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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及行動研究法，旨在運用可預測圖畫書特殊的書

寫形式及豐富多元的特質，結合提倡將語言視為有意義的整體教學之全語

言教學觀，以及藉由師生共讀學習語言的分享閱讀概念，發展出適合兒童

華語教學之教學方案。期能透過可預測圖畫書提供兒童表現與學習語言的

機會，從而了解可預測圖畫書對兒童語言技能、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的影

響，進而對教師的教學省思與專業成長有所幫助。 

本研究以 C 大學開設之暑期兒童華語課程為樣本，包含 A、B 兩梯次

的六至十歲學生，共計二十六人。研究者以理論探討為基礎，輔以研究者

擔任導師之教學紀錄與觀察，提出可預測圖畫書之教學流程，並以實際教

學記錄呈現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情形及學生反應。根據教學實施結果，研究

者亦以自身觀察及理論探討提出改進教學之具體建議，並針對教案加以修

正。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研究，提出選擇可預測圖畫書的標準，適合兒

童的可預測圖畫書應考量兒童年齡、語言程度及生活經驗等，也應考

量圖畫書本身的版面編排、詞彙難易度及可預測性。 

二、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以學生為主體，透過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

間的互動，學生於上課發言的頻率明顯提升、口語表達較流暢，課後

也會將故事中的對話、角色應用於遊戲中，足見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及學習興趣都有所提升。教師根據學生特性設計的適性化教學活動亦

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 

三、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為一固定教學流程，於固定教學流程中亦可針

對每一教學步驟的進行時間及教學活動等，視學生語言程度及反應加

以彈性變化。研究者並提出固定教學架構、提問架構範例等供未來進

行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及研究者參考。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兒童華語教學、教學設計、圖畫書教學、可預測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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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develop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predictable books by 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Whole 

Language and Shared Reading. 

    The researcher took 6 to 10 years old students, a total of 26 people, at 

Chinese summer camp in University 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ir mind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two predictable 

books as teaching material, and a sample teaching process was designed, 

including guidelines for predictable book teaching, lesson plans, power point 

slides, student work sheets, and rubrics for assessment. The sample teaching 

process but with different lesson plan was then used to teach two different 

classes, A and B, and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and observation of 

teach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below: 

1. This study purposes criteria of selecting predictable books for children 

learning Chinese. Age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ife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well as print, illustrations, and 

predictability of predictable books. 

2. Teaching by Predictable books is children-center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eacher and students and among students themselves, the 

students are more willing to talk, and can speak more fluently. And they 

also use the characters of predictable books to call each other after class. It 

is obviously that predictable books can enhance the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interests of learning. 

3.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redictable books can be both regular and flexible. 

It is a fixed framework with elastic content which could be changed by 

teachers. There are also a sample of teaching plan and questioning samples 

for future researchers referring to.  

 

Keywords: predictable picture book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al desig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for children age 6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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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章章章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可預測圖畫書於兒童華語教學的應用，因此本章將就

本研究之背景、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以及相關名詞解釋作一陳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華語逐漸邁向國際化，華語教育的風潮也

在全球各地興起。加上美國 AP中文考試的舉行，學習華語的年齡層降低，

兒童華語文教學的需求也與日俱增。根據美國外語教學協會的統計，2000

年時全美中小學學中文的學生僅有五千名，2007年已暴增九倍至五萬人

（曾妙芬，2007）。而坊間雖多側重語法結構學習的成人華語文教材，卻

不適用於心智尚未成熟的兒童。兒童第二語言學習的動機、目的及功能，

皆不如成人強烈，也存在許多難以預測或掌握的變數。 

    此外，無論是海外的中文學校，或是國內的外僑學校，中文課的課程

規劃皆呈現課時不多的情況，一般兒童華語教師的教學方法也較為傳統，

著重技巧的訓練與知識的教學（林文韵，2002）。因此如何發展出一套符

合兒童認知的教學策略，能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及教學資源內，吸引兒童的

興趣並能達到學習成效，便是當前少兒華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許多語言教育者認為，學生從一開始就應該有機會與權利去探索不同

類型的文學作品，並從閱讀真實完整的文學作品中學習語文知識與技能

（Short, Harste & Burke, 1996；引自林文韵，2002），而好的插圖能幫助

兒童瞭解不熟悉的生詞以及預測接下來的故事情節（Smith，2009）。可預

測性圖畫書結合了真實完整的故事及豐富多彩的圖畫，其故事情節不複雜

但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對於引起學生的動機有一定的功效；其次，書中的

圖畫可加強語言文字中難以表達的具體形象，如人物的外表、動作、表情

等，學生也能藉由圖畫產生聯想，進而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最後，透過圖

像記憶可加強學生對詞彙的連結，使詞彙較容易記憶。 

本研究期望能將可預測圖畫書融入一般課堂，並檢測其是否能有效地運用

於兒童華語教學，並能藉此增加學習者對詞彙及句法的瞭解、刺激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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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想像力，進一步發展出一套有效的教學設計。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研究者曾於 2011年 7月於 C 大學推廣部兒童華語夏令營擔任華語教

師，面對不同國籍、不同程度的學生們，雖有學校提供的教材，但教材內

容仍以傳統的生詞、語法為主，教學活動的指導付之闕如。因此教師於上

課前必須根據課文內容思考種種有趣的活動或練習，以豐富教學內容、提

高學習興趣，並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有鑑於課文內容缺乏情節變化，能衍生的教學活動較少，研究者決定

使用以往擔任作文教師時常與學生分享的「圖畫書」，而為了讓學生都能

熟悉書中的詞彙及句型，研究者在選擇圖畫書時採用句式、情節多次重複

的可預測圖畫書。雖礙於該夏令營仍有課程進度的壓力，可預測圖畫書的

教學僅佔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於教學活動中可以看到學生自在的享受聽

故事的樂趣，在教師引導下針對人物、情節等進行各方面的討論，並能在

研究者設計之搭配書本的教學活動中發揮自己的創意。讓研究者相信可預

測圖畫書於兒童華語教學中，是一有效的教學媒介，能夠讓兒童於故事及

活動中活用所學，並從中習得新的語言技能與知識。 

研究者認為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不應只侷限於課程內容，而是讓學生

以可預測圖畫書為出發點，發展想像力、創造力以及語言技能，因此強調

以學生為中心的全語言教學觀，以及提倡複製床邊故事親子共讀經驗的分

享閱讀教學應能與可預測圖畫書相互結合，進而讓學生於可預測圖畫書中

快樂的學習語言。即使如此，再好的教學法也很難完整套用於所有學生，

因此教師應在教學中隨時修正，搭配不同的教學方式去蕪存菁，才是較理

想的作法。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問題與目的 

承前所述，針對國籍、程度皆有差異的兒童，如何引起學生的興趣而

又能讓學生從中學習？如何挑選適當的圖畫書才能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

能理解內容？研究者透過文獻分析，了解可預測圖畫書的特性，並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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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作為理論基礎的全語言教學觀和分享閱讀，接著經由實際實施於班級

的教學過程中，探究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兒童華語教學的可行性。研究者

根據研究方向、文獻探討，以及研究者於實際教學中得到的經驗提出以下

研究問題： 

1. 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兒童華語教學之原則為何？ 

2. 適合可預測圖畫書之教學模式為何？ 

3. 適合應用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之教學活動為何？ 

4. 適合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之評量方式為何？ 

5.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對於兒童華語學習者有哪些影響？ 

根據以上研究問題，研究者提出數項研究目的，以作為本研究的最終

目標及後續研究參考。 

1. 提出適用於兒童華語教學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原則 

2. 提出搭配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模式 

3. 提出適合兒童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 

4. 提出適合兒童的可預測圖畫書評量方式 

5. 觀察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對兒童學習者的影響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一、圖畫書： 

    「圖畫書」由 picture book直譯而來，於日本則稱為「繪本」。一般

而言，圖畫書是以優美的、富創意的圖畫為主，以淺易的文字為輔的兒童

讀物；是一種以圖畫符號來傳達思想、知識、文化、習俗的好玩的書（鄭

明進，1996）。因此，圖畫書特別強調視覺傳達的效果，版面大而精美，

書中的圖畫不同於一般書籍插圖的美化功能，而是肩負傳達故事意義的重

要性（林敏宜，2002；林真美，1996）。因此本研究中所指的圖畫書，乃

是插圖與文字共同具備傳遞故事要素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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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預測圖畫書： 

    可預測書（predictable book）是一種特定書寫形式的閱讀資料，內容

以重複性句子或形式為主，並且都伴隨著搭配內文的插圖，書本內容通常

以兒童熟悉的概念及語言習慣為內容，搭配圖案和可預測的故事結構來書

寫，最普遍的是使用重複句型和情節提高可預測度，可讓兒童準確預測故

事的發展（吳歆嬫，2002；林文韵，2006；林德姮，2004）。國內學者吳

敏而（2005）則稱之為可預測讀物，其涵蓋範圍較廣，可以是故事、歌謠

或短文，不單只是書本。由於書本的形式除了附有插圖外，還提供翻頁的

功能以增加其預測效果（林文韵，2006），因此本研究中的可預測書乃特

指可預測圖畫書，即具有可預測特性的圖畫書。整體來說，可預測圖畫書

的特性有八種： 

1. 重複的形式 

2. 兒童熟悉的概念 

3. 附有與內文搭配的插圖 

4. 押韻 

5. 節奏性的句子 

6. 句子或詞彙隨著情節推進而累加 

7. 兒童熟知的故事如童話、童謠 

8. 熟悉的次序如數字、日期 

    本研究所指之可預測圖畫書至少具有以上的一種特性，Rhode（1981）

指出，可預測圖畫書因具有以上特色，不同於一般的初階語言課本，能夠

鼓勵初學閱讀的兒童從閱讀中學習如何理解語言，並於協助兒童學習閱讀

與寫作方面皆有顯著成效。 

三、兒童：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未滿十八歲之人皆稱為兒童，本研究則根

據研究對象的年齡，將對象限定於六至十歲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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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語： 

    本研究中所指之華語乃是全世界華人的共通語言，即以北京音為標準

音，白話文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標準華語，其書寫文字以簡體或繁體漢字為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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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章章章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可預測圖畫書於兒童華語教學的應用，因此本章將先

探討可預測圖畫書的定義及其與語言教學相關之研究，接著針對可預測圖

畫書的教學對象檢視兒童的語言及認知發展，最後探討適用於可預測圖畫

書教學的相關理論，包含全語言教學觀、分享閱讀、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

以及課室經營管理等。冀能從以上文獻中得到活動設計之啟發，並歸納其

教學原則及評量方式。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可預可預可預可預測圖畫書與語言教學相關研究測圖畫書與語言教學相關研究測圖畫書與語言教學相關研究測圖畫書與語言教學相關研究 

    可預測圖畫書具有重複的語言結構、可預測的故事內容，以及搭配文

字的插圖，許多研究者認為可預測圖畫書因具有這樣的特性，十分適合作

為兒童的語言啟蒙教材（Goodman, 2005; Rhodes, 1981）。且由於其故事

內容常以兒童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加上大量重複的詞彙、句型，以及圖畫

及文字中的線索，因此能讓兒童從中猜測接下來的事件、角色、詞語、句

型等，使兒童自然而然的學習詞彙、句型及閱讀方法，從中得到成就與樂

趣（Clay, 1993; 林文韵, 2006）。 

    可預測圖畫書的研究最早始於紐、澳兩國，其後歐美國家也逐漸正視

可預測圖畫書的重要性，並將其應用於兒童啟蒙教學中。事實上，可預測

圖畫書不僅能夠於母語教學啟發兒童對讀寫的學習興趣、提升語言能力，

於外語教學中也有相當的成效，Linse（2007）指出，可預測圖畫書具有創

作者精心設計的語言形式，能讓外語學習者學習口說、閱讀及寫作的技巧，

且教師最好能選擇稍高於學生語言程度的書籍，以達語言學習的效果。除

此之外，可預測圖畫書亦可幫助閱讀障礙學生改善閱讀能力（Lerner, 2003; 

Gunning, 2002），應用範圍甚廣。本節將分別探討可預測圖畫書於母語教

學及外語教學的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母語教學相關研究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母語教學相關研究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母語教學相關研究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母語教學相關研究 

    許多英語國家的學者認為，可預測圖畫書能夠幫助初學閱讀的兒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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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中獲得意義，從閱讀中學習閱讀，並能提供愉悅的學習經驗

（Goodman,1994; Rhodes, 1981）。Bridge, Winograd ＆Haley（1983）以十

六名英語為母語的一年級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四週的研究，將受試者分為實

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採用可預測圖畫書作為教學材料，對照組則使用學

校原本規定的初級語言教材，兩組的教材都具有相同的十六個生活中高頻

率出現的單詞。結果指出，可預測圖畫書具有流暢的語言、有意義的內容，

不僅便於學生跟著教師朗讀，也較容易預測接下來的內容；而初級語言教

材使用片段的句型及單一的生詞教學，反而讓學生無法預測接下來的單詞

或片語，導致閱讀更形困難。因此，Bridge, Winograd ＆Haley認為，在初

學者階段，有意義的學習語言是極有必要的，可預測圖畫書能夠培養正面

的閱讀態度，學生對於往後較困難的閱讀材料也較容易接受，固定的故事

結構更提供學生寫作的框架。 

    於台灣的可預測圖畫書相關研究，陳盈伶（2002）藉由圖畫書的教學

以探究幼兒的閱讀理解表現。陳盈伶分別於上、下學期使用「預測策略教

學」及「相互教學」，先以可預測圖畫書發展幼兒的預測策略，進而以討

論、提問等方式進行進階的閱讀。結果顯示幼兒並不一定要瞭解大量詞彙

才能閱讀，透過圖畫及故事的朗讀、討論，幼兒的識字及閱讀能力都不斷

被啟發，同時閱讀的信心與興趣也逐漸提升。但該研究並未說明幼兒是否

能應用教師所教授的閱讀策略獨立閱讀並建構文本意義。 

    江素枝、陳慧萍、黃秀霜（2009）則以台南縣偏遠地區的國小二年級

生為對象，進行為期十週共二十二堂課的可預測書教學，以探究可預測書

對學童閱讀理解能力及閱讀動機的影響。結果顯示接受可預測書教學的學

生於閱讀理解測驗得分優於未接受可預測書教學的學生，於閱讀動機方面

亦達顯著差異。江素枝等指出，學生閱讀動機顯著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教師說故事的語調、動作及表情，因此教師應找機會提昇自己的表達技巧。

此研究僅陳述教學前後學生的改變，然並未將教學方法、相關活動等做一

說明。江素枝等對於未來的可預測書教學亦提出幾項建議，包含：教師應

安排固定閱讀時間、教學時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配合多媒體教學，並於

教學時讓每位學生手中都有教材，才能盡可能讓可預測書教學達到最佳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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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可預測圖畫書亦被證明可應用於提升發展遲緩兒童的語言能

力。陳碧玉（2009）以兩位發展遲緩幼兒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質化、量化

並重的研究。結果指出可預測圖畫書有效提升了幼兒的信心，提高其說話

意願，書中的重複句型也培養幼兒的語彙替換能力，並增強幼兒與同儕的

互動能力，顯示此類教學於發展遲緩幼兒的身心皆有益。然作者亦指出，

可預測圖畫書對視覺及聽覺記憶較弱的幼兒而言，其影響是有限的，此項

發現於前人的研究中較少提到，研究者認為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應不只侷限

於閱讀及聽、說故事，應考量到每位學生的學習方式，於教學活動方面有

更全面的設計及發展。 

二二二二、、、、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外語教學相關研究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外語教學相關研究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外語教學相關研究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外語教學相關研究 

    林文韵（2000）於美國中文學校以可預測閱讀材料為教材，進行一為

期八週的行動研究，學生年齡由八至十三歲不等。研究初期使用臺灣省國

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出版的數本可預測書，教學方式為教師讀完整本書後，

請學生依據同樣句型創作小書，但發現僅有年紀較小的學生喜歡，年紀較

大的學生則認為呆板無趣，沒有新鮮感。因此林文韵其後改採用傳統的課

文，請學生將之改寫為可預測的模式；或是採用可預測形式的童詩及短文，

將部分字詞隱去，讓學生猜測不見的字詞為何。研究結果顯示可預測圖畫

書未必適合每個年齡層的學生，而其餘使用預測策略發展出的教學活動學

生普遍認為是「有意義的」，因此學習的意願也提升了。然而研究者認為

該研究所採用的可預測圖畫書多為可預測性高、詞彙簡單，為幼兒所設計

的書籍，若改用情節及詞彙都較豐富的書籍，或能提高學生的興趣。 

    Chang & Watson（1988）以四名幼稚園華裔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三

名學生皆為英語母語者，僅有一名學生母語為中英雙語。主要教學材料為

以可預測形式撰寫並附有插圖的童詩或故事，主題以季節、動物、交通工

具等兒童生活中常見事物為主。教學時則採六大步驟進行，分別為：1) 學

生分享與教學主題相關的經驗 2) 進行與主題相關的問題與討論 3) 教師

朗讀教材 4) 教師協助學生閱讀教材 5) 學生獨立閱讀 6) 衍生教學活動

如繪畫、寫作等。Chang & Watson分析教學時的錄音、錄影及教學筆記後，

認為兒童在熟悉教材中重複出現的語言形式後，便能很快掌握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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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的形式幫助學生順利閱讀，亦增加學生聽故事的耐心；插圖幫助學

生了解不熟悉的單字；學生也很喜歡在閱讀前討論自己的生活經驗及相關

知識。另外，Chang & Watson也指出學生比起閱讀單一的生詞，在閱讀一

連串有意義的句子時更有效率，肯定了意義先於語法的語言教學。 

    Chiu（2008）以臺灣 130名國小五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進行為期十

二週的英語寫作課程，學生透過閱讀四本可預測的書練習模仿書中句型，

自行創作三本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目標為讓學生能夠獨立完成段落寫作。

教學步驟分為七大項：1) 教師朗讀教材 2) 教師與學生共同朗讀教材 3) 

全班學生依照教材中的句型共同創作一較短的故事 4) 學生分組共同創作

故事 5) 學生獨立根據書中句型造句 6) 教師給予學生寫作題目，並教導

寫作方向及段落結構等 7) 教師給予學生另一題目讓學生自行創作。經由

前後測、學生作品顯示，於前測成績位於中、低組的學生於後測時皆有顯

著進步。問卷結果亦顯示，學生們認為可預測性圖畫書可提供寫作的形式

做為參考，共同創作可建立其自信心，對於寫作的畏懼也降低了。因此 Chiu

認為，可預測圖畫書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外語寫作能力。 

    由以上研究可知，國內外對於可預測圖畫書的研究多集中於英語教學，

將之應用於華語教學的研究尚少。一般而言外語教學與母語教學使用可預

測圖畫書的教學步驟相差不大，除了在於所使用的教材較簡單外，外語教

學也會加強學生對詞彙及句法的理解，並於衍伸活動再次複習教學重點。

有效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多採用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首先由教師引導學

生閱讀、討論，接著針對教學目標加強練習，直到學生能獨立完成閱讀、

寫作等教學活動。大部分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外語教學的範例都以增進學

生的讀寫能力為主，然而實際上在針對書本內容及學生經驗進行討論時，

也增強了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而多數研究都認為，使用可預測圖畫書於

外語教學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提供有意義的學習，而非僅是片

段的句子或單字，教師亦需設計與圖畫書內容密切相關的教學活動，讓學

生認為自己所學習的語言是能夠實際派上用場的。此外，所選擇的可預測

圖畫書必須是能讓學生產生共鳴的，若是學生不感興趣的圖畫書，學習效

果也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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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前人所述，可預測圖畫書的共同特性為圖畫或文字皆依循明顯的

線索安排，可增加其預測性及閱讀樂趣。因此根據其特性，研究者認為可

預測圖畫書適合應用於兒童華語教學之原因有以下幾點： 

1. 能反覆學習相同的詞彙及句型： 

可預測圖畫書具有重複的結構，書中的句型或詞彙常反覆出現，讓兒

童在閱讀書本的同時持續接收相同的詞彙及句型，逐漸了解其意義，

並能於有意義的故事結構中重複練習，而非僅是單純片段的操練。 

2. 提升閱讀意願： 

可預測圖畫書的結構相對簡單且預測性強，讓兒童藉由預測下一個字

詞提升閱讀的自信心，於反覆閱讀中建立閱讀的流暢性，加上師生共

讀的教學形式及閱讀後的討論，能讓兒童發現更多故事衍生出的趣味

性，從而提升其閱讀意願。（幸曼玲、陳欣希，2001；林文韵，2005） 

3. 圖畫輔助詞彙及故事的理解： 

可預測圖畫書中的插圖與故事文本相輔相成，藉由故事中的插圖，兒

童可更加了解書中出現的詞彙或故事的進行，逐漸建構起故事的意

義。 

4. 誘發兒童複誦故事： 

於教師帶領兒童閱讀的過程中，教師除了鼓勵兒童跟著教師一起念讀

故事外，也可運用可預測圖畫書語句重複的特性，利用圖畫或文字中

的線索，邀請兒童預測接下來會出現的詞語或句子，經過反覆閱讀後，

兒童能夠複誦的句子增加，口語表達能力也會更流暢。 

5. 協助兒童成為讀者及作者 

兒童與教師一同閱讀的過程中，教師可藉機讓兒童注意到書中上下文

的線索，並讓兒童了解到尋找線索以判斷文意是閱讀中重要的一部份，

於外語學習中遇到不會的詞語也可運用相同方法試著解決問題，即為

Goodman（2005）強調之「從閱讀中學習閱讀」。可預測圖畫書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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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也可讓兒童在讀完書本後，試著依照該結構創作自己的句子，享

受寫作的樂趣。（Opitz, 1995; Linse, 2007）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兒童發展兒童發展兒童發展兒童發展 

一一一一、、、、兒童語言發展兒童語言發展兒童語言發展兒童語言發展 

    兒童語言發展是一連續的階段性歷程，西方心理語言學界將兒童的語

言發展分為前語言階段（Pre-language stage）及真正語言階段（True speech 

stage）。前語言階段指的是兒童單詞句出現以前的階段，又可分為啼哭階

段（basic biological noises）、咕咕聲階段（cooing）、咿呀學語階段（babling）

以及語音的過渡階段；真正語言階段則出現於兒童一歲至三歲左右，可劃

分為單詞句階段（the one-word stage）、雙詞句階段（the two-word stage）

以及電報句階段（telegraphic speech stage）。吳天敏、彭祖志、朱曼殊等

（1990）則將漢族兒童後期的語言發展分為簡單句、複合句，以及特殊句

型等階段，三階段並非完全分開，而是彼此有相互重疊的部分。 

    國外學者 Berk（2000）則依以英語為母語的兒童各年齡於語音、語義、

語法、語用及後設語言認知五方面的表現，將其語言發展分為出生至一歲、

一至兩歲、三至五歲、六至十歲及十一歲以上等五個階段，今僅列出與本

研究之對象相關的六至十歲階段於表 2-1。 

表 2-1六至十歲兒童語言發展特色 

語語語語    音音音音    � 已能掌握重音、語調等的細微變化所帶來的語義轉變。 

語語語語    義義義義    � 小學入學時已有約 10000 個字彙量。 

� 已能以字義為基礎掌握詞義。 

� 能正確了解隱喻及幽默語的多重語義。 

語語語語    法法法法    � 能了解一些較複雜的語法結構，如被動語態、不定詞用法

等，其餘的語法結構尚在發展中。 

語語語語    用用用用    � 能使用進階的溝通策略。 

� 能理解並擴展語言行為意圖。 

� 能在不熟悉或較複雜的語境中流利溝通。 

後設語後設語後設語後設語 � 後設語言認知於此時期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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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認知言認知言認知言認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Berk, L. E. (2000). Children Development. (5th 

edition) Massachusetts: A Person. P.390-391） 

    Gunning, T. G.(2000)則將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小學童依不同年級
1

提出

其閱讀與寫作標準，顯示出六至七歲兒童已能欣賞、了解文學作品，對該

作品加以討論，也展現出對於故事情節的敏銳度，並已開始學習基礎的創

作技巧，而八至十歲兒童的讀寫技巧已漸漸成熟，能使用較複雜的寫作技

巧，並能閱讀不同難度的書籍。詳細的讀寫標準列於表 2-2。 

表 2-2 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小學童各年級讀寫標準 

年年年年

級級級級    

閱閱閱閱            讀讀讀讀    寫寫寫寫            作作作作    

一

年

級 

� 能聆聽、閱讀，也能欣賞、了

解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 

� 能描述故事中的重要元素如

角色、場景等 

� 能對文學作品做出各種形式

的回應如分組討論、戲劇、寫

作、繪畫等 

� 能比較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 

� 能辨認並欣賞不同的創作手

法如押韻等 

� 學 習 基 本 的 寫 作 技 巧 如 對

話、動作等以刻畫角色 

� 能以朗誦、背誦或戲劇的方式

呈現故事 

� 能透過聽、說和讀來了解自己

與他人的不同文化 

� 能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 

� 能寫信、清單、圖片標題、方

向、解說、簡短的敘述以及對

故事的回應 

� 能撰寫結構完整的敘述文，並

展現對故事情節的敏銳度 

� 會使用自己發明的拼寫文字 

� 能撰寫句子並使用大寫字母

開頭、句號結尾 

� 開始了解如何修訂、校正自己

的作品 

二

年

級 

� 能寫信、方向、解說、報導、

敘述文以及對故事的回應 

� 能撰寫結構完整的敘述文，並

展現對故事情節的敏銳度 

� 能撰寫完整的句子，並使用正

確的標點符號及大寫規則。 

                                                 

 
1
 一般美國小學入學年齡為六歲，二年級為七歲，三年級為八歲，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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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閱讀並吸收對自己而言重

要的信息 

� 每天能閱讀二至四篇短文或

在師長協助的情況下閱讀一

至二本分章節的書籍 

� 能使用不同的句法形式 

� 能使用不同的敘述方式 

� 能運用一、兩個細節或範例以

闡述論點 

� 已產生讀者的自覺 

� 能修訂、校正自己的作品 
三

年

級 

� 能了解並欣賞不同類型的文

學作品 

� 對書籍做出各種形式的回應 

� 能參照書本內容做出回應及

結論 

� 能判斷章節主題並連結不同

章節的內容 

� 開始學習進階的創作技巧如

明喻、隱喻、象徵等 

� 能使用漸趨成熟的標準來評

估文學作品 

� 能透過閱讀和討論以學習自

己和他人不同的文化 

� 能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 

� 能閱讀並吸收對自己而言重

要的信息 

� 平均一年閱讀三十本分章節

的書籍 

四

年

級

以

上 

� 能寫信、方向、解說、報導、

敘述文以及對故事的回應 

� 能撰寫較複雜的敘述文 

� 能運用不同的句法形式 

� 能使用描述性的詞彙及鮮明

的動詞 

� 能遵循大寫規則及標點符號 

� 能使用不同的說故事技巧 

� 用許多細節及範例闡述論點 

� 能撰寫結構完整的文章 

� 能使用對話、比喻等方式書寫 

� 身為讀者的自覺逐漸增加 

� 能採用各種方式校訂自己的

文章 

� 能採用計分量表
2

評估並修正

自己的寫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翻譯整理自 Gunning, T. G.(2000). Creatin literacy 

instruction for all children(4th ed.). MA: Pearson Education） 

    Scott, W. A. & Lisbeth, H. Y.(2003)則根據自身教學經驗將兒童學習語

                                                 

 
2
 計分量表（rubric）：列出各項評量標準的量表，一般而言依學生的表現由一至五評分，最後的

分數為所有題目得分的加總，適合用在評量學生的平日表現、寫作、報告等，讓教師與學生都有

具體的標準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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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年齡分為兩個層次，分別為五至七歲及八至十歲。就兒童的學習特點

而言，五至七歲的兒童注意力短暫，仍處於自我中心的年紀，喜歡遊戲與

玩耍，較難與其他人合作，並且常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老師的指令。八至十

歲的兒童則已逐漸建立自己的價值觀，熱愛發問，好惡明顯，也能夠與他

人合作解決問題。因此，Scott & Lisbeth針對兒童的語言發展及學習特點

提出幾項建議，詳列於表 2-3。 

表 2-3 Scott & Lisbeth提出之兒童學習建議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1. 教師應盡量利用各種教學資源如圖片、影片、實物等幫助兒童了解

教學內容，並提供實際教學示範。 

2. 讓兒童利用語言玩耍，包含歌謠、韻文、繞口令等。 

3. 幫助兒童認識到語言的意義經常伴隨許多線索，如口語除語言本身

外還包含說話者的語氣、手勢、表情等。語言的線索有助於兒童學

習閱讀與寫作。 

4. 兒童注意力短暫，因此教學活動應盡可能多樣化。 

5. 建立規則有助於兒童熟悉環境，因此應建立固定的教學流程或模式。 

6. 盡可能讓兒童分組合作，而非採用分組競爭的方式學習。 

7. 教師應盡可能減少抽象的文法說明，採用加入情境的語言練習代替。 

8. 教師應關注每位學生的學習發展並時常記錄，適當的鼓勵有助於維

持兒童的學習興趣。 

    由以上文獻探討可知，六至十歲兒童於語言方面的發展是連續性的，

且每階段的特性不盡相同。大多數的研究都建議兒童於遊戲、活動中學習

語言才能有最好的成效，複雜的文法說明應盡量避免，讓兒童在實作中學

習。兒童華語教學常是混齡進行，一班學生可能年齡各不相同，因此教師

在教學時也應考量學生之間的差異，不應用相同的標準要求所有的學生。

研究者認為，在教學時教師應時常採用提問、對答方式確認學生是否了解，

在分組活動時則盡量讓年齡較大的孩子與較小的孩子配對，讓學生能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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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教學時採用固定的模式，在模式中亦有多樣化的活動讓教學不致枯

燥，；最後於教學評量方面，不應只採用考試的分數，而必須從平時課堂

上的表現、作業及學習單等多方面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二二二、、、、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 

    「認知」指的是幫助我們獲得知識，用以適應及理解周遭環境的過程，

這過程包含認識、理解、思考、解決問題、記憶等能力。而「認知發展」

則是指兒童時期獲得這些知識的過程。 

本研究採皮亞傑（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理論作為了解兒童思考模

式的基礎。皮亞傑認為兒童知識的建構來自與環境的互動，比如嬰兒透過

與玩具的互動發現物體的特徵，兒童則透過學校裡的活動探索其中的發展

可能性。在描述兒童的認知發展時，皮亞傑指出兒童思考模式的改變並非

漸進式，而是階梯式，因此對兒童認知發展最適當的描述應以階段說明，

每一階段的發展順序是固定的，進展到下一階段即代表兒童產生另一種對

環境更加複雜，也更具適應性的理解能力。皮亞傑將兒童的認知發展分為

四個時期，即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以及形式運思期，本

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處於具體運思期的七至十一歲兒童，因此接下來將

詳細探討具體運思期的兒童認知特色。 

    七歲左右的兒童即進入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period），正

是小學的主要階段，較前一階段的前運思期而言，自我中心性減少了，也

開始了解事物的可逆性。他們在面對問題情境時，不再只憑知覺所見的片

面事實去判斷，因此他們可以進行系統性的邏輯推理，根據具體的經驗思

維以邏輯方式解決問題，因此他們的思考更有彈性及效率。然而，這個時

期的兒童仍然需要具體的事物以作為思考、推論的依據，假設性、抽象性

以及純粹語言的概念仍然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外。此時期兒童的思考特徵

有三：其一為由籠統至分化的思考，其二為由絕對至相對的思考，其三為

由靜態至動態的思考（王文科，1991，p.229）。皮亞傑並提出一些兒童於

具體運思期會產生的新進展，詳述於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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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具體運思期兒童的思考模式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例證例證例證例證    

