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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素養循序引領的三個階段【105年4月】

希望學生擁有閱讀能力（learn to read）
並透過閱讀而有所得（read to learn）
--得到探索事物的樂趣、
得到生活所需的知識、
得到深入思考和多元觀點的能力。
--陳欣希理事長

輪值主編：基隆市百福國民中學

刊頭繪製：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 駱欣梅主任

閱讀素養循序引領的三個階段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閱讀，掌握瞭解這個世界的關鍵 / 品學堂創辦人 黃國珍 Maurice Huang
你的閱讀，決定你 You Are What You Read / 天下文化

主編的話

用閱讀翻轉弱勢孩子的學習 / 基隆市百福國中 張志明校長

名人看閱讀

黃國珍看閱讀 / 品學堂創辦人 黃國珍 Maurice Huang

策略擂臺

百福國中書山派之葵花寶典 / 基隆市百福國中圖書教師 陳秋雯

杏壇尖兵

參與百福國中數學科普閱讀社群的成長經驗 / 基隆市百福國中數學科 魏仲成老師
乘著閱讀的魔毯，陪伴孩子快樂翱翔學習的天空 / 基隆市百福國中 吳惠文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談百福國中如何以閱讀鷹架引導孩子發展寫作能力 / 基隆市百福國中國文科 曾柏嵐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以課程行銷圖書館融入學科教學 / 基隆市百福國中圖書老師 陳秋雯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看故事遊世界～虎姑婆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2016世界書香日

2016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 書香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 / 國家圖書館
2016年世界書香日 美好的閱讀-書香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流程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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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素養循序引領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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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素養循序引領的三個階段

1 推動計劃 影片 PPT

2 閱讀素材 影片 PPT

3 閱讀課室―習慣閱讀

1 推動計劃

2 閱讀素材

3-0_閱讀課室—培養小孩的習慣

3-1_習慣閱讀之引導—鋪書

3-2_習慣閱讀之引導—介紹

3-3_習慣閱讀之引導—說書

3-4_習慣閱讀之引導—紀錄單

3-5_習慣閱讀之引導—好書推薦

4 閱讀課室―理解閱讀

【教學示例：理解閱讀】故事體《一隻有教養的狼》

《一隻有教養的狼》

教學資源

教學者 問題落點 教案（出處：有效提問╱親子天下）

學習者

觀課者 教學實例

他人回饋

學習者 二～六年級學生

觀課者

實踐者

5 閱讀課室―策略閱讀

素養導向：7教學示例_故事體_中_〈松鼠先生的麵包〉
〈松鼠先生的麵包〉文本

教學資源

教學者 觀課紀錄

學習者

觀課者

他人回饋

學習者 四年級學生

觀課者

樹林國小嘉芬 第一次閱讀 第二次閱讀

實踐者

教學影片：新北市樹林國小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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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掌握瞭解這個世界的關鍵 / 品學堂創辦人 黃國珍 Maurice Huang
你的閱讀，決定你 You Are What You Read /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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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掌握瞭解這個世界的關鍵

品學堂創辦人 黃國珍 Maurice Huang

從成立品學堂到創辦《閱讀理解》雜誌的每一個行動與內容的設計，都是要讓孩子有
能力「閱讀生活、理解世界」進而有創造未來的條件。面對越來越不確定的未來，過
往「知識就是力量」的思維將難以解釋當前教育所肩負的任務，孩子現在需要的是在
學習閱讀中培養「將知識轉化成力量的能力」。

--黃國珍
(引用自：http://tedxtaipei.com/people/maurice-huang/)

影片連結：h�p://tedxtaipei.com/talks/2015-maurice-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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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素養循序引領的三個階段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你的閱讀，決定你 You Are What You Read /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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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你的閱讀，決定你 You Are What You Read

－劉軒X謝哲青的跨界閱讀哲學

天下文化

我們看待世界的角度，來自我們的閱讀。
我們讀的書，決定我們成為怎樣的人。
劉軒、謝哲青首次公開同台，
從多元的閱讀視角延伸到世界的角落，
以獨到的跨界閱讀哲學，激盪出知識與閱讀的美好。

