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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能力

發行宗旨：本電子報屬教育性，內容以促進閱讀策略共享、報導閱讀推手作為、分享校際閱讀創意面向，期
許形塑優質閱讀氛圍、提昇閱讀指導品質、促動閱讀文化深耕。歡迎國內外學者、教師及家長踴躍投稿。

閱讀能力水平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香港小朋友學中文 / 國立中央大學 柯華葳教授
小英在日本兒童圖書館的見聞分享 / 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會 蒲小英

教育部閱讀教育政策

推動台灣的閱讀教育政策 / 教育部 吳清基部長

主編的話

閱讀力即學習力 / 基隆市暖暖國小 李秀娟校長

名人看閱讀

培根看閱讀 / 法蘭西斯.培根

策略擂臺

適性與主動的閱讀-暖暖國小晨讀十分鐘 / 基隆市暖暖國小 李淑姿主任

杏壇尖兵

大手牽小手～探索閱讀的樂趣 / 基隆市暖暖國小 周欽平主任

閱讀寶庫

基隆市閱讀教學設計徵選歷年優秀作品輯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訊息看台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99學年度教師研習系列活動「閱讀揚寫作 蘊養柢文化」閱讀教學研習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99年度國民中小學「深耕閱讀˙啟動卓越-學校推動圖書館教育暨閱讀文化營造」徵選計畫受補助學校 / 教育
處學管科 劉珮君
為精進閱讀教學，請轉知貴屬教師善用教育部編印「閱讀理解教學手冊」暨所選定8篇「PIRLS2006範文例
題閱讀選文」進行教學，請 查照。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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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能力水平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本頁有關閱讀能力水平的架構，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5.9)《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水平參照等
級描述及示例》。

 

閱讀能力水平等級描述

等級 描述

5 準確理解篇章內容〔綜合〕；全面或深入地領悟深層意思〔旁通〕；就篇章內容或語文
表達提出有說服力的評價〔評價〕與較有新意的見解〔創新〕

4 準確理解篇章內容〔綜合〕；基本領悟語句隱含意義、篇章主旨、作者意圖等深層意思
〔旁通〕；就篇章內容或語文表達提出合理的評價與見解〔評價〕

3 正確理解詞義〔解釋〕及篇章內容〔綜合〕；初步領悟語句隱含意義、篇章主旨、作者
意圖等深層意思〔旁通〕；就篇章內容或語文表達提出簡略的評價與見解〔評價〕

2 基本理解詞義及句子字面意義〔解釋〕；理解篇章大意〔重整〕；就篇章內容或語文表
達提出欠缺清晰說明的簡單的看法〔評價〕

1 知悉篇內事實及其表面關係〔複述〕；概略理解詞義（現代詞語、常見文言詞匯）及文
句字面意義〔解釋〕

註：5 級表示閱讀能力水平最高；1 級表示閱讀能力水平最低。

閱讀能力架構與水平描述

《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水平參照等級描述及示例》中的「閱讀能力水平等級描述」反映了以下
「能力發展導向評估」有關閱讀能力的架構：

等級 複述 recall 解釋

paraphrase
綜合

integration
旁通

elaboration
評價

evaluation
創新

creation

5   準確理解篇
章內容

全面或深入
地領悟深層
意思

就篇章內容
或語文表達
提出有說服
力的評價

就篇章內容
或語文表達
提出較有新
意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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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準確理解篇
章內容

基本領悟語
句隱含意
義、篇章主
旨、作者意
圖等深層意
思

就篇章內容
或語文表達
提出合理的
評價與見解

 

3  正確理解詞
義

正確理解詞
義篇章內容

初步領悟語
句隱含意
義、篇章主
旨、作者意
圖等深層意
思

就篇章內容
或語文表達
提出簡略的
評價與見解

 

2  
基本理解詞
義及句子字
面意義

理解篇章大
意

 

就篇章內容
或語文表達
提出欠缺清
晰說明的簡
單的看法

 

1
知悉篇內事
實及其表面
關係

概略理解詞
義（現代詞
語、常見文
言詞匯）及
文句字面意
義

    

註：5 級表示閱讀能力水平最高；1 級表示閱讀能力水平最低。

參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5.9)《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水平參照等級描述及示例》。
 
備註：本網頁資料，感謝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同意引用

點閱:111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香港小朋友學中文 / 國立中央大學 柯華葳教授
小英在日本兒童圖書館的見聞分享 / 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會 蒲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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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香港小朋友學中文

國立中央大學 柯華葳教授

本文摘要

我和天下教育基金會的閱讀計畫老師們一起去香港兩所中小學觀摩閱讀教學，以下是
我的觀察紀錄與觀後感。 2009/03/05

序曲：聲音不斷的教室

走進低年級教室，坐沒多久，感到教室中都是聲音，且是不小的聲音，當時我很驚訝老
師沒有喊：「不要講話」，也沒有任何制止的動作。開始時耳朵真的很不習慣，但漸漸
看到認真投入的小朋友都在學，我變成「欣賞」學生間的互動而忽略嘈雜的聲音。我體
會到老師為什麼不制止小朋友製造聲音，因為這是學習的聲音。

