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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分組合作學習與閱讀教育【105年7月】

閱讀是學習與表達的關鍵能力，更是與他人溝通與分享的有效途徑。在擷取訊息、累積知識、傳播交流方面均需倚賴閱讀作為主要媒介。當
世界各國都把閱讀能力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軟實力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的人就有競爭的優勢。--南榮國中

輪值主編：基隆市南榮國民中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一) / 基隆市文化局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二) / 基隆市文化局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三) / 基隆市文化局

主編的話

分組合作學習與閱讀教育 / 基隆市南榮國中

名人看閱讀

方文山談閱讀 / 知名作曲家 方文山

策略擂臺

南榮國中分組合作學習 / 基隆市南榮國中

杏壇尖兵

英文閱讀 / 基隆市南榮國中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分組合作學習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 基隆市南榮國中

圖書館利用教育

南榮國中圖書館利用教育 / 基隆市南榮國中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閱讀不只是寫作的靈感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雞籠悅讀地圖

翱翔書海─閱讀推廣活動啟動 / 基隆市文化局
基隆市各區105年多元閱讀推廣活動日程表(一) / 基隆市文化局
基隆市各區105本土語言閱讀推廣活動日程表 / 基隆市文化局
基隆市各區105年多元閱讀推廣活動日程表(二) / 基隆市文化局

閱讀寶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資源 / 品學堂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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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一)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引用自：基隆市文化局網站

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62 

基隆市各區圖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時間/地點
活動內容/報名方式
洽詢電話/聯絡人

閱讀禮袋
領取方式

辦理場次 備註

基隆市文化局

閱讀起步走~0-5歲
嬰幼兒閱讀推廣計
畫系列活動
 

0730/14:00-15:00
文化中心大廳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系列
活動啟動儀式/24224170*273/張
美華

參加活動領取 1  

0802-0821/1330-1630/兒童
室

「寶寶的第一份書單」親子主
題書展

 1  

7/16、8/20、9/17
/1400-1500/兒童室

閱讀起步走—『説、唱、玩、
跳、聽』/24224170*273/張美華

報名參加活動領
取/報名15對,現場
5對

3  

9/6.12.19.26至碇內.中山.
中崙.六堵4所幼兒園

寶寶閱讀定力賽—『書海樂優
游』/特定對象

贈送4-5歲幼兒
「閱讀禮袋」

4 名額
160

0925/0930-1130/文化中心
第二會議室

寶寶回娘家活動－父母經驗交
流座談/24224170*273/張美華

報名參加活動領取 1 名額40

0907.0914.0921.0928/0930-
1230/第三會議室

故事志工研習 故事志工研習 4  

105年10月/光隆家商 幼托人員研習課程/特定對象
幼保科學生研習
24222237*352陳主
任

1  

1030/1400-1500/兒童室
 

育兒講座-幼兒按
摩/24224170*273/張美華

報名參加活動領取 1 名額15

信義區圖書館
「寶讀詩書•書真
好玩」親子創意閱

讀活動

8/22【好大的紅蘋果】、
【親愛的動物園】/信義
區圖書館
8/29【到農場跑跳蹦】、
【會吃東西的娃娃偶】
/信義區圖書館

藉由扮演、討論、動作聲音模
仿、DIY道具偶的說故事親子
閱讀活動。/填妥報名表資料送
交圖書館櫃檯辦理，額滿為
止。/(02)2428-0406/林小姐

1.0-5歲嬰幼兒報
名參加本活動，於
活動結束後現場領
取，詳細內容請看
活動簡章。2.設籍
本區0歲新生兒
（每位限領一份，
數量有限，送完為
止），憑戶口名簿
與本市借閱證，至
本館櫃檯領取。

4  

仁愛區圖書館

「大手牽小手、逗
陣玩閱讀」親子活
動

時間：7月23日（星期
六）0830~1200
地點：基隆市仁愛區光一
路28號4樓（仁愛區圖書
館）

活動內容：開幕式贈送書袋儀
式、幼愛閱讀、鳥有翅膀，孩
子有書等
報名方式：完全免費，填妥報
名表，逕向本館報名
聯絡人：任子玉或黃綉珠小
姐；
連絡電話：2433-3543；傳真號
碼：2433-2072（傳真後，請電
話確認）。

攜帶戶口名簿至區
公所4樓圖書館櫃
台領取。

1  

點閱: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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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二) / 基隆市文化局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三) / 基隆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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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二)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引用自：基隆市文化局網站

