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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遠見雜誌舉辦「港都山城新基隆」教育論壇活動

      在多元文化與價值並陳的社會中，我們應該推動怎樣的教育，讓下一代的棟樑能發揮所長，盡其
所能，讓每個領域都有機會誕生「台灣之光」？向來關注台灣教育議題的遠見雜誌在11月6日，邀請
基隆市長張通榮、基隆市議會議長黃景泰、基隆之光陶晴山與鄭桑溪，以及現場超過200位市內國
小、國中的校長老師、公協會專家及關心教育發展的家長，就身為「台灣頭」的基隆，在文化、教
育環境營造，應該怎樣發揮帶頭的作用，深度討論並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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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都山城新基隆--新台灣之光教育論壇

成就每個港都的孩子，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港都山城新基隆-

新台灣之光教育論壇

      基隆，深港之都，環山之城，曾為「基地昌隆」貿易港；現在，這
座依山傍水的美麗城市，將在深厚文化底蘊的基礎上，扎實地做好教
育工作，向外界展現獨特的軟實力。

找到舞台，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成功方程式
      基隆市長張通榮出席與遠見雜誌合辦的「教育文化齊聯手 港都山城
新基隆—新台灣之光教育論壇」時表示，基隆市擁有獨特的地理環
境，既有國際貿易帶來的文化衝擊，也受到在地礦業等舊日文化洗
禮，讓民眾從小就接受多元價值的教育；加上臨近首都
圈，形成絕無僅有的文化特色，也造就諸多來自各個領域的「台灣之
光」。

      「環境不一樣，成功的方式也不一樣了，現在不是士農工商才有出
頭天！」張通榮語氣鏗鏘地強調，他觀察到，「願意把自己歸零，重
新學習，多元文化包容，凡事好奇，加上堅定信念，任何人都有機會
成為新一代的台灣之光」。

       從基隆發光發熱的陶晴山、鄭桑溪老師為例 ，陶老師在2009年入
選《台灣名家美術》100水墨名畫家，作品屢獲國際肯定，是基隆最具
代表的美術家，也是推廣美術教育不遺餘力的書畫家；鄭老師是詳實
記錄基隆發展過程的攝影教育家，去年還獲中國攝影師協會，評選為
中國攝影百家典藏之一；兩位表現優越的藝文大老就是多元造就基隆
之光的最好證明。

      陶晴山認為，「每個生命都是奇蹟，彌足珍惜；並非每個人一開始
就了解自己的天賦和定位，要提醒所有年輕人不要怕挑戰，不要怕失
敗，在錯誤中可以不斷學習、從嘗試中才能發掘自我的潛能。」鄭桑
溪也勉勵大家，「人生的旅程並非坦途，都同樣經歷低潮與高潮，沒
有一個人擁有完美的生命，卻經常在某些時刻體驗到近乎完美的境
界；我們應該相信並努力實踐：一定有屬於你的才華；相信每一個人
都可找到自己的舞台，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發光發熱。」

財政再窘迫，
教育預算也不能少一分一毫
      「地無人才不旺」，蘇格拉底更清楚點出，「教育目
的是造就治國人才」；教育是百年大計，文化是歷史傳
承，做好這兩項工作，才有可能培養人才；基隆市在文
化教育方面的投資極具遠見；張通榮透露， 9 7 年度文
化教育預算佔總預算的28.55%，共計為58億，98年度約
59億，99年度更提高到61億元；歷年在編列年度預算
時，文化、教育預算，都高居各預算首位。
      具體的政策在教育方面，包括了對弱勢學生的照顧、
營養午餐補助、免費教科書、終身學習教育的推廣、校
舍優質化建設等；或是文化方面，基隆文獻的編篡、海
洋文學獎的徵文與編印、七堵舊火車站開放、風動藝術
節、借書證悠遊e卡通、新文化廣場闢建，還有規劃中的
砲台博物館、礦業博物館等，在在展現基隆市政府對文
化教育的重視。

成就每個港都孩子
基隆努力前進的目標

      教育的真諦應該在發掘個人獨特的天賦與找出個人價
值，張通榮相信，每個人都有過人的天賦，並存在著個
別差異，學校本就應提供適性的環境與活動，讓每個孩
子都可以有自己的舞台，提供孩子發掘並發揮自己的專
長；因此，基隆的教育遠景把「適性」視為一個重要的
施政主軸。

