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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的閱讀饗宴

2010適逢美國文學大師馬克‧吐溫逝世一百週年紀念，國內外許多圖書館都為這位已故的文學家舉行相關的紀念活動。為了使學生更深刻認識這位作家，有機會接
觸他著名的文學作品，武崙國小校慶特別結合圖書館活動，舉辦了「馬克‧吐溫逝世百週年特展」，希望透過課程中的閱讀教育以及圖書館活動，讓學生一同閱讀
大師風采，沉浸書香世界。

文/圖：基隆市武崙國小

閱讀動起來 書香滿校園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閱讀大師風采 沈浸書香世界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閱讀悅有趣－圖書館主題書展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作家、讀者齊聚首，閱讀尖兵邁步走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小辭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圖書教師手冊(HANDBOOK FOR TEACHER LIBRARIAN)簡介 / 太平國小編輯團隊

主編的話

讀書、讀人、讀世界 啟動思考力 / 基隆市武崙國小 彭麗琦校長

名人看閱讀

余光中看閱讀 / 余光中教授

策略擂臺

「摘要大意」閱讀理解策略分享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杏壇尖兵

武崙閱讀推手－陳錦惠老師 / 基隆市武崙國小 白玉如主任

閱讀寶庫

「圖書教師電子報」簡介 / 太平國小編輯團隊

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安樂區圖書館 / 基隆市文化局

訊息看台

國外閱讀教育訊息
國內閱讀教育訊息彙編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訊息彙編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遇見巴哈006～跳房子 / 基隆市武崙國小薛丞堯老師

與您在FB喜「閱」相遇

一句話的力量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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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動起來 書香滿校園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本文摘要

武崙國小座落於自工業區發跡而成的住商混合的社區中，學校由12班遷校至現在校址，從40班左右的規
模，至目前班級為56班。目前學校在校長彭麗琦的領導之下，以「健康快樂、尊重關懷、創新卓越」為
願景，均衡各項學習，期許學生成長為允文允武的武崙人。閱讀教育推廣方面，為營造校園優質的閱讀
文化，讓師生樂於閱讀、分享閱讀，提升閱讀理解的能力，以達到「閱讀學習」的目標，學校在環境營
造與活動推廣方面都用心規劃，希望經由閱讀培養學童基本的學習能力，也期望透過閱讀教育充實學童
的心靈、涵化民主的素養、培養創造思考的能力。

    
 

一、環境建置與管理方面

    （一）明亮寬敞的圖書室：圖書室之空間約為普通教室的2倍，藏書量大約14,303本，另有班級巡迴書箱之

圖書，約有4,000本。圖書室內設有：

            1.新書介紹區：以雜誌架設立新書區，讓孩子們能很快速瀏覽、借閱新書。

            2.日報區：保留一個月的國語日報，以U型夾標示日期，方便孩子取閱及歸還，善用有限資源。

            3. e化的圖書室：圖書館借閱系統已完全e化，週一至週五早上8:40到下午15:40，每節下課開放借還書
與自由閱讀，書本能更快速的流通與使用。

            4.主題書展及活動區：每學期辦理二次主題書展，並配合規劃相關活動。

            5.資訊配備設備：配有投影機一台，圖書借閱系統電腦兩台（含條碼掃瞄器），200W二音路喇叭兩
套，10輸入混音擴大機360W。另有學生用電腦4台，提供學生資訊搜尋。

            6.圖書館課程安排及使用：各班級每週排定一堂閱讀課進行閱讀活動。

            7.親切服務的志工：每學期初會招募並培訓志工，協助圖書室管理及服務。目前有20位志工，每時段有
3~4位駐守服務。

  
學生借還書情形 圖書志工指導如何利用圖書室

    （二）圖書室資源與管理：

            1.主題書管理：整理學校藏書，建立主題書目供教師融入教學選用。

            2.圖書流量及借閱量管理：每月統計流量及借閱排行榜，鼓勵學生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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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空間規劃與應用：美化圖書室的情境，提供更舒適的空間供學生輕鬆閱讀，及進行班級閱讀活動。    
            4.主題書展：每學期規劃二次主題書展活動，使學生針對主題有更深入的閱讀。

  
圖書館藏書一角 圖書館活動表演區

二、推廣活動方面

    （一）閱讀回應誌寫作：由各級任老師落實閱讀寫作指導，協助學生擬定個人閱讀計畫及讀書心得寫作，

學校訂有獎勵辦法予以表揚獎勵。

    （二）行動圖書館：每班配置巡迴書箱，圖書每個月換一次，每學年計有30套書箱在班級流傳，每位小朋

友一學年至少可以親近閱讀30本書。

    （三）圖書館月系列活動：每年四月訂為圖書館月，辦理優良作品評選，通過評選予以公開展示及表揚獎

勵。

            1.我愛閱讀寫作比賽：由學生發表其喜愛閱讀的心情文章，投稿參加評選。

            2. 閱讀回應日誌觀摩展：由各班推薦優良的閱讀護照作品，學校佈置展覽會場，提供觀摩機會。

            3.繪本創作：學生以日常生活及教學有關主題為範疇，自行或共創繪本作品參選。

    （四）其它配合活動：低年級說故事比賽，中高年級演說、寫作比賽，書展、募書、好書推薦等活動。

    （五）志工增能：

            1.志工培訓：結合學校教師相關進修活動，納入志工成員共同成長增能。

            2.與閱讀教師協作：由閱讀教師及邀請實施閱讀教育成效優異之教師，定期與志工分享其理念、實施方
式，培訓志工成為教師之助教，協助閱讀教學。

  
小義工協助整理巡迴書箱 閱讀小書、繪本創作觀摩

 

三、班級推廣方面

    （一）班級圖書角：班級以班費或募書的方式，設置閱讀角落，隨時提供學生閱讀和借閱的需求。

    （二）閱讀回應日誌：由教師指導或學生自選書籍或篇章，書寫閱讀回應日誌，並與同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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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融入領域教學：在語文、數學、綜合領域課程中，融入繪本實施教學。

    （四）閱讀課及晨讀：每週一節的閱讀課陪讀或指導閱讀，並實施晨讀活動。

  
班級建置書香區 故事媽媽入班說故事

四、閱讀推動教師方面

    （一）閱讀教學：負責四～六年級閱讀教學活動的研發，教學內容包括二部分，一是以本校巡迴書箱的書
為主，研發學校本位的課程及教學設計；二是以單篇的篇章，研發閱讀策略的教學。每一個教學設計，透過
3~4班教學的實施與修正，將其課程教材加以整理，以其經過評核修正所開發之教學設計，提供其它教師教學
參考，做為教師增能的媒介與途徑之一。

