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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海科館結合學校正式課程的教學設計

基隆市中山高中 林金山老師

一、海科館的展示內容豐富，認識人類與海洋互動的知識

臺灣環海，因此我們的生活與海洋都有相關，所以需要藉由各種管道或方式讓大家認識並瞭解人類與海洋互
動的相關知識。位處於基隆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科館），包括主題館、區域探索館、海洋生
態展示館等展館，展現了我們與海洋互動的知識與故事，值得我們親自到場探訪、體會並感受。海科館的展
示內容與資源豐富，以主題館區為例，其包含海洋文化廳、水產廳、深海廳、兒童廳、海洋環境廳、海洋科
學廳、海洋的未來、船舶與海洋工程廳，這些展廳也都各有多種的展示主題，並以造景、模型、圖板、視聽
影片、互動設施等方式呈現，提供參觀者對展廳內主題專業知識的理解與認知。另外，展示內容也多與海洋
教育及自然科學相關。因此，若藉由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再進行實際參訪的解說及教學活動，可以讓參與者
身處在實際的情境場域中，認知並體認人類與海洋互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進而增長關於人類與海洋互動
的知識。

 

二、非制式教育機構的海科館，適合與學校的正式課程結合

博物館屬非制式教育機構，豐富的展示內容可以規劃設計與學校的教學活動結合。因此，若能透過課程設計
將海科館展示內容結合學校正式課程，並轉化為學生學習的知識，不僅能藉由校外教學的方式提升學生在學
科或領域的學習動機及成效，亦能開闊學生海洋教育及科普知識。筆者在接觸並參與海科館的相關參訪、研
習及工作坊等活動後，將非制式教育機構的海科館結合學校正式課程且進行教學實踐，如圖1所示。希冀藉
此分享海科館展示內容與學校課程結合的經驗，提供教師將海科館豐富資源融入學科課程與教學設計之參
考。茲就海科館結合學校正式課程的教學設計簡述如下：

首先，認識海科館的展示內容並決定設計課程的主題館（最好是擇1-2個展示廳即可），是設計在海科館的
進行教學的第一步。設計者可以參考海科館官方網站、展示廳導覽手冊、參加種子教師研習或工作坊等方
式，認識並瞭解海科館各主題館及其展示主題與展示內容，藉此選擇自己喜好或較能結合學校正式課程的展
示主題或內容。

其次，就是將選擇的展示主題或內容與教科書章節單元作結合或者延伸，設定課程單元的主題，參照學習領
域能力指標及海洋教育能力指標，擬定教學目標、設計教案及規劃教學活動（如表1所示）。

最後，就是結合展廳的主題內容進行校外教學。筆者建議在行前簡介並說明與參訪相關的人事時地物，藉此
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此行的目的與任務，而當校外教學開始時，教師則盡量以引導者的角色讓學生自主體
驗與學習。

 

表1海科館展示內容轉化為教學活動之設計

教學活動 時間

活動一：（教室-行前簡報）海科館與主題展廳簡介

一、引起動機（詢問學生）：是否去過海洋科技博物館？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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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教師講述並以短片簡介海科館與展示廳，
讓學生在參訪前能有概要的認識。

三、綜合活動（行前說明）：提醒學生當日攜帶之物品、
參訪時間及任務。

活動二：（海科館參訪）

一、引起動機：參訪開始（提醒集合時間及地點）。

二、發展活動：藉由教師自編的學習手冊，讓學生在海科
館情境中自主學習。

三、綜合活動：同學互相討論分享回饋並完成學習手冊。

100分鐘

活動三：自評與省思

填寫「省思與自評表」，檢視自己的學習情形。

10分鐘

 

  

 

三、校外教學，寓教於樂

學生喜歡校外教學，可藉此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但是由教師掌控行程並講述教學，則校外教學活動顯的過
於嚴肅。教師可以藉由海科館展示內容發展具有特色或風格的教學活動，運用各種教學法讓學生在校外教學
時感受到有別於在教室中的單調風景。以水產廳為例，展示內容有6大主題，教師可以設計任務式闖關的學
習活動，讓學生在時限內完成主題展示內容的「任務」或「關卡」。例如，藉由水產廳入口處的「魚字川
廊」可以讓學生數魚字的數量或形態，能在學習活動開始就引起高度的學習動機；互動式的設施（如魚車、
鏢旗魚）能提供學生動手操作的機會，藉由人機互動提升學習動機及參訪興趣，讓學生樂於學習。

