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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身教式持續安靜閱讀」(Modele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簡稱MSSR)【105年6月】

閱讀小秘書:

《MSSR》
「身教式持續安靜閱讀」(Modele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簡稱MSSR)

輪值主編：基隆市堵南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課堂MSSR的步驟和成功要素 / 中央大學「明日閱讀」團隊
【如何做一本手工書】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閱讀筆記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主編的話

從閱讀中發現孩子的亮點 / 基隆市堵南國小 趙蕙芬校長

名人看閱讀

王文華談閱讀 / 作家 王文華

策略擂臺

學校和家庭攜手「MSSR」 / 基隆市堵南國小 趙蕙芬校長

杏壇尖兵

～閱讀．悅讀～ / 基隆市堵南國小 吳佩穎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 閱來悅美的美術課 教學分享 / 基隆市堵南國小 蔡佳吟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堵南閱讀．閱讀天下 / 基隆市堵南國小閱讀教師 劉芊伶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畢業了後上重要的代誌～～繼續看冊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閱讀海洋

2015科普論壇側記 / 基隆市海洋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許繼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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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課堂MSSR的步驟和成功要素

中央大學「明日閱讀」團隊

本文摘要

引用自：〈課堂MSSR：回到閱讀的初衷〉 

要素一：老師的身教──以身作則的力量

1.老師手上要有一本自己想看的書 

2.老師要坐在全班學生都可以看見的位置

要素二：建立安靜閱讀的環境 

1.教室必須保持安靜 

2.老師停止手邊的活動，不說話，不大聲宣布事情 

3.學生一次可以同時拿兩三本書 

要素三：持續閱讀──每天進行MSSR，建立閱讀習慣

要素四：尊重自主閱讀──培養終身閱讀者的基礎

要素五：建立班級圖書庫──每班至少有兩個書櫃 

1.書籍的可能來源──先由學校圖書館支援 

2.書籍的可能來源──向家長募捐 

3.視學生家裡的書為來源──學生有自己專屬的書及閱讀書袋 

4.不斷更新與補充書籍 

5.班級圖書庫管理──容易、簡單 

要素六：耐心處理特別的學生 

要素七：推薦書本與聊書 

要素八：學校行政團隊的示範

點閱:424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如何做一本手工書】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閱讀筆記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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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如何做一本手工書】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本文摘要

感謝 Catherine Yen 分享

【如何做一本手工書】 shared from Huiwen Hu.

手工書的毛邊真的好美，好有韻味，尤其紙張如果挑得好，那質感與氣味非常迷人! 外國的圖書館、雋永並

照顧好的老屋 ，有時有一股難以言喻的氣味，進入其中， 彷彿somewhere in time..的場景。最主要是那裡

面有藏書。

 

Pretty sure you can't do this to a Kindle.

影片長度：3分29秒

CREATE A OLD BOOK --- YOUTUBE 影片

引用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MJMowor2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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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筆記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本文摘要

引用自：Catherine Yen 

感謝Catherine Yen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當我們放棄自大，我們的心靈於是走出模糊價值中令人不能忍受的污點。

所謂謙虛並非想自己想得少一點，而是很少想到自己。

-C.S. 路易斯
When we surrender to our ego, our heart steps out of its poisonous clouds of blurred value。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but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C. S. Lewis
 
photo: C.S. Lewis (1898-1963)英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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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從閱讀中發現孩子的亮點

基隆市堵南國小 趙蕙芬校長

堵南國小積極推動閱讀多年，從93年起，就開始和天下雜誌合作辦理希望閱讀及相關活動，成為
結盟小學，在歷任校長的辛勤耕耘下，至今已超過10個年頭，獲益良多。103年除了希望閱讀行動書
車，更是基隆首例申請數位書車到校，與美國在台協會連線，提供堵南孩子與國際接軌的現場互動
學習。

今年105年1月15日學校和家庭攜手推動「MSSR」，具體而有效的培養閱讀成為生活中的好習慣。
由校長分享這件美好的事，希望更多的學校加入「MSSR」伙伴行列。

本校閱讀推動老師蔡佳吟分享「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閱來悅美的美術課」，將閱讀和藝文領域結
合；「~閱讀，悅讀~」是級任導師吳佩穎分享在班級經營閱讀的實際經驗；「堵南閱讀．閱讀天
下」是閱讀推動老師劉芊伶分享堵南國小推動的相關閱讀活動。

