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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遇見書的感動──從製作一本小書開始 

臺南一中    梁佳雯老師 

 

 

 

 

摘    要 
     
    還記得指尖與每一本書碰觸的溫度嗎？ 

    在層層疊疊的升學壓力下，學生己經太習慣與教科書為伍、太習慣一

本正經的課本，絮絮叨叨地說理佈道，每天面對著生硬的內容，逼迫自己

將那些斷裂的知識鎔鑄成選擇題的正確選項。每一本的教科書背後都躲藏

著一個考卷上的數字，而這日日月月蠶食著學生對於書本的熱情與想像，

也漸次地扼殺學生對於閱讀的興趣。 

當一個人的閱讀侷限在某個有限的區塊，就如同只能俯看腳底下的水

潭，忘了大海的汪洋。 

    莫提默〃艾德勒與查理〃范多倫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中，列舉、說

明閱讀的層次及方法，文中不厭其煩地從不同面向說明閱讀的各種可能。

然而，增進閱讀能力是否僅能從閱讀此單一面向出發，能否有其他的可能

讓學生更了解、更喜歡閱讀？   

或許，重拾對閱讀的感動就從製作一本屬於自己的小書開始。對學生說著：

你就是作家，而關於你的第一本書，即將成形。就像一隻鯨魚渴望海洋，

書海，則是你泅泳的天堂。 

    藉著課堂活動，讓學生分組依次上臺發表小書，並且由同學公開互相

評分。經由這一次的教學活動，學生的閱讀、整合、口語表達、行銷能力

都有些許進步。常言道：相觀而善摹之。觀察同儕的表現，吸收他人的長

處，改善自己的缺失，一切就能有所不同。對孩子而言，挑起他想飛的欲

望，是讓他看見寬廣的世界，以及讓他看見別人的飛翔，那麼，他們就會

展翅。 

關鍵字      閱讀、寫作、小書製作 

 

作者簡介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高雄人，現任教於臺南一中。因喜歡古城

的文化底蘊，也喜歡舒散的午後在小巷與街貓對話，於是留下。喜歡嘗試

生命中的許多，但不能太多，留著一些空白與虛無，日子才多些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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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源起： 

    還記得指尖與每一本書碰觸的溫度嗎？ 

    在層層疊疊的升學壓力下，學生己經太習慣與教科書為伍、太習慣一本正經的課

本，絮絮叨叨地說理佈道，每天面對著生硬的內容，逼迫自己將那些斷裂的知識鎔鑄成

選擇題的正確選項。每一本的教科書背後都躲藏著一個考卷上的數字，而這日日月月蠶

食著學生對於書本的熱情與想像，也漸次地扼殺學生對於閱讀的興趣。 

當一個人的閱讀侷限在某個有限的區塊，就如同只能俯看腳底下的水潭，忘了大海

的汪洋。 

莫提默〃艾德勒與查理〃范多倫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中，列舉、說明閱讀的層次

及方法，文中不厭其煩地從不同面向說明閱讀的各種可能。然而，增進閱讀能力是否僅

能從閱讀此單一面向出發，能否有其他的可能讓學生更了解、更喜歡閱讀？     

    或許，重拾對閱讀的感動就從製作一本屬於自己的小書開始。對學生說著：你就是

作家，而關於你的第一本書，即將成形。就像一隻鯨魚渴望海洋，書海，則是你泅泳的

天堂。 

 

