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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打開知識寶庫的一把鑰匙

閱讀可以----增進智力、博學多聞、提升寫作、變化氣質、陶冶品格、實現目標--、實現目標--

 輪值主編：基隆市德和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甜蜜 (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以『閱讀教育』為專題的期刊彙編(自2001年至2013年)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際閱讀教育訊息(自2013.1.1~2013.8.16) / 國立教育研究院
國語日報 閱讀教育訊息彙編(自2013.1.1~2013.8.16) / 國語日報

主編的話

閱讀---打開知識寶庫的一把鑰匙 / 基隆市德和國小 李忠仁主任

名人看閱讀

尼采看閱讀 / 尼采(德國哲學家)

策略擂臺

如何培養學生良好閱讀習慣 / 基隆市德和國小 連林聰老師

杏壇尖兵

讀出興味來 / 基隆市德和國小 許文清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悅讀---從閱讀理解策略出發，讓孩子們愛上閱讀 / 基隆市德和國小 魏吟君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德和國小圖書室利用教育現況 / 基隆市德和國小 蔡桂芬老師

與您在FB喜「閱」相遇

歡迎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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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以『閱讀教育』為專題的期刊彙編(自2001年至2013年)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以閱讀教育為專題的期刊
 
出版單
位

期刊名 主    題 連結網址 出版年月

基隆市政
府教育處

教與愛

第87期 閱讀教育 http://ebook.kl.edu.tw/?inpage=books&id=11 民國98年6月

國立教育
資料館

教育資料與

研究季刊 第
38期

兒童閱讀的
理念與策略

http://192.192.169.230/cgi-bin/edu_paper/j_toc?
6a746e6f3d673030303032313901766f6c3d305f3338016974656d733d3130 民國90年1月

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

教師天地雙月
刊 第129期 深耕閱讀

http://web.tiec.tp.edu.tw/otiec/teacherland/catalog/hot_list2.php?
publication_id=21&publication_title=教師天地

民國93年4月

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

教師天地雙月
刊 第154期 閱讀素養

http://web.tiec.tp.edu.tw/otiec/teacherland/catalog/hot_list2.php?
publication_id=57&publication_title=教師天地

民國97年6月

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

教師天地雙月
刊 第172期

教學多元化
－閱讀教育

http://web.tiec.tp.edu.tw/otiec/teacherland/catalog/hot_list2.php?
publication_id=75&publication_title=教師天地

民國100年6月

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

教師天地雙月
刊 第181期

以應用為導
向－談閱讀

表達

http://web.tiec.tp.edu.tw/otiec/teacherland/catalog/hot_list2.php?
publication_id=87&publication_title=教師天地 民國1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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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際閱讀教育訊息(自2013.1.1~2013.8.16) / 國立教育研究院
國語日報 閱讀教育訊息彙編(自2013.1.1~2013.8.16) / 國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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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際閱讀教育訊息(自2013.1.1~2013.8.16)

國立教育研究院

本文摘要

國家教育研究院網址： http://www.naer.edu.tw/

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首頁：h�p://epaper.naer.edu.tw/

國際教育訊息電子報首頁：http://fepaper.naer.edu.tw/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際教育訊息電子報是一份以掌握即時性世界教育趨勢及各國教育脈動，提
升教育品質與效能，符應讀者對各國教育訊息需求為宗旨的電子報。每月發行兩期，分別於
每月10日及25日發送。另為促進學術發展，便於資訊流通利用及典藏，本院全球資訊網建置
有國外教育訊息全文資料庫，收錄自民國80年迄今，教育部各駐外單位蒐集整理之各國教育
訊息全文，歡迎使用。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際教育訊息全文資料庫
筆 次 題     名 資料來源 日 期
00001 美國長期趨勢評量研究指出中小學生閱讀與數學均有

