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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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期

本期主題

讀報，翻轉孩子的學習地圖【104年11月】

在推動讀報教育之後，我發現孩子們一天一天的不同了，有好多的改變不知不覺的在孩子們之間發酵：推動讀報教育之後，我發現

班級氛圍變得較穩定平靜，孩子也比較容易進入教學流程，相較之下孩子在課業上的表現也更積極更有自信了。此外，因為讀報的

分享，我更驚喜的發現孩子們透過彼此的閱讀與分享而擁有共同話題，孩子們的眼界不再受分數的局限，更容易欣賞他人、同理他

人、接納他人，班級氣氛更友善，孩子們對於班級也更有向心力了。--銘傳國中 林季儒老師 

輪值主編：基隆市銘傳國民中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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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臉書帖--﹝臉書存知己 貼文若比鄰﹞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林淇漾教授

虛擬空間的旅人手帖(摘錄)

這是一本小書，一本隨手寫，隨手記的小書，名為「臉書帖」，當

然是因為這小書中的文字、圖像都出自臉書，記載了我自2009年9月
20日加入臉書後的隨想、心事和行蹤。除非有事，大約每日一記，

多半輔以一圖，像出岫的雲一樣，在天際自在浮沉；也像倦鳥一

般，日落時分就歸巢休息，而不計「讚」之有無，更不在乎按讚人

數之多寡。

就這樣在電腦前隨手敲、隨手傳，把臉書當成日記，寫給自己看；

當成郵簡，寄給朋友讀；也把臉書當成個人的媒體，傳送訊息和議

論給網路上流動的不知名的瀏覽者分享──日積月累，月逐日追，三

四年下來，居然積累相當篇數，

標記了我與歲月追逐的殘跡舊影，也標記了我從紙本轉進雲端書寫

的旅程。

旅人一般，我在實體世界旅行，雙腳行踏之處，都是厚實的土地和

清晰可辨的臉顏；旅人一般，我在虛擬的空間旅行，鍵盤敲擊之

聲，對應的是流動的螢幕和模糊難辨的名姓和代稱。相較於早前流

行的BBS、MSN、BLOG或至今仍在的WWW，臉書結合了幕頁

(screen page) 和書頁 (book page) ，構連了虛擬空間和實體世界，也

鎔鑄社交社群和個人媒體於一體，更加靠近實體世界，又存有虛擬

空間的簡易與快速。這使我這個網路旅人，可以在臉書之中「舟搖

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隨意記述行踏；也可以「引壺觴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顏」，快意吐露心事。

實體世界中，旅行有時程規範、有地點限制，也有天候、氣溫的變

化；虛擬空間中，旅行可以天南地北、上古下今，也可以當下即

拍、此刻就發；可以變裝、可以化名，可以文字、符號夾雜，也可

以貼圖、聲音齊用，不受任何框架制約。

實體世界中，隔壁鄰居多屬陌路，老友一別此恨綿綿；虛擬空間

中，鍵盤輕敲，陌路頓成好友，失散多年的舊友瞬間來見。在時間

的流動和流動的空間中，書寫因此更形輕盈、快意且自在。

 《臉書帖‧序》虛擬空間的旅人手帖

資料引用自：林淇漾教授   2014年3月11日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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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力，就是孩子們的競爭力

基隆市銘傳國中 許文璋校長

  在美國提出的「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在後面」(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

中，將「閱讀優先計畫(Reading First)」作為此政策的主軸，可見美國當局對閱讀推

動的重視；在香港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先生的「知識改變命運｣這本書中明確的指出:
知識，改變了命運!也再一次的強調了閱讀的重要性。由以上可知閱讀力的培養對於