教師以海科館的豐富資源，有很多素材可以提供制式學校教育所缺少的學習情境，只是需要教師投入心思並
先行瞭解展示內容，而且以海科館進行教學活動時，可能因為時間與展示內容受限。因此，建議教師可以規
劃以1個展示廳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參訪，或者設計專題式的報告，做為學生在假日或寒暑假的作業，
可增加學生到海科館的興趣與頻率。另外，教師扮演引導者的角色，引導學生自行在海科館的展廳中完成學
習，讓學生在自主活動的情境中，主動探究學習、親自體驗與自行發現展品內容及故事，除了減少有如在教
室中的約束性，亦可藉此提升學生海洋及科學素養與學習興趣，進而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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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兒童廳遊學趣

基隆市仁愛國小教師/海洋議題小組輔導員 葉淑卿

一、學生入館學習前之教學準備

(一)增加學生對「魚類」的基本認識：

1.使用「嗨！小魚」第一單元『認識魚』文本為說故事內

容，引導學生瞭解魚類特徵。(「嗨！小魚」為國立海洋

科技博物館出版品)

2.能瞭解魚有魚鰭、魚鱗、鰓等構造，知道不是名字有

「魚」的都屬於「魚類」。

(二)提供學生對「兒童廳」的初步印象：

1.製作「兒童廳」部分展示場所的解說簡報(附件1)，於

入館前先在教室中說明入館時的學習重點與參觀禮儀。

2.編輯「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兒童廳簡介」內容，做為帶

隊教師參考資料，以引導學生學習。(資料來源：展示教

育組陳麗淑博士

http://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tab/220/1/1593/0)

(三) 引導學生能運用五官觀察事物：除了用眼睛看，還能

運用手、鼻子、耳朵等作觀察。並編製參觀學習作業單(附

件2)，以供學生統整學習。

二、學習目標

(一)能說出魚的特徵及身體構造。

(二)知道不是名字有「魚」的都屬於「魚類」。

(三)能辨認不同部位的魚鰭：尾鰭、背鰭、胸鰭等，及鰓的

位置。

(四)能對博物館的展示品保持好奇與學習興趣。

(五)能遵守規則在海科館展廳中完成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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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知道水中生物有不同的運動方式，與速度的差異。

(七)知道水中生物體型大小的差異性。

三、教學方法：小組討論、學生自主探索

四、學習活動內容：

(一)學校上課內容(如附件1)

