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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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期

本期主題

生活學習領域的閱讀指導【106年8月】

因強調真實經驗，閱讀活動在生活課程中有更寬廣與詩意的定義，生活領域中的閱讀，除了閱讀書本，更多的是閱讀風、閱讀
雨、閱讀花、閱讀蟲、閱讀光影、閱讀色彩、閱讀同儕.....閱讀學習情境中的各項事物，培養對生活的感受力，不止是文句情節
的理解，更要從閱讀中拾獲對世界好奇而敏銳的心。--105學年度召集人 陳立國

輪值主編：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生活學習領域小組

封面相片：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主編的話】生活閱讀 悅讀生活 / 基隆市西定國小 陳立國校長
【名人看閱讀】Grant Snider看閱讀 / 作家/畫家Grant Snider
【策略擂台】閱讀者得永生：研究顯示看書多的人活得更久 / Mumu Dylan
【杏壇尖兵】「2017閱讀典範教師」推薦辦法 /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掌握策略‧快樂閱讀》出版了 / 教育部國民與及學前教育署
【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大挑戰~認識深美書籍編碼及位置 / 基隆市深美國小 董蕙萍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神秘與和諧的生命禮讚 --《藍色小洋裝》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2 站 基隆市建德國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閱讀資源】《築夢．逐夢之旅》計畫開始報名囉！ / 築夢‧逐夢之旅臉書粉絲專頁
【悅讀基隆地圖】推動幸福家庭閱讀活動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Keelung City Public Library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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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生活閱讀 悅讀生活

基隆市西定國小 陳立國校長

      生活課程的教與學強調讓孩子在真實情境中進行探索與體驗，學生透過多面向有意義的學習活動能獲得真實的
能力，並透過不同的表徵方式表現學習成果，在能力習得的同時，也生成正向的態度與情操。

      因強調真實經驗，閱讀活動在生活課程中有更寬廣與詩意的定義，生活領域中的閱讀，除了閱讀書本，更多的
是閱讀風、閱讀雨、閱讀花、閱讀蟲、閱讀光影、閱讀色彩、閱讀同儕.....閱讀學習情境中的各項事物，培養對生
活的感受力，不止是文句情節的理解，更要從閱讀中拾獲對世界好奇而敏銳的心。

生活閱讀  悅讀生活  打開經驗世界 發展抽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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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Grant Snider看閱讀

作家/畫家Grant Snider

本文摘要

感謝 Editions du Flaneur 行人出版社 同意本電子報轉載

原刊載於 1060510 Editions du Flaneur 行人出版社 臉書粉絲專頁 

「讀者階段論」你現在屬於哪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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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畫家Grant Snider前幾天貼了一則有趣的「讀者階段論」，
簡單翻譯如下：

1.發現書！！
2.愛上書！！
3.書變成身分認同。
4.書成為互動的替代品。（是自閉的意思嗎？）
5.書變成挫折！！
6.嫑嫑書。
7.重新發現書。
8.屯書。
9.將書傳下去。

你覺得你在哪一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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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台】閱讀者得永生：研究顯示看書多的人活得更久

Mumu Dylan

作者簡介：作家簡介網站連結 自認生錯年代的嬉皮文化愛好者，喜愛各類搖滾樂與獨立音樂，而Bob Dylan始終是
最愛。並創辦《我他媽好想活在60年代當嬉皮》粉絲頁及嬉皮網路電台。 “All I can do is be me, whoever that is.” -
Bob Dylan

本文摘要

感謝 「MPlus唯一授權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刊載，請勿二次轉載」

首頁網址：https://www.mplus.com.tw/

原發表於 2016/08/24 10:00 

每天花三十分鐘閱讀，將比其他沒有閱讀習慣的人還活得更久。

 

  「看書」不僅讓我們從書本中獲得有意思的想法和耐人尋味的故事，最新研究發現它還能使我們延年益壽：每

天花三十分鐘閱讀，將比其他沒有閱讀習慣的人還活得更久。

  這項長達十二年的研究由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者艾維尼‧巴維許（Avni Bavishi）所主導，他們將題為《每日一

章：閱讀習慣與壽命之關聯》（A chapter a day: Association of book reading with longevity）的數據結論發表在

