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ading

▲ 學者發現，12歲之前學童的大腦吸收力及學

習力最為活躍，能讓孩子開始閱讀，有助於

知識的吸收。

■ 文、圖片提供/戴智偉

閱
讀

兒
童

讓孩子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看世界

閱讀是「自學能力」  也是「思考能力」的培養

根據教育學者的研究顯示，人類的大腦學習力與領略力，以12歲為分水嶺，

12歲之前的大腦吸收力及學習力最為活躍，越接近12歲，表示大腦內的結構將逐

漸築底完備。一旦錯過這個黃金時期後，後續的學習皆不如12歲以前吸收與學習

的高度效率。

閱讀比聽講更能吸收知識，因為文字透過閱讀的過程，轉而內化為個人的知

識庫。根據學者研究結果顯示，引導兒童閱讀，有助認知、語言、理解、推理及

其他領域能力的提升，可增進兒童的理解力、對複雜句子的認識、透視文內情節

重點、細節、角色、主題及提高疑問的層次，培養下結論與回答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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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期程 計畫名稱 實施策略與工作要項 對象

93-97年
焦點三百： 
國小兒童閱讀計畫

選定300個文化資源不足之焦點學校，
加強焦點學校兒童閱讀素養，提升文

化資源不足地區之圖書資源投入，弭

平城鄉教育資源差距。

300所文化資源不足
之焦點學校

95-97年
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

讀推廣計畫

充實學校圖書資源、營造良好閱讀環

境、培訓師資、補助民間公益團體及

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動等。 

本部所核定全國共

645所偏遠地區國民
中小學校

97-100年
悅讀101：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

提升計畫

全面性閱讀推動策略：進行閱讀基礎

研究、整合民間資源、相關師資人才

培育、建構優質環境、建立閱讀學校

及教師典範、統整閱讀平台。

持續充實全國國中小圖書館及圖書設

備。

持續補助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

廣。

「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教育部國民

小學一年級新生閱讀推廣計畫」透過

全面性的大量贈書及辦理親子講座，

鼓勵家長踴躍協助孩子跨出閱讀的第

一步。

以全國國民中小學

（含幼稚園）為推廣

對象

98-101年
閱讀植根與空間改善： 
98-101年圖書館創新
服務發展計畫

1.「建立公共圖書館與學校閱讀網絡」
計畫：以社區 (市 /鄉 /鎮 /區 )為單
位，地方公共圖書館為核心，串聯

公共圖書館週遭學校資源，共同建

置「社區閱讀網絡」。

2.「多元悅讀館藏充實」計畫：建立各
鄉鎮市區圖書館之館藏特色，同時

有系統辦理多元閱讀活動。

3.「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
活動」計畫：藉由積極推辦0-3歲
幼童閱讀活動，以吸引幼兒家人入

館使用圖書館資源，進而培養全民

閱讀習慣、涵育全民閱讀風氣。

0-3歲幼童以及3所國
立圖書館與543所地
方公共圖書館

▲ 兒童閱讀，就是「自學能力」，也是「思考能力」的培養 

全民閱讀教育各階段推動重點

資料來源：教育部 資料來源：教育部

教育部推動全民閱讀教育各項計畫與工作重點

 嬰幼兒         學前          小學低年級          高年級   中學

興趣

態度與習慣

學習閱讀能力

閱讀學習新知
閱
讀
推
動
重
點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 N a t i o n a l 

Science Foundation)把閱讀、數學和科

學並列為人類三項基本能力。有別於聽

講，必須跟著講者的步調，讀書可憑藉

自身步調進行。

能夠靜下心讀書的孩子，不知不覺

已經在手中的紙頁發覺一方世界，同時

也開始自我學習的歷程。

PIRLS評量 台灣敬陪末座

2006年，台灣首次參加以小四學童

為施測對象的PIRLS國際評量，PIRL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and Literacy Study）是5年循環一次的

國際評比，測量兒童閱讀素養成就以及

與讀寫能力有關之政策、實務的發展趨

勢，由國際教育評估協會（IEA）所主導

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隔年底結果公佈，台灣小學4年級的

孩子，因興趣而每天閱讀課外書籍的比

率，竟在所有參與國家中敬陪末座，僅

約2成的孩子有因興趣而閱讀的習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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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近幾年持續推動的閱讀教育政策，要讓國中、小的學童愛上閱讀 

