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arn to read | Reading to Learn 

 阿亮老師的閱讀寫作法寶 
 快快樂樂來閱讀 輕輕鬆鬆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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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教學經歷: 
     彰化成功國小高年級導師 
     曾任彰化縣閱讀輔導團兼任輔導員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夥伴講師 
     教育部閱讀工作坊種子教師 
※榮譽時刻 
     105-106年全國備課｢夢N｣社會科講師 
     榮獲104年教育部師鐸獎 
     榮獲104年彰化縣特殊優良教師金質獎 
     榮獲103年教育部閱讀推手 
     榮獲103年天下雜誌閱讀典範教師 
     成功國小榮獲102年教育部閱讀磐石獎 
     榮獲101彰化教學創新班級經營白金獎 
※教育理念 
  願每個夥伴都能喜樂付出 
  願每個學生都能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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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主題簡介 
1、國語課本閱讀策略     
2、數學實務技巧教學 
3、社會科閱讀策略 
4、課外閱讀推廣實務策略 
5、經典小說紅樓夢 三國演義 水滸傳教學 
6、台灣歷史創意教學 
7、中國歷史影像寫作教學 
8、淺談中國文學史創意教學 
9、班級閱讀與寫作實務經驗分享 
10、親子共讀與繪本閱讀指導策略 
11、班級經營多元閱讀策略分享 
12、影像閱讀策略教學（倩女幽魂、看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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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1: 
課外閱讀推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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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班級每日一書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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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讀書角 
•  基礎書籍：橋梁書及童話 

•  進階書籍：中外世界名著 

•  巔峰書籍：文學性高 

•  科普閱讀：小牛頓閱讀 

 

 

 

因材施書 

科普書籍 



課外閱讀推展的困難  
1、教師教學時間缺乏 

2、書海浩瀚無從下手 

3、學生缺乏閱讀興趣 

4、學生常表示看不懂 

5、學生閱讀偏食嚴重 

6、缺少家長支持鼓勵 

7、學校不考課外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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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會考與大學學測都是考閱讀理解。 

•國中課業沉重，無暇顧及課外閱讀。 

•閱讀習慣應該從國小開始培養。 

•國小閱讀理解佳，學習效果也會提昇。 

•閱讀能力的培養，才是【培養學生帶的
走的能力】 。 

       ※應該透過閱讀，讓學生終生學習。 

 

 

閱讀能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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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大迷思—背多分 
• 課文深究常是老師深究，學生跟著抄跟背。 

• 月考常考記憶性題目，而不是理解性題目。 

• 學校月考與會考   學測考題不同。 

• 會考與學測的考題，大多不是課本題目。 

• 應該透過各種文本，讓學生多學閱讀策略。 

 

 



閱讀推動成功之祕訣  

1、了解學生閱讀能力 

2、明白書籍簡單內容 

3、書籍是否適合學生 

4、適時提供閱讀鷹架 

5、了解騷動學生的心 

   透過卡通引起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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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2: 
課外推薦書單 



閱讀推薦之書單原則  

• 盡量不讓學生自行挑選書籍 

• 從人物簡單、故事豐富著手 

• 可挑漫畫版或插圖豐富美麗 

• 從短篇到長篇小說 

• 文學經典名著永遠不落伍 

 



閱讀推薦之書單原則  
一、版本不同，難度深淺不同 

二、男女喜好大不同：男生喜歡冒險，女生喜歡溫情 

三、閱讀對將來升學有幫助的書籍：如：歷史、自然、
名家作品 

四、求閱讀廣度：先不閱讀的偉人傳記或亞森羅蘋 

五、熱門的影視書籍：悲慘世界、哈利波特 



綜合性推薦之書單  
一、世界名著：湯姆歷險記、綠野仙蹤、傲慢與偏見

（福地悅讀名著漫畫版、聚光文創、幼福、企鵝 ） 

二、中國名著：西遊記、聊齋誌異、三國演義、      
紅樓夢（聚光文創、幼福趣趣名著、風車）。 

三、超科少年SSJ 漫畫科學人物故事：親子天下  

四、中國及世界偉人傳記：牛頓及世一出版 

五、漫畫台灣史共十本：新自然主義出版 

六、WHY?科普知識漫畫：世一出版社 

七、趣味漫畫資治通鑑：螢火蟲出版社  

八、名家作品：張曼娟、瓊瑤、三毛、金庸、琦君 

＊不推薦三采出版的尋寶記，怕孩子沉溺在搞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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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及世一出版社 
漫畫類的偉人傳記與世界名著 

透過閱讀偉人漫畫，
輕輕鬆鬆了解偉人事
蹟，閱讀效益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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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名著初階版 
幼福文化 趣趣名著-四大名著【注音版】 

文字較少，插畫可愛
吸引孩子輕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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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名著進階版 

聚光文創  阿亮老師改寫的四大名著 六月底完整出版 

內容豐富完整，插畫
精緻動人，深入淺出
讓孩子閱讀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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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學名著推薦初階版 

