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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家庭MSSR~親子一起來閱讀【106年6月】

一所學校如果少了圖書館的芬芳，那學校的孩子就會少了很多的想像。而我經營一個班級最重視的就是設置書櫃，
收集好書，讓教室充滿書香，且定期帶學生到圖書館，這樣他們不僅可利用零碎時間閱讀，還善用了圖書館資源，
享受了閱讀的樂趣。

---周淑琴老師《圖書館的芬芳讓孩子的心田成為沃土》

輪值主編：基隆市國教輔導團綜合領域學習小組

封面相片：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主編的話】家庭MSSR~親子一起來閱讀 / 基隆市建德國小 袁薏晴主任
【名人看閱讀】叔本華看閱讀 / 叔本華(德國哲學家)
【策略擂台】「閱讀」電影---「心中的小星星」 / 基隆市建德國小 張思涵老師
【杏壇尖兵】圖書館的芬芳讓孩子的心田成為沃土 / 基隆市仁愛國小 周淑琴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從MSSR到閱讀理解 / 基隆市建德國小 雷雅如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建」基閱讀、「德」於智慧 / 基隆市建德國小 袁薏晴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傻子的奇妙旅程 --《車票去哪裡了？》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7 站 基隆市百福國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智慧閱讀】智慧閱讀，看見孩子的理解與思考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助理教授 許育健 博士
【研習資訊】106 年「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研習 / 教育部
【研習資訊】106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育訓練－初階課程 /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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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主編的話】家庭MSSR~親子一起來閱讀

基隆市建德國小 袁薏晴主任

李家同教授曾言：「閱讀應該是不受任何的限制，是隨興自在地看自己想看的書。小朋友的
閱讀不夠，國文和作文就不好，連帶的數學也一定不好，因為抓不到文章的主旨，也看不懂題
目。普通常識不可能都來自於課本，一定要大量的閱讀才有助於提升能力。」完全沒有閱讀習慣
的孩子，會缺乏閱讀的能力，隨便給他一篇文章看，他會有看沒有懂，因為抓不到文章的重點。
因此可以想像不常閱讀的孩子可能功課會不太好，並非他不用功，實在是他用功了半天，也可能
因為抓不到重點而沒有能將學問吸收進去。

李教授力倡大量閱讀是基礎教育的起點。只有當孩子具備了「自學」的閱讀能力，才能「找
到」閱讀的答案與渴望及「徜徉」於學問的浩瀚與無涯。如此功課自然越來越好，文筆自然通順
無礙，甚至離開補習的填鴨教育…。但閱讀是習慣，不是本能。閱讀是需要培養的，每天都讀
10 分鐘，有興趣地讀，從微小累積，才能讓孩子愛上閱讀，擁有閱讀素養，進而把閱讀當成一輩
子的事。

到底該如何讓寶貝喜歡閱讀？成功的關鍵點就是~陪伴!本校於這學期開始力行教育部推動的
MSSR閱讀計畫—身教的〈Modeled〉持續的〈Sustained〉安靜的〈Silent〉閱讀〈Reading〉，其長
遠目標即是培養孩子終身閱讀的習慣。在學校，晨間有老師的陪伴閱讀，在家~若家長也能撥出10
到15分鐘，坐在寶貝旁邊，靜靜的、輕鬆自在的閱讀您自己喜愛、想看的書，我想寶貝一定更確
信--「閱讀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因為我的家人也都願意在這一段時間關掉他們最愛的手機、
電視、電腦，和我一起看看書！

家庭MSSR可以自己選擇喜歡的讀物（正當的讀物），一開始每天只要固定10分鐘，慢慢再來
延長時間，最重要是必須持之以恆！在身教與境教中，帶領孩子養成閱讀習慣，亦能從中觀察或
掌握小孩的閱讀過程，尋找機會引導、鼓勵，並了解小孩的閱讀狀況。要讓孩子培養閱讀興趣，
擁有閱讀力，從閱讀中找到成就感，尋得生命真諦，成為終身閱讀者，擁有翻轉人生的幸福力。

所以，親愛的家長，誠心的邀請您加入「家庭MSSR」!現在為我們的寶貝，訂下一些小小的
約定，讓閱讀也成為家庭中的美好時光喔！

點閱: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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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叔本華看閱讀

叔本華(德國哲學家)

我們讀書時，是別人在代替我們思想，我們只不過重複他的思想活動的過程而已，

猶如兒童啟蒙習字時，用筆按照教師以鉛筆所寫的筆劃依樣畫葫蘆一般。

我們的思想活動在讀書時被免除了一大部分。因此，我們暫不自行思索而拿書來讀
時，

會覺得很輕鬆，然而在讀書時，我們的頭腦實際上成為別人思想的運動場了。

所以，讀書愈多，或整天沉浸讀書的人，雖然可藉以休養精神，

但他的思維能力必將漸次喪失，此猶如時常騎馬的人步行能力必定較差，道理相
同。

--叔本華

點閱: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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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
【智慧閱讀】智慧閱讀，看見孩子的理解與思考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助理教授
許育健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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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台】「閱讀」電影---「心中的小星星」

