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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需要你理解…… 
──從資訊到意義、從知識到實踐 

黃國珍演講  品學堂創辦人、《閱讀理解》總編輯 

編輯組整理 

【摘要】專注的行為，時常可以在閱讀這件事情上看到。表面上，在別人眼中可能只是很專注在一

件事情上，但在專注者的內心是無比活躍的。然而在專注的同時，還必須要覺察，進而擴大在專注

的當下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才不會落入偏見、狹隘的限制。本文透過「閱讀是什麼？」這一問題，

敘述識字並不等於理解，在每一次閱讀的過程中，就如盲人摸象；而理解能力的訓練，是從閱讀文

字開始。我們可以應用閱讀素養，由片段資訊串聯、建構出合於理解推論邏輯的世界全貌。藉由筆

者所知道的閱讀與專注的這條路徑開始理解，分享其個人在閱讀和專注上所獲得的學習，同時也分

享閱讀在現在教育上的重要性；並試用不同的觀點，繼續保持對話。 

關鍵詞：專注；認知；閱讀理解；閱讀歷程 

 

 

【編者按】本文為 2016 年 10 月 15 日「閱讀專注

力開發研討會」專題演講之錄音謄稿，經編輯組

整理後刊載。 

一、前言 

今天在這個殊勝的因緣下，很高興有機會與

各位分享我這四年來在閱讀上的學習。其實當接

到邀約時，我想我最沒有專注力，為什麼會找我

講閱讀專注力的分享？最後我覺得應該來分享，

很關鍵的一點是，我覺得臺灣現在的教育發展下，

閱讀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需要重新被認識的事

情；而這個能力影響我們的孩子，也影響著我們

下一代的未來，同時也影響了臺灣未來發展的機

會。因為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能夠為這件

事再多出一點力、多說一些話，我一定要來這個

現場。今天我所訂的題目是「閱讀需要你理解」。 

二、專注 

首先，關於「專注」，很難用言語說清楚什

麼是專注，我舉自己的例子來說明一下。我有好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2期  106年 6月 9

幾次很專注的例子，例如我在大學的時候，有一

張油畫已經畫了一個多月了，那一天準備慢慢收

尾，記得下午大概一點多，我進去畫室裡開始畫

畫，等我畫筆停下來，離開畫室，我看到外面已

經天黑了。雖然中間的過程，我有感覺肚子餓，

但是我知道自己當時很專心，也就沒有刻意停下

來，等到我回過神，發現已經是晚上了。現在回

想起來，我當時應該是非常專注的狀態，別人看

到的我，可能只是在那邊手不停的動，非常專注

在做一件事情而已，但實際上，我的頭腦是非常

複雜的忙著運作。 

同樣能夠展現專注的行為，常常在閱讀這件

事情上看到。例如有一次媽媽叫我吃飯，那時我

正在看丹．布朗（Dan Brown）的《達文西密碼》

（The Da Vinci Code）。她叫了我好幾次，我都沒

有回答她；事實上，不是我不回答，而是我真的

沒有聽到。所以，在旁觀者看到專注這件事，可

能會覺得當事人只是很認真、很專注的在一件事

情上，其實他的內心是無比的活躍。這個活躍，

我想藉著我所知道的閱讀，來和各位分享，從這

條路徑開始理解，最後再來看看，我在閱讀和專

注上所獲得的學習。 

三、閱讀 

可能很多老師會認為我們很早以前不就開始

讀了嗎？我們所有的學習不是都以閱讀作為基

礎，為什麼還需要談閱讀？現在所談的閱讀，和

以前有什麼不一樣呢？記得在四年前，有一次遇

到當時擔任PISA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共

同主持人的陳老師，他問我：「你想要推動閱讀、

關心閱讀教育，你可不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

我，什麼是閱讀？」我停了大概十秒，不是我不

知道怎麼講，而是我不知道如何把它講得更清

楚。所以，當時我選了一個很簡單，而且認為一

定對的回答：「閱讀不就是把書拿出來看。」陳

老師當時哈哈大笑的說我只答對一部分，只答對

我看得見的部分，卻沒有回答我對閱讀深度的了

解。他說這就像冰山一樣，我們所看到的閱讀，

只是表面看得到的部分，但是在閱讀的過程中，

有很大部分並沒有被覺察到。事實上，閱讀背後

所擁有的理解能力，在我們身上都有，只是熟不

熟悉它、有沒有常常利用它；而在利用的能力與

精熟程度上，是不是一直在進步中。當時陳老師

給了幾個重要的議題，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非

常努力去了解什麼是閱讀。 

（一）閱讀是什麼 

談到閱讀，就會想到書，就如我回答陳老師

的第一個答案，「不就是把書拿起來看」。可是

閱讀真的就只是把書拿起來看嗎？如果不是，那

麼什麼是閱讀？因此，今天開始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閱讀是什麼？」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是一位醫師、反核的演

