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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閱讀投入與國語科、數學科、閱讀能力及數學能力的學習

成效之相關情形，以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作為投入的向度。並探討

不同性別之學童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的差異情形。本研究採用問

卷調查法，以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共發放 140 份

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40 份。 

研究結果發現： 

一、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投入，在整體或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

為、閱讀時間各層面上，都顯現出良好的狀況。「閱讀動機」、「閱讀行為」

與「閱讀策略」和整體閱讀投入的相關性來看，皆達顯著性相關，「動機」、

「行為」、「策略」彼此之間都有顯著相關性。 

二、研究發現，女生在整體閱讀投入或動機、策略、行為各層面之表現上多數

高於男生，「閱讀策略」並達顯著差異，顯示女生的「閱讀策略」表現優

於男生。 

三、本研究發現，初步從皮爾森相關分析來看閱讀投入的三個層面，閱讀動機、

閱讀策略、閱讀行為和國語、數學學習成效雖未達顯著性。但國語科、數

學科的成績位於高分組學童，其閱讀表現，不論是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

閱讀策略或閱讀時間，得分仍高於中分組、低分組。即良好的閱讀投入表

現有助於國語、數學科目的學習，閱讀投入度高的學童仍能獲得較好的成

績及學習成效。 

四、從男女生的差異來看其關聯性，發現有良好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

略的，多數為女生，因此女生的國語、數學學習成績、閱讀能力之「詞意

理解、檢索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及數學能力之「概念理解、程序

執行、解題思考」都能有優於男生的成績表現。此結果應也能驗證「閱讀

投入與學習成效有關聯」。 

五、本研究結果發現，女生的國語、數學科學習成就顯著優於男生，在整體及

分層面閱讀投入上的得分也顯著高於男生，由此推測女生由於有優於男生

的閱讀投入表現，造就其國語及數學的學習成效亦優於男生。亦可驗證閱

讀投入和學習成效存在相關性。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結果對學校、老師、家長、學生及未來後續研究等方面提

出建議。 

關鍵字：閱讀投入、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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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reading concentration on the 

learning of Mandarin , mathematics, and reading strategies. These skills are evaluated by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s, reading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Meanwhile, gender differences are considered.  Surveys are conducted by analyzing 

questionnaires from students in Zhongshan elementary school in Banchian, Taipei. 14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all of them are collected valid.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in Zhongshan elementary school in Banchian, Taipei perform quite well in all 

reading aspects, including their reading concentration, motivation, strategies, behaviors and 

time, which illustrates that these factors are closed related. 

2.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most girls’ reading concent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reading 

motivations, strategies and behaviors are superior to most boys.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reading strategi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revealed, which shows that girls’ have more 

skillful reading strategies. 

3.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while the three reading aspects are not absolutely influence 

students’ Mandarin and Math learning effects, they are still associated to some degrees.  

kids above average in Mandarin and Math scores have higher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better reading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and spend more time than average and 

under-average kid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s that good reading concentrations contributes to 

the learning of Mandarin of Math. The more kids concentrate on their reading, the higher 

grades and learning effects they have. 

4.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of gender differences,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ose who perform well 

in reading motivations,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are mostly females.  Thus, female 

students show superior abilities in their Mandarin abilities including words comprehension, 

interpretations, integration and comparative assessment ; and their Math abilities, including 

concept comprehension, process execution, and problem-solving thinking.  This survey 

indicates that reading concentr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s are closely related. 

5. This study shows that girls ‘ Mandarin and Math learning achievements are much superior 

to boys. The results are also demonstrated in the aspects of whole and different levels 

reading . Therefo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girls’ better concentration on reading lead to 

girls’ superior Mandarin and Math learning effects.  It can also be proved that reading 

concentration is related to learning effects.   

At last,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schools’ , teachers’ 

parents’ and teachers’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reading engagement, reading motivation, 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strategies ,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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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身處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社會，閱讀力是決定個人競爭力的關鍵核心。面對

琳琅滿目的文書資訊，閱讀力越強的人，越有能力蒐集、理解、判斷資訊，並

運用資訊，才能有效參與現代社會的複雜運作。香港華人首富李嘉誠說：「在

閱讀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知識改變命運。」，閱讀的確具有改變命運的神

奇力量！足見閱讀的核心在於思考，閱讀力不單是閱讀文字的表面訊息，更關

係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是終身適用的自學能力。 

香港教育統籌局常任祕書長於 2002 年給各學校校長的信中指示，「香港的

學生需要實踐終身學習，為迎接二十一世紀挑戰作好準備，裝備學生能「學會

閱讀」和「從閱讀中學習」，從而促進整體的能力」，並指出教育當局通過「學

校整體發站計畫」支援學校自我檢討學會閱讀和從閱讀中學習的各項校本策略，

深信學校推廣閱讀文化對學生語文能力和學習能力能發揮具影響力的作用(教

育統籌局，2005)。 

由以上幾個觀點可知，學校教育當局、學者皆認同提升新世代的閱讀能力，

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第一步。閱讀是學習最佳的工具與手段，國際間會看重兒

童閱讀，期許他們在小學階段能好好運用這個工具，就是因為閱讀是學習的手

段，有閱讀能力就有學習能力。 

臺灣教育當局與民間推動閱讀已有一些時間，對於兒童閱讀風氣和能力的

提升有目共睹。然而因知識的多樣性，閱讀發展並不是獲得基本閱讀能力以後，

就從此一帆風順，孩子要繼續閱讀，以習得如何透過閱讀學得知識。會閱讀的

國民，可以迅速掌握新訊息，分析、綜合及批判，成為新知。這也就是「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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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閱讀力是國力的展現」。 

當然，閱讀也不應只是國語文科的專利。以國際教育評鑑委員會（IEA）

所策畫的「促進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Reading Literacy Study，PIRLS 2006）

中的閱讀測驗題為例，內容包括自然科學、太空知識、各種手冊以及人文社會

現象的描述，而且說明文中都帶有訊息豐富的圖或表。 

洪蘭（2007）說過：「閱讀能力是文明的指標之一，它能使人的心靈得以

昇華，孩子經由閱讀，可以激勵出創造力，別人費盡一生的心血寫一本書，我

們卻只要讀完這一本書，就得到了他的經驗，正所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透過閱讀能開啟視野、累積前人的智慧。」閱讀是重要的，能培養閱讀的興趣，

有好的閱讀習慣，建立良好的閱讀行為模式，進而願意擁有更好的閱讀策略方

法，如此環環相扣共好，絕對能對一個人的終身學習能力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本研究希望能探討閱讀投入對國小學生學習領域學習成效之相關情

形。以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小 105 學年度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取得學生國

語和數學能力檢測結果，並針對閱讀投入度進行問卷調查後，做成資料分析，

探討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等閱讀投入的相關因素，與其國語科及數

學科學業表現之相關情形。 

當然，最後希望藉本研究進一步由「閱讀是素養的觀點」論述閱讀是學習

各學科的管道、關鍵能力。將相關研究結果提供予教師、家長、學生參考，進

而重視閱讀教學、閱讀推廣，提升學習成效。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問

題與研究假設；第四節為名詞釋義；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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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檢視 PIRLS 或 PISA 對閱讀的定義包括閱讀興趣、透過閱讀學習、發展

個人潛能、達成個人目的、參與社會等。我們可以透過增加閱讀的質與量達成

學習與成長的目的嗎？194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時，在其人權宣言中確立

教育和素養是基本人權，其時所謂的素養包括讀、寫、算。自從人類發展各式

符號，特別是文字和數字符號後，各種文明、思想、創作就以各種符號來表達

與保存，透過閱讀符號可以解開其背後所表徵的思維，透過閱讀由符號所組成

的各科學問，可以獲得各種知識。因此，可以解開符號的閱讀被當作是素養，

是基本能力。閱讀不是單一門學科，它是跨學科的工具，用閱讀來學習各學科，

如：自然、社會和物理等各科。 

其他也有許多研究指出閱讀是一切學習的基礎。再則高年級學生已能擁有

自主的選擇，也較有自我的概念。因此，如何在學校教育中善用有效的閱讀策

略，如何在生活中維持閱讀的動機興趣，建立正確的閱讀行為，有效提升學業

成就及學習成效，實為家庭、學校所應共同重視的課題。因此，研究者極希望

能發現更多有助於改善閱讀與學習策略。 

研究者極關注處於 3C 產品如此盛行的環境下，學童對閱讀投入是否會日

漸低落？2015 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排名公布了，台灣學生閱讀能

力大退 15 名，引起社會關注。而其他各國資料也發現，日本閱讀排名也退步

了，其歸因網路及 3C 產品影響青少閱讀質量。這個年代的孩子和青少年對閱

讀不再喜愛、不重視了嗎？因此，研究者希望探討目前學童對閱讀動機、態度、

行為、策略的關注度與投入情況。 

檢視 2003 年教育部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語文學習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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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綱要內容可以發現，閱讀不但被納入課程規劃，而且有詳盡的分段能力指

標，目的在於希望學生藉由閱讀，懂得欣賞、運用、比較、統整歸納並養成獨

立思考的能力。可見閱讀對學習成效是有重要影響的。教育部自 2004 年至 2008

年推動「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

推廣計畫」，充實學校圖書資源、營造良善閱讀環境、培訓師資、納入民間公

益團體及地方政府資源辦理閱讀活動，亦可見教育單位對閱讀之重視程度。 

許多研究顯示，課外閱讀是影響閱讀理解的重要因素，學生的閱讀總量對

其閱讀速度、流利度、詞彙、常識發展、語言應用能力和學術成就都有顯著的

影響。吳清基(2010)認為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而閱讀能力的培養需搭配興

趣與態度的養成。有興趣與正向閱讀態度則易養成習慣，有習慣則能主動的學

習與掌握閱讀能力，進而成為終身學習的手段。閱讀本身就是學習的夥伴，因

此，閱讀能力的培養必須是跨學科的，閱讀理解能力的好壞也會影響其他學習

領域的學習狀況。在參與各種國際閱讀素養評量後，教育當局也大力推動閱讀，

學童學習成效是否真的有所增長？而探討閱讀投入度及各項學習成效的研究

較少或已是較早期之研究，故希望探討近期發展狀況，作為教學推動方向。此

為本研究之動機一。 

另外，個人背景因素與閱讀投入相關的因素很多，研究者亦關注閱讀與個

人背景因素中性別的關係。Wigfield and Guthrie (1997)的研究結果指出四、五

年級閱讀動機有性別差異，女生在閱讀效能、重要性、社會和競爭的構念上優

於男生，所以男生閱讀動機比女生低可能對閱讀表現會造成相當的影響。李素

足(1999)研究台中縣市國小四、六年級學童閱讀動機；陳怡華（2001）調查高

雄市國小四年級學童；古秀梅（2005）與蔡美蓉（2005）研究高雄市國小中、

高年級學童；葉凌秀（2008）調查高雄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研究結果皆顯示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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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動機與閱讀行為間呈正相關，而女生的閱讀動機高於男生，其閱讀的頻率亦

多於男生；女生較常閱讀文學、歷史地理與自然科學類，而男生閱讀趣味休閒

書籍與手冊秘笈的頻率高於女生。 

所以，希望藉此研究計畫及對象調查學生的閱讀投入概況並再次研究調查

女生的閱讀投入是否仍呈現高於男生。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二。 

古秀梅(2005)探討高雄市公立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學童的閱讀動機、閱讀

態度、閱讀行為及國語科學業成就，發現高雄市公立國小中、高年級學童在國

語科學業成就方面個別差異頗大，閱讀動機、閱讀態度與閱讀行為對國語科學

業成就有顯著預測力，其中又以閱讀動機之「內在動機」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而林益群(2006)以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對象，探究閱讀行為與學科學習

成效的相關因素，發現學童閱讀課外讀物與學科成績並無顯著關係。李美月

(2003)以高中生為對象，探討課外閱讀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中，發現閱讀與

國文學習成就二者之間有顯著相關，與整體學習成就亦有相關，但與數學學習

成就無顯著相關。 

除了少數研究顯示學生的課外閱讀與學習成效無顯著相關，大部份的研究

仍都顯示豐富的閱讀量、良好的閱讀行為會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影響。綜合

上述發現研究學生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之文獻報告中呈現有相關、不相關者皆

有，故研究者希望利用學生國語文、數學科能力檢測結果再次探討兩者之關聯

性，研究閱讀與學科教學之重要性，以做為老師及學校行政單位持續推動閱讀

教學與實施閱讀教學策略的參考指標，並改善學習成效，此為本研究之動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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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研究國小學童閱讀投入之現況。 

二、探討國小男女生於閱讀投入及學習成效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學習成效之關聯。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探討問題如下： 

一、國小學童閱讀投入之情況如何？ 

(一)國小學童閱讀動機之情況如何？ 

(二)國小學童閱讀行為之情況如何？ 

(三)國小學童閱讀策略之情況如何？ 

二、國小男女生於閱讀投入及學習成效的表現有何差異？ 

三、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學習成效有什麼相關性？ 

(一)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對於國語科學習影響之情形如何？ 

(二)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對於數學科學習影響之情形如何？ 

(三)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對於閱讀能力素養之影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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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對於數學能力素養之影響如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的重要名詞定義如下: 

一、國小學童 

本研究的國小學童係指一百零五年就讀於中山國小的六年級學童。 

二、閱讀投入 

綜合相關文獻的探討，將閱讀投入定義為在進行閱讀活動時，包括閱讀動

機和閱讀行為和閱讀策略之運用情形。本研究以編製的「國小學生閱讀投入調

查表」上的得分為依據，得分愈高者，表示閱讀投入行為越積極。 

三、學習成效 

李美瑩(1994）的研究論文中提到學習成效是指經由學校教學後，學童在

各類學科上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可以以測驗的方式或老師的評定來衡量學生

的學習結果。本研究的學習成效是指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之國語及數學能力檢

測成績及定期評量成績，是一套標準化的學業成就測驗，分數越高，代表學習

成效越好。 

四、閱讀能力 

閱讀能力主要指閱讀理解能力，包括檢索訊息、摘要、推論、解釋、統整

內容、區辨、組織、歸因、分析，及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能瞭解文章的主旨、取材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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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新北市能力檢測分項測驗結果中與閱讀能力相關之得分作為分

析學童「閱讀能力」的主要依據。 

五、數學能力 

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說明所謂「數學能力」，

是指對數學掌握的綜合性能力以及對數學有整體性的感覺。數學學習領域新題

材的學習，包括操作觀察、概念學習、新演算方法或應用問題解題等，數學能

力主要指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能力。 

教育大辭書中解釋所謂解題(Problem solving)是指從問題的已知狀態到目

標狀態的「過程」，也就是說個人運用先前的舊有經驗、知識、技巧和對問題

的了解去滿足新的問題情境的要求。1910 年，杜威談到解題的五個步驟的大綱：

(1)了解存在的問題；(2)辨別問題；(3)使用先前的經驗；(4)先作嘗試再繼續思

考，然後提出假設或可能的答案，如果需要的話可改變問題的型式；(5)評估解

答，並作出結論。 

本研究以新北市能力檢測測驗結果中的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 3

項之相關得分作為分析學童「數學能力」的主要依據。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作為研究對象，依據學生數

140 名做為統計資料，因限於時間、人力及物力等因素，不包括其他學校之學

童，其研究結果之推論有其限制性，是否適用於其他地區學校，再待進一步探

討研究。學習成效亦僅限於國語、數學、閱讀能力、數學解題思考能力等四個

 



 

 

17 

 

面向，未能涵蓋現行國小課程中的所有學科。故研究結果若要推論至其他學科

之學習，需藉進一步研究才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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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目的是在探討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及學習成就之相關

文獻，包括專書、期刊、論文等，藉由文獻的閱讀、分析、歸納與統整，作為

確立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討論之依據。本章共分成四節，第一

節閱讀的意涵；第二節閱讀投入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第三節學習成效之理論

與相關研究；第四節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第一節 兒童閱讀的意義 

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David Blunkett)指出：「每當我

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齊

若蘭、游常山、李雪莉(2013)在「閱讀-新一代知識革命」中分析世界各國閱讀

實況及各國閱讀政府對提升其國人閱讀所做的各項努力。 

英國將 1998 年 9 月到 1999 年 8 月定為英國全國閱讀年。閱讀年的活動重

點包括：送書到學校、增加小學閱讀課程並與媒體、企業、民間組織形成夥伴

關係、鼓勵親子共讀、發起寢室閱讀週等，從這些活動中瞭解到英國重視閱讀

的決心。 

美國則有柯林頓總統的「美國閱讀挑戰運動」及布希總統的「閱讀優先方

案」，大力提倡閱讀。從柯林頓總統時代通過卓越閱讀法案至布希總統於 2001

年提出「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在後面」(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

聘請閱讀專家於聯邦教育部工作，以有效推動閱讀優先政策；還特別提撥經費

補助閱讀環境較差的弱勢學生，希望在五年內，讓美國所有學童在小學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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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具備基本閱讀能力，並要求三至八年級學生每年都要參加語文及數學測

驗。 

日本從 1960 年就開始重視閱讀的影響力，鹿兒島縣立圖書館館長京鳩十

發起了「親子二十分鐘讀書」運動，要求大人每天最少陪小孩看 20 分鐘的書。

此一運動使整個日本社會開始重視閱讀，為日本戰後的「兒童文化」打下傲人

的基礎。教育體系把推動兒童和青少年閱讀，視為改善校園秩序、加強生命教

育、提升學習力的良方。 

1997 年加拿大則有「溫哥華太陽報」加西環球基金會在卑詩省發起「培養

閱讀人」計畫，2002 年擴展至全加拿大。「溫哥華太陽報」的發行人史考斯基

深信：「閱讀能帶來希望，開啟生命之窗。」所以，特別注重培養幼兒、學齡

兒童的閱讀習慣。此外，這個計畫還贊助了市立圖書館「鵝媽媽」活動，圖書

館主任道格拉斯建議：「每個懷孕的媽媽和準爸爸除了準備汽車座椅和嬰兒毛

毯，也應該準備童書。」，並指出：「閱讀是一種投資，就因為是針對小孩，如

果現在沒有，以後也不會有，因為小孩很快就長大了。」 

勤奮好學的德國人甚至將全民閱讀作為一個國家戰略，並以國家支持的形

式來實施，旨在提高民眾的閱讀熱情，促進社會閱讀的繁榮發展。這其中最著

名且最卓越的就是成立於 1988 年的德國促進閱讀基金會（Stiftung Lesen），其

名譽主席都由歷屆德國總統擔任。國家最高元首為「讀書」代言，發揮榜樣力

量，確實能影響並鼓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兒童養成閱讀習慣。德國出版社和

書店也十分重視從小培養未來讀者，不少書店開學時會為小學一年級新生提供

包含書籍和課程表在內的「閱讀包」。 

「閱讀起跑線」工程是由聯邦德國教育與研究部和德國促進閱讀基金會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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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發起的，提供三個年齡段的閱讀大禮包：第一個閱讀大禮包會在孩子 10 個

月到 12 個月時，父母帶其去醫院做常規體檢時，由醫院派發；第二個大禮包

會在孩子三歲左右時，父母帶其去圖書館時，由圖書館派發；第三個大禮包會

在孩子進入小學一年級不久後，由學校派發。禮包裏有給孩子玩的書、讀的書，

還有給父母有關撫養孩子及指導孩子閱讀的書。 

綜觀各國之閱讀運動，皆獲相關當局之重視及積極全面推廣閱讀風氣，而

且都將接觸閱讀的年齡降低，愈早愈好，並且肯定閱讀是能加強他們的實力的，

許多的學習基礎都始自閱讀。所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 PISA2006

年「科學、閱讀與數學能力評量」報告中指出，芬蘭、加拿大、英國學生的全

球閱讀能力名列前茅，這些國家也是知識經濟時代的新強權。 

台灣的教育單位亦是不落人後，教育部亦正視兒童閱讀的重要性。自 90

年度起至 92 年度推動為期 3 年的「全國兒童閱讀計畫-悅讀 101」，各式的推廣

閱讀活動也漸次展開，包括學校閱讀教育的實施、親子共讀活動及豐富社會閱

讀環境，希望經由閱讀能培養國民的全人性格，促使兒童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與能力(教育部，2000)。 

自 93 年度至 97 年度起，選定 300 個文化資源不足之焦點學校，推動為期

4 年的「焦點 300-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加強該校兒童之閱讀素養，

提升文化資源不足地區之圖書資源投入，弭平城鄉教育資源差距。95-97 年也

有「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計畫」，充實學校圖書資源，營造良好之閱

讀環境，培養學生閱讀能力以及閱讀習慣，更希望立即彰顯閱讀的績效。 

教育部自 98 年起開始辦理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簡稱圖書教師），由

學校推薦一位熱心推動閱讀的教師，負責該校圖書館經營及閱讀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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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開始推出國中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教育當局和學校對圖書館教師

