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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期

本期主題

閱讀教學活動

   隨著學校本位課程的興起，教師自編教材的呼聲越來越高，如何設計及發展出一套適合學生認知發展，又獨具學校特色的課程呢？相信這將
是各校所面臨到的一大考驗。

相片攝影：陳怡潛老師(基隆市建德國小)

李欣雯老師的閱讀教學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勇於嘗試~繪本「我可以幫忙」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增加生活智慧~繪本「討厭黑夜的席奶奶」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學會分享~繪本「一片披薩一塊錢」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讓情感更親密~繪本「媽媽的紅沙發」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主編的話

一步一腳印~「長樂閱讀起步走」 / 基隆市長樂國小 蔡錦庭校長

名人看閱讀

伏爾泰看閱讀 / 法國 伏爾泰

杏壇尖兵

深美國小張碧珊老師專訪 / 基隆市深美國小 張兆文主任

策略擂臺

閱讀也能輕鬆教 / 基隆市長樂國小 吳哲銘主任
閱讀也能輕鬆教~國小低年級提升閱讀能力之策略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資訊科技融入閱讀教學~【環保閱讀e起來】教學活動設計和實施成果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信義區圖書館 / 基隆市文化局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008～爬樓梯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閱讀瞭望台

我的閱讀成長記錄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與您在FB喜「閱」相遇

漫長暑假，讀什麼書？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歡迎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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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李欣雯老師的閱讀教學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隨著學校本位課程的興起，教師自編教材的呼聲越來越高，如何設計及發展出一套適合學生認知發
展，又獨具學校特色的課程呢？相信這將是各校所面臨到的一大考驗。

    由一本繪本（或圖書）為中心，所發展出相關的跨領域教學活動，是一可行的因應方式。經由教
師自行發展延伸出來的課程內容，更能和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因此，我
運用以下四本繪本為中心：【一片披薩一塊錢】、【媽媽的紅沙發】、【討厭黑夜的席奶奶】、
【我可以幫忙嗎？】做了一系列的相關教學活動設計及學習單，希望透過有計畫的設計，讓學生學
得更有系統，且更有趣！

點閱:70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勇於嘗試~繪本「我可以幫忙」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增加生活智慧~繪本「討厭黑夜的席奶奶」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學會分享~繪本「一片披薩一塊錢」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讓情感更親密~繪本「媽媽的紅沙發」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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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勇於嘗試~繪本「我可以幫忙」教學活動設計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本教學活動設計以繪本「我可以幫忙」為發展中心，延伸出四大領域，共6個子活動，希望學生
能透過一系列跨領域的統整體驗活動，培養學生勇敢嘗試與表現的觀念與能力。課程架構簡述如
下：
一、語文領域：1、尋找主旨。2、深度對談。
二、生活領域：我有妙招。
三、綜合領域：1、誰該做家事？2、家事技藝大考驗。
四、藝術與人文領域：送出我的感謝。
    可供使用的學習單：「向同學拜師學藝」、「送出我的感謝」。

點閱:1108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李欣雯老師的閱讀教學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增加生活智慧~繪本「討厭黑夜的席奶奶」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學會分享~繪本「一片披薩一塊錢」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讓情感更親密~繪本「媽媽的紅沙發」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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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增加生活智慧~繪本「討厭黑夜的席奶奶」教學活動設計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本教學活動設計以繪本「討厭黑夜的席奶奶」為發展中心，延伸出四大領域，共9個子活動，希
望學生能透過一系列跨領域的統整體驗活動，了解每個人都有不圓滿的地方，學習他人克服不如意
的好辦法，增加生活智慧。課程架構簡述如下：
一、語文領域：1、有關這個故事。2、為故事加油添醋。
二、藝術與人文領域：我來演演看。
三、綜合領域：1、我討厭！2、可以讓心情更好嗎？
四、生活領域：1、常在黑夜出現的動物。2、小小生物學家。3、夜晚有什麼？4、生活周遭的夜
晚。
    可供使用的學習單：「常在黑夜出現的動物」、「生活周遭的夜晚」。

