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2019春季號 

 

本期主題 
晨讀十分鐘【2019 春季號】  

如何透過閱讀建立孩子們自己的觀點與視野，學習向內觀照自我，學習向外與社會自然互動， 

是閱讀帶給孩子最珍貴的能力，因為世界就是一個人人都必須閱讀的巨大的文本。 

--郭淑娟老師 
 
封面設計：駱欣梅主任 

【晨讀 10分鐘】一場感動人心的閱讀饗宴 / 基隆市銘傳國中 郭淑娟老師 
【晨讀10分鐘】用閱讀，打開孩子們看見自己的眼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晨讀10分鐘】孩子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雁婷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理解、體諒與認同的溫暖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一)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二)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三)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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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晨讀10分鐘】一場感動人心的閱讀饗宴

基隆市銘傳國中 郭淑娟老師

    從知道銘傳圖書館要舉辦晨讀10分鐘的講座開始，⾝為銘傳國中⼀份⼦的我⼼中就充滿了期待。當
天雖然溦雨濛濛，但是能和⼀群關⼼閱讀的家⻑、老師們⿑聚⼀堂共享閱讀的美好，依然是令我難忘
的經驗。這⼀次的閱讀饗宴由親⼦天下出版社與銘傳國中聯⼿打造，也是親⼦天下第⼀次試辦舉辦專
屬於國中場的閱讀講座，當天活動熱烈掌聲笑聲不斷，⼀直到現在，⼼中的感動還是迴盪不已。

 當天的講座先由閱讀理解雜誌總編輯黃國珍老師開場，主題是「如何透過閱讀，讓孩⼦們帶著⾃
⼰的獨特擁抱⼈⽣」。國珍老師說道，這個世代的孩⼦疏離⽽且憤怒，   ⽽不明所以的孩⼦呈現的憤
怒會比⾃⼰的原本的憤怒更為憤怒--⽽這⼀切都起因於孩⼦沒有的在這個紛亂的世道中找出⾃⼰的立
⾜點，因此才會如此茫然無所依。如何透過閱讀建立孩⼦們⾃⼰的觀點與視野，學習向內觀照⾃我，
學習向外與社會⾃然互動，是閱讀帶給孩⼦最珍貴的能⼒，因為世界就是⼀個⼈⼈都必須閱讀的巨⼤
的文本。溫柔敦厚的國珍老師整場脈絡分明、深入淺出的娓娓道來，帶給在場的與會者全新的閱讀思
維與⾯向，原來閱讀帶給孩⼦們的是如此強韌的巨⼤能量。

 下半場次邀請的是曾獲教育部閱讀推⼿獎的張文銘老師。文銘老師幽默活潑，開場就⽤魔術撲克
牌的⼩活動燃起這場講座的亮點，文銘老師的講座主題是「跨領域閱讀能⼒的養成」，⾝為教育現場
⼀份⼦的我對於108年課綱的跨領域素養的養成相當感興趣，因為素養素養的學習具有跨領域的性
質，並不以單⼀領域為限--因為素養學習並非靜態的、單向性的接收，更重要的是能夠藉由「知識×
經驗×判斷⼒」建立孩⼦們因應社會的複雜⽣活情境需求。當天文銘老師深入淺出地說明主題，精闢
的說明與有趣的舉例讓家⻑和老師都輕易的掌握這跨領域素養的微⾔⼤義，相當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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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台灣社會推動閱讀已是全⺠共識，閱讀被證實能夠⼤⼤提⾼學⽣的學習與閱讀興趣、邏輯思
考⼒、語⾔表達能⼒。當天的活動在銘傳國中團隊、親⼦天下團隊、基隆何嘉仁書店與提供當天飲品
餐點的贊助團隊(居然還提供了時下最流⾏的蜂蜜檸檬飲)共同⿑⼼協⼒下流暢⽽圓滿，每⼀個與會者
都收穫滿滿，⽽將這滿滿的收穫帶回去與孩⼦們分享，讓孩⼦們都可以在閱讀的天地裡看⾒世界，⾶
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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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晨讀10分鐘】用閱讀，打開孩子們看見自己的眼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晨讀10分鐘】孩子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雁婷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理解、體諒與認同的溫暖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一)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二)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三)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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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10分鐘】用閱讀，打開孩子們看見自己的眼睛

基隆市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最先知道親⼦天下團隊在尋求國中端晨讀⼗分鐘講座合作學校的時候，是在107學期初。親⼦天
下推動的晨讀⼗分鐘是教育現場親師⽣認同度很⾼的閱讀推廣活動，此活動已經被證明是養成中
⼩學⽣主動閱讀習慣最有效的辦法之⼀，不但能夠提升孩⼦的閱讀興趣⽽且夠改善班級氛圍，進
⽽優化孩⼦們的深度思考⼒與批判⼒。透由台北市萬興國⼩曾品芳老師的訊息傳遞，得知親⼦天
下團隊改變以往模式第⼀次推動「專屬於國中親師」的閱讀講座，銘傳國中就積極的和親⼦天下
的主辦⽅聯繫這難得的機會。

    ⾃九⽉初起前置作業開始起跑準備，⼀直講座前⼀天與親⼦天下和何嘉仁閱讀團隊場地布置到
七點多，但是這⼀切都沒有辦法打消我看過氣象報告後的憂⼼。「不知道線上報名的閱讀夥伴們
會不會準時到場呢？」凌晨四點被淅瀝的與聲驚醒的我不禁這麼想。所幸與會者陸陸續續的蒞臨
銘傳國中圖書館，原本排定的座位不敷使⽤後⼜加開⼩會議室的空間。看著講者依著講綱切換著
簡報，講座的如⽔般節奏流暢的進⾏，參與夥伴們的⼿機⼀直拍個不停，全場笑聲和掌聲持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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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直到最後的座談會為⽌都沒有⼀個⼈中途離席……感謝和感動滿溢著胸臆。誠如⼀位與會的
家⻑說道：「推動閱讀，⼀個⼈可以⾛得很快；但是⼀群⼈⾛，才會⾛得很遠。」閱讀教育不是
語文的教育，⽽是能⼒的教育：透過閱讀的功能性，孩⼦們能夠將閱讀實⽤的與⽣活情境相結
合；透過閱讀的批判性，孩⼦們能夠省思評鑑、能夠統整解釋，有脈絡能思考的去探索未知的世
界。終有⼀天孩⼦會離開課本、離開老師、離開學校，但是孩⼦們終其⼀⽣不會離開閱讀。只要
能夠建立閱讀⼒，孩⼦就夠透過閱讀⼒建構⾃⼰的思辨⼒與競爭⼒，打造終⾝學習的續航⼒；只
要能夠從閱讀中建立觀照⾃⼰的能⼒，孩⼦們就能夠強化⽣命的韌性，進⽽在⽣命的幽⾕中再發
現那道屬於⾃⼰的溫暖陽光。

