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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故事媽媽的蛻變

基隆市五堵國小故事媽媽志工 陳柏如

   為了在孩子小小的心田裡，埋下一些神奇的種子，並且為孩子開啟一扇閱讀大門，一群熱愛教

育的志工們，如德芳、燕華等等，在五堵國小成立了故事媽媽，剛開始真是困難重重，不但資源

匱乏，而且老師也擔心孩子無法安靜聽故事，但在所有老師及志工們的堅持、不放棄及不斷的進

修之下，聽故事變得有趣了，從孩子那專注聆聽的神情，老師也從一開始的擔心轉為放心，並且

進而支持著故事媽媽們，我非常感謝這些老師及志工們的努力，故事媽媽才會有現在的規模。

   「說故事」這詞看似簡單，但是它卻讓我的生活變得多采多姿！以前我只是個平凡的媽媽，每
天面對孩子的吵鬧，情緒起伏不定，常常造成親子關係非常緊張，而且在無助的時候也沒有任何

可以談心的朋友。本身是個既內向又害羞的人，自從加入故事媽媽後，我愛上了這些有趣的繪

本，並且以活潑的說故事技巧，帶領孩子進入故事的殿堂；進而也學會了自己動手做道具，甚至

懂得以孩子的角度看事情，也學會了多看孩子的優點，而不是只看到他們的缺點；在那裡我認識

了一群好夥伴，我們會互相扶持、鼓勵，當我心情不好時，他們也是我傾吐心事和開導我的好朋

友。

   「說故事」的魅力在於我說故事時，孩子那專心聽故事的眼神和表情，並且和我有良好的互
動，那是我繼續說故事的動力，也是我克服害羞的良藥；有時也會遇到孩子毫無反應，此時就會
充滿了失落感，希望下次可以表現得更好。我一直有個願望，就是不僅要在學校說故事，要在醫
院說故事，還要在育幼院說故事，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聽到我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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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生活，生活的故事

基隆市五堵國小故事媽媽志工 王小紅

生活總是在安排中進行,我進入五堵國小參與了彩虹媽媽這個團隊。後來又加入學校的故事媽媽團隊,實地參與

然不同的風格,在彩虹媽媽有特定的教材及入班後可以和夥伴們一起備課,同時我們講故事的對象是低年級小朋友,

然彈性大很好發揮但肩上的壓力更大。

    第一次上台的經驗是非常奇特的，至今依然歷歷在目,當時講故事的對象是四年級小朋友,講的是一本無字的、
在家反覆練習，可是當我面對那些滿懷期待的孩子時，之前所做的萬全準備頓時間腦中卻只呈現一片空白,還好想
先引導他們去發現書中所運用的對比及情緒的起伏,同時在夥伴的協助下結束了這驚心動魄的半小時，後來我反省
伴不同的見解,讓自己學到不同的經驗。

    另一個讓我感到會怯場的事，那就是班導也一起進來聽故事,這樣一來我跟小朋友的互動就感到有些不自在,會
都祈禱班導不要一起進來。

    不知不覺進入五堵這個大家庭已經有四年多了,四年來我不只是講故事給小朋友聽,同時也是我再次融入社會生
聽你的心聲,在這裡讓我對台灣又有進一步的了解〈我是一位台灣媳婦〉,在這裡所學到的及所看到的，我再把它融
非常感謝五堵國小給我這機會，在我的生涯旅程中和這個大家庭共同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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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一書一世界

基隆市五堵國小 黃正昆校長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人生唯有讀書樂，
這是元代翁森所寫下的讀書樂趣。沒有真正閱讀過的人，或許很難理解翁森的快意心情。閱讀，可
以吸收新知，可以排憂遣興，但其真正引人之處，在於讀者得以透過文字，穿越古今時空，進入作
者世界的那份雀躍與驚喜。

