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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教育為配合社會發展與教育改革，於校園大力推廣閲讀文

化，藉此提高學生的閲讀能力、興趣及培養閲讀習慣。所謂「開卷有益」，要有

效地培育學生的德智成長，宜引導學生多讀書，讓學生學會學習，養成良好的閲

讀習慣，從而掌握終身自主學習的能力。本研究將集中探討「每日悅讀一篇」計

劃對提升初小學生閲讀的成效。 

 

本研究目的有四：（一）分析「每日悅讀一篇」對提升學生閲讀能力的成效；

分析「每日悅讀一篇」對提升學生閲讀興趣的成效；（三）分析「每日悅讀一篇」

對培養學生閲讀習慣的成效；（四）歸納及分析研究結果，説明「每日悅讀一篇」

對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成效，並對此研究作出反思和建議。本研究將以前後測閲

讀評估、問卷調查及訪問來獲取數據以作分析，從而引證「『每日悅讀一篇』對

提升初小學生閲讀的成效」相關的研究結論。 

 

計劃完結後，所得的數據顯示「每日悅讀一篇」對學生的閲讀學習呈正面的

成效。前後測閲讀評估成績反映學生閲讀能力有所提升，問卷調查及訪問結果顯

示超過八成受試者認為計劃有助學生提升閲讀能力和閲讀興趣、培養閲讀習慣和

促進自主學習。此外，是次研究亦令研究者反思及建議可優化計劃的監察形式及

強化教師「引導者」的角色。 

 

關鍵詞  自主學習  閲讀能力  閲讀興趣  閲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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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1.1. 研究背景 

閱讀是學習一切學科的基礎能力，也是學生在學習階段的重要能力之一。引

導學生多閲讀，愛上閲讀，主動閲讀至學會閲讀的技巧，讓學生成為「自主型」

的終身學習者，都是現今教師的重任。課程發展議會《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

向》（2001）指出「從閱讀中學習」是課程改革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在讀寫聽

說四個關鍵學習範疇中尤以閱讀能力最為重要，因文字的理解、掌握與運用是建

構知識必備的能力。 

 

    閲讀作為教育的核心，只做到「學會閱讀」並不足以裝備學生應付所需。有

見及此，教導學生從「學會閱讀」發展至「從閱讀中學習」，掌握「從閱讀中學

習」的技巧，提升整體的學習能力，從而達到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香港課程發

展議會，2014），才是這個關鍵項目推行的中心目標。自教育局在 2001 年推出

課程改革以來，學校均積極響應推動「從閱讀中學習」這個重點發展計劃。以各

式各樣的實踐方法在校園大力推廣閲讀文化，致力通過廣泛閲讀，讓學生建構閲

讀能力、培養閲讀興趣和習慣。 

 

    究竟如何才能透過「從閱讀中學習」達到師生共同建構學習知識，發展學生

獨立學習的能力？作為一名教師又可以如何有效幫助學生從「學會閱讀」發展至

「從閱讀中學習」？本研究將以一名實習語文教師所進行的閲讀計劃為例，探究

「每日悅讀一篇」對學生提升閲讀能力、興趣，培養閲讀習慣及促進學生自主學

習的成效。 

 

  1.2. 研究目的  

香港目前推動閲讀的各項軟硬體設備雖已具備，校園閲讀風氣亦漸趨盛行，

但香港小學生多半面對考試升學的壓力以及課後作業量的繁多，大大減低課外閲

讀的動機和時間。其次，二十一世紀青少年的生活和娛樂急劇電子化，減少接觸

傳統書本的機會。另外，香港現時的閱讀教學，多數側重於篇章內容的教學，著

重學生對文章内容的理解，少數教授學生利用閱讀策略去提升閱讀能力。以上種

種原因阻礙着閲讀環境的經營，「從閲讀中學習」這個關鍵項目的成效未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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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大，學生難以把閲讀培養成自小習慣，享受閲讀樂趣。  

 

閱讀是語文科內讀寫聽說四個範疇中最主要的一個範疇，閲讀能力可視為一

種基礎的先備能力（李家同，2012）。因此，改善和提高學生閱讀表現，是語文

科教師的份內之責。內地學者儲晉（2006）曾提出教閲讀，讓孩子喜歡語文，喜

歡讀書。首當從激發他們的興趣入手，才能導活整個課程。每日一篇策劃者何萬

貫（2002）指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學生在閲讀過程中應是主動的、快樂

的，非完成任務般公式化地進行。由此可見，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幫助學生掌

握閲讀策略和豐富學生的閲讀經驗是提昇學生在語文科的閱讀表現、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的先決條件。 

 

本研究強調學生學會自主學習是閲讀過程中需要培養的關鍵能力之一。因

此，研究者期望在「每日悅讀一篇」的閱讀方案中，培養學生閱讀動機為推動閱

讀的首要目的。能使學生明白閲讀的意義、懂得運用閱讀策略和掌握知識，尋找

閲讀的真正樂趣，以此建構他們的閲讀能力以及對閲讀的興趣和習慣。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每日悅讀一篇」的閱讀方案對初小學生在以下四

方面的成效：  

（一）閱讀能力 

（二）閱讀興趣 

（三）閲讀習慣 

（四）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1.3. 研究問題  

本研究所針對的問題為：  

（一）「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提升初小學生閱讀能力的成效？ 

（二）「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提升初小學生閱讀興趣的成效？ 

（三）「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培養初小學生閱讀習慣的成效？ 

（四）「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促進初小學生自主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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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理論基礎 

 

2.1 閲讀的定義 

 

閲讀是讀者通過理解文章，從文章内容獲得知識與意義的認知過程（柯華葳，

2006），閲讀的本質是一個策略運用的過程（Hyde & Bizar，1989）。 

 

2.2 閲讀策略的定義 

 

    林蕙君（1995）認為「閲讀策略」指讀者根據閲讀材料的不同或閲讀目的來

彈性調整其閲讀方法，以達到理解的效果。是次研究「每日悅讀一篇」的閲讀方

案將以自我發問策略為學生進行閲讀學習的前設，學生需運用這個閲讀方法幫助

掌握不同篇章、書目的重點内容。 

 

2.3 自我發問閲讀策略 

 

自我發問策略指的是學習者在閲讀文章時針對文章内容對自己提問並回答

自己的問題（King，1994)。 

 

    研究者於實行「每日悅讀一篇」時會向研究對象説明在閲讀篇章時需根據記

敘故事的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發生的起因、經過和結局自我提問。

透過自問自答的方式，有助培養學習者積極主動的學習習慣及能力，藉此閲讀策

略幫助學生建構閲讀能力，掌握閲讀技巧來梳理閲讀文章或書本的脈絡，理解其

内容，摘錄佳詞好句。其次，學生進行閲讀時除了需要採取自我發問策略，還需

要將根據提問所找出的答案及重點加以橫線標記。通過劃出重點及記錄筆記，以

此幫助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易於辨認關鍵信息，亦能增進保留記憶的能力。 

 

2.4 閱讀能力的定義   

 

於心理層面而言，閱讀能力是一種特殊的認知能力，是閱讀過程中發展而成

的複雜心理特徵和有關的知識、技能的總和 (武用明，1990) 。從教育的功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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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閱讀能力是指學生能理解及運用語言的能力，他們能透過閱讀學習，從各類

文章中建構意義，主動參與社會活動及享受閱讀的樂趣 (謝錫金、林偉業和林裕

康，2005) 。閱讀能力也可以解說為學生對書面材料的理解、掌握及運用，以達

成個人的目標，發展個人知識、潛能及參與社會的能力 (Kirsch，2002 )。 

 

學生須掌握良好的閲讀能力來了解所學習篇章或書籍的内容，將其消化、吸

收並轉化為自身學識。具一定閲讀能力的學生在其各科學習上、對題目的認知及

文字的表達與運用均有較好的表現1。故本研究將著重探討「每日悅讀一篇」的

閲讀方案對學生建構閲讀能力的成效。 

 

2.5 閱讀能力的層次 

 

可分為以下六層(祝新華，2005)：   

（一）複述：認讀原文，抄錄詞句，指出顯性的事實。 

（二）解釋：用自己的話語概述篇章中的詞語、句子的表面意思。  

（三）重整：概括段意、篇章內容，辨識內容關係、表達技巧。 

（四）伸展：在理解篇章表層意義後，推出隱含意義。 

（五）評鑒：有理據地評說篇章內容與鑒賞語言特點。  

（六）創意：找新方法，提新觀點，運用所會資訊解決問題。  

 

    本研究將依據以上祝新華的六大閲讀層次評估準則來設計前後測閲讀評估

的題目，以助進行學生閲讀能力的測試與評量。為了讓測試不只是考核背誦式、

填充式的閲讀内容，而能更符合本研究目的之一，探討學生通過此「每日悅讀一

篇」對提升其閲讀能力的成效。研究者在設計題目時，除了設有基本的有關理解

篇章字詞、句子、段意及主旨等題目之外，還加入了評價及創意等較高閲讀層次

的題目。通過不同層次的題型，更全面地考核學生的閲讀能力，提高研究結果的

準確性。 

 