高度重視、積極發揮它的功能，視圖書館教師為統整及協同各學科教學之樞紐。

從積極推動閱讀、圖書館利用教育，至將圖書館課程與各學科教學內容作深度

的結合，協同進行教學與訓練資訊技術，參與學校課程的規劃與設計，提升課

程發展與學習成果。 

綜上有關單位對閱讀教育的重視可知，閱讀與學習是一體兩面的，身處二

十一世紀的知識社會，閱讀力可說是決定個人學習的關鍵能力，國民閱讀能力

成了建構下一波國家軟實力的關鍵。能掌握知識、發揮智慧就是最大贏家，從

歐洲、北美到亞洲各國莫不傾全國之力，掀起全民閱讀運動浪潮。所以，再接

續探討閱讀之重要性。 

曾任教育部部長及中研院副院長的曾志朗先生長期推動閱讀行動，他認為

閱讀帶來人類的好奇與創新，而且閱讀可以活化人腦，提高思考的能力，更能

延長壽命。他說很多的研究發現，人類經過六百多萬年的進展和演化，能與猩

猩、猿猴等族群不同，是因某些基因的變異，於是數百萬年來，從可以直立、

發聲、創造語言，到走出穴居，追尋更美好的生存地和更多的食物。五、六萬

年前開始，人類的大腦更產生對外界美好的創新和保留意念，於在洞穴牆壁留

下畫作，四千年前更開始有了文字，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記錄。正因如此，文

字成為人類思維的展現，透過閱讀文字，讓人類產生愈來愈多的創新和好奇。

他還說，人之所以與猩猩猿猴不同，正因腦部多了這塊三角形區域的接收器，

常閱讀的人，接收器愈活躍，腦神經元的連結愈多愈密，每天接收很多訊息，

便會一直保持活躍；連帶地，久而久之，活化的大腦便會提高理解系統的能力，

對事物的理解能力愈來愈好，也就是所謂的「變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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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field and Guthrie(1997)探討成就動機據以提出閱讀動機的內涵，並據以

發展閱讀動機量表(The Motivations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簡稱 MRQ)。

MRQ 在內涵上將閱讀動機分成能力及效能信念、成就價值與目標、社會三類，

各類又包含數個向度，共計有十一個向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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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Wigfield 與 Guthrie 發展之閱讀動機量表 

類別 向度 內涵 

能力及效能信念 1.閱讀效能 在閱讀方面獲得成功的信念。 

2.閱讀挑戰 願意接受閱讀難度較高材料，喜歡困難有

挑戰性的書籍，思考書中的問題，或是藉

由閱讀學習較難的知識 

3.逃避閱讀工作 希望閱讀越少越好，當文本的字詞艱難，

內容複雜，或是故事人物太多，使得學童

喪失閱讀興趣。 

成就價值與目標 4.閱讀投入 個體喜歡閱讀程度，意指興趣的價值。當

完全投入所從事的活動，甚至忘記時間及

自我。 

5.閱讀的重要性 意指成就的價值，也就是對於成為一位好

讀者的重視。 

6.閱讀好奇 渴望閱讀有興趣的特定的主題，與閱讀興

趣的構念相接近。 

7.為競爭而讀 閱讀是為了在別人面前有好表現，渴望在

閱讀上贏過別人。 

8.為成績而讀 渴望獲得正面評價，類似外在動機，也就

是參與活動並不是為了活動本身的緣故。 

9.為認可而讀 為了獲得閱讀成功的認可，類似外在動

機，個體因為工具性目的，而引發行為的

動力。 

社會 10.社交理由而

讀 

與同儕、朋友和家人分享閱讀的內容，或

透過追求閱讀意義成為社群成員的過程。 

11.因順從而讀 因外在目標或他人的期望而閱讀，可能是

為了服從老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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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field and Guthrie (1997)以 MRQ 研究閱讀動機，發現兒童閱讀動機具多

重向度，且大部分的向度間為低度到中度的正向關係，只有逃避閱讀與其他向

度為負向關係，但與競爭則是正向關係。 

另外，劉明宗(2000)指出，學生若能大量課外閱讀將有助於提昇學習興趣、

增進語文能力、促進智力開發、陶冶思想品格並養成良好習慣。 

許碧勳(2001)認為從閱讀中能獲得廣泛的知識，吸收前人智慧與經驗的成

果。若要充實知識、開闊心胸、啟發思考能力、拓展世界觀，必定要先提昇語

文能力。 

張瓊元(2003)研究發現，課外閱讀的重要性在於奠定學童良好的人格發展、

習得適應生活所需的技能、增進學生學習能力及成就。她認為閱讀是所有學習

的基礎和媒介，學生閱讀能力直接影響其各學科的學習，閱讀的成就表現也是

學校學習效能的一個重要指標。 

綜上所述可以得知，閱讀是一項複雜的歷程。它包含了閱讀主體對讀物的

認知、理解、吸收和應用的複雜心智過程，不但是人們進行學習的重要媒介，

也是閱讀主體自我娛樂的途徑。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閱讀可視為一種舉止或

行為；以知識獲取的層面來說，閱讀可收增廣見聞之效；以休閒觀點來探討，

閱讀則是一種愉悅的享受過程。 

第二節 閱讀投入之理論及相關研究 

根據《親子天下》的調查顯示，台灣的國中生更承載課業、考試的壓力，

每天閱讀一小時以上的學生，只有兩成。而全世界青少年的閱讀量和閱讀時間，

也是普遍減少，看電視、玩電玩、和朋友在臉書、手機上互動，已取代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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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青少年階段的閱讀仍具關鍵力，所以全世界的大人都在想盡辦法，

希望協助孩子找回閱讀的樂趣和渴望；全世界也都在用新的眼光和方式，重視

青少年的閱讀。OECD 的 PISA 評比，將十五歲青少年的閱讀素養，視為未來

成為現代公民的基本配備。PISA 從全世界六十八個國家、長期的研究結果發

現，十五歲「準大人」的閱讀能力愈強，未來學業成績愈好，愈有能力蒐集、

理解、判斷資訊，並有效參與現代社會的複雜運作。PISA 測驗強調閱讀動機

的重要，閱讀專家團隊主持人 John DeJong 更表示閱讀素養的發展不只是知識

和技巧的發展，動機、態度及行為也是相關的因素，從 2000 年 PISA 的結果，

顯示學生的閱讀表現和其閱讀投入有顯著的正面相關性。 

而且 PISA 2009 閱讀素養調查將閱讀投入定義為閱讀動機。閱讀投入係由

一組情感與行為特徵構成，包括閱讀興趣、閱讀享受、閱讀控制、社會參與、

閱讀頻率、閱讀多樣性等。其閱讀投入指標及內涵意義界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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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PISA 閱讀投入指標與內涵 

閱讀投入指標 內涵 

為樂趣而讀 為樂趣而讀意指閱讀的內在動機。「必要時我才閱讀」、「閱讀是

我喜愛的嗜好之一」、「我喜歡跟別人談論書籍」、「我覺得讀完

一本書很難」、「收到書當禮物時，我會覺得很高興」、「對我而

言，閱讀是浪費時間的」、「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書館」、「我只

在需要獲取資訊時閱讀」、「我無法靜靜坐著閱讀超過幾分鐘」、

「我喜歡對讀過的書表達看法」、「我喜歡與朋友交換書籍」 

享受閱讀時數 閱讀時數意指閱讀的頻率。PISA 2009 調查學生每天通常大約花

多少時間為了樂趣而讀，選項包括「不會為樂趣而閱讀」、「一

天 30 分鐘或少於 30 分鐘」、「一天超過 30 分鐘，但少於 60 分

鐘」、「一天 1 至 2 個小時」、「一天超過 2 個小時」（OECD,2010），

由學生選擇其中一項。 

閱讀材料多樣性 PISA 2009 調查學生因想要閱讀而閱讀下列素材的頻率：「雜

誌」、「漫畫書」、「小說（長篇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選項包括「從未或幾乎從未」、「一年數次」、「一個月

約一次」、「一個月數次」、「一星期數次」（OECD, 2010a）。作答

時由學生分別針對各項素材進行五個程度的評定，共有 5 小題。 

線上閱讀活動 包含線上資訊的使用擷取、統整解釋、反思與評鑑歷程。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的探討，本研究將「閱讀投入」定義為在進行閱讀活動

時，包括閱讀動機和閱讀行為和閱讀策略之運用情形。以下就「閱讀投入」的

三個構面分述如下： 

(一)閱讀動機的重要性與意涵 

張春興(1997)於教育心理學一書中談到社會心理學研究者認為，個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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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活動，都是由一定的動機所引起。所謂動機，係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

起的活動，並導使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動機是行為產生的原因，

任何行為都受動機因素的影響，因此，對個體的課外閱讀而言，閱讀動機不但

具有內在的促動作用，而且對個體行為活動另具有導向作用與維持的作用。 

外國學者 Kush and Watkins(1996）認為影響學童在讀與不讀之間作選擇的

主要因素，就是閱讀動機。閱讀除了涉及讀者的認知能力，閱讀動機更是關鍵，

是影響讀者選擇閱讀的主要因素。Wigfield and Guthrie(1997)也指出閱讀是一項

伴隨著認知而牽連到選擇的活動，當孩童從數以千計的活動中，選擇需要花費

腦力的閱讀活動時，閱讀動機是重要的存在因素。 

綜上所述，所謂閱讀動機是指引起個體閱讀的活動，並維持已引起的閱讀

學習活動，最後要能促使閱讀活動導向閱讀理解的目標進行。而且，閱讀是一

項複雜，需投入大量專注力的的心智活動，因此要使閱讀行為持續不斷，一定

需要有強烈的閱讀動機。 

李素足(1998)曾指出閱讀動機會影響閱讀內容、閱讀行為、閱讀次數、閱

讀數量及閱讀成就。劉佩雲、簡馨瑩與宋曜廷(2003)也提出相似的論述，還指

出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兼具正向相關，即閱讀動機越高者，其閱讀得越多且頻

繁。且閱讀動機也會影響閱讀者的閱讀方式、對閱讀時間投入多寡及閱讀種類

之選擇等。有高閱讀動機的學生往往能主動閱讀並從中獲得閱讀的樂趣，並從

閱讀的成就中得到自信心。 

劉佩雲（2004）也指出缺乏閱讀動機的閱讀者，花較少的時間和心力進行

閱讀活動。相反的，閱讀動機強烈者，其閱讀行為主動且能長久維持，讀的多

且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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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閱讀動機相關研究可發現，興趣是閱讀的最大動力，在加強閱讀的

過程中，不可忽略閱讀動機的激發，因為，缺乏閱讀動機的人是很難從閱讀中

學習，進而得到較高的學習成就。教師、父母要能有效的引發學童的閱讀動機，

才有引發外在的閱讀行為的可能，提升學童在學習上的成就。 

(二)閱讀行為之理論概念 

張春興（1994）對行為的定義指出，「行為」是個體進行某一活動，並維

持某一活動的外在表現，亦指個體對內在、外在環境刺激所發生的一連串反應。

而閱讀行為是指個體所有從事與閱讀相關的外顯活動，指閱讀者實際從事閱讀

活動的方式、花在閱讀的時間及閱讀書本的數量。 

Wigfield and Guthrie(1997）閱讀的質與量可以正向預測閱讀成就，人類之

所以和其他動物不同，主要也就是在於人類能透過圖書的閱讀，加以吸收、傳

承知識，累積經驗。所以，閱讀行為被視為促進人類進步的重要行為表徵。透

過對閱讀行為的了解，如讀些什麼？花多少時間閱讀？多常閱讀？我們不但可

以了解學童在閱讀活動的實際情形、對閱讀主題的偏好，還可以深入檢視影響

學童閱讀活動的相關因素。 

劉佩雲、簡馨瑩與宋曜廷(2003)於國小學童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相關研

究中定義閱讀行為是學習者閱讀書籍的次數、頻率、數量與廣度等行為。閱讀

頻率是指在一段時間內閱讀書籍的次數與閱讀數量的多寡；閱讀廣度指閱讀的

主題與內容的類別，或稱為閱讀興趣，是對某一個或某一些特定主題的偏好，

如外太空、恐龍、美國南北戰爭史等，是個人在不同閱讀活動領域上相對穩定

的情感。 

在閱讀行為的評量上，可從了解讀者的閱讀頻率與閱讀種類著手。馮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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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以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學校五、六年級的兒童進行個案研究。研究

指出男生偏好自然科學類讀物、知識性、非小說類或新鮮刺激、活動導向，與

自己平時興趣有關的內容讀物；女生則偏好文學作品，較喜歡虛構讀物，如與

家庭、朋友等人際有關故事或小說。 

柯怡寧(2012)以高雄市國民小學三、四年級之學童為研究對象，從研究結

果顯示學童在閱讀行為表現方面，一是對閱讀活動沒有太高的喜好程度。二是.

學童最常進行閱讀的地點是家裡。三是書籍來源則以學校為主。四是學童最喜

歡或最常閱讀的都是漫畫、電腦秘笈類，其次是冒險、推理類。五是閱讀時間

在一小時以內的比例佔了一半，不閱讀的比例不超過兩成左右。六是每位學童

平均每天會閱讀 0.7 本書籍。 

隨著年齡增加，閱讀活動變得較頻繁且通常會與課業相結合，有時變成「不

得不做」的工作。在馮秋萍(1997)兒童閱讀行為之探討調查中也證實了文獻中

對兒童閱讀態度的描述，大部分受訪兒童都表示很喜歡閱讀課外讀物，在調查

中呈現，閱讀的地位或許仍比不上看電視、玩遊戲，但卻無損於他們對閱讀的

正面態度。而且對中年級的兒童來說，閱讀多半只是單純的娛樂活動，而高年

級的兒童則可能將閱讀視為一項重要的功課。 

外國 Linda Allen 等學者針對 61 位五年級學童作的調查紀錄顯示，他們在

課餘時間中中每天約花費一小時的時間在課外閱讀上，玩遊戲花費一小時多，

看電視則占了約一個半小時的時間。由其研究可看出，兒童在課餘時花最多時

間做的活動是看電視，最後才是閱讀。 

綜上之研究探討，可了解學童的閱讀行為與習慣，閱讀量與閱讀內容，對

父母及教師進行閱讀教學是十分重要的，有了這些瞭解才足以作為引導學生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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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深化興趣，提供書籍選擇的參考，更可據以設計增進閱讀頻率、內涵的學

校或家庭閱讀計畫。師長、父母確實應多了解兒童在閱讀上的需求，如此才能

使愛好閱讀的兒童在長大後仍對閱讀有同樣的愛好，也能吸引對閱讀較無興趣

的兒童投入閱讀，更須維持在兒童時期所具有的正面閱讀態度與習慣，才有可

能造就一位終身對閱讀有興趣的人。 

(三)閱讀策略之理論概念 

黃麗菁(2012）指出所謂的閱讀策略是指在閱讀歷程中，任何被讀者用來

促進閱讀效能，有助於達成閱讀目標，所用的方法、行為或思考模式。林清山

與程炳林(1995）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分類上，閱讀策略的種類很多，較常見的

是將閱讀策略分為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認知策略是為達到理解目的而採

用的策略，涉及較多認知成分，如做筆記、畫重點、分析文章結構；而後設認

知策略是為了覺知自己的理解狀態所採用的策略，涉及較多意識成分，包括主

動執行和監控的歷程，這一類的策略包括計畫、自我評估、提問、調整閱讀速

度、重讀等。 

林清山與程炳林（1995）在探討國中生自我調整學習因素與學習表現之關

係暨自我調整的理解策略教學策略效果的研究中，將閱讀策略分為認知策略與

後設認知策略，並細分為計畫、訊息選擇、精緻化、監控及調整等五個策略，

茲分述如下： 

1.計畫策略：指在開始閱讀前，注意文章標題、根據標題預測文章內容、

設定閱讀目標、規劃閱讀步驟等，屬於後設認知策略。 

2.訊息選擇策略：指在閱讀時能在重要的地方做記號或劃線、找出每一段

重點、做摘要或大綱等，屬於認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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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緻化策略：指在閱讀時或閱讀後，為求理解文章內容，以自己的先前

知識來統整文章內容，屬於認知策略。 

4.監控策略：指在閱讀時透過自我提問、查核閱讀步驟和方法、找出難以

理解的地方、檢查閱讀目標等來查出自己是否瞭解文章內容，屬於後設認知策

略。 

5.調整策略：指在閱讀中改變閱讀方法、回頭重讀不懂之處、改變閱讀速

度、改變閱讀方法、把疑惑的地方弄清楚等，屬於後設認知策略。 

湯明祥（2012）在大學生的數位閱讀動機與數位閱讀策略研究中，亦將閱

讀策略分為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認知策略包括查詢、筆記、畫重點、分

析文章結構；後設認知策略包括讀書計劃、自我評估、調整閱讀速度、重複閱

讀。 

綜合以上文獻，可將閱讀策略的使用列為閱讀投入的重要指標。能進行廣

泛閱讀並運用特定的策略來幫助學習的學生，將更有可能成為好的學習者，在

學習成效上也能有較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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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動機、行為，閱讀策略之間相互關係、作用 

在德國，讀書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習慣，孩子小時候，父母就會透過唸故事

書等方法將孩子帶進書的世界，德國社會非常重視培養兒童的閱讀興趣：全國

有上萬名志工從事朗讀服務，家長常會自發性捐款，為孩子上課的班級設立圖

書角落，也常見到老師把課堂搬到書展，讓同學體驗讀書樂趣，圖書館更是常

與中小學合作，推出各種圖畫書放映、故事朗讀、圖書館介紹等活動。 

鄭寶梅（2011）認為德國人愛讀書，根據德國書業協會去年的調查，半數

以上的德國人說：「沒有書，我也不想活了。」整個德國社會高度重視如何激

發下一代對閱讀的興趣，從而使得德國人對讀書的熱愛代代傳承。 

德國人樂於參加作者說書、與書友聊書的讀書會，以萊比錫為例，每年書

展期間都有數千場讀書會，整個城市沉浸在書香和讀書聲中，是歐洲最大的讀

書節。書籍也是德國人送禮首選，每年聖誕節前，更是書店的旺季。所以，從

德國人的諸多閱讀情況，不難看出閱讀動機興趣是能塑造良好閱讀行為的。 

國外還有其他研究者指出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有密切關連。Wigfield(1996)

以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為對象，以 MRQ 問卷(The Motivations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為工具進行閱讀動機評量，結果發現在 11 個閱讀動機的向度中，

與閱讀頻率相關最強的閱讀動機包括挑戰、投入、效能及好奇向度。Wigfield and 

Guthrie(1997)將閱讀動機分為內在及外在動機，內在動機包含效能、好奇和投

入向度，外在動機包括認可、成績和競爭。兩位學者以國小四、五年級學童為

對象進行調查研究，讓學童填寫閱讀動機問卷、用日記紀錄校外閱讀時間，並

以問卷評量其閱讀頻率及閱讀廣度。結果顯示內在動機比外在動機更能夠強烈

地預測閱讀時間和閱讀廣度。而且，內在動機最高組比最低組在每天的閱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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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多了近三倍，閱讀廣度上最高組也優於最低組。相對而言，外在動機最高組

與最低組的閱讀時間和閱讀廣度則差異不大。 

Guthrie（1996）表示孩子想讀書，自己拿書，這樣對讀寫能力的學習是有

動力的，能使用認知策略來達到概念理解。在我們這個信息豐富的社會中，選

擇不閱讀的孩子處於嚴重的劣勢。 

在國內也有相關的研究探討學生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表現，與閱讀策略

運用間的關係。劉佩雲、簡馨瑩與宋曜廷(2003)於國小學童閱讀動機與閱讀行

為之相關研究中指出閱讀動機會影響閱讀材料處理的深淺，對閱讀時間投入多

寡、閱讀的種類或不同閱讀目的（好奇、社會、認可、成績）之選擇，而閱讀

的信念與價值在影響閱讀成就上亦扮演重要角色。 

劉佩雲等人(2003)調查台北縣市 457 位五、六年級學童，研究結果顯示閱

讀動機與閱讀行為間呈正相關，即閱讀動機愈高者，其閱讀頻率越高，次數愈

多。其中閱讀動 機與閱讀頻率相關最強的向度有效能、好奇、認可、競爭與

社會。閱讀 動機與閱讀次數相關最強的向度為認可、競爭、挑戰與社會，亦

即屬於內在動機的好奇和屬於外在動機的認可與競爭皆與閱讀行為有關。 

蔡逸芬(2012)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童閱讀自主性動機與閱讀行為、閱讀理解

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閱讀自主性動機群組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閱讀行

為上之閱讀頻率、閱讀類別、閱讀數量及閱讀時間有差異。不同閱讀自主性動

機群組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科學史地類、小說類、趣味類及童話故事類四種閱

讀類別的閱讀頻率上有差異，高自主群組相較於缺動機及中、低自主群組較偏

好科學史地類以及小說類讀物；中控制群組相較於低控制群組較偏好趣味類讀

物；就童話故事類讀物而言，最常閱讀的群組為高自主及中控制群組，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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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控制群組，最不常閱讀的群組為缺動機群組。研究結果並且顯示，不同閱讀

自主性動機群組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閱讀理解上的「尋找和回憶」、「整合和解

釋」及「批判和評鑑」三個層面上均有差異。高自主及「中自主-低控制」群

組在尋找和回憶、整合和解釋表層的閱讀理解上比低自主群組有更好的閱讀表

現，而「高自主-低控制」群組在批判和評鑑深層的閱讀理解上比中、低自主

群組有更好的閱讀表現。 

林建平(1995)認為無學習動機時，仍不會從事學習，因此策略、動機及學

習成就三者應該一併探究彼此的關係，所以以國小五年級學童為對象探討閱讀

動機、理解策略與閱讀成就之關係。隨機抽取台北市國小五年級 428 名學童為

研究對象，以自編的閱讀理解測驗、閱讀態度問卷、閱讀理解策略問卷和改編

的自我效能量表及閱讀理解歸因量表加以施測，研究結果指出閱讀動機和理解

策略可聯合預測閱讀成就。閱讀動機中，自我效能、失敗-不努力、失敗-能力

差、閱讀興趣等向度可顯著預測閱讀理解，也就是高閱讀理解學童具有高自我

效能、高閱讀興趣、高閱讀挑戰性、更認定閱讀的價值、更把閱讀的成功歸因

於自己的努力、題目容易、能力好。 

綜上所述，發現閱讀自主性動機與閱讀行為和閱讀理解表現有密切關係，

當閱讀動機越強時，其閱讀頻率越高，閱讀次數也越多，閱讀時間越久和閱讀

廣度也越廣，尤其內在動機比外在動機更能夠強烈地預測閱讀時間和閱讀廣度。

而閱讀自主性愈高的學童，其閱讀行為和閱讀理解的表現上也愈好，所以，父

母和教師不妨讓孩子在自主性、責任感的心理需求得到滿足，增進自主動機，

讓孩子能以自己的意志決定閱讀的書籍、時間；讓孩子感受到閱讀的樂趣及成

就感。如此一來，自主動機與閱讀課外讀物可產生良性循環，自然的建立良好

的閱讀習慣，獲得良好的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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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男、女學童在閱讀投入表現上是否有差異 

