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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讀寫聯繫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104年6月】

我的<活化課文寫作文>的<讀寫聯繫>理念如下：

一、 課文就是寫作的教材，不假外求。
二、 是深化閱讀力到活化寫作力的聯繫，也是單元內每課課文之間思維的聯繫，更是低、中、高年級循序漸進寫作能力的聯繫。
三、 清楚的寫作路徑
從<我有話要說>到<我要如何說>、 <我會這樣寫>、<鞏固學習>的清楚路徑，每個孩子都能在明確的指引中輕鬆學會寫作。

感謝 林美琴老師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輪值主編：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讀寫聯繫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一) / 林美琴老師
《讀寫聯繫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二) / 林美琴老師

主編的話

做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 基隆市隆聖國小 游淑暖老師
「月色入戶，欣然起行」的豁達境界 / 基隆市隆聖國小代理校長 李興舜

名人看閱讀

林格倫說閱讀 / 林格倫 瑞典的國寶級作家

杏壇尖兵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 基隆市隆聖國小 游淑暖老師
點燃孩童心中閱讀的火苗 / 基隆市隆聖國小 張景昀老師

策略擂臺

幼兒閱讀：從認識生活週遭的符號開始 / 基隆市隆聖國小 高子卿老師(幼兒園)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是看不懂還是看不清? / 基隆市隆聖國小 葉育婷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參觀教學之旅 / 基隆市隆聖國小 郭佳茵老師

向陽說禪專欄

〈將心安心〉4之1 / 作家 向陽
〈將心安心〉4之2 / 作家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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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讀寫聯繫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一)

示例一：低年級文字塗鴉玩寫作

林美琴老師

本文摘要

感謝 翰林出版社教科書編輯部 (圖片來源：翰林國語第一冊課本教師手冊)

感謝 林美琴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系列大作

本文引用自 1040419 林美琴，《FB語文讀寫樂園》

我的<活化課文寫作文>的<讀寫聯繫>理念如下：

一、 課文就是寫作的教材，不假外求。
二、 是深化閱讀力到活化寫作力的聯繫，也是單元內每課課文之間思維的聯繫，更是低、中、高年級循序漸進寫作能力的聯
繫。
三、 清楚的寫作路徑
從<我有話要說>到<我要如何說>、 <我會這樣寫>、<鞏固學習>的清楚路徑，每個孩子都能在明確的指引中輕鬆學會寫作。

許多老師常反應學生不會寫作文，有的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或是寫作時詞不達意。然而，從國語課本學到的語彙不算少了，
甚至看到好文章裡的每個字也都認識，那麼名家好文也是運用學生會的字詞來寫作，為何孩子卻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其中最
大的關鍵也在於<寫文章>與<照樣造句>的差別，寫作起始或動機在於感受與思考的表達，有了立意取材，文字才能因為表達
的需求，從語彙庫中被召喚出來，表達所思所感。所以，你是否發現:國語課本課與課之間並不是以某種句型或寫作方法做為
單元主題，而是立意取材的主題統整。例如：小一翰林國語課本第一冊單元一：玩遊戲，四課課文從不同的寫法與句型來談
<玩遊戲>，因此，運用課本當作寫作教材時，不只是提煉造詞、造句作為寫作的片段練習，更重要的是課文的理解與思考觸
發相關生活經驗，作為寫作的立意取材，之後，課文中相關情境的語彙或架構就可順勢提供寫作的語境，作為表達的載具，
作文就可順利寫出，因為寫的是自己想寫的，學生才能從想寫、會寫到樂寫，為寫作力奠立穩健的基礎。

現在，就以我為翰林國小國語寫的第一冊第一單元：玩遊戲為例，說明整個教學流程，活化課文寫作文。      

小一讀寫能力評估與教學規畫

這是一上國語的第一個單元，學生剛學會了注音符號，進入國字的世界。

許多人質疑：剛識字的學生認不得幾個字，如何寫作？但相對於許多學生習得許多語彙也無法下筆的景況而言，寫作的起始
在於如何活用習得的語彙，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為即使簡單的語彙，也可以作為思想感受的載具。

