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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青少年閱讀習慣之培養

發行宗旨：

本電子報屬教育性，內容以促進閱讀策略共享、報導閱讀推手作為、分享校際閱讀創意面向，期許形塑優質閱讀氛圍、提
昇閱讀指導品質、促動閱讀文化深耕。歡迎國內外學者、教師及家長踴躍投稿。

感謝國立台東大學游珮芸教授，授權本電子報刊載「我所認識的曹俊彥─年輪中的童心與成熟」大作。 原文刊載於國立台
東大學游珮芸教授『在日出的海邊』 部落格。
相片拍攝：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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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曹俊彥─年輪中的童心與成熟 1

《曹俊彥的私房畫: 一個愛畫畫的孩子的同年往事》

國立台東大學 游珮芸教授

                                                            《曹俊彥的私房畫》封面與封底                             

愛物惜情，創意不斷的曹式風格

2011年2月17日，兒文所的信箱裡，有一份我的包裹。封套用的是花婆婆繪本館
的牛皮紙袋，背面貼了兩套民國八十二年的童玩郵票，打開包裹，裡頭裝的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出版的《約你到農村散步：15位畫家彩筆下的情
與美》，還有一疊農委會企畫這本書相關的影印資料;我正在納悶花婆婆繪本館
為什麼寄農委會的書給我，一張手繪的小卡片從影印資料中滑落下來。

那是從包裝盒剪下來的小紙卡，大約5公分正方，上頭手繪了一隻橘色的小兔
子， 在嫩綠的草地上微笑著，正上方用銀色的螢光筆寫著：「新年好」，右下
方有黑色的細體字，小小的署名：「2011, TS’OA」。是曹俊彥老師寄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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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師寄給我的2011年手繪小卡片

我好不容易才回想起2011年1月8日在台北參加兒童文學學會的年度大會時，跟
曹老師碰了面，他笑著說還沒寄新年卡片給我，也應允要送我一本最近農委會
出版的書，裡頭收錄了曹老師畫的台東都蘭的風景。過了一個農曆年，我已經
忘了這件事，但曹老師一直放在心上。用花婆婆繪本館的回收紙袋裝書，用包
裝紙盒的硬紙板手繪小卡片，這都是愛物惜物的曹俊彥風格，而大方地貼上兩
套自己設計的郵票，是童心未泯的記號，我如果多留意一下，可能在看到郵票
時就可以猜到寄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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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曹俊彥─年輪中的童心與成熟 2

《曹俊彥的私房畫: 一個愛畫畫的孩子的童年往事》

國立台東大學 游珮芸教授

虛懷若谷，童心未泯的紳士

2009年9月到2010年8月期間，曹俊彥老師應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之邀，擔任台東大學為期一年的駐校藝術家，使我
有機會可以跟這位台灣童書出版史上，重量級的創作者、編輯和企畫執行者，有較多相處和請益的機會。曹老師和我的
父親同年，但是與其說他像父執輩，不如說他更像是容易相處的「朋友」(請容我不敬)，因為他總是謙虛、不帶權威、
不落痕跡地用分享的方式傳承他的經驗。他專業的瓶子裡已經裝了很多墨水，但仍是虛懷若谷，有很大的包容力以及傾
聽年輕人意見的胸襟，這是兒文所的學生都很喜歡他的原因之一。再加上他的機智、幽默、隨時可以蹦出新點子、偶而
來句冷笑話，都讓學生上起他的課來精神百倍。更別說他人如其名，非常英俊又紳士。 曹老師的創作很多元，到目前為
止自寫自畫的圖畫書或插畫的童書超過兩百本，又有漫畫、郵票設計等作品。在曹老師駐校期間，我們必須策劃了一個
駐校藝術家的特展，原本將既有作品或原畫陳列即可；然而我知道曹老師小時候上幼稚園時，曾經看過「紙芝居」，那
時，老師們用著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木頭箱子和紙畫片說故事；而曹老師本人也曾經在演講時，介紹過這種說故事的方
式，所以我私心地希望曹老師可以藉由本次展覽，創作幾套日本傳統的說故事紙畫片（紙芝居），讓這種說故事的方式
在台灣再度流傳，曹老師也欣然接受我的提議。

唱作俱佳，遊戲人生的點子王

我知道有所成就的「大人物」通常不是那麼容易被說服的，但是曹老師不一樣，這也是他令人折服之處。他有一顆柔
軟、愛玩的心，而且還可以玩得很起勁。於是，我們跟學生一起企劃策展，曹老師創作了三套嶄新的紙芝居的畫片《加
油樹》、《丟丟銅仔》和《黑熊擊鼓》，同學們也幫忙將已經出版的曹老師的圖畫書《小孩與螃蟹》製作成紙芝居版。
我們對著紙畫片，一字、一句順著台詞，除了國語版和還發展出台語版呢！其中《丟丟銅仔》是用我們熟悉的台語歌曲
做演出，並且在畫片的設計上，獨具巧思，突破傳統的整頁模式，藉由部份挖洞，製造出驚奇的效果。曹老師果然是
「很會玩」。 同學們受到曹老師的影響，自動發想除了靜態展覽之外的現場表演，跟街頭藝人一樣，午休時間推著腳踏
車到校內的農會超市前面，架上紙芝居的台子，演起戲來。而這個展覽後來又到了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在台東的圖畫
書作家展出，並且由兒文所的學生不定期演出紙芝居給社區裡的孩子們看。而兒文所任教於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兒童與家
庭服務系博士生陳晉卿也在曹老師的助力下，推廣紙芝居說故事的活動。曹老師播下的許多種子，已經發芽成長了，相
信有一天可以長成強壯的綠樹，成林、成蔭。

