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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舞動閱讀的翅膀 飛向無限的世界 【105年8月】

藉由閱讀我們跨越了時間跟空間的侷限，探索這無限的世界，也自我成長及瞭解。--薛莉萍

輪值主編：基隆市港西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一)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二)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三)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主編的話

舞動閱讀的翅膀 飛向無限的世界 / 基隆市港西國小 校長薛莉萍

名人看閱讀

王力行談閱讀 / 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 王力行

策略擂臺

沒有不愛閱讀的孩子 / 基隆市港西國小 汪鎮瑋老師
繪本～提升學童各項能力的好幫手 / 基隆市港西國小 戴偉琦老師

杏壇尖兵

Road to English Reading / 基隆市港西國 韓享竹巡迴英語教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我不笨，換個方法也能讀懂 / 基隆市港西國小 蔡耀任老師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發展閱讀世界的β型閱讀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基隆市閱讀教育動態

「閱讀起步走－送給小學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物」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訊息看台

大家i閱讀系列講座即將登場  與作家一起愛上閱讀 /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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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一)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本文摘要

感謝 Catherine Yen 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點閱:208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7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二)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三)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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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二)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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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一)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三)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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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三)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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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一)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好美的書～一本好書該如此被精緻對待(二) / 亞洲文化協會南三三小集執行長 Catherine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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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舞動閱讀的翅膀 飛向無限的世界

基隆市港西國小 校長薛莉萍

藉由閱讀我們跨越了時間跟空間的侷限，探索這無限的世界，也自我成長及瞭
解。閱讀教育是各種領域之根基，港西國小在軟、硬體各方面都積極的提升，校
友及民間團體的書籍捐贈、各班讀書角的優質化、英語繪本之教學、讀報教育的
推動、閱讀引起動機之教學策略、繪本教學…等，另難能可貴的是針對特殊生的
需求，擬定適性化之閱讀教學方案，期盼提昇每個學生的閱讀能力，進而啟發其
對於知識的渴望與激發學習熱情。

身為一個教育者，我們的責任是提供一個優良的閱讀環境，不在於藏書的多寡，
而在於形塑怎樣的閱讀氛圍與途徑，讓閱讀成為一種習慣而不是被動式的要求。
看到雲水書坊到校服務時，學生蹲坐小板凳，專注閱讀，甚而不自主的露出笑
顏，讓人覺得閱讀是件幸福的事，也希望每個學子都能時時享受「悅讀」的美
好！

點閱: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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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王力行談閱讀

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 王力行

本文摘要

引用自：

「從閱讀裡面得到知識、心靈上的提升、透過文學感覺到情感上的悲歡共鳴，從而理解人生，

這個習慣的養成真的非常重要。

要把閱讀當成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從小孩子就開始培養，讓孩子習慣於隨時、隨手就拿起來

讀，這個習慣一養成，一輩子都會受用。」

--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 王力行

點閱: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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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沒有不愛閱讀的孩子

基隆市港西國小 汪鎮瑋老師

我們都知道語文能力對孩子各方面的學習都有很大的影響；而閱讀則是一個健康的終身休閒習慣，又能間接增進語文能力。所以，我在教學、班

級經營方面都很重視閱讀與語文能力的培養，以下是我自己的理念與做法，提供各位老師參考。

推動閱讀，最根本的是讓孩子喜歡上閱讀，之後再給孩子閱讀的機會和時間，針對孩子的閱讀行為做鼓勵。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要推動閱

讀一定要有充足的課外書籍，各式各類，滿足各種不同喜好的孩子。以中年級為例，喜歡美勞的孩子，可能會想去翻翻「十分鐘摺一本書」或畫

畫教學 類的書籍；喜歡運動的孩子，可能就會想去翻翻「漫畫棒球少年百科」。不過孩子也會有比較普遍和共同的喜好，像「怪傑佐羅力」、

「神奇樹屋」絕對會是讓孩子 一本接一本的熱門好書。中年級若需要橋樑書，閱讀123系列的「小火龍」、「屁屁超人」、「用點心學校」或著

稍微進階一些的「張君偉上小學」、「黑貓魯道夫」，這些都會是能讓孩子安 靜地進入閱讀世界的好書。此外，為孩子營造一個適合閱讀的

「區」也是很重要的，那就好比有人會把孩子的臥室營造成專門睡覺的地方，移除所有跟睡眠無關的刺激是同樣的道理。而如果能把「閱讀區」

像許多圖書館一般布置得很可愛、多彩、舒適，孩子就會更加的有意願進入那個「只能閱讀的地方」了。

    要能讓孩子對閱讀踏出第一步，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對於之前沒有閱讀習慣的孩子)。還記得我小時候不是很愛閱讀，但是國一

