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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德 閱 讀 電 子 報 

 

                                                  發行人:胡宗光校長 

                                                    主編:張思涵教師 

 

 

親愛的大朋友小朋友: 

    新年快樂!祝大家今年虎力全開，虎運亨通! 

   這一個學期飛速而過，去年給自己訂的目標和計畫，有沒有達成

呢? 

    如果 2021年是往夢想前進的一年，思涵老師想誠摯地恭喜你，

也請你感謝自己的辛苦耕耘，感謝幫助、激勵你的所有人。如果發

現自己過去有點懶散，忘了好好經營自己的生活，請來和我們一起

許下新年的願望，這一次，讓虎年成為我們更進一步、離夢想更近

的一年。 

    吳靜吉教授曾寫了一篇文章，他說: 

「從英國廣播公司（BBC）到美國勞動部，都預測未來有 65％的工

作必須重新發明。戴爾公司的未來研究中心則估計，到了 2030年高

達 85%的工作現在根本不存在。」 

(吳靜吉：85％工作還沒出現，孩子該學什麼？｜親子天下 (parenting.com.tw) 

       

    即使現在建德國小的每個孩子，他們的未來是現在的大人幾乎

難以想像的，但是做人處世的態度，解決問題的能力，自學能力的

素養，是無論何種時代都珍視的價值。學校教育和家長陪伴之外， 

「多元閱讀」將是決勝負的關鍵。 

     國中小的課程是統一而標準的，每個孩子卻是如此的獨一無

二，他們擁有隱藏的潛能或已彰顯的才華。 

    如果我們能在孩子功課沒這麼繁重的國小階段，盡可能地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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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多元的閱讀選擇，他們將在選書的過程中，了解自己的喜好、

興趣；滿足不斷冒出的好奇心，這將讓孩子對知識永遠不會失去興

趣(即使考試分數不一定完美)，他們也能學到，書本是最好的人生

夥伴。 

         

 

 

小讀者們知道嗎? 

    我們擁有一個很棒的圖書館，有舒適的環境，和二萬多冊的好

書，還有熱心的志工阿姨，讓我們的圖書館能天天開館，為大家服

務。 

不過，我們一直有一個很大的困擾；雖然每一本書都有書背標

(這是一種標示書的「住址」的方式，小讀者們可以想像成狗狗項圈

上的牌子，如果狗狗走丟了，我們可以看牌子送牠回家。) 

可是，在圖書館整修和搬運的過程，所有的書都隨意住在了不

對的位置，導致志工阿姨把還來的書放回去時，常常找不到位置；

小讀者在圖書查詢系統中查到的書，也沒辦法馬上找到這本書在哪

裡，簡直像在大海撈針，得要一個書櫃一個書櫃的尋找，才能找到

目標。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學期圖書館會提早閉館。 

從 1月 3日開始，學校的設備組長

陳昇暉老師和勤奮的志工阿姨們，用塑

膠繩和膠帶在圖書館的地上，劃出了一

個 10��*10的大方塊，分成了 100個

格子。然後把全圖書館的每一本書都搬

出來，依照「中國圖書十大分類法」，

從 000號到 900號進行分類，放進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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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格子中。然後一一的歸類到正確的櫃子。 

說來容易，做起來可是耗時費力的體力活，頭腦也得清楚，一旦

其中一格放錯了，或書放得太擁擠了(新書就沒位置放)，可能其他的

書櫃的書就得全部再重新下架，重排一次。 

 

 

 

 

 

 

 

 

建德的小讀者們真的很幸福，老師和志工阿姨們分工合作，解決

一個又一個的難題，圖書館終於依照十大分類法處理完畢，所有的書

本能依據自己身上的書背標，住在正確的書櫃裡，身邊的鄰居(書)也

都依照索書號排得整整齊齊。 

 

所以，下學期圖書館開館後，小讀者們會發現: 

(1) 書櫃上貼有索書碼，你能輕易找到書的正確住址。 

(2) 想要找一本書，請先在櫃台的圖書查詢系統中檢索，找到

這本書的索書碼後，就能依照索書碼找到正確的書櫃。 

是不是很像在「獵書」呢? 