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62

安樂區圖書
館

繪本導讀活動一~
四/
親子講座一-孩子
情緒知多少
親子講座二-親子
共讀繪本賞析與
運用(無閱讀禮
袋)/
Bookstart回娘家-
好書交換

6月23日9:30-11:30/安心幼兒園/
7月17日10:00-12:00/安樂區圖
書館
7月24日10:00-12:00/安樂區圖
書館
7月30日10:00-12:00/安樂托育
資源中心
5月28日10:00-12:00/安樂托育
資源中心
7月31日10:00-12:00/安樂區圖
書館視聽室/
9月中安樂區圖書館閱覽室

親子律動、繪本導讀/電話02-
24302826、網路
www.klal.gov.tw/klal_library/index.asp /
陳素梅

活動結束後直
接領取/
無/
無

6

中山區圖書
館

寶貝閱讀初體驗

（一）105年7月31日9:30~11:30
基隆市中山區圖書館
（二）105年8月6日
9:30~11:30
基隆市西定托育資源中心

聘請基隆市故事惠老師，透過親子、
腦力開發遊戲及互動式說故事，讓家
長可以陪小寶貝們一起進入書中的世
界，為嬰幼兒的閱讀紮根，培養寶貝
們的閱讀興趣。
24285995洽館員

1、活動當天
領取。
2、活動結束
後，憑戶口名
簿或媽媽手冊
直接至中山區
圖書館領取。

共2場

七堵區百福
館

閱讀起步走~0-5
歲

預計8月份舉辦
繪本帶動唱/電話.現場報名
葉淑惠24528701 現場發放 1場

七堵區永平
館

閱讀起步走~0-5
歲

預計8月份舉辦
繪本帶動唱/電話.現場報名
徐惠芳24557221 現場發放 1場

點閱: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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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一) / 基隆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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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105年 閱讀起步走~0-5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基隆市各區活動日程表(三)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引用自：基隆市文化局網站

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62

暖暖區圖書館

1.【寶寶愛閱讀】
參加對象：0-2歲新
生兒親子家庭

7/13 (三)上午
10：00~11：00
．暖暖衛生所
．週三上午新生兒預防疫
苗注射時間。

邀請閱讀老師，指導新手父母
如何運用親子手冊與讀書禮
袋，陪伴新生兒在家作啟萌閱
讀。
聯絡電話：24579121分機408謝
嘉文

凡105年出生的嬰
兒，週三上午至
暖暖衛生所接種
新生兒預防疫苗
注射，即可獲贈
一份閱讀禮袋

1場

數量有
限，送
完為
止。
 1小時

2.【寶寶愛閱讀】
參加對象:0-5歲幼
兒親子家庭。

7/11日晚上7:00~9:00【碇
安里民活動中心】、7/16
日上午10:00~12:00【山
水尊園社區B1】、7/16日
下午2:00~4:00【暖西國
小、圖書館】、7/17日上
午10:00~12:00、全家便
利商店【基隆吉市店二
樓】。

推動親子閱讀活動，為社區的
親子家庭作示範各種不同說故
事的方式，引導孩子沉浸在繪
本的世界。
聯絡電話：24579121分機408謝
嘉文

報名成功者，請
於當日活動開始
前10分鐘，攜帶
戶口名簿或幼兒
健保卡等證明文
件辦理報到，逾
時視同棄權，並
於活動結束時領
取閱讀禮袋。

4場。

需活動
材料經
費
8小時

 3.【圖書館幼兒學
習教育】~歡迎您,
這裡是圖書館：
4~5歲
 4. 行動書箱趴趴
走!

105/8~105/09
9/22日上午9:30~11:30日
(暫定)
9/2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暫定)
9/26日上午
10:00~11:00(暫定)
．

邀請閱讀活動帶領老師，以繪
本書來帶領幼兒認識圖書館的
各項功能及相關規定；為獨立
閱讀作學習準備。
聯絡電話：24579121分機408謝
嘉文

．3場次
(提供暖暖
區社區幼
兒園所參
訪申請，)
. 1場次(提
供暖暖區
偏鄉村里
鄰聚落活
動推廣)

7小時

點閱: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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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分組合作學習與閱讀教育

基隆市南榮國中

    編者認為對閱讀採用分組合作學習還有質疑的老師，是因為還沒有完全瞭解其理念與方
法，甚至狹義地認為分組合作學習只是「為分組而分組」的一種教學方法而已；或者質疑的
老師是因為長久以來以經習慣使用同一種的教學方法（通常是講述法），而害怕走出自己的
舒適圈。分組合作學習運用於閱讀教學，在活化教師教學與深化學生學習方面，確實很明顯
優於傳統式的講述法。如同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田耐青教授所言，一旦採用（分組合作學習的
教學方法），就回不去了。

點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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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方文山談閱讀