時，我媽大力推薦哈利波特給我，天天都會為我唸一點。就是這「天天都為我唸一點」讓我產生了閱讀的慾望，當我們愛上一本書時，那怕是那

本書不好讀、沒有圖案，自己都會想盡辦法去讀。於是，我在班上每週會挑一兩天的早修時間用「唸故事」的方式把好看的書推薦給孩子。

通常我都只會唸一兩個章節，引起孩子的興趣，為他/她踏出閱讀這本書的第一步，接著就開始吊孩子胃口，到精彩的地方時就不唸了，跟孩子

說：「剩下的請自己去看。」(這時候就會聽到ㄏㄤˊ~的聲音)。實驗下來，這個弔胃口的做法對引起孩子閱讀動機真的蠻有用，孩子會再去翻我

唸過的書，但是不一定會堅持下去把這本書看完(視劇情的吸引力而定)；當然，這樣的做法只能適用於兒童文學類的書，沒辦法唸出來的就只能

簡單的推薦、介紹給孩子了。假如老師想要訓練孩子朗讀、臺風等，也可以進階成讓孩子輪流來讀故事，甚至到其他班級講故事。

 

當孩子喜歡上閱讀、會主動閱讀後，我會教孩子利用瑣碎時間去閱讀， 比如：上完數學剩下五分鐘、孩子早餐吃完、小考結束後…，這些時間

若沒有閱讀這個選擇，孩子可能就會騷動、無所事事。所以這樣的習慣對班級平時的穩定性有 一定的幫助，尤其是在比較多調皮、愛講話的孩子

的班級中。久而久之，孩子沒事做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問老師：「老師，我可以去看書嗎？」然後一種「沒事就看書」的反射性習慣就漸漸養

成了。當然，這樣的狀況要能成立的先決條件是孩子喜歡看書，不然孩子會寧可在位子上講話、畫畫，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讓閱讀變成 一個比其

他事情(上課時教室內可以做的)更有吸引力的選擇。

當孩子會主動去閱讀後，我會找機會讓孩子正確地了解閱讀的好處與意義，同時針對建立習慣初期的孩子做頻繁的鼓勵，加強孩子閱讀

的 內在動機。閱讀對孩子而言起初或許只有樂趣的價值，但其實冥冥之中孩子也透過閱讀增進了語文能力、各方面的知識，只是孩子沒有知覺而

已；若此時老師可以藉 由國語課堂或其他機會讓孩子了解到「閱讀哪本書增長了什麼知識」、「自己的閱讀速度是否愈來愈快了」、「自己是否

能夠閱讀文字更加艱澀的書籍了」，孩子就 會具體的經驗到閱讀對自己的幫助，而非只是概念性的了解。孩子任何行為、習慣的建立都可以透過

我們的一些正加強行為而更加快速、保留時間愈久，所以各種的 獎勵、口頭鼓勵的做法都是可以考慮的；我在班上會口頭鼓勵閱讀專心、安靜的

同學，也會鼓勵書看得多、能看進階書籍的同學，針對在班上借書我也有獎勵措施， 每借三本書我會幫孩子的學校獎勵卡蓋三個章。我不會藉由

閱讀心得單來檢核孩子的閱讀行為，因為我假定所有的孩子都是老實的，我要檢核的是閱讀行為，不是語 文能力；我個人淺見：若用閱讀心得單

來檢核孩子的閱讀情形，會使部分孩子產生語文能力上的困難，進而對閱讀連結了不好的感覺，同時我也必須花很多時間在語 文的指導與訂正，

那對推動閱讀是一種反作用。因此，我比較贊成網路上林怡辰老師所使用的「好書推薦單」分享活動，因為「分享」是閱讀動機的一部分；林怡

辰 老師的好書分享活動正是把閱讀從個人行為變成一種社群行為，如此才是對閱讀動機有幫助的。

正因為我小時候是個不愛閱讀的孩子，我有許多理念是與閱讀動機有關的。推動閱讀成功與否，很大一部分在於能不能引出孩子心中想

看書的慾望，希望我們都能讓孩子成為愛閱讀的人，終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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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繪本～提升學童各項能力的好幫手 / 基隆市港西國小 戴偉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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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繪本～提升學童各項能力的好幫手

