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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官

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的傳統一向非常重視閱讀教學，每星期的語文課節多用於文章的

學習和分析。閱讀教學一般集中範文學習，尤其現行高中受會考課程所園，語文課只閻

繞會考篇章來做討論和分析，學生的中文閱讀量普遍很低。為了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

學校進行了不同形式的閱讀推廣。本文主要通過分析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閱讀項目和前

線教師的訪問內容，報告香港中學推行閱讀計劃的情況和分析這些活動對閱讀能力發展

的影響。

背景

香港在 2000年進行的教改中，特別提出閱讀的推廣。課程發展議會 (2001)指出閱讀

能幫助學生養成思考的習慣、培養想像力和發揮創意。

1983 年，前教育署已在小學推行課室圖書館計劃。 1991 年在中、小學試驗中、英文

廣泛閱讀計劃，至 1997 年正式在學校開展。參與的學校獲得政府撥款，作為設立圖書館

和購買課外書之用。 1998年香港優質教育基金會成立，在過去七輪申請中，與閱讀有關

的項目佔 318 項，中學的申請有的項獲得批准 l 。

在過去的十年，香港投放了不少資源推行閱讀，那麼學生的閱讀能力究竟怎麼樣?

2001 年，大約 5000 名香港九至十歲的小學生參加了「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PIRLsl '閱讀能力國際排名第 14 位(得 528 分1 0 2002 年香港 15 歲的中學生參加了另

一個由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l 主辦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J (PISA) ，得分 525 '在

參加的的個國家/地區中，排行第六。

l 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料庫只列出 1998 至 2003 年度第七輪的成功申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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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成績算是理想，但當我們把分數詳細分析，便會發現香港學生的閱讀能

力發展很不平均，例如小學生在兩類閱讀項目中， r資訊經驗」的能力拿了 537 分，但「文

學經驗」的閱讀能力只有 518 分;至於閱讀層攻方面，第一層「尋找明顯訊息J '的 80%

參試的學生能答對，第二層「直接推論」的難度分數只取得 65-70分，答對第三層「綜合並

解釋篇章J 的學生只有的0/0 '第四層「評價篇章內容及語吉影式」的表現也不太理想，學

生的成績介乎 50-55 之間(謝錫金等 2005) 。

香港學生在 PISA 的總體表現不錯，達到 3 級要求的學生佔 33% '但未達標的學生

(即 3 級以下)也有 27% '而尖子較少，只有 10% '比尪妞西蘭的%、澳洲 18% 、芬蘭

18% 、加拿大 17% '香港拔尖的學生不算多，而且在不同的閱讀項目所得到的分數也值

得我們深思: r反思和評鑑」成績最好，得 538 分，但「尋找資訊」和「理解」兩個部份成績

一般，同樣拿到 522分。這些數字反映了大部份香港學生能掌握基礎閱讀過程，理解文

章的表層意義，但對於高層吹的問題，例如:比較、推斷、評論、解釋等，便應付不

了。

間間能刃..

閱讀作為一種行為，是對文字或符號信息的感知和理解跟通過口語表達出來的信息

是一樣的 (Carroll 2000) 0 OECD在 PISA的報告中 (2003:19) ，界定閱讀為一種能力，這

能力包括理解、運用和反思文字，以達到閱讀的目的，發展個人的知識和潛質，有效地

參與社會上的事情。

閱讀能力發展的研究很多，例如:見童口頭詞匯(王耘等 1995) 、識字量和能力(視

新華 1993 '黃煜峰和雷靂 1995 ' McBride-Chang et 祉， 2005) 、理解能力(王耘等 1995) 。

閱讀能力的發展，根據祝新華 (1993) 從心理學的角度歸納為六種:認讀能力、理解能

力、吸收能力、速讀能力、語感、鑑賞能力。

這些能力的發展要經過不同的階毆，查爾 (Chail 1993) 提出閱讀能力的發展有六個

階跤，它們和見童的成長和智力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這六個階段分別是:

1. 零階段(嬰見至 6歲)。幼見開始發展語吉，從聽說到認識文字、旬子、語法。

2. 第一階段 (6-7 歲)。在這階毆裡，兒童學習認字，如上文祝新華(1993) 所指的第一

種能力，孩子對文字、符號作出迅速、準確的感知、辨識(包括宇彤、字音、宇面意

義)。

3. 第二階段 (7-8 歲)。這是一個鞏固階段，見童利用第一階毆學習符號的經驗，在新

的階段中學會更多生宇 3 閱讀變得更流腸。

4. 第三階段 (9-14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毆，由「學會閱讀」轉變為運用閱讀能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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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孩于逐漸成長，接觸很多新事物。新事物包括新知識、新資訊、新思考方

式、新的鱷驗和新的閱讀類型 (Press1ey 1998) 。

在這階段中，孩子學會怎樣把文字轉化成有意義的篇章。他們渴求新資訊，除了利

用聽和看的能力外，他們會利用文字的渠道來學習。他們嘗試和利用已有的知識和

經驗，擴充舊詞的意義，並把這種經驗帶入閱讀中，學習新的閱讀過程，例如:從

一展到一章、從書中找資料、試驗有效的閱讀方法......。高小的學生開始閱讀一些

非故事性的書籍，和一些較容易理解的文學作品。初中生己能閱讀成年人的讀物?

他們開始對文章內容作分析、評論、寫感受等。這是進入有效閱讀的一個重要階

肢。

5. 第四階段 (14-18歲)。讀者應達高中水平，他們能閱讀較長篇和結構較複雜的作品，

而且能找出作品中不同的觀點。

6. 第五階設 (18歲以上)。讀者已進入成熟階段，他們根據自己的閱讀目的，選擇一些

自己喜歡和需要的文章或書籍來閱讀，而且讀得很細緻、很完整。讀者通過閱讀建

構自己的知識。

這六個階毆的閱讀能力發展是一種層級的 (hierarchical) 模式，如果一個階康發展得

不好，會影響到另一個階展。各階段獲得的閱讀能力和技巧會在下一個階設得到鞏固。

第三階度是「學會閱讀」階段的初步完成，過渡到「從閱讀中學習」的階毆(謝錫金2005:

15) ，學生不止進行詞語認讀的解碼行為，還要發展理解篇章、解釋篇章的行為 (Gough

& Tunmer 1986, van Dijk 1988) 。

賀科擾，

為了更好瞭解香港中學推行閱讀計劃的情視，我採用了文件分析法 (documentarγ

study) 和訪談兩種方法來進行調查。我主要參考優質教育基金 (Q其到資助中學閱讀計劃的

建議書和報告，並訪問了三位中學教師，深入了解學校怎樣在正規的閱讀教學以外培養

學生的閱讀能力。

(一)優質教育基金 (QEF) 閱讀項目

根據QEF的資料， 1998-2003 的七輪申請中，共有 318 個項目與閱讀有闕，中學的

佔了 63個。我根據學校提交的建議書和報告進行資料整理。

1.閱讀計劃目的

這 63 個項目的目的可以分為三大類:基本性、學科性和教育，性。

(甲)基本性目的是通過閱讀行為 3 直接培養學生與語文和閱讀有關的能力，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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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語文能力、擺高閱讀興躍、養成閱讀曹慣、擴闊閱讚範聽、提升學校閱讀