用生命與熱情，刻描台灣的圖畫書歷史

曹老師從二十歲左右開始投稿，二十五歲繪製了第一本圖畫書《小紅計程車》，到後來辭掉小學老師的工作，進入省教
育廳的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爾後歷經信誼基金會的童書出版部主編，後來成為自由創作者，曹老師的整個兒童美術的經
歷可以側寫台灣童書的發展。這麼珍貴的寶庫來到兒文所，怎能不趁機挖掘一些寶貴的經驗呢？曹老師很會說故事，我
很愛聽故事，所以，我們花了將近四個多月的時間做訪談；我將這些故事紀錄編輯下來，本書就是初期的成果。 在曹老
師的研究室裡、在金樽海邊的咖啡亭裡、在琵琶湖的黑森林裡，我總是驚訝於曹老師的好記性，將他說的人生故事轉成
腦海中一幕幕的影片，那裡有三歲的、五歲的、十歲的、少年的、青年的和成人後的曹老師。我覺得剛過了七十歲的曹

老師像ㄧ棵大樹，一層層的年輪，是他全然活過的人生印記，有趣的是，他隨時可以細數心中刻印的記憶，特別是精彩
的童年，這會不會是他能一直保有童心的祕密呢？我不知道。

點閱: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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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俊彥的私房畫: 一個愛畫畫的孩子的同年往事》

國立台東大學 游珮芸教授

曹俊彥與與宮崎駿，都是[ㄐㄩㄣˋ]

喜歡穿綠衣服的曹老師非常重視本土創作，他說： 「為什麼要強調台灣的市場小，所以培養不出優
秀的本土創作人才？市場不是一切。小眾有小眾的需要，如果有幾個台灣的孩子真正感動，那就值
得去做，不是嗎？」 我想，台灣的市場並沒有回報這位全心投入的童書創作者相對的經濟報酬，但
曹老師是富有的，這絕對是童心之外，永遠懷抱著理想、透徹世事又成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 我
摯愛的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也說過類似的話。 熟年宮崎駿的說： 「我自己本身，最近不太去想太遠
的事或是未來如何，而漸漸覺得要好好面對、處理自己半徑五公尺內的事物，覺得在當中找到的東
西才比較真實。讓五百萬個小孩進電影院，還不如取悅身邊的三個小孩。雖然這樣就談不上商業利

益，但是我覺得那才是真實的。而且，我覺得那樣，我自己本身比較能得到幸福。」（《折り返し
点1997～2008》，頁468）

我相信宮崎駿不是獨善其身的人，這段話也不代表他不再關心外面的大世界。只是在這紛紛擾擾的
世界中，我們要何以自處？在以天下為己任之前，是不是先看顧好身邊，先珍惜自己周遭的人、
事、物？甚或想想什麼才是自己真正的幸福？ 這兩位同年出生的創作者，在經歷自己的真實人生和
四十多年持續不斷的創作之後，說的都是同一件事。真正會令人感動的，不是技巧或技術，而是回
歸創作最初的「初衷」，那個最核心的精神，對吧？ 這段採訪，經整理、討論，再三深入訪談，直
到出書，歷經了將近3年的時間，到今日才能將首部曲跟分享大家，全是因為我的怠惰，而我卻又是
這段過程中最大的受惠者。 在此，要感謝曹老師精采的繪圖，以及玉山社總編魏姊耐心的等待，以
及明雲俐落、成熟的編輯。最後，如果這一份我和曹老師共同合作的童年分享，能激起讀者心中的
漣漪，將是我們的最大的企盼與幸福。

點閱: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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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是窗，是橋，是沉思，是信仰！

基隆市安樂高中 李啟嘉老師

本文摘要

閱讀的最大理由就是想擺脫平庸。

一個人如果在青年時期就平庸，那麼今後要擺脫平庸就十分困難。

何謂平庸？平庸是一種被動又功利的謀生態度。

 ─余秋雨

閱讀是一座橋樑，除了通向世俗的名利，也通向知識與文明。更重要的是閱讀通向溫暖，由生命自
然發出的那種。爭逐奔忙，人活著其實很需要喘息平緩而後沉思的時間。那能使我們對於生活，對
於生命時時保持感覺，所以溫暖。

