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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行政領導

透過團體的提問和討論，讓小朋友有機會更深入去思考故事的內容，也有機會去聽聽別人的問題和看故事的角度，故事發展的前
因後果、各種可能性的想像和延續，也是讓小朋友有機會用口語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因此，讓小朋友感受到書所帶來
的深刻而豐富的閱讀樂趣！

摘錄自：蔡幸珍
                (繪本和兒童哲學2合1培養閱讀和思考的二個好習慣)
 

相片攝影：國立台中圖書館兒童閱覽室

打開閱讀的那一扇窗-談學校行政如何推動閱讀教育 / 基隆市國教輔導團 李欣蓉老師
『班級共讀＋提問討論』— 2合1培養閱讀和思考的二個好習慣 / 兒童閱讀教育推動者 蔡幸珍
一城市一書 Read, Keelung 2011 票選 / 八堵國小編輯團隊

主編的話

讓閱讀無所不在 / 基隆市東信國小 郭紫微校長

名人看閱讀

鍾文音看閱讀 / 作家 鍾文音

策略擂臺

我是明日之星～班級最新好書推薦系列活動 / 基隆市東信國小 黃英人主任 盧文媛老師

杏壇尖兵

閱讀趣 / 基隆市東信國小 陳素玲老師

閱讀寶庫

閱讀交流站～東信無尾熊兒童閱讀網 / 基隆市東信國小 盧文媛老師

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港都新風貌「借閱證悠遊全市案」市民服務Q&A / 基隆市文化局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遇見巴哈010～第一朵花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與您在FB喜「閱」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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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閱讀的那一扇窗-談學校行政如何推動閱讀教育

基隆市國教輔導團 李欣蓉老師

「知識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閱讀上面」，身為學校的教育人員，總是希望，能幫助學生透過閱讀獲
取知識、擴展生活經驗、感受前人的看法、形塑自己的觀點。因此，如何讓閱讀成為一種習慣，讓好書
成為學生的摯友，即成為學校推動閱讀教育的重要目標與課題。

教育處為推動閱讀教育，將閱讀行動列為100年度精進教學計畫主軸之一，希望透過閱讀開啟學生
「心」世界，鼓勵學生透過閱讀的歷程擴展視野。特於100年10月7日邀請中央大學陳明蕾教授及本市獲
得閱讀磐石學校殊榮的東光國小王佩蘭校長及中正國中陳政暉主任分享學校推動閱讀教育的具體行動策
略，以作為本市學校行政推展閱讀教育之參考與借鏡。

陳明蕾教授分析了近十年國際閱讀相關大型評比（PISA、PIRLS）結果及台灣推動閱讀教育的重大
歷程，發現台灣的學校推展閱讀教育的型態有兩大主要的面向：「閱讀環境的經營」及「閱讀習慣的薰
陶」。以本市獲得99學年度閱讀磐石獎的東光國小為例，王佩蘭校長認為學校閱讀教育的推動應掌握3
主軸- Love to read、Learn to read、Read to learn三大主軸，及4行動-建立閱讀典範、辦理閱讀或圖書館教
育活動、營造便利性的閱讀環境、親子閱讀等行動作為規劃學校閱讀活動的整體思維，才能全方位的建
立學校閱讀文化。

而獲得100年度閱讀磐石獎的本市中正國中陳政暉主任也指出，儘管國中的學生面對升學壓力，學
校的閱讀活動若能妥善規劃將讓閱讀成為學生能力向上提升的動力。他分享了中正國中將閱讀教育計畫
融入總體課程、引導師、生、家長重視閱讀、營造書香校園、精進教師教學知能等四大面向做為推展學
校閱讀教育的主要策略，進一步架構出「悅讀少年G」系列閱讀活動，深耕閱讀的績效顯現在基測寫作
成績逐年提升，也達成了閱讀向下紮根，能力向上提昇的目標。

要打造一個書香校園，讓學生成為具備閱讀素養的公民，該怎麼做呢？陳明蕾教授認為除了閱讀環
境及習慣的營造之外，一個成功的閱讀教育推展，更要考量跳脫「閱讀活動」，進一步提昇到「閱讀教
學」的層面。而閱讀能力的提昇可由四大方向識字能力、詞彙能力、文本訊息理解能力、詮釋文本訊息
之理解能力著手，由小一、二的識字能力，逐漸提昇到高年級的閱讀理解能力，在不同年級各有其發展
之重點。