孩子們學習歷程的不可或缺。而個人認為，閱讀能力的培養應該由閱讀力的基礎建

立，進而到競爭力的強化，如此方能構築孩子們終身學習的續航力，為孩子們扭轉

生命的劣勢，讓孩子們用閱讀看見不一樣的天地。

    「閱讀力是一切學科之母｣-- 讓孩子擁有良好的閱讀力，需要多元的推動與多視角

的引導，因此在閱讀的推廣上,舉凡孩子們最容易上手的「圖書館粉絲專頁｣、與生活

息息相關的「讀報推動教育｣、讓學科知識更生活化的「科學普及閱讀｣、培養同理

尊重的生活態度的「人權閱讀教育｣……多元的閱讀，不但可以拓展孩子們的生命經

驗，宏大孩子們的世界觀點，更能夠帶動孩子全面深化的理解且通盤的反思表達，

對於厚植孩子們面對未來的能力是有一定的助益的。洪蘭教授曾說: 「你讀的書，決

定了你的未來。｣我認為唯有給孩子們這一把通往未來的閱讀力之鑰，廣泛而全面的

建立孩子們閱讀力，孩子們才能健全且強化自身的競爭力，為自己的生命藍圖打開

一扇又一扇的未知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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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伏爾泰談閱讀

法國作家 伏爾泰

「當你書讀得很多而不假思索，你就會覺得你知道很多；

當你讀書而思考越多，你就會清楚你知道的很少。」

～ 法國作家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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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獨閱樂&眾閱樂"的圖書館粉絲專頁

基隆市銘傳國中閱讀推動教師 林季儒

    在「銘傳同仁喝口茶讀本書歇口氣」讀書會上，許文璋校長表示：讀書會立意良善，但
同仁們苦於課務繁忙，實在沒有共同的時間聚會，若因而限縮了同仁們參加讀書會的意願，
實在是相當可惜！怎麼樣才可以讓大家提高願意多閱讀，進而帶動孩子們閱讀的意願？如何
藉由讀書會增進同仁們的感情，縮短因為辦公室空間隔閡而產生的距離感呢？是否也可以因
為有共同興趣而增加革命情感，更有效推動校務進行呢？這個問題，讓我和閱讀團隊傷透了
腦筋！

  

    一直到有一次閱讀課上，孩子們開玩笑的和我說：「老師，誰說我們不愛閱讀，我們每
天都有閱讀課外書呢！就是~~臉書~~！」哄堂大笑之餘，孩子們給了我一個全新的啟發：
「是啊！為什麼不為孩子們和老師們辦個”臉書”？相信有熱衷3C產品的孩子們和同仁們，
有了臉書的推廣，對圖書館的應該接受度會更高！」不斷動腦思索如何將圖書館更貼近孩子
們的我們，立刻開始著手「銘傳國中圖書館粉絲專頁」的設立！為了孩子們一句無心的玩笑
話，沒有辦理過臉書，不習慣使用科技產品的我，特別找了學生們幫我「惡補」如何辦理臉
書，管理臉書，設立圖書館粉絲專頁。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銘傳國中”獨閱樂與眾閱
樂”圖書館粉絲專頁」終於開張了！透過「銘傳國中”獨閱樂與眾閱樂”圖書館粉絲專
頁」，閱讀和孩子越來越接近了！孩子們透過粉絲專頁看見了全新的圖書館，原來閱讀就在
孩子生活中就在孩子們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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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粉絲專頁」對於學生閱讀行為的改變不少，觀察紀錄如下：

A. 引導孩子們資訊搜尋多元化，不再單一偏食閱讀資訊：

 孩子們對於網路資訊閱讀強烈偏食，大部分都只閱讀自己感興趣的動
漫或是明星和青少年次文化，透過圖書館網路閱讀習慣養成，擴大孩
子們的資訊閱讀範疇。

B. 設計圖書館粉絲專頁活動，用閱讀凝聚全校孩子向心力：

a. 圖書館粉絲專頁設立後，孩子對於圖書館的詢問度增加，也更親近
了。

b. 新書訊息立即廣告公告，孩子了解閱讀訊息沒有侷限，孩子更常來
借新書。

c. 閱讀課程同步分享，就算沒有閱讀課的孩子也可以了解閱讀課的有
趣。

d. 直接在圖書館粉絲專頁留言，可以得到立即回饋，雙向互動閱讀孩子更有感
覺。

e. 教師網路讀書會在粉絲專頁”現場運作”，引起孩子們廣大迴響，詢問度大
增。

f. 圖書館粉絲專頁增加學生之間和師生

之間”閱讀話題”，形成校園閱讀氛圍。

    透過圖書館粉絲專頁的管理與建立，孩子們更親近圖書館也更喜歡閱讀了，這些收穫真
是始料未及的！閱讀有策略，相信只要找對方法，閱讀的美好隨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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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讀報，翻轉孩子的學習地圖

