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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活動到閱讀教學

國立中央大學 陳明蕾教授

本文摘要

本資料為陳教授應本市國教輔導團之邀請，於100年10月7日教務主任會議上演講之大綱。

點閱: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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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明德國小讀報教育參訪紀要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老師
閱讀，像蜂蜜那樣甜！樂趣，是愛閱讀的動力！ / 兒童閱讀教育推動者 蔡幸珍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0學年度輔導員專書書單 /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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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明德國小讀報教育參訪紀要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老師

本市深耕閱讀教育多年，其中對於學校讀報教育的推動，除了定期辦理教師相關讀報教學知能研習外，更鼓勵學校與民間團體合作，以結
合更多資源多元進行。100年度委由八斗國小規劃辦理一系列讀報教育相關研習，此外，更安排本市研習團隊教師至臺北市明德國小進行
讀報教育參訪，藉由教師教學經驗分享、參觀教學等交流活動，提供本市教師更多教學想法與啟發。

   

 讀報小主播                           (何貞慧 攝影)  讀報小記者                           (何貞慧 攝影)  明德國小圖書館                     (何貞慧 攝影)
 
    明德國小是臺北市讀報教育推動的重點學校，也是臺北市教育局讀報教育推動小組的成員，學校的林玫伶校長及所帶領的教學團隊對於
讀報教育的實施有許多創見及作法。例如：結合「讀報與媒體素養」辦理「我是小主播」活動，所以當我們的參訪隊伍踏入明德國小，學
校所安排的開場活動就是「明德小主播」播報新聞，生動活潑的開場，引起我們的興趣，原來讀報也可以這樣做。
 
    緊接著是玫伶校長說明臺北市讀報教育實施的成果分享及「我是小主播」特優作品現場演示，會場並展示明德國小學生的讀報特色作
品。此外，也有本市推動讀報教育的優秀老師分享，邀請深澳國小的林志彥老師及武崙國小的翁淑玉老師，讓與會的老師們更瞭解讀報教
育如何在班級中進行及如何對學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另外，明德國小更安排我們進入三年級的班級，實際瞭解班級中的讀報教學進行方
式。最後，我們參觀了明德國小的圖書館，以學生使用為第一考量的設計理念令人印象深刻。
 
    這幾年讀報教育在班級中的進行已逐漸發展成特色，讀報不再只是閱讀，更是學生瞭解社會脈動的管道，藉由教師引導，可以提供學生
探究思辨的能力，而且透過報紙中的國際新聞、世界觀點及文化介紹等專欄，也可以培養學生國際化的視野，使報紙成為學生眺望世界的
窗口。感謝八斗國小安排參訪活動，也感謝明德國小將實施成果與我們分享，相信參訪的老師們在這次的活動過後，對於班級讀報的推動
一定有不同的啟發與想法，期待下次與大家的再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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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像蜂蜜那樣甜！樂趣，是愛閱讀的動力！ / 兒童閱讀教育推動者 蔡幸珍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0學年度輔導員專書書單 /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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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4%BF%E5%BA%9C%E6%95%99%E8%82%B2%E8%99%95%E5%AD%B8%E7%AE%A1%E7%A7%91+%E5%8A%89%E7%8F%AE%E5%90%9B%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wu-lun-guo-zhong/tai-bei-shi-ming-de-guo-xiao-du-bao-jiao-yu-can-fang-ji-yao/02%E8%AE%80%E5%A0%B1%E5%B0%8F%E4%B8%BB%E6%92%AD.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wu-lun-guo-zhong/tai-bei-shi-ming-de-guo-xiao-du-bao-jiao-yu-can-fang-ji-yao/03%E8%AE%80%E5%A0%B1%E5%B0%8F%E8%A8%98%E8%80%85.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wu-lun-guo-zhong/tai-bei-shi-ming-de-guo-xiao-du-bao-jiao-yu-can-fang-ji-yao/%E6%98%8E%E5%BE%B7%E5%9C%8B%E5%B0%8F%E5%9C%96%E6%9B%B8%E9%A4%A805.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2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30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29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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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期

閱讀專題

閱讀，像蜂蜜那樣甜！樂趣，是愛閱讀的動力！

兒童閱讀教育推動者 蔡幸珍

今年的國際閱讀教育論壇，主題是『Reading For Fun』。Yes！我超喜歡的。我閱讀，因為閱讀是有
趣的！

  前英國讀寫能力協會主席泰瑞莎．克瑞明的演講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人可以和小朋友分享
自己的閱讀。不是只跟孩子讀兒童文學，分享適合孩子程度的兒童文學，大人自己閱讀的成人書籍
也是可以和小朋友分享的，大人可以和小朋友分享自己閱讀的感受。   

       林真美藉由一張張小朋友投入聽故事的神情，來說明閱讀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林真美說小朋友
看圖畫書，就像飛蛾撲火，全然投入置身其中，而大人閱讀圖畫書，比較像隔岸觀火，客觀而理
性。描述的真是貼切！ 

       劉清彥則是舉他帶領的小朋友透過圖畫書以及討論，小朋友的生命有所不同為例，證明圖畫書的
魅力以及帶給孩子的生命影響力有多大。 

       幸佳慧以一張張的投影片，來介紹瑞典如何提供環境，將圖畫書的場景真實呈現，讓孩子以身歷
其境的方式來閱讀圖畫書。此外，也介紹了英國的seven stories以及台灣第一個委外經營的圖書館—
森林兒童圖畫書。看到瑞典和英國對兒童文學和閱讀的用心推廣和經營，真是令人羨慕，我想那也
是需要大筆經費的挹注吧！ 

       今天國際閱讀教育論壇相當精彩！聽了這麼多，我覺得台灣的小孩好幸福。當大人對推動閱讀回
歸到單純『享受閱讀的樂趣』時，而不是為了語文能力、PISA成績、心得時，閱讀變得好輕鬆、好
有趣！小朋友能真真切切享受閱讀的樂趣！ 

