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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方案對新移民子女                  

國語文補救教學成效之行動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方案對於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的

成效，希望能藉此提升新移民子女的讀寫動機、閱讀能力及寫作能力，並彙整研

究結果作為未來實施國語文補救教學之相關教育人員及研究者之參考。本研究採

行動研究法，以三位新北市某國小三年級新移民學童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十三

週的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根據研究者在教學過程前、中、後所蒐集的質性與量

化資料，加以分析與討論後，本研究所獲得之初步結論如下： 

一、在讀寫動機方面，學生的讀寫動機皆有增強。在閱讀動機上，閱讀的內在動

機與外在動機皆有成長；在寫作動機上，則是寫作的「自我效能」進步最多。

但學生的讀寫動機皆尚未延續至其它學習情境之中。 

二、在閱讀能力方面，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增加，更能掌握過去學過的生字詞。 

三、在寫作能力方面，學生的寫作字數增加，且寫作品質在各教學階段中，呈現

穩定成長的趨勢。然而學生在寫作品質的保留效果不盡理想。 

四、學生喜愛與自身經驗、背景相關及具有想像空間的教學主題，但不喜歡過於

抽象或探及隱私的教學主題。 

五、學生喜愛具有趣味性並能有效幫助學習的教學活動，不排斥分享自己的故事，

也喜愛結合閱讀創作故事。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亦提出相關建議，供未來實施國語文補救教學之

相關教職人員與研究人員，作為課程設計、實施及未來研究的參考。 

關鍵詞：平衡取向教學、國語文補救教學、新移民子女、閱讀教學、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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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f Integrating Balanced Approach into 

A Chinese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gram for New 

immigrant Children 

 

Abstract 

 

The study attemptd to develop a balanced approach Chinese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gram for new immigrant children, which promoted their motivation and abilit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effectively, and to offer some advice on future practice of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gram. The method of action research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and there were three 3th grade student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invited as the subjects of a thirteen-week Chinese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gram. 

According to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gathered through the evaluation 

designed for the program, there were three main findings as following: 

1.  Through the implementing of the program, there were positive effects on 

improving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motivation in several relating language 

aspects. However, the improved motiv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didn't transfer 

to other learning situations. 

2.  Through the implementing of the program, not only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was improved, but also making the vocabulary more sense for new immigrant 

students. 

3.  There were remarkable and relatively steady growths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students' writing in the program. Nevertheless, the writing quality may have 

been easily affected once the learning situation changes.  

4.  New immigrant students were much more interested in the instructing topics 

which relating to self-experience and background, or provoking their imagination. 

And they disliked abstract and private topics. 

5.  New immigrant students liked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which were interesting and 

effectively helpful for learning. They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ir own stories and 

interested in creating stories through the read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results, several instructing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grams were made and may have shed some light on program design, 

implement and research for future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Key words: balanced approach instruction, Chinese remedial instruction, new 

immigrant children,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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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壹、研究背景  

  「語文」是人際溝通的媒介，民族文化的載體，更是獲取新知的工具。環顧

各國皆將語文教育列為立國的基礎項目，在今日資訊爆炸又強烈競爭的現代社會

更需要良好的語文能力擷取資訊、擴展視野，進而提升心靈涵養。語文能力對於

生存於現代的人們而言至關重要，如何在學校有效教導語文也成了十分重要的教

育議題。長久以來，教科書為語文教學提供相當的指引，卻也形成了無法跳脫的

侷限，在認識生字、筆順練習、字詞解釋與文章結構中，文字成了對學童而言沒

有意義的符號，專注於零散的句讀之間而無法洞察文章內涵，沒有被文字感動的

經驗，就不會有主動閱讀的習慣，造成學童對文字的感受力和敏感度普遍不足，

讀寫能力不佳。最明顯的例證為 2006 年我國參加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我國在 45 個國家中排

名第 22，同年參加的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在 56 個國家中閱讀素養一項排名第 16，1兩項測驗結

果皆遠落後於鄰近的香港、新加坡與韓國。2
 

  回顧教育部於 2001 年推動「兒童閱讀計畫」開始，至近期在 2008 年啟動的

「閱讀 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近十年來我國一連串的閱讀教育政策

                                                      
1
 有關 PIRLS2006 的相關報告書，可參見（http：//140.115.78.41/PIRLS_Report.htm）。PISA2006

的相關報告書，可參見（http：//pisa.nutn.edu.tw/taiwan_tw_04.htm）。 
2
 在 PIRLS2006 的測驗中，香港排名第二，新加坡排名第四，臺灣排名第二十二。而在 PISA2006

中閱讀素養一項，韓國排名第二，香港排名第十，臺灣排名第十六。 

http://140.115.78.41/PIRLS_Report.htm
http://pisa.nutn.edu.tw/taiwan_tw_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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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不停蹄的展開，教育現場中琳瑯滿目的閱讀教學方案亦如雨後春筍般在各級學

校中推展。然而我國學生在國際評比中的表現卻不盡理想，究其原因可發現我國

所談論的「閱讀教學」，多停留在閱讀技巧上的指導，缺乏閱讀興趣的養成以及

對文學作品的賞析與批判能力，以致老師努力教導學生看懂文字、了解內容，並

透過文字學習知識，但學生卻無法進一步從硬梆梆的文字中感受到字裡行間所蘊

含的力量與魅力。反思閱讀教育的目標我們該真正培養的應是「閱讀素養」

（literacy）。執行 PIRLS 的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對閱讀素養的定義為（引自柯華葳、

詹益綾、張建妤、游雅婷，2008：13）：  

學生能夠理解並運用書寫語言的能力，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中建構出意義，並能從閱讀

中學習，參與學校及生活中閱讀社群的活動，由閱讀獲得樂趣。 

  可發現閱讀素養所指的不只是書本中表面字義的理解，還包含個體與文本相

互建構意義與生命經驗相連的過程。然而，我國的國語文教學能達到上述的目標

嗎？觀察國語文課堂上教師花最多時間於「生字新詞」的教學活動，其次是「讀

課本」以及「習作習寫」（柯華葳，2009），再觀察閱讀教學的實施方式，常見有

「讀得多就是讀得好」的加速閱讀制，以及「寫得出就是讀得懂」的閱讀學習單，

從中皆不難發現我國國語文教學的做法仍停留閱讀素養的表面理解，未觸及其深

層意涵，也使學童對於閱讀愈來愈畏懼，閱讀素養自然無法提升。而此種教學模

式正是強調由下而上，由部分至整體的「技巧導向教學」，最令人詬病問題是易

使學生在反覆練習零碎且無意義的字詞中失去興趣，是故主張由上而下，以情境

融入式學習的「全語言導向教學」的聲浪響起，認為學生只要沉浸在有意義的文

字世界中，就能夠習得優異的語文能力，但同樣的這種過度天真的想法也成為反

對者攻訐的標的。因此，結合兩者主張的「平衡式讀寫教學」應運而生，認為教

師應該結合真實世界中的各種種類、各種形式的閱讀與寫作方式，引發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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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讀、寫等基本語文能力，並同時針對學生的需求給予技能上的補強，此

種觀點與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所提的閱讀素養目標不謀而合，可作為

我國國語文教學方法上的新範示。 

  而從閱讀發展的相關理論觀之，可清楚看見學童在不同成長階段對於閱讀的

學習目標其實不盡相同。Chall（1983）將閱讀發展階段分為六段，其中又以國

小三年級為分界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閱讀」（learning to read），第

二階段為「由閱讀中學習」（reading to learn），即在小三前要學會文字符號的解

碼策略，在閱讀時能應用推理、猜測、摘要的技巧流暢地理解篇章。國內學者柯

華葳（2006）也提醒若在升上小四前未習得這些技能則會出現閱讀文獻中常提及

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即識字量、詞彙量高的學生閱讀能力越高，對

字詞和知識的增長愈快，反之則大幅落後，因此對於小三還未習得「學習閱讀」

的學童有必要適時地給予補救教學。 

  閱讀的扎根教育刻不容緩，教育部亦意識到早期閱讀教育的重要性，將

「Book Start－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列為 98 學年度重要的閱讀計畫，透過全面

性大量贈書，促進家庭與學校合作共同營造閱讀環境及早提升兒童閱讀興趣（吳

清基，2010）。早期語文介入方案的概念源自於美國 60 年代盛行的「啟蒙計畫」

（Head Start），其後於 90年代早期設立國家閱讀研究中心（National Reading Panel, 

NRP），各種類型的語文介入方案開始蓬勃發展，受其影響英國於 1998 年開始實

施「安穩起步計畫」（Sure Start）介入年齡層更降至 0 至 4 歲。相較之下，英美

國家在對象上更聚焦在介入方案對弱勢族群子女語文能力的提升，認為這是一項

兼顧教育均等的公平正義原則及投資效益的做法，國內學者葉郁菁（2006）也指

出此做法可作為我國新移民子女語言學習與輔導的參考。 

  早期介入的讀寫補救教學對於弱勢學童而言尤其重要。我國閱讀領域學者柯

華葳（2006）認為學習閱讀的基礎涉及「個體條件」及「環境條件」，「個體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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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身心全方位的發展及母語能力；「環境條件」則包含幼兒與成人的互動方式

與頻率及環境中的符號。然而，新移民子女為經濟、教育、文化的弱勢族群，父

母親多從事勞動工作而缺乏與子女互動的機會與方法，母親中文能力不足無法為

子女搭起語文學習的鷹架，受限於經濟因素家庭缺乏語文學習資源，也無法負擔

補習費用，家庭環境中的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財務資本受限，使其較

缺乏在主流社會學習環境所需的各種刺激，皆在在影響新移民子女的語文能力及

學業成就（夏曉鵑，2005；張芳全等，2007；陳佩足、陳小云，2003）。雖然目

前尚無確切的研究證據證明新移民子女的語文發展及學業表現是否與一般學童

有別，但語文發展、學業成就與社會心理環境的相互影響關係已無庸置疑，家庭

與學校教育應扮演重要且積極的角色（張嘉育、黃政傑，2007）。此外，也不能

將他們輕易的與一般弱勢學生畫上等號，高舉包容、尊重和平等的旗幟等同視之，

卻消弭他們獨有的學習條件和特質。 

  近年來，臺灣社會的人口結構因跨國婚姻產生急劇的轉變，受少子化的衝擊

我國接受國民義務教育的總人數逐年屢創新低，但新移民子女人數的比例卻逐年

攀高（見圖 1-1），兩者趨勢呈現正負向消長。此外，研究者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99 學年度的資料統計，3低年級的新移民子女就佔了國小全體的 12.5%；中年級

佔全體的 10.8%；高年級佔全體的 6.7%，可見年級愈低新移民子女人數比例也

越高。面對這股新興崛起的族群在學校學習所遭遇到的困難，尤其是其國語文學

習問題，目前研究多停留在調查、推論的層次，以「新移民子女」、「外籍配偶子

女」、「國語文」、「補救教學」為關鍵字在全國博碩士論文搜尋共有 28 筆，但其

中只有兩篇有實際的解決方案，分別為葉玉滿於民國 97 年發表的碩士論文－「新

移民女性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以及王慧珍於民國 98 年發表的碩士論文－「新

移民女性子女識字能力及其補救教學之個案研究－以臺中縣某國小二年級學童

                                                      
3
 研究者採教育部統計處「國民中小學人數推估」與「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統計(94-99

學年度)」之資料分析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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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顯示此議題之相關研究十分貧乏。本研究即基於此背景，又意識到語文

能力是打開知識大門的鑰匙，及早期介入的語文讀寫方案對於語文能力不足之學

童具有迫切性，而以此為題作為探究方向。 

圖 1-1 95~99 學年度全國中小學總人數及新移民子女人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無日期）。 

貳、研究動機 

  我與新移民子女的接觸要從 2008 年教育實習那年說起。小潔（化名）是我

在一年級實習班級中的學生，她的母親來自越南，平時沉默內向、學科表現中等，

或許一年級孩子還沒學會如何用世俗的眼光來辨別族群間的差異，在班上同學的

眼裡她並不特別，就其外在行為與學習表現來說，我也認為她與一般的孩子並沒

有兩樣。就在某個假日的早晨我家門鈴響了，另一頭正是小潔的母親，她說：「老

師，聯絡簿寫的字我看不懂，問我女兒她也不知道，還有……那個作業單也不知

道怎麼寫，你幫忙一下好嗎？謝謝你。」走下樓才知道，原來小潔一家正巧是與

我住在同條街上的鄰居，從閒談中得知小潔的爸爸是貨運司機，為負擔家計鎮日

工作不常回家，四個孩子的生活照顧和課業輔導都由她一手包辦，在家庭勞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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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子女上扮演吃重的角色，公婆也鮮少過問或主動協助，平日就做家庭代工增

加收入，生活非常忙碌。其實小潔的媽媽之前也有找過導師求助，不過她說：「我

放學後去找過她一兩次，她好像都很忙，說沒幾句就說有事，我之後也不好意思

再去打擾她了。」我突然想起學期初老師拿著整班的學籍資料卡分做兩疊的情景，

小潔的那張就是被她抽起來的其中一張。從小潔的媽媽焦急的眼神中我看見她為

了孩子的教育問題積極尋求協助，但同時我也看見她獨自面對生活壓力的窘迫，

與求助無門時打從心底顯露出力不從心的無奈。小潔的家庭無法供給她參加安親

班的費用，她的母親有去補校上識字班，平日溝通沒有太大的障礙，惟識字仍有

困難，在與她們母女講解課業內容時，也發現小潔的語文能力雖然沒有很突出，

但還比媽媽好一些，小潔的媽媽也說，小潔是家中長女，平常很乖巧會幫忙照顧

弟妹和做家事，就是課業問題得自己設法解決，得問老師或是爸爸和家裡的其他

親戚。之後的假日或放學後，我家的電鈴偶爾仍會響起，但總認為自己的幫助和

成效都很有限，面對在跨國婚姻家庭成長下的孩子，我是否能有更積極有效的作

為？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擴展這樣的關懷遂而開啟了本研究的大門，懷抱著

熱忱引領我進入此研究議題中尋找答案。 

  反思我的實習經驗，在現場仍有許多教師受到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對這些

孩子存有先天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家庭環境不好、學習態度差、學業表現低落，

自然是班級的中的問題學生。在吳毓瑩和夏曉鵑（2005）的研究中也顯示，與新

移民子女接觸時間越長的教師，易從孩子的互動中看見社會大眾所添加在他們身

上的刻板印象，所以在現實經驗與大眾意識的影響下，其多元文化取向也趨於保

守。小潔的家庭狀況與多數研究結果相同，屬於低社經背景的家庭，小潔的母親

所遭遇到的困難也如同許多研究結果所述，新移民女性的教育程度偏低，加上語

言適應問題普遍在教養子女時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家庭教育功能不彰，所

獲得的教育資源不足，教師也缺乏主動協助的意願與動機（蔡榮貴、黃月純，2004）。

然而，這些研究果只能推敲其問題成因，教師同時也必須認知到雖然新移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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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家庭與社會結構的影響很大，但不代表這些新移民不重視子女教養，新移民

子女「無法學習」，相對的，目前也尚未有研究指出新移民女性不重視其子女教

養（林怡萱，2007），教師並不能把所有的現象與問題都歸結到新移民家庭問題

上，隱身在問題背後忘卻身為教師的自己其實擁有改變的自主行動力。正因為我

看見現場教師被動消極的態度，而想要積極解決的教師又別無他法，所以本研究

的最終期盼也是首要的研究動機，在於希望能提供給現場教師一個可行的補救教

學模式當作在實際教學時的參考，促使教師能用正向積極的實際行動來處理這群

新臺灣之子的教育問題。 

  目前政府為增強新移民女性在臺生活適應與教育子女之能力，積極在補校開

設生活輔導班以促使新移民女性識字以融入在地生活；而協助新移民子女補強國

語文學業成就，則在課後輔導班與攜手計畫班進行補救教學，顯而易見的政府分

別挹注許多資金讓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一個在「學校」學習；一個在「補校」學習，

呈現兩個學習者的生活經驗相通，但學習經驗卻沒有交流的情況，忽略了在真實

的生活情境與人際互動中學習語言的可能。因此，研究者重新思考新移民子女的

成長與學習之特有差異，以新移民家庭的多元文化樣貌作為國語文補救教學設計

的基礎，選擇與新移民子女生命經驗相連生活故事、家庭故事與民俗文化故事等

多文類文本作為讀寫教學的材料，透過課堂討論與家庭作業的親子活動，在語文

補救教學中創造另一種「在真實經驗中學習」的可能性，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而在現行的國語文補救教學方式方面，根據陳淑麗（2009）的調查指出，目

前課輔班最常使用的課業輔導方式是「課業指導」，意即教學者並沒有針對學習

者的特性與特質作為課程設計的基礎，只針對原有的學校課程內容做重複演練以

達到精熟，教學方式不外乎是抄抄寫寫、練習講義和試卷。因此，研究者進而思

考在面對新移民子女的語文學習問題時，是否能以結合技能取向與全語文取向的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作為課程設計的基礎，在提升學生讀寫能力的同時，也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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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學生對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和動機，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雖然調查發現教育工作者皆對於新移民子女參與補救教學之成效多有正向

肯定，但探究現行補救教學方案之成效評鑑過程，多數從事補救教學工作的教師

皆缺乏有力的檢核工具評鑑其實施成效，第一、僅以前、後測作為補救教學的成

效證明缺乏信度與效度；第二、教學者即評鑑者，且多未使用有效的評量工具。

故本研究試圖發展以證據為本的補救教學方案，此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綜合上述，國語文能力與其他科目學習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林桂微，2009），

和整體的學業表現更有正向關聯（蘇筱楓，2005），此外為避免馬太效應帶來不

可彌補的缺憾，早期介入的國語文補救教學有實質上的必要。本研究欲以國小三

年級的新移民子女作為觀察與實施國語文補救教學的對象，以平衡取向讀寫教學

為方案設計基礎，同時以中年級年段的讀寫能力指標為依歸，在閱讀活動中搭配

讀寫策略教學，以增進國語文讀寫能力。研究者亦企圖將課程方案以家庭親子作

業的形式延伸至家庭之中，使家長、教師與學生能形成一個共學迴圈，期望能建

構出家庭與學校相互連結的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期望能發展一個合適於新移民子女的國

語文補救教學方案，配合新移民特有的家庭環境，以課程作為中心，使學生成為

串連學校知識與家庭文化的仲介者，秉持平衡取向教學的理念將學習情境移入真

實世界中，同時輔以讀寫基本技能教學，以充足的學習動機為前提，提升其國語

文能力。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9 
 

一、 瞭解學生在本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中讀寫動機之轉變情況。 

二、 檢視實施本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後，學生在閱讀能力的改變。 

三、 檢視實施本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後，學生在提升寫作能的改變。 

四、 瞭解學生對本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的態度。 

五、 歸結和評估實施本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之成效，以作為現場教師在進行新移

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時的參考。 

貳、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以下為本研究的待答問題： 

一、在國語文補救教學的歷程中，學生在讀寫動機的轉變情況為何？ 

二、在國語文補救教學的歷程中，學生在閱讀能力的改變情形為何？ 

三、在國語文補救教學的歷程中，學生在寫作能力的改變情形為何？ 

四、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後，學生對本國語文補救教學的態度為何？ 

五、本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如何在其他補救教學場域中實施？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新移民子女 

  朱玉玲（2002）將「外籍新娘」定義為： 

  透過各種婚姻儀式管道進入臺灣地區的新娘，合法居留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為中華民國國民 

  之配偶，並向當地警察局、戶政事務所登記者，則泛稱為外籍新娘。 

  原「外籍新娘」一詞本泛所指來自各個國家的女性配偶，但在時代背景的推

移下多指透過婚姻仲介來自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籍之女性，社會大眾的偏見與媒

體的推波助瀾下更對「外籍新娘」一詞加諸許多汙名，直至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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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行文公告各單位以較無爭議的「外籍配偶」統一稱呼之。但夏曉鵑（2005）

認為「外籍」反映排外的意識型態；「配偶」則反映出以臺灣男性為中心的觀點，

「外籍配偶」一詞仍隱含歧視意味，宜以新移民女性自選的「新移民女性」之稱

呼取而代之，較為符合多元尊重的原則，而「新移民子女」及是指新移民女性所

生育之第二代，又稱呼為「新臺灣之子」。而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表現就調查來看，

母親為中國大陸籍者因語言、文化的相似性極高，表現比母親為東南亞籍來得好

（陳清花，2005；陳璽琳，2006），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新移民子女所指的是母

親來自東南亞國籍者，包含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緬甸及馬來西

亞這七個國家，而不包含中國大陸。 

貳、平衡取向讀寫教學（Balanced approach instruction）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及是指平衡語文教學中的「全語言」（whole-language）及

「技巧導向（skill-first）」的教學，指教師先教導學童具備文字解碼的技巧，在

將學習的技巧應用在生活情境或文學作品中的閱讀與寫作（Pressley, 1998）。本

研究定義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教師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多元素材作為讀寫材料，同時

連結教科書中的生字、詞彙、造句與寫作等基本讀寫技能，使學生在自然豐富的

語文情境中進行學習，並以提升讀寫能力為目標的一種教學方法。 

参、國語文能力 

  教育部在國民小學國語文學習領域之能力指標中，將國民小學國語文教學目

標分為「注音符號運用能力」、「聆聽能力」、「說話能力」、「識字與寫字能力」、「閱

讀能力」以及「寫作能力」，即聽、說、讀、寫、作等基礎能力之養成。「聽」、「讀」

所代表的是接收的能力，能對別人傳遞過來的訊息無誤地接收與解碼；「說」、「寫」

所代表的則是表達能力，將個人思維經過語言編碼的過程傳送出去，在教學時四

項能力宜以均衡並重的發展（王衍等人，2008）。故本研究方案之教學過程將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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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這四項語文能力，為求評量成效之便利性以閱讀與寫作作為評量標的，因此所

指之國語文能力即為閱讀與寫作能力。 

肆、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與「學習輔導」、「課業輔導」的概念相近，但意義不盡相同（陳

淑麗，2009）。「學習輔導」所涵蓋的範圍最廣，從對一般學生學習動機的激發或

學習方法與策略的教導，到對低成就學生個別的補救教學，都是此範疇。「課業

輔導」通常鎖定在學科課程的指導，從支持性的作業指導，到積極性的補救教學

介入，都是課業輔導的範疇；「補救教學」所指的範疇最小，鎖定群體是低成就

學生，強調對已經發生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診斷式的教學基本上就是一種診療

式教學（clinical teaching，也稱臨床教學），其採用的是「評量－教學－再評量」

的循環歷程（張新仁，2001）。因此，學習輔導、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三者間的

關係如圖 1-2 所示。 

 

圖 1-2 學習輔導、課業輔導和補救教學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出自陳淑麗（2009:11）。 

  本研究所指的「補救教學」即是指針對心智發展正常，但國語文學科表現為

班級中後 25%，國語文讀寫能力明顯落後的學生，針對其該年段所應具備之閱讀

與寫作能力所實施的讀寫補救教學課程。 

 

學習輔導 

課業輔導 

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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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對象為國民小學三年級的新移民家庭學童，新移民所來自的地區為中

國大陸與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緬甸及馬來西亞等地，而「中國

大陸」在民族傳承與傳統文化上與我國相近，在文化認同上較無困難。其次根據

研究顯示，母親來自東南亞地區之學童，其在語文能力的表現上又略遜於母親為

大陸地區之學童。再者，新移民來自的國家眾多，因此在樣本抽取時，要選取母

親來自同一國家的困難度極高，而東南亞籍的新移民女性在各方面條件有其相似

性，其子女的表現差異亦不大，故在選擇樣本時係以父母親為東南亞籍的新移民

子女作為研究對象。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所設計的補救教學方案所擬定的教學領域為語文領域中的「國語文」

一科，課程設計是以日常生活中的聽、說、讀、寫作為教學核心，不涉及「鄉土

語文」，包含原住民語、客語、閩南語，以及「英文」兩科目之教學內容。國語

文能力根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語文領域基本理念，其總體目標在培養學生具備良好

的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能力，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並能使

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本研究即以教育部所頒

佈的國語文領域的能力指標作為教學設計的依歸，使用生活中的多元素材作為教

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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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國民小學三年級的新移民家庭學童，新移民所來自的地區為中

國大陸與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緬甸及馬來西亞等地，而「中國

大陸」在民族傳承與傳統文化上與我國相近，在文化認同上較無困難。其次根據

研究顯示，母親來自東南亞地區之學童，其在語文能力的表現上又略遜於母親為

大陸地區之學童。再者，新移民來自的國家眾多，因此在樣本抽取時，要選取母

親來自同一國家的困難度極高，而東南亞籍的新移民女性在各方面條件有其相似

性，其子女的表現差異亦不大，故在選擇樣本時係以母親為東南亞籍的新移民子

女作為研究對象，無法將研究結果類推至母親為其他地區的新移民子女上。也因

為研究對象身分特分，尋找不易，最終僅由研究學校中篩選出三位學生作為研究

對象，因此研究結果也不宜推論至大班級教學之中。 

二、研究時程的限制 

  本研究預計實施十三週的教學介入方案，但某些情意態度的轉變或是語文能

力的養成會需要更長的時間才得以驗證，無法短暫的十三週內就看出成效，因此

本研究只能就研究對象已彰顯出的結果做討論，為本研究時程上的限制。 

三、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採平衡取向讀寫教學之理念，設計一套合適於新移民

子女的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由執行過程所蒐集的資料來探討補救教學方案之成

效。但行動研究法係實務工作者的為解決實際問題而執行的研究計畫，因此研究

結果不適合做過度推論，特別是父母親非東南亞籍的新移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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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內容的限制 

  因三年級學童初入文章寫作的世界，內容多以描述生活經驗中的事件、人物

和物品為主，對學生而言論說文、說明文較為困難。故本補救教學課程在每單元

的寫作文體即為記敘文，其他文體並非本研究寫作教學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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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探討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對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之成效，因此

本章第一節先就現有文獻中分析新移民子女的國語文學習現況為何，再討論國語

文補救教學之策略與作法，最後再談平衡取向讀寫教學的源起、實施方式與相關

研究。 

第一節 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能力之相關研究 

  補救教學的第一步驟即是「篩選」（何英奇、毛國楠、張景媛、周文欽，2001），

意即我們必須先找出補救教學對象的問題，才能針對問題型式擬定解決方案。因

此在探討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之議題時，有必要先針對其國語文學習的現

況做通盤地了解。目前在新移民子女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中，多以學前以及國民

小學階段的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大多為調查法輔以訪談或是個案研究，其

研究結果並無法推論至所有群體。因此有關新移民子女在學習成就上是否與一般

學生存有差異，在現階段的研究結果中尚無定論，也顯示出這群在臺灣生根的新

臺灣之子並沒有一種特定的樣貌。指出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表現無異於一般學童的

研究結果，對於新移民子女的教育議題有很大的啟發，尤其有助於消除因偏誤的

意識形態而產生的誤解與偏見，對於建立平等友善的環境功不可沒。然而，就在

我們拿著證據極力消弭歧視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族群的本質在於－「異中存同，

同中存異」，是故我們不僅要了解新移民子女所呈現的共同特性，也要對當中的

差異性有所覺察。以下討論將從現象中追根溯源，從過去研究中描繪出問題本身

的型式與成因，進而思考可行之解決方式，即是本研究切入的思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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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新移民子女國語文學習現況 

  「語文能力」在各個研究中的定義不完全相同，但都不脫離「聆聽」、「說話」、

「閱讀」與「寫作」四個範疇，但關於新移民子女寫作的相關研究目前仍相當匱

乏，因此以下分別以前三項能力個別探討之。 

一、 「聆聽」－聽覺理解與聲韻覺識 

  「聆聽能力」是我們從嬰兒時期就發展出來的第一種語言能力，爾後才發展

出發音以及使用複雜的語法結構進行口語表達，待識字後發展出的閱讀和寫作等

語言能力，也都與聆聽能力有關（靳洪剛，1994）。又語言的學習，除學習本身

的學習能力外，環境中有充分的語言刺激也是必要的條件（引自林美珍、黃世琤、

柯華葳，2007）。然而在新移民家庭中囿限於母親本身的語言能力，孩童處於文

化刺激不足的環境中，將可能錯失語言發展的關鍵期，影響其語言發展與認知能

力。根據陳璽琳（2006）與粘惠如（2006）的研究指出，新移民子女在「聽覺理

解」及「聲韻覺識」能力顯著不如本籍配偶子女，可見其在聆聽的認知歷程可能

產生困難外，也缺乏辨識及分析語音結構的能力。這些研究結果顯示，部分新移

民子女學童較無法精確掌握注音符號的聲韻系統，對聲調和語音的辨識產生困難，

也較無法精確掌握和理解藉由聆聽得來的訊息語言訊息。 

  靳洪剛（1994）整理影響語言發展的因素有生理因素作用、語言環境作用以

及認知發展作用，三者皆強調父母與兒童語言相互作用對兒童早期語言發展具有

重要意義，是奠基後期語言發展的基礎。從研究中也發現當新移民母親為主要照

顧者時，因語言隔閡使兒童早期的語言刺激不足間接影響其語言發展，尤其在「中

文聲韻覺識能力」與「口語能力」有顯著差異（粘惠如，2006；陳璽琳，2006），

更有研究進一步指出母親語言的差異會對其子女學業成就有所影響（陳清花，

2005）。以行為主義心理學對語言行為的觀點視之，語言就是在一次次的錯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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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Skinner 所提出的「語言糾正」即是指父母扮演一種幫助兒童從原始錯誤

形式過渡到成人正確形式的橋樑（引自靳洪剛，1994），因此當母親國語能力較

佳時，較能提供兒童正確的指導。由此觀之就不難解釋為何以國籍作為比較變項

時，母親為中國大陸籍的學童在「注音符號」、「口語能力」以及「詞語理解」的

表現皆優於母親為東南亞籍者（陳清花，2006；陳璽琳，2006）。而母親為東南

亞籍的新移民子女，因母親華語能力較差，則有可能從母親身上間接習得錯誤的

發音及語法，亦可能因此而無法及時給予子女課業上的協助。相對的來自大陸地

區（含港澳）新移民女性因語言文化與風土民情與臺灣相似，新移民女性及其子

女的生活適應力較佳，國語文表現與母親為東南亞籍的學童相比略高一籌（蘇筱

楓，2005）。 

  因此，本研究將以母親為東南亞籍的新移民子女為研究對象，在教學中利用

範文朗讀與閱讀討論的機會增進學生聆聽的能力。此外，在家庭作業亦顧及學童

母親的華語文能力，故母親在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為訊息提供者而非學習指導

者。 

二、 「說話」－口語敘說能力 

  「說話」的能力養成早於閱讀和寫作，在低年級時以發展口語表達為主；中

高年級則由口語過渡到書面表達，此時口語表達就扮演了構思與轉譯的角色；國

中階段則是口語和書面表達並重（教育部，2008）。「說話能力」無疑是學童發展

書面表達能力的基石，因此當基礎不夠穩固時，建築樓房不僅耗工費時，亦無法

築出穩固的高樓。在以新移民子女為對象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學齡前及國小一年

級學童的口語表達能力有明顯落後其他同儕的趨勢（王美惠，2005；吳怡蒨，2007），

此外在說話時普遍也會有特殊的「口音」（李怡慧，2004）。吳怡蒨（2007）一項

以無字圖書研究新移民口語表達能力的研究發現，以故事結構分析其結構要素組

成與表現特徵的「連貫能力」表現較一般家庭兒童來的差，並未隨著年紀增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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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步，但在「凝聚詞彙」的表現則與一般家庭子女相當，然而使用相同的研究

方法，卻有研究指出學齡前的新移民子女在「音節」與「詞彙」的語言產生量比

起一般家庭子女表現較差（陳珮真，2006）。綜上所述，學前幼兒和國小低年級

新移民學童其口語敘說能力在「連貫能力」、「詞語表達」以及「語言產生量」上

是較弱的。換句話說，部分研究顯示新移民子女在從事口語表述時，較無法用豐

富的詞彙、有結構性的語句來組織及表達自己的想法。 

  如同 Bernstein 所述，不同的社會階層會產生相異的語言類型（引自陳奎憙，

2001）。中上階層的家庭重視子女語言的表達及抽象觀念的認識，因此使用「精

密型符碼」（elaborated code），有利於從事邏輯思考及人際關係；而低階層家庭

較不重視子女的語言表達，其所形成的語言類型則為「閉塞型符碼」（restricted 

code），句子較短、字彙較少，詞類及附屬句也較少，詞不達意的情形也比較多。

而研究統計新住民的家庭社經背景多為中低階層（林詩琴，2007；張碧珊，2006），

對應語言使用類型為閉塞型符碼，與學校教育所期待的、所使用的語言類型相異，

相關研究結果也與 Bernstein 的論述相符。社會階級除影響語言類型外，隱藏在

背後的是對教育價值及信念的差異。林生傳（2005）指出，社會階級將影響家庭

結構、價值取向、教養方式及語言運用，即影響父母對教育的參與程度、教養態

度及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指導協助等。以新移民子女為對象的相關研究也指出，

社經地位的高低及父母親的教育程度顯著影響父母的教育信念，社經地位較低的

家庭在教育資投資顯得較保守與匱乏，造成國語文學習環境的落差（吳怡錞，2005；

張淑猜，2005；陳雅雯，2006）。固然社經地位影響新移民子女學業表現的說法

也有持反對意見者（謝慶皇，2004），但多數研究顯示低社經造成家庭資源的弱

勢及教養知識的不足，教養知識不足形成錯誤的教養觀念，教養觀念影響著照顧

者的教養態度，照顧者的教養態度又與其子女的行為與語言發展有所關連（王美

惠，2005）。「階級」除了影響語言使用類型、父母的教養觀念以及家庭教育資源

投資外，亦影響新移民子女整體學業表現（蘇筱楓，2005），也對新移民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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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能力有一定程度之影響作用（吳怡錞，2005）。 

  是故，本研究方案中的教師必須要先能察覺學生來自的家庭背景狀況，站在

同理的角度給予正向支持、鼓勵以及積極性的補償。因應新移民子女在說話表現

上落差，本方案中將透過閱讀討論、大聲朗讀與親子共讀的方式鼓勵其應用及擴

展語言表達的能力，亦搭配讀寫策略的教導以增進語句表達時的連貫性與完整

性。 

三、 「閱讀」－識讀字與閱讀理解 

  「閱讀」不僅是讀懂表現意思，還要能理解內容，過去學者對龐雜的閱讀歷

程有多項分法，王瓊珠（2004）歸納後將閱讀成分分為「識字」（word recognition）

及「理解」（comprehension）兩部分，其中「識字」又包含立即辨識的「認字」

及中介辨識的「解碼」，解碼還包含字音分析、字形辨識、字義抽取、組字規則

以及上下文分析；「理解」又包含字義理解、推論理解以及理解監控（見圖 2-1），

優讀者必須兼備這兩項能力並在閱讀時相互應用才能有效閱讀、理解文章內容。 

 

 

 

 

圖 2-1 閱讀成分分析 

資料來源：出自王瓊珠（2004:9）。 

  在新移民子女的相關研究中，「讀字」與「識字」的表現結果多不及整體學

生的平均，在一項以三十位小學二年級的新移民家庭學生進行「基本讀寫字綜合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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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的研究中，「讀字總分」有八成的學生在百分等級 50 以下，「寫字總分」

則有五成的學生在百分等級 50 以下（吳怡錞，2005）。另一項以「中文年級認字

量表」進行中文認字能力的研究也發現，在滿分兩百分的測驗中等級三（51~100

分）與等級四（0~50 分）的人數就佔了 85.68%（黃琮智，2009）。顯示新移民

子女在「識字量」及「認讀字」的表現不盡理想，同時「識讀字」也會影響閱讀。

黃明煌（2008）針對臺南縣 118 位學生調查發現，不管是二年級或是五年的學生，

本國籍子女的「閱讀流暢力」與「閱讀理解」皆優於新移民子女。此外，吳怡錞

（2005）對 30 名新移民子女實施「中文閱讀理解測驗」，結果有七成新移民子女

在百分等級 50 以下，顯示新移民子女的閱讀理解能力確實在整體學生的表現中

較為低弱。但同時文獻也指出識字對閱讀理解表現雖有相互影響的關係，但並無

必然的因果關係，這現象如同有些學生即使每個字都認得，但就是抓不到通篇文

章旨趣。是故「閱讀理解」能力無法完全僅藉由加強認讀字而提升，還必須透過

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才得以習得。 

  學者謝錫金等人（2006）指出，家庭因素、學校因素、教學因素以及學生因

素為影響學生閱讀能力的四大因素。新移民子女與一般學生相較，家庭因素為其

最大差異，除先前討論過家庭階與母親語文能力對語文學習的影響外，父母親的

教育態度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陳奎憙（2001）指出，家庭社經背景中有許多因

素影響學生的教育成就，而其中研究最為一致的可能就是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態度，

也就是說，父母的關心與鼓勵，對子女的教育程度最有影響。此結果亦無族群之

別，在新移民家庭中也得到母親的教育期望、對子女學習的參與程度以及親師互

動程度皆會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表現（王妙如，2005；陳雅雯，2006；張淑猜，

2005）。然而新移民家庭中父母親的教育參與程度比起本國籍家庭的父母親仍偏

低（林詩琴，2007），但不能因此就說他們不關愛孩子，對孩子沒有期待，或許

是囿限於環境中的種種因素，如「社經地位」及「華語能力」等，使新移民家庭

的父母較少參與孩子的學習過程，無法提供子女相關協助，造成其其子女學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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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情境（王妙如，2005；陳烘玉、劉能榮、周遠祁、黃秉勝、黃雅芳，2004；

謝慶皇，2004）。 

  因此，在本方案的首要工作即是建立良好的親師關係，促使家長配合及協助

教學進行。在教學設計上，「識字教學」將透過識讀字策略來進行教學；「閱讀理

解教學」則透過閱讀理解策略中的預測、提問、摘要等策略進行教學，兩者搭配

寫作教學同時並進，以期學童的讀寫能力能有所進展。 

貳、 小結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雖然有部分研究者抱持著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表現無異

於一般學童的定見，但也有不少研究直指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能力的強弱，所牽涉

的變項尚有充分語言刺激的環境、父母親的國語文能力、父母親的教養態度、所

擁有的國語文學習資源，以及所處的社會階級等。因此參酌這些變項的影響，卻

時有一部分的新移民子女，在「聆聽」、「說話」及「閱讀」三個面向的語文能力

是呈現落後的趨勢，而這些學生就是本研究所欲處理的研究對象。 

  以語文發展而論，聽、說即是接收資訊的能力；讀、寫則是輸出訊息的能力，

前者更是後者的重要基礎，四項能力在發展的過程中環環相扣；而以語文教學來

說，應以聽、說、讀、寫綜合設計為原則，在聽、讀中練習說、寫，於說、寫中

實現聽、讀，齊頭並進（王衍，2008）。因此，本研究中的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

中將更著重在融合聆聽、說話、閱讀及寫作四項能力的綜合養成，期望透過本補

救教學方案能有效提升學生閱讀與寫作的能力，在閱讀與寫作的循環過程中循序

漸進地建立起語文的基本技能。在發展補救教學方案同時亦融入多元文化的觀點，

讓學生的家庭經驗可以在教室中有發聲的機會，營造平等與尊重的學習環境；此

外，亦考量家長的需求與能力，在親子家庭作業內盡可能給予明確的指導語與完

成步驟，順暢親師聯繫管道，研究者也在必要時亦提供積極地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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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 

  在探討新移民國語文的學習輔導中，補救教學是最重要也最可行的方式之一。

吳念蓉（2007）以花蓮地區國小進行新移民子女補救教學之調查顯示學生對於補

救教學的實施成效表示滿意與肯定，另外張淑猜（2005）的研究也指出安親班的

課業輔導對新移民子女的國語文學習有明顯的幫助。因此，站在教育機會均等的

原則下，學校提供充分的語文學習時間、及時的學習支援以及有效的課業輔導也

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以下先概覽補救教學的內涵與歷程，再評估適用於本研

究的補救教學模式，最後回顧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 

壹、 補救教學的意涵與歷程 

一、 補救教學的意涵 

  根據杜正治（1993）的論述，學生的學習成就應該有相對應的教學輔助，達

到因材施教的理想。在常態分配下，學生的學習成就水準約可分為四個等級：高

成就、中高成就、中低成就與低成就。理想上高成就學生應實施充實教學；中高

成就學生實施正規教育；低成就學生應提供特殊教育，4而中低成就學生因未達

最低標準，則需實施補救教學，以提高學習成就至最低標準。因此，實施補救教

學的意義即是協助智能正常，但學習表現未達最低標準之學生，針對個別需求提

供額外的學習機會以及特別規劃之課程，以幫助其能力表現能達到最低標準。 

二、 補救教學的歷程 

  當學生遭遇學習困難而無法由班級授課教師改善時，就需要進一步的補救教

學提供額外的支援。張新仁（2001）彙整相關的研究至將補救教學的歷程分為「轉

                                                      
4
 此處所指「低成就學生」，意即領有手冊或經鑑輔會認定為資源班資格之學生，屬特殊教育之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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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過程」、「正式評量」以及「教學」三個階段： 

（一）轉介過程 

  補救教學的首要工作在於過濾、診斷、與轉介適當的學生，以接受補救教學。

篩選的過程包括成立診斷小組、進行蒐集資料、評估與轉介，並在診斷小組做決

定後與進行正式評量前，得徵求家長同意才能進行下一個步驟。轉介的目的在於

藉小組會議討論、診斷與評量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活動。 

（二）正式評量 

  評量是實施補救教學前的首要工作，評量的重點在了解學生學習的過程中，

可能遭遇的困難、問題癥結以及補救對策。張新仁（2001）提出評量的方式包括：

1. 課程性評量，以課程內容為重點評量學生達成課程目標的程度；2. 程序性評

量，評量學生本身行為的改變，比較對象是學生自己；3. 判斷性評量，評量標

準是個人主觀印象為主，例如教師的觀察紀錄等，以此觀察學習成效；4. 系統

性評量，對學生平日學習行為進行持續性的觀察、紀錄與測量，分析優缺點並適

時提供回饋。 

（三）教學 

  補救教學採用「評量－教學－再評量」的循環歷程，重視個案資料蒐集、診

斷評量，以及在教學後的測驗，以了解學生實際學習狀況並給予所需要的協助。

除了正規的學科教學之外，學者李咏吟（1993）提出若從診斷中發現低成就學生

的特性，則可加以從心理層面的輔導、問題解決能力訓練、學習策略的輔導這三

個面向進行介入，增強學習動機外同時輔以學習策略、協助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

以提升學習效能，以培養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再從結果中驗證並鞏固「相信自

己會成功」的自我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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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Tier 1 ) 

第二級(Tier 2 ) 

第三級 

(Tier 3) 

三、 三級閱讀介入模式（Multi-tier intervention） 

  在美國三級閱讀介入模式被廣泛應用於協助閱讀困難的小學生，目的為學生

的語文能力在大幅落後前執行能夠及早預防，2009 年美國教育科學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IES）在以證據為基礎的前提，以提升學生讀寫品質為目標下，

揭示三級閱讀介入模式為學校可行之作法，內容如下（Gersten, R. et al., 2008）： 

 

 

   

圖 2-2 三級閱讀介入模式 

資料來源：整理自 Gersten, R. et al.（2008:4-26）。 

（一）第一級（Tier 1） 

在此層級教學對象為教室中所有學生，教師在學年初與學年中評估學生潛在

的閱讀困難，並監控有讀寫困難的學生，由班級導師為教師進行核心閱讀課程，

在班級中進行有效的讀寫教學。 

（二）第二級（Tier 2） 

  對象為在篩選測驗中低於標準值或進步緩慢的學生，除一般教學外這些學生

須額外接受一週三至五次，每次 20 至 40 分鐘的小團體閱讀教學，以加強閱讀理

解、拼音技能、詞彙、流暢性及聲韻覺識的讀寫基本能力，教師將提供更明確的

指導及回饋，給更多機會讓學生練習。 

（三）第三級（Ti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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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對象為在第二級中未有顯著進步的學生，針對個別學生設計介入方案進

行一對一的指導教學，並在過程中持續分析學生的表現數據，若學生仍然沒有進

展則評估是否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務。 

  三級讀寫介入模式的係立基於研究的基礎之上，陳淑麗（2009）指出其特性

有「持續的資料蒐集」、「對不同需求的學生提供不同的介入服務」及「兼顧預防

及補救教學」，這三項特點正是前項模式中所不足，可作為本研究增補的面向。 

  綜合兩種補救教學模式，本補救教學將採用合適的篩選工具選擇補救對象，

並在課堂中實施持續性的正式評量以監控學生的學習情況。本方案應對應於三級

閱讀介入模式中的第二級，服務的對象非具讀寫障礙或有其他特殊障礙生，但國

語文讀寫能力卻落後於一般水平者。此外，亦參考第二級的教學建議，本研究將

採長時間且密集的介入方案，在小組教學中提供更明確的解碼技能教學，及更多

運用讀寫策略的機會以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貳、 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 

  目前有關與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的探討，多散見於學習輔導、學習適

應的領域當中，針對國語文補救教學的專論則較為缺乏。本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

後歸納國語文能力、多元文化以及親子共學三個面向的探討觀點，以下分點論述

之。 

一、 以國語文能力為核心的補救教學 

  以新移民子女為對象、以國語文能力為核心的補救教學探究僅有一篇由葉玉

滿（2009）所撰寫的「新移民女性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之碩士學位論文，該研

究所設計的補救教學特色有：1. 在正式課程中實施；2. 補救內容包含聽說讀寫

四個面向，具全面性；3. 採用多元而創新的補救教學策略；4. 採用具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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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以保留學習效果；5. 營造相互接納的支持性學習環境；6. 此方案教學

也可適用於一般學生。其教學教材來源為國語一科的課文及相關補充教材，在閱

讀的補救教學中使用預測、畫重點、澄清和提問策略；生字詞的補救教學則以自

學及同儕分享的方式採隨文識字、集中識字法、詞彙網策略；寫作的補救教學則

是配合課文進行讀寫結合教學，採概念圖、個別指導、同儕互改策略。以成效來

檢視，班級中的三位焦點學生在進行補救教學後皆有長足的進步，其所使用的補

救教學策略可作為本研究的參照。但研究者認為葉玉滿的課程設計缺乏新移民學

生文化差異之考量，在正式課程中實施補救教學對一般教師而言有其困難度，也

有違補救教學之模式；此外，也只見在教學策略上的轉變，卻未見教材上的調整。

因此，本研究將保留具有成效的識讀字策略及寫作策略，並調整使用教材為課外

讀寫材料，如：國語日報、橋樑書、繪本、兒少文學等，此外補救教學方案將獨

立於一般班級之外，以小團體教學的方式實施。 

二、 以文化融入為基礎的補救教學 

  從張芳全等人（2007）的著作中歸納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功能有：1. 避免

新移民子女產生文化認同危機，使其有機會發揮優勢特質，獲得成功經驗；2. 在

教學中增進自尊與自信心，使其建立良好的同儕關係；3. 協助新移民子女學習

與生活適應，促進自我概念發展。可見多元文化觀在新移民子女課程與教學中的

重要性。為補足一般補救教學模式中未顧及新移民家庭學童文化差異的缺失，學

者王世英（2007）所主持的「外籍配偶子女納入學校教育體系之課程與教學研究」

專案計畫中，以新移民家子女特有的文化脈絡發展出「『思、覺、行、盼』文化

融入式補救教學」模式。「思」指意識的解放及對人事物產生問題的意識，即批

判性思考能力的展現；「覺」指建立關係和付出，即只有具有愛心與關懷的教師

才能在補救教學中實踐教育愛的精神；「行」指實踐行動，也是全人教育的體現，

更是知識、正義與自我肯定等價值體系的確立、反省與開展；「盼」指建立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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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以及師生對補救教學成就感的期待或抱負水準等，尤其在進行學習補救的

同時，進行「親職」和「親子」教育。是故，針對新移民子女進行補救教學時，

首重教師對其文化背景的覺知，教師必須建立多元文化觀，避免落入將自身意識

型態或文化刻板印象的圈套，也才能依此將補救教學課程做適當的課程調適。 

三、 以親子共學為導向的補救教學 

  親子共學之所以是一種語言學習的形式，在於家庭情境是孩童發展閱讀和寫

作的第一個地方，不管是吃飯、遊戲或任何活動，親子互動都得依靠語言傳遞，

而孩童的語言能力就在與成人互動中發展成型。吳俊憲、吳錦惠（2009）指出親

子共學課程的理念有二：其一，為協助新移民適應未來生活，提升其養育子女的

常識與知能；其二，可以提供新移民家庭的家長與子女一同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實際做法如親子共讀、讀書會、媽媽成長班等，囊括語言、文化及資訊的學習，

其中語文學習又以親子共讀的成效引起廣泛討論。 

  依據 Vygotsky 的認知發展觀點認為，社會文化是影響認知發展的要素，兒

童的認知發展是在社會學習的歷程中進行，因此兒童與成人的互動更顯得重要，

透過親子共讀母親可以作為幼兒的鷹架，在共讀的過程中利用提示談話內容，示

範、重述、澄清孩子的回答，以提升子女的語文學習經驗（葉青青，2009）。學

者葉郁菁（2006）則考量新移民配偶不諳國語，待其學習熟稔再教導子女太過不

切實際，必使親子共讀的學習成效大打折扣，故宜以「子親共讀」的學習模式取

而代之，即先使子女具備國語文基本的閱讀技能，再由孩子讀給媽媽聽，親子間

利用同儕指導的學習模式形成學習團體，由子女擔任學習指導員的角色教導母親

學校所教授的識讀策略，藉此產生學習動機、增加練習機會、增強自信心，及增

進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S. B. Neuman （1999）亦提出連結家庭與學校的文化

