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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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連假彷彿一眨眼就過啦!希望你的心靈充滿與家人相聚的歡快，記憶中

多了回味無窮的有趣經驗。 

   不過，有時放假最令人牽腸掛肚的，不是晚上烤肉要吃什麼，而是那篇老師

指定要寫的「中秋記趣」、小日記等作文，對吧?老師小時候，總是寫成「流水

帳」，詳細交代了賞月烤肉的時間、地點，吃了什麼……等，自己都覺得無聊極

了。可是，我在與家人相聚的那個晚上，明明是十分歡樂的。 

    我記得好不容易取得媽媽的同意，把「軟糖」加入烤肉的菜單中，烤化了

的彩色糖果在半空中牽絲，我和哥哥尖叫著搶食；我也記得一個突然大雨滂沱

的中秋夜，我們撐開帆布，騰出一塊乾燥的空間，堅持烤肉必須繼續，月亮呢?

就讓她在烏雲後繼續光明吧! 

    這些有趣的事情，不知為什麼就是無法降落在稿紙上，變成老師讚賞的文

章。其實，中秋是一個團圓的日子，無論桌上的佳餚是烤肉還是火鍋，其實享

受的都是一份家庭的情誼。作文只是把一場歡欣的經驗，「分享」給老師，希望

老師也能感受到當時的氣氛。我們不妨把中秋連假中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在腦

海中「喀擦」一聲照下來(當然，如果有真的相片更好)，試著描述當時的聲

音、氣味、表情、動作，以文字重現當時的畫面。這樣的文字就足以引起老師

的共鳴。如果你覺得這次的作文你寫得十分滿意，也歡迎你將作品投稿到閱讀

電子報來，分享給更多讀者。期待你的作品! 

            

 

 

   

移動圖書館，快閃活動 
   你曾經遇過移動圖書館嗎?聽說，她出現在愛的書庫旁邊的川堂；聽說，

她一次只現身 15分鐘。如果你夠努力，夠幸運的話，你甚至可以成功借書、還

書，參加摸彩活動呢! 

    有一群小小的一年級生，雖然他們還沒有樂學卡，只能羨慕的看著哥哥姊

姊借書，但是他們會自己拿一本書，坐在小椅子上閱讀，這個畫面真的好美。 

只要他們來跟思涵老師討論書中的內容，回答幾個簡單的問題，一樣能參加摸

彩活動喔!老師也要特別感謝 104班、202班、307班和 404班的小讀者們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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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和參與，陪伴移動圖書館一起成長。 

 

陪 

     

 

 

 

 

    也有一些高年級的大孩子，來跟老師討論自己喜歡的書籍。例如有人喜歡

科學漫畫類，有人偏好歷史類，可是圖書館的相關書籍她都看過了。該怎麼辦

呢? 

    其實，圖書館老師有點像是餐廳老闆，希望你提出點餐的需求。只要你願

意走進圖書館，提出你的願望，老師會努力牽起你和書本的緣分，把大家喜愛

的書加入採購清單。畢竟，書本也在等待你的賞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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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文化部每年辦理「中小學生讀物選介」，由專業評審選出適合中小學生閱讀

的書籍，今年度（第 43次）評選結果已經公布囉! 

    為了將評審精心推薦的書單傳遞給更多師生、家長，文化部特別製作精選

好書導讀影片，結合有獎徵答活動，歡迎讀者搭乘第 43次讀之呼吸列車，在旅

途中發現命中注定的那本好書。 

          好書介紹的影片於 9月 17日起陸續上線， 

    並於 110年 9月 22日至 10月 31日舉辦有獎徵答活動， 

只要於活動期間內觀看導讀影片，至官網「有獎徵答」專區、FB粉

絲專頁進行答題，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官網 

http://book.moc.gov.tw/ 

 

    本次獎品有平板電腦、電子圖書禮券，總價值逾新臺幣十萬元，包括「讀

之呼吸列車獎」、「精選之星推薦獎」、「FB參加獎」等個人獎，以及廣邀學校團

體總動員參與的「愛讀書團體獎」，得獎名單預計於 11月 15日前公告於官方網

站，歡迎立即上網參加活動，探索閱讀新世界!  