點閱:127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李欣雯老師的閱讀教學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勇於嘗試~繪本「我可以幫忙」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學會分享~繪本「一片披薩一塊錢」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讓情感更親密~繪本「媽媽的紅沙發」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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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學會分享~繪本「一片披薩一塊錢」教學活動設計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本教學活動設計以繪本「一片披薩一塊錢」為發展中心，延伸出四大領域，共7個子活動，希望
學生能透過一系列跨領域的統整體驗活動，學會跟同學分享。課程架構簡述如下：
一、語文領域：1、找有押韻的歌謠。2、認識比喻句。
二、綜合領域：動手做披薩。
三、數學領域：1、我來分分看。2、一起算算看。
四、生活領域：1、蛋糕偵察家。2、出版社是什麼？
    可供使用的學習單：「認識比喻的句子」、「我來分分看」、「懷念好滋味」、「蛋糕偵察
家」。

點閱:134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李欣雯老師的閱讀教學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勇於嘗試~繪本「我可以幫忙」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增加生活智慧~繪本「討厭黑夜的席奶奶」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讓情感更親密~繪本「媽媽的紅沙發」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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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讓情感更親密~繪本「媽媽的紅沙發」教學活動設計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本教學活動設計以繪本「媽媽的紅沙發」為發展中心，延伸出四大領域，共10個子活動，希望學
生能透過一系列跨領域的統整體驗活動，將夢想轉換成家人共同的願景，奮鬥努力的確實目標，使
得家人間的關係更親密。課程架構簡述如下：
一、語文領域：1、欣賞美麗篇章。2、尋找優美句子。3、編故事高手。
二、綜合領域：1、家人共同的願望。2、媽媽的一週。
三、生活領域：1、找尋好鄰居。2、和鄰居更好。3、小小消防家。
四、藝術與人文領域： 1、我家的沙發。2、設計新沙發。
    可供使用的學習單：「家人共同的願望」、「每天的工作」、「介紹我家的沙發」。

點閱:120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李欣雯老師的閱讀教學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勇於嘗試~繪本「我可以幫忙」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增加生活智慧~繪本「討厭黑夜的席奶奶」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學會分享~繪本「一片披薩一塊錢」教學活動設計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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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一步一腳印~「長樂閱讀起步走」

基隆市長樂國小 蔡錦庭校長

本文摘要

      長樂附設幼稚園與國小低年級老師攜手合作，以工作坊形式，聘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林佩蓉
教授駐校指導本校附設幼稚園與小學課程銜接之「長樂閱讀起步走計畫」。從選書方向、教學
實作、閱讀施測與理解、PISA研究分享等，以深入了解學童閱讀基礎，做好閱讀札根工作。為
了能落實親子共讀，本校特別在小學一年級開學日的新生家長座談會中，邀請林教授主講「樂
在閱讀、深耕閱讀」，以建立家長共識。在林教授圖文並茂的精闢簡報解說後，家長們展現出
高度支持與肯定的態度，使往後的推展閱讀活動如虎添翼。

    配合教育部99學年度「閱讀起步走~送給小學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物」實
施計劃，本校擬定了「長樂閱讀起步走」計畫。這個計畫的終極目標是「從
學習閱讀到透過閱讀習得一切知識」。本校聘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林佩蓉教
授駐校指導，實施的對象除低年級師生以外，另納入了附設幼稚園之師生，
期能將整個閱讀計畫擴大範圍而達到幼稚園和小學課程銜接的目的，從幼稚
園開始奠定良好的閱讀基礎與習慣。

一、計畫的策略：

（一）配合兒童的年齡層、課程作息時間、兒童的興趣與能力、閱讀教學目
標等因素，選擇多元、多樣之優良兒童讀物供兒童閱讀。

（二）教師參與閱讀，帶領學生深入閱讀。

（三）從兒童自由閱讀為始，進而班級共讀，最後鼓勵家長從事親子共讀。

    為了能落實親子共讀，本校聘請林教授擔任主講者，於國小一年級新生開
學當天辦了一場家長說明會，以建立家長共識。 二、計畫的預期目標：

（一）協助兒童培養閱讀的興趣（喜愛閱讀）。

（二）協助兒童建立閱讀習慣（讓閱讀融入生活）。

（三）協助兒童培養閱讀能力（能閱讀、能理解）。

（四）協助兒童培養從閱讀中思考的能力（能思考）。

（五）協助兒童培養與他人談論閱讀內容的能力（能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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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的實施方式：