        然而，當我再次閱讀我去年寫的文章《2010國際閱讀教育論壇的反思》，以及思索台中西屯國
小老師們提出的看法之後，我有一些體悟。我覺得閱讀一本書（圖畫書）『之後』，如果能夠做到
『文本分析』、『心得感受分享』、『兒童哲學式的提問與討論』、進而『創作』（短詩、書寫心
得、畫圖等等），那就太...太...太....完美了。

      文本分析：讓小朋友或是參與讀書會的大人能更深入了解文本的內涵和細節。

      心得感受分享：小朋友或是參與讀書會的大人彼此述說個人的心得，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觀點，彼
此交流分享，讓閱讀更立體、讓觀點更多元。

      兒童哲學式的提問和討論：讓邏輯思考和想像力奔馳，論述能力加增，提供更開放性的思維。

      創作：將閱讀一本書帶來的感動，觸發出創作的渴望，或是畫圖，或是訴諸文字寫出心得感想，
都是一種創作。

     以上每個操作、閱讀策略都要建立在『樂趣』之上。而我是親自從每一個閱讀策略的操作中
都享受過豐富和樂趣的人。閱讀帶領人的態度是重要的，樂趣最重要，語文程度、閱讀力的加
增是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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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不是每本書都要這樣操作，都要『文本分析』、『心得感受分享』、『兒童哲學式的
提問與討論』、進而『創作』。 閱讀一本書的過程中，讀者（包含小朋友和大人）已經在享受書的
樂趣了。有時，就是讓小朋友有時間、有機會好好的閱讀就好，單純的享受閱讀的樂趣就好，不需
要再填寫任何的學習單或是帶領上述的閱讀策略。

      經常，就是讓小朋友好好的閱讀，單純的閱讀，單純的享受閱讀，之後，什麼也不需要做。

      偶爾，閱讀一本書之後，帶領小朋友進行『文本分析』，讓小朋友感受到『文本分析』的深度閱
讀。

      偶爾，閱讀一本書之後，讓小朋友有機會口頭發表心得感受分享。

      偶爾，閱讀一本書之後，讓小朋友有時間和機會自由的提問和討論，大人能從小朋友提問的問題
中，感受到許多小朋友關切的焦點和小朋友的視角。

      偶爾，讓小朋友閱讀之後，能有提筆揮灑創作的空間。

      閱讀這事急不來，有些事，就是要慢慢澆灌，需要時間長期累積培養，一點一滴。

      說這麼多，閱讀，最重要的是，樂趣，當小朋友從閱讀中得到樂趣，像吃糖、吃蜂蜜那樣甜的滋
味後，小朋友就會主動閱讀囉！當然，我想，在閱讀的過程中，除了得到樂趣，也同時學到許多的
知識和智慧。

備註：關於2010 國際閱讀教育論壇的反思，請看
         http://sweetgirl-janetsai.blogspot.com/2010/12/2010_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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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0學年度輔導員專書書單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小組名稱 書籍名 出版社 作者

1國中國語文 文學盛筵  天下 廖玉蕙

2國中英語 一生必學的英文寫作 聯經出版公司 陳超明、溫宥基

3國中數學 數學女孩：費馬最後定理 世茂出版社 結城浩/著、洪萬生/審訂

4國中自然 植物學百科圖典 貓頭鷹 彭鏡毅

5國中社會 義呆利Axis Powers 一套(第1~3集) 原動力文化（蓋亞代
理）

日丸屋秀和

6國中健體

陪孩子面對霸凌：
父母師長的行動指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芭芭拉．科婁羅索(Barbara
Coloroso)／魯宓(譯)、廖婉如
(譯)

讓孩子愛上餐桌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 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

7國中藝文
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3：讓食物與運動成為你的健
康良藥

原水 吳永志

8國中綜合
教育應該不一樣 天下文化 嚴長壽

生命密碼 商周出版社 藍仕寧

9國小國語文

表達，為童話譜寫美麗的樂章：讀童話學作文（進
階）

九歌出版社 管家琪

晨讀10分鐘：放眼天下勵志文選 天下雜誌
殷允芃/選編，張忠謀、龍應
台、殷允芃、郝明義等/著

10國小英語 一生必學的英文寫作 聯經出版公司 陳超明、溫宥基

11國小數學
印度數學 漢湘文化 王擎天

直觀式數學 漢湘文化 巫文嘉 
12國小自生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100堂都會自然課 天下文化 張蕙芬

13國小社會
中國發現世界(2版)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遠流 孟席斯• 譯者：鮑家慶

14國小健體 你沒有理由瘦不下來：女中醫才知道的瘦身秘方 天下雜誌 廖婉絨、羅珮琳、張文馨

15國小藝文 彩繪天堂Painter數位插畫輕鬆學 博碩 姜姃延

16國小綜合 遊戲治療101 張老師文化

海德．卡杜森、 查理斯．雪
芙爾
原文作者：Heidi Gerard
Kaduson、Charles E. Schaefer

17國小生活 華德福的幼兒教育 天下雜誌 琳恩．歐菲爾德

18本土語言 電影‧巴萊《賽德克‧巴萊》幕前幕後全紀錄 遠流
果子電影有限公司企劃，黃一
娟、游文興撰文

19性平 12P情慾相談室 基本書坊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20人權 來自咖啡產地的急件 臉譜 狄恩．賽康（Dean Cycon）
21資訊 學校科技領導與管理：理論及實務 高等教育出版社 張奕華

22海洋 賈柏斯傳 天下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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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從閱讀活動到閱讀教學 / 國立中央大學 陳明蕾教授
臺北市明德國小讀報教育參訪紀要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老師
閱讀，像蜂蜜那樣甜！樂趣，是愛閱讀的動力！ / 兒童閱讀教育推動者 蔡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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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的妙趣~『活在當下』與『超越時空』的連結~