最後進一步探討男、女學童在閱讀投入表現上是否有差異或有什麼樣的差

異。蔡慧鈴(2009)研究台中縣地區國小四年級教師及學生發現：國小學童女生

的閱讀動機高於男生。 

古秀梅(2005)於國小學童閱讀動機、閱讀態度、閱讀行為與國語科學業成

就研究中也指出男、女在整體閱讀動機及內、外在閱讀動機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且皆是女生高於男生。 

陳怡華(2001)研究指出國小學生在整體閱讀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內

在閱讀動機」兩個層面上有性別的差異存在，且都是女生的強度高於男生。 

劉佩雲、簡馨瑩與宋耀廷(2003)研究台北縣國小五、六年級學童閱讀動機

與閱讀行為結果顯示：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間呈現正相關，而女生的閱讀動

機高於男生。 

李素足(1999)以文獻分析法，並兼採問卷調查法探討分析臺中縣市國小學

童的閱讀動機，指出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童在閱讀效能、閱讀動機與閱讀行

為有顯著差異，在性別的分野上，女生的閱讀效能、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皆顯

著高於男生。 

彭湘婷(2010)的家庭社經地位、家長閱讀態度與個人閱讀特質對閱讀成就

之影響-以 PIRLS 2006 臺灣為例。研究中指出女生的閱讀態度、自我概念與閱

讀成就較男生高。 

在與高年級學童年齡較接近的國中學生的類似研究中也有發現性別上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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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麗慧(2012)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學業成就之研究-以桃園縣桃子國民中

學生為例的研究調查中，發現桃子國中的七年級女生的閱讀動機和閱讀行為均

高於男生。 

向永樂(2011)研究影響國中學生課外閱讀投入因素與學業成就相關中發現

國中女生在整體課外閱讀投入上高於國中男生。 

王秀英(2009)研究指出馬祖地區國中女生整體閱讀動機優於男生；在「休

閒動機」、「求知動機」這兩個層面上也是女生優於男生。 

黃馨儀(2002)研究指出女生的內、外在閱讀動機表現顯著高於男生。 

陳雁齡(2002)則指出不同性別方面，女生屬於內在動機的比例高於男生;

而男生屬於外在動機的比例高於女生。 

黃麗菁（2011）以 PISA 2009 上海、香港、韓國與臺灣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不同性別與國別學生在閱讀態度、閱讀策略之表現，並分析閱讀態度、閱

讀策略對閱讀素養的影響，就發現不同性別的學生在閱讀策略有顯著差異，且

女生優於男生。 

高雅筠(2015)的推論策略融入國語科教學研究進行為期十週二十節課的實

驗教學，結果發現國語科教學中，女學童閱讀理解策略能力顯著高於男學童。

臺灣參加 PIRLS 2006 和 PIRLS 2011 的閱讀素養成績，在性別差異的比較上，

女學童成績亦優於男學童，以國際平均來看，也是女學童平均分數高於男學

童。 

在國外研究方面則有：Brown(1993)對五年級學童進行研究，發現女生的

閱讀態度和自我效能顯著高於男生。Porter(1995)對 60 位三年級和六年級學生

 



 

 

37 

 

進行的研究發現女生的閱讀態度比男生積極。Guthrie(1997)研究顯示閱讀動機

在性別間存有顯著差異，女孩的閱讀動機普遍比男孩高，且女孩看的書也明顯

的比男孩多。 

而國家圖書館從民國 100 年開始，每年發佈「臺灣人閱讀品味報告」，101

年閱讀習慣調查結果顯示女性讀者全年的借閱冊數逾 3,601 萬冊，較男性讀者

2,560 餘萬冊，明顯勝出。104 年女性讀者全年的借閱冊數 4,166 萬冊，也是較

男性讀者 2,777 萬冊為高。 

由上述相關研究可發現，國小學童或青少年學生的閱讀動機，在性別上皆

有顯著差異，大部分研究都是指出女生的閱讀動機高於男生，且閱讀態度較男

生為積極正向。 

第三節 學習成效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學習與學習成效之探討 

張新仁(2003）認為「學習」是一個含義極廣的概念，可以說學習是增強

練習的結果，讓行為潛能上產生持久性的改變。張新仁特別闡明改變必須是持

久的，只有經由練習產生的改變，才稱為學習。學習非反射動作、本能（築巢、

冬眠）、生理發展(站立）。張春興(2001)則指出學習係指經由練習而使個體在行

為或行為潛勢上產生較為持久改變的歷程。 

Bower and Hilgard(1981)在《學習理論》一書中給學習定義為：「學習是指

一個體在某個賦予的情境中，重複經驗而引起其在行為或行為潛能上的變化，

唯該種變化是不能根據個體的天賦反應傾向、成熟或暫時狀態(如疲勞、酒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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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驅力等)為基礎來解釋」。 

Gagne(1985)則把學習定義為：「學習是個人的傾向或能力的變化，此種變

化能夠保持一段期間且不能單純歸因於生長的過程」。並歸納學習的定義有四

個要點：(一)個體本身必須產生某種變化，才能推論出學習已經發生。(二)此

種變化能相對持久。(三)個體的變化是由他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產生，即後天習

得，排除由成熟或先天反應傾向所導致之變化。(四)學習是行為改變的結果，

是知識獲得的結果，也是行為改變或知識獲得的歷程。 

黃政傑(1997）認為學習成效是指經由練習使個體在行為上產生較為持久

改變的歷程。而張春興(1996)指出學習成效從學生學習觀點而言，可代表學生

的學習結果。所以，學習成效可謂是教學後學生行為改變，而教師可透過蒐集

學生學習情形的資料來瞭解學生學習成效。 

張春興(2001)認為「成就」則是指個人的先天遺傳基礎，加上後天環境，

使得個人表現在某方面的實際能力；學習成效可指學業成績、學業成就。鄭芬

蘭(2000)認為當個人或團體在某個領域，經過一段努力之後，達到某個成功的

目標或水準，即是一種成就，就學生的學習而言，成績是成就的表徵。鄭明韋

(1999)說所謂學習成效，即某種學習活動經過一段期間後，對參與學習者所進

行某種型式的評量及學習活動所達成的效果。或指經由正式的課程、教學設計

之特殊教育經驗所獲致的知識、理解和技能，是個體經由特殊教學而獲致的某

些訊息和精熟的某些技能。而依據余民寧(1987)的說法，學業成就、學習成就、

學業成績、學業表現或學業平均成績，有時概念都是一致的。 

綜上所論，所謂「學習成效」，係指透過學習歷程獲得較為持久性的行為

結果。本研究所指的學習成效即指學生在校的學習成就、學業成績，將每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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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受試者之國語文、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及定期考試成績彙整，然後將每一位

受試者之學科成績、能力素養和閱讀投入問卷結果進行考驗分析，擬從閱讀投

入觀察這些學科、學習成效受到影響的程度，因此，首先探討目前國語文、數

學學科的課程內容、及測驗考試實施情況。 

(一)國語文 

羅彥文(1995)認為國語文是人文學科之一，也是其他學科學習的基礎，因

此，國語文成為各級學校課程架構中的重要學科。在國語文學科教育目標上更

詳盡的揭示：指導學生學習課文，明瞭我國語文之特質，增進閱讀能力與寫作

技巧，並指導學生閱讀有益之課外讀物，提高欣賞文學作品之興趣與能力，進

而獲致其他學科並進發展的目的。 

其實經過多年來教育當局對閱讀活動的倡導，一般社會大眾在各種學科中

會把課外閱讀和國語文之間，做最直接的聯想，閱讀所具備的附加價值，包括

作文能力、寫作技巧、閱讀能力、理解能力等，和國語文的關係最密切。因此，

在學科中，與閱讀最息息相關者，莫過於國語文科目了。 

(二)數學科 

數學也是目前學校教學的重要學科，和國文、英文並列為主科。Kuhn(1970)

研究指出，數學科主要以教科書為唯一的學習來源；數學科教師則認為，數學

是一門無法自修的學科。也由於數學學習成效備受重視，數學成就的影響因素

研究，也是向來為各界所偏好的研究主題之一。學者吳元良(1996)指出，男性

在數理領域的表現，從小學到大學都優於女性。然而，外國學者 Samuels(1991)、

Echols(1992)也有研究指出，男女學生在數學成就上並沒有性別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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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語文及數學能力檢測 

新北市自民國 88 年試辦九年一貫課程到全面開始實施，在此變遷中，教

科書除由原來的部編版，轉變為開放民間編輯、經教育部審定後出版之外，也

經由多方面的參與、不同角度的思考作為課程安排與教科書內容的闡述，以期

豐富學生學習的教材內容，增加學生學習的成效，培養出能適應多元環境的國

民。新北市教育局感受到大時代環境變遷與教育政策快速變動的情形，深覺了

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掌握教科書的內容架構、發現學習落差與銜接問題是教師

責無旁貸的責任與當務之急。為了減少教師、家長、社會大眾對於版本間差異

的疑惑及擔憂，並協助教師及家長們能深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從民國 92 年起對國小「工具學科學習成就」進行檢測。檢測目的在於

了解新北市國民小學學生之國語文與數學學習表現，是否達成教學目標，進而

探討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關係，以引領教師精進教學知能，提升教學品質。 

有關國小五年級國語文能力檢測的評量架構，其內容向度包含注音符號、

識字與寫字、閱讀與寫作等，而認知向度是橫跨記憶、理解、分析、應用或評

鑑層次，另一方面，國語文題型是同時包含有 4 選 1 之選擇題及由數篇短文或

長文閱讀所組成的題組題。國小五年級數學能力檢測的評量架構，其內容向度

大致包含有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幾何、代數、統計與機率等，而認知向度是

橫跨理解、分析及應用。 

三、閱讀能力 

2000 年舉行的第一次 PISA 測驗重點放在閱讀能力上。參加測驗的學生必

須閱讀短篇故事、網路信件、雜誌報導、及統計圖表等各種形式的資訊，然後

回答問題，PISA 則從三個層面來衡量參加者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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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擷取資訊：能否從所閱讀的文字資料中，找到所需資訊。 

2.解讀資訊：閱讀後，能否正確解讀資訊的意義。 

3.思考和判斷力：能否將所讀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識、想法和經驗相連結，

綜合判斷後，提出自己的觀點。 

柯華葳(2007)說根據 PISA 的定義，閱讀能力愈強的人，愈有能力蒐集、

理解、判斷資訊，以達成個人目標、增進知識、開發潛能，並運用資訊，有效

參與現代社會的複雜運作。再以 PIRLS 的評比基準來說明閱讀能力。PIRLS

在描述學生閱讀狀況時不是說學生讀懂什麼內容，而是解釋分數達某個水準的

學生有哪些能力可以做些什麼，如區辨和解釋說明文中各部分複雜的訊息，提

出文章中的證據，了解文章組織架構的功能，以及整合全文找出行動或是事件

的序列等。或是學生讀故事時可以貫穿全文整合訊息，以解釋故事中角色的特

性、意圖、感受，並提出文章裡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解釋，並能詮釋圖像式語

言甚至檢視和評估故事結構等。 

綜上所述，可知各界如此重視閱讀能力的提升，是因閱讀能力的培養是長

期、逐漸累積的，閱讀能力是所有學科學習的基礎，每個學科都必須要有閱讀

能力的輔助，才能有效學習。歷經幾次國際性評比，教育當局、學校單位皆持

續追蹤研擬各種措施，塑造閱讀環境，推廣多元閱讀活動，積極培育閱讀推動

教師，落實閱讀理解、課文本位的閱讀與問思教學，增加與深度閱讀思考相關

的題型，如非選擇題、開放性，第一線的教師更是努力學習如何於課堂教學融

入運用閱讀教學策略，在在都期望厚實學生的閱讀能力。 

四、數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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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雪梅（2000）。[美國的「全國教育進展評量」(NAEP)]。《數位典藏與數

位 學 習 聯 合 目 錄 》。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2/0f/74.html

（2017/07/25 瀏覽）。 

美國教育進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將 

數學能力分類為程序性知識、概念性了解、應用解題。 

程序性知識： 程序性知識包含數學上各種的計算算則，此算則是作為一

種工具，創造有效率的需求。在臺北市數學檢測中，將閱讀與製作圖表，幾何

作圖，及執行一些非計算技 能，如四捨五入法、排序也都被認為是程序性知

識。學生要能選擇及應用適當的正確程序，驗證與判斷程序的正確性，來展示

他們的程序性知識。 

概念性了解：概念性了解為有意義執行程序上所不可缺少且與解題有密切

的連結。學生展示概念性了解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包含產生一般的範例及反例，

使用模式、圖形與符號，辨認與使用原理，知道與應用事實及定義，建立不同

表徵模式的連結，比較、對照、及統整概念，解釋與應用符號去表示概念。 

應用解題：應用解題包含在新情境中使用已累積的數學知識的能力。學生

展示解題技能有辨認及形成數學問題，決定是否充分與一致性的資料，使用策

略、數據、模式、及相關的數學，使用推理(空間、歸納、演繹、統計、比例)

及判斷答案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在台灣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則明訂數學學習

領域題材的學習，包括操作觀察、概念學習、新演算方法或應用問題解題等數

學掌握的綜合性能力。在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的數學能力檢測中則將數學能力

分為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能力三項來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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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據以上的論點，本研究將學習成效定為係指學生在經過閱讀投入、

課程、活動後，從學童的國語文及數學能力檢測成績以了解學童知識理解學習

成效的情形，並從測驗題中分析出國語文閱讀能力、數學思考能力相關題型的

答題情況，以了解學生閱讀能力、數學能力的學習成效。 

第四節 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綜合第三節所述，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中於探討學習者的生理與心理因素，

家庭環境因素、學校教育、社會因素等之研究非常多。但針對可兼從個人努力

或學校教育兩大方向著手的閱讀投入研究較少。 

根據歷年來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顯示，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非常廣泛且

複雜。而學生的學習成績是其學習成果的具體指標，如何提高學生的成績或學

力能力測驗成績，則是每一教育工作者努力的目標，因此，探討影響學習成效

的因素，實屬必要。 

2010 年美國提出《各州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tes Standards，

CCSS）文件，這在美國是件創舉，因過去州政府主導教育，各州有各自的課

程綱要與評量標準。訂定 CCSS 主要目的是讓美國學生為升大學與進職場做

好準備。CCSS 只提出兩個領域，第一個領域是語文，分別設定聽說讀寫的能

力標準，而後透過語文，在歷史、社會科學、科學、科技學科上設計各自的學

習指標（English Language Art and Literacy in History/Social Studies,Science, and 

Technical Subjects）。第二個領域則是數學。以數學和語文為軸的共同核心標準

對應讀寫算的素養。而以語文規劃各學科指標，更特別將閱讀視為學習各科的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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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是任何學科的基礎，更是促進終身學習的關鍵，所以各國皆以語文訓

練作為學校教育的重點，目前本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劃分的七大學習領域，

語文即其中的一項。國小國語文教學旨在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運用本國語

言文字的能力，具備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及激發學生閱讀的興趣，提

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並能達到自我學習的境界（教育部網站  

http://www.edu.tw）。由此可見國語科的教學活動對於其未來一生的學習活動有

著深遠影響。而閱讀是跨各科可以使用的學習管道。 

閱讀可以促進兒童的語言發展及能力，是一切學習的基礎，培養兒童閱讀

動機、興趣，提高閱讀能力，也能對學業成績、學習成就有助益。這在多個研

究中已獲得支持。 

國內探討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之研究列舉如下： 

古秀梅(2005)於國小學童閱讀動機、閱讀態度、閱讀行為與國語科學業成

就之相關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探討高雄市公立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學童的閱讀

動機、閱讀態度、閱讀行為及國語科學業成就，指出閱讀動機、閱讀態度與閱

讀行為對國語科學業成就有顯著預測力，而且以閱讀動機之「內在動機」層面

的預測力最佳。 

林益群(1999)在國小學童對課外讀物的閱讀行為與國語文成就之相關性研

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以「國小高年級課外閱讀行為與學業成就之相關性研

究問卷」作為資料蒐集的工具，另行國語文測驗評量的施測。發現高年級學童

在其「閱讀時間」、「閱讀數量」及「閱讀頻率」等閱讀行為面的表現愈多，對

學童的「國語文學業成就」上的成績表現就愈高。 

應冬梅(2009)在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 與學業成就關係

 



 

 

45 

 

之研究中指出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行為及閱讀的喜好程度與學業成就有顯著

正相關。 

郭麗慧(2012)於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學業成就之研究中調查分析七年級

學生，結果顯示閱讀動機和學業成就有顯著低度正相關；閱讀行為和學業成就

有顯著低度正相關，閱讀動機和閱讀行為也能顯著正向預測學業成就。閱讀行

為在國文、英文和自然等學科的學業成就之間扮演部分中介。閱讀行為在閱讀

動機與數學和社會等學科的學業成就間扮演完全中介。 

張雅苓(2010)在彰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班級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與國語科

學業成績之相關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對彰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進行研究後得

到結論有：國小六年級學童的國語科學業成績因閱讀動機不同而有明顯不同、

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動機與國語科學業成績之間有明顯相關、國小六年級學童

之閱讀動機能部份預測國語科學業成績。 

陳雅玲(2011)在影響國小學童科學閱讀理解能力因素之研究中得知學童的

國語文與科學知識直接影響其科學閱讀理解能力。 

高雅筠(2015)在推論策略融入國民小學國語科教學之研究結果顯示，教導

中年級學童閱讀理解策略課程，當閱讀策略程度提升時，其國語數學領域成績

表現就有可能越好。 

劉金萍(2012)在其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研究中得知，國

語科成績表現不同的國小高年級學生在閱讀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在閱讀時間、

閱讀數量及整體閱讀行為的差異達到顯著。國語科成績 90-100 分的國小高年

級學生顯著高於 80-89 分及 79 分以下的學生；也發現國語科成績表現不同的

國小高年級學生在閱讀行為上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可見國語學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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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與學生在閱讀行為上的表現互為影響。而且語文能力優異才會理解文章

的意義，也才有持續閱讀的動力。 

邱美菁(2010)探討臺中市國小六年級學童之閱讀行為、閱讀理解能力、國

語科及數學學業成就的現況及相關情形，得到的結論如下：臺中市國小六年級

學童的閱讀行為與國語科學業成就呈低度正相關；臺中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

讀理解能力與國語科學業成就呈中度正相關；臺中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行

為與數學科學業成就呈低度正相關；臺中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理解能力與

數學科學業成就呈中度正相關；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行為、閱讀理解能力對

國語科學業成就具有預測力；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行為、閱讀理解能力對數

學科學業成就具有預測力。 

與國小六年級學童年齡較接近的國中生也有類似研究探討分析，如： 

王秀英(2009)於馬祖地區國中生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與國文科學習成效關

聯性之研究論文中指出馬祖地區國中生之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與國文科學習

成效有顯著相關，也就是表示閱讀動機越強，國文科學習成效越好；閱讀行為

越好，國文科學習成效也越好。 

向永樂(2011)在影響國中學生課外閱讀投入因素與學業成就相關之研究中

指出閱讀動機、閱讀興趣、父母態度、學校推廣、閱讀態度、閱讀投入程度、

閱讀成效、整體課外閱讀投入等層面，對國中生的整體學業表現都具有顯著影

響力。 

陳孟訓(2009)數學閱讀活動對數學學習成效之影響與歷程研究中，分析學

生於因數與倍數成就測驗之後測的得分表現發現：接受「數學閱讀活動」教學

的實驗組學生，在整體因數與倍數概念、因數概念及倍數概念上的表現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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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於接受一般教學的控制組學生，而在公因數及公倍數概念的表現雖然沒有顯

著差異，但實驗組的平均數仍高於控制組。 

國外也有不少探討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之研究，發現閱讀表現對於學科成

就之影響。例如：Leppänen 等人(2005)的長期性研究追蹤芬蘭國小學童閱讀情

形與學習表現，發現學童的課外閱讀的數量與其閱讀能力有高度的正相關。美

國學者 Cunningham and Stanovich(2003)提出閱讀投入量不但能預測語文成就，如

字彙量、理解力、寫作能力，亦會影響知識成長量以及終身閱讀習慣。Jordan，Hanich 

and Kaplan(2003)提出數學低成就的學生與其閱讀困難或能力低落有關，而

Bulcock、Clifton and Beebe(1978)研究了在印度和英國的14歲男孩的閱讀成績。

研究者確定這兩個國家的閱讀成就始終是科學成就的最有力的預測因素。所以

發現閱讀能力可預測自然領域物理、化學、生物的學習成就。 

Gambrell(1996)研究指出和他人談話、分享閱讀和寫作的時間，能夠促進

學生學業成就、內在動機、較高層次思考，以及想要閱讀更多書本。Krashen

（1993）研究「主動閱讀」的力量。研究指出「主動閱讀」者對於閱讀理解、

增長字彙、拼音能力、文法用詞和寫作都有極大的助益。兒童越能夠自發性的

閱讀，其語言能力也會相對性的提升。Nagy、Herman and Anderson（1985）研

究三年級以上的兒童每年學習約三千個新字的由來，發現除了教師的生字教學

之外，還包括兒童在閱讀文章的上下文中學習許多新字詞；此三位學者在 1987

年還發現，經由閱讀認識的字彙是 10 倍於一般字彙教學所得。 

此外，閱讀能力也與國家競爭力呈現正相關，閱讀能力愈高的國家，其競

爭力愈強，閱讀能力能預測國家競爭力。所以一些國家型研究也一直密切透過

評量及學習成就資料庫來瞭解學生在各學習領域或科目的表現，以追蹤、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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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生的學習優劣與學習成效。 

