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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科改編課文的使用與理解──
以〈憨孫耶，好去睏啊！〉的教學為例
蔡玲婉
國語教科書在十二年國教教育改革潮流下，重新編輯審查出版，但教
科 書 改 編 課 文， 亦 帶 來 教 師 教 學 的 挑 戰。 本 研 究 從 實 際 教 學 深 入 探
討，了解教師使用改編課文，以及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使用改編自蕭
蕭作品的課文〈憨孫耶，好去睏啊！〉，探討教師的教學歷程與學生
學習情形。以個案研究法經由教學觀察紀錄、學生學習單等資料的分
析，研究發現：一、教師需調整使用改編課文，經由原文增補與比較，
才能增進理解，提高學生批評與欣賞力；二、改編課文篇章段落不完
整，影響學生閱讀理解，增補原文段落有助主題體會。根據研究結果，
提出具體建議，供教師使用與改編教科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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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ge and Comprehension of Adapted
Chinese Text: “Grandson, It’s Time to Go
to Bed” as a Teaching Example
Ling-Wan Tsai
With the reform of the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Chinese
textbooks have been rewritten, re-examined, and republished. However, the
adaptation of textbooks presents several challenges to teachers. This study
explored practical instruction to understand teachers’ use of adapted textbooks
and its effect on students. By using text adapted from Hsiao Hsiao’s “Grandson,
It’s Time to Go to Bed”, this study examined teachers’ instructional process and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Through a case study 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records
of instruction and students’ worksheet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e following:
1. teachers were required to adjust and use the adapted textbooks.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text with supplementary texts could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o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 2.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chapters and paragraphs in the adapted textbook affected
the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dding the original paragraphs helped the
students comprehend the theme.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using and adapting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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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科書是教師「教」，學生「學」的教材內容，也是師生進行教學
活動時的用書，包括學生用的課本、習作以及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美
國 Educational Products Infor mation Exchange（1976，引自洪若烈，
2003）機構的研究結果顯示，教室內的活動有 90% 的教學時間集中在
教材使用，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時間花在教科書上。教科書呈現有組織的
教學內容和教學活動，有益於教師規劃與實施教學，而豐富的資料可幫
助學生探究學科知識、建構概念或通則。因此，教師不免依賴教科書，
並花大量的時間進行課本教學。
現今國語科主要的教學內容常是課本中的課文；語文教學的內涵和
目標有三個層次：語言層次，具有表情達意的語言能力；文學層次，寫
作或說話表達富有文采；文化層次，寫作或說話具有人文內涵。國小語
文教學需經由閱讀教材 ─ 課文，循序漸進的實施教學達成目標，因
此，國語教科書選編的課文常具有範文意味。學者指出，國語教科書的
課文除了供學習課文內容外，通常還有提供仿效課文範文寫作技巧的目
的（洪文瓊，2008）。語文教學強調「讀寫合一」，閱讀典範性的課文，
其主題內容、文體性質、結構安排、修辭手法及文字的使用等，是學生
轉化為寫作的能量（Clark et al., 2013）。由此可見，國語課文相較於其
他學科，不只是傳達知識正確性的問題，其語言、文學與文化的學習意
義，使得課文特別重視文學美的典範意義。為了加強課文的文學性，文
學作品選編也成為國語教材重要的編輯方向。
國語教科書的課文編寫，編輯者面臨文長限制、生字考量、學習難
易度、編輯要旨等規範，必須新創、重寫或改編（改寫），並經由審查
機制而成為教科書。改寫後的語文教材是否完整並合乎原文旨趣與文學
性？審查者是否對審美不足的教材提出修正意見？若是編審的思考使課
文缺乏完整性，現場教師該如何對應？研究指出，課文的組織與書寫會
影響讀者、學生的閱讀理解，教師需先自問自答釐清文中不清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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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協助學生澄清與理解（柯華葳，1989）。若教師沒有意識到課文文
本的缺失，在忠實觀的使用視野下，其缺失容易從教材轉到教學，影響
學生理解。而具有覺知的教師如何發揮專業素養，調整教材、設計活
動、實施教學，增進學生語文學習？

1

目前正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改革時期，國語教科書在新時代學習
潮流下，重新編輯審查出版。因此，有必要從實際教學深入探討，審視
國語教科書改編課文的可理解性，並了解教師在對改編課文的文學性與
可理解性的覺察下，如何使用教材，增進學生對課文的理解。本研究所
指的「改編課文」，即是指改編自某一文學作品成為國語教科書中的課
文。本研究目的有三：一、了解國小教師使用國語改編課文的教學歷程；
二、探討國語改編課文對學生學習理解的影響；三、根據研究結果，提
出具體建議，供教師、編輯者等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國語教科書改編課文
改編或稱為改寫，是就原有的材料加以改編，或長篇改為短篇，或
短篇改為長篇，甚至可把韻文改為散文。改寫常透過刪減、增添、修改
及潤飾等方式進行，某些兒童文學作品常改寫自傳統經典，以符合兒童
閱讀的需求（林文寶，1989）。
現今國語教科書的課文，選錄文學作品增加趣味性與文學性已成為
趨勢。這些作品為符合課程綱要教材編輯原則，如學習階段、識字量、
教材難易度、文長規範、學生閱讀能力與興趣，以及教育性等（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語文領
域：國語文，201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國

1

在國立編譯館編製時代，教科書需經兩年試用後才正式出版，而今缺少試用的情形，
現場教師使用教科書如何積極產生反饋機制，促使出版社修訂教材，使修訂後的課文
真正具有範文的典範意義並發揮文本作用，也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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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初版），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 語文學習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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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國語文）（二版），2008）， 需要經過改寫或刪節。根據研究， 南
一、翰林及康軒三家出版社國語教科書中、高年級改寫作品之改寫類別
包含兩方面：（一）形式方面：包含文體、結構、修辭、語氣及篇幅方
面的改編；（二）內容方面：包括主角、人稱及環境等方面的改寫。改
寫後的文章體裁，以記敘文最普遍，表述方式以「敘述」最多（吳品節，
2016； 凌 至 善，2009）。 三 家 教 材 將 高 年 級 課 文 篇 幅 限 制 在 700~
1,200 字之間，改寫作品受篇幅影響，普遍呈現保留趣味性及故事性，
為夾帶教育任務，卻犧牲文學性的現象（凌至善，2009）。
國小教科書的改編課文中，中年級文本類別以童話、散文最多（吳
品節，2016）；而在強調作家作品作為高年級選文的趨勢下，現代散文
類別被選的比例增加。現代散文內容環繞作家的生命歷程與生活經驗，
風格包含作家人格個性與情緒感懷，主題訴諸作家的觀照思索與學識智
慧（鄭明娳，1997）。這些作品動輒兩、三千字，編寫為國語課文需將
內容、篇幅做調整，以符合學習難易度與課文長度的設定。
Chambliss 與 Calfee（1998） 在《 今 日 的 教 科 書， 明 日 的 心 靈 》
（Textbooks for Learning: Nurturing Children’s Minds）一書中闡明教科書的重
要性，為增進理解，教科書文本要具有「可理解性」
（comprehensibility）。
文本設計需注意主題的選擇、各種要素（字詞、句子、段落、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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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與 2008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教材編
選的原則，在閱讀教材部分指出「宜涵括國內外文學（2003 年課綱多「鄉土文學」）
中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識、瞭解及尊重」、「生字和課文字
數應就難易程度，適當分配，力求合理，並有充分的複習機會」，強調文學作品的編
選，但對文長並未有具體規範。而 2019 年課綱教材編選原則，對國民小學學習階段
的課文來源與文長有較具體的規範：「第一至二階段教材可自行撰寫或編輯既有作品；
第三階段以選文為原則，應涵括國內外重要作品，並考慮與第四階段銜接」、「自第
五冊起得編選 800 字至 2,000 字的長篇課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
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2018），強調高年級以選文為主，
中、高年級課文字數在 800~2,000 字。
吳品節（2016）提到，國語教科書的改寫研究常是針對「顯性的」改寫課文，也就是
在題目的後方標示：「本文改寫自……」的課文，有清楚交代改寫依據的文本或原始
作者；而「隱性的」改寫作品，如改寫自名著、民間故事抑或傳說等，則沒有清楚標
示：「改寫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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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陳、要素間的連結，並需具有一致性結構（吳俊憲、吳錦慧，2015；
陳麗華，2008）。改寫的課文所面臨的問題和缺失，李涵鈺整理國小國
語文教科書重審的審查意見，提到：

很多範文經過改寫、刪節後，容易產生內容跳躍〔接〕、割裂零碎，
情節敘寫不清，難以從文章中建構具思辨能力的連貫閱讀，建議
改寫或重述現有作品，應掌握內容傳達的正確與理念精髓；而文
章是改編或節選亦應明確呈現，以利教學參考。（李涵鈺，2017，
頁 97）
文學作品在文長的規範下被改寫或刪減部分內容，其篇章結構也會被調
整或改變，若改編的課文產生段落組織照應不足，內容基模和結構基模
同時被調整，則會影響學生對課文的學習理解。而目前文獻顯示，尚未
對國語科改編課文做實務研究，了解教師的使用與學生理解情形。