知名作曲家 方文山

「閱讀是一種很濃縮的學習，  

透過閱讀，

你可以迅速了解這個世界、知道自己有哪些選擇，

再從中篩選自己有強烈動機想要研究的領域。」

知名作曲家 方文山

點閱: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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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南榮國中分組合作學習

基隆市南榮國中

    為了將分組合作學習融入閱讀，在閱讀教材組織與呈現上就顯得非常重要。以往的傳統講述法呈現閱讀
教材的方面，現在分成幾部分：

1.設計推理分析性的問題，用提問的方式，讓各組去討論與發表。

2.設計認知記憶性的問題，依據師父或徒弟的程度，設計難度不一的問題，讓學生口頭回答。

3.利用閱讀文章使用拼圖法，讓每個學生，無論程度好壞，都有講述與解說的練習。

4.先備知識的複習，交由師父對徒弟負責，彼此互助共學。

    在師生互動上，教師從知識的權威者變成協助者，學生變成學習的主體、課堂的重心，而教師的工作是規
劃與引導學生學習，催化與激發團體流動力，讓每個學生除了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之外，還要協助同組成
員。產生的效果顯現在課堂上，學生「學在當下」的情形是顯而易見的。教師不再口沫橫飛，氣氛不再昏昏
沈沈，學生不再是旁觀者與過客，轉變而成為學習的參與者與主人，因為每堂閱讀課他/她都有學習任務要完
成，加在組員的隨侍在旁的提點，經由同儕的互動和協助，並獲得情緒的社會性支持，同學之間相互的教導
與學習，而使彼此的學習意願與興趣提高，進而展現學習成效。         如何讓每一個孩子都能盡其所能的發
揮，而不是淪於學習成就較高的孩子主導所有的問題和回答，而學習成就較低的孩子好似躲藏隱身起來，無
言地讓人忘記了他/她的存在。教師當然不希望那些學習成就較低的孩子，在組內只能做一些和學習任務較不
相關的活動，例如加油、登記發言次數…等，總希望他們也能夠加入討論的氛圍。為了使這種狀況減少，備
課就顯的非常重要。經由跨領域的備課讓教師的課程設計能越來越細緻，無論在問題的設計與討論的引導；
尤其非本科的老師給予的意見，更是衝擊自己本位固著的專業盲點。再者，訓練各組組長領導的技巧，也就
是領導不是全部都自己來，而是要顧及所有的組員，採分工合作的方式來進行；其中「問問題」就是讓局外
人進到團體裡面來的最好方式之一。對於學習程度較差的組員，或許他/她比較無法主動表達意見，但是組長
可以用引導的方式，或選擇基本的問題，或採二選一的問題讓他/她回答，增加其參與感。再加上教師時常巡
視組間，根據學生的討論，適時拋出問題，讓他們腦力激盪一下。實施的結果發現，有了組長的協助，討論
的團體動力確實容易流轉，可避免集中在少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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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英文閱讀

基隆市南榮國中

         我的英語閱讀教學流程大體可分為：單字解說→文法句
型講解→閱讀文章教學→評量與檢核。在以前全班講述式的
教學法時，教學實施就是很簡單的「老師講，學生聽」。

但是由於分組合作學習加入了學生同儕互動，我的角色
轉換成催化者與引導者，教學實施的複雜度變高，我的教學
實施調整為：

（1）單字：在教單字之前，先要求學生預習單字怎麼
唸。在配對學習中，要求師父在教導徒弟時，必須用拼音的
方式，而不是直接唸給他/她聽。讓徒弟可以漸漸熟悉音標，
將來遇到簡單的生字，徒弟自己看音標就可以唸出來。

（2）文法句型：利用拼圖法，將各組學生分成coach、
star、boss、dark horse四級，依分類組成四個專家小組，
將閱讀文章最難的句子交給coach，依此類推，最簡單的交
給dark horse，學生將專家小組討論出的答案，再回自己原
來小組擔任老師講解，確保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習任務。
我在實施過程中，曾經有一次dark horse整個專家小組討論
出來的答案是錯誤的，我選擇不介入更改其答案，讓他們回
到原小組講解，果然原小組的成員都發現他/她的講解是錯誤
的，也即時教導，讓dark horse得到錯誤澄清的機會，這遠
比我直接教導更讓其印象深刻。

（3）閱讀文章：如果是內容是對話，則以配對學習為
主，擔任角色扮演，唸出對話內容。徒弟唸錯的地方，師父
可以馬上更正。此舉解決了以前傳統教學我要求全班一起唸
的時候，總有學生不開口，或只是張開嘴巴而沒有聲音。而
閱讀內容採用共同學習法，要求各組在閱讀完文章後，討論
並畫出組織概念圖。剛開始各組都很難抓到文章的重點，但
經由多次的練習，各組的組織概念圖已經可以到達速度變快
且切中核心，進步許多。

