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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創刊號

本期主題

創刊號

發行宗旨：本電子報屬教育性，內容以促進閱讀策略共享、報導閱讀推手作為、分享校際閱讀創意面向，期許形塑優質閱讀氛
圍、提昇閱讀指導品質、促動閱讀文化深耕。歡迎國內外學者、教師及家長踴躍投稿。

閱讀教學流程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對孩子來說何謂好書 / 台東大學 楊茂秀教授

發刊辭

書海啟航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蕭錦利處長

各國閱讀動向

美國閱讀教育政策發展之探究 / 國立教育資料館
大街小巷都在閱讀-大阪「One book One Osaka」閱讀活動 / 國立教育資料館
美國學生閱讀能力差強人意 / 國立教育資料館

名人看閱讀

讀一本好書，猶如同高尚的人談話 / 德國‧歌德

策略擂臺

閱讀太平 『讀』道品味 / 基隆市太平國小鄧婷尹教師

杏壇尖兵

「悅讀視界逍遙遊」—專訪東光國小陳湘玲老師 / 基隆市太平國小鄧婷尹老師採訪

閱讀寶庫

一個創造幸福的園地--基隆市故事協會（ Keelung Narrative Association）簡介 / 基隆市故事協會沈淑嬿理事長

研習訊息

「當閱讀遇上寫作~與兒童文學作家有約」工作坊教師研習 / 教育處國教輔導團
99年度教育部「閱讀教學策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第一場次 /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99年基隆市「閱讀教學策略推廣--縣市種子教師培訓」第二場次 /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腦與教育研習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報乎你知

歡迎投稿～～基隆市99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 編輯小組
基隆市99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 編輯小組

電子報編輯團隊

基隆市99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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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教學流程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本文摘要

閱讀教學要如何進行？
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的『閱讀教學流程』，
提供我們在進行閱讀教學時，有效實施、檢視、省思的參考架構。

 
閱讀教學流程

閱讀教學，一般可按以下流程組織課堂和單元，唯具體情況（學生、文本、單元、處境）具體處理，切勿機械搬弄。

階段 成份 技能 / 策略 水平

引起注意
(Gain attention)
告知目標
(Inform learner of objectives)
提示回憶原有知識 (Stimulate
recall of prior learning)

1 引入
提取學生有關課題（題材或主
題）的已有知識

 

把文章或讀物劃分成各自相對
獨立的段落，然後按以下程序
逐一處理：
呈現教材
(Present timulus material)
提供學習指導 (Provide learner
guidance)
引出作業
(Elicit performance)
提供反饋 (Provide feedback)

2
朗讀、瀏覽

流暢閱讀
瀏覽文章

複述 
recall

詞彙
累積詞彙
認識重要句型

解釋
paraphrase

3 提問／答問
就文章重點及單元重點提問關
鍵問題，以導引學生把握以下
各方面的特點

 

4

組織
把文章各部份內容綜合成有意
義的整體

綜合 
integration

想像、生活

推論並想像文章中的細節與世
界
文章內容與學生生活世界的關
係

旁通 
elaboration

5 撮要 把握文章最重要的內容  

6
評價、反省

學生表達對文章的評價（認
同、不同意、感受最深）
學生表達有何不明白之處

評價
evaluation

知識
學生結合已有知識與所學新知
識

創新
creation

評估作業
(Assess performance)
促進保持與遷移 (Enhance
retention transfer)

7 評估 評估學生是否已有所學  

1. 階段部份採加涅 (Robert M. Gagne, 1916-2002) 的「教學過程九階段」(Nine Events of Instruction) 教學模型。
 
備註：本網頁資料，感謝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同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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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對孩子來說何謂好書

台東大學 楊茂秀教授

作者簡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教授
本文摘要

對孩子來說何謂好書？ 

    第一、孩子要看得懂：事實上，坊間有很多圖畫書，孩子真的看不懂；有很多好書，是需要大人先讀懂了才
行，因為有很多孩子都是透過家長的陪伴和閱讀，才能接觸到一本好書。過程中，孩子學到的，往往是大人在閱
讀時所傳遞出來的體態、表達的感覺和音調。---

