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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閱讀日

我沒有畫日常閱讀的相關姿態，
而是用象徵、暗喻的方式來呈現，
希望營造某種詩意，
我相信對文學乃至於對藝術的情感都是一種帶著詩意的心理狀態，
提取這樣的心理，可以轉化為熱情與行動，
對閱讀的愛就這麼自然的流露著，
相信這是推動閱讀文化最重要的理想之一。

文/圖：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讓國際閱讀策略走進教室 / 新北市崇德國小 林文生校長
4.23世界閱讀日 大家一起來閱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小辭典：世界閱讀日的緣由 / 維基百科

主編的話

閱讀力是孩子一生的技能 / 基隆市信義國小 陳國庸校長

名人看閱讀

高行健看閱讀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高行健

策略擂臺

閱來越美麗～信義國小圖書館教育暨閱讀文化營造計畫 / 基隆市信義國小 賴鴻吳主任

杏壇尖兵

愛閱讀，閱讀愛～信義國小徐曉君老師 / 基隆市信義國小 胡元媛老師

閱讀寶庫

與您在FB喜「閱」相遇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圖書館員書世界 / 作家 王岫

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導覽 / 基隆市文化局
一城市一書 Read, Keelung 2010 書單 / 基隆市文化局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遇見巴哈005～捉迷藏 / 基隆市武崙國小薛丞堯老師

訊息看台

國內閱讀教育訊息彙編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國外閱讀教育訊息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100年度本市榮獲教育部閱讀磐石獎名單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訊息彙編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研習活動（自2011-03-20起 至2011-04-20止）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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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際閱讀策略走進教室

新北市崇德國小 林文生校長

本文摘要

對推動閱讀教育十多年的台灣來說，近年來參與兩項國際閱讀評比PIRLS和PISA，總是得到讓人

震撼且辛酸的調查結果。今年5月16日到6月3日，台灣小四生又將參加由「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
員會（IEA）」舉行的PIRLS ，評量結果會不會將明顯低於國內預期，又狠狠敲了台灣教育界一

記警鐘？

PIRLS、PISA說了什麼?

PIRLS、PISA兩大型的國際閱讀素養評比，受重視的關鍵，在於從學生的核心能力表現，可以看到一個國

家的未來競爭力。兩項調查不約而同指向：台灣學生閱讀理解能力不足。

2006年，台灣首次參加以小四學童為對象的PIRLS國際評量，46個參加評量的國家，台灣排名22，尤其最值

得警醒的是，台灣小四的孩子，因興趣而每天閱讀課外書籍的比率，在所有參與國家中敬陪末座，僅

24％。

2009年PISA閱讀素養評比結果，台灣15歲學生的閱讀素養，在68個國家中排名第23名，遠落後第一名的上

海及第四名的香港，也不如韓國和新加坡。結果公布後，讓學術界紛紛張大眼睛問：「閱讀推了10年，怎

麼推出這樣的成績？」、「老師教得很用心，學生學得很辛苦。」

檢視台灣的閱讀教育有哪些不足和如何改進；其中主要原因大略有下列幾種：

第一，台灣長期推動閱讀計畫的方向，和國際所重視的能力幾乎沒有交集。以每年最受矚目的全國國語文

競賽，其項目包括作文、書法、字音字形、朗讀及演說5項，雖然投注很多人力和資源在其中。但是國語文

競賽5項內容與國際閱讀所要施測的能力，包括精確擷取資訊的能力、詮釋、推理或者更高層次的後設閱讀

策略，只有間接關係，沒有直接關係。以作文教學來說，傳統國文科教師指導的作文，比較偏重修辭，但

國際閱讀評比的重點在於語文的實用性與策略，而不是修辭。但是在台灣的語文教育從課綱、教科書，到

國中生高中的基測和大學學測、指考考試比重最多的也都是修辭。另外，書法、字音字形都是台灣國語文

教育特有的內涵，至於朗讀和演說能力，也無法在國際評比當中展現教學的成果。很可惜，國際評比所需

要的閱讀策略，在全國語文競賽當中卻沒有呈現。

第二，政府推動教育改革時，為減輕學生學習負擔，將國語教科書中的課文大量減少篇數和篇幅，比例都

達到3分之1。以國語課文篇幅來說，平均一篇的字數約7百字，而PIRLS的文章篇幅大都是1千2百字，如果

學生平時閱讀的文章較短，不但在讀長篇文章時，會沒有耐性看完全文，也會比較缺乏對長篇文章理解的

能力，日積月累下來，對國人閱讀的基本素養既深且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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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動教改後，國小國語課節數來說，也從原來的每週10節縮減到現有的6節，壓縮學生加深加廣的學