順序 

（seriation） 

兒童在此階段能依據某些標

準安排事物的順序，如高度、

重量等，並能對事物彼此的關

係做整合性的了解。 

兒童能了解事物間的參

照關係並解決問題，如 A

跑得比 B 快，B 跑得比 C

快，則兒童能推斷出 A

跑得比 C 快。 

分類 

（classification） 

兒童在此階段能依據某些準

則將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徵的

物件分門別類，即理解部分與

整體間的關係。但其分類所根

據的標準仍然是具體的，而非

抽象的。 

皮亞傑展示兒童一條以

十個木珠串成的項鍊，其

中有七個是棕色，三個是

白色。接著詢問兒童棕色

珠及木珠哪種較多，前運

思期的兒童會回答棕色

珠較多，但具體運思期的

兒童已能理解個體與整

體間的關係。 

數的概念 

（number 

concepts） 

此階段的兒童開始具有數字

所隱含的概念，也了解數字間

可以互相轉換及計算。 

兒童能 了 解數的恆定

性，如同樣數目的硬幣採

不同方式排列，其數量並

不會改變。 

守恆現象3 

（conservation） 

此階段之前的兒童對物體的

概念容易受外在的改變而動

搖，但此階段的兒童已了解事

物的本質並不會因外在的改

變而有所不同。 

研究者將兩大小相同的

泥團放在兒童面前，之後

任意改變其中一泥團的

形狀，前運思期的兒童會

認為該泥團的體積改變

了，具體運思期的兒童則

了解外表改變對事物的

本質是沒有影響的。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任凱，陳仙子（譯）（2006）。H, R, Schaffer

                                                 

 
3
 守恆現象（conservation）為皮亞傑對於理解物件某些基本特點所賦予的用詞，如物體數量的

守恆、體積的守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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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兒童發展心理學。台北：學富及張春興（1996）。教育心理學：三化

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東華） 

由以上敘述可知，具體運思期的兒童雖然已有能力進行心智思考，但

仍然需要具體事物做為解決問題的依據。Brown（2007）指出，對於具體

運思期的兒童，教學時於抽象的文法規則及語言現象解釋都應盡量避免，

此時期的兒童僅關注「此時此地」（here and now）的語言現象，而對於語

言的「正確性」還在學習當中。因此在進行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時，應

著重書本與兒童經驗的連結，再以此為根據導引兒童認識新的知識。在書

本的選擇上，也可選擇一些具有邏輯性思考內容的書籍，讓兒童在學習語

言的同時發展其邏輯概念。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相關理論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相關理論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相關理論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相關理論 
可預測圖畫書為兒童學習閱讀或幫助語言發展障礙者之重要閱讀素

材，本研究之活動設計概念主要依據全語言教學觀的讀寫教學，搭配

Holdaway（1979）提出的分享閱讀經驗進行，教學活動的實施則採用注重

語言溝通功能的溝通教學法以及任務型教學法。除此之外，課室經營與管

理亦是教學時重要的一環。本節將依序探討分享閱讀、全語言教學觀、適

用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的外語教學法，以及課室經營與管理。 

一一一一、、、、分享閱讀分享閱讀分享閱讀分享閱讀 

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或稱 shared book experience）起源於紐西

蘭，由 Don Holdaway於 1979年所提出，他認為影響兒童閱讀成效的其中

一項重要因素是幼時的床邊故事時間，即父母陪同孩子閱讀故事，能夠奠

定他們的語言能力基礎。由此概念衍生出的教學模式即為分享教學，進行

的方式大致上為使用大書（big book）讓全班學生都能清楚看到書中文字

及插圖，再經由教師的朗讀、引導、教學活動等，試圖複製與父母共讀的

經驗，逐步讓學生也能獨立閱讀。Holdaway將分享閱讀的教學模式用於幼

稚園學生，發現分享閱讀除了提供學生清楚正確的口說示範，並讓教師有

機會教授閱讀技巧，以為學生之後的獨自閱讀奠定基礎。除此之外也讓學

生加入閱讀、討論，產生參與感，更能提升閱讀故事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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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閱讀強調教師閱讀時應一邊指著書中文字一邊閱讀，以建立學生

對文字與語音的連結。由於分享閱讀為兒時床邊故事的重現，因此

Holdaway也認為分享閱讀選擇書本的要素即為該書是否受到學生喜愛，教

師應盡量以各種媒介展現書本，以提供愉悅的閱讀經驗。Kesler（2010）

與 Manning（1997）承襲 Holdaway的概念，以分享閱讀為主軸，輔以各

項教學策略以增加學生的字彙量，包含以預測策略猜測被遮住的生詞、重

複閱讀以增加流暢性、運用不同聲調及動作等幫助學生理解詞彙、以主題

為中心請學生聯想出相關詞彙、運用詞彙造句等。Kesler認為，實施分享

閱讀可讓學生在共同合作中進行有意義的口語練習，並加深學生對所閱讀

故事的理解。 

分享閱讀除應用於母語學習之外，亦可應用於外語學習。鄒文莉及洪

瑄（2008）將分享閱讀應用於國小英語教學，發現學生於口語方面使用英

語的頻率增加，也樂於參與圖畫書的相關活動。研究者將鄒文莉及洪瑄所

採用的分享閱讀教學步驟與 Holdaway（1982）針對幼稚園生的語言學習提

出的分享閱讀流程作一對照，詳見表 2-6。 

 

表 2- 5 Holdway與鄒文莉、洪瑄之分享閱讀流程 

Holdaway 之分享閱讀流程之分享閱讀流程之分享閱讀流程之分享閱讀流程 鄒文莉鄒文莉鄒文莉鄒文莉、、、、洪瑄之分享閱讀流程洪瑄之分享閱讀流程洪瑄之分享閱讀流程洪瑄之分享閱讀流程 

1. 閱讀前的準備： 

以大書的形式介紹新的詩歌、

童謠、歌曲等。 

1. 閱讀前的準備： 

讓學生想想故事題目透露的訊

息，接著教師介紹封面可見的

基本資料如標題、作者等。 

2-1 複習之前所學的故事： 

師生共同以大書形式重新閱讀

之前所學的故事，或是採用角

色扮演、戲劇形式等以複習之

前所學。 

2-2 語言遊戲： 

以語言遊戲如繞口令、接龍、

歌曲等，在有意義的形式中加

2-1 朗讀故事： 

以投影片取代大書，教師鼓勵

學生跟讀以集中注意力，並搭

配雷射筆指著文句，強化學生

對形、音、義的印象。 

2-2 故事討論： 

經由詢問 5W1H 的問題檢核學

生的閱讀理解，教師除使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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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學生對語言的理解。 語外，亦可使用母語解說示

範，以提升理解。 

3.  朗讀新故事： 

將大書放在書架上，老師利用

手指念讀文本。學生可預測接

下來出現的文字或情節，參與

朗讀，教師可於此階段介紹新

詞彙。 

3.  再讀一次： 

學生六人為一組，一起將故事

再讀一次，若有多餘時間則兩

兩一組搭配念讀，教師則巡迴

各組指導。 

4.  延伸活動： 

延伸活動內容包括： 

(1)學生獨立閱讀 

(2)繪畫活動 

(3)根據故事中語言形式進行寫 

作活動 

(4)角色扮演 

4-1 著重主要學習目標： 

針對字彙、文句或故事內容重

點複習，可使用圖卡或字卡輔

助教學。 

4-2 延伸活動： 

教師使用多種活動包括韻文、

歌曲、遊戲等複習故事內容。

並提供故事文本及單字表，方

便回家閱讀。 

    由上表可知，分享閱讀的流程雖依照對象的年齡或教學目標不同稍有

差異，學生人數的多寡也有所影響，但主要過程皆是由閱讀前的準備、教

師閱讀、學生閱讀，以及衍生教學活動所組成。其餘教學細節則需依學生

的性質、教學時間長短，及教學目標等再做調整。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研究者綜合數位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後，認為下列數項是分享閱讀適用

於華語文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的特點，詳述如下： 

1. 提供念讀音調的範例 

學生通常只有在課堂上才有機會聽讀中文，透過教師的朗讀，能夠幫

助學生結合中文的形、音、義，學生也能模仿教師的語調，了解不同

語境中的語氣、情緒變化等，培養學生對中文的敏銳度。 

2. 融入閱讀策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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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閱讀除了分享圖畫書以外，父母或老師事實上也同時向學生分享

自己的閱讀經驗，Goodman（1986）認為，兒童學習閱讀的過程是逐

漸累積的，他們透過大量閱讀學習語言的規範，對於文章的風格和結

構也逐漸敏銳。因此，在分享閱讀的過程中，教師除了語言技能的教

學，也應於閱讀中教導兒童閱讀策略，許多文獻都指出，分享閱讀可

著重於「預測」與「推測」方面，「預測」包含了預測接下來可能出現

的詞彙、句子或情節；「推測」則為利用文章或插圖的線索推斷生詞的

意義。藉由預測與推測策略的練習，學生能夠從中學習有效率閱讀者

的行為及態度，並逐漸有能力進行獨立閱讀。（Fisher, Frey & Lapp, 

2008; Kesler, 2010; 鄒文莉＆洪瑄, 2008） 

3. 利用教學時的互動以提升學習動機、減低學習焦慮 

在分享閱讀教學中，教師會透過提問與學生討論相關問題，不僅可以

激發學生思考，也可趁此機會觀摩、討論同儕的答案。兒童雖然勇於

創新，但在心理上仍然十分敏感，特別是對於同儕的眼光或想法，也

容易因此形成學習障礙（Brown, 2007），因此教師透過教學中輕鬆有

趣的互動，加上對學生的鼓勵或讚美，能自然減低學習語言的焦慮，

活潑的教學活動也能提升學習的動機，進而對於學習較難的內容不感

到恐懼。（Holdway, 1982; Manning, 1997） 

4. 在自然流暢的語言中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分享閱讀透過富有經驗的童書作者所創作的童書，將自然、真實的語

言介紹給兒童，Brown（2007）指出在兒童的語言學習中，語言必須

融入情境，而故事、熟悉的劇情與人物、真實生活的對話等都有助於

建立情境。可預測圖畫書正好建構了一個具有故事情節、不同主角及

生動對話的情境，讓兒童在反覆練習中自然而然的學習語言技能。 

 

    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中，研究者於教學時主要採用分享閱讀的形

式，即透過「導入→閱讀→活動」的模式進行教學。但於實際教學時，考

量到學生中有人學習繁體字，有人學習簡體字，加上學生之間程度落差頗

大。因此將圖畫書的文字隱去，以讓學生聽故事、練習口語表達為主。後

續的重點教學則以詞彙認讀及句型練習為主，於統整的教學活動則採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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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活動，讓學生能活用先前所學完成教師所指派的任務。

最後的回家作業則是讓學生將上課所使用的投影片帶回家，說故事給父母

聽，讓父母一同分享孩子的學習歷程。 

二二二二、、、、全語言教學觀全語言教學觀全語言教學觀全語言教學觀 

全語言運動始於 1970 年代的美國，當時的教師們發現在傳統以技能

為導向的主流課程之下，學生學習語言的成效不彰，學習動機低落。因此

教師們開始檢討過往教科書主導的教學方式，認為課程應該更合乎學生的

需要，課程設計應以學習者為中心。全語言運動即在這群全語言教師的努

力下逐漸發展。 

全語言（whole language）並不是一種特定的教學策略，而是一種教育

哲學觀，是對於語言、學習、課程、教學與教師等各方面的重新思考（李

連珠，1998）。全語言中的「全」指的是語言的完整性，學習者所接觸到

的語言必須是完整且真實的，而非教科書中被切割成片段的語言。因此，

全語言強調的是有意義的學習，語言必須包含與學習者相關的經驗，並且

必須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此學習者才能利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需求，

達到學習的目的，教學也才能產生其結果與意義。以下將從全語言的教學

原則、教學材料、教學活動、教學評量等四方面來探討全語言教學觀。 

（（（（一一一一））））全語言的教學原則全語言的教學原則全語言的教學原則全語言的教學原則 

    在全語言的教室中，語言學習是一種自然的過程，就像學習聽話、說

話、走路等生活中的技巧一樣，是透過有意義的參與特定活動自然習得的。

以下綜合 Goodman（1998），Raines（1995），薛曉華（1997）等人對全

語言教學觀的闡述整理出全語言的教學原則： 

1. 以學習者為中心： 

學生是學習的中心，他們是自己學習過程中的主人，學生必須是為了

自己生活上和學習上的需要而使用語言。學生擁有語言的自主權，而

教師也能尊重他們的權利。 

2. 有意義的學習： 

學習必須透過有意義，且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關的真實材料，學校中

的語言經驗才能像真實世界中的語言一樣，具有功能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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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整體到部分： 

有別於傳統教學將語言切割成許多零件如單詞、句法、語音等，全語

言教學必須從整體出發，讓學生在有意義的完整文章中逐漸了解各項

細部意義。 

4. 尊重學習者個人特質： 

全語言教師懂得善加利用學生已具備的語言能力，以及他們在學校以

外的學習經驗。教師尊重學習者的個人特質，並根據學生的不同背景

引導他們利用過去的經驗幫助自己學習。 

5. 提供各種機會及資源： 

教師應讓學生置身於一個充滿語言與文字的環境中，並提供大量的資

源如書籍、文具、工具書等，讓學生能自由的探索語言並反覆練習。 

6. 重視冒險的必要性： 

全語言教師會鼓勵學生在閱讀時作出預測及推斷；在寫作時多方探索

不同的題材，即使犯錯也沒有關係，因為這些不完美的地方都是學習

歷程的一部份。 

（（（（二二二二））））全語言的教學材料全語言的教學材料全語言的教學材料全語言的教學材料 

    Goodman認為，全語言課程不需要教科書、編序化的技巧練習簿，或

其他一般傳統的教學材料。傳統教學使用的習作本、練習簿等都不合乎全

語言課程的精神。
4

適當的全語言教學材料應該能夠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

促使他們想主動學習的教材，包含故事性書籍、報章雜誌、百科全書，以

及生活中各式各樣的閱讀材料如廣告傳單、電話簿、電視節目指南等，除

了閱讀材料以外，歌曲、電影、戲劇等也都是符合全語言精神的教學材料，

它們在幫助兒童學習語言之餘，也能協助兒童探索這個世界，並更加了解

自己。
5

因此，教學的架構應奠基於不同的主題或單元，讓兒童在探索世界

的過程中同時練習聽說讀寫等語言技能。 

    由以上敘述可以看出，對於全語言教師而言，生活中隨處可見的閱讀

材料都能當作學生學習的教材，Goodman更鼓勵教師在教室內設立班級圖

                                                 

 
4
 引自 Goodman, K（1998），What’s whole in whole language? 

5
 整理自 Froese, V（1991），Whole-language: practice and theory. 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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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心，除了增加學生閱讀興趣外，也能成為師生互動的角落，透過師生

共同參與來增添教學的動態和豐富性。 

（（（（三三三三））））全語言的教學活動全語言的教學活動全語言的教學活動全語言的教學活動 

    全語言重視語言的整體性，因而在教學時，也應統整聽說讀寫四種語

言能力，四者相輔相成，語言才能均衡發展。一般而言，全語言教室並沒

有限定的教學活動，只要是能讓學生有機會參與真實的語言事件，讓聽說

讀寫在各式各樣對世界、人物、想法及經驗的探索中同時進行的活動，都

是全語言教師能夠使用的（李連珠，1998）。 

    儘管如此，從前人的論述及經驗中，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某些類型的活

動是全語言教學中經常出現的，研究者綜合李連珠（1998）、Ralston（1991）、

Butler（1991）、Gunderson（1991）、薛曉華（1997）等人的研究，整理

出全語言教學中適合語言教學的活動，詳述於表 2-7。 

表 2- 6 全語言的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閱讀 分享閱讀 教師使用大書（big book）作為教學媒介，在教

師朗讀時，全部的學生都可清楚看到文字及插

畫。教師在朗讀過程中會不定時暫停，讓學生接

下去朗讀。如此能讓學生察覺到教師說的語句和

文字之間的關係，接著教師才會強調單獨的片

語、文字等。 

故事網 教師帶領學生閱讀完故事後，可運用各種結構圖

如角色關係網、主題網、流程圖等幫助學生了解

故事的架構和重點。教師可以在學生了解故事網

的作用後，鼓勵學生利用類似的結構來敘述或寫

下自己的故事。 

吟唱朗誦 教師帶領學生跟著書中內容吟唱或朗誦，可幫助

學生注意到文字的韻律、節拍以及押韻。 

寫作 故事創作 教師可延續閱讀活動，讓學生模仿喜愛的故事結

構或模式，創造自己的故事。接著學生會對文章

的風格和結構更加敏銳，因為他們自身就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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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創作過程。 

應用文 應用文包括各種真實世界的語言活動，如寫信、

寫日記、製作表格、菜單、電視節目表、氣象報

告等。學生透過這些寫作活動學習如何分享真實

的經驗。 

過程寫作6 學生先寫草稿，思考自己要表達的內容，再開始

進行正式的寫作，最後與同儕分享文章，經由同

儕的反應及意見對自己的文章作出修改。 

戲劇 戲劇演出不僅可以幫助學生練習各項語言技

能，亦可增進學生對故事結構的概念、角色的發

展，以及詞彙的擴展等的了解。全語言教師在戲

劇表演中給予學生充分的自由，教師僅從旁引

導，因而學生就必須自行完成劇本撰寫、演員分

配、道具製作等工作，達到因自身需要而學習的

目的。 

音樂 歌唱 全語言的教師不會將歌曲拆成片段，而是在歌曲

教唱中讓學生自然的記憶並了解歌詞。除了歌

詞，音樂本身也有許多學生必須了解的語言詞

彙，教師在教學時會使用一些詞語來表達音樂中

的節奏、和聲、停頓等，學生也可運用自己的身

體部位或樂器來製造出音樂以加入課堂活動。 

律動 教師播放音樂，鼓勵兒童擺動身體對音樂作出回

應，在進行律動之前，教師和學生可先針對該情

境或動作加以討論，讓學生對音樂及律動先有概

念，並且了解如何使用肢體語言詮釋音樂。 

（（（（四四四四））））全語言的教學評量全語言的教學評量全語言的教學評量全語言的教學評量 

    Goodman指出，全語言教師是持續的兒童觀察者，他們會在非正式的

情況下觀察並作評量，如觀察兒童的書寫行為、團體活動的表現、與兒童

                                                 

 
6
 過程寫作（process writing）由 Graves(1983)及Murray(1972)等所提出，強調寫作是解決問題、

釐清思路的過程，因此不論任何年齡的學生都可透過寫作的過程學習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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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聊等。除此之外，他們也會在較正式的情況下與學生交流，如與學生一

對一面談，也會偶爾使用一些評量工具或教師的觀察記錄表。但最重要的

是，這些評量及觀察都是在課堂活動中進行。 

既然全語言反對將語言分割成細節的教學方式，自然也認為傳統評量

中抽離情境的句法及單字測驗是不夠真實的。因此全語言教師除了在課堂

中觀察學生外，也會以學生的個人檔案（portfolio）來取代測驗成績，在

檔案夾中教師保存了學生的書寫作品、畫作、閱讀記錄、閱讀差異分析7、

家長回饋、錄音及影像，以及教師的觀察記錄等。如此教師只要翻閱學生

的個人檔案，學生的學習成效就一目了然，即可作為評量、修正教學以及

與家長溝通的依據。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全語言教學觀雖然可提供學生一活潑多元的學習環境，並能讓學生主

動積極的參與學習，但研究者於教學過程中，亦發現全語言教學觀於實際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有其優勢，卻也有不盡適用之處，因此於教學中勢必要

做出取捨，以下列出幾點： 

1. 全語言教學強調語言為一整體，教學時應同時並重聽、說、讀、寫各

方面，然而班級中許多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本就不甚平均，由

於學生教育背景、家庭環境各不相同，有些學生能聽能說，但讀寫不

夠流暢；有些學生讀寫較順暢，但口語經常夾雜母語，因此教學時常

必須做某部分的重點加強，研究者會於故事書導入時帶入生詞教學，

以讓學生對較難領會的生詞有初步的了解，便於理解之後的故事閱

讀。 

2. 全語言強調讓學生自由學習與探索，並經常給予學生正面的鼓勵，不

主張以懲罰學生或給予實質的獎品作為經營班級的手段。但研究者於

教學初期即發現，兒童的注意力短暫，難免會被新鮮事物所吸引而分

心甚至干擾他人，因此教師有必要於教學剛開始就說明哪些事情是可

以做的，哪些事情則否，給予學生適當的警惕。除此之外，對於學生

                                                 

 
7
 閱讀差異分析（reading miscue inventory）為 Goodman所提出，以「差異」(miscue)取代「錯

誤」(mistake)，指的是學習者所表現出的反應與教師預期的反應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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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表現，教師也應給予回饋及鼓勵，讓學生知道老師已經看見了

自己的努力成果。因此研究者認為，班級經營管理是兒童語言教學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適度的規範幫助維持班級秩序，也能讓整體的學習

環境更為和諧。 

3. 全語言教學觀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學生有權力從教師所給予的

各項資源中自行摸索學習。然則於實際的華語教學中，可能由於所學

習的語言是外語的緣故，又或是研究者給予的課堂資源不夠豐富，因

此學生很難完全掌控自己要學些什麼，學習上遇到困難的第一時間仍

然是詢問教師或助教，研究者雖會鼓勵他們盡量猜測問題的答案，但

許多學生仍然習慣於從教師處得到正確的解答。研究者本身亦難完全

放手讓學生自己摸索學習，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教學相長，才能讓學

生和教師都習慣自我探索的教學模式。 

三三三三、、、、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第二語言教學法第二語言教學法第二語言教學法 

    劉珣（2000）指出，教學法流派指的是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於教學

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包括其理論基礎、教學目標、教學原則、教學內容、

教學過程、教學形式、教學方法和技巧、教學手段、教師與學生的作用和

評估方法等方面的教學法體系。從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和語言學習理論看，

大致可將教學法分為兩大類，一類重視語言結構規則，如文法翻譯法、聽

說教學法、直接教學法等；另一類則重視語言功能意義，如完全身體反應

教學法、溝通教學法、團體語言學習法等。 

    本節將探討適用於兒童的第二語言教學法，冀能融合教學法的特點於

教學活動設計中。研究者認為適合結合可預測性圖畫書並應用於兒童語言

教學的教學法有：完全身體反應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

溝通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以及任務型語言教

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一一一一））））完全身體反應教學法完全身體反應教學法完全身體反應教學法完全身體反應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 

    Richards & Rodgers（2001）指出完全身體反應教學法（TPR）是以語

言與行動為中心之語言教學法，由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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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er所發明，由心理學中的「追溯理論」（trace theory）而來，該理論認

為一種聯想回憶做得越頻繁、越深入，聯想記憶就越增強，這種聯想回憶

可透過口語或身體動作進行。 

    Asher十分關注學習者的學習情緒，他認為不要求開口說話，而是以

遊戲進行教學可減少學生的壓力，並產生有利學習之心理。Asher重視語

言的意義而非語法，因此強調在教學生說話前培養其理解力。他視命令句

中的動詞為語言與學習的中心，並認為目標語言的語法結構和詞彙可由教

師靈活運用命令句而學會。 

   完全身體反應法從一開始就教口語，理解僅是達到目的之手段，最終

目標還是傳授基本的講話技能。教學目標依學生的需求而定，但一定要採

用命令語氣以動作為基礎的練習，並進行以句子為基礎，教學項目以語法

和詞彙為主的教學，這些語法和詞彙並不依照其需要或運用的頻率選定，

而是依照教室中的使用情況和學起來輕鬆與否而決定。Asher 並建議，一

次應介紹一定數量的內容以便學生辨別和吸收。 

    在完全身體反應法中，學生主要扮演聽或和作動作的角色，他們專心

聆聽教師命令並用身體動作反應出來。教師則是扮演活躍而直接的角色，

教師在課前應充分準備，擬定詳細教案，以便教學能依進度順利進行。 

    Krashen（1980）認為完全身體反應法提倡的理解性教學及減少壓力是

語言學習成功的關鍵，但支持此方法之實驗報告仍嫌不足，因為它通常只

適用於初學階段。Asher 自己則強調，完全身體反應法應與其他教學法及

教學技巧配合使用，才能發揮其效果。 

（（（（二二二二））））溝通式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 

    溝通式教學法（CLT）於一九六零年代即在革新英國語言教學傳統中

興起，認為語言教學需要重視溝通能力，而非僅著重於精通語言之結構。

溝通式教學法主張：語言主要的功能是互動與溝通，而語言的基本組成不

只是文法和結構，還有對話中的功能與交際意義。因此，教師在教學時應

以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為主要目標，並以各種可鼓勵學生運用語言之方式

協助學生學習。而學生在教室內則扮演協商者（negotiator）之角色，在教

學過程與活動中和同學互動，彼此之間以相互合作的方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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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教學法並沒有固定的教學活動，Richards & Rodgers（2001）指出，

只要能使學生彼此溝通，並達到在溝通中作資訊共享、交換意見、彼此互

動等目標的活動，都是適合溝通教學法理念的。教學活動之設計常以完成

任務為重點，Littlewood（1981）將溝通教學法的主要活動分為「功用溝通

活動」和「社交互動活動」。前者包括讓學生比較圖片，找出其中的異同；

將一組圖片中的活動排出可能的順序，找出地圖或圖片缺少的特點；讓學

生隔著屏幕與另一學生對話，指導他畫出指定的圖畫或地圖；依照教師指

令完成任務；按照線索解決問題等。後者則包括討論、對話、演戲、角色

扮演、短句、即席演講及辯論。 

    溝通教學法所採用的教材範圍甚廣，因教材是影響課堂互動以及運用

語言品質之重要工具，除了一般的教科書外，溝通教學法也會使用任務性

教材，即根據不同任務設計的不同教材，通常包含練習手冊、提示卡、活

動卡、互動練習手冊，大多是兩人一組所使用的教材。除此之外，真實生

活中的教材也可作為溝通教學之用，包括以語言為主之標示牌、廣告、報

紙等以及可用以引導溝通活動進行之圖片如地圖、符號、圖表等。 

    整體而言，溝通教學法是一彈性的教學途徑，與其他教學法相較更能

容許教師個人的詮釋及改變，深受追求較為人性化教學方法的學者歡迎。 

（（（（三三三三））））任務型語言教學法任務型語言教學法任務型語言教學法任務型語言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Prabhua（1987）認為，任務是學生在教師的調控下，通過思維過程，

根據所給信息得出結果的一種活動。任務型語言教學法主張學生應學習有

意義並且實用的語言，學生必須透過目的語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師指定的任

務，例如購物、搭車、租房子等。教師在實施任務之前則應做好充分準備，

在學生實施任務的過程中給予必要的協助，並在完成任務後幫助學生總結

及反省。 

    任務可分為兩種類型
8

，一種是目標任務（target tasks），另一種是教

                                                 

 

8 引自 Brown, H. D. (2007).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3rd ed.) NY: Pears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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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任務（pedagogical tasks）；前者為學生在課堂外必須完成的，後者則為

課堂中的主要活動。教學任務中應含有一連串的教學技巧，讓學生學習基

本的語言技能，為未來目標任務的執行奠定基礎。因此教師在策劃教學任

務時，必須先確立目標任務，再針對教師設立的教學目標計畫一連串的教

學任務，而每項任務其實就是一種特別形式的語言技能，最後藉由教學評

量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 

    任務型語言教學法注重語言使用的功能，而非瑣碎的語言形式，因此

教學資源可取自各種不同面向，從會話、說明書、書信、日記、相片、歌

曲、菜單、廣告傳單甚至電話簿都能成為語言教學的媒介。然而在選取教

學資源及設計任務時，最重要的是應盡量選擇與學生經驗、生活相關的材

料，並且能讓學生在實行任務的過程中學習使用語言，如此才能達到任務

教學法的目的。於任務的分類方面，Willis（20001）將任務依實行方式的

不同分為六大類：列出清單、分類及排序、比較、解決問題、分享經驗，

以及創造性任務。每種任務都可涵蓋各項不同的語言技能，每項任務的內

容及範例詳見表 2-7。 

表 2-7 Willis 之六大項任務分類 

任務類別任務類別任務類別任務類別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範範範範            例例例例    

清單 清單活動可讓學生彼此腦力激盪，學生需

使用大量的口語以闡述他們的想法，清單

內容可包含詞彙、事物、人物、地點、活

動等。 

詞彙腦力激

盪、記憶遊

戲、一問一答 

分類及排序 分類及排序為讓學生依據已準備好或腦力

激盪出的資料進行排序、分等、分類等活

動。 

將圖片或文字

排出正確順

序、投票表

決、分類圖片

或事物 

比較 藉由觀察、討論等方式比較事物、人物、

文章或圖片的相同與不同之處。 

聆聽描述後指

出圖片、找出

兩位名人的相



針對六至十歲兒童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 

30 

同與不同 

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的任務能激發學生的推理、歸納

等能力，好的任務能誘發學生解決問題的

慾望，但任務的難度設計需視學生的年齡

及語言程度而定，從現實生活中會出現的

問題到假想的問題都可以是任務的範圍。 

拼圖、邏輯問

題、完成故

事、藉由線索

拼湊答案 

分享經驗 分享經驗的任務活動鼓勵學生於課堂討論

中講述自己的經驗，比起其餘種類的任

務，分享經驗更像是一種輕鬆無負擔的日

常談話，因此它可以自然融入其餘任務。 

分享趣聞、分

享回憶、表述

個人意見、回

應他人 

創造性任務 創造性任務多為小組活動，一般而言任務

分為許多階段，也有可能是許多種類任務

的組合，有時也需要學生於課餘時間進行

相關的調查或作業，因此組織能力及團隊

合作於此類任務中格外重要。 

繪畫、科學實

驗、戲劇、寫

作、參觀景

點、編寫刊

物、訪談母語

者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之中，適合的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能夠與教學內容相

輔相成，建立良好的教學環境。事實上並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教學法，因此

教師必須因時、因地制宜，考量教學內容及學生特質、學生語言程度等因

素後，再思考如何使用最恰當的教學法呈現精心設計的教學。如完全身體

反應教學法適合初學者，由於兒童原本就是愛玩好動的個性，搭配動作記

憶練習不僅能夠減低學生的心理壓力，更能達到寓教於樂的學習；溝通教

學法則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的導入、提問與討論、統整教學活動等步驟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學生必須經常與同儕或老師運用口語溝通互動及交換意

見；任務型教學法則能將教學內容、學生經驗與先備知識互相結合，讓學

生在解決任務的過程中運用各種語言技能，達到統整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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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課室經營與管理課室經營與管理課室經營與管理課室經營與管理 

    Curtain & Dahlberg（2010）指出，於語言教學中，課室經營管理的要

點應是：營造正面的教學環境、建立清楚的班級常規、做好完善教學準備，

以及將家長與學校納入教學的一部份。Scott & Lisbeth（2003）則認為語言

教室中教師應注意的課室經營方法包含硬體環境、教學分組、課室用語，

以及教師本身的特質及教學態度。研究者認為可納入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中

的班級經營管理模式應為營造正面教學氣氛、建立班級常規，以及教學分

組，將於本節進行相關探討。 

    一般而言，擔任兒童語言教學的教師應具有幽默感、心胸開闊、有耐

心等特質，並且能夠激勵學生積極向上。Curtain & Dahlberg（2010）認為，

於營造正面教學氣氛並創造成功的語言學習經驗時，教師乃是其中最重要

的元素。因此教師必須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清楚自己的教學計畫及目標，

才能於教室中創造正向的教學氣氛。 

    於建立班級常規方面，為了讓教學順利進行，並讓學生了解正確的行

為規範，教師有必要於語言課堂中建立清楚的規定及教學流程。Curtain & 

Dahlberg（2010）指出，教師需於教學前先決定哪些行為在教室中是可以

做的、哪些規定是必須要遵守的，接著將這些規定轉換為簡明扼要的目標

語言。於教學中，教師可使用動作、圖片等將之呈現給學生，比如「專心

聽」搭配雙手放在耳朵前、「不要說話」搭配豎起手指放在嘴唇上的動作

等，甚至可將規定融入教學活動中，讓學生更快領會。對於違反及遵守常

規的學生，教師可適度的給予獎懲，Curtain & Dahlberg指出：一般教師可

先冷靜直盯犯規的學生，若學生沒有意識到教師的目光，教師可再靠近該

生讓學生感受到壓力，如此則不會打斷教學進行，又能有效制止學生的違

規行為，若學生仍然故我，教師才會點出學生名字以作為警惕。有些教師

亦會採用記點制度，可將違反規定的學生扣點，達到懲罰的效果。相反的，

對於良好的行為表現教師則可加以表揚，有些教師採用計分板，讓表現良

好的學生有加分機會；有些教師則採用給予貼紙、糖果等獎勵。然而獎勵

制度僅是教師為了鼓勵正面表現的教學手段，不能過分依賴實質的獎勵，

有時教師可讓表現良好的學生有機會帶領全班，或由教師指派完成一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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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任務，這一類無形的獎勵也是激勵學生的良好手段。 

    除了建立清楚的班級常規外，教師於課堂上也可建立一些固定的規則。

Curtain & Dahlberg（2010）認為，建立這些固定規則的最好時間是教學時

間的開始、結束，以及學生注意力渙散時，如每次於一堂課的開始時進行

固定的問候、唸誦歌謠或唱歌；於下課前進行收心的活動，讓學生冷靜下

來面對下一堂課；於學生注意力不集中時教師則可想出一個固定的口令或

信號，由教師發號施令，學生複誦後即知道需將注意力放在教師身上，亦

可用動作、節奏等取代。藉由建立固定的程序可幫助學生建立安全感，並

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分組活動是語言教學常見的方法，學生於課堂中常需要合作與交談，

分組學習可提供多樣化的學習方法以及大量使用目標語言的機會。然而分

組學習也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如吵雜的教室、學生的衝突等，因此教師

必須密切注意學生的情況並安排適當的分組方式，如合不來的學生避免排

在同一組。Scott & Lisbeth（2003）認為，教師應先讓學生習慣兩人分組後，

再進行更大的分組。Curtain & Dahlberg（2010）也提出各式將學生分為兩

兩一組的分組方式，並指出最好讓學生每次分組都能與不同的對象合作，

甚至分組的過程也能成為語言學習的一部分，例如讓學生分別持有字卡，

能兩兩拼成詞的即為一組；或分別持有寫上詞語的卡片，兩兩為同義詞或

反義詞的即為一組等。等學生習慣兩人一組後，即可開始擴展到較多人的

分組，這是為了讓學生建立分組學習的概念，進而產生對小組的認同感。

Scott & Lisbeth並指出，對八至十歲的兒童而言，有時可讓他們與程度不

同的組員在一起，促進同儕間的學習。於分組活動前，教師亦需考量各項

問題，如 Curtain & Dahlberg指出在教師安排分組活動前，必須提前考量

的事項包含：分組活動時使用的語言技巧、分組活動的結果呈現方式、是

否能讓每個組員皆有機會參與、若有小組提前完成任務的因應措施，以及

人數不足以分組導致學生落單的情況等，教師應於事前詳細規劃以達到最

佳教學效果。於分組活動的進行方面，Curtain & Dahlberg也提出可供參考

的固定流程共九步驟，詳見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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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語言教學之分組活動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Curtain, H. & Dahlberg, C. A.(2010). Language 

and children:Making the match: New languages for young learners, grades K-8. 

