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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幼兒閱讀起步走

你們可以給他們愛，卻不可以給他們思想，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你們可以庇蔭他們的身體，卻不能庇蔭他們的靈魂；

因為他們的靈魂居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們在夢中也不能想見的。

---紀伯倫＜先知＞「孩子」

輪值主編：基隆市幼兒教育輔導團暨基隆市建德幼兒園

下期主編：基隆市德和國民小學

封面攝影：萌發(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讓閱讀變有趣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主編的話

給孩子一對夢想的翅膀 / 基隆市建德幼兒園 陳麗琴園長

名人看閱讀

周育如談幼兒閱讀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周育如助理教授

杏壇尖兵

親子共讀走進悅讀的花園 / 基隆市仁愛國小附幼 簡美玲老師
一個故事志工的成長 / 基隆市仁愛國小附幼 劉代宣故事媽媽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從孩子的興趣點著手 / 基隆市建德幼兒園 蘇玉枝、葛昕倩教師

閱讀寶庫

幼兒閱讀的補給站~基隆市教保資源中心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商借教師 賴瑩蓉
「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適合寶寶看的書』 / 教育部

教育部閱讀教育政策

閱讀起步走--幼兒閱讀推動海報彙編 /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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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讓閱讀變有趣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本文摘要

思索：

       ．什麼情況下，大腦會「感興趣」？

     ．大人要先能體會閱讀的樂趣，才能引領小孩享受閱讀。但，您曾想
過，大腦在閱讀時是如何運作的呢？

       ．已能享受閱讀樂趣的大人，要如何引領小孩進入悅讀的世界呢？

「這件事，蠻有趣的」，雖然這句話有不同意涵，但，大體上是指「這件事，是有收穫的」。當我們真實感受到「透過閱讀是有所得
的」，或是得到生活所需的知識、或是得到探索事物的樂趣、或是得到深入思考和多元觀點的能力，就會覺得「閱讀是有趣的」。
但，「透過閱讀而有所得」的必要條件是：要先讀得懂。綜言之，當讀者愈能主動比對正在閱讀的訊息與過往知識經驗的異同、愈能
將文字敘述轉為具體畫面並拼出完整圖像、愈能理解閱讀素材與生活經驗的相關，愈能享受閱讀思考的樂趣。然而，小孩正邁向成熟
讀者的路途中，身邊需要有一位「善引導的成熟讀者」。是的，要讓小孩感受到閱讀是有趣的大人需具備兩個條件：「大人自己是
位成熟讀者」且「能具體且逐步引導小孩」。

    想知道自己是否已是成熟讀者？我們可借用「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簡稱PIRLS）
和「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的定義檢視一番。更具體來說，若您已是位「樂
讀者」，但，卻未意識到大腦在閱讀時是忙碌著進行下列步驟。不用懷疑，您鐵定是位成熟的讀者。

 

 

閱讀素養的定義 未發

展

發展

中

已發

展

1. 能夠理解並運用書寫語言的能力。    

2. 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故事體、說明文、清

單、圖表、表格及操作說明書…等）中建構出意

義。

   

3. 能從閱讀中學習。    

4. 參與學校及生活中閱讀社群的活動。    

5. 由閱讀獲得樂趣。    

 

 

Step 1. 閱讀封面訊息，喚起已知並預測內容；

Step 2. 閱讀每頁內容，串連訊息並描繪整體；

Step 3. 閱讀故事發展，思索啓示並連結經驗；

Step 4. 閱讀圖文安排，賞析特色並覺察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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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讓我們以《巫婆的掃帚》（維京出版）這本書為例，覺察閱讀時大腦的運作。

 

    若我們先前已讀過與「巫婆」有關的故事，那麼，看到書名和畫面，對於「看似一般的掃帚可是巫婆的交通工具、魔杖是法力的來
源、尖帽和披風是巫婆打扮的基本款、貓咪常伴隨巫婆左右……」並不會感到訝異。既然，封面得到的訊息與我們過去的知識經驗沒
有太大的不同，就比較不會引起好奇心。但是，愛閱讀的人，一定會再多翻幾頁，確認內容是否平凡無奇，才會將書放下。畢竟，
「一書一世界。寧可多看一本普通的書，也別錯過一本精采的書。」