那麼，如何幫助教師獲取閱讀教學的相關知能，達到閱讀教學的目標呢？陳明蕾教授認為閱讀理解
教學應內含在語文教學裡，而非外加的活動，且需要循序漸進的推動，若能在低年級整合識字與閱讀流
暢性的詞彙教學、中年級提昇知識層次的閱讀理解教學，就能進一步培養更高層次的「自學」新知之閱
讀素養，達到完整閱讀教學的目標。王佩蘭校長認為要達到以上的目標，除了閱讀氛圍的營造之外，為
幫助教師增加閱讀教學之知能，可配合學校的教師專業成長計畫，找尋學校對閱讀有興趣的教師建立種
子社群，進行以閱讀教學為主的行動研究，透過種子教師的實作與經驗分享，有制度的收集閱讀教學方
案，較容易將好的閱讀教學經驗擴展至全校，讓所有的學生都受惠。

莎士比亞說：「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鳥兒沒有翅
膀。」要讓智慧發光，讓閱讀發熱，需要你我共同努力，給我們的學生一把打開知識寶庫的鑰匙，開啟
面對世界的那一扇窗。

點閱:123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班級共讀＋提問討論』— 2合1培養閱讀和思考的二個好習慣 / 兒童閱讀教育推動者 蔡幸珍
一城市一書 Read, Keelung 2011 票選 / 八堵國小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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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F%BA%E9%9A%86%E5%B8%82%E5%9C%8B%E6%95%99%E8%BC%94%E5%B0%8E%E5%9C%98+%E6%9D%8E%E6%AC%A3%E8%93%89%E8%80%81%E5%B8%AB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2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28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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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期

閱讀專題

『班級共讀＋提問討論』— 2合1培養閱讀和思考的二個好習慣

兒童閱讀教育推動者 蔡幸珍

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裡，如何培養學生有閱讀和思考的二個好習慣？我個人認為透過班級共讀和
提問討論二者相結合，讓學生愛上閱讀，也愛上思考。

進行方式如下：
 

       （1）全班共讀一篇短文故事或是一本圖畫書。

（2）讓學生自由提問，並且將問題逐字寫在黑板上，之後加上提問者的姓名，而不是老師
事先想問題設計學習單。

（3）老師帶領學生一起釐清問題並且將問題分類。

（4）老師帶領學生以關懷思考、合作思考、有趣的方式進行討論。
 
       思考是需要練習的，提問是需要被鼓勵的，提問也是需要花時間練習的，提問比回答問題
難。好的提問是創造力的始點。對於小朋友的提問，我一律報以鼓勵和讚賞。

 
提問之後，帶領人並沒有義務提供答案，我不會馬上回答小朋友的提問，而是讓提問者回答自

己的問題，或是問小朋友為什麼要問這樣的問題，或者是請別的小朋友發表看法，偶爾，我會順著
小朋友的回答，再提問。讓小朋友自己去思考去辨證，收穫會比老師直接回答來的好。

 
讓小朋友提問，讓小朋友回答、表達意見和看法，帶領人需要的是仔細觀察和聆聽，從問題中

和回答的過程中，慢慢了解小朋友的思維、生活點滴和個性、表達清楚度、邏輯思考力等等。
 

我曾經帶圖畫書《橘色的馬》到國小三年級班上分享。
 
     《橘色的馬》故事大意：
        一開始，牠想牠的兄弟應該也是橘色的，所以，張貼的尋馬啓事的條件是橘色，結果，來了一
棟橘色的房子。於是牠增加條件，除了橘色的身體之外，還要跑的快。這回找到的是橘色的跑車。
牠繼續增加條件，除了橘色的身體、跑的快、還要有黑色的鬃毛以及黑色的尾巴，這回找到的是獅
子。

尋尋覓覓還是找不著，後來牠認識一匹咖啡色的馬，牠們成為好朋友，交談中，牠知道咖啡色
的馬也在找尋牠的兄弟，也是持有半張的照片，於是，牠們趕緊拿照片出來對一對，噢，真是令人
失望又難過。

 
咖啡色的馬拿出剪刀，修修剪剪，終於讓二張照片合得起來。於是，他們就變成兄弟了。

 
小朋友的提問如下：

 
 Q1：牠們是怎麼遺失兄弟的？（伃倢）
 
 Q2：為什麼橘色的馬剛開始不去找牠？（詠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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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照片經過什麼事件會變成半張？（皓禎、佩庭）
 
