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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黃靜惠老師的閱讀天地

本期年度特刊，刊載黃靜惠老師在閱讀天地的耕耘點滴。

她說閱讀人的幸福是：讀者是閱讀的主體，經由閱讀參與文本的過程，幫助讀者讀出自己，進而催化自我意識的覺醒，突破幽

謐的烏雲，奔向藍湛湛的未來人生。

讓我們跟隨黃靜惠老師享受閱讀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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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自製繪本教學樂趣多--蛀牙小王子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1.好的開始
　　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剛開始教書時，學校裡沒有圖書館，也沒有精美的語國文科教具，明白的說就是設備相當簡

陋，而且坊間書局也沒有很多適合小學生看又像樣的故事書。但是，當時我就很喜歡講故事給學生聽，因為他們在聽故

事的時候特別乖，特別安靜。還記得，有一次教務主任巡堂，走過我們班教室窗外，她張大眼睛看了我一眼，眼神中透

露出些許不可思議的感覺，好像在說：這個剛出社會的小女生，怎能光靠一張嘴巴就把全班三十八個小蘿蔔頭哄得伏伏

貼貼。

　　晚上，她還特別來和我聊天，然後假裝不經意的問我：「對了！你們班今天早上在幹什麼？怎麼那麼乖，那麼安

靜。」

　　被她這麼一問，我的危機意識立刻啟動，本能上不由自主的小心恭敬又帶點防衛性的回答：「喔！我在說故事給他

們聽，這樣可以嗎？有什麼問題嗎？」

　　她看出我的不安，笑著安慰我說：「當然可以！沒問題！而且你上得很好，今天我巡堂時，你們班是全校最安靜、

最認真上課的。你在說什麼故事？怎麼每一個學生都豎起耳朵，聽得那麼認真！」

　　那天我到底說了什麼故事給學生聽，我早已不記得了。但是，主任那驚鴻一瞥的肯定眼神，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

腦海中。我會永遠記得那位主任，因為她是我這輩子最尊敬的主任，也是我最愛的先慈。得到她的讚美，等於是獲得雙

重的肯定。從此以後，只要看到喜歡又適合學生的故事，我就會更起勁的說給學生聽。

　　光陰荏苒，慢慢的我覺得光說故事是不夠的，於是我試著將故事與課程結合，我想這樣對學生的學習和記憶應該會

更有幫助。所以，對我而言，說故事給學生聽這件事的定位，本來只是我的班級經營方法之ㄧ，從此它更擴大範圍，變

成我教學課程專業內容的一部分。雖然，因此課前準備必須更為縝密慎思，而且備課時間也較以往需花費更加多倍的時

間，但我卻樂此不疲，因為它是一份令人著迷的工作，可謂百做不厭呀！

　　後來，市面上出現一種以圖畫為主，老少咸宜的故事書「繪本」。在不知不覺中，繪本由貴重的套裝書，慢慢變成

平價的故事書。最近幾年，繪本教學更是被大力提倡，在教學中它們彷彿由奢侈品變成必需品。一路走來，邊敎邊學，

邊看邊買，教室的班級圖書櫃，不知何時擴充為滿滿四大櫃。只要有人好奇問學生班上的書究竟有多少本？他們就會爭

先恐後的回答超過一千本，因為他們真的去數過了。雖然，書很多是件好事，但我覺得更棒的是只要學生一有空，他們

就會主動去找自己喜歡的書來看，這才是在教室中發生的最美好的一件事。這幾年的閱讀教學心得，可總括為一句話

——愛看書的小孩，不會變壞。

　　而且繪本看多了，在潛移默化中，想自己做一本繪本這個念頭像孵綠豆芽般，慢慢的在心中生了根，萌了芽。看到

黃淑英老師創作的繪本《一本繪本的誕生》，更加鼓舞我創作繪本意志。同時，秉持好東西要和大家分享的理念，我也

鼓勵學生一同創作，並舉辦繪本創作的教師研習，和志同道合的老師們一同學習、相互砥礪。看到自己創作的第一本繪

本《蛀牙小王子》，從故事的誕生、分鏡圖草稿、上色繪稿，到最後裝訂完成，心中的喜悅是筆墨無法形容的。

2.教學心得與省思
　　完成這本繪本後，我們將它實際運用在一年級各班潔牙教學課程內。

　　過了一個月之後，有一天我們班上一個小女孩，吃完營養午餐後，她有點難過的跟我說：「老師，我現在跟蛀牙小

王子一樣蛀牙了。」

　　聽到她講這句話，我覺得很開心。但是，蛀牙是一件壞事，所以我得一邊克制開心的心情，一邊微笑的鼓勵她說：

「那你要趕快變成潔牙小王子喔！」

　　聰慧的她立刻領悟，開心的說：「對！我要趕快去刷呀！」自己辛苦的創作，能對孩子有一些些幫助，真是一件美

妙的事。看著她蹦蹦跳跳轉身離去的背影，沐浴在陽光中顯得格外閃亮。

　　後來，我也把這件事寫進故事中，變成故事的開始和最後的結尾。

　　恰巧就在同一天，隔壁班老師在進行照樣造句教學時，例句是「（小紅帽）是個好聽的故事。」竟有小朋友舉手回

答說：「（蛀牙小王子）是個好聽的故事。」她笑吟吟的跟我分享：「妳的故事真是令孩子印象深刻。」

　　聽她這麼說，我感到很高興也很安慰，因為辛苦的付出，能得到學生的肯定，就是老師最大的成就。

3.繪本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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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和大家一同分享這個故事。

 
 
 
 

蛀牙小王子
 

文˙圖  黃靜惠
 

  有一天，小公主對著鑲滿珍珠、鑽石和貝殼的鏡子，一會兒皺
著柳葉般的兩片小眉，然後唉聲歎氣的撫摸著玫瑰花瓣似的粉嫩臉
頰，一會兒又張大嘴巴往鏡子裡猛瞧。
　皇后看了覺得很奇怪，於是問她：「我美麗的小公主，你怎麼
了？」
　小公主難過的說：「我的牙齒好痛喔！」
　皇后說：「來！讓我幫你看一看。」
　小公主走過來，抬起頭，張大嘴巴，給皇后檢查。

　皇后看了說：「哎呀！原來妳蛀牙了，我趕快帶你去看牙醫
吧！」
　小公主一聽到要看牙醫，嚇得連忙說：「我不要！我不要！」
眼眶裡早已充滿淚水。
　皇后溫柔的安慰她：「不用怕，這是蛀牙小王子的蛀牙蟲搬家
住到妳的牙齒裡了，所以妳才會蛀牙了。只要我們把妳牙齒裡的蛀

牙蟲全都趕走就好了，妳的牙齒就不會再痛了。」
 

小公主眨眨明亮的雙眼，天真的問：「誰是蛀牙小王子呀？蛀牙
蟲又是什麼東西啊？」
　皇后抱起小公主，讓她坐在自己的腿上，慈愛的說起蛀牙小王
子的故事：「從前，從前……」

  從前，從前，有一個小王子，他蛀牙了，而且是滿嘴的蛀牙。
所以，他一吃東西，就牙齒痛，痛到不能吃東西。小王子漸漸變得
又瘦又小，營養不良。而且，口臭很嚴重，他一開口說話，大家都
快被他薰昏了。因此，大家都在背地裡叫他：「蛀牙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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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漸漸傳到小王子的耳裡，他知道大家都偷偷叫他蛀牙小
王子後，難過的哭了。　

  可是，他仍然不愛刷牙，又喜歡吃甜食，所以常常牙齒痛，皇
后只好帶他去看牙醫。
  牙醫說：「因為小王子愛吃甜食又不刷牙，你們知道嗎？蛀牙蟲
牙菌斑王國的國王、皇后、公主和王子，最喜歡住在這種地方了，
所以小王子的蛀牙才會愈來愈多，而且會常常牙齒痛和嘴巴臭，再
這樣下去可就糟糕了！」

　　皇后擔心的問：「怎麼辦？」  

　牙醫安慰小王子和皇后說：「你們不用擔心，只要有耐心和勇
敢的把已經蛀掉的牙齒治療填補好，就沒事了。但是，更重要的
是，以後要少吃甜食，多吃有益牙齒健康的食物，而且要養成一吃
完東西後就立刻刷牙的好習慣，這樣就能擁有健康潔白的牙齒
了！」

 

於是，皇后趕緊請大家來幫忙，並告訴他們牙醫師的忠告，然後
再三細心叮嚀應該注意的事情。
　　國王說：「好！好！好！要記得按時看牙醫，治療和檢查牙齒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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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說：「對！對！對！還有以後三餐飯後要記得刷牙唷！」
　　廚師說：「沒問題！沒問題！我來調整小王子的食譜，以後小
王子要少吃甜食，像冰淇淋、巧克力、甜甜圈、蛋糕、汽水、飲

料……等等。要多吃對牙齒健康有益的東西，像牛奶、水果、青
菜、瘦肉、排骨湯……等等。」

　　隔天，小王子害怕的說：「我不敢去看牙醫！」
　　國王說：「不要怕！不要怕！我陪你一起去治療和檢查牙齒！
然後我們一起把蛀牙蟲牙菌斑一隻一隻抓出來，再把牙齒清乾淨，
以後你的牙齒就不會痛也不會有口臭了！你說這樣，好不好？」
 