教育部於 93 年請國家教育研究院針對「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成就建立常

態性之資料庫」，進行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簡稱 TASA）之建置規劃，作為各界研訂課程與教學政

策之重要參據。自 97 年起年起確認並調整「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

施測週期為國小、國中、高中職，每年段 3 年一輪循環。 

分析 2010TASA 資料的結果，發現不管是參與閱讀活動的頻率，抑或是平

日課外閱讀的時間量，都與學生學習成就有正相關，研究更進一步發現閱讀習

慣對於國語文以外的科目的影響，如：英文、社會、與自然科。若比較課外閱

讀時間與其它學科成就表現之差異，從未閱讀與其他閱讀時間量的學習成績差

異效果量，四學科皆達中等程度，其中兩者於國語文的表現差異較其它學科來

得大一點；此結果顯示閱讀時間的投入更有助於國語文的學習表現。 

在國家教育研究院為期兩年民國 101 年 1 月至民國 102 年 12 月的「學生

學習本位之學校效能整合型研究」計畫中，第一年的子計畫中探討閱讀習慣（包

括閱讀活動的頻率、及閱讀時間）與學生學習成就之間的關連性，結果顯示學

生在國語、英文、自然、社會的成績與參與閱讀活動頻率、進行課外閱讀的時

間有正相關，頻率越高或閱讀時間越長的成績表現越好，說明閱讀表現或學科

成就往往與閱讀習慣有正向的關聯。 

由上述的定義與內涵可以看出 PISA 的「素養」評量，注重理解、應用、

與問題解決等「能力」。台灣則從 2006 年度開始參與 PISA 的長期計畫，15 歲

的中學生參與評比。截至目前為止，已獲得並發展出相當豐富的數據和資料。

現將台灣參加 PISA 的歷年國際排名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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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台灣參加 PISA 的歷年國際排名 

年 閱讀 數學 科學 

2006 16 1 4 

2009 23 5 12 

2012 7 4 13 

2015 23 4 4 

2006 年是台灣第一次參加 PISA 計畫調查，受測學生共計 8,815 位，該年

以「科學」為主科，「數學」和「閱讀」為輔科。測驗結果公布，台灣學生在

「數學成就」平均成績的國際排名為第 1 名，「科學」平均成績國際排名為第 4

名，「閱讀」成績為第 16 名，表現優於 OECD 國家的平均值。 

目前最新一次 PISA2015 年各國學生表現結果，台灣「數學素養」數學表

現優異、排名第 4，「科學素養」從原本第 13 名大幅提升至第 4 名，「閱讀素養」

則退至第 23 名。 

從 PISA 的評比中，可以發現：台灣 15 歲的中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方面，

表現的相當不錯，但在閱讀成績上卻沒有相當的成效。這樣的現象表示什麼呢？

而在閱讀方面的表現並不理想，但到底有無影響數學學習成效呢？而 PISA 報

告中還發現在數學成績上有呈現兩極化的發展，中程度的學習者越來越少，而

兩邊即高程度與低程度的學生越來越多。當然，這絕不是一個正常教育體制下

所應該有的發展現象，因此，研究者也一直在思考這現象背後的問題，以及閱

讀相關的研究與報導，希望能藉此解答心中的疑惑。而一直以來，教育當局也

大刀闊斧改革推動閱讀教育，社會輿論紛紛針對閱讀教育提出想法，是否應增

加學生閱讀投入動機、行為，增進閱讀的策略方法，可改善這些各項學習成效，

消弭學習成績呈現高比例低分群的現象？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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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閱讀表現上，芬蘭這個名列前茅的國家，是各國爭相取經的國家。凃

翠珊(2015)提到芬蘭的教育，「閱讀」是所有學科的基礎，從零歲培養孩子愛讀

書。芬蘭社會福利局會發給每個準媽媽一個「媽媽盒」，裡頭裝滿各式各樣的

嬰兒衣物用品，還有一本由政府贈送給每個孩子的「詩歌繪本」，繪本用厚紙

板作成，色彩鮮艷，很容易吸引嬰兒，鼓勵爸媽們常對孩子念謠，健康中心的

護士也強調，多讓孩子聽爸媽念歌謠，孩子會在無形中吸收語言韻律節奏，對

將來語言學習很有幫助。 

此外，芬蘭是全世界圖書館最密集的國家，以一個人口不過 6 萬的小城來

說，常有至少 6 到 7 個公共圖書館分布在不同地點，還有活動圖書館專車在特

定的時間裡到處跑，以方便偏遠地區的家庭借書，圖書館網路的密集與方便性，

使得圖書館成為學生自動求取知識的重要管道。圖書館每週也有固定的說故事

時間，邀請爸媽帶著孩童來聽故事。芬蘭人從孩子出生前就開始，在軟硬體條

件上用心培養孩子樂於閱讀的環境。4 歲的孩子，還有個「閱讀預備能力」評

量。這個由芬蘭研究機構在 2011 年發明的「閱讀預備能力」新評量，是為 3

歲半到 5 歲半的孩子所設計，一般在 4 歲前後舉辦，由於閱讀能力會影響將來

所有學科的學習，因此特別用這個評量，以「早期評估」孩子在閱讀能力的「準

備」上，是否需要可能的協助。芬蘭專門派特教老師去每一間幼兒園，一對一

的評量每個孩子，反映出他們的學前教育理念：小孩不見得需要學認字，但是

一定要及早了解發現，孩子有沒有閱讀的預備能力和興趣，因為這樣的能力，

才會真正影響孩子的一生。 

芬蘭 14 歲學童在 1991 年的 IEA 閱讀能力評比中就已經是第一，兩次 PISA

又蟬連冠軍，真讓人好奇，更想去探究芬蘭學生閱讀能力為何如此優秀。已有

學者根據研究，推測這樣的結果應是來自於整體學習網絡的互相配合，包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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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閱讀的興趣、學校與家庭提供益於學習的環境、閱讀策略與閒暇活動的設

計，學生本身及老師和家長的價值觀、目標、與期許等等。在所有因素中，影

響學生閱讀能力最大的就是學生對閱讀的動機與興趣。41％的芬蘭學生認為閱

讀是他們最愛的閒遐活動，如果只以女學生來計算，比例則高達 60％。芬蘭學

生更是所有國家中閱報率最高的。 

(網站資料：http://life.newscandinaviandesign.com/?p=40) 

從以上這些研究可得知，閱讀與學業成就之間真的是息息相關。高度閱讀

投入可獲得的閱讀能力，所帶給學習者的能力特質，正是卓越學習所需具備的

條件，這些能力特質可協助學生奠定良好的學業基礎，有助提昇學習成效。 

但仍有少部分研究指出閱讀投入與學習關聯度是較低的。如： 

陳怡華(2001)於國小學生家庭環境、閱讀動機與國語科學業成就之關係研

究中指出閱讀動機與國語科學業成就的相關程度不高。 

詹美瑩(2012)課外閱讀行為對學習成就之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課外閱

讀行為對於非工具性、工具性學習領域成就和學習成就影響未顯著，此研究與

李美月（2003）提出，課外閱讀和數學、地理等科目沒有顯著相關相符。 

基於以上研究之不同結果，研究者亦希望於教育當局大力推動閱讀之後，

無論是於學校教育、師資，圖書館改造，或於家庭閱讀、親子共讀的推廣，皆

挹注大量資源，再次探討現今學童是否注重自身的閱讀投入表現，以及閱讀與

學習成效、學業成績是否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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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瞭解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投入與國語科、數學科、閱讀能力、

解題思考能力等學習成效之關聯性，研究者研析文獻資料，並參考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陳昭珍博士指導研究生林吟燕所編製的「概念導向閱

讀教學融入國中小學閱讀課程對於學生閱讀投入影響之研究問卷」及駱淑萍所

編製「海外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之調查研究問卷」相關文獻後，編製「國小學

童的閱讀投入調查問卷」。本研究所需之國語科、數學科及閱讀能力、數學能

力成績資料，採用學生於 105 年度之國語科及數學科能力檢測成績及定期考試

成績，作為學生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分析的依據。 

本章就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研究對象、統計方法、研究流程、

資料處理及統計方法等六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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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所示。從研究架構圖中可知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

題： 

一、國小學童閱讀投入之情況如何？ 

(一)國小學童閱讀動機之情況如何？ 

(二)國小學童閱讀行為之情況如何？ 

(三)國小學童閱讀策略之情況如何？ 

二、國小男女生於閱讀投入及學習成效的表現有何差異？ 

三、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學習成效有什麼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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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對於國語科學習影響之情形如何？ 

(二)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對於數學科學習影響之情形如何？ 

(三)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對於閱讀能力素養之影響如何？ 

(四)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對於數學能力素養之影響如何？ 

本研究擬定的研究假設如下： 

一、國小學童閱讀投入之閱讀動機、行為、策略有相關。 

二、國小男女生於閱讀投入及學習成效的表現有差異。 

三、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學習成效有相關性 

(一)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國語科學習有相關。 

(二)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數學科學習有相關。 

(三)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閱讀能力素養有相關。 

(四)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數學能力素養有相關。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投入問卷」及「新北市 105 年學生能

力檢測測驗題目及成績」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以了解學生閱讀投入及學習

成效、能力的差異性及相關性。以下就問卷內容及學習成效檢測做說明。 

一、問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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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乃通過文獻探討，並參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陳昭珍博士指導研究生林吟燕所編製的「概念導向閱讀教學融入國中小

學閱讀課程對於學生閱讀投入影響之研究問卷」及駱淑萍所編製「海外華僑青

年的閱讀投入之調查研究問卷」相關文獻後，整理挑選出 42 個與本研究探討

主題相關之題目編製「國小學生的閱讀投入調查問卷」。 

問卷內容分為學童背景資料閱讀投入兩個部份。背景資料包含性別、班級。

閱讀投入包含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策略三個構面。問卷題數計有個人背

景 2 題、閱讀時間調查問題 2 題、閱讀投入量表 42 題。其中閱讀投入量表分

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閱讀動機」分量表有 12 個問項，第二部分為「閱讀

策略」分量表有 12 個問項、第三部分為「閱讀行為」分量表有 10 個問項。「閱

讀動機」分量表中的 12 個問項又依目的性分為三個層面的問項，有「內在動

機」3 個問項，「閱讀價值」5 個問項，「社會目標」4 個問項，分項表列如表

3-1。 

問卷形式以封閉型問卷格式為主，「閱讀動機」分量表中各題得分代表受

試者在該向度之情況，問項以「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五個選項作答。其值愈高，表示強度愈高或表現愈積極。「閱讀行為」及「閱

讀策略」分量表的問項主要在了解學童的閱讀態度及採用閱讀策略的情況，以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作答，各面向得分

愈高，表示愈注重使用該閱讀策略。 

根據駱淑萍之研究，使用此問卷題目對海外華僑青年施測後，以統計軟體 

SPSS 22 進行問卷的信度分析，得知「閱讀行為」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

為 0.826，「閱讀動機」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18，「閱讀策略」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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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34，整體信度為 0.945，高於 0.7，故本研究

問卷信度良好。 

表 3-1 閱讀動機三個層面及調查問項分配表 

閱讀動機 參考來源 

內 在 動 機

(MPI) 

1-1 我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 

1-2 我喜歡閱讀是因為閱讀是件愉快的事 

1-3 閱讀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MRIB-S 

閱 讀 價 值

(MPV) 

1-4 我會藉由閱讀來獲得新知識 

1-5 我認為比起其他活動，閱讀對自己的課業學習是較

有幫助的 

1-6 我會運用自閱讀所獲得的知識 

1-7 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趣，我會去找相關的

書來看 

1-8 在閱讀上能獲得成就，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如：能理解所閱讀的內容、能在課堂中獲得閱讀

模範……等) 

社 會 目 標

(MPFS) 

1-9 我的同學和我都認為閱讀是件有意義的事 

1-10 我閱讀時，同學會尊重我 

1-11 同學會問我對閱讀內容的看法 

1-12 同學會相信我閱讀後所提出的見解 

二、學習成效檢測 

採計的第一項成績是以新北市能力檢測試題測驗進行國語文、數學之成績

量化研究，了解學習成效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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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北市 105年學生國語文能力檢測測驗題目有選擇題共 32題(如附錄

二)。新北市國教輔導團所製作檢測結果報告中將評量向度與題目分

類細目表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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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新北市學生國語能力檢測評量向度與題目分類細目表 資料來源：新北市學生能力檢測網站 

題號 
國語文 

能力分

類 

評量 

項目 
評量內涵 

認知 

向度 
能力指標 

1、2 
1.注音

符號應

用能力 

1.字音 1.同音字、

音近字 

記憶 1-3-1能運用注音符號，理

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

能。 

4-3-1能認識常用國字 

2,200-2,700字。 
3、4 

2.一字多音 了解 

5、6 
2.識字

與寫字

能力 

2.字形 3.辨認字形 記憶 4-3-1能認識常用國字 

2,200-2,700 字。 

7、8 
4.部首辨識 了解 4-3-2會查字辭典，並能利

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9、10 3.閱讀 

能力 

3.詞句 

理解 

5.詞義理解 了解 5-3-1能掌握文章要點，並

熟習字詞句型。 

11、12 
6.句意理解 了解 

23、24、

28 

4.段篇 

理解 

7.檢索訊息 了解 5-3-3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

述方式。 

5-3-5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

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25、29 

30 

8.推論訊息 了解 

26、31 9.詮釋整合 分析 

27、32 10.比較評估 分析 

13、14、

15 

4.寫作 

能力 

5.語文 

表達 

11.組織句子 分析 6-3-1能正確流暢的遣詞造

句、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16、17、

18 

12.檢查病句 評鑑 6-3-5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

的能力。 

19、20 

13.標點符號 應用 6-2-9能瞭解標點符號的功

能，並在寫作時恰當使用。 

21、22 
6.寫作 

技巧 

14.修辭技巧 了解 6-3-6能把握修辭的特 

性，並加以練習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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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檢測中屬於本研究欲分析的學習成效與閱讀能力評量內涵，包括「詞

句理解、檢索訊息、推論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並依據國教輔導團分

析報告之定義，將評量向度與題目分類細目製成對照表如下： 

表 3-3 國語能力檢測題目與閱讀能力評量內涵對照表 

閱讀能力評量內涵 題號 題數 

詞句理解 9、10、11、12 4題 

檢索訊息 23、24、28 3題 

推論訊息 25、29、30 3題 

詮釋整合 26、31 2題 

比較評估 27、32 2題 

總計 14題 

(二) 新北市 105 年學生數學能力檢測測驗題目共 25 題(如附錄三)，新北

市國教輔導團之檢測分析報告將各題評量向度與題目分類細目列舉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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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新北市學生數學能力檢測評量向度與題目分類細目表 資料來源：新北市學生能力檢測網站 

題號 97 課綱（分類細目） 知識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1 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算。 數與計算 程序執行 

2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驟問題，並能

併式計算。 

數與計算 解題思考 

3 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數與計算 程序執行 

4 能理解因數和倍數。 數與計算 概念理解 

5 能認識兩數的公因數、公倍數、最大公因

數與最小公倍數。 

數與計算 概念理解 

6 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數的換 

算。 

數與計算 概念理解 

7 能用通分做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與加

減。 

數與計算 程序執行 

8 能理解分數乘法的意義，並熟練其計算，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數與計算 概念理解 

9 能理解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法的意義，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數與計算 概念理解 

10 能認識多位小數，並做比較與加、減與整

數倍的計算，以及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數與計算 概念理解 

11 能用直式處理乘數是小數的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數與計算 程序執行 

12 能用直式處理整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

數的計算。 

數與計算 程序執行 

13 能將分數、小數標記在數線上。 數與計算 概念理解 

14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題。 量與實測 程序執行 

15 能認識重量單位「公噸」、「公噸」及「公

斤」間的關係，並做相關計算。 

量與實測 程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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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7 課綱（分類細目） 知識向度 認知歷程向度 

16 能認識面積單位「公畝」、「公頃」、「平

方公里」及其關係，並做相關計算。 

量與實測 概念理解 

17 能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公尺」、「立方公

分」及「立方公尺」間的關係， 並做相關

計算。 

量與實測 程序執行 

18 能理解容量、容積和體積間的關係。 量與實測 解題思考 

19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 

幾何 程序執行 

20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

第三邊。 

幾何 概念理解 

21 能認識圓心角，並認識扇形。 幾何 程序執行 

22 能運用切割重組，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

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幾何 概念理解 

23 能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幾何 解題思考 

24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減法的

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計算。 

代數 概念理解 

25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

混合計算。 

代數 概念理解 

數學檢測中屬於本研究欲分析的學習成效與數學能力評量內涵，包括「數

與計算、量與實測、幾何、代數」，並依據國教輔導團分析報告之定義，將數

學檢測之 25 個題目依認知歷程分為「概念理解、程序執行及解題思考」三個

向度分類製成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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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數學檢測題目之認知歷程向度對照表 

(三) 檢驗學習成效採計的第二項成績是 105 學年度六年級共 3 次定期評量

的國語科成績、數學科成績，是形成性評量。包含選擇題、非選擇題，統一命

題，本次施測對象學生統一參加考試，有一定的鑑別度及公信力。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之關聯性，故

本研究以新北市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為蒐集資料之對象，計有男生 71 名，女

生 69 名，共有 140 名學生。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問卷調查法，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整理、編碼及分析。依

據研究目的，針對學生設計問卷測量其閱讀投入、學習成效、能力素養之關聯。

因在研究者服務學校內施測，並由各班導師協助，故可完全回收發出之問卷共

140 份，確保問卷回收率。 

以電腦套裝軟體程式 SPSS Statistics 22 版作為資料處理的工具。將研究樣

認知歷程向度 題號 題數 

概念理解 4、5、6、8、9、10、13、16、20、22、24、25 12 題 

程序執行 1、3、7、11、12、14、15、17、19、21 10 題 

解題思考 2、18、23 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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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得的基本資料、105 學年度之國語能力檢測成績、數學能力檢測成績、國

語定期評量成績及數學定期評量成績、「國小學童閱讀問卷」的調查資料分別

輸入電腦，進行下列統計分析。主要採用的統計方法有下列： 

一、以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假設一。求得閱讀投入與學業成就之相關，並

檢定其是否達到顯著水準。 

二、以百分比次數分配考驗並說明假設一中的閱讀動機、行為、策略及閱

讀時間，分析學童平日、假日投入閱讀時間概況。 

三、以Ｔ檢定、卡方分析考驗假設二求出不同性別的學童，在閱讀投入各層

面的平均數差異之顯著性。 

四、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假設三，瞭解不同學業成就之國小學童，其

閱讀投入表現之差異情形。並進行關聯比較。 

五、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考驗假設三。以國小學童的各項學習成效為標準

變項，而以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平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等

為預測變項，求出學習成效與上述五個層面間的複相關係數，並檢定其顯著性，

瞭解其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實施流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之主要工作是根據研究題目、主

題，廣泛蒐集與研讀歸納國內外研究文獻資料，了解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的相

關研究，思考研究議題，確定研究主題，確立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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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工作，主要是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對象，選擇適合的測驗工

具，編製設計此研究之「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問卷調查」，加上「新北市學生能

力檢測成績」及「中山國小 105 學年度上下學期共 3 次定期評量成績」為研究

工具。 

第三階段之主要工作是以「閱讀投入問卷」進行正式施測。因施測對象為

研究者服務的學校，由研究者排定時間，告知級任教師，取得其對本研究的支

持與協助，再告知老師施測時應注意之事項及細節，並提供其標準化施測之程

序，由級任教師依照標準化程序，採團體方式施測。全部施測完畢，並收集到

所有參與施測學童之問卷。並收集所有施測學生國語檢測、數學檢測的成績，

還有也蒐集了 105 學年度 3 次定期考試的學生成績。 

第四階段之主要工作是將施測所得的量表及各項學習成效分數加以整理，

將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根據分析的結果，撰寫研究報告，並提出結論與

建議，完成研究論文。 

另外，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之進度表，如圖 3-2： 

 

圖 3-2 研究實施流程   

研究項目 105 年 106 年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蒐集與閱讀文獻                  

擬定研究架構                  

撰寫研究計畫                  

蒐集學習成績                  

決定施測問卷題目                  

進行正式問卷施測                  

資料統計與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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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根據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進行資料分析，以瞭解目前中山國小高年級

學生閱讀投入與國語科、數學科學習成效之關聯性。本章分為六節：第一節為

中山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投入情形，包括閱讀動機、策略、行為之分析及整體

分析探討；第二節為男女生於閱讀投入及學習成效表現差異分析；第三節為國

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國語科、數學科學習成效之相關分析；第四節為國小學童

閱讀投入度與國語科、數學科學習成效之迴歸預測分析；第五節為綜合分析與

討論。 

第一節 中山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投入現況 

本節主要在瞭解受試者的閱讀投入概況，並根據受試者在「閱讀動機」、「閱

讀策略」及「閱讀行為」所填答的結果，進行分析討論。 

壹、閱讀動機現況分析討論 

茲將國小學童的閱讀動機分成「內在動機」、「閱讀價值」及「社會目標」

三大構面，結果如表 4-1。本研究之動機最高分為 5 分，屬於「優良」；中等

表現得分為 3 分，最低分為 1 分屬於「 差 」。 

就國小學童「整體閱讀動機」而言，其平均值為 3.5。再將閱讀動機細分

為「內在動機」、「閱讀價值」及「社會目標」三個構面。此三個構面中，以「閱

讀價值」的得分最高（M = 3.7），「內在動機」次之（M = 3.6），「社會目標」

最低(M = 3.3），可知大部分的學童較重視能從閱讀中獲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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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 得知，在「內在動機」構面，以「我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的得分