    （二）同儕分享：利用週三每學期1~2場閱讀教學實施發表會，由閱讀教師整理其實踐知識，與一般教師分

享、討論、對話，增進彼此之專業知能。

    （三）網路讀書會：架設網路讀書會網站，以四～六年級巡迴書箱的書為主，架設每本書的討論區，鼓勵

學生上網分享、聊書，或推薦好書。

    （四）主題書展：規劃主題書展及活動內容。

  
閱讀策略教學 閱讀知能分享

點閱:941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閱讀大師風采 沈浸書香世界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閱讀悅有趣－圖書館主題書展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作家、讀者齊聚首，閱讀尖兵邁步走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小辭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圖書教師手冊(HANDBOOK FOR TEACHER LIBRARIAN)簡介 / 太平國小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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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大師風采 沈浸書香世界

－武崙國小〈馬克‧吐溫特展〉系列活動記實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您是否還記得那個在原野奔馳、河裡嬉戲的調皮小男孩湯姆？

您是否腦海偶爾會浮現童年時期那個愛冒險、尋寶藏的夢想？透過作家特展，讓我們一起進入馬克‧吐溫的世界，重拾
那份溫馨與感動！

 
 家長帶著孩子一同參觀特展看板  學生扮演湯姆與哈克，揭開校慶序幕

      推動閱讀，圖書館資源是不可或缺的一環。2010適逢美國文學大師馬克‧吐溫逝世一百週年紀念，國內外許多圖書館
都為這位已故的文學家舉行相關的紀念活動。為了使學生更深刻認識這位作家，有機會接觸他著名的文學作品，武崙
國小校慶特別結合圖書館活動，舉辦了「馬克‧吐溫逝世百週年特展」，希望透過課程中的閱讀教育以及圖書館活動，
讓學生一同閱讀大師風采，沉浸書香世界。

為了讓孩子深入認識作家，提升他們閱讀的興趣，學校閱讀老師在活動開始前，事先利用幾週的閱讀課，在課堂

中介紹馬克‧吐溫的生平故事，他在文壇上的重要性，並針對他著名的文學著作進行導讀，讓學生對這位文學家有所認

識。另外，結合閱讀理解策略的課程，老師選擇《湯姆歷險記》書中，為人熟知的〈快樂的油漆工〉為教材，進行摘

要策略的教學。此外，為了讓學生知道可以依據不同的閱讀需求，選擇適合的閱讀材料，老師還讓學生分別欣賞了卡

通、繪本、電影和原著譯本中〈快樂的油漆工〉段落，利用文本差異分析的方式，引導學生了解每一種材料的特性，

使他們在閒暇之餘，可以選擇適合的材料閱讀。

校慶活動當天舉辦一系列馬克‧吐溫特展的相關活動，成功吸引了許多家長和學生的關注與參與。藝廊內，透過作家生
平、作品簡介和幽默語錄展覽，家長們帶著孩子一同認識馬克‧吐溫；慶祝會場中，自治市長幹部們以角色扮演的方
式，裝扮成湯姆、哈克等角色，搏得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階梯教室裡播映的二場《湯姆歷險記》精選影片，吸引了
滿座觀眾的陣陣歡笑聲，另外，有獎徵答的活動，在現場抽出十五位幸運的小朋友，每人可以得到一本馬克‧吐溫的書
籍，更是炒熱了活動當天的氣氛。

 階梯教室播放影片，吸引滿場觀眾的歡笑  有獎徵答抽出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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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彭麗琦表示：「閱讀要學習的不只是讀書裡的文字、情節，同時也學習讀作者的思想及對事物看法的人生觀；在
閱讀文字的同時，也是在讀我們的生活世界。這次的系列活動，從多元的途徑讓孩子從參與中認識馬克．吐溫，不但
喚起孩子的閱讀興趣，也學習閱讀的策略，誰說活動只能是曇花一現的大拜拜，一個好活動的舖陳，可以提供給孩子
深刻且持續的探索與學習。」2010年的武崙國小校慶，除了歡樂的氣息，也沈浸在濃濃的文學氛圍之中。

點閱: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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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悅有趣－圖書館主題書展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本文摘要

圖書館是學習資源的寶藏，也是愛好閱讀者的天堂，因此，若能規劃相關活動，充分發揮圖書館功能，使學生愛
上圖書館，對於閱讀的推動將會有所助益。本學年學校圖書館預計配合節慶或時事，舉辦三場的主題書展，包
括：上學期十二月份舉辦的「聖誕主題書展」，下學期三月份配合國內莫內畫作來台展覽，推出的「莫內與印象
派」書展，以及搭配母親節、畢業季，即將展出的「感恩書展」。這些書展都是透過相同主題的書籍展出、有獎
徵答或學習單寫作等活動，加上圖書館整體環境的布置，來達到吸引學生進入圖書館閱讀的目的。

一、聖誕主題書展

        上學期十二月份，為迎接聖誕節的到來，學校規劃「聖誕主題書展」，將館內關於聖誕主題的書籍，例如：《一

個聖誕節的故事》、《聖誕小子》、《親愛的聖誕老人－今年請不要來》等書籍共同展出。書展期間搭配有獎徵答的

活動，即老師從每本書中設計一道題目，讓小朋友在閱讀一本書後，尋找該本書的題目券填寫。因為活動目的在於鼓

勵學生多閱讀，所以不限本數，只要小朋友確實閱讀聖誕主題書本，就可以寫作多張題目券，投入抽獎箱內，提高自

己的獲獎機率，也因此為活動增添不少人氣與趣味。。

        「聖誕主題書展」成功吸引許多學生的參與，很多孩子們都很自豪自己能將近二十冊的主題書閱畢，當然，也期

待自己能夠幸運得獎。而在聖誕節當天，設備組錢俊其老師偕同圖書館志工媽媽、閱讀老師等在圖書館公開抽出三十

位幸運得獎的小朋友，同時也期盼希望小朋友透過這個活動，更加了解聖誕節的涵意，並從閱讀中獲得樂趣。

 

  
 學生閱讀後，寫作題目券  聖誕節當天的抽獎活動

 

二、「莫內與印象派」書展

         國內近年來許多公、私立博物館、美術館都邀請國際知名畫家的作品來台展出，帶動了一股藝文風潮。本學期圖
書館搭配目前正在展出的莫內畫展，推出「莫內與印象派」書展，一方面引介學生認識藝術家的創作與生命歷程，一
方面也使學生有機會多親近圖書館的藝術類藏書。

        這次書展，在主題書部分，展出許多莫內、印象派畫家，及其藝術相關書籍，例如：《我的莫內-陽光與睡蓮》、

《莫內的奇幻花園》、《非常印象非常美－莫內和他的水蓮世界》、《我的雷諾瓦－充滿微笑的畫》、《梵谷與向日

葵》、《印象名畫導覽》等四十餘冊的書籍。另外，還邀請學校藝文薛丞堯老師幫忙編輯、製作「莫內及印象畫派」

的簡介看板和畫作欣賞，引導學生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對畫家和畫派風格有所認識。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AD%A6%E5%B4%99%E5%9C%8B%E5%B0%8F%E9%99%B3%E9%8C%A6%E6%83%A0%E8%80%81%E5%B8%AB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4288254767433618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4292778198781122


