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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向前走

編輯室報告

      品學堂《閱讀理解專刊》在8月底發行之後，

獲得全省各地老師與家長的鼓勵和學校的採用，

並且接獲許多詢問第二刊出刊時間的來電與來信。

這對我們而言，這是最大的肯定與鼓勵，同時更

促使我們提前實現固定出刊的規劃，持續為老師

和家長提供穩定、專業閱讀理解評量與學習內容

的目標。

　　從這次11月品學堂《閱讀理解》季刊開始，

我們配合學校的學習安排，以季刊的形態來發行，

並在寒假及暑假期間推出專刊。編輯上維持一貫

的專業態度，提供有助於瞭解學生閱讀理解素養，

貼近生活議題的連續與非連續的文本和評量，協

助老師和學生有規律的養成從閱讀、理解到思考

的能力，掌握擁有12年國教的關鍵學習力，迎接

12年國教的新改變。

　　近年來，國內推動閱讀教學不遺餘力，有許

多專家提出完整的理論和教學方法，對推動教學

上很有助益，但是除了建立知識系統上的瞭解外，

是否能有可以呈現擷取訊息、統整解釋與省思評

鑑⋯⋯等閱讀素養的具體典範，足以作為介紹例

子，也能啟發閱讀動機的作品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很榮幸，我們獲得國內文學界重要的文學推手－

國立政治大學前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教授

的鼓勵與授權，轉載他在散文集《星遲夜讀》中

的文章〈閱讀越美麗〉。在這篇文章中陳芳明教

授分享了自身的閱讀經驗，領略文學之美，交流

了師生的忘年情誼，省思了文學與時代的關係，

讓閱讀知識理論中的閱讀歷程和理解層次有了具

體呈現的應用典範。全文內容   介紹個人在文學閱

讀與批評這條路上的人生收獲，並藉由文學作品

對社會的真實面貌進行理解，對讀者深具啟發。

　　《第56號教室的奇蹟》的作者雷夫．艾斯奎

（Rafe Esquith）提出：「讓孩子在長大後成為與

眾不同的成人，能思考、考慮他人觀點、心胸開

放、擁有和他人討論偉大想法的能力，熱愛閱讀

是一個必要的基礎。現今學校需要調整的觀念之

一是，只在語文課時才閱讀，最好的調整方法就



是由各科老師帶領學生閱讀。」臺灣也有相似的

情況。閱讀理解能力在語文課程中對學生的影響

比較容易想像，但是對於非語文科目的學科，閱

讀理解能力重要嗎？科學和數學中的公式是重要

的考試內容，學好了之後就是關鍵的能力嗎？關

於這些疑問，這期我們專訪了國立臺灣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暨教學發展中心教師發展組組長葉丙成

教授，請他從當前接受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學生表

現，反思國小、國中時期閱讀理解和思考能力的

培養對日後數、理科目學習的重要。葉丙成教授

以自身的學習和教學經驗，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觀

察。

　　當前閱讀教學主要趨勢是「閱讀理解教學」

及「多元文本閱讀」，我們規劃閱讀評量的目的

就是為老師和學生在「閱讀理解教學」及「多元

文本閱讀」後，透過設計過的文本，提供「可以

引起思維經驗的情境」。讓教學者引導學生閱讀、

理解與思考，完成閱讀理解歷程思維五步驟，將

主題的思維經驗內化為能力的學習。閱讀理解的

學習不是要去取代現有的學習規劃，而是補回過

往學習過程中著力較少的領域，讓學生的能力養

成更為完整，更能因應真實生活，參與社會，反

思自己。

　　因為有各位的參與，我們才能持續的成長，

將專業回饋給師生們。在推動閱讀的路上，讓我

們一起向前走。                                       



學校的課業壓力越來越沉重，

面對寫不完的作業、讀不完的書，

好希望能有記憶吐司來幫忙！

明天要考試今天晚上才臨時抱佛腳，

但是犧牲睡眠就換取好成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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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夜讀書真的可以為隔天的考試贏得好成績嗎？

　　美國最新研究顯示，為了讀書而犧牲睡眠只會造成反效果。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神經科學與

人類行為學院的研究人員，找了 3所洛杉磯地區高中的學生幫忙實驗。結果發現，若為了讀書而
犧牲睡眠，第二天在課堂上對上課內容的理解力就會降低，而且在做作業或考試時備感吃力，反

