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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海洋三部曲【104年8月】

透過閱讀海洋、走讀海洋，累積夠了海洋認知的能量，一切水到渠成。跟著老師們設計出的劇本，小朋友們演來駕輕就熟。水母的隨著
水流漂動，在小朋友的肢體表現格外活靈活現；沒有家的寄居蟹背著瓶蓋，慢慢的挪移著身軀，無奈的表情躍然臉上；還有基隆河邊的

老鷹，青蛙一一的如精靈上身一般，真是精采萬分。--閱讀海洋三部曲(李明霞老師 基隆市碇內國小)

輪值主編：基隆市碇內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讀寫聯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 / 林美琴老師

主編的話

閱讀打開學生另一條學習之路 / 基隆市碇內國小 賴清昇主任

名人看閱讀

猶太人談閱讀 / 猶太人最有名的10句話

策略擂臺

閱讀海洋三部曲(一)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閱讀海洋三部曲(二)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閱讀海洋三部曲(三)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杏壇尖兵

以閱讀作為演說的基礎 / 基隆市碇內國小 簡淑清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連連看 / 基隆市碇內國小 王婷誼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親近圖書館．陶醉書香中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林映臻老師

向陽說禪專欄

〈此珠何色〉4之1 / 作家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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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讀寫聯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

示例二：中年級記敘文寫作

林美琴老師

本文摘要

感謝 翰林出版社教科書編輯部

感謝 林美琴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系列大作

本文引用自 1040426林美琴，《FB語文讀寫樂園》

林美琴

4月26日 · 編輯紀錄

《讀寫聯繫教學:活化課文"寫"作文》示例二：中年級記敘文寫作

以翰林三上國語課本第一單元<運用時間>為例，引導學生從單元主題學習發展立意取材、句段成篇的綜合作文能力。

寫句段到完成文章的關鍵在於是否清楚自己的文章想說什麼，再來才是如何把想說的意念從言之有物到言之有序的傳達。這時,
適時導入該單元課文提供的相關語彙與結構活化運用,寫出自己想說的。從構思、文段到段與段組織成文的接續步驟,讓學生知

道：原來文章是這樣寫出來的呀！

現在,就來學習如何活化課文，寫出上述的作文力吧!

讀寫能力評估與教學規畫

這是小學三年級國語課本的第一個單元，學生從這裡開啟中年級學段的學習。在識字的基礎上，開始有系統的學習閱讀理解策

略，涵養識字到文章意涵掌握的能力；同時，在寫作上，也是如何寫就一篇文章的起始。

因此，本單元從閱讀理解四層次的策略提問，發展學生的理解歷程，從認識時間是什麼，到藉由課文中的角色故事來討論運用時

間的思考，進而統整四課的旨意，回扣主題學習。接著，藉由讀寫聯繫，讓學生從時間內省而觸動生活經驗的感思，再活用<統
整活動>中<認識段落>與<描寫時間的佳句名言>學習，逐步發展文章構思、遣詞用字到段落結構的寫作能力，寫就一篇寫<事>的
記述文。

讀寫聯繫教學流程

<從課文理解導入寫作主題>

提取訊息，進行推論

一、時間是什麼

1. 課文中提到時間像什麼?為什麼這麼說呢？

2. 「說了這麼多」，為什麼課文中的「我」還是不明白「時間到底是什麼」呢？

二、神奇鐘錶店

3. 小熊想要買一個特別的鬧鐘，他希望這個鬧鐘有什麼不一樣？所以小熊覺得時間過得太快還是太慢呢？

4. 山羊爺爺可以給他一個神奇的鬧鐘，但是提出什麼要求？小熊答應了這個要求嗎？他是怎麼想的呢？

5. 小熊後來為什麼覺得鬧鐘有問題啊？

6. 「趁年輕？小山羊，把我的時間還給我……」小熊為什麼反悔了呢？

三、明天再寫

7. 晶晶平常寫功課都拖拖拉拉的，她是怎麼想的？又是怎麼看待時間的？

8. 媽媽說了什麼話，晶晶立刻衝進書房寫作業？她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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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提早五分鐘