(3)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索書碼，什麼是書背標，到底該怎麼

使用電腦查書和找書? 

別擔心，只要向思涵老師申請閱讀課，老師一定會用好玩

好記的方法，讓你一學就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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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考試難道要考老師講的這一些圖書使用資訊嗎? 

     親愛的小讀者們，當你升上高年級開始，就要開始學習如何製

作「報告」、「小論文」，升上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研究所，更有許多

學科要求製作「專題報告」，因此，是否能善用圖書館內的豐富知識，

就是你能否學得好的決勝關鍵! 

    你說，學會使用圖書館，是不是很重要? 

期待下學期和小讀者們在圖書館相見! 

 

特別致謝: 

 建德國小優秀、勤奮又可靠的志工叔叔和阿姨們! 

 

 

顏秋菊  魏翠雲  魏翠華  連月里  蕭恆琳  楊琇雯 Keven  

王欲鳳  陳紫璇  潘幼雙  陳美華  葉玉惠  高美英 

江美龄  俞巧穎  羅巧旼  潘怡倫  陳芬蓉  陳玉芹  李嘉鳳 

 

 

 

 

  

  寒假要開始了!小讀者們期待很久了吧! 

   不過，對老師和家長來說，其實有點兒擔心。 

   記得「史上最長暑假」嗎?在開學之後，相信大家都感覺到拿筆

寫字時有一點不順手，看長篇文字時更為吃力，老師和學生都花了

比平時更長的適應期，努力進入學習的正常軌道。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忽略「成長」了。 

    即使放假了，自我學習也是不可以中斷的。 

    幸好，因為是放假，我們可以有更多時間，讓興趣變成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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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沒有空看的書，可以好好閱讀了。 

    可是，家裡沒有書，怎麼辦呢? 

    當然，我們可以去各大圖書館借，這在平時是非常推薦的好方

法。但在疫情延燒的此刻，減少出門到公共場合，已是必然的防疫

手段。 

    思涵老師自己選擇用「買書」取代「借書」。 

    為了把錢花在刀口上，避免買到「買了小孩卻不看」的書，老

師有幾個訣竅: 

(1) 在 fb上主動加入出版社或童書推薦社團(請參閱閱讀電子報第

四期)。獲得即時好書推薦與團購訊息。 

(2) 善用網路書店與實體書店。實體書店可以真的翻閱書籍，避免

買了後悔；網路書店通常有較強的優惠，而且不用出門。 

基隆目前有較齊全多元書籍的書店是何嘉仁書店，少數百貨商

店亦有實體書籍展示。若家長之前對「書籍選購」十分陌生，

思涵老師還是建議家長與孩子一起到書店走走，實際翻閱，找

到真心喜歡的書籍。 

    網路書店如博客來網路書店、金石堂網路書店、誠品網路

書店、MOMO購物網……等均有齊全的書籍，價錢各有高低，

建議多比價後再選購。對孩子來說，也是不錯的購物學習經

驗。 

(3) 觀察孩子平時喜歡那一類的事物。孩子喜歡看妖怪手錶卡通

嗎?還是喜歡迪士尼卡通?他喜歡昆蟲嗎?還是只愛恐龍? 

和孩子聊聊學校發生的事情。最近和同學吵架了?還是有了喜

歡的對象?有什麼讓他非常困擾的事情嗎? 