    依年齡層的不同訂有不同的實施方式，分述如下：

（一）幼稚園     

 1、對環境文字、符號的察覺及了解用途。 

 2、了解一音一字關係。    

 3、對注音符號與國字的探索。

（二）一年級     

 1、對注音符號的認識與拼讀。     

 2、對字詞的認識與了解。    

 3、對短文閱讀大意的理解。

（三）二年級     

 1、對字詞的大量學習。     

 2、對篇章閱讀大意的理解。     

 3、書寫閱讀摘要及讀者回應。  

   這個計畫的執行已屆滿一年，家長的反應良好，老師也已進入狀況，學生
的學習成效隱約可見。為了真正能落實啟發兒童閱讀興趣，培養兒童閱讀習
慣，本計畫仍會積極推展，並列入新年度的首要辦學重點。

點閱: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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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伏爾泰看閱讀

法國 伏爾泰

書讀得愈多而不假思索，你就會覺得你知道的很多；

但當你讀書愈多而思考愈多的時候，你就會清楚的看到你知道的很少。

法國 伏爾泰

點閱: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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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深美國小張碧珊老師專訪

基隆市深美國小 張兆文主任

本文摘要

    本期介紹的閱讀推動老師是深美國小的張碧珊老師，張老師積極在班上推動閱
讀，同時也協助同學年學群班級的閱讀指導，營造學年孩子的閱讀風氣，除了運
用深美豐富的藏書，並善於運用「愛的書庫」，補足學校共讀書之不足，碧珊老
師對閱讀的熱愛，孰悉各類兒童閱讀文本以及學生閱讀的胃口，讓學生喜歡閱
讀，家長說她是一位有魔力的教師，讓孩子愛閱讀。

    詢問碧珊老師是基於何種思維與信念而要推動閱讀時，碧珊老師很平實的回應
「關於推動閱讀，我並沒有太多崇高的理想。僅僅在於我想讓孩子享受專屬於兒
童文學的趣味、幽默與純真。」在參與碧珊老師特殊優良教師訪評時，曾經在簡報
中看到這樣一段語句「閱讀是與世界接軌的翅膀  寫作是將思考整合的藝術」，或
許這是碧珊老師推動閱讀的核心思考點。

    在國小教室裡，導師是重要的閱讀推動者，對於導師在兒童閱讀中扮演的角色與
功能有深刻的思考。「在國小教室裡，導師是推動閱讀的那雙手。空有豐沛的閱
讀資源仍不足以帶領多數學生沉浸於閱讀世界中。因此老師在教室中，就要扮演
閱讀推銷員的角色，不停的「兜售」各式各樣的好書，對閱讀產生興趣；就要扮
演教練的角色，指導學生閱讀理解策略，駕馭文字；就要扮演引航員的角色，協

助學生在書海中尋找方向，探究事理。我想一個老師要成為閱讀的推手，光說不
練，無法跟學生一起閱讀，再多的閱讀教學都是形式與空談。」

    對於閱讀推動有了核心思考與角色認知，在教學歷程中碧珊老師在各學習階段嘗
試不同的方法、活動或策略讓孩子親近閱讀素材，簡單的以低中高年級陳述如下，
提供老師參考：

    低年級階段，「繪本是帶領孩子進入閱讀王國的Þ佳媒材。在孩子識字量有限
的狀況下，我常在課堂上挑選趣味性高的文本大聲朗讀(read aloud)，有時甚至會
故意賣關子，在故事精采處停下來，鼓勵孩子自行閱讀。通常孩子的好奇心很容
易被激發，尤其當他們認為故事情節有趣的時候，就會更想進一步了解，而願意