福地悅讀名著漫畫版：金銀島 傲慢與偏見 

支持台灣文創業者，
全部由台灣本土插
畫家創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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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學名著推薦進階版 

聚光文創  阿亮老師改寫的六本西洋文學名著 

我所改寫的世界名
著，淺顯文字，豐
富劇情，絕對是最
易懂好讀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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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學名著推薦進階版 

聚光文創  阿亮老師改寫的六本西洋文學名著 

聚光文創出版的六
本世界名著，都可
以搭配網路的卡通，
吸引孩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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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推薦書籍 

  

親子天下 超科少年SSJ 漫畫科學人物故事(出到第六冊) 

台灣本土
插畫家，
描寫西洋
科學家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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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推薦書籍 

世一出版社--WHY?科普知識漫畫-漫話生命科學 

挑選跟國中生自然課本
相關的書籍，例如：人
體、植物、動物、生命
科學、化學等書籍。  

 



推薦社會科書單  

• 從聽歷史故事到看歷史故事。 

 • 先挑漫畫版或插圖美麗開始。 

 • 先從人物簡單、故事有趣著手。 

• 從短篇漫畫到長篇歷史小說。 

 

歷史入門書，不推薦吳姐
姐說歷史故事，內容太過
詳細冗長，不熟知歷史的
學生容易失去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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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的中外歷史故事 

小魯說給孩子的歷史 

包括台灣 中國 世界 

適合國小階段 

利用開車時的時間 

旅遊中也能閱讀 

並且請孩子說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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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台灣歷史共十冊 最佳歷史橋梁漫畫書 

新自然主義 

漫畫台灣史共十本 

與遠流出版社 

漫畫台灣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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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漫畫資治通鑑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螢火蟲出版社 

內容豐富，比較適合國
中生，但是太過詳細，
對中國歷史不太熟知的
學生，會有閱讀的難度，
建議先去圖書館借來閱
讀，喜歡再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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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共十二冊 

趣味漫畫資治通鑑：螢火蟲出版社 

內容豐富，是國九學生
最佳世界歷史漫畫，搭
配國中課本效果更棒，
國小閱讀可以先奠定基
礎，但是價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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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層次的閱讀 

讓閱讀能力好的學生閱讀
名家小說，提升閱讀視野，
厚植語文能力。 

感受金庸瓊瑤的文字魅力，
學生自信心更是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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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3: 
經典文學閱讀與寫作策略 



動畫與文學名著結合 
經典兒童文學改編，充滿人
性關懷，以及高潮起伏的動
人情節，與時下的嬉鬧暴力

動畫，截然不同。 

透過卡通動畫吸引孩子，輕
鬆閱讀世界名著。 



圖文並茂吸引目光 
完全聘請台灣本土的文創
繪圖人才，配合故事內容，
創作出引人入勝的畫面。 



圖文並茂吸引目光 
完全聘請台灣本土的文創
繪圖人才，配合故事內容，
創作出引人入勝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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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學名著推薦進階版 

【四大名著】與網路【中國經典名著故事】三國演義 

阿亮老師的中國文
學名著，搭配網路
3分鐘的卡通，吸
引孩子閱讀。  

 



多元閱讀策略 
結合多元的閱讀寫作策略，
比起一般單純閱讀的課外
書，更有學習效果。 



大意摘要策略 
將大意前中後的魚骨
圖，加上連接詞，
【開始、然後、最後】，
寫成一篇完整文章。 



國際閱讀PIRLS提問 

一、「直接提取」 
二、「推論分析」 
三、「詮釋整合」 
四、「比較評估」 



初階心得寫作策略 
1、故事大意 
2、印象最深及理由 
3、感想或想法 
 



中階心得寫作策略 

O、事實描寫 
R、反思感受 
 I、意義解釋 
D、決策行動 



進階心得寫作策略 
A、事實摘要 
B、感想 喜不喜歡 
C、如果你是主角 
D、社會類似情節 
E 、國際事件 



增加文言文閱讀能力 
 書中附錄三國演義 

原文章節回目對照 

提供閱讀提升管道 



對照國語課本加深加廣 

南一國語六下，火
燒連環船，連結到
完整三國演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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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4: 
影像閱讀教學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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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主角讀高中，喜歡在那裡約會呢。  【直接提取】 

     【傳統六何法的提問方式：人、事、時、地、物】  

二、男主角在24歲時，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推論】 

三、女主角個性與興趣是什麼﹖請舉出證據。【詮釋整合】 

四、男女主角在各個階段，兩人相處的方式， 

    以及與對彼此的感情有不同嗎﹖        【比較評估】 

五、最後結局你喜歡嗎﹖為什麼﹖          【詮釋整合】 

六、影片為何要叫〔如果我們不曾相遇〕﹖請說明理由。                       

                                        【後設認知】 

 

如果我們不曾相遇MV 
閱讀提問策略教學 



閱讀寫作策略：宜蓁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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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5: 
社會科閱讀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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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社會科教學光碟 

引起動機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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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歌曲讓課本重點輕鬆背 
歌曲幕後功臣 

大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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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你我的付出   讓台灣教育更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