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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 

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教師 戴莉如 

 

 

華大附小圖書館 

 

到圖書館服務，是我遙遠的夢… 

  很小、很小的時候，身旁就不乏「愛書人」，他們總是手捧著一本書， 全神

貫注的「看書」。看著他們富足又愉快的表情，我知道「讀書」一定是件好事，

而且一定是讓人快樂的事。 

 

  終於，我上了小學，識字了，並開始讀報、看書。從閱讀中我發現:原來這

世界上有這麼多「不一樣」的人，在做「不一樣」的事，擁有「不一樣」的想法

與人生…多麼精采呀！ 

 

  三十年前的小學也有圖書館，圖書館裡也有很多書，可是「借書」卻是不方

便的；因為在物資缺乏的年代，管理者「很怕」書會被弄壞甚至遺失。因此，小

時候的我沒有借書證，也不會主動上圖書館。直到上了師專才大開眼界。師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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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矗立一座好大的圖書館，裡面有好多的藏書！於是我像一個小書蟲，開始

利用圖書館。 

 

  年少的我，喜歡藝術，喜歡看畫冊，而畫冊都好重一本、而且好貴，如果到

圖書館借或直接在圖書館看，就方便又省錢多了！開始教書後，恰巧處於台灣經

濟起飛的年代，書店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如「誠品書店」發展至今，已成為台灣

著名的文化品牌，對於我一個愛書兼愛買者，更是一個「理由正當」的好去處！ 

 

  去年，我接下了華大附小圖書館的棒子，我帶著年幼時對讀書人的崇拜、年

輕時對圖書館的美好回憶、與熟女逛街所累積的購書經驗，走入「勤學樓」…。

一直以來，我面對人生的態度，都是隨緣順命，沒想到順著人生之旅抵達的這一

站，竟就是那個遙遠的夢想之地--圖書館！真是充滿驚喜！ 

 

我走入書的家… 

   「圖書館」是書的家。根據中國圖書分類，共有十大類；附小圖書館的兒童

讀物共有三萬六千多本，教師參考書籍有六千多本，除圖書館的三間閱覽室外，

近六年來，每間教室也都置放五百本以上的兒童讀物，也就是每間教室都成為圖

書館的分館，這樣的做法有其背景與目的；本校圖書館興建於民國七十六年（七

十八年完工），由於年代久遠，因此也伴隨校園二期改建工程進行內部改裝與外

部整修，這樣的黑暗期長達兩年（94~96），這段時間，圖書館遷至思源樓，由

兩間半教室改建的舊棟教學大樓裡，空間相當狹小，因此當時核撥的兩百萬購書

經費，在負責圖書館業務的楊慶誠老師規劃下，取得學校與老師同意後，將所購

買的書全數置放在一至六年級新的三十間教室與專科教室內，而這兩年採購的圖

書，就是由各年級老師共同討論，依教學主題、學生分段能力與兼顧領域用書等，

再以班級共讀（買三十五夲）與多元文本的實際考量，進行「附小的閱讀基礎建

設」。由於各年級有共讀的書籍（如附件一）、班級內有豐富的兒童讀物，老師們

可以進行班級共讀的教學活動，學生們也可以隨時閱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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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繪本區 班級的閱讀角 

 

我是主人，也是客人… 

初來乍到，羞愧於過往我對圖書館經營與閱讀教學了解的淺薄，對義工家長

也疏於往來，因此積極向楊慶誠老師汲取經驗，並和老師們聊教室裡的閱讀情

形，也在第一次的義工餐敘中，向資深圖書館義工說明我的想法與作法（如附件

二），希望取得他們的支持與協助。在學期初的教師集會中，我也向同仁們說明

我的規劃（如附件三），希望圖書館未來能扮演好「文化中心」與「教學支援」

角色。 

 

打從心底，我就希望這個圖書館，可以成為「我們的圖書館」，每一位老師、

學生、家長，都是「主人」，我們共同加入、共同經營、共同使用、共同喜愛：

另外，我也提醒自己常從「客人」（陌生使用者）的角度來「觀察」硬體的配置

與藏書的內容，看看有哪些迫切該做、持續需做與未來應做的事項。 

 

閱讀從這裡開始… 

  我喜歡新鮮的事物，喜歡蒐集不一樣的生活經驗，以下就是我在圖書館一年

的生活故事。 

 

一、開學閱讀起步走 

  閱讀可以豐富學習、充實生活，這是校內老師的共同想法，因此，班級閱讀

在附小的校園文化中，早已生根，甚至蓬勃發展；那麼，圖書館在閱讀推動這個

區塊還可以做什麼?新的學期、新的開始，我們向老師提出「延伸閱讀」的概念，

當時的文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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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附小洋溢書香，建立學生「廣泛閱讀的習慣」，將在學期之初，於