基隆市建德國小 張思涵老師

         基隆，是一個在山的擁抱下，踢著海水的小城。                                                              
                                                             每日，老師們試著將課本上的知識傳遞到孩子腦袋瓜
兒裡，但生活圈子的狹小阻礙了孩子對世界的理解；因此，我們必須得透過閱讀為窗，一一窺
視這個世界的面貌。

             手指翻動書頁的感動來自文字的魔力，方塊字拼出的情節攝人心魄，然而以影像敘說
故事，更能有效率的將陌生的文化帶入孩子的生活圈，在故事裡體驗同樣身為人的困境、突破
和心境轉折。

            在這學期的課程中，我採用了印度電影「心中的小星星」，做為閱讀媒材。

    故事大意:

(取自博客來網路書店商品簡介 )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dvd/dvdfile.php?item=D020026414

 【劇情簡介】

豐沛不絕的想像力，總是引領他振翅高飛… 
八歲的伊翔有一個很不一樣的童年，他的世界充滿了鮮豔色彩和奇妙幻想，有可愛小狗會

跟他追逐嘻戲，也有太空船會載他遨遊壯麗天際；更有遠古的噴火龍、宇宙的星球，還有
數不清的花朵、彩虹和各色飛鳥游魚伴隨著他…。豐沛不絕的想像力總是引領他振翅高
飛，卻也使他飽受他人的異樣眼光。原來作業、成績、秩序才是學校老師關心的重點，伊
翔因此成了問題學生，每每動輒得咎…。  
不斷闖禍的伊翔終於讓爸媽忍無可忍，他們決定將他送到一所以管教嚴格聞名的寄宿學

校，冀望他能成為一個「乖小孩」。被迫離家讓伊翔十分傷心，不被瞭解更讓他難過不
已，他於是從此封閉自己、不肯學習…。  
然而有天，學校新來了一位美術老師尼康。尼康老師不但用歡樂和熱情來感染學生，更以
鼓勵思考、勇於作夢的教學方式，激發大家無比的想像力。當所有同學都愛死了這位與眾
不同的老師時，卻唯獨伊翔仍然鬱鬱寡歡。尼康老師很快察覺到伊翔的不快樂，他決定去
拜訪伊翔的爸媽…。老師尼康能找出伊翔的問題癥結嗎？他真的能以愛心、耐心，加上不
斷付出的關心，讓伊翔在成長的路上，重新再找回快樂和夢想嗎？

     為何要選擇這一部影片呢?

               在我的綜合課課堂上，「自我探索」是我和高年級學生的主要合作課題，但是，孩子
普遍對於「自己是什麼樣的人?」，說不太上來。

             根據我的觀察，一部分的原因是孩子生活刻板狹隘，或是缺乏對生活的觀察力與感受
力，此外語言能力不足，甚至不太能用準確的詞彙形容出自己的興趣、專長、個性或特質，所
以，我決定讓他們先以"旁觀者"的角色，觀察並試著解讀故事主角的生活，進而逐漸累積觀察
的多重角度和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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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教學方式為播放電影與體驗活動交錯進行，體驗活動的目的為讓孩子更深刻的體
會主角喜怒哀樂的「原因」與其感受。簡單來說，就是幫助孩子「看懂」電影的內容。

播放段落一 :

     教師按下暫停鍵：此時劇情走到主角進入校車，準備上學時。

教師帶領團體討論，提問如下：

Q1:你們覺得伊翔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教師請孩子上台，針對主角的人格特質，選出「周哈里窗人格特質卡」。

(亦可採用溫美玉老師所出版的情緒寶盒中的「性格特質卡」)

討論完畢後，教師播放段落二：

教師按下暫停鍵，此時劇情看到伊翔在寄宿學校被歧視的遭遇。

 

進行體驗活動。

Q2:伊翔亂念課文是故意的嗎?還是他有一些不得已的理由?

 

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孩子，多數都覺得伊翔是故意的，但也有些孩子覺得他怪怪的，跟一般人
不同。

體驗活動 :壓力疊疊樂

在教師桌上放一個堆疊好的疊疊樂積木。遊戲規則是孩子每說出一個主角伊翔面臨的壓力源，
就可以去抽一個疊疊樂積木，放在最上層。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7klreadpaper/home/87qi-106nian6yue-zong-he-ling-yu--jian-de-guo-xiao/ce-luee-lei-tai/1.png?attredirects=0


教學目標是將伊翔面臨救贖前的狀況具體化，也讓孩子體會被霸凌者的痛苦，每一次不經意的
輕視語言或處罰，都將在被霸凌者心中累積，直到不能承擔...