二、閱讀理解
「基模」（schema）是結構化的知識形成，是存在記憶裡的原型概
念。根據基模理論，讀者需從記憶裡的知識結構（「基模群」schemate）
找到和文章內容、結構相吻合的基模，才能理解文章意旨。有技巧的讀
者熟悉文章組織的既定格式，有能力辨識文章架構，較之沒有技巧的讀
者，能理解和記憶較多的內容（陳麗華，1988）。
近 代 閱 讀 理 論 中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模 式 為「 建 構 ─ 統 整 模 式 」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model）（Kintsch, 1988, 1998），該模式認為
閱讀理解是讀者不斷地「建構」與「統整」文章訊息與先備知識，以形
4

成連貫的心理表徵的歷程（連啟舜等人，2016）。 Kintsch 與 van Dijk
（1978）將此閱讀理解模式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表層符碼」、「文本
表徵」和「情境模式」。表層符碼描述低階的認知層次，如字形辨識、

4

王亞同與楊楊（2004）也特別提及課文「建構─統整模式」在閱讀理解發展歷史中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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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解碼等，後兩者則強調篇章理解的層次。文本表徵說明了讀者在閱
讀時以命題為單位，在文章連貫性不佳時產生命題和命題間的推論，建
立命題之間的關係。情境模式則補足了文本表徵的不足，將讀者個人的
先備知識納入閱讀理解的歷程，也就是說，讀者將文本訊息和個人先備
知識加以統整，在特定的情境下形成新的、更精緻的心理表徵（連啟舜、
曾玉村，2018）。而閱讀理解的歷程包括「直接理解」和「詮釋理解」
兩部分，直接理解歷程又分為「提取訊息」及「推論分析」，詮釋理解歷
程則分為「詮釋整合」及「比較評估」。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的閱讀理解測驗即根據
這四個歷程，以故事體和說明文兩種閱讀材料設計題目，檢核學生的閱
讀理解能力（柯華葳等人，2009）。茲將以上理論重點整理如表 1。
文章的編寫會影響讀者閱讀理解，Beck 等人（1984，引自柯華葳、
范信賢，1990）曾分析基礎讀物（basal readers）中的故事，導致理解
困難的問題有三類：（一）表面問題（surface problem）：字詞的問題，
如代名詞指代不清楚、補語的位置不對及不當省略連接詞。（二）知識
問題（knowledg e problem）：讀者不具備閱讀故事的背景知識。（三）
內容問題（content problem）：內容本質問題或模稜兩可。內容本質問
題是指系列事件上有遺漏，或事件間關係不清楚；內容模稜兩可，則如
字、詞帶出不相關的訊息，或者使用多義詞，讓讀者不易明瞭。教科書

表1

閱讀理解理論
理論

基模理論

建構 ─ 統整模式

重要內容
讀者找到和文章內容、結構相吻合的基模，才能理解文
章意旨。
有三個不同的層次：
1.表層符碼：字形辨識、識字解碼。
2.文本表徵：建立命題之間的關係。
3.情境模式：讀者將文本訊息和個人先備知識加以統整。

PIRLS 閱讀理解歷程

1.直接理解：分為提取訊息和推論分析。
2.詮釋理解：分為詮釋整合和比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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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的文本在組織與編寫上，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理解（柯華葳，
1989；Scott & Dreher, 2021），若文本編寫或組織不良、前後內容不一
致、脈絡不清、使用詞彙過於艱深，皆會阻礙學習者的閱讀理解。因
此，在以基模為學習基礎的理論中，更強調教科書設計需符合基模才能
理解；而內容基模與結構基模在學習和記憶中扮演重要角色，教科書內
容的設計必須符合這兩類基模才能助於學生理解（陳麗華，1988）。

5

柯華葳與范信賢（1990）發現臺灣國小的社會課本，其敘寫方式會
造成學童理解上的困難，將陳述不清的課文內容改寫，學童的理解力便
有顯著的進步。課文編寫會影響學生閱讀理解，教師應該用何種角度使
用國語教科書的改編課文呢？

三、教科書課文的使用
教科書是教室裡師生互動的重要依據，主導著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教師根據課本和教學指引選擇教學內容與教學活動，達成教學目
標，增長學生學習成效。影響教科書使用的因素包括教師個人的專業知
識、教學經驗、教學信念，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興趣、學習能力和經驗，
以及教科書內容、教室管理、教學進度等情境因素（洪若烈，2003）。
教師使用教科書，或照本宣科、或參照使用，Snyder 等人（1992）從課
程的角度提出三種實施觀點：忠實觀（fidelity perspective）、相互調適
觀（mutual adaptation perspective）及課程締造觀（curriculum enactment
perspective）。

6

教師是教科書意義及其知識的最後決定者，教科書的落實包含教師
專業自主的知覺過程，若教師對教科書有正向的認知，了解它只是教材

5

6

就基模理論的觀點而言，讀者無法理解文章內容可能的原因有三：1.作者所提供的線
索不夠充分，讀者因而未能使用合適的基模。2.讀者尚未擁有了解文章意旨所需的基
模。3.讀者另行一個基模來詮釋文章意旨，但詮釋和作者原意不符。
參見賴光真（2017），持「課程忠實觀」者認為知識乃是由課程專家所決定，教師的
角色則是忠實執行課程計畫；持「相互調適觀」者則認為知識乃由課程設計者與課程
實施者相互協商，因此教師是知識的調適者與再詮釋者；持「課程締造觀」者則認為
課程是由師生共同創造的經驗，因此教師本身即是知識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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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而非全部，教師的講解說明、更新資料即可補充教科書的缺失及
謬誤（歐用生，1992；Xu, 2015）。國語教科書教材編選是供教學者參
考的例子，從國編到民編，即使材料、範文均佳，也不是金科玉律，不
能更動（陳正治，2008）。可見，教師要深入教材、活用教材及補充教
材，專業自主地從調適觀、締造觀的角度來使用國語教科書的課文。
教師使用教材實施課程與教學，學者強調教師轉化能力的重要性。
Wilson 等人（1987）將教師一連串的教學推理與行動分成理解、轉化、
評估、反思與新理解的歷程，而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是將知識內容
轉成有力教學形式的重要專業能力。轉化包含教學準備（preparation）、
陳述表示（re presentation）、選擇（selection）以及根據學生特性進行
調適（adaptation and tailoring to student characteristics）四個過程，尤其
在選擇的階段，特別強調教師對文本再行批判闡釋，需對教材內容加以檢
視，並以學科知識來理解文本是否適合教學（卯靜儒，2015a，2015b）。
而文史科教師會經歷兩個層面的「教學轉化」，先是針對教材內容進行
7

個人層面的轉化，使自己的視域與作者（古人）的視域交融； 次是教
材教法層面的轉化，若要協助學生克服時空與文字的限制，達到經驗上
的轉化，教師須掌握教材特質、突破教科書文本權威，並善用教法，使
用教學媒材（唐淑華，2011）。
課文是國語教科書主要的內容，但課文是「原型教材」，需經「教
8

材分析」才能成為「教學教材」，並作為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基礎。 教
材分析將理出各知識層面的類型知識，教師就教材衡量教學對象、教學
情境及教學資源，結合語文六大能力（或語文內容和表現），設定教育
目標的層次：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和創造（洪文瓊，2008）。
而課文教學三個層次包括：（一）語言層次：強調基本的語言能力，為
認字、識詞、用字及遣詞的教學。（二）文學層次：重視表達意念思想
7

8

Gadamer 認為每個人既有的能力（包括經驗、學識、文化學習、生活背景等）便構成
了個人的「視域」（1975，引自吳靖國，2007）。
教材分析大體包含：教材內容的屬性（文體、主題：內容主題與語文主題、題材、主
要語料）、位階（和前後教材、其他領域的關聯）與知識結構（教材所蘊含的語言、
文學、文化知識，包括課文形式、內容、寫作技法、組織語料與語法知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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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如寫作的方式和技巧，為「形式深究」教學。（三）文化層次：
舉凡文章主旨、段落大意、文句涵義皆是，為「內容深究」教學（陳正
治，2008）。
國語課文不僅是聽、說、讀、寫、作教學設計的基礎，從《國民小
學課程標準》到 2008 年課綱，都強調使用混合教學法，先行分析單元
的課文、選取說話教材、設計作文題材及編列寫字單元，或四項教材完
整混合，或包含其中一、二項的部分混合。課文教學早期稱為範文教
學，以「模範作文」作為語文的教與學工具，對於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
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林照蘭，2009）。從範文教學的角度來看，國語
課文具有典範意義，因此，編寫、審查的嚴謹，教師具批判眼光的使用
都顯得重要，尤其是面對改編課文。學者建議教師拿到教科書之後，應
先細讀課文，依學生的知識背景檢查課文中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以及概
念是否清楚，並就此加強說明，學生才能理解課文所傳達的訊息（柯華
葳，1989）。
本研究教科書改編課文的使用，是指教師實際運用國語改編課文的
教學歷程，包含其教材使用、目標設定、方法策略與教學活動，藉此來
了解改編課文對學生閱讀理解和學習的影響。

