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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趣、入趣、延趣－讓孩子在閱讀中「Hide＆Seek」 
林英傑 

臺北市東湖國小教師 

 

一、問題情境－整整，石化 

有學生底下喃喃自語：「好無聊

喔！又來這個地方。」「趕快去選一本

書來讀、趕快坐下來，你不知道大量

閱讀可以提升閱讀能力嗎？」老師說。 

這是我聽見一位老師跟學生在學

校圖書室的對話。我當下真的有如身

中 哈 利 波 特 咒 語 － 整 整 ， 石 化

（Petrificus Totalus），全身鎖咒，身體

無法動彈，如同被石化一般。「學生真

得覺得來圖書室看書很無聊嗎？大量

閱讀真的可以讓孩子提升閱讀能力

嗎？」這二個問題如同 DNA 雙股螺旋

結構一般，又有如倚天劍與屠龍刀的

對決，纏繞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 

二、設計思考－創造顧客「最有

感」 

上述師生對話似乎沒有對錯，但

如何讓 DNA 雙股螺旋合奏一曲雙重

奏，又如何讓倚天劍與屠龍刀發揮相

互爭鋒的效果，還真的很難！突然

間，我看見低年級的孩子在中庭花園

矮樹叢間玩躲貓貓（捉迷藏），心頭一

震，問題的答案不就在這嗎－花園裏

躲貓貓，花園就有如一張藏寶圖，花

園小徑好像尋寶路徑，再加上遊戲的

元素，孩子們不就玩的不亦樂乎！但

問題來了，如何設計這所謂的「閱讀

藏寶圖」，讓學生閱讀如尋寶，讓老師

推展閱讀疾如風，首先就要創造顧客

「最有感」的設計。 

這裏所謂的「顧客」有二，一是

學生，二是老師。聚焦顧客、真正貼

近顧客的心裡，站在顧客角度，量身

訂做專屬的服務體驗，找出思考的盲

點，是不二法門。因此，學校國語領

域備課社群老師首先以林英傑（2015）

型塑教學方向感之「綜效原則」進行

訪談、觀察、討論，過濾出許多「迫

切的閱讀問題」。 

(一) 老師「最有感」的問題 

老師「最有感」的問題包含（1）

均一無彈性的閱讀認證量（只有閱讀

的量，沒有閱讀的質）、（2）閱讀量大

但學生學力檢測低於均標、（3）書籍

來源良莠不齊、（4）閱讀偏食現象、（5）

閱讀認證過程缺乏嚴謹性（學生重複

抄書名而無法比對）。 

(二) 學生「最有感」的問題 

學生「最有感」的問題則非常有

趣，包含（1）一張張的閱讀記綠表常

弄破搞丟、（2）閱讀記綠難計算、（3）

重複寫一樣的書名，老師也不會發

現、（4）不有趣。 

(三) 設計理念 

老師「最有感」的問題大都是閱

讀制度面、學生「最有感」的問題則

落在行為面，確認關鍵問題點後，接

下來就是腦力激盪，快速發想解決方

案。初步的設計理念乃延續「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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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 

1. 以地圖為隱喻、呈現孩子閱讀歷程

狀態 

此設計主要是希望藉由孩子的閱

讀歷程幫助自己反思自己的閱讀狀

況。由於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與閱讀喜

歡的書籍，但他們選擇的書籍可能屬

於同一類型，久而久之將會造成「閱

讀偏食」的情況，透過有系統地圖的

記錄，呈現孩子閱讀歷程狀態，不僅

提供孩子反思參考之外，同時也提供

老師瞭解孩子的閱讀狀況，從中引導

與建議學生閱讀其它類型的書。 

 

 

 

 

圖 1：以地圖呈現孩子閱讀歷程 

 

2. 以冒險情境為舞臺、鼓勵孩子勇闖

閱讀 

我們希望孩子的閱讀的過程中充

滿了挑戰與樂趣，就像打怪與捉迷藏

一樣有趣。Pilgreen 和 Krashen（2000）

提及閱讀的後續活動，即是孩子閱讀

完書籍之後，透過互動性的活動，以

創意和認真思考的方式表現出對看過

的書的熱情。因此初步以「尋寶」為

主題，規劃了四大地區「叢林探險、

地心冒險、海洋歷險、星際冒險」的

尋寶活動，讓學生在參與的過程中能

增加尋寶的樂趣。 

 

一年級主題 

 

 

二年級主題 

 

中年級主題 

 

高年級主題 

圖 2：冒險情境為舞臺 

 

三、善用 3 步驟，設計閱讀 Hide

＆Seek 

(一) 「引趣」－注入遊戲元素的主題

情境 

人類主動好奇追求知識的過程，

本來就是可以是在遊戲情境中發生。

柏拉圖曾說「若在教育孩子時，能採

用遊戲的方式，我們將能看人類天性

的流露」。因此，設計閱讀 Hide＆Seek

的第一步，即是善用人類此種喜好遊

戲的天性，引導閱讀與遊戲結合，將

閱讀活動的遊戲目標等同於學習目標

（game goals = learning goals）（侯惠

澤，2016），閱讀不再只是傳遞知識，

更是引發學習者主動好奇的心，增加

學習的動機與樂趣。遊戲元素如下： 

1. 冒險主題情境：以「尋寶」為主題，

規劃了四大地區「叢林探險、地心

冒險、海洋歷險、星際冒險」的尋

寶活動。不同主題性設計不同的寶

物，寶物會依照主題與環境，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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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寶物特性，除了讓學生有不