傳說，台灣大學的傅鐘一天只敲響二十一次。當年傅斯年校長認為一日只有二十一小時，其他三個
小時是應該用來沉思的。那麼，身處在中小學校園當中，你喜歡到圖書館嗎？我一直認為那是最適
合閱讀與沉思的地方。就如教堂在基督教徒心中的位置一樣，禮拜堂總是歐洲大陸大學的校園核
心，而宗教在我們華人傳統中，並未曾有如此的位置。因此漢寶德教授當年創建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時，便以圖書館為第一棟完成的中心建築。智慧，應當是讀書人更為深刻的信仰。

我常希望我們的同學們，經常到圖書館或者書店。找一個位置，靜靜坐下，讀書、看報。偶爾或許
交談激盪幾句，然後，眼神看看遠一點的藍天碧色，思考，那也很好。閱讀這座橋樑，將會帶你往
更深更遠更廣大的空間走去。

安樂高中圖書館近年來努力推展各種閱讀推廣活動，正是期待，可以鼓勵許多不進圖書館的同學，
走進來，看見更大的世界。本期電子報，特地介紹安樂高中圖書館的閱讀推廣策略及校園閱讀推
手。

點閱:23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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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89%E6%A8%82%E9%AB%98%E4%B8%AD+%E6%9D%8E%E5%95%9F%E5%98%89%E8%80%81%E5%B8%AB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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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期

名人看閱讀

班奈特說閱讀

英國小說家 班奈特

如果你閱讀了九十分鐘，

你至少得花上四十五分鐘，

把正在讀的東西好好思考一下。

---《閱讀：想像與知識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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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走進圖書館來

安樂高中圖書館主任 石清杉

本文摘要

對我而言，經營圖書館的第一任務，就是讓讀者願意走進來，否則即便有宮廟之美，百家之富，

讀者也是無緣接觸。

身處在影像資訊資訊充斥的時代，有許多的學生人手多項3C產品，許多都是流行的「低頭族」，

資訊的載體日新月異，影像刺激強烈、活潑資源。

在孩子的世界裡，只有文字很難展現魅力，如何引領他們走進圖書館來，乃是極大的挑戰。

尤其，基隆雖位處大台北地區，然而文化的刺激有限，多數家長忙於工作，以求餬口，已經是非常辛
苦，如何期待學生能在生活環境中有更豐富、多元的管道，傳遞更深入的思維。許多學生的書架上除
了課本之外，其他書籍寥寥可數，學生接收知識與社會文化的來源，當然就是媒體為主，然而報紙、
雜誌、電子媒體與網路的市場競爭生態，八卦與流行競先，強力傳送的許多都是消費性、商業化的訊
息，淺薄而誇張。所以對我們而言，推廣閱讀的使命更加重要。我們希望先走出去，帶領讀者走進
來，絞盡腦汁，以師生最感興趣的方法，讓他們覺得圖書館是一個溫暖、有趣的地方，只要願意踏出
第一步，我們的任務就有無限可能。我們的策略很庶民，很可愛，很有台灣在地的風格。最先開始，
我們從台灣夜市彈珠台、射飛鏢等遊戲，設計了「熊愛閱讀」的活動。

許多小女生看到玩偶精品店的大熊玩偶，都會忍不住上前，想要抱上一抱，玩偶更是許多情侶在特殊
節日告白、表達愛意甚至求婚的必殺絕技。安中圖書館為了鼓勵學生走入圖書館，特地準備120公分
高的大熊玩偶，送給第1800人次、第2500人次入館借閱的學生。另外每100人次的學生，以及借閱書
籍每滿20本，都可獲得一張摸彩券，期末還抽出一位幸運得主。這項活動一推出，受到學校教師、退
休同仁、家長的大力支持，紛紛自掏腰包贊助，英文科老師還集體出資，讓全校師生感到十分溫馨。

  

當三隻大熊玩偶送到學校，坐鎮在圖書館櫃台時，人氣真是旺到不行，許多同學呼朋引伴，圍聚在圖
書館櫃台，捨不得離開，希望自己就是幸運的得獎主。往年年入館借閱的學生，大致都維持在1200到
1500人次上下，「熊愛閱讀」的活動一連舉辦兩年，圖書館的借閱人數便一再翻升，年年突破3000人
次，至今已直逼4000人次。首波活動達成目的後，我們打鐵趁熱持續推動各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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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私房書講座：每學年舉辦4場，邀請校內教師同仁，依照自己的興趣，導讀書籍，介紹優良
讀物。讓全校師生有機會接觸導讀人教學專業以外的領域，拓展閱讀視野。舉辦兩年多以來，
講述主題包含日劇、日本漫畫、飲食文學、繪本、生涯規劃、攝影、自助旅行……等相關書
籍，包羅萬象，多采多姿。

2. 悅讀101閱讀推廣講座：每學年舉辦4場，邀請校外閱讀領域的專家，介紹閱讀策略，獲邀作家
與讀者面對面，相互交流。

3. 文化書香活動：配合冬至、耶誕節、新年、元宵等節日，不定期辦理文化書香活動，鼓勵學生
借閱書籍，了解年節文化。曾舉辦「圖書館搓湯圓，與讀者結好緣」、「聖誕節甜蜜悅讀」、
「元宵燈謎大會」........等活動，受到學校同仁、家長大力支持。