引用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LeVGToEWI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LeVGToE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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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閱讀素養循序引領的三個階段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閱讀，掌握瞭解這個世界的關鍵 / 品學堂創辦人 黃國珍 Maurice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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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用閱讀翻轉弱勢孩子的學習

基隆市百福國中 張志明校長

  

       本校位於基隆市與新北市交接，原住民學生約10%、
清寒低收入子女佔16%、外配子女佔18%，弱勢孩子眾
多。我熱愛閱讀，用閱讀翻轉孩子的學習自信與基本能
力，始終是本人的夢想。

      最初我與幾位老師熱忱推動，到後來，閱讀受到老師
高度重視，鞭策行政人員積極投入。本人概述百福國中閱
讀推動歷程包括沃壤階段，以人員增能、圖書館經營奠
基；播種階段：著重班級經營、閱讀教學；目前是深耕
階段，推展親師生共讀、領域閱讀。希望能進入結果階
段：遍地開花、深入社區。

    本人企盼「喜愛閱讀」是每個孩子的天然成分，耕耘閱
讀的努力不因人員異動而中斷。

點閱: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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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黃國珍看閱讀

品學堂創辦人 黃國珍 Maurice Huang

「我們若忽視閱讀素養教育，台灣的孩子將會失去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
現在的教育不缺知識學習，但是缺乏從閱讀中培養擷取、應用、統整、思辨、追尋

答案並提出問題的能力！」--黃國珍
引用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sns=fb&v=B2UhV6DbHns&app=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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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百福國中書山派之葵花寶典

基隆市百福國中圖書教師 陳秋雯

 
        自2013年張志明掌門接掌百福國中，與魏仲成總教頭創立「書山派」，力圖振作，積極帶領師徒練就閱
讀功夫，以期門徒武林會考脫穎而出，威震杏壇。適逢本校105年4月為基市閱讀電子報輪值學校，本文藉
「策略擂臺」專欄，簡述本校閱讀教學團隊，以及書山師徒3年練功秘笈，與武林高手切磋請益。
 本校閱讀教學團隊名為書山派，開立門派宗旨即欲令師徒浸淫書海之薰陶，讓「閱讀」成為孩子的
「天然成分」。唯書山既深且廣，攀爬書山的功夫並非一蹴可幾，書山派練就閱讀理解好武藝的招式包括：
 第一招式為「蘭花拂穴掌」，推行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需深知師徒罩門，因勢利導。是以書山派出手
靈巧輕柔，扣指如蘭，運勁若有似無，務求出手優雅，氣度閒逸；要是出招緊迫狠辣，不免落入下乘，讓人
心生畏懼，不利閱讀推行。閱讀，該讓師徒感到充實愉悅。因之，書山派秉持「志同道合」原則，課程與活
動均採「邀請參與」方式，務使書山教頭根據教學優勢，考量班級特性，選擇最適合師徒親近閱讀的策略。
本派掌舵團隊希望教頭看見閱讀對孩子的正面影響，能自然而然接納「閱讀」為國中教學的必要條件。

第二招為「柔雲戰術」，閱讀課教學，晨讀實施，閱讀講座辦理，親子共讀，策略融入領域教學，書
山教頭都極力融入理解策略，不論門徒如何招架退避，閱讀理解策略都順勢融入教學活動進行，如柔絲不
斷，春雨綿綿。門徒可於課堂教學耳濡目染閱讀理解，實作策略，循序漸進獲致閱讀基本素養。
第三招為「百花錯拳」，此招要旨在「似是而非，出其不意」。書山派女俠蘇珊善於別走蹊徑，設計

