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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十元硬幣可以做什麼？
十元的力量無限大。
因為十元可以買一份《國語日報》，
讓偏鄉學生得以突破藩籬。
沿著山路，我們送報紙與希望到山巔。
──屏東縣榮華國小校長邱坤玉
（2019.7.25 讀報教育全國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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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序

半世紀的報紙情緣
有一種時間是以閱讀《國語日報》計算的。

從小愛讀報

緬甸大其力觀音寺
沙彌尼閱讀從臺北寄
去的《國語日報》。
圖片提供／緬甸大其
力觀音寺

以文字工作為志業

我在澎湖出生，是一個飛跑在海洋與田野之間的孩子。國小二年級時，隨家人
搬到高雄岡山，就讀新學校，認識了新同學、新鄰居。每天都在家中庭院小板凳
上閱讀《國語日報》。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光，我沉浸其中，忘了周遭一切。
讀國中時，除了讀書，我也利用暑假送報紙，腳踏車前放著兩個大袋子，挨家

外近二十位友人幫忙，大家集資，將學員作品出版成書，書名是《一朵寂靜的
蓮花》。

挨戶送報。我總是利用零碎的時間閱讀《國語日報》。裡面的文章與圖畫、漫畫
吸引青春期的我。

送報到緬甸

眾人千里迢迢傳愛

報紙打開了世界，也讓我好奇，想跳到報紙裡面，因此試著寫文章，投稿報紙、

我們繼續以遠距教學的方式，提供我發表在《國語日報》的文章，電郵到大其

雜誌。偶爾有篇章刊出，總是歡欣不已，再三閱讀。大學畢業後，我在雜誌社當

力，讓學員繼續學習。同時，我們也集資訂《國語日報》與《中學生報》，寄到

編輯，後來到報社當記者，除了繼續寫作，也利用時間到監獄、少輔院教閱讀與

宏光法師在泰國的道場，再由法師開一個多小時的車，帶報紙到大其力觀音寺，

寫作，或是到偏鄉教創作。

供學員閱讀。宏光法師傳來簡訊：「沙彌尼喜歡看書，愛讀《國語日報》。」

大半生一直在文字世界裡。想來，那是國小時初識《國語日報》受到的啟發。

次年，我們再度到觀音寺開辦第二期中文短期進修班。宏光法師告訴我，沙彌
尼的臥室，除了佛經，枕頭下都是《國語日報》。課餘，我常看到學員摺疊收藏

報紙當教材

赴緬甸寺院教中文

二○一六年夏日，我在友人家裡認識來自緬甸大其力觀音寺的住持宏光法師。
她說，大其力觀音寺有三十多個沙彌尼想學中文，希望請老師教她們讀書、寫作。
那天，我決定隔年夏天去授課。
二○一七年，我和新加坡教授丘啟楓到觀音寺開辦中文短期進修班，教沙彌尼
中文閱讀與寫作。我帶了五份《國語日報》當作禮物，送給回答問題的學員。那

《國語日報》。隔了半個世紀，我在緬北看到沙彌尼像我小時候一樣，沉浸在《國
語日報》裡。
一份報紙由國語日報社從臺北寄出，搭飛機到泰國，落地之後，由郵差送到
宏光法師在邊城美塞的觀音堂。宏光法師從緬甸開車到泰國取報，通過泰緬邊界
湄公河的友誼橋，回到大其力觀音寺，讓沙彌尼閱讀。
這該是路途最長的「送報到緬甸」吧！

份報紙上刊載我寫的一篇文章〈在雅加達遇見澎湖〉，記述我應邀到印尼雅加達
中山圖書館演講，因電腦發生問題，遇見同場一位曾住過澎湖的臺灣外交官幫忙
解難。我用這篇文章教學，和學生一起看報紙、討論。課堂上分別送《國語日報》
給學員，得到報紙的沙彌尼十分驚喜，除了自己閱讀，也和其他學員分享。
短期十多天的密集授課之後，我們帶著學員上課的文字與圖畫作品回來，國內

4

作家、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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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小太陽溫暖 永留人間
二○一九年歲末，國語日報社前董事長、兒童文學作家林良在睡夢中安詳辭世，

兒童文學作家林良在國語日
報社服務長達五十七年。圖為
民國九十三年，林良擔任國語
日報社董事長期間，發起「送
報到山巔」活動。
攝影／高修民

享耆壽九十六歲。林先生在報社服務五十七年，歷經主編、出版部經理、社長、
發行人及董事長等職務，民國九十四年退休，一輩子為兒童文學努力，帶動大家
研究及寫作兒童文學，堪稱是推動臺灣兒童文學第一人。

