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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小繪本大世界】幽暗旅途中的微光 --《男孩與三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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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一月號。

本文圖片由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男孩與三條腿》
作者：文/山本賢藏，圖/伊勢英子
譯者：林真美

 
   在人生的旅途上，很多事情不是我們能夠自由選擇的，有些人幸運的生在美滿的家庭，備受關愛
與呵護，也有人從小就遭逢不幸，飽嚐人情冷暖。殘缺的生命值不值得被愛？如果無法得到關愛，
又該如何自處？大部分的繪本都著眼於溫馨、美好的主題，處理不完美與缺憾，帶著幽暗色彩的作
品並不常見，這本《男孩與三條腿》正是這樣的作品。雖說帶著幽暗的色彩，但作者山本賢藏並沒
有擺弄悲情，而是以充滿詩意的文句，看似雲淡風輕卻富含寓意的描述，帶領讀者去感受兩個小生
命的相遇、相惜之情，繪圖者伊勢英子則是運用極為寫意與夢幻的手法，營造出一種帶有距離感的
朦朧氛圍，圖文高度融合，呈現出深刻動人的故事。 

    整篇故事以男孩第一人稱的視角來鋪陳，最先出場的是一隻只有三條腿的狗，這隻狗的名字也就
叫做三條腿。三條腿是在一條街上的流浪狗，文中寫道：「三條腿總是敞開心胸面對世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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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雖然肢體有所殘缺，卻是一隻樂觀開朗的狗。原本跟媽媽一起生活的男孩，因為媽媽過世而被阿
姨收留，由於喪母之痛加上來到陌生的環境，男孩一直處於憂鬱不振的狀態，文中並沒有提到男孩
在學校發生什麼事，但透過插畫的表現，我們看到男孩被同學集體欺負的畫面，因此，他就連學校
也不想去了。與三條腿的相遇，讓男孩憂鬱、迷惘的生活有了些重心，他們很快成了好朋友。作者
很巧妙地以日常性的口吻來描述兩位主角的互動，看起來平凡卻頗能傳遞他們相互依存的好交情。
同為抱著缺憾的生命，三條腿的天真無邪與開朗性情，為男孩帶來心靈的慰藉與鼓舞。 

    透過一段表哥與阿姨的對話，男孩知道他在這個家是不被關心，甚至被嫌惡的，簡單的一句「我
睜開眼睛，下雪了。」說的不只是戶外的天氣變化，更是男孩內心的酸楚與某種覺悟。獨自走向下
雪的街道，男孩遍尋不著三條腿，內心開始感到害怕與焦慮，忍受著身心的苦痛，終於找到垃圾桶
下虛弱的三條腿，看到男孩，三條腿的眼睛亮了起來，原本一直是三條腿在鼓勵男孩，這一次，是
男孩解救了三條腿。廣場上撐傘的人們來來去去，但沒有人注意他們，一句「雪只為我們而下。」
表現出兩個受傷心靈的緊密相依，卻也道出無盡的蒼涼，簡單的文字就能傳遞複雜且深沉的情感，
著實不簡單！在圖像方面，這個段落也是全書最精采動人的部分，畫家運用抽象與寫實交融的情
境，特別調配的深沉色彩，把這個段落的氣氛與情緒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男孩把三條腿抱在懷
中，任憑雪花飄落在身上這個畫面，伊勢英子本人表示這是她最喜歡的一幕，而且當時因為深受故
事感動，是一邊哭一邊畫出來的。 

    經歷過這些事，三條腿依然是天真開朗、橫衝直撞的三條腿，而男孩卻感覺到自己變得不一樣
了，他說：「我好像遺落了什麼。我蹲了下來。發現水窪中的天空。」這一頁的插圖在兩側都畫了
男孩站在水窪前，左側的他是低著頭，水窪中映照出男孩陰鬱色調的倒影，右側的他則是抬起頭，
而水窪中映照的是清朗的藍天。作者與繪者巧妙的表現出男孩的心靈從封閉自憐到更加開闊的成
長，既然是成長，為何還有所謂的「遺落」？筆者認為這是具有深層美感的描述，因為成長並不總
是充滿喜悅，在這當中必定要付出某些代價，例如：變得堅強獨立卻失去天真浪漫，但生命的進展
就是如此，不會有任何一個時刻是完美無缺的，如果男孩像三條腿那樣，永遠天真無邪，永遠不要
長大，對他也未必是好的。在離別的時刻，三條腿追著車子跑，「跑著跑著，三條腿自由了。看著
這一切，我也變自由了。」同樣是極為巧妙而深刻的描述，離別時刻不是應該依依不捨？麼會提到
「自由」？這就要您去細細玩味了。 