透過課文的情境聯想，說一說相關的生活經驗，再以「我手寫我口」來營造語境，那麼不但可以活用課文習得的語彙，也能
觸動更強烈動機來學習新字表達想法，或運用注音符號的拼音來寫作。

這樣的讀寫聯繫可以活化原來沒有情境的「照樣造句」語文練習，就以文字表達自己想說的話為起始，進行寫作初體驗，建
立寫作的信心，開始快樂寫作的第一步。

點閱:50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讀寫聯繫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二) / 林美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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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讀寫聯繫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二)

示例一：低年級文字塗鴉玩寫作

林美琴老師

讀寫聯繫教學流程

一、 我有話要說：

<從課文導入寫作主題>
運用閱讀理解策略進行四層次提問與討論，聯繫與統整單元核心意念，觸動自身生活經驗的感思。

*提取訊息

一、 這四課中，說了哪些遊戲呢？

*進行推論

二、 這些遊戲可以和誰一起玩？所以課文中的「大家」、「你」可以是誰呢？

三、 在哪裡可以玩這些遊戲？什麼時候玩呢？

四、 玩「木頭人」喊「一、二、三」時，我們要做什麼呢？

五、 玩「兩人三腳」時，要怎樣才能跑得快？

六、 如何才能吹出大泡泡呢？

七、 「ㄅㄨ　ㄅㄨ」和「ㄉㄨ ㄉㄨ」是形容什麼的聲音呢？你還會用注音符號拼出哪些聲音呢？

*詮釋與整合，領略旨意

八、 怎樣玩遊戲才會好玩呢？

*檢驗與評估，說出自己的見解

九、 你喜歡課文中哪種遊戲呢？

十、 你還想到哪些好玩的遊戲？是怎麼玩的呢？

十一、 你和誰玩過這種遊戲？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玩呢？

二、 我要如何說：

學習如何運用課文的語彙與句型，表達自己想說的。

<學習寫作技能>
念一念

課本第３６頁統整活動一的句型：

　　我和（ 你 ）一起（ 向前跑 ）。

　　我和（ 風 ）一起（ 吹泡泡 ）。

　　我們（ 一起玩玩具 ）。

　　大家（ 一起坐火車 ）。

寫一寫：

引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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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E%97%E7%BE%8E%E7%90%B4%E8%80%81%E5%B8%AB


你和誰玩遊戲？

玩些什麼遊戲呢？

我和（　妹妹　）一起(玩遊戲)。
我們（躲貓貓　　　　　）。

大家（一起玩跳繩　　　　　）。

三、 我會這樣寫

<發展寫作活動>
活用寫作技能的學習，寫一首兒歌：玩遊戲。

還沒學到的字詞可以寫注音符號喔！

引導方向:
什麼時候玩呢？

和誰一起玩？

玩了哪些遊戲，或是遊戲怎麼玩呢？

玩遊戲

(            )時，

　　　　我和(           )一起玩遊戲。

　　　　我們(                  )
　　　　我們(                  )
　　　　我們一起玩遊戲。

例：

玩遊戲

    ( 放學 )時，←
　　　　我和( 小喬 )一起玩遊戲。

　　　　我們( 吹泡泡 )，
　　　　我們( 玩玩具)，  
                              我們一起玩遊戲。

<鞏固學習> 
分享與強化

讓同學念出自己寫的兒歌，藉由分享，強化學習。

檢視與提點

提出共通的問題，進一步檢討更正。

瞧！低年級的孩子或寫作起始不一定只能寫句段練習,從課文理解表達想法到運用課文習得的語彙與

結構活學活用 ,也能寫出兒歌作品。這樣的成就感更是孩子不怕寫作到愛上閱讀與寫作的重要關鍵

啊！

點閱:19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讀寫聯繫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一) / 林美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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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做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基隆市隆聖國小 游淑暖老師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季節！下課時，看到五年級小朋友已經在班上寫起畢業紀念
冊。不禁令人想起小學畢業時，有一位老師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寫著：「書能益智，
務使書香常留妳身旁。」雖然她並沒有教過我，但是這一句話！卻一直留在我的腦海
裡，成為我人生的座右銘。而她在無形之中，也成為我生命中的貴人！