1. 介紹「兒童廳」部分展示場所及學習任務；

2. 與小朋友約定入館學習規則。

3. 說明作業單內容與完成方式(如附件2)。

(二)「兒童廳」學習內容

1. 將「兒童廳」展示學習內容分成三大區塊，每一班

分成兩組，輪流進行體驗探索：

A.「海中賽跑」+「豐收號漁船」；

B.「比大比小」+「摸摸看」；

C.「小水滴的旅行」+「寄居蟹的家」。

2. 各區塊學習時間規劃為20分鐘，時間到即更換場

地。更換學習場地之前，老師集合學生為本段學習作

統整。

例如：

A.在「豐收號漁船」前集合，跟漁船大合照。詢問小

朋友跟誰賽跑？剛才參加賽跑的對象中，哪一種海洋

生物速度最快？

B.集合在「比大比小」區域，詢問小朋友在這個區域

中，跟自己的身高最接近的海洋生物是哪一個？最大

的魚類是什麼？再抬頭看一看，還有比鯨鯊更大的藍

鯨和大王魷魚……

C.集合在「寄居蟹的家」旁空地，詢問小朋友溜滑梯

是體驗什麼？再加強水循環的概念。

五、教學成效評估：

(一)學生在學校學習數學領域「比大小」單元中之內容，可以

直接運用在兒童廳「和海洋生物比身高」的活動，既能與生

活連接又富有趣味。



(二)「哇〜鯨鯊好漂亮哦！」、「老師，大王魷魚好大哦！」

從學生的讚嘆聲中，可以瞭解他們的興趣與喜好，海科館兒

童廳提供的擬真展示品，讓老師與學生都能更加瞭解海洋世

界。

(三)透過和海洋生物賽跑的活動，學生觀察不同生物的運動方

式，也瞭解不同生物的運動速度及其差異性，而破除以往的

迷思，如：海龜速度最慢、海扇蛤不會動等想法。

六、教師教學省思：

(一)學年老師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希望下次帶學

生入館前，老師們也能夠先到海科館探勘場地並學習相關的

知識，才能讓學生學習的更豐富。

(二)非常感謝海科館的協助，讓所有一年級的學生都能入館學

習，也希望每年都能繼續提供這樣的學習機會。

(三)在水產廳參觀時，有另外帶學生參觀的團體使用麥克風，

而且不只一個人在使用，當時覺得場內很吵，影響參觀品

質。

(四)兒童廳10:30場次，因為有其他學校學生進入參觀，人數比

較多，所以就讓學生們自由體驗，而無法照原先的規劃分組

進行活動並統整說明。

(五)因為學生學做魚拓，老師才有機會做魚拓，真是很棒的體

驗！

(六)這次的參觀活動，兒童廳「水滴的旅行」空橋在維修；水

產廳的側線體驗「魚車」也在維修，小朋友們好失望哦〜

           (七)一年級學生難免還是會忘記常規，不小心跑步或是與同學
爭吵的情形，應該還要有更多機會帶他們出來參觀，使能繼續學
習、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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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兒童廳遊學趣2

基隆市仁愛國小教師/海洋議題小組輔導員 葉淑卿

附件1：海科館「兒童廳」學習場所簡報

附件2：學生作業單

基隆市仁愛國小    班；座號：（）；姓名：；家長簽名：        

一、海中賽跑，看誰游得快：

1.猜猜看，哪一種動物游得最快，請在( )打ü，

       哪一種動物游得最慢，請在( )打ü：

   2.旗魚、飛魚、鯊魚、章魚、鮪魚、大王魷魚、
       海豚、海獺、海龜、海馬、露脊鯨、海扇蛤， 
       我想找                              比賽賽跑。

二、比大比小：我在兒童廳裡，

和海洋生物比一比身高，

發現的身高和我最相近。

三、最大的魚類是：                        ，
     在兒童廳及水產廳都能看到牠。

一年級教師群 1031205[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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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兒童廳遊學趣3

基隆市仁愛國小教師/海洋議題小組輔導員 葉淑卿

附件3：教學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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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兒童廳遊學趣4

基隆市仁愛國小教師/海洋議題小組輔導員 葉淑卿

附件4：學習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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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我，喜歡閱讀

基隆市暖江國小 曾恕華校長

    小時候，每到假日，爸爸總是會帶我到書店，我逛了逛，找到了亞森羅蘋，一頭就栽進偵探故

事的漩渦中。某一天又逛了逛，隨手拿起吳姐姐講歷史故事，又再度深陷無法自拔，等我整套讀

完，從此所有歷史考試都難不倒我。上了國中，拿破崙傳、亞力山大傳等世界名人傳記也深深吸引

了我，睡著後往往穿越時空回到過去。進入高中後，我喜歡上了漫畫，也迷上了小說。好小子、聖

鬥士星矢、金庸、古龍、柳殘陽、銀河英雄傳說等，帶領我進入英雄的世界，體會人生存在的意

義。

    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說過：「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

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了翅膀。」蘇軾說：「腹有詩書氣自華」。閱讀一本好書就如同向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取經一樣，可以從中學習到很多為人處世的道理，藉以提升自己的修養、豐富自

己的精神世界。

    所以，讓閱讀成為一種時尚吧!

點閱:10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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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穆克說閱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小說家奧罕．帕穆克

「不必讀太多書，但每一本都要以熱情來閱讀。
如此，你將比那些囫圇吞棗的人，
顯得更為飽覽群書。」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小說家奧罕．帕穆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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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暖江閱讀策略擂臺

基隆市暖江國小 簡麗綺老師

    教育學者曾志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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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

們，毋庸置疑的培養學生的讀書興趣，拓展孩子的閱讀視野便是件刻不容緩的任務了。

    尤其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學校規模縮減下，經費資源或許相對限縮，教師人數亦減少下，如何去增加學生汲取知

