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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力即是自學力

每一個大人，期待培養樂學習、有能力、展自信的小孩。
˙享受學習：能獲得知識，並理解學習對自己的意義。
˙擁有策略：能覺察困擾，並能選擇有效的解決方法。
˙覺察自評：能自訂目標，並看見自己朝著目標成長。
要達到上述目標，引領小孩閱讀，是重要的基礎工作，因為，閱讀力即是自學力。
--陳欣希教授

輪值主編：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陳欣希教授閱讀素養講綱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名人看閱讀

周行一看閱讀 / 國立政治大學 周行一校長

策略擂臺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一) /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二) /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三) /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四) /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閱讀寶庫

臺北市國中共同備課手冊-國文領域篇 / 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古典音樂台《閱讀推手》節目，歡迎收聽！ / 古典音樂台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推廣 /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2016年春天讀詩節

2016年春天讀詩節3.5-4.16 / 國家圖書館
2016春天讀詩節活動網站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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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陳欣希教授閱讀素養講綱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本文摘要

本系列影片、PPT檔案引用自 陳欣希教授 思考泡泡部落格

感謝 陳欣希教授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影像

閱讀素養講綱 資源下載

閱讀素養：1_推動計畫  影片    PPT

閱讀素養：2_閱讀素材  影片    PPT

習慣閱讀：3-0閱讀課室—培養小孩的習慣   影片   PPT

習慣閱讀：3-1_習慣閱讀之引導—鋪書   影片    PPT

習慣閱讀：3-2_習慣閱讀之引導—介紹   影片    PPT

習慣閱讀：3-3_習慣閱讀之引導—說書 影片    PPT

習慣閱讀：3-4_習慣閱讀之引導—紀錄單 影片    PPT

習慣閱讀：3-5_習慣閱讀之引導—好書推薦 影片    PPT

點閱: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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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周行一看閱讀

國立政治大學 周行一校長

我們要訓練自己看到機會及能掌握機會的能力。您可以從深度閱讀開始，閱讀是最精簡、最有效
率，能訓練腦力，增廣見聞，看到機會的方法；努力地閱讀可以大幅增加專業能力及創造力；閱讀
也暴露我們的弱點，提供補強短處的動機。

引用自：1050310 聯合報  名人堂

周行一／正面向上的螺旋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點閱: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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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一)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本文摘要

林美琴老師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目前專事寫作，閱讀與作文教學研究，國內外說故事/繪本/閱讀/寫作/讀書會等課程專業培訓講師。

 
著作包括「繪本有什麼了不起」（小魯文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青少年讀書會DIY」（小魯文化/大陸首都師範大學出

版社）、「教出國中生的閱讀力」、「兒童閱讀新識力—兒童讀書會與班級共讀」、「上作文課了」、「繪本遊藝場」、

「手製繪本快樂玩」、「一個人的寫作教室」（以上皆由小魯文化出版）、「閱讀，越聰明」(1-6)(編著,翰林出版社）、

「讀冊做伙行--讀書會完全手冊」（洪建全基金會）、「營造教學的魅力」（師大書苑）、「寫出精彩的人生—生命傳記

與心靈書寫」（里仁出版社）等十餘種。

 並譯有「圖書館老鼠」（小魯出版社）。

 
感謝 林美琴老師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本文引用自：林美琴的讀寫人生部落格2016年2月2日文章

網址：http://linmeichin.blogspot.tw/2016/02/blog-post.html

教育專家尹建莉曾說：“一把相同的種子撒到地裡，有的得到合適的水分和充足的

光照，有的既乾旱又曬不著太陽，最後差異當然很大。閱讀就是智慧的水分和陽光。”

閱讀是一個人成長不可或缺的養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想說，閱讀固然重要，但

正確閱讀更重要。

如今，親子閱讀是一個很熱的話題，這股暖風已吹向很多家庭。但在“熱”的同時，

我們是否應放慢腳步，進行一些“冷”思考，審視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在閱讀的道路

上，我們不妨多問自己幾個問題：我們真得讀懂繪本了嗎?其在親子閱讀中扮演著怎樣的

角色？親子閱讀在推行中存在哪些誤區？如何才能發揮親子閱讀的最大價值？我們究竟

該以怎樣的姿勢來擁抱親子閱讀？ 

    近日，臺灣著名兒童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老師做客大V店，“經典繪本”記者對其進

行了深入採訪，讓她來為大家解開心頭的疑問。 

重新發現繪本 

    說到親子閱讀，就不能不提繪本。繪本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本書，為孩子打開了認

識世界的一扇窗。但仍有很多人對繪本還停留在“小人書”的認識層面，甚至有人認為

繪本是給不識字的人看的。其實每一本小小的繪本，都是一個大大的世界，蘊藏著非常

豐富的寶藏。那麼，繪本在親子閱讀中有著怎樣的作用？林美琴老師認為主要體現在以

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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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meichin.blogspot.tw/2016/02/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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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畫生動，滿足了孩子在幼兒階段的閱讀需求。 

