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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吧？鳥類用菸蒂來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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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認識「液體黃金」的魅力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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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手冊中的訊息，是引導觀眾參透展覽的指南，
其中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14

名偵探福爾摩斯 連續文本
「你是在看，而我是在觀察，這有很明顯的差別。」

38編者的話02

你相信星座嗎？ 連續文本
馬年星座大解密：＿ ＿ 座，想要成功就要先付出努力？！

20

銅葉綠素 連續文本＋圖表
銅葉綠素有毒嗎？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傳言了！

42

食常要小心 連續文本＋圖表
食品安全問題接連爆發，有什麼辦法能保障你我的健康呢？

24

平溪天燈節 連續文本
獲選「全世界 14 個死前必遊嘉年華」的平溪天燈節，為什麼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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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智慧型手機進入校園 連續文本
智慧型手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卻也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到底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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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糧食的深思 非連續文本
在糧食的天秤上，全球有大約 10 億的超重人口，卻有近 9.25 億人
長期處於挨餓與營養不足中。

52

基因改造作物之利弊 連續文本
基因改造作物能解決糧食的問題嗎？走出實驗室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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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仲夏夜之夢 連續文本
惡作劇引發的誤會、巧合、驚奇，編織出一場奇幻的愛情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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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進度表
每週一篇評量，計劃閱讀成長，培養閱讀素養。特別附錄－問思詳解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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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創造了我
沒有閱讀，黃春明會是？
黃春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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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經典？
我對經典閱讀的一點看法   
向鴻全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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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的教育翻轉

編輯室報告

2014年 1月，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在一

場經濟論壇的演講中指出，臺灣產業人才問題要

從根本解決，需要一代的時間。他呼籲對於人才

和產業發展，要有開放的態度。而且臺灣應該要

改變從小學到大學共 16年的教育目的，不應只著

重背誦式學習，學生也不應是為了學歷、名校而

學習。教育也不是為了養成專家，教育應該培養

學生的好奇心、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以及能夠

謀生的一技之長。這些內容從一位長期在國際競

爭的企業主口中說出來，更有迫切的真實性。長

期以來，我們的教育目標以知識學習為主體，考

試也以學生知識記憶為給分依據，但是知識為何

而用？學生如何面對問題？知識如何和生活經驗

連結而讓學習成為真實能力的培養？這些更是新

的教育目標規劃中要面對並回答的問題。

在教育當局還沒具體藉由教學課綱和考試命

題來表明態度之前，學校間已經有一股「翻轉教

學」的風潮正在匯集各地對教育改革抱持熱情的老

師。其中具代表性的老師有中山女中的國文老師張

輝誠老師和上一期接受我們訪問的臺灣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的葉丙成老師……等，這些老師在各自的領

域，以創新的思維與無私的分享，將個人的經驗化

為啟發許多人的講義和演說，讓「翻轉」的熱情在

各級學校擴散。「翻轉」不是掉入另一個固定模式

和僵化的認知，「翻轉」是讓我們為學生的學習作

不一樣的思考，提出更符合新世代的學習型態和目

標，為教育找到翻轉的機會。

回顧歷史上，東方與西方有兩位既是重要的

哲人又是教育家，深深地影響著東西方的文化，

分別是中國的孔子和希臘的蘇格拉底。在他們傳

下來的紀錄中，都以師生相互提問、討論而留傳

下了動人又深刻的對話。這些內容包含了知識學

養跟生活經驗，這種知識與生活交匯的激盪，成

就了智慧的學習典範。我們向所有願意面對教育

責任，在知識上思考改變教育本質，以行動投入

時間與熱情的老師致上最深的敬意！

近來和老師、家長在交換有關閱讀理解心得

時，常被問到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未來的升

學考試中，閱讀理解會考嗎？」關於會不會考的

問題，我們不是教育當局，無法代為明確的答覆。

但是從最近考試的內容來看，閱讀理解的能力確

實越來越重要。不過，我們從這個提問來作進一

步的理解，如果「會不會考」是部分觀望者重視

與否的關鍵？我們不禁要思考，未來我們將如何

落實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目標，即是要培養出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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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主動問、主動找答案」的學生，提升臺灣