四、〈憨孫耶，好去睏啊！〉改編分析
〈憨孫耶，好去睏啊！〉（附錄 1）是翰林版《國語》第十冊課文，
改編自蕭蕭（1986）《稻香路》中的文章，原文並附於教師手冊（連寬
寬、羅華木，2015a，2015b）。此篇原文為 1,146 個字（附錄 2），經過
刪減、改編後，課文為 763 個字。其改編的方法是長篇改短篇，主要經
由刪減原文三個段落以及修整部分語句。然而，此一改編方式是否恰
當？是否保留原文意旨且結構完整？
誠如教師手冊「課文深究」所言，本課的課文特色為：

1.本文形式上是一篇記敘文，內容則是屬於抒情、懷舊式的散文。
作者敘述了童年的往事，敘寫祖母陪他熬夜讀書的情景，祖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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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溫馨感人。2.此篇在散文中的運用部分的閩南語語詞，是少數
鄉土作品的代表作。3.文章內容側重描寫人與人的關係，筆觸充滿
了溫馨沉鬱的感情，與真性情的「愛」，既抒情又寫實。（連寬寬、
羅華木，2015b，頁 430）
「敘寫祖母陪他熬夜讀書的情景，祖孫之情，溫馨感人」這項課文特色
的歸納，事實上是針對蕭蕭的原文，改編課文刪掉了五、六、七段，把
祖母陪伴他熬夜讀書的細節刪去，削弱了祖孫之間濃厚的情感，使第
一、三點的特色無法顯現。例如，原文第四段描寫村莊黑夜和北風凌虐
屋外的場景，是為了映襯屋內有祖母相伴的溫馨，但缺少了第五段，一
方面無法從屋外場景過渡到屋內，另一方面陪伴的細節亦嚴重地被削
弱；後又直接接續「祖母可是矛盾的人……」該段，內容嚴重地跳接。
改編課文直接刪節原文，並未處理好組織結構，是美中不足之處（參照
圖 1，粗框內為初版課文刪減的部分）。
文章的結構，又稱為布局、格局、間架，包含文章本身的內部組織
構造和外部表現形式（楊蔭滸，1990）。陳滿銘指出：

背景：從小祖母對作者的期望。
起因
起因：小學到中學，每日農忙。

屋外：窗外寂寥，村莊都已沉睡。
入夜

過去

夜讀之經過
（祖母陪伴之情）

場景

屋內：點燃油燈，在飯桌上讀書，祖母相伴。
場景

憨孫耶，好去睏啊！

屋外：村莊靜謐，一片漆黑，北風呼嘯而過。
天一黑

屋內：祖母熱飯菜，提振作者精神。
睡前

祖母一方面催促作者去睡，另一方面
又擔心作者讀書狀況。

圖1

〈憨孫耶，好去睏啊！〉原文結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蕭蕭（1986）。

現在

祖母逝世後，作者懷念從前相處時光。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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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構成的型態，雖然不免隨著作者設計經營手段的不同而呈現多
樣的變化，不過，每個作家在謀篇布局之際，無疑地都會不知不覺
地受到人類共通理則的支配，以致寫成的作品，在各式各樣的枝葉
底下，都無可例外地藏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幹身。（陳滿銘，
1991，頁 27）
而這「幹身」就是段落篇章組織要兼顧「秩序」、「變化」、「連貫」、「統
一」四大原則（陳滿銘，2005）。以下從秩序、聯（連）貫及統一原則，
將課文版和原文版對照分析：

（一）秩序原則
要求材料和陳述要合乎空間、時間或事件發展的過程，可順向，也
可逆向。原文版在夜讀時的經過，是從天一黑、入夜到睡前，呈現出
「秩序原則」。課文版刪去入夜一段，時間描寫的層次性不若原來細膩。

（二）連貫原則
9

要求材料先後的銜接或照應。 課文版刪掉了原文五、六、七段，
其銜接和照應的問題有三方面：
1. 空間銜接：在記敘文敘寫手法中，背景描寫都具有時序（時間先
後）、場景（空間位移）的連貫性。課文版天一黑的情景，只寫屋外北
風呼嘯，卻缺乏屋內讀書的場景，空間上缺乏銜接。
2. 動作銜接：原文版從「燈火被風熄滅」到「重新點燃燈火」銜接
自然，但課文版刪節後直接跳到「可祖母與我都是矛盾的人」，產生文
意的斷裂，即是所謂的「跳接」。
3. 文字情景照應：課文版文末「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寂寥」
刪去原文版「相對於窗外的寂寥，祖母在的日子，我的苦讀也充滿溫馨
感」，「寂寥」無法產生前後照應與情景的比較。

9

王明通（2003）談及「作法審辨」之聯絡照應方式，除有基本聯絡外，其藝術聯絡方
式有九種：語意一致、時空順序、事理發展、分合關係、一問一答、前後照應、一路
照應、增進接應、增進接應及過度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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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一原則
就材料情意的通貫，即是主旨（情意）與綱領（材料）的統合。文
中「祖母就是這樣陪我度過寒窗夜讀的日子」的指稱代名詞「這樣」，
指陪伴的種種情境，課文版僅有「可祖母與我都是矛盾的人」一段，是
不足以充分表達祖母「陪伴」的情形。刪去這三段祖孫相處的情景，主
題表現的張力與情意的通貫度都相對減弱。
由上可知，改編課文刪減原文段落，卻未注意到文章段落組織的連
貫、篇章組合的美學原則。從閱讀理解的角度來看，課文設計不符合內
10

容基模和結構基模的要求，會影響學生理解。 改編課文縮減字數的目
的之一，常是為了減輕學生負擔，若是有了缺漏，帶來學生理解的不足
和困難，教師要如何使用教材與設計教學，進而增進理解呢？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教學者的選擇
本研究選擇兩個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分別位於臺灣一北一南，第一
個個案以群體、共備完成課文教學；第二個個案則個人獨立完成課文
教學。
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共備組），為推動縣市國語教學，
在精進課堂教學的研究上，每年輔導團教師共備作「完整一課」的公開
教學，希望經由觀課議課中，探究「完整一課」的課文教學。共備組於

10 從圖文的關係來看，插畫揭示文意重點，有助於學生理解文意。然而〈憨孫耶，好去

睏啊！〉2015 年初版，由於課文刪去重要的細節，連帶也影響插圖表意的正確性。例
如，刪掉原文第五段「重新把油燈點燃……」，沒有屋內場景的描寫，插圖畫成吊燈
和個人小書桌，跟原意有了出入，也無法凸顯陪讀的情形。2018 年再版的課文中，加
上了這一段，屋內的情形和祖母在油燈下陪讀時的挑菜、作者做功課的情形，呈現了
祖母陪伴作者之情。繪圖者根據課文的內容，描繪出祖孫相伴的溫馨情景，有助於理
解課文。雖然，原文「油燈在我的左前方」從課文中刪去，使圖中的油燈畫在右前方，
但不影響文意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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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使用〈憨孫耶，好去睏啊！〉作為文本，研究者受邀參加
議課。此研究對象可以反映教師共備群體對改編課文的教學想法與實際
運作的情形。
另一研究對象畢業於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具有教育碩士學位，為
南部某國民小學五年級的級任教師，曾任職新加坡華語教師，參與新加
坡教育創新計畫。對語文與社會領域教學抱有高度熱忱，努力參與研
習、精進教學，希望提供學生最合適的教學內容與方式。105 學年該師
學校選用翰林版五年級國語教科書，教師於 2017 年 5 月進行〈憨孫耶，
好去睏啊！〉教學。為了解改編課文對教師教學與學生理解的影響，再
延請該教師對〈憨孫耶，好去睏啊！〉初版進行教學。

二、研究場域
案例一場域為北部某國小五年級大型集體觀課；案例二為南部某學
校五年級某班，班上人數共 26 人。

三、研究者
研究者曾任國小教師六年，在大學擔任「國語教材教法」與「國音
及說話」課程。研究者想了解教師對於改編課文調整運用情形，以及改
編課文對學生閱讀理解的影響，並提出相關建議。

