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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UNI 攜帶式閱讀室」【104年5月】

這個Uni非營利公益計畫，由一對愛好藝文的夫婦發起，最早起於波士頓，攜帶式折疊書架是麻繩理工學院幾個師生設計而
成。2012年拓展到大紐約區，兩年多來在紐約五大區已擺設兩百多場，尤其注重相對中低收入的地區街道。

感謝 作家幸佳慧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輪值主編：基隆市仙洞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攜帶式閱讀室】 / 作家 幸佳慧
〈以指指月〉5之2 / 作家 向陽

主編的話

乘著書本的翅膀,飛向知識的殿堂 / 基隆市仙洞國小 校長彭雪峯

名人看閱讀

高行健看閱讀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高行健

杏壇尖兵

仙洞附幼的閱讀教育分享 / 基隆市仙洞國小 教師張雅涵

策略擂臺

閱讀悅讀 / 基隆市仙洞國小 教師陳建宏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從「心」「悅」讀 / 基隆市仙洞國小 教師周欣玨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利用教育 / 基隆市仙洞國小 教師陳怡君

閱讀寶庫

閱讀，是培養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數位資源之利用為例 / 基隆市中華國小 潘志煌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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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攜帶式閱讀室】

作家 幸佳慧

本文摘要

感謝 幸佳慧女士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原發表於 1040518 幸佳慧 臉書(Facebook)

一個星期前的週日，「UNI 攜帶式閱讀室」來到小島尾巴，本人甚喜，午後拎著我的
攜帶式先生，前去見識以天為大的閱覽室。

你也許會想，紐約市圖區館建制完善，當不需要這種移動式書櫃才是？！嗯，我想，這就是面對
閱讀狂人會心生敬畏的原因，他們的滿足無上限，不僅要自家好，也要別家好。非得讓書到處流

竄、到街上逮人，讓那些不習慣、不知道帶孩子上圖書館或書店的父母，隨機遇上就介入他們的
生活節奏。

這個Uni非營利公益計畫，由一對愛好藝文的夫婦發起，最早起於波士頓，攜帶式折疊書架是麻
繩理工學院幾個師生設計而成。2012年拓展到大紐約區，兩年多來在紐約五大區已擺設兩百多
場，尤其注重相對中低收入的地區街道。

閱覽室特色在於它的書架，原本是個帶輪的四方箱車，展開就成為不規形的書架，椅子是耐重的
塑膠板釦裝而成，架子椅子移動攜帶都方便。

打開箱子與椅子的感覺，就像展開一本立體書，Pop-up幾聲，一間立體閱讀室就頂立於前，與車
子小販行人共享無牆垣的天地。

一對平凡夫婦，一點不滿足，先自己出錢，再發動募款、書與人，就成了永續計畫。天氣好的春
夏秋天，每週末都有立體閱覽室在紐約街頭Pop-up，找尋因閱讀而改變人生與世界的下個書友。

那天，我們一去，就看到幾個成人興致昂然的讀我介紹過的企鵝同志繪本〈三口之家〉

有個小姊姊，發現架上的The Caterpillar and the Polliwog，摘下就興奮叫：「媽，你看這是我小
時候最喜歡的書。」然後便煞有其事的登台朗讀。其實她也不過六、七歲大，但她已能用她對故
事再熟悉不過的朗讀聲，向妹妹展現她的人生資歷。

一位爸爸，陪孩子讀完一本繪本就挑了自己想看的書，看得自在，橫豎躺下以地為床。

至於攜帶式先生，他讀了三本書，包括為我解釋了一本關於一隻小豬因不敢關燈睡覺而為自己設
計一整套複雜精細的機械裝置。
我則職業病發，像軍中晚點名的把每個架子裡的每本書都摸過。

關於閱讀，我們是否也該如此不滿足，成就每個大街小巷裡的可能！
----
想多理解這計畫的，請上http://www.theuniproject.org/

點閱:12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2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以指指月〉5之2 / 作家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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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以指指月〉5之2

作家 向陽

本文摘要

轉載自：向陽 粉絲專頁 1040108發表
感謝 作家向陽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記載禪師語錄的《指月錄》有就明示了「指」與「月」的譬喻關係。「指月」典故出自《愣嚴
經》：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

用白話解釋，如果有人用手指頭指著月亮，告訴某人月亮在哪裡，照理某人應該通過他的手指頭看
到月亮。如果某人只注意手指頭，還把手指頭當成月亮，問題就大了，某人不但看不到月亮，就連
手指頭也看不到了。