釣魚方法一：策略教學

這一次我們主要目的是參訪閱讀教學。閱讀是自學最佳手段，我們可以隨時隨地拿起自
己想要的資訊或是資料，滿足求知、進修或是休閒的需求。閱讀既然是學習的手段，就
必須講究方法。大家都同意要「教學生釣魚」，同樣的，我們要「教學生閱讀」。但仔
細思量起來，閱讀的釣魚方法是什麼？我們這一次在香港教室裡看到了。

四年級班級以分組方式上課，三位學生一組。一上課，老師發給每位學生一張A4紙，拿
到作業，學生自動將下半部摺起來，只留第一題題目，顯然學生很熟悉這個活動了。老
師公布文章標題為「文字王國」，要學生「預測」這篇文章會寫些什麼。學生聽了，拿
筆就寫。我看看我前面幾位學生寫的，如： 
 
生1：講很多的字。 
生2：這篇文章講測字。 
生3：有人不清楚字。 
生4：王子愛上公主，公主給王子一些難題，是跟文字有關的。 
 
大約一分鐘，老師拿出一些紙條（「文字王國」的第一段）給每一組一號學生。一號學
生回到座位上，小聲唸給其他兩位同學聽。唸完，每人在第一題旁邊的格子裡打「V」或
「X」，表示自己預測對或錯。有學生打（表半對）。接著，老師問：聽過第一段以後，
你們想第二段會寫什麼？學生把A4紙降下一格，繼續寫第二段的預測。

「文字王國」共有五段，學生逐段預測，每一段寫完，由一位同學唸出原文，學生判斷
自己預測的對不對。到最後一段針對結局的預測，我看到有學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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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5： 我明白不可以寫錯字。 
生6： 以後寫字不要寫錯。 
生7： 明白作功課要用心。 
 
在這裡老師教導的是「預測、閱讀、檢視理解」的過程。有一位學生一路打X，我問他怎
麼了，他說：沒有全寫對啊。讀一下他所寫的，我的看法是這一位學生對自己要求似乎
比較高。當這個預測活動告一段落，老師把全文發給學生，請學生再讀，老師並不收回
學生寫的A4紙，老師接著又發下另一篇文章。學生在此，除學到預測，也學到如何評量
自己理解的標準。

策略教學早開始

 

除預測之外，我們在一年級班上看到小朋友一組一組（四人一組）畫聯想圖，每人手上
一枝麥克筆。當天談的是食物的金字塔，老師請學生進行食物的聯想。在壁報紙上，中
間已有一個圈圈，小朋友討論出一個食物主題寫在其中，然後聯想。有的小組，成員各
霸一方又畫又寫，有的小組討論後才寫。老師對此並沒有特別要求，我直覺這是畫概念
圖的前身。

很明顯的，香港老師在學生一入學就開始各種閱讀策略教學。老師給小朋友一個形式，
讓學生漸漸習慣，策略就變成學生閱讀過程中的必要裝備，也成為思考習慣。分組也一
樣，一入學就有分組形式。小一、小二分組要討論、要分享，教室很吵。到了四年級，
分組各自低聲唸文章，教室可以稱得上安靜多了。

釣魚方法二：自評與互評

在我們的教室裡，老師除了教學之外，還要判斷小朋友學的對不對。老師是判斷對錯的
權威。在香港教室裡，學生要學習如何判斷學的對或錯，這是閱讀釣魚的方法之一。上
一段四年級自評預測是一例，以下的互評也是一例。

二年級班級，全班讀完課文，老師請一位小朋友到全班面前說明大意。同時，老師在白
板上寫：內容五四三二一、流暢五四三二一、聲量五四三二一。小朋友說完大意，老師
鼓勵全班專注的聽，然後回到白板指著所寫的三項加以解釋（老師以廣東話講解：我聽
懂五聲量是團體聽到，四聲量是四人可以聽到，三聲量是三人聽到，二聲量是兩人可以
聽到）。接著老師一聲「開始」，學生全體瞬間趴下（顯然這也是學生熟悉的方法），
老師詢問「內容」的互評項目，並再次說明內容是什麼，請學生認為上台說明大意的學
生有五分的舉手，老師數人數，四分的舉手，老師數人數， 。老師以最多數為主，將
黑板上的五圈起來，繼續「流暢」（再次說明流暢是什麼）和「聲量」（再次說明聲量
是什麼）這兩項互評項目，完成無記名投票（趴下看不到其他人意見）。

然後老師請學生抬起頭來，全班歡呼看到的結果。繼之，老師請三位學生分別說明，為
什麼這位同學的內容是五分，流暢是三分，聲量是五分。在此，學生學到如何才算是一
個好的說明大意的標準，且是透過共識慢慢習得的。 
 
互補與互助

四年級班級（同上述四年級）中。三人一組中有閱讀能力較弱與較強的學生，當分段輪
流唸時，老師刻意安排短的段落給閱讀力較弱的學生，因此每次讀的順序不一定。其中
有一組是由兩位女生和一位男生組成。由學生書寫的快慢與其空的字數，我大約知道誰