4. 閱讀播種活動計畫：鼓勵學生走進圖書館，提升借閱率，善用圖書館資源，培養讀書風氣。每
學期頒發書卷獎，鼓勵借閱率最高的學生。

5. 閱讀護照：由本校校友設計本校專屬學生學習閱讀護照，可詳細登錄三年內的研習、參觀、競
賽及借閱記錄，作為將來升學的備審參考檔案。

6. 專屬閱讀網頁：與博客來書店合作，提供本校學生推薦必讀書目，由博客來免費製作學校閱讀
推薦網頁，透過網路，選擇適合自己閱讀的書籍更加方便。

          

我們將閱讀的訊息與信念融入活動之中，讓學生對圖書館不再陌生，走進來除了讀書，還有一項又一
項活潑有趣的活動，連老師都喜歡，自然願意常常來，翻翻找找，親近這裡，親近圖書。

點閱:26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3 期
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di33qi-an-le-gao-zhong/ce-e-lei-tai/DSC09876.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di33qi-an-le-gao-zhong/ce-e-lei-tai/DSC00644.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di33qi-an-le-gao-zhong/ce-e-lei-tai/DSC01121.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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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期

杏壇尖兵

讓每一位老師都是閱讀推手

安樂高中校刊社 報導

 

你知道教學犀利、時時切入重點的數學老師，私底下原來是是個感情豐富，喜歡日劇和漫畫的御宅族嗎？你知道整天孔子
曰、孟子曰的國文老師原來是個「廟會咖」，談起家將、宋江陣、蜈蚣陣.......如數家珍。那你一定更不知道，說話一板一眼
的資訊老師是攝影高手、總管學校教學設備的組長是自助旅行達人，高大帥氣的體育老師竟然喜歡討論「甚麼是正義？」的
問題，還彈得一手好吉他。哇！這些老師身懷十八般武藝，真是「烏矸仔貯豆油」。那還不快來參加安中圖書館舉辦的「教
師私房書」講座？

  

圖書館從96學年度開始，便逐一邀請校內教師擔任「教師私房書」講座，導讀喜歡的書節，介紹私家典藏，分享個人興趣。
採取自由報名的方式，每場限額60名。圖書館主任石清杉表示：許多同學平日見到的是老師在教室內傳道、授業、解惑的那
一面，接觸的是老師陪伴他們、輔導他們的專業與溫暖。然而許多老師在自己的學科之外，有很獨特的愛好，精彩、豐富卻
不為人所知。讓老師們透過講座，分享這些領域，一方面可以開拓同學的視野，培養多元的興趣。介紹優良的入門書籍，也
更具說服力。簡單來說，也就是讓每一位老師都能化身閱讀推手，無所不談，鼓勵學生無所不讀。於是談日劇、漫畫、記憶
術、料理刀工、飲食文化、藝術治療、心理諮商、繪本、廟會、流行文化、日本自助旅行、基隆潮間帶生物........。主題包羅
萬象，每學期舉辦兩場，至今共辦了20場講座，成果十分豐碩。例如已退休的張采映老師主講台灣的「飲食文學」，並帶領
聽講的師生們親自動手包春捲，令人食指大動。老師導讀的書籍為舒國治的《台北小吃札記》與王浩一的《慢食府城》，張
采映老師結合自身體驗，娓娓道出各種飲食口味的源流，以及蘊藏期間屬於城市與生活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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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采映在安樂中學任教三十餘年，十分健康開朗，除了教學認真投入備受肯定外，對學生關懷更是無微不至，許多被她教過
的國、高中生私下都暱稱她「乾媽」。在課堂之外，她更是懂得經營生活，品味十分高雅，可以說是美食家、生活家。旅遊
的足跡，遍及歐洲、港澳、中國大陸各地，行囊裡總不忘帶上幾卷文學作品，按書索驥，尋找每個國度的風土人情與美食佳
餚。每去旅遊歸來，行囊裡準備的常常是送給學生的紀念品，讓孩子們感到極為窩心。許多畢業的學生，也經常會彼此問起
「乾媽」的訊息。
 
她曾經依著作家張國立、蔡珠兒、蔡瀾的描寫，帶著母親一一踏尋香港的風味美食，歸來後寫下的遊記，令同事悠然神往，
紛紛結團也要展開文學與美食結合的特色之旅。任教多年，張采映常勉勵學生：「好好去讀書，好好去賺錢，更重要的是好
好去享受人生。」話說得淺近，卻給學生們深遠的啟發。
 

她曾參加了韓良露主持的「南村落「泉州潤餅宴」，特地將這樣的美好體驗帶回學校。一大早，她與幾位同仁趕到市場搶鮮
採買，親自動手煮食，十餘道菜一列擺開，比起一般市面或家中所食用的春捲更為豐盛、精緻，真是一場動人的文化享受。

   