2.6 閱讀習慣的定義 

                                                             
1
 張莉慧（2009）：臺灣推動閲讀之觀察與省思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5（4），頁 87。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五年制) 鍾鏗梨  

畢業論文：「每日悅讀一篇」對提升初小學生閱讀成效的研究 

 9 

 

閱讀習慣可解釋為由長時期逐漸養成一種有關閱讀行為的生活方式（文英

玲 ，2010)。閲讀習慣可表現於讀者因自發需要而進行閲讀行為的各種形態，包

括閲讀的活動、閲讀的頻率、讀物的選擇、閲讀的媒體和閲讀的地點等。 

 

閲讀習慣的養成需由心自發。當人喜歡上某些事物，便會主動地接觸與了解 

，繼而花上心思與時間再深入探究，久而久之，便習慣成自然。閲讀亦然，若孩

子由衷愛上閲讀，愛上學習，便能透過多閲讀培養獨立思考、高階思維能力，提

升未來的競爭力。《30 雜誌》就五十六位各個行業的成功人士進行調查，研究

發現超過九成受訪者有固定閲讀的習慣，高達八成受訪者即使在繁忙的公務中每

月也至少閲讀兩本書，六成受訪者每天讀書超過一小時，他們認為從閲讀中能獲

得知識的力量，提升自我競爭力2。由此可見，要使學生獲取知識，建構學習能

力，不可忽視培養閲讀習慣的重要性。 

 

綜合上述文獻，培養學生從小建立閲讀習慣是成就高才的要素之一。因孩子

的求知慾十分強烈，對新鮮知識和事物充滿好奇心，故研究者在進行「每日悅讀

一篇」時已向研究對象説明培養閲讀習慣所帶來的好處，引發學生產生好奇心，

令他們樂意進入閲讀世界，進而培養學生良好的閲讀及學習的習慣，展開終身閲

讀、學習之旅。 

 

2.7 閲讀興趣的定義 

 

閲讀興趣可理解為進行閲讀活動的動機，閲讀動機可分為兩類：内在動機和

外在動機。内在動機是指學生對閲讀充滿興趣，產生自發性的閲讀行為，如求知

慾、獲得快樂等。外在動機則指受外在誘因引發閲讀行為，如老師或同儕的認可、

獎勵等3。 

 

閲讀興趣是影響孩子進行閲讀行為的直接原因，讀者選擇進入閲讀狀態關乎

                                                             
2
 楊倩蓉（2008）：高薪的秘密，《30 雜誌》，42，頁 53-61。 

3
 李俊湖（主編）（2002）：《第 104 期國小主任儲訓班專題研究——國民小學推動閲讀教學之
策略》，臺灣，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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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否能在閲讀中獲取一定程度的滿足和快樂。因此，是次研究的重點放在 

「每日悅讀一篇」的「悅」之上，一切從孩子所感興趣的角度出發，讓孩子閱在

其中，也樂在其中。馮秋萍（1998）於研究報告指出學童的閲讀興趣受多方面因

素影響，如年齡、性別。不同年齡的兒童處於不同的認知發展階段，所感興趣的

閲讀主題不同，例如低年級傾向於幻想、動物及家庭等主題的圖畫讀物，高年級

則喜愛科幻、推理等主題及歷史和人物小説。女生較喜愛藝術、家庭、幻想、文

學等主題和言情、文藝、歷史小説，男生則常看科學、冒險、運動、動物等主題

的圖書4。 

 

    有見孩子對各種主題的讀物的喜愛有別，因此是次研究對研究對象所選擇進

行「每日悅讀一篇」的閲讀材料並不設限制，交給孩子因應自我的興趣而閲讀。

實行計劃前，研究者會向研究對象説明是次閲讀形式不設限制，可選擇多樣式閲

讀的渠道、讀物的種類和閲讀的地點。例如傳統書本、網上閲讀篇章、多元媒體

或課文篇章，可以是故事、小説、散文和繪本等長篇短篇，在家、課室、圖書館

和游樂場、早會、小息、午休和課後皆可。同時，研究者考慮到幼童的認知發展

並未完全成熟，稍欠缺自己選擇書籍和閲讀主題的能力，故研究者會在課間或課

餘時向研究對象推薦種類豐富的讀物，也會強調是次閲讀形式自由，並附設獎勵

計劃強化閲讀動機，推動學生每日主動閲讀多一點。讓學生在輕鬆且受鼓勵的氣

氛中，隨時隨地接觸更多類型的讀物，增加閲讀的向度。 

 

2.8 自主學習的定義 

 

「自主學習」是指自己作主、自我決定及自我控制的學習，也叫主動學習，

是與他主學習相對立的學習方式5。自主學習者對為甚麽學習、何時學習、學習

甚麽、如何學習、在哪裏學和學習得怎麽樣等問題有所掌握6（詳見表 1）。  

 

表 1  自主學習的概念框架 

                                                             
4
 馮秋萍（1988）：兒童閲讀行為之探討，《圖書與咨詢學刊》，25，頁 63-72。 

5
 肖嘯空（2003）：自學學習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探析，《重慶教育學院學報》，17（1），頁 35-39。 

6
 Schunk, D. H., & Zimmerman, B. J., (1994). Self-regulation of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p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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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學習維度 自主過程 

1. 為甚麽學 動機 自我目標、效能、價值觀、激勵等 

2. 如何學 方法 策略使用 

3. 何時學 時間 時間計劃和管理 

4. 學甚麽 學習結果與行為 自我監控、判斷、意志，行為控制等 

5. 在哪裏學 環境 選擇、組織學習環境和運用資源 

6. 與誰一起學 社會性 選擇榜樣，尋求幫助 

 

2.9 「每日一篇」與自主學習的關係 

  

    每日一篇策劃者何萬貫（2002）曾言，孩子若每日讀一篇，每篇三百字，每

年可讀十萬字，十年可讀百萬字。根據上文提及自主學習的定義，自主學習是強

調學生的積極及主動性。學生能自己決定閱讀的内容、方法、時間及地點，並非

由老師作出決定閱讀，便會更加自覺、努力地學習。Schiefele（1991) 認為學生

被允許或被鼓勵去選擇適合自己的閱讀材料後，他們願意付出多一點的時間和努

力去學習與理解。此外，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給予學生選擇的機會，可以提高學

生多方面的才能(Turner，1995)。通過每天閲讀一篇，學生漸漸培養閱讀的習慣。

習慣一旦養成，學生便會自主學習了。 

 

2.10 中國語文新課程的自學能力 

 

    自主學習是近年香港教育的一個重點主題，根據課程發展議會（2009）提出

語文自學是現今語文學習重要的課題，各校都把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作為關

注事項的計劃。齊莫曼和里森伯格（Zimmerman & Risemberg，1997）的研究分析

出自主能力較強的學生的學業成績較高。自主學習能力不僅有利於提高學生校内

學習成績，還是其終身學習和一生發展的基礎能力7。小學是人生發展歷程中的

一個重要階段，是掌握各種知識、技能並為進一步學習奠定基石的時期。由於小

學生的認知、學習觀、學習動機與策略尚未成熟，作為師者，應好好把握這個時

                                                             

7
 龐維國（2003）：《自主學習——學與教的原理和策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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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幫助學生培養自主學習能力，讓學生學會訂立自我學習目標、管理自己學業時

間、選擇學習策略和反思自我學習成效。 

 

    小學生的學習動機主要以外部動機為主，學者王耘、葉忠根和林崇德（1993）

認為小學生的外部學習動機主要分成兩種：其一是為了得到老師、家長、同學的

讚賞或表揚，為了得到好成績、獎勵或獎品；其二是為了履行學校、班級或老師

交給自己的任務，或者為了集體、個人榮譽爭光而學習。陳強（1990）的研究表

明學習動機強的學生的學業表現較學習動機弱的學生佳。因此，本研究特意增設

獎勵計劃來提升學生進行閲讀的外部動機，期望能從外部動機激發學生的内部動

機，讓學生發現閲讀能帶來的諸多好處，體驗閱在其中的愉悅感。研究者亦希望

藉是次「每日悅讀一篇」的閲讀方案能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帶來正面成效。 

   

2.11 文獻回顧小總結 

 

    韓國一項針對金字塔頂端學生的研究結果反映出，優秀的孩子具有從小養成

良好的閲讀習慣及從小有主動自發的學習習慣的共同特徵8。「每日悅讀一篇」

的主要用意在於一邊實踐課程發展議會推動「從閲讀中學習」這個關鍵項目的核

心價值，一邊滲透式地鼓勵學生從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建立閲讀習慣與興趣。研

究者實行是次研究主要為了以每日一篇的閲讀方式逐漸累積閲讀量，增大學生對

閲讀的接觸面，冀望為學生在學習效能上，尤其是提升學生閲讀能力及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方面帶來更佳的效益。曾做過多項有關閲讀的研究的美國著名教育學家

