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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課程綱要，強調以素養導向提升學生語文學習層次、注

重批判思考，以及運用語文來表達想法的能力。而閱讀能力即是語文能力構成的

重要因素（李家同，2013），因此在語文教育的實施中，極為重視閱讀。 

研究者為國小教師，於師資培育期間修習兒童閱讀指導課程，體認學生養成

閱讀能力並非一蹴可幾，要先「學會閱讀」（learn to read）才能進一步「透過閱

讀學習」（read to learn），並在學習歷程中享受閱讀的樂趣（陳建榮，2014；陳秋

雯，2018）。在進入教學現場後，研究者擔任任職學校（本文之個案學校）之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兩年，工作內容除擬定學

年度閱讀教學計畫，還需透過圖書館利用教育，以及閱讀教學相關活動之推動，

力使低年級學童喜愛閱讀，並透過閱讀增進學習的能力。 

然而養成學生的閱讀能力與否，無法僅透過紙筆測驗有效評量，需經持續努

力與改進才能提升閱讀教學之成效，因此，本文運用 CIPP 評鑑模式，分析基隆

市某國小低年級閱讀教學之背景、投入、歷程與成果，探討閱讀教學於學校的實

際執行情況，發現執行面與整體成效，並依據結果提出具體建議，做為日後教學

實施之參考。 

二、CIPP 評鑑模式 

曾淑惠（2004）指出，CIPP 評鑑模式是由史特佛賓（D. L. Stufflebeam ）所

建構，主張針對受評對象的背景、投入、歷程和成果四大部分，分別或全部加以

評鑑。 

(一) 背景評鑑 

用來確認評鑑對象的優缺點，並且提供改進的方向。評鑑方法包括對研究對

象進行測量與分析，目的在審視受評鑑者的地位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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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入評鑑 

幫助評鑑對象在其所需、及既有環境下，找出能考慮的可能方案策略，並發

展成為適用的計畫，其主要目的在審核投入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是否配合。 

(三) 歷程評鑑 

幫助評鑑對象執行方案，其主要功用在於獲取回饋，及檢視在執行方案時，

真正實施的內容究竟如何，是一種確保方案品質的過程。 

(四) 成果評鑑 

經過測量、解釋與判斷後，來檢視方案效果是否符合需求，並決定是否繼續

實施或擴及至長程方案的評估。 

CIPP 評鑑模式認為，評鑑是一個系統化的探究歷程，而非單一事件，是一

種價值判斷的活動，而不只是一種描述性活動，對受評對象評鑑之層面不僅在於

其結果表現，而應包括其目標、設計、實施和影響。評鑑模式功能，用於形成性

與總結性評鑑中，擔任不同的角色，其功用至少包含引導做決定、支持和紀錄績

效責任、增進所涉入現象之理解等，其中以引導做決定最為重要（黃嘉雄，2010）。 

三、閱讀教學 

閱讀教學是指教學者依據教學對象的心理發展程度、閱讀認知能力、閱讀興

趣與需求，予以適切協助、引導與啟發，讓學習更加充實、教育理想能具體實現

的一種教學行為 （王梅玲、曾湘怡，2013） 。 

閱讀教學在部分教學現場已有固定課程時間，因此也需依據課程原理，妥善

考量課程設計要素，不單只選用教科書做為傳遞知識的素材，更可透過各類圖書

引導孩子探索閱讀並輔助學習 （圖書教師電子報，2017） 。 

閱讀能力的養成同時就在培養思考能力，因此必須是跨學科的、有系統的閱

讀不同種類和不同內容的作品，除了包括文學作品外，也應包括科學性，以及一

般說明性的文章，且閱讀教學需以讓學生對於閱讀產生正向經驗為首要原則（教

學策略資料庫，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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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程與發現 