孩子在探索自己喜歡的事物時，一定會產生很多的疑問和好

奇，抓住此時孩子的學習胃口，提供給孩子相關書籍，就能打

開孩子一生的閱讀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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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 

孩子畢竟是孩子，購書前務必替他把關，如果他喜歡的是不符

合年齡的書籍，請勿配合購買。 

(4) 孩子不會什麼都不喜歡的，再偏食的孩子都有喜好和興趣。從

他們的興趣延伸討論，我們能找到適合孩子的書籍。 

(5) 書很貴嗎?一本繪本約莫 200~350元之間。一本「達克比辦案

記」定價 299元，打折後通常不到 250元。這些錢如果不買

書，可以換成什麼呢?可能買不到一組玩具，可能付不起一份

套餐，可能買不到幾份零食。 

當家長願意借書或買書時，孩子們將能了解把時間和金錢 

「投資」在「學習」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6) 孩子長大了，不看的書很占位子呢! 

的確如此! 

我們可以怎麼解決呢?最好的方法，可不是進入資源回收系統! 

我們可以藉由以下途徑，讓在家裡沒有用武之地的好書開始旅

行! 

途徑一:好書交換活動。各縣市文化局每年均會舉辦交換好書 

       活動，親友間的交換則更為簡便快速。 

途徑二:上網拍賣，直接換現金。 

途徑三:利用二手書網站。例如: 

      TAZZA TAAZE 讀冊生活網路書店，註冊後就能開始買賣 

       二手書。對了，如果您不介意書的狀態不是全新，購 

       買二手網路書店的書通常會便宜不少喔! 

 

如果，您看完思涵老師提供的小訣竅，還是不知如何下手，我們一

https://www.taaze.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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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看看這期的推薦好書吧! 

推薦給幼兒園和低中年級的孩子們: 

第一本 : 老虎莉莉 

適合讀者 
小朋友，你有幻想朋友嗎? 

爸爸媽媽們，你家有超級無敵調皮的小孩兒嗎? 

           簡 介 

    家裡弄得亂七八糟，莉莉說：「這些都是老虎

弄的。」老虎真是非常調皮，但是媽媽卻看不到老

虎，只有莉莉知道老虎就在那裡。到了隔天，媽媽

特別烘焙的草莓仙子蛋糕消失不見了，還有媽媽編

織用的毛線也被弄得亂七八糟。莉莉還是說，這些 

都是老虎弄的，而且他一點兒也不覺得自己有錯。媽媽只好要莉莉 

叫老虎回去他自己的房間，直到他覺得自己做錯了為止…… 

    調皮的老虎說服莉莉從家裡逃跑，他要帶著莉莉去野外撒野。 

野外愈來愈荒涼，老虎變得愈來愈調皮，莉莉開始希望他不要大吼 

大叫……博客來-老虎莉莉 (books.com.tw) 

 

第二本 : 你是貓?還是老虎? 

適合讀者 
小朋友，如果我們得到「想要」的東西，是否就會很快樂? 

爸爸媽媽們，孩子們常提出異想天開的要求嗎? 

           簡 介 

  「你是誰」和「你想成為誰」，是個耐人尋味的話

題。害羞安靜的孩子，有沒可能藏著一顆冒險的心？ 

             而當一個孩子急於闖蕩，是否就放手讓他試試？  

                 一隻小貓希望他的小女孩主人寫一個適合老虎的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9022?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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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於是，場景一換，來到幽深暗黑的叢林，危機四伏，緊張刺

激…… 

    當發現故事變得太可怕時，該如何收拾？ 

    你曾經異想天開變身成什麼嗎？你想過那樣的你，會遭逢什麼

奇遇或挑戰嗎？藉這個故事讓我們想想，想要的東西真的適合自己

嗎？ 

    博客來-你是貓？還是老虎？ (books.com.tw) 

第三本 : 睡吧!像老虎一樣 

適合讀者 
小朋友，來一本晚安睡前故事好嗎? 

爸爸媽媽們，希望孩子趕快睡著嗎? 

           簡 介 

    ▍榮獲美國凱迪克銀牌獎、《學校圖書館期刊》年    

             度最佳繪本等多項大獎，獻給家中小寶貝最美、最溫  

柔的晚安故事書。 

  ▍面對不想睡覺的孩子，故事中的爸媽以新穎獨

特的態度，巧妙的引導小女孩換上睡衣、刷牙、洗

臉、躺在床上，循序漸進的讓她感受到安全感和滿滿

的愛，最後安心入睡。 

博客來-睡吧！像老虎一樣 (books.com.tw) 

 

第四本 :荒島求生迷宮 

適合讀者 

小朋友，喜歡迷宮嗎?喜歡冒險嗎?喜歡挑戰嗎? 