說家，也是 TED Talks 的講者。有一天，他在臉

書上發布了一個問題「閱讀是什麼？」我看到的

時候，因為要開會無法立刻留言，等過了兩個小

時，我再回來時，發現已經有四、五百個留言在

上面了。我很好奇這群朋友的留言到底寫了什

麼，看了之後，覺得真的很精彩，以下摘錄其中

幾則留言與大家分享。 

「閱讀可以讓自己靜心，再出發……」。是

的，在閱讀的過程中，往往是想要從閱讀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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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己沉澱下來，從別人的智慧和經驗，找到可

以再前進的力量，找到可以再出發的力量。 

「閱讀對我來說，是一種讓自己感覺仍存活

著的證明」。我們都知道我思故我在，因為我一

邊閱讀一邊思考，所以我思故我在，我閱讀故我

存在，它證明了我還存活著的這件事情。 

「閱讀是呼吸」。我覺得這個也講得很貼切，

閱讀和呼吸，基本上本質非常相近。我們只要一

睜開眼睛，看到外在所有的光、影、符號、文字

種種，包括一個人的表情，其實都是在閱讀。所

以，閱讀在我們生活中，一如呼吸，隨時隨地都

在發生。而談到呼吸，我們非常重視呼吸的空氣

品質，不管是味道或是空氣中的懸浮微粒種種的

問題。然而在我太太懷孕的時候，我陪她一起去

做瑜珈，我才知道，原來呼吸這個行為是有品質

的。深度的、緩慢的呼吸，可以讓我們的五臟器

官、自律神經穩定下來，對身體健康是有非常深

遠的影響。同樣的，我們非常關心孩子的閱讀，

一直挑選非常好的材料給孩子；可是如果孩子沒

有好的消化系統，就像呼吸一樣，沒有好的呼吸

行為，給他再好的材料、再重要的經典，孩子也

沒有吸收的條件。我們一直將注意力放在材料

上、書籍上，其實我們應該再往前一步。以前只

注意孩子讀多少書，但是現在開始應該更進一步

去了解，孩子到底用什麼能力來閱讀，他在閱讀

的過程中，學習到什麼、思考到什麼，而不只是

他記得什麼。 

「閱讀是一種與他人靈魂的智慧交流！」講

得非常好。我們可能無法和所喜歡的作家或心儀

的文學作者有機會交流，有一些甚至已經是幾百

或幾千年前的作者，但是透過文字、透過閱讀，

我們可以與他在心靈智慧上進行交流。 

「閱讀是與無法及時觸碰的人，在時光交錯

中對話」。寫得很美，雖然無法及時碰觸，但是

我們有緣會在書本上相見。 

我相信從上面這些文字敘述，大家一定也會

自己對於「閱讀是什麼」這個問題來進行回答，

或者有自己的看法。然而，以上所列的留言要回

答的問題是「閱讀是什麼？」但是，這些留言並

沒有回答到「閱讀是什麼」。 

以上這些留言所表達的是： 

第一，詮釋了閱讀是什麼。這並沒有錯，每

個人從他的閱讀經驗，從他對閱讀的了解，詮釋

了閱讀是什麼。 

第二，表達閱讀的重要性。說了關於生命、

關於像呼吸一般，關於無法與及時觸碰的作者能

夠進行心靈上的交流，還有讓自己生命沉澱下

來，再出發的力量，這些對他們來講，都是非常

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們表達了閱讀的重要性。 

第三，強調閱讀的價值。他們一定在這個過

程中，擁有了、理解了閱讀的價值，他們才會有

這樣的回應。 

可是這三點並沒有回答閱讀到底是什麼。我

們一直用這個方式、這樣的內容，試著去影響孩

子，你應該閱讀，而且希望孩子能夠喜歡上閱讀。

事實上，孩子是不喜歡閱讀的，但他們需要閱讀。

我們每天有很多工作上的內容需要閱讀，但可能

不喜歡讀它。例如我以前要看產業報告，雖然不

喜歡，但我需要閱讀它。所以，我們耗費很多時

間和學生在喜歡、不喜歡之間拔河。可是閱讀的

本質不在於喜歡、不喜歡，而是基本的能力，我

們應該具備的素養。就像生活在這個世界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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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拒絕資訊，不能拒絕文字；當你在生活中，被

這些訊息包圍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具備這樣的能

力。回到現在的教學現場，為什麼會在新的課綱

裡談到孩子要有閱讀的素養，因為那是生活的基

本能力。如果連這個都沒有，面對多元龐大的資

訊，這些孩子是無法判斷，也無法為他自己的發

展出力，更無法參與這個社會。 

（二）識字≠理解 

99.48%，這是 2007年內政部對臺灣全國人民

2,300 萬人所做識字率的調查；另一份調查是 15

歲到 25 歲年輕世代識字率達到 100%。這是國民

義務教育體系所建立起來，非常值得驕傲的成

就。因為有這個基礎，臺灣才進入真正文明、真

正已開發的國家條件。但是這裡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識字率 100%等同於理解能力，那麼一點都不

