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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名稱： 閱讀悅讀-MSSR 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 主要領域：  語文領域  次要領域：生活領域 參賽者姓名：莊禮綺、簡明峻、陳書婷 學校名稱： 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民小學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教學主題：身教閱讀、安靜閱讀 創意方式：自由選書、以身作則閱讀 創意成效：識字量、閱讀興趣 
    

壹壹壹壹、、、、創創創創意意意意緣緣緣緣起起起起    

 

中平國小位於中壢、平鎮交界處，處於城市與鄉村的交界，學區內親、外配、原住民等弱勢的孩子占了全校 1500 名學生的 1/4。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閱讀習慣必須要從小養成，台灣推動大量閱讀已經有十年了，而最近2009 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閱讀、科學、數學三項素養台灣學生排名大幅落後，遠遠落後台灣鄰近的國家(包括有些國家比我們晚推行大量閱讀)。要找出相關原因，決定從小開始改變孩子的閱讀習慣，從小學一年級開始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 Modeled an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讓老師在教室也陪同孩子安靜閱讀。 
 

貳貳貳貳、、、、創意教學創意教學創意教學創意教學背景說明級策略實施背景說明級策略實施背景說明級策略實施背景說明級策略實施      一、創意教學背景說明：班級豐富的藏書→老師專業進修→推動身教式安靜閱讀       a.班級圖書充實：每個班都有自己的小圖書館，約 200~300 本書，而班級間的藏書定期與別                       班會輪替，讓書籍能夠取得容易。       b.老師專業進修：配合學校的整體閱讀課程，每個老師周三下午到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研究所                       修讀數位學習合作等相關課程進修研習。         c.圖書登記系統：配合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研究所的明日學校計畫，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明日                           書店，將自己的閱讀書目登記入書店，必須將書本以星等或是圖畫或是錄                         音放入虛擬書庫內。   二、創意教學策略實施：      a. 自由選書：讓孩子自行選擇自己想看的書，而不是老師逼孩子選書。       b. 以身作則：老師不是在後面改作業，而是坐在最前面，也拿本書安靜閱讀，讓孩子有個                    榜樣學習。      c. 沒有壓力：學生不需要寫學習單，不需要硬擠出文字完成老師用來評量小孩的工具。學習單沒有達到老師的基本要求，整個閱讀活動又會變得更有壓力且無趣。      d. 圖書登記：學生實際去經營自己的書店，虛擬書庫裡面紀錄自己的閱讀歷程。    三、創意教學成效評估：在MSSR身教安靜閱讀下，藉由大量閱讀，讓孩子從小能夠培養閱讀的好習                          慣。除了充實自我的字彙量外，有了大量的輸入(Input)，對於以後的大                          量寫作(Output)更有幫助。在書本中很多潛移默化的效果，也可以接觸到                          不同領域的知識。         
    叁叁叁叁、、、、創意教學策略實施創意教學策略實施創意教學策略實施創意教學策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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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設計概念：大量閱讀是學習的根基，因為大量閱讀幫助學生建立廣泛的背景知識。 

  二、課程架構：：  

 三、創意教學策略運用及實施  編號 教學主題教學主題教學主題教學主題    目標及內涵目標及內涵目標及內涵目標及內涵    創意策略運用及實施創意策略運用及實施創意策略運用及實施創意策略運用及實施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與心得與心得與心得與心得    1 自由選書 1. 讓學生自由選擇班級圖書 2. 老師不介入孩子閱讀 學生從自己喜歡或是有興趣的書籍開始看起，因為自己有興趣會更喜歡閱讀。 老師經由閱讀登記後端，看出學生偏好哪一類的書，可以試著讓學生閱讀不同類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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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而不是例如愛看恐龍類的同學只看恐龍書。 2 以身作則 1. 老師拿高腳椅，坐在教室講台上面。 2. 老師也拿書安靜閱讀。 3. 老師也一起進入閱讀情境。 
老師實際跟著全班安靜閱讀，讓學生有榜樣可以模仿，讓學生知道老師也喜歡讀書。 老師指導或是發現學生有問題，必須要忍住情緒，以手勢或輕聲細語提醒學生閱讀。 3 安靜閱讀 1. 不走動。 2. 不交談。 3. 不飲食。 學生於八點前選好自己的書，在自己位置上面安靜閱讀，其中不換書，不與同學交談，早餐也不可在閱讀時間食用。 

學生有時候會看得很快，但是老師要求不能換書，讓孩子能更靜下心慢慢的進入reading zone。  4 愛護電腦 1. 建立電腦使用公約。 2. 使用電腦前須洗手。 3. 電腦平時放置於書包。 電腦是家長為孩子自費購買，老師平常會要求孩子正確使用電腦，桌面收乾淨，勿任意移動電腦。平常電腦必須放在書包內。 
班級共同建立電腦使用常規，讓學生自我了解如何正確愛護電腦。 