習時間，反觀目前新加坡、香港、上海，每週仍有9到10節課，學生擁有比較多的時間蘊育國語文的素養。

第四，教師的閱讀指導缺乏閱讀策略的指導。大家可以隨機抽問任何一個老師，超過7成的老師是沒有閱讀

策略的概念。因為老師甚至於校長對於國際閱讀的素養不足，所以學校推的閱讀活動，比較大的比率都聚

焦量的比賽，例如學校的藏書量、學生的閱讀量，比較少進行閱讀策略的指導。

香港積極精進閱讀教學

香港與台灣的對比，關鍵原因是教師與校長對國際閱讀素養的理解不足，因而影響在課堂上的教學策略。

香港為了精進教師閱讀教學的能力，規定教語文的教師必須回大學補修閱讀策略及閱讀心理學，雖然引發

教師反彈，但是香港在PIRLS調查中從2001年第14名，躍進到2006年第2名（PIRLS評比5年一次），遠把台

灣拋在後頭。

如果，台灣的教育政策遇到現場的反彈就退縮回來，國際接軌的閱讀策略，永遠無法進入班級的課堂教

學。

教師也該有指導學生培養高層次的閱讀能力，包括詮釋能力、推論能力及正確擷取資訊能力。不過，台灣7

成以上的教師都缺乏這3種能力，但香港卻透過在職進修的方式，讓教師培養這些能力，而且效果顯著。

讓國際閱讀策略走進教室

追求酷酷的青少年次文化，進入課堂教學，老師如果習焉不察，也會影響語言的表達能力。青少年習慣使

用片段式省略性語言，例如有兩個的學生對話：「等一下哪裡見？」同學回答：「北車。」至於「北車」

是指「台北火車站」，要是學生將這種文化帶入課堂中，長期下來變成常態，將會嚴重影響學生「完整」

表達的能力。學生為了獲得同儕的認同，久而久之就會減少完整表達的意願。

學生若要具備良好的閱讀素養，培養完整的表達能力和習慣是重要關鍵。以課堂上國語科教師教學舉例，

在台灣，教師問學生：「你覺得今天天氣如何？」學生會回答：「今天很暖和。」這時候的回答就完成

了。

如果是上海或北京的學生，則會回答：「今天很暖和，很多花都綻開了，路上行人的步伐感覺特別輕快，

也脫掉厚重的外衣；今天的天氣，讓我覺得春天真的已經來了！」兩岸課堂文化差異，影響閱讀的成效既

深且遠。

其實改變的策略很簡單，教師只要不斷地引導：誰可以講得更完整？誰可以幫忙補充一下？只要老師知道

完整表達的重要性，教學的策略就會隨之改變。

打造下一代閱讀競爭力

台灣必須急起直追，包括校長的國際閱讀理解進修，教師閱讀指導策略的普遍性進修，都是刻不容緩的工

作。一旦老師具備這三種能力和素養，就能運用在教學上，提升學生的能力。

在3種高層次的能力中，有關提升閱讀的正確擷取資訊能力，筆者建議教師，可以從報章雜誌找出一篇文

章，影印後發給全班學生人手一份，讓學生閱讀後，將文章蓋起來，再請發表文章的內容，這麼簡單的教

學方法，就可以訓練學生正確擷取資訊的能力。



在閱讀的詮釋能力方面，像是教師可讓國高中生閱讀《紅樓夢》中，有關薛寶釵的文章，鼓勵學生描述薛

寶釵的人物特性。如果學生回答：「薛寶釵是個具有中國傳統女性美德的人。」老師還必須問學生：「從

文章的哪些地方，可以證明薛寶釵是個具有中國傳統女性美德的人？」如此一來，詮釋才有所依據。

至於閱讀的推論能力，在台灣，從小學到大學幾乎都是空白的，像是讓學生看《哈利波特》中的某一段文

章後，再讓學生根據文章的內容，推論文章後面發生的情節。

除了加強高層次的閱讀策略，還須提升後設閱讀的能力，也就是撰寫一篇文章後，再回想自己撰寫文章的

動作，例如：回想自己如何閱讀一篇文章或一本書，這種能力不論是在台灣，或其他華人地區的國家，都

很低落，這種教學能力，台灣教師也一樣缺乏。

美國就將後設閱讀的能力，放入「K－12年級」課綱中，由教師引導學生閱讀時，了解和學習如何進行閱

讀，像是先看目錄、序文，還是先讀簡介等。其實擁有這種高層次的能力，不應該只有專家學者，教師也

必須同時了解和具備，如此學生的國際評比成績才能提升。

另外，台灣的國語課文文體中，7成是故事體，也就是童話、小說，只有近3成是說明文，像是報導日本地

震海嘯引發的核電廠輻射外洩事件，學生閱讀的書籍中，說明文文體偏少，因此，缺乏閱讀和判別科學數

據的能力，對報表和統計圖也都興趣缺缺。

筆者建議，除了在課文增加說明文的比例外，也應該調整課程結構，增加國語課的節數，才能有效培養學

生的國語文能力。

閱讀運動如何走入下一步

過去幾年間，香港、上海等地區推動閱讀做對了幾件事：清楚的目標、有效能的執行；例如，把國際閱讀

的能力，直接放到課程綱要。

台灣多篇學術分析研究已提出台灣推動閱讀的對策，增加國語課節數，調整課文結構，增進教師「教閱

讀，應該要有策略與方法」的教學能力，學生的閱讀素養就能精進，進而提升整體學習表現，以具備與國

際競爭的能力。

資料來源：原刊載於台灣立報100年4月6日百年新希望系列 

感謝台灣立報、林文生校長、全國校長協會授權本報轉載              

點閱: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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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世界閱讀日 大家一起來閱讀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悅讀活動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         4.23世界閱讀日 大家一起來閱讀·         你的答覆： 參加 · 分享 · 公開活動·         時間   3月24日 21:00 - 4月30日 0:00

地點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Reading KL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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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 閱讀教育

詳情

請您依序寫下：

1.最近閱讀的一本書書名、作者

2.書中第4頁的第23個字

3.該本書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
我們將依據回應的先後順序，於進行小禮物的贈送活動

獎品為：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貴賓券10組（每組2張）

※ 感謝基隆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提供20張貴賓券

 

·         閱讀教育
1.讓天賦自由 肯‧羅賓森 / 盧‧亞若尼卡
2.解
3.我們熱愛的工作即使消耗了體力，卻讓我們充滿活力。P.127
·         陳清海
 1.吉普賽之王_布利巴夏/威提‧伊希麥拉
2."部"
3."速度不應該和品質畫上等號"P356
·         董又菁
 1.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 / 侯文詠
2.真
3.如果每個人都擁有了「神」或「佛」的視野，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嗎？
·         陳建銘
 1.手帖-南朝歲月/蔣勳
2.到
3.人生矯情,但到了憂患,最本質的關心往往也只是一兩句平凡簡單的問候。(p.73)
·         楊春禧
1.臺南市新化區新化國小楊春禧老師閱讀"一隻叫派丁頓的熊"、"派丁頓的第一次"、""派丁頓幫幫忙"  作者/麥可.龐德
2."一隻叫派丁頓的熊"書中第4頁的第23個字為臺
我-我忘記念"阿阿-不拉卡-搭不拉"了。派丁頓結結巴巴的說。我-我忘記念"阿阿-不拉卡-搭不拉"了。派丁頓結結巴   
3.我忘記念”阿阿-不拉卡-搭不拉”了。派丁頓結結巴巴的說。

·         林保男
 1.理直氣平--洪蘭教授
2.日
3.勇於改變才會進步

·         Brigi Hung
 1.孤獨，凌駕於一切 艾雯
2.好
3.別停留在與你相似的周遭,如一個環境正與你相似起來,此刻它對你已不再有益,離開它。
·         金佩玲
 1.書名：木屋下的守護者 作者：凱蒂 阿貝特
2.書中第四頁第23個字是"就"
3.至少,你有過美好的時光可以回憶

