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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一所學校推動「好書閱讀」的角度切入，採用說故事的方式，呈

現學校推動閱讀「校園小說」的一種嘗試。

文章採敘說的方式，說明從國語課本中發現安德魯．克萊門斯的校園

小說出現在課文，因此由學校設計了一系列的活動引導六年級的小朋友及老

師，認識校園小說，閱讀校園小說。更希望透過這些校園故事的閱讀能激發

學生閱讀與寫作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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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activity of reading good books in our school, 

we attempted to give impetus to reading about school novels by way of story-

telling. 

We happened to find an intesresting article about Andrew Clements’ school 

novels in the textbook.  Therefore, we started to design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guide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to know about school novels. 

Through reading these school stories, we expexcted to inspir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and writing. 

關鍵字：校園小說、筆友、校園閱讀活動

Keywords: School Novel, Pen Pal, School Reading Activity

壹、緣起

「好書大家讀」的評選今年已邁入第二十個年頭！從一個人的成長來

看，二十歲就是一個成年人了。究竟這些評選出來的好書在校園中產生了哪

些化學變化？而貼近孩子生活的眾多「校園故事」類的文本，與孩子的學習

又有哪些關聯？這兩年由遠流出版社出版的九本安德魯．克萊門斯的作品，

十分叫好又叫座，除了貼近孩子的生活外，作者善於利用事件透過孩子的語

言創造對教育議題的省思，也是為人父母、老師閱讀後會引發反思對話的好

題材。

北投國小六年級這學期國語課本的第三課竟然有安德魯．克萊門斯的作

品！真是令人興奮！我們開始思考：如果孩子和老師看過這整套校園小說，

就更容易明白安德魯．克萊門斯為什麼這麼受到大人和小孩的喜愛？為什麼

安德魯．克萊門斯的每本小說只要看了開頭就停不下來？因此在今年一開

學，圖書館就特別送個大禮，為六年級各班準備了1~9本套書，因為......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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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好看了!!

以下便是北投國小「校園故事對學生閱讀的啟發」的故事，這不會是唯

一，同時還是「現在進行式」，也邀請你一同進入校園小說的閱讀行列。

貳、幕啟

寒假在備課時，我們發現六下國語課本的第三課是一篇讀書報告，書名

是《我的阿富汗筆友》，出版社是遠流出版社，作者是安德魯．克萊門斯。

遠流出版的安德魯．克萊門斯校園小說一共選譯了九本，第一本是《我們

叫它粉靈豆》，接著是《不要講話》、《成績單》 、《午餐錢大計畫》 、

《蘭德理校園報》 、《作弊》 、《16號橡皮筋》 、《完美替身》到《我的

阿富汗筆友》每一本都獲得好書大家讀故事文學組評審的青睞。真是讓我們

見獵心喜，於是開始著手規劃【安德魯‧克萊門斯校園小說—來交個海外

筆友吧！】&【與作家有約】主題閱讀課程。各班可以自行選擇想參加【半

套】或【全套】課程。課程規劃如下表：

認識安德魯．
克萊門斯

提供各班【安德魯．克萊門斯校園小說】1~9本套書 設備組

◎分享講座1-教師朝會分享【安德魯‧克萊門斯校園小說】
半套:603.606.607.608.610.611.613.614
全套:601.602.603.604.609.612

校長
2/17
2/21

認識阿富汗 提供阿富汗介紹ppt及相關影片（讓學生對阿富汗的歷史環
境初步認識）

設備組製播
各班老師

各班請學生收集阿富汗資料，互相分享，每班製成報告（4
開一張），交至設備組，張貼於【我的阿富汗筆友看板
區】。

各班

◎分享講座2- 和平風箏何時再次飛翔?--阿富汗的故事 /劉
　佳宏
◎時間:3/4(五)第3.4節10:30~11:30 /視聽中心
特地邀請曾於2008年夏天參加阿富汗和平營隊的劉佳宏先
生和學生們分享在阿富汗的經歷及所見所聞

全學年
3/4(五)
10:30~11:30

與作家有約 ◎分享講座3-
邀請《我的阿富汗筆友》主編：林孜懃小姐和學生分享

全學年
3/25(五)

★班級讀書會 ★各班舉行班級讀書會討論【安德魯．克萊門斯校園小說】
中的任一作品皆可（讓小朋友記下討論後的心得及收穫）

時間自定，長
短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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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筆友 ★筆友計畫【來交個海外筆友吧! 】:
第一，寫一封信，邀請這所學校的某一位學生和你做筆友，
學校將提供信紙、信封、郵票（亦可自己設計），中、英文
不限。
第二，把你的信影印一份，連同你收到的信一起展示在【我
的阿富汗筆友看板區】，一有回信就要影印貼出來。
第三，當信件往返兩次後，請寫下你從這幾封信中學到了什
麼經驗，並貼在看板區分享。
第四，筆友計畫的時間預計於4月進行，原則上進行一個
月，之後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持續。
第五，交流之筆友可能為將到訪之香港或新加坡小學四年級
學生，這樣就能實際見面了。

寫信給筆友，
該寫什麼?該
如何寫?

