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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陳雅靜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高雄縣九曲國小教師 

 國語日報讀報教育講師 

經歷經歷經歷經歷 

 91 學年度企畫、執行桃園縣福源國小四年級『兒童閱讀教育』 

 92、93 學年度企畫、執行高雄縣小林國小『兒童閱讀教育』 

 93、94 學年度承辦、企畫高雄縣小林國小『灌溉兒童文學苗圃』閱

讀活動 

 國語日報讀報實驗班教師（高雄縣九曲國小） 

 參與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編輯『愛的書庫』學習單 

 高雄縣小林國小週三教師『閱讀活動實施』研習講師 

 高雄縣小林國小寒假閱讀育樂營講師 

 高雄縣閱讀人才培訓讀報講師 

 高雄縣讀報工作坊講師 

 台南縣精進教師講堂研習讀報講師 

 96 學年度教育處長呂瑞芬暨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蒞臨訪視讀報教學 

 國語日報讀報講師培訓結業 

教育論述教育論述教育論述教育論述    

 孩子們的生活教育孩子們的生活教育孩子們的生活教育孩子們的生活教育。桃園縣福源國小親職教育專刊（2002） 

 從雅歌小學的辦學理念談多元智能及生活教育的培養從雅歌小學的辦學理念談多元智能及生活教育的培養從雅歌小學的辦學理念談多元智能及生活教育的培養從雅歌小學的辦學理念談多元智能及生活教育的培養。教育廣播月

刊第 111 期（2002） 

 推動班級讀書會心得分享推動班級讀書會心得分享推動班級讀書會心得分享推動班級讀書會心得分享。桃園縣福源國小親職教育專刊（2003） 

 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推展兒童閱讀實務分享推展兒童閱讀實務分享推展兒童閱讀實務分享推展兒童閱讀實務分享。高縣文教第三十六

期（2003） 

 父母及教師如何陪孩子走過資訊的時代父母及教師如何陪孩子走過資訊的時代父母及教師如何陪孩子走過資訊的時代父母及教師如何陪孩子走過資訊的時代～～～～談視談視談視談視媒傳播素養媒傳播素養媒傳播素養媒傳播素養。高雄縣

92 年度國民小學親職教育專刊（2003） 

 漫談偏遠山區兒童閱讀漫談偏遠山區兒童閱讀漫談偏遠山區兒童閱讀漫談偏遠山區兒童閱讀。國語日報 93.06.16 第十三版 

 兒童繪本導讀融入人權法治教學活動設計兒童繪本導讀融入人權法治教學活動設計兒童繪本導讀融入人權法治教學活動設計兒童繪本導讀融入人權法治教學活動設計。高雄縣人權法治教育教

材教法徵文（2005） 

 讀報讀報讀報讀報～～～～走進繪本創作世界走進繪本創作世界走進繪本創作世界走進繪本創作世界。國語日報 97.01.07 第十四版。（2008） 

 讀報教育讀報教育讀報教育讀報教育～～～～在九曲的萌芽與紮根在九曲的萌芽與紮根在九曲的萌芽與紮根在九曲的萌芽與紮根。高縣文教第 49 期（2008） 

 九曲讀報實驗班九曲讀報實驗班九曲讀報實驗班九曲讀報實驗班，，，，前進電視台前進電視台前進電視台前進電視台。國語日報 97.06.05 第十四版。 

 專題研究剪報專題研究剪報專題研究剪報專題研究剪報~~~~帶孩子為地球降溫帶孩子為地球降溫帶孩子為地球降溫帶孩子為地球降溫。國語日報 97.07.26 第十四版。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執教以來將兒童閱讀活動融入各領域教學，三年前將原住民文化與

兒童閱讀活動結合，指導平埔族學童創作。近年擔任第一線讀報教育

實驗班老師，實施各項讀報教學、建置讀報教學成果網，並跨出校園

與各地教師、家長分享讀報教育的理念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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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形式的閱讀另一種形式的閱讀另一種形式的閱讀另一種形式的閱讀（（（（取自國語日報社讀報教育指南   入門篇）））） 

 