靜下來閱讀。而經由我大聲朗讀的作品，孩子已經對內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因此閱讀的難度降低了，孩子自然願意嘗試獨力閱讀。而低年級的閱讀能力，就
是在每天撥一點點時間的大聲朗讀中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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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級階段，「中年級不能僅限於閱讀繪本了，因此我會運用橋梁書，幫孩子
在繪本與文字書中間建立連結。橋梁書和文字書的字數量較多，大聲朗讀比較會
造成課程負擔，因此我較常採用聊書(book talk)的策略。為孩子挑選想像力豐富
的童話和貼近生活的文本，然後在課堂中介紹。說一說我的閱讀想法，也可以將
情節內容故弄玄虛，每個星期我都會花一點點時間和孩子聊書，以文本內容勾起

孩子的興趣，以鼓勵替代要求，帶孩子進入文字書的領域。除此之外，這個階段
的孩子，對於作家這個角色更有概念，以作家為主題來進行閱讀，也是很吸引孩

子的方式。」

    高年級階段，「高年級的孩子，閱讀能力會呈現兩極化，有閱讀習慣的孩子，
不會畏懼文字數多的小說。缺乏閱讀耐心則是未養成閱讀習慣孩子的通病。因此
我採用文學圈(literature circle )的策略。文本的選擇採取多元的模式，來符應學生
個別差異的需求。在文學圈裡，孩子以分組的模式選擇有興趣的文本，像是偵探
小說、校園小說、奇幻小說等類別。在小組裡孩子有閱讀選擇權，選擇自己有興
趣的文本閱讀，然後在小組裡進行閱讀分享，Þ後再分散到其他組別進行閱讀分

享。高年級的孩子，尋求同儕間的認同，這樣彼此分享閱讀經驗、想法的模式，
促成彼此間的對話並激發出閱讀的趣味。」

    上述是一個碧珊老師在指導閱讀的概略描述，在她的班上，搭配寫作以及其他活
動，讓閱讀變的更生動引人，另外對於閱讀動機的引發，碧珊老師也深深的勾引出
孩子得內在動機，讓閱讀深植於孩子的生活，從他的話語中可以體會出端倪。「曾
經有人問我，我給孩子什麼閱讀獎勵，讓他們能達到平均一學期閱讀33本文字
書?當下我不會回答，也不懂為何要給予孩子獎勵，他們才願意閱讀?我思考，我
給孩子Þ好的閱讀獎勵，就是閱讀的樂趣。一本好書帶給人的感動、帶給人的趣
味、帶給人的充實、帶給人的影響，遠大於物質的獎勵。」碧珊老師讓閱讀回歸
閱讀本身的純粹，閱讀得以轉化成為終生興趣。

點閱: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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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也能輕鬆教

基隆市長樂國小 吳哲銘主任

   本校在蔡校長錦庭的帶領下，為了能真正落實並啟發兒童閱讀興趣，培養兒童閱讀習慣，持續積極
推展「長樂閱讀起步走」計畫，並列入100學年度的首要辦學重點。
    因此，學校第一線的教師，都將培養閱讀習慣列入語文教學的重要活動，各年級皆有推展閱讀的
實施策略，並遵循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幼教系林佩蓉教授在「樂在閱讀、深耕閱讀~長樂閱讀起步走計
畫」所提，閱讀的重要性來實施：1、培養閱讀的樂趣，建立終身學習的態度。2、增進語言的學
習、文學的陶冶。3、增長認知學習--各種知識、生活經驗的吸收。4、涵養美學--欣賞不同繪本畫風
的表現方式。5、培養創造想像、批判思考的能力。
   此次，本校針對低年級提昇閱讀能力之策略，請低年級導師李欣雯分享「閱讀也能輕鬆教」一文供
各位教育夥伴們做參考。文中提及七個策略：1、老師(班親媽媽)講故事。2、為同學朗讀（讀報）。
3、好書分享。4、寧靜閱讀。5、班書共讀。6、兩人一組念故事。7、善用圖書館。
    除此之外，本校還有跨領域的繪本教學教案示例四份，包含「一塊披薩一塊錢」、「我可以幫
忙」、「討厭黑夜的席奶奶」、「媽媽的紅沙發」，屬於低年級學童的閱讀指導教學入門。適合在
中高年級來實施的「環保閱讀E起來」主題式教學，該班師生決定融合環保議題，採用分組合作的方
式，善用先進的E化設備~電子白板，來活化介紹好書的形態與內容，讓每位學生都能學到製作簡報
與小組發表之能力。
    影響閱讀表現的因素很多，若是學童能在學校養成閱讀習慣，並安排時間及空間，讓學童沈浸其
內，再加上教師適時的閱讀教學策略引導，學童的閱讀能力便能持續增進。