          成功  來自重複做簡單的事情

    從閱讀中  發現孩子的亮點

    堵南國小將持續藉由翻轉教育、資訊教學、學習共同體等策略，讓閱讀成為孩子自學的好能

力，無邊無際，點亮孩子的心智，也擴展孩子的學習視野。

點閱: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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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王文華談閱讀

作家 王文華

本文摘要

《閱讀是⼀輩⼦的事》精采書摘

20位領袖談閱讀 如何改變他們的⼈⽣

作者：楊瑪利
出處：2010年10⽉號《遠⾒雜誌》 《遠⾒雜誌》第292期

引⽤⾃：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6708_3.html

     我的讀書信念第⼀條：要讀⾃⼰喜歡的書。我的讀書信念第⼆條：要讀⾃⼰不喜歡的書。我的讀書信念

第三條：要在書中讀到⾃⼰，反思⾃我。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我的讀書信念第四條：閱讀不能代替⾏

動，所以要少看愛情⼩說，多談戀愛。這是我的讀書四⼤信念。

點閱: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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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學校和家庭攜手「MSSR」

基隆市堵南國小 趙蕙芬校長

 ~閱讀是人生中最划算的投資，可以提升氣質、陶冶心性、改變命運 ~

 名作家、教育家洪蘭教授：「唯有閱讀，才能用有限的生命去學習無限的知識」，閱讀是最划算的投資。

     本校和天下雜誌基金會合作，推動希望閱讀多年，學生幸福的享有天下雜誌提供之多樣化閱讀資源，包含閱讀

獎品、獎狀、閱讀護照、書車、數位書車……等。

     新的學期，從105年2月22日起，全校在每週一至五的八點至八點十分，進行「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我們調

整了原先的校園活動時間，積極落實晨讀，校長、主任、科任老師、護士、幹事、阿姨等都進入班級，和級任老與

學生一起閱讀。

     以我自己為例，我選擇郝廣才所著《今天》這本書，約有5公分厚，從1月1日到6月30日，每日都有歷史上當日

的中外故事。每日十分鐘讀一篇故事，還有多餘的時間可以閱讀聖經，沒想到經過一個學期，我不但讀完上冊541

頁，還讀完《宗徒大事錄》！在晨讀之後，也運用教師晨會和老師分享所讀的心得、用兒童朝會和學生分享勵志的

小故事。短短的閱讀時間，感覺卻非常充實。

     師生共同晨讀時的校園安靜無聲，一起陶醉在書中，此情此景，真的讓人感動。假以時日，相信愛閱讀將成為

孩子們一生的好習慣。

     然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亦需仰賴家長們一起珍惜及配合，並給予鼓勵及宣導，督促自己的孩子，發揮堵南三

有：「有品、有愛、有心」的精神，努力學習，自動自發，從多元閱讀中找到孩子的亮點，挑戰自我，拔尖卓越。

     期待所有的家長，每天選定一個時段，關掉電視、電腦、手機，抽空和孩子一起讀十分鐘的書，融入孩子心靈

成長的世界，強化孩子的閱讀習慣，這將是為人父母給孩子一生最受用的財富，家庭會更幸福美滿！

不要小看10分鐘，累積大能量喲！

 分享新北市土城國小閱讀教師推動團隊的MSSR成功八大要素：

1. 取得書的管道—教室要有書   
2. 書籍的吸引力—讓孩子有選擇權、種類、數 量多 
3. 有助閱讀的環境 
4. 鼓勵閱讀 
5. 師資訓練—加入社群 
6. 沒有責任義務—不要有作業 
7. 後續活動—延伸閱讀熱情， 如與作家有約、聊書 
8. 分配時間來閱讀—每週至少三天， 每次至少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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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閱讀．悅讀～