這份雀躍與驚喜，其實是一種生命交會的感動，當我們讀到蘇東坡〈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
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之際，我們會驚訝一個人的達觀
和豁達竟可到達如此境界；當我們吟讀李太白的〈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我們
也體悟了詩仙千古難見的浪漫情懷。作為一個庸庸碌碌的平凡大眾，也許我們有許多事情無從閱
歷，我們有許多人生境界無法達到，但透過閱讀，我們有機會讓那些不平凡的生命，給我們的平凡
人生，增添幾許不平凡的色彩。

現在，就請您打開書本，打開人生的新視野，去感受人生的新境界和新世界！

點閱:25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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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A%94%E5%A0%B5%E5%9C%8B%E5%B0%8F+%E9%BB%83%E6%AD%A3%E6%98%86%E6%A0%A1%E9%95%B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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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期

名人看閱讀

翁森看閱讀

元朝 翁森

本文摘要

元人翁森，有〈四時讀書樂〉，以春夏秋冬為題，寫了一年四季讀書的樂趣和情調。

  〈春〉：「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

韶光老，人生唯有讀書樂。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夏〉：「新竹壓檐桑四圍，小齊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窗高臥

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 

  〈秋〉：「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簿，蕭然萬籟涵虛清。近床賴有

短檠在，對此讀書功更倍。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冬〉：「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真吾。坐對韋編燈動壁，高歌夜半雪壓廬。地爐茶鼎

烹煮活火，四壁圖書中有我。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點閱: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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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五堵國小閱讀策略

基隆市五堵國小 黃英豪老師

閱讀所獲得的知識可以解決生活上所遇到的困境，閱讀所獲得的能力可以增強對周遭事物的

理解。透過閱讀，老師們覺得學生對文章的內涵更能掌握其中的精髓；透過閱讀，老師們覺得學

生的言行舉止愈來愈優雅。全校師生在此共同的信念之下，一步一步打造五堵的閱讀風。

以下列舉五堵推展閱讀教育的措施：

1. 班級共讀圖書：目前全校將近有100套共讀圖書，二.四.六年級每班各有3套，一.三.五年級

每班各有2套。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二是班級共讀圖書輪調的時間。

2. 班級圖書角：各班導師依學生程度設置讀書角，圖書室不定期會有汰舊換新的圖書開放給各

班索取。

3. 書香列車：車上擺放著新購買的各式圖書，每月輪一個班，這台書香列車深受小朋友的喜

愛。

4. 愛的書庫：鼓勵全校老師踴躍借閱並訂定獎勵辦法，借閱冊數逐年增加，以101學年為例，

本校有三位老師的借閱量是全市前五名。老師大量的借閱，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學生了。

5. 故事媽媽：每週二.五早上8:00~8:40是故事媽媽時間，故事媽媽會依照學生的程度，講述適

當的故事給小朋友聽，每位進到地板教室的小朋友可都是滿心歡喜喔！

6. 新住民親子共讀：在圖書室設置親子共讀專櫃，供學生借閱，培養新住民家庭及其子女閱讀

能力，以提昇學生之學習表現，進而增進親子關係之和諧。

7. 雲水書坊：雲水書車的到來，讓小朋友除了接觸各種圖書之外，更讓他們知道這個社會有許

多很有愛心的人在默默行善。

8. 二手書交換：增進學生愛物、惜物的環保觀念，藉由書籍的交流，使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

利用二手書交換的活動提供社經弱勢學生有較多的閱讀資源。學生提供之圖書，經整理之後會

公開陳列，亦請各班導師利用時間實施閱讀教育。未被交換之二手書籍，將送至圖書館作為本

校圖書典藏。

9. 家長讀書會：於家長會組識之下的家長讀書會，定期會在學校會議室交換讀書心得，也會安

排戶外活動增長會員們的智慧，進而帶動親子間的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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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師閱讀研習：教育處舉辦各項精進閱讀的研習，學校老師在研習後，會將最新的閱讀資

