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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

(一) 緣起
(二) 本計劃的閱讀規劃
(三) 促進學生自主閱讀的策略
(四) 學生的轉變與感受
(五) 教師的反思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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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分享活動見成效

2.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
「優化學與教，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3. 參與「種籽計劃內部培訓工作坊」



自主學習與自主閱讀

4參考張永德博士於「種籽計劃內部培訓工作坊」的簡報資料

自主學習 自主閱讀

確定學習目標 認識閱讀任務
確定閱讀目標

制訂學習計劃 確定閱讀範圍
選取合適的閱讀材料
規劃閱讀進度

選擇學習策略 按需要選取合適的閱讀策略與方法

監控學習過程 監控閱讀過程
檢視閱讀理解的情況

修訂學習方法 調整閱讀方法以達成有效閱讀

評價學習結果 自我評價閱讀成果



閱讀教學新思路

自由 自在

• 享受閱讀
• 心感愉悅
• 無拘無束地閱讀

• 想閱讀而閱讀
• 自選閱讀材料
• 不必勉強完成
一本書的閱讀

自主

• 因應閱讀要求
規劃進程

• 掌握閱讀策略
與方法

• 自我反思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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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張永德博士於「種籽計劃內部培訓工作坊」的簡報資料



設計方向

讓學生自由選擇

(配以教師示範
與引導)

閱讀目的：與學生相關

閱讀材料：多元化

學習策略：不同的閱讀策略

學習活動：讀書會 6

1. 計劃目標

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促進自主學習

2. 計劃內容
三年級(全級)
閱讀規劃的方式：以優秀童書配合單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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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目的 (1)佈置與學生相關的閱讀任務

閱讀材料 (2)以篇帶書，自選閱讀材料

學習策略 (3)認識不同閱讀策略後，按個人需要
選用閱讀策略

學習活動 (4)設置讀書會，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5)展示及正面評價閱讀成果



(1)佈置與學生相關的閱讀任務

透過創設情境及設計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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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學習興趣



單元一「名人小時候」

學習目標

以不同的閱讀策略理解中西名人故事的內容，學習分析和

綜合內容，歸納人物性格

根據志願訂定閱讀目標，透過自選名人故事和閱讀方法，

提升閱讀興趣，促進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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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後，
我會是：

情境 課業設計

閱讀筆記
「成功秘笈」



單元二「科普大追蹤」

學習目標
 透過以篇帶篇到以書帶書，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培養自主學習的能
力和態度

 在「已知」的基礎上，通過「想知」及邊讀邊思考，逐步建構「新知」

 利用圖表整理與記錄閱讀所得，並協助說話

 根據個人喜好訂定延伸閱讀主題，閱讀相關的科普作品及網上閱讀材料，
培養閱讀及探究科學知識的興趣，促進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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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假如你是科學家，
你想發明甚麼？

 你發明的產品如何
改善人類的生活？

課業設計

閱讀筆記
「百科全書」



(2)以篇帶書，自選閱讀材料

單元一「名人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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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閱讀面
增加閱讀量

課文
講讀：
《圖書館裏的男孩》
導讀：
《齊白石畫蝦》
自讀：
《乘風破浪的李麗珊》

延伸閱讀篇章
《追求夢想廢寢忘
食的比爾‧蓋茨》

圖書(自由借閱)
(中西名人故事)

以篇帶篇 以篇帶書



根據志願定出延伸閱讀的人物，借閱相關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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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 延伸閱讀的人物 相關圖書

領袖 甘地 (西方名人) 《自由與和平的鬥士—甘地》

乾隆 (中國名人) 《乾隆傳奇》

透過讀書會，聆聽同學分享，調整志願及延伸閱
讀的人物



單元二「科普大追蹤」

課文
講讀：
《新型玻璃》
導讀：
《保存食物的
妙法》

延伸閱讀
篇章
《日常生活
中的科學》

《亞瑟富萊
的便利貼》

以篇帶篇
以篇帶書

圖書(共讀)

《魔術光，變變變》

《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集2》

《大樹的祕密》

以書帶書

圖書
(自由
借閱)
如：
《星空探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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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故事 認識科學知識

學生根據《魔術光，變變變》定出「想知」的內容，
然後從其他圖書找出相關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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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帶書的例子(一)：

從《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集2》的目錄找出與「光」

相關的故事：「從哪裡才能看到彩虹？」
「星星變少了」

「影子變多了」

圖畫書 橋樑書

依喜好從目錄中選取一個故事閱讀，然後分組討論



以書帶書的例子(二)

圖畫書 科普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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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示範從童話故事想到追求科普知識

學生根據最喜愛的童話/寓言故事內容，自訂探究主題

(如：《賣火柴的小女孩》火柴；《貪心的小狗》河水)

組內分享，參考組員意見，修訂主題

根據探究主題自行選讀科普書籍或網上閱讀材料



(3)認識不同閱讀策略後，
按個人需要選用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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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的閱讀策略 搜尋合適閱讀材料的方法

 時間線  搜尋及閱讀名人故事書的方法

 找連結  認識及應用目錄

 樹狀圖

 已知、想知、新知

 其他(二年級所學)

學生自行搜尋閱讀材料，並選用閱讀策略進行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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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時間線」展示名人的重要事件

在「成功秘笈」繪畫時間線

 課文《圖書館裏的男孩》

展示比爾‧蓋茨兒時的重要事件

 延伸篇章《追求夢想廢寢忘食的比爾‧蓋茨》

加上比爾‧蓋茨少年的重要事件

 網上資料 (能力較高的學生)

