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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前省議員周滄淵102年3月29日病逝，享年77歲。為紀念周滄淵先生創辦『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周氏圖書館』，造福桑梓的大愛，

特別轉載原刊載於 《喀報》一五三期由作者戴子昀所撰寫的文章：『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藉以向周滄淵先生致敬！

本期輪值主編學校：基隆八斗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飄落 (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一) / 《喀報》戴子昀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二) / 《喀報》戴子昀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三) / 《喀報》戴子昀
周滄淵說閱讀 / 前省議員 周滄淵
周滄淵生平簡略 / 臺灣省諮議會
周氏圖書館 新聞報導搜尋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主編的話

我愛閱讀，悅讀真好 / 基隆市八斗國小 林育任老師

策略擂臺

我愛閱讀，悅讀真好~八斗國小閱讀計畫推動記 / 基隆市八斗國小 錢彩雲校長

杏壇尖兵

閱讀的開始是這樣的…… / 基隆市八斗國小 張安琪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好夥伴之「愛」的書庫 / 基隆市八斗國小 張安琪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利用心得分享 / 基隆市八斗國小 圖書志工許真豪

閱讀寶庫

閱讀好夥伴之茉莉二手書店 / 基隆市八斗國小 張安琪老師

親子悅讀

好書推薦親子共讀-------風之影 / 基隆市八斗國小 吳儒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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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php?id=53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4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2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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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期

閱讀專題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一)

《喀報》戴子昀

本文摘要

         前省議員周滄淵102年3月29日病逝，享年77歲。為紀念周滄淵先生創辦『財團法人文教基金

會周氏圖書館』，造福桑梓的大愛，特別轉載原刊載於 《喀報》一五三期由作者戴子昀所撰寫的
文章：『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藉以向周滄淵先生致敬！

         感謝  交大傳播與科技學系《喀報》（h�p://castnet.nctu.edu.tw/）同意本電子報轉載
         感謝 作者戴子昀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報導

         原文網址：h�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cle.php?
id=5927&from_type=issue&from_id=276

午後的陽光輕輕灑落，坐落在基隆小山坡上的木屋樸實靜謐，歷經風霜的木牌上，刻著「周氏圖書
館」。沿著庭園小徑走進去，轉個彎就是入口處，門外擺著幾個簡單的鞋櫃和衣架，讓來訪的讀者放
置鞋子、掛傘或雨衣，幾個簡單的陳設卻十分貼心，彷彿對著來訪的人們說「來吧！脫下鞋，當自己
家，不要拘束。」

周氏圖書館位於基隆市正信路的小山坡旁。（照片來源／戴子昀攝）

一腳踏上溫厚的柚木地板，寬敞的空間、溫暖的氣氛迅速地讓人平靜下來。這裡有別於一般圖書館，
既沒有冷冰冰的簡便會議桌和摺疊椅，也沒有堆滿厚厚灰塵的呆板書架。取而代之的是高級的進口實
木書桌椅與充滿古典氣息的木頭書櫃，柚木地板在陽光的照映下散發出溫暖的色澤，館內四周還有精
緻的歐式藝品妝點著。一位老爺爺親切地微笑著：「第一次來吧！歡迎你！」他正是周氏圖書館的館
長——周滄淵。

周滄淵曾是一位省議員，還是民國七十五年在圓山大飯店創立民進黨的元老之一，且曾多次當選基隆
市議員，極獲市民愛戴。政治經歷豐富的他，並不以此自滿。早在退休前兩年就開始積極籌募經費，
並親自走訪多國的社區圖書館取經。最後選擇效仿日式家庭圖書館的形式，打造出這幢美麗的庭園圖
書館。

周滄淵先生是民進黨的創黨元老之一。（照片來源／戴子昀翻攝）

點閱:45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二) / 《喀報》戴子昀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三) / 《喀報》戴子昀
周滄淵說閱讀 / 前省議員 周滄淵
周滄淵生平簡略 / 臺灣省諮議會
周氏圖書館 新聞報導搜尋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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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二)

《喀報》戴子昀

百分百的貼心

周氏圖書館於民國八十五年開館，開館的初衷是想提供附近的孩子一個舒適的讀書環境。館長周滄
淵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他說當時大學還沒普及，錄取率僅有百分之二十，考試競爭壓力很大。不論
是重考生或應屆考生都非常積極，許多孩子早上七、八點就開始在門外排隊，一直排到九點開館。

