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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為教育的靈魂注入活水【104年9月】

每位家長都希望教養出「知書達禮」的子女。但若仔細觀察4~5歲的孩子，有些已經會主動翻閱故事書，甚至可以指著圖畫書，
敘說著自己編的故事，而有些卻連書本拿顛倒了，都沒感覺。為何孩子們有如此大的差異呢？我們要如何與家長攜手，共同完成
「擁有喜歡閱讀的孩子」的心願呢？--陳慈娟

輪值主編：基隆市南榮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一)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二)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三)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導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四)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五)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主編的話

閱讀--為教育的靈魂注入活水 / 基隆市南榮國小 林維彬校長

名人看閱讀

高希均看閱讀 / 高希均 教授

策略擂臺

我們共享的美好晨光 / 基隆市南榮國小 林宜穎老師

杏壇尖兵

我與閱讀二三事 / 基隆市南榮國小 劉秀蓮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一)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二)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三)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四)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五)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六)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閱讀趣 / 基隆市南榮國小 林宜穎老師

向陽說禪專欄

〈展開十方〉5之4 / 作家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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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一)

開啟幼兒語文學習的一扇窗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本文摘要

每位家長都希望教養出「知書達禮」的子女。但若仔細觀察4~5歲的孩子，有些

已經會主動翻閱故事書，甚至可以指著圖畫書，敘說著自己編的故事，而有些卻連

書本拿顛倒了，都沒感覺。為何孩子們有如此大的差異呢？我們要如何與家長攜

手，共同完成「擁有喜歡閱讀的孩子」的心願呢？

開啟幼兒語文學習的一扇窗

    我們都知道「閱讀」是通往「知識」大門的「捷徑」，但是您可知道，多大的孩子

可以開始閱讀呢？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40期刊登教育部印製的「幼兒閱讀發展階段」的海報，明

確地告訴我們，當小寶貝還在媽媽的肚子裏，就可以開始讓他聽大量的故事了，因為胎

兒期是聽覺發展的啟蒙期。

在寶寶出生後3個月大時，就該給寶寶接觸第一本故事書了。只是大家一定會好奇

地問：「3個月大的嬰兒，怎麼拿書看?他看得見嗎?他聽得懂嗎？??」這讓筆者想起10

年前，一位實踐蒙特梭利教學的園長分享自己拍攝的育嬰影片，影片中的爸爸，坐在椅

子上，腳下墊著一個小板凳，他將3個月大的嬰兒放在自己併攏的雙腿間，嬰兒的臉朝

向爸爸胸前的故事書.....，當時，嬰兒的表情是那麼的專注、爸爸說故事給小嬰兒聽

的神情，是那麼的溫馨……，這一幕讓我感動許久。可見嬰兒閱讀，不是「不行」而是

我們「不為」罷了。

如果，我們願意持續每天花10分鐘，提供嬰兒「親子共讀」的經驗，到了寶寶7個

月大時候，他就會咿咿呀呀地回報您，慰勞您為他說故事的辛勞，這是何等的喜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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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寶寶8個月大的時候，他就可以有模有樣地拿起書來看了，這時成人要做的

工作是，確保他不要把書拿反喔！

到了寶寶10月大了，他的穩定性更高了，我們的陪伴不再只是處理他的吃、喝、

拉、撒、睡，而是照三餐，提供優質的10分鐘「共讀」經驗。

以上，您都努力了，寶寶到了1-2歲，他就可以「打開書」同時「打開世界」了。

這是您送給孩子多麼美好的禮物，讓他一生都受用無窮呢！

寶寶2-3歲時，就進入符號及文字概念的萌芽期，到了三歲，您會驚訝孩子已經開

始對文字符號產生知覺了。

點閱:9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二)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三)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導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四)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五)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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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二)