四、研究工具
（一）改編課文與原文：本研究所使用的改編課文，是翰林版國語
第十冊〈憨孫耶，好去睏啊！〉，其教師手冊呈現的內容，包括課前準
備、課中教學及課後延伸三部分。在課後延伸的部分有作者介紹，並提
供改編課文的原文（連寬寬、羅華木，2015a，2015b）。
（二）觀察紀錄：為觀察教師改編課文教學的歷程，同時採取錄影
與入班觀察，並書寫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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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單：現場教師為比較課文版與原文版帶給學生不同的閱
讀理解，設計學習單。
（四）教師訪談：為了解教師教學的歷程與思考，設計訪談問題進
行訪談，將訪談內容做文字紀錄。

五、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資料收集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透過資料的蒐集，藉以了解教師運用改編課文
的教學情形。研究者在研究對象（教師）上課期間入班觀察與現場記
錄，輔以攝影方式記錄教學情形，並進行教師訪談。在學生資料收集的
部分，共備組受限於大型教學觀摩會場，學生學習資料的收集主要來自
現場攝影及觀察紀錄，而個人組除了現場攝影及觀察紀錄，並收集學生
填寫的學習單，以此來交叉佐證資料的真實性以確立研究效度。為使研
究資料有效地整理，將觀察紀錄、學生表現（學習單）及教師訪談等資
料加以編碼處理，如表 2。

（二）資料分析
使用質性研究，分析觀察紀錄（含錄影紀錄）、學生學習單、教師
訪談等資料。

表2

資料編碼表

資料來源

編碼方式

例子

觀察紀錄

觀察紀錄北（南）＋西元年月日

觀北 20160516
觀南 20200512-15

學生表現

學生＋座號＋學習單＋編號

S2 學習單 1

教師訪談

教師訪談北（南）＋西元年月日

訪北 20200602
訪南 20200526

15

16

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三期

肆、研究成果和討論
以下先敘述教師使用〈憨孫耶，好去睏啊！〉改編課文的教學歷程，
進而分析學生的理解情形，最後比較兩個案例的異同。

一、教師教學歷程
（一）共備組
共備組教學規劃與各節教學大要如表 3。
從共 備組 的教學歷程（觀 北 20160516） 可 見， 其 對 改 編 課 文 的 使
用特色如下：
1.以課文為主，使用混合教學法，加強讀寫合一
共備組以國語教科書課文作為閱讀教學的核心，連結寫作設計教
學，服膺混合教學的精神。
閱讀教學中「摘取大意、研討生難字詞、深究課文」是其重要步驟。
第一節課「綜覽課文，形成大意」，教師先經由概覽課文，檢視討論「秀
才」、「寒窗」、「子時」等生難詞，再逐段摘取段落大意。提供基本文

表3

共備組教學規劃

總時間 節次

各節
分鐘

教學重點及策略

教學時間

1

40

綜覽課文，形成大意。

2

40

熟讀課文，辨識表面情緒與內心情感，深究作品意涵。

3

40

探究作者寫作技巧、對話與細節描寫的效果。

4

40

1.課文朗讀指導：強調聆聽及欣賞。
2.段落結構分析及段落仿作：教師示範並逐步交付任務。
3. 發展寫作全篇結構：遷移課文習得成果，並提供發展
方向。

5

40

寫作。

200
分鐘

資料來源：共備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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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結構：「誰（人物）＋主要事件過程（做什麼事、動作）＋結果」，
示範以畫出關鍵詞的方式整併成重點句，分段敘述大意。並帶領學生分
組討論整併自然段為意義段，提挈意義段的重點：
「1、2 祖母的期待（背
景），3、4 熬夜苦讀的原因，5、6、7 苦讀的過程，8、9、10 對祖母的
回憶」，以形成課文大意。再由時間結構「過去—現在」，揭示主旨「經
由過去祖孫相處的情景，抒發作者對祖母的懷念」。最後，檢視標題意
涵，「憨孫耶，好去睏啊！」，由第六段「她會催我趕快睡覺」、第八段
「憨孫耶，好去睏啊！」腦海中對祖母的懷念，再次連結今昔，並凸顯
主旨。教學層次分明，經由課文大意呈現學生對整體課文的理解，藉由
時間結構今昔的對比凸顯懷念祖母的主題，以及探討標題在整個課文情
感的作用，教師的教學掌握都十分圓熟。
深究課文包括內容深究與形式深究，第二節課的「熟讀課文，辨識
表面情緒與內心感情，深究作品」是屬於內容深究。好的朗讀具有「以
讀代講」的作用，教師引領學生從課文朗讀注意句子的語調，尤其是祖
孫的對話，要讀出文中人物的感情。這一課具有鄉土文學的特質，揣摩
祖母說話的口氣，使用臺語誦讀。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探究文字背
後的內在情感：（1）由課文中祖孫對話，推論二人的想法與心境？（2）
課文中，作者為什麼說祖母和自己都是矛盾的人？造成矛盾的原因是什
麼？（3）最後一段中，
「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寂寥」是什麼意思？
透過「寂寥感」的比較，了解文字背後深刻的情感。經由小組討論與教
師歸納整理，學生進一步理解文章的內容。
第三節課「探究寫作技巧、對話與細節描寫的效果」是屬於形式深
究。在課文內容的基礎上，教師引導學生了解作者的寫作方法與技巧。
探究時提供學生 A4 紙重新打字排版的課文，以及原文被刪減段落的紙
條，來探究結構、段落安排和主題呈現，顯得特殊，將在下一小節探討。
第四節、第五節課是作文教學，從段落仿寫到全篇結構仿寫。第四
節教師引領課文朗讀，在學生熟讀課文的基礎上，分析第四、六段段落
結構，實施仿作並發表。第五節則提供寫作命題（我的□□、□□與我
─ □□未必是人），利用前述結構擴充至全篇，發展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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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寫符合學童思考發展，有助作文學習。王耘等人在《小學生心理
學》中提到：

教學活動的研究顯示，模仿是小學生學習寫作文的重要途徑，也符
合兒童思考發展中從「再造想像」到「創作想像」的規律。（王耘
等人，1995，頁 119）
仿寫是依據所要求的重點來模仿寫作，有形式仿寫、內容仿寫及綜合仿
寫，國小階段仿寫可從句擴展至段、篇（仇小屏，2003）。改編課文〈憨
孫耶，好去睏啊！〉是閱讀教學的中心，經由範文的典範性，提供學生
寫作練習，這是混合教學法、讀寫合一的精神所在，也是教學團隊在形
式技巧之後設計段落仿寫，並練習全篇結構與內容仿寫的重要原因。
2.增補原文段落，加強段落組織照應，從相處細節凸顯主題
第一、二節課教學者使用國語課文教學，但刪減了原文祖孫相處三
段內容，影響段落的組織與照應，造成文意斷裂以及主題呈現薄弱，教
學者對這個問題是有所察覺的，在依循「課文本位」之下，該如何調
整？共備組將形式深究的目標設定為：

7-1 能整理文章內容，形成課文結構；7-2 能概略理解對話在寫作表
達上的效果；7-3 能透過細節還原，體會語句應用在溝通表達上的
效果；11-1 能評析內容是否足以完整傳達出作者的情感。（新北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2016）
依教學目標，本節課的教學重點有幾個重要的討論：（1）從結構的安
排探討順敘法的寫作方法、（2）探討結尾了解對話句、（3）增補內容，
11

強調細節的重要。 共備組增補被刪減的原文，還原文章的美感，對應

11 一般而言，形式深究有鍊字修辭、造句文法、段落組織與照應、篇章結構與風格幾方

面，但教師需視實際需求加以選取。到了第三節課，共備組認為面對改編課文刪節原
文，不論是文章脈絡的不銜接，或是造成作品情感的鋪陳不足，必須增補原文段落，
才能以補足文意，並發揮文學的美感效能。可以說刪了原文 5、6、7 這三段，造成課
文版：1.結構的不完整、2.語境的中斷、3.內容厚度不夠深入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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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中 小 學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 語 文 學 習 領 域（ 國 語 文 ）（ 三 版 ）
（2011）能力指標「5-3-10-1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容」，設計內容
評析的高層次學習目標。
教學者先統整上兩節課對文章結構的理解，用記敘文結構（起因、
經過、結果）以時間順序法（先寫……再寫……最後寫……）指出這篇
文章以寒夜苦讀作為敘述事件的中心。進而討論對話句在整篇文章的重
要性，尤其是結尾（第七到十段的對話句）將時序由過去帶到現在，表
達現在對祖母的懷念。教師為了讓學生可以更清楚概覽全文，將文章用
A4 紙一頁呈現，比較容易看出文章篇章結構和段落之間的關係，並經
由摺起結尾段落，在內容有無的對照下，了解結尾及其對話句在全篇的
感情效應。
而討論到結尾對話會連結畫面，以「憨孫耶，好去睏啊！」詢問學
生，蕭蕭會聯想到什麼畫面，才足以帶出對祖母懷念的情感。在學生無
法回答的情況之下，教師提出「畫面感不夠清楚」，再發一張紙條給學
生閱讀，是被改編課文刪去的三段原文段落。教師討論增補的三個段
落，其討論的重點是：（1）要插入哪裡？（2）三個段落重要的內容為
何？（3）補充細節對文章的重要性？有助了解祖孫相處，幫助主題？
在了解增補內容和承接關係後，引導學生朗讀，「祖母就是『這樣』陪
我度過寒窗夜讀的日子」，讓學生體會指稱代名詞「這樣」原來是有豐
富的內容。而夜讀陪伴的情景細節正是蕭蕭懷念祖母的原因，也才能凸
顯這篇文章主題之所在。
這節課加深課文記敘文結構特色的探知，延續內容深究以對話句作
為寫作特色探究的重點，再藉由教師增補原文內容，還原相處細節。教
師本節課從一開始使用 A4 紙打字排版的課文到紙條「插入法」，其重
點就是以「段落組織的安排與照應」的原則來引導學生，並經由三段文
字的細讀，了解祖母陪伴作者夜讀的真實情景，對照課文提供學生思考
和批判文章的高層次思維，呈現出教師學科專業教學力。

