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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性別平等議題融入閱讀【106年7月】

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依據性平法第17條，不同階段施行之方式並不相同，以國民中小學階段而言，除應
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平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而設計主軸則為「性別的
自我瞭解」「性別的人我關係」「性別的自我突破」，主要希望能透過思辨學習，瞭解自我，尊重他人。-
-陳銘彬主任

輪值主編：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小組

封面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主編的話】性平教育的目的與推動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銘彬老師
【名人看閱讀】吳清友看閱讀 / 誠品書店董事長兼總經理 吳清友
【策略擂台】遇見「小王子」創意慢讀活動 / 基隆市正濱國中 梁雅晴老師
【杏壇尖兵】性別平等的閱讀教育足好教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閱讀中學堂─國際教育教學閱讀理解策略運用 /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 龍芝寧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正濱欣悅讀 志工傳書香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釗文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跨越藩籬的真摯友誼 --《蘿拉與我》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1 站 基隆市中山高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閱讀資源】性平教育資源網站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教育政策】「106年度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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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性平教育的目的與推動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銘彬老師

性平是以人為本，希望不同性別者，都能夠彼此互相瞭解、包容與關懷，使每
個人都能活得更加具有人性、更平等與更有尊嚴。

具體而言，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主要目的在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清除性
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教育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依據性平法第17條，不同階段施行之方式並不相同，以
國民中小學階段而言，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平教育相
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而設計主軸則為「性別的自我瞭解」「性別的人我關係」
「性別的自我突破」，主要希望能透過思辨學習，瞭解自我，尊重他人。

讓我們共同努力，使學生在校園內，瞭解自己並尊重他人。

點閱:16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88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名人看閱讀】吳清友看閱讀 / 誠品書店董事長兼總經理 吳清友
【策略擂台】遇見「小王子」創意慢讀活動 / 基隆市正濱國中 梁雅晴老師
【杏壇尖兵】性別平等的閱讀教育足好教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閱讀中學堂─國際教育教學閱讀理解策略運用 /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 龍芝
寧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正濱欣悅讀 志工傳書香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釗文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跨越藩籬的真摯友誼 --《蘿拉與我》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1 站 基隆市中山高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
事長
【閱讀資源】性平教育資源網站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教育政策】「106年度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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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吳清友看閱讀

誠品書店董事長兼總經理 吳清友

閱讀這件事，當你一旦愛上後將與之長相左右，閱讀的類別將隨年齡、心境、工
作、生活、婚姻等改變與成長。大量閱讀的過程中，也將建構出自己的閱讀風格，
閱讀將成為身體的一部分，很難割捨。

--吳清友  讓閱讀成為⾝體的⼀部分

作者：廖慧淑採訪、整理
出處：2004年5⽉號《遠⾒雜誌》 《遠⾒雜誌》第215期

點閱:11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88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主編的話】性平教育的目的與推動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銘彬老師
【策略擂台】遇見「小王子」創意慢讀活動 / 基隆市正濱國中 梁雅晴老師
【杏壇尖兵】性別平等的閱讀教育足好教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閱讀中學堂─國際教育教學閱讀理解策略運用 /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 龍芝
寧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正濱欣悅讀 志工傳書香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釗文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跨越藩籬的真摯友誼 --《蘿拉與我》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1 站 基隆市中山高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
事長
【閱讀資源】性平教育資源網站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教育政策】「106年度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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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台】遇見「小王子」創意慢讀活動

基隆市正濱國中 梁雅晴老師

一、活動緣起

有別於一般圖推活動的各項多元的閱讀活動推廣，正濱國中選擇用一種「慢讀」的步調與態度，
帶領孩子們，好好細細咀嚼一本值得再三玩味的好書~小王子。

由法國作家Antoine de Saint-Exupery（安東尼．聖修伯里）所創作的《小王子》故事，全球至
今已翻譯為257種語言，是世界上最暢銷書籍之一，透過小王子純真的心靈，在遊歷星球的過程中，
看見了許多人生中非常重要，但肉眼不可見的事物。他告訴我們：「真正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
見的。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二、活動目的
    閱讀是一種「主動」的訊息獲取探索歷程，透過此次閱讀活動的設計可引學生閱讀的興趣，從而
激發學生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亦藉由次閱讀活動，培養學生閱讀即思考的深度閱讀習慣，培養終身學
習的能力。