 Q4：橘色的馬怎麼和咖啡色的馬相遇？（彥甫）
 
  Q5：為什麼橘色的馬的兄弟是咖啡色的馬？（庭瑜）
 
 Q6：為什麼會有半張的照片？（奇寬）
 
 Q7：既然咖啡色的馬和橘色的馬是兄弟，為什麼咖啡色的馬要剪照片？（詠喬）
 
 Q8：可能中間照片不和的部分還有漏掉的馬？（皓禎）
 
 Q9：為什麼要有照片才能是兄弟？（懿芳）
 
 Q10：那個城市還有別的橘色的馬嗎？（詠喬）
 
 Q11：橘色的馬的兄弟是誰？到哪裡去？（庭瑜）
 

       當我看到聽到小朋友的這些提問時，我知道他們關心什麼，我也覺得他們的提問非常有深度
呢！我們針對很多的提問進行討論，每個問題的延伸好像又幫《橘色的馬》生出前傳、後傳和外
傳，相當精彩。

 
透過團體的提問和討論，讓小朋友有機會更深入去思考故事的內容，也有機會去聽聽別人的問

題和看故事的角度，故事發展的前因後果、各種可能性的想像和延續，也是讓小朋友有機會用口語
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因此，讓小朋友感受到書所帶來的深刻而豐富的閱讀樂趣！

 
蔡幸珍部落格：燦爛笑容的向日葵女孩

點閱: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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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閱讀的那一扇窗-談學校行政如何推動閱讀教育 / 基隆市國教輔導團 李欣蓉老師
一城市一書 Read, Keelung 2011 票選 / 八堵國小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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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一書 Read, Keelung 2011 票選

八堵國小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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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10月20日 10:00 - 11月10日 22:00

詳情

文化局邁入第二年的一書一基隆活動，評審委員從千本書當中，挑出了12本。

挑出的十二本書，有包含兒童文學、生態類、旅行種類很多，評審委員指出，在生態與地域性的考量比重較大，像去年

獲選的就是在地藝術家王傑的基隆小旅行，以及畫出在大武崙砲台等戰地的勇12的鴿子故事。

而今年入圍的12本書包括:
1.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上、下冊) 、
2.身體美學-讓你的身心永遠從容自得、

3.大設計、

4.兜售夢想的先知、

5.海洋行旅、

6.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7.台灣久久：台灣百年生活印記（卷一、二、三）、

8.尋百工:四個年輕孩子與一百種市井職人相遇的故事、

9.逗陣來唱囡仔歌Ⅰ-台灣歌謠動物篇 Ⅱ-台灣民俗節慶篇Ⅲ-台灣童玩篇 Ⅳ-台灣植物篇（共4冊）、

10.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

11.我們的森林、

12.台灣原味車站輕鬆蹓。

 
十月廿日起至十一月十日將開放市民上網票選最想推薦的一本書，文化局準備圖書禮券要送給上網投票的民眾。網路票

選佔百分之四十，決選委員佔百分之六十；十一月廿六日公布結果。

 
票選網址：http://citybook.klccab.gov.tw/

點閱: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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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讓閱讀無所不在

基隆市東信國小 郭紫微校長

閱讀力是所有能力的基礎，各個國家對於閱讀能力的培養都極為重視，教育部

於民國89年頒布「全國閱讀能力培育計畫」，期待透過家庭、學校與社會共同為孩

子們提昇閱讀能力。希望透過閱讀，能讓孩子學習飛翔，能讓孩子擁有希望，也許

一本書，就會改變孩子的一生，因此，可以說，用閱讀來搭建希望是可行的。

教育部推動閱讀，是希望在此時代背景，孩子們不是只一味的就教科書來學

習，而是勇於涉獵不同領域的課外知識，因此，教師們必須去承擔為孩子們指引閱

讀的責任，孩子們需要專業人才引領他們踏入閱讀之門，享受閱讀樂趣。事實上，

閱讀絕對不是一件刻意推動的工作或活動，而是很自然的存在於各個角落，也就是

生活的主軸。站在教育第一線上，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孩子們在閱讀評量上，總是

贏在詞彙的量上，卻輸在對內容的理解及概念之中，所以對於閱讀運動，目前來

說，鼓勵孩子們共讀與分享是一個很好的閱讀策略。讓閱讀無所不在，正是我們努

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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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鍾文音看閱讀

作家 鍾文音

靈感是閱讀與經歷。
經歷包括生活的一切感悟與旅行（日常的閒晃與觀察），
閱讀不止讀書，還有看電影，看美展，聽音樂都是。
人間的一切我都帶著興味去欣賞。
資料來源：聯合報 100年10月16日 聯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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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我是明日之星～班級最新好書推薦系列活動