需要為孩子的理解能力擔心。然而，事實並非如

此，因為有辨識文字的能力，不代表就擁有理解

的能力。例如有一個男同學喜歡某校花，寫了一

張卡片給她：「世界最遙遠的距離是……我就在

你面前，而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岔題一下，如果問這句話的出處，大部分的

人可能會回答，如泰戈爾或其他的答案；事實上，

這句話是出自香港作家張小嫻的小說。這裡反映

了我們的教育讓我們養成一個習慣，讀的時候先

記下來，接著都不太去求證。現在更麻煩的是，

孩子在多元與容易取得資訊的環境下，在還沒有

判斷是真、是假、是好、是壞之前，就已經分享

出去了。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在現在的教育，重新

給孩子的能力定義，是要有獨立思辨、批判性閱

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不是要給孩子找麻煩，

也不是要為新的教育改革訂立一些新的目標，而

是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和以前已經不一樣了。我們

以前能夠給孩子的能力，他即使學會了，在未來

的世界裡或從此時此刻開始所面對的世界，都不

太夠用，因為世界改變了。 

回到這個例子。女同學拿了卡片之後，在原

來卡片上寫了另外一句話還給那位男同學：「世

界最遙遠的距離是……你就在我面前，而我卻看

不見你～」。我先確定幾件事情，沒有看不懂的

字，也沒有很高深或很棒、值得欣賞的文字，它

其實是非常生活情境的。 

1. 理解的重要性 

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出題目，也出一些奇怪的

題目，而這個題目是滿奇怪的。我們來回答閱讀

理解的題目：「請問這女同學對這男同學的態度

為何？A. 喜歡，B. 不喜歡，C. 有禮貌，D. 看不

起」。有一次，這張投影片一播放出來，好像勾

起了某位老師的回憶，他馬上斬釘截鐵的回答

D。現在的教學現場要馬上請問他為什麼選 D，至

少要把過程講出來。因為答案反映一個人思考的

歷程，以及他背後的價值體系。他用臺語回答，

你就在我面前，而我卻看不見你，意思就是我看

不起你，所以選項就是 D。我當下震撼像被雷劈

到，因為同樣的文字，我們頭腦裡的語言系統不

一樣，結果也不一樣。我們每一天理解的風險有

多高？就如我不斷的講話，是為了確保你聽得懂

我所說的；而我不斷的問你問題，以及你不斷的

告訴我，這也是要確保我聽得懂你所講的。 

所以，理解超級重要。所有的衝突都是來自

於不理解，所有的誤會也是來自於不理解，所有

的分離還是來自於不理解。這就是為什麼四年

前，我覺得理解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回頭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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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社會，基本上，我們沒有基本理解和閱讀的