9. 爸爸認為櫻櫻常常丟東西的原因是什麼？

10. 櫻櫻常常丟東西和「時間」有什麼關係呢？

11. 為什麼爸爸覺得「提早五分鐘」可以解決櫻櫻的問題呢？

聯結與統整四課文意，領略單元旨意

12.時間到底是快還是慢，是短還是長？這四課中，還提到哪些關於時間的想法呢？ 
13.小熊、晶晶和櫻櫻的故事告訴我們應該怎樣運用時間呢？

檢驗與評估，說出自己的見解

14.什麼時候你覺得時間過得快，什麼時候又過得特別慢呢？

15.不管時間過得快或慢，都像流水一樣不回頭，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善用時間呢？

<學習寫作技能>
引導方向:
以上述提問討論的感思作為作文的立意取材，配合<統整活動三>的<認識段落>學習記敘文的結構，統整活動四:和「時間」有關

的語詞和名言佳句活化遣詞用句的能力，寫一篇三段式的記敘文。

步驟一:作文動動腦

想一想:有沒有時間過得特別快或特別慢的一天？

說一說:這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時間過得特別快或特別慢呢？

步驟二：從認識段落到寫成文章

運用統整活動三<認識段落>的學習，將步驟一的事依照段落的順序，發展一篇三段式文章的構思。

作文題目:特別的一天

第一段：發生這件事的原因

第二段：事情發生的經過

第三段: 結果怎麼樣。

例:因為這件事,我覺得這一天的時間過得比平常快或慢，所以這是特別的一天。

步驟三:活用<統整活動四>和時間有關的語詞和名言佳句，寫出你的生動文章。

1.語詞

一刻千金 
光陰似箭 
夜以繼日 
曇花一現 
度日如年

例:
要描寫時間過得特別快的時候，可以用上面哪些語詞來表達呢？

要描寫時間過得特別慢的時候，又可以寫什麼語詞來表達呢？

2.名言佳句

哪些名言佳句最能表達你想說的感受？

例:
因為發生這件事，我覺得: 。(運用的名言佳句)
所以，我要/會: 。(如何運用時間)

<發展寫作活動>

運用學到的寫作技能，寫成一篇三段式的記敘文。

題目:特別的一天

<鞏固學習> 
檢視與提點

寫完後，從學生的作文中提出共通的問題進一步檢討更正。 
分享與強化

藉由好文分享，提出優點，提供同儕之間強化學習。

點閱:73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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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打開學生另一條學習之路

基隆市碇內國小 賴清昇主任

        用閱讀打開學生另一條學習之路是碇內國小推展閱讀教育的目標。

        每個星期三的晨光時間，每個孩子選擇自己喜歡的書在柔和的樂聲悠遊書的世界。
短短的二十分鐘孩子們專注或看、或畫、或寫的沉浸於自由學習的國度。在這段時
間沒有老師的指導、沒有同儕的討論，只有孩子自我學習與探索。碇小的老師們一

直在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指導學生養成正確的閱讀能力與習慣，以奠定終身學習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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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猶太人談閱讀

猶太人最有名的10句話

這世上有三樣東西是別人搶不走的：

一是吃進胃裡的食物，二是藏在心中的夢想，三是讀進大腦的書。

--猶太人最有名的10句話

點閱: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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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海洋三部曲(一)

認識海洋首部曲-----閱讀繪本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本文摘要

楔子：從海洋百寶變變變談起 一所靠山鄰河的學校，談海洋，想跟學生的生活經驗聯結，總是搔不
著癢處。看似鄰近----不過是攀過二座山就到海邊，但又是那麼的遙遠----孩童對基隆的海卻又一無所
知，更別說是參加海洋百寶變變變的戲劇比賽囉。 但是，老天爺總是為我們製造機會，小朋友居然
有意願參加比賽。於是一場認識海洋的創意閱讀活動，就此展開。

認識海洋首部曲-----閱讀繪本

帶著學生走入社區可以看到山，可以看到河，就是看不到海，於是認識海洋的開端就從閱讀「到海
邊去吧」一書開始。我們一如以往，透過繪本PPT引領孩童閱讀繪本，希望書中提到的「廣闊大
海」、「冰涼的海水」、「沙灘上的寄居蟹」……等等，能夠引導孩子用細緻的心，去感受、發現
周遭事物。也透過介紹海洋生物的影片，希望能讓學生有身歷其境的感受。

不過這些做法對學生們，很顯然是不夠的。也因為讓孩子感受到認識海洋的不夠，尤其是在地的
海，反而誘發孩子想要深入認識基隆海邊的想法。於是，閱讀活動至此有了很大的轉折，我們順著
孩子的想法，而形成了閱讀地景的做法。

