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分鐘說出閱讀思考力

新北市資訊組長工作坊
學習吧 策略總監- 陳逸文



有聽過「學習吧」嗎？

學習吧

PaGamO

不方便說

● 台灣版的 Google Classroom + K-12版的Coursera.

● 每週活躍使用人數第二/三大平台。

● 結合新北親師生平台，一鍵「建班級＋拉學生」

資料來源：https://pro.similarweb.com

https://pro.similarweb.com/


教室裡30-40%的客人

2015年PISA測驗：

同年齡的學生，台灣數學表

現前10%學生與後10%，有6
年差異！

學生程度落差嚴重

充滿挑戰、巨變的時代

英數會考待加強比例近30%

2012年PISA測驗：

高達一成二的學生「未具備現

代社會基本學力」。

孩子未具備基本學力

2015 TIMSS測驗：

台灣高低資源學生平均分數

落差世界第三，教育公平性為

亞洲最低之一。

階級固化日趨嚴重

工業4.0
人工智慧、自動駕駛、IOT、
產線自動化、區塊鏈

47%工作將消失、少子化危機

產業面臨重大變革



不改變的基礎能力？



逸文，如果你們真的想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就做國語文科吧！

貴人、老師訪談



簡單的錄音和繳交

午餐時間變成「選文的朗讀錄音檔」成果展！

從唸報紙到朗讀到美讀，

結合5W1H的閱讀策略和遊戲。

孩子不只表達能力變得更好，閱讀理解能力也持

續增加！

結合 讀報 與 科技



語音辨識 結合課文朗讀，判斷正確率及流暢度

學生下課、在家裡繳交音檔，

老師打開畫面就知道全班

文本朗讀的結果！

還可以批改給予學生回饋！

掙扎

注意

流暢



● 媒體識讀

● 國內/國際新聞

● 閱讀理解評量

● 朗讀語音辨識

符合108課綱的素養課程

每日晨讀十分鐘
讀報＋朗讀

● 大量閱讀

● 訓練表達能力

● 建立自信

● 有助肌肉記憶



資訊組長 - 

孩子數位學習的啟蒙天使
您可以這樣幫助孩子：

1. 把「學習吧 - 國語日報」課程

介紹給老師！

2. 鼓勵老師借用平板/電腦教室。

3. 協助老師匯入學務系統建立班級

協助學生使用親師生平台帳號！

4. 在學習吧平台開課！

5. 加入學習吧  Line  社群



幫助更多的孩子學會 一個小故事...

一起成為孩子學習路上的天使！



超方便建帳號、建班級

1

2
3

4
3秒鐘 導入個人任教班級學生資料

2秒鐘 立即將學生指派到課程





科技可以幫什麼忙？



Output:
關鍵功能: 作業/測驗、課程、課間活動、書籍、影片

影片數: 21,079（觀看：>550萬 次）

書籍：1,674　（觀看：> 89萬 次）

試卷：5,356（作答：>140萬 次）

一分鐘認識 LearnMode學習吧 

Outcome:

註冊人數：>580,000 人

每週活躍使用人數：>20,000 人

開設課程數：>31,000

開課老師：>10,000 人

    我們的願景: 

    每個孩子都擁有基礎的學力，

    並且依照個別的興趣學習不同的內容，

    發揮他們的天賦!



學習吧老師使用金字塔

M

S

Motivation
有動機學

Self-Learning
有能力學

A

L

Fundamental Ability
具備基礎能力

Literacy
將知識與生活連接的能力

素材
影片、書籍、試卷

素材

官方課程
共享課程、語文特色課程

官方課程

個人課程
班級專屬課程，
工具：影片、講義、作業、測驗、音檔

個人課程

測驗/作業

測驗與作業
老師指派差異化任務給學生

數據分析
檢視數據，產出對應教學行為

數據分析



● 學生可以隨時上網找到好的學習資源

● 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進度學習

● 學生可以安全的探索自己有興趣的學習

內容進行自主學習

● 當數位融入學習，課堂中就不再有客人

● 孩子的成績也明顯提升

● 親子共學改善家庭氛圍

● 教會課輔班教學壓力降低

學生翻轉學習

補救教學課中融入

當所有的學習內容都在網路上，過去的不可能都成為可能！



用科技幫助孩子學會

有動機學
內容與平台機制可以引發孩子學習動機

老師的教學方法讓孩子充分參與

 有能力學
平台的機制提供孩子學習路徑和歷程

培養孩子主動學習的能力與習慣

  有基本學力 
脫離補救教學，會考具基本能力（B）

依自己的速度和進度趕上甚至超前學習

能與生活連接  
平台內容生活化、全球化、避免填鴨，

老師以專案式教學法，建立跨領域知識



整理自（陳淑麗與洪儷瑜，2011），低識字量為低於一個標
準差，約佔15.8%

2015 PISA 測驗結果，
台灣，數學、科學全球第4
閱讀由第8 (2012)滑落至23.

一般學生 低識字量組學生

識字量測驗

讀了卻沒有理解！
孩子不習慣數位長篇閱讀



如果有            可以幫家長/老師聽呢？



錯字　少字　多字

可以線上播放或下載音檔

從辨識結果改善口說能力！



除了口說，還需要 大量閱讀與理解



晨讀10分鐘- 培養閱讀、理解與國際觀

● 閱讀技巧與策略

● 成語故事（每天10分鐘）

○ 故事結構

○ 理解測驗

○ 生字詞練習（連結教育部筆劃筆順網、國語辭典）

中年級課程：悅閱欲試-成語故事

高年級課程：一眼看天下 ● 素養＋國際要聞

○ 國家概況

○ 與台灣相對位置、距離

○ 新聞內容(外交部新聞)
○ 新聞小辭典

● 新聞動動腦測驗



>30%
英文會考待加強

可以有英文口說練習嗎？

聽 說 讀 寫

練習不足
老師分身乏術

說



國語文的閱讀理解，給孩子自學力！

英語文，打開孩子進入世界的大門！



英語句型練習與短文朗讀 辨識

自動產生範例音檔！



字母與自然發音課程

陳超明教授團隊與均一教育平台授權

● 教學影片：認識字母、看到字就會發音

● 精熟練習：辨識大小寫、聽力練習、英語辨

識、口說練習

英語閱讀（初階）

博幼基金會授權（對象：國小低/中年級，低成就學生）

● 有聲書：文本＋音檔

● 口說練習、理解評量、延伸學習



學習吧Ｘ國語日報暑期閱讀/朗讀 活動





教會如何運用科技與學習吧平台？

1. 把重複的內容講述交給電腦，

解決尋找專業課輔老師的困難。

2. 輔導可以專心牧養、關懷

3. 讓家長也看到孩子的線上學習狀況

4. 孩子回家也可以自行複習

課輔班

1. 建立線上裝備，提供更完整（PPT、

影音、講義、測驗、作業）

2. 掌握使用數據

3. 免費使用、減少工程人力

線上裝備課程

透過線上教育平台轉化教育

1. 品格教育

2. 兩性教育

3. 生命教育

建立轉化教育的課程



新技術導入市場曲線 

圖片來源：阿摩線上



「我必須修習政治學與戰爭學，

我們的後代才能在民主之上修習數學、哲學；

我們的後代必須修習數學、哲學、地理學、博物學、

造船學、航海學、商學及農學，

以讓他們的後代得以在科學之上學習繪畫、詩歌、音

樂、建築、雕刻、繡織和瓷藝。」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幫助更多的孩子學會 一個小故事...

一起成為孩子學習路上的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