素養。「閱讀」不是讓孩子讀書而已，而是應該

關注孩子藉由即使讀一篇文章、一本書，他思考

了多少問題，透過多少面向來進行理解。「知識」

每個人都有，尤其現在有智慧型手機，只要連上

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每個孩子都有一樣的知

識。但差別在哪裡？例如有三個小孩，每個小孩

前面有一堆樂高，讓他們蓋一棟房子；每個孩子

蓋出來的房子，就是表現他個人的能力和素養的

差異。再將這一堆樂高當成是網際網路上的資

訊，每個人都在上面取得內容，可是誰能夠真正

面對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不是知識記

憶，這是素養和能力。 

這個題目也有人選「C有禮貌」，是覺得女同

學願意回訊息，就是一種禮貌的行為，因為也可

以選擇不理他。這是很好的論證。也有人選「B

不喜歡」，理由是視若無睹，把他當空氣一樣；

並認為喜歡會留下的訊息是不一樣的，如下課校

門口見之類的。也有人選「A 喜歡」的，這個答

案超過九成是男生，而且是年輕男生，認為有回

覆就表示有機會。不過，其中有一個男老師很慎

重的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這個女孩可能是用這

種方式告訴他，喜歡我就要表現出來，沒有表現

出來等於看不見，看不見等於沒有。 

2. 理解與文本的關係 

哪一個是答案？這裡面很有趣。在討論的時

候，有一次有位男老師舉手發問，我覺得對題目

提出問題真是太好了，例如第一，剛才問世界上

最遙遠的距離這句話是誰寫的，我們會回答，但

是這也反映出一個現象，就是我們不太問是真的

還是假的。第二，我們看到問題，更不會再提問

題；因為頭腦忙著想答案，我們已經被制約了─

─答案在哪裡、答案是什麼，其實我們要重新去

理解這個問題和文本的關聯性。那位男老師的問

題是：「請問這兩個人有沒有盲人，真的看不見？」

另外一個可能性出現了，你在我面前，而我卻真

的看不見你的時候，這就是一個大轉折。當時我

又有被雷劈到的感覺，因為這位老師是當時在場

唯一一位真的去理解文本，不僅是從文字條件，

而是藉由文字條件去推論可能的存在，而且是文

字裡面沒有說的事情。這背後是統整、是推論、

是上位概念，但孩子不會做這種積極推論。因為

我們所擁有的考試題目與教學現場，沒有給孩子

這樣的機會學習。孩子在 PISA的評量裡，過去的

題目大部分是擷取訊息、廣泛理解的層次，一旦

遇到要藉由文字來理解，是文字表面沒有講而背

後隱藏的事實的時候，就沒辦法做了。雖然有時

候背後的不一定是事實，但還有省思評鑑可以省

思裡面的內容，省思裡面統整後的結果，再把經

驗帶進來，或者和別的進行比較，也是另外一種

解釋。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理解型的題目有

沒有核心答案與標準答案？這要看怎麼問，以及

用在什麼目的。我用另外一個問題先回答一個層

面。PISA不管是閱讀、科學、數學，都是理解型

的提問，如果理解型的提問沒有答案，那麼 PISA

的成績和量尺從哪裡來？所以，理解型的提問一

定有答案，只是題目的限定條件要清楚。最基本

的，是不是根據文本，另外還有其他的條件是根

據資訊放進去的。有時候問題是刻意不要有答

案，例如老師今天問了一個問題，讓學生們各自

發表，其實要藉著這個問題進行的工作，是歸納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2期  106年 6月 13

統整學生的答案背後，可能被歸類在幾個觀點

上，接著可以針對這些觀點去發展或進行收斂。

所以，所有的問題是系統性思考與策略性應用所

提出來的。 

此外，閱讀反映個人的主觀。不管是讀文學

作品或社會性的事件報導，我們只是用主觀或既

有的條件來進行閱讀。在文章裡所看到的第一

層，不是文章所要告訴我們的，而是我們自己投

射出來的觀點，是最直觀的。而文字本身的訊息

是客觀存在的，但是理解是主觀的詮釋，是主觀

投射在我們所擁有的資訊上面。我們很少有機會

很客觀的去理解文字資訊本身，因為主觀太快出

來了。文學作品也是如此，我們喜歡的文學作品，

如果仔細做心理分析與內在分析，大部分是照鏡

子，也就是在文學中看到自己，或者認為作者就

是自己。 

另外，文字語意有其多面性，理解決定於資

訊判讀。 

（三）理解的世界是資訊片段的串聯 

但是閱讀到底是什麼？或什麼是閱讀？今天

所談的閱讀，與過去以國語文為條件的閱讀，不

太一樣。現在的閱讀包含過去的部分，但是會有

一些新的內容和新的觀念被帶進來。 

先建立一個基本的認識。我們現在所理解的

這個世界，其實是破碎與片段訊息的串聯所建構

起來的。例如聽完這一個小時的分享之後，你們

可能會覺得黃國珍是一個有趣的人；回去之後，

也可能會分享給朋友，而且把黃國珍這個人講得

非常具體。可是我真的是你們講的那個人嗎？不

是！因為你們對我的具體了解，只建立在我們今

天短暫的相處，或是在網路上看到資料的片段訊

息所組合、建構起來的結果；而我們自己心裡所

認為的世界，也都是這樣形成的。這個能力和閱

讀所要談的，從訊息到一一建構的歷程是一致

的，也就是認知的歷程。所以，我們得接受一個

事實，我們並不是全知者，沒有辦法知道這個世

界的全貌，但是可以應用閱讀的素養，透過片段

的訊息去建構合於理解推論邏輯的全貌，或者是

片段的完整。 

（四）閱讀的歷程 

所以，關於閱讀到底是什麼，其實我們早就

懂了……。從盲人摸象這個故事，就知道這件事

情了。有一群盲人，聽說有大象這種動物，可是

沒看過，所以有一個朋友帶他們去了解什麼是大

象。怎麼做呢？用摸的。第一個摸到大象的腿，

說大象的腿真的好粗好壯，和柱子一樣；旁邊有

個人傳來一個聲音說，我摸到一個在我頭上一直

搧，很像扇子，聽說是耳朵；另外一個在他的左

邊，說很大，像一堵牆一樣，而且還有一條小小

的尾巴；又有另外一個說，摸到一條像水管一樣，

不停的在他面前晃來晃去，是鼻子；還有一個說，

聽說大象很大；又有一個拿了梯子爬了七階，才

摸到大象的背，真的很大。 

這個故事與閱讀理解、閱讀歷程有什麼關

係？在盲人摸象的故事裡，這幾位盲人做了什麼

事？如果放到閱讀歷程上來看，他們做了擷取訊

息、廣泛理解、發展解釋、統整解釋、省思評鑑。 

第一，擷取訊息：摸到大象的腿，只拿到一

部分的訊息。第二，廣泛理解：雖然看不見，但

有一個摸到大象的腿、有一個說有一支扇子在上

面像耳朵，有一個在屁股摸到尾巴，還有一個摸

到鼻子……，於是一群人就有了廣泛的理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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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解釋：原來大象長這個樣子。從原來的