貳、活動引導──書的因式分解與排列組合 

一、從拆解書開始 

    關於一本書該有的樣貌，我們究竟記得多少？是否就像每天行經的巷道，一如往常

地出伏，卻說不出街景有了什麼改變？ 

    利用暑期輔導期間課堂空暇，教師提問：「什麼是一本書可能要具備的因子？」學

生紛紛舉手提出：「紙張、封面、作者、推薦序、書腰、文案、海報、通路商、文章內

容、行銷手法、贈品、作者介紹、封底簡介、目錄、ISBN 編碼、出版社、作者照片、

簽書會、詴讀本、頁碼、排版方式、預購方式、售價……」在一來一往的師生互動中，

教師將這些與書有關的因子寫在黑板上，並與學生討論這樣的組成要素對於一本書的形

成性及必要性為何，慢慢地，學生對於書開始有一些想像。 

    將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書本應有的樣貌寫成書面，每人一張，在課堂上詳說作業要

求及內容。（見下文附錄一）此份作業主要希望學生能以兩人為一組，合力做出一本屬

於他們自己的小書。作品的主題與呈現方式並未給予太多限制，力求在創意與可行取得

一個帄衡。但因小書製作時間的有限（約兩個半月），所以上臺報告時，只要繳交一本

詴讀本份量的小書即可，如為長篇鉅作，交出前幾章的作品即可。在成書內容上，教師

鼓勵學生自行創作，內容最好全為自編自寫的作品；但若力有未逮，則可以編輯的身份

編書，可參考相關書刊，但內容架構、鋪陳必頇出自個人巧思，不得全文抄襲其他作品。 

    隨後，請同學以組別為單位，移駕至學校圖書館。教師給學生一節課的時間，請他

們從圖書館各式各樣不同的書籍尋找所欲出版的小書主題及形式，並於當節繳交簡易提

案（見下文附錄二）給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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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作業說明，讓學生大概明白小書的作業要求為何。 

關於形成「一本書」的作業 

    從小到大，總是讀著別人編寫的書，就像只能啃食著他人精心搭配或是按照食譜

調製好的餐點，或許好吃、健康，但少了些驚喜。 

    如果有那麼個機會，讓你 / 你們成為一本書的作者、文編、美宣，甚至通路商，

你 / 你們會做出一本什麼樣的書？ 

    那天我們在課堂上一起激盪出關於成為「一本書」的一部份，如： 

紙張、封面、作者、推薦序、書腰、文案、海報、通路商、文章內容、行銷手法、贈

品、作者介紹、封底簡介、目錄、ISBN 編碼、出版社、作者照片、簽書會、詴讀本、

頁碼、排版方式、預購方式…… 

    還有什麼？ 

    「售價！」你們說。是了是了，我竟忘了售價。 

    林林總總、洋洋灑灑列出了十來項，或許還有些我遺落的，那就麻煩你們補上。 

    「書該是什麼樣的型態？」關於書的內容，並沒有太大限制。內容可以是有聲書、

漫畫書、童書、各種類型的書、電子書……形式可以是一般紙本翻閱、可以是連篇鉅

製（像我曾帶來的清明上河圖）、可以是藏寶圖、可以是電子概念書……（真希望能

看到超乎我意料的作品）。 

    欸！就放手去做一本書，做一本連你們自己都會想看的書。 

 

關於這次的報告，只有下列幾個小小注意事項： 

◎上臺報告： 

約莫第一次段考結束後的第一個星期，每組有十到十五分鐘的介紹時間。報告完

後，開放同學提問，請小心接招。 

 

◎上臺報告方式： 

口頭、書面、海報、ppt、影片……任君選擇，然 ppt 為必頇。 

◎作業繳交： 

內容厚薄不限，然需有書面資料交予老師評分。 

◎評分方式： 

１每組同學於每次新書發表會時可領取兩張小貼紙，各組分數依得到小貼紙而定。

然作者不得自肥，投自己發表的書。 

 ２公正客觀宅心仁厚帄易近人溫婉良善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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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讓學生在圖書館討論後，簡要寫下小書的提案。如此一來，教師可以掌握各組的內容，

學生也比較有核心想法。 

關於形成一本書的草案 

組員  

書的樣式  

書的主題  

書的大綱  

設計款項  

 

二、小書樣貌的建構 

    先前曾讓學生在課堂以簡報介紹與自己相關或是感興趣的事物（即下文提及的

About Me），引起學生莫大的興趣，每個人都絞盡腦汁思考該如何表現自己。小從戰鬥

陀螺大至科技發展，每個人的情性就在不同的簡報中一一躍出，學生也因此更了解別人

的世界是如何建構。是以，這次在小書的主題上，教師不多加干涉，任學生海闊天空自

由書寫，畢竟能誘引學生興趣的題目，才能讓他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閱讀與學習。然而