期刊《社會科學與醫學》裡。研究團隊觀察了3635名五十歲以上受試者的閱讀情況：平均而言，有閱讀習慣的受試

者比沒有閱讀習慣的受試者，多活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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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中明確提到，若想要長壽必須是閱讀「書籍」而非「報刊雜誌」。

 

  研究者控制如「年齡、性別、種族、經濟狀況、自我健康、婚姻和教育程度」等變因後，將受試者歸類為三種

人：每周看書3.5小時以上、每周看書不到3.5小時，以及完全不看書的人。其研究結果得出，第一組人（每周閱讀

3.5小時以上）比第三組人的死亡率低23％，而第二組人（每周閱讀不到3.5小時）的死亡率則低了17％。

 
  整體而言，在十二年的研究期間有33％不看書的受試者死亡，而有閱讀習慣的受試者則僅有27％死亡。巴維許

表示：「將閱讀者與非閱讀者進行比較後發現，閱讀者比非閱讀者多出了20％的存活率；基本上，非閱讀者平均多

存活85個月（7.08年），而閱讀者則平均多存活了108個月（9年）。因此，看書能提供長達23個月的生存優勢。」

 
  他進一步補充說：「看越多書的受試者，壽命也更為長久；不過每天只需花三十分鐘閱讀，仍對壽命長度有益

處。」

 

看書促使讀者進入深層閱讀的狀態，進而經歷了「緩慢且身臨其境的認知過程」。

 



  此外，論文中還明確提到，若想要長壽必須是閱讀「書籍」而非「報刊雜誌」。巴維許說：「我們發現，看書

比看報刊雜誌能帶來更大的益處。這種影響很可能是因為書籍會更深入地進入讀者的腦海，提供更多的認知益處，

並因此增加了壽命。」

 
  研究者提到兩種認知過程的介入，是如何讓看書成為一種「生存優勢」。首先，看書促使讀者進入深層閱讀的

狀態，進而經歷了「緩慢且身臨其境的認知過程」；它讓讀者從書本借鑒素材和想法，思考裡面呈現的內容，並應

用到現實世界裡。論文中寫道：「認知參與讓我們從接觸到的書籍中，提高詞彙、推論、專注和思辨能力。」其

次，書籍還有助於提升同情心、社會知覺和情緒商數，而這些都可導致人們擁有更佳的生存能力。

 
  雖然受試者並沒有具體交待他們看了什麼讀物，但論文表示他們最有可能閱讀的書籍種類是「小說」；這項推

測是根據2009年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所做的調查數據，該調查發現有87％的閱讀

者會選擇「小說」作為讀物。

 
  研究結果顯示出看書與長壽有關，但兩者並非是因果關係。研究者提到，未來的分析研究將會觀察各種不同情

況，例如閱讀除了延長壽命之外，還能為健康方面帶來什麼益處；閱讀電子書或有聲書，是否也能帶來同樣的效

果；閱讀非小說或其他體裁的書籍，又能帶來什麼不同的效果。

 

 

圖片出處

Lynn Sanguedolce、buyu yapma sanati@blogspot、Chantalaugusto@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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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2017閱讀典範教師」推薦辦法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本文摘要

轉引自：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網址：http://reading.cw.com.tw/Controller?event=READDOC&docid=2000652 

「2017閱讀典範教師」推薦辦法

■活動緣由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2004年啟動『希望閱讀』計畫，期盼藉由推廣閱讀的習慣，幫助下一代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更相
信「老師」是推動閱讀、帶領孩子自主學習的關鍵力量，因此，自2009年起邀請各縣市推薦優秀閱讀典範教師，迄今已表揚
400名典範教師。

■推薦方向
閱讀的重要性已經是全民共識，全世界翻轉教育風起雲湧，孩子的教育必須翻轉。體驗過的知識更能培養孩子的觀察力與思
考深度，透過動手做，讓孩子經驗冒險、成功與失敗，學習整合知識，用全新角度看待事情。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邀請22縣市教育局(處)共同推薦優秀「2017閱讀典範教師」，表彰在閱讀教學領域上有傑出表現的
教職人員。我們將於今年11月29日主辦「2017國際閱讀教育論壇」中公開表揚，匯聚優秀教師的力量，共同推動閱讀教育。

