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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這本大書，

您閱讀了嗎？
林彥佑 高雄林園國小教師

對於世界，你的想像是？
「世界這本大書，您閱讀了嗎？」這個標

題，是一位講者，在介紹國際教育時，其開場白

所引出來的一句話。當下，每位與會者，對於世

界都有一種憧憬，每個人的腦海中，都盤旋著不

同的想像。

我們每一位聆聽講座的人，都閉上了眼，在

腦中浮現一個圖騰：「這個國家有很多金碧輝煌

的教堂」、「這個國家的道路可能沒有柏油路，

會不會都是碎石子路」、「這個國家餐桌上的美

食，實在令人食指大動呀！」、「這個國家，很

多人都是『億萬富翁』」……。

國際教育，誘發學習動機
國際教育，是一個新興的議題，也是一個極

為重要的議題；能初略擁有國際認知的師生，能

迅速掌握世界脈動，也能多方關心世界的一舉一

動。常有報章媒體批評臺灣的學生、教科書……

等，缺乏國際觀；為了印證這樣的論述，筆者實

際翻閱了一些社會課本，也隨口問問孩子一些國

際、國家的概念，果真如此。

儘管筆者自己身為一位成人，也是一位國小

教師，發現自己的國際觀似乎也不是這麼足夠，

回憶二十多年前，當自己還是一位國小學生的時

候，好像也沒有讀過什麼世界的東西、看過世界

地圖，嚴格說來，只是因為考試，而若有似無地

強記一些國家、城市、河川、山脈等，但對於國

際更深的認知，近乎闕如。在《通往世界的大地

圖：這樣想未來，你不再感到自己困在臺灣》這

本書中，其實就能提昇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慢慢

想像未來、想像世界，讓自己不再只是看到臺灣，

而是看到全世界。

亞運落幕，適逢開學，許多學校將「亞運」

的議題，融入於課程中；儘管國際教育不屬於任

一領域或議題，但卻可以融入於各學科中，甚至

促進各學科的學習。認識世界，最主要的結合領

域為史地：「亞運—印尼、雅加達，可以帶領學

生認識國家、城市、河流、氣候、地形、經濟、

文化……等（偏屬地理）」、「歷屆的亞運、奧運、

聽奧，可以帶學生認識區域、歷屆國家的各種運

動會（歷史）」。有時，公民科亦會和國際教育

搭上邊－亞運帶來的運動家精神；當提及某位國

家的作者、文章介紹到某個國家，了解愛沙尼亞

的程式教育、知道印度的數理人才、德國的技職

教育。將數學、自然題型融入國際、藝術國際化、

閱讀體育報導、運動員的故事，這都是學科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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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結合。當筆者介紹了印尼之後，也帶入了這

本書《印尼 Etc.：眾神遺落的珍珠》，讓孩子

可以了解印尼的文化、建築、歷史脈落與地理環

境……；孩子可以從新聞中拓展到各方面的學問。

探索國際的多元樂趣
在筆者的教室裡，放了幾本淺顯易懂的國際

書，如《100 個國家的 100 個故事》，這本書，

讓學生了解100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又如《知

識讀懂地球村100個國家系列》，用簡潔的文字，

帶領小朋友進入到各個國家，認識不同的文化，

也在書本中遨遊世界風情。又如《100 個國家的

100處迷人地方》，則介紹世界上吸引人的景點，

有些甚至連我們大人，都充滿嚮往呢！

國際教育對許多孩子而言，都是陌生的，而

大多數的孩子，對於陌生的東西，總會感到興趣。

「國際」看似遙遠，「地圖」卻是生活的東西，

將這兩者連結在一起，便容易在課程中結合。筆

者是一位愛旅行的老師，所以每每在「閱讀」世

界地圖時，就是筆者求知探索的開始，因為這動

機被激發了，所以會進一步上網搜尋相關資料，

了解這一個國家的文化、美食、景點等旅遊資訊。

在課堂中，發現孩子們對旅行、生活、美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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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忘凡 著；孫心瑜 繪

台灣東方 /10708/32 面 /26 公分 /28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3382195/859

故事中小老鼠不經意的行為經常讓身邊的朋友們

感到很受傷，我們更可以從中發現，無心的言語，

經常教人格外難過。不只是小孩，大人也常以自己

的價值觀去評斷周遭的人、事、物，但卻很難了解

他人內心的感受，導致了無形的傷害。若我們能多

一點同理心，從對方角度感同身受，則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或許會更加的圓滿。（台灣東方）