    雖然說作者與繪者並沒有擺弄悲情，但是如果用心體會，就能發現這本書處處充滿深刻動人的情
感，所引發的心靈震顫，甚至超乎悲情式的表現，透過看似平凡與帶點距離的淡然，在乘載想像的
詩意中激發心靈深處的共感，讓我們看到在幽暗的旅途中那道微光是多麼溫暖與珍貴，這種手法毋
寧是更為高明的。身處於這個五光十色，充斥煽情與濫情的社會氛圍中，人們的心靈層次與敏銳度
不斷的被向下拉扯，經常需要透過更強烈的感官刺激，才能感覺有所觸發，而那樣的觸發卻又經常
是極為膚淺的，於是我們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喧囂，卻也越來越空洞。如果希望獲取更深的感動，我
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煽情與濫情，反而是多一些真誠與冷靜，這也會是筆者想要推薦這本書的重要
因素，翻開這本不帶虛矯的誠懇之作，希望您也能感受到那來自心靈的震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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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免費數位資源研習課程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本文摘要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參字第1070201866號

一、依據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107年1月9日資圖數字第1070000125號函辦理。

二、為培養教師之資訊素養與數位閱讀應用能力，該館於館內外辦理旨揭研習課程。

107年1至2月館內課程資訊如附件1，請逕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網址http://www1.inservice.edu.tw/)。

三、另館外部分，該館受理各校申請免費到校數位資源研習課程，課程說明及敬請

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課程內容：該館數位資源內容解說。
(二)講師：該館數位資源推廣小組成員。
(三)申請資格：學校或其他與教育相關之機關團體。
(四)上課方式與開課人數：

１、到校實體課程：上課人數達35人（含）以上。
２、線上視訊課程：上課人數達20人（含）以上。
(五)申請流程：
１、請先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該館聯絡欲辦理日期，確認研習日期後，於舉辦日前30天

集體辦妥該館數位借閱證，以利學員於課程中體驗使用各項免費資料庫及電子書。

２、辦妥該館數位借閱證後，請來函申請研習，敘明申請單位、課程活動名稱、辦理地

點、日期、上課方式、參加對象及人數等資訊。
(六)場地設施：
１、到校實體課程：由申請單位提供電腦、網路、音響、麥克風及投影設備。
２、線上視訊課程：申請單位需具備具音響、網路設備、廣播系統之電腦教室。
(七)請申請單位配合該館測試連線環境及填寫課程問卷，並於課後1個月內提供自行辦

理之延伸推廣活動成果予該館，完成結案。

四、集體辦理數位借閱證相關事宜請洽該館閱覽諮詢科賴小姐，電話(04)22625100

分機1198;研習申請相關事宜請洽該館數位資源服務科蔡小姐，電話(04)22625100

分機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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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資源推廣服務作業要點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本文摘要

中華民國101年12月27日本館12月份第1次館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5月28日本館5月份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推廣利用本館各類型數位資源，積極辦理館內

  暨館外數位資源推廣課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數位資源包含本館購置、自建、全國共用之電子資料庫或其他免費網路資源。

三、基於鼓勵數位閱讀，提升讀者資訊素養能力，本館除定期於館內開設數位資源推廣課程

  ，並受理其他機關團體申請，免費至該機關團體辦理相關數位資源推廣課程。

四、館內數位資源推廣課程：

（一）參加對象：一般民眾、公務人員與中小學教師。
（二）開課人數：最高人數為三十六人，若報名人數未達二十人，則不予開課並以電話或電子郵件

   通知已報名之讀者。
（三）報名方式：採預約報名，可於本館報名系統、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入口網事先報名。若預約報名人數未滿三十六人，開放現場報名。

（四）場地設施：本館數位學習教室。
（五）課程內容：依本館數位資源內容規劃。

（六）效益評估：參加對象必須填寫課程相關問卷(含課前及課後)，作為本館效益評估依據。
（七）核發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課程者，本館將核發教師或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五、機關單位申請數位資源推廣課程：