Stephen D. Krashen 也證實因興趣閲讀、自發性閲讀和大量閲讀的孩子在各項考試

的表現上會有顯著的優勢，他還說提高學習效能的有效途徑是大量閲讀9。 

 

閲讀能帶給孩子的好處衆多，對其成長中各方面的學習技能發展也起着關鍵

性的作用。曾有研究指出兒童在八歲前，如果還不具備基本閲讀能力，會對未來

其它學科的學習上造成負面影響；及早養成閲讀習慣的兒童在發展過程中各項認

知能力會隨着閲讀量增多和閲讀質素增長而愈來愈好；再者閲讀有助於兒童腦力

                                                             
8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2008）：《閲讀動起來》，臺北，天下雜誌，頁 42。 

9 Stephen, D. K., (2005). The Power of Reading: Insights from the Research. Westport, Conn: Libraries 
Unlimited, p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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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發、語言能力的發展，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啓發，甚至可内化個人認知，從而

整理出完備的思想、知識、態度及價值觀10。張莉慧（1998）認為檢視孩子對讀

書的反應、鼓勵閲讀的方式應是多樣化的。 

 

由此可見，自小養成閲讀習慣、興趣，豐富閲讀經驗且打好閲讀根基，讓學

生學會「從閲讀中學習」對提高學生各方面學習成效、獲得正確的知識與經驗及

學習建立積極正確的人生觀十分重要。故，這也更加肯定了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之

決心，肯定了是次研究的價值，研究者期望研究對象能透過是此研究計劃得到正

面的影響和啓發，使學生能更加喜愛閲讀、自主學習，為將來投身社會作充分準

備。 

 

 

 

 

 

 

 

 

 

 

 

 

 

 

 

 

 

 

 

                                                             
10
 楊惠真（2007）：從親子共讀中培養閲讀能力，《家庭教育雙月刊》，10，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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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及實施 

 

  3.1. 研究設計  

教育研究可視為一個設計11，是次研究採用設計研究法，設計研究法的研究

目的包括三個層面：建立理論、發展設計和改善實務（Edelson，2002）。依據這

三個層面，本研究的設計流程可歸納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準備、執行及評鑑12。

本研究就「每日悅讀一篇」對提升學生閲讀成效的研究建立了理論基礎，然後設

計適合學習者的閲讀活動方案，繼而在為期三十天的閲讀計劃週期實踐。研究者

會以閲讀小冊子對學生的完成進度及成果進行監察，然後進行數據分析，最後對

本研究作出客觀的結論及建議。  

 

  3.2. 研究對象  

是次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研究員實習期間任教的三年級學生（後稱「受試者」），

該校是將軍澳區內一間津貼小學，接受研究班級的學生的學習能力屬於中下程

度，家庭背景屬於中層，共 24 人，男女學生比例各占一半。受試者已有閲讀課

外讀書或課文篇章的經驗，並具有基本的閲讀能力。 

 

研究者在進行為期三十天的「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前先在中文科課堂上

向受試者灌輸自主學習的概念，強調在閲讀時需運用以敘事六要素為主的自我發

問策略，輔以橫線作閲讀重點記錄，並需按照要求每日完成閲讀小冊子（見附錄

一）。此外，研究者會於閲讀計劃實施前及期間提醒受試者可選擇多樣式閲讀的

渠道、讀物的種類和閲讀的地點（文獻回顧部分已提及）。為鼓勵受試者積極投

入參與是次閲讀活動，研究者增設「魔法師煉成記」獎勵計劃，提升學生閲讀動

機，推動學生主動閲讀、主動學習。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兩份問卷、前後測閲讀評估及訪問。 
                                                             
11
 Brown, A. L., (1992). Design Experiment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Creating 

S T O R.Complex Interventions in Classroom Settings. 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2 (2), 
pp.141-178.  

12
 翁穎哲、譚克平(2008)：設計研究法簡介及其在教育研究的應用範例，《科學教育月刊》，307，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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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方法，利用問卷調查和前後測閲讀評估收集量化資

料，然後分析資料及前後測評量成績是否有顯著差異，從而檢視受試者閲讀能力

的提升。此外，本研究另以質化的深入訪談，蒐集質性資料，接着分析及深入了

解研究問題。 

 

  3.3.1. 問卷  

    針對研究目標：「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提升初小學生的閱讀興趣及

培養閲讀習慣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成效。 

 

本研究設有兩份問卷，問卷一（見附錄四）受試者需於實行每日悅讀一篇計

劃前進行，問卷二（見附錄五）受試者需於實行每日悅讀一篇計劃後進行，研究

者利用「高效率」13的問卷調查，並利用問卷一及問卷二所收集的數據進行對比，

分析學生在閱讀上的習慣、興趣及受試者的自主學習能力。由於受試者為較小年

紀的三年級學生，研究者會從旁協助填寫(例如：口述、解說)。 

 

  3.3.2. 前後測閲讀評估 

    針對研究目標：「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提升初小學生的閱讀能力的

成效。 

 

是次研究將以前後測閲讀評估就受試者在「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前、後

的閲讀能力進行評測。前後測閲讀評估選用兩篇内容深淺相近、篇幅相若的説理

文章，利用紙筆測試形式於二十分鐘時限内進行，並根據祝新華發表的閲讀六大

層次（理論基礎部分已提及）擬定六道題目。受試者會在閲讀計劃實行首日完成

閲讀評估前測（見附錄二），而閲讀評估後測（見附錄三）則在閲讀計劃結束後

翌日進行，研究者將收集以上數據進行分析。 

 

  3.3.3. 訪問  

                                                             
13
 Ruane, J. M. 著，王修曉譯（2007）：《研究方法概論（Essentials of Research Methods）》，臺

北，五南圖書，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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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研究目標：「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提升初小學生的閱讀能力、

興趣及培養閲讀習慣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成效。 

 

    研究員依據後測閲讀評估成績高、中、低在受試者中挑選三位學生參與訪問

（見附錄六），時間為 20 分鐘。訪問目的是深入了解受試者對「每日悅讀一篇」

的反應，並提供途徑收集受試者對是次閲讀計劃的意見，進行資料的深度蒐集與

分析。 

 

  3.4.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具體施行步驟，簡列如下： 

 

圖 1  本研究的具體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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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問卷調查   

i）「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能提升初小學生的閱讀能力 

 

圖 2  「每日悅讀一篇」對提升學生閱讀能力的成效。 

 

 

是次研究共收回 24 份問卷一及 24 份問卷二，全班完成率為百分之百。針對

問卷二中第 22 題「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後（爲期三十日），你的閲

讀能力」的問題，超過八成半受試者均認為此計劃有助提升自身閲讀能力，近五

成受試者認為自身閲讀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ii）「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能提升初小學生的閱讀興趣 

 

圖 3  「每日悅讀一篇」對學生提升閱讀興趣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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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問卷二中第 23 題「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後（為期三十日），

你的閲讀興趣」的問題，超過八成半受試者均認為此計劃有助提升自身閲讀興趣，

有兩成半受試者認為自身閲讀興趣得到很大提升。當中有不足一成受試者認為自

身閲讀興趣沒有提升。 

 

iii）「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能提升初小學生閱讀習慣的建立 

 

圖 4  「每日悅讀一篇」對學生培養閱讀習慣的成效 

 

 

針對問卷二中第 24 題「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後（爲期三十日），

你閲讀習慣的建立」的問題，近八成受試者均認為此計劃有助建立自身閲讀習慣 

，有三成受試者認為自身閲讀習慣的建立得到很大提升。當中有不足一成受試者

認為此計劃對自身閲讀習慣的建立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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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能培養初小學生自主學習的觀念與習慣 

 

表 2  「每日悅讀一篇」對培養初小學生自主學習的成效 

題目 選擇「會」的人數 百分比 

Q16 現在，你有更喜歡閲讀嗎？ 23 96% 

Q17 現在，你會更主動閲讀嗎？ 21 87.5% 

Q18 現在，你會更有計劃進行閲讀嗎？ 20 83.3% 

      