     

             認識海洋的開端從靜態閱讀繪本開始

點閱:36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閱讀海洋三部曲(二)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閱讀海洋三部曲(三)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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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海洋三部曲(二)

認識海洋二部曲----走讀海洋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認識海洋二部曲----走讀海洋

該怎麼到海邊呢？為了替學生節省經費，找資源吧!!感謝海科館的小丑魚放流活動，以及教育處的校外教學方案，讓我們有兩
次機會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接近海洋的生物。搭著遊覽車快速的到了海科館，經過導覽人員的介紹海洋生物，也做了一些與海
洋有關的體驗活動，例如：生態魚缸、小丑魚放流，拉近了小朋友們對於海洋的認知，也讓學生對海洋知識的學習產生熱情。

走進博物館的學習，讓學生對海洋知識的學習產生熱情。

在海科館正式開館後，火車支線從瑞芳拉到海科館的機緣之下，我們全班終於有機會以走讀的方式親近海洋。我們走出校園，

沿著基隆河邊的步道漫步，我為孩子們細數著基隆河邊的植物與動物----蘆葦、老鷹、蒼鷺……等，也為孩子們講述基隆河的前
世今生----洗煤礦、汕板船運輸，還為孩子們一一道出立體與時空交織的交通運輸路線----省道、62快速道路、河道與鐵道。

               

小朋友沿著河濱步道漫步，細數基隆河的種種。

歡愉的氣氛中，我們走到了四腳亭火車站，展開學生第一次自行搭火車的校外教學之旅。也許出自於自己購票，經過遠足式的
步行，到了海科館，有種挑戰成功的喜悅，再加上老師親自導讀海科館展示，孩子們滿足的神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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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海洋三部曲(三)

認識海洋三部曲----行動海洋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認識海洋三部曲----行動海洋

透過閱讀海洋、走讀海洋，累積夠了海洋認知的能量，一切水到渠成。跟著老師們設計出的劇本，小朋

友們演來駕輕就熟。水母的隨著水流漂動，在小朋友的肢體表現格外活靈活現；沒有家的寄居蟹背著瓶蓋，

慢慢的挪移著身軀，無奈的表情躍然臉上；還有基隆河邊的老鷹，青蛙一一的如精靈上身一般，真是精采萬

分。

下課時，總是可以看見小朋友在不同角落互相的對口演出，甚至還有小朋友熱情的主動位同學調整對話

或肢體動作，而被封為本班最佳導演。每一個小朋友的表現，除了表現出繪本的故事，也將家鄉的生態，基

隆海邊的特色，全部結合在一起。一場結合繪本，遠足，與行動的活動不時在班級的每個角落上演，讓陪伴

著他們一起閱讀這一本大書的我，內心也受到撼動。全班小朋友帶著充滿信心的面容，上場了，將對海洋的

熱情，透過音樂、歌唱、肢體，呈現在全體觀眾面前。全班小朋友在文化中心的舞臺上，共同完成一篇感動

觀眾和評審的讀後心得。

小朋友透過音樂、歌唱、肢體，將對海洋的熱情，呈現在全體觀眾面前。

結語----動態的閱讀是動人的

        閱讀活動有如一部音樂劇，在一段時間序中，包含著靜態的閱讀，也包含著動態的閱讀。什麼時候該靜，

什麼時候該動，就像這一班學生，他們閱讀海洋一般，閱讀能量累積足夠了，就產生動的能量，動的能量累

積夠了，就產生行動的能量。因此，動人的閱讀，是動態的連續活動。

點閱:15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閱讀海洋三部曲(一)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閱讀海洋三部曲(二)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李明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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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2%87%E5%85%A7%E5%9C%8B%E5%B0%8F+%E6%9D%8E%E6%98%8E%E9%9C%9E%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50209/home/10408/ce-e-lei-tai/4.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6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6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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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期

杏壇尖兵

以閱讀作為演說的基礎

基隆市碇內國小 簡淑清老師

    在語文競賽中，學生組的演說時間限制是4至5分鐘，以一般語速估量，約在八百至九百字左右，

準備時間三十分鐘就要上台即席演說，未經過訓練的學生，往往在開口講了一兩分鐘後就無以為

繼，尷尬呆立。就算是經過訓練的選手，也有可能因為一時緊張，無法完整表現一篇演說。三十分

鐘的準備時間，只夠選手構思演說的大綱骨架，而演說要有血有肉活靈活現，就要靠平日的閱讀充

實自己的敘述能力了。

    演說者的閱讀資訊，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提供最有效的運用，因此在平日的閱讀有幾項是要特別