·         Chuan Yuan Wei
1.秘密  朗達‧拜恩
2.看
3.你的思想就是所有事物的起因；你在這世界所看到和經驗到的一切---包括你的感覺---就是結果。P.044
·         葉相清
 1.書名：黃金比例 作者：Mario Livio 翻譯：丘宏義

2.從
3.上帝是一位數學家嗎
·         池夷芳
 1.書名：好女人，蹺家去/瓊.安德森  譯：江麗美 
2.我
3.認識自己的歸屬感

·         郭詩婷

 1.書名：想飛，敎出會生活‧懂生命的孩子 // 作者:游乾桂
2.人
3.第一名在我心目中，抵不過樂善好施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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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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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cebook.com/ajax/events/rsvp.php?eid=101518679933751&inline
http://www.facebook.com/ajax/share_dialog.php?s=7&appid=2344061033&p%5b%5d=10151867993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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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138198295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111063282


·         Vivian Cheng
 1.最近讀的一本書：世界上最棒的葬禮, 作者: Ulf Nilsson
2.我
3.生命很長,死亡很短,死亡只在瞬間. 之後,小草和青苔成長,墓旁的花朵綻放, 一切歸於平靜......
·         Vivian Cheng
 1. 書名: 聖經中的友情 作者: 曾野綾子 
2. 金
3. 乍見「保持喜悅」這句話，有人會解讀為是個可愛的、善良的人、或基督徒中獨友偽善者。事實上，這句話指的是更深的智慧。在希臘文當中有個
字，翻譯成中文為「莫大的喜悅、恭喜、萬歲」之意。意思是說，有了喜悅就能寬容地待人，變得謙虛、充滿活力，而且能免於短視、遍觀大局，並且
擁有能夠引出內在潛力的能耐。

·         許真豪

1.但願你20歲就懂的18件事，作者黑幼龍、黑立言
2.常
3.天天回家吃晚餐的爸爸就是好爸爸嗎?

·         Nini Wu

1.<歡樂學習,理所當然>洪蘭著
2.們
3.人生很長,看的是終點,不是起跑點.陪伴他,彼此分享,才是重要的事.(p.60)

點閱:914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4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讓國際閱讀策略走進教室 / 新北市崇德國小 林文生校長
小辭典：世界閱讀日的緣由 /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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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小辭典：世界閱讀日的緣由

維基百科

      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4月23日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或世界書籍與版權日）。漢譯另有世界
讀書日、世界閱讀日諸種。

      1616年4月23日，塞萬提斯與莎士比亞辭世。4月23日也和其它一些偉大作者的生卒有關，諸如納博科
夫、哈爾多爾·拉克斯內斯、莫里斯·圖翁（Maurice Druon）、何西·布拉（Josep Pla）與曼努埃爾·巴列霍
（Manuel Mejía Vallejo）等。是故，以4月23日向書籍及其作者致以世界範圍的敬意成了聯合國大會的自然
之選。以此鼓勵每個人，尤其是年輕人，發掘閱讀之樂，並為那些做出促進人類社會與文化發展貢獻的人
們獲取新的尊重。慶祝的想法源於加泰羅尼亞的聖喬治日風俗：當日售書附贈玫瑰。

      2000年，受世界圖書與版權日啟發，世界書都項目啟動。每年有一座獲選城市以世界書都之名慶祝和
傳揚人類的圖書事業，開幕於當年的4月23日，結束於翌年的4月23日。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世界圖書與版權日》

 

延 伸 閱 讀
提倡閱讀：世界讀書日的由來與相關活動／葉淑慧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4卷第1期 中華民國97年1月
各國的世界閱讀日 香港教育城
香港閱讀城悅讀大本營 2011世界悅讀日 香港教育城
支持世界閱讀日 全城閱讀10分鐘 香港教育城
世界閱讀日官方網站  
世界閱讀日(英國)官方網站  

 

點閱:88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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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際閱讀策略走進教室 / 新北市崇德國小 林文生校長
4.23世界閱讀日 大家一起來閱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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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力是孩子一生的技能

基隆市信義國小 陳國庸校長

      閱讀是一技之長，書是一生的伴侶。若能從小培養孩子讀的習慣，我們就給了孩子一個終生受用
最好的禮物。

      你知道孩子數學不好，不是因為不了解數學概念，而是因為「看不懂」數學題目嗎？閱讀能力是
所有學習能力的基礎，在學好英文、數學、科學之前，最重要的一堂課是「學會閱讀」：讀懂內
容，也能讀出自己的見解。為提升學生深度閱讀的能力，教育部研議改進教科書的編寫方式，並邀
集編書、審書、課綱委員及學者專家開會達成初步共識，未來國中小學的國語文教科書將有幾課文
章篇幅較長，引導學生進行高層次的閱讀與思考。但我國學生偏愛漫畫、繪本的習慣，造成許多學
生閱讀能力有落差的情形，若不靠老師引導，實難收確實之效益。

      本期收錄了信義國小改造圖書館計畫及徐曉君老師如何利用現有的課文加強學生延伸閱讀極高層
次思考能力的實例，盼望閱讀力能從學校紮根，並讓孩子喜歡圖書館，愛上國語課，成為能自我學
習、自我成長的閱讀公民。

點閱:718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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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高行健看閱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高行健

      我讀書的方式，可以說像是個書呆子。大學時候的讀法是我自己訂的，這一個學年我如果要念德
國文學，就把圖書館裡所有重要的德國文學譯本讀完。比方說歌德的《浮士德》，在大學裡，第一
卷是借不到的，總是在流傳，可是等我讀完第一卷要借第二卷時，只看到十多個借閱章，等我讀完
第二卷要借第三卷的時候，我是第一個蓋借閱章的。也就是說，當時那所大學裡，沒有一個人在我
之前把《浮士德》讀完。我就這麼讀書的。當時凡是圖書館有的書，有名的作品，我按著卡片來借
一遍。

資料來源：摘錄於【2011/04/16 聯合報╱廖妘甄 整理】

                    高行健看台灣文學環境－－中華民國筆會訪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一文

點閱:73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4 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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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8%AB%BE%E8%B2%9D%E7%88%BE%E6%96%87%E5%AD%B8%E7%8D%8E%E5%BE%97%E4%B8%BB+%E9%AB%98%E8%A1%8C%E5%81%A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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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期