    對孩子來說何謂好書          
      對孩子來說何謂好書？在此想依林良先生所提三點，和大家分享 一些不同的想法。   第
一、孩子要看得懂：事實上，坊間有很多圖畫書，孩子真的看不懂；有很多好書，是需要大
人先讀懂了才行，因為有很多孩子都是透過家長的陪伴和閱讀，才能接觸到一本好書。過程
中，孩子學到的，往往是大人在閱讀時所傳遞出來的體態、表達的感覺和音調。

    第二、孩子愛看：個人覺得，大人愛看更重要。因為大人愛看，就會影響、帶動孩子的

閱讀習慣。日常生活中，大人傳遞的是對書中內容自然而然產生的興趣，孩子會想主動加入

或參與閱讀。     

     第三，孩子讀後有成長：我卻認為閱讀時，或許不必只思考到其中的成長或教育性。    

     再回到哲學的角度來看，閱讀就是一種思考實驗，最重要的是需要「談論」。閱讀就像
是在照鏡子，不論是閱讀哪位作家的書都是如此。另外，也想回應馮總編輯提到養成閱讀習
慣最重要的問題，林語堂曾說：「教科書不是書。」他不要自己的孩子到學校去上課，希望
孩子留在家裡，讀真正的好書。臺灣的問題或許正是這樣，臺灣的教育總將心力、經費花在
教科書的教育上，而不是用在養成孩子良好的閱讀習慣。因此，所有相關的推動最後往往變
成一個又一個的泡沫，看不見成效。       

     閱讀真正的推動，應該是孩子會選書，老師會選書，家長會選書，然後由國家來送書。不要再讓孩子浪費那麼多的
時間，來填那些無法幫助他們思考的東西。我們相信，孩子只要有很好的閱讀能力和思考力，未來就不需要擔心。有
項研究調查報告顯示，臺灣的小孩閱讀習慣偏食，因為他們只看圖畫故事書。但我們應該了解，圖畫書其實是為新人
類設計的書籍，孩子閱讀大量的圖畫書，不會是閱讀的困境或危機。整個閱讀活動最需要擔心的是，大人不讀書，卻
一直要孩子讀書；相信只要大人愛讀書，一切就會改變。                                                              

~原文刊登於民國99年5月30日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版，並經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及楊茂秀教授同意刊載於本電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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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辭

書海啟航

賀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創刊號發行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蕭錦利處長

本文摘要

     「基隆閱讀教育電子報」的發行，可以更積極、更主動、更迅速的將本市閱讀教育推動的動
態訊息，傳遞給全市各級學校教師以及關心閱讀教育推動的社會各界人士。期許透過「基隆閱
讀教育電子報」的發行，一點一滴累積起基隆市推動閱讀教育的里程碑，讓每位孩子都擁有一
對想像的翅膀在書海遨遊。

     「基隆閱讀教育電子報」的發行，開啟了基隆市推動閱讀教育的新頁。透過這份電子報的問世，
可以更積極、更主動、更迅速的將本市閱讀教育推動的動態訊息，傳遞給全市各級學校教師以及關
心閱讀教育推動的社會各界人士。   

      電子報的編輯事務，將委請教育處98年度閱讀教育訪視績優的8所學校輪流擔任，分別是：中山
高中、仁愛國小、東光國小、深澳國小、暖暖國小、和平國小、瑪陵國小、太平國小。電子報發報
平台技術支援事務，則由本市資訊小組負責，搭配美編同仁發報版面的美麗包裝來加以行銷。更重
要的是在本市閱讀工作小組的後援下，共同攜手、分工合作，進行每月一期的發行任務。   

      期許透過「基隆閱讀教育電子報」的發行，逐步落實年度各項計畫；提供分享交流觀摩的平台，
以實踐閱讀教育的悅讀理念；透過全市各校行政推動與教師教學典範的報導，一點一滴累積起基隆
市推動閱讀教育的里程碑；並在實踐與累積、省思與行動中，淬取出本市閱讀教育推動的有效模
式，讓每位孩子都擁有一對想像的翅膀在書海遨遊。  