（二）個人組
個人組因應改編課文增加教學目標，其教學簡案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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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教學簡案

教學目標

做「文本比較」，練習判斷不同的文本帶來的不同效果，以及不同的
意涵。

準備資料

課本版以及原文版的文章。

簡易
教學流程

1. 先發下課本版的文章，推測標題意涵，帶讀及解釋，並讓學生回答
下列問題。（學習單 1）
（1）這一連串的「黑」帶給作者什麼樣的感覺？為什麼作者要這
樣寫，他想傳遞什麼訊息？
（2）「就這一頁，讀好這一頁就睡！」請問祖母或者作者在說這句
話的時候，內心的想法各是什麼？
（3）請推測，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是什麼？
（4）為什麼作者會認為現在的「寂寥」比二十多年前的「寂寥」
更深沉？
2. 發下原文版的文章，請學生用螢光筆畫出與課本版不同的地方。
3. 帶讀完原文版後，請學生再次回答上述四題問題。並針對原文版增
補的段落提出問題：「為什麼文章中會寫到晚上陪讀時，祖母只要
看著作者，就心滿意足了？」（學習單 2）
4. 比較兩個文本，並回答下列問題。（學習單 3）
（1）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後，你覺得文章有沒有給你
什麼不同的感覺？為什麼？
（2）你認為編輯群的叔叔、阿姨們為什麼要刪掉這些段落？請推
測兩個合理的理由。
（3）你會建議編輯群的叔叔、阿姨們刪掉這些段落嗎？為什麼？

資料來源：觀南 20200512-15。

個人組的教學特色表現在幾方面：1.使用文本細讀，加強鄉土情境
的理解；2.提供原文版文章，讓學生自行發現不足之處，並進行文本閱
讀感受的前後比較；3.教師經由文本比較，強化篇章結構完整的重要（觀
南 20200512-15）。

二、學生學習理解情形
（一）共備組
在內容深究時，教師提出「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寂寥」，讓
學生從外在環境、內心感受及屋內情景三方面體會文意。學生對於二十
年前的寂寥，在外在環境上認為是夜靜（無人聲）、夜黑、北風呼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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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內在感受是可怕、孤單、渺小。（因祖孫陪伴的細節段落被刪除）
現在的寂寥學生從課文中抽出「寂寂、陰寒」是外在環境，內在感受因
為現在的屋內只有作者一人，而歸納出比二十多年前更深的夜的寂寥。
在形式深究的時候，學生先拿到一張用 A4 紙打字排版出來的課文，
教師再提供一張紙條，上面是被刪除的三段原文；學生閱讀之後，經由
比對，想要跟課文做連結，並試圖插入 A4 紙上的課文。藉由這三段原
文的增補，學生的理解表現在兩方面：
1.了解課文版的段落無法銜接，須由增補段落使其完整
學生在記敘文篇章結構認知的基礎上，理解到段落需要銜接。教師
提問：「那你會想把它插（放）進去哪裡？」學生大部分回答第五段的
後面，並回答插入的原因：因為第五段的後面是「燈火熄掉了」，而紙
條所提供的第一段第一句話是「重新把油燈點燃」。教師藉此歸納在寫
作文的時候，文章（段）跟文章（段）之間是要互相承接的。
教師再從空間的角度引導學生對段落銜接的理解，屋外的場景要銜
接到屋內才能對應，繼而討論祖孫相處的屋內場景。

老師：前面好像寫了一些（外面）環境的黑，對不對？那請問我們
這段細節裡面，寫了屋子裡面的場景嗎？（多數同學說有）屋子裡
的環境有什麼？
同學 R：桌子腐朽了，然後桌子墊了小瓦片，然後桌子勉強在凹凸
不平的地面維持平衡，然後桌子靠著牆，還有其他三面有一張長
板凳。
老師：好，老師想問他把他家裡的內部環境描寫得很仔細，那給你
怎樣的感覺？
同學 R：窮困。
老師：為什麼？我沒有看到一個窮字，你為什麼會覺得窮困？
同學 S：因為他說桌子已經腐朽，就是可能桌子都壞掉了，然後都
沒有錢買新的，然後桌子勉強在凹凸不平的地面維持平衡，就是磚
瓦都裂掉破掉了也都沒有補。（觀北 201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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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此段屋內空間的描寫，學生感受到作者家的貧窮。
2.歸納增補祖孫相處的內容細節，有助了解主題
學生閱讀紙條的內容，了解課文刪除了原文重要的段落，經由教師
提問歸納重點。

老師：誰可以說看看？裡面寫了什麼？
同學 Q：蕭蕭在讀書的時候的情況，祖母坐在他旁邊做的一些事。
（觀北 20160516）
原文被刪除的三個段落，主要呈現出祖母陪伴作者夜讀的細節。多
數同學經由閱讀增補段落及教師的引導，歸納出祖孫相處的情形，覺
得「原本的課文只有寫到阿嬤是有矛盾，但是阿嬤是怎麼陪他的好像
沒有寫」。
多數同學舉手反應，原文版補充的細節，更能幫助了解蕭蕭跟祖母
相處的情形，這些細節亦可以幫助同學更了解這個主題

主旨（經由回

憶過往的祖孫相處情形懷念祖母）；刪除這三段，就沒讀到陪伴的細節。
經由這個引導，學生對於「祖母就是這樣陪我度過寒窗夜讀的日
子」有不同的體會。而同學 T 反應特別敏銳，覺得「加了原文版這三
段比較容易懂，要不然『被黑所滅』然後呢？」，並且說出「祖母就是
這樣陪我……」的「這樣」，即是老師發給我們的這張紙的內容（觀北
20160516）。從學生 T 的回答，可以得知增補的段落不但有益於學生對
主題的體會，對段落之間銜接呼應的關係也有更清楚的了解。

（二）個人組
個人組學生學習情形可從學習單中的問題回答，了解改編文本對學
生理解的影響。
PIRLS 的閱讀理解成效檢核，將閱讀理解的層次分成「提取訊息：
找出文章中明確寫出的訊息」、「推論分析：連結段落內或段落間的訊
息，推斷出訊息間的關係」、「詮釋整合：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知識，
去理解與建構文章中的細節及更完整的意思」、「比較評估：讀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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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考量文章中的訊息」（柯華葳等人，2009）。以下根據提問的層
次來分析學生的學習單，經過課文版和原文版前後閱讀的差異，呈現改
編課文帶給學生理解的偏失，以及閱讀原文版後的調整。
1.課文改編方式，影響學生對文章的理解
（1）產生「推論分析」的偏誤
所謂的「推論分析」是連結段落內或段落間的訊息，推斷出訊息間
的關係。推論分析的題目如：「這一連串的『黑』帶給作者什麼樣的感
覺？為什麼作者要這樣寫，他想傳遞什麼訊息？」綜合學生的回答：閱
讀課本版，學生在推測「黑」的時候，容易帶入作者孤獨一人的情景，
造成理解上的錯誤；閱讀原文版後，學生就能導回「黑」僅止於指屋外
的寒冷夜黑，以及夜愈來愈深的感覺。