小老鼠別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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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福 著；王秋香 繪
台灣東方 /10708/80 面 /21 公分 /2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382225/859

求學階段，班上總是會有那麼一個人見人厭的「討

厭鬼」，在班上調皮搗蛋捉弄同學還自鳴得意。書

中曾駿宴就是這麼一號人物，經常惹是生非讓全班

謾罵不已。但是有一天，大家知道他並非有意讓

大家不開心，更有辦法參加老師指派的超級任務，

讓同學刮目相看，一反對於「討厭鬼」的成見。從

書中可以知道，若對孩子有正確適當的了解，我們

更能適切適性發展他們的潛力，扭轉他們的命運。

（台灣東方）

教室裡有鬼
討厭鬼，真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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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錢幣等是很感興趣的，在推動國際教育、國

際閱讀時，不妨試看看吧！國際教育目前在小學

階段，已陸續在推動，在許多推動者的帶領下，

也讓課程變得豐富、有趣，因此大多數的學生都

很有興趣。在臺灣，因為是島國，學生接觸到的

四週環境都是「臺灣味」，要出國，一定得搭飛

機，不是這麼方便，因此對於「各個國家」，都

保有一定的求知心、探索欲。筆者在班級經營時，

會放一個地球儀在班上，做為「閱讀世界」的基

點，並張貼一張世界地圖在公告欄，隨時搭配國

際新聞，適時融入。

多元文化是一個全方面的概念，其包括不同

的方向，舉凡國家、語言、種族、宗教、性別、

飲食、建築……等，而每一個不同的組成元素中，

都必須讓我們學習尊重。而當我們閱讀更多國際

之後，我們便會發現，「多元」是一個很重要的

概念，也在慢慢認識了世界之後，將會發現臺灣

的「多元性」仍稍不足。站在臺灣，放眼看過去

一些國家，語言高達數百種，種族也是不計其數，

街道氛圍也因多元文化的關係，而有不同的風貌；

有的國家橫跨三、四個時區；有的國家幣值很大、

有的國家幣值極為微小；這些多元文化包括飲食、

宗教、文化、民族、錢幣、服飾、交通、語言、

建築、居住環境、生活習慣……等，極為豐富，

值得認識。當孩子能體認到「多元文化」的重要

之後，比較能對「人」尊重，並間接影響到對事、

對物的態度；這是一種生活教育。也因此，了解

多元文化，彼此尊重、包容，能讓我們開拓胸襟。

掌握與時俱進的競爭力
最近，常有「臺灣西進大陸」的新聞，這

則新聞，讓我們意識到不只大陸在搶人才，而是

全世界都在「搶食」優秀的人，這樣的現象，帶

給我們的，便是要有「競爭力」的自覺。世界化

的來臨，我們要讓孩子知道「國際村」不是一個

口號，而是真實的在眼前發生。身為一位老師，

筆者知道這是一個相對保守的職業，覺得自己的

工作競爭力不太需要強而有力的英語力、國際力

（除非是教學時需用到英語，或是想自我增能），

甚至不用擔心有國際人才搶走筆者的工作。而有

些行業，是需要大量的人才流動、與外商接洽、

投資，無形中，他們對於國際觀、世界局勢的競

爭與脈動，更能掌握。然而，只要孩子未來想走

向科技業、貿易、金融……等，或是想打進一流

市場，一定要知道國際的趨勢，才能洞獨機先。

最近，有為數不少的臺灣大學教師被挖角過去

了，也有許多頂尖的大學生選擇到大陸就學；新

聞媒體也不只一次報導，大陸正向許多先進國家

「招手」。因此，「競爭力」不只是一個「名詞」，

而是一「動詞」；我們都要知道，未來的世界

變化，競爭力不只在臺灣。《餐桌上的中國史：

歷史有溫度，每天冷熱生猛的現身在我們吃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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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本書，可以讓硬性、嚴肅的中國競爭力議