    能夠這樣透過閱讀改變⼀個⼜⼀個的孩⼦，這就是推動閱讀教育最動⼈的地⽅。

    謝謝當天到場打氣的課程教學科雨潔科⻑、謝謝⼀直⽀持校園閱讀推動的文璋校⻑，更謝謝當
天協助的全部團隊夥伴們與蒞臨現場的全部家⻑與閱讀同好們，相信有⼤家的⿑⼼協⼒，閱讀的
芬芳⼀定可以傳遍校園的每⼀個⾓落，馨香社會的每⼀個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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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10分鐘】一場感動人心的閱讀饗宴 / 基隆市銘傳國中 郭淑娟老師
【晨讀10分鐘】孩子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雁婷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理解、體諒與認同的溫暖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一)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二)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三)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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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10分鐘】孩子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雁婷主任

107年11⽉17⽇親⼦天下晨讀10 分鐘國中教師研習，感謝由銘傳國中閱讀推動教師林季儒老
師歷經數⽉的協調規劃下，⾸度於基隆舉辦；這場由親⼦天下主辦，配合⼗⼆年國⺠基本教育新
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推動，為國中教師安排的研習活動，所邀請的⼆位講師，作家黃國珍老師與
台中市光德國中張文銘老師，都是⼀時之選，吸引了近百位教師與家⻑參加。

黃國珍老師博學儒雅，富有磁性的聲⾳娓娓道來閱讀的重要性，閱讀和⽣活的連結，我們如
何透過閱讀來認識⾃⼰，和他⼈互動，理解我們存在的這個世界，閱讀與未來競爭⼒的緊密關
係，⾝為教師，閱讀教育的推動，不只是政策，⽽是對⽣命的看重；⼗⼆年國教新課綱強調的跨
領域課程與素養導向教學，就是哲學家杜威所說的「教育即⽣活」，真實的世界不分科，透過閱
讀汲取知識，應⽤在⽣活上遇到的問題或需求，⾃然⽽然展現出的想法與作法，就是素養，就是
⽣命的養分。黃國珍老師深入淺出給素養下的註解，令⼈茅塞頓開。國珍老師也語重⼼⻑地提醒
我們「孩⼦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這句話真的令⼈警醒，我們常
常寄望我們的孩⼦成為國家未來的棟梁，社會的中流砥柱，然⽽我們在教育現場，⼜培養他們什
麼樣的態度與能⼒呢？熟讀講義重點與熟練評量題型，或許就像國珍老師直指現在學校教育的問
題，偏重知識的學習，缺乏從閱讀中培養擷取、應⽤、統整、思辨、追尋答案並提出問題的能
⼒，因⽽孩⼦們如何培養⾯對未來挑戰的能⼒，令⼈擔憂。最近在學校和同仁們討論新課綱的課
程取向時，總綱中「⾃發互動共好」的課程願景，雖是理想，也是⾯對未來世界所需要的⽅向，
相信⼤家都能認同，只是⾯對未知，踏出原本的舒適圈，朝理想的⽅向前進，這也是⾝為第⼀線
教師的挑戰。⽽教育部閱讀推⼿張文銘老師已經在他的國文課堂上進⾏改變，將學習的內容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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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聚焦在課本之中，⽽是藉由最新的時事與訊息帶入課堂內，融入於課室與教學之中，讓學⽣們
感受到閱讀就在⽣活中，寫作亦然，從素養到⽣活，深耕於學⽣的⼼中，⽣活有感，環境有知，
才能談得上素養。

整場三個⼩時的講座讓老師們獲益良多，意猶未盡，度過⼀個充實的週末早晨，也希望未來
能有機會再邀請黃國珍老師和張文銘老師到基隆，帶給我們不只是閱讀素養的提昇，也是⼀帖教
學上的⼼靈雞湯。

點閱:1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019春季號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晨讀10分鐘】一場感動人心的閱讀饗宴 / 基隆市銘傳國中 郭淑娟老師
【晨讀10分鐘】用閱讀，打開孩子們看見自己的眼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理解、體諒與認同的溫暖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一)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二)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三)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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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小繪本大世界】理解、體諒與認同的溫暖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本文摘要

感謝 基隆市文化局授權轉載。
文章轉載自基隆市文化局《文化開傳》月刊一月號。
 
本文圖片由小光點出版授權使用

書名：《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作者：文/板橋雅弘 圖/吉田尚令

譯者：林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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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看過這樣的例子：一群小朋友準備要演出舞台劇，每個孩子都想扮演王子或公主，沒有人想要演配角，更別說要演壞蛋了，這除了跟家長的教
養方式有很大的關係之外，從一個小朋友的心理發展來說，喜歡扮演正向的主角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孩子又是怎麼看自己的父母呢？其實心情是類似
的，大部分孩子也都希望自己的父母是正向的或是了不起的人，那麼，如果發現父母是個壞蛋，孩子會有什麼反應呢？讓我們來看看這本可愛的繪本。 

    一位小男孩在爸爸開車上班時躲在車上，因為學校出了一個作業，要小朋友寫「父親的工作」，他決定去調查一下全身肌肉的爸爸到底在做什麼。小
男孩帶著疑惑的心情，跟蹤爸爸進入一個大型體育館。在體育館裡一位面惡心善的叔叔帶著他進到場內，並對男孩說：「好好看著你爸爸的工作吧！」
小男孩認出擂台上兩個摔角選手：「紅色角落的是飛龍喬治，藍色角落則是蟑螂假面。」可見他平常有觀賞摔角節目，只是他沒有想到自己的爸爸就在
擂台上。比賽開始，單純的小男孩跟其他觀眾一樣，支持正義的伙伴飛龍喬治，當蟑螂假面使出狡猾手段攻擊飛龍喬治的時候，小男孩一時氣憤喊出了
爸爸平常罵他的話：「只會做壞事的話，是無法成為了不起的大人喔！」面具下的眼睛嚇了一跳，小男孩也嚇了一跳，他猛然發現蟑螂假面竟是自己的
爸爸！ 