學生 14（課文版）
：這一連串的黑帶給作者在夜晚裡，空虛的讀書、
可怕的感覺。他想傳遞的是作者自己在黑夜裡很寂寞的訊息。（S14
學習單 1）
學生 14（原文版）：這一連串的黑，帶給作者在夜裡讀書可怕的感
覺。作者想傳達的是現在外面已經沒有什麼聲音了，很安靜的訊
息。（S14 學習單 2）
因為課文版缺少了祖孫陪伴的內容，所以在對「黑」的推論上會有偏
誤。單看上下文意，使學生容易誤解成因作者「獨自」在夜黑人靜的晚
上讀書，所以「黑」讓作者覺得「孤獨」。實則不然，在閱讀原文版後，
學生對於「黑」的詮釋，不在於恐怖、害怕，而是由屋內祖母的陪伴襯
出外頭的安靜、漆黑。此外，閱讀原文版可推論，由於作者多了祖母的
陪伴，屋外的夜黑不再讓作者太驚懼。
又如：「請推測，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是什麼？」綜合學生的回
答：閱讀課文版，學生對於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推測，有了作者孤獨
一人的謬誤。不同文本導出不同推理，修改的文本不一定符合原作者的
意圖，刪除段落更是如此。而閱讀原文版，可知作者多了祖母的陪伴，
屋外的夜黑不再讓作者太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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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24（課文版）：二十年前的寂寥是寂寞和孤單，也非常安靜。
（S24 學習單 1）
學生 24（原文版）：二十年前的寂寥就是窗外的景色很黑，而且外
面又沒人在走動，非常安靜。（S24 學習單 2）
學生 17（課文版）：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是很寂寞，因為自己半夜讀
書。（S17 學習單 1）
學生 17（原文版）：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是外面非常黑，很安靜。
（S17 學習單 2）
課文版缺少了祖孫陪伴的內容，因此在「寂寥」一詞文意的理解和推斷
上會有偏誤。原文版二十年前的「寂寥」單指屋外的夜黑，當訊息不足
的時候，學生在推論時較多只憑感覺猜測，會產生謬誤；而祖母陪伴
訊息的增補，就會使原來對寂寥的推測導回原意，文意指向較不會有
偏差。
（2）產生「詮釋整合」的困難
所謂的「詮釋整合」是指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知識，去理解與建構
文章中的細節及更完整的意思。詮釋整合的題目如：「『就這一頁，讀
好這一頁就睡！』請問祖母或者作者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的想法各
是什麼？」綜合學生的回答：閱讀課文版，學生都單純僅止於作者與祖
母互相要對方就寢，作者也只想要多讀書；閱讀原文版後，多了因為祖
母的陪伴、煮食，作者內心對祖母的愧歉。

學生 7（課文版）：祖母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是希望作者早點睡
和要讀書也要睡覺，以及怕作者沒有讀好、沒有上榜、卻名落孫山。
作者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內心是希望祖母早點休息，不要擔心作
者。（S7 學習單 1）
學生 7（原文版）：祖母在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內心的想法是看作
者有沒有讀懂，和希望作者不要熬夜讀書，早點睡。作者在說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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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時候，內心的想法是希望祖母早點睡，和祖母不要為他費心幫
作者煮熱騰騰的米糕糜。（S7 學習單 2）
又如：「為什麼作者會認為現在的『寂寥』比二十多年前的『寂寥』
更深沉？」綜合學生的回答：閱讀課本版，對於二十年間寂寥的比較，
學生僅會認為是祖母的去世所導致，並沒有任何人物互動層面的延伸；
閱讀原文版，學生對於二十年後的寂寥有更多的詮釋，例如，作者失去
祖母徹夜的陪伴、宵夜的準備及催促的聲音。

學生 1（課文版）：作者會認為現在的寂寥比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更
深沉，是因為作者的祖母已經去世了，所以作者比之前更孤單。
（S1
學習單 1）
學生 1（原文版）：作者會認為現在的寂寥比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更
深沉，是因為以前夜晚自己讀書都有祖母的陪伴不會自己熬夜讀
書，但現在祖母已經去世了，再也沒有人可以陪他熬夜讀書，也沒
有人幫他煮宵夜了，所以自己就跟窗外的寂寥一樣。（S1 學習單 2）
原文版中對於「寂寥」，有以下敘述：「相對於窗外的寂寥，祖母在的
日子，我的苦讀其實也充滿了溫馨」（課文版刪去），這使讀者可依此
與結尾所言「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寂寥」形成對照。學生讀原文
版經由二十年前與現今兩次寂寥的前後對照，以及祖母陪伴的內容，更
能有層次的詮釋「寂寥」，對前後含意理解更加清晰。
2.增補原文段落，篇章完整有助學生理解
「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後，你覺得文章有沒有給你什麼
不同的感覺？為什麼？」（學習單 3）根據 PIRLS 閱讀理解歷程的提問
層次，此題屬於「比較評估」，而所謂的「比較評估」是指讀者需要批
判性考量文章中的訊息。經由兩篇文章的比較評估，可以了解學生對增
補原文段落的看法，而綜合學生的回答，幾乎全數學生（24 人）都認
為閱讀原文後有不同感受，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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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出作者家境貧窮形象，更理解為何作者需白天工作，夜間讀書
有五成的學生表示，讀到原文中增加的段落，透過細節更明白了作
者家境「貧窮」的狀況。

學生 7：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我覺得文章有給我覺得
作者家更窮了，因為桌面是四片薄木所拼成，但因使用多年，已經
有些腐朽。飯桌需要墊著小瓦片，才不會搖來搖去，和桌子要靠牆
才會立起來。地板凹凸不平，所以這就說明了，作者家很窮。（S7
學習單 3）
因此，有助於學生加深理解為什麼作者需要在白天工作。

學生 1：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後，我覺得文章有給我作
者他們家很窮。因為作者他們家地板不是很好、凹凸不平，而且加
上沒有錢可以買，很窮的人幾乎都在田裡工作。（S1 學習單 3）
學生 3：閱讀原文後，我覺得作者家更窮了，這也顯出當時讀書的
辛苦，因為那時大白天大家都要工作，沒時間讀書。（S3 學習單 3）
家中貧窮，呼應了作者必須在白天工作的段落，也更讓學生了解作者夜
讀的辛苦。
（2）更加了解祖孫之間的互動
對學生來說，刪減的段落使祖母關心作者的程度被削減、弱化。有
六成（15 位）以上的學生表示，閱讀原文後更加清楚了祖孫之間互動
的情形，故事情節的發展與細節也更為清晰。

學生 18：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後，我覺得我更了解作
者在熬夜的時候和祖母的互動，因為原文多了的那幾段，有說到祖
母會揀揀菜，做些家事或喝喝茶，也有說到祖母會煮一鍋米糕糜或
泡個蛋給作者滋補，所以我看了原文後，才更理解作者和祖母的互
動。（S18 學習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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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14：課文版的文章直接從說完「就這一頁，讀好這一頁就睡」
的時候，祖母就死了，可是原文版的段落就讓整篇文章看起來比較
完整，也讓我們知道祖母除了陪作者讀書，還為他做了什麼事。
（S14 學習單 3）
（3）可以從具象的互動，體會抽象關愛的情感
有約四成（10 位）的學生表示，在閱讀原文後，從原文中感受到
了祖孫之間的情感，以及祖母對作者的關愛之情。

學生 26：閱讀原文後，才知道祖母去世二十多年了，才知道祖母
很關心作者。（S26 學習單 3）
學生 19：閱讀加上去的段落後，我覺得有祖母更愛孫子的感覺。
因為當作者夜讀時，他的祖母會煮宵夜給他吃，也會邊做著家事邊
陪著他，這都是課文版沒有的。（S19 學習單 3）
學生 14：有給我感動的感覺，因為很少有阿嬤看到孫子在讀書還
會特意煮飯給他與陪伴他。我覺得加上段落後有給我不同的感覺。
（S14 學習單 3）
學生 7：我覺得文章多了溫馨感，因為作者在晚上夜讀的時候，作
者非常孤單，但是有祖母的陪伴，不會讓他覺得孤單，因為奶奶會
想盡辦法在作者旁邊陪他，但又不想引起作者注意，所以就在旁邊
做家事。（S7 學習單 3）
學生 12：我覺得很溫馨，因為原文有講到作者跟祖母比較溫暖的
一幕，而只有原文才看的出來祖母對作者的期望。（S12 學習單 3）
學生從祖母做家事、煮宵夜的具體行為，感受到祖母對作者的關愛之
情，突出了溫馨感，同時學生也從原文中看出了祖母對作者的期望。

（三）兩組學生都不同意刪除段落
綜合共備組學生的回答，全數的同學都不建議刪除原文段落，因為
互動的細節很重要，情節的不連貫會造成他們閱讀上的困難。而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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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你會建議編輯群的叔叔、阿姨們刪掉這些段落嗎？為什麼？」學
生的想法是：

學生 18：因為這樣讀者會不知道祖母在陪伴作者時還做了什麼事，
也會讓故事的情節連不起來，因為故事從天黑就直接跳到祖母催促
作者去睡覺。（S18 學習單 3）
學生 21：因為這樣會變得不能理解，故事還一下從這裡跳到那裡，
故事會連不起來。（S21 學習單 3）
學生 7：因為要是刪掉的話，讀起來就會變得怪怪的，因為沒有講
祖母怎樣陪伴他，就說她過世了，讀起來就會不合邏輯，如果刪
掉，我們就不知道作者和祖母的互動、情感。（S7 學習單 3）
學生 24：我覺得互動的情節很重要，作者和什麼人比較親近……
都是讓我們清楚知道的重點。（S24 學習單 3）
兩組都不同意刪除原文段落。

