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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繪本中的魔法世界

好的繪本具備四大要件——

美麗、讓人感動、有遊戲的趣味以及想像力和創造力。

（詹宏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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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繪本中的魔法世界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繪本是孩子進入閱讀世界的不二法門（郝廣才a，2006），故事的情節，繪圖的結構，充滿閱讀的
韻律，更加吸引兒童的聆聽或閱讀興趣。尤其，故事中的魔法元素，對孩子來說更具有無限魅力，
帶來閱讀上最大的滿足感（劉鳳芯a，2001）。 因此，運用繪本融入語文教學，能有效幫助學生提升
語文學習之成效，以及改善學生的創造與想像能力。 
  繪本是運用一組畫面連貫的圖畫，去表達一個故事的書。其英文Picture Book就是「圖畫書」的
意思（郝廣才b，2006）。一八七Ο年間英人Randolph Caldecott開始讓圖畫擔任敘述故事的主角，此
為圖畫書之雛形。一九二八年美人汪達‧佳谷創作（Wanda Gag）的《一百萬隻貓》為美國圖畫故事
書（picture storybook）的濫觴（劉鳳蕊b，2001）。在日本稱為「繪本」，此類書籍特別強調視覺傳
達的效果,且與有插圖的書（illustrated book）並不相同。因為，插圖只是用來豐富故事內容的說明
性，讀者不需要藉著圖來了解正文（林敏宜，2000）。所以，如果只看圖，就可以正確了解這個故
事，那麼它就是一本繪本（郭麗玲，1911）。而好的繪本具備四大要件——美麗、讓人感動、有遊
戲的趣味以及想像力和創造力（詹宏志，1995）。 
      魔法的英文字是magic，意指一種魔力，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魔法又可分為黑魔法（black
magic）和白魔法（white magic）兩種:黑魔法又稱為妖術，是靠惡魔相助的魔法，而白魔法是借善神
之助所施的魔法（黃文儀，1991）。 
魔法反映了人類的想像～在那兒只要用想的，就能夠讓事情成真（尼爾．菲立普，2003）。魔法可
以把人變成石頭，讓巫婆交上好朋友，或者兔子先生也可以來幫幫忙。繪本中的魔法可以顛倒的世
界，超越時空。在《頑皮公主不出嫁》中，英俊的王子變成黏呼呼的癩蛤蟆（巴貝．柯爾，
1999）；在《學說謊的人》中，阿福輪番用布變出好吃的食物、錢袋變出大把的金錢、破靴一步可
以跑七里（郝廣才a，2001）;在《長靴貓大俠》裡，一隻名叫愛新羅都寶的貓，不甘過著神仙般幸福
的生活，溜出門去探險，卻受盡欺凌，直到掉進一雙古老的長靴，突然有了神力，打敗三貓幫、狗
老大和壞小孩，救回小老鼠（郝廣才b，2001）。魔法無疑激發了我們的想像力，並且打動我們的心
靈，因此一直廣受歡迎。 
        進入魔法世界的旅程，旅途的第一段是跨越（crossing），主角在此進入一個有奇幻事件和怪異
生物的陌生地方。接著是遭遇（encounter）艱困的試煉。然後，第三個階段是征服（conquest），主
角在此與展開轉變，克服困難。最後，旅途的終點站則是歡慶（celebration），諸如戰勝困境後的盛
大婚禮或家庭團聚，或是幫助兒童對虛榮、貪吃、懶惰、忌妒、貪心、欺騙等行為偏差問題，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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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重新架構的目的（雪登．凱許登，2001）。   也許大人的目的，永遠不等於小孩的需求（林
真美a，2001）。所以，在有限的上課時數裡，教師必須更敏銳去察覺兒童的一些獨特經驗，分析學
生學習上的問題與需，挑選適合兒童的繪本，再善用適當的閱讀策略，擬定妥善的閱讀計劃，接下
來孩子自然會在閱讀繪本的課程中捕捉到屬於自己的感動。 
  正如楊茂秀（2007）所說: 「最重要的內容，都沒有寫在書裡面，也沒有畫在書裡面，都在你閱
讀與討論的過程裡。」也許一般兒童自行閱讀繪本，可以得到紓解情緒的效果。但是，有時仍需要
教師帶領一起閱讀，一方面直接與兒童深入討論閱讀該書的想法意見，進而引導兒童以較為成熟的
觀點思考、解決自身情緒困擾問題；另一方面，因為「語言」是閱讀的根本，而繪本中精鍊的語言
與饒富趣味的描述，可以為兒童奠下深厚的語言基礎（林真美b，2001）。可見，唸繪本給孩子聽，
就好似在他們的心田撒下最美麗的語言種子一般（林真美，1999）。所以，與兒童一起研究學習繪
本中精彩優美的圖畫與詞句，將有助於提升其語文能力與想像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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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永不止息的愛―談《傳家寶被》中的傳承文化