基隆市堵南國小 吳佩穎老師

【改變，從行動開始】

   自從擔任班導師以來，一直關心閱讀這件事，舉凡繪本導讀、讀
書心得、晨間閱讀等，都曾經嘗試過，因為我深信，閱讀是改變的
力量，也是最棒的投資。這學期，配合學校所推行的「身教式持續
安靜閱讀」（MSSR），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分鐘，卻已看見閱讀帶來
的改變。

   原本習慣一早到校就批改聯絡簿的我，因為「身教式持續安靜閱
讀」（MSSR）的推行，因此調整晨間作息時間，放下手邊工作，跟
著學生一起閱讀。曾經懷疑自己是否會因為壓縮批改作業的時間而
無法靜下心來閱讀，也曾擔心十分鐘的閱讀時間，學生無法專注於
書本……沒想到，當閱讀音樂響起，老師以身作則，坐在講桌前專
心閱讀，學生也能自動地拿出準備好的書籍靜心閱讀。那樣寧靜的
畫面，不禁讓我想起教育家福祿貝爾曾說：「教育之道無他，愛與
榜樣而已。」讓我更加確信，要讓孩子養成閱讀的習慣，師長的態
度很重要，放下手邊的事務，拾起一本書與孩子共度閱讀時光，美
好的一天，就從閱讀開始。

【閱讀之美，隨處可見】

除了學校所推行的「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MSSR）之外，在
班級中，也同步推動多元的閱讀面向。

☆   班級圖書館:為了讓學生能擁有足夠的書籍閱讀，除了老師
先前自備的書籍之外，也讓學生自行從家中帶故事書到班級分
享。學校正逢圖書館整修，因此，班級也從圖書館搬來許多書
籍，豐富班級圖書量。除此之外，班級中也訂定清楚的借閱規
則，並增設了「班級圖書館館長」，讓館長管理班級書庫，也
讓欲借閱書籍的同學向館長登記，讓班級成為小小圖書館。

☆   閱讀角:班級內，老師也精心布置閱讀角，每到下課時間，
學生不再只是往外奔跑、遊戲，而會坐在閱讀角裡頭，享受閱
讀的樂趣，或是與同學分享故事情節，亦或是老師運用課堂時
間，讓學生在閱讀角進行「聊書」活動。

☆   小小說書人:配合學校的朝會活動，每位學生都有上臺一分
鐘的機會。我的學生把握此機會，上臺與全校師生分享推薦的
書籍，並且發表讀後的心得與收穫。臺上的學生自信地分享，
臺下的學生專注地聆聽，朝會活動後，甚至聽見學生說：「老
師，我也有看過ＯＯＯ分享的第一百個客人耶！」「等一下我
也要去借無敵鐵媽媽那本書！」因為同儕分享而引發閱讀興
趣，那樣熱愛閱讀的神情，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   我是創作家:運用班級聯絡簿，訂定主題式的短文寫作，或
是結合班級共讀，師生共同完成故事接龍，甚或是形成討論
圈，探討故事角色與劇情，發揮想像力演出話劇。讓閱讀不再
單向化，透過共讀或討論，引發多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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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最棒的禮物】

在孩子的成長階段中，閱讀是值得被培養的興趣與習慣，我始終相
信閱讀會帶來力量，我也正看見學生們因為閱讀而產生的正向改
變，願老師所給予的這份人生禮物，能伴隨學生們長長久久。

學生找到自己最愛的圖片，開心與老師分

享。

晨讀十分鐘，學生專注閱讀，徜徉於書香世

界。

搭配校本課程，班級共讀書籍，探討故事情

節。

閱讀完後，小組夥伴創意發想，將故事演成戲

劇。

                                       
教師運用閱讀角的空間導讀繪本，或進行其他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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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 閱來悅美的美術課 教學分享

基隆市堵南國小 蔡佳吟老師

      我們的美術課最大目標即是，讓學生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一顆感受美的心，當藝術源於生活也應