在禪宗而言，公案是「指」，佛法是「月」，所有的語言文字的傳述(公案)目的不在公案自身，而在
佛法真理，如果我們執著的只有公案，就永遠尋不到佛法真諦，看不到真實了。

──〈以指指月〉5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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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乘著書本的翅膀,飛向知識的殿堂

基隆市仙洞國小 校長彭雪峯

現在是21世紀,我們所面對的是新生代,為培養下一代新能力,創造新未來,唯有透過閱讀讓小朋友
探索更豐富新境界,啟發其潛藏智慧,才能讓人類世界更進步.閱讀是各科學習的基礎, 每當我們翻開書
頁，就等於開啟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國外的研究發現，如果學童在三年級之前未能奠定基本的讀寫能
力，學習其他學科也會碰到很大的困難。學校中幾乎每一門學科的知識都要經由閱讀而習得，而閱
讀能力強的人，其攫取知識與資訊、理解分析、寫作表達和溝通能力也都比較強，由此得知，閱讀
能力強的人其學習效能會比一般人好，當然他成功的機會自然也會比一般人高。

然而，令人憂心的是台灣似乎是一個不太愛閱讀的國家，根據國內研究報告顯示，台灣十五歲
以上的民眾從來不看書或幾個月才看一次的比例將近四成，半年內不曾購買圖書或雜誌的民眾，更
超過半數。台灣民眾每天讀書的時間，平均不到一小時，休閒時選擇看電視的人口比選擇閱讀的人
口多了近一倍，有四成六的小朋友把玩電腦和看電視當作主要休閒活動。
  俗話說：「家財萬貫，不如滿室書香」，如果我們每天都能翻幾頁書，從小就能培養閱讀的好
習慣，那麼人生必然會大不相同，通往美好的未來之路也必將更為順暢，這個道理也就是胡適先生
所說的：「閱讀即未來，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的真諦。願以此和我們所有的小朋友共勉之。

點閱:13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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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高行健看閱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高行健

「讀書能產生新鮮、有創意的思想多讀書是好的。」--高行健

臺灣師範大學 「大師對話:面向21世紀-談創作者的位置」 通識講座

引用自：1040423人間福報 頭版 高行健：跨領域閱讀

點閱:13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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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AB%BE%E8%B2%9D%E7%88%BE%E6%96%87%E5%AD%B8%E7%8D%8E%E5%BE%97%E4%B8%BB+%E9%AB%98%E8%A1%8C%E5%81%A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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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期

杏壇尖兵

仙洞附幼的閱讀教育分享

基隆市仙洞國小 教師張雅涵

   學齡前階段的幼兒語言表達能力開始變得豐富、字彙量增加、句型運用更加流暢，是可以開始培養

自行閱讀的能力的重要時期。許多心理學與閱讀發展研究資料亦顯示閱讀對於幼兒的重要性，不論

人格的養成、性情的陶冶、增進語文能力、培養想像力…等。

    仙洞附幼推廣閱讀教育的時候，首先先從氣氛的營造著手，教師會將語文區佈置成小而溫馨並且

光線充足、半開放式的安靜一角。設置小長椅，擺上小抱枕與絨毛玩偶，並用兩個彩色書櫃隔出閱

讀空間，書櫃上永遠確保班上的寶貝們每次想要進行閱讀的時候皆有四十至五十本書可供選擇。

其次，空間內的“書”如何選擇亦相當重要，教師會根據目前進行的主題課程，選擇適合寶貝

閱讀的主題相關書籍放置在主題書牆，另一側會擺放當季的相關季節書籍與節慶相關繪本〈例如：

我媽媽〉，而其他則會選擇與幼兒生活經驗相關的繪本〈例如：媽媽，買綠豆〉，可能是內容較具

豐富故事性且圖片細節繁多者〈例如：一片披薩一塊錢〉，或者饒富趣味性與文字音韻反覆者〈例

如：小黃點、鱷魚怕怕，牙醫怕怕〉下層則放置巧連智等幼兒雜誌提供不一樣的閱讀選擇。除了語

文區，我們亦在美勞區與科學區擺放相關的工具書鼓勵幼兒進行資料的查詢〈例如：摺紙大全、昆

蟲百科〉。

除了一般課程當中進行的閱讀活動外，教師也會讓幼兒利用早上入園的時間進行十至二十分鐘

左右的晨間閱讀，飯後亦提供閱讀活動的時間，而午休的時候則會播放故事光碟供幼兒欣賞。每週

一亦有生活分享課程，可讓幼兒帶家中書籍來園所分享。國小的圖書館也是我們推廣閱讀活動很好

的場所，進到圖書館，幼兒能學習輕聲閱讀，圖書借閱卡的規則與圖書分類的概念更臻清楚。我們

更嘗試結合社區資源，邀請社區家長來園所講故事。

我們的閱讀活動會由教師或幼兒輪流進行閱讀分享，而在每次的閱讀結束後，會進行小小的討

論，可能是利用5W〈What,When,Where,Who,How〉的提問來回顧故事的內容亦會使用開放性問題來

增加幼兒獨立思考的能力〈例如：如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除了討論，亦會有回饋的時