(4th edition)MA: Pearson Education）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成功的教學應搭配有效的課室管理，研究者認為於實際教學中，課室

經營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於教學開始即建立班級常規及規律性的流程

不僅讓教師於管理學生時有規則可循，學生也能了解什麼時候該進行什麼

活動。於教學的獎懲方面，研究者認為教師應盡量避免以實質獎品做為鼓

勵學生的手段，而是以口頭稱讚或給予特別的任務等方式作為獎賞，並且

應時常肯定學生的正面表現，讓學生感受到學習的成就感；與此同時教師

也必須注意在學生討論的太過熱烈或進行與課堂無關的活動時，需適時的

將學生注意力吸引回教師身上。於語言教學時常使用的分組活動，研究者

則盡量讓不同程度的學生有同組的機會，並讓分組的過程成為學習的一部

份，除此之外，學生的人際關係也是分組方式的考量之一。 

進行分組 教師說明活動目標 教師介紹活動內容

及相關教具 

設立完成活動的時

間限制，可視學生

學習情況調整時間 

確保學生具備完成

分組活動的語言能

力 

一步步給予學生清

楚的活動指示 

教師隨時巡視學生

分組進行活動的狀

況 

成果發表，檢討學

生表現並給予回饋 

活動結束時，教師

發出信號召回學生

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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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第一節將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流程，第二節將針對坊

間可預測性圖畫書作一分類，並探討適合本研究使用的類型，第三節則綜

合前人研究歸納出可預測圖畫書的選擇標準，以作為活動設計時選擇書籍

的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方法及流程研究方法及流程研究方法及流程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研究參考內容分析研究（content analysis）以及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進行。內容分析又稱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是一種

系統且量化的方法，即以客觀的態度對文獻進行研究與分析，以推測文獻

的背景和意義，適用於文件及檔案資料的處理（王文科＆王智弘，2006；

吳明清，1991）。質性研究係相對於量化研究而言，通常以實際場域作為

研究資料來源，蒐集而來的資料為描述性的，以文字或圖像等形式呈現。

質性研究一般關注研究歷程及其意義，並傾向以歸納的方式來分析資料，

即由下而上將許多相異的片段相互連結成集體的證據（黃光雄，2001）。 

本研究以研究者於 2011年 7 至 8月於 W 大學擔任兒童華語夏令營教

師之教學活動為設計基礎，研究者以質性研究中的田野研究法（field 

research）進行課室觀察，並使用內容分析法針對可預測圖畫書、兒童發展

理論及相關教學理論等探討教學中的各項環節，以鞏固可預測圖畫書的活

動設計並補足不足之處。 

    本研究流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教學活動設計及實際教學，第二

階段則是根據既有活動進行文獻探討以支持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理念，並

根據分析結果修正活動設計範例。詳細流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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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研究流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參與者及研究環境現況參與者及研究環境現況參與者及研究環境現況參與者及研究環境現況 

一一一一、、、、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於2009年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就讀，於2010

年曾參與星談計畫9（Startalk），赴美擔任一個月的華語教學助教，所負責

的學生為八至九歲的美籍兒童。於本研究中，研究者是第一次獨立擔任班

導師，因此對於自己的教學風格與方法都還在多方摸索嘗試中。 

    研究者認為，教學風格及課室氣氛都會受到教師本身的性格影響。研

究者本身屬於喜愛求新求變的類型，樂於採用各種不同的教學方式以激發

                                                 

 
9
 星談計畫由美國政府於 2006年開辦，主要由政府贊助各級學校的外語教學專案，以培育更多

外語教師及提升美國國民的外語水準，美國政府於 2007年將中文及阿拉伯文列為星談計畫首要

推廣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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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興趣。由於兒童的學習動機本就不如成人強烈，身處於夏令營

中學習的心情更被沖淡不少，因此設計新奇有趣的教學活動讓學生願意主

動參與就成了研究者的主要任務，並將與學生相處的過程和種種挑戰都視

為自我挑戰的一部分。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身兼觀察者與參與者，希望盡可能讓學生領略到

學習的樂趣，而非用逼迫的方式要學生學習，班級中的學生都具有基本的

溝通能力，因此在教學時若有任何問題，研究者會盡量用學生能夠理解的

語言向學生溝通說明，希望讓學生都能在研究者所設計的課程中快樂的學

習中文，領略到學習中文的魅力。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背景研究對象背景研究對象背景研究對象背景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 2010年七至八月間於 C 大學擔任兒童華

語夏令營教師班上的學生，C 大夏令營的學生經由分班測驗分為初級、中

級及中高級，研究者擔任的是中高級的班導師。該夏令營共分兩梯次，第

一梯次班級（以下以 A 班代稱）學生為十二人，第二梯次班級（以下以 B

班代稱）則為十四人，但由於學生流動性大，有些學生因為家庭因素需提

前離開或較遲加入，亦有學生因家長要求或本身程度而需轉調其他班級，

因此每週班級學生情況都可能有變動，研究者以最初教師們共同討論的分

班結果為基準，並加入研究者於教學時的觀察記錄，列出兩班學生的背景，

包含該生的國籍、年齡、性別、語言程度，以及學習態度等。於語言程度

方面，研究者參照美國外語教學學會（ACTFL）針對中文所編寫的中文能

力指標（Chinese Proficiency Guidelines）以描述學生的語言能力，完整的

中文能力指標載於附錄 1。 

 
 
 
 
 
 
 
 
 



表 3- 1 C大華語夏令營中高級學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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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字句等主要結構都能理解，但

較複雜的句型有時需教師反覆解

說。 

� 說說說說：中中級～中上級 

能詢問並回答簡單的問題，能正

確表達時間關係，且能詳細描述

自己的日常生活、喜好，以及個

人意見等，偶爾詞序有錯誤，對

於不了解的詞彙會使用母語代

替。 

� 讀讀讀讀：中下級～中中級 

少部分學生已能不藉助拼注音閱

讀課文，大部分學生還是需要拼

注音的協助。學生能閱讀結構、

語法較簡單且經設計過的材料如

課文、閱讀測驗短文、學習單的

說明等，也能讀懂一些較難的真

實素材如卡片、地址、圖畫書等。 

� 寫寫寫寫：中下級～中中級 

學生皆能寫出完整的句子，遇到

不會寫的字也能用拼注音表達， 

但所描述的內容侷限於日常生活

中的事物或常見的詞彙，描述簡

短，且用字、文法上會出現某些

固定的錯誤，整體來說語法和修

辭都受到母語的影響。 

並通曉學校的日常事務。 

� 說說說說：中上級 

口語流利，能正確表達時間關

係、正確使用比較句，並能詳細

描述日常生活、喜好，以及個人

意見等，遇到不會說的詞彙也能

想辦法表達，但使用比較複雜的

句型時仍會發生錯誤。少部分學

生發音仍受到母語影響。 

� 讀讀讀讀：中中級～中上級 

約有一半學生已能不藉助拼音

閱讀課文，其他學生藉由拼音的

協助也能了解文章的意思。有兩

位學生已能自行閱讀以中文書

寫的兒童書籍。學生能領略較複

雜但高頻率的的連接詞如「雖

然…但是」、「不但…而且」等，

但形體相似的字容易出錯。 

� 寫寫寫寫：中中級～中上級 

除了一位學生幾乎無法自行書

寫漢字，需靠臨摹或模仿外，其

餘大部分學生皆能書寫完整句

子，且能掌握大部分的句子結

構，並用簡單的句子組成篇章，

少部分學生甚至能書寫完整的

文章，但標點符號和句法容易出

錯，偶爾仍會受到母語的影響。

大部分學生的寫作風格仍為口

語的反映，有兩位從香港來的學

生寫作程度較高，甚至會使用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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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

態態態態

度度度度 

第一梯次的學生年齡層以七、八歲為

主，可能加上美國教育的影響，大部

分的學生都相當好動，較排斥單純的

讀寫操練活動，喜歡遊戲和競賽，對

於喜愛的活動可以一再反覆進行，十

分在乎輸贏，容易因為遊戲的勝負影

響情緒。很難長時間專注的作一件事

情，喜歡在課堂上有所表現，肢體語

言也十分豐富。少部分女生個性較文

靜、不愛表現，但熟悉課堂環境後就

能慢慢投入。 

第二梯次的學生年齡較第一梯次稍

長，以九歲兒童佔大多數。受東亞教

育的學生個性較安靜，情緒較穩定，

專注力較長，對於書寫的活動較不排

斥，甚至會主動練習寫字，學習意願

相當高。較喜歡邏輯性或推理等需要

思考的活動，若同樣的活動反覆進行

容易感到厭煩。學生喜歡在課堂上有

所表現，較不喜歡需要肢體表現的活

動，然而少部分學生喜歡用戲劇方式

呈現教師指示的任務。 

    由表 3-1可知，兩梯次兒童無論是在國籍分布、語言程度，以及學習

態度等都出現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在設計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時，即使

是同樣一本書，也會因兩班兒童的不同特質而做出調整。第一梯次的學生

年紀較小，活潑好動，喜歡能使用肢體表現的活動，因此會採用能讓學生

發揮創意及活動身體的活動；第二梯次的學生年齡稍長，個性較沈穩，適

合能激發學生思考能力的活動。 

三三三三、、、、兒童華語夏令營現況兒童華語夏令營現況兒童華語夏令營現況兒童華語夏令營現況 

    C 大學主辦之兒童華語夏令營於每年的七至八月開課，分為七至九歲

的兒童班及十歲至十五歲的少年班，但隨著學生程度不同也可能會超出此

年齡範圍，每班約十到二十人。夏令營分為兩梯次，每梯次為期三週，第

二梯次課程內容為第一梯次的延續。教材為該校自編教材，包含課本及練

習本，教材內容使用繁體字和拼注音並行，每本課本包含三課，每課主要

課文形式皆為對話，後面附有短文閱讀、生詞以及句型練習。 

課程安排方面，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至十二點為固定的中文課程，每

堂課五十分鐘，共三堂課；週一及週三下午一點至三點安排文化課程如捏

麵人、串珠、中國結、剪紙等；週二及週四下午的一點至三點則是中文加

強課，針對學生較弱之處由教師再行加強；週五下午為校外教學；此外，

每日下課後三點至五點則為課後輔導時間，有需要的學生可選擇留校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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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助教輔導。 

    學生於進入夏令營的第一天舉行分班考試，內容包含筆試及口試，並

依測驗成績及教師共同討論將學生分為初級、中級以及中高級。研究者於

兩梯次皆擔任中高級的教師，所負責的教學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上九點至

十二點，以及週二、週四下午一點至三點的加強課時間。C 大華語夏令營

希望教師盡量以一週一課的進度進行教學，考量到學生的吸收能力以及課

程的連貫性，研究者將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安排在週二及週四下午的加強課

程，因為學生在下午時注意力較不容易集中，希望能藉由輕鬆有趣的圖畫

書教學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不致中斷上午的課程，而能達到學校要求

的進度。 

    在教學的硬體環境方面，研究者主要採用 C 大提供的多媒體設備，包

括電腦、麥克風、音響及投影屏幕等，主要教學內容由研究者事先製作成

投影片，再於課堂上播放。課桌椅的安排則如圖 3-2所示排成ㄇ字形，投

影屏幕及黑板位於教師身後。Scott & Ytreberg（2003）指出，此種排列方

式讓教師易掌控全局，方便進行分組活動，中央的空間也便於安排全班性

的活動如說故事、演戲、進行遊戲等。整體而言教室空間不大，因此教師

與學生的距離較近，便於學生配合教師的教學活動。此外，由於教室並非

專供夏令營課程使用，因此教師無法自行佈置教室，教室裡除了多媒體設

備、白板、白板筆以外，沒有其他與華語教學相關的物品。 

 

 

 

 

 

 

 
圖 3- 2 課桌椅排列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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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節將依序介紹研究中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可預測圖畫書種類繁多，

在選擇教學用的書本時勢必得考量書本的特色、學生的性格等以選出最適

合的可預測圖畫書教材。除了書本的語言形式之外，研究者也綜合各家文

獻提出可預測圖畫書的選擇標準，並據此標準篩選出適合進行教學的教

材。 

一一一一、、、、可預測圖畫書分類可預測圖畫書分類可預測圖畫書分類可預測圖畫書分類    

    一般可預測圖畫書都具有重複性情節、提供預測線索等特性，可預測

圖畫書的特性已於 1-4節概述，林文韵（2006）與 Richey（1996）均根據

可預測圖畫書的不同特性將之分為八類，但事實上有些作品兼具數種類型

的特色，因此以下將選擇較具代表性的作品簡單介紹各種類型的可預測圖

畫書。 

（一）連環故事（chain of circular story） 

    情節環環相扣，有時故事的結尾與開始還能接續，又形成另一個循環。

例如：《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蘿拉‧喬菲‧努墨歐夫，林良譯），故

事中的老鼠做完一件事後又跟著下一件事，最後接續回開頭，節錄內容如

下： 

    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他一定會跟你要一杯牛奶。你給他牛奶，他一定會

跟你要吸管。喝完牛奶，他就會要手帕。擦過了嘴，他就要照鏡子，看嘴上有沒

有留下牛奶鬍子。一照鏡子，他就會說頭髮也該剪了。 

（二）累積的故事（cumulative story） 

    每當一個新事件發生，前面發生的所有事件皆再次重複，形成越來越

長的敘事語句。例如《永遠吃不飽的貓》（哈孔‧比優克立德，林真美譯）。

故事描述一隻永遠吃不飽的貓吃了各式各樣的東西，每吃一樣新東西，貓

就將以往吃過的東西全部重複一遍。隨著故事發展，讀者便能藉由主角口

中的敘述回憶起之前出現過的事物。 

（三）依熟悉的次序敘事（familiar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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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中的事件以兒童熟悉的次序發生，如星期、月份、數字等。如《七

隻瞎老鼠》（艾德‧楊，馬景賢譯）。 

    故事敘述七隻瞎老鼠在池邊發現一隻怪東西，於是星期一紅老鼠去調

查，星期二綠老鼠去調查，星期三輪到黃老鼠……如此進行七天，直到每

隻老鼠都輪過一遍，每隻老鼠都摸到怪東西的不同部位，最後將這些部位

拼起來，原來怪東西是一隻大象。如《七隻瞎老鼠》按照習慣的星期順序

敘事，不僅提高可預測度，也能幫助初學語言的幼兒建立生活常識。 

（四）有固定模式的故事（pattern stories） 

    故事中相同的事件不斷重複，但每一事件都有所變化。例如《小雞換

聲音》（佐藤和貴子，嶺月譯）。 

    故事敘述小雞在出去玩的路上依序與小老鼠、小豬、小青蛙、小狗和

小烏龜交換聲音，途中小雞用換來的狗叫聲嚇跑了想吃小雞的大壞貓。如

此在不同的場景重複小雞的相同台詞：「我們交換聲音好嗎？」，但書中

的圖畫和情節都有細微的變化，故事的敘事形式皆可預測，但中段及結局

的變化卻更增讀者的閱讀趣味。 

（五）問與答（question & answer）: 

    以相同或相似的問答貫穿整個故事。例如《我們的媽媽在哪裡》（黛

安‧古迪，余治瑩譯）。 

    故事敘述警察要帶一對失蹤的孩子去尋找他們的母親，於是有了以下

對話：「那位是不是你們的媽媽？」「不是！我們的媽媽很瘦，可是她會

煮世界上最好吃的菜。」「這位是不是你們的媽媽？」「不是！我們的媽

媽只戴漂亮的帽子。」「那位是不是你們的媽媽？」「不是！我們的媽媽

不怕老鼠，她很勇敢。」每一次警察都會依循孩子們話中的線索去尋找可

能是媽媽的女性，於是讀者會看到插圖中出現了圖書館管理員、馴獸師、

廚師等職業。該書配合圖畫與相同的問答展開故事，幫助兒童熟悉問答句

型與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職業。 

（六）重複的句式（repetition of phrase） 

    以重複的句式貫穿整個故事，例如《巫婆啊巫婆，請來參加我的宴會》

（Arden Druce著，劉恩惠譯），內容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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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婆啊巫婆，請來參加我的宴會。 謝謝，如果你請貓來我就去。 

    貓啊貓，請來參加我的宴會。 謝謝，如果你請稻草人來我就去。 

    稻草人啊稻草人，請來參加我的宴會。 謝謝，如果你請貓頭鷹來我就去。 

    如此同樣的問答反覆進行，每一個角色的回答都帶出另一個新的角色，

兒童在閱讀中不斷接觸到重複的句式，除了練習口語外也能熟悉語法及字

型。 

（七）押韻（rhyme） 

    以押韻的字、語詞或疊句貫穿整個故事。如《走金橋》一書中，每一

頁皆接續前一頁的句首，並有相同的韻尾，念起來饒富趣味，能培養學生

對中文押韻的敏感度，內容節錄如下： 

種什麼種？豬打的洞。 

豬什麼豬？耗子哭。 

耗什麼耗？黃狗叫。 

黃什麼黃？去放羊。 

（八）歌曲（song books） 

    兒童熟悉的歌曲通常包含許多可預測的內容和重複的句子如「造飛

機」，內容如下： 

    造飛機，造飛機，來到青草地 

    蹲下去，蹲下去，我做推進器 

    蹲下去，蹲下去，你做飛機翼 

    彎著腰，彎著腰，飛機做得奇 

    飛上去，飛上去，飛到白雲裡 

    「造飛機」是兒童耳熟能詳的歌，歌中有押韻且重複的句子，兒童只

要一面唱一面對照書上的字句，就能練習認字及閱讀。 

    上述八種類型的可預測書各有其特色，本研究中針對華語程度中高級

之六至十歲的兒童設計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由於學生已有一定的句法

結構及篇章基礎，因此不考慮重複句式、押韻，以及歌曲等偏重語言結構

的可預測書籍，選擇教材時將以前五類可預測圖畫書為主，以期增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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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樂趣及挑戰，在故事閱讀中增加學生對篇章結構的理解並擴充其詞彙

量。 

二二二二、、、、可預測圖畫書選擇標準可預測圖畫書選擇標準可預測圖畫書選擇標準可預測圖畫書選擇標準 

    市面販售的圖畫書種類繁多，難易度也差異甚遠。適合兒童學習閱讀

的圖畫書，其內文應能激起兒童繼續閱讀的動機，同時也要具有適當的挑

戰性（Rog & Burton, 2002）。在選擇適合語言教學的圖畫書上，西方國家

已有許多學者提出明確的標準，如 Fry（2002）提出以句長及單字音節數

將圖畫書內文具體量化為一組數字，再依循富萊適讀性座標圖（Fry 

Readability Graph）找出該書適讀學年，此為現今美國適用年齡最廣且最常

使用的讀物評分公式。Rog & Borton（2002）則指出兒童讀物的評分標準

並非只有文字本身的難易度，應是許多因素綜合的複雜考量，因此他們針

對兒童讀物的詞彙、字體大小、可預測性、插圖以及概念難易度等五項評

分標準提出一分類系統，依循該標準將讀本由易到難分成十級，每一級各

有評分準則，並列出每級數本具代表性的讀物。Huck，Hepler & Hickman

也針對適合小學生的閱讀材料提出五大類評量標準包括內容、插畫、插畫

風格及素材、格式，以及與其他作品之比較，詳列於表 3-2。 

表 3- 2 Huck，Hepler & Hickman提出之兒童讀物評量標準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評量標準評量標準評量標準評量標準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書本內容是否符合其預設年齡層？ 

� 書本的訴求是否針對兒童？ 

� 故事情節於何時、何地發生？創作者如何呈

現？ 

� 故事中的角色是否有深刻的描寫？ 

� 作者所使用的語言質量如何？ 

� 如何透過文字敘述及插畫探索所描寫的主題？ 

插畫插畫插畫插畫    � 插畫透過何種方式協助建構故事意義？ 

� 插畫如何成為故事內容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 插畫是否為故事的延伸？是否提供故事發展的

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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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畫是否精準反映文字內容？ 

� 插畫是否注重細節的真實性？ 

插畫風格及素材插畫風格及素材插畫風格及素材插畫風格及素材    � 插畫家選用何種素材創作插畫？是否符合故事

情境？ 

� 插畫家如何運用線條、形狀及色彩等延伸故

事？ 

� 插畫風格應如何描述？該風格是否適合故事？ 

� 插畫家如何使插畫技法及形式多樣化？使用何

種形式塑造故事進行的節奏？ 

� 插畫如何在書本中取得平衡？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 書本的大小是否合適？ 

� 書衣的設計是否能表達書本的主題？ 

� 封面及封底的設計是否能傳達故事的精神？ 

� 封面頁如何讓讀者對故事做出預期？ 

� 字型的選擇是否適合書本的主題？ 

� 紙質是否良好？ 

� 裝訂是否耐用？ 

與其他作品之比較與其他作品之比較與其他作品之比較與其他作品之比較    � 作品整體與作者或插畫家之前的作品是否相

似？ 

� 故事內容與其他具有相同主題的故事內容是否

相似？ 

� 書本的評論如何？你是否同意這些評論？ 

� 創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有什麼看法？ 

� 書本是否會對兒童文學做出貢獻？ 

（資料來源：研究者譯自 Fisher, C. J. & Terry, C. A.(1977). Children’s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Art. NY: McGraw-Hill） 

    由表 3-2可知，Huck等人的選擇標準較著重於書本的插畫、裝訂、格

式等，對內容較少著墨，因此不完全適用於研究者選擇教材時以語言教學

為主的考量，加以中文乃是形音文字，不同於西方的拼音文字能夠完全量

化，因此亦不適用於英語國家廣泛應用的讀物評分公式。至今中文國家未

發展出一明確的兒童讀物分級標準，教師僅能依靠自己的經驗及知識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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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內學者有林敏宜（2000）、王瓊珠（2004）等根據中文圖畫書之

特性提出數項選擇標準，其中以王瓊珠較具系統性及代表性，詳列於表

3-3。 

表 3- 3 王瓊珠提出之故事難易度評量項目 

評定項目評定項目評定項目評定項目    評定結果評定結果評定結果評定結果    

故事結構故事結構故事結構故事結構    1. 簡單清楚 

2. 推理統整 

字彙字彙字彙字彙／／／／概念難度概念難度概念難度概念難度    1. 簡單 

2. 適中 

3. 難 

故事可預測性故事可預測性故事可預測性故事可預測性    1. 高 

2. 普通 

3. 低 

文字排版文字排版文字排版文字排版    1. 常態 

2. 非常態 

總字數總字數總字數總字數    1. 200 字以內 

2. 201-400 字 

3. 401-600 字 

4. 601-800 字 

5. 801-1000 字 

6. 1000 字以上 

相異字數相異字數相異字數相異字數    1. 601-800 字 

2. 801-1000 字 

3. 1000 字以上 

4. 200 字以內 

5. 201-400 字 

6. 401-600 字 

給分標準給分標準給分標準給分標準    1. 每一項目以六分為上限，若有兩種選項時，選第

一、二項的分別給 2、5分。 

2. 若有三種選擇時，選第一、二、三項的分別給 2、

4、6分。 

3. 若有六（或五）種選擇時，選擇第一、二、三、

四、五、六項的分別給 1、2、3、4、5、6分。 

（資料來源：摘自王瓊珠（2004）。故事結構教學與分享閱讀。台北：心

理。頁 97） 

    研究者綜合王瓊珠（2004）及 Rog & Burton（2002）之結果，將可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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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圖畫書的選擇標準分為語言結構、書本內容、版面編排、插圖以及可預

測性等五種評估項目，試為本研究中可預測圖畫書的選擇提出一合適的依

據，詳見表 3-4。 

表 3- 4 可預測圖畫書各項評量標準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評估內容評估內容評估內容    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語言結構語言結構語言結構語言結構    字數 1. 200 字以內 

2. 201-400 字 

3. 401-600 字 

4. 601-800 字 

5. 801-1000 字 

6. 1000 字以上 

詞彙 1. 簡單：書中的詞彙學生都已學過，幾乎 

沒有新詞彙。 

2. 適中：書中既有學生已學過的詞彙，也 

有不少尚未學過的新詞彙。 

3. 困難：書中的詞彙學生幾乎都沒學過。 

句法 1. 簡單：書中的句法學生都已學過並熟 

練。 

2. 適中：書中的句法能幫助學生複習所 

學，並有新的句法供學生學習。 

3. 困難：書中的句法是學生幾乎沒學過 

的，超越學生的程度。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是否適合學生

年齡 

1. 是：圖畫書內容適合該年齡層的學生心 

智閱讀。 

2. 否：圖畫書含有不適合該年齡層學生心 

智的內容。 

學生的背景知

識與經驗是否

能瞭解書本內

容 

1. 是：圖畫書內容符合學生的經驗及現有 

知識。 

2. 否：以學生的經驗或現有知識無法理解 

書本內容。 

版面編排版面編排版面編排版面編排    字體大小是否

適中 

1. 是：字體大小適合兒童閱讀。 

2. 否：字體過大或過小。 

圖文配置是否

適當 

1. 是：圖文搭配得宜。 

2. 否：文字過多或排版不適於閱讀。 

插圖插圖插圖插圖    插圖能否完整

陳述故事 

1. 是：不看文字也能了解故事內容。 

2. 否：沒有文字輔助則不能了解故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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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能否幫助

學生理解詞彙

及書本內容 

1. 是：插圖能幫助學生理解故事中的生詞 

及句子。 

2. 否：插圖不能幫助學生理解詞彙及句 

子。 

可預測性可預測性可預測性可預測性    故事的可預測

性高低
10

 

1. 初級：句子結構較簡單，重複性高，改  

動的詞語少。 

2. 中級：句子結構稍複雜，重複性一般， 

詞語改動較多。 

3. 高級：句子幾乎沒有重複。 

    於表 3-4的可預測性方面，Rog & Burton（2001）指出，於初級語言

教學時應採用有固定形式、每頁僅有數個字或一句話，且每次僅變換一至

二個字的書本；中級語言教學時，採用的書籍內容句型較長且變化較多；

於高級教學則幾乎沒有固定形式，詞彙的重複大多為了文學效果而非預測。

於 Rog & Burton的書本分級表中，將書本的可預測性分為十級，研究者又

再根據其難易度將十級分為初、中、高級，據此作為表 3-4的可預測性標

準，詳列如表 3-5： 

表 3- 5 書本可預測性分級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可預測性可預測性可預測性可預測性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一 � 沒有押韻或固定形式 

二 � 全書使用固定形式，可能於書本開頭及結尾稍作改變。 

三 � 全書使用固定形式，每頁變換一至二字 

四 � 全書使用固定形式，每頁變換兩個字以上。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五 � 大部分內容使用固定形式，每頁變換兩字以上，但結尾

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形式書寫。 

� 可能有二至三種不同句型的變換。 

六 � 可能出現重複的句型 

� 出現一些累進或兒童熟悉的形式（如星期、月份等） 

七 � 有時出現押韻 

� 可能有二至三種不同句型的變換 

八 � 仍然會出現重複句型，但並非故事的正文 

                                                 

