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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多元閱讀模式【103年5月】

國內研究閱讀理解權威柯華葳老師，在親子天下第39期發表文章提到：閱讀力就是一種「自學能力」和「思考能力」，而這種閱讀力要進
步，需透過更多的閱讀和正確的閱讀策略。

--多元閱讀在中山國小  中山國小教導主任雷新民

輪值主編：基隆市中山國小

相片攝影：基隆市八堵國小

美國國會圖書館 / 西班牙 陳恬恩小姐
美國國家廣場 / 西班牙 陳恬恩小姐

主編的話

多元閱讀在中山國小 / 基隆市中山國小 雷新民主任

名人看閱讀

羅素看閱讀 / 伯特蘭‧羅素(哲學家)

策略擂臺

透過讀報指導共同寫作 / 基隆市中山國小 廖月琴老師

杏壇尖兵

英語閱讀在中山 / 基隆市中山國小 王雁音主任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如何增進學生閱讀數學應用題理解能力 / 基隆市中山國小 陳瀅伊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親子共讀 / 基隆市中山國小 魏燕椿老師

閱讀寶庫

書店 / 西班牙 陳恬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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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美國國會圖書館

西班牙 陳恬恩小姐

本文摘要

感謝 陳恬恩小姐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圖文原發表於 2013年12月18日

我也曾去過很多大城市的圖書館，美國華盛頓DC的國會圖書館也進去過，氣勢恢弘的、藏書量豐富的、典雅書卷味濃的....各式各

樣，但我覺得圖書館最重要的「典藏」與「使用」功能如何發揮值得深入探討。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2009.2.1前後去的。 那真是氣勢恢宏的頂級圖書館，光是看幾本用玻璃櫃以恆溫控制展示出來的古書(羊皮書)就讓

人感覺是一輩子的黃金時刻。 但是那種圖書館基本上只對研究人員有用處，一般人(其實很少人進去過)很難使用它。不過，它算是

很親民的機構，要進入參觀很容易，有機會去美國華盛頓DC的愛書人應該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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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與美國國立農業圖書館、美國醫學圖書館成為美國三大國家圖書館，是全球重要的圖書館之

一。館藏3000萬種書籍，涵蓋了470種語言，超過5800萬份手稿，是美國最大的稀有書籍珍藏地點，當中包括了《古登堡聖經》、

超過一百萬份美國政府刊物、一百萬份跨越三個世紀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報紙、3萬3千份報刊的合訂本、50萬個微縮膠片卷軸、12萬
本漫畫書。它的館藏量是全球最大，保存了很多法律文獻、電影、480萬張地圖、270萬首音樂。現在的圖書館館長是哈德利•比林

頓。整個國會圖書館由湯瑪斯•傑佛遜大樓、約翰•亞當斯大樓、詹姆斯•麥迪遜大樓三座建築組成，並都坐落於華盛頓特區。

國會圖書館成立於1800年4月24日。最初是為當時美國國會服務的學術圖書館，圖書館最初的館藏書目都是為美國總統湯瑪斯•傑佛
遜所提供。後來國會圖書館又被賦予了法定書庫的角色，以保護版權。所有謀求美國版權的作者都必須把自己作品的兩個複製本放
在國會圖書館。現在已經不實行強制，在美國出版的書籍的複製本還是按照習慣被送達國會圖書館。圖書館收藏了很多重要的圖書
和收藏品，如《古登堡聖經》。因此國會圖書館就順理成章的演變為美國現今的國家圖書館。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感謝 陳恬恩小姐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圖文原發表於201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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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廣場 / 西班牙 陳恬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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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美國國家廣場

西班牙 陳恬恩小姐

夏天綠草如茵，冬天冰天雪地，春來百花怒放......的國家廣場。

小檔案：

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是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一處開放型國家公園。該廣場由數片綠地組

成，一直從林肯紀念堂延伸到國會大廈，這裡美國國家慶典和儀式的首選，同時也是美國歷史上重

大示威遊行、民權演說的重要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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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會大廈台階到林肯紀念堂，長3.0km。
•從國會大廈台階到華盛頓紀念碑，長1.8km。
•從格蘭特雕像到林肯紀念堂，佔地125.13公頃。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句話拿來套在美國華盛頓DC朋友身上的話，就成了「不識