（4）評量：隨堂小考是很重要的形成性評量，用來檢
視學生的學習狀況，同時也反思教師的教學成效。在分組合
作學習中，我的隨堂小考只出一、兩題，分成師父題與徒弟
題，其內容緊扣住文章的學習核心內容，徒弟學在當下並經
由師父的幫助，可以很簡單的拿到滿分，徒弟的學習成就感
自然湧現。

培養學生的成就感（尤其對於徒弟而言）是很重要的任
務，也是教學成效的關鍵。而師父的小考著重在挑戰自我，
以＋1的概念讓師父能更深一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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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分組合作學習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基隆市南榮國中

閱讀是學習與表達的關鍵能力，更是與他人溝通與分享的
有效途徑。在擷取訊息、累積知識、傳播交流方面均需倚賴閱
讀作為主要媒介。當世界各國都把閱讀能力作為提升國家競爭
力的軟實力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的人就有競爭的優勢。因
此，近年來分組合作學習成為顯學，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
透過學習者個別負責且互助合作的過程中，除了發展同儕間的
合作情誼，進行分組討論與主題研究，培養學生判斷力思考能
力、協助他人能力、蒐集資料能力、論證歸納能力。教師除了
熟練分組合作學習教學策略的施行之外，更需要理解分組合作
學習的內涵與精神在於社會技巧的深化與發揮。如果教師缺乏
管理學生社會技巧以進行分組、引發討論的能力，分組合作學
習將無法達到促進學生知識分享與溝通表達的目的。

南榮國中將分組合作學習運用在閱讀上，主要運用兩項策
略：

一、共同學習法：

將學生以異質分組，每組人數四至六人，根據教師指定的
文章一起學習，教師特別強調小組運作中的團體歷程，小組成
員彼此分享資源和互相幫助，同時並強調個別學習的責任。教
師的教學需注意以下要點：

1.具體的教學目標，使學生了解其目標及內容。

2.使組員共同完成一項工作，強調積極的相互依
賴。          

3.由組長分派組員負責任務，強調個別的績效責任。

4.解釋成功的標準，評量以標準參照為原則。

5.具體界定學生在小組中適當而理想的合作社會技巧。

6.監督學生合作行為與社會技巧。

7.適時的介入教導合作行為與社會技巧。

8.總結閱讀文章重點。

9.評量學生的學習與團體運作成效，包括質與量兩方面。

二、拼圖法：

實施拼圖法前，教師必須利用一段時間訓練小組成員溝通
和指導的社會技巧。將學生分成四至六人的異質小組，每一小
組分派相同的閱讀文章，教師把學習文章的材料分成幾個不同
的部分，小組中的每一成員負責完成指定閱讀文章的一部份，
而各組負責相同部份的成員先組成專家小組（同質分組）一起
學習，然後再回到原小組，負責指導其他組員精通其所負責的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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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南榮國中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南榮國中

南榮國中的圖書館位於專科大樓，與學生上課的教學大樓
有段距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節省往來圖書館的時間，特別
在教學大樓設置了行動圖書室。希望能提供學生更多接觸書籍
機會，產生閱讀的興趣與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營造校園閱讀
氛圍，並提高南榮國中學生借書及閱讀數量，並且藉由閱讀獲
得相關學科課外知識。學生只要利用下課時間，就像走到隔壁
教室一樣，輕鬆地就可完成借書和還書的手續。此舉增加了學
生閱讀習慣及閱讀興趣。而行動圖書室的圖書志工，均由學生
自願擔任，學校則核予其服務學習的時數。具體成果展現在學
生借閱圖書變得踴躍了，且能夠透過閱讀展現閱讀心得的呈
現，並養成喜好閱讀習慣，主動借閱行動圖書室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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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閱讀不只是寫作的靈感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噬罪人》作者呂秋遠律師，伊是一个基隆囡仔，細漢的時陣伊上愛做的代誌是讀成語、背成語，就按呢一
路讀一路大漢，到今變做律師，變做作家。伊認為伊寫作的靈感是對平常時生活中的閱讀，吸收養分消化了
後，變成家己的想法。譬論講，伊就是看著德國律師作家席拉赫寫的作品，文章中精采的思辯過程予伊真濟靈
感，伊才會想欲來寫《噬罪人》佮《噬罪人Ⅱ：試煉》這兩本小說，主要的目的是向望家己佮讀者，袂閣踏錯
跤步，袂閣做毋著代誌。