基隆市港西國小 戴偉琦老師

繪本是包含文字與圖畫、且具有故事性的書籍，文字與圖畫兩者相輔相成，不但提供了教育性，也為各年齡層的讀者帶來樂趣與情感上的抒發；或有些只有圖畫的無

字繪本，更可讓讀者的想像力得以自由發揮，得到不同凡響的體驗與收穫。

 

繪本能夠吸引各年齡層學童並且深具教育意義，經常被拿來作為各種教學上的使用，或抒發情感的途徑，它具備了教育性、藝術性、兒童性、趣味性、傳達性以及創

造性等特質，在教學上使用繪本能讓學習內容變得活潑生動，讓學童覺得易學易懂；繪本圖文並茂的特質對他們而言，就像是上演著一部部生動的劇場；此外，繪本故事

能吸引並感動人心，發揮潛移默化的功效，進而化為行動的力量。因此，繪本常用於各種教學上，來協助教學，以達到更好的教學成效，也讓學童獲得更完整的學習。

 

透過繪本來進行教學大致可依照1.覺察問題，訂定目標；2.事前準備；3.繪本呈現；4.省思與回饋之教學歷程來著手進行。

以我在學校實施之教學為例，曾經在教學現場中發現班上孩子常會因為老師稱讚其他同學而沒有稱讚自己，而認為自己能力較差；也會因為同學得到比較多讚小卡而

覺得自己的表現不如他人，這些情況使得某些孩子出現較強烈的負向情緒，影響到正常的學習，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以下簡單說明我實際實施的教學歷程：

 

1.   覺察問題，訂定目標：

以本教學來說，我覺察到的問題是班上孩子不夠了解自己，無法產生自我認同，明顯缺乏自信心。因此，希望透過教學讓孩子能進一步了解自己並肯定自己，

提升自信心，以此當作教學目標。

2.   事前準備：

尋找合適的繪本，了解繪本的特色並配合學生的特質與需要。以本教學來說，首先要讓孩子體會到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因此選用繪本「我是獨特的」，透

過簡單且切合孩子生活經驗的圖文，讓他們深刻的體會到世界上每個人都是特別的，沒有一模一樣的人。繪本「小蟲蟲的金牌夢」具有溫暖畫面，幾經波折又

具趣味性的故事情結，讓孩子能體會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進而反思、找到自己生命的價值，並且學習故事主角積極努力追求夢想的態度。

3.   繪本教學：

將繪本融入完整的教案中，透過引起動機、、問題討論、延伸活動等教學步驟，來達成教學目標。引起動機—讓孩子對主題產生興趣與好奇；藉由繪本的呈現

與對繪本內容的了解，引領孩子進入主題，了解主題內容並有所體會；透過問題討論，師生之間以及生生之間，相互交流，澄清想法，使其對主題內容有進一

步的體悟；最後設計多元有趣的延伸活動，讓孩子透過實際的體驗，將繪本所要傳達的意涵，化為行動的能力，進而結合到生活當中。

4.   省思與回饋：

總結整個教學活動，帶領孩子針對整個活動內容進行回顧、檢討與省思，讓孩子透過討論與分享，反思整個活動歷程，修正原本的想法，產生新的對話，進而

影響未來的行為。

 

 

    在實際教學後確實發現，隨手可得的繪本深受孩子的喜愛，教師能輕易的將抽象的概念傳達給他們，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童不但能在不知不覺中提升了自信心的能

力，教師也能自然地施予孩子閱讀教育，讓學童透過對繪本的喜愛而漸漸地愛上閱讀。因此，教師可以善用繪本，將其融入各領域中，或用來提升學童各項能力，相信它

會是教師的好幫手，也是讓學童愛上閱讀的法寶。

 

點閱: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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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Road to English Reading