進步
http://www.nagb.org/newsroom/ 2013.07.23

00002 英國學齡兒童暑期閱讀計畫簡介 http://readingagency.org.uk/ 2013.07.22
00003 智利75%學童具備足夠閱讀理解能力 智利教育部官方網站 2013.06.20
00004 現今大學生閱讀時間雖長，但與課業無關 高教紀事報 2013.05.01
00005 線上遊戲融入歷史教學，有效提升閱讀能力 Education Weeks 2013.03.12
00006 研究：閱讀文學作品對於腦部產生的刺激 eSchoolNews.com 2013.03.05
00007 美國各州共同核心標準與細讀式閱讀法 http://www.ed.gov/teaching 2013.01.11
 
搜尋網址：http://search.naer.edu.tw/cgi-bin/edu_message/mhypage?HYPAGE=detail.h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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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閱讀教育』為專題的期刊彙編(自2001年至2013年)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國語日報 閱讀教育訊息彙編(自2013.1.1~2013.8.16) / 國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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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日報 閱讀教育訊息彙編(自2013.1.1~2013.8.16)

國語日報

本文摘要

國語日報社網站：http://www.mdnkids.com/

國語日報新聞檢索網址：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index.asp

以閱讀為關鍵字搜尋國語日報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16日的新聞，共有144篇符合

限於篇幅僅呈現前90則訊息，其餘請見附檔。

 

1.「國中會考」參考題本公布 三月底辦試考
日期:2013/1/4

2.計分三等級 教師籲比例要嚴謹
日期:2013/1/4

3.寫作測驗成績 成致勝關鍵
日期:2013/1/5

4.看國旗學分數、摸彩箱學寫作 教師新教法 學童愛上課
日期:2013/1/8

5.國英數補救教材完成 簡化減量
日期:2013/1/9

6.繪本作家贈書 圓偏鄉生心願
日期:2013/1/10

7.改善校園圖書館 新北投入上億
日期:2013/1/11

8.寒假30天 吳清山勉學子每週一書
日期:2013/1/13

9.臺北國際書展 法國插畫家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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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1/13

10.北市二手書庫開幕 拿廢電池換書
日期:2013/1/14

11.滅蚊神探出馬 民眾一夜好眠
日期:2013/1/17

12.歐巴馬簽限槍方案 學童到場支持
日期:2013/1/18

13.「新聞掃描」林青霞任大使推閱讀
日期:2013/1/18

14.寒假寫反毒學習單 開學大會考
日期:2013/1/18

15.為學童添書香 家長帶頭募書
日期:2013/1/18

16.親子樂閱讀
日期:2013/1/20

17.偏鄉生資源缺 超額比序居弱勢
日期:2013/1/22

18.北市中學生借閱量 成長一成四
日期:2013/1/25

19.屏東讀報向上延伸 拓展國際觀
日期:2013/1/25

20.讀報教育營 小記者現學現賣
日期:2013/1/26

21.號召萬人遛書 免費逛臺北書展
日期:2013/1/27

22.學測作文人間愉快 關鍵在開心眼
日期:2013/1/28

23.學測首日 國、數五年來最難 社會難度中等
日期:2013/1/28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199&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251&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253&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259&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260&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265&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286&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306&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360&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361&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377&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388&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399&keyword=%E9%96%B1%E8%AE%80
http://www.mdnkids.com/info/news/adv_listdetail.asp?serial=82403&keyword=%E9%96%B1%E8%AE%80


24.學測自然科靈活 四年來最難
日期:2013/1/29

25.臺北國際書展 70國參展創新高
日期:2013/1/30

26.插畫家凱蒂 用故事改變孩子
日期:2013/1/30

27.臺北國際書展開幕 萬人遛書
日期:2013/1/31

28.沈石溪刻畫動物 洞察生命真諦
日期:2013/1/31

29.「第63梯次」好書大家讀評選揭曉 190冊入選
日期:2013/2/1

30.早自習不考試 教部推國中晨讀
日期:2013/2/1

  