基隆市正濱國小 劉淑白老師

圖片出處:《傳家寶被》(遠流出版公司)

小時後，在夏日夜晚的星空下，坐在搖椅上的奶奶搧著蒲扇搖呀搖，這時我最愛圍著她、央著她講
不知聽了多少遍的「虎姑婆」，講完時我總會仰著小臉得意的說:只要不結婚、不生小孩虎姑婆就無
法得逞了。奶奶總會慈祥的摸著我的頭微笑說:傻孩子，這叫傳承呀。什麼是傳承?我疑惑的問。傳承
就是一代傳一代呀，奶奶如是說。仍然不懂，可我一點都不在乎，只要有奶奶陪、有故事可聽就好
了。直到閱讀波拉寇的《傳家寶被》這本書，瞧見去世多年的奶奶的身影仿若置身其中，思念的情
緒無可遏止的滿溢時，才深深體會到箇中的深情與意義。
說故事的人
《傳家寶被》的作者波拉寇的祖父母來自愛爾蘭，擁有愛爾蘭人愛說故事的傳統。愛爾蘭在過去歷
史中由於飢荒被迫遷徙至外國的移民十分眾多，然而這些移民們還是希望能記得他們的家鄉，於是
不斷口傳著家族成員們是如何到達新土地上的故事，這個傳統無形中給了波拉寇歷史感，並呈現在
她部分書中。而她的母親的家庭根源則來自俄國，是猶太人，她們重要的休閒生活是在火爐邊聽故
事度過的，親戚也有烏克蘭人，三個民族生活中「說故事」都是很重要的傳統，所以自然而然她也
變成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這樣的背景深深影響她，無形中便將其族群文化的特色、價值觀、風俗
習慣、宗教傳統以及語言文字等等融入在她的書中，隨著她的故事展現在非其族群的讀者面前。
黑白相簿