疊疊樂積木最後將會倒下，象徵著主角的精神面臨崩潰。 

教師播放段落三：此時劇情看到尼康老師出現的段落。

體驗活動 :樸克牌金字塔

 

遊戲規則為每四 -五人一個小組，其中一人負責疊撲克牌塔，剩下的人選擇以下任務，在
疊塔時，他必須做出以下不同回應 :

回應一:唱衰對方

 

回應二 :鼓勵對方

 

回應三 :沉默關注

 

回應四 :完全不理對方，自己玩自己的。                                                                                  
       

 此活動設計的目標為讓孩子體會在幫助他人前，要「先觀察」對方的需求與處境。  

   三分鐘後，教師暫停體驗活動，進行討論。

Q1.剛剛哪一種回應對你的幫助Þ大?

 Q2.哪一種回應成為了干擾或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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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這個老師和其他的老師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是這個老師，你會用什麼方式幫助伊翔?

Q4.他希望孩子怎麼學習?

 

Q5.為何伊翔一直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模樣?

教師播放段落四：此時劇情看到尼康老師進行家庭訪問的段落。

暫停後進行團討 

Q1.大家認為伊翔的父親態度會改變嗎?

 教師播放段落五：此時劇情看到尼康老師具體展開幫助行動之前。

 Q1:要幫助伊翔的第一步，是改變教他知識的方法，還是打開他的心門?重新相信自己?

 教師播放段落六：此時劇情看到老師幫助伊翔，並產生具體改變後。

Q1:目前為止，老師用了什麼方法幫助主角?你看到主角的改變了嗎?

 體驗活動 :鏡像文字初體驗

            主角因閱讀障礙，所以看到的文字都是鏡像文字，書寫也是如此。教師請孩子「過三
關」，實際體驗書寫鏡像文字。此活動的目標是想帶領孩子體驗並思考，如果我們寫鏡像文字
如此艱難，想想要用這樣的文字來寫回家功課該有多難？對伊翔來說，用我們「正常的文字」
來寫，就如我們用鏡像文字來寫作一般困難。    

請孩子在白紙上寫:

 第一關 :123456789

 第二關 :ABCDEFGHIJK

 第三關:自己的名字 

Q1:你發現了什麼? 

本課程觀賞影片及體驗活動結束後，我們替主角做了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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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Þ後，這部電影的觀後學習單也成為我們綜合課期中筆試的題目喔 !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期中評量  

電影「心中的小星星」觀後學習單

電影前半段，在我們明白伊翔是「讀寫障礙」的孩子之前......

1、你對他作業亂寫、成績零分、搗蛋翹課的行為有何感受與評價?

 2、為什麼伊翔周圍的人都不能理解他?     

3、當尼康老師遇到伊翔時，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孩子?

 4、為什麼尼康老師會想要協助伊翔解決困境?

5、尼康老師做了什麼，終於讓伊翔能夠讀書、寫字?

  6、為什麼尼康老師要舉辦畫畫比賽?

 7、為什麼尼康老師希望全校師生都來參加這場畫畫比賽?

 8、在你的經驗中，是否曾經看不起或很討厭某人過?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 (是 /不是 )

9、你是否曾被別人誤解?你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 (是 /不是 )

10、當我們發現生活周遭有不能適應環境的人時，我們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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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圖書館的芬芳讓孩子的心田成為沃土

基隆市仁愛國小 周淑琴老師

一所學校如果少了圖書館的芬芳，那學校的孩子就會少了很多的想像。而我經營一個班級最重視
的就是設置書櫃，收集好書，讓教室充滿書香，且定期帶學生到圖書館，這樣他們不僅可利用零
碎時間閱讀，還善用了圖書館資源，享受了閱讀的樂趣。

記得我曾經在語文課朗讀一本很美麗的繪本-｢走在夢的路上｣，當我們進入了如夢境般想像的世
界，彷彿也找回了童心，當時的氣氛愉悅且美好。那時，我請學生們也創造一個夢境：想像自己
進入了哪一個月的夢？夢中有著怎麼樣的畫面?遇見了哪位特別的朋友?跟牠產生的互動又是如何的
與眾不同?最後悄悄地把心中的夢想告訴這位朋友。就這樣，我們在閱讀、分享與討論後，延伸進
行了｢夢中有夢｣童詩結合繪畫的創作，而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就一一誕生了。

   (夢中有夢---創作者:樂平)

我們也曾經利用圖書館資源，依據學生個人想研究的作家或傳主，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傳主研
究｣，從中思考傳主所帶給我們的學習與典範。從帶學生們閱讀、做筆記、搭建學習鷹架，我們共
同完成：(1)研究動機  (2)關於傳主的重點介紹  (3)傳主的著作與事蹟  (4)時間線  (5)提問與蒐集資料(6)
資料補充(傳主的訪問或新聞)  (7)結語:我的發現與收穫  (8)傳主~給我的學習典範。這段時間，一圈
圈外擴的學習歷程，開拓了孩子們的視野，也活化了教學，從中成長的不僅是學生，也包括了構
思課程、搭建學習鷹架的教師。