識的能力和資源便是值得思切的問題？而「提昇閱讀力」或許是可以參考的策略之一。「書籍是培育我們的良師，無

需鞭答和棍打，不用言語和訓斥，不收學費，也不拘形式，對圖書傾注的愛，就是對才智的愛——德伯裡」。無疑

地，這句話道盡書本衍然是教師的化身。

    在暖江閱讀教育的策略，分從下列五大面向進行推展：

一、充分運用現有圖書資源

  （一）訂有各班圖書館使用時間，並有圖書義工媽媽協助指導學生導讀。

  （二）全校晨光閱讀時間，各班進行圖書選讀，導師引導學習，並配合學習單進行延伸。

  （三）班級在各領域教學時，除了在制式教材內容教學外，更指導並鼓勵學生做課外補充資料的查詢及知識擴展。

二、擴展圖書資源

  （一）校內設置有圖書館，除了既有圖書館藏外，逐年增添購置各類書籍，提供學生閱讀借閱。

  （二）爭取雲水書坊書車不定期至校提供學生閱讀使用。

  （三）各班皆申請愛的書庫，提昇學生閱讀書量。

  （四）介紹並指導學生辦理校外公立單位圖書證，提昇圖書借閱管道。

三、多媒體閱讀(不限實體圖書)

  （一）規劃有聲書的取得，增加閱讀的多元性。

  （二）多媒體影音圖書庫的建置，購置圖書VCD，並蒐集相關知識影帶。

四、增強閱讀興趣(閱讀獎勵制度)

  （一）學校訂定鼓勵閱讀制度，給予榮譽獎狀及獎品，提昇閱讀風氣。如：閱讀達人

  （二）班級內訂有閱讀集點活動，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說讀課外書籍。

五、提昇教師閱讀教學知能(參與進修、觀摩教學、組織閱讀社群)

  （一）校內老師主動參與校內外相閱閱讀及語文進修研習。

  （二）進行校內閱讀教育教學觀摩分享，交流心得。

  （三）校內老師組織閱讀社群，定期研討專書交換心得。

    在教育現場裡，沒有所謂不聰明的學生，只要能善用教學及引導，將能把孩子們帶向一條光明的路。「書猶藥

也，善讀之可以醫愚。——劉向」，倘如此言，老師則是開處方的醫師了，而相信只要能充份的指導學生閱讀，提昇

他們的識見，增強閱讀力，學生何嘗不會成為睿智可教的英才呢？學校教育在追求各領域發展的同時，「閱讀」更是

達成領域卓越的工具之一。而我們刻不容緩的工作，便是能讓孩子們閱讀、悅讀，擴展視野、識野。

基隆市暖江國民小學班級晨讀實施成果表

班級:（  301   ）

教學者 : 陳盈如

學生數: （ 23  ）  人

實施時間:每週一 8:0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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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利用校內圖書室進行班級晨間閱讀：   
  活動二、參訪暖暖圖書館，認識社區資源：

  活動三、愛的書庫套書進行全班共讀，流程如下：

     流程一：發下套書回家閱讀

     
     流程二：請學生分享最喜歡的段落或佳句。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74qi10505nuan-jiang-guo-xiao/ce-e-lei-tai/1.PN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74qi10505nuan-jiang-guo-xiao/ce-e-lei-tai/2.PN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74qi10505nuan-jiang-guo-xiao/ce-e-lei-tai/3.PNG?attredirects=0


     流程三：全班共讀並進行有獎徵答

     流程四：寫閱讀學習單，佳作欣賞

雪后讀書心得

魔奇魔奇樹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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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五年級閱讀教育推動實況

基隆市暖江國小 陳進文老師

實施時間：1.閱讀：星期一、二、五早自習時間。

          2.學生分享時間：星期四早自習時間。

學生自行閱讀

    教師不指定題材，由學生自行選擇感興趣的內容作閱讀。優點是不限制題材避免學生應付了

事，也能看出不同學生的喜好類型。

    因為有分享部分，在閱讀之前教師會先條列出要分享的的必要項目。如下：

1. 書名

2. 作者

3. 本書主題

4. 最喜歡的部分（可摘錄書中內容或自己敘述）

書名、作者對學生而言是最簡單的部分。為了能簡述主題，所以認真的把書看完是必要的。這裡

就凸顯了由學生自行選擇書本的重要。如果是教師所選擇的素材，會有部分學生直接放棄，因為

不感興趣。部分學生即使勉強閱讀完，卻一樣無法說出主題。少數能說出主題的，也無法深入其

中的精神。教師認為『興趣』是關鍵。

    最喜歡的部分，教師可依照學生的程度做不一樣的調整。作文能力好的學生可以讓他閱讀吸收

後自由發揮，如同作文般。約有超過一半的人無法用自己的話來標達自己的感想，這時就請他在書

本書節錄他印象最深刻、有趣……等內容，再向同學說明理由。

分享時間

    固定於每星期四早自習，請3〜5位學生，每人有5分鐘的時間，與同學分享閱讀心得。這個活動

可達到以下效果：

1.建立閱讀的基本資料並留下印象

學生之前常出現的狀況是我讀過某本書，當問豈是何如所著？幾乎一問三不知。或者出現知道作家

的名字，但是不清楚作家有何代表性的文章、書籍。為了完成發表的活動，可幫學生再次加強作者

與著作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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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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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訓練掌握文章的主題