教育心理學家認為，不同年齡孩子的閱讀能力是有所差異的，3歲以前的孩子大多比較喜

歡色彩鮮豔、形象逼真的圖畫書，而繪本中有大量生動有趣的圖形，這一獨特的表達形

式抓住了幼兒的心理發展特點。風趣生動的畫面不僅滿足了幼兒強烈的好奇心，還能幫

助孩子理解故事，降低閱讀難度，提高閱讀興趣，從而將幼兒帶入快樂的閱讀之旅。 

2、主題豐富，涵蓋了孩子在生活和學習中所能遇到的所有問題。 

如《小熊寶寶繪本》系列就涵蓋了嬰幼兒生活從吃飯、睡覺、洗澡、上廁所、刷牙、穿

衣、問好到交友等各個方面。繪本通過生動有趣的表現形式把你帶入你熟悉或不熟悉、

喜歡或不喜歡的領域，並透過繪本創作者的眼和心，擴展你的視野，將你引向更廣闊的

天地。 

3、層層推進，是聽、說、讀、寫能力建立的重要鋪墊。 

孩子首先被圖形吸引，通過對圖形的理解，逐步由圖形聯想到文字，進入指物認字的階

段，然後再逐步鍛煉從字到詞、句再到段的語言能力，進而步入自主閱讀的階段。這是

一個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的過程。 

4、寓意深刻，圖像背後是深刻內涵的凝縮。 

林老師舉了一個例子，蘋果在繪本中可能不只是蘋果的表像描述，而是作為傳遞某種意

義的媒介：如果蘋果放在醫生或牛頓旁邊，那就不只是蘋果，而且成了健康或地心引力

的象徵。閱讀繪本時，不應只將眼光停留在故事表面，而要讓自己的情緒融入其中，感

受繪本獨特的魅力和思想。 

點閱: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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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二) /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三) /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四) /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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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二)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親子閱讀有哪些誤區 

    早期親子閱讀對孩子的成長益處頗多，但林美琴老師表示，在親子閱讀推行的過程中，仍存在一些誤區。

 

1、早讀不是提前讀。 

早讀在幼兒成長階段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但很多家長誤讀了早讀的意思，認為早讀就是讓孩子在嬰幼兒時期提前讀很多東西，

提前認識很多文字，提前接受很多道理。筆者觀察到，一些家長讓還在上幼稚園的孩子提前學習小學知識，可謂用心良苦，但卻

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做法是否符合孩子身心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抽象枯燥的知識是否會扼殺掉孩子的學習興趣，過早的智力開發是

否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壓力和負擔。 

2、共讀不是陪讀。 

共讀不是陪讀，而是要家長跟著孩子一起讀，在這個場景中，家長不要把自己當成老師，費力教導孩子，而應引領孩子從“學會

閱讀”到“從閱讀中學習”。不然，孩子在學校上了一天課，回家還要繼續上父母的閱讀課，會毫無興趣，甚至會把閱讀變成了

一種負擔。有的家長像是給孩子上課一樣，通過給孩子讀繪本，不停地提問，不停地審問孩子學到了什麼。此時，繪本變成了教

化的工具，承載了家長更多的期待，反而影響了孩子閱讀的積極性。 

3、多未必就好。 

家長都非常在意孩子掌握知識的多少，所以拼命給孩子“喂”很多東西，也不管孩子能否消化。我們經常會聽到很多家長炫耀，

我的孩子才三歲，可是他已經能認識多少個字、背多少首詩了。林美琴老師認為，識字不代表會閱讀。如果識字多，但他沒有能

力將內容串聯起來，理解其中含義，或是只是讀懂情節，卻沒有內化成自己的認識，都沒有達到閱讀的效果。而且家長往往忽略

了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在幼兒時期對孩子想像力、敏銳感受力的培養，而一旦錯過最佳培養時機，將追悔莫及。因此，父母不

應操之過急，而是要打好孩子的底蘊和基礎，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習慣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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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三)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 