間，讓幼兒們相互讚美、鼓勵並給與故事分享者此次的表現之建議〈例如：我覺得你講的很厲害，

可是要大聲一點〉。

父母的角色對於學齡前幼兒的發展更是關鍵，我們規畫每個周末為親子共讀的時間，於每週五

讓幼兒借閱一本書籍回家與家長進行閱讀活動。為了提升此活動的實際執行力，我們在開學初的時

候，利用家長說明會告知閱讀的重要性，發放『親子共讀計畫書』，內容介紹如何與寶貝共讀一本

書並養成良好閱讀習慣。每次並由幼兒帶回『童“畫”童語』的學習單，由幼兒與家長共同完成並

於隔周張貼分享。

我們認為，唯有親師齊步走、共同合作，才能使幼兒獲得良好的成長。

點閱: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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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悅讀

基隆市仙洞國小 教師陳建宏

初來乍到這所新學校，發現班上五位小朋友對於閱讀這檔事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更進一步的了

解，發現班上小朋友每一位都是新住民子女，家庭裡幾乎沒有閱讀課外書的習慣，甚至藏書也是少

之又少。小朋友回到家，幾乎把剩餘的時間拿來看電視或玩電腦，在他們的世界裡，「閱讀」並沒

有佔據他們的世界。

在幾年前，偶然間從「親子天下」雜誌發現「晨讀十分鐘」的閱讀策略與益處，而我也從那時

候開始，每年固定買一些新書放在班級裡，到目前為止已累積了三百多本，因此為了讓我的那些書

不因我患了間學校而孤單的在角落裡發呆，我決定在我們這小小的班級試著實施「晨讀十分鐘」看

看。

剛開始，小朋友以為這又是老師出的作業時，感到興致缺缺，甚至以為每次閱讀完又要寫學習

單而感到排斥，但是經過溝通與了解後，希望他們每天可以利用短短的十分鐘的時間，安靜的閱讀

自己所選擇的書籍，並且不給予他們功課上的壓力，試著讓他們接受每天閱讀這個事實。

每天的晨讀目的是要讓他們養成閱讀的習慣，進而能主動閱讀，提升閱讀的內在動機。閱讀本

身不應該是一件痛苦的差事，閱讀也不應該是一項作業。然而，班上每天的一項固定作業是「寫日

記」，當他們發現不知當天的日記要寫甚麼內容時時，他們會把閱讀的內容或心得寫在日記裡，以

幫助他們完成「日記」這項作業。

為了讓小朋友們習慣晨讀，老師也要以身作則，一同安靜的閱讀十分鐘，十分鐘後我會用閒聊

的方式，聊一聊他們剛剛看到些什麼，想到什麼，或者喜不喜歡這本書及其原因，這種「閒聊」不

僅可以幫助我了解他們剛剛的閱讀狀況，甚至可以幫助他們如何去閱讀。

目前我把「晨讀」的時間放在第一節下課時，但是我仍覺得時間在早自習會比較恰當，因為早

自習時間校園會比較安靜一些，然而可惜的是，小朋友早上時間有一天要參與兒童朝會，另外兩天

教師們也要召開教師晨會，所以，如果「晨讀」的時間要放在早自習時間，則需要學校行政方面來

配合才行。

每日晨讀十分鐘，目的是要養成小朋友閱讀的習慣，除了可以提高孩子的閱讀力外，根據日本

研究指出，亦會提高孩子的學習力，甚至可以穩定孩子的情緒和個性，所以，晨讀也許只有十分

鐘，帶給孩子的影響卻是一輩子的。

點閱:111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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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99%E6%B4%9E%E5%9C%8B%E5%B0%8F+%E6%95%99%E5%B8%AB%E9%99%B3%E5%BB%BA%E5%AE%8F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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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期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從「心」「悅」讀

基隆市仙洞國小 教師周欣玨

    閱讀的好處不勝枚舉，個人認為促使人們閱讀原因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可以從書裡增加大量的