策略擂臺

閱來越美麗～信義國小圖書館教育暨閱讀文化營造計畫

基隆市信義國小 賴鴻吳主任

本文摘要

本校班級數59班，師生數一千九百餘人，但圖書室老舊，空間狹小，擺設呆板，空間運用缺乏
彈性，設備久未更新，並且久未購置新書，因此期望透過「圖書館教育暨閱讀文化營造計
畫」，增加圖書室的使用空間，並將空間有效運用；提升圖書室的安全性，學生安全更有保
障；增加圖書室的舒適性，讓師生喜歡來看書；提升圖書室的美感，讓閱讀與美結合；引進新
圖書，更新圖書館藏；增加共讀書籍，提供老師指導閱讀教學用，豐富教學資源。

一、圖書室改善前硬體狀況說明：

1.地毯藏污納垢，無法清理，小朋友脫鞋子進來，有礙健康的身心。應全面改鋪超耐磨木地板，衛
生、耐用、又溫馨、美觀。

2.地板高低差傷人於無形，宜填補。

 

3.空間不相連接，因而閒置推放雜物，應重新規劃連接。

4.室內空間狹小，堆積的藏書等物品將可用空間佔用，盡是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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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呆板的書桌，應換成各種顏色不同，形狀不同的桌椅，以利彈性組合空間。

二、本校閱讀發展重點：

1. 成立推動閱讀教師團隊：

研發教材，分享推廣，並舉辦進修研習，提供校內外教師教學教學資源。

 
2.閱讀課程規劃：
（1）融入本位課程，規劃各學年共讀書目，橫向與縱向緊密連結。
（2）結合本市海洋教育，形成閱讀特色。
（3）導師於彈性時間進行閱讀指導。
（4）志工於晨光活動時間安排一系列結合「生命教育」的閱讀課程。
（5）週三晨光活動三至六年級「心跳一百」活動，由導師閱讀指導導向朗讀與演講，優秀學生並於
週二學生朝會給予公開表現的機會與公開表揚。
 
3.舉辦多元的閱讀活動：

（1）推動晨光時間志工媽媽說故事（彩虹媽媽、大愛媽媽及其他故事媽媽）

（2）推動「大樹下」說故事，利用下課時間在校園中說故事，讓閱讀更貼近孩子的心，亦彌補圖書
室空間不足的困擾。

（3）推動低年級「圖書列車」，讓年幼的孩子不必到圖書室就能親近圖書。

（4）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中年級圖書館導覽、高年級主題書搜尋。

（5）鼓勵學生加入「圖書館小義工」，親近讀書並服務人群。

（6）鼓勵師生成立班級讀書會，教師可使用各班班網，推薦好書，或成立網路讀書會，善用E化資
源管道。

（7）鼓勵師生加入「愛的書庫」，教師可充實教學資源，師生皆可在網站上分享閱讀心得。

（8）「心跳一百」活動，訓練孩子閱讀輸出，口語表達。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di-shi-si-qi/ce-e-lei-tai/yue-lai-yue-mei-li-xin-yi-guo-xiao-tu-shu-guan-jiao-yu-ji-yue-du-wen-hua-ying-zao-ji-hua/clip_image004.jpg?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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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舉辦「閱讀成果展」，開放教師、家長、學生參觀瀏覽，經驗交流。

（10）「世界書香日」舉辦「幫舊書找新家」活動。

（11）鼓勵家庭閱讀：善用家庭作業，鼓勵親子共讀，互相分享閱讀的收穫。

4.鼓勵閱讀志工融入校園：志工融入班級閱讀活動，彩虹故事媽媽研習與入班實做，並舉辦語文補
救教學觀摩會，提供志工補救教學策略學習機會。

5.鼓勵師生參加閱讀競賽與認證：

（1）鼓勵學生參加全市閱讀寫作競賽、讀者劇場等，成績優異。

（2）鼓勵教師參加閱讀教學設計比賽，閱讀教材編輯比賽，屢獲獎項。

（3）推動「小博士閱讀計畫」，鼓勵小朋友借閱書籍，用各種形式發表看法，累積點數並頒發獎
狀。

6.閱讀弱勢補救：

    課輔班辦理閱讀指導與語文補救教學並邀請退休老師及志工，進行閱讀教學，並一對一加強語文
基礎。

課輔班辦理閱讀指導與語文補救教學並邀請退休老師及志工，進行閱讀教學，並一對一加強語文基
礎。
三、預期成效

1.增加圖書室利用空間。
2.改善圖書室老舊設備。
3.加採購新書及複本套書。
4.增加圖書室使用率。
5.持續推動班級閱讀極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圖書館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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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愛閱讀，閱讀愛～信義國小徐曉君老師

基隆市信義國小 胡元媛老師

徐曉君老師為基隆市語文輔導團團員多年，目前擔任高年級導師的她，班級經營以閱讀為核心，包
含每日閱讀國語日報，並以簡報當作教學材料；以及時常更換班級書箱，由老師選出多樣化的圖
書，提供班上學生最合適以及更方便、更有效率的閱讀。

徐老師認為，閱讀最好能以教科書的文本為基礎做延伸閱讀，能讓學生對課本內的文本主題更深入
瞭解，老師準備起閱讀教材也不用花腦筋尋找主題，只要以課文內的主題旁徵博引閱讀材料即可，
本校圖書館內的館藏當然是徐老師的最佳資料庫。另外，徐老師也將閱讀與作文緊密結合，她說：
「現在學生的作文最大的障礙在於『沒有材料』，做算有材料，也不知道怎麼用，透過淺顯易懂的
閱讀導引及範文閱讀，學生的作文材料自然豐富，有了豐富的材料，只要學會組織與修飾，一篇好
作文自然就能完成。」

像是六年級上學期時，徐老師參考翰林國語課本第貳單元「溫情處處」，自編了閱讀教材--「愛在哪
裡？」就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實例。徐老師說：「這個主題透過不同時代背景的故事、各類主角的生
活經驗，以及各種文體的文章，幫助大家發現「人間處處有溫情」，為了配合這個主題，我將閱讀
與寫作教案主軸定為「愛在哪裡？」，讓學生的作文學習緊扣語文課本的主題單元，且能與課文前
後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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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4%BF%A1%E7%BE%A9%E5%9C%8B%E5%B0%8F+%E8%83%A1%E5%85%83%E5%AA%9B%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di-shi-si-qi/xing-tan-jian-bing/DSC04441.JPG?attredirects=0