本文採取課堂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三角驗證，資料蒐集對象為

基隆市某小型學校低年級學生 29 位，以及閱讀教學夥伴教師一位，共 30 人，教

學實施以班級為單位，於教室及圖書館進行課程。透過 CIPP 評鑑模式，依據背

景、投入、歷程、成果模式收集資料，分析和探討閱讀教學計畫於評鑑系統中的

各種面向，並選定研究資料如：教學行動、觀察與反省等蒐集資訊。 

(一) 核心價值 

本文之個案學校依據教育部計畫，自 103 年起通過申請，得設置圖書館閱讀

推動教師（以下簡稱閱讀教師），根據計畫之目標，閱讀教師應依照校內學生需

求設計教學活動。因此課程的核心價值以課程評鑑之基礎，分別聚焦於課程的目

標、課程的規劃、與課程的活動實施與課程的產出，來做為四個評鑑的內涵。 

透過訪問本文個案學校之閱讀教師夥伴對閱讀教學核心價值的看法，認為學

生應透過閱讀教學，建立學生閱讀習慣，增進學生閱讀素養，提升語文應用及獨

立思考的能力。 

評鑑者：請問老師，您認為本校閱讀教學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教師：我的想法，如果分成認知、情意、技能來看，認知部分是，能從書本上學

到知識。因為書是傳遞知識的媒介，且閱讀教育包含媒體識讀，學生從文本的內

容中了解知識，希望能透過閱讀，理解知識的來源、補充生活上的不足學習新知。 

技能部分，在於透過閱讀推動教育，養成學生慎思明辨的能力、分辨知識的是非，

「誦詩千遍，其義自成」，能與他人對談，溝通，表達自己的想法，要說出理由，

有哲學思辨能力。 

在情意部分，希望讓閱讀滲透生活，變成一種生活習慣，透過學校閱讀教育養成

閱讀習慣，能夠自己主動去尋求知識而非依靠別人給予。（訪-201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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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個案學校所呈現閱讀教學之核心價值。 

(二)  背景評鑑 

課程規劃之歷程，需考慮學校的背景與環境資源。背景評鑑主要是審度課程

所處環境中的需求、狀況、資源及機會，是設計課程時主要的考量因素，可經由

學校的發展背景、課程計畫書進行分析。 

1. 學校背景分析 

本文之個案學校目前有十一個班級，位於基隆市界邊陲，學生弱勢比例高，

但校內行政人員積極申請資源，與天下雜誌閱讀基金會合作希望閱讀計畫，每年

皆可獲贈新書百本及閱讀護照使用，在 104 年加入明日閱讀 1.0 計畫，將身教式

持續性閱讀（MSSR）導入學校，將每天早上八點至八點十分訂為閱讀時間，該

時段全校師生共同讀書，其他學校事務與活動延後進行，同年重新翻修圖書館，

希望打造樂於學生閱讀的學習環境。 

2. 學校發展閱讀課程的機會與弱勢 

機會方面，在既有校本課程內便有閱讀課程設計，另於 103 年初次申請閱讀

教師計畫之教師為國教輔導團語文領域老師，對於閱讀教學擁有經驗及興趣，建

立有架構的閱讀推動模式，使後續接手工作者有跡可循。 

弱勢方面，因閱讀推動課程希望學生能養成閱讀習慣，而閱讀習慣養成無法

僅仰賴學校教育，仍需家長積極配合，然而本文之個案學校的家長工作多為藍領

階級，陪伴學生閱讀的時間有限，影響學生閱讀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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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讀課程的教學目標 

學校閱讀教學計畫的核心價值為：讓學生建立閱讀習慣，塑造書香學習和生

活情境，再增進學生閱讀素養，提升語文應用及獨立思考。閱讀教師依據計畫規

劃教學目標，評估學生發展和能力，建構出低年級教學目標為：（1）圖書館利用

教育，包含認識圖書館的各個設施、借書還書的方法、圖書館規則、（2）培養良

好閱讀習慣，包含正確的讀書姿勢、從頭到尾讀完一本書、（3）用完整的語句「聊

書」。綜合上述相關資料分析，本文之個案學校課程背景評鑑結果顯示，其閱讀

課程發展有亮點、機會及弱勢，教師努力發展並建立閱讀教學的有利條件。 

(三) 投入評鑑 

投入評鑑是依照課程設計與規劃、投入計畫之資源與預算來進行評鑑。本文

之個案學校的閱讀教學課程主要配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圖書

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並加入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等資