課程，包裝教學，以真實學習，小組教學，成果發表等活動讓門徒防不勝防，親近理解策略和資訊素養；參
與活動後猶感意猶未盡，激勵孩子的學習動機。

 第四招是「金剛伏魔圈」，為本派最強絕技，以「自立立人」為最高旨義，令孩子於人書之別，盡皆
視作空幻，孩子隨時隨地從閱讀學習。書山派教
導閱讀，不以通過武林會考為終極目標，更期待孩子勤練武藝，活用策略，將閱讀的美好傳播給師生。孩子
能調配學習速度，對活動參與有選擇權，充實學習讓門徒衝破心魔，專注閱讀，精益求精，閱讀素養臻於爐
火純青之境。

除掌門張志明校長，總教頭魏仲成主任，
電子報撰文的書山教頭簡介如下：

女俠蘇珊陳秋雯老師，
為百福國中圖書教師，長於閱讀教學課程設計。

教頭吳惠文老師，
為百福國中導師，長於班級經營融入閱讀指導。

教頭曾柏嵐老師，
為百福國中國文老師，長於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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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百福國中數學科普閱讀社群的成長經驗

基隆市百福國中數學科 魏仲成老師

初衷：著手以閱讀培養孩子探索與理解能力

    從事17年學校行政經驗以來，我認為致力「閱讀教育」與「品德教育」才能把學生成績帶上來。擔任導師後，我試著思考：「12年國教
帶來的教學反思？」、「學生的課堂學習需要學會什麼？」、「我的教育願景？如何達成？」、「會考能力—學習能力—工作能力，三者有
絕對相關嗎？」。

    猶記我曾在段考考閱讀試題「斷臂維納斯雕像與黃金比例」與國二數學比與比例相關。結果發現，學生不會閱讀科普文章，不知從文本找
解題關鍵；卻在公式計算中鑽牛角尖。學生依賴經驗解題（強調計算練習），面對挑戰，無法主動探索，理解訊息然後解題。試題與文本內
容須有高度關聯，我們期待學生理解文本訊息去找出答案。

歷程：結合志同道合夥伴經營數學科普閱讀社群

數學科普閱讀社群課程研討

我開始邀請有志於數學科普閱讀的老師經營團體，研發數學科普課程。這個社群沒申請計畫經費，大家專注做認同的課程教材。有人找文本
素材，有人研擬試題，有人參與討論，有人修訂教材。我們努力的目標有二：1.產出數學科普閱讀學習單，提供七八年級數學彈性課程使

用；2.將閱讀理解融入校本課程，逐步產出領域教材。    

剛開始我們三位夥伴以一節空堂討論。我們摸索了「閱讀理解策略」，擬訂結構、預測、歸納作為教學目標，並討論編寫文本的方式。羅婉
萍老師分享資訊，解決素材不足的問題。到首份數學文本定案前，已有五位夥伴加入。首度研發的「斷臂維納斯雕像與黃金比例」學習單，

已由數學領域研討觀課修訂文本。圖書老師和數學老師的合作慢慢成形，從無到有研發課程投注大量時間雖然辛苦，卻值得長久耕耘。

省思：教師參與課程研發是快樂的學習和成長

數學閱讀文本實作觀課

    細思第一份數學學習單的產出，正回應學習共同體的精神―探究（提問、思考、建構）、合作（共學、對話、鷹架）、表達（聆聽、分
享、論證）。教師參與課程研發，其實是快樂的學習和成長。我認為參與社群研討，也實踐十二年國教對基本能力的要求，包括欣賞、終身

學習、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與團隊合作、規劃、組織與實踐、運用科技與資訊、主動探索與研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學生總愛

問：學數學能幹嘛？根號一輩子都用不到！我都回答：想想根號為何不常出現？你就能找到學習數學的答案。國中數學五大主題，數與量、
圖形與空間、統計與機率、代數...透過數學閱讀培養連結能力(察覺、轉化、解題、溝通、評析)，才是數學的學習重點，幫助孩子適應資訊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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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著閱讀的魔毯，陪伴孩子快樂翱翔學習的天空

基隆市百福國中 吳惠文老師

一、緣起
  2012夏天，一如往例擔任新生班導師，該班學生有1/4來自單親家庭，1/5為原住民或新住民
之子，家長普遍忙於生計，孩子缺乏文化刺激，學習意願低落。
適逢本校大力推動晨讀活動，因此決定從閱讀開始，提升班級學習風氣。

