 Bus（2011）亦針對 99 個實徵研究進行後設分析，以探討閱讀量與學習的關係。

由於這些研究涵蓋不同的年齡層，因此 Mol 與 Bus 乃進一步根據參與者的教育階段，將資料

分為學前與幼稚園階段、一至十二年級與大學以上三個階段。整體而言，他們發現，閱讀理

解、字彙等能力與閱讀量的關係，的確呈現如 Stanovich（2000）所言，是一種正向螺旋式的

因果關係（upward spiral of causality），亦即閱讀理解力與字彙量愈佳者，閱讀量愈多。此外，

Mol與 Bus也發現，這種關係的強度會隨著學生的年齡增長，有愈來愈明顯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在Mol與 Bus或 Stanovich等人的研究中，有關「閱讀量」的界定

皆是根據學生對書籍作者或書名的熟悉程度來定義，例如，採取作者辨識測驗（Author 

                                                        
1 此詞源自《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 25章 29節：「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

的也要奪去」（For unto every one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from him that hath 

not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which he hath），用以說明兒童在閱讀方面的落後，將擴大他們與同齡人之間

的差距，使得低閱讀能力者，在語文能力、對世界的認識等智能上的表現，都將與高閱讀能力者的差異愈

來愈大（引自 Stanovich, 2000,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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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Test, ART）或書名辨識測驗（Title Recognition Test, TRT）等作法，2這些皆屬於相

關性研究。而若要檢視「閱讀量」與「學習」的因果關係，則有待進一步以實驗法的實際操

弄來探討。此外，Stanovich 等人研究之重要啟示為：學生透過悠遊於各類文本而逐漸熟悉文

字世界的運作規則，因此大量閱讀之所以有意義，並不在於其「量」，而是因為他們有機會在

回應各種具有挑戰性的文字時，逐漸增加其字彙量與知識視野。這種多元文本的閱讀以及透

過閱讀而學習的精神恐怕才是關鍵。如果只是一味讓學生反覆閱讀難度相同或觀點類似的文

本，則大量閱讀的學習效果應該是較為有限。 

綜上所言，本研究所關注的多文本閱讀並非僅強調「閱讀量」而已。目前已有許多閱讀

領域的學者致力於探討閱讀理解的心理歷程。由 Snow（2002）所主導而成立的 RAND閱讀

研究團隊便認為，閱讀其實是一件高度主動的歷程，它主要涉及「閱讀者」（reader）、「文本

特性」（text）以及「閱讀活動」（activity）三個相互關聯的元素。3因此在推動閱讀活動時，除

了增加閱讀量或閱讀時間之外，閱讀者的先備條件、生理與心理及情緒狀態、文章本身的品

質，以及環境所提供的各項線索皆會決定閱讀的品質。而 Byrnes（2000）也認為，如果文本

不夠多元（diverse），而閱讀過程中也沒有提供學生適當的鷹架，那麼分派學生閱讀的「指定

時間」（allocated time）並不會等於學生在閱讀上的「專注時間」（engaged time）。本研究認為

這個提醒非常具有啟發性，這也是為什麼本研究希望採實驗操弄方式設計多文本閱讀方案，

並試圖探討透過此種主題閱讀方式，是否相較於只提供學生課外書的方式，更能有效地影響

他們的閱讀品質。 

（二）強調「文本互織」精神的多文本閱讀 

除了「量」的考量之外，有關多文本閱讀，學者們尚有不同的詮釋。有些人是針對文本

的多元「形式」來思考多文本的內涵，有些學者則就文本的「內容」層面來思考多文本的內

涵。前者認為，閱讀材料除了包括各種傳統的文本（multitext）之外，也應涉獵各種視、聽、

非語言等各種管道的文本類型（multimodal text）（Richardson, Morgan, & Fleener, 2012）；後者

則著眼於多文本的「文本互織」（intertextuality）關係。4本研究乃採用後者的觀點定義多文本

閱讀，且以印刷文字為主。 

                                                        
2 雖然有一些研究會採用自陳量表（如，「你多常閱讀？」等）來定義閱讀量，但Mol與 Bus（2011）認為，

這種方式容易受社會期許性影響而產生誤差，因此他們僅選用以 ART 或 TRT 作為定義閱讀量（print 

exposure）的研究進行後設分析；至於學前兒童，由於他們尚無法獨立閱讀，因此閱讀量的界定主要是指大

人與兒童共讀（book sharing）的次數。 
3 所謂「閱讀者」，乃是指閱讀者的先備知識、心智狀態、情緒狀態，以及對該主題的情意態度等皆會影響其

閱讀理解的品質；「文本特性」則指文本所使用的字彙或文體結構等會影響其內容的難易度；而「閱讀活動」

是指環境中各項因素使閱讀者形成不同閱讀目標，進而採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包括，採取瀏覽、略讀或精

讀等不同方式）以進行閱讀。 
4 國內學者對 intertextuality一詞有不同的翻譯（趙金婷，2007），本研究僅以「互文性」或「文本互織」為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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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本互織」，吳敏而（2013）認為有兩種指涉：第一種是應用在文學的文本分析上，

主要是在探討文本之間的互相交織與關聯的情形。例如，當一位作者在其著作中引用了某個

經典句之後，這個新文本就有可能改變了原文的意思。因此此意涵應用在文學上，主要研究

重點在瞭解作者如何透過跨文本的互相參照而影響了焦點文本（focused text）的過程。而「文

本互織」的另一個意涵，則是在閱讀心理學上的應用。此類研究主要關心讀者如何透過閱讀

不同的文本在心中進行調整轉換，最後交織拼成一幅鑲嵌畫像，因此這類研究的結果對於教

育現場在推動多文本閱讀更具意義。吳敏而認為，雖然這種連結不同文本的能力可能在中、

小學階段就會發展出來，但未來須有更多研究資料來幫助我們瞭解學生在進行文本互織過程

中究竟運用了哪些認知能力以及閱讀理解策略。有鑑於吳敏而的建議，本研究亦企圖探討，

當國中學生閱讀歷史事件不同觀點的多文本時，他們是否能夠將這些文本進行交織比對，以

形成對於歷史主題更多面向的理解。 

Hartman與 Hartman（1993）認為在文本互織的過程中，讀者除了需要進行單一文本的理

解之外，還需運用複雜的策略來進行跨文本的連結。由於中、小學課程鮮少有教學策略明確

引導學生進行跨越文本間的閱讀，因此文本互織策略實質上並未能真正在教學中落實。

Hartman與 Allison（1996）具體建議，若要營造一個適合讓學生投入多文本探究的教室環境，

教師實應慎選適合的主題來好好規劃文本內容，如此師生間的對話與討論才會深入。他們建

議教師可透過補充式文本（complementary texts）、衝突式文本（conflicting texts）、控制式文本

（a controlling text）、綜觀式文本（synoptic texts）及對話式文本（dialogic texts）等五種文本

組織方式，進行促進學生多文本互文性的教學。所謂「補充式文本」，是指根據一個中心主題，

安排多篇相關文章環繞著這個主題來進行延伸閱讀，以使學生學習由不同文本來建構、重建

或統整相關訊息；「衝突式文本」是指提供對立或衝突觀點的文章，以訓練學生能以多角度、

不同立場來思考事情；「控制式文本」乃是以某一文本為參照架構，透過此文本的權威地位來

閱讀其他相關文本，並以之作為審視及批判的對象；「綜觀式文本」指針對某一故事或事件呈

現不同對象的思考角度，抑或是單一故事不同版本的比較。「對話式文本」則指針對某個主題

採用一系列書籍，進行持續對話與討論，以使學生對某主題、角色、人物、事件有更多元面

向的探討。由於此種歸類多文本的方式頗為具體簡潔，因此本研究亦採取此種架構方式以設

計學生的主題式課外閱讀書單。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文本互織精神，在教材設計與推動課外閱讀活動的應用上頗具參