因為需要向未閱讀的同學報告，又受分享時間限制，精準抓住主題是必要的能力。即使是摘錄資料

內容，也能達到了解的目的。

    本活動除了能達到表列目標，還有附加訓練。教師要求每位學生都要上台，所以訓練在台上講

話的膽量、還行有餘力的話，臺風、發音等等都能有精進空間。可彌補缺少說話課的不足。另外學

生在選擇題材方面是自由的，同裁間少有機會重複。在學生在台上分享的同時，其他學生可在最短

的時間內獲得不同的閱讀重點。一方面瞭解別人的喜好，一方面增廣自己的知識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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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說故事、傳遞愛～基隆市故事協會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民國103年6月，暖江國小為了培養學生閱讀理解觀念，深化閱讀理解技能，特和基隆市故事協會合作，透過15個小時的課程，讓中年級的孩

子在活潑的教材教法薰陶之下，習得多種閱讀策略，進而能充分掌握文章深層意涵。當時來授課的故事協會故事媽媽沈淑嬿，透過「未來少年」

這本期刊，帶領孩子如何運用做筆記找主旨來活絡閱讀。15節課程結束後，大多數的孩子對於閱讀的興趣大為提升。基隆市故事協會究竟是一個

怎麼樣的團體呢？

    民國94年3月29日，歷經基隆文化局多次的文建會閱讀植耕培訓活動，一群來自不同領域卻有著相同理念的家長，藉由「說故事」這個媒

介，搭起陪伴孩子、提升孩子閱讀樂趣與透過閱讀增進親職技能的橋樑，組織成基隆市故事協會。

    基隆市故事協會潘麗琦理事長表示，故事協會推動閱讀之理念為：

透過生動的語言，得以驚嘆故事的魔力；

透過肢體的傳遞，得以穿越故事的時空。

透過精采的繪本，得以看見繽紛的世界；

透過文本的對話，可以讓生命有出口。

透過提問的討論，得以探究生活之真； 

透過分享與發表，得以尋覓有意義的觀點。

內在的安定與自在會因閱讀而獲取，生命的光點會隨之而至。

    本年度，故事協會也訂定了閱讀推動發展目標：

1.資深閱讀活動帶領人的增能研習—

  (1)開辦不同領域課程的研習，例如: 生物多樣性、科普、藝術(戲劇、音樂、繪畫)、公民議題、圖書管理、帶領學齡前小孩閱讀之方法與策

略。

  (2)了解105年新的繪本圖書，請各出版社的總編輯來介紹與說明。

  (3)開辦「讀書會」，自我增能、互相成長。 

  (4)開辦「閱讀帶領能力進階培訓」，持續在帶領閱讀的領域，增加能量。                                          

2. 招募新進志工，開辦社區說故事志工培訓課程。一方面可以在社區圖書室實習說故事，另一方面增加協會的生力軍，讓協會能永續經營。

  3.辦理各項活動，包括：

(1)人文知性課程－探索在地之古往今來的人、事、物，認識基隆市文化、古蹟、歷史，實際參訪，深入了解，將在地的故事，傳達給在地的

小朋友，讓小朋友認識自己生長的環境，進而有認同感，愛家鄉、愛自己。

  (2)大自然的閱讀課程－接觸、認識生物，友愛環境，品格教育養成。

  (3)與作家有約－以特定作家為主題，每月開立讀書會，讓參與者能充分表達看法，激盪多元的獨到見解，進而對閱讀材料有深入的了解與學

習。

  (4)冬令營－認識自己生活環境。

  (5)其他－包含如何帶領科學性知識的讀書會或研討會。

    基隆市故事協會期待藉由閱讀，將滿滿的愛傳遞到社會的每個角落。

點閱:244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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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A%96%E6%B1%9F%E5%9C%8B%E5%B0%8F+%E7%8E%8B%E5%B9%BC%E7%BE%8E%E8%80%81%E5%B8%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74qi10505nuan-jiang-guo-xiao/yue-du-li-jie-ce-e-jiao-xue/1.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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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期