他一邊翻著當時的照片，眼中透著自豪的神情。「我很喜歡念書的孩子，只要他願意來，我一定弄

個位置給他。」當時館內只有約五十個座位，慈祥的周館長捨不得讓來晚的孩子就這樣敗興而歸，
便在屋外的涼亭增設桌椅，以容納更多讀者。

周滄淵館長的貼心還不只於此，因為圖書館位置偏遠，週邊商家少導致用餐不易，一開始他提供讀
者代訂便當的服務。後來發現對孩子來說，便當的分量太多吃不完，有些孩子甚至會挑食，常常剩
下很多廚餘，他覺得很浪費也很可惜。於是周館長夫婦便決定自己開伙。雖是臨時起意，但周氏夫
婦卻一點也不馬虎，準備了肉燥飯和咖哩飯兩種，配菜有一顆滷蛋、一塊滷豆乾，還有蔬菜或筍
絲。如此豐盛一餐卻只收三十元，還能依個人食量做增減，而且絕不加價。

周館長說：「收錢的目的是希望吃的人能夠懂得珍惜，不是為了賺錢。有些小孩很聰明，多要一點
可以兩個人分著吃，我覺得那樣很好也沒什麼關係，最重要的是不浪費食物。」周夫人談起在廚房
忙進忙出的當年，肉燥都是自己炒的，咖哩也是自己買材料來烹煮，不是買現成的。她笑說屋裡能
用的鍋子全用上了，三個電鍋輪流煮，煮好的飯就倒進日式木桶裡，一忙就是兩、三個小時，自己
反倒沒時間吃飯。這樣的愛心午餐持續了兩、三年，因年紀大體力不支，周館長遂決定終止這項服
務，把重心完全放在圖書館的經營上。

細心的周夫人為每支椅子腳編織襪套，確保拖動時不會發出半點噪音。

（照片來源／戴子昀攝）

點閱:24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一) / 《喀報》戴子昀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三) / 《喀報》戴子昀
周滄淵說閱讀 / 前省議員 周滄淵
周滄淵生平簡略 / 臺灣省諮議會
周氏圖書館 新聞報導搜尋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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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三)

《喀報》戴子昀

館長兼長工

周館長坦言經營圖書館確實不容易，因為圖書館是向政府承租土地蓋的，租金加上水電費，負擔十分沉重，是靠著親友
們的幫助才能走過這十七個年頭。因為沒有多餘的經費聘請清潔工，周館長夫婦必須自己清掃廁所、整理垃圾，做這些
外人眼裡所謂「低下」的工作，但他自己卻不以為意，他說：「收垃圾哪有什麼丟臉？貪污、做壞事才是真的丟臉。」

有些讀者看著年邁的周館長如此辛苦，曾建議他仿效寺廟的香油錢制度，在門口放置捐款箱，讓來訪的人們隨手捐一
點，以補貼圖書館的開支，他卻一口回絕。他表示設立圖書館的用意就是要讓沒地方去的孩子有地方念書，如果在門口
放了捐款箱，一不小心可能會傷了孩子的自尊心，因為口袋裡沒有錢，會覺得自己彷彿沒繳入場費一樣，就不願意來圖
書館讀書，反而違背了他的理念。

雖然經營不易，周滄淵館長始終自己打掃，堅持不向讀者收費。（照片來源／戴子昀攝）

周館長的教育哲學

周館長之所以選擇日式圖書館的風格，是喜歡它的精神，他說日本的圖書館是有專人管理的，如果有人太吵會被即時制
止。他非常肯定這樣的做法，認為一個有秩序的空間，才能培養孩子守法的精神；而一個好的教育，正是建立於基礎的
倫理道德上。如果看到孩子們沒有隨手關燈，他說他一定會管，要在圖書館教導孩子去珍惜資源，孩子回到家才會懂得
體恤父母賺錢的辛苦。由於這樣的信念，不管來訪的讀者有多少，無論得爬多少趟樓梯，他都堅持親自巡館。