      感謝在第一期發行背後的所有工作同仁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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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閱讀動向

美國閱讀教育政策發展之探究

國立教育資料館

 美國閱讀教育政策發展之探究

感謝國立教育資料館授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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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閱讀動向

大街小巷都在閱讀-大阪「One book One Osaka」閱讀活動

國立教育資料館

 大街小巷都在閱讀-大阪「One book One Osaka」閱讀活動

 感謝國立教育資料館授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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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閱讀動向

美國學生閱讀能力差強人意

國立教育資料館

 美國學生閱讀能力差強人意

 感謝國立教育資料館授權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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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讀一本好書，猶如同高尚的人談話

Reading a good book is like talking with a lofty person. (Germany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德國‧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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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太平 『讀』道品味

基隆市太平國小鄧婷尹教師

本文摘要

閱讀太平  『讀』道品味 

                            
　　

         位在虎仔山上的太平國小，學生數雖少，但是一直致力於推廣閱讀

教育不遺餘力。不僅在校內重視學生閱讀的質與量以外，更鼓勵學

生對外參加閱讀寫作相關比賽，例如生命教育徵文寫作比賽、北北

基網路寫作專題比賽等均獲得相當優異的成績。更於98年度基隆市

教育處「閱讀教育」統合視導評鑑中，獲得閱讀教育績優八所學校

之一。到底太平國小如何以精緻化、小而美的方式推廣閱讀教育

呢？以下就是太平國小推展閱讀教育重點活動系列報導。

 
閱讀太平  『讀』道品味 

青春一餉、閱讀饗宴

「我是閱讀PARTY來賓，我可以在PARTY裡享受閱讀的樂趣。」位在虎仔山半山腰上的太平國

小，每個月舉辦一次閱讀PARTY，它是小朋友最期待活動。

閱讀的推廣一直是太平國小不遺餘力的活動，校長魏川淵表示，現在的學童身處二十四小時電

視節目以及越來越普及的網際網路轟炸之下，喜歡閱讀的學生變少了。為了提升學生獨立閱讀的習

慣及競爭力，加強閱讀活動是勢在必行的作為。

  

     為了營造校園閱讀氛圍，學校召開閱讀小組會議，集思廣益討論加強

閱讀能力的方法。學校也將圖書室外牆的展示空間重新規劃為「新書介

紹區」與「主題閱讀區」，同時策畫「閱讀PARTY」活動。在閱讀

PARTY的活動中，學生可以自由的選擇「閱讀套餐」的內容進行閱讀認

證。然而，閱讀PARTY各式套餐設計是依據年級的不同及閱讀材料的差異而有所變化。每個月學生

只要達到閱讀PARTY各式套餐的閱讀標準就可以成為PARTY來賓，盡情的享受歡樂的饗宴。

對學生來說，參與每個月一次的閱讀party是最期待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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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好書 帶祝福回家

課堂場景：「聽說學校有贈書的活動，下課一起去看看吧！」
學校場景：「哇,，怎麼…這麼多人啊！舉辦周年慶嗎？」
……100種圖書只要你喜歡，學校通通免費送給你！

上述場景正是太平國小「喜閱好書，帶祝福回家」贈書活動的最佳寫照。雖然活動只有短短的

四天，但每一位學生卻是全程熱烈參與贈書活動。在學校精心安排下，首先先由學校老師從目前市

面上眾多各類型兒童讀物中選出適合學童閱讀的書籍後，再由學生個人依據年齡及興趣選擇自己想

要閱讀的書籍。

  

      贈書活動開始前，就已經有學生興奮的在等待。稍候不斷湧入的學
生人潮，更將贈書走廊擠得水洩不通，盛況空前的情況連老師都忙得不
可開交。感謝雞籠山獅子會及本校幼稚園莊玲心老師潘惠仁先生熱情贊
助，捐贈扶助學校教育活動經費，學校也將此教育經費全數採購兒童閱
讀讀物贈送給本校學生。本次贈書活動名為「喜悅好書、帶祝福回家」
就是希望透過贈書活動讓學生在閱讀好書中獲得捐贈者滿滿的祝福。

