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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小繪本大世界【106年4月】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自本期起特別開設「小繪本大世界」專欄。

感謝基隆市文化局授權轉載，更感謝專欄作者：基隆市武崙國小薛丞堯老師慷慨分享。

圖片設計繪製：基隆市八堵國小 駱欣梅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

創造更美好的自己 --《大藝術家巴布》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名人看閱讀

黃達夫談閱讀 / 和信醫院院長

閱讀基隆 在地書寫

基隆市作家、文學評論者 / 維基百科

基隆市閱讀教育動態

基隆市105學年度「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MSSR)」觀課研習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與教學科

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各領域(議題)小組融入閱讀(策略、理解、教育)之資源(一)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與教學科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各領域(議題)小組融入閱讀(策略、理解、教育)之資源(二)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與教學科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各領域(議題)小組融入閱讀(策略、理解、教育)之資源(三)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與教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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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繪本大世界

創造更美好的自己 --《大藝術家巴布》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本文摘要

感謝 基隆市文化局授權轉載。

文章轉載自基隆市文化局《文化開傳》月刊四月號。

本文圖片經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大藝術家巴布》

作者：圖．文/瑪莉安．杜莎

翻譯：柯倩華

    您喜歡自己嗎？在朋友或他人眼中，您是個什麼樣的人？有沒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是值得驕傲或是讓您感到困擾的？生活在群體社會
中，我們都希望可以受到他人的接納與肯定，如果有人嘲笑我們的與眾不同，我們該如何自處？是努力改變自己以符合他人的標準，還
是說可以用什麼方式來扭轉他人的觀點？今天要介紹的這本《大藝術家巴布》是一本可愛的繪本，將以幽默逗趣的方式為大家說一個關
於自信、創造與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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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布是一隻有著細長雙腿的鳥，原本他對自己的長腿還蠻得意的，但是在某天散步時卻被其他動物嘲笑，貓說：「噁心！看看那兩
條瘦巴巴的腿。」，貓頭鷹說：「啊！來看好滑稽的竹竿走路。」，就連他的同伴們都笑他的腿太瘦弱，這些嘲笑讓巴布很難過，他開
始失去自信，想要改變這雙細長的腿，接下來，巴布採取了行動。首先他想透過運動讓雙腿變得更強壯，但是沒有用，接著他想到吃很
多東西讓腿變壯，結果只有肚子變大，雙腿卻沒什麼改變，後來他竟然想到乾脆穿衣服把雙腿遮住算了，可是這個方法連他自己都覺得
很可笑。

 

巴布走了很長一段路，來到美術館，在欣賞了許多不同風格的藝術品之後，突然大受啟發，他想到用顏料在自己的嘴巴塗上藝術
風格的圖案，先是馬蒂斯，再來是傑克森•波洛克的風格。他的獨特做法獲得大家的喜愛，朋友們紛紛大表讚美，於是巴布每天都用不
同的風格在嘴上作畫，向朋友們展現他的才華與創意，甚至有時候就直接讓自己的嘴保持原本的紅色，大家除了稱讚他的嘴，連同他那
細長的雙腿也不再嫌棄，並且改口說：「走路的姿態多麼優雅啊！」，或是「這雙腿太棒了！」。巴布透過藝術創作扭轉了大家對他的
評價，並且贏得了認同與欣賞。

 

    故事雖然簡單，作者卻別具巧思的創造出簡潔可愛的圖像，加上版面編排的效果運用，讓這本圖畫書讀起來趣味盎然，書中巧妙地
融入許多現代藝術風格，不著痕跡的為讀者引介了馬蒂斯與傑克森•波洛克等名家。現代藝術經常給人「看不懂」或「難以親近」的印
象，相信在這裡，讀者應該會隨著故事發展而覺得現代藝術其實蠻好玩的。另外，這本書還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在原作之中，作者特
地以可愛的手寫字體來搭配，讓整本書的創意風格更加一致，而三民書局在規劃這本書的出版時，為了能重現作者的創意與整體美感，
也特別設計了手寫的字體，歷經多次修改才定案出版，就連版權頁還有最後的作者簡介也是用這種可愛字體來呈現，可見出版社之用
心。

 

