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主題片 
  

來到視聽室，不知道要選什麼影片看嗎？ 

這是我們從館藏中挑選出可推薦給大家參考借閱的影片。 

希望老師與學生們可以多多利用視聽資源！ 

                                                106.06 

 

 

片名 教育前線: 閱讀，動起來 (套) 

索書號 AVDVD 520.7 4082 [106] v.2:1-2 

登錄號 V0028876-77 

系統號 005538442 

時間 共 97 min 

●希望閱讀記錄片 

    這三年來，希望閱讀專車已經走過 3 萬 8 千多公里，

相當於繞行台灣 20 圈，帶動了 2 萬 5 千名偏遠地區孩子

閱讀，從平均每位孩子 19 本書的閱讀量，已大為提供到

61 本，數字的背後，代表了路程遙遠，以及孩子們對閱

讀的渴望。現在，閱讀的輪軸仍不停地轉動，已轉進孩子

們的生活，他們無法想像沒有書的日子， 

「世界上如果沒有書，我會自己去編書，讓大家閱讀，變

得更聰明」一對雙胞胎兄弟這麼說道。 

 

●國際閱讀教育論壇記錄片 

    直擊「國際教育論壇」現場，聆聽芬蘭、韓國、日

本、香港閱讀教育大師，面對面深刻對談，期許借鏡國際

成功經驗，激盪多元閱讀教育新思維。讓台灣孩子樂在閱

讀，海闊天空自在學習。 

1.台灣閱讀素養報告  

2.香港篇  

3.日本篇  

4.韓國篇  

5.芬蘭篇 

 

 

 

 

 

 

 

 



 

片名 學習，動起來 1-英國：創造力的學習 

索書號 AVDVD 520.941 8349 101 

登錄號 V0028878 

系統號 005538443 

時間 29 min 

    2012 年英國奧運展現十足的創造力，驚豔全球。到

英國教育現場，直擊創造力改革的威力。 

 

    書中深度走訪英國教育現場。例如，在英國最大華德

福學校，我們看到學生們如何在種菜、編織等課程中，以

及沒有考試、成績單的框架中，找到從生命經驗出發的學

習；還有一群弱勢小學的學生，如何自己主導一間教室的

興建，全校師生動員起來，買了一架飛機來當地理教室。 

我們不禁要問：孩子們帶著好奇心來上學，到底要學什

麼？除了教導之外，學習的本質是引導，讓孩子在快樂中

得到學習的動力，讓那股力量來引導他們，徜徉在學習的

喜悅之中。這也許是英國創造力學習的終極目標。 

 

 

 

 

 

片名 
學習，動起來 2- 

   上海：思考、提問、表達的學習 

索書號 AVDVD 520.92 6457 101 

登錄號 V0028879 

系統號 005538444 

時間 26 min 

     2009 年，首次參加國際學生能力評量（PISA）評比

的上海在閱讀素養、數學素養、科學素養都拿到全球第

一，全世界都在探問：為什麼是上海？ 

 

    影片中，我們看見上海在兩次課改中，清楚的目標，

以及看到好方法就勇於嘗試的勇氣，例如導入「學習共同

體」的模式，將傳統僵化的上課模式放一邊，積極開放觀

課，不僅教師之間相互觀課，連校長也加入觀課行列；教

師們也不斷進化，除了想法進化，教材也大躍進，用「微

電影」當成教材，連老師都為之吸睛。上海完全不知

PISA 為何物，卻在第一次出擊，得到大滿貫。這次的專

書，讓讀者看見不一樣的上海。 

 

 



 

片名 
學習，動起來 3- 

   學習共同體 日本觀課現場全紀錄 

索書號 AVDVD 520.931 7147 102 

登錄號 V0028880 

系統號 005538445 

時間 42 min 

    2012 年，日本東大榮譽教授佐藤學著作《學習的革

命》，搶佔各大暢銷書排行榜，掀起全台教學現場轉型

「學習共同體」的風潮！2013 年，佐藤學更進一步分享

「學習共同體」入門與實踐手冊。 

 