 
10

 詳見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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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重複情節為主，而非重複句型 

� 情節可預測性高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    九 � 少有固定形式 

十 � 出現相當多種句型，有時甚至沒有固定句型 

� 可預測性多來自押韻或結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譯自 Rog & Burton (2002) Matching texts and readers: 

leveling early reading materials for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The reading 

teacher,55(4), p.349-352） 

    在故事書的主題及內容選擇方面，Cullinan（1989）根據兒童發展階段

提出各年齡層的特性及故事內容的選擇準則，並於不同年齡層列出數本建

議書籍，因建議書籍皆以英語書寫，與本研究宗旨不符，故僅列出七至十

二歲特性及故事內容的標準於表 3-6。 

表 3- 6 Cullinan提出之故事書內容選擇標準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書本內容書本內容書本內容書本內容    

7-9歲 � 能了解不同的敘事觀點 

� 逐漸發展獨立閱讀的能力 

� 偏好現實情節及有一定秩序

的規範 

� 能了解多重語義 

� 開始以精神操控思想及行動 

� 保存過往記憶組成知識 

� 明確的闡述角色的觀點 

� 包含一些易讀的詞彙 

� 基於現實設定的故事情

節及事件 

� 具有不同層次的意義 

� 具有能使兒童產生認同

感的角色 

� 情節性較強（即具有不同

章節的故事） 

9-12歲 � 能考慮現實以外的事物 

� 漸漸了解到死亡的存在 

� 能夠了解比喻或象徵性的語

言 

� 能了解較複雜的結構 

� 開始了解一些不公平的現象 

� 能根據以往經驗歸納結論 

� 提供現實以外的題材 

� 具有死亡或其他傷痛等

課題 

� 運用有趣多變的語言形

式 

� 具有較複雜的故事結構 

� 反映歷史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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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出同情心 � 呈現情緒或社會衝突 

（資料來源：研究者譯自Cullinan, B(1989).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 (2nd ed.).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16-17） 

    本研究將根據表 3-4及表 3-5之各項標準評估所選擇之可預測圖畫書

是否適合學生的年齡及理解程度，並根據表 3-6之兒童發展及閱讀特性選

擇圖畫書主題。本研究之活動設計主要對象為華語程度中級至中高級的兒

童，因此著重於篇章結構的理解及語言應用，選擇的圖畫書字數約為

801-1000字，詞語結構稍複雜，句型變化較多，內容符合兒童的生活經驗，

插圖與文字能相互配合，可預測性為中級，主要著重於情節的可預測性，

不同情節的句子稍有變化，並非從頭到尾都使用完全相同的句型。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描述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流程，以及研究對象的背景和

課程進行情況，並列出可預測圖畫書的分類及選擇標準。綜合以上敘述，

在可預測圖畫書的選擇方面，研究者挑選故事情節較強、能加強學生篇章

概念並擴展其語彙、符合學生年齡及生活經驗、插圖能完整陳述故事、排

版整潔且字體大小適中、可預測性普通的書籍。在活動設計方面，針對第

一梯次年齡稍低且個性好動的學生，研究者安排較能讓學生發揮創造力、

想像力及豐富肢體語言的活動；針對第二梯次年齡較長且文靜的學生，則

安排能激發學生思考能力、加強學生寫作能力的活動。關於活動的編寫過

程及實際教學過程將於第四章與第五章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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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章章章章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設計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設計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設計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設計 

    本章從前述文獻探討與研究對象分析，歸納出可預測圖畫書的活動設計

原則，接著提出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的設計架構及流程，並分別列出搭配

之教案、教具、教學投影片，以及學習單，最後則提出教學評量方式，以為

實際教學提供完整的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實施原則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實施原則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實施原則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實施原則 

    本研究將根據先前的理論探討具體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實施原則，分為

教學理論、師生角色、活動設計、活動進行，以及教學輔助等五類，詳細的

原則列於表 4-1。 

表 4-1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原則 

教學理論教學理論教學理論教學理論    

項目及原則 

1 教學時應創造個別機會，讓每個學生都能成為語言使用者。 

2 教學時意義應先於語法，並以有意義的聽、說、讀、寫為教學主軸。 

3 宜使用適合兒童的教學法如全身反應教學法、任務教學法等。 

師生角色師生角色師生角色師生角色    

項目及原則 

1 教師應接納兒童的個別差異，並成為兒童的語言使用伙伴。 

2 教師應成為一兒童觀察者，藉由正式及非正式的持續觀察以了解學生

的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效。 

3 學生是教學的中心，應鼓勵學生主動且積極的學習，成為課堂的參與

者。 

活動設計活動設計活動設計活動設計 

項目及原則 

1 挑選圖畫書及設計活動時應考慮學生的年齡、興趣及經驗。 

2 活動設計應符合學生的語言程度。 

3 活動應能讓學生發展語言學習的預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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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依不同的可預測圖畫書主題，設計豐富多變的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活動進行活動進行活動進行 

項目及原則 

1 應建立一套固定的流程，讓學生習慣該流程以建立安全感。 

2 盡量配合可預測圖畫書的插畫讓學生了解故事內容，而非直接使用學

生母語翻譯。 

3 教師講述故事時應語調清晰，提供良好發音示範。 

4 活動指令應簡單明瞭，並提供明確的示範。 

5 活動進行時，應時時藉由問答或教學活動以確認學生是否已了解所學

內容及教師的指令。 

6 活動進行時應經常給予學生表現的機會，並於學生表現良好時給予正

向回饋，創造正面的教學氣氛。 

7 講述故事時應使用豐富的聲音表情及手勢，讓學生體會到閱讀故事的

樂趣。 

8 活動中應讓學生進行有意義的語言使用，而非片段的語言操練。 

9 活動進行時應創造大量的溝通機會，包含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間

的語言交流。 

教學輔助教學輔助教學輔助教學輔助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項目及原則 

1 教具應為生活中容易取得的，且應盡量採用不易損壞、不會傷害兒童

的材料。 

2 教具製作過程應盡量讓學生一同參與，或使用學生作品作為教學輔助

的一部份。 

3 教師採用的教學輔助材料如學習單、教具等應有助於學生瞭解教學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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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可預測可預測可預測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架構圖畫書教學活動架構圖畫書教學活動架構圖畫書教學活動架構 

    可預測圖畫書有別於坊間制式化的教材，因此在實施教學時也更有彈性，

可以作為正式教學的輔助，亦可作為獨立的教學主題呈現。Curtain（2010）

指出，以故事為中心的主題教學規劃能提供學生多元的表達途徑，並讓學生

在故事教學中了解文章結構及真實語言的使用，進而讓語言成為一個整體，

而非只是片段的練習。故研究者採用主題式的教學規劃（thematic planning），

以可預測圖畫書為中心主題，輔以相關的詞彙、句法、教學活動，並將學生

特質及背景列入考量，形成一完整的教學活動架構。 

    研究者參考 Pesola（1995）所提出以主題為中心的課程設計架構圖，繪

出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架構，詳見圖 4-1。 

   由圖 4-1可知，本研究之教學設計架構乃是以可預測圖畫書為中心，教

學設計內容包含詞彙、語法、教學活動、課室管理、評量、以及教學資源，

學生的輸出則包含主題內容、語言使用，以及文化等三方面，在設計的同時

也必須將師生特質、學生語言發展階段、學生背景及學習類型考量在內。關

於研究對象特質已於 3-2節進行探討，接下來的數節將詳述以可預測圖畫書

為主軸的教學內容、教學活動、評量方式，以及教具、學習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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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活動架構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使用教材分析使用教材分析使用教材分析使用教材分析 

    本節將針對研究者使用之可預測圖畫書作一分析，研究者根據 3-4節之

選擇標準選出兩本符合研究對象年齡、興趣及語言發展階段的可預測圖畫書，

其一為《手套》（林真美譯（2000），台北：遠流），其二為《請問一下，

可預測圖畫書可預測圖畫書可預測圖畫書可預測圖畫書 
� 主題 

� 教學重點 

� 教學目標 

� 學生輸出 

� 評量 

主題 

語言

輸出 
文化

輸出 

主題內

容輸出 

評量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詞彙 

課室管理 語法 

� 學生特質 

� 學生語言

發展階段 

� 教師特質 

� 學習類型 

� 學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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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得到底嗎？》（劉旭恭（2006），台北：信誼）。以下將以表 4-2介紹所

選擇的圖畫書之主題及故事大意，並整理出其詞彙、語法、文化內容以及教

學重點，最後敘述該書之可預測性以及版面編排，以作為活動設計的依據。

完整的可預測圖畫書文本載於附錄 2。 

表 4- 2 可預測圖畫書教材分析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手套手套手套手套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動物 游泳 

情節情節情節情節    在樹林中散步的老公公掉了

一隻手套，老鼠、青蛙、兔子、

狐狸、野狼等動物依序跑來想

住在手套裡，手套裡的動物越

變越多。最後，老公公回來撿

手套，動物們一哄而散。 

小狗、小貓和小豬要去游泳，

但他們卻忘了帶游泳圈，只好

沿路問去過游泳池的動物

們：「請問一下，踩得到底

嗎？」隨著動物們身高的不

同，他們的回答也不盡相同，

也導致主角們對水深產生了

誤會。最後，三隻小動物到了

游泳池，卻發現根本踩不到

底，幸好河馬救生員救了他

們，回家的時候，路上走來一

隻小老鼠，小聲的問：「請問

一下，踩得到底嗎？」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手套 

狐狸 

狼 

山豬 

暴牙 

客滿 

游泳圈 

深／淺 

恐龍 

河馬 

溜滑梯 

救生員 

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 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 

� 我是＿＿的＿＿，讓我進

去好嗎？ 

�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 水很淺，才到＿＿＿而

已。 

� 水有點深，剛剛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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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 動物的特性 

� 動物的相關故事 

� 游泳的注意事項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 能熟練詞彙與句型 

� 故事結構的理解 

� 對動物的形容 

� 能熟練詞彙與句型 

� 故事結構的理解 

� 故事的再創作 

可預測性可預測性可預測性可預測性    本書除開頭及結尾外，其餘對

話均以「是誰住在手套裡面

呢？」「是＿＿，你是誰呢？」

「我是＿＿，讓我進去好

嗎？」等問答形式進行，隨著

手套中動物數量的增加，問答

的句子也逐漸加長。以 Rog & 

Burton的可預測標準評估，本

書約在第七級。 

本書以「請問一下，踩得到底

嗎？」此句問話貫穿首尾，但

動物的回答每次均有些許變

化，並非只單純的置換一、兩

個詞。故事情節於中段亦有變

化，而非同樣的情節反覆出

現。以 Rog & Burton的可預測

標準評估，本書約在第八級。 

插圖及插圖及插圖及插圖及版版版版

面編排面編排面編排面編排    

本書排版中規中矩，每頁版面

皆為插圖在上，文字在下的編

排。插圖風格寫實細膩，將每

種動物的特色具體呈現，有助

於培養兒童觀察細節的能力。 

本書字體大小適中，圖畫色調

清爽明快，文字並非與圖畫分

開，而是融為一體。作者並於

重點句子「請問一下，踩得到

底嗎？」使用較粗大的字體，

便於兒童抓出閱讀重點。插圖

亦能與情節配合，於主角們與

配角們的認知差異用圖畫清

楚呈現，讓兒童能了解其主要

概念。 

    研究者選擇《手套》為 A 班的教材，由於《手套》一書情節簡單，沒

有太大的變化，但人物性格鮮明，對話格式及出場順序固定，加以動物形象

深受兒童喜愛，容易以戲劇方式操作，適合語言程度中級，喜愛活動肢體的

A 班。B班教材則為《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該書情節新奇有趣，除

可預測的對話及情節外，故事亦有出乎意料的發展，開放式的結局留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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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空間，適合程度較高且推理能力較強的 B 班加強其讀寫表達能力。關

於詳細的活動內容將於下節敘述。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 
    Curtain（2010）指出，於兒童語言課程中，建立一套固定的流程（routine）

是不可少的，固定的模式可幫助兒童建立安全感，在師生互動中也能達到讓

兒童使用更多目標語言的目的。但 Curtain同時也認為，於固定流程中，教

師亦應針對愈小的兒童設計愈多富變化的活動。因此，以可預測圖畫書為主

軸的教學應有一套固定的教學模式，同時搭配不同的書籍、針對不同的學生

設計多變的活動，並經由詳細的事前規劃準備及事後評估以確保教學順利進

行，詳細的活動流程如圖 4-2所示。 

 

 

 

 

 

 

 

 

 

 

 
圖 4- 2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 

    由圖 4-2可知，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藉由教師的導入讓學生初步熟悉書本

內容，接著教師閱讀兩次圖畫書，並以討論確認學生是否都了解其內容，若

學生皆已了解，則可讓學生試著用自己的語言表達書本內容，教師再針對可

預測圖畫書的教學重點加強學生印象，最後以富趣味性、能使學生應用所學

的活動作結。詳細的流程及其目的說明於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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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事前事前事前事前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    

1. 分析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重點，並針對學

生的特質及經驗背景設計活動。 

2. 製作教學用投影片、教具、學習單。 

讓活動更貼近學生

需求，並讓活動順

利進行。 

導入導入導入導入    1. 教師針對圖畫書的主題引入討論，帶入學

生生活經驗，並講解生難詞彙。 

2. 教師介紹書名及封面，讓學生猜測書中內

容。 

讓學生對書本內容

有初步的認識，並

能與自身經驗連

結。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第一遍 教師以投影片展示書本內容，並照

著內容朗讀，朗讀時需注意語速不

可過快，並加入聲音表情。 

讓學生認識故事內

容，配合插圖讓學

生了解故事意義。 

第二遍 教師再朗讀一遍，並要求學生搭配

學習單完成任務。 

學生能了解故事結

構及人物關係。 

提問提問提問提問

與與與與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教師先針對故事內容詢問學生，接著以故事內

容為出發點衍生相關問題。 

確認學生了解故

事，並針對其內容

延伸思考。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以頁為單位，學生輪流看著圖畫說出故事內

容，將故事完整的複述一遍。 

確認學生能以自己

的話複述故事。 

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以學習單複習圖畫書中重複出現的重點句

型，並讓學生自行依照句型造句。 

加強學生對句型的

概念。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以事前設計的教學活動如戲劇、歌曲、繪畫等

複習繪本內容，並讓學生發揮語言能力，同時

激發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進而提升學習興

趣。 

學生能熟練圖畫書

內容，增強語言技

能，並能延伸思考

或再創作。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及評及評及評及評

量量量量    

學習評量 教師針對學生的語言表現及課堂

表現做出評量。 

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以因材施教。 

教學評估 教師針對上課時的語言使用、教學

指令、課堂氣氛、學生反應等對教

學做出反思。 

改善並修正往後的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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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3可知，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雖以可預測圖畫書為教材，教師仍

須針對教學目標、書本內容、學生特質等設計適合的教學活動，並且在教學

時須掌握機會以問答、完成指令等方式確認學生是否已完全了解教學內容，

最後再依據教學評估及學生評量結果做出修正。在教學層次上，以書本內容

為出發點，反覆閱讀增加學生印象，並加強重點練習後，拓展至學生自身的

創作。程度越低的學生，教師所設計的活動內容與可預測圖畫書的相關程度

應越大，讓學生能時刻應用書中的詞彙、語法等於活動之中；反之程度越高，

則應讓學生以可預測圖畫書為基礎，在教師的協助、指導下自由發揮。 

    以下將針對實際教學時由導入開始，至活動結束的步驟一一詳述： 

一一一一、、、、導入導入導入導入 

    導入為讓兒童開始閱讀可預測圖畫書的準備步驟，在開始閱讀前，教師

先讓學生思考圖畫書封面的標題及圖畫透露的訊息，接著詢問與書本相關的

問題。在此一步驟教師能藉由問題與討論，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及背景經驗，

再運用這些知識激發其學習動機及增加理解度，亦能於此步驟討論中導入學

生還不了解，但將於圖畫書中出現的詞彙，讓學生對圖畫書的內容有初步的

認識。 

二二二二、、、、教師閱讀故事教師閱讀故事教師閱讀故事教師閱讀故事 

    在書本的呈現上，為顧及所有的學生，研究者採用投影片播放的方式讓

全班學生皆能清楚觀賞書本內容。第一次閱讀時，教師依序完整朗讀文本，

並搭配語調的高低起伏或模仿書中人物腔調，藉由戲劇化的語氣讓學生更加

融入故事。於第一次閱讀時，學生只需享受聽故事的樂趣，並搭配插圖猜測

文意，以對故事內容有初步的了解。 

    於第二次閱讀時，教師事先指派學生進行某些任務，目的是為了讓學生

注意故事的結構。故事結構的呈現方法眾多，Beck & McKeown（1981）建

議，為了讓兒童更了解故事結構，最好以視覺圖示的方式，將故事中最主要

的結構呈現出來，形成故事地圖（story map），如此使用圖示或圖表列出故

事結構，加強視覺刺激，可幫助兒童組織故事內容，並協助其重述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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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地圖的呈現上，方式有蛛網結構、條列式、線性結構等，可依學生特質

及故事結構做出調整。本次採用的可預測圖畫書故事發展均與角色的特色有

著很大的關係，故研究者將本研究中的故事結構著重在故事角色身上，另考

量到兒童的書寫速度及教學時間，研究者採用九宮格的方式繪製，兒童只需

在九宮格內依序寫出或畫出各個角色，即可完成一張故事地圖，加上學生程

度不一，書寫速度較慢的學生可選擇用繪畫方式完成，速度較快的學生則可

加入文字。以《手套》11一書為例，繪出故事地圖範例於圖 4-3。 

 

     

  

 

 
  

圖 4- 3 九宮格故事地圖範例 

                                                 

 
11

 採用九宮格做為《手套》一書故事結構地圖的概念來自於蕭惠帆老師於 2010年華裔師資培訓課

程的授課內容。 

1. 老公公 2. 小狗 3. 貪吃的 

老鼠 

4. 愛跳的 

青蛙 

5. 長腿兔子 6. 愛漂亮 

的狐狸 

7. 大灰狼 8. 暴牙山豬 9. 慢吞吞 

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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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故事地圖的繪製，學生可注意到角色出現的規律、特定的詞彙或情

節，對於後續的故事重述、組織故事結構，以及故事改寫等活動，故事結構

地圖正好可作為協助的學習工具。 

三三三三、、、、提問與提問與提問與提問與討討討討論論論論 

    閱讀後的提問與討論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中是很重要的一環，Gunning

（2000）認為，良好的提問能加強學生對故事的記憶及理解，並能夠幫助學

生找出先前未注意的細節或故事中隱藏的信息。因此，提問與討論除了讓學

生發表自己的看法外，也是為了讓教師確認學生均已了解故事內容。為帶領

成功的討論，教師應事先熟讀所準備的可預測圖畫書，並構思欲討論之問題。

在討論進行中，教師是討論的主導者，藉由提問、引導及總結等方式來增加

學生對故事的理解，甚至提昇其思考至更高層次。在語言教學方面，教師則

應在討論中加入重點詞彙及句型，以讓學生集中練習語言技巧。Anderson

（2002）指出，分享閱讀教學的提問原則為以開放式問題引導學生參與問題

討論，並能連結學生既有的先備知識，因此教師應盡量避免詢問答案為是／

否、對／不對的封閉式問題。另外，教師對學生的反應也應保持彈性應對，

不要限制學生只能說正確答案，應鼓勵學生開放思考。 

    在討論問題的設計方面，研究者採用方淑貞（2010）提出之包含三層次

的提問範圍，第一層次為以了解圖畫書內容為目的的提問；第二層次為引出

個人想法、觀點的提問；第三層次則讓學生根據書本主題，從日常生活中舉

出類似的情境與事件。現以《手套》一書為例，將三層次的問題詳列於表

4-4。《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的三層次問題設計則列於附錄。 

表 4-4 以《手套》為例的三層次提問範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提問範例提問範例提問範例提問範例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層層層層

了解圖畫書為目

的的提問 

協助或確認學

生真正了解書

中詞彙、句法

及內容 

1. 故事發生在哪個地方？ 

2. 故事發生在哪個季節？ 

3. 動物們怎麼描述自己？ 

4. 為什麼動物都想進去手套裡？ 

5. 最後手套裡一共有哪些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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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次次次    6. 動物們為什麼最後都跑走了？ 

7. 書裡的動物長什麼樣子？穿什

麼衣服？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層層層層

次次次次    

引出個人想法觀

點的提問 

讓學生融入書

中角色的處

境，並能確切

掌握主題，應

用所學表達自

己的想法 

1. 如果你也是書裡的主角，你想

進去手套裡嗎？為什麼？ 

2. 如果你想進去手套裡，你會怎

麼介紹自己？ 

3. 如果你已經在手套裡面了，可

是裡面越來越擠，你會讓其他

動物進來嗎？為什麼？ 

4. 如果你是書裡面的老鼠或兔

子，你會不會擔心狐狸把你吃

掉？你會怎麼做？ 

5. 如果你是老公公，發現手套不

見了以後，你會怎麼做？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層層層層

次次次次    

根據主題與個人

經驗對照 

分享與書中人

物類似的處境

或情緒 

1. 你用過手套嗎？你什麼時候會

用手套？ 

2. 你有沒有東西不見的經驗？當

時你有什麼感覺？ 

3. 如果你喜歡的東西不見了，你

會怎麼做？ 

4. 如果撿到別人掉的東西，你會

怎麼做？ 

5. 如果你有一個很喜歡的玩具，

你願意和別人一起玩嗎？為什

麼？ 

    事實上，事先設想討論的問題僅是為了讓教學過程更加流暢，實際教學

時教師所提出的討論問題仍需視學生反應及課堂氣氛而定。Duffy & Roehler

（1987）指出，即使教師的問題已經過精心設計，然而學生的思考模式時常

難以預期，並且容易發生誤解或誤用的情形，因此提問與討論時可一併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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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回應」（responsive elaboration）的方式，即教師根據學生的回答猜測

學生的思考模式及思考路徑，從而透過提問或陳述引導學生推論出正確的答

案。如此一來，預先設計的問題加上課堂上的引導討論，便能更加貼近學生

的需求，符合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四四四四、、、、學生閱讀學生閱讀學生閱讀學生閱讀 

    教師藉由提問確認學生已了解書本內容後，先請學生以畫好的九宮格故

事地圖複習主角們的出現順序，在學生能根據自己所繪製的故事地圖粗略複

述故事後，教師即秀出只有圖片，沒有文字的投影片，讓學生輪流看圖說故

事，合力將故事完整重述一遍。Heromane & Jones（2004）認為，讓兒童自

行重述故事有助於增強他們對詞彙及語言本身的了解，並能加強其對故事結

構的認識。事實上，重述故事並不只是單純重複故事的內容，而是一讓兒童

學習組織、安排並理解故事的過程，並能讓他們享受故事所帶來的樂趣。

Heromane & Jones也指出，若在進行故事重述的教學時提供兒童各種視覺上

的輔助如布偶、圖片、故事地圖等，將有助於兒童組織其思緒及語言。因此，

研究者以故事地圖搭配書中圖畫，讓學生在重述故事的過程中有所依憑，並

能再次複習所學習的詞彙、語法乃至全盤的故事結構，從而對整篇故事及語

言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五五五五、、、、句型練習句型練習句型練習句型練習 

    句型練習的目的是為了強化學生對語言結構的理解，實際教學時書中句

型已在討論及故事重述兩步驟中反覆使用，於此階段僅是作一統整並加強學

生印象。研究者採用學習單的方式進行，讓學生於學習單上的句型中填入自

己喜愛的動物、食物等，即形成一完整的句子，並可在練習過程中加強書中

詞彙的書寫能力。較詳細的學習單介紹於 4-6節。 

六六六六、、、、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課堂教學的最後一步驟為進行教學活動，活動的目的是為了統整教學內

容、啟發學生思考，並提升學習興趣，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內容，將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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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活動分成六大類，分類與內容詳列於表 4-5。 

表 4-5 適用於可預測圖畫書之教學活動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音樂 音樂活動適用於各年齡層，可舒緩學生的學

習焦慮，有意義的歌詞亦提供學生極佳的學

習動機。某些可預測圖畫書的內容本身即是

一首歌，提供學生學習詞彙及改編創作的機

會。 

歌唱、律

動、舞蹈 

戲劇 戲劇表演為一融合故事呈現與角色扮演的活

動，大部分的可預測圖畫書都是具有故事性

的，提供學生站在角色的角度思考的空間以

激發其創造力。 

角色扮演、

紙偶戲、布

偶戲、戲劇

演出 

遊戲 遊戲於語言教學中的應用相當廣泛，除了增

加學習的樂趣外，還可強化吸收、練習特定

語言技能，達到寓教於樂的功能。進行遊戲

時教師可將學生分成數個小組，較容易掌握

全局。 

紙牌遊戲、

分組競賽、

紙板遊戲

（board 

game） 

邏輯推理 可預測圖畫書因其結構的特殊性，學生能對

接下來的文字或情節做出預測，可利用此特

色隱去部分句子或詞彙，讓學生猜測其內容

以完成完整的句子或篇章。 

克漏字、完

成句子或文

章 

創造思考 創造思考活動讓學生以可預測圖畫書為基礎

進行再次創作的過程，程度較低的學生模仿

其創作的部分越多，程度越高的學生則越能

展現出自己的創意。 

小書製作、

繪畫、寫作 

電腦輔助 於科技發達的現代，電腦用於語言教學的用

途也越趨廣泛。多媒體能夠抓住學生的注意

力並引起其興趣，但須慎選適合兒童年齡的

電腦遊戲、

動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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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內容，例如文建會繪本花園網站
12

提供

的圖畫書動畫即可提供兒童觀賞圖畫書內容

的另一種方式。 

網路、影片 

    由以上六大類活動中，由於《手套》一書角色眾多，且對白不長，再加

上每班都必須於夏令營的結業典禮上進行約三分鐘的表演，研究者決定於 A

班實施戲劇表演活動。McGruder（1993）指出：充滿創造性的戲劇能幫助

兒童探索自我、了解語言，並對演出的故事概念有更深的理解，而戲劇演出

的媒介除了學生親自演出外，也可以透過皮影戲、布偶或紙偶等操作方式呈

現不同的故事風貌。研究者希望藉由戲劇演出除了讓學生發展自我的潛能、

練習課堂上所學的語言技能外，也能對學習中文更有興趣。 

個性較沈穩的 B 班，研究者選擇能激發創造思考能力的小書製作，小

書製作包含寫作及繪畫，Saccardi（1996）指出寫作是閱讀活動的延伸，應

盡量鼓勵兒童以閱讀的書本為基礎進行寫作活動，Saccardi並認為與可預測

圖畫書相關的寫作活動可以模仿書中句型、主題、情節、形式或插畫等為基

礎，再加入兒童自身的經驗或創意以抒發自我感受。研究者所選擇的可預測

圖畫書《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故事結局為開放式，因此研究者要求 B

班學生用自己的想法詮釋故事的結局，期望 B 班學生能藉由腦力激盪及小

書的寫作培養進一步的寫作能力，詳細的教學活動範例將於下一節詳述。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節節節節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範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範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範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範例 
    教案為正式教學的基礎，Moon（2005）指出，撰寫教案是一釐清教師

思考教學的過程，除了讓教師預作準備外，並能讓教學更順暢、更有組織，

也能在教學結束後提供教師省視自身教學的依據，以啟發未來的教學。因此，

教案至少應包含兩個部分，即「教什麼」：教師欲呈現的教學內容；以及「如

何教」：教師欲採用的教學方法及步驟。 

    研究者參考 Curtain（2010）、Purgason（1991），以及 Moon（2005）

等人的教案模式，將教案分為教學背景以及教學程序：教學背景包含教學時

                                                 

 
12

 文建會繪本花園網址：http://children.cca.gov.tw/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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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生人數、語言程度、教學目標，以及教學資源；教學程序則敘述進行

活動的步驟及所需時間。教學流程已於前一部分詳述，故本節除敘述教學背

景外，僅於表 4-6及表 4-7摘錄針對兩班不同學生所設計的可預測圖畫書討

論問題及教學活動，完整教案詳見附錄。 

表 4-6  A 班可預測圖畫書教案 

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

畫書畫書畫書畫書 

手套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兩節課，一節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2 人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六至十歲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中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大部分為美籍華裔學

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 

� 能了解生詞及句型的發音和用法 

� 知道故事的主角、事件、時間及地點 

� 能了解故事地圖的寫作及使用方法 

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 

� 能認讀詞彙與書本內容 

� 能依句型仿作句子 

� 能流暢說出戲劇對白 

� 能看圖重述故事 

� 能回答教師的提問 

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 

� 能與同學合作完成教師的指令 

� 能樂於開口參與討論 

� 能站在書中角色的立場思考 

� 能了解故事中的「分享」意涵 

� 能樂於參與戲劇表演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片、可預測圖畫書、學習單、 

下午第一、二節課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導入 10’ 1. 教師詢問學生與書本封面 教師可視學生回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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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問題： 

(1)封面的圖畫有哪些動

物？他們 

在做什麼？ 

(2)動物們躲在哪裡？ 

(3)你覺得這本書可能在說

什麼？ 

2. 教師以圖片導入生詞。 

況變化問題 

教師閱讀 20’ 1. 教師朗讀第一遍圖畫書，

並依序以投影片呈現每頁

圖畫。 

2. 教師說明待會即將朗讀第

二遍故事，並講述九宮格

故事地圖的寫作方法。 

3. 教師朗讀第二遍，並示範

九宮格該如何填寫，示範

二至三次後即可讓學生自

行操作。 

——以下省略—— 

教師語速勿過快、發

音清晰，並注意語氣

及語調變化 

教學活動 25’ 1. 教師將學生分為兩兩一組 

2. 請學生討論自己的組別要

扮演的動物，可以和圖畫

書中的動物重複，也可自

由想像。 

3. 請學生決定自己的台詞，

格式以「我們是＿＿＿的

＿＿＿。」為準，並想出

搭配的動作。 

4. 教師請學生輪流上台表演

討論完畢的台詞及動作。 

 

教師於學生討論時可

給予協助或糾錯 

 

 

 

 

教師盡量尊重學生意

見並適時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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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與學生討論，決定出

場順序。 

6. 仿造圖畫書情節，演出《手

套》戲劇。 

表 4-7 B班可預測圖畫書教案 

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

畫書畫書畫書畫書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兩節課，一

節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4 人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六至十歲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中高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大部分為東

亞國家學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 

� 能了解生詞及句型的發音和用法 

� 知道故事的主角、事件、時間及地點 

� 能了解故事地圖的寫作及使用方法 

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 

� 能正確使用書中詞彙及句型 

� 能使用預測策略續寫故事 

� 能看圖重述故事 

� 能回答教師的提問 

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 

� 能樂於開口參與討論 

� 能站在書中角色的立場思考 

� 能享受創作故事的過程 

� 能樂於參與小書製作活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片、可預測圖畫書、學習單、八開圖畫紙、剪刀、

蠟筆 

下午第一、二節課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導入 10’ 1. 教師詢問學生與書本封面相關的問 教師可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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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1)封面的圖畫有哪些動物？他們 