推動送報到山巔

擔任代言人

林良先生在兒童文學的貢獻和影響，大家有目共睹；他在公益活動、閱讀推廣
上，也是積極參與。國語日報社推行至今達十七年的「送報到山巔」活動，就是
林先生在董事長任內所推動，當年他和時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曾志朗，還共同擔
任活動代言人。多年來，這項公益贈報行動共協助了超過三十萬名偏鄉學生。
有「小太陽」之稱的林良先生，為人、談吐猶如他的作品一樣，給人無比的溫暖。

出以華文創作的作家。早在三十多年前，他擔任兒童文學學會的第一屆理事長時，
就埋下要為推展兒童文學努力的想法。
《論語》中有「君子三變」之說：「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這
五十多年來跟林先生的相處，我感覺他在三種勢態中，都是「即之也溫」，發散
出「小太陽」的溫暖。

記得民國五十年時，我初進國語日報社，第一個任務是採訪國語演講比賽。我不
擅於跟陌生人交談，卻要採訪新聞，進到比賽會場，既緊張又膽怯。這時一位看

讀報結合學校教育

報紙當課本

來面熟，中年清瘦戴眼鏡的評審，對我露出友善的笑容，適時紓解了我的不安。

當年「送報到山巔」活動起跑時，林良先生致詞時說：「推動讀報教育是世界

回到報社才發現，原來他是兒童版主編林良先生。五十多年來，林先生給我的第

性的活動，要讓報紙與學校教育結合在一起。」幾年後，國語日報社在國中小學

一印象「溫雅友善」，始終在我的回憶中。

推動「讀報教育實驗班」，如今每年約有一千五百個班級、近三萬名學生加入讀

民國五十三年，報社成立出版部，開始策畫出版「世界兒童文學名著」。四年
與林先生共事的經驗，讓我更感受到他待人接物的溫厚態度。工作上遇有不同意
見時，他總是溫和柔軟的說明，讓事情順利進行。

報教學計畫，透過報紙延伸學習的廣度與深度。
「送報到山巔」是一項公益教育運動，感謝前董事長林良先生在計畫推動之初
的大力支持，以及民間公益單位、眾多善心人士多年來的捐款響應，讓我們可以
持續十多年不間斷的將報紙送到偏鄉學校。林良先生一輩子為兒童文學努力，不

鼓勵兒童文學創作

創辦牧笛獎

林先生任出版部總主管，期間策畫出版大量兒童文學刊物，帶動國內兒童文學

僅自己創作，也帶動為兒童寫作及研究的風氣，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將這些
樸實的文字知識，沿著山線、海線，一路將小太陽的溫暖，送至偏鄉學童手中。

的風潮。他領導國語日報社出版多元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更奠定報社在兒童讀
物出版的地位。
民國八十二年，林先生接任社長、董事長後，更著力推動兒童文學活動。民國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董事長

八十四年，創辦國語日報牧笛獎，期待催生童話為主的兒童文學獎，能不斷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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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東區民族國小