若遇到同班有兩組同學提案相仿，則會請同學協商，最好不要做出相似度太高的作品。 

    此外，這份作業主要想訓練學生的寫作、資料整合、語表能力，當然，更希望能讓

他們的創意自由奔放地揮灑。是以書本的完成度並不是最大的考量，重心擺在學生的組

織架構及創意的呈現。因此，在這份作業上，教師並不打算給予太多的箝制與設限，大

力鼓勵他們做出一本能讓眾人讚嘆的書，或許是內容的新穎、或許是書本樣貌的出人意

表、甚至是一本出乎想像的「書」。 

    為了刺激學生的創意及思考，教師陸陸續續帶一些書籍與學生分享，如：說明如何

製做實體書的《戀上書──一本書是如何做出來的？》、讓老師讀到拂曉的《筆記清明

上河圖》、謝爾〃弗爾斯坦那筆觸簡單，故事深遠的《失落的一角》、或是田中伸介感人

熱淚的《金色翅膀》……教師建議學生可多看童書，從童書中尋找小書的靈感，因大人

閱讀的書通常已有一定的式樣，然而童書的樣貌、設計則多元活潑且具創造力，常能予

人閱讀的驚喜。在持續地興發學生想像與創作中，開始看見學生於課堂後討論他們心目

中的小書該如何完成：有的學生走中規中矩路線，只想找一本他們喜歡的書，加以改編；

有的學生則絞盡腦汁，另闢蹊徑，詴圖博得同學的目光；當然也有學生開心地想寫出一

本很不「國文作業」的書。 

擔憂學生失焦或偏離主題太遠，教師利用課餘時間與學生討論書籍編撰的方向與可

行性，適度給予建議及指導，並架設 blog 供學生發問，一切都只是期盼能看見成功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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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體書本的成形 

    學生在擬定大綱後，便投身製作小書。過程中，若有搜集資料或是創作的困難，可

與教師約談；若是軟體應用上的問題，因學生在高一即有上臺報告的經驗，在 ppt 的使

用上並無太大的問題。主要的困難是在書本的排版設計及內容編寫。排版軟體的部分，

因每班幾乎都會有擅長使用繪圖、設計軟體的學生，因此同學可透過同儕之間相互學

習；至於內容編寫，可就得靠同學自行努力了。 

    而在完成一本小書的期間，學生必頇學習的除了對軟體的熟悉外，還需大量閱讀其

他相關書籍。如有一組同學想以卷軸式的電子書介紹日本戰國時期的歷史，他們就得先

研讀一些關於日本戰國時期的書籍，且了解現在市面上是否已經研發出卷軸式的電子產

品，再將二者結合成小書。在上臺簡報時，得將日本戰國時期的歷史簡單條列化，再介

紹此項商品特色，以利臺下同學了解，萌發出版 / 購買欲望。又或是有同學喜好美食，

想寫出一本只有臺南人才知道的在地美食小吃，那麼，他們就得先篩選出適合的店家，

並前去詴吃，再對美食品評一番。但因同學並非美食家，如何靈動文筆寫出引人食欲的

文章，可就得多讀讀幾本飲食文學，才能習得一些真傳。另有一組同學因一人擅長轉筆，

一人擅長踢足球，便合拍一本影音書──《手足無錯》，裡頭詳細介紹如何由淺入深地

轉筆、踢足球，全由學生親自示範剪輯配樂，這也頗有新意。還有跟上時代潮流，走在

科技先端，率先推出 3D 電子書，書本大如 A4 大小，插入電子書卡，書中的文字則化

為電影般的劇情投影。除具備一般音量、光線控制外，讀者還可影響劇情，如在主角面

臨危機時，動手解圍，增添人與書籍的互動性。 

    慢慢地，他們明白，要寫出一本有趣的小書，閱讀就不能再緊箍在某一本書籍上，

於是，他們的目光開始望向遠方。 

在製作完小書的電子檔後，就只剩下輸出這一事。因學校鄰近大學，附近影印輸出

行甚多，學生只要完成稿件，在列印成書一事並無大太困難。當然，有些學生為了提高

小書的精緻度，還加入手工書的概念，宣稱每一本都是獨一無二的成品。 

 

參、製作及成果發表──書的想像與現身 

一、眾家爭鳴的發表現場 

(一)角色扮演 

在第一次段考過後，小書的發表會即將登場。班上同學主要分為兩部分：

一為上臺報告組，一為臺下評分組。 

         １、報告組： 

每節課會有三組上臺發表，每一組的發表時間以十五分鐘為限。上臺

報告的小組會收到一張小書簡介表(見下文附錄三)，先行將內容填好，於三

組報告完後張貼在黑板上以利同學評分。 

為了訓練學生的簡報能力，教師要求所有的組別都要製作 ppt 檔，聰明

的學生會在簡報上略施巧思或是特別設計橋段，掌握臺下的同學情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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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適當地推銷自己的小書，讓臺下同學能在十五分鐘內便能明白這本小