愛的書庫 閱讀寶藏     

     由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所辦理之「愛的書庫」閱讀推廣活動，因透過團體共讀循環使

用，因此符合學校班級及社區讀書會閱讀需求，更達到書籍資源的充分利用價值。     

 

     在基隆市還未成立愛的書庫時，太平國小就已經向台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申請台北縣愛的書庫書籍借用。十大箱的書籍在新竹貨運的免費載運

下，送達到校園並進駐班級提供教師進行班級閱讀教學。    

    「愛的書庫」大受學生歡迎，學生還會彼此交換書籍閱讀。在太平國

小的校園裡經常都會看見小朋友拿著書庫的共讀書籍閱讀。「愛的書庫」不僅拉近師生距離，更在

學校的閱讀推廣活動的配合下，從閱讀中找到了抒發情感的方法。

     太平國小推展閱讀教育的用心處處看得見，將「終身閱讀習慣」深

植於每個學生心中。讓學生在競爭激烈的洪流中，遨遊享受閱讀的樂

趣，深化生命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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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悅讀視界逍遙遊」—專訪東光國小陳湘玲老師

基隆市太平國小鄧婷尹老師採訪

本文摘要

  基隆市東光國小教師陳湘玲，榮獲99年度教育部閱讀推手個人獎，代表推動兒童閱讀教育的績效，獲得肯

定。 

「悅讀視界逍遙遊」—

專訪東光國小陳湘玲老師

基隆市東光國小教師陳湘玲，因推廣兒童閱讀，提升學生有效知識管理，以「悅讀視界逍遙遊」方案，榮獲99年度教育部

閱讀推手個人獎，並於99年3月 31日在台北市國家圖書館與另55位得獎者接受表揚。這不僅是個人榮耀，更代表本市推動兒童

閱讀教育的績效，獲得肯定。 

    陳湘玲老師，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任職本市東光國小10年，目前擔任六年級導

師，因為喜歡閱讀，在學校校長、主任、行政團隊及全校教師的齊力合作下，打造校園閱讀環境

氛圍，推廣校園閱讀教育並共同分享閱讀經驗，提升教學專業知能。在推動校園閱讀活動上，陳

湘玲老師的認真積極的態度更是營造校園閱讀環境的助力，加上充實學校圖書、辦理校園閱讀研

習、配合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廣，讓學校學生閱讀能力、習慣及整體讀書文化的改變有更多的提

升。

   
     陳湘玲老師說，得獎不僅是她個人的光榮，更感謝歷任校長的鼓勵、現任校長王佩蘭校長及學

校老師們，長久以來給予的大力支持與協助。陳湘玲老師以多元有趣的「閱讀存摺」活動，讓東

光學童的閱讀學習能更上層樓，讓校園不僅充滿書香氣息，更充滿愛與分享的智慧。如同英國前

教育部長布朗奇曾說過：「閱讀是教育的靈魂」，從陳湘玲老師的推廣閱讀的活力下，更讓我們

看見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在學生們翻開書頁時，等於是開啟了那扇通往世界的窗，讓各種學習的

基礎更扎實穩固。

    陳湘玲老師愛讀書，喜歡介紹各種類型的書籍給學生看，因此也推動班級讀書會，除了提供書籍讓學生回家閱讀之外，在

進行班級讀書會時，書籍的選讀循序漸進，由「主題」開始進行一系列主題書目的閱讀。從繪本、橋樑書，到少年小說都含括

在內。除了班級閱讀以外，更配合學校校本課程，以「愛與感恩 」為出發點，規畫各年段班級閱讀內容，融入多元有趣的導

讀活動讓學生對閱讀產生極大的興趣，透過共同閱讀與討論，探究圖文蘊含的深意，學習文本組織架構，並以表演方式來展現

成果。在湘玲老師的帶領下，學生踴躍參與閱讀活動，欲罷不能。

 
     「這是閱讀的樂趣，書籍可以成為孩子最好的朋友；透過閱讀的活動，老師可以激發孩子無限

的潛能；透過閱讀的雙眼，孩子可以看到變化多元的世界；透過閱讀的心靈，孩子可以擁有無限

寬廣的未來。」--這是陳湘玲老師對閱讀教育的註解。陳湘玲老師許一片寬廣閱讀天空給孩子，

讓孩子優游於書海，創造無限心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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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一個創造幸福的園地--基隆市故事協會（ Keelung Narrative Association）簡介