鼓勵孩子利用報紙進行閱讀，目的是希望孩子透過報紙獲得新知和時事資訊，並有許多

機會閱讀包羅萬象的內容，吸取多元且豐富的知識，進而建構多元的知識架構及多角度的思

考。不過，事實上，確實有些新知資訊，即使大人也難以理解，又要知識及生活經驗尚淺的

孩子，怎樣輕鬆閱讀呢？ 

對於孩子這樣的閱讀需求，以兒童為閱讀對象的版面，編輯在資訊處理上，會採貼近孩

子認知的題材，用孩子的視角來報導，以淺顯的文字來撰寫，以便孩子能夠理解，進而獨立

閱讀。而對於一些閱讀經驗還淺的孩子，利用圖象閱讀作為引導，可以減輕孩子對於文字閱

讀的排斥，也是增進孩子理解，以進入文字閱讀的橋樑。 

圖象輔助閱讀圖象輔助閱讀圖象輔助閱讀圖象輔助閱讀        增進孩子理解增進孩子理解增進孩子理解增進孩子理解    

所謂「一張好的圖片勝過千言萬語」，那是因為「平面閱讀」雖然無法將介紹報導的事

物具體呈現讀者面前，讓讀者真真實實的「看到」或「摸到」，卻可以利用「圖象」表現相

關事物的關係，將抽象的內容，變得較為具體而容易理解，達到理解傳達的目的。這可算是

圖象閱讀的一種親和力，也是許多孩子對於有大量圖象的「漫畫」，無法抵抗的原因吧！ 

多元形式閱讀多元形式閱讀多元形式閱讀多元形式閱讀        養成多面向思考能力養成多面向思考能力養成多面向思考能力養成多面向思考能力    

一般認為的「閱讀」，大都指的是文字的閱讀，而忽略了圖象的閱讀。其實，圖象的閱

讀是另一種閱讀形式。閱讀圖象並不會因為文字少或是沒有文字，就缺乏思考性 

大家都知道人腦分左腦與右腦；左腦司論理，右腦司感性；文字閱讀是側重論理性的思

考，而圖象閱讀則是飛躍性的思考。人類天生有左右腦，自然應該左右腦並用。如果只偏重

某一種形式閱讀，或是習慣某一種思考方式，都將使思考變得狹窄而固執，遭遇困難時，難

以跳脫思考瓶頸，進而提出有力的解決方法。文字閱讀與圖象閱讀，是同樣重要的。 

在閱讀的時候，不管是基於增進理解的趣味，或是閱讀形式的多元化，圖象閱讀都是不

該過度忽視的。國語日報在讀報教育的具體內容設計上，設計了一些具備「新聞意義」及「閱

讀意義」的圖象閱讀內容。一方面藉由圖象的親和力，讓兒童可以輕鬆的進行閱讀，先解除

孩子普遍對於「文字閱讀」的排斥，進而透過圖象閱讀，引導兒童進一步親近文字閱讀。 

用圖象進行時事和新知閱讀用圖象進行時事和新知閱讀用圖象進行時事和新知閱讀用圖象進行時事和新知閱讀    

依據這樣的理念所做的具體設計有：漫畫版除了情節漫畫外，有相當比例的學習漫畫；

「週日畫報」每月製作一次「新聞偵探隊」專欄，以趣味親切的漫畫解說新聞，提供一般兒

童圖書無法及時提供的時事資訊，完全以兒童認知為本位來進行新聞解說，提供成人報紙無

法為孩子提供的閱讀服務。「週日畫報」的另一個「文學森林散步」專欄，則是希望卸除「文

學經典」的沉重感，以圖象演出方式介紹中外文學名著，引導孩子親近文學，對於文學經典

先有初步的認識。「少年法律版」每月一次的「漫畫說法」，以淺顯趣味化的漫畫來介紹法

律常識，讓更多孩子樂意閱讀法律資訊，期望他們能及早具備法治公民的概念及素養。此外，

「看圖說話」則是一個語文學習專欄，是為基礎知識仍淺的孩子設計的。希望孩子先閱讀圖

象，充分發揮讀圖的想像力，再閱讀由名家撰寫淺顯有韻律的兒歌，雙向進行圖畫想像與語

文學習。 

上列例子，都是以圖象為主的閱讀設計，除了希望藉由圖象輔助，讓孩子能容易理解，

輕鬆閱讀外，在閱讀的思考啟發上，也希望給予孩子文字閱讀以外的另一種形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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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曲－他山之石（附件一） 

          九曲緣起（附件二）、九曲讀報教育資源 

          國語日報實驗班 

 