二、運用策略

  1布置班級閱讀環境
    要讓學生養成閱讀習慣，首先要讓他們所處的環境中，隨手都可以拿到書。七年級時教室距離
圖書館較遠，因此我鼓勵學生從家中帶書來，布置班級閱讀角。在閱讀角旁的布告欄上，張貼國
語日報或中學生報，讓孩子借閱書籍的同時，也能順便瀏覽報紙的訊息。

 
  2引起學生閱讀興趣
    所謂「言教不如身教」，一味叫孩子閱讀，不如自己帶著他們閱讀：在閱讀侯文詠的「淘氣故
事集」之前，先請孩子們分享自己的童年往事。七年級的孩子都很勇於發表，氣氛慢慢炒熱起來
後，再分享幾個書中有趣的小故事，當然最精彩的部分，不免要賣個關子，「想知道結果？看書
就知道了！」；青春期的孩子正值叛逆期，「帶著老師一起翹課」，光看書名，就很吸引他們
了！「好酷哦！為什麼翹課要帶著老師？」「這本書的書名好奇怪唷！」就這樣你一言，我一
句，慢慢吸引他們進入閱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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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幫孩子製造閱讀的機會
    到了八年級，教室正好在圖書館旁，除了每週固定的閱讀課外，也盡量找機會讓孩子進圖書
館。小敏是個有語言及學習障礙的孩子，人際關係不佳，從七年級開始，三不五時就和個性衝動
的小傑有衝突，常讓我疲於奔命。八年級時，我決定換個方式：若有衝突，調解完後，到圖書館
借一本自己喜歡的書坐下來看。剛開始兩人都沒閱讀習慣，只看漫畫，漫畫看完，接著看科學漫
畫，等科學漫畫看完，我便鼓勵他們倆看奇幻小說，像貓戰士、哈利波特、波西傑克森等等，到
九年級畢業前，兩人不僅是圖書館借閱排行榜的常客，個性也穩定許多。

  
 4閱讀成果的展現
  閱讀完班級書箱的書後，除了書寫本校國文老師所編製的閱讀寫作單之外，也會在班級聯絡
簿的生活隨筆中，提出幾個書中的小問題讓學生思考。此外，舉辦班級讀書會，透過獎勵方式，
鼓勵孩子口頭發表，或小組分享，都可以驗收孩子的閱讀成果。

三、收穫
  累積三年努力，透過閱讀，讓那些好動的孩子個性沉穩許多；在閱讀寫作單的訓練下，原本
連寫三百字短文都有困難的孩子，到九年級會考時都可拿到四級分；許多低成就的孩子從原本的
不愛閱讀，到喜愛閱讀長篇小說，下課時甚至聚在一起討論書中情節，班級氣氛日益融洽，則是
閱讀所帶來的更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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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談百福國中如何以閱讀鷹架引導孩子發展寫作能力

基隆市百福國中國文科 曾柏嵐老師

一、以閱讀搭建孩子寫作鷹架

        擔任國中教師十幾年，近年實施寫作教學時，強烈感受到學生寫作能力每況愈下。

本校推行閱讀以來，筆者觀察到孩子喜愛閱讀，卻發生寫作困難的情形？為何學生在

「讀」與「寫」之間無法產生有效連結？國文領域會談發現老師深有同感，積極提升孩

子寫作能力，這是國文老師無可卸却的職責。

                 兩年前國文領域開始研討教學策略。閱讀與寫作都是知識建構的動態歷程，閱讀是
吸收與認知，寫作是表達與創造，都是國文教學強調的基本能力。我們採用「草根模
式」發展策略，由志同道合的國文老師為主體，研發校本彈性課程的教學方法與教材，
並請行政人員協助。