    繼續閱讀，就會發現這個故事還是有別於其他巫婆故事。照理說，有魔力的巫婆是無所不能的。怎麼會出現「掃帚斷掉、巫婆落
難」的情節呢？原來，掃帚會斷掉是因為…「超載」，還好出現了一個「大怪物」來來解救巫婆…。閱讀後，您的腦中可能浮現了
「助人者，人恆助之」或「團結力量大」的道理！另外，您一開始可能認為「追殺巫婆的龍」出現得太突兀，但，重新讀一次、甚至
瞄一眼「封底」，也許就發現…作者早有預告。^_^

    以上，就是成熟讀者的大腦在閱讀時的運作。若您愈來覺察到自己是如何讀懂一本書的意涵、讀出一本書的趣味，就能具體且逐步
引導小孩，讓小孩也感受到閱讀的樂趣！讓我們再以《巫婆的掃帚》說明之。

 

1
這本書的書名是《巫婆的掃帚》。找一找，書中的掃帚依序有哪三種樣子？
提示：一開始⋯、載滿動物後⋯、把龍嚇跑後⋯

2
和貓咪一起飛越雲霄的巫婆，怎麼會遇到小狗、小鳥、小青蛙呢？
提示：風吹掉了巫婆的…，…幫忙找到。

3
掃帚斷成兩半後，巫婆和動物們遇到什麼事情？
提示：巫婆飛進…，遇到…。動物們掉進…，變成…。

4
動物們，合力用什麼方法把龍嚇跑？
提示：樣子、聲音、說的話

5
這隻龍怎麼這麼厲害，就在掃帚斷成兩半時，立即出現攻擊巫婆。找找看，
作者在書的哪裡做了安排？
提示：攤開封面和封底

    上述提問能讓小孩享受閱讀趣味的主因是：參與。換言之，若大人能將閱讀一本書的意涵與趣味轉換成「難易度適中」的提問，讓
小孩有挑戰性、更有成功感，參與其中的小孩，一定能透過閱讀而有所得。不相信，試試看。（若可以，記得寫信與我們分享。
reading@mail2000.com.tw）對了，千～～萬要留意，問答是一場思考的遊戲，不是考試哦！

*思考泡芙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hsinh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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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給孩子一對夢想的翅膀

基隆市建德幼兒園 陳麗琴園長

本文摘要

你們可以給他們愛，卻不可以給他們思想，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

你們可以庇蔭他們的身體，卻不能庇蔭他們的靈魂；

因為他們的靈魂居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們在夢中也不能想見的。

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與昨日一同停留。

你們是弓，你們的孩子是從弦上發出得生命的箭矢

紀伯倫＜先知＞「孩子」

    有人說「打開一本書，打開一個世界」，閱讀可以打開孩子的視野，使她的想像力不再侷限於生活週遭

的經驗，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無遠弗屆。對孩子而言也是，書本更詮譯孩子生活的世界，提供孩子想像力，

增加孩子的創造力，同時也具趣味性。如果愈早讓孩子發覺閱讀是一種有趣而愉快的經驗，那麼他就會產生想

讀書的慾望，更以讀書擴闊視野，增進知識享受於其中。

    許多相關研究在在顯示，3〜8歲，正是奠定孩子自主閱讀能力的重要關鍵期。在這個階段，孩子的語言世界

將會以驚人的速度開展，文字將與孩子的思考能力相互串聯，在生活中發生作用。他開始認識符號、聲音與意

義的關聯性。

    我們都知道閱讀的重要性，但孩子不是從一出生，就有這樣自主閱讀的能力。閱讀能力的發展，有其

歷程，也要有方法；鼓勵學子閱讀，亟需從幼兒階段扎根，並應用具學理基礎的方法，引導幼兒即早培養

「閱讀興趣」和建立「閱讀能力」。如何搭起鷹架，引領孩子走向閱讀的世界，讓孩子發現閱讀的樂趣，讓孩

子的先備知識越豐富，讓孩子的學習能力更好更強，是學校和家長需面對的課題。

    在幼兒園的現場，常見孩子在圖書角內專心的讀著繪本，孩子們在教師營造的教室環境中，透過自然的情

境讓孩子隨時參與及使用讀和寫的技能。在教室內教師透過與課程主題相關的書籍和孩子一起討論、一起蒐集

資料、整理資料，探究、到以各式的方式表達出來如：戲劇演出、兒歌創作、身體律動、美勞創作等；每天午

休前「午安故事」、親子閱讀的分享等透過多元的活動，將閱讀的種子深植在幼兒園每個孩子的身上，期待每

個孩子都能承著閱讀的夢想翅膀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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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周育如談幼兒閱讀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周育如助理教授