　　有閱讀變成寫作靈感的人一定袂少，這種經驗我嘛有，三年前想當時拄仔開始讀台語，為著欲通過Ｂ2級的
台語認證，阮是真拚勢，日也讀暝也讀，真正是下性命骨力讀台語，有一工佇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辭典網站看著
「挂紙」佮「獻紙」這兩个詞，我感覺足怪奇，因為以前我干焦捌聽過金紙、銀紙、紙錢，從來著毋捌聽過啥
物挂紙、獻紙，感覺足好玄，查伊的解釋才知影，原來清明培墓祭拜了後，佇墓龜頂囥的紙錢就叫做挂紙(kuì-
tsuá)、獻紙，嘛會使講是「硩墓紙」(teh-bōng-tsuá)，抑是「挂紙錢」。奇怪的是後來我煞定定會去想著這兩个
詞，毋知為啥物我對這兩个詞就是足有感覺，一直到有一暗，我倒佇眠床頂，目睭瞌瞌強強欲睏去的時陣，雄
雄想起佇天國的阿母，然後詩句就一句紲一句跳出腦海，我緊翻身peh起來，筆佮紙捎咧就寫，那想那寫那驚寫
了傷慢，拄才仔想著的詩句就會消失無去。好佳哉，阿母佇天頂有咧保庇，就按呢順利完成「阿母，你好無」

這首詩。 

    阿母，你好無  

　　阿母，你好無 

　　挂紙　獻紙　規山坪

　　是阮對你的思思念念

　　水果　牲禮　誠豐沛

　　是阮對你的感恩答謝

 

　　銀紙　

　　一張一張　勻勻仔燒

　　每燒一張

　　阮對你的毋甘就加加添一分

　　你敢有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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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毋甘你一世人的辛苦

　　這馬　你孤孤單單踮佇遮

　　你敢會寂寞艱苦

 

　　想起往過你破病時定定講：

　　我身體䆀無要緊，

　　干焦向望咱規家伙仔，

　　會當永遠快快樂樂蹛做伙。

 

　　毋過

　　阿兄娶某另起一口灶

　　阮姊妹仔嘛一个一个嫁出門

　　咱這世人敢有可能閣蹛做伙

　　阿母啊

　　你哪會下這種口願

　　予人這陣想起來閣愈毋甘

 

　　阿母

　　你這馬　好無

 

～～海翁台語文學第154期2014.10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就捌講過：「讀書能產生新鮮、有創意的思想多讀書是好的。」所以，閱
讀不只是寫作的靈感，伊嘛是咱人類創作發明、觀光旅遊……等等活動的動力。比如，逐遍咱若看著旅遊節
目，抑是旅行社的宣傳單，就自然會產生想欲去彼个所在踅踅看看，遊山玩水，tshit迌鬆一下的想法。

　　親像康軒版閩南語課本第11冊第一課「臺灣好tshit迌」，就是想欲用紹介臺灣各地的風景名勝，來引導學生
熟似家己生長的土地，深入了解疼惜愛護咱臺灣。

 

    臺灣好tshit迌

　　臺灣臺灣是寶島，有山有海好tshit迌。

　　陽明山看淡水河，太平洋抱龜山島，

　　玉山懸懸接銀河，風景美麗人呵咾。

　　墾丁風聲有海角七號，閣有出名的恆春三寶，

　　足想欲來去看有影無。



　　恆春三寶有兩種講法，一種是瓊麻、蔥頭佮西瓜，另外一種講法是瓊麻、蔥頭佮港口茶。港口村生產的武
夷山的好茶，就叫做港口茶，伊是南部唯一的茶葉生產地，嘛外銷日本，用一屑屑茶葉就會當泡出一大鈷芳貢
貢的茶。順紲報予逐家知，金山嘛有三寶，就是營養閣好食的番薯、芋仔佮茭白筍啦！

　　　台灣風景好，那看那tshit迌，閣有秘密揜貼的美景地點逐个人攏無仝款，，上網站凊凊彩彩揣一下，逐年
網路的台灣十大美景嘛攏無相 (siāng)，若照這款範勢看起來，台灣逐位攏是媠噹噹的。尤其像最近，三不五時
相片一公布，磕袂著就是世界奇景之一。像前一站仔，春夏交替的時陣，馬祖海墘仔出現暗時會發出藍色螢光
的海藻，若親像海底美人魚藍色的淚珠，予NCC封為世界15大奇景之一。閣有，逐年清明節氣的時陣幾百萬隻
的紫斑蝶同齊對南部飛向北部，這是世界唯一的，佮美洲大陸的帝王蝶並列蝴蝶世界的兩大奇蹟。另外，最近
臺南市白河區的林初埤木棉花道，予知名的設計家與藝術家資交流平台 BoredPanda ，作者 Lina D. 評選世界上
最美的15條街仔路之一，嘛是亞洲唯一上榜的街仔路。莫怪，連無來過臺灣的清朝皇帝嘉慶君嘛想欲來臺灣耍

