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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策略」的實施歷程與成效 
鳳新高中  鄧若梅   高師大附中  許靜宜  馬公高中  林麗芬    
新港藝術高中  蔡志偉  嘉義家職  鄭又榮     鳳山高中  陳子梅 

 

摘要 

爲了達到「差異化教學」的目標，首先在教材的選擇上，鎖定課綱內的核心古文來嘗試1。
接下來我們再依「閱讀教學」2的能力指標，建構出〈左忠毅公逸事〉的課程活動，並設計出
具有「學習階梯」精神的學習單，以「擷取與檢索」、「統整與解釋」、「省思與評鑑」這些能
力來架構學習單3，朝向「差異化教學」的目標邁進。 

然而在「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方面，三層學習支援系統的架構中，第一層級是針對教
室內大多數的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也就是在原班內同時進行差異化與一般性的補救教學。
當教師經由課前評量診斷出學生的差異性後，也明白單元中何處是比較困難的概念，便可依
此調整教學步調4。而有效補救教學原則5 —「結構化教學，教導策略」便是我們設計補救教
學題目的核心。 
    而在教學歷程的 後，我們將採用「質性分析」來探討與檢視「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策
略」的成效。希望藉此教學活動，從閱讀策略的學習，進而建立起知識的鷹架，讓第一層級
針對教室原班內同時進行差異化與一般性的補救教學，即有良好效果。 
 

一 、前言  

隨著十二年國教的到來，學生特質的差異化，將成為高中職教育內的普遍常態。而教師
想要在同一時間、以同份教材，面對興趣或能力有所差異的學生，而期盼能收到確實的教學
成效。那麼教師就應該把學生特質的差異化，做為教學課程設計的起點。 
    然而近年來臺灣學生在國際閱讀評比「PIRLS」和「PISA」測驗結果不如預期。尤其是
基本閱讀能力不佳比例偏高、學生課外閱讀興趣表現低落，因此檢討聲四起，也引發了教師
對於語文閱讀教學的反省與討論，進而重新以創新翻轉思維設計研擬教學課程。 

在這個多元入學的時代，學生藉由多種不同的升學管道，進入高師大附中。不管是成績
上的差別，或興趣有不同的取向，因此在國文領域上，學生們的學習有著差異化的現象。在
差異化的課程設計結構之下，進而連結到一般性補救教學，希望藉由閱讀策略的提供，利用
即時回饋方式，讓學生在解讀文本的時候，能夠有意識地使用閱讀策略。讓他們透過不斷的
思考與練習，除了可以提昇閱讀理解能力，還可以運用這一套閱讀策略再去做更多的學習。
這就是我們在設計這個「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教學活動的用心所在。 
 
                                                       
1〈左忠毅公逸事〉是新課綱三十篇核心古文之一。是記敘文中以「人物」為主題的文章，在雅潔的文字風格中卻有豐富的
內容。我們藉著人物的形貌言行、師生情誼、志事傳承的記載，進而認識主人翁的忠毅風骨，甚至延伸到探討明代知識分子
的生命風範。這種由外而內、由形而神的文章，很適合開發多元的學習面向，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 
2鄭圓鈴《閱讀教學 HOW 上手》，初版。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陳木金、許瑋珊〈從 PISA 閱讀評量的國際比較探討閱讀素養教育的方向〉。教師天地 181 期 2012 年 12 月。 
4第一層的補救教學－是在每一個課堂進行(立即性補救)。第二層－利用寒暑假、第八節，甚至正課時間抽離，小班教學，用
不同的教材教法(如同之前的攜手計畫) 。第三層補救教學－資源班(特教)的範疇。 
5陳淑麗、洪儷瑜（2010）〈有效的閱讀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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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教育系統基本架構圖                 ▲「PIRLS」和「PISA」比較量表 

 

二 、以「閱讀策略」出發設計的教學行動 

爲了達到「差異化教學」的目標，首先在教材的選擇上，鎖定課綱的核心古文來嘗試6。
接下來要確定教學目標，我們再依「閱讀教學」7的能力指標，建構出〈左忠毅公逸事〉的課
程活動，並設計出具有「學習階梯」精神的學習單（附件一），以「擷取與檢索」、「統整與解
釋」、「省思與評鑑」這些能力來架構學習單8，朝向「差異化教學」的目標邁進。 