「同學家人來讀報，口語表達會變

結合資訊教育

提升讀報興趣

好；國內外發生的事，我們一定都知

「來喲！魚丸一斤一百六。」「辣

菜市囝仔變小記者
探索市場搶鮮報

道。」「菜市美好四處找，了解故

椒、蒜頭……這裡通通有。」很難想

鄉很重要；發現驚奇，就等你來報

像，熟練的叫賣聲是出自家住東市場

到。」在二○一九年國語日報社主辦

的周成諺、陳宥羽、莊沛菲，小小年

的「讀報教育全國成果發表會」上，

紀就會幫家裡做生意。更難得的是，

嘉義市民族國小四年一班學生周成彥

做生意之餘，他們還有共同的興趣，

與莊沛菲上臺表演答喙鼓，一搭一唱

就是閱讀《國語日報》。

文╱張彩鳳 攝影╱張彩鳳、高修民

道出平常的市場生活及讀報的收穫。

周成諺喜歡看生活版，「因為常常

從創作、練習、服裝甚至妝容都是學

有美食、烹煮菜肴的介紹。」他甚至

生自己一手包辦，獲得與會來賓的滿

會學著做菜給家人吃。莊沛菲平常還

堂彩。

會跟媽媽一起讀報，她和陳宥羽都愛

「東市場」是嘉義市最古老的傳統市場，裡頭聚集了各式不同的攤位。
位在對街的嘉義市民族國小，不少學生家長就是在市場裡擺攤做生意，

看兒童版和童詩，作文也因此大有進

其中四年一班學生有一半以上是「菜市囝仔」。導師吳炫德除了透過讀

步。

報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外，還指導學生擔任小記者，採訪東市場著名店

像陳宥羽、周成諺、莊沛菲這樣愛

家，並編製《東市場搶鮮報》，讓學生重新認識自己生長的環境，發現

讀報的菜市囝仔，在班級裡超過一

家鄉的美好。

半。教師吳炫德從學生三年級開始推
動讀報教育，他先是結合資訊教育，

▼嘉義市民族國小四年一班設立民族新聞臺播報新聞。

引進Kahoot線上即時回饋系統，學生
人手一臺平板電腦作答，激發對讀報
的興趣。
▲學生周成彥與莊沛菲在「讀報教育全
國成果發表會」表演答喙鼓。
▼莊沛菲（左起）、周成諺、陳宥羽從
小在東市場長大。

8

▼陳宥羽協助家裡的辣椒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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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東市場

採訪特色店家

莊沛菲這組則是選擇「王家牛雜

報》的精采內容。學生都說，讀報開

接著，吳炫德進一步帶著學生走讀

湯」當報導主題這是祖傳三代的美

拓他們的視野，更因為實地走訪、報

自己生長的東市場，讓學生當小記

食，民眾都很早就來市場消費。因

導，寫作能力也進步了。吳炫德表

者，分組採訪特色店家，編輯《東市

此，老闆每天早上五點就得開始準

示，「推動讀報教育近兩年來，學生

場搶鮮報》。周成諺和同學選擇已有

備，可見他們多麼辛苦。

上臺發表、播報新聞，口語表達能力

四十三年歷史的老店「三哥肉鬆」為

東市場在嘉義有百年歷史，老店家

的進步，是我最感到驚喜的。」此

主題，他說，創始人邊接受採訪，手

更是不少，因此學生挑選的主題很多

外，報紙豐富的內容，也開啟學生不

也沒閒著，要不斷翻炒肉鬆、肉乾，

元，像是楊桃冰、涼圓、涼麵等，透

同的潛能和興趣。

現場不時傳出香味，也體會到老闆認

過實地採訪，學生對自己生長的地方

真與辛苦的一面。學生一致說，老闆

有更深入了解。

做的肉乾真是香濃甘甜。

最後，學生上臺報告《東市場搶鮮

學生討論《東市場搶鮮報》版面內容。
▼教師結合資訊教育，激發學生對讀報的興趣。

▲學生採訪老二ㄚ頭涼麵店家。圖片提供／吳炫德

▲學生採訪民族火雞肉飯店家。圖片提供／吳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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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六龜區新發國小

長期贊助偏鄉閱讀教育的新光金
控，二○一九年持續支持高雄市六龜

小沙彌讀報獲啟發
感恩幸福在身邊

區、茂林區、桃源區十二所國小推行

文／陳景清

名學生獲獎表揚，其中全校學生人數

攝影／高修民

讀報教育，並舉辦「快樂來讀報剪報
心得比賽」，這一年的徵文主題為
「我的幸福，我創造！」，希望學生
能從報紙中選材，並書寫自己的讀後
心得及想法。二○一九年總計有五十
僅二十五人的新發國小，共有十二名

讀報是一件快樂的事。參考日本舉辦多年的「Happy News」比賽，國語日報

學生獲獎，成績優異，勇奪「得獎

從《國語日報》裡我學到了不要因為

王」團體獎。

一時的困難就放棄，在我身邊還有滿
滿的愛與關懷，我會繼續努力，謝謝

社、新光金控自二○一六年起合辦「快樂來讀報剪報心得比賽」，學生剪下一
則在報紙上閱讀後感到溫馨、愉快，或是能帶來鼓勵、啟發的文章，並且寫出
閱讀後的想法。從學生的作品中看到，閱讀如一盞明燈，能引領孩子找到人生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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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品儒喜歡和同學一起閱讀《國語日報》。

身世坎坷描述真切

評審團感動

大家。」頂著小平頭、穿著灰色僧服

「大家好！我是羅品儒，來自新發

的羅品儒，站在講臺上努力說出準備

國小，很高興能獲得高年級組特優。

許久的得獎感言。陪他一同出席頒獎

▲新發國小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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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的寺院師兄、學校師長紅了眼