融入生活時，我們從聊書開始。

【始於聊書―老樹之歌繪本】

在晨讀時間被書架上一本《老樹之歌》吸引，便借到三年級的美術課，邀請學生一起來聊書。

劉克襄先生的《老樹之歌》就像一首婉轉清麗的詩歌，述說著大樹一生的故事。「我有看過那樣的

樹！樹幹上被刻字還貼海報的！」「有啊，我也會去樹下乘涼。」學生一邊聊故事，一邊連結自身的生活

經驗。當老師提問：「作者希望把許多消失的都呼喚回來，是要呼喚什麼東西回來？」，學生說：「原本

在樹上唱歌的烏秋」、「從地下探頭的鼴鼠」、「在大樹肩膀上的貓頭鷹」，還有孩子細膩的說：「把童

年和樹相處的記憶呼喚回來！」

【聆聽接續―劉克襄說故事】

趁著學生對繪本內容產生熱度時，播放聆聽故事CD，透過作者本人的聲音，讓學生感受到作者劉克襄

先生關懷自然環境的心意。同時引導學生觀察繪者阿桂利用拼布的寒暖色調所呈現出的樹的變化，經由構

圖與紋理的討論，學生不僅發現了繪本的每一頁都能獨立成為一幅藝術品，也再次印證了美術課所學的寒

暖色調概念。

【觀察發現―校園老樹巡禮】

    再來，我們帶學生觀察校園中樹的姿態，記錄樹枝的紋理、葉子的形狀，然後回到教室裡分享所觀所

想，小組共同討論出一棵最有感覺的樹。用文字書寫出樹在校園裡的位置、外觀、以及給人的感受。

   

【圖文呈現―這是我們的樹】

各組學生將文句貼在黑板上時，讓全班進行賞析與評鑑，從「讓句子更美」的角度出發，學生使用了

從語文領域中習得的本領，例如：「擬人法」、「譬喻法」、「五官摹寫」等。 在幾次的討論與修改

後，學生分別寫出：

一、在車道旁，有一棵長得矮矮的、葉片是長條狀、像毛毛蟲的樹，布置起來像聖誕樹，因為在這棵

樹下有美好的回憶，所以這棵樹很特別。

二、 學校側門旁有一棵高高的樹，樹枝細細長長像水管、葉子大大圓圓像氣球，看起來特別又美麗。

三、 美勞教室外面，有一棵外型高大的樹，樹葉張開像手掌，我覺得很可愛。

四、風雨操場旁有一棵很高很壯的樹，樹皮皺皺軟軟的像老阿公、仔細看還有青苔，樹葉有不同形

狀，就像鐮刀龍，我覺得這棵樹很健康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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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共同討論完自己滿意的文句後，還有更大的挑戰―共同完成一棵樹，一人分得四分之一的紙張，

完成四分之一的樹後，再拼湊出一棵樹。

從閱讀出發、以討論串聯、用合作連接，以美術作品呈現，需要學生不停的對話，所以在這過程中，

師生都需要等待，我看著學生們為了讓圖文作品更好，因而在口角、衝突和眼淚中學習權衡、退讓、周

全、同理和體諒，更相信學生們在閱來悅美的美術課，正在用美的眼睛、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

也在用美的心靈與他人對話以及建構美的意義。

    閱讀與美術結合的課程裡，沒有標準答案，一如閱讀本身即是意義一般，共同完成作品後，孩子的笑

容燦爛如花。

●照片紀錄學生開心秀出屬於自己小組作品時的燦爛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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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堵南閱讀．閱讀天下

基隆市堵南國小閱讀教師 劉芊伶

 閱讀，為孩子搭起一座希望的橋——希望
閱讀

    2004年，堵南國小加入由「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邀請國
內多家標竿企業所啟動「希望閱讀」的計畫，期盼揖注社會
資源，讓位處偏鄉的堵南孩子們，能在生活中養成閱讀的習
慣，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

    每年，孩子們除了收到希望閱讀精選的100本優良讀物，
更在基金會所提供的「閱讀護照」中，點點滴滴累積了孩子
們閱讀的能量。除此之外，孩子們最引領企盼的就是會趁著
放學後，悄悄開進學校的「希望閱讀書車」，書車上總有許
許多多美麗的各式繪本、有趣的故事文本、豐富的知識讀
本，讓孩子們盡情徜徉在書海，享受閱讀之樂。

 