      為了讓孩子可以適性的學習， 基隆市以海洋教育的
課程特色提出「推動閱讀教育，提升語文能力」、「建
構數位學習、發展資訊教學」、「發展創造力學習、推
動科學教育」、創設「童話藝術慶典、融合多元文化教
育」、「扶持弱勢學生，強化品德教育」等重要方案；
市長張通榮語帶感性地說，「成就每個港都的孩子，是
我們努力前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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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的提昇，閱讀環境營造很重要

      李家同提倡：「大量閱讀，是基礎教育的起點」，他主張閱讀應該是不受任何的限制，是隨興自
在地看自己想看的書。基隆市文化局在提倡閱讀方面不遺餘力，投入資源編篡基隆文獻、編印海洋
文學獎得獎作品，讓每位市民都有機會閱讀在地古往今來的風采光華；更積極發揮圖書館的功能，
例如一卡通借、通還，圖書證結合悠遊卡、無障礙空間平台、團體借閱和即將開放的線上借閱，民
眾可依方便於他館取書等等。
      除了公共圖書館，基隆市還獎勵興辦的民間圖書館，據統計，目前基隆市包括基隆故事協會在
內，由民間組織、法人或社區、社造成立的民間圖書館，自92年開辦迄今已提出申請者，共計有13
家之多，而其他已開放營運，未申請獎勵者，更超過10家以上。
      基隆市故事協會是一群熱心的家長，自發性組織的推廣閱讀文化團體，自民國94年成立以來，培
訓許多深入校園的閱讀志工；現任理事長沈淑嬿表示，「在帶領小朋友分享繪本的過程中，看到他
們閃亮的眼神，我知道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種下了紀錄，而小朋友的回饋，何嘗不是讓我們完成了
自我實踐。」、「我們經營幸福的氛圍」沈淑嬿的熱忱之情溢於言表。
      讀書為考試、為做官，是過去的迷思，讀書其實是為自我生命的提升和成長，從家庭開始，再把
學校、圖書館、社區串連起來，形成持續的、有恆的「全民閱讀運動」，讓基隆市變成一個快樂的
閱讀城市，這是基隆市最大的願景。

點閱: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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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弱勢孩子機會，教育資源深入每一個需要的地方

      文化與教育互為表裡，有了大量閱讀的文化之
後，繼之有教無類的教育方法，是激發台灣之光發
光發熱的又一誘因。「有教無類」，人無論貴賤、
貧富、智愚、善惡，都是教育的對象；教育工作本
來就是「一個都不能少」，基隆市在協助新住民及
其他弱勢孩子們的教育方面，執行了不少極為有意
義的指標性任務。
      10月14日，在市長張通榮與議長黃景泰的打氣之
下，基隆市教育處結合世界和平會、基隆市故事協
會與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集合大家的力量，
在今年12月底之前，針對基隆市58所國中小的弱勢
孩子們，進行「幸福宅急便，到宅伴讀計畫」，將
閱讀的習慣直接送到每一個需要的家庭裡，預計服
務至少250位以上的孩子。
      黃景泰透露，這項計畫的目標，最重要的是扶持
弱勢學生，縮短落差、強化生命教育與品德教育實
施方案；透過相關的扶弱機制，例如學校的課後扶
助計畫，幫助學生輔導課業；另外，藉由志工們與
學校老師的說故事技能與愛心，帶領貧弱家庭的孩
子們與家長共讀，培養孩子閱讀分享的必備能力，
希望藉此能夠給孩子一個美好的未來與無限希望。

     除此還有夜光天使、國民電腦計畫等，都是
讓弱勢的孩子能在更優質的環境中成長，進而發
揮潛能。張通榮回億，以前小時候生長在漁村，
想要讀書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勉勵每位學
子務必把握閱讀機會，才是脫貧致富奔向小康的
不二法門。
      議長黃景泰則期許，透過「幸福宅急便」家
庭伴讀計畫的啟動，讓所有弱勢兒童養成良好的
閱讀習慣、對讀書更加有興趣；他特別舉「市長
阿伯」張通榮為例，把握機會就讀書，到了60多
歲還能拿到碩士學位；有了市長以身作則，他相
信能讓基隆市閱讀風氣在全國各縣市急起直追、
名列前茅，每天都以閱讀為最快樂的事。
      教育處已在各級學校推動閱讀教育，透過閱
讀電子報將大家串連起來，讓各校的閱讀教育互
相交流。教育處表示，一個計畫的完成單靠官方
或學校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有了這些無私奉獻的
民間團體的協助，才能將閱讀的喜悅，親子共讀
的幸福宅配到家，共同努力形塑孩子的閱讀習
慣，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

點閱: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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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躍鷹颺，海洋教育孕育未來基隆的光亮