過世離開。面對生活及學習環境的巨

的饅頭回報照顧他的師兄們。這樣簡

我去挖掘。」其中，報紙上一篇關於

眶，對於孩子能獲得肯定十分開心。

大轉變，十歲的品儒幾乎承受不住，

單平實的文字，感動了評審團，讓他

臺北市啟明學校學生黃嘉龍獲得教育

品儒的父母在他年幼時就離異了，

他在作品中寫道：「剛來寺廟的時候

獲得高年級組特優。

關懷獎的報導，深深打動了羅品儒。

因此他被託給年邁的阿媽照顧。隔代

我很不適應，經常偷偷哭泣。」

從泰國獨自來到臺灣念高中的黃嘉

教養的家庭，祖孫倆相依為命，但阿

品儒的作品〈感恩幸福就在我身

媽身體逐漸羸弱，顧慮到自己將來無

邊〉，文字真切，道出自己不幸的身

導師黃姝妍說，品儒和同年級學生

撓，期許未來能考取按摩師執照，靠

力照顧品儒，不得已將他送到六龜緣

世，但也對現狀生活感到知足，期待

相比顯得瘦小，在課業及生活細節上

專業養活自己。也許是新聞主角的身

印禪寺當小沙彌。沒多久，阿媽不幸

未來能成為一名麵包師傅，做出美味

需要老師多加關照。轉學到新發國

世背景和自己有些相似，羅品儒讀來

小後，每天早上開始跟著同學一起閱

特別有感，「我很敬佩黃嘉龍，在心

讀《國語日報》。品儒說：「最開心

裡告訴自己要向他學習，千萬不要因

的事就是從老師的手上拿到《國語日

為一時的不如意而放棄自己。」

效法啟明生立志向

不輕言放棄

龍，歷經父母過世之苦，仍舊不屈不

報》，裡面有包羅萬象的知識，等著

「透過閱讀《國語日報》和剪報比
賽得獎的肯定，對品儒而言
是相當大的鼓勵。讓他在學
業成就方面更有自信，《國

羅品儒的剪報心得比賽得獎
作品。

語日報》真的是學生的良
伴。」導師黃姝妍欣慰的說

▼獲得「快樂來讀報剪報心得
比賽」特優的學生，與師長、
貴賓合影。

著。因為公益單位的資源挹
注，偏鄉學生得以每天讀
報，甚至孩子的命運因此扭
轉。
新光金控資深協理陳正輝
▲新發國小教師黃姝妍長期在班級推動讀報教育。

表示，新光金控關注偏鄉教

▼新光金控積極至校園推廣理財教育，資深協理
陳正輝於二○一七年至六龜國小分享。

育議題，尤其是百人以下、
最偏遠的小校，希望孩子能
從小養成閱讀習慣，熱愛閱
讀與思考，擁有改變未來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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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鹽水區鹽水國小

穿堂、校長室讀報

在這每月一次二十分鐘的晨讀時

讀結束後，學生鄭旻玄開心的表示，

閱讀融入生活
共享讀報樂

間，學生不只可以自由選擇晨讀的

剛剛坐在校長的位子上讀報，讓他覺

場所，更可以決定當天帶領晨讀的

得自己更有學問了。

另類體驗

後，也能把閱讀的好習慣帶著走。晨

師長，讓閱讀真正落實在校園各個角

有感於學生的文章常流於平鋪直

落。導師張翠蘭表示，讓不同教師陪

敘，以及詞句過於重複使用的現象，

讀，學生可以跟師長有更親密的互

五年甲班導師林玟欣把報紙中的文章

動，同時也希望學生即使離開校園

依照段落拆開，依據當次的學習重

▲鹽水國小美麗的班級布置。

▲學生在校長室安靜讀報。

文．攝影／沈易柔

閱讀，不單只是坐在書桌前的靜態活動，而是一個帶著走的習慣。超過
一百二十年歷史的臺南市鹽水國小，打破晨讀時間僅局限在教室、圖書館閱讀
的框架，學生只要隨手帶著一份報紙或是一本書，穿堂、校長室、司令臺都可
以是閱讀的空間，希望學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享受閱讀。
一大早七點四十分，臺南市鹽水國

刊》到充滿古典氣息的校長室，進行

小早自修鐘聲響起，學生帶著報紙、

沉浸式閱讀。映著冬天早晨的暖陽，

圖書，魚貫的走出教室。二年丙班學

校長與學生靜下心來，馳騁在各自的

生在導師帶領下，帶著《國語日報週

文字世界中。
▼鹽水國小校長盧彥賓在校長室陪著學生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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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將形容詞、動詞或連接詞挖空讓