迫切需要的人才養成教育。第二個問題是：「可

以用課文文本來導入閱讀學習，為何還需要生活

化的主題文本和形式來做閱讀理解練習？」關於

這問題，我們請教過 PISA計畫共同主持人，同時

也是國家教育研究院中等教育課文審查召集人的

陳昌明教授。國文課本的課文都是經典或是重要

的文學作品，這些學習的內容從文學欣賞的觀點

和培養中文能力都很重要，一定要打好基礎。但

是 PISA國際閱讀評量也提供了另一種觀點，真實

生活中，每天接觸各類型的主題內容和文本形式，

文學性閱讀的材料難以涵蓋不同類型的閱讀經驗

與理解。藉由多元的文本與題材，更能引導學生

應用擷取訊息、統整解釋和省思評鑑等能力，瞭

解文章的重點，掌握作者的思路和意圖，理解文

章的意義主旨。其學習閱讀的成效，除了有助學

生成績的提升，也有助於其他教育目標的達成。

新的一年來臨，世界改變的速度不曾放慢。

我們喜見於越來越多人知道閱讀素養對學生重要

而深遠的影響，但是還需要更多化為行動的朋友

參與閱讀教育的推廣。日前重新讀了與明代思想

家王陽明的相關書籍，反思了目前推動閱讀的工

作觀察，更深刻體會到「知行合一」的重要。有

多少事情我們心裡都知道很重要，但是行為能配

合上心裡對重要的認知嗎？從知識學習層面上來

看，教育讓我們我們擁有了知識，但是知識要化

成態度和行為，則是另一個更深的學習。這是每

一個人的功課，也是教育者的功課。

在閱讀教學上，我們慣於從讀者的角度來談

閱讀。因此，這期品學堂《閱讀理解季刊》在編

輯上延續上一期閱讀典範的思考，我們這次希望

透過文字創作者的觀點來看閱讀，為閱讀教育提

供更豐富的視角。所以品學堂《閱讀理解季刊》

第二期我們邀請兩位不同成長背景的文學創作

者，在這一期中與各位分享他們的閱讀與創作。

第一位是臺灣文學中重要的小說家黃春明先生，

為我們分享閱讀在他生命中產生的影響，而他成

長過程中幾位關鍵的老師，又如何藉由閱讀給予

了生命中深遠的改變。第二位是在中原大學教授

經典閱讀，本身也是文學小說創作者的向鴻全老

師。向老師在本期中分享了他為唐朝傳奇〈杜子

春〉寫的一篇賞析，並且同意由我們編輯群以解

析的形式，呈現閱讀理解能力在文學欣賞的領域

中，如何應用思考引導和賞析，還原一位成熟讀

者在閱讀〈杜子春〉這篇文學作品中的閱讀歷程，

呈現另一種知行合一的閱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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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鳥在充滿菸蒂的鳥巢裡長大？聽起來很嚇人，同樣嚇人的是，最近的研究顯示，某些鳥類利用菸

蒂裡蓬鬆的塑膠纖維來編織鳥巢，反而有好處。這些充滿尼古丁的菸蒂可以作為天然的殺蟲劑，讓鳥

巢和裡面的雛鳥免於寄生蟲和有害昆蟲的傷害。

這些菸蒂肯定不好聞，但鳥類其實喜歡有味道的化學物質，例如一些會散發香氣的植物。有些築

巢的鳥類會定期在巢中補充新鮮的香氣植物，可能是因為這些化學物質有助於雛鳥免疫系統的增強或

發育。除此之外，這些植物化學物質也可作為殺蟲劑。

〈鳥巢〉屬於連續文本，文章開頭便從鳥類築巢的觀點，讓讀者認識尼古丁的另一

種功用。文末加入註釋能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瞭解文章內容，但需要靠讀者自行將資