基隆市武崙國中 吳坤山校長

        「閱」有省視、觀覽、計算、經歷之涵意，「讀」是說、誦唸、表達、玩習、高聲誦書之意，
故「閱讀」之精簡詮釋為『閱覽誦讀』，透過文字與非文字的閱讀，對個人氣質及社會文化的建構
均具有高度的影響力。

        從個人的成長層面而言，人自呱呱墜地後，即與「閱讀」結下了不解之緣，看！那嬰兒明亮的
雙眼，好奇地搜尋所能看到的每一寸空間，那就是「閱」，而經由聲音、動作、表情來回應，那就
是「讀」，雖尚未應用語言、文字，但實質性的非文字閱讀已經啟動了！展現了『活在當下』的探
索！故人生是從閱讀中邁開腳步的，更在逐漸成長的歷程中，閱讀了更多的文字與非文字的資訊，
能探索與了解各種現象的現在、過去與未來，對不同時空也產生了超連結，進一步能體驗與欣賞生
活中，那生生不息的思維網路與心靈深處的踏實感。

       而從社會文化之層面而言，人類文化的發展也是源於閱讀，至聖先師孔子曾言：「古者包犧氏
（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由於先聖先賢閱讀了大自然的律動，歸
納其關鍵因素，進而演繹出天地萬物可能形成的情境，作為生活決策的參考架構，並代代相傳而彙
整為中華文化之源的易經一書，當代人也藉由閱讀體認不同時空的智慧，是可以適切轉化成解決問
題的策略，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在研究易經之後，曾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
紀，也是易經陰陽哲學的世紀。可見『超越時空』的閱讀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期盼! 『活在當下』的每一個人，經由快樂、自在的閱讀，均能享受那『超越時空』的美感與

妙趣!

點閱: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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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張五常看閱讀

張五常教授

書分三讀——大意、細節、重點

         學生坐下來，對著書本，拿起尺，用顏色筆加底線及其他強調符號，讀了一遍，行行都有記
號，這是毀書，不是讀書。
         書要分三讀： 

第一讀是快讀，讀大意，但求知道所讀的一章究竟是關於甚麼問題。快讀就是翻書、跳讀，讀
字而不讀全句，務求得到一個大概的印象。翻得慣了，速度可以快得驚人。讀大意，快翻兩三次的
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

第二讀是慢讀，讀細節，務求明白內容。在這第二讀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鉛筆在頁旁作記
號，但其他底線或記號卻不可用。

第三讀是選讀，讀重點。強調記號是要到這最後一關才加上去的，因為哪一點是重點，要在細
讀後才能選出來。而需要先經兩讀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沒有經過一快一慢，選重點很容易會選錯
了。

資料來源：讀書的方法 張五常
http://1224.wwwts.au.edu.tw/ezcatfiles/1224/download/attach/2/02.htm

點閱: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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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武崙國中書香校園簡介

基隆市武崙國中 徐仁斌主任

本文摘要

武崙國中共有33班(含身障類及資優類資源班各一班)，學生近千人，全校教職員工近百人。本校自95年5月搬遷至
新校舍後，累計至今館藏書籍約有九千餘冊，另有期刊20餘種，圖書數量與學生人數比約為10：1。每月圖書借
閱數大約260人次，年度借閱書籍流通量為3400餘冊，約佔總書籍量42％，其中以語文類流通量最高。我們努力
充實館藏以利師生充實知識，培養校園閱讀風氣，建立友善閱讀校園，並透過自籌按月編列經費3000元購置新
書。儘管財源較為缺乏，各學習領域及行政同仁仍持續推展閱讀計畫，定期辦理閱讀研習，結合學生課堂所學，
亦透過不同主題的書展專區呈現。另外，本校亦推廣讀者閱讀計畫，鼓勵讀者進行閱讀分享，並以期末聚會發表
的形式，以書會友，師生同樂。

    2008年開始，本校亦推廣閱讀專題寫作，配合一年一度的北北基專題寫作競賽，鼓勵學生以團隊的方式，透過閱

讀進行專題寫作研究，成果亦相當豐碩。2008年以「教室外的春天—探討中輟生與網路成癮的關係」、2009年以

「船遞關懷～基隆港的美麗與哀愁」、2010年以「聽！海哭的聲音～田寮河不願面對的真相」和「基情湖畔～揭

開情人湖的神秘面紗」、2011年以「男女大不同」、「下流志向—探討社會中尼特族的現象」、「奏出憾人的生

命樂章—腦性麻痺者的人生舞台」等分別獲得基隆市複賽及北區四縣市總決賽優異成績。學生跨班級組隊參加閱

讀專題寫作競賽，在本校已經形成一股風潮，許多師生的致力投入，深化閱讀的可能性，實踐社會人文的關懷行

動，讓校園的閱讀分享文化推展至另一層次。

校園書香活動簡介

一、成立班級圖書箱   

鼓勵成立班級圖書箱與規劃班級圖書角，逐步購置班級圖書，另亦透過愛心書庫申請，進行班級閱讀。每學期針對閱
讀認證卡與圖書借閱量表現優異同學，頒發書卷獎。

二、試辦班級晨讀    

規劃各年段讀報教育，透過早自習請同學領讀（讀報值日生），培養閱讀力，增進語文程度，並結合生命教育、品格
教育主題。另各班自行彈性規劃晨讀時間，鼓勵班級間以群組方式試辦。

三、推展多元寫作   

以多元方式活化閱讀與寫作之連結，規劃循序漸進的寫作活動。包括文學電影院、相聲摹寫、舞台劇觀察摹寫、班級
聯絡簿（規劃段落寫作、觸發聯想、句子仿作、廣告創意修辭等）、創意古文翻今文、刊物編輯、翻翻書活動（以文
言文為主題創作多格故事接龍漫畫）。透過相關會議，鼓勵班級導師與國文老師進行合作。