 為愛朗讀1   為愛朗讀2

 小王子特展1  小王子特展2

三、活動日期:民國104年11月01日至12月16日止

四、活動對象:基隆市正濱國中全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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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規畫架構與活動進程

單
元

實施

期程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活動時間/地點

一 第一
周

為愛朗讀

(第1至10章)

閱讀教師親自朗讀 閱讀課/

各班教室

二 第二
周

故事拼圖

(第11至15章)

由學生各自閱讀單章文本，並轉述給小組同學，
藉由文章線索共同排列章節順序。

同前

三 第三
周

字裡行間

(第16至27章)

讓學生自行閱讀文本 同前

四 第四
周

人物哈哈鏡 帶領學生探討星球人物與書中角色的隱喻意涵(問
題討論如附件一)

同前

五 第五
周

狐狸的哲思 帶領學生探討故事中隱藏的人生道理與哲學(問題
討論如附件二)

同前

六 第六
周

透視小王子 帶領學生探討小王子一書中的寫作手法，體會作
者的匠心獨運。(問題討論如附件三)

同前

七 第七
周

星星知我心 發下「遇見小王子」學習單，取全校寫作佳作十
名者，可以免費觀看電影【小王子】。

課後寫作

八 第八
周

《遇見小王
子》互動式特
展

於圖書館舉辦遇見《小王子》特展，內含「作者
介紹」、「讀者觀點」、「心理測驗」、「互動
創作」四個展區。並舉辦【小王子達人有獎徵
答】抽出十名幸運兒，以及在「互動展區」部分
取十名優秀創作者免費觀看電影【小王子】。

11月/30至12月16日
每日下課時間~/本
校圖書館

九   【小王子】電
影欣賞會

由前述學習單佳作者與互動創作優秀者及有獎徵
答幸運兒共30位同學免費看【小王子】電影。

基隆秀泰電影院

六、「真正重要的東西是肉眼看不見的」

這句話其實很巧妙成為整個故事穿針引線的引子，讀完全書，回頭過來看，

原來書中一開始的「大蟒蛇吞大象圖」就是在強調「肉眼看不見的東西」，也為了這句話留下很巧妙
的伏筆，後來作者畫給小王子的「盒裡的羊」也是肉眼看不見卻又是對小王子極為重要的事物，

狐狸初見小王子時就已經說了：「人們沒有更多的時間去了解其他事」，「人總是習慣在商店裡
買得任何東西，但不是可能在商店裡買到友情」，也就是說其實友情是需要「付出時間」才能培養情



感，或者「付出時間」才能體會深刻的，又如沙漠的泉水，並非「只是」因為「看不見」就顯得美
麗，泉水之所以美麗，不只是能夠解渴，而是因為長時間追尋的「過程」，當作者與小王子找到井水
時，他終於明白了小王子在尋求什麼了！他說：「這水不止是一種生命的養料。那是星光下的趕路，
輾轉的歌聲，雙臂的力量使它誕生。」就是因為長時間的追尋才能深刻體會將近絕望後的希望，才讓
得到泉水時更顯甘甜。也因此我們這才能回頭了解狐狸所說的話，其實是一種預言也是一種寓言。

「閱讀」也不正是如此嗎？我們總是在強調讀書的數量，或者關於推動閱讀的活動的數量，也就
是在強調在短時間內我們最好能辦很多活動，讀很多書。其實如果能夠帶領孩子細細品味，小火慢燉
其中的寓意與韻味，那麼相信，我們的孩子以後不會只有讀書的興趣，而是思考的習慣與樂趣。

點閱:138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88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主編的話】性平教育的目的與推動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銘彬老師
【名人看閱讀】吳清友看閱讀 / 誠品書店董事長兼總經理 吳清友
【杏壇尖兵】性別平等的閱讀教育足好教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閱讀中學堂─國際教育教學閱讀理解策略運用 /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 龍芝寧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正濱欣悅讀 志工傳書香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釗文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跨越藩籬的真摯友誼 --《蘿拉與我》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1 站 基隆市中山高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閱讀資源】性平教育資源網站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教育政策】「106年度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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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性別平等的閱讀教育足好教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自民國八十五年以來，性別平等教育咱已經推廣幾若冬矣，想起拄仔開始的時陣，佮這馬
比起來，教學資源實在真欠缺，欲啥無啥，而且社會上反對的聲音又閣濟又閣大聲，老師教起
來實在真艱苦，定定是愈教心愈虛。