模糊，開始有一個比較大的量體，再逐漸具體化

的過程。第四，統整解釋：不僅摸到了，而且感

受到幾個人這樣摸，大象也不會生氣，可以建立

一個統整性的解釋是，大象很大、很強壯，大象

是一頭溫馴的動物。第五，省思評鑑：牛也很大，

但牛很容易生氣，兩者做評鑑比較，大象是一頭

巨大且溫馴的動物。最後，有一個具體的形象，

同時也對這個物件的內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每一次閱讀文本的過程，就如盲人摸象一

般。我們沒看過的文章，不知道最後要講什麼，

只好一字一字、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讀下去。

一邊讀，一邊統整，最後得出具體的樣子。可是

還不夠，還有推論的部分。所以，正如盲人摸象

一般，從訊息中建構出意義，從表象中理解到內

涵。而這個歷程就是「認知」的歷程。 

現在有好幾個很直接相關的詞與閱讀在一

起。以前我們只講孩子有沒有閱讀，所以要推動

閱讀，但這樣的認知是不夠清楚的。為什麼 PISA

一定要談閱讀歷程，而不談閱讀而已？因為當我

們拿起書，一直到書放下來，中間有一段時間經

過。PISA真正關心的是這段時間內，我們的頭腦

裡發生了什麼事情？閱讀是發生在這段時間內，

而不是將書拿起來的動作。我們以前一直看孩子

讀幾本書，其實是用拿起書這個動作來計算孩子

閱讀的成就，並沒有從孩子閱讀過程中的每一個

章節裡面，仔細與孩子討論，甚至去了解他如何

建構對這本書的認識，以及他有沒有這個能力。

然而這才是現在閱讀教育所關心的，而且希望孩

子在學習過程中，就能夠培養起來的能力。 

（五）閱讀理解的能力與應用 

所以，閱讀理解作為一種能力來看待，其應用

領域的光譜非常大，涵蓋生活所有的層面，如生活

資訊、社會議論、財經政治、專業經典……，甚至

研究的內容，包含人文藝術與科普學術性的文章。

其功能的應用，從休閒到專業，是極大的光譜。因

此，閱讀是一種能力，同時也是一種應該要熟練的

工具，與我們生活每一個層面都緊緊相關。 

孩子閱讀的世界是單純的，而課本的寫作文

本是很特別的，它為知識系統化服務，但不為讀

者的賞析與閱讀經驗服務。對於知識的學習，為

什麼現在要重新重視閱讀？因為在上個世紀中後

期，社會學家與教育學家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

象。我們的教育體系相對於過去，提供非常大量

的教育知識、完整的知識性系統給孩子進行學

習，作為學習的內容。可是孩子有了這些知識學

習之後，擁有了很多知識，在他進入社會工作或

參與社會，面對社會的挑戰、生活的挑戰，他相

對的能力反而薄弱，這是很奇怪的現象。知識就

是力量，知識讓人有力量，但孩子在真實世界中，

擁有知識卻沒有力量。因此，可以發現過去的教

育不太檢視學生擁有的知識，在情境條件下應用

的能力；而 PISA的評量大量的使用情境條件，因

為它認為知識學習不是所要檢視的部分，而是要

能夠在情境條件下應用知識，就能夠鑑別有沒有

擁有知識的條件基礎，同時又能夠鑑別有沒有素

養和能力。所以，題目要改變，要用不同的題目

來鑑別孩子的條件。因為現在不再是知識精熟的

學習成就，而是以知識精熟為基礎，孩子有沒有

能力應用知識的素養與能力。 

回到生活的層面，現在孩子的世界，比我們

過去生活的任何時代都來得複雜。例如一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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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可能要看三份報紙，而很多文本對孩子而言，