《傳家寶被》描述的是她外曾祖母到波拉寇女兒一家六代的故事，波拉蔻身兼畫家和寫作者的兩個
角色，所以故事與圖畫更能相輔相成。Perry Nodelman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中說到:「可能是
由於我們對報紙照片和紀錄片的體驗，所以黑白圖畫往往暗示著嚴肅與逼真。」波拉寇以外曾祖母
的移民故事做為開端，因此波拉寇為了突顯傳承歷史，畫面除了曾祖母的彩色頭巾之外，刻意選用
單純黑與白呈現大部分的畫面，只用鉛筆和墨水筆素描而成，有特別寫實和懷舊的味道。封面一開
始就是黑白與彩色的強烈對比，唯一被著上彩色的只有那條拼被，「被」字上面還加了拼布圖案(見
封面圖)，讀者很容易就會發現畫面強調的重點即是拼被，而蝴蝶頁即以拼被的彩色圖案為底，接著
彩色拼被出現在每一個頁面，即使只佔了小小一部分，卻有集中注意力的效果，使人一眼就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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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該頁正在進行的活動，和圍繞在拼被近旁，處在該頁時空下的主角，寫實且不帶一點誇張。在拼
被出現之前的短短幾個跨頁中，圖畫裡被上色的部分其實是穿在女孩身上的衣服，透過上色與黑白
的區隔，可知傳家寶被製作出來的源頭，其實就是小女孩身上的洋裝和頭巾，這傳家寶物被賦予了
生命，隨著時空的交替，它們也一起成長。書中很多的圖畫都是跨頁的形式，跨頁使人物能以較大
的形體出現，也較能顯現其中細微的部分，加上以鉛筆素描，書中的人物表情仿若流露出內在的情
感，正因圖文為同一作者的這種關係，派翠西亞能將畫面與文字縱橫交錯，像織錦一般，織出另一
種感動。
源源不絕的愛
故事的開始，外曾祖母安娜移民到美國時，從俄國老家帶來洋裝和一條頭巾。後來安娜穿不下了，
她的媽媽將洋裝和頭巾加上叔叔的襯衫、姑姑的睡衣、阿姨的圍裙等，邀請左鄰右舍共同縫成一條
百衲被，好讓大家永遠記得故鄉，還說：「那就好像老家的親人在夜晚圍繞著我們跳舞一樣。」之
後，百衲被是安息日禱告的桌巾。安娜在百衲被上接受了外曾祖父沙夏的求婚。安娜結婚時，百衲
被是遮篷。安娜的女兒出生時，包在百衲被裡；長大後結婚，百衲被再度成為遮篷。它也包裹了安
娜的外孫女，最後覆蓋在過世的安娜身上。接著一代又一代，百衲被加進了新的布，包裹覆蓋了不
同的人，也賦予了新的意義，然後一直延續下去......。彩色的拼被穿梭在這些人物之間，見證了家族
成長的紀錄，也延續了家族的歷史記憶，從圖畫中，我們可以看到時裝、生活和習俗的轉變，但始
終如一的是那份不變的親情，淡淡的文字透露出無限溫暖，深沉地帶出了家庭及文化傳遞的力量。
猶太人的特有習俗
由於波拉寇外祖父母來自注重傳統與道德、知識傳承、質樸簡單、給予晚輩真誠祝福的猶太家庭，
書中也穿插了一些猶太習俗的描述，例如：每個星期五晚上是安息日禱告的開始。安娜談戀愛時，
男友送她一個金幣、一朵乾燥花和一塊岩鹽，它們全都綁在一條亞麻布做的手帕上，金幣象徵財
富，花朵代表愛，鹽則意味著他們的生活將不會平淡無味。結婚時有遮篷，婚禮結束後，男女賓客
分開慶祝。初生嬰兒收到的金幣則代表永遠不會體驗貧窮，花朵表示沐浴在愛中，鹽使他的生活別
具滋味，麵包使他一生都不會面臨飢餓。即使派翠西亞的母親不是嫁給猶太人，結婚的捧花裡依然
有金幣、麵包、鹽，以及少量的酒──象徵笑口常開。這樣的習俗就和這條百衲被一樣，在派翠西亞
的家族中一代一代的傳下去，不斷的訴說著家族的故事。
感動
波拉蔻的百衲被歷經了婚禮的祝福、新生的慶祝、年老的安適和臨終的告別，百衲被的御寒作用早
已發生了變化，傳遞情感的意義更勝於其他。波拉蔻的家族在拼縫百衲被時，一針一線都訴說著各
種心意，愛，圍繞著拼布被子，就像春天的風，在針線中出出進進的流轉不停，拼布被子接續著一
個又一個的故事，讀來令人動容。而我，雖然沒有波拉蔻的傳家寶被，但記憶中奶奶的愛、兒時的
往事、手足的成長、家族的衍變......，一一存在我的心底縈繞不去，但把這些瑣碎、陳舊的記憶剪輯
起來編織拼好，我也有一條美麗的百衲被，可以緊緊的包裹著我，直到生命的盡頭。

參考資料:
1.楊雅涵，《編織多元文化的拼被──波拉蔻的圖畫書》 (東大兒研所碩士論文，2002)
2.黃迺毓，愛家雜誌-第十卷 第七期 2005/07
3.《傳家寶被》，派翠西亞‧波拉蔻／文與圖，廖春美／譯；遠流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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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失落與找尋－淺談《曼先生的旅行》中的圖畫意涵