    就像現代藝術在看似簡單的畫面中，蘊含了豐富的想像空間一樣，巴布的故事也提供我們不同層面的啟發與思考。嚴格說來，「有
一雙細長的腿」應該說是一種「特點」，算不上是「缺點」，只因為其他動物的嘲笑而使他迷失自我，進而為了迎合他人而強迫自己改
變，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可能也遇過類似的情況，而且很多時候越是想要迎合別人，反而越失去自我，越得不到認同，不如開拓自己的
生活方式，展現屬於自己的風格與自信，有時候反而可以贏得尊重與肯定，就像巴布那樣，其實從頭到尾他的雙腳並沒有改變，但是大
家因為認同他的創意與才華，也就一併接納了他的特點。

 

    另外，巴布因為藝術而扭轉了大家的觀點，我當然可以說學藝術很棒，事實上，學藝術或是親近藝術真的很棒！只是我的意思並非
「會畫圖的人比較能獲得認同」這麼簡單，其實巴布在自己的嘴上畫圖，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自我創造」的隱喻，更重大的意義在於透
過親近藝術，可以讓我們擁有更為開闊的視野，並且可以累積更豐厚的美感與創造性思考的素養，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建立一種不同的
人生態度與高度，不至於受到狹隘的觀念束縛，如此自然能夠活得更自在、更精彩。希望這個可愛的故事能夠讓大家笑著思索，如何創
造更美好的自己。

點閱:19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8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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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黃達夫談閱讀

和信醫院院長

書不僅是消遣，還是我的精神科醫師。
我有兩個精神科醫師，一個是小提琴，另一個就是書。

拉小提琴的時候你要全神貫注，而讀書也是。

即使出國後，我還是維持這樣的習性。
心神完全貫注讓你脫離現實，也帶你進入一個優美的境界。
 
--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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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基隆 在地書寫

基隆市作家、文學評論者

維基百科

本文摘要

本篇章內容引用自：維基百科--基隆市條目，得隨時更新之。

本頁面最後修訂於2017年4月22日 (週六) 12:45。

本站的全部文字在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協議之條款下提供，附加條款亦可能應用（請參閱使用條款）。

Wikipedia®和維基百科標誌是維基媒體基金會的註冊商標；維基™是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商標。

維基媒體基金會是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登記的501(c)(3)免稅、非營利、慈善機構。

文化 [ 編輯 ]

文學 [ 編輯 ]

基隆文化中心

文學史及其相關論述

基隆文學史及其相關著作，目前還沒有一部專書出版。不過基隆市的「海洋文學獎」、基隆地區歷來
的古典詩歌、民間文學、俗語，以及戰後的文學發展，已經有幾位博碩士生進行研究，並且有所成
就。碩博士論文有張宏誠〈台灣解嚴後縣市文學獎研究(1987~2010)〉、冷芸樺〈戰後基隆文學發展之
研究〉、吳淑娟〈台灣基隆地區古典詩歌研究〉、陳維文〈基隆地區民間文學與礦工生活〉、游淑珺
〈基隆地區俗語研究〉；至於期刊文章有陳青松〈漫談基隆地區傳統文學發展史〉。

作家、文學評論者

被基隆市文化局列入作家名錄的人：王拓、王一中、王清春、安克強、宋思樵、周植夫、洪連
成、陳其寅、陳德潛、陳青松、陶一經、小魚、陳萬軍、高德沛、高曉玫、吳明輝、簡美玲、
張星寰、可樂王、傅金庚、羅慶雲、陳家帶、羅青、東年。

被「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列入的作家，有：王正國(台灣作家)、王學敏、玄小佛(本
名：何隆生)、宇文正(本名：鄭瑜雯)、安克強、朱振藩、江上秋(本名：陳春華)、周金波、林
育涵(本名：林育丞)、林佩芬、高大鵬、連水淼、陳家帶、陳萬軍、陳碧月、陳稼莉、陳輝
龍、董雲霞、滿濟法師、劉依萍、劉洪順、盧非易、蘇友貞、蘇白宇、續美玲。

文學活動：基隆市文化局主辦的基隆市海洋文學獎，每年舉辦一次。

基金會及文學團體：推廣、贊助文學活動的基金會，目前已知有：「基隆市文化基金會」、「水源

地文教基金會」。文學團體方面，則有「基隆市詩學研究會」[15]、「雞籠文史協進會」、「原鄉
文化協進會」、「暖暖代誌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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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動態