考價值。如同前文所述，為什麼許多青少年認為課外閱讀是「課外」的閱讀，並覺得閱讀課

外讀物是浪費時間的一件事？若根據 Hartman 等人的觀點，這是否是因為教師並沒有真正運

用「文本互織」的概念來幫助學生將這些課內、外閱讀串聯起來，以致於這些閱讀之間並沒

有發揮互文性的加乘效果？若再以上述 RAND 閱讀團隊的觀點來分析，亦可思考：多文本課

外閱讀若要能真正有效幫助學生建立適當的背景知識與情意態度，則除了在用字遣詞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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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閱讀興趣與能力之外（「閱讀者」因素），在內容上如何扣緊主題（「文本特性」因素），

以及閱讀過程如何鼓勵他們使用有效的輔助活動（「情境」因素），亦皆可能影響其對課外閱

讀的態度並實質產生學科學習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乃根據 Hartman 與 Allison（1996）對多

文本的分類方式，針對選定的歷史主題蒐尋市面上相關課外讀物，並逐步進行實驗效果檢證，

以瞭解多文本課外閱讀對學習效果的可能影響。 

二、多文本閱讀之理解歷程 

在探討多文本閱讀理解前，我們可先思考閱讀者如何進行單一文本的閱讀理解歷程。

Kintsch（1988）曾提出建構－統整模式（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簡稱 CI模式）以說明

閱讀者如何在面對文本時，逐步透過認字解碼，到最後對文本形成一個整體概念的過程。根

據 CI模式，閱讀理解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首重微觀（micro）的層次，亦即讀者根據其

知識背景將文本中的字詞進行意義建構，是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心理表徵建構歷程，

此時的理解未必皆是正確的；然而，若要完成通篇文章的意義建構，甚至進一步推論，則讀

者需要進入第二個層次—鉅觀（macro）的層次。亦即需要將文本中的各項資訊統整組織起來，

並解決表徵之間的不一致問題，直到能使所有不一致消失而形成一個整體知識網絡為止。此

模式不但將閱讀理解的心理歷程做更細緻拆解，也可用來解釋日常生活中為何當我們面對一

篇不熟悉的文本時，雖然感覺「每個字我都看得懂」，但卻就是「看不懂整篇文章」的緣故。 

Kintsch（1988）的模式主要是用來預測單一文章之閱讀理解，有一些學者則將其理論進

一步延伸以解釋多篇文章的理解。例如，挪威學者 Strømsø、Bråaten 與 Samuelstuen（2003）

將 Kintsch的模式應用於多文本閱讀理解策略，發現大學法律系學生在閱讀不熟悉的單一篇主

文本時，學生的閱讀目標是停留在微觀層次中（亦即，只想理解一篇文章），因此他們主要是

採取記憶（memorization）與組織（organization）策略進行閱讀；但隨著愈來愈多同一主題不

同文本的閱讀經驗，他們會慢慢擴大為鉅觀的層次（亦即，企圖理解全體文章），因而監控

（monitoring）與精緻化（elaboration）策略就會逐漸展現。Strømsø等人認為這二者最大的差

別是：前者以建立「內部連結」（text-internal）的心理表徵為主，後者則企圖建立「外在連結」

（text-external）之心理表徵。因此 Strømsø等人認為，透過同一主題之多文本閱讀可以自動地

改變讀者的閱讀目標，並因而採取不同的閱讀策略。Strømsø 等人的研究，是否可以應用在

中、小學階段的學生，也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 

多文本閱讀經驗除了有助於讀者對閱讀目標更聚焦之外，一些實徵研究（McNamara, 

Kintsch, Songer, & Kintsch, 1996; Pearson, Hansen, & Gordon, 1979）也發現此種閱讀經驗可以幫

助個人增加背景知識而成為一位更主動的閱讀者，進而促進後續學習，也就是提升了閱讀者

的閱讀動機。另外，Bråaten、Gil 與 Strømsø（2011）也發現，當閱讀目標是要求學生針對文

本之間的論點（argument）進行建構時，則背景知識愈高的學生在閱讀理解上表現也會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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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只要求他們對文本進行摘述（summary）的任務時，則知識高低不同學生的表現並

無差異。因此，在引導閱讀時，除了背景知識此一變項之外，其實更關鍵的因素是：我們到

底對讀者有何要求？他們在多文本閱讀中應該完成什麼任務？ 

上述 Bråaten等人的研究提醒我們：多文本閱讀的心理歷程的確相當複雜，它對於讀者的

影響絕非只是直觀的「多多益善」而已，我們需要對讀者的理解歷程有更多深入的瞭解。此

對於教學現場頗具啟發性，尤其在推動「大量閱讀」時，教師除了提供學生各類文本之外，

也需瞭解學生究竟在閱讀過程中學到什麼？畢竟「透過閱讀而學習」是國中階段的重要目標。 

因此，本研究也希望透過主題閱讀的引導方式，以瞭解此種閱讀經驗是否對於學生的閱

讀動機、理解與整合能力有所影響。 

三、追求多面向的閱讀理解 

有關閱讀理解，雖然在傳統的閱讀心理學文獻中已有相當多的論述（相關之歷史回顧，

請參見 Pearson, 2009），然而，Wiggins與McTighe（2005）在其 Understanding by Design一書

中對於「理解」一詞的詮釋，也頗值得課程與教學研究者參考。根據Wiggins與McTighe的觀

點，所有學習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達到真正的理解（understanding）。而所謂「理解」，並不僅

僅只是「知道」（knowing），而是能做有意義的推論，並能夠透過思考「大概念」（big ideas）

而達到學習的遷移。因此「理解」乃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它可以展現在「能說明」（can 

explain）、「能闡釋」（can interpret）、「能應用」（can apply）、「有觀點」（have perspective）、「能

同理」（can empathize）及「能產生自覺」（have self-knowledge）六個面向上。「能說明」是指

能夠有系統地提出合理性說明；「能闡釋」指能夠提出有意義的解釋，並能將個人的生活經驗

帶入；「能應用」指能夠在新的與真實的情境脈絡下活用所學之知識；「有觀點」指能提出批

判的、有洞見的看法；「能同理」指有能力設身處地進入別人的感情與世界觀之中，並能在態

度上尊重與其不同價值觀的人；「能產生自覺」指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包括自己的無知、偏

見及行為上的固著情形等）。 

Wiggins與McTighe（2005）認為，雖然每個單元教學與評量未必能同時顧全上述六個面

向，但此構想可作為課程和評量的藍圖（他們以「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稱之）。尤

其教師若希望能瞭解學生是否對「大概念」有深刻的感知，便應針對不同面向來發現學生學

習表現的證據，而不應該只給予學生單一的分數或等級。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以「剪貼簿」

（scrapebook）而非「快照」（snapshot）的角度來蒐集學生的各種學習證據，因此舉凡實做

任務、開放式問題、正式測驗或隨堂小考、觀察與對話，甚至非正式的檢核都是可採用的評

量策略。 

上述觀點對於歷史科學習頗具啟發性，英國歷史教育學者 Lee（2005）便認為歷史教學不

應只在教導學生歷史內容而已，而是必須教導學生以第二階的概念（second-order concept）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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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歷史，包括讓學生蒐集證據以詮釋某事件的因果關係、根據資料進入歷史人物的角色與