　　小王子愁眉苦臉的說：「好啊！好啊！你先看牙醫，如果不痛
再換我看，好不好？」
　　國王說：「可以啊！我正好半年要檢查一次牙齒，你放心牙醫
生很細心，一點兒都不會痛喔！走吧！」

    過了幾天，小王子又開始想偷懶，他說：「我不想刷牙了！」
　　公主說：「不行！不行！我來陪你一起刷牙吧！我們一起來把
又黑又黃、髒兮兮又臭薰薰的牙齒變成人見人愛、亮晶晶又香噴噴
的牙齒！你說這樣，好不好？」

　　小王子頑皮的說：「好啊！好啊！刷完牙然後我們再一起玩扮
家家，我來扮牙醫，妳扮被我抓的蛀牙蟲。你說這樣，好不好？」

　　公主說：「好啦！好啦！快來刷牙啦！如果你刷好牙，我就陪
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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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好多天，小王子說：「我受不了了！我想要吃餅乾、冰淇
淋、巧克力、甜甜圈、蛋糕和汽水！」
　　皇后趕快安慰他說：「不行！不行！再忍耐一下，加油！加
油！我來陪你一起看故事書吧！在我們皇家圖書館裡有好多又精彩
又引人入勝的故事書，有冒險的、科學奇幻的、頑皮有趣的故事
書；還有勵志、溫馨、感動人心的故事書；或是說古道今的歷史故
事、偉人傳記、神話傳奇的故事書，你想看哪一本呢？會七十二變
的孫悟空？還是小巧可愛的拇指姑娘？或是喜歡戴著紅帽子的小紅
帽呢？」

    小王子開心的說：「好啊！好啊！我全部都想看，等看完故事
書我們再來玩『尋寶探險大奇航』的遊戲，我們當偉大勇敢的船長
和忠心耿耿的水手，侍衛他們當邪惡的壞蛋和海盜。」
 

    有一天，蛀牙蟲牙菌斑國王說：「孩子們，這裡已經不再適合
我們居住了，我們只好趕快搬家了。」
蛀牙蟲牙菌斑皇后說：「對呀﹗最近蛀牙小王子一吃完東西就馬上
去刷牙，害我們都快要餓昏了。而且，還定時看牙醫檢查牙齒，好
恐怖喔！我們還是快快搬家吧！但是，要搬到哪裡去呢？」

 

蛀牙蟲牙菌斑國王說：「聽說，最近髒兮兮王國的小公主也不愛
刷牙，我們就搬到那兒去好了。」
蛀牙蟲牙菌斑小王子和小公主高興歡呼：「贊成！贊成！髒兮兮

王國不愛刷牙的小公主，我們來找妳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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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過了好多好多天，小王子的牙齒變成什麼樣子呢？

哇！他的牙齒變得好潔白！好健康啊！

　　從此以後，大家都叫他：「潔牙小王子！」
　　小王子聽了也開心的笑了！

　聽完故事，小公主傷心的跟皇后說：「怎麼辦？現在我像蛀牙
王子一樣，變成蛀牙小公主了。啊！我不要變成髒兮兮王國的小公

主，我不要蛀牙！我不要！」
　皇后微笑著，溫柔的鼓勵小公主：「那你要趕快變成潔牙小王

子喔！」
　聰明的小公主一聽到這句話，眼睛一亮，立刻開心的笑了，

說：「對！我要趕快去刷牙，然後再去看牙醫！」
　小公主話一說完，立刻轉身蹦蹦跳跳的跑到浴室，拿起牙膏、

牙刷和牙杯，認真的刷起牙來。
　聰明又美麗的皇后看了也開心的笑了。

4.後記

  現在，「蛀牙小王子」是我們班級圖書櫃的一份子，每當有孩子再次閱讀它，或選擇它做為閱讀學習單的主題書

時，心中那份喜悅和成就感，絕非筆墨所能形容。

  尤其，每次細心閱讀的孩子，一發現作者和繪者的名字，總是驚訝的跑來跟我說：「哇！老師，這本書是你寫的

唷？咦！畫圖的人也是你呵！」他們的語氣眼神，有如發現新大陸般尊敬和崇拜。然後，趁機鼓勵他們也可以仿效老師

創作出出屬於自己風格的繪本，此時教學效果保證事半功倍。

  沒想到我的努力與付出，竟能得到孩子千分和萬分的回饋，這些都是在辛苦伏案耕耘時，始料未及的快樂收穫，也

是我在閱讀教學上的最佳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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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繪本教學樂趣多--直排小子的挑戰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直排小子的挑戰

撰文／黃靜惠 口述．圖／何俊民

 

    我為什會迷上直排輪呢？
　　大學我讀的是數學系，可是我的專長

呢……嗯！說真的我愛直排輪比愛數學多很

多，甚至可以說是迷上直排輪，它已經是我生

活的一部分了。

　　其實，一開始我並沒有認真學習直排輪。

國小國中只是因為好玩，閒暇時間溜一溜而

已，有時溜有時不溜。

　　直到大學一年級時，有一天，直排輪社團

裡有一位長得帥帥的學長對我說：「學弟，你

要不要跟我回去看一看我實習時後的小朋

友？」

　　我就說：「好啊！」心想反正也沒什麼事

情要忙，於是就答應了！

 

    然後，我就跟著學長去到那邊才發現，
哇！每個小朋友都很會溜！其中一個小孩子讓

我印象最深刻，他溜得超快的，大概裡面最厲

害的一個。

    這個矮矮的，瘦瘦黑黑的，長了一頭像刷
子一樣的頭髮的小男生，突然從我後面很快超

到前面，然後瞬間換後溜，接著舉起雙手，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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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的對我比了一個十字架中指的手勢，淘氣的

說：「來啊！來追我呀！來追我呀！」

 

    被他這麼一挑釁，我實在快氣炸了！可是
我怎麼追都追不上，不得不承認他真的很厲

害、很強，在我眼中他根本就像神一樣。最

後，我只好甘拜下風，跟他招招手說：「好

啦！好啦！你來，我跟你說！兩年之後我再來

跟你挑戰，你給我兩年的時間，好不好？」

　　他一派天真的說：「好啊！老師，我給你

兩年的時間，兩年以後我們再來比賽，你一定

要記得回來找我呵！」

　　經過這件事後，我開始認真學習直排輪。

 

　　不論白天或晚上，只要一有時間，我每天

都會到大安森林公園練習，有一位教練看到我

練得這麼認真，很感動地告訴我：「你的問題

出在鞋子上！」

　　果然，換了鞋子以後，如虎添翼，速度變

得更快，但人也摔得更慘。我常常摔得四腳朝

天，傷痕累累，連牙齒都撞斷一顆。

 

    每次，我在練習過程中遇到困難與挫折
時，腦海中就會浮現出那個淘氣男孩的中指，

我就會告訴我自己絕對不可以放棄！

　　終於，一切辛苦的付出有了甜美的收穫。

現在，我已經是直排輪協會的專業教練喔！

　　每次，只要我穿上直排輪鞋，就會想起當

年那個小男孩！也許還要感謝他，要不是他的

刺激，直排輪也不會變成我的另一個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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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主題探討：『老師的10個對不起』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本文摘要

書名：老師的10個對不起〜有關愛與生命的希望週記作者：簡世明出版社：圓神出版日期：2009/12/30

　　在1967年夏天，英國導演詹姆士（James Clavell）根據蓋亞納（Guyana）籍大學教授、外交官兼作家布萊斯威特
（E. R. Braithwaite）的半自傳式經典小說「吾愛吾師」（To Sir With Love），自編自導拍攝成一部同名的小成本
電影「吾愛吾師」。片中由奧斯卡第一位黑人影帝薛尼鮑迪（Sidney Poitier）飾演一位黑人教師到倫敦擔任白人問
題孩子的好教師，最後克服萬難以愛心與關懷感化學生，終於得到學生們的信任與敬愛。而來自蘇格蘭的女歌手露露
（Lulu）也參與了該片的演出，飾演原本一心只想成為歌星叛逆的女學生，後來被老師感化變成認真求學的好學生，
並在電影最後畢業典禮時上台演一首唱與電影同名的歌曲，獻給最敬愛的老師。這首膾炙人口的電影主題曲「吾愛吾
師」（To Sir With Love）還曾奪下全美流行歌曲五週冠軍和1967全年排行總冠軍，而影片中深刻描述師生情誼及勵
志上進的動人劇情，更引發了社會大眾的熱烈迴響與討論。