    根據上文對自主學習的定義，自主學習者對為甚麽學習、何時學習、學習甚

麽、如何學習和學習得怎麽樣等問題有所掌握。由表 2 從問卷二所收集的數據中

可反映出，超過八成受試者會更主動、積極及有計劃地進行閲讀學習。而針對問

卷一第 10 題「你覺得進行閲讀有哪些益處？」，超過五成受試者選擇「提高學

習成績」及三成選擇「擴大知識面」，説明受試者清楚自己閲讀的原因，符合自

主學習概念中「動機」的維度，證明通過「每日悅讀一篇」能提升學生培養自主

學習習慣的成效。 

 

v）「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能提升初小學生閲讀的整體成效並受到支持及

認同 

表 3  受試者對「每日悅讀一篇」計劃的意見 

題目 選擇「喜歡」/「能」/

「有」/「會」的人數 

百分比 

Q14 你喜歡「每日悅讀一篇」這個閲讀計劃

嗎？ 

22 91.2% 

Q15 你認爲「每日悅讀一篇」這個閲讀計劃

能幫助你學習嗎？ 

20 83.3% 

Q24 你有沒有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

劃小冊子？ 

18 75% 

Q26 日後，你會不會繼續進行每日閲讀一

篇？ 

21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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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共有 18 位受試者根據要求完成用來作閲讀記錄的閲讀小冊子。由

表 3 可得知有超過九成受試者喜歡此計劃，超過八成認為「每日悅讀一篇」能對

自身學習有幫助及會繼續進行每日閲讀一篇。整體而言，受試者對「每日悅讀一

篇」的反應良好，並認同其對自己閲讀學習所帶來的正面成效。此外，從數據中

可見有兩成半學生未能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小冊子，一成多受試者則

認為「每日悅讀一篇」對學習沒有幫助。為探討箇中可能存在的影響閲讀成效的

原因，故特進行訪問作更深入的資料蒐集與分析（詳見 4.3. 訪問）。 

 

  4.2. 前後測閲讀評估  

    「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提升初小學生的閱讀能力的成效 

i）提升學生的綜合閲讀能力 

 

圖 2 前後測閱讀評估成績對比圖 

 

 

是次研究共收回 24 份前測閲讀評估工作紙及 24 份前測閲讀評估工作紙，全

班完成率為百分之百。24 位受試者於完成為期三十日的「每日悅讀一篇」閱讀

方案後，與問卷第 22 題的調查結果相映，整體閲讀評估成績上升。從圖 2 可見，

後測閲讀評估的正確率高於前測，第一題、第三題和第六題的正確率提升一倍有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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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於前測閲讀評估中有 10 位受試者達到合格或以上成績，於後測閲讀

評估中則有 17 位受試者達到合格或以上成績，總體成績的合格率由百分之四十

二上升至百分之七十一，由此反映受試者的綜合閲讀能力均有所提升。 

 

ii）從較高閲讀層次——評鑒題，看「每日一篇」如何提升學生閲讀能力的成效 

 

圖 4 前後測閱讀評估評鑒題成績對比圖 

          

 

由以上數據得出 24 位受試者於後測第五題的「錯誤」題數有顯著減少的現

象，由前測的八題下降至後測的四題，前後測「部分正確」的人數則維持不變，

而後測第五題的「正確」題數明顯上升，正確率提升百分之六十七。 

 

iii）從較高閲讀層次——創意題，看「每日一篇」如何提升學生閲讀能力的成效 

 

圖 4 前後測閱讀評估創意題成績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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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位受試者於後測第六題的「錯誤」題數有顯著減少的現象，由前測的十

題下降至後測的五題，前後測「部分正確」的人數則維持不變，而後測第六題的

「正確」題數顯著上升，正確率提升百分之八十三。現從受試者中挑選較強和較

弱學習能力的代表各一，對比他們於前後測對第六題（創意）的完成度，深入分

析其前後測閲讀能力的變化。 

 

圖 5 較強學習能力的受試者的前後測閲讀評估的答案 

前測答案 後測答案 

  

     

    由圖 5 可見，該受試者於前測第六題大致能以完整的文字表達自己想法，其

答案亦較為完整，能表達出受試者己見，唯「試説説你的想法」的部分，受試者

未能補充「要鼓起勇氣工作」的原因。在受試者後測的作答可見其明顯進步，如

「我會和兄弟姐妹或朋友一起工作，因為能快點完成。」，可見受試者能準確理

解題目所問，亦能提供理據支持自身想法，整體回答可見受試者能在理解文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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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基礎上延伸思考，激發創意。由此可見，受試者於後測時其閲讀能力已有提

升，能正確理解較高閲讀層次的題目及找新方法，提新觀點。 

 

圖 6 較弱學習能力的受試者的前後測閲讀評估的答案 

前測答案 後測答案 

  

 

由圖 6 可見，該受試者未能於前測第六題以完整的文字表達自己想法，其答

案「我不會彈彈翅膀」未有完整表達受試者的所思所想，而且沒有完成題目中「試

説説你的想法」的部分，缺乏合理原因的支持。由此可見，受試者於前測時其閲

讀能力還不足以正確理解較高層次的題目及找新方法，提新觀點，解決問題。在

受試者後測的作答可見其明顯進步，閲讀能力有所提升。因為受試者能較準確理

解題目所問，亦能以完整句子作答，並運用「互相幫助」、「一起」等詞語帶出

團結力量大的意思，雖仍欠充足的理據來支持自己的想法，但整體回答可見受試

者能從理解文章内容的基礎上延伸思考，激發創意。 

 

  4.3. 訪問    

是次研究為時二十分鐘的訪問已於二零一六年十二月一日在仁愛堂田家炳

小學的課室內完成。3 位受訪者分別為 1 名女學生，2 名男學生，年紀相若，作

為高、中、低閲讀成績的代表接受訪問，是「每日悅讀一篇」的受試者。受訪者

皆申明是次參與純屬自願，當中無涉及利益衝突。研究者分析是次訪問內容（見

附錄七）後，整理受訪者部份的詞句歸納出以下重點（見表四）。  

 

【受訪者認同「每日悅讀一篇」能激發閲讀興趣及提升閲讀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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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每日悅讀一篇」能提升他們的閲讀興趣及能力，原因是：通過

此計劃能激發閲讀興趣，從而增加閲讀次數及豐富閲讀層面，幫助受訪者易於理

解閲讀篇章與題目内容、掌握閲讀重點、懂得運用閲讀策略。故此，受訪者的閲

讀能力有所提升。 

 

【受訪者認同「每日悅讀一篇」有助培養閲讀習慣及促進自主學習】  

    受訪者表示有意逐漸培養閲讀習慣，如本來有閲讀習慣的便能鞏固其建立，

持續進行閲讀的行為。閲讀興趣、能力的提升與習慣的建立亦促進了受試者自主

學習，原因如下：受試者能明白閲讀的好處，增加了閲讀的動機，並且從累積的

閲讀經驗中掌握如何學，該用甚麼方法及自己學得怎麽樣。最後，當遇到學習困

難能向別人尋求協助，獲得幫助後能獨立解決問題。 

 

【受訪者建議在鼓勵閲讀的同時，不要給予過多的限制及附加的「學習單」】  

受訪者認為教師在推動閲讀時，往往會要求完成諸多文字性的閲讀報告、閲

讀心得及閲讀工作紙等。此舉，把閲讀變成一項任務、功課，扼殺了學生自由閲

讀、享受閲讀樂趣的機會。他們建議教師應減少閲讀報告次數、不要指定讀物及

使獎勵閲讀的形式更豐富多樣。 

 

表 4  訪問内容重點分析表 

問題 受訪者的回應 重點 

通過這次「每日悅讀一

篇」的閲讀計劃，試從閲

讀能力方面，談談你對閲

讀計劃帶來的成效的看

法。 

(研究者會向學生講解閱

讀能力可理解為學生能

理解閱讀文章內容及運

用語言技巧回答題目，自

我建構學習的能力) 

（7）咁我覺得閱讀能力

係好咗的，起碼依家啲文

章我好多都睇得明，同埋

啲文章睇得明就自然會

揀返啲多字少圖嘅書嚟

睇。 

（18）係呢，個本雷伊傳

説老師你睇咗未？我覺

得超刺激，依家慢慢讀得

明點解距要拯救賽小息

1. 易於理解閲讀内容 

2. 選擇讀物的範圍及層次

有所提升 

3. 能掌握閲讀重點 

4. 提升閲讀策略的運用 

5. 能理解題目提問内容 

6. 閲讀能力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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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哋。 

（19）係，……有啲唔係

好明咖之前，依家識搵返

啲重點，咪知道咗。我唸

之後都會繼續用返啲閲

讀技巧去睇，學多啲，我

覺得有好多字啊詞語都

用得返，講又得寫都得。 

（29）好開心呢次後測

攞曬分，應該關睇得多，

同埋個閲讀策略幫到手，

我知題目問咩，覺得自己

閲讀能力高咗。好似都識

多咗成語，之前覺得好難

咖！ 

（30）老師你成日叫我哋

唔好成日顧住玩，所以我

都有主動睇書，仲要有聽

你話用咗方法同計劃做，

希望下次都咁高分啦。 

通過這次「每日悅讀一

篇」的閲讀計劃，試從閲

讀興趣方面，談談你對閲

讀計劃帶來的成效的看

法。 

（9）額……我會有多啲

興趣囉，想知多啲動物

啊，同埋點解依家無咗恐

龍。同埋我比之前睇多咗

書。 

（14）唔鍾意睇全部都

係字嘅，最好就有少少圖

咁樣啦，或者數學啊，機

械人個啲。睇書唔係好想

次次都要做返一堆話俾

1. 增加閲讀次數 

2. 增大閲讀層面 

3. 閲讀興趣有所提升 

 