31.「2013臺北國際書展」國際版權代表 原創童書挖寶
日期:2013/2/1

32.林良、貝果攜手 打造詩歌繪本日記
日期:2013/2/1

33.國文作文 有人愉快得哈不停
日期:2013/2/3

34.「社論」培養孩子閱讀興趣
日期:2013/2/3

35.2013臺北國際書展 我喜歡描繪童心 林良、貝果談創作
日期:2013/2/4

36.推動鎮民閱讀 黃睿松不遺餘力
日期:2013/2/7

37.漸進調整作息 營造開學氛圍
日期:2013/2/15

38.晨讀不考試 國中各出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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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2/16

39.萬名大學生寒假下鄉 造福弱勢
日期:2013/2/17

40.新北品德聯絡簿 明星分享成長路
日期:2013/2/20

41.「國語日報社展新貌」兒童擁夢幻書店 甲蟲伴讀
日期:2013/2/24

42.圖書借閱排行榜 九成奇幻文學
日期:2013/2/26

43.新北設雲端圖書網 倡數位閱讀
日期:2013/2/26

44.奧賽一家雙金 閱讀扎根是關鍵
日期:2013/3/2

45.體驗讀報樂趣 逾千學童齊聚
日期:2013/3/2

46.時事融入教學 教師促學童思考
日期:2013/3/8

47.「國語日報社有喜」書店換新裝 打造文教基地
日期:2013/3/10

48.鉛筆畫月光 施政廷入選波隆那插畫展
日期:2013/3/14

49.里長營造書香 填飽弱勢兒身心
日期:2013/3/15

50.林穎慧激發創意 學生能寫能畫
日期:2013/3/18

51.國人每年讀2本書 遠低於韓10.8本
日期:2013/3/22

52.從小為考試看書 長大不想碰書
日期:201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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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社論」也談「讀書」
日期:2013/3/23

54.強化友善醫療 納兒童醫院評鑑
日期:2013/3/24

55.屏縣教學博覽會 各校拚特色搶新生
日期:2013/3/24

56.基北區特招評量題型 六月公布
日期:2013/3/25

57.補習PISA 坊間磨刀霍霍
日期:2013/3/26

58.學童讀報教育 對岸校長驚奇
日期:2013/3/26

59.段考融入PISA 國二生喊難
日期:2013/3/28

60.克服亞斯伯格症 楊宗賢展實力
日期:2013/3/28

 

61.試題比基測活 教學要多讀少考
日期:2013/3/31

62.國、英閱讀測驗 考生喊難
日期:2013/3/31

63.基北特招非PISA 題型逐年改變
日期:2013/3/31

64.「試辦國中會考」數學非選鑑別度高 社會生活化
日期:2013/4/1

65.柯華葳接掌國教院 首重閱讀力
日期:2013/4/2

66.陳紹銘數學讚 勤閱讀是關鍵
日期:2013/4/4

67.林良筆耕心路 公視今播出
日期:2013/4/6

68.高中課業重 姐妹花難捨志工情
日期:2013/4/8

69.「社論」國人一年只讀兩本書的隱憂
日期:2013/4/10

70.中市頒文學獎 祖孫上臺朗讀詩
日期:201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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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中學生報作家到校 分享寫作三力
日期:2013/4/18