基隆市東信國小 黃英人主任 盧文媛老師

本文摘要

近來在教育部的大力推動閱讀運動下，使得國小學童接觸閱讀活動的機會增加了，藉由

安排多元化的閱讀活動，讓學生實際參與，可以引起學生的閱讀興趣，增加學生熟知許多書

籍的機會。如果能讓他們進一步有自由選擇書籍和獲得書籍的途徑，再藉由老師的良好示範

與同儕間的閱讀分享、討論，則能提供成功的機會給學生，激發學生的閱讀動機，增加其自

我效能。

「書」是開啟知識的大門，當你打開一本書時，就如同打開了一個世界。閱讀可以使我們

了解前人生活智慧的結晶，體驗文化的精髓，讓我們猶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以看得更

高、更遠。前教育部長曾志朗曾說：「有效迅速的獲取知識，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閱讀，因為閱

讀讓人們可以不需親身體驗就能獲取別人的經驗與得到有系統的知識。且閱讀別人的經驗可以幫

助我們克服現在的困難，增加受挫的能力，減少因無知而造成的恐懼感，更能改變氣質，擁有別

人偷不走也搶不掉的知識。」

近來在教育部的大力推動閱讀運動下，使得國小學童接觸閱讀活動的機會增加了，藉由安排

多元化的閱讀活動，讓學生實際參與，可以引起學生的閱讀興趣，增加學生熟知許多書籍的機

會。如果能讓他們進一步有自由選擇書籍和獲得書籍的途徑，再藉由老師的良好示範與同儕間的

閱讀分享、討論，則能提供成功的機會給學生，激發學生的閱讀動機，增加其自我效能。

「閱讀」是東信國小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重點項目，除了「東信閱讀通」閱讀課程的整體規

劃之外，學校每年會定期辦理具有特色的閱讀推廣活動，營造校園閱讀風氣，如：配合世界閱讀

日舉辦故事媽媽網路說故事活動，讓小朋友認識世界文豪-沙士比亞；結合東信閱讀通課程辦理

班級巡迴書箱活動，鼓勵小朋友將閱讀心得分享在「東信無尾熊閱讀網」中，期望小朋友們在參

與閱讀活動時，能激發閱讀興趣並養成喜愛閱讀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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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使小朋友們認識更多好書並徹底了解所閱讀過的書籍，在探索了相關的閱讀推廣活動之

後，我們選定了「明日之星-班級好書推薦系列活動」，作為99學年度全校性的閱讀推廣策略。

這項為期長達一個月的閱讀推廣活動，讓小朋友們在一系列的活動規劃中，有機會閱讀被推薦的

好書，在課堂中分享彼此的想法，促進師生間相互交流的機會。而學生們為了要找出值得推薦的

好書，將會認真的選擇書籍來介紹，如此會強化學生選擇書本的動機，而經由同儕的好書介紹，

也會增加書籍被閱讀的機會，增加學童對某些書籍的熟悉度。而由同學年的小朋友推薦書籍，會

較符合該年齡層兒童的喜好，也會大大地提升小朋友們的閱讀動機，激發持續閱讀好書的習慣。

以下要跟所有推動閱讀教育的夥伴，分享東信國小在99學年度所舉辦的「明日之星-班級好

書推薦」閱讀推廣系列活動的成果，期望可以帶給大家更多在實施閱讀教育上的創意與想法！

這次的活動結束後，可發現小朋友們在班級老師的帶領之下，完成了一系列有趣又有教育意

義的活動。從書籍的推舉、海報的製作、上台的演練、好書的推廣，到最後好書推薦主題展的成

果展現，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裡，師生利用晨光時間、結合藝文課或綜合活動等課程，讓小朋友

們透過活動的進行有機會分組討論、小組合作及上台發表。我深深地體會到活動最大的成果，並

不是一張張精美海報的呈現，而是小朋友們在活動中所得到的閱讀樂趣與上台推薦好書的自信心

與成就感，讓他們更有能力享受閱讀。

-----------------------------------------------------------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99學年度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明日之星～班級最新好書推薦系列活動