教學主軸大致上為「什麼是愛（以兩篇林良先生的新詩做為引導，畫出愛的概念圖）」→「愛在哪
裡（分享範例文章及其他書籍，探討可能從哪些細微的小事發現愛）」→「我手寫我愛」， 教學法
上運用到Dwey的活動課程，以活動為統整學生各種能力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利用生活化的題材進行
學習；以及討論教學法，引導學生對問題進行有意義的討論，並解決問題；以及合作教學法，小組
合作培養合作精神，並相互激盪、相互學習；輔以講述教學，綜合歸納活動進行的概念及要點，並
形塑核心理念。

其中最特別的是，請學生從書本中找「愛」時， 運用的是每人一本不同的繪本，而非全班統一種繪
本，徐老師說：「雖然學校沒有足夠的套書，但是閱讀指導並不一定要全班讀同一種書，有時大家
讀不同的書，效益更大。」讓學生彼此分享大家書中的愛，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材料跟大家分享，如
此累積下來的資料非常驚人。

徐老師表示如此的活動日後也成為班級簡報的主題，像是「快樂」、「希望」、「勇氣」等，應用
非常廣泛，雖然很多學生表示一開始無法找到符合主題的內容，但經由同儕分享及教師引導，所有
學生均能找到，徐老師並表示：「引導學生換個想法是關鍵。」期望將這樣的教學方式跟大家分
享，互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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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邀您一起來”讚”聲！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自去（99）年6月創刊發行至今已近一年。在既有的發行平台上，我們累積了許多學校在推動閱讀
教育上的策略；也透過電子報的平台，表彰多位默默在閱讀教育耕耘的基隆杏壇尖兵們；更在每月一期的發刊週期裡，將閱讀的
理論與實務傳遞給第一線的教育伙伴；對於網路眾多閱讀訊息，嘗試著整理篩選好用的資訊遞送到讀者眼前。我們期許：編輯出
一份基隆現場教師需要的電子報！

經過近一年的經營，感謝各界給予的支持與指導。我們收到許多建言，其中包含了在時下最風行的臉書（Facebook）上成立
粉絲專頁。社交網站臉書，提供了影音、迅速、連結擴散、互動—等功能。基於為更多的閱讀教育伙伴們服務、拓展更大的閱讀
教育尖兵隊伍、提供功能互補創造綜效的考量，今年年初我們在全世界最大的社群網站臉書上，註冊了「閱讀教育」。也在嘗試
多次後，推出了「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閱讀教育」的朋友從0到如今近500人，「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
頁」從0人說讚到如今60人稱讚，在各位的支持下逐漸站穩腳步。

 
內容（content）的豐富性、實用性、可看性，永遠是網路社群是否迷人的重要因素。慶幸臉書是個平台，內容可以由各界好

友共同來經營，創造出它迷人的風采。我們初期提供報章雜誌的名言雋語、維基百科資料為輔的歷史上的今天、名家大塊文章、
文壇訊息；也嘗試著邀請大家參與「4.23世界閱讀日‧大家一起來讀書」的活動。除了提供原有教育處電子報上文章連結在臉書
上，提供讀者共同討論、分享、激盪的互動外，我們也嘗試整理「4.23世界閱讀日‧大家一起來讀書」活動的好友回應到教育處電
子報上，以讓更多人來參與。

 
藉由這個篇幅，介紹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給您。邀您來認識它、瞭解它。更期許邀您共同攜手與它耕耘閱讀、享

受悅讀。

※在「讚」聲中茁壯：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的小檔案

出生地 臉書（Facebook）王國

家   長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    讀    教    育

出   生 1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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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員書世界

作家 王岫

本文摘要

王岫

1950年10月01日／台灣 

王岫，本名王錫璋，台中人，民國三十九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圖書館學組畢
業，曾任職於台中圖書館、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等，以及國家圖書館編審。經常在國
語日報「每週書訊」及中國時報「開卷」等撰寫專欄，撰寫有關圖書館、閱讀及圖書出版等專
業文章，著有專論《書海探索》及散文《鐘聲》、《天少老爸俏女兒》、《愛上圖書館》等
書。
資料來源：九歌文學網

 
圖書館員書世界(中時部落格)
 
一個充滿書香的網路部落格，推薦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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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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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導覽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您相信嗎！全世界迄今仍找不到有個地方，能像圖書館一樣，深富知識性、趣味性、休憩性與經濟性的
智慧天堂。只要您申請一張借書證，她將賜給您千變萬化的一只「魔戒」，助您一臂之力~芝麻開門，探
索智慧的寶藏，有如魔法師般的塑造您嶄新的未來，這一切的傳奇，就全看您了！ 

誠如西諺有云：「好書如摯友，情誼永不渝」(A good book is the best of friends, the same today
and forever.)，而典藏好書最多的地方，莫過於圖書館；圖書館正是伴我們一生成長過程中最親密的朋
友。尤其是今日多元化、多功能的共圖書館，已進入全球數位化與網路化的知識經濟時代，因此21世紀
的公共圖書館肩負時代的使命與任務，就是扮演社會教育、文化發展、傳播資訊、休閒育樂與融入社區
的角色。 

說起本市的公共圖書館，大家耳熟能詳的，首推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其次就是七個行政區域的區圖書
館，以及民間經營的私立圖書館。如今本導覽手冊，以簡潔、迅速的鳥瞰方式，向各位市民介紹本市公
共圖書館，並輔以各區的人文景觀、文化產業搭配說明，使民眾在作公共圖書館巡禮時，除了能於身心
靈充電之餘，亦能知道本市擁有眾多的好山好水，相信這是一趟充滿知性與感性的文化之旅。

