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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有許多種
�教師導讀型
�引導討論型
�自主討論型

今天主要談第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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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最基本的讀書會活動
1. 在書中相遇：目的是凸顯讀者的看法

2. 跟書中人對話：目的是幫助讀者提問

3. 替書中人許願：目的是幫助讀者了解
書中人物的感受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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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活動都有提升小組互動的目標
1. 在書中相遇：目的是練習聽別人的想法，找出共同點
2. 跟書中人對話：目的是幫助學生回應組員
3. 替書中人許願：目的是了解和討論判斷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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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活動都有照顧個別差異
1. 在書中相遇：把相同能力和相同興趣學生放同一組
2. 跟書中人對話：把不同能力但相同興趣學生放同一組
3. 替書中人許願：把不同能力但相同興趣學生放同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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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中相遇
�請各位組成四人小組
�每一組閱讀不同繪本
�同一組的人閱讀相同的繪本

�閱讀的時候，每個人一邊讀一邊思考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你的閱讀任務

�同一個小組裡，每位組員要選一個不同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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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學生說的話
�每組有一疊相同的書，和一個信封袋
�信封袋裏有六個神秘任務，每人抽一張任
務單

�先讀一讀自己的任務，再聽聽同學的任務

�開始閱讀了，每個人一邊讀一邊想，依照
自己任務單的指示貼上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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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六個不同的任務，請每人挑一個
�組裏有四個人，就只要選四個，不必每個都做

1. 找出書中最開心的地方，記下那一頁
2. 找出書中最傷心的地方，記下那一頁
3. 找出書中好好笑的地方，記下那一頁
4. 找出書中有點奇怪的地方，記下那一頁
5. 找出書中有點讓人害怕的地方，記下那
一頁

6. 哪裏會讓你覺得有朋友真好，記下那一
頁

8



給學生的任務單 (例一)

哪裏很開心? (傷心、好笑)
1. 邊讀邊想：這一頁有沒有很開心的地方?

2. 讀到很開心的地方，就在那一頁貼一張小貼
紙。

3. 整本書讀完了，從有小貼紙的幾頁中，選出
最開心的一頁，在那一頁貼一張大貼紙

4. 在大貼紙上寫出為什麼這一頁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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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生的任務單 (例二)

哪裏有點奇怪的? (讓人害怕)
1. 邊讀邊想：這一頁有沒有奇怪的地方?

2. 讀到有點奇怪的地方，就在那一頁貼一張小
貼紙。

3. 整本書讀完了，從有小貼紙的幾頁中，選出
最奇怪的一頁，在那一頁貼一張大貼紙。

4. 在大貼紙上寫出為什麼你覺得這一頁有點奇
怪。 10



跟組員分享
�說說你在哪一頁找到你的訊息
�說說你的理由

�有沒有兩個人的訊息剛剛好在同一頁？
�討論一下為什麼不同的訊息會在同一
頁，兩者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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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寫些句子來描述大家的想法，例如：
�……有……還有……

�……既……又……

�……又……又……，因為…… ，
�……不但……還……

�……又傷心又好笑，因為……

�……雖然會讓人有點害怕，可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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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
�這是最簡單的文學圈讀書會
�組裏每人閱讀相同的書，但是提取不同的
訊息

�各讀者從不同角度切入，可能在「書中相
遇」

�不同任務，鼓勵學生聆聽、合作
�句型由內容和意義引出來，不應該是找文
字套句式、照樣造句 13



學生練習什麼、體會到什麼
�提取訊息
�找出自己的重點
�運用故事情節做推論，體會到讀者會
有不同的感受

�練習整理多元訊息
�體會到可以從許多角度欣賞和理解一
個故事

14



想想你的學生
�他們對故事會有哪些反應?
�他們的貼紙會貼在哪裡？
�他們能把想法說出來嗎？你會怎麼幫他？
�能寫下來嗎？你會怎麼幫他？
�你會怎麼回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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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我不知道我是誰》
強布霍克(文) 薛佛勒(圖) 霍恩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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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個別差異
�只有不同的看法，沒有錯誤的看法
�不必要求每個學生都把書看完
�不必在乎任務是否正確的完成
�不必在乎貼紙是否寫得完整、正確