又如陳佳慧老師老師介紹繪本，她提到台灣的繪本原來叫做圖畫書，繪本一詞是由日本傳入的。而假如一本書當中圖畫居大
部分，並且可以傳達自己的意念的書、或者利用文字和圖畫傳達一個故事，我們就叫做繪本。繪本當中的圖片不一定要精
美、細緻，例如老師介紹的「OK啦！」一書，做這僅用兩個英文字母──OK與簡單利落的線條，雖然顏色沒有很多，但讓人
開心，也呈現作者自己樂觀的情緒。當然繪本也要注重文字與圖案的搭配。老師也有舉例：文字在兩張圖片中間、在圖片兩
邊或者是將文字放在沒有圖片的空白處，這樣閱讀起來就很容易讓讀者們了解到其中的意境。那麼，有沒有沒有文字的繪本
呢？當然有！老師也介紹了沒有文字的繪本──「狼來了」。狼來了一書當中，只用了兩種顏色──黑與白。其中的野狼一開
始以黑色著色，讓人有凶惡、驚悚的感覺，尤其是在雪白的雪地中，有伺機而動的感覺。原來他是為了救主人翁不被倒下樹
壓到，撲向了他，此時的野狼變成白色的，撲向主角的時候、反而給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像是一隻大白狗撲像自己的主人
一樣溫馨。而這整本書完全沒有文字，以圖畫來表達意境。
「繪本是一個發現自我的經歷，自己的『話』加上自己的『畫』。」陳佳慧如此訴說她的體會。每一場講座都是如此深刻展
現了生活的豐富與生命的深度，動人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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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與高中生談學習國文與閱讀 之一

之一 追尋理解的脈絡

安樂高中國文老師 李啟嘉

國文是追尋「脈絡」的門徑。在閱讀與表達中，我們追尋彼此理解的脈絡，在歷史源流中，我們追
尋或隱或現足跡的脈絡。因為理解，我們能夠彼此接納和感受。

前陣子，久未聯絡的朋友出了一本詩集，她在《人間副刊》寫了自己的青春心事，還有母親。她寫
著母親一一收集剪存她在報上的文章：

彷彿在報上看見我名字，就知道我還活得好好的，額外效應是妳因此日日翻看好幾家報紙副刊，標
題有趣或者作者名字我曾提過的，便也停下目光來瞧一瞧。是不是，副刊讀者中有當真這麼一群，
為了要找尋兒女名字而孜孜不倦的讀者，那已昏花卻如此專注的眼睛。

對那個年紀的父母來說，年輕的子女在深夜鍵盤上敲下什麼字句，懂不懂都不是在意的事，而是在
那個過程中，可以碰觸到所關心的心跳呼吸聲，就像以前孩子還小時，時時顧盼凝視的。我從來不
覺得閱讀是多麼偉大的工作，重要的是在字句中，你是否接上了那個脈絡，而有一份同情。

然而，國文對剛穿上高中制服的你們來說，似乎總是顯得枯燥難解，每一翻動就有陳腐風乾的氣息
四處飄散，那些字句總像壓縮在玻璃罐裡面的奇異標本，你觸摸不到，能作的探測似乎只有用力拍
打，上下搖動。猛力一摔，破了。也不知如何收拾起。你不知道，為什麼要懂蘇東坡的朋友在赤壁
唱什麼怪歌？為什麼歐陽修在醉翁亭上咿唔「也」了一大串，到底在高興什麼？白居易明明為身上
的青衫官服哭了無數，還對元縝說江州的生活有「三泰」？甚至，這些問題你根本也不想問。

我是一個很喜歡唱老歌的人，流行的周杰倫、張智成、蔡健雅當然也聽，然而哼唱起來總是跟不上
他們的腔口。不知你聽過周杰倫的「威廉古堡」嗎？我聽第一次時，根本完全不懂。然後慢慢聽，
在奇異詭怪的字縫中，似乎也能感受不同的味道，尤其隨著周杰倫的行腔嗓音，氣氛十足。喜歡一
首歌，往往一開始，還沒意識到歌詞說些什麼。就是旋律好聽，和偶爾觸動的幾個句字。有時候新
歌一直推出，老歌你就忘了。有時候，你獨自一人，會輕輕哼起某些熟悉的旋律，想了起來很久沒
唱的歌，然後你突然發現你懂了。

很多世界的開啟，就像冒險的旅程，當尚未開啟，總是有個陰森森的樹林入口。還沒走進去之前，
也難以臆測走過之後是什麼景象。那麼面對高中國文，何妨如一個新歌手剛出道，先聽他一張專輯
再說。

在國文的課堂上，我們往往不斷強調那些字詞的文法、解釋或著急著要大家準確分析修辭，其實那
些都不是最緊要的東西。你應該要能明白整體的意義，進入詩人學者訴說的情境之中，傾聽他的旋
律，感受一份獨有卻能共通的心情，就像我們彼此面對面，能夠看到他的眼神，聽聞他的語氣。所
以，你必須誦讀，不是搖頭晃腦音節單一的那種方式。而是你能高低起伏，隨著情緒流轉。一開始
當然斷斷續續，念不成樣子。無須在意，繼續念下去，就像你剛接觸一個朋友，也要跌跌撞撞，磨
擦衝突，直到熟識。你必須默熟，就像你熟悉朋友的名字和腔調一樣。默熟之後，再屢屢誦讀。