壹、依據：本校學校本位課程

貳、活動主題：班級最新好書推薦活動

參、活動目的：

一、為培養本校學生閱讀習慣，營造讀書風氣，落實學校本位課程。

二、為促進學童因悅讀而閱讀，進行閱讀分享，共同響應世界閱讀日。

肆、系列活動概要

（一）好書推舉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dong-xin-guo-xiao/ce-e-lei-tai/wo-shi-ming-ri-zhi-xing-ban-ji-zui-xin-hao-shu-tui-jian-xi-lie-huo-dong/%E5%A5%BD%E6%9B%B8%E6%8E%A8%E8%96%A6%E6%B5%81%E7%A8%8B.JPG?attredirects=0


1.   時間：2011年4月22日(五)晨光時間

2.   對象：3-6年級

3.   地點：各班教室

4.   活動內容：請老師事先讓小朋友挑選一本最近閱讀過的最新好書（以最近出版的新

書、適合該年齡層閱讀者為佳），蒐集整理相關資料，如：書名、作者、出版社、圖書

類別、內容概要及個人心得分享，於4/22(五)當天在班上進行口頭介紹，最後由老師指導

全班小朋友共同推薦一本代表班級的最新好書，並填寫一份班級最新好書推薦表。

（二）製作好書推廣宣傳海報

1.   時間：2011年4月22日(五)至5月12日(四)晨光時間、藝文課、彈性時間等。

2.   對象：3-6年級

3.   地點：各班教室

4.   活動內容：請老師指導小朋友將班級共同推薦的好書，製作成推廣海報的形式，設計

行銷海報，內容可包括：書籍封面、書名、作者、出版社、得獎紀錄、推薦緣由及心得

分享等。

（三）好書推廣活動

1.   時間：2011年5月13日(五)晨光（巡迴演講）時間，10-15分鐘。

2.   對象：3-6年級各班，以同學年的下一個班級做為好書推廣的對象。

3.   地點：各班教室

4.   活動內容：請各班老師事先指導小朋友好書推廣展現的方式與技巧，活動當天各班派

2-4名小朋友攜帶好書推廣海報到其他班級，介紹本班推薦的好書。推薦的形式不拘，可

用戲劇、相聲、口頭報告等方式呈現，以引發大家的閱讀興趣。

（四）好書推廣宣傳海報展覽

1.   時間：2011年5月21日(六)校慶當天。

2.   對象：全校親、師、生、社區民眾、來賓

3.   地點：活動中心

4.   活動內容：校慶當天於活動中心班級成果展覽區域張貼各班好書推廣海報供全校師

生、家長、社區民眾及來賓們觀賞。

（五）好書推廣宣傳海報長期陳列展

         各班的好書推廣宣傳海報最後由教務處統一收集，陳列、展示於圖書室，供全校師生觀摩

欣賞。

（六）書目彙整

          各班推薦的好書書目統一由教務處課設組彙整後，待有相關補助經費，優先進行採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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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閱讀趣

基隆市東信國小 陳素玲老師

      對一個已經養成閱讀習慣的人而言，不論是坐或站或臥，他都能樂在其中。 

     而如何從小培養閱讀的習慣，並充分享受閱讀的樂趣，我想家長和學校的老師都扮演著重要的推手。本文將從家庭和學校兩方
面，分享如何培養愛閱讀的孩子。 

一、家庭方面

1、在學齡前，抱起你的寶貝，共讀一本又一本好看的繪本，藉由書中的精美插圖，啟動孩子豐富的想像力。

2、父母再忙，睡前也得說說故事給孩子聽，內容可以是書中的故事，也可以是天馬行空的自編故事，說故事不僅能拉近親子之
間的距離，也能啟發孩子的好奇心。因為說完故事後，孩子會問很多的為什麼？如果父母能有耐心的解說，寶貝們將帶著一顆滿
足的心進入夢鄉。

3、見好就溜，循序漸進：對於已經學會注音符號，但是尚未建立起閱讀習慣的孩子，唸故事書給他聽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法。但
是要父母親天天陪讀，似乎又是一種耐力的挑戰，俗話說「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於是我會選擇一本自己先閱讀過的書(最
好是有趣的)，當唸到大約整個內容的四分之三時，便藉故有事要處理，此時孩子一定要求你留下來繼續讀，但無論如何你一定得
離開，並且短時間內不再回來，你會發現孩子因為不願等待，且因為故事吸引人，所以他們會自己完成未讀完的部份。第二次唸
故事時便可以唸二分之一，接下來便如法炮製上述「溜之大吉」的方法，你會發現孩子還是有能力讀完剩下的二分之一。接著便
是唸四分之一到孩子能完整的閱讀整本書。當然上述的方法所挑選的書籍內容不能太多，要視孩子的能力或耐心做適當的調整。