基隆市港西國 韓享竹巡迴英語教師

       現在孩子的閱讀資源相較於，以前真的是多很多，不管是中文或是英文，書店或是學校裡，都有相當豐富
的資源。

 中文是我們的母語，小朋友相對讀起來也比較容易。但英文呢？現在的家長越來越重視英文，往往都把小

朋友送到補習班補英文、學文法，為的就是不想讓小孩輸在起跑點，也為了要在成績上有好的表現。

 另外，也有越來越多專家提倡要快樂學英語。但是，當小朋友在學校被要求要做英語閱讀時，他們真的快

樂嗎？大概百分之八十以上會說”不”吧。

有些小朋友連請他閱讀中文書時他都百般不願意，更不用說是英文。至於要如何訓練他們，這也是我一直

在煩惱以及想辦法改進的地方。以下是我目前的作法：

一、多增加英語圖書

由於我們學校英語資源有限，導致學生在英語閱讀方面相對於比較弱。我們第一步先增加一些活潑的英語

繪本，讓不習慣或是沒嘗試過看英語書籍的小朋友，能有一些動機。

二、引起動機

至於新增加的圖書，我也會選擇有對話內容的繪本書籍，即使小朋友無法了解每一句、每一字，但是他們

可以透過圖片以及對話，讓學生從中猜出單字或是句子的意思。

三、使用差異化閱讀學習單

對於班上低成就的小朋友會另外出一份學習單，讀完書本後，除了要寫5W(人事時地物)和覺得這本書如何

之外，他們要從這本書中寫出他們學到的單字和句子各五個。他們所表達的可以用最簡單的英文來描述。

其他的學生除了也要寫5W之外，還要寫出段落大意。利用簡單的句型來表達起初、中間及結尾。接著在他

們寫的文字下方要畫上跟文意符合的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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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角色扮演        學生非常愛演戲，當他們對這本書有一定的了解時，我會要求學生分組來進行角色扮

演。除了要一再地反覆讀句子之外，還需要用到聽力與口說能力。甚至有些低成就的學生，平常上課時，老師

口沫橫飛地教課，他們連聽都不會聽。但是一旦說要角色扮演，他們就會拿著繪本去問同學這些句子怎麼念。 

        我們之所以用這些策略，是為了能幫助孩子們在學校不要害怕英語閱讀，不是為了課業而閱讀，而是為了
訓練他們在閒暇之餘，可以無壓力、不費力地自行閱讀。

點閱: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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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我不笨，換個方法也能讀懂

基隆市港西國小 蔡耀任老師

    在傳統華人社會中普遍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閱讀能力更是被視為通往高成就的一把利器。於是，大字不識幾

個或總是「有看沒有懂」的孩子， 常被視為不聰明或未來沒有出路，在過往幾乎就被放棄了。但是實際上這些有著正常智力卻

無法看懂文章的人在國內外比比皆是，提出相對論的天才愛因斯坦，在拼音、文法上有顯著困難；有著令人驚艷歌喉的歌手蕭敬

騰，需要助理念出台詞後再自己反覆背誦數遍。如果沒有出現契機，他們的才華也許就這樣被埋沒了，甚至可能會造成社會資源

的額外負擔，但若能為上述這群「小眾」在早期即提供協助，或許他們就是未來社會最偉大的貢獻之一。

    昆恩是最近剛來班上的一個孩子，中年級的他還不太會注音符號，字也認的不多，國語總是在及格邊緣。在考數學時，昆恩

的計算題幾乎全對，但碰上應用問題總是錯的一蹋糊塗，媽媽教了再教、罵了再罵，仍然無法有所改善。原來他無法讀懂數學應

用問題的文意，所以老是出錯，最後昆恩對學習失去了動力，在班上也漸漸變得不太願意講話，甚至因此引發與同儕互動之間的

行為問題。

 

         

家長觀念上的蛻變是孩子的契機:

    上述是很多有閱讀障礙孩子在求學階段的必經過程，他們一再地遇到挫折，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比別人笨，於是他

們的笑容漸漸不再燦爛，在學校也開始衍生出學業以外的行為問題或心理上的問題。很多這樣的孩子需要等到家長願意正視困難

的那一刻，甚至開始接受特教諮詢服務之際，孩子才能真正有機會找回自信與光彩，也才會了解他與別人並無差別，只要能教我

們的孩子換個方法學習，他也可以跟別人一樣。

學校的特教資源介入方式:

    當一個資源班老師接觸到像昆恩這樣的孩子時，並不會急著對孩子下任何定論，也不會急著跟家長說這是屬於哪一種障礙，

而是抱持著孩子只是「還沒找到適合的學習方法」來看待。首先我們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跟班級導師討論孩子的上課狀況及其優