寶山真面目，只緣身在白宮前」。他在白宮前經營雜誌店二十年，DC不少白領階層都看他家賣的雜

誌，與各大辦公室關係良好，但是他卻不曾真正探訪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兩旁、前後的機構，我

們來，他便捨命陪君子，一週之內把這兒瀏覽一遍。

感謝 陳恬恩小姐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圖文原發表於 201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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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多元閱讀在中山國小

基隆市中山國小 雷新民主任

本文摘要

「鼓勵學生大量閱讀」、「推動多元閱讀策略」，這兩個共識成為本校推動閱讀教育的最高目
標。

        在一次教務主任會議中，主辦單位邀請師大一位教授前來演講有關學生閱讀推動的策略及相關事
項，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提到，她到某個學校參觀，發現有很多學生寫作閱讀心得而得到所謂的「閱
讀小博士」頭銜，但詳閱期閱讀記錄，幾乎千篇一律，只是抄寫故事部分內容，毫無內化與深省，
因此她質疑這樣的閱讀教育意義何在?學生的閱讀素養提升了嗎?部分不善書寫的學生，因此視閱讀
為猛虎，「閱讀」這件事從此厭惡至極。回校後我深省此事，在教學會議提出這件事，與大家分享
心得並聽聽第一線教師對於閱讀心得寫作這件事的看法。最後我們得到二個共識：「鼓勵學生大量
閱讀」、「推動多元閱讀策略」，這兩個共識也就成為本校推動閱讀教育的最高目標。
        在本校教育願景「健康、快樂、卓越、創新」的指導原則下，許萬華校長特別重視學生健康成長與
快樂學習，尤其是「閱讀」這件事一定要融入快樂學習，才能讓我們的學生邁向卓越，開啟創新。
因此，除了學校圖書館藏書之外，每個班級均有班級圖書角，依年級區分每班至少有50本不同的
書，最主要提供學生隨時隨地就可以拿到書籍閱讀，讓閱讀這件事情，在融入學生的生活中，就像
吃飯喝水這麼輕鬆容易。
        國內研究閱讀理解權威柯華葳老師，在親子天下第39期發表文章提到：閱讀力就是一種「自學能
力」和「思考能力」，而這種閱讀力要進步，需透過更多的閱讀和正確的閱讀策略。近年來由於資
訊媒體研發快速進步，形式出陳推新，文字量與取得方式和傳統閱讀差異很大，因此本校在推動閱
讀方面採取多元閱讀模式。我們將在第50期閱讀報各主題中，呈現本校推動多元的閱讀策略，透過
不同面向的閱讀活動，考量學生的多元智慧與潛能，提供學生不同的資源和平台，以期讓學生自我
發展有效的閱讀策略，從閱讀中拓展視野、探索世界。

點閱:15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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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羅素看閱讀

伯特蘭‧羅素(哲學家)

閱讀將使我們與偉大的人物為伍，生活於對崇高思想的渴望中，

在每一次困惑中都會被高貴和真理的火光所照亮！”

著名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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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透過讀報指導共同寫作

基隆市中山國小 廖月琴老師

本文摘要

選擇國語日報的「黑婆婆總是失眠」作為文本，利用四個句子：「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黑婆婆總是失眠」、「對抗失眠的方法」、「黑婆婆看醫生」，在文章中不同的排放順序，
會有不同的寫作方式。

如果詢問老師，最不想批改的作業是哪一項？十個應該有十一個會說：「作文！」是的，尤其是三
年級的小朋友，剛接觸寫作，還脫離不了「回答問題式作文」的模式。從三上的「看圖作文」、
「國語日報文章仿寫」，到三下每次作文教學均會先擬定寫作大綱，印好、剪好貼在本子上，每一
段先口頭提示，再請小朋友口頭「說」作文，本想這麼「清楚又詳細」的說明，回報我的，沒有
「詞句優美」至少也要「文辭通順」吧！沒想到我批改痛苦，小朋友修改也痛苦！因此這次的作文
教學我選擇「共同寫作」，期望經由同學間互相觀摩、討論，達到學習的目的。

 

  

