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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2015年世界書香日--書架【104年4月】

滄桑如此，已載滿歡樂亦辛酸。書要藏更要看，歡樂在「看」而不在「藏」，要不，一架子書囚耳，也不知人囚書抑書囚人？徒
惹辛酸！——你問我關於我的書架的事，我想起魯迅小說裡孔乙己那句話：「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傅月庵

輪值主編：基隆市碇內國民中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傅月庵──書架 / 資深編輯人 傅月庵先生
〈空手把鋤〉5之3 / 作家 向陽
104年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海報(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2015春天讀詩節(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主編的話

肯「碇」自我 、「內」心有愛 –讓閱讀開啟國中學習的無限可能 / 基隆市碇內國中 王淑芬校長

名人看閱讀

張曼娟看閱讀 / 基隆市碇內國中 輯

策略擂臺

從新聞閱讀中建構文章理解及提升字辭章句之能力 / 基隆市碇內國中國文領域 吳淑娟老師

杏壇尖兵

突破紙本囹圄，邁向「BOOK」思議之旅 / 基隆市碇內國中 設備組長 張沛軒老師

閱讀寶庫

碇內國中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展網站連結 / 基隆市碇內國中 輯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畫線、畫圖、學國文──閱讀技巧對國中國文的學習輔助 / 基隆市碇內國中 楊心怡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閱讀、悅讀 / 基隆市碇內國中 設備組長 張沛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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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傅月庵──書架

資深編輯人 傅月庵先生

本文摘要

感謝 作家傅月庵先生授權本報轉載圖文。原發表於1040504聯合新聞網-閱讀-【讀‧書‧人 專欄／傅月庵】

 

作家簡介

傅月庵

資深編輯人。台大歷史研究所肄業，曾任出版社總編輯，二手書店總監，以「書人」立身，間亦寫作，筆鋒多情而不失其識見，文
章散見兩岸三地網路、報章雜誌。著有《生涯一蠹魚》、《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天上大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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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87%E6%B7%B1%E7%B7%A8%E8%BC%AF%E4%BA%BA+%E5%82%85%E6%9C%88%E5%BA%B5%E5%85%88%E7%94%9F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50209/home/di61qi-104nian4yue/fu-yue-an/2.jpg?attredirects=0


我的書架幾經滄桑。

架上的書，最多曾近二萬本，那是1990年代，還在念研究所之時，貪多務得，麤細不擇，只要跟研究主題那怕僅有一點點想出來的關
係，也都要扛回家。書架自然放不下，地上疊排成堆，堆堆相連，宛如昔時舊書店。

書架不夠用，幾乎是宿命。少年十五二十時，蝸居半坪大仄室，及肩角鐵書架自然不足，木箱裝谷崎潤一郎版《源氏物語》遂拿來擱
腳，至今想來猶有「土豪」快感。彼時床頭書常疊，多半幾十本租書店租來的漫畫書，這裡堆那裡堆，簡直睡在書堆裡了，卻也不覺得
窄，怡然！36歲父親中風，搬回老家照顧，發狠買了七座書櫃，材料很一般，架式卻很嚇人，貼壁穿堂排過去，足足10多公尺，一座座
擺滿滿，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分門別類，琳瑯滿目，卻還是不夠，書桌旁，電腦邊，依然疊滿滿！

結婚後，一間屋子兩人住，不好任性自使，裝潢時卻厚顏先說好，家中無客廳，客廳即書房。四壁皆成架，卻僅容得下數千本。老家舊
書，某年某月某日想開了，擇存若干，其餘全散。散書之日，二手書店友人來了三位，捆綁一整個下午，堆得客廳、樓梯間走不了人。
「最是倉皇辭廟日，揮淚對宮娥」，昔人與愛書訣別時愛用這句子，我沒有，只覺得天寬地廣，去了會再來，繼續玩！

愛書也寫過幾本跟書有關的書，遂被冠以「藏書家」之名，實則40歲之後，全然「不藏書家」，讀過看過足矣，送得掉的，友人開口要
的，一概出清！至若所謂「珍本古籍」，也有過，尸位素餐二手書店前後，辦過幾次公益拍賣，值錢的幾乎都送走了，換錢濟貧，其樂
融融。不覺得可惜嗎？倒也沒太大罣礙，偶而想起，追憶冊葉英華，心頭癢癢，甚至比一卷在手還有趣。「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
如偷不著」，人間搜聚之事，大約如此。曾經我眼，足矣。