讀的快，誰讀的慢。不巧的是，男生是慢讀者。輪到男生讀，不但慢，且停頓，明顯看
到一位女生皺著眉頭但仔細的聽，她並沒有拿過紙條來看或是讀，她等男生讀完，然後
繼續寫自己的預測。寫作業時，男生會問某個字怎麼寫，女生就寫在另一張紙上給他
看。另一組同樣也是男生讀的慢，他讀不下去時，會放下紙條，指其上的字，其他兩位
學生幫他發出此字音。

二年級班級中，二至四人一組。一位金髮外籍男生和本地女生一組，男生可以聽與說廣
東話，但識字極少。當時的遊戲規則是，丟出來的詞卡誰先讀出，就收到自己手中，但
是這一組讀詞卡時，女生會唸出卡上的詞彙，讓男生選擇。

另一組有三位學生，有一位女生速度比另一位男生慢，每次伸手要蓋詞卡都被男生先馳
得點。發卡的學生，很明顯的把卡片幾乎是送到女生門口，讓卡片離男生遠一點，讓這
位女生可以先伸手蓋卡，而這組的男生並沒有抗議「不公」。

這個活動精彩熱烈，大家輪流丟詞卡，輪流蓋卡唸詞彙。一輪下來，三人組就至少練習
三次，四人組四次，學生仍興趣盎然的繼續蓋卡唸詞，不覺得無聊。

不論在四年級、二年級或一年級，在香港，分組學習是常態。學習時沒有人抗議誰多做
誰少做，誰抄誰，誰偷看誰，誰不乖，影響誰，因為人人皆投入在互補與互助的學習
中。

回應：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走出香港教室，心中浮現的是樂在學習中的學生，我肯定這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
習」。老師們相信學生是相互學習的對象，相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以為自己找到評
量的標準，相信學生會互助與扶持而不是競爭。反觀台灣的教室中，教師為中心，以學
生個人為單位，競爭為手段。我們相信教室中只有唯一知識來源，相信個人成就，相信
正誤標準只有一種。當我們的孩子問標準答案在哪裡的同時，香港學生卻學到了自學與
自評的方法，他們可以面對問題自己解決。

學習應該是為幫助學童成為獨立且負責的個體，我相信香港學校是朝此目標努力教育他
們的孩子的。
 
在二年級班級中，有位老師唸課文，唸一唸，問：「你想接下來會是 」走到一位學生
旁邊，由學生接。然後老師繼續唸剛才停住的地方。有時老師將故事中主角對白留空，
讓學生答，學生答完，老師把原文唸出來並繼續唸故事。這也是預測。在這過程中，老
師並沒有回應學生接的對不對。但是學生聽到老師繼續唸，不但可以知道文章內容，也
可以判斷自己的回應如何。 

備註：感謝親子天下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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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小英在日本兒童圖書館的見聞分享

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會 蒲小英

 

今年6 月小英出發到日本，進行為期11 天的日本圖畫書の探索旅程。其中到訪了三所風格、規模大不同，但同樣整潔明

亮、專業體貼的公立圖書館，並針對兒童圖書區做深入的探訪，此舉將做為蒲公英親子圖書館（註1）學習借鏡之處。

首先上場的是上野國際兒童圖書館（註2），位於知名賞櫻景點上野動物園旁，已是100 多年歷史的建築物，外觀為文藝
復興時西洋樓房的樣貌，十年前在著名的建築師安藤忠雄新建築思維的巧手下，引進陽光及自然景觀保留舊建築的細膩
思維，從新打造規劃兒童閱讀的幸福空間。

文藝復興西洋樓房建築外觀 將自然光引入室內空間

一樓有間兒童圖書館，以圓形空間呈列不同主題的繪本，還有一個小小的珍藏經典繪本室。踏上階梯抬頭可見挑高的二
樓牆面上大片的玻璃，灑下明亮的光源沖淡了二樓兩間資料室厚重大門帶給人的沉重感，資料室由於保有許多珍貴的圖
畫繪本資料，因此須滿18 歲才能辦理閱覽，另外三樓有兩個空間，一為多媒體的展間介紹該館歷年來的展覽以及從新建
館時的建築藍圖，走出此展間，印入眼簾的是大片大片的透明玻璃長廊，讓人忍不住想要坐下來看看窗外的風景，由於
適逢該館建館10 週年，因此另一展間，特別展出日本發行兒童圖畫讀本海外版的展覽，其中也有在台灣發行的日本兒童
讀物，例如黑柳徹子「窗邊的小荳荳」。

2 樓資料室外的迴廊 既新穎又復古的樓梯扶手 專為孩子繪製的圖書館探險地圖喔!!
第二間是位於東京千葉縣文化中心附設圖書館，內有兒童圖書館專區，在圖書分類上，成人的部分採用與台灣一樣的十
大分類法，但兒童圖書部分則採用書名字母排序法，便於孩童操作查詢。另闢專門類別，例如建築、自然、農業等，以
兒童思維作為書籍編目考量真的很用心體貼。還有一間紙芝居專屬的空間，每週固定安排說故事的時間，而紙芝居也能
外借帶回家喔！可見在推動親子閱讀上非常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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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92%B2%E5%85%AC%E8%8B%B1%E6%95%85%E4%BA%8B%E9%96%B1%E8%AE%80%E6%8E%A8%E5%BB%A3%E5%8D%94%E6%9C%83+%E8%92%B2%E5%B0%8F%E8%8B%B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wu-qi-cao-gao-nuan-nuan-guo-xiao-lun-zhi-zhu-bian/xun-xi-kan-ban/ri-ben-r-tong-tu-shu-guan-xiao-ying-zai-ri-ben-r-tong-tu-shu-guan-de-jian-wen-fen-xiang/%C3%A4%C2%B8%C2%8A%C3%A9%C2%87%C2%8E%C3%A5%C2%9C%C2%8B%C3%A9%C2%9A%C2%9B%C3%A5%C2%85%C2%92%C3%A7%C2%AB%C2%A5%C3%A5%C2%9C%C2%96%C3%A6%C2%9B%C2%B8%C3%A9%C2%A4%C2%A8-1.JPG?attredirects=0