基隆市銘傳國中閱讀推動教師 林季儒

    推動讀報教育，最初的緣起很單純，只因為讀報可以拓展孩子們的生活視野，即時更新孩子們的學習內容，補

足現行教材的僵化與缺失，而且多元的版面與專欄可以給予不同的孩子不同程度的教材，拔尖扶弱縮小孩子們的異

質落差。在實際推行後，我欣喜地發現讀教教育的成效卓著，因此暫借基隆閱讀教育電子報的一角，野人獻曝的將

小小的心得與諸位教育界的夥伴分享。

 

 

 
 

 在進行讀報教育課程之前，我們先從布置閱讀氛圍的情境教室開始。我們善用報紙的各個版面分類貼滿了教室

的空間，讓報紙隨時可讀隨處可讀。無論是國際要聞、社論小品、文藝副刊、少年天地、生活動向……活潑多元的

內容，豐富適切的取材，輕易「征服｣了孩子們的喜歡嘗試新鮮事物的心。等到孩子們習慣報讀之後，我們開始進

行系統的讀報教育課程：從報紙的版面分類、基本架構、認識報紙開始，進而分組合作操作主題剪報與分析剪報內

容，先從基礎的檢索與擷取訊息開始，訓練孩子們在整理讀報的過程中學習如何有效過濾資訊，一方面也強化孩子

們多方資訊整合收集的能力。等到孩子們都能夠從剪報中學習中反思回饋，進一步統整與解釋「新聞與自己｣、

「新聞與社會｣的關係，整理自己最關注的社會議題之後，孩子們再結合資訊課程與社會課程，多元跨領域製作出

一份屬於自己的靜態歷史報和動態新聞報導！這一部分閱讀課程的活動進行中，全班孩子們都反應熱烈，笑聲掌聲

不斷，孩子們精采絕倫的表現遠遠超乎我預期！在這階段的閱讀課程教程中，孩子們不但受到人間福報和中學生邀

稿，更獲邀參加2015年全國讀報發表會！孩子們發亮的眼眸與滿足的笑靨，真是我見過最美的課堂風景。

在推動讀報教育之後，我發現孩子們一天一天的不同了，有好多的改變不知不覺的在孩子們之間發酵：推動讀

報教育之後，我發現班級氛圍變得較穩定平靜，孩子也比較容易進入教學流程，相較之下孩子在課業上的表現也更

積極更有自信了。此外，因為讀報的分享，我更驚喜的發現孩子們透過彼此的閱讀與分享而擁有共同話題，孩子們

的眼界不再受分數的局限，更容易欣賞他人、同理他人、接納他人，班級氣氛更友善，孩子們對於班級也更有向心

力了。這些額外的收穫，讓閱讀不再單單只是閱讀，孩子們可以透過讀報教育，更關注社會議題，更思索生命意

涵，讓閱讀成為孩子們永續的學習力，在成長的路途中可以勇敢無畏的前行，在閱讀的天地裡翻轉出不一樣的生命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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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小小便利貼,大大好策略

基隆市銘傳國中閱讀推動教師 林季儒

 

 

    美國著名的專業親子閱讀專家崔利斯(Jim Trelease)在其著作《朗讀手冊：大
聲為孩子讀書吧！》(The Read Aloud Handbook)中，不僅提到對小孩朗讀的眾多
優點，也實際論及親子共讀的方法及共讀對親子關係的正向改善與收穫。在｢淺談
親子共讀理論與運用｣（康雅淑  幼教資訊期刊 236期2010）更是直接點出：閱讀
就是一種能建立親子間良好的雙向溝通及以親子間彼此分享情感的方式。這也正是
我之所以重視親子共讀的原因所在。

 
 