最高（M = 3.7），其次為「我喜歡閱讀是因為閱讀是件愉快的事」（M = 3.6）、

「閱讀對我而言非常重要」（M = 3.4）。 

在「閱讀價值」構面，以「我會藉由閱讀來獲得新知識」的得分最高（M = 4），

其次為「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趣，我會去找相關的書來看」（M = 3.9）、「我

會運用自閱讀所獲得的知識」（M = 3.6）。 

在「社會目標」構面，以「我閱讀時，同學會尊重我」的得分最高（M =3.7），

其次為「我的同學和我都認為閱讀是件有意義的事」（M =3.4）、「同學會相信

我閱讀後所提出的見解」（M =3.2）、「同學會問我對閱讀內容的看法」（M =3.0） 

以整體動機來看，所有表現得分皆在 3 分以上，得分表現最好的「1-4 我

會藉由閱讀來獲得新知識」(M = 4.0）及「1-7 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趣，

我會去找相關的書來看」(M = 3.9）皆為「閱讀價值」構面。 

得分較低的兩項為「1-12 同學會相信我閱讀後所提出的見解」(M = 3.2）

及「1-11 同學會問我對閱讀內容的看法」(M = 3.0），皆為「社會目標」構面。 

顯示學童重視閱讀能帶給他的實用性、是否有幫助其增長知識的效益，也

願意主動透過閱讀去追求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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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閱讀投入調查之閱讀動機分析表 

項目 閱讀動機施測題項 
平均數 

N=140 

內在動機 1-1 我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 3.7 

1-2 我喜歡閱讀是因為閱讀是件愉快的事 3.6 

1-3 閱讀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3.4 

整體內在動機 3.6 

閱讀價值 1-4 我會藉由閱讀來獲得新知識 4.0 

1-5 我認為比起其他活動，閱讀對自己的課業學習是較有幫助的 3.4 

1-6 我會運用自閱讀所獲得的知識 3.6 

1-7 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趣，我會去找相關的書來看 3.9 

1-8 在閱讀上能獲得成就，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如：能理解所閱讀的內容、能在課堂中獲得閱讀模範……等) 

3.5 

整體閱讀價值 3.7 

社會目標 1-9 我的同學和我都認為閱讀是件有意義的事 3.4 

1-10 我閱讀時，同學會尊重我 3.7 

1-11 同學會問我對閱讀內容的看法 3.0 

1-12 同學會相信我閱讀後所提出的見解 3.2 

整體社會目標 3.3 

整體閱讀動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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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閱讀行為現況分析討論 

一、閱讀行為 

此「閱讀行為」項目研究之最高分為 5 分，屬於「優良」；中等表現得分

為 3 分，最低分為 1 分屬於「 差 」。就國小學童「整體閱讀行為」而言，

其平均值為 3.2，達中等以上表現。其中以第 1 題「我會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

閱讀」(M =4.2）得分最高；以第 4 題「我會將零用錢拿去買書」(M = 2.7）得

分最低，也未達中等表現。另外，第 5 題「我會要求爸媽買書給我」(M = 2.9）

平均得分亦未達中等表現。 

從以上分析可知學童對於選書有極高的自主性，此與林見瑩(民 99)於高雄

縣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童課外讀物閱讀情況之調查研究中顯示「學童對所看的課

外讀物的選擇很有自主性」相同。 

但是學童不重視自己花錢買書，不重視買書得到書這件事。但深究也可能

是現在學校圖書館借閱書籍很方便、也常購置新書，並不須自己額外花錢去買

書。而且，本校非在市中心區，孩子到距離最近的書店，都要搭乘交通工具才

能抵達，應該也是購書意願低的其中原因。詳細原因仍有待進一步調查研究。 

再從「晨間共讀時，我會認真的閱讀」(M =3.5）高於屬於個人閱讀行為的

「我一有空就會去閱讀書籍」(M =3.2）、「我會長時間閱讀」(M =3.1）、「我會

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閱讀」(M =3.0），可知學童於團體中或學校規定、老師

要求下會較重視閱讀活動，知道應該認真去閱讀，也顯示閱讀的主動性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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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閱讀投入調查之閱讀行為分析表 

閱讀行為施測題項 
平均數 

N=140 

(1)我會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 4.2 

(2)我一有空就會去閱讀書籍 3.2 

(3)我會長時間閱讀(如：每天閱讀 1 小時以上) 3.1 

(4)我會將零用錢拿去買書 2.7 

(5)我會要求爸媽買書給我 2.9 

(6)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閱讀 3.0 

(7)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 3.1 

(8)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 3.3 

(9)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讀 3.2 

(10)晨間共讀時，我會認真的閱讀 3.5 

整體閱讀行為 3.2 

二、閱讀時間 

表 4-3 為學童於平日及假日上課期間每天閱讀時間之次數分配與百分比表，

由表 4-3資料得知，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生平日上課期間每天閱讀時間，依序為：

30 分鐘有 102 位，佔 73%；很少閱讀的有 22 位，佔 16%；1 小時有 11 位，佔

8%；2 小時以上有 3 位，佔 2%；2 小時有 2 位，佔 1%。 

在假日期間每天閱讀時間，依序為：1 小時有 100 位，佔 71%；很少閱讀

的有 20 位，佔 14%；2 小時有 12 位，佔 9%；3 小時以上有 4 位，佔 3%；3

小時有 3 位，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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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中山國小學童平日與假日閱讀之時間分布情形 

閱讀行為之 

閱讀時間 
時間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平日閱讀時間 完全沒有 0 0% 6 

很少 22 16% 2 

約 30 分鐘 102 73% 1 

約 1 小時 11 8% 3 

約 2 小時 2 1% 5 

2 小時以上 3 2% 4 

合計 140 100% 

假日閱讀時間 完全沒有 1 1% 6 

很少 20 14% 2 

約 1 小時 100 71% 1 

約 2 小時 12 9% 3 

約 3 小時 3 2% 5 

3 小時以上 4 3% 4 

合計 140 100% 

 

叁、閱讀策略現況分析討論 

此「閱讀策略」項目研究之最高分為 5 分，屬於「優良」；中等表現得分

為 3 分，最低分為 1 分屬於「 差 」。就國小學童「整體閱讀策略」而言，

其平均值為 3.5，達中等以上表現。其中以「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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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聲音」(M = 3.9）得分最高；其次為「我會試著將新學到的資訊與從前學

過的知識或經驗聯想在一起」（M =3.8）、「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在中

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M =3.7）、「閱讀時，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

考幾遍幫助理解」（M =3.7）、「我會反覆的閱讀來幫助我了解文章的意思」（M 

=3.6）；而以「我會做閱讀筆記，摘要記錄文章中的句子」(M = 2.8）得分最低，

也未達中等表現。 

此結果顯示國小學童對於閱讀時有不懂之處，普遍都會運用「回想、再讀、

多讀幾次」的策略來嘗試解決疑難。也分析出學童較不喜歡於閱讀時隨手紀錄

重點、內容，可能仍將閱讀純粹視為較輕鬆的休閒活動，或以賞析目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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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閱讀投入調查之閱讀策略分析表 

閱讀策略施測題項 
平均數

N=140 

(1)我會反覆的閱讀來幫助我了解文章的意思 3.6 

(2)我會做閱讀筆記，摘要記錄文章中的句子 2.8 

(3)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象及聲音 3.9 

(4)我會試著將新學到的資訊與從前學過的知識或經驗聯想在一起 3.8 

(5)閱讀前，我會先想一想我想學習的主題是什麽 3.3 

(6)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找其它的資料來了解 3.2 

(7)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在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 3.7 

(8)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後，再仔細閱讀文章的細節部份 3.4 

(9)閱讀時，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3.7 

(10)閱讀時，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心閱讀 3.5 

(11)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老師教過的閱讀方法，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 3.3 

(12)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閱讀方式(如：大概瀏覽、仔細閱讀等) 3.5 

整體閱讀策略 3.5 

 

肆、整體閱讀投入分析 

由表 4-5 的皮爾森相關分析顯示，「閱讀動機」和「閱讀行為」的相關性

為 .688、和「閱讀策略」的相關性為 .721，彼此有相互關連性，且達到顯著

性相關。「閱讀行為」和「閱讀策略」的相關性為 .679，彼此也相互有關連性，

且達到顯著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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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策略」和整體閱讀投入的相關性

來看，分別為 .894、 .889、 .895，皆達顯著性相關，其中「閱讀行為」和整

體投入的相關性 .889 為最低，而「閱讀動機」的 .894、「閱讀策略」的 .895

和整體閱讀投入的相關性則非常接近。 

表 4-5 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之相關分析 

閱讀 

投入 

動機 

N=140 

行為 

N=140 

策略 

N=140 

整體閱讀投入 

N=140 

 

皮爾森 

相關 

p 

 

皮爾森 

相關 

p 

 

皮爾森 

相關 

p 

（雙尾） 

皮爾森 

相關 

p 

 

動機 1 .688** .000 .721** .000 .894** .000 

行為 .688** .000 1 .679** .000 .889* .000 

策略 .721** .000 .679** .000 1 .895** .000 

**. 相關性在 0.01 層上顯著（雙尾）。 

 *. 相關性在 0.05 層上顯著（雙尾）。 

第二節 國小男女生的閱讀投入及學習成效表現差異分析 

本研究欲探討中山國小五年級學童之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是否

受性別背景變項影響，茲將其分析如下： 

壹、性別背景資料 

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表示中山國小學童參與調查研究的人數與性別統計

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 4-6 研究對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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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生 女生 合計 

人數 71 69 140 

百分比 51% 49% 100% 

由本表統計顯示，中山國小五年級學童中男生為 71 人，女生為 69 人，男

生比女生多 2 人，相差比例為 2% ，男女生比例分別占實際有效樣本數 51%及

49%。 

貳、男女生閱讀時間之結果分析 

以下就不同性別學生閱讀時間之結果分析，進行 t 考驗。此「平日閱讀

時間」項目研究之最低分為「完全沒有」得分 1 分，屬於「 差 」；依次為「很

少」得分為 2 分，「約 30 分鐘」得分為 3 分，「約 1 小時」得分為 4 分，「約 2

小時」得分為 5 分，「2 小時以上」得分為最高分 6 分。  

不同性別學生在平日閱讀時間方面，男生在閱讀時間選項的平均數為 2.96，

標準差為 0.46；女生在閱讀時間選項的平均數為 3.07，標準差為 0.88。經 t

考驗結果顯示，男、女學生在平日閱讀時間未達顯著差異(t = -.962, p = .338)，

男、女學生在平日閱讀時間約為得分 3 分的「約 30 分鐘」，但女生的閱讀時間

還是略多於男生。 

「假日閱讀時間」項目研究之最低分為「完全沒有」得分 1 分，屬於「 差 」；

依次為「很少」得分為 2 分，「約 1 小時」得分為 3 分，「約 2 小時」得分為 4

分，「約 3 小時」得分為 5 分，「3 小時以上」得分為最高分 6 分。 

在假日閱讀時間方面，男生在閱讀時間選項的平均數為 3.10，標準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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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女生在閱讀時間選項的平均數為 3.01，標準差為 0.93。經 t 考驗結果顯

示，男、女學生在假日閱讀時間未達顯著差異 (t =.640, p = .523) ，男、女學

生在假日閱讀時間約為得分 3 分的「約 1 小時」，但男生的閱讀時間略多於女

生。以上分析結果詳見表 4-7。 

表 4-7 中山國小男女學童閱讀時間分析表 

 男生 

N=71 

女生 

N=69 t值 p值 

閱讀時間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日 2.958 .4609 3.072 .8798 -.962 .338 

假日 3.099 .5893 3.014 .9314 .640 .523 

 

不同性別學生經由卡方考驗及聯結分析來探討不同性別學生平日每天閱

讀時間之差異情形及實質聯結強度，結果詳見表 4-8。 

以性別而言，不同性別學生「平日」每天閱讀時間有顯著差異 (χ2 =6.771，

p = .01) ；就相關程度而言，不同性別學生平日每天閱讀時間有顯著的相關情

形存在 (V= .13，p = .01)，男生每天閱讀時間高於女生。個別而言，男女生皆

以每天閱讀時間 30 分鐘為最多，男生 78.9%，女生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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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同性別學生平日每天閱讀時間之卡方考驗及聯結分析表 

  

性別 

總計 

顯著性檢定及

聯結強度 
男 女 

平日

閱讀

時間 

很少 計數 9 13 22 皮爾森卡方

=6.771* 

df = 4 

 

性別內的 % 12.7% 18.8% 15.7% 

30分鐘 計數 56 46 102 

性別內的 % 78.9% 66.7% 72.9% 

1小時 計數 6 5 11 

性別內的 % 8.5% 7.2% 7.9% 

2小時 計數 0 2 2 

性別內的 % 0.0% 2.9% 1.4% 

2小時 

以上 

計數 0 3 3 

性別內的 % 0.0% 4.3% 2.1% 

總計 計數 71 69 140 

性別內的 % 100.0% 100.0% 100.0% 

以性別而言，不同性別學生「假日」每天閱讀時間有顯著差異 (χ2= 9.600*，

p = .05) ；就相關程度而言，不同性別學生假日每天閱讀時間有顯著的相關情

形存在 (V= .087，p = .05)，女生假日每天閱讀時間為「沒有」及「很少」的比

率高於男生。「閱讀 1 小時」的男生比率為 80.3%，女生為 62.3%，男生高於女

生。個別而言，男女生皆以每天閱讀 1 小時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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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不同性別學生假日每天閱讀時間之卡方考驗及聯結分析表 

  

性別 

總計 

顯著性檢定及

聯結強度 
男 女 

假日

閱讀

時間 

沒有 計數 0 1 1 皮爾森卡方

=9.600* 

df = 5 

V 

= .087 

性別內的 % 0.0% 1.4% .7% 

很少 計數 5 15 20 

性別內的 % 7.0% 21.7% 14.3% 

1小時 計數 57 43 100 

性別內的 % 80.3% 62.3% 71.4% 

2小時 計數 7 5 12 

性別內的 % 9.9% 7.2% 8.6% 

3小時 計數 1 2 3 

性別內的 % 1.4% 2.9% 2.1% 

3小時 

以上 

計數 1 3 4 

性別內的 % 1.4% 4.3% 2.9% 

總計 計數 71 69 140 

性別內的 % 100.0% 100.0% 100.0% 

參、男女生於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策略之差異 

女生和男生在閱讀動機、策略、行為的層面上，女生的平均得分高於男生，

閱讀動機 (42.870>41.197) 及閱讀行為 (32.493>31.873) ，但未達顯著水準，

顯示男生和女生在閱讀動機和閱讀行為投入的程度上，並沒有顯著差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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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女生得分平均數 42.841，男生的 40.056，且達顯著差異 p=.035，顯示女

生於閱讀策略使用的表現優於男生。 

表 4-10 男女學童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策略之差異分析表 

 
男 

N=71 

女 

N=69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動機 41.197 8.0509 42.870 6.934 -1.315 .191 

行為 31.873 8.7324 32.493 7.2793  -.455 .650 

策略 40.056 7.9586 42.841 7.4786 -2.132 .035* 

在閱讀動機的「內在動機」、「閱讀價值」、「社會目標」三個分項中，女生

的得分表現皆優於男生，但並未達顯著性。 

表 4-11 男女學童「內在動機」、「閱讀價值」、「社會目標」之差異分析表 

 

閱讀動機 

男 

N=71 

女 

N=69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內在動機 10.465 2.6177 10.783 2.0283 -.801 .424 

閱讀價值 18.211 3.3971 18.551 3.1971 -.608 .544 

社會目標 12.859 3.2963 13.710 2.8028 -1.64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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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表 4-12 閱讀動機測驗的各題項來比較，男生、女生排名較強的前兩

個動機都是「我會藉由閱讀來獲得新知識」及「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

趣，我會去找相關的書來看」，而這兩個動機都是屬於「閱讀價值」的動機構

面。不論男生、女生較低落的兩個動機都是「同學會相信我閱讀後所提出的見

解」、「同學會問我對閱讀內容的看法」。 

女生的「我閱讀時，同學會尊重我」列於第 3 的序位，男生則列於第 5；「我

會運用自閱讀所獲得的知識」這項動機男生列於第 4，女生則列於第 7；其他

各項動機男女生相差不多。 

從平均得分來看女生稍稍高於男生，但差距極小，各項閱讀動機強度上，

男女生差異也未達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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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男女學童閱讀動機各題項之差異分析表 

閱讀動機向度男生得分情況 閱讀動機向度女生得分情況 

項目 
男生 

平均得分 

女生 

平均得分 
項目 

1-4我會藉由閱讀來獲得新知識 3.957 4.072 1-4我會藉由閱讀來獲得新知識 

1-7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

趣，我會去找相關的書來看 
3.859 3.913 

1-7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

趣，我會去找相關的書來看 

1-1我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 3.563 3.783 1-10 我閱讀時，同學會尊重我 

1-6我會運用自閱讀所獲得的知識 3.521 3.739 1-1我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 

1-10我閱讀時，同學會尊重我 3.521 3.681 
1-2我喜歡閱讀是因為閱讀是件愉快

的事 

1-2我喜歡閱讀是因為閱讀是件愉快

的事 
3.507 3.609 

1-8在閱讀上能獲得成就，對我而言

非常重要 

1-8在閱讀上能獲得成就，對我而言非

常重要 
3.479 3.58 1-6我會運用自閱讀所獲得的知識 

1-5我認為比起其他活動，閱讀對自己

的課業學習是較有幫助 
3.451 3.42 

1-9我的同學和我都認為閱讀是件有

意義的事 

1-3閱讀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3.394 3.412 1-3閱讀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1-9我的同學和我都認為閱讀是件有

意義的事 
3.366 3.391 

1-5我認為比起其他活動，閱讀對自

己的課業學習是較有幫助 

1-12同學會相信我閱讀後所提出的見

解 
3.07 3.362 

1-12 同學會相信我閱讀後所提出的

見解 

1-11同學會問我對閱讀內容的看法 2.901 3.145 1-11 同學會問我對閱讀內容的看法 

 

從下表 4-13，在閱讀行為表現方面，男生、女生表現較好的前三項都是「我

會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晨間共讀時，我會認真的閱讀」、「我會跟別人

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 

男生、女生的「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都是列於第六的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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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將零用錢拿去買書」也同樣列於最末位。 

男生、女生的「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讀」序位有較大差異，男生的

這項閱讀行為列於第 4，女生則列於第 8。 

從平均得分來看女生稍稍高於男生，但差距極小，各項閱讀行為表現上，

男女生差異也未達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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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男女學童閱讀行為各題項之差異分析表 

 

  

閱讀行為向度男生得分情況 閱讀行為向度女生得分情況 

項目 
男生 

平均得分 

女生 

平均得分 項目 

(1)我會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 4.21 4.19 
(1)我會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

讀 

(10)晨間共讀時，我會認真的閱讀 3.479 3.565 
(10)晨間共讀時，我會認真的閱

讀 

(8)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

內容 
3.211 3.319 

(8)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

籍內容 

(9)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讀 3.211 3.217 (2)我一有空就會去閱讀書籍 

(2)我一有空就會去閱讀書籍 3.141 3.159 
(3)我會長時間閱讀(如：每天閱

讀 1小時以上) 

(7)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

書 
3.141 3.13 

(7)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

的書 

(6)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閱

讀 
2.986 3.101 (5)我會要求爸媽買書給我 

(3)我會長時間閱讀(如：每天閱讀

1小時以上) 
2.972 3.087 

(9)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

讀 

(5)我會要求爸媽買書給我 2.775 3.058 
(6)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

閱讀 

(4)我會將零用錢拿去買書 2.577 2.783 (4)我會將零用錢拿去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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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表 4-14 閱讀策略項目來比較，有「我會反覆的閱讀來幫助我了解文

章的意思」(t=-2.671,p=.008*)、「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在中途回想

前面讀過的重點」(t=-2.641,p=.009*)、「閱讀時，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

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t=-2.431,p=.016*)、「閱讀時，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

專心閱讀」(t=-4.512,p=.000*)等四個策略，男女生表現有顯著差異，且都是

女生優於男生。 

男生運用最好的策略是「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象及聲音」，女

生則是「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在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男生運

用較好的策略依序還有「我會試著將新學到的資訊與從前學過的知識或經驗聯

想在一起」、「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閱讀方式」及「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

時，我會在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女生運用較好的策略依序有「閱讀時，

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象及聲音」、「閱讀時，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心閱讀」、

「閱讀時，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不論男、女生的「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找其它的資料來了解」、「我

會做閱讀筆記，摘要記錄文章中的句子」這兩個策略都是敬陪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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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男女學童閱讀策略各題項之差異分析表 

 

閱讀策略向度男生得分情況 閱讀策略向度女生得分情況 

項目 
男生 

平均得分 

女生 

平均得分 
項目 

(3)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

象及聲音 
3.803 3.928 

(7)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

在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 

(4)我會試著將新學到的資訊與從前

學過的知識或經驗聯想在一起 
3.746 3.913 

(3)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

景象及聲音 

(12)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閱讀

方式(如：大概瀏覽、仔細閱讀等) 
3.521 3.899 

(10)閱讀時，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

專心閱讀 

(7)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在

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 
3.465 3.87 

(9)閱讀時，對於看不懂的部份，

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9)閱讀時，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