小英同時也觀察到日本圖館內的書都保持得很乾淨整潔與台灣公共圖書館的書有很大的不同（台灣圖書館的書都有點髒
髒或內頁被塗鴉或破損嚴重），在與友人閒聊間出現了以下一段發人省思的對話，友人說：「日本人大都認為公共的東
西不是自己的，需要特別愛惜，不能隨意的把玩。」我說：「台灣人在看待公共物時，不太能珍惜，原因是那不是自己
的東西！」

雖然兩國人民在看待公共物都認為不是自己的東西，但後續的解讀與做法卻南轅北轍，這點讓小英有點難過與難堪，希
望在未來推動閱讀中能將對待公共物的惜物觀點帶給更多人，還給台灣的公共圖書館乾淨整潔的書，讓更多人願意走進
圖書館借書閱讀。
第三間兒童圖書館位於東京市郊的板橋區波隆那繪本館（註3），由廢建的小學所改建位於三樓的圖書館，空間不大約
30 坪左右，空間規畫有一個大書區及一間說故事的小房間，館藏以收集世界各國的繪本，當中發現台灣圖畫作家陳致
元、李瑾倫等的繪本。牆面貼著一張世界的繪本地圖相當特別，另外特別設立翻譯區—將世界各國的繪本附上翻譯本供
民眾閱讀，也因此設置了翻譯大賞獎，每年選出一本國外的繪本，徵選翻譯高手進行翻譯，在推動繪本國際化著實用
心。

小英走訪了日本的兒童圖書館後，心想台灣何時也能有國際兒童圖書館呢？這或許可以做為一個國家政策對於兒童閱讀
文化重視程度的檢核吧！而日本圖書館從建築外觀、藏書、圖書編目、書籍擺設、活動推展所呈現的多元風貌，以及用
心並富創意的專業服務，提供讀者多元不同的新穎體驗，值得台灣圖書館界思考與學習的。

註1：蒲公英親子圖書館http://doslalibraryfunan.blogspot.com/
註2：東京上野國際兒童圖書館http://www.kodomo.go.jp/index.jsp
註3：板橋區波隆納兒童繪本館ttp://www.city.itabashi.tokyo.jp/c_kurashi/002/002177.html
       大門入口 世界的繪本地圖 翻譯區 李瑾倫˙陳致元的圖畫書
備註：原文刊載於 圖書教師電子報 第二期  感謝 蒲公英親子圖書館 的 蒲小英 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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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閱讀教育政策

推動台灣的閱讀教育政策

教育部 吳清基部長

 

推動台灣的閱讀教育政策
 
備註：原文刊載於2010年2月出版研之考雙月刊第275期並經教育部核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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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力即學習力

基隆市暖暖國小 李秀娟校長

       學習是人類的本能，閱讀則是現代人最簡便的學習途徑，只要養成閱讀習慣、用
對閱讀方法並持之以恆，就能經由閱讀吸收新知、增廣見聞、更新自我和持續進
步。這種能力稱之為閱讀力，也就是學習力。第五期閱讀電子報「策略擂台」為大
家介紹暖暖國小如何推動「晨讀十分鐘」活動，分享實施晨讀的要領與配套做法。
本期「閱讀推手」介紹暖暖國小鄭鳳欄老師如何在班級進行閱讀活動，激發學生閱
讀興趣。本期「閱讀專題」介紹香港和日本推動閱讀教育的經驗，他山之石，值得
借鏡。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培養孩子具備閱讀力，就是為孩子開啟一扇通往
知識殿堂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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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培根看閱讀

法蘭西斯.培根

讀書不是為了雄辯和駁斥, 也不是為了輕信和盲從, 而是為了思考
和權衡。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國著名哲學家和科學家。他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中
被尊稱為哲學史和科學史上劃時代的人物。第一個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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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適性與主動的閱讀-暖暖國小晨讀十分鐘

基隆市暖暖國小 李淑姿主任

適性與主動的閱讀-暖暖國小晨讀十分鐘
    

「晨間打掃已結束，請各位同學回教室準備晨讀」，播音室裡傳來自治市幹部親切的叮嚀，每天晨
讀伴隨著校園的蟲鳴鳥叫聲為暖暖國小的學習活動揭開序幕，聆賞每一幕孩子和老師們閱讀時專注的神
情和自在的身影，總讓人有一股說不出的感動。