隆聖國小位於內寮生態公園旁，四周群山環繞，環境清幽，是一所小而美的學
校。今年小一新生報到時，有家長表示，他們因為愛上學校的環境，想把孩子送到隆
聖來就讀，而在學區內買房子。隆聖這匹千里馬，終於遇見伯樂了！隆聖師長們，在
閱讀教學上兢兢業業，努力不懈！從帶領學生晨讀、班級共讀、戲劇表演、親子共讀
到實地參訪文化中心和萬里圖書館。辛勤的付出，終於被看見！
　　期待您與我們一同來成就孩子，做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點閱:13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月色入戶，欣然起行」的豁達境界 / 基隆市隆聖國小代理校長 李興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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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月色入戶，欣然起行」的豁達境界

基隆市隆聖國小代理校長 李興舜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
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
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記承天寺夜遊〉蘇軾
 

    這篇蘇軾的散文，相信許多人在國中時的國文課本中都曾經讀過，甚至到現在都
還能夠琅琅上口的背上幾句，低頭吟詠玩味一下文中的旨趣，東施效顰大學士之瀟灑
與浪漫。然而，回首當年，青青子衿如你如我，又有幾人能領略這短短數十字魅力之
所在?就算熟記了注釋與翻譯，也無法瞭解何以此文可以被奉為經典流傳千古；時空轉
換，此刻我們讀這篇文章時會產生共鳴，是因為我們無所求，故有所得。這是純閱讀
所帶來的樂趣，非外在因素的介入與干涉所能比擬。正如蘇東坡所說「但少閒人如吾
兩人耳」；純閱讀需要的是一個悠閒的心靈空間，少了這樣的空間，即使夜夜是明
月，處處是竹柏，終究是視而不見、心無所會。
 
    我們習慣把閱讀與學習能力畫上等號，認為熱愛閱讀必定能夠提升學習能力，所
以為了要提升學習能力，必須要熱愛閱讀，這是邏輯上的嚴重錯誤，也因為這樣的錯
誤，扼殺了許多孩子們對於閱讀的熱情；我們太強調閱讀帶來的功利，而忽略了閱讀
本身的樂趣；太著重在評估學生對於文章內容的理解，卻磨滅了學生對於文章意境的
體會。學生的閱讀時間，並非是語言領域教學的延伸；如同下課時在操場遊戲的小朋
友，並不是在上體育課一般，唯有這樣的基本態度，才能吸引更多的小孩熱愛閱讀。
打造一個舒適悠閒庫藏豐富的閱讀環境並不難，但如何引領孩子們陶醉沉浸在浩瀚書
海當中，能有「月色入戶，欣然起行」的豁達境界，就有賴各位師長們如何將孩子領
進閱讀的大門。

點閱:151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做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 基隆市隆聖國小 游淑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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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林格倫說閱讀

林格倫 瑞典的國寶級作家

「一本書就能讓孩童心中某個神祕角落產生變化，」

在談論書對孩童的意義時，
曾經這麼說：

「書使他們擁有可以超越疆界的視野，
這些視野對人類非常重要，
如果有一天，孩童失去創造視野的能力，
便是人道式微的一天……
這個世界明天如何消失，都取決於孩童閱讀的想像程度，
這也正是孩童需要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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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基隆市隆聖國小 游淑暖老師