   《親子天下》特別走訪日本學習共同體現場，帶您親

臨觀課，讓您彷彿置身觀摩會，感受學生如何透過「協同

學習」的方式，共組小組討論交流，由自己的思考產生知

識，甚至伸展跳躍，進而點燃學習的熱情。日本教師又如

何設計課程，適時融入小組討論，引導學習。 

 

 

 

 

 

片名 
教育前線: 

  搶救媽媽大作戰-別讓妳的「母愛上癮」 

索書號 AVDVD 520.7 4082 [106] v.3 

登錄號 V0028881 

系統號 005538449 

時間 45 min 

    明明犧牲奉獻都為了這個家，卻被嫌難搞？其實許多

母親都有「母愛上癮」的毛病卻不自知。資深音樂人許常

德、心靈工坊總編輯王桂花、台積電董事長夫人張淑芬，

要給母愛上癮的媽媽們一些小提醒！ 

 

1.許常德：別再歌誦「母愛真偉大」 

2.王桂花：蹺家，讓女性得到重生 

3.張淑芬：媽媽要學會當「一盒面紙」 

 

 

 

 

 



 

片名 
教育前線: 

   生命教育-七、八年級最重要的一門課 

索書號 AVDVD 520.7 4082 [106] v.4 

登錄號 V0028882 

系統號 005538447 

時間 51 min  

    當年輕一代的憂鬱盛行率已超過 10%，我們還能透過

什麼方式面對失落、挫折與生死呢？不太會說國語的魯凱

族奶奶，和不太會說母語的孩子們，怎麼克服溝通障礙，

建立互信、走入彼此的生命之中？生命教育─這是七、八

年級最重要的一門課，也是孩子一生最關鍵的學習！ 

 

1.洪蘭 VS.曾志朗：如何活出生命力？  

2.孩子一生最重要的競爭力：生命教育   

3.把愛傳下去！跨越世代的真情故事  

4.徒步環台尋夢！新世代的真實體驗   

5.王浩威：給年輕人的「挫折管理」兩堂課   

6.游乾桂：給父母的「情緒教養」三堂課    

  

 

 

 

 

 

 

 

 

 

 

 

 

 

 

 

 

 

 

 

 

 

 



 

片名 
教育前線:  

   向孔子學管理，變身職場不敗達人 

索書號 AVDVD 520.7 4082 [106] v.5 

登錄號 V0028883 

系統號 005538429 

時間 46 min 

    為什麼你一直找不到好工作？為什麼你一直沒有升遷

機會？英文為什麼老是學不好？身為主管的你，為何總是

沒有好員工？天下講堂向孔子學管理系列影音，邀請政大

教授李瑞華、英文名師徐薇，分享英語力進階的五大關

鍵，以及上班族升遷管理必備的關鍵態度。 

 

1.向孔子學管理 1-上班族必修管理課 

2.向孔子學管理 2-升遷必修課 

3.向孔子學管理 3-求職選才必修課 

4.向孔子學管理 4-主管犯錯該怎麼辦？ 

5.徐薇天下講堂 1-五大關鍵學好你的英語力！ 

6.徐薇天下講堂 2-英語力 進階提升的秘訣 

7.徐薇天下講堂 3-英語力 決定你的人生 

8.徐薇天下講堂 4-看電影學好英文 

9.徐薇天下講堂 5-魅力行銷 為自己加薪 

10.徐薇天下講堂 6-目標堅定力 決定你的幸福 

 

 

 

 

 

 

 

 

 

 

 

 

 

 

 

 

 

 

 

 



 

片名 
教育前線: 

   國際教育論壇-閱讀，改變的力量 

索書號 AVDVD 520.7 4082 [106] v.6 

登錄號 V0028884 

系統號 005538431 

時間 43 min 

    閱讀，為什麼能夠改變一個被全世界放棄的壞學生？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邀請自由寫手基金會創辦人艾琳‧古

薇爾，和英國讀寫能力信託計畫主持人莎拉‧歐斯朋，將

英美的國際教育理念引進台灣，擴大閱讀的影響力，更重

新點燃所有老師們的教育熱情與信心。讓閱讀改變的力

量，在台灣開始發酵。 

 