一下，電視歌仔戲、連續劇一直搬，佮做成流行歌，大人囡仔街頭巷尾唱透透。 

　　　　嘉慶君遊臺灣  

　　清朝皇帝嘉慶君，過來臺灣做柴船。

　　古早屏東是阿猴，高雄又名是打狗，

　　臺南古都赤崁樓，永康叫做埔姜頭，

　　白河舊時是店仔口，北斗土名是寶斗，

　　人說臺西是海口，清水叫做牛罵頭，

　　新竹以前是竹塹，嘉義舊名是諸羅山，

　　隆田叫做番仔田，阿公店是叫做岡山，

　　竹山蕃薯上介讚，鹿港珠螺是名產，

　　麻豆好吃是文旦，人講寶島是台灣。

　　毋過，出門tshit迌，上重要的是愛注意安全。最近，本底網路頂有人介紹，假日會當去十三層選鑛煉製場後
壁的「廢煙道」耍，彼有三个長長的水泥煙道，通向無人蹛的山頂，風景美麗，是世界上長的煙筒，就有袂少
人對流行時行去彼耍。後來新聞報導，因為佇煉銅廠的煉銅過程中，會產生重金屬廢氣，其中二氧化硫含量上
懸，對人體有足大的傷害，因此臺灣金屬鑛業公司「濂洞煉銅廠」完工了後，佇1972年開始起造這三个世界長
的煙筒共有毒的煙引對後山去。自古以來，因為驚伊對人體造成病害，所以管制區旅客袂當入去耍，毋知為啥
物會有遮濟人無看著告示走入去耍。

　　法國作家伏爾泰講：「當你冊讀了真濟毋過無去思考，你就會感覺你知影真濟；當你讀冊然後思考愈濟，
你就會清楚你知影的足少。」閱讀只是一个開始，毋是終點，而且可能永遠攏無終點。教育學者曾志朗講：
「閱讀會當增加囡仔的思考能力。」現代，網路知識真發達、真方便，毋過嘛有真濟假的抑是錯誤的消息，咱
咧閱讀的過程中，就會使訓練咱的思考更加細膩，小心分辦啥物是真，啥物是假，就會有閣較濟的能力來保護
家己的安全，發展家己的未來。

點閱:88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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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書海─閱讀推廣活動啟動

基隆市文化局

【基隆市文化局新聞稿】 為提升書香社會、推廣多元化的閱

讀，基隆市自98年起每年向教育部申請專案補助，籌辦各類閱讀推廣活動，105年以「翱翔書海」

為主題，訂於7月30日14:00假基隆市文化中心大廳辦理啟動儀式，透過禮袋贈送活動與各類閱讀

推廣活動宣傳等，希望從胎教就開始，到銀髮族的樂齡學習為止，培養民眾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

閱讀習慣。

    本次活動主軸共分3部分，包含「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多元閱讀愛悅讀:圖
書館活力Young」、「本土語言閱讀推廣計畫-母語閱讀 傳承薪火」等，透過全市各公共圖書館舉

辦的活動，希望能夠從嬰幼兒開始，鼓勵各年齡層、不同族群的民眾一起來閱讀，同時也希望也能

弘揚本土文化，推動母語學習與相關書籍的閱讀。

    今年度除了圖書館將在下半年度陸續推動一系列的閱讀活動以外，也特別推出「翱翔書海」

閱讀護照，各公共圖書館將推出專屬於各館的特色戳章以及閱讀認證戳章，民眾可透過借閱圖書、

參與活動等各種方式集章，集滿點數即可兌換特色小禮，藉此可讓參加民眾紀錄閱讀歷程，透過有

趣的集章活動鼓勵每位民眾參與閱讀、認識圖書館。

    啟動儀式當天將特別邀請簡玲老師，以親子共讀的優良圖書為腳本，以說、演、唱的方式來

揭開序幕，此外，設籍本市五歲以下的小朋友只要憑戶口名簿報名參加本次活動，便可獲贈閱讀禮

袋1份，其中除了由教育部專家學者精選的好書1冊以外，還有實用的閱讀提袋，以及給新手爸媽

的閱讀手冊，希望帶領每位父母能從家庭開始，引領孩子進入閱讀的世界。  ※閱讀禮袋活動報

名資訊：   參加對象：設籍本市五歲以下小朋友，共10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至基隆市文

化局圖書館報名，或以傳真、電話報名。 報名電話：（02）24224170轉273張小姐／傳真：

（02）24271099  發布單位：基隆市文化局圖書資訊科 

引用自：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80

點閱: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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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各區105年多元閱讀推廣活動日程表(一)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引用自：基隆市文化局網站