訊統整到文章相對應之處。

閱讀

小提醒

註：菸草類植物產生尼古丁，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被昆蟲和其幼蟲吃掉。

註：未吸食過的菸蒂不會含有尼古丁和燃菸產生的其他成分。

請依據文章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

（   ）本文中的研究顯示了什麼結果？ [ 統整解釋 ]

（1）雛鳥如何在充滿菸蒂的環境下生存

（2）未吸食過的菸蒂不會含有尼古丁

（3）充滿尼古丁的菸蒂可讓雛鳥免於寄生蟲的傷害

（4）菸草植物為避免寄生蟲的傷害而產生尼古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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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來自於墨西哥的科學家做了一個實驗，他們在墨西哥市附近的鳥巢中加裝了陷阱以吸引寄生蟲。陷

阱分別用吸食過和未吸食過的菸蒂絨毛包覆。結果顯示，未吸食過的菸蒂包覆的陷阱會吸引更多寄

生蟲前來，請就文本內容簡述，為何未吸食過的菸蒂所包覆的陷阱所含的寄生蟲數量較多？

                                                                                                                            [ 統整解釋 ]

請作答：

問題三： 

（   ）鳥類為何喜歡有化學味道的物質？ [ 擷取訊息 ]

（1）鳥類的嗅覺構造和一般生物不同

（2）這些物質可作為殺蟲劑

（3）有助於成鳥的免疫系統增強

（4）有助於雄鳥吸引雌鳥

     

                                                                 

                                                                                                                                

問題四：

（   ）本文所提及的鳥類，最有可能居住的環境在哪裡？  [ 省思評鑑 ]

（1）熱帶雨林

（2）動物園

（3）校園

（4）人行道

問思時間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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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解析 　　〈鳥巢〉屬於連續文本，採分段論述，並附上註釋幫助讀者瞭解文章內容。

本文文長雖然不長，但是卻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訊息引發讀者思考。本文第一段

以「雛鳥在充滿菸蒂的鳥巢裡長大」破題，接著又說「聽起來很嚇人，同樣嚇

人的是……」短短幾句話便暗示了香菸不是一個對生物有益的物品，但是緊接

著又敘述菸蒂對於鳥類的益處。作者企圖以這種方式營造衝突與驚喜感，吸引

讀者的目光與好奇心。

　　作者在第二段以「鳥類其實喜歡有味道的化學物質」作為基礎，補充說明

上一段那些驚人的資訊，同時也能更加穩固其論述，藉以說服讀者。這篇文章

出色之處在於作者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介紹科學知識，並藉由註釋的補充讓讀者

不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識便可瞭解文章內容，同時將陌生的資訊以不著痕跡的方

式傳達給讀者，再重讀一遍文章，也許你能有新的發現！

本文提供的資訊有：
●  暗示香菸的負面評價
●  鳥類會利用人造素材來築巢
●  尼古丁是天然的殺蟲劑
●  鳥巢和雛鳥可能會受到寄生蟲和有害昆蟲的傷害
●  鳥類喜歡有味道的植物
●  尼古丁是菸草類植物的自我防禦機制
●  香菸燃燒後才會產生尼古丁

延伸閱讀

關鍵搜尋

報　導：鄭凱榕，〈新類尼古丁殺蟲劑 使蜂群消失死亡〉

　　　　林相美，〈環保殺蟲劑 環局開藥方〉

關鍵字：菸草、尼古丁、築巢

延伸思考：
1. 香菸對人體有哪些危害？

2. 鳥類會利用什麼材料來築巢？

3. 註釋中提到：「菸草類植物產生尼古丁，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被昆蟲和其幼蟲

   吃掉。」自然界的生物還有哪些自我保護機制呢？

關鍵解析｜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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