他對日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博愛座讓座事件也有很獨到的見解，「如果遇到年輕人不讓座，我一定會跟他討，因為那是我
的權利，我是可以去爭取的。」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教育，老人家應該要主動和年輕人要位置，因為怕不好意思
而不願開口，反而是默許年輕人繼續冷漠。遇見裝睡、裝受傷的人，他自有一套應對方法，他會搬出歷史和因果報應
論，一舉勸醒「夢中人」。

周滄淵夫婦盡心服務鄉里數十年，雖然辛苦卻甘之如飴。（照片來源／戴子昀攝）

一張選票 服務三代

經營圖書館的日子即將邁入第十八年，因為大學普及而漸弱的讀書風氣，讓他感觸特別深，以往未開館前，門外已排滿
學生的盛況不再，現在只有在考試前才有機會高朋滿座。但他開館的熱情並沒有因此消退，他覺得一百個孩子中，只要
多一、兩個願意來念書，那麼開館就值得了。「很多人說我偉大，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當年人家投我一票當議員，現在
只是在回饋選民。」他謙虛地表示。

在周滄淵先生身上，完全沒有曾經位高權重的架子，叱咤政壇一時的他，對於權位毫不戀棧，即使淡出政治數十載，他
依然保持著一顆關心社會、服務群眾的愛心。他拿得起、放的下，不介意掃廁所，不在乎被當成長工，把所有讀者都當

成家人來關懷，堅持自己的理念，盡心盡力服務鄉里，為政壇樹立了最佳典範。

點閱:251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一) / 《喀報》戴子昀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二) / 《喀報》戴子昀
周滄淵說閱讀 / 前省議員 周滄淵
周滄淵生平簡略 / 臺灣省諮議會
周氏圖書館 新聞報導搜尋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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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周滄淵說閱讀

前省議員 周滄淵

 

「讀書的目的是多一點學問，才能幫助別人、回饋社會，

知識會帶來力量，但讀書人的聰明不能用錯地方。」

----周滄淵

點閱: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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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一) / 《喀報》戴子昀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二) / 《喀報》戴子昀
優雅的守護者 周滄淵 (三) / 《喀報》戴子昀
周滄淵生平簡略 / 臺灣省諮議會
周氏圖書館 新聞報導搜尋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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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周滄淵生平簡略

臺灣省諮議會

臺灣省議會第六、七、八、九屆議員
姓  名：周滄淵
性  別：男
出生時間：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
主要學歷：省立臺北商專畢業
主要經歷：基隆市議會第七、八屆議員
     臺灣省議會第六、七、八、九屆議員
     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周氏圖書館創辦人
民主進步黨18人工作小組成員
民主進步黨第一屆中央常務委員
民主進步黨第一、二、三屆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政  黨：無黨籍

  周滄淵議員係臺灣省基隆市人，省立臺北商專畢業。由於周議員對於政治一向熱心，早歲即任第七、八屆基隆市議會議員，服務
熱忱深獲市民好評，尤其周議員性情剛烈，堅持原則，問政犀利，乃經黨外推舉並當選基隆市第六屆省議會議員。由於表現突出，極
短時間內，即成為臺灣省家喻戶曉之政治人物，且競選連任均獲當選，長達四屆之久，係省議會最具有影響力的黨外（即民進黨）人
士之一。
  周議員是屬於群眾支持型議員，當初投入政治，係抱持為民服務之強烈意願，而由於係本地出生，憑藉良好家世背景，更有廣大
群眾支持，而開啟政治生涯。其秉持自由、正義、平等原則，為反對特權、反對一黨獨大而努力不懈，其認為政黨必須互相制衡，國
家才有進步可能，並且深信No people , no country，一切施政皆以人民為重心。他最為關心之議題係社會福利和勞工福利，並且致力於
發展交通、興建國民住宅、推動新工業區和科學園區之開發。其認為唯有交通發達，才能夠促使經濟繁榮；只有鐵路、大眾運輸系統
及新道路之加速興建，才能平衡地方發展；而興建國民住宅，冀能減輕低收入者負擔，採取國外買房子不買土地政策，卻因推行受
阻，而造成心中遺憾。其對交通──公路、港口、鐵路等研究，以及提出建議頗受肯定，並曾為改善臺灣交通問題，前往國外研究，又
大力爭取支持充實大眾運輸系統設備，如南迴鐵路開拓建設、臺灣鐵路雙線改建（竹南──彰化）、以及增加火車車廂等。對於推動臺
灣交通不遺餘力，功不可沒。
  面對當前政治問題，周議員認為廢除鄉、鎮、市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選舉乃是當務之急。由於臺灣小選舉太多，內部也太過繁
雜，如此上命既不易下達，民意也不易上聽，更無行政效率。唯有採取精簡制度，成為地域性單位的公務機構，才能步上軌道；群眾
也要自愛，要養成守法精神。其認為自由國家應以法治精神為首要，而且權力和義務要平衡，臺灣人民缺少義務觀念，也喪失公德
心。人民喜歡批評時政，比如批評警察，可是事情發生時，也得靠警察幫忙。其希望政治晚輩，不耍嘴皮，不要鬥爭，要有政治風
度，以老百姓之幸福為前提，以挽救臺灣的民主政治。
  周議員問政理念頗為理性，見解深入，本有服務桑梓，直接服務市民之強烈意願，卻功敗垂成，遠離政治。
      資料來源：臺灣省諮議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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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我愛閱讀，悅讀真好