4、關掉電視：許多家長很羨慕別人家的孩子為什麼那麼愛看書，我想說的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父母親絕對要有所犧
牲，才能造就喜愛閱讀的孩子。關掉電視後，時間自然變多了，孩子們無所事事，看到客廳擺放的書籍，自然而然隨手翻閱，閱
讀習慣便自然養成。

5、擺放不同種類的書籍：家長們可以在客廳的角落或書房擺放不同主題的書籍，例如有童話故事、自然科學雜誌或歷史類的書
籍，孩子可從不同種類的書中，知道不同範疇的知識。6、無為而治：當孩子們讀完一本又一本的書後，請不要急著要孩子告訴
你書中的內容或考孩子。就讓他讀，如果想訓練孩子的表達能力，也可委婉或有技巧的請他說給父母聽(例如：剛才我看你邊看邊
笑，媽媽忙著煮飯都沒空看，你能不能告訴我呀？)幾次下來，不但能訓練孩子歸納出書中的大意，也能增強孩子的表達能力。

二、學校方面
1、晨讀十分鐘：老師在每日的早自習，規劃出十分鐘，師生一起讀，全班不言不語，凡事皆放下，只做閱讀這件事。千萬不要
小看晨讀十分鐘的效果，因為有了這個開始的十分鐘，學生便會欲罷不能，所以他們就會自己去找另一個十分鐘、二十分鐘，甚
至更多的時間來滿足他們未讀完的故事。
2、班級圖書角：在教室的一角營造一個溫馨的圖書角，書籍可由師生共同提供，書架的高度要能適合學生的身高，不要將書擺
放得太高，以免引不起學生閱讀的興趣。如果能定期更換圖書，定能引起更多的閱讀興趣。
3、物以稀為貴：有時在教室的圖書架上擺放再好看的書籍，也不能引起全班小朋友的興趣，這時我會購買一些推薦的新書，但
無法提供給全班每人一本，此時便製作一張簡易的借書單，由班上一位小朋友負責借還書的工作。最開始老師會導讀一本書的一
半，接著便告知小朋友，老師現在沒空念完，如果有興趣的小朋友，可以到負責的小朋友那兒去借閱。下課時只見一窩蜂的孩子
圍著那位負責的孩子，搶著借書，當然這個方法受益最多的應該是那位負責的小朋友。過幾天再觀察孩子借閱的情形，如果熱度
減弱，便可告知孩子最快閱讀完畢的孩子，將有一份神祕小禮物。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驅使下，愛閱讀便自然成為一種風氣
了。
4、每週一節去圖書室：有很多孩子下課玩樂都不夠了，更遑論去圖書室借書了，於是老師便規劃每週固定一節課去圖書室閱
讀，順便讓學生借還書，一點一滴累積及培養閱讀的習慣。
5、讀報教育：因為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有限，故未能落實真正的讀報教育，此策略為老師將家中看過的國語日報帶到班上給每個
學生一人一份，但每個人拿到的日期皆不同，一份報紙大約看2到3天再做交換，孩子們日積月累下來，不愛閱讀的便成為少數
了。
6、每週發回「小書蟲」做閱讀記錄：由家長共同督促孩子做閱讀記錄，只需記錄書名即可，學期末頒發「小書蟲獎」給閱讀本
數前三名的學生，以茲獎勵。
 
      給孩子一把鑰匙，讓孩子發現閱讀樂趣、品味閱讀喜悅、分享閱讀快樂、開啟閱讀渴望；經由共同對話、深度閱讀，使閱讀
紮根、讀書成為一種生活。努力深耕「閱讀」，啟發孩子自動「閱讀」，雖不中，亦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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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閱讀交流站～東信無尾熊兒童閱讀網

基隆市東信國小 盧文媛老師

本文摘要

「閱讀」不只是學生的事，不只是學校的事，而是所有人一輩子的事。及早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與興趣，

無疑是給孩子一輩子最珍貴的禮物。隨著閱讀教育日趨被重視，本校的閱讀推展工作也朝向多元化的方向發

展，其中於98學年度架設了「無尾熊兒童閱讀網站」，期望能提供親、師、生一個自由分享與交流的閱讀園

地。網站成立的理念以「閱讀資訊傳遞」、「閱讀活動推廣」及「知識管理」的角度來經營，期待透過彼此的

分享與回饋，讓閱讀的心靈饗宴，開拓孩子們的視野。

網址：http://210.240.16.252/read/

網站開站日期：9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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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介紹：