選擇國語日報的「黑婆婆總是失眠」作為文本，利用四個句子：「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黑
婆婆總是失眠」、「對抗失眠的方法」、「黑婆婆看醫生」，在文章中不同的排放順序，會有不同
的寫作方式。請小朋友先利用晨讀時間閱讀文中的三篇文章，並請小朋友以紅筆圈出各篇中的四個
句子。在第一節作文課中，請小朋上台排放第一篇文章中四個句子的順序，再全班朗讀並檢視、討
論順序是否正確，接著第二、三篇文章重複練習，小朋友很快發現：第一篇關鍵句子是分散的、第
二篇集中於前面段落，第三篇則落在最後。第二節課分組練習，三人一組，每組發給一張A3白紙、
四句印好的關鍵句，請各組先討論內容安排、關鍵句的排列順序，寫在A3紙上，接著每組上台分享
自己的創作，老師及同學給予建議，每組再修改後寫在A4紙上，最後畫上插圖作為加分。

為了讓同學能藉由觀摩而學習到其他人的優點，在有人抗議別組同學「偷看、偷聽」時，並沒有特
別制止，除了希望激發同學的創造力，「模仿」也是很重要的一種學習方式。有的組別按部就班、
分工合作，有的說的多寫的少。看到同學們在發表時哈哈大笑，台下的同學也會做出評論，這樣的
學習方式一定勝過我苦口婆心的作文評語，不同的作文課希望帶給同學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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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英語閱讀在中山

基隆市中山國小 王雁音主任

本文摘要

我較常應用的閱讀引導方式也包括讀故事給學生聽，學生邊看著書，邊聽著老師說故事，讓學生沈浸在故
事的劇情發展中。當學生可以開口讀英文時，老師也可以請學生跟老師一起讀，讀的方式是漸進式的，例
如學生與老師分讀一部份的故事內容，或是由學生讀某一角色的文句，師生共同完成朗讀故事，如此老師
可以瞭解學生哪一部份較不會讀，而給予加強，同時也達到口語教學部分，事實上，朗讀及跟讀可以幫助
學生了解字形與字音的關連，及故事中角色說話的語氣及情緒，這些閱讀活動對學生聽與說的能力有相輔
相成的效果。

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發現，通往未來美好的必經之路即是閱讀，而且越早啟蒙越好，而知名學者Smith也強調越

早培養閱讀習慣有助於提升第二語言或外語能力。近年來國內外學者更大力提倡「廣泛閱讀」，因為藉由大量

的閱讀輸入，能提升閱讀能力並啟發學習慾望，同時練習閱讀課中所學的閱讀技巧、體驗日常生活的真實閱

讀，因此廣泛閱讀被視為增進閱讀能力以及世界知識不可或缺的方法，而我們學校也早已將英語閱讀，視為英

語學習課程中的重要一環。
現在就讓我們來談談中山的英語學習；在新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明訂國中國小「兩階段的教學同時注重聽、
說、讀、寫」由此可見，在國小階段仍有必要漸進式的引導學生閱讀英文。有鑑於此，中山的英語護照學習和
背誦則是我們進入閱讀前最基礎的能力養成，這是本校3-6年級小朋友每天都要進行的學習項目之一，而且行之
有年，再者一學期三次的護照測驗，更會在學期末時頒發獎狀及禮物獎勵護照三次滿分的同學，因學校的重
視，就連班導師也成為督導學生學習英語的那重要推手。

繼續我們說到中山英語訓練教材，連著幾任校長對英語教學的重視，本校在雷新民主任的積極研發和推動下，
不僅收錄了教育部頒布的常用英語單字千字表，同時也提供了多篇的故事、朗讀稿和國小應屆畢業生必備的160
個單字、基本句型等學習內容，並在主任的細心編排下按照能力，區分為250字、500字、750字和1000字等不同
的級別，提供給本校三年級以上的學童一人一冊，外加本書的學習光碟一片（光碟的製作和程式編寫也由雷主
任提供），主要供給學生背誦學習，學生可依自己學習的速度和能力參加每年學校舉辦的英語單字挑戰賽，這
項單字挑戰賽儼然已成為本校每年的大活動之一，綜合上述的英語護照和千字挑戰賽的學習活動，在在都提供
了學生在進入英語閱讀前的先備經驗。