二、國文老師建構閱讀寫作學習單資料庫

                學生懼怕作文，言之無物的主因為生活經驗不足和缺乏閱
讀與寫作技巧，所以我們從閱讀指導入手，規劃閱讀學習單，
逐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我們研發學習單步驟為：

1.  運用共讀書箱建置學習單：每位國文老師依據年級學生能
力，推薦與介紹適合學生閱讀的書籍。每學期每位國文教師選
編一本共讀書，設計一篇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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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領域老師共享閱讀寫作學習單資料庫：完成學習單後，我們以讀書會、發
表會等方式進行分享與討論，彼此資源共享，逐步建構學校本位的「閱讀寫作
學習單資料庫」。

3.學習單的設計方式：依據閱讀的三個層次「檢索與擷取」、「統整與解
釋」、「省思與評鑑」，採用「鷹架理論」為基礎，設計以協助學生閱讀理解
為導向的學習單。

              例如我推薦七年級學生閱讀侯文詠的大醫院小醫師，學習單我總共設計了四個問題，
第一及第二個問題分別是「侯文詠還是實習醫師時，為何很認真工作，卻仍常挨主治醫

師罵？負責指導他的住院醫師給了他什麼樣的意見？什麼是PMPMP？」、「侯文詠一開

始PMP的時候是否很順利？碰到了什麼樣的困難？他的住院醫師又給了他什麼建議？侯文

詠最後做了什麼樣的修正呢？」這兩個問題是能直接從文章中找答案，也就是閱讀的

「檢索與擷取」。第三個問題「侯文詠採取PMPMP是否成功？他的主治醫師給的成績如

何？到最後侯文詠的主治醫師是否知道他在PMP呢？」則是閱讀的「統整與解釋」，最後

一個問題「侯文詠隨著年資晉升官階後，也開始有人對他PMPMP，侯文詠喜歡別人這樣

對他嗎？你對PMPMP這樣的行為是否認同？請寫出你的看

法。」則是閱讀的「省思與評鑑」。期望能以分年段螺旋式

課程，協助學生掌握閱讀技巧，提升寫作能力。

              孩子能否將書籍中的知識內化後吐為錦繡，言之有物，不
但攸關升學成績，更是學生日後能否終身學習的關鍵，願有
志者，共同為學生語文能力扎根。

點閱: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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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以課程行銷圖書館融入學科教學

基隆市百福國中圖書老師 陳秋雯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di73qi-10404-xi-ding/tu-shu-
guan-li-yong-jiao-
yu/%E5%9C%96%E6%9B%B8%E9%A4%A8%E5%BF%97%E5%B7%A5.jpg

各位看倌，繼「策略擂臺」和各位切磋帶領閱讀策略的
秘技後，蘇珊女俠又來野人獻曝，與各位請益交流百福書山
派打造閱讀光明頂的必殺絕技。

               哇哈哈哈哈!在台灣，自動上圖書館找學習素材的
國中生多嗎？蘇珊入行就在百福國中教學，十八年來，從未
聽聞此等異事。教導孩子閱讀，不僅是幫助他們考試時過關
斬將，蘇珊期待，孩子能夠奉圖書為一輩子的師父，從閱讀
汲取智慧，照亮困頓的人生低谷。是以，教學終極任務就是
讓圖書館融入學習，習慣成自然，遇到問題能到圖書館找尋
問題解決的資訊。要圓滿達陣，蘇珊採取課程融入的方式經

營圖書館。   

            蘇珊曾參與師大陳昭珍老師Big6資訊素養課程研發團

隊，曉得Big6資訊素養是把閱讀融入教學領域的利器，蘇珊

大膽嘗試以Big6素養教導八年級孩子專題寫作。很多書山教

頭得知蘇珊的狂人行止，驚呼連連，勸阻蘇珊切莫一意孤

行，他們質疑：小孩書都不肯唸了，要他們寫專題論文豈不

是要老師的老命嗎？老師啊!您何苦為難自己呢？

           說也奇怪，叛逆的國中生偏愛和老師唱反調，老師

不看好的事，孩子們偏偏做得特別起勁。孩子的不服輸和學

習熱情，加上蘇珊的魔鬼訓練，雖然中途曾撞上瓶頸，最後

師徒還是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沒錯!五個班級共產出以本校學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di73qi-10404-xi-ding/tu-shu-guan-li-yong-jiao-yu/20150411_102143.jpg?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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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BE%E7%A6%8F%E5%9C%8B%E4%B8%AD%E5%9C%96%E6%9B%B8%E8%80%81%E5%B8%AB+%E9%99%B3%E7%A7%8B%E9%9B%AF