他們大都是遙遠而來的古人，即使活在當今，他們也和你隔了許多重的山水。因此，你需要一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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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者。不要再把國文當成一堆課本中最後抽出可有可無的物事，想著自己念也會，除非你自己也是
個詩人，而且是合格的詩人。因此，或許不要急著在課堂上推演你的數學算式，背讀你的英文單
字。隨著你的老師，與那些作者作第一度的接觸。然後聽你的老師誦讀，聽他的音聲，隨著默念。
然後你自己也讀上幾次。至於那些難以理解的艱澀字句，現下暫且擱著。誰說，第一次遇到陌生朋
友，就能聽懂他所有的言語。

接著旅程就要開始，他來自唐代，或者宋朝，還是拖著光亮辮子的康雍乾時代，他或許剛剛貶官，
或許隱居良久，哭著還是笑著，拘謹緘默，也可能爽朗豪邁，更多的人帶著洵洵儒雅，溫柔婉約。
多數和你們的朋友並不相同。你還在猜想西瓜田的樣子，他早已喝著椰子酒醺然睡去。你煩著明天
的考試，或者和小女朋友吵架，他卻是喘噓噓地剛從牢獄之中恩赦出來，差幾口氣首級就掉了。他
們也有他們流行、關心的事物，最重要的，他們有一生努力執著的事。這些故事離你都很遠，所以
你要細細傾聽。

那些東西不是死死貼在書上，一個個的表格，不只是一筆筆毫不相干等待輸入的資料而已。他們都
有來龍去脈，就像偵探小說細縷分析的大小事件。打開每個卷宗，你要能聯繫起所有的證據和關
鍵。每個關鍵詞語都會鋪演出一個完整的事件，也會延伸成跨越百千年，許多人共同思索、注意或
者發生的問題。

當我訴說，北宋嘉佑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的轎子儀仗，竟在汴京城內被一群應考的舉子們攔下，
喧騰囂叫，很特殊的抗議事件。你就應該想起他所堅持的改革以及一生堅持的文學志業，是何等樣
貌，他大力拉拔激揚的，究竟又是什麼。那一場科舉中，他提拔了哪些年輕士子，那些英挺青春的
名字，如何連成一個文學風潮，如何開啟新的時代風貌。當歐陽修困在轎子之中，他想起的應該是
童年珍寶習讀那一卷殘破的書，那個作者，還有他活著的那個時代。

接著，你可以想起，當他被貶滁州，他所吟哦的聲色是什麼？他看到怎樣的山水，他又融化成怎樣
的胸壑。是的，被貶的名單，可以列出一大串，柳宗元在在永州，時時登上西山；白居易在江州，
有湓魚江酒，卻老被猿鳴鳥哀弄得深夜難眠；滕子京在巴陵，同遭貶謫的范仲淹如何單憑洞庭圖
樣，就鋪演出一篇憂樂天下的大文章；還有蘇東坡狼狽地趕到黃州，既感慨又灑脫地看著日復一日
東流滔滔的江水。他們作文章，他們說際遇。你想起那些資料，想到許多相同的關鍵，也記得他
們，以及那個時代。

你手上那些斑爛的色筆，紅綠鮮豔畫過那些關鍵詞語時，你也要隨之開啟那些一個個故事，一個個
時代。

點閱: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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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中生談學習國文與閱讀 之二

之二 開啟世界的鑰匙

安樂高中國文老師 李啟嘉

龍應台在〈百年思索〉中擔憂地提起張之洞和錢穆，張之洞寫了《書目答問》，洋洋灑灑一千多本書冊排起；錢穆開列了最低
限度國學書目，只有六本書，還大

聲疾呼，裡面好幾本都是白話文。不過百年的時間，我們傳統知識的基礎，竟然有一千多本到六本的落差。何況那些更遠更老
的年頭。而你已經逐漸習慣網路上那些由……和 Y)^______^(Y逗開又組合的語言，還有連續劇那些誇張的嘴角和眼神，或許加
上歇斯底里的情緒，我知道你會很貼近這些。但是突然間，你發現擁有同一套語言模式的你們，當要表達更細膩的情感的時
候，你們似乎有些詞窮，頻頻問著「你懂不懂」，努力用「就是這個樣子」、「哎唷！就是那樣」想要加以補充。你也發現，
你很難安心看完密密麻麻的報紙，要很費勁才能理解老一輩的語言。這難道只是因為你們年輕嗎？我們好像得了失語症，字句
一個個陌生，然後遠去，終於遺忘。