基隆市正濱國小 林芝蘋老師

《曼先生的旅行》是三之三文化在2005年出版的繪本，封面上坐在火車車頂上抱著玩具熊的曼先
生，和漸層的藍色夜空色調，十分吸引我的目光，想要知道故事到底在說些什麼。
等到真正開始讀這本書，才發現這是本有點悲傷的故事，並不如封面澄澈的藍色帶給人的寧靜舒服
的感覺。曼先生是一位承受喪子之痛的父親，藉著一個人的旅行來面對心中的失落，旅行中碰到一
位因戰爭喪失家人及家園的小男孩，曼先生漸漸打開心門，透過幫助小男孩、聆聽小男孩的遭遇，
進而揮別過去的傷痛，努力正面迎向未來的人生旅程。細細咀嚼這文本，反覆閱讀會發現，雖然故
事單純，但本書的圖畫卻說出了許多文字未說出的故事，讓人發現圖畫書動人之處，繪者繪圖的巧
思，豐富了整本書。

一、 方向會說話
曼先生邁向獨自的旅程，書中圖畫部分一再呈現曼先生內心世界的孤獨，圖中人物的方向性是表現
手法之一，呈現在（１）火車的行進方向和曼先生的面朝方向（２）曼先生在街道上和其他行人的
行走方向
（１）火車的行進方向和曼先生的面朝方向
  曼先生一開始踏上旅途，坐上火車，從圍巾飄動的方向，可以發現曼先生面朝的方向和火車的
行進方向是相反的，代表曼先生回顧從前的回憶，不願意著眼於未來的生活；但最後決定和小男孩
一起旅行之後，兩人肩並肩坐在火車上，從圍巾飄動的方向以及與之前的圖比較之下，可以發現兩
人面朝方向和火車行進方向一致，代表兩人攜手面對前方的人生道路，不再沉浸於過往的悲傷回
憶。

（２）曼先生在街道上和其他行人的行走方向
  曼先生背著椅子帶著小熊出發去旅行，從在街道上行走的圖片可以看見其他行人和曼先生的行
走方向都是相反的，代表此刻曼先生的孤獨，沒有人是一起行走的旅伴，甚至連朝同一個方向行走
的人都沒有，這樣的圖像安排深刻刻畫著主角的情緒，是文字沒有表現出來的；相較於之後和小男
孩並肩行走，形成強烈的對比。

二、 象徵之趣
在珍‧杜南《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提到圖畫有兩種基本的傳達方式：指涉（denotation）和示意
（exemplification）。指涉的意義一目了然，但示意是當圖像需要表達抽象的意念、狀況、想法等無
法直接說明的東西時，不論用據實描繪或是暗示的手法呈現，都可以藉著圖畫本身的質地與包含的
物件顯示出來 。本書圖畫中曼先生背著一把木製椅子、帶著兒子的玩具小熊去旅行，木製椅子象徵
著心裡空缺無法填補的位置，玩具小熊則象徵著過世的兒子以另一種形式陪伴著他。於是圖中可見
曼先生總是緊摟著小熊，並且在遊樂園中為小熊推鞦韆、帶著小熊在馬戲團場地表演、在船上讓小
熊跨坐在他的肩上看海，而象徵心中空缺的椅子，在遇到小男孩之後有了轉變，曼先生為小男孩修
補了一張椅子，後來的圖中，兩人終於離開各自的椅子，並肩而坐，象徵擺脫過去的內心包袱，重
新恢復和外界和土地的關係，此刻在圖中椅子離他們很遠了。而有一幅圖中，曼先生的椅子上坐著
小男孩的洋娃娃，而小男孩的椅子上坐著曼先生的小熊，象徵著兩人內心的空缺互相得到滿足，封
閉的心靈重新開放，讓彼此進駐心靈。