 

建議：減少閲讀報告次數

及不要指定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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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我讀咗書噶野。例

如？……額，好多閲讀報

告，要讀好多文字個啲仲

慘。 

（27）講閲讀興趣先，我

比之前睇多咗唔同類型

的，唔止公主，原來 C+

小偵探啊，魔法啊，都好

吸引！ 

（28）係呀，可以咁講，

有提升到我噶閲讀興趣。 

 

通過這次「每日悅讀一

篇」的閲讀計劃，試從閲

讀習慣方面，談談你對閲

讀計劃帶來的成效的看

法。 

（10）可能都未必會每

日睇一篇咁多囉，可能兩

三日睇一篇啦，咁樣囉，

進步咗㗎喇 

（16）因為睇書睇多咗，

所以依家都開始習慣會

睇小說，可能每日睇一兩

個章節咁樣，有時唔明就

問下老師囉。 

（17）其實我一路都有睇

書習慣，依家會仲中意，

想好似啊 XXX 咁，作文

用到曬，俾老師讚。 

（31）我會繼續保持閲讀

呢個習慣噶，但又唔想太

多野做，或者一定要睇咩

書，我想揀自己中意，唔

好要我做好長噶閲讀報

1. 有意逐漸培養閲讀習慣 

2. 鞏固閲讀習慣的建立 

 

 

建議：減少閲讀報告次數、

可以自由選擇讀物及豐富

獎勵閲讀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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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同埋得啲好普通的獎

勵。 

 

通過這次「每日悅讀一

篇」的閲讀計劃，試從自

主學習方面，談談你對閲

讀計劃帶來的成效的看

法。 

（8）嗯……我會噶，我

都會想自己主動睇書，不

過真係唔想無得踢波。因

為啲老師會成日叫我哋

死背好多佳句放落作文，

咁我就唔會想讀，都讀唔

到自己中意！ 

（12）可以幫到我呀，學

多咗野，咁睇多啲書對平

時上堂學習都會有幫助

㗎嘛。好似之前青馬大橋

個課，讀完先知。 

（17）因為睇書睇多咗，

所以依家都開始習慣會

睇小說，可能每日睇一兩

個章節咁樣，有時唔明就

問下老師囉。 

（19）係，……有啲唔係

好明咖之前，依家識搵返

啲重點，咪知道咗。我唸

之後都會繼續用返啲閲

讀技巧去睇，學多啲，我

覺得有好多字啊詞語都

用得返，講又得寫都得。 

（22）幫到啊，之前都有

聽呂老師講，背咗啲文入

面噶寫落作文，攞到高

1. 有主動閲讀的動機 

2. 能明白閲讀的好處 

3. 能掌握如何學，用甚麼

方法 

4. 能掌握自己學得怎麽樣 

5. 遇到學習困難能主動 

尋求協助，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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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依家我會睇仲多，你

都有鼓勵我唔好淨係睇

公主系列，所以我會咖。 

（30）老師你成日叫我哋

唔好成日顧住玩，所以我

都有主動睇書，仲要有聽

你話用咗方法同計劃做，

希望下次都咁高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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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論及建議 

 

  5.1. 本研究之局限  

書中雖有黃金屋，書中雖有顔如玉，但閲讀學習是需要浸育，其成效非一朝

一夕。由於時間及資源有限，研究員只能在實習期假期間以自己任教的一班三年

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閲讀計劃為期三十天。研究對象人數規模小，沒有充裕時

間進行閲讀計劃，採樣進行訪問及僅研究者一人進行監察等因素均是此計劃的變

項因素，所得數據並不足以概全。 

 

  5.2. 結論   

    經分析及整理研究結果後，現總結並對最初研究所探討關鍵的問題作以下解

答：  

 

（一）「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提升初小學生閱讀能力的成效？ 

大部分受試者認為「每日悅讀一篇」能建構閲讀經歷和技巧，閲讀能力從而

得到提升。不論於問卷調查、前後測及訪問的研究結果均反映出受試者閲讀能力

的提升。受試者能完成較高閲讀層次題目（評鑒）的人數的升幅超過百分之六十，

能完成較高閲讀層次題目（創意）的人數的升幅更超過百分之八十。通過計劃，

受試者能更好地掌握理解内容、題目、閲讀重點及運用閲讀策略等閲讀能力。 

 

（二）「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提升初小學生閱讀興趣的成效？ 

    大部分受試者認為「每日悅讀一篇」能激發閲讀興趣，因此計劃分別推動了

受試者外在及内在學習動機的發展，使他們樂於閲讀、積極閲讀。問卷二第 16

題共有 21 位受試者表示完成計劃後更喜歡閲讀，每天願意花更多時間進行閲讀

（見問卷二第 3、19 題），自發性增加閲讀量及豐富閲讀種類都是學生閲讀興趣

有所提升的表現。 

 

（三）「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培養初小學生閱讀習慣的成效？ 

    綜合研究結果，大部分受試者均認為此計劃有助閲讀習慣的建立（見問卷二

中第 24 題）。超過八成半受訪者表示會繼續進行「每日悅讀一篇」（見問卷二

第 26 題），這能顯示受試者於 30 天的閲讀週期已逐漸培養閲讀習慣，而本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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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習慣的則鞏固其建立，持續進行閲讀的行為。 

 

（四）「每日悅讀一篇」的閱讀方案對促進初小學生自主學習的成效？ 

大部分受試者認為「每日悅讀一篇」能幫助學習，提高學習的自主性。通過

計劃，會主動閲讀及有計劃進行閲讀的受試者人數均有明顯上升（見問卷一第 2

及問卷二第 17 題）。受試者能明白閲讀的好處，增加了閲讀的動機，並且從累

積的閲讀經驗中掌握如何學，該用甚麼方法及自己學得怎麽樣。最後，當遇到學

習困難能向別人尋求協助，獲得幫助後獨立解決問題。  

 

    如果說教師在讓學生學會「從閲讀中學習」的角色是引導者，那「每日悅讀

一篇」的作用便是引導橋，它是很實質的存在，用讀物鋪蓋成往學海的橋樑，引

導學生邁向「自主學習」的里程。學生的閲讀興趣提升，自然便會抽出時間進行

喜歡的事；閲讀能力的提升，自然令學生在閲讀過程中獲得自信；閲讀習慣的培

養，學生視野得以擴闊，建構個人價值觀。由此得出「每日悅讀一篇」能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 

 

    《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1985）指出： 

    閲讀是一種書面語言獲取意義的心理過程，也是一種基本智力技能，這種 

技能是取得學業成功的先決條件，它是由一系列的過程和行為的總和。（頁 

505） 

 

是次研究印證了「每日悅讀一篇」對受試者的閲讀能力、興趣、習慣及促進

自主學習所帶來的成效，印證了受試者對「每日悅讀一篇」的認同與接受。教師

應肩上重任，引導學生多閲讀，愛上閲讀，主動閲讀至學會閲讀的技巧，讓學生

成為「自主型」的終身學習者。 

 

  5.3. 建議   

 

  5.3.1. 優化監察形式 

是次研究選用閲讀小冊子作為研究者及受試者共同監察受試者自身的閲讀

進度、效益的工具，雖然可讓受試者用繪畫的方式及選擇題的形式重點記錄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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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但無疑也增加了受試者的學習負擔。針對上文的訪問結果「受訪者建議在

鼓勵閲讀的同時，不要給予過多的限制及附加的「學習單」」，研究者希望能改

善監察學生閲讀的形式，讓學生更樂於閲讀。張莉慧（1998）指出老師在推動閲

讀時最常便是要求學生寫閲讀報告、閲讀心得，而且了無成效，學生常常是草草

交差了事。上文理論基礎部分已提及檢視孩子對讀書的反應、鼓勵閲讀的方式應

是多樣化的。有見及此，為優化監察形式，研究者可採納多形式表達，如：非文

字閲讀心得分享、小組討論分享、有趣的課後延續活動，讓學生的閲讀意識、行

為和得益建立於日常。 

 

要監察學生的閲讀成效除了形式化的報告，還可以透過觀察。研究者發現受

試者經常在課後主動口頭分享閲讀趣聞，分享他們心中好看有趣的書籍。另外，

從觀察中可見有多位受試者常常書不離手，陶醉在閲讀中。如此現象均能反映受

試者對閲讀的喜愛，比起完成一篇「死氣沉沉」的閲讀報告來得更具意義。 

 