書架多了，擺上桌椅，便成書房，也稱書齋，至此花樣更多，至少一個齋名是跑不掉的，於是絞盡腦汁，想了又想，然後刻章——「吾
之軒堂樓館，皆於圖章上起造」，文徵明不說過嗎？——然後架上書亂取亂蓋，邊蓋還邊亂寫，號稱「題署」「跋記」。於此，塗鴉都
成雅癖，實則本質無二，隨性亂來耳。

吾家書齋，初名「西河堂」，自然與本姓有關：林氏源起西河；後來稱「半不肯齋」，用的是洞山良价禪師「半肯半不肯」他的師父雲
巖禪師典故：「為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為了詮釋，又刻了「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兩方
章，一白底朱文，一朱底白文，書前書後蓋透透，彷彿凌雲有志，但為時不過月餘，嫌累，束諸高閣，再不起造了。

滄桑如此，已載滿歡樂亦辛酸。書要藏更要看，歡樂在「看」而不在「藏」，要不，一架子書囚耳，也不知人囚書抑書囚人？徒惹辛
酸！——你問我關於我的書架的事，我想起魯迅小說裡孔乙己那句話：「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

點閱:174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1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空手把鋤〉5之3 / 作家 向陽
104年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海報(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2015春天讀詩節(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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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空手把鋤〉5之3

作家 向陽

本文摘要

轉載自：向陽 粉絲專頁 1040114發表
感謝 作家向陽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沿著這樣的脈絡，傅大士的偈語因而可解。

這首偈句說的就是《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無所住，按照《金剛經》的法要，就是不住於四相(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因為這些都是
「非相」，必須離開這些非相，才不為虛妄所迷惑，而得到實相。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說的是心，心中如果沒有鋤頭、水牛等諸「相」的存在，則抓著鋤頭也如空手，騎著水牛也如步行，可以自在灑脫，不被鋤頭或水
牛所限制，如此一來，萬法皆不住於心，就不被虛妄的諸相所弄。──〈空手把鋤〉5之3 

點閱:8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1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傅月庵──書架 / 資深編輯人 傅月庵先生
104年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海報(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2015春天讀詩節(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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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104年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海報(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104年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海報(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點閱: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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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傅月庵──書架 / 資深編輯人 傅月庵先生
〈空手把鋤〉5之3 / 作家 向陽
2015春天讀詩節(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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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2015春天讀詩節(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點閱:13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1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傅月庵──書架 / 資深編輯人 傅月庵先生
〈空手把鋤〉5之3 / 作家 向陽
104年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海報(圖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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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肯「碇」自我 、「內」心有愛 –讓閱讀開啟國中學習的無限可能

基隆市碇內國中 王淑芬校長

肯「碇」自我 、「內」心有愛 –

讓閱讀開啟國中學習的無限可能

基隆市碇內國中  王淑芬校長

    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我的孩子在小學時還會讀課外書，但上了國中，似乎找不

到時間閱讀課本以外的書。」有感於國中生在閱讀教科書以外的時間愈來愈少，因

此，如何透過學校的安排，引導學生接觸課本以外的書籍、進而培養閱讀習慣，讓書

本成為孩子生活中另一個重要的陪伴，學校在課程規畫上更顯關鍵。

    碇內國中在閱讀課程面向上，掌握「細水長流」原則，從晨讀時間開始，讓書本

中一個個精彩的故事開啟學生的一天；而圖書館書籍期刊設備的充實，以及閱覽室的

安排，則是提供學生一個溫馨友善的閱讀空間，藉由活動設計與獎勵，引發學生進入

書海世界的動機；閱讀寫作課程的安排則是讓學生從讀的角色，逐步調整為寫作的觀

點，過程中任課老師透過校內閱讀理解策略的研習，共同討論適合的教學及引導寫作

策略；最後結合數位與閱讀是學校的新嘗試，期待書籍簡介與數位科技的結合，能引

發學生更多探索書本的樂趣。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書籍是波濤航行中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貴的

貨物運送給一代又 一代。」希望碇中的孩子在書本中，找到更多肯「碇」自我、

「內」心有愛的能量。

點閱:9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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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張曼娟看閱讀