（一）申請資格：學校、公共圖書館、其他與教育相關之機關團體。

（二）開課人數：上課人數達三十五人（含）以上。
（三）申請辦法：於舉辦日期三十日前進行申請，機關申請先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連絡本館確認
   後，再函發公文，敘明課程活動名稱、日期、承辦單位、參加對象、人數。

（四）場地設施：申請機關單位提供，至少提供電腦、網路、投影設備。
（五）課程內容：本館數位資源內容課程。

（六）效益機制：申請機關單位除必須填寫課程相關問卷(含課前及課後)，並於課後提供延伸
   回饋推廣活動成果予本館。

六、課程講師由本館「數位資源推廣小組」成員擔任，依本館「數位資源推廣小組設置及

  作業要點」辦理。

七、本要點經館務會報通過，陳請館長核定後實施。

引用自：http://www.nlpi.edu.tw/RuleAndConducts/SocialEducation/digiPromo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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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借閱證服務暨數位資源使用說明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本文摘要

更新日期：107 年 1 月

壹、數位借閱證服務
一、 服務簡介
(一) 申辦對象：尚未辦理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借閱證之中華民國國民。
(二) 特點：核發無實體型式借閱證，可使用「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網址http://ers.nlpi.edu.tw)」之數位資源。如欲借閱實體館藏，
請攜帶身分證或駕照正本，至國資圖總館、黎明分館或中興分館辦證櫃檯領取實體證。
(三) 相關辦證問題，請洽詢專線：04-2262-5100轉1198辦證處。

二、 數位借閱證申請辦法
(一) 集體辦證對象：學校或機關團體
1. 申請方式：
(1) 指定專人負責，檢齊「集體辦理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借閱證集體辦理申請單」及「個人資料授權同意聲明書」函送本館申請。

(2) 公文核准後，申請單位依「讀者資料檔Excel檔」格式完整提供申請者正確個人資料，建置完成後將檔案E-mail至ecard@nlpi.edu.tw。

(3) 本館收到資料辦理完成後，將以電子郵件回覆聯絡人，並請聯絡人轉知各申請人，憑帳號（身分證字號）及密碼（預設為生日月日4
碼）即可使用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之數位資源，並請轉知申請人遵守國資圖數位借閱證使用相關規範。

2. 注意事項：詳細申請辦法請至本館網頁查詢：國資圖首頁→ 讀者服務→ 借閱服務→集體辦證 (網址http://ppt.cc/toayw)。

(二) 網路辦證對象：個人
1. 申請方式：直接透過網路申請。
2. 注意事項：
(1) 詳細申請辦法請至本館網頁查詢：國資圖首頁→ 線上申請→ 自助辦證服務(網址http://goo.gl/thvt6E)。
(2) 網路申辦後，可選擇以下方式確認身分。本館受理並核准後將以E-mail回覆申辦結果。
Ａ.郵寄身分證影本至「402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Ｂ.利用電子郵件傳送身分證影像檔至ecard@nlpi.edu.tw。
(3) 居住海外之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數位借閱證時，如無身分證影本，可利用郵寄或電子郵件提供個人身分證字號、中文名字暨中華民國護
照影本或影像檔E-mail至ecard@nlpi.edu.tw，以利身分之確認。
(三) 本館數位借閱證限本人使用，不得轉借、讓與或以其他方式由第三人使用，違者自負一切法律責任。

貳、 數位資源使用方式說明
一、 電子資料庫：接獲數位借閱證核准資訊後，即可使用本館「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之資源(網址http://ers.nlpi.edu.tw)。
二、 電子書服務平台：以本館或全國任一公共圖書館讀者身分加入會員後即可使用(網址http://ebook.nlpi.edu.tw/)。
三、 洽詢專線：04-2262-5100轉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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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悅讀】書海奇航2018台北國際書展

1

國家圖書館

本文摘要

活動時

間：
2018-02-06 10:00~2018-02-11 17:00

主辦單

位：
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活動地

點：

台北世貿展覽館

 

引用自：http://www.nlpi.edu.tw/AcivityDetailC140.aspx?KeyID=0d963010-655a-42ec-

a630-fdf0ac0d2ce2 

圖書是用文字、圖畫和其他符號，在一定材料上記錄各種知識，清楚地表達思想，並且製
裝成卷冊的著作物，為傳播各種知識和思想，積累人類文化的重要工具。它隨著歷史的發
展，在書寫方式、所使用的材料和裝幀形式，以及形態方面，也在不斷變化與變更，國家
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利用三館有關各項書籍史料的複製品、文
物照片、圖書館保存器具等，交織展示從早期傳統紙本到現代數位科技的多元型態閱讀方
式，包括古籍複製書、臺灣圖書設計的歷史與出版以及視障資料等陳列展品，結合影音動
畫，電子數位資源等新科技的閱讀型態，身為知識領航員的三所國立圖書館，將透過圖書
館典藏、保存、加值的歷史軌跡，引領參觀者體驗一場圖書的奇幻旅程。