5 打字教學 1. 基本注音符號開始。 2. 能正確切換注音打字。 3. 能夠利用雙手十根指頭打字。 
明日書店閱讀登記，可以選用文字推薦部分，所以老師要利用課堂時間教導學生打字練習。 每天老師都要請學生在課堂上練習打字，老師也要要求學生不偷懶，用雙手十根指頭打字。 6 教學設備創新 1. 運用無線網路。 2. 運用平板電腦 運用班級無線網路以及學生自備的觸控平板電腦，透過網際網路讓學生更容易學習。 雖然有無線網路，但是已經限制小朋友只能登錄明日星球系統，而不能任意上網玩遊戲或是接觸不當訊息。 6 圖書登記系統 1. 圖書登記系統 2. 認識ISBN 與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研究所的研究團隊合作，設計圖書登記介面，讓學生建立自己的閱讀歷程，也實際去經營自己的書店。 

讓學生經營自己書店，學生更喜歡去閱讀，轉化一般線上遊戲的虛擬世界，變成自己的圖書登記介面。 7 視力保健 1. 使用電腦需注意姿勢 2. 下課不碰觸電腦 3. 每天下課都做護眼操 圖書登記時後要求學生使用電腦正確姿勢，勿趴在桌上。平時要多運動多注意營養，愛護視力。 
視力保健視計畫的成敗關鍵，為了讓家長不需要擔心視力問題，老師必須要更用心去注意學生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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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肆肆肆、、、、教學困難與突破教學困難與突破教學困難與突破教學困難與突破 一、配套措施的功夫： MSSR身教式安靜閱讀，不只是讀書而已。因為要配合平板電腦使用。對於教育學生使用電腦操作介面，訓練學生使用明日星球閱讀登記系統，還有學生要練習打字，都需要很多時間，以及耐心去教導學生。 二、視力的保健 根據本校統計，剛入學的新生就有30%的視力不良，視力是個非常需要注意的問題。訓練學生看書姿勢端正，以及使用電腦的距離以及時間。下課時候必須做護眼操，平常讓孩子多到戶外曬太陽，保護自己的視力。不然就算計劃成功，沒有良好的視力，也無法讓家長完全放心。 三、平板電腦的購買： 由於MSSR身教式安靜閱讀配合閱讀登記，鼓勵爸媽為孩子添購自己的電腦。學校在新生入學前有新生家長說明會，說會中有理念說明及實際教學演，讓家長知道學校的平板電腦計畫。身為第一線的老師，也必須與家長溝通，經過溝通及努力後，目前全一年級孩子購買平板電腦的比例超過85%。  伍伍伍伍、、、、教學課程實施與成效教學課程實施與成效教學課程實施與成效教學課程實施與成效        一、教學課程實施 

  學生自由選書 學生沉浸在 reading zone 

  



GreaTeach-KDP 2012全國創意教學 KDP國際認證獎簡章           閱讀悅讀-MSSR 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 

 老師以身作則一起閱讀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登記書本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登記書本 登記書目 

  圖書登記推薦書籍 老師後端管理介面可以知道學生閱讀狀況 

  全班練習中文打字 全班練習中文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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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登記介面，可依照 ISBN登記書目 圖書登記介面之一 

  學生個人明日書店 書店藏書顯示自己閱讀情況 

  學生可將自己閱讀書目推薦，其他同學可以來買書 學生安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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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書籍方式-星等 推薦書籍方式-畫圖 

  推薦書籍方式-文字 推薦書籍方式-錄音 二、教學成效 a. 教學前後測差異統計與閱讀書籍量 
050100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前測 前測後側  01020304050607080

9010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前測後側  010203040506070

809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前測後側  一年一班 一年七班 一年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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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教學成效評估 辨知力 學生識字能力增加，從閱讀學習更多字，讓閱讀速度增加。 理解力 學生經由大量閱讀，能夠對於書本內容能夠快速理解。 知識力 鑑賞力 由閱讀各類書籍，培養自己的美感。 自信力 因為學生本身識字量以及理解力增加，讓學生對於自己能力也比較肯定。 貫徹力 從剛開始浮躁定不下心，到能夠連續閱讀20~30分鐘。 挑戰性  學生從以圖畫為主字數少的書，慢慢開始閱讀字數多的書籍。  發問力 因為學生辨知理解力增加，讓學生對於平時教學上更踴躍發問。 尊重心 逛其他人的書店，能尊重別人推薦的內容 開放性 願意接受他人想法與建議，樂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合作力 對於其他課程的合作學習，能夠清楚表達以及與他人合作。  情意表現力 
探索力 對於書本內的內容以及老師課堂上的提問 正確性 能正確使用平板電腦，能正確連結無線網路，使用圖書登記介面。 熟練性 能熟練平板電腦的操作，觸控螢幕與圖書登記 豐富化 新穎性 在圖書登記介面，彩用文字或是繪畫集錄音系統，分享自己的讀書心得。 資訊力 活潑化 推薦書籍採圖畫或是錄音，展現活潑的創意。 細緻性 學生對於推薦文字或是圖畫內容更細緻。 正確性  大量閱讀，讓學生能更精準使用國字。 技能表現 熟練性 學生在明日書店發表自己閱讀心得，或是表達繪畫內容較熟練。  陸、教學者省思及學生回饋 一、教學者省思  