    然而，本區家長的職業多半與地域性有關，有不少家長為基隆夜市攤商、商家
老闆，近幾年來亦因為基隆與台北生活圈重疊，有越來越多家長均跨區前往台北與
新北市謀職，家長為生計奔波，自己不接觸閱讀，家庭也不具備閱讀氛圍，形成孩
子閱讀推動的嚴重空窗期，相當為人所憂心。但是危機就是轉機，正是因為家庭閱
讀功能闕如，所以才更需要學校推動親子共讀！｢國小學生家庭閱讀活動、學校閱
讀環境與閱讀動機之相關研究｣（方子華/97）在其論文中指出：國小學生之家庭閱
讀活動與學校閱讀環境對孩子的閱讀動機具有解釋力。正式解釋了這個現象，親子
共讀不但可以帶動家庭一起共讀氛圍，更在需要良好密切配合語溝通的親師生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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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中，是理所當然缺少不了的潤滑劑！所以有的老師羨慕的說：｢好好喔！你們
班的家長都好配合喔！｣我都會笑著跟他們說：｢那是當然的啊！我每天用閱讀和家
長們溝通呢！｣ 這可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情！日積月累的推動閱讀，就會贏得家長支
持！

 
 

    和家長進行親子共讀的選文要謹慎，要挑家長有興趣而孩子又能夠有收穫的文
章去設計小反思回饋問題，讓家長和孩子一起動動腦問題與共讀回答，如此才會有
所成效。這個時候，便利貼就是一個相當好操作的小幫手！請家長和孩子們在閱讀
之後將回饋與心得寫在小小的便利貼上貼在聯絡簿上交回，家長和孩子們的排斥感
就會降低，完成閱讀與回饋的意願也會提高，實際操作過後，班上孩子和家長們的
反應熱烈：

    小容爸爸說：｢這篇文章真的很好看，我也得到啟發了！｣

    小璇說：｢我媽在忙煮飯，我就念給她聽！結果媽媽吃飯的時候就一直看親子
共讀！｣小璋說：｢我爸看完之後和我講話講超久，這是他講最久的一次……｣等到
聯絡簿交回之後還可以請孩子將閱讀後的便利貼在課堂之中發表，孩子們的想法豐
沛而多元，大家都激盪出豐富的閱讀的火花，不但可以訓練孩子們的口語表達，更
可以強化思維的建立，真是始料未及的成效啊！小小的便利貼，不但是大大的好策
略，親師之間的信任和溝通也藉由閱讀和便利貼一次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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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KWL教學法讓孩子更快上手!

基隆市銘傳國中 閱讀推動教師 林季儒

壹、圖書館利用教育：

    在本校閱讀課程的規劃與建置中，第一單元的課程設計就是「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

利用教育課程」又稱為「圖書資訊利用素養課程」，是一門在生活上相當實用而不可或缺的技能

課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引導孩子們熟悉館內各項措施，協助孩子們具備積極蒐尋與利用圖書資

訊與知識的技能，以期孩子們能夠透過圖書館的設施與服務，尋求有效的閱讀工具來檢索資訊，

解決在生活上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世代裡，講求閱讀力就是競爭力的環

境中，學習有效過濾資訊，強化資訊收集的能力，善用閱讀工具來建立有利的知識系統，且進一

步統整、分析並輸出所收集的資料，是孩子們面對未知多變未來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

   貳、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操作

    「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是本校每個孩子進到圖書館的前的必要課程，以下就依本校執行現

    況做說明：

一、前置工作：

由閱讀教師製作圖書館利用課程簡報檔，並設計配合簡報檔課程的任務單，提供相關的周邊

圖書館資源資訊，並且構思相關圖書館布置和宣導與課程活動。

二、圖書館宣導與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A. 圖書館宣導：於週會與年級集合時宣導圖書館資訊，並於校園內建置圖書館閱讀走廊，長

期提供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情境，淺移默化孩子們對於圖書館的認識。

B. 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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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書館使用禮儀：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是人際互動比例極高的課程，自檢索圖書、借取圖

書、館內活動……均需要與他人產生互動。配合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的引導，讓孩子能夠珍

惜圖書館館藏與資源，尊重下一位與同在圖書館的使用者，培養出高素質能尊重的閱讀國民。

(2)圖書基本檢索：書名、作者號、登錄號、分類號、ISBN碼、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