爸爸媽媽們，孩子喜歡玩遊戲，不喜歡看書嗎?這一本可以

邊玩邊看!完美解決我們的需求!(過年期間，孩子都在玩手

機嗎?給他這一本好書，遠勝過手機的陪伴!) 

           簡 介 

                  我們一家 7口在海上遭遇暴風雨，漂流到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7144?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60230?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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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荒島！這裡沒有食物、沒有飲用水、沒有 

地方躲避風雨，該如何逃出迷宮、成功生 

存下去？一場考驗野外求生技巧的荒島冒 

險大挑戰就要展開！ 

博客來-荒島求生迷宮（博客來獨家附贈走到哪玩到哪迷宮隨行卡） 

(books.com.tw) 

 

第五本 : 紅豆粥 

適合讀者 
小朋友，想看「紙」做成的「紙老虎」嗎? 

爸爸媽媽們，古老的童話故事，嶄新的詮釋風法，更能感動人心。 

           簡 介 

   如果你仔細看，每個活靈活現的角色，都是用輕

輕軟軟的紙張做成的! 這是一本思涵老師私心超級

推薦的好書，特別適合親子共讀喔! 

                ★古老的故事蘊含強大的力量★ 

  這是來自韓國很古老、很有名的一個故事，其

中蘊含的價值觀和哲學，是多數人認為非常有價值

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古老的故事可以給內心不斷 

成長的孩子們強大的力量和指引，這個故事中「弱者戰勝強者」、「惡人 

受罰」的結構，有助於我們實現善良的力量，並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栗子、烏龜、錐子……都是小得不得了的物品或是動物，全部加起來也 

不敵老虎三分之一的體積，這樣怎麼可能打敗老虎呢？然而，事實證 

明，即使是小而弱的東西，只要集思廣益，分工合作，也能成就不可能 

的事。就像東方流傳的老故事：十根筷子折不斷，一樣是「團結力量大」。   

故事中有許多地的狀聲詞接連出現，例如咕嚕咕嚕、咕嘟咕嘟、吧唧吧 

唧、呼哧呼哧、砰咚砰咚、骨碌骨碌、嘎登嘎登等等，這些狀聲詞在故 

事中創造了幽默趣味性，如果用有節奏感的聲調朗讀這些狀聲詞，可以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351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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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們更容易沉醉於古老的民間故事中。 

博客來-紅豆粥婆婆 (books.com.tw) 

推薦給中高年級的孩子們: 

第一本 : 五隻老虎開記者會 

適合讀者 
小朋友，你喜歡老虎嗎?想要知道關於虎年的最酷知識嗎? 

爸爸媽媽們，想解答孩子關於虎年的奇怪發問嗎?  

                      簡 介 

                      ★隨書贈送限量「一元復始虎年祝福金」，有 

                         虎有書有祝福！ 

                                ★【虎年首推】獲獎無數的超人氣作家 方素       

                         珍老師 嶄新作品；「12生肖大聯盟」系列第 

                         一彈！ 

                       ★最充實的老虎知識，最全面的老虎之書： 

                         涵蓋虎生態、虎成語、虎諺語、虎民俗與禁

忌、虎姑婆歌謠、虎相聲等。用故事學習跨領域知識，讓孩子輕鬆愛上

閱讀的虎年必讀書！ 

★故事 x生態 x文化 x習俗 = 語文領域 x 自然科學領域 x 社會領域 x

生活領域 = 一○八課綱下的最佳橋梁書！ 

    動物園新來了五隻老虎，園長決定要辦一場別開生面的記者會，讓

大家更認識牠們！這場虎虎生風的記者會，除了要公開徵求一位小朋友

當主持人，還精心安排與老虎相關的生態解說、民俗故事和相聲表演節

目。整場記者會高潮迭起，老虎趣事一籮筐。 

博客來-12生肖大聯盟 1：五隻老虎開記者會（隨書贈送限量「一元復始虎年祝福

金」） (books.com.tw)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2621?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3290?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3290?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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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 : 神奇柑仔店系列 

適合讀者 

小朋友，你有想做卻做不到的事嗎? 