產生同情的理解，進而從中培養分析、詮釋、判斷和同理的思維。Zarnowski（2006）也認為

歷史學習最重要在幫助學生建構歷史的意義（making sense of history），尤其在面對有爭議性

的歷史議題時，學生更需有能力建構複雜的理解。 

因此，本研究參考Wiggins與McTighe的建議來設計相關的學習單與評量工具，以瞭解學

生對歷史主題的多面向理解程度（相關內容請參見「研究工具」一節的說明）。惟鑑於本研究

僅實驗組學生能夠閱讀到與歷史主題相關的課外文本，控制組學生乃是進行一般性的課外閱

讀，因此在比較兩組學生是否在主題理解上有所差異時，仍只能就與歷史內容較無直接關係

的「應用」面向進行檢視；至於「說明」、「詮釋」、「同理」、「觀點」、「自覺」等面

向，雖無法直接進行比較，亦希望透過歷程性證據以瞭解實驗組學生的進展情形。 

再者，本研究認為「文本多」並非等於「多文本」。此乃因Wiley與 Voss（1999）採用多

文本歷史材料讓大學生閱讀，發現唯有閱讀後讓學生提出自己的論點才能產生轉化的知識，

因此閱讀之後『如何讓學生寫出心得』至為關鍵。而 Stahl、Hynd、Britton、McNish與 Bosquet

（1995）亦發現，讓學生自行閱讀多文本未必能使學生受益，尤其如果文本的結構性較弱，

學生不但無法清楚得知該文本作者的觀點，亦無法透過閱讀幫助自己形成後續的意見。尤其

當學生在讀第二篇文章時（即使觀點與第一篇互相對立），若無特殊提醒，他們仍會傾向於去

找文本之間的一致性，而無法再增加新的知識。Stahl 等人認為，多文本閱讀不必然會產生預

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教學情境中教師必須教導學生學習如何善用文本互織特性以豐富

他們的思考力。亦即當文本選取未經過設計時，學生未必能跨越文本形成連結；而如何促使

學生進行文本之間的「交織比對」更是一大關鍵。因此，本研究乃逐步探討如何透過多文本

課外閱讀以增進學生對歷史主題的理解。尤其除了選擇適當的書目之外，在閱讀過程中如何

鼓勵學生「邊讀邊想」（think along），以幫助學生產生文本之間的互文性更為關注焦點。 

四、本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選定一個歷史主題逐步探討如何將課外文本與教科書進行搭配，以檢

視多文本的課外閱讀，是否能夠有效促進國中生對於歷史主題的理解。本研究分為前導研究

及正式研究，以逐步達成目標。前導研究主要在確定歷史主題，並瞭解如何架構多文本課外

閱讀書單。為瞭解國中歷史課堂教學的現況，研究者亦以非參與式觀察法及半結構訪談法蒐

集資料；接著採取內容分析法，分析社會領域課綱、教科書、教師手冊，然後再蒐集市面上

流通的青少年讀物，以瞭解哪些作品可作為本研究多文本課外閱讀之用。 

正式研究則採取準實驗法，探討多文本課外閱讀對於增進歷史知識的影響，以及瞭解實

驗組學生對歷史主題是否產生多面向理解與正面學習態度。本研究除對課外閱讀的價值提供

較具體的檢證資料之外，並希望根據本研究選擇課外書之原則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未來教

學現場教師推動閱讀活動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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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前導研究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前導研究透過行政協調聯繫四位目前分別任教於新北市及臺北市國中的歷史教師。他

們教學年資都超過 10年，且研究當時皆任教七年級歷史。其中兩位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另一位是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一位則是教育系輔修歷史畢業。 

（二）研究流程 

1. 瞭解國中歷史課堂教學 

為瞭解目前國中歷史課堂的進行方式，在徵得前述教師同意後，於 2010 年 4～5 月份期

間進行每位教師各一至二次之教室觀察，以瞭解他們是如何進行主題之介紹、如何使用教科

書，以及如何適時引介課外知識。觀察方式採非參與式觀察法，並全程記錄師生對話（錄音）

以及蒐集教師們在課堂上所使用的學習單，以作為後續分析教材之用。透過此機會，本研究

亦以半結構的訪談大綱，詢問教師們對於國中各歷史主題的想法及對課外書的意見。 

2. 確定歷史主題 

為確定哪些歷史主題適合作為本研究之用，研究者進一步針對社會領域課綱（教育部，

2003）、歷史課本及教師手冊進行分析。5透過此過程，本研究最後鎖定「外侮」此主題，並分

別選定兩個歷史事件為代表：一為清末中國受列強侵略、改革及終至覆亡的經過（簡稱「清

末外侮」，屬八年級下學期第一、二章範圍），另一則為甲午戰爭失敗後，臺灣受日本殖民，

臺灣人民各項武裝抗日行動與從事非武裝政治社會運動的經過（簡稱「日治外侮」，屬七年級

下學期第一～三章的範圍）。 

3. 挑選多文本課外閱讀書目 

針對上述主題，接著瞭解目前市面上有哪些正在流通的青少年讀物與上述選擇之主題（外

侮）有關。本研究是參考 Hartman 與 Allison（1996）有關互文性的建議來選擇課外書目，因

此針對外侮的每一個歷史事件，皆盡可能蒐集市面上的相關課外讀物，以呈現多元觀點。 

（三）研究工具 

為了能達成前導研究的目標，研究者先擬訂了對國中現場教師的訪談大綱，採半結構方

式呈現，訪談問題包括：1.你認為歷史教學的目的為何？2.有關歷史科教學，你感到最困難的

                                                        
5 臺北市 98 學年度國中社會學習領域乃是採用翰林版課本，為避免本研究受到學生在課堂中學習經驗的影

響，因此所選定的歷史範圍皆為七年級上學期學生尚未接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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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為何？3.哪些主題你覺得特別難教？為什麼？4.在處理具爭議性的歷史主題時，你通常會

如何進行教學？5.平常會不會開列課外書單讓學生閱讀？6.你的選書標準為何？7.教師手冊中

的延伸閱讀對你是否有幫助？8.你會不會建議學生去讀那些延伸閱讀？ 

二、結果與討論 

（一）經由教室觀察、教師訪談及教材分析選定研究主題 

首先，根據訪談四位歷史教師的內容，本研究發現四位教師對於歷史教學的意見差異並

不大。例如，有關歷史學習的目的，他們皆會提及是在「以古鑑今」、「培養學生思考、批判」、

「培養國家認同」等；有關歷史教學的困難，他們也認為，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不高，且缺乏

理解歷史事件的時代脈絡與背景。面對此種困境，他們認為應該多用說故事的方式進行，然

而他們亦承認，迫於考試與進度壓力，實際上很少如此做。 

根據教室觀察與分析教師在課堂上所用學習單，研究者再針對教科書的內容分析後發

現，教科書在敘寫上的確頗為簡略且缺乏故事脈絡。例如，「戊戌變法」一節，課文篇幅僅占

一頁，內容亦僅陳述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涉及哪些重要人物，以及此事件的結果，至於：為

何變法會失敗？康有為等人的個性與想法有何特色？以及當時改革派與舊勢力究竟產生何種

利益衝突？等內容卻毫無著墨。像這樣的教材寫作問題，的確呼應了 Schmidt、McKnight 與

Raizen（1997）所謂的「一哩寬一寸淺」問題。6因此，研究者在挑選課外書時，再針對課綱

的能力指標做進一步的詮釋與轉化。首先，為使主題聚焦，研究者選定「外侮」此一主題，

並將其定義為「外來的侮辱或侵侮」（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無日期），然後依此挑選