風氣、語11練學生觀讀技能和策略等。

(乙)學科性的間的是指誼通閱讀行為，以提高學生某些學科的知識和學習能力，例

如:中國文學、文化、自然科學、資訊科技，以致專題研習。

(內)教育，性的目的是指道聽閱讀行為，以達到其他教育目的，例如:改善家接與學

生的關僚和增強溝通、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資訊科技能力、提升學生的常識和

擴闊棍野、發展學生的制作力/思考龍力等、提升家長的觀讀能力、改變學生行

為、警皇宮學校輯脅和視聽設嘴、提高教師專業水平等。

這麼多的建議中，主要的目的是提高語文能力，培養閱讓曹攪和興蟬，強鞠閱讀的

0 多數學校在建議書中都提出幾個目的，若望攝蠅不闊的閱灑活動，培養和提升學

生的不同能力。

2. 計輯對象

的個項目中(參考表一卜供初中學生參與的估了多數，為全校問設的有時姻，

讓高中學生(中五至三中七)參與的項目很少多反而「親子閱讀j項目有 2411懂。:ff些學校設有

學講時間，建議聽講家長參加管理工作;一聲學校閱發閱讀網頁，讓家長和子女一向閱

讀和發衷心得。

:中學閱讀針對對象分析

!中一|中工!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全校[家長 1

142 I 29 I 23 I 14 I … I 2 I -- I 13 I 2生 i

3. 厲害種類

不少建議提到要擴閱學生的閱議範闢雪但具有少數學校明確指出學生需間讀甚廳內

容的書籍，個如參加閱讀計割的學生雙一定要體讀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書。有一家學

校跟著課程發展議會所鸝分的人鶴學習積域，指定學生16\須認讀這八個喂域的書籍。

一般來說 3 學較讓學生自由導是擇閱讓聽書的種顯。

生.活動

各學校學辦與閱讀有鏽的活動可以說是多姿多笨，最普通的是閱讀獎勵計截，主要

從f壘J1I故趣。每個學生拿到一本閱讀說緣于捕或一張紀蟻卡，把借聞觀霉的名字記錯下

來，只要建起一定數量便可獲獎。有的學校要求學生者完一本書後讀提交一儡讀書簡

報。獎品位括獎狀、書券、言書簽、舊書籍嚀。此外，很多學校都舉行。不間形式的比賽，好

像讀書報告、封苗設計、書寶安設計可插輯、改寫故事、演出、說故事馨。學校把釁秀的

作品展出或科印。在推廣閱讀期闊，學校多邀請一聾作家到校演講，與學生、家長一起

分享閱讀的樂趣。學校又會定期舉辦喜展，以引起學生的興鐘。其他活動包括興讀自/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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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營、閱讀嘉年華、問題比賽、分享會、好書推介等，但讀後討論會則很少舉行。

5. 進行時間

閱讀活動多在課外時間進行。六家學校設有早讀或午讀時間，學生需要提早半個小

時或縮短午飯時到學校閱讀;有九家學校建議開設閱讀課;有四家中學把閱讀指導放在

語文教學的範疇內，要求語文教師在進行閱讀教學時隨機指導學生閱讀策略和技巧。但

大多數學校只讓學生在課後自行閱讀。分享會或好書推介會多在早會時間進行。

(二)訪談

為了更深入暸解學校怎樣推行閱讀計劃，我訪問了三位語文教師。他們的姓名是

辱、李和程，分別來自三家中學 :BW(中文中學，組別 2) 'EC(只開辦了 3年的中文中

學，組別 2-3) ，和 YW(英文中學，組別 1) 。三家中學都曾參加過廣泛閱讀計劃，其中

YW在 1999 年更獲 QEF資助發展學生的閱讀能力。訪談時，我們討論了很多問題，我

把討論內容整理成以下九點:

1.學生的閱讀能力

三位教師覺得他們學生的閱讀能力不錯，但學生不常閱讀課外書，只看教科書或指

定的書籍，而且，大多數學生只會在提交讀書報告前才趕緊閱讀。

2. 學生愛看的書

老師們注意到學生多看故事性的事，尤其冒險、科幻一類的書。女孩于喜歡愛情故

事。高年級的學生開始看一些非故事性的書。

3. 閱讀量

BW， EC 兩家學校沒有強制學生每年必須閱讀多少本課外書，但YW要求學生一學

年起碼看 15 本書。

4. 提倡閱讀的方法

三家學校都有圖書閱讀計劃，除了看書要看得多，還要學生一年寫幾個讀書報告，

寫得好的學生可得到一些獎品。但教師們承認因為教學工作很繁重，他們不能兼顧學生

看甚麼書和怎樣看，也沒把圖書分等級。

這三家學校都有早讀時間，每天用 20-30分鐘來做早讀，但辱和程兩位教師指出不

是每個學生都用心閱讀。

EC 成立了一個讀書會，舉辦了一些活動推動校內的閱讀風氣。 YW曾在 1999 年獲

得 QEF 資助，那年YW組織了很多閱讀活動，例如，讓學生往書店買書、舉辦書展，

又舉行閱讀工作坊，讓學生、教師與講者分享、討論、寫作等，這些作品都上載在特為

閱讀活動而開發的網頁上，學生可以利用這網頁交流心得，嘗試寫作。同時，家長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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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入這網頁，跟他們揖孩子一起閱讀，一時分享心得。程老師覺得鐘個頭昆很成

功 9 但因為第工年缺少經費，學校不能聘用一位全職的謂真主任，現在只靠教師讓餘整

理網貿貨料，效果不是太理想。

5. 卒讀諜的進行方乳

BW和 YW不會學生在卒讀時間看甚麼東西，觀醬、報章、雜誌都í1J以，但學生不

能閱讀教科書和筆記。 EC 的早讀時閱分為爾夫中文閱讀，兩天英語時讀學…天報章鵲

議。報老師認品早讓不是太成功，因為一學畢生在睡覺，一些在聊天，一些在趕作棠，

一些齊頭兒紀律主任，一些要多加星發生會會議書草草時老師要利捕學讀時閑來討論班路。

EC 的傳說比較好。李老歸說開始時，有的學生忘了靜了關書， {且慢慢倫們養成早讀曹

，而且教師們很合作，在卒讀時閑監督學生閱讀。

6. 其他推動闊績的活動

BW舉辦讀書報告兇賽，種秀作品在學校大堂展覽，供其能學生分亭。 EC的老師鼓

勵學生參加中央攝書館的閱讀小組 9 成~閱讀大使 oYW成立了一個竄謗、中，心，立E發展

了叫個閱讀網頁，每年均學辦閱讀報告比賽。

7. 教綺們約態度

三三位教師表示學校其他教僻也非常支持閱讀活動， {是語文教輔的負搪權主章，所有活

動差不多都侮語文教師前韻和推行。

8. 閱讀指導

三位教歸都說曾 1m導j畢生如何時議，但每位教歸的「指導j方法很不一樣。

三字老師說在中、英語文課時會指導學生閱讀技巧，調如找文章主題、人物分研、故

事寫意等。李老師說始沒有詞意指導學生興讀技巧，語文操持教教學生者篇名猜想、文章

內容、著審問找資料、怎樣選揮作者等。程老時說她學校教歸都不瞭解吾吾撞更是閱讀策略

和技工'j，研 i且她多邀請專家舉辦工作功，指導學生這方菌的能力。

9. 未來時讀計畫tl

tf老師說她的學校的會沿用過往推廣方法，又會邀請一聲作家來校與學生討論作

品，這樣會抖擻學生閱讀的興纏。李老師說來年會有一{橫跨學科的專題研習，學生頭閱

讀大量資料，學習如何搜集、分軒和整理資料搗能力。程老師說由為競賽不足，鋪上交

流聽講只能靠學生發展和維持，其他躍動蜈通往的大間小翼。

未敢閱讀計割的目標仍是說提高臨讀興趣和養成閱讀習攬為主，也包括獲取課外知

識、提升語文磁力和宿體能力等血樣。



2005 年 12 月第 76 期 ? 