基隆市碇內國中 輯

張曼娟，台灣作家，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在孩子心中種植一棵閱讀樹，這棵樹將在孩子生命裡茁壯繁盛，綠葉成蔭，庇護著他們躲避世間
的焦荒，得到安靜的清涼。」－張曼娟《親愛的閱讀樹》

讓我們一起努力！

點閱:8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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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從新聞閱讀中建構文章理解及提升字辭章句之能力

基隆市碇內國中國文領域 吳淑娟老師

文學作品中有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透過作品閱讀可以理解古今風俗民情、個人情感、現實生活、社會脈動，甚至政治上勸諫的話語，而今日常
生活中的新聞寫作則融合了以上文學素材，所以可以作為閱讀理解的教材。

由於新聞具有公平、客觀性法則，寫作時要具體化，所以新聞寫作手法有『5W1H』的原則，即Who（什麼人）、When（在什麼時候）、Where（什麼地方）、
What（發生什麼事）、Why（為什麼發生）和 How (如何發生與經過)，這也是平日在閱讀課程中筆者希望學生能找到文章線索的初步方式。

以下是筆者試著在七年級國文課操作「新聞閱讀」到結合「新聞標題寫作」的歷程與大家分享。

第一步：在網路上初步篩選所要的新聞，將不同類型的新聞擷取下，但筆者會先將新聞標點「隱去」，因為新聞標題通常已涵括整則新聞的重點，為了能讓學生再繼續進行
閱讀練習，最好能先遮住新聞標題。

第二步：先講解新聞寫作『5W1H』的原則，再請同學閱讀該則新聞內容，並找出新聞中有運用到『5W1H』的部分，並以自己的口語簡化出該則的重點。

第三步：理解整則新聞的重點後，會請學生在反思的過程後擷取文章重點，然後寫出十五個字內的新聞標題，到此步驟後筆者會請學生進行分享，並請大家討論同學敘寫的
標題是否能涵蓋該則新聞主題。當然亦有學生寫作的標題無法清楚地呈現該新聞重點，因此要一起集思廣義為何該標題不能完全符合新聞寫作的規準。

第四步：分享完同學的作品後，筆者會揭示原先隱去的標題，讓同學了解原新聞寫作的作者如何呈現完整的新聞。

以上為筆者擷取網路新聞，藉以讓學生練習閱讀理解，並下標題的講義內容(圖片一 氣象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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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筆者擷取網路新聞，藉以讓學生練習閱讀理解，並下標題的講義內容(圖片二  關懷愛滋)

以上為筆者擷取網路新聞，藉以讓學生練習閱讀理解，並下標題的講義內容(圖片三  忠犬故事)

   另外，分享學生作品內容：

針對第一則氣象新聞：

陳同學「東北季風南下，溫差變化大」；申同學「全臺溫差大！出門請添薄外套」；羅同學「東北季風挾帶豐沛水氣，週四抵臺」；江同學「東北季風南下，日夜溫差
大」；詹同學「週四開始東北部天氣轉涼，雨勢增大」。

針對第二則關懷愛滋兒童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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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同學：「關懷愛滋病患，不能沒有你」；王同學「伸出援手，幫助愛滋寶寶」；吳同學「關懷愛滋，發揮愛心，不能少了你」；管同學「關懷愛滋兒童，維護愛滋患者權
益」；王同學「關懷愛滋兒童，伸出正義援手」。

週四東北風挾雨南下 北部將濕冷

關懷愛滋寶寶 不能沒有你

主人吐血不治　忠犬死守家門

台大生為客試鞋 體驗蹲低新視界

以上為四則新聞原先的標題

 

 

 

進行相關課程時的照片(一)

 

 

進行相關課程時的照片(二)

 

 

附註：這是個從新聞閱讀再進一步提升字辭章句能力的實驗課程，筆者認為取材方便為優點，也更能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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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突破紙本囹圄，邁向「BOOK」思議之旅

基隆市碇內國中 設備組長 張沛軒老師

        1996年OECD所舉辦的PISA測驗中，臺灣整體學生閱讀素養從2006年平均分數496，排名第16，
到2009年平均分數495，排名第23，最新2012年平均分數523排名第8。06、09年幾乎無差異，但12年
的分數提升幅度有所成長，可見教育部從民國94年開始積極推動閱讀計畫已得到初步成效。