 

 
▲PISA 閱讀理解歷程 

                                                       
6〈左忠毅公逸事〉是新課綱三十篇核心古文之一。是記敘文中以「人物」為主題的文章，在雅潔的文字風格中
卻有豐富的內容。我們藉著人物的形貌言行、師生情誼、志事傳承的記載，進而認識主人翁的忠毅風骨，甚至
延伸到探討明代知識分子的生命風範。這種由外而內、由形而神的文章，很適合開發多元的學習面向，設計不
同的教學活動。 
7鄭圓鈴《閱讀教學 HOW 上手》，初版。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8陳木金、許瑋珊〈從 PISA 閱讀評量的國際比較探討閱讀素養教育的方向〉。教師天地 181 期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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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閱讀理解層次 

 

以下即是不同階段的課程活動，配合不同的閱讀歷程說明： 
階段 閱讀歷程 

課前預習 擷取與檢索 
課中發展 統整與解釋 
課後討論 省思與評鑑 

 
第一階段在「課前預習」時以學習單診斷學生閱讀力的差異，同時確定哪些學生在本課

要進行補教教學。第二階段由教師帶領全班進行「課文爬梳」，並加以訂正。 
而在第一階段「課前預習」，第二階段「課文爬梳」活動中，藉學習單診斷出學生的差異

性及需補救的項目，結果發現忠毅粉絲團（需進行補救教學者）與月考成績表中低學習成效
者，有高含 95%以上的符合。 

 
▲※初步成績分析： 
就第一次月考國文成績而言：全校八班平均約為 75.7 分，高一孝班平均 77 分，居全校第二；國文成績標準差
為 9，班級成績的離散程度為全校第二低，顯見該班學生素質相對整齊，大抵皆能有正向積極之目標可追尋，
易於營造整體學習氛圍。 
本次月考中，該班國文成績未達 75 分者仍有 10 人，因此，在國文教學時，可適時輔以差異化及補救教學之實
施。在過程中，將這 10 人優先列入補救教學對象（暫分 2 組忠毅粉絲團）。在本次課堂實施中，學習單依學生
個別差異及學習需求而有別，強調教師應衡量學生起點行為，提供更細部化、明示化的教材，進而達成有效學
習的目標。 

三 、進行「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的課堂活動 

    我們的教學流程，第一階段，利用課前預習單，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同時我們也清楚，
那些學生需要進行補救教學。第二階段，全文爬梳，一方面訂正學習單，老師適時提問，來
共同進行文本的了解。第三階段，分組討論不同主題，就是我們這一次想要嘗試的，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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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連結補救教學」的時刻。然而在第三階段「全文統整」時，首先以分組活動「板板人」
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藉由即時分享與回饋，同儕之間的相互學習，同時兼顧「拔尖」與「扶
弱」，試圖減少小組中差異化的級距。 

在「板板人」活動中，我們將學習的主體回歸到學生身上。尤其是透過分組討論，以及
白板發表的方式，讓所有同學都能夠認真積極參與到學習的過程。分組發表，除了可以讓全
班同學能夠清楚看到各組的答案之外；另外在發表的時候，老師能夠適時地給予觀念澄清，
讓同學能夠知道，除了各組意見之外，何者屬於比較正確的觀念。學習的思辨價值由此產生。 
    然而在「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的部分，我們稱它為「大家來揪團」。我們的團分成忠
毅戲劇團，忠毅考古團，及忠毅粉絲團。 
   「忠毅戲劇團」是學生將此篇以人物為主的課文重新詮釋，試著將左公的形貌、言行、師
生間志業相傳，由形到神，由外而內，藉由戲劇表演方式讓人物更加形象化。在「忠毅考古
團」中，透過三段史材，正史、逸事、祭文的比較，讓學生可以做更理性的思考辨析，藉由
材料同異之間的論述，給予人物客觀而全面的評價看法。 

  
▲「板板人」活動照片

  

▲「忠毅戲劇團」活動照片 ▲「忠毅考古團」活動照片 

  而「忠毅粉絲團」是經由課前評量診斷出學生的差異性後，明白單元中何處是困難的概
念，便依此調整教學步調進行而有效補救教學。「結構化教學，教導策略」是我們設計補救
教學題目的核心。讓學生重新回歸文本，運用閱讀策略理解，進而達到補救教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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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救教學「忠毅粉絲團」的實施歷程 