訊與策略利用週三教師進修時介紹給學校同仁，經大家的腦力激盪後，找出最適合本校的閱讀

教學方式。

11. 閱讀課：全校各班每週一節閱讀課，班級導師帶領著小朋友至寬敞的閱讀空間裡，一同進

入歡樂的書海中。

 

家長讀書會

 

舒適明亮的圖書室

 

雲水書坊

 

教師閱讀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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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培養閱讀習慣 從報紙開始

基隆市五堵國小 呂雅菁老師

晨讀10分鐘 累積學習力

    剛接任三年級導師，為了培養孩子表達和溝通能力，我從閱讀國語日報開始著手。首先，把
國語日報分送給每個孩子，引導孩子認識各個版面，請孩子每天早自習利用10分鐘先讀指定的版
面並完成學習單，孩子要在時間內完成５０字的心得或找出３句佳句，並畫下想像的插畫。剛開
始這樣的工作對三年級的孩子有些困難，有的孩子甚至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有的就算完成了，
也常常是錯字百出而且抓不到重點，一次一次的練習、循序漸進的引導，透過加分、鼓勵，現在
孩子四年級了，不但閱讀的速度大幅進步，對於寫作能力也大大提升。此外，也會安排孩子上台
讀報分享，有的孩子剛開始害羞膽怯、不敢上台表達，到現在，孩子的思考更加靈活、表達也更
有條理。

兒童園地　剪報樂趣多

　　 孩子讀報的同時，我指導他們利用剪報來訓練語文能力。每一次的剪報任務不同，從中學習
文章大意主旨、段落大意、找佳句、詞語接龍、詞語造句、成語造句、找修辭、提問題、寫心
得……等，當然每一次的任務都要有美美的插畫，因為孩子的畫作總是充滿童趣，將每個孩子的
作品張貼在『作品欣賞區』，每一篇剪報，都是孩子的用心之作，孩子，透過互相觀摩、欣賞，
彼此學習，再加上老師的大力讚美與獎勵，孩子愈『剪』愈起勁。當然，老師更能從學生剪報的
作品中，了解每個學生具備的能力，給予學生指導和回饋，讓孩子更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與創
意。 

善用版面專欄  學習更多元

    影印第五版的＜方向＞啟發孩子的思考、第三版的＜國際擂報臺＞讓孩子與世界接軌、第四
版＜少年法律專欄＞建立孩子的法治觀念，遇到與課程相符的題材，就融入課程中。例如，這學
期國語科第三課窮和尚與富和尚，我在課堂上提問，讓孩子想想還有哪些堅持理想、不放棄的例
子，正好在報紙上看到李安導演獲最佳導演獎的專題報導，正是給孩子最好的閱讀題材，有許多
孩子看過這部電影，讀完報紙後，對李安導演更是敬佩不已。另外，上學期我們更從國語日報上
看到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所舉辦的『感恩齊追夢、好行圓好夢』活動訊息，經過一學期孩子共同
積點努力，這學期初，我們獲得圓夢獎金，先前我和孩子討論，決定將圓夢獎金的大部分捐助給
創世基金會和學校的教育儲蓄戶，讓孩子有機會一起用自己的力量來幫助別人，在參與活動的過
程中，孩子更加懂得感恩、惜福，想必孩子從報紙上的收穫更多了。

勤唸文章　國語日報小作家
　　每個星期，學生會有朗讀文章的作業，透過勤唸文章，培養孩子的語感，加強寫作的能力，
文章中的佳句、成語…，潛移默化到孩子的頭腦裡，而每個星期的回家功課＜極短篇＞，更是讓
孩子大顯身手的好時機，我會在班上唸出優秀的文章並獎勵，也鼓勵孩子將自己的好文章投穚，
果然在報紙上看到允喆的的文章，校長不但親自頒發『國語日報小作家』的獎狀，而且還和允喆
合照，在孩子小小的心靈，這是莫大的鼓勵與肯定，更讓其他的孩子更加認真寫作，期待自己也
能成為小作家。