    平時教他不能做壞事的爸爸，現在卻在他面前變成了大壞蛋，這對於一個純真的小男孩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打擊，內心想必充滿了憤怒、尷尬與失望的
複雜情緒吧，所以當飛龍喬治打敗蟑螂假面，觀眾興高采烈之際，小男孩根本高興不起來。看著觀眾們離場時露出開心的表情，爸爸對小男孩說：「如
果少了壞蛋的話，正義的伙伴也無法大顯身手了對吧？爸爸是為了大家才努力去做壞事的。」懵懂的男孩，不大明白在這樣一場表演中，爸爸只是扮演
壞蛋的角色而已，但終究是自己的爸爸，小男孩不忘摸著爸爸的手臂關心的問：「不痛嗎？」爸爸則是用正義伙伴般的表情笑著說：「雖然會痛，但爸
爸會當作不痛的。」看似輕描淡寫的回答，卻充份顯露出為人父親的驕傲與溫暖，這樣的父親不也像是個了不起的英雄嗎？ 

    小男孩最後的對話也很有趣，他對爸爸說：「就算是壞蛋也沒關係，下次要贏喔！」天真的期望，表現出對爸爸的心疼與鼓勵，莞爾之餘也令人感
動。繪本最後一頁呈現出小男孩完成的作業，上面用注音符號寫著：「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我長大以後，也想要變成跟爸爸一樣的大壞蛋。」可愛
的童言童語，講的當然不是真的要去作奸犯科，而是在似懂非懂的幼小心靈中，因為對爸爸工作的理解與體諒，進而產生了一份認同感，小男孩想要成
為的，其實是像爸爸這樣為了家人努力工作，即使扮演的角色不夠光鮮也願意盡力表現，即使滿身疲累也不以為苦的平凡英雄吧。 

    除了親人之間需要更多的理解與體諒，整個社會其實也非常需要，尤其在這個日趨開放自由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經常存在著過度的自我意識與偏
見，不願去理解他人的處境與背景，自然不會產生所謂的體諒與認同。誠然，這個世界並不完美，也的確存在著不少作惡與欺瞞之徒，但是在大是大非
之外，仍舊可以期望多一些的理解、體諒與認同，我們就把小男孩與爸爸的暖心小故事當作一份親切的體醒吧。

點閱:1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019春季號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晨讀10分鐘】一場感動人心的閱讀饗宴 / 基隆市銘傳國中 郭淑娟老師
【晨讀10分鐘】用閱讀，打開孩子們看見自己的眼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晨讀10分鐘】孩子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雁婷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一)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二)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三)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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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本文摘要

感謝 基隆市文化局授權轉載。
文章轉載自基隆市文化局《文化開傳》月刊三月號。
本文圖片由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寂靜的聲音》
作者：文/卡崔娜•金齊藤，圖/郭香宜
譯者：游珮芸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靠五官來感受與探索這個世界，各種感官當中，使用最頻繁、也是我們最依賴
的，莫過於視覺與聽覺了，許多訊息都是透過影像與聲音來傳遞，而我們也都習慣了這樣的傳遞方
式，在這媒體爆炸的世界，每天有大量的影音訊息刺激著人們，接觸大量刺激，的確豐富了人們的生
活與想像，但隨著口味越來越重，加上紛亂訊息充斥，也經常導致感官麻木，降低了分辨的敏感度，
反而陷入混惑的狀態。相較於聽覺，我們的視覺是占用更多大腦資源與能量的，如果連視覺都趨於麻
木與混惑，那麼聽覺又當如何？今天要介紹的繪本，就是在探討聲音，事實上不只是聲音，但我們還
是先從聲音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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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場景在日本東京。一天早晨，小男孩祥生滿懷期待的出門，打著傘走在東京的街道上，祥
生覺得東京就像是一座演奏著交響樂的音樂廳。他聽著自己在雨中行走時發出的各種聲音，這些輕快
的聲音讓他的心情也輕快起來。或許很多人會覺得下雨天有諸多不便與不適，但祥生卻能以好奇的
心，感受並欣賞這些聲音，在雨中自得其樂。突然，祥生被一個奇怪的聲音吸引，原來是一位古箏樂
師在調音，他聽了古箏的演奏之後，對這個從沒聽過的聲音感到很喜歡，他也好奇的問起樂師最喜歡
的聲音是什麼，樂師說：「最美麗的聲音，就是日文的『間』，也就是寂靜。」這個回答開啟了祥生
的思考與追尋：「我可以在哪裡找到寂靜呢？」 

    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祥生心裡，他一整天都在找尋「寂靜」。在學校裡一直會有小朋友的吵鬧
聲，放學後他走到操場邊的竹林裡，那是他所知道最安靜的地方，可是，即使在那裡，還是有風吹竹
葉的聲音，「那很美，不過，並不是寂靜。」在走回家的路上，祥生努力聆聽，他熟悉很多種聲音，
「有大聲的、柔和的、尖銳的、還有平和的，可是，沒有寂靜。」在餐廳裡、在浴室裡也都沒有寂
靜……隔天一大早，祥生提早出門，他的心裡還是一直想著：「究竟在哪裡才能找到寂靜呢？」大清
早的校園，教室空無一人，感覺很陌生，祥生坐在靠窗的位子上讀著喜歡的故事書，讀著、讀著，忘
了自己身在何處，突然間他感受到內在的寧靜，「一種祥和的感覺，就像是下過雪的庭院，又像是攤
在陽光下曝晒的羽絨被。」祥生找到寂靜了！ 

    在一個專注忘我的情境中，祥生對寂靜有了一番頓悟，這頓悟看似突如其來，但實際上是因為祥
生有著一顆好奇並樂於探索的心，他不把日常生活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能夠敏銳的去感受各種聲
音，我們可以說他的好奇探索和敏於感受維繫了感官的新鮮度，這都是他能夠有所頓悟的重要特質與
準備，想像一下，如果祥生是一個對周遭聲音麻木無感的孩子，他還能有這樣的頓悟嗎？作者表示要
把這本書獻給世上每一位小祥生，想必也是要鼓勵大家常保好奇與探索的敏感度吧。基於這份期許，
作者特別在書中運用許多模擬、形容或比喻的手法來描述各種聲音，有些是單純的聲音呈現，有些還
帶著詩意與情感，例如在描述古箏樂師的笑聲時，是這麼寫的：「她的笑聲就像是起風時，媽媽的花
園裡搖晃的金屬風鈴。」在閱讀本書的時候，不妨好好的感受各種聲音的趣味。 