      大海是田，蘊藏無限的生機與希望。基隆的海岸線綿長29.6公里，有大小漁港7座與7個附屬島
嶼，擁有北台灣最大的天然良港，各式各樣的海洋經濟產業，以及與海洋相關的專業、學術研究單
位，如：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水產試驗所、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還
有許多文史工作室、發展協會、海洋創意公司與地方耆老等，處處都是基隆推動海洋教育的利基。
      基隆市教育處自93學年度開始分三階段正式推動海洋教育，第一年由中正區的學校先行試辦，第
二階段（94學年度）全市半數國民中小學推廣實施；第三階段（95學年度）全市各國民中小學全面
實施。透過學校教育的推動期望本市的學子由認識地方開始，獲取在地的優勢經驗、培養喜愛家鄉
的情懷，進而將對家鄉關愛化為力量、茁壯自己，回饋地方使家鄉能不斷持續成長，像魚躍像鷹
颺，成就人與海共構的情感。
      余光中在「山海瀑」是這樣謳歌海洋的：「誰都擋不了一條活水，向絕路尋找自己的生路，只
因，在山外把你等待的不是別人，是海。」打開自己，接納大海，也重新尋找教育的生路，在教育
改革的大道，基隆人不曾缺席，透過海洋，在海之路裡，從特色學校的亮點，卓越課程的光點，更
清楚我們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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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活力新基隆靠文化與教育

      基隆，人文薈萃、英才輩出，市長張通榮期許，未來在各方提供的資源與人力下，群策群力用心
經營，盼以「成就每位學生」和「把每位學生帶上來」為目標，並以「重視品格教育的推動」、
「發展在地特色」、「重視健康的生活態度」、「提供多元舞台，支持適性發展」等4大策略，打造
出一個具競爭力、有創意、有活力的新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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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港都山城新基隆專題報導

詳如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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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001～早晨

基隆市武崙國小薛丞堯老師

本文摘要

部落格標題 雷納森藝術學園  http://blog.yam.com/artblog
部落格描述 用熱情與真心探索世界。在這裡，我們學習做個文藝復興人。

部落格分類 設計/創作 設計/創作

建立時間 2007-06-23 20:49:51

                   【靴子】：武崙國小薛丞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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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星星跟大地說再見，

太陽也緩緩的出現在天際線上。

透著純淨的氣息，

早晨來到。

早晨，是生命的序曲；

早晨，是希望的象徵；

早晨，是喜悅的源頭。
 
●靈感來源～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BWV1007  前奏曲
 
 
備註：感謝薛丞堯老師授權本電子報刊載遇見巴哈系列圖文作品。
           本電子報將於今年刊載全部系列作品，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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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第十九屆台北國際書展

本文摘要

展覽地點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二館、三館

展覽日期時間

2月9日(三)至2月14日(一)  共展出六天，展覽一館首日為專業日。
2/9(三)～2/14(一)每日上午10:00～18:00
2/11(五)～2/13(日)，延長至 22:00

不丹主題國   
閱讀，幸福進行式
 
    2011年第十九屆台北國際書展，將以聞名於世的快樂國度「不丹」為主題國，被譽為「喜瑪拉雅
山下的香格里拉」。根據英國萊斯特大學在2006年所公布的「世界快樂地圖」研究，不丹的快樂指
數在全球排名第八，亞洲第一。不丹第四世國王提出的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家幸福指
數）受到全球的關注，這個海拔平均三千公尺的藏傳佛教國家，人口約70萬人，政府的目標是為人
民追求整體的幸福感，而非物質上的滿足，特別重視全民教育、生態保育、傳統文化的維護，成為
台北國際書展近年來最特別的主題國之一。

    2011年台北國際書展自2月9日至14日，在世貿一、二、三館盛大舉行，由行政院新聞局主辦，台
北書展基金會承辦，台北市政府協辦。成為國際間首度邀請「不丹」擔任主題國的書展，台北書展
基金會董事長王榮文表示，「不丹雖是一個小國，但他們對於生活的態度讓全球好奇，因為人民選
擇追求精神上富足，享受單純的幸福理念，就像閱讀一樣能夠啟迪人心，充滿想像及可能性！」而
呼應主題國不丹，2011年書展並以「閱讀，幸福進行式」為主旨，期待能傳達書展探索世界不同文
化的目的，並將不丹的幸福感受傳遞給台灣的民眾。
 