        學生在閱覽書籍和看板後，可以寫作一張由錢俊其老師設計，關於這次書展的學習單，只要能夠正確回答有關莫

內和印象畫派的問題，就有機會獲得一張莫內「印象‧日出」的紀念卡片，由於獎品相當受到學生歡迎，吸引不少學生

挑戰。

  
 沈浸於藝術書籍的閱讀  學生閱讀主題看板，並寫作學習單

        未來圖書館舉辦的主題書展，除了搭配節慶、時事外，也希望可以和各領域的教學內容，或是相關的課程議題等

搭配，期盼透過主題書展，可以鼓勵師生多多運用圖書館資源，參與活動、深入閱讀，以拓展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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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者齊聚首，閱讀尖兵邁步走

－王淑芬書展暨簽書會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本文摘要

閱讀過程中，當閱讀一位作家多本的著作後，我們常不自覺的想像著：作者是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會寫出這樣
的題材和故事？他們寫作的靈感從何而來？為什麼要出版這一類的書呢？舉辦「與作家有約」活動正是學校在
推廣閱讀時，為了滿足學生的好奇心，因此邀請作家到學校，讓學生與作者面對面互動，使他們能夠了解作家
的作品和寫作歷程，進而享受閱讀、喜愛創作。 在今年四月的語文月中，除了原有的繪本創作與寫作比賽
外，學校還特別規劃了「百年特選－王淑芬書展暨簽書會」活動，邀請作家在4/30（五）下午到校與學生交
流。為了讓小朋友們能夠真正參與活動，學校規劃一系列活動，吸引學生進入作家世界，深入閱讀作品。

 
一、認識王淑芬--看板展示與書籍閱讀

        邀請王淑芬到校的前兩週，教務處特別精心設計十七個介紹作家及其作品的看板，吸引學生前往觀賞，引發他
們對活動的興趣；閱讀課時，老師們也會帶著學生一起閱讀王淑芬的作品，和他們討論作品風格、分享書中引發共
鳴的校園趣事，並鼓勵孩子利用課餘時間延伸閱讀。其中，王淑芬寫作的「君偉上小學」系列是國內第一套介紹孩
子從小一入學到小六畢業的校園生活書籍，內容幽默有趣、淺顯易懂，十分受到學生的喜愛與歡迎。

   二、相見歡--作家創作分享與簽書         

      活動當天，學校在階梯教室為中、高年級的學生各安排了一場「王淑芬創作經驗分享暨簽書會」活動。從王老
師的演說中，小朋友們除了更加認識作家曾經寫作的書籍外，也對王老師與學生共同創作的手工書驚呼連連，了解
到：原來作家是如何發想她寫作的題材，又書籍的形式並非都是方方正正，也可以發揮創意，做得更加多元、趣
味。演說結束後，最後十分鐘的簽書會是孩子們期待已久的，一群小朋友拿著王老師的作品，興奮的排隊等待作家
簽名並要求合照，武崙小朋友的熱情回應相信一定會令王老師難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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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AD%A6%E5%B4%99%E5%9C%8B%E5%B0%8F%E9%99%B3%E9%8C%A6%E6%83%A0%E8%80%81%E5%B8%AB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3244872696253298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3241628856518322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3603761661043234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4359157304936978


        三、挑戰面對面--散播未來作家的種子

兩場分享後，對最後一節剛好是閱讀課的603班小朋友而言，真是最幸福不過的，因為他們可以在圖書館裡近

距離與王淑芬老師面對面交流，提出他們對於書中情節或是創作歷程中的思考等問題。王老師告訴他們，她寫作的

題材通常來自生活經驗，一些是她小時候的親身經歷，或是她的孩子在學校所發生的趣聞和特別事件，平時她都會

養成記錄下來的習慣，日後再慢慢醞釀，修改成寫作的內容。還有，寫作的類型可以很多樣，像是她在《鯨魚女孩

和地圖男孩》那本書中，就採取「互文」的方式，從前面看是鯨魚女孩的故事，而後面則是地圖男孩的故事，以此

看出兩人在相同事件中的所思所感，這樣的寫作方式更增添了不同的趣味。

 

       隨著「與作家有約」的結束，活動似乎就要落幕，但經過這次與作家的會面，相信小朋友未來有機會接觸王淑
芬老師的作品時，一定會更有感受，然後興奮的拿起書來，展開書扉，進入書中的世界。而這不正是學校舉辦「與
作家有約」的美麗期待嗎？期待未來還有更多不同的作者可以和我們分享他的作品，也期待武崙的孩子可以在幸福
與快樂中享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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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辭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教育部於98學年度到101學年度推動「教育部試辦縣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計畫中認
為：閱讀是學習的重要基礎，為鼓勵學校重視圖書館利用教育，透過專業師資推動閱讀有效策略，以增進學童
應用圖書資料之能力，進而協助學生透過閱讀增進學習的能力，因此試辦設置「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其計畫推動目標有三：一、培育國小圖書資源管理專業師資，有效管理學校圖
書設備及資源，增進學童應用圖書資料之能力；二、建構學校之閱讀推動策略，發展有效閱讀教學活動，提升
學生閱讀能力與學習能力；三、建立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的運作模式，並透過資源與經驗分享，協助各縣市建
構可供觀摩學習的典範學校。
 
     學校圖書館推動閱讀教師，有何角色與任務？陳昭珍教授指出：圖書教師(teacher librarian)指具有教師資格且
受過圖書資訊專業訓練者。圖書館教師制度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已行之有年，在學校教育中聚焦在「圖書資訊管
理」與「閱讀推動」兩項重點工作，並同時扮演四種角色：教師、協同教學夥伴、資訊專家，與課程管理者。
茲說明如下：

一、圖書館教師是教師(teacher)：是學校閱讀推動之種子教師，是孩子和圖書資源間的橋樑，帶領他們學
習、閱讀和探索書本及多媒體世界，協助學童選擇合適的書籍，並且指導學童利用圖書館資源完成課業；

二、圖書館教師是教學夥伴(instructional partner)：圖書教師應與教師建立合作關係，協助教師培養學童在
研究、資訊、溝通、思考等各方面能力，並使其未來能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三、圖書館教師是校園內的資訊專家(information specialist)：在於其必須以學童興趣與課程目標為前提，
並協助學生圖書館利用之教學活動與推廣，幫助兒童獨立閱讀，並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結合資訊科技教導
學童如何運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獲取並善加利用資源，包括：檢索目錄、整合性資料庫、數位學習平台等，
都是累積資訊力的最佳環境與教材；

四、圖書館教師是課程管理者(program administrator)，在於其要能發揮領導與管理學校多媒體的課程規
劃，協助建立圖書資訊政策、整合學校、家長及民間團體資源，深化閱讀教育推廣參與面向，規劃圖書館閱讀
與活動空間，增廣圖書館（室）運用機制與經營發展，有效利用現有經費規劃資源共享機制，營造一個學童能
喜愛學習與閱讀的氛圍，建構有利於學生閱讀的學習環境。

 
有鑑於全球PIRLS評比第二名的香港，圖書教師制度建全，有系統的推動閱讀。因此，教育部開始試行圖

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制度。我國圖書教師須「每週上課以13節為上限，所授課程應規劃圖書館利用教育或閱讀推
動教學等課程。每週減課10節，專職於學校圖書館內，運用相關資源協助推動學校圖書館利用及閱讀活動推
廣。並應應參加並通過教育部各24小時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初、進階研習。」