基隆市八斗國小 林育任老師

    人為什麼要閱讀？簡單的說是為了思想的"自由"，也為了補足人類時間與空間的不足!古語
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正是因為閱讀讓人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讓你我可以輕易穿
梭古代和現代，轉瞬間跨越美洲和非洲，更能在美學與物理學中比較玩味。所以說有閱讀習慣的人
的人生是多別人好幾十倍幾千幾萬倍的!

    閱讀這件美好的事物在八斗國小已推動了二年，在本期的文章中將為大家介紹八斗國小在閱讀
教育中努力的點點滴滴：從教室到學校、從學校到家長，資源如何有效整合，交互作用增進『悅
讀』成效，促進學校閱讀風氣的經營，並由知識管理邁向卓越績效，形塑優質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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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我愛閱讀，悅讀真好~八斗國小閱讀計畫推動記

基隆市八斗國小 錢彩雲校長

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一切的競爭與價值都以知識為主，而一切知識的基礎都始自閱讀。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前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David Blunkett)指出：「每當我們翻開書頁，等
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們心靈
的，莫過於閱讀。」
有鑑於世界各先進國家都已積極的推動兒童閱讀運動，世界各國都在為下一代進入知識世紀作準
備，教育部於2000年訂頒「全國兒童閱讀計畫」，成立全國性兒童閱讀網站，將閱讀教育視為教育
重要推展的項目，近年來透過各種管道，期望透過閱讀教育，提升國民素質，增加國民競爭力，幫
助現代學童培養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能力。

依據豪爾迦納所主張的「多元智力觀」，對智力產生不同的詮釋與看法，在教學上鼓勵教師和
學校積極欣賞每位學生的長處和多元能力，透過多元教、學和評量管道，來落實個別差異與因材施
教等教育理念。突破「智育為重」的窠臼，幫助學生利用既有的知識和經驗來連結新的概念或知
識。實踐教育改革的理念和精神，在教學中充分發揮Vygotsky所提出有關學習者的「近側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功能。而閱讀能夠幫助學生擴展生活經驗，協助學生主動探索
發現知識。
本校教師常年兢兢業業，關注學生學習成效，不遺餘力，提出各項措施，設計各種方案，培養兒童
閱讀興趣，進而養成積極主動閱讀習慣，今將各方案整合，提出「我愛閱讀，閱讀真好」實施計
畫，期能透過計畫之整合，產生交互作用成效，並有利落實兒童閱讀教育之實施。

101學年度由本校陳麗惠主任延續「我愛閱讀，閱讀真好」實施計畫，進一步入選教育部閱讀老

師計畫，透過教務處姚主任、育任組長和安琪老師等組成推動閱讀小組有效的執行計畫，包括爭取

資源充實圖書館設備與功能、佈置多元閱讀環境、精進教師閱讀策略、推動晨讀十分鐘、辦理各種

有趣的閱讀活動、建置閱讀網站分享資源、召募閱讀志工、整合民間及社區支援、召募閱讀志工、

落實閱讀智慧存摺獎勵措施、定期閱讀成果分享會、獎勵教師參與各項閱讀分享與競賽等，從教室

到學校，也從學校到社區和家庭，編織我愛閱讀的網絡。

經過大家的努力，這一年來我們不僅定期充實閱讀網站，逐年編列充實圖書及設備相關經費。

每學年每位學生累積閱讀時間增加，辦理家長閱讀相關之活動3次，在質的績效上，也能夠鼓勵教師

追求專業，積極主動展現教學熱忱，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促進學生樂在學習，同儕合作分享閱讀趣