點閱: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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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也能輕鬆教~國小低年級提升閱讀能力之策略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本文摘要

      剛從幼稚園大班升上國小一年級的孩子，少數人連37個注音符號都分不清楚，多數人能利用直拼的方式來念
短文，某些人能讀全部只有國字的讀本，天壤之別的閱讀能力，要如何才能縮短其中的差距？怎樣才能帶起全
班喜愛閱讀的風氣？這是每位老師共同的疑惑和目標，其實只要用對方法與策略，閱讀也能輕鬆教。以下舉出
七種提升閱讀能力之策略，供各位教育夥伴參考。

一、老師(班親媽媽)講故事
（一）時間：每週一的晨光時間（8：00~8：40）。
（二）作法：
1、老師挑選一本適合多數學生閱讀的兒童讀物大聲講給全班聽。
2、請學生舉手發表聽完故事後的想法，或提出問題。
3、由老師提出封閉性（有標準答案）或開放性（無固定答案）的問題，引導學生說出：「我是從哪裡看出答案？」
（三）優點：能透過聽老師講故事的過程，習得說故事的技巧，培養用心聆聽
            與發表想法的能力。
    ※補充：有電子白板的教室，可利用網路連結到文建會「繪本花園」網
            站，讓學生先觀看動畫來引起動機，等大家發揮想像力將故事
            接著說下去後，再由老師把故事講完。討論完整本故事後，再
            玩網站上提供的小遊戲，提升學生興趣與參與度。
      
         
二、為同學朗讀（讀報）
（一）時間：每週二的晨光時間（8：00~8：40）。
（二）作法：
1、星期五安排回家作業「親子共讀」，讓學生帶書或報紙回家讀。
2、帶書的學生挑幾頁（100字以上），於星期一早自習時上台朗讀。
3、帶報紙的學生挑一篇文章，於星期一早自習時上台朗讀。
4、上台朗讀時，請另外1位學生協助拿麥克風。
（三）優點：養成學生假日閱讀的好習慣，因為要輪流或抽籤上台朗讀，所以
            家長和學生都會比較認真的閱讀。
 
三、好書分享
（一）時間：每週三的晨光時間（8：00~8：40）。
（二）作法：
1、先告知家長要孩子發表哪些內容，在家幫忙練習。
（1）問候語：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2）介紹：我是（姓名），今天我要分享的好書是（書名）。
（3）簡介：這本書在講（主角？在哪裡？發生哪些事？）。
（4）精采處：我覺得（哪邊有趣？哪張圖很特別？）。
（5）結語：我的分享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2、發下「好書分享單」，讓學生先把發表內容寫下來，記不
   起發表內容的人，可拿著上台去念。
3、先將學生分成3~6人一組，讓每位學生皆能在組間練習發表。
4、上台發表時，請另外2位學生分別協助拿麥克風和展示故事書。
（三）優點：讓學生知道上台發表時應注意的禮節，了解分享好書的方法。
 
 
四、寧靜閱讀
（一）時間：每週五的晨光時間（8：00~8：40）。
（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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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老師分配或讓學生自由挑選想看的故事書。
2、請學生安靜坐在位子上專心看書。
3、在「寧靜閱讀存摺」上，寫下安靜看故事的日期和書名。
4、學生可自由寫或畫下自己印象深刻的故事情節，給予加分。
（三）優點：培養學生能自己安靜閱讀的好習慣，並學習做記錄的方法。
 