一整學期，圖書館、智慧教室一直都有我們一步一腳印所累積出來的學習軌跡，也讓我深刻領悟
到－學習真正的意義是讓孩子走出教科書的框架，結合圖書館的閱讀與資訊功能，建立起心中對
典範人物的了解。當然，精彩的不止於此，真正精采的還在後頭〜我請孩子們將我們共搭的學習
鷹架，以及個人所做的筆記，在八開圖畫紙上雙面利用，統整成一張可以分享與發表的海報。看
到他們努力將上千字的紀錄，精簡摘要成傳主海報，以及不斷專注地練習與修正發表，內心的感
動不可言喻。仔細回想：這是他們升上五年級後，第一次面對的個人學習任務，一路走來，透過
不斷的探索與研究，以及圖書教師在閱讀課的協助，指導他們查閱資料，使用閱讀策略，如：三
層次提問與摘要。所以當他們完成發表的那一刻，我與圖書教師感動不已－這些孩子不知不覺間
也像起自己所研究的傳主，開創了生命歷程中，一次重要且無可取代的學習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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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發表的海報---冠勳)

做為一位老師，我時常會想－｢對孩子的要求在哪裡，他們的表現就會在哪裡。｣也許，他們會因
此而加倍忙碌，但絕對是一場值回票價的旅程。從鎖定人物探究、蒐集資料、運用圖書館軟硬體
資源、筆記整理與摘要統整到製作成海報、上台發表，孩子們所累積而成的經驗與收穫，會成為
他們日後學習與解決問題的養分。教師們!多帶學生們到圖書館閱讀與思考，讓孩子的心田成為沃
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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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從MSSR到閱讀理解

基隆市建德國小 雷雅如老師

    參與MSSR的閱讀推動計畫，一開始只是抱持著希望讓孩子愉快的沉浸在閱讀氛圍的初衷，一學

年下來，卻意外地讓師生都有所得，倒是當初始料未及的收穫。

陪伴、習慣到喜歡

    與孩子一起閱讀，在想像中好像不容易，早自習學生三三兩兩的進教室，抄寫聯絡簿、訂正作

業、收回家功課、接請假電話……，怎麼樣都覺得早自習時間不夠用，哪有餘裕預留十五分鐘的閱

讀時間？但當自己與孩子訂下每週三次，早上八點十五分，暫停手邊所有大小事，寧靜閱讀以後，

不知不覺，孩子就會在閱讀之前盡量將自己該做的事完成，少部分孩子則自動將事情利用下課時間

做完，那些想像中的手忙腳亂，只在一開始發生，一兩週之後，老師與學生都就定位了，事情提早

完成的孩子，自動拿書來看，其他人也在閱讀時間，沉浸於書中世界。

自由的書寫

    MSSR實施一個半月後，嘗試讓孩子在每週五記下這週看的書，其中印象最深的部分或最喜歡的

一句話，隔週翻閱的時候，和每個孩子聊聊記錄的內容，漸漸的，有些孩子越寫越詳盡，有些孩子

越說越投入，而面對有困難的孩子，初始以聊代寫，逐步加入5W1H的引導，也慢慢找到自己的呈

現方式……我想，可以進入下一步了。

共同參與：說和聽

   一、廣泛聊書

    每週五的早上MSSR的最後三分鐘，先由自己會分享這週閱讀的書籍內容，主要挑選容易引發孩

子興趣的話題，孩子們總會頻頻發問──即使下課鐘聲響，之後我會將書給有興趣的孩子傳閱，並

告知其他孩子尋得答案的管道。當孩子週五的紀錄上手之後，這三分鐘就轉變為孩子的分享時間。

先找幾個口條不錯的孩子當領頭羊，說完請台下的「小記者」們發問，同時用閱讀課進行小組間的

分享。事先讓孩子觀看聊書的實況錄影，再進行討論，會讓分享進行得更順利。日常也驚喜的發現

孩子們交換圖書翻閱或以討論書籍作為聊天內容，變得更為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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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班級說書與分享的情形

   二、主題聊書

    MSSR實施一學期後，開始在廣泛聊書時間，偶爾安插主題聊書，通常在前一週告知主題，例如

勇氣、智慧，孩子在借閱書籍時會留意，有時提供書單，讓孩子可以參考。一開始進行主題聊書可

以讓孩子利用便利貼或紙條預先記錄下自己要分享的內容，可以讓孩子整理思緒，協助發表，之後

可以將主題涵蓋範圍擴大，或針對兩難問題進行討論，例如環保與開發、做好事需不需要回

報……。

  三、家長加入

    聊書進行一段時間後，開始鼓勵孩子將自己閱讀的書籍，配合週五的紀錄，分享給家人，為了不

給家長增加太多負擔，原則上兩週實施一次，在家分享完，無論是簽名或是寫下對孩子的回饋都可

以──當然，事先透過班親會與親師通訊，已經讓家長對其有所了解。孩子們熱切的想知道父母對

自己的分享有什麼想法，家長大都能簡要寫下回饋，有些特別深入的想法，也讓孩子之後利用閱讀

課的時間在班上共同回顧，無形之中，也讓分享成為良性循環，而不是回家功課。

興趣閱讀到知識閱讀

    MSSR屬於興趣閱讀，而採用閱讀理解策略的方法進行的閱讀屬於知識閱讀，看似互斥的兩者，

在聊書與分享的過程中，卻拉近的彼此的距離，孩子彼此透過無壓力的分享討論，也促進了對讀物

的理解與思考，改善了閱讀偏食現象。做為一個陪伴者，在與孩子一同閱讀的過程中，只要陪伴、

鼓勵與示範，討論的過程中不拘形式、不過多的紙本輸出，維持與提升孩子的閱讀樂趣，僅此足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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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建」基閱讀、「德」於智慧