小小的觀察、大大的發現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小小的觀察、大大的發現

行文至此，一定有很多家長，大嘆「孩子已經出生了，來不及胎教了!」、「孩子已

經1-2歲了，說這些都已經沒有用了!」其實，切莫悲觀，因為筆者的姪兒也是在1歲左右，

才開始接觸「共讀」的經驗，由於筆者的兄嫂因工作關係，將姪兒送回「奶奶」家，請奶

奶(筆者的母親)照顧。「奶奶」怕他哭鬧，買了60本的童話故事書給他，記得當時，他根

本就是個睡在書堆裏的娃娃，每當他哭鬧，「奶奶」就隨便抓一本故事書，讀給他聽，而

他也真的能漸漸安靜下來，仔細聆聽。很快地，半年過去了，那時他還不太會說話，而我

正好在花蓮師院就讀，恰巧教授在課堂上分享「親子共讀」的相關研究，我非常感興趣，

於是找了最簡單的「物品圖卡」與姪兒「共讀」，只見他看了幾張圖卡，就跑到床上躺一

下，不一會兒又跑回來，翻翻我手上的圖卡，就又跑走，去拍牆壁、開冰箱……，來來回

回，好幾趟。當他再次跑去騎摇搖馬時，我心裏斷定，這麼小的孩子根本沒辦法進行「親

子共讀」，於是低頭準備收拾圖卡，瞬時，映入眼簾的正是「搖搖馬」的圖卡，當時真是

心頭一震 ~ ~ 原來他不斷地跑走，不是對「共讀」沒興趣，而是用肢體向我宣告：「我知

道『床，是睡覺用的』、『杯子，是喝水用的』、『窗戶在牆的那邊』、『蘋果在冰箱裡

面』、『搖搖馬是可以騎的』……」，剎那間，翻轉了我對「共讀」的刻板印象，了解孩

子的學習型態有千千萬，「共讀」不僅限於坐下來「一起讀」，我們要用心去觀察孩子的

表現，去理解孩子的表達，才能提供更適切的教導，幫助孩子學習。

點閱:10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一)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三)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導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四)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五)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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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三)

小小的床邊故事，大大的驚喜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導師

小小的床邊故事，大大的驚喜

姪兒非常幸運，擁有一位非常盡責的「床邊故事」奶奶，每天都能在奶奶溫馨地陪

伴下，隨著童話故事情節發展，甜甜進入夢鄉。當然，令人討厭的是，當奶奶沒空時，

床邊故事「姑姑」就累了，有一次，我已經講了5個故事，他還沒睡著，我只好撥開滿

床的書，躺在他身邊，跟他說：「姑姑喉嚨痛了，不能再講故事了，換你講給我聽。」

我以為那時才2歲半的他，是不會講故事的，沒想到，他咭哩嚕地講了一大串，更令我

訝異的是，他竟然能像演戲一般地說出：「哈!---哈!---哈！牠就掉到樹洞裏

了……」。我驚喜地忘了疲憊，張大眼睛地問他：「你說的是哪一個故事?」他馬上爬

起來，從床上找出一本故事書給我，我打開書，請他再講一遍，發現他是一字不漏地

「背」岀整個故事，我問他：「奶奶知道你會講故事嗎？」他搖頭，並且很開心地看著

我。我很驚訝他有這樣的能力，也很好奇他是否識字？於是隨便抓起一本故事書，問

他：「這本是什麼? ……」他竟可以正確地說出：「醜小鴨、白雪公主、三隻小豬、小

紅帽……」，我興高采烈地將這個大發現告訴「奶奶」，只見奶奶淡淡地回應：「我每

天都會帶著他，指著書本的封面唸書名，不過他這麼小，應該還不認識字，可能只是認

圖案……」。由此可見，我們不見得需高超的說故事技巧，只要願意持續地為孩子唸讀

「床邊故事」、指認書名，這些故事與圖文，都會留在孩子的心中，成為孩子語言發展

的養分。

點閱:10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一)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二)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四)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五)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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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五)

結語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結 語

孩子的心智就像海綿一般，您給他什麼，他就吸收什麼。幼兒時期，我們給他講

夠多的床邊故事，他就能用複誦故事來回報我們；我們對幼兒的閱讀越早啟蒙，孩子

的各種能力就能越早展開。當他們漸漸長大，我們的陪伴也應逐漸從「床邊故事」進

階為床邊的論談，與孩子討論故事的意涵與道理，了解孩子的想法，傳達我們的價值

觀，透過與孩子共同「閱讀」，幫助孩子們澄清生命的意義與自我存在價值，如此一

來，孩子們就能經由無形地「悅讀」蛻變成「知書達禮」的國家棟樑。

點閱:10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一)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二)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三)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導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四)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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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四)