企業支持學校教育

學生受惠

版，因為可以看到其他學校小朋友分

員工也能身體力行參與公益活動，華

享生活經驗，以及他們如何過生活，

新麗華鹽水廠員工每年都到學校辦理

覺得非常有趣。

讀報闖關活動，讓學生在寓教於樂的

學生做替換，並用相似的句型，讓學

閱讀與剪報，在鹽水國小已是全校

生進行造句，加強各種句型的應用。

性的活動。不只例行的晨讀時間，

最後，各組學生再為這篇文章下標

校內的圖書館也設有「剪報吧」，展

在鹽水區，其實不只鹽水國小的學

活動中學習，近年已陸續到坔頭港國

題，除了練習摘要的能力、句型的練

示學生的剪報作品與心得。榮獲二○

生每天可以讀報，全區的八所國小因

小、鹽水國小、岸內國小辦理活動，

習、形容詞的使用，也能提升閱讀理

一八年「我是剪報高手比賽」優選的

為在地企業華新麗華公司的贊助，已

帶給孩子難忘的閱讀體驗。

解能力，了解整篇文章的脈絡。

學生顏姿璇，因為對環保議題感興

連續五年推行讀報教育。為了讓企業

課後，老師更設計了讀報學習單

趣，她以環保為主題蒐集相關剪報內

「日日抱報」，讓學生把報紙中的

容，製作《你減塑了沒？》剪報作

佳句節錄下來與家長分享。林玟欣

品，希望民眾能減少垃圾量，守護珍

表示，《國語日報》的內容包羅萬

貴的地球。另外，她也喜歡閱讀兒童

▼圖書館中「剪報吧」一角，展示各年
級學生的剪報作品。

▼學生顏姿璇展示得獎剪
報作品《你減塑了沒？》

象，滿足了孩子不同
的喜好，透過這樣的
學習單，家長與老師
可以更了解學生的想
法。其中，投稿文章
見報高達十二次的學
生李倬毅，最喜歡閱
讀國際版，「因為回
家的時候總是碰不上
電視播放國際新聞的
時間，因此我喜歡閱
讀《國語日報》來知
道國際間發生的大
事，像是美中貿易
戰、以色列於西岸駐

▲教師林玟欣將報紙內容挖空，讓學生分組討論填入。

▼華新麗華鹽水廠員工於
二○一七年赴鹽水國小
辦理讀報闖關活動。

▼學生分組討論應填入的詞語。

兵等。」讀報不只讓
倬毅掌握國際間大小
事，報紙上優美的詞
句與成語，也讓他寫
起文章更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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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小

「我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二○

選擇兒童節禮物的方式。很多小朋友

一九年，新北市米倉國小的兒童節很

覺得自己的生活十分幸福，文具、玩

小米蟲大夢想
送報到香田

不一樣，大多數學生捐出自己的兒童

具都不缺經過討論後，多數學生決定

節禮物金，實踐「小米蟲大夢想」，

將兒童節禮物捐出來，做更有意義的

並發揮「積少成多」的力量，讓世界

事情，包括：送報到偏鄉、捐贈愛心

更美好。其中有六十名學生響應「送

狗糧幫助流浪動物等。

文／楊惠芳 攝影／陳壁銘、張彩鳳

報到偏鄉」，決定捐贈《國語日報》

自治市副市長陳佩瑜說：「去年的

給彰化縣香田國小的小朋友，讓兒童

兒童節禮物是一個後背包，很多同學

節禮物發揮更大效益。

都覺得用不到很可惜，不如把禮物捐
出來。」家長會長趙毓英表示，這是

捐出兒童節禮物金

做公益

很好的生命教育，讓孩子從小學會付

「稻田」是孕育食物的地方，「米倉」是貯存糧食的所在，兩者的關係密不

米倉國小校長林愛玲表示，原本新

可分。新北市米倉國小與彰化縣香田國小，都是教育部特色小學，兩校的關係

北市教育局有編列預算要送兒童節禮

在兒童節的前一週，米倉國小和香

原本就像平行線般毫無交集，但在校名上又是那麼的緊密相連。也許就是這層

物給小朋友，但該校自治市發起自主

田國小約定透過視訊直播，將六十名

▲米倉國小進行贈報視訊，香田國小回贈
越光米表示感謝。

▲米倉國小學生熱情的和進行視訊的香田
國小師生打招呼。

出及關懷別人。

緣分，讓兩校相遇。
▼新北市米倉國小學生贈報到香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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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田國小有大片生態田，贈送自產的越光米給米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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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愛心贈報送給香田國小。兩校