莊禮綺老師 
MSSR 是我們全校全校共同推動的計畫，行政同仁也努力配合我們，早自修也不會來打擾我們讀書。 謝謝學校充實我們各班的圖書，我們也會一個月定時與其他班級換書，讓每個班定期都有新書可以看。 發現學生在安靜閱讀下，在實行前與實行後，學生進步很多，老師也發現學生比較不會浮躁。 

簡明峻老師 一年級的老師真得很忙，要改昨天的作業，又要出今天的功課。而早自修對於很多老師來說就是改作業的時間。而 MSSR 身教式安靜閱讀，老師必須以身作則，放下手邊的工作，早上跟著孩子一起讀書。這些日子下來，也看見自己孩子識字量的成長，也無形中讓孩子安靜閱讀，培養讀書得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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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三都要去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研究所進修，與教授討論整個明日學校，並與研究生與助理討論架構，我這兩年來受益頗多。 
陳書婷老師 經過近一年的閱讀習慣培養，孩子們真的進步許多。從一開始只翻閱圖畫到後來每一個孩子都能真正的沉浸在閱讀世界中。孩子們的識字量不但增加，學習的專注力更是提升不少。 孩子的進步也促使我進修、學習，與孩子一同成長。  二、學生學習的回饋 盤百容小朋友 沒想到來上一年級，竟然有好多書可以看，我非常高興。每天早上抄完連絡簿，我就會自動去拿書看，原本只看圖畫，慢慢看書中的文字，現在我可以看比較厚的書。放學回家也會跟老師借書回家看，也可以跟爸媽分享自己的心得。 

周子安小朋友 我喜歡看書，更喜歡有自己的書店。我還小，雖然沒有真正的書店，但是我在明日星球上面有自己的書店，我喜歡把書店的書整理好，寫好書籍推薦，上架給其他同學來看。每當我進到書店，發現有其他小朋友推薦我的書，我就非常有成就感。我會繼續閱讀更多書，分享給大家。 
葉紹翊小朋友 回到家時候，我都會跟爸爸說我今天讀了好幾本書，爸爸不相信我，於是我打開電腦，連到明日星球閱讀登記介面，給我爸爸看。我跟爸爸說:你看，這邊顯示我已經閱讀 300多本書。爸爸稱讚我很厲害，一年級就已經讀那麼多書。 林竑緯小朋友 原本我以為，老師都是不用讀書的，只需要管小朋友就好，沒想到每天早上老師都拿著一本書，也跟我們一樣安靜閱讀。我下課有時候會跑到老師旁邊，偷看一下老師今天讀什麼書。   二、學生家長回饋 一年一班子涵媽媽 自從學校推動晨光閱讀之後，子涵現在每天早上吃早餐前都會自動到書櫃前挑一本書坐下來閱讀，也開始會跟弟弟分享故事書的內容。我覺得她真的進步很多，不僅閱讀習慣培養了起來，表達能力也跟著進步了。 一年七班宇威媽媽 從上國小開始，配合學校的明日教室計畫，我的小孩開始接觸電腦。期時我一開始也對這個計畫有疑慮，但是看到我的小孩對電腦操作更熟練。在家跟家人交談時候，說話的用字遣詞也比以前有深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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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八班煒晏爸爸 記得以前和煒晏去書店時，煒晏總是都跑去玩具區。記得上小學後，煒晏竟然去書店跑去翻書來看。有一次也跟我說，爸爸:這書都有 ISBN，只要有 ISBN的書，都可以登記到我的書店喔。現在煒晏比較喜歡看書，家人都可以明顯感受到。  七、未來展望   一、增加留言版功能：在圖書登記介面，增加留言功能，讓孩子能夠對於自己所閱讀的故事書，留下                       評語或回饋。教師可從系統中了解學生對班上故事書的喜好，進而做相關的下 次校內要採購書籍時，能夠給予建議。   二、增加圖書分類：透過 ISBN 介面，與國家圖書館系統連結，能知道學生到底閱讀哪一類書籍。老                     師可以知道學生比較喜歡閱讀哪些類型的書，也能叮嚀學生勿偏好某類型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