我總是在
開始進行
英語閱讀
時，首先
搭配由楊
耀琦老師
出版的
「Teaching
Sight
Words 閱讀
初階220個
英文常用
字教學」
一書，做
為我帶領
孩童們進
入閱讀的
起點。

「哇！
原來英
語故事
這麼有
趣，我
都不知
道，這
是我看
過的書
中最有
趣的其
中一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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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校今年的應屆畢業生，全數都在第一次測試中以80分以上的高分通過160個單字和20個基
本句型的檢測，這樣的表現給了學校和老師們大大的安慰，也顯示出學校多年來的堅持，已將這樣的傳統深植
於學生的心中，而學生們也於日常生活中養成英語單字和句型的背誦能力。

   說了那麼多本校在推動英語教育的努力，其實最終的目的也是希望學生在日後面對英語閱讀時較能很快的上
手。其實大家都知道，國小學生初次接觸英文讀本，老師應循序漸進的引導出閱讀興趣，不要太刻意『教』生
字或句型文法，要多用較自然方式，讓學生接觸讀本，學生才較有機會累積正面的英語閱讀經驗，對往後學習
也才會較有幫助。但在實際教學現場上，我卻常發現多數的學生不主動英語閱讀的原因，並不是不喜歡閱讀而
是看不懂占絕大因素，因此，我雖同意快樂學習和以學生學習興趣為重點來慢慢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閱
讀時常見的單字還是有必要事先儲備，也因此，我總是在開始進行英語閱讀時，首先搭配由楊耀琦老師出版的
「Teaching Sight Words閱讀初階220個英文常用字教學」一書，做為我帶領孩童們進入閱讀的起點。而在進行
sight words的教學時，我們是利用遊戲的方式讓學生在最自然的氛圍下記住單字，再進行簡單的短文閱讀，所以
我認為單字的學習與閱讀，仍是有相關連的絕對關係。

接著，對教初學者閱讀我常使用的另一個題材是圖畫豐富的繪本，因為圖片較多、文字較少、且訊息十分清楚
的童書來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藉由接觸簡易的閱讀材料，以達到閱讀的興趣並自然體驗語言的不同形
式。而針對高年級學生，我們就會選讀文字較多圖片較少的故事讀本，而在進行故事讀本教學時，我更開放的
引導學生可用中文討論，老師再適時給予學生故事中重複出現的英文文字或文句進行仿寫，以加深學習效果。

再者，我更運用小組學習教學模式讓學生進行合作學習，同時藉由同儕互相學習的方式，已達到獨立閱讀

的目的，這些策略不只能提昇學生的閱讀理解，也提供機會讓學生學會監控自己的學習與思考。小組合作學習

教學的流程更對各種不同背景學生都有幫助，如能力差的同學可以藉由分組討論的過程中了解故事的內容，而

能力強的學生更可在討論的過程一面幫助成就較低的同學，一面與同學互相激盪出不同的精彩，而這學期我為

了延伸小組學習的最大效益，更將英語共讀書籍讓學童帶離英語教室，讓學生於下課後能可自行閱讀，並尋求

組長或其他組員的幫助，徹底的完成讀本閱讀學習。

 除此之外，我較常應用的閱讀引導方式也包括讀故事給學生聽，學生邊看著書，邊聽著老師說故事，讓學生沈

浸在故事的劇情發展中。當學生可以開口讀英文時，老師也可以請學生跟老師一起讀，讀的方式是漸進式的，

例如學生與老師分讀一部份的故事內容，或是由學生讀某一角色的文句，師生共同完成朗讀故事，如此老師可

以瞭解學生哪一部份較不會讀，而給予加強，同時也達到口語教學部分，事實上，朗讀及跟讀可以幫助學生了

解字形與字音的關連，及故事中角色說話的語氣及情緒，這些閱讀活動對學生聽與說的能力有相輔相成的效

果。

    最後，我要分享一個簡單的感動，最近一位六年級低成就的學童，在上完了一本英語故事讀本後，竟開心的
在課堂中對我說：「哇！原來英語故事這麼有趣，我都不知道，這是我看過的書中最有趣的其中一本。」這樣
的告白也引起多位同學的回應，更給足了我莫大的回饋。其實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要的真的不多，只要學生
願意學習、樂在其中，就是送我們最好的禮物。

點閱:11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50 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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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如何增進學生閱讀數學應用題理解能力