題，轉換到軟性、輕鬆的小確幸。

培養人道感恩的精神
最近，筆者帶著孩子認識「沙塵暴」－那是

一則發生在印度的真實事件，源於當地的空氣污

染與 PM2.5 的過度嚴重。身處在臺灣，也許我

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難以想像有的國家正遭

到氣候災難、窮苦潦倒、飢不擇食。

翻開這三、四年來的新聞，常可看到敘利

亞的新聞－內戰、烽火連天、居無定所、滿目瘡

痍……，帶著班上的孩子閱讀這則新聞，他們覺

得不可思議，認為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認為怎

麼可能不能上學？怎麼可能還有人要搭船到另一

個國家找到避風港、求學、找工作……；筆者又

介紹了亞洲的另一個國家－緬甸，介紹緬甸羅興

亞難民事件的新聞讓孩子們知道、閱讀；他們才

知道「難民」是存在這個世界的。筆者也播放了

非洲教室的課桌椅照片，他們瞪大著眼，不可置

信。請孩子們先想，如果是你，你可以怎麼幫助

他們？試著讓孩子們以一顆人道關懷的心，感受

人飢已飢的同理，甚至是感恩。

六何法，引領國際閱讀
躍上報紙頭版版面的國際新聞相當的多，包

括全世界受到熱浪襲擊、臺灣的邦交國危機、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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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夫 文；巫伊 圖

小兵 /10706/112 面 /21 公分 /2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14269/859

象爺爺是森林中的第七十代魔法大師，他希望小象

好好學習魔法，成為他的繼承人，可是小象只想開

餐廳，當廚師，對魔法一點興趣也沒有，讓象爺爺

很生氣。為了阻止小象，象爺爺召喚食夢貘，請他

把小象的美夢吃光光。奇怪的是，小象依舊天天懷

著廚師夢，認真練習做菜，絲毫不受影響。難道食

夢貘沒有把小象的美夢吃掉？可是食夢貘的肚子

變得又圓又大，顯然吃了很多美夢啊！到底發生了

什麼事？故事鼓勵孩子們勇敢追尋自己的夢想！

（小兵）

驚喜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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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碏 文；米長駿 圖
小兵 /10703/205 面 /22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14221/859

作者將古典文學名著《聊齋誌異》改寫為白話文版

本的《古靈精怪：蛙神嫁女》，以幽默風趣的寫法，

探討真理，剖析人性。本書包含了四個故事：〈小

鬼〉闡述功名富貴並非人生的唯一選擇，一家團

聚，生活和樂，即是莫大的幸福；〈喬女〉說明一

個人的好壞與外表無關，人的言行自能反映人品高

下；〈蛙神嫁女〉說的是知足自會常樂，幸福絕非

金錢所能衡量；〈堪輿師〉則勉勵讀者，命運的好

壞不靠風水，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小兵）

古靈精怪
蛙神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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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龍目島地震、委內瑞拉街頭暴動、亞洲運動會

風光落幕……等。每一個六何法的問題，都可以

提供孩子了解新聞與解釋新聞的機會；新聞事件

如同社會領域中的歷史科目一般，都具有事件源

頭、導火線、經過與結果，而這些都是培養學生

理性思考與邏輯推理的教學方式；當新聞事件能

加入更多國際的元素時，所能傳遞出來的訊息，

將不再只是限於社區、臺灣，而是能擴及整個世

界。如果想將這些國際新聞，用更有系統的方式，

如六何法，運用於教學上，可以參考《心智圖法

理論與應用》一書：

1.Why －為什麼印度會發生這麼嚴重的空氣污染

呢？

2.Where －印尼位在亞洲的哪裡？最大城市雅加

達又在印尼的哪裡呢？

3.Who －美國、俄羅斯、中國的領導人，各是誰

呢？

4.When －從敘利亞開始發生內戰，一直到現在的

難民潮，大概歷經了多久的時間？

5.What －可以說說看，俄羅斯舉辦的世足賽，有

什麼國家參與嗎？

6.How－如果是你，對於熱浪，你想怎麼因應呢？

   