三、兩組之比較
以下結合教師訪談，比較兩個個案增進改編課文理解的異同。

（一）教師以調適觀使用教材，根據情境和學生特徵設計教學
〈憨孫耶，好去睏啊！〉課文並未有「文章改編或節選」的標示，
兩組教師都經由課文文本的細讀，發現課文的缺漏，認為它是一篇改編
後的課文，於是翻閱教師手冊找出原文，以調適觀的角度使用教材。
共備組在公開觀課中，希望傳達讀寫合一的語文教學，因此使用混
合教學法，從概覽課文字詞大意、內容深究、形式深究到句子、仿寫作
文，達到完整一課公開課的精神，「畢竟公開課還是要服膺現場教師教
學的需求」（訪北 20200602）。
個人組教師對於高年級文學性質較強的文本，有較強的改編意識，
在教學前習慣先看原文進行詮釋，「在解說時才不會曲解作者的意思，
才能有助於學生理解」。可是她發現〈憨孫耶，好去睏啊！〉已經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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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就課文完成教學，需要增補原文版刪去的東西，與其讓自己來解說，
倒不如讓學生去發現。於是多設定跟原來課文教學不一樣的教學目標，
也就是文本比較（訪南 20200526）。

（二）增進理解的策略：提供原文，但有插入法、文本比較法的不同
兩組都先依課文做文意理解、內容深究，再提出原文版文字做增
補、對照。教科書課文的編排結合插圖都具有輔助文意理解，但此篇課
文版面段落參差不齊，對於文章整體結構較缺乏一目了然的效果。為方
便理解整體課文，兩組都將教科書課文用 A4 紙重新打字排版呈現。
兩組提供原文增進理解，在教學策略上有插入法和比較法的不同。
共備組第三節課形式深究使用「插入法」，A4 紙排版的課文對於文章結
構、對話的效果、末尾產生的效應，都較容易觀察、引發討論，進而以
紙條插入的方式，增補課文版刪除的段落─ 祖孫相處細節，有益於學
生了解段落組織之間的銜接關係；藉由增補的內容，可以快速閱讀到它
對主題呈現的效果，在教學時間有限下容易操作。個人組則是採用「比
較法」，提供原文版與課文版對照，讓學生比較兩者的差異處，考驗學
生的比對能力，發展出不同版本會有不同的閱讀效果；學生的文本意識
會較鮮明，但需要較多的教學時間。

（三）改編課文影響學生閱讀理解，增補原文段落，有助主題體會
課文改編方式影響了兩組學生對文章的理解，從個人組學習單更可
以看出理解的落差。改編課文刪節原文，使篇章段落不完整，產生「推
論分析」方向的偏誤，以及「詮釋整合」的困難。當訊息不足的時候，
學生在推論或詮釋時，較多只憑感覺猜測，增補陪伴訊息，以利前後照
應，使文意指向較不會有偏差。增補原文段落，兩組學生覺得突出作者
家境貧窮形象，理解為何作者需白天工作和夜晚讀書，更加了解祖孫之
間的互動，並從中體會祖母的關心、期望與彼此的情感。兩組學生大都
不建議刪掉這些段落，因為互動的細節很重要，情節的不連貫會造成他
們閱讀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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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由教材的缺漏與增補、比較，發展更高層次的教學目標
認知歷程的向度有六個：記憶、了解（理解）、應用、分析、評鑑
和創造。語文教學是語言和思維的綜合訓練，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是完
成語文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在閱讀教學中培養質疑問難能力，是訓
練思維的一個重要方法（李德華，1988）。語文教學從鑑賞到批評，即
是對作品表現出是非、善惡及美醜的鑑別與論斷，可提升文學欣賞能
12

力。 兩組教師的教學，從「作者文本」（課文）到「教師文本」，在教
學目標的設定上，從理解提升到評價改編課文的好壞，可看出其「批判
13

性轉化」。 經由原文增補與閱讀的比較評估，來增進學生的審美鑑賞
力，也提升學生對改編課文的批判思考，了解到不同文本內容造成的不
同理解效果。
由上可知，兩組教師也具備了 Ster nberg 與 Hor vath（1995）所提
專家教師教學具備的三項內容：

1.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在專門領域內有統整的知識、計畫
的架構，並且能夠將之應用於特定的情境脈絡中；2.效率（efficiency），
專家教師比生手教師花較短的時間和較少精力完成同一件事；3.洞
察力（insight），專家教師能將表面上看似無關的資訊重組出有效
的問題解決策略。（引自潘士銓、黃繼仁，2010，頁 118）
兩組教師對於國語文領域有較多專業知識，有足夠的洞察力，以文學鑑
賞力覺察改編課文的缺失，並提出解決策略。使用教學手冊提供的原文
增補教材，並善用教學策略，不論是混合教學法脈絡下，在公開課強調

12 李漢偉（1996）強調，考慮國小學童能力，亦可實施主觀的批評，如鑑賞式的批評、

駁斥式的批評、分析式的批評及歸納式的批評，都簡易可行。
13 潘湧與陳玉佳（2010）指出，教學轉化乃是教師的二次創造，從「作者文本」（課文）

到「教師文本」，教師可以運用其教學創造力對課文進行深度與個性化的解讀，並可
分為「重塑性轉化」、「創新性轉化」及「批判性轉化」等三種類型。隨著教師的自
身素養與學生程度，教師的確會裁剪出不同樣貌的文本。課文如何拆解，涉及教師的
學養、學生的學情以及教學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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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寫作結合，以形式深究補強課文連貫和主題呈現；或是強化學生
閱讀理解，了解不同文本帶來的不同理解效果，都能在特定的情境中，
讓學生在反思批評中提高欣賞力，達成有效的教學。
而在共備組的案例中，學生對改編課文的理解情形，以及增補後的
豁然開朗，都呈現在教學觀摩中；公開課後的議課也針對〈憨孫耶，好
去睏啊！〉改編課文提出討論。翰林課文編輯教師也在現場，回應改編
是因文長的限制與審查的要求，改編內容也經蕭蕭老師的同意（觀北
20160516）。只是割除段落造成閱讀理解的困難，以及文章美學的不足，
無法成為寫作的範文，已是不爭的事實。此後，翰林做了第二版的修訂
（ 連 寬 寬、 羅 華 木，2018a，2018b）， 就 如 共 備 組 團 隊 教 師 所 言：「 此
次教學增加教學自信，不但具有意義，也成功地翻轉了出版社對選編教
材的處理」（訪北 20200602）。在現行教科書缺少試用的情形下，共備
組的公開課，讓教學者、使用者、編輯者以及議課的學者、教師共聚一
堂，不但檢核了課文的效用，也達到了回饋出版社的機制，帶來修訂的
契機。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教師調適使用改編課文，才能增進理解，有助文章審美判斷
教師對文學作品改編的課本具有觀讀意識，教學前經由文本的細讀
與分析，發現改編文本的缺失，找出原文加以比對，驗證改編的缺失。
因無法經由更多的解釋，使學生深入理解文意，教師以調適觀的角度使
用教材，根據教學情境與學生特徵設計教學目標，不但可增進學生對文
本的理解，還可創新教學。
對於刪除段落、由長篇改為短篇這類的改編課文，不論是原文段落
插入法，或是提供完整原文的比較法，都是可以增進理解的策略。為了
讓學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負擔，還是要從改編課文的概覽課文、內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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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作為基礎，在熟讀課文之後，再做增補或比較，也較能循序漸進。插
入法結合形式深究，可以學習篇章結構中的段落銜接，改編課文成為反
例，提醒學生寫作時不可跳接，加強連貫。它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中操
作，不會增加教學的負擔，又可以經由段落的補足，深入課文的情意和
主題的領會。
比較法提供原文版與課文版對照，讓學生比較兩者的差異處，考驗
學生的比對能力，再細讀原文中被改編版刪除的部分，並回到原文做整
體的理解。而使用學習單記錄，同一題目因閱讀版本不同，感受也不
同，推論詮釋也會產生差異。使用此教學策略，時間上需要完整的一堂
課，會發展出不同改編文本不同的閱讀效果，會形成學生的版本意識。
教師藉著教材的調適使用，也提高認知層次，發展高層次的教學目
標，從理解、應用到分析、評鑑及思考、批評文章。依課文教學初步理
解內容，再提出原文版文字增補、對照，經由篇章結構連貫與照應、情
節鋪敘與主題彰顯等討論，不但增進學生對文意的理解，也加強其文章
審美判斷力，更完整地傳遞文本富含的語文性、文學性及文化性，達到
課文（原文）教育意義。經由教學者的設計，學生產生探究的精神，經
由與原文的比對，也累積自己閱讀與寫作的經驗。