      

 學生閱讀證照作品  專題寫作得獎翦影  MADALA讀者計劃說明會現場

四、推動多元讀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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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MANDALA讀者計畫：98年首創「MANDALA讀者計畫」，透過活動讓熱愛閱讀的學生與教師可以聚會
交流討論，讓讀者被看見、被重視。製作心智圖模式的閱讀手冊，鼓勵讀者針對喜愛的讀物進行記錄並提供分享的園
地。每學期辦理兩場讀者聚會與發表座談會。    

         （二）願望書單：推動讀者「願望書單」活動，讓熱愛閱讀的師生可以向學校提出喜愛的書單。由圖書借閱系
統列出借閱率前五十名之師生，給予優先填寫願望書單之權利，並公開張貼於圖書館，作為閱讀宣傳與裝飾。

五、結合學校本位活動

辦理校內「武中智慧鐵人」、「社會知識達人」、「數學自然科展」等學校本位活動，每年訂定不同的競賽主題，活
動內容利用圖書館藏進行資料蒐集與資訊整合，結合語文、社會、自然、數學等領域，多元發展學校本位活動。

六、長期培訓專題寫作

結合年度北區四縣市專題寫作競賽辦理，針對專題寫作競賽的參與，進行宣導與選手培訓工作，鼓勵班級學生組隊報
名。教務處於12月辦理閱讀與專題寫作簡介，依據各年度的主題購置相關圖書，提供學生大量閱讀與研討之機會。翌
年2月至4月陸續辦理寫作研究指導與口語表達練習，讓參與師生皆能獲得專業上的成長。

七、定期辦理相關研習

每學期委由國文領域針對閱讀主題進行研習辦理討論，並由教務處設備組協辦。依據家長意見調查及教師需求，訂定
親子共讀主題，邀請相關講師進行分享座談會。

展望

我們期望透過閱讀書香的推廣，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及喜愛閱讀的習慣，塑造師生共讀氣氛並推及班級性參與，推廣閱
讀專題寫作具備社會人文關懷，閱讀活動多元化並發展學校本位特色，深耕親子共讀延伸閱讀學習場域。

點閱: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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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武語崙筆—搭起範文教學與閱讀寫作一座橋

基隆市武崙國中 魏伶容老師

壹、前言

   「這輩子當老師，一定是上輩子殺了人；這輩子當國文老師，那一定是上輩子殺錯人！」一則玩笑話似乎透露了國文老師任重
而道遠，我想既然上了賊船，就當一名稱職的海盜吧。
    國中有限的課堂節數中，求新求變還要兼顧學生的成績，總是不停地簡報製作、學習單設計、教案活動設計……有人說簡單的
事情最難得，閱讀教學似乎就是這麼回事。
  
貳、無樂不作的範文教學
一、範文教學原則：
    推廣班級閱讀，各式各樣的方法中以教科書範文深度及廣度的延伸效果最佳，更可以結合寫作活動，學生透過類似主題，必須
在文本當中反覆多次思索，除了熟悉作者傳遞的訊息，也可以觸類旁通，有時候不需要老師過多的講解，學生反而可以培養鑑賞
的能力，不至於停留在過目即忘的層次中。
    教科書中的作者介紹其中不乏作品風格說明，羅列的著作是推薦學生閱讀的方向，藉由閱讀作者不同的作品，讓學生自然能歸
納出作者的創作風格。
 
二、範文教學與閱讀策略結合：
    過去為了因應考試，範文教學仍然不斷在生字、詞語逐字逐句的講解，大部分的學生，除了「點頭微笑」、「講光抄」，能背
誦無法活用的狀況偏高，老師常淪為抓漏的神手，學生駕馭辭彙與文字能力表達支離破碎，從寫作表達即可看出端倪，因此改變
國中教材選文的教學方式，我採用了不同的閱讀測略。一篇文章的帶領，引導思索問題為下列幾項：文章的大意是說什麼？作者
為何要這樣寫？文章主要要表達的是什麼？「學生說的比例」逐課增加，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讓學生學習歸納、辯證。以下整
理幾項要點：
    (一)提取訊息
       1.劃線策略：找出各段重點句，提醒學生段落的第一句或最後一句可能
                  是文章的主題句，另外亦可留意連詞部份、標記文章的人事
                  時地物、與題目相關的句子……。如閱讀朱自清<背影>一文，
                  先給予指令：「標記作者對父親背影的描寫次數」、「標記文
                  章中提到的顏色」
       2.摘要策略：概覽文章，思考是否有可刪去的句子，是否可以重新組合，   
                  而不失原意，閱讀完一段(或一篇)文章後，試著用自己的
                  話，表達出段落及全文的大意。
    (二)結構分析策略(運用魚骨圖)
       1.人、事、時、地、物
       2.文章寫作結構
       3情節順序與結果
       4.範文:豐子愷/山中避雨，下圖為學生作品

    

    (三)圖畫翻譯：《世說新語》選之「鍾家兄弟巧應答」、「王藍田食雞子」
    (四)角色分析、預測推論：張釋之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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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書製作：範文「青鳥就在身邊」佳句摘要延伸閱讀龍應台「目送
                   幸福」，製作幸福手冊
  
叁、從範文延伸活絡寫作教學

(一)、運用不同的寫作方式：句型造句、仿寫、改寫、補寫、評論
(二)、以<陋室銘>為例的寫作課程設計：

範文引導 教學大綱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
雲亭」作者靜待時機一展
抱負。
    生命歷程唯有正面思
考，知道自我的存在價
值，才能面對所有的考驗
 

 藉由曼陀羅圖引導學生填寫，並進行創作

負責任，使命必達 (舉出古今中外三個例子，要
用排比法)

(將所有聯想內容，寫成短文，
題目是……)

不怕辛苦，願意嘗試各種挑戰
(對的事情)

我想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曾經用過哪些自我優點面對什
麼困境)