壹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一、歷史沿革

巍峨高聳的基隆市文化中心，開辦至今已逾廿餘載，仍是基隆市民心目中永遠的精神地標。在此先賣個關
子，請教每位愛書人，您知道全台灣第一座公共圖書館是創立於何時？創辦人又是誰？館舍在那裡？這一
連串饒富有趣的問題，可能需要您的腦筋急轉彎，其實答案就在圖書館裡。
只要您翻閱台灣與基隆的文獻史料，她就會告訴我們，全台第一座公共圖書館是在日治初期，由一位寓居
雨港的日本人石坂莊作，於1909年10月1日在基隆設立私人圖書館「石坂文庫」，座落在今市立文化中心
義一路側門的正對面，亦就是台銀基隆分行的車庫一帶。因為石坂莊作非常用心經營圖書館，且首先推動
並落實「終身學習」的理念，而被譽為「台灣圖書館之父」。日治時期石坂文庫就是台灣光復後基隆市立
圖書館(位在今之市立醫院門診中心)的前身，直到1985年8月27日基隆市立文化中心落啟用的同時,喬遷至
二、三樓的圖書館亦正式營運。特別是在2004年3月16日，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完成文建會「公共圖
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工程」計畫，不僅使圖書館煥然一新，並在二樓成立「聯合服務櫃台」，裝置防盜系
統、圖書證一證通用，多處館舍規畫溫馨的人性空間與設計，便民服務的多項措施，大受民眾的歡迎與好
評。
歷經十九個寒暑的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於2004年12月1日升格為「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文化局
圖書資訊科全體館員通力合作，卯足全力的用心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使咱們的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又邁
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借書E卡通」實施暨「圖書館無障礙設施」啟用基隆文化局圖書館與全市七個行
政區，共九座公共圖書館，於2008年12月7日起實施「借書E卡通」，透過「借書證悠遊全市」計畫，民眾
可以「甲地借、乙地還」，使借閱圖書更為方便。目前本市一年圖書借閱量約20萬冊，目標要提升到40萬
冊，亦即平均每位市民每年至少借1本書，透過借書證與悠遊卡結合，未來將朝向「借書E卡通」(借、還
書都不限館別)目標邁進。
實施「E卡通」之同時，更邀請市長張通榮、副市長柯水源，共同啟用「圖書館無障礙設施」儀式，使基
隆文化局圖書館又邁向新的一頁。這座電動殘障扶梯、可便利身障者上下樓的借還書與到各館室閱覽，藉
此以提高身障市民借閱圖書的意願，亦是本館提供身障者的一項福利。(98年11月29日與「悠遊卡」結合
使用)。
在建國百年的今天，在文化局在現任局長張建祥、副局長許梅貞及圖書資訊科李添慶科長及全體館員的努
力下，將借書證的功能提昇到更便民的線上借閱、多館借閱的通借功能。

二.館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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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96%87%E5%8C%96%E5%B1%80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座落在中正區信一路1 8 1號的基隆市立文化中心二、三樓， 由於佔地面積寬敞無比
（1206坪，約3,980平方公尺），對第一次『新手上路』的讀者而言，總是給人有「劉佬佬逛大觀園」的感
覺；還好圖書館很貼心，處處有中、英文雙語的明顯標示，只要多來圖書館幾趟，您就是『老馬識途』
了。萬一您還是走不出迷宮的『迷途羔羊』，可就近請教館員與義工，她們都會不厭其煩的給您『指點迷
津』，完成您上圖書館的心願。

三.館藏設備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共有七個館室，分別設在二樓的兒童室、視聽室、以及三樓的一般閱覽室、開架閱覽
室、參考室、期刊室、文史資料室。每個館室皆有其豐富的館藏，都能符合每位讀者的需求，今特地為您
介紹如下：

(一).兒童室
空間相當明亮舒適，規畫十分完善的兒童室，是全館中最令小朋友與家長感到最「麻吉」的智慧園地。早
年成立之初，設有美勞、工藝室，生動活潑，大受歡迎。另外兒童讀本的藏書量亦逐年增加，至今已達兩
萬餘冊；自從「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工程」實施後，在兒童室的右側特闢「親子區」與「活動
區」，充分利用室內的每一個角落，發揮兒童室的最大功能，共兒童讀物計28,091冊，不愧是民眾心目中
兒童成長的快樂天堂。

(二).視聽室
從1990年2月開始啟用以來的視聽室，一直是各館室中最熱門地方。內區分為多媒體欣賞室、錄影帶及
DVD欣賞室(單人座有21個席位，雙人座有6個席位) ； 特別是設備豪華、音效一流的「多媒體欣賞室」，
55席超水準的座位，令民眾讚不絕口。每週六、日下午播映劇情片、學識影片、卡通片；寒暑假則於每週
三下午播放卡通片與學識影片，獲得不少好評。

(三).一般閱覽室
座無虛席的一般閱覽室，又被學生暱稱為「Ｋ書中心」，由於有寬敞舒適的空間，光鮮亮麗的照明，提供
民眾閱讀自修的最佳場所，最受市民喜愛，內有近百張桌子，約460個閱覽座位；另外又新闢「無線上網
區」，提供讀者上網搜尋資訊之便捷，且每年五月至八月，為配合考季，特別延長開放的時間，給予莘莘
學子最大的方便。

(四).開架閱覽室
總面積為202坪的開架閱覽室，為圖書館中面積最大的館室，又稱之為「開架式書庫」，內有兩部「館藏
查詢電腦」、各機關出版品、漫畫區與新書介紹。放眼望去盡是一排排整齊的書架，以及按「中國圖書分
類法」之類碼放置的書籍，讀者可以自由自在的瀏覽，只要是在兒童室與開架閱覽室內的圖書，皆可憑借
書證辦理外借，一次可借閱六冊，期限28天，並能續借一次，滿足讀者閱讀的樂趣。

(五).參考室
參考室主要是提供各類參考工具書給讀者查詢，包括各種法規、年鑑、旅遊資訊、書目、索引、統計資
料、地圖集、百科全書、政府出版品、報紙合訂本以及報紙微縮卷片。電子資源則有「公共圖書館數位資
源入口網」、「電子書服務平台」（國立台中圖書館提供）以及免費實用的政府資訊網。館際合作方面有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這正是公共圖書館的『所羅門王寶藏』(只有列印資料時，才需付工本費)，
歡迎大家都來挖寶，好好利用這項得之不易的珍貴資源。

(六).期刊室
您猜，全圖書館中最熱絡的館室是那裡？就是「期刊室」，沒錯，佔地80坪的期刊室，有72個席位，分成
閱報區與雜誌區，每天圖書館一大早開始營運時，不需多久馬上就高朋滿座，顯見一般民眾嚮往的好去
處。在閱報區設置有過期期刊合訂本專櫃，以及過期報紙合訂本專櫃；目前期刊訂閱數量為中文295種、
外文82種，合計377種，報紙則有中、英、日17種，頗為多元而豐富，是大家汲取新知最便捷的好地方。