味，建構生命更高價值。並且資源有效整合，交互作用增進閱讀成效，營造社區書香氛圍。達成學

校永續經營，知識管理邁向卓越績效，形塑優質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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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閱讀的開始是這樣的……

基隆市八斗國小 張安琪老師

       毛姆曾說過：「養成閱讀的習慣，就是為你自己建造一個庇護所，讓你忘掉生命中幾乎所有的痛苦。」是
的，這句話對我來說一點兒都不假。當我還是個小學低年級的學童時，初識了文字、偶遇了書籍，就這樣開始
一點一點的為自己建造了一個庇護所，一個幸福的庇護所。

 
      當我是個小學二年級的孩子時，家人開始放心讓我獨自走路上下學。放學途中會經過一家書局，專賣文具、
參考書以及兒童讀物。好奇的七歲孩子進了書店，掂起腳尖取出書架上的《安徒生童話故事》，就此一頭栽入
了童話的世界、文字的世界。原來，世上有如此有趣的事存在著，真好！因為家中並無任何讀物可以滿足我，
學校圖書室一學期僅能由班導師帶著全班去個一次，書籍也無法外借，於是我開始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放學時間
到書局填補渴望閱讀的黑洞。

        閱讀帶給我樂趣、讓壓力有出口發洩、在生活中覓得無數素未謀面的知音、讓教學生涯如虎添翼。閱讀讓
我覺得很幸福！這樣的幸福感與滿足，我冀望能讓學生也體會到。

       身為一個兼職的圖書館推動教師，將自己定位為「推銷員」---推銷閱讀這件美事給孩子。身為推銷員就得
先瞭解產品、熱愛產品，才能成功將產品推銷出去。第一堂閱讀課，目標在讓孩子感受到閱讀的樂趣與力量，
我從自身的閱讀經歷說起，從書籍是如何陪伴我入眠到迎接我起床開始說起，再談到我初識文字開始到現在仍
深深為它著迷。接著我會利用多媒體設備播放《閱讀的姿態，就是這麼美》短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
v=R5Abxxg-n-Y)，讓孩子體會閱讀時人們的眼神是何等的閃亮、神情又是多麼的滿足。閱讀之所以令讀者為之
瘋狂，在於讀者感受到了樂趣，這是最重要的動機，也是我最想傳達給孩子的訊息。繪本《最想做的事》，是
一本開啟閱讀渴望的書，亦是第一堂閱讀課時一定說給孩子聽的故事，故事描述身為黑人的卜克‧華盛，童年時
家境貧困，但是心智卻因不識字而仍受桎梏，他渴望學習閱讀，還想幫助別人學習。當他遇到了一位和他一樣
有著棕色膚色卻識字的人之後，終於開啟了燦爛人生的大門，最後成為美國的黑人教育家。
 
        關於閱讀的種種美好，2012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短篇動畫《The Fantastic Fiying Books of Mr. Morris
Lessmore》(http://www.youtube.com/watch?v=tkJPMsWw6Z8)為閱讀的美好做了極佳的詮釋。除了動畫的形式，
創作者決定將動畫再以書的方式出版，才能達到他的真正意圖---讓小孩體驗閱讀的奇幻冒險與美好經歷，然後
喚醒他們被電子產品蒙蔽的閱讀熱情。動畫的確抓住了孩子的目光，但觀看過動畫後，孩子會至圖書館尋找書
籍再細細品讀，閱讀的種子開始發芽了。閱讀的開始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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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好夥伴之「愛」的書庫

基隆市八斗國小 張安琪老師

課文太短、書太少、錢不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老師該怎麼辦？「愛的書庫」是我們的好夥
伴。