72.基北區特招命題轉彎 非選題占兩成
日期:2013/4/18

73.免試放榜後 家長憂教學一國兩制
日期:2013/4/19

74.讓國中生愛上閱讀 從讀報開始
日期:2013/4/19

75.基北特招考試 兩科改三科
日期:2013/4/19

76.寫作測驗 考生題材狹隘
日期:2013/4/20

77.世界閱讀日 上千愛書人扮裝遊行
日期:2013/4/21

78.年度好書大家讀 本社六本書獲獎
日期:2013/4/22

79.閱讀起步走 擴及五歲幼童
日期:2013/4/23

80.國中晨讀 明年擴大每週三天
日期:2013/4/24

81.一成五未實施 關鍵在親師
日期:2013/4/24

82.「校園晨讀」北市增聘教師 屏縣推讀報
日期:2013/4/24

83.金鼎獎得主李金蓮盼推小說造鎮
日期:2013/4/24

84.大學生上課無感 教師教學應多元
日期:2013/4/27

85.SUPER教師 讀報教學獲肯定
日期:2013/4/28

86.10國小圖書室變身 吸引學童閱讀
日期:2013/4/29

87.讀報點亮生命 偏鄉兒成說書人
日期:2013/5/1

88.學童讀報 善用零碎時間
日期:2013/5/2

89.為家鄉寫詩 楊俊臻文筆動人
日期:2013/5/3

90.改造閱讀環境 東縣小校獲獎
日期:20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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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打開知識寶庫的一把鑰匙

基隆市德和國小 李忠仁主任

近十年來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紛紛將學生閱讀能力及素養的提昇列為教育施政的重要目標之
一，我國自然無法自外於這股閱讀運動的風潮。自從教育部大力提倡閱讀運動以來，閱讀教育一時
蔚為顯學，在全國各校園開展，也獲得許多老師與家長的支持與迴響。
為什麼要大力提倡閱讀，閱讀的重要性可以從下列幾點來探討：

一、閱讀可以增進智力：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專家洪蘭教授指出，主動及廣泛的閱讀可以刺激腦
神經的生長發展，讓腦神經觸類旁通，增進智力，防止老化。
二、閱讀可以博學多聞：古往今來，人類的智慧與經驗，藉由文字流傳；透過閱讀讓我們博古
通今，獲得大量知識，因此「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三、閱讀可以提升寫作：唐朝詩人杜甫提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大量閱讀使人能文
思泉湧，寫作與語文能力自然增強。
四、閱讀可以變化氣質：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長期閱讀讓人氣質變得不一樣。古人說：
「一日不讀書言語乏味，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足供警惕。
五、閱讀可以陶冶品格：「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從閱讀中見證「哲人日已遠，典型在
夙昔」的風範，許多的楷模典範、哲理名言，在字裡行間自然傳遞，深植人心，讓喜愛閱讀好
書的小孩，不會變壞。
六、閱讀可以實現目標：「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閱讀助你
達成理想，美夢成真。

 
瞭解閱讀的重要，可以幫助大家釐清為什麼要推動閱讀運動；因為閱讀實在有太多的優點，這

也是學校師長們願意不吝其煩叮嚀、苦口婆心鼓勵，希望小朋友能廣泛閱讀課外優良讀物的原因所
在。透過實際參與閱讀，你將擁有打開知識寶庫的一把鑰匙，在浩瀚無垠的知識領域中，盡情享受
閱讀帶來的好處與樂趣。你準備好了嗎？ 你今天閱讀了嗎？

點閱: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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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尼采看閱讀

尼采(德國哲學家)

真正的思想家最最嚮往的是閒暇。

與此相比平凡的學者卻迴避它，

因為他不知道如何處理閒暇，而此時安慰他的是書籍。

—— 尼采

點閱: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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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如何培養學生良好閱讀習慣

基隆市德和國小 連林聰老師

德和國小依山傍海，樹叢環繞，清晨可聽見蟲鳴鳥叫之悅耳聲，落日則晚霞雲彩盡收眼底，滄
海共長天一色，美不勝收，似一人間仙境。在這美麗的山腰上，莘莘學子每天吸收新鮮的空氣外，
更從課堂上汲取寶貴的知識。然而現今網路科技發達，所謂「天涯若比鄰」，除了從老師身上挖得
寶藏外，孩童自身更需要養成課外閱讀的好習慣，如何讓閱讀習慣成為孩子生活中的一部分，進而
能享受閱讀的樂趣，讓「輕鬆閱讀，快樂寫作」不再是夢想，是身為第一線教學者應努力的方向。