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暖江國小『博士樹的茁壯』

基隆市暖江國小 余純美老師

一、沿革：
為培養學生閱讀的樂趣，開啟學生主動求知的閱讀習慣及自已尋找資料解決問題的能力，並

發揮學校圖書室功能，因此學校設置「小碩士」、「小博士」的獎勵制度。學生在閱讀一本

書後須撰寫閱讀心得單才能累計點數，點數達「二十點」則頒發小碩士獎狀，點數達「三十

點」則頒發小博士獎狀及獎品以茲鼓勵。實施多年後，學生反應喜歡閱讀但寫閱讀心得單很

麻煩，他們不想參加「小碩士」、「小博士」的認證。因此學校再一次修正獎勵辦法，學生

只要閱讀完一本書後能和同學分享，或利用班級閱讀時間向同學報告閱讀心得，並將書名、

作者、出版社寫在葉片張貼在博士樹上便完成閱讀。

二、實施原則：

  （一）各班級均排定圖書室使用時間，並有圖書室志工媽媽協助指

        導學生將書名、作者、出版社書寫在葉片上。

  （二）各班晨光閱讀時間或班級閱讀課可進行圖書選讀，導師引導

        學習並發表閱讀心得及填寫書名、作者、出版社於葉片。

  （三）各班導師皆申請愛的書庫提供學生多樣選擇，或雲水書坊行

        動圖書車不定期到校提供學生借閱使用，提昇學生閱讀書

        量。

  （四）學校不定期辦理二手書交換活動，提供書籍多元的流通管

        道，讓學生有更多樣化的選擇。

三、獎勵辦法：

    鼓勵學生閱讀，學校訂定獎勵制度，每學期期末由導師提出3名

   「閱讀達人」名單，閱讀達人可以選擇一位老師與他合照，學校

    會將照片製作在獎狀上。

   （一）於兒童朝會時表揚，並頒發「閱讀達人」獎狀及贈送文具

         禮品。

   （二）各班「閱讀達人」名單公佈於圖書室榮譽欄內。

四、經費：本辦法所需之經費由學生活動費支出。

五、本辦法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後記：

     學生的閱讀是自主且是自己喜愛，又因書籍的來源多樣化且充沛，加上老師能善加規劃，利用

閱讀課讓學生發表閱讀心得並與同儕分享，藉此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和訓練學生上台膽量。另外學生

不再因需要撰寫閱讀心得單而有負擔，各班級導師也都設計班級專屬的獎勵辦法來鼓勵學生閱讀，因

此各班的閱讀活動都能如火如荼順利推展，同時讓學校的「博士樹」能更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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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瞭望台

華爾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本文摘要

感謝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圖文

本文發表於 105年5月12日 20:11  臉書

★華爾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於1892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他紐澤西坎登的屋子去世，他看上去像舊約
聖經裡頭的王。惠特曼去世前，費城的藝術家湯瑪士‧艾金(Thomas Eakins)曾幫他拍了一張照片，一
個白髮蓬鬆的老人，坐在窗邊，深沈地望向窗外的世界，似乎他在告訴他的讀者其寫作的華彩：

「如果你想瞭解我，就到高崗上或到水邊去，
最靠近的那隻小昆蟲是個說明，一顆水滴或海波的移動是線索，一隻大槌、一隻槳，和手動的鋸
子，是我的第二語言。」

惠特曼自己就在那裡，迎接著讀者的凝視。兩個惠特曼，一個是「草葉集」裡的惠特曼，一個是宇
宙的惠特曼，曼哈頓之子。

惠特曼總是昂揚歌唱、讚美美洲、熱情擁抱大地、熱情向著人類與各色人種；惠特曼代表了美國精
神，美國從西部開拓史、白鯨記、到史蒂芬‧史帕伯的星際大戰，他們的開拓精神全然繼承了惠特曼
不屈不撓的精神。