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3.451 3.84 

(1)我會反覆的閱讀來幫助我了解

文章的意思 

(1)我會反覆的閱讀來幫助我了解文

章的意思 
3.41 3.754 

(4)我會試著將新學到的資訊與從

前學過的知識或經驗聯想在一起 

(5)閱讀前，我會先想一想我想學習

的主題是什麽 
3.366 3.493 

(12)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閱

讀方式(如：大概瀏覽、仔細閱讀

等) 

(8)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後，再仔

細閱讀文章的細節部份 
3.324 3.464 

(8)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後，再

仔細閱讀文章的細節部份 

(11)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老師教

過的閱讀方法，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 
3.268 3.275 

(11)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老師

教過的閱讀方法，來幫助自己專心

閱讀 

(10)閱讀時，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

心閱讀 
3.169 3.232 

(5)閱讀前，我會先想一想我想學

習的主題是什麽 

(6)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找

其它的資料來了解 
3.141 3.217 

(6)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

找其它的資料來了解 

(2)我會做閱讀筆記，摘要記錄文章

中的句子 
2.648 2.971 

(2)我會做閱讀筆記，摘要記錄文

章中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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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男女學童國語及數學成績比較分析 

從表 4-15 可以得知本研究採用的四項學童學習成績「國語能力檢測」、「國

語定期考」、「數學能力檢測」及「數學定期考」，女生的分數都高於男生。 

表 4-15 男女學童國語及數學成績比較 

 
男生 N=71 

 
女生 N=69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國語檢測分數 59.915 19.976 
 

69.87 14.823 

國語定期評量分數 84.831 12.381 
 

89.889 8.601 

數學檢測分數 59.38 24.281 
 

65.235 21.494 

數學定期評量分數 74.232 19.525 
 

78.176 16.023 

伍、男女學童閱讀能力表現差異分析 

男女生閱讀能力之比較分析如下，女生的「詞句理解」、「檢索訊息」、「推

論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及「整理閱讀能力」皆優於男生。其中「推

論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及「整理閱讀能力」也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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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男女學童閱讀能力分析表 

陸、男女學童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之差異 

男女生在數學能力中的「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皆是女生

優於男生，但並未達顯著性。 

表 4-17 男女學童數學能力分析表 

數學能力 

男 

N=71 

女 

N=69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概念理解 7.141 3.0486 7.812 2.9420 -1.324  .188 

程序執行 5.662 2.5687 6.348 2.4724 -1.609  .110 

解題思考 2.085 .9964 2.174 .9068 -. 555  .580 

 男 N=71 女 N=69 

t 值 p值 
閱讀能力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詞句理解 2.27 1.041 2.28 1.083 - .043 .966 

檢索訊息 1.73 1.082 1.93 .913 -1.152 .251 

推論訊息 1.62 .931 1.93 .846 -2.045 .043* 

詮釋整合 1.10 .720 1.35 .660 -2.133 .035* 

比較評估 1.38 .744 1.62 .571 -2.162 .032* 

整體閱讀能力 8.10 3.001 9.10 2.619 -2.104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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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學習成效之相關性 

本節進行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與國語科、數學科學習成效之相

關分析，完成研究假設三：國小六年級學童之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

與國語科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相關？國小六年級學童之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

閱讀策略與數學科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相關？國小六年級學童之閱讀動機、閱

讀行為及閱讀策略與閱讀能力是否有相關？國小六年級學童之閱讀動機、閱讀

行為及閱讀策略對於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能力是否有相關？ 

壹、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與國語科學習成效之關聯性分析 

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將不同國語科學習成就之國小學童在閱讀投入量表

上各層面之得分數，標準差整理成表 4-18。再以學生之閱讀投入為依變項，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並以 Scheff´e 法進行差異分析比較，分別比較能力檢

測和定期考試之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間的差異，以了解國語科高、中、低

分組學習成就的學童，在閱讀投入表現上得分之差異。 

一、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與國語科能力檢測成績之關聯性分析 

由表 4-18、4-19 進行差異分析比較考驗的結果，發現高、中、低分組之

間，在平日閱讀時間這一項的表現差異達到顯著差異水準。由平均分數可知：

高分組>中分組，高分組>低分組，中分組>低分組。 

進行其他差異分析比較考驗中發現，不同學習成效之高分組、中分組、低

分組國小學童，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平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層面，

顯示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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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從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發現，國小學童在國語能力檢測成績中，其

閱讀策略層面中高分組的表現平均數為 42.373，中分組為 40.889，低分組為

42.733，差異分析比較的結果為低分組高於高分組，低分組也高於中分組，雖

未達顯著差異水準，但低分組在閱讀策略層面表現反而最好。 

這項高、中、低分組在閱讀策略層面的表現結果，也影響了整體閱讀投入

的結果，高分組的整體閱讀投入平均數為 117.510，中分組為 115.389，低分組

為 115.733，差異分析比較的結果也是高分組高於中分組，低分組高於中分組，

但並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不同學習成效的學生其閱讀投入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差異分析多重比

較結果分別如表 4-18 及 4-19： 

表 4-18 國語檢測成績與國小學童閱讀投入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投入 閱讀動機 閱讀行為 閱讀策略 

國語檢測成績 人數 M SD M SD M SD 

高分組 51 42.706 7.97 32.431 8.26 42.373 8.16 

中分組 72 42.375 6.62 32.125 7.93 40.889 7.32 

低分組 15 41.067 9.22 31.933 8.74 42.733 8.77 

總計 138 42.355 7.41 32.217 8.09 41.638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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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4-18 國語檢測成績與國小學童閱讀投入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投入 平日閱讀時間 假日閱讀時間 整體閱讀投入 

國語檢測成績 人數 M SD M SD M SD 

高分組 51 3.216 .92 3.235 .95 117.510 21.94 

中分組 72 2.944 .50 2.972 .67 115.389 18.91 

低分組 15 2.667 .48 2.867 .51 115.733 25.74 

總計 138 3.014 .70 3.058 .78 116.210 20.73 

以下為高中低分組國語檢測成績的國小學童與閱讀投入量表得分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差異分析比較。 

表 4-19 國語檢測成績與閱讀投入量表得分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差異分析比較 

閱讀

投入 

變異

來源 

SS 

平方和 

Df 

自由度 

MS 

均方和 
F P 差異分析比較結果 

閱讀

動機 

組間 31.205 2 15.602 
.282 .755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7482.397 135 55.425 

閱讀

行為 

組間 4.160 2 2.080 
.031 .969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8951.318 135 66.306 

閱讀

策略 

組間 85.918 2 42.959 
.707 .495 中分組<高分組<低分組 

組內 8201.966 135 60.755 

平日

閱讀 

時間 

組間 4.232 2 2.116 

4.482 .013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63.739 135 .472 

假日

閱讀 

時間 

組間 2.682 2 1.341 

2.239 .111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80.854 135 .599 

整體

閱讀 

投入 

組間 138.116 2 69.058 

.159 .853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58756.790 135 435.235 

二、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與國語科定期評量成績之關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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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0、4-21 發現： 

高、中、低分組之間在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假日閱讀時間這

幾個閱讀投入層面的表現差異，皆為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低分組高於中分

組，整體閱讀投入的表現亦是如此，中分組仍是表現最差。且在 Scheff´e 法差

異分析比較中假日閱讀時間 (p= .018) 及整體閱讀投入 (p= .046) 層面中有達

到顯著差異水準。 

進行其他差異分析比較考驗中發現，國語定期評量高分組、中分組、低分

組國小學童的表現結果，僅在「平日閱讀時間」這一項是中分組高分於低分組，

且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p= .007) 。在「假日閱讀時間」這一項反而是低分組高

分於中分組，且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p=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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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國語定期評量成績與國小學童閱讀投入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投入  閱讀動機 閱讀行為 閱讀策略 

國語定期成績 人數 M SD M SD M SD 

高分組 49 44.082 8.17 34.102 7.73 43.571 8.26 

中分組 47 41.234 6.53 30.106 7.43 40.319 6.80 

低分組 44 41.409 7.31 32.159 8.75 40.659 7.91 

總計 140 42.286 7.45 32.150 8.08 41.564 7.77 

 (續) 表 4-20 國語定期評量成績與國小學童閱讀投入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投入  平日閱讀時間 假日閱讀時間 整體閱讀投入 

國語定期成績 人數 M SD M SD M SD 

高分組 49 3.224 .85 3.306 .96 121.755 21.74 

中分組 47 3.021 .64 2.894 .73 111.660 17.97 

低分組 44 2.773 .48 2.955 .48 114.227 21.56 

總計 140 3.014 .70 3.057 .78 116.000 20.80 

以下為高中低分組國語定期評量成績的國小學童與閱讀投入量表得分之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差異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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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國語定期評量成績與閱讀投入量表得分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差異分析比較 

閱讀
投入 

變異
來源 

SS 

平方和 

Df 

自由度 

MS 

均方和 

F P 差異分析比較結果 

閱讀

動機 
組間 243.836 2 121.918 2.239 .110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7460.735 137 54.458 

閱讀
行為 

組間 383.006 2 191.503 3.015 .052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8700.844 137 63.510 

閱讀
策略 

組間 306.322 2 153.161 2.592 .079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8094.099 137 59.081 

平日
閱讀 
時間 

組間 4.735 2 2.367 5.129 .007

**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63.237 137 .462 

假日
閱讀 
時間 

組間 4.758 2 2.379 4.136 .018

*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78.785 137 .575 

整體
閱讀 
投入 

組間 2646.658 2 1323.32 3.152 .046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57515.342 137 419.820 

貳、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數學科學習成效之關聯性分析 

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將不同數學科學習成就之國小學童在閱讀投入量表

上各層面之得分數，標準差整理成表 4-22。再以學生之閱讀投入為依變項，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並以 Scheff´e 法進行差異分析比較，分別比較能力檢

測和定期考試之高分組、中分組、低分組間的差異，以了解數學科高、中、低

分組學習成就的學童，在閱讀投入表現上得分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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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與數學科能力檢測成績之關聯性分析 

將能力檢測高、中、低分組與閱讀投入表現結果整理成表 4-22。可發現：

高分組的閱讀動機平均表現分數為 43.141 、閱讀行為為 32.984 、閱讀策略

的表現為 42.266 。中分組的閱讀動機平均表現分數為 42.245 、閱讀行為為 

32.396 、閱讀策略的表現為 41.698 。低分組的閱讀動機平均表現分數為 

39.571 、閱讀行為為 28.810 、閱讀策略的表現為 38.905 。 

由表 4-22、4-23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中可知國小學童在數學能力檢測成績

中，雖未達顯著差異水準，但高分組不管在閱讀動機 、閱讀行為、閱讀策略

的表現都較其他兩組為優。 

這項高、中、低分組在閱讀策略層面的表現結果，也反應在整體閱讀投入

的結果，高分組的整體閱讀投入平均數為 118.391 ，中分組為 116.340 ，低

分組為 107.286，仍是高分組表現最好，但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但在平日閱讀時間和假日閱讀時間這兩項的表現差異，是高分組高於中分

組，低分組也高於中分組，中分組的閱讀時間最少，且此兩項結果達到顯著差

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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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數學檢測成績與閱讀投入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投入  閱讀動機 閱讀行為 閱讀策略 

數學檢測成績 人數 M SD M SD M SD 

高分組 64 43.141 7.98 32.984 8.47 42.266 7.66 

中分組 53 42.245 7.12 32.396 7.45 41.698 8.12 

低分組 21 39.571 6.49 28.810 8.32 38.905 7.35 

總計 138 42.254 7.49 32.123 8.14 41.536 7.82 

 (續) 表 4-22 數學檢測成績與閱讀投入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投入  平日閱讀時間 假日閱讀時間 整體閱讀投入 

數學檢測成績 人數 M SD M SD M SD 

高分組 64 3.156 .8207 3.250 .8909 118.391 21.7260 

中分組 53 2.849 .5683 2.849 .6323 116.340 19.6664 

低分組 21 2.905 .3008 2.905 .4364 107.286 20.3400 

總計 138 3.000 .6835 3.043 .7629 115.913 20.9429 

以下為高中低分組數學檢測成績的國小學童與閱讀投入量表得分之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差異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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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數學檢測成績與閱讀投入量表得分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差異分析比較 

閱讀
投入 

變異
來源 

SS 

平方和 

Df 

自由度 

MS 

均方和 

F P 差異分析比較結果 

閱讀
動機 

組間 201.435 2 100.717 
1.816 .167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7488.689 135 55.472 

閱讀

行為 
組間 282.004 2 141.002 

2.164 .119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8794.902 135 65.147 

閱讀
策略 

組間 180.855 2 90.428 
1.487 .230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8207.464 135 60.796 

平日
閱讀 
時間 

組間 2.961 2 1.480 
3.274 .041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61.039 135 .452 

假日
閱讀 

時間 

組間 5.137 2 2.569 
4.648 .011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74.602 135 .553 

整體
閱讀 
投入 

組間 1965.550 2 982.775 

2.283 .106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58123.40 135 430.54 

二、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與數學科定期評量成績之關聯性分析 

將數學定期評量高、中、低分組與閱讀投入表現結果整理成表 4-24。由

表 4-24、4-25 可知： 

進一步進行差異分析比較考驗的結果，發現數學定期評量高分組、中分組、

低分組只有在閱讀動機、閱讀策略的得分高低，為高分組高於中分組，中分組

高於低分組。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但在閱讀行為、平日閱讀時間和假日閱

讀時間這三項的表現差異，是高分組高於中分組，低分組也高於中分組，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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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表現最不理想，且結果中達到顯著差異水準是平日閱讀時間和假日閱讀時

間。 

所以，在整體閱讀投入的表現也為高分組高於中分組，低分組也高於中分

組，但並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表 4-24 數學定期評量成績與閱讀投入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 

投入 
 閱讀動機 閱讀行為 閱讀策略 

數學定

期成績 
人數 M SD M SD M SD 

高分組 48 43.583 7.7675 33.250 7.9453 43.604 7.7315 

中分組 48 42.063 7.0873 31.375 7.4280 41.229 7.5519 

低分組 44 41.114 7.4153 31.795 8.9328 39.705 7.7056 

總計 140 42.286 7.4450 32.150 8.0840 41.564 7.7740 

(續) 表 4-24 數學定期評量成績與閱讀投入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 

投入 

 平日閱讀時間 假日閱讀時間 整體閱讀投入 

數學定

期成績 人數 M SD M SD M SD 

高分組 48 3.313 .9488 3.354 .9998 120.438 21.1890 

中分組 48 2.854 .5049 2.875 .6058 114.667 19.2866 

低分組 44 2.864 .4087 2.932 .5455 112.614 21.5894 

總計 140 3.014 .6993 3.057 .7753 116.000 20.8043 

以下為高中低分組數學定期評量成績的國小學童與閱讀投入量表得分之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差異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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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數學定期評量成績與閱讀投入量表得分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差異分析比較 

閱讀
投入 

變異
來源 

SS 

平方和 

Df 

自由度 

MS 

均方和 
F P 

差異分析比較結果 

閱讀

動機 
組間 143.660 2 71.830 

1.302 .275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7560.911 137 55.189 

閱讀

行為 
組間 92.441 2 46.220 

.704 .496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8991.409 137 65.631 

閱讀
策略 

組間 357.304 2 178.652 

3.043 .051 低分組<中分組<高分組 
組內 8043.117 137 58.709 

平日
閱讀 
時間 

組間 6.498 2 3.249 

7.241 .001**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61.473 137 .449 

假日
閱讀 

時間 

組間 6.518 2 3.259 

5.797 .004**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77.025 137 .562 

整體
閱讀 
投入 

組間 1535.089 2 767.545 

1.794 .170 中分組<低分組<高分組 
組內 58626.91

1 
137 42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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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閱讀動機、閱讀策略及閱讀行為對閱讀能力之關聯性分析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中，得到表 4-26，可發現閱讀動機的表現得分與「推

論訊息」有達顯著相關 (p=.008) ；閱讀策略也和「推論訊息」有顯著相關

(p=.024)；閱讀行為也和「推論訊息」有顯著相關 (p=.023) ；最後「整體閱讀

投入情況」 (p=.007) 也和「推論訊息」有顯著相關。 

表 4-26 閱讀動機、閱讀策略及閱讀行為對閱讀能力之關聯性分析表 

 
動機 

N=140 

行為 

N=140 

策略 

N=140 

整體閱讀投入情況 

N=140 

閱讀能力 皮爾森  

相關 
p值 

皮爾森 

相關 
p值 

皮爾森 

相關 
p值 

皮爾森 

相關 
p值 

詞意理解 .026 .763 .120 .159 .035 .685 .069 .420 

檢索訊息 .029 .736 .000 .997 .042 .622 .026 .762 

推論訊息 .222** .008 .193* .023 .191* .024 .226** .007 

詮釋整合 .011 .895 .115 .177 .106 .211 .088 .299 

比較評估 -.004 .960 .009 .920 .014 .866 .007 .933 

閱讀能力

總計 
.092 .282 .135 .111 .117 .167 .12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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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閱讀動機、閱讀策略及閱讀行為對數學概念學習成效之關聯性分

析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得到表 4-27，進一步分析閱讀動機、閱讀策略及閱

讀行為對學生數學之「概念理解」、「程序執行」及「解題思考能力」學習成效

之影響，可知「閱讀行為」和「程序執行」有相關性，且達顯著差異 (p=.020) ；

「整體閱讀投入情況」也和「程序執行」有相關，達顯著差異 (p=.042) 。 

表 4-27 閱讀動機、閱讀策略及閱讀行為對數學能力之關聯性分析表 

閱讀投入 動機 

N=140 

行為 

N=140 

策略 

N=140 

整體閱讀投入情況 

N=140 

數學能力 皮爾森 

相關 

p值 皮爾森 

相關 

p值 皮爾森 

相關 

p值 皮爾森 

相關 

p值 

概念理解 .125 .142 .105 .216 .134 .114 .136 .110 

程序執行 .138 .103 .197
*
 .020 .123 .148 .172

*
 .042 

解題思考 -.038 .658 -.028 .744 -.086 .314 -.056 .508 

第四節 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度與學習成效之迴歸預測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國語科、數學科學習成效

預測的可能性。因此以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的分層面為預測變項，

國語科和數學科的學習成效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壹、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國語科學習成效之迴歸預測分析 

一、 國語檢測成績 

 



 

 

100 

 

表 4-28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國語能力檢測學習成效之迴歸預測分析結果 

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p值 

共線性統計資料 

B 標準錯誤 Beta 允差 VIF 

1 （常數） 47.023 6.699   7.020 .000     

平日閱讀

時間(X5) 
5.905 2.165 .226 2.727 .007 1.000 1.000 

a. 應變數: 國語檢測分數 

分別將閱讀投入的七個變項，依序為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整體

閱讀量表、平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投入預測分析與國語檢測成績之相

關，其中動機、策略、行為、整體閱讀投入情況、假日閱讀時間皆被排除，僅

平日閱讀時間為被選入變數。其迴歸方程式 Y=47.023+5.905 (X5) 

二、國語定期評量成績 

表 4-29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國語定期評量學習成效之迴歸預測分析結果 

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p值 

共線性統計資料 

B 標準錯誤 Beta 允差 VIF 

1 （常數） 75.379 3.988   18.900 .000     

平日閱讀時間

(X5) 
3.963 1.289 .253 3.074 .003 1.000 1.000 

a. 應變數: 國語定期考分數 

 

分別將閱讀投入的七個變項，依序為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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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量表、平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投入預測分析與國語定期考成績之

相關，其中動機、策略、行為、整體閱讀投入情況、假日閱讀時間皆被排除，

僅平日閱讀時間為被選入變數。其迴歸方程式 Y=75.379+3.963 (X5) 

貳、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數學科學習成效之迴歸預測分析 

一、數學檢測成績 

表 4-30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數學能力檢測學習成效之迴歸預測分析結果 

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p值 

共線性統計資料 

B 標準錯誤 Beta 允差 VIF 

1 （常數） 38.029 7.845   4.848 .000     

假日閱讀

時間(X6) 
7.957 2.502 .262 3.181 .002 1.000 1.000 

a. 應變數: 數學檢測分數 

分別將閱讀投入的七個變項，依序為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整體

閱讀量表、平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投入預測分析與數學能力檢測成績

之相關，其中動機、策略、行為、整體閱讀投入情況、平日閱讀時間皆被排除，

僅假日閱讀時間為被選入變數。其迴歸方程式 Y=38.029+7.957 (X6) 

二、數學定期評量 

表 4-31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數學定期評量學習成效之迴歸預測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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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p值 

共線性統計資料 

B 標準錯誤 Beta 允差 VIF 

1 （常數） 58.734 6.664   8.814 .000     

平日閱讀時間 5.786 2.154 .223 2.686 .008 1.000 1.000 

2 （常數） 41.406 9.897   4.184 .000     

平日閱讀時間

(X5) 
5.366 2.128 .207 2.522 .013 .993 1.007 

策略(X2) .447 .191 .192 2.338 .021 .993 1.007 

a. 應變數: 數學定期考分數 

 

分別將閱讀投入的七個變項，依序為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整體

閱讀量表、平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投入預測分析與數學定期評量成績

之相關，其中動機、行為、整體閱讀投入情況、假日閱讀時間皆被排除，閱讀

策略、平日閱讀時間為被選入變數。惟閱讀策略變數的影響極低，係數僅

0.447。 

其迴歸方程式 Y=41.406+5.366 (X5)+0.447(X2) 

叁、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閱讀能力之迴歸預測分析 

分別將閱讀投入的七個變項，依序為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整

體閱讀量表、平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投入預測分析與詞句理解、檢索

訊息、推論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及閱讀能力之相關，結果是所有的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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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被排除。也就是說閱讀投入的 7 個變項對閱讀能力無預測力。 