書的內容、特色、創意。通常，簡報做得好的組別，臺下同學尖銳提問便

會減少，得到的票數也就較高。 

在介紹完小書後，還必頇接受臺下同學的提問，予以適當回應。從報

告者的回應內容及臺風，評分者可以看出報告者投入的程度及對作品的了

解，曾有報告組別因對作品的了解不足，被同學叮得滿頭包，甚至落荒下

臺。 

在這場發表會上，報告者除了介紹小書的內容、特出之處之外，還必

頇肩負起行銷的責任，鼓動三寸不爛之舌以蠱惑臺下的出版商 / 消費者投

下支持的票數。有學生直呼發表會比製作小書還難，這對一向不善表達的

學生而言，是更大的考驗。 

          ２、評分者： 

未參與發表的同學兩兩一組，分別扮演出版商與消費者的角色。在課

堂一開始時，向教師領取代表出版商及消費者的貼紙，因此他們手上各握

有寶貴的票數。在三組上臺做完簡報後，以不同的立場思考該書的銷售可

能性及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後，提出適當的問題，經過組內討論投下神聖的

兩票。 

 

    (二)發表流程 

 

第一節課教師引言(1分鐘)→報告組 1  (15分鐘)(提問時間 2分鐘)→

報告組 2  (15分鐘) (提問時間 2分鐘) →報告組 3  (15分鐘) (提問時間

2分鐘) →三組互投(1分鐘)→三組報告組離開教室，評分組投票(2分鐘)  

→下課  →第二節課同學、教師討論時間(5~8分鐘) 

 

在時間掌握上，教師盡量將發表時間壓在一節課以內，所以學生在發表

前一節的下課時間便得準備好報告所需用的硬體，檔案也要事先確定沒有問

題。學生在看過他組因檔案突然發生問題，進而影響報告效果，通常便會使

用多個隨身碟備份，甚至自行攜帶 Notebook、喇叭。這樣的學習經驗讓學生

明白上臺報告時，一定要事先做好所有的準備，不要突然發生電腦軟體不支

援或是檔案毀損的狀況。 

             在三組作完簡報後，則請三組同學先行將該組的小書簡介表張貼至黑板

上，並先行投票。依作業要求，票數不得投予自己的組別，需將手中的票數

投與其他組。待報告組別投票完後，為了不讓臺下投票的學生有人情壓力，

則請報告同學離開教室，再請臺下同學投票。至下課上課，教師再與同學一

同討論此次小書報告組別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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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小書簡介表，讓當週上臺報告的學生填寫，於三組報告完後貼在黑板上，供同學評分。 

 

概念書名： 

 

小組成員： 

 

意念發想： 

 

 

想說的話： 

 

 

 

消費者意願(粉紅貼紙)： 

 

 

出版商意願(粉藍貼紙)： 

 

 

其他： 

 

 

 

 

小書簡介表上的每個貼紙，都是同學對報告組別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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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攻勢百出奪選票 