源而發展出的閱讀課程。可經由課程教材文件、教學紀錄，瞭解教師如何將相關

資源投入於課程設計中。 

1. 投入預算與教學資源準備 

本文之個案學校在 101 年度獲基隆市教育處補助書籍 10,000 元、102 年度獲

教育部充實各國中小學圖書館（室）藏書量 1,158,900 元，經會議討論，提出所

需書籍、物品清單及經費明細表充實圖書設備，並聘請閱讀教學專家入校擔任教

師研習講師。於 103 年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

教師，獲每學期代課鐘點費及業務費等，國小共計新臺幣 7 萬元（代課鐘點費每

節以 260 元計）的經費補助，可運用在閱讀教師之培訓與教材經費來源。除經費

投入，亦申請教育基金會之書車與數位書車進校，擴展學生閱讀資源。 

2. 師資安排與課程教學設計 

本文之個案學校為使閱讀教學更充實，成立閱讀推動小組，由校長擔任閱讀

教學召集人、教導主任為閱讀教學副召集人，負責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教務組長

擬定閱讀教學計畫方向、閱讀計畫成果彙整，以及圖書館系統之管理、閱讀教師

則實際進行閱讀相關課程之推展與閱讀教育內容之充實、資訊組長負責資訊設備

並協助閱讀網之架構。 

又因導入身教式持續性閱讀（MSSR），行政端安排校長、主任等行政人員、

甚至工友於每日固定時間入班，陪伴導師與學生進行晨間閱讀，以期塑造閱讀氛

圍、培養學生閱讀習慣，亦是每日閱讀教學之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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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閱讀教師共兩位，一為語文教育專長教師，一為對閱讀有興趣之教

師，在進行閱讀教學之餘，亦運用時間參與研習精進教學知能，包含亞洲學校圖

書館發展國際研討會、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進階課程、有效教學推

廣閱讀與繪本創作、【希望明日閱讀】線上研習課程與實體課程等。 

閱讀教師依據閱讀計畫與學生興趣、能力設計完整的主題課程，並運用天下

雜誌基金會資源，每位學生發放一本「閱讀護照」，記錄學生之閱讀歷程，給予

適當獎勵。另外，閱讀教師除規劃各年段圖書館利用教育，包括認識圖書館、利

用圖書館資源與網路資源，並配合課程，布置主題書展、新書介紹及每月好書推

薦，也依據課程內容與教師需求，辦理教師研習課程，提昇教師閱讀指導教學，

落實閱讀教學，力使閱讀教師與班級導師共同進行閱讀教學專業成長。 

(四) 歷程評鑑 

歷程評鑑是在課程運作的過程中，利用文件進行計畫檢核，主要以教學省

思、學生回饋進行分析評鑑，來檢視課程缺失及改進教學。 

1. 課程實施上面臨的狀況 

在實施過程中，發現本文之個案學校低年級推動閱讀課程的時間，主要運用

綜合課及生活課程的融入，輔以兒童朝會時間及不定期的午休時間。然配合英語

教學向下延伸政策、學校本位課程其他主題，在閱讀推動上若要有完整一節的課

程實有困難。 

2. 課程中學生學習歷程情形 

從閱讀教師的教學紀錄與反思中，評鑑教師實際的教學歷程是否符合閱讀課

程的教學目標與設計，並透過教學紀錄省思學生的學習與教學策略，以求更佳的

學習成效。 

（節錄自教師省思） 

從閱讀出發、以討論串聯、用合作連接，以作品呈現，需要學生不停的對話，所

以在這過程中，師生都需要等待，我看著學生們為了讓圖文作品更好，因而在口

角、衝突和眼淚中學習權衡、退讓、 周全、同理和體諒，更相信學生們在閱讀

課程裡，用五感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也在用美的心靈與他人對話以及

建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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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的正向回饋 