網站功能介紹：

1. 登入系統：想要加入閱讀網站的教師、家長及小朋友可自行上網註冊，成為網站的一員，網站會員可在網站

內分享閱讀心得及上傳閱讀活動照片。

2. 閱讀行事曆：記載校內的閱讀活動行事提供師生查詢。

3. 最新消息：公告校內外閱讀相關訊息，提供最新閱讀資訊。

4. 閱讀討論區：提供小朋友們閱讀討論與分享的園地，營造閱讀風氣。

5. 閱讀資料櫃：將閱讀相關電子資料彙整並做分類管理，如：教師研習資料、校內閱讀計畫、閱讀課程設計及

閱讀活動資料等，建立校內閱讀的知識管理平台。

6. 新書介紹：定期介紹圖書室購入的新進書籍，鼓勵小朋友借閱。

7. 投稿專區：開闢閱讀心得分享的投稿專區，經採用的稿件會刊登於校內的閱讀報-「無尾熊報報」中。

8. 閱讀影音：配合校內閱讀活動及晨光故事媽媽說故事等活動，錄製成影片，讓大家自由上網觀看，並提供故

事媽媽們一個觀摩及分享的園地。

9. 閱讀相簿：張貼校內的閱讀活動照片，讓大家可以更瞭解校內推動的閱讀活動。

10. 東信圖書室：提供校內圖書室的相關資訊及連結，如：全國圖書管理系統、圖書室使用規則、借閱規則及

班級使用表等。

11. 訂閱電子報：提供訂閱電子報的功能，可輸入個人的電子郵件信箱就可以立即訂閱網站電子報

東信無尾熊兒童閱讀網站的經營，是希望可以藉由網站的互動性與即時性，提供親、師、生彼此互相分享與回

饋的平台。閱讀網站是一個成長的有機體，要營造校園的閱讀風氣與氛圍，需要靠大家的努力與付出，才能不斷的

成長。學校閱讀政策的推動、教師的閱讀指導策略與家長的鼓勵等，讓東信的閱讀教育多年來持續不斷朝向多元化

發展，讓東信的孩子能更樂於閱讀並從閱讀中體悟人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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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港都新風貌「借閱證悠遊全市案」市民服務Q&A

基隆市文化局

Q1：什麼是「借閱證悠遊全市案」？推動宗旨為何？

A1：讀者於本市任一個公立公共圖書館辦理一張「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即可於本市各公立公共圖書
館借書，毋須到各館辦理各館的借閱證。（一證通用服務）此外，讀者到各館親自借書後，可選擇就近的任一
圖書館歸還（整合通還服務）。

Q2：「借閱證悠遊全市案」何時可開放服務？

A2：自97.12.07起，民眾即可享受本服務。

Q3：可以到何處辦理「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

A3：基隆市之公立公共圖書館

文化局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3樓                  02-24224170~276
仁愛區圖書館  基隆市仁愛區光一路28號4樓                    02-24301122~411
信義區圖書館  基隆市信二路224巷8號3~4樓                  02-24280406 
中正區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66號2樓(祥豐市場2樓)   02-24628164 
中山區圖書館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230號3樓(西定市場3樓) 02-24285995 
安樂區圖書館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64號7樓            02-24312118 ~707
暖暖區圖書館  基隆市暖暖區東勢街2號4樓                     02-24570764
七堵區圖書館百福館  基隆市七堵區福3街92號                 02-24528701 
七堵區圖書館永平館  基隆市七堵區崇智街13-1號3樓         02-24557221

Q4：讀者要如何使用此服務？

A4：本案規劃並不限制讀者身分，不論本國人士、外國人士，只要持符合本市聯合服務規範的身分證明文
件，即可申請辦理「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

Q5：讀者原有的借閱證可繼續使用嗎？

A5：因圖書資訊系統設定的因素，因此須將舊有借閱證，申請轉換為「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

Q6：讀者原來的借閱紀錄可以保留嗎？

A6：將舊證申請轉換為「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時，是可以保留原有的借閱紀錄的。因圖書資訊系統設
定的因素，若您原持有2個館以上的借閱證，則只能轉換1張證。其他證就設定成停權狀態。建議讀者選擇以自
己最常借閱的公立公共圖書證申請換證，保留原本於該館的歷史紀錄。