五、班書共讀
（一）時間：「閱讀課」或「彈性課」時間
（二）作法：
1、每人都有一本相同的故事書（班費購買或向圖書館借）。
2、星期五安排回家作業「親子共讀」，讓學生帶書回家熟讀。
3、請學生舉手發表讀完書的想法，或提出問題。
4、由老師提出封閉性（有標準答案）或開放性（無固定答案）的問題，引導學生說出：「我是從哪裡看出答案？」
5、發下「深入閱讀討論單」，列出10~20條討論過的問題。
6、兩人一組從書中討論出答案，一起寫下一模一樣的答案。
7、先寫完的小組，進行「念故事接龍」，一人一句（遇到標點符號就換人）把故事念完。
（三）優點：每個人手上都有一本相同的書，方便深入閱讀和討論。討論時，
            因為兩人都有共同的任務「一起寫下一模一樣的答案」，所以會
            非常認真的參與。
     ※補充：當學生熟習討論和書寫答案的方法後，可擴大討論人數至3~6
             人。「深入閱讀討論單」一組只給一張，請大家輪流念題目和寫
             答案，採小組計分方式，培養團隊合作的能力。給每個小組一
             個小白板、一支白板筆和一個白板擦，方便相互提供答案。           
      
       
六、兩人一組念故事
（一）時間：早自習的空閒時間。         
（二）作法：
1、請學生自己找已經有空的同學2個人一組。
2、兩人各挑一本不同的故事書。
3、甲生先念自己挑的故事書給乙生聽。
4、甲生念完後，針對故事書的內容，出五道題目考乙生。
5、換乙生念自己挑的故事書給甲生聽。
6、乙生念完後，針對故事書的內容，出五道題目考甲生。
7、兩人分別在自己的「閱讀存摺」上，寫下念故事的日期、書名和夥伴，最後給老師批閱和簽名。             
8、學期末統計每人念故事書之總本數。
9、取最高的前五名頒給「念故事達人」獎狀和獎品。
（三）優點：學生透過互相念故事給對方聽的過程，能訓練溝通、朗讀、聆
            聽、提問和記錄等能力，一舉數得。
 
 
七、善用圖書館
（一）時間：「閱讀課」或「彈性課」時間
（二）作法：
1、介紹圖書館的位置、設備、用途、禮節和借還書的手續。
2、學生選完書後，學習用書插取書，安靜坐在圖書館內閱讀。
3、指導學生挑選自己喜歡的書借回家看。
4、用班級書箱或老師的名義，借各類書籍放在教室裡方便取閱。
5、「班級書箱」的書可由師生共同挑選，增加學生的參與度。
（三）優點：教師能買的書或班級藏書量有限，若能善用圖書館內大量的藏書
            ，讓學生喜歡主動上圖書館借書回家看，就不用擔心學生能閱讀的書籍太少。

點閱: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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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資訊科技融入閱讀教學~【環保閱讀e起來】教學活動設計和實施
成果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本文摘要

           在98學年度擔任404班導師的期間，適逢學校成為「E化創新學校」，四、五年級以班級
為單位，使用專題導向式學習（PBL）來進行教學。班上學生經過四上半學期的PBL教學課程
（世界末日不要來）體驗後，對分組學習的方式有了初步的了解，關於地球暖化對人類生存所
造成的威脅也產生了很大的迴響。為了推動閱讀，「好書分享」是本班每週三和五晨光時間的
重頭戲，人人會準備一本好書跟大家分享。為了讓分享活動不再侷限於單調的口頭報告，師生
決定融合環保議題，採用分組合作的方式，善用先進的E化設備，來活化介紹好書的形態與內
容，使之更吸引人，並讓每位學生都能學到製作簡報與小組發表之能力。

點閱: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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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也能輕鬆教 / 基隆市長樂國小 吳哲銘主任
閱讀也能輕鬆教~國小低年級提升閱讀能力之策略 / 基隆市長樂國小 李欣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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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信義區圖書館

基隆市文化局

一.歷史沿革 
2003年適逢文建會推動全國「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利用當時基隆市政府建設局大樓
的三、四樓閒置空間，加以大力整頓，並改頭換面，於2004年3月15日落成正式啟用，目前為信義區
最雅緻、最舒適的公共圖書館。
 