然而在「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方面，三層學習支援系統的架構中，第一層級是針對教室內
大多數的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也就是在原班內同時進行差異化與一般性的補救教學。當教
師經由課前評量診斷出學生的差異性後，也明白單元中何處是比較困難的概念，便可依此調
整教學步調9。而有效補救教學原則10 —「結構化教學，教導策略」便是我們設計補救教學
題目的核心。 
    教育部（2010）在「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中，提出可以協助學生理解並監控自身閱
讀理解的五種策略：預測、連結、摘要、找主旨、做筆記。預測係指利用文本預期接下來將
要發生的情節，是否與作者的陳述一致，透過邊讀邊預測，檢視自己的理解；連結係指將所
讀文本與自己的經驗、背景知識連結或是與其他類似文本串聯，以擴大文本理解層面；摘要
係指學生精簡的重述所讀到的訊息；找主旨策略，係指摘出文章大意後進一步找出自己認為
文章主要的論點；做筆記策略，主要在協助學生有效組織文章內容以及監督自己的思考歷程
與理解程度。以下是我們針對高師大附中高一孝班所設計〈左忠毅公逸事）補教教學學習單，
所運用的閱讀理解策略。 

（一）摘要策略 

從摘要的認知歷程來看，要摘出文章要旨，讀者需要藉由刪除不重要與重複的訊息來找
出文章的主要概念，並透過語詞歸納及段落合併濃縮文章的內容，再以連貫而流暢的文字呈
現文本初始的意義。換言之，摘要策略可以分為四個有順序且可操作的子程序: 刪除不必要
訊息、語詞歸納、選擇或撰寫主題句及潤飾。 
如：文中分別記述了左光斗和史可法的哪兩件逸事？試簡略說明。（概述問題） 

（二）預測策略 

    讀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與先備知識(或稱背景知識)針對閱讀文本的線索，對文本內容發展形
成假設，從閱讀的過程中尋找資料檢證先前的假設，進而形成新的假設，並帶著假設繼續閱
讀，不是只有猜測文章內容，須不斷的檢證自己的假設。 
如：從左光斗的哪些言行中，可以見其「愛惜人才」之意？（推論問題） 

（三）澄清策略 

採用問題或活動的方式，幫助學生覺察自己和他人的信念、情感和行為，以建立自己的價值
觀念，並願意在生活中貫徹實踐的一種教學方法。  
如：在我們學習的經驗中，「老師」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師說〉一文中提及：「師者，所以
傳道、受業、解惑也。」傳道者為「良師」，受業者為「經師」，解惑者為「人師」。由本文中
可知，老師對於學生的影響 重要且 深的其實是什麼？ 

我們運用此三種閱讀策略來設計補救教學的學習單，來達到這一個有效學習的目的。首
先第一個是摘要（概要）策略。我們希望學生在過程當中，藉由文本的閱讀，掌握文本的關
                                                       
9第一層的補救教學－是在每一個課堂進行(立即性補救)。第二層－利用寒暑假、第八節，甚至正課時間抽離，
小班教學，用不同的教材教法(如同之前的攜手計畫)第三層補救教學－資源班(特教)的範疇。 
10陳淑麗、洪儷瑜（2010）有效的閱讀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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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字句，並且藉由掌握關鍵字句的過程當中，進而正確地理解文意。第二點是預測（推論）
策略。根據文章的上下句，或者是文意的脈絡，能夠更精準的去體會到文本的意義，以及作
者所要真正表達的概念。第三點是澄清策略。學生在過程當中，可以透過對於文本的爬梳，
去澄清自己在學習上面種種不明白的地方，並且精準正確的去掌握，文本所要傳遞的訊息。
透過這三個閱讀理解策略的學習練習，除了可以讓學生更加了解〈左忠毅公逸事）這一課的
文章意旨之外，並可將此閱讀策略移植在往後的閱讀學習之上。 
    後在第四階段「課後作業」則讓所有學生共同進行猜猜我是誰：「人物臉譜書寫」的活
動。以五十字描摹同學特質，並透過活動猜猜看。一方面增進班級經營，也回應本文以人物
為主的文類特色。 
 