在做什麼？ 

(2)這個故事可能發生在什麼地

方？ 

(3)你覺得這本書可能在說什麼？ 

2. 教師以圖片、問答導入生詞。 

生回答情況

變化問題 

教師閱讀 20’ 1. 教師朗讀第一遍圖畫書，並依序以

投影片呈現每頁圖畫。 

2. 教師說明待會即將朗讀第二遍故

事，並講述九宮格故事地圖的寫作

方法。 

3. 教師朗讀第二遍，並示範九宮格該

如何填寫，示範二至三次後即可讓

學生自行操作。 

——以下省略—— 

教師語速勿

過快、發音

清晰，並注

意語氣及語

調變化 

教學活動 25’ 1. 教師講解如何完成學習單，請學生

依序完成學習單上的三個問題。教

師與助教在旁隨時協助學生。 

2. 完成學習單後，教師抽選幾位學生

依序發表自己的答案，其他學生給

予意見或加以討論。 

3. 教師發下八開圖畫紙，引導學生完

成三頁小書雛形。 

4. 請學生將剛才完成的三個問題依序

寫在每一頁上，再加入插圖，即可

完成自己的小書。 

5. 教師於學生製作小書過程隨時提供

關心與指導。 

6. 完成小書後展示給全班欣賞。 

教師於學生

寫作時可給

予協助或糾

錯 

 

 

 

 

教師盡量尊

重學生意見

並適時給予

建議 



針對六至十歲兒童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研究 

70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節節節節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Moon（2005）認為，只要是任何能夠輔助教學以及學習的過程順利進

行的人或物品，都可稱作教學資源。因此，廣義的教學資源包括教具、文具、

閱讀材料、圖卡、學習單等，甚至教師及學生本身都是廣義教學資源的一部

分；而狹義的教學資源指的是一般所認知的教具，即視覺可見的影片、圖片、

模型、閱讀材料、書寫材料，及學習單等。在本節研究者採用的是狹義的教

學資源，包括教具、投影片以及學習單，分項詳述如下： 

一一一一、、、、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Heromane & Jones（2004）指出，兒童喜愛戲劇表演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他們熱愛角色扮演及穿著戲服的感覺。研究者礙於時間及資源，無法製作像

樣的戲服及道具給 A 班學生，因此研究者採用著色卡的方式，從網路上印

下著色卡，讓學生自行著色後加上一條紙帶成為頭套，以此代表每人所扮演

的角色。 

    B 班學生的小書製作材料為八開圖畫紙一張，製作方法參考林美琴

（2005）所著之《繪本遊藝場：從手製繪本愛上閱讀與寫作》，學生先在圖

畫紙上摺出摺痕後再用剪刀剪開，接著依序折疊即完成一本有封面、封底及

六頁內頁的小書，完成圖如圖 4-4，詳細製作過程見附錄。 

 

 

 

 

 

 

圖 4- 4 六頁小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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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投影片投影片投影片投影片 

    於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電腦科技的發達能讓教學更加多元化，教師

於教學上也有更多的選擇。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中，教學投影片的作用有展

示書本內容、複習、圖解說明新詞彙、句型練習、激發討論，以及做為學生

重述故事的材料。以《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一書為例，見圖 4-7至圖

4-9，投影片中的中文皆採用拼、注音並呈的方式，盡量用圖片或講述讓學

生了解意義，不採用英文翻譯。完整的教學投影片詳見附錄。 

 

      圖 4- 6故事內容投影片          

 

 

 

 

 

 

 

 

 

 

    

圖 4- 7 討論游泳時注意事項之 

投影片 

圖 4- 5 繁簡及拼注音並呈之 

生詞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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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由於可預測圖畫書並非完整教材，因此尚須設計搭配教學的學習單。學

習單不同於依據課本編排的習作本，乃是由教師自行依據教學內容設計或由

其他教材擷取，教師能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做出適度調整，在教學的配合上

更具彈性。 

    本研究之學習單分為九宮格故事地圖、生詞認讀、句型練習及回答問題

四部分，內文皆採拼注音並呈的方式，與投影片相同。九宮格故事地圖已於

4-4-2節詳述；生詞認讀供學生再度複習已於投影片看過的生詞；句型練習

則針對書中常出現的句型請學生仿作；最後的回答問題則提供學生額外的空

間，並作為接下來的教學活動實施之用。學習單範例見圖 4-8及 4-9，完整

學習單詳見附錄 7。 

 

 

 

 

 

                    圖 4- 8 生詞認讀學習單範例 

 

 

 

 

 

 

 
圖 4- 9 重點句型練習及仿作學習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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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第七第七第七節節節節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評量代表的是任何正式或非正式對學生技能、知識、能力，或熟練程度

的測驗或評估，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學生學會了什麼，以及還需要學些什麼

（Becker, 2001）。教師必須透過評量結果了解學生吸收知識的程度，才能

據此幫助學生建立起良好的語言能力，也能據此修正自身的教學。因此，完

整的評量除了學生本身的能力外，也應提供教師檢視自身教學方式的機會。

研究者將教學評量分為評量學生成效的學習評量，以及檢核教師教學的教學

評估兩部分，將於接下來的部分詳述。 

一一一一、、、、學習評學習評學習評學習評量量量量 

    傳統教學中，教學、學習以及評量三者的關係往往是呈現「教師教學→

學生吸收知識→評量測驗」的線性關係，然而 Puckett & Black（2000）認為，

三者應是同時並進、相輔相成的。由於傳統測驗常無法完整呈現學生的能力，

因此教師們開始採用更能夠與課堂活動相結合的評量工具，以提供多樣的評

量形式。其中較受矚目的是評估學生課堂上學習表現的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真實評量需透過許多不同方式取得與學生有關的資料訊息以

評估學生表現，在評量中不僅教師能得知學生的能力，學生也能藉此了解到

自己的強項、弱項，以及需要改善進步之處。 

    由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在故事中學習，並在聆聽與

再創作的過程中體會到學習語言的樂趣，因此研究者採用真實評量以評量學

生於學習中的表現。真實評量的方式可透過課堂觀察搭配核對清單

（checklist）或計分量表（rubric）進行，能夠評量學生的語言技能、成品、

學習成效等。研究者在教學中採用的評量方式為計分量表，即將欲評量之表

現項目列出後，再分別列出四等級表現內容。研究者將欲評量之技能分為聽、

說、讀、寫四類，每類並根據活動內容細分，現以 B 班之《請問一下，踩

得到底嗎？》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為例，將詳細的計分量表列於表 4-8。A 班

之計分量表則詳列於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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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B班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計分量表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技能技能技能技能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再試試看    

（（（（1111 分分分分））））    

還要更好還要更好還要更好還要更好    

（（（（2222 分分分分））））    

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    

（（（（3333 分分分分））））    

做得很棒做得很棒做得很棒做得很棒    

（（（（4444 分分分分））））    

聽聽聽聽    教師指令 需要教師多

次協助並示

範才能聽懂

指令並順利

完成活動 

需要教師或

同學從旁協

助才能聽懂

指令並順利

完成活動 

需要教師重

複提醒才能

聽懂指令並

順利完成活

動 

能不需協助

即聽懂教師

的指令並順

利完成活動 

說說說說    故事重述 需要教師協

助才能重述

故事，文法

及詞彙亦常

有錯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重述故

事，經常需

要教師協

助，文法及

詞彙亦常有

錯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重述故

事，偶爾需

要教師協

助，文法及

詞彙偶有錯

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流暢的重

述故事，文

法及詞彙幾

乎沒有錯誤 

問題討論 需教師提醒

才會參與討

論，需教師

協助才能表

達自己的想

法，使用詞

彙及句型常

有錯誤 

較少參與討

論，僅能以

片段的句子

表達自己的

想法，使用

詞彙及句型

常有錯誤 

積極參與討

論，偶爾需

要老師協助

才能清楚表

達自己的看

法，使用詞

彙及句型偶

有錯誤 

積極參與討

論，能完整

表達自己的

看法，並能

流暢使用新

學的詞彙及

句型 

讀讀讀讀    閱讀故事 幾乎無法靠

自己的力量

閱讀故事內

文及學習單

說明 

經常需教師

協助才能流

暢閱讀故事

內文及學習

單說明 

偶爾需教師

協助才能流

暢閱讀故事

內文及學習

單說明 

能流暢閱讀

故事內文及

學習單說明 

寫寫寫寫    句型仿作 幾乎無法靠 經常需教師 能依照學習 能獨立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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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力量

完成學習

單，需靠教

師或助教協

助 

協助才能完

成學習單，

文法及詞彙

亦常有錯誤 

單指示及圖

畫書內容仿

作句型，偶

爾需要教師

協助，文法

及詞彙偶有

錯誤 

學習單指示

及圖畫書內

容仿作句

型，文法及

詞彙幾乎沒

有錯誤 

故事續寫 幾乎無法使

用文字表達

自己的意

思，僅能用

圖畫表達 

許多細節不

清楚，僅能

以片段句子

表達，文法

及詞彙常有

錯誤 

細節稍欠完

整，敘事較

不流暢，文

法及詞彙偶

有錯誤 

內容完整，

敘事流暢切

題，文法及

詞彙幾乎沒

有錯誤 

小書作品 字體草率，

或是僅有圖

畫沒有內

文，又或是

僅有內文而

缺少插圖 

字體有些凌

亂，內文或

插圖不夠完

整，作品完

成度不高 

內文與插圖

有些不搭

調，字體工

整，作品完

成度稍差 

內文與插圖

能完整配

合，字體工

整，作品完

成度高 

除觀察外，研究者亦搭配學習檔案（portfolio）的方式進行評量，學習

檔案為學生的學習成果選集，記錄學生於學習過程中完成的作品、教師評量、

學生自我評量等，藉由檢視學習檔案，教師即可了解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付

出的努力與成果，學生也能知道自己在學習過程中達到了哪些目標。Puckett 

& Black（2000）指出，學習檔案應包含能反應學生參與程度及學習成效的

內容，以及評量學生的標準。事實上，Pierce & O’Malley（1992）認為，學

習檔案並沒有絕對正確的使用方式或內容，而是應根據教學模式及教師需求

做出適當的調整。研究者認為，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應著重於學生的語言使用

及閱讀表現，要能夠讓學生看見自己讀過的圖畫書作品以及相對應的學習單、

活動成品等。因此研究者綜合 Puckett & Black（2000）、Curtain（2010）以

及 Richard-Amato（2003）等人對學習檔案的詮釋，整理出運用於可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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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教學的學習檔案內容於表 4-9。 

表 4- 9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之學習檔案內容 

書面資料書面資料書面資料書面資料    影音資料影音資料影音資料影音資料    

� 教師觀察記錄 

� 各項活動計分量表（rubric） 

� 學習單 

� 閱讀材料 

� 閱讀記錄（記錄學生讀過的可預

測圖畫書） 

� 故事地圖（story map） 

� 個人或完成作品前的草稿 

� 劇本 

� 小書作品 

� 繪畫作品 

� 錄音（上課討論、故事重述、歌

曲等） 

� 影片（戲劇演出、上課表現等） 

� 照片（上課表現、學生作品等） 

� 投影片 

    學習檔案的呈現方式有很多種，影音資料等可存放於電腦內，書面資料

則可使用資料夾收藏或貼在大海報展示。而其最終目的就是讓教師、學生，

甚至家長都能清楚的了解到學生在教學期間的學習歷程，因此不僅是教師，

學生也應有機會挑選自己特別滿意或具代表性的作品放在學習檔案中，如此

學習檔案才會日漸豐富，且能忠實反應學生成長的過程，也才是真正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 

二二二二、、、、教學評估教學評估教學評估教學評估 

    良好的教學評量不僅提供學生了解自身優缺點的管道，也是教師檢視自

身教學的機會。Curtain（2010）指出，教師在對自己的教學進行反思的同時，

也能夠開拓新的教學技巧並改善教學方式，提供學生日益成長的教學環境。

研究者認為，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研究尚有許多進步空間，因此教學者更應

在每一次教學結束後重新紀錄、檢視自身的教學方法是否符合原先所設定的

教學目標，並能恰如其分的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及學習興趣。研究者參考

Curtain 提出之教學檢核表，加上研究者於第二章進行的文獻探討，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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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為五部分：中文使用、教學進行、教學設計、教學氣氛，以及學習評

量等，整理出應用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之教學評估表於表 4-10。檢核表可

供教師於教學後自行勾選，亦可與其他教師共同切磋，教學相長。 

表 4- 10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評估表 

中文使用中文使用中文使用中文使用 

檢核 內容 

 1. 教師於教學解釋、說明過程中均使用中文為主要溝通語言。 

 2. 教師使用多元化的策略以確保學生理解教學語言。 

 3. 教師避免直接使用文法翻譯法，盡量利用圖片、動作、手勢等

幫助學生了解書本內容。 

教學進行教學進行教學進行教學進行 

檢核 內容 

 4. 活動內容能提供學生學習成就感。 

 5. 教師能使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如展示實物、讓學生實際動手作等

讓學生理解教學內容。 

 6. 教學時先讓學生聆聽故事內容、表達自己的想法，再進展至閱

讀及寫作。 

 7. 教學時提供學生發問的時間。 

 8. 以故事文本或討論等有意義的方式帶出生詞及句法。 

 9. 以故事文本或問題與討論等方式發展學生的中文預測策略。 

 10. 教師能給予學生清楚的教學指引並提供範例。 

 11. 教師提供學生充裕的思考時間，不要太快給予正確答案。 

 12. 課堂上提供多樣的溝通與交流，包括學生彼此間的溝通及師生

間的溝通。 

 13. 教師注重意義上的錯誤更甚於形式上的錯誤，糾錯時會考慮到

學生的自尊心。 

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 

檢核 內容 

 14. 教師對所使用的可預測圖畫書有充分的了解及準備。 

 15. 教學內容能達到語言、文化及主要教學目標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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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教學內容能結合學生過往經驗及新知，教師並能藉助學生已知

的內容輔助其了解新知識。 

 17. 教學活動多元，能讓學生體會到閱讀故事的樂趣。 

教學氣氛教學氣氛教學氣氛教學氣氛 

檢核 內容 

 18. 教師於課堂上表現出熱情及積極的態度。 

 19. 教師在學生犯錯或思考時不會顯露焦躁的反應。 

 20. 教師時常給予學生多樣且適當的回饋。 

 21. 整體的教學氣氛為正面且能提昇學習興趣的。 

學習評量學習評量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檢核 內容 

 22. 教師時刻注意學生是否理解教學內容。 

 23. 教師以有意義的內容評量學生的語言程度。 

 24. 教師使用多元化的評量方式，並非只侷限於傳統的紙筆測驗。 

 25. 教師保持客觀正面的評量態度，除了指出學生的缺失予以修正

外，也要提出學生的長處加以鼓勵。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描述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的完整教學流程，主要構想乃來自研究者

2011年於 C 大學兒童華語夏令營的教案設計。整體而言，可預測圖畫書的

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盡量讓學生在有意義的環境中使用各項語言技能，並

提供正面、愉快的學習經驗。以下將於第五章詳述當時的教學過程，包含學

生反應、師生問答等，並針對不足之處提出建議或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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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章章章章    可預測圖畫書實際教學可預測圖畫書實際教學可預測圖畫書實際教學可預測圖畫書實際教學 

    本章根據研究者 2011年於 C 大兒童華語夏令營試教的實際教學經驗整理而

成，分為三小節說明：第一節為教學過程，包含教學對象及詳細教學流程包含師

生問答、討論、活動進行情況、教學觀察等；第二節根據教師觀察及學習者反應

分析教學結果提出評論及建議；第三節則為根據一、二節建議修改後的教學範

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實際教學過程實際教學過程實際教學過程實際教學過程 

一一一一、、、、教學背景教學背景教學背景教學背景 

    本研究之教學對象已於 3-2節詳述，皆為C大兒童華語夏令營中高級的學生，

該夏令營共分兩梯次，第一梯次 A 班為 12人，大多為美籍華裔：第二梯次 B班

則為 14 人，多為東亞國家學生。該班授課教師，即研究者本身的華語教學年資

尚淺，曾赴美擔任 Startalk的短期中文夏令營助教，本次為第一次獨立帶班。 

    本研究由研究者親自教學，教學時間為 2011年 7月 5日至 2011年 8月 12

日，於教學期間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每班各兩次，共進行四次，教學時間皆為兩

堂課共 100分鐘。研究者分別於 2011年 7月 14日及 2011年 7月 28日進行共四

堂課的教學。教學記錄主要根據研究者當時每日記錄的教師觀察筆記，筆記內容

包含預定教案、實際教學過程、學生的反應及課堂情況等，作為本研究結果分析

及修改之參考。 

二二二二、、、、教學教學教學教學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研究者將實施於 A 班及 B 班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中所觀察到的重要事項詳

列如下，依照 4-4節所述之教學步驟：導入、教師閱讀、提問與討論、學生閱讀、

句型練習，以及教學活動分別敘述，並摘錄課堂上的部分對話。完整的教學記錄

詳見附錄 9。 

（（（（一一一一））））導入導入導入導入 

1. 教師展示書本，說明主題，並詢問學生與教學主題相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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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了，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就叫做「手套」。其實我們常常會用到 

手套喔，你們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手套嗎？ 

生：很冷的時候。 

師：對，很冷的時候我們為什麼要戴手套？ 

生：因為手才不會冷。 

師：很好喔，還有什麼時候會戴手套呢？ 

生：媽媽煮飯的時候。 

師：那煮飯的時候又為什麼要戴手套呢？ 

生：因為飯很熱，所以要戴手套。 

 

2. 教師以書本封面圖畫中的線索為討論主題，詢問關於圖畫的各種資訊。 

 

師：現在請你們看看這本書，上面的圖畫的是什麼？ 

生：有一個手套。 

師：對了，有一隻手套（說到「隻」時加重音並稍微停頓），手套裡面 

有什麼呢？ 

生：有老鼠、青蛙和兔子。 

師：手套旁邊一根一根的是什麼？ 

生：是樹！ 

師：嗯，樹應該是這樣。（在黑板上畫圖）樹上面比較小，一根一根的 

叫做「樹枝」。那樹枝上面和地上都白白的，那是什麼呢？ 

生：是雪，因為是冬天。 

師：很好喔，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故事發生在冬天。現在，我們要開始 

說故事囉。 

 

3. 討論時學生可用母語表達自己不知道的詞彙，教師再告知中文正確說法。

並以討論的方式引導學生認識新的詞彙。 

 

師：在游泳池旁邊會有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如果你碰到危險，他會去 

救你，有沒有人知道那是誰？（邊說邊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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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想了一下）喔！我知道！是 lifesaver！ 

師：很好，lifesaver就是救生員。（秀出準備好的生詞投影片，指著漢字 

複誦生詞）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裡面就有一個很厲害的救生員喔！ 

 

（（（（二二二二））））教師閱讀教師閱讀教師閱讀教師閱讀    

1. 教師朗讀故事時語速適中，發音清晰，並盡量為書中出現的角色配上不

同的聲音，讓學生更加投入故事情節。 

 

2. 閱讀第二遍故事之前，教師講述故事地圖的寫作方式並搭配示範，等所

有的學生都完成後才進行下一個步驟。剛開始閱讀故事時，教師會於黑

板上示範學生如何將故事人物填入九宮格，接著讓學生自行操作。結束

後教師請學生將成品舉起來，確認所有學生皆完成九宮格。 

 

師：好，故事說完了，現在要請你們再聽一次，但是這一次我們要作一 

件事情。請你們先在學習單的九個格子上，寫上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邊說邊在黑板上畫圖示意，等學生都寫好 

數字後再繼續說）我們要把故事裡的動物照順序寫在格子裡，比如 

說，最先出現的是老鼠，我們就把老鼠寫在第一格，如果你不想寫， 

也可以用畫的。我們要開始囉！ 

（教師一面逐字念誦故事第二遍，一面指導學生操作。） 

師：第一個出現的是老公公和小狗，所以我們就把老公公寫在第一格， 

小狗寫在第二格。接下來出現的是老鼠，所以把老鼠寫在第三格， 

這樣懂了嗎？ 

 

3. 大部分學生於進行故事地圖的撰寫時仍然喜歡採用畫圖的方式，有些學

生會參考投影片上的圖片進行自己的創作，部分學生會在圖畫上加入文

字及相關的形容，撰寫方式多為拼音夾雜部分漢字。部分年紀較小的學

生畫的內容旁人不見得分辨得出來，但教師詢問該學生後，學生都能順

利的答出自己畫的是何種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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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提問與討論提問與討論提問與討論提問與討論    

1. 教師以 4-4-3節所述之三層次討論問題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2. 教師以前一步驟，即閱讀故事時完成的故事地圖幫助學生複習故事的結

構。 

師：故事一開始，誰掉了手套？ 

生：老公公。 

師：結果有好多動物想跑進手套裡，總共有幾隻？ 

生：七隻。 

師：第一個出現的動物是誰呀？ 

生：是老鼠。 

師：你們還記得老鼠怎麼形容牠自己嗎？ 

生：貪吃的老鼠。 

 

3. 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多採用開放式問句，學生藉由彼此的腦力激盪，

對故事中人物表現出的行為及原因都有不同的看法。 

師：你們覺得動物們為什麼都想要進去手套裡面？ 

生：因為手套裡面很溫暖。 

生：因為別的動物都進去了，所以他們也想進去看一看。 

生：因為裡面可能很好玩。 

 

4. 教師藉由問答複習故事中反覆出現的重要句型，並提供示範供學生參考。

學生也能利用他們已學過的詞彙練習句型。 

 

師：想進去手套的人都要自我介紹，如果你們要進去，要怎麼自我介紹 

呢？比如說，老師想進去的話就會說：「讓我進去好嗎？我是又聰 

明又漂亮的老師。」誰要試試看？ 

（教師指派舉手的學生回答） 

生：讓我進去好嗎？我是很帥的□□。 

生：讓我進去好嗎？我是瘦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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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讓我進去好嗎？我是跑很快的△△。 

 

（（（（四四四四））））學生閱讀學生閱讀學生閱讀學生閱讀    

1. 說故事前，教師請學生以故事地圖複習動物的出場順序，接著以舉手方

式決定誰先講故事。大部分先舉手的都是較外向或喜愛在課堂上有所表

現的學生，有些較內向的學生在聽了同學說的故事後，會主動舉手加入。

其餘沒有舉手的同學則由教師指派回答，若真的在口語表達上有困難，

教師會從旁協助。 

 

2. A 班學生在說完一遍故事後，有學生舉手表示想再說一次，於是教師在

徵詢過其餘學生的意見後讓全班學生再說一次故事，可以看到學生展現

出對說故事的興趣。 

 

3. 有些學生對於書中的小細節記憶得十分詳細，雖然僅聽教師念過兩次，

但可以將書中人物的對白幾乎沒有出錯的講完。大部分的學生都能理解

故事的結構，並能運用自己所學過的知識與新學的詞彙講述故事內容。 

 

（（（（五五五五））））句型練習句型練習句型練習句型練習    

1. 於 A 班上課時，教師先在黑板上寫下句型，以口頭進行演練，並指派不

同學生回答問題，接著再以學習單讓學生練習書寫。但學生有許多不會

寫的字需要教師及助教協助，因此教師及助教顯得有些忙亂。而大部分

學生不會寫的字都是書中出現過的，學生雖知道詞彙意義卻不知漢字寫

法，教師忽略了學生能夠書寫的漢字數量有限，因而未事先給予學生此

類練習，導致課堂上疲於奔命的情況。 

 

2. 於 B班上課時，教師以黑板上的圖畫帶出所要練習的句型，一開始先說

出部分句型，讓學生接著說，最後讓學生獨立完成句子。 

 

師：如果小狗、小貓、小豬去游泳，遇到了長頸鹿，他們問：「請問一 

下，踩得到底嗎？」長頸鹿會說：「水很淺呀，剛剛好到——」（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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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學生接著說） 

生：肚子。 

師：對，長頸鹿會說：「水很淺呀，剛剛好到肚子。」我們一起說。 

生：水很淺呀，剛剛好到肚子。 

 

3. 學生回答出錯時，教師不直接糾正學生，而是使用反問的方式，讓學生

自行意識到自己的答案出了問題。 

 

師：那如果小狗、小貓和小豬問大熊呢？大熊會說什麼？ 

生：水很淺呀，剛剛好到脖子。 

師：咦，可是我們去游泳的時候，如果水剛剛好到脖子，我們還會覺得 

很淺嗎？ 

生：不會，有一點深。 

師：對了，所以大熊應該說：「水有一點深，剛剛好到脖子。」大家一 

起說。 

 

（（（（六六六六））））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1. 於 A 班的戲劇教學時，教師先說明要演出書本的故事後進行分組，再請

學生決定自己所要扮演的動物，角色不限定故事中出現的動物，結果大

部分的學生都選擇了與書中相同的角色，可見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演出

應忠於原著。 

 

2. A 班學生在正式進行戲劇演出前，主動對演出的程序、場景佈置，以及

表演方式等提出建議。 

生：我們可以把這個桌子當成手套，大家躲在後面。 

生：我們也可以用紙作一個很大的手套放在這裡。 

生：然後大家進去手套的時候要敲門。 

生：等一下你們就站在這邊，然後走出來。（指揮其他學生出場的方向） 

 

3. A 班學生無論是在練習或是正式演出時，口語表情及肢體語言都非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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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學生為了配合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搭配肢體動作外，也會改變自己說

話的語調。 

 

4. 剛開始進行戲劇表演時場面有些混亂，已經進去「手套」中的學生不時

大聲聊天，教師不得不中斷練習制止學生。於是於之後的練習教師請已

經說完台詞的學生仔細聽其他人的台詞，若有錯要加以提醒，聊天的情

況便較為改善；因此於戲劇教學時，班級秩序的管理也是需注意的問題

之一。 

 

5. 於 B班進行小書製作前，由於時間不夠，教師告訴學生需完成學習單上

的三個題目，並稍作講解後即讓學生開始練習。程度較高的學生馬上就

能進入狀況，但程度較弱的學生需教師及助教多方協助，完成的速度並

不一致。因此較好的解決方式應是逐題進行，全班一起完成一題後再進

入下一題，程度較好的學生若先完成學習單，可協助程度較弱的學生。 

 

6. 於 B班撰寫學習單時出現與 A 班相同的情況，即教師未考慮到學生知道

的詞彙量多於能寫的漢字量，因此學生仍有許多不會寫的字需教師及助

教協助，事先給予故事文本應能改善此類情況。 

 

7. 於正式開始製作小書前，教師拿出事先已做好的範本展示給學生看，讓

學生對於即將要開始製作的作品有初步的認識及準備。 

 

8. 由於 B班下課時間已到，所有的學生仍未完成小書，因此教師原擬讓學

生帶回家繼續完成，卻因不少學生表示自己住在旅館沒有繪畫用具，只

好先將小書收回。原先在計畫時忽略實際製作小書的時間，導致無法完

成小書及後續討論。因此當教學活動主題為讓學生製作作品時，應預留

足夠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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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學生反應學生反應學生反應學生反應    

    於以上教學過程中，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真的參與討論，舉手也十分踴躍，原

本課堂上較少發言的學生，在看到其他學生的討論後也漸漸願意主動發言；口語

表達較弱的學生，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後也能流暢使用書中的句型。由於可預測

圖畫書的主角是兒童們都能接受且喜愛的動物，故事主題貼近兒童生活，故學生

在聆聽故事時都能融入角色，並發表自己的推測及看法。於活動進行的部分，個

性較活潑好動的 A 班在討論或正式演出時都發揮了他們的創意及戲劇天分，在

布景或戲劇進行的部分也有學生提出自己的意見；文靜的 B班學生在創作自己的

小書時相當專注，根據圖畫書內容續寫的故事及搭配的插圖亦各有特色。 

    教師並於課堂上及下課後隨機口頭詢問學生，以檢視其學習成果，結果顯示

多數學生均能完整無誤的說出句子並完成對話，對於故事書的內容也都能理解並

發表看法或建議。於課堂上或下課後並有學生主動向教師表示喜歡所聽的故事，

希望能夠再聽到更多，摘錄部分師生對話如下： 

（有兩名 A班學生參與了兩梯次的課程，因此這兩名兒童既是 A班亦是 B 

班的學生，此時教師與 B班學生正在討論期末要演出什麼樣的戲劇。） 

師：我們之前看過了很多故事和影片，有沒有哪些是你們想演的？ 

A班學生：我們要演手套！ 

另一 A班學生：（一旁附和）演手套！ 

其餘 B班學生：手套是什麼？ 

A班學生：手套很好看，我上次演小鳥。 

另一 A班學生：我是老公公。 

師：可是，手套上一次已經表演過了，我們要再想想看有沒有其他的故事喔！ 

A班學生：可是我想演…… 

亦有一位 B班學生在下課後向研究者表示他在家裡曾經自己讀過《請問一下，

踩得到底嗎？》，於是研究者便詢問他對於自己閱讀及和班上同學一起閱讀的想

法。由對話中可以看出學生對於重複閱讀並不感到乏味，反而認為和大家一起閱

讀比較有趣。 

生：老師，我看過《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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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真的呀，那你以前看過了，現在又看一次，會不會覺得比較不好看？ 

生：不會，很好看，很好笑。 

師：自己看跟聽老師講故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生：大家一起看比較好看。 

此外，研究者亦觀察到 A 班學生於下課玩耍時互相以對方扮演的角色名稱

稱呼對方，將上課的活動內容轉換為下課時遊戲的一部份。亦有 A 班家長向研

究者表示，學生十分期待期末的《手套》戲劇演出，在家中也會勤加練習對白。

B班則有學生在放學時將《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的故事與他班同學分享。

整體而言，學生能將上課教學的內容於下課或回家時持續實踐，足見學生對所學

的內容有一定的興趣，方能自動自發的練習，也能看出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對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有相當的成效。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評論及建議評論及建議評論及建議評論及建議 

    本節針對 5-1節的教學記錄提出評論及建議，將根據先前 4-7-2節之教學評

估檢核表之分類進行討論，包括語言使用、教學進行、教學設計、教學氣氛，以

及學習評量等五大類。 

一一一一、、、、語言使用語言使用語言使用語言使用 

    教師於教學解釋及活動說明過程中皆全程使用中文，根據皮亞傑的認知發展

論，六至十歲兒童仍處於具體運思期，雖能進行心智思考，但仍需具體事物做為

解決問題的依據，因此為了便於理解，教師會採用圖片或動作解說，大部分的圖

片為事先製作的投影片，其餘則為教師於課堂上直接繪製於白板。教師用語盡量

清楚簡明，語速適中，重要句型或生詞會加重語氣強調，講解時配合肢體動作或

示範用的道具、學習單。學生於討論過程中若遇到不熟悉的詞彙可使用母語，教

師代為翻譯成中文，但教師在教學時並不使用文法翻譯法。 

二二二二、、、、教學進行教學進行教學進行教學進行 

    教師所使用的教學策略包含討論、實際動手作、朗讀等，並非只侷限於單一

教學方法。在提問時則遵循 4-4-3節所述之三層次提問討論，所提出之問題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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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先於教案中撰寫的，有時則依照學生的回答接續詢問。於時間掌控方面，B

