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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閱讀理解超能力
∼筆記策略的教與學

一、閱讀理解策略中的「筆記策略」

　　「筆記策略」在閱讀理解策略中的位階，從下圖即可一覽無遺：

理解監控

筆記策略

學
科
詞
彙

摘
要

推
論 自
我
提
問

國中閱讀策略成分表（110.06.02修訂）

前言

　　一般來說，不會有人否認「做筆記」的重要性，我們只要在搜尋引擎輸入「筆記術」

三個字，就可以得到豐富的資料：筆記可以和學習方法有關，所以有《考上第一志願的

筆記本─東大合格生筆記大公開》﹔筆記也和思考模式有關，因此有《麥肯錫、史丹

佛都在用的思考筆記》﹔甚至，筆記還可以與人生夢想連結，例如《筆記的魔力》。

　　然而，在我們的學生中，究竟有多少人會自發性的「做完整的筆記」，而非只是「抄

筆記」呢？更重要的是，國中生到底有無「做筆記」的必要性？又為什麼會需要「做筆記」

呢？要討論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可以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筆記策略」。

教學望遠鏡

文／柯潔茹（臺南市立大灣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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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發現，「筆記策略」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基礎閱讀策略，而從閱讀歷程上來看，完

整的「筆記策略」則包含了「直接理解歷程」與「解釋理解歷程」。換句話說，一位能完整運

用「筆記策略」的優讀者，在做筆記時，一方面必須能直接從文本提取訊息，另一方面，也必

須進一步詮釋、整合訊息。

解釋理解

推論策略

自我提問

直接理解

詞彙策略

摘要策略

筆
記
策
略

　　綜上所述，「筆記策略」不只可以是一種學習方法，更可以是一種思考模式。這個結論

恰好可以用大前研一的一句話來應證：「對我來說，所謂的筆記術並不是用來記下別人說的

話，而是用來整理自己的思緒。」

二、國中生需要「筆記策略」嗎？

　　以目前的教學現場而言，國中生如果只是要應付段考，大多的確只需上課認真聽講，課

後熟讀課本、自修，再多做評量、練習題，學業即能游刃有餘了。因此，在小範圍考試中得

到相同分數的兩位學生，其對課程內容的理解程度，其實很可能存在不小的落差。而這個落

差，通常就會顯現在大範圍的模擬考上，尤其在跨領域、跨章節的綜合型難題上更容易「原

形畢露」。所以，對於國中生來說，學習「筆記策略」究竟有哪些意義與好處呢？

統整與詮釋重要概念一

　　單純熟讀講義，與讓學生自己先綜合課本、聽講內容、講義後再來完成課程筆記，兩種

做法的學習效果會不會有差別？筆者想，答案應該不言而喻。所以，做筆記其實是一種統整、

詮釋的思考力訓練過程。

筆記策略＝自學力二

　　中小學的教材講義就像是「知識懶人包」一般，讓學生可以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一次獲得

大量整理好的資訊。不過，如果過於依賴講義，卻也可能會同時失去思辨能力，從而成為另

一種形式的「填鴨」。因此，我們才需要學習「筆記策略」：從練習正確提取文本訊息開始，

訓練學生歸納、統整、反思與詮釋的能力。而這些對繁雜資訊去蕪存菁與閱讀理解能力的訓

練，更將與未來競爭力成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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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記策略」教學前

摘要策略   找到文本重點
　　在閱讀策略中，摘要策略是所有閱讀理解策略的基礎，而筆者認為國中生學習「摘要策

略」的好處有二：其一，「摘要策略」正好適合作為學生起點行為的前測，可透過「摘要策略」

訓練精確檢索文本訊息的能力。其二，若學生遇到結構較為複雜的課文，對於掌握基本文意

有困難的話，同樣可借助「摘要策略」。

　　摘要策略可分為兩種，「刪除／歸納／主題句」與「用文章結構寫摘要」。文章結構在

閱讀時能引導讀者組織、辨識文本的巨觀結構及重要訊息，提升閱讀理解，因此，國中階段

的摘要策略通常以「辨識文章結構」為主。以下即是「摘要策略」的建議步驟：

三、「筆記策略」＆說明文

　　「筆記策略」的功能，是幫助學生在面對說明性及知識性文章時，不僅可以掌握到文本

重點，更可以有條理的將這些知識納入自己既有的知識架構中。因此在國文教學裡，「筆記

策略」主要常運用在「說明文本」上，除此之外，對學生來說最容易取得的說明文本，還有

社會、自然兩大領域的課本。所以，除了國文課本中的說明文外，學生也可以同時利用社會、

自然教材的課文來練習，讓「筆記策略」成為跨領域、跨學科學習的好工具。需要補充一點，

雖然各學科的「筆記策略」方法大致相似，但性質上還是存在些許差異，例如：地理、生物

圖表較多，著重圖表詮釋；歷史以事件為主，著重找出事件脈絡；生物則因專有名詞較多，

閱讀起來障礙較大。

　　因為筆記策略需運用到許多閱讀策略，所以在正式進行教學前，教師必須先確認學生的

先備知識與起點行為。

摘要大意分類整理圈關鍵詞標句數斷句

「摘要策略」建議步驟

摘要策略
辨識

筆記品質

做筆記

的工具
聽講筆記閱讀筆記

「筆記策略」教學前 「筆記策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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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筆記品質   讓學生對優質筆記有概念
　　透過同一段課文、兩種型態的筆記，協助學生釐清「優質筆記」可能有哪些特質。