弱勢能力，觀察孩子考試時犯的錯誤有無固定的模式，再找機會入班觀察，瞭解孩子在班上的表現。如果我們初步確認有學習上

的困難，接著就會進入篩檢的程序。

先從簡單的假設來解決問題:

    試著思考一下，當家中電燈打不開的時候，我們會直接請水電工來修理嗎?相信很多人並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樣耗時又耗

財，相反地我們一定會先拿一顆好的燈泡來裝裝看，確認是否為燈泡壞了而非整條線路燒掉，最後常常發現原來只要換一顆新的

燈泡就能解決問題。當我們遇到一個在學習上有困難的孩子時，我們的做法也必須是如此，先仔細觀察他遇到什麼難題後給予調

整與協助，而非一開始就直下定論，替他掛上一個名牌。 

    如何確認孩子有閱讀障礙，首先必須排除孩子在先天環境不利的因素以及智力或生理上的障礙，當這些因素一一被排除

後，我們才會開始找尋孩子到底在哪一個環節出現了困難。在這個階段，我們會發現有些孩子的先天智能低下，那麼會朝向智能

障礙的方向協助他，使用的教學模式截然不同；而有些孩子的親職功能較弱，文化刺激不足，這時會採取提供家庭支援的方式，

給予課後照顧、補救教學等資源，才是孩子此刻最需要的；另外有些孩子其實只是近視太深或患有散光、斜視等視力問題，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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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未即時就醫配戴眼鏡，而將此反映在閱讀表現上，此時作些許調整就可改善。當一一排除以上基本因素後，孩子仍有學習上的

狀況，我們就會進行詳細的評估與施測。

挑出閱讀困難處:

    閱讀最基本的能力是識字與解碼，在排除智力、文化及生理因素後，資源班教師會視情況進行識字測驗，瞭解孩子的識字量

多寡，同時也測驗孩子在自行閱讀文章時和他人協助報讀後的閱讀理解表現是否有所差異。當確認其是因為識字量低而影響閱讀

表現時，特教教師一方面會利用字族文教學法等方式提升孩子識字量，另一方面也採取其他的替代方式如有聲書、點讀筆來協助

孩子閱讀，甚至在考試時提供誦讀題目的考評服務，來協助孩子表現出其真實能力。

    而有些孩子的識字量表現正常，但自行閱讀文章時仍難以理解，此時我們要確認是不是閱讀流暢性的問題，根據觀察發現，

現在教室中已越來越少採取讓學生集體朗誦或帶頭朗誦的方式學習，而請學生朗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類孩子在閱讀流暢性和文

章斷句的表現，進而給予他們協助，例如強化他對逗號、頓號等標點符號的認識，或請他聽老師念一次，再讓孩子自己念一次，

熟悉斷句位置，增進閱讀流暢度表現。

    最後有些孩子在識字、解碼與流暢度大抵沒什麼狀況，但仍然讀完一篇文章後還是無法理解，這時候可以有幾種作法，首先

我們可以依能力先要求他分段閱讀並找出重點，更進階可以帶他熟悉各種文本(例如：詩歌、記敘文、應用文或說明文)的呈現方

式，讓孩子可預期不同文本的撰寫方式以及作者以此方式寫作的目的，最後我們也可以教孩子在每一課畫出「故事地圖」、「故

事臉」或「故事食譜」來幫他整理文章的重點和脈絡，藉此方式來提升孩子對於文章理解的能力(下圖為利用故事地圖教學生國

語康軒版二下第三課的範例)。

結語:

　  標籤化往往是大人加註於孩子身上的，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優缺點，當大人發現孩子有狀況時，絕對不要一直隱藏問題而

不願面對，直到事態嚴重再處理時，往往孩子已經在這段被忽略的時間裡習得無助，甚至延伸出行為問題，受到的心靈傷害早已

遠大於我們擔心的標籤化問題。換個角度想，與其一味的逃避，不如一開始就尋求專業協助，將所有資源聚焦在孩子身上，陪伴

他走過這段學習歷程。我們的孩子都是一顆顆閃閃發亮的星星，別因為一個小缺點而忽略了他所散發出來的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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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發展閱讀世界的β型閱讀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細漢的時陣，逐禮拜下早仔，阮老爸就叫阮兄弟姊妹五个，佇客廳排一列聽伊講古。