在閱讀教學實施時，從學生能在每日晨間閱讀鐘響時，便停下手邊工作拿出

書本閱讀，以及學生主動借閱圖書的統計紀錄發現，學生會依據閱讀教師與課程

中所推薦之圖書進行討論與選擇閱讀，於課餘時間主動撰寫閱讀護照並相互討

論，顯示學生的閱讀習慣及態度已養成。 

（回饋取自學生學習單） 

學習單提問：到圖書館都怎麼選擇想讀的書？ 

學生 A：先大概翻內容，如果覺得好看就會借。 

學生 B：老師上課有說什麼書很好看，我就會去借來看。（回-20180105） 

(五) 成果評鑑 

成果評鑑在於評估課程計畫成果的成效、判斷計畫的價值與詮釋課程計畫的

整體發展。課程成果評鑑含有學生回饋、學習者從課程中所學，與學習產出。 

1. 分析學生感知的教學目標 

學生於課程進行中會不定時的給予回饋，包含讀書後感想、將所學應用在其

他科目、能主動借閱書籍等。從學生的回饋中發現，學生感知的學習成果符合課

程計畫。 

評鑑者：上閱讀課帶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學生 C：閱讀很好玩，很像進到另一個世界。 

學生 D：閱讀課很輕鬆，沒有功課，就算有學習單都不難。（訪-20180105） 

2. 分析學生的學習產出以評量學習成效 

從學生的行為與作品中分析學生的學習產出，是否符應課程中的目標，學生

對於圖書館設施有基本認識，已建立使用圖書館資源的技能，並且能在每日進行

閱讀、於學生朝會時間上台，用完整的語句與全校同學介紹並分享讀書後心得，

閱讀氛圍的營造已達目標，閱讀習慣養成的目標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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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CIPP 評鑑模式是一種持續改進的循環過程，兼具形成性與總結性的評鑑，

目的在於改進現有情形，本文對於個案學校之低年級閱讀教學課程進行執行檢

核，能較深入掌握背景、投入、歷程與成果四要素之資訊，發現課程發展各環節

之現況，探討課程之適切性與成效，修正並增加效能，提出以下五項建議，盼提

升課程的價值。 

(一) 學校環境與空間規劃 

閱讀情境布置與空間規劃會影響學生閱讀興趣，學校藏書量以及種類多寡亦

會左右學生讀物選擇。除圖書館的空間設置、校園圖書角落以及班級讀物亦可作

為擴充的對象。 

(二) 閱讀教師共備社群 

依據教育部計畫，閱讀教師是學校閱讀推動之種子教師，並非學校唯一閱讀

教學教師，學生閱讀教學活動仍須由全體教師共同擔任，然而因有其他課程需推

動，而造成閱讀課程時間減縮，會使得非閱讀教師因本科教學進度壓力，稀釋閱

讀教學之時間。又部分教師會對閱讀推動與成效無法立竿見影而遲疑，或是閱讀

教師與其他教師對於閱讀教學的目標有歧異，建議可辦理研習或會議，透過溝通

讓教師理解閱讀推動之內涵，提供教師在閱讀教學上的支持，以提昇其專業素養

及解決閱讀教學的問題與困擾，更建議能設立閱讀推動社群，使低中高年級之閱

讀教師共同對話，讓閱讀推動成為團體目標，相互提供資源協助教學或進行協同

教學。 

(三) 課程落實與推動 

雖「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之工作應聚焦在「圖書資訊管理」與「閱讀推動」

兩項重點工作，並規劃執行學校圖書資源之管理與應用、結合圖書自動化系統，

完成圖書資料整理作業與書目資料的建檔與書籍的流通與借閱。然而在實際教學

現場中，閱讀教師多為兼任的方式，因工作繁重壓縮閱讀推動工作，若能將閱讀

教學策略落實於語文領域課程中，不僅能深化閱讀教學的意義，還能使閱讀推動

從活動轉換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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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家長研習與成長團體 

本文之個案學校雖力推身教式持續性閱讀（MSSR），希冀打造有利於發展

閱讀習慣的環境，但個案學校所處區域學生受家庭社經背景影響，離開校園後少

有讀物取得之機會，建議可與地方社教中心合作，為父母開設兒童讀物閱讀指導

研習班及讀書會，讓更多父母有機會學習怎麼引導與陪伴孩子閱讀，且了解如何

取得並使用閱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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