愛的書庫擁有上萬本藏書，書籍種類豐富；愛的書庫強調共讀，每種圖書以「箱」為單位，一
箱有35本或40本相同的書籍，適合班級共讀。只要至網站http://163.22.168.15/loveopac/index.aspx加入
會員，即可透過手指頭在網站上輕鬆的點選，立即享受閱讀的樂趣、體會愛的傳遞。進化版的書
庫，為了讓書籍可以在島內流通，新增會員線上轉換分館功能，讓會員可以自由轉換分館，更便利
的借閱書籍。

愛的書庫，一座充滿人性與信任的書庫。不用出門，只要透過網路，就可以輕鬆借閱書籍；不
用花大錢(正確說法是不花一毛錢)，就可以將上萬本的好書慢慢的借閱出來給孩子閱讀。這些書有時
從鄰近的地區而來，有時卻可能環島一趟才到讀者的手中，不論這趟愛的路途有多遙遠，所有的旅
費皆全免。一想到這些便利與益處，總忍不住打從心底讚嘆：世上怎麼有這麼多好的事！這麼多熱
心的人啊！記得有次曾因為書箱中的書籍少了一本書，致電南投書庫詢問，接電話的服務人員先透
過讀者編號為我查詢資料，接著電話彼端傳來了驚呼：「哇！老師，你們學校借了好多書給孩子
看，真是謝謝你們！謝謝你們願意借書給孩子看。」電話這端的我，感受到一股暖暖的熱流透過電
話線傳遍了全身，我說：「要說謝謝的是我，謝謝你們願意成就閱讀這件美事，讓我們的孩子有好
多好多好書可以借閱；謝謝你們的奉獻。」就這樣感謝來感謝去的，良善美好的意念持續交流著。
愛的書庫，是一座充滿「愛」的書庫，因為他，我們看見了愛，體會了愛，傳遞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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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利用心得分享

基隆市八斗國小 圖書志工許真豪

     圖書館是一個家長和老師、家長和家長、以及家長和學生互動的最佳場所，所以很多家長樂於到圖書館擔任志工，個人也不例外，
除了可以增加閱讀的機會，也能推薦學生讀好書並瞭解學生對書籍的喜好，更能和家長互相交換讀書心得。

   
     八斗國小的圖書館藏書豐富，除了可以坐在椅子上閱覽書籍，還有一大片木製地板，讓人舒適地或躺或坐遨遊於書香世界，老師及
志工媽媽、爸爸也經常思考如何讓圖書館發揮更大的功能，以下是這幾年接觸到的心得做簡短的分享：
    一、補救教學：輔導室志工經常利用早自習時間，和小朋友一對一坐在木板上討論課業，感覺就好像在聊天，周遭圖書環繞，少了
教室及輔導室給學生的無形壓力，營造舒適的環境，讓人想到莉朵老師的禮物(道聲出版社)這本書，在這裡，如果時間允許，相信學生
可以利用朗讀各種繪本，慢慢迎頭趕上國語進度落後的難題，也能把書籍借回家看，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二、可愛悅的爹說故事：彭老師在擔任圖書館負責老師時，利用星期二中午休息時間，邀請各班同學輪流到圖書館聽故事，由故事
志工媽媽熊媽媽、故事志工爸爸可愛悅的爹，用說故事的方式為大家介紹一本書，看到同學們聚精會神並期待每周二的到來，就知道大
部分同學都喜歡聽故事，也促成後來故事媽媽利用早自習到各班說故事，而圖書館內聽故事的感覺還是比較受歡迎。
    三、本期主打星：由於圖書館大樓外牆老舊進行補強工程暫時關閉，志工們卻捨不得休息，所以齊心協力將部分書籍搬到閒置教室
繼續服務，安琪老師精挑細選優良讀物，推動本期主打星計畫，鼓勵同學借閱，回家填寫學生版和親子版學習單，利用朝會念給大家
聽，看到同學積極搶讀主打星書籍，志工們也忍不住一本一本翻閱並和子女分享，大家收穫滿滿。
     四、志工交流與摸彩活動：志工不定期利用圖書館開會、訓練及交流，成為一個志工聯誼的好場所，並常常利用聚會想出一些小
活動，鼓勵同學借閱，例如去年12月，借書就能得到一張摸彩券，利用聖節當天抽出幸運兒，雖然也有志工覺得可能會有人志在摸彩
不在閱讀，但看到圖書館更加熱絡，學生借書更加踴躍，偶一為之又何妨？
    礙於篇幅字數限制，無法和大家分享所有心得，如果您願意，走一遭八斗國小圖書館，讓愛書的孩子告訴您，他最喜歡來圖書館，
我想這是當圖書館志工最大的喜悅和驕傲，最後忍不住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利用臉書打卡和上傳照片的功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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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閱讀好夥伴之茉莉二手書店