　　物質的變化可以依據是否產生新物質，區分為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兩種。物理變化

在過程中只有狀態改變，本質沒有改變且無新物質產生。例如將水倒入製冰盒後放入冷

凍庫內，經過幾個小時後取出製冰盒，發現水已經凝固成冰塊了。將製冰盒放在室溫下

再經過數個小時後，又會發現冰塊熔化成水。化學變化在過程中本質改變、產生新物質。

例如將一支新的鐵製髮夾放在潮溼的浴室裡，經過幾天後，發現原本黑色的髮夾表面產

生了許多深褐色的物質，這是由於鐵和空氣中的水及氧氣反應後生成褐色鐵鏽，鐵與鐵

鏽是不同的物質。

（康軒 110自然二上〈第二章　物質的世界〉）

筆記本

建議使用活頁型的方格筆記本。活頁的用意是為了方便補充與延伸，而方

格的好處則是方便排列對齊，以及較不會干擾版面或限制各種圖表的呈現。

螢光筆

許多人可能會誤以為使用越多顏色、越花俏的螢光筆越好，但其實最多挑

選兩種顏色即可，多了反而容易顯得筆記雜亂。顏色則建議使用綠色、黃

色，但因各品牌墨水的顏色飽和度不盡相同，因此在不影響閱讀的原則下，

可自行斟酌使用。

從以上兩種筆記中，我們可以觀察出「優質筆記」有幾項特點：

1  能完整重現並濃縮文本的重要訊息。

2   能呈現文本的概念或結構，甚至可以跨段落、跨章節。例如：筆記 1只有說明到文本的重
要訊息，而筆記 2除了訊息外，還可以同時呈現出「比較／對照」的結構概念。

3   能使用不同於原本訊息的表徵形式。例如：以符號、圖像、圖表轉化複雜概念。

4  能統整閱讀內容及自己的先備知識。
 

做筆記的工具   四色筆記法＋方格筆記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下將各種與筆記相關的工具一一條列說明。

物質變化

物理變化

狀態改變

本質不變

水→冰

化學變化

本質改變

產生新物質

鐵→鐵鏽

筆記1
物理變化 化學變化

相同 物質變化／狀態改變

相異
本質不變

沒有新物質

本質改變

產生新物質

舉例 水→冰 鐵→鐵鏽

筆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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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筆記策略」教學

　　筆記主要可以分成兩種類型：閱讀筆記與聽講筆記。由於資訊接收管道的不同，兩者的

操作步驟當然也會有所差異，以下便分述說明。

閱讀筆記   
　　「閱讀筆記」指在閱讀文本時，同步將文章內容的重點摘錄下來，直接書寫在書頁空白處

或另用筆記本記錄皆可。透過「做筆記」的行為，讀者可以重新審視、組織自己所閱讀的內

容，許多研究結果亦顯示，單純閱讀與閱讀後還做筆記的人，後者能與文章內容產生更多互

動與連結，哪怕只是在文本上畫記重點，其閱讀理解的成效都明顯優於其他單純閱讀的讀者。

以下為「做筆記」的鷹架步驟說明：

選重點
重點字詞

• 定義字詞
• 邏輯字詞

斷句

句號、問號、分號、 
冒號

標題預測

• 說明文的架構
• 總說／分說

辨結構
分類統整

• 說明文文章結構
• 上位概念

讀大標小標

• 讀出文章重點
• 由大標小標辨結構

轉圖表
轉成圖表

•  說明文結構與各式
圖表的對應

符號圖像

• 縮寫（cm）
• 替換語法（＋－→）
• 圖像

筆記策略「三、七」步

筆記本

建議使用活頁型的方格筆記本。活頁的用意是為了方便補充與延伸，而方

格的好處則是方便排列對齊，以及較不會干擾版面或限制各種圖表的呈現。

螢光筆

許多人可能會誤以為使用越多顏色、越花俏的螢光筆越好，但其實最多挑

選兩種顏色即可，多了反而容易顯得筆記雜亂。顏色則建議使用綠色、黃

色，但因各品牌墨水的顏色飽和度不盡相同，因此在不影響閱讀的原則下，

可自行斟酌使用。

原子筆

建議準備黑、藍、紅、綠四色的原子筆，黑色畫格線、圖表，藍色寫內文，

紅色畫重點、關鍵，綠色寫補充、訂正。原子筆粗細可視個人使用習慣調

整，一般而言 0.38~0.5皆可。

尺

必備，選擇 15公分的尺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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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結構 常見提示詞 建議對應的圖表