(列出段落大綱) (最後一段結論，使用名言佳
句開頭)

熱心助人

       (三)以<背影>為例: 運用心智圖，整理寫作素材

    

 
  

肆、結語

    人心不死源於熱情不滅，「初驚、次醉、終狂」那麼可以活出精采！

    教材內容與形式是多元的，除課文外，適時的補充課外材料，可以讓閱讀學習更豐富、有趣。閱讀不夠，作文一定不會好，因

為沒有好的中心思想，由範文延伸廣泛大量閱讀有其必要性，因此「革命」尚未成功，我們得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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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製作：中央廣播電台 http://www.rti.org.tw/index.aspx
介紹：
    中央廣播電台為了讓世界能夠進一步瞭解台灣文學的風貌，特別企畫製作「台灣文學作家系列」節目，從日據時期
到近代的文學作家，從作家生平到作品介紹，提供海內外聽眾精彩的文學饗宴。
    「台灣文學作家系列」節目期盼藉由全面而廣博的呈現當今華文文學的輝煌碩果，讓全球聽眾能夠感染這股生生不
息、源源不絕的文化能量；並透過共同閱讀重要文學經典寶藏，來窺探台灣厚實的文學底蘊，經由台灣文學豐富多采
的樣貌，來認識台灣、親近台灣，也進而豐富個人的生命與心靈。
    節目有三個主題：
    ◎作家身影：介紹作家的生平、寫作源起和心路歷程。
    ◎文學書齋：以邀請作家本人談個人的創作為主，若作家無法親自接受訪問則視情況邀請熟稔作家的專家學者接受

訪問。
    ◎文學花園：共同閱讀分享作家的作品。
播出：
  星期一22:15-23:00
  主持人：王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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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作家系列」網址：http://www.rti.org.tw/ajax/recommend/Literator_Default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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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館 陳 雪 邱妙津 田雅各 夏曼．藍波安

張大春 廖鴻基 朱天心 王定國 林宜澐

平 路 李 昂 蕭麗紅 黃 凡 廖輝英

施叔青 洪醒夫 王 拓 鍾鐵民 楊青矗

王禎和 王文興 黃春明 白先勇 陳若曦

陳映真 李 喬 鄭清文 鍾肇政 葉石濤

鍾理和 龍瑛宗 呂赫若 張文環 楊 逵

吳濁流 賴和

許悔之 鴻鴻 林燿德 陳克華 江文瑜

孫維民 莫那能 焦桐 夏宇 向陽

楊澤 陳義芝 渡也 利玉芳 白靈

蘇紹連 羅青 李敏勇 張錯 席慕蓉

白萩 鄭愁予 瘂弦 楊喚 羅門

蓉子 洛夫 錦連 杜潘芳格 林亨泰

陳千武 周夢蝶 詹冰 陳秀喜 紀弦

覃子豪 水蔭萍 郭水潭 吳新榮 楊華

利格拉樂．阿(女烏) 鍾怡雯 王家祥 瓦歷斯．諾幹 簡 媜

王浩威 莊裕安 劉克襄 周芬伶 陳 黎

林清玄 凌 拂 廖玉蕙 林雙不 阿 盛

顏崑陽 陳芳明 蔣 勳 陳 列 吳 晟

張曉風 許達然 楊 牧 劉大任 雷 驤

陳冠學 林文月 逯耀東 張拓蕪 余光中

王鼎鈞 林 良 張秀亞 林海音 琦 君

王昶雄 郭秋生 梁實秋 張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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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台灣文學作家系列」網址：http://www.rti.org.tw/ajax/recommend/Literator_Default2.aspx

網站架構及內涵：
壹、現代散文家系列

貳、島嶼的畫像者-現代小說家系列

        参、台灣詩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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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陽

陳梅毛 游源鏗 梁志民 郭強生 魏瑛娟

馮翊綱 邱娟娟 田啟元 彭雅玲 黎煥雄

許瑞芳 林原上 王榮裕 王友輝 羅北安

鍾喬 李國修 紀蔚然 賴聲川 吳念真

金士傑 曾西霸 卓明 夏本奇伯愛雅 汪其楣

閻振瀛 丁洪哲 馬森 貢敏 黃美序

吳青萍 姚一葦 王生善 林摶秋 宋非我

陳大禹 呂訴上 簡國賢 李曼瑰 張維賢

郝廣才 韓良露 亞榮隆．撒可努 吳淡如 王文華

蔡智恆 侯文詠 蔡康永 李偉文 楊蔚齡

陳玉慧 劉還月 幾米 陳文茜 蔡詩萍

裴在美 詹宏志 郭箏 杜白 龍應台

小野 胡德夫 劉墉 邱坤良 馬以工

施寄青 嚴長壽 洪蘭 林懷民 梁正居

張系國 呂秀蓮 趙寧 瓊瑤 王正方

李敖 楚戈 杜披雲 牛哥 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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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作家系列簡介3

八堵國小編輯團隊

本文摘要

「台灣文學作家系列」網址：http://www.rti.org.tw/ajax/recommend/Literator_Default2.aspx

 肆、兒童文學家系列 

 伍、戲劇家系列

 陸、多面向作家

點閱: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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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一城市一書 Read, Keelung 2011 「一書一基隆」複選 評選委員推
薦書單 1

基隆市文化局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1-04-05 愛、理想與淚光：文學
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上、
下冊)

·         作者：李志

薔、林明昌、亮
軒、張昌彥、張
恆豪、陳三資、
陳儒修、黃玉
珊、黃建業、解
昆樺、熊啟萍、
鄭順聰、應鳳
凰、藍祖蔚

 