    當然，這本書最大的主題是探索「寂靜」，故事最後提到：「它在祥生奔跑時，踏出的一步和另
一步之間；它在竹林裡，風暫停吹動的時候；它在全家人吃飽飯，開心滿足的那個片刻……」祥生體
會到：「寂靜就存在聲音與聲音之間，它一直都在那裡。」所以，「無聲」就等於「寂靜」嗎？從表
面辭義上或許說得通，但是恐怕沒有那麼簡單。神話學者坎伯(Joseph Campbell)曾對「永恆」這個
詞提出觀點，他認為所謂的「永恆」並不是一個時間長短的問題，「永恆」是一種獨特的狀態。如果
以這樣的思考來看日文的「間」或是「寂靜」，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寂靜」並非聲音有無的問題，
而是一種獨特的狀態？這個狀態應該體現在內心的平靜，而不是外界聲音的間斷或中止。想要掌握這
種狀態，是需要練習的，練習的方式並非關上耳朵，也不只是期待無聲的環境，反而是要深刻探索，
敏於感受日常生活，但又不要隨波逐流，之後才能淬鍊出平靜的力量。如果不想被嘈雜的世界淹沒，
追尋內在的平靜將會是一門重要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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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Kanimelaan a lonalonangan i Ney-liw

寶貝內寮濕地

我是斑龜，我家住在基隆市內寮濕地，它屬於人工濕地，可別小看這片小
地，它是很多動物的家。 

O ralokoh kako,itiraay i lonalonangan no Ney-liw no Kilong ko
paloma’an ako, padeteng han no tamdaw a misalonang, o maan ko hat
palonangan kasaan, adihay ko masamaamanay no fao itira a paloma’.

 

    現在，請大家將目光轉移到我的頭和尾巴，因為我們頭部佈滿條狀斑紋
稱為斑龜；我們有著長長的尾巴，也稱為長尾龜。我們是台灣最普遍的本土澤
生族群龐大。但近年來遭受到外來種巴西龜的威脅而逐漸減少中。 

    Hatini i, pasayra ko pi’araw ita i fongoh ato wikol  ako,Sator
san ko tilid no fongoh niyam, pangangan han kami o ci torisay a la
,ira ko toedaway a wikol , o roma i ci kawikol a ralokoh han a pang
matenakay i lonalonangan no Taywan a ralokoh kami, o masamaamaanay 
lonalonangan ato alo haliki matenak kami, saalomanay a alalokoh i p
iraay koya roma a mariangay, nano i Pa-siay a ralokoh, malowanamalo
kami.

 

    我在內寮濕地居住了十幾年，堪稱是這裡的老住戶，我有很多鄰居，他們
的好朋友，我現在帶著大家去看看我居住的地方順便拜訪牠們吧! 

    Mo’etepayto a mihecaan kako itini iNey-liw a lonalonangan, o
sahalakatay kako itini a paloma’, aloman ko fiyaw ako, saeto tada 
widang ako cangra, atata keriden ako kamo a mi’araw a miliso to w
ato o paloma’an 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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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拜訪內寮濕地的花仙子，常常可以看到她們在濕地的花叢間穿梭，翩
舞，她們就是美麗的斑蝶。 

Kaayaw i, o samakapahay niyan itini i Ney-liw, malarid a ma’ar
piaa’efer tona lonalonangan, wata! hato makero’ay ko ka’efer nga
tadamakapahay a ‘apapang cangra.

 

    我們斑蝶是蝶界中色彩鮮豔、動作優雅，是最有氣質的仙子。我們居住在
地，真幸福! 

    Samakapahay a tomeli’ a maliemi’ ko tilid no tiring, saka’ep
sako wikawik no tiring niyam itini i po:long no ‘apapang . tadama
to ko ka’orip niyam itini Ney-liw a lonalonangan sa!

 

    這裡有我們最愛的植物－光冠水菊和馬利筋。我們吸食光冠水菊的花蜜後
就會變慢，所以人們戲稱光冠水菊是斑蝶的毒品。 

    Ira itini ko kaolahan niyam a hana ato kilang.ora odax no hana 
micepcepan niyam maherek to a micepcep tora odax maosoy sato ko
ka’efer,cisawarakay a ‘apapang han no tamdaw kami.

        

因為我們色彩鮮豔，很容易被獵食者發現，但是最毒婦人心，我們從小就
的蘿藦科或夾竹桃科的植物，所以練得一身毒，掠食者吃了我們，就會將這些
苦的記憶留在基因裡，所以有一些掠食者看到我們就像見鬼一樣一溜煙就逃

    Nawhani oya tomeli’ no tilid niyam, ma’araw no malakakaenan n
mikaenay i tamiyanan, orai nano wawaanho o cisawarak a odax no hana
mikaenan niyam, makaen niyam kora hana cisawarakay to ko tiring niy
makaen no mikaenay i tamiyanan mawarak cangra, matelito i foloco’ 
o miwarakay ko hatiniay a apapang sato, ma’araw to no mikaenay i
tamiyanan, malecad to ma’araway ko kawas a matalawto a milaliw.

 

現在要拜訪內寮濕地的重量級人物，他常常不修邊幅，蹲在樹上或是住戶
極了火雞。

 Tayra to a miliso to tadacitanengay a tamdaw,makakaditay a ‘a
cingra,alatek itiraay i ca’ang no kilang a matokenec,alatek tiraay
fawahan no loma’loma’an,hato simingciw a ‘arawen.
 
    哼!斑龜老弟你近視又增加了嗎? 說我像火雞，我在空中遨翔時英姿颯爽
粉絲為我尖叫，追著我拍照。

    Hen! safa lalokoh matongalayto haw ko kapohaw iso



? o simingciw sa kiso tokowanan, ano ma’efer kako i kakarayan wa:t
katanestes ako, a:dihayay ko maolahay i takowanan, milefod i takown
misasin to katanestes ako.  