田的小朋友一起共享讀報的樂趣。」

都可以看報紙。另外，香田國小學生

是學生自我意識的延伸展現，代表一個個

學生就像許久未見卻十分熟識的朋友

即使在兩校師生面前說話略顯緊張，

周湘淇平時有剪報的習慣，當天她也

獨立思考的個體，值得鼓勵。對於米倉的

般，既陌生又熟悉。擔任米倉國小贈

但這分心意仍打破時空，傳遞到香田

興高采烈的分享她的剪報小冊子，上

孩子而言，兒童節不再只是屬於自己的節

報學生代表的林庭㚬與張羽彤說明贈

國小學生心中。

面還加上自己的插圖與註解。她說，

日，而是刻印在童年記憶中，一分甜美溫

《國語日報》可說是她獲得課外知識

馨的愛。孩子也因此知道，透過自己的力

的寶藏庫。

量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確實體會「施

報緣由，林庭㚬提到，自己非常喜歡
讀報，也喜歡跟別人分享報紙的內

香田國小贈越光米

牽情誼

容，「因此當我知道偏鄉的學生不像

至於香田國小這邊，發表心得感想

香田國小教師也表示，非常感謝米

我們一樣每天有報紙可以閱讀時，我

的學生廖瑩芮表示，感謝米倉國小致

倉國小學生的贈報，讓香田的學生能

就選擇了送愛到香田，希望可以和香

贈《國語日報》，讓她每天下課時間

有更多資源提升閱讀能力，並且相信

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學生也會好好珍惜。學校特別回贈香
田學生親手種植的越光米，來表達對
米倉國小的感謝之意，建立兩校間更
深厚的情誼。
米倉國小校長林愛玲表示，國小學
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她強
調，每個送禮的動機，背後都代表的
▲香田國小學生享受讀報時光。

學生代表上臺說明兒
童節禮物金使用方式。

米倉國小學生捐贈愛
心狗糧至八里動物之
家，新北市動保處帶著
流浪狗到校園宣導生命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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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田國小生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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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報學跨域 成就未來力
文／葉興華（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教授）

透過教師有系統、有方法的指導，協

中，不同觀點的文章蘊含不同領域的

助學習者從小範圍著手，逐步提升

知識和方法，這些知識和方法不斷刺

廣度與深度，而剪報亦是如此。「讀

激學習者的思考，跨域學習就在思考

報」是剪報的首要基本功，如何選擇

中開展。

學生有興趣的內容，搭配讀報技巧的

學生在「剪」的過程中，從不同的

指導，讓學生從中掌握要點、整合訊

版面、作者、訊息來源、領域觀點，

息並有所感，是運用剪報幫助學習者

甚至不同時間、媒體性質等蒐集訊

跨域學習的第一步。

息。「剪」實際上涵蓋了「讀」，是

「剪報」是讀報教師最常運用的教

「讀報」是指導學生跨領域學習中

學方式。根據一○七學年度讀報實驗

值得嘗試的作法，「剪報」則是讀

班教師問卷調查顯示，有八成四教師

報過程中最能展現跨域學習特性的方

會帶領學生進行剪報。透過剪報，可

式之一。剪報的過程大致包括三個步

培養學生多元能力，尤其一○八課綱

驟：整合訊息的「讀」；「讀」後選

「剪」不是單純拿剪刀進行剪的動

強調跨領域學習，剪報更是跨域學習

擇訊息的「剪」；「剪」後再次整合

作，其背後是整合訊息的「讀」，以

剪報的「貼」也不只是黏著劑和報

的最佳方法。

的「貼」。在這三個步驟中，學習者

及「選擇」不斷交織的過程。過程

紙的黏合，而是學習者想法和學習成

許多研究都發現，優秀的學習者能

除了理解報紙所呈現的訊息外，更需

夠跨界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方法，

要不斷的融入自己的想法、觀點，方

進而創新並解決問題。因此，「跨

能呈現一份跨域學習的剪報作品。

相當耗費時間的過程。

剪出知識

選擇與整合訊息

界所必須具備的能力。

呈現「讀」後的想法

果的展現。在展現的形式上，
要鼓勵學習者呈現「讀」後的
想法，文字、圖畫、圖表等都

域」成為學界和產業界討論的熱門話
題，更被視為面對資訊社會及未來世

組織知識

是可以運用的方式。

學會讀報

練出剪報基本功

此外，「剪」下文章的呈現和

任何的學習均非一蹴可幾，都必須

組織方式，不僅代表跨越不同
科知識和方法的組合，更是學
生咀嚼報紙內容之後的學習成
果。
在競爭日益劇烈的國際社會
中，這種跨域整合的能力日形
▲屏東縣車城國小射寮分校學生讀報後剪
下喜歡的文章。
▼桃園市龍山國小學生為剪報繪製插圖。

