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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參訪團團長邱乾國副局長在參訪南京七彩語文時寫道：「..相

較上海繁華奔放，更喜南京沈靜內斂，我們在緩慢的車流裡移動

著...，看盡過往英雄紅塵，恰似今朝梧桐葉落............」 

行知小學楊瑞清校長回以「...十年長冬最冷的一夜，我與你跨

越長江，重溫孔夫子、朱自清、項羽的英雄豪氣與文人氣慨，共享秦

淮夜月，蠟梅撲鼻香的意境...」這是何等的緣分！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此次兒童天地雜誌社的參訪活動為兩

岸文化教育領域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參訪契機，教育關乎民族的

未來，閱讀教育在兩岸都是教育界同仁重點研究的課題，做好閱讀教

育對兩岸教育人增長知識有重要的意義，藉由兩岸雜誌社加強溝通與

協作，共同辦好教育事業，對於教師的專業發展和教學模式的創新，

達成合作和共識，有助於本市兒童天地月刊的創新與進步， 

此次參訪活動透過參與、討論、對話和經驗分享方式，海峽兩岸

對於「兒童文學」的專業發展和經營模式的創新，推動的現況進行深

入交流，達成合作模式和共識，為推動兩岸教育交流發揮了重要的作

用，也為日後本市推動兒童文學教育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貳、出國人員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備註 

1 邱乾國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局長 團長 

2 朱國隆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社教科科長 副團長 

3 陳文慶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專員  

4 王鴻裕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國小 校長 業務主辦學校 

5 許玲玲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小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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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羅玉霞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國小 校長  

7 林再山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小 校長  

8 沈秋宏 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小 校長  

9 姜韻梅 臺中市霧峰區桐林國小 校長  

10 胡秀美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小 校長  

11 彭瑞洵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見習候用校長  

12 張建聰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小 主任  

13 林淑貞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國小 主任  

14 黃鸝滿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小 教師  

 

參、出國目的 

一、提升兒童天地雜誌社編輯群創新編輯的能力。 

二、促進本雜誌社發行組行銷企劃能力。 

三、增進本雜誌社營運管理績效。 

四、精進社務委員及幹事部協調溝通能力。 

五、找尋創辦一流的臺中市兒童雜誌新方向。 

六、為本雜誌邁向國際化豎立嶄新的里程碑。 

 

肆、出國過程 

第一天：105年 1月 23日（六） 

第一天我們參訪在上海設廠的臺商林先生經營的「巨力教育器材

有限公司」，瞭解當前學校教室裡設備最應優先重視的「每位孩子坐

的、使用的課桌椅」因為，它們是孩子使用時間最長、最貼近的學習

設備。並且深深影響孩子們的生長發育，因此林董事長秉持『健康，

我們設計的核心靈魂，就是要捍衛學子們腰椎健康的成長』的理念，

設計出全方位、高品質的學生用課桌椅， 

在臺商林先生的導覽及解說，我們看見顛覆臺灣教學現場，一套

套嶄新的、具設計性、符合數位學習潮流、色彩多變、客製化兼顧實

用與多功能性的課桌椅，不僅功能多元，品質精美，還可以看到巨力



5 

 

團隊的高標準與自我鞭策的態度與精神，令人十分讚嘆，但是更令人

吃驚的是，由巨力公司的銷售量（每次採購都以數萬套來計算）來看，

就可以知道中國大陸對教室設備的重視，值得我們學習。 

晚上團員們自行就兒童天地雜誌的經營與及各項教育相關議題

進行討論與經驗分享、交流。 

 