幼兒園「親子共讀」分享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幼兒園「親子共讀」分享

由於在幼兒園任教，因此經常有機會與家長分享「親子共讀」的心得，不少家長

慶幸自己的小小孩，還來得及亡羊補牢，但有更多的家長扼腕，覺得太慢得到這樣的

訊息。

其實當孩子3歲後，它的語言發展階段，應該是「已經開始對文字符號產生知覺

了」，而且「讀寫萌發」理論也強調：當幼兒沉浸於豐富的語言環境，自然會發展出

對於語文和文字的興趣，並嘗試書寫。但從教學現場中觀察，發現孩子對於充斥於大

環境中的「文字符號」，諸如：隨處可見的商店招牌、隨手可得的廣告文宣、不絕於

「眼」「耳」的影視節目、電視字幕，卻是「視而不見」的。而且多數家長誤將「注

音符號」與「閱讀」畫上等號，誤以為「注音符號」是孩子開啟閱讀大門的「鑰

匙」，而要求老師要及早教注音符號。殊不知，開啟幼兒語言學習大門的關鍵祕鑰不

是注音符號，而是需要大人們利用提示或提醒的方式，不斷地將「文字與口語的關

係」展演在幼兒面前，讓幼兒對「文字符號」產生注意，使其對「口語表達」與文字

符號產生連結，才能自然而然地對「閱讀」產生興趣。至於相關的教學實例，筆者曾

撰文「打開幼兒語文學習大門的祕鑰以『畫』與『話』啟發與誘導，發表於幼教資訊

2010年12月第241期，供大家參考。

為了讓家長儘早參與幼兒的「閱讀」之旅，本幼兒園正進行下列活動：

一、藉「班親會」宣導「親子共讀」的理念與做法，並邀請家長分享經驗與心

得，以增強家長實施親子共讀的意願與動力。

二、辦理「借書活動」：主動安排每位幼兒於每週五借一本自己最想看的書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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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親子共讀學習單」：協助家長利用幼兒借的書，進行親子共讀。除了

要求幼兒畫下閱讀(聽故事)心得，並請幼兒說出自己畫的內容，再請家長幫他用

文字紀錄下來。

四、印製「親子聯繫簿」：孩子每日的回家功課之一，是將「今天的新發現」畫

下來，講給家長聽，並請家長為他紀錄下來，隔天到學校進行分享。除了增強幼

兒的口語表達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幼兒每日都有機會體驗「文字與口語的

關係」，有助於提升幼兒的閱讀興趣。

五、體驗「行動圖書館」：配合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來校時間，帶

幼兒參觀載滿書籍的「圖書車」，除了介紹「行動圖書館」成立的意義，同時讓

幼兒有機會享受不一樣的「閱讀」樂趣。

點閱: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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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一)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二)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三)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導師
大手牽小手 ~ 邁向「悅讀」的開闊天空(五) / 基隆市南榮國小附幼 陳慈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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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為教育的靈魂注入活水

基隆市南榮國小 林維彬校長

    人類的學習是利用各種管道去吸取別人的經驗來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的心靈，累積我們的知識，增

長我們的智慧。研究報告指出，人類知識的獲得百分之七十是靠視覺，依賴其他感官來學習總共只佔百分之三

十而已，所以西方的諺語說：「打開一本書，你就打開了一個世界」；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教授也說：「書本打

開了孩子想像的空間，閱讀可以增加孩子的思考能力。」世界已經進入所謂「知識世紀」，一切競爭與價值都

以知識為主，而一切知識的基礎都自閱讀開始。

     閱讀也是各科學習的基礎，美國的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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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教授也提到教育基礎必須靠閱讀來奠定，大量閱讀，也是

基礎教育的起點。他認為「閱讀」非常重要，普通常識不可能全部出自課本，必須要大量的閱讀才有助於提升

能力，現今學生數學程度普遍不好，除了邏輯不好外，極有可能是看不懂數學題目，導致計算錯誤，進而開始

害怕數學，他認為，這些都是因為缺乏大量閱讀，才會掌握不到重點。而且多閱讀，能擁有豐富常識，當遇到

需要做決定的時候，也能夠比較理智且冷靜。

     孩子如果自小就能養成閱讀的習慣，等於是擁有一生受用不盡的智慧。根據英美大學的調查顯示：「讀

書對身體健康有正向的影響」１：從小開始讀書可以提升能力(1)能夠長時間持續集中精神(2)習得理解故事內

容的技能(3)透過讀書可以更深入了解異文化，培養同理心。２：短時間內消除壓力：根據薩塞克斯大學的調

查結果顯示，只要讀書六分鐘就可以減輕三分之二以上的壓力，比聽音樂或散步更具有排除壓力的效果。３：

活化腦內運作：相較於被動地接受電視與電腦遊戲等影像與故事，讀書時，要自行想像文章的內容，因此會活

化腦內的各個領域，也能幫助建構新的神經思維。４：有助於阿茲海默症：據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研究顯

示，若是從小養成讀書的習慣，可以有助於腦內β澱粉樣蛋白的形成，能有效預防阿茲海默症。

     俗話說：「家財萬貫，不如滿室書香」，閱讀是學習的開始，藉由廣泛的閱讀，可以擴展孩子的視野及

增加生活中的基本知識及觀念，而其最終目標是希望孩子能獨立閱讀，讓他們了解生命的目的，走在正確的人

生道路上。所以，閱讀是生命泉湧不斷且歷久彌新的活水，我們深信當閱讀成為一種生活習性，讀書成為一種

享受時，閱讀便豐富了生活、彩繪了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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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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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高希均看閱讀