（二）改編課文篇章段落不完整，影響學生閱讀理解，增補原文段落，
有助主題體會
改編課文直接刪除原文段落，容易違反秩序、變化、聯絡及統一的
原則，尤其是記敘文直接刪除連續性強的段落與情境，產生描寫層次的
粗疏，時空、動作缺乏銜接，文字缺乏照應，刪減的材料使主題的情意
也不容易凸顯。這種課文改編方式，根據以上的基模理論，會同時改變
內容基模與結構基模，影響學生對文章的理解。改編課文刪節原文，使
篇章段落不完整，會產生「推論分析」的偏誤與「詮釋整合」的困難。
當訊息不足的時候，學生在推論或詮釋時，較多只憑感覺猜測，增補訊
息後有助前後照應，使文意指向較不會有偏差。記敘文中的情感需從具
體情境中感知，增補原文段落，才能加深體會抽象的感情，有助於文章
主題的理解。柯華葳與范信賢（1990）研究社會教科書指出，將陳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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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課文內容改寫，學生的理解力便有顯著的進步。本研究教師將改編
課文不當刪除的段落增補回去，使其內容完整，學生對課文的理解深度
便有顯著的增長，經由增補，才能真正達到教科書設計強調的可理解
性。

二、建議
（一）對教學者
教師對國語改編課文要有使用意識，教學前熟悉改編文本及改寫內
容，必要時與原文對照或增補原文，協助學生理解課文，以達到課文的
學習目標與教育目的。對於高年級的學生，並培養其追根究柢的精神，
探究改寫課文出處，找出原文，了解作品的改寫之處，從中累積閱讀經
驗，提高文學品賞與寫作能力。

（二）對改編者
改編者改編文學作品成為國語教科書課文，須掌握文章美學，使用
刪節段落的改編方式，尤其要小心避免割裂文意。在編輯字數的規範
中，力求文章組織脈絡、敘述表達的完整，充分把握課文的語文性、文
學性及文化性。
此外，目前教科書編審之後直接進入到市場，缺少試用階段，出版
者應提供教師使用者的回饋機制與編輯溝通的管道，對改編有疑慮的課
文做局部調整，讓國語教科書的使用者與編輯者有更暢通的交流管道。
總之，國語教科書課文的編輯要遵循文章美學的原則，若出版的改
編課文未達到美學理想，教師必須要以調適觀的角度設計教學，才能夠
有助於學生理解文本。而針對這些有瑕疵的文本，應該完善回應機制，
提供意見讓編輯者修訂，讓國語教科書在使用與編輯、修訂上，有良善
的循環機制，讓我們的教科書可以更完善，而有助於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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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玲婉

附錄 1

國語科改編課文的使用與理解—以〈憨孫耶，好去睏啊！〉的教學為例

課文版〈憨孫耶，好去睏啊！〉

從上小學開始，祖母就一再跟我說：「你阿祖是秀才，做一個秀才
是真不簡單。」我深深了解祖母的意思，她老人家對我這個大孫寄
望很大，期勉我將來也跟曾祖父一樣，是個好秀才。我相信，在我
們朝興村，曾祖父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是一個為大家所尊敬的有
學問的人，秀才是一項榮譽。
因此，從小我就養成了熬夜的習慣。十年寒窗，我心中這樣想，十
年寒窗該會有一番成就吧！
事實上，小學到中學的階段，不熬夜也不行。鄉間田裡的工作、家
裡的瑣事，總是那麼多。書包一放下，招呼一大群雞、鴨、鵝去了。
星期日，還要上山砍柴，下田拔草。即使不上山不下田，也要劈柴
挑水，春夏秋冬總會有不同的工作等著你。
如果大家忙進忙出，你卻拿著書猛念，心裡自然會有一種罪惡感
─工作第一，讀書其次而已。甚至於一面工作一面讀書都會招來
喝斥，誰敢在大白天做功課、背書呢？
天一黑，整個村莊就靜下來了，七點左右，大概就不容易聽到人聲。
夜，真的是一片墨黑、漆黑、無止境的黑。有時北風呼呼，彷彿從
很遠的地方來，要向很遠的地方去，從我們的稻草屋頂上呼嘯而
過，我會壯著膽子打開竹篾編成的門，看看北風凌虐的樣子。門剛
一打開，一匹一匹的黑馬也跟著狂奔進來，急急費力的把門關上，
原來搖搖晃晃的燈火就這樣被黑所淹沒了！
祖母可是矛盾的人，她會一直催我趕快去睡，又記掛著這個憨孫不
知道讀通了沒有？我也是矛盾的人，一面讀書一面催祖母去睡，可
是又怕從竹篾的縫隙裡發出來的怪聲。「就這一頁，讀好這一頁就
睡！」每天晚上總要重複這一句話，不是祖母說的，就是我說的。
祖母就是這樣陪我度過寒窗夜讀的日子。
「憨孫耶，好去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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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逝世已經幾十年了。每次夜讀，過了子時，我耳邊總會響起祖
母這一句熟悉的聲音。望著寂寂陰寒的窗外，眼眶不覺隨之潤溼：
「我會是一個好秀才嗎？阿嬤！」
回答我的不是一句「憨孫哩咧」，而是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
寂寥。（連寬寬、羅華木，2015a，頁 74-79）

蔡玲婉

國語科改編課文的使用與理解—以〈憨孫耶，好去睏啊！〉的教學為例

附錄 2
1

原文版〈憨孫吔，好去睏啊！〉（標示其段落編號）

從上小學開始，祖母就一再跟我說：「你阿祖是秀才，做一個秀才

是真不簡單。」我深深了解祖母的意思，她老人家對我這個大孫寄
望很大，期勉我將來也跟曾祖父一樣，是個好秀才。雖然那時我不
太了解秀才是種什麼樣的官位或稱號，但我相信，在我們朝興村，
曾祖父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是一個為大家所尊敬的有學問的人，
秀才是一項榮譽。
2

因此，從小我就養成了熬夜的習慣，十年寒窗，我心中這樣想，

十年寒窗該會有一番成就吧！
3

事實上，小學到中學的階段，不熬夜也不行。鄉間田裡的工作、

家裡的瑣事，總是那麼多，書包一放下，招呼一大群雞鴨鵝去了；
星期假日，還要上山砍柴，下田拔草，即使不上山不下田，也要劈
柴挑水，春夏秋冬總會有不同的工作等著你，如果大家忙進忙出，
你卻拿著書猛念，心裡自然會有一種罪惡感；工作第一，讀書其次
而已，甚至於一面工作一面讀書都會招來喝斥，誰敢在大白天做功
課、背書呢？
4

天一黑，整個村莊就靜下來了，七點左右，大概就不容易聽到人

聲。夜，真的是一片墨黑、漆黑，無止境的黑；有時北風呼呼，彷
彿從很遠的地方來，要向很遠的地方去，從我們的稻草屋頂上呼嘯
而過，我會壯著膽子打開竹篾編成的門，看看北風凌虐的樣子，門
剛一打開，彷彿一匹一匹的黑也跟著流進來，急急費力把門關上，
原來搖搖晃晃的燈火就這樣被黑所淹沒了！
5

重新把油燈點燃，我已坐在飯桌前，飯桌這時就成了我的書桌，

桌面是四片薄木板拼成，使用多年，已經有些腐朽，桌腳墊著小瓦
片，勉強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維持平衡，桌子靠牆而立，其他三面
各有一張長板凳─我們稱為「椅條」，我就坐在正中的那張椅條
上，油燈在我的左前方─老師交代：光線要從左前方來，祖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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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我左手邊的椅條上，有時揀揀菜、做一些家事，有時喝喝茶，
就只為了陪著我。她會一直陪著我，直到我把該做的功課、該念的
書都做好了，雖然她不知道我念了什麼，念會了沒有，她只要看著
我，就心滿意足了。
6

整個村莊都已沉沉入睡，狗吠的聲音也不多聞，有時連我也只能

勉強打起精神看書，這時祖母會熱了飯菜來，或者煮一鍋米糕糜、
泡個蛋，給我滋補，祖母則從來不吃，她要讓我吃飽吃好，任我撒
賴，也不輕嘗一口。
7

相對於窗外的寂寥，祖母在的日子，我的苦讀其實也充滿了溫馨。

8

祖母可是矛盾的人，她會一直催我趕快去睡，又記掛著這個憨孫

不知道讀通了沒有？我也是矛盾的人，一面讀書一面催祖母去睡，
可是又怕從竹篾的縫隙裡發出來的怪聲。「就這一頁，讀好這一頁
就睡！」每天晚上總要重複這兩句話，不是祖母說的，就是我說。
9

祖母就是這樣陪我度過窗寒夜讀的日子。

10

「憨孫吔，好去睏啊！」

11

祖母逝世已經快二十年了，每次夜讀，過了子時，我耳邊總會響

起祖母這兩句熟悉的聲音，望著寂寂陰寒的窗外，眼眶不覺隨之
潤濕：
12

「我會是一個好秀才嗎？阿嬤！」

13

回答我的不是一句「憨孫哩咧」，而是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

的寂寥。（蕭蕭，1986，頁 3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