基隆市建德國小 袁薏晴主任

    轉眼時間過得好快，來到建德已經近第三年了，很感謝學校的老師們、家長們還有孩子們，

我們一同在這個美麗校園中學習與成長，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在105學年度的開始感謝因為有

設備組玫蓉老師的積極努力下，申請了教育部的「數位閱讀學習計畫」 -MSSR，身教的

〈Modeled〉持續的〈Sustained〉安靜的〈Silent〉閱讀〈Reading〉，其長遠目標即是培養孩子

終身閱讀的習慣。在學校，晨間有老師的陪伴閱讀身教式、持續、安靜的閱讀推動模式，現在的

建德每週四晨間08:00~08:30是我們的晨讀時間，老師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早上，在班級中推動閱

讀，就是單純的讓孩子安靜地看書；讓孩子享受閱讀的樂趣，我們沒有傳統的閱讀學習單，要的

就只是孩子喜歡閱讀、能主動閱讀。而在建德老師們的努力下，希望讓閱讀培養孩子主動的學習

習慣與態度，讓孩子的語文能力提升就是我們最大的目標。更感謝學校雷雅如、謝沛諭、蔣慧

珠、賴秀卿老師，第一年申請教育部的閱讀計畫，這四位老師就是我們中年級的種子教師。而校

園中最明顯的閱讀成效就是，孩子的圖書借閱量增加了，可愛的他們下課會為了借書，願意花時

間跑到圖書室，而這些努力其實都得歸功於我們老師們的鼓勵，深深感謝所有老師們的付出、希

望這份愛可以一直延續。

    而慢慢地經過多次家長會議及文宣宣導的成效，我們也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家庭加入了「家庭

MSSR」的活動中，我們的想法很簡單，家庭MSSR可以讓孩子選擇喜歡的讀物（正當的讀物），

一開始每天只要固定10分鐘，慢慢再來延長時間，最重要是必須持之以恆！在身教與境教中，帶

領孩子養成閱讀習慣，亦能從中觀察或掌握小孩的閱讀過程，尋找機會引導、鼓勵，並了解小孩

的閱讀狀況。--「閱讀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因為我的家人也都願意在這一段時間關掉他們最愛

的手機、電視、電腦，和我一起看看書！所以，學校也透過意願調查表，陸續在每個月回收了家

長陪伴孩子的認證簽名，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我們未來的主人翁，因為希望下一代比我們更

好。因此，更感謝這些與我們一同努力的家長們，也希望更多的家長可以加入。

   另外，學校這兩年多來為閱讀活動，也做了諸多努力，舉凡：活化運用圖書館藏書資源、建立班

級書庫專區、多管道對外募書，成立「愛的書庫」，引入佛光山「雲水書車」巡迴服務、班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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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等等，希望建德的孩子「建」基閱讀、「德」於智慧。閱讀是習慣，不是本能。閱讀是需要

培養的，讓我們一同努力，為孩子地未來更美好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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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繪本大世界】傻子的奇妙旅程 --《車票去哪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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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六月號。

本文圖片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車票去哪裡了？》

作者：文．圖/劉旭恭

    就像藝術創作一樣，一個好的故事可以擁有許多創意空間，天馬行空、甚至有點瘋狂的故事，常能擄獲人心，但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憑空杜撰的故事就一定比較好，因為不管是藝術或是故事的創作，如果不能引發觀者深度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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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只是徒具表象形式，那並不能算是好作品。許多優質的創意，都來自對真實人生的觀察與體悟，再轉化成獨特
的形貌來表現，當中蘊含著豐富的思考與情感，這樣的創意表現才是更具價值的。劉旭恭的新作《車票去哪裡
了？》就是一本獨特且能引起深度共鳴的好書，而且因為作者保留了許多想像空間給讀者，所以引發的共鳴是多層
次的，我在觀賞這本書的時候，內心也有許多不同的思考並存，但腦海總是不斷盤旋著一個聲音：「多可愛的傻子
啊！」，是的，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傻子的故事。

 