歷史中有關某個國家在遭受外敵欺侮或統治的過程及其圖強之道。最後，在考量學生知識背

景、課外書籍出版情形、以及歷史教師所提供之意見等因素之後，最後選定「清末外侮」及

「日治外侮」兩段歷史作為代表。 

（二）經由課外讀物內容分析選擇適當課外讀物 

接著，再以滾雪球方式找尋能夠扣緊上述主題且適合青少年閱讀的課外讀物。7然而，此

時所面對的難題則是：眾多書籍該如何篩選呢？本研究發現，根據 Hartman與 Allison（1996）

                                                        
6 英文原文為“a mile wide and an inch deep”，語出 Schmidt等人對於美國課程的批評，雖然 Schmidt等人認為

此現象僅出現在美國，但本研究認為其亦適用於描述臺灣教科書的問題。 
7 一開始先用課文中提到的相關事件名稱或人名以 Google進行關鍵字搜尋，但發現多是針對教師提供的補充

資料，並不適合作為學生課外閱讀。接著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網路書店、PChome網路書店搜尋，發現

也多是以成人為主的書籍。當改以童書、青少年叢書和名人傳記、史地、兒童小說類進行搜尋，則發現搜

尋量過多，不但涵蓋各年齡層，且不一定以歷史為主。幸好在上述檢索的過程中，發現 PChome 網路書店

下方會出現相關的出版社，因此乃改用出版社為搜尋方式，像是小魯、聯經等出版社，進行關鍵字搜尋。

之後再親至各大圖書館之歷史區、兒童區挑選相關書籍。由於圖書館通常會將同類的書放在一起，且區分

成人和青少年與兒童，因此在查閱書籍的過程當中，一旦看到相關的書籍就列入我們的選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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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本互織原則以進行書目挑選的確是一個頗為可行的作法。由於本研究主要是在檢視「課

外書」的閱讀效果，因此首先將教科書文本設定為「控制式文本」；此外，本研究並不企圖進

行教學及討論活動，而是讓學生採獨立閱讀方式進行，故亦暫不採用「對話式文本」。而根據

Hartman與 Allison對文本互織的建議，本研究再發展出三類書單。以下分別說明： 

第一類乃是運用「補充式文本」原則挑選符合主題的課外閱讀。所謂「補充式文本」乃

是針對教科書內容進行補充或延伸。例如，有關「清末外侮」，《正說清朝十二帝漫畫》便是

以補充式文本方式引導學生思考：清朝先帝（道光、咸豐、同治等人）是以何態度面對外國

人？而這種態度是否又與後續一連串列強侵略與戰爭有關？此外，為使每個面向的歷史人物

都有公平的發聲機會，而不偏重於某個角度，在處理清末外侮這段歷史時，本研究是以「清

朝先帝」、「光緒」、「慈禧太后」、「康有為、梁啟超等中國讀書人」與「一般老百姓」等五個

觀點切入，讓學生思考不同的人在面對外侮時有何不同的態度與作法。由於這些觀點與課本

內容並行不悖，因此亦歸為「補充式文本」。 

第二類則為「衝突式文本」，此主要在凸顯課本中未清楚陳述的內容，並試圖呈現與課本

文本較不一致的觀點。由於歷史課本對於人物的個性及事件的脈絡通常沒有清楚交待，因此

透過提供這些衝突式的閱讀內容，亦可幫助學生釐清事件的來龍去脈。例如，有關「清末外

侮」，《光緒皇帝 VS 明治天皇》一書便是呈現光緒及明治二人在成長背景、個性、面對的阻

力、西化的程度等對比，以幫助學生瞭解：何以光緒最後會因戊戌政變抑鬱而終，而日本卻

可以在明治維新一舉成功，成為新興國家，最後反而來侵略中國。 

第三類書目稱為「綜合書單」，主要是運用了「綜觀式文本」的概念，其特色乃是閱讀內

容雖與該歷史事件無關、但卻扣緊該主題，例如在外侮方面，本研究將內容擴及至世界史、

生物界現象、甚至與學生校園生活相關的概念，其目的便在擴大學生對該主題的深度理解，

並幫助學生對該主題進行意義建構。 

綜合上述，針對「外侮」此主題，本研究共選用 13本書，文類則不限於青少年文學，漫

畫、史料、百科全書等亦在選用之列，書目詳見表 1。此份書單亦作為正式研究實驗組的閱讀

材料。 

肆、正式研究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首先透過行政協調選定一所國中為研究場域，由於該校七年級（為 99學年度入學

之新生）共開設數個閱讀社團，本研究乃透過行政協調，商請「悅讀閱讀社」及「開卷有益

社」兩位教師同意，以協助本研究之進行。雖然兩社團在性質上頗相近，在條件設限上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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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侮」主題的多文本閱讀書單 

歷史事件 書名（出版社） 文本類型 歷史觀點 

《正說清朝十二帝漫畫》（成陽） 補充式文本 引導學生以清朝先帝（道光、咸

豐、同治等人）觀點思考：當時清

朝面對外國人的態度為何？ 

《光緒皇帝 VS 明治天皇》（三聯） 衝突式文本 引導學生思考：光緒與明治天皇二

人的成長經驗及其時代背景，是否

影響他們在面對外侮時有不同的

因應方式？ 

《歷史月刊（戊戌變法）》 

（歷史月刊） 

補充式文本 引導學生以慈禧觀點思考：她如何

面對外侮？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第十冊》 

（小魯） 

補充式文本 引導學生以中國讀書人觀點思

考：他們如何面對外侮？ 

清末外侮 

《紅紅罌粟花》（小魯） 補充式文本 引導學生以老百姓觀點思考：當時

小人物的悲哀為何？他們為什麼

要吸食鴉片？ 

《認識臺灣歷史7》（新自然主義） 補充式文本 引導學生以清朝政府官員與有力

人士觀點思考：當時他們用什麼方

法來表達他們的不滿？ 

《歷史月刊（武裝抗日）》 

（歷史月刊） 

補充式文本 引導學生以仕紳階級觀點思考：他

們如何因應日本統治初期所採取

的高壓政策？ 

《日落臺北城》（小魯） 衝突式文本 引導學生思考：為何有些老百姓在

因應高壓政策時採取抗日，有些反

而是媚日？ 

《霧社事件：臺灣第一部原住民 

調查報告漫畫》（玉山社） 

補充式文本 引導學生思考：為什麼原住民在因

應日本統治初期所採取的高壓政

策，會比漢人激烈？ 

日治外侮 

《臺灣歷史故事5》（聯經） 補充式文本 引導學生以日本統治後期臺灣仕

紳的觀點思考：他們改用什麼方法

向日本政府爭取臺灣人民的權

利？ 

《甘地之道：解決衝突的典範》 

（天下） 

綜觀式文本 引導學生思考：在世界史中當一些

國家面臨類似的外侮議題時，他們

是如何因應？ 

《法布爾的昆蟲記2：囂張的勇士》

（三采文化） 

綜觀式文本 以生物界黑螞蟻被紅螞蟻欺負的

例子，引導學生思考：昆蟲是如何

因應「外侮」？ 

綜合 

《大家都叫我食蟻獸》（飛寶） 綜觀式文本 以校園霸凌的例子，引導學生思

考：生活中我們有哪些經驗亦是與

「外侮」有相類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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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規定，學生是採抽籤方式進入，但恐兩個社團學生在條件上並非真正相等，因此本研究

仍根據準實驗設計中之「不相等實驗組控制組設計」原則（林清山，1988）進行實驗，並將

兩社團隨機分派為「實驗組」與「對照組」以進行為期 13週（2010年 9月～2011年 1月期間）

的課外閱讀研究。依此過程，實驗組共有 23人（男、女生人數各為 9與 14人），對照組則有

22 人（男、女生人數各為 12 與 10 人），兩組的性別比例接近。經過問卷前測顯示，8兩組學

生對歷史的思維（t(43)＝ .933）、對歷史學科的態度（t(43)＝ .218）、對歷史課本的態度（t(43)