是沒有人文的涵養，也沒有人格的養成，但是選

舉結果對他的生活保障，卻極其重要。他人生第

一份合約書，到底是被剝奪，還是被保障？同時，

我們有許多個人的需要，如學術期刊、雜誌，或

休閒性的閱讀，如輕小說。輕小說是可以談的另

一個有趣的議題。另外，還有一種文本極複雜，

如周年慶的廣告，有圖像、文字、價格，還有換

算的條件、兌換的點數，最後提供商品的選擇判

斷。基本上，這種文本需要很強的閱讀能力，才

能夠理解。 

孩子真的不閱讀嗎？有一份調查很有趣，如

果將過去與現在同年齡的孩子進行比較，現在的

孩子每一天閱讀的文字量，大於過去的孩子所閱

讀的文字量。孩子是有閱讀的，閱讀並沒有離開

他的生活，反而是閱讀的載具、閱讀的文本形式

愈來愈複雜了。孩子到底用什麼能力，來理解這

些複雜又多元的訊息？他們會因為不理解，而有

被騙或錯誤判斷的情況。而且這樣的載具上的文

本，改變了孩子思考的模式，大量使用反義，邏

輯不嚴謹且跳躍，不再靜下來，透過長篇文字的

閱讀進行思考，無形中都在影響我們的下一代面

對這個世界的基本能力。 

閱讀的確需要被重視，的確需要回到教育現

場，而且用不同的方式。然而文本有太多類型，

也有太多主題。我們透過擷取訊息，讓它變成資

料；透過廣泛理解，形成資訊；透過發展解釋，

能夠整理成為知識系統；透過統整解釋，提取出

意義進行理解。但是這樣的結果，就可以相信嗎？

不一定，還要再進行省思評鑑來判斷是真、是假、

是好、是壞。所以，與別人互相比較的過程，可

以擴大我們的認知；而自己不斷內省的過程，可

以增加我們對自己的理解。 

1. 擷取與檢索 

擷取與檢索就是涉及尋找、選擇和收集資

訊。讀者會尋找特定的文章資訊，需要能夠辨識

出問題的一個或多個重要元素，但有時需要一個

以上的資訊時，也需要文本結構和特徵的知識，

例如角色、地點、時間、場景、主題、字詞定義、

特定觀點等，再擷取適合的（字面或同義）訊息。 

關於擷取訊息，可能有很多文字上的描述，

如何將擷取訊息講清楚，我用很圖像的方式作介

紹。例如用 16 片色塊來代表一篇文章的基本架

構，假設文章有四個段落，每一個段落裡有四個

重要的訊息。（見圖 1）擷取訊息就是問題之後，

在文字上直接看到的事實性訊息，例如老師問甲

午戰爭發生在哪一年？學生就將年份指出來。 

 
圖 1：以 16片色塊代表一篇文章的基本架構 

2. 統整與解釋 

統整與解釋就是涉及文本內部的統整，了解

文本各部分關係或加以推論。意指讀者必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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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不同段落或各部分資料適切的關係，包括：

問題與解決方法、因果與邏輯關係、分類與舉例

關聯、比較與對照關係、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從

未明事物建構意義的過程。這涉及證據的演繹與

分析，在詞句的意涵中確認不明確或需要推論的

關係。在進行解釋時，讀者正是在明確整篇文章

或文本各部分的基本假設或意涵。 

而統整解釋如果用這 16個方塊呈現，顏色就

不一樣了。如一篇文章中，紅色的 1、2、5 是作

者要說明主題而放進去的內容；綠色的 3、4、8

及 9、13 是一個議題對立的觀點，分別放在文章

的兩個部分；還有藍色的 6、10、14、15 是作者

在每一段試著要去說服讀者，將自己的想法講得

更清楚的內容；橘色的 7、11、12、16看起來沒有

關係，如果有些訊息是有因果關係，這 4個方塊就

是代表因和後面的果作為結尾。（見圖 2）因此，

在這篇文章中，因果再加上所有論述結論，一邊是

反面的意見，另一邊是肯定的意見；而在閱讀的過

程中，最後兩段一定是最能幫作者作為總結的。 

 
圖 2：統整解釋中 16片色塊呈現的文章架構 

如果是用一般國語文的方式，放在字詞解釋

上，會忽略了訊息之間的關聯性，而所有文章中，

理解的關鍵在於訊息的處理。或許會覺得訊息處

理應該是數位的範疇，但實際不然，從符號學或

從現在的資料管理來看，我們所閱讀的內容、所

有訊息的背後，除了作者所要表達的語意之外，

這個語意因為字詞的選擇，被情境條件包覆。有

情境條件不代表它不是資訊，而回到資訊才能夠

客觀一點看到結構。 

現在看文章，都是 2D的狀態，但是文章背後

的意涵是立體的，是有層次的，是可以被推論的，

而不是只有在文字上面。我們現在看文章，一直

放在線性邏輯的條件上；然而高層的思考、高層

的理解，並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文字所建構意義

被推論出來後面的部分，也就是前面例子所提到

那個人是不是盲人的推論。 

其實，文章就像是魔術方塊一樣，我愈來愈

覺得閱讀教育，如果從基本觀念的建立來說，樂

高是一個很好的類比，積木結構洽如一句話，從

這邊看是這個意思，從另一邊看是這個結果，這

是因為這些字詞背後的關係。所以，語意講上位

概念，有背後引申的看法，或者作者隱藏在後面

的想法。我們所有的表達，如對一篇文章的觀點，

或是這篇文章想要談的內容，都是立體的；但為

什麼在閱讀上，只回到平面的紙本上，而不和學

生進行立體性的討論呢？ 

3. 省思與評鑑 

省思與評鑑會難嗎？涉及利用文本內容與統

整性觀念或外在知識、觀點和價值，是個別與整

體異同的比較。（見圖 3）如同樣的議題、同樣的

資訊，文本的客觀存在，作者有他的心智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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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讀者的認知結構可能與作者不同，這樣就可以