 
要事第一  晨讀

 
    「晨讀十分鐘」已經在暖暖國小實施兩年多，猶記得2007年12月，校長送給每位老師一本書，書名為
「晨讀十分鐘」，並在教師進修時為全校老師導讀這本書，宣示推動晨讀十分鐘的決心，之後「晨讀十
分鐘」運動正式在校園裡展開。

凡事起頭難，過去從未在學校排定的晨讀十分鐘到底該安排在什麼時段才適當？會不會影響原有既
定的作息？經過一番討論大家決定在每天八點到八點十分實施，而原既定的教師朝會和學生朝會從八點
十分開始。

2008年2月開學第一天，當八點鐘聲響起時，全校老師戰戰兢兢督促學生開始晨讀，頓時校園陷入一
片寧靜之中，與過去導護老師廣播請學生進入操場準備升旗，校園裡充斥學生雜亂整隊的吵鬧聲截然不
同，有如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讀我所愛  愛我所讀
 

由於全校師生的配合，晨讀活動一開始就已經「成功了一半」，經過一學期的持續實施，各班都已
進入狀況，總在校園隨處可見學生時而皺眉、時而微笑、時而思索，甚至偶而發出撲吃的聲音，沉浸在
一片祥和愉悅的閱讀情境中。因為這十分鐘是學生完全自主的時間，他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書籍閱
讀，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書籍閱讀，他們不必閱讀一本書就要寫一份討厭的心得報告，但如果想要自己
完成一份特別的心得報告，我們也樂觀其成。他們不必為了考試而閱讀，他們可以彼此交換書籍閱讀，
可以從家裡、學校圖書館或社區圖書館借書來閱讀，甚至可以全班一起共讀，一起在線上閱讀。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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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9A%96%E6%9A%96%E5%9C%8B%E5%B0%8F+%E6%9D%8E%E6%B7%91%E5%A7%BF%E4%B8%BB%E4%BB%B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ingkl/di-wu-qi-cao-gao-nuan-nuan-guo-xiao-lun-zhi-zhu-bian/ce-e-lei-tai/DSCN4986.JPG?attredirects=0


不懈怠、堅持下去是成功的關鍵  

研究發現，一個習慣的養成至少需要重複66次才能建立，持續六個月以上才能看到閱讀成效。而每天晨
讀十分鐘是一個培養閱讀習慣的好方法。老師必須耐心陪伴學生閱讀，以身示範，不批判，只鼓勵；不
干涉，只關懷。放下其他事務，堅持每天實實在在晨讀十分鐘。

營造優質的環境是給老師最大的支持

 
過程中學校同時利用社會資源營造優質的閱讀環境，打造一個「隨手可得書、隨處可閱讀」的積極

空間，大量添購圖書，完備各班教室書架、新書展示架、電腦、單槍、CD播放機等設備，讓老師們展現
多元活潑的閱讀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實施一年後，透過簡單的前後測問卷調查發現，學生們每天會主動閱讀的比例比未實施晨讀前提升許
多，會主動去圖書館借書的比例也提高，早晨即便沒有廣播提醒，學生也會自動進入教室進行晨讀，就
像是韻律般的節奏，在每一天的清晨，不斷在暖暖國小輕輕楊起。

我們深信指引孩子一條正確學習的道路比提供孩子學習的內容更重要，當孩子學會如何學習的方
法，並對學習產生興趣時，就已經為孩子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打造一條通往成功的道路。

我們期望暖暖國小的孩子們都能在校園裡感受書香和悅讀的氛圍，多年之後，仍會憶起曾經在教室
裡、圖書館、走廊上或大樹下輕鬆愉快、自由自在的晨讀十分鐘的點點滴滴，並將這個好習慣化為終身
學習的動力，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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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大手牽小手～探索閱讀的樂趣

專訪暖暖閱讀推手鄭鳳欄老師

基隆市暖暖國小 周欽平主任

 
「閱讀真的很重要！」

    上至教育部長，下至老師、家

長，大家都知道「閱讀」的重要

性。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閱讀風氣

一直不好，追根究柢可能要歸咎於

多年以來升學主義所造成的影響，

以致於我們的語文教學，總是缺乏

具體有效的方法引領學生進行閱讀

活動。因此，我們的學生常將閱讀

聚焦在「考試得高分」的狹隘目的上。殊不知閱讀的目的，除此之外，尚有解決

問題、休閒樂趣、增長知識、提升素養及文化、創意、溝通等核心價值。

    李校長到任以來便全力推動閱讀教育，利用「晨讀十分鐘」、「331護照」等
來培養閱讀習慣；透過「團隊學習」、「推理理解」等策略進行有效的閱讀活
動；藉由網路資訊的獲得以及閱讀分享等方式養成管理及運用知識的能力。全校
師生在校長的指導之下已漸漸熟悉閱讀的技巧，本次特地專訪任教於本校低年級
的鄭鳳欄老師，期望透過這次經驗的分享，拋磚引玉，讓更多人願意去關注閱讀
教育、品嚐閱讀的滋味。    鳳欄老師在分享推動閱讀的經驗時，說道：閱讀就像
在尋寶一樣，可以增加知識的財富。低年級小朋友的好奇心是推動閱讀的動力，
老師首先要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規劃閱讀時間、教導閱讀技巧，以大手牽小手
教孩子學習走路的方式來帶領他們進入閱讀的殿堂。而學校是極優質的閱讀場
域，繪本則是最適合的閱讀素材，晨讀十分鐘更是現代人零存整付培養閱讀習慣
的好時機。    加上本校資訊配備齊全，班班有電腦、班班有單槍投影機，這些設
備都是鳳欄老師的好幫手，每當鳳欄老師打開電腦、單槍時，小朋友總是開心的
等待，等待著老師介紹新書，等待著老師說故事，「哇！」的一聲，透露出小朋
友的心情是興奮的、是期待的……。