    我是大冠鷲伯伯又叫做蛇鷹，顧名思義我就是以蛇為主食，在台灣原生猛
重量及體積僅次於林鵰。因為我們太胖了，常需要借助熱氣流的協助，才能順
天空。我常常利用好天氣的時候，在內寮濕地的上空翱翔找尋食物。

    O kowaw kako oroma a pangangan takowanan i o onel lidep hananay
ko tadamikaenan ako,o tadamali’angay to i faofaoan no Tay-wan,kare
ta’angay ko tatirengan ako, safa ho no Lin-tiw a lidep. Tadamaso^s
kami, oya rakat no faedetay a fali ko saka ‘efer niyam i kakarayan
nga’ay ko romi’ad i, ma’efer kami i kafekang no lonalonangan no 
a mikecor mikilim to kakaenen.

 

    現在來拜訪喜歡撐竿飛的高手―蜻蜓，蜻蜓大哥有一對迷人的大電眼，
有力的透明翅膀，可以使他振翅高飛；修長的腹部，在天空中飛翔，有如翩翩
君子，吸引眾人的目光。 

    O tompo to ko miliso’an ako hatini, maolah pamo’ecel han nira
ma’efer i satakaraway a ‘aol, malikatay ko mata no niyam ato sano
kalasay a sapikpik , ya tiedaway a tiyad sakanga’ay no mira a miaa
i kakarayan, pasayra sa ko mata no alomanay a mingengen to ka’efer
tompo, wata ko kakapah no piaa’efer.

    蜻蜓大哥喜歡停棲在直立莖上，有如人類撐竿跳的竿子，靜靜的等待他
現。雌蜻蜓產卵在濕地的水草，牠們的稚蟲水蠆在濕地的水中快樂成長。

    Maolah ko kaka tompo pasela’ i moecelay a awakay, hato o sapio
tamdaw toya mifetiran a ‘aol, tatalasato kasadak no kaying nira.
kacifitaolan to no tompo i rengosrengosan no lalonang, itira to i
lalonangan ko wawa nangra a mala’ad.

 

接下來拜訪常常被張冠李戴的豆娘弟弟。

豆娘弟弟常常被誤認為是蜻蜓大哥，雖然常被張冠李戴但是牠們同是蜻蛉
蟲，長得很像，但是身材就比較苗條嬌小。

    Roma to mapararid a lisoen no nimanima ci facacido’.

Marawraway no cimacima to kalecad no facacido’ ato tompo kaka, ma
tatapangan no liteng nanra, halaw malecd a arawen no romaroma,orai



ma’okakay ko tatirengan nira.

 

     雖然我們的體型較為纖弱，但是我們也是昆蟲界的狠角色，我們是肉食
蟲，擅長捕食空中的小飛蟲。

     Ano maokakokak to ko tatirengan niyam i, kafahekaan namo i tam
o maoripay a fao ko mikaenan niyam, o kafana’an niyam i milepel to
maeferay a fao.

    有時還會看見，體型較弱的豆娘會被體型較大的蜻蜓和豆娘吃掉，場面
腥，這是沒辦法的事，在自然界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Alateki maaraw ho komaen to ta’angay a tompo ato facacido’,
katalawan a ma’araw ko hatinay, samaanen hatiniay ko saka’orip no
tacelan, ano awa kono miso a icel matapi to no romaroma.

    現在斑龜叔叔就來教教大家如何分辨他們：
    蜻蜓的稚蟲以直腸鰓呼吸，而豆娘的稚蟲以尾鰓呼吸。

    Hatinitoi ci lalokoh faki a pasifana’ kitanan samaaen a mi’ar
kasiroma ngara:

    wawa no tompo i pakayniay i tinai nangra a masasela’, ono faca
wawa pakayniay i wikol ningra a masasela’.

 

一雙複眼的間距：Iraay ho ko roma a mata nangra

    蜻蜓的複眼是彼此相連。Ono tompo a kaniway a mata i malalitingay

    豆娘的複眼是分開的。Ono facacido’ a kaniway a mata i malaliyas

 

停棲時翅膀的形狀：O pinangan no sapikpik nangra a pasela’.

    蜻蜓是平展在身體的兩側 Maselakay ko sapikpik no tompo.

    豆娘是合起來直立於背上。Matatekipay ko no facacido’ a sapikpik

 

腹部的形狀：O tiyad i

    蜻蜓的腹部較扁平，也較粗Timpi’a kofetol kono tompo a tiyad

 

    豆娘的腹部較細瘦，呈圓棍棒狀。Kihapic a kimolo ko no facacido’
tiy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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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大家都走累了吧!來吃草仔粿。

    Malolayay to kita a romakat! ta komaen kita to mipalamlamman a
fangsisay a rengos a tolon.

    什麼吃我? 斑龜叔叔，您的玩笑可開大了吧!

    誰叫你睡在葉子上時，看起來像極了草仔粿。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台灣特有種，而且是保育類的青蛙。

    Maan kaenen namo kako? lalokeh faki, malawlaay to kiso yo!

    Hacima mafoti’ kiso i papahan i malecad to mipalanlanman a fangsi a
rengos a tolon a arawen.

    Tada takola kako itini i Tay-wan, cowa to kapapina  kami padetengan 
mihimaw pa’orip.

 

    你們有聽過青蛙會在冬天叫？而且還會挖洞？ 

    Matelinglay namo ko honi no takola’ to kasienawan haw? mafana’ay h
a mimokmok i seraseran?

 

    沒錯，我們就是台北樹蛙，專挑與眾不同的事做。

    Hai, o rowaro no Tay-pak kami, cakalecad ko mitayalan miyam to
roma’ay a takola’.

 

    可別小看我們，我們可是台灣青蛙多項紀錄的保持者，說出來會嚇死你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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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iniay san kamo tamiyanan, adihayay ko kafana’an no niyam to
masamaamaanay a demak i Tay-wan, ano parayarayen a pasowal maceko’ kamo

 

1. 我們是不怕冷的第一名(因為我們在冬天繁殖)。

    Saka cecay.owa katalaw kami to kietec.(i kasienawan kami a ci wawa).

 

2. 我們也是唯一會築巢的青蛙。

    Saka tosa.kami aca ko mafana’ay a misadipong a takola’.

 

3. 我們居住的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Saka tolo.itraay aca i Ki-long a masaopo o ka’oripan niyam a maci. 