基隆市故事協會沈淑嬿理事長

本文摘要

      2004年9月，歷經文建會與基隆文化局多次的閱讀植耕培訓活動，一群不同領域卻相同理念的家長，藉由「說故事」為媒

介，搭起陪伴孩子、提升孩子閱讀樂趣與透過閱讀增進親職技能的橋樑，進而組織成基隆市故事協會。

一個創造幸福的園地--

基隆市故事協會（ Keelung  Narrative Association）簡介
理事長：沈淑嬿 女士

網址：http://kna940329.pixnet.net/blog

      

 

單位簡介

  2005年3月29日立案至今，推行故事志工初/進階培訓、進行基隆市
多所國小志工家長培訓及班級讀書會閱讀活動，並結合行政區圖書館推
行大小市民思考閱讀活動。曾發行:會務發展季刊-故事在基隆15期。

2008年將會所藏書申請設立為【社區兒童繪本館】，擴大會員的
圖書福利，成為社區、市民皆可借閱及運用的公共資源，實踐閱讀推廣
的骨牌效應。

2009年設立協會部落格。 改以電子資訊發佈會務及其他活動訊
息，以落實環保行動。

2010年4月申請【教育類志工運用單位】准予認證，並成立志工
隊，以結合各項閱讀相關活動的服務。

執行理念

◎透過生動的語言 得以驚嘆故事的魔力

◎透過肢體的傳達 得以穿越故事的時空

◎透過故事的繪本 得以看見繽紛的世界

◎透過溫馨的感動 得以體會生命的真諦

榮耀共享

◎榮獲96年度 教育部推動兒童閱讀【史懷哲】團體獎

◎參加97年度【家庭親子共學母語】成果發表 獲頒 成績優等獎

◎參加98年度全國社造成果展 榮獲 最有創意獎—(過港社區故事歡樂遊)
◎榮獲98年度 推展家庭教育工作 團體獎 

實踐展望

基隆市故事協會英文名字為Keelung  Narrative Association，在創會理事長李生元先生的努力下早已為這個組織訂下高瞻遠矚的
目標：「這是個有歷史的、能敘事的、生命豐厚的發展性組織」。

「故事」是一個引導，若需要再往閱讀理解的深層走去，要再抽絲剝繭每個故事、材料的骨血脈絡，內化為新的生命歷程，
發展為新的生命力量

服務項目

1.兒童社區繪本圖書館，並開放線上圖書查詢。
2.帶領孩子閱讀各種人、事、物、書籍、自然生態、環境、文化等等。
3.培訓說故事人才、圖書導讀人才、讀書會帶領人才、圖書管理人才、 閱讀活動設計人才..。
4.繪本創作，帶領學員創造自己的故事。
5.各項有關閱讀活動的企劃執行，如 青輔會"漫遊基隆心開始"閱讀基隆的活動、文化中心週六故事時間活動。
6.創造一個閱讀及體驗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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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訊息

「當閱讀遇上寫作~與兒童文學作家有約」工作坊教師研習

教育處國教輔導團

          「當閱讀遇上寫作~與兒童文學作家有約」工作坊教師研習 

一、辦理時間：99年7月5日（星期一）和7月6日（星期二）

二、研習地點：基隆市信義國小會議室

三、研習大綱:
 