生為調查對象的五篇專題論文，研究問題包括親子關係、壓

力知覺、理財觀念、飲食習慣，師生還有模有樣辦了一場專

題成果競賽，把孩子們運用圖書館學習主題知識，撰寫專題

論文的努力過程和受邀的師生分享。

         從台北來的校外評審，對孩子流暢的發表能力讚聲
連連；受邀的師生，專注聆聽關於本校學生的調查研究；參
賽的研究小組，調整自己的緊張不安，順利完成人生的首場
專題研究發表。照片中手執麥克風掄冠的小靖競賽事後和蘇
珊說，「專題研究課程太酷了，雖然做功課時覺得壓力很
大，但是整個過程讓她體驗了課堂學習完全不同的趣味!」孩
子們意想不到功課不好的自己可以完成專題論文，教頭們讚
嘆著圖書館結合課程引發孩子高度學習興趣。Big6資訊素養
課程成功突顯圖書館支援教學角色的重要性，值得學校圖書
館人員推廣，深耕。

運用Big6資訊素養進行專題研究「簡易教學流程」

暖身學習階段：

運用學習單、投影片、小組討論教導「專題研究」概念。

專題調查研究：

運用學習單、投影片、小組討論教導Big6資訊素養步驟。

專題報告撰寫：

運用學習單、投影片、電腦示範教導專題報告撰寫。

成果競賽發表：

小組進行專題發表投影片，老師指導孩子上台發表規範。

點閱: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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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看故事遊世界～虎姑婆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本文摘要

影片連結：

虎姑婆（台語版）
影片長度：13分09秒
影片介紹：(引用自 YouTube)
時代背景發生在台灣早期客家村的民間傳說，在台灣是個家喻戶曉的故事，是每個母親都會說
給孩子聽的床邊故事。
此片使用特製的矽膠、塑膠及海綿合成的偶動畫。由台灣製作群與英國動畫藝術師Lorraine
Mason親赴新竹北埔客家村、輔大中華文物中心、客家文化會館、博物館實地田野調查考察人
物造型、服飾、建築、陳設等，製作人唐台齡親赴英國check分鏡腳本、盯配音。
榮獲2000年第十七屆芝加哥國際兒童影展電視類-最佳動畫片大獎。

  虎姑婆這个故事是佇臺灣古早客人村裡發生的民間傳說，往過佇咱臺灣是一个
大人囡仔通人知的故事，嘛是每一个做人老母暗時欲騙囡仔唔唔睏的時陣，攏會講
予囡仔聽的眠床故事。
  後來，臺灣製作人唐台齡先生佮英國bang51 ga11藝術大師Lorr aine Mason，親身出

馬來到新竹北埔客家村、輔大中華文物中心、客家文化會館、博物館，實地田野調
查考察人物造型、服裝設計、建築成格、物件陳設等等，然後使用矽膠、塑膠和海
綿合成的原料，製作出遮爾仔特別傀儡尪仔的bang51 ga11，閣得著2000年第十七屆芝

加哥國際兒童影展電視類上好bang51 ga11片的大獎。

  這馬，自從伊有閩南語配音了後，嘛若像變成咱國小一、二年仔閩南語課必看
的影片。影片看完，咱就會當開始上一節共討論做功課變做足趣味、足心適的課
矣，課程大約分做四个主要的活動：