高希均 教授

提昇人的競爭力、高附加價值，就是靠認真讀書，靠大量閱讀

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會，必然是一個愛讀書的社會

自己購書、家庭藏書、社區愛書，每個人都是終身閱讀者

在所有的選擇中，閱讀最重要。我深信：讀書不輸；讀書一定強

                                    —高希均

點閱: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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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我們共享的美好晨光

基隆市南榮國小 林宜穎老師

    從小，我就愛看書，什麼書都看，科學、天文、文學、歷史...，在那個沒有太多電視節目、沒有
電腦的年代，書，是我的精神糧食，帶領我翱翔於不同的時空。在那個單純保守，不容許太多個人主義
的年代，閱讀和音樂，陪伴我度過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少時光。對我而言，閱讀就和呼吸一樣自然，從
沒想過它是怎麼發生的。

    教書十餘年後，因緣際會下開始帶班，我也希望，對班上的孩子而言，閱讀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
事。因此，我購置了各類的書籍陳列在教室，希望孩子能主動的閱讀。但是，我發現會主動閱讀的孩
子，永遠是那幾個；雖然在老師的鼓勵、推薦、導讀下，願意閱讀的人增加了，但卻沒有持續閱讀的習
慣。如何讓孩子養成閱讀的習慣，成了我的一個挑戰。

    兩年後的暑假，即將帶新的班級，我閱讀了「晨讀十分鐘」一書，我想，不妨在新的班級做個實驗
吧!說不定，就這樣養成孩子的閱讀習慣了。但是，早上8：00~8：45分這段時間，大部分高年級的孩
子，都在參加各項社團的練習，要怎麼運用這段時間進行晨讀呢?幾經思量，我決定拜託教學組長，將
每天第一節都安排導師課，用第一節上課後的前十分鐘進行晨讀；雖然有同事擔心我可能會因此犧牲上
課時間，導致進度落後，但我還是決定試試看。開學後的班親會上，我向家長說明我的想法和做法，也
獲得家長的首肯和支持；再和班上的孩子說明後，我們的「晨讀十分鐘」便正式上路囉!

    在每天的晨讀時間，全班師生都必須放下手邊的事情，自選一本想閱讀的書(且嚴禁教科書)，在這
十分鐘內專心的閱讀。剛開始實施時，我發現班上三十個孩子，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靜心閱讀，其
餘的孩子總在四處張望或心不在焉的翻書。但實施大約一個月後，孩子改變了，能靜心閱讀的孩子變多
了，只剩大約五、六人還無法投入；我分析了孩子的學習狀態後，我想可能是教室中的書籍大多是高年
級適讀的純文本，文字較多，對能力不足的孩子而言，可能是困難的，也較難具吸引力；因此，讓班級
書櫃的書籍更多元，成了我的下一個任務。

    接著我透過網路書店、國際書展、實體書店...購置了不同類別的書，包括全套的神奇樹屋、波西
傑克森、粉靈豆系列校園小說、及當時正夯的尋寶記系列...，班級書櫃的書更多元，選擇性更多，孩
子可以依照自己的程度、喜好選擇最近要看的書，每週三的晨讀時間結束，我們會花一些時間，讓願意
分享的孩子，說說自己最近看的書，也推薦給沒看過的同學參考。就這樣，我們每天在晨讀十分鐘，享
受著書香，享受著靜謐的晨光，享受著穿梭古今的奇幻，孩子的閱讀習慣也慢慢培養起來了!

    每當課程結束，離下課時間還剩二、三分鐘，孩子總問：「老師，可以看書嗎?」；為了看新的一
集尋寶記或波西傑克森，孩子自動規定：必須要完成所有的作業訂正，才可以排隊登記借閱；吃過午餐
後，孩子坐在座位上閱讀神奇樹屋，直到上課鐘聲響起，猶沉浸於故事情境中，不忍釋手…。當課程介
紹到不同的國家，孩子將學自尋寶記的知識和大家分享，將教科書的內容與閱讀的素材做了連結。看到
孩子的改變，我心中有無限的喜悅，閱讀，對他們而言，已是自然而然的習慣。

    很快的兩年又過去了，我親愛的孩子們升上了國中，是否繼續閱讀呢?是的，他們總在放學後來找
我，問有沒有書可以看，抱著書回去後輪流傳閱，看完了拿回來還，再借別的書去看；在這樣的循環過
程，我開心地繼續經營我的小小閱讀站，將與他們共享的這些美好晨光，小心的收藏在我的記憶裡。

點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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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我與閱讀二三事

基隆市南榮國小 劉秀蓮老師

    我不是熱衷於閱讀，只是單純享受看書的樂趣而已，我都是看輕鬆、不需要花腦袋的書，希望學生也
能擁有這種美好的感覺，所以我讓學生閱讀也是喜歡就好，如果能藉此多認識一些國字、多認識一些知
識，那是額外的收穫，再好不過了。