■推薦辦法
1. 至少推行過兩學期「閱讀教學」的國中、國小教職人員。
2. 推薦教師不限於語文科，可橫跨各領域。
3. 教學方式具有「翻轉教育」思維，增進學生學習動機，培養自學、思考的能力，讓閱讀從量到質的提升。
4. 期待典範教師能發揮影響力，嘉惠更多第一線老師。因此縣市薦舉的典範教師，不僅具備教學專業，更有樂於分享的熱情
特質，讓閱讀教育能因這群有熱情理想的教師而更活絡。

■文件繳交方式
1. 敬請各縣市教育局(處)於106年9月18日前，提供縣市「2017閱讀典範教師」名單及推薦表（每縣市推薦教師至多二
名）。
2. 因應電子化煩請各縣市協助將「2017閱讀典範教師-推薦表」
   E-mail至活動信箱cwreading@gmail.com
   (主旨請註明2017閱讀典範教師-XXX縣市推薦)
3. 聯絡人：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張小姐 /江小姐

電話：02-2507-8627分機226 / 分機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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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Grant Snider看閱讀 / 作家/畫家Grant Snider
【策略擂台】閱讀者得永生：研究顯示看書多的人活得更久 / Mumu Dylan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掌握策略‧快樂閱讀》出版了 / 教育部國民與及學前教育署
【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大挑戰~認識深美書籍編碼及位置 / 基隆市深美國小 董蕙萍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神秘與和諧的生命禮讚 --《藍色小洋裝》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2 站 基隆市建德國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閱讀資源】《築夢．逐夢之旅》計畫開始報名囉！ / 築夢‧逐夢之旅臉書粉絲專頁
【悅讀基隆地圖】推動幸福家庭閱讀活動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Keelung City Public Library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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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掌握策略‧快樂閱讀》出版了

教育部國民與及學前教育署

本文摘要

圖文轉載自：1060817 閱讀策略師資培訓－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書可以怎麼讀呢？依照順序一頁一頁順著讀，隨自己心情挑著讀，像玩遊戲似的跳著讀，各種方式搭配不同的
文本，可以讓身為讀者的我們獲得豐富愉快、趣味各異的閱讀經驗。
  〈布拉格精神〉作者伊凡‧克里瑪曾說：「寫作能夠使你進入真實生活中難以進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能邀請你
的客人一同前往。」我想這也是許許多多作家的心聲，那麼，身為客人的我們，是否有勇氣打開未知的門扉，有餘
裕仔細欣賞房間點滴，有心緒、有能力與作家深入對談呢？
  計畫邀請專家學者選出40本書，遍布各類文本，適讀年齡廣泛；並搭配各式策略撰寫閱讀方法，從詞彙學習、
寫大意、推論、自我提問、理解監控到圖表閱讀都不缺席。期待藉由閱讀不同階段的優質書籍，發展出貫穿各式各
樣文本的閱讀力，準備好往更高層次的閱讀邁進，進而精進成優秀的讀者。
  本書分成「書籍重點」、「與策略的關係」、「結構圖」、「作業」及「叮嚀」等單元，除了協助學生自行閱
讀，老師們也可使用本書做為教學材料，充份練習如何運用策略讀懂書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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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策略‧快樂閱讀」正透過各縣市教育局處，發送給全國國民小學一校一本，敬請期待！或者，偷偷問一下
校長、教務主任，說不定「小紅顏如玉」已經在等你認識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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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2 站 基隆市建德國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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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基隆地圖】推動幸福家庭閱讀活動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Keelung City Public Library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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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大挑戰~認識深美書籍編碼及位置

基隆市深美國小 董蕙萍主任

能力指標

5-2-6-1能利用圖書館檢索資料，增進自學的能力。

5-2-11-2能喜愛課外讀物，主動擃展閱讀視野。

學習目標

1-1能在圖書館內找到想要閱讀的書籍。

1-2能遵守圖書館使用規則。並樂於維護書籍。

教學活動

◎圖書館大挑戰

一、認識深美書籍編碼及位置

1.命題:(兩人或三人一組):