第二天： 105年 1月 24日（日） 

今日參訪江蘇省南京市東郊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中國民主

革命先行者，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陵寢，中山陵東鄰靈穀寺、西毗

明孝陵，佔地廣闊，孫中山先生 1925 年 3 月在北京逝世後，中國國

民黨遵照他的遺願，在南京為他修建陵墓，安置至今。在零下冰冷又

飄著雪花的季節前來，遊客稀疏，我們呵著氣靜靜的走在歷史的洪流

裡，莊嚴肅穆。 

接著參訪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的『七彩語文學雜誌社』。一到會場，

社長以及總編李亮老師還有雜誌社的員工都在大門熱情的迎接我

們，團長邱副局長也表達了臺中市教育局前來交流的動機及感謝，透

過報告、提問及參觀雜誌社的過程中，瞭解『七彩語文學雜誌社』為

何能發展到現在的規模。 

『七彩語文學雜誌社』創辦於 2006年，由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

限公司主管，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主辦。起初『七彩語文學雜誌

社』由編輯江蘇省小學語文課本開始，因為品質精美，慢慢擴大語文

雜誌的編輯類別與發行範圍，目前還於南京大學設立「南京鳳凰母語

研究所」，與華東師範大學語文教育研究中心合作創建「小學語文教

育實驗中心」。現有員工 150多人，是一支致力於服務中小學語文教

育及青少年教育的團隊。 

 

目前該社出版的刊物種類繁多，介紹如下： 

1.《七彩語文》：創刊於 2006年，是全國公開發行的第一本小學語

文新課程新教材延伸期刊。目前發行量高達 100萬冊。名列全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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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雜誌發行量前 16強。 

2.《中學語文雜誌》：近年開始編輯專為中學生量身訂做的語文刊物。 

3.《七彩語文閱讀、寫作、習作套書》：分低、中、高年級本，是好

玩又實用的寫作指導書，讓兒童在自由閱讀中領悟到寫作的奧妙，寫

作的知識寓於生動有趣的故事之中，再配合練習單本書，把寫作的情

趣滲透於形式多樣的練習之中。 

除了編輯、出版各種刊物之外，『七彩語文學雜誌社』每年定期

舉辦各項活動，如辦理書展活動，書法、作文比賽，每年也辦理中小

學語文夏令營、教師專題研討會、教師課堂教學大賽，辦理小學教師

素養大賽(參加的教師高達七千人)，讓教師們擁有充分的、多元的、

精緻的交流時間，另外還規劃七彩語文盃的球類競賽，除了知識分享

也達到強健體魄及情感交流的目的。 

七彩語文雜誌社創設至今僅有短短 10年的時間，卻發展迅速，

碩果累累，不僅發行量高達 100萬冊，還先後獲得「江蘇省優秀期刊

獎、華東地區優秀期刊獎、全國優秀少兒報刊」等殊榮，令人佩服驚

嘆。 

「七彩語文」少兒期刊社，能如此受歡迎受肯定，首先是因為他

們有明確的目標-情系母語（普通話）、服務教育，全體員工努力的方

向是做中國少兒教育類期刊領跑者。有了明確的目標在加上經常性的

以「七彩語文」雜誌社的標題，不惜犧牲成本辦理多類各項語文活動，

甚至是書展和親子閱讀活動，久而久之自然能將知名度打開，發行量

夠自然降低了成本，有了更多的資金和報酬，就可以邀請更多的語文

專家參與編輯和指導，形成良性的循環，造就更優良的兒童閱讀環境。 

精彩的兩岸兒童文學經營交流，在與會團員的提問，對方成員的

解答、與雙方的分享討論，氣氛非常熱烈。 

 

第三天：105年 1月 25日（一） 

「南京行知教育基地」，位於南京市浦口區長江北岸，老山腳下，

隸屬於行知教育集團之一，該基地提供江蘇及南京市各級學校行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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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基地，踐履教育家杜威所倡「做中學」理念，培養學生動手做之生

活技能及解決問題能力。 

行知集團秉承「共享行知教育，共建世界學校，共育地球公民」

的辦學宗旨，致力于打造品牌打造共同體、前沿探索共同體、教師發

展共同體、特色活動共同體、社區服務共同體、對外交流共同體。集

團申辦的＜當代生活場景下的『教學做合一』新探索＞被確定為江蘇

省基礎教育前瞻性教學改革實驗項目，目前正全力發展推行中。 

行知集團每年接待大陸各地及海外學生至基地學習，不管在中國

文化體驗、生活課程，讓孩子在現今保護主義社會中，體驗真實做中

學生活樂趣，實踐「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之真義。 

臺灣現今所推動之教學改革，也正符應行知教育觀念，期待學生

透過實際動手操作來喚起學習熱情，培養自主學習習慣，達到真正自

我學習。 

今日順道參觀南長街上的標誌性建築「清名橋」及「太湖黿頭渚」

既讚美了太湖的雄偉氣勢和孕育吳越兩地（現為江蘇、浙江兩省）的

寬闊胸懷，也蕴含了對此地風光廣纳吳越山水之美的中肯評價。 

 