閱讀，為孩子發現一扇世界的窗——希望閱
讀數位書車

    2015年的冬天，孩子們手裡握著許許多多的問題，滿心充
滿期待，等著與美國在台協會的王老師視訊連線，即將見識
美國教育的新世界。

    3，2，1——嗨！大家好！我是王老師，你們好！孩子們
驚聲歡呼，圍著數位閱讀車，目不轉睛，聚精會神的聽著王
老師用英語說「感恩節」的故事。孩子們興奮的與王老師討
論著中西文化的差異、英語閱讀的樂趣、美國音樂的沿革。
最後，王老師還熱情和孩子們約定，有機會要在美國在台協
會與孩子們進行一場美麗的約會，實現「立足堵南，展望世
界」的宏願。

 

閱讀，為孩子開啟一道智慧的門——雲水書
坊

     2007年，佛光山的「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開進堵南國
小的校園，為孩子們的閱讀世界，帶來了不一樣的體驗。
行動圖書館由親切熱情的海鷗叔叔和三好媽媽，帶著各式
各樣，包羅萬象的新書與雜誌，來與孩子們一同進入閱讀
的殿堂，學習靜靜的閱讀，慢慢的浸淫，真切實踐創辦人
星雲法師「讀做一個人，讀明一點理，讀悟一些緣，讀懂
一顆心」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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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孩子們不只能在陽光下、書車旁，享受靜謐的
閱讀時光，更能把喜歡的書，借回班上，與同學與家人分
享，延續美麗的閱讀時光，探尋一道道智慧之門。

 

閱讀，為孩子種下一片感恩森林——聖誕感
恩閱

    「謝謝媽媽總是每天幫我準備早餐，我也要幫您準備早
餐！」「謝謝舅舅總是鼓勵我，我要寫卡片謝謝你！」孩子
們從十一月初，跟著閱讀老師一邊閱讀感謝的各式文本，一
邊構思著要如何感謝身邊的人事物，大家見面的話題都圍繞
著「你準備好了嗎？」

    一進入十二月，學校圖書館大張旗鼓的布置了溫馨而幸福
的「聖誕感恩閱」書展，還熱熱鬧鬧的辦了一系列「聖誕感
恩說故事」，午休時，召集孩子們，圍著聖誕樹、聖誕禮
物，與孩子們一同閱讀大文學家狄更斯的《小氣財神》、永
遠的女神奧黛莉．赫本《最美的禮物》、祖孫情深的《為愛
朗讀》，更在期末舉辦了「感恩聖誕節」的「有獎徵答」活
動，祈願孩子在動人的氛圍中，在心中種下一片感恩的森
林。

堵南閱讀．閱讀天下

    堵南的孩子，何其有幸，感謝校內外眾多閱讀資源的澆
灌，讓孩子們無時無刻能用閱讀之眼——閱讀世界！

 
在世界書香日，我們和雲水書

坊的三好媽媽一起用行動說出：
「我們愛閱讀！」

 

 在世界書香日，我們和雲水書車
的三好媽媽一起用行動說出：
「我們愛閱讀！」

大家聚精會神的透過希望閱讀的
數位書車，和美國在臺協會的王
老師進行現場連線，等不及要聽
故事。

  
 希望閱讀的書車悄悄的開進學
校，我們開心地圍著書車閱讀世
界

 閱讀老師為大家說故事，大家都
陶醉在在溫馨的氣氛之中，我還
要來聽下一場故事。

點閱:19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5 期
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di76qi-10507-du-nan-guo-xiao/tu-shu-guan-li-yong-jiao-yu/P_20160425_132742.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di76qi-10507-du-nan-guo-xiao/tu-shu-guan-li-yong-jiao-yu/1464959610746.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di76qi-10507-du-nan-guo-xiao/tu-shu-guan-li-yong-jiao-yu/DSC05821.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201670/home/di76qi-10507-du-nan-guo-xiao/tu-shu-guan-li-yong-jiao-yu/P_20151221_124827.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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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期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畢業了後上重要的代誌～～繼續看冊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畢業了後上重要的代誌～～繼續看冊
 