班的製作小書活動所花費時間遠超出原先預想的兩堂課，以致於無法完成小書，

也無法讓學生將自己所撰寫的故事與其他同學分享、討論，若能將教學活動延長

至三至四堂課，教學應會更加完整。 

    在教學活動進行方面，教師在說故事時會採用不同語氣代入故事角色，學生

對於聽、說故事的反應也很踴躍，然而為了教學進行的時間考量，聽、說故事所

花的時間僅佔整個教學的小部分，因此可在教師講述故事或學生重述故事時採用

錄音的方式，如此學生下課時可重複聆聽故事；李連珠（2006）亦提到全語言教

室中有提供錄音機，讓學生自行錄下故事再播放給全班同學聽之方法，此作法亦

可用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達到反覆練習、加強印象的效果，除此之外有助於教

師評量學生的口語能力。另外，在教學進行時，研究者因為擔心時間不夠而將學

習單的題目一次講完再讓學生開始練習，然而一次給予學生太多訊息容易混淆，

因此一次講解一題較佳，若程度較好的學生提前完成，亦可請該生擔任小老師，

輔助尚未完成的同學。 

    最後，教師在學習單練習後未安排訂正檢討的時間，Crookes & Chaudron

（1991）指出，教師對學生表現的糾錯及回饋為教學中重要的一環，且教師的檢

討方式應具有建設性，亦即並非於學生所犯的每一個小錯誤都一一糾正，而是著

重於學生表達意義方面的錯誤，並且最好能引導學生培養其自我修正的能力。

Crookes & Chaudron並指出，若學生的程度許可，教師也可將學生分組進行小組

訂正（peer correction），增進學生對錯誤的敏感度及溝通表達能力。研究者認為，

若教學時未預留檢討的時間，學生對自己犯的錯誤則無法充分檢視，因此應加入

訂正、檢討的教學步驟，讓學生能夠意識到哪些錯誤是容易犯下的，從而學習自 

我修正。 

三三三三、、、、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 

    在教學前的準備方面，教師於教學前根據預定流程撰寫教案，充分了解所使

用之可預測圖畫書後，再針對書本內容及學生程度、學生興趣等設計適當的活動。

根據教案進行實地教學後，研究者發現教學設計尚有幾處不足之處：其一，學生

在撰寫學習單時有許多不會寫的字，需靠教師及助教協助，當中有些字是圖畫書

中已有的。研究者忽略了學生可能知道某些詞彙但不會書寫，而全語言理論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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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室內擺放各種有意義、多元化的學習材料如書本、報紙、圖卡等，讓學生在

想要閱讀、書寫時隨時能夠有可供參考的範本，鼓勵學生自行探究問題，豐富學

習的歷程（李連珠，2006）。C 大夏令營因場地限制無法固定放置學習材料，因

此研究者於修正教學中將給予學生圖畫書的文本，學生即可參照文本中的詞彙練

習寫字，減少依靠教師輔助，增加獨立學習的機會。其二，因考量到學生程度不

一，有些學生識字能力佳，有些學生閱讀上尚有困難，加以有些學生學習簡體字，

研究者在講述故事時將書本中的文字隱去，好讓學生專注聆聽教師所講述的故事。

然而分享閱讀理論指出，搭配文字朗讀不僅可加強學生對文字的概念與認知，更

可在閱讀中進一步了解語言的規律及標點符號的使用（Holdaway, 1979; 

Holdaway, 1982）。因此，教師講故事時所搭配的投影片應加入書中文字，便於

加深學生對語言的理解；於學生重述故事時再將文字隱去，讓學生自由以自己的

語言表達。 

    此外，回家作業僅有說故事給家長聽一項，且只著重於口語表達。Ornstein 

&Sinatra（2005）指出，學生的回家作業除應富有趣味性外，也需要強化學生上

課時所吸收的內容，並提供學生練習讀寫或其他語言技能的機會，甚至可將作業

分級，給予程度較高的學生內容較豐富的作業。因此研究者於作業部分擬再加入

讀或寫的部分，形式則可採用回答問題、看圖寫句子等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思考、

活用句型及詞彙，而非僅是單純的操練。 

四四四四、、、、教學氣氛教學氣氛教學氣氛教學氣氛 

    整體而言，教師在教學時表現出積極的態度，時常給予學生正面的回饋，於

學生回答完問題或參與討論後稱讚學生。在學生的答案不盡理想時，教師也會反

問學生一些問題，讓學生自我修正而非直接指出其錯誤。Brown（2007）指出，

在兒童語言教學中，教師需有耐心的支持學生，並幫助學生建立自尊，同時必須

堅持自己對學生的期望。因此對於心智尚在發展的兒童而言，教師在兒童的學習

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學生的心理也是教學的一部分。教師於課間會鼓勵學生

發言，並注意將機會留給平常比較沈默的學生。由學生上課的反應及下課的表現

可知，可預測圖畫書整體的教學氣氛應是正面且能提昇學習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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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學習評量學習評量學習評量學習評量 

    教師的學習評量主要以學生上課時的表現及學習單完成品為依據，加上教師

平日的觀察記錄及事先擬定的教學評分量表加以評分。原定的學習檔案中，由於

小書未及完成，加以該校規定不得於上課時拍攝影片或照片，因此並不如原先預

想之完整。此外，本次實際教學評量中，僅包含教師對學生的評量，Curtain & 

Dahlberg（2010）指出，評量不應只侷限於教師對學生的評量，更可擴展評量範

圍至學生彼此互評，以及家長對學生展現出成果的回饋。學生彼此間的評量可讓

學生更能誠實面對自己的表現並欣賞他人的成果，評量內容集中於學生完成的作

品，以聆聽者自身的觀感對於該作品的完成度、表達程度等加以評量，或可讓學

生投票選出自己最喜愛的作品。教師對學生的評量形式則採具有明顯標準的量表

（rubric）較佳，而非單純給予一分數。家長對學生的回饋則可透過教師設計的

親子共同學習單或聯絡簿等方式進行，如此一來教師、學生及家長間即能形成良

好的溝通管道，對學生的評量也能益發客觀完整。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教學修改範例教學修改範例教學修改範例教學修改範例 

    本節為根據 5-2節研究者實際觀察、評論之教學結果檢討後所做的教學設計

修正，統整上節所述之尚待改進缺失後，接著呈現修改後完整的教學範例。由於

研究者所實施教學的學生程度為中高級，因此教學方式多為透過討論帶出生詞及

句法，結構性的練習少，主要目的為提升學生表達的流暢程度；若學生程度為初

級或中級，則可以增加聽、說故事的時間以及結構性的練習，活動的目的也以讓

學生熟練生詞及句型為主，教師可自行調整每一教學流程的時間長短。本節探討

之修改項目分為活動安排、教材及教學資源，以及學習評量三大類，詳述於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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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教學範例修正項目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現象現象現象現象 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安安安安 

 
排排排排 

 

 

學生對於重複述

說故事展現濃厚

的興趣 

� Heromane & Jones（2004）：

重述故事有助於增強對詞

彙、語言及故事結構的認識 

� 李連珠（2006）： 

全語言教室中可提供錄音

帶讓學生自行錄音 

於學生重述故事時提供錄

音機，讓學生有機會反覆

聆聽故事或對自己及同學

所說的故事給予意見。 

 

B 班教學時數過

短，活動無法全

數完成 

� Curtain（2010）： 

於活動前事先設立時間限

制，可視需要調整時間 

� 李淑貞及蕭惠帆（2010）： 

於教學活動進行時計時，可

幫助師生掌握時間 

將 B 班教學時間延長至三

堂課，並於活動前設定時

限、於活動中計時，結束

後留一段時間讓學生分享

自己所創作的故事，其他

學生亦有機會給予其建議

或回饋。 

 

教師於教學活動

或完成學習單後

未預留訂正錯誤

及回饋、修正的

時間 

Crookes & Chaudron（1991）： 

訂正及教學回饋為學習要素之

一，且應給予建設性的建議，讓

學生培養自我修正能力 

學習單完成後應留一段時

間讓學生修正自己的錯

誤，可採用小組修正方

式。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

教教教教

學學學學

資資資資

源源源源 

教師使用的說故

事投影片僅有圖

畫而沒有文字 

Holdaway（1979）： 

教師或父母閱讀時應搭配文

字，以建立兒童對文字及語音的

連結，並從中學習閱讀。 

於教師講述故事用的投影

片加入文字，讓學生於聆

聽故事的同時加強對詞

彙、句法等的印象。 

未充分發揮可預

測圖畫書的特

性，讓學生使用

預測策略學習 

� Goodman（1967）： 

預測為重要的閱讀策略之

一。 

� Hawkins（1991）： 

第二語言學習者慣常使用

語意上的線索進行預測，而

較少使用語法上的線索。 

於故事的投影片中遮蓋住

部分關鍵的詞彙及句子，

讓學生練習藉由圖畫或上

下文的線索進行預測。 

學生容易遇到不

會寫但曾於圖畫

書中出現的文字 

李連珠（2006）： 

兒童能透過模仿、參考各式各樣

的閱讀材料練習寫作，自動自發

學習。 

在進行學習單活動前給予

學生圖畫書的文本供學生

參考，讓學生自行查出不

會寫的字，也可減輕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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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擔。 

回家作業僅有說

故事給父母聽一

項，缺乏其他語

言技能的訓練 

Ornstein &Sinatra（2005）： 

回家作業應富有趣味性，並能強

化上課內容、練習語言技能，針

對程度不同的學生可將作業分

級。 

回家作業加入讀寫活動，

盡量避免單純的抄寫，而

是能夠讓學生思考並應用

新學會的詞彙及句法。 

 

 
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

評評評評

量量量量 

僅有教師對學生

的評量，學生未

能對同儕的作品

提出意見及建議 

Curtain & Dahlberg（2010） 

同儕之間的評量可讓學生更誠

實的面對自己的表現，並懂得欣

賞他人的成果。 

評量方式增加學生互評，

讓學生能給予同儕意見，

亦能吸收同儕給予的意

見，從中學習成長。 

家長也應有機會

參與孩子的學習 

Curtain & Dahlberg（2010） 

將家長納入學習之中有助於教

師及家長的溝通，家長亦能了解

孩子的學習狀況。 

增加家長回饋，讓家長有

機會能關注孩子的學習。 

    以下詳細列出根據表 5-2統整之三大項目修正後完整的教學活動範例，分為

教學活動教案、教學投影片、學習單、作業，以及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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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教學活動教案 

i. A 班教學活動教案（修改之處以粗體字型表示） 

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

畫書畫書畫書畫書 

手套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兩節課，一節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2 人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六至十歲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中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大部分為美籍華裔學

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 

� 能了解生詞及句型的發音和用法 

� 知道故事的主角、事件、時間及地點 

� 能了解故事地圖的寫作及使用方法 

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 

� 能認讀詞彙與書本內容 

� 能依句型仿作句子 

� 能流暢說出戲劇對白 

� 能看圖重述故事 

� 能回答教師的提問 

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 

� 能與同學合作完成教師的指令 

� 能樂於開口參與討論 

� 能站在書中角色的立場思考 

� 能了解故事中的「分享」意涵 

� 能樂於參與戲劇表演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片、可預測圖畫書、學習單、錄音筆 

下午第一節課，7/14（四），13:10-14:00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導入 10’ 3. 教師詢問學生與書本封面相關的問

題： 

(1)封面的圖畫有哪些動物？他們在

教師可視

學生回答

情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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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 

(2)動物們躲在哪裡？ 

(3)你覺得這本書可能在說什麼？ 

4. 教師以圖片導入生詞。 

問題 

教師閱讀 20’ 1. 教師指著投影片上的文字朗讀第一

遍圖畫書，並依序以投影片呈現每頁

圖畫。 

2.2.2.2. 教師於故事關鍵處停頓教師於故事關鍵處停頓教師於故事關鍵處停頓教師於故事關鍵處停頓，，，，請學生預測請學生預測請學生預測請學生預測

接下來的發展接下來的發展接下來的發展接下來的發展，，，，或是將關鍵詞語或句或是將關鍵詞語或句或是將關鍵詞語或句或是將關鍵詞語或句

子遮住子遮住子遮住子遮住，，，，請學生進行預測請學生進行預測請學生進行預測請學生進行預測。。。。    

3. 教師說明待會即將朗讀第二遍故

事，並講述九宮格故事地圖的寫作方

法。 

4. 教師朗讀第二遍，並示範九宮格該如

何填寫，示範二至三次後即可讓學生

自行操作。 

教師朗讀

時語速勿

過快，發音

清晰，並注

意語氣及

語調變化 

討論 20’ 1. 教師根據事先擬定的三層次提問引

導學生討論。（見附錄 3.） 

2. 教師可視學生的回答引導討論內

容，先確認學生都已理解圖畫書內容

後，再將問題引導至個人的經驗及想

法。 

——下課休息十分鐘—— 

教師應因

應學生的

反應適時

變化提問 

下午第二節課，7/14（四），14:10-15:00 

學生閱讀 10’ 1. 教師以先前繪製的故事地圖幫助學

生複習故事人物的出場順序。 

2. 教師展示沒有文字僅有圖片的投影

片，請學生一人說一頁，組合成完整

的故事。同時請助教拿錄音筆在一旁同時請助教拿錄音筆在一旁同時請助教拿錄音筆在一旁同時請助教拿錄音筆在一旁

錄音錄音錄音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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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故事說完後故事說完後故事說完後故事說完後，，，，教師稱讚學生教師稱讚學生教師稱讚學生教師稱讚學生，，，，並將完並將完並將完並將完

成的錄音檔放給全班學生聽成的錄音檔放給全班學生聽成的錄音檔放給全班學生聽成的錄音檔放給全班學生聽。。。。    

句型練習 10’ 1.1.1.1. 教師請每位學生想一個形容詞教師請每位學生想一個形容詞教師請每位學生想一個形容詞教師請每位學生想一個形容詞形容形容形容形容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如如如如「「「「愛睡覺的愛睡覺的愛睡覺的愛睡覺的○○○○○○○○」。」。」。」。    

2.2.2.2. 教師逐一走向前問教師逐一走向前問教師逐一走向前問教師逐一走向前問：「：「：「：「是誰住在手套是誰住在手套是誰住在手套是誰住在手套

裡面呢裡面呢裡面呢裡面呢？」？」？」？」學生要回答自己的形容詞學生要回答自己的形容詞學生要回答自己的形容詞學生要回答自己的形容詞

及名字及名字及名字及名字：「：「：「：「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    

3.3.3.3. 教師請學生三人一組教師請學生三人一組教師請學生三人一組教師請學生三人一組，，，，接著重複以上接著重複以上接著重複以上接著重複以上

詢問詢問詢問詢問，，，，學生要回答學生要回答學生要回答學生要回答：「：「：「：「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

○○○○、、、、愛漂亮的愛漂亮的愛漂亮的愛漂亮的△△△△△△△△和跑很快的和跑很快的和跑很快的和跑很快的□□□□□□□□。」。」。」。」    

4.4.4.4. 將學生分為六人一組將學生分為六人一組將學生分為六人一組將學生分為六人一組，，，，重複以上詢重複以上詢重複以上詢重複以上詢

問問問問，，，，要求學生要記住彼此的名字和形要求學生要記住彼此的名字和形要求學生要記住彼此的名字和形要求學生要記住彼此的名字和形

容詞容詞容詞容詞，，，，中間盡量不要停頓中間盡量不要停頓中間盡量不要停頓中間盡量不要停頓。。。。    

5.5.5.5. 學生兩人一組練習以下對話學生兩人一組練習以下對話學生兩人一組練習以下對話學生兩人一組練習以下對話：：：：    

AAAA：：：：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    

BBBB：：：：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是愛睡覺的○○○○○○○○，，，，你是誰呢你是誰呢你是誰呢你是誰呢？？？？    

AAAA：：：：我是愛漂亮的我是愛漂亮的我是愛漂亮的我是愛漂亮的△△△△△△△△，，，，讓我進去好讓我進去好讓我進去好讓我進去好    

嗎嗎嗎嗎？？？？    

BBBB：：：：請進請進請進請進。。。。 

 

 

 

 

 

讓學生練讓學生練讓學生練讓學生練

習形容自習形容自習形容自習形容自

己己己己，，，，也能訓也能訓也能訓也能訓

練記憶力練記憶力練記憶力練記憶力    

教學活動 25’ 1. 教師將學生分為兩兩一組。 

2. 請學生討論自己的組別要扮演的動

物，可以和圖畫書中的動物重複，也

可自由想像。 

3. 請學生決定自己的台詞，格式以「我

們是＿＿＿的＿＿＿。」為準，並想

出搭配的動作。 

4. 教師請學生輪流上台表演討論完畢

的台詞及動作。 

5. 教師與學生討論，決定出場順序。 

6. 仿造圖畫書情節，演出《手套》戲劇。 

 

教師於學

生討論時

可給予協

助或糾錯 

 

 

 

 

教師盡量

尊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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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並適

時給予建

議 

總結 5’ 1.1.1.1. 教師給予學生鼓勵教師給予學生鼓勵教師給予學生鼓勵教師給予學生鼓勵，，，，並帶領學生討論並帶領學生討論並帶領學生討論並帶領學生討論

剛才的戲劇演出成果剛才的戲劇演出成果剛才的戲劇演出成果剛才的戲劇演出成果，，，，分享演出的心分享演出的心分享演出的心分享演出的心

情情情情。。。。    

2.2.2.2. 交代作業交代作業交代作業交代作業：：：：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    

——下課—— 

 

 

ii. B 班教學活動教案（修改之處以粗體字型表示） 

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

畫書畫書畫書畫書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三節課，一節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4 人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六至十歲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中高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大部分為東亞國

家學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 

� 能了解生詞及句型的發音和用法 

� 知道故事的主角、事件、時間及地點 

� 能了解故事地圖的寫作及使用方法 

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 

� 能正確使用書中詞彙及句型 

� 能使用預測策略續寫故事 

� 能看圖重述故事 

� 能回答教師的提問 

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 

� 能樂於開口參與討論 

� 能站在書中角色的立場思考 

� 能享受創作故事的過程 

� 能樂於參與小書製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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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片、可預測圖畫書、學習單、八開圖畫紙、剪刀、

蠟筆 

第一節課，7/28（四），13:10-14:00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導入 10’ 3. 教師詢問學生與書本封面相關的問

題： 

(1)封面的圖畫有哪些動物？他們 

在做什麼？ 

(2)這個故事可能發生在什麼地方？ 

(3)你覺得這本書可能在說什麼？ 

4. 教師以圖片、問答導入生詞。 

教師可視

學生回答

情況變化

問題 

教師閱讀 20’ 1. 教師朗讀第一遍圖畫書，並依序以投

影片呈現每頁圖畫。 

2.2.2.2. 教師於關鍵處停頓教師於關鍵處停頓教師於關鍵處停頓教師於關鍵處停頓，，，，請學生請學生請學生請學生預測接下預測接下預測接下預測接下

來的內容來的內容來的內容來的內容，，，，或是將關鍵詞語或句子遮或是將關鍵詞語或句子遮或是將關鍵詞語或句子遮或是將關鍵詞語或句子遮

住住住住，，，，請學生進行預測請學生進行預測請學生進行預測請學生進行預測。。。。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主角遇主角遇主角遇主角遇

到了什麼動物到了什麼動物到了什麼動物到了什麼動物，，，，而動物們又會說些什而動物們又會說些什而動物們又會說些什而動物們又會說些什

麼麼麼麼？？？？主角們跳進游泳池裡後主角們跳進游泳池裡後主角們跳進游泳池裡後主角們跳進游泳池裡後，，，，會發生會發生會發生會發生

什麼事什麼事什麼事什麼事？？？？    

3. 教師說明待會即將朗讀第二遍故事，

並講述九宮格故事地圖的寫作方法。 

4. 教師朗讀第二遍，並示範九宮格該如

何填寫，示範二至三次後即可讓學生

自行操作。 

教師語速

勿過快、

發音清

晰，並注

意語氣及

語調變化 

討論 20’ 1. 教師根據事先擬定的三層次提問引導

學生討論。（見附錄 3） 

2. 教師可視學生的回答引導討論內容，

先確認學生都已理解圖畫書內容後，

再將問題引導至個人的經驗及想法。 

——下課休息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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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7/28（四），14:10-15:00 

學生閱讀 10’ 1. 教師以先前繪製的故事地圖幫助學生

複習故事人物的出場順序。 

 

2.2.2.2. 教師展示沒有文字僅有圖片的投影

片，請學生一人說一頁，組合成完整

的故事。同時請助教拿錄音筆在一旁同時請助教拿錄音筆在一旁同時請助教拿錄音筆在一旁同時請助教拿錄音筆在一旁

錄音錄音錄音錄音。。。。    

    

3.3.3.3. 故事說完後故事說完後故事說完後故事說完後，，，，教師稱讚學生教師稱讚學生教師稱讚學生教師稱讚學生，，，，並將完並將完並將完並將完

成的錄音檔放給全班學生聽成的錄音檔放給全班學生聽成的錄音檔放給全班學生聽成的錄音檔放給全班學生聽。。。。    

 

句型練習 10’ 1. 教師在黑板上繪製四種動物，動物都

是學生已經學過的，包括長頸鹿、兔

子、獅子、熊，並畫出一條線當作游

泳池的水面，另一條線當作游泳池的

底部。 

2. 教師根據該圖片詢問學生問題，引導

出以下句型： 

①水很淺呀，剛剛好到＿＿。 

②水有一點深，剛剛好到＿＿。 

③水很深，剛剛好到＿＿。 

④水很深，根本就踩不到底。 

 

可視學生

反應決定

要畫的動

物 

教學活動 30’ 1.1.1.1. 教師請學生看學習單上的三個問題教師請學生看學習單上的三個問題教師請學生看學習單上的三個問題教師請學生看學習單上的三個問題，，，，

一次講一題一次講一題一次講一題一次講一題：：：：    

①①①①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貓和小豬會對小老鼠說什小貓和小豬會對小老鼠說什小貓和小豬會對小老鼠說什小貓和小豬會對小老鼠說什

麼麼麼麼？？？？    

②②②②小老鼠跳進游泳池以後小老鼠跳進游泳池以後小老鼠跳進游泳池以後小老鼠跳進游泳池以後，，，，會發生什會發生什會發生什會發生什

麼事麼事麼事麼事？？？？    

③③③③故事的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故事的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故事的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故事的最後會發生什麼事？？？？    

程度較高

的學生完

成後，可

請其協助

有困難的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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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學生完成學習單後需拿給教師檢查學生完成學習單後需拿給教師檢查學生完成學習單後需拿給教師檢查學生完成學習單後需拿給教師檢查，，，，

若有錯誤的地方需訂正後再讓教師檢若有錯誤的地方需訂正後再讓教師檢若有錯誤的地方需訂正後再讓教師檢若有錯誤的地方需訂正後再讓教師檢

查一次查一次查一次查一次。。。。    

    

3. 確認所有學生都完成學習單後，教師

發下八開圖畫紙，一步步講解製作小

書的方式。 

 

4. 完成小書後，請學生將先前完成的三

個答案依序寫在小書上，一題一頁，

接著繪製插圖。 

 

5.5.5.5. 下課前五分鐘將小書收回下課前五分鐘將小書收回下課前五分鐘將小書收回下課前五分鐘將小書收回，，，，交代回家交代回家交代回家交代回家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①①①①說故事給爸媽聽說故事給爸媽聽說故事給爸媽聽說故事給爸媽聽    

②②②②完成學習單完成學習單完成學習單完成學習單 

 

 

 

 

 

 

教師於製

作過程中

隨時提供

關心與指

導 

第三節課，8/1（二），13:10-14:00 

教學活動 25’ 

 

 

18’ 

 

 

 

 

7’ 

1.1.1.1. 教師發還尚未做完的小書教師發還尚未做完的小書教師發還尚未做完的小書教師發還尚未做完的小書，，，，讓學生繼讓學生繼讓學生繼讓學生繼

續完成續完成續完成續完成。。。。已經完成小書的學生則可利已經完成小書的學生則可利已經完成小書的學生則可利已經完成小書的學生則可利

用這段時間提前完成回家作業用這段時間提前完成回家作業用這段時間提前完成回家作業用這段時間提前完成回家作業。。。。    

    

2.2.2.2. 所有學生都完成小書後所有學生都完成小書後所有學生都完成小書後所有學生都完成小書後，，，，教師將學生教師將學生教師將學生教師將學生

分為四組分為四組分為四組分為四組，，，，兩組三人兩組三人兩組三人兩組三人、、、、另兩組四人另兩組四人另兩組四人另兩組四人。。。。    

    

3.3.3.3. 教師發下互評表教師發下互評表教師發下互評表教師發下互評表，，，，每位學生需講述故每位學生需講述故每位學生需講述故每位學生需講述故

事給事給事給事給自己的組員聽自己的組員聽自己的組員聽自己的組員聽，，，，組員們可發表對組員們可發表對組員們可發表對組員們可發表對

該故事的該故事的該故事的該故事的意見意見意見意見並並並並填寫填寫填寫填寫互評表互評表互評表互評表。。。。    

    

4.4.4.4. 各各各各組組組組投票選投票選投票選投票選出一出一出一出一篇篇篇篇自己最自己最自己最自己最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的故的故的故的故

 

 

 

教師與助

教巡視各

組，隨時

協助或給

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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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事事，，，，再再再再由由由由該故事的作該故事的作該故事的作該故事的作者者者者說故事給全班說故事給全班說故事給全班說故事給全班

聽聽聽聽，，，，接著全班接著全班接著全班接著全班由由由由四四四四篇篇篇篇故事中故事中故事中故事中票選票選票選票選出最出最出最出最

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    

    

5.5.5.5. 教師給予鼓勵及回教師給予鼓勵及回教師給予鼓勵及回教師給予鼓勵及回饋饋饋饋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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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教學投影片 

i. A 班教學投影片（於故事部分加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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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 班教學投影片（於故事部分加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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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習單 

i. A 班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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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 班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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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作業 

i. A 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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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 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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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學習評量 

i. A 班學習評量 

� 計分量表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技能技能技能技能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再試試看    

（（（（1111 分分分分））））    

還要更好還要更好還要更好還要更好    

（（（（2222 分分分分））））    

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    

（（（（3333 分分分分））））    

做得很棒做得很棒做得很棒做得很棒    

（（（（4444 分分分分））））    

聽聽聽聽    教師指令 需要教師多

次協助並示

範才能聽懂

指令並順利

完成活動 

需要教師或

同學從旁協

助才能聽懂

指令並順利

完成活動 

需要教師重

複提醒才能

聽懂指令並

順利完成活

動 

能不需協助

即聽懂教師

的指令並順

利完成活動 

說說說說    故事重述 需要教師協

助才能重述

故事，文法

及詞彙亦常

有錯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重述故

事，經常需

要教師協

助，文法及

詞彙亦常有

錯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重述故

事，偶爾需

要教師協

助，文法及

詞彙偶有錯

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流暢的重

述故事，文

法及詞彙幾

乎沒有錯誤 

問題討論 需教師提醒

才會參與討

論，需教師

協助才能表

達自己的想

法，使用詞

彙及句型常

有錯誤 

較少參與討

論，僅能以

片段的句子

表達自己的

想法，使用

詞彙及句型

常有錯誤 

積極參與討

論，偶爾需

要教師協助

才能清楚表

達自己的看

法，使用詞

彙及句型偶

有錯誤 

積極參與討

論，能完整

表達自己的

看法，並能

流暢使用新

學的詞彙及

句型 

戲劇演出 無法自行講

述對白，需

教師從旁協

對白講述斷

斷續續，時

常需要教師

對白偶爾需

要教師提

醒，積極參

對白講述流

暢，積極參

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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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協助 與演出 

讀讀讀讀    閱讀故事 幾乎無法靠

自己的力量

閱讀故事內

文及學習單

說明 

經常需教師

協助才能流

暢閱讀故事

內文及學習

單說明 

偶爾需教師

協助才能流

暢閱讀故事

內文及學習

單說明 

能流暢閱讀

故事內文及

學習單說明 

寫寫寫寫    句型仿作 幾乎無法靠

自己的力量

完成學習

單，需靠教

師或助教協

助 

經常需教師

協助才能完

成學習單，

文法及詞彙

亦常有錯誤 

能依照學習

單指示及圖

畫書內容仿

作句型，偶

爾需要教師

協助，文法

及詞彙偶有

錯誤 

能獨立依照

學習單指示

及圖畫書內

容仿作句

型，文法及

詞彙幾乎沒

有錯誤 

 

ii. B 班學習評量 

� 計分量表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技能技能技能技能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再試試看    

（（（（1111 分分分分））））    

還要更好還要更好還要更好還要更好    

（（（（2222 分分分分））））    

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    

（（（（3333 分分分分））））    

做得很棒做得很棒做得很棒做得很棒    

（（（（4444 分分分分））））    

聽聽聽聽    教師指令 需要教師多

次協助並示

範才能聽懂

指令並順利

完成活動 

需要教師或

同學從旁協

助才能聽懂

指令並順利

完成活動 

需要教師重

複提醒才能

聽懂指令並

順利完成活

動 

能不需協助

即聽懂教師

的指令並順

利完成活動 

說說說說    故事重述 需要教師協

助才能重述

故事，文法

及詞彙亦常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重述故

事，經常需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重述故

事，偶爾需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流暢的重

述故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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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錯誤 要教師協

助，文法及

詞彙亦常有

錯誤 

要教師協

助，文法及

詞彙偶有錯

誤 

法及詞彙幾

乎沒有錯誤 

問題討論 需教師提醒

才會參與討

論，需教師

協助才能表

達自己的想

法，使用詞

彙及句型常

有錯誤 

較少參與討

論，僅能以

片段的句子

表達自己的

想法，使用

詞彙及句型

常有錯誤 

積極參與討

論，偶爾需

要老師協助

才能清楚表

達自己的看

法，使用詞

彙及句型偶

有錯誤 

積極參與討

論，能完整

表達自己的

看法，並能

流暢使用新

學的詞彙及

句型 

讀讀讀讀    閱讀故事 幾乎無法靠

自己的力量

閱讀故事內

文及學習單

說明 

經常需教師

協助才能流

暢閱讀故事

內文及學習

單說明 

偶爾需教師

協助才能流

暢閱讀故事

內文及學習

單說明 

能流暢閱讀

故事內文及

學習單說明 

寫寫寫寫    故事續寫 幾乎無法使

用文字表達

自己的意

思，僅能用

圖畫表達 

許多細節不

清楚，僅能

以片段句子

表達，文法

及詞彙常有

錯誤 

細節稍欠完

整，敘事較

不流暢，文

法及詞彙偶

有錯誤 

內容完整，

敘事流暢切

題，文法及

詞彙幾乎沒

有錯誤 

小書作品 字體草率，

與插圖無法

配合，乎沒

有完成作品 

字體有些凌

亂，內文或

插圖不夠完

整，作品完

成度不高 

內文與插圖

有些不搭

調，字體工

整，作品完

成度稍差 

內文與插圖

能完整配

合，字體工

整，作品完

成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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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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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旨在以坊間的可預測圖畫書為基礎，搭配全語言的教學觀及分享閱讀

概念設計出一套實用並能提升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的教學模式。乃以研究者於 C

大兒童華語夏令營的教學經驗為本，進而探討其理論根據、教學原則，以及教學

待改進之處。為達教學目的，首先於第一章說明研究背景、動機及研究問題；第

二章則根據相關文獻方向包含兒童的語言與認知發展、分享閱讀、全語言教學觀、

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以及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語言教學的相關研究進行探討，