會頓和醉艙

(一)閱蠶蠱

能 QEF1998-2003 資助的閱讀項陸來春雪研有報告都指出學生的閱讀量增加 f 多…

些報告分軒得很仔細，附有關義、數據?用來比較閱讀推廣前後的數字，大多數學校建

到了鼓勵學生多閱讀的目的。但是活動攝去後，學生對閱讀的興起喜能杏維持下去?他們

寞的聲成…續關讓習慣了嗎?

QEF的贊助一向都是一攻性的，好像聽者輔說，第二年經費缺乏，連網絡主任-æ妻

離職，只能靠教師空餘跨上報一些蹋讚資料，不用太多經費的活動仍可舉行，例如:講

躍、草書展、讀書報告比賽 9 但其他的，如參觀、請書營、嘉年華等便要取消。

(二)參與者

提表一研兒 3 遠的{頭頭目中，轉為初中院設鵲起碼者是2偶，讓全校學生參與的有

的偶，中豆豆室中七學生沒有很多機會參與 3 數字顯示，愈高年級的學生閱讀最愈少。研

有報告都指出閱讀計劃受到學生歡迎，尤其是初中學生。教師們認為初中生較容島被推

動和組織，如果才是中一闊給多他們養成體讀習慣，將來便會繼鐵血行閱讀。教師骰設高

年級學生會在課餘持問自己者番，但因為高中生揮參加合鵑考試 3 為了磷保考試成纜，

不要分散他們的住意力，學校大多只要求學生閱讀與學科有闋的資料。

(主)閱讀的蠶蠱

報告中三菩提封揖讀量的提高，卻很少談到閱讀的質的問題。

第一點是種類的問題。多髓項目都是握宿學生摺讀興趣和能力為目的，有七悟項目

與學科(棋!如:文學、自然科學、 1. T.) 或能力(專題研習)有鶴，研以要求學生感須閱讀

某類圈害。其他項目中，也只有七家學校清楚列出學生續聞讀不同種類的醫書 9 制如今

入文學科、白無科學、社會學科、藝衛學科... ~.. Q 

第二多很多學校挖閱讀行為作為改變學生氣質、行為胎工具，譯為學生多看書穹便

能達到陶冶性情，道守紀律，故此要求學生早上須發加早攪，成縮短午飯時間，在教室

辛辛脅。表茁上學生都參加了追些活動，但他們是否島顯參與 3 並用心摺讀 7 報告中沒有

提輯，被訪教師指出很難監督學生是否用心閱讀。此外，早上或中午進行閱讀，其他活

動的時聞相對撞減少了會好像球類活動、音樂活動、美搞活動，…..多學校要兼顧學生的

全蓋亞發展，權動閱讀時，也要考盧其他能力的發蜓，要不然，學生會把課外活動著成負

據。

一，大多數攀枝要求學生閱擴後接交幾個讀書報告或者完成一些讀後感的工作

紙，校方認為龍是最偉監察學生鵲讓情說的方法。報告中多摘自優秀作品獲得發表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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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對學生來說，這是很大的故舞。我翻閱了一告示例，發現一些報告寫得很好，內容