描述
特色、例如、特

徵、 包 括、 像

是、舉例來說

心智圖 樹狀圖

列舉

序列

第一、第二、首

先、 其 次、 最

後、 後 來、 然

後、接下來 流程圖

比較
相同、不同、相

似、不同於、雖

然、或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

然而、相較於、

除非 維恩圖 表格、T圖
對照

因果

因為、所以、由

於、 為 此、 原

因、 結 果、 因

此、以至於、因

而、儘管如此、

導致 流程圖 關聯圖 魚骨圖

問題

解決

問題、難題、解

決、 困 境、 為

了、解答

流程圖 關聯圖

（表格內容部分引自：辜玉旻、張菀真〈做筆記策略教學〉《閱讀理解策略教學》106.08）

　　由於大部分學生對於說明文結構、圖表功能都相當陌生，因此教學時，筆者建議可提供

學生說明文結構、常見提示詞與各式常見對應圖表的說明，將有助於學生辨認文本結構，並

選擇合適的圖表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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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乃爾筆記法：又稱「5R筆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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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標題：

線索欄 筆記欄（主欄）

總結

康乃爾筆記法書寫格式

記　錄

在「筆記欄」用條列方式記錄聽講內容。

記　憶

遮住「筆記欄」，只看「線索欄」的關鍵詞，並用自己的話回憶相關細節。

簡　化

在「線索欄」用一個關鍵詞簡化概念。（與歸納上位概念相似）

反　思

課後根據相關資訊，將主要概念補

充整理至「總結欄」，並產生自己

的看法。

複　習

每週一次，利用十分鐘快速複習筆

記內容。

聽講筆記   
　　「聽講筆記」指邊聽邊做筆記，有些聽者會幾乎逐句記錄，有些則只記錄重點，雖然這

樣的差異可能也牽涉到聽者的書寫速度，不過，筆者認為更大的原因卻在「聽者是否有能力

邊聽邊挑選重點」。文本可以重複閱讀，但語音卻是瞬間過耳的，若非有現場錄音，聽講筆

記其實非常考驗聽者「摘要重點」的能力。

　　此外，如果是知識密度高的課堂聽講筆記，大部分都會搭配講義、參考書籍等，因此，

做筆記的方式可以「閱讀筆記」的步驟為主，再輔以聽講筆記的紀錄，讓筆記內容更臻完善。

在所有聽講筆記的方法中，最廣為人知的一是康乃爾大學Walter Pauk教授所發展的「康乃爾
筆記法」，二是「麥肯錫筆記法」，三是「東大生筆記法」。以下分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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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麥肯錫筆記法：適用討論決策

3.東大生筆記法：適用知識密度高的課程。
利用一跨頁記錄一個單元的筆記，放大版的康乃爾筆記法。

19

　　綜觀上述三種聽講筆記模式，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黃金三分割法則」：在聽講筆記中，

通常都分為三個步驟，版面切為三個部分。其中一部分為聽講的紀錄，聽講者在現場通常只

專注於詳實記錄聽講內容，其餘部分則是事後的整理、省思與歸納，也是聽講筆記中更為重

要的部分，需要聽講者吸收、消化內容後才能產出。

A  筆記

上課筆記、聽講內容、教師課

堂上的板書內容

B  整理

課後整理重點（條列式）

C  總結

複習、省思、延伸補充
東大生筆記法書寫格式

課程主題： 主講：　　　日期：

A  筆記 B  整理 C  總結

一個課程單元，版面
一個課程單元，版面為筆記本的一個跨頁
為筆記本的一個跨頁

• • • • • • 結　語 

　　學會「筆記策略」，其實亦代表著學會多項閱讀理解的綜合能力。對於國中生而言，

學生若可以自行讀懂課文脈絡，即代表其有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的能力，上課時也才更有

機會與教師產生深度對話。如前所述，研究顯示哪怕讀者並沒有做筆記，只是在文本上畫

記重點，其閱讀理解的成效都明顯優於只單純閱讀的讀者。因此，「做筆記」不僅僅是抄

寫的功夫，更是一種能進一步訓練我們深度思考、連結文本、統整先備知識的閱讀超能力，

值得您試試看！

A區  現狀

條列客觀事實

B區  解釋

解釋推論每一個現狀

C區  行動

找出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

重點問題：

A  現狀 B  解釋 C  行動

麥肯錫筆記法書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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