  雖罔，這馬猶閣是有反對的意見，毋過經過逐家同心拍拼了後，現此時，勇敢徛出來相楗
相伨的人是愈來愈濟。另外，教育部抑是市面上，上課的課本、教材資料，嘛是一本一本一直
出，譬如：《校園現場性別觀察》、《性別好好教》……等等；嘛有影片、電影，譬如：《心
動》、《囧男孩》……等等；閣有網站網路資源，譬如：《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
網》、《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等等，予咱看攏看袂完。

  會使講，性別的理論概念，早就有完整的結構；主要有三个核心觀念：性別建構、仝輩人
際關係、身體意象佮經驗；進一步，根據這三个核心觀念，產生出四个主題：

1.    身體／認同／次文化：希望學生囡仔會當看著家己的獨一無二的所在，順紲瞭解社會文
化對咱的影響，學習自我認同，而且尊重別人閣咱無仝款的差別。

2.    多元性別特質佮身體展演：雖然，佇大部分人的觀念裡，咱看著的人，毋是查埔就是查
某，毋過，有當時仔，化妝打扮、頭毛長短、行為動作，甚至穿啥物色水、啥物款的衫，並
無一定的規定，所以咱對別人愛有閣較濟的尊重和容忍。

3.    校園性別霸凌事件：學生囝仔需要思考人佮人之間，性別權力的問題，預防校園性別霸
凌事件的發生。

4.    性別人權與公民行動：尊重性別多元的態度，應該佇人權佮公民權的培養中完成。老師
佮學生囡仔，應該愛有機會熟似在地佮全球世界中，多元的感情種類佮性別人權奮鬥史。

  所以，除了本來就有的資料以外，老師嘛愛注意社會國際重大新聞事件，隨時補充予囡仔
知，按呢才會綴會得時代進步。親像教囡仔作文，一定愛紹介上新的諾貝爾文學家美國歌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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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狄倫仝款；咱教性別平等教育，嘛一定愛時時刻刻吸收一寡新的智識，譬論講：艾瑪華森
（Emma Watson） 聯合國性別平權的演講。

in發動一个運動，叫做「He For She」，因為in想欲解決長久以來性別毋平等的問題。這是聯合
國第一改發起按呢的活動，想講叫全世界的查埔人，毋論大人抑是囡仔，做伙來改善這个問
題。這个活動毋但是喙裡講講的爾爾，佮愛確實去做，所以聯合國聘請電影《哈利波特》的女
主角艾瑪華森來做in的女性親善大使。

  古早，爭取女權主義，往往會予人認為是怨恨查埔人的感覺。艾瑪華森認為現代的女權主
義，其實是相信性別是平等的，佇政治、經濟和社會上，逐家應該愛有仝款的權利佮機會。其
實，查埔人嘛是性別歧視的受害者，in拄著痛苦的代誌，定定驚人講in是查某體煞毋敢講出來，
結果佇英國 20-49歲的查埔人，上大的死亡原因毋是車禍、癌症、心臟病，顛倒是──自殺。

  其實，查埔人嘛會有感覺軟弱、無安全感的時陣，所以只要男性有所改變，會當得著人性
的自由，女性的自由自然嘛會綴咧改變。假使，男性無需要為著予人接受，假裝做蓋有氣勢，
按呢女性嘛毋免被逼順從；若是，男性毋免閣需要主導一切，按呢女性嘛毋免閣受控制。毋管
是查埔人、查某人，抑是啥物人，只要是人攏有自由，攏有一粒靈敏機巧的心。

  最後，艾瑪華森講，共性別當做是一道光譜的時代到矣，像往過一个一个性別互相攻擊做
對頭的時代，已經過去矣。咱應該愛停止用社會的意義來看待家己閣身邊的人，咱應該愛開始
用家己的本質來定義咱家己。按呢，咱逐家就會當過著愈來愈自由幸福的日子。政治家愛德蒙
博克捌講過：「歹人會贏的唯一條件，就是因為好人徛佇邊仔看。」所以，為著咱的爸母朋
友、兄弟姊妹、囝兒細序，這馬咱若無出來贊聲，啥人當時才會來鬥相共？

  佇咱生活的世界中，真濟予咱認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佮權力，毋是人人攏會當享受的。
所以，性別友善，就愛對咱每一个人的生活當中開始生湠、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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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閱讀中學堂─國際教育教學閱讀理解策略運用