  小組選定一本共同書，再寫下這本書的線索在猜謎紙條上:類別、系列、

  國內外作家、編碼等…，至少五條線索。

2.分組:將各小組分成兩大隊，主隊和闖關隊

3.抽題:闖關尋找答案，完成學習單。

二、我是圖書小志工

1.分工2.擦書櫃

3.檢查書櫃的書籍是否正確依照編碼歸位

4.檢查損毀的書籍，修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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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自己的借書證。(缺者補證件)

教學者反思
        設計這個課程，主要是常常發現學生不依照編碼將書籍正確歸位，但是又不希望以教條方式規範學生。因此
設計命題闖關遊戲，希望達到認識深美圖書館編碼，並認同圖書館是深美所有教師與學生工同擁有的珍貴資產
每個人都應該負有維護的責任。實施過程中學生堆出題找編碼的遊戲非常有興趣，分類整理時更是非常投入，看
著孩子們分工合作想把事情做好的態度，真是令人感動呢!

點閱: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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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生活閱讀 悅讀生活 / 基隆市西定國小 陳立國校長
【名人看閱讀】Grant Snider看閱讀 / 作家/畫家Grant Snider
【策略擂台】閱讀者得永生：研究顯示看書多的人活得更久 / Mumu Dylan
【杏壇尖兵】「2017閱讀典範教師」推薦辦法 /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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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2 站 基隆市建德國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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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基隆地圖】推動幸福家庭閱讀活動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Keelung City Public Library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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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繪本大世界】神秘與和諧的生命禮讚 --《藍色小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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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八月號。

本文圖片由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藍色小洋裝》
作者：文．圖/張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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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處處講究效率，追求利益的世界，高科技與商業化總是常被奉為重要價值，不可否認的，這的確為我們帶來許多方
便與發展，但是過於崇尚這些，卻導致世界越來越功利，越來越膚淺，也越來越急躁，我們的生活環境更是遭到扭曲與破壞，
人們的身心靈也受到許多負面影響。有沒有什麼是在我們追尋幸福的路上被忽略了？我們對世界到底了解多少？甚至我們都該
問，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插畫家張又然耗時六年，轉化自身經驗與體悟，完成的新繪本《藍色小洋裝》，飽含生命的智慧與
期許，當然，還有他一貫的深刻精緻與濃厚情感，造就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在故事裡，他有許多話想跟我們說。

 

    故事發生的地方是新北市三峽，雖然書中沒有提到三峽，但是作者用心考察了許多三峽的相關元素，一一呈現在畫面中，
例如：三峽老街、祖師爺、金牛角等，讓我們一看就知道這是關於三峽的故事，其中有一些自然場景還是作者喜愛的三峽私房
景點。為什麼是三峽？原來作者曾經住過這裡，對這個地方有著濃厚的情感，加上對三峽著名的藍染有過一段感動的經歷，於
是就融合三峽與藍染，創作出這個故事。作者說過這是一本獻給三峽的書，不過，這本書的視野與格局並不僅限於此，張又然
運用熟悉的在地元素，探討的是一組跨越時空與地域的議題，傳達神秘與和諧的生命禮讚，讓這本書更具非凡價值。

 

    老街的嘉年華遊行又快到了，同學們都在討論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參加，小玉卻因為體質過敏，總是癢得受不了，只能穿舊
衣服，過敏也害她經常哭泣，所以沒什麼朋友。在故事的一開始，我們看到主角有這樣的困境，整個故事也就圍繞著這個困境
延展下去。媽媽在求醫與拜神都無效的情況下，決定帶著小玉到山上跟阿嬤住，吃阿嬤種的菜，穿阿嬤做的棉布衣，才讓小玉
好多了。在這裡，作者揭示出一個訊息：接近自然對人是有幫助的。的確，現代社會不管是吃的、穿的或是用的，經常添加許
多對人有害的物質，整個環境也連帶遭到影響，如果不懂得回歸自然，像小玉那樣的孩子只會越來越多，人類與環境將陷入無
止盡的惡性循環。

 