圖書館舉辦「開學閱讀起步走」—領域老師的推薦書展；請老師們依學期

所規劃的課程內容，進行「延伸閱讀」的書目推薦。 

 

延伸閱讀的目標有三:教師部分—教學需要大量的閱讀補充能量；學生部

分—學習需要大量的閱讀建構知識體；家長部分—修正讀書就是讀「教科書」、

準備考試的迷思。感謝校內許多老師的支持，協助推薦各領域的書籍，讓書展的

前置作業順利完成，兩個禮拜的書展，全校約有二十個班級前往參觀，並收到兩

百多位學生的閱讀書展回函（如附件四），兩週的活動完畢，我們再選出二十位

同學的作品展示與公開表揚。 

 

  

開學延伸閱讀書展一角 書展回函 

 

二、教師讀書會~附小的閱讀俱樂部 

做為一個老師，我常發現:在課堂上提到的書籍，總會成為班上「借閱排行

榜的熱門書籍」；做為一個母親，我也發現:孩子會帶回「老師的閱讀經驗」；因

此，我深信「老師喜愛閱讀，學生必定喜愛閱讀」，因為這樣的信念，又巧遇校

內正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因此，便邀請有意願的老師加入「閱讀俱樂部」。

在九十八學年中共舉辦八次活動（如附件五）。「我與我心愛的書」是第一次的主

題，從選書到詮釋書籍，都有助於彼此的瞭解；第三次的閱讀主題~「我在網站

上的閱讀」是因為網路已成當下主流閱讀，視訊演說（教學）克服了城鄉差距、

部落格成為新的社交方式、企盼改變世界的人也善用網路平台宣揚理念（如

TED、大小創意等）、購物網站也成生活必逛的重要賣場…這次的活動，除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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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閱讀經驗外亦同樣具有「認識彼此」的意味；「行萬里路如同讀萬卷書」，因此，

有三次活動我們分別邀請國成老師解讀西藏、素綾老師閱讀英國、隨子馨老師到

尼泊爾宣教、跟蕙芬老師到泰北服務、陪慧娟老師到京都散步；當然，既然是讀

書會，我們也會共讀好書，我選了蔡穎卿與陳之華的作品，以作為對當下「忽視

生活教育」與「右派主義當道」的反思。 

 

每次活動的引言人都不同，多位引言人在活動前總一再和我討論主題架構、

引言方式與內容，甚至事前演練，而每每活動完畢，大家都欲罷不能，越談越有

勁，在這樣的過程中，除了「閱讀」本身的收穫之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

經驗交換、生命流動，是「閱讀俱樂部」回贈給我的禮物。 

 

  

教師讀書會~閱讀陳之華 教師讀書會~我和我心愛的書 

 

三、主題尋寶活動 

我在圖書館觀察了半年，發現越高年級的學生、越少主動走進圖書館，我想，

應該是需要一些「活動」來提醒他們圖書館的存在吧！在這樣的思考下，設計了

「主題尋寶」的活動（詳如附件六）。 

「主題尋寶」它的目的在培養學生找書的能力並建立有效利用圖書館內相關

書籍的習慣，可依不同節令、學校活動、情境與主題規劃；由於是第一次舉辦，

因此找了一個老少咸宜的主題：「動物」開頭，不論是一年級還不大會寫的小朋

友（可以畫動物替代）或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很容易在圖書館找到適合

自己閱讀的書籍；由於這次活動還搭配「猜字」的趣味，因此，每天一到下課、

放學甚至假日，圖書館前都會聚集好一些關心結果的學生；根據導師給我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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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連進入青春期不太理人的學生，都「孩子」了起來，會在教室討論「可能的

答案」；最後答案揭曉，我們也公開抽出十五位學生，贈送最近很夯的一位作家

「安德魯‧克萊門斯」的作品—我們叫他粉靈豆與午餐錢大計畫；這一段期間，

我透過學校公告系統，每天上網公告進度，並將優秀作品上傳，最後以這一段文

字結束: 

這次活動，主要是希望用有趣的方式，提醒小朋友每天都要閱讀、養成

閱讀的習慣，也希望全校的同學、家長、老師、員工都能喜歡閱讀，並

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擁有更多的美好閱讀時光！ 

  

主題尋寶活動~猜字遊戲 主題尋寶活動後抽獎贈書 

 

四、圖書館小劇場 

這是一個無心插柳的過程，起因於有一天和義工家長文媛、美琇與凱琳的一

次討論:讓閱讀更有趣。於是我們決定用幾個小小的布偶吸引「大量粉絲」走進

圖書館，也從此展開「圖書館小劇場」的戲劇之路。當時的文案如下: 

你想聽好聽的故事嗎? 