        但現在的學生雖然認同閱讀的重要，但卻沒有養成好的閱讀習慣，也因此導致閱讀量的不足和

閱讀理解能力低下。因此，如何利用學生最感興趣的手機行動裝置來引起他們閱讀的興趣是重要的

課題。跟據統計，大部分的學生都認同閱讀對於文意理解很重要，也認為閱讀會直接影響到各科的

學習狀況，但是在問到關於閱讀習慣時，大多數的同學都只是被動的配合學校推動的晨讀活動，且

有部分同學在執行時還會容易因為各種外力干擾而分心。而有部分同學反應，不知道要如何找到自

己感興趣的書籍，因此讓我們有了將閱讀結合電子產品的想法。

        在眾多的方式中，本校學生因為QR Code的快速連結、普遍性及便利性而嘗試將其結合在閱讀引

導上。他們先將推薦圖書的相關訊息：如作者、大意、讀後感等打成文字，並且將其轉成ＱＲ Ｃ

ｏｄｅ，提供同學們掃描後就可看到書本簡介，並且可以針對自己有興趣的書籍去圖書館進行借

閱。同時，也鼓勵看完書的同學也能上網提供自己的感想及推薦，分享彼此的感受。為了讓更多同

學能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培養閱讀習慣，因此由本校的部分同學先進行好書推薦。並且利用早自習的

時間進入各班進行宣導，希望將此一訊息讓更多的同學能知道。再透過教師在課堂中的協助，期待

在碇中校院捲起另一鼓風氣，展開一場不可思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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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碇內國中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展網站連結

基隆市碇內國中 輯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館藏查詢

碇內國中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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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畫線、畫圖、學國文──閱讀技巧對國中國文的學習輔助

基隆市碇內國中 楊心怡老師

  面對自幼即大量接觸電視、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滑世代」，想培養其閱讀長篇文字的耐
性，可以讓孩子們說出感興趣的人事物，投其所好、挑選相關的閱讀材料，引起主動閱讀的興趣。
許多孩子並不排斥閱讀，也能從中感到樂趣，但懶得思考，抓不到文章重點，遑論透過閱讀經驗來
提升自我的知識與能力。

  閱讀是語文教學的核心之一，是其中重要的教學活動，同時是各學科領域的基礎學習能力。然
而，閱讀並非語文教學的全部，聆聽、口語表達、辭彙應用與寫作皆為語文教學的核心。現行各版
本國中國文的文本中常會呈現許多訊息，尤其是面對長篇大論的文章，在時間、精力都有限的教學
現場，就得讓孩子養成在最短時間內抓到重點和摘取大意的能力。

  在國中國文的文本中，常見開宗明義就闡明主旨，或在最後將重要主張做總結，因此，可以先
讓孩子練習把握文章的開頭與結尾。其次，可以透過刪除重複、明顯不重要的訊息，去蕪存菁，將
保留的訊息透過個人的理解加以整理。而訓練孩子發現文本訊息、加以詮釋、進而提出見解的過
程，圈詞畫線、畫概念圖示，如：樹狀圖、心智圖，是既簡便又實用的閱讀技巧。

  以琦君〈下雨天，真好〉一文為例，文本超過千餘字，以「下雨天，真好」為主線，貫串和雨
相關的人與事。要幫助孩子在短時間內將這篇文章的重點進行有系統的整理，可以先從文本中找出
關鍵字句，再透過口頭問答來聚焦思考，最後化為文字書寫記錄。

  在教學活動開始時，先列出引導孩子思考的提問，給予明確的指令時間進行尋找關鍵、討論與
發表。

問題一：從題目〈下雨天，真好〉可以推測文章內容跟什麼有關？主要表達什麼樣的情緒？
先圈出關鍵詞，再加以說明。

問題二：根據問題一的答案，找出第一段的關鍵句，劃線標明。再根據關鍵句，說明段落大
意。

問題三：根據問題二的答案，找出第二至六段的關鍵句，劃線標明。再根據關鍵句，說明段
落大意。

問題四：根據問題三的答案，說明第二至六段有什麼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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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根據問題二的答案，找出第七至八段的關鍵句，劃線標明。再根據關鍵句，說明段
落大意。