  活動1. 劇情紹介：請學生囡仔自由發揮，做一寡簡單「劇情紹介」的分享。比
如：古早有一隻虎，伊一定愛佇日頭落山進前吃三个囡仔，才會當永遠變成人形。
所以，伊變做賣李仔攕的佮三姑婆，來庄仔頭掠囡仔。好佳哉，落尾聰明又閣勇敢
的阿美，共逐家救出來。

  活動2. 人物分析：請學生囡仔揣出影片中的主角、配角等等的角色，並且研究
分析in逐个人的個性，順紲學習人物個性的語詞愛按怎講，譬論講：聰明、孝呆、乖
巧、三八、溫馴、恰北北、囂俳、拗蠻、蠻皮、無頭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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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3%E6%BF%B1%E5%9C%8B%E5%B0%8F+%E9%BB%83%E9%9D%9C%E6%83%A0%E8%80%81%E5%B8%A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n7mmI4Y_s&list=PLLx4NQVCrAQAo-FIh36NuCE6KgrJvAR9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n7mmI4Y_s&list=PLLx4NQVCrAQAo-FIh36NuCE6KgrJvAR9z


  活動3. 精彩情節：影片看煞一定有予人印象足深的精彩情節，咱會始予囡仔發
表伊上佮意的情節，甚至會使予in演看覓，無定著in演咧比本來的影片猶閣較好較精
采。

  活動4. 造句練習：對影片中選出一、兩句閩南語的句型，予逐家來練習閩南語
的造句。譬論講：這句「逐家攏去鬥相共。」就會使練習「···攏···」抑是「···鬥相
共···」的造句練習。

  見擺，高年級的學生囡仔若看著學弟、學妹咧看這齣戲，就會佇窗仔邊那看那
講：「足數念的呢！咱往過嘛捌看過。」

  「著啊，著啊！一開始我閣會記得，看起來感覺佮戲說臺灣足相siāng的。」

  「妳也有看戲說臺灣喔！我嘛有看呢！」

  「彼个阿弟仔阿強足古錐的，in阿母叫伊乖乖仔睏，伊無一秒鐘就隨睏去，實在
有夠譀。」

  「閣有伊聽著免錢的李仔攕，嘛足好笑的！」

  「猶閣有三姑婆嘛誠好笑！」

  「最後，一串炮仔就共山洞炸掉，實在是傷譀古矣。」

  「真是使人懷念！」

  看in一陣人那行那講，真趣味嘛感覺真歡喜，因為閩南語這馬是靠咱來掖子，將
來著愛靠in來釘根生湠囉！毋過，怪奇的是主角虎姑婆佮阿妹仔阿美，in哪會攏無講
著，煞共阿強和三姑婆這兩个笑詼笑詼的配角佮彼串炮仔，記甲一點仔都無重耽。

點閱: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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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世界書香日

2016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 書香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100年起的每年書香⽇，皆會響應世界書
香⽇之宗旨，結合各界機構舉辦多元形式之推廣閱讀風氣活
動。今年我們將於4⽉23⽇(周六)下午2點在國家圖書館文教
區地下1樓演講廳持續推出「美好的閱讀-書香頌真情」盛
會，邀請社會賢達名紳及文壇才⼦佳⼈傳頌詩作之名⾔佳
句，亦禮聘多位⺠歌巨星演唱經典好歌，歡迎各界⼈⼠踴躍
報名，創造幸福喜「閱」之書香寶島。

美好的閱讀-書香頌真情簡介：

        http://105read.ncl.edu.tw/spring_03.html

活動報名網址：

        http://activity.ncl.edu.tw/p_Event.aspx?event_id=896

        「書香頌真情」節⽬內容涵蓋「詩文美聲」、「域外抒
聲」、「琅琅書聲」、「童趣橫聲」及「⽟振⾦聲」等五⼤
單元，邀請教育部部⻑、各⼤圖書館館⻑、斯洛伐克駐華代
表、義⼤利及⼟⽿其外籍學者、須文蔚、郝譽翔、鴻鴻及羅
毓嘉等知名作家／詩⼈朗讀各國雋永詩作，⺠歌⼿周⽉綺(⼩
百合)、羅吉鎮、王瑞瑜、臺北市新⽣國⼩、北⼀女中朗讀冠
軍、信誼基⾦會⼩袋鼠說故事劇及曹俊彥老師亦應邀到現場
朗誦／表演精采萬分之詩歌、⺠歌及話劇。