    公車要開了，司機先生請大家把車票拿出來，突然一陣風吹來，把大家的車票吹走了，車票飛得很遠很遠……
如果這是在真實生活中發生的，想必只能無奈地搖搖頭吧，但故事中的司機先生卻說：「我們一定要把車票追回
來！」於是大夥兒展開了一場追尋車票的旅程。一路上山下海，遭遇各種情境與危險，甚至還遇到神仙與海龍王，
神仙說：「車票飛走了自然會回來，不用再追了！」海龍王大吼：「這裡不是你們該來的地方，還不快回去！」不
管是安慰還是威脅，都無法動搖司機先生的意志。公車開著開著還誤闖了賽車場，並且無心插柳的獲得賽車冠軍，
但司機先生完全不在意這份榮耀，一心只想著要去追回車票。很傻的司機，不是嗎？作者透過這個故事，為我們勾
勒出一個為了理想與目標努力前進的人，不管遇到什麼勸說與阻礙，也不管遇到什麼名利誘惑，都能不為所動，憑
著一股傻勁，堅定的往前邁進。不過，這個故事的真正精彩之處還在後面。

 

    如果是自己一個人的努力，那過程中的種種酸甜苦辣就是自己承擔，但如果追尋理想與目標時牽涉到身邊的人
們，情況就不同了。司機先生並不是自己去追車票，而是載著整車的乘客一起踏上旅程，雖然他可以不顧一切的往
前衝，但他也同時顧慮到大家會餓、會累，需要休息後再出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休息的時候，司機先生為公
車撐傘遮陽，在最後為了找車票而一行人爬上大樹的時候，還說：「我不能把公車留在下面。」從這些舉動看得出
司機先生把公車也當成了應該照料的夥伴，而不只是工具。好不容易爬上大樹，終於找到車票了，卻發現車票成了
小鳥的棉被，大家都不忍心就這樣拿走車票，於是又安安靜靜的下樹之後離開。好傻呀！車票就在眼前居然不拿？
這麼一來，這趟旅程的辛苦不就白費了嗎？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追尋理想固然重要，但為了體貼別人而願意放手是
更加了不起的。只是，追尋已久的理想真的就這麼放棄了嗎？不，在故事的最後，司機先生仍然不放棄希望，深夜
中他織著小被子，心想：「我一定要把車票換回來！」

 

    司機先生是個傻子，他載著整車的乘客踏上這個奇妙的旅程，在旅程中他們通過了試煉，也抵擋了誘惑，更可
貴的是追尋理想時不忘展現敦厚與體貼。其實，這些乘客沒有一句怨言，一路跟著司機，不也很傻嗎？不過，從這
個角度來看，司機先生是很幸福也很令人羨慕的，因為他有一群支持他的夥伴，陪著他共同經歷這一切。看著這本
溫馨可愛的書，除了莞爾與會心，其實還有些許感慨，因為在當前這個現實世界裡，像司機先生這樣的傻子越來越
少了，即使有，也難以受到重視與鼓勵，反而是譁眾取寵與短視近利的「聰明人」大行其道，但我們的世界不該這
麼醜陋！即使時代不斷變化，有些美好的價值應該還是要受到珍視才對。傻子其實並不傻，只是比較堅持，除了堅
持向目標前進，更懂得堅持替別人著想，為了這些堅持，他們願意付出更多。如果您的身邊有這樣的傻子，請給他
一些鼓勵，如果您就是這種傻子，請繼續堅持下去，這世界需要更多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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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7 站 基隆市百福國中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本文摘要

教育部國教署
國中小閱讀資源發展整合計畫
計畫主持人：柯華葳教授
協同主持人：陳欣希教授（打雜的^_^）
專案助理：李家豪老師

感謝 陳欣希教授授權本刊轉載   原發表於1060418 陳欣希臉書 

美美老師太厲害了，真如其所言「今天這一站是 幸 福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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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幸福呢？

7：00，秋雯老師和她的「小白」已在南港展覽館等候，載我和家豪前往學校。

18：00，收到秋雯老師寄來的「入校遊記」和「重點摘要」，真的很感動！

接下來，請看秋雯老師的報導囉！

— — — — —
今晨我和小白歡喜載著大美女欣希老師來百福國中一遊。
雖然給老師說明晨讀作法的時間非常短暫，呵呵！只有25分鐘！
老師還是掛著親切的笑容，有目標意識，火速地帶領全校導師再度認識晨讀。
哈哈！拍照的組長給老師的回饋是「超讚的」！
全部導師都很專注聆聽老師的「天籟」!(無人吃早餐、無人批改聯絡簿、無人聊天、無人離席，有圖為證哦)
順道來分享一下，這次晨讀座談的處理步驟唷！
Step1：欣希老師蒞校前一週，請導師填寫晨讀實施狀況自我評估問卷。
Step2：圖書教師回收問卷，統計；傳送統計結果給欣希老師。
(請老師從問卷統計結果構思晨讀座談的輪廓和切入點)
Step3：老師來校前一天，將問卷統計結果及晨讀推動資源資訊提供給導師。
(先讓導師稍稍了解老師可能會從哪些點切入談晨讀)
希望，百福國中的晨讀做得慢，但是細水長流，切實培養出國中孩子的閱讀習慣 ^__^