�二.讀報教育前置作業－氛圍塑造     

※ 親師合作（附件三） 

�身教影響（先做一位愛看書或是愛閱讀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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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氣氛（說到有關『報紙』時，千萬別動怒！） 

�兼顧學校課程－讓孩子放心準備月考 

�情境佈置—小組編排，以四人一組為優 

�送報小天使—由學生共同票選（參與感） 

�介紹客人—詳細介紹（中年級孩子對報紙仍相當陌生） 

�三.讀報教育課程設計概念（附件四） 

    讀報教育課程設計實例（附件五）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1)(1)(1)(1)--------團隊合作【分組競賽讀報】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2222))))--------讀報講堂，剪貼高手： 

1.讀報講堂-a. 認識報紙 b. 報紙的版面與媒體辨析 c.剪報技巧 

2.小組剪貼、資源共享-八大主題 

�書法天地�優美文章�兒童健康�好書推薦�語文指導�發燒新聞	詩畫家族
新知探索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3333))))--------圖像教學--小亨利故事吹牛（人、事、時、地、why、how） 

時間、技巧、寫法、批改的重點、集體創作（繪本製作與資訊融入）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透過故事吹牛，學生在不知不覺中練習了事件情節的遞移事件情節的遞移事件情節的遞移事件情節的遞移、、、、對話對話對話對話、、、、心情的變化心情的變化心情的變化心情的變化……雖然

不是完整的文章，卻是蓋「文章」這棟房子之前非常重要的地基部分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資訊融入的過程使孩子體會書本的製作過程—愛書小組共作－創意被激發，感情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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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4444))))--------認識報紙~賓果遊戲 

    

    

    

    

※報紙在語文上的其他應用 

�四.加油篇 

�五結語 

國語日報資源網 http://www.mdnkids.com/ 

讀報教育資源網 http://www.mdnkids.com/nie/?url=news/index.asp 

卓越新聞獎 http://www.feja.org.tw/ 

郭玉蕙的讀報之旅 http://www.walkone.com.tw/blog/?user_id=nie 

九曲國小讀報實驗班教學成果網：http://www.loxa.edu.tw/classweb.html?webId=7053 

陳雅靜的讀報記實：http://tw.myblog.yahoo.com/jw!ahe69IKLERSGYujfShkv9CLJig-- 

e-mail:smoothysmoothy@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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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他山之石～讀報教育在北縣文/江福祐（台北縣板橋國小教師） 

  4 月 1 日雖然是大家俗稱的「愚人節」， 但是對於台北縣的教育而言，這一天卻是

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從 97 年的 4 月 1 日起，台北縣 9144 個國小班級都將擁有

一份『國語日報』，做為班級師生共同閱讀與教學上的教材。由教育局採購，在每天早

上七點半前送到各個學校，這在全國來說，還是首創。 

 

  根據臺北縣 97 年度試辦「早讀 10 分鐘－讀報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中所述，「「讀

報教育」是將 NIE（Newspaper In Education）教學方式帶進教室，由教師、學生將報紙

當成課堂延伸教材，帶領學生進行語文、社會、科學、品德、時事等全方位學習。根據「美

國新聞協會」調查發現，實施讀報教育將有助學生在基本能力測驗中的閱讀能力提升，平

均約提高了 10％；並且可以增強學生的同理心、經營企劃能力，對不同文化也能表現出更

大的包容力。」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計畫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要提升我們學生在閱讀