樣的數字令人咋舌，難道孩子們除了課本

之外，不再碰書了嗎？

46個參加評量的國家裡，台灣在各樣

參數中的總體排名為第22；而與台灣同樣

使用繁體中文，曾被視為「文化沙漠」的

香港，卻從上一屆PIRLS 2001的第14名，

躍升至第2。

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

學閱讀提升計畫

教育部近幾年持續推動的閱讀教育政

策，2004年起針對弱勢地區國小推動「焦

點三百─國小兒童閱讀計畫」；2006年針

對偏遠地區的國中小閱讀推廣計畫；而自

2008年開始啟動為期4年的「悅讀101─教

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提升計畫」，則從過

去針對弱勢地區的輔助，擴大為全面性的

閱讀政策推動。

另外社教司推動以終身學習為主軸，

衡量嬰幼兒至成人的需求，策劃推動不同

階段的策略的全民閱讀計劃。因此，自

2009年度啟動的各項計畫更且考量到閱讀

能力之發展性，例如，「0-3歲幼童閱讀起

步走」及「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教育部

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閱讀推廣計畫」，透

過全面性的大量贈書，鼓勵家長踴躍協助

孩子跨出閱讀的第一步。

另外2009年著手推動「閱讀植根與空

間改善：2009∼2012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

展計畫」目的則在使圖書館能有效整合並

改善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從一連串規劃

裡，不難看出政策面積極推動閱讀的企圖

心。

柯華葳：「閱讀，培養國家

競爭力」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也

是國科會科教處PIRLS2006主持人柯華

葳教授，接受媒體針對該評比公開受訪時

指出：「若仔細看PIRLS的題目，會發現

它不是考實質內容，而是考思考能力。這

個結果明白告訴我們：今天若有個國際比

賽，比賽項目是「誰能馬上從網路上判斷

資料價值，並把它整理好」，我相信我們

會輸！因為我們很會抓資料，可是卻缺乏

判斷能力。倘若絕大多數國民都是如此，

怎不影響國際競爭力？」柯華葳大聲呼籲

各界重視受測的結果。

針對PIRLS2006台灣受測學童在閱讀

方面所表現的低成就，這份報告也成為教

育部國教司制定閱讀推動計畫的重要參考

指標。而PRILS2011於今（2010）年上半

年已完成預測，台灣再度參與受測，並將

於明年3月進行正式評比，台灣今年的成

績，也將顯示過去5年我國努力的成果。

李家同：「閱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需要經過不斷的累積，才能做好閱讀的

工作。」

談及『閱讀』，除了父母的態度、師

長的鼓勵以及孩子自身意願之外，尚有其

他重要因素待促成。首先就是現實的資源

分配問題。知名的人文學者李家同教授，

過去十多年來，每個星期天會到新竹寶山

鄉德蘭中心，教導窮孩子學英文，他常

感嘆，台灣的教育與考試制度已愈來愈不

利於非都會區的家庭，不利於窮人家的孩

子。

我國雖然號稱教育非常普及，其實學

生程度相差的距離非常大。以高中學力測

驗為例。進入建中，一女中等頂尖高中的

成績最低270分，某一所偏遠地區國中的

平均學測卻僅77分。我們其實產生了大批

毫無競爭力的公民。

台灣近十年來普設大學，使得高中

生高職生都可讀大學，在能力的鑑別上已

無明顯區分，李家同鼓勵學子們大量閱

讀課外書籍，他說：「例如數學題目長達

五、六行，學生寫不出來，原因是題目看

不懂，癥結是國文不好，而不是數學不

會。結果老師來解釋題意後，學生竟會解

題了。」李家同指出，「如果閱讀不夠，

很難在看完文章後，很快的捉到重點與主

旨」，很多理工科的學生看不懂科學論

文，有時不是專業知識的不足，而是沒有

保持閱讀的習慣。閱讀不足會影響表達

能力，有學生論文報告，連投影片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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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理念觀念都懂，報告時支支吾吾，甚