位括學生值人感想和訴諸 9 但大多數續後報告只倍括故事大概?和…小設喜歡或不喜歡

的理由;有的學生甚至俗、下書前引宮，使當作自己的議書報告，正如被訪的教師說 s 他

們工作揖童，尤其語文教餌，每天挽故大壘作業，根本沒時問鋸心閱讀學生的議書報

告。種老師說她乾脆把其中編餾讀書報告在寫作諜進行，這樣作為一篇作文來評估，學

生寫得較用心。

第四，為了推農閱讀風氣，學校進行一連串課外活動，郊野書推介會或分事會，多

在車上集會或午膳時間進行，很少在正規上課時間內攏行。有一家提倡文學閱讀的學

校，把觀番分事會融合在文學課肉，有時下課後，文學教師和學生們一起討論造本文學

作品帶出甚重要信息;另一家學校把廣泛閱讀和語文教學結合起來，話"蝶學生如何搜出文

章要點、如何寫讀後感等。不過，造樣深入的討論很少 3 學校多要求學生完成…營工作

紙，內容多是理解問題。很多建議中提到加強學生閱讀技巧 3 但主輯辛苦報告中的活鸝流

?只有j>數差事校舉行閱讀投巧 E作站或講潰，一般來說?學生都主義自己講，然後完成

工作組或讀書報告，更不要說甚麼合作性閱讀了。

第五?被訪教師雖然很支持闊論活動，而且親自組織了不少與此有鶴的活動，但他

們也得承諒學生很是被動，不要求他們讀，他們便不讀。教師混混時闊銀學生討論他們

曾問讓攝的審藉。早讀峙，飽們只督導學生閱讀，卻沒有利用這館時間與學生討閱讀論

技巧和國番，對於深層聞續多他們更顧得無力 'YW的老師乾脆把鐘部份的話11鍊交，給專

家。那九家建議設有閱讀諜的學校，在活動報告中沒有詳組交代體讀諜雄行，情誼。

通融

參考了閱讀能力發展階段的理論，和檢攬了過去中舉舉辦時讀計割的過程和成果雪

我作出了一些室主議多希軍未來在推行間擴音?劇時，可以取誨更大的展殼。

(一)讀者和鹽醬

大多數的計劃都是為初中學生而設。誼階段的青少年己學會把文字轉化成意念，文

字已成起學曹新知識和獲取新資訊的工具。他儕己掌握三千多個生字(潘慧如 2003) ，能

利用進些生字組合成很多諸詣，並科用已有的無識和蘊j驗，擴充詩詣的意義。他們也會

嘗試不闋的閱讀技巧，前且喜歡分析、評論自己曾閱讀過的文章或圈番。遺體階設除了

強化第二階段的能力，鞏罰他們所學過的詞語雪順利禮入第三階跤，學生能引伸篇章意

義、試驗閱議技巧、閱讀不向類型和內容的關番，以澈足青少年渴求知識的要求多所以

閱讀素質很重要。學校的國霄，大都麓過教師篩議書應該蘊含學生閱讀，家蠶有一定偉

諱。語文教師可以和圖書館主任合作，把關毒分類分錢，鼓聽學生閱讀不時類盟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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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籍。有些學校讓學生去購聽聞番，鼓鸝他們參與學校活動， f貝寧前要做好指導工

作，讓學生認論基層妻關審才適合他們。至按早話費時，學生閱讀的報章、賺誌，教師也講

給與聽當的輔導，自為現在替港出版的素質非常參差。

(二)興趣和智纜的培養

薩爾的閱讀能力發聽階段揖出兒童錯了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初期(商品)多應對閱讀