重要，我國的十二年國教課綱
也符應世界潮流將其納入重
點。跨域學習的途徑雖多，報
紙的訊息有著量大、範圍廣等
教科書所欠缺的特性。學生若
能善用值得信賴的報紙進行剪
報，一定能有效培養適應生活
的未來力！

▲高雄市荖濃國小學生開心展示剪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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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報比賽十年有成
學生關注面向多元

性別平等

國語日報社在二○一○年開辦「我是剪報高手」比賽，鼓勵學生運用「剪報」
來增加讀報的樂趣，並培養蒐集、整理資料的能力，進而消化閱讀資訊，內化
成自己的知識。這項比賽連續舉辦十年，累計收到六千多件作品，學生剪報主
題涵蓋面向廣泛，看得出學生關注觸角多元，以下以五大主題介紹精采作品。

跟刻板印象說 Bye Bye ／嘉義市世賢國小

何昕曈（2014 年中年級組優選）

在幼兒園時，我把戰鬥陀螺帶到教室，想和男生一起玩，但他們認為戰鬥陀螺是
男生的遊戲，女生不能加入。當時我很生氣，心裡充滿疑惑，經過媽媽的解釋，我
才知道這就是「性別刻板印象」。謝謝《國語日報》經常報導各方面的傑出女性，

新聞時事

讓我對「刻板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並找到破除的方法。

白宮黑天鵝／屏東縣鹽埔國小
鄭金玉（2017 年高年級組特優）
二○一六年最大的「黑天鵝」，想必是唐納 ‧ 川普——新一任的美國總統。
「黑天鵝」是指顛覆世人眼光，帶來重大影響的人事物，川普便是最引人矚目
的「黑天鵝」。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黑天鵝的出現是必然，也是必須的，
我們應保持理性去面對，並隨時關心世局。

女性向前走／新竹縣東興國中 陳品嬡（2019 年國中組特優）
我是女性，所以每次看到有婦女被打得遍體鱗傷，或者少女無法就學等新聞，心
裡就會充滿悲憤。我看到《哈利波特》電影中飾演妙麗的演員 Emma Watson，為女
性權益奮鬥的事跡，崇拜之情油然而生；在報紙上讀到二○一八年諾貝爾獎的物理
獎項出現首位女性得主，因此促成我以「女性」為主題製作。

環境保護

公投元年停看聽／臺北市敦化國小 洪可恩、賴思妤（2019 年中年級組優選）
二○一八年的「九合一大選」，是我第一次看到實際選舉投票的過程。

26

搶救空氣大作戰／臺北市北投國小 林姷彤（2018 年中年級組特優）

老師在上課時曾討論這個議題，引發我對公投的興趣。閱讀《國語日報》相

面對黑心商品、黑心油，我們可以選擇不吃，但面對空氣汙染，你可以選擇不呼

關報導後，才知道公投綁大選，問題很大。希望我們的主題剪報，能讓未來的

吸嗎？解決空汙是一個大挑戰，大家可以從生活中做起，尤其是「行」，少用汽機車，

公投和選舉更理想！

多搭乘公共運輸，就能減少移動汙染源。大家一起為搶救空氣大作戰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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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剪報高手

師生回饋

體育競技

✽製作剪報是一場刺激又有趣的冒險歷程，因為整個過程中就像偵探在解密
一樣。每家報社的立場、觀點與重心都不同，所以得多方蒐集、比較與思考，
才能找出隱藏在新聞裡的蛛絲馬跡，進而拼湊出寶貴的「真相」與「事實」。
（臺北市敦化國小學生蕭皓哲）
✽第一次做剪報時，我有很多不知道的細節，像是如何寫大意等。因為不太
會抓重點，所以會寫得很長，版面看起來就很雜亂。做剪報讓我增廣見聞，

用雙腳踢出驚奇 萊納爾．梅西／高雄市陽明國中 莊云行（2018 年國中組特優）
我喜歡踢足球，因為足球是需要團隊合作才能扭轉乾坤的運動，每一次踢球都帶
給我很棒的人際互動體驗。這篇剪報內容是這兩年有關梅西的報導。他不僅是一位
出色的足球明星，更有讓人敬佩的愛國心，是我學習的偶像。