 

 

活動官網: 首頁 - 文化部-兒童文化館 (moc.gov.tw) 

活動時間:110年 9月 10日-110年 10月 25日 

http://book.moc.gov.tw/
https://children.moc.gov.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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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請於活動期間內，完整觀看《主題閱讀區》與《繪本花園》內任一繪本動畫或

聆聽《聽書》內任一繪本，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獎品： 

頭獎 圖書禮券 10,000元×1名 

貳獎 護眼檯燈×3名 

參獎 圖書禮券 2,000元×6名 

活動步驟 ： 

1.完整觀看《主題閱讀區》與《繪本花園》內任一繪本動畫或聆聽《聽書》內 

  任一繪本。(需全程閱讀或聆聽完成)。 

2.完成後，網站會自動跳出資料填寫頁面。(如欲參加，記得不要按掉，並依相 

  關欄位填寫資料)。 

3.若您不慎按掉頁面，可重新整理網頁後，再完整閱讀或聆聽一次，填寫畫面 

  會再自動跳出。 

 

 

 獵書遊戲正式開始!  
    你喜歡解謎嗎? 

    你即將看到的，可不是一般的謎題。 

    如果你能解開謎底，就能展開全校尋寶活動! 

    謎題會張貼在圖書館走廊的公告欄，請推理出藏書的「地點」，  

親自到那兒找到那本書，來「移動圖書館」或是「閱讀教室」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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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涵老師」，借出這本書，你將贏得獵書大師的徽章! 

     獵書大師除了享有先讀這本好書的權利，還能利用獵書徽章將

自己的閱讀護照升級，一次得到 10個護照章! 

    本期一共有五本好書，隱藏在神祕的五個地點，動作要快，才

不會被人捷足先登!祝你好運! 

✽謎題將會在本週四 9/30 MSSR晨讀時間後公布，如果你不想錯過

的話，請記得來圖書館走廊逛一逛喔! 

 

 

 

不德了小學 (一)  蛋要上學嗎? 

    「寶貝們，起床了 ! 趕快起床，上學囉 !」 

    「嗯~我不要起床!我還要睡。」噹噹翻個身，把臉埋入軟呼呼的被子裡，

為什麼早晨的棉被比晚上的還要更柔軟，有一種把人黏住的魔力? 

    「寶貝，快點!」媽媽貼住噹噹胖呼呼的小臉，輕輕一吻 :「怎麼回事，睡

美人一親就醒了，你怎麼還在賴床? 

    噹噹偷笑，「我不是美人，我是帥哥。」 

    媽媽看了一眼時鐘:「哎呀呀，七點了!」 

    一巴掌拍在噹噹的屁股上，「起床!尿尿!刷牙!吃早餐!快快快!」 

    噹噹把頭埋在肚子，膝蓋縮起來，把自己縮得小小的。 

    「我是一顆蛋，蛋不用上學。」 

    媽媽又搖了搖睡得像爛泥的姊姊，剛剛的喧鬧聲完全對她沒有影響。只好

一巴掌拍在肉呼呼的屁股上，「快起床!」 

    噹噹角色扮演這套對媽媽一點也沒用，他還是在各種威逼利誘下，無奈地

起床。嘴邊還有昨晚熟睡時流口水乾掉的痕跡，早上熱呼呼的包子配著眼淚下

了肚，噹噹無奈地再檢查一次書包，書包又重又大，鼓得像是一顆恐龍蛋。「噹

噹，一定要帶這麼多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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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試著提了一下書包，重得像是禮拜天的買菜籃。 

    「今天的課特別多啊!」噹噹賴在地上不想站起來。 

    「我看是你忘了整理教室的櫃子吧!今天只好辛苦你自己啦!」媽媽幫噹噹把

書包提到門口。 

    「每天揹書包的時間不會超過十分鐘啦!」爸爸突然出現，「學校很近。快

去穿鞋!口罩呢?快去戴!」 

    噹噹和姊姊有算過，每天早上爸爸媽媽說最多次的語詞，就是「快!」有一

天還高達 53次呢! 