爸爸媽媽們，想解答孩子的疑惑，想幫助孩子排除煩惱，卻不知如

何開口嗎? 

                      簡 介 

  這一套書在全球讀者的期盼下，終於推出    

                    了最新集數。為何會如此熱賣呢?為何會被稱為  

                    兒童版的「解憂雜貨店」呢? 

                        其實，在成長的過程中，孩子的煩惱一點也  

                    不輸給大人在成人世界闖蕩的累與苦。 

                        作者廣嶋玲子蒐集了孩子們的煩惱，以奇  

                    幻情節帶著孩子走一次面對、處理、放下煩惱的 

                    過程，探索「選擇」這件事情，需要多少的智慧 

                    與勇氣。 

   一個又一個的短篇故事，集成一本書。適合不習慣閱讀長篇文字的 

小讀者。不過，通常會深受吸引，一打開就停不下來啦! 

   思涵老師也跟著自己的孩子們一起讀，一起討論。 

   小故事的主角常做出不太明智的選擇，不斷衝擊讀者的想法。 

   不過，或許家長您會跟我有一樣的驚訝，孩子對書中人物的作法頗 

有自己的見解，對於是非對錯，孩子已有將近完整的價值觀。但有一些 

細節，孩子可能會想偏了，執著了，家長可以也談談自己的想法，問一 

問:「為何你會這樣想?」 

    但請儘量避免「說教」。如果我們能營造一種讓孩子暢所欲言的氛

圍，漸漸的，他更能完整的思考自己的說法，發現自己的缺漏之處。 

是的，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孩子會越來越聰明，懂得人情世故，

這都將是我們陪伴的功效。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adv_author/1/key/%E5%BB%A3%E5%B6%8B%E7%8E%B2%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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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 : 妖怪出租系列 

適合讀者 
小朋友，喜歡看妖怪的故事嗎? 

爸爸媽媽們，如果你欣賞神奇柑仔店系列，這一套同樣適合。 

 簡 介 

      ★《神奇柑仔店》作者廣嶋玲子借用妖怪力量的警世之作★ 
                 別害怕吐露你的心事，各種困擾都有可能解決。 

                       只要伸出手，就能和妖怪立下契約，                                          

                       無論想要什麼樣的力量都沒問題， 
                       不過，請務必遵守約定喔! 

                     在小學生間盛傳著「妖怪出租」的傳言…… 

                     一位穿著花俏和服的男子，會神出鬼沒的出 

                     現身邊，一語道破你的煩惱，並主動借出妖 

                     怪，他的外套藏著各種妖怪，每個都身懷絕

技。只要與那男子握個手，就能租一隻妖怪，雖然沒有使用說明

書，但那像是為你量身打造，使用起來絕對得心應手，包準能使命

必達。但是，客人們請小心！如果違反租借約定的話，後果可是不

堪設想！博客來-妖怪出租系列：1～4集套書組 (books.com.tw) 

 

第四本 :遇見虎靈的女孩 

適合讀者 

小朋友，你是一個內向而膽小的人嗎?內心深處，你是否渴望一場

冒險? 

爸爸媽媽們，如果想讓孩子接觸「面對自己的弱點，勇敢接受挑

戰」的書籍，這本書雖然厚了一點，卻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好小說，

相當適合青少年閱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7234?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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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介 

她沒有朋友，她安靜內向、膽小怯弱。 

但當老虎出現在她眼前， 

當危險逼近而親人垂危，無畏的靈魂開始翻騰。 

她決定成為一名追捕虎靈的獵人。 

    莉莉總覺得自己很膽小，不受重視又不被 

看見，就像個「隱形女孩」。不過除了隱形之外， 

她還有一個超能力──她相信故事裡的魔法，她相信這世界上所有

的可能性...... 