7月5日（星期一）
遨遊少年小說的異想世界
台灣花婆婆的繪本花園

7月6日（星期二）
倘佯詩海的大頑童
童心寫童話，想像傳真機

四、連結網址: 「當閱讀遇上寫作~與兒童文學作家有約」工作坊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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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99年度教育部「閱讀教學策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第一場次 / 教育處學務管
理科
99年基隆市「閱讀教學策略推廣--縣市種子教師培訓」第二場次 /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腦與教育研習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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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訊息

99年度教育部「閱讀教學策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
畫」第一場次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99年度教育部「閱讀教學策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第一場次

 
一、辦理時間：99年7月5日(星期一)8：20至16：20
 
二、研習地點：基隆市教師研習中心
 
二、研習地點：基隆市教師研習中心
 
三、研習大綱:
 

資訊素養與圖書館利用

教育多元文本角度切入的閱讀

 
四、連結網址: 99年度教育部「閱讀教學策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第一場次

 

點閱:91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當閱讀遇上寫作~與兒童文學作家有約」工作坊教師研習 / 教育處國教輔導團
99年基隆市「閱讀教學策略推廣--縣市種子教師培訓」第二場次 /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腦與教育研習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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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訊息

99年基隆市「閱讀教學策略推廣--縣市種子教師培訓」第二場次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99年基隆市「閱讀教學策略推廣--縣市種子教師培訓」 第二場次 

 
一、辦理時間：99年7月9（星期五）上午8：00至下午4：30 
 
二、研習地點：教師研習中心
 
三、研習大綱:  邀請外縣市閱讀策略推廣團隊分享研究經驗。

四、連結網址: 99年基隆市「閱讀教學策略推廣--縣市種子教師培訓」第二場次 

 

點閱:87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當閱讀遇上寫作~與兒童文學作家有約」工作坊教師研習 / 教育處國教輔導團
99年度教育部「閱讀教學策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第一場次 / 教育處學務管
理科
腦與教育研習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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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訊息

腦與教育研習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腦與教育研習

一、研習日期：99年7月5~8日（週一、二、三、四），共四個整天。

二、研習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二樓演講廳，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圖書館校區。

三、聯絡方式：您如果對於「腦與教育」研習營有任何的疑問，請一律以電子郵件聯絡  

              (8thbrain@gmail.com助理呂采蓉小姐)。

四、研習網址：腦與教育研習營

 

點閱: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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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閱讀遇上寫作~與兒童文學作家有約」工作坊教師研習 / 教育處國教輔導團
99年度教育部「閱讀教學策略推廣－各縣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計畫」第一場次 / 教育處學務管
理科
99年基隆市「閱讀教學策略推廣--縣市種子教師培訓」第二場次 /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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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乎你知

歡迎投稿～～基隆市99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編輯小組

本文摘要

訊息看台      針對閱讀政策、新知、各界活動提供訊息。
閱讀專題     規劃當期閱讀主題深度報導，特約文章、心得分享。
策略擂臺     提供本市各校閱讀策略、方案、課程、教學、活動之報導。
閱讀寶庫     介紹民間閱讀團體、優質閱讀網站，提供多元閱讀資源給教師。
杏壇尖兵     分享班級教師指導學生閱讀經驗，提供老師閱讀指導經驗交流。
主編的話     由主編負責人提綱挈領述說編輯理念以利讀者理解。

項
目

內      容 文字、圖片或相片

訊
息
看
台

針對閱讀政策、新知、
各界活動提供訊息。

蒐集發行當月教育部、本市、以及文教學術機構閱讀教育活動訊息。每 期3-5
則，每則150字～300字。

閱
讀
專
題

規劃當期閱讀主題深度
報導，特約文章、心得
分享。

請摘錄有關閱讀專題文章（300字～500字），進行報導，並請附 上原始文章出
處。以圖表方式整理呈現更佳。每期報導1-3則。

策
略
擂
臺

提供本市各校閱讀策
略、方案、課程、教
學、活動之報導。

針對本市98年度8所閱讀訪視績優學校進行報導。每校請針對學校閱 讀推動特
色、策略、方案、行政規劃、班級指導、親子共讀—等面向，於每期報導一
所。每校1000字以內，並請附1M以上的數位相片 3-5張。