基隆市105學年度「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MSSR)」觀課研習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與教學科

本文摘要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參字第1060216439號 

辦理時間：106年5月24日(三)上午08:40~12:10

辦理地點：基隆市建德國小(二樓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及408觀課教室)

參加人員：基隆市各國小每校薦派1名教師，研習教師總計約40名。

基隆市105學年度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新進學校-
跨校教學觀摩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教育部105年7月26日臺教資(一)字第1050094913號函辦理。
二、  基隆市政府105年8月23日基府教學參字第1050237605號函。

貳、目的：
一、為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建立閱讀習慣，養成學生核心關鍵能力，導入數位學

習新模式。由基隆市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新進學校，呈現推行明日閱讀成
果與策略，含行政端的規劃、教學端的執行，並分享學生學習成長歷程。

二、邀請專家學者指導、回饋，以提升參與教師在數位學習和閱讀領域之專
    業能力，提供其它學校跟進選擇的機會。
三、鼓勵非計畫成員學校之行政人員及教師與會，作為推動閱讀教學的參考。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基隆市安樂區建德國小

肆、辦理時間：106年5月24日(三)上午08:40~12:10

伍、辦理地點：基隆市建德國小(二樓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及408觀課教室)

陸、參加人員：基隆市各國小每校薦派1名教師，研習教師總計約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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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BF%E5%BA%9C%E6%95%99%E8%82%B2%E8%99%95+%E8%AA%B2%E7%A8%8B%E8%88%87%E6%95%99%E5%AD%B8%E7%A7%91


柒、課程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主持人

08:40-09:10 報到 生命資源中心 計畫教學團隊

09:10-09:20 始業式 生命資源中心 江漢雄校長

09:20-10:10
觀課教學活動說明(10分鐘)

學校推行計畫簡介(30分鐘)
生命資源中心 計畫教學團隊

10:25-11:05
入班觀課

MSSR
408教室 雷雅如老師

11:15-11:55

綜合座談

茶敍時間(西點餐盒)
明日閱讀之推行分享

夥伴心得交流分享

 
 

生命資源中心
輔導教授

計畫教學團隊

12:00〜 賦歸   

捌、研習方式：本研習以實際觀課、實務分享及專家對話方式呈現。請准予參與研
習教師公假課務派代，全程參與者核予3小時的研習時數。

玖、預期效益：
    一、透過實際觀課體驗教學活動，將如何推行明日書店系統操作實務以及
        班級推動閱讀教學等經驗進行交流分享，以達到推廣教育部數位輔助
        學科閱讀計畫之目的。

  二、藉由專家學者的指導與引導，提升參與教師在數位學習和閱讀領域之
      專業能力。

拾、經費：由教育部105年度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國小新進學校補助經費
          及本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考核與獎勵：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依基隆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準則辦
                  理敘獎。

拾貳、本計畫陳報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核定，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點閱: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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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各領域(議題)小組融入閱讀(策略、理解、教育)之資源(一)

語文領域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與教學科

一、    各領域小組融入閱讀(策略、理解、教育)之資源

語文領域

輔導團(議題小組)名稱

連結網址

資源(教案、教材、媒材)

國小本土語文

https://mho.kl.edu.tw/?
inpage=books

基隆市伊索寓言線上教材

性別平等母語戲劇作品

99_自編床邊說故事教學繪本

本土語言校本課程

原住民族語九階教材

客家語線上教材

寫給孩子讀--基隆市101年度本土語言文學創作暨對譯活動作品集

基隆市99年度本土語言結合海洋教育文學創作暨對譯活動作品集-閩南語得獎
作品

基隆市99年度本土語言結合海洋教育文學創作暨對譯活動作品集-客家語得獎
作品

基隆市99年度本土語言結合海洋教育文學創作暨對譯活動作品集-阿美語得獎
作品

教育部98年臺灣閩客語文學獎

教育部97年用咱的母語寫咱的文學/用恩兜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

客家語拼音學習教材

葛浪小子線上學習系統

說基隆

可愛母語童謠影片

多元語言線上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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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BF%E5%BA%9C%E6%95%99%E8%82%B2%E8%99%95+%E8%AA%B2%E7%A8%8B%E8%88%87%E6%95%99%E5%AD%B8%E7%A7%91
https://mho.kl.edu.tw/?inpage=books