新北市立積穗國中 龍芝寧老師

　　從學習的角度學生透過「閱讀」的活動，累積對於世界的認識，特別是學習
建構自己與外在社會的關係。從教學的角度教育工作者透過「閱讀」的課程活
動，有效地達成教學目標。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能使學生認知、情意以及行
為層面上，產生自我覺察、自我評價以及自我改變，達到正向發展的功能。學校
除了領域學科教學外，實施重要議題融入教學時，若能提供適切的閱讀文本與延
伸問思，引導學生思考辯證、探究發現，豐富學生的知識，有助於擴展對於重要
教育議題的多元視野。

    呼應12年國教新課綱之核心素養「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凸顯國際教育
是跨領域的重要議題之一，其教育內涵不僅以描述性教導學生瞭解世界國際的樣
貌，期待能以高層次的社會批判角度的教學層次，引導學生理解文化的多元價
值，而具備行動參與與全球責任的素養。本校教師團隊針對國際教育議題研發國
中七年級「閱讀中學堂」課程方案，現以「全球議題―世界因你而改變」單元為
例，進行閱讀理解教學策略運用之說明：

1. 教學目標：瞭解全球化消費活動議題對個人生活與生態的影響

2. 文本內容：摘錄「世界因你而改變:12歲女孩的傳奇演講」(2004，圓神出版
社)一書中加拿大女孩瑟玟•卡莉絲•鈴木(Severn Cullis-Suzuki)六分鐘的
演說文稿。

3. 教學策略：「讀書治療閱讀理解」六階段的學習心理歷程，引導學生進行理
解與思考：

(1)投入：學生被文本內容吸引，知覺其中的人、事、物。

(2)認同：學生發現與文本類似的經驗和感受的聯結。

(3)投射：學生主觀解釋並參與，產生潛意識的投射作用。

(4)淨化：學生對文本產生移情，回到實際生活產生影響。

(5)領悟：學生重新認識自己面對的問題，建構新的解決方法。

(6)應用：學生形成新觀念之後並於生活中能付諸行動。

4.學習單教學提問，引導學生閱讀、理解、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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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學習表現：

6.教學心得：透過閱讀理解策略將「全球議題―環境保護」的知識、技能、態度
整合在一起，強化學習的完整性，結合文本情境進行有層次、系統性的提問引
導，增強意義感知的學習歷程，讓教材生活化、生動化與意義化，有效引發學生
能主動發掘關心國際事務，啟發濃厚的國際教育學習動機，達致「漂浮學習
（floating learning）、樂在其中」的學習最高境界，陶養學生成為終身學習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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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正濱欣悅讀 志工傳書香

基隆市正濱國小 陳釗文主任

 

正濱國小的圖書室規模在本市來說並不大，藏書量也不是最豐富，但因有一群熱心的圖書志工，活絡了學校的閱讀氛圍。

在一開學，這群美麗的志工，就會根據學校的閱讀課表，登記排班時間。若有新志工加入，除由教務處做業務說明外，另設
有一冊圖書工作手冊，讓志工按圖索驥，亦會商請熟悉圖書業務的志工夥伴協助共同值班，帶領新志工熟悉圖書業務：舉凡借還
書、貼條碼編目、上架、整理架位、修補書籍、班級書箱借還、補發借書證、列印借閱逾期單等等。若當日值班志工遇有要事不
克前來，只要在志工群組裡出個聲，馬上就會有志工姐妹們主動支援。因為她們知道，孩子們非常期待能在專屬的時間進到圖書
室，暢遊書海，寧靜閱讀！

學校老師也經常利用圖書室的藏書，根據教學需求挑選書籍，再請圖書志工編成班級書箱。志工媽媽說，當她們把書編成書
箱後，也會先行閱讀，因為這些都是老師們要教學或推薦給孩子們的好書：不同的老師，就有不同的教學重點；不同的年級就有
不同的內容層次。而書箱的內容則涵蓋了成語故事、作文指導、情緒輔導、性別教育、生命教育、海洋教育、藝術教育等等，不
管是漫畫、繪本、少年小說或專書，對於個人的成長相當有幫助，甚至還有志工媽媽說：「沒想到在正濱看的書比在求學時期看
的書還要多！」、「原來透過漫畫來認識各國的風土民情，是這麼有趣！」家長有了閱讀的習慣，「親子共讀」才能永續發
展！ 