加上比爾‧蓋茨成年的重要事件及成就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生監控閱讀過程，可按個人需要調節閱讀範圍 / 篇幅

認識不同的閱讀策略



 認識「找連結」

閱讀活動「我有辦法」

• 從課文找出名人遇到的困難

• 學生聯想已有知識和生活經驗，為名人想出其他解決
問題的方法，如：

• 分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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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茨的困難 學生想出的辦法

他的新居與舊校的距離很遠。
雖然他的爸爸沒時間駕車送他，
但他決心返回舊校就讀，打算
走路上學，到那裏的圖書館幫
忙。

我認為比爾‧蓋茨走路上學會
很累。如果他乘搭公共汽車，
就可以在圖書館附近下車，不
用花力氣和時間走那麼多路。



 以樹狀圖分析閱讀材料

 透過《新型玻璃》及《保存食物的妙法》認識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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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魔術光，變變變》的內容，以「光」為主題
繪畫樹狀圖

根據《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集2》的內容，為「光」
的樹狀圖加上「新知」的內容

根據所讀資料，為探究主題繪畫樹狀圖

根據繪畫的樹狀圖，在「科學家研討會(讀書會)」
分享閱讀所得



 認識及運用「已知、想知、新知」

《魔術光，變變變》

1. 學生觀察封面，在組內輪流說說對魔術的「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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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師生共讀故事，然後運用已有知識和經驗理解內容

如：學生根據問題「你認為魔術師如何用光來變魔術？」，
然後組內交流

3. 就着故事中提及的魔術「噴水變彩虹」和「放大鏡
生火」，定出「想知」

4. 心裏帶着「想知」的問題，繼續共讀故事

如：問題「為何在空中噴水，彩虹就會出現？」

5. 發現「新知」



 介紹搜尋及閱讀名人故事書的方法

單元一「名人小時候」

看封面和封底：預測圖書內容

瀏覽目錄：選取合適的名人故事

快速翻閱全書：看看題目、插圖及照片，選取感
興趣的故事

閱讀所選故事：找出名人生平(故事開首/結尾)、
性格特點和值得學習的地方

選用適當的閱讀策略理解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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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搜尋合適閱讀材料的方法



 認識及應用目錄

《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集2》

從封面推測：

 從書名知道內容與科學有關

 從「小學生‧低年級」知道程度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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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錄中選讀與主題「光」有關的故事

期間，學生監控閱讀過程，可按個人需要調節閱讀速度

學生解說：所選故事與「光」的關係

學生自行編寫目錄

自選合適的閱讀策略進行延伸閱讀



 探討課文的讀書會

學生在課文人物的語言及行為部分，貼上不同顏色的
報事貼，然後分組聊一聊所貼位置和人物性格，並解
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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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置讀書會，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學生根據課文及延伸閱讀所得，與組員聊書，
並反思自己的不足，學習比爾‧蓋茨的性格特點

引導問題：

- 你認為這些性格特點跟小蓋茨長大後的成就有甚麼關係？

- 你認為小蓋茨哪一個性格特點最重要？為甚麼？

- 你可以怎樣向小蓋茨學習？

提升閱讀深度



 交流意見的讀書會

《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集2》

尋找「新知」：

閱讀所選故事，在「新知」部分加上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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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閱讀的收穫：

- 根據下列問題，自我檢視閱讀收穫

(1) 哪些內容是你猜想到的？

(2) 哪些內容令你感到驚訝？

(3) 哪些內容令你更不明白？

(4) 哪些內容令你懷疑是假的？

(5) 哪些內容令你好奇，而想知更多資訊？

- 學生用符號在文本上標示：

猜到()、驚訝(！)、不明白(？)、假()、想知更多()

- 組員彼此談談有沒有相同的收穫及感想



學生參考延伸閱讀材料及閱讀筆記「成功秘笈」，

與同學分享閱讀成果

活動一「介紹最喜歡的名人」

引導問題：

 簡介所選的志願

 你看了多少位名人的故事？

 展示圖書，說說書中記載的名人

 你最喜歡書中哪一位名人？

 他/她的一生有甚麼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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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閱讀成果的讀書會

(1)名人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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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說出最值得欣賞及學習的性格特點」

引導問題：

 你最欣賞書中名人哪一個性格特點？

 從甚麼事件/言行反映出這個性格特點？

 你有同樣的經驗嗎？你當時怎樣做？

(其他組員承接着分享內容，自由說出己見。)

 你會如何學習書中名人的這一個性格特點？

請分享一個例子。



(2) 科學家研討會(讀書會)

 學生扮演科學家，輪流就着探究主題，借助繪畫的樹狀圖，
分享閱讀所得：

(1) 最喜愛哪個童話故事/寓言故事？

(2) 為何選取這個主題？

(3) 從中學習了甚麼？

(4) 這物品如何改善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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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根據已讀資料，提供補充資料

 學生作出判斷，把真實的補充資料作為「新知」，加入樹狀圖

 學生班內分享，聆聽者可因應「已知」來提問或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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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示及正面評價閱讀成果

讀書會、張貼學生佳作

教師多讚賞，提供改善建議

教師同享受、同探究、多欣賞、樂反思

讓學生擁有成功感



中文課：
• 經常於中文課進行閱讀分享
• 樂於分享與交流，從中增進知識
閱讀興趣、態度及習慣：

• 增加閱讀課外書的時間
• 閱讀多元化的書籍及材料
學習策略：

• 有效運用閱讀策略
• 運用閱讀策略閱讀課外書
自主學習：

• 清楚閱讀目標
• 懂得調整閱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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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教學相長：

• 教師既是自主學習者，
也是學生自主學習的引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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