    繪本教材包括了文字的部份以及非文字的部份，這些都屬於閱讀的範圍。鳳欄

老師常利用網路共享的繪本及學校裡建置的書箱進行閱讀活動。例如：「不會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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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獅子」就是一本代替說教的好書－不在乎學習寫字的公獅，最後為了接近漂

亮的母獅，只好乖乖的學習寫字。低年級的小朋友看過、聽過之後很容易就能明

白書中的道理。繪本對低年級來說，魅力非凡，每當鳳欄老師介紹過後，那本書

就成為班上借閱的搶手貨，真令人驚訝！

   

    聽故事，在鳳欄老師長期的「餵食」之下，已成為小朋友最專注、最開心的一

件事。除了利用晨讀十分鐘外，也利用校本課程、綜合課程及語文課程等進行閱

讀教學。上課前，可以先利用網路資源、學校圖書館等蒐集有關的繪本配合教

學。例如：生活課程中談到「沙和土是許多植物的家……」，這時就可利用「踩

一踩，有土真好」、「可以吃的植物」、「植物的運動」、「大家來玩黏土」等

繪本教材來輔助教學，更可透過閱讀策略的運用來提升學習的效果，例如：

    策略一：連結--透過審題讓小朋友聯想，培養想像力。

    策略二：合作--運用同儕腦力激盪、討論及摘錄重點及佳句。

    策略三：團隊—分組共讀，形成閱讀夥伴。

    對低年級老師來說，「閱讀紮根」是一種使命感。就像「愛書人黃茉莉」一書

中的主角愛書成癡，喜歡讀書勝過約會，書中世界帶給她的樂趣難以言喻；另

外，「永遠吃不飽的貓」一書中的主角--貓，永遠沒有吃飽的一天，喜好吃的程

度也令人咋舌。閱讀教育要有「續航力」，低年級老師要推，中、高年級老師也

要推，基礎紮實之後，才能像愛書人黃茉莉一樣真實的享受到閱讀的箇中滋味；

也期待每一個人在閱讀方面能像那隻「永遠吃不飽的」貓一樣，「卡茲卡茲」不

斷的接觸書本，養成終身閱讀的習慣，最後讓「書」陪伴著我們度過每個春、

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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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基隆市閱讀教學設計徵選歷年優秀作品輯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基隆市93年度閱讀教學設計徵選優秀作品

幼稚園組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我的朋友在哪裡？ 東光國小附幼 曾靜芬
第三名 從缺

國小組

第一名 青蛙和蟾蜍－友誼萬萬歲 東光國小 陳湘玲、趙為娣、洪淑惠、楊依綸、周美智
第二名 巧克力工廠的秘密－創意無遠弗屆  東光國小 趙為娣、周美智
第三名 打開少年小樹之歌         南榮國小 李如玲
第四名 活出生命色彩           尚仁國小 吳明燕、高筱雯、林郁娟、顧璇、
余淑惠
第五名 我愛綠蠵龜            信義國小 楊明華
第六名 真心說愛，用心想念        東信國小 黃祺閔
佳作  全能好寶貝GO!!GO!!         忠孝國小 高素秋、黃彙喬
佳作  奇妙的子兒            東信國小 黃瀅伊
佳作  看哪！誰在變魔術         中華國小 洪嘉蕙、李姿瑢／德和國小 江嘉
瑜
佳作  培養批判閱讀素養的閱讀教學設計  武崙國小 黃俊儒
佳作  創造力教學，體驗生命教育課程   南榮國小 史希怡
佳作  男生與女生            正濱國小 李芝瑩、張凱音、陳家璇
佳作  書是我的好朋友          七堵國小 邱季玫、洪美雲、楊雅如、邱斈
倩、蘇絮齡
佳作  喬治與瑪莎－友誼不打烊      東光國小 曹宇君、李美玉
佳作  我喜歡你             東光國小 蔡佩娟、王繡霞

基隆市94年度閱讀教學設計徵選優秀作品

幼稚園組

特優  牙醫，怕怕            東光國小附幼 曾靜芬
優選  媽媽我愛您            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孫路琳
佳作  故事屋裡故事多          和平國小附幼 鄭素蓮、王晴瑩、劉慧華、謝
瑞賢