本校圖書室在星期一不排班級課程，我們利用這天來辦理需要長時間完成的工作，例如編書上架、書箱、圖書室整理；也積
極爭取外部經費辦理相關研習或聯誼活動，協助志工自我成長和連繫感情；也規劃了「world café〜與校長有約」，讓大家在輕
鬆信任的環境下，針對圖書室的運作和需要改善之處提出建言，大家群策群力只為營造一個充滿了傳播書香的生命力和溫馨友善
的閱讀環境。

有人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而正濱國小最美的風景是「圖書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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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繪本大世界】跨越藩籬的真摯友誼 --《蘿拉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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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七月號。

本文圖片由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蘿拉與我》
作者：文/琪雅拉．瓦倫提娜．賽格雷，圖/保羅．多梅尼寇尼
譯者：文/盧韻竹

    您曾在任何地方遇見過導盲犬嗎？您對導盲犬的認識又有多
少呢？在好幾年前，曾有一部小說與同名電影叫做「再見了，可
魯」，溫馨感人的情節融化了無數觀眾，描寫的正是一隻導盲犬
的故事，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這本《蘿拉與我》也是關於導盲犬
的故事，它的特殊之處除了是透過繪本帶我們認識導盲犬與視障
朋友的生活片段，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說故事的角度與方式。

 

    讓我們先來看看繪本一開始的敘述：「蘿拉是我最要好的朋
友，我們一起住在一棟面向公園的漂亮房子裡……」再看看這
段：「蘿拉與我認識的時候，我的生活很快樂。我和父母還有兄
弟姊妹住在鄉間，在學校有很好的表現……」配合封面的圖片看
來，很容易讓人覺得「蘿拉」就是那隻黑狗吧？不只是封面，在
繪本一開始的插圖表現，也刻意不讓讀者馬上看出誰是「蘿
拉」，實際上，「蘿拉」是那位女孩的名字，也就是說，這本書
是從一隻導盲犬的視角來訴說牠與蘿拉的故事，由此，大家一定
也馬上能猜到，蘿拉應該是一位視障者。作者在書中試圖展現的
並非導盲犬一生的所有歷程，而是專注在描寫人與狗之間溫馨、
動人的情誼，在故事的最後才提到她們認識的經過，我們也才知
道這隻導盲犬被蘿拉取名叫「史黛拉」。

 

    故事從史黛拉與蘿拉剛搬到城裡開始，蘿拉原本充滿憂傷，完全不想走出去，透過史黛拉耐心的陪伴與引
導，讓蘿拉從自我封閉與缺乏自信的狀態逐漸敞開心胸，變得勇於面對挑戰，並懂得享受生活。在這過程中，
作者以細膩描述的手法，呈現許多看似平凡的生活細節，而且都是從史黛拉第一人稱的角度，以天真的口吻娓
娓道來，讓讀者在溫馨的氛圍中感受蘿拉的心境轉變，看到她們共同的成長，也見證她們之間日漸濃厚的真摯
友誼。眼睛看不見的人，對聽覺與觸覺的依賴或是敏感度都會相對比較高，作者特別提到城市中的許多聲音，
在蘿拉還沒適應時，這些聲音讓她感到驚慌，但是產生自信之後，蘿拉變得喜歡跟史黛拉一同去傾聽這城市成
千上萬的聲音；另外還提到她們一起逛百貨公司時接觸到許多不同質感的衣服，作者特地細數這諸多不同的布
料：「柔軟的，扎人的，絨布的，保暖的，薄紗的……」除了對蘿拉別具意義，對史黛拉來說也是新鮮的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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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中提到一起生活並不容易，和所有家庭一樣，她們也會發生爭執，例如：史黛拉喜歡古典音樂，而蘿
拉著迷於搖滾樂團，開飯的時候更是不得了，蘿拉喜歡吃魚，史黛拉渴望能吃到肉，但總是無法拒絕蘿拉溫柔
甜美的眼神，不過，蘿拉偶爾也會買肉丸子給史黛拉。這些顯露差異與爭執的描述非常棒！除了讓史黛拉更為
人性化，更重要的是展現出她們對等的情誼，而非一般主僕關係。只有最親密的家人或好友才會彼此坦誠甚至
有所爭執不是嗎？次外，作者還非常巧妙的透過一些小動作來表現她們彼此關照的好交情，例如：週六晚上蘿
拉在沙發上靠著史黛拉入睡，史黛拉為了怕驚擾她而不敢亂動；另外，夏天到海邊玩的時候，蘿拉讓史黛拉直
接從她的甜筒上嚐了一點冰淇淋。其實正規的導盲犬是不能上到沙發也不能跟人共食的，作者這番描寫主要是
希望以更為溫暖的方式來強調這份情誼的濃度。在等車的時候蘿拉對史黛拉說，這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一
天……因為史黛拉在她的身邊，為這份跨越藩籬的真摯友誼下了一個最好的註解。