 
本市99學年度試辦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學校有：仁愛國小、忠孝國小、武崙國小、東光國小四所。一百學

年度試辦學校教育部通過有：東光國小、武崙國小、仁愛國小、忠孝國小、暖西國小5校。

點閱:934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閱讀動起來 書香滿校園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閱讀大師風采 沈浸書香世界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閱讀悅有趣－圖書館主題書展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作家、讀者齊聚首，閱讀尖兵邁步走 /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圖書教師手冊(HANDBOOK FOR TEACHER LIBRARIAN)簡介 / 太平國小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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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圖書教師手冊(HANDBOOK FOR TEACHER LIBRARIAN)簡介

太平國小編輯團隊

教育部於98學年度在全國五十所小學試辦「縣市增置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99年
9月起，試辦學校增加為113所。本計畫在於鼓勵學校重視圖書館利用教育，培養學童應用圖書資料之能
力，進而協助學生透過閱讀增進學習。本計畫期許透過典範學校與合作團隊間成功的合作模式，期許建立
理想的閱讀教師及圖書館運作模式，帶動其他學校全面提昇整體閱讀水準與圖書館經營品質。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TEACHER LIBRARIAN，以下簡稱圖書教師)即為學校圖書館之圖書館員，並同
時具備教師資格，因此稱為圖書教師。圖書教師，是孩子和圖書資源間，最重要的橋樑，也是帶領孩童探
索讀本及多媒體世界的重要人物。圖書教師制度在歐美國家行之已久，主要的任務在於負責學校圖書館之
經營、推動閱讀與資訊素養活動、提供資訊協助教師教學、與教師協同教學等，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學
生閱讀興趣，並使之具備自學能力。好的學校圖書館將有助於學童閱讀習慣的養成、資訊素養的提升，並
藉由閱讀擴大其心胸與視野，使其具備與多元社會互動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A4%AA%E5%B9%B3%E5%9C%8B%E5%B0%8F%E7%B7%A8%E8%BC%AF%E5%9C%98%E9%9A%8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wu-lun-guo-xiao/tu-shu-jiao-shi-shou-ce-handbook-of-teacher-librarian-jian-jie/15-2%E5%85%92%E7%AB%A5%E7%9A%84%E9%96%B1%E8%AE%80%E7%9F%A5%E8%83%BD.JPG?attredirects=0


教育部為了使圖書教師更了解圖書教師之職責，並對相關業務快速上手，邀請了國內學者將理論與實
務透過簡單步驟化的敘述，共同編寫「圖書教師手冊」。今年3月在「圖書教師電子報」上以電子檔案形
式發行，讓圖書教師手冊做為圖書教師隨身翻閱的隨身書。

 
手冊企畫總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陳昭珍教授，在緒論中歸納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協

會（AASL）提出21世紀的學習者應具備的知能以及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現代公民應具備核心
素養後，指出：

具備閱讀及了解如何獲取資訊並靈活的運用知識，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知
能，而圖書館正是提供學童多樣資源、指導學童運用科技來獲取資訊的最佳管道，
讓學童從多元閱讀中具備在異質社會互動及生存的能力。
陳教授接續談到學校圖書館具有四項任務：一、提供各種主題、類型及各種媒體資訊，擴大學生的學

習環境，以實現學校教學目標與任務；二、提供圖書館及媒體利用指導，提昇學生的資訊素養、培養其閱
讀習慣、好奇心及批判能力；三、與教師合作設計教學計畫，以符合個別學習者的需求；四、讓學生具備
終身學習的技巧，發展其想像力，並使其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在此任務下，學校圖書教師有四項角色及任務：
一、教師（teacher）：圖書教師教授圖書館利用指導，和兒童一起閱讀，協助學童挑選適合的書籍，

也指導學童利用圖書館資源完成其作業。
二、教學夥伴（instructional partner）：圖書教師應與教師建立合作關係，協助教師培養學童獨立研

究、資訊素養、資訊科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幫助學童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三、資訊專家（information specialist）：圖書教師會以課程和學童的興趣為主，徵集及購買各種圖書

及多媒體資源，組織館藏，建立資料庫、網站、部落格等，幫助兒童獨立閱讀，並培養其終身學習的習
慣。

四、行政管理者（administrator）：圖書教師必須規劃、管理並領導學校圖書館的發展，建立圖書館
規則、管理圖書館預算、規劃吸引人的閱讀空間，營造開放、積極並創新的學習氛圍。

針對陳昭珍教授對圖書館的四項任務、和圖書教師的四項角色及任務的說明，我們便可以清楚掌握
「圖書教師手冊」編輯的要旨與內涵。

茲將手冊章節列表如下，提供各位參考：
 

教育部圖書教師手冊章節內容綱要及作者一覽表
章  節 內容綱要 作  者

序
 教育部部長

吳清基

緒論
21世紀學習者應具備的知能
學校圖書館的任務

陳昭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閱讀知能
與閱讀推動方案】

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
兒童的閱讀知能
各年級閱讀知能的發展
閱讀推動方案
圖書教師資源整合平台

陳昭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閱讀策略
與閱讀教學策略】

圖書教師在促進閱讀理解上的任務
閱讀策略的指導
如何與班級教師合作
閱讀訪談大綱

簡馨瑩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圖書資訊利用
教育與資訊素養】

親愛的，我們把孩子變成什麼樣子了
什麼是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一同進入資訊素養教育的世界吧
資訊素養教育的實施方式
二合一：圖書教師與班級老師的協同教學
從小例子看資訊素養單獨教學
從小例子看資訊素養融入教學
資訊素養課程綱要
你我都是資訊素養教育的推動者

林菁
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

學系

【圖書館經營：
空間規劃】

圖書館空間
空間氛圍
動線規劃
安全考量

陳昭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http://140.122.127.190/vjs/vj-attachment/share/handbookoftecherlibrarian.pdf
http://teacherlibrarian.lib.ntnu.edu.tw/index.php


參考別人怎麼在空間變把戲

【圖書館經營：
技術服務】

館藏發展
資訊組織
附錄：國民小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賴苑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圖書館經營：
讀者服務】

借書閱覽規則與其他規則的制訂
參考諮詢服務及網路資源
圖書館閱讀推廣與利用教育
班級圖書經營
附錄一 圖書館借書規則
附錄二 圖書館閱覽規則
附錄三 圖書館夜間開放閱讀實施計畫
附錄四 圖書館班級閱讀課課表
附錄五 班級閱讀書箱巡迴實施計畫
附錄六 圖書館小志工服務辦法
附錄七 參考資源類別說明

陳海泓
國立臺南大學

教育學系

【圖書館利用教育課
程教案分享】

大鵬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林益生 李秀美
台北市萬興國小 曾品

方

 
※下載「圖書教師手冊」（7.50 MB）
※相關圖文內容來源：圖書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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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讀書、讀人、讀世界 啟動思考力