夏日午後，帶領教師專業社群的夥伴們，進行「快樂閱讀—閱讀策略」學習社群的第二場
研習活動。那是一場實作研習，將大家分成四人一組，用分組合作學習方式進行文本討論。為
引起動機，請大家分享現在的自己有什麼夢想？有人夢想身體健康；有人夢想出國留學；有人
夢想擁有一棟豪宅；有人夢想環遊世界；有人夢想能中樂透；有人夢想早點退休；有人則是夢
想能把孩子帶好。儘管每一個人的夢想不盡相同，但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大家一致認為，面
對困難的方法，不外乎樂觀、積極與堅持……。
    談到夢想，不禁令人想起小時候。那個熱愛文學、音樂、繪畫、書法和表演的自己，最大
的夢想就是和至聖先師孔子一樣，成為一位作育英才的好老師。為了完成這個夢想，努力學
習，用功讀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中學時期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榮獲市長獎。大學畢
業後，報考國小師資班，修習教育學分，參加教師甄選，經實習通過，順利取得合格教師資
格，成為國小正式教師。在這一連串築夢過程中，由衷感謝家人的支持與陪伴，讓我有勇氣面
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與困難。朝著夢想一步一步前進！
    小學讀唐詩三百首；中學讀古文觀止；高中讀宋詞，這些閱讀經驗，讓我在高一時，拿到
了閱讀測驗第一名的殊榮。由於古文的薰陶，建立了文學與寫作的基礎。民國八十八年二月接
任教務主任職務後，在江漢雄校長的全力支持下，積極推動閱讀。實施小熊博士閱讀認證計畫
和背詩認證計畫。為了鼓勵孩子們閱讀，我們設計生動有趣的認證圖卡，引起閱讀動機，鼓勵
孩子參加認證。當時，通過學士、碩士和博士認證的小朋友不少。也由於孩子們的積極參與，
點亮了全校師長們的教育熱情！
　　擔任低年級導師期間，有感於品德教育之重要。在班級內設置圖書角，提供孩子閱讀空
間。自掏腰包購買圖書，放置於班級內，提供孩子閱讀。班上有一位小一的小朋友，經專家檢
測其識字能力已達小四程度，足見閱讀的種子已在孩子心中逐漸萌芽！為推動班級親子共讀，
定期向學校兒童圖書室借閱書箱，讓孩子們帶回家與家人共讀，並將心得發表於班級網頁。不
但獲得班級家長的肯定與支持，更吸引獨具慧眼的他校家長認同，想把就讀小一的孩子轉到本
班來就讀。可惜，因為當初本班已經升上二年級而作罷！
    兼任輔導教師期間，運用輔導學分班習得之智能，積極推動認輔制度。利用繪本ppt向全
校師生做性別平等教育、家庭教育和生命教育宣導。期盼孩子們能經由閱讀繪本，培養傾聽、
關懷、同理、尊重和包容等人格特質。推動小團輔，外聘救國團專業督導至校擔任講師，
帶領孩子經由閱讀繪本、繪畫和遊戲之活動過程，改變學習態度，積極肯定自我。
    兼任教務組長期間，主動報名參加三峽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之閱讀策略研習班。將所學運
用於閱讀教學，嘉惠莘莘學子。於校內推動晨讀、辦理故事媽媽說故事、多語文才藝競賽、成
語出口成章閱讀寫作比賽、教師專業閱讀社群、世界書香日、臺灣閱讀節等活動。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歡迎想讓自己夢想起飛的師長與小朋友們加入我們築夢的行
列，與隆聖師生共築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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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孩童心中閱讀的火苗

基隆市隆聖國小 張景昀老師

還記得三十年前，那個單純的年代。電視只有三台，學生每天最期待的是中午回
家守著螢光幕前的布袋戲。除此之外，每星期的圖書館閱讀課，就是排遣無聊的最佳
良藥。從漫畫到小說、從科幻到武俠、從立志到抒情......，無一不是學生涉獵的範
圍。但曾幾何時，資訊爆炸的年代，一切講求快速。學生面對太多外界的誘因，慢慢
放下手中的書本，拿起電視遙控器，用手指滑進手機的世界。