植物在圖畫中往往象徵著生命、活力，在本書中，配合曼先生和小男孩的內心世界，途中出現的多
為凋零的樹木，只剩下樹幹，但最後一幕，曼先生和小男孩走出森林一起去旅行的畫面，卻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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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樹上冒出了零星的葉子，路旁也開了紅色的小花，呼應兩人的心境有了改變，充新恢復生機及
活力。
三、 從圖看疏離的人我關係
《曼先生的旅行》一書的圖文關係，有著圖說的比文多的傾向，在一開始曼先生與人群的疏離關係
可窺見，遊樂場和馬戲團都是聚集許多人潮的熱鬧地方，文中提到「有幾天晚上，如果火車停靠的
地方有遊樂場，曼先生就會常常在那裏逗留，用比微風更輕柔的聲音，輕輕哼著搖籃曲。」「他去
看馬戲。等表演結束、觀眾帶著歡笑離開後，曼先生就站在環形舞台中央，靜靜看著四周。」若是
沒有搭配觀賞圖，無法感受到在如此熱鬧的場所，曼先生的心境卻還是如空蕩蕩的遊樂園和馬戲團
一樣孤單。 

「然後，曼先生搭上遊輪橫渡海洋。每天傍晚，他會和旅客在甲板上，看著海平面從天邊漸漸消
失。」乍看之下，曼先生似乎踏進人群，開始和人的互動，但是看圖才發現，在甲板上的曼先生依
舊遠離人群。

「有些人邀請他到家裡作客，他會待上幾個小時，微笑的和他們談天。」這些文句描述，更讓讀者
誤以為曼先生這回都到人家家裡作客了，這總該表示他敞開心門了吧！不過仔細一看，圖中，曼先
生仍然坐在自己隨身背著的木製椅子上呢！到別人家作客，還堅持要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加上圖中
始終沒有出現招待曼先生的主人的臉，只見揮著手巾宋曼先生出去的主人的手，可見，曼先生的心
靈雖然漸漸開放，但是仍有相當大的程度是和人維持疏離的關係的。

四、 遊走在幻想世界
本書著重心理狀態的描寫，因此可見現實與想像交替的趣味，許多不合情理的安排，卻更呈現出曼
先生孤寂的心情。「曼先生在火車站隨便買了張單程車票，坐在最後一節車廂上面。」文字看起來
並沒有任何奇怪之處，但是圖中卻是曼先生搭著梯子爬上火車車頂，拿出自己的椅子坐下，「有一
天，火車停靠在海邊，曼先生站在風平浪靜的沙灘，凝視著沙雕城堡，看了好久好久。」光看這段
文字覺得合情合理，但是看圖片卻發現了延伸到海裡的鐵軌，這些精心安排的幻想畫面，讓不合理
成為一種氣氛營造及安排，讀者像是隨著曼先生的孤寂心境，也造訪了一趟幻想之旅。

結語：

一個好的故事令讀者動容，但圖畫書中充滿藝術性的插圖同樣也傳達出許多文字無法表現的意涵，
細細研讀《曼先生的旅行》一書，從圖與文的搭配到欣賞每一幅插畫的細節，可以感受到文圖共奏
的和諧之美，更能感受到其中傳達的閱讀及想像趣味。雖然文中提到的一些看法是導讀者已經發現
的，但也有一些是筆者細心觀察所見，本書成功談論生命教育議題是大家所認同的，但在閱讀時，
若能從其圖畫意涵中發掘更多寶藏，無疑是另一種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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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和你在一起