生活觀察

學到許多新知識，也提升了我的閱讀及整理重點的能力，真是一舉數得。
（屏東縣歸來國小學生吳佩蓉）
✽天天讀報，讓我長期關注社會重要議題。剪報過程中，我搭配從《國語日
報》上所學的寫作技巧，訓練了我「學思達」能力。我也結合關懷長者、淨
山淨灘、海岸種樹、種植有機蔬果等實際行動，培養「做中學」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為童年留下幸福的足跡。（臺南市新進國小學生楊勝評）
✽剪報是一門藝術，也是科學。報紙內容包羅萬象，因此要懂得利用獨到的
眼光，挑選出適合的篇章統整、分類，並圖文並茂的編製出一份有意思又吸
引人的作品。過程中，我吸取了許多自然知識，也更加認識這奇妙又有趣的
世界！（高雄市左營國中學生黃家融）

家鄉寄情／屏東縣長興國小 陳育庭（2019 年高年級組特優）
我最喜歡《國語日報》兒童版，因為欣賞別人的文章就像

✽國中時參加剪報比賽，讓我發現看報紙的樂趣與好處。剪報時，我學習到

走進他們的生活。這份剪報，就是用與筆友交流的概念所完

如何整理一篇文章，並專心閱讀、找出重點，再寫下自己的心得。它也讓我

成。我除了回應作者文章的內容外，還深入介紹屏東的特色景點。雖然對方無法看

學習到如何去編輯、美化自己做出來的剪報，並編纂成一本獨創的報導故事。

到回信，但我希望看見這本剪報的人能夠藉此更認識屏東。

（苗栗縣仁德醫專學生王思婷）
✽剪報讓學習從生活中出發，針對自己關心的議題，進行多面向的批判，結
合理性思考與感性關懷，達成「全球視野，在地行動」的目標。不僅導師、
任課老師和家長發覺孩子有顯著的成長與改變，學生也重新檢視自我學習方
式與生涯發展規畫。（新竹縣東興國中教師李慧雯）
✽指導剪報過程最有魅力之處在於，呈現每一次師生對話激盪出的想法。孩

一「童」來守護／臺中市大元國小 林芝嫻（2018 年中年級組特優）
從一篇「兒童幸福感」的報導中，我發現兒童有許多壓力，像是考試、課業、健康、
情緒等。因此，我決定以守護兒童為主題，並蒐集相關報導。製作剪報時，我最喜

子曾形容剪報的過程「就像喝咖啡，入口苦澀，慢慢的會回甘。」每一本剪
報的完成，都是一次學生自主學習的小小主題研究，我覺得這是培養學生帶
著走的能力。（屏東縣鹽埔國小教師李采褱）

歡寫讀報心得，不僅讓我表達看法和生活經驗，也讓我對關懷兒童有更多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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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回饋

「送報到山巔」公益讀報夥伴：

限公司、許潮英慈善基金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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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臺北市蕙質媽媽社、嘉義市
)

臺中市龍港國小學生：感謝您提供報紙，讓我們擁有更多資源。我
們會用報紙討論重要議題，更容易知道事情的正反面，給我們更多
開闊視野的機會。期待日後還可以繼續讀報，增加知識。

博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薛伯
輝基金會。
（依筆畫順序排列）

65

嘉義市民族國小學生：閱讀《國語日報》不只讓我們學到該如何用
適當的形容詞及成語，讓我們的作文愈來愈好，也讓我們透過讀報
更了解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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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民國小學生：讀報讓我學到了好多國語課本裡沒有的字，
早自修我再也不無聊了。有時我還會跟姐姐分享報紙上的內容，也
可以看到許多國小國中學生的好文章。謝謝《國語日報》讓我得到
這麼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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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慈揚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22

份有限公司、感恩社會福利基金

5

股份有限公司、新光金融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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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華新麗華

10

苗栗縣苑裡國小學生：謝謝您提供報紙，讓我們學會如何保護地球，
要做好垃圾分類。讓我們了解不可以霸凌他人，對所有人都應該尊
重與包容，讓我獲益良多。

教基金會、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

裁切線

學生的感謝

大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金車文

根據教育部統計，全臺弱勢學生

大約有十六萬名，他們需要您的幫

助，需要社會給予更多的關注與資
源。

推動「送報到山巔」十七個年頭，
透過閱讀，偏遠弱勢學童能縮短知

的視野。

裁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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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城鄉差距，擁有更多元、寬廣

出版發行／國語日報社

總編輯／鄭淑華

副總編輯／郭玉慧

主編／吳奇美、沈易柔

採訪／張彩鳳、楊惠芳、陳景清、沈易柔

攝影／高修民、陳壁銘、張彩鳳、沈易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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