點閱:14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4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小繪本大世界】幽暗旅途中的微光 --《男孩與三條腿》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免費數位資源研習課程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資源推廣服務作業要點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借閱證服務暨數位資源使用說明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一)第82期—第84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二)第85期—第87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三)第88期—第90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四)第91期—第93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政策】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推動閱讀作業要點」第9點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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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
http://www.nlpi.edu.tw/AcivityDetailC140.aspx?KeyID=0d963010-655a-42ec-a630-fdf0ac0d2ce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9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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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期

閱讀專題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一)第82期—第84期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82期 第83期 第84期
【106年1月】 【106年2月】 【106年3月】
世界因閱讀而改變 實踐與累積 105 閱讀2017●雞吉悅讀
基隆市隆聖國小 基隆市隆聖國小 基隆市隆聖國小

l   世界因閱讀而改變：

2016年日本書市概
況 / Ting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

報105年 第70期—
第72期 總覽 / 基隆市閱

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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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期 總覽 / 基隆市閱

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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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教育電子報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

報105年 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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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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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書香日活動 /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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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紅裙

之外——閱讀臺灣女
作家」系列講座 / 國家

圖書館

【名人看閱讀】三毛

看閱讀 / 作家 三毛

【杏壇尖兵】「深耕

計畫-閱讀推廣教師
研習」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閱讀理解策略教

學】國小課文本位閱

讀理解策略教學初階

研習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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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行銷研習活

動—新媒體基礎課
程」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閱讀寶庫】財團法

人臺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愛的書庫」借閱

方式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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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105 / 基

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策略擂台 105 / 基隆市

閱讀教育電子報

杏壇尖兵 105 / 基隆市

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105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圖書館利用教育

105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導

105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動態 105 / 基隆市

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2017●雞吉
悅讀】基隆市106年
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實

施計畫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

報

【閱讀2017●雞吉
悅讀】基隆市106年
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

輯小組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

報

【閱讀2017●雞吉
悅讀】基隆市106年
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

輯出版期程 / 基隆市閱讀

教育電子報

【閱讀2017●雞吉
悅讀】基隆市106年
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

輯流程一覽表 / 基隆市閱

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2017●雞吉
悅讀】基隆市106年
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

稿辦法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

報

點閱:15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4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小繪本大世界】幽暗旅途中的微光 --《男孩與三條腿》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免費數位資源研習課程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資源推廣服務作業要點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借閱證服務暨數位資源使用說明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悅讀】書海奇航2018台北國際書展 / 國家圖書館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二)第85期—第87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三)第88期—第90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四)第91期—第93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政策】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推動閱讀作業要點」第9點 /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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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二)第85期—第87期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85期 第86期 第87期
【106年4月】 【106年5月】 【106年6月】

小繪本大世界 「基隆教育331」--
「幼來閱讀」

家庭MSSR~親子一起
來閱讀

基隆市隆聖國小 安心幼兒園 綜合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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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籠悅讀地圖】基隆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各領域

【主編的話】閱讀的自發

者 / 基隆市立安心幼兒園 簡

美秀園長

【名人看閱讀】卡爾維諾

看閱讀 / 義大利小說家 卡爾

維諾

【學者觀點---閱讀理解策

略教學】掌握幼兒閱讀理

解的策略 / 臺北市立大學 陳

娟娟教授

【策略擂台】安心幼兒

園，閱愛樂讀 / 基隆市立安

心幼兒園 沈育筠老師

【杏壇尖兵】一定要先學

注音，才能開始閱讀？！ /

基隆市立安心幼兒園 蔡宜庭

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

館利用教育之於幼兒 / 基隆

市立安心幼兒園 杜鈞瑄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入

校遊記］第 28 站 基隆市武

崙國中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

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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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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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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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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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