伊講的內容意思，逐改攏相�仔相�，一開始就講伊細漢的時陣攏愛做田，根本無辦法好好

仔讀冊，國小畢業了後若毋是老師的幫贊，差一點仔就無法度繼續讀冊。阮這馬生活遮四

序，就愛感恩好好仔珍惜，拍拚認真讀冊，後改欲駛轎車，抑是欲駛牛車，就看這馬有認

真讀冊無，閣共阮講「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看伊講甲有聲有影閣喙角全

全泡，心嘛開始綴咧擽起來，等伊一講煞，阮就真正開始認真骨力讀冊。

　　後來，大漢才知影，原來這句話是宋朝時陣，宋真宗寫的〈勸學詩〉：「富家不用買

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

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另

外，勸人好好仔讀冊學習的詩，閣有唐朝顏真卿的《勸學》：「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

兒讀書時。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猶有宋朝劉過的《書院》：「力學如力

耕，勤惰爾自知。但使書種多，會有歲稔時。 」

    阮真乖，有聽阮老爸的話，好好仔讀冊，這馬會當做小學老師駛轎車，嘛是袂䆀。毋過，

真可惜，阮老爸干焦叫阮愛認真讀冊，煞無教阮愛按怎讀效果會較好，若無，無定著這馬

阮就是大學老師嘛無一定。所以，想欲做閱讀高手，增加閱讀的數量，只是做師仔的基本

要求；會曉提升閱讀的品質，才是閱讀高手的真正師傅。

順紲食好鬥相報一下，日本作家外山滋比古佇《閱讀整理學》這本冊內底，有介紹予你變

做師傅的撇步喔！伊共閱讀分做兩種，像論文彼種未知智識的閱讀叫做Β型閱讀，伊好耍

的所在是會當得著另外一種思考的方式；啊若，讀已經知影的智識，就叫做Α型閱讀，伊

的好處是會當學習新智識。這攏是閱讀的價值佮力量，重點是欲按怎刺激頭腦，才會當發

展Β型的閱讀方式？

　　作者用《桃太郎》的故事來說明啥物是Α型閱讀，啥物是Β型閱讀。咱嘛會使用這个

故事，問囝仔問題，佮�討論，刺激�的頭腦去思考，予�對平常時的Α型閱讀，進步變成

Β型閱讀。

逐家攏知影《桃太郎》的故事，會當全部記牢的閣勻勻仔講完故事的人嘛袂少，當然逐家

嘛認定家己完全理解這个故事。毋過，講故事的時陣，若是囡仔問講：「為啥物桃仔會生

囡仔出來？為啥物桃太郎的猴山仔、狗佮咯咯雞哪會講人話？」恐驚仔無人會當連鞭提出

完整的答案，大部分毋知影答案的人，姑不二三將只好下性命騙囡仔，因為用騙的較緊

啦！甚至，有一寡爸母會見笑轉受氣罵囡仔：「謼！你足戇的呢，問這種問題欲創啥？」

其實，這種共故事記了真清楚攏袂脫箠重耽的人，只是用著Α型閱讀的了解爾爾，�干焦

了解故事的內容，並無了解故事的真意。

　　故事的真意是啥物？老阿公去山頂剉柴，老阿婆去溪邊洗衫。老阿婆除了去溪邊洗

衫，嘛為著去溪裡抾桃仔，因為有足濟桃仔流來遮，老阿婆就去共上好、上媠、上大粒的

彼粒桃仔抾轉去。這粒桃仔其實毋是水果，是少女。流過來的桃仔是對足遠足遠的所在流

來的。桃太郎是水流來的毋是重點，重點是「伊是別位來的桃仔」。這附近嘛有誠濟桃

仔，毋過這寡桃仔並無理想，只好專工去足遠的所在揣看覓。

　　這是因為當地足濟囡仔，身體攏無好，當地人感覺足奇怪，為啥物生出來的囡仔身體

攏遮荏？經過再三思考，逐家總算揣著答案：袂使娶附近的桃仔做新娘，換準講毋是近親

結婚，只要有血緣關係的人結婚，生的囝仔大部分攏體弱多病。所以，逐家攏想欲娶外埠

頭來的桃仔。老阿婆就是為著欲選新娘仔才去溪邊，一兼二顧，選桃仔兼洗衫，洗衫不而

過是順紲的功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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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咱猶閣是囡仔的時陣，聽著桃仔裡生出紅嬰仔攏會感覺足奇怪，但是為啥物咱攏袂