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62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時間/地點
活動內容/報名方式
洽詢電話/聯絡人

辦理場次

青少年閱讀講座~作家有約
「趁年輕非做不可的10件事」

6/3(五)13:00-16:00
中正國中
講師：褚世瑩

於學校辦理 1

青少年閱讀講座~作家有約
「偵探推理小說」

11/11(五)13:00-14:40
成功國中開放性的活動中心
講師：許榮哲

於學校辦理 1

青少年閱讀講座~作家有約
「與屁屁超人－林哲璋有約」

10/13(四)10:30-15:00
武崙國小
講師：林哲璋

於學校辦理 1

樂齡講座-樂活養生，健康久久
第一場
「流行性感冒的診斷、治療及預防」
 

11/5 (六)
上午10:00~12:00
基隆文化中心第二會議室
講師：基隆長庚醫院感染科
      李細祥醫師

主要內容為肺炎是國人十大死因第四
名，長者更需要避免及預防罹患相關
疾病，因此講授秋冬季節流行性感冒
以及肺炎的預防及疫苗等相關問題。

1

樂齡講座-樂活養生，健康久久
第二場
「永垂不朽- 預防關節退化平板電腦

11/19 (六)
下午14:00~16:00/
基隆文化中心第二會議室
講師：基隆長庚醫院中醫骨偒科
      張子瑜醫師

主要內容為退化性關節炎是銀髮族常
見的疾病，因此講授退化性關節炎自
我保養及治療方法。 1

「樂齡學習e起來、手機電腦一把罩
 

10/17、10/24(一) 下午14:30~16:30 （14:00
開始報到）
基隆文化中心視聽室(2樓)
【對象/名額】50歲以上民眾報名參加。30
名（2人共用1台電腦、自備智慧型手機或
平板電腦）

鼓勵銀髮族終身學習e起來學電腦、平
板電腦、智慧型手機基礎功能、網路
連線（wifi設定）、app基本功能
（Line、Googlemap、facebook等）
 

2

新住民親子共讀活動
「與孩子一起上的情緒管理課」

10/30(日)下午14:00~17:00
七堵區實踐里關懷據點
七堵區百一街52
講師：沈淑嬿

活動對象：新住民、外配
報名電話：2422-4170
分機272李小姐、
陳先生0936-150-555

1

9/24(六)上午9:00~12:00
碇安里民活動中心
暖暖區源遠路277巷23號
講師：沈淑嬿

活動對象：新住民、外配
報名電話：2422-4170
分機272李小姐、
劉小姐0937-869-950

1

1.教育部「從圖書館看世界」巡迴展。
 
3
2.作家講座1（張添涵）：「遠方∕尋
常：從歐洲到中亞的文影紀行」。
 
 
3.作家講座2（彭健倫）：「澳洲打工
度假，改變自己的無數次機會!」。

1.巡迴展：7/30~8/16期間
  /信義區公所5樓禮堂與4樓圖書館
 
2.作家講座1：8/3(三)下午
  /信義區公所5樓禮堂
 
3.作家講座2：8/4(四)下午
  /信義區公所5樓禮堂

世界各國文化書展及邀請作家演講活
動。/填妥報名表資料，送交圖書館櫃
檯辦理，額滿為止。/(02)2428-0406/林
小姐

2

「樂活銀髮、老當益讀」樂齡閱讀活動 時間：105年08月06日（星期六）
0830~1300
地點：基隆市仁愛區光一路28號4樓（仁
愛區圖書館）

活動內容：開幕式、老人健康活動設
計、樂齡健康操等報名方式：完全免
費，填妥報名表，逕向本館報名，名
額：60位。以設籍本市60歲以上銀髮
族群(設籍仁愛區並以獨居老人優先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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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7%E5%8C%96%E5%B1%80
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62


聯絡人：任子玉或黃綉珠小姐；
連絡電話：2433-3543；傳真號
碼：2433-2072（傳真後，請電話確
認）。

大偵探換你做一/
大偵探換你做二/
青少年講座-思維訓練與小論文寫作/
影片欣賞/
科普書展

6月4 日10:00-12:00長樂國小/6月7日10:00-
12:00西定國小/8月4日9:00-12:00建德國
中/8月14日9:30-11:30(暫定)安樂區圖書館
視聽室/
7-9月(暫定)安樂區圖書館閱覽室

帶領閱讀推理小說，利用遊戲方式誘
導學生主動閱讀課外書籍/
促進中學生養成運用圖書館及各種資
訊的學習方式，以為更高深的研究做
準備。/對象:建德國中學生不對外開放
報名/電話02-24302826