回應模式於讀寫教學之中，認為結合家庭與學校的讀寫活動將有助於彼此在語言

及文化差異上的交互理解，並協助孩童使用已知的語言能力在教室中成為一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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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者、聆聽者、閱讀者及寫作者，增加學習機會並激發學習動機。據此，本研究

考量學童多元豐富的家庭文化，在讀寫活動中融入生活故事及家庭故事的素材，

使家庭的生活經驗能夠帶入課堂之中共享。補救教學的終極關懷不僅在於學業成

就進步，更能在深入的自我探索中形塑學童的健全人格，培養正向積極的價值觀，

這才是激發學習動機的活水源頭。 

參、 小結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將在國語文補救教學中導入三級讀寫介入模式之概念，

經篩選測驗後將語文能力表現落後於一般平均的學生作為教學對象，進行小團體

教學的讀寫介入方案。並使用生活化的讀寫教材並結合有效的國語文補救教學策

略，建構以提升國語文之讀寫能力為核心，以新移民家庭文化融入為基礎，以子

親共學為導向的補救教學課程。 

第三節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的內涵與應用 

壹、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的源起與意涵 

  美國語文教學界一直以來有兩大派別相互爭辯何者才是最合適的閱讀教學

模式，一為「技能取向」（Skill approach）；一則為「全語言取向」（Whole-language 

approach）（Marzano & Paynter, 2007）。整理 Marzano 和 Paynter （2007）、Mayer

（2008）及 Pressely（1998）對兩大派別發展歷史的闡述，可瞭解前者約莫始於

1960 年代中期，此時閱讀被視為一種轉譯的過程，而理解即是字義的拼奏與建

構，認為教學應從字母開始至音節、單字、句子，強調精熟各自獨立的解碼技能；

後者的出現可追溯至 1967 年 Goodman 在美國教育研究學會（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所發表的論文，他顛覆過去的假說提出閱讀歷程是「由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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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觀點，此種創見逐漸受到重視遂而發展成新興的全語言教學取向，其教學

觀如 Smith（1971：8）所述：「閱讀不是靠教師才學會，而是靠自己而習得。」

此種取向強調閱讀是尋找意義的活動，真正的語文能力必須在有意義的情境脈絡

下由部分至整體的習得，不用刻意教導拼字規則、字母語字音的對應關係、標點

符號以及文法，因為那會使有意義的篇章斷成瑣碎、無意義的符號。全語文論者

Goodman（1996）相信個體沉浸在文字經驗中，不必拘泥在字母和單字的細節，

讀者自然能應用先備知識去猜測與理解文字，並自然而然習得拼字及文法規則。 

  此兩種教學法各有其優缺點，隨著時間推進，兩者間的關係也逐漸由分歧轉

向整合。1980 年以色列心理學家 Reuven Feuerstein 在以學習障礙生為研究對象

的研究中提出了「媒介教學」（mediated instruction）理論，指教師應作為學生學

習的鷹架，將教學焦點放在學生所從事的活動中的特定技能上，將能大幅提升學

生技能學習的成效（引自 Marzano & Paynter, 2007）。此理論提供了整合兩種的良

好基礎，在讀寫教學上的應用即是當學生進行讀寫活動時，專業教師須從旁協助

他們發展出無法讀自完成的技能，以提升學習成效。站在媒介教學的理論基礎之

上，整合取向的觀點也就此蓬勃發展。直至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Pressley（1998）

總結各家學說以實徵研究作為立論基礎提出「平衡讀寫教學」（balanced approach 

instruction），意指平衡「技能取向教學」以及「全語言取向」教學，強調有系統

的解碼技巧教學，同時也讓孩子浸潤在有意義的讀寫氛圍中。Tompkins（2006）

也有相似的解讀，指出平衡讀寫教學就是教師整合真實情境中的讀寫經驗，使學

生學習如何使用讀寫策略，並應用這個策略去學習更多知識。曹世珍（2005）定

義平衡閱讀教學為在豐富的文學環境與有意義的學習脈絡中，運用識字技巧教學

和閱讀理解教學的多元活動之融合，並視學生個別需要調整教學取向、教學方法

與活動，讓學生快樂自然的學習聽、說、讀、寫等技能，達成流暢且正確的獨立

閱讀目的。綜合各家所述，此種教學模式將讀寫看作是意義建構的過程，比起強

調解碼技能學習的觀點，更強調以豐富的全語文學習環境引發學生的讀寫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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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所習得的讀寫技能與真實的世界互動，進而使文字在個體內發酵，醞釀出豐

厚的人格內涵。 

貳、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的要素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到底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平衡？Rief和Heimburge （2007）

的觀點認為，所謂「平衡」即是平衡教室中的異質團體、平衡師生的發表言論的

機會、平衡教師中心及學生中心的教學活動、平衡正式及非正式的評量。因此，

從宏觀的角度觀之，是指平衡技巧取向與全語文取向的教學，而從具體的作為觀

之，它也權衡了過去以教師中心、大班級教學及單一評量的傳統教學觀。Cooper 

（2000）進一步指出發展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方案應包含三項要素，即「動機」、「讀

寫教學」以及「獨立讀寫」，其中動機為首要核心，它能夠喚起學生在教室中的

讀寫欲望，可說是教學方案成敗的關鍵，為了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教師必須佈置

合宜的讀寫環境、為學生大聲朗讀、給予正向的態度和期望，同時也要與家長保

持聯繫，而讀寫教學的最終目標就是要使學生能夠順利過渡成為獨立的閱讀者以

及寫作者。三項要素間的關係請參見圖 2-4。 

 

 

 

 

 

圖 2-3 平衡讀寫教學之相關要素 

資料來源：出自 Cooper（2000:27）。 

  Pressley（2006）進一步從過去的研究中說明影響閱讀動機的因素包含：1. 閱

讀的自我效能；2. 閱讀的挑戰性；3. 對閱讀的好奇心；4. 閱讀的娛樂性；5.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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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的重要性；6. 他人對讀者表現的期待；7. 語文成績；8. 競爭的情境；9. 社會

性理由；10. 服從；11. 讀本的難易度（引自曾世杰譯，2010）。藉由以上的歸納

使研究者得以從中窺探學習者對於什麼是閱讀的理由、什麼是好的讀本以及什麼

情況下會更願意願讀有所掌握，尤其本方案面對的是讀寫能力低落的學生，更需

要從這些資料中思索教學設計的方向。 

  此外， Rief 和 Heimburge（2007）也提出教學設計上的具體建議，認為若

要引起學生的動機，則建置有助於學生主動學習的讀寫環境為教學方案中不可或

缺的要素。歸納 Pressley（1998）、Tompkins（2006）、Cox（2005）、Rief 與 Heimburge

（2007）的建議，在「教室規劃」方面，可以設置班級圖書館及寫作區、寫作區、

聽說閱覽區、討論分享區、陳列區、藝術創作區、團體會議區，提供溫馨舒適且

隨時可進入的情境。在「選材方面」，相對於以教導字母拼讀規則的輔助教材，

應選擇「真實的書籍」（authentic books）對兒童而言更具意義，並可從中挑選有

品質的書籍，例如：得獎作品、專業期刊、經專家或教師篩選的參考書目；此外，

也可選擇多元文類的題材，例如：詩、繪本、經典文學、奇幻文學、科幻小說、

改編自真實故事的小說、歷史小說、傳記及其他各種主題的非小說（non-fiction），

以及日常生活中舉目所及的雜誌、報紙與數位文本。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選擇經過實驗研究證實的有效讀寫教學策略，並透過教

學使學生能逐步成為獨立的讀寫者，其中尤要思慮如何提升學生的讀寫動機。上

述關於讀寫材料的相關討論給予研究者在選材上有很大的啟發，為避免閱讀偏食

的現象產生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本研究將選擇品質優良的文學作品，以及生

活中常見的讀物，以使學生能夠閱讀多元的文類及滿足閱讀的好奇心與娛樂性，

此外亦挑選文字量和生字量皆難易適中的讀本，透過親子共讀及小團體共讀的方

式以符合其閱讀的社會性。此外，也給予正向的支持與鼓勵，使學生能夠獲得內

在的激勵以和外在的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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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的內容與實施方式 

  Cooper（2000）認為平衡取向讀寫教學的重點在於，它並非為某一類型的學

生所設計而成，其實施方式必須倚賴師生共同決定，並使用不同的讀寫策略作為

學生的鷹架，以符合學生的個別差異。Rief 和 Heimburge （2007）則進一步說

明教學實施的內容應包含：1. 使用有品質的文學讀本及真實生活世界中各種類

型的文章；2. 包含閱讀、寫作、說話、聆聽以及字詞等的教學；3. 整合其他學

科領域的知識。Pressley（1998）根據一項分析優秀的一年級專家教師的研究發

現，讀寫傑出的班級其共通點為教師善於班級經營，掌控班級秩序，實施高密度

的教學活動，並將閱讀、寫作與其他學科做適當的整合，且平衡全語文教學與明

示的技能教學，使用鷹架幫助學生學習，同時對學生有高度期待，並針對學生的

自律表現給予持續性的鼓勵。總結而論，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可說是建立在上述大

通則之上，研究者認為其教學特色即是以生活中各種類型的真實文本以及文學讀

物連結讀寫教學，並使學生在生活當中做聽、說、讀、寫與字詞的整合性學習，

進行語文教學（其各元素之間的關聯，參見圖 2-4）。 

 

圖 2-4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之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若進一步以國小語文教育所強調的閱讀與寫作教學觀之，雖然實施過程各家

學者雖仍有小部分的歧見，但大抵上仍可歸納出「閱讀教學」與「寫作教學」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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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教學方式，分述如下： 

一、 平衡取向的閱讀教學 

  Tompkins（2006）提出平衡取向閱讀教學有五項步驟為：1. 閱讀前的準備；

2. 進行閱讀；3. 回應；4. 內容深究；5. 應用。每項步驟皆有相對應的教學內容，

由此可知閱讀教學的第一步驟即將讀者背景經驗連結文本內容，並依據學生的能

力、興趣設定教學目標，到了第二步驟才進入閱讀活動。在「進行閱讀」一項， 

Tompkins 特別提及五種閱讀教學模式，教師可視學生的閱讀能力選擇合適的閱

讀教學，當學生閱讀能力佳時可採取「獨立閱讀」（independent reading）；當學

生閱讀能力稍有不足或為了增加趣味時，可採取「合作閱讀」（buddy reading），

教師的介入程度較低；當學生對閱讀感到困難需要教師支持時，可採用「指導閱

讀」（guided reading）；當學生需要透過討論來協助理解時，可採用「分享閱讀」

（shared reading），使方法亦多用於閱讀起步者；當文本過於困難、需要擴展背

景經驗或為了增加趣味和變化，則可採用「大聲朗讀」（reading aloud to student）。

這五項進行閱讀的模式同樣被平衡取向閱讀教學的專家 Cooper（2000）所應用，

他特別指出若要使「全部」的學生都能獲致有效的讀寫能力，教師就必須靈活組

合這些不同的教學模式。因此，考慮本研究方案的閱讀對象為讀寫能力較為低弱

者，故在課堂中將以「指導閱讀」為主，再搭配「分享閱讀」與「獨立閱讀」的

方式進行閱讀活動，而「大聲朗讀」則是融入於所有的課堂和回家作業之中。 

  McGee 與 Richgels（2008） 以及 Tompkins（2006）對這四項閱讀教學活動

有更具體的說明如下： 

（一）指導閱讀（guided reading） 

  通常進行 25至 30分鐘的小組教學，由四至五位閱讀程度相當的學生所組成，

教師選擇難易適中的教學讀本（instructional text）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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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可閱讀 90%~95%的辭彙且回答 70%~90%針對內容理解的提問，同時教師

必須觀察與記錄學生閱讀策略的使用，以便規劃在下一步驟的「迷你課程」

（mini-lessons）中需再加強的技能及下一次的閱讀書單。 

（二）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 

  當文本超越學生能夠獨立閱讀的程度時，教師可用大聲朗讀的方式示範一位

流暢的閱讀者如何閱讀，也可用輪流或是自願的方式讓學生成為朗讀者，使學生

能愉悅的參與閱讀活動。當教師或學生朗讀時，其他同學則看著文本上的文字，

在不斷地循環過程中，學生就會自然跟著一起朗讀，這就是方享閱讀最大目的。

此外，在多次朗讀後，教師也會挑出拼音規則與高頻字詞做教學。 

（三）獨立閱讀（independent reading） 

  獨立閱讀是一種自動化的閱讀模式，也是平衡取向閱讀教學的最終目標。開

始是由教師或學生符合讀者閱讀程度的讀本，接著讀者使用默讀的方式進行閱讀，

透過獨立閱讀將培養學生對於文本的喜好，並成為一位真正的閱讀者。 

（四）大聲朗讀（reading aloud to students） 

  「大聲朗讀」的形式有很多種，如：教師－學生、學生－學生、父母－孩子

等，其進行方式也相當多元，例如由教師指派不同學生擔任文本中各個角色的配

音。Krashen（2004）從過去的文獻中歸納發現，在學校或在家中有人念書給她

聽的孩子比較喜歡看書，識字力的發展比較好，也能增進字彙知識（引自李玉梅

譯，2009）。因此，大聲朗讀不只應用在課堂教學，也應用於家庭作業當中。 

  接著到了第三步驟，教師會帶領學生對於閱讀內容做出回應，回應的型式如

                                                      
5
「教學讀本（instructional text）」即是進行指導閱讀書由教師所挑選的書籍，相較於教學讀本，

要使學生自行閱讀的「獨立閱讀讀本（independent text）」難易度必須更為簡單，學生認識詞彙需

高於 95%，且對於內容理解能高於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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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閱讀日誌或是團體討論。接著在第四步驟中，教師會針對學生的回應做更深

入的探討，或是針對學生較弱的基本解碼技能輔以迷你課程（mini-lessons）進行

個別指導，是故迷你課程的主要教學內容即是以學生需求為基礎進行明確的拼音

解碼教學、詞彙教學、理解策略教學（McGee & Richgels, 2008）。最後，到了第

五步驟則是根據所學習的內容進行知識的連結、擴充，並對內容評論與反思。平

衡取向閱讀教學的程序及內容參見圖 2-5。 

 

圖 2-5 閱讀教學的程序及內容 

資料來源：整理自 Tompkins（2006:48）。 

  此外，有別於上述學者缺乏對於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上的具體論述，Pressley

（1998）提出有效能的教師會應用「平衡式理解教學」來幫助學生理解文章內容。

比起從文本脈絡抽離的字詞教學，平衡式理解教學更強調使學生注意文章的語意

情境線索，利用上下文推測詞意更能增進其閱讀流暢性，利用提問策略將學生的

背景知識、生活情境連結閱讀文本，並擴充學生的世界知識以作為理解各種文章

的基礎。教師也要培養學生處理不同文體的能力，以及指派不同的閱讀任務，所

欲培養的不只是從文本學習的讀者，還要是能解讀並回應文本的讀者。 

step1
閱讀前
的準備 

•設定目標、連結個人先備及閱讀經驗、連結單元主題或特殊
興趣、預測、瀏覽內容、查閱索引搜索資訊。 

step2
進行 
閱讀 

•做預測、使用閱讀策略、獨立閱讀、閱讀插圖及圖表、閱讀
全部的內容、閱讀特定的範圍以截取精確的訊息、做摘要。 

step3
回應 

•寫下閱讀日誌及參與讀後討論 

step4
內容深
究 

•重新更深入的閱讀和思考、與個人經驗連結、與其他閱讀經
驗連結、進行作者探究、確認印象深刻的引述、學習新的辭
彙、參加加強閱讀技能的迷你課程（mini-lessons）。 

step5
應用 

•建構方案、在主題單元內應用其他資料、連結相關書籍、反
思他人的論述、評價閱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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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本教學方案中的閱讀教學將參照上述做法，以指導閱讀為主

軸搭配其他形式的閱讀教學模式，在閱讀的過程中教導預測、推論與提問的閱讀

理解策略，再輔以迷你課程加強識讀字、詞彙與修辭能力，使學生最終能成為一

位獨立閱讀者。而平衡取向教學所談論的「語文能力」（litracy），不僅是閱讀能

力而以，還包含了與閱讀密切相關的寫作能力，以下即是平衡取向教學在寫作教

學上的相關介紹。 

二、平衡取向的寫作教學 

    鑽研平衡取向教學的學者Tompkins，不僅對平衡取向教學有綜觀式的著作，

在 2008 年《Teaching writing: balancing process and product》一書中，更進一步

精確的闡明平衡取向教學在寫作教學上的理論根基及其應用策略。Tompkins 依

教師介入程度區分五種寫作教學模式，分別為：（1）示範寫作（modeled writing）；

（2）分享寫作（shared writing）；（3）互動寫作（interactive writing）；（4）指導

寫作（guided writing）；（5）獨立寫作（independent writing）。「示範寫作」是由

教師應用示範的方式協助學生思考和寫作，教師介入程度最高；「分享寫作」由

師生共同針對主題討論，連結學生的背景經驗，最後由教師將口述內容寫成文章

產出；「互動寫作」由師生共同腦力激盪後使用輪寫或續寫的方式共同寫作；「指

導寫作」則是由教師提供寫作架構、寫作策略與技巧引導學生進行寫作；「獨立

寫作」則讓學生依據寫作程序自行進行各種文類的寫作，教師監控其寫作過程。

此五種教學模式的應用非依學生的能力或年級而定，而是依教師的教學目的靈活

運用。故本實驗教學方案考慮受試者寫作能力，將採示範寫作、指導寫作和互動

寫作的精神設計教學活動。 

  這五種教學模式都有固定的寫作教學步驟，與上述的閱讀教學同樣能以步驟

化的方式呈現教學流程。Tompkins 指出寫作的過程包含：（1）寫作前的準備；（2）

草稿；（3）修改；（4）編輯；（5）出版。即在開始寫作前教師要引導學生組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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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確立寫作主題、內容與目的，到了第二步驟則讓學生針對主題以文字進行

初步的組織，第三步驟則是透過同儕和教師的評論修改文章，大致底定文章內容，

第四步驟是編輯，亦即透過檢核表校對標點符號、文法和修辭上的錯誤，完成後

就能順利到第五步驟，將文章出版與別人分享。寫作教學的程序與內容如下圖

2-6 所示。 

 

圖 2-6 寫作教學的程序及內容 

資料來源：整理自 Tompkins（2008:7）。 

  然而，從 Tompkins 對於閱讀教學與寫作教學的論述方式觀之，會使人誤以

為閱讀教學與寫作教學彼此相互獨立，但事實上 Tompkins（2006）同樣也強調

讀寫結合的重要性。學者 Cox（2005）也特別指出應用平衡取向閱讀教學於讀寫

困難的學生時，將閱讀經驗連結寫作經驗將有助於學生讀寫能力的開展。因此，

寫作與閱讀教學應是相輔相成的循環歷程，學習者可以將在閱讀中所習得的基本

技能藉由寫作統整與強化。讀寫結合教學的成效也同樣印證在 Pressley（1998）

對低年級專家教師的教學研究中，教師所應用的寫作方式非常多元，不僅寫故事、

寫日記，也會利用無字圖畫書或是聽故事來進行寫作教學，或是全班口述故事讓

step1
寫作前
的準備 

•選擇主題、蒐集與組織想法、思考可能的聽眾、確立寫作的
目的、選擇合適的文類。 

step2 

草稿 

•寫草稿、吸引讀者的內容、強調內容大於修辭技巧。 

step3
修改 

•在團體中分享寫作內容、參與建設性的討論、反思同儕與教
師的評論做修正、不只是監控初稿和完稿的改變，還得確認
文法規則。 

step4
編輯 

•校正文章中的一般錯誤、修正技巧上的錯誤。 

step5
出版 

•使用合適的格式出版、向讀者分享寫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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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寫在黑板上，而學生的文章也會展示在教室中或是透過電腦分享給全班。教

師不僅使用各種方式將閱讀與寫作連結，也嘗試讓學生使用多種文體進行寫作。 

  在寫作教學中，寫作的文體可分為記敘文、說明文、遊記和信件、故事體、

詩與議論文六類（Tompkins, 2008），各類文體皆有不同的寫作目的與格式。相對

於中文的寫作文體，楊裕貿（2008）依據國語文能力指標整理出國小中年級的寫

作教學目標為認識並習寫的文類為「記敘文」，包含寫人、敘事、狀物、記景；

與「說明文」，說明事物或事理；以及「應用文」，例如便條、書信、日記、通知、

公告、讀書心得、參觀報告、會議記錄、生活公約、短篇演講稿等，並能掌握寫

作步驟應用改寫、續寫、擴寫、縮寫的寫作方式進行寫作，使之具備修改文章文

的能力、精進寫作技巧。本研究結合國語文課程綱要與平衡取向寫作教學之內容，

配合本研究目的與教學對象，寫作文體選定以「記敘文」與「故事體」，使學生

能以記敘文的形式描寫生活事件以及進行故事寫作。故事體（narrative）在我國

慣用的文體分類中應歸屬記敘文體，Rief 和 Heimburge（2007）定義故事體為結

合真實與虛構的故事，例如：歷史故事、傳奇故事、改編自真實事件的故事、寓

言故事等，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讀者「發生了什麼事？」。Tompkins（2008）

認為在故事體寫作教學中，學生可以重述自身的家庭故事、為閱讀的故事接寫續

集、寫下真實生活中的個人故事或是創造一個原創故事。王瓊珠（2004）整理故

事體結構約可分為「主角（及主角特點）」、「情境（時間、地點）」、「主要問題或

衝突」、「解決問題的經過」以及「結局」。Tompkins（2008）建議三至五年級的

故事體寫作教學中，可以故事結構要素作為分析與應用的目標，從研究中也發現

這種故事結構教學不只幫助學生寫作，也能增進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孫珮勻，

2009）。 

  故綜合上述，本教學方案將依據寫作教學的程序實施讀寫結合的寫作教學，

再依讀寫材料配合教學目標採用合適的寫作教學模式，例如在開始教導一個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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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或技巧時，就可先使用示範寫作的方式作為引導。而寫作教學的文體則以「記

敘文」為主，如家庭故事、生活故事以及傳統故事等故事體，請學生描述生活事

件或創作故事，應用改寫、擴寫與自行創作等方式指導學生逐步掌握寫作技巧，

並利用自我檢核表和教師個別指導的過程學習修改文章的能力，最終達到精進寫

作能力的目的。 

肆、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在國小語文教學的相關研究 

   在國內方面，以全國博碩士論文資料庫搜尋，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在語文教學

的應用有四篇，有三篇應用在英語教學，一篇應用於國語文教學；在國外部分則

有一篇以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應用在讀寫補救教學上的實證研究（見表 2-1），研究

者將內容整理茲分述如下： 

一、研究結果頗具一致性 

  整體來說，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對於學童之閱讀理解、閱讀動機與識讀字能力、

語音解碼和拼讀能力的提升是有助益的，當中只有曹世珍（2005）的研究中依變

項多呈現稍有進步但未達顯著水準，可見平衡取向讀寫教學不管在於英語教學或

是國語文教學皆能夠幫助學生語文能力的提升以及建立正向的閱讀態度。 

二、課程內容偏重閱讀教學 

  國內四篇研究皆側重於閱讀教學之探究，雖然謝國村（2004）在教學目標中

包含了國語文的聽說讀寫作能力之提升，並以書寫語文能力診斷測驗作為寫作之

評量，但其所運用之平衡閱讀教學內涵仍以「獨立閱讀」為核心，包含「概覽整

體」、「識字用詞」及「閱讀理解」，當中並未強調與寫作教學的連結。唯 Abbot

等人的教學設計中特別強調讀寫連結的活動，鼓勵學生將所學習過的字詞應用於

故事寫作之中，以同步提升學生的讀寫技巧。不僅平衡取向教學強調課程應在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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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和寫作間取得適當平衡，實質上寫作能力與閱讀能力也有極大的相關，寫作能

持續地促進閱讀的發展，寫作能力也是學童綜合性閱讀表現的重要預測變項

（Jenkins et al, 2004；引自 Pressley,1998）。因此，讀寫能力應在教學中同時發展

不宜偏廢，故在本實驗方案中將使閱讀教學與寫作教學平衡並重，彼此相輔相

成。 

三、教材來源多元豐富，其中以繪本為重 

  在這幾篇研究中所使用的教材來源非常多元豐富，有繪本、漫畫、期刊、網

站教材，也有研究者的自編教材。謝國村（2004）是以六本兒童繪本作為教材句

型結構，並使用六本英文繪本作為統整教材；曹世珍（2005）在 Phonic 教學採

網站教材、平衡閱讀教學採六篇繪本、期刊和文章故事作為教材，而 sight words

教學則是以四格漫畫作為教材；柳雅梅（2005）則是以七本故事書做為主題教材；

余文玲（2008）教學方案分為三部分，第一、二部分的自編教材以 All about me

和 School為主題加強字母拼讀和文法句型結構，第三部分則採用繪本進行統整；

Abbot 等人（1997）則以自編教材作為教導讀寫技能的材料。而由上述的研究中，

可見教材的多元性外，也顯見繪本或故事書是多數研究者所選取的主要教材，可

見故事在教師心目中的地位。然而，吳敏而（1998）也提醒在一般閱讀教學目標

中，教師時常忽略了文字用途的概念與廣泛閱讀的習慣。若再以平衡取向讀寫教

學的理念觀之，繪本也只是眾多讀本的一種類型，故事也只是眾多文類的一種形

式，故本研究在教材上除繪本外，還選用屬真實文本的廣告單、國語日報文章、

教師自撰文章，以及屬文學文本的橋樑書等，嘗試以多元的文類作為國語文讀寫

學習的媒介，並選擇貼近生活經驗的內容使文字不脫離人際溝通、分享經驗、傳

遞訊息的本質。此外，也將教學材料依難易度區分，搭配不同的教學階段應用，

使學生能循序漸進的增進閱讀與寫作的能力。 

四、課程分為分科課程與主題式統整課程 



 

41 
 

  在這些應用平衡教學的課程之中，可見在課程的組織上呈現兩種樣式，一為

分科課程，將課程依不同目的做切割，如：曹世珍（2005）將教學分為 Phonic

教學、平衡閱讀教學與 sight words 教學，三者教材各自獨立；余文玲（2008）

教學編排分為三部分，前兩部分以主題區分主要教導字母拼讀與文法結構，最後

一部分則採繪本統整。另一種則為統整課程，課程以不同主題作為核心，並將所

要教導的技能融入在各單元之中，其中有以文學作品為核心的課程規劃，如謝國

村（2004）及柳雅梅（2005）皆是以文學作品作為單元主題進行教學；也有自訂

的主題式課程，如 Abbot 等人（1997）在全語言的教室中，搭配主題自編教材進

行讀寫技能教學。而在這兩者方式之中，又以後者較符合全語文的教學理念，即

Goodman（1989）所言學習語文時聽、說、讀、寫的教學活動不宜單獨進行，需

要統整在一個教學活動之中（引自方淑貞，2003）。故研究者在設計課程時是以

教學對象的文化背景作為核心，再延伸出趣味生活故事、多元民俗文化及新移民

家庭故事等三大主題軸，每一主題軸下在羅列二至四個教學單元，在每個單元之

中再分別教導不同的讀寫技巧，使各個教學單元統整而連貫。 

表 2-1 平衡取向教學應用於國小語文教學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謝國村 

（2004） 

國小語文領域平衡閱讀

教學實施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 

 

（30 堂） 

1.識字能力大幅增加。 

2.書寫語文能力提高。 

3.理解力提高、觀察力提升、組織能力增 

強。 

4.一般字彙知識提升、正確用詞能力增加。 

5.多元觀點強化、表達能力增加、創意浮 

現。 

柳雅梅

（2005） 

平衡閱讀教學對國小學

童英文閱讀能力及閱讀

動機之影響 

準實驗研

究法 

（九週實

驗教學） 

1.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認字（讀 

音、字義）能力與閱讀理解（句子理解） 

能力。 

2.在 WRAT 3 的拼字分測驗中未有差異。 

3.能增進學生的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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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平衡取向教學應用於國小語文教學之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曹世珍

（2005） 

平衡閱讀教學對國小五

年級學童英語閱讀能力

與閱讀態度之影響 

準實驗研

究法 

（十七週

實驗教

學） 

1.在認字方面，能有效提升字音能力，字義 

部分則沒有影響。 

2.在自編之英語能力測驗的表現未有顯著 

差異。 

3.閱讀態度未有顯著差異。 

余文玲

（2008） 

運用平衡閱讀教學於符

合教育部課後扶助攜手

計畫之國小學童英語補

救教學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 

 

（50 堂每

次 40 分

鐘） 

1.對學習態度有正面影響。 

2.在「英語學習成就測驗」中「默寫 26 個

英文字母大小寫」、「聽力」與「閱讀」的

成績表現均有進步。 

3.在行動研究過程中，教師不斷地省思，有 

助研究者發現問題，改進教學品質。 

4.平衡閱讀英語補救教學可適用於國小中 

年級之學生。 

Abbot、

Reed、

Abbot 和

Berninger

（1997） 

Year-long balanced 

reading/writing tutorial： 

A design experiment used 

for dynamic assessment 

 

準實驗研

究法 

 

（八週實

驗教學） 

學生在拼讀、聲韻覺識、語音解碼、認字、

閱讀理解和寫作技巧上都有明顯進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伍、 小結 

  本節所討論的平衡讀寫教學之內涵有助於研究者思考課程規畫的架構及實

施方式，將單元活動分為閱讀教學與寫作教學兩個部分，選擇有意義、有趣味性、

有文學性的文本作為讀寫活動的連結，同時在教學過程輔以迷你課程加強基本識

讀字、閱讀理解以及寫作技能等讀寫基本能力。其中在識讀字的部份，謝國村

（2004）認為英文的識字解碼教學可對應中文的一般詞彙和組字規則、部首表義、

聲旁表音及各種識字教學法，因此本研究也以此作為參照作為教學內容。在讀寫

材料的文體上將以記敘文為主，並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幫助學生活化背景知

識。另在研究方法上將有效的評量納入考量，故除前、後測外，在教學過程中亦

以形成性評量來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果，再輔以質性資料說明其成效。 

http://www.jstor.org/stable/10.2307/1511311
http://www.jstor.org/stable/10.2307/1511311
http://www.jstor.org/stable/10.2307/1511311
http://www.jstor.org/stable/10.2307/15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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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者以在實務工作中所發現的問題做為研究主題，採行動研究法，嘗試規

劃一套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方案，以了解方案參與者在學習歷程的進展狀況。

本章共有六節以詳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設計，包括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工具、

研究對象的篩選及描述、教學方案設計及資料蒐集與整理等。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張世平、胡夢鯨（1988）指出，以教育實際工作者為

主所執行的行動研究，是建立在問題發生的情境中，研究結果是用於即時應用。 

且行動研究也係由實務工作者對其專業行動進行研究，以解決問題、改善現況做

為目標，並以系統化監督產生有效的資料，對行動作真實可靠的描述，以充分的

資料證據對行動加以解釋（吳美枝、何禮恩譯，2001）。 

  研究者由過去的實習經驗，以及擔任攜手計畫補救教學教師6的經驗中發現

待解決的問題，察覺新移民子女因語言學習環境、社經背景、父母對子女教育的

參與程度及學習資源等因素，進而影響其國語文學習表現，且亦深刻的體認到補

救教學在實際執行上的困難與缺失，如：補救教學教材編輯蒐羅不易、缺乏有效

的教學策略可供參考、著重精熟學科內容而較未顧及情意態度等，使得補救教學

成效不彰。由此，研究者不斷在心中思考「該如何規劃一套合乎新移民子女的文

化背景、家庭環境及學習方式的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使這群孩子確實經由補救

教學獲得最大受益？」由此疑問做為本研究的前導，並試圖以「平衡取向讀寫教

學」為理論依據，期盼能跳脫以往完全以字彙、詞彙、閱讀理解和閱讀流暢性等

為基礎的由下往上（bottom-up）的語文補救教學模式，轉向強調語文能力在社

                                                      
6
 研究者於 2008 年 5 月取得國小合格教師證，符合政府所實施的「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聘

用教師之規定，屬該計畫第四類師資：國小儲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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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情境互動中建構的過程，在以文字連結生活與生命的學習過程中提升個體的讀

寫能力。應用平衡取向讀寫教學設計一套為期十三週的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並

以蒐集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寫作文章、評分、觀察記錄及讀寫動機量表等資料，

以了解學生在讀寫動機、閱讀能力、寫作能力等國語文能力之轉變。 

  本行動研究之研究流程分為三階段進行，各階段內容及要點敘述如下： 

壹、準備階段（2010.7-2011.2） 

一、發現問題 

  研究者在 98 年 3 月至 6 月擔任高雄市郊區一所國民小學之攜手計畫班級教

師，過去雖受過完整的國小師資培育訓練，但初次面對補救教學班級時卻仍深感

專業知能之不足，也發現使用教科書反覆精熟的教學方式著實缺乏效率，更無法

使孩子燃起對學習的熱情。而這群孩子中，新移民子女又特別是研究者的關注焦

點，因家庭的語文學習環境特殊，使得新移民子女的國語學習問題比起一般弱勢

學童，又更被視為一項複雜且艱困的當務之急。因此研究者以新移民子女為研究

對象，思考國語文補救教學上各種改變的可能，期望能看見新的契機。 

二、界定、分析問題 

  研究者在觀察與思索新移民子女的國語文學習問題時，發現主要照顧者因國

語文能力不佳、工作繁忙而無法為子女進行課業指導，又家庭社經地位低落，無

法藉由校外的補教機構協助課業輔導，故政府補助的攜手計畫班便成為重要的輔

助窗口。而補救教學教師因缺乏經驗和專業知能，故未能提供這些學童有效的介

入協助，因此研究者嘗試思考發展以新移民子女為核心的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

並在學習指標的範疇中跳脫教科書的限制，規劃一套能在學科知識和情意態度上

都能有所提升的補救教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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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在確認研究方向後擬定研究題目，下一步即蒐集國內外的相關文獻，閱讀並

從中再發現值得深入探究的領域。文獻探討橫跨草擬計畫與設計教學方案兩個階

段，研究者待主題確認後從中思索並建構文獻架構，從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能力之

相關研究出發，接著探究新移民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最後以平衡取向教學為中

心作為探索主題，以完成本研究之初步文獻探討。 

四、草擬計畫 

  在草擬計畫階段研究者開始著手尋找適合進行研究的場域，接洽新北市某間

新移民子女與華僑子女比例皆高於一般學校的國民小學，在與學校的輔導處聯繫

並達成共識後，獲得學校同意在該校進行針對新移民子女的國語文補救教學計畫。

在選定研究場域與對象後，研究者參考研究所修習的補救教學與國語文教學的相

關內容，以「平衡取向讀寫教學」作為本補救教學方案的基礎，研究者著手分析

該校三年級的教科書內容，參考其他國語文教學的書籍，並尋找合適的教學材料，

使以西文為發展基礎的平衡取向讀寫教學能應用在國語文補救教學之中，此外也

依課程內容與研究目的發展研究工具。 

五、設計教學方案 

  經過草擬階段的準備，接著即進行完整的教學方案設計，所撰寫的教案內容

包含單元主題、教學流程、教學內容與方法以及教學材料等，為本補救教學方案

的初步雛型。接著為試驗此教學方案設計是否合宜，在正式課程之前研究者先行

進行前導研究（詳見第五節）、對研究對象的導師進行訪談以及請研究對象填寫

「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統合各項資料結果做通盤檢討，並將發

現的問題進行調整、修正，使補救教學方案臻至完善，成為正式階段的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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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式階段（2011.3-2011.6） 

一、實施教學方案 

  研究者考量有系統蒐羅各項歷程資料之必要性，故又將正式階段分為「正式

教學前」、「正式教學」以及「正式教學後」。並因應學習者與補救教學之特性，

將正式課程按循序漸進的教學原則規畫課程內容，將正式教學中的課程分為示範

階段、引導階段以及獨立階段。以下說明各時期之研究進行要點： 

（一）正式教學前 

  正式教學前的預備期為一週，在此期間不實施任何教學，學生接受一次「自

編看圖寫作測驗」前測，施測過程不提供任何指導請學生看圖寫作，再以「記敘

文寫作評定量表」計算寫作品質及寫作字數、總句數及錯別字。蒐集學生寫作能

力的起始點外，在此階段也同時進行「識讀字測驗」、「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閱讀動機量表」以及「寫作動機量表」的前測，以了解受試者在識讀字、閱讀

理解能力以及閱讀動機的起始能力為何。 

（二）正式教學 

  正式的國語文補救教學為期十三週，共十個單元，每單元 4 節至 8 節課，共

計 53 節課。依平衡取向教學的課程設計原則，在教學的過程中由教師扮演鷹架

的角色爾後逐步抽離，逐步培養學生成為獨立的讀寫者。因此，研究者將課程內

容分為「示範階段」、「引導階段」以及「獨立階段」三階段進行。此外，在教學

中也同時實施形成性評量進行學習成效評估，包含「隨堂測驗」以及「文章寫作」

兩部分。每單元在閱讀教學結束後皆實施一次「隨堂測驗」，包含國字注音、綜

合測驗以及閱讀理解測驗三大題，而文章寫作則是閱讀教學的延伸，寫作主題與

閱讀內容相扣，並以「記敘文寫作評定量表」以評定文章之品質，另統計文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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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總字數以了解學生在寫作能力上質與量的進步情況。兩類評量分別有十次

的資料蒐集，以作為資料分析的依據。 

（三）正式教學後 

  結束正式教學後保留兩周的時間做後測及課程回饋。第一週進行「識讀字測

驗」、「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寫作動機量表」以及「閱讀動機量表」的後測；

第二週則進行「看圖寫作測驗」後測，以檢視實驗方案對學生的讀寫能力是否具

有良好的保留成效。最後則進行「國語文補救教學回饋問卷」瞭解學生在這一學

期參與此課程的看法和回饋。 

二、修正、檢討、再實施 

  在實施教學方案的過程中除蒐集前後測資料和形成性評量資料外，教學者也

在每堂課進行攝影，並於課程結束後做教師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使實施教學方

案的過程維持在實施、反思、修正的不斷循環的歷程。 

參、資料分析階段（2011.7-2011.12） 

  時間為 100 年 7 月至 11 月，開始著手進行分析與整理所蒐集而來的資料，

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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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及研究需求發展合宜的研究工具，共使用十二項研究工具，

其中工具一至三項，為發展補救教學方案之用；工具四至十二，為檢證補救教學

方案成效之用。各個研究工具內容茲分述如下： 

壹、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 

  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參見附錄一）為研究者自編問卷，目地

在於幫助研究者在教學前瞭解學生的國語文學習經驗與學習興趣，以此作為課程

設計的參考。本問卷共有 15 題，其中第 1 至 12 題為封閉式題型，以五點量表之

形式回答；第 13 至 15 題則為開放式問答題，請學生依據題目自行填寫。補救教

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又分為五個向度，每一項度皆有相對應之題項，分別為：對

國語文課程的感受（第 1、2 題）、閱讀行為態度（第 3、4、5、13 題）、寫作行

為態度（第 6、7、10、11、12 題）、國語文學習態度與成效評估（第 15 題），以

及課程設計意向（第 8、9、14 題）。 

貳、國語文補救教學回饋問卷 

  國語文補救教學回饋問卷（見附錄二）為研究者自編問卷，本問卷共有 5

個題項，五項問題的目的分別在瞭解學生參與本國語文補救教學之後，對「整體

課程」、「教學方式」、「教學單元」及「課程滿意度」的想法和評價。第一題為開

放式問答；其後四題皆為限制式題型，請學生在所列舉的項目勾選，並在所勾選

的項目後補充解釋選取的理由，研究者將依此問卷結果做質量並陳的分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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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教師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 

  本方案的研究者即教學者，故在本教學方案進行期間，研究者會將課堂間學

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反應與狀況在課後進行觀察記錄，並針對所觀察到的事件和發

生的狀況進行反思與修正，記錄在教學省思記錄表中（參見附錄三），藉此觀察

受試者在各單元教學活動的反應，協助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檢視教學成效，並不

斷修正實驗方案的教學活動設計。 

肆、閱讀動機量表  

  本研究採用黃馨儀（2002）針對國小學生所編製的「閱讀動機量表」為測量

工具，施以前、後測以了解受試者經過本教學後其閱讀動機是否有所改變。量表

將閱讀動機分為內在閱讀動機及外在閱讀動機。內在動機有六個向度：「閱讀效

能」、「閱讀挑戰」、「閱讀好奇」、「閱讀投注」、「閱讀重要性」、「為抒發情緒而讀」；

外在動機則有五個向度：「為競爭而讀」、「為成績而讀」、「為社交理由而讀」、「為

順從而讀」、「為認同而讀」。本測驗的信度在 0.860 至 0.950 之間，對於三年級學

生的鑑別度在 0.85 以上。測驗方式為單選式選擇題，一題一分，計算答對題數

即為此量表之總分。 

伍、寫作動機量表 

  研究者查閱讀寫動機相關量表，認為由劉佳玟（2007）所發展的「寫作動機

量表」與本研究所欲測量之目的最為相符，故採此量表施以前、後測以了解寫作

動機是否有所轉變。寫作動機量表可分為四個向度：寫作的興趣、寫作的重要與

效用、寫作的期望、寫作的情感。量表採李克特四點量表計分方式，得分越高表

該項特質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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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導師訪談記錄 

  參與本補救教學方案之學生來自各個班級，為瞭解受試學生過去的先備知識、

能力水平與家庭背景，研究者在學期初即與受試學生的班級導師進行訪談。此外，

研究者也欲藉由導師在一般班級中的觀察，共同檢視受試學生在補救教學過程中

的轉變。故研究者在教學前、後各訪談導師一次，每次訪談接內容皆使用錄音設

備錄音再轉為逐字稿，再請受訪者查核後簽章，以並合乎研究倫理並確保資料信

度。此工具也應用於回答本教學方案在閱讀能力寫作能力成效之問題，訪談大綱

如附錄四所附。 

柒、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此測驗由柯華葳（1999）編製，測驗的目的在了解學童的閱讀理解能力。本

研究採國小二至三年級版本，總共有 18 題，答對一題得一分，計算通過率後對

照常模，區分為低分組、中分組與高分組，三個組別。本測驗的內部依致性介

於.75~.89 之間，各年級都有區辨不同閱讀能力群體的效果。本研究應用本測驗

判別學生在教學前、後的閱讀理解能力之差異。 

捌、識讀字測驗 

  識讀字測驗為研究者自編，其範圍為翰林版國語科一至三年級的每課生字詞，

目的在了解學生對於所學過的生字詞有多少掌握。本測驗共有 50 題，分為「看

注音寫國字」與「看國字寫注音」兩大題，前者題數占總題數的 80%，後者則占

20%，出題比率依年級遞增。前測施測時間為三年級下學期剛開學，是故題目未

涵蓋三下之內容；反之，後測施測時間為三年級下學期末，是故題目內容包含當

學期所學之課程內容。題目由研究者自編後再請一位專家教師檢閱並剔除過於簡

單之題項，使測驗具有專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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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識讀字測驗雙項細目表 

 
看注音寫國

字 

（80%） 

看國字寫注

音 

（20%） 

合計題數 

前

測 

翰林版一年級識讀字 4 1 5 

翰林版二年級識讀字 8 2 10 

翰林版三上識讀字 28 7 35 

翰林版三下識讀字 0 0 0 

合計題數 40 10 50 

後

測 

翰林版一年級識讀字 4 1 5 

翰林版二年級識讀字 8 2 10 

翰林版三上識讀字 16 4 20 

翰林版三下識讀字 12 3 15 

合計題數 40 10 50 

玖、隨堂測驗 

  隨堂測驗為研究者自編的形成性評量（附錄五），在每單元教學結束後進行

測驗，施測時間為十五分鐘。測驗題目共十五題，一題一分，滿分為十五分，共

分為三大題項： 

1. 國字注音：共有六分，以聽寫方式施測。題目範圍是由受試者在書寫時的錯

別字，或不會書寫的字中挑選出過去一上至三下的課本中所學習過的生字、

詞彙，測驗時由教師從中挑出六個字詞作為題目。 

2. 綜合測驗：共有五分，以選擇題、配合題、勾選圖等方式進行，題目範圍為

每單元中迷你課程之內容。 

3. 閱讀理解：共有四分，以選擇題的方式出題，題目來源為兒童讀物、閱讀參

考書範文、網站文章的引用或改寫。出題類型則區分為：「命題理解」即閱讀

完整篇文章後，找出文章題旨的題目；「人物理解」即閱讀完後為文章主角下

一個註腳的題目；「字詞意義」即受試者要從前後文推測字詞意思的題目；「段

教 
材 

目 
標 

教 
材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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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線索」即答案線索跨越一至兩個段落的題目；「句線索」及答案線索就在一

至兩個句子中的題目。 

  此測驗的國字注音與閱讀理解大題用於回答閱讀能力成效之問題，而綜合測

驗大題的結果則用以作為教學方案之省思，供其他教學者作為參考。 

拾、記敘文寫作評定量表  

  記敘文寫作評定量表（見附錄六）用於評定每單元文章寫作的寫作品質。本

研究所使用之記敘文寫作評定量表係根據張新仁（1992）所發展的作文評定量表

之架構編寫，三大評分類目為：文字修辭、內容思想以及組織結構。在分項細目

上則參考謝錫金、岑紹基（2000：46）編製的記敘文作文評定量表，編製適用於

本研究的「記敘文寫作評定量表」，使三大評分類目之下各有五個分項細目。記

敘文寫作評定量表為五點量表，1 分代表表現最差；5 分則代表表現最佳，因此

得分愈高代表該項目表現愈好。記敘文評定量表的評分者除研究者外，尚有一位

該校的三年級教師，該師畢業於花蓮師範學院語文教學碩士班，具有語文專業知

能，在開始進行評分前，首先先針對評分規準進行討論，並共同批閱學生的前測

文章討論評分細則，而學生在評定量表的得分即為研究者與該位教師的評分之平

均，以求量表分數具有信度。 

拾壹、看圖寫作測驗 

  看圖寫作測驗為研究者修改楊坤堂等人（2001）「國小兒童書寫能力語文診

斷測驗」而成，施測時，提供與兒童生活經研相關的主題作為刺激圖案，施測時

間為 40 分鐘，寫作文章分析向度有總字數及平均每句字數。「總字數」的計算方

式為文章中任何可以辨認的字，包括錯別字和注音符號；「平均每句字數」為文

章中平均每個句子所使用的文字數量，計算方式為「總字數/總句數」。總句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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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文章中句子數目，當句子為名詞系列組合（如：山洞，公園，花朵，玩），

只以一句計算，倘若為與圖片內容無關的字句或語文，則依照一般的句型計算。

學生在本測驗所產出的文章除計算總字數與平均每句字數外，也應用記敘文評定

量表評定文章的寫作品質。本測驗於課程前後施以前後測，目的在了解學生寫作

字數與寫作品質上的變化。 

拾貳、學生文件檔案 

  每位學生在每個單元都有一份學習單和一篇寫作文章，「學習單」應用在閱

讀教學與迷你課程，內容依各單元主題、目標而有所不同，每人共有十份（見附

錄八）；「寫作文章」則是寫作教學的成果，每人共有十篇。研究者將在課程進行

中依序蒐集各個學生的文件檔案，並轉為電子檔，依日期和檔案類型編碼歸檔，

其目的是欲瞭解學生在參與補救教學期間，閱讀與寫作能力的轉變歷程。 

第三節  研究對象的篩選及描述 

  移民家庭中的多元文化特性是發展本研究的重要基礎，研究者在考量研究需

求與便利性後，選擇新北市某區域中，新移民子女人數至多的國民小學作為研究

場域。本節將以研究對象的「篩選方式」，及「三位學生的家庭背景與國語文能

力描述」兩部分詳述之。 

壹、 篩選方式 

  研究者與該校輔導處合作，請輔導處發函三年級各班導師，協助推薦符合研

究對象條件者，研究所設定的篩選條件為：一、為東南亞新移民子女。二、三年

級上學期國語成績為班級後 25%者。三、經導師認定閱讀與寫作能力明顯落後於

班級平均者。四、未參與校外補習和同性質之讀寫課程方案者（不含課後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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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具特殊教育資格之學生。在回收的推薦名單中尚包含華僑子女，該處室教

師表示，華僑子女與新移民子女的家庭語文學習環境相似，在學習國語文時與新

移民子女有相似的學習困擾，研究者在考量不違反研究目的後，即將華僑子女也

納入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中。最後經家長同意參與本補救教學方案的學生共有三位，