行為上的能力以及閱讀範圍上的視野。 

  近年來，受到網路與電視媒體蓬勃發展的影響，影音的瀏覽取代了文字的閱讀，也

改變了民眾的閱讀習慣，文字閱讀和書籍閱讀已不再被視為獲得知識的唯一管道，雖說

這是資訊時代的特性，但是取代了文字 閱讀的網路與媒體瀏覽，卻無法發揮原本閱讀應

該帶給讀者在思維能力與社會楷模學習上的功能。雖然仍有許多報紙媒體仍舊存在，但

是報導的內容不外乎是影視娛樂、社會寫實、爆料揭密、政治惡鬥等新聞，根本無法讓

報紙變成學生閱讀學習的工具與媒介。『國語日報』是國內唯一的兒童教育報紙，也是

國內少數非營利性質的媒體，過去雖也有『兒童日報』的發行，但就是在整個社會的閱

讀環境改變之下結束營運，令人欷歔。 

  台北縣在讀報教育的實施中，除了讓每個國小班級有一份國語日報可以進行讀報教

學之外，也特別重視「人」的部份，因此在讀報教育計畫中，規劃辦理全縣 20場的「讀

報教育」研習，讓第一現場的教師能夠清楚瞭解如何善用一份報紙的內容，讓這份報紙

發揮最大的功能。另外為了加強讀報教育的研究，也將規劃成立讀報教育實驗班 15班，

讓讀報教育在台北縣能夠發展出更多元、更有效、更實用的策略與方法。 

  雖然所有的班級已經在班級中看到了這份『國語日報』，但是除了參加過研習的老

師之外，有許多教師對於讀報教育到底要教學生讀什麼？什麼時間讀？怎麼讀？仍然存

在許多的疑惑。在臺北縣 97 年度試辦「早讀 10 分鐘－讀報教育」活動實施計畫中教育

局希望教師利用導師時間、晨間共讀、彈性課程或閱讀課進行閱讀活動，配合報紙內容

進行時事教育、社會關懷、寫作欣賞等導讀活動，指導學生活化零碎時間，隨時進行閱

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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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國語日報的內容安排分類為例，約可分成國際視野（國際播報臺、大千世界

妙事多）、社會認知（品德教育及時教材─生活版「E 世代酷小子」、青春版少年法律

專刊、培養兒童媒體素養──生活版「小小媒體觀察家」專欄）、環境關懷（鄉土教室

版、科學教室版「跟著荷馬教授去探險」、生活版「環保綠生活」）、科學探索（科學

教室版）四大類。 

  從多元閱讀的角度來看，國語日報的內容還包括：文藝作品賞讀（少年文藝版、兒

童文藝版）、多語言學習（語文教室版、英語教室版、閩南語說話教材）、生活 EQ（生

活版「小天使信箱」）、親近藝術（藝術教室版）、兒童作品觀摩（兒童寫作園地、玩

一玩、週末作文教室、週日童詩教室、主題徵畫）。 

  對於低年級的小讀者而言，『國語日報』中也有部份文字與圖像結合的單元，例如：

看漫畫解讀新聞（週日畫報「新聞偵探隊專欄」）、看漫畫親近文學（週日畫報「文學

森林散布」專欄）、看漫畫認識法律（少年法律專刊「漫畫說法」專欄）、看圖畫念兒

歌（語文教室版「看圖說話」專欄）、玩一玩（朗讀、看圖說故事、寫寫畫畫、照樣造

句、故事接龍）。 

  從這些分類中教師能夠很快速的掌握報紙中閱讀教材的重點，兼顧新聞的時效性，

滿足各個年段學生不同的閱讀模式與閱讀需求，讓學生從閱讀報紙中學習到課本系統知

識無法兼顧到的部份。 

  台北縣的閱讀教育在滿天星閱讀計畫開始實施之後，已經選出了 20 所衛星學校，有

六所學校今年度已達三顆星的榮譽，閱讀衛星教師與閱讀教案智多星教師也都陸續出

爐，逐漸將北縣的閱讀活動加溫，如今再加上『讀報教育』的融入，勢必讓北縣的閱讀

教育攀向更高的高峰，這些活動的成果，最實質受惠的就是我們的學生，未來我們期望

有更多的學校、更多的教師、更多的家庭能夠投入閱讀的推動，如此我們的學生才會是

一個具有思考能力、關懷社會、喜愛自然的優質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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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讀報教育－在九曲國小的萌芽與紮根 