�注意學生的閱讀行為
�注意聽學生的說明
�尊重學生的想法、接受學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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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跟書中的人對話
組裡每人看相同的書，但依學生能力給不同任務

1. 問書中任何人一個「假如」的問題，寫在貼紙
上

2. 問書中任何人一個「為什麼」的問題，寫在貼
紙上

3. 問書中任何人一個「怎麼樣」的問題，寫在貼
紙上

4. 給書中任何人一點勸告，寫在貼紙上
5. 給書中任何人一點讚美或鼓勵，寫在貼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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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組員分享
�說說你的貼紙的內容
�說說你為什麼這樣寫
�請組員追問你一個問題
�分享後，把你對主角提問或說話的理
由加在貼紙上

�把伙伴的追問寫在同一張貼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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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
�對虛構的人物提問，帶學生脫離測試型的
問題，練習探究型的讀者提問

�各讀者從不同角度了解主角的行為和動機
�對話的模式幫助讀者投入故事，注意人物
的特徵

�不同任務，鼓勵學生聆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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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練習什麼、體會到什麼
�提取訊息
�比對訊息的含意
�做讀者型的提問
�練習深入的欣賞或批判人物
�練習不同的提問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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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你的學生
� 他們有「讀者型」的問題嗎?

� 你會怎麼回應他們的問題?

� 他們比較會批評，還是比較會讚嘗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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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第三個活動

替書中人許願

23



替故事人物許願
�組裏每人閱讀不同的繪本
�閱讀前，先在書的中間貼一張貼紙，
�每人獨立默讀
�閱讀時，讀到貼紙的地方時，替書中其中
一個人許個願，寫在貼紙上

�寫完貼紙就繼續把書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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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許願的句型
�許多學生的寫法：我希望林爺爺….

�請學生檢查自己許願用的句子，加上XX說，改
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如：林爺爺說:  「我希
望….. 」

�鼓勵學生套用下列其中一個句式：
�林爺爺說:  「但願….. 」
�林爺爺說:  「要是….. ，那會多好啊！」
�林爺爺說:  「為什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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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的達成
�你幫角色許的願望有達成嗎?

�有甚麼阻力嗎?

�有甚麼助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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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分享故事
�每人準備在兩分鐘之內，告訴組員幾件事：

�故事大意
�你替故事人物許的願
�你根據故事中的哪些話，推論出他的願望
�你替他許的願有沒有達成

�鼓勵學生先用貼紙寫點筆記，讓報告較流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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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
�小組成員論流報告，說故事時，用故
事人物的願望為主軸

�教師幫忙計時

�小組共同完成海報，張貼在教室，不
必每組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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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做海報
� 每人寫五張貼紙，組成下面的海報

第一人稱
寫的願望

誰在許願 他遇到哪
些幫忙

他遇到哪
些阻力

願望有達
成嗎

故事一

故事二

故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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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做分析
�分析「願望」欄

�只有一個人受益的願望給一顆★★★★

�最大公無私、許多人受益的給五顆★★★★

�分析願望達成的難易度
�最容易達成的一個▲▲▲▲

�最難達成的五個▲▲▲▲
30



活動說明
�能替別人許願，就是能了解他的目標和
心聲

�說話的人往往不意會到自己說了多久
�直接寫人物許願的話，增加讀者的同理心
�排序讓小讀者明辨標準和細察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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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練習什麼、體會到什麼
�推論人物的心意
�認識許願的句型
�練習說大意
�連結不同故事的內容
�體會到不同文學作品可以用共同的向度來分析
�深化讀者對願望的概念
�統整多文本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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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你的學生
�他們對故事會有哪些反應?
�會不會替別人許願？
�能依願望達成說大意嗎？你會怎麼幫他？
�他們會怎樣排序？你會怎麼幫他？
�你會怎麼回應他？

完完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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