 

photos:
1. Whitman in his house, Camden, NJ, photo by Thomas Eakins.
2. Statue of Whitman and Thomas Ea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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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sannh)著看冊～對囡仔歌開始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佮唐山話豐沛的肥底比起來，閩南語就若像可憐gâu欶水的瘦田仝款，無論咱按怎沃水、掖肥，伊定定
嘛是焦涸涸結無子。無奈何，干焦會當感嘆咱是欲按怎來培養學生囝仔看閩南語文章的慣勢呢？
  毋過，底蒂無好毋是問題，人戇嘛毋是上帝的錯誤，我相信一枝草一點露，隱痀的食雙點，天無絕人
之路，因為危機就是轉機，世間絕對無予人白食的中晝頓。有人講，設使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若準知影
欲予電火球發光就愛用鎢絲，伊就毋免經歷千千萬萬遍的失敗；不而過，愛迪生捌講過，若無這千萬遍的
失敗，伊嘛無法度知影鎢絲會當予電火球發光遮爾久。雖罔，凡事起頭難，但是只要咱堅持做著的代誌，
一年、兩年、三年……，沓沓仔做，一定會進步，連作家凌拂嘛講：「對一欉樹去熟似第二欉樹，對這粒
山看著後一粒山，按呢就袂䆀矣。」
   所以，這个時陣囝仔歌就是閩南語上好的閱讀教材，因為伊旋律簡單，用字淺白，好念好唱閣好耍，而
且內容有笑詼嘛有智識，真正是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用伊來做推捒閩南語閱讀教材的火車頭，會使
講是拄拄仔好。
  親像華語有一條教囡仔算數字的囡仔歌叫做『數蛤蟆』，細漢的時陣咱攏捌唱過，會曉算的人閣會愈
唱愈緊，害阮常在算甲重耽花去綴袂著，彼當時感覺足見笑，就開始拍拚學算數，這馬想起來真趣味。其
實，閩南語嘛有一首這款的囡仔歌，就叫做「學算數」。
         學算數
    連算貓，學算數，連算數數一隻貓，
    一隻貓頭兩肢耳，一肢貓尾四肢跤。
    連算貓，學算數，連算數數兩隻貓，
    兩隻貓頭四肢耳，兩肢貓尾八肢跤。
    …………
  逐擺囡仔若做伙唸歌，逐家就開始比賽看啥人唸較緊，看in認真綿爛算數，閣愛用閩南語唸出來，常
常袂赴講，喙齒強強欲咬著喙舌的表情，實在有夠古錐，若是厲害的學生囡仔會當一直算甲十幾隻。
  另外，若是講著菜蔬，譬論講二年仔課本真平版內底就有一課「高麗菜」。
          高麗菜
    高麗菜，高麗菜，人客來買高麗菜，
    買一粒轉去試看覓，試了若好才閣來。
  這課課文好唱閣好聽，囡仔真緊就學起來矣。老師就有真濟冗剩時間補充其他菜蔬的講法，不過干焦
教各種菜蔬按怎講，實在傷四常、傷無聊。好佳哉，閣有一長一短兩首囡仔歌嘛佮菜蔬果子有關係，較短
的彼首叫做「白的白翎鷥」。
           白的白翎鷥
    白的白翎鷥，紅的是紅柿，檨仔青酸濫甜食甲烏喙齒；
    鴨肉配薑絲，韭菜炒大麵，身軀也有兩仙錢想欲食魚翅。
  臺灣童謠用白翎鷥做起頭的袂少，親像：「白翎鷥車畚箕」、「白翎鷥擔柳枝」、「白翎鷥白溜
溜」。這首「白的白翎鷥」囡仔就會當學著紅柿、檨仔、檨仔青、鴨肉、薑絲、韭菜、大麵、魚翅，佮食

物有關的語詞。另外較長的彼首叫做「正月正」，in攏是方子文作詞，施福珍作曲的臺灣囡仔歌。
          正月正
    正月正請囝婿入大廳，二月二刣豬公來謝土地，
    三月三桃仔李仔伨頭擔，四月四桃仔來李仔去，
    五月五龍船鼓水內渡，六月六踏水車拍磟碡，
    七月七龍眼烏石榴必，八月八牽豆藤挽豆莢，
    九月九風吹滿天吼，十月時冬瓜糖霜落餞盒，
    十一月年兜邊人挲圓，十二月穿新衫通過年。
  這首囡仔歌除了會當學著桃仔、李仔、龍眼、石榴、豆藤、豆莢、冬瓜以外，閣會當學習in佮民俗節