    剛開始給學生看書是在十幾年前，當初買了一套漫畫西遊記，就拿到教室去，看看學生是否有興趣翻閱，想不到這套書

大受學生歡迎，不管看得懂文字的、只看漫畫的，都會拿起來看。從此我就開始買書給學生看，有時去書展買，有時去書

店買。

    因為我的學生都是低年級的小朋友，所以買的書需要有注音，充滿童趣，字體不能太小，字不能太
多、太難讀懂。有很多可愛插圖的繪本。當然有時也會買字多一點、圖片少一點、有故事性的橋樑書。

    如同前面說過，我只是單純的希望學生能喜歡看書，所以沒有要求學生要看什麼書。帶了幾屆的學生
下來，真的發現閱讀是要培養的，若班級的閱讀風氣不夠，或者是喜歡閱讀的學生不是領頭羊，整班閱
讀的習慣是帶不起來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現在五年級的學生，在二年級時就能閱讀沒有圖片的純文本，我們還參加教育廣播電
臺的家好閱讀活動，並且完成親子共讀的挑戰任務，順利贏得獎金呢！其中有一個女生從不認識幾個
字，到現在是圖書室的常客，有時甚至連上課都忍不住要偷看書，可見閱讀在學生身上發揮的影響力
了。

    目前小一這班還在努力中，希望透過每週一次帶書回去與父母做親子閱讀的機會、老師說讀文本的引導，週三晨光的閱

讀，讓學生能經由摸書、翻書、欣賞圖片再到閱讀內容，逐漸養成看書的習慣，最終能喜歡上閱讀這件事。

點閱:9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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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一)

前言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本文摘要

   林海音女士一直是推動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主要人物，很多有關兒童文學的新概念都是林海音女士由美國帶

回臺灣的。《請到我的家鄉來》一書為世界各國的兒童畫（鄭明進老師繪）加上林海音女士對世界各國的介紹
匯聚成一本給兒童看的繪本。本文以康軒版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第八冊〈請到我的家鄉來〉為探析對象，從了解
林海音女士寫作《請到我的家鄉來》的創作起源開始，再以文本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作為主要探討，希望
能對這篇文章有更進一步的欣賞。

關鍵詞

     林海音、兒童文學、請到我的家鄉來、內容意旨、篇章結構分析 

壹    前言

   世界像是一扇又一扇繽紛美麗的窗，只要打開窗，屬於這個國家的民俗風情和自然景觀就呈現在所有人的面前，

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工智慧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因應地形的山不轉路轉……，打開這一類型的書，就像是

探索頻道或是美食節目在讀者面前播放一齣又一齣好看的景點介紹。本文所要探析的〈請到我的家鄉來〉，是節錄

自《請到我的家鄉來》，除了對內容意旨作一番討論之外，篇章結構也是在本篇文章裡會加以討論的，究竟文本的

選材是以什麼為主？究竟根據陳滿銘教授的結構分析法為基準，本篇文章該歸類在哪一類？理由又是什麼？主要希

望學生在學習這一課的時候，對於世界風情能有概念，並培養愛自己、認同家鄉、俯瞰寰宇的世界觀。

點閱: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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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二)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三)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四)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五)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六)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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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二)

創作背景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貳   創作背景

一、作者介紹

    林海音（1918~2001），臺灣苗栗頭份人，出生於日本大阪，三歲時隨父母親返回臺灣居住，五歲時隨父母到北京，定居南城，三十歲

時返回故鄉臺灣，翌年進入國語日報擔任編輯，並開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林海音女士主持國立編輯館國小國語科

編審委員會，並主稿一、二年級國語課本，著作等身，有小說集、散文集、兒童讀物、廣播劇劇本等等，《城南舊事》小說集為林海音女

士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曾改編成電影、兒童繪本，也有英譯本發行，本次選文〈請到我的家鄉來〉節選自1978年林海音女士於臺灣書店出

版之《請到我家鄉來》。

    林海音女士當過記者、編輯，是作家，也是出版家，她早期寫作散文與小說，作品中常以兒童作為主角。後來從事兒童文學的寫作、編

輯、翻譯等工作，似乎是臺灣兒童文學的代名詞。因為兒童文學是她的最愛，所以她在兒童文學上的創作也就非常亮眼，重要的著作有：

《金橋》、《蔡家老屋》、《不怕冷的企鵝》和《城南舊事》，在林海音女士去世前，曾經發下豪語，想要寫下記憶中的童玩、遊伴、說

過的話、小油雞、土地廟的小吃攤……，可惜最後未能如願。

    即便如此，林海音女士在兒童文學上的貢獻是不能被磨滅的，讓兒童文學知識化，是林海音女士對兒童文學的期許。

二、為文背景

    《請到我的家鄉來》初版於1978年，是一本以文學寫成的知識性繪本，目前在市面上可以看見的繪本則為2007年由小魯出版，2012年再

版的版本，全本共收世界五大洲二十一個國家，除了特殊景觀、風土民情等文化也都用精煉的筆法寫成，而康軒版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第八