為什麼一個菜市場常見的胖太太竟然會說「鍾鼎山林，各有天性」；為什麼推著便當車煮營養午餐的平凡媽媽，會指著電視那
些光鮮亮麗的臉蛋說：「金玉其外，敗絮其內」，而上了高中的你，竟然還覺得那些文字陌生。一經詢問，你好吃驚，我也沉
默了好久。她們都只有國中學歷，她們每天辛苦工作，根本沒有力氣再好好唸書。但是，在她們僅有的九年國文課中，為她們
埋下了什麼種子。我們無法再走那樣的路程，但是能不能讓自己多讀點文字，嚴肅的、有趣的都行，只要不再那麼偏食，不要
那麼安於現有的流行習慣。現在的流行會過去，我們還是需要一套彼此能夠溝通的方式，和許多不同經驗的同伴，長輩，長
官，還有孩子們。因為，有一天你必須走入一個更廣大的世界。
你要知道報紙上到底在說什麼，雜誌上極力剖析的事物究竟為何，你要看懂詳細繁複的中英文說明書，你要看懂擺在你桌案上
的各式企劃案。負笈在外，簽約租房子，購物簽本票，你都要讀過一條條原本很陌生的條文。日子流逝，你不免有時感到有些
脆弱，沒人可以訴說，你寫文章，讀聖經，誦念佛教經卷裡的文字，你需要一個善知識告訴你：其實還有很多路可以走，你需
要摸索前人留下的足跡，他們都像一個封印，鎖在書籍的密林之中。有一天你長大了，面對分離，除了「要記得我」、「不要
忘記」之外，你能否懂得「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面對年歲，猛照鏡子嘆息之餘，你會不會想起「君看今年樹頭花，不是
去年枝上朵。」當然，其實完全不懂，也能過日子的。但是，我們可以選擇過得更深刻些，可以走入大一點的世界，而文字就
是其中一支鑰匙。

這支鑰匙得來並沒那麼輕易，你必須學著閱讀，並且養成習慣。你要習於開拓閱讀的世界，往陌生或者古老的語言中尋找。你
必須要學著沉住氣，把長長的文章讀過，就像耐住性子聽別人把話說完。那是一個積累與鍛鍊的過程，沒有捷徑便門可走，只
能一步步深入。就像武俠小說中的練氣士，一層層打通血脈。

閱讀的過程，便是一個生命成長的歷程。成長不易發覺，無跡可尋，卻能一分分生成。國文課本是一份很簡要的必讀指南，可
是除了指南，你有更多的東西要讀。因為一綱多本的高中教材政策，你手上的指南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樣式和編法。但是無須緊
張，指南只是引路，你只要細細讀過，卻無須重複收集。你要往更多的文字摸索才行。

有時，你也需要一些輔助，你可能看過許多人啃讀成語字典，狂背密密麻麻的分類表格。那當然也是一種方式，很快也很有
效。但是如果你不往更大的文字世界探索，啃讀那些，就好像要你吞嚥奶粉、麵粉、食鹽、砂糖和味精，有點難以落喉。甚
至，你會開始厭食、斷食、絕食。

我當然可以開列簡媜、琦君、張曉風、楊牧、蕭蕭、余光中、王鼎鈞、梁實秋、余秋雨、陳芳明、陳列、劉克襄、林文月、黃
春明、鄭清文的名字給你，名單和書單可以更長，從張愛玲到朱天心，魯迅、沈從文、白先勇到黃凡、張大春通通入列。但是
比名單更重要的是，請你挑起一本來，細細讀下去。對，就是一本，他將是敲門磚。你會讀下去，或者停止，但不要忘記開
始。

至於古典，就讓我們從《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開始，請你先捨棄一翻書就讀白話翻譯的習慣，就順著原文讀過去，可
以搭配著注釋讀，甚至連注釋都不看也不打緊。然後，回頭再細讀注釋，反覆誦讀原文。隨著國文課堂的積累，你的原文閱讀
能力也會隨之提昇。讀古文的初階，也無非就是熟習二字而已。除了課本選文中的精粹必須默熟。自修習讀這兩部選集，我也
期待你們能多次熟讀才好。古人吟哦背誦，聲入心通畢竟是有深意的。

點閱: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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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與數位資源介紹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資訊時代科技的進展，讓閱讀行為呈現多元的風貌。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等科技行動通訊載具的風行，讓知識取得、訊息聯
繫已不再受限於紙本內容。數位趨勢、加上年輕世代數位閱讀行為的風行，建置「數位圖書館」提供數位內容閱讀服務，已成
為現今大多數圖書館推動閱讀的重要管道。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與基隆市文化局有鑒於數位閱讀的趨勢，特於本(101)年11月28日(星期三)在文化中心視聽室辦理了「基隆市國
民中小學與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合作計畫：電子書與數位資源研習」活動。活動中針對國立臺中圖書館所建置的「電子書服務平
台」、「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兩項網站進行介紹及操作說明。現於篇幅，本期先介紹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而
國立臺中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則留待下一期再為各位讀者介紹。
    國立臺中圖書館成立迄今已達89年，國立臺中圖書館為了因應並開創「雲端圖書館．遇見電子書」閱讀的新體驗，將在102年1
月1日正式更名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化的腳步自民國97年起便開始建置「電子書服務平台」，截至今
年10月，已經有17,458種正體中文電子書，提供讀者免費借閱。讀者只要擁有國內任一所公共圖書館的借書證，就可以連上國立臺
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註冊成為平台的會員，使用平台上所建置的數位資源，不僅免費而且不限範圍、享受更加便捷的電子
書閱覽服務。
    要如何註冊成為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的會員呢？底下分為三個步驟加以說明：
    第一步驟，請先到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申請借閱證。