第四天第五天：105年 1月 26、27日（二、三） 

本次參訪文化勝地「獅子林」、「烏鎮西柵景區」，讓我們對於維

護古蹟的完整性，有更深的體會。 

西柵區內的名勝古蹟、手工作坊、經典展館、宗教建築、民俗風

情，泛著古代的人文氣息，自然風光美不勝收，泛光夜景氣勢磅礡，

令人流連忘返。夜宿昭明書院讓人有進入時光隧道的驚喜，在歷史、

文化、人文、自然環境的有機融合之下，如接受一次歷史文化的洗禮。 

烏鎮雖擁有絕佳的自然景觀，但是如果沒有歷史文化的洗禮，難

以有延續的價值，而恰巧烏鎮同時擁有絕佳的自然景觀又有歷史文化

的薰陶，加上當地政府對此名勝古蹟保護的決心和做法，讓「烏鎮」

的特色得以延續。一樣的古鎮，不一樣的的烏鎮，青石板的長街巷弄，

似乎訴說著歷史風華的過往。回頭試想臺灣的風情也是別有一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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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但歷史的著墨似乎稍少，也許可以透過「烏鎮」的成功案例，對

臺灣本土的文化及歷史，透過城鎮的風華加以保留下來。 

第六天：105年 1月 28日（四） 

參觀歷史文化古蹟「京杭大運河」，簡稱大運河，是中國古代一

項偉大的水利運輸建設，也是世界上最長的古代運河，全長 2700多

公里。乘坐古運河船在寬廣的運河上，不禁讚嘆古人的先知遠見、運

河工程的浩大；沿河兩岸古老建築及碼頭船務工人、商賈雕塑，栩栩

如生，彷彿身歷其境，江南水鄉澤國的繁榮盛世，躍然眼前，為大運

河孕育人文的貢獻與價值，留下不可抹滅的歷史印證。 

「杭州香積寺」富麗堂皇意境與濃厚的文化藝術氣習，成為杭州

極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南宋官窯博物館」位於杭州西湖風景區南緣，

是中國第一座在古窯址基礎上建立的陶瓷專題博物館。很幸運的，我

們的團隊由館中檔案管理部的領導擔任解說，學識淵博且風趣幽默，

介紹南宋官窯的風韻與特色、工藝歷史和美學價值，及宮廷文化及社

會習俗的密切相關性，說得精采萬分，聽得意猶未盡。博物館陳列雅

致、內涵豐富、環境清幽，景區內自營小賣店，提供精美官窯紀念商

品，評價銷售，又是讓團員們興致勃勃，觀賞把玩，大掏腰包還欲罷

不能！ 

 

第七天：105年 1月 29日（五） 

「萬松書院」是與教育直接相關聯的一處古蹟，始建于唐貞元年

間，明代改名為萬松書院，理學家王陽明曾在此講學，是明清時期杭

州規模最大、歷時最久、影響最廣的書院，也是傳說中梁山伯與祝英

臺同窗共讀的地方。現遺址尚存有“萬世師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

稀可見“至聖先師孔子像”的石碑等物。由於三面環山，左江右湖，

雖然氣溫較為回升，石階兩側、樹叢老樹及屋頂仍留有不少的白雪，

在充滿清新脫俗、書香氤韻之餘，增添淒美動人的氛圍。 

另「胡雪巖故居」是胡雪巖的園林居所，建于清同治時期，工程

歷時 3 年，是一座富有中國傳統建築特色又頗具西方建築風格的宅

第，建築南北長東西寬，占地面積 10.8 畝。無論是建築、傢俱、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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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等，用料之考究，無人能及。 

「明清河坊街」是杭州歷史上最著名的街區，也是杭州目前唯一

保存較完整的舊街區，是杭州悠久歷史的一個縮影。清河坊街也曾是

杭州最繁華的商業區，古有"前朝後市"之稱，前朝是指鳳凰山南宋皇

城，後市指河坊街一帶，當時，清河坊商鋪林立，酒樓茶肆鱗次櫛比，

買賣絡繹不絕。歷經元，明，清和民國時期，這裡仍然是杭城商業繁

華地段，杭州的百年老店均集中在這一帶。 

 
第八天：105年 1月 30日（六） 

最後一天在我們前往機場路上，一路上看著嶄新大樓與古舊的樓

亭小閣交錯在街景之中，令人感受到這城市的獨特魅力，懷抱依依不

捨之情，結束了這場難忘的兩岸兒童文學經營與教育交流。 

 