注意的：

一、必須是廣泛的：因為在抽題時無法預期會遇到什麼樣的題目。以小學生而言，演說題材多

切合生活，環保、旅遊、閱讀、健康、休閒活動等都是常見議題。演說內容要推陳出新，報

紙、雜誌、書籍廣泛的閱讀，充實自己取材舉例的資料庫，才能使演說內容豐富有據不空泛。

二、必須是簡潔的：八九百字的內容，在陳述例證或敘述事件部分，不宜超過二分之一，也就

是要在四百字左右。閱讀後的內容，既要用字精確優美，又要清楚明瞭，在閱讀完文本之後，

就要用自己的話重新整理，簡單扼要的將閱讀的內容融會成自己演說的材料，如過敘述內容太

過冗長雜亂，會模糊了演說的主題。

三、掌握文本內涵要意：閱讀文本後，要將文本中的內容找出中心思想，例如：服裝設計師吳

季剛的故事，可以用在性別相關的題目，也可以用在耕耘與收穫、相信自己、母親的偉大、天

賦與學習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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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說者在準備時都要有屬於自己的整理小冊，在閱讀文本之後，簡短的紀錄文本、事件或故事

梗要，記錄自己各面向的簡短心得與結語，以前述吳季剛的例子，結語就會不同。

    性別相關議題面向：吳季剛堅持自己的興趣，奮鬥不懈的追求夢想，他告訴我們要尊重個別的

興趣與專長，不該被侷限性別刻板印象，更不可以此嘲笑或捉弄他人。

    耕耘與收穫：吳季剛成為聞名的設計師，在榮耀的背後，有多少的努力與不為人知的辛酸。從

小愛玩洋娃娃的吳季剛，曾因親友的嘲弄而傷心落淚；念大學時為了舉辦服裝秀，在紐約的酒吧門

口為客人掛了兩年衣服，只為了熟悉經常來此的服裝界名流。即使成名之後， 吳季剛仍每天辛勤工

作一、二十個小時。要有豐盈的收獲，就必須付出辛苦得耕耘。

    相信自己（天賦與學習）：從小愛玩洋娃娃的吳季剛，曾因親友的嘲弄而傷心落淚；剛出國念

書時，語言不通，母親要他讀時尚雜誌終於克服，在家人的了解中長大，吳季剛在自己最擅長的領

域盡情綻放，真的了解自己是誰，自信的成就自己。

    母親的偉大：吳季剛的與眾不同，也曾帶給媽媽陳美雲許多壓力。別人說這母親真怪，男孩子

玩娃娃，不但不禁止，還到處託人幫他蒐集。媽媽雖盡力讓它發展天賦，卻也在關鍵時刻堅持，要

吳季剛把該有的教育完成，「因為教育會讓人有新的知識、新的想法進來。如果都只在做一件事，

你的思想就會空掉，不夠寬廣。」媽媽對他的影響至關重大。

    有廣泛的閱讀，再透過自己的吸收整理，才能使演說者在即席演說時旁徵博引，流暢表達。閱

讀後的歸納整理，是要靠日積月累的練習，所以說演說是以閱讀為基礎的，演說者都應該要養成閱

讀的好習慣。

點閱: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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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連連看