    「如果要快，我用滾的上學最快。」噹噹在心裏嘟囔著。「要是可以一路滾

到學校就好了，我可以再多睡五分鐘。」當然，噹噹沒有說出口，因為他要用

最快的速度，把自己和大書包塞進車子後座，還要把姊姊擠過來的書包推開，

千辛萬苦的綁好安全帶。早上的眼睛不聽話，在爸爸發脾氣之前總是找不到安

全帶的插孔，「喀!」今天很幸運，比爸爸生氣的速度快了一秒鐘。「好了!可以出

發了!」 

    今晚睡覺前，噹噹照例把睡前咒語念了三遍「夢蟲夢蟲不要來，咚嚨鏗咚

鏘!」這是怕做惡夢的姊弟倆的睡前儀式。噹噹曾經問姊姊，為何要加入「咚嚨

鏗咚鏘」?姊姊一臉神氣的說，這樣才有氣勢，夢蟲就不會來了! 

    噹噹和姊姊花了一點時間爭執，到底輪到誰去關燈，噹噹無奈地看著埋進

棉被堆中的無賴姊姊，鼓起勇氣衝去關了燈，回床上時假裝看不到路，順便踩

了姐姐一下。「ㄟ!很痛耶!」「對不起啦!」噹噹的道歉聽起來一點誠意也沒有。

「哼!每次都這樣!」噹噹把自己包成一顆繭，他對棉被有種虔誠的信仰，只要包

得夠好，什麼妖魔鬼怪都不怕。 

    推開姊姊橫過來的臭腳丫，噹噹沉入夢鄉。 

 

    「寶貝們，趕快起床了!」耳邊傳來媽媽的呼喚。噹噹轉個身，發現自己滾

到床邊，「咦?奇怪」咚的一聲，噹噹已經立在地板上，還原地東搖西晃了幾

下。「太奇怪了，我怎麼一下子就下床了?」噹噹想去找媽媽，卻邁不開腳步。

他轉頭想叫姐姐，沒想到一回頭就連轉了好幾個圈，一時失去了平衡，咕嚕嚕

的往客廳滾了過去。 

    媽媽轉過身，笑咪咪地把噹噹抱了起來，「我的蛋起床啦!」媽媽把一片火

腿塞進他嚇得合不起來的口中，「吃飽了趕快去上學囉!大家都知道，噹噹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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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時的蛋。」噹噹莫名其妙地咀嚼著早餐，越想越糊塗。 

    「媽媽，我不是蛋!我是小男生!」「說什麼胡言亂語的，」媽媽完全不想聽

他說，「八成還沒睡醒。」媽媽把噹噹抱起來，邊往門口走邊說:「要好好上課

喔!老師上次說你愛插嘴，吵得老師都沒辦法上課了!」噹噹驚恐地看著媽媽，媽

媽不為所動的走到家門口長長的斜坡。「最近學校門口裝了紅綠燈，你要記得暫

停嘿!」媽媽把噹噹放在斜坡旁，手一推，噹噹就沿著斜坡滾了下去。 

 

    「啊啊呀呀呀~~~~」噹噹尖叫著。 

    噹噹一路向下咕嚕咕嚕咕嚕的滾，不一會兒，他發現稍微改變角度，滾動

的速度會變慢，增加一點磨擦力後，也能改變方向。 

    噹噹很快地開始享受超車的樂趣，沿路的摩托車全都踩了煞車，送孩子上

學的叔叔阿姨們眼睛盯著他一路往下滾。他經過了國中校門，一群國中生露出

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有人揉揉眼睛，有人開懷大笑，紛紛尖叫著為噹噹加

油。噹噹越來越得意，如果他可以揮手，他一定會向大家送幾個飛吻。 

    突然間，噹噹發現眼前就是一個大彎，大彎後就是校門。他打算來個急

停，跟導護媽媽帥氣的說聲早安，再以最快最炫的姿勢滾進學校大門，也許能

以破紀錄的速度量體溫、噴酒精呢! 