最近這些年，在閱讀課時將學生帶進圖書館，希望他們同我兒時一般沉浸在閱讀
的幻想與喜悅當中。一開始我希望了解學生的興趣，因此不設定閱讀書籍的種類或範
圍，但大部分的學生總是一本換過一本，無法專注地看完一整本書，甚至流露出不耐
煩的神情。之後展開班級共讀，除了「引起動機」外，並設定閱讀目標，期望學生能
夠認真的閱讀，結果依舊事與願違。其後，在一次反毒宣導活動中，發現那些無法投
入的學生們，竟然興致勃勃地看著影片，甚至主動提出問題時，我決定改變方式。

閱讀的素材並不僅止於書本，對於這群習慣「速食」與聲光刺激的孩子，我挑選
了一部電影－心中的小星星，作為閱讀課的主軸。一開始每位學生都是電影院裡的觀
眾，我在不做任何說明的狀況下播完電影，有些人靜靜的拭淚，有些則七嘴八舌的討
論劇情，總之大家都很投入。之後我將主題停留在閱讀障礙的概念，希望學生能珍惜
自己的閱讀能力並幫助周遭對此有困難的人。最後，我要學生扮演導演的角色，對於
影片的內容、手法、運鏡等表達意見，果然個個都是小導演，雖然看法不見得成熟，
但在引起動機與專注的部分算是相當成功了。

在跨出有效的第一步後，將觀賞的電影主題設定為童話或小說改編的內容，並在
觀賞完畢後開始閱讀原著，許多學生在閱讀書本時的態度改變了，變得更有耐心與專
心。而後又嘗試先看原著再觀賞電影，學生表示如此較有想像空間，也就代表他們感
受到閱讀的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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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閱讀：從認識生活週遭的符號開始

基隆市隆聖國小 高子卿老師(幼兒園)

本文摘要

    許多家長平日會跟我分享：「老師，我們家的孩子認得麥當勞的M耶~」，「老師，我們
家的孩子會注意路上紅色圓形，中間有一個斜線的符號耶~」，在學校當中，也有孩子會指
著廁所的標誌詢問老師，這些標誌的意思；等路隊放學的時候，會指著一旁的看板詢問看板
中的文字之意思。當孩子開始注意生活週遭的這些符號，代表他們開始對這些符號有興趣，
想了解這些符號的意思，這時大人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時機來教孩子們「閱讀」囉！

    在隆聖附幼，我們提供許多機會讓孩子「發現、認識與了解」常見的符號，例如：孩子的
物品貼著自己的座號以及名字，進一步也讓孩子發還作品給他人，也鼓勵孩子在作品上面寫
上自己的名字，讓孩子除了認識與熟悉自己的名字，同時也能認識他人的名字；團體討論
時，我們會把孩子的話語「紀錄」下來，教歌曲/手指謠時，也會一邊指著文字一邊念並解
釋，以便於讓孩子理解該文字代表的意義，同時也連結了「文字」和「聲音」的關係，最後
再把這些歌詞以及團體討論的內容放在語文區裡讓孩子閱讀，讓孩子自行閱讀已認識的文
字；在「車子叭叭走」的主題中，我們帶領孩子一起尋找校園中的交通號誌，進一步也到社
區裡認識馬路上的各種交通號誌以及文字（如：「里民活動中心」），增進了孩子對於「圖
像、文字」的敏感度。除了「讀」符號與文字，為了讓孩子更加理解文字與圖像的內容，我
們也把故事「演」出來，母親節活動即把繪本「媽媽生我好辛苦」當成是劇本而演出，孩子
們從而更能體會繪本所提及的「辛苦」的意涵，進而會主動拿相關的繪本來閱讀，然後在扮
演區中演出相關的內容。