遠景 2010年12月1日  

書籍簡介
當你用腳親炙我們的土地與風景，當你用心貼近台灣的文學與電影，仔細聆

聽，台灣靈魂所發出的自然之聲，你將會發現：這塊土地充滿了愛、理想與

淚光。

  文學是透過文字的藝術，感應時代風潮，反映社會現實生活，表現人們的思

想和感情；電影則是以影像美學，極視聽之娛，呈顯各種交織的生命光影，揭露

人們的慾望和想像。而文學與電影的夢幻結合，時而水乳交融，時而相互輝映。

萌發於二○年代以後的台灣新文學與電影，歷經不同的歷史階段，感應不同的時代

變化，都曾經產生過不少成就斐然、令人繾綣難忘的傑作。

  此次由行政院文建會策劃主辦，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發行，交由遠景出版公

司所負責編輯製作的「文學．電影．地景」編篡出版計畫，經過多位電影人、文

學人的討論與票決，揀選了三十部「文學電影」，延攬專人執筆，分別從小說至

電影的轉化、題旨內涵、藝術特色，以及電影中地景之今昔對比等相關角度切

入，撰文成書，希望能為台灣文學與電影一路走來艱辛的進程留下歷史的證言。

這三十部「文學電影」，從1966年的《幾度夕陽紅》至2008年的《一八九五》，

將近紀錄了半個世紀的歲月。

  電影尚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像紀錄片一般，會為美好的風景定格，永恆保

留台灣的地景實像。這三十部「文學電影」所呈現的地景，包括了台灣本島與離

島，從北部港都基隆到南國港都高雄，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儼然展現了台灣

海島地景的特色。為此，本書借重詩人路寒袖的攝影才華為台灣掌鏡，遠赴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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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7%F5%A7%D3%C1%A5%A1B%AAL%A9%FA%A9%F7%A1B%ABG%B0a%A1B%B1i%A9%F7%AB%DB%A1B%B1i%AB%ED%BB%A8%A1B%B3%AF%A4T%B8%EA%A1B%B3%AF%BE%A7%AD%D7%A1B%B6%C0%A5%C9%AC%C0%A1B%B6%C0%AB%D8%B7%7E%A1B%B8%D1%A9%F8%BE%EC%A1B%BA%B5%B1%D2%B5%D3%A1B%BEG%B6%B6%C1o%A1B%C0%B3%BB%F1%B0%C4%A1B%C2%C5%AF%AA%BD%AB&f=author


及澎湖離島，拍攝一系列現今的地景。透過電影中地景的今昔對照，當會加深我

們對自己土地的認識與關愛，體悟台灣外在與內在真誠的素樸之美。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2-06-010 身體美學-讓你的身心永

遠從容自得
蔣勳著/楊雅棠
攝影

遠流 2008年05月30日  

書籍簡介 此身難得~我們的身體是上天賜予的最大禮物。但是，你有好好和自己的身體
做朋友嗎?
讓我們學習做身體的功課，在靜與動、收與放之間找到一種平衡與圓滿。

作者關注到現代人身體的荒涼，決定從「身體美學」觀點切入，帶領大家循
序整理出對己身的思考與實踐。從學會找到自己的重心、體察呼吸等細節開始，
為身體找到基本的節奏與平衡；學習如何以牽手、擁抱等身體語言來向他人傳遞
溫情與關心；也嘗試融合勞動與運動，將身體美學回歸於自然美學，使肉體與精
神臻於和諧，身心像一棵大樹般茂盛又健康。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3-07-012 大設計
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雷
納．曼羅迪諾

(Leonard
Mlodinow)

 awking)

 

大塊文化 2011年03月02日  

書籍簡介 宇宙何時起源又如何起源呢？為什麼人類生在這裡？為什麼世界上並非空無
一物？真實的本質到底為何？為什麼自然法則如此恰到好處，讓人類這等生物得
以存在？最後一個問題是，這種看似天衣無縫的「大設計」，究竟證明宇宙是蒙
主眷顧而創造一切，抑或科學能提供另一種解釋呢？
有關宇宙與生命起源的根本問題，向來歸屬於哲學範疇，如今卻已成為科學家、
哲學家與神學家百家爭鳴之領域。在這本最新力作之中，霍金與曼羅迪諾對於宇
宙最深奧的祕密，提出科學上最新的想法。

根據量子理論，兩位作者在《大設計》中指出，宇宙並非只有單一的存在或
單一歷史，而是每個可能的歷史都同時存在。將這種想法運用在宇宙整體上，對
於傳統的因果觀念就產生了懷疑。而霍金和曼羅迪諾依「由上而下」的宇宙學研
究法指出，從過去沒有確切的形式這點看來，說明了人們經由觀察創造歷史，而
並非歷史創造我們的觀點。他們進一步解釋，我們本身是宇宙初生之際量子起伏
的產物，並且提出量子理論如何預測了「眾宇宙」的存在，亦即這個宇宙只是眾
多的宇宙之一；所有的宇宙都是從無中自然生出，各自擁有不同的自然法則。

在本書中，霍金與曼羅迪諾挑戰了傳統對真實的概念，也只有「與模型相
關」的理論能夠找到最真的真實。最後，他們對於M理論進行徹底與生動的分析；
M理論是解釋支配人類與宇宙法則的理論，也是目前唯一有望成為完整的「萬物理
論」之理論。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4-08-013 兜售夢想的先知 圓神 2011年02月24日  



奧古斯都．庫

里 (Augusto
Cury)

 
書籍簡介

最具影響力的都會心靈寓言，

不只讓你笑、讓你哭，更重要的是，它讓你開始思考

  一個自稱「賣夢人」的神秘男子，他要賣給你人生中最缺乏的希望與信

念……

  故事描述一名站在摩天大樓上、企圖自殺的大學教授，當眾人紛紛勸阻，這

時卻出現一個好整以暇地吃著三明治的神秘男子，以另類而犀利的詰問方式拯救

了他。

  神秘男子穿梭在大都會的每個角落，當他開始像個先知一般，帶給人們希

望，並解救他們逃離生活的枷鎖、撫平內心的混亂情緒時，卻也樹立了不少敵

人。他到底是何方神聖？會不會根本就是個瘋子？

  沒有人知道這個神秘人物的姓名與來歷。他穿梭在這個宛如巨大精神病院的
世界，用發人深省的語言帶給人們神奇的療效。一群「信徒」開始崇拜並追隨
他，卻沒料到「大師」的真面目居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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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5-16-024 海洋行旅 范欽慧 天下雜誌 2006年12月06日  
書籍簡介 作者從事海洋生態觀察多年，曾為公視拍攝「黑潮三部曲」、「台灣瑰寶－重