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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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閱讀全世界            中興國小 陳建銘、陳佩伶
特優  神秘的寶藏－友情         安樂國小 連婉珍
特優  讓愛放光芒            東光國小 彭麗琦、陳湘玲、趙為娣、楊依綸
優選  人生有夢乘夢飛翔         安樂國小 陳一菁
優選  麻吉兄弟尋親記          七堵國小 邱季玫、楊雅如、何貞慧
優選  再見了流浪狗           東信國小 陳瀅伊、江宛諭、袁薏晴、黃祺
閔、呂麗容、王雪如
優選  讓高牆倒下吧           南榮國小 李如玲、史希怡
優選  《魔鬼的故事－顛覆你的魔鬼形象》 東光國小 陳湘玲、趙為娣、楊依綸、周美
智、王琴惠
佳作  我最喜歡你了           中華國小 洪嘉蕙、王杏玫、林奕
潔          
佳作  精彩過一生            信義國小 徐曉君、駱素秋、雷喨予
佳作  大家看童書，一起說童話      信義國小 陳文嬌、陳巧琴、高善珠
佳作  當東方遇見西方          信義國小 唐悅穎、鄭世蘭、鄭小玲、紀慧
英、鍾琪玲
佳作  小豆豆狂想曲           正濱國小 張凱音
佳作  台灣廟妙妙             正濱國小 陳銀進
佳作  春天魔樹詩                 深美國小 董葳 

基隆市95年度閱讀教學設計徵選優秀作品

第一名  我愛綠攜龜      中正國小 莊佩玲、呂宜幸、李昇

第二名  把怒火熄掉      暖西國小 陳知玲
第三名  逗陣去冒險      信義國小 許雅惠、張慈紋、鄭伊珊、陳
郁芬
第三名  我的大學校  信義國小 駱素秋、林怡伶
佳作   永遠愛你 尚仁國小 張碧珊
佳作   我有一隻狗      東光國小 蔡佩娟
佳作   我的埃及探險筆記   東光國小 陳淑玲、趙為娣、楊依綸、王
琴蕙
佳作   遨遊活力的海洋    正濱國小 簡伶桂

基隆市96年度閱讀教學設計徵選優秀作品

第一名  家－一個我最親近的地方        深美國小 周淑琴
第二名  蜘蛛和蒼蠅              尚仁國小 張碧珊
第三名  海闊天空－詩情畫意          東光國小 趙為娣、周美智
佳作   遨遊活力的海洋            信義國小 林貞慧、謝芬玲、廖祝娟
佳作   小丑魚的眼淚             東信國小 陳雅琴、劉雪華
佳作   是誰偷了提拉米蘇           東信國小 王宏毅、陳雅琴、劉雪華、
林佳宏、林孟宜
佳作   沙灘上的琴聲             中興國小 蔣文琴、曾文玲
佳作   英雄榜                七堵國小 顏宏如
佳作   海洋的成語魔法船           七堵國小 何貞惠
佳作   圖像詩的創作             深澳國小 劉燕玲
佳作   「成語魔法書」、「小恩的秘密花園」  和平國小 楊芳萍
佳作   讓生命發光              中正國小 莊佩玲、呂宜幸、李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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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信福快遞               西定國小 許玉茹／中華國小 林奕
潔、王杏玫
佳作   我的海洋朋友             東光國小 陳湘玲、連新隆、楊依綸
佳作   童夢奇想               堵南國小 林雅玲
佳作   字的童話樂趣多            七堵國小 劉欣芳
佳作   愛與關懷               武崙國小 許友欽、潘宥因

基隆市97年度閱讀教學設計徵選優秀作品

優選一        遇見創作者－童嘉           深美國小 顧翠琴、楊曼姿
優選一        夏綠蒂的網              中正國小 曾淑惠、謝宜真
優選二        以繪本推動生命教育之閱讀教學活動設計 建德國小 黃麗楨、林芳瑜
優選二        以繪本教學提升兒童閱讀興趣      七堵國小 林芳瑜
優選三        閱讀點線面              長樂國小 鄭素勤
優選三        時間達人               中正國小 莊佩玲、李昇、邱紹瑋
佳作         珍惜生命—談死亡           月眉國小 陳寶美
佳作         優游海報寫作去            七堵國小 何貞慧
佳作         看！成長在悸動—酸酸甜甜的草莓心事  南榮國小 李如玲、林宜穎
佳作         我愛大地               中正國小 江榕櫻
佳作         農家樂－豐收的季節          瑪陵國小 柯淑慧、王麗雅／仁愛國
小 楊志欽
佳作         四季豆時間競賽            中正國小 劉忻瑜
佳作         我絕對絕對不吃蕃茄          東信國小 黃玉蕙
佳作     大自然的詩歌 仁愛國小 周淑琴 
佳作         快樂做自己              東光國小 蔡佩娟、陳湘玲、洪淑惠
佳作         小王子 建德國小 林文靜、張文蓓、楊倩茹、楊慈歡(實習教師群)
佳作         生命教育—小魯的池塘         八堵國小 吳國偉
佳作         隨亞瑟出航、收穫滿行囊        信義國小 鄭秀慧
佳作         心電感應、天狼星、名字        中興國小 曾文玲
佳作         新生鮮事多－打預防針記        東光國小 趙為娣、周美智
佳作         大廚上菜               安樂國小 柴成瑋、連婉珍、黃柏斟
佳作         我的夏日海灣             東光國小 陳湘玲、連新隆、陳俊光
佳作         散播歡樂散播愛            東光國小 連新隆、陳湘玲、洪淑惠