問題六：根據問題五的答案，說明第七至八段有什麼關聯？

問題七：根據問題四的答案，說明第二至六段跟第一段有什麼關聯？

問題八：根據問題六的答案，說明第七至八段跟第一段有什麼關聯？

問題九：根據前列問題的答案，本文的主旨是什麼？

問題十：根據前列問題的答案，畫出本文文意的重點圖示。依問題的順序，分層分枝構圖。

  前列問題一至三，運用了圈詞畫線的閱讀技巧，先按部就班找出關鍵字句，再推知段落大意。
也可視情況，先給予段落大意，再找出與段落大意關聯密切的字句。在討論過程中，如果孩子無法
掌握完整的文意，可以由同儕補充、或給予更多的引導。討論結束時，必須整理並總結精確的文
意。當孩子循序漸進完成前列問題一至九，就能瞭解全文結構的組織脈絡。最後可以根據問題十的
回答情形，適時檢視學習成效。

  運用圈詞畫線、畫概念圖示的閱讀技巧來學習國中國文的文本，孩子能在短時間內抓住文章的
重點與脈絡，同時提出詮釋，印象也更加深刻。這些技巧還可以輔助孩子學習人物生平、典籍簡
介、事件概覽、理論觀念等各領域的知識。

  種種閱讀技巧與方法都能作為學習上的輔助，只要透過合適的提問引導，孩子就能學會從文章
中抓到重點、獲得啟發，加入個人的經驗和觀點來詮釋，進而提出自己的見解。因此，文章要讀出
心得，可以透過閱讀技巧來輔助思考。閱讀教學也不必限於語文教學，而是對各領域的學習都能發
揮輔助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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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閱讀、悅讀

基隆市碇內國中 設備組長 張沛軒老師

    還記得在自己讀國小的時候，因為還沒有手機、電腦、電動等誘人的東西出現，所以
每到下課的十分鐘，除了跟同學們一起紅綠燈、鬼抓人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到位於二
樓的圖書室，去拿一本上一節下課還沒看完的書，繼續的沉浸在書中的世界，也許跟著
七俠五義去捉拿壞人；也許跟著孫悟空護著唐僧西天取經。那有著文字與插畫的世界，
常讓我流連忘返，直到上課也不肯離去。

    曾幾何時，現在的孩子已經不再喜愛讀書，因為網路、電視的發達，帶來更加強烈的
聲光刺激。他們不再被文字所吸引，也因此喪失了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學生不再動腦思
考，只是期待著接收訊息，閱讀理解力不足，造成學科學習困難。加上基隆孩字當中，
大多數的家庭都只能夠提供孩子基本開銷，無力也不知如何選擇圖書來增加孩子的文化
刺激。因此，如何利用每間學校都有的圖書館來帶給孩子適當的文化刺激，讓孩子能從
閱讀進一步的轉為悅讀，是非常重要的。

    碇中的圖書館從100年起由於有感閱讀對孩子的重要性，因此無論在硬體還是軟體上都
有了非常多的改善。在圖書的部分，由原本的9618套增加到如今的16249套，而閱覽室也
於102年加裝了嵌入式的風扇，讓閱覽室的空氣能更加流通。也於圖書館新增了雜誌架，
提供當期雜誌在閱覽室閱讀。

    在推動閱讀的方法上，除了每週二、四早自習提供書箱讓班級進行晨間共讀之外，圖
書館亦會於每月月底總結該月各年級供閱量前五名的同學，給予公開表揚並提供小禮
物。亦期望能於將來在閱覽室佈置閱讀角，提供輕音樂及舒適的閱讀環境吸引孩子利用
下課時間來享受閱讀的快樂。在多方的努力下，圖書館的借閱量由原本的每月借出277.5
本到如今的每月可借出469.8本，但相信還有繼續進步的空間。

    在圖書的選擇上面，部分的書籍是由各領域的老師推薦，此外，也會因應目前正在上
映的電影去添購適合的電影小說。另外，也會請學生們寫出他們心目中想要閱讀的書
籍，經過老師們的審查後，就適合學生閱讀的書籍部分進行採購。另外，為了能夠流通
這些新書，圖書館還設有新書區，每位學生只能借一本新書，且新書的借閱日期較短，
希望能讓多一點同學能盡快的看到新書。

   在上述的諸多努力下，碇中學生愈來愈多人會利用下課時間去圖書館閱讀，也更多人
會利用圖書館的資源將書借回家中去欣賞。希望這樣的風氣能夠一直繼續的發酵下去，
讓每一個碇中學生都能從閱讀中感到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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