產生興憊) f是根據蘭總教師的經驗，現在香港的學生對閱讀較敏聽) 1混們有能力閱讀，

也不一定自動閱讀。我室主議應該在小學大力培養學生的閱讓興體和海慣，到了中學 p 餘

了鞏間這習慣=更露著力發展其他聽讀能力。

c=::) 發展閱讀能力和理解能力

學生發展鵲讀能力時，語言義本功也盔、盤問時發展，倒如語畜知識、控能等。在權

過程中 2 教師須幫助學生獲得有關知識，注意飽們的學習動纜、興趣，作出適當引導，

使學生閱讀時能逃速感識文宇，又有相應的背景知識和認知能力。再者，不同的閱讀軒

料和類蟬，所用的技巧也不一樣多倒如:發展性鷗讀強調宇詞能力、自農動能力、連度、

說嚼的默讀能力和理解能力嚀。功用性閱讀聾發展學生應用索引、且錄、詞典、檢視檔

案等能力全並要培養他們理解和選擇所諱言安料能力。第三類是消纏住閱讀書主要激發閱

讓興籬，然接增攝和提高這興趣，以捧到詳{質和整黨作品的能力。

第工是理解磁力的發展。要培養學生的理解能力，大量鷗讀是一種做法，也吟了大

量聞贖亨有成殼的教育愈來愈棄視哥!導學生鷗讀課外書，但括一些續三餐方法，知怎樣做

閱讀紀錄、擴錄、寫讀後J醬、建讀來]轎讀技巧 2 並要鼓黯學生院讀不闊額盟的書籍，閱

讀材料不僅有韓味性，由包括知論性和敢發性。閱讀後組織學生交流言除了講謹書中內

容 3 鞏點是感受會教師在旁協助他們擺升許鑑和敢賞能力。教師需要瞭解學生看了多

少，明白多Ý' 記下多少學這才能有妓地推動諜抖閱讀。?廣泛閱讀計劃j在推廣之初，

建議學校每星期撥出一至二教師進行揖讓指導和討論，這樣做的悍的不止蟻養學生閱讀

的興起室，還能提升能們間接能力和錯黨能力，賄1至鐘過課章上的交攏，幫助發展學生不

闊的思維能力，倒如創造性思維、多角度，思維、批對性思維等。但是，于要多學校覺得

不應該在正式上課時閱讀課本叫好的書籍?這實在是幫閑鑽能力發展的一種誤解。

葫仁和生和高中生日邏輯一數閱讀能力，飽們有一定的詞彙最多一定的閱讀謹度，也

有基本理解能力奮fB.多數展自並設著注重提升他們高鹽狀的理解能力，和加強謝!練處理

資料的能力。學校撞到推動學生閱讀的目的， ffl未做到精進，鼓勵學生通緝究撓、討論

來投恩閱讀作品，評價作品，建立一個敢黨標準，向時發展自己的語文水平 3 把文字特

號街息掌握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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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專業發展

很多教師輯於閱擴策略和技巧都不是太瞭解，他們--穀擻請作家或閱讀草草家主持工

作跡，指導學生如何掌握這些技巧。

隨讓策略租技巧的認識，除了可以在師資培軒的站章程中進行空現職教轉叮參與有關

閱讀的專業發展課程或作為校內教師的專業發展項討之一。過袋，香港課程發膜處瓏轉

讓大礦和教育學院舉辦短期的[鷗讀能力j課程，內容集中討論閱讀和學瞥的關僚、一些

基本的閱讀策略 3 好像連續、觀覽、 SQ4鼠，組彈沒有觸及閱續的互動，性和指導學生評

鑑作品的專叢書11練。

篇篇

香港過去十多年，政府給學校醫助購其霸主慧、設立關書館軍方便學替髓，學校題

:主設怯建立閱讀提氣，教輝與闢番館主任花了大豆葉持問推廣聽讀。自聽過一蹺，校方已

盡力幫助學生達到華本閱讀能力，護國際時讀糊試結果來蓉，會港學生的事藍本水平已不

錯，但ffi\甚星星尖子彈那廳夕?閱讀能力總是提不上去，尤其是引伴，許提等方面的能

力?這個調查正好反映了遠方商á'~問題。接們攝去在關續方雷投放了很多資謗、和時闊步

做的停留在撤廣騁菌，著葉訓練學生恭聽揖讀能力，卻忽略了深化的震聾牲。初中學生

的理解能力已有一定水平，教師應該把基體理解能力推進到分析、亨i伸，推論、評鑑、

應用、起追尋高歸故的體讓能力。教育工作者需要皮思芯麼樣的據外閱讀才更有效，怎

樣通過聽讀才能科教學生吾吾興起草 3 做到邊讓邊舉邊思考。有三家學校已關輯關{，\起這餾

問題，在活動中品加入謀度閱讀，飼如畫巴拉定下幾本必讀書禱，然接教師司和用閱讀詩

詞典學生進行揮討，耳其串教師提出一也難瓏，讓學生自行討論，引發不同的觀點。我們

應從新檢視怎樣擺行閱讓教學和閱讚計量趕來提高學生的高賭，思雄雪真正做聽聽重 f量j又

重「質J 的閱讀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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