基隆市碇內國小 王婷誼老師

閱讀九宮格  共享學習趣

    「書本就像降落傘，打開才有用。」然而，如何讓孩子心甘情願地打開書本、把閱讀視為重要活動，就必須長

期漸進的引導。學期初，我會發給每個學生見面禮——一本名為「閱讀連連看」的筆記本。改造自國中常用的空白

作業簿，讓學生在內頁畫下九宮格，正中央的格子填上每次的「閱讀主題（書名、作者）」，外圍的格子則以順時

針方式依序填入「時間」、「地點」、「主角」、「物品」、「原因」、「經過」、「結果」，最後一格再填寫閱

讀後的「心得反思」。每個格子不限字數，但會引導學生必須寫出最關鍵的字詞。用九宮格取代傳統寫大意、心得

的學習單，對中年級的孩子們而言，一方面能減輕習寫的壓力，一方面又能訓練理解文章的組織架構。

    讓「閱讀連連看」筆記本，變成孩子最佳的學習工具。像是在早自習搭配故事CD的聆聽，讓學生邊聽故事，邊

用九宮格摘要重點，培養聆聽專注力。在國語課堂上，運用九宮格進行課文結構分析、內容深究，讓學生分組搶答

進行連線活動，提升學習動機。在圖書館裡，讓學生邊看書邊隨手寫下心得，圖書館不再是嬉鬧翻滾的溜冰場，自

然形成認真專注的閱讀場域。課餘時間，讓學生輪流交換筆記本，針對對方的感想評論，孩子們為了得到同學的共

鳴，自然會寫出更動人的心得反思。從九宮格無限延伸，串聯孩子們對閱讀的喜愛。

  

閱讀連品德  送愛到偏鄉

    「一個孩子、一位教師、一支筆和一本書，可以改變世界！」我嘗試把品德教育融入閱讀教學，透過體驗活

動、團體討論、募愛行動，讓孩子們把實踐品德變成生活的一部分。2013年10月，我和十分國小的孩子們共同成就

了「十分―甘溫您，讓愛傳下去：送愛到甘比亞」的計畫。2014年12月，我再和碇內國小的孩子們接力成就了「聖

誕鞋盒，用心聆聽：送愛到臺灣偏鄉」的活動。

    綜合課導讀《一公分的鉛筆》後，我帶領孩子們嘗試用1公分的鉛筆筆芯寫字，讓孩子們體察生活中平凡的幸

福。下課時孩子們熱烈地討論，要如何珍惜自己最重要的東西；甚至有孩子立即掏出盒中所有的鉛筆，拜託我幫忙

轉寄。於是我們效法繪本《凱琪的包裹》，透過寫募愛信向社會大眾募集愛心文具，並製作祈福天燈風鈴、繪製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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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明信片，幫助貧苦的孩童們擁有文具，實現想學習的美夢。過程中得到來自各界無私的幫助，也經歷斷交的挫

折；我們堅持到最後，14箱文具終於趕在聖誕節前夕，平安交到甘比亞的孩子們手中。「孩子不會寫謝謝，還是堅

持要我教他寫，因為他念到三年級終於擁有自己的鉛筆……」這是甘比亞教育志工轉述的話。透過閱讀行善活動，

讓孩子們的心更柔軟，也更懂得付出愛的力量；期盼這樣的愛，能延續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閱讀連活動  提升寫作力

    「寫好作文，從心的觸動開始！」閱讀是輸入，寫作是輸出，當孩子們投入閱讀後，我便會安排情境活動，引

導孩子們創作。透過《銀河玩具島》的故事拼圖活動，把故事內容分割數段，讓學生們分組重新拼回完整的故事，

藉此提升文章組織架構的能力。透過《三隻小狼與大壞豬》的故事改寫活動，引導學生討論思辨，創作不一樣的情

節。透過《這不是我的帽子》、《真是太過份了》的戲劇演出，培養學生即席創作、生活取材的能力。透過《看不

見》的身障體驗活動，引導學生抒發內心最真誠的感受。

    「改變文字，就能改變世界！」，我相信孩子們具有創作的潛能，所以在閱讀與寫作教學中，不斷嘗試各種情

境活動的安排，讓孩子們願意打開心房，熱愛閱讀，進而從創作中體會樂趣並產生自信，深深期盼文字能成為孩子

們心靈成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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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親近圖書館．陶醉書香中

基隆市碇內國小 林映臻老師

    碇內國小圖書室擁有18503本各類藏書，位在健康樓的二樓，約有2間教室大，是小朋友們最愛去的
地方。每一節下課，愛看書的孩子總是相約到這兒來借書，每當他們借到心中期待要看的書籍，總會高
興地大叫:「我借到了!耶!」

    學校裡沒有專任的圖書教師，卻有11位自己也很愛閱讀的志工，他們熟悉每一本書的排放位置，還
會為小朋友推薦好書，他們忙得不亦樂乎，筆者常常向他們道謝，他們卻說：「雖然忙，但看到小朋友
這麼愛看書就覺得開心!」。各班老師也是本校閱讀教育的推手，常常到圖書館來為小朋友找好書，整
套整套的借回教室，指導全班共讀。古羅馬最好的作家西塞羅說：「沒有書籍的屋子，就像沒有靈魂的
軀體。」我常想：碇小的圖書館若沒有這些熱心的志工和有使命感的老師們，就不會像今天這麼生氣勃
勃，充其量只能稱之為沒有靈魂的書庫而已。