    當我們不斷地和孩子一起「發現、認識與了解」生活週遭的符號，孩子們的「敏銳度」提
升了，校外教學或到社區參訪時，就如同小偵探一樣，興奮地尋找與詢問老師他們所察覺的
符號；其次，孩子「閱讀的興趣」也增加了，他們開始會猜測歌詞、相片、招牌中文字的意
思，在語文區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了，開始會自己閱讀圖書，或是和他人一起共讀書籍，還會
開心地和老師分享他們在書中發現的好玩的地方呢！最後，孩子們「運用符號」的能力也提
升了，越來越能夠精準地仿寫文字，許多孩子都能夠看著歌詞本寫下簡短的歌詞，另外，他
們也利用這些已經會的符號來做紀錄或是活動的計劃，能夠分組畫下自己對事物的想法，並
且發明出各種作計畫的方式呢！

    邀請您一起來和孩子們認識與閱讀生活中的符號，您將會發現，原來閱讀不只是閱讀，而
是一趟符號的驚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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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不懂還是看不清?

基隆市隆聖國小 葉育婷老師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越來越多孩子提早使用3C產品，大至電視、電腦，小至平板、手機，漸漸取代了書本

及自然環境等視野，進而影響了眼睛功能成熟所需要的條件，附帶造成學習上的困難，就讓我們來探討孩子無法學習

的可能原因。

 

    我們的眼睛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它包含掌管中央視野、周邊視野、雙眼視覺和眼球追視等功能，主要讓我們能擁

有健全的視力、視野、視覺知覺和前庭反射，而當中每一個視覺功能的成熟與否，都會影響到孩子未來在閱讀、書寫

上的問題。最容易發現有缺陷的主要是中央視野，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近視或遠視，但除此之外，其他的功能也是會影

響孩子學習；像應該是成熟慢速活動的中央視野反而卻給予大量快速的視覺刺激，相反的，應該熟練辨別快速訊息的

周邊視野卻只接收慢速的刺激；而缺少室外活動影響前庭反射的追視刺激不足。這些問題，有可能是影響學習的重要

關鍵。

 

表現：當孩子考試粗心大意，沒看清楚題目甚至漏題忘記寫時。

原因：「慣用眼」未建立，慢速眼球追視不佳。

改善方法： (1)將球平行眼睛後左右擺動至45度角，來回10次，一天三次，訓

              練眼球追視能力。

           (2)使用有顏色的紙張，或加寬行距。

           (3)養成依照順序答題，不可以跳題。

表現：當孩子寫聯絡簿拖拖拉拉，甚至是抄寫錯誤。

原因：「凝視」與「追視」轉換慢，加上「頸部張力反射」整合不佳。

改善方法： (1)練習打羽毛球。

           (2)「連續」丟接沙包30下。

           (3)將「遠端抄寫」改為「近端抄寫」。註1

           (4)唸出來再寫；練習聽寫。

表現：當孩子閱讀理解慢，討厭看課本，數學應用題理解差。四年級以上，甚至

      識字困難。

原因：「慢速追視」不佳，加上「音韻障礙」，使用錯誤策略：一個字一個字的讀。

改善方法： (1)練習大量的「朗讀」，並錄音。

           (2)練習以「詞」為單位的閱讀。

    當孩子出現問題時，過多的壓力和錯誤的策略，反而干擾他在未來的學習。應當去了解孩子的特質並提供特別的

引導，協助他發展出適當的閱讀技巧並順利獲得學習成就。

 

註１:「遠端抄寫」：在兩個不同的平面上作視覺閱讀和抄寫；「近端抄寫」：在兩個相同的平面上

     作視覺閱讀和抄寫。

 

                               

參考資料來源：廖笙光老師＜談兒童閱讀與抄寫困難＞

點閱:20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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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A%86%E8%81%96%E5%9C%8B%E5%B0%8F+%E8%91%89%E8%82%B2%E5%A9%B7%E8%80%81%E5%B8%AB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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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期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參觀教學之旅

基隆市隆聖國小 郭佳茵老師

    103年12月，隆聖國小201班、301班共41位學生，至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進行
圖書館資訊教育，以及圖書閱覽的活動。
 