程與教學科

【小繪本大世界】探尋文

化理解與感動的溫度 --

《黑牛妮娜》 / 基隆市武崙

國小 薛丞堯老師

【閱讀2017●雞吉悅讀】基

隆市106學年度「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增置國民

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

師」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

程教學科

【閱讀寶庫】「閱讀全壘

打」活動 / 基隆市政府教育

處 課程教學科

【研習訊息】「中小學數

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系列

課程-7-引領國中小學生親

近閱讀的方法」第2梯次線

上研習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課程教學科

【閱讀●悅讀】教育部「悅

讀家庭 分享好書」社群網

路徵文活動辦法 / 教育部

【閱讀●悅讀】基隆市106

年度國中小學環境教育創

意特色繪本競賽 / 基隆市環

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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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閱:15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4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小繪本大世界】幽暗旅途中的微光 --《男孩與三條腿》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免費數位資源研習課程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資源推廣服務作業要點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借閱證服務暨數位資源使用說明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悅讀】書海奇航2018台北國際書展 / 國家圖書館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一)第82期—第84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三)第88期—第90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四)第91期—第93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政策】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推動閱讀作業要點」第9點 /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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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三)第88期—第90期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88期 第89期 第90期
【106年7月】 【106年8月】 【106年9月】

性別平等議題融入
閱讀

生活學習領域的閱讀
指導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的閱讀指導

性別平等議題小組 生活學習領域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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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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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的話】運動有助閱

讀能力提昇 / 基隆市中山

國小 詹黃鎧校長

【名人看閱讀】許育健看

閱讀 / 許育健 國立台北教

育大學助理教授兼師培中

心實習組組長

【策略擂台】與作家有

約 / 基隆市深美國小 董惠

萍老師

【杏壇尖兵】知識性文本

閱讀--以法布爾為例 / 基

隆市深美國小 董惠萍主任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大

自然與文學的相遇--探究

式科普閱讀 / 基隆市深美

國小 董惠萍主任

【圖書館利用教育】使用

公共圖書館之正確觀念 /

基隆市文化局

【小繪本大世界】讓思想

與情感的水花飛濺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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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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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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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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漥》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陳欣希教授專欄】［閱

讀資源地圖］閱讀資源地

圖 in 基隆 / 教育部國教署

【運動有助閱讀能力提

昇】運動改造大腦（對身

體好，對大腦也好） / 基

隆市信義國小 陳建豪主任

【運動有助閱讀能力提

昇】大家一起來健康體適

能~GO GO GO / 基隆市暖

江國小 丁文貞老師

【運動有助閱讀能力提

昇】翻滾吧！三部曲--從

男孩到男人 / 基隆市東信

國小 蕭姍美老師

【運動有助閱讀能力提

昇】運動時的水分補充 /

基隆市中華國小 陳志宏主

任

【運動有助閱讀能力提

昇】健康體育與閱讀 / 基

隆市長興國小 曾雄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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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四)第91期—第93期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91期 第92期 第93期
【106年10月】 【106年11月】 【106年12月】
從閱讀發現母語的感