回海洋」等多部紀錄片。她表示，國內介紹海洋生態的書籍不多，這對生長在海洋
國度的我們來說，十分可惜。因此，她特別將多年觀察海洋的心得化為《海洋行
旅》一書，集結多年來海洋觀察手記、數十幅精采的海洋生態圖片及各大海港、離
島海洋之旅交通食宿資訊，手捧此書，即可攜家帶眷，一覽全台海洋勝景，並對海
洋生態、海洋保育有更深刻的認識。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6-18-027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雅言文化 2011年03月01日  

書籍簡介 在高等教育，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課堂是一則傳奇。1980年第一次開課，學
生只有15人，近年則每每破千。總是比第二熱門課還多出四五百人，累計學生人數
已超過一萬五，桃李遍及各界菁英。2009年，哈佛決定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

作者不只把教學內容寫成本書，上課實況還被剪輯成12個鐘頭，在美國公共電
視播出。大學課堂整學期實況向公眾播放，這是美國電視史上第一次。書名雖然標
榜正義，重點卻是思考力的訓練。作者有教學天才，新聞事件信手拈來都是正義思
考的案例。要解釋康德，他使用柯林頓偷腥案。要解釋羅爾斯，他搬出伍迪艾倫。

要把理性帶進公領域，公民必須把自己的正義觀說出道理，不能只是「我說我
對就是我對」。本書目的正是邀請讀者做個自我檢視，搞清楚自己抱持哪些信念，
何以抱持這些信念。有了理性思辨，民主對話才能向上提升，不會一直停留在互嗆
叫陣的層次。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7-22-033 台灣久久：台灣百年生

活印記（卷一、二、
三）

王美玉 天下文化 2011年0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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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4%FD%AC%FC%A5%C9%2F%C1%60%BDs%BF%E8%A1F%A6%F3%BAa%A9%AF%2F%C1%60%B5%A6%B5e%A1F%B6%C0%AD%F5%D9y%A1B%C1%C2%C0A%AA%DA%A1B%B3%A2%A5%DB%AB%B0%A1B%B0%AA%A6%B3%B4%BC%A1B%B7%A8%B5%CE%B4A%2F%B0%F5%A6%E6&f=author


書籍簡介  《中國時報》自二○一○年一月一日起，推出「民國99．台灣久久」的大型專題，
從多數人經歷過的庶民生活出發，以台灣這片土地為敘述主體，整體刻畫過去一百
年的人民情感與共同記憶，獲得廣大迴響及平面出版媒體的注意，更獲得第二十四
屆吳舜文新聞獎。面對中華民國百年，回首走過的風風雨雨，此刻或許有些尚未歸
於平靜，然以回歸庶民生活為主體的歷史解釋權與話語權，做為此專題報導的主要
精神，別具意義。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天下文化出版眾多現代重要人物的傳記論
述，但這只是歷史拼圖的一塊；「民國99．台灣久久」的十二大主題，內含更多台
灣社會變遷的縮影與切片，從報紙見刊到書籍出版，天下文化與《中國時報》的合
作，正是希望透過書籍的出版，將台灣的百年記憶補足完整。在編輯與作者重新整
合下，十二大主題及三百多則子題將分為三卷，以軟精裝開本、圖文並茂的方式呈
現，三卷主題內容如下：【玩樂一百年】：呷飯．看戲．遊玩．摩登【人文一百
年】：讀冊．運動．生死．拜拜【政經一百年】：起厝．創業．投票．風雲。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8-29-120 尋百工:四個年輕孩子與
一百種市井職人相遇的
故事

祁台穎、林品
儀、紀岱昀、
廖祿禎

遠流 ·                                
2010年12月01日
 

 

書籍簡介
這是四個還在就讀大學設計科系的年輕學子花一整年的時間，靠著兩部摩托車

走遍台灣大小鄉鎮，尋訪在時代快速滾動下日趨湮沒的100個傳統行業⁄手藝的動人

紀錄。他們以年輕的眼、真摯善感的心，腳踏實地去尋覓、挖掘乍看也許陌生，但

曾和庶民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市井工匠與職人，用文字和圖像去捕捉親身所見、所

聞、所觸的一切，刻劃每一個工作者默默堅持的身影，所承繼的傳統文化，及其深

植於風土民情所內含的生活智慧及工藝巧思。

於是，在一次次與各種民俗工匠職人的相遇裡，在無數的第一次體驗裡，四個

學生品嚐了吹糖、畫糖、傳統糕餅……師傅手藝幻化的香甜童年好味；體驗了舉凡

頭上戴的（斗笠）、身上穿的（客家藍衫、旗袍）、腳上蹬的（木屐、草鞋）、日

常起居用的（榻榻米、藤椅、木桶、竹蒸籠），族繁不及備載的各色天然正物；領

略了做毛筆、揉墨、製硯，或小到毫芒雕刻、大至畫野台戲布景的精湛技藝；親訪

了傳遞死生大事、神鬼信仰的種種禮俗職人與傳統工藝匠師……。

這100則故事，100個身影，說的固然是職人們在時代變遷中始終堅持的專注精
神與精細技藝，但我們也從這四個年輕學子的投入與熱血中，看見傳統行業在凋零
喟嘆之外的一絲曙光與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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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09-3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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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原 晨星 ·         2010年03
月01日
 