基隆市中山國小 陳瀅伊老師

本文摘要

建議如果閱讀理解力較弱的學生，可以搭配畫圖策略一起使用，就是將題意用圖畫來呈現，請

學生依文字畫出「畫面」，也就是將抽象文字用具體的圖呈現，記得告訴學生不需要畫的過於

精細，用簡單的圖形表示就好，才不會模糊焦點，別花太多時間在畫畫，焦點仍要放在理解。

實際的教具操作一次，也是具體呈現的好方法，拿出糖果帶領學生分裝在盒子中，除法概念很

具體，題意也真實呈現，理解力自然提升。

      在教學過程中不難發現，學生在面對數學應用題時，會出現三大問題，第一、中、低年級學生，假如

第三單元是教除法，只要遇到任何題目，沒有經過閱題，直接抓到數字就除；第二、高年級學生題目中已

混雜四則運算，唸完題目後，就只好加減乘除胡亂猜一通；第三、學生很努力的唸完題目，已經念了兩三

次，每個字都念對，但仍不知題意，無法作答。數學應用問題，雖然不像閱讀測驗和繪本內容這麼長，只

有四、五句簡單敘述，但許多學生仍常常「有看沒有懂」。

      也因為數學應用問題的敘述短，字句描述簡單，老師或家長可以用一些策略來增進學生的理解能力。

在進行策略前要先確認幾本能力：學生要能識字並且唸讀題目流暢，如果唸讀不夠流暢，也會影響理解

力，需要先練習流暢性再使用策略。策略步驟如下：

（1）    請學生先將題目唸讀一遍，唸完後詢問是否理解？如不理解可以請學生再念一至二遍。

（2）    依據念的題意反問學生：「爸爸帶多少錢？」「弟弟身高幾公分？」「小明比較高還是小華

比較高？」幫助學生稍微喚起對內容的記憶。

（3）    學生通常對於題目中的數字比較敏銳，請學生圈出需要用到的數字，例如：「100元」、「2
時30分」、「3685公里」，需連同單位一起圈。

（4）    圈出關鍵字，找尋題目中可以判斷加減乘除的字，例如：「共有」、「比較」、「30天」、

「分裝」，再搭配加減乘除的概念去對應，可以和學生一起分類哪些關鍵字是加法？哪些關鍵字是

乘法？有哪些關鍵字是例外？

（5）    在關鍵字旁做加減乘除記號，有些兩步驟的題目更需要將記號做好，列式時才不需要再重新

閱題。

當前置準備工作都已經完成，很快就能夠將數字和符號正確列式了！

建議如果閱讀理解力較弱的學生，可以搭配畫圖策略一起使用，就是將題意用圖畫來呈現，請學生

依文字畫出「畫面」，也就是將抽象文字用具體的圖呈現，記得告訴學生不需要畫的過於精細，用

簡單的圖形表示就好，才不會模糊焦點，別花太多時間在畫畫，焦點仍要放在理解。實際的教具操

作一次，也是具體呈現的好方法，拿出糖果帶領學生分裝在盒子中，除法概念很具體，題意也真實

呈現，理解力自然提升。

      這些策略一開始需要老師或家長陪同反覆的練習，即使低年級單元每一題都是加法，還是需要不厭其

煩要求做到，學生才會養成閱題找重點的習慣，也才能建立正確的概念，等到高年級四則運算混淆時，就

能夠很清楚自己應該如何解題了！數學能力是不斷累積，基礎打的穩健，是非常重要的！

點閱:90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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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AD%E5%B1%B1%E5%9C%8B%E5%B0%8F++%E9%99%B3%E7%80%85%E4%BC%8A%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3/home/50/5004/p3.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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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期

圖書館利用教育

親子共讀

基隆市中山國小 魏燕椿老師

本文摘要

作家汪培珽曾分享：「很多父母都是這樣想的：孩子還小，等我們什麼什麼的時候，再怎麼怎麼樣。三歲小嗎？八歲
如何？八歲還是太小，十二歲如何？而機會，常常都是在等待中失去的。從孩子的三歲到十二歲，唯有這黃金的十
年，⋯⋯你可以前一秒鐘跟他像好朋友般說話；後一秒鐘，他卻可以帶著天使般的臉龐依偎在你的懷裡睡著。如此美
妙的特別感覺，父母只有十年可以享受，一旦錯過，機會永遠不會回頭。」