為了鼓勵小朋友愛閱讀、喜歡親近圖書館，本校教務處也以鼓勵的方式，推出多道閱讀好菜，結果
也收到極好的成效。

一、閱讀存摺積點活動:只要看完一本書，經過班導認證，可給「1點」的章，蓋在存摺上，如果也寫閱
讀心得，每一篇經設備組長核點，可得1~5點(看寫作的態度與內容)。累積到200點的小朋友，在學期末
休業式時會得到校長表揚並頒發「閱讀小尖兵」獎狀一張；累積到400點則獲得「閱讀小達人」榮
耀； 800點可以獲得「閱讀大超人」頭銜； 1000點則是最厲害的閱讀高手，可以頒發「閱讀千點狀
元」獎狀。400點以上，都有家長會提供的圖書禮券可以拿，得越多點，禮券的金額越高!

 

  

 

第二、班級書香獎推行活動: 由班級老師為班上同學選借全班共讀的套書，讀完全班一起寫心得，繳交
後，獲得「閱讀心得教務處核點章」，集到規定的數量，在期末就可獲得一張「班級書香獎」獎狀，並
有圖書禮券獎勵。自推動至今每學期都有二十多個班級獲得這份殊榮!感謝這些協助推動的老師們！曾
志朗博士曾說：「閱讀是多元智慧成功的條件。」感謝老師們透過班級的力量，帶領小朋友進入書的世
界，為小朋友的多元智慧開啟了可能的天光。也要特別感謝本校家長會，你們是碇小推動閱讀最有力的
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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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佈置隨處有書、有文章的書香環境:筆者曾看過一篇報導，如果家中到處是玩具，小孩便會一直
玩玩具，玩膩了，便無所事事；如果家中隨處都有各式各樣的書籍，小孩只有書可看和玩，他便一直在
看書，越看越有智慧!於是，我將這套理論搬到學校，讓校園、走廊，到處都是一櫃櫃的書本、玻璃
上、公佈欄上都是好文章分享，教室裡的置物櫃中都是各班老師挑選過的好書，結果，我發現孩子們愈
來愈愛看書了。下課時間，在校園裡走一趟，你會發現選擇在圖書角看書，或是在布告欄前閱讀的孩子
愈來愈多了，這是無形的改變，原來，境教真有其效果。

   

    

 

第四、讀報尋寶抽獎活動: 校園中每月會有三大張從國語日報剪下的好文章，貼在小朋友常經過的六個
地點，並從文章中找出10個問題，和文章一併公布。小朋友只要認真閱讀就能找到答案，將答案紙填
好，投入教務處的透明抽獎桶，就可參加抽獎，這個活動深受小朋友喜愛，每期參加的人都非常踴躍。
這個活動不同於前幾項，是有目的的引導，所以我們也常結合學校的各項宣導活動，找到適合閱讀的文
章，讓孩子們從閱讀中學習到我們希望他知道的事。每期抽獎的日子，小朋友們最關心了，因為參加者
眾多，得獎的人數也不少，所以那天是小朋友們最High的日子，拿到獎品的小朋友都開心得不得了。

 

    希臘有句諺語說：「知識之泉，經書籍而奔流。」大文學家莎士比亞也說：「生活裡沒有書籍，就
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我們努力營造書香校園，目的就是希望能把
所有的孩子帶進書的世界，讓他們願意親近圖書館，陶醉在閱讀的喜悅中。願我碇小的每一個孩子都是
愛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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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人看待一切事物總本著「眼見為憑」的認識來評斷，因此內心也總有「一把尺」，這把尺被我們用來丈量一切，某物是某種價值，某事是某種是非，

我們的世界，於是建構出了一個價值體系。

從好的方面看，正因為有這麼一套被多數人接受的價值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評斷是非、理論曲直、定奪高下，不致猶疑恐懼、茫然無所是從。於是，外在世

界的種種，便都有了高下、好壞、善惡、美醜的分別，秩序井然，世界就找到了維繫於不致崩毀的途徑。──〈此珠何色〉4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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