　　然而在教育現場老師所做的努力付出與教學前的準備工作，甚至比電影中演的還要多更多，現正任教南投光華國
小的簡世明老師所著的「老師的10個對不起」，就是最好的一個證明。簡老師為我們教師開啟不同的視野與啟示，他
真情流露的自我反省可以說是為學生做了最佳身教示範。書的封面上寫著「老師的10個對不起：有關愛與生命的希望
週記〜這是久旱逢甘霖的奇蹟禮物！簡老師在期末考卷寫下的十個對不起，讓孩子落淚、教育者動容、家長窩心，
也讓我們明白，原來，一個好老師，就能照耀黑夜，讓孩子看見滿天星光！」這幾行字雖然字體很小，但是卻立即
引起我想閱讀它的好奇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十個對不起，讓孩子們可以邊寫考卷邊流下感動的眼淚？

　　原來，簡老師真的在學生畢業考卷上寫下「10個對不起」，外加一個「謝謝你」。

　　「……對不起。因為兼組長的關係，我偶爾會遲到。……

　　對不起。我常責罵你們不用功，其實我自己小時候也不怎麼努力。……

　　對不起。真的很難做到公平，……

　　對不起。如果我用不該用的語詞無意中傷害了你。……

　　坦白的面對自己，真誠的道歉，真的有點難。但我願意。

　　謝謝你們！……」

　　正如美國哲學家康德海所說：「受過教育的人最後展現的成果，就是高雅的風格。」簡老師在自序裡即勇敢的承
認「我知道的不多」，而寬容、盡責、奉獻、公平、尊重、勇氣，這六個中心德目，就是簡老師待人處事的風格，每
一個中心德目皆闡述好幾個簡老師自己和學生的感人小故事。

　　「寬容」說的是和自己一樣，無法遵守團體紀律的小英的故事。簡老師求學與當兵時因老師、教官和長官的寬容
才能一路走到現在，因此了解到唯有信任才能讓人學會寬容，更因寬容讓一切無悔，並把這個信念傳遞到孩子身上。

　　「盡責」闡述每一個學生都是師長的責任，不管他是孤獨兒小莉還是轉學生小婷、阿凱和小雅，都是牧者必須看
顧的小羊。還有，要求學生寫讀書心得前，簡老師自己先寫一篇。

　　因台東基督教醫院如天使般的潭維義外籍醫師一句：「上帝叫我來，我就來了！」讓簡老師有能量去面對人生的
挑戰，也了解到唯有因著「奉獻」，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到了中年花掉七、八個月才學會騎獨輪車，然後到輔育院
和各學校免費指導弱勢孩子們學習，曉得了懂得奉獻的人最快樂。

　　簡老師的教室特別強調「公平」，老師可以做的，學生也可以做。換句話說，就是老師要做學生的好榜樣，教學
生前先把自己的鬍子刮乾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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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懂得「尊重」，是人格昇華的開始，從「『義』班的團結啟示錄」中，簡老師對學生機會教育：「如果不想被
別人瞧扁就只有拿出實力，但首先想一想你們代表的到底是『哪一班』？我會尊重你們的決定！」教導學生人與人之
間互相尊重，才能以尊重贏得尊重的道理。

　　創意需要「勇氣」才能實現，因簡老師的勇氣，我們才能看到「老師的10個對不起」這麼好的勵志作品。鼓舞我
們抬起頭，勇敢捍衛自己的想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

　　最後，闔上書心情仍迭宕不已，名作家張曉丰女士：「那個名叫「失敗」的媽媽，其實不一定生得出名叫「成
功」的孩子，除非她先找到那位名叫「反省」的爸爸。」簡老師真心誠意的先反省自己，所以自然能成功的扮演好老
師的角色，也才能夠感動學生令學生說出：「曾經身為他的學生，我，很幸福！」這樣扣人心弦的感謝話語！

　　現在，老師常常只是單方面接受學生的對不起，也許有的老師和簡老師的對不起有些一樣，有些不一樣，但都只
是默默放在心裡。也許將來有那麼一天，每一位老師都能很自然的跟學生說：「對不起，謝謝你！」

　　古語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簡老師的故事又讓我想到一部印度電影【心中的小星星】Stars on Earth 劇
中美術老師運用美術專長啟發有閱讀障礙的小男孩和他的父母；還有日本電影【扶桑花女孩】中舞蹈老師、學生和家
長們在貧困年代吃苦耐勞立志打拼，不向命運低頭克服生命中重重困難考驗。這些努力盡責在自己工作崗位上發光發
熱的專業老師，都是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的模範教師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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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中閱讀佛洛伊德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本文摘要

電影呈現的往往才是最真實的人生～～韓德彥（2010）

一、從班度拉到佛洛伊德：

　　大家都喜歡看電影，因為只要花區區數百元，就可以滿足自己在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渴望卻不能得到的體

驗；或體驗恐怖可怕的經歷，卻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也就是說，個人不必親自去做那些事，只要經由觀賞電影就能學

習與感受到影片中所有不可思議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這種學習方式正是社會學習理論心理學家班度拉﹙Albert
Bandura,1925﹚倡導的「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而電影可以說是觀眾「替代」愉快和痛苦的來源﹙林寶山

譯a，民79﹚。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Ｓigmund Freud,1856-1939﹚提出的理論中，「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深受世人接

受認同與廣泛研究﹙呂政達a，民83﹚。喬治韋蘭特﹙George Vaiant,1971﹚就曾經將防衛機轉分為成熟的、不成熟的、

神經質的、自戀性的四大類﹙沈楚文口述a，民83﹚。慶幸在電影中我們可以在安全無慮且輕鬆愉快的環境下探討這個

問題，而無須擔心會發生像布魯斯威力在電影《靈異第六感》﹙1999﹚扮演的心理師麥坎那般，慘遭被病患文生殺害

的案例，因為文生已產生有問題的投射﹙Projection﹚作用。投射作用是一個自欺之防衛機轉，將一切過錯歸因於他

人，藉以掩飾自己，防衛自己，作為解決挫折衝突及維護自尊之手段﹙卓良珍，2009﹚。而文生正是將一切不愉快之

遭遇，諉過於麥坎身上，最後嚴重到潛入麥坎家中將他射殺，然後再自殺。幸而透過電影，我們可以有如親身經歷如

此駭人聽聞的事件，而不受到任何傷害。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從電影情境中來認識學習佛洛伊德的理論——「防衛機轉」。

 
二、焦慮產生機轉：

    佛洛伊德認為當本能與外界發生衝突時，焦慮﹙anxiety﹚即出現，而企圖逃避焦慮是神經官能症的根源，所以為了

解決衝突問題，「機轉」於是產生。解決問題的機轉有兩種，一是能被人們意識到的稱為「調適機轉」﹙coping
mechanism﹚，另一個則是知覺與意識之外的稱為「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沈楚文口述b，民83﹚。一般

日常生活的挫折和衝突問題，大都可以靠調適機轉化解。例如電影《佐賀的超級阿嬤》﹙2006﹚，片中昭廣的阿嬤雖

然沒受過什麼高深的教育，也比誰都窮，但她卻是一位善用調適機轉的高手，總能想出各種奇怪卻充滿創意的怪招來

應付貧窮的生活，也能說出饒富哲理的雋永話語來安慰昭廣的幼小心靈。

　　但是更為複雜的心理衝突，就得依賴防衛機轉的作用。例如：當個體遭遇失愛﹙Loss of Love﹚、受罰

﹙Punishment and Castration﹚或社會排斥﹙Social Ostracism﹚的威脅時，焦慮即產生，在此情況下自我會發展出防衛

機轉來抗拒焦慮，阻止受壓抑的本能衝出來，並減輕緊張的狀態，以心理維持平衡。然而，這種保護的行為型式發展

的結果，可能是個體品格﹙Character﹚或症候﹙Symptom﹚的形成﹙黃正鵠，民80﹚。

　　下面例子中，有三部電影中當事人在生活中遭遇上述三種壓力與挫折時，卻無法適時啟動正向的防衛機轉，而選

擇較衝動與激烈的行為反應，結局令人不勝唏噓，值得引為借鏡，萬萬不可重蹈覆轍；另外，也有三位主角，適時開

啟成熟的防衛機轉，因此得以安然度過人生危機，進而化危機為轉機，再登人生下一個高峰。

﹙一﹚失愛﹙Loss of Love﹚：
　　「媽媽，沒有他，我會死！」

　　電影《畢卡索與莫迪利亞尼》﹙2007﹚中，珍妮．赫布特尼(Jeanne Hebuterne)的媽媽要求她離開落魄畫家莫迪利

亞尼﹙Modigliani﹚時，她卻一邊刷著馬桶一邊悲傷哭泣的說：「媽媽，沒有他，我會死！我真的會死！」其實，這時

珍妮因內射﹙Introjection﹚作用﹙沈楚文口述c，民83﹚，將莫迪同化為自己的一部分。後來，已育有一女且身懷九個

月身孕的珍妮，果真在痛失至愛莫迪的隔日選擇隨他而去，從住處三樓的窗戶墜落自殺。當時莫迪三十六歲，而珍妮

才二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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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3%E6%BF%B1%E5%9C%8B%E5%B0%8F+%E9%BB%83%E9%9D%9C%E6%83%A0%E8%80%81%E5%B8%AB