研究者以甲生、乙生及丙生代稱。 

貳、 三位學生的家庭背景與國語文能力描述 

一、甲生 

  甲生的母親來自越南，在附近市場做修指甲、修眉的工作，中文比較精通聽、

說，讀和寫則比較不行；父親是臺灣人，工作是瓦斯行的約聘人員，平時工作就

不固定，這學期初也失業了，為低收入戶家庭。家中還有一個身體不舒服的奶奶，

以及一個弟弟還沒上幼稚園，弟弟心臟病必須定期開刀，所以家中的經濟負擔沉

重，甲生下課後也要幫忙做家事、煮飯。平時都由甲生的母親教導課業，但因中

文不佳而力不從心，所以有請學校老師幫忙在課後加強，也有參加課輔班，但目

前為止成績並沒有明顯提升。甲生國語平常測驗表現不盡理想，在國字注音、改

錯字、選擇題、造句和閱讀測驗大題都時常出現問題，平常沒有閱讀習慣，閱讀

速度慢且理解力不佳，而寫作時除基本字詞的識讀能力尚待加強外，文句也時常

出現文法錯誤，缺乏語文邏輯。 

二、乙生 

  乙生的母親來自緬甸，是乙生的主要照顧者，但國語能力不佳，識字、寫字

都有困難，口語溝通也時有不懂意思的情況。平常家庭使用的語言是國語，乙生

表示他也會一些緬甸語。雙親都在電子加工廠工作，家庭雖達中低收入戶標準，

但因不瞭解法令規章和行政程序而未申請補助，學校有協助乙生參加課後輔導班

以補救落後的課業，平常由母親與導師聯繫，母親較重視他的數學和英文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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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對國語的學科表現要求較低。在國語平常測驗最容易出現錯誤的大題是改

錯字、造句、造詞、選擇題和閱讀測驗大題，對於短篇文章或共讀書籍的理解力

不佳，在寫作時也時常出現缺乏完整度、流暢度和語言邏輯的句子，在國語課堂

上也跟不上班級腳步，專注力不足，學習意願低。 

三、丙生 

  丙生的父母親是印尼華僑，祖籍為中國廣東省，平時家庭使用的語言為國語

及客語。母親是工廠的作業員，父親從事自由業，經濟狀況普通，非中低收入戶。

母親是丙生的主要照顧者，會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也時常參與學校運動會、班

親會等，但在學業指導上因國語不佳，無法有效協助丙生完成作業、講解習題，

大多只能依賴哥哥，但哥哥不一定每次都願意指導他。此外，丙生的雙親對他的

學業表現期望也較低，在教養態度上比較放任，也比較沒有方法，過去沒有參加

過課輔班，也沒有參加校外的安親班。丙生在國語平常測驗表現差強人意，最常

出現錯誤的大題是改錯字、選擇題、閱讀測驗和造句大題，寫作時時常出現同音

異字的別字，有些基本的字詞仍經常出現錯誤，所寫出的句子完整度和流暢性也

不足，也還未掌握修辭技巧，另一寫作上的問題是經常一句到底，無法判斷何處

需要用標點符號斷句，也未能留意段落安排，鋪成文章。 

第四節  教學方案設計 

  此補救教學介入方案在本研究中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為求嚴謹研究者在正

式課程開始前先進行前導研究，進行修正後才開始正式課程。因此此節分為「前

導研究」與「正式課程」兩部分撰寫，前者寫實施研導研究後的發現與修正；後

者則詳述正式課程方案的教學目標、教學流程、選用教材及教學活動內容設計，

以下即以此兩部分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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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導研究 

  在正式課程實施之前，研究者先依照既定的課程設計進行試探性的前導研究，

目的在試驗教學流程的連貫性、教學材料與教學策略的合適度。前導研究的課程

係根據示範階段的課程設計原則規畫，針對兩位經篩選過的學生進行四節課的教

學活動。 

一、教學對象 

  教學對象為兩位三年級的課輔班學生，由課輔班導師推薦參與前導研究。上

學期國語成績為班級後 25%、不具特殊教育資格者，其中一位母親為印尼籍，另

一位為緬甸籍，符合正式研究對象條件。 

二、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依據本研究示範階段的教學方式，以 0 至 500 字的圖片或短文作文

閱讀材料，以仿寫及創作的方式進行文章寫作。教學時間為週二、週三第七節，

以及週五下午的課輔時段。主要教學活動是請學生先仔細觀察圖片，並模擬每位

人物可能會說的話，用便利貼註記，形成如漫畫般的樣式，最後再由對話延伸至

一段文章。前導研究教學活動內容設計表詳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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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前導研究教學活動內容設計表 

日期 
節

數 

教學

階段 

教學

活動 
教學重點 

100/3/1 

、 

100/3/2 

、 

100/3/4 

 

 

4 

示範

階段 

︵ 

前導 

研究 

︶ 

看圖

說故

事 

壹、教學準備 

一、國語日報插圖六幅。 

二、「下雨天」學習單。 

 

貳、教學流程 

【閱讀教學】 

一、分享下雨天的經驗。 

二、討論出學習單圖片中的故事元素：「人」、「時」、

「地」、「事件」（起因、發展、結果） 

三、設定圖片中的四位人物的關係。 

四、模擬每位人物會說的話寫在便利貼並貼上。 

五、討論下雨天的相關詞彙，畫上或寫上註解。 

六、延伸閱讀：從報紙中任選一幅有趣的圖片說一說。 

 

【寫作教學】 

一、隨堂測驗。 

二、提示看圖寫作的重點：仔細觀察、掌握主旨、合理

想像、結合經驗。 

三、掌握看圖寫作的原則，將加上對話的圖片改寫成一

篇短文。 

三、教學分析與省思 

（一）閱讀教學 

1. 發現問題 

（1） 學生習慣性「聽令行事」，不願意開口回答問題，也不太願意寫字。 

（2） 學習單多問答題設計，耗時傷神，學生也對不斷寫字感到厭煩。 

（3） 學生對學許多過的生字仍不熟悉，常有錯別字的情況產生，甚至覺得那沒

學過，而用注音代替。此時，我會馬上幫學生把錯別字用紅筆謄到生字簿

請學生寫三遍，但也因此打斷教學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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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變策略 

（1） 給予更多說話、朗讀的機會，建立開口說話的信心，由口說語言作為銜接

書面語言的橋樑。例如學習單在閱讀討論時進行，邊討論、邊思考、邊記

錄。若想不出來，也容許寫上同儕討論的結果。 

（2） 學習單寫作形式多元一些，加入選詞填寫、連連看或口頭回答等方式。此

外，學習單完成的內容可直接應用於之後的文章寫作中，作為可自行運用

的寫作材料。 

（3） 除鼓勵儘量用國字書寫外，當學生在寫學習單詢問字怎麼寫時直接幫他解

決問題即可，避免中斷學生思考。爾後研究者再將這些字謄在生字簿上，

並補上相似字、同音字，而這些生字也將作為下次隨堂測驗的聽寫題目。

習寫次數至少三遍，如果覺得記不起來可自行增加次數。 

（二）寫作教學 

1. 發現問題 

（1） 學生對於不同以往的限制題型寫作感到興趣，會有意願主動進行寫作，但

下筆時仍會有些猶豫，與停滯的現象產生。且學習單的提示有限，無法針

對每個人寫的內容給予指導。 

（2） 請學生回家完成的部分一位學生空白帶回，另外一位只自行完成部分題項。

詢問原因後得到「媽媽工作很忙叫我不要煩她」、「媽媽說她不知道」、「可

以問爸爸嗎？」這樣的回應。 

（3） 寫作只有兩節課的時間，只夠學生寫一次文章與修正，無暇先寫草稿再謄

稿。此外，提議學生先寫草稿後修正時，學生為難的表示「不想再寫一次

一樣的東西」、「寫這麼多次很累、不想寫」。 

（4） 學生在寫作時會常常問我哪些字怎麼寫，或是在完成文章後仍會發現許多

錯別字的情況。但隨堂測驗已於寫作前實施完畢，這些寫作中才出現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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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字就無法作為此單元評定的目標。 

2. 改變策略 

（1） 給予更具體的提示和示範，針對個別學生給予立即的口頭提示，並持續給

予支持與鼓勵。 

（2） 弱勢家庭中父母親常因忙於工作或沒有能力指導孩子作業，回到本課程核

心「新移民家庭文化」，不應只把課程環繞在「母親」的種族文化，更應

把教學的主體拉回到「新移民子女」本身。因此，他們在家庭中所感受到、

接觸到的一切都可以是課程延伸的範圍。是故，搜集資料的對象就不只限

定於母親，還包含父親、手足及其他同住親友。 

（3） 學生讀寫能力不佳，對寫作本身就具有排斥感，因此寫作時本需耗費許多

時間思考、創作，受限於學生能力與授課時間，文章寫作就以一次為主，

經自行檢核後再由教師修正錯別字、文法、修辭等問題，以原文章編輯後

出版，就不再謄寫一次。 

（4） 隨堂測驗改成主題結束後（四節課），下一個主題的開始之前才進行測驗。 

貳、正式課程 

  前導研究結束後，研究者依據觀察到的問題將教學流程與內容逐一修正，遂

而開始進行正式課程。正式課程的教學理念係基於教育機會均等的精神，提供國

語文學習低成就之新移民家庭的學童，有參與國語文讀寫補救教學的機會。課程

設計以提升「讀寫動機」、「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為目標，以學生的生活經

驗與學習特性為課程設計的基礎，使家庭文化與課程內涵相互輝映，以期學生的

讀寫能力能有所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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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標 

  本國語文補救教學方案之教學目標是以九年一貫國語文領域課程綱要為依

歸，分析國小中年級學生在「識字與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及「寫作能力」的

能力指標，發展出本研究方案的「讀寫動機」、「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等三

項教學目標。以下就各說明如下： 

（一）讀寫動機：讀寫動機即為「閱讀動機」與「寫作動機」，指學生能培養良

好的閱讀和寫作興趣、態度和習慣，瞭解閱讀和寫作的重要性與價值，提

升對閱讀與寫作的自我效能，並激發對閱讀和寫作的正向情感，最終激發

對閱讀和寫作的學習動機。 

（二）閱讀能力：閱讀能力包含「識讀字能力」及「閱讀理解能力」，前者指對

閱讀文章中的自選字詞及課本中一上至三下的習寫字詞、認讀字、歧音異

字與相關成語、詞彙具備辨識、讀寫的能力；後者根據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PIRLS）所設定的閱讀理解能力，則是包含「提取訊息」：指出文中清

楚寫出的訊息；「推論」：須要連結文中兩項以上的訊息得到推論；「詮釋

與整合」：需要提取讀者已知的知識，連結文中為明顯表達的訊息；「評估

與批判」：根據文章中的訊息，檢驗、評估與批判內容（柯華葳等人，2008）。 

（三）寫作能力：陳弘昌（1999）認為作文的優劣，字數是評量標準之一，質的

部分也應考量。故本研究所指的「寫作能力」，含括「寫作字數」與「寫

作品質」，前者指學生能配合閱讀文本，在教學方案進行的過程中逐步提

升寫作字數；後者則是指學生能藉由人物訪談、報章雜誌、繪本圖書等方

式蒐集寫作材料，應用仿寫、改寫、續寫與創作的方式進行記敘文體寫作，

亦具備修改能力，能正確流暢的遣詞造句、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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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方案編選與設計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方案編選與設計的內容，可分為「教學內容」的編選及「教

學材料」的編選兩部分，分述如下： 

（一）教學內容編選與設計 

1. 正式教材版本分析 

  補救教學方案要與課本的知識內容環環相扣，故以教學實施對象的教材版本

進行內容分析。因此研究者將分析一上至三下的康軒版國語課本、習作、教師備

課用書及參考書內容，彙整所學過的「修辭」（整理自一上至三下教師備課用書

中附錄一「全冊修辭總表」內容）、「相似字、多音字、同音字」（整理自教師備

課用書中的「字音字形辨析教學」內容）、「習寫字與認讀字」（整理自三下教師

備課用書附錄四「生字累計表」）、「詞彙」，以及上述類別之外的教學內容，以了

解學生的先備知識及該年段應習得的學習內容。 

2. 教學策略參考書籍 

  坊間有許多關於寫作教學之書籍，如：《來玩寫作的遊戲（國語日報）》、《林

良爺爺談作文－作文預備起（城邦）》、《輕鬆學好記敘文：記事篇（康軒）》、《讀

報學寫作－教師版（國語日報）》、《閱讀寫作 16 招（國語日報）》、《閱讀寫作 so 

easy（幼獅）》、《繪本教學有一套（小魯）》等，研究者選擇當中符合教學對象與

教學目標之教學活動設計應用於教學活動及閱讀學習單之中。 

3 . 受試學生意向分析 

  研究者在課程開始前自行設計「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見附

錄一），在正式課程開始前請學生填寫，彙整結果成「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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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問卷摘要表」。研究者依據此表決定課程設計如下： 

（1） 不管學生是否喜歡國語文課，都對學習國語感到灰心。課程之初應盡可能

激起學生對學習國語的成就感，降低畏懼、焦慮的心理，宜以活潑有趣、

學生能完全掌握的任務為主。 

（2） 學生都覺得閱讀課外讀物很有趣，平常會看國語日報、漫畫、繪本，另有

學生提出會看大百科和網路文章，有兩人不排斥閱讀字很多的文本，有一

人則非常不喜歡。因此課程所閱讀的文本可涵括學生所提及的文本，閱讀

字數也由圖片、短文開始，爾後再逐漸進入多文字文本。 

（3） 比起作文課的正式文章，學生較喜歡書寫卡片、書信、小紙條來和人溝通，

因此課程中所有的寫作形式應更為多元，不僅只在命題式寫作。 

（4） 學生皆願意與他人共同創作故事和分享文章，但只有一人認為完成一篇文

章能感到高度成就感。因此在課程中應重視討論與分享的過程，並應同時

注重外在獎賞與內在激勵，使學生在完成一篇作品時能感受到成就感。 

（5） 學生都非常喜歡聽父母親講自己的兒時故事，會想要知道母親國家的神明

故事和童年生活，感覺相當有趣。因此課程主題會以父母親能與孩子分享

的生活經驗、成長經驗為核心，避免過於抽象的民族特性、文化脈絡，或

過於遙遠的歷史發展。 

（6） 三位學生都表示平常複習國語的工具只有課本，可見學習資源的匱乏，因

此課程雖然強調以多元文本提升讀寫能力，但也不能因此脫離國語文一科

的學科知識。 

（二）閱讀教材編選與設計 

  平衡取向教學認為，相較於具結購化的教科書，「真實的書籍」對學生而更

具意義，它可以是有品質的文學作品，也可以是通俗的報章雜誌、數位文本或改

編文本。因此，研究者所挑選的閱讀書籍以貼近學生之學活經驗以及跨國家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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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為主軸，內容圍繞家庭、生活與民俗文化三個主題。選用符合學生能力、

及興趣之優良讀物、國語日報、廣告、橋樑書及研究者自撰文章做為閱讀內容，

豐富學生多文類閱讀的經驗。 

  此外，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閱讀字數做為標準，此標準係依據坊間出版社

的圖書分級方式，7從適合中年級學生閱讀的讀物中選擇合適的教學材料，並依

由易而難的課程設計原則以閱讀字數的多寡加以分級，故在「示範階段」使用

0~500 字的文本，如：連環漫畫和短篇文章作為主要閱讀材料，教學單元為第一

單元至第四單元；進入引導階段後則使用500~2000字的繪本作為主要閱讀材料，

教學單元為第五單元至第八單元；最後進入獨立階段則使用 2000-5000 字的橋樑

書作為主要閱讀材料，教學單元為第九單元至第十單元。研究者所選用的讀寫文

本如下（表 3-3）： 

表 3-3 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方案文本列表 

文本 

字數 
名稱 文本類型 

0~500 字 研究者自撰分享短文 短文 

小亨利連環圖（國語日報） 漫畫 

《鐘老師上自然課》（國語日報） 短文 

報紙美食推薦廣告 廣告 

《輕鬆學好記敘文》：我的小傳、我的好朋友（康軒） 短文 

500~2000 字 《潑水過新年》、《婆羅門老虎狼》（臺北市教育局） 繪本 

《破鳥蛋》、《鶴妻》、《貪吃的狐狸》、《豆粥婆婆》 

（信誼） 
繪本 

《灶神》、《門神》、《財神》（漢湘文化） 繪本 

《越南民間故事－春節的竹竿》（狗狗） 繪本 

《鬥年獸》（格林） 繪本 

                                                      
7
 研究者係參照小魯出版社的書系分類作為選擇教學材料的依據，其分類的標準是依讀者年齡搭

配符合其語文程度與閱讀內容的讀本。可參見小魯閱讀網（http://www.tienwei.com.tw/index.php） 

http://www.tienwei.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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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方案文本列表（續） 

文本 

字數 
名稱 文本類型 

500~2000 字 《臺灣知識小百科：臺灣的傳奇神明》：文昌帝君、

土地公與土地婆（幼福） 
短篇故事 

《傳家寶被》（遠流） 繪本 

2000-5000

字 

《鯉魚變》、《板橋三娘子》、《葉限》（天下雜誌） 橋樑書 

《今天晚上，誰當鬼》（小魯） 橋樑書 

《屁屁超人》、《屁屁超人與飛天馬桶》、《屁屁超人

與直升機神犬》（天下雜誌） 
橋樑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教學方案內容設計 

  本教學方案於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中實施，運用每週二早自修 8:00~8:40

與中午午休 12:40~13:20 的時間，以及每週五下午的一、二節的時間，在輔導處

安排之教室進行共十單元的國語文讀寫補救教學。教學方案內容設計如下： 

（一）教學方案主題網 

  課程共有十個單元，單元主題分為「趣味生活故事」、「新移民家庭故事」以

及「多元民俗文化」三大架構。「新移民家庭故事」係由新移民家庭的特有經驗

為主軸，透過對家庭人、事、物的近距離觀察，探討新移民家族歷史的脈絡與文

化；「多元民俗文化」係以多元文化的觀點為核心，從親身或父母親所傳承的經

驗來體察各種族間豐富有趣的風土民情、民俗文化；「趣味生活故事」則係由學

生的生活經驗出發，將學生在生活中的各種感知、感受作為讀寫課程的討論題材。

本教學方案主題網如下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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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方案主題網 

（二）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所設計之單元課程分為「示範階段」、「引導階段」與「獨立階段」三

階段，每一階段的教學單元、教學目標、教學材料與教學方式也略有不同，目的

是依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協助學生能逐漸成為獨立的讀寫者。在節數部分，研究

者係根據學生的學習狀況決定各單元的使用節數，使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中習得完

整的內容；在教學目標部分，各階段是以閱讀字數作為區隔，安排學生在各單元

習得修辭和寫作技巧，並應用看圖寫作、仿寫、改寫、續寫、創作等方式完成各

單元的寫作文章；而在教學材料部分，是以文本字數與文本型式做由易而難安排；

最後在教學方式的部分，研究者依學生的學習情況和教學材料，交叉運用指導閱

讀、分享閱讀、獨立閱讀，以及示範寫作、指導寫作、互動寫作與獨立寫作等教

學方式進行教學，各教學方式之內容請參見第二章第三節。下表 3-4 為平衡取向

讀寫補救教學活動內容設計，若需更為詳盡的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教案請見附

錄七。 

 

 

平衡取向

讀寫補救

教學 

趣味生活故事 

新
移
民
家
庭
故
事 

多
元
民
俗
文
化 

單元一：媽媽的祕密檔案 

單元三：媽媽的拿手好菜 

單元四：最特別的禮物 

單元八：傳家寶貝 

單元五：歡喜過新年 

單元六：各國的民間故事 

單元七：召喚守護神 

單元九：鬼怪傳說 

單元二：漫畫生活趣味故事 

單元十：校園歡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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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方案設計表 

階

段 
單元 

節

數 
教學目標 教學材料 教學方式 

示

範

階

段 

單元一：

媽媽的祕

密檔案 
4 

1. 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

短文 

2. 能瞭解並應用形容詞

修辭法 

3. 能進行文句仿寫創作

文章 

國語日報：鐘老師上

自然課 

短文：我的小傳、我

的好朋友《輕鬆學好

記敘文》 

1. 指導閱讀 

2. 示範寫作/

指導寫作 

單元二：

漫畫生活

趣味故事 
4 

1. 能閱讀圖片 

2. 能瞭解並應用故事結

構策略 

3. 能進行看圖寫作 

國語日報：小亨利漫

畫 

1. 指導閱讀 

2. 互動寫作/

指導寫作 

單元三：

媽媽的拿

手好菜 
4 

1. 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

短文 

2. 能瞭解並應用感官摹

寫修辭法 

3. 能進行文句仿寫創作

一篇文章 

教師自撰短文：黃媽

媽的黃金咖哩飯 

報紙美食推薦廣告 

1. 分享閱讀 

2. 示範寫作/

指導寫作 

單元四：

最特別的

禮物 4 

1. 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

短文 

2. 能正確使用標點符號 

3. 能進行文句仿寫創作

一篇文章 

教師自撰短文：最特

別的禮物 

1. 分享閱讀 

2. 示範寫作/

指導寫作 

引

導

階

段 

單元五：

歡喜過新

年 

4 

1. 能閱讀 500-2000 字的

繪本 

2. 能摘要故事資訊 

3. 能瞭解並應用排比修

辭法 

4. 能進行段落仿寫創作

一篇文章 

繪本：《潑水過新

年》、《越南民間故事

－春節的竹竿》、《鬥

年獸》 

1. 分享閱讀 

2. 指導寫作 

單元六：

各國的民

間故事 5 

1. 能閱讀 500-2000 字的

繪本 

2. 能以故事中不同角色

的視角重構故事 

3. 能改寫一篇繪本故事 

繪本：《破鳥蛋》、《鶴

妻》、《貪吃的狐狸》、

《豆粥婆婆》、《婆羅

門老虎狼》。 

1. 獨立閱讀 

2. 示範寫作/

指導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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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方案設計表（續） 

階

段 
單元 

節

數 
教學目標 教學材料 教學方式 

引

導

階

段 

單元七：

召喚守護

神 
6 

1. 能閱讀 500-2000 字的

繪本 

2. 能摘要故事資訊 

3. 能瞭解並應用感嘆修

辭法 

4. 能續寫完成一篇故事 

繪本：《灶神》、《門

神》、《財神》。 

短篇故事：文昌帝

君、土地公和土地婆 

1. 獨立閱讀 

2. 互動寫作/

指導寫作 

單元八：

傳家寶貝 

6 

1. 能閱讀 500-2000 字的

繪本 

2. 能瞭解並應用狀物的

技巧 

3. 能依段落架構創作一

篇文章 

繪本：《傳家寶被》 1. 分享閱讀 

2. 示範寫作/

指導寫作 

獨

立

階

段 

 

單元九：

鬼怪傳說 

8 

1. 能閱讀2000-5000字的

橋樑書 

2. 能瞭解並應用誇飾修

辭法 

3. 能依寫作程序創作一

則故事 

橋樑書：《鯉魚變》、

《板橋三娘子》、《葉

限》、《今天晚上，誰

當鬼？》 

1. 獨立閱讀 

2. 獨立寫作 

單元十：

校園歡樂

多 

8 

1. 能閱讀2000-5000字的

橋樑書 

2. 能摘要故事資訊 

3. 能瞭解並應用所學習

過的修辭法 

4. 能依寫作程序創作一

則故事 

橋樑書：《屁屁超

人》、《屁屁超人與飛

天馬桶》、《屁屁超人

與直升機神犬》。 

1. 獨立閱讀 

2. 獨立寫作 

（三）教學活動流程 

  本教學活動流程修訂自 Tompkins（2006, 2008）所提示之閱讀教學與寫作之

教學流程，每單元皆包含「閱讀教學」與「寫作教學」兩部分。閱讀教學係由「教

學前的準備」開始，連結學生的舊經驗至單元主題開始單元課程，爾後研究者依

三個不同的課程階段，在「進行閱讀」時採指導閱讀、分享閱讀及獨立閱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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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式引領學生進入文本世界，閱讀結束後即進入「閱讀討論」，應用單元學習

單（見附錄九）做摘要、猜測字義，使學生對文本內容進入更深層的思考，並在

學習單留下文字記錄。而課堂結束後的「回家作業」，即是請學生將書本帶回，

進行親子共讀及閱讀討論，同樣將討論結果留下文字記錄，此時就是在做寫作前

的準備。 

  下一次的寫作教學是則是由「迷你課程」開始，研究者配合單元主題介紹各

式修辭、辭彙與其他寫作技巧，隨後學生就應用所學的技能和所蒐集的寫作材料

開始「進行寫作」，此時依不同課程皆段，研究者採示範寫作、指導寫作、互動

寫作及獨立寫作的教學方法協助學生進行文章撰寫，而進行寫作的過程以個別指

導為主，包含撰寫草稿與修改文章兩部分，也會協助學生將過去學過卻又遺忘或

寫錯的字詞記錄在生字本上。接著初步完成作品後即進入「作品編輯」，研究者

會請學生應用「學生寫作自我檢核表」（見附錄九）編輯文章，經研究者檢核通

過即可將「作品出版」，張貼在布告欄上。單元教學進行至此也進入尾聲，研究

者會在下一個單元開始之前進行本單元的「隨堂測驗」，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並作為下一單元課程內容的修正依據。本補救教學活動流程如下頁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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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之單元流程圖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整理 

  本研究的資料依據所蒐集而得的資料性質，可分為量化資料及質性資料兩部

分，以下茲兩者內容分述之。 

迷你課程 

進行寫作 

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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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教
學 

 
寫
作
教
學 

 

作品出版 

閱讀討論 

指導閱讀 

分享閱讀 

獨立閱讀 

示範寫作 

指導寫作 

互動寫作 

獨立寫作 

進行閱讀 

閱讀前的準備 

隨堂測驗 

單元開始 

下一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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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量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記敘文評定量表」、「自編看圖寫作測驗」、「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

驗」、「自編識讀字測驗」、「寫作動機量表」及「閱讀動機量表」的得分以描述統

計之方式，呈現學生在參與補救教學方案之前、中、後，在閱讀能力、寫作能力

與讀寫動機的變化。在教學結束後，亦以描述統計彙整「國語文補救教學回饋問

卷」的結果，以瞭解學生對本課程的喜好和想法。 

貳、質性資料分析 

  為彌補量化資料的限制，以發現學生學習歷程中內在轉變的變過，故研究者

應用三角檢證蒐集學生、學生導師與研究者本身的質性資料。針對學生所蒐集的

資料有「學生文件檔案」；針對導師的資料有「導師訪談」；研究者的資料則有「教

師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表」。資料編碼如表 3-5 所示。 

表 3-5 資料編碼對照表 

資料名稱 資料編碼（範例） 解說 

學生代號 甲生、乙生、丙生 分別代表本研究中的三位學生 

導師代號 甲師、乙師、丙師 
分別代表本研究中甲生、乙生和丙

生之班級導師 

學生寫作文章 前文-甲；U1 文-甲 
指甲生在前測的寫作文章；指學生

在第一單元的寫作文章 

教師訪談 0315 甲師訪 指 100 年 3 月 15 日之甲師訪談 

教師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 0318 教學觀省 
指 100年 3月 18日之教師教學觀察

與省思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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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者的課程與教學省思 

  研究者在進入正式課程之前，雖已對學生的導師進行訪談，但對三位學生的

認知仍相當有限。然而，從數個研究中都發現閱讀材料是否合乎學生的閱讀興趣，

會直接影響學生的注意力和參與學習的程度（Pressley, 1998 ; Tompkins, 2006），

但教學者有時也的確很難預測得到學生的「全壘打書籍」會是哪一本？因此，研

究者在課程開始前即設計一份「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見附錄一），

調查學生的閱讀習慣外，也瞭解學生可能會對哪幾項閱讀主題有比較濃厚的興趣，

以此做為教學設計之參考。進入正式課程之後，每堂課程結束後研究者都會撰寫

一份「教師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表」，以檢視師生及生生間在補救教學課堂中的

互動過程，觀察學生對課程的反應，進而對本國語文補救教學每個單元的課程與

教學進行省思，使教學不斷循環「檢討－修正－再實施」的歷程。本章即是以此

份資料做為分析依據，分為「課程進行方面」及「課程省思方面」兩部分撰寫，

呈現研究者在教學歷程中的發現、改變與成長。 

壹、課程進行方面 

一、單元一：媽媽的祕密檔案 

（一）單元目標：（1）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短文。（2）能瞭解並應用形容詞修辭 

               法。（3）能進行文句仿寫創作文章。 

（二）閱讀材料：＜鐘老師上自然課＞（國語日報）；＜我的小傳＞、＜我的好 

        朋友＞（輕鬆學好記敘文）。 

（三）教學流程 

  第一次上課在簡單的自我介紹後，即由「你說我畫」的活動展開，兩兩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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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研究者），請一人先口描述母親的外貌，由另一位組員按其描述在黑板上

繪畫，再將方才使用到的形容詞依部位填寫在學習單上。接著教師朗讀短文，請

學生一邊聆聽，一邊在找出其他形容人物的用詞，最後由教師在黑板上彙整、補

充其他形容人物的用詞，課堂節結束前延伸討論「媽媽的祕密檔案」的問題題項，

思考問什麼問題才能突顯媽媽的特色，回家作業即是請學生依題項訪問母親。進

入寫作教學後，先請學生分享個人的檔案內容，接著研究者指導記人類文體的寫

作技巧及形容詞修辭法。再請學生依據範文的寫作架構，應用文句仿寫與創作，

擷取訪問內容完成「媽媽的祕密檔案」作品，並在課程結束前實施單元隨堂測驗。

研究者在此單元的課程與教學省思如下： 

1. 平衡「給予意義」和「練習意義」的詞彙教學，能幫助學生擴充新的詞彙 

  研究者發現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都很不錯，惟學生們所使用的語彙皆較於淺

白，寫作時也時常出現用字不精確、用詞過於口語化的情形（0315 教學觀省）。

對於詞彙的習得，平衡取向的提倡者認為完全無目的的藉由「由上而下的閱讀」

而習得詞彙的效益並不大，幫助學生擴充詞彙的方式是「給予意義」和「練習意

義」，讓學生有很多機會在情境中不自覺的學會它（引自曾世杰，2010）。因此，

研究者認為在學生的既有的詞彙上擴充新字詞，辨析各種辭彙的意義，使口說語

言過度到寫作文字，並且能夠適度反覆練習就顯得相當重要。是故，研究者設計

「你說我畫」的活動，嘗試結合聆聽、說話、繪畫、書寫進行詞彙教學，並在遊

戲的過程交流彼此所知的詞彙。研究者發現在此活動中，學生對遊戲般的教學活

動都感到趣味盎然，成功的引發他們對於參與課堂活動的興趣，並順利連接下一

個字詞討論活動，使新的詞彙對個人而言更具意義，但請學生聆聽文章找出其他

形容人物用詞的活動對三位學生都稍嫌困難，研究者推測這些詞彙對於學生而言

是不熟悉又相當陌生的，如果在口述前先直接告知，在閱讀後進行反覆練習，過

程也許會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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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結閱讀與寫作，協助學生於閱讀討論時在學習單留下實用的寫作材料 

  在第一週的教學中，研究者立即感受到學生對於寫作的厭惡和恐懼，丙生說：

「老師以後每個禮拜都要寫嗎？那我要跟老師說我不要來了！」甲生也表示：「我

最不喜歡寫作文了，因為我都不知道要寫什麼。」可見減輕學生對補救教學的抗

拒和不安是必要的。而在平衡取向教學的研究指出，優秀的老師會使學生在支持

性的環境下從事有趣的寫作，即便是低年級學生也會有極大的進步（引自曾世杰，

2010）。而 Tompkins（2006）也指出閱讀和寫作密切關聯，當學生成為一個流暢

的讀者，同時他也會是一位行雲流水的作家，學生會在讀寫的過程增強自動化拼

寫的過程，也能瞭解用字遣詞的規則和理解文具意義。因此，研究者設計讀寫連

結的課程，將閱讀討論所留下的文字紀錄，在研究者批改後延伸成為開始寫作之

前的寫作材料，例如在本單元中學習單上與母親的訪談記錄，就成為寫作文章中

的第二段內容，而這些素材也產生支持學生寫作的效果，能減輕學生「不知道要

寫什麼」的焦慮，也縮短寫作時間，但缺點是學生重新組合資料的能力不佳，若

不加以引導就是直接將現有資料抄到文章中，導致段落間銜接不順暢，且易忽略

文章結構的完整性（0318 教學觀省），這一部分是研究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往後

單元學習單設計所需考量的。 

3. 學生對新移民母親的文化議題討論不如預期 

  課程主軸本圍繞在新移民家庭的議題之中，因此在第一單元即以「新移民母

親」作為讀寫主題，請學生透過訪談活動來瞭解更多關於母親的故事，並將之寫

成一篇文章。但進行教學時研究者卻發現學生並特別無意識到母親的異國文化

（三位學生在介紹母親時並未著重在異國文化背景的描述），同時也逐漸發現社

會對新移民女性的期待是融入台灣社會，而非相互理解，因此在教養孩子時並不

會特意教導孩子異國的民俗文化與生活經驗，孩子對於母親國家的理解僅停留在

表層認知（0318 教學觀省）。是故，原本預期學生訪談母親的內容能窺見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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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多元文化，但結果不如預想中的熱烈，若要引發多元文化的討論就必須有

更多的引導作為媒介。 

二、單元二：漫畫生活趣味故事 

（一）單元目標：（1）能閱讀圖片。（2）能瞭解並應用故事結構策略。（3）能進  

            行看圖寫作。 

（二）閱讀材料：＜小亨利漫畫＞（國語日報）。 

（三）教學流程 

  課程邁入第二週，但班級秩序仍顯得有些凌亂，有鑑於上一單元中學生對閱

讀文章回答問題感到困難，本單元改以圖畫作為主要閱讀材料。課程一開始研究

者先準備四張打散的小亨利連環圖，課程一開始先請學生仔細觀察圖片內容，排

出四張連環圖片的順序，並按順序說出故事，接著再請學生發揮想像力，加上第

五幅圖創造一個新的結局。下一個活動是研究者依據學習單上的故事短文揭示故

事結構六元素，並請學生把範文中的故事六元素找出來。接著再選一則喜歡的小

亨利連環圖剪下貼在學習單上，並依據故事六元素為每張圖片寫上短文。此單元

的寫作教學即是分享一則生活的趣味故事，並將故事繪成四格漫畫，在每一格漫

畫底下寫上旁白，完成一篇完整的圖畫故事。最後實施單元隨堂測驗後，此單元

就完整結束。研究者在此單元的課程與教學省思如下： 

1. 建立班級經營制度，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動機和認同感 

  課程邁入第二週，但學生仍無法記牢上課時間，時常有遲到的情況，且上、

下課秩序仍然混亂，對課程仍缺乏足夠的學習動機（0322 教學觀省）。因此從這

週起研究者開始進行班級經營，使班級運作更上軌道。首先設立了「班長」一職，

讓每位輪流擔任，一週輪替一次，工作內容即是來上課前到其他教室提醒另兩位

同學該上課了，另外也負責在課堂上整理環境、收拾器材、發送資料、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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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擔任教師的助手工作。其二是實施獎勵制度，只要學習單內容完整、完成每

單元的寫作文章與回家作業、自我檢核表核對無誤，都可以獲得一枚獎勵章。此

外，Pressley 亦由平衡取向教學的研究結果闡述，當學生受獎是因為「做得比以

前好」，而非「做得比別人好時」，這種低競爭性班級較能確保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和對學校的認同，高度複雜的閱讀技巧也比較容易在這種班級中發生（引自曾世

杰，2010）。因此，研究者另宣布只要當週寫作得分比上一週進步，也可以獲得

獎勵章一枚，所有的獎勵章可以在期末時向老師兌換禮物。有趣的是，原本期初

說好獎勵是益智玩具，最後應要求增加課程中所閱讀的書籍。這些制度實施後學

生雖還不習慣，但隨著運作時間拉長，學生也逐漸適應，班級經營制度的實施使

補救教學的運作更為順利，學生也樂於配合（學生們尤其期待擔任班長一職）使

班級更有凝聚力，課堂參與度也有效提升。 

2. 由學生熟悉且能勝任的閱讀材料著手，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 

  Pressley（1998）雖然認為具有挑戰性的閱讀文本會增進學生的閱讀動機，

但 Cox（2005）也提醒要使低成就的學生開始進入讀寫活動要挑選難度適中且有

趣的讀寫材料。而研究者在與班級導師的訪談中得知，學生喜愛圖畫書大過於文

字書，所以在本單元研究者挑選「圖片」作為閱讀材料，以確保這是學生有興趣

且能勝任的閱讀任務。因此，本單元挑選國語日報中的小亨利連環圖作為閱讀材

料，學生一看到可以看漫畫就興奮的大叫，丙生也表示：「這是我最喜歡看的耶！」，

觀察學生無不是在愉悅的心情下閱讀，同時研究者也認為此舉能消除學生對本課

程的焦慮感（0322 教學觀省）。此外「看圖說故事」及「創造結局」的活動也都

是學生們能力所及的任務，在進行活動時研究者也發現，當學生認為自己有能力

面對處理此任務時，參與課堂活動的意願自然就能提升，也會更勇於提出自己的

獨特想法（0322 教學觀省）。此現象也如 Pressley（1988）所述，「閱讀的自我效

能」會影響學生的讀寫動機，當他相信自己能夠讀得不錯時，會提升個人的閱讀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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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讀理解策略需更為密集的循環練習才可能有成效 

  在第二章內容提及，平衡取向的教學是一套強調以讀寫技巧為基礎，結合全

語言觀點的教學法。因此研究者在本單元中特意加入閱讀理解策略中的「故事結

構教學」，以增強學生的讀寫能力。研究者在實施後發現，學生較容易由文章中

找出「主角」、「時間、地點」與「故事結局」，相較之下較於抽象的「發生什麼

問題」、「事情經過」以及「主角反應」就時有錯誤不易找尋，將此策略應用於文

章寫作時也有相同的結果，學生幾乎都要研究者提示才會將後三項故事結構要素

寫入文章之中（0325 教學觀省）。研究者省思，此閱讀理解策略僅安排在一單元

練習明顯不足，可惜之後的閱讀材料，也不是全然能套用故事結構教學策略來理

解內容，在經過時間斷層又缺乏練習的情況下，此策略的教學成效並不顯著。是

故，技巧教學應當備有充足的教學時間，並在各個單元中持續的反覆練習與應用，

才有可能循序漸進的將技能熟練，  

二、單元三：媽媽的拿手好菜 

（一）教學目標：（1）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短文。（2）能瞭解並應用感官摹寫修  

     辭法。（3）能進行文句仿寫創作一篇文章。 

（二）閱讀材料：美食廣告（報紙）、＜黃媽媽的咖哩飯＞（教師自撰短文）。 

（三）教學流程 

  由於第一單元題項過於廣泛，雖然是討論母親的議題，但並未將焦點聚焦在

多元文化上，因此本單元即以「食物」作為主題，試圖限縮範圍，並以真實的生

活經驗作為讀寫發想。主要閱讀內容是研究者以母親的拿手好菜「黃金咖哩飯」

所撰寫的短文，課程即由「美味食物猜一猜」開始，請學生利用視覺、嗅覺、味

覺摹寫的線索，猜出研究者母親的拿手好菜是哪一道，接著延伸介紹摹寫修辭法。

隨後請學生輪流分享媽媽的拿手好菜，並在學習單應用視覺模寫、嗅覺模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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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覺模寫，寫上合適的敘述，再共同討論對這些美味佳餚的「心覺」為何？為什

麼為有這樣的感覺？而回家作業則是詢問母親的拿手好菜的製作方法。寫作課程

的開頭是先閱讀與討論「美食廣告」，從中探討廣告誘人的秘訣，再請學生根據

範文的寫作架構，應用文句仿寫與創作，幫媽媽的拿手好菜寫一篇推薦文章，最

後在單元結束前完成單元隨堂測驗。研究者對此單元課程與教學的省思如下： 

1. 由真實經驗出發，連結文字對作者的意義，改變學生的寫作心態 

  經過前兩次課程的寫作教學經驗，研究者發現儘管主題圍繞與學生相關的生

活經驗，但學生在寫作時對於文章所投入的熱情與情感仍然不足，在寫作時較會

比較在乎內容是否合於標準規範，寫作對於個人而言並無特殊意義（0329 教學

觀省）。探討 Pressley 對寫作情境安排的做法，他由寫作教學的社會文化研究中

得到啟發，學說強調支持寫作發展的環境，包含可用的語言資源、作者的文化背

景與社會互動和溝通的角色。因此，研究者在此單元即選擇與學生真實經驗相關

的主題，引導學生從中引發出最真實的情感，重於分享的價值，而非只是在完成

一項差事。所以研究者鼓勵學生們在寫作時要盡可能應用摹寫法寫出食物美味可

口的樣子，這是為了要介紹媽媽的拿好好菜給大家知道，如果只是敷衍了事就沒

辦法把媽媽的好手藝和大家分享了。此時，寫作目的不在於「完成個人工作」而

是在於「與他人分享」，這兩個大相逕庭的寫作的目的，也深刻影響學生們在寫

作時所投入的情感與態度。 

2. 拉長「個別指導」時間，以確實對學生的個別差異做補強 

  雖然參加補救教學的學生已經過學業成就表現的篩選，按理同質性高，但依

據研究者觀察卻不然，雖然他們國語文學習表現都不盡理想，但在學習動機和基

本能力上仍存有差異。例如，甲生面對學習時較缺乏自信；乙生的學習動機強，

基本語文能力也較好；丙生則對學習較為被動，語文基本能力不佳，且容易分心

（0401 教學觀省）。是故在進行寫作教學時，不能無所作為只催促學生盡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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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研究者必須留下大部分的時間依據三位學生的個別差異做個別指導，滿足

各個學生不同的需求，尤其每位學生因舊經驗、語文能力、學習態度的不同，在

寫作時所遭遇的困難也都不盡相同，因此研究者從這一單元開始，將寫作教學中

的個別指導時間拉長，除給予立即指導外，也掌握各個學生的學習狀況。 

3. 根據學生的生活經驗與課堂反應，彈性修正之後的教學內容 

  在閱讀教學的課堂中與學生進行閱讀討論時，甲生突然表示他有在夜市發廣

告傳單的經驗，乙生則說他的母親固定週六會在夜市賣炸雞，他們都有去幫忙叫

賣的經驗，這些都是研究者過去從來沒想過小三學生會有的生活經驗（0329 教

學觀省）。研究者認為，這種以經驗為基礎的題材也適合在讀寫課程中發揮，故

研究者就將下一次的寫作教學的內容由單純的食物摹寫，改為美食推薦廣告，第

一段寫「老闆、地點介紹」；第二段寫「製作流程與利用摹寫法形容美食」；第三

段則寫「優惠消息」，三位學生所開的店名分別是「王媽媽的薄飽生春捲」、「吳

媽媽的炸彈雞塊」還有「沈媽媽的超級雞塊」，根據學生的真實經驗更改教學內

容後，學生反應熱絡，文章內容也更能彰顯生命經驗。因此，保留課程調整的彈

性，依學生的回饋做適切的調整，將更能呼應以學生為課程中心的教學理念。 

4. 在師生對話與寫作文章中，嘗試理解孕育學生成長的環境脈絡 

  學生的成長脈絡在課堂中看似不易被挖掘，但卻彰顯在學生的文章與課堂的

對話之中，仔細觀察與聆聽，就可以窺見學生們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經驗，例如在

討論媽媽的拿手好菜是哪一到時，甲生說：「生春捲！想到生春捲我都快流口水

了！」（0329 教學觀省）但研究者卻對這道美食相當陌生，於是一回家就馬上查

詢「生春捲」到底是何方神聖，待下回寫作教學，也因為查詢了生春捲的佐料而

能順利指導甲生使文章寫得更為完整。這樣與學生的生命經驗產生共鳴的感覺，

也如同乙生賣力寫作時所說的：「我可以寫一寫幫媽媽賣雞塊耶！」（0401 教學

觀省）追問後才知道乙生的媽媽有在夜市擺攤子，這是我在訪談乙師時並未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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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研究者教學得過程中理解孕育學生們成長的環境脈絡，進而思考將各種

生命經驗轉化於課堂的可能，當師生有同樣的視角，共同建構課程，定能感受到

教與學中強韌的生命力。 

5. 提供寫作架構，能協助學生理解寫作要素 

  在前兩單元的寫作文章表現中發現，三位學生在「文章結構」的得分最低，

顯示學生對於如何架構一篇文章的認知明顯不足（0401 教學觀省）。Tompkins

（2006）指出，在教學過程中提供學生文章架構能夠增進學生對於寫作的「理解」

（comperhension），此理解是指一種創造且全觀（multifaceted）思維過程，這個

思考程序就在學生沉浸於閱讀和寫作中產生（Tompkins, 2006）。因此，研究者開

始會為每個單元設定三段式寫作架構，簡要說明各段應續寫的內容，此份架構就

成為學生在寫作時的提示，並鼓勵他們在寫作時要來回檢視是否合乎段落主旨，

這種自我監控的過程也間接使學生較能理解段落安排的原則（0401 教學觀省）。 

四、單元四：最特別的禮物 

（一）教學目標：（1）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短文。（2）能正確使用標點符號。（3） 

        能進行文句仿寫創作一篇文章。 

（二）閱讀材料：＜最特別的禮物＞（教師自撰短文）。 

（三）教學流程 

  延續上一單元將課程主題圍繞學生真實經驗出的精神，本單元以父母親所給

予的「最特別的禮物」作為發想。課程開始由研究者先分享自撰短文，並將範文

當作標點符號教學的範文，一邊輪讀，一邊加上逗號和句號，接著尋找自己身上

是否也有傳承自父母親的禮物？輪流進行分享，並討論這些禮物的來歷、故事，

並探討它對自己的意義與價值。最後一個活動則是為別人的禮物提出自己的看法，

並將意見寫下後拿給對方。待下一次寫作課程，教師再一次指導標點符號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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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請學生依據寫作架構，仿寫和創作一篇文章－「我最特別的禮物」，並在

課程結束前實施單元隨堂測驗。研究者對此單元課程與教學的省思如下： 

1. 藉由觀察學生而產生單元主題 

  雖然研究者在正式課程開始之前，對各單元主題都有初步規劃，但真正的教

學內容仍然會等到前一單元結束才會拍板定案。單元主題的產生除藉由過去教學

經驗外，研究者也藉由觀察學生而得，例如本單元就是如此。會設計這次的課程

是發現甲生有別於一般小女孩身上穿戴了銀製手環及耳環，此外丙生（印尼華僑）

的特殊口音也很獨特，相對於自己身上的胎記和客家口音，有時也會令我又愛又

恨，使我不禁好奇：不知道他們怎麼看待這些父母親直接或間接加諸於她們身上

的「特別的禮物」呢？這是只屬於他們的故事，他們一定也有一些話想說（0405

教學觀省）。於是，本單元就由研究者所撰寫的短篇文章「我的客家口音」作為

起程，開始了這段自我探索的旅程。 

2. 將個別學生所不足的能力作為課程內容 

  課程進行至此，研究者發現丙生是三位學生中最無法正確使用標點符號的一

位，尤其文章時常一句到底，完全沒有使用逗號將句子斷句，不然就是將逗點標

在不正確的位置，這是丙生目前在寫作技巧上的最大問題，也令研究者相當困擾

（0412 教學觀省）。由於個別指導時間零碎，丙生無法在課別指導時間完整學習

逗號的運用，因此研究者將「正確使用逗號與句號」作為本單元的迷你課程內容，

在一段完整的時間內解說使用時機、練習技巧並實際練習，也幫助另外兩名學生

更熟悉標點符號的應用。有了完整的教學後，再利用寫作個別指導時間請丙生熟

練斷句的技巧，在閱讀時也請他讀出聲，在逗號的地方停頓換氣，在課程中應用

各種機會反覆練習後，丙生在期末時已逐漸抓到標上逗號及句號的時機。 

3. 學生會期待作品在「讀寫補救教學作品展」中展示，卻也會因此而有所顧忌  



 

83 
 

  「出版」是平衡取向寫作教學程序中的最後一道流程（Tompkins, 2008）。它使

學生能夠將自己的作品與他人分享，達到文章做作為溝通、分享的目的。此外，

Rief 和 Heimburge（ 2007）也表示，它也可以算是一種「慶祝完成寫作的儀式」，

透過與同學、家人和朋友一起賞讀文章的過程，增強寫作動機、得到讀者反饋。

因此研究者從第二單元開始，每週都會將學生的寫作文章張貼於輔導處外的公佈

欄上，主題為「讀寫補救教學作品展」。學生在剛開始知道作品將在布告欄展示

時顯得憂喜參半，甲生總是緊張問我：「真的要放上去嗎？」，丙生更是直接拒絕，

說：「我又寫得不好，你放別人的，不要放我的！」，乙生則是比較大方，開心的

說：「這是一個好機會耶，我的作品從來沒有放在公佈欄過，說不定我到畢業都

沒有這樣的機會了！」（0325 教學觀省）由這些反應可看得出來甲、丙生是比較

退縮的，只有乙生比較願意分享自己的文章。但經過幾個單元之後，學生對自己

的寫作能力開始具有信心，也認為這些文章是經過自己的努力之下而產生的結果，

慢慢的開始期待作品貼上公布欄的時刻。雖然張貼前都會詢問誰要幫忙，但以往

都是研究者在課後自行張貼，但從這單元開始，學生們卻願意主動協助研究者將

作品張貼在公布欄上，於是在課後我們一群人就拿著作品浩浩蕩蕩的前往公布欄，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下決定好張貼位置，之後乙生還說：「放學的時候我有帶

爸爸、媽媽還看我的文章喔！他們都會誇獎我寫得很好耶！」看著學生們拿著作

品張貼時臉上所掛著的滿足笑容，相信成就感也由此點滴而生（0408 教學觀

省）。 

五、單元五：歡喜過新年 

（一）教學目標：（1）能閱讀 500-2000 字以內的繪本。（2）能摘要故事資訊。（3）   

     能瞭解並應用排比修辭法。（4）能進行段落仿寫創作一篇文章。 

（二）閱讀材料：《潑水過新年》、《越南民間故事－春節的竹竿》、《鬥年獸》。 

（三）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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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單元的主題正好連結當地年度盛會－「潑水節」，三位學生皆表示將與家