　　一定有袂少的學生囡仔佇畢業彼一工，定定想欲共冊包擲掉，抑是想欲共
往過讀的冊燒掉，閣咒誓後擺永遠無愛閣讀冊矣。這層代誌我哪會知咧，講起
來就真歹勢，因為我嘛捌少年青春過。想當年，阮高中聯考一結束，新聞就報
有一位考生佇高雄愛河邊共冊包擲入愛河內底，閣佇河邊若起痟按呢烏白亂
叫，共大家驚一趒，驚伊一時想袂開跳愛河自殺，就趕緊報警，好佳哉伊只是
考試壓力傷大叫叫敨氣一下，並無想袂開。考牢大學，逐家想的就是會當好好
仔耍四年，畢業了後揣一个頭路，結婚生囝，從此幸福快樂過一世人。
　　其實，經過遮濟年，發現真正的學習是佇離開學校才開始，因為佇社會走
跳揣工課食頭路，真濟代誌攏是學校的老師佮教授毋捌教過的。所以，閱讀無
應該佇你畢業彼一工變做永遠停止的紅燈，有真濟冊畢業了後嘛是愛閣讀。

　　這陣熱天6月是學生畢業的季節，網路頂就有一篇文章講，專業進修、偏
好議題佮個人理財，是三種冊畢業了後嘛是愛讀的冊。我個人認為個人經濟計
畫佮管理，嚴格來講嘛是偏好議題的一種，如此論真講起來畢業了後一定愛讀
的冊只有兩種，就是發展專業佮培養興趣。會當看足濟足濟的冊是誠好，毋過
萬不利，若是無遮濟時間，因為家庭、事業、朋友攏需要時間經營、拍拚佮交

陪，實在是予人怨嘆時間有限，常在無夠用，恨不得一工有72點鐘，會當一工
做三工用按呢上好。無要緊，這陣咱會當濃縮提煉，共專業和興趣結合，好好
仔選一本冊，認真共讀了，按呢閱讀對咱生活鬥幫贊的效果一定閣較好。
　　對六月初一開始，就聽著六年仔逐班開始咧唱「我已經大漢」這條歌，閣
袂歹聽呢，佮往過欲哭欲啼的畢業歌攏無仝款。我就共教六年仔的閩南語老師
討歌詞和ＣＤ，有閒就放來聽，那聽那綴咧唱，想欲共學起來。可惜，這馬老
矣，聽十幾遍閣記袂起來，無像往過聽兩三遍就記起來矣。　　
　　雖罔，好話一句講三遍連狗嘛嫌的道理我嘛知，毋過為著咱的下一代好，
佇這个歡喜鬧熱恭喜畢業生畢業的時陣，我就閣加講一句，向望咱的畢業生，
畢業了後，逐工除了看「人面冊」，嘛愛小可撥一下工，三不五時，好好仔看
一下仔冊。若無，洗身軀的時陣，閣共「我已經大漢」加唱幾遍，複習一下，
溫故知新嘛袂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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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大漢
 
　　　　　　　　　　今仔日　鳳凰花紅紅

　　　　　　　　　　阿母講　我已經大漢

　　　　　　　　　　愛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

　　　　　　　　　　做一个認真拍拚的人

 
　　　　　　　　　　同學　咱已經變大漢

　　　　　　　　　　雖然猶毋是真正的大人

　　　　　　　　　　猶無真濟真濟的負擔

　　　　　　　　　　但是咱愛有家己媠媠的夢

 
　　　　　　　　　　我已經大漢　感謝老師

　　　　　　　　　　陪我度過種種的難關

　　　　　　　　　　想起咱這馬欲來分西東

　　　　　　　　　　心情有淡薄仔毋甘

 
　　　　　　　　　　我已經大漢　祝福同學

　　　　　　　　　　會當完成美好的願望

　　　　　　　　　　希望咱過了快樂閣平安

　　　　　　　　　　將來做一个有路用的人

 
　　講遮爾濟，就是希望逐家畢業了後，毋通袂記家己的本土語言，親像王
昭華寫的歌詞「大樹青青」仝款，大樹青青，鳳凰花開，小學六年真毋簡單
建立起來的閩南語根底，點點滴滴，向望同學，永遠莫放袂記。