肆、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對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能力之

迴歸預測分析 

最後分別將閱讀投入的七個變項，依序為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

整體閱讀量表、平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投入預測分析與概念理解、程

序理解、解題思考之相關，結果是所有的變項皆被排除。也就是說閱讀投入的

7 個變項對數學能力無預測力。 

第五節 綜合分析與討論 

本節根據本章之第一節至第四節之分析結果，進行綜合分析與討論，並將

內容歸納如下： 

一、學生閱讀投入情形良好 

本研究發現學童能肯定自我的閱讀，能為興趣而讀，享受閱讀；希望透過

閱讀能滿足求知慾、追求知識；也希望閱讀後能與他人分享，達到社交目的。 

由閱讀行為的調查得知，雖然學童很少要求父母買書，將零用錢拿去買書

的得分比率未達一半，但學童所看的書大部分都是自己挑選的，可知學童對選

擇自己所看的讀物很有自主性。 

在閱讀時間來看，平日大部分學童每天都能維持有 30 分鐘的閱讀時間，

假日閱讀時間也能增加到每日 1 小時。而且也有很大部分學童很重視在全班一

起閱讀的時間，在班級共讀活動中，能認真閱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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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學童都願意藉由運用適當的閱讀策略或方法，來幫助自己學得新

的知識，對所閱讀文章內容也都願意努力嘗試去理解。 

二、閱讀投入程度有性別差異 

本研究發現，性別在整體閱讀投入上有差異，研究結果亦證實，女生的整

體閱讀表現略優於男生，此結果顯示閱讀確實存在著性別差異。 

此與彭湘婷(民 99)研究家庭社經地位、家長閱讀態度與個人閱讀特質對閱

讀成就之影響-以 PIRLS 2006 臺灣為例中提出的結論，.女生的閱讀態度、自

我概念與閱讀成就較男生高相同。與陳怡華(2001)研究指出國小學生在整體閱

讀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內在閱讀動機」兩個層面上有性別的差異存在，

且都是女生的強度高於男生，研究結論相同。劉佩雲、簡馨瑩與宋耀廷(2003)

研究台北縣國小五、六年級學童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結果顯示：閱讀動機與閱

讀行為之間呈現正相關，而女生的閱讀動機高於男生」，也有相同的結論。 

三、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投入程度和國語、數學的測驗分數有相關 

從研究結果發現，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呈現中等程度，對照他們在國

語科、數學科的成績，高分組的閱讀表現，不論是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

讀策略或閱讀時間，得分仍高於中分組、低分組。此結果看來，良好的閱讀投

入表現有助於國語、數學科目的學習，閱讀投入度高的學生仍能維持較高分的

成績。 

而有良好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的，多數為女生，因此女生的國

語、數學學習成績、閱讀能力之「詞意理解、檢索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

及數學能力之「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都能有優於男生的成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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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的關係，研究使用

「國小學童閱讀投入調查問卷」、「新北市國語科、數學科能力檢測成績」、及

「中山國小學生之 105 學年度上學期第 1、2 次及下學期第 1 次定期考試之國

語平均成績、數學平均成績」為研究工具。以中山國小 140 位學童為考試測驗

及調查問卷施測對象，就所得資料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而後將結果逐一

分析、討論、歸納，做成結論並提出建議以作為教學、輔導之依據，以及今後

進一步研究之參考。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為結論，依照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

提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是研究者對教學及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綜合本研究的文獻探討、調查分析及第四章的結果與討論整理，歸納

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投入狀況屬中等程度，「動機」、「行為」、

「策略」有顯著相關性 

本研究顯示，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投入，在整體或閱讀動機、閱讀

策略、閱讀行為、閱讀時間各層面上，都顯現出良好的狀況。從問卷結果可以

明顯看出，閱讀動機在五點量表中之得分達中間值以上水準，即中山國小學童

之閱讀動機情形良好。閱讀策略在五點量表中之得分達中間值以上水準，即中

山國小學童之閱讀策略情形良好。閱讀行為在五點量表中之得分達中間值以上

水準，即中山國小學童之閱讀行為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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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閱讀時間在 30 分鐘的有 102 位，佔全部學生的 73%，假日閱讀時間

為 1 小時的學童有 100 位，佔全部學生的 71%，均達中間值以上水準，即中山

國小學童之在平日、假日的閱讀情形皆屬良好。 

再以「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讀策略」和整體閱讀投入的相關性

來看，皆達顯著性相關，其中「閱讀行為」和整體投入的相關性 .889 為最低，

而「閱讀動機」的 .894、「閱讀策略」的 .895 和整體閱讀投入的相關性則非常

接近。而且「動機」、「行為」、「策略」彼此之間都有顯著相關性。 

二、女生的閱讀投入表現優於男生 

本研究發現，女生在整體閱讀投入或動機、策略、行為各層面之表現上多

數高於男生，其中「閱讀動機」和「閱讀行為」未達顯著差異水準；但「閱讀

策略」的女生得分平均數高於男生，且達顯著差異，顯示女生的「閱讀策略」

表現優於男生。 

整體來說，女生的閱讀投入量表分數高於男生，女生在閱讀投入表現是優

於男生，顯示閱讀投入表現有性別差異。 

此結果與眾多研究者對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學生所進行的各種有關閱讀

行為研究的結果相符合。究其原因，生理和環境因素均可能是女生在閱讀投入

具有優越度的原因。 

三、閱讀投入和國語、數學之學習成效有相關 

本研究發現，雖然初步從皮爾森相關分析來看閱讀投入的三個層面，閱讀

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和國語、數學學習成效並未達顯著性。對於這種現

象，是否由於大多數學生主要還是以休閒性目的來從事閱讀，閱讀時較偏好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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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漫畫類、圖文類的讀物，對於需要背景知識的書籍平常很少受到學童的青睞。

是否也反應學生的閱讀習慣態度與面對考試的態度是脫鉤的兩件事，或是還有

學科的特性影響，都值得再加以探討的。 

一般見解或部分研究普遍都認為閱讀與學習應有正面的影響的。其實，若

從本研究的發現來看，在國語科、數學科的成績位於高分組學童，其閱讀表現，

不論是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或閱讀時間，得分仍高於中分組、低

分組。也可說是，良好的閱讀投入表現有助於國語、數學科目的學習，閱讀投

入度高的學童仍能獲得較好的成績及學習成效。 

從本研究整體統計分析上也能得知閱讀能力的「推論訊息」得分數和閱讀

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皆達顯著相關。數學能力的「程序執行」得分數和

閱讀行為、閱讀投入整體表現也達顯著相關。 

再從男女生的差異來看其關聯性，有良好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

的，多數為女生，因此女生的國語、數學學習成績、閱讀能力之「詞意理解、

檢索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及數學能力之「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

思考」都能有優於男生的成績表現。此結果應也能驗證「閱讀投入與學習成效

有關聯」。 

最後，從多元迴歸分析中得知，平日、假日閱讀時間對國語、數學成績有

預測力的，閱讀策略也對數學成績有預測力的。 

因此，閱讀投入對學習成效有相關性，應該還是能成立的。閱讀與學習並

不牴觸，反而是能達相輔相成的效果。 

四、女生的國語、數學科學習成效顯著優於男生，女生在整體及分層面閱

 



 

 

108 

 

讀投入上的得分也高於男生 

本研究結果發現，女生的國語、數學科學習成就顯著優於男生，在整體及

分層面閱讀投入上的得分也顯著高於男生，可能在於女生對於語文或記憶學習

較男生有較高的敏感度或興趣，且較努力於課業的緣故。 

雖然，在本研究整體統計分析上無法看出國語、數學的成績分數和閱讀投

入情況有相關。但從這項女生由於有優於男生的閱讀投入表現，造就其國語及

數學的學習成就亦優於男生。推測兩者之間還是存在一些相關性，可能相關程

度的多寡於本研究中恰未顯現，有待後續研究。 

五、女生的閱讀能力、數學能力優於男生，女生在整體及分層面閱讀投入

上的得分大多高於男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女生在閱讀能力的「詞句理解」、「檢索訊息」、「推論訊息」、

「詮釋整合」、「比較評估」及「整理閱讀能力」皆優於男生。其中「推論訊息」、

「詮釋整合」、「比較評估」及「整理閱讀能力」也達顯著水準。 

女生在數學能力的「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思考」、及「整理數

學能力」皆優於男生。 

從這項女生由於有優於男生的閱讀投入表現，造就其「詞句理解」、「檢索

訊息」、「推論訊息」、「詮釋整合」、「比較評估」及「整理閱讀能力」等閱讀能

力還是優於男生。也應能推測閱讀投入與學習成績兩者之間還是存在一些相關

性，可能相關程度的多寡於本研究中恰未顯現，有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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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綜合上述的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建議，以供學校、老師、家長、學生，推

行閱讀活動、改善圖書館、家庭閱讀環境及閱讀教學，提升各科學習成效之參

考。此外，並提供建議給未來研究者參考。 

壹、對學校的建議 

一、於國小階段雖未感受升學壓力，但在社會升學環境下，老師、父母在

學童高年級階段也越來越注重考試成績，可能會引導著孩子將許多時間都投注

在校內課業、考試，而忽略了廣泛的涉獵課外知識。雖從目前的研究中顯示閱

讀投入情形與學習成效、學科考試成績無太大相關聯性，學校方面仍應重視重

視學童的課外閱讀，善用時間推廣學生的課外閱讀，規畫一些彈性課程時間或

利用晨間活動時間，安排、鼓勵學生進行課外閱讀，並且配合教師的指導，提

升閱讀策略的運用。畢竟，學習是無法錯過任何一個時機的。 

二、學童除了自教科書中、學校課堂中汲取必要而基礎的知識外，最終其

實是必須進入生活、社會，所以，更應多方攝取各種相關的生活資訊、文學常

識、文化素養，提升自己的學力、能力與素養。目前的研究中顯示閱讀投入的

情形與學習成效、學科考試成績僅有低度相關聯性，更應跳脫考試成績的限制，

擴大閱讀的定義、動機及效益，於生活上、於實際運用上，多方把握閱讀的機

會，時時閱讀，處處閱讀，讓閱讀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三、學校應順勢改變評量命題方式及出題形式，及變化教學方法，讓學生

自覺在學習活動中主動提出問題，自動尋求答案的重要性，自然提升學童閱讀

動機，會主動到圖書館找尋相關的參考工具書或透過閱讀更多書籍以求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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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此也能培養學生自學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才是學校教育真正的目標。 

四、研究發現，學童「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也認為「閱讀對自己是重

要的」，學童在「會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的平均得分高達 4.2。所以，具

備距離近、方便、不用花錢優勢的學校圖書館應成為學生們便利使用的閱讀場

域，充實館藏、建置舒適閱讀環境，提升學生利用圖書館的動機，是學校應該

努力積極達成的。 

貳、對教師的建議 

一、在閱讀動機調查量表上中山國小學童顯現非常好的表現。其中在「閱

讀價值」層面中，表現更是優異，以五點量表來看平均數達 3.7。「我會藉由閱

讀來獲得新知識」平均數高達 4，「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趣，我會去找

相關的書來看」的平均數也達 3.9，這樣的結果應是讓老師們欣悅的。可顯現

出孩子有強烈求知慾望，也知道從閱讀課外書來滿足自己的需求，提升自己的

知識。尤其還特別從老師上課提過的主題去連結自己想要追求的知識主題，所

以，老師的引導帶動在孩子們閱讀學習上影響力、感染力很大。雖然閱讀課並

未列入正課，但是，如果老師能重視學生的課外閱讀，技巧性的搭配學科課程，

透過評量或作業成績的驅力，指定閱讀各類讀物，讓學生藉由搜集資料、製作

專題報告等方式，將課外閱讀和課程做融入結合，促使學生有更多需接觸各類

書籍的需求，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 

二、另外一項值得老師關注的是在閱讀行為調查的分量表中呈現的結果，

中山國小學童表示「在晨間共讀時，自己會很認真的閱讀」。所以，老師應掌

握住孩子會在團體中求好表現的心裡，以團體、同儕學習的力量，積極營造班

級中愛閱讀的氛圍，讓孩子在閱讀質量上提升。現在校園中極力推動的「MSSR

 



 

 

111 

 

身教式持續性安靜閱讀」模式，即是由老師在班級中成為閱讀的模特兒，每天

帶領示範，也陪伴孩子閱讀」，相信若能在班級中持續實施，一定能營造正向

積極的班級共讀學習氣氛。 

三、在「閱讀策略」的分量表中得知學童也有優良的表現，顯示中山國小

的老師們重視閱讀的學習策略，也能指導孩子運用有效的閱讀策略來幫助自己

理解文本內容。如：「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在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

點」、「閱讀時，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閱讀時，我

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象及聲音」、「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閱讀方式為仔細

閱讀或大概瀏覽」等策略的運用都有良好的表現。老師應持續指導讓學生能自

然而然就會運用這些策略方法來解決難題，進而擁有自學能力。 

四、從假日閱讀時間的統計來看，中山國小 140 位學童中認為自己假日「完

全沒有閱讀」的有 1 位，「很少閱讀」的有 20 位。假日閱讀活動有其必要性，

在假日時間充裕，學童若只沉溺於玩耍或沉迷於 3C 產品是很可惜的。所以，

老師不妨將閱讀融入至作業、回家功課中，指定學生完成閱讀任務，維持基本

閱讀量，幫助學童養成正向良好的閱讀態度。 

五、雖然此次的研究結果顯示，閱讀投入情形與國語、數學考試成績沒有

顯著相關，但此結果並不表示在教學過程中，就可忽視學童對於課外閱讀的需

求。因為大量的閱讀可以增進閱讀理解能力，這已獲眾多研究證實，因此，老

師還是應重視規定學生多閱讀各類讀物，對學生的閱讀理解及思考能力的增進

才會有所助益。 

叁、對家長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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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目前極多數研究結果顯示，家庭閱讀環境是影響學生閱讀的一重要

因素，所以，家長應以身作則，引導孩子有強烈的閱讀動機，培養正確的閱讀

態度與習慣。在本次中山國小學童閱讀行為的調查中發現「將零用錢拿去買書」

的平均得分為 2.7，「要求爸媽買書給我」平均得分為 2.9，相較其他各項調查

結果得分是較低的。一方面顯示的可能是學校提供的閱讀素材很充足或圖書館

使用便利，不須額外請父母花錢購書。但若是孩子主動要求購買課外書，父母

在過濾書籍內容，確定是優良讀物後，原則上還是要能滿足孩子買書的需求，

如此才不致抹殺孩子閱讀的動機興趣。 

二、從假日閱讀時間的統計來看，140 位學童中認為自己假日「完全沒有

閱讀」的有 1 位，「很少閱讀」的有 20 位，有 100 位學童則是選擇「約 1 小時」。

很大部分的學童還是知道應善用課餘時間，閱讀課外讀物，充實知識。對於假

日時間很少從事閱讀活動的小孩，無論是沉溺於玩樂，還是忙於其他事情，家

長應能於假期期間觀察孩子的作息及活動，尤其是在暑假期間，更要督促孩子

閱讀各類優良課外讀物，拓展學習的面向，吸收知識，充實內涵，也幫助學科

的學習。 

三、另外，從「會和家人坐在一起閱讀」、「會和家人分享閱讀的書」調查

結果中，得知學童是重視在家庭的閱讀互動，享受和家人共讀。所以，家長們

應維持和樂愉悅的家庭氣氛，注重親子共讀及互動，改善家中閱讀空間之布置，

充實家中閱讀資源，並視孩子的成長添購適合閱讀的書籍，塑造良好的書香家

庭閱讀環境。 

肆、對學童的建議 

一、培養主動積極的閱讀態度，研究結果顯示閱讀動機、策略、行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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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和數學檢測、考試成績，男生和女生的表現有一些差異。其實，小朋友不

應受限於性別的差異，而是應該要求自我擁有主動積極的閱讀投入，時時不忘

閱讀，一定也能對自己的各項學習發展有幫助。 

二、研究結果顯示中山國小的學童大多數都有強烈的閱讀動機，具有良好

的閱讀態度，能夠「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一有空就會去閱讀」、「會長

時間閱讀」，也有很多數認同「閱讀是一件愉快的事，有意義的事」、「同學間

也會尊重閱讀的時間、內容」。所以，在資訊發達的今日，閱讀書籍仍是小學

生們學習歷程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應該多嘗試閱讀各類書籍，提供

自我突破與成長的機會，在閱讀時，也應慎選書籍，同學間應彼此鼓勵，藉由

閱讀彼此分享交流，互助共好。 

三、從平日閱讀時間及假日閱讀時間的統計中，中山國小 140 位學童中有

1-2 位是完全沒有閱讀，約 10 位是很少閱讀的。同學間實應互相提醒閱讀的重

要，或邀約結伴上圖書館借書，同儕間互相分享書中內容，或閱讀後的收穫，

讓班級、同學間形成閱讀的話題，相信能帶動較少或不愛閱讀的同學加入閱讀

行列的興趣。 

伍、後續研究方面的建議 

一、閱讀能力是許多學科的基礎應仍是不爭的事實，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僅

限定新北市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閱讀動機、閱讀策略及閱讀行為與國語科、

數學科學習成效之關聯性，後續研究者若能繼續探討更廣泛的閱讀動機、策略、

行為，或是與其他學科之關聯性，或是國小其他年齡的學童，應更能詳實說明

之閱讀動機、策略、行為與各科學習成效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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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人力與時間的限制，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僅以問卷調查及國語數學

兩科的各一次能力檢測及各三次定期考試成績為主，利用統計方法加以整理、

分析，探討現階段新北市中山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投入之現況，及與學業成就

之間的相關性，只能就所得的數據加以解釋。且受測者為國小學生，可能於填

答資料時有馬虎隨意胡亂作答或防衛心理，未確實讀題後填答。 

因此調查結果是否完全正確無誤有其限制。為更深入及確實了解國小學童

的閱讀投入狀況，未來的研究應可結合深度訪談法、觀察法等，讓研究結果更

為準確、嚴謹。 

三、本研究之背景變項只探討性別，但影響學生閱讀動機、閱讀策略及閱

讀行為的因素相當多，後續研究若能再加入其他背景變項進行分析探討，應能

使研究更臻完善。 

四、融入其他各學科教學目標、學習重點及圖書館使用狀況，編製適合測

量閱讀投入與各科學習成效相關性的調查問卷，或透過訪問學校閱讀推動教師，

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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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投入問卷 

國小學童閱讀投入問卷調查 

親愛的小朋友： 

這份問卷是用來了解你的閱讀情形，這不是考試，沒有「對」或「錯」的

分別，而且你填的答案會絕對保密，請你安心填答。請你仔細閱讀每個題目，

依照實際情形回答，並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 

感謝你的幫忙！祝你學業進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昭珍 博士 

研究生 巫文娟 敬上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班級：     年     班 

2.性別： □男    □女 

3.你平日每天大約會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讀物？（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完全沒有  □很少閱讀課外讀物  □約30分鐘  □約1小時  □約2

小時    □2小時以上 

4.在週休假日或放寒、暑假時，你每天大約花多少時間看課外讀物？（請

只勾選一個答案） 

□完全沒有  □很少閱讀課外讀物  □約1小時   □約2小時  □約3

小時  □3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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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閱讀投入 

1.請選擇你對下列每個敘述的同意程度（每一題只能勾選一個答案）。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 □ □ □ □ □ 

(2)我喜歡閱讀是因為閱讀是件愉快的事 □ □ □ □ □ 

(3)閱讀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 □ □ □ □ 

(4)我會藉由閱讀來獲得新知識 □ □ □ □ □ 

(5)我認為比起其他活動，閱讀對自己的課業學習是較有幫助

的 

□ □ □ □ □ 

(6)我會運用從閱讀所獲得的知識 □ □ □ □ □ 

(7)如果我對老師提到的主題感興趣，我會去找相關的書來看 □ □ □ □ □ 

(8)在閱讀上能獲得成就，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如：能理解所閱讀的內容、能在課堂中獲得閱讀模範、

獎勵……等) 

□ □ □ □ □ 

(9)我的同學和我都認為閱讀是件有意義的事 □ □ □ □ □ 

(10)我閱讀時，同學會尊重我 □ □ □ □ □ 

(11)同學會問我對閱讀內容的看法 □ □ □ □ □ 

(12)同學會相信我閱讀後所提出的見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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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選擇與你做下列事情相符合的敘述（每一題只能勾選一個答案）。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會反覆的閱讀來幫助我了解文章的意思 □ □ □ □ □ 

(2)我會做閱讀筆記，摘要記錄文章中的句子 □ □ □ □ □ 

(3)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象及聲音 □ □ □ □ □ 

(4)我會試著將新學到的資訊與從前學過的知識或經驗聯想
在一起 

□ □ □ □ □ 

(5)閱讀前，我會先想一想我想學習的主題是什麽 □ □ □ □ □ 

(6)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找其它的資料來了解 □ □ □ □ □ 

(7)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在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 □ □ □ □ □ 

(8)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後，再仔細閱讀文章的細節部份 □ □ □ □ □ 

(9)閱讀時，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 □ □ □ □ 

(10)閱讀時，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心閱讀 □ □ □ □ □ 

(11)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老師教過的閱讀方法，來幫助
自己專心閱讀 

□ □ □ □ □ 

(12)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閱讀方式(如：大概瀏覽、仔
細閱讀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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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選擇你所同意的閱讀行為（每一題只能勾選一個答案）。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會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 □ □ □ □ □ 

(2)我一有空就會去閱讀書籍 □ □ □ □ □ 

(3)我會長時間閱讀(如：每天閱讀 1 小時以上) □ □ □ □ □ 

(4)我會將零用錢拿去買書 □ □ □ □ □ 

(5)我會要求爸媽買書給我 □ □ □ □ □ 

(6)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閱讀 □ □ □ □ □ 

(7)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 □ □ □ □ □ 

(8)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 □ □ □ □ □ 

(9)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讀 □ □ □ □ □ 

(10)晨間共讀時，我會認真的閱讀 □ □ □ □ □ 

問卷到此結束了！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題目。謝謝您！ 

 

 

 

 



 

 

 

附錄二                 新北市學生能力檢測國語文試題 

 

請依照題意選出答案，再畫記在「答案

卡」上(共32題)。 

（➀）1.「多喝優酪乳，是幫助腸胃蠕

動的好方法嗎？」 

上面句子的「酪」字，和下列哪一個選

項「」內的字讀音相同？ 

➀密切聯「絡」 

➁一「諾」千金 

➂欣喜「若」狂 

➃不甘示「弱」 

（➃）2.「擅於模仿的弟弟，總是能逗

得全家哈哈大笑。」 

上面句子的「模」字，和下列哪一個選

項「」內的字讀音不同？ 

➀「摩」天大樓 

➁「磨」鐵成針 

➂「膜」拜神明 

➃「謀」生工具 

（➁）3.下列選項中的「稱」字，哪一

個讀音與其他三個不同？ 

➀他認真負責，表現十分「稱」職，所

以很快受到上司的器重。 

➁他品學兼優又是運動健將，難怪師長

提起總是「稱」許有加。 

➂左右對「稱」的外觀，是這棟建築讓

人感覺莊重的主要原因。 

➃為了不讓小偷「稱」心如意，爸爸特

別在車上加裝了防盜器。 

（➂）4.下列選項中的「量」字，哪一

個讀音與其他三個不同？ 

➀老師教導我們，如何用尺測「量」物

品的長度。 

➁老師告訴我們，做事前要先考「量」

自己的能力。 

➂老師提醒我們，做任何事情都必須「量」

力而為。 

➃老師叮嚀我們，做任何事情前都要先

謹慎思「量」。 

（➃）5.下列哪一個選項「」內的字是

不正確的？ 

➀他透過各種人際關係，終於挖到這則

新聞的內「幕」消息。 

➁她的演唱會非常叫座，會場裡擠滿了

「慕」名而來的聽眾。 

➂這個慈善機構正在籌「募」基金，準

備建造一座中途之家。 

➃訂好目標就該設法達成，別朝三「墓」

四的老想改變心意。 

（➁）6.下列哪一個選項「」內的字是

正確的？ 

➀別得意「望」形，這個好成績只是個

開始。 

➁我已將事情記在備「忘」錄裡，不用

擔心。 

➂暑假是旅遊「望」季，風景區常擠滿

了人。 

➃鄉村裡，放眼「忘」去都是綠油油的

稻田。 

（➂）7.「明代官員上朝戴的烏「」帽，

是一種以黑色絲綢做成的帽子。」 

請利用上面的句子，判斷烏「」帽的「」

是哪一個字? 