閱讀地圖，國家在哪裡？
《世界國旗圖鑑》是一本工具書，但其風格

卻和一般的工具書不同。在做國際閱讀時，我們

可以運用些書，結合世界地圖讓學生知道某些國

家的地理位置、國旗樣式，更重要的，要找出與

臺灣的相對位置，及與臺灣面積的比較，以了解

該國的大小；如此一來，學生才會對這些國家有

感，甚至還能進一步帶出這些國家的首都、特色、

國旗樣式。在敘利亞難民、緬甸羅興亞難民的事

件中，筆者也帶著學生在地圖上，找出他們的遷

徙路線、經過哪些國家、換算大概幾公里，再問

看看學生的想法與想像；當學生有了地圖的實體

經驗之後，對於這些國家的名稱與事件、位置，

就會比較有印象；而俟孩子有興趣時，他們會再

主動探索、查閱。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落實，有效、有趣，又

不影響到教師的課程進度呢？

步驟一：打開 Google map，反覆放大、縮小，讓

學生能看到完整的世界和某一個區域。

步驟二：找到臺灣，再比較看看，國家和另一個

國家的相對位置、面積……等。

步驟三：找到一個國家之後，反覆放大、縮小，

讓學生能看到這個國家的輪廓。

步驟四：找這個國家最大的城市，詢問學生如何

判斷的。

步驟五：教師依個人經驗，找出這個國家比較有

名的城市，並適時補充這個國家的特

色。

步驟六：從地圖中找出河流、公路、城市街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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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用實景讓學生感受。

步驟七：找找鄰近的國家、看看邊境的畫分、看

看鄰國的城市、山脈、河流、面積、形

狀等。

步驟八：打開網路，查詢國家的相關資料。

步驟九：展示該國家的國旗，讓學生有視覺感受、

刺激。

步驟十：闔上眼睛，關上地圖，再讓學生在心中

回想這個國家。

國際新聞的提問與深層思考
在做了幾次的國際新聞閱讀之後，試著送給

孩子們每個人一張地圖，也送給孩子們一張地圖

墊板，為的就是讓他們能常常看著地圖，並透過

視覺的耳濡「目」染，得以對國際、國家的地理

位置產生興趣，並進一步對國家的人文史地產生

連結。有一次，互動最熱烈的，是關於敘利亞難

民的事件。那一次，筆者除了設計提問，也讓孩

子們自己試著佈題，共同產出的題目如下：

1. 為什麼同屬於西亞的這一帶，會產生這麼多的

內戰？

2. 為什麼每當到了八、九月，就會產生這麼龐大

的難民潮？

3. 為什麼敘利亞會有這麼多的難民？

4. 為什麼這些難民特別想逃到歐洲，特別是德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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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芳慈 文；蔡兆倫 圖

小兵 /10708/2 冊 /22 公分 /6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41746/859

本書共出版 2冊，分別為《我的玉兔店長》、《神

仙惹麻煩》，是一部冒險奇幻小說。裡頭的故事千

奇百怪，既有渲染力，又視覺感十足，細細讀來有

種動漫的味道。作者用神話詮釋了環境保護、情

緒管理、注意力集中等心靈成長議題，內藏勇敢、

正義、親情、友情、及好多好多愛與關懷的主題，

讓孩子在熱鬧的神鬼交鋒之中，潛移默化的獲得啟

發。（小兵）

妖怪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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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加春 著
秀威少年 /10704/144 面 /21 公分 /2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5731854/859

小丑阿丁要變魔術囉！他手腕一翻就能弄出紙花、

變出飛天白鴿等，但，他不想只做一個依賴道具的

魔術師，他想要挑戰更高明的魔術。有一天，阿丁

周圍開始發生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情……「變！」

叫做大可的公鴨生出了蛋！「變！」視力不好的阿

婆，眼睛發出了光芒！「變！」小男孩「能看見」

在天國的媽媽了！阿丁發現，之後變出的魔術，不

僅帶給旁人快樂，自己也受益良多！難道，一切

都跟那本突然出現，會說話的神奇魔法書有關嗎？

（秀威少年）

魔術魔術

快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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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什麼這次事件中，美國和加拿大都受到輿論