而不會得到好成績。

　　這份研究報告也請教專業醫師關於熬夜對人體的各種壞處：

　　1. 大腦神經細胞過度疲勞，導致記憶力下降。

　　2. 眼肌過度疲勞，以致於視力下降。

　　3. 引發體內主要器官和免疫系統失調，容易得到感冒等各種感染症狀。

　　4. 內分泌失調，新陳代謝系統變差。

　　隨著學生升上高年級，熬夜讀書的情形越來越嚴重，根據美國國家睡眠基金會指出，大多數

的青少年需要的夜間睡眠時間是 9個多小時，而只有 9％的學生符合標準，因為在高中生面對的
課業要求之下，9個多小時的睡眠時間根本是不可行。

　　依照研究人員的建議，學生應事先做好讀書時間的規劃，不宜佔用到睡眠時間，若覺得讀書

時間不夠用，可善用睡眠以外的零碎時間，確保睡眠時間足夠，才不會影響隔天上課的精神。

〈熬夜讀書〉屬於連續文本，文章開頭便提出了一個問題，接下來的敘述便是為這

個問題解答。文章的內容看似簡單，但文中有研究報告的數據、分項的內容，這些

都考驗讀者在統整訊息的理解能力。

以上內容來自美國一份科學期刊，請根據文章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

（   ）文中倒數第二段，作者提及「只有 9％的青少年符合標準」傳達了下列何項訊息？ [統整解釋 ]
(1) 強調青少年最好有充足的睡眠時間

(2) 表示只有 9％的青少年符合學業標準

(3) 說明青少年因熬夜問題對健康造成影響

(4) 顯示青少年的課業壓力影響其睡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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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   ）醫生提出熬夜對人體產生各種壞處，請問這些壞處會對學生造成哪些方面的影響？[統整解釋 ]

(1) 學習效果、時間管理                           (3) 上課態度、身體健康

(2) 學習效果、身體健康                           (4) 上課態度、學習效果

問題三： 

根據本文內容，該怎麼做才能確保睡眠時間足夠，又能兼顧課業？ [ 擷取訊息 ]

請作答：

     

                                                                 

                                                                                                                                                

問題四：

（   ）文中提及：「研究人員建議，學生應事先做好讀書時間的規劃。」請問研究人員建議的依據為何？                                                                                                                             
[ 統整解釋 ](1) 研究人員個人的學習經驗                     (3) 請教專業醫師對熬夜的看法

(2) 對洛杉磯高中生的實驗結果                  (4) 採用美國國家睡眠基金會的數據

問題五： 

（   ）在您讀完全文之後，再回過頭來看「熬夜讀書真的可以為隔天的考試贏得好成績嗎？」

這句話，作者之所以用這句話作為本文的開頭，除引發讀者興趣之外，還有什麼用意？                                                                                                  
[ 省思評鑑 ](1) 研究報告主題                                    (3) 大膽假設主題

(2) 肯定熬夜唸書                                    (4) 挑戰普遍想法 

問題六： 

（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麼？ [ 統整解釋]

(1) 學校需避免給學生考試的壓力                 (3) 善用時間才是正確的讀書方法
(2) 課業繁重易使身體狀況亮紅燈                 (4) 多數青少年的睡眠時間不足 9小時

問題七： 

（   ）這篇文章的目的為何？ [ 統整解釋]

(1) 教導讀書技巧                                    (3) 發表研究報告

(2) 破除大眾迷思                                    (4) 減輕課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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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解析 　　文章一開始提出「熬夜讀書真的可以為隔天的考試贏得好成績嗎？」作者

用一個問句來做開頭，故意對自己的論點提出疑問，但其實作者對這個問句早

有了答案。一般我們稱這樣的寫作方式為「反問法」，作者用肯定句的形式表

示否定的意思，或者用否定句的形式來表示肯定的意思，並透過問句的方式來

提高讀者對文章內容的關切程度。所以在看到這樣的問句時，一些對這種寫作

手法不陌生的讀者應該可以預測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在接下來的段

落，作者以兩個實驗數據和調查報告來證明其觀點並以此說服讀者。

　　首先，作者在文章第二段引用加州大學研究人員，以洛杉磯地區高中學生

為對象的實驗結果，證實熬夜讀書並不會得到好成績，打破長久以來的迷思。

解答了文章開頭的問題之後，作者再以專業醫師的研究報告列舉了記憶力下

降、視力下降、免疫系統失調、內分泌失調……等各種壞處，突顯熬夜讀書對

於健康和學習所產生的不良影響。

　　文章倒數第二段引用美國國家睡眠基金會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絕大部分

的高中生因為課業的壓力，都沒有達到青少年所需的睡眠時間。高中生熬夜的

情況如此普遍，但是熬夜讀書並不會得到好成績，那麼應該怎麼辦呢？作者在

文章末段提出了解答。如果想要有充足的睡眠時間，又能完成作業和準備考

試，唯一的方法就是做好規劃、善用時間，這也是作者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

　　充足的睡眠才有助於學習，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說來容易，但要做到卻

很困難。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為你的待辦事項列出優先次序，然後預估完成

這些事情所需的時間，在執行時專心致志，不要被其他事物干擾誘惑而分心，

才不會影響到接下來的計畫和你的睡眠時間。相信只要培養時間管理的好習

慣，健康和學習都會有所進步。

延伸閱讀

關鍵搜尋

文　章：高島徹治，〈熬夜念書只會做白工？〉

報　導：林佳蓉，〈長期熬夜睡半飽 恐損身體健康〉

網　站：「我睡故我在」

影　片：「PanSci TALK ONE@成大 第二講：我睡，故我醒（蔡宇哲）」

　　　　「千萬別浪費時間睡覺？」

關鍵字：睡眠時間、時間管理、大石頭理論

關鍵解析｜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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