同的尋寶樂趣與驚喜外，也避免相

同寶物造成集點疲乏。 

圖 3：地心冒險的寶物收集 

2. 冒險尋寶地圖：透過有系統地圖的

記錄，呈現孩子閱讀歷程狀態（圖

4）。另外，將書籍依顏色分類，讓

學生貼不同顏色的圓標貼紙(一般

類綠色、科普類紅色、世界名著藍

色、巡迴班書黃色)，可以看出學習

者已閱讀過什麼類別的圖書，避免

「閱讀偏食」的情況。 

圖 4：以不同顏色圓標貼紙記錄閱讀歷程 

3. 寶物貼紙：每一主題，每過一個關

卡，學習者能領取寶物貼紙，佈置

自己的手冊貼紙。也希望利用蒐集

寶物貼紙確認閱讀目標達成的方

式，讓學生樂於從事閱讀活動。 

 

未經布置的空白情境圖    學生完成貼紙的狀態圖  

 

圖 5：佈置寶物貼紙 

(二) 「入趣」－閱讀出遊集點送、AR

闖關歡樂多 

設計思考的第二步是「入趣」，

亦即如何讓玩家「繼續玩下去，渾然

忘我」。此階段所採取的策略是「閱

讀出遊集點送、AR 闖關歡樂多」，除

了玩遊戲，還有送禮物。 

1. 累積金點：為讓學生持續保有參與

閱讀的動力，除尋寶外，另採取實

質的「金點」制度。金點是孩子從

一年級開始，閱讀認證每過一關，

就可以獲得點數，並可持續累積，

直到六年級畢業前永久有效。且在

校園櫥窗擺設點數可兌換的獎

品，吸引學生集點的動機。 

 

圖 6：閱讀出遊集點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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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關設計：卡關機制在於學生在閱

讀地圖上，能夠運用課堂上所學之

閱讀理解策略來破關。 

圖 7：卡關設計 

3. 隱藏版任務：隱藏版閱讀活動是

讓學生有「驚奇感」，而任務主要

目的則是將新興議題融入閱讀

中。例如「主題賓果連線遊戲－

融入生命教育、海洋教育、性別

平等、環境教育等」、「品格賓果

連線－融入關懷、正義、孝順等

16 項品格」等。每個任務中都有

16 本圖書，每當學習者完成一本

圖書的閱讀，則可以在該書目的

標號貼上圓標，當完成四條連線

則算完成任務。16 本圖書的位置

安排是經由設計過的，所以學習

者在進行四條連線時，必定能閱

讀到八類型的圖書，在過程中讓

學習者具備圖書選擇的主導權。 

 

圖 8：隱藏版主題賓果連線遊戲 

4. AR 闖關歡樂多：此任務之目的在

讓孩子體驗「當閱讀遇到科技」

會有什麼樣的新火花。例如以「螞

蟻搬東西」做為設計的文本，融

入二年級已學過的數學觀念 -數

學推論、數量的加法組合、數列

等。AR 的設計中，以蟻穴做為情

境背景，蟻穴中共有五個洞。當

平板畫面對準蟻洞時，平板中會

出現情境動畫，動畫中結合故事

內容，對闖關者進行提問。 

 

圖 9：AR 闖關歡樂多 

(三) 「延趣」－讓孩子成為蜂蜜層次

的閱讀主人 

在閱讀中「Hide＆Seek」目的在

於給予孩子「躲貓貓」的感覺，想要

一玩再玩。因此設計中以地圖為隱

喻，以冒險情境為舞臺、鼓勵孩子勇

闖閱讀，在閱讀的路途中收集寶物貼

紙、累積金點、卡關打怪、隱藏版破

關等，這些遊戲元素在於給予孩子們

可以承擔的適當挑戰，讓自己可以做

得到且做得好。冒險尋寶遊戲中的不

確定性，會激發出學習者的好奇心，

並帶出想要成功完成挑戰的鬥志，而

好奇心與鬥志都可望能提升他們的

內在動機。而這個內在動機，更能讓

孩子閱讀「延趣」，所謂「延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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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活動結束時，學生延續興趣、保留

興趣，期待下次再來體驗這項活動。

假設孩子都能沉浸在引趣、入趣、延

趣的閱讀 Hide＆Seek 中，就不會是

英國哲學家培根所提之被動式螞蟻

式閱讀、而是系統化的蜘蛛式閱讀，

或者是更高層次創造性蜂蜜層次的

閱讀主人。 

四、結語－路摸思（Lumos） 

作家澤木耕太郎在《深夜特急系

列最終回：旅行的力量》提到：「不

要害怕，但請一路小心。」出發吧！

孩子們！勇闖閱讀的旅行世界，只要

帶 著 師 長 的 那 一 盞 燈 ， 大 喊

「Lumos」，就會像哈利波特的魔杖

頂端發光，形同一把手電筒，照亮這

世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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