進行比較了。因為找到關聯性，就可以透過訊息

的關聯來推論，而作者的本意也會愈來愈清楚。 

 
圖 3：省思評鑑中 16片色塊呈現出文本與讀者文

章架構的異同 

（六）文本客觀存在 

在閱讀的過程中，一般將焦點放在紙本上，

但是對於理解，應該放在另外一個場域，是放在

頭腦裡面。在閱讀的時候，讀進去的資料、讀進

去的文字內容，頭腦裡沒有書架可以一本一本擺

好，也沒有抽屜可以一張一張疊好。資訊在我們

的頭腦裡的樣子，大致上就是亂飄的，可是它的

確是在頭腦裡面的。當孩子讀完一篇文章，或是

讀完一本書，或是在閱讀之後，在他頭腦裡面一

定有很多資料。有些孩子有能力將這些資料建立

它的關聯性，可是大部分的孩子雖然能夠擷取重

要的訊息，但對於更高層次的內容可能是沒有辦

法的。有些訊息的關聯性，只有成熟的讀者才能

夠讀得到。所以，讀完之後，問孩子的第一個問

題，會讓孩子頭腦裡的訊息開始連結起來，呈現

訊息的關聯性，再問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

題……，就會更豐富，好像所有的訊息都有它相

關的條件。因為所有的訊息都是作者寫的，一定

是反映作者內心的想法。當問題問完了，孩子對

通篇文章裡的訊息關聯性、可以被推論出來的結

果、邏輯上的條件，自然都清楚了。 

文本存在的客觀條件，從訊息的角度來看，

連結的方式與訊息，都反映了作者的心智思維。

因為每一篇文章的每個訊息、每個字、每句話，

都是作者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寫下來的，一定是反

映他的心智。而讀者認知建構的能力，幫助我們

找到背後訊息的連結，也能夠藉由這些連結，可

以理解作者是如何思維，屬於心靈上活動的狀

態。但是有一些狀況非常特別。我們在作者既有

的連結中，創造出新的連結，也就是出現了「讀

者中心論」。有時候，個人的人生經驗能夠詮釋

進而更豐富一篇作品。這個更豐富不在作者身

上，因而沒有被反映出來，但是透過讀者自己的

經驗，能夠詮釋與解讀別人的作品，是因為我們

有這樣的內在與豐富性。 

這裡回答前面的一個問題。我們都認為準備

很棒的資料給孩子看，可是孩子既沒有能力、生

活經驗又薄弱，與經典作品的距離是非常遙遠

的。很多經典之所以是經典，是因為它非常豐富，

甚至有些經典在美學上有很高的價值。不過，如

果孩子心中沒有對美的感受能力，他看到的也只

是一本很厚的書而已，又如「蒙娜麗莎的微笑」

也不過是一個面帶微笑，甚至笑的不太自然的女

人而已。所以，美感經驗不在作品本身，而在每

一個讀者身上。在閱讀教育上，不是只有叫孩子

讀而已，而是要不斷的去檢視與陪著孩子，把我

們所擁有的感動、擁有的感受，以及所思考的問

題提出來解決；並將想法分享給孩子豐富他的內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2期  106年 6月 18