    不丹國名當地語言叫「竺域」（Druk Yul），意為雷龍之地。「不丹」梵語的意思是「西藏旁的高
地」，約有72％的土地被森林所覆蓋，全國約26％的土地為國家公園。保護自然環境成為不丹的全
民運動，並號稱森林覆蓋為亞洲第一。不僅全面禁菸，同時也禁止塑膠袋進口。不丹的前任國王吉
美•辛格•旺楚克提出「國家快樂力」(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在此政策的推動下，不丹雖
然國民所得不高，但是人民的快樂在全球排名中，總是名列前茅，享有免費的醫療，是世界上最快
樂的國家之一。 
  
主題國展覽內容

 
     台北國際書展的「不丹：幸福的國度」主題國策畫有兩大焦點，揭露這個小國幸福秘方，焦點一
不丹的出版產業，規劃專區介紹不丹出版品，呈現其近20類別的各領域出版品，包括醫學、語言、
建築、歷史、文化、環境等書籍。焦點二是介紹不丹的文化特色，如幸福國度不丹的皇家珍藏展與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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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令人拭目以待是不丹的「皇家珍藏」展出，邀請到不丹「三大國寶」首度漂洋過海，來自不丹
國家圖書館及檔案館（Royal Government of Bhutan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典藏品，包括12世
紀流傳至今、號稱佛教最重要的智慧經典《八千誦》（Eight Thousand Verses of Transcendental
Wisdom)、蓮花生大士「見即願滿」古籍、17世紀不丹國父夏宗法王親手簽署文稿，這些珍稀的不丹
寶藏，反映不丹自西元八世紀蓮花生大士將佛法種子散播在此後，佛教哲理的深切影響，同時，也
讓農曆初七開始的書展，洋溢新年祈福的意義。

    不丹的宗教信仰、低污染的大自然及純樸民風，吸引愛情長跑多年的香港銀色情侶梁朝偉和劉嘉
玲於2008年身穿不丹傳統國服在此成婚，透過鏡頭的捕捉，不丹的服飾特色也令人印象深刻，明年
台北國際書展，也將這個幸福國度的美學表現，包括由不丹皇家紡織博物館所珍藏之傳統服飾，於
台灣首次面市，聞名國際的不丹郵票、15世紀由不丹伏藏師貝瑪林巴親手做的栴檀木佛塔、以及建
築藝術等介紹給民眾。
 
    不丹藝術的主要創作動力來自佛教，許多裝飾或建築都嗅得到濃濃的宗教氣息，而被稱作曼荼羅
（mandala）的神祕圖形是最令人喜愛的主題。曼荼羅裝飾著佛教寺廟的牆壁和天花板。由於不丹明
文規定，出席正式場合男女都需著國服，男性是一件式的裙裝，長度及膝，稱為幗(Gho)，女性三件
成套，長度及足踝，稱為旗拉(Kira)，這些不丹的傳統服飾，屆時將於書展中逐一亮相，也象徵不丹
保存傳統文化特色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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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手冊-閱讀護照

本文摘要

      春節期間，親子除了踏青之外，親子閱讀也是一件促進親子關係很棒的一個活動。

      提供教育部親子閱讀書單給所有家長參考。

 