基隆市武崙國小 彭麗琦校長

        國內如火如荼的推動閱讀教育，卻在2007年首次參加，「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簡稱
PIRLS）時，在四十六個參加國家中，交出第二十二名的成績，引起國人的恐慌，也對閱讀教育有
了更多的期待。PIRLS的表現或許不能代表閱讀教育的全部，不應該因此而抹滅十年來我們對閱讀
教育的努力，但卻也值得我們思考閱讀習慣與興趣的培養，是否有更多元的策略與活動，來開啟閱
讀的視野？除了培養閱讀習慣，如何透過閱讀提升孩子們的思考能力，以啟動學習力？

        本期閱讀電子報的「杏壇尖兵」，報導的是武崙國小的閱讀推手－陳錦惠老師，錦惠老師在每

週一節閱讀課，以多元的學習活動提升孩子們閱讀思考的能力。在「策略擂臺」的部分，刊載錦惠

老師所發展的閱讀策略教學中，一般孩子深以為苦的「摘要大意」的教學策略，提供教育夥伴們參

考應用。在「本期主題」專欄，分享本校在推動閱讀教育上的策略經驗。武崙國小除了讀書之外，

帶領孩子跨越古今「讀作者」的活動。經由與文學大師馬克吐溫與王淑芬作家的交會，讓孩子們了

解生活經驗影響了文學的創作，而文學的資產也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我們衷心期盼每個孩子都能與書為友，讀書、讀人、讀世界，啟動思考力與學習力，擁有一生

受用的寶蔵。

點閱: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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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余光中看閱讀

余光中教授

當你閱讀，看別人的文章怎麼把經驗講得清楚又有趣，腦子裡有許多範例，別

人的經驗就會自然到你筆下來；沒有這種閱讀的經驗，你就無從借鏡。

【2008/06/02 聯合報╱記者徐如宜 鄭朝陽 梁玉芳】余光中 朱天衣 搶救作文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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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摘要大意」閱讀理解策略分享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本文摘要

自2007年底國際閱讀素養（PIRLS 2006）成績公布，評比不如預期，國內即興起一股閱讀策略教學的風潮，希冀透過策略教
學以幫助學生監控自己的閱讀理解，進而培養閱讀及思考的習慣。本文茲就學校推廣的閱讀策略之一 「摘要大意策略」進行
介紹，分享教學歷程與成果。

壹、閱讀策略興起

自2007年底國際閱讀素養（PIRLS 2006）成績公佈，得知台灣學生平均分數為535分，在46個參與國家和地區中名列22（其

中，直接歷程排名16，解釋歷程排名25），讓許多長期深耕閱讀的專家和教師們深感意外。因為國內自民國90年起即陸續推動閱

讀活動，像是：90至92年之間，教育部推行「全國兒童閱讀計畫」，93年起針對偏遠地區國小推動「焦點三百國小兒童閱讀計

畫」等，加上九年一貫課程希冀藉由閱讀風氣的推動，建立終身學習的社會，因此，兒童閱讀在政府、各級學校和社會大眾的推

波助瀾之下，開始獲得大眾的正視與迴響。但PIRLS成績公布後，評比不如預期，促使政府、專家和教師們都開始反思閱讀教育

還有哪些可以補強之處，其中，由中央大學柯華葳教授所領導的團隊，認為國內早期閱讀推廣的活動較缺乏對閱讀理解的重視，

因此主張透過閱讀策略的教學，引導學生對閱讀材料進行深度思考，並監控閱讀歷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以培養閱讀及思考的習

慣。

擔任閱讀教師後，筆者不斷思考著「閱讀」的內涵：閱讀課應該要教什麼？如何使學生更容易理解文本？如何來推廣閱讀活

動？如何使學生自然而然的喜愛上閱讀呢？思考與規劃後，我將課程劃分為數個區塊，而閱讀策略亦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透過策

略的教學，我希望可以呈顯出語文教育中，一些實際需要被引導，但卻常被誤認為是學生會自然成長的默會知識，透過正式課程

的教導，以幫助學生更容易進入閱讀世界。當然，閱讀策略並非推廣閱讀的全部，它可以說是一種工具或手段，協助學生了解自

己在閱讀文本時所遭遇的困難，並採取解決的行動，而我也認為：讓學生培養閱讀習慣，進而喜愛閱讀，使其在多元的書香世界

中，找到心靈的遊樂場和智慧寶庫，成為陪伴其一生的興趣，才是推動閱讀最終，也是最美的期待。

設計閱讀策略課程時，我參考教育部發行之《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臺北市教育局發行之《臺北市閱讀理解策略推廣手

冊》，並加入自行設計之課程，利用部分閱讀課，指導學生閱讀策略的學習。從上學期至今，已進行預測策略、摘要大意策略、

文本差異分析、連結策略、尋找故事主旨，以及說明文閱讀理解等教學，囿於篇幅限制，本文僅就「摘要大意」策略進行介紹，

分享教學歷程與成果。

 
貳、摘要大意策略

一、設計理念與目標

摘要大意策略是一種高層次的閱讀理解策略，它牽涉到學生後設認知的思考運作，但也是一位讀者要能對文章做出適當推

論、進行有效學習，或是批判式閱讀的必經途徑。為了完成摘要大意，學生必須熟悉文本內容，了解文章各個意義分段的主要概

念，並在心中形成一個代表文章內涵的架構，最後，依照架構以整合段落訊息，組織出流暢、通順的文句來概括文章內容。

傳統教學中也有許多摘要大意的方式，但考慮閱讀文本往往超越課文內容，例如：本次的教學文本選擇馬克‧吐溫《湯姆歷險

記》一書中的〈光榮的油漆匠〉章節，字數即將近3000字，而若要學生真正習得在閱讀一本書後，能用自己的話語來概括內容，

勢必要以更「上位」的策略來引導摘要，因此，我逐步思考各種摘要大意的方式，像是：若採用逐字、句「刪除法」需耗費大量

時間、精力；若以組合段落大意的方式，因為本文自然分段高達52段，若先逐段進行意義分段教學，亦耗費時間，此外，也想減

少學生依賴教師提問以組織大意的現象，因此決定以結構式的「三何法+6W」來進行閱讀摘要大意策略的教學。依此，教學目標

為：

（一）認識「三何法 + 6W」的摘要大意策略。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AD%A6%E5%B4%99%E5%9C%8B%E5%B0%8F%E9%99%B3%E9%8C%A6%E6%83%A0%E8%80%81%E5%B8%AB


（二）能以簡潔、精鍊的話語來概述故事的「開始」、「經過」與「結局」。

（三）形成代表文章內容的架構。

（四）以流暢、通順的文句來概括文章內容。

二、教學對象：五、六年級

三、教學時間：二節課

四、教學流程圖

五、備註

配合學校「馬克‧吐溫」特展，以高寶書版《湯姆歷險記》的〈光榮的油漆匠〉為文本。

六、教學小叮嚀

（一）如何協助學生捉住文章重要內容而加以結構化，是摘要大意的重要關鍵。

（二）給孩子充分時間討論與發表，有助於粹鍊出更符合文本的大意。

七、教學內容

 