有鑑於上，本校為了鼓勵孩子大量閱讀，以達到
學習事半功倍的效果，訂立了一些制度，茲述如下：
一、採用各種創意的構思去引發學生想看書的動機，
例如：閱讀列車、閱讀花瓣、閱讀護照等，誰先將所
看完書的書名填滿於每台列車上，誰就能先得到火車
玩具組合；誰能先將所看玩得書填滿於每片花瓣上，
誰就能先得到花朵娃娃，誰能先將所看玩得書填滿於
護照上，誰就能先得到一張小博士卡。二、營造閱讀
環境。例如購置圖書，充實圖書館藏書；班級成立圖
書角，供學生閱讀；好書交換閱讀，互享閱讀資源；
每班訂定日報，鼓勵學生閱讀等。

三、閱讀推廣活動。例如成立班級讀書會，全班共
讀；親師陪讀，贏造親子共讀的雙贏機會；晨間讀書，
增進孩子閱讀習性；大哥哥、大姐姐說故事比賽等。
四、運用網路資源。例如透過學校網站，連結圖書館網
頁，查詢圖書館相關規定及活動等。

大家都知道我國學生為了升學，終日埋首於考試科
目內容，閱讀課外讀物習慣未能養成，導致課外知識貧
乏，缺乏創造思考、想像的能力，那麼也將無法應付快
速變遷的社會。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想像力比知識更
重要。」人類文明的進步是靠想像力，因此加強閱讀，
培養閱讀習慣，提升讀書風氣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

在此我願與所有的老師共同努力，為帶動學生的讀書風氣努力向前，更藉由好的讀書風氣使學生在
學校有效的學習，快樂的成長，成為「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勤學好問、品學兼優、不怕辛苦、不
畏艱難、相親相愛、勉勵有恆」的好孩子，最後更達到：「心中有愛、目中有人、腹中有墨、手中
有藝」的境地。

點閱:25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1 期
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1/ce-luee-lei-tai/06.jpg?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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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7%E5%92%8C%E5%9C%8B%E5%B0%8F++%E9%80%A3%E6%9E%97%E8%81%B0%E8%80%81%E5%B8%AB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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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期

杏壇尖兵

讀出興味來

基隆市德和國小 許文清老師

人生如瀚海，沒有好的船夫，不可能通過偌大的瀚海。而閱讀能讓視野放寬，導引生命的方向，航向人生的彼岸。
在短短幾年的教學生涯中，總會想方設法鼓勵學生樂於閱讀，以下僅做一些經驗分享：
1.首先讓學生了解閱讀的好處，進而快樂閱讀。在適當的課程時，全班一起討論閱讀的好處，讓學生主動去思索。
2.蒐集與閱讀相關的名言佳句，做教室環境的布置。
3.依據課程中的人物，做傳記閱讀。例如：楊恩典、謝坤山。
4.老師根據校內圖師館中適合該年級閱讀的書目，列出閱讀清單，大約三十本，鼓勵學生閱讀（如圖一）。
5.學生做閱讀書籍的書面介紹頁。將介紹頁布置在班級中，與同儕分享（如圖二）。
6.製作閱讀小書。將看過的故事內容，做成一本屬於自己的閱讀紀錄小書，加入適當的圖文，並與同學分享（如圖三）。
7.閱讀學習單，寫下書名、作者、大意、心得與感想等紀錄（如圖四），讓學生裝釘成一冊，做為個人的閱讀歷程檔案。
8.閱讀分享，可利用國語等課程，或利用班級網頁做心得與感想的分享。
9.安排晨光閱讀，給予班級學生適當的閱讀時間，培養閱讀的習慣。
10.鼓勵學生到圖書館借書，配合學校的閱讀推動獎勵制度，可換發學校認證的閱讀小博士與獎狀。班級老師也可運用此制
度，鼓勵拿到閱讀小博士的學生給予讀書禮券，鼓勵其持續閱讀。
11.影片的欣賞。從海倫•凱勒的電影，了解她的故事，並配合國語課程，更能加深閱讀的印象。
12.數學繪本的介紹。例如：「一粒米」的故事介紹，讓學生對數學的學習產生興趣。
老師可運用巧思，鼓勵學生熱愛閱讀。認知負荷理論（Cognitive Load Theory）中，老師可透過適當的教學，減低學生的外
在認知負荷，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其有效負荷，讓學習不再是壓力沈重，而是樂在其中，當學生有進一步求知的欲
望時，即便有些許的負荷，也願意去挑戰。在班級中，老師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若想引發學生閱讀，就從各種推動閱讀
的方式中，因地制宜，找出適合班級學生的方式，並能持之以恆，使閱讀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習慣。
能了解閱讀的好處，願意主動去閱讀，從閱讀中讀出興味，便能擴大學習的範疇，加深閱讀的深度；背景知識越是豐富，
更能觸類旁通、博學而多文。閱讀的花園裡，需要如你我般的園丁，企盼在辛勤耕耘後，終能綻放出五彩繽紛的花朵。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點閱:23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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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7%E5%92%8C%E5%9C%8B%E5%B0%8F+%E8%A8%B1%E6%96%87%E6%B8%85%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1/xing-tan-jian-bing/01.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1/xing-tan-jian-bing/02.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1/xing-tan-jian-bing/03.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1/xing-tan-jian-bing/04.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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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期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悅讀---從閱讀理解策略出發，讓孩子們愛上閱讀