讀報下午茶　師生共享讀報樂
　  每個月的最後一節閱讀課是讀報下午茶時間，教室裡播放著清脆悅耳的水晶音樂，每個孩子
們品嚐著自己帶來的小餅乾和飲料，靜靜地閱讀著桌上的國語日報，我也忙裡偷閒的和孩子一起
讀報，享受著短暫卻充實的一節課。看著孩子專注的神情，感覺大家一起讀報是件幸福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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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另外，讀報有獎徵答也是孩子的最愛，小小的一份獎勵，孩子就能持續不斷前進，千萬不要
小看孩子的潛力！

    最後，我相信愛讀報的種子一定會漸漸在孩子心中萌芽，在推動讀報的路上，我仍會繼續堅
持，因為它實在太迷人了。

     

 

讀報下午茶時間

 

讀報分享
     

 

 

 

學生榮獲國語日報小作家

點閱:36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3 期
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43/kl-43-2/P1050008.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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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期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之經驗分享～以四年級為例

基隆市五堵國小 陳雪枝老師

國語科教學的改變

以往國語科的教學著重在內容深究、形式深究、字詞義的理解與記憶，但現今教育部積極推
動閱讀素養，而閱讀理解能力的培養正是閱讀素養的基礎。閱讀包括識字詞彙與閱讀理解。而年
級愈高，識字詞彙的教學比重降低，閱讀理解的部分提高。我們要教的是讓學生如何有意識的應
用一些策略來促進理解，或更深度的思考。以下就個人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課前預習單

內容有：這課你讀了幾遍、標出段號、圈出難詞、提兩個能幫助閱讀理解的問題（自問自
答）。利用課前預習單幫助孩子於課前先讀熟課文，於上課時，統計孩子圈出的難詞並和孩子一
起由上下文推論出難詞的意思，並找出能取代的同義詞。同時針對難詞中的生字進行造詞，擴展
孩子詞彙，並將所造的詞依字義分類，可以讓孩子往後能依字義猜測未見的生詞。

而預習單的自我提問部分，除了可以督促孩子深讀課文，也可以訓練孩子提問的表達能力，
更進一步訓練孩子「有層次的提問」。此外，也可以讓老師了解學生閱讀的迷思，例如「米的魔
術師」一課，有幾個孩子提的問題是：為什麼米是魔術師？可見孩子未能讀懂米的魔術師到底是
誰。

 

課文大意及結構

經過三年級期間的長期訓練，先全班合力利用找主題句、刪除、歸納的策略整理出段落大意

再到分組完成階段，目前四年級的段落大意為自己獨力完成，老師根據孩子的表現每段給予2分等

級，並針對孩子掌握較不好的段落，和孩子討論如何取捨段落重點。接著請各組分工，將各段的大

意抄寫在白板上，全班一起分出課文的意義段，再由意義段提出文章結構。最後再次以刪除及歸納

的策略產生整課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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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策略

首先，教師必須先進行文本分析，可參考教育部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
http://tbb.nknu.edu.tw網站內是否有相關內容，或是參考指引內的提問，再利用pirls的四個層次
來佈題。若是層次一（直接提取訊息）則可由個人從書中找答案或不開書本回答，層次二（推論
訊息）層次三（詮釋整合）層次四（比較評估）由分組討論作答，有時口頭，有時記錄於白板
上。例如以康軒四下第三課「兩個和尚」為例：

•      窮和尚遇到的困難有哪些？他如何克服困難？（層次一）

•      你認為富和尚「雙手接下」佛經的含義為何？（層次二）

•      請整理出兩個和尚針對取經這件事的處理態度及結果.（層次三）

•      「三心二意」和「鍥而不捨」各適合來形容哪個和尚？從文中找出支持你的証據。
（層次三）

•      你贊成哪個和尚的觀點？為什麼？（層次四）

•      作者安排了富和尚和窮和尚二個對比的角色，而最後成功的卻又是窮和尚，你認為作
者要透過這個故事告訴你什麼道理？（層次四）

這些題目也可於多元評量週時成為開書考的考題，讓老師了解每個孩子的閱讀理解學習成效
如何。

 