           

                                                                                                                     

（一）朗讀並熟悉〈光榮的油漆匠〉的閱讀文本內容。

（二）認識「三何法 + 6W」的摘要大意策略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108675594940514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485946151181170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485329752142706


 

（三）全班共同完成「開始」的5W

 

（四）學習識出文章架構，以簡潔、精鍊的話語來概述故事的「經過」1.是否能運用「適切語句」描述情境是影響摘要品質的關

鍵。例如：  

2.從眾多自然段落中找出文章架構，試著用自己的話摘要，以適切語詞統整、濃縮。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113632415622274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119217988712802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119686068289298


（五）以精鍊語詞寫下故事的「經過」，並利用連接詞串連。

 

（六）以簡潔的話語來組織故事的摘要大意

         

八、作品欣賞

學生在閱讀回應誌中，運用「三何法 + 6W」來摘要書籍大意。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122094185499874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123182725691074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488390264404770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487014041851906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654385504111826535/DropBox?authkey=Gv1sRgCM_qm87csprpBA#5602137603929546946


參、結語

      在閱讀活動的推廣中，老師若是可以適時引導學生學習不同的策略，在教學歷程中反覆讓學生練習，使他們熟悉而靈活的運
用在各種閱讀理解活動之中，將有助於提升孩子各科的學習。不過，策略教學是為了讓學生學習思考，並監控自己在閱讀中理解
的技能，無法取代真正的閱讀活動，閱讀教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還是要不斷的「說之以理、動之以情、誘之以利」，引導學生真
正進入書本，沈醉書香之中，享受閱讀的樂趣，甚至得到安身立命的力量，因此，老師的工作雖然「任重而道遠」，但是這樣的
教育投資，絕對值得追尋。

點閱: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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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武崙閱讀推手－陳錦惠老師

基隆市武崙國小 白玉如主任

        武崙從響應曾志朗部長推動閱讀開始，學校投注了不少人力、物力在讓孩子喜歡上閱讀；但一直到錦惠老師成為閱讀推

動教師之後，武崙在閱讀教育上算是更上層樓了。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現今教育的趨勢不在只是要問教師能給學生多少知識，更重要的是指導學生如何習得「知」的能

力，以開啟他們學習的動機與潛能。錦惠老師在擔任導師期間，就在班上推動班級讀書會，努力的以閱讀、討論深化學生思

考的內涵，讓學生能從小奠下愛書、愛閱讀的習慣。力邀錦惠老師參加推動圖書館閱讀教師計劃，就是希望借重她在教學上

的熱情和專業，讓更多的學生能有學習閱讀策略、激發高層次思考、親近書籍的機會。

        錦惠老師深刻了解閱讀對學生的影響力，因此她藉由有系統的構思、推廣閱讀活動，使學校圖書館這個重要的教育資

源，能以更趣味性、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深刻的融入學生的學習；而學校裡的老師也因為錦惠老師的教學示範和分享，開

拓了閱讀教學的視野，提升了閱讀教學的專業素養，深切體會到原來閱讀課也可以這麼多元又有趣。

 

  
 錦惠老師的閱讀課程設計架構  帶領孩子共同參與圖書館主題書展

        這一年來錦惠老師熟讀武崙國小四～六年級巡迴書箱的一百多本書籍，和學生經由班及讀書會共同分享生命經驗，還研

究柯華葳教授的閱讀策略篇章，將這些素材加以過濾、選擇、成為她的閱讀教學設計，此外，她也用心的指導學生各種閱讀

回應日誌的寫作方法，企圖透過多元化的記錄閱讀歷程，讓學生不再視寫閱讀記錄為畏途，體會閱讀幫助成長的魅力。在閱

讀推廣方面，錦惠老師更規畫了主題書展－「聖誕節主題書展」、「莫內與印象派」、「馬克‧吐溫」的逝世百週年特展、與

作家有約等，讓孩子們能更深入的認識文學大師，並具有感恩的意義與行動。

        圖書館是孩子最容易親近閱讀的場所，透過相關閱讀活動的推廣，將是養成孩子主動求知、抒解身心壓力的有效途徑，

當然閱讀本身就蘊含豐富的樂趣，閱讀的審美經驗更是吸引孩子進入書本的最大動力，它可以讓兒童在多元的書香世界中，

找到心靈的遊樂場和智慧寶庫，這是武崙推廣閱讀活動的美麗期待。

      書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之一  ～書很小，裝的東西卻很多；

      希望大家都能在美麗書世界裡，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點閱: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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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圖書教師電子報」簡介

太平國小編輯團隊

 

    「圖書教師電子報」是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所發行的電子報。電子報採取每月發行一期，提供圖
書教師最新、最有效的資訊和學校圖書館經營、圖書館閱讀推動經驗分享，並提供圖書教師討論的平台。自
99年5月30日創刊，至今已發行到第11期。

「圖書教師電子報」包含好書推薦、小學圖書館、閱讀網站、相關資源以及圖書教師討論區五大閱讀推
動參考資訊區。也在每個月所發行的電子報中，提供學校圖書館經營、閱讀推動、閱讀研究、閱讀夥伴、關
於學習、圖書教師快訊、圖書教師輔導團情報站、其他資訊等類專欄。

茲將相關內容簡介如下：
壹、五大閱讀推動參考資訊區：

一、好書推薦：提供老師多種適合國小兒童閱讀之優良讀物的管道，讓老師方便取得好書資
訊，認識好書，引導孩子進入閱讀的世界。本區又分為：新書介紹、得獎好書、國小閱讀書
單、其他推薦好書四大類。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A4%AA%E5%B9%B3%E5%9C%8B%E5%B0%8F%E7%B7%A8%E8%BC%AF%E5%9C%98%E9%9A%8A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wu-lun-guo-xiao/zi-yuan-bao-ku/1521.jpg?attredirects=0
http://teacherlibrarian.lib.ntnu.edu.tw/index.php
http://teacherlibrarian.lib.ntnu.edu.tw/index.php


l新書介紹：在新書推薦區，則每期依據不同主題介紹新書，提供老師帶領相關主題閱讀時
挑選書籍的參考。推薦書目根據學童年齡及認知程度進行分級，將低、中、高年級以紅
(R)、黃 (Y)、藍(B)三種顏色呈現，並由於一二年級小朋友在認知及閱讀程度上有差異明
顯，將紅色讀本進一步細分為紅一讀本(R1)和紅二讀本(R2)，而黃色讀本(Y)適合中年級學
童閱讀程度，藍色讀本 (B)適合高年級學童閱讀程度，以此提供老師選擇適合學童程度書籍
之參考。紅、黃、藍為色彩三原色，期待孩子透過閱讀，讓生命變得多采多姿，更加的豐
富。
l得獎好書：包含國內外好書評選得獎書訊，如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好
書大家讀、開卷好書、金鼎獎、信誼幼兒文學獎，及美國的凱迪克獎及紐伯瑞文學獎。
l國小閱讀書單：蒐羅國內多所小學推動閱讀之好書共讀、推薦必讀書單。
l其他推薦好書：包括教育部全國兒童閱讀網好書推薦、新北市閱讀滿天星計畫推薦書單以
及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志工導讀書單。