    吉姆·崔利斯的《朗讀手冊》上有這樣一段話：“你或許擁有無限的財富，一箱箱珠寶與一櫃櫃的黃金。但你永遠不會比我富有，

我有一位讀書給我聽的媽媽。”給孩子讀書，營造溫馨讀書的家庭環境，將非常有利於引導孩子讀書。但如何才能發揮親子閱讀的最大

價值，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林美琴老師給了父母如下建議： 

1、時刻學習，保持耐心。 

父母也需時刻學習，時刻更新自己的理念及知識。另外，和孩子共讀時，即使遇到挫折，即使孩子的注意力很難長時間持續，父母也要

耐心，並平靜思考如下問題：如何根據孩子的性情因勢利導，如何建立孩子的閱讀習慣，選擇的繪本是否。北大著名教授曹文軒曾說

道：“一個人讀書的興趣應該是從童年開始的，童年中你沒見到好書，你一生很難培養好真正的讀書興趣。”選好人生的第一本書非常

重要。所以父母應根據孩子的年齡和特點去選擇適合的繪本，並持續耐心地觀察孩子、引導孩子。 

2、不要把繪本當成教化的工具。 

林美琴老師認為，很多人長大之所以不再喜歡閱讀，是因為常常把閱讀跟考試連在一起，往往涉及一些不愉快的經驗。因此大人和孩子

共讀時，不要再把這樣的陰影強加到孩子身上，不要隨時提問，不要懷著檢驗結果的心態講大道理，讓閱讀變得嚴肅、沉重。那樣的

話，孩子還敢和你閱讀，還願意閱讀嗎? 

閱讀應當是愉快的經驗，孩子應該是一想到閱讀就自然想到媽媽溫暖的懷抱。怎樣通過繪本去培養孩子對閱讀的興趣，讓孩子非常自然

地認為閱讀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家長需要努力的方向。閱讀概念的建立、閱讀習慣的形成，閱讀能力的強化，會影響孩子的一生，有

了這樣堅實的配備，才能給孩子提供源源不斷的力量 。 

3、與孩子互動起來。 

黃乃毓先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一樣米養百樣人，一個故事引發千種感想，一本童書則引發萬種表情。”孩子在閱讀的過程中，會提

出很多問題，在親子閱讀活動中，父母一定要多和孩子交流，一起分享書中的樂趣，這樣才能調動起孩子的參與熱情，才能碰撞出更多

的思想火花。 

筆者觀察到，一些父母認為閱讀是孩子的事，等到孩子自己認字時才可以讀書。其實，兒童早期閱讀，特別是親子共讀的模式，不僅能

激發孩子閱讀的興趣，還有助於良好親子關係的建立。一家人一起享受純粹的閱讀樂趣，讓讀書變成隨時隨地可以進行的、好玩的事

情，讓閱讀變得沒有那麼嚴肅，讓閱讀變為家庭的一種日常活動，孩子會漸漸明白閱讀是和開心連在一起的，是和爸爸媽媽的感情聯繫

在一起的。 

4、孩子才是繪本閱讀的主角。 

在讀繪本的時候，孩子才是主人，孩子慣性思維尚未建立，繪本裡所有細節對孩子來說都是大大的驚喜和發現。家長應帶著孩子一起探

索繪本的神秘世界 ，而不是扮演一個無所不知的大人形象，什麼都告訴孩子，這樣孩子主動探索的機會會減少，思維發展也會受限。 

此外，家長還應與孩子一起讀、一起學、一起成長。經常鼓勵孩子，比如說：“你竟然知道啊，媽媽都沒發現啊！”，類似鼓勵的話有

助於培養孩子的自信心，也讓孩子願意和父母去分享和交流。在這樣愉快的閱讀空間裡，孩子會在繪本閱讀中有更多、更豐富的發現。

而大人也可以通過繪本學到更多、得到更多， 甚至更加瞭解你的孩子。 

林美琴老師舉了一個她孩子的例子：“當時我的孩子才三歲，一天看繪本時，有一頁畫面是小朋友在後臺準備上臺表演，上面的問題

是：後臺的小朋友是什麼樣的心情？大部分小朋友都會回答很緊張，而我孩子眼睛睜得大大地說：‘好期待’！當孩子後來決定要考音

樂系時，我考慮要不要認同孩子的選擇，可是腦子突然冒出來小時候三歲給孩子讀繪本，孩子說好期待的畫面。於是我相信孩子適合走

這條路。”你會發現，和孩子的親密關係，對孩子進一步的瞭解，從小時候跟孩子共讀繪本的時候就已經悄然建立起來。 

點閱:15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2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一) /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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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閱讀推廣專家林美琴｜如何以正確的姿勢擁抱親子閱讀(四)

李貝（家庭關係研究院成員）

結語 

    筆者一直堅持一個觀點：繪本的力量，遠遠大於所謂的說教和口號。小繪本有大格局，小

繪本是一個大世界，這座寶藏還等待我們進一步去發現和挖掘。愛繪本、愛閱讀、正確閱讀，

孩子必定會以更加堅實的腳步邁向未來。 

    最後以林老師作品《繪本有什麼了不起？》中的話結束本文：“繪本不是如表面看到的那
麼簡單，同樣，孩子也不像大人想像的那般膚淺。這樣的繪本閱讀理念並非是讓成人以知識、
經驗淩駕于孩子之上，而是引領孩子自己去發現，以敏銳的觀察、細膩的感受與豐富的想像
力，發現閱讀過程中的種種驚奇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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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中共同備課手冊-國文領域篇