    雖然過敏症狀好轉了，但小玉還有另一個困擾，就是她也想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參加遊行，這才延伸出她偷偷試穿阿嬤的紅
花裙子，導致過敏復發，哭著跑到後山，在這裡她遇到了由藍鵲精靈化身的小男孩，小男孩幫小玉的衣服畫上馬藍花，小玉也
請男孩吃她最愛的麥芽糖，他們成了好朋友，這對一向缺少友誼的小玉來說，自然是很開心的事。在整個故事的進展過程中，
媽媽、阿嬤和其他人都無法見到小男孩，只有小玉能夠看見他，男孩總能在小玉傷心難過的時候安慰並鼓勵她，這份既神秘又
專屬的友誼，引領著小玉，為她開啟了另一扇門。

 

    另外一個陪伴小玉成長的是她可愛的阿嬤，阿嬤雖然不像精靈擁有神秘的能力，卻能以溫暖和智慧來引導小玉，阿嬤決定
運用藍染的作法來幫小玉的洋裝染上花色，她是這麼跟小玉說的：「傳說馬藍裡住著神奇的小精靈，只要唱歌給他們聽，他們
就會幫你把衣服染出漂亮的藍色喔。」如果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染料製作的過程中是有某種菌在發揮作用，雖然我們的肉眼看
不到，但這些菌確實是存在的，不但存在，而且阿嬤把他們稱做小精靈，並說要唱歌給他們聽，感覺非常具有神秘感與生命
力。千萬別把這當作只是大人在哄小孩，作者在這裡其實是想要告訴我們，不要只看事物的表象，這世界還有許多神秘未知的
力量，我們都應該以更為謙遜的態度來面對大自然。

 

    書中有兩句話一直出現，特別值得一提，一句是在製作染料的過程中，小玉一直急著想趕快染衣服，阿嬤總是說：「不
急，不急，慢、慢、來。」作者想告訴我們，大自然有一定的規律與步調，著急是沒有用的。對於當前這個功利急躁的社會，
這不是很中肯的提醒嗎？另外一句話我覺得很有味道，也別具意義，那就是「風輕輕地吹」，故事開始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句，
之後在不同段落也出現好幾次，您可以說這是一種寫作技巧，但我認為這還隱含著某種象徵，象徵著大自然的和諧與美好就像
輕吹的風，無所不在，且亙古以來就一直在那兒，端看我們能否覺察，並且懂得珍惜。除了這些，這本書還有許多值得咀嚼的
訊息，而張又然細膩且深情的畫風，營造出多采多姿且美妙的魔法世界，光靠文字描述是無法體會的，親自去探索，用心去發
掘，您將會得到更完整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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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希教授專欄】［入校遊記］第 22 站 基隆市建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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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08 陳欣希臉書 

4月7日，9：45抵達建德國中，10：10師長們陸續趕到會議室，10：15會議開始，11：55師長們
匆匆趕回班上，12:15校長送我們回台北。

將近2小時的會議，大家專注地研討。研討～
1. 如何簡明扼要讓他人看見學校的紮實推動？
2. 如何讓閱讀推動從國文領域跨到其他領域？
3. 如何有效備課以兼顧社團和任課班的閱讀課？
⋯

事實上，第1點是許多學校的困擾，因為真的做了許多事，可惜的是，較無法讓人一目瞭然。尤
其是陣容堅強、認真推動學校閱讀的建德團隊！

這團隊，陣容多麼堅強呢？
1. 除了校長、主任，還有6位夥伴；
2.在沒有經費、沒有減課的情況下，2位老師包辦七八年級每週的閱讀課；
3.研發了晨讀手冊讓師生有方向閱讀；
4.將閱讀策略帶入補救教學；
5.培養學生做簡報的能力，在晨會向大家推薦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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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排學生回家和家長親子共讀的機會；
⋯

可想而知，整理學校推動的歷程和結果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呀！欣希的建議可以「表格」整理七八九年級的推動

重點，並以代號（T語、T社、S、P⋯）突顯推動的擴展與漸進釋放責任（TS—SS—S）。

至於要達到目標—全校推動，尤其是大型學校，就不能只有國文老師，還需邀請各領域老師一
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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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希建議可從「閱讀素材」著手，先在晨讀手冊納入多樣文本（除了文學、詩詞以外，還要有說明文、統計圖、

地圖、表、⋯），如此，會讓各領域老師感受到閱讀與自己的關聯性。

此外，即是閱推老師上的閱讀課，學生學到的閱讀策略也可遷移到其他學科。各領域老師定能
感受到閱讀的重要，進而與我們一起努力！校長可是社會領域輔導團的一員，所以，國文與社
會的進一步協同，指日可待！