＝ .516），以及課外閱讀的習慣（t(43)＝-.263）皆無顯著差異（ps ＞ .05），顯示兩組學生的

同質性相當高。 

（二）研究流程 

1. 歷史主題與歷史事件的選擇 

主要是根據前導研究而來，因此實驗組所閱讀的書籍皆經過上一階段內容分析選取而

來；對照組則僅強調大量閱讀，內容並不特別與教科書主題有關，因此選書來源主要是由「好

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童讀物及「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兩大得獎書單而來。9 

2. 書本輪流閱讀 

為確保學生皆有足夠書籍可以選取，本研究將兩組學生各分為六組，每組每次皆領取一

袋由研究者預先準備好的書籍（內含五本不同觀點的書），而每袋書共輪兩週，因此每位學生

皆有充分時間與機會閱讀本研究準備的書籍，至於書袋內之書籍的閱讀順序則並不特別限

定。但所有的文本閱讀皆在課堂內完成，並不利用回家時間進行閱讀，此在維持兩組學生有

相同的閱讀時間。在閱讀過程中兩組學生皆被要求填寫學習單，並在下課前交回本研究之助

理以作為期末兌換小禮物之用，其目的在鼓勵學生專心閱讀並因而確認學生是否確實進行閱

讀。 

                                                        
8 此問卷共八題，採用李克特式四點量表填答，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數愈高表示參與者愈認

同該向度之描述。題目包含：(1)對歷史學科的態度兩題（例題：「我覺得歷史是一門有趣的科目」），兩題具

有高相關性（r＝ .62, p ＜ .01），因此合併處理，合併後平均分數為 M＝2.59，SD＝0.62；(2)對歷史課本

的態度兩題（例題：「我覺得歷史課本能夠幫助我瞭解歷史」），兩題也具有高相關性（r＝ .39, p ＜ .01），

因此合併處理，合併後平均分數為M＝2.70，SD＝0.52；(3)對歷史的思維兩題（例題：「我認為對於過去的

事，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真相」），兩題具有高相關性（r＝ .45, p ＜ .01），因此合併處理，合併後平均分

數為M＝2.11，SD＝0.62；(4)課外閱讀的習慣兩題（例題：「我會閱讀與歷史相關的課外書籍」），兩題具有

高相關性（r＝ .30, p ＜ .01），因此合併處理，合併後平均分數為M＝2.95，SD＝0.52。 
9 選此兩書單，是因為目前在臺灣，由官方主導為已出版兒童讀物舉辦的評選活動，除了「好書大家讀」優

良少年兒童讀物評選活動（臺北市立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另一個便是經常被學校或者圖書館，作為選書

用的推介書單，此乃是由新聞局所主辦「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活動」，目的是「為輔導並鼓勵出

版業者提升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之品質。」而為使書目不致於過時，本研究乃採近 5 年得獎書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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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1. 歷史知識測驗 

首先，為瞭解課外閱讀對於學生歷史知識是否有增進效果，兩組學生在實驗前、後各接

受研究者自編之紙筆測驗。此包括 10題選擇題，分別包含清朝及日治時代兩個主題，每個主

題各有 5題四選一的題目，10內容則皆選自歷年基測相關範圍的題目，因此信、效度應符合國

中歷史科課程之要求。回答後計算總分，滿分為 10分。題本設計為 A、B版本，以供前、後

測使用。 

2. 歷史應用測驗 

此為開放式題目，兩組學生在實驗後填寫此份測驗。根據 Wiggins 與 McTighe（2005），

有意義的學習指能夠對「大概念」產生深度理解，包括能將所學應用於類似的情境脈絡下以

解決問題。因此本研究乃設計一個與「外侮」相關的情境，題目無標準答案，內容主要是陳

述兩個虛構的村莊因為爭奪某個寶物而將要發生一場激烈戰爭，而村民對於應採「主戰」或

「主和」則持不同意見。學生在閱讀後需針對此假想事件進行分析（包括「主戰」與「主和」

的優點與缺點），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從學生對此事件的分析，我們可瞭解課外閱讀對學生在

「應用」面向上的學習是否產生影響。有關評分準則之說明，請參見下文。 

3. KWLA學習單 

此為Mandeville（1994）根據 Ogle（1986）之 KWL（Know, Wonder, Learn）修正而來。

亦即，在閱讀過程中詢問學生你的「已知」（Know）是什麼？你的「欲知」（Wonder）是什麼？

你的「新知」（Learn）是什麼？以及你的「感受」（Affect）為何？由於本研究兩組學生是閱讀

不同的課外文本，因此無法直接比較他們對「外侮」主題的理解是否有所不同，然而根據

Wiggins與McTighe（2005）的研究，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透過非單一正確答案的問題來蒐集學

生的學習證據，以瞭解他們的多面向理解。透過此歷程性的記錄，可瞭解學生的閱讀品質以

及其對閱讀主題的理解。因此本研究針對學生的閱讀歷程，以 KWLA之形式設計學習單。 

以「清末外侮」此一歷史事件為例，實驗組學生在閱讀之前必須先思考，對於這段歷史

的瞭解程度與想法，例如：清朝末年，中國受到外國強大勢力欺負（以下簡稱「外侮」），學

生對這段歷史瞭解嗎？是否有知道的人物、事件或戰爭？等。在閱讀過程中，則請學生針對

相關的外侮歷史問題，試著從書中找出答案，且以便利貼的方式記錄並寫下理由。而在閱讀

之後，則回答經過閱讀之後，是否對於這段歷史有新的感受。具體而言，本研究希望透過這

份學習單，以瞭解實驗組學生是否在閱讀過程中逐步在「說明」、「闡釋」、「同理」等面向上

                                                        
10 例如，「李泉是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他認為中國的未來，應要順應時勢潮流而做改變，主張以光緒帝為首，

改革舊制、增新機構、廣納諫言。依此判斷，他最可能參與下列哪一項運動？ （A）自強運動 （B）百

日維新 （C）武昌起義 （D）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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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改變（學習單範例請參見附錄）。 

至於對照組的問題則較為一般性，包括：(1)「從封面猜猜看，你所拿到的書，是有關於

什麼主題？」(2)「你對於這個主題瞭解多少？請寫下任何你所知道的事。」(3)「關於這個主

題，你還想要知道些什麼呢？請將任何你想到的問題寫下來。」(4)「今天所閱讀的書，是否

能夠幫助你更瞭解這個主題？」、「你對今天閱讀的主題，有什麼新的感受？」及「你對今天

閱讀的主題，有什麼新的想法？」等。 

4. 歷史學習態度問卷 

為瞭解實驗組學生對於多文本閱讀活動的態度，以及他們對於「外侮」主題是否產生更

具批判性的觀點，本研究乃以開放題方式請同學填寫對本學期活動的意見，問題包括：(1)「經

過這學期的課外閱讀，你是否對課本上所描述的外侮事件有不同的想法？說一說你覺得學到

的最有意思的內容是什麼？」(2)「你對於『歷史』有何新的看法？」(3)「有關我們進行的方

式，你有何感想？說一說你「喜歡」與「不喜歡」的地方。若有任何具體的建議，也要記得

告訴我們喔。」(4)「對於我們所閱讀的這批書，是否能夠幫助你更瞭解這段外侮的歷史？請

打勾：□「非常沒有幫助」、□「沒有幫助」、□「有一些幫助」、□「非常有幫助」。本份問

卷主要在瞭解課外閱讀對學生在「觀點」、「自覺」等面向的影響。 

（四）資料處理 

本階段資料分為量化與質性兩類。量化資料包括兩組學生的歷史知識測驗，主要以單因

子共變數分析方式瞭解多文本課外閱讀對歷史學習的實驗效果；質性資料則為開放題部分，

包含歷史應用測驗、KWLA 學習單及歷史學習態度問卷。本研究先將這些質性資料編碼，再

根據主題歸類，以分析學生在歷史主題上的多元理解。並徵得另一位評分者的協助，以使分

類獲得共識。 

有關質性資料的編碼，共包含六碼，前五碼代表學生的年級、組別（控制組：0，實驗組：

1）、性別（男生：0，女生：1）及兩位數之流水號。例如：七年級實驗組男學生編號 13號，

其編碼為 71013。最後一碼則為資料類型，歷史應用測驗代碼為「應」，歷史學習態度問卷代

碼為「態」，KWLA學習單代碼則為「K」。但由於此次閱讀內容涵蓋兩個歷史事件，而每個事

件又分兩次讀完，因此共設計四份 KWLA學習單，分別為清末外侮學習單（K1, K2）以及日

治外侮學習單（K3, K4）。 

二、結果與討論 

（一）多文本課外閱讀對歷史認知學習的影響 

為瞭解開卷有「益」的效果，本研究乃分別設計歷史知識測驗與歷史應用測驗，以評量

學生的歷史學習。以下分別說明學生在這兩類測驗上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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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知識測驗 