的攻擊？

6. 為什麼匈牙利對難民特別排斥？

7. 目前敘利亞由四大派系佔領，分別是支持阿塞

德、反對阿塞德、伊斯蘭教派、庫德族；他們

彼此之間的關係可能為何？

8. 為什麼波斯灣一帶的國家都不想收容難民呢？

9. 請上網查找資料，什麼是申根公約組織，其內

涵是什麼？

10. 請參閱地圖，並指出文章中敘利亞的難民的

逃難路線。

11. 請比較 2011 年突尼西亞阿拉伯之春（茉莉花

革命）的異同處。

12. 請上網查閱德國政府的網站，或相關網站，

試著找出德國梅克爾總理對此事件的看法。

有些題目比較簡單，有些題目稍有難度；但

筆者跟孩子們說，國際教育這一門學問，它本來

就不像國語、數學這樣，可以補習，可以有參考

書當做比對學習，所以回答不對，或是無法回答，

不要覺得恐慌。這次上課，除了國小的學生之外，

也包括了一部分的國中生，因此課程設計有難有

易，重要的是，學生能在筆者的提問當中，找出

事件的關鍵詞；國小的小朋友，也能在國中生的

大哥哥大姐姐引導下，慢慢學習，得到啟發，產

生了對於世界的好奇心。

結語－淺顯認識，

      逐步開啟國際視野
國際教育，看似一個新興的名詞，其實，它

已經在許多國家落實了，也在臺灣的校園，逐步

推展。國際教育，未必是硬生生的概念，未必是

談經濟、談貿易、談組織、談金融，簡單來說，

國際教育可以是一門很有趣、很生活化的課程，

是一門可以讓小朋友很快產生共鳴的課程。

「國際教育閱讀」，比起國際教育，更有學

習的意味；「閱讀」，本身就是充滿能量的行為，

這樣的行為，可以誘發我們，持續探索、運用策

略、引發想像，永不間斷地深入學習各種不同的

領域。對於國際，或者閱讀，教師可以教得很深

入，把每個國家、城市鉅細靡遺地帶過；當然，

也可以淺顯地帶過，把國家的重要特色、文化特

色簡要帶過；在這個世界裡，我們的國家何其多，

處處是多元的涵養，對於國小的學生，筆者認為，

我們只要讓孩子有對地圖的概念、知道五大洲的

位置、世界上有哪些大國家或知名的國家、國家

的位置、知名國家的大城市、國旗的樣式……即

可，因為，此階段的他們，只要有初步的概念即

可；俟孩子有興趣時，他們會再主動探索、查閱；

行有餘力，再將這一類的新聞世界，延伸到生命

教育、人道關懷，即對「人」的態度。

筆者也期許，國際教育可以像一本大書一

樣，每一頁都蘊涵著不同的知識、能力、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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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一頁一頁，就組合成一個全人的教育，組

合成一個孩子面對未來所應該具備的能力；它不

只是認識國家、認識地名，而是可以在這當中，

慢慢發現做為一個現代公民所該具備的能力，進

而關心週遭的人、關心我們所處的社會、關心這

個世界的大小事。回憶推動國際教育，從一開始

的不熟悉，再到現在對國際新聞的有感，並主動

蒐集更多國際新聞閱讀的素材，筆者認為，這樣

的教育歷程，可以影響更多老師，進而影響更多

的學生。

這個世界何其奧妙，閱讀地圖、探索新聞、

感受世界，你會發現，國際教育是多麼有趣呀！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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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赫 詩；九色芬 圖；九色芬媽咪 導讀

秀威少年 /10706/128 面 /19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5731885/859

「50 首童詩」是詩人許赫寫給家人、寫給這個時

代的真心話；「50 張童畫」是小畫家九色芬畫出

天真的趣味與生活的驚奇！本書用「3 個步驟，6

種修辭」教你輕鬆寫好一首詩、畫好一張圖。看文

學大頑童許赫、潛力小畫家九色芬、優質親子部落

格格主九色芬媽咪的絕妙詩畫小學堂！可以翻翻

欣賞來哈哈一笑，也可以按照步驟來創作詩畫，幾

句精準小詩、一張俏皮插圖，快速、有效的擊中人

心，這就是網路時代的時尚溝通術！（秀威少年）

動物園的

兒童節
童詩童畫小學堂

兒
童

/

青
少
年
讀
物

蘇飛 著
秀威少年 /10707/218 面 /21 公分 /27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5731878/859

馬來西亞資深童書作家──蘇飛最新力作！就讀中

學的阿仁從小就能看見異度空間的靈體，並能預見

他人的厄運，週遭人都視他為怪胎。直到他遇見另

一名和他有相同能力的少女──「靜」，他們漸漸

成為好朋友，沒想到靜卻遭受蛇靈纏身，痛苦不

堪。阿仁為了拯救靜，求助於神廟的神明，意外認

識了廟宇裡的神祗，更牽引出一段與神明的冒險奇

緣。一個無懼的孩子，加上一個愛吐槽的安平將

軍，一段人神聯合除妖的超熱血故事！（秀威少

年）

與神一起

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