    在去海莫尼家的路上，莉莉看向窗外，卻意外瞥見一抹橘色

──是隻如車子一般巨大的老虎，就像從海莫尼說的韓國民間故事

裡走出來一樣。莉莉驚聲尖叫，要媽媽煞車，但奇怪的是，媽媽和

姐姐似乎都對老虎視而不見！當床邊故事裡的老虎走入現實，莉莉

發現她將面對的是家族的祕密..... 

新銳作家泰．凱勒以全新角度爬梳韓國民間故事，並在字裡行

間放下愛與希望，在寫實中融入傳說與魔法。她將家族中的苦痛與

希望，過往的遺憾與悲傷，寫成愛、勇氣與童話交織的故事。細膩

描繪在人生旅途中經歷種種苦難與掙扎之後，仍選擇用歡笑與愛豐

富人生的人們。 
 

 

      總有孩子跟思涵老師說，我想看漫畫，可

是家人不讓我看…… 

    有沒有「高品質」的漫畫，同時滿足家長

和學生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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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漫畫推薦專區(_1_) 

 

 

 

 

 

 

隆重介紹!「達克比辦案系列」 

 

 

 

 

 

 

簡 介: 

    繼第一集找出動物界的仿冒大王、第二集發現動物的另類育兒

行為、第三集介紹動物界的射擊高手、第四集尋找用「聲音」捕食

的動物，達克比第五集遇上了動物界演技最逼真的裝死高手！ 

  每一集的動物事件都神祕又有趣，達克比能不能找出真正的凶

手，或是幫助被當作罪犯的動物洗清嫌疑呢？快跟達克比一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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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你也可以成為辦案小高手！ 

     思涵老師敢打包票，所有看過這一套書的孩子都會一頁接一頁

的翻下去。到底是為什麼呢? 

     可能是達克比警探(他是一隻鴨嘴獸)總是出包的正義感，或是

他神奇的變身道具?也可能是出乎意料的幽默劇情?老師覺得，真的

支持孩子看下去的，是作者胡妙芬老師非常擅長把困難的知識用簡

單易懂的語言表達，即使是中年級的孩子也能輕易消化。孩子在輕

鬆愉快的閱讀氣氛中，滿足對知識的渴求。 

    這一套已經出到第 11集啦!歡迎加入我們追書的行列! 

博客來-達克比辦案套書(共五冊) (books.com.tw) 

 

   好漫畫推薦專區(_2_) 

 

隆重介紹! 

歷史一群喵系列(1-8) 

 

 

簡 介: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第一彈，「上古群喵爭霸戰」喵嗚喵嗚登場！ 

  詼諧幽默又通俗，講述夏商西周多個時期的歷史故事，比如開

天闢地、大禹治水、商湯滅夏、周公治國等無數人熟悉的橋段。在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1)：夏商周》中，十二隻激萌貓貓化身歷史人

物，搭配可愛現代的語言，重新讓你體會歷史的魅力。 

 
博客來-如果歷史是一群喵(1)：夏商周【萌貓漫畫學歷史】 (books.com.tw)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8741?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3019?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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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涵老師聽一個五年級的孩子跟我提過，喜歡讀歷史故事。學

校的都看過了(哇!真的很厲害!)想請老師再推薦。 

    我想推薦的就是這一套「如果歷史是一群喵」。一開始只是因為

老師的孩子非常喜歡貓咪，逛書店時，第一集就跟我們回家了。當

時老師的孩子一個一年級，一個三年級，兩人當晚就搶著看，即使

書中有這麼多念都念不出來的歷史大人物名字，他們還是一路追看

完了 8集。家長可在博客來網站中點「試閱」，稍微看一下這本書的

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