➀砂 

➁莎 

➂紗 

➃沙 

（➂）8.下面選項中的哪一個字的部首

與「愛」字相同? 

➀優 

➁夏 

➂憂 

➃受 

（➁）9.下面選項「」內的語詞，哪一

個用法是正確的？ 

➀聽到明天陳偉殷要來我們學校參觀，

大家樂得「張牙舞爪」。 

➁燈一亮，看到生日蛋糕在眼前出現，

我忍不住「熱淚盈眶」。 

➂一想到剛買的新手機掉進馬桶裡，哥

哥就氣得「心花怒放」。 

➃逛完街後，他發現心愛的寵物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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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感到「愁眉苦臉」。 

（➃）10.下面選項「」內的詞，哪一組

的意思完全相同？ 

➀那種木材質地堅韌「結實」/柚子樹上

已「結實」累累 

➁這句話值得細細「咀嚼」/慢慢「咀嚼」

出饅頭的美味 

➂我是老闆倚重的「左右」手/你無法「左

右」他的想法 

➃她的做菜「功夫」堪稱一流/他修車的

「功夫」很厲害 

（➀）11.「煮完麵後的煮麵水不要直接

倒掉，它可是清洗碗盤的超級利器，洗

淨力不輸洗碗精喔！」 

上面那段話主要想表達什麼？ 

➀煮麵水的洗淨力和洗碗精一樣好。 

➁煮完麵要直接用洗碗精清洗碗盤。 

➂洗碗精的洗淨效果不如煮麵水的。 

➃煮完麵後不要把煮麵水直接倒掉。 

（➀）12.「太陽的金光正將凝結的夜色

一掃而空。」 

上面那句話所描述的狀況，會發生在一

天中的什麼時候？ 

➀清晨 

➁中午 

➂傍晚 

➃夜晚 

（➂）13.「我以飛快的速度衝到車站」、

「眼巴巴的看著公車離我遠去」。 

上面「」內的句子，要用下列哪個選項

中的語詞連接，才能最合理通順？ 

➀不但……甚至…… 

➁由於……所以…… 

➂儘管……還是… 

➃只要……就能…… 

（➁）14.「一……就……」，不適合填

在下列哪一個句子的□中？ 

➀我□回到家，□去向爺爺請安。 

➁哥哥□讀書，考試□得一百分。 

➂上課鐘□響，大家□要進教室。 

➃妹妹□睡醒，□哭著要找媽媽。 

（➁）15.甲：現在則被訓練成守衛犬或

陪伴犬 

乙：不但聰明、忠誠，警覺性也很強 

丙：過去常是獵人在森林中的夥伴 

丁：臺灣犬是本土特有犬種 

依照順序重組句子，下列哪一個選項最

適當？ 

➀甲丙丁乙 

➁丁乙丙甲 

➂丙甲丁乙 

➃丁丙甲乙 

（➃）16.下面哪一個句子最合理通順？ 

➀得知我們獲得大隊接力冠軍的那一刻，

全班樂極生悲。 

➁我們班在躲避球比賽中，被打得落花

流水，大獲全勝。 

➂運動會當天，操場上插滿了五顏六色

的紅白相間旗幟。 

➃在拔河比賽中，我們班最後反敗為勝，

贏得滿堂喝采。 

（➂）17.下面哪一個句子最合理通順？ 

➀每到假日，媽媽都會帶我去吃外面。 

➁新北市的人口，是全臺最多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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➂只要你用心，就會發現美無所不在。 

➃大家排著隊，爭先恐後的進入館內。 

（➀）18.下面哪一個句子最合理通順？ 

➀超級寒流來襲，連一向不下雪的陽明

山都開始飄雪了。 

➁大批遊客空前絕後的紛紛上山去追雪、

玩雪、堆雪人。 

➂新聞報導：山上道路積雪，車輛行駛

請快快加速通過。 

➃入夜之後，很多下山的車子上，真的

都放了一隻雪人。 

（➂）19.刪節號的用法大致有兩種，一

種是表示意思、語氣尚未完結，另一種

則表示省略原文。 

下列選項中的刪節號，哪一個用法與其

他的不同？ 

➀我喜歡的食物有：麵包、拉麵、餅

乾…… 

➁暴力、謊言、背叛……都是我不能接

受的。 

➂真是想不到，昨天還看到他……今天

卻聽到這樣的事。 

➃臺灣有許多特有種，例如臺灣黑熊、

臺灣雲豹、臺灣藍鵲…… 

（➁）20.下列哪一句話使用的標點符號

最適當？ 

➀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說話？ 

➁公園裡到底種了幾朵玫瑰？ 

➂肯定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 

➃誰也不知道要搭幾點的車？ 

（➃）21.「彎彎的琉璃吊橋是山谷的一

抹微笑。」 

上面句子把琉璃吊橋比喻成微笑。下面

哪一個句子，也用了相同的寫作技巧？ 

➀淡水河是由許多小溪匯集而成。 

➁小溪一路蜿蜒穿過山谷和平原。 

➂嘩啦嘩啦的雨不停的打向屋脊。 

➃向下奔流的清泉有如一道銀箭。 

（➀）22.「清風從遠處送來不知名的鳥

聲，彷彿想把空氣裡的草香帶走。 

半夢半醒中，我分不清輕撫肌膚的是清

風？鳥聲？還是草香？」 

上面那段文字，作者運用了哪些感覺來

描述？ 

➀聽覺、嗅覺、觸覺 

➁聽覺、視覺、嗅覺 

➂聽覺、視覺、味覺 

➃聽覺、味覺、觸覺 

※閱讀文章後，請將第23～27題的答案

畫記在「答案卡」上 

小新是健康國小五年級的學生，他

喜歡各類運動，尤其是跆拳道。從小練

習跆拳道的小新，不但常代表學校參加

比賽，還是各個錦標賽的常勝軍。他有

個夢想，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代表中華

民國參加奧運，為國爭光。 

新北市菁英盃跆拳道錦標賽即將到

來，密集的訓練不僅讓小新疲累不堪，

身上還大、小瘀青不斷，加上無法達到

教練的要求，讓他十分沮喪。他考慮了

很久，終於向總教練提出退訓申請，但

總教練只答應讓小新休息一天，並拿了

一篇文章請他有空閱讀。 

放學後，小新坐在學校活動中心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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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樹下，伴著跆拳道集訓場傳來的聲

響，慢慢的打開手上的文章…… 

◎運動員精神 

2008年8月21日這一天，北京奧運賽

場是屬於蘇麗文的。三場比賽，負傷不

退的蘇麗文數度因劇痛倒地，又數度爬

起再戰，每次倒地，她都堅定的向主審

表示：「我還要拚！」儘管最後沒有拿

到獎牌，她卻拚出了運動員精神，展現

了臺灣的鬥志，更贏得對手和所有觀眾

的一致推崇。 

◎勇敢的戰士 

當天，蘇麗文代表中華台北在女子

57公斤級出賽，首戰就左膝韌帶受傷，

以零比一敗給金牌得主南韓選手林秀貞，

由教練李東玩背著離開賽場。南韓選手

隨後在複賽獲勝晉級，使蘇麗文取得復

活賽資格，出戰紐西蘭選手。 

當蘇麗文拐著左腿再次走進北京科

大體育館時，觀眾驚訝不已，然而她卻

展現出不服輸的精神，比賽中幾次不支

倒地仍忍痛爬起再戰，最後靠著第三回

合的左踢得分，以一比零險勝紐西蘭的

羅賓，晉級銅牌爭奪賽。 

賽後，隊醫檢查表示蘇麗文有可能

韌帶斷裂，建議放棄比賽，但是蘇麗文

卻堅持要光榮的打完最後一戰。 

銅牌戰時蘇麗文左腳已經無法站立，

只能用右腳單腳支撐身體重量，以受傷

的左腳進攻。賽中她多次因傷痛跌倒，

教練與防護員也數度上場，裁判更主動

詢問是否退出比賽，但她堅持奮戰到底。

三局結束，雙方4:4平手；進入延長驟死

賽後，對手先有效攻擊得分，蘇麗文最

終還是落敗。比賽結束時，現場觀眾紛

紛起立鼓掌，對手克羅埃西亞選手祖布

契奇也流下了眼淚，稱讚她是勇敢而出

色的選手。 

據統計，蘇麗文在銅牌戰中倒地11

次，每次都重新站起來，並且奮戰到最

後。克羅埃西亞選手沒有主攻蘇麗文傷

痛處，主審甚至主動喊暫停，就連對手

的教練也在賽後主動上前為她解下護具。

這是北京奧運最讓人動容的一戰。 

賽後經過檢查，蘇麗文傷勢嚴重：

左膝十字韌帶與前副韌帶撕裂傷，左腳

第四根腳趾骨折，必須返臺動手術矯正

治療。 

◎追求夢想 

國小三年級開始練習跆拳，從此，

蘇麗文沒有假日與寒暑假，更沒有所謂

的課餘活動，小小年紀的她，只能去道

館接受嚴格的訓練。 

因為扁平足的關係，她剛開始練習

很容易受傷，對打也總是挨打的份，父

母親看了很不捨，要她不要再練了，但

蘇麗文選擇堅持。經過不斷努力，她不

僅實力超越學長、學姐，還有了站上全

國舞台並進軍國際的夢想。蘇麗文後來

回想：「剛開始學習跆拳道時，常常被

前輩們扁得很慘，也常被嘲笑是『肉腳』，

但是負面的打擊，反而讓我更想堅強！」 

國中時期為了升學，蘇麗文曾一度

放棄跆拳道，改練壘球，但爸爸覺得既

然想要以運動健身，不如練真正喜歡的

運動，蘇麗文才又回到跆拳道的路上。 

跆拳的世界，輸贏是關鍵一腳，那

一腳，只有0.63秒。為了夢想，蘇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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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別人更加專注，她還提到，在苦練與

自我挑戰的過程中，企圖心與對目標的

執著很重要，因此她放棄了排球、電腦、

音樂與舞蹈，一心專注在跆拳道。這樣

的態度，也使她在日後的比賽屢獲佳績，

進而代表國家參加奧運。 

◎為父親而戰 

蘇麗文在北京奧運能不顧膝傷、咬

牙奮戰，其實很大的動力來自父親蘇文

清。2008年2月，蘇麗文由南韓移地訓練

返家時，驚見父親的頭髮都理光了，一

再追問，才知父親罹患鼻咽癌，於是父

女互相許諾──女兒奧運拚獎牌，老爸

在家拚健康。蘇麗文說：「這是很重要

的承諾，不能開玩笑。」 

儘管結果未如人意，但蘇爸爸說：

「就算沒拿到獎牌，在爸爸、媽媽心目

中，她還是最好的！」哥哥也說：「她

在我心目中，已經拿到金牌了」！ 

◎感動的淚水 

仰望著天空忍住淚水，比賽中的蘇

麗文是如此堅強。但走下賽場、教練李

東玩背起的那一刻，她還是流下了眼淚，

那一幕透過現場大螢幕播放，場邊觀眾

無不跟著感動流淚，就連採訪記者的淚

水也在眼眶裡打轉…… 

看完文章，小新的眼眶泛滿淚水，

他輕揉紅腫的小腿，慢慢走回集訓

場…… 

（➁）23.2008年北京奧運跆拳道項目女

子57公斤級金牌得主是誰？ 

➀羅賓 

➁林秀貞 

➂蘇麗文 

➃祖布契奇 

（➃）24.蘇麗文在北京奧運總共參加三

場比賽，請選出她比賽結果的正確順

序？ 

➀勝→勝→敗 

➁勝→敗→勝 

➂敗→敗→勝 

➃敗→勝→敗 

（➀）25.在銅牌戰賽後，對手的教練主

動上前為蘇麗文解下護具。對手的教練

為什麼這樣做？ 

➀對蘇麗文表示敬意 

➁向蘇麗文表示歉意 

➂協助蘇麗文的教練 

➃檢查蘇麗文的護具 

（➃）26.總教練為什麼要拿文章給小新

閱讀？請選出最合適的答案。 

➀希望小新充實比賽知識 

➁期待小新能夠爭取勝利 

➂減輕小新練習時的痛苦 

➃鼓勵小新向蘇麗文看齊 

（➂）27.作者在關於蘇麗文的那篇文章

中，用小標題(例如：◎勇敢的戰士)將

文章分成幾個部分。他最可能的用意是

什麼？ 

➀讓文章的內容更豐富 

➁展現高超的寫作技巧 

➂標示每個部分的重點 

➃配合讀者的閱讀習慣 

※閱讀文章後，請將第28～32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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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記在「答案卡」上。 

魔鏡(劇本) 

改編自以撒辛格的〈自認為是狗的貓和

自認為是貓的狗〉 

地點：破草屋 

時間：有一天 

角色：農夫阿田、老婆阿水、兒子大尼、

女兒小妮、狗兒鬥哥、貓兒凱弟、 

小販 

旁白：很久以前，偏遠的農村破草屋裡，

住著一對貧窮夫妻和兒女。屋內有一張

床、一張桌子、一個爐子和一個水缸，

還有從河邊撿回的狗兒鬥哥、貓兒凱弟，

牠們很小就來到阿田家，成為吃同一盤

食物長大的好兄弟。 

第一幕 

阿田：（打哈欠伸懶腰）睡得真飽！老

婆！早飯呢？ 

阿水：（對著水缸梳理）在桌上，有睡

有吃，你還真快活啊！ 

大尼：（擠到水缸前）媽最漂亮了，換

我！（對著水缸抓頭髮） 

小妮：（推開哥哥）夠了吧！我要梳辮

子。 

阿田：（微笑）夠美、夠帥了！鬥哥、

凱弟吃飯了！（朝門口喊） 

鬥哥：（衝入屋內）汪汪！喵……喵！

（轉為慢步） 

凱弟：（躡手躡腳走入）喵……喵！汪

汪！（轉為快步） 

阿田：飯後，下田的下── 

兒女：（哈……！嘻……）玩耍的玩─

─。 

旁白：不要以為牠們叫聲錯誤，牠們只

是模仿彼此的叫聲和動作，表示不分你

我。這就是阿田家一天的序幕。真搞不

懂？明明只有一盆稀得幾乎能當鏡子的

稀飯，哪來那麼多快樂的力氣？ 

第二幕 

大尼：（提水桶指著遠方）有雜貨小販！ 

小妮：（揉眼睛）別眼花！有經驗的小

販，絕對不會造訪我們家。 

大尼：（失望的語氣）是ㄏㄡ，我們沒

有多餘的東西可賣，也買不起雜貨。還

是去提水吧！ 

小妮：（驚喜）是真的小販來了！媽！

快來。 

小販：（走到門口）小姐，太太您買點

雜貨嗎？ 

阿水：（懷疑）小伙子，你走錯路了嗎？

我們沒有多餘的預算。 

小妮：（看著小販）從來沒有小販來過

我們家耶！ 

旁白：沒錯，一個迷路的小販，成為第

一個登門的商人。 

小販：（打開布包）耳環、胸針、戒指、

項鍊、髮飾和日用品，看看不花錢。 

小妮：（抱著鏡子）這是什麼？媽！我

要買。 

小販：鏡子只要一枚銀幣，夫人。 

大尼：（盯著鏡子）一枚銀幣？我們家

有嗎？ 

阿水：（皺眉沉思）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讓我好好想一下。 

旁白：阿水想了很久──不，其實只有

幾秒而已。 

阿水：（祈求、堅定）我每月付出僅餘

的三枚銅板，可能要花很長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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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但保證一定付清，可以嗎？ 

小販：（微笑）夫人，您誠懇的臉就是

最好的保證。鏡子，您可以留下。 

旁白：以前阿水和兒女，只能在水缸見

識自己的「朦朧美」，現在他們可以 

更清楚的「認識」自己了。 

第三幕 

（全家貼近鏡子，貓狗擠在後頭） 

阿水：天呀！我的臉那麼黑！（雙手摀

著臉） 

大尼：喔！鼻孔怎麼……怎麼朝著天？

（猛捏鼻頭） 

我的嘴簡直比拳頭大呀！（嘴嘟成雞屁

股狀） 

小妮：討厭的斑點！擦掉！（抓著衣角

猛擦臉頰的雀斑） 

阿田：我的鬍子翹得亂七八糟，還有一

口大暴牙！ 

旁白：這是史上最忙的一天，女性絞盡

腦汁想解決「面子問題」，男性因為 

看清自己的「真面目」陷入人生第一個

低潮。 

阿水：（態度堅決）我要進城買一些粉來

撲一撲，才能變白一點。 

小妮：（擦著雀斑）我也要，我要把醜

醜的雀斑遮掉！ 

大尼：（喃喃自語）醫生可以把我的鼻

子變美、嘴巴變小嗎？ 

阿田：（煩惱狀）進城要很多錢，錢呢？ 

旁白：對！錢呢？他們第一次發現再也

無法「窮開心」了。奇怪的是，花光積

蓄買來的鏡子，怎麼沒人理會，現在只

剩貓狗跟它玩呢？ 

凱弟：你……你是誰？長成那樣！喵嗚

──（嚇得往後跳到鬥哥身上） 

鬥哥：（推開凱弟怒叫）這誰呀？還露

出可笑的牙？牙齒白呀！汪！ 

旁白：凱弟起身抓住鬥哥的臉，鬥哥也

氣得「順嘴」緊咬凱弟的脖子…… 

以前好到「分不開」狗哥貓弟，現在真

的「分不開」了。 

阿田：（懊惱、感傷）唉！以前我們看

天、看地、看花草，天天都能開心的笑。

一家人也都能看著彼此談天說笑，為什

麼看了鏡子一眼，笑容就不見了？就連

形影不離的貓狗都揪打成一團。 

旁白：一陣嘆息和自言自語之後，阿田

彷彿下了什麼決心…… 

（➂）28.在買鏡子前，阿田的家人是如

何整理儀容？ 

➀沒有整理 

➁到河邊整理 

➂對著水缸整理 

➃利用一盆稀飯整理 

（➀）29.有了鏡子之後，阿田家的人發

現再也無法「窮開心」了。 

這裡的「窮開心」所指的意思是什麼? 

➀雖然窮卻開心  

➁窮到無法開心  

➂因為窮而開心  

➃白白開心一場  

（➁）30.在第三幕中，凱弟有句對話

「你……你是誰」。這個「你」，其實

是指劇本中的哪個角色？ 

➀旁白 

➁凱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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➂阿水 

➃鬥哥 

（➀）31.以第一、二幕的內容來看，哪

一個角色表現得最喜樂滿足？ 

➀阿田 

➁阿水 

➂大尼 

➃小妮 

（➃）32.下列哪一個選項，最有可能是

作者寫這個劇本想要表達的想法? 

➀對自己的不完美要努力改進  

➁花錢追求享受是人生的目標  

➂消費前要先衡量自己的財力 

➃人要懂得知足才能得到快樂  

 



 

 

 

 

附錄三 

新北市學生能力檢測數學試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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