1.菜鳥老師的第一天 學生鬧翻天 

2.自由寫手真實故事 戴維斯：玩槍卻玩出人命 

3.瑪麗亞 帶著電子腳銬上學的女孩 

4.古威爾老師 用閱讀改變學生的一生 

5.為未來舉杯 為改變舉杯 

6.改變 從閱讀開始 

7.閱讀 改變的力量 帶著電子腳銬的女孩立志當老師 

8.閱讀 改變的力量 玩槍的德瑞克 放下槍拿起筆擁抱希 

  望 

9.閱讀 改變的力量 帶槍恐嚇老師的史瓦墨 重生 

 

 

 

 

 

 

 

 

 

 

 

 

 

 

 

 

 

 

 



 

片名 
教育前線:  

   從態度到專業，做好準備好的人才 

索書號 AVDVD 520.7 4082 [106] v.7 

登錄號 V0028885 

系統號 005538433 

時間 41 min  

    你知道遊戲是最好的學習方式嗎？《天下雜誌》帶你

拜訪麻省理工學院、卡內基美隆大學等美國頂尖名校，一

起到現場看看他們不同的教學方式，更要讓你聽聽全球知

名創意動畫公司皮克斯、蘋果電腦和 Google 培養創意的

秘密。面對詭譎多變的時代，《天下雜誌》告訴你從態度

到專業，不但做準備好的人才，更教你懂得閱讀空氣，掌

握職場求生必備的能力。 

 

1.我的學校是夢工廠：美國頂尖學府的教育革新 

2.左右腦均衡 做準備好的人才 

3.大學生了沒 節目工作人員的一天 

4.向蘋果電腦學創新思考 

5.五專生！阿甘變身美國英文老師 

6.解放辦公空間，激發 Google 創意活水 

7.年輕人職場求生法則—閱讀空氣 

8.小心喔！長襪皮皮來了 

9.90 歲也能環島？不老祕密大公開 

10.抗黑心食物！阿正主廚‧毒物專家教你買菜 

 

 

 

 

 

 

 

 

 

 

 

 

 

 

 

 

 



 

片名 教育前線：海闊天空的一代 (套) 

索書號 AVDVD 520.7 3713 [106] v.1-2 

登錄號 V0028886-87 

系統號 005538430 

時間 91 min (片) 

   《海闊天空的一代》是第一部以台灣觀點，看全球教

育改革趨勢的紀錄片。十三集精采內容全是由天下雜誌工

作人員，親自前往世界各國採訪拍攝而成。遍訪美國、瑞

典、澳洲、日本，深入當地的教育課程及教學活動，從中

取得各國教育的經驗與現況，作為台灣教改的借鏡與典

範。更將鏡頭深入到台灣家庭、學校及教育行政體系，真

實反映本土教育體制中的弊病，也為那些默默為台灣教育

付出，走在教改前線的人，製作出最真實的紀錄報導。  

 

第 1 集 希望與榮耀  

第 2 集 動手做的能力（讓知識「動」起來！）  

第 3 集 科技運用能力  

第 4 集 國際運作的能力  

第 5 集 與環境相處的能力（永遠的在地人）  

第 6 集 與團體相處的能力（誰是未來的領導者）  

第 7 集 增強老師的能力（老師的故事）  

第 8 集 增強家長的能力（養子不教誰之過？）  

第 9 集 增加企業的參與（企業參與新未來）  

第 10 集 提升偏遠地區的教育品質（少一塊的拼圖）  

第 11 集 培養欣賞美的能力（音樂與燒杯）  

第 12 集 終身學習的能力（終身學習）  

第 13 集 贏的策略 

 

 

 

 

 

 

 

 

 

 

 

 

 

 



 

 

片名 教育前線: 教改十年後 

索書號 AVDVD 520.7 4082 [106] v.8:1-2 

登錄號 V0028890-91 

系統號 005538432 

時間 共 80 min 

    教改十年特輯(收錄 TVBS「教改十年後」特別報導) 

10 年前，天下雜誌記錄了五位不同成長背景的孩子，鏡

頭前他們談到了未來的願望，如今，10 年過去了，這群

懵懂未知的青青學子，當年的夢想是否已經啟航，教育又

如何牽動著每個生命，決定他們的未來。 

 

迎向未來五大關鍵能力 

1.品格教育  

2.閱讀  

3.美感體驗  

4.運動科技資訊  

5.動手做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