   

    因為雌蛙在產卵前，會先踢出泡沫，再將卵產在其中，蛙卵就在這泡泡窩中孵
成小蝌蚪，下雨的時候，就可以隨著雨水流到池塘或濕地裡。因為基隆冬天多雨，
利於我們繁殖，所以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Safolangen ho nira nga, ofocen to nira ko fitaol itira toya
misafolangan nira, tahira malafananilo, kaoradan to i, hakelong han to k
nanom no orad tayra tangko ato lonalonangan. makaorad ko Ki-long to
kasienawan, tatodosan to ka’oripan niyam, o kasaopoan no rowaro no Tay-
pak ko Ki-long.

 

我們現在要來拜訪極微小鄰居，要仔細看唷！他長約一公分左右，他可是水陸
棲唷!如果要看仔細，我就把他用微距鏡變放大一點!

    Oroma to a fiyaw ko milisoan niyam i hatini, singelaen a mi’araw ng
mimingay cangra,nga’ayay i nanom nga’ayay i hekal a ma’orip cangra yo
Ano singelaen a miaraw, miala to sapataangay a dadingoan nga mahapinang 
‘arawen.

 

哈哈!看見了嗎？我們跟烏龜一樣是兩棲，但我們是昆蟲，我們叫尺椿，是兩棲
椿象。

    Ha ha ! maaraway saw? malecad kami to lalokoh nga’ay i nanom ma’or
manga’ay ho i hekal a ma’orip kami,o fao kami,o faluyan kami.



 

我們的頭部長得跟一支火柴棒一樣細長，最特別的是我們的複睛，長在棒形頭
的中間，一雙複眼長得像奶雞(荔枝)一樣，可愛吧!

    Sanoteking sanay ko fongoh niyam satiedaw saan, o kasaroma no mata
niyam ko kafahekaan namo, itiraay I tatenokan no fongoh ko mata niyam,
sanokingkingay koya kaniwway a mata , kahemakan haw!

 

我們喜歡生活在有藻類的水域，像大水黽一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動作就
多了。早年的稻田可以看見我們，但是由於濫用農藥的緣故，所以我們就變得非常
有了!

    Maolah kami i damadamayay a ma’orip, malecad kami to faluyan,
mafana’ a lomakatay i fafekang no nanonanoman, orai maosoyay ko kalomak
niyam. itiyaho maaraway ho kami i facafacalan, mipasapaiyoan to kono
aniniay a facal, halaw cowa to kahakowa kami.  

 

    拜訪完內寮濕地幾位鄰居後，斑龜叔叔有些話要告訴大家：

    Mahilalek to ko piliso’to fiyawfiyaw no lalonangan no Ney-liw, ira 
sowal nilalokoh faki titaanan:

    歡迎大家來內寮濕地玩耍和拜訪我們。

    Maolah kami tamowanan a tayni Ney-liw a misalama ato maliso’
tamiyanan.

    請尊重我們生存的環境，Sanimelaen to ko ka’oripan no mita,

    請不要隨意捕抓我們，Aka lepelen kami,

    更不要拿外來種的生物來放生。Aka a simaan palafac to romaromaay a fao
pa’orip itini.

    希望在大家的愛護下，Nanay sanimelaen olahen ita,

    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內寮濕地快樂的成長。

    Ira ko pisalamaan no wawawawa no mita itini i Ney-liw a malipahak
mala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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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本文摘要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2月12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80012675號函

為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及課程目標之概念，以學生為主體，將自發、互動、共好落
實於閱讀教育之推動，並將閱讀素養納為閱讀教育之核心，爰訂定旨揭計畫，期透過落實閱讀教育，以開
拓學生的國際視野，培育未來人才。

上開計畫就「自主閱讀學習」、「閱讀資源共好」、「閱讀行動擴展」三大構面，發展出自主閱讀學習課
程與教學模式、挹注偏遠地區學校閱讀資源及進行國際閱讀議題交流等8大工作要項，據此擬訂具體執行策
略，逐步提升國中小學生閱讀素養，並達增進閱讀教育之辦理成效與發展方向；旨揭計畫實施期程自108年
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壹、緣起 
        閱讀教育自民國 90 年推動至今，長期投注相關資源，以建構良好閱讀 環境，提升學生之閱讀能力。教育
部並於 97 年至 106 年，提出推動「悅讀 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與「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教育實
施計 畫」，透過教學增能、資源整合、情境營造、偏鄉關懷、配套措施等 5 項構 面及多項具體措施，例如增置
圖書館(室)閱讀推動教師、開發補充國中小 閱讀教材、拓展校內外閱讀資源流通，充實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
等作為， 由政府、民間團體、教師共同致力於閱讀教育之推動。 
        PIRLS 國際閱讀素養調查 2016 之評量結果，我國在全球 50 個國家地 區中排名第 8 名，可見經由閱讀環境
之營造及教師有效之閱讀教學，學生 閱讀能力確實有所提升。除前揭計畫賡續執行外，為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及課程目標之概念，也將閱讀素養納為閱讀教育之 核心，以學生為主體，將自發、互
動、共好落實於閱讀教育之推動，爰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擬具「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
素養 計畫」，以落實閱讀教育，期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落實培育未來人才的目 標。 