圖書館志工家長們將為孩子演出 

熊警官與狗利亞的故事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聽故事！ 

時間:98.10.29（四）9:30-9:40 

 

這一次成功的演出，激發我們更多的熱情，繼《熊警官與狗利亞》的偶劇演

出後，我們安排第二次的表演。第二次表演是從「票選最喜愛的寓言故事」開始，

我們找出圖書館內各種版本的伊索寓言，展示在圖書館入口處，並預先選出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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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故事，製作成海報，請全校學生來票選寓言故事；票選結果出爐，是耳熟能

詳的「鄉下老師與城市老鼠」，正巧我在藝文課教學生製作皮影偶，與義工家長

分享「皮影藝術」的趣味，也就順理成章的以皮影戲來演出了！整個演出的過程

如附件七。第三次的圖書館小劇場是配合母親節的劇碼「笨賊的故事」，我們要

引發學生思考: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在十四場的演出中，我們近距離的與

學生對話、誠摯邀請他們「到圖書館來尋找有趣的故事」。圖書館小劇場讓義工

媽媽找到自己的另一個舞台，而以戲劇方式推展閱讀也漸漸成為附小圖書館的特

色之一。 

 

  

圖書館小劇場~熊警官與狗莉亞 圖書館小劇場~鄉下老鼠與城市老鼠 

 

五、閱讀論壇 

雖說老師們都認同閱讀是重要的，也鼓勵學生閱讀，可是當我與多數老師談

起年級間的閱讀課程、教學目標、或低、中、高年級的閱讀教材銜接時，卻發現

老師因忙於教學而疏於統整閱讀課程，也就是「各吹各的號」，而通常以「經驗」

或「感覺」來規劃閱讀課程，對於整批學生的起點能力與終點目標模糊不清；因

此，為了要讓「閱讀」真正成為校本課程，非得透過同年級教師「橫的聯繫」，

再與其他年級整合，形成「縱的連貫」，如此一來，學校才會有系統性的閱讀教

學，全體學生才能循序漸進的學習閱讀。為了出版「閱讀教學專輯」這本書，同

仁間需要對話與產生共識的機會，所以就催生這兩次的「閱讀論壇」；具體而言，

論壇的目的，是為了統整各年段之間的閱讀課程，另一方面也增進校內教師閱讀

策略、活動設計等專業能力。進行的方式分兩個部份，專題演講：邀請林玉敏老

師、陳立宇老師、連安青老師針對低、中、高之閱讀課程進行專題演講；另外，

還保留半個小時的時間做「圓桌論壇」--邀請全校老師就「閱讀教學的現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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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對話。 

 

  在兩次的論壇過後，低、中、高年級的「閱讀課程」已大致完成，老師們在

規劃班級的閱讀教學時，就有基本的座標可以遵循了。 

 

  

玉敏老師說明低年級校本閱讀課程 閱讀論壇~老師們交換閱讀教學心得 

 

六、圖書館的部落格~閱讀地圖 

一年前，請教資訊組如何架設「閱讀網站」，他在了解我的資訊能力與目標

後，建議從「部落格」開始，這就是華大附小閱讀地圖的來由。部落格是一種方

便性高、互動性強的網路平台，我使用閱讀地圖來介紹好書、引薦各式各樣的閱

讀網站；也用部落格來補充閱讀的新資訊；而報導圖書館活動也讓我重新釐清每

次的目標，避免為活動而活動的情形產生；更在「華大附小圖書館的義工家長」

部落格中與共同打拼的伙伴們「搏感情」；對我而言，書寫就是一種省思與沉澱

的歷程，而經營部落格也讓身旁的朋友知道我「腦中的閱讀地圖」。一年的摸索，

歸納出部落格幾個主軸：兒童閱讀、教學補給、家長新知、活動報導、閱讀好站，

希望這個部落格能成為校內師生閱讀的起點、腦力激盪的公共平台、家長索引校

園閱讀活動的開端。華大附小閱讀地圖（http://u8235192.blogspot.com/） 

 

七、兒童讀書會 

  在圖書館業務逐漸上手後，九十八學年下學期我也組織了「兒童讀書會」。

由於自己的專業在藝術教育，因此，想從這個領域的閱讀開始嘗試。在附小要帶

一個跨班的團隊，最困難的莫過於「敲定時間」。每個學生除班級活動之外，可

能會參加科展團隊、語文團隊、英語文團隊、體育性社團、音樂社團、課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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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還有自治市幹部；因此在人選部分我用的是平日也兼打掃工作的「各班小館

長」，時間則選擇星期四早上八點到八點四十分（當天就不打掃了），而各班的小

館長由我來欽點，我在做選擇時，就排除上述已參加各式各樣團隊的學生，另外，

也從平日學生在藝文課的表現—選擇優勢智能在藝術類的同學；與導師溝通後，

讀書會成員產生了。這個兒童讀書會設定的目標有三：1、讓學生喜愛閱讀。2、 

透過讀書會接觸藝術類書籍。3、 延伸與擴大對藝術領域的認識與了解。 

 