— — — — —
謝謝師長們，讓我們入校、讓我們看見需求、讓我們想想還可以怎麼做⋯
謝謝大家！^_^
註：亞斯貓入校遊記圖，是美美老師指導小苦力（Mimisonny）的作品哦！請欣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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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叔本華看閱讀 / 叔本華(德國哲學家)
【策略擂台】「閱讀」電影---「心中的小星星」 / 基隆市建德國小 張思涵老師
【杏壇尖兵】圖書館的芬芳讓孩子的心田成為沃土 / 基隆市仁愛國小 周淑琴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從MSSR到閱讀理解 / 基隆市建德國小 雷雅如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建」基閱讀、「德」於智慧 / 基隆市建德國小 袁薏晴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傻子的奇妙旅程 --《車票去哪裡了？》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智慧閱讀】智慧閱讀，看見孩子的理解與思考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助理教授 許育健 博士
【研習資訊】106 年「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研習 / 教育部
【研習資訊】106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育訓練－初階課程 /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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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閱讀】智慧閱讀，看見孩子的理解與思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助理教授 許育健 博士

本文摘要

感謝 許育健教授授權本刊轉載   原發表於1060619 陳欣希臉書 

回想一下，你印象中的國文課或國語課，是什麼樣的情景？

老師在黑板上振筆疾書，滔滔不絕地講述，

或有學生朗朗讀書，點頭吟哦、誦讀課本文句。

如果是這般樣貌，那這百年來，應該都沒什麼改變吧！

為何不改變呢？或者，老師認為不需要改變呢？

也許是因為過去教師對於「閱讀理解」的認知，過於片面。
一直認為孩子只要認識字、會念讀（包含朗讀），就代表他已經「理解」了。
幸而，近三十年來，認知心理學研究領域有了許多突破以往觀點的發展。
我們終於知道，「看過」與「看懂」其實是一段歷程；
也知道，認知理解其實是內隱的，是複雜的。
於是，我們開始思考與關注：如何看見學生的理解，以及他理解的程度如何。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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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C%8B%E7%AB%8B%E8%87%BA%E5%8C%97%E6%95%99%E8%82%B2%E5%A4%A7%E5%AD%B8%E8%AA%9E%E6%96%87%E8%88%87%E5%89%B5%E4%BD%9C%E5%AD%B8%E7%B3%BB+%E5%8A%A9%E7%90%86%E6%95%99%E6%8E%88+%E8%A8%B1%E8%82%B2%E5%81%A5+%E5%8D%9A%E5%A3%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7klreadpaper/home/87qi-106nian6yue-zong-he-ling-yu--jian-de-guo-xiao/zhi-hui-yue-du/1060619%20%200.jpg?attredirects=0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語文教學與教育科技的關係，相對於其他學科領域，一直是比較「遙遠」的。
大部分的老師認為，語文教學不就是聽、說、讀、寫反覆的練習，或者文學賞析、文化知識的闡述罷了，跟教育科技無關，咱們井
水不犯河水，保持距離較佳。

以前的我，也是這麼認為。

然而，時至今日，大部分的教室都多了一些「新朋友」，
比如個人電腦、投影機、投影布幕；或者更好一些，
有了內嵌式的互動式電子白板（Interactive White Board, IWB），
甚至有了學生用的即時反饋器（Instant Response System, IRS）、平板電腦（PAD），
當然老師也帶了一個隨時的工具──行動電話（手機）。
當諸如此類的科技產品存在於語文課堂之中，我們能視若無睹嗎？
或者，更積極的思考，「他們」可以在語文教學中，扮演什麼角色，讓教學更輕鬆、學習更有效？

約莫六年前，我第一次接觸到互動式電子白板與即時反饋器（就是俗稱的──遙控器），
持著「不妨一試」的心態，
在既有的「閱讀理解問思教學模式」（可參閱拙作《高效閱讀》）基礎之上，
加上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作法，
嘗試以Hi-Teach教學軟體，整合IWB、IRS與Pad三項教育科技工具，
並在多堂公開課的試煉下，終於建構了「智慧閱讀」的互動多媒體語文教學模式。

如果要回答，為何要發展「智慧閱讀」，
這對現場的語文教學或閱讀教學有何重要性？
簡要的說，透過閱讀問思、合作學習與教育科技的整合應用，
即可「看見孩子的理解與思考」
（傳統課堂很難立即且直觀的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尤其是閱讀理解），
這就是智慧閱讀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新書，即將出版。敬請期待 https://www.facebook.com/images/emoji.php/v9/f7f/1/16/1f60a.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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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台】「閱讀」電影---「心中的小星星」 / 基隆市建德國小 張思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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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資訊】106 年「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研習

教育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閱讀師資培訓－區域人才培育中心（北一區）

106 年「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研習計畫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 年6 月23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50067784 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 教育部國教署於國立中央大學設立總中心負責統籌，並在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正大學以及國立臺南大學設置四
區閱讀教學研發中心，負責各區閱讀師資培訓，提供地區教師諮詢及輔導。