表 2呈現兩組學生在「歷史知識測驗」上的平均數、標準差與調整後平均數。 

表 2 

兩組在「歷史知識測驗」上的平均數、標準差與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外侮前測M（SD） 外侮後測M（SD） 調整後測M（SE） 

控制組（n＝22） 4.45（1.57） 5.00（1.83） 4.997（0.36） 

實驗組（n＝23） 4.43（1.85） 6.09（1.68） 6.090（0.35） 

 

在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之前，先進行同質性考驗。根據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發現迴

歸係數達同質性（F(1, 42)＝0.23, p＝ .63），顯示可進一步進行共變數分析。根據共變數分析

結果顯示，在排除前測成績影響後，兩組學生得分達到顯著差異（F(1, 42)＝4.69, p＝ .04），

且實驗組優於控制組（見圖 1）。顯示經過多文本閱讀訓練後，實驗組對於外侮的歷史知識，

顯著高於控制組，效果量屬於中等（Cohen’s d＝0.53）。 

 

圖1. 兩組學生的外侮知識分數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實驗參與者為七年級學生，而此次所選取的內容屬中國史，非本

學期的學習範圍，因此學生理論上對於內容的熟悉度應該都頗為陌生。然而實驗組學生在接

觸一系列多文本閱讀之後，便能顯著增進其歷史知識的成長，足見開卷有「益」的效果，是

可以直接呈現在學科上的多文本閱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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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基測屬於固定標準答案的題目，可能較無法測出學生的深度歷史理解，因此本

研究乃進一步探討在理解品質上兩組學生是否亦有差異，以下分析學生在推論性問題上的答

題情形。 

2. 歷史應用測驗 

由於歷史應用測驗為開放題且無標準答案，因此本研究乃是根據學生陳述時所提出的理

由進行評分，而非評其「主和」或「主戰」的立場。首先檢驗兩組學生的回答意願是否有差

異，根據兩組陳述理由之平均字數進行統計，控制組（M＝21, SD＝12）與實驗組（M＝28, SD

＝20）的平均陳述字數沒有顯著差異（t(43)＝1.38, p ＞ .05），顯示兩組寫作意願並無差異。 

接著是發展評分準則，研究者首先參考Wiggins與McTighe（2005）對建構評分指標的建

議，雖然他們認為所謂「理解」並不是單純的對錯問題，而是某條連續線上由膚淺到複雜的

程度差別問題，但他們仍建議在評量學生的理解程度時，教學者必須有能力對於關鍵的評量

問題提出具體答案，並能區辨出高、中、低的清單。鑑於此，本研究乃進一步對學生所提出

的理由進行分類。根據「應用」的定義，是指能在新的情境脈絡中使用他們的知識與技能，

而本研究希望學生在閱讀完「外侮」歷史主題的課外文本後能夠對於戰爭雙方的不同立場進

行思考，因此本研究乃將學生的答案由低至高分成三個等級，愈低分者，代表愈單純的只能

從自己的喜好出發而未能考慮實際的環境因素；愈高分者，則代表愈能考量環境的各項限制

以做出判斷（見表 3）。 

接著為確認評分的信度，研究者再邀請一位國中現職歷史教師參與評分，此位教師不知

學生之反應是屬於實驗組或是對照組。在兩位評分者分別逐一針對每一位學生之回應內容，

依照評分準則進行歸類後，在總計 45位學生的回答中，分類結果顯示兩位評分者達成約 89%

之相同結果，更進一步使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計算評分者間的信

度，相關係數（r）之計算結果為 .83（p ＜ .01），顯示評分者之間的評分準則相當一致，而

在出現不同之分類狀況時，由兩位評分者深入討論並取得共識。最後兩組學生之分類結果參

見圖 2。 

由圖 2可發現，雖然有三成五左右的實驗組學生（34.8%）仍無法跳脫低層級的思考，但

卻有分別約四成八與一成七的實驗組學生是分布在「中」與「高」兩層級，顯示實驗組皆多

於控制組。而反觀對照組學生，不但答案較為單一，也較多以個人的好惡來作為判斷的準則，

因此有約六成八的對照組學生是集中在「低層級」（68.2%），約二成七在「中層級」（27.3%），

而僅有 1人（4.5%）的回答是符合「高層級」思考。 

此外，由於兩組在高層級的人數均不滿五人，因此乃將兩組的中層級與高層級之反應人

數合併，以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反應分類結果之差異檢定。結果顯示，兩組答題反應具有顯

著差異性（χ
2
(1)＝5.02, p＝ .04, effect size＝0.77），亦即實驗組學生的反應大多傾向於被分類

為中等以上（65.2%）之層級，而控制組的學生則大多被分為低層級（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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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歷史應用測驗」評分準則之說明與學生反應之範例 

層級 說明 範例 

低 只想到自己的喜好，單純從自己的立場決

定，未考慮實際的環境；或是只想到一個

原因，簡單判斷；或是無想法 

「我主和。因為戰爭不好」 

「我主戰。因為我很好戰」 

中 有稍微考慮到環境限制，但是不夠全面，

也未提出完整說明，判斷有限；或知道自

己的選擇會造成何種影響，但會為了更重

要的目標（如，生命比寶物貴重），而做出

一些犧牲 

「我主和。因為為了一個寶物，而使兩邊

都有傷亡，是很不值得的。而且大家同心

協力，生活就更美好。」 

「我主戰。因為加入主和派會被攻擊，所

以要懂得對抗，才不會有人死亡或受傷。」

高 能結合自己的主張、並考量環境的限制，

做出判斷，甚至針對不同立場思考與提出

建議，具有熟練的學習遷移能力 

「我會加入主和派。因為人民的死活比寶

物來得重要，如果寶物還在，人民卻十分

痛苦，那寶物存在好像也沒有用了，人的

生命無價，失去了也就無法挽回了，而寶

物或許能有機會搶回來，所以加入主和

派，我覺得比較好。」 

「我主戰。如果加入主和派，也不一定可

以守住寶物，而且還要被攻擊。我認為加

入主和派只有一個優點，就是死亡或受傷

的人數比較少，一般人也不會希望自己被

別人認為是弱者。」 

 

 

 

 

 

 

 

 

 

 

圖2. 兩組學生歷史應用測驗反應的層級分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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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一步分析高層級實驗組學生的答題內容時，亦可發現這些學生對於假想事件的分析