二、小學圖書館：本區整理了國內各小學的圖書館連結，依照台灣北 區、中區、南區、花蓮、
台東分類，也提供世界各地優良的小學或兒童圖書館連結，目前整理至台灣、中國、日本及美
國地區。
三、閱讀網站：提供閱讀教學、繪本、教材、基金會等相關網站連結及簡介。包括了：財團法
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何嘉仁文教基金會、金車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
會、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信誼基金會－閱讀大觀園、王淑芬手工書－無名小站、Tumble
Books-eBooks for eKids!、台北縣書香文化推廣協會、蒲蒲兰绘本网、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
會、國語日報、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igital Library、繪本磨坊－無名小站、咕嚕熊共讀網等網
站。
四、相關資源：本區提供教學實用的教學活動設計、手冊與專書等。

l圖書教師輔導團出版品：目前有圖書教師輔導團編輯出版的手冊與專書如下：
1.圖書教師手冊 ：新手圖書教師必備入門書。
2.閱讀知能指標：介紹國小學生一到六年級閱讀知能發展程度與檢測的工具。
3.讀本分級書目：將圖書教師輔導團隊所嚴選出800本好書，搭配閱讀知能指標進行分級，
可做為推薦讀本的參考。
l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教案：圖書教師所提供的閱讀教學相關檔案。

五、圖書教師討論區：提供圖書教師互動分享討論平台。目前分為：閱讀教學與推廣、圖書館
經營區、資源分享三大討論區。

貳、每期電子報專欄：
每期電子報大約4-6篇文稿，固定推出學校圖書館經營專欄，其餘類別不定期呈現。茲將圖書教師電
子報之刊載類別分析如下：

一、學校圖書館經營：每期報導國內一所學校圖書館的特色
二、閱讀推動：提供各校在推動閱讀上的策略與經驗
三、閱讀研究：刊載了讀本分級、PISA介紹專文
四、閱讀夥伴：由圖書教師分享個人工作體驗
五、關於學習：探討學習的本質、PIRLS與閱讀
六、圖書教師快訊：根據圖書教師電子報發刊時間提到近一個月至兩個月的閱讀相關訊息。從
新聞、演講、研討會、課程研習、讀書會到展覽，各種閱讀推廣活動訊息。
七、圖書教師輔導團情報站：提供圖書教師輔導團各項最新消息
八、其他資訊：刊登閱讀書單
九、國際圖書館：有北歐兒童圖書館、日本兒童圖書館、香港中小學圖書館等的報導。
 

「圖書教師電子報」提供了圖書教師推動圖書館利用教育最即時有效的參考訊息，也是教育工作同仁在
推動閱讀教育時最有價值的電子刊物。

 
基隆市圖書教師試辦學校

99學年度
東光國小、武崙國小
忠孝國小、仁愛國小

100學年度 東光國小、武崙國小
忠孝國小、仁愛國小
暖西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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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安樂區圖書館

基隆市文化局

一.歷史沿革
      安樂區行政大樓於1982年11月竣工，而區公所則延至1988年3月1日始遷入辦公，區圖書館才同時開館營運。在當年
而言，安樂區圖書館之設備宏偉，為民國80年代本市首屈一指的區圖書館，可惜軟硬體缺乏整體規畫，反而變成閒置空
間。直到2003年底實施「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後，於2004年3月17日重新開幕，展現出多功能館室的新
風。本館於2010年再次獲得教育部專案補助「閱讀環境修繕與設備升級計畫」，全館重新設計整修後，於2011年1月11
日開館使用，再度成為社區民眾心目中的最愛。

二.館舍與館藏
      安樂區圖書館是座落在基隆市安樂路二段164號7樓(亦即安樂區公所7樓)，樓層面積廣達259.82坪，藏書約18000冊、
期刊20種、報紙5種。樓層設計因電梯而被區隔成南北兩棟，各規劃六大區塊。北棟分為服務櫃台、期刊閱報區、新書
展示區、電腦檢索區、開架閱覽區、兒童及親子閱覽區；南棟則有服務櫃台區、多功能視聽室、親子活動室、檔案室、
儲藏室以及非常寬敞的「讀者自修室」。藏書中除了一般叢書外，最主要是典藏童書及鄉土文獻史料，為其館藏特色；
至於期刊部份規畫細分的很詳實，分別設置最新期刊展示區、過期雜誌櫃與過期報紙儲存區，分門別類讓讀者一目了
然。最值得一提的是，該館擁有陣容堅強的「志工團隊」，熱心服務讀者使圖書館的運作更為順暢。

三.推廣服務
      安樂區圖書館由於有一支非常熱心的志工團隊，平日服務讀者、整書上架並協助圖書館辦理各項推廣活動。94年舉
辦全國閱讀人才培訓研習及全國好書交換日、95年辦理兒童悅讀存摺銀行、96年度辦理「親子好書交享閱」、97年度辦
理「銀髮閱讀活動－歡喜來讀冊，快樂來講古」、98年度及99年度皆辦理「Bookstart閱讀起步走」及「親子悅讀與館藏
充實計畫」等多項活動，倍受好評。

◎基隆市安樂區圖書館小檔案

館內配置
親子圖書區、開放期刊區、開架閱覽區、多功能會議室、

檔案室、讀者自修室(增加至100個座位)。

館藏特色  以童書繪本及鄉土文獻為主

開館時間

●讀者自修室：
週二至週五09:00～21:00
週六至週日09:00～17:00

●圖書閱覽室：
週二至週日09:00～17:00(5月中旬~8月中旬配合考季及暑期，

延長開放圖書閱覽室及借還書時間至晚間9:00)

●休館日：週一及國定假日

地址、電話  20402基隆市安樂路二段164號7樓
(安樂區公所7樓)..TEL:24302826

●安樂區圖書館榮獲「教育部99年度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執行成效優良圖書館」北區第二名

點閱:78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5 期
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6%96%87%E5%8C%96%E5%B1%80
http://www.klal.gov.tw/activity/index_detail.asp?ID=64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17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15 期

訊息看台

國外閱讀教育訊息

國外閱讀教育訊息 資  料  來  源  料  來  源 日     期     期
早期閱讀障礙意味著潛在的學習能力
落後

Educa�on Week 2011.04.20

澳洲全國讀寫算術考試非英語背景學
生拔頭籌

Brisbane Times 2011.04.29

圖書館員更加發揮輔助學生學習的效
果

駐波士頓經濟文化辦事處
文化組

2011.04.04

備註：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授權連結。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
出版中心國外教育訊息全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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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閱讀教育訊息彙編