基隆市德和國小 魏吟君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是近幾年來教育部大力推行的活動，在各區都有聯絡中心，足見大家對於這個閱讀
方向與方式之重視，當然，關於「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這方面的方法和心得分享，各位教育先輩的高見足
以讓後學參閱觀摩、實施應用。因此，在這裡就不針對理論方面著墨，單就在實施上的心得做分享。
    任何一種閱讀方式的推展，都有其優點和獨特性，也都有其推崇者，但是歸究源本，任何一種
閱讀方式的推展，都不能抹殺學生對於閱讀的興趣，一旦正向經驗消失了，再好的策略也都是空
談，以下是個人針對這幾年從閱讀理解策略裡，培養學生愛上閱讀的方法，野人獻曝的提出與各位
先輩交流，尚祈指教。

一、   閱讀能力的培養就是在培養分析能力

班上有訂閱週刊，剛開始發現小朋友在閱讀時往往傾向於看漫畫之
類的圖片，就認為已經看完了，對於文字比較多的報導就直接跳過
去，後來我找出歷年所蒐集的國語日報「大千世界妙事多」單元，
師法郭主編帶領讀報的方式教小朋友由5W1H出發，去找到整篇文章
的報導在說些什麼，小朋友後來竟然也能學著當小老師，幫忙出測
驗題呢！
二、   「帶」學生閱讀，而非「逼」學生閱讀
  為了讓小朋友熟悉校園小說，我曾經在課堂上拿起一隻原子

筆，問 小朋友那是什麼，接著跟小朋友說，有個在美國的小男生，認為他不能叫原子筆，要
叫粉靈豆……，就像說故事一樣，把小朋友的追問：「後來呢？」賣個關子，讓小朋友自己
去書裡找答案，先從引起小朋友的興趣開始，在小朋友閱讀完之後，還得讓他們腦袋活絡一
下，問問他們的想法。
三、   閱讀不要急，緩動總比不動好
每天養成定量的閱讀，而不是在某一天一口氣讀了很多本書，接著就開始「曬網」，這樣是沒有效
果的，如果能夠一邊閱讀一邊做筆記，甚至在閱讀完之後闔上書仔細「想」剛剛看了什麼，甚至問
問自己易地而處贊同主角的做法嗎？這些反思對小朋友來說都是受益無窮的。

四、   不要放棄懷疑
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想要讀者認同自己想法的橋樑，但是並不見
得都是真實的，有時候在文字背後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提供讀者
仔細玩味，所以當老師的可以在適當時候提醒學生對於文字文意
質疑，提升學生文字的敏銳度。
五、   學會摘要