基隆市八堵國小 駱欣梅老師

本文摘要

月亮和刺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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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歡欣成長，感謝有您！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歲末年終之際，先向「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的所有訂閱夥伴們道聲：新年吉祥！平安如意！
    從99年初發刊至今倏忽已兩個年頭，我們發行了21期，總閱讀次數也達到9萬多人次。為了落實推
廣基隆市閱讀教育，「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更於年初在臉書(Facebook)上開設了「閱讀教育」帳
號以及「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提供更多更即時的閱讀、閱讀教育、文學、圖書館--等
動態訊息。也藉由這樣的平台，串聯各地閱讀同好，交流閱讀心得、傳遞閱讀活動消息、整合各形
式媒體的閱讀動態，來拓展並深化閱讀教育的影響層面。
    本期輪由正濱國小主編，在繪本的主軸下，呈現正濱國小教師群於繪本教學上深入探究成果。黃
靜惠老師在閱讀繪本中的魔法世界一文中，談到繪本是引領孩童進入閱讀的好方法；劉淑白老師、
林芝蘋老師則從繪本中探討文化傳承與圖畫意涵。除此之外，也特別結合繪本的主軸，邀請八堵國
小駱欣梅老師，節錄刊載繪本創作--只想和你在一起的15幅圖畫，以及2張精選的藏書票，以饗基隆
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的眾多讀者。吳愷翎老師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圖書館的造訪絮語、精彩的相片，深
足以提供我們在閱讀情境營造發想借鏡。台灣e散文網站，有著完整、有系統的文學作品，是一個豐
富的閱讀資源網站，也藉此提供各位教育夥伴，在濃濃年味的寒假假期中，透過線上閱讀方式，由
作家引領遨遊天地。
     最後， 感謝深耕100年「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的輪值主編學校；也更要感謝陪伴著這塊園地一
起成長的所有訂閱夥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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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春風化雨》談閱讀

羅賓·威廉斯 主演

本文摘要

《春風化雨》(英：Dead Poets Society)，是1989年彼得·威爾導演的電影。

當你在閱讀的時候，不要祇是思考作者在想什麼，而是要思考你在想什麼。

原文:When you read, don't just consider what the author thinks, consider what you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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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叔本華看閱讀

德國哲學家 叔本華

記錄在紙上的思想，就如同某人留在沙上的腳印；
我們也許能輕易地，就在那其中看到他曾走過的路徑，
但若想知道他在這路上看見了什麼東西，就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雙眼去看。
～叔本華（德國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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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深美學習資源中心簡介

基隆市深美國小 張兆文主任

      深美的閱讀推動可從兩方面陳述，硬體面是藏書豐富的資源中心，軟體面則包含閱讀課程架構、教師投入、志工與家長的
協助，接下來將扼要的分別說明。

     我們把圖書室定名為「資源中心」，讓學生體認書籍是重要的學習資源，教師也可以將學校藏書作為重要的教學資源，學
校的資源中心在學校位處教學區的中心位置，區分低、中、高三層樓，寬敞的空間與豐富且多元的藏書，在國小圖書館中算是
豪華的，搭配志工服務，學生能在課餘時間隨時進入閱讀，週六及寒暑假期亦開放，營造成社區圖書中心。每學年家長會均會
提供一萬元的圖書採購經費，另外，學校也會爭取相關經費增購圖書。圖書的採購全都搭配學校的閱讀架構進行選取，讓教師
進行課程時不缺素材，並且採取複本採購，讓班級可以進行全班分組學習，部分圖書更採取同一著作，但採購不同出版社的出
版品，讓學生能有不同的閱讀經驗。未來將朝向營造溫馨的兒童閱讀氣氛，讓資源中心不斷展現不同風貌吸引學生自主閱讀。

    

 志工家長投入分擔資源中心管理工作  營造溫馨的兒童閱讀氣氛   讓學生能有不同的閱讀經驗

        深美的閱讀架構由顧翠琴老師首先架構，搭配一群積極投入閱讀推動的老師共同討論組織而成，每一年教學計畫撰寫與教
學執行時，讓教師擁有重要的依據，低、中、高年級有不同的主題閱讀書目，讓學生從閱讀中學到不同的閱讀策略與書籍知
識，學校書籍的採購也配合閱讀架構，除了學生的閱讀素材，提升教師閱讀指導的各類教學書籍也不斷更新擴充。
       深美的導師在閱讀架構的引導下，每位均是重要閱讀的推手，讓各班的閱讀能深化，熱衷閱讀教學研究的老師更組成閱讀
社群，在近三年來的運作下，定期聚會，透過讀書會討論、教學分享與教學案例實作等方式探究閱讀教學策略與內涵，並透過
分享讓本校教師能擁有內部增能的資源與動能，學校教師是閱讀推動的重要無形資產。
       志工家長的投入能分擔學校在資源中心管理上的工作，特別是深美三層樓的空間，同時也能讓資源中心發揮更大的效益，
由學校提出服務時段需求，在志工團可行的時間下服務師生，志工也總能配合學校教師與學生的需求，讓資源中心在較長的下
課或午休時間總有志工協助借還書及其他服務。
       最後，概略的總結，深美閱讀推動策略的重點在於教師的投入，有清楚的架構讓每位老師有參考的依循，讓每位深美老師
不斷增能而擁有推動閱讀的能力、工具，也鼓勵教師進行專長協同教學以深化閱讀推動，在這樣的氛圍與校園文化下，提供完
善的閱讀資源與志工服務讓全校閱讀呈現多元化的發展，閱讀推動這條路，也就更穩健的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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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2011 精選藏書票