★鼓勵 若完成班級讀書會、筆友計畫【來交個海外筆友吧!】的班
級，【安德魯．克萊門斯校園小說】1~9本套書即贈送該
班，期末不須歸還圖書館。

參、第一幕―給老師武器

為了讓全校老師了解校園小說或是校園故事的閱讀教學重點，就由筆

者也就是校長先準備校園小說的導讀。由於校長這幾年擔任臺北市立圖書館

「好書大家讀」中「故事文學組」的評選委員，有比較多的機會閱讀各類的

校園故事或小說；同時也有機會聆聽兒童文學界重量級人物，如蕭蕭老師及

林煥彰老師、陳幸蕙老師、杜明城老師……等人對於這一系列書籍的觀點。

利用教師晨會的分享時間，將這一系列的書籍及有關作者的生平介紹

給全校老師，引起閱讀及討論的興趣，並將校園小說的特質及閱讀時應留意

的現象與導讀的策略提出與老師們共同探討。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尤其

是六年級的導師們，在學期初，對於國語課程即將進行的內容有個概括的了

解，也提升班級參加全套課程的意願，因此由原先只有三個班級報名參加全

套課程到後來有九個班級參加。

肆、第二幕―豐富孩子的閱讀背景知識 

「阿富汗」是什麼？它位於哪裡？跟我有什麼關係？在孩子開始閱讀之

前，要先豐富孩子的閱讀背景知識，才能引發他閱讀及參與的興趣。在這個

部份筆者范詒鈞老師，從幾個面向進行：

一、認識阿富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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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范老師製播並提供阿富汗介紹ppt及相關影片，讓學生對阿富汗的歷

史環境初步認識。

                   

二、認識阿富汗二
在六年級教室的樓梯間進行粉刷，佈置成『我的阿富汗筆友看板區』。

請各班學生收集有關阿富汗的相關資料，每班製成四開報告一張，交至設備

組，張貼於【我的阿富汗筆友看板區】，互相分享。

  

        

三、認識阿富汗三─書籍簡介《我的阿富汗筆友》

《我的阿富汗筆友》故事是關於一位美國女孩艾比及阿富汗男孩薩迪德

因成為筆友，逐漸認識彼此文化的差異，最後改變許多內心視野及心境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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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國的女孩艾比，因超級討厭寫作業，成績差到面臨留級重讀六年級的

命運。除非，她願意完成一個特別的加分作業──交一個國外的筆友，她因

熱愛攀岩，選擇有高山的阿富汗作為交筆友的對象。當艾比的第一封信被送

到了阿富汗的小學校，交到薩迪德手中。一個熱愛攀岩爬高的蜘蛛女艾比，

遇上了很會寫詩的鬥風箏高手薩迪德，就此展開一段跨越國界的友情與交

流。然而，艾比的第一封信被送到了阿富汗的一個小學校，雅米拉成了她名

義上的筆友，因為實際上和艾比通信的是她的哥哥薩迪德。在美國與阿富汗

間來往的信件中，艾比和薩迪德發現了這種互動方式可以穿越空間的屏障，

他們認識了彼此的文化隔閡以及生活傳統的差異。不過，這段隨著信件日漸

增長的友誼，還是引起某些人的反感。跨界的友情最終卻因種族觀念的認

同、塔利班士兵的威脅...等而終止了交筆友的書信往來，但在他們彼此心中

卻有著超越現實障礙的跨越國界友情、認同與尊重。 

透過一份跨越國界的家庭作業，他們看見世界，學到包容！

四、認識阿富汗四

特地邀請曾於二○○八年夏天參加阿富汗和平營隊的志工劉佳宏先生於3

月4日（五）第3、4節10:30~11:30 在視聽中心，和學生們分享在阿富汗的經歷

及所見所聞。劉先生提供了一篇「阿富汗不和平筆記」的文章，文章中詳述

他在阿富汗進行的一些工作及他個人的觀察心得。在演講中他讓小朋友認知

到阿富汗是一個男女極不平等的國家，2000年塔利班執政時期，哈札拉族群

成了塔利班大肆屠殺的對象，哈扎拉人為逃離塔利班政權的迫害，流離四散

到西邊的伊朗或東邊的巴基斯坦，一直到到2004年後，塔利班被美國為首的

北方聯盟軍隊用武器趕下權力舞臺，這群流落他方的哈札拉人才得以返回阿

富汗。這次的任務是在相當艱困的情況下舉辦和平學校，不論人力或所需資

源皆得來不易且有限，所以最後只能在一處村莊舉行八天的和平學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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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第三幕―與作家有約