研究者進行監察的原因在於檢視學生有否主動閲讀，積極完成閲讀小冊子。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還需把握好時機——「課後延續」14。例如研究者在教畢

《門中活》一課，可請受試者選擇「自己欣賞、喜愛的人物」的文章或書本進行

課後延伸閲讀，然後以「人物王國」為標題，針對該人物的理解和感受，製成小

閃卡，藉此加深對讀物的認識。 

 

此外，研究者認為是次閲讀計劃進行期間對於受試者通過自我監察以幫助自

我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的設計雖有在研究的準備階段加入在「閲讀小冊子」（見

附錄一）並讓受試者完成，但其設計不盡周全，未能更有效地幫助受試者評估自

己閲讀學習進展的過程。美國心理學家 Zimmerman（1998）提出自我評價是一種

重要的自主學習策略，自我評價推動學生的學習行為，提供學生自我提示、引導

及督促自己的學習的動力。為能使「每日悅讀一篇」對促進學生自主學習達到更

佳的成效，宜於閲讀小冊子中加入「自我評價表」（見表 5），受試者在閲讀後

需即時根據下表對自己的閲讀行為作出監察和評估，檢視自己是否盡力、達到目

標及有何改善等，以此促進自我的自主學習能力。 
                                                             
14
 廖佩莉（2007）：創造學生自主學習中國語文的空間，輯於科文主編《燭光──教育改革前沿》，
（頁 1076），北京，中國計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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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自我評價表 

         自我監察及評價表                   請圈出一至六題的答案 

1. 我有沒有認真進行閲讀？    

2. 我有沒有運用自我發問閲讀策略？    

3. 我所閲讀的都是自己感興趣的嗎？    

4. 閲讀時，有沒有遇上不明白的地方？ 有 沒有 

5. 不明白的地方有否主動請教他人？ 有 沒有 

6. 最後，有沒有解決閲讀時遇上的問題？ 有 沒有 

7. 進行閲讀的時間是  

8. 如有，請寫下自己的感想和意見。 

——————————————————————————————————

——————————————————————————————————

—————————————————————————————————— 

 

   5.3.2. 強化教師「引導者」的角色 

    引導學生學會閲讀的進程先由吸引學生喜歡書、喜歡閲讀後，再慢慢導入相

關學習策略，以提升學習能力（張莉慧，1998）。作為一名實習教師的身份，研

究者做到了教授學生自我發問閲讀策略，鼓勵並以獎勵推動學生閲讀，但這仍不

足以最大程度帶動學生閲讀。因此，研究者認為可從強化教師「引導者」的角色 

著手，推動閲讀與課程結合及以身作則。 

 

    研究者曾思慮問卷一第 5 題問及學生最常閲讀的地點，選擇圖書館的受試者

僅的 3 人。就以學校圖書館為例，理應是資源豐富，藏書量和種類居多的地方，

但卻乏人問津，其原因究竟為何？後來發現研究者在實習期間也甚少進出學校圖

書館，更別説利用圖書館資源。教師應引導學生走進圖書館這道大門，可效法芬

蘭，教師可於小息陪伴孩子借書、讀書，參與故事時間，用自身的閲讀興趣感染

學生，以此養成孩子的閲讀習慣（王怡棻，1996）。其次，好的文本就是課堂的

教科書15。教師可將閲讀鑲嵌於課程，成為教學的一部分，將課外閲讀内化，讓
                                                             
15
 林巧敏（2008）： 迎接閲讀新浪潮——閲讀與國家競爭力，《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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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不會對學生造成「附加」、「多餘」的困擾，此舉有助孩子於低壓下增進閲

讀機會，提升閲讀興趣及能力。 

    

   5.3.3. 調整心態 

     是此研究花了大量時間和心思準備、設計、實行，故研究者對計劃抱很大

期望，希望孩子能通過此計劃獲得最大成效，學會「從閲讀中學習」、「自主學

習」。但學習的過程是漫長的，學生需要從不斷的嘗試中發現和展示自我潛能，

教師不應急於看見「成果」，欲速則不達。要提升孩子對閲讀的興趣和能力，教

師需要付出長期的努力。此計劃能為學生起了好的開始，已是讓孩子愛上閲讀、

學會閲讀重要的第一步。閲讀是一件樂事，不是一件苦差，別苦了孩子，扭曲了

閲讀的意義。 

      

    總括而言，這次研究得以順利完成，透過循序漸進的「每日悅讀一篇」的

閲讀計劃，逐步建構學生閲讀及自學能力。從質和量的分析結果均可見學生的閱

讀能力和表現有所提升。然而，能夠使學生掌握閱讀理解策略、通過閲讀進行有

效學習及培養自主學習能力並非一朝一夕的易事，故是次的研究計劃只是一個起

步點。因此，就學生從「學會閱讀」發展至「從閱讀中學習」及推動閲讀的長遠

之計，應聯合社會各界如教育局、學校、家庭、教師及學生個體並善用科技、多

元媒體及機構資源等各方的力量來建立良好的閲讀大環境，充實閲讀資源。以此

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興趣、自主學習能力，提升閱讀能力，更進一步把是次研究的

成果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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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一）「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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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閲讀評估前測（學生版） 

XXXX 小學 

三年級上學期                                           閲讀篇評估前測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蜻蜓點水 

     美麗又明澈的小湖，平靜地躺在陽光下面，在輕風的吹拂下，蕩起微微的

小浪。 

    蜻蜓在湖面上飛行，得意地彈彈翅膀，忽高忽低，忽上忽下，非常悠閒自在。 

    蜻蜓逢人便唱：「我真愛這個美麗的湖呀，世界上還有誰比我更了解這個湖

呢？只有我才知道這個湖的水有多深，有多冷。」 

    蜻蜓高興地唱着自我陶醉的歌，在湖面上飛來飛去，不時用尾巴在湖面上輕

點，湖面上立即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漩渦，漩渦慢慢地蕩漾着，散了，不見了。 

    蜻蜓滿意地說：「請看，這就是我的成績。」 

 湖邊的青蛙聽見了，不覺哈哈大笑！ 

    蜻蜓張大了眼睛問：「你笑甚麼？」 

    青蛙說：「要徹底了解這個湖，只有深入到這個湖中。要花很大功夫探測，

要花許多時間體驗，才能知道這個湖的水有多深，有多冷。像你這樣用尾巴點點

水，能知道些什么？朋友別誇誇其談了，還是深入實際做點工作吧！」 

    蜻蜓聽了，雖然紅了臉，但是還是不以為然地彈彈翅膀飛了。 

 

（373） 

 

請將答案寫在下列問題的橫線上，並圈出選擇題的正確答案。 

1. 青蛙認為蜻蜓是_____________？ 

A 自我陶醉 

B 誇誇其談 

C 腳踏實地 

 

2. 試找出「悠閒自在」的近義詞。 

A 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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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忙忙碌碌 

C 悠然自得  

 

3. 文中第一段的段落大意是甚麼？ 

A 陽光很燦爛。 

B 蜻蜓在湖面飛過。 

C 輕風下美麗的小湖。 

 

4. 這個故事給了我們甚麼啓示？ 

A 不要整天唱歌。 

B 凡事不要只看表面。 

C 要和所有動物做朋友。 

 

5. 你認為蜻蜓最後知道自己錯了嗎？為甚麼？ 

—————————————————————————————————— 

—————————————————————————————————— 

 

6. 如果你是文中的「蜻蜓」，聽畢青蛙的話會彈彈翅膀飛了，還是怎樣？試説

説你的想法。 

—————————————————————————————————— 

—————————————————————————————————— 

—————————————————————————————————— 

 

b 閲讀評估前測（教師版） 

答案 

請將答案寫在下列問題的橫線上，並圈出選擇題的正確答案。 

 

1. 青蛙認爲蜻蜓是_____________？ 

A 自我陶醉 

B 誇誇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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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謙虛好學 

 

2. 試找出「悠閒自在」的近義詞。（解釋） 

A 身不由己 

B 忙忙碌碌 

C 悠然自得  

 

3. 文中第一段的段落大意是什麽？（重整） 

A 陽光很燦爛。 

B 蜻蜓在湖面飛過。 

C 輕風下美麗的小湖。 

 

4. 這個故事給了我們甚麼啓示？（伸展） 

A 不要整天唱歌。 

B 凡事不要只看表面。 

C 要和所有動物做朋友。 

 

5. 你認爲蜻蜓最後知道自己錯了嗎？為甚麼？（評鑒） 

知錯了，從「紅了臉」便可得知牠意識到自己的錯。/言之有理便可。 

 

6. 如果你是文中的「蜻蜓」，聽畢青蛙的話會彈彈翅膀飛了，還是怎樣？試説

説你的想法。（創意） 

「我」不會不以為然地彈彈翅膀飛了，而會向青蛙保證日後一定會對每件事先作

深入了解，才會作出判斷。/言之有理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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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 閲讀評估後測（學生版） 