與聯想不但較為多元，且思考向度亦較為複雜。例如，一位實驗組學生回答「我會加入主和

派，因為人民的死活比寶物來得重要，如果寶物還在，人民卻十分痛苦，那寶物存在好像也

沒用了，人的生命無價，失去了也就無法挽回了，而寶物或許能有機會搶回來，所以加入主

和派，我覺得比較好」（71115_應）；另一位則提及「我主戰。如果加入主和派，也不一定可以

守住寶物，而且還要被攻擊。我認為加入主和派只有一個優點，就是死亡或受傷的人數比較

少，一般人也不會希望自己被別人認為是弱者」（71111_應）。 

綜合上述，可見課外閱讀不但已對歷史知識產生實驗效果之外，從學生在歷史應用測驗

上的答題內容，亦可看到其對學生思考趨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課外閱讀形式，對

於啟動學生的深度思考應有某種程度的助益。惟這樣的發現尚屬探索階段，未來應針對學生

的思考歷程做更細緻的分析，才能清楚地瞭解學生的思考歷程。 

（二）多文本課外閱讀對歷史學習情意態度的影響 

1. KWLA學習單之結果 

為瞭解參與實驗學生的閱讀品質及其對閱讀主題的理解，本研究在每次閱讀後提供

KWLA 學習單請他們填寫。87%的學生在填寫學習單時，表示在閱讀指定的書籍之後，能夠

幫助他們更瞭解這段歷史，也引發對於歷史事件有更多的興趣與討論。例如，當問及實驗組

對於這段外侮歷史有什麼新的感受時，他們回答：「如今，我對外侮歷史感到很疑惑，為什麼

大家不和平相處呢？」（71109_K3）、「對外侮這個詞，我新的看法就是如果我活在那年代，不

知道對我的感覺及影響會如何？」（71109_K4）、「想要跟中國做生意，但中國不願意。為什麼

大家都那麼想跟中國做生意？」（71113_K1），顯示學生閱讀指定書籍後，對歷史事件產生興

趣也開始提出疑問，讓他們更想閱讀歷史相關的書籍。 

而當問及對於外侮的新想法時，74%的實驗組提出很多不同的感想與體會，例如，有學生

回答「也可以說是『內侮』吧，明明知道自己打不過別人，還向他們宣戰，這分明就是自取

其辱」（71111_K2）、「對於外侮這個詞，我的新的想法就是為何日本要欺壓臺灣，而讓臺灣提

出了許多運動、議會，這麼做對雙方不是無益處嗎？」（71109_K3）、「對臺灣人雖造成了許多

不平等的待遇，但對臺灣也有許多建設，如建鐵路。對臺灣的文化造成了不少影響，更將臺

灣推向現代化」（71105_K3），顯示學生在閱讀指定書籍後，對於歷史事件產生更多、更深入

的瞭解，也在這樣的過程中激發出更多新的觀點。 

上述內容若就理解的多面向角度來看，學生顯然已漸漸在「說明」、「詮釋」面向上形成

對「外侮」概念的進一步理解，而在情感上也開始出現了「同理」的感受，這應該是在一般

歷史課程中較不容易出現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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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學習態度問卷之結果 

為瞭解參與實驗學生在情意面向上的成長，本研究在期末亦以開放式問卷請他們填寫意

見。83%的學生除了對本研究持頗正面的態度之外，也對歷史主題產生較為多元的觀點。例

如，當問及這學期學到最有意思的內容，學生回答：「我學到其實會有外侮是因為自己的國家

不夠強盛，且沒有進步，所以才會讓其他國家有機可趁」（71025_態）、「我學到如果從不同角

度去看一個歷史事件，大多有不同的觀點」（71104_態）、「我學到有些巴結日本的臺灣人並非

願意而是時勢所迫」（71023_態）、「課本教的都只有大概的意思，我學到從各個不同的人中有

各種不同的想法，讓我認識了日本不同的一面」、（71074_態）「我學到原來唐景崧不是一心想

逃，一開始他有想留下來」（71036_態）。此外，更有一位學生寫下對歷史人物的同理，他認

為：「如果要真正的瞭解一件外侮事件，應該要瞭解原因、經過和結果，甚至連背景也要有所

知悉，而不是只閱讀結果的部分，這樣會失去事件的原有面貌。我學到最有意思的內容是在

讀到日治時期的內容時，發現不論是劉永福或丘逢甲，甚至是唐景崧，都有退守的苦衷，並

非如課本所說的那樣懦弱」（71031_態）。我們常說，學歷史的目的是在「知古鑑今」，上述這

些學生對歷史所產生的感受以及對歷史人物所產生的同理，不正是歷史教育所要達成的目標

嗎？ 

事實上，43%的學生對於「歷史」的確有新的觀念或態度，學生認為「原來歷史不只是古

人的事蹟，它還可以讓我們從前人做過的事，來糾正我們所做錯的事，或是給我們一些警惕」

（71032_態）、「不但是記錄過去人所發生的事情，也是可以從中學到教訓」（71025_態）、「透

過書籍的閱讀，歷史並不困難，反而簡單」（71009_態）、「覺得滿有趣的，雖然有時看見自己

國家被欺負會很不開心，但才瞭解原來有這個事件」（71198_態）、「同一件事從不同人口中聽

到的觀點都不太一樣，而且他們的作法都有自己的理由」（71036_態）、「以前認為歷史就是一

門跟生活毫無關係的科目，而在經過此課程的洗禮後，才發現歷史不僅會影響現代生活模式，

還可以知古鑑今」（71031_態）。 

儘管學生對本研究的態度頗為正面，然而他們也對閱讀材料及進行方式提出具體建議，

學生認為：「如果有機會，希望以後還可以看別科的書籍」（71032_態）、「增加書籍閱讀的時

間」（71104_態）、「看書時間可以再久一點」（71111_態）、「可以增加新教材」（71026_態）、「不

要寫那麼多學習單」（71104_態）、「同學之間都不認識，沒有像在班上一樣全部都認識」（71025_

態）。的確如同學所指出的問題，由於本研究是以社團方式進行，一週僅一節課，因此在操作

上受限於形式與時間而衍生學生所說的問題。針對此部分，研究者亦曾私下詢問學生，未來

是否會再參加類似的歷史閱讀社團，學生頗誠實的承認，他們對於閱讀性質社團的期待其實

並非如此。當初之所以選擇本研究的閱讀社團，乃是因為他們沒有選到運動性質等熱門社團。

因此，有17%的學生認為一般來說，閱讀社團多半是讓學生到圖書館自由看書，因此他們對於

本研究由教師指定書籍方式頗不習慣。固然他們覺得閱讀後收穫頗多，但這種學習若是能在



 

 

 

 

 

 

 

唐淑華、蔡孟寧、林烘煜 85 多文本閱讀增進理解

歷史課或公民課進行，應該會更適當。況且並非每個人都對歷史有興趣，若是能夠加入其他

科目的閱讀，應該會更有趣。未來的確應該思考如何在一般的課堂中執行，而非僅以社團方

式進行。 

此外，還有 9%的學生也反應，以往對於歷史科的感受只是把課本重點背下來，並不需要

想這麼多，但這學期密集的閱讀，提供過多的資料反而致使他們對於歷史產生複雜且多元的

感受。由於本研究並未加上討論活動，並沒有機會讓學生有機會釐清其疑問，因此這樣的閱

讀是否反而會讓學生對歷史產生更多困擾，這也是未來需要再思考的問題。誠如陳雅華及楊

凱琳（2010）所發現，自行閱讀文本與學生程度之間，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因此並非只要

透過自行閱讀就有助於學生對於概念的理解。最後，有關這批書是否有助於他們更瞭解外侮

歷史，除了一位勾選「非常沒有幫助」以及零位「沒有幫助」之外，其餘 14位是勾選「有一

些幫助」，八位則勾選「非常有幫助」，顯見聚焦的閱讀的確較能幫助學生形成對主題的理解。 

伍、綜合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歷史內容相當抽象，目前教學現況較難協助學生理解歷史概念 