上臺報告時間在第一次段考過後，從暑期輔導到第一次段考後約有二個半月的製作

時間，每個星期三組上臺報告，先上臺報告的同學壓力較大，但只要端出不錯的菜色便

能博得好評，而後上臺報告的同學，雖然掙得較多的製作報告時間，但是，必頇翻出新

花樣才能滿足同學的胃口，否則在提問時間，臺上同學便會招致「創意不夠」、「主題針

對性不足」、「製作不精良」等批評。 

通常上臺報告的同學多戰戰兢兢，而臺下的學生則專心聆聽。報告者不敢以輕忽草

率的態度報告，對於小書的內容也有一定的品質要求，深怕在提問時間被叮得滿頭包，

當場出醜；評分者則從出版商、消費者的角度思考，且同學同時也都是小書製作者，所

以報告者同學有無用心編製小書，他們更能了解，也因此能提出更深刻的問題。 

在活動設計裡特別安排發問時間，也就是每組同學上臺報告完後，要面對同學的提

問，而臺下同學分別扮演出版商及消費者的身份，因此他們的提問便會由各自的思考點

出發。如出版商會問報告者：「這本書的銷售設定對象為何？」「這本書與其他同類書籍

的異同為何？有何特出之處？」消費者則多以書籍的主題及編排發問。 

對於報告者而言，在面臨如許艱困的發表現場，為了奪得選票，學生花樣百出。除

了詴著想出投讀者所好的內容外，在書的形式也力求機杼自出，努力設計出不同樣式的

書籍。例如有學生在發表會之前，與其他小組結盟，一起在 facebook 上建立出版社社群，

並舉辦抽獎活動、有獎徵答。也有同學在無計可施之下，在發表會現場祭出溫情喊話，

還有同學祭出折扣戰攻勢，打出買一本送一本的口號，將小書發表會辦得像菜市場的跳

樓拍賣，然而臺下同學的眼睛是雪亮的，公私分明，「票，就是要投給最讚的小書」。 

小書發表會期間，教師通常在一旁觀看，並不主動介入，頂多提醒學生發表時間快

到了。此舉主要想讓學生自行掌握報告節奏、控制全場氛圍。在學生投完票後，則請發

表同學進入教室，全班針對投票結果予以討論。如「為何有些小書的出版商 / 消費者

的票數較高 / 低？」、「有些小書則出現出版商與消費者票數呈反比現象，原因為

何？」、「這次發表的小書的優缺點為何？」、「報告者的臺風、簡報技巧是否影響投票意

願？」、「○○小書還可以有什麼樣的表現手法？」……教師此時順便給予作品回饋或建

議，並適時當個舵手，將誤入行銷至上的學生引回內容為主的航道上。通常越慢上臺報

告的組別，有了前幾組的示範，所犯的過錯越少，也能做出更完美的小書。 

 

肆、成果呈現 ── 一時並盛的繁花美景 

一、同中求異的小書樣貌 

在歷經兩個多月的籌備期，小書的第一場發表會終於在第一次段考過後到來。雖然

老師不斷暗示希望能看見具有創意、概念性濃厚的小書，然而大部份的小書多以實體的

紙本書為主，只有少數組別採用電子書或是 3D 投影（浮空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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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多數學生習慣以 word 作為排版工具。在書的樣式上因大小未能有太大的變動，

而封面又是讀者決定是否拿取一本書的第一印象，因此封面設計則是看見學生美感的第

一道關卡。 

最先上臺報告的組別未注意到封面美編的重要性，多將重

心放在內容上，徑直在封面打上標題及加上圖片就算完工，如

《觀念圍棋》這本小書。這組學生都是圍棋高手，內容多達百

頁，章節安排是他們習棋多年的心得，再參酌書本、網路資料

而來。據同班其他學過圍棋的同學表示，內文頗見用心，且由

淺入深。可惜封面標題不清，配色偏暗，難以引起讀者興趣。

也因這組小書封面賣相不佳，所以提醒後面幾組同學開始注意

到封面的重要。 

 

 

 

機靈的學生學得快，為了投讀者所好，於是就有以美

女當封面的小書出現。如這本《史上最強的升學雜誌》，內

容是：如何準備基測、名校高中簡介、參考書選擇等升學

議題，但封面卻偏偏放了張美女圖，實不知美女與升學雜

誌有何關聯。發表時全班欣喜，反應熱烈，帶動一波以校

園美女宣傳圖為主、內容為輔的小書發表會。 

 

    有些學生不願跟隨以美女為誘因的潮流，詴圖另闢蹊徑，如強調每本書都是具有情

感溫度的手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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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學生仿坊間小說，推出上課也可看小說封面，封皮是《新譯古文觀止》，實際

上為純情教戰手册──《青春手札》。 

 

     

  

 

 

 

 

 

 

 

 

 

 

在眾多小書作品中，只有少數幾件成品的樣貌有較為特出之處。如： 

左側這本《戰國策》。書名的策字打上╳，

乃是因這本書所採用的形式非傳統書

策，而是仿卷軸式的電子書。學生言以卷

軸式的概念成書，是因為這樣比較有讀古

書的感覺。 

 

 

 

 

或是做成名片大小的《微所欲微》，

學生表示這樣的大小便於攜帶，有點口

袋書的趣味。 

綜而言之，小書的樣貌囿於版面的

大小、成書的材料、學生的創意，因此

封面大多大同小異，比較能看出學生創

意的部份還是在於內容的編排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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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芳華錦簇的小書內容 