　　然而，電影《心靈點滴》中男主角派奇醫師，當他的女友被人殺害後，他同樣感到極端悲傷與自責，正當他想從

懸崖邊一躍而下時，一隻蝴蝶款款飛來，幸而啟動防衛機轉的「昇華﹙Sublimation﹚作用」，讓他頓悟到：堅持自己

的理想，繼續為世人服務，所有悲傷才能得到超越﹙韓德彥，2010﹚！

        ﹙二﹚受罰﹙Punishment and Castration﹚：
　　「看看這些戒指比手指還多，一個戒指就是一個恐懼，考試、姊姊的嫁妝、工作，這麼怕明天，今天怎麼

活？你怎麼去專心學習？」

　　這些話是印度電影《三個傻瓜》﹙2009﹚中，男主角Rancho對好友Raju的忠告。而劇中學長Joy和活在恐懼中的

Raju，他們為了逃避「病毒」教授的處罰，Joy在宿舍上吊身亡，只在牆上寫下「I Quit」短短兩個字的遺言，以表達

內心無奈的苦與恨；而Raju則從教授辦公室窗戶一躍而下，幸好經急救挽回一條寶貴的性命。

　　後來，Rancho因擔心Raju無法通過考試而再次尋短，所以為他偷來試卷，但他卻不看試卷一眼，直接將它揉成一

團往後一扔，此時此刻他的情感昇華了，從此恐懼再也不能主宰他。當下一個考驗來臨時，他摘下雙手上滿滿的戒

指，不再害怕未知的明天，而是勇敢地選擇真實地面對自己，好好的努力，活在每一個今天。

        ﹙三﹚社會排斥﹙Social Ostracism﹚：
　　是「人言可畏」還是「明天又是新的開始」？

　　電影《阮玲玉》﹙1991﹚中，女主角阮玲玉正因「人言可畏」不堪社會輿論的排斥與撻伐，最後服下安眠藥從這

個紅塵俗世中消失，香消玉殞，結束短短二十五年的悲劇性生命。

　　反觀《亂世佳人》﹙1939﹚的女主角郝思嘉，一心愛慕表妹的丈夫衛希禮，甚至後來雖被謠傳不守婦道勾引衛希

禮，仍堅信自己問心無愧。這是因為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作用在潛意識中被啟動，令她對於某些不願接受之矛盾

言論、以及動機等賦予勉強能為自己接受之理由，藉以自圓其說﹙卓良珍，2009﹚。所以，能在白瑞德的強迫下擦上

最艷紅的脣膏，獨自出席衛希禮的生日晚宴，明知眾人不懷好意，仍挺直腰板強顏歡笑，周旋於賓客之間，以一弱女

子之力與輿論相抗衡。而劇中郝思嘉自我安慰的話語：「明天又是新的開始。」也成為有名的電影口白。

    因此，當個案一直陷溺在泥淖般的憂傷情緒中，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危機，但是該如何處理才恰當呢？韓德彥