五、「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策略」之質性分析 

    在教學歷程的 後，我們試著採用「質性分析研究」來探討與檢視「差異化連結補救教
學策略」的成效。 

（一）戲劇團、考古團（興趣差異） 

    以前的教法，就是我在上課的時候，我就沒辦法認真；然後課本的東西也很催眠，然後
心都不知跑去哪裡了，人還在教室，可是心已經跑去外面亂跑了。然後這種新的教學方法，
就是跟老師有互動，然後像那些，跟以前，就是以前沒辦法交流的同學，在我們小組分組之
後，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意見，然後就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我這次選的組是戲劇組，戲劇
團，我演是演左忠毅公。然後在裡面就是很活的角色，這是我自己塑造出來的形象，可是我
對裡面的內容，會比較深入的了解，現在國文課不一樣，就是我甚至會期待，會看到下一節
是國文課，會很開心，因為像演戲，討論這種方式，我可以感覺融入國文課裡面。（高一孝班，
巫○儒） 
    像分組討論，因為要寫出學習單上面的答案，你就要自己去吸收課文，去剖析課文裡面
的內涵，就是不是老師一貫給予的那一套說法，所以我覺得在所有問題回答上，跟口條上會
比較好一些。我自己選組是選擇戲劇，因為我比較喜歡用生動的方式，來表現出我對於這課
的看法，然後也可以讓我自己，去再讀一遍這個課文。（高一孝班，黃柏瑜） 
    我選的這個組是考古的，然後我們要在短短時間內，翻譯出那些文言文，然後製作一張
海報，我們這一組有一些對文言文解釋程度比較好，及程度比較差的人，然後他們就能互相
補足那些看不懂的地方。然後我們的上臺報告的人，他平常在教室裡面，就比較害羞、比較
內向，不擅與同學溝通，但是上臺報告的時候，就能看出他很自信，對於自己了解的範圍，
就有一種散發出來的光芒。我覺得學到 重要的能力，是可以把一些零碎的句子，把它組合
成一整串的句子，然後就組織能力就比較可以訓練到。 
（高一孝班，楊○智） 
    之前我真的就是在下面默默聆聽，然後不會舉手發言的人。但是藉由這種小組討論，就
是組別的這種，一些鼓勵，或是你就會有一些責任心，所以你就會變得就是會開始踴躍發言。
就是藉由這種討論方式，跟自主性發言的方式，真的就讓我想法就是有能夠表達的一個方式。
我參加的是考古團，因為我覺得我可能不太適合演戲，我覺得我可能比較適合文書處理，跟
寫的部分，還有想法的部分，這自己想要的，你就可以去選那一組。（高一孝班，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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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學生訪談論述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生會主動依自己興趣差異選擇適合自己的分
組。透過活動形式，不斷與同儕之間的思考論辯與腦力激盪，能再一次對於此課有更深入而
全面的認識與理解。然而從訪談紀錄中發現，學生不只組織與思辨能力變強之外，語文表達
能力也可以藉此提升。 