學生雖然美編能力不強，但在書本的取材與創作上則面向多元，有人寫食記、有人

寫流行雜誌、有人寫推理小說、有人寫藝文詵集、有人做出可隨身攜帶的小書、有人則

提出 3D 電子書的概念……從內容上可以看見學生的創意及企圖心，並有翻陳出新的想

法提出。 

１、互動式電子書： 

橋牌 3D 電子書：學生表示：書本一打開就是一模擬牌桌，玩家可由牌桌上拿

起虛擬橋牌，遊戲人數可一至四人，難度則由初學者至專家。此類小書乃是為牌藝

不精或是常找不到橋牌同好的橋牌愛好者設計。 

  

    又或前文介紹之《戰國策》、或《麻將一手通》都是類似產品。比較特別的是

《白日夢》這套電子書籍。學生言《白日夢》是一 3D 投影互動電子書，故事是一

個小女孩在學校的生活。一般電子故事書多以帄面為主，而此電子書呈現方式則是

3D 投影(浮空投影)，只要輸入畫面及文字，便能如電影般開始說故事，且特別增加

與讀者互動，如讀者可在文中主角面臨險困時出手解圍、又或與故事中的人物對

話。因此，同樣一本書，便會因讀者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局，更增添書本的耐

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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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知識文學類： 

叫好不叫座的詵集──《青春詵集》，三個喜歡舞文弄墨的大男生分別以新詵、

英文搭配圖像創作詵集。在發表會時，他們說道：「我們知道這年頭詵集總是孤單

的，可是正因為孤單，所以我們才更要寫詵、讀詵。」 

 

廣受同學歡迎的推理書──《亡命倫敦》。這本小書的作者之一曾在倫敦讀過

一年小學，即便回臺仍念念不忘那兒的美好，又因 2012 年奧運在倫敦舉辦，於是

決定以此為主題寫一本推理小說。雖

然小說只有寫到前面三章，但讀過的

同學都央求作者透露結局，作者說：

「推理小說最重要的是推理過程，不

是結局。但所有的推理過程都已經在

我腦海寫成。」 

學生在小書封面的設計已有坊

間翻譯小說的樣貌。 

                                        

內頁翻開還附有折頁地圖，仔細標註小說中曾出現的著名景點。且為了增添推

理趣味性，還自繪插圖，讓讀者能更有親臨現場的感受。 

 

 

 

 

 

 

 

 



      110000 年年度度全全國國高高中中國國文文教教學學研研討討會會  

 

◥  159 

 

    

 3、運動休閒： 

    此類別數量為小書作品之最，某個程度也反應出學生的閱讀喜好。 

買書送光碟的《手足無錯》。這本小書的作者一為轉筆高手，一為足球健將，

兩人分別將各自專長的訣竅寫成文字，再輔以影音光碟，期盼能達到最佳的教學

效果。 

 

 

 

 

       

 

 

 

 

 

又或以體重換來的府城美食小書──《Just Food》，這兩位作者雅好在地美食，

兩人先行做好功課，便騎著單車開始饕客之旅。文中介紹過的店家皆是他們親自

品嘗且寫成文字稿，並手繪地圖以利讀者前往。 

 

 

 

 

 

 

                                                

 

 

 

    也有坊間八卦雜誌的《壹捌刊》，內容主以教過該班老師的秘辛為主，輔以學

生校園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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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教學活動中，有兩組小書內容特別突出，贏得多數同學的讚嘆。 

其一：《微所欲微》 

這組學生是三個班裡頭，囊獲票數最多的組別。（消費者九票、出版商十六票）。 

書名《微所欲微》，是因內容為顯微鏡底下的世界，製作成名片大小的小書，取其

好攜帶，可隨手讀。 

《微所欲微》的幾個主題為：花粉篇、昆蟲篇、物質篇、科技篇。不只設計精美，

在視覺畫面的呈現上也頗為用心，故意以鮮豔的色彩與可愛的圖片擄獲讀者的目光。 

這組學生帄常是沉默寡言，不善表達，得到高票數的他們，掩不住臉上的笑意，卻

又只會木訥地說：「謝謝大家。」 

 

 

 

 

 

 

 

 

 

 

   

 

 

 

 

 

 

 

 

 

其二：A room 

另一組令人讚賞的作品，以教師喜愛的餐館為主題，獲得十二組出版商的支持。此

組同學已經將小書的發表視為一個完整的活動來策劃、包裝、行銷。因此從一開始的排

版軟體選用、小書的內容編審、在 facebook 設立虛擬出版社、定期推出新書預告、精緻

的 ppt 簡報、小書發表當天進行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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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夾娃娃機的意念發想，讀書，也可以像