提出咱的憢疑，因為就是有一寡代誌歹勢問出喙，雖然咱閣是囡仔，毋過已經有感覺著

矣。橫直，咱會使按呢想，桃太郎的故事，一開始就是咧暗示近親結婚的危險性。古早這

款無辦法講出喙的智識，愛公開予逐家知，閣愛一代傳一代，除了寫做故事，無其他閣較

好的辦法矣。無論按怎講，桃仔生出紅嬰仔，是天落紅雨，馬發角，無可能的代誌。所

以，桃仔是查某人的腹肚，這个比喻會使講是蓋高尚。

　　就按呢，對外埠頭娶轉來的新娘生的囡仔桃太郎，身體健康，勇甲若一尾活龍咧，脾

氣好閣氣力大，生著除了是一表人才以外，能力又閣真好，上山落海，啥物工課攏難伊袂

倒。桃太郎上偉大的成就，就是伊用岡山黍餅共狗、猴、雞變做部屬，協助統治者平定亂

世，恢復國家的和平。這陣金黃色的黍餅，可能代表金錢抑是土地，所以伊用和平的手段

統一內亂，然後穩定發展家己的勢力，最後消滅犯法的鬼島。

　　無免講，逐家攏知影，桃太郎的故事真正的意思無一定就是按呢，這是作者用Β型閱

讀想著的。

　　無論寫甲偌清楚的文章，對一寡讀者來講，嘛是有無辦法理解的所在，這就是讀者的

未知，除了靠讀者家己想辦法去理解，無別的辦法矣。用Α型閱讀的人，容易產生誤解和

誤讀；用Β型閱讀的人，根據每一个人無仝款的個性，十个人可能會有超過十種的解說，

會當講是第二改的創作，毋免受著原來作者的限制，讀者的解釋有當時仔會發展變成新的

發現。

　　咱嘛是會使用Α型閱讀佮Β型閱讀這兩種思考方法，來培養咱
家己佮囡仔的閱讀能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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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動態

「閱讀起步走－送給小學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物」

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本文摘要

引用自：

105學年度新生閱讀推廣計畫網站

網址：http://210.240.1.218/public/web_page.aspx?id=1

親愛的家⻑您好:

        恭喜您的寶⾙孩⼦即將踏入⼩學，家有⼦女初⻑成，相信⼀定
是⼀件令⼈非常期待⼜興奮的事。孩⼦不僅是⽗⺟⼼中的寶⾙，也
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本署與全國家⻑⼀樣，都很關⼼孩⼦未來的發
展、成就與競爭⼒，也很希望每位孩⼦都能喜歡上學、樂於學習，
從學習的過程中發掘⾃⼰的興趣，找到⼈⽣的⽅向。學校是協助孩
⼦適性發展的重要環境，但家庭更是重要的堡壘與後盾，唯有家庭
與學校共同攜⼿合作，孩⼦才能更加穩健地成⻑學習，⼀步步去開
創屬於⾃⼰的未來。

        「閱讀」有助於開拓孩⼦的視野、增加想像⼒與思辨能⼒；閱
讀⼒更是所有學習的重要基礎。閱讀⼒來⾃於習慣的養成，只要陪
孩⼦固定時間看書，久⽽久之，就會變成習慣。因此，閱讀教育的
⼯作必須及早開始、從⼩推動。

        近年來，本署⼀直努⼒地推動閱讀教育，從⺠國98年起推動
「閱讀起步⾛－送給⼩學新鮮⼈⼀⽣最好的禮物～國⺠⼩學⼀年級
新⽣閱讀推廣計畫」，藉由贈予全國國⼩新⽣優良圖書、出版親⼦
共讀⼿冊、提供各式延伸資源與活動，協助家⻑與孩⼦們⼀同閱
讀。盼為孩⼦的閱讀習慣及早扎根，並讓親師⽣擁有更完備的閱讀
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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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5%99%E8%82%B2%E9%83%A8%E5%9C%8B%E6%B0%91%E5%8F%8A%E5%AD%B8%E5%89%8D%E6%95%99%E8%82%B2%E7%BD%B2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97c3sjsrOAhUDHJQKHSziBH0QFggaMAA&url=http%3A%2F%2F210.240.1.218%2F&usg=AFQjCNF071emDJY2qIoDPq_mY4DjFiehEw&sig2=SbPY77j9rfd5JF7QBPYO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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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起，配合⼗⼆年國⺠基本教育的推動，本署將此閱讀
推動專案延伸為「國⺠中⼩學新⽣閱讀推廣計畫」，除了維持贈予
每位國⼩⼀年級新⽣每⼈⼀冊圖書及班級圖書之外，增加贈予國中
教育階段新⽣班級圖書，作為班級閱讀⾓藏書。