人前往共襄盛舉，研究者也忍不住前往一探究竟，而此次的單元主題也因此應運

而生，本單元也邁入課程的引導階段，故閱讀材料改為 500-2000 字的繪本。課

程一開始即是由分享參與潑水節的心得開始，接著研究者先簡介繪本的內容，讓

學生進行方想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寫上不懂的辭彙並猜測意思，

及完成各國新年節慶的摘錄表，最後請學生拿自己的新年節慶摘錄表上台分享，

討論不同民族間的差異，並由研究者做總結。進入寫作教學後，研究者先教導教

導排比修辭法，皆著播放日本 311 地震圖片，再請大家分享新年的祈福內容，最

後請學生依據寫作架構，應用段落仿寫與創作，完成一篇文章－「我的新年心願」，

並在課程結束前實施單元隨堂測驗。研究者對此單元課程與教學的省思如下： 

1. 將課程與生活時事結合，能增進學生對課程的興趣 

  在進行本單元教學時正逢當地歡慶潑水節，且在課程進入本單元的前一天，

亦正好是日本 311 地震滿一個月，許多新聞媒體都大篇幅的報導這次日本的重大

災難。這次的寫作內容正好與祈福有關，因此在準備寫作材料階段，研究者特別

以此事件作為引導，擷取網路上的圖片介紹這次災難的規模以及對當地居民所造

成的人生與財產上的損害，學生一看到令人震驚的圖片無不七嘴八舌的討論起來，

因此，學生所寫出來的內容就不僅只是在瞭解各地的新年節慶，在描寫新年的心

願時，也能夠以自身出發，站在更宏觀的視野為地球上的人們祈福。研究者發現，

課程結合時事除了能引發學生的共鳴之外，也讓研究者省思，本課程的多元文化

所指的不應只是新移民家庭中，特定國家的文化，它所包含的範圍應擴及地球上

所有區域和種族，否則也是變項的「一元」文化認識，而非「多元」文化的理解

（0415 教學觀省）。 

2. 學生逐漸能使用「學生寫作自我檢核表」來使文章內容達到更好的品質 

  學生對於寫作時常抱以應付心態，並不怎麼仔細思考、努力嘗試寫出「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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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文章」。面對這樣的情況，Rrif 和 Heimburge（2007）建議要使學生不只能寫，

還要寫的有品質的方法之一即是：設定寫作標準，在範文中示範，並為學生設定

文章寫作標準，鼓勵學生自我監控。因此，研究者從第一單元起即設計「學生寫

作自我檢核表」，讓學生在初步完成文章後，能有一個編輯的依據。課程之初一

切都尚在適應，觀察學生在前三單元中使用檢核表都是寫完後隨性的勾選，並不

會逐一對照檢核項目，針對文章內容作修正，此時研究者雖有些心急，但也只能

不斷的透過提醒、示範的方式使學生逐漸適應（0401 教學觀省）。隨著應用自我

檢核表的次數增加，學生才逐漸能夠上手到了本單元三位學生才首次真正應用自

我檢核表的功能－「完成文章後逐一檢核，並將完成的項目打勾」，雖然目前丙

生仍會為了獎勵章而將每一項目都打勾；甲生也還不會針對檢核項目主動修正，

但相信假以時日他們能越來越好（0415 教學觀省）。 

3. 利用學習單請學生摘錄出文章要點，使其作為討論主題、分享內容與寫作前  

的準備材料 

  教導理解策略是平衡取向讀寫教學中的重要一環，Tompinks（2006）建議其

教學方法有：預測、連結、提問、視覺化、定義主旨、摘要、監控、評價。研究

者在教學中應用其中的預測、連結與提問策略進行教學。因此在本單元開始之前，

研究者為課堂所要閱讀的三本與各國新年相關的繪本，提出每個國家新年的「日

期」、「傳說故事」、「做什麼活動」及「吃什麼食物」等問題，協助學生在進行閱

讀時，寫下幾項重要的事實與資訊，以作為之後閱讀討論的內容以及寫作前的準

備材料。接著再利用大海報的表格連結今天所閱讀的三本故事中的內容，統合每

一位學生的內容彙整於海報上並張貼於公布欄，與大家分享我們的閱讀內容。在

活動進行的過程中，研究者觀察這是學生可以完成的任務，並且在有前提的情形

下進行有目的的閱讀，能幫助讀者更快速得抓取文章重點，在進行閱讀討論時也

以摘要表作為討論架構，實在事半功倍，然而在進行活動時也發現缺點，即研究

者先請學生將要點寫在自己的學習單上，再請學生抄錄到海報，此反覆抄寫不僅



 

86 
 

花費雙倍時間，也引起學生的反彈，因此，研究者認為往後若有類似活動，若學

生能力尚可不需大幅度修改，則可請學生直接用色筆寫在海報上；但若學生能力

不佳，需要教師先行修正，也可由教師代筆彙整於海報上，如此一來學生該學的

沒有少，或許也能省去抱怨與麻煩（0412 教學觀省）。 

六、單元六：各國的民間故事 

（一）教學目標：（1）能閱讀 500-2000 字的繪本。（2）能以故事中不同角色的 

        是視角重構故事。（3）能改寫一篇繪本故事。 

（二）閱讀材料：《破鳥蛋》、《鶴妻》、《貪吃的狐狸》、《豆粥婆婆》、《婆羅門老 

        虎狼》；＜臺灣民間故事－紅公雞＞（網路文章）。 

（三）教學流程 

  觀察學生逐漸對瞭解雙親的國家多元文化提起興趣，因此本單元就以各國民

間故事為主軸。課程由研究者朗讀一個臺灣民間故事開始，延伸介紹民間故事的

定義，接著簡介五本繪本後獨立閱讀，同時回答學習單上的提問。結束後請學生

將故事中的主角寫在黑板上，進行「主角換我當」的活動，即挑選一個自己喜愛

的主角與同學一同演一遍，並討論故事角色的心理狀態，思考如果是我我會怎麼

做？進入此單元的寫作教學後，研究者先教導擬人修辭法，接著請學生選一則閱

讀過的民間故事依據寫作架構做改寫，以不同角色的視角重新詮釋故事，整個單

元活動結束後以單元的隨堂測驗做結束。研究者在此單元課程與教學的省思如

下： 

1. 每單元的形成性評量，能幫助研究者了解學生的能力，學生也從中逐步累積

能力與自信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重視非標準化的教學評量，認為以這些以教室為本的評量

工具，能幫助教師了解學生的讀寫程度、作妥善合宜的教學計畫，並能監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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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寫發展（Tompinks, 2006）。故研究者在每單元結束前都會實施隨堂測驗，來

檢視學生在此單元所學習到的字詞閱讀和寫作技巧是否已達精熟，也依測驗情況

決定是否調整下一單元的教學內容。原本研究還擔心此測驗會增加學生們的壓力，

但經過幾次單元隨堂測驗後，發現學生反而能從中得到自信，也逐漸能藉由測驗

來檢視自己的學習情況，並期待下一次能有更好的表現，例如三位學生在進行隨

堂測驗之前，研究者會鼓勵他們認真的將自己和其他人練習簿上的錯別字加以練

習，三位學生都會盡可能將可能會考的字詞記牢，如果測驗時還是寫錯，也都會

在測驗卷上再次練習，過程中除丙生偶有敷衍，但整體而言都相當認真，甚至會

練習時會超出研究者「寫三遍」的要求，以求能記的更牢，此外，研究者也會控

制難度，只要用心學習、認真努力就能得到高分，因此，也逐漸讓他們相信自己

是有能力可以獲得滿分的學生，只要肯「努力」，就會有好表現，而自信也能從

中而生（0427 教學觀省）。 

2. 在全整的讀寫經驗之下，深化生字及詞語的意義 

  研究者發現三位學生對於過去所習寫過的生字、詞語，多不甚熟稔，在文章

寫作時仍時常出現錯字和別字，其中又以丙生的狀況最明顯（0427 教學觀省）。

參照 Pressley 對識讀字教學的看法，他認為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在識讀字教學上，

應該要把握在全整的讀寫經驗下教導各項解碼技能之原則（引自曾世杰，2010 ）。

意即教師在進行識讀字教學時，不應進行脫離讀寫情境的解碼教學，而要在進行

平衡讀寫教學時，利用適當的時機進行明示解碼教學，並鼓勵學生交互應用各種

解碼策略。因此研究者會特別與學生強調此篇文章的意義，它不僅僅是一項作業，

還是一篇「要將自己的故事與他人分享的文章」，使學生體會文字作為表達自我

與傳遞訊息的工具之重要性，它所負載的意義與價值使我們更應該努力的學習它。

此外，研究者也應用反覆練習的方式請學生將錯別字抄寫，並於隨堂測驗進行聽

寫測驗，也應用部首識字法和比較相似字、錯別字等策略幫助學生提升識讀字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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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現預期之外的教學內容，利用零碎時間統一教學 

  研究者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三位學生無法分辨「在」、「再」以及「的」、「得」

的差別，導致寫作時實有誤用的情況，幾次下來不僅研究者快失去耐心，學生也

快失去信心，研究者認為有教學的必要（0426 教學觀省）。因此，瞭解這些字的

意義與用法就成為預期之外的課程內容，這些臨時需要教學的內容只能利用零碎

的空暇時間進行統一教學，例如：下課時間，或週五兩節補救教學結束後的課輔

時間。教師先行講解再出例題演練，此部分的內容則屬迷你課程，也會放在隨堂

測驗作為考題。 

4. 班級例行事務，影響補救教學時間 

  學校將週二早自修訂定為校務會時間，此時班級中並沒有導師，只有校外志

工到班級服務，研究者也利用這一節課的時間上課。整體而言，三位學生的出缺

席狀況良好，然而有時也會有突發狀況發生，例如本週二乙生因前一天的作業未

完成，被乙師留在教室中補寫作業，使得乙生缺課達半小時之久，而研究者也為

了尋找學生耗費不少時間，最終導致課程未達預期進度，研究者只好於隔日早自

修進行補課。然而也由此可知，補救教學課程時間過於零碎，的確造成班級導師

與研究者的不便，往往安頓好學生就已耗費十分鐘，如果時間能再集中一些，例

如兩節連課，想必會更有效率（0427 教學觀省）。 

5. 應用平衡式理解教學，鼓勵讀者重新對文本進行意義建構後改寫文章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旅程後，學生在進行閱讀討論時越來越能提出自己的

想法，然而多數想法仍缺乏獨道見解。應用 Pressley（1988）所提的平衡式理解

教學，研究者在本單元中鼓勵學生以角色替代的方式模擬故事中的主角，並互相

分享自己的詮釋和反應，在研究者的引導下充分討論完畢後，由學生扮演主角，

模擬他的心態、情緒、回應，在同樣的故事架構之下做故事改寫，使學生不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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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過文本學習，還能解讀並回應文本訊息。而在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學

生能透過文本訊息模擬角色的狀態，在切換視角後所呈現的文章也饒富趣味，可

惜這樣的訓練只進行一單元，若能有再次熟練的機會，相信學生們的技巧會更為

熟稔。 

七、單元七：召喚守護神 

（一）教學目標：（1）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短文。（2）能摘要故事資訊。（3） 

        能瞭解並應用感嘆修辭法。（4）能續寫完成一篇故事。 

（二）閱讀材料：《灶神》、《門神》、《財神》；＜文昌帝君＞、＜土地公和土地婆 

        ＞（臺灣知識小百科 1－臺灣的傳奇神明）。 

（三）教學流程  

  當地社區有一處香火鼎盛、遠近馳名的道教廟宇，又宗教係屬文化一環，也

從旁得知學生們在家中都有祭拜的經驗，對這些神明感到敬畏又好奇，因此就將

此單元以神明作為主題。課程也由分享拜拜的經驗開始，接著依據喜好選擇想看

的繪本，邊看邊依據表格整理出各個神明的「戰鬥卡」（即基本資料），閱讀後請

各個學生上台分享，並討論天助自助者的意義，最後由研究者做總結，也請學生

回家後詢問父母親關於家鄉神明的事蹟作為寫作材料。寫作課程開始，研究者先

介紹感嘆修辭法及上、下引號和冒號，接著請學生依據寫作架構，將研究者所準

備的故事進行續寫，完成一篇文章－「召喚守護神」，最後在完成隨堂測驗後結

束此單元。研究者在此單元課程與教學的省思如下： 

1. 將讀寫課程連結社區文化，能增進學生對課程的興趣 

  研究者觀察甲生和丙生的家庭宗教信仰屬於道教，而儘管乙生家庭宗教信仰

為基督教，但他們對於課程所介紹的神明並不陌生，因為當地就有一處頗負盛名

的信仰中心「烘爐地」，供奉土地公、菩薩、文昌帝君等，因此對三位學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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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也是地區文化的一部分，彰顯於價值判斷、生活方式

與思想行為之中，但在宗教儀式中卻不會有人特意說明神明的來歷和故事（0429

教學觀省）。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學生對於各個神明都充滿了敬畏、熟悉，

同時又參雜了許多好奇，想要一窺究竟的欲望又更加強烈了，這都使得學生的讀

寫興趣提升，討論時也能依自己過去所得到的相關資訊做充分討論，使閱讀討論

的內容更為豐富、深入。此外，如同第二章所述，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強調多文類

閱讀，且鼓勵讀寫活動，延攬全語文的理論觀點，對於寫作主題的看法也相當多

元，如 Tompinks（2006）就認為，寫作主題可以一封與書本有關的信、用另一

個觀點呈現故事、為書本改寫或寫續集等。因此研究者在本單元以「召喚守護神」

為題，讓學生想像故事主角進入真實世界的情境，寫一則非真實的幻想故事。 

2. 利用部首識字法教學，效果顯著 

  研究者在先前的寫作文章發現，學生時常將「衣」部和「示」部混淆，寫出

錯字（0429 教學觀省）。如第二章所述，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法適時的融入技能教

學，故在本單元的迷你課程中，利用部首識字法教導學生在「衣」部和「示」部 

這兩個部首在本意上的差別，「衣」部與服飾、布料相關，例如「褲」、「裳」、「衫」

等；「示」部則與祭祀、祝禱相關，為造字原則中的指事，意指供桌上擺放用以

祭拜的物品，示部的字例如：「神」、「福」、「祖」等。研究者由已學習過的字做

講解，學生很快就能理解，甚至沒學過的字詞，也能依據部首字義也能推敲得出

應是哪個部首。三位學生都認為部首識字法能幫助他們分辨這兩種部首的字，而

在此單元得隨堂測驗中三位學生也都在本大題也都得到滿分。可見在發展讀寫能

力的教學中，適時的加入技能教學對學生而言是能夠被接受且具有效用的。 

3. 學生閱讀和寫作的時間逐漸拉長，課程內容被迫調整 

  研究者原計畫每階段四單元，共計三階段十二單元。但研究者發現，在本單

元中隨著閱讀材料的字數增加，學生寫作的內容越趨豐富，要求與品質都逐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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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所耗費的時間也越來越多，這是研究者原先訂定每單元使用四節課時，所未

預想到的情況（0506 教學觀省）。為改善超出預定教學時間的情況，研究者遂將

每單元原訂的四節課拉長隨教學需求拉長，使每一單元的教學都能完整而確實，

但如此一來，往後原本預定的課程勢必有所刪減。 

八、單元八：傳家寶貝 

（一）教學目標：（1）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短文。（2）能瞭解並應用狀物的技巧。 

              （4）能依段落架構創作一篇文章。 

（二）閱讀材料：《傳家寶被》。 

（三）教學流程 

  此單元的發想來自新移民家庭中的特有文化，閱讀教學以共讀繪本《傳家寶

被》開始，接著進行分享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並整理故事中人

物的親屬關係，閱讀結束後討論討論故事百衲被在家族中所代表的意義與價值，

進一步思考家中哪些物品也具有家族價值，並請學生回家後與父母一同尋找家中

的「傳家寶貝」，作為下次寫作的題材。進入寫作教學後，研究者先教導狀物的

寫作技巧，再學生參考範文的寫作架構，應用段落仿寫與創作，完成一篇文章－

「傳家寶貝」，最後進行隨堂測驗後結束本單元。研究者在此單元課程與教學的

省思如下： 

1. 鼓勵學生應用先前所學過的寫作技巧於文章寫作之中 

  由於每一單元的迷你課程都會教閱讀和寫作的策略技巧，每單元不盡相同，

到了本單元就已累積不少的技巧知識。研究者會鼓勵學生應用過去所學的技巧於

新的單元之中，並利用放入自我檢核表的項目，提醒學生檢視自己的文章是否有

應用這些技巧。例如本單元新學的物體摹寫的方法有縮放法、寫生法與細描法，

研究者就會提示還可以應用過去學習過的形容詞修辭、視覺摹寫與譬喻法，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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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更為流暢、優美，學生也能在反覆的應用與練習中逐漸熟稔修辭技巧。研究者

也從中發現即使有些學習過的修辭學生仍然會忘記，或是當時根本沒有完全瞭解

透徹，所以透過如此反覆循環練習的模式，不僅能加強記憶，也可以使這些寫作

技巧逐漸臻至純熟，也算一舉兩得（0513 教學觀省）。 

2. 學生對本單元只有單一閱讀材料顯得失望 

  承攬全語文的觀點，平衡取向讀寫教學重視閱讀情境的營造，其中就包含了

多元文本的閱讀情境，使學生有充分選擇讀物的機會，亦能在此情境中自在閱讀

（Reif & Heimburge, 2007）。故研究者會依據各單元的主題，尋找三本符合學生

興趣、能力的文本作為閱讀材料，但研究者在蒐尋時發現與此主題相關的繪本較

少也不易取得，所以研究者就以單一讀本作為閱讀材料。然而課程一開始乙生馬

上就有些抱怨的說：「蛤，為什麼今天只有一本可以看？」丙生也追問：「今天這

三本都一樣的喔？」從他們的語氣聽的出來有些失望（0506 教學觀省）。研究者

也認為，與以往能夠自由選擇閱讀書本的情況對照，如果能提供豐富的閱讀材料

供學生挑選，學生就越能找到自己想看的書籍，此時，挑選標準就落在學生們的

手中，他們可以依照自己主觀的條件來篩選書籍，研究者也發現，他們往往會認

為自己所「精挑細選」的書籍相當特別，想要來好好閱讀的動機也會相對提高。 

3. 學生閱讀外文翻譯作品會產生文化隔閡的問題 

  這次的閱讀繪本《傳家寶被》是一個翻譯作品，在閱讀時學生看到由西文中

譯的名字時就顯得不太習慣，也不瞭解前名後姓的規則，又名字是故事中重要的

閱讀線索，點出故事主角「百衲被」家族世代間的傳承，學生們重複看了兩三遍

還是不太懂家族間的關係，因此學生看到最後都顯得有些疲憊而興致缺缺（0506

教學觀省）。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挑選繪本時能羅列翻譯書籍雖然能擴充學生的

視野，但也要注意文本有文化隔閡的情況，在閱讀前為學生做好預備，例如：在

閱讀前做充分的解說、額外提供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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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不易掌握「狀物」體裁中，物品與情感的連結 

  本單元為本課程第二次教導「狀物」的記敘文體裁寫作。研究者察覺學生在 

學習寫作技巧的速度很快，會利用所教導的縮放法、寫生法、感觀摩寫加譬喻法、

細描法等來描寫自己的「傳家寶貝」，但卻較難以感受物品背後所連結的家族情

感，例如甲生的傳家寶貝是家族相本；乙生的是家傳黃金項鍊；丙生的則是外婆

給媽媽的一對耳環，在提到物品意義時三者都只提及物品對擁有者的重要性，以

及往後此物品會家傳至自己的手上，必定會善加保管、珍惜（0513 教學觀省）。

學生較難以明白傳家寶貝對家族的意義與價值，相對的對物品情感描寫的部分就

顯得薄弱。 

九、單元九：鬼怪傳說 

（一）教學目標：（1）能閱讀 2000-5000 字以內的橋樑書。（2）能瞭解並應用誇 

                飾修辭法。（4）能依段落架構創作一則故事。 

（二）閱讀材料：《鯉魚變》、《板橋三娘子》、《葉限》、《今天晚上，誰當鬼？》。 

（三）教學流程 

  鬼怪傳說一直是學生們感到又好奇、又害怕的主題，因此本單元就以亙古至

今總有許多傳說的鬼怪故事作為核心。課程進行至此邁入了獨立階段，學生的閱

讀材料改為2000以上的橋樑書，也以獨立閱讀及獨立寫作的教學方式進行教學。

課程是由關於鬼怪的討論開始，隨及介紹中國志怪小說改編成的橋樑書，簡介後

請學生進行獨立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記錄優美詞句，並在文章

中覺得可怕、不可思議的片段貼上便利貼，於讀後討論鬼的聯想以及鬼故事要怎

麼寫才恐怖。待寫作課程開始，研究者先教導誇飾修辭法和關於害怕的辭彙，接

著請學生依據寫作架構，創作一個故事－「鬼話連篇－（題目自訂）」，完成後將

學生的作品集結成冊，並在課程結束前實施隨堂測驗。研究者對此單元課程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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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省思如下： 

1. 教師與學生共同修改文章，有助於擴充學生的詞彙 

  在寫作教學中進行個別指導時，研究者時常邊閱讀學生所寫的文句邊做修改，

而研究者也發現文句不通順流暢、用詞過於淺白不精確是學生最常出現的狀況，

歸咎原因則不難發現平時不愛閱讀的學生，其學習辭彙的來源只有國語課本，所

以能應用的辭彙資料庫也非常有限。是故，研究者幫助學生修改文句的同時也如

同在進行詞彙教學一般，例如甲生原本寫「突然他聽到小聲的聲音說…」，研究

者將之修正為「突然他聽到微弱的聲音說…」，解釋「小聲」和「微弱」意思雖

然相近，但微弱更能適切的表達發聲者用細微氣息說話的樣子（0524教學觀省）。

研究者也發覺，辭彙教學不僅是在閱讀時討論看不懂的字詞，在寫作教學也是教

導辭彙的好時機。 

2. 當學生在進行寫作時遇到困難，給予直接協助外也告知學生修改文句的理由，

有助於學生學習自行潤飾文章的技巧 

  研究者在一開始便察覺學生們寫作能力不足且動機薄弱，透過口頭引導再自

行修正的成效相當有限（0427 教學觀省）。平衡讀寫教學是直接教學與非直接教

學併行的教學法，其中 Rief 和 Heimburge（2007）指出在面對讀寫困難的學生時，

更應該給予明確具體的指導，提供學生直接協助，例如：在進行草稿書寫時給予

直接協助，或直接告訴他們幾開頭的幾個句子。研究者在課堂之初多直接給予修

改的指示，擦掉句子並指示寫上什麼內容，但漸漸的研究者發現這樣的方式過於

威權，不僅使學生的聲音消失，也讓學生養成依賴研究者提示的習慣，無法增進

學生主動修改的能力（0427 教學觀省）。發現問題後研究者思考：「既然給予直

接提示是有用的策略，那麼該如何增進學生思考呢？」於是，研究者開始嘗試告

知學生修改文句的理由，期望學生們能瞭解修改依據，而非亂改一通。研究者也

發現此舉有助於學生學習自行潤飾文章的技巧，例如先前甲生在寫作時，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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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若同樣的連接詞連續出現兩次，意思雖然一樣，但讀起來不夠流暢，因此建

議他修改第二次出現的連接詞，就在本單元寫作時，研究者請甲生自己朗讀「…

然後漁夫感覺腳底下有一隻手在抓他的腳，然後他就被拉到水底裡…」讀完後停

頓，研究者問甲生有沒有哪裡聽起來怪怪的？他就馬上指出第二次出現的「然後」

需要修改，此時我建議他「因為這兩句話是有先後順序的，除了用『然後』，也

可以用『接著』」（0524 教學觀省）。可見逐一為學生修改文句並告知修改理由雖

然耗神費時，但只要學生能確實從中累積潤飾文句的能力，就相當值得。 

3. 能力較好的學生，會在文章中應用由閱讀文本中所找出的優美詞句 

  本單元的迷你課程是複習過去所學習過的各種修辭法，如：譬喻法、排比法、

類疊法、擬人法和摹寫法等，並在閱讀時，將應用這些寫作技巧的優美詞句找出

來，並抄在學習單上。原本研究者的教學目的只是要讓學生能由認識到理解，只

要能分辨哪些詞句使用哪些修辭法即可，但在進行文章寫作時，卻發現語文能力

較好的乙生主動參考學習單上應用排比法的詞句，在文章中寫上「許多無頭鬼在

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飄來飄去」，研究者這時也才再次查覺，語文

能力即是聽、說、讀、寫等這項能力的總合，寫作技巧的學習在由認識、理解到

應用的歷程可以在閱讀和寫作中這麼自然的過度（0524 教學觀省）。因此，統整

式的語文教學不無道理，往後的課程中不管在進行閱讀教學抑或寫作教學，也都

要盡量整合其他各項語文能力。 

4. 是否讓學生將閱讀書籍帶回家進行子親共讀，成為研究者的兩難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非常認同父母親參與讀寫教學的重要性，認為學生能夠透

過與不同對象的閱讀經驗回顧文本內容，精熟閱讀策略並重組理解經驗，這對於

閱讀理解能力的增強是相當有效的（Rief & Heimburge, 2007），故子親共讀成為

本課程設計的要素之一。但在實施後卻發現，在本單元（下一單元亦是），乙生

與丙生都發生將書籍帶回家閱讀卻在下次上課忘記帶來的情況，「要不要讓學生



 

96 
 

把書本帶回家進行子親共讀？」變成研究者相當兩難的問題。會讓學生將書籍帶

回家除為平衡取向讀寫教學之理念外，且課堂閱讀時間有限，無法將多文字文本

逐一閱讀，又看到學生們對閱讀興致勃勃，也不忍打斷他們的興致；但另一方面，

下一次課堂仍是安排閱讀時間，如果學生忘了帶來就等於沒有閱讀材料可以閱讀，

如此課程也無法順利進行了（0520 教學觀省）。研究者最後還是傾向讓學生將書

籍帶回家閱讀，解決的方法是盡可能同一本書籍再想辦法多借一本，或是兩人共

讀一本，這在只有三人的小班級中勉強適用，但若到了人數多一些的大班級，或

許還需要尋找其他的方式來克服。 

十、單元十：校園歡樂多 

（一）教學目標：（1）能閱讀 2000-5000 字以內的橋樑書。（2）能摘要故事資訊。 

              （4）能依段落架構創作一則故事。 

（二）閱讀材料：《屁屁超人》、《屁屁超人與飛天馬桶》、《屁屁超人與直升機神 

         犬》。 

（三）教學流程 

  此單元的發想是由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而來，三位學生皆表示

表常喜歡聽父母親說小時候的故事給我聽，想要知道他們怎麼長大的，感覺很有

趣，因此羅列這項關於校園生活的單元至課程中。課程係由「校園趣事你我他」

的活動開始，由研究者分享校園生活的趣事開始，接著請學生讀立閱讀《屁屁超

人》系列的橋樑書，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記錄優美詞句，並在文章中

覺得好玩有趣的片段貼上便利貼。閱讀後討論故事中趣味片段的聯想，以及每個

主角的個性和超能力，思考要和哪一個角色當朋友。進入寫作課程後，研究者先

複習各個學過的修辭法，並介紹關於快樂的辭彙。接著是請學生列出升上三年級

以來所參與的學校活動，設定寫作場景，最後請學生參考寫作架構，創作一個故

事－「鬼話連篇－（題目自訂）」。本單元在完成隨堂測驗後結束。研究者對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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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課程與教學的省思如下： 

1. 回家作業完成比例低，子親共讀成效不佳 

  在課堂之初，研究者即發現回家作業要確實完成實屬不易，一來它並非班級

導師指派的回家功課，不算正式成績；二來學生皆曾表示父母無暇協助他們完成

作業；第三則是學生表示原本的作業已經很多，不想再增加作業負擔。但為試圖

達到子親共讀的目的，研究者仍未將回家作業刪除，但有稍做調整，例如，朗讀

對象除父母親外，也可以是家中其他長輩或手足，此外分量也減輕，以一至兩題

的問答方式進行即可，也以獎勵章作為鼓勵，而課程內容也要確保在未完成回家

作業的情況下也能順利進行。但在研究者調整回家作業的進行方式後情況卻也不

見改善，體整而言三位學生在十個單元中有完成回家作業的次數，平均只有二至

三次，成效不佳（0607 教學觀省）。研究者省思，若要使子親共讀在本補救教學

課程中確實執行，除要以靠導師協助督促外，也要盡可能和家長達成共識（例如

舉辦會面座談或電話聯繫等），但牽涉家庭教育範圍，研究者在執行上仍有相當

難度。 

2. 平衡「指定寫作（guided writing）」和「選擇寫作（choice writing）」，滿足學生

的寫作動機 

  在進行閱讀教學時，研究者就發現因為閱讀的故事背景與學生的校園生活相

近，且各個角色鮮明，內容顛覆現實又詼諧風趣，這些因素都讓三位學生讀得津

津有味，在閱讀討論時，三位學生對於角色都有自己的看法，也有各自愛戴的人

物，並且三位學生更異口同聲表示：「想和書中的人物做朋友！」（0603 教學觀

省）。誠如 Rief 和 Heimburge（2007）所述，身為教師，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學生

開始動筆，我們就必須平衡「指定寫作（guided writing）」和「選擇寫作（choice 

writing）」，必須允許學生選擇寫自己想寫的故事、想放入的角色、想設定的場景。

因此，為了呼應學生們的心向，研究者在本單元寫作前的準備階段，和學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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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虛實，以真實的學校活動（如：運動會、戶外教學等）作為時空背景，再假

想故事中的人物來到真實世界的場景，想像力果然如孩子的天賦般，馬上就擦撞

出創意十足的炫爛火花。而研究者也認為，尋找學習動機的最好方式，就是由觀

察著手，儘管只是一句話都有可能是開啟學習欲望的鑰匙，而老師要做的，就是

找到這把關鍵的鑰匙。 

3. 課程結束學生閱讀書籍為橋樑書，還未開始閱讀兒少小說 

  研究者最初的課程設計，其最終目標是使學生能讀立閱讀「兒少小說」，兒

少小說內容幾乎全以文字敘述為主，且字數也會比橋樑書更多。但課程開始進行

後，除隨著讀寫時間增加而使預定課程延宕外，研究者也發現學生過去對橋樑書

的缺乏閱讀經驗，僅有乙生表示過去有看過類似的書籍，另兩名學生則表示這是

首次嘗試閱讀橋樑書，整體而言，學生對此類型的閱讀文本仍感到陌生（ 0610

教學觀省）。的確，學生過去的閱讀經驗多以圖畫、漫話、繪本為主，要邁入橋

樑書就需要時間適應，因此要使學生能夠開始閱讀兒少小說，則還需要更多教學

時間；此外，研究者詢問丙師一般學生的閱讀文本，他也表示：「一般三年級的

學生，若不是經過特別引導，很少會主動閱讀兒少小說，過於艱澀且多量的文字

對他們來說是困難的，何況他們是語文能力較低的學生。」是故，研究者檢討原

定的目標似乎太過於高估學生的能力，又若要達成原定目標，則需要更長的教學

時間才得以有機會達成。 

参、課後省思方面 

  當課程進入尾聲，研究者也有如釋重負之感，雖然教學的過程有甘有苦，但

對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收穫仍是從中所得到的寶貴經驗，不僅是課程設計上的，尚

有與學校行政、導師與家長協調上的，以及教師生命成長上的，都使我這趟旅途，

載回滿滿的豐碩行囊。以下研究者就課後省思列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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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學校行政單位聯繫，能協助研究者取得豐富可用的教學資源 

  在進入研究學校以前，研究者對於該校而言就如同局外人一般陌生，因此在

正式課程開始前，與行政人員協調的工作就顯得格外重要。一進入校園所接洽的

行政單位即是輔導處，獲得補救教學課程實施的批准後，遂請輔導處連繫三年級

各班導師薦舉符合資格的學生，並發送問卷給欲參加的學生家長，前置作業得以

順利完成，都有賴於輔導處的密切協助。此外，因課程所需研究者與承辦人員協

商希望能有一處可展示學生每週作品的布告欄，並欲使用學校圖書館資源，有了

輔導處的支持與居中協調，研究者順利獲得許多豐富的教學資源，讓補救教學課

程得以順利進行。因此，補救教學教師與學校行政若能彼此信任、互相配合，將

能使學校資源做有效的運用，也能使課程推展更為順利。 

二、與級任導師進行會談，能幫助研究者與導師建立合作關係，並瞭解學生背景 

  在正式課程之前進行前測時，研究者就發現學生來自各個不同的班級，不僅

研究者對學生感到陌生，學生與學生之間也不甚熟悉，尤其平日補救教學教師不

同於級任教師，與學生的相處時間有限，對學生學習狀況與家庭背景的掌握亦不

足，且學生也對為什麼要來參加補救教學感到質疑。是故研究者在正式課程開始

的前一週，就對級任老師進行拜訪以瞭解學生平日的學習表現，這些重要資訊幫

助研究者迅速掌握各個學生的起始能力與學習所遭遇的困難，也便於安排教學的

內容與難易度，並訂定合宜的班級經營方針。此外，研究者也讓教師明白本課程

的上課時間、課程內容、期末訪談內容與時間以及其他需協助配合之處，與導師

建立合作關係後能更利於補救教學課程的進行。 

三、若取得家長信任，能幫助補救教學更為順利可行 

  研究者在課程開始之前有給家長一封信，告知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

授課時間與地點及需配合事項，並留下個人聯絡資料，告知家長可隨時與研究者

聯繫學生的學習情況。與家長取得信任，就如同建立起堅固的組織網絡，會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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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更為順利，綜觀整個課程進行的過程，雖然家長未與研究者討論學生的學習情

況，但學生也沒有出現恣意請假、曠課的情形，並配合完成部分家庭作業，這都

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之上而得到的成果。 

四、研究者在教師生命歷程中的成長 

  在課程結束後，細細回顧研究者擔任補救教學教師的兩次經驗，在第一次任

教時正因為知道學生們的迫切需求，而即於將自己認為「有用的」知識塞給他們，

埋首於課本、評量、測驗卷之中，試圖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科表現，自認為已相當

用心、盡力。但到了這次任教，隨著與學生相處的時間增加，也才漸漸體認到這

些與自己成長背景迥異的孩子們，對身為教學者的研究者而言著實有一道鴻溝需

要跨越，研究者需要打破過去一貫的成長模式－「學習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放下握在手中的教師權威－「我不僅是老師，更是陪伴孩子一同成長的朋友。」；

跨越看不見卻存在著的階級與文化差異－「屏除過去因階級和文化差異所產生的

偏誤的意識形態，接納與了解學生的文化背景。」試著走進他們的世界裡，才能

從中牽引出真正的學習價值，面對弱勢的孩子，教學者在心態上也必須要有所轉

變。 

  然而，綜觀整體研究成果，此研究所觸及的面向似乎更貼近於「弱勢學生」

的補救教學，而非學生「新移民子女」的背景變項。研究者在貼近觀察這群新移

民子女的過程中發現，新移民家庭對國語文學習所造成的影響是家庭環境中語言

刺激不足，但這些孩子處在臺灣社會，與外界溝通仍以國語為主，因此當學生開

始上學後，這項不足很容易就被補足。相較於學生為新移民子女這項變項，研究

者更認為學生的學習心態、自我期望、父母期望、家庭社經背景，以及所擁有的

學習資源等，才是影響國語文讀寫能力的關鍵，而這些與弱勢學生的定義不謀而

合。換句話說，不具備這些弱勢條件的新移民子女，他們仍然有相當大的機會獲

得優異的學業表現；但有弱勢條件的新移民子女，他們的不足不能全全歸因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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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移民子女的「身分」，更應該以「弱勢學童」的角度看待之。職是之故，當

在規畫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之課程時，要考量的重點不能只在於發音矯正、

錯別字補強、識讀能力提升等，還得考慮學生面對學習困難時的心理狀態，以及

其所擁有的學習資源為何。此外，在篩選補救教學對象時，也不適合僅以「新移

民子女」的背景變項作為標準。對於哪些學生才真正具有補救教學需求？補救教

學對象是否適合以族群作為區分？補救教學內容所涵蓋的範圍是否擴及情意層

面？這些都是未來研究可再商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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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配合研究目的，將國語文補救教學所得之資料做質量並陳分析。第一

節至第三節分別檢視三位受試學生在「讀寫動機」、「閱讀能力」以及「寫作能力」

等三個項目上的成效。而為了解學生對於整體課程之想法，故第四節以國語文補

救教學問卷及教師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表作為分析依據，描述學生對整體補救教

學課程的回饋。本章將對研究目的所欲探究的國語文讀寫補教教學之成效，做一

描述與討論。 

第一節  國語文補救教學對讀寫動機的轉變情況 

  「動機」是學習或從事任何事情的成功關鍵，更是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方案中

首要的核心要素（Cooper, 2000）。此外，張新仁（2001）也提及學習動機往往會

影響學習成就，補救教學課程及教學活動設計不可不將之列為考量。由此可知「讀

寫動機」在本國語文補救教學中的重要性，也是受試學生能否增進讀寫能力的關

鍵之一，因此將「讀寫動機的成效」置於第一節。本研究所指讀寫動機為「閱讀

動機」以及「寫作動機」，此節將以閱讀動機量表、寫作動機量表、研究者的教

學觀察與省思記錄表以及教師訪談等資料，檢視國語文補救教學在讀寫動機上的

成效如何。 

壹、閱讀動機 

  研究者先由三位學生在閱讀動機量表的前後測結果來分析三位學生在閱讀

動機的「整體表現」，接著再交叉比對教學過程所蒐集而來的質性資料，進一步

分析「個別學生」在閱讀動機上的轉變與成長。以下茲就此兩部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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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位學生在閱讀動機的整體表現 

  研究者依據三位學生在閱讀動機量表的前後測結果，分析受試者在閱讀動機

的整體表現，量表共有 49 題，其中有關「閱讀內在動機」有 29 題，即個體因自

身的信念、興趣等內在因素所產生的閱讀動機；「閱讀外在動機」有 20 題，即個

體因外在環境如競爭壓力、社交理由或為獲得他人認同等所產生的閱讀動機。於

表 5-1 列出三位學生在閱讀動機量表的前後測結果，分析如下： 

（一）學生參與本補救課程後，閱讀動機增強 

  由圖 5-1 可知甲生、乙生和丙生三人在參與本補救課程後，在閱讀動機量表

的總分皆向上增加，三位學生的進步幅度由多至寡排序為丙生、甲生、乙生，量

表總分分別增加 98分、27分及 23分，換算成百分比則為 50%、13.8%以及 11.7%。

8可知三人在量表得分皆呈現向上攀升的現象，表示學生在參與本國語文補救教

學後閱讀動機皆被增強了。 

 

圖 5-1 「閱讀動機量表」前後測長條圖 

（二）本課程同時提升學生的閱讀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是人的一生中，強而有力的學習資源，它也意志力的縮影，它是由

個體所感受到的興趣、愉悅和自由所組成，當內在動機啟動時，會使各體全然專

                                                      
8
 百分比換算公式為：增加的分數/量表總分(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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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所從事的活動中，並持續一段時間（Deci & Ryan, 2002）。隨著年齡的增長

學習不再全然依靠外在酬賞，內在動機應逐漸與外在動機並駕齊驅，因此在教學

中協助學生養成內在動機有其必要性。觀察表 5-1 甲生在後測的內在動機總分為

98，佔內在動機整體的 84.5%，與前測相比增加 20.2%；外在動機總分為 65，佔

外在動機整體的 81.2%，與前測相比增加 6.5%。乙生在後測的內在動機總分為

113，佔內在動機整體的 97.4%，與前測相比增加 11.2；外在動機總分為 77，佔

外在動機整體的 96.2%，與前測相比增加 12.4%。丙生在後測的內在動機總分為

103，佔內在動機整體的 88.8%，與前測相比增加 51.7；外在動機總分為 74，佔

外在動機整體的 92.5%，與前測相比增加 47.5%。由上述資料可見三位受試學生

在經過本補救教學後除外在動機有所增強外，內在動機也相對提升，表示整體閱

讀動機的提升並非全然來自於外在動機的增強，隨著課程進行也逐漸激起學生對

閱讀的興趣與增強對閱讀的信念，進而產生激發學生閱讀的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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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閱讀動機量表」前後測分析表 
 

 內在動機 內在動

機總分 

(116) 

外在動機 外在動

機總分

(80) 

閱讀動機

總分 

(196) 

閱讀效
能(20) 

閱讀挑
戰 

(12) 

閱讀好
奇(12) 

閱讀投
注(20) 

閱讀重
要性
(24) 

為抒發
情緒而
讀(28) 

為競爭
而讀
(16) 

為成績
而讀
(12) 

為社交
理由而
讀(24) 

因順從
而讀
(12) 

為認同
而讀
(16) 

甲

生 

前測 
12 10 7 13 16 18 76 10 12 15 10 13  60 136 

(60%) (83.3%) (58.3%) (65%) (66.7%) (64.3%) (65.5%) (62.5%) (100%) (62.5%) (83.4%) (81.3%) (75%) (694%) 

後測 
16 10 11 18 19 24 98 12 10 20 10 13 65 163 

(80%) (83.3%) (91.7%) (90%) (79.2%) (85.7%) (84.5%) (75%) (83.3%) (83.3%) (83.3%) (81.3%) (81.2%) (83.2%) 

進退
步幅
度 

20% 0% 33.3% 25% 12.5% 21.4% 20.2% 12.5% -16.7% 20.8% 0% 0% 6.5% 13.8% 

乙

生 

前測 
18 8 9 1 20 27 100 12 11 19 10 15 67 167 

(90%) (66.7%) (75%) (90%) (83.3%) (96.4%) (86.2%) (75%) (91.7%) (79.2%) (83.3%) (93.8%) (83.8%) (85.2%) 

後測 
18 12 12 19 24 28 113 15 12 23 11 16 77 190 

(90%) (100%) (100%) (95%) (100%) (100%) (97.4%) (93.8%) (100%) 95.8%) (91.7%) (100%) (96.2%) (96.9%) 

進退
步幅
度 

0% 33.3% 25% 5% 16.7% 3.6% 11.2% 18.8% 8.3% 16.7% 8.3% 6.3% 12.4% 11.7% 

閱 

 讀 

  動 

   機 

受 

 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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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閱讀動機量表」前後測分析表（續） 

 

註 1：前測與後測結果是以「得分」表示。其中，「為抒發情緒而讀」的總得分為 28；「閱讀重要性」及「為社交理由而讀」的總得分皆 28 分；「閱讀效能」及「閱 

     讀投注」的總得分為 20 分；「為競爭而讀」及「為認同而讀」的總得分為 16 分；「閱讀挑戰」、「閱讀好奇」、「為成績而讀」及「因順從而讀」的總得分皆 

     為 12；而「閱讀動機量表」的總得分為 196 分。 

註 2：各細項得分下方括號內數字為各項目之「得分百分比」。得分百分比=(該項目得分/該項目總分)*100%（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一位）。 

註 3：進退步幅度=(該項目後測得分-該項目前測得分)/該項目總分*100%。 

 內在動機 內在動

機總分 

(116) 

外在動機 外在動

機總分

(80) 

閱讀動機

總分 

(196) 

閱讀效
能(20) 

閱讀挑
戰 

(12) 

閱讀好
奇(12) 

閱讀投
注(20) 

閱讀重
要性
(24) 

為抒發
情緒而
讀(28) 

為競爭
而讀
(16) 

為成績
而讀
(12) 

為社交
理由而
讀(24) 

因順從
而讀
(12) 

為認同
而讀
(16) 

丙

生 

前測 
12 4 3 9 5 10 43 10 4 7 6 9 36 79 

(60%) (33.3%) (25%) (45%) (20.8) (35.7%) (37.1%) (62.5%) (33.3%) (29.2%) (50%) (56.3%) (45%) (40.3%) 

後測 
17 12 10 19 21 24 103 15 12 22 12 13 74 177 

(85%) (100%) (83.3%) (95%) (87.5%) (85.7%) (88.8%) (93.8%) (100%) (91.7%) (100%) (81.3%) (92.5%) (90.3%) 

進退
步幅
度 

25% 66.7% 58.3% 50% 66.7% 50% 51.7% 31.3% 66.7% 62.5% 50% 25% 47.5% 50% 

閱 

 讀 

  動 

   機 

受 

 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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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位學生在閱讀動機的個別表現 

（一）甲生 

1. 甲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檢視甲生在表 5-1 閱讀動機前測總分得分百分比為 69.4%，表示甲生在閱讀

動機量表中獲得逾七成的得分，顯示甲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整體的閱讀動機並

未特別低落，對閱讀不至有排斥感。再細看量表中的每一項目得分百分比，得分

達八成以上的有內在動機的「閱讀挑戰」，以及外在動機的「因順從而讀」、「為

認同而讀」和「為成績而讀」，進一步顯示甲生在參與本補救教學課程之前在閱

讀過程如遇困難會盡力解決，另一方面也相當認同閱讀是為符合他人要求、為得

到成人與同儕的讚揚，和獲得更好的成績，整體而言閱讀動機來源大抵為外在閱

讀動機。其中「為成績而讀」一項更達 100%，顯示甲生又特別認同閱讀是為了

獲得好成績，對甲生而言為了得到好成績而閱讀是一項重要的閱讀目的。而為了

解甲生過去的閱讀行為與態度，故在學期初訪問甲生的導師（以下簡稱甲師），

甲師表示：「甲生是一位很聽話的孩子，你要他做什麼事他就會去做，所以如果

你有規定他要看書他就會去看，但是平常他並沒有借書的習慣，在閱讀課或早自

修幾乎都是看圖畫書，字太多的他看不懂會不想看（0315 甲師訪）。」綜合甲師

的觀察可初步得知，甲生會順從課程規定而進行閱讀，也會盡力在閱讀時會盡力

克服閱讀上的困難以求得好表現，但因閱讀能力較差所以會選擇自身能力足以駕

馭的圖畫書來閱讀。 

2. 甲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當進入實驗階段開始進行補救教學課程之後，研究者也發現甲生順從師長希

望獲得認同的特質，他會盡力符合研究者的要求。在第一階段中以短文和圖畫為

主要閱讀材料的課堂中，對所閱讀的文本有很高的閱讀意願，能發現箇中樂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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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與人分享。 

 研究者：這裡有九個小亨利漫畫，你看完之後要挑一個最喜歡的剪貼在學習單 

     上喔！ 

 甲生：好多喔！我想要一百個！（接過漫畫便開始專注閱讀） 

 甲生：（過一陣子看到其中一則便哈哈大笑）老師，你看這篇這個好好笑 

    喔！他拿蜂窩去參加花展耶！（0322教學觀省） 

  第一階段的閱讀材料與甲生的初始能力、興趣相當，所以課堂表現大多積極、

主動，但有時也會顯得沒有信心。 

 研究者：我要請你們挑戰的任務就是想像一下如果有第五張圖，可能會發生什 

     麼事呢？ 

 甲生：ya! 