NIE deep plowing in JIOU QIYU 

陳雅靜 

序幕序幕序幕序幕————九曲讀報九曲讀報九曲讀報九曲讀報，，，，縣內種子縣內種子縣內種子縣內種子    

九曲國小，一個位於高雄縣城鄉交界的小學，在 2007 年做了一項突破性的教學活動。2007

年九月，在蔡校長孟翰及教務主任梁一成的鼎力支持下，我們向國語日報社申請了讀報實驗

班，希望能為九曲國小的特色課程--『兒童閱讀』注入一股更強的資源與活力，提供學生不

一樣的閱讀媒材。 

十月初，校園裡傳來一件大事－讀報教育。九曲國小入選國語日報教學實驗班，在全國

三十三個實驗班，九曲國小是高雄縣眾多國中、小唯一的幸運兒。未來的一年裡，一群由三

年級的孩子和幾位老師組成的國語日報教學實驗團隊，將一起把報紙實際融入教學中，使教

學更生活化、文學化、資訊化。 

半年以來，實驗班教師為學童進行數十種活潑的讀報活動，讀報課程介紹、小組讀報競

賽、詩畫創作、小亨利看圖創作、手工書、優美文章摘錄及心得撰寫……等等活動，逐步使

學童不知不覺中『愛上』讀報。在九曲國小讀報實驗班的實行中，學童運用巧思及創意，結

合縣裡具有特色化的『數位教室』的啟用，融入資訊技能，創作出超水準的繪本作品，充分

發揮小組團隊精神，其作品更榮獲國語日報專題刊登。每週定期的生活日記寫作，作品還不

間斷投稿至國語日報『生活小捕手』版，學生創作榮獲國語日報通過，刊登於國語日報，成

績斐然。 

 

學生創作榮獲國語日報通過，

刊登於國語日報 

 

 

 

�九曲國小學童讀報教育『製作手工繪本』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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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語日報 2007.01.07『快樂讀報 14 版』 

前進—快樂讀報、師生傳承 

『校園小記者』是九曲國小讀報教師為推廣『快樂讀報』，並使學童經由享受兒童文學的

樂趣進而喜歡上閱讀而設計的活動，除了讓學生實際體會記者工作，分享校長及師長們讀報

的實際經驗及認識學校特色亦是活動重點之一。活動主是將班上的孩子分成五組，分別扮演

校園小記者，訪問校園裡指定的師長，第一場的採訪首先鎖定在學校的校長室及四大處室。 

採訪前，由各小組熱烈的討論要訪談的問題，題目的設計除了需要符合文句的順暢性之

外，還得要有深度及重要意義，剛開始，多數的孩子提出：『校長，請問您一天到晚都在做

什麼？』或是『你喜不喜歡看報』．．．等等的 NG問題，經由實驗班老師指導後，請小記

者明確的針對一件事或一個主題作為問題訪談的中心，在刪減掉僅能讓受訪者回答出類似

『是』或『否』的封閉性答案的問題，題目的設計以能引導受訪者侃侃而談是九曲國小校園

小記者訓練題目設計的目標，透過小組討論及修正後，孩子們的提問方式改善很多。 

從訪問前數天，看到實驗班學生拿著『校園記者訪問專用麥克風』，四處追著同學採訪

新聞的景象得知，孩子對於活動式的教學感受非常深刻。這一場活動使讀報教育的氛圍衝到

最高點，不僅訓練學童的口語表達，更強化語文教育中的說、讀、聽、寫……等目標，在小

朋友票選的讀報活動成為孩子們最喜歡的閃亮之星。從遊戲中學習語文，讀報教育的魅力果

然無法擋！ 

 

加油--閱讀技巧、經驗分享 

小記者對於素有『勤學博士』雅稱的校長在閱讀技巧及方法上有很大的興趣，在受訪過程中，

校長不吝分享他的讀書方法，他提到他是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小時候很愛玩，到了國中之

後才逐漸發展出自己讀書的方法，『SQ3R』就是他的葵花寶典，其中不外乎：瀏覽 Survey、

自問自答 Question、閱讀 Read、背誦 Recite、複習 Review，這一套方法一直陪伴他一路成

長到碩士班及現在的博士班。不過他認為適合每一個人的方法不同，選擇屬於自己的方法很

重要，校長認為讀報實驗班的孩子很幸福也很幸運、除了正式課程的學習，也可以有機會嘗

試做做不一樣的事、閱讀不同的媒材，藉由讀報活動實驗班的孩子接觸的內容與面向比校長

來得多。加上縣府長官的關心與重視、溫世仁文教基金會的鼎力支持，國語日報社記者的拜

訪、盼能將師生經驗推廣，小小種子繼續努力與加油！  

此外，校長也分享他的讀報經驗，他說自己不挑食，有報紙就會閱讀，最愛的是國語日

報，在他過去當老師的教學生涯中，他常將主題分類剪貼，與學生分享，不僅如此，國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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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是陪伴他從小到現在的伴侶。『『『『大標題大標題大標題大標題、、、、迅速的瀏覽迅速的瀏覽迅速的瀏覽迅速的瀏覽、、、、挑自己感興趣的文章挑自己感興趣的文章挑自己感興趣的文章挑自己感興趣的文章』』』』是他閱讀報