在，鼓勵孩子廣泛讀、大量讀，共同帶著他一起

讀，而不是讓孩子一個人讀。 

（七）閱讀素養的建構 

以上簡單講了幾個重要的核心觀念。在理解

的歷程上，擷取訊息、統整解釋、省思評鑑，達

到認知的不同層次，這是基礎能力。然而對於一

個作品的了解，對於一個議題理解的深刻與否，

是決定在有沒有先備知識，以及先備經驗所建立

的長期記憶，才能建構一個完整的理解條件。例

如有些人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對一部電影的感

動，甚至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深，這是因為他這

部分很豐富。還有一些學生明明很年輕，可是一

些很艱澀的、生硬的，甚至不太容易懂的內容，

也因為他很用功，讀了很多別人的經驗，能夠以

別人的經驗為理解的基礎，因而能夠有深刻的感

受。所以，客觀能力條件與個別的學經條件，不

是相加，而是相乘，這才是一個完整的面貌，才

真正回應到閱讀素養，透過閱讀訊息、建構意義，

應用於生活的歷程與能力。而這會形成省思評鑑

的能力與覺知自我的高度。 

我們一直談閱讀文章，可是背後的能力，最

終是要面對我們的生命，要面對我們的生活。這

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文本，而在這個文本裡所

應用的能力、解讀理解的能力，最基本的訓練就

從閱讀文字條件開始。一開始我們就認為，讓孩

子能夠閱讀生活，進而能夠理解這個世界，才有

條件能夠規劃創造屬於他們的未來。但不只如

此，這個文本上所說的，是回應到我們在閱讀裡

所講的，對於外在世界的認識，對於內在自己的

理解，其實還有一大塊屬於人文素養的部分。基

本上，PISA是不觸碰這個部分的，因為個別的差

異性太大了，也就是價值認知的部分，不同的家

庭、不同的文化背景，信仰會不同；還有美學藝

術條件不同、道德品格的認同價值的體系不同，

以及生命倫理、宗教哲學等等，這些是現在做閱

讀真正要反映的。它是我們的濾鏡，但也可能是

我們的障礙。因此，透過基礎能力對於資訊的整

理，不斷的回應到自己的先備知識與經驗。因為

有省思評鑑的條件，可以不斷的進行生命底層核

心價值的省思，帶著自己不斷的前進。如學生要

有自主性的學習，成為一個自主學習的人，除了

要有客觀能力條件及個別學經歷條件之外，也還

要建構更深核心價值的人文素養，這樣閱讀與生

命，就可以比較清晰與完整。 

四、結語 

回到前面提到我在畫室的故事，當時我知道

自己非常專注，甚至專注到忘了用烤箱烤東西的

事。對我來講，這是很大的學習，也因為這次的

研討會，讓我想起這件事情。 

專注是進入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雖然外面

的世界暫時消失了，但是外面的世界仍然繼續發

生事情。如果只是讓自己專注而忽略了覺察，那

麼這個專注很可能就是偏見，很可能就是狹隘的

限制。所以，在專注的同時，還要去覺察專注的

這個行為，進而去擴大在專注當下對這個世界的

認知。 

最後，引用未來學大師艾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一段話：「二十一世紀的文盲，將不

是那些不會寫字和閱讀的人，而是那些無法學

習、不願學習和不重新學習的人。」 

這段話想傳達什麼訊息？二十一世紀文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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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與過去不同、二十一世紀學習很重要。這兩

個答案沒有對錯的問題，而是理解層次的差別。

「對」與「錯」的二元思維，簡化了事實與思考

的多元性。 

而根據艾爾文．托夫勒這段話，請問他認為

二十一世紀有沒有文盲？二十一世紀的文盲與什

麼能力有關？影響「學習」的三個因素為何？根

據影響「學習」的三個因素，請試推論二十一世

紀文盲的關鍵成因為何？你是否贊同他的觀點？

為什麼？你的觀點是什麼？ 

非常謝謝有機會可以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同

時也分享閱讀教育在現在教育上的重要性。 

問題與討論 

【問題】 

輕小說在青少年的世界裡，簡直是氾濫到有

點可怕的地步。請老師談一談輕小說的文本內

容，在很年輕的世代裡會對他們造成什麼樣的價

值、缺失，還有危險？ 

【回答】 

以我現在的想法，輕小說會帶來不管是危險

或缺失，其實是我們的觀點，也就是價值，但這

也是我們價值的投射。在閱讀中，我們一直希望

它反映的是普世價值、經典的核心價值。我們要

孩子讀書，反過來，我們有沒有試著去讀孩子的

書、和他一起討論，讓他知道我們和他的想法不

一樣的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你的經驗，而我看到

的是我自己的生命經驗，透過這個膚淺的故事，

或是透過這個談情說愛的故事，可以將更深刻的

東西傳遞給孩子。我們太依賴書本傳遞知識，而

忽略了教育者有知識的詮釋和給予的權利，而這個

角色是不會被取代的。我們長期仰賴孩子藉由閱讀

學習，但孩子真正的學習是從我們身上學習的。 

大部分的朋友會問，該不該給孩子讀輕小

說？我們用另外一個問題來問，禁止他，他就不

會讀嗎？一定是會讀的，但要怎麼做呢？就是一

起參與讀輕小說，討論輕小說，將我們的價值觀

偷渡給他。例如有一次，有位老師問同樣的問題，

我們一起對這件事情有些討論和建議，讓他回去

試試看。回去後，這位老師和學生開始讀輕小說。

一開始很痛苦，但後來開始談論輕小說的內容

時，有一位學生終於在談論輕小說的過程中，主

動向老師談起他對愛情的看法。這位老師就按照

我們原先討論的，提供一些與愛情有關的經典文

學作品給那位學生，慢慢的就被嫁接過來了。 

再談另一件事，這可能很現實。我們覺得孩

子不應該讀輕小說，請問現在看韓劇的有多少

人？它不是輕小說嗎？價值在哪裡？到底什麼是

核心？我們一直限制孩子不能做這個，但是我們

自己是不是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所以，試用不同

的觀點，可以繼續保持我們的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