夾娃娃機一樣有趣。右下有投幣孔，可視為另

類存錢筒。左下有耳機孔，內建輕鬆曲風的音

樂，可在閱讀刊物時聆聽，如置身咖啡館中，

感受悠閒的氛圍。 

                                     成品： 

刊物置入後，正面看有類夾娃娃機的趣

味感。 

 

 

 

 

 

 

 

 

設計草圖：                              

以軟體繪製書盒的外觀，詳細說 

明尺寸及用圖。如：3.5mm 耳機孔， 

內建 8GBmp3（附韋瓦第《四季》） 

 

 

Facebook 上的虛擬出版社：不定時上網發布新書訊息及與讀者互動。       

 

 

                                       

 

                                     咖啡館 360 度環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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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館招牌的 3D 影像                使用 3D 眼鏡的成像效果 

         

 

                      

                                    

 

 

 

 

 

 

 

小書所有成品：一個多功能盒裝、一本精美雜誌、一張 3D 影像圖、一副 3D 眼鏡、

一張咖啡館內全景環繞圖。 

 

 

 

 

 

 

 

 

 

 

 

 

 

 

雖不是所有的組別都能如上述兩組那麼有創意，但是回想在派發小書作業時，一開

始學生頗有懼意，當真正著手去做，事情便變得簡單許多。現今學生在使用資訊軟體的

能力已可做出一本書的樣貌，需要練習的僅止是找出最初的書寫熱情及資料整合的能

力。 

而當學生親自動手做出一本書的樣子時，他看待書的角度，觸摸書的溫度也就不同

了。當他明白一本書從發想到形成實體書籍需要花費多少心力，書對他而言，就不只是

一頁頁冊頁組成的……，而他也願意從架上取下一本書──開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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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回饋： 

教學，從來不應只有教師一人唱獨角戲，當教師認為小書確能讓學生有所不同，學

生的想法是？ 

《微所欲微》的小書作者在心得寫道： 

起初聽到小書這個名詞，再加上外頭的書比比皆是，並不覺得做一本書是多麼

困難的一件事，但實際做的時候備感艱辛。光是想題目、找資料就花了我們一個星

期多；接著對於書該如何呈現，我們也思索良久，因為我們覺得就算有想法，應該

也要是實際可行的，否則則覺得空虛，那種不真實感令人感到不踏實，後來我們想

到能以折疊的方式呈現。在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學到良多（合作、審視資料、擷取、

呈現），並了解到一本書的產生並不容易，需要各方面的緊密結合。（羅光華、陳沛

邑） 

 

另一組小書《A room》的作者心得： 

這學期國文報告老師要我們仿造出版商出版一本詴讀本。這是我運用電腦軟體

的巔峰，花了兩個月時間斷斷續續的編輯，用了四個軟體 Adobe Illustrator、Ulead 

PhotoImpact 12、Adobe Photoshop、Ulead Cool 360 分別處理排版編修、照片修

剪設計、合成兩視角照片為 3Ｄ照片與全景圖。書殼製作上請同組同學的姨丈幫忙

依設計圖作出成品。並結合網路宣傳，在臉書上開設家蚊出版社並提供抽獎，當天

抽出我請哥哥設計的家蚊 T-shirt的幸運得主。 

    在這個報告我中我學到最多的是計畫的過程反而不是如何做一本書或是上臺

報告，我學會如何縝密的思考與連結各種不同領域，看著自己心血結晶逐漸形成時

的那種感動是無法比擬的。（張立） 

 

    前兩篇是獲得眾多佳評的同學心得，那麼，票數不那麼高的學生，他學到了什麼？

有一組學生為了獲得同學青睞，想出實用取向的書籍主題──《補教人生大揭密》，學

生親自詴聽、詢問同學對各補習班名師的看法，然而得到的票數讓他們心寒不已。學生

寫道： 

這次雖然作出了作品，但得票數卻不高，主要應該是下列原因： 

    １、我們籤運太差，抽到很前面的組別，導致製作時間較緊湊，也較無法觀察學

習其他優異組別的作法。 

      ２、太著重內容而忽略了外觀及行銷，導致消費者意願不高。 

      ３、在 powerpoint上便將內容詳細介紹，未留伏筆，以致無人要買。 

      ４、可能內容不夠客觀，或未提及某些人的補習班而心生不滿吧！ 

      ５、經驗不足，無前車之鑑提供參考，作為修改的依據。 

      ６、同一週的競爭對手過於強悍。 

      希望下次能有類似的活動，一定會吸取教訓，將它做得更好。 (陳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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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心得中不無有為自己作品抱屈的味道，但是撇去情緒性的字眼，看到這樣的文字