冊〈請到我的家鄉來〉則從其中選擇四篇，稍加修改，成為國語教科書的課文。

    《請到我的家鄉來》之所以成書，是鄭明進老師（本書繪圖者）已經收集了各個國家的兒童畫，邀請林海音女士以她優美活潑的文

筆，搭配成一本介紹世界上不同國家文化特色的童書。

    《請到我的家鄉來》一書中共集合了二十一個國家，為：大韓民國、日本、馬來西亞、峇里島（印尼）、泰國、印度、伊朗、以色列、埃

及、法蘭西、德意志、荷蘭、瑞士、奧地利、丹麥、瑞典、芬蘭、美利堅合眾國、大溪地島、阿根廷和玻利維亞。而康軒版國民小學國語

課本第八冊〈請到我的家鄉來〉則選擇了泰國、埃及、荷蘭和紐西蘭，之所以會選擇這四個國家，除了是地形、氣候的差異以外，在人文

文化上也有極大的鑑別度，各有代表性。

點閱: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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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一)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三)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四)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五)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六)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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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88%90%E5%8A%9F%E5%9C%8B%E5%B0%8F+%E9%AD%8F%E5%90%9F%E5%90%9B%E8%80%81%E5%B8%AB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6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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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期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三)

內容分析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參  內容分析
 

康軒版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第八冊〈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如下：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有「千佛之國」之稱的泰國。這裡到處能見到廟宇，每一座都華麗莊

嚴。這裡每一個信奉佛教的男人，都要出家當一段時間的和尚，連國王也不例外。大家還稱我們的

國家為「白象之國」，大象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不但供人騎乘，還為我們拖曳重物，有的還會表演

跳舞，甚至畫畫呢！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五千年古國埃及。我們的國土大部分是沙漠，氣候又乾又熱。幸

好有一條尼羅河緩緩流過，灌溉南北的土地。古老的埃及文化，就是從河流的兩岸發展出來的。首

都開羅就在尼羅河畔，這裡，你可以看到獅身人面雕像和金字塔。我們身穿寬大的長袍，頭上盤著

布巾，騎的是駱駝。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土地低窪的荷蘭。我們的國土大部分在海平面之下，要築堤排

水，防止水淹。風車就是當初為了排水出海建造的。在低漥潮濕的地方，穿木頭雕刻的鞋子最合適

了。風車和木鞋，正是我國的特徵。我們很會種花，像酒杯一樣的鬱金香，就是我們的特產。來

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請到我的家鄉來，我的家鄉是太平洋上的島國紐西蘭。我們這裡氣候宜人，擁有特殊的地質景

觀，北島多火山與溫泉，南島多湖泊和冰川。有曲折的峽灣，也有平直綿延的沙灘，還有奇幻的鐘

乳石岩洞，棲息著數以千計的螢火蟲，宛如皎皎銀河，令人屏息感動。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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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文大意：

歡迎大家到我的家鄉來，看看「千佛之國」、「白象之國」的泰國、五千年古國的埃及、土

地低窪的荷蘭，以及太平洋上的島國紐西蘭。

二、  段落大意

       第一段：我的家鄉是有「千佛之國」、「白象之國」之稱的泰國

       第二段：我的家鄉是五千年古國埃及，首都開羅附近有獅身人面雕像和金字塔，我們

               身穿長袍，頭上盤布巾，騎駱駝。

       第三段：我的家鄉是地勢低漥的荷蘭，我們會築堤排水，風車、雕空的木鞋是我們的

               文化特色，鬱金香是我們的特產。

       第四段：我的家鄉是太平洋上的島國紐西蘭。我們擁有特殊的地質景觀，火山、溫泉、

               峽灣、沙灘及鐘乳石岩洞，都是我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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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四)

內容意旨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肆  內容意旨

 

    一篇文章包括了內容與形式兩大部分，透過內容與形式這兩大部分的解讀分析，才能真正了解這個作者在寫

作文章時所要表達的意涵與呈現的手法。陳佳君在《篇章縱橫向結構論》中云：

    所謂辭章的結構，指的是組合內容與組織形式的現象和型態，他通常包括字句與篇章兩

    大層面……就字、句而言，往往涉及詞彙、詞格、文法等方面﹔如就章、篇而言，即為

    篇章結構，屬於意象學（縱向）、章法學（橫向）等學科範疇。

因此，我們所說的情、理、事、景也就組成了所謂的意象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康軒版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第八冊〈請到我的家鄉來〉的意象，在此從幾方面來探討：