 

 
康原老師融入台灣諺語編成的台灣童謠，諧趣的童言，透過朗讀與歌唱，認識常見的

鳥類。它不只是兒歌創作，也具有知識的小百科，同時對自然飛鳥走獸充滿了歡喜之情，

不但可以學習鄉土語言，透過唱歌的過程讓小孩接觸台灣文化！共出版4冊：

逗陣來唱囡仔歌Ⅰ-台灣歌謠動物篇
逗陣來唱囡仔歌Ⅱ-台灣民俗節慶篇
逗陣來唱囡仔歌Ⅲ-台灣童玩篇
逗陣來唱囡仔歌Ⅳ-台灣植物篇
隨書附贈教唱CD及樂譜並附有台羅拼音、字詞註解以及知識小詞典。為最台灣的諺語
和傳奇故事不只教唱囡仔歌，更融合相關諺語和故事，唱一首囡仔歌，等於讀了無數個
台灣諺語及前人智慧。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10-48-222 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 戴寶村 玉山社 2011年01月14日  
書籍簡介

「過鹹水」是台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所有的台灣人都是海洋之子。身處廣闊海

洋中的台灣島，不但形成過程與海洋密切相關，居住在島上的各個不同族群，也都有海洋

活動的歷史經驗，部分史前族群和平埔族人駕駛側翼板的船隻配合洋流、季風遠航，東海

岸的卑南族有海祭祭典，蘭嶼島上的達悟人更是典型的海洋民族。清帝國治台期間，漢人

冒險渡過黑水溝前來台灣，其冒險、奮鬥、打拚、追求「出頭天」的精神，成為台灣強韌

生命力的根源，而一九四九年另一批橫越台灣海峽移入台灣的新住民，則增加了台灣社群

構成的多樣性。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就移民歷史特質而言，「過鹹水」是台灣人的共同歷史

記憶，所有的台灣人都是海洋之子。因此，從海洋的角度觀看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可以發

現各族群間的共同點，進而型塑新世代的民族特質，建立新的主體文化與共同價值。

從海洋誕生的台灣島、駕獨木舟漂流的南島語族、艱險橫渡黑水溝的漢人、大航海時代台
灣地位的重要、清代時期的沿岸航運與東西對渡、日治時期的日台航線與南進基地、現代
海運的發展與貨櫃船王國的建立，以及全球化下的跨海新住民與縱橫四海的台商，完全從
海洋的觀點，闡述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在在顯示台灣與海洋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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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11-49-247 我們的森林 邱承宗 ·          2011年10
月01日
 

小魯文化  

書籍簡介
描繪臺灣森林的無字書，適合引導孩子認識臺灣森林特色、物種，並從畫面觀察中找

出隱藏的圖像。

本書為無字書，結合「自然生態」、「環境、科學教育」的知識於其中，使繪本擁有美學
欣賞及自然教育的特性。全書以鏡頭拉遠的方式，從一隻瓢蟲背上的紅、黑斑紋，拉遠至
白鷺鷥、臺灣藍鵲、黃肩長角花金龜、金艷騷金龜、高砂蜻蜓等昆蟲或哺乳動物的相貌，
乃至整個森林的林相。畫面中並呈現出時間、空間的轉換，有夜晚、清晨的時間交替，亦
有雲霧繚繞的畫面，傳遞出霧林帶的特色。適合引導孩子認識臺灣森林的特色、物種、生
態，學習從觀察中找出隱藏的細節及意涵，培養孩子美學欣賞的眼光及環境觀察之能力，
進而學習尊重、愛惜自然環境。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備註

12-56-259 台灣原味車站輕鬆蹓
 

李欽賢、謝秋霞/
文.圖

玉山社 2010  

書籍簡介
從「文明」到「文化」的進程──台灣原味車站巡禮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高鐵已成為尖端的代表，而曾經代表近代文明的傳統鐵道，

則可以界定在文化的層次。從「文明」到「文化」的進程，必須有一段隔代的沈積，台灣

縱貫鐵道全通已踰百年，其所拉出的歷史距離和文化深度，讓我們正好以一種全新感覺，

探討台灣交通文明、產業變遷、城市興衰，與人情憶往。

  本書作者帶著旅行的心情與鐵道的痴情，鎖定「1908台灣縱貫鐵道各驛停車」，遍歷

每一座車站，手繪七十幅車站的樣貌，回溯早年驛站風情。以一幅畫一篇短文相亙搭配為

主軸，章節的安排則按縱貫鐵道工程進度，簡要解說建設經緯，然後進入圖主文輔的圖鑑

形式，集結全線約七十座車站寫生圖錄。成為一本觀賞用的、趣味性的「車站美學」入門

書。

  若說主文是慢火精燉的車站「原味」，那「出站蹓蹓」就是大火快炒的「時鮮」小菜

了。以車站為中心兩公里內，也許只是鄉野趣談的小麵攤，也許只是一處寂寞的考古陳列

室、一座客死異鄉工程師的紀念碑、一幢殘破的鐵道宿舍……特別喜歡沒有連鎖店入侵的

小鎮，沒被貼標籤的風景，走過清寂的街道，帶著幾分孤獨與探索，和陌生的土地交個朋

友，跟熟悉的老地方敘敘舊，捨棄車來車去的慣性旅遊，徒步也是一種美學。

1908年通車的台灣鐵道，載運的不只是台灣百年的經濟發展，更是充滿你我的回憶與情
感。這次，在作者充滿感性的筆觸，以及輕鬆的文字下，讓我們重溫百年來台灣發展的軌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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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011～小歌手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雖然只是一隻小青蛙，

但我同樣能優雅的歌唱。

當雨水清洗過大地，

陽光再度露臉時，

我唱起讚美的歌。

我的歌聲是如此快樂，

你曾認真聽過嗎？
 ●靈感來源～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BWV1012  嘉禾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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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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本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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