  乙生：啊！我想出來了，就是小弟拿著小黃亂嚇人，然後他拿到廚房媽媽就問 

    他那是什麼？他把箱子打開結果媽媽就被嚇到了，就處罰他不行睡覺。 

    我還有第二種想法喔。 

 研究者：嗯，真有趣！那甲生呢？ 

 甲生：嗯……和他一樣。 

 研究者：你看完沒有其他的想法嗎？ 

 甲生：（搖搖頭）就是和他一樣。（0322 教學觀省） 

  上述情況可見原本對活動很有興趣的甲生，原本應該會有許多想法的他，在

經過其他同學發表後卻只表示和他人相同。甲師也表示甲生在班上發表時較為退

縮，不會主動爭取發言機會，請他回答簡單問題時音量也偏小，對於在全班面前

回答問題顯得較沒自信（0315 甲師訪）。研究者猜想甲生可能因為過去的學習歷

程所得到的挫敗經驗，致使他不太願意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在補救教學課

堂上盡可能減低競爭性，也以開放式問題為主，鼓勵分享與交流而非回答標準答

案，之後至課程結束甲生不願意發表閱讀想法的情況就只發生過這麼一次，也使

研究者瞭解在補救教學課堂營造學習情境的重要性。 

  到了第二階段開始閱讀繪本，甲生對與母親文化背景相關的書籍顯得特別有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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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拿出三本閱讀的書籍介紹)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各國的新年故事，這本 

     是中國的，這本是越南的，這本是緬甸的，另外這裡還有補充的故事。 

 甲生：老師，有越南的嗎？我想看越南的那一本。 

 研究者：那你就選《越南春節的竹竿》，它是在講越南春節的由來和傳統慶祝 

     的方式。 

 甲生：喔，我有在越南過年過耶！因為我媽媽就是越南人。 

 研究者：那你可以看看書上寫的和你在越南過年的情況有沒有不一樣！（0415 

          教學觀省） 

  除文化背景相關主題能引發興趣外，甲生對於與生活經驗相關的主題也興致

高昂，課堂中常常能連結且分享過去的相關經驗。 

 研究者：小朋友…我們今天要來讀有關神明的故事，總共有六個神明，我現在 

          來一一介紹…。（拿起書）這個就是媽祖… 

 甲生：我認識媽祖，他的生日剛過！ 

 研究者：你怎麼知道呢？ 

 甲生：因為我們家也有在拜拜啊！而且「細說台灣」也有常常出現媽祖，我小 

    時都有在看。…還有「細說台灣」也有演門神就是一個鬼要去別人家， 

    如果沒有祂（門神）的掛牌就不能進去，祂（門神）就會來阻擋。（0422 

    教學觀省） 

  

 （第九單元，介紹完要閱讀的書籍時） 

 甲生：老師，我看過一個很恐怖的，就是有一個人頭，還會這樣（脖子往前伸） 

    喔！恐怖死了！（0517教學觀省） 

  甲生在《各國的民間故事》的單元中，也特意挑選與母親文化背景相關主題

的書籍閱讀，閱讀過程專注，遇到讀不懂的詞語也會請教研究者，可以感受到他

想要了解完整的故事內容，一個字也不想遺漏。讀完後甲生又依據研究者的介紹，

在隨意翻閱書籍後依自己對書的直覺選擇了日本民間故事《鶴妻》，讀完後深受

內容感動，這也是甲生在課堂上第一次主動嘗試選擇閱讀與過去經驗無關的書

籍。 

 甲生：（讀完之後）我最喜歡這本書，我覺得這個鶴妻好可憐又好偉大喔。 

 研究者：恩，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甲生：因為他拔自己的羽毛做成美麗的布，去市場換錢。 

 研究者：那你覺得男主角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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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生：很不好，很不應該。（0426教學觀省） 

  隨課程的進行閱讀書籍的文字量越來越多，但甲生並未因此而抗拒閱讀，反

而因先前對閱讀所產生正向經驗讓他發現閱讀的樂趣，而有越讀越有趣、越讀越

喜歡的現象。到了第三階段第十單元閱讀《屁屁超人》系列橋樑書時，甲生能夠

專注的時而念讀、時而默讀的閱讀完兩本書籍，並且時常看到有趣好玩的地方就

迫不急待的與同學或研究者分享（0510 教學觀省）。此現象也正好呼應表 5-1 中

甲生在「閱讀好奇」與「閱讀投注」為進步幅度為最高的兩個項目，顯示甲生開

始會對於各式書籍產生興趣，不管主題與自身經驗、背景是否相關，都願意花一

些時間、精力來閱讀它。研究者也認為甲生能本著對閱讀的好奇而願意嘗試、挑

戰閱讀過去不會主動閱讀的書籍，就是一項很好的跨越。此外，甲師也有觀察到

「甲生對補救課程所提供的書比較有興趣，看他上次帶了好幾本回家，也會在班

上看，他對班書就沒有這種興趣了（0607 甲師訪）。」除顯示課程的閱讀材料足

夠引起甲生的興趣外，研究者也推測或許是因為在讓學生選擇讀物之前都會為每

本讀物做簡介，使得研究者對讀本的評價成為甲生挑選的依據，而基於對教師的

信任，甲生也會依賴老師的選擇來挑選閱讀讀本。 

 研究者：（簡介完後）這四本就是我們要閱讀的書，這兩本是講中國的「怪」 

     的故事，這兩本是講「鬼」的故事，你們自己選吧！ 

 甲生：老師，哪一個比較不恐怖？ 

 研究者：這本《葉限》吧！感覺很神奇，但是不恐怖。 

 甲生：那我要這本。（0517教學觀省） 

  在補救教學結束後甲師觀察到甲生在閱讀課時的轉變－「以前他都是『陪』

同學一起看，因為他無法、也沒有興趣獨自閱讀，在討論時都是附和同學的想法

比較多，不然就是只對圖片做討論，例如：『啊，你看這個很可愛！』或『你看

這邊有個圖耶！』但是現在他能自己去找喜歡的書看，雖然都是繪本類書籍較多，

但已經能坐下來自己翻書慢慢看了（0607 甲師訪）。」綜合上述資料，可窺見甲

生從閱讀的「陪伴者」逐漸轉變為「悅讀者」的成長軌跡，甲生對有興趣的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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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更多的時間閱讀，也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更有信心了。最後，由表 5-1 可發現

相較乙生和丙生的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為相對增長的情況，甲生的外在動機在

「為順從而讀」及「為認同而讀」的部分是呈現持平的情形，而在「為成績而讀」

則呈現減少的趨勢，顯示甲生的內在動機在增長的同時，外在動機並沒有相對的

提升。造成此現象的確切因素研究者目前還不得而知，但由課堂觀察可發現甲生

的閱讀動機來自於閱讀所帶來的愉悅與滿足，或許如此讓他逐漸查覺提升學業成

績不是閱讀的唯一目的，才使量表結果有此轉變。比較三位學生的表現，亦顯示

就動機而言，由外在動機轉向內在動機的歷程中，其所需的時間、提升的幅度結

果並不一致，是因人而異的。 

（二）乙生 

1. 乙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觀察乙生在表 5-1 閱讀動機前測得分佔了總分的 85.2%，顯示乙生在參加補

救教學之前就已擁有相當的閱讀動機，為三位學生中閱讀動機最為強烈的一位。

各項目中除內在動機中「閱讀挑戰」一項得分百分比為 66.7%外，其餘項目之得

分百分比皆在 80%以上，其中又以「抒發情緒而讀」為最高達 96.4%。顯示乙生

在閱讀過程中如遭遇困難比較沒有動力去解決，也不會對自認超出自我能力的書

籍產生想要挑戰的興趣。然而，在從事閱讀活動時卻會將之視為抒發情緒的管道

之一，體認閱讀所帶來的利益不僅在於課業及語文能力的提升，更是自我情緒舒

展的出口，此一體認與其他兩位學生很不同。此外，表 5-1 也顯示乙生在參與補

救教學之前對閱讀充滿好奇亦對自我閱讀效能具有自信，知曉閱讀的重要性，並

願意投注相當的時間進行閱讀並與他人分享閱讀心得，閱讀一部分也是為得到師

長或同儕的認同，或順從師長的指示，另一方面也認為閱讀不僅為提升學業成績。

然而，對於乙生的情況研究者由乙師的訪談中發現有不一樣的觀察，乙師表示「乙

生不會主動借閱學校書籍，閱讀課多看圖畫書，無法靜下來看一本文字書，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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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瞭解故事更深層的意義，文章理解力較弱（0309 乙師訪）。」對於這樣不一致

的結果，研究者認為有可能是乙生在填寫量表時為符合研究者期待與符應個人期

望，而產生此量表分數偏高的現象。關於乙生的情況研究者將在課程開始進行後

進一步的觀察如下。 

2. 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就研究者在第一階段教學過程中的觀察，同表 5-1 之前測結果可見乙生在課

程之初即對閱讀充滿熱情，不會畏懼、排斥閱讀與參與閱讀討論，例如在閱讀小

亨利漫畫時能主動對閱讀的圖片提出自己的想法。 

 （上課前黑板上貼有四幅小亨利連環漫畫的圖片） 

 乙生：（一進教室就大喊）哇！是小亨利耶！ 

 研究者：你們有看過國語日報的小亨利嗎？ 

 乙生：（聲音宏亮的說）有。 

 研究者：黑板上的四張圖片沒有按造順序排好，你們上來講臺討論一下該怎麼 

     排才對。 

 乙生：（一站上台隨即發表看法）我覺得這是第一張，他先去買東西，這個是 

    第二張，應該是他們去玩具店，第三張是小亨利拿著箱子…（0322教 

    學觀省） 

  乙生總是期待每週我帶去的書籍，閱讀時眉宇間專注的神情更是不言而喻，

亦與甲生相同，對與自身生活經驗、文化背景相關的書籍能引起共鳴，並樂於分

享自己的經歷與想法（0426 教學觀省）。 

 （研究者介紹完書籍《傳家寶被》後） 

 乙生：我們家也有傳家之寶，是我的祖先流傳下來的，那是一條黃金項鍊喔！ 

    就在我緬甸阿嬤家裡。 

 研究者：你怎麼知道呢？ 

 乙生：我媽媽跟我說的啊！（0506教學觀省） 

 乙生：這本（指繪本《潑水過新年》）我看過了，不過我還想要看一次！ 

 研究者：好啊！那等一下你就選這本。 

 乙生：老師，我跟你說喔，我也有在緬甸過過新年，是我叔叔騎摩托車載我去 

    參加（潑水節）的。（0412教學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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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與其他兩位學生不同的是，乙生更加確信閱讀能幫助自己的語文能力獲得

增強，能使自己的語文能力變得更好，所以會比另兩位學生付出更多的努力，尤

其在課程的中後階段此現象更趨明顯。 

 乙生：這本（指）今天沒有讀到，我要帶這本書回家讀。（0506 教學觀省） 

 丙生：我不想看了。 

 乙生：你要看完啦！這樣才可以學得比較多耶，所以我喜歡讀書。（0527教學 

    觀省） 

 （在填寫第九單元學習單猜測字義大題時） 

 乙生：老師，我可以再多寫一個嗎？這個『漣漪』我也不會，我想要學起來。 

 研究者：可以啊，你就補在下面。（0520 教學觀省） 

  而比較乙生在第二階段單元五與第三階段單元九的閱讀學習單「猜測字義大

題」的狀況，即可發現他對自己的要求逐漸升高，在第一次寫時只達研究者的最

低標準，但在第九單元時不僅達到原訂標準，還主動增列一項。顯見乙生在閱讀

中如遇困難字詞會盡力解決，也會為了想要多認識一些新的詞彙而更加努力從事

閱讀活動。 

表 5-2 乙生的閱讀動機在學習單的進展比較表 

  此現象也猶如表 5-2 所示，乙生在閱讀內在動機中的「閱讀挑戰」是全項目

裡進步幅度最多的一項。回顧乙生在閱讀文章時必然會有一些看不懂的詞語，希

第二階段單元五學習單 第三階段單元九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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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研究者給予直接的提示，通常研究者會引導學生利用上下文來猜測詞義，並將

結果寫在學習單上；但有時急欲往下讀乙生就會想要省略猜測的步驟，此時若學

生已達最低要求，研究者通常會直接給予回饋。 

 乙生：老師，這個，什麼是「御廚」？ 

 研究者：請你把這句和下一句唸一遍，我們來猜猜看它可能的意思。 

 乙生：灶神原本是天宮裡的御廚，他做的菜好吃得不得了。 

 研究者：哦，所以「御廚」可能是天宮裡的一個職位囉？ 

 乙生：專門做菜的，是廚師！ 

 研究者：嗯，「御」就是指玉皇大帝專用的意思，「廚」就是廚師。 

（0429 教學觀省） 

  研究者認為乙生在「閱讀挑戰」一項能有更高動機，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來

自於研究者所提供的即時支持，補救教學師生比低，而學生語文能力欠佳往往在

閱讀時會因辭彙量、閱讀理解能力而影響閱讀效率，當閱讀者感受不到自我效能

時，閱讀動機自然下降。是故，研究者認為要協助學生在閱讀動機中的「閱讀挑

戰」一項有所提升，其中一項策略即是在學生出現問題時，給予立即指導，以協

助和陪伴的姿態陪伴學生一同面對困難。 

  觀察乙生在表 5-1 的後測結果，全項目的得分百分比皆達到了 90%以上，顯

示在經過補救教學後乙生對閱讀表現更多正向動機。然而與課程介入之前的情況

相同，就乙師在期初與期末的觀察，他發現「乙生除了會看共讀的書，這類必讀

的書籍之外，平常不太會主動借書，閱讀課也是挑那種圖片比較多的書來看，他

的閱讀動機改變不大（0608 乙師訪）。」顯見乙生在一般教室與補救教學課堂上

的表現仍有所差異。研究者依據在課堂上與乙生互動的經驗分析，認為量表結果

有部分的確是為符合乙生的個人期望，雖然分數因期待而偏高，卻也道出他內心

對自我的嚮往與期許；另一方面，比較三位學生的課堂行為表現，也的確可發現

乙生是三位學生當中最為主動積極的一位，也很願意在課中、課後投注心力閱讀

書籍。然而，造成此現象的因素必定交錯龐雜，研究者也就只能所蒐集而來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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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來推敲可能的原因，除補救教學方式與一般閱讀課程的差異之外，另有一部分

可能也是來自於對研究者的情感依附。 

 乙生：老師我跟你講你不要跟其他人講喔，我不喜歡住在那個家。因為我每次 

    都會被媽媽打，我被打的時候爸爸不會保護我，他都在睡覺。 

 研究者：為什麼媽媽要處罰你呢？ 

 乙生：我每次遇到功課就會跟她起衝突了，所以如果遇到不會的題目我會靠自 

    己，我會自己想辦法我不想去找媽媽的麻煩，我覺得她不關心我，她常 

    常打我，她一點都不愛我。（0510 教學觀省） 

  由上述研究者與乙生的對話可知乙生在家庭中所獲得的學習與情感資源都

很薄弱，因此乙生會有些不自覺得將對父母情感投射至研究者身上，特別會與研

究者分享生活瑣事、課業煩惱，有時也會口誤叫我「媽媽」，期末還特地自製了

兩張卡片，在他心中研究者的教師形象同時也代表著足以信任、可依賴的大人。

因此他也特別喜歡上研究者的課，當學期要結束時乙生亦顯得難過與不捨，並告

訴研究者下學期還想繼續上。 

 乙生：老師你下禮拜還會來上課嗎？ 

 研究者：嗯，只上到下禮拜五喔，之後我們課程就結束了！ 

 丙生：ya！好棒喔，下禮拜就可以不用上課了。 

 乙生：（轉頭面對丙生）你高興什麼，我們就看不到老師了耶！我很難過你還 

    這麼高興。（0603教學觀省） 

 

 乙生：老師，你下學期還會繼續來上課嗎？ 

 研究者：不一定，但是應該不會吧！ 

 乙生：ㄏㄚˊ，我希望你能繼續教我，我還想要繼續上。（0610 教學觀省） 

  然而構成學生閱讀動機的要素繁多，研究者無法精準的逐一剖析，但透過觀

察在期末可見乙生在補救教學的課堂上更能認同閱讀的重要性，也能樂在其中。

本來沒有閱讀習慣的他，也從第八單元起真的會持續閱讀從課堂中帶回家的各式

書籍（0510 教學觀省）。而研究者也從和乙生的相處過程中發現每個孩子的心靈

都有一塊柔軟的地方，老師的工作可能不僅是設計成功的課程方案與運用有效的

教學策略，可能還要是能與學生真誠相待、給予同理支持與無條件積極關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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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師生間的信任關係，就是建立穩固的師生互動基礎，也是有效教學的墊腳石。 

（三）丙生 

1. 丙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觀察表 5-1丙生在閱讀動機前測得分為 79，占總分的 40.3%，為三者中最低，

可知丙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其閱讀動機是三位學生中最為薄弱者，對於閱讀活

動並未有明顯的閱讀動機。各項目的得分百分比多落在 20%至 40%間，其中內

在動機中的「閱讀好奇」、「閱讀重要性」及外在動機中的「為社交理由而讀」此

三項度得分又為最低。表示丙生又特別認為閱讀並不重要，無法藉由閱讀學到寶

貴的知識；看到喜歡的主題或新鮮有趣的書籍時不會想要閱讀；不會與朋友或家

人分享閱讀感受與想法，也不會為了與人討論情節而閱讀。此結果與丙師在期初

訪談時的觀察結果相同，丙師表示就過去的觀察，丙生較喜愛戶外活動，對閱讀

的興趣較低，比較常看圖畫書，閱讀理解力不佳，不易理解長篇文章的內容，此

外在班級進行閱讀活動時專注閱讀的時間短，時常無法自行閱讀完一本文字較多

的書籍（0308 丙師訪）。綜合兩項資料，可推測丙生對於閱讀的興致不高，比起

閱讀文字為主的書籍，更喜歡閱讀圖片多於文字的文本，過去對於閱讀的正向經

驗並不多，未經驗與理解閱讀為自身所帶來的益處，因此也較為缺乏主動閱讀的

動機。 

2. 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在補救教學課程開始之後，依據研究者在課堂中的觀察發現，丙生在課程一

開始非常排斥閱讀活動，在課程的第一階段以閱讀短文、圖片和分享經驗故事為

主，所以參與度尚可，但進入第二階段閱讀繪本時就顯得相當沒有耐心。 

 （第五單元選完書籍請學生開始閱讀後，研究者先與乙生共讀，丙生開始遊蕩） 

 研究者：丙生，請你快點坐下來讀書，不要走來走去了！ 

 丙生：一下要我這樣，一下要我那樣，你到底要我怎樣啊？奇怪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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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還是你要我陪你一起讀？ 

 丙生：我才不要。（開始玩抽屜的物品，陸續拿出木條、書本逕自把玩） 

 研究者：那你自己先看一下內容，我等一下再過去陪你。（0412 教學觀省） 

  上述情況是丙生第一次在課堂上閱讀繪本的情形，丙生無法專注的投入在所

選擇的書籍，除抱怨、分神外，閱讀也是用「跳躍」的方式概覽閱讀，直到研究

者與丙生以輪讀的方式逐字朗讀，才免強把內容讀完並找出學習單上的提問。到

了下一單元，研究者準備的書籍由三本增加為五本，在閱讀前也將每本的內容介

紹得更為詳細，除概覽故事外也說明圖片內容，此舉也引起丙生的注意。 

 研究者：（指《破鳥蛋》的某一頁圖畫）你們看，這個故事發生在菲律賓，所  

     以菲律賓人就住在這樣的房屋裡，也有許多棕梠樹。 

 丙生：動物都在路上走耶！  

 研究者： 對阿，這些動物沒有關在動物園裡，是居民養的。 

 丙生：這個地方我叔叔有去過，那邊的動物都走在路上的。（0422 教學觀省） 

  最後在挑選閱讀書籍時，丙生雖然一開始先選了別本書，不過第二本就選擇

了《破鳥蛋》來閱讀，閱讀的專注力與上週相較已稍有提升，雖然還是會因教室

外的聲響而分神，但已能自行坐定嘗試理解故事內容，並在比較兩則故事後選出

《破鳥蛋》的主角「班鶉」為最喜愛的角色，並將此篇故事作為寫作課時改寫的

範本。由此可見，丙生不是如此厭惡閱讀這件事，而是需要有更多的引介來誘使

他進入充滿趣味的書本世界。而對閱讀的好奇與投注也逐漸被引發，尤其到了第

七單元「召喚守護神」更是如此，丙生因家庭宗教信仰對神明相當熟悉且敬畏，

更好奇與神明相關的傳說故事，就研究者觀察此單元對丙生而言相當具有吸引

力。 

 （在第七單元介紹完書本內容後） 

 研究者：好，現在你們一人選兩本。丙生你要什麼？ 

 丙生：我要財神，我需要財神！還有有兩個人的那個。 

 研究者：是門神嗎？ 

 丙生：對。老師，你的書是去哪裡買的啊？ 

 研究者：有些是去圖書館借的，有些是去書店買的。 

 丙生：（翻閱《好好拜拜》一書）我也好想要一本喔！你送給我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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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可以啊，這些書可以當成期末兌換點數的獎品。（0429 教學觀省） 

  丙生在此單元的閱讀表現與先前相較，除更能專注一致不需要研究者在一旁

督促就能仔細閱讀完故事內容外，也能針對閱讀文本提出更多討論，甚至在課堂

結束後主動表示要把還沒看完的書帶回家繼續閱讀，並在下一節課時第一次分享

自己在家中的閱讀情況，顯見丙生對閱讀投注的時間與精力更較以往增加，也首

次成為班級中最快閱讀完兩本繪本，完成學習單的學生，此外亦透過閱讀與他人

分享書中的內容及自己的看法，這都是先前所未見的。 

 （第七單元第五節課，一上課回收上次帶回家的繪本時） 

 研究者：你帶回家有看嗎？ 

 丙生：有啊！ 

 研究者：真的啊，那你和誰分享？ 

 丙生：爸爸啊，他說我們家後面烘爐地那裡就是拜財神的，我也有看過有很多 

    人都會拿錢去那邊拜拜，會發財耶！ 

 研究者：真的喔，老師都不知道呢！（0506教學觀省） 

  而這股閱讀意願也持續延伸到之後第三階段閱讀橋樑書的單元，不管在單元

九《鬼怪傳說》或在單元十《校園歡樂多》，閱讀或填寫學習單時顯得煩躁、沒

有耐心的情況已減少不少。在期末訪談丙師時，他也發現「他以前就不是一個喜

歡閱讀的小孩，不過現在有比以前專心一些，如果以前能專心看十分鐘，那現在

他已經能專注二十分鐘，認真靜下來看書了（0607 丙師訪）。」而在第三階段，

研究者也進一步發現丙生除閱讀的專注力穩定提升外，對文本內容也更願意花心

力探究，能更仔細思考學習單的問題，不再只是抓著老師要答案反而盡可能自己

回到書本尋找答案，學習態度的轉變也使的學習單的品質提升不少。顯示丙生能

利用學習單來監控自己的閱讀歷程，使得閱讀的過程能進一步進行更多深入的思

考，而非只是瀏覽文字表面的意涵。 

 （單元九，丙生正在閱讀《葉限》一書） 

 研究者：丙生，別忘了學習單上的題目，你要一邊讀一邊找答案喔！ 

 丙生：（拿過學習單看了一下）啊！這個類疊法是這個嗎？ 

 研究者：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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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生：這個「他越聽越覺得奇怪，越聽越覺得好奇」。 

 研究者：為什麼他是類疊呢？ 

 丙生：因為它重複兩次。（0520教學觀省） 

  表 5-3 為第一階段單元四與第三階段單元十學習單比較表，單元四為丙生首

次閱讀繪本，丙生閱讀時專注力不足，多看圖片而不願意閱讀文字，所以學習單

也是寫寫停停不甚用心，字跡潦草且錯別字多，要求由書籍中找出答案的大題雖

有內容但不夠精確，語句也不通順。到了單元十為最後一次閱讀橋樑書，可見在

學習單上的撰寫上字體較為端正，也更為用心，遇到不會寫的詞彙會向老師詢問，

同是由書本中尋找答案內容也更為精確，整體而言學習單的質與量都有所增進。 

表 5-3 丙生的閱讀動機在學習單的進展比較表 

 

 

 

 

 

 

 

第一階段單元四 第三階段單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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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丙生的閱讀動機在學習單的進展比較表（續）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這些改變最初都是由「引起興趣」開始，吸引丙生進

入閱讀世界後才使閱讀的專注力提升，再透過閱讀教學增進閱讀效能，當他發現

自己讀得懂想要了解的東西時，就會更有自信的去面對閱讀中所遭遇的挑戰，最

終由閱讀的成果來驗證閱讀的重要性，形成一個不斷閱讀的迴圈。而就研究者觀

察，使丙生「引起興趣」的關鍵點就在第七單元所閱讀的神明系列繪本，此繪本

就如同 Trelease（2001）研究中所指的「全壘打書籍」，指在有一次美好的閱讀經

驗便可以讓人從此愛上閱讀（引自李玉梅譯，2009）。正因為教師無法預測哪一

本書會是學生的「全壘打書籍」，所以學校或教師提供學生豐富多元的書籍就顯

得格外重要。 

  最後由表 5-1也可發現丙生在閱讀動機量表的後測得分比前測增加了 50%，

是三位學生中進步最多者，顯見丙生整體的閱讀興趣有明顯的提升。其中又以「閱

第一階段單元四 第三階段單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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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挑戰」、「閱讀重要性」和「為成績而讀」進步最多，顯見經過補救教學後他能

以更積極的態度來面對閱讀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且也發現閱讀對於學習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並且閱讀也會使成績更為進步。然而，和甲師與乙師的觀察相同，

丙師表示「他現在在班上仍然不會去圖書館借書，不喜歡看字很多的書，如果是

圖畫書就會看得津津有味一點。」顯見他所增進的閱讀興趣還未展現一般教室的

情境之中延展。 

  由上述三位資料可見，三位學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的閱讀經驗都較於匱乏，

而開始進行閱讀課程之後，所表現出的閱讀動機也截然不同，但不管如何，當學

生開始在閱讀的過程中得到正向、愉悅的閱讀經驗後，就較樂於投入閱讀活動之

中，而這段沉潛的時間有長有短，因學生的舊有經驗、學習態度和性格而略顯不

同。此時，教師的重要任務就是「瞭解」與「觀察」，由正式和非正式的交談了

解學生的各種生活經驗，並和透過形成性評量瞭解讀寫能力，才能夠選擇學生有

興趣並符合閱讀能力的文本，再者教師可以為每本書籍做豐富的導讀、並在閱讀

過程中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提供適時協助，陪伴他們與他們坐在一起一同輪讀，

都有可能是觸發學生對閱讀產生興趣的方法。 

貳、寫作動機 

  同閱讀動機的分析方式，研究者先以寫作動機量表的前後測結果來分析三位

學生的「整體表現」，接著再交叉比對研究者的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表、導師訪

談、寫作作品等質性資料，進一步分析「個別學生」在寫作動機上的轉變與成長。

以下茲就此兩部分說明： 

一、三位學生在寫作動機的整體表現 

  研究者依據三位學生在寫作動機量表的前後測結果，來分析學生在寫作動機

的整體表現，量表共有 26 題，其中又分為「寫作的重要與效用」、「寫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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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情感」及「寫作興趣」四個向度。研究者於表 5-2 列出三位學生在寫作動

機量表的前後測結果，分析如下： 

（一）學生參與本補救教學後，寫作動機皆增強 

  由圖 5-2 可知甲生、乙生和丙生三人在參與本補救課程後，在寫作動機量表

的總分皆有提升，三位學生的進步幅度由多至寡排序為甲生、丙生、乙生，量表

總分分別增加 29 分、27 分及 8 分，換算成百分比則為 27.9%、26%以及 7.7%。

9與閱讀動機量表結果相同，雖然學生個別的進步程度多寡不一，但由結果可得

知在經過本國語文補救教學後學生的寫作動機皆有所增強。其中乙生原先在滿分

104 分的閱讀動機量表之前測得分已達 95 分，在天花板效應的影響下其進步成

績有限，但不表示其閱讀動機最差，相較之下反而是三位學生中閱讀動機最強的

一位，個別學生的相關討論於下一段落中呈現。 

 

圖 5-2 「寫作動機量表」前後測長條圖 

（二）學生參與本補救教學後，在寫作的「自我效能」進步最多 

  比較三位學生在寫作動機四個項目中的進步幅度，發現「自我效能」一項不

約而同為三位學生增加幅度最多的項目。可知在經過本補救教學後，學生對自我

表現寫作能力的信念增強，對自我產生較高的期望，遇到挫折時也能夠以較為積

極的態度面對，學生在面對寫作時的自我信念不再是懷疑、畏懼，認為自己做不

                                                      
9
百分比換算公式為：增加的分數/量表總分(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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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反的，是認為自己可以達到目標，且越做越好。學者 Deci 和 Ryan （2002）

亦將學習的內在動機分為「具有效能感」（perceived competence）與「具有自主

性」（perceived autonomy），認為當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是能夠做得

來的，且對於自己所從事的任務感受到足夠的自由與掌控時，才能產生內在動機。

因此，研究者也認為要使學習者在課程中轉變學習心態，其中一項要點就是要幫

助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見證自己的成長，勇敢的跨越自我限制，自信的迎向未知

的挑戰。 

表 5-4 「寫作動機量表」前後測分析表 

註 1：前測與後測結果是以「得分」表示。其中，「重要與效用」、「自我效能」及「寫作興趣」 

     的總得分皆為 28 分；「寫作情感」的總得分為 20 分；而「寫作動機量表」的總得分為 104 

     分。 

註 2：各細項得分下方括號內數字為各項目之「得分百分比」。 

     得分百分比=(該項目得分/該項目總得分)*100%（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一位）。 

 

重要與效用

(28) 

自我效能 

(28) 

寫作情感 

(20) 

寫作興趣 

(28) 

總分 

(104) 

甲

生 

前測 
22 

(78.6%) 

8 

(28.6%) 

9 

(45%) 

13 

(46.4%) 

52 

(50%) 

後測 
25 

(89.3%) 

20 

(71.4%) 

13 

(65%) 

23 

(82.1%) 

81 

(77.9%) 

進退步幅
度 10.7% 42.9% 20% 35.7% 27.9% 

乙

生 

前測 
26 

(92.9%) 

24 

(85.7%) 

19 

(95%) 

26 

(92.9%) 

95 

(91.3%) 

後測 
28 

(100%) 

28 

(100%) 

19 

(95%) 

28 

(100%) 

103 

(99%) 

進退步幅
度 7.1% 14.3% 0% 7.1% 7.7% 

丙

生 

前測 
14 

(50%) 

16 

(57.1%) 

12 

(60%) 

14 

(50%) 

56 

(53.8%) 

後測 
24 

(85.7%) 

26 

(92.9%) 

15 

(75%) 

18 

(64.3%) 

83 

(79.8%) 

進退步幅
度 35.7.% 35.7% 15% 14.3% 26% 

平均進退步幅
度 16.3% 29.6% 11.6% 19%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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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進退步幅度=(該項目後測得分-該項目前測得分)/該項目總分*100%。 

註 4：平均進退步幅度=(甲生進退步幅度+乙生進退步幅度+丙生進退步幅度)/3 

二. 三位學生在寫作動機的個別表現 

（一）甲生 

1. 甲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檢視甲生在表 5-4 寫作動機前測總分得分百分比為 50%，表示甲生在閱讀動

機量表中僅獲得逾五成的得分，為三者中最低，顯示甲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對

寫作並未有足夠的動機來促使他從事寫作任務。再細看量表中的每一項目得分百

分比，最高的是寫作的「重要與效用」佔該項目總分的 78.6%，最低的則是寫作

的「自我效能」，只佔該項目總分的 28.6，也是三位學生中最低的一位，另兩項

「寫作情感」與「寫作興趣」之得分，分別佔該項目總分的 45%和 46.4%。此結

果表示甲生非常認同寫作對於學習的價值及其所帶來的效用，故願意為此傾注更

多的心力學習寫作，但同時又深感自己的寫作能力不佳，無法寫出優秀的作品，

對自我的成功期待低。整體而言，甲生的寫作動機來源大底來自於認同寫作的重

要性，但在寫作卻無法深切的感受到自己對此任務具有掌控力，連帶對寫作所感

受到的正向情感與投注的興趣都偏低。為瞭解甲生過去對寫作的行為態度，研究

者在學期初與甲師進行訪談，甲師表示「甲生的國語文學習能力沒有問題，但基

礎不佳、欠缺自信，寫作程度在班級中屬後段，基本的分段、格式和標點符號都

不太行，語句的通順度和語言邏輯都有待加強，應該還沒掌握到寫作的基本原則

和技巧，但未曾聽過他在寫作時抱怨任何事，就是速度會比較慢一些（0315 甲

師訪）。」綜合甲師的觀察可初步瞭解，比起閱讀甲生對於寫作的動機更為薄弱，

寫作能力低於一般平均水準，缺乏信心外也未對寫作產生強烈的興趣。 

2. 甲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觀察甲生開始進入實驗階段後的寫作表現，如同先前假定其並未對寫作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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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在第一單元中，甲生在第一段及第二段內容依造研究者的要求，參考學

習單上已完成的段落與訪談內容仿寫，但因甲生能力還未及能將可用的寫作材料

在文章中重新組合，形成一篇通順的文章，所以寫作時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速度

緩慢，在與研究者確認過這篇文章不算分數後，就乾脆將內容謄過去，最後一段

本要求自行想一個譬喻做結尾，也以「想不到」作罷，直接將範文內容「抄」上

去，頗有交差了事的意味（0318 教學觀省）。 

  由上述事例可窺見甲生一開始會嘗試努力寫好文章，但因過程中遭遇困難退

而求其次的按老師的最低要求完成文章，乍看文章或許尚能接受，但細究過程，

甲生在寫作時若遭遇困難較傾向採取逃避的負向態度，只求「寫完」不求「寫好」。

但研究者也檢討，或許是因為研究者的要求超乎甲生的寫作能力，故臨陣就退縮，

無法激發積極主動、求善求好的寫作態度。接著進入第二單元的寫作課程，研究

者也發現甲生非常依賴老師的「指令」，因為他認為自己寫得「不夠好」，文章除

範例內容外，不會自己增添額外的句子，感覺他對於寫作相當拘謹，害怕犯錯，

需要老師一步步給予具體的提示才有辦法寫出文章（0304 教學觀省）。 

  （第一階段第二單元進行寫作活動時） 

  研究者：剪貼完成就要開始進行看圖寫作囉！你可以參考圖片原本的提示來 

      寫。 

  甲生：（看了一眼學習單就抬起頭）老師我不會寫。 

  研究者：你可以參考我的範文，（指著範文）你看，第一句可以把時間、地 

      點寫出來。 

  甲生：嗯，那我的就是『星期一早上』。（寫完就開始發呆） 

  研究者：你還可以再加上天氣狀況啊！ 

  甲生：（想了一會補上『天氣很熱』，接著抄上原本的圖片提示『我看到一位 

     女士』。） 

    研究者：別忘了還可以加上上次學到的，形容人物外型的形容詞喔！ 

  甲生：啊！那就是高高壯壯的女士。（0322教學觀省） 

  甲生在第一階段中非常需要研究者如此細瑣、具體的直接教學，然而研究者

卻也認為這是必要的過程。一來立即的協助會使甲生降低寫作的焦慮情緒，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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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從中作為支撐其寫作能力的鷹架，由學生的起始點出發逐漸擴展至最終的

教學目標，進而奠基其對寫作的成就感及自信心。 

  歷經幾次寫作經驗進入第二階段課程後，研究者也逐漸發現，雖然仍有些不

確定但甲生開始會為自己所寫出的文字感到些許自豪，數次露出滿意的笑容向我

「展示」他的成果。由此可見，甲生對自己無法寫出好文章的信念已有些鬆動。 

  （第二階段第五單元進行寫作活動時） 

  研究者：這裡老師的範例是『我拿水潑向（  ），希望他們（  ）』，第 

      一個框框是你要祝福的人，第二個框框就是你要祝福他們的事，想 

      好你的祝福，把它寫上去。……甲生，你的祝福是什麼呢？ 

  甲生：嗯，我要祝福『日本的人民』，我希望他們『平平安安健康快樂』。 

     老師，我後面這個是用了兩個成語喔。 

  研究者：用得很好，但要記得在他們中間加上一個頓號。 

  甲生：我真的寫得很好嗎？ 

  研究者：（微笑）真的很好呀，文章要盡量多用成語讀起來就會比較豐富！ 

（0415 教學觀省） 

  在此階段，甲生也開始會嘗試「思考」研究者的建議，而非等著老師給答案，

在用字遣詞、修辭語句上仔細琢磨，努力達到自我檢核表上的要求，追求更好的

表現，也會越來越在意是否能因達到檢核表的各項要求而得到獎勵章。 

  （第二階段第七單元進行故事接寫） 

  研究者：甲生，還記得我們學過的形容詞修辭嗎？你這邊寫『財神坐著一匹 

      馬…』，你可以怎麼形容這匹馬呢？ 

  甲生：（思考了一會兒） 

  研究者：比如為這匹馬加上顏色或動作。 

  甲生：一匹『金黃色』的馬。（0503 教學觀省） 

  （在第二階段第七單元，研究者請甲生核對檢核表） 

  研究者：（指著檢核表）甲生，你有用到摹寫法嗎？ 

  甲生：嗯…（看著文章，但沒找到。） 

  研究者：甲生，沒關係，我們來加上聽覺摹寫，你看一看可以加在哪裡？ 

  甲生：（從第一段開始看）這裡可以嗎？「小丸子感到很驚訝」，變成「小丸 

     子驚訝的叫了一聲『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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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可以，很好，這樣檢核表這欄就可以打勾了。 

甲生：YA！（0506教學觀省） 

  同時，甲生也逐漸意識到自己身為「作者」的身分，能藉由文字來嘗試表達

內心的真實想法，而不完全依賴研究者的提示。例如過去在第四單元《傳家寶貝》

中，甲生在選擇描寫物品時就顯得毫無頭緒、不知所措，頻求助於研究者協助他

尋找合適的描寫物品，為使課程順利進行，故幾乎是由研究者的提示間接指定了

寫作題材，文章自然與作者產生隔閡，情感淡薄且寫作興趣低（0408 教學觀省）。

但到了的九單元《信不信由你－鬼怪傳說》，甲生主動選擇將母親口傳的水鬼傳

說作為主題，除寫作興趣高昂外，內容也整合許多奇幻想法，文章雜揉更多只屬

於甲生個人的聲音，而不再只是符應各種寫作的規則技巧，例如：文章融入前一

單元所閱讀的媽祖故事情節，將媽祖的兩位副手千里眼與順風耳加入其中，並將

國語課課文「立紀念碑」的內容改寫放入最後一段（0527 教學觀省）。 

  至此，甲生似乎也感受到了寫作也可以是趣味盎然，尤其最後一階段的自由

創作，可以感受到甲生在面對寫作時擔心、畏懼的神態少了一些，反而多一些自

信和愉悅，比較一開始的表現著實有很大的差別。然而，研究者也認為這樣的轉

變也與開放式的寫作形式相關，觀察甲生在文章仿寫、故事改寫與自由創作的三

種寫作型式中，在自由創作有較高的寫作動機，此外，也在較有興趣的單元主題

中表現出較強烈的寫作意願。因此研究者也認為寫作型式與單元主題皆是影響學

生寫作動機的因素之一。 

  最後依據表5-4顯示，甲生在寫作動機量表的後測得分比前測增加了27.9%，

可見整體而言，甲生的寫作動機已有所提升。其中又以「自我效能」一項由原本

的 28.6%提升至 71.4%，進步最為顯著，顯示甲生經過補救教學後自我效能信念

增強，對自我的寫作表現有較高的成功期待與堅持。而後測得分百分比超越八成

的有「重要與效用」與「閱讀興趣」，表示甲生更加認同學習寫作的價值，同時

也對寫作產生更濃厚的興趣。在期末訪談中，甲師認為「他上完補救教學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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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就是對閱讀的興趣有提高，而且比較不排斥寫作文，雖然有時候還是會拖

延完成，不過至少他比較願意去寫了（0607 甲師訪）。」可知經過這段時間沉潛，

甲生確實在教學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成長與進步，而應證的過程可能是來自於

每次文章的得分與老師的鼓勵，因此研究者也認同，讓學生參與並看見自己的成

長，就是最棒的激勵良方。 

（二）乙生 

1. 乙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檢視乙生在表 5-4 寫作動機前測總分得分百分比為 91.3%，意即乙生在閱讀

動機量表總分約佔整體的九成，顯示乙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對寫作擁有強烈的

動機。接著分析量表中每一項目的得分百分比，超過九成的有「重要與效用」、「寫

作情感」與「寫作興趣」，其中又以「寫作情感」之得分百分比最高，佔該項目

總分的 95%；而以「自我效能」最低，佔該項目總分的 85.7%，但此為三位學生

中最高之得分。此結果顯示乙生對寫作擁有正向的寫作情感，寫作時較少感受到

焦慮、緊張、害怕等負向情緒，此外，也深刻瞭解寫作對學習的重要性及所帶來

的益處，對寫作也很感興趣，而在面對寫作任務時，也能感受到正向的自我效能。

然而，與上述閱讀動機之分析相同，研究者由乙師的訪談中得到不甚一致的答案，

乙師表示「由外顯行為看不出乙生是否喜愛寫作，但他的寫作能力與班上小朋友

相比差強人意，時常文不對題、文章結構凌亂，寫出文意不清、語句不順的字句，

有時常拖延讀書心得報告、命題作文等寫作作業，在課堂上有時擠半天也擠不到

一個字，就杵在那發呆，寫作算是他最需加強的項目之一（0309 乙師訪）。」此

情況除有可能是為符合研究者期待與個人期望，也可顯現乙生的寫作表現雖然尚

待加強，但也反應出他對寫作能力的企圖心，並為因過去的學習經驗就否定寫作

能力的重要性或低估自己的能力，甚至仍期望自己對於寫作能抱持熱忱，擁有高

度興趣。對於這樣的假設，研究者將在之後進行更詳盡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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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在課程第一單元中，乙生是三位學生中唯一有完成回家作業的學生，進行文

章仿作時皆能合乎研究者的寫作要求，尤其在第二段會嘗試重組寫作材料，增加

文句使內容更為豐富、完整，第三段雖與範文使用同樣的譬喻，卻也稍稍更動部

分句子。顯現在課程之初，乙生的寫作能力稍優於甲生外，寫作態度也相對積極。 

表 5-5 乙生的寫作動機在第一單元學習單的展現 

乙生第一單元文章《媽媽的祕密檔案》之

第二段與第三段內容 

第二段寫作材料：學習單(一)第四大題 

 

 

第三段寫作材料：黑板範例 

 

  由於每單元的寫作文章都會進行批閱與記分，為了讓學生能了解自己作品的

品質，研究者都會公布每位學生的作品得分與評語。乙生第一階段的寫作作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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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最高分的成績，也因此他認為自己的寫作能力較佳，對自己的期望和要求都

比另外兩生來得高，不需要研究者督促就能積極完成，也會主動協助另兩位學

生。 

  （乙生完成第四單元第一段與第二段內容後，請我檢查他所寫的文章） 

  乙生：耶，老師你看，我第一個寫完！ 

  研究者：很好，我來看看。（稍微看完後） 

  乙生：我寫得很好嗎？ 

  研究者：我覺得第二段有點少，還可以再加一些，你之前不是有提到媽媽說 

      胎記有分好和不好的嗎？你要不要把這個也寫上去？ 

  乙生：好，我寫上去。（完成後再次拿給研究者檢查） 

 

  （第四單元，乙生完成全部文章，甲生與丙生則還在寫作） 

  乙生：老師，我寫完了，我可不可以來當小老師，我幫你看丙生。 

  研究者：沒關係，丙生我來看就好。 

  乙生：那我來看甲生的。 

  研究者：好啊！ 

  乙生：（將座位靠近甲生）你不懂得來問我喔！ 

  雖然在前幾單元中可明顯察覺乙生的能力較佳，也具備良好寫作動機，但在

單元六卻出現了一篇不想繼續完成的文章，因原班級臨時有其他要務，故拖延半

小時，原定兩節課要完成的內容只寫了兩段，剩下的部分乙生表示要帶回家寫，

但連續兩週都沒有動靜，最後只勉強用了一句話作為故事結尾。咎其原因乙生表

示「回家很忙，我都沒有時間寫（0429 教學觀省）」、「我有想，可是我已經不知

道要寫什麼了，好難喔！（0503 教學觀省）」觀察乙生在第一段與第二段寫作時

仍相當投入，並有許多獨特的想法。然而寫作時間不足也使得思緒中段，對於文

章的熱情無法銜接，且補救教學的作業一但占用其他課後學習時間，就會成為額

外的負擔，影響完成文章的動機與意願，可見為學生保留完整且充足的寫作時間

有其必要性。 

此外，如同對甲生的觀察發現，乙生對較為自由的寫作型式與有興趣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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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更有寫作欲望，想要將自己的想法用文字詳實的記錄下來而越寫越多。例如

乙生在第八單元的寫作字數約 440 字，遠超過先前各篇約 200 字的文章，並且在

寫作時也會盡可能將所學的詞彙和修辭技巧應用於作品之中，符合研究者的要求，

也會在意是否能達到檢核表的所有要求，獲得更多的獎勵章。 

  （第二階段第八單元，寫到一半乙生比對自我檢核表，發現未符合「使用感 

  嘆修辭」一項） 

  研究者：所以你等一下寫的時候要記得加上感嘆修辭喔！ 

  乙生：喔！我找一下要加在哪裡。 

  （乙生繼續寫作，過了一會兒研究者詢問結果） 

  研究者：你的感嘆修辭在哪裡呢？ 

  乙生：（指第二段結尾）這裡，「結果大雄拿到了考卷大叫『哇哇－我竟然考 

     一百分。YA！』」（0513教學觀省） 

  到了最後一單元，研究者也觀察到乙生會為了使文章的修辭更優美，內容更

為豐富，而不斷的斟酌用詞、修改文句。或許是因為寫作能力的差異，雖然甲生

也會依研究者的提示而修改字句，但依賴教師的程度仍較高，乙生則是越來越能

自行判斷與潤飾文章，最後所寫出的文句往往與研究者的直接提示不同。可見乙

生在寫作時不僅具有精進文章的堅持度，也越來越相信自己有寫出好文章的能力，

寫作的自我效能感透過琢磨文字的過程，與教師所給予的實質肯定而悄然提升。 

  （進行第九單元文章寫作時，原本埋首寫作的乙生突然提問） 

  乙生：老師，有什麼成語是形容膽子很大、不怕死的？ 

  研究者：阿，成語啊…（想了一會兒）我只想到一個俚語「天不怕，地不怕」 

      耶！ 

  乙生：我要把它寫上去！（0524教學觀省） 

  （第三階段第十單元，進行寫作活動時） 

  研究者：接著你可以寫「比賽結束了，我得到…」 

  乙生：比賽結束了，多虧全班的加油讓我得到冠軍！（唱頒獎典禮歌） 

  研究者：嗯，很好。 

  乙生：（開始寫，開始寫時仍有修改，最後完成的是「比賽結束了，多虧全 

     班的加油讓我輕鬆的贏了，我要感謝全班的加油。」） 

（0610 教學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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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5-4 顯示，乙生在寫作動機量表的後測總分比前測增加了 7.7%，可

見乙生經過補救教學之後，寫作動機在有限的進步空間中小幅成長，後測總分的

得分百分比由原先的 91.3%提高至 99%。其中又以「自我效能」一項增加了 14.3%

至 100%，進步最為顯著。顯示乙生在經過補救教學之後，對寫作的自我效能增

強的感受最為強烈，更加確信自己有能力寫出好文章。此外，後測得分百分比高

達 100%的尚有寫作的「重要與效用」及「寫作興趣」兩項，「寫作情感」則與前

測持平，皆為 95%。可推論乙生對寫作時的負向情感在課程的前後沒有明顯的轉

變，而對寫作的重要性則更加認同，也對寫作產生非常濃厚的興趣。 

在期末訪談乙師時，他表示：「乙生在寫作的字數和豐富度都有增加，也會

開始嘗試使用一些四字短語和修辭方法，小日記的內容也比較言之有物，比較不

會像上學期一樣流水帳式的記載，從這裡看得出來他會想要用心把文章寫好。但

是他在課堂上的寫作作業還是很常忘記寫，像是剪報心得、讀書報告和寫作課的

文章，都還要我提醒他，主動性還要加強，上次甚至還有竄改同學作業姓名為自

己名字的情況。（0608 乙師訪）」可知乙師認為乙生在寫作技巧與寫作動機上有

進步，但在一般教室中的寫作作業卻仍時常有拖延、取巧的情形。由此可推知乙

生在班級情境中的寫作動機較為負向，是以逃避、消極的心態來面對寫作這項任

務。此情況與閱讀動機的結果相同，顯然乙生並未將在補救教學課堂中的寫作熱

情，延續至依班教室情境。研究者就課堂中的觀察與省思推測，乙生在補救教學

的班級中，其寫作能力優於另兩位學生，在班級中也時常扮演指導者的角色，使

得自信心、成就感以及自我期望皆相對提升。對乙生而言，或許補救教學的教室

就如同一個新的學習環境、一個新起點，也是一個嶄新的希望。 

（三）丙生 

1. 丙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檢視丙生在表 5-4 寫作動機前測總分得分百分比為 53.8 %，表示丙生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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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量表總分約佔整體的五成四，顯示丙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還未產生特別明

顯的寫作欲望。接著分析量表中每一項目的得分百分比，其中最高的兩項差距不

大，分別是「寫作情感」，其得分占該項目總體的 60%，與「自我效能」，其得分

則占該項目總體的 57.1%；最低的則為「重要與效用」與「閱讀興趣」，其得分

皆占該項目總體的 50%。此結果可說明，丙生認為自己在寫作時稍具自我效能，

認為自己還算有能力掌控寫作這項任務，寫作時產生焦慮、緊張、害怕等負向情

感的情況不算嚴重，但同時卻也認為寫作不會為自己帶來太多效用，對寫作也不

怎麼感興趣。研究者在期初也針對丙生在寫作的行為態度與丙師進行訪談，丙師

表示「丙生的寫作能力不佳，文章字詞語彙不夠豐富，文句過短不流暢，尤其基

本的字詞與標點符號的錯誤率太高。寫作課時不會抱怨，但時常分神導致內容貧

乏，需要老師一對一指導才有辦法完成一篇文章（0308 丙師訪）。」綜合丙師的

觀察，可初步瞭解丙生對於學習寫作的態度較為消極，一方面是認為學習寫作沒

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也認為自己的寫作能力「還算可以」，故對寫作抱持一種

得過且過的心態，並未積極的面對學習寫作時所遭遇的困難。 

2. 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觀察丙生在課程之初對寫作的態度就非常消極，不願意動筆、時常分神，即

使動筆了也常常用敷衍了事的態度完成文章，感覺起來似乎是很不熱衷在寫作這

件事上，而第一單元的寫作文之章也屬半完成品，根據課堂對話可發現，丙生對

於要在課堂之外的時間上讀寫補救教學的課顯得非常不情願，且多所抱怨。 

  （第一單元中，研究者要求開始進行文章寫作後，丙生邊寫邊抱怨） 

  丙生：哎唷，好煩喔，我為什麼要來這裡？ 

  研究者：來這邊是要幫助你們可以看更多的書，寫出更好的文章啊！ 

  丙生：你不能要我們老師換一個同學來嗎？像是Ａ啊，還是Ｂ啊？ 

  研究者：不行耶，（指著空白的稿紙）你快點開始動筆吧！ 

  丙生：（有些惱怒的說）你一直要我寫，我又不知道怎麼寫！ 

  研究者：沒關係，我可以陪著你一起寫。第一段你可以看學習單這裡，把它 

      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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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生：（顯得無奈的樣子）喔…。（0318 教學觀省） 