一、  關於事材

（一）請到我的家鄉來

通篇文章以「請到我的家鄉來」這七個字為主要的思想，每段的前後都有這一句話，除了加深讀

者的印象，也一再的重申，達到邀請大家到這個國家旅遊的目的。

（二）泰國信奉佛教，男人都要出家當和尚，連國王也不例外

揭示泰國人最主要信奉的宗教，每個信奉佛教的人都很虔誠，不管是國王或是平民，在佛教面前

都是平等的。

（三）大家稱泰國為「白象之國」

大象在泰國是很神聖而貴重的，因此在路上還可以看到大象馱重物，泰國人也捨得在大象身上做

各種裝飾，很多泰國的圖騰也都畫有大象，「白象之國」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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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條尼羅河緩緩流過，灌溉南北的土地

尼羅河灌溉了埃及，也為埃及古文明埋下伏筆，因為有水源的地方就有文明，因此埃及文化就這

樣出現了。

（五）埃及人身穿寬大的長袍，頭上盤著布巾，騎的是駱駝

因為氣候、地形以及宗教的關係，埃及人的服飾與裝扮就形成這樣，在沙漠地帶，駱駝要比其他

動物好的多了！

（六）荷蘭國土大部分在海平面之下，要築堤排水，防止水淹。

（七）荷蘭人很會種花。

（八）紐西蘭氣候宜人

二、  關於物材

（一）泰國的廟宇、大象

（二）埃及的沙漠、獅身人面雕像、金字塔、駱駝

（三）荷蘭的風車、木鞋、鬱金香

（四）紐西蘭的火山與溫泉、湖泊與冰川、峽灣、沙灘和鐘乳石岩洞

三、  主旨的安置與顯隱

    陳滿銘教授曾在其著作中提到：

    作者透過文字宣洩自己的思想情意，首先接遇的問題，便是主旨安排，由於作者的意度心營，主旨的安排

呈現多樣面貌。但就其安置的部位而論，卻有著以下四種共通的類型：安置於篇首者、篇末者、篇腹者、以

及篇外者。（見陳滿銘《篇章結構學》，萬卷樓，2005年5月，頁244）

又說：

    主旨乃一篇辭章之中心意旨，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或情意，原應一目了然，但有時為了現實上的需要或

技巧上的講求，作者隱藏深一層或真正的主旨，使人難以從辭章上直接讀出，因此辭章的主旨便有全顯、全

隱，或顯中有隱之別，而造成層次。（見陳滿銘《篇章結構學》，萬卷樓，2005年5月，頁233）

陳佳君在其著作《篇章縱橫向結構論》中對於辭章作品的主旨安置於篇外有做過以下的說明：



    辭章作品的主旨，一般都會藉由核心的情語或理語來表達，因此，若篇內未出現核心成份，僅描述外圍的

事意象、景意象，則其核心情理即安置在篇外。（見陳佳君《篇章縱橫向結構論》，文津，2008年7月，頁

160）

綜觀本課不是敘事就是寫景，整篇文章的主旨在利用本課讓讀者歷經一趟不一樣的旅遊，也看見了世界之美，

躍然於紙上的世界彷彿就是個地球村，國與國之間因為交通、資訊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讓學生養成欣賞、包容

的情懷。

    本課以臺灣為出發點，從鄰近的泰國開始，到埃及，到荷蘭再到紐西蘭，雖說每段都以「請到我的家鄉來」起

頭，再以「來吧，請到我的家鄉來」結尾，那種邀約讀者一起遨遊世界的盛情，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因此本篇

文章的主旨是安置於篇外的主旨顯中有隱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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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五)

篇章結構分析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伍   篇章結構分析

    我以陳佳君著作的《篇章縱橫向結構論》裡所提到的結構理論做結構分析：

 

這篇結構為｢果-因-果｣的文章，第二層為四個國家，第三層說明了文章結構為｢果-因-果｣關係，用｢請到我的家鄉來｣開始，又用｢請到我的家鄉來｣結束，中間鑲

嵌著邀請別人到他的家鄉的理由，所以推論此篇結構為｢果-因-果｣的文章。

點閱:35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一)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二)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三)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四)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六) /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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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88%90%E5%8A%9F%E5%9C%8B%E5%B0%8F+%E9%AD%8F%E5%90%9F%E5%90%9B%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50209/home/10409/yue-du-li-jie-ce-e-jiao-xue/lin-hai-yin-qing-dao-wo-de-jia-xiang-lai-ke-wen-nei-rong-yi-zhi-yu-pian-zhang-jie-gou-fen-xi/%E7%B5%90%E6%A7%8B%E5%9C%96.pn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6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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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期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林海音〈請到我的家鄉來〉課文內容意旨與篇章結構分析(六)