(二) 推廣「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以現行的各版本教科書為文本，教導學生學習各種閱讀策略，增進教師閱讀教學知能，提升學生閱
讀興趣與閱讀理解能力。

(三) 以結合理論及實作型態之工作坊，進行國小現場教師的專業培訓，以提升閱讀教學品質，協助教師將閱讀策略實際運用於課堂之中。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五、參加對象：

(一)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閱讀師資培訓－區域人才培育中心」種子教師。
2. 閱讀師資培訓計畫北一區亮點學校社群教師。（已參加一年以上，並經亮點學校輔導教授同意者）

3. 已參加過101-103 年區域中心辦理之「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暑期初階研習滿12 小時以上者。
4. 已全程參加104-105 學年度「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初階線上課程及實體課程並取得研習時數或證書者。

 5. 已參加過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主辦之課文本位閱讀策略相關研習滿12 小時以上，並經主辦（承辦）單位認定該課程可抵免者。
(二) 其他說明

1. 如遇場次報名額滿時，以報名時間依序錄取。
2. 同一課程每人限報名1 次，重複報名同課程者主辦單位得不予錄取。

六、研習內容與時間：
(一) 辦理時程：106 年7 月5 日~8 月24 日
(二) 課程內容及對象限制：

文本分析 12（2 天） 符合第五點報名條件者即可報名。
理解監控 12（2 天） 符合第五點報名條件者即可報名。
課文大意 12（2 天） 符合第五點報名條件者即可報名。
推論及自我提問 18（3 天）需先完成「文本分析」、「理解監控」、「課文大意」三課程者方可報名參加。

(三)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 號）
(四) 課程表如附件。

七、報名方式
(一) 請上北一區區域中心網站（http://bit.ly/tpreadnew）報名。
(二) 每一課程全程參加者，分別核予研習時數。
(三) 本課程為進階課程，有資格審查機制，請依照報名網站說明上傳相關文件、完成報名程序，恕不接受現場報名，亦不核予研習時數。

八、預期成效
(一) 推廣「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推動閱讀理解教學內涵與功能。
(二) 培訓國小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提升閱讀理解教學成效。

九、注意事項
(一) 因校園空間有限，校內不提供車位，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二) 本活動不供餐，敬請自備午餐、環保杯。
(三) 本課程含教學設計與實作，學員可自備筆記型電腦。
(四) 本計畫課程若有修正或未盡事宜，請以報名網站或研習現場公告為主。
(五) 聯絡人：臺北市立大學 劉昆彥(02)2311-3040#4215 yenin6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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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建」基閱讀、「德」於智慧 / 基隆市建德國小 袁薏晴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傻子的奇妙旅程 --《車票去哪裡了？》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7 站 基隆市百福國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智慧閱讀】智慧閱讀，看見孩子的理解與思考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助理教授 許育健 博士
【研習資訊】106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育訓練－初階課程 /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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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研習資訊】106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育訓練－初階課程

教育部

106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初階課程
壹、活動目標：圖書教師主要之任務乃在負責學校圖書館之經營、推動閱讀與資訊素養活動、提供資訊協助教師
教學，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閱讀興趣，並使之具備自學能力。本課程之目的即在提供圖書教師初階圖書館
經營與閱讀推廣知能。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參、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肆、合辦單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南大學
伍、研習對象：依下列順序錄取名額，額滿為止。

一、通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學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之國小圖書教
師及學校閱讀團隊老師。
二、各縣市政府自行補助之國小圖書教師及學校閱讀團隊老師，以各縣市政府提供之補助學校名單為主。
三、對本課程有興趣的國小教師。

陸、活動地點：
一、臺北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
二、臺中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樓國際會議廳(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三、臺南場：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演講廳(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柒、活動時間：
一、臺北場：106年7月12、13、14日(三~五)
二、臺中場：106年7月11、12、13日(二~四)
三、臺南場：106年7月18、19、20日(二~四)

捌、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填寫報名表(http://www.inservice.edu.tw/)，
一、臺北場：2222812，106年6月12日至106年6月30日止
二、臺中場：2222814，106年6月12日至106年6月25日止
三、臺南場：2222816，106年6月12日至106年6月25日止

玖、注意事項：
※參訪觀摩活動為顧及參訪品質，限106年度通過計畫申請之圖書教師優先報名參加，確定名單會於報名結束
後以email通知。
※為響應環保，參加活動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住宿及交通敬請各校自理，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研習提供午餐便當，若不需用餐，請在報名選項「用餐類別」中註明。
活動聯絡人：陳姿岑小姐(maggietchen@gmail.com)，聯絡電話：（02）7734-5428。

拾、課程規劃：完整課程資訊請至以下網址查閱：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eacherlibrariantw/106-1-basic

點閱: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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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從MSSR到閱讀理解 / 基隆市建德國小 雷雅如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建」基閱讀、「德」於智慧 / 基隆市建德國小 袁薏晴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傻子的奇妙旅程 --《車票去哪裡了？》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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