﹙2005﹚在其《憂鬱，為何不就醫？》書中明白寫道：「在處理自殺危機時，不宜與當事人深入討論他的困擾，轉移

注意力、帶領他跳脫思緒泥沼，方為良策。」這個處理原則值得大家深思參考。

 
三、隱藏欺騙的偽裝：

「有眼有耳的人都會知道，一個人無法隱藏任何秘密。就算他的唇齒緘默，指尖也會喋喋不休，每個毛孔

都會洩漏他的秘密。」

　　約瑟夫．洛斯奈則認為一般人的各種人格偽裝就是各式各樣的防衛機轉﹙鄭泰安譯，民71﹚。其實，動物不論是

掠食者或是獵物，皆會運用保護色、警戒色和擬態的偽裝技巧來隱藏自己，或是欺騙其他動物，而且會不斷進化提升

這種技巧，因為偽裝能力的強弱將會直接影響到牠的生存機率﹙維基百科，2011﹚。

　　佛洛伊德說：「有眼有耳的人都會知道，一個人無法隱藏任何秘密。就算他的唇齒緘默，指尖也會喋喋不休，每

個毛孔都會洩漏他的秘密。」然而在熙攘忙碌的生活中，這華麗的偽裝瞬息萬變，實難以捕捉其全貌，不過我們可以

繼續從電影中細細剝絲抽繭，或許可以看出些許端倪：

        ﹙一﹚有份量的聲音～王者之聲

　　「我結巴，沒人治得好……」

　　電影《王者之聲》﹙2011﹚柯林．佛斯演出英王喬治六世，在語言治療師萊諾的引導下，起初他常常出現抗拒

﹙resistance﹚心態，呈現出不配合或逃避的反應﹙韓德彥a，2010﹚。當萊諾問他病因可能是什麼時，他回答︰「我怎

麼知道，我……我不在乎，反正我結巴，沒人能治得好……」。

　　後來，他信任萊諾後，他才結結巴巴地道出壓抑在心裡已久的秘密：小時候他是左撇子，還有膝蓋外翻的現象，

皆須承受接受矯正的痛苦與壓力；而奶媽不喜歡他、掐他、冷落他，不讓他吃飯，他的胃病就是這樣來的；父親不准

他做飛機模型，只能做他不喜歡的集郵；然後從四、五歲開始出現口吃的現象，爾後在小時候兄長大衛與旁人的取

笑，以及父親的嚴厲指責下，對口吃的狀況更加推波助瀾；還有另一位患有癲癇的兄長喬尼，家人認為這是不光采的

事，十三歲他過世後，都不再提起他。然而，他在回想敘述這些傷心往事時，情緒能平靜無顯著起伏，是因為隔離

﹙Isolation﹚作用已將伴隨著回憶而起的悲傷感除去了。隔離和壓抑的不同在於，壓抑是把想法和感覺同時驅趕出意識

之外，隔離則只是驅走感覺﹙沈楚文口述d，民83﹚。

　　壓抑﹙Repression﹚作用常與轉換﹙Conversion﹚作用結合。壓抑作用是將不能被社會所接受而自己亦深感痛苦之

衝動、慾望、情感，及行為經歷強加壓抑，使其從意識層驅入潛意識層，試圖將其遺忘或強行置之不理，藉以減輕其

罪疚感或焦慮。而轉換作用是指個人遭受強烈之心理壓力與情緒衝突時，即藉運動及感覺功能失常之反應，或其他生

理不適之症狀，以移轉其內在之緊張成為外在表現之機轉﹙卓良珍，2009﹚。所以，喬治六世將其焦慮情緒轉換成口



吃的現象，而口吃又引起更嚴重的焦慮，如此惡性循環下，最原始的情感衝突，早已深潛在重重的偽裝之下。而萊諾

的工作就是當他的朋友幫他脫下這一層又一層華麗的偽裝，找回真正的自己。

　　其實，喬治六世努力想矯正口吃，一部分原因是公開演講是他的責任之外，還有一部分是補償﹙Compensation﹚

作用的作祟。補償作用分為直接補償（Direct Conpemsation）與間接補償（Indirect Compensation）二種，前者是指集

中力量克服缺陷或自卑感，後者是指當個人在某一方面遭受挫敗之後，乃轉移其努力於其他方面。最後，皆獲得成功

之心理補償﹙卓良珍，2009﹚。

　　正當他努力練習矯正之際，卻被大衛誤會他是想取而代之，此時產生抗拒作用（Negativism）。『抗拒』為對別

人之一切要求不願合作或反其道而行之機轉。 積極性抗拒，消極性抗拒-----不願合作，不盡全力，避免達成理想﹙卓

良珍，2009﹚。而恰巧萊諾此時也對他產生這樣的期待，因此導致治療中斷！

　　後來大衛﹙溫莎公爵﹚因不愛江山愛美人而宣佈退位，喬治六世只好一肩挑起至國大任，重新接受語言訓練，最

後不但與語言治療師萊諾成為好友，口吃也大為好轉，最後為了鼓舞當時二次大戰中的英國軍民，順利發表一次又一

次的戰時演說，帶領英國安然度過戰爭的蹂躪。

        ﹙二﹚一個小女孩的成長故事～茉莉人生

　　「我怎麼會這麼蠢！蠢！蠢！……」

　　另一部伊朗動畫電影《茉莉人生》﹙2008﹚女主角瑪琪在她還是個小女孩時因崇拜李小龍，產生仿同

﹙Identification﹚作用﹙卓良珍，2009﹚，想像他一樣除暴安良，結果言行和舉止都模仿他，都快把大人搞瘋了。後

來，出國到巴黎，戀愛時因理想化作用﹙Idealization﹚，而給予對方過高的評價和看重﹙沈楚文口述d，民83﹚，覺得

男友馬基又帥又有才華，將來一定是個大作家。可是一旦發現他劈腿後，才驚醒大罵男友是婊子養的寄生蟲和小氣

鬼，嘴臭像狗屎又脾氣暴躁，寫的爛劇本一文不值，只會花女朋友的錢，他根本不是個男人。

　　可是失戀的打擊太大了，因內射作用，她將這股怒氣內射到自己身上，除了自責自己的愚蠢外，還產生「沮喪型

的行為異常」，變成露宿街頭的遊民，撿別人丟掉的煙屁股抽，到垃圾車翻食物來吃，過著行屍走肉般的生活，最後

感染肺癌，差一點兒丟了性命。病癒後回到伊朗仍無法走出失戀的陰影，行為上產生退化﹙Regression﹚作用，不洗

澡，拒絕任何社交活動，忽有類似兒童之幼稚舉動及態度﹙卓良珍，2009﹚。後來演變成憂鬱症，經過治療才漸漸好

轉。

 
        四、結語：

　　「愛讓你做出瘋狂又不理智的舉動，就是這樣！」

    剛開始觀看電影《第三者》﹙Wicker Park﹚時，會以為女主角麗莎的同性好友有「仿同」的現象，而且隨著劇情的

進展到慢慢覺得她似乎到達嚴重不正常的病態現象。但是，透過導演的鏡頭抽絲剝繭，將全部片段重新組合且將所有

疑點逐一釐清後，才發現事實的真相只是因為「愛」。劇末，她對男主角馬修的告白就是事實真相的重點，首先她請

馬修不要用怪異的眼光看她，也不要急著對她下評斷，因為其實他一點兒也不了解她，最後她含淚告訴馬修，事實只

是因為：「愛讓你做出瘋狂又不理智的舉動，就是這樣！」原來，她只是深愛著馬修，就像馬修愛麗莎那樣！

　　也許佛洛伊德認為防衛機轉和某些精神疾病存在著密切關聯﹙呂政達b，民83﹚，但是觀賞完《第三者》後，我們

可以提醒自己不要輕易落入「當你手上拿著鐵槌，你會以為所有東西都是釘子。」這句話的窠臼中，因為有時我們會

以為自己看見的部份就是全部的事實。另外，還要告訴自己千萬不要因為學了一些心理學概念，就自以為是帶上有色

的眼鏡來看別人與自己。

　　畢竟看電影時還是不要想太多，開開心心的看比較好。因為佛洛伊德也這麼說過：「有時候雪茄，只是雪茄！」

﹙張秀琴，2004﹚不過，能夠寓教於樂，學習一些有關防衛機轉的心理知識，相信不僅有益心理健康，且對未來的人

生將更富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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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人的幸福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最近，德國的斯提凡．博爾曼博士寫了一本書，書名為《閱讀的女人危險》，作者透過一幅幅

名畫，探討以前認真閱讀的女人，可能會不小心把飯煮焦、把孩子弄丟了、想東想西有自己的意

見、過度追求浪漫……等等危險。不過，也許這是作者獨特的幽默感，其實他想說的應該是在現代

女人能盡情享受閱讀的幸福吧！

　　其實在閱讀的世界裡，皆可讓男女老幼都找到另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與表達自己的方法；我們

也可以自由的想像，就算與作者持相反對立的意見，也不會受到任何指責與傷害；有時閱讀會引發

腦內革命，新舊觀念在腦內互相辯證，仿佛腦內有數萬萬億個腦細胞在跳躍，在彼此撞擊，那種興

奮的感覺，比喝了五十八度純高梁還陶然。

　　有時，還可以從閱讀書中的一個想法，導出另一個或無數個令人贊嘆的靈感，就像打水漂的小

石子，以連續完美的弧線掠過湖面，跳出一個接著一個清波盈盈的漣漪。也許，靈感一開始只是一

點小小的圓心，但是它會慢慢的擴大成無數個佔滿水面的同心圓。再藉由手中的筆，將這些浮光乍

現的靈感，悉數捕下，變成一篇篇屬於自己又能與他人分享的文字。這種感覺更是奇妙，好似自己

可以同時存在或穿梭於閱讀與書寫，這兩種不同的時空中。

　　另外，特別要推薦本書導言「一群小蒼蠅」。這篇文章，言簡意賅，大有喧賓奪主之勢。撰寫

者艾柯．海登萊希是德國女作家，文中她寫道：「透過閱讀可以產生自信，有了自信就能夠培養出

獨立思考的勇氣。」這句話正好可與德國女性文學評論家葛特魯德．雷納特的說法互相輝映，她

說：「人格成長與閱讀之間，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

　　所以，讀者是閱讀的主體，經由閱讀參與文本的過程，幫助讀者讀出自己，進而催化自我意識

的覺醒，突破幽謐的烏雲，奔向藍湛湛的未來人生。

       這就是閱讀人專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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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歲末絮語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各位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的讀者們：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回顧這一年，我們從第23期到本期(第34期)，共計發行12期。這12期有著我們嶄新的呈現與往前跨
步的企圖。
    在今年編輯面向上，增加了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專欄，由輪值主編學校邀請該校教師進行閱讀理解
策略教學經驗分享，期能透過一期一校一師一策略的分享，讓全市各國中小教師看到優良典範，省
思自我閱讀教學之優點，進一步強化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技巧與信心。

    藉由邀請不同教育階段的學校擔任主編，讓高中、國中、國小的閱讀教學，不論是閱讀推動策
略、或是第一線在教室裡推動閱讀的尖兵---等等，都可以透過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的平台來呈
現。
    再者，要特別感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授權本電子報轉載中華民國100年6月
出版之第126期『研習論壇』 上的專題文章。感謝撰稿的學者、專家，這些文章值得一讀再讀，相
信對於各位讀者在推動閱讀以及個人閱讀的感受上，想必有許多助益與啟發。
    最後，仍要感謝各位讀者對於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的支持，也請持續給我們批評與指教。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與您一起推動閱讀、享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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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荷姆斯說閱讀

美國 荷姆斯

古往今來的書籍堆成一道梯子，

把過去、現在和未來都連接了起來，

讓讀者可以自由地來來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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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正濱國小～閱讀越有趣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一、 圖書館新居落成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了推展閱讀風氣，必須先充實圖書館設備和藏書。所以，正濱國小在
陳滄鉦校長帶領下，由教務林碧鴻主任縝密規劃，吳愷翎、陳釗文老師，以及圖書館家長志工們的努力之
下，新的圖書館誕生了。館內窗明几淨、動線流暢、多元學習空間、地板故事區，是一個令人流連忘返看
書的好地方。新館落成後，學校舉辦「圖書館搬家～百人傳書活動」，由五、六年級小朋友，排成長長的
一條人龍，將書從活動中新舊圖書館，藉由傳遞方式搬到後山新館，場面壯觀，令人感動。透過這個傳書
活動，小朋友將滿滿的愛校感情注入新館。為了充實館藏圖書，接著舉辦「全校募書活動」，獲得全校師
生、家長大力支持，黃靜惠和楊慧卿老師更捐出數百本與整套精裝套書。另外，參加「誠品圖書閱讀計
劃」獲得誠品捐輸二十一箱，約一千五百本。目前，新館不僅館藏豐富，有藏書一萬六千多本，而且推動
圖書館教育，依照中國九大圖書分類法，將藏書全面Ｅ化；忠孝獅子會捐贈三十萬元，成立「數位閱讀專
區」，數位閱讀資料也有一百五十筆之多。這麼多寶貝書籍，正吸引全校師生來借閱。今年全校老師與一
到六年小朋友都是人手一張借書證，只要有空立刻直奔圖書館，光是今年上半年的借閱冊數，就直逼五千
本大關。

二、落實推展增強學生閱讀能力的系列活動
（一）晨讀十分鐘：每週四晨光時間的十分鐘，定為晨讀十分鐘時間，師生接放下手邊的工作，一
起快樂自由閱讀自己喜愛書籍十分鐘。
（二）寒暑假閱讀小博士：寒暑假中，學生閱讀並完成閱讀心得寫作達一定數量者，即可獲頒閱讀
獎狀一張。
（三）教育部閱讀推動計畫：由李曉萍老師主辦多年「班級共讀活動」。
（四）班級共讀書籍規劃：圖書館依照性平、人權、環境、海洋等議題，同一本書購買二十本，可
以方便教師進行班級共讀教學。
（五）學年書箱傳閱：依據學童年齡，規劃學年適合閱讀的書籍，讓學年各班傳閱。
（六）愛的書庫：鼓勵各學年導師向愛的書庫借書。
（七）悅讀一零一計劃～小一新生閱讀齊步走：新生每人獲贈一本故事書，並還有多本故事書充實
班級閱讀角。
（八）學年彈性課程閱讀教學：將閱讀課程納入校本彈性課程，各學年老師共同設計學年閱讀課
程，落實閱讀教學。六年級還進行繪本故事壁畫創作，美化校園。
（九）兔子波西：邀請繪本作家兔子波西到校為學生說故事。
（十）創意閱讀空間：讓學生發揮創意，並自主管理，將校園角落閒置的空間，佈置成閱讀的空
間。
（十一）班級閱讀角：各班成立班及圖書角、圖書櫃，讓孩子時時刻刻都有書可以看，並定期介紹
不同的好書，拓展孩子們的閱讀視野。
（十二）快樂閱讀課：每週一節閱讀課，全班師生，都可以到圖書館盡情閱讀自己喜歡的書籍。低
年級並於戶外教學時，安排參觀社區圖書館。