(七).文史資料室
成立於2002年3月15日的「基隆文史資料室」，是全館室最年輕的小伙子，儘管是座資淺的館室，但是典
藏非常豐富的鄉土史料，反而使她一躍而成為『明日之星』，也是基隆地區第一座官方文史資料庫。本館
室專門蒐集基隆市史、沿革、地方誌、藝術、文學、海洋、漁業、水產、養殖、航運等專書論著，以及早
期雞籠與西、荷、法等國外交、戰爭史料，提供學者研究閱覽之用，並期望對本市民眾有實質的幫助（不
過文史資料室、參考室，以及視聽室、期刊室所有的典藏，恕不外借，提供現場閱覽與影印）。該館室目
前以典藏「文化叢刊、基隆市歷年出版市志及地方文獻、基隆市作家資料檔案、本市文史工作者研究資料
檔案」為主，另外亦蒐集全台各縣市鄉鎮市志及台灣近代史料，期盼全體市民都能熱愛鄉土文化，大家努
力耕耘這塊文史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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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一城市一書 Read, Keelung 2010 書單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文化局為配合教育部辦理「多元悅讀與館藏充實計畫」推動「一城市一書」活動，進行2011年票選。

底下為去年推動「一城市一書」活動推薦之書單與票選結果。

   
基隆之書

名次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1

1 畫家帶路基隆小旅行 王傑 太雅出版 2009.10

書籍
簡介

1.作者以歐洲風景旅遊畫的風格畫基隆，讓本書跳脫市場的台灣鄉情遊記的風
格，大增加讀者對此書的興趣。
2. 本書已抒情的方式，手札紀錄基隆風貌，以小品文章、輕鬆的水彩畫，介紹
基隆導覽在地特色小旅遊（內附基隆古圖、小地圖）。
3.作者留學西班牙五年，對於故鄉基隆熟悉又陌生，在陌生中重新尋找記憶中
的故鄉，文字間充滿一種時空的趣味感，像異鄉客看故鄉，又像故鄉人談異
鄉。

年度推薦好書

 2 勇12：戰鴿的故事
李如青、嚴淑女/文.

圖
天下遠見 2008.12.12

2 書籍
簡介

附冒險遊戲地圖/金鼎獎2008最佳圖畫書作者李如青最新力作，藉由軍用信鴿
「勇12的成長歷程，還原一百多年前發生在台北、基隆、淡水的清法之戰。故
事從台北府向著台灣府、基隆港、各砲台、淡水、觀音山等地移動，模擬一百
多年前的時代，藉由一隻信鴿的出生到犧牲，呈現出台灣古早時期的浩蕩場
景，重演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希望能藉此表達尊重這源於土地、河流、空氣
的古老記憶，並能播下本土文化意識的種子。

3
3 在愛裡相遇 蔡穎卿 時報出版 2008

書籍
簡介

作者鼓勵父母做個好大人，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帶領孩
子，透過實作、分享、成長的過程，為開放教育做了很精彩的示範，很值得所
有想當好大人的家長閱讀。

4

4 讓天賦自由 肯羅賓森著 天下文化 2009年
書籍
簡介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安靜」才能思考，八歲的吉莉安需要不停的舞動身體才能
讓腦袋獲得充分的運轉以及思考。 不是所有循著所謂的「正規」教育體系下長
大的小孩，都能夠發現自己的熱情所在並且喜愛發揮自己的創意。
四個關鍵問題，決定你是否活出自己──
天資⁄什麼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
熱情⁄哪件事讓你永遠充滿活力？
態度⁄你讓際遇左右生命，還是用態度創造運氣？
機會⁄如何為你的熱情找到實踐的管道？

5

5 巨流河 齊邦媛 天下文化 2009年
書籍
簡介

本書記述從長城外的巨流河開始，到臺灣南端恆春的「啞口海」，結束作者的
一生正是整個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本書嘔心瀝血四年完成，作者以邃密
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璣的筆力，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
獻給所有為國家獻身的人。

 6 愛呆西非連加恩攝氏 連加恩 圓神出版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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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96%87%E5%8C%96%E5%B1%80


45度下的小醫生手札

書籍
簡介

透過一封宣傳「垃圾換舊衣」活動的電子郵件，外交替代役男連加恩無心插柳
地激起了台灣人民巨大的善意浪潮，他無意改造世界，只想幫助身邊需要幫助
的人，他的故事告訴我們，自己的小小付出，也可以帶來大大的改變！
他說：「好命的孩子，應該比別人付出更多。這樣，好命才有意思。」

 

7 老師的12樣見面禮〜
一個小男孩的遊學誌

簡媜 印刻 2007

書籍
簡介 這一趟短期居留伴讀遊學記錄，除了疑問和省思（在那一塊土地成長會不會更

好？），簡媜也再次透過書寫，充分體現她「將生活的漫天煙塵、化為思想朝
露」的散文觀。書中第一篇文章，看到孩子進入一所校園、氛圍親切、老師臉
上掛著校容的學校，如沐春風（那個持裝了12樣禮物的牛皮紙帶，讓我眼眶微
紅，展現積極學習與主動，閱讀這些東西，可能是多餘的，但老師希望你看到
這些東西時，想起他們象徵的訊息）。 

 

8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保羅柯爾賀周惠玲譯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1997.08.26

書籍
簡介

故事敘述一位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地區的牧羊男孩，追尋夢想前往金字塔的歷
程，男孩因渴望認識世界，四處旅行而中斷修道院的學習生涯，開始牧羊的生
活。牧羊少年因緣際會遇見了「塞勒母國王」非洲的水晶商人，前往綠洲的駱
駝商隊……。

 

9 曠野迷蹤 大衛艾蒙/林靜華 小魯文化 2001.12.12

書籍
簡介

這是一部充滿相對性的小說，好與壞，生與死，明與暗，虛與實，作者巧妙的
把不同元素編織在一起，把魔幻寫實主義融合進一個令人心碎的現實世界，特
別之處，在於故事中還有故事，一個在遠古冰河時期，掙扎生存的原始少年的
遭遇，在層層疊疊的故事情節間，探討親情、友情以及對於死亡的不安和超
脫。

 

10 孩子、你慢慢來 龍應台 時報出版社 2005.05.23
書籍
簡介

敘述一個母親，如何陪伴小孩的成長，讓讀者能從文章中，感受到培育一個人
的思想行為時，同理心及耐心的重要，也可以反省自己對週遭事務的耐心。
當代華文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一枝筆，以溫柔顛覆龍應台的散文，大氣中透著細
膩，思索中洩漏深情是成長的故事，更是生命的日記。「誰能告訴我做女性和
做個人之間怎麼平衡？我愛極了做母親，只要把孩子的頭放在我胸口，就能使
我覺得幸福。可是我也是個需要極大的內在空間的個人……女性主義者，如果
你不曾體驗過生養的喜悅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訴我些什麼呢？」——龍應台