二.館舍與館藏 
信義區圖書館的館址是基隆市信二路224巷(信義市場巷內)8號三、四樓，是座鬧中取靜、設計新穎的
公共圖書館。三樓面向巷口的右側是服務台與兒童閱覽室，中間凸出部份是景觀台，至於左側則是
民眾閱報區，以及會議室。四樓則規畫為特藏閱覽室與一般閱覽室，散發出溫馨的書香氣氛。兩層
樓總面積158坪，藏書13744冊、期刊97種、報紙3種,.初創時期能有如此成績，誠屬不易。
 
三.推廣服務 
配合教育部「閱讀植根與間改造：98至101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本館將推動一系列活動，並
不定期舉辦說故事、培養兒童閱讀能力、推廣閱讀及主題書展等活動。
 
四.基隆市信義區圖書館服務訊息
 
(一)館內配置：
三樓：綜合服務台、電腦檢索區、兒童閱覽室、期刊閱報區、會議室。
四樓：特藏閱覽室(包含：文史用書、參考工具書、政府出版品)、一般閱覽室、自修區。(三、四樓
共120個席位) 
本館為本市府無線網路據點。
 
(二)開館時間：
週二至週日09:00～17:00(備註:暑期週二至週五延長開放夜間時段)

申辦借閱證及借還書於閉館前30分鐘停止受理  休館日：週一及國定假日及選舉日

(三)地址、電話：20147基隆市信二路224巷8號三、四樓  TEL:2428-0406

(四)網址(區公所)：http://www.klsy.gov.tw

(五)交  通：搭公車201、202、203、204路線，於信義區公所站下車。

(六)本區景點：中正公園大佛禪院、月眉山靈泉禪寺、基隆市史蹟館、中正公園天鵝洞、槓仔寮砲
台、田寮河、主普壇、役政公園、基隆佛光極樂寺、佛教蓮社地藏殿等。

點閱: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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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008～爬樓梯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人生就像爬樓梯。
有人快、有人慢；
有人往上、有人往下。
有人爬了一段才發現此路不通，
有人以為爬到了頂端，
卻不知道那扇門後面，
到底還有什麼在等著他？

●靈感來源～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BWV1010  基格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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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閱: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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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瞭望台

我的閱讀成長記錄

基隆市武崙國小

封面設計：薛丞堯老師
內頁編輯：陳錦惠老師

點閱: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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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漫長暑假，讀什麼書？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本文摘要

時間 6月23日 14:30 - 8月30日 17:30

地點 閱讀教育

召集人 閱讀教育

詳情 請您來推薦暑假好讀書目

·         閱讀教育給國小學生：湯姆歷險記

·         Angi Hsu

低年級:名偵探系列;中高年級:貓戰士

·         Lillian Sung

在一般電腦上可以閱讀的電子多媒體繪本或者圖文書(中高年級)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
fbid=230127093666725&set=t.100000083076310&type=1&theater

·         Lillian Sung

在一般電腦上可以閱讀的電子多媒體繪本(3-8歲)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
fbid=230281376984630&set=a.103071253038977.6444.100000083076310&type=1&theater

·         Breeze Chao

《三字經─正統文化教材精解》《千字文─正統文化教材精解》《弟子規─正統文化教材精解》《千家
詩─正統文化教材精解》

·         王夏天

推薦給高中生、大學生以上（需要一點閱讀基礎）倫珠梭巴：《喜樂泉源》。

這本書提到的兩大重點—「菩提心」以及「忍」（如何面對瞋恨心）。對於容易想太多，容易發脾氣，甚
至嫉妒怨恨的人有一定的幫助。

·         Breeze Chao

電子書：點亮心燈 適合大人看的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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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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B2%89%E7%B5%B2%E5%B0%88%E9%A0%81
https://www.facebook.com/kl100read
https://www.facebook.com/kl100read
https://www.facebook.com/angihsu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08307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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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仁金

 ~德川家康~

·         Dare-lin Dare

企管...>,<

·         Alex Lu

電影中的生命教育

·         Hsiang-Ju Kung

齊邦媛的巨流河,讚~

·         Kailing Wu

康丁斯基[ 藝術的精神性]

·         Peichun Chen

Look!s.VIVI.MINA 每個月都很愛看:)
又.我最近一股作氣看完且意猶未盡的書-侯文詠的帶我去月球~~

·         Min Hui

 ~輕鬆哲學~

·         許大該

建築師雜誌!!!