  丙生一開始對於課堂的質疑與排斥也影響了寫作的動機，但此情況到了第二

單元卻開始有了轉變。原來三位學生雖屬三個班級，但甲生與乙生原本就是課後

班的同學，丙生卻與他們兩個不認識，但隨著課堂進行三位學生的互動也變多，

彼此也會聊天、開玩笑，雖然丙生並未因此改變對寫作的消極態度，但至少他在

這個班級中開始獲得些許的認同感，研究者也多利用同儕合作的方式鼓勵他在寫

作時更專注與堅持。 

  （在第一階段第二單元進行看圖寫作時） 

  研究者：現在丙生的動作最慢，你們兩個要常常幫他加油一下啊！ 

  甲生及乙生：加油～加油～ 

  丙生：（已經開始動筆的丙生沒好氣的說）ㄟ，你們兩個！（0325 教學觀省） 

  經過幾次課堂後，生性活潑的丙生很快的與大家打成一片，也越來越進入狀

況。此外，丙生也很樂於與人分享他的真實生活經驗，也喜愛提出奇異的想法，

時常在寫在前的討論中逗得大家合不攏嘴（0401 教學觀省）。不過在第一階段，

丙生仍會直接抄寫範文，需要研究者帶領著一句句修改才願意動手寫作，寫作時

也顯得心不在焉，寫作意願仍相當低靡。 

  （第一階段第四單元，開始進行第一段的文章寫作） 

  研究者：你為什麼都抄老師的範文呢？（將範文收起）來，你自己照著提示 

      試著寫寫看。 

  丙生：吼，這樣我就不會寫了啦！ 

  研究者：沒關係，我們先從你已經寫上的地方開始改。（0408 教學觀省） 

 

  （在單元四進行文章寫作時，丙生顯得心不在焉） 

  研究者：你為什麼直接把黑板上的引導題目抄上去，沒有自己改寫一下呢？ 

  丙生：不然要怎麼寫？ 

  研究者：你先擦掉，我帶著你一句一句寫吧！…你先說說看，和這份禮物有 

      關的一個事件或一個經驗。 

  丙生：就有一次我叫鄰居叫「ㄍㄡˊㄍㄡˊ」，然後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他就跟我說「哈囉」耶！（開懷大笑） 

  研究者：很好，那你這裡可以先寫上「我記得我有一次」接著就接你剛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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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件事。 

  丙生：（開始動手寫，但卻寫成『我記得我有記得有一次』）（0408 教學觀省） 

  研究者仍持續傳達「會陪著他共同解決、共同面對」的信念，不過丙生對於

自己的文章仍沒有精進的動機，抱持著只要有寫就好的心態，也不會因為文章將

張貼在輔導處前就求善盡美，反倒是甲生對此較為在意。 

  （在第二階段單元五中，進行文章寫作時） 

  甲生：老師要寫多少才算寫完？ 

  研究者：沒有人規定你要寫多少啊，你覺得寫完了就寫完了！ 

  丙生：（這時只寫了兩行）那我寫完了！ 

  甲生：那你貼在那邊（指公佈欄）會被別人取笑喔！（0415 教學觀省） 

  然而，研究者也察覺丙生對很多事情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且充滿豐富的想像力，

不喜被約束框限。所以當研究者鼓勵他改寫範文時，他也都願意說出自己的想法

使文章更顯個人特色，並在研究者的指導下將文章完成，因此研究者認為如果能

在寫作過程中減少非必要的要求並在引導時給予更多的彈性，或許更能增進他的

寫作動機（0415 教學觀省）。而此想法也在第七單元的故事接寫和第九單元與第

十單元的故事創作得到應證，丙生在這些單元中的寫作興趣明顯高於有特定格式、

內容的單元，文章字數明顯增加、內容更為豐富，速度也變快了，且對寫作所投

注的心力也逐漸增加，專注力也更長，丙生也對自己能寫出豐富的文章感到滿意

（0506、0527、0610 教學觀省）。 

  （在第七單元中，丙生正努力的低頭寫作） 

  研究者：你今天寫得好快，都不需要我提醒，不錯不錯。 

  丙生：今天寫這個很好玩，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你看我要寫到第二張了！ 

  研究者：是阿，好厲害！ 

  丙生：我要破記錄啦！（0506教學觀省） 

  此外，丙生也透過班級導師的肯定提升了對寫作的自我效能感，讓他深刻的

感受到，因為這段時間的努力，他的寫作能力已經有所進步。受到同樣激勵的人

還有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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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進行第八單元，學生們陸陸續續進入教室後） 

  丙生：老師，我們老師說我這次作文有進步耶！ 

  研究者：真的阿？是分數有進步嗎？ 

  丙生：我以前作文分數都很爛，現在有八十幾了耶。Ya~ya~ya~（手舞足蹈） 

  研究者：那你覺得自己比較會寫作文了嗎？ 

  丙生：（雖有所狐疑，但仍給了肯定答案）有吧。 

  乙生：老師，我的作文也有進步耶！我上次寫的文章字數是全班最多的喔， 

     我們老師也有說我有進步了。 

  研究者：那很好啊！ 

  乙生：嗯，而且我都會用我們學過的修辭法加上去喔!（0506 教學觀省） 

   當丙生感受到自己確實能寫好文章時，更願意聽從老師的指導為文章做適度

的修改，也會盡力由過去的學習經驗中尋找優美、合適的辭彙，不再顯得不情不

願，或虛應了事，會開始想要把文章寫得更好。 

  （第八單元，進入第二階段的文章寫作） 

  研究者：（指著丙生畫的圖）這種寶石的形狀就叫做「水滴狀」，所以你在描 

      述它的樣子時，可以用水滴狀來形容。 

  丙生：（自行寫下）『寶石是水滴狀的，看起來就像晶瑩的小露珠，會晶瑩的 

     閃閃發光。』 

  研究者：哇！你這一句寫得好美喔！ 

  丙生：這是有一課的課文啊。 

  研究者：你能把它應用在這裡很棒，不過「晶瑩」重複兩次了，我覺得第一 

      個晶瑩可以改成「圓潤」，你想想看，露珠除了看起來晶瑩剔透， 

      形狀是不是也很圓潤？ 

  丙生：（拿橡皮擦擦拭）老師「潤」怎麼寫啊？你寫給我。（0513 教學觀省） 

 

  （第十單元，進行文章寫作時） 

  丙生:老師，絕招的招？ 

  研究者：喔！這樣（拿出紙筆寫下） 

  丙生：是召喚的召嗎？ 

  研究者：不是耶，是手部的招。（0610 教學觀省） 

  到了最後兩單元，也更能主動構思寫作的內容盡可能前後完整、符合題旨，

不需要研究者在一旁時時刻刻提醒，或給予直接提示，甚至在發還文章時會刻意

注意自己的分數是否有更進步了（0524、0527、0610 教學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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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5-4 的結果，丙生在寫作動機量表的後測總分比前測增加了 26%，總

分的得分百分比由原先的 53.8%提升至 79.8%，可見丙生已由原本偏低的寫作動

機，開始進步到擁有較強烈的寫作動機。其中丙生又以「重要與效用」由 50%

進步至 85.7%，以及「自我效能」由 57.1%進步至 92.9%，兩項進步最為顯著，

且「自我效能」一項為四個項目中得分百分比最高的項目。顯示丙生經過補救教

學之後，發現寫作對學習非常重要，也具有學習的價值，此外也逐漸發展出對寫

作的信心，對自己有強烈的信念，確信自己可以寫出一篇好的文章。此外，由後

測得分百分比的結果也可得知丙生在「寫作興趣」與「寫作情感」兩項也稍有進

展，顯示丙生對寫作的喜好程度增加，寫作時的負向情感也減低不少。 

  最後訪談丙師時，他也同樣感受到丙生的改變，他發現「丙生現在寫作文比

較願意去思考，下筆速度變快，寫的也比以前有內容，過去寫的內容比較像流水

帳（0607 丙師訪）。」此外，丙師在期末訪談時也提及「他參加這個課程最明顯

的改變是比較不排斥去讀和寫東西，譬如以前作文課時要他寫文章，他寫一寫就

會發呆，等你去教他、救他，所以作文簿就常常空在那邊，只寫了一行。但是像

最近這次作文課，他自己寫完了的一段才拿來問我『老師這樣可不可以？』像是

想要得到讚美，讓你知道『老師，你看我會寫了！』所以他最大的改變在於他不

會依賴你去教他，可以自己主動完成一篇作文（0607 丙師訪）。」可見丙生不僅

面對寫作的態度較為正面、積極，就連寫作的自我效能也相對提升了。 

  綜合上述資料，由三位導師的期初訪談內容可見三位學生在班級中的寫作表

現皆不盡理想，比起閱讀，寫作活動屬正式課程中的「寫作課」，可說是學生正

在親身經歷的挑戰，也受到過去失敗經驗的影響背負較大的心理壓力。因此，在

挫折感作祟的情況下，補救教學教師如何讓學生在寫作中逐步感受到自信心與成

就感就成為提升寫做動機的關鍵之一。然而，由分析中也發現要使學生能感受到

自己具有寫出「好文章」的能力並非一觸可及，心態上的轉變不僅藉由教師的正

向鼓勵，更多時候還得靠學生在一次次的嘗試中自我驗證自己的成長，當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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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任務具有自我效能感，自然就會提升對寫作的興趣，對寫作的負向情感也會

降低，對教師而言，這個自我驗證的歷程往往才是教學中的最大挑戰。 

参、小結 

  所有行為的背後都必定會有一個充足的理由，而要使學生願意面對、補足自

己的不足，那麼「學習動機」就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也因此，協助學生提升對閱

讀與寫作的動機就是本課程的首要任務。而在觀察學生讀寫動機轉變的歷程中，

研究者也發現目前教學中的不足，可作為未來教學的檢討： 

一、學生的讀寫動機尚未由補救教學過渡到一般教學 

  在美國教育科學院（IES）的報告書中建議，要提升閱讀困難學生參與閱讀

活動，就要觀察這些學生，使用引起他們興趣的教學策略激發閱讀興趣，這種初

始的好奇心就是「情境型興趣」（situational interest），而情境型興趣正是進一步

培養學生達到「持續型興趣」（generative interest）的誘餌（Kamil, M. L. et al., 2008）。

而從前述資料顯示，三位學生在補救教學的班級中的讀寫興趣已有增加，然而佐

以導師的質性資料檢視後發現，三位學生所表現出的「持續型興趣」卻發展有限。

顯示要使初始動機成為持續自主行為的趨力，若只單靠短期的補救教學則成效有

限。因此，要如何使學生的讀寫動機延續到一般的學習情境之中，就是往後需要

努力的目標。 

二、學生少有享受閱讀和寫作樂趣的經驗 

  由學生的讀寫動機量表中可見，雖然學生普遍認同閱讀和寫作的重要性，但

不見得每位學生都能在讀寫的過程中，享受讀寫的樂趣，滿足好奇心、挑戰心與

成就感。此結果也可推知，學生對於閱讀和寫作正向經驗過於貧乏，除學校既定

的學習課程之外，缺乏沉浸於閱讀和寫作的機會。因此，在未來不管是在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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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是家庭之中，要如何豐富學生正向的讀寫經驗是一項值得思考的議題。 

第二節  國語文補救教學對閱讀能力的改變情形 

  王瓊珠（2004）將閱讀能力的成分區分為「識讀字能力」及「閱讀理解能力」，

並表示一個優讀者應該兩者兼備，才能順利的進行閱讀活動。是故，研究者也以

此區分方式，將本節所欲討論的閱讀能力分為「識讀字能力」與「閱讀理解能力」

兩部分討論。此節將以自編識讀字測驗、隨堂測驗聽寫大題、研究者的教學觀察

與省思記錄表以及教師訪談等資料，檢視學生經過國語文補救教學後，在閱讀能

力上的表現是否達到預期成效。 

壹、識讀字能力 

  研究者先行分析三位學生在自編識讀字測驗的前後測結果，以說明三位學生

在識讀字能力上的「整體表現」，接著再交叉比對教學過程所蒐集而來的質性資

料，進一步分析「個別學生」在識讀字能力上的轉變與成長。以下茲就此兩部分

說明： 

一、三位學生在識讀字能力的整體表現 

  研究者依據三位學生在自編識讀字測驗的前後測結果，分析學生在識讀字能

力的整體表現。測驗共有 50 題，其中 80%為「看注音寫國字」；20%為「看國字

寫注音」，出題範圍為翰林版一年級上學期至三年級下學期的生字詞。於圖 5-3 

列出三位學生在自編識讀字的前後測結果，分析如下： 

（一）參與補救教學後，更能掌握過去所學的生字詞 

  分析識讀字測驗的前測結果，甲生在 50 題的題目中只答對 25 題，正確率只

達 50%，為三位學生中最低者，而乙、丙兩生正確率相近，分別為 62%及 60%。

此情況亦顯示三位學生對過去所學習過的生字詞只有五成至六成的記憶，一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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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經產生遺忘，故在不穩固的記憶上疊砌新的詞彙就容易產生混淆。在經過本

研究的補救教學後，三位學生在的「識讀字測驗」的後測皆答對 44 題，正確率

皆為 88%，比較前測結果，甲生的進步幅度達 38%，為三位學生之最，乙生為

26%，丙生為 20%。由此可見三位學生在補救教學後，對於過去所學習過的字詞

確實擁有較高的掌握度，其中又以甲生的進步幅度最為明顯。 

 
 圖 5-3「識讀字測驗」前後測長條圖 

二、三位學生在識讀字能力的個別表現 

（一）甲生在實驗歷程的改變 

  由前述的量化資料中，甲生在識讀字部分有較為明顯的進步，原因為何？根

據研究者對甲生學習歷程的觀察，研究者認為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自我效能

感」的提升。研究者觀察，甲生在隨堂測驗之前，時常是複習最久的學生，他會

很認真的習寫所有同學的錯別字，並且會很在意這一大題有沒有拿到滿分，如果

想不出來還會央求老師再等等，他還要再想一下（0408 教學觀省）。如果測驗時

又再度遺忘，在測驗後則會拿出記錄本，把錯字再多寫幾遍（0527 教學觀省）。

會有這些表現都是源自於他相信自己可以透過重複記憶、反覆練習的方法把這個

字學會，而且他也的確因此而得到與預期相符的結果。此外，甲生也逐漸提升了

自我要求，一開始對於自己的文章滿是紅色字跡並無特別在乎，但最後甲生對不

會寫的字或沒有把握的字一定會問我，甚至要求我批閱時不要用紅筆圈出錯別字，

用鉛筆圈出錯字他會自己修正（0401 教學觀省）。可見甲生的態度相當積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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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渴望自己能改善時常寫錯字的毛病。為瞭解甲生的識讀字能力是否產生遷移，

所以研究者進一步訪談了甲生的導師（以下簡稱甲師），在期末訪談中甲生表示

「甲生在作文簿中的錯別字有減少的趨勢，以前一面可圈出四、五個錯字，現在

大概一面只有兩、三個，在錯別字的部分是有進步的，若以這學期與上學期相比，

約從明顯低落的表現進步到班級平均水準（0607 甲師訪）。」總結而論，甲生在

識讀字方面在參與補救教學後有所進步，已約略能進步到班級平均水準。 

（二）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在期末訪談中，乙師認為乙生在識讀字能力上並沒有特別的進展，就乙師觀

察「乙生識讀字能力有待改進，時常出現左右顛倒的字，而且學過的字很快就會

忘記」（0608 乙師訪）而研究者也發現，雖然乙生口語表達能力很好，但將口語

詞彙化作文字時就常常會問研究者字怎麼寫，或是直接寫錯字（0325教學觀省）。

研究者省思，這有可能是練習機會還不夠多，且在字詞教學上，研究者是「等待」

學生出現錯別字，因此有些過去雖學習過、仍不熟稔的字詞，若沒有在書寫的過

程出現，就會失去練習的機會。雖然如此，研究者卻發現乙生非常努力減少文章

中的錯字，在隔週發還作品時都會主動將錯字訂正，並在作業簿上習寫，他並不

討厭將錯字寫在練習簿上，反而認為那是多練習的機會（0401 教學觀省），可見

乙生很能認同識讀字能力的重要，也會積極練習、努力保持。此外，就起始點而

言，乙生識讀字能力是三位學生中最好的，所以他也常扮演小老師的角色，當同

學有不會寫的字而研究者無暇應付時，他就會主動協助其他同學，這使他對自己

的期許提高，也越來越有自信（0506 教學觀省）。研究者也從乙生的寫作作品中

發現他的錯別字的確有減少的趨勢，尤其是常用的字，例如「之後」、「以後」、「他」、

「它」、「親」、「幸福」等，或許加強的都是過去學習過的字，對正在學習的字詞

並未全面加強，以至於乙師對乙生在識讀字能力上的看法與研究者不同。 

（三）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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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生在測驗中的識讀字能力與乙生相當，但從他寫作的文章中可明顯發現他

的錯別字明顯比乙生多出許多，特別是同音異字的情況，而需要習寫的錯別字也

常常是三位學生中最多的，不過該完成的他還是都會完成（0318 教學觀省）。此

外，丙生在寫作時多半不能自己發現錯字，即使不太會寫也就自己拼湊一下就寫

上，不像另外兩位學生一不確定就會主動詢問，自我要求較低（0322 教學觀省）。

由於丙生不喜愛習寫錯別字，研究者就慢慢鼓勵他寫過的錯字不要再犯，如果真

的忘記了，那就拿習寫簿起來看一次，寫上正確的字就可以不用再練習三遍，但

即便如此，丙生在每單元的錯別字仍然還是最多的。也因此，丙生雖然顯得很不

情願，但在課堂中反覆練習的機會卻也是最多的，或許因為如此才能在識讀字測

驗的後測中得到不錯的成績。而丙師認為經過一學期的補救教學，「丙生的錯別

字有少一點，但還是很多，跟他自己比是有降低一點，但跟一般的學生比起來錯

字率還是太高（0607 丙師訪）」可見丙生雖對過去所學習的字詞因反覆應用與練

習而較為熟悉，但因對學習被動，所以精熟的詞彙僅限於補救教學課堂中所記憶

過的，其餘未再一次強調與正在學習的字詞表現仍不及一般學生。 

  由三位學生在識讀字能力的轉變上可窺見，當學生意識到自己有能力勝任時

對自我的期許就會逐漸提高，進而更專注於學習。而三位學生並不排斥以寫作作

品中的錯別字當作學習的目標字，因為這些字就真實的被使用在他們自己的文章

之中，對寫作者而言就已具有意義。但由丙生的反應也可見，當反覆練習的次數

超過學生所能接受的範圍，也會使學生產生情緒上的反彈，是故以反覆習寫的方

式是否得宜，又多少次數為學生可接受的範圍，或許可以在教學實施之前先與學

生達成共識。此外，學生所習寫的字詞完全來自於寫作文章的錯別字，多為常用

字，也造成其他沒有複習到的生字仍然不會。因此，考量補救教學仍要以跟上學

科學習進度為目的，教師在每單元中羅列學習的目標字為往後教學設計可參酌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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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閱讀理解能力 

  此部分研究者將分析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的前後測，以及隨堂測驗中閱讀

理解大題的形成性評量之結果，以說明三位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的「整體表現」，

爾後再利用研究者的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以及教師訪談等質性資料，進一步分

析三位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的轉變與成長。以下茲就此兩部分說明： 

一、三位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的整體表現 

（一）閱讀理解能力由低分組進步至中分組及高分組 

  表 5-6 為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的前後測分析表，由此表結果可見，三位學

生在接受本實驗教學之前，其閱讀理解能力與一般三年級學生相較明顯落後，皆

屬「低分組」學生。在經過本國語文補救教學之後，三位學生的通過率皆向上提

升，其中甲生與乙生已達中分組水準，丙生則達高分組平均，三位學生的進步幅

度為丙生>乙生>甲生。 

表 5-6 「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前後測分析表 

 

 

 

註 1：「通過率」＝答對題數/總題數 

註 2：三年級「低分組」通過率為.49；「中分組」通過率為.72；「高分組」通過率為.87。 

（二）學生最無法掌握「段落線索」的題目，最能掌握「句線索」的題目 

    表 5-5 為三位學生在每單元的隨堂測驗閱讀理解大題中的答題情況，每單元

各有四題，學生在各單元的答錯題數最多皆為一題，在全部四十題的題目中，三

 
甲生 乙生 丙生 

前

測 

通過率 0.5 0.66 0.44 

學生程度 低分組 低分組 低分組 

後

測 

通過率 0.72 0.89 0.78 

學生程度 中分組 高分組 中分組 

進退步 +0.22 +0.23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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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的答題正確率在九成左右。觀察學生的錯誤題型，以「段落線索」最多，

顯示學生並未能有效摘要出段落意義作為理解文章的線索，且文章字數越多，學

生出現答錯的機率也隨之增加。研究者推測，此現象可能是研究者在教學中的「摘

要策略」只停留在以提問的形式協助學生擷取文章重點，並未進一步協助學生學

習自行摘要段落大意和文章內容。次多題目類型為「字詞意義」，但都分布於第

一階段單元，可見三位學生皆能有效應用教導的「猜測字義」策略來推測文章看

不懂的字詞，所以在「字詞意義」題型的錯誤率有降低的現象。而「命題理解」

題型錯誤次數僅有甲生、乙生各一次的記錄，顯示學生大多能掌握文章主旨，瞭

解文章的核心概念，其中又以丙生掌握的最好。研究者推測，學生在命題理解有

不錯的表現可能是因為在進行閱讀前，全班會針對書名進行「預測」的討論，開

始閱讀後再針對預測結果進行驗證，因此學生學習到用主題抓住文章主旨的技巧。

最後，次數最少的錯誤題型是「人物理解」，顯示學生大多可由文章找出主角特

性的線索推測主角的性格，尤其甲、乙兩生能確實掌握這類型題目，同時也顯示

學生能夠應用在課程中所學習的角色探究技巧，由文章中各種描述該角色的文字

來建構角色的外貌、性格與特色。此外「句線索」是三位學生最能完全掌握的項

目，顯見能找到隱藏在前後句子中的答案。研究者認為，此結果可能也顯示學生

能夠更加專注的逐字逐行閱讀文章，使他們不會遺漏隱藏在字句中的線索。 

表 5-7 隨堂測驗閱讀理解大題答錯題數統計表 

註 1：正確率＝(答對題數/全部題數)100% 

註 2：「字」即「字詞意義」；「段」即「段落線索」；「命」即「命題線索」；「人」即「人物理解」。 

二、三位學生在閱讀理解能力的個別表現 

（一）甲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正確率 

甲生 0 0 1(字) 0 1(段) 1(命) 0 0 1(段) 0 90% 

乙生 0 1(字) 1(字) 0 1(段) 0 0 0 0 1(命) 90% 

丙生 0 0 2(字、段) 0 1(段) 1(段) 0 0 1(段) 1(人)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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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驗教學開始前，甲師描述：「甲生在理解中、長篇文章的能力較弱，常

常讀到一半就會卡住，雖然他看起來一副很努力的樣子，但是你看得出來他看到

一半就卡住了。他看書的速度也比較慢，需要花長一點的時間來理解文章的內容

（0315 甲師訪）。」甲師所描述的情況也在我的班級中發生，但是我發現雖然他

看得慢，但是對於有興趣的文章卻看得很仔細，也發現他對於文章需要較久的理

解有部分原因是來自對一般詞彙過於貧乏，除口頭描述會使用較口語化、淺白的

字眼外，也發現他由文本中所挑的困難詞語是斷句錯誤的型式，顯見其字彙量的

匱乏（0429 教學觀省）。然而，Pressley（2006）也提醒，詞彙量不足會影響閱讀

理解，但並非絕對相關，也可能是與缺乏閱讀主題的背景知識相關（引自曾世杰

譯，2010）。是故，甲生因看過門神相關的電視劇，所以在閱讀『門神』繪本時，

甲生看了一遍之後可以簡潔扼要的重述故事給其他同學聽，但在其他文本就無法

有這種表現（0412 教學觀省）。歸納甲生在閱讀理解的表現，除甲師所說的「閱

讀量低、詞彙量不足及缺乏閱讀興趣（0315 甲師訪）。」之外，我也認為「廣泛

的背景知識」是另一須加以補強的面向。總結而論，甲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在字義

理解的部分有所進步，但對於文章內容的隱喻和更深一層的意涵上，受閱讀量、

詞彙量、閱讀理解技能和主題背景知識的影響還有進步的空間。 

（二）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在學期訪談乙師時，他認為「乙生的專注力不足，容易分心，沒辦法靜下來

看一本文字書，由閱讀心得的內容可以發現他比較無法了解故事更深層的意義與

內涵（0309 乙師訪）。」然而乙師所說的情況，並未在補救教學的班級中被觀察

到，有可能閱讀材料的字數不同或受閱讀主題的興趣影響，研究者觀察乙生在閱

讀時多表現專注、投入，但偶而也會有受外界干擾而中斷閱讀的情況，但最終都

能在回到所閱讀的書籍之中（0412 教學觀省）。到了期末訪談乙師時，他認為乙

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有進步一些，乙師觀察到「在班級共讀時，我會提出一些問題

來探討，有一些的答案就在文章之中，有些則是需要推理、揣摩的，他會比較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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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發言，且內容也比較正確了（ 0608 乙師訪）。」而就研究者在最後一單元的觀

察，乙生在閱讀時非常專注，且能夠由書本中擷取重點，當其他同學看不懂時能

簡單重述一遍內容，並能自行發現問題向我提問，提問層次也明顯比一開始只針

對文字意義的問題還要深入（0610 教學觀省）。可見乙生在閱讀的過程，逐漸由

只求「看得懂」轉為「讀得通」，能更深入思考文章背後的意義與內涵，不止停

留在表象的圖畫、字義的理解。雖然研究者在課堂中有規劃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但此技巧教學的安排並無一套教學指標可循，故始終認為過於零散、不夠完善，

然而經過多次閱讀經驗後，乙生卻能夠自行連結、開展出來，此現象如同Goodman

（1986）所言，我們不用擔心哪些閱讀技巧要先學，只要在「身歷其境式」的課

程方案中，提供兒童理解環境中的文字和書寫有意義的符號，讀寫能力就能自然

發展（引自李連珠譯，1998），雖然上述說法不全然被平衡取向論者所接受，但

平衡取向論者也並未要求閱讀理解教學必然是一套縝密、有系統的結構教學，反

而支持在以全整的語文學習情境為前提之下，安排學習閱讀理解策略之技能取向

課程。最後，乙師提及「在期中考閱讀測驗大題還是不太行，不過從上課表現，

像課文摘要、分析大意這些，他都蠻踴躍發言的（0608 乙師訪）。」可見在一般

學期測驗中乙生的閱讀測驗大題表現的進展仍有限，有可能是意味著乙生在高層

次的閱讀理解能力尚須加強，另一個原因也有可能是在課堂所閱讀的文本內容皆

為相同主題且有討論過程，當乙生對閱讀主題已具備背景知識，且釐清當中大部

份的生字詞彙，自然在閱讀理解上會有較好的表現。 

（三）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在進行補救教學之前，丙師觀察「他在閱讀一本書時不能夠持續專注的閱讀，

會打開一本書，然後都在看同一頁發呆，你就知道他沒有很用心在看（0308 丙

師訪）」顯見丙師認為丙生因專注力不足，無法靜下來唸書，也就無法更深入理

解文字的意涵。而在補救教學進入示範階段開始閱讀繪本時，研究者也發現，丙

生閱讀時常分心，並常常提出與內文無關、天馬行空的想法，或是邊閱讀，邊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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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最近的生活事件，應付式的快速瀏覽文章，就開始找其他的事情做（0412 教

學觀省）。因此，為使丙生能有效進行閱讀，我開始與他一起共讀，請他指著字，

由我唸給他聽，一開始他還是很抗拒，但幾次下來我們可以已經可以用輪讀的方

式進行閱讀（0422 教學觀省）。也開始能夠針對文章提問，但仍以低層次的問題

居多，如字詞意義，發言內容也多圍繞著圖片內容（0426 教學觀省）。雖然如此，

丙生也持續進步中，觀察在丙生開始閱讀橋樑書時的表現，他已經能以圖片作為

閱讀文字的線索，而不再只看是看圖說話，也能在閱讀某段落後分享內心感受，

並清楚指出會有此感受的原因，其他同學問他故事結尾也能簡單說明，與先前相

較可說進步許多（0517 教學觀省）。而丙師在期末訪談中也認為「丙生在閱讀理

解是有提升的，像在最近這次共讀他就有主動舉手回答我的問題，而且也有答對，

表示他真的有看，也能理解故事內容，不然平常他都不太舉手發表的（丙師訪

0607）。」顯見丙生在閱讀時的專注力、持續力增加之後，也開始能發現文章中

的樂趣，主動感受、理解文字中的意涵。 

  由上述資料結果分析，學生在參與補救教學之前的閱讀理解層次多在表層意

義的理解，而導師認為學生閱讀理解能力不足的原因有專注力不足、閱讀量低及

辭彙不足。然而，研究者透過觀察也發現，閱讀理解的前提是要使學生願意踏入

書本的世界，當「作者心中有讀者，讀者心中也有作者」時，才能細細咀嚼文字

所傳遞的意涵，同時也逐漸發展閱讀理解的能力，且某些閱讀理解能力也有可能

是自發的。例如，本課程雖只教導故事結構、提問策略、預測策略及大聲朗讀等

閱讀理解策略，但由乙生和丙生的閱讀歷程即可窺見，有些策略是不需經由教學，

閱讀者就能在探索文本的過程裡自行摸索而開展。也由此可知，閱讀理解教學不

能只著重在策略的教導和應用，同時也要使學生感受到文章中的文學美感，自然

能引發對內容探究的興趣，養成閱讀理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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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小結 

  總結學生在閱讀能力上的表現，在識讀字能力的部分三位學生仍不及一般的

平均水準，可見識讀字能力的補救可能無法只單靠本研究所使用的方式，尚需輔

以其它的教學方法來加強。此外，在閱讀理解的部分，研究者也發現學生因受限

於對背景知識而影響對文章的理解，因此擴充廣泛的背景知識也是增加閱讀理解

能力的方式之一，舉凡科學新知、社會議題、宗教習俗、人文藝術等等，都可以

是語文教學的範疇。 

第三節  國語文補救教學對寫作能力的改變情形 

  研究者將寫作能力以「量」與「質」區分之，前者指的即「寫作字數」，後

者指的則是「寫作品質」，此節即以此兩部分分別討論。資料分析來源有「看圖

寫作測驗」、「記敘文評定量表」，以及學生在學習歷程所留下的「文件檔案」，以

檢視學生在參加補救教學前、中、後，在寫作能力上的轉變為何。 

壹、 寫作字數 

  由於寫作字數受寫作主題、寫作形式（仿寫、改寫、續寫、創作）、寫作時

間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學生在每單元的所寫的寫作文章不列入分析，僅以看圖寫

作測驗的前後測結果，比較三位學生在文章總字數及平均每句字數上的改變。三

位學生在寫作字數上的整體表現分析如下： 

一、學生參與本補救教學後，寫作文章的總字數增加 

  圖 5-4 顯示，學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三位學生在看圖寫作測驗的總字數

以甲生最多，有 153 字；其次為乙生，有 135 字；最後為丙生，有 112 字，而在

經過本補救教學之後，在同一份寫作測驗中，三位學生的總作字數皆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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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丙生增加 85 字達 197 字進步最多，其次則為乙生增加 68 字達 203 字為第

二，最後則為甲生增加 46 字至 199 字，為第三，三位學生後測成績趨近相同。

由此可見，學生在經過補救教學之後，文章寫作的字數皆向上增加，能用更為豐

富的文字將自身所見、所感及所思記錄下來，且原本三位程度不一的學生，最終

達到的寫作總字數相仿。 

 

圖 5-4「看圖寫作測驗」之總字數前後測長條圖 

二、學生參加補救教學後，寫作文章的平均每句字數增加 

  由圖 5-5 可知，甲生、乙生及丙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平均在每一個句子

所使用的字數分別為 8 字、9.6 字，以及 8.6 字，而經過本補救教學之後，甲生

平均每句字數增加 2 字，乙生與丙生則增加 2.3 字。顯示學生在寫作時，每一個

句子所使用的文字更為豐富，能運用更多的詞藻及修詞技巧使文句更有變化，也

更為豐富。 

 

圖 5-5「看圖寫作測驗」之平均每句字數前後測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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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寫作品質 

  研究者參閱張新仁（1992）及謝錫金和岑紹基（2000）等人所修訂的寫作量

表，發展出適用於本研究的記敘文評定量表及量表規準（詳見附錄六），本量表

的評分向度有三，分別為文字修辭、內容思想和文章結構，每向度之下尚有五項

評分細目。研究者即利用此量表評定三位學生看圖寫作測驗的前後測文章以及各

單元的寫作文章，並將結果繪製成折線圖（圖 5-6），以作為分析三位學生在寫作

品質上「整體表現」的依據。再者，研究者將依據導師訪談，並挑選學生在各階

段的一篇寫作文章，進一步分析「個別學生」在參與補救教學的過程中，在寫作

品質上的轉變與成長。以下即以此兩部分說明： 

一、三位學生在寫作品質的整體表現 

（一）本補救教學對學生的寫作品質表現，具有立即成效 

  記敘文評定量表為五點量表，分為「文字修辭」、「內容思想」與「文章結構」

三項評分架構，共 15 個評分項目，因此，總分最低分為 15 分，最高則為 75 分。

觀察下圖 5-6 可見，在前測時三位學生的得分皆低於 40 分，而補救教學介入後，

其寫作品質即明顯提升；而在教學方案撤除後，則明顯下降。顯示本補救教學方

案對三位學生的寫作品質表現，具有立即成效。 

（二）本補救教學對學生的寫作品質表現雖具學習成效，寫作得分上的保留效果

尚不理想 

  由圖 5-6 可見，三位學生的後測得分皆高於前測得分，可知學生在參與補救

教學的過程中，已逐漸習得如何寫出具有較高品質文章的能力，故本補救教學方

案對學生的寫作品質表現具有學習成效。然而，在課程結束後兩週所進行的保留

成效評估中，三位學生在延宕後測的結果卻明顯大幅降低，且甲生與丙生皆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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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平均得分之下，顯見本補救教學方案在寫作得分上的保留效果不如預期，

影響學生的學習因素有許多種，其中也有可能是撤除鷹架的速度太過，缺乏階段

性所致。 

（三）體整而言，學生的寫作品質表現在各階段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 

  本課程方案共分為示範階段、引導階段以及獨立階段，三階段依循教學設計

的循序漸進原則，使學生逐步成為獨立的讀寫者。由圖 5-6 可見三位學生在各階

段中寫作品質的表現情況，整體而言三學生的寫作品質皆隨教學階段呈現穩定提

升的趨勢。然而，在折線圖中也可見兩處陡降的情形，第一次出現在單元四中，

三位學生的表現皆明顯滑落，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因為該單元為課程中第一次進行

狀物類記敘文體的寫作，狀物體對三年級的學生而言是較為陌生且困難的寫作體

裁，因此表現大不如前。而第二次的陡降則出現在單元六的乙生得分，其原因是

乙生在該單元因缺課使寫作時間不足，將文章帶回家也未見完成，最後只能在零

碎時間將文章草草結束，故乙生在單元六的文章寫做得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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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記敘文評定量表」之總分折線圖 

二、三位學生在寫作品質的個別表現 

（一）甲生 

1. 甲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在進行補救教學之前，甲師表示：「甲生的寫作能力偏弱，在三上開始學習

作文的分段、格式、標點符號，但他到這學期（三下）仍然搞不太懂，其中他在

寫作時語句的邏輯不佳，也不太會應用連接詞使文句通順，在寫作時也多使用簡

單的辭彙來描述。（0315 甲師訪）」而研究者在甲生的前測作品中也發現，他會

重複使用相同的連接詞，如：「那裡有水池，還有花朵，還有人穿裙子，還有人

在玩遊戲，也有人在翻跟斗，也有人在綁鞋帶（前文-甲）」，用詞也不夠精確，

如：「他們又穿古老的鞋子，而且他們的衣服好古老（前文-甲）」，其中「古老」

一詞經研究者詢問，期要表達的是很老舊、不堪使用之意。而在語句邏輯上也如

甲師所言，前後句有時並沒有關聯，比較像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如：「如果是

獨立階段 

 （B3） 

引導階段 

 （B2） 

示範階段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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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一定會跑到更（ㄍㄣˋ）大的地方，10比如說很少人又大的地方，很（又）

多人就會很ㄐ一ˇ，所以我才喜歡大的地方，而且有很多花，又有許多的蝴蝶，

又有許多的地板（前文-甲）」前段的陳述與後三句關於圖片的描述並無關連，會

使讀者有不知所云之感。 

2. 甲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研究者挑選甲生在示範階段的第二單元文章、引導階段的第六單元文章及獨

立階段的第九單元之文章（附錄十），來分析甲生在實驗歷程中，在寫作品質中

「文字修辭」、「內容思想」及「文章結構」等三部分的具體轉變。在示範階段，

甲生的寫作文章中用字遣詞都較於直白，無法得宜應用四字短語和代名詞精簡有

力，如：「我和媽媽說我要跟朋友去玩，我回來找媽媽的時候，媽媽突然不見了……

這時媽媽冒出來了，我覺得好好笑。（U2-甲）」此外，文章中很常出現用相同辭

彙表達同一個意思，例如「好開心」、「開心的笑」、「好好笑」等詞彙反覆出現，

缺乏變化。到了第二段「我上去了媽媽就說等一下我就說好（U2-甲）」此句沒有

逗號區隔，對話也未加上冒號與上下引號，顯見標點符號仍尚須加強。而內容思

想的部分也較於空泛，雖來自日常生活經驗，但通篇內容並沒有令人驚喜之處，

然而此階段已可見甲生能跟著課堂的進度逐步學習，如本單元重點在學習看圖寫

作與故事結構的寫作技巧，在文章中也可發現甲生能將故事背景交代清楚，也能

應用四格圖片切割事件的起因、發展與結果。 

  到了引導階段，甲生在標點符號的應用已有進步，在用字用詞上也能依據研

究者的提示和文本內容更為深入、富有變化，如：「我是一位富有的人（U6-甲）」、

「我最喜歡吃山珍海味（U6-甲）」，也會注意文句間的因果關係，使用「雖然…

但是…」、「還是…於是…」的句型，惟仍缺乏修辭技巧的應用。在內容思想的部

                                                      
10
前方的「更」字則為研究者修正之文字，括弧內的「ㄍㄣˋ」字為甲生原本所寫之內容。為求

閱讀順暢，又求能忠實重現原始資料，故在本節撰寫時研究者以修正後的文字為主，括弧內皆為

修正前學生所寫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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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雖甲生已試圖在原著的架構之上改寫故事內容，但仍過於平實，且有些故事

發展也交代不清，如第一段最後「……有一天老婆氣得離家出走，我終於懂了，

為什麼老婆會離家出走了（U6-甲）」前頭雖然有稍微交代主角與妻子間的相處情

況，但在最後並未畫龍點睛的點出妻子負氣離家的原因，使得文句承接上出現懸

缺。而文章結構雖然有首有尾，在第一段與第二段的銜接也還算流暢，但到了第

三段結局的部分就顯得虎頭蛇尾。在此階段，可見甲生在文字修辭有較明顯的進

步，在內容思想的部分已較能明確表達自己的看法與意見，但在文章結構上仍須

加強。 

  最後，由甲生在獨立階段所完成的文章可見，其標點符號已進步許多，文句

應用也日趨熟稔，且能應用過去所學的修辭技巧於寫作文章之中，如應用感官摹

寫法增添詭譎的氣氛，如：「突然漁夫感到一陣寒風咻咻吹過（著），接著漁夫感

覺腳底下有一隻手在抓（著）他的腳…（U9-甲）」，也能加強使用形容詞生動描

繪當時的情境，像是「突然他聽到微弱的聲音…（U9-甲）」、「他不斷的一直叫…

（U9-甲）」、「漁夫幸運的保住了一條命（U9-甲）」等句子。此外，在內容思想

上整體故事雖立基於母親的口耳傳說，也能透過想像結合先前閱讀的神明故事，

將千里眼與順風耳也加入文章《鬼話連篇－水鬼》之中，使故事讀起來更顯鬼魅

奇幻。此外，與先前的文章相較，此篇故事軸線也顯得集中明確，文章結構清晰，

且此篇的結尾也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意境。 

  綜上所論，甲生在參與補救教學的過程中，能遵循研究者的指示改善寫作文

章上的缺失，而他也在「學習－寫作－修正」的循環歷程逐步提升文章的寫作品

質。最後，比較看圖寫作測驗前測文章，同樣在沒有研究者介入指導的情況下，

可見甲生在後測文章中儘管還未能非常流暢的表達文句，但開始會嘗試應用修辭

技巧使文章增添色彩，如應用譬喻法：「我看見他們穿著各種（總）衣服，有黃、

綠、紅色的衣服，就像五彩ㄅㄧㄣ紛的彩虹（後文-甲）」，應用擬人法，如「小

草（一聽也）搖搖頭笑了（後文-甲）」。不再重複使用相同的連接詞，而使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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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還有人…」的句型替代，不過通篇文章只在結尾出現一個句號，也顯

示甲生對於逗號和句號的分辨與應用仍不甚熟悉。再觀察甲生在內容思想的表現，

也發現比起前測，甲生更能展現想像力來創作文章，例如自行將公園命名為「陽

光公園」，並自行為黑白圖片中的景物加上色彩、為人物加上對話。而在文章結

構的部分，內容能前後緊扣圖片主題，文章也開頭也有結尾，結構雖完整但描寫

仍缺乏新意，且多為表象描述。此外，甲師在期末訪談時比較甲生在上下學期作

文簿的表現，認為「比較上下學期的作文簿寫作情況就覺得他進步很多，在上學

期時，甲生寫作時常省略主詞，（翻開作文簿）例如這句『我有一次打破表哥的

杯子，姑姑和表哥發現也不罵我』，她以前可能就會寫成『我有一次打破表哥的

杯子，發現也不罵我』，像這樣跳過主詞，或上下句顛倒的情況以前很嚴重。這

學期雖然錯字仍然沒辦法完全改善，不過語句通順度已經進步很多了。（0607 甲

師訪）」甲師表示，整體而言「甲生在文字修辭的部分稍有進步，但仍屬班上中

等偏弱；在內容思想部分它能切中要旨從生活中取材，並能將自己的想法用文字

清楚表達，寫作速度也變快了，這個有較明顯的進步；最後我覺得他在文章結構

的部分進步很多，以前都會倉促結尾，現在能夠分段並注意段落銜接，也比較能

夠有完整的結尾了。（0607 甲師訪）」 

（二）乙生 

1. 乙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在學期初訪談時，乙師表示就他對乙生在寫作品質上的觀察，他認為「乙生

在寫作時錯別字過多，也時常寫出意思不完整或是不通順的句子，用字用詞也非

常口語，有時候他自己寫的句子他也看不出來錯在哪，我請他唸出來還是覺得不

需要修改。（0309 乙師訪）」對照乙生在看圖寫作的前測結果，也可發現乙生

在寫作時錯別字過多、用字用詞不夠精確，語句銜接時常使用重複的連接詞，如：

「…有人在游也有人在ㄉㄤˋㄑㄧㄡㄑㄧㄢ，也有人在玩游（遊）ㄩㄥˇ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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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玩過木ㄑㄩㄢ，有人在ㄨㄣˊ花朵，有人在ㄅㄤˇ鞋帶…（前文-乙）」且在

標點符號應用也不純熟，例如在「因為這些人帶給了我以前一二年級的回憶（意）

ㄉㄤ我想起了以前的回憶（意）就會很開心（前文-乙）」這一句話中間完全沒有

逗號停頓，而在下一句提及「以前我有好多朋友陪我在身邊，以後我要做個好孩

子（前文-乙）」也可見前後句關聯係不足，且部分語法有誤。但也能從中發現，

與其他兩生相較，乙生的文章在內容思想上多了情感描述，會將心中所感表露於

文字當中。 

2. 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同甲生的分析方式，研究者挑選乙生在示範階段的第四單元文章、引導階段

的第七單元文章及獨立階段的第十單元之文章（附錄十），分析乙生在參與本補

救教學中，其在寫作品質的轉變歷程。整體而言，乙生的寫作能力較高於甲生與

丙生。在示範階段，乙生在面對每篇文章主題時，都能由過去的經驗中提取相關

經驗，轉化為文字於稿紙之上。但由文章中也可見乙生雖然思緒如湧泉般，很有

個人想法，但當口語表達轉化為文字敘述時未能加以梳理，使文章結構雖然首尾

完整，但文脈欠缺思量，相互矛盾，如首段說「因胎記醜，所以不想要有這項禮

物」，次段寫「媽媽說耶穌身上也有胎記，所以長大會變有錢人」，末段寫「別人

覺得胎記特別，我很喜歡，因為會變成有錢人，所以要孝順父母」，由不喜歡到

喜歡的過程缺乏內心轉折的描述，因果句的謬用也使得讀者會有不知所云之感。

另外，在文字修辭雖然標點符號使用還算得宜，但用字遣詞過於淺白，如：「因

為我長大會變成有錢人，所以我長大要孝順爸媽呢！（U2-乙）」，也未使用修辭

增添變化性，使文章流於平鋪直敘。 

  到了引導階段，乙生開始盡可能應用所學的修辭於文章之中，如應用感嘆修

辭：「大雄驚訝的大叫：『啊啊－文昌帝君出現啦！』（U7-乙）」，也會由教師所提

供的詞藻和過去舊有語彙中精鍊文字，使文字更精確、有深度，如：「文昌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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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著一匹白色的神馬飛到大雄家的窗口…（U7-乙）」、「他在考試時拿出了文昌筆

請求文昌帝君幫他考一百分（U7-乙）」，並在文末寫下「他也學到了『天助自助

者』這句話的意義，他（我）很謝謝文昌帝君的幫助！（U7-乙）」，結尾應用諺

語作結尾，使文章結尾完整有力，文章結構有堪稱完整。惟部分文句流暢度仍需

加強，尤其轉折語氣連接詞所使用時機斟酌不易，且上為掌握複雜句型的使用時

機及適當使用四字短語，導致文句冗長，如：「大雄聽到文昌帝君說的話，就開

始努力用功讀書，也很專心的看書不管別人叫他去玩，他都很認真看書。（U7-

乙）」。而內容思想部分，乙生能運用豐富的想像和人物間的對話，使文章更顯生

動有趣，並清楚交代事件的發展過程與結局，顯見在事件描述上更為得心應手。 

  最後在獨立階段中，乙生的敘事能力在各方面都更趨穩定，文章中可見他應

用聲音摹寫呈現運動會的熱鬧氣氛，使讀者的心情也受到感染，如：「砰！槍聲

一響，我就奮力的衝出去，我就像一陣風一樣快，他們兩個被我遠遠的甩在後頭…

（U10-乙）」，加上應用恰當的形容詞與譬喻法，使讀者有如親臨比賽現場，而與

先前的文章相比，開頭頗具巧思且句型多變，也使文章不若流水帳一般平鋪直敘，

但可能是因為所知的字詞、句型及四字短語有限，較缺乏長話短說，使文句更為

精鍊的能力，例如：「運動會結束（後）我和好話騎士、可愛公主和屁屁超人一

起去麥當勞吃晚餐，而且是我請客。今天我的心情很快樂，真希望今天永遠不都

不要結束。（U10-乙）」，這句在末段的結尾就顯得冗長。此外，乙生在此篇文章

中，尚未能妥善分配各段落內容的多寡，第二段句末與第三段開頭的銜接也有失

恰當，可見乙生對文章結構的掌握度仍不夠穩定。然而整體而言，乙生的寫作能

力較佳，因此他在寫作品質上所面臨的缺失是更具挑戰性的關卡。 

  總而言之，乙生的寫作品質雖然是團體中最高的學生，但他仍在課程中逐步

成長，並樂於面對更艱難的挑戰。檢視乙生在看圖寫作的後測文章，他能將所見

的圖像應用想像延伸出更豐富的故事，會為平淡的句子加上形容詞，如：「熱鬧

的一天（後文-丙）」、「青翠的草地（後文-丙）」，應用修辭技巧妝點文句，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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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朋友在水裡游泳，就像海裡的水ㄊㄚˋ游來游去。有一個小朋友在原木桶