        所贈圖書皆經本署邀集專家學者評選，從近五年曾獲國內外相
關出版獎項的優良圖書中，分別評選出適合國中、國⼩新⽣閱讀的
優質圖書。此外，在新⽣閱讀推廣計畫的網站上，也提供好書書
單、圖書推薦、學習單、親⼦共讀⼿冊等豐富之延伸資源，供全國
親師⽣加以運⽤。

        同時，本計畫網站上亦連結本署其他各項閱讀計畫，提供國中
⼩教師精進閱讀教育的資源平臺，如：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圖
書教師電⼦報等，期盼藉此延續閱讀深耕的結果。

        在此，感謝家⻑與老師的鼎⼒協助與積極推廣，讓閱讀在國中
及國⼩階段都能⽣根茁壯。閱讀可以拓展視野、啟發知識、灌溉⼼
靈、豐富⽣命，研究也指出閱讀會讓⼈產⽣快樂，增加⼤腦的活
化。因此，我們期望孩⼦及早養成主動學習、持續閱讀的習慣，並
體驗探索知識的樂趣。

        本署將與全國家⻑⼀起陪伴孩⼦成⻑，希望⼤家⼀起努⼒，讓
我們的孩⼦越讀越有趣，由閱讀中獲得快樂與成⻑。

教育部國⺠及學前教育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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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大家i閱讀系列講座即將登場  與作家一起愛上閱讀

文化部

本文摘要

引用自：文化部網站
網址：http://book.moc.gov.tw/book/

　閱讀，是對智慧養成的最好投資，文化部主辦「⼤家i閱讀」系列講座，以推介中⼩學優良課外讀

物為宗旨，與在地閱讀推廣單位合作，共同為讀者籌劃全台5場精彩的閱讀體驗。講座⾃9⽉起⾄12

⽉，於新北、臺中、臺南、臺東等縣市展開，邀請知名作家周芬伶、劉克襄、王文華、蔡穎卿，及

青春共和國雜誌社⻑馮季眉主講，歡迎讀者免費參加，體驗閱讀樂趣。

　第⼀場將於9⽉3⽇假國立臺灣圖書館舉⾏，由親職作家蔡穎卿主講，她堅信教育是⼀天天積累⽽

成的⼒量與影響，將分享親⼦共讀獨特經驗。第⼆場於10⽉1⽇臺中市立圖書館⻄屯分館舉⾏，邀

請作家周芬伶主講，其作品跨越多種藝術創作形式，將與學⼦分享如何將美學，落實在⽣活及創作

之間。兒童文學作家王文華，擅⻑「寫故事」的他，經營有「王文華的童話公園」粉絲團，不時與

讀者分享⽣活和創作的靈感，深受⼤⼩朋友歡迎，將於11⽉5⽇在臺東縣政府文化處演講。

　活動第四場將於11⽉12⽇於臺南市立圖書館舉⾏，由作家劉克襄主講，他將與讀者分享如何悠遊

城市，捕捉⽇常的創作靈光。青春共和國雜誌、前國語⽇報社⻑馮季眉，投⾝雜誌、報紙閱讀多

年，12⽉7⽇將與閱讀風氣興盛的丹鳳⾼中合作，共同探索從雜誌閱讀中學習收穫的各種可能。

　本次活動由國立臺灣圖書館、臺中市立圖書館、臺東縣政府文化處、臺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

丹鳳⾼中協辦，現場將展⽰文化部「第38次中⼩學⽣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活動」獲選書籍，供⺠

眾參閱。講座皆為免費入場，座位有限，請先⾄官⽅網站報名（網址 http://reading.udn.com/ac

t/20160801/）點我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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