至語詞前後矛盾，這都與閱讀的豐富度有

關。閱讀不夠，作文一定不會好，因為沒

有好的中心思想」。李家同認為現行的入

學考試考作文，弱勢學生一定會吃大虧。

李家同說，閱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

要經過不斷的累積，才能做好閱讀的工

作。」

閱讀能激發孩子的想像與思

考

 而認知心理學暨神經心理學專家洪

蘭教授自美國回來十幾年，一直熱心推

動閱讀運動。她說：「閱讀能力是文明的

指標之一，它能使人的心靈得以昇華，孩

子經由閱讀，可以激勵出創造力，別人費

盡心血寫一本書，我們卻只要讀完這一本

書，就得到了他的經驗，正所謂「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透過閱讀能開啟視野、累

積前人的智慧。父母如果了解閱讀的神經

機制，更能協助孩子開發潛能。」，她提

醒家長不要把分數看得太重，鼓勵孩子閱

讀，能激發孩子多元的興趣，讓孩子自己

找出學習的方法，更能快樂的學習。

洪蘭推動閱讀十多年來常碰到阻力，

許多家長認為課本都讀不完了，讀什麼課

外書？於是她到中小學演講，耐煩地提醒

家長與教育單位，閱讀和創造力是同一個

神經機制，透過閱讀能激發出更多的想像

與思考，進一步影響言行談吐，而閱讀的

習慣卻是必須從小開始培養。她說：「要

改變人的觀念非常困難「你一定要一直不

停的去鬆動那個牆角才有可能。」

洪蘭的夫婿，也是前教育部長曾志

朗，同樣熱情參與兒童閱讀的推動，他在

中小學演說時向父母宣導閱讀的重要性，

並鼓勵「親子共讀」來增進良性的互動關

係。兩人近千百場的演講中，所得費用幾

乎捐給各地推廣閱讀之用，親自走訪了近

千所中小學，給予書籍、書櫃等實物與金

錢上援助，「有許多原住民的孩子，因為

資源的不足，根本缺乏閱讀的機會」，落

實閱讀的推廣，這是洪蘭與曾志朗倆人身

為學者的良心與理念的實踐。

企業動起來，台電「火金姑

兒童閱讀計畫」

「火金姑兒童閱讀計畫」是台電公

司與一粒麥子基金會在花東地區繼「為愛

發光－關懷獨居老人圍爐餐會」、「希望

種子－原民學子返鄉服務計畫」，另一項

共同合作向下深耕的公益活動。主要與花

蓮門諾醫院、台東基督教醫院以及恆春基

督教醫院合作，針對一粒麥子基金會13個

弱勢家庭課輔班的孩童進行課輔、品格教

育、閱讀及寫作推廣，另外每年還舉辦2

次火金姑大型活動，讓平時分散於各處的

學童有機會相互交流，增加團隊間的向心

力。台電表示，閱讀是所有學習的基礎，

「火金姑兒童閱讀計畫」除了豐富部分偏

遠地區部落及社區兒童的閱讀資源，也設

計了課後輔導、行動書車以及閱讀及寫作

等活動，提高孩子們閱讀的興趣，養成閱

讀習慣。台電並捐贈50台二手電腦予一粒

麥子基金會，幫助提升偏遠地區課輔學童

數位學習資源，增進弱勢兒童與外界的連

結。

民間企業的「閱讀分享計

畫」　

2008年由民間書店整合實體通路和物

流倉儲，成立「移動圖書館」，閱讀書車

與表演藝術團體及兒童劇團合作，目標台

灣319個鄉鎮，期間，書車總共行過43個

鄉鎮。

2009年3月「閱讀分享計劃」應運而

生，執行至今，計畫小組發現各學校和社

區單位最需求的是青少年和兒童書籍，至

少需要五萬本童書，但是分析2009年來所

募得的書籍，僅2萬多本書適合青少年兒童

閱讀。

於是，2010年開啟新目標【十萬本童

書大募集】，針對偏鄉兒童的閱讀需要，

希望藉由分享書籍，讓台灣的閱讀向下扎

根、讓小朋友能夠從小親近書、喜愛書。

截至今年6月底為止，統計募得童書

共46,000多冊，一般書籍達25,055 冊，受

贈單位已達238個，共計137,541 冊書。

並計劃將小組擴大轉型成基金會，希望從

「閱讀分享」、「人才培育」兩大範疇深

民間企業集結實體通路和物流

倉儲，讓閱讀的種籽能在台灣

每一吋土地落下、發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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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也主動聯絡李明岳共襄盛舉。