輔導團(議題小組)名稱

連結網址

資源(教案、教材、媒材)

國小英語

https://englishcenter.kl.edu.tw/?
id=78 

本市各校共讀書單

本市6年級閱讀教案分享

本市自編漫畫繪本資料

本市自編海洋議題繪本

海洋繪本國中版

Lego Program 發表(高程度學生)

Lego Program 發表(Our Fire Station)

Lego Program 發表(My neighberhood)

Lego Program 發表(In the City)

Lego Program 發表(at the airport)

96年度朗讀範例一

Lego Program 句型設計

Lego Program PPT

國中英語

1. https://engtest.kl.edu.tw/

 

2. http://procet.eng.ntnu.edu.tw/

 

沒有特別關於閱讀部分的資料，但有以下兩個網站貼有本團相關資料。

1.試題：基隆市國中英語診斷式評量線上測驗系統

2.教材、教案：國中小英語專業社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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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各領域(議題)小組融入閱讀(策略、理解、教育)之資源
(二)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領域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與教學科

數學領域

國小數學

 

數學領域課程與教學輔導網
http://mathseed.ntue.edu.tw/main.htm

 

媒材類

國中數學

 

http://mec.math.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教育中
心

 

    自然與生活科領域

國小自然與

生活科技

 

http://esscience.king.kl.edu.tw/?
inpage=docs

 

課程之教材與相關補充資料

國中自然與

生活科技

http://jhscience.king.kl.edu.tw/

基隆市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輔
導團網頁

 

    社會領域

國中社會

 

學習吧https://lms.learnmode.net/home

教育大市集https://market.cloud.edu.tw/

歷史顆中學教師進修網
http://www.education.ntu.edu.tw/school/history/plus/pindex.htm#4

課程與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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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BF%E5%BA%9C%E6%95%99%E8%82%B2%E8%99%95+%E8%AA%B2%E7%A8%8B%E8%88%87%E6%95%99%E5%AD%B8%E7%A7%91
http://mathseed.ntue.edu.tw/main.htm
http://mec.math.ntnu.edu.tw/
http://esscience.king.kl.edu.tw/?inpage=docs
http://jhscience.king.kl.edu.tw/
https://lms.learnmode.net/home
https://market.cloud.edu.tw/


    健康與體育領域

國小健康與體育

https://www.facebook.com/健有
體會-教育部健體領域中央輔導

團-424144051115354/

健有體會-教育部健體領域中央輔導團

    綜合活動領域

國小綜合活動 教案教材資料庫

關懷課程

※關懷自己的生命：從心出發~不一樣的
母親節-張思涵

※認識自己-黃麗貞

※「服」福氣氣，使命「務」達-張思涵

※關懷自己的家庭：「關懷能量」押寶
趣!-張思涵

※團隊意識的初現-齊眉棍與團隊創作畫

※關懷自己的生命長度：生命時鐘- 鍾守
惠

※關懷自己的生命：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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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各領域(議題)小組融入閱讀(策略、理解、教育)
之資源(三)

二、各議題小組融入閱讀(策略、理解、教育)之資源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與教學科

人權教育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volume=67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64期-人權教育與閱讀推
動

人權動起來-動機教學
策略融入人權教育議
題教學活動設計

基隆市人權教育議題
輔導團「走讀人權：
探訪大臺北地區人權
景點」專書心得分享
成果彙編

基隆市人權教育議題
輔導團105年度成果專
輯-人權景點融入領域
教學設計

資訊教育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http://ile.bjes.tp.edu.tw/2/edu_web/index.html

http://ile.bjes.tp.edu.tw/3/index_pc.html

https://blockly-games.appspot.com/

均一平台

資訊素養與倫理（國
小2版）

資訊素養與倫理（國
小3版）

Blockly game

海洋教育

http://ocean.kl.edu.tw/main.htm

基隆市海洋教育資源
中心

(教學教案資源、專案
平台、影音、相簿等)

性別平等教育

https://friendly.kl.edu.tw/?id=20

基隆市友善校園資訊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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