     噹噹調整摩擦力，正準備大顯身手，耳邊突然傳來廚房阿姨熟悉的大嗓

門:「今天訂的雞蛋來了沒啊!午餐要做番茄炒蛋啊!」 

    噹噹心裡一慌，「我不就是蛋嗎?羊入虎口，我完蛋~~~~了!」蛋殼

一歪，就往工地的鐵皮撞去。 

   「碰!」嗚~好痛，噹噹摸摸自己的頭，剛剛一頭栽到地上了。姊姊大吼:

「噹噹!你看看你自己，棉被都被你捲走了啦!」噹噹一看，原來整條棉被一層又

一層的裹在身上，簡直像條壽司。 

    「太好了!我不是蛋，我不是蛋!我不用滾去上學!」 

    噹噹開心的花了一些功夫擺脫棉被，下定決心晚上不要再把自己包成一顆

棉被繭了。 

    「媽媽，早餐吃什麼?」 

「火腿炒蛋啊!」 

噹噹:「……..」 

--全文完，下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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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小朋友，你的上學日早晨是什麼樣子呢?是像噹噹一樣賴床?還是井

然有序，精神百倍呢?歡迎你把你的上學日早晨寫下來，和我們一同分享，你的

作品就有機會能登上建德國小的閱讀電子報。 

    你可以把寫好的文章拿給思涵老師，也可以電腦打字後，寄 email給老師

喔! 

老師的電子信箱: 

aa3247@gm.kl.edu.tw 

溫馨小提醒: 

一、作品不需寫得很長，也不一定要分段；只需要你誠懇、生動地把自己的生

活經驗描寫出來，就是好作品。 

二、格式不限。日記、作文、新詩、歌詞……都可以。 

三、徵稿時間:即日起到 10/8午夜 12:00 

✽老師保有修改錯字、格式與標點符號的權利。 

徵文主題 : 

一、 中秋節相關作品 

二、 我的上學日早晨 

三、 自己過去的得意之作 

 

 

 

 

 

 

 

徵文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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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 :巧克力冒險工廠 

建議閱讀年齡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本書 

中高年級 移動圖書館、共讀書庫(適合以班級為單位借閱) 

           簡介: 

貧窮的小男孩查理與父母及臥床的祖父母、外公外婆居住在 

大城市郊區的小房子裡。他是個聰穎仁慈的男孩子，儘管生 

活艱苦，仍然很愛自己的家庭。 

查理非常喜歡巧克力，但因家境貧窮，每年只能在生日當天 

收到一條巧克力棒作為禮物。 

 

偏偏全球最大的糖果工廠 — 威利‧旺卡巧克力工廠就在查理家附近。 

威利．旺卡是世界上最有創意、最有發明天分的巧克力製造家，他的產品

包括不會融化的冰淇淋、能吃到各種大餐的口香糖等。但他的工廠曾因為被商

業間諜偷取秘密配方而倒閉，後來重新開張，卻充滿了謎團，15 年沒有人看過

工人出入工廠。 

經過多年後，威利．旺卡決定讓人參觀他的工廠。他把五張金彩券藏在五

條旺卡巧克力包裝裡中，發現金彩券的小孩就能帶著家人進入工廠參觀。家境

陷入困境的查理，奇蹟的在最後一刻找到最後一張金彩券，他的命運也整個改

觀了。博客來-巧克力冒險工廠 (books.com.tw) 

 

    羅德達爾的作品有種奇妙的魔力，寫的主題很新奇，情節極有創意，你可

能猜得到結局，但永遠想不到「故事過程」有多麼令人拍案叫絕! 