雲林縣水林鄉的募書計畫在6月底已

經順利圓滿落幕，完成三所偏鄉小學(蔦松

國小、中興國小及文正國小）小朋友班級

書箱充實及轉角書箱設立、四所偏鄉幼稚

園（水林鄉立托兒所中心、顏厝、蔦松三

分所及正生幼稚園）的兒童圖書書箱設置

工作，水林鄉公所已開始規劃設立一座以

上社區圖書室。
▲ 台電與東基合作之希望種子大專生指導課輔班學童閱讀。（台電公司提供） 

     台電公司李漢申總經理致贈課輔班二
手電腦。（台電公司提供）

▲ 

入進行，整合集團多年來累積的社會良善

資源，從城市擴大到鄉村，讓閱讀的種籽

能在台灣每一吋土地落下、發芽、成長。

另外天下雜誌所推動的「希望閱讀」

三年總體計劃自專業深耕和活動倡議兩項

主軸開始推動：以專業深耕為計畫中心紮

根，對外則以活動倡議方式拓展，發揮積

極影響力，預計今年將捐贈二萬本新書到

選定核可的中小學去。

民眾動起來，『台大碩士送

瓦斯 為偏鄉募童書』

去年12月返回雲林接手父親瓦斯行的

李明岳，自今年5月起，自發性透過部落格

撰文與網路郵件轉寄，為雲林縣偏鄉募童

書。

李明岳說明，返鄉承擔起家中瓦斯行

的外務工作後，隨著瓦斯桶，長驅直入到

鄉下家庭一般安置於最末端格局的廚房，

也因此觀察故鄉的真實狀況。貧窮的確是

普遍的生存問題，但他更關心孩子的受教

狀況。他發覺，除了國民教育的教科書

之外，偏鄉的孩子們幾乎沒有任何課外讀

物，收到的瓦斯費往往都是阿公阿嬤們，

讓孫子從存錢筒裡挖出的銅板湊齊的。

一回，李明岳從一個小女孩手中接

過瓦斯費，她看到小女孩眼睛裡透出的期

盼，他突然覺得肩頭重重押起了一份責任

感，不由得想起童年時一樣缺乏童書的自

己，這樣的缺乏將壓抑兒童的創造力與想

像力，於是他著手在部落格上撰文，透過

網路平台和電子郵件，邀請親朋好友一同

為偏鄉的兒童募書。這個計畫得到網友廣

大迴響，而「閱讀分享計畫」在獲文後一

世界動起來，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4/23「世

界閱讀及版權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自

1995年起，把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逝

世紀念日4月23日定為「世界閱讀及版權

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希望

藉著閱讀及版權日的設立，向大眾推廣閱

讀和寫作，以及宣揚跟閱讀關係密切的版

權意識。

為慶祝世界閱讀及版權日各個地方

都有不同的慶祝活動，英國當地的慶祝活

動可說做得相當全面，他們更把閱讀及版

權日提早到3月6日舉行，單是學校、圖書

館、書店所舉辦的慶祝活動便已超過一千

項。主辦單位特別為世界圖書日出版六本

新書；推薦有趣讀物，更提供一系列的活

動建議，讓教師作為教學參考。

南韓發行「世界閱讀及版權日」郵

票，將推動閱讀和版權的訊息宣揚；瑞

典出版社在4月23日當天寄出35,000冊圖

書；免費送給當地學校。香港教育城在4月

舉辦連串與閱讀有關的活動，例如全城閱

讀10分鐘、名人講故事等。日本東京政府

頒布法令，指定4月23日為兒童閱讀日，

並以培養兒童在語言、想像和敏感度各方

面的能力，以助他們更深刻地「體驗人

生」為長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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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能力的培養需搭配環境、興趣與態度的相輔相成。 

▲
 台電公司與一粒麥子基金會合作之「火

金姑兒童閱讀計畫」，透過課後輔導、

寫作等活動，提高孩子們閱讀的興趣，

養成閱讀習慣。（台電公司提供）

重視兒童閱讀是國家成熟的

象徵

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閱讀，就是

「自學能力」，也是「思考能力」。閱讀

能力的培養需搭配環境、興趣與態度的相

輔相成。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

長布朗奇(David Blunkett)說：「每當我

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

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在我們所做

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們心靈的，莫過於

閱讀。」

洪蘭也在多次演講中談到閱讀對品德

的啟發，她說：「因為人的生命有限，閱

讀可將前人經驗內化成自己的。閱讀對品

德的重要性在於，它都是從故事中教孩子

做人的道理。孩子從故事中，模仿主人翁

的行為，而這行為是父母、老師、社會所

允許的。故事的好處是它不是說教，它是

從細膩的故事描述中使孩子感同身受，從

而產生共鳴，這故事所要傳達的意義便深

植孩子心中，達到了教化的目的。」 

讀寫素養（ l i teracy）是國際間計算

人力資源的重要指標，深遠影響個人與國

家發展。讀寫素養指個體要能辨識、理

解、解釋不同的印刷及書寫材料，並創

造、溝通、與計算。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UNESCO）以讀寫素養為教育核心，且

指出其為終身學習最主要的項目。

基於提昇國民素養的迫切需求，目

前由行政院指導並規劃成立由國科會、教

育部、經建會、文建會及新聞局共同組成

「國民素養推動委員會」之跨部會小組，

擬以政府的力量全面推動國民之素養教育

並以以下方向執行：形成國家素養政策、

課程重整、完整的教師讀寫教學培訓、發

展閱讀素養評量系統以及社區營造。教育

部在發展並推廣國民中小學素養教學策略

以及培訓閱讀師資等工作上更是責無旁

貸。

除了必要的教科書，你的孩子也愛讀

書嗎？

你曾經陪著孩子共遊【西遊記】的神

怪妙遇、【白鯨記】的海洋冒險、【科學

怪人】的瘋狂幻想、或是【西線無戰事】

的冷酷世界嗎？

假日牽著孩子的手，走進社區圖書館

吧。豐富的公共館藏與精彩的閱讀世界將

給你和你的孩子，最豐盛的心靈饗宴，度

過充實的「親子共讀」時光。

知識、陪伴與心靈交流，這正是父母

一生所能給予孩子的禮物中，最珍貴的其

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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