三、積極舉辦教師提升閱讀教學能力的進修活動
（一）正濱愛書人～藏書票創作學習社群：由吳愷翎老師舉辦多場相關議題的教師研習。
（二）閱讀理解策略行動研究：由黃靜惠老師舉辦十八場與閱讀理解策略相關議題的教師研習。
（三）閱讀樂活王國：由黃靜惠老師舉辦二十場與閱讀相關議題的教師研習。
（四）週三下午研習：林碧鴻主任也在周三下午，大力邀請各界閱讀教育專家，為老師的閱讀教學
專業能力補充能量。

四、結語
　　兒童文學工作者陳木城說：「閱讀條件優越的孩子越讀越有趣，越讀越快，越讀越多，形成『閱讀大
戶』；閱讀條件不利的孩子，由於閱讀障礙組閣，卻越讀越挫折，越讀越灰心，形成『閱讀貧戶』」而正
濱國小全體老師一切的努力，都是想要為孩子搭起閱讀的學習鷹架，創造閱讀的無障礙空間，希望每一個
正濱兒童，都是快樂的『閱讀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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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策略對疑似ADHD學童偏差行為輔導成效之行動研究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針對個案語文學習問題與其本身語文學習能力之優勢與劣勢，進行觀察與蒐集資料，然後透過文獻探
討、量表、畫作分析與功能性評量等方法分析與診斷後，擬定介入的繪本閱讀策略，以改善疑似ADHD個案之學習行為成效。

一、   研究問題

　　因此，針對個案師長、家人訪談結果，擬定研究問題如下：

（一）透過功能性評量分析個案偷吃糖、說謊和口語干擾教學，以及語文造句等能力不佳，此四大學習問題的情

境、原因和目的為何？

（二）透過功能性評量等方法分析結果擬定之閱讀策略，對個案上述四大學習行為問題處理之成效為何？

二、研究問目的

　　針對上述研究問題，擬定研究問目的如下：

（一）透過功能性評量分析了解個案上述四大學習問題的情境、原因和目的。

（二）瞭解透過功能性評量分析結果擬定之閱讀策略，對個案上述四大學習問題處理之成效。

三、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個案在班級團體中受試，進行繪本閱讀策略課程教學行動研究方式進行，以Ａ-Ｂ-C-D-E五階段方式進行，其中

自變項為繪本閱讀的介入策略，依變項為個案之語文學習成效與學習上說謊與懶散之偏差行為，研究架構：

（一）介入初期先觀察個案皆受繪本閱讀策略前的語詞、造句與照樣造句的能力為何，與偏差行為，此為觀察基線

期Ａ。

（二）依據資料分析與診斷，擬定繪本閱讀介入策略，此為擬定處理問題策略期Ｂ。

（三）第三階段進行繪本閱讀介入策略，此為進行教學行動期Ｃ。

（四）進行教學活動後觀察期，提出個案語文學習方面之成效與偏差行為之改變與成果，此為後續觀察期D。

（五）最後，提出繪本閱讀介入策略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之省思、討論、研究結果與建議，此為最後一個階段Ｅ。

四、研究程序

　　本研究程序如下：

（一）界定研究目標：經實際課堂觀察，並與個案家人深入訪談討論後，以及分析個案作業、學習單……等語文方

面的表現後，歸納出個案目前有語詞意義貧乏、照樣造句與造句能力不佳，以及學習上有說謊與懶散之偏差行為。

（二）研究文獻探討：經過研究文獻探討，建構釐清進行本研究完整的先備知識，以確立研究進行之方向與方法。

（三）基本資料蒐集：閱讀策略擬定與介入前，研究者透過與家長、曾授課之導師與教師，進行訪談，並配合實際

課堂觀察，蒐集個案作業、學習單、考卷等，並包括成長、教育、疾病、家庭與學校生活等基本資料。

（四）資料分析診斷：本研究以質化方式進行分析，藉以了解個案語文學習問題與其本身語文學習能力之優勢與劣

勢，以擬定適合個案的繪本閱讀策略。

（五）擬定介入策略：依據上述四個流程，擬定適合個案的繪本閱讀介入策略之課程設計。

（六）進行介入策略：實際進行課堂教學，完成繪本閱讀介入策略之課程設計。

（七）完成研究成果：明瞭本研究策略的發展過程與實施成效，並針對結果研究進行反思討論與建議，完成本研究

之撰寫。

五、資料分析

（一）一般分析

    1.個案家庭對其日常生活基本所需，可予以穩定供給，也尚可維持規律生活作息。

    2.個案家長雖然對其嚴加管教，卻導致個案常常為了逃避責罰而說謊。

    3.個案常封閉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裡，對外界環境變遷或刺激，或不感興趣之人事物則採取不予理會或不合作的態

度。

    4.個案資質中下，創造、想像、思考與統整能力薄弱，語文理解能力不佳，詞彙認識量少，照樣造句和造句無法獨

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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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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AD%A3%E6%BF%B1%E5%9C%8B%E5%B0%8F+%E9%BB%83%E9%9D%9C%E6%83%A0%E8%80%81%E5%B8%AB


    5.個案仍保有赤子之心，同情弱者。看到需要協助的同學會主動提供幫助，但常因情緒起伏或一相情願的想法，反

而引起反效果，演變成人際關係的糾紛。

    6.個案對感興趣之事務，則會投注熱情與專注。例如:對聽故事、唱歌與畫畫特別感興趣，但持續力不佳。（二）功能本
位分析：    經過資料蒐集，實施功能分析，最後得到以下研究結果：

目標行為 情境 前事 後果 功能 繪本介入及預

防

課堂口語
干擾

上課發出
怪聲或未
舉手徵得
老師同意
就發言。

1.    急著想
發表自己的看
法或作品。
2.    等待或
對課程不感興
趣。

影響教師講課
或干擾同學的
學習。

吸引老師與同
學注意。

能從皮諾丘因
不認真學習而
有不好遭遇，
後改過認真上
學才有圓滿結
局的故事中，
了解認真上課
的重要性。

 
 
 
 
偷吃糖和
餅乾

被家人發
現糖果包
裝紙藏在
書包裡。

1.    跟同學
要求分享。
2.    偷拿家
中櫃子內的零
食。

1.    被
家人處
罰。
2.    家
人要求老
師調查處
理。

滿足口腹之
慾。

能從皮諾丘因
在玩樂國大吃
大喝，玩樂五
個月後變成驢
子的情結中，
獲取教訓。

同學發現
吃餅乾和
甜食。

1.    家人給
他當早餐吃，
並要他在家中
吃完。但他因
怕遲到所以放
在書包中帶來
學校吃。
2.    家人之
前給他吃剩下
的甜食帶來學
校吃。

暫時沒收甜
食，等家人放
學來接他時再
交還給他們。

說謊 吃糖和餅
乾被發
現，或聊
天時會誇
大其辭。

1.    吃糖和
餅乾被發現。
2.    和人聊
天時會誇大吹
牛。

被查出真相，
被師長訓戒或
處罰。

1.滿足物逃避
家人處罰。
2.避免被兄長
欺負捏臉。
3.有時家人為
隱瞞實情而教
他說謊。
4.滿足物質慾
望。

能從皮諾丘因
說謊鼻子變
長，且因不信
守承諾而遭遇
苦難的故事
中，學習誠實
守信的可貴之
處。

語詞、句
型理解力
不佳＆造
句能力弱

成績低落 1.    吃甜食
後而遺忘功課
內容。
2.    心情不
好。

家人生氣而則
罰他。

1.不明原因。
2.消極抵抗。
3.理解力薄
弱。
4.創造力不
佳。

藉由皮諾丘的
奇幻遭遇，啟
發創造思考的
能力。

 

（三）診斷：

   1.個案語文學習方面之優勢為：

　　　(1)個案注音符號能力尚佳，可以自行拼讀。

　　　(2)個案喜歡看字少圖畫精美的繪本故事。

　　　(3)個案尤其喜歡魔法奇幻的繪本故事。

    2.個案語文學習方面之劣勢為：

　　　(1)個案注意力集中時間短暫，即使是他有興趣的主題注意力也不長。

　　　(2)個案在學習上有說謊與懶散之偏差行為。

　　　(3)個案國字有時會遺忘，照樣造句與造句能力亦不佳。

 

壹、擬定繪本閱讀策略與進行教學

　　經由上述文獻探討與個案分析之結果，因此選擇運用繪本《木偶奇遇記》來進行繪本閱讀策略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省思。先

將故事內容自製簡報，縮減文章字數，每張簡報只用簡單一句話來說明，運用繪本故事中魔法奇幻的圖畫，並結合探索情緒問



題具體的作法與步驟，以及詞句意義與結構的教學實施要點，設計課程。然後進行課程教學，彙整教學成果，並提出教學省思

與討論。殷殷期盼，本研究能進而提升個案語文學習之成效，與想像、創造思考的能力，並改善學習上說謊與懶散之偏差行

為。

 