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臺北市國中共同備課手冊-國文領域篇
 
下載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5ke_iD1xMLYOEt6MlZ2WVhXVG8/view
 
下載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p23363566/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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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樂台《閱讀推手》節目，歡迎收聽！

古典音樂台

本文摘要

    本節目三台聯播

    中部：古典音樂台 FM97.7
    北部：台北Bravo FM91.3
    新竹：環宇電台 FM96.7 (播出時間：週六 10：00 ~ 11：00 )
    ※本節目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補助播出

 
    本篇文字引用自：古典音樂台 http://crdo.in/program/3c1k8Kj19g 

 

推動搖籃的手，也是推動閱讀的手。

就讓我們陪伴孩子從他們喜歡看，又看得懂的圖畫書，開始一起閱讀。

讓孩子在書中發現自我，探索世界，情感充分地被了解，想像力完全發揮，

找到閱讀的寶藏，享受閱讀的樂趣。

 
主持人：古典音樂台 劉清彥、黃迺毓

    我們常常教孩子「閱讀」，卻忽略陪他們「悅讀」；閱讀推手，其實就是悅讀推手，希望為孩子營造一個「越讀」環
境，讀什麼不是重點，而是享受在閱讀的氛圍裡，帶給生命無限祝福。 在閱讀裡我們可以陪孩子找到生命的方向，幫助
彼此發現人生的答案。

    拋開「閱」讀的束縛 「悅」讀才是重點！ 「閱讀推手」節目中， 書只是閱讀的媒介，最重要的是讓小孩喜歡閱讀，大

人有方法帶孩子閱讀。 王牌主持:劉清彥、黃迺毓兩位推廣閱讀不遺餘力的教授，節目中生動活潑的訪談，輕鬆帶您享受

閱讀的快樂！

 

好家庭聯播網《古典音樂台》監製 

中部：古典音樂台 FM97.7

北部：台北Bravo FM91.3

新竹：環宇電台 FM96.7

播出時間：

每週六上午10：00 ~ 11：00

 

歡迎至古典音樂台網站「閱讀推手節目經典回顧專區」隨點隨聽功能，欣賞更多精彩內容！

 

古典音樂台《閱讀推手》節目好書推薦，請至「閱讀推手臉書粉絲團」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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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推廣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本文摘要

中華民國105年1月29日
基府教學參字第1050204613號函

一、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接受社會捐款，於各縣市辦理「愛的書庫」設置、
運作及發展等業務。透過「共讀分享，智慧循環」之理念，目前已於22縣市設立231座
「愛的書庫」，計有兩萬多個書箱，閱讀人次超過3,705萬，期望「一鄉鎮區一書庫」
的設置，深耕在地閱讀資源。
二、本市「愛的書庫」分別設在安樂區建德國小及仁愛區仁愛國小，共有246箱共讀
書，歡迎本市各中小學教師踴躍借閱使用。

三、書庫設置及閱讀推廣活動相關訊息，有興趣之學校請逕上該會網站
http://www.twnread.org.tw瀏覽，書庫設置訊息於網站左方工具列「書庫設置辦
法」。
 
延伸閱讀：
第 3 期  閱讀寶庫  基隆市建德國小鄧詩展老師

讓孩子共享好書，樂在閱讀！--基隆市建德國小「愛的書庫」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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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中共同備課手冊-國文領域篇 / 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古典音樂台《閱讀推手》節目，歡迎收聽！ / 古典音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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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A1%E5%9C%98%E6%B3%95%E4%BA%BA%E5%8F%B0%E7%81%A3%E9%96%B1%E8%AE%80%E6%96%87%E5%8C%96%E5%9F%BA%E9%87%91%E6%9C%83
http://www.twnread.org.tw/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5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7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95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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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期

2016年春天讀詩節

2016年春天讀詩節3.5-4.16

「上窮碧落下黃泉－想像力如何在詩中馳騁」系列講座

國家圖書館

本文摘要

引用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臉書粉絲專頁

今年春季國家圖書館 2016年春天讀詩節 於3月5日起展開

舉辦「上窮碧落下黃泉－想像力如何在詩中馳騁」系列講座

日期：民國105年3月5日～105年4月16日
時間：活動當日(週六)14:00～16:30 
地點：國家圖書館 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文教區3樓）

活動網址：http://105read.ncl.edu.tw/spring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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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春天讀詩節活動網站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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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天讀詩節

2016春天讀詩節活動網站

國家圖書館

 

l  【上窮碧落下黃泉－想像⼒如何在詩中馳騁】系列講座

l  講座介紹

l  2016春天讀詩節海報(PDF)

l  2016春天讀詩節閱讀書⽬（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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