 

11 清貧致富 證嚴法師著 天下文化出版
社

2008.10

書籍
簡介

清貧生活不是貧窮，有錢未必是富裕，清是清淨，貧是生活清淡、節儉，不需
求物質豐富，能將欲念縮小，保持清淨，在不匱乏的環境下，不畏辛苦投入利
他與社會的事就是清貧的生活。

 

12 照顧我們的地球 蘿倫．柴爾德 上誼文化公司 2008.06.04
書籍
簡介

大人可以做環保，孩子呢？一樣也可以，從小建立環保好觀念，相信，能延續
美麗地球的生命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查理和蘿拉是怎麼辦到，身為地球人，如
果，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都能隨時隨地為地球做點事，才可可能維持這一個
永續的生存空間。我們能做的事，比如：
．減少製造垃圾，讓地球變乾淨
．種很多很多的樹，讓地球變健康
．尊重大自然，讓地球生態恢復平衡
．節能減碳，落實綠色環保觀念，讓地球長長久久
只有這樣嗎？當然不是，請速速翻閱《照顧我能為地球做的事，還有好多好多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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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遇見巴哈005～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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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時間 2007-06-23 20: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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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AD%A6%E5%B4%99%E5%9C%8B%E5%B0%8F%E8%96%9B%E4%B8%9E%E5%A0%AF%E8%80%81%E5%B8%AB
http://blog.yam.com/artblo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di-shi-si-qi/xue-zi-zuo-pin/image006.jpg?attredirects=0


大家快點來！
來跟我們玩捉迷藏。
伙伴越多越好玩。
小心！大魚在你後面！
看誰先安全穿越迷宮，
就可以回頭來抓那些大魚。
●靈感來源～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BWV1009   庫朗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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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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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國內閱讀教育訊息彙編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國內閱讀教育訊息 資 料 來 源 日    期
台東新生國小教師 圖書館推手 台灣立報社 2011.02.13
客庄媽媽志工 用閱讀溫暖學生 台灣立報社 2011.03.27
百年新希望系列6：讓國際閱讀策略走進教室 台灣立報社 2011.04.06
學生早到校 享閱讀、玩社團 國語日報社 2011.03.22
「文化週報」百人童書插畫 見證圖畫書演進 國語日報社 2011.03.27
繪本加情境劇 學童變禮貌 國語日報社 2011.03.27
好讀專櫃開張 作家學童零距離 國語日報社 2011.04.06
「社論日日談」閱讀、悅讀 國語日報社 2011.04.06
融入部落文化 小校閱讀報戰功 國語日報社 2011.04.07
繪本館設塗鴉牆 畫閱讀心得 國語日報社 2011.04.10
名人柱牆 學童隨時閱讀 國語日報社 2011.04.11
好書大家讀20周年 見證兒少讀物變遷 國語日報社 2011.04.17

備    註：感謝國語日報社 台灣立報社授權連結。
資料來源：國語日報社網站提供 新聞檢索 功能；台灣立報網站首頁提供搜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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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國外閱讀教育訊息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國外閱讀教育訊息 資 料 來 源 日     期
重新學習閱讀 駐波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2011.03.29

備註：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授權連結。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國外教育訊息全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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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100年度本市榮獲教育部閱讀磐石獎名單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100年度本市榮獲教育部閱讀磐石獎名單

獎    項 單  位／個  人 獲獎作品

「閱讀磐石學校」獎 中正國中 「悅」讀希望 ‧「悅」讀未來
「閱讀推手」團體獎 仁愛國小故事媽媽團 故事媽媽團
「閱讀推手」個人獎 東光國小蔡佩娟老師 閱讀分享享愛悅讀

資料來源： 100年度教育部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閱讀磐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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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訊息彙編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處務公告（自2011-03-19起 至2011-04-18止）

公告內容 公告時間
26970恭賀本市中正國中榮獲教育部100年度國中組「閱讀磐石學校」獎及
仁愛國小（故事媽媽）、東光國小（蔡佩娟老師）榮獲「閱讀推手」團體
獎及個人獎!!

2011-03-31

27065轉知天下雜誌於4月13日假本市瑪陵國小辦理「希望閱讀計畫分享
會」，請有興趣之教師踴躍.. 2011-04-08  

2717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辦理教育沙龍系列三之專題
五【推廣閱讀：推廣什麼？如何推廣？成效如何？】

2011-04-15

27071公告本市「2011年北區四縣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複賽成
績。

2011-04-08

27082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國民中小學「第0026期閱讀教學研習班」，請
有興趣之國中小教師參加.. 2011-04-11

27096轉知財團法人龍顏基金會舉辦「第6屆龍顏FUN書獎」閱讀活動訊
息，請轉知學生踴躍參加。.. 201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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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活動（自2011-03-20起 至2011-04-20止）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研習活動（自2011-03-20起 至2011-04-20止）
研習名稱 研習時間 辦理學校

6757閱讀理解文章與試題範例分享與討論 2011-03-23 太平國小

6744本土語言閱讀教學初探 2011-03-23 信義國小

670199學年度第二學期閱讀教育研習｢(限本校教師) 2011-03-23 中正國中

6749成功國民中學99學年度下學期「悅讀101－推動閱讀研習」 2011-03-24 成功國中

6635從閱讀到〝悅〞讀 2011-03-24 正濱國中

6787閱讀教育研習-讀報教育的感動 2011-03-30 西定國小

6816如何營造家庭閱讀環境(限本校教師) 2011-04-06 成功國小

6671 閱讀社群(閱讀專書導讀與討論二)-限本校教師 2011-04-13 復興國小

6850閱讀學習策略(限本校教師) 2011-04-13 隆聖國小

6843希望閱讀計劃分享會--基隆場 2011-04-13 瑪陵國小

6825閱讀策略分享 2011-04-13 武崙國小

6820基隆市中正國中100年度精進教學計畫「數學科普閱讀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研習」

2011-04-14 中正國中

6872精進教學計畫—『閱讀教學推動』學習社群（一） 2011-04-20 忠孝國小

6866本土語言閱讀教學初階研習 2011-04-20 信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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