貳、結果與討論

　　在實際完成本研究教學計畫後，茲提出以下幾點結果與討論：

一、個案以往平時對語詞理解方面的測驗，大概只對三分之ㄧ，其餘三分之二都是錯的。句型結構理解的表現狀況不佳，

而且造句能力亦不佳的學習狀況，平常考卷在這兩項測驗方面表現，是全部留白，無法獨立完成創造思考。在學期初期個

案可能需要比其他孩子更多引導與準備，而學習中又需要更多的關注和練習。

二、在習寫本研究「我是動腦高手」學習單時，個案習寫學習單中的照樣造句與心得感想，結果有顯著進步。顯示經過本

研究的教學，能成功提升相關語詞、句型理解能力及造句能力。

三、個案在經過此次繪本教學，單槍投影說完故事與討論後，個案習寫學習單中的照樣造句與心得感想，結果有顯著進

步。不僅完成優美佳句的句型練習：「因為當一直（愛講話）的孩子變好的時候，他們有能力為自己的（老師）帶來快

樂。」而且，順利獨立完成心得感想的書寫如下：「皮諾丘雖然很聰明，但他不喜歡上課。結果，他爸爸被抓了。後來，

他一個人在家裡，真是可憐。從此以後，他終於聽爸爸的話了。」所以，精美優雅而又豐富有趣的繪本，的確能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與成果。

四、觀察期內無發現個案無說謊行為，且懶散情況亦有改善。現在，在班上擔任背誦唐詩小組長與發簿子小組長，成為老

師的好幫手。

五、另外，上課口語干擾現象也有改善，懂得先舉手徵求老師同意後再發言。

　　上圖是個案上課出現口與干擾出現次數圖。

　　基線期是實施本研究設計課程前一週出現上課口與干擾的大約平均次數，第一到第五天是星期一至星期五，通常一週的第

一天上課個案情緒會較穩定，口與干擾次數也是最少的，而星期一到星期四是上半天課，口與干擾次數也是每天會有逐漸攀升

增加次數的現象。直到星期五口與干擾次數達到最高峰，因為星期五是整天上課，所以一整天累計下來次數會暴增較多。

　　第二週處理期星期一，也就是圖上第6天，上完本研究設計課程之後，可以看出個案口語干擾次數明顯下降很多。

　　到第三週觀察期，個案口與干擾次數又再下降一些些。

　　由數列１可看出個案每天口語干擾的次數，由基線期第一天約20次，到第五天達到高峰約70次。處理期第一天上完本研究

課程後，個案口語干擾的次數，第一天降至約5次，到第五天達到高峰約10次。接下來一週為觀察期，個案狀況更為穩定，次

數又稍稍下降，星期一降至約3次，到第五天達到高峰約8次。

　　趨勢線看出個案每週口語干擾次數的趨勢，基線期次數多且陡增，處理期與維持期則次數明顯減少，每天增加次數的趨勢

也漸緩。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34/3403/343.JPG?attredirects=0


　　由平均水準線，可以看出第一周基線期每日口語干擾平均次數約四十次左右，第二週處理期每日口語干擾平均次數降至約

八次左右，第三週觀察期每日口語干擾平均次數又再降到每日約四次。

　　由上圖顯示個案口與干擾次數，確實有因實施本研究課程後而大為改善。

 

参、結論與建議
  　人類的左腦主管理性分析、文字處理與語言資訊；右腦負責影像、空間判讀和創意思考等抽象層次的能力。而當學童進行

閱讀繪本時，則需同時啟動兩側眼球輸入視覺訊號，平均送進左右腦，這是一個發展線性分析和抽象思維的歷程，能同時刺激

人的左腦和右腦發展運作的好方法。最後，進入習寫學習單教學時學童須再透過大腦皮質層的運動神經，下達到手指肌肉，完

成心得感想書寫。此時，遠比閱讀更為複雜的心智活動，分析力與創造力可以同時被激發，這是只靠口語或純文字達不到的境

界（尤子彥，2011）。

　　另外，造成兒童的偏差行為原因大概有二：一是連續發展的結果，二是個案與環境相互影響。所謂連續（continuous）的

發展指的是發展的結果是逐漸累積的量變（quantitative change），亦即假定個體內存在某種「能力」（例如：身體的活動

量），而發展的過程就是指此「能力」的逐漸增加。所以偏差行為就是指此「能力」出了問題（例如：活動量大到符合「注意

力缺陷／過動症」的診斷要求）。換句話說，正常和偏差是在同一個測量「向度」上面，當量在分界點內即為正常，反之當量

超過分界點即為偏差。而所謂非連續（discontinuous）的發展指的是發展的結果是突然出現的「質變」（qualitative

change），這意味著兒童有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徑（development pathways）：一條是正常的路徑；另一條則是往偏差的方向前

進（梁培勇，2009）。

　　所以，繪本在教學上的運用，的確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只要老師肯用心付出，多提供一些正向的想法給孩子們，將孩子們

導向正常的路徑，一定會出現令人感動的「浪子回頭金不換」。相信孩子現在任何向前的學習一小步，將是他們未來人生的一

大步。

點閱: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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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中圖書館網站(h�p://www.ntl.gov.tw/)上，擁有豐富的數位資源。只要擁有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借閱證，便可以隨時
隨地、彈指之間使用該館網站上豐富的數位資源。

    本文將分為兩部分來說明：

    首先說明如何藉由該館網站網路辦證來取得數位借閱證；

    其次介紹該館豐富的電子資料庫。

    第一部分：申辦數位借閱證
    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網站(h�p://www.ntl.gov.tw/)。如下圖所示：點選線上申請Ò網路辦證。

    出現底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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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先填寫申請借閱證的個人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自訂密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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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碼後，按下登入個人基本資料，並依序完成相關表件的填
寫。

    身分的辨識，可選擇以 (1)郵寄身分證影本或是 (2)利用電子郵件傳送身分證掃瞄檔。(傳送至 ecard@ntl.gov.tw)兩種方式確認
身分。國立臺中圖書館受理確認身分後，會以電子郵件回覆，讀者即可使用電子資源服務。如有相關申辦問題，請洽詢國中圖

04-22625100轉1111辦證處。

    第二部分：豐富的電子資料庫
    將分為三面向來說明：首先，如何連上電子資料庫；其次，如何使用電子資料庫？最後，介紹電子資料庫的類別與內容。

    首先，如何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指南網站？       
    有兩個方式：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網站(h�p://www.ntl.gov.tw/)後，點選數位資源Ò數位資源Ò電子資料庫指南。或是直接

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指南網站 (h�p://edb.ptl.edu.tw/SSO/TERM/pages/resourceUserMain.jsp)。
    其次，如何使用電子資料庫解決問題？

    若您想查詢一則報紙上的報導，該如何使用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指南呢？

    連上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指南網站，可依資料類型瀏覽Ò報紙Ò3.聯合知識庫.原版報紙資料庫，輸入國立臺中圖書
館數位借閱證的帳號密碼後，便可進入該資料庫搜尋您所要尋找的報導。

點閱: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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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立臺中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擁有162種資料庫可供查詢。其分類與細項如下：
數位資源介紹-1, 兒童適用之繪本與自然科學

1.繪本─圓夢繪本資料庫、TumbleBook、咕嚕熊共讀網電子書、布克聽聽兒童數位閱讀網電子書、親親文化Little
Kiss電子書、長晉多媒體FUN電書資料庫、兒童文化館(文化部)、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2006-2011年)、阿莫說故事-
台灣原住民口傳故事
2.自然科學─牛頓教科書自然教學寶庫-實驗篇、牛頓教科書影音資料館、昆蟲圖鑑小百科、哥白尼21科學知識庫、
華藝自然世界、臺灣魚類學習知識庫、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兩棲爬蟲篇、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鳥類
篇、臺灣自然大百科影音資料庫-海洋生態篇、臺灣生態筆記資料庫、科學月刊科普知識庫(1970-1999)

數位資源介紹-2, 兒童適用之社會科學與藝術學習
1.社會科學─線上臺灣歷史辭典(1541-2007)、臺灣史知識庫(1291-2006)、臺灣大事記資料庫(1895-1975)、臺灣百年時
空知識庫(1895-2000)、臺灣古蹟學習知識庫、中華古蹟學習知識庫、臺灣原住民學習知識庫、行政院原位民族委員
會全球資訊網、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音象先修網九年一貫數位學習課程
2.藝術學習─節慶大書、紙雕狂歡節網站、蔡志忠漫畫改編電腦動畫資料庫、老夫子e教室

數位資源介紹-3, 報紙與休閒娛樂
1.報紙─新聞知識庫、聯合知識庫_原版報紙資料庫、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1928.02-1995)、中國時報全版影像暨
標題索引(民國39-88年)、中國時報全文報紙影像資料庫(民國80-88年)、報紙標題索引資料庫(至94.12)、中華日報全
文影像資料庫(1996-2003；2007-2008)、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2.休閒娛樂─臺灣飲食文化資料庫、餐飲文化暨管理資料庫、國際運動競賽動畫專輯

數位資源介紹-4, 電子書服務平台與語言學習
1.電子書服務平台
2.語言學習─AMC空中美語-GEPT英檢測驗系統、AMC空中美語-NEW TOEIC新多益測驗系統、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
藏學習系統、Dr. Chinese華語大師、臺灣話大辭典