紙的三大密招，如此不但可吸收新知，也可以節少時間。 

另一組校園小記者對於訪問校園裡讀報活動的推手教務主任，在問題的設計下更是絕

妙，他們想知道主任自己是否會陪自己的孩子閱讀？主任提到他的孩子長大了，他很少陪孩

子一起閱讀，目的是希望孩子建立自動精神，不過他會建立一個舒適且優質的讀書環境給他

的小孩，而其中不外乎閱讀媒材的收集，訂閱國語日報週刊、及每天買國語日報是他塑造孩

子閱讀環境的方式之一。此外，主任期勉小記者多多投稿，不僅能賺點小小稿酬，更重要的

是能擴展寫作經驗。 

展望—讀報紮根，九曲殷期 

在校內讀報研習會中，校長提出希望『讀報教育』在九曲國小深耕與紮根，為孩子開啟

另一個閱讀的方向。他鼓勵有興趣的老師組成專題團隊，建立對話機制，將主動與熱情散播，

在經費的籌組方面，學校必全力配合。期望在以閱讀為特色的九曲國小中，能進一步為學童

擴展閱讀媒材，落實閱讀活動，將普通的素材—『紙張』，藉由老師的巧手，學生的巧思，變

成很棒的學習方式，達到淋漓盡致的效果！教務主任也鼓勵各班將其特色或班級經營投稿到

快樂校園版，全校師生藉同一公眾刊物，發表師生文學作品，引發骨牌效應，帶動閱讀氣氛。 

感想-代結語 

身為讀報實驗班教師半年來，最常掛在嘴邊的就是：『推行讀報教育好累，好累！』，

可是，奇妙的是，我卻停不下來，聽見處長、校長及主任對兒童文學的支持﹔看到記者阿姨

的到訪；拿著手上孩子們被刊登的文學作品；電話的那一端傳來孩子爸媽對於孩子作品上報

的尖叫聲，我的內心有悸動、也有感動。或許，我無法在最短的時間內給學生最多的知識，

籌組最多的資源，然而我期望自己能教孩子學會閱讀的方法教孩子學會閱讀的方法教孩子學會閱讀的方法教孩子學會閱讀的方法，，，，而非閱讀的內容而非閱讀的內容而非閱讀的內容而非閱讀的內容﹔﹔﹔﹔培養孩子閱

讀的興趣，而非著重閱讀的紀錄﹔醞釀孩子寫作的靈感，而非侷限在讀後心得的繕寫。主題

式學習讓孩子體會活用知識的方法，確實體會『知識能帶來力量』。 

『讀報教育』的成效顯現在十大基本能力及七大領域的課程，充分說明『報紙』是師長

們最佳的課堂輔助教材，國語日報為國內首屈一指的『質報』，在九曲國小儼然成為推行讀報

教育的優質教材，在教育的田園中，我們期望將讀報的芬芳散播，讓更多的園丁與學子培養

終身閱讀的能力，享受閱讀之樂，並終身受益， 

兒童閱讀需要行政鼓勵和支援，孩子接受校長、主任的訪問後，閱讀的鑰匙被打開了，

孩子想要讀報的心被鼓譟了起來，躍躍欲試，兒童文學的幼苗正在成長，我期待自己是一位

好園丁，灌溉出甜美的文學幼苗，更期待各位教育的伙伴一同帶領孩子乘坐快樂讀報的列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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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教育讀報教育讀報教育讀報教育：：：：國語日報讀報成果展論文摘錄國語日報讀報成果展論文摘錄國語日報讀報成果展論文摘錄國語日報讀報成果展論文摘錄 
轉載自卓越新聞獎電子期刊卓新獎「傳媒與教育」電子報試刊六號 讀報教育，顧名思義就是閱讀報紙的教育，也就是拿報紙當作教材，來教育孩子學習新知。國語日報一年來進行國小讀報教育，日前才舉行成果發表會，由多位參與的老師報告授課心得與學生們的反應，本刊特別取得桃園縣楓樹國小林碧榆老師與高雄縣九曲國小陳雅靜老師的報告，從他們獨特的教學分享，看到讀報教育為孩子們開啟另一扇窗。 