裡爬，就像毛毛蟲爬來爬去。（後文-丙）」，並適時加上四字短語，如：「小明真

是熱心助人（後文-丙）」。全文文句承接流暢，標點符號也使用得宜，與前測文

章相較足見成長的軌跡。乙師在期末訪談時表示，「與上學期相較，他在小日記

的寫作情況，除字數變多外也比較言之有物，之前造的句子都不太通順，這學期

會在文章中用一些四字語詞、成語，雖然有時候會用錯地方，但至少他願意去用

了。（0608 乙師訪）」而乙師也進一步說明乙生在寫作品質上的整體現況，「他在

文字修辭的部分進步很多，尤其是會使用四字短語和修辭技巧，但錯別字仍然很

多，文句的完整性和流暢性也在中等程度，還可以更好；在內容思想的部分，目

前多能掌握題旨，且想像力豐富，雖然對文字的掌握度不足，但有時也會有神來

之筆，不過較難寫出能感動讀者的文章；在文章結構的部分，已經能夠掌握文章

的基本架構，但段落間的過渡仍需加強，不過這個問題在班級中普遍存在，而他

在結尾仍寫得比較公式化、缺乏創見，可能目前所寫的文章類型都偏向生活經驗

和事實描述，缺乏發揮的空間，也有可能是生活經驗匱乏，沒有什麼材料可以寫。

（0608 乙師訪）」 

（三）丙生 

1. 丙生在實驗前的情況 

  丙師在學期初訪談中描述丙生的寫作品質表現，認為「丙生比較沒辦法將自

己的想法用精確、豐富的語言表達出來，例如問他：『你的寵物是什麼？』他回

答：『我喜歡胖胖的天竺鼠，牠長得很可愛。』之後就停頓了，需要別人在旁邊

一字一句的引導，沒辦法自己完成一篇文章。在寫作上句子不夠通順流暢，不會

加標點符號，出現漏字、錯別字的情況也不少。（0308 丙師訪）」對照丙生在看

圖寫作前測所寫的文章，也發現他通篇所使用的標點符號只有句末的句子，句子

也相當口語化，例如：「有兩個女生一個女生在上面有一個男生在幫他推（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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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女生一直拉著ㄉㄤˋㄑㄧㄡㄑㄧㄢ不知道他在幹ㄇㄚˊ（前文-丙）」，相

較於另外兩生，出現「到力（倒立）」、「坐澡（做操）」等同音異字的情況也不少。

而在文章內容部分，只直白的簡短描述圖片內容，並未參雜個人情感，或運用想

像增添趣味，文章也不見首尾，結構不甚完整。其看圖寫作前測之得分，為三位

學生中最低者。 

2. 丙生在實驗歷程的轉變 

  研究者挑選丙生在示範階段的第二單元文章、引導階段的第六單元文章及獨

立階段的第十單元之文章（附錄十），以分析丙生寫作品質的轉變歷程。在示範

階段，丙生能由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抽取合適的題材，但要由口說語言轉變成文字

語言就顯得困難重重。由文章中可見丙生仍不清楚哪裡要加上逗號，也分不清楚

問號和金嘆號的使用時機，例如：「我先去換泳衣，我去玩水玩到一半我到中間

有人（了）就不小心踢到我的頭，蛙鏡就掉了，就溺水了？（U2-丙）」，且文句

中缺乏連接詞銜接上下文句，許多句子都是由主詞當作開頭。而在最後一段「腦

子一片空白，最後我就自己就醒來了最後我還自己跳上來（U2-丙）」也可見用字

用詞過於口語，且像是「最後」、「就」等部分詞語重複出現，可見丙生受限於所

知詞彙過少、對文字的掌握度不足，也使得寫出來的文句不夠流暢，句型缺乏變

化，儘管具備精彩可期的寫作材料，但讀者讀起來仍是平淡無奇。不過此篇文章

尚能依研究者所教導的寫作技巧，將事件發展的始末交代清楚，顯示丙生能跟著

課堂進度逐步學習寫出具有品質的文章。 

  接著課程進入引導階段的第六單元，此篇文章是要學生改寫所讀的繪本故事，

丙生將改寫的故事命名為《新破鳥蛋》。文章中，可見丙生標點符號的應用能力

已有進步，會適時的加上頓號、金嘆號，尤其是能夠開始學習使用逗號為文章斷

句，如：「我最喜歡吃果實、菜蟲還有毛毛蟲，所以村莊裡的農夫都很喜歡我喔！

（U6-丙）」，不過通篇仍有許多未加上逗號的句子，所以標點符號仍需加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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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句的銜接上也開始使用較多的連接詞，像是：「『今天早上我看到猴子經過你

們（門）的鳥窩，不然你去問問他，說不定他知道。』所以我就去椰子樹下文猴

子…（U6-丙）」，所使用的辭彙也比較深，如：「我的興趣是在天空中飛行（U6-

丙）」，不過仍無法純熟的掌握文句的完整性，例如：「我之（知）前受過苦，我

想得到好報所以才幫你。（U6-丙）」，這句結尾謎底如果交代得更清楚，結局就能

更加精彩，此外，文章也不見使用修辭技巧與四字短語妝點文句，多平鋪直敘的

用對話的方式交代所要講述的故事。不過就故事內容即可見丙生是一位極富想像

力的孩子，能運用想像力在相同的故事角色、故事場景，發展出另一個也頗富趣

味的故事，實屬難得。而文章架構完整，各段內容分配平均，且故事軸線流暢、

清晰，也足見他在敘寫故事能力上的進步。 

  最後進入獨立階段，在標點符號的應用上與先前相較進步許多，惟未能精準

判斷句號的放置位置，如第二段開頭「我最期待的運動會終於開始了，我第一個

參加的是大隊接力，比賽一開始…（U10-丙）」，在「比賽一開始」之前應加上句

號才是。此外，文章中連接詞的銜接也應用得宜，且能應用修辭技巧及四字短語

為文章增色，例如：「我一心一意只想追回來，所以我全力衝刺，可是還是追不

回來，真是難過極了！最後我們把希望都放在屁屁超人身上…（U10-丙）」、「贏

就要贏的光明正大，如果贏得不光榮，就算贏也不會有人尊敬。（U10-丙）」，顯

見丙生對文字的掌握已逐漸純熟。然而，在部分文句的描述上仍缺乏完整性，且

仍有重複出現連接詞的情況，例如：「…所以他用他的絕招超人屁，所以最後我

們終於贏了，大家拍手叫好。（U10-丙）」，顯示在文字修辭上仍有進步的空間。

最後在本篇故事中也可見丙生充分發揮想像力，將舊有經驗與書本人物結合，使

文章充滿趣味，雖然各段落內容配置不均，文章開頭略顯平淡冗長，但故事承接

流暢，尤其結尾的轉折令人感到驚喜，不失為一篇佳作。 

  整體而言，丙生在一開始在寫作品質的表現雖然不盡理想，但在補救教學的

課程中卻能急起直追，尤其是他時有出奇不意的想法，更令文章趣味橫生。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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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生看圖寫作後測的文章，也能看見他馳騁的創意，不如前測中只單純描述圖片

中的人在做什麼事，他將圖片中的人物都變成他的好朋友，接著再描述各個人物

的狀態。然而，也可見丙生在撤除研究者的協助及寫作要求後，標點符號雖有進

步，但仍不夠精確，且也忽略上下文句的關聯性，使得文意不清，如：「有一個

小男孩幫他推，坐他右邊的女生很好期，有玩過山洞（動）的那兩個人是我最好

的朋友…（後文-丙）」，文章中更不見應用任何修辭技巧來寫作，在文章結構的

部分也僅有首尾，故事承接缺乏脈絡。後測結果不如預期之原因，研究者認為可

能是課程的學習成效不佳，但也有可能是寫作動機不足所致，丙生在課程結束後

仍將寫作視為畏途，因此就以應付了事的方式面對看圖寫作測驗的後測。而丙師

根據他在班級中的觀察，表示：「丙生現在下筆速度比較快，也比較會描寫自己

的想法，例如，以前小日記寫得比較像流水帳，現在比較會寫出心裡的看法，在

作文方面也比較自己願意去思考，比較不需要老師的協助。（0607 丙師訪）」丙

師對丙生在寫作上的自主性與寫作品質的提升給予正向肯定，丙師總結：「整體

而言，丙生在文字修辭上，文筆流暢度進步最多，但內容還是以直敘法為主，較

少使用到修辭技巧，約在中等程度，標點符號之前算是班上最差的，現在有進步，

但沒有完全達到一般同學的水準；在內容思想上，進步較多的是比較能夠從生活

經驗提取合適的寫作材料到文章之中，但內容；在文章結構上，過去不會妥善分

配各段落架構，現在比較能夠掌握文章的布局分配。（0607 丙師訪）」 

參、 小結 

  三年級的學生要開始學習寫出文句通順且結構完整的文章，此時，教師對學

生的要求會由段落提升至文章，不少學生就在「獨立完成一篇文章」的過程吃足

苦頭，並將之視為艱鉅困難的任務，時日一久自然就激不起任何寫作動機，寫作

能力也就低靡不振。也因此，寫作能力與寫作動機的關聯，不言而喻，在寫作教

學中可謂缺一不可。由上述資料分析結果亦可發現，較低層次的寫作技能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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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短時間內明顯提升的，例如可藉由反覆精熟而習得技能就有良好的改善，

像是標點符號與修辭技巧的應用、用字遣詞的精確度、文句的流暢度、文章架構

的安排等，都可見成果；在材料蒐集的部分，也能由日常生活經驗或憑藉想像取

得合適的寫作素材。然而，學生在內容思想上仍缺乏新意、創見，原因可能如乙

師所言，學生普遍缺乏多元的生活經驗，對於問題的思考多表層且單一；此外也

尚未習得較進階的寫作技巧，例如文章架構雖能掌握基本原則，但仍缺乏脈絡鋪

陳，文字修辭也不夠精鍊，整體評價在一般平均，未高於一般學生的平均水準。

由此可見，學生無法透過本補救教學課程就達到純熟的寫作技巧，面對程度較為

低弱的學生，或許需要更長、更密集的教學介入時間；另一方面，因顧及學生初

使程度，本教學內容仍以基礎的寫作技巧為主，是故也有可能是研究者過於低估

學生的能力所致。 

第四節  學生對補救教學課程的回饋 

  本節是以「國語文補救教學問卷」作為分析依據，此問卷第一題為開放式題

項，之後皆為封閉式題項，由學生勾選合適選項後再補充說明理由，目的是能藉

此由學生的視角出發來檢視所習得的經驗課程為何，探討學生在參加完補救教學

後對課程的個人主觀感受。以下依問卷答題順序做整理與討論。 

壹、 三位學生對整體課程的回饋 

  本題題項為「你覺得班上的閱讀寫作課和這裡的閱讀寫作課有不一樣嗎？整

體而言，哪些是你比較喜歡的？」三位學生皆回答本補救教學課程與一般班級中

閱讀寫作課「不太一樣」，研究者彙整三位學生喜好本補救教學的因素如下(詳細

資料如表 5-8 所附)： 

一、學生喜歡本課程會介紹有趣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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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生和乙生皆表示有趣的書籍是喜愛補救教學的因素之一，一般而言，班級

閱讀課的進行方式皆是到圖書館自由閱讀，自行選擇有趣的書籍或許能提高的閱

讀的興趣，但甲生就特別提及「老師介紹我們好看的書，會比較清楚故事內容」，

可見這些學生受限於語文能力之不足，無法獨立閱讀內容較為豐富、複雜的文本，

需要有人在一旁幫忙搭起學習的鷹架，否則久而久之自行挑選的書籍就是圖畫書、

漫畫，這種以圖片為主，文字為輔的書籍。而透過老師介紹，他們才有機會接觸

到平常不會想要碰觸的文字書，並且能透過閱讀討論的活動深究內容而產生興

趣。 

二、學生喜愛本課程所營造的安全自在的讀寫環境 

  李連珠（2006）提及全語文教室應是以「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

的態度看待，教師應營造支持氣氛與環境，是容許犯錯的、是信任的、是尊重的、

是自由的。本補救教學以全語文理念在課堂中運作，而乙生和丙生也特別提出「不

會以責罵、逼迫的方式進行教學」的讀寫環境是他們所喜愛的。在教學過程中我

也發現小團體教學師生比低，教師與各個學生接觸、指導的時間多，若仍以權威

式的教學在班級中運作很容易使學生提起戒心，不利於讀寫課程的開展。 

三、學生喜愛本課程的教學者態度溫和，給予每位學生正向鼓勵 

  教師具有這些特質會使學生比較容易親近，乙生和丙生就提到「老師很溫柔、

有耐心、不易發怒」是喜歡補救教學的原因之一。尤其這些孩子因家庭背景因素，

學校教師很容易成為他們心中情感依附的對象，有時寫作抑是對自我某種程度的

揭露，如果教師能讓學生感到安心、信任，此時文章就成了很好的情感抒發與師

生溝通的平台。此外，Pressley（2006）的研究中也發現「魅力老師」能使教室

充滿動機，老師與學生相處時親力親為，鼓勵學生冒險、探索，並帶著熱情稱讚

兒童，給予回饋，隨時關注的每一個學生，提供必要的協助（引自曾世杰譯，2010）。

因此，當學生感受到教師的關心與鼓勵，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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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認為本課程能提升讀寫能力，是喜愛本課程的原因之一 

  甲生和乙生皆表示喜歡來補救教學上課是因為「可以學到寫好作文的能力」，

所以當學生想要學得更好時，教師能否適時發揮專業知能幫助學生更上一層，也

是學生決定是否喜愛這堂課的因素之一，若能使他們感受到自己的確有所進步，

相對也會更投入在補救教學活動之中。 

表 5-8 「國語文補救教學問卷」第一題摘要表 

貳、 三位學生對本課程教學方式的回饋 

  本題題項為「在課程中你喜歡和不喜歡哪一種教學方式？將喜歡的打『ˇ』，

不喜歡的打『X』，並寫上喜歡或不喜歡的原因。」彙整課程所使用的教學方式

共有十項，詳細資料如表 5-9 所附。內容分析如下： 

一、在閱讀教學的部分 

（一）「朗讀故事」的喜好與「習慣」及「目的」相關 

   「大聲朗讀」是平衡取向閱讀教學中的一項重要且有效的策略，然而研究者

也發現在進行閱讀時，三位學生對於這項策略的使用喜好不一。其中，甲生和乙

 
與班級課程是否不

同？ 

哪些是比較喜歡的？ 

甲生 是，不太一樣。 

因為可以學到怎麼寫作文，也有很多書可以

看，而且老師也會介紹我們好看的書，就會

比較清楚故事的內容。 

乙生 是，不太一樣。 

因為老師會準備很多有趣的書給我們看，在

班上老師不會讓我們看書，也可以學到怎麼

寫出好文章，而且老師也比較溫柔不會凶

我。 

丙生 是，不太一樣。 

因為老師教得比較仔細，也比較不會罵我，

如果我不想寫老師也不會逼我寫，寫不好也

不用擦掉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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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喜歡用「大聲朗讀」的方式將所閱讀的故事唸出來，或許是因為閱讀習慣不

同，丙生就不喜歡這種閱讀方式，因此在進行這項活動時，往往丙生是採用「默

讀」的方式來閱讀。但即便如此，如果朗讀故事是有目的性的講給家人聽，三位

學生皆表示很樂意，其中一大理由即是「分享」所帶來的滿足。而次要理由即是

家庭缺乏閱讀環境，如丙生所提「家裡沒有書，所以平常沒有機會講故事給他們

聽」，可見學生不是不願意，只是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從事共讀的活動，如果學校

能適時彌補家庭資源的不足，則學生的成長是可預期的。此外，乙生也提到「父

母親不懂國語，所以我講給他們聽，他們會很開心」，顯示因父母親對不諳國語，

在家庭中自然缺乏文學討論的機會，因此「子親共讀」對新移民家庭而言是較為

可行的家庭共讀模式。不過就如甲生所言，即便願意帶書回家講故事給家人聽，

仍有「平常不會討論，講完就講完了」的情況。總而言之，學生對於朗讀故事保

有一定的興趣，如果是有目的性的朗讀則會增強他們的動機，不過當朗讀活動延

伸到家庭之中，仍需要對家長做更明確的指導。 

（二）學生對「演出故事」的教學方式意見分歧 

  在應用平衡取向讀寫的課堂中，對於文本詮釋的方式有許多種，演出故事即

是其中一項。研究者在進行此教學活動時雖然順利，但三位學生中有兩位事後都

表示不喜歡這項教學活動，理由皆是「我會害羞」及「怕自己演得不好」。因此

應用此教學方式得特別考慮學生的心理特質，尤其是同學來字不同班級，在彼此

沒有這麼熟習的情況下進行肢體表演會比較羞怯，人數過少也無法營造出熱絡的

氣氛，這些都是在班級中使用此教學方式須斟酌的面向。 

（三）「猜測字義」的教學方式能使學生在趣味中學習 

  這項活動是請學生在閱讀時將看不懂得困難字詞挑出，再觀察前後文推敲字

詞的意義，此項活動三位學生都有正向回饋，除了「很好玩」之外，也「可以學

到成語和認識許多不懂的字」。我在進行這項活動時同時搭配「賓果遊戲」，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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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猜測正確，就能夠得到一個點數，偶有學生找不到的情況就由我來指定。 

（四）學生認為「閱讀討論與記錄」的教學活動能幫助理解閱讀內容 

  三位學生皆表示喜歡這項教學活動，且都認為透過閱讀討論「能幫助自己整

理故事，更瞭解故事內容」，此外也可以「記錄不知道的東西」。而我認為學生會

認為瞭解故事內容是重要的，可能是因為在課程中閱讀討論記錄是豐富的寫作材

料，學生在進行寫作活動時可以隨時翻閱這些記錄，擷取有用的資訊放入自己的

文章之中，所以更能認同這項教學活動的必要性。 

二、寫作教學部分 

（一）學生喜歡聆聽別人的故事，尤其是教師的故事 

  在進行寫作前都會請學生發表自己與主題有關的經驗故事，三位學生都表示

喜愛聆聽同學或老師的經驗故事，丙生也指出「特別喜歡聽老師講」。而研究者

也發現當研究者在陳述自己的故事時，學生會特別期待及專心，並且給予許多回

應。此時教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指揮官，而是討論圈裡的一份子，與學生共同圍

繞著主題對談。此外，甲生也表示喜歡聆聽故事勝過自己講故事的原因，是因為

聽故事比較沒有「心理負擔」，不用怕「自己講得不夠有趣」。因此，聆聽故事對

某些學生而言是一種比較沒有壓力的學習方式之外，教室成員也能因此拉近彼此

距離。 

（二）學生不排斥分享與寫出自己的故事，但不包含不想透露的個人議題 

  分享故事是在閱讀教學後，請學生回家與家人共同討論與主題相關的經驗、

故事，於下次課堂上與其他同學分享。但三位學生中只有乙生透露他所說的事件

是父母親口告訴他的，甲生和丙生則幾乎都是從自己過去的相關經驗中提取故事

來分享，可見這項「家庭作業」對甲、丙兩生有執行上的困難。而在事後回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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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生表示他「有一點喜歡這個活動，但是會害羞」，可知甲生雖願意分享，但在

透露與自身相關的事件時，有時是會感到彆扭的。此外，乙生也有相同的回應，

他舉例在第四單元中分享了他最特別的禮物－「胎記」，但其實「不想讓別人知

道」，推測乙生可能是在分享時因直覺聯想就脫口而出，但事後卻有些懊悔，想

要保留。因此，由上述兩位學生的反應可知，此項活動可能牽涉到學生想要保留

的隱私，對於學生想要描寫的內容教師要特別給予選擇的空間，當學生有勇氣分

享自己的故事時，也要帶領其他學生給予尊重。總體而言，三位學生都沒有明確

指出不喜歡這樣活動，甲生認為可以透過寫作「記錄自己懷念的，或是有價值的

東西」，乙生認為透過這個活動「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讓很多人知道」，丙生認為

「因為平常聊天不會聊這些，所以喜歡這樣教學活動」，可知學生樂於與人分享

和記錄這些經驗和故事，但若內容涉及敏感的個人議題則會有所顧慮。 

（三）學生喜歡延伸書本內容，創作一篇故事 

  相較於寫出自己的故事有時會有些顧慮，學生對於延伸書本內容進行故事創

作則抱持著高度興趣，天馬行空、漫無邊際的揮灑彷彿與生俱來的想像力，在閱

讀的故事中做個快樂的自由寫手。就我觀察學生會喜愛這項活動的最大因素如乙

生所言「因為故事生動有趣」，所以才會想沉浸在故事的世界裡，「想和故事中的

人物交朋友」也想「把主角變得真的一樣，感覺就像真的在跟他們一起上學！」。

同時，我也認為或許分享自身的故事會有心理負擔，而幻想故事就比較能隨心所

欲，或許這也是學生對此活動方式相當熱情參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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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國語文補救教學問卷」第二題摘要表 

教學方法 喜歡或不喜歡及其原因 

1. 把故事朗讀出

來 

甲：喜歡。 

乙：喜歡，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丙：不喜歡，我不喜歡唸出來。 

2. 講故事給家人

聽 

甲：喜歡，因為講故事給家人聽，家人也可以聽到這個 

  故事的內容。但是平常不會討論，講完就講完了。 

乙：喜歡，因為爸爸媽媽不太懂國語，所以我講給他們聽，他 

  們會很開心。 

丙：喜歡，因為家裡沒書，平常沒有機會講故事給他們聽，現 

  在就可以講給他們聽了。 

3. 演出故事內容 

甲：不喜歡，因為會害羞。 

乙：還可以，但沒這麼喜歡。 

丙：不喜歡，因為我會害羞，也怕我演得不好。 

4. 猜測字詞意義 

甲: 喜歡，因為可以學到很多成語和比較難的字，可以自己猜 

  猜看很好玩。 

乙：喜歡，因為不懂的字要多學，可以認識許多字。 

丙：喜歡，可以學很多字。 

5. 討 論 書 本 內

容，記錄在學習

單上 

甲：喜歡，因為那裡面可以知道很多東西，比如說拜拜要拜什 

  麼，也會比較知道書本內容在講什麼。 

乙：喜歡，會更瞭解書的內容。 

丙：喜歡，可以記錄不知道的東西，整理故事內容。 

6. 老師分享自己

的經驗、故事 

甲：喜歡，因為老師講的故事有時候很有趣。 

乙：喜歡，有些故事很刺激。 

丙：喜歡，你講的我比較喜歡，因為講的故事都很有趣。 

7. 與同學分享父

母親或自己的

經驗、故事 

甲：喜歡，有一點喜歡，但是會有一點害羞。 

乙：有些喜歡有些不喜歡。像是我覺得我的胎記很醜，我就不 

  想讓別人知道。 

丙：喜歡，我喜歡和同學分享，因為平常聊天不會聊這些。 

8. 聆聽同學分享

他的家人或自

己的經驗故事 

甲：喜歡，因為有些人講得更有趣，有時候覺得自己講得不夠 

  有趣。 

乙：喜歡，因為可以知道同學的趣事。 

丙：喜歡，我喜歡聽別人分享故事給我聽。 

9. 根據書本，延伸

創作出一篇故

事 

甲：喜歡，因為可以把這些人變得跟真的一樣，感覺就像真的 

  在跟他們一起上學！ 

乙：喜歡，因為故事生動有趣。 

丙：喜歡，因為屁屁超人（故事主角）很強，我很想和他做朋 

  友。 



 

170 
 

表 5-9「國語文補救教學問卷」第二題摘要表（續） 

參、 三位學生對本課程教學單元的回饋 

  本題題項為「在學習過的單元中，把非常喜歡的填上『1』，喜歡的填上『2』，

不喜歡的填上『3』，非常不喜歡的填上『4』。並寫上喜歡或不喜歡的原因。」本

課程共計有十個單元，次數累計表如表 5-10 所附。研究者根據統計內容及學生

回答分析如下： 

一、關於喜歡的單元 

（一）學生皆非常喜歡「神秘」、「搞笑」具「想像空間」的主題 

  在十個單元中，「召喚守護神」和「校園歡樂多」是學生一致認為非常喜歡

的單元。「召喚守護神」單元圍繞著傳統民間信仰中的「門神」、「灶神」、「財神」、

「媽祖」、「土地公」和「文昌帝君」進行讀寫活動。三位學生對於神明都抱著敬

畏的心情，連閱讀討論和寫作時也會特別注意不要出現褻瀆神明的話語，甚至連

教學活動中的神明圖卡都被索取回家壓在書桌墊下「供奉」，虔誠地祈願。三位

學生喜愛這單元的理由分別是：「神明很重要」、「神明保護我的家人和家鄉」、「我

喜歡神明，因為我需要門神、文昌帝君保佑我，爸爸也需要財神幫忙」可見因為

相信這股神祕力量，學生們也很渴望瞭解更多神明的故事，自然感到趣味盎然。 

  另外，學生反應喜愛「校園歡樂多」單元所閱讀的故事，其內容顛覆學生目

前所身處的校園生活經驗，把校長、老師和同學都變成有特殊能力的人物，校長

沒有正義感還很奸詐、老師不聰明還有點傻，更有許多稀奇古怪的同學，而這些

教學方法 喜歡或不喜歡及其原因 

10. 根據自己的經

驗，延伸寫出一

篇故事 

甲：喜歡，因為可以記錄自己懷念的東西，或者是…有價值的 

  東西。 

乙：喜歡，因為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讓很多人知道。 

丙：喜歡，因為能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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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似「不夠正經」的內容，正是三位學生喜愛的原因「內容很新鮮，主角都很

有趣」。由此觀之，教師挑選閱讀文本時更應該以兒童的觀點出發，他們所感受

到的「趣味」、「意義」和「價值」或許與成人截然不同，但唯有如此才能引起興

趣、真正投入。此外，這兩個單元的寫作內容都是「自由創作」，學生想像故事

人物真實存在於世界中，運用創造、想像撰寫一篇故事，打破了現實的疆界，學

生們反而更能不受拘束的在故事裡遨遊。 

（二）學生喜歡與「母親」相關的主題 

  過去曾有文獻指出學童隨年齡增長，會逐漸意識母親的異國特質，而普遍出

現被標籤的自卑與困境（車達，2004）。但研究者在進行「媽媽的祕密檔案」此

單元教學時發現，三位學生在面對母親的異國特質時並不如文獻所言會感到自卑、

缺乏自信。相反的，學生們很喜歡與母親相關的主題，原因是「可以讓別人認識

我的媽媽，也可以認識別人的媽媽」，可見學生是以開放的心態來看待自己與別

人的母親，在他們的世界裡媽媽就是媽媽，並不會因為她的國籍而與別人的媽媽

有什麼差別，而且也很願意與別人分享母親的一切故事。例如在「媽媽的拿手好

菜」這個單元，三個學生都認為可以「介紹媽媽的手藝給別人知道」很不錯，其

中甲、乙兩生對此單元表示「非常喜歡」，丙生則表示「喜歡」，由此可見他們樂

於分享的特質，並且也因為寫作內容是日常生活中唾手可得的題材，降低了對寫

作的恐懼。但上述的現象或許也與地域環境相關，該學校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都來

自新移民家庭，也有可能是這個因素沒有影響學生的自我認同感。 

（三）學生喜歡與「新移民家庭文化」相關的主題 

  「最特別的禮物」和「傳家寶貝」皆是與家庭文化相關的主題，請學生觀察

及瞭解自己身上與家中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和特徵，理解它的意涵和象徵，尤其

學生生長在雙文化家庭，所能探索的範圍更廣、更深，並在課程中透過尋找與訪

談的過程，更加深入理解代代相承的家族軌跡。而在這兩個單元中，甲、丙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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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選擇了「喜歡」，理由是「分享了我覺得珍貴的東西」、「分享我和別人不一樣

的地方」，可見這兩位學生能察覺差異、珍視自我價值，並能用正向的態度接受

與分享。而從教學過程中推測學生在「新移民家庭文化」主題中都沒有選擇「非

常喜歡」的原因，可能在於主題過於抽象，學生需要比較多的引導才能找到值得

分享的「禮物」和「寶貝」。 

（四）學生喜歡與「各國多元文化」相關的主題 

  與多元文化的相關單元有「歡喜過新年」及「各國的民間故事」，皆介紹了

包含學生母親國家在內的各國新年節慶及民間故事，對於這兩單元學生多表示

「非常喜歡」和「喜歡」，其理由是「可以認識每個國家的過年習俗，像是幾月

幾日，還有做什麼事情」、「可以知道很多國家的民間故事，都很有趣！」，由此

可見學生對於外國文化充滿好奇。此外，在課程中也發現學生對父母親國家的事

物感到特別高的興趣，在選擇閱讀文本時三位學生都會詢問研究者有沒有代表父

母親國家的書本，如果有就會先挑選那本來閱讀，可以觀察到學生的父母親平常

很少與孩子親談論到自己的國家文化和過去的生活，但實際上孩子並不排斥瞭解

這些「父母親的故事」，甚至是熱切的想要瞭解。 

二、關於不喜歡的單元 

（一）學生不喜歡過於抽象的主題 

  甲生和乙生分別認為「漫畫生活趣味故事」及「傳家寶貝」是不喜歡的單元，

皆是因為主題過於抽象，學生無法迅速的從生活經驗中抽取具體的事件來當作寫

作材料，並因此感到挫折。甲生在「漫畫生活趣味故事」中，花了很久的時間回

想生活中的趣事，但無奈想到的趣事都被其他同學認為「一點也不有趣」，且因

表達能力欠佳的關係聽眾們頻頻反映「聽不懂」，他感受到的是－「儘管付出努

力仍是『沒有能力』把這件事做好」，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對此單元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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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歡，很無聊」的回饋。同樣的在「傳家寶貝」這個單元，乙生認為自己的

寫作作品「寫很少，也寫得不好」，而對整個單元的學習過程產生全盤否定心裡，

儘管先前在閱讀的課程中他表現強烈動機、熱情參與，回家也努力搜集寫作資料，

但在寫作時卻因「狀物」的寫作體裁感到力不從心，使他產受到自己不具有足夠

能力能夠勝任這項任務，進而影響學習的心態。因此，教學活動應盡可能避免學

生產生這種心理，除調整難易度外，也要確保學生已學習到執行任務時所應學會

的技能。 

（二）寫作內容涉及不想與人分享的隱私 

  全語言論者主張學習者應從自己文化、語言經驗、興趣、長處和優勢出發，

以此為基礎，就能有較多的成功機會（李連珠，2006）。本課程也是以此為原則

鼓勵學生成為文章的核心，寫自己的故事。然而，乙生卻在「最特別的禮物」的

單元中認為「我的胎記不好看，我不喜歡，也不喜歡分享給其他人知道（指貼在

公布欄上）」，所以不喜歡這個單元。由此可知，學生會因課程主軸而在教室內分

享了自己的故事，但不代表他已經準備好要公開這些「故事」。因此，在鼓勵學

生成為文章的核心時，也要顧及並尊重「作者」對自己作品呈現方式的權力。 

表 5-10「國語文補救教學問卷」第三題統計表 

 

 

 

課程單元 
非常 

喜歡 
喜歡 不喜歡 

非常不

喜歡 

1. 單元一：媽媽的祕密檔案 甲 乙丙   

2. 單元二：漫畫生活趣味故事 乙 丙 甲  

3. 單元三：媽媽的拿手好菜 甲乙 丙   

4. 單元四：最特別的禮物  甲丙 乙  

5. 單元五：歡喜過新年 甲丙 乙   

6. 單元六：各國的民間故事 丙 甲乙   

7. 單元七：召喚守護神 甲乙丙    

8. 單元八：傳家寶貝  甲丙 乙  

9. 單元九：鬼怪傳說 乙丙 甲   

10. 單元十：校園歡樂多 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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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三位學生對本課程的滿意度 

一、學生對課程滿意度的回饋 

  本題題項為「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課程：□非常充實有趣□充實有趣□還算

充實有趣□有點不充實又無趣□非常不充實又無趣」、「如果下學期還有類似課程，

我會參加嗎？為什麼？」 

  甲生和乙生皆認為課程「非常充實有趣」，而丙生則認為課程「充實有趣」，

可知整體而言，學生皆認為參加此補救教學課程很有趣外，也能學習到讀寫相關

知識。而在下一題中，甲生的回饋為「因為課程很有趣，老師可以教我很多東西，

會讓我更進步」，乙生為「想繼續上，因為可以再加強詞語」，兩者皆對課程有正

向的回應；然而丙生的回饋則為「不想繼續上，因為我不想學」，可知丙生雖認

為本補救教學課程充實有趣，但還不足以引發他持續探索、學習的動機。 

二、對丙生回應的再分析 

  對於丙生的不同意見，研究者試圖回溯在課程中與丙生相處時的談話，嘗試

在從中窺探一些端倪，進一步剖析不想繼續上課的原因原何。 

一、學習心態，決定努力的多寡 

  在期中考過後的課堂上，丙生懊惱的告訴我：「好煩喔！我國語不好，可是

數學更爛！你以後都教我數學好不好？」進一步詢問才知道，原來這次他的數學

又考糟了，他清楚知道自己的國語表現不盡理想，但是「和數學相比，國語已經

很不錯了！」可見他認為自己在國語一科其實沒有強烈的補救教學需求，自然削

弱學習動機。再問丙生對於國語成績是否有所作為，他也坦承自己「非常想要把

分數考高一點，但是並沒有討救兵」這種消極、逃避的心態來面對（0426 教學

觀省）。因此，丙生是抱持著負向的學習心態來面對國語文的學習，並沒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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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決學習問題的動力。 

二、學習資源，是關鍵的臨門一腳 

  然而，丙生也曾想過要好好努力一番，但他在學校和在家裡的學習支持系統

卻都很薄弱。在談到學習方式時丙生說：「如果學業有問題在家裡會先問媽媽，

但是媽媽不太懂字，媽媽不會才問哥哥，可是哥哥又都在玩不會理我，所以在家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只好自己複習課本。」而在學校人緣非常好的他，只要發難

都會有人願意主動幫忙，可是卻是「同學教的聽不懂」，又怕遭受責罵而不敢問

老師。此外，丙生不僅可支持的人力資源不足，物力也資源也相當匱乏，丙生沒

上安親班，家裡又沒有自修、參考書、評量等，所以平常複習國語就自己拿著課

本看一看，父母有時候會叫我背課文、生字或造詞，再念給他們聽（0426 教學

觀省）。由上述談話內容可見，丙生並非一直漠視低靡的國語成績，他也曾嘗試

在有限的資源中解決問題，但在資源不夠充分的環境之下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從上述資料可以初步看見丙生在課程之外的學習樣貌，過去認為弱勢學生的

弱勢因子是來自低社經家庭、偏遠地區、文化殊異及智力因素（黃儒傑，2010），

但從丙生身上我們或許還可以再找出其它原因，例如：「慣性的對學習沒有熱情」

及「有學習動機時卻沒有充足的支持系統」等。因此，設計有效提升學生興趣與

能力的補救教學課程固然重要，但還得注意學生在面對學習困難的心態，可能並

未因興趣提高、成效顯著而有所動搖。另外，也得注意學生是否擁有充足的學習

資源，當他擁有改變的勇氣時，不至於因為資源的限制而被迫放棄。否則就容易

產生課程一結束，學習效益就立即衰退的結果。 

伍、 小結 

  學生是課程中最真實的感受者，透過他們的聲音進一步檢視此補救教學的課

程設計與教學方式是對研究者來說最直接的回饋。觀看上述資料的分析結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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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學生都能認同參加國語文補救教學能幫助自己提升讀寫能力，喜愛課程

進行的方式，也對大部分的課程主題充滿興趣。然而，研究者回顧教學時的場景，

卻發現學生們一開始對於用利用課餘時間上課的形式多所抱怨，且班級中陌生的

同學和老師也產生抗拒心理，尤其在週五下午的課堂上，學生們最想要快點結束

課程的理由是「我想要寫回家作業」，追問原因得到的答案則是「作業很多，回

家寫不完」、「我放假想要看電視、玩遊戲，不想寫作業」、「這個很難，回家沒人

教我」等。顯然要使補救教學與正式課程達到平衡，不使學生感到負擔與壓力，

也成為研究者進行補救教學課程時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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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瞭解平衡取向讀寫教學方案對三年級新移民子女在國

語文讀寫補救教學的學習歷程及其成效。研究者根據前一章的資料分析結果，在

本章結做出結論與建議，提供未來實施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學之相關教職人

員、學生家長及研究人員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對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者將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壹、 讀寫動機的轉變情況 

一、學生的閱讀動機增強，且在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兩方面皆有成長 

    「讀寫動機」為平衡取向補救教學中的首要核心要素（Cooper, 2000）。由三

位學生的學習歷程與閱讀動機量表前後測結果可見，學生在參與補救教學之後，

在閱讀所投注的時間增加外，也逐漸體認到閱讀樂趣及重要性，採取較為積極的

態度進行閱讀，並能在閱讀後針對內容進行討論，三位學生在閱讀內在動機與外

在動機皆有相對的成長。 

二、學生在寫作動機增強，且在「自我效能」成長最多 

  由寫作動機量表前後測結果可見，在寫作的「重要與效用」、「自我效能」、「寫

作情感」與「寫作興趣」四個項目中，三位學生皆在寫作的自我效能有明顯的進

步。再由學生的學習歷程觀之，學生在面對寫作時逐漸會對自我產生較高的期望，

會較為主動、積極的面對寫作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寫

出一篇好文章，而且也能越寫越好。呼應學者 Deci 和 Ryan（2002）認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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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為內在動機的要素之一，可見學生在自我效能上的增長，對於提升學習

的內在動機有相當的幫助。 

三、學生的讀寫動機尚未延續至其他學習情境之中 

然而，根據三位導師在班級中觀察學生讀寫動機的結果，卻發現三位學生在

班級中對於閱讀的態度和行為並不若補救教學課堂上時的主動積極，可見三位學

生的讀寫動機要由特殊情境跨越至一般情境，還需要有更多時間的過渡以及引導；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外在的學習環境、學習資源條件仍然匱乏，以致三位學

生的讀寫動機皆尚未延續至其它學習情境之中。 

貳、 閱讀能力的改變情形 

一、學生更能掌握過去所學習的生字詞 

  由閱讀文獻中常提及閱讀的「馬太效應」，即可窺見學生基礎讀寫能力之重

要。在本研究的國語文讀寫補救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有許多應用生字詞的機會，

也在閱讀與寫作的過程中反覆加強對生字詞的記憶，並應用所學習的生字詞理解

文意和寫作文章。而識讀字測驗的前後測結果，也進一步說明三位學生在經過補

救教學之後，更能掌握過去所學習的生字詞，初步可見學生對於所學習的生字、

詞彙的識讀能力已有所進步。 

二、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增加 

  在平衡取向的讀寫教學中，強調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等技能教學融入於完整的

語文課程之中。故研究者規劃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於課程之中，隨著閱讀的經驗增

加，學生也有更多應用閱讀理解策略的機會，同時也自行發展出其他的閱讀理解

技能。而由閱讀理解篩選測驗的前後測結果分析，三位學生在參加補救教學之前

皆為低分組學生，在經過補救教學之後甲生及丙生進步至高分組，乙生則進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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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組，可見三位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皆有所增加。 

參、 寫作能力的改變情形 

一、學生的寫作字數及句子長度增加 

  寫作字數是評量學生作文優劣的標準之一（陳弘昌，1999）。比較學生在看

圖寫作測驗前後測的總字數與平均每句字數，發現三位學生寫作的總字數皆有增

加，平均句子長度也拉長。可見學生會使用更多的文字來描述心裡的所感所知，

也會應用更豐富的辭藻、修詞和句型使文句更有變化，對文句的流暢度和應用文

字的能力悄然提升 

二、學生的寫作品質提升，且在各教學階段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 

  學生每單元寫作文章皆利用記敘文評定量表評分，所得之評分結果即為寫作

能力的形成性評量。由評量結果可知，整體而言三位學生在各教學階段皆呈現穩

定成長的趨勢，此外，學生隨著寫作動機的增強，以及課堂中所習得的寫作技巧

越趨豐碩，也使得學生的寫作品質逐漸提升，可見學生的寫作能力不僅是在「量」

的提升，在「品質」上也有所進展。 

三、學生的寫作能力雖有提升，但在寫作得分上的保留效果不佳 

  然而，由課程結束後兩週進行看圖寫作後測結果觀之，三位學生在記敘文評

定量表的得分明顯降低，甲生與丙生皆降至各單元平均得分之下，由此可知，若

以分數做為檢驗保留成效的標準，則保留成效不如預期。另一方面，此結果也顯

示或許需要更長的補救教學介入的時間，或須有計畫性的階段撤除支持鷹架，才

足以使學生成為獨立的讀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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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補救教學方案設計與實施的評估 

一、學生喜愛與自身經驗、背景相關及具有想像空間的主題 

  由研究者觀察與學生的期末回饋可發現，學生對於「生活故事」、「新移民家

庭故事」、「各國多元文化」等相關主題，都表現高度的學習興趣，因容易喚起舊

有經驗，學生在課程中會更樂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及想法，而在具有想像空間的主

題上也符合學生天馬行空、樂於想像的特質。當課堂間能激發參與者多元的交流

及對話，學生們也會投注更多的熱情參與課堂活動。 

二、學生不喜愛過於抽象或探及隱私的主題 

  然而，當課程主軸過於抽象使學生無法立即連結舊有經驗，或在主題上延伸

想像，當學習者自認「我表現不好」時，所產生的挫折感即是折損學生學習興致

的主因，進而對學習過程產生全盤否定的心理。此外，雖然鼓勵學生「寫自己的

故事」，但觸及個人不願公開分享的隱私也是學生所忌諱的，或許在師生權力不

對等的課堂上不敢表明，然而學生也會期待教師尊重自己作品的呈現方式。 

三、學生喜愛具有趣味性及能有效幫助學習的教學活動 

  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使用多種讀寫教學策略，但由學生的反應與回饋可窺見，

學生喜愛的教學方式除具有趣味性外，也得使他們感受到「這樣學習很有用」。

例如，學生認為在閱讀教學中的「猜測字義」就是一項能在趣味中學習的教學活

動；而寫作教學的「閱讀教學與記錄」能幫助自己理解故事內容。然而，有些看

似新鮮有趣的活動也不見得會贏得每位學生的青睞，如「演出故事」的活動，就

有學生因感到害羞、怕自己出糗而表示不喜歡。 

四、學生不排斥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喜愛由書本延伸一個創作故事 

  在寫作教學中，對於分享自己生活經歷和家庭故事並不排斥，但家庭故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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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回家作業的完成度，所以被分享的機會較少，學生們多能由自己過去的相關

經驗中提取與主題相關的故事在課堂中進行分享。但如先前所述，雖然學生表是

喜愛這項教學活動，但在透露與自身相關的事件時，仍然會感到彆扭。相較於此，

三位學生皆認同由閱讀的書本延伸創作一個故事的教學方式，認為透過這種方式

能更貼近故事中的角色，能想像與他們在同一個世界裡生活，是一個很美好的經

驗。 

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依據研究過程中的省思及研究結果，提出對新移民子女國語文補救教

學與未來研究之建議如下： 

壹、 對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的建議 

一、採用學生感興趣且可勝任的單元主題與教學材料 

  在課程進行的過程中可見，當單元主題與學生的舊有經驗相近或具有趣味性

和想像空間時，就比較容易引發學生的好奇心，針對討論內容引起的共鳴和回應，

進而踏入教師所要引導的讀寫情境之中。因此，在設計課程主題時，可選擇與學

生的族群文化、家庭故事或生活經驗相關的題材作為單元主題，此外在教學內容

的設計上更把握由循序漸進的原則，尤其補救教學是一陌生的學習情境，在一開

始應選擇學生能夠勝任的學習任務，建立自信心與成就感，也降低補救課程對學

生產生的疑慮與壓力。 

二、以聽、說連結讀、寫，做國語文的統整學習 

  研究者的教學目標雖為閱讀與寫作，但仍會設計聆聽與說話的教學活動作為

讀寫活動的引導，將閱讀內容與寫作文章銜接，使閱讀後所討論的內容成為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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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庫。而這樣的教學型式也使學生能在完整的語文脈絡中習得應用語文的能

力，使學生體認語文在聽、說、讀、寫的應用上本是相連且全面的技能，也使課

程更為豐富、具有變化，引發學生的讀寫興趣。因此，在做國語文補救教學設計

時應要顧及注音符號應用能力、聆聽能力、說話能力、識字與寫字能力、閱讀能

力與寫作能力等面向的統整與連結，不宜將教學目標宥限在零碎的技能之上。 

三、課程設計保持適度彈性，依學生需求、特質和學習結果隨時調整 

  執行補救教學的教師不若班級導師與學生接觸的時間長，對學生的能力表現、

學習特質、興趣和家庭狀況的瞭解有限。因此，除了在進行課程設計之前，與班

級導師進行訪談和對學生作學習意向調查外，課程進行中也要保持適度的彈性，

每一項預先設計好的課程內容都能夠依學生的需求和學習結果再進行調整。以本

研究為例，原先設定以反覆練習三遍的方式精熟已學習過的錯別字，但過程中丙

生卻因錯別字過多而產生情緒反彈，此時就需要調整原先的教學設計，並思考要

練習多少次才算足夠。此外，研究者也由識讀字測驗後測結果發現，因為學生們

常出現的錯別字多為常用字，所以對於沒複習到的生字仍然不會，因此宜調整在

單元依閱讀內容加入指定的識讀字。鑑於研究者因缺乏彈性而造成錯失教學良機

的經驗，建議未來研究者在彈性調整方面應不只限於單次的課程方案，而是存在

於教師從事教學的整個歷程。 

四、在統整的語文學習情境之下，進行螺旋式的讀寫技能教學 

  平衡取向讀寫教學平衡了「全語文取向」與「技能教學取向」，而研究者也

在實施的過程中發現，具體實施的要點為課程設計要以統整的語文學習情境作為

技能教學的最大前提，教學內容應以螺旋式的設程設計模式循序加深加廣，使學

生在沉浸於文字中時，仍有教師進行直接教學的空間，以及反覆練習的機會，使

學生能由低層次的讀寫技巧逐步學習至高層次的讀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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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衡「命題寫作」與「選擇寫作」 

  一般的寫作教學多為教師指定的命題寫作，其目的在使學生能學習到特定文

類的寫作技巧，但平衡取向讀寫教學重視在達到教學目標的同時，也要使學生對

自己的寫作文章保有「選擇的權力」，亦即學生有選擇寫作主題、型式與內容的

機會。因此，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會鼓勵學生「寫自己的故事」，雖然有研究指

出新移民子女會因為其所出生的家庭而影響自我認同感，在學校並不想彰顯自己

「特殊身分」，但研究者也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學生並不會認為這個「特殊身

分」而感到困擾，不但認為自己與一般學生沒有什麼差別，也樂於分享新移民家

庭生活的一切。而研究者也認為，以學生本身所具有的語言、文化、宗教和家庭

生活作為閱讀和寫作的材料，是最貼近學生所處的真實世界的樣貌，他們能以最

舒適自在的方式分享、記錄與省思自己對世界的所感所知。此時，課程不僅只是

在提升讀寫能力，更是透過閱讀和寫作來探索自己、與自我對話，所提升的是更

層次的心靈涵養，也是讀寫教學最高層次的目標。 

貳、 對國語文補救教學教學方法的建議 

一、教師宜提供學生一個支持讀寫的學習環境 

  支持讀寫的學習環境在於能「讓學習者擁有使用語言的自主權」，意指使學

習者保有語言使用的自主性和選擇權，課程並不只是在教單純的讀、寫、識字，

而是鼓勵他們用語言表達自己的創意、想法、經驗和創造故事，如 Goodman 所

言，這會使語言學習變得更加容易（李連珠譯，1998）。此外，支持讀寫的學習

環境也在於當學生面對困難，而顯得焦慮不安時，教師能不斷給予的協助、關懷

和鼓勵，傳達「我會陪著你一起面對」的信念，支持學生更有勇氣面對各項挑戰。

最後，就教學流程安排而言，教師能提供一個完整且充足的讀寫時間，在這段時

間內，學生能夠全心全意的、不受干擾的，沉浸在閱寫的世界中，也是創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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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環境的重要一環。 

二、發展一套適用於補救教學情境的班級經營策略 

  相較於正式課程，補救教學的上課時數較短，但要使班級能夠順利運作，使

教學更具效能，就不能不在班級中應用班級經營策略，營造更有力於學習的班級

情境。可使用的方式如制定獎勵制度、班規、班級幹部等，也可以舉辦班級活動

凝聚大家對班級的認同（如在校園中設置班級作品展示區），或是建制與家長溝

通的平台，創造親師交流的空間等，都有助於補救教學班級的正常運作。 

三、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保留個別指導的時間 

  儘管參與補救教學的學生有相似的學業表現，但實際上每位學生的學習風格、

學習心態、起始能力等仍存在著個別差異。因此，雖然補救教學是小團體教學，

教師仍要顧及每位學生的差異做出合適的指導與回應，尤其在寫作教學中要保留

足夠的個別指導時間，幫助每位學生把自己的想法用文字適切的表達出來，使學

生提升成就感，也習得寫作的各種技巧。 

四、掌握循序漸進的教學原則，培養學生逐步成為獨立的讀寫者 

  在教學材料依由易而難、由淺而深的方式編排外，教師在教學方式上也可由

介入程度的多寡作為區隔，例如一開始教師介入程度高，多採取示範與指導得教

學方式，偶後則逐漸撤離教師的支持鷹架，使學生逐步成為獨立的閱讀與寫作者，

這也才是讀寫教學的最終目標。 

五、讓學生見證自己的成長是增強自信心與成就感的最佳方法 

  由於過去失敗的學習經驗，使學生對於從事讀寫任務時不具有效能感，也無

法獲得成就感的滿足，久而久之就形成「我不可能成功」的負向心態。因此讓學

生在嘗試努力後，知道各項分數、作品評語等成果，讓他真實的看見自己努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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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軌跡，就是破除錯誤迷思的有效利證，逐漸增強自信心與成就感，也讓學

生逐漸產生「我有能力掌控任務」的自我信念，此一信念即為自我效能感，是低

成就的孩子普遍缺乏的內在動機。 

參、 對國語文補救教學教師的建議 

一、懷抱教學熱忱，充實補救教學專業知能 

  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深感補救教學工作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不管在課