閱
讀
寶
庫

介紹民間閱讀團體、優
質閱讀網站，提供多元
閱讀資源給教師。

針對非校園內之閱讀團體、機構、各種閱讀資源，進行介紹報導。每期 1則，
每則300字～500字。若能提供相關圖片檔案更佳。

杏
壇
尖
兵

分享班級教師指導學生
閱讀經驗，提供老師閱
讀指導經驗交流。

歡迎學校或者學年推薦、或是教師個人自我舉薦報導，文字在1000 字以內，並
請附1M以上的數位相片3-5張。

主
編
的
話

由主編負責人提綱挈領
述說編輯理念以利讀者
理解。

由輪值主編學校負責。每期大約200字左右。

來稿請寄：reading@mail.kl.edu.tw

主旨請敘明：『閱讀教育電子報』+『投稿專欄名稱』。例如：『閱讀教育電子報+杏壇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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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乎你知

基隆市99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編輯小組

本文摘要

歡迎舉薦學校教師擔任校園記者，報導各校閱讀特色。

壹、緣起
依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為能深入報導全市各中小學的閱讀教育推動風貌，讓市民以及教師對公立學校推動閱讀
教育的人、事、物有正向的瞭解，並透過各區記者群的實地訪查，發掘各校閱讀教育特色、值得效法的策略規畫以及用心於
閱讀教育的推手等。

貳、工作任務
依電子報編輯內容，於年度內至少報導或是撰寫3則。

參、舉薦對象及人數
本市公立中、小學至少舉薦一名之現職教師擔任之。（預計約70名，含行政人員）。

肆、收件單位
請將個人履歷表（如附件）之電子檔逕寄zoeteng640920@gmail.com
後續依實際運作概況，規劃記者培訓、上機訓練。

伍、任務期間
99年7月1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止

柒、權利與義務
一、每位記者每月給予在不影響課務下1次半天之公差假外出採訪，公差假採訪須依學校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二、進行採訪撰稿並交稿，支領稿費及圖片、相片費。
三、年度內至少報導或是撰寫3則。

捌、獎勵
年度計畫結束後，校園記者依工作績效報府敘獎，年度交稿率達發刊期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敘嘉獎乙次。

玖、本辦法經奉核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附件：

基隆市99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個人履歷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服務學校  職  稱  
連絡方式 學校電話：                         電子郵件：行動電話：                      
備    註  

*請將個人履歷表（如附件）之電子檔逕寄zoeteng64092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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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編輯團隊

基隆市99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編輯小組

 基隆市99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組別 姓名 服務機關 工作職稱 備註

行政組

張市長通榮 市政府 發行人  
蕭處長錦利 教育處 社長  
李副處長春國 教育處 副社長  
劉科長美蘭 學管科 召集人  
楊校長熾瀧 成功國小 副召集人  
胡校長英楗 仁愛國小 副召集人  
魏校長川淵 太平國小 副召集人  

編輯組

劉珮君
教育處
學管科

行政
總幹事

調用教
師

何貞慧
教育處
學管科

編輯
總幹事 

調用教
師

廖俊彥 資訊小組
網路
系統技術

調用教
師

林燈亮 資訊小組
網路
系統維護

調用教
師

林志民 資訊小組 發報網站程式設計
調用教
師

98年度接受
閱讀訪視業務承
辦人員

東光國小

擔任99年電子報
發行輪值學校

深澳國小

仁愛國小

暖暖國小

和平國小

瑪陵國小

中山高中

太平國小

閱讀團體 基隆市故事協會 基隆市故事協會理事長

陳怡潛 視聽小組
美編 
外景攝影

調用教
師

薛丞堯 武崙國小
美編 
LOGO  

譚之帆 太平國小
美編 
影像處理

 

總務組

曾仁宏主任 太平國小 採購申請招商作業  
陳蓉芳主任 太平國小 執行預算與決算  
陳阿香小姐 太平國小 經費核銷  
李祥雲先生 太平國小 編輯工作庶務採購  
蔡淑芳小姐 太平國小 編輯工作庶務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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