在零~六歲幼兒閱讀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培養的關鍵能力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書本概念與文字概念
的啟蒙，這包括了解書本是什麼、文字的方向、結構和部件等。第二是口語上的引導，包括透過適
當的技巧幫助幼兒理解故事內容，以及培養幼兒的敘說能力。第三則是閱讀動機和興趣的培養，選
擇適當的讀本以建立幼兒對閱讀的興趣。周育如(2012)。父母是寶寶的閱讀教練。親子天下：實戰
教養系列17「0~6歲寶寶閱讀」，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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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親子共讀走進悅讀的花園

基隆市仁愛國小附幼 簡美玲老師

   我最常問家長們：什麼時候開始為孩子說故事？幾歲開始陪孩子共讀？大多數的答案都落在一歲到兩歲左右。

事實上，起源於英國的bookstart活動，提倡生命形成時就是閱讀開始的最佳起程，從2006年開始，臺灣與世界同步接

軌推動閱讀起步走活動，今年閱讀禮袋的贈送，更從0-3歲，向上延伸為0-5歲了。這些活動闡述嬰幼兒早期閱讀的美好經

驗，也就是親子悅讀的開始。

    不難發現語言發展聽、說、讀、寫的歷程中，聽故事是孩子進入閱讀的前身，而繪本故事書是孩子最直接有效的學習。

親子共讀不止是唸故事給孩子聽，它藉由繪本的行進節奏讓孩子聆聽父母溫柔的聲音；它藉故事的媒介讓大人們知道孩子心

裡的想法；從角色或事件的衝突，讓孩子學習比較和思考。親子間從繪本中共同觀察圖像，攫取並理解圖像訊息、進行討

論、推論和發表、引領孩子自己去發現去思考問題，發展幼兒的邏輯與想像力，所以親子共讀是種分享與互動式的閱讀活

動，親子共讀展開親子間愛與美麗的旅程。

 ． 親子共同閱讀繪本中圖像的秘密。  ．指導親子共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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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親子共讀到親子一起來說故事。  ．分享和媽媽做的親子繪本

    而如何讓孩子在這段親子共讀的曼妙旅程中，增進孩子興趣而成為喜閱的孩子，走進悅讀花園呢？以下是筆者推動親子共
讀時給家長的建議：

一.親子共讀的意義：屏除每次的共讀一定要孩子學習到什麼的心態，而是培養親子間溫暖的陪伴，成為一生難忘的共讀

記憶。

二.親子共讀的態度：不設定共讀時間和地方，只要孩子喜歡，隨處隨時都可以閱讀。

三.親子共讀的選擇：選擇有趣的繪本或圖文豐富的繪本，有時也讓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書，少用說教的方式共讀，少用

學習單的方法，讓孩子自由，悅讀自然會水到渠成。

四.親子共讀的方式：把繪本當成玩具或遊戲，不止可唸可讀可討論，同時也可以玩。例如：角色的扮演和對話，一次次

的遊戲，能幫助幼兒對故事深層的理解。

五.親子共讀的經驗：從重複閱讀裡發現不同的樂趣，從閱讀經驗裡讓孩子發現，並幫助孩子找出相關的故事網，做鷹架

式的學習。

而園方或班級在推動親子共讀時的策略：

一.鼓勵親子共讀：可以提供借書，或告知家長圖書館資源的利用。

二.增進學習機會：辦理閱讀相關講座，成立家長讀書會帶領親子閱讀策略。

三.辦理閱讀相關活動：在推動親子共讀一段時日後，可做親子閱讀分享會、辦理親子說故事、親子繪本比賽等活動，鼓

勵親子閱讀的延伸。

    我們相信親子共讀的力量，絕對勝過故事CD一成不變的聲量，閱讀讓孩子看到廣大的世界，悅讀是父母給孩子最珍貴的
禮物。讓我們在孩子小小的心靈中，輕輕撒下閱讀的種子，讓親子共讀走進悅讀的花園裡。

點閱: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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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一個故事志工的成長