以為接下來的教學設計打下理論基礎；接著於第三章訂立研究方法，並對研究對

象及研究工具作一介紹；第四章則描述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的完整流程，包含事前

計畫、教學過程及事後評估；第五章針對實際教學過程作一回顧，並研究者觀察

之課程進行及學生反應進行修正。本章為研究的總結，分為三部分，分別是研究

結論、研究價值與應用，以及研究限制與相關後續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一一一一、、、、可預測圖畫書為兒童華語教學的有效媒介可預測圖畫書為兒童華語教學的有效媒介可預測圖畫書為兒童華語教學的有效媒介可預測圖畫書為兒童華語教學的有效媒介    

    根據研究者於 C 大華語夏令營的親身教學經驗，研究者認為目前使用的教材

和學生程度有所落差，加以詞彙的相關性低、對話生硬，並缺乏課後練習及相關

教學活動設計，因此若僅是照本宣科的教學，學生常因內容枯燥而分散注意力，

使得教師需耗費更多時間與心力於備課及課室管理方面。研究者於教學中觀察到，

學生於遊戲與活動中學習，不僅學習態度更好，學生的學習也更自動自發。而實

際使用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後，發現有趣的故事及插圖能有效的吸引學生注意力，

學生喜歡聽教師說故事，也喜歡嘗試用自己的語言複述故事，教師引導學生討論

故事時也常得到正面、熱烈的回應，形成一以可預測圖畫書為中心的主題式教

學。 

透過教師的觀察以及課堂上或課後與學生交談時，以口頭方式檢測學生的學

習成果，結果顯示，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意願都增加了，也更了解如何使用中文流

暢表達自己的想法。由教師角度而言，可預測圖畫書內容流暢自然，情節豐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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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全班一起欣賞、討論故事營造出和諧的班級氣氛，搭配故事地圖有助於故事

結構的理解，加以圍繞可預測圖畫書主題的教學活動設計能夠幫助學生學習。因

此以可預測圖畫書為中心的教學設計是能夠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提升學習成效

的，亦有助於教師的教學。 

二二二二、、、、可預測圖畫書可預測圖畫書可預測圖畫書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應搭配學生特質活動應搭配學生特質活動應搭配學生特質活動應搭配學生特質    

    全語言教學觀提倡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研究者認為語言教學唯有透過教師

與學生及學生之間的互動才有意義，因此研究者嘗試進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

計，除了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外，隨著學生的年齡層、喜好、國籍、個性等的變化，

教學活動也應適當的做出調整，如對於年齡較大的兒童不應選擇情節太過簡單的

故事，對於年齡較小的學生也不宜進行兒童能力所不及的活動。 

由於研究者本身即為 A、B 兩班的導師，故研究者有較充分的時間觀察學生

的特質，因此能夠事先考量哪些活動易使學生產生共鳴，並於課後記錄學生的反

應，以供教學修正之參考。事實上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之前，研究者曾讓班學生

進行類似 B 班的小書創作活動，但 A 班學生不喜歡長時間進行同一靜態活動，

因此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中研究者改採戲劇演出的形式，的確讓 A 班學生活潑

敢秀的個性得到發揮。因此由學生的課堂中與下課後反應中，顯示出教學活動必

須符合學生的特質方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不過，全語言的主張為完全讓學生自

行選擇想要學習的內容，從而於閱讀和寫作中學會如何使用語言學習各種知識。

研究者認為於兒童華語教學中，兒童的語言知識尚不夠完備，因此教師應進行適

當的引導及規劃，並盡量採用真實自然的語料教學，讓兒童自在的發表自己的想

法。總結以上，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事實上仍需要教師多方規劃考量，本次教學

過程中仍以教師主導為多，若於長期的教學中或可讓教師、學生逐漸適應此類教

學模式，並真正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三三三三、、、、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是不斷修正的過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是不斷修正的過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是不斷修正的過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是不斷修正的過程    

    Becker（2001）指出，對教師而言，課堂就像是一個實驗室，可以在這個實

驗室中測試與修正不同的教學方向及策略。研究者每天於課後將當天課堂上教學

的進行、學生的反應及教學時的突發狀況等記錄於教學筆記中，並採用 4-7-2節

的教學評估標準來檢視教學，評估完畢後進行教學修正。由於 C 大華語夏令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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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學生人數常有變動，任何時候都可能會有新生加入班內就讀，因此教師必須

隨時準備讓新生適應環境並依學生的不同調整教學模式。 

    教師除了透過檢視自我教學進行修正，亦可採用其他方法如進修課程、參與

研討會或工作坊、閱讀文獻、觀察其他有經驗的教師、與他人共同討論等改善自

身的教學方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教師需成為一兒童觀察者，藉由觀察與使

用正式或非正式的評量來找出學生知道什麼、會做什麼，以及他們有什麼長處，

並觀察學生在課程進行時的反應和回饋等，亦可進行問卷調查或口頭訪談，以得

知學生對教學的感想，教師可從固定教學模式有助於學習而對未來的教學做出規

劃和修正，達到教學相長的目標。 

四四四四、、、、固定教學模式有助於學習及教學規劃固定教學模式有助於學習及教學規劃固定教學模式有助於學習及教學規劃固定教學模式有助於學習及教學規劃    

    於兒童語言教學中，Curtain & Dahlburg（2010）指出應於課室中包含一些固

定的教學流程，讓兒童能大量重複使用語言及固定型式的師生對話。這些固定的

流程同時也能提供兒童安全感，讓兒童知道自己於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本研究

參考分享閱讀概念提出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模式，由學生反應可知，大部分學生在

逐漸熟悉問答模式及教學流程後，對故事內容產生了熱烈的討論。唯本次實施可

預測圖畫書教學的時間不長，因此未能觀察長期應用此教學模式於學生身上的影

響。 

於教學方面，本研究提出之教學流程提供教學規劃的架構，供教師在設計教

學活動時參考，也能依學生的程度及年齡不同調整每段教學時間的進行方式及長

短。於固定的流程中並留有許多變化的空間，如本研究採用的故事地圖架構可視

學生對語言的了解加以延伸變化，句型練習的方式可融入各種教學法，教學活動

亦有許多選擇。教師可根據自身的需要以及學生的需求加以調整，達到教與學的

平衡。 

五五五五、、、、評量方式應考慮學生的學習歷程評量方式應考慮學生的學習歷程評量方式應考慮學生的學習歷程評量方式應考慮學生的學習歷程    

傳統教學評量常以測驗為主，忽略學生於學習過程中的種種成就。研究者認

為教師可採用計分量表及學習檔案等方式，完整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計分量表

可幫助學生了解自己於學習語言過程中的優、缺點；學習檔案則包含學生的作品、

學習單、作業，以及上課時的影音檔案等，藉由此類評量方式，學生的最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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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則不僅是一空泛的數字，而是學生及家長都能共同參與學生於教學過程中所

學到的成果，家長和老師也能清楚看到學生於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有哪些值得鼓勵

的優點及待跨越的障礙。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價值及應用研究價值及應用研究價值及應用研究價值及應用 

本小節針對本研究不同於前人之處，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價值及可供對可預測

圖畫書教學有興趣的教師參考之教學應用，詳述如下： 

一一一一、、、、適性化的主題式教學適性化的主題式教學適性化的主題式教學適性化的主題式教學    

    傳統的兒童華語教學以教材為主軸，決定教材後再衍生出相關的教學活動。

研究者身為班導師，站在教學的最前線，不僅實際與學生進行互動，更能貼近了

解學生的特性、需求及不足之處。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以圖畫書的故事為主題，展

開相關的教學規劃，教學以整體性、連貫性為目標。由教學記錄可知，A 班及 B

班學生的國籍組成及語言程度皆有差異，教師面對不同的學生，若僅採用單一教

學方法，對某些學生來說可能會太難，對另一些學生而言又太過簡單。因此教師

除了對學生的需要及長處加以了解，於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上也應保有彈性。研

究者認為，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應以語言的溝通和使用為導向，盡量讓兒童多方

嘗試使用語言並敢於表達自己，除了依照學生特性設計教學活動外，於教學中亦

可使用小組教學，將不同程度的學生分組學習，比起全班討論更能提供學生使用

語言的機會。最重要的是，教師需隨時觀察學生的反應，並確認學生對教學的理

解，盡量讓學生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教師才能根據觀察修正自己的教學方式，

達到適性化的教學。 

二二二二、、、、供教師參考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供教師參考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供教師參考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供教師參考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    

    以往的研究將可預測圖畫書應用於華語教學多半是較零碎的，或是著重於可

預測圖畫書衍生出的教學活動，未有完整的教學流程。因此研究者參考分享閱讀

理論提出適合應用於兒童華語教學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流程，包含事前的教材選

擇、教學原則、教學規劃，以及事後的學習評量與教學評估。經研究者實際教學

測試後，發現該教學流程是相當具有彈性的：若是初級學習者，教師可著重對詞

彙、句法的理解，安排較多的語言結構練習及簡單的延伸教學活動；中高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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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可加強對故事內容的討論及讀寫技能的練習。教學流程中每一階段的時間都

可依教師及學生的需求調整，可預測圖畫書衍生的詞彙、句法練習及相關教學活

動也可根據學生年齡、特質及語言程度設計。本研究提出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架

構，教學時的提問層次，以及撰寫教案的固定格式，供教師為學生量身打造可預

測圖畫書的教學內容。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 

一一一一、、、、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1. 教學時間的限制 

本次研究者實施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皆於 C 大華語夏令營每週兩次的加強

課時間實行，因考量到學生的吸收能力，每週只實行一次，C 大華語夏令營課程

每梯次共三週，最後一週為期末演出準備時間，因此每梯次實際執行的可預測圖

畫書教學皆為兩次，次數並不多。而 C 大華語夏令營要求教師皆需使用該校所編

輯之教材，並按照固定教學進度教學，因此研究者於正式上課時間皆以該教材進

行教學，實際利用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時間並不長。然而根據文獻探討所述，以

往可預測圖畫書的相關研究，其研究時間都至少為期四週，為了進行更有連貫性

的教學，研究者認為若能針對同一班學生長時間實施可預測書教學，應更能看出

教學成效。 

2. 教學場地的限制 

C 大華語夏令營並沒有專屬的教室，所使用的教室於下課後需做為其他班級

上課之用，因此教學用的書本及教具等並不能放置於教室中。全語言教學觀強調

的上課環境應有大量閱讀材料讓學生自由探索也較難實行，加上學生所完成的學

習單或相關作品也未能提供展示空間，因此研究者認為，作為可預測圖畫書教學

的輔助，教室內應置放各式各樣的圖畫書，讓學生以可預測圖畫書教學打下基礎，

進而獨立閱讀故事，如此學習即不僅發生在課堂上，也不只是教師單方面的教學，

而是學生自動自發的學習。 

二二二二、、、、後續研究後續研究後續研究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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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期實施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並觀察學生反應 

承上所述，本研究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一週實施一次，故每班學生實際接受

的教學時間並不長，然而無論是分享閱讀或全語言教學觀都強調兒童獨立閱讀的

重要性，因此可預測圖畫書的教學目標之一即為讓兒童經歷相當的師生共讀經驗

後嘗試獨立閱讀，但由於課程時間的限制，兒童尚未來得及學習獨立使用中文閱

讀時課程已結束。後續研究可藉由每週以固定頻率實施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並詳

細觀察記錄兒童的語言程度及學習熱忱等變化以了解可預測圖畫書對兒童華語

學習的長期影響。除此之外，亦可將可預測圖畫書教材依主題、語言程度等分類，

如此一來則可將可預測圖畫書更緊密的與正式語言教學相結合，供教師未來作為

參考。 

2. 對零起點或初級學習者的教學 

本研究實施對象乃中級至中高級兒童，於詞彙及語法已有一定基礎，故可預

測圖畫書的教學著重於對故事的理解、語言表達的流暢度，以及讀寫能力的增強。

而零起點或初級學習者尚不能流暢表達自己的想法，對於相關詞彙也相當缺乏，

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師應選擇結構簡單、詞彙較少，可預測性為初級13的可預測圖

畫書，並從故事中引導學生進行語言結構及詞彙的練習，為了加強學生的聽說能

力，教師可反覆唸誦故事多次，並邀請學生一起加入說故事的行列，同時藉由圖

畫的引導讓學生了解生詞的含意。於閱讀後的討論可讓學生適量使用自己的母語，

但仍須注意討論為語言教學的一部份，因此教師應盡量強調該可預測圖畫書中的

詞彙及句型，衍生教學活動則可選擇簡單的歌曲教唱、短劇演出、角色扮演及遊

戲等，讓學生能於教學活動中反覆練習重要詞彙及句型。 

3. 進行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與一般形式教學的對比 

本研究僅有對於可預測圖畫書教學的觀察，未有相對於一般重視形式操練教

學的對比。因此可針對相同程度的兩班學生，分別選擇詞彙、句法及語言程度相

差不遠的可預測圖畫書及語言教材，以相同的時間進行教學，除了以課室觀察評

估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學習態度外外，並進行前測與後測以評估比較學生的語言學

                                                 

 
13

 詳見第三章第四節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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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如此一來則可清楚比較可預測圖畫書與一般教學的差異。 

4. 對教師及家長進行訪談 

本次可預測圖畫書教學中研究者本人即為教學者，因此並沒有機會親身參與

其他華語教師的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若後續研究有機會參觀其他使用可預測圖畫

書教學的課堂，並詳細訪談教師，統整不同的教學經驗，相信對未來的研究必定

有莫大助益。此外，本研究採用的分享閱讀概念乃強調複製親子共讀的經驗，因

此若能將家長也納入教學甚至研究的一部份，即可將可預測圖畫書教學延伸到家

庭，讓家長成為學生學習過程的一部份，達到課後持續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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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美國外語測驗協會中文程度綱要美國外語測驗協會中文程度綱要美國外語測驗協會中文程度綱要美國外語測驗協會中文程度綱要 

此綱要分聽、說、讀、寫四大部分，將學生程度分為初級、中級、進階、高

級，以及優等。本研究僅使用中級部分描述學生語言技能，因此以下僅摘錄中級

的部分，其中中級又可分為下、中、上三等級。 

聽力中級聽力中級聽力中級聽力中級：：：： 

中級程度者有能力從互動交談和簡單的相關內容中，了解要點和某些事

實。 

下 理解的範圍包括基本需要如：餐飲、住宿、交通、時間、簡單的說

明，例如：三點差一刻，以及例行的要求，例如：我看看你的護 照。

誤解常起因於辭彙不夠，或受母語干擾而導致句法訊息的處理錯

誤，例如：到上海坐火車與坐火車到上海；或是對中文文法的一知

半解，例如：左邊的車站與車站的左邊；或是因辭彙的問題，例如：

上一站與下一站。 

中 對個人履歷和休閒活動等求生基本技能以外的話題，例：你是在哪

兒長大的？能聽懂的有限。有下列跡象出現：諸如比較句，例： 

「跟......一樣」，方向詞尾，例：動詞+出去等基本結構已漸能掌握；

也明白主要詞序不同的情形，例：前動（當......的時候）相對於後

動（......以／之後）；清楚語法結構而能夠藉由對動詞標記，如「了」、

「著」或「大前天」、「已經」等時間詞，來辨識未來和過去的指

涉。 

上 能夠聽懂「是......的」-焦點、「把」-處置、「被」-被動、結果補

語等的主要語法結 構，但像「叫／讓」-被動、「連」-強調／對比、

「除了」-除外／包含等較複雜的句型，則仍有溝通窒礙的情形發

生。還是會要求複述對話的內容。使用詞彙、語法、情境上的和語

用上的線索，來幫助解繹不完全懂的訊息，這種能力有所增進。 

口口口口說中級說中級說中級說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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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具備下列能力： 

� 藉由組合與重組語句中元素而創造出新語句的能力，儘管這些能力

基本上是反應性的形式。 

� 起頭、延續、結束基本對話的能力。 

� 提出與回答問題的能力。 

下 能夠詢問並回答簡單的問題（你住在哪兒？你做什麼事／工作？）

且能以現在式開始並回應一段簡單的陳述（我家在紐約。）；能夠

使用有限的句構，如常見的動賓短語（喝啤酒），帶“的”的簡單修

飾語（我的大學。）以及表示完成／改變狀態的「了」（我累了。）；

大部分所說的話不是句 子不夠完整就是文法有誤（*我吃飯在飯

店。）；由於發音不正確、聲調有誤以及所識之詞彙有限，所以經

常發生誤會。 

中 能夠詢問並回答簡單的問題，包括即時的需求（一個人的房間，一

天多少錢？）、休閒活動（你喜歡看外國電影嗎？）以及辦理簡單

事務，例如：在郵局（航空信多少錢？）；說話的量增加，且在質

的方面有所改善；詞序、基本句構以及常用動詞和助動詞（是、有、

要、喜歡）的使用正確許 多；能夠使用簡單的時間詞（明天、現

在）以及其他的時間標誌來表達各種時間關係；對於以下各組詞彙

之間的不同都有基本的認識，但仍會犯錯：會／以／能；叫 ／請

／問；知道／認識。 

上 能正確地表達時間關係（我去過中國，我還要去。）、結果補語（今

天我有事，我來不了了。），以及簡單的比較句（中國的人口比美

國的多。）；能詳細描述日常活動（從星期一到星期四我每天都有

三堂課。）、嗜好（我喜歡看中國現代的小說，因為我可以多知道

一點兒中國人的生活情 形。）及贊成和反對（到飯館去吃飯不錯，

可是太貴。）；開始表現陳述己見的能力（你想這兩門課，我選哪

門好？）；也開始使用連貫複句和完整的言語。一般的詞序都已建

立，但在比較複雜的情況下，仍會發生錯誤。 

閱讀中級閱讀中級閱讀中級閱讀中級：：：： 

中級的特徵是能從簡易相連的上下文，去理解主要大意及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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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能閱讀一些與基本生存需求及社會需要有關的，經過特殊處理的材

料。也能讀懂一些稍有困難、真實可靠的素材－－這些反映了對特

別處理過的材料或高頻率的口頭生詞的簡化。能了解那些經過處理

的材料的主要含意，而這些材料的結構、語法，和母語使用者相當，

句子都是相當簡單的。雖然 稍有困難且經常犯錯，但能讀懂母語

使用者寫給外國人的簡單手札、便條，內容包含特定的歡迎詞、地

址、祝福語的短箋信函，僅能了解以常用口語詞彙及結構呈現的形

式最簡易的語言。句型限於以主語＋是、主語＋有、主語＋性狀動

詞為基礎的主謂結構，和簡易 S-V-O 句構，所有肯定、否定、簡

單問句型式的結構。在這個階段，錯誤的產生是由於對語法偏差或

忽略文法提示所造成的。 

中 有充分的理解力了解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特別處理過的言談。透過

使用辭典，了解和口語相當的實地材料的主要大意。能了解並遵循

一些經過處理、結構簡單而與母語使用者相當的語法。能掌握一些

小型封閉的結構，如疑問詞（誰、什麼）、指示詞（這、那）及常

見的名量詞（塊、本）。了解 簡單的名詞＋名詞、性狀動詞＋名

詞（帶「的」的修飾結構）。但是，這個階段的人依靠詞彙辨識來

掌握意義的情形，仍多於依賴介詞組、動補等等結構型式。使用雙

語詞典便能解讀公共宣告的批判成分，從而判定這些公共事件的對

象是誰、發生的時間及地點。也能讀出一般廣告的產品、價格。例

如食物、服飾、工作需求及能 依靠詞典去旅行。雖然費力，也常

犯錯，但能轉譯筆記或短篇信件中諸如年齡、職業和住所等主題的

大致內容。視題材、生字量、文體單純性、與口語結構的相似性，

以及使用字典的技巧而定，具有時常犯錯和只達中等成功率的特

性。 

上 在特別由低程度、高使用頻率，且能適度地反映母語結構的句型所

組成的文章裏，能了解一段長的簡易篇章，並且，能使用雙語字典

轉譯真實材料的重點。在範圍比較廣、特別準備的篇章裏，能跟得

上敘述的脈絡。開始領悟複合句裏高使用頻率的連接詞（......的時

候、雖 然......可是）。知道動貌標誌（例如：了），但是可能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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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含義上忽略了它們。也修正了一些對了解複合修飾語和被修飾成

分之間正確關係的困惑。雖然 比較不依賴使用母語的詞序策略，

但在比較複雜的結構中，仍持續依賴詞彙上的區別，而非倚靠文法

上的線索。經由轉譯與大力仰仗字典，在以直接敘述的方式寫成的

真實材料中，於讀者自己熟悉的時事、日常活動等主題上，能零星

地確認一點或片段的實際消息。錯誤常有，但在處理真實材料時，

開始使用猜字義策略。藉由轉 譯策略及字典的使用，能大致確認

在敘述性文章中，日常生活及例行事件上的主要事實，以及詳細記

錄下來的個人通訊的主要內容。通常會弄錯形似的字。能開始連貫

篇章中句子的意思，但尚不能了解更長的篇章，特別是不熟悉的主

題。 

寫作中級寫作中級寫作中級寫作中級：：：： 

中級程度的特色在於可以實際寫出具有溝通性質的句子，這些句子的結

構鬆散，只能表達簡單的事實或概念。 

下 可以寫出一些極度口語性的語詞，像是：好久沒見；你好。字彙能

力擴展了，但仍侷限於日常生活的事物及常用的動詞及形容詞。所

寫的東西多為簡單的話題，如喜歡、不喜歡（我喜歡吃美國飯。），

簡短的描述（一個便宜的），條列出一天發生過的事（我來，你不

在，我明天再來。）字、用 字、文法上會犯些固定性的錯誤。句

構中的時態或 S-V-O 的詞序，時而有脫序、失控現象。 

中 寫作風格還只是語法及詞彙的直接反映，但質和量都增多了。已能

掌握簡單非完成貌，例如習慣性動作與時間詞或詞組的連繫，「我

每天坐公共汽車去上班；他下午兩點到我家來。」透過時間詞，像

「明天」、「昨天」來指出非現在式的時間框架；也能使用「要」、

「會」指出未來事件，雖 然可能帶有錯誤。能掌握大部分以 S-V-O

為基礎的句型，例如準確時序的表達、助動詞、前置副詞（位於動

詞前的副詞），偶爾使用貌體標誌，像「了」、「著」而不能一致。

總的來說，語法與修辭很受限 制，寫作受母語語法的強烈影響。 

上 寫作語體的語法風貌仍反映出言談結構，能稍微準確地透過時間詞

的使用，而不用語助詞來表達時間的框架，假如過去貌標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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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能對應於寫作者母語的過去式，他便較能掌握。基本上寫

作者能掌握語法句型及全數的言談結構，除了一些較特殊的 S-V-O 

結構，如主題顯著的賓語提前（工作，他還沒做完。）、結果／方

向結構（搬進來）、及關係子句修飾語（我們去年買的＋名詞），

此時仍會出現常有的錯誤。「把」字結構、「是......的」句型仍會

使用錯誤。已能使用口語為基礎的句性副詞和連接詞，如「要不然、

雖然......可是」。已出現連續的言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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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可預測圖畫書文本可預測圖畫書文本可預測圖畫書文本可預測圖畫書文本 

一一一一、、、、手套手套手套手套 

    老公公到森林裡散步，小狗跟在後頭。老公公走著走著，掉了一隻手套。  

小老鼠跑了過來，鑽進手套裡說：「我要住在這裡。」  

    小青蛙跳了過來，說：「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  

「是貪吃的老鼠，你是誰呢？  

「我是愛跳的青蛙，讓我進去好嗎？」  

「請進。」  

你看，手套裡面有兩隻動物了。  

兔子跑了過來，問：「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  

「是貪吃的老鼠和愛跳的青蛙。你是誰呢？」  

「我是長腿兔子，讓我進去好嗎？」  

「請進。」  

手套裡面已經有三隻動物了。狐狸走了過來，問：「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  

「是貪吃的老鼠和愛跳的青蛙和長腿兔子，你是誰呢？」 

「我是愛漂亮的狐狸，讓我進去好嗎？」 

現在，手套裡面已經有四隻動物了。  

咦！大野狼來了，牠問：「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  

「是貪吃的老鼠和愛跳的青蛙和長腿兔子和愛漂亮的狐狸，你是誰呢？」  

「我是大灰狼，讓我進去好嗎？」  

「嗯……好吧！」  

現在，手套裡面已經有五隻動物了。  

山豬走了過來，問：「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  

「是貪吃的老鼠和愛跳的青蛙和長腿兔子和愛漂亮的狐狸和大灰狼，你是誰呢？」  

「我是暴牙山豬，讓我進去好嗎？」  

「可是……可是……那不是太擠了嗎？」  

「不行，無論如何，我都要進去看看。」  

「好吧！那就進來吧！」  

現在，手套裡面已經有六隻動物了。  

手套被擠得水洩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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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樹枝開始發出斷裂的聲音，有一隻熊走了過來，問：「是誰住在手套裡面呢？」  

「是貪吃的老鼠和愛跳的青蛙和長腿兔子和愛漂亮的狐狸和大灰狼和暴牙山豬，你

是誰呢？」 

「我是慢吞吞的熊，讓我進去好嗎？」  

「開玩笑，已經客滿啦！」  

「不行，無論如何，我都要進去。」  

「真是拿你沒辦法，不過請你靠邊一點兒喔！」 

現在，手套裡面一共是七隻動物，手套搖搖欲墜。  

就在這個時候，在森林裡散步的老公公發現他掉了一隻手套，他趕緊回去找，小狗

跑在前頭，當小狗跑到手套面前時，手套垮了。  

手套扭來扭去，小狗「汪汪汪」叫個不停。所有的動物一鑽出手套，就嚇得逃進森

林。  

老公公走過來，把手套撿了回去。 

 
二二二二、、、、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 

夏天的時候，小狗、小貓和小豬坐了很久的公車，到山裡的游泳池游泳。 

咬了一口甜甜圈之後，小豬突然大叫：「糟了，我把游泳圈放在公車上了！」小貓

說：「哎呀，我的也忘記帶下車了！」小狗說：「天哪，我完全忘了要帶游泳圈！」 

忘記帶游泳圈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他們都不會游泳。如果沒有游泳圈的話，他

們根本不敢去水很深的地方。 

正當他們不知該怎麼辦時，前面來了一隻恐龍。小貓說：「游泳池的水會不會很深

哪？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恐龍甩一甩身上的水珠，想了一會兒。 

恐龍說：「水很淺啊，才到大腿而已，當然踩得到底。」 

哇！真是太好了，水很淺嘛，才到大腿而已，就算沒有游泳圈也沒問題。 

他們放心的往前走，遇見大象和小象。小豬問：「游泳池的水會不會很深哪？請問

一下，踩得到底嗎？」 

大象和小象抖一抖身上的水珠，想了一會兒。 

大象說：「水不會很深啊，才到肚子而已，當然踩得到底。」小象說：「這裡的溜

滑梯很好玩喔！」 

哇！水不會很深，才到肚子而已，還有溜滑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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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很高興的繼續往前走，一隻大熊走了上來。小狗說：「游泳池的水會不會很深

哪？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大熊擦一擦身上的水珠，想了一會兒。 

大熊說：「踩得到底啊！沒問題，不過水有點深，剛剛好到脖子。」 

咦？水有點深耶，還好只到脖子，應該沒有問題吧！ 

最後，他們終於到了游泳池。水面泛著亮亮的淺藍色，看起來冰冰涼涼的，好舒服

啊！ 

大家興奮極了，立刻丟開背包，衝進池子裡。 

一跳進去，大家立刻發現：水好深哪！根本就踩不到底！ 

「救命啊！」他們一邊拼命大叫，一邊努力擺動身體，眼看著就快要沈下去了。 

突然間，小貓說：「咦？奇怪，我踩到底了耶！」 

小豬說：「原來這裡並不深嘛！」 

小狗說：「我們來玩吧！」 

他們開始玩了起來，在水裡翻來翻去，互相潑水，還玩了溜滑梯呢！ 

玩了很久，大家才依依不捨的上岸。 

小狗說：「這裡真好玩！」 

小豬說：「我好像會游一點點了耶！」 

小貓說：「下次我們再來玩吧！」 

回家的路上，微微的風吹來，舒服極了。 

他們哼著歌，慢慢走著，迎面來了一隻小老鼠。 

小老鼠小小聲的說：「請問一下，游泳池的水會不會很深哪？踩得到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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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踩得到底嗎？》？》？》？》三層次提問設計三層次提問設計三層次提問設計三層次提問設計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提問範例提問範例提問範例提問範例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層層層層

次次次次    

了解圖畫書為目

的的提問 

協助或確認學

生真正了解書

中詞彙、句法

及內容 

1. 故事發生在哪個地方？ 

2. 故事發生在哪個季節？ 

3. 小豬、小狗和小貓在往游泳池

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動物？ 

4. 小豬、小狗和小貓問了動物什

麼問題？他們怎麼回答？ 

5. 小豬、小狗和小貓跳進游泳池

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6. 小豬、小狗和小貓在游泳池裡

玩了什麼？ 

7. 主角們要回家時遇到了誰？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層層層層

次次次次    

引出個人想法觀

點的提問 

讓學生融入書

中角色的處

境，並能確切

掌握主題，應

用所學表達自

己的想法 

1. 如果你是書裡的主角，你想遇

見哪些動物？為什麼？ 

2. 如果你是書裡的主角，你會想

和哪些動物一起游泳？為什

麼？ 

3. 如果你要去游泳，除了「請問

一下，踩得到底嗎？」，你還應

該問哪些問題？ 

4. 如果你是書裡的主角，發現根

本就踩不到底時，你會怎麼

做？ 

5. 如果你是河馬救生員，你會對

小狗、小豬和小貓說些什麼？ 

    

    

根據主題與個人

經驗對照 

分享與書中人

物類似的處境

或情緒 

1. 你喜歡游泳嗎？你最常去哪裡

游泳？ 

2. 如果你的朋友不會游泳，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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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層層層層

次次次次    

怎麼幫助他？ 

3. 去游泳前要準備哪些東西？ 

4. 去游泳時要注意哪些事情？ 

5. 有不知道的事情時，你會問別

人嗎？要怎麼知道別人說的對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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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 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 A、、、、B班可預測圖畫書教案班可預測圖畫書教案班可預測圖畫書教案班可預測圖畫書教案 

一一一一、、、、A 班教案班教案班教案班教案 

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

畫書畫書畫書畫書 

手套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兩節課，一

節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2 人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六至十歲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中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大部分為美

籍華裔學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認知認知認知認知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 能了解生詞及句型的發音和用法 

� 知道故事的主角、事件、時間及地點 

� 能了解故事地圖的寫作及使用方法 

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 

� 能認讀詞彙與書本內容 

� 能依句型仿作句子 

� 能流暢說出戲劇對白 

� 能看圖重述故事 

� 能回答教師的提問 

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 

� 能與同學合作完成教師的指令 

� 能樂於開口參與討論 

� 能站在書中角色的立場思考 

� 能了解故事中的「分享」意涵 

� 能樂於參與戲劇表演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片、可預測圖畫書、學習單、 

第一節課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導入 10’ 5. 教師詢問學生與書本封面相關的問

題： 

(1)封面的圖畫有哪些動物？他們 

教師可視學

生回答情況

變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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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什麼？ 