（二）粉絲團（能力差異） 

    你可以透過討論，接受到別人不同的想法，然後去創造出一個可能新的理解。我覺得對
我來說，比較困難的地方是，文言文的理解，你就要想辦法，就是可能找出一個點、兩個點，
就是要找出一些線索來，然後才邁向真正的答案。我覺得第三個澄清策略比較有用，因為就
是你可能覺得說，我原本以為是這個答案，可是透過不斷的討論，可能別人會提出一些更正
確的點。你就會覺得說，這個好像比我原本那個，還要更接近真實的那個答案，然後就是可
以對這個課文，更進一步的認識。我覺得老師也需要，就是即時告訴我們說，正確的答案其
實是什麼。（忠毅粉絲團團員） 
    我們小組討論的時候，會遇到瓶頸。比如說可能大家真的都不了解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或者是說真的想不出一個答案的時候，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詢問老師說，我們往這個方向走對
不對？或者是說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沒有看到的地方，老師在這時候，就是可以試著引導我們，
讓我們討論出一個覺得比較好的答案。我們這一課跟之前那一課，有什麼差別，就是不一樣
的地方，就是會讓我們的記憶更加深刻。我覺得會有明顯的改變，因為就是我如果原本在看
課文的時候，我會就是逐字逐句，會覺得說，比如說這一段，我會很努力的去找他的主詞，
然後他的修辭之類的，可是就經過我們討論之後，我可以就是看懂整篇文章，剖析的部分，
就會更加的清晰。（忠毅粉絲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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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物描寫佳作（成員能力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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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教師以教室教學問題作為行動研究的起點，通常會經過下述步驟（Taba ＆ 
Noel . 1992 . 67-73 ) ： 
（一）問題的確定（Problem identification ) ，指出所確認的問題。 
（二）問題的分析（problem analysis )，分析問題與決定某些具有持久性的影響因素。 
（三）形成研究假設（formulating hypotheses )，形成重要因素的暫時性觀念，而且蒐集 
      並解釋資料，進一步釐清上述的暫時觀念，並發展行動的研究假設。 
（四）進行實驗與行動（experimentation and action)，展開行動。 
（五）評鑑（evaluation )，評鑑行動的結果。 
    教室行動研究可以藉由下面步驟的演進，成為一完整行動行動螺旋圖(McNiff , 1995, 
45）。第一步驟是關注問題：當教育價值理想在實際教室情境中遭遇困難產生「實際問題」，
討論關心的議題，指出所希望追求什麼？第二步驟是研擬策略：構想一些可能的「解決教室
問題的行動方案之策略」。第三步驟是採取行動：依據上述解決教室問題的行動方案的策略並
採取實際行動，將策略付諸實施於教室情境當中。第四步驟是反省評鑑：「評估」解決問題的
行動方案策略的實際執行結果，評估採取行動後的教室情境實施結果。第五步驟是再度關注：
根據評估的結果，判斷是否解決原先關注的教室問題，如已解決，則可關注另一個相關問題；
如未解決，則「修正」所關注問題的焦點，研擬更適切的問題解決方案策略，並再度採取行
動與進行評鑑，以解決教室情境的問題。 

隨著十二年國教的到來，學生特質的差異化，將成為高中職教育內的普遍常態。加上近
年來臺灣學生在國際閱讀評比「PIRLS」和「PISA」測驗結果不如預期。因此教師想要在同
一時間、以同份教材，面對興趣或能力有所差異的學生，而期盼能收到確實的教學成效。那
麼教師就應該把學生特質的差異化，做為教學課程設計的起點，以創新思維重新設計研擬教
學課程。而本教案「差異化連結補救教學」教學活動，就是一個全新的嘗試。 

後藉此教學活動的記錄來總結學生的回饋，我們可以分成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學習國文興趣的提高。也許本來有一些學生，他喜歡國文，可是國文對他來說，

可能只是解釋翻譯的一些記錄。可是透過小組的發表討論，他可以對此篇章有更多不同的理
解，因此他覺得更喜歡國文，也很期待上國文課。 

第二，語文表達能力的提升。因為透過小組討論，他必須不停地跟同學互動，或者是說
在互動過後，要把同學的學習心得，帶到臺上去發表。所以他在這個過程之中，更知道從哪
些角度去切入去論述，故語文的組織、表達能力都因此提升。 

第三，文本解讀能力的增加。也許之前看到的只是字句上的理解；可是透過在閱讀時候
的討論，他看到的就不只是字句，而是一整段，甚者在文字當中他可以看到了作者真正想要
表達的用心。也就是說，他從原本只是文字的解讀，到文意的理解；在透過討論的時候，更
進一步去想，那麼作者想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他自己的理解跟體會又是什麼？學習至此已
真正達理解、思考、判斷的層次。 

隨著十二年國教的到來，學生差異化將成為高中教室內的常態，並成為課程設計的起點。
如何提升學生閱讀素養，將是國文教學的核心所在。孩子們學習的路途彷彿一條生命長河，
流過亂石轇轕，流過雜草污泥，而在河的兩岸執槳擺渡的，是啟迪蒙昧、振聾發聵的老師。
春風化雨，弦歌不輟，承祧國文教學的責任中，我們相信：花開成簇，水聚為川，只要有愛，
點滴匯聚，就能雕琢心中的天使。老師改變，學生也將跟著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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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左忠毅公逸事〉 課程學習單學生版 (第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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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忠毅公逸事〉 課程學習單學生版 (第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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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訂正後舉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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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訂正後舉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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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訂正後舉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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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訂正後舉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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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忠毅粉絲團」補救教學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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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