知識，跟得上知識經濟的潮流；其二是從讀者可以從書中獲取他人的經驗，增加對事物判斷的能

力；其三是讀歷史故事時，能夠貫穿古今中外的名人，對於會了解前人犯過的錯，避免重蹈覆轍。

    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Robinson於1964年提出SQ3R。Goodman於1994年提出預測(Predict)亦為

閱讀過程中重要的策略，筆者將其應用於閱讀指導教學上，過程如下：

一、預測(Predict)：請學生先從書名預測本書的內容以及結果。

二、概覽 (Survey) ：概覽書中的標題及結構，約一分鐘時間。

三、發問(Question) ：利用六W法，自己對要閱讀的題目擬定問題。

四、精讀(Read) ：從文章中尋找上一步驟擬定的題目。

五、背誦(Recite)：利用重點畫線或筆記等閱讀技巧理解文章。

六、複習(Review) ：列關鍵字清單，學生根據關鍵字回憶該段落的重點，如果沒辦法回憶，就

重新閱讀一遍。

        本班剛開始教導學生PSQ3R策略步驟時，孩子會較生澀，常常會跳過某個步驟，為了避

免產生反效果，只要孩子願意，便同意先按照自己的習慣跳過一到二個步驟，閱讀一段時間

後，讓孩子分享自己剛剛讀過的故事書，經由分享、老師依照PSQ3R步驟用電腦、單槍投影機將

六步驟逐一KEY到螢幕上，孩子便會迫不及待地將自己的想法分享給大家。

        接著，4人一組，共有四組，每一週就有4位專家要做分享，每一小組中有一位專家及三位

學員，每一位專家要輪流到一~四組中對著三位學員分享自己本週閱讀的故事內容概述及讀書心得，

目的是讓孩子不必一開始就面對全班的同學，心理壓力會先減輕一半，總共會講4次，第一次當然會

較生澀，所以先從自己所在的小組分享，接著再到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分享。同一本書練習了

四次，會愈來愈熟悉，當自己是專家時，除了訓練自己的閱讀能力，也訓練自己的邏輯組織能力、

口條、膽量。當自己是學員時，要安靜的聆聽並做筆記，專家講完故事後，學員對於剛剛聽不清楚

的內容可以提問、給正面的鼓勵或建議，等於每週讀了五本書(自己一本，四位專家共四本)。每個

人都會輪到是專家或學員，並可以「周遊列組」，個人認為對於學生的聽、說、讀、寫，四方面有

助益。

        實施一學期後，平時較大方的學生，說話或看故事的內容較言之有物，也會修正自己說話

的速度；平時較內向的同學，開始願意在小組中說出自己的想法或描述故事內容，閱讀的收穫不僅

僅在獲得知識，也增進同學之間的感情及互助合作。最重要的是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對於學生將

來的課業或品格陶養都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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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仙洞國小 教師陳怡君