(2)動物們躲在哪裡？ 

(3)你覺得這本書可能在說什麼？ 

6. 教師以圖片導入生詞。 

教師閱讀 20’ 4. 教師朗讀第一遍圖畫書，並依序以

投影片呈現每頁圖畫。 

5. 教師說明待會即將朗讀第二遍故

事，並講述九宮格故事地圖的寫作

方法。 

6. 教師朗讀第二遍，並示範九宮格該

如何填寫，示範二至三次後即可讓

學生自行操作。 

教師語速勿

過快、發音

清晰，並注

意語氣及語

調變化 

討論  1. 教師依據事先準備好的三層次問題

提問。 

2. 教師可視學生的回答引導討論內

容，先確認學生都已理解圖畫書內

容後，再將問題引導至個人的經驗

及想法。 

教師應因應

學生的反應

適時變化提

問 

第二節課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學生閱讀  1. 教師以先前繪製的故事地圖幫助學

生複習故事人物的出場順序。 

2. 教師展示沒有文字僅有圖片的投影

片，請學生一人說一頁，組合成完

整的故事。 

教師盡量讓

學生自行發

揮 

句型練習  1. 教師在黑板上寫下句型，請學生在

空格內填入可能的詞語。 

句型：我是＿   的     。 

2. 教師舉例各種動物，請學生想相關

的形容詞。例如：愛吃的小豬、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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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嘟的大象 

3. 教師請學生完成學。習單上的句型

練習。 

教學活動 25’ 6. 教師將學生分為兩兩一組 

7. 請學生討論自己的組別要扮演的動

物，可以和圖畫書中的動物重複，

也可自由想像。 

8. 請學生決定自己的台詞，格式以「我

們是＿＿＿的＿＿＿。」為準，並

想出搭配的動作。 

9. 教師請學生輪流上台表演討論完畢

的台詞及動作。 

10. 教師與學生討論，決定出場順序。 

11. 仿造圖畫書情節，演出《手套》戲

劇。 

——下課—— 

 

教師於學生

討論時可給

予協助或糾

錯 

 

 

 

 

教師盡量尊

重學生意見

並適時給予

建議 

 
二二二二、、、、B班教案班教案班教案班教案 

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

畫書畫書畫書畫書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兩節課，一節 50

分鐘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4 人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六至十歲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中高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大部分為東亞國

家學生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 

� 能了解生詞及句型的發音和用法 

� 知道故事的主角、事件、時間及地點 

� 能了解故事地圖的寫作及使用方法 

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 

� 能正確使用書中詞彙及句型 

� 能使用預測策略續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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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圖重述故事 

� 能回答教師的提問 

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 

� 能樂於開口參與討論 

� 能站在書中角色的立場思考 

� 能享受創作故事的過程 

� 能樂於參與小書製作活動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片、可預測圖畫書、學習單、八開圖畫紙、剪刀、

蠟筆 

第一節課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時時時間間間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導入 10’ 5. 教師詢問學生與書本封面相關的問

題： 

(1)封面的圖畫有哪些動物？他們 

在做什麼？ 

(2)這個故事可能發生在什麼地方？ 

(3)你覺得這本書可能在說什麼？ 

6. 教師以圖片、問答導入生詞。 

教師可視

學生回答

情況變化

問題 

教師閱讀 20’ 5. 教師朗讀第一遍圖畫書，並依序以投

影片呈現每頁圖畫。 

6. 教師說明待會即將朗讀第二遍故事，

並講述九宮格故事地圖的寫作方法。 

7. 教師朗讀第二遍，並示範九宮格該如

何填寫，示範二至三次後即可讓學生

自行操作。 

教師語速

勿過快、

發音清

晰，並注

意語氣及

語調變化 

討論 20’ 3. 教師根據事先擬定的三層次提問引導

學生討論。（見附錄 3.） 

4. 教師可視學生的回答引導討論內容，

先確認學生都已理解圖畫書內容後，

再將問題引導至個人的經驗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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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休息十分鐘—— 

第二節課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學生閱讀 10’ 4. 教師以先前繪製的故事地圖幫助學生

複習故事人物的出場順序。 

5. 教師展示沒有文字僅有圖片的投影

片，請學生一人說一頁，組合成完整

的故事。 

 

句型練習 10’ 3. 教師在黑板上繪製四種動物，動物都

是學生已經學過的，包括長頸鹿、兔

子、獅子、熊，並畫出一條線當作游

泳池的水面，另一條線當作游泳池的

底部。 

4. 教師根據該圖片詢問學生問題，引導

出以下句型： 

①水很淺呀，剛剛好到＿＿。 

②水有一點深，剛剛好到＿＿。 

③水很深，剛剛好到＿＿。 

④水很深，根本就踩不到底。 

可視學生

反應決定

要畫的動

物 

教學活動 30’ 7. 教師講解如何完成學習單，請學生依

序完成學習單上的三個問題。教師與

助教在旁隨時協助學生。 

8. 完成學習單後，教師抽選幾位學生依

序發表自己的答案，其他學生給予意

見或加以討論。 

9. 教師發下八開圖畫紙，引導學生完成

三頁小書雛形。 

10. 請學生將剛才完成的三個問題依序寫

在每一頁上，再加入插圖，即可完成

自己的小書。 

程度較高

的學生完

成後，可

請其協助

有困難的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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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師於學生製作小書過程隨時提供關

心與指導。 

完成小書後展示給全班欣賞。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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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5. 六頁小書製作方法六頁小書製作方法六頁小書製作方法六頁小書製作方法 

 
 

 
（圖片來源：

http://www.mylifeorganized.net/products/my-life-organized/PocketMo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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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A 班投影片班投影片班投影片班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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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投影片教學投影片教學投影片教學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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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B班投影片班投影片班投影片班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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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7. 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學生學習單學生學習單學生學習單學生學習單 

一一一一、、、、A 班學習單班學習單班學習單班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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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B班學習單班學習單班學習單班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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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8. 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未經修改之 A班計分量表班計分量表班計分量表班計分量表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技能技能技能技能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再試試看再試試看    

（（（（1111 分分分分））））    

還要更好還要更好還要更好還要更好    

（（（（2222 分分分分））））    

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很不錯    

（（（（3333 分分分分））））    

做得很棒做得很棒做得很棒做得很棒    

（（（（4444 分分分分））））    

聽聽聽聽    教師指令 需要教師多

次協助並示

範才能聽懂

指令並順利

完成活動 

需要教師或

同學從旁協

助才能聽懂

指令並順利

完成活動 

需要教師重

複提醒才能

聽懂指令並

順利完成活

動 

能不需協助

即聽懂教師

的指令並順

利完成活動 

說說說說    故事重述 需要教師協

助才能重述

故事，文法

及詞彙亦常

有錯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重述故

事，經常需

要教師協

助，文法及

詞彙亦常有

錯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重述故

事，偶爾需

要教師協

助，文法及

詞彙偶有錯

誤 

能依照故事

地圖或投影

片流暢的重

述故事，文

法及詞彙幾

乎沒有錯誤 

問題討論 需教師提醒

才會參與討

論，需教師

協助才能表

達自己的想

法，使用詞

彙及句型常

有錯誤 

較少參與討

論，僅能以

片段的句子

表達自己的

想法，使用

詞彙及句型

常有錯誤 

積極參與討

論，偶爾需

要教師協助

才能清楚表

達自己的看

法，使用詞

彙及句型偶

有錯誤 

積極參與討

論，能完整

表達自己的

看法，並能

流暢使用新

學的詞彙及

句型 

戲劇演出 無法自行講

述對白，需

教師從旁協

助 

對白講述斷

斷續續，時

常需要教師

協助 

對白偶爾需

要教師提

醒，積極參

與演出 

對白講述流

暢，積極參

與演出 

讀讀讀讀    閱讀故事 幾乎無法靠 經常需教師 偶爾需教師 能流暢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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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力量

閱讀故事內

文及學習單

說明 

協助才能流

暢閱讀故事

內文及學習

單說明 

協助才能流

暢閱讀故事

內文及學習

單說明 

故事內文及

學習單說明 

寫寫寫寫    句型仿作 幾乎無法靠

自己的力量

完成學習

單，需靠教

師或助教協

助 

經常需教師

協助才能完

成學習單，

文法及詞彙

亦常有錯誤 

能依照學習

單指示及圖

畫書內容仿

作句型，偶

爾需要教師

協助，文法

及詞彙偶有

錯誤 

能獨立依照

學習單指示

及圖畫書內

容仿作句

型，文法及

詞彙幾乎沒

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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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9. A,B班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記錄班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記錄班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記錄班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記錄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A 班教學記錄班教學記錄班教學記錄班教學記錄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 手套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12 人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兩堂課，共 100分鐘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2011/7/14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片、學習單 

第一節課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過過過過程程程程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觀觀觀觀察察察察 

導入 10’ 師：我們今天要來看一本故事書，就是這一 

本。 

 （拿出圖畫書展示給學生看，有些學生已

認識書名「手套」二字） 

師：對了，我們今天要說的故事就叫做「手套」。 

其實我們常常會用到手套喔，你們知道我 

們什麼時候會用到手套嗎？ 

生：很冷的時候。 

師：對，很冷的時候我們為什麼要戴手套？ 

生：因為手才不會冷。 

師：很好喔，還有什麼時候會戴手套呢？ 

生：媽媽煮飯的時候。 

師：那煮飯的時候又為什麼要戴手套呢？ 

生：因為飯很熱，所以要戴手套。 

師：對，所以手套不但可以讓手不會冷，還可 

以讓手不會被燙到，真的很有用！現在請

你們看看這本書，上面的圖畫的是什麼？ 

生：有一個手套。 

師：對了，有一隻手套（說到「隻」時加重音 

並稍微停頓），手套裡面有什麼呢？ 

生：有老鼠、青蛙和兔子。 

 

 

 

 

教師詢問

學生與教

學主題相

關的生活

經驗 

 

 

 

 

 

教師詢問

學生關於

書本封面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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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手套旁邊一根一根的是什麼？ 

生：是樹！ 

師：嗯，樹應該是這樣。（在黑板上畫圖）樹 

的上面比較小，一根一根的叫做「樹枝」。 

那樹枝上面和地上都白白的，那是什麼 

呢？ 

生：是雪，因為是冬天。 

師：很好喔，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故事發生在 

冬天。現在，我們要開始說故事囉。 

 

 

 

 

 

 

 

 

教師

閱讀 

17’ （教師開始逐字唸誦故事第一遍，並同時操作

投影片翻頁。） 

師：好，故事說完了，現在要請你們再聽一次， 

但是這一次我們要作一件事情。請你們先 

在學習單的九個格子上，寫上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邊說邊在黑 

板上畫圖示意，等學生都寫好數字後再繼 

續說）我們要把故事裡的動物照順序寫在 

格子裡，比如說，最先出現的是老鼠，我 

們就把老鼠寫在第一格，如果你不想寫， 

也可以用畫的。我們要開始囉！ 

 

 （教師一面逐字唸誦故事第二遍，一面指

導學生操作。） 

師：第一個出現的是老公公和小狗，所以我們 

就把老公公寫在第一格，小狗寫在第二 

格。接下來出現的是老鼠，所以把老鼠寫 

在第三格，這樣懂了嗎？ 

 （教師繼續念故事，唸完後等待一下，讓

學生完成九宮格） 

師：好，每個人都寫完了嗎？把你們寫好的學 

 

 

教師說明

並示範活

動內容，等

學生都完

成後才繼

續活動。 

 

 

 

 

 

剛開始於

黑板上的

九宮格示

範，之後讓

學生自行

操作。唸完

故事後確

認全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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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舉起來給老師看。 生皆已遵

照指示完

成九宮格 

討論 23’ 師：故事一開始，誰掉了手套？ 

生：老公公。 

師：結果有好多動物想跑進手套裡，總共有幾 

隻？ 

生：七隻。 

師：第一個出現的動物是誰呀？ 

生：是老鼠。 

師：你們還記得老鼠怎麼形容牠自己嗎？ 

生：貪吃的老鼠。 

 （教師藉由故事地圖複習故事中不同動

物形容自己的方式） 

師：你們覺得動物們為什麼都想要進去手套裡 

面？ 

生：因為手套裡面很溫暖。 

生：因為別的動物都進去了，所以他們也想進 

去看一看。 

生：因為裡面可能很好玩。 

師：大家都說得很好，而且這隻手套很特別， 

這麼多動物都可以進得去喔！ 

師：如果你們是那些動物，你們會不會想進 

去手套裡看看？ 

生：會！ 

師：為什麼想進去呢？ 

生：因為好像很好玩。 

生：我想去看一看裡面。 

第一層次

14：以了解

圖畫書內

容為目的

的提問 

 

 

 

 

 

 

 

 

 

對於動物

們都想進

去手套的

原因，學生

們都各有

不同看法 

 

第二層

次：引出個

人想法觀

點的提問 

                                                 

 
14

 見 4-4-3之三層次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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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不想進去，太多人了，好擠！ 

師：想進去手套的人都要自我介紹，如果你們 

要進去，要怎麼自我介紹呢？比如說，老 

師想進去的話就會說：「讓我進去好嗎？

我 

是又聰明又漂亮的老師。」誰要試試看？ 

 （教師指派舉手的學生回答） 

生：讓我進去好嗎？我是很帥的□□。 

生：讓我進去好嗎？我是瘦瘦的○○。 

生：讓我進去好嗎？我是跑很快的△△。 

師：大家都說得很棒喔！那如果你們已經進去 

手套裡了，可是還有其他的動物想進來， 

你們會不會讓他們進來？ 

生：會啊！ 

生：不會，因為太擠了。 

師：可是如果他們真的很想進去怎麼辦？ 

生：好吧，那我就讓他進來看看。 

師：所以故事裡面，雖然手套裡面已經很擠 

了，但是動物還是願意讓其他的動物也進 

來手套看看。 

生：那些動物好好。 

師：對呀，他們對朋友都很好。你們呢？你們 

會不會和朋友一起玩喜歡的玩具，看喜歡 

的書呢？ 

生：會，和別人一起玩比較好玩。 

師：對，所以那些動物可能都覺得和朋友擠在 

一起比較好玩。你們覺得有哪些事情是 

和朋友一起做比較好玩的呢？ 

生：有些玩具要兩個人一起才可以玩。 

生：一起看電視。 

 

 

 

教師提供

示範 

 

 

 

 

 

 

 

 

 

 

 

 

 

 

 

 

 

第三層

次：根據主

題與個人

經驗對照 



針對六至十歲兒童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研究 

172 

生：去公園玩，如果一個人玩就不好玩。 

師：你們說得都很棒，如果我們和好朋友一起 

做喜歡的事情，我們都會變得很開心。現 

在先下課休息。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 

學生

閱讀 

15’ 師：好，剛才老師說故事給你們聽，現在換你 

們說故事給老師聽。剛剛你們已經把故事 

裡的動物寫在格子裡了，你們記得第一個 

出現的是誰嗎？ 

� （學生依記憶或故事地圖講出故事人物

的出場順序） 

師：你們很棒，都記起來了！現在老師要請你 

們看著投影片把故事再說一次，誰要當第 

一個？ 

� （教師以舉手順序決定先後，學生看著投

影片依序重新說一遍故事） 

� 此時有學生表示還想再說一遍，因此教師

在詢問過其餘學生的意願後，將同樣的流

程再度重複一次。 

 

 

 

 

 

 

教師確定

所有的學

生至少都

說了一次

故事 

學生展現

出對於說

故事的興

趣 

句型

練習 

10’  教師請學生拿出學習單，找一種自己最想

當的動物，決定好自己要扮演的動物後，

想一種形容詞形容該動物，如愛生氣的老

虎、漂亮的小貓等。 

 教師請學生輪流介紹自己所扮演的動

物，並將句子寫在學習單上，教師及助教

隨時從旁協助。 

 

 

 

 

 

教學

活動 

22’  教師先徵詢學生意願，選出一位同學擔任

老公公，將其餘學生分為兩人一組，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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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位學生自成一組，共六組。 

師：現在我們要來把故事書的內容演出來，請 

你們決定好你們要扮演什麼動物，要兩個 

人都同意才可以喔！ 

� （學生開始討論自己要扮演的動物） 

� （扮演老公公的學生及自成一組的學生

由教師及助教與其討論） 

師：你們都想好了嗎？想好了以後，請你們像 

剛才一樣，幫你的動物想一個特別的地 

方，記得要加上動作。 

� （學生開始討論，教師及助教於學生討論

時從旁觀察協助，最後討論出來的動物有

老鼠、青蛙、小貓、小鳥、兔子和熊） 

師：大家都想好了自己的動物，現在我們要決 

定哪一種動物先出來，哪一種後出來。 

� （經過教師與學生的討論後，大部分的學

生認為出場順序仍應依照書中主角由小

至大的方式進行，因此討論後的出場序

為：老鼠→青蛙→小鳥→小貓→兔子→

熊） 

師：好，現在先請每一組輪流出來講自己的台

詞，不要忘記把動物的動作表演出來喔。 

� （每組學生輪流上台表演） 

師：大家都表演得很棒，現在我們試試看把它 

們連在一起。 

� （教師請全部學生到教室前方，許多學生

對於舞台的擺設及表演方式給予意見） 

生：我們可以把這個桌子當成手套，大家躲在 

後面。 

生：我們也可以用紙作一個很大的手套放在這 

 

 

 

 

 

 

 

 

 

 

六種動物

中有四種

與書中相

同，可見大

部分的學

生認為要

演出書中

的戲劇

時，所出現

的角色應

與書中相

同。 

 

 

 

 

 

 

戲劇表演

激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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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生：然後大家進去手套的時候要敲門。 

生：等一下你們就站在這邊，然後走出來。（指 

揮其他學生出場的方向） 

� （第一次演出時有些混亂，部分學生搞不

清楚自己的出場順序，但其他學生會提醒

忘記的同學。已經進去「手套」中的學生

會不時和同學聊天，教室有些吵雜） 

師：現在我們要假裝你們的爸爸媽媽都在台下 

喔，所以在手套裡的人要安靜。要專心聽 

同學說話，如果他說錯的話，你們要教

他。 

我們再複習一次，最先出來的是誰呀？ 

� （教師帶領學生將出場順序再複習一次） 

� （第二次演出狀況較好，學生較能融入戲

劇演出，偶爾仍有台詞忘記的情況需靠教

師提醒） 

� （教師帶領學生再表演最後一次，這次每

位學生都能記得自己的台詞及出場順

序，結束後請學生為自己鼓掌） 

的討論及

表演慾望。 

 

 

 

 

學生的肢

體語言很

豐富，不需

教師提

醒，如扮演

青蛙的學

生會蹲在

地上青蛙

跳、扮演小

鳥的學生

則會以手

代翅拍著

翅膀等。 

總結 3’  教師發下作業，並說明作業為回家說故事

給爸媽聽，要請爸媽在學習單上簽名。 

師：好，現在把作業收到書包裡，我們要準備 

回家了。 

——第二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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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B班教學記錄班教學記錄班教學記錄班教學記錄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12 人 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教學時數 兩堂課，共 100分鐘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2011/7/27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電腦、投影片、學習單、圖畫紙、剪刀、蠟筆、彩色筆 

第一節課 

教教教教學學學學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過過過過程程程程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觀觀觀觀察察察察 

導入 10’ 師：你們喜歡游泳嗎？ 

生：喜歡。 

師：你們最喜歡去哪裡游泳？ 

生：有溜滑梯的游泳池。（其他學生附和） 

師：有沒有人能說說看，游泳的時候要注意哪 

些事情？ 

生：不能一個人去，要跟爸爸媽媽一起去。 

生：要帶游泳圈。 

師：還有嗎？ 

生：不能在游泳池跑步。 

師：對了，在游泳池跑步是很危險的。 

師：在游泳池旁邊會有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如果你碰到危險，他會去救你，有沒有人 

知道那是誰？（邊說邊畫圖） 

生：（想了一下）喔！我知道！是 lifesaver！ 

師：很好，lifesaver就是救生員。（秀出準備好 

的生詞投影片，指著漢字複誦生詞）我們 

今天要說的故事，裡面就有一個很厲害的 

救生員喔！而且裡面還有很多動物，你們 

覺得哪些動物適合當救生員？ 

生：青蛙。 

生：魚。 

教師詢問學

生與教學主

題相關的生

活經驗 

 

 

 

 

 

 

 

 

 

 

學生可用母

語表達他們

不知道的單

字，教師再

以中文告知

正確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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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alligator。 

師：那是「鱷魚」，鱷魚會不會把游泳的人吃 

掉呀？（作出吃人的動作） 

生：（笑）不會，它是好的鱷魚。 

師：有一種動物，鼻孔大大的，身體胖胖的， 

耳朵小小的，你們知道它是什麼嗎？（秀 

出圖片） 

生：喔！是 hippo。 

師：這是河馬，全班一起說。 

生：河馬。 

師：今天的故事裡，河馬就是那個很厲害的救 

生員喔。如果水太深了，救生員會去救你。 

可是，我們要怎麼問別人水深不深呢？ 

生：請問水深不深？ 

師：很好，我們還可以這樣問：請問一下，踩 

得到底嗎？（秀出圖畫書封面）就是在說， 

請問一下，我的腳能不能踩到游泳池的 

底。全班一起說。 

生：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導入書名及

主要句型 

教師

閱讀 

20’  教師開始逐字唸誦故事第一遍，並同時操作

投影片翻頁。 

師：好，故事說完了，現在要請你們再聽一次， 

但是這一次我們要作一件事情。請你們先在 

學習單的九個格子上，寫上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邊說邊在黑板上畫 

圖示意，等學生都寫好數字後再繼續說）我 

們要把故事裡的動物照順序寫在格子裡，比 

如說，最先出現的是小狗，我們就把小狗寫 

在第一格，如果你不想寫，也可以用畫的。 

我們要開始囉！ 

 

 

教師說明並

示範活動內

容，等學生

都完成後才

繼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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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一面逐字唸誦故事第二遍，一面指導學

生操作。 

師：第一頁出現的是小狗、小貓，和小豬，所 

以我們就把小狗寫在第一格，小貓寫在第 

二格，小豬寫在第三格，這樣懂了嗎？ 

 教師繼續念故事，唸完後等待一下，讓學生

完成九宮格。 

師：好，每個人都寫完了嗎？把你們寫好的學 

習單舉起來給老師看。 

 

 

剛開始於黑

板上的九宮

格示範，之

後讓學生自

行操作。唸

完故事後確

認全部學生

皆已遵照指

示完成九宮

格 

討論 25’ 師：你們知道是哪三種動物要去游泳嗎？（學 

生搶著舉手，教師指派其中一位回答） 

生：是小貓、小狗和小豬。 

師：對了，他們忘了帶什麼東西去游泳？ 

生：他們忘記帶游泳圈 

師：書裡面說忘記帶游泳圈是一件非常可怕的 

事，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生：因為他們不會游泳 

師：對，所以他們才要問別人：「請問一下…」 

（示意學生接著說） 

生：踩得到底嗎？ 

師：對了，那為什麼書裡面的動物都跟小貓、 

小狗和小豬說：「踩得到底呀！」，但是 

小貓、小狗和小豬發現，他們根本就踩不 

到底？ 

生：因為那些動物都比他們高，他們太矮了， 

第一層次

15：以了解

圖畫書內容

為目的的提

問 

 

 

 

 

 

 

 

 

 

 

 

                                                 

 
15

 見 4-4-3之三層次問題討論。 



針對六至十歲兒童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研究 

178 

所以踩不到。 

師：對，（在黑板上畫圖），恐龍說水很淺， 

才到膝蓋而已，可是恐龍可能這——麼高， 

小狗他們很矮，所以恐龍的膝蓋比他們還 

要高。 

師：所以他們跳進游泳池以後，發現根本踩不 

到底，後來呢？ 

生：河馬來救他們。 

師：對，因為河馬的工作是？ 

生：救生員 

師：如果河馬沒來救他們，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生：他們可能會死掉。 

師：對呀，還好河馬救了他們。如果你們是故 

事裡面的小狗、小貓、小豬，其他動物告 

訴你們：「游泳池水很淺，踩得到底。」 

你們會不會相信他們？ 

生：不會 

師：為什麼不會？ 

生：因為我會想一想。 

師：對，我們應該要先想一想，才不會像他們 

一樣差一點就死掉。所以，如果你是小狗、 

小貓和小豬，你們要準備哪些東西才可以 

去游泳？ 

生：要帶游泳圈。 

生：可是他們有帶游泳圈，只是放在車上了。 

師：對，你的記憶力很好喔！如果不會游泳， 

一定要帶游泳圈。不過，最好的方法還是 

自己學會游泳。你們學過游泳嗎？學過游 

泳的人舉手。 

（大部分的學生都舉起手） 

 

 

 

 

 

 

 

 

 

 

 

 

 

第二層次：

引出個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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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你們喜不喜歡游泳？ 

生：喜歡！ 

師：為什麼喜歡游泳呢？ 

生：因為很舒服。 

生：我喜歡跳到水裡面。 

生：因為游泳很好玩。 

師：對了，有些游泳池還有長長的溜滑梯呢！ 

你們玩過嗎？ 

（學生開始熱烈的討論溜滑梯） 

師：所以，雖然游泳很好玩又很舒服，可是游 

泳的時候還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喔！你們 

都說的很好，現在我們先下課休息。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 

學生

閱讀 

 師：好，剛才老師說故事給你們聽，現在換你 

們說故事給老師聽。剛剛你們已經把故事 

裡的動物寫在格子裡了，你們記得第一個 

出現的是誰嗎？ 

（學生依記憶或故事地圖講出故事人物的出場

順序） 

師：你們很棒，都記起來了！現在老師要請你 

們看著投影片把故事再說一次，誰要當第 

一個？ 

（教師以舉手順序決定先後，學生看著投影片

依序重新說一遍故事） 

 

 

 

 

 

 

教師確定所

有的學生至

少都輪到一

次說故事的

機會 

句型

練習 

  教師在黑板上畫出各種動物的身高，動物都

是學生已經學過的，包括長頸鹿、兔子、獅

子、熊並畫出一條線當作游泳池的水面，另

一條線當作游泳池的底部。 

師：如果小狗、小貓、小豬去游泳，遇到了長 

以圖畫激發

討論，帶出

所要強調的

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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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鹿，他們問：「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長頸鹿會說：「水很淺呀，剛剛好到——」 

（示意學生接著說） 

生：肚子。 

師：對，長頸鹿會說：「水很淺呀，剛剛好到 

肚子。」我們一起說。 

生：水很淺呀，剛剛好到肚子。 

師：那如果小狗、小貓和小豬問大熊呢？大熊 

會說什麼？ 

生：水很淺呀，剛剛好到脖子。 

師：咦，可是我們去游泳的時候，如果水剛剛 

好到脖子，我們還會覺得很淺嗎？ 

生：不會，有一點深。 

師：對了，所以大熊應該說：「水有一點深， 

剛剛好到脖子。」大家一起說。 

生：水有一點深，剛剛好到脖子。 

師：好，現在他們要問獅子囉，獅子會說什麼 

呢？ 

生：水有一點深，剛剛好到頭。 

生：不是啦，水太深了，這樣會死掉。 

師：對，所以我們可以說：「水很深，剛剛好 

到頭。」那如果他們問兔子呢？兔子會說 

什麼？ 

生：踩不到底。 

師：對了，踩不到底，那水深不深呢？ 

生：水很深。 

師：對，所以兔子要說：「水很深，根本就——」 

生：踩不到底。 

師：好，大家一起說。 

生：水很深，根本就踩不到底。 

 

 

 

 

 

 

 

 

 

不直接給正

確答案，讓

學生自行思

考回答是否

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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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活動 

 師：大家都說的很好，你們還記得圖畫書的最 

後，他們碰到誰嗎？ 

生：老鼠！ 

師：小老鼠對他們說什麼？ 

生：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師：答對了！你們覺得，小狗、小貓和小豬會 

怎麼告訴小老鼠？先不要急著說喔，把你 

的答案寫在學習單上。（拿出學習單，指 

示學生應作答的地方） 

師：寫完第一題的人，還有另外兩題。第二題 

是：「你覺得小老鼠跳進游泳池以後，會 

發生什麼事？」把你的答案寫在下面。最 

後一題是：「故事的最後，會發生什麼事？」 

一樣把答案寫在下面。如果有不懂的地 

方，可以問老師和小老師。 

（學生紛紛開始動筆，許多學生都有不會寫的

字，雖然教師已說過不會寫的字可以先寫拼

音，但大部分學生都想完全以漢字書寫，因此

需靠老師及助教協助。教師確認全部學生都完

成學習單後，發下八開圖畫紙每人各一張。） 

 

師：寫好了嗎？現在我們要來作一本小書，把 

你們剛剛寫的內容寫進去！做好以後就會 

像這樣。（拿出事先做好的三頁小書給學 

生看） 

 

（此時有一名學生表明自己會作三頁小書，因

此教師指派該學生當小老師，協助旁邊的同學

完成。與此同時教師也一步步帶領學生完成小

書，每一步驟皆確認所有學生完成後才進行下

 

 

 

 

 

一次給學生

太多任務，

容易導致學

生弄不清楚

要作什麼，

一次講解一

題較佳。 

 

 

 

有些字詞是

書中出現過

的，應發給

學生影印的

文本，讓學

生自行從文

本中搜尋不

會寫的字 

 

 

 

 

 

 

 



針對六至十歲兒童之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研究 

182 

一步） 

 

師：大家都做好了，現在，每個人都有一本自 

己的小書了。這裡，是小書的封面，我們 

在封面寫上書的名字：「請問一下，踩得 

到底嗎？」我們把剛剛寫好的第一題寫在 

第一頁，第二題寫在第二頁，第三題寫在 

第三頁。寫好以後，再把圖畫上去，我們 

的書就完成了。 

 

（學生繪製小書過程中，教師與助教持續協助

其完成作品） 

 

 

教師將事先

做好的小書

展示給學生

看，讓學生

明確知道作

法。 

總結  師：現在已經要下課了，還沒做完的同學，老 

師要請你們把他帶回家做完。 

 

（此時有不只一位學生表示，他們只是暫住旅

館，因此沒有可以畫圖的用具，希望可以在學

校完成） 

 

師：好，那我們之後有時間再把它完成，現在 

先把你們的小書收回來給老師。然後再把書 

包收好，要準備回家了。今天的作業是回家 

說故事給爸爸媽媽聽，記得說完故事要給爸 

爸媽媽簽名。 

——第二節課結束—— 

預留作小書

的時間略嫌

不夠，導致

無法在一堂

課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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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0. 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格式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格式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格式可預測圖畫書教學設計格式 

一一一一、、、、可預測圖畫書分析可預測圖畫書分析可預測圖畫書分析可預測圖畫書分析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情節情節情節情節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可預測性可預測性可預測性可預測性     

插圖及插圖及插圖及插圖及版面編排版面編排版面編排版面編排     

 
二二二二、、、、可預測圖畫書教案可預測圖畫書教案可預測圖畫書教案可預測圖畫書教案 

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可預測圖

畫書畫書畫書畫書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認知層面 

 

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技能層面 

 

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情意層面 

 

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教學資源  

上課時間 

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教學程序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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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可預測圖畫書三層次提問可預測圖畫書三層次提問可預測圖畫書三層次提問可預測圖畫書三層次提問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提問範例提問範例提問範例提問範例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層層層層

次次次次    

了解圖畫書

為目的的提

問 

協助或確認學生真

正了解書中詞彙、句

法及內容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層層層層

次次次次    

引出個人想

法觀點的提

問 

讓學生融入書中角

色的處境，並能確切

掌握主題，應用所學

表達自己的想法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層層層層

次次次次    

根據主題與

個人經驗對

照 

分享與書中人物類

似的處境或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