氣的關係。若是閩南語能力閣較好的學生，嘛會當予in欣賞「賣菜義」佮「安童哥買菜」這兩首流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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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菜義」佇民國62年出版，本底歌詞內容是改編貍貓換太子其中的一段生活小故事，描寫賣菜和買
菜時發生的五仁詼諧，唱出當時社會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心聲，這嘛是伊佇彼當時受歡迎的原因。作詞者陳
和平先生有一工佮朋友相約佇台北市民生西路的波麗露西餐廳見面，等來等去攏等無人，雄雄煞聽著外口
有人大聲喝：「賣菜喔！欲買菜的人緊來喔！」打動著伊的心，伊筆提起來連鞭共家己所見、所聞、所想
寫成歌詞。只是，伊平常時也無去菜市仔買菜，對菜蔬的了解有限，後來請牽手鬥相共，才順利完成「賣
菜義」的歌詞，落尾布袋戲大師黃俊雄佇台視演出「雲州四傑傳」，戲中安排一位「賣菜義仔」的角色，
閣配合劇情放送這塊歌曲，致使這首歌曲，到今猶原深深受著足濟歌迷的喜愛。這馬咱會當藉由欣賞這首
曲調輕鬆的台灣歌謠，予小朋友熟識菜蔬並且體會早期賣菜人的辛苦。
           賣菜義

賣菜義仔囉……透早出門做生意 毋管酸風冷吱吱
擔著青菜向菜市啊一直去 為著欲趕早市 毋通踮遮閣延遲
緊來走 緊來去 目一下nih 看一下去 已經行到菜市仔邊
嘿!嘿都真佳哉 啊隔壁攏猶未人來擺
我著緊來開市嘛才應該 咦……
喔！遠遠看著小姐捾菜籃咧對遮來唷
你是今仔日第一个人客應該著犧牲大減價
我的菜蔬是真濟 應有盡有無問題
啊你欲芹菜高麗菜 菠薐菜 萵仔菜
苳蒿菜 捲心白菜 韭菜 花仔菜
嘛有彼號食著會補血的紅光菜
人講冬瓜清涼會開脾 金瓜好食會助胃 苦瓜先苦而後甜
菜瓜食著會紲喙 小姐愛食是芫荽
這是初戀的氣味 包你愛情會順序
講到下頦強欲落落去 小姐一時心花開 雄雄才開喙
問我蔥頭一斤偌濟錢 賰的伊攏無愛挃 害我聽著強欲昏落去
講到天花佮亂墜 只有趁你一箍二角錢
想著是真敨氣 啊……為著三頓不得已 較苦嘛著忍耐度時機

  第二首「安童哥買菜」原底是一首台灣民間，流傳的福佬唸謠，是梁山伯與祝英台樓台會其中的一段
戲，樓台相會了後，祝英台的阿母為著欲接待查某囝的同窗好友，特別命令家僕安童上街去買菜，歌詞生
動描寫安童上街買菜的經過。一直到民國56年，歌星劉福助才共伊改編變做流行歌曲。

安童哥買菜

安童哥仔囉 我一時有仔主意 欲蹌蹌行伊都蹌蹌去
上街到菜市 彼號菜籃叮仔噹挕
安童哥仔囉 我雙跤行入彼號到菜市 閣開喙叫一聲頭家矣 目睭眨眨nih 東爿看過來唉唷西
爿閣看過去

攑一目 哎唷看一見 彼號肥豬肉閣肥仔志志
哎唷瘦的是紅仔記記 我安童開嘴就問起
這號一斤是欲偌濟錢 彼號刣豬仔兄就應伊
講肥的一斤五角二 彼號瘦的是欲一斤六箍四唷
安童哥仔囉 實在有紲拍 順紲閣買螺肉 轉來去煮瘦肉
錢共伊用予伊焦 順紲買豬跤 買鴨跤 又閣買雞跤
安童哥仔囉 彼號水雞閣鱔魚鱉 伊逐項閣嘛甲意
又閣揹袂去 煞結蹛彼號頷頸仔閣叮噹挕 
哎唷東爿挵過來 哎唷西爿又閣挵過去喔
安童哥仔囉 安童買菜真正gâu 呀！味素買轉來摻湯頭
彼號罐頭酒 五加皮 麥仔酒閣是欲食熱天
我著趕緊買買揹揹煞轉來去唷，安童哥仔囉

   囡仔歌是陪伴囡仔大漢的文學作品，咱會當將伊運用佇母語閱讀教學當中，學一首囡仔歌就若親像
學一首母語詩。無論咱的學生將來欲做啥物，攏一定愛多聽、多說、多讀、多寫、多想，因為無論in佇士
農工商佗一途，攏一定愛會曉表達，雖然講行行出狀元，毋過定定狀元就是表達能力上好的彼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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