貳、學習趨勢分析 
        一、國際閱讀評比成果
               閱讀教育內涵必須與國際接軌，閱讀教育品質的衡鑑也應參酌國際閱 讀評比成果，讓臺灣學生具備足
夠國際競爭力。由臺灣 2015 年 PISA 與 2016 年 PIRLS 兩項閱讀評比成果顯示，臺灣 10 歲學生與 15 歲青少年
的 閱讀能力，呈現穩定進步的趨勢；衡諸世界先進國家，將提升閱讀能力訴 諸教育施政重點，更將閱讀素養做
為整體教育的核心。 
        二、數位知識經濟時代之衝擊
               面對數位浪潮及國際競爭，閱讀推動除在原有教育基礎持續著力外， 應積極規劃善用數位科技，改變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模式，以強化學生數 位閱讀理解與重組應用知識能力。
        三、跨域整合的閱讀課程需求 
               面對日趨複雜的社會議題及全球環境，閱讀課程發展應以學生為學習 主體，培養學生具備自主學習、
分析思辨、系統思考、關懷世界、團隊合 作及溝通表達能力；閱讀課程應有探究實作、創新思維及跨域統整的
思維， 各級學校教師應組織專業發展社群，積極發展跨域整合的閱讀協同課程， 服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培養學生核心素養之願景。
        四、全球教育創新之風潮  
               全球教育掀起一波波創新翻轉教育浪潮，教育應聚焦學生學習與教學 效能，積極充實教學空間與各式
設備，打破學科課程界線，注重教學反思 與增加課程彈性，大幅改革各級課程結構。而這波教育改革浪潮宜體
現於 閱讀教育之相關課程，以培養學生智慧續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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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部閱讀計畫沿革 
        為全面提升國中小學生閱讀素養，自 90 年度起擬訂多項具體計畫， 以達閱讀知能之提升，計畫沿革說明
如下:
        一、90 年度至 92 年度，推動「全國兒童閱讀計畫」。 
該計畫主要的工作包括充實學校圖書資源、營造良好之閱讀環境、培 訓師資、補助民間公益團體及地方政府辦
理相關活動等。 
        二、93 年度至 97 年度，推動「焦點 300-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 
選定 300 個文化資源不足之焦點學校，為加強該校兒童之閱讀素養， 提升文化資源不足地區之圖書資源投入，
弭平城鄉教育資源差距。 
        三、95 年度至 97 年度，推動「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計畫」 
主要工作包括充實學校圖書資源、營造良好之閱讀環境、培訓師資、 補助民間公益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
動等。 
        四、97 年度至 106 年度，推動「悅讀 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與 「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
讀教育實施計畫」 
        執行策略以教學增能、資源整合、情境營造、偏鄉關懷、配套措施等 5 項構面，具體之工作項目包含:閱讀
師資區域人才培育、領域教學之職前 知能、增置圖書館(室)閱讀推動教師、開發補充國中小閱讀教材、拓展校
內外閱讀資源流通、完善國中小閱讀資源網絡、晨讀 123 運動、充實圖書 館(室)圖書及設備、辦理閱讀高峰論
壇、挹注偏鄉閱讀資源、偏鄉學校建 3 立閱讀輔導推動機制、轉介民間團體和基金會資源、Book Start~閱讀起
步走、閱讀績優楷模表揚等。 

肆、計畫目標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理念，以「成就每一個孩子— 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本
計畫為提升國中小學生閱讀素養，期能達 成下列目標: 
        一、自主閱讀適性學習，建立閱讀習慣。 
        二、共享閱讀學習資源，發展人文情懷。 
        三、參與多元閱讀行動，涵養終身學習。

點閱:1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019春季號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晨讀10分鐘】一場感動人心的閱讀饗宴 / 基隆市銘傳國中 郭淑娟老師
【晨讀10分鐘】用閱讀，打開孩子們看見自己的眼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晨讀10分鐘】孩子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雁婷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理解、體諒與認同的溫暖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二)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三)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10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9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9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9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9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40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9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9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40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403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2019春季號 期

閱讀專題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伍、執行策略及工作要項  
        為達成計畫目標，本計畫工作項目以「自主閱讀學習」、「閱讀資源共好」 及「閱讀行動
擴展」三大構面， 擬定執行策略及具體工作項目，分述如下: 

        一、自主閱讀學習  
                (一)發展自主閱讀學習課程與教學模式 
                      1-1-1 發展自主閱讀數位學習課程案例 依據現有之圖書資訊利用教育之圖書館利用、閱
讀素養及資訊素 養內涵，探究討論國中小學生應具備之閱讀資訊素養指標，結合 「PIRLS 研究辦
公室」研究與分析資料，發展自主閱讀數位學習 課程與 ePIRLS 數位閱讀學習平台。 
                      1-1-2 發展國中小多元文本閱讀理解教學模式 學生透過數位網路取得多元文本或大量訊
息，成常見的自學途徑。 然如何辨識網路鉅量資訊、提取有效且適用訊息；或是透過不同 文本與
觀點，形成連貫的閱讀理解表徵，仍是學生極需學習的閱 讀素養。發展多元文本閱讀理解的教學
模式，提供教師閱讀推動 教學之參考 
                      1-1-3 推動教師社群發展自主閱讀教學策略 鼓勵教師依據學生應有之閱讀資訊素養內
涵，結合學校既有的資 4 訊資源，透過教師社群備課討論，發展學校本位的自主閱讀教學 課程，
透過分享平台推廣自主閱讀教學策略。
               (二)提升教師閱讀素養教學專業知能 
                     1-2-1 設置公立國中小閱讀推動教師 持續設置閱讀推動教師，規劃學校閱讀活動與課
程，將閱讀融入 學校生活脈絡中，建立校園優質閱讀氛圍，培養學生的自主閱讀 學習習慣與閱讀
素養。另建立閱讀推動教師輔導團，持續發行閱 讀推動教師電子報與教師交流平臺。 
                    1-2-2 定期辦理閱讀素養教學師資培育與研習 分區成立「區域人才培育中心」長期培育
閱讀素養教學師資，辦 理教師閱讀教學增能工作坊，研發閱讀素養教學問答集及有效閱 讀策略運
用案例，提升教師閱讀素養教學之專業知能。 
1-2-3 辦理國中小教師閱讀素養教學增能研習 提升學生閱讀素養需要專業教學師資，而閱讀素養學
習可以融入 各領域教學中，為提升現場教師具備閱讀素養教學專業知能，依 據本署國民中小學閱
讀推動補助作業要點，鼓勵各縣市政府、學 校辦理增能研習，以培養學生自主閱讀之能力與習
慣。
               (三)設置自主閱讀空間環境 
                     1-3-1 鼓勵學校設置「自主閱讀空間」 結合學校數位資訊設備與圖書館(角)空間改造契
機，鼓勵學校規 畫能提供學生自主閱讀學習的需求，而非僅強調美觀舒適，應考 量課程教學需
求，輔以適切的主題學習課程設計，及多元文本閱 讀學習模式，提供學生自主閱讀學習的環境。 
                      1-3-2 建置適合學校與社區共同學習的社區共讀站 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
地方政府)所轄國中小學成 立社區閱讀共讀站，將校園閱讀空間重新規劃，更利於社區與學 校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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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共學空間，並辦理相關社區共讀與在地走讀活動，開拓 全民共讀路徑，以豐沛社會閱讀文化。