閱讀要通暢，其實得讓想法貫通，學會摘要，就可以簡單說出自
己讀了什麼，就好像在教導學生寫作文之時，老師常常跟學生家
長說：「聽聽他們說故事！」口語表達其實就是練習摘要，說的
出來，又有條理，那麼對於「寫」，還會遠嗎？
不論是文本閱讀，還是期刊閱讀，培養孩子閱讀的能力，遠比理

論來的重要，第一線的老師不見得得把那些策略背得爛熟，實際用在教學現場，一定可以演譯自己的閱讀
教學哲學，對學生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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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德和國小圖書室利用教育現況

基隆市德和國小 蔡桂芬老師

常聽人說：「給孩子魚吃，不如教他釣魚」在學習的路上，教導孩子走進圖書館，培養他利用圖書
館的基本技能就是給他釣竿，如果能進一步養成親近圖書館的習慣與態度，愛上圖書館，對於孩子日後
的終身學習有莫大的助益。

德和國小圖書室藏書豐富，每學期都會參考師生推
薦增購新書，此外配合課程需要還有班級圖書箱，提供
師生共讀與教學，延伸閱讀的廣度與深度。101學年度
上學期，學校舉辦了「好書交換活動」，讓學生將家中
已讀過，外觀新穎、裝訂完整、適合師生閱讀之圖書帶
到學校與同學進行交換，為期一週的交換活動雖然忙壞
了圖書館內的志工，卻獲得同學熱烈的迴響，當看到同
學們拿著手上的「新書」迫不亟待的邊走邊看時，大家
都知道這次活動的成功與價值，所有的辛苦瞬間化為喜
悅。

閱讀情境
的布置亦
是圖書室
利用教育的重點，除了寬敞的空間、適當的桌椅、明亮的
光線與整齊的排架之外，為了讓小朋友更喜歡上圖書館，
德和國小的老師與志工們會從家中帶來各式各樣的玩偶，
擺在圖書室的開放架上，讓小朋友選擇自己喜歡的玩偶陪
自己讀書，因此即使圖書館外操場上打球聲喧鬧不已，仍
舊有同學利用短暫的十分鐘到這裡陪他的朋友（玩偶）讀
書。

圖書館利用教育是累進式的學習歷程，必須從小扎
根，因此學校召集有興趣的五、六年級學長姐，組成「故事天使團」，利用早自習時間到低年級班上為
學弟妹說故事，讓學弟妹們享受聽故事的樂趣。為了使故事內容新鮮受歡迎，「故事天使團」的成員總
是利用午休時間在圖書館集合，找尋易於表達的故事與繪本，讀完書之後再說給團內成員聽，互相觀摩
演練，然後帶著自信上台說故事，台上天使說的手舞足蹈、眉飛色舞，台下聽眾聽的哈哈大笑、東倒西
歪。下課時，便常見到學生們到圖書借閱圖書，一旦發現有哥哥姊姊們說過的故事，總是馬上借閱，帶
回班上與同學一起閱讀、討論，有些同學甚至學起哥哥、姊姊們說故事的模樣，看到學生們如此投入、

興味盎然，悅讀的種子已然在他們心中萌芽。       

「無限知識書中藏，繽紛樂趣此中尋」，要讓現代學子瞭解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是
乎不是那磨容易的事，但要讓他們從書中尋找樂趣，卻也不是困難的事，只要發點巧思，啟發他們對書
的熱情，那麼引領他們走入圖書館，尋找書中的寶藏也會變成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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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歡迎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歡迎您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粉絲團》
    一起加入推動閱讀教育的活動 並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 /%E5%9F%BA%E9%9A%86%E5%B8%82%E 
9%96%B1%E8%AE%80%E6%95%99%E8%8 2%B2%E9%9B%BB%E5%AD%90%E5%A0%B 
1/138276466234069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發報平台

http://210.240.1.43/~read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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