動
特教輔導團閱讀指導

專刊
電腦資訊與閱讀新關
係--資訊教育議題小

組專刊

本土語言學習領域 特教輔導團 資訊教育議題小組

【主編的話】本土語

言閱讀窩 發現母語
的感動 / 基隆市深澳國小 蕭

玉盞校長

【名人看閱讀】羅曼

羅蘭看閱讀 / 羅曼羅蘭 法

國作家

【策略擂台】閱讀理

解在客語課文教學的

應用 / 基隆市建德國小 葉慧敏

老師

【策略擂台】閩南語

教材閱讀評量適性探

討(一) / 基隆市深美國小 蕭

世楓老師

【策略擂台】閩南語

教材閱讀評量適性探

討(二) / 基隆市深美國小 蕭

世楓老師

【杏壇尖兵】遇上了

這一班--運用音標讀
出閩南語的趣味 / 基隆

市碇內國小 簡淑清老師

【杏壇尖兵】從「口

說語言」到「書寫語

言」~族語閱讀的發
展 / 基隆市信義國小 林恩丞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

學】ASOIM閱讀策
略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主編的話】用愛與

專業讓閱讀無礙 / 基隆

市中正國小 林志彥校長

【名人看閱讀】奧

罕．帕穆克看閱讀 /

作家 奧罕．帕穆克

【杏壇尖兵】隨處可

見的閱讀樂趣-在幼
兒園中引導特殊幼兒

的閱讀活動 / 基隆市特教

輔導團學前組 蘇光琦老師

【杏壇尖兵】課前五

分鐘閱讀--帶動閱讀
的「寧靜革命」 / 基隆

市特教輔導團 曾閩美教師

【杏壇尖兵】閱讀障

礙與小學普通班實務

教學淺談 / 基隆市特教輔導

團 王智立老師

【杏壇尖兵】輕度智

能障礙學生閱讀教學

經驗分享 / 基隆市信義國中

黃怡娟老師

【杏壇尖兵】「銘」

人「傳」情－閱讀名

人故事實施情意教

學 / 基隆市銘傳國中 劉珠玲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溫

馨的陪伴與回憶 --
《小鈕扣》 / 基隆市武崙

國小 薛丞堯老師

【主編的話】電腦資

訊與閱讀新關係 / 基隆

市長興國小 鄭兆斌校長

【名人看閱讀】史提

夫·賈伯斯觀點 / 資訊教

育議題小組 輯

【杏壇尖兵】智慧閱

讀初探 / 基隆市長興國小 鄭

兆斌校長

【杏壇尖兵】不同的

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

表現之建議 / 基隆市東光

國小 陳俊光老師

【杏壇尖兵】淺談運

算思維 / 基隆市深美國小 蘇

仕文老師

【杏壇尖兵】網路世

界資料搜尋術-如何
指導學生快速正確搜

尋 / 基隆市中正國中 鄒依霖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自

由與理想的重量 --
《班雅明先生的神祕

行李箱》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

導】閱讀樂高策略

(一)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

老師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

導】閱讀樂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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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7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7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7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8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8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7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8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8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0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9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8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8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8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9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19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0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0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0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0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0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1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1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1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1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14


【閱讀理解策略教

學】本土語言文本解

讀與分析—以閩南語
為例 / 基隆市成功國小 游淑珍

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閱

覽規則 / 基隆市文化局

【小繪本大世界】在

虛無與存有之間 --
《什麼都不是》 / 基隆

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基隆市閱讀教育動

態】106年度【圖書
館閱讀推動教師論

壇】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閱讀*悅讀活動訊
息】票選臺灣原創力

─精選好書送好禮 / 文

化部

 

【本土語閱讀教學指

導】阿德勒的閱讀策

略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老師

【106年臺灣閱讀
節-森林閱讀嘉年
華】活動訊息 / 國家圖書

館

【106年臺灣閱讀
節-森林閱讀嘉年
華】活動海報-小鎮
版 / 國家圖書館

【106年臺灣閱讀
節-森林閱讀嘉年
華】活動海報-森林
版 / 國家圖書館

【閱讀教育政策】

106學年度推動國民
中小學晨讀運動─身
教式閱讀與聊書計

畫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研習訊息】全國明

日閱讀研討會 / 教育部數

位輔助學科閱讀計畫

【研習訊息】

「Making
Reading Fun–特
殊需求學童瘋閱讀」

研習 /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圖書採購法規】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

校辦理中文圖書採購

應注意事項」 / 文化部

(二) / 基隆市正濱國小 黃靜惠

老師

【閱讀教育政策】

107年度「教育部獎
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

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

人評選實施計畫 / 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閱讀教育政策】臺

灣參加PIRLS
2016成果發表 / 國家

教育研究院

【閱讀*悅讀活動訊
息】鏡週刊2017十
大好書　名單揭曉 /

鏡週刊

【研習訊息】

1061221基隆市
106年度國民中小學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研

習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研習訊息】

1061223「閱讀與
寫作」研習（跨領域

文史教學—語文教師
研習）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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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政策】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
民中學推動閱讀作業要點」第9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推動閱讀作業要點」第9點，

業經該署於中華民國107年2月1日以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010139B號令修正發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推動閱讀作業

要點第九點修正規定

 
九、補助比率：

   (一)本補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配年

度預算額度，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補助比率如附表

1。

    (二)國立學校不占地方政府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之補助名額，且無第一項自籌款規

定之適用。

 

點閱:12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4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小繪本大世界】幽暗旅途中的微光 --《男孩與三條腿》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免費數位資源研習課程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資源推廣服務作業要點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資源】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借閱證服務暨數位資源使用說明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悅讀】書海奇航2018台北國際書展 / 國家圖書館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一)第82期—第84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二)第85期—第87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三)第88期—第90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實踐與累積106】目錄總覽(四)第91期—第93期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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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9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3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