Q7：新申辦「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或轉換時，還要貼照片嗎？

A7：不需要。

Q8：讀者如果無法親自前來辦證、轉換時，可以委託他人辦理嗎？

A8：可以，但是被委託人以親屬為限。另請注意，倘屬肢體不便、臨時傷病等可檢具證明者，免附委託書。
倘因上班時段等問題者不克前來者，煩請開立委託書。除委託書、證明文件外，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被委託
人請持國民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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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讀者手上如果還有未還書，要如何辦理換證？

A9：因圖書資訊系統設定的因素，須先辦理歸還。除於異館書未回原館前，暫無法再次流通借閱外，讀者可
於還書後，立即辦理換證。換證後再借原書時，借期重新計算。

Q10：讀者原有停權記錄，換證後是否繼續停權？

A10：因本次換證，是原有服務的提升與範圍擴大，原讀者的停權等問題，仍舊一併轉移（即仍保留紀錄）。
請讀者儘量依最常借書之館的借閱證轉換為原則，並請按時歸還，以免影響讀者權益。

Q11：新的「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與舊的借閱證外觀上有何差別？

A11：舊的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借閱證，係直式印刷，新式「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採橫式印刷，條碼及
簽名條皆比舊證放大許多，一則體貼外國人士或原住民朋友的簽名習慣，二則可加快條碼讀取、判讀的速度。

Q12：何謂通還服務？

A12：往昔讀者須於各館辦證、各館借書、歸還時仍要到原館歸還。因規劃一證通用，讀者辦理一證（「基隆
市公共圖書館借閱證」），即可通用、悠遊於各館借書。涉及公立公共圖書館皆需連線、建檔。特一併規劃通
還服務：讀者所借的書，可選擇離家最近、最方便的任一公立公共圖書館一次還書。

Q13：讀者於異館還的書，何時能再度流通借閱？

A13：非於原館還書、圖書狀態於圖書資訊系統內即成「異館書」，須俟異館書以通還物流方式回到原館、原
館點收上架後，才能再度流通借閱。

Q14：讀者於異館還的書，通還物流時間是否影響讀者的歸還日或停權？

A14：只要是在各圖書館櫃檯當面歸還，該書於讀者檔中即歸還完畢，不影響原借書讀者權益，惟此書在未回
到原館前，其他讀者無法借閱。

Q15：讀者可否於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或其他館的還書箱逕行通還？

A15：可以，只是讀者歸還日以該館工作人員取書、辦理還書時計算。（配合週一休館、讀者投入還書箱到實
際歸還，可能需0~2日）請讀者於還書之次日（次日如為休館日，再順延一天）電話確認是否歸還無誤。

Q16：「借閱證悠遊全市案」啟用後，各館的借閱天數是否一致？

A16：是的，統一以借書日起算28日。

Q17：「借閱證悠遊全市案」啟用後，各館可否提供續借？

A17：可以，只要該書沒有被其他讀者預約，各館之外借書，讀者皆可續借一次，可以網路辦理
（lib.klccab.gov.twlib.klccab.gov.tw）或電話辦理。自續借成功日起再次展延28日。

Q18：「借閱證悠遊全市案」啟用後，各館可否提供預約？

A18：目前僅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維持原有預約服務。凡文化局圖書館館藏，呈現已外借狀態（被其他讀者借
走），皆可預約，惟須至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取書。

Q19：「借閱證悠遊全市案」啟用後，讀者辦證、換證需帶那些證件？

A19：本國人民持具照片、戶籍地址、身分證字號之證件辦理。外國人士持護照或居留證或使館證明辦理。亦
即本國人民只要有姓名、照片、戶籍地址、身分證字號的文件即可（雙證件具備此四資訊亦可辦理）。

Q20：「借閱證悠遊全市案」啟用後，讀者辦證、換證是否有年齡限制？

A20：不限年齡、居住地區。資料來源：基隆市文化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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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遇見巴哈010～第一朵花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每年春天，
總會有第一朵花輕輕開放，
接著發出訊息，
傳給所有的花。
我們一直不清楚，
是春天催生第一朵花，
還是第一朵花將春天喚醒？
●靈感來源～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BWV1012  阿勒曼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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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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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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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要

歡迎您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粉絲團》
    一起加入推動閱讀教育的活動 並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 /%E5%9F%BA%E9%9A%86%E5%B8%82%E 
9%96%B1%E8%AE%80%E6%95%99%E8%8 
2%B2%E9%9B%BB%E5%AD%90%E5%A0%B 1/138276466234069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發報平台

http://210.240.1.43/~read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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