  「筆記大自然」是我選用的第一本共讀書，我和他們討論選書的方法（從封

面、標題、目錄）；透過導讀引起學生興趣，在與學生們問答中，逐漸認識這本

書。這本書是用選讀方式閱讀，後續的活動還有點描畫的練習與擴充介紹秀拉與

印象派（活動摘要如附件八）。 

 

  一個學期約十八次的讀書會，我們還陸續共讀「小典藏雜誌」與妹尾河童的

「河童旅行素描本」；偶爾觀察學生有些興意闌珊，我也會索性教起繪畫，因為

兒童藝術讀書會本就應創作、思考與閱讀共同並進，而在我的教育理念裡:「喜

歡學習」更凌駕於「喜愛閱讀」。一個學期的讀書會，時間實在是有限，結束後，

我也沒有特別問孩子們「有什麼收穫」或填寫制式的問卷，但，凡相處必留下友

誼，再嘗「導師的甜蜜」，又是讀書會的另一個收穫。 

 

  

兒童藝術讀書會~閱讀小典藏 兒童藝術讀書會~我的閱讀、我的創作 

 

八、演書活動 

  用戲劇表演一本書的「演書活動」，一直是附小的傳統，可惜這兩年來，因

為高年級導師反應活動太多，因而中斷；其實在我的構想中，若能結合藝術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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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語文課程再加上行政支持，應該可以做得又精彩又愉快，可是，進入正式課

程就得取得五班一致的認同，又回到前述的理由，無疾而終。還好，去年退休的

徐平宗主任，是演說與戲劇的指導高手，在我們盛情的邀約下，她帶著無比的熱

情歸隊，我也取得六年級導師的同意，讓班上「喜歡戲劇」的學生，利用星期三、

五早上 7:50~8:30 到圖書館練習；演書活動的目標為：開發六年級學生改編劇

本與表演的能力，留下另一種閱讀的經驗。集訓內容包含:選擇適當的書籍、改

編劇本、角色分配、戲劇練習、彩排、道具製作和最後展演。經過一個學期的努

力，學生在畢業前有個公演活動，以下是他們的戲碼: 

 

時間:99 年 6 月 15 日（二）PM1:20~2:20 

地點:樂群堂 

演出劇碼: 

六信~西遊記之豬八戒娶親 

六忠~巫婆睡著了 

六愛~黑雪公主 

六仁~尼古拉和他的死黨們 

六孝~拉拉丁和一個大盜 

主持人:李周辰浩、鄭凱軒 

指導老師:徐平宗主任 

~歡迎大家來看戲~  

 

  來參加演書活動的孩子，多數活動力強、話多、愛搞笑，基本上就是課堂裡

的「頑皮鬼」啦！可是，一路走來，我卻認為我們習以為常的教學模式，以及長

期以來的教學重點，也有調整的空間，因此，寫出以下心得: 

 

  多數教師在從事教學時，都會將「因材施教」、「多元智能」這樣

的概念謹記在心；可是付諸實踐卻如同「逐夢」一般困難:一個班級過

多的人數、智育取向的教育目標、精英思維…都橫阻在前。 

  我並不反對將基本能力（也就是國、英、數）學好，有助於學生

未來自我實現這樣的說法；可是教學現場，就是有一小群學生，他們

對靜態的、抽象的、知識性的學習不感興趣，因此在冗長的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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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選擇作亂或放空。這樣的景況，老師無奈、學生無辜、家長則苦

無對策。 

 

  這次的活動，我看見了這群孩子的可能與神采，如果，多一點表

現的機會給他們，多一點「不一樣」的學習時間給他們，教室裏將天

下太平。 

 

  

演書活動~巫婆睡著了 演書活動~黑雪公主 

 

從「圖書館」到「我們的圖書館」… 

  回顧這一年在圖書館的學習，充滿喜悅與驚喜；未來一年圖書館的發展重點

是：將圖書管理系統從清江轉為多功能的全國圖書系統、加入閱讀推動教師為導

師增能、聘請閱讀專家定期到校指導、增購新書豐富館藏、培訓義工團隊強化圖

書服務、結合藝文課程美化閱讀環境，使學生主動走進圖書館，進而利用圖書館

資源等。 

 

今年在因緣際會下，附小為東區的閱讀典範學校。身為學校的圖書館管理

者，面對這個榮譽與責任，感到無比的惶恐。然而，我想到附小老師的「軟實力」

--無窮的創意、文化素養、敬業態度與豐富的經驗，再加上強而有力的行政支援，

於是，我決定把這份「早到的榮耀」視為圖書館的加速馬達。在前往「典範」的

路上，讓我們與所有愛書人攜手同行，讓「圖書館」早日成為「我們的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