備註：本文所有作品轉載自本市閱讀教育網之

          基隆市閱讀寫作教學設計(教材教案)徵選歷年優秀作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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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99學年度教師研習系列活動「閱讀揚寫作 蘊
養柢文化」閱讀教學研習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99學年度教師研習系列活動「閱讀揚寫作 蘊養柢文化」閱讀教學研習計畫
週三教師進修（基隆市太平場次）

一、計畫依據

依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99年度「培養中華文化」之策略方向辦理。基隆市政府99年6月25日 基府教學參

字第0990063542號函辦理

二、計畫目的

(一) 透過閱讀教學培訓研習，厚實教師閱讀教學專業知能。

(二) 增進閱讀教學功能，活化閱讀教學專業社群學習機能。

(三) 培育各校閱讀種子教師，協助推展學校閱讀教學事宜。

(四) 建構閱讀種子教師網絡，促進教師「專業在地化理想」。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三)協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四)承辦單位：基隆市太平國小。

四、研習日期/時間及地點

(一)研習日期：99年10月27日(星期三)

(二)研習時間：下午13：30—16：30

(三)研習地點：基隆市太平國民小學視聽教室(地址：基隆市中山一路189巷135號)。

五、研習對象/費用/人數

(一)研習對象：1.以國中、國小教師為主要參與研習之對象。2.視報名狀況，開放給家長、推動閱讀之志工、文
教性質之非營利組織夥伴參加。

(二)研習費用/人數：免費參加，每場研習以160名學員為限，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六、研習課程與講座

(一)研習主題/講座：閱讀的教學方法(張佳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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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講座簡介：

講座姓名 個人簡介
張佳琳教授 1.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哈佛大學、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問學者2.現職：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
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教育部秘書室專門委員3.專長：國民
教育、兒童閱讀語文教學4.重要表現：著有「課程改革政治社
會學分析」、「課程管理」專書及期刊論著30餘篇，於課程與
教學領域學有專精。

＊張佳琳教授分享她的研習講義http://www.saylingwen.org.tw/cms/downloadFile.htm?id=ff808081295d8d9e0129da37bb620012 

(三)研習課程表如下：

日  期 99年10月27日（星期三）
時  間 活動項目 備 註
13:00〜13:20 報到  

13:30〜15:00 講座：張佳琳教授講題：如何進行閱讀教
學  

15:00〜15:10 休息、交流  

15:10〜16:00 講座：張佳琳教授講題：如何進行閱讀教
學  

七、報名方式

 (一)基隆市教師，請逕至「基隆市教師研習系統」網站登錄報名。

 (二)完成簽到並全程參與之教師，核予3小時之研習進修時數。

八、獎勵積極協辦本計畫之學校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依相關規定給予敘獎，並依權責發布獎勵。

九、成效分析

採問卷調查方式以分析了解本活動辦理成效，作為往後辦理相關活動之參考。

十、預期效益

(一)推廣及深化閱讀教學的理念。

(二)以研習形式帶動閱讀教學之推廣，並加強固有文化內涵的培養。

(三)提供多元學習內容，啟發教師教學新知，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力。

(四)建立教師對推廣閱讀教學的共識並融入教學及生活中。

(五)培育閱讀教學之推廣種子，省思教學創意新構想，開創多元閱讀教學新思維。

十一、活動聯絡人

基隆市太平國小(劉燕玲組長)

1.電話：02-24224294*10； 傳真：02-24285808

2.E-mail：annie19703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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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99年度國民中小學「深耕閱讀˙啟動卓越-學校推動圖書館教育暨
閱讀文化營造」徵選計畫受補助學校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受補助學校計有：武崙國中、七堵國小、信義國小、武崙國小。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處務公告 序號：2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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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精進閱讀教學，請轉知貴屬教師善用教育部編印「閱讀理解教學手冊」暨所選定8篇
「PIRLS2006範文例題閱讀選文」進行教學，請 查照。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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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精進閱讀教學，請轉知貴屬教師善用教育部編印「閱讀理解教
學手冊」暨所選定8篇「PIRLS2006範文例題閱讀選文」進行教
學，請 查照。

中華民國99年9月13日 基府教學參字第0990093330號函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99年9月8日台國（四）字第0990153566號函辦理。
二、為落實深耕閱讀教學，提升學生閱讀能力，教育部業辦理閱讀教材研編，依課程綱要內涵並結
合現有課程徵求適用教材擇優編印成冊，提供教師閱讀策略教學方案以參考使用，提升教師閱讀策
略教學能力。
三、本府前已轉發每校1本「閱讀理解教學手冊」（99年7月13日處務公告序號：22698，另參加99年
7月5日、7月8日本府所辦「閱讀教學策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之教師亦發予1本。
另本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三期亦有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簡介一文提供參考。）並轉知教育部選定8
篇「PIRLS2006範文例題閱讀選文」（99年8月30日處務公告序號：23307）予各校知悉，請加強督
導教師善用，以提升教師本職學能及學生學習成效。
四、爾後學校辦理相關研習，應著重於教學策略層次，降低純活動所占比例，並輔導老師善用該手
冊進行閱讀教學，以有效提升學生閱讀理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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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國民中小學「深耕閱讀˙啟動卓越-學校推動圖書館教育暨閱讀文化營造」徵選計畫受補
助學校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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