而要培養學生的能力，至少要有三次經驗（活動形式相同、內容不同），簡言之，備課是以
「策略」為主軸、非內容，即可降低沒有時間備課的焦慮。

謝謝師長們，願意撥出時間和我們聊聊，欣希知道，閱讀推動還有一段長路，但，合作下，一
定會愈來愈順利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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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國中交享閱分享了陳欣希的貼文。

4月22日 17:02 · 

閱讀計畫主持人陳欣希教授入校指導
學校閱讀團隊們認真受教
同時我們也說明了學校整體閱讀的規劃與困境
真是受益良多呀！

一如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同時也是美國著名搖滾歌手Bob Dylan所言:
在音樂傳統裡
創造新的詩意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讓學校的閱讀課程
多一點可能 多一點腦力激盪
也多一些感動！

點閱:17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8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主編的話】生活閱讀 悅讀生活 / 基隆市西定國小 陳立國校長
【名人看閱讀】Grant Snider看閱讀 / 作家/畫家Grant Snider
【策略擂台】閱讀者得永生：研究顯示看書多的人活得更久 / Mumu Dylan
【杏壇尖兵】「2017閱讀典範教師」推薦辦法 /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掌握策略‧快樂閱讀》出版了 / 教育部國民與及學前教育署
【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大挑戰~認識深美書籍編碼及位置 / 基隆市深美國小 董蕙萍主任
【小繪本大世界】神秘與和諧的生命禮讚 --《藍色小洋裝》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閱讀資源】《築夢．逐夢之旅》計畫開始報名囉！ / 築夢‧逐夢之旅臉書粉絲專頁
【悅讀基隆地圖】推動幸福家庭閱讀活動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Keelung City Public Library 粉絲專頁

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7klreadpaper/home/89qi-106nian8yue-sheng-huo-ling-yu--shen-mei-guo-xiao/jian-de-guo-zhong/1060408%20%E5%BB%BA%E5%BE%B7%E5%9C%8B%E4%B8%AD%204.jpg?attredirects=0
https://www.facebook.com/JDJHWEREAD/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40406217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212979300942940&id=1404062177
https://www.facebook.com/JDJHWEREAD/posts/192886100402395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7klreadpaper/home/89qi-106nian8yue-sheng-huo-ling-yu--shen-mei-guo-xiao/jian-de-guo-zhong/1060408%20%E5%BB%BA%E5%BE%B7%E5%9C%8B%E4%B8%AD%205.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9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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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期

閱讀專題

【閱讀資源】《築夢．逐夢之旅》計畫開始報名囉！

築夢‧逐夢之旅臉書粉絲專頁

本文摘要

轉載於1060830築夢‧逐夢之旅臉書粉絲專頁

各位關注教育的夥伴們：

誠摯邀請您加入《築夢．逐夢之旅》計畫！參加《築夢．逐夢之旅》之後，我們期待~
透過「逐夢讀寫課程」，培養孩子閱讀理解、文字表達、資訊檢索、生活應用的能力。 
這個計畫由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網奕資訊、親子天下、國際扶輪社、趣讀冊，集結彼此的力量，建置共享平台（粉絲專頁），並透過三階段計畫：「逐夢讀寫課
程」、「楷模見面會」、「一日達人」，引領參與師生逐步完成《築夢．逐夢之旅》！

透過閱讀「人物傳記」的主題文本，讓孩子思索自己、探索自己。
透過「楷模見面會」、「一日達人」的親身體驗，讓孩子看見成功人士待人接物的態度和專業。 
透過「全國成果交流會」，讓每一個孩子都能被看見。

若您喜歡這個願景，
若您任教於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或高職，
歡迎您以班級為單位來申請此計畫，與我們一起引領孩子踏上這趟為期一年的《築夢．逐夢之旅》！

欲加入計畫者，請點選連結網址，填寫訊息並回傳。

即日起開放報名，
9月7日截止報名，
依報名順序於9月15日在「築夢逐夢粉絲專頁」公佈錄取名單。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XesWh-LdI13RY0sopyVCeffXrvGoakiqwYSC3EK6kTxI32g/viewform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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