數位資源介紹-5, 電子書
1.電子書─UDN數位閱讀網、金庸作品集電子書知識庫、Koobe電子書、臺灣學術書知識庫、臺灣文獻匯刊資料庫、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臺灣文獻叢刊續編、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聖典中文電子書、超星數字圖書館、中文
在線電子書、Apabi數位資源平台(北大方正電子書)、ebrary英文電子書、Netlibrary英文電子書、Wiley電子書

數位資源介紹-6, 電子期刊與博碩士論文
1.電子期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
統、Acer Walking Library、MagV 中文線上雜誌、體育文獻資料庫、科學人雜誌知識庫(中英對照版)、文訊雜誌200期
紀念光碟電子書(1983.07-2002.06)、光華雜誌中英對照知識庫(1976- )、傳記文學數位全文資料庫(1962.06-2002.05)、
科學月刊科普知識庫(1970-1999)
2.博碩士論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數位資源介紹-7, 參考工具
1.參考工具─法源法律網、全國法規資料庫、文淵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中
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中華詩詞資料庫--詩心瀚選、本草圖譜加值珍藏版、臺灣人物誌(日治時期)上中下合集(1895-
1945)、臺灣當代人物誌(1946-1990)、臺灣方志、臺灣日誌資料庫、臺灣地區地名整合檢索系統

數位資源介紹-8, 音樂藝術與其他網路資源
1.音樂藝術─故宮文物寶藏影音資料庫、歷代書法碑帖集成、文化音像數位資料庫、亞歷山大經典電影資料庫、亞
歷山大經典歌劇資料庫、電影與文學資料庫、李泰祥數位音樂博物館
2.其他網路資源─線上視聽媒體中心、數位典藏服務網、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中研院)、推薦閱讀資料庫
(暨南大學)、愛學網(教育部)、中華語文知識庫、博幼基金會學習網、台灣醫(e)學院(行政院衛生署)、藝學網(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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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一書 Read, Keelung 2012 「一書一基隆」決選書單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走讀台灣：基隆市》、韓國棟總編輯、國家文化總會，獲選為「2012基隆之書」。

「一書一基隆」決選結果出爐了!

決選結果為：

《走讀台灣：基隆市》、韓國棟總編輯、國家文化總會，獲選為「2012基隆之書

2012年度推薦好書：

※《讓孩子安心做自己》、李坤珊著、天下雜誌。

※《教育應該不一樣》、嚴長壽著、天下文化。

※《這些人，那些事》、吳念真著、圓神。

※《大木棉樹》、林妮．伽利(Lynne Cherry)文圖、和英。

名次統計如下:

     1.《千里步道，環島慢行：一生一定要走一段的土地之旅》：45分、第9名。

     2.《教育應該不一樣》：73分、第3名。

     3.《種樹的男人》：17分、第12名。

     4.《讓孩子安心做自己》：82分、第2名。

     5.《海洋台灣》：23分、第11名。

     6.《這些人，那些事》：73分、第3名。

     7.《走讀台灣：基隆市》：100分、第1名。

     8.《日治時期的基隆與宜蘭》：53分、第7名。 

     9.《德國媽媽這樣教自律》：60分、第6名。

    10.《大木棉樹》：67分、第5名。

    11.《圖書館老鼠》：52分、第8名。

    12.《暖化戰爭.首部曲,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28分、第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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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身心障礙者書香便利通服務須知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1011114基隆市公共圖書館推動輔導會議通過

      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為提供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可近性的服務，特辦理本市各公共圖書館「書香便利通」之到

家借還書服務。

一、申請規定：

      凡本市市民持有基隆市公共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個人借閱證，不便到館臨櫃借還書，且領有身障手冊者，得申

請免費到家借還書服務。

二、申請方式：

(一)到館申請：請持本館個人借閱證至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聯合櫃台填妥「書香便利通」到家借還書服務申請表乙

份（如附表），連同相關證件(身分證及身障手冊)，交服務台服務人員辦理。

(二)傳真申請：至本館網頁「身障服務」畫面下，下載申請表單，填妥連同申請單及證明文件（身障手冊）影本，

傳真至基隆市文化局圖書資訊科(02-24271099），辦理到家借還書服務。

(三)委託他人到館辦理者，應出具委託書及雙方證明文件（雙方身分證及本人身障手冊影本）。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借閱證帳號密碼請勿隨意告知他人，以免他人冒用；如須更改相關資料，可上網

（http://lib .klccab.gov.tw/）自行更正或洽各館辦理。

(二)受理申請館: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請向文化局圖書館申請「書香便利通」到家借還書服務，各區圖書館不受理

申請)

(三)借閱館藏地：基隆市各公共圖書館(文化局圖書館及各區圖書館)。

(四)送件/取件方式如下：

      1 .由文化局圖書物流車配送。

      2 .郵寄或宅配。

(五)調借文化局圖書館以外之館藏圖書，必須透過「通借/通還」之作業流程，應俟圖書到館後，再通知送件/取件。

(六)圖書運送到指定之「送件/取件」地後，以申請人簽收之日期起算借閱期，得續借1次。

(七)還書方式：申請人可自行選擇將圖書歸還文化局圖書館，或本市各區圖書館。

(八)借書量：每張借書證每次最多6冊為限，還清後始可再借。

(九)借書期限：以圖書到家簽收之日起算借閱期28天，得續借1次(自續借之日起算28天)，以申請人通知或寄送之日

計算實際借閱期。

(十)還書逾期與罰則：與一般讀者臨櫃借書相同。

四、其他未盡事宜依照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閱覽辦法規定辦理。

五、本須知經基隆市公共圖書館推動輔導會議通過後實施。

更詳細的資料請至 基隆市文化局-便民服務-下載專區，下載「基隆市身心障礙者書香便利通服務須知」以及「書香
便利通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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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閱覽辦法---家庭借閱證辦證法規彙編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中華民國101年12 月13日

府授文圖貳字第1010131156B號令發布

第二章 借閱證申辦

第  四  條    借閱證種類如下：

              一、個人借閱證。

              二、家庭借閱證。

              三、團體借閱證。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家庭借閱證、團體借閱證，限借閱基隆

              市文化局圖書館及指定之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料。

第  五  條    借閱證申請規定如下：

              二、家庭借閱證：本市市民持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有效之全戶戶

                  籍謄本，得申請非自然人之家庭借閱證，每戶限申辦一張借

                  閱證；申請人所持證件皆須正本。 
第  六  條    借閱證使用期限為五年。大陸人士及外籍人士之使用期限依居

              留期限而定，居留期限延長可再更新。借閱證如逾使用期限，

              應持原證及身分證明文件辦理資料更新。

              申請資料如有變更，應向本館辦理更正；借閱證除依本辦法第十

              條代借外，限本人使用，如遺失時，應立即向本館辦理掛失登記；

              如因未掛失或轉借而發生冒用情事，所致之損害，由原持證人自

              負相關賠償之責。

 

第三章 圖書資料借閱

第  十  條    借閱圖書及視聽資料，限持本人借閱證辦理。配偶、直、旁系血

              親三等親以內者，得持相關證件辦理代借，但借閱證轉借他人使

              用，一切損害由原持證人負責賠償。

第 十一條    借閱資料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使用。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借閱

              限制級圖書資料；視聽資料借閱之年齡限制，悉依「出版品及錄

              影節目帶分級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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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條    圖書資料外借冊數及借期如下：

   一、個人借閱證：借閱圖書六冊(含通借)，借期二十八天。

   二、家庭借閱證：借閱圖書二十冊(含通借)，借期二十八天。

   三、團體借閱證：每一團體每次借閱冊數以五十冊為限，借閱

                  期限二個月；採專案、統借統還方式，不受理臨櫃、分期及

                  分批歸還。但由本館通知期前歸還者，得辦理部分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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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伯伯的下午茶》講座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鄉土教育探究生活居住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其目的，在使學童對生活環境與文化根源有深刻理解，並進一
步培養探索的熱情。而「繪本」成為鄉土教育的一環，不僅可讓學童透過閱讀輕鬆了解在地的風土民情，也
能啟發學童的藝術認識和想像空間。鑒於對本土的關懷，小魯文化一直致力於出版富含臺灣特色的繪本。

         《山伯伯的下午茶》為兒童文學作家崔麗君老師之作品，本書將金瓜石優美的山海景致、純樸的自然景觀與
過往的黃金風華介紹給學童，呈現了對原始山林的嚮往，及對自然的愛護之心，讓學童用童話的眼睛看見臺
灣自然美景。「繪本」和「鄉土文化」的結合，讓繪本的圖像除藝術性之外，更能結合「自然生態」和「人
文景觀」的知識於其中，使繪本擁有美學欣賞及鄉土教育的特性，讓學童在閱讀中認識臺灣島嶼之美，並與
環境教育產生鏈結。

         《山伯伯的下午茶》將針對「鄉土教育」及「繪本創作」主題舉辦研習講座，邀請作者崔麗君老師分享創作
歷程和金瓜石的人文風情，並與教師或學童們有面對面交流，讓教師或學童得以更進一步了解如何運用繪本
於教學，並培養美學，亦可作為鄉土教育的延伸。       

        詳情請洽（02）27320708轉分機27，E-Mail:article@tienwei.com.tw，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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