原本我們想要邀請《我的阿富汗筆友》的譯者─周怡伶小姐，到學校與

小朋友面對面   聊一聊，她在翻譯這本書的相關感受及經驗。但在聯繫的過

程中發現：剛好周小姐這一段時間人在英國，無法親自向小朋友分享。就由

這套書的「主編」林孜懃小姐，在3月25日第三節10:30-11:30這個時段，先

進行5分鐘的作者介紹，15分鐘進行《我的阿富汗筆友》的inside story加部

分故事朗讀，緊接著10分鐘進行安德魯‧克萊門斯其他作品分享，接著10分

鐘進行─不該錯過的好書介紹；最後20分鐘進行Q&A 加有獎徵答同時出版

社還準備了5份小禮物贈送給同學。

  

陸、第四幕―活動尚在進行中

目前正在進行的活動包括：班級讀書會、我的海外筆友。班級讀書會的

部份，由級任導師利用國語課及綜合領域的閱讀活動時間進行。由於班上已

經有一整套安德魯‧克萊門斯九本校園小說作品，而這些內容與孩子的生活

息息相關，老師可以針對其中任一本書籍中的情景、描述手法及價值觀進行

討論、對話及提問，也可以進行九本作品的分析比較閱讀。而同學們可以將

這些討論的對話過程或是閱讀心得記錄下來，就可以張貼在『我的阿富汗筆

友看板區』，並且可以獲得精美小禮物。我的海外筆友活動，目前正在進行

的部份是有關「筆友通信的指導」。現在的孩子身處在資訊發達的時代，網

路、電話、即時通……，都迅速方便的提供溝通的管道，孩子們的書信大多

是課本中的課文，真實生活中很少需要與人通信，因此，對於「交筆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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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可以說是十分新鮮且毫無經驗可言。

我們從《我的阿富汗筆友》一書中，整理出幾個筆友通信的過程及內

容，利用六年級「有效學習」的特色課程中進行指導，讓小朋友在與新加坡

或香港的小朋友通信時，能有話題可以聊。同時學校方面也正在接洽國外的

學校、班級，和我們進行海外筆友的相關聯繫。我們的筆友計畫進行的流程

如下：寫一封信，邀請這所學校的某一位學生和你做筆友，學校會提供信

紙、信封、郵  票（亦可自己設計），中、英文不限。把你的信影印一份，

連同你收到的信一起展示在【我的阿富汗筆友看板區】，一有回信就要影印

貼出來。當信件往返兩次後，請寫下你從這幾封信中學到了什麼經驗，並貼

在看板區分享。筆友計畫的時間預計於4月進行，原則上進行一個月，之後

由學生自行決定是否持續。交流之筆友可能為將到訪之香港或新加坡小學四

年級學生，這樣就能實際見面了。

柒、省思代結語

這是一個初試啼聲的活動，我們無法預期這個活動會帶來哪些效益？我

們也無法預知透過這樣的閱讀活動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只是因為我們自己愛

閱讀，我們在打開這些校園小說時，發現沉浸在其中的樂趣！

一個好的作家透過他的妙筆生花，透過他銳利的社會觀察，寫出了屬於

孩子的心聲，寫出了藏在我們心中最沉重的吶喊！資優班的孩子們在讀完了

《蘭德理校園報》一書後，經由對話、討論、計畫、執行，她們自行進行觀

察、採訪、編輯、印製，最後出版了屬於他們對於這個學校的校園報。或許

這份報紙有些生澀，或許這份報紙內容不是那麼生動鮮明，但是，這是一個

學習歷程：透過閱讀，她們學習用自己的語言及方式關心自己生活的校園及

環境，這個影響正是我們所期盼的！

誠如狄更斯所言：這是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我們能做

的便是透過閱讀，打開孩子的視野，賦予他們自由飛翔的翅膀，在他們的心

中埋下一顆顆關懷世界的種子。校園小說正是最有養分的啟發，期待大家一

起來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