結語

我們要教孩子的是思考的能力，解決問題的策略，這才是他們將來能帶得走的能力。老師與
孩子都是學習的共同體，這樣的教學雖然要花更多時間備課，但看到孩子熱情的參與，成長的喜
悅，懂得「如何思考」這件事，一切都值得！對老師來說也是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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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五堵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五堵國小 黃英豪老師

※閱讀証書的獎勵兌換辦法

一、目的：

1.培養兒童良好的閱讀習慣，以增進寫作能力。

2.擴展兒童知識領域，利用每週閱讀課充分利用圖書室，達到小朋友多接觸書籍的目的。

二、閱讀計劃：

1.建置網路查詢系統，學生可查詢館藏書目、借還書情形及榮譽榜。

2.學生借閱書籍時圖書室提供閱讀心得報告單一張讓小朋友書寫。

3.各班老師亦可依實際需要設計學習單，引導學生閱讀。

4.學生閱讀的書籍不以學校圖書室的書籍為限，校外圖書館亦可。

5.本計畫為鼓勵性質，教師可依學生程度給予不同的指導，程度偏低的學生若無法習寫閱讀心

得，亦不勉強。

6.閱讀心得報告單請妥善保存，學期末以班為單位統一送達圖書室。

三、認證方式：

   1.學生持閱讀心得學習單和閱讀護照，請班級導師審閱後簽章。學習單內容不得重覆。

   2.蓋滿閱讀護照後，請學生於每週二午休時間至圖書室申請頒發證書、領取進階護照及挑選榮

譽卡(可以自行選擇不同的顏色)。

四、獎勵辦法：

閱讀數量 獲頒證書 頒獎人 表揚場合 榮譽卡

達到30本 閱讀小高手證書 導師 教室 四色選一

達到60本 閱讀小學士證書 主任 朝會 四色選一

達到90本 閱讀小碩士證書 主任 朝會 四色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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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A%94%E5%A0%B5%E5%9C%8B%E5%B0%8F+%E9%BB%83%E8%8B%B1%E8%B1%AA%E8%80%81%E5%B8%AB


達到120本 閱讀小博士證書 校長 朝會、

可與師長合照

四色選一

 

  

  

※二手書交換活動

一、目的：

   1.增進學生愛物、惜物的環保觀念。

   2.藉由書籍的交流，使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

   3.利用二手書交換的活動提供社經弱勢學生有較多的閱讀資源。

二、活動方式：

   1.鼓勵學生將家中舊書帶至學校。

   2.學校依學生交來的書籍定價及書況，將書分成三類並依下列標準登記點數：

類別 書的定價 【最高】可兌換點數

價位一 定價不可考-500元 1~3點

價位二 500-1000元 1~4點

價位三 1000元以上 1~5點

3.學校會在活動進行前將點卷連同登記表送至各班，煩請導師依登記表發放點券給提供二

手書籍之同學。

4.學生提供之圖書，經整理之後會公開陳列；亦請各班利用時間蒞臨實施閱讀教育。

  5.學生於活動當日憑點券至二手書交換攤位，換取喜愛書籍。

  6.當天未被交換之二手書籍，將送至圖書館作為本校圖書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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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當天學生如未使用點卷，視同放棄交換書籍的權利，點卷一律作廢，煩請導師向學生特

別說明。

  

 

※語文競賽：

一、  目的：加強本校語文教育，提高學生對語文之興趣，並拔擢優秀人才予以培訓。

二、  競賽組別項目：四、五年級―國語演說、朗讀，作文、寫字、字音字形，閩語演說、朗讀。

三、競賽方式：

     1.初賽：由各班級任老師主持選拔，選拔辦法自訂，於規定時間內選出優秀人才參加校內決

賽。

     2.決賽：依據基隆市語文競賽評判規定，遴選優秀學生予以獎勵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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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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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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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