         國家圖書館亦將於全國中⼩學合辦「詩香滿校園」，
請老師於4⽉18⽇~4⽉22⽇的上課期間朗讀⼀⾸詩與同學分
享；同學們則可以在聯絡簿上寫⼀⾸⾃⼰喜歡的新詩／古
詩，和爸媽等家⼈分享，使得書香氛圍從校園滿溢到家庭，
每個⾓落皆能傾聽到⼀本本好書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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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di73qi-10404-xi-ding/2016shi-jie-shu-xiang-ri-mei-hao-de-yue-du-shu-xiang-song-zhen-qing--ming-jia-lang-du-da-hui/23a6b160-f256-4dbc-85ba-f2bd52466487.jpg?attredirects=0
http://105read.ncl.edu.tw/spring_03.html
http://activity.ncl.edu.tw/p_Event.aspx?event_id=896


※ 全程參與者核予3⼩時學習時數認證。

單       位: 國家圖書館

主辦單位: 圖書館事業發展組

活動縣市: 臺北市

活動地點: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聯絡⼈: 徐惠敏

聯絡電話: 02-23619132分機736

圖文引用自：國家圖書館 網站

網頁連結：http://www.ncl.edu.tw/activityhistory_238_312.html 

點閱: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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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書香日 美好的閱讀-書香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流程

國家圖書館

本文摘要

引用自：

國家圖書館

2016年世界書香日 美好的閱讀-書香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 網頁

http://105read.ncl.edu.tw/spring_03.html

2016年世界書香日 美好的閱讀-書香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 

時間：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下午2:00 – 5:00 

地點：國家圖書館  文教區B1演講廳  (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時間、主題 邀請朗讀貴賓  /  演出者

13:30-14:00 入場

14:00 入座完畢

14:05-14:35  序幕演唱 周月綺(小百合)、羅吉鎮、王瑞瑜等民歌巨星

演唱那些年我們聽的經典民歌

14:35-15:15  詩文美聲 須文蔚、郝譽翔、鴻鴻、羅毓嘉等文壇作家

朗誦優美新詩

15:15-15:35  域外抒聲 斯洛伐克柯濰思副代表及歐茵西教授、

柯漢東副教授、孔思宇博士朗誦該國特色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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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105read.ncl.edu.tw/spring_03.html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di73qi-10404-xi-ding/2016shi-jie-shu-xiang-ri-mei-hao-de-yue-du-shu-xiang-song-zhen-qing--ming-jia-lang-du-da-hui/2016nian-shi-jie-shu-xiang-ri-mei-hao-de-yue-du-shu-xiang-song-zhen-qing--ming-jia-lang-du-da-hui-liu-cheng/423.png?attredirects=0


15:35-15:55  琅琅書聲 臺北市新生國小英語詩文朗誦、北一女林子媛

15:55-16:15  童趣橫「聲」 信誼基金會小袋鼠說故事劇團、

曹俊彥老師等帶領大小朋友們

進入童話故事的想像天地

16:15-16:40  玉振金聲 1.    史瓦濟蘭王國班柯希王子演唱該國詩歌

2.    教育部黃月麗司長、曾淑賢館長及教文界貴賓等

朗讀本土詩人在寶島土地創作之優美文學

16:40-17:00  【抽獎】 獎品內容:

世界書香日典雅玫瑰花束、

文創商品、圖書禮券及優質好書

※節目內容及順序若有變動，以4月23日會場公告為準

※2016年世界書香日活動報名網址：http://activity.ncl.edu.tw/p_Event.aspx?

event_id=896

※洽詢電話：02-23619132#736 徐小姐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

點閱: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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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世界書香日‧美好的閱讀 書香頌真情--名家朗讀大會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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