         二、閱讀資源共好 
                (一)提升偏遠地區學校閱讀資源 
                      2-1-1 提供偏遠地區數位閱讀之學習教材 為能有效提升偏遠地區學生之閱讀素養，結合
民間團體提供偏遠 學校數位閱讀的學習教材，並辦理教師數位閱讀教學研習，透過 數位學習無距
離的特性，讓偏鄉學生能有均等的閱讀學習機會。 
                      2-1-2 建構偏鄉學校閱讀支援教師機制 優質師資是改善偏鄉學生學習落差的有效途徑，
透過教學訪問教 師、教學換宿志工及區域人才培育中心之學者專家等偏遠地區駐 點模式，共組教
師專業社群，發展適地適校的閱讀教學方案。 
               (二)推動閱讀教育資源均優 
                     2-2-1 優化各項閱讀教育資源平台(CIRN 平臺) 規劃盤整本署閱讀教育所研發之各種閱
讀教材資源與民間閱讀 相關資源，建置於「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https://cirn.moe.edu.tw/)，並推廣數位閱讀資源，共創共享 閱讀教學資源，提升教師閱讀教學能
力。 
                     2-2-2 優化「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 「全國推動閱讀與圖書管理系統網」為一
大型集中式雲端系統， 透過知識管理，可使全國國中小學校閱讀推動發揮最大效能。後 續將加強
系統更新維護及功能穩定擴增，使數位閱讀環境基礎建 設更加完善。 
                     2-2-3 補助各縣市國中小學閱讀推動與圖書資源經費(含數位圖書資源) 補助地方政府推
動國中小學閱讀資源經費，建置各國中小學新生 班級閱讀角，並重點提升數位圖書(含資料庫)資源
購置；使書籍 與數位資源皆可方便借閱使用。
              (三)推廣新生與親子共讀活動 
                    2-3-1 辦理國中小「閱讀起步走」活動 6 持續辦理國中小新生「閱讀起步走」計畫，贈
送國中小新生每人 1 本適齡優質圖書；製作親子閱讀手冊、舉辦親子閱讀講座或活 動，除協助家
長鼓勵孩子跨出閱讀步伐，也建立親子閱讀的協助、 氛圍與環境，在日常生活引發閱讀興趣。 
                   2-3-2 補助各民間團體與縣(市)政府辦理親子閱讀活動 結合各民間團體與各縣(市)政府閱
讀資源，鼓勵學校與各式圖書 館合作，將閱讀場域從校內擴展到校外，使學生在日常生活能熟 悉
各級圖書館圖書閱覽、資訊檢索、數位服務、展覽等活動。並 辦理親、師、生共讀活動，透過宣
導與溝通邀請家長參與，讓閱 讀教育的種子能夠在每個家庭生根。

        三、閱讀行動擴展 
                (一)進行國際閱讀議題交流 
                      3-1-1 定期辦理國際閱讀研討會及參訪 結合民間資源辦理閱讀高峰論壇、閱讀教育交流
研討會，建立國 內外學者專家閱讀教育對話平臺，探究閱讀教育的現場問題，蒐 集閱讀教育現場
資訊，釐清閱讀教育推展限制，從而解決執行面 困難，作為修正閱讀教育政策之參考。 
                      3-1-2 設置臺灣 PIRLS 2021 研究辦公室 自 90 年起「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簡稱
IEA) ，每 5 年針 對四年級兒童進行「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簡稱 PIRLS）測驗， 主要目的在
研究不同國家教育政策、教學方法下四年級兒童的閱 讀能力；臺灣於 95 年首次參與評比，是年成
立 PIRLS 研究辦公 室，歷年調查結果之分析報告，提供本署擬定政策之重要依據， 將賡續設置，
為 PIRLS 2021 評比作準備。 
                (二)表彰閱讀推動典範 
                      3-2-1 持續甄選閱讀磐石學校與閱讀推手 依據「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
人評選實施要點」， 賡續評選、表揚全國閱讀推展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以鼓舞閱 7 讀教育與
活動之推展。並將相關獲獎之資料建置於閱讀相關網站 供各校參用，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2-2 設置閱讀亮點學校與閱讀基地學校 甄選國中小階段之「閱讀亮點學校」，並盤整
各「閱讀亮點學校」 之試辦經驗、課程模組，培植成效良好之「閱讀亮點學校」為「閱 讀基地學
校」，作為各區之教學示範學校；並依據學科特性，研 發各學科領域之閱讀理解策略，深化閱讀
理解策略教學。 
                    3-2-3 設置身教式閱讀與聊書示範學校 大量閱讀、廣泛閱讀可以豐富背景知識，且養成
閱讀習慣等於養 成終身學習習慣，是未來公民必有的習慣與能力。為持續培養國 中小學學生長期
的閱讀習慣，擴大甄選國民中小學身教式閱讀與 聊書示範學校，持續發展共讀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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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10分鐘】孩子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雁婷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理解、體諒與認同的溫暖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一)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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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陸、計畫期程及經費需求 
        一、計畫期程 實施期程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三年。 
        二、經費需求 本計畫視年度經費需求及預算酌予調整。 

柒、預期效益 
        一、各領域教師能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數位資源與多元文本，提升閱讀廣度。 
        二、與公私立圖書館進行典範合作，提升教師閱讀教學知能及學生圖書資訊 利用能力。 
        三、策略性提供偏遠地區閱讀相關資源、課程與師資。 
        四、學校能以推動閱讀為辦學核心價值，以成為閱讀磐石學校為榮。 
        五、縣市政府將推動閱讀列為重點要項並支持全國閱讀基礎研究，建造優良 閱讀文化。 

捌、考核及評鑑 
        為能明確補助鼓勵地方政府推廣閱讀活動，並瞭解增進閱讀教育之辦理成 效與發展方向，將
適時調查地方政府推動閱讀之各項計畫成效，以督導持續深耕閱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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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10分鐘】一場感動人心的閱讀饗宴 / 基隆市銘傳國中 郭淑娟老師
【晨讀10分鐘】用閱讀，打開孩子們看見自己的眼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晨讀10分鐘】孩子創造出什麼未來，是我們現在給他們什麼樣的能力 / 基隆市銘傳國中 張雁婷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理解、體諒與認同的溫暖 -《我爸爸的工作是大壞蛋》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敏於感受，追尋內在的平靜-《寂靜的聲音》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一)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阿美族語版》(二) / 基隆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 黃麗美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一)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策櫥窗】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施計畫(二)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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