國語日報讀報教育實驗班成果發表會國語日報讀報教育實驗班成果發表會國語日報讀報教育實驗班成果發表會國語日報讀報教育實驗班成果發表會 

高雄縣九曲國小陳雅靜老師報告高雄縣九曲國小陳雅靜老師報告高雄縣九曲國小陳雅靜老師報告高雄縣九曲國小陳雅靜老師報告 融合數位資訊推行讀報教育／陳雅靜老師提供 

   沒有特殊讀報課程，結合各種課程，如藝

文課、電腦課、彈性課程時間等，以活動帶教

學，穿插讀報活動，讓讀報氛圍無所不在，以

引發孩子快樂讀報為目標。之後，融入基本能

力、兒童文學與媒體識讀概念。讀報進行方式，

其一，讀報講堂活動，首先學習認識報紙、報

紙版面與媒體辨析；其二，分版面方式，小組

剪貼，共享資源。由讀報進一步訓練寫作，如

心情日記、主題寫作與讀報心得等。此外，並

進行手工繪本創作，利用國語日報卡通人物「小亨利」，進行「小亨利故事吹牛」繪本，並

利用電腦繪圖軟體，編輯繪本，激發創作靈感。 

  另外，結合實際活動，帶領孩子認識線上新聞產出過程。首先，進行新聞導讀與時事議

題討論，認識新聞基本要素 5W1H（Who, What, When, Where, why and How）。並實地參

觀鳳信電視台，介紹新聞製播過程，參觀主播台、副控室。參訪電視台活動的設計，乃是為

了配合大型校慶活動，讓孩子擔任 SNG 連線小記者、小主播。透過資訊傳播、媒體製作的

課程、寫作、發表，呈現孩子在語文能力的提升。 

  由於發表管道的不足，發行班級刊物「三義報報」、「九曲苗圃」，讓孩子的文章能夠

有分享的機會。並特別對班上弱視學童，進行報紙放大，如大字書製作的「恩恩報報」、學

童讀報的「有聲讀報」，錄音後放上班級網站「仔報新聞」，製作相關素材時，便是同時實

踐讀報教育所學，也一同幫助弱視孩子學習。同時，也鼓勵投稿至國語日報，頗有收穫。 

  讀報成果方面，不僅學童稿件獲國語日報刊登，包括一位重度弱視學童；教師並發表相

關教學經驗於國語日報及高縣文教，並成立讀報教育成果分享網站。此外，97年溫世仁教育

基金會董事長訪視實驗班，並挹注九曲國小讀報經費。讀報教育能融合多元方式，如寫作、

創作、手工書、實地參訪與結合活動操作；或結合縣裡具特色化的「數位教室」，創造繪本

作品「小亨利故事吹牛」等不同管道，以樂趣誘發學童創作，深耕學童讀報教育的應用，都

是非常有進展的。教師希望，從讀報教導孩子的是「讀書的方法」，而非「閱讀的內容」，

並鼓勵學童閱讀、思考並理解。以樂趣讓學童快樂讀報，在校長與教師們的熱情參與下，九

曲讀報的種子正在開花。（特約記者／顧佳欣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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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寶貝的教學活動花絮報導（附件三） 