編
號

書名 作者／繪者 譯者 出版社 簡介

1
影子和我 文：林良／

圖：梁淑玲
 國語日

報

鼓勵孩子多觀察、多思考。在陽光下打球，我們的影子是活潑的；欣賞
一窗竹影，我們發現了影子的美麗；做手影遊戲時，影子又成為我們的
遊伴。

2
天空為什
麼是藍色
的？

文：莎莉‧葛
林德列／圖：
蘇珊‧巴蕾

黃郇媖
和英出
版社

天空為什麼是藍色的？小兔子很想知道。好朋友老驢答應要教會小兔子
牠知道的所有事情，沒想到最後老驢反而從小兔子身上學得寶貴的一
課……。

3
癩蝦蟆與
變色龍

文：林秀穗／
圖：廖健宏

 信誼基
金

兩位創作者，從大自然生物特性取材，讓孩子瞭解動物界食物鏈的生
態。豐富的色彩、成熟的技巧，加上緊湊的故事情節，很容易吸引孩子
注意力。

4 我不想長
大

文／圖：朱里
安諾

洪絹 格林文
化

小蝌蚪喜歡搖自己的尾巴，可是有一天早上，牠竟然長出兩隻叫做
「腿」的怪東西，小蝌蚪能瞭解腿的妙用，以及長大的意義嗎？

5
鼴鼠寶寶
挖地道

文／圖：白谷
由紀子

鄭明進 小魯文
化

鼴鼠寶寶等不及爸爸教怎麼挖地道，就興高采烈地自己開始挖呀挖……
當他探出頭一看：哇！這是哪裡呀？一本結合創意與地理知識的有趣繪
本！

6
真假小珍
珠

文：方素珍／
圖：小蘑菇

 天下雜
誌

小珍珠家送來好幾個自稱是小珍珠的機器人，但她們並不像小珍珠，反
倒像家人理想的她，究竟小珍珠要怎麼打敗機器人，才能取回原本的地
位呢？

7
換換書 文：林世仁／

圖：達姆
 天下雜

誌

大風吹，吹什麼？這是大家都熟知的遊戲，衍生為一本你從未見過的
書， 呈現出一個世界、多種視角。只要一點點想像力，世界變得如此奇
異多變。

8 南瓜湯 文／圖：海
倫‧庫柏

柯倩華 和英出
版社

鴨子、貓還有松鼠，每天分工合作，一起煮最美味的南瓜湯，直到有一
天……。一個描繪友誼和分工的溫馨幽默故事。

9
無敵鐵媽
媽

文：大衛卡里
／圖：安娜蘿
拉

黃聿君
格林文
化

我要訂做一個機器鐵媽媽，她會給我吃洋芋片、爆米花，不會每天叫我
整理房間和刷牙。不過，機器鐵媽媽又硬又冷，更沒辦法給我溫暖的抱
抱……

10
媽媽買綠
豆(20週年
紀念版)

文：曾陽晴／
圖：萬華國

 
信誼基
金

作者從幼兒的生活經驗出發，讓我們在閱讀中，享受一種幸福。小阿寶
跟我們一樣，都喜歡陪媽媽去買菜，每次都會跟媽媽說：「媽媽，買綠
豆」。

11
明天就出
發

文／圖：林小
杯

 信誼基
金

本書鼓勵孩子做事要有計畫及行動力，不拖拖拉拉。閱讀起來有節奏
感，內容幽默又帶點哲思，故事結尾的安排，更提醒大家要享受生活的
每一刻。

12
古利和古
拉

文：中川李枝
子／圖：大村
百合子

 
信誼基
金

古利和古拉提著籃子走進森林，走著唱著時，看到一顆巨大的蛋「躺」
在路中央。這時，他們的腦子裡充滿了甜美的想像。但問題是要怎樣才
能把這顆蛋帶回家呢？

13
不要親我 文：佩特拉‧

夢特／圖：莎
賓娜‧威蒙

張婉容
音樂向
上

讓孩子學習如何表達心裡的想法！蓮娜家裡的客人每次都用親親來問候
她，讓她很受不了。她要如何跟大人說出她不喜歡的事呢？

14
姊姊好聰
明喔！

文／圖：莎
拉‧黛爾

楊馥嘉 遠流出
版

蒙果很崇拜姊姊，因為姊姊總能回答他所有的問題，所以蒙果非常信任
她。但本書中的最大問題，卻是由蒙果解決的。本書呈現了溫馨的手足
情誼。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15 大象男孩
與機器女
孩

文：郝廣才／
圖：田中伸介

  從沒能嚥下一口食物的大象男孩，是怎麼樣堅強度過生命中的層層關
卡？是什麼樣的愛，讓他總是能微笑面對困難，努力發出生命的光？

16
因為爹地
愛你

文：安德魯‧
克萊門斯／
圖：R.W.艾利

沙永玲
小魯文
化

當你做了惡夢，是誰立刻走來陪你？當你的鞋掉在床下，是誰跪在地上
幫你細細搜尋？一個溫暖窩心的故事，重現Daddy無條件的耐心和愛！

17 種子笑哈
哈

文／圖：近藤
薰美子

陳怡如 遠流出
版

由種子爆裂、飛灑開始， 以乘風、水漂等等方式，再次落土、發芽、開
花，這些形貌各異的有趣種子，也帶出了美麗的地球圖貌。

18 子兒吐吐 文／圖：李瑾
倫

 信誼基
金

本書透過輕鬆幽默的故事，幫助孩子澄清「吃子會長樹」等生活上的錯
誤傳聞，培養孩子正確和開朗的行事態度。

19 啊，腳變
長了！

文／圖：柯宛
妮

 信誼基
金

本書作者運用超豐富的想像力及創造力，將一個平凡的題材發揮的淋漓
盡致，畫面構成輕快而流暢，充分表達出孩子既有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20
受傷的天
使

文／圖：馬雅  信誼基
金

本書正向的處理了姊妹、家人的情感與態度，並清楚而有力的向讀者傳
達：「心智障礙兒需要的是真正包容與支持的力量，讓他們能夠自主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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