基隆市八斗國小 張安琪老師

繪本《一隻有教養的狼》描述了一隻有自尊心的野狼，為了得到農場動物們的肯定，開啟了學
習之旅。牠先到學校認真學習、接著在圖書館飽覽群書、最後買了牠人生中第一本屬於自己的書，
牠從早讀到晚，仔細的讀每一字、每一句，終於得到農場動物們的讚賞……大野狼的歷程讓我們瞭
解到，讓孩子擁有屬於自己的一本書，可以隨時隨地自在的翻閱，對於一個初入閱讀世界的讀者是
件意義重大的事。

茉莉二手書店在台北市有兩間分店，一間鄰近台灣師範大學，位於和平東路上，另一間鄰近台
灣大學，位於羅斯福路巷弄內。由基隆出發至兩間分店，搭乘福和客運即可抵達書店附近，是個適
合帶學童尋寶的好去處。茉莉二手書店內的書籍雖為二手書，在書店經營者的理念堅持下，書況良
好，定價多在原價的6折至2折，即使預算有限的孩子也可以提著書籃盡情選購。
閱讀好夥伴，讓閱讀是名詞也是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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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悅讀

好書推薦親子共讀-------風之影

基隆市八斗國小 吳儒旻老師

第一次看這本書是在南下的火車上，當火車即將到站，旅行就要展開,我真
希望時間就此停格，等我把書看完再走。也因為這份感動，我想把這本書和大
家分享，讓更多人能領會書中主角達尼帶給我的美好畫面，而這美好是這樣開
始的………

達尼的父親經營一間限量古董書書局，因此達尼從小就對書有一種特別的
情感，他在群書扉頁中交了不少隱形的朋友。十歲時，偶然在「遺忘書之墓」
中找到一本改變他生命的書─風之影，作者是位被命運捉弄的窮途潦倒作家─胡
立安‧卡拉斯。達尼的生命旅途就在找尋胡立安其他作品時，在巴塞隆納正式展
開了。

在尋找胡立安的其他作品時，命運在不知不覺中把達尼跟胡立安悄悄的連
結在一起，達尼的人生就此展現出另一種風貌。在這樣的旅途中，達尼初嚐愛
情的滋味，雖然後來的愛情不怎麼順利，但還是有一個不錯的結局，而跟愛情
一起交織成網的是整個尋找胡立安的過程所發生的事!作者胡立安經歷了世間太
多的苦痛，到後來竟化身成自己書中的角色，到處搜刮自己的書來焚燒。對於
自己可以寫出很棒的作品，但只賣了一百本，恐怕是作家最大的夢靨，也是悲
苦。

一心想了解胡立安生平的達尼，最後，在胡立安編輯努麗亞留給他的手札
中，終於知道胡立安的一生愛恨情愁，也知道胡立安背負了什麼樣的原罪，在
因緣際會下，達尼也看到了胡立安。原本憤世嫉俗的胡立安，被達尼愛書惜書
的精神所感動，因此最後一本風之影才能保留下來。

風之影有長篇的史詩架構，也有中篇小說的節奏，更有短篇小說的餘音繞
樑，還有很強的電影情節畫面。說實在的，看完兩遍之後，故事本身其實很平
凡，但作者把「書」這個元素，搭配上幾個個性非常鮮明討喜的配角和西班牙
的異國風情來交織出生動的故事。打從達尼得到書開始，人生的失落就出現
了，因此他除了要尋找胡立安的失落之外，還要尋找屬於自己失落的部份，因
此兩個人的人生才會交疊在一起。

最後，我想引用下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對本書的的評語做為結論：
「一部醒目耀眼、聲勢驚人的作品，絃外之音裡另有絃外之音，讀起來真的很
過癮！有了這麼一本精采的小說，誰還需要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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