 
親愛的爸比和媽咪們： 

    十月份有些重要的教學活動，邀請您一同與寶貝參與和協助！ 

1. 本班很榮幸經國語日報徵選為 96 年度的國語日報讀報實驗班，從十月一日起進行讀報教

育，每天國語日報將『免費』贈送班上 8～9份報紙，因此我會帶寶貝進行一系列活動，

目前為分組競賽分組競賽分組競賽分組競賽（每天比賽看報紙）及看圖說話寫作看圖說話寫作看圖說話寫作看圖說話寫作（小亨利專欄） 

◎ 若是您的寶貝在家拿起報紙閱讀時，請爸比和媽咪用力伸出雙手，給寶貝拍一下手，

並用力用力用力用力給他讚美一下囉！（寶貝們很需要被鼓勵的，尤其是剛剛接觸報紙！） 

◎ 請不斷叮嚀孩子只要略讀，甚至是速讀，瞭解報中所要陳述的內容即可瞭解報中所要陳述的內容即可瞭解報中所要陳述的內容即可瞭解報中所要陳述的內容即可，最好可以

口述，千萬不要逐字逐句唸、讀，這樣很容易造成孩子閱讀報紙的負擔，因而放棄讀

報，您不妨也可以和孩子分享您看報紙的技巧！（我在學校也會不斷叮嚀！） 

2. 10/26鳳信電視台會到校拍攝『學校特色活動』，據教務主任安排應會到我們班上進行讀

報成果拍攝。 

3. 10/25（四）上午第一節進行全三年級語文能力抽考（範圍：第一～五課） 

4. 日記書寫的成果非常棒，請記得讓孩子繼續暢所欲言，但必須是記錄當週事項，若您願意

協助給予指導，只需要為他挑錯字，孩子可以呈現最天真自然的一面（童真）為最佳，讓

孩子能達『我手寫我口』！ 

5. 班級圖書館即將開放，目前寶貝們已經將個人書插製作完成，班級借書證已發放，班級圖

書四百餘冊，多數皆由我挑選過，適合他們的年齡閱讀，未來兩年，希望他們可以愛上班

級圖書，把書裡的知識通通帶走！ 

 

                       感謝您耐心的看完，寶貝的成長很高興能與您一同分享！ 

雅靜老師 10.03 

 

※爸比和媽咪們給雅靜老師的建議或回饋：（若無可不需填寫） 

 

寶貝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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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基礎入門 

課程設計 

熟悉 

寫 

說 

讀 

樂趣 

聽 

進階課程設計 

欣 

賞 

行動 

策劃 

創 

作 

獨立 

思考 

表 

達 

批判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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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四義 NIE 教學成果網網站導覽 
 讀報好康快訊  提供您有關讀報研習或相關活動的最新資訊 小亨利課程  介紹小亨利的課程實施（文字文本的繕寫及繪本製作）及提供空白學習單下載，並展示學生優良作品。  讀報教學簡報 放置有關進行讀報教學時，教師會使用到的簡報資料，以供下載。 資訊融入 5W1H  提供教案及小組學習成果。 囝仔報新聞 放置學生平時練習播報新聞之聲音檔。 小小主播平台 介紹一系列主播課程及學習成果。 精彩影音典藏 裡面放有整個讀報活動一年來的精彩影音畫面及簡報。  快樂讀報相簿 收集讀報過程各種活動的精彩照片。 文學榮譽榜 凡稿件經國語日報刊登之小作家，其文章與照片都會收錄於此。 讀報心得撰寫  訓練學生撰寫心得的相關學習單，如何使學生逐步學會呈現讀後感想的過程。 文學作品櫥窗  收錄每週學生撰寫文章之精華，亦提供作為投稿國語日報、九曲苗圃、三義報報之稿件來源。 優良學習札記 收錄學收優良學習單。  讀報教學札記  典藏教師實施讀報教學以來，相關研究心得。  Reading Study 提供親師有關閱讀的好文章。  九曲讀報苗圃  1. 是介紹由『溫世仁文教基金會』提供之經費所印製之九曲國小文學作品刊物。 2. 放置每學期出刊一次的『三義報報』  時事議題討論 在讀報教育課程中，為有效使學生讀報並融合資訊能力的提升，開闢一個討論區，讓孩子針對時事討論並回應。  寫作討論園地  是三義寶貝主題寫作的園地，除了結合愛的書庫的心得繕寫外，平日的主題寫作精彩內容也會 po 在這裡，供其他學生上網觀摩及回應。 親子讀報迴響  這裡是集結孩子們及家長對於整個讀報教學的回應區  歡迎您提供相關回饋給我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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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主角—小亨利 1. 故事吹牛(70-80 字) 2. 心情日記（70字） 3. 優美文章心得（50字） 聽 

基礎入門 

課程設計 

熟悉 

寫 

說 

讀 

樂趣 

綜合活動 

剪貼高手 

快樂新聞星光大道 

1. 認識 Happy News 

2. 尋找及製作

Happy News 

3. 發表 

超級播報員 

1. 讀報技巧訓練 

2. 進行錄音實作 

（製作 MP3 光碟） 

團體競賽 

1. 讀報次數計賽 

2. 看內容、找標題 

3. 5W1H 

知識攝取 

1. 『認識報紙』概念講授 

元素： 

 1.簡易 

 2.遊戲 

 3.小團體 

 4.Happy 

 5.由摸索

到熟悉 

 

（附件五）九曲國小讀報教育-入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