 

    因為是描寫視障者與導盲犬的故事，所以出版社在繪本故事的後面增加了專家介紹導盲犬相關小常識的版
面，還特地隨書附贈了有聲光碟片，讓視障朋友們也能透過聆聽來認識這個故事，這是相當友善與貼心的設
計。台灣目前投入正式工作的導盲犬並不算多，整個社會對導盲犬的了解也還不夠普及，導致偶爾會看到一些
對導盲犬與視障者不友善或不恰當的對待，或許這類的出版可以讓更多人一起來留意相關的問題，至少透過感
人的故事，可以讓大家在情感上更願意給予尊重、包容和協助，也算是值得期待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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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1 站 基隆市中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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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07 陳欣希臉書 

〔入校遊記〕第 21 站 基隆市中山高中（國中）

4月7日，7:45，來到基隆市中山高中，站在校門口，一眼就看見圖書館大樓！^_^

圖書館主任先帶我們看看七八年級的晨讀情形〜

學校推動晨讀已有一段時間了。目前七、八年級在每星期二、五的早上都有「良晨閱讀」（學生安靜閱
讀），其中兩次則是「班級共讀」（教師帶領）。

上述安排已是很棒的規劃了。但，更棒的是，老師會提供學生分享的方向（ps.仔細觀察照片中的黑板）。
這，充分實現「讓學生有選擇權」的理念，謝謝主任的巧思。^_^

之後，和幾位老師分享閱讀推動的想法。老師們關心：學生喜歡看愛情、鬼怪的小說，文學性高的書籍卻興
趣缺缺⋯如何引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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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希建議的做法
如下，參考參考〜
1.說書，由老師朗讀精采段落，讓學生在聆聽中喜歡該書。
2.好書推薦，鼓勵學生推薦愛情、鬼怪相關書籍，讓學生接觸多元素材。
3.主題討論，老師帶領學生討論核心意涵，讓學生深入思考。如：愛情故事可討論「愛的定義」、「愛的表
達方式」。
⋯⋯
謝謝師長們，願意撥出時間和我們聊聊，也讓我們把許多很棒的做法與更多夥伴分享。欣希知道，閱讀推動
還有一段長路，但，在大家一起合作下，會愈來愈順利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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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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資源】性平教育資源網站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推薦網站：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index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
http://gender.cpshs.hcc.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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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教育政策】「106年度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本文摘要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參字第1060127223號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7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78724號函辦理。

二、為及早養成國中小學生閱讀習慣，並鼓勵閱讀風氣，教育部國教署
辦理旨揭計畫，執行內容說明如下：

(一)贈送106學年度公私立國小（含國立學校）一年級新生每生1冊優質
適齡圖書及新生班級每班10冊優質適齡圖書以建置班級圖書角。

(二)贈送106學年度公私立國中（含國立學校）七年級新生班級每班10冊
優質適齡圖書以建置班級圖書角。

(三)建置專屬網站（http://210.240.1.218/）提供優良圖書書單、閱讀單、
親師共讀手冊等資源，供全國親師生延伸運用。

(四)發送海報至各校，提供教師及家長教育部國教署閱讀相關計畫網站
資源訊息。

(五)規劃辦理閱讀宣導講座或親子闖關活動(預定於9月至11月辦理，時
間及地點另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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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辦理旨揭計畫，各項工作期程說明如下：

(一)學校圖書選填：7月17日中午12時起至7月21日上午10時。(學校可先
行至網站選填，如有問題可於說明會時提出)

(二)縣市說明會：7月19日。

(三)書籍(含宣導海報及書籤)配送：8月8日至8月28日。

(四)廠商辦理退補書作業：9月10日前。

(五)學校上網驗收：9月18日前。

四、各校應於期限內上網完成選書作業，倘未按時完成，將由系統平均
分配本年度適齡圖書之書籍數量，自動調整遞補貴校書單。

五、請各校依前開作業期程辦理，各校網站帳號密碼及系統操作手冊請
至本計畫網站最新消息下載；計畫網站網址：http://210.24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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