基隆市仁愛國小附幼 劉代宣故事媽媽

    我投入在故事媽媽的行列裡四年了，回想當初之所以成為志工，乃是想陪著孩子一起成長。

    初參加故事媽媽讀書會，聽見老師分享著「繪本三讀」，每個繪本故事都能在人生過程中三讀，我心中感到十分的好奇與疑惑，心想著設定對象為兒童的繪本，如
何能滿足已受現實社會洗禮的心靈。然而，四年來，在每週一書的討論預備裏，我漸漸沉浸於繪本作者與繪者的故事，藉由他們的人生經歷看世界，戴上想像翅膀天馬
行空於校園、家庭、森林、草原，遨遊於西方、東方、傳統和現代，重新當個小孩，而且跟自己的孩子經歷同一過程，有共同的回憶和故事，令我更加珍惜。
    在每本繪本裏老師的提問與討論，我發現不僅故事的趣味活潑吸引孩子，貼近孩子，他們也可以投射為故事中角色，進入各種關係，體驗多樣化人生。當我看見一
群孩子的眼神，期待著每週四的再相見，故事走進他們的心裡，閱讀在不知不覺中擄掠他們的心，有些在家裡沒有聽故事經驗的孩子，故事媽媽彌補了他們的期望。

    從《逃家小兔》的親子關係愛的多寡，《14隻老鼠要搬家》的親情和手足之情，那種歸於土地的自然生息，而在《帝哥的金翅膀》裏，不流於世俗，勇於做自己的
故事，《積木之家》裏的繁華與滄桑，《北緯36度線》中第三世界的豐收與快樂，無形間，聽故事的孩子們在多元的故事裡增加閱讀的興趣和深度。

    故事劇場的展現，這群故事媽媽的團隊精神是最津津樂道的，我們養成了應變的默契和情同手足的姐妹情深。故事劇場，也是孩子們最期盼的。印象最深刻的《馬
頭琴》，故事裏的剝奪與失去，悲傷與死亡，我原來以為並不適合這麼小的孩子，但是老師說了：「不要以為孩子什麼都不懂，其實他們可以感受。好的故事，可以進
入他們的心坎裡！」果真，孩子們跟著劇情起伏，和繪本中的主角蘇活一同悲傷，一同經歷重生，孩子更加懂得對珍惜和愛。《眼淚賊》裡大家用廣播劇的方式，製造
風聲、雨聲、孩子哭聲，故事變好玩了，全園的孩子們專注的眼睛和笑容，就是我們最大的安慰。《金老爺去買鐘》裡幽默逗趣的情節，後來我們發現孩子們對於「我
的鐘最準了」其中的「準」並不懂，大家想盡辦法引導孩子提問和思考，這過程十分有趣。

    謝謝簡老師引薦我們進入繪本的世界，帶領我們用各種方式，或說或演，或朗誦或紙芝居，在這個團隊裡我們學習到協同，發現世界不是只有你，我們也學習到讓
孩子愛故事愛閱讀的方法，這些故事在孩子的心田灑下愛與希望、勇敢自信、尊重自愛、知足常樂的種子。。

    伴隨著這些故事，這些年來我的人生風景變美麗了，我多麼希望與我的孩子化身於故事的主角，在人生的路上自在悠遊，也多麼慶幸自己在故事志工的行列中堅持
與耕耘!

 ．在讀書會中觀看與思考。  ．故事後的提問和討論。

 ．馬頭琴的故事讓孩子難忘。  ．故事劇場演出後再進入繪本的圖像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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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從孩子的興趣點著手

基隆市建德幼兒園 蘇玉枝、葛昕倩教師

　　教室裡的語文區擺放了各種圖畫書，數量充足，有故事類的、科學類的、遊戲類的（例如《威力在哪裡?》系列、五味
太郎系列）等等。每天的點心、午餐後，以及活動間的轉銜時間，都是閱讀時間。老師允許孩子們自由選取自己有興趣的圖
畫書閱讀，可以獨自一人欣賞，也可以與一位伙伴分享討論。 

　　某一日點心時間後，孩子們一如往常拿書閱讀，只見三兩位孩子圍著一本圖畫書討論，聲音愈來愈大，其中還夾雜了嘻
笑聲，經過老師提醒孩子馬上安靜下來，但沒有多久聲音還是愈來愈大。到底是什麼書如此吸引孩子的興趣呢？老師也忍不
住上前一探究竟，原來是《毛毛的爆炸頭》（小魯文化）啊。因為孩子們喜歡，於是老師利用點心後的團體時間分享了這本
《毛毛的爆炸頭》，作者運用誇張、富有創造力的畫法，敘述一個小男孩拒絕家人為他修剪頭髮，他還能說出爆炸頭的各種
優點，但是一個不小心，他掉進自己的爆炸頭裡，起初他還能在自己的頭髮樂園裡開心的玩樂，但是最後竟被頭髮樂園裡的
老鼠咬斷頭髮、趕出頭髮樂園。沒有了爆炸頭，原來短髮的感覺是這樣清爽啊！乘著對爆炸頭的興緻頗高，孩子們畫出心目
中的爆炸頭，各式各樣的造型正是孩子想像力的呈現。經過分享的圖畫書，常常是孩子們借閱的熱門書籍，《毛毛的爆炸
頭》亦是如此。