根據研究發現：「六到十二歲是閱讀的豐沛期，就像一塊海綿，遇水即吸，不限題材，不拘類別，凡是新鮮的、有趣

的，他們都喜歡！」而六到十二歲正值小學階段，因此，如果父母能在孩子的小學階段，讓孩子養成閱讀習慣，能為日後

終身學習立下良好的基石！

　　父母該如何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呢？首先，要培養孩子對書的感覺：父母要以身作則，建立愛書人的形象；讓孩子體

會書是有生命的，關於這方面，推薦父母可以陪孩子閱讀“The Fantas�c Flying books of Mr. Morris Lessmore”（中文繪本

名稱：“神奇飛書”）這本書；這本書是在一次的研習中，由「全國創意教學獎得主」顏如禎老師分享的，故事內容由

「2012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改編。我和許多父母和孩子分享，無論是父母或孩子都深受感動，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陪

孩子閱讀這本書，共同分享自己的感動！

其次，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還需突破閱讀的障礙：父母要以身做則，別一有空就打開電視，更不可以利用電視來打

發孩子；坐在電視機前，時間總在按搖控器的指間中悄悄流逝。另一個最難應付，也最令父母頭疼的問題應該是「電玩遊

戲」；我想父母可以和孩子約法三章，我的作法是，和孩子約定，只要孩子把自己該完成的事、把想閱讀的書籍〈會先和

孩子一起選擇每週想閱讀的書籍〉閱讀完後，在不傷害視力的前提之下，我會同意孩子玩電玩遊戲；我不會使用命令或強

迫的方式，以免讓孩子討厭閱讀、造成反效果。父母也要多為孩子選些有趣的書、提供適合孩子程度的讀物，陪孩子讀

書。最後，可以保留專門的讀書時間〜全家一起來閱讀，時間不需太長；根據專家統計，一般人平均每分鐘可以看三百

字，經過計算，若每天閱讀十五分鐘，一年約可讀完二十本書。

 
 

父母該如何陪孩子讀一本書呢？父母可以參考由法蘭西斯•羅賓遜（Francis Robinson）提出SQ3R閱讀法；其中，Ｓ

是Survey（瀏覽），先翻看書的基本資料、Ｑ是Question（發問），參考書的標題，提問問題、３Ｒ分別是Read（精

讀），掌握重點或細節、Recite（背誦），不看書，用自己的話回答問題、Review（複習），回顧整本書。在陪孩子閱讀

完書籍，還可以配合閱讀遊戲；例如：

☆有問必答〜親子共讀之後，可以由父母根據書籍內容提問，孩子回答；也可以由孩子提問、父母回答，增進親子

互動。〈SQ3R 閱讀法中的第二個R－Recite〉

☆故事接龍〜閱讀書籍之後，和孩子一起進行書籍內容的「故事接龍」〈SQ3R閱讀法中的第三個R－Review〉。

☆超級比一比〜可以和孩子來場「篇名大考驗」的超級比一比。

☆釣魚遊戲〜製作釣魚遊戲用的釣竿和魚，並將書中的成語寫在魚身，讓孩子將魚釣起，用魚身的成語來進行造句

練習。

☆畫中有話〜以托爾斯泰的著作“兩兄弟”的故事來說，可以讓孩子進行「晝中有話」，將故事的發展順序畫下來。

☆寫作遊戲〜以矢玉四郎的著作“晴天有時下豬”來說，可以在讀完書籍後讓孩子寫一寫「明天日記」。

☆故事急轉彎〜以史達柯頓的著作“美女還是老虎？”來說，可以讓孩子改寫故事或續寫故事的結局。

作家汪培珽曾分享：「很多父母都是這樣想的：孩子還小，等我們什麼什麼的時候，再怎麼怎麼樣。三歲小嗎？八歲

如何？八歲還是太小，十二歲如何？而機會，常常都是在等待中失去的。從孩子的三歲到十二歲，唯有這黃金的十年，

⋯⋯你可以前一秒鐘跟他像好朋友般說話；後一秒鐘，他卻可以帶著天使般的臉龐依偎在你的懷裡睡著。如此美妙的特別

感覺，父母只有十年可以享受，一旦錯過，機會永遠不會回頭。」我深有同感，因此，我珍惜所有可以和孩子共處的時

光！更愛和孩子一起閱讀！若父母能用心陪伴，讓孩子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我認為這將會是孩子一生之中，從父母手中