三

點閱: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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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各區105本土語言閱讀推廣活動日程表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引用自：基隆市文化局網站

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62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時間/地點
活動內容/報名方式
洽詢電話/聯絡人

辦
理
場
次

實用生活客
語大家讀

7/21至9/29每週四(10堂課)
下午14：30–16：30
基隆市文化中心多媒體欣賞室
講師：邱玉春、王榮海

電話：2422-4170
分機272、276 
傳真：02-2427-1099線上報名： 基隆
市公共圖書館網站
http://kllib.klccab.gov.tw/klccab/

10

閩南語古典
詩文漢學讀
書會

7/19、7/22、7/26、7/29、8/2、8/5、8/9、8/12、8/19、8/23、8/26、8/30(12堂
課)下午14：00–16：00
基隆市文化中心多媒體欣賞室
講師：邱天來、劉美玉、張麗卿、游舒帆老師

12

1.閩南語兒
歌賞析。
2.鷄籠中元
祭源由與習
俗探討。

1. 8月9日/信義區公所5樓禮堂
2. 8月10日/信義區公所5樓禮堂
（活動內容以活動簡章為主）

本土語言文化相關閱讀活動與捏麵人
(米雕)實作。/填妥報名表資料送交圖
書館櫃檯辦理，額滿為止。/
(02)2428-0406/林小姐

2

本土語言志
工研習培訓
共三場/用
本土語話我
家鄉共二場

6月8日/6月15日/6月22日14:30-16:30安樂區圖書館/
8月1日12:30-15:30/8月3日12:30-15:30(暫定)干城里活動中心 電話02-24302826、網路

www.klal.gov.tw/klal_library/index.asp /
陳素梅/干城里辦公室 02-24237172

5

相招來學閩
南語

（一）105年7月19日
上午9:30~11:30
通化里民活動中心
（二）預定9月
中華國小

邀請本土閩南語老師，以幽默有趣的
方式，分享民間閩南語文學作品，及
民間各種俗語，以鼓勵社區居民共同
來學習閩南語，以增進對本土語言的
認識。
邀請本土語言老師，並結合本區國民
小學，利用說故事、民俗歌謠、遊
戲、猜謎等有趣的方式，帶領學童一
起來學習閩南語，讓本土語言能夠從
小扎根
24285995洽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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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各區105年多元閱讀推廣活動日程表(二)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引用自：基隆市文化局網站

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62

青少年閱讀趣 預定9月中旬/中山高中

聘請本市故事協會知名講師，選擇
適合青少年的優良文學作品，帶領
青少年一起閱讀，並讓青少年瞭解
閱讀的重要及樂趣。並把好書推薦
給需大量閱讀以擴展視野的青少
年，使閱讀能夠跨越各學科，結合
生活及行動，從閱讀中培養思考能
力，並轉化為利他的力量。
24285995洽館員

共1場

樂齡學習 預計11月份舉辦
講座電話.現場報名
葉淑惠24528701 2場

樂齡學習 預計10月份舉辦
講座/電話.現場報名
徐惠芳24557221 2場

暖地暖景咱們行-青春作坊
日期105.09.17-105.09.18
時間9：00-14：30
地點暖區公所3樓會議室

2日工作坊/取單或電話
洽詢
24579121#408/謝小姐

1梯次

略跡「原」情─原住民文學與多元族群閱讀推廣
計畫

九月至十月， 假本區轄內國小辦理。

假本區轄內各國小，以高年級小朋
友為對象，用原住民文學中簡單而
生動的故事，讓小朋友了解到不同
的文化背景、傳說故事。理解，進
而包容。
請於八月後逕洽館員：
杜萬全圖書館：02-24691585；
祥豐圖書館：02-24628164

共4場

點閱:8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翱翔書海─閱讀推廣活動啟動 / 基隆市文化局
基隆市各區105年多元閱讀推廣活動日程表(一) / 基隆市文化局
基隆市各區105本土語言閱讀推廣活動日程表 / 基隆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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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7%E5%8C%96%E5%B1%80
http://www.klccab.gov.tw/news_content.php?id=166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7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01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01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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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期

閱讀寶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資源

品學堂編輯部

本文摘要

感謝 品學堂編輯部 同意轉載

為了讓品學堂的讀者能更有效的使用我們所出版的刊物，
編輯部配合季刊的內容編輯了教學資源，歡迎各位讀者下
載！

若有需要過去品學堂發行的《閱讀理解專刊》和《閱讀理解
季刊》教學資源整理

請參考品學堂官方網站的資源下載

https://wisdomhall.com.tw/download

轉載於 
1050716 品學堂/閱讀生活 理解世界 創造未來 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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