　　導覽重點為以下幾點。
    第一，圖書館的基本禮節：圖書館內不可奔跑、不可聊天、不可飲食，而應該輕
聲細語、走路不疾不徐。
    第二，介紹圖書館各區功能：借還書櫃台、開架閱覽室書架、兒童圖書室、藝文
走廊、電腦室、自習室、報紙雜誌期刊區、新書展覽區、寄物櫃、酒精消毒箱、還書
箱、觀海閱覽區等。
    第三，如何運用圖書館檢索系統查找我要的書籍、預約書籍的方法。
    第四，索書號的分類。
    第五，借書證辦理方式及到期歸還、續借的方法等。
 
　　除了能夠徜徉在書海中，還能遠眺窗外海景，一邊閱讀享受書香的味道，一邊感
受陽光灑落在窗台邊的美好。導覽結束後，讓孩子們在這開放的空間裡自由閱讀，多
與圖書接觸，享受閱讀的樂趣。
 
    104年4月21日時，將201班帶至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兒童閱覽室進行導覽
及圖書館資源教育。導覽重點為以下幾點：
    第一，介紹圖書的分類。
    第二，介紹圖書消毒箱的使用。
    第三，圖書館禮儀的宣導等等。
 
　　孩子們相當享受閱讀的樂趣，當然在書海中找到了自己所愛好的各種書籍。常常
三、五個好朋友一同觀看同一本書；也有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孩子，專心地投入其中；
也有喜愛圖畫的孩子拿了很多本的繪本故事，一頁一頁的翻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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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說禪專欄

〈將心安心〉4之1

作家 向陽

本文摘要

轉載自：向陽 粉絲專頁 1040201發表

感謝 作家向陽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達磨被尊為禪宗初祖，自他以降，相繼傳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而到六祖慧能，開出了禪宗在中
國佛教史上光輝璀璨的花果。

根據《景德傳燈錄》的記載，達磨本是南天竺國﹝南印度﹞的王子，原名菩提多羅，後來機緣遇到
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發現他的慧根，於是改他的法號為達磨﹝意謂「通大」，通達廣大﹞，他
先在印度弘法，約有六十年時間，廣度無量眾生，然後在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西元五二七年﹞泛
舟重洋，抵達中國弘法。

達磨初抵中國時，曾受梁武帝之邀到首都金陵﹝今南京﹞與武帝對話。

虔信佛教的梁武帝問他：「我就位以來，興建寺廟、繕印佛經、供養和尚，不可勝數，稱不稱得上
功德無量？」達磨回以「並無功德」。

武帝接著問他什麼才叫功德？達磨回答：「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真正的
功德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求得，真正的功德是圓融純淨的智慧，它的本體是空寂的。

梁武帝並未領悟，因此又問：「那麼什麼是『聖諦』﹝聖者所見的真理﹞第一義？」達磨回答：
「廓然無聖。」

梁武帝仍然想不通：「既然無聖，那麼現在跟我講話的人又是誰？」達磨說：「不知道。」──〈將
心安心〉4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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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說禪專欄

〈將心安心〉4之2

作家 向陽

本文摘要

轉載自：向陽 粉絲專頁 1040202發表

感謝 作家向陽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這段對話，隱藏著禪法的幾個特色。其一，建廟繕經供養僧尼，都是形式，並非本質，必須超越這
些形式，直入世間，才能圓滿；其次，真正功德，在於智慧的圓融純淨，自性的空寂，因此只有啟
發自性，才能悟得；第三，就是聖諦廓然，所以無聖無佛，因為自心即佛，自性即佛性，了悟這個
自心，就能直入真理，「一悟成佛」。

梁武帝畢竟缺乏悟力，於是達磨離開金陵，到嵩山少林寺，開始「面壁而坐，終日默然」的「壁
觀」，奠定其後坐禪或禪定的基礎法門。

「壁觀」，後世解釋不一，根據唐代《禪源諸詮集都序》的說法，認為這是「達磨以壁觀教人安
心，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將心安心〉4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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