 
大樹青青

　　　　　大樹青青　鳳凰花開　南風溫柔吹起

　　　　　紅色蝴蝶　欲來離枝　飛向家己的藍天
 
　　　　　點點滴滴　小學六年　難忘美麗回憶

　　　　　感念感心　老師同窗　再會重逢何時
 
　　　　　蟬聲依依　響亮上天　精神遐爾飽滇

　　　　　寂寞韆鞦　幌來幌去　擛手告別童年

 
　　　　　點點滴滴　小學六年　永遠莫忘記

　　　　　感謝感恩　老師同學　祝福前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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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科普論壇側記

基隆市海洋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許繼哲老師

    本次2015科普論壇是第四屆舉辦，在104年12月04日至104年12月05日於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辦理。有

鑑於目前全球氣候變遷、食品安全議題、開發新興能源、水資源匱乏及海洋生物資源被濫捕問題，如何減

少傷害與找出解決的方法，此時科學素養的提升及科學知識的普及便更顯得重要，希望各級教學機構的自

然與數學領域的教師、學生、博物館人員、科教學者、NGO團體及熱心推廣的公民參與，共同商討如何落實

科普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今年論壇的主題訂定為「科普與生活-科學普及的切身性與創意性」。

    「科普論壇」是由國內五大科學類博物館輪流承辦，可以提供各階段科學教育工作者互相觀摩與學習

的機會，也讓各博物館間推廣的科普教育有交流的平台。「科普論壇」自2012年由台灣科學教育館首次辦

理後，2013年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承接辦理，2014年則由國立科學工藝館舉辦。

    兩天的論壇中，除了安排三場專題演講外，重點在四大階段的論壇議程，每大階段議程中同時安排了

三個場地，每個場地依設定不同主題分別有4至五組的專題發表，總共計有53組專題發表。議程主題計有12

類，分別是創客Maker1、賽恩思之旅1、攜手合作、生活即科學-飲食議題、生活即科學-環境永續、生活即

科學-能源議題、創客Maker2、賽恩思之旅2、樂讀科學、生活即科學-環境永續攜手合作、賽優思開講及生

活即科學-廢棄物議題。與會人員可在同一議程的三個主題中，自由選擇前往感興趣的議程教室聆聽講座並

分享與提供回饋。

    本次科普論壇中有兩個亮點，首先是在講座會場外圍有設置五大博物館的科學學習中心所展示示範的

科學學習成果，分別是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超給力的生活科學」、科學工藝館則展示「磁來運轉好運

到」、科學教育博物館展示「物質純化與萃取」、海洋生物博物館則展示「珊瑚的前世今生」、及地主海

洋科技博物館所帶來「魚兒辨辨辨」等主題，並在現場有提供各學習中心所研發的教案及成品，相當吸

睛。

    而另一個亮點則是在海科館的特展廳，設置了一個Maker DIY體驗區，提供多樣的Maker DIY活動，讓

與會人員及民眾免費體驗。有教育部 3D 列印行動實驗車，以及8個民間創客團體，分別是臥雲工作室(科

學玩具體驗製作(仿生種子))、Fun Paper瘋紙趣3D紙模型(3D立體紙模型製作及原創摺紙作品)、凱特爾工

坊3D列印機(3D簡易繪圖體驗)、3D列印機實機操作與作品展示、Geez! 奇實數位文創(實體3D列印作品)、

ROV Maker(芭樂共號與普龍共號(遙控潛艇DeepRover)展示)、科學魔法車曹齊平老師(家電科技教具及科學

魔法車)、QTS品測科技(３D印表機體驗)、CAVEDU教育團隊(自製藍牙機器人展示)、Scratch教學體驗、Fab

Truck(3D列印機卡車體驗活動分享最新的創客資訊)，以及提供科普可行的應用和免費的體驗活動。

    本次的科普論壇是一個具備知識性與體驗性的綜合論壇，非常值得推廣，可惜參與人數似乎不夠多，

實在可惜。許多議題與各學習中心所提供的展示品都可以在正規教育中提供教師教學使用，期盼各縣市能

更重視科普教育，未來能開放放更多的中小學教師能夠參與論壇，將最新的科普知識與議題，帶回學校並

融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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