程設計或教學實施上，教師必須要對教學工作充滿熱忱。特別是研究者在教學過

程中也發現，學生對教師可能也會產生情感依附，因此要給予學生無條件的關懷

與包容，就顯得尤其重要，而與學生建立穩定的師生關係，更是有效教學的基石。

而補救教學的專業知能所指的並非一般的教學法和學科知識，而是面對低成就學

生時的有效教學策略與技。而由學生對課程的回饋可知，教師是否具備專業知能

幫助其提升讀寫能力，會是學生是否喜愛課程的因素之一，又語文學習具有「馬

太效應」（Mattew effect），11實際上學生們並沒有時間等待教師們由他們身上摸

索出一套有效的教學方法，他們需要的是立即、有效且明確的介入方案來幫助他

們提升學習成就。因此，補救教學教師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能語學科知識，儼

然是補救教學是否成功的至要關鍵。 

二、與學校相關教職員與行政單位合作 

  補救教學師資來源分為校內教師或委外聘任，而部分委外聘任得教師對於學

校而言，就如同「局外人」一般，對校內的教職員、行政運作和教學資源是非常

陌生的。過去研究者所擔任的即為這類委外聘任的教師，常有感於所擁有的教學

資源有限，常因為設備、教材、場地的限制無法完成預期的教學活動。然而咎其

                                                      
11

 馬太效應（Mattew effect）出自於聖經《新約˙馬太福音》，意旨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一種

現象。應用於語文學習上，則是指高語文能力者與低語文能力者的成就表現，會隨著年級增長而

形成明顯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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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並非學校不願意提供支援而是自己沒有去瞭解和爭取。因此，在本次執行

補救教學方案時，研究者就與學校的教職人員與行政處室保持適度的聯繫，在得

到行政支持後順利獲得取許多校內可用的教學資源，如：教科書、影印設備、文

書耗材、圖書館書籍、教室、公布欄使用等，並協助研究者與各學生的導師取得

聯繫，透過導師訪談瞭解學生的家庭概況，以及在參與補救教學方案過程中的讀

寫表現。這些都是在與學校的教職員和行政單位合作後，才使課程得以在最小的

限制下順利運作。 

三、尋求學生家長的認同與協助，並為家庭讀寫作業提供必要的支持 

  補救教學的目的在於補足正式課程下的不足，然而家長與補救教學教師卻時

常缺乏聯繫的窗口，倘若教師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溝通橋樑，使家長瞭解補救教

學的內容與方式及其需配合的項目，相信若能獲得家長的支持定能使補救教學課

程更為順利。此外，新移民本身不諳本國語文，又囿限於教導能力而使得成果有

限，因此課程若指派家庭讀寫作業，則教師必須在作業單上提供更為明確的指導，

例如本課程的回家作業有一項「子親共讀」活動，即應提供如何與孩子共讀一本

書的步驟給家長，並為家長列上閱讀討論的題目，此舉雖無法完全克服家長在學

習指導上所缺乏技巧，但多少能協助家長能依循指示與孩子一同完成回家作業，

使結果不至與預期落差太大。 

肆、 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上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有三位學生，樣本數過少導致研究成果推論有限，或許

未來能擴大研究對象樣本，將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教學應用在不同族群、不同年齡、

不同區域和不同學業成就的學生之上，瞭解此教學方案可應用的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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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初期擬採單一受式研究法作為研究方法，目的在以證據為本的原則上

進行教學實驗方案，擺脫過去教學方案多以質性描述或準實驗研究法為主的研究

取向。此研究法多被應用在特殊教育領域，但研究在應用的過程發現單一受式研

究法無法合適於目的在於提升「能力」的教學方案，它較適用於目的在提升「行

為」或「技能」的教學方案，差別在於一為累加的能力；一為可切割的行為。然

而，本研究所的目的在於提升「讀寫能力」，顯然無法應用單一受試研究法的研

究設計驗證教學實驗的信度與效度。因此，研究者乃改以行動研究法來執行研究

計畫，並以質量並陳的方式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或許未來的研究人員能在教學

研究的過程中增加更精確的形成性評量作為分析資料，加強教學研究在學術界的

說服力，並在以證據為本的原則上進行推廣。 

  本研究以平衡取向讀寫教學的精神，為新移民子女的國語文補救教學做了一

項新的嘗試，虛心期盼此份研究能對從事國語文補救教學的教育人員和研究人員

都能有所裨益。我國受少子化影響學生人數逐年探底，未來勢必朝向提升教育品

質的方向邁進，此時「補救教學」作為穩固教育品質的最終防線著實不應輕忽，

也期望未來能有更多的人投入補救教學這塊領域，懷抱著教育愛悉心灌溉每一株

需要被滋養的幼苗，如同德雷莎修女所言──「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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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 

             學生：         

 非

常

同

意 

 

1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非

常

不

同

意 

4 

1. 我喜歡上國語課 -------------------------------------------------------------- □ □ □ □ 

2. 我覺得學習國語常讓我感到很灰心 ------------------------------------ □ □ □ □ 

3. 我覺得閱讀課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 □ □ □ □ 

4. 我覺得閱讀課外書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 □ □ □ □ 

5. 我不喜歡看字很多的文章、書籍 --------------------------------------- □ □ □ □ 

6. 我不喜歡在作文課寫作文 ------------------------------------------------- □ □ □ □ 

7. 我喜歡寫卡片、書信、小紙條，來和別人溝通 -------------------- □ □ □ □ 

8. 我喜歡講故事給別人聽 ---------------------------------------------------- □ □ □ □ 

9. 我喜歡聽媽媽或爸爸說小時候的故事給我聽 ----------------------- □ □ □ □ 

10. 我喜歡和同學一起嘗試創作故事 --------------------------------------- □ □ □ □ 

11. 我喜歡分享我的文章讓其他人閱讀 ------------------------------------ □ □ □ □ 

12. 完成一篇文章會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 □ □ □ □ 

     

13. 除了課本的文章之外，你平常還會看哪些文章或書籍？ 

 

                                      

14. 如果要閱讀一些關於媽媽和媽媽國家的文章或書籍，你會想要知道什麼？為什麼？ 

 （傳統節慶、民間故事、神明故事、傳統食物、童年生活、其他        ） 

 

                                      

 

                                      

15. 下課後，你（或課輔班老師）平常用什麼方法來複習國語科？你覺得有用嗎？ 

  你喜歡這種複習的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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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補救教學課程設計意向問卷」摘要表 

分析向度 學生 受試學生反應 

一、對國語課

程的感受 

甲生 喜歡上國語課，但有時對學習國語會感到有一些灰心。 

乙生 非常喜歡上國語課，但有時對學習國語會感到有一些灰心。 

丙生 非常不喜歡上國語課，也對學習國語感到非常灰心。 

二、閱讀行為

態度 

甲生 
覺得閱讀課本課文不太有趣，喜歡看課外書籍，平常會看國語日報和繪本

故事（回外婆家）。不排斥看字很多的文章、書籍 

乙生 
覺得閱讀課本課文和課外書籍都非常有趣，平常會看漫畫、自然類文章、

大百科。不排斥看字很多的文章、書籍 

丙生 

覺得閱讀課本課文不太有趣，但認為閱讀課外書籍都非常有趣。平常會看

國語日報、漫畫和網路文章。非常不喜歡看字很多的文章、書籍。(自己

表示平常都不會去圖書館借書回家，都是閱讀課才去圖書館) 

三、寫作行為

態度 
甲生 

不喜歡在作文課寫作文，非常喜歡寫卡片、書信、小紙條來和別人溝通。

不排斥和同學一起創作故事和分享文章讓別人欣賞。目前對完成一篇文章

不會感到有成就感。 

乙生 

非常喜歡在作文課寫作文，喜歡寫卡片、書信、小紙條來和別人溝通。非

常願意和同學一起嘗試創作故事，也非常喜歡分享我的創作給別人閱讀，

對完成一篇文章能感到高度成就感。 

丙生 

非常不喜歡在作文課寫作文，但非常喜歡寫卡片、書信、小紙條來和別人

溝通。非常願意和同學一起嘗試創作故事，也非常喜歡分享我的創作給別

人閱讀，但對自己能夠完成一篇文章並不會感到有非常高的成就感。 

四、國語文學

習經驗與成

效評估 

甲生 
平常會和朋友一起看課本複習國語，我覺得這種方式有用，也很喜歡，因

為很有趣。 

乙生 
平常在寫功課時就一起複習國語了，我會把生字看一遍。我覺得這樣的方

法很有用，也很喜歡。 

丙生 
平常會看課本復習國語，我覺得這種方式應該有用，但不喜歡，因為很無

聊。 

五、課程設計

意向 
甲生 

我喜歡講故事給別人聽，也非常喜歡聽媽媽或爸爸說小時候的故事給我

聽。如果要閱讀一些關於媽媽和媽媽國家的文章或書籍，我會想要知道媽

媽的童年生活，因為我想要知道媽媽是怎麼樣長大的。 

乙生 

我非常喜歡講故事給別人聽，我也非常喜歡聽媽媽或爸爸說小時候的故事

給我聽。如果要閱讀一些關於媽媽和媽媽國家的文章或書籍，我會想要知

道媽媽的童年生活，因為我想要知道媽媽的生長環境。 

丙生 

我很不喜歡講故事給別人聽，但我非常喜歡聽媽媽或爸爸說小時候的故事

給我聽。如果要閱讀一些關於媽媽和媽媽國家的文章或書籍，我會想要知

道爸媽國家的神明故事和他們的童年生活，因為不知道他們以前是怎麼長

大的，感覺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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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語文補救教學回饋問卷 

學生：        

1. 你覺得班上的閱讀寫作課和這裡的閱讀寫作課有不一樣嗎？整體而言，哪些是你比較

喜歡的？ 

 

                                                                             

2. 在課程中你喜歡和不喜歡哪一種教學方式？將喜歡的打『ˇ』，不喜歡的打『X』，並

寫上喜歡或不喜歡的原因。 

□ 大聲把故事朗讀出來                            

□ 講故事給家人聽                              

□ 演出故事內容                              

□ 猜測不懂的字詞意義                    

□ 和老師與同學討論書本內容，記錄在學習單上                            

□ 老師分享自己的經驗故事                            

□ 與同學分享父母親的或自己的經驗故事                            

□ 聆聽同學分享他的家人或他自己的經驗故事                 

□ 根據書本，延伸創作出一篇故事                    

□ 根據經驗，延伸寫出自己或家人的故事                    

 

3. 在學習過的單元中，把非常喜歡的填上『1』，喜歡的填上『2』，不喜歡的填上『3』，

非常不喜歡的填上『4』。並寫上喜歡或不喜歡的原因。 

  □ 單元一 媽媽的祕密檔案                        

  □ 單元二 漫畫生活趣味故事                           

  □ 單元三 媽媽的拿手好菜                        

  □ 單元四 最特別的禮物                             

  □ 單元五 歡喜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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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單元六 各國的民間故事                       

  □ 單元七 召喚守護神                                

  □ 單元八 傳家寶貝                                

  □ 單元九 鬼怪故事錄                            

  □ 單元十 校園生活                           

 

4.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課程…… 

□ 非常有趣 

□ 有趣 

□ 還算有趣 

□ 有點無趣 

□ 非常無趣 

 

5. 如果下學期還有類似的課程，我會想要繼續參加嗎？為什麼？ 

□ 想               

□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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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師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表 

單元： 日期：   年   月   日 

教學觀察記錄 省思、解釋、備註 

【閱讀教學】 

 

 

 

 

 

 

 

 

 

 

 

 

 

【寫作教學】 

 

 

 

 

 

 

 

 

 

 

 

 

 

綜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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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導師訪談大綱 

訪談對象：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期初） 

一、就您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狀況如何？ 

二、就您的觀察，學生在國語文平時測驗、段考時的作答情況如何？ 

三、就您的觀察，學生在閱讀與寫作的表現如何？ 

四、您認為學生在國語文一科中，需要加強的項目為何？ 

 

（期末） 

一、您覺得學生在閱讀的行為態度上有哪些改變？ 

二、您覺得學生在寫作的行為態度上有哪些改變？ 

三、您覺得學生在寫作的品質上有哪些改變？相較於班級學生平均，受試學生

表現如何？ 

四、就您觀察，學生在各樣的書寫作業中錯別字有減少嗎？ 

五、您認為學生在閱讀理解上的表現有進步嗎？ 

六、您認為學生在上完本課程後，最明顯的改變是什麼？ 

七、您認為學生在上完本課程後，在閱讀、寫作的能力上有哪些面向是仍需要

加強的？ 

八、從過去與家長互動的經驗中，您認為家長的教養態度屬於放任型、權威

型、民主型中，哪一種類型？並舉出具體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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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隨堂測驗範例 

隨堂測驗（九）      2011.5.31 

壹、國字注音（聽寫） 

1.             2.             

3.             4.             

5.             6.                

  

貳、綜合測驗 

下列每個句子都有用到一個修辭法，找一找，並把編號填在框

框中。 

 

 1.譬喻法 2.摹寫法 3.排比法 4.類疊法 5.擬人法 6.誇飾法 

 

（  ）晒過的棉被，吸足了陽光，又鬆又軟，聞一聞，好像 

    有一股香味。 

（  ）他們走過的地方，草綠了！跑過的地方，花開了！跳 

    過的地方，小鳥飛來了！花園又熱鬧起來了！ 

（  ）心情就像爆發的火山，傷了別人，也傷了自己。 

（  ）杜鵑說：「春天在山澗裡旅行，你聽聽那涓涓的溪水， 

     為他唱出了歡迎的歌聲。」 

（  ）馬良開始畫起一陣又一陣的大風。 

（  ）妹妹聽完鬼故事，嚇得心臟都要跳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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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閱讀理解 

定伯賣鬼 

  南陽郡人宋定伯，年輕時候，晚上趕路遇上一個鬼。他問

鬼是誰，鬼說：「我是鬼。」鬼問他：「你又是誰？」定伯欺騙

他，說：「我也是鬼。」鬼問：「你要到哪裏？」定伯回答他：

「要到宛縣的市集去。」鬼說：「我也要去宛縣的市集去。」

於是他們就一起走了幾里路。 

 

  鬼說：「步行太慢，我們可以互相替換背著走，怎麼樣？」

定伯說：「太好了。」鬼就先背宋定伯走了幾里路。鬼說：「你

太重了，也許不是鬼吧？」定伯說：「我是新鬼，所以身體沉

重。」定伯於是又背鬼，鬼一點也不重。他們輪流換著背了一

次又一次。定伯又說：「我是新鬼，不知道有什麼該畏懼忌諱

的？」鬼回答說：「只是不喜歡人吐口水。」於是又一起趕路。 

 

  路上遇到河，定伯叫鬼先渡過去，聽它渡水，靜悄悄地一

點聲音也沒有。定伯自己渡河，發出嘩啦的響聲。鬼又說：「為

什麼弄出聲音？」定伯說：「我剛剛死的，還不習慣渡河的緣

故，不要責怪我。」快走到宛縣市集，定伯便把鬼扛到肩上，

迅速捉住它。鬼大聲呼喊，發出咋咋的叫聲，要求把它放下來。

定伯不再聽它的，一直扛到市集中，放在地上，怕它再變，向

它吐了口水，鬼立即變成一隻羊，定伯就把他賣掉。賣得錢一

千五百文就回家了。當時石崇說過一句話：「定伯賣鬼、得錢

千五。」 

                 《網路文章：定伯賣鬼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6042513836》 

 

1. （ ）第三段的「渡水」是什麼意思？(1)從井裡打 

   水 (2)在河邊踩水 (3)渡過河水。 

2. （ ）一路上鬼總共懷疑了定伯幾次? (1)1次(2)2次  

   (3)３次。 

3. （ ）為什麼定伯要叫鬼先渡河？(1)因為要禮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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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為定伯怕水 (3)要觀察鬼怎麼渡河。 

4. （ ）從文章中我們可以推測定伯 (1)膽小怕死 

    (2)臨危不亂，聰明機靈 (3)有勇無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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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記敘文作文評定量表 

 最差    最佳 

 1 2 3 4 5 

一、文字修辭 

1. 標點適當。 

2. 用字精確。 

3. 用詞恰當。 

4. 文筆流暢。 

5. 修辭優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內容思想 

1.  取材切題。 

2.  能從生活經驗中提取合適的材料。 

3.  內容能使讀者心情受到感染。 

4. （記人）能恰當描述出人物的性格、外型以 

          及經歷。 

  （記事）文章清楚交代人、時、地與事件（起 

          因、發展、結果）四項要素。 

  （狀物）文章包含物品的基本資料（外型、 

          位置、來歷、內容）。 

5. （記人）能描述作者對人物的情感。 

  （記事）事件內容具趣味性，引人入勝。 

  （狀物）能寫出對物品的想法和感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文章結構 

1. 結構完整，有首有尾。 

2. 每段之間有清晰流暢的過度。 

3. 開頭新穎。 

4. 結尾有力。 

5. 中心思想突出，內容明確、集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短評： 

 

 

                                                         

總分：                   錯別字字數：      

 

評分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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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記敘文評定量表評量規準 

  得分  

一、

文字

修辭 

1. 標點適當 

1 全文有大多數的標點錯誤 

3 全文有少部分的標點錯誤 

5 全文標點使用完全正確 

2. 用字精確 

1 全文有大多數的用字錯誤 

3 全文有少部分的用字錯誤 

5 全文用字精確 

3. 用詞恰當 

1 全文有少多數的用詞恰當 

3 全文有大部分的用詞恰當 

5 全文用詞恰當 

4. 文筆流暢 

1 全文大多數語句都不通順 

3 全文少部分語句不通順 

5 全文語句通順、文筆流暢 

5. 修辭優美 

1 沒有運用到修辭技巧 

3 有少數句子運用修辭技巧 

5 全文常有優美的修辭 

二、

內容

思想 

1. 取材切題 1 取材內容不合題旨 

3 取材平實，還算切合題意 

5 取材豐富，切合題意 

2. 描寫生動 1 內容粗略，陳述呆板 

3 內容平實，中規中矩 

5 內容活潑生動，有具體細節的描述 

3. 內容能使讀者心情受到感

染 

1 內容描寫貧乏，無法受到感動 

3 內容描寫平實，能使人微微受到感動 

5 內容描寫具渲染力，能感動人心 

4.（記人）能恰當描寫出人物

的性格、外型以及經歷 

1 內容沒有描述人物的性格、外觀及經歷 

3 內容有人物的性格、外觀及經歷，但夠

不完整、適切 

5 內容恰當描述人物的性格、外觀及經歷 

4.（記事）文章清楚交代人、

時、地與事件（起因、發展、

結果）四項要素 

1 內容完全無交代人、時、地與事件 

3 內容只交代部分人、時、地與事件 

5 內容清楚交代人、時、地與事件 

4.（狀物）文章包含物品的基

本資料（外型、位置、來歷、

1 內容完全無交代物品的基本資料 

3 內容只交代部分物品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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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5 內容清楚交代物品的基本資料 

5.（記人）能描述作者對人物

的情感 

1 內容完全無法連結作者對人物的情感 

3 內容尚有連結作者對人物的情感，但力

道不足 

5 內容細膩描述作者對人物真摯的情感 

5.（記事）事件內容具趣味

性，引人入勝 

1 事件內容無趣，無法吸引人閱讀 

3 事件內容平實，尚能引起閱讀興趣 

5 事件內容饒富趣味，引人入勝 

5.（狀物）能寫出對物品的想

法和感覺 

1 內容沒有提及對物品的想法和感覺 

3 內容雖有提及對物品想法與感覺，但敘

述簡要、貧乏 

5 內容能娓娓道出對物品的想法和感覺 

三、

文章

結構 

1. 結構完整，有首有尾 1 通篇直述到底，前後沒有關聯 

3 有開頭、主文、結尾三段落，前後大致

有關聯 

5 有三段落中有起承轉合，且能綜合歸納 

2. 段落之間銜接恰當 1 內容不連貫，連接生硬 

3 內容偶爾不連貫，銜接尚屬恰當 

5 每段之間有清晰流暢的過度 

3. 文章開頭新穎，引人入勝 1 開頭不當，枯燥乏味 

3 開頭符合題意，但了無新意 

5 開頭新穎且吸引人 

4. 文章結尾有力，呼應題旨 1 結尾不當，草草收場 

3 有結尾，但不能呼應整篇文章 

5 結尾有力，前後呼應 

5. 中心思想突出，內容明

確、集中 

1 全文偏離主題 

3 中心思想不夠明確、集中 

5 全文中心思想明確，緊扣題旨 

 

註 1：總分＝文字修辭×1 + 內容思想×1 + 文章架構×1 ，共計 75 分 

註 2：介於 1、3 評分標準兼者給 2 分；介於 3、5 評分標準間者給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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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平衡取向讀寫補救機學教案 

日期 
節

數 

教

學

階

段 

教學

活動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00/03/15 

、 

100/03/18 

 

第二週 

4 

示

範

階

段 

單元

一：

媽媽

的祕

密檔

案 

4. 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短

文 

5. 能瞭解並應

用形容詞修

辭法 

6. 能進行文句

仿寫創作文

章 

【教學準備】 

圖畫紙、色鉛筆。短文三篇：我的小傳、我的好朋友

（選自康軒－輕鬆學好記敘文）、鐘老師上自然課（選

自國語日報 100.1.6 第十版）。學習單一。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你說我畫」：請一位學生口頭描述母親的外

貌，其他學生按其描述繪畫。 

二、將方才使用到的形容詞依各部位列出。 

三、由教師朗讀短文，請學生聆聽並找出其他形容人

物的用詞。 

四、教師補充其他形容人物的四字短語及詞彙。 

五、製作「媽媽的祕密檔案」並討論要問哪些問題，

才能凸顯母親的特色。 

六、回家作業：依題項與母親進行訪問。 

 

貳、寫作教學 

一、分享每人的檔案內容。 

二、教師指導記人類文體的寫作技巧，以及形容詞修

辭法。 

三、請學生依據範文的寫作架構，應用文句仿寫與創

作，擷取訪問內容完成「媽媽的祕密檔案」作品。 

 

参、第一單元隨堂測驗 

100/03/22 

、 

100/03/25 

 

第三週 

4 

示

範

階

段 

單元

二：

漫畫

生活

趣味

故事 

4. 能閱讀圖片 

5. 能瞭解並應

用故事結構

策略 

6. 能進行看圖

寫作 

【教學準備】 

國語日報〈小亨利漫畫〉9 則。色鉛筆、剪刀、口紅

膠。學習單二。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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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學生仔細觀察圖片內容，排出四張連環圖片的

順序。 

二、說一說你排出來的故事。 

三、創造結局：發揮你的想像力－「如果有第五個空

格，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呢？」把它寫下來。 

四、揭示故事結構六元素：「主角」、「時間、地點」、

「發生什麼問題」、「事情經過」、「故事結局」以

及「主角反應」。並把範文中的故式六元素找出

來。 

五、選一則你喜歡的小亨利連環圖剪下來，貼在學習

單上，並為每張圖片寫上短文。 

六、回家作業：與家人一起回想一則曾發生的趣味故

事。 

 

貳、寫作教學 

一、分享生活的趣味故事，並將故事畫成四格漫畫。 

二、教師指導看圖寫作的策略、技巧。 

三、教師指導學生在每一格漫畫底下寫上旁白，完成

一篇完整的圖畫故事。 

 

参、第二單元隨堂測驗 

100/03/29 

、 

100/04/1 

 

第四週 

4 

示

範

階

段 

單元

三：

媽媽

的拿

手好

菜 

4. 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短

文 

5. 能瞭解並應

用感官摹寫

修辭法 

6. 能進行文句

仿寫創作一

篇文章 

【教學準備】 

教師自撰短文〈黃媽媽的黃金咖哩飯〉、報紙美食推

薦廣告數則。色鉛筆。學習單三。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美味食物猜一猜」：利用視覺、嗅覺、味覺摹

寫的線索，請學生猜出這是哪一道菜。 

二、以實物模寫為主題，介紹摹寫法修辭。 

三、輪流分享媽媽的拿手好菜，請在學習單應用視覺

模寫、嗅覺模寫以及味覺模寫，寫上合適的敘述。 

四、共同討論對這些美味佳餚的「心覺」為何？為什

麼？ 

五、回家作業：詢問母親拿手好菜的製做材料及流

程。 

 

貳、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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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與討論報紙的「美食廣告」。  

二、教師指導食物摹寫的技巧並提供範文。 

三、請學生根據範文的寫作架構，應用文句仿寫與創

作，幫媽媽的拿手好菜寫一篇推薦文章，題目自

訂。 

 

参、第三單元隨堂測驗 

100/04/05 

、 

100/04/08 

 

第五週 

4 

示

範

階

段 

單元

四：

最特

別的

禮物 

4. 能閱讀 500

字以內的短

文 

5. 能正確使用

標點符號 

6. 能進行文句

仿寫創作一

篇文章 

【教學準備】 

教師自撰短文〈最特別的禮物〉。學習單四。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禮物在哪裡？」：介紹完父母親所給予的兩種

禮物形式後閱讀教師的自撰短文做為引起動

機。並將範文當作標點符號教學的範文，一邊輪

讀，一邊加上逗號和句號。 

二、思考自己身上是否也有傳承自父母親的禮物？

討論這些禮物的來歷、故事，並探討它對自己的

意義與價值。 

三、為別人的禮物提出看法，寫在回饋單上贈與對

方。 

四、回家作業：向父母詢問關於這份「禮物」的故事。 

 

貳、寫作教學 

一、教師指導標點符號的使用技巧、寫作架構。 

二、請學生根據範文的寫作架構，應用文句仿寫與 

  創作，完成一篇文章－「最特別的禮物」。 

 

参、第四單元隨堂測驗 

100/04/12 

、 

100/04/15 

 

第六週 

4 

引

導

階

段 

單元

五：

歡喜

過新

年 

5. 能閱讀

500-2000 字

的繪本 

6. 能摘要故事

資訊 

7. 能瞭解並應

用排比修辭

法 

8. 能進行段落

【教學準備】 

繪本：〈潑水過新年〉、〈越南民間故事－春節的竹

竿〉、〈鬥年獸〉。學習單五。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討論上週末中和潑水節活動：潑水節感受到的氣

氛如何？你們和誰一起去？玩什麼？在現場什

麼看到大家相互潑水，還有看到什麼習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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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寫創作一

篇文章 

二、簡介三本繪本的內容，讓學生自選。 

三、學生進行分享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問

題，並寫上不懂的辭彙並猜測意思，及完成各國

新年節慶的摘錄表。 

四、請學生拿自己的新年節慶摘錄表上台分享，討論

不同民族的差異，再由老師做總結。 

五、回家作業：子親共讀、詢問父母當地的年節傳統

習俗。 

 

貳、寫作教學 

一、教導排比修辭法 

二、分享祈福內容，觀看日本 311 地震圖片。 

三、請學生依據寫作架構，應用段落仿寫與創作，完

成一篇文章－「我的新年心願」。 

 

参、第五單元隨堂測驗 

100/04/22 

、 

100/04/26 

、 

100/04/27 

（補課） 

第七週 

5 

引

導

階

段 

單元

六：

各國

的民

間故

事 

4. 能閱讀

500-2000 字

的繪本 

5. 能以故事中

不同角色的

視角重構故

事 

6. 能改寫一篇

繪本故事 

【教學準備】 

亞洲民間故事圖畫書：〈破鳥蛋〉、〈鶴妻〉、〈貪吃的

狐狸〉、〈豆粥婆婆〉。〈婆羅門老虎狼〉。網路文章：

台灣民間故事〈紅公雞〉學習單六。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聆聽故事」－教師唸讀一篇台灣民間故事「紅 

  公雞」。 

二、介紹「民間故事」的定義。 

三、教師簡介繪本，並請學生依興趣自由挑選。 

四、學生進行獨立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 

  問題，並寫上不懂的辭彙並猜測意思。 

五、「主角換我當」－請學生閱讀後，將所故事中 

  的主角寫在黑板上。並挑選一個自己喜愛的角 

  色來演一遍。 

六、討論各個學生所選的角色心裡狀態為何？思考

如果我是主角，我會怎麼做？ 

七、回家作業：請父母說一則家鄉的民間故事 

 

貳、寫作教學 

一、請學生分享父母親家鄉的民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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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導擬人修辭法。 

三、請學生依據寫作架構，改寫一篇故事－「新《ｏ

ｏｏｏ》」。 

 

参、第六單元隨堂測驗 

100/04/29 

、 

100/05/03 

、 

100/05/06 

 

第八週 

6 

引

導

階

段 

單元

七：

召喚

守護

神 

5. 能閱讀

500-2000 字

的繪本 

6. 能摘要故事

資訊 

7. 能瞭解並應

用感嘆修辭

法 

8. 能續寫完成

一篇故事 

【教學準備】 

神明繪本《灶神》、《門神》、《財神》。短篇故事〈文

昌帝君〉、〈土地公和土地婆〉，選自《台灣知識小百

科１－台灣的傳奇神明》學習單七。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主題討論：有到廟裡拜拜的經驗嗎？都會向神 

  明乞求什麼？知道關於神明的故事嗎？ 

二、教師簡介繪本，並請學生依興趣自由挑選。 

三、學生進行獨立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 

  問題，寫上不懂的辭彙並猜測意思，以及完成 

  神明戰鬥卡。 

四、請學生拿自己的神明戰鬥卡上臺分享，討論天助 

自助者的意義，並由老師做總結。 

五、回家作業：子親共讀、詢問有關當地神明的事蹟。 

 

貳、寫作教學 

一、介紹感嘆修辭、對話時標點符號的用法。 

二、請學生依據寫作架構，將教師所準備的故事進行

續寫，完成一篇文章－「召喚守護神」。 

 

参、第七單元隨堂測驗 

100/05/06 

、 

100/05/10 

 

100/05/13 

 

第九週 

6 

引

導

階

段 

單元

八：

傳家

寶貝 

4. 能閱讀

500-2000 字

的繪本 

5. 能瞭解並應

用狀物的技

巧 

6. 能依段落架

構創作一篇

文章 

【教學準備】 

繪本《傳家寶被》。學習單八。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主題討論：家裡有沒有阿公、阿嬤給爸爸、媽 

  媽的「傳家之寶」呢？ 

二、教師簡介繪本〈傳家寶被〉。 

三、學生進行分享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 

  問題，以及整理故事中人物的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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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故事百衲被在家族中所代表的意義與價值。 

思考家裡是否也有這種具有家族意義的傳家寶

貝？ 

   

五、回家作業：子親共讀、與父母一同尋找家中的傳 

家寶貝並詢問它的來歷。 

 

貳、寫作教學 

一、教師教導狀物的寫作技巧－縮放法、寫生法、感

觀摩寫加譬喻法、細描法和形容詞修辭。 

二、請學生參考範文的寫作架構，應用段落仿寫與創

作，完成一篇文章－「傳家寶貝」。 

 

参、第八單元隨堂測驗 

100/05/17 

、 

100/05/20 

、 

100/05/24 

、 

100/05/27 

 

第十週 

8 

獨

立

階

段 

單元

九：

信不

信由

你－

鬼怪

傳說 

4. 能閱讀

2000-5000

字的橋樑書 

5. 能瞭解並應

用誇飾修辭

法 

6. 能依段落架

構創作一則

故事 

【教學準備】 

橋梁書：《鯉魚變》、《板橋三娘子》、《葉限》、《今天

晚上，誰當鬼？》學習單九。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鬼話連篇」：你相信這世界上有鬼嗎？有聽爸 

  爸、媽媽或其他人說過關於鬼的故事嗎？ 

二、簡介橋樑書，並請學生依興趣自由挑選。 

三、學生進行獨立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  

  問題、記錄優美詞句，並在文章中覺得可怕、 

  不可思議的片段貼上便利貼。 

四、討論鬼的聯想和鬼故事怎麼寫才恐怖。 

五、回家作業：子親共讀、詢問父母在家鄉聽說過的 

鬼故事。 

 

貳、寫作教學 

一、複習各個學過的修辭法，教導誇飾修辭法。 

二、教導關於害怕的詞彙。 

三、請學生依據寫作架構，創作一個故事－「鬼話連

篇－（題目自訂）」。 

 

参、第九單元隨堂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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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31 

、 

100/06/03 

、 

100/06/07 

、 

100/06/10 

 

第十一週 

8 

獨

立

階

段 

單元

十：

校園

歡樂

多 

5. 能閱讀

2000-5000

字的橋樑書 

6. 能摘要故事

資訊 

7. 能瞭解並應

用所學習過

的修辭法 

8. 能依段落架

構創作一則

故事 

【教學準備】 

橋梁書：《屁屁超人》、《屁屁超人與飛天馬桶》、《屁

屁超人與直升機神犬》。學習單十。 

 

【教學流程】 

壹、閱讀教學 

一、「校園趣事你我他」：教師分享自己的求學時記 

  憶深刻的同學和趣事。 

二、簡介橋樑書，並請學生依興趣自由挑選。 

三、學生進行獨立閱讀，邊閱讀邊回答學習單上的 

  問題、記錄優美詞句，並在文章中覺得好玩有 

  趣的片段貼上便利貼。 

四、討論故事中趣味片段的聯想，以及每個主角的個

性和超能力，思考想要和哪一個角色當朋友。 

六、回家作業：子親共讀、詢問父母以前讀小學時的 

趣事。 

 

貳、寫作教學 

一、複習各個學過的修辭法。 

二、關於快樂的詞彙。 

三、列出升上三年級以來所參與的學校活動，設定寫

作場景，與故事人物。 

四、請學生參考寫作架構，創作一個故事－「鬼話連

篇－（題目自訂）」。 

 

参、第十單元隨堂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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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第二單元學習單（示範階段） 

 

          

               

   姓名：      

壹、看圖說故事 

一、仔細觀察圖片內容，排出圖片順序。 

二、說一說，每張圖片的內容。 

三、  我們可以把剛剛每張圖片的句子串連成一個故事： 

 

 

 

 

 

 

 

 

 

 

 

 

 

 

四、發揮你的想像力！如果有第五個空格，你覺得接下 

  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1. 星期六下午我和小弟到玩具店逛逛，他看到了 

 一個新奇的玩具「嚇人小丑箱」，就非常想要 

 買，我摸一摸口袋告訴他：「我沒有 50元，不 

 能買這個玩具。」 

2. 小弟有點失望，我突然靈機一動想到一個好方 

 法！ 

3. 我跑去找來一個大盒子，裡面也裝了一樣也能 

 達到嚇人效果的東西。 

4. 哇哈！就是我們家的「小黃」，恐怖嗎？小弟 

 看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也不再因為沒買到 

 想要的玩具而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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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故事結構六元素 

  每個故事都包括了六個重要的部分，只要把它組合

好就可以非常完整又容易看得懂喔！ 

 

 

 

 

 

 

 

 

 

 

 找一找，短文中的故事結構六元素。（將答案劃線並

標號） 

 

 

 

 

 

 

 

 

 

故事 

１主角 

２時間 
地點 

３發生
什麼問
題 

４事情 
經過 

５故事 
結局 

６主角 
反應 

主角對於前面的

事情，做什麼行

動？還有他的感

覺如何呢？有時

候這部分不會直

接寫出來，那要

看圖片和內容猜

一猜喔！ 

故事開始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問

題？ 

故事接下來發生

了什麼事？ 

故事最後怎麼了

呢？要把結局在

文章的最後寫出

來。 

故事發生的時間

是什麼時候？發

生的地點又在哪

裡呢？ 

故事的主角是誰？配

角是誰？他們之間的

關係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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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剪貼趣味連環圖 

 選一則你喜歡的小亨利連環漫畫，剪貼在下面的框框 

寫一個好故事一定要有適度的「聯想」和「想像」，善

用加油添醋的能力，保證你就能寫出一篇趣味橫生的

「爆笑故事」囉！ 

   

肆、生活趣事一籮筐 

  請分享一件生活中的爆笑事件，也可以詢問爸爸、

媽媽或其他兄弟姊妹，把它畫下來。 

 

 

 

 

 

 

 

標

題

 

  

 

標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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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單元寫作架構 

 

依造上一大題所畫的生活爆笑事件，掌握「故事結構 

六元素」的技巧，就可以一句四幅圖畫寫出好玩又有 

趣的故事囉！ 

 

第一段：第一幅圖 （主角、時間、地點、天氣…？） 

第二段：第二幅圖 （發生什麼問題？） 

第三段：第三幅圖 （事情經過如何？） 

第四段：第四幅圖 （主角反應、故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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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學習單（引導階段） 

 
 

 

               

 

壹、閱讀前討論 

一、有到過廟裡拜拜的經驗嗎？ 

二、拜拜的心情如何？你都會祈求什麼？ 

三、爸爸或媽媽有和你說過關於神明的故事嗎？如果有 

  ，請和大家分享吧！ 

 

  台灣信奉佛教、道教的人口眾多，因此各地的都 

 有許多的寺廟、道觀，祭拜的神明依各負責管理 

  的工作不同而有許不同的神明。召喚好神前別忘認識 

  一下這些眾神明喔！ 

 

貳、開始閱讀囉！ 

一、選一本你喜愛的書，找一個你最喜愛的位置，開始 

  「大聲朗讀」吧！ 

二、在閱讀的過程一定會遇到不會的字，先別急著問老 

  師，請你把不會的字詞或四字短語寫下來，並跟前 

  面、後面的句子猜一猜它的意思。 

 

不會的字詞 我猜它的意思可能是… Bin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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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參、認識眾神明 

 

一、 請你閱讀後，找出下列神明的資料，再利用紙卡幫

祂做成戰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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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感嘆修辭 

（一）什麼是感嘆修辭 

  感嘆修辭是表是某種情感的修辭技巧。她常常藉

由各種嘆詞、助詞來強調內心的喜悅、感激、羨慕、

讚賞、悲哀、憤怒、焦急、恐懼、憂鬱、驚訝等感覺。 

 

（二）課文範例 

 真是有趣呀！ 

 你們看！玩具兵就在那兒！ 

 我借你三小時，你要好好珍惜，完成作業喔！ 

 

（三）小試身手 

  找一找，哪一個句子應用了感嘆修辭的技巧？ 

 

1. 你最近心情好些了嗎？ 

2. 我想大聲的說：「謝謝『彩虹鳥』，你是我最好的

朋友。」 

3. 把這些圖案貼在牆壁上，真的好特別呀！ 

 

 

 

 

 

 

 

 

 

 

 

 

 

 



 

221 
 

伍、親子共讀時光 

 

 我把故事書帶回家念給（   ）聽。 

 他覺得我念得 

非常好 很好 普通 

  

 

 

 

 和與你分享的人一起討論在爸爸、媽媽的家鄉是不是

也有神通廣大的神明呢？有的話請填在下列表格。 

 

神明

稱謂 
   

特技  

 

 

 

 

 

 

神力 
 

 
  

生日 
 

 
  

補給

物品 

 

 

 

  

使用

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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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單元寫作架構 

 

複習一下神明戰鬥卡，讓你在遇到困難時知道要召喚誰

出場幫忙！ 

 

 

 召喚守護神 

 

 

第一段：指定場景 

 

 

 

 

 

 

 

 

 

 

 

 

 

 

 

 

 

 

 

 

 

第二段：你要召喚哪一個守護神呢？召喚後發生什麼事呢？ 

 

第三段：故事的結局是什麼？ 

 

 

 

 
 

花
田
一
路
才
念
小
學
三
年
級
，
就
已
經
是
鄰
里
間
惡
名
昭
彰
的
搗
蛋

鬼
。
他
天
不
怕
，
地
不
怕
，
但
是
一
想
到
鬼
就
嚇
得
臉
色
發
青
，
偏
偏
在

一
次
的
車
禍
意
外
後
，
他
就
有
了
看
見
鬼
魂
的
超
能
力
。
從
此
有
許
多
鬼

魂
會
找
他
來
幫
忙
處
理
事
情
，
不
過
有
一
天
卻
來
了
一
個
不
速
之
客
－

「
佛
地
魔
」。
佛
地
魔
很
調
皮
，
常
常
跑
到
別
人
家
中
作
弄
別
人
，
例
如

把
米
缸
的
米
吃
光
、
故
意
讓
田
裡
的
稻
子
長
不
好
，
一
路
有
好
幾
次
都
差

一
點
抓
到
他
，
不
過
佛
地
魔
神
出
鬼
沒
，
每
次
都
讓
他
溜
走
。
一
路
決
定

這
次
要
召
喚
守
護
神
來
幫
忙
！ 

  
 

小
丸
子
的
爸
爸
在
一
般
的
私
人
企
業
上
班
，
媽
媽
就
是
家
庭
主
婦
，

日
子
雖
然
不
是
非
常
富
裕
，
但
還
算
是
比
上
不
足
，
比
下
有
餘
。
好
景
不

常
，
丸
子
爸
的
公
司
過
年
前
惡
性
倒
閉
了
，
家
裡
頓
時
失
去
經
濟
來
源
，

眼
看
過
完
年
學
校
就
要
開
學
，
但
小
丸
子
的
學
費
卻
不
知
道
還
在
何
處
，

丸
子
爸
和
丸
子
媽
不
禁
擔
憂
了
起
來
，
就
在
此
時
，
有
一
位
丸
子
家
的
守

護
神
從
天
而
降
！ 

  
 

大
雄
是
一
位
在
東
京
念
小
學
四
年
級
的
學
生
，
他
的
個
性
懦
弱
怕

事
，
膽
小
又
愛
哭
，
在
學
校
功
課
也
不
好
，
也
沒
有
運
動
神
經
，
最
不
喜

歡
上
體
育
課
，
也
最
討
厭
寫
作
業
，
考
試
更
常
常
抱
鴨
蛋
回
家
。
不
過
還

好
他
有
小
叮
噹
，
遇
到
任
何
困
難
他
都
會
找
小
叮
噹
幫
他
的
忙
，
在
學
校

也
沒
人
敢
欺
負
他
了
！
不
過
，
小
叮
噹
被
老
鼠
咬
了
一
口
後
就
生
病
了
，

到
現
在
都
還
躺
在
床
上
，
大
雄
眼
看
再
過
一
個
禮
拜
又
要
月
考
了
，
他
該

怎
麼
辦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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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單元學習單（獨立階段） 

            

 

    

 

  

壹、閱讀前討論 

一、你相信這世界上有鬼嗎？ 

二、爸爸或媽媽有告訴過你在家鄉的鬼怪故事嗎？ 

 

      

      中國在很久以前就有鬼怪傳說，許多民間流傳的鬼 

    故事都被蒐錄成書籍流傳到現代，有些是作者創作， 

  有些則是採集而來。例如我們要讀的《葉限》就出自於 

  唐代的《西陽雜俎》，《鯉魚變》出自唐代的《續弦怪錄》 

  ，《板橋三娘子》則是出自唐代的《太平廣記》。可見 

  神秘詭譎的鬼怪故事是人人愛聽呢！ 

 

 

貳、開始閱讀囉！ 

一、找一個你最喜愛的位置，開始「大聲朗讀」吧！ 

二、在閱讀的過程一定會遇到不會的字，先別急著問老 

  師，請你把不會的字詞或四字短語寫下來，並跟前 

  面、後面的句子猜一猜它的意思。 

 

不會的字詞 我猜它的意思可能是… Bingo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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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章內容 

 

一、哪個鬼怪最可怕？ 

 

  在我讀的故事中，我覺得令我感到害怕的角色是…… 

 

                         

 

 

二、印象深刻的片段 

  讀到哪一段時，覺得最可怕、最離奇、最匪夷所思 

    呢？把這些地方用便利貼貼起來！ 

 

三、優美詞句找一找 

  還記得我們學過了哪些修辭法嗎？把這些優美詞

句 

  寫下來吧！ 

 

修辭法 句子 Bingo 

摹寫法 

 

 

 

 

排比法 

 

 

 

 

類疊法 

 

 

 

 

譬喻法 

 

 

 

 

擬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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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誇飾法 

 

（一）什麼是誇飾法？ 

  運用豐富的想像，以誇張的手法，借助誇大的語氣

和文字來做記敘描述。 

 

（二）範例 

 他緊張到心臟都要跳出來了！ 

 牠的吼叫聲，連幾千里外都聽得見。 

 

（三）小試身手 

 他看到無頭鬼，嚇得眼睛瞪的像（   ）一樣大。 

 鯉魚一天比一天還大，大得連（   ）都裝不下。 

 他被嚇得（   ）都說不出一句話。 

 

五、詞彙寶庫－害怕的描述 

 

兩～

三字 
可怕、恐怖、驚恐、驚慌、恐懼、懼怕、嚇壞了 

四字

短語 

嚇得心驚膽跳 

，臉色大變 

心驚膽跳、心驚膽怕、心驚肉跳、

膽顫心驚、大吃一驚、大驚失色、

神色慌張 

嚇得魂都飛了 魂飛魄散、魂不附體、驚魂未定 

嚇得不知如何

是好 

驚慌失措、手足無措、坐立不安、

忐忑不安、心神不定 

嚇得發抖打顫 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嚇呆了 瞠目結舌、張口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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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嚇完還是覺

得很害怕 
心有餘悸、餘悸猶存 

句子 

嚇得直發抖、嚇出一身冷汗、嚇得雙腿不停的顫

抖、嚇得頭皮發麻、嚇得面無血色、嚇得縮成一

團、嚇得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六、親子共讀時光 

 

 我把故事書帶回家念給（   ）聽。 

 他覺得我念得 

非常好 很好 普通 

  

 

 

 

 請爸爸、媽媽說一個家鄉的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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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九單元寫作架構 

 

 

還記得我們閱讀、討論的鬼故事嗎？回想一下故事的主

角和地點，並將它們任意組合，變成你的鬼故事中的寫

作材料。 

 

角色：無頭鬼、葉限、薛偉、三娘子、吊死鬼、水 

   鬼、膽小鬼、女鬼、小器鬼、      。 

 

地點：陰間地府、地獄、陀汗國、板橋客棧、海邊、 

   墓地、森林、山上、家裡、       。 

 

  嚇死人小技巧：陰森的口氣、懸疑的過程、驚悚 

        的描述。 

 

 

     鬼話連篇－ 

     ＜     ＞ 

 

 

第一段：時間、地點、人物……等故事背景。 

 

 

 

第二段：發生什麼事？事情的經過？ 

 

 

 

第三段：故事結局。 

 

 

 

 

 

 

（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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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學生寫作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一）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標點符號都正確了。  

 我有把文章分成三段。  

 我有用形容詞把媽媽的外表、特徵寫出來。  

 我有唸過一遍，把不通順的地方寫通順。  

 我有檢查過一次，把錯字訂正。  

自我檢核表（二）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標點符號都正確了。  

 我有把文章分成三段。  

 我的故事有加入形容詞。  

 我有將故事六元素寫在文章之中。  

 我有唸過一遍，把不通順的地方寫通順。  

自我檢核表（三）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標點符號都正確了。  

 我有把文章分成三段。  

 我有唸過一遍，把不通順的地方寫通順。  

 檢查一下來有沒有地方需要再多寫一點。  

我有應用 視覺 ／ 味覺 ／ 嗅覺 ／ 觸覺 摹寫

法來描寫美味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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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核表（四）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我有唸過一遍，把不通順的地方寫通順。  

 「，」和「。」都正確了。  

 我的文章有加入適當的形容詞。  

 檢查一下來有沒有地方需要再多寫一點。  

 別人讀我的文章也會覺得這份禮物很特別。  

自我檢核表（五）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我有唸過一遍，把不通順的地方寫通順。  

 我會盡量多寫一點內容。  

 我有在第二段我有應用排比修辭法。  

 我有改寫第一、三段的內容，大部分都和老

師的不一樣。 

 

 如果老天爺、神明或耶穌看見我的祈禱，祂

也會很感動，並且願意幫助我。 

 

自我檢核表（六）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我有唸過一遍，把不通順的地方寫通順。  

 我有用擬人法來寫作，讓故事變得更有趣。  

 我會用：「…….。」來表示一個人說的話。  

 第二段內容比第一、三段還要豐富精彩。  

 別人讀這篇文章時，會覺得這個故事很有

趣，也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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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核表（七）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我有用感嘆修詞寫作，增強文章的情感。  

 我還使用了 摹寫法 / 排比法 / 擬人法 

寫作。 
 

 我會用：「…….。」來表示一個人說的話。  

 第二段內容比第一、三段還要豐富精彩。  

 別人讀這篇文章時，會覺得這個故事很有

趣，也很有意義。 
 

自我檢核表（八）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我有用形容詞來描寫物品的特徵和顏色。  

 我使用了 縮放法 / 摹寫法 / 譬喻法 / 

細描法 寫作。 
 

 我會盡量多寫一點內容。  

 第二段內容比第一、三段還要豐富精彩。  

 別人讀完文章，可以清楚知道「傳家寶貝」

的樣貌和特殊意義。 
 

自我檢核表（九）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我的文章有加入適當的形容詞。  

 我使用了 摹寫法 / 排比法 / 類疊法 / 

譬喻法 / 誇飾法 寫作。 
 

 我的故事開頭很吸引人。  

 我的故事有完整的結尾。  

 別人讀完我的鬼故事，會有點恐怖、驚嚇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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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核表（十） 

做到

打勾 
評分項目 

教師

檢核 

 我的文章有加入適當的形容詞。  

 我使用了 摹寫法 / 排比法 / 類疊法 / 

譬喻法 / 誇飾法 寫作。 
 

 故事內容依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描寫。  

 我的故事有完整的結尾。  

 別人讀完我的校園故事，會覺得內容活潑好

玩、生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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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U2-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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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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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9-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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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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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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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0-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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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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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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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0-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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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