料的介紹，設計活動讓孩子們實際操作檢索相關資訊與借閱書籍，透過課程活動更熟悉圖書

館借閱流程。

(3)圖書館的硬體設備：書架號的辨別、電腦查詢書目、閱讀教學區、分組活動區、寧靜閱讀

區、雜誌櫃、書箱櫃、新書區、海洋閱讀區、科普閱讀區……的介紹。

(4)圖書館電腦系統的使用：讀者全誼系統、與銘傳國中圖書館粉絲專頁的介紹，讓孩子們隨

時掌握第一手的圖書館相關資訊，對圖書館。

(5)志工家長介紹，銘傳國中圖書館借、還書辦法的說明。

(6)臨近銘傳國中校區相關圖書館資訊整理與搜尋，擴大孩子們對於圖書館的利用與範疇，讓

   (7)認識線上圖書館資料庫：以臺北市教育局公告的國中線上資料庫為範圍，教授資料庫概

   念、檢索技巧等方法，引導孩子認識線上百科全書，如大英線上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維

   基百科等百科全書應用時機、檢索方法及判讀資料的準則。

   (8)網路資源的查尋與應用：分析yhaoo, google 搜尋引擎的檢索技巧，並導入資訊倫理、

   資訊品質與著作權法等概念。

   (9)KWL教學法:利用KWL教學活動方法,檢視孩子學習成效,效果相當好喔!KWL分別是--

     K：What do I know？（我知道些什麼？），W：What do I want to learn？（我想學些

什

     麼？）和L：What have I learned？（我學過哪些東西？）

  

備註:活動照片為學生們利用KWL教學法進行活動,報告圖館利用教育的學習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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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說禪專欄

〈解鈴繫鈴〉4之1

作家 向陽

本文摘要

轉載自：向陽  粉絲專頁 1030921發表

感謝 作家向陽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年齡愈長，愈發相信，人的煩惱，都來自人的自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句平常話中，藏著不易解脫的慾

望的羅網。

煩惱金錢，煩惱名位，煩惱情愛，煩惱一切煩惱的事，如白髪三千，難以丈量，都因為算計太多，最後把自己給纏

住了。

如果不算計，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如雲霧出於山岫，如流水入於大海，悠哉悠哉，哪來煩惱？

這樣想，容易，這樣做，不易。

人畢竟是人，人不是浮雲，也不是流水，人有慾望，慾望使人好還要更好，多還要更多，最後被永遠不可能臻於頂

好頂多的慾望束縛了，成了慾望的奴僕，美好的生命於是沉溺在無止境的慾望深淵之中。──〈解鈴繫鈴〉4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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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104年度教師閱讀名家研習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104年度教師閱讀名家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　　據：基隆市104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閱讀教育實施計畫

貳、目　　的：增進本市閱讀教育電子報各校教師閱讀素養與視野

參、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肆、辦理方式：

    (一)參加對象：本市各完全高中圖書館編採人員各一名

本市各國中以及各國小閱讀教育業務承辦人員各一名

隆聖國小全體教師

                 預計80名

    (二)辦理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1日(星期三)下午13:30-16:00

    (三)邀請講座：林淇漾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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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辦理地點：基隆市教師研習中心 109教室

伍、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 備註

13:30—14:00 報    到 隆聖國小  

14:00—15:30 臉書帖—

[臉書存知己‧貼文若比

鄰]

林淇漾 教授  

15:30—16:00 綜合座談 隆聖國小  

 

陸、報名方式：

請上 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HTTP://WWW4.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

研習序號：

研習期滿，填寫問卷後，核發3小時之研習時數。

柒、經費來源：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撥付本校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計畫項下支應。

捌、人員敘獎：承辦業務及學校相關工作人員依本市獎懲規定辦理敘獎。

玖、本辦法經奉核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104年閱讀名家講座簡介：

林淇漾(向陽)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圖書館館

長

E-MAIL HYLIM@MS21.HINET.NET

個人網站 HTTP://TEA.NTUE.EDU.TW/~XIANGYANG/

點閱: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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