·         Ruby Cheng

帶孩子去郊外出遊讀邱承宗老師的《啊！蜻蜓》，走一趟親子共學的生態之旅

·         Chuan Yuan Wei

給國中生：

龍應台 親愛的安得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         Esther Wu

吳念真的 這些人,那些事

·         Doris Lee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40730173
https://www.facebook.com/dare410
https://www.facebook.com/lwp1210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611550775
https://www.facebook.com/CordeliaV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97984092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44595933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769315999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682911850
https://www.facebook.com/chuanyuan.wei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661598848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948665898


·         最近看了「黑夜裡的送行者」這本書！
海兒海兒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吳正偉

DGR 2011年 52版和DOC8973

·         東青水

暑假中會碰到鬼月
介紹鬼最多的二本好書

<晴空小侍郎>
<明星節度使>

·         Meng-Wen Hsu

國小組:
少年君王系列
變身

風的女兒

劃破地毯的少年--伊克寶的故事

·         Meng-Wen Hsu

青年/成年組:
風之影---薩豐原著/范湲譯
質數的孤獨--保羅.裘唐諾/林玉緒譯
目送----龍應台
慢讀唐詩/愛上源自生活的美麗---琹涵
慢讀宋詞/珍愛源自生活的深情---琹涵

·         王秀津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哈佛唯一公開課

·         Joyce Lee

這些建議書目，我要盡量讀；今年第一本(套)要讀的是-明朝那些年的事兒

·         閱讀教育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336809夏日讀書趣／玩物理…別鬧了！費
曼先生 - 親子書房 - 親子成長 - udn校園博覽會

·         王秀津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哈佛唯一公開課

·         Joyce Lee

這些建議書目，我要盡量讀；今年第一本(套)要讀的是-明朝那些年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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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教育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336809夏日讀書趣／玩物理…別鬧了！費
曼先生 - 親子書房 - 親子成長 - udn校園博覽會

·         Dare-lin Dare

企管...>,<

·         Alex Lu

電影中的生命教育

·         Hsiang-Ju Kung

齊邦媛的巨流河,讚~

·         Kailing Wu

康丁斯基[ 藝術的精神性]

·         Peichun Chen

Look!s.VIVI.MINA 每個月都很愛看:)
又.我最近一股作氣看完且意猶未盡的書-侯文詠的帶我去月球~~

·         Min Hui

 ~輕鬆哲學~

·         許大該

建築師雜誌!!!

·         Ruby Cheng

帶孩子去郊外出遊讀邱承宗老師的《啊！蜻蜓》，走一趟親子共學的生態之旅

·         Chuan Yuan Wei

給國中生：

龍應台 親愛的安得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         Esther Wu

吳念真的 這些人,那些事

·         Doris Lee

·         最近看了「黑夜裡的送行者」這本書！
海兒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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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吳正偉

DGR 2011年 52版和DOC8973

·         東青水

暑假中會碰到鬼月
介紹鬼最多的二本好書

<晴空小侍郎>
<明星節度使>

·         Meng-Wen Hsu

國小組:
少年君王系列
變身

風的女兒

劃破地毯的少年--伊克寶的故事

·         Meng-Wen Hsu

青年/成年組:
風之影---薩豐原著/范湲譯
質數的孤獨--保羅.裘唐諾/林玉緒譯
目送----龍應台
慢讀唐詩/愛上源自生活的美麗---琹涵
慢讀宋詞/珍愛源自生活的深情---琹涵

·         王秀津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哈佛唯一公開課

·         Joyce Lee

這些建議書目，我要盡量讀；今年第一本(套)要讀的是-明朝那些年的事兒

·         閱讀教育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336809夏日讀書趣／玩物理…別鬧了！費
曼先生 - 親子書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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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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