XXXX 小學 

三年級上學期                                           閲讀篇評估後測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烏鴉兄弟 

 

    烏鴉兄弟同住在一個窩裏。    

    有一天，窩破了了一個小洞，大烏鴉想：「老二會去修好的。」小烏鴉想 

：「老大會去修好的。」 

    結果誰也沒有去修。後來，洞就變得越來越大了。 

    大烏鴉心想：「這次老二一定會去修理，難道窩這麽破了，牠還能住嗎？」

小烏鴉心裏也想想：「這次老大一定會去修理，難道窩這麽破了，牠還能住嗎？」 

    結果又是誰也沒有去修。 

    一直到了嚴寒的冬天，西北風呼呼地吹著，大雪紛紛地飄落。烏鴉兄弟倆都

蜷縮在破窩裏，顫抖地叫著：「冷啊！冷啊！」 

    大烏鴉又想：「這樣冷的天氣，老二還能忍得住嗎？牠一定會去修理破窩。」 

小烏鴉也想：「這樣冷的天氣，老大還能忍得住嗎？牠一定會去修理破窩。」可

是誰也沒有動手，只是把身子蜷縮得更緊些。 

    風越刮越凶，雪越下越大。 結果，窩被吹到地上，兩隻烏鴉都凍僵了。 

 

（335） 

 

請將答案寫在下列問題的橫線上，並圈出選擇題的正確答案。 

 

1. 寒冬來了，烏鴉們怎麽樣呢？ 

A 牠們互相責駡。 

B 牠們把窩修理好了。 

C 牠們冷得蜷縮在破窩裏。 

 

2. 試找出「顫抖」的近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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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害怕 

B 哆嗦 

C 鎮靜 

 

3. 文中第八段的段落大意是甚麼？ 

A 大烏鴉凍僵了。 

B 小烏鴉凍僵了。 

C 烏鴉兄弟都凍僵了。 

 

4. 這個故事給了我們甚麼啓示？ 

A 不要偷懶，依賴別人。 

B 不要計較，互相幫助。 

C 不要多管閑事，我行我素。 

 

5. 你認同烏鴉兄弟都不願意主動修理窩的行為嗎？為甚麼？ 

—————————————————————————————————— 

—————————————————————————————————— 

 

6. 如果你是文中的「烏鴉」，你會坐等對方修理破窩，讓窩的小洞越來越大，

還是怎樣？試説説你的想法。 

—————————————————————————————————— 

—————————————————————————————————— 

—————————————————————————————————— 

 

b 閲讀評估後測（教師版） 

答案 

請將答案寫在下列問題的橫線上，並圈出選擇題的正確答案。 

 

1. 寒冬來了，烏鴉們怎麽樣呢？（復述） 

A 牠們互相責駡。 

B 牠們把窩修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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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牠們冷得蜷縮在破窩裏。 

 

2. 試找出「顫抖」的近義詞。（解釋） 

A 害怕 

B 哆嗦 

C 鎮靜 

 

3. 文中第八段的段落大意是甚麼？（重整） 

A 大烏鴉凍僵了。 

B 小烏鴉凍僵了。 

C 烏鴉兄弟都凍僵了。 

 

4. 這個故事給了我們甚麼啓示？（伸展） 

A 不要偷懶，依賴別人。 

B 不要計較，互相幫助。 

C 不要多管閑事，我行我素。 

 

5. 你認同烏鴉兄弟都不願意主動修理窩的行為嗎？為甚麼？（評鑒） 

不認同，因為這個是烏鴉兄弟共同的家，大家都有責任修理，不應該懶惰地等別

人行動，導致最終被凍僵的悲慘下場。/言之有理便可。 

 

6. 如果你是文中的「烏鴉」，你會坐等對方修理破窩，讓窩的小洞越來越大，

還是怎樣？試説説你的想法。（創意） 

不會，因為這是愚蠢/懶惰的行為。「我」會主動地在第一次破了小洞的時候就

及時修補或者可以找對方商量，共同解決遇到的問題。/言之有理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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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一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是了解你的閱讀興趣與習慣，為是次為期三十日的「每日悅

讀一篇」計劃的成效提供參考。請先仔細閲讀每一題題目，再根據每一題所述,

選擇一個你認為最符合自己實際情況的選項，然後逐題填寫。本問卷各項問題的

答案無好壞對錯之分，問卷所得結果只做團體性分析,不作任何個性呈現，對外

絕對保密,所以請你依據自己的看法，放心填答。非常謝謝你的合作與幫助。 

 

第一部分   實行每日悅讀計劃之前： 

1）你喜歡閱讀嗎？ 

○不喜歡   ○比較喜歡   ○喜歡   ○非常喜歡 

2）你會主動閲讀嗎？ 

○不會   ○很少   ○較少會   ○常常 

3）你每天花多少時間進行閱讀？ 

○不花時間   ○十五分鐘   ○半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以上 

4）你每天至少閲讀多少圖書/篇章？ 

○沒有   ○一至兩本/篇   ○兩本/篇以上    

5）你通常在甚麼場所進行閲讀？ 

○不定   ○書店   ○課室   ○圖書館   ○家裏   ○戶外 

6）你喜歡讀甚麼形式的圖書或篇章？ 

○全是文字的   ○文字為主，配一些圖畫的   ○圖畫為主，只有很少的文 

字的   ○全是圖畫的 

7）平時，你哪類型書籍/文章讀得比較多一點？ 

○童話故事   ○科幻   ○文學故事   ○兒童漫畫   ○學習知識   

○生活小百科   ○小説   ○寓言故事   ○腦筋急轉彎   ○娛樂性 

8）你進行閲讀，是因為？ 

○自己喜歡  ○爸爸媽媽的要求  ○老師的要求  ○消閑娛樂  ○獎勵 

9）你對閲讀產生興趣的原因是甚麼？ 

○書/文章名很有趣   ○封面、插圖有趣   ○同學、老師介紹的   

○書/文章的內容精彩有趣   ○作者出名   ○内容簡淺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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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覺得進行閲讀有哪些益處? 

○擴大知識面   ○提高學習成績   ○消磨時間   ○好玩   ○得到獎勵 

11）你閲讀時，一般會 

○認真讀   ○挑選有趣的地方讀   ○隨便翻翻    

12）你平時閲讀有計劃嗎？ 

○沒有計劃   ○有時有計劃   ○經常有計劃 

13)你在受到外在誘因（如老師、家長推行獎勵時），會提升閲讀動機嗎？ 

○不會   ○不知道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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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卷二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是了解你的閱讀興趣與習慣，為是次為期三十日的「每日悅

讀一篇」計劃的成效提供參考。請先仔細閲讀每一題題目，再根據每一題所述,

選擇一個你認為最符合自己實際情況的選項，然後逐題填寫。本問卷各項問題的

答案無好壞對錯之分，問卷所得結果只做團體性分析,不作任何個性呈現，對外

絕對保密,所以請你依據自己的看法，放心填答。非常謝謝你的合作與幫助。 

 

第二部分   實行每日悅讀計劃之後： 

14）你喜歡「每日悅讀一篇」這個閲讀計劃嗎？ 

○喜歡   ○不喜歡 

15）你認爲「每日悅讀一篇」這個閲讀計劃能幫助你學習嗎？ 

○能   ○不能    

16）現在，你有更喜歡閱讀嗎？ 

○有   ○沒有 

   17）現在，你會更主動閲讀嗎？ 

○會   ○不會   

   18）現在，你會更有計劃地進行閲讀嗎？ 

○會   ○不會 

19）現在，你每天花多少時間進行閱讀？ 

○不花時間   ○十五分鐘   ○半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以上 

20）現在，你每天至少閲讀多少圖書/篇章？ 

○沒有   ○一至兩本/篇   ○兩本/篇以上  

21）現在，你會不會閲讀更多不同類型的書籍/文章？ 

○會   ○不會 

   22）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後（爲期三十日），你的閲讀能力 

   ○沒有提升   ○少許提升   ○有提升   ○較大提升   ○很大提升    

   23）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後（爲期三十日），你對閲讀的興趣 

   ○沒有提升   ○少許提升   ○有提升   ○較大提升   ○很大提升 

   24）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後（爲期三十日），你閲讀習慣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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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提升   ○少許提升   ○有提升   ○較大提升   ○很大提升 

   24）你有沒有完成「每日悅讀一篇」閲讀計劃小冊子？ 

   ○有   ○沒有 

   26）日後，你會不會繼續進行每日閲讀一篇？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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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訪問樣本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次訪問的目的是深入了解你的閱讀興趣與習慣，為是次為期三十日的「每

日悅讀一篇」計劃的成效提供參考，請認真思考並回答訪問中的問題。本問卷各

項問題的答案無好壞對錯之分，問卷所得結果只做團體性分析,不作任何個性呈

現，對外絕對保密。所以請你依據自己的看法，放心填答。非常謝謝你的合作與

幫助。 

 