收到最珍貴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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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

西班牙 陳恬恩小姐

電子書改善了人們閱讀的狀態，網路書店變更了購書方式，實體書店逐漸式微在世界各地
成了不可擋的趨勢。但很多人仍覺得實體書店是社會的文化的ㄧ部分，也是人們記憶的寶
庫，應該受到重視，努力保存他們。

這幾個月來，在朋友的版面連續看到許多家實體書店結束營業的訊息，有些是我常去
的，覺得十分很惋惜，但多數人，包括經營者都無能為力，只能感嘆一番而已。我因為
移居海外，對書店有些不同的經驗，姑且閒聊幾句。

我現在住的地方是書店街，並非街名為書店，而是整條街幾乎都是書店與文具店，這些
店都是幾十年或百年老店，門面素樸，裡面十分深、廣，生意並非一直都很好，但總能
維持下去！西國人在歐洲不算很愛閱讀的ㄧ族，西文書的流通量在世界也不算高，這些
老書店怎都維持得下去？市區裡很多服飾店、餐廳、補習班等東一家、西一家的歇業，
這兒的經濟景氣還真有跌到谷底的感受，老書店卻能如老咖啡店一般屹立不搖，確實很
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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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店的關鍵大家都知道，在利潤，….至少要能收支平衡，書店維持利潤的方式不外乎銷
售量與定價。學生是買書的重要族群，以亞力(幼稚園)為例，他上此地很好的私立教會學
校，一年需繳交給學校的費用不超過400歐(含捐助)，但是買教科書的費用要300歐元(小
學要600歐)，而且是家長親自到書店去買，買學校指定的出版社編輯、印製的教科書，教
科書圖文並茂，內容都非常有意思，我聽說過家長間流傳小朋友的舊制服，卻沒聽過流
傳舊教科書的，大家都乖乖每年在書店購買。

亞力每週都從學校帶書回來閱讀，那是他自己在教室選的，我看書籍有新有舊，可以
說，學校定期在更換學生閱讀用書，接送小孩的時候，經常看到小小孩抱著一本書(因為
他們沒書包)，似乎多數小孩從很小就喜歡看書…. .因為書看來確實都有趣！我另一個學生
每次來上課，回家的時候都要拉著媽媽進書店看看，這真是令人驚訝，那個小朋友其實
還不識字，根本不會「閱讀」，但書仍對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原來….他喜歡立體書，
西文立體書的製作十分精美，價格也公道，小朋友樂於存他的零用錢買這些書。

小說是大眾閱讀的大宗，西文界的小說家也不少，但是小說多半十分厚重，很多人選擇
閱讀電子書，但是實體書店的小說仍有一定的銷售量，原因是出版社會印製很漂亮的精
裝本，紙本書小說多半是供收藏用的。人們若是喜歡一本書的內容，多半樂於買一本紙
本書收藏，這真是有意思！而書店會把這些精裝書佈置成很有特色的櫥窗，吸引愛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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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市區裡也有如台灣誠品書店一樣的綜合型大書店，但是這兒一般書店很多，而且有
分類，譬如賣工程類別、醫學類別、法律類別……，兒童用書店也有幾家，文具店也是
五花八門。最重要的事情來了──賣書的利潤，我聽說，書店賣書的利潤定為40%，這是
政府規定的，保障這個行業的法規。

到義大利、德國、英國等地時，都會注意一下書店的情況，似乎每個書店經營的方式都
有他自己的風格，有個書店雖然看起來小小的，卻會如大書店一樣辦些介紹書，或請作
者現身說書的活動，參與的人挺多的呢，這樣的書店能說他不是文化嗎？整體而言，實
體書店需要經營出….除了買到書以外的價值來。

目前我還無法閱讀西文書，因此只能望書興嘆，但是我朝著能閱讀勝於能言語的方向努
力，才不會入寶山空手而回。

 

感謝 陳恬恩小姐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相片拍攝地點為西班牙馬德里附近Valladolid小鎮之書店

圖文原發表於201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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