  

　　當成人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書籍時，常常是一頁接著一頁，甚至是廢寢忘食，巴不得一次看完所有精采內容。成人的閱讀
是如此，孩子的閱讀亦是如此，對於自己有興趣的活動，誰不會欣然接受呢。最怕是成人以自己的眼光挑選了自以為對孩子
有教育意義的圖書，強迫孩子閱讀，甚至還要說出感想、希望孩子能從中學到什麼，這種期待讓孩子對閱讀倒盡了味口。 

　　在分享《毛毛的爆炸頭》的過程中，孩子們沈浸於作者富有想像力的的畫風，作者誇張的描述爆炸頭的優缺點，藉此培
養良好的衛生習慣卻不著說教的痕跡。孩子們的眼睛裡閃著光芒，「哇，爆炸頭裡也可以這樣玩哦」，由孩子們設計的爆炸
頭髮型中可以看到圖畫書啟發孩子們的想像力；在欣賞圖畫書的過程中，孩子表現出態度專一的神情，這些因為閱讀帶來的
好處，孩子們做到了，哪還需要成人們教條式的耳提面命、叨叨絮絮。 

　　閱讀圖畫書的好處專家學者已有相當可觀的論述，但如何有好的開始卻是個挑戰。培養閱讀興趣應從孩子的興趣著手，
有趣的開始不但能引起孩子對書的好感，更能延續閱讀的興趣。一旦閱讀興趣養成，成了生活中的嗜好，還須要擔心孩子不
主動找書看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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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幼兒閱讀的補給站~基隆市教保資源中心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商借教師 賴瑩蓉

「聽故事、看故事、說故事、演故事…」一直伴隨著幼兒的生活與學習，無論閱讀的主體是父母、老師還是

幼兒本身，抑或閱讀的形式是動態還是靜態，再再都顯示出閱讀在學齡前幼兒成長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

色。

基隆市政府為提供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幼兒及家長有關學前教保新知及圖書借閱等服務，特設

置基隆市幼教資源中心（現已更名為基隆市教保資源中心），並於101年遷移至八堵國小校內。如何使本中心發

揮更大的作用，一直是教育處學前科及本市教保輔導團努力構思、規畫的方向。

因此，在102學年度的營運計畫裡，我們規畫下列幾項重點工作，協助推動本市幼兒閱讀：

1.  建置本市幼教資訊網，提供當前學前教育政策及相關育兒資訊。

2.  提供學前教育相關圖書、多媒體教材借閱，活化教學及育兒資源。

3.  辦理社區閱讀推廣團隊（家長、退休教師）培訓及工作經驗分享，提升團隊專業知能並增進合作默契。

4.  辦理社區閱讀推展（依實際需求辦理），分區推展並建立親子共讀之風氣。

希冀藉由上述工作要項，成功達成推廣幼兒閱讀活動、充實圖書及數位教材，以及親師生活用相關資源之績

效，並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14條之規定，循序規劃教保資源中心轉型為「社區教保資源中心」，統籌執行地

區家長育兒支持及社區支持事宜。

社區閱讀推展團隊將在102學年度正式招募與培訓，在進行分區入園推廣前，我們將藉由專業的培訓課程，

提升團員賞析兒童讀物及帶領兒童閱讀討論之能力，並由教保輔導團員協助引領至現場與幼兒互動，最後再經由

工作心得分享，將自身的經驗分享、傳承，建立團隊的默契與共識，進而鼓舞新成員的加入，造福更多基隆的孩

子。

社區閱讀推廣團隊需要大家的支持與參與，如果將來我們的推廣團隊到您的幼兒園說故事、演故事，別忘了

給予我們熱情的支持與鼓勵。

點閱: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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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適合寶寶看的書』

教育部

本文摘要

『「閱讀起步走」活動：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為提倡閱讀向下紮根理念，讓嬰幼兒能夠從出生即接觸閱讀的世
界，以提升兒童對閱讀的興趣及喜好，並增進親子互動，每年都會開出適合寶寶看的書。

教育部100年度「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適合寶寶看的書 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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