對於學生而言，歷史是一門相當抽象的學問，他們須要透過教師大量的教學轉化，來幫

助他們理解歷史概念及建構歷史事件的意義。然而，根據教師訪談意見與實地觀察教學現場

的結果，顯示礙於升學壓力與目前教科書的設計及課堂進行方式，教師很難有時間進行這類

教學轉化，因此如何善用課外閱讀來協助學生理解歷史概念，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二）「文本互織」原則是在挑選課外閱讀時可茲運用的原則 

前導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分析社會領域課綱、教科書、教師手冊與青少年讀物，結果發現，

雖然九年一貫課綱歷史科內容中，不乏可以發揮的議題，然而教科書內容卻由於「敘寫過於

簡略」與「缺乏故事脈絡」的寫作問題，以致於在使用上憑增教師的困難。為達成教學轉化

的目的，教師在挑選課外閱讀時，可採用「文本互織」原則來挑選。具體而言，當教科書設

定為「控制式文本」時，可先採用「補充式文本」、「衝突式文本」、「綜觀式文本」等原則來

篩選課外書籍。接著，再對應歷史事件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將其多元觀點納入，以提供學

生各種角度的思考。 

（三）多文本課外閱讀可增進學生的歷史學習效果 

正式研究以準實驗法檢驗多文本課外閱讀對認知學習方面的影響，結果發現，在事實性

問題方面（即基測題），學生對於原本並不熟悉的「外侮」主題已能產生知識性的實驗效果。

而在「應用」思考問題方面，亦發現實驗組學生對於假想事件的分析與聯想不但頗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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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思考向度亦較具深度，可見主題式多文本課外閱讀對於歷史主題之理解，具有促進的效果。 

（四）多文本課外閱讀對歷史學習的情意態度影響較為複雜 

根據實驗組在參與閱讀期間的 KWLA學習單與期末的學期態度調查，他們認為多文本課

外閱讀對於其理解歷史主題頗有助益，並因而產生更大的興趣與動機，同時也對歷史中的重

要概念（外侮）在「說明」、「詮釋」、「同理」等面向上有更進一步的理解。亦即這樣的閱讀

方式對他們在情意態度上多少產生了影響。然而以社團形式來進行這類閱讀，少數同學則持

不同意見。由於本研究是在社團時間進行，而非在一般課堂中實施，因此學生對於社團的期

待也可能會成為干擾因素。未來若能在課程中直接進行此類研究，當能較精確瞭解閱讀與學

習之間的關係。尤其本研究目前並未介入任何歷史教學，而僅由學生自己獨立進行閱讀，未

來若能真正與課程結合，一併加入師生討論與同儕互動等因素，或許更能發揮閱讀教學的效

果。 

二、建議 

（一）課外閱讀不應純視為「課外」閱讀，教師應有系統引導學生進行課外閱讀 

本研究認為，由於歷史科的學習目標重在深度理解，而此屬性特別有利於透過課外閱讀

方式來增進學科的學習效果。亦即，透過閱讀市面上現成流通的書（trade book）或文學作品

等各類文本，來擴大學生的背景知識，並促進理解層次。因此教師應慎選書單，以使「課外

文本」與「學科文本」相輔相成以達到學習的目標。 

（二）推動符合多元精神的閱讀活動 

當然，本研究的最終目標絕非僅在很功利地鼓吹只有那些對學科學習有利的閱讀才值得

推薦，因為閱讀的目的本來就是相當多元的。如同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測驗內容所測，一個 15 歲學生的閱讀能力應該展現在

私人（個人）性閱讀、公眾性閱讀、工作（職業）性的閱讀與教育性的閱讀等情境上（引自

盧雪梅，2011）。可見閱讀應視為一種工具，至於要達到何種目的，則須視情境而異。尤其對

課業繁重的臺灣國中學生而言，閱讀最重要的一項功能可能是達到休閒與放鬆的功能（reading 

for fun）。這樣的想法原本無可厚非，尤其當學生在時間無虞的狀態下（例如寒暑假等較長時

間的假期中），以這種不帶目的性的廣泛閱讀是最理想的境界。但若在學生時間精力都相當有

限的情況下，則研究者認為，教育學者應有義務對父母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證據來讓他們瞭解：

課外閱讀究竟對於學科學習有著多大的功效。尤其我們更應該透過基礎研究以幫助現場教師

找出選擇課外書的指標，如此當教師未來在為學生開立推薦書單時，才可使課外閱讀與教材

做較佳的配合。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若要在國中階段有效推動閱讀活動，則似乎不能再像國小「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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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善」或「亂槍打鳥」式的僅強調「廣泛」閱讀，因為這種漫無目標的閱讀方式雖頗為有趣

但卻不易看到具體成效或無法具體評估。相反的，教師可能要在策略上更加審慎思考：該如

何規劃課外書單，才能將課外閱讀與學科學習做更緊密的結合。也因為如此，一個在國小階

段好不容易培養出閱讀興趣的孩子，才不會在進入國中之後，便因為課業上的壓力而與閱讀

漸行漸遠，終至成為一個不喜歡閱讀、沒有終身學習習慣的大人。 

（三）進一步研究方面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主題式課外閱讀的選用原則，目前已形成對「外侮」的課外書單；然

而本研究僅是利用社團時間讓學生進行獨立閱讀，因此如何得知這些文本是否能夠在課堂中

搭配得當，並真正產生教學上的效益，則須進一步探討。尤其在研究設計方面，未來可考慮

採用設計研究法，以增加與實務的貼近情形（許瑛玿、莊福泰、林祖強，2012）；而在研究工

具上，如何讓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夠真正「被看見」（to make students’ thinking visible）（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亦是未來關心閱讀的教育工作者應該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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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KWLA學習單－清末 

班級：           姓名：             座號：         組別：     日期： 

1. 【閱讀前：想一想】清朝末年，中國受到外國

強大勢力欺負（以下簡稱「外侮」），你對這段

歷史瞭解嗎？請寫下任何你所知道的人物、事

件或戰爭等。 

 

 

2. 【閱讀前：問一問】為什麼列強要欺侮中國？

清朝又是如此因應？說一說你對這段外侮歷

史的想法與任何想到的問題。 

 

 

3. 【閱讀中：貼一貼】 

 在你手邊的每一本書封面，我們都列了一個與

這段「外侮」歷史有關的問題。你的任務便是

找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請使用便利

貼，貼出它們在書中的位置，並簡要寫下你的

理由。（要記得在便利貼上簽名喔！） 

4. 【閱讀後：勾一勾】 

� 你今天共讀了幾本書？請打勾： 

 1. 正說清朝十二帝漫畫 

 2. 紅紅罌粟花 

 3. 歷史月刊 

 4. 中國歷史365小百科九月 

 5.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第十三冊 

� 今天所閱讀的書，是否能夠幫助你更瞭解這

段外侮歷史？請打勾： 

 ____「非常沒有幫助」 

 ____「沒有幫助」 

 ____「有一些幫助」 

 ____「非常有幫助」 

� 你現在對清末這段外侮歷史，有什麼新的感

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你對「外侮」這個詞，有什麼新的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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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how seventh-grade students can benefit from reading multiple texts 

on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history. The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entailed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content analyses of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textbook, 

and teacher's manual. It was to select trade books and adolescent literature as multiple sources of 

further reading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 second part compared seventh graders’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fter reading textbooks and trade books chosen to enrich the textbook’s content. It was 

found that by setting textbooks as controlling texts, those complementary texts, conflicting texts and 

synoptical texts can facilitate students’ deep understanding. By depicting a well-def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texts and history learning (including content and 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is 

study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multiple texts and for the design 

and choice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n history. 

Keywords: multiple texts, multiple understanding, read to learn, outsid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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