基隆市八堵國小 駱欣梅老師

 最愛  邂逅

點閱:40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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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F%BA%E9%9A%86%E5%B8%82%E5%85%AB%E5%A0%B5%E5%9C%8B%E5%B0%8F+%E9%A7%B1%E6%AC%A3%E6%A2%85%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zheng-bin-guo-xiao-lun-zhi-bian-ji/zui-ai/%E6%9C%80%E6%84%9B0.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zheng-bin-guo-xiao-lun-zhi-bian-ji/xie-hou/%E9%82%82%E9%80%850.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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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期

閱讀寶庫

台灣e散文網站簡介

八堵國小編輯團隊

    「台灣e散文」(http://dcc.ndhu.edu.tw/essayblog/)網站是由國立台灣文學館(http://www.nmtl.gov.tw/)委託專家規劃、取得授權後製
作，並由國立東華大學數為文化中心執行。主要典藏現代、當代台灣作家的散文供線上閱讀。此外，網站亦連結與台灣文學有關
的網站及年青作家的網誌，提供了大量的散文閱讀材料。
    網站規劃為三個區域：

一、中間區域：每週e文、最新消息、最新作品；
二、左側區域：典藏作家；
三、右側區域：推薦好格、散文聯播網、文學好站、文學研究E資源。

茲將內容分述如下：
一、每週e文：目前呈現余光中、鍾怡雯、廖鴻基三位作家的散文；
二、最新消息：提供各縣市文化活動之發布訊息平台；
三、最新作品：展現散文聯播網中新近發表的文章；
四、典藏作家：以作家出生年區分為三個世代：
(一)1900~1939年：包括張秀亞(1919)、羅蘭(1919)、子敏(1924)、蕭白(1925)、
                 張拓蕪(1928)、余光中(1928)、林文月(1933)、莊信正(1935)
                 等作家的散文作品。
(二)1940~1959年：包括張曉風(1941)、吳晟(1944)、陳列(1946)、廖玉蕙(1950)、
                 阿盛(1950)、凌拂(1952)、林文義(1953)、陳幸蕙(1950)、
                 周芬伶(1955)、廖鴻基(1957)、夏曼‧藍波安(1957)、
                 劉克襄(1957)、陳芳明(1947)、顏崑陽(1948)等位的創作。
(三)1960~之後：包括簡媜(1960)、瓦歷幹‧諾幹(1961)、鍾文音 (1966)、
                利格拉樂‧阿(女烏) A-Wu (1969)、鍾怡雯 (1969)、郝譽翔 (1969)、
                王家祥 (1966)、吳明益 (1971)、唐捐 (1968)等作家。
讀者在點選每位作家之後，會呈現此位作家的作品、年表、書目、品評作家、手稿、照片、簡介、評論彙編。
茲舉以羅蘭小語系列作品聞名並主持廣播電台節目的羅蘭(1919)女士為例說明如下：
在典藏散文家1900~1939拉下選單，選取羅蘭。點入後，另外票出一個視窗，可以看到作家相片，相片下提供簡介的連
結：
簡介
  1919年出生。天津女子師範學院師範部音樂系肄業，曾任音樂老師、廣播電臺音
樂及教育節目製作人、編輯、警察廣播電臺節目製作兼主持人。曾獲中山文藝獎（民
58年）、金鐘獎（63、70年）、教育部社會教育獎（68年），廣播金鐘獎特別獎(83)
年，第二十一屆國家文藝獎(85年)。以散文名家，其「羅蘭小語」系列，尤獲好評，
深得年青人之喜愛。