基隆市成功國小 魏吟君老師

陸  結語

 

    本文透過意旨探究與章法分析，可以看見林海音女士對於知識性的兒童文學是多麼的堅持，從學習結構分析的架構開

始，我發現內容深究和形式深究原來有另外一種創意教學，希望利用這樣的學習機會，讓學生能夠用透徹的眼光看待

每一篇學習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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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閱讀趣

基隆市南榮國小 林宜穎老師

    有句話說：「書就像是一座可以放在口袋裡帶著走的花園。」南榮國小的兒童圖書館，共有書籍一萬一千餘冊；
曾經因牆壁滲水而顯得斑駁，在本校已故退休教師林炳明老師發揮大愛，捐贈成立林胡美麗女士基金會，提供修繕經
費整修圖書館後，而顯得煥然一新。這裡，是愛閱讀的小書蟲靜謐的天地，沒有喧囂，有的是滿室的書香。在這裡，
不一定要正襟危坐的看書，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在木質地板上或坐或臥，享受閱讀的樂趣。

    我們的圖書館，沒有專任的圖書教師，有的是八位熱心且愛閱讀的志工媽媽，她們的孩子多已畢業多年，但她們
依然熱心的到學校為孩子服務。看她們熟悉的穿梭在書架之間，為孩子介紹好書，協助孩子借、還書，她們忙碌的身
影，是圖書館中最美麗的風景。

    為了讓孩子愛上閱讀，享受閱讀的樂趣，我們也辦理各項活動，希望透過各種管道，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

一、班級書箱到班服務：每學期期初，導師帶領學生至圖書室，共同挑選四十本書借回教室閱讀，讓孩子可以不
受限於圖書室開放的時間，在教室便可以借閱書籍。

二、每週安排一節閱讀課：教師可以利用閱讀課的時間，帶孩子到圖書室進行閱讀教學，利用圖書室的空間，可
以自由閱讀，也可進行共同閱讀及討論。

三、轉角遇到書：利用校園閒置空間布置書櫃，將部分圖書室的書籍，移到校園各處的書櫃中，讓孩子隨處可取
得書籍，隨處可閱讀書籍。

四、週三晨讀二十分鐘：每週三早上8：00~8：20是學校共同的晨讀時間，這個時間，全校師生放下手邊工作，一
起晨讀二十分鐘。有的班級安排的自由閱讀，有的班級安排的是共讀，也有的班級由老師導讀後再進行共讀；透
過晨讀活動，讓孩子能夠浸淫在恬靜的閱讀氛圍中，享受閱讀的時光。

五、雲水書坊書車巡迴服務：結合佛光山雲水書坊巡迴書車到校服務，安排班級前往閱讀，進行不同的閱讀活動
體驗。

六、辦理親子閱讀講座：利用班親會的時間，以家長為對象，辦理親子閱讀講座，與家長分享帶領孩子閱讀的方
法；希望透過講座，讓孩子不只在學校閱讀，也能讓閱讀的種子，在每一個家庭中萌芽，帶動家庭閱讀的氣氛與
習慣。

七、各種閱讀活動的申請與辦理：我們鼓勵並支持老師申請各項閱讀活動，例如教育廣播電台的101年度活力閱
讀、102年度的家好閱讀活動，本校皆有班級申請，並順利闖關成功。透過這些活動，不但讓孩子培養閱讀的習
慣，養成不畏艱難的情懷，凝聚班級的向心力，也讓閱讀的花朵，在家庭中綻放。

    「每當我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我們希望透過閱讀，讓孩子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看到生命的深度與廣度，也看到自己無限的可能性。

    

點閱:11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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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D%97%E6%A6%AE%E5%9C%8B%E5%B0%8F+%E6%9E%97%E5%AE%9C%E7%A9%8E%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50209/home/10409/tu-shu-guan-li-yong-jiao-yu/tu-shu-guan-yue-du-qu/DSC09659.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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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期

向陽說禪專欄

〈展開十方〉5之4

作家 向陽

本文摘要

轉載自：向陽 粉絲專頁 1040130發表 

感謝 作家向陽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因為虛空，所以能容。

這個布袋「展開遍十方」，布袋當中何只是零碎之物，打開來整個天地宇宙都可容納殆盡，無可
量度。

無限大的空間，盡在小小布袋之中，在人的方寸之內，不必惶惶追逐。

有這樣的體悟，於是出入自得，即使進入布袋之內，眼觀鼻、鼻觀心，自然就不必用心思量，返
歸本來面目，這就是禪定了。──〈展開十方〉5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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