1）你喜歡/不喜歡「每日悅讀一篇」這個閲讀計劃嗎?為甚麼？ 

2）你認為這計劃能幫助/未能幫助你學習嗎？為甚麼？ 

3）以往，你的閲讀能力是怎樣的？ 

4）以往，你對閲讀的興趣是怎樣的？ 

5）以往，你有沒有每日進行閲讀的習慣？ 

6）通過這次「每日悅讀一篇」的閲讀計劃，試從閲讀能力、閲讀興趣、閲讀習 

   慣三方面，談談你對閲讀計劃帶來的成效的看法。 

7）日後，你會不會繼續進行每日閲讀一篇？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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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訪問文字記錄稿 

 

受訪者一：男生（較低閲讀成績） 

問題 受訪者回應 

1）你喜歡/不喜歡「每日悅讀一

篇」這個閲讀計畫嗎?為甚麼？ 

（1）唔係好鍾意「每日悅讀一篇」呢個閱讀

計劃。 

（2）點解呀？佢用咗我好多時間呀，我做功

課好慢，無咩時間讀啦。 

2）你認為這計劃能幫助/未能幫

助你學習嗎？為甚麼？ 

（3）咁都幫到我學習嘅，咁有時睇啲書嘅內

容係課本上面冇，唔去睇就唔會知。 

3）以往，你的閲讀能力是怎樣

的？ 

(研究者會向學生講解閱讀能力

可理解為學生能理解閱讀文章

內容及運用語言技巧回答題目，

自我建構學習的能力) 

（4）之前呀，好多時都只係識睇但係唔知點

答啲題目囉，或者有時連篇文講咩都唔係好清

楚㗎。 

4）以往，你對閲讀的興趣是怎

樣的？ 

（5）其實一直都唔係好睇書㗎咋，就算睇都

係睇啲好多圖畫好少字嘅書。 

5）以往，你有沒有每日進行閲

讀的習慣？ 

（6）唔會日日都有睇書囉，我諗一星期都有

一兩日會睇下，有時要做學校的閲讀報告啊，

分享啊，所以咪睇，好多唔明。 

6）通過這次「每日悅讀一篇」

的閲讀計劃，試從閲讀能力、閲

讀興趣、閲讀習慣及自主學習四

方面，談談你對閲讀計劃帶來的

成效的看法。 

 

（7）咁我覺得閱讀能力係好咗嘅起碼依家啲

文章我好多都睇得明，同埋啲文章睇得明就自

然會揀返啲多字少圖嘅書嚟睇。如果唔使做閲

讀報告就好喇，無時間。 

（8）嗯……我會噶，我都會想自己主動睇書，

不過真係唔想無得踢波。因為啲老師會成日叫

我哋死背好多佳句放落作文，咁我就唔會想

讀，都讀唔到自己中意！如果之後攞到個大獎

係足球就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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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額……我會有興趣囉，想知多啲動物啊，

同埋點解依家無咗恐龍。同埋我比之前睇多咗

書。 

7）日後，你會不會繼續進行每

日閲讀一篇文章？為甚麼？ 

（10）可能都未必會每日睇一篇咁多囉，可能

兩三日睇一篇啦，咁樣囉，進步咗㗎喇。 

 

受訪者二：男生（中等閲讀成績） 

問題 受訪者回應 

1）你喜歡/不喜歡「每日悅讀一

篇」這個閲讀計畫嗎?為甚麼？ 

（11）我冇話鍾唔鍾意嘅但係都有用囉，咁始

終可以令到我哋睇多啲書。 

2）你認為這計劃能幫助/未能幫

助你學習嗎？為甚麼？ 

（12）可以幫到我呀，學多咗野，咁睇多啲書

對平時上堂學習都會有幫助㗎嘛。好似之前青

馬大橋個課，讀完先知。  

3）以往，你的閲讀能力是怎樣

的？ 

(研究者會向學生講解閱讀能力

可理解為學生能理解閱讀文章

內容及運用語言技巧回答閱讀

題目的能力) 

（13）之前閱讀能力呀，睇文章就好多都睇得

明嘅，但係就唔識得答題囉，成日俾老師話答

錯方向。我會想高分啲……哈哈，想攞神秘魔

法師大獎。 

4）以往，你對閲讀的興趣是怎

樣的？ 

（14）唔鍾意睇全部都係字嘅，最好就有少少

圖咁樣啦，或者數學啊，機械人個啲。睇書唔

係好想次次都要做犯一堆話俾人知我讀咗書噶

野。例如？……額，好多閲讀報告，要讀好多

文字個啲仲慘。 

5）以往，你有沒有每日進行閲

讀的習慣？ 

（15）我諗隔兩三日先睇一次書本咁樣。有時

好多功課放學返屋企都冇時間再睇書。同埋我

要去電腦班，都會同啊哥打機，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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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過這次「每日悅讀一篇」

的閲讀計劃，試從閲讀能力、

閲讀興趣、閲讀習慣及自主學

習四方面，談談你對閲讀計劃

帶來的成效的看法。 

 

（16）因為睇書睇多咗，所以依家都開始習慣

會睇小說，可能每日睇一兩個章節咁樣，有時

唔明就問下老師囉。 

（17）其實我一路都有睇書習慣，依家會仲中

意，想好似啊 XXX 咁，作文用到曬，俾老師讚。 

（18）係呢，個本《雷伊傳説》老師你睇咗未？

我覺得超刺激，依家慢慢讀得明點解距要拯救

賽小息距哋。 

（19）係，……有啲唔係好明咖之前，依家識

搵返啲重點，咪知道咗。我唸之後都會繼續用

返啲閲讀技巧去睇，學多 d，我覺得有好多字啊

詞語都用得返，講又得寫都得。 

7）日後，你會不會繼續進行每

日閲讀一篇文章？為甚麼？ 

（20）會每日都睇書呀。可能用小息的時間睇

少少咁樣啦，我仲想在介紹啲書俾老師你，上

次畫個啲畫有啲唔靚。  

 

受訪者三：女生（較高閲讀成績） 

問題 被訪者回應 

1）你喜歡/不喜歡「每日悅讀一篇」

這個閲讀計畫嗎?為甚麼？ 

（21）我好鍾意每日悅讀一篇個計劃㗎，

因為我本身都已經成日都睇書，仲可以將

我最鍾意嘅野畫畫落個計劃度添。 

2）你認為這計劃能幫助/未能幫助你

學習嗎？為甚麼？ 

（22）幫到啊，之前都有聽呂老師講，背

咗啲文入面噶寫落作文，依家我會睇仲多，

你都有鼓勵我唔好淨係睇公主系列，所以

我會咖。 

3）以往，你的閲讀能力是怎樣的？ 

(研究者會向學生講解閱讀能力可理

解為學生能理 

解閱讀文章內容及運用語言技巧回

答閱讀題目的能力) 

（23）我覺得之前麻麻啦，除咗寫作文就

背落去，其實份閲讀卷成績，額，好差。 

（24）係啊，我自己覺得好差，有啲唔明

所以就唔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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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往，你對閲讀的興趣是怎樣的？ （25）我屋企人都會叫我睇多啲書，我好

中意睇公主書，我可以介紹曬成本閲讀小

冊子都係公主書啊！ 

5）以往，你有沒有每日進行閲讀的

習慣？ 

（26）多功課噶時候就偷偷課堂睇下，有

時睇課文都會，因為可以背落嚟，都幾有

用。 

6）通過這次「每日悅讀一篇」的閲

讀計劃，試從閲讀能力、閲讀興趣、

閲讀習慣及自主學習四方面，談談你

對閲讀計劃帶來的成效的看法。 

 

（27）講閲讀興趣先，我比之前睇多咗唔

同類型的，唔止公主，原來 C+小偵探啊，

魔法啊，都好吸引！ 

（28）係呀，可以咁講，有提升到我噶閲

讀興趣。 

（29）好開心呢次後測攞曬分，應該關睇

得多，同埋個閲讀策略幫到手，我知題目

問咩，覺得自自己閲讀能力高咗。好似都

識多咗成語，之前覺得好難咖！ 

（30）老師你成日叫我哋唔好成日顧住玩，

所以我都有主動睇書，仲要有聽你話用咗

方法同計劃做，希望下次都咁高分啦。 

（31）我會繼續保持閲讀呢個習慣噶，但

又唔想太多野做，或者一定要睇咩書，我

想揀自己中意，唔好要我做好長噶閲讀報

告，同埋得啲好普通的獎勵。 

7）日後，你會不會繼續進行每日閲

讀一篇文章？為甚麼？ 

（32）會！反正我都中意讀噶，係之前無

用過啲閲讀技巧，就係咁讀算，依家會短

短哋都好，日日睇，同埋學老師你叫我不

斷問自己，個内容啊個啲六要素係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