         圖書館是保存人類文化資產、推動社會教育與提供資訊服務的社會重要機構，在學校中更肩負起

提供學生閱讀素材的重責大任，閱讀是奠定孩子語文能力的重要基礎，在推動學生閱讀方面，我們

學校的圖書館配合教務處每月於〈親親仙洞〉月刊介紹好書供全校閱覽，並持續訂閱好書—如《親

子天下》、《地球公民》、國語日報及國語日報週刊放置圖書館．贈閱期刊雜誌放置會議室或圖書

館提供閱覽。

　　另外，我們也致力推動：

1.學校共讀活動：每天早晨的晨光共讀時間，推動英語閱讀，每節上課前三分鐘的時間，由自治市幹

部透過中央廣播系統朗讀文章供全校學生聆聽。

2.提升專業服務，辦理圖書志工研習，落實圖書資訊管理。

　　召募圖書館志工，分享圖書館經營策略，持續進行完成圖書資料整理作業，與書目資料的建

檔，依分類號確實排架，應用圖書資訊管理，讓書籍流通與借閱的管道更通暢。

　　學校的圖書館志工由學生家長擔任，非常親切友善，下課時小朋友們都很愛去圖書室，除了借

書之外，還會跟志工媽媽聊聊天，甚至會把心情故事跟志工媽媽分享呢！

3.由各班導師列出推薦書單，做為圖書採購參考書目，積極申請推動閱讀的經費，統整辦理各項閱讀

活動，增廣圖書館運用機制與經營發展，以推廣閱讀的層面，建構有利於學生閱讀的學習環境並持

續改善提升圖書館軟硬體設施。

4.英文圖書的購置

  　除了中文書籍，學校也把握機會藉由專案計畫的補助申請購置英文圖書，充實圖書館的館藏內

容。

5.結合校外資源---雲水書坊

　　來自佛光山慈善團體的雲水書坊巡迴行動圖書館，每個月定期安排時間到校，提供更多的圖書

資源給學生，充實閱讀的精神食糧。

 　為了鼓勵學生喜歡到圖書館進行閱讀，學校也設立了獎勵辦法：

1.每月統計借閱數量前十名學生，獎勵榮譽章。

2.累積榮譽章可換獎品。

在學校用心的推動下，期望發揮圖書館最大的功能效應，藉由書本充實每個孩子的心靈、拓展孩子

的視野，仙洞的圖書館雖然不大，但卻是全校小朋友下課都喜歡去的地方，從親近書到喜歡書，從

願意接近書到喜歡閱讀，圖書館可是學校中不可缺的重要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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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閱讀，是培養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數位
資源之利用為例

基隆市中華國小 潘志煌校長

閱讀，不僅能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樂趣，更是促進各領域發展自主學習的關鍵能力。基隆
市閱讀教育的推動，透過每月發行閱讀教育電子報，建置跨校閱讀教育的網際交流平台，並以
年度統整各專欄方式，分享校際間推動閱讀理解的多樣化教學策略與實務知識，以及學生參與
閱讀的自主學習成果，進而彰顯學習共同體精神的基隆市閱讀教育特色。

中華國小閱讀教育的推動，除了依據教育部晨讀活動進行整體規劃實施外，最重要的是結
合並善用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在地的數位資源。例如每期「主題閱讀」專欄，提供師生接觸
閱讀教育的新趨勢和新視野；「名人閱讀」專欄，透過名人對閱讀經歷所淬煉的人生閱歷，提
供師生深入學習名人豐富的生命歷程；「杏壇尖兵」專欄，則是藉由教師無私分享教學現場第
一手閱讀策略的寶貴經驗，激發教師們投入創新更多元且生動的閱讀教學新點子；「策略擂
台」專欄，由班級導師、領域教師或專家學者，提供班級閱讀角實施技巧、結合讀報教育的策
略性閱讀、配合領域教學的閱讀運用和閱讀學理的探究及應用，讓閱讀策略擂台互動活潑多
元，營造歡聲雷動的悅讀氛圍；「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專欄，更是提供閱讀教育在理論與實務
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園地，讓教師能從質與量面向展現閱讀理解的活化教學策略，並提升教師深
耕閱讀教學的專業知能與品質；「圖書館利用教育」專欄，分享了各校圖書館軟硬體設施的使
用現況與搭配具體可行閱讀教育做法，進而延伸從班級、學年、領域到全校圖書館利用的閱讀
教育綜效。

當然中華國小推動閱讀教育，除了藉由群組數位閱讀分享及利用教師朝會和進修時間討論
介紹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的各專欄特色外，更重要的是讓全體師生能夠善用各專欄內容，並
融入本校各學年推展「親近閱讀、學習閱讀和閱讀學習」的閱讀階段性教學活動當中，積極培
養及開展學生各領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習慣。因此，本校閱讀教學的具體策略，善用每週三次
的班級和全校晨光閱讀時間，規劃低年級親近圖書室鼓勵自主到圖書室借閱，由班級圖書角延
伸到圖書室利用教育；中年級則協助學生運用閱讀理解策略，學習如何閱讀並結合讀報教育，
運用在造句、短文寫作和利用繪本到幼兒園說故事，提升其自主學習閱讀習慣與書寫及表達能
力；高年級則著重在促進閱讀能力的學習遷移效果，使閱讀能開展其他領域的學習，除了規劃
分組合作蒐集報告資料，分享名人閱讀的豐富生命閱歷外，並鼓勵在兒童朝會活動中，結合母
語和英語口說表達，介紹名人閱讀內容或相關閱讀書籍，同時更以團隊戲劇或話劇合作演出的
活潑方式，吸引各年級學生觀賞，以及互動的發問與回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閱讀和樂於閱讀
的氛圍。

中華國小藉由各學年階段性閱讀教育的多元實施策略，鼓勵教師廣泛運用基隆市閱讀教育
電子報各專欄，擷取豐富多樣的教學與學習資源，營造學生主動積極學習的新閱讀文化，彰顯
校園「閱讀生活化、生活閱讀化」意象，並落實自主學習共同體在校本閱讀教育的實踐，促進
師生課堂教與學的翻轉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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