伍、心得 
有道是：「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此次兒童天地雜誌社的參訪

活動為兩岸文化教育領域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參訪契機，教育關

乎民族的未來，閱讀教育在兩岸都是教育界同仁重點研究的課題，做

好閱讀教育對兩岸教育人增長知識有重要的意義，藉由兩岸雜誌社加

強溝通與協作，共同辦好教育事業，對於教師的專業發展和教學模式

的創新，達成合作和共識 

在交流過程中所有團員感受到大陸在教育發展及建設的用心，還

有對兒童文學的重視，以及為兒童文學發展投注之人力、物力，對於

本市教育工作頗有參考價值。 

 

陸、期許與建議 
我們透過交流使彼此更瞭解對岸，「截人之所長，補己之所短。」

不論是經驗交流或參觀訪問，教育人所見，當然從教育著手。 

定期閱讀，是兒童養成閱讀習慣的關鍵。放眼國際，美國、日本、

法國、英國、中國，甚至人口較少的香港，都有多元的兒童雜誌；反

觀國內，在環境快速變遷下，兒童雜誌質量都明顯不足，到底哪一個

環節出了問題？以下提出幾點期許與建議，期待我們臺中的兒童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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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也不斷的進步： 

一、培育或挖掘優秀雜誌編輯群，以提升兒童天地雜誌品質。 

二、清楚設定讀者對象，內容深淺較能符合學生需求。根據今年七彩

語文辦的書展觀察紀錄，發現讀者定位明確的雜誌顯然比定位模

糊、試圖把各年段讀者一網打盡的雜誌更容易受歡迎。 

三、雜誌內容應多元，不受限於文學性，科學性、知識性都要有，除

了人文，還要有科學、藝術，並與國際接軌。 

四、要重視兒童的視覺感受，一般報紙刊登的是新聞照片，兒童雜誌

強調的則是插畫，因此兒童雜誌除了培養了許多文字工作者也應

發掘優秀插畫家；此外，重視封面故事畫作以吸引讀者閱讀。林

良說：「一本優質的兒童雜誌雜誌，封面故事很重要，要讓讀者

沒辦法預測，對雜誌永遠感到新鮮，小讀者看每一期封面就像是

看報紙的頭版一樣，每期都不同，對雜誌是有所期待的。封面故

事能滿足小讀者，就是成功踏出第一步。接下來，連載的故事有

連續性，每一次的結尾都製造懸疑，才能讓讀者期待下一期的到

來。」 

 

感謝本案相關人員認真投入本次參訪南京七彩語文學雜誌社、行

知教育基地、萬松書院等地活動，透過此次的參訪，了解兩岸推動兒

童文學教育現況及差異，做為本市持續推動文學教育之參考。 

 

如同教學活動的主學習、副學習與輔學習，除了參訪南京七彩語

文學雜誌社、巨力教育器材有限公司、行知教育基地的行程，在八天

的行程中所有團員與對岸的教育伙伴在會前會、會中對話、討論、分

享，是此次參訪活動的最大收穫，透過彼此分享實務經驗、經營關鍵，

更有助於本市推動兒童文學雜誌的經營工作，深切期盼能多辦理此類

活動，讓未參與過的教育夥伴，能有機會親自體驗，相信定能激發大

家推動兒童文學教育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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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照片 

 

 

 

邱乾國副局長致贈七彩文學社長 

紀念品 

總編李亮老師為台中參訪團團員介紹

七彩文學雜誌社設施及運作 

 
 

團員對七彩文學的運作方式提出疑問 交流後全體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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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應 

  

巨力林董事長解說該公司結合數位設

備最新的課桌椅操作過程 

邱乾國副局長親自檢測「巨力」高功

能桌椅的實用及功能性 

 

 

參訪「行知教育基地」校長們致贈 

紀念品與楊校長合影 

參訪魯迅故居 

  
全體團圓登「中山陵」前合影 參訪魯迅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