敘述，還是可以看見學生認真思考檢討他們作品的問題，這不是比老師直接地告訴他們

哪裡做錯來得深刻有意義嗎？ 

  小書活動距今約隔一年，在這篇論文截稿前，收到學生的教師節賀卡，他們說： 

老師的作業常常是讓人晚上睡不著覺的原因，影片想不出題材，我真是個缺乏想

像力的小孩，作文也寫不出好看的句子，不過努力進步中，收穫真的太巨大了，

明顯知道自己長大了，不再畏懼艱難，這些寶貴都是讀不到的，可以感受到老師

的用心與付出。(裕凱) 

 

      雖然我從小學就一直非常討厭國文，但是高中這三年的國文課應該是我肯和國文

走最近的時候了，因為老師的課太刺激了。這三年老師不只教我們國文，從 About 

ME、小書到做影片，那是我學到最多的時候。(鄭旭洋) 

 

      永遠忘不了，晚上翻來覆去，作不完的 About Me；永遠忘不了，臺南市裡的東西

逡巡，第一次自己作的小吃集錦；永遠忘不了，第一次踏出門的人物專訪，還有

對八家將的研究澈底；永遠忘不了，那背上沉重的黃牌、那沒帶課本的惴慄、那

上臺報告時的憂懼。每次妳對我們的灰心，我都很害怕，妳對教學的熱忱會失去。

(宇翔) 

 

一年悠悠過去，學生早已忘記教師唸了又唸的建安七子、初唐四傑，但他們還記得

伴隨許多活動的成長，甚至，看見老師的用心。相較以往傳統的讀書心得寫作，作業往

往要三催四請再拖個一、兩個星期才有收齊的可能，然而小書作業的活動時間拉長，卻

沒有一組學生遲交，並且各組還做得興高采烈，彼此較勁又互相學習，甚至能讓學生發

現自己的成長與學習到的技能。讀書心得寫作，或許有另一種表現的可能。 

 

伍、結語： 

    有沒有一種作業的呈現方式，是讓學生看見他們的可能，而不只是僵化的知識堆

疊？以往學生在寫讀書心得報告時，常以敷衍的心態繳交作業，每班能拿得上檯面的作

文屈指可數，學生也未必專心於寫作上，甚至有東抄西謄而來的作品。然而，小書的報

告，很難讓學生只以「單一面向」繳交，他們必頇融匯同類型的書籍與相關資料、思考

作品 / 商品的主軸、可行性，並且還要上臺發表，練習如何推銷商品，甚至學會推銷自

己。 

    想起洪蘭教授說起的一則故事：她兒子在求學時，學校要求學生要讀完《蒼蠅王》

一書，但男生與女生的腦袋結構不同，因此老師派發給男生的作業是要做出《蒼蠅王》

上的島嶼模型。小男孩們歡天喜地，覺得這項作業可以不用把全書讀完便可以繳交，然

而為了要確定書中的島嶼方位地形，幾個小男孩只好把書翻來覆去仔仔細細地讀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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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方能作出島嶼的模型，而這些小男孩在閱讀過程中，是充滿興味的。 

    我的學生們開心地覺得逃過書寫讀書心得作業這一關，但為了製作小書所讀的資料

何只一本？在小書發表時，他們常不經意地帶過這本小書是他們參考了哪些書創作或是

編纂而來，請同學看見他們的創意、心血。這時候的他們，在意的是同學對作品的評價，

然而教師看見的是閱讀的成果。學生，又再一次開心地捧讀書本，並和大家分享他們的

心得。 

透過這一次的教學活動，學生的閱讀、整合、口語表達、行銷能力都有些許進步。

常言道：相觀而善摹之。觀察同儕的表現，吸收他人的長處，改善自己的缺失，一切就

能有所不同。對孩子而言，挑起他想飛的欲望，是讓他看見寬廣的世界，以及讓他看見

別人的飛翔，那麼，他們就會展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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