凡本市市民，持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兒童﹝十二足歲以下﹞可由家長攜帶戶口名簿及家長簽章；行動不便者，可委由親屬代辦，惟
須附殘障手冊，填寫委託書後，皆可直接到圖書館聯合服務櫃台辦理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借閱證。相關辦證事宜可電洽：24224170
轉270、276、298詢問。

    取得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借閱證後，請記得卡片上的讀者證號(KLLB000*****)與四位數字密碼(一般預設為生日月年四碼。若不
清楚，可詢問協助辦證的服務人員)。
    第二步驟，便可在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公用電腦網路服務區使用網路，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網站(http://www.ntl.gov.tw/)。如下圖
所示：點選數位資源Ò數位資源Ò電子書服務平台。亦可直接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網站(http://ebook.nlpi.edu.tw/)。
    第三步驟，註冊成為會員：
    點選電子書服務平台網頁右上區塊會員登入下方加入會員          
    會出現會員註冊同意書，請詳加瀏覽。
    勾選同意後，進入請選擇與所持閱覽證相符合之註冊館別的頁面。
    先選擇基隆市所轄公共圖書館，輸入讀者證號及密碼後按下確定。
    填寫相關資料後，確認電子郵件位址(建議讀者盡量不要使用免費信箱註冊，如:Yahoo奇摩及Pchome等，以免誤失通知之郵件)，
確定註冊即可。隨後進入所填寫的電子郵件信箱收取國立臺中圖書館所發送的註冊確認函點選啟用帳號，就可以使用這組帳號密碼
來借閱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上豐富多元的電子書了。
圖說：如何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
方式一：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網站(http://www.ntl.gov.tw/)後，點選數位資源Ò數位資源Ò電子書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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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直接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網站(http://ebook.nlp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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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文化局圖書資料【團體借閱注意事項】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98年12月31日基文圖壹字第0980007704A/B號函頒實施

一、基隆市文化局為鼓勵閱讀、增進知能、分享並促進公共資源流通，提供多元之圖書資訊服務，以推廣教育、提升閱讀
風氣、倡導終身學習，依據圖書館法第八條，暨本局年度施政計畫，自2010年起開辦團體借閱功能。

二、申請對象：設立於基隆市，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ㄧ者（以下簡稱團體），得向本局申辦「團體借閱證」。每一團體以
核發1張借閱證為原則，但學校得依不同年級、班級核發，每校最多以6張為限：

（一）機關、團體、學校、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管理委員會或其類似組織者。

（二）曾於98年12月31日以前，提供本局設立圖書巡迴車服務地點者。

（三）其他： 1.民間或私人圖書館。 2.各級民意代表服務處（以1處為限）。 3.其他：經常性集會且成員人數在15人以上，
或其他經本局個案核定者。

三、辦證方式： 請至本局網站下載申請書（如附件），填妥申請書並經申辦團體、團體負責人及圖書管理人核章後，檢附
團體設立之相關證明文件（符合第二點第二款以下規定者，為負責人身分證）影本，郵寄（請於信封上註明「申辦團體借
閱證」字樣），或親至本局辦理「團體借閱證」，換證或補證時亦同。

四、借閱規定：

（一）適用於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本市其他公共圖書館不適用。

（二）凡本館現提供外借服務館室之圖書資料，均可借閱；但繕本線裝書、抄本、絕版書、正本圖書資料、影音資料；參
考室、期刊室、文史室之圖書資料、或標明「限館內閱覽」之資料及政府出版品等，均不外借。

（三）為免造成壅塞等候，請先電話預約「辦證、到館選（借）書或還書日期」，本館將由專人配合辦理。

（四）每一團體每次借閱冊數以50冊為限，借閱期限2個月；採統借統還方式，不受理分期及分批歸還。但由本局通知期前
歸還者，得辦理部分歸還。

（五）借閱之圖書資料，不提供續借、通借及通還服務。

（六）歸還所有借閱圖書後，始可再借新書。

（七）借閱圖書資料，如遇本館盤點、清查或其他特殊原因，經書面通知歸還者，應於接到通知之次日起5日內歸還。

（八）已被預約之書籍，不提供外借服務。 五、逾期停借： 借閱圖書若未於期限內歸還，分冊計算，逾期一天即停借一
天，計算後累計總天數；總天數超過一年以上者，一律以一年計算。

六、換證、補證：

（一）團體借閱證申請換發須持原證及團體證明文件，不另收費;遺失補發須持團體證明文件並酌收工本費。

（二）遺失補發工本費，比照「基隆市公共圖書館聯合借閱證」工本費收繳之。

附檔下載：基隆市文化局圖書資料團體借閱證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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