    低年級的同學們或許覺得《巧克力冒險工廠》有點厚，那老師推薦你從

《狐狸爸爸萬歲!》開始接觸羅德達爾的作品。 

    三個農場主人處心積慮(意思是非常非常努力)的要除 

                    掉狐狸這一家，狐狸爸爸不僅保護了全家的性命，還替 

                    大家找到美食天堂，牠到底怎麼做到的呢?請小讀者們進 

                    入文字的森林，看狐狸爸爸大顯身手，相信你看完之 

                    後，也會想大喊一聲:「狐狸爸爸萬歲!」 

                       這本書圖書館也有喔!老師更推薦家長購買收藏羅德 

                     達爾系列的圖書，CP值高，值得一看再看。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97086?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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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本 :神奇柑仔店 1  

建議閱讀年齡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本書 

低中高年級 移動圖書館 

簡介: 

    一間不起眼的柑仔店， 一個笑容詭異的老闆

娘，店裡有各種你從未見過的神奇零食，吃下

去，就能解決所有人生的煩惱：模型美人魚軟

糖、猛獸餅乾、發抖幽靈果凍……神奇柑仔店

「錢天堂」滿足你所有的願望！ 

博客來-神奇柑仔店 1：帶來幸福的錢天堂 

(books.com.tw) 

   「柑仔店」到底是什麼店?其實，就是閩南語的「雜貨店」喔! 

    老師小時候，最愛雜貨店了!偶爾拿到十元的零用錢，我總興奮的跑到巷口

的雜貨店，選了好久好久，終於下定決心買了某種糖果，雖然只有幾分鐘，感

覺真的很幸福!長大之後回想，當時的老闆娘邊看著電視，邊跟我們閒聊，不催

促我們快點買，還會推薦暢銷的商品。我們只花了十元，卻享有 VIP等級的待

遇。 

    在這本書中，雜貨店化身為能應許願望的神奇柑仔店。有的願望很明確，

例如想要成為贏家，或是想逃避霸凌；可是有的願望連自己都不太清楚。老闆

娘紅子卻都明白，她為每個顧客準備獨一無二的零食，表面上似乎是為了幫助

人們解決生活難題，事實上，每一個小故事都告訴我們: 

    老天爺不會給我們過不去的難關，相信自己，勇敢面對，即使沒有特製的

神奇零食，我們仍有足夠的力量，將人生過得精采而豐富。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4375?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4375?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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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 : 用點心學校 

建議閱讀年齡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本書 

低中年級 移動圖書館、共讀書庫(適合以班級為單位借閱) 

 

簡介: 

    想知道哪個點心人不適合上電冰箱老師的冷藏、冷凍

課？魚刺粥人怎麼一說話，身上的魚刺就到處亂射？蔥油餅

人的數學，真的比披薩小子還強、還神奇嗎？歡迎來到「用

點心學校」的好新鮮教室，一起為美味可口又認真學習的點

心人加油！ 

    用點心學校」開學了。新學期，新希望！小小布丁人要

在「好新鮮教室」上電冰箱老師的「冷藏」和「冷凍」課。幾乎每個點心人都

想上這堂課。但是，電冰箱老師卻委婉的拒絕了米血糕小子，害他沒辦法跟可

愛的雪糕女孩一起上課，還找不到適合的教室。這下子該怎麼辦? 

博客來-用點心學校 2 好新鮮教室 (books.com.tw) 

    喜歡「好吃」的書嗎? 

   《用點心學校》系列的作者，非常聰明的使用各種食材當成角色，他們活生

生的認真在學校上課，要學什麼呢?他們要學習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短

處」，更要了解彼此，做到「知彼解己」，這樣才能把食材互相搭配，做出最美

味的料理。 

    這樣的合作關係，是不是跟我們很像呢? 

    有時候，我們跟同學合作得很愉快，事情做得又快又好；可是有時候，組

員之間個性不和，總是吵架，合作得很累! 

    讀了這本書後，或許你跟老師會有一樣的發現:即使是一次糟糕的合作經

驗，都能幫助我們更了解「自己」，明白自己的優缺點；更棒的是，透過一次又

一次的嘗試，你會發現本來只看得到對方的缺點，漸漸的，你能發掘出對方的

長處，合作得更加愉快! 

    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你進步了，也成熟了，跟你在一起的組員，被你肯定了之後，對

你會更加的信任，當然工作起來就更順利囉!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97089?sloc=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