網頁中間刊載了10篇羅蘭女士的作品，並註明了每篇文章的最初發表日。在線上閱讀的模式上，提供單篇閱讀的完整
性。閱讀後，亦可發表迴響。
五、推薦好格：增加讀者對典藏作家的推薦機制。
六、散文聯播網：連結22位作家的部落格，也提供讀者申請部落格以及申請進入聯播的連結。
七、文學好站：包括：島嶼的詩歌未曾停止、日光溫暖文學報、臺灣文學風、鮮文學網、國家台灣文學館、台灣客家文
學館、文學台灣、九歌文學網、臺灣文學部落格、網路展書讀、台灣報導文學網。
八、文學研究E資源：提供了臺灣文學比較研究、世界華文文學資料庫、臺灣文學資料庫、當代文學史料系統、臺灣研究
入口網、國家文化資料庫等相當豐富的文學研究數位資源。

    「台灣e散文」是一個蘊藏大量線上閱讀材料的資源網站。建議教師可以將此網站配合學習「小品文」或「散文」單元的課程使
用，作為學生延伸閱讀的學與教材料。藉此篇幅提供各位教學現場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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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AB%E5%A0%B5%E5%9C%8B%E5%B0%8F%E7%B7%A8%E8%BC%AF%E5%9C%98%E9%9A%8A
http://dcc.ndhu.edu.tw/essayblog/
http://www.nmtl.gov.tw/
http://dcc.ndhu.edu.tw/essay/luo-lan/
http://blog.yam.com/poetry/
http://blog.roodo.com/novel/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puedu/
http://www.myfreshnet.com/BIG5/
http://www.nmtl.gov.tw/index.asp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default.htm
http://www.literarytw.com.tw/
http://www.chiuko.com.tw/
http://140.119.61.161/blog/index.php
http://cls.hs.yzu.edu.tw/new_home/main.htm
http://www.taconet.com.tw/hylim/index.htm
http://ocl.shu.edu.tw/
http://dcc.ndhu.edu.tw/literature/
http://lit.ncl.edu.tw/hypage.cgi?HYPAGE=search/search.hpg&dtd_id=2
http://twstudy.ncl.edu.tw/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zheng-bin-guo-xiao-lun-zhi-bian-ji/tai-wane-san-wen-wang-zhan-jian-jie/21.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zheng-bin-guo-xiao-lun-zhi-bian-ji/tai-wane-san-wen-wang-zhan-jian-jie/21.JPG?attredirects=0


點閱:140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1 期
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zheng-bin-guo-xiao-lun-zhi-bian-ji/tai-wane-san-wen-wang-zhan-jian-jie/21.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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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期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012～探險列車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坐上探險列車，

展開一段未知的旅程。

這班列車沒有終點，

只有不斷上上下下的旅客。

盡情體驗這一切，

未來不管誰先下車，

請記得與我共享的美好。
●靈感來源～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BWV1012  基格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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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瞭望台

阿姆斯特丹圖書館

基隆市正濱國小 吳愷翎老師

逛阿姆斯特丹圖書館，發現荷蘭女作家 Annie M.G. Schmidt 100歲誕辰的小展覽。展覽以插畫家

Fiep Westendorp 為Annie M.G. Schmidt作品「Jip en Janneke」為整體設計。圖書館經營也要多角
化，將視覺藝術與文學結合，使文化的散布與流傳更為有力。這個國家除了兒童繪本，還有許許多多友

善小朋友的空間規劃；無論書店、超市、市府洽公單位....大人都可以推著小孩進出，而且每個小角落

都有兒童靜態遊戲空間的設置。難怪荷蘭的孩子根據聯合國統計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這個展場-以
繪本--Jip en Janneke--為主題。

插畫家Jip en Janneke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mw-4kU2Sl6U&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CwEvhVFiKc&feature=player_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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