國內閱讀教育訊息 資  料  來  源  料  來  源 日     期     期
閱讀融入生活 鹿野福原獲獎 台灣立報社 2011.04.27
讀報多元教學　教師獲頒閱讀推手 國語日報社 2011.04.20
精進閱讀　北市國小晨讀十分鐘 國語日報社 2011.04.20
報紙當教材　學校獲閱讀磐石獎 國語日報社 2011.04.21
今年視障閱讀年　教部營造書香 國語日報社 2011.04.21
跨校借書　宜縣推童年閱讀卡 國語日報社 2011.04.22
書香日很環保　校園添藝術品 國語日報社 2011.04.22
愛上圖書館　小學生獲選借閱好手 國語日報社 2011.04.23
.學童詞語運用低落　學者籲正視 國語日報社 2011.04.24
「文化週報」好書大家讀20周年　見證童書出
版史

國語日報社 2011.04.24

近八千人共讀　挑戰世界紀錄 國語日報社 2011.04.24
班書捐贈偏鄉　新北學童分送幸福 國語日報社 2011.04.28
「社論日日談」兩位阿媽樹立的典範 國語日報社 2011.04.29
神祕禮物奏效　借書率大增 國語日報社 2011.05.04
龜山行動圖書車　假日巡迴全鄉 國語日報社 2011.05.12
閱讀寫作賽　兒童寫生活體驗 國語日報社 2011.05.16

備    註：感謝國語日報社 台灣立報社台灣立報社授權連結。 資料來源：國語日報社網站提供 新聞檢
索 功能；台灣立報網站首頁提供搜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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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訊息彙編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訊息彙編處務公告（自2011-04-20起 至2011-05-18止）

公告內容 公告時間
27672公告本市國小申請辦理100學年度教育部「試辦縣市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
師實施計畫..

2011-05-17

27550轉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策劃2011年「國民中小學圖書館亮起來」研習活動實施計
畫，請踴..

2011-05-09

27549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百年小說研討會」，請有興趣之中等教育學校之教職人員，
踴躍參加..

2011-05-09

27505轉知雲林縣政府辦理2011年「全國故事人年會─臺灣悅讀希望地圖」活動，請有興
趣之教師..

2011-05-06

27480何淑萍議員服務處轉交馬以南女士贈書「來自山裡的孩子」每校2本（國小），請
各公私立國..

2011-05-05

27438國立臺中圖書館與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預計於本（100）年7月4至8日辦理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

2011-05-03

27381檢送臺南市北區賢北國民小學教師陳美芳參加「教育部99年選送公私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

2011-04-29

27365檢送修正後之本市「100年國民中小學書香校園情境營造徵選計畫」乙份。.. 2011-04-28
27328本市99年度閱讀教學策略工作坊成果專輯業置放各校公文櫃，請國小派員至教育處
公文櫃領..

2011-04-26

27322為協助學校有效管理學校圖書館(室)，以提升學生閱讀與學習能力，教育部出版
「圖書教師..

2011-04-26

研習活動（自2011-04-20起 至2011-05-25止）

研習名稱 研習時間 辦理學校

6938閱讀社群--語文寫作與教學(開放第四校群教師參加) 2011-05-25 復興國小
6981讀寫整合教師研習(歡迎各校參加~) 2011-05-18 太平國小

6973正濱愛書人閱讀藏書票工作坊：（二）新孔版--版畫藏書票教
學

2011-05-18 正濱國小

6983讀報閱讀教育推動社群-讀報閱讀教學策略分享(限本校教師) 2011-05-11 中山國小
6966閱讀教學研習-閱讀理解與圖示教學 2011-05-11 西定國小
6937閱讀社群(閱讀專書研讀與討論)-限本校教師 2011-05-04 復興國小

6893正濱愛書人閱讀藏書票工作坊：（一）認識藏書票 2011-04-27 正濱國小
6812圖像組織融入各領域教學研習(歡迎各校參加) 2011-04-27 太平國小
6909閱讀行動研究研習(限校內教師參加) 2011-04-24 正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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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遇見巴哈006～跳房子

基隆市武崙國小薛丞堯老師

本文摘要

部落格標題 雷納森藝術學園  http://blog.yam.com/artblog
部落格描述 用熱情與真心探索世界。在這裡，我們學習做個文藝復興人。

部落格分類 設計/創作

建立時間 2007-06-23 20: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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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們玩跳房子，

搭配輕盈的節奏，

享受單純的快樂。

長大後世界變了，

再沒看到有人玩跳房子，

單純的快樂是否也變了？
●靈感來源～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BWV1009   布雷舞曲

備註：感謝薛丞堯老師授權本電子報刊載遇見巴哈系列圖文作品。

點閱: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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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一句話的力量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本文摘要

活動期間 4月23日 12:30 - 5月31日 15:30

 
地點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召集人 閱讀教育

詳情

我們常常在閱讀一本書、或是一篇文章時，
總有一句話躍到眼前，激發內心共鳴，
伴隨著我們在時光中咀嚼、體會而成長、成熟。
文章中一句話，淬煉智慧人生。
邀您來分享私藏智慧人生座右銘。

·閱讀教育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 邢長華    悅閱之樂 讀到即融

· 月琴      "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 清 張潮< 幽夢影>

· 楊春禧    臺南市新化國小楊春禧老師的智慧人生座右銘:愈充實飽滿的稻穗，頭垂得愈低下。-西諺

· 張靜玫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這句話影響我面對挫折時,選擇向前努力,不追憶失望,令人難過的事

· Wuncin Lo  閱讀為學習之母！

· Chung-Ming Chiu  不薄今人 厚古人

· Chung-Ming Chiu  人合天地 道法自然

·Lishu Chen  機會是給已經準備好的人

· Chuan Yuan Wei  凡流汗播種者，必歡呼收割！

· 姜韻梅  「勞」者多「能」，積極去面對每個挑戰吧！！

· 秦鉦  不要攀、不要比、不要氣自己！

· 王珍珠  有些路，必須自己一個人走。

· 徐美珍  一個人此生最好的成就,就是努力成為自己!

· 江成斌  沒有長生不老之藥，只有養生保健之道。

· 東青水  真正有素養的人,會想辦法把話說清楚.相對地,也會有欣賞別人的說不清楚的素養.

· 東青水  但行好事莫問前途------<明星節度使>
· 阮念慈  告訴你的心，害怕比傷害本身更糟。而沒有一顆心會因為追求夢想而受傷，因為追求過程中
的每一片刻，都是和神與永恆的邂逅。-----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
·林翠華  要在別人的不足中看到自己的責任 要在自己的不足中看到努力的方向
·陳木城  道心之中自有衣食，衣食之中幾無道心。
·楊尚青  真誠面對自己 真誠面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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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Kindergarten  <九把刀:殺手,流離尋岸的花>我們無法時時刻刻堅強,常常,我們得習慣如何在軟弱
中拙劣地活下去.努力不被發現眼淚然後珍惜每一個有機會看見你痛哭的人
· 閱讀教育  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只在意部屬的缺點，這不僅是愚蠢，也是不負責任的。
·閱讀教育  【收放之間】一句話的力量 2011/4/21 人間福報 把別人的經驗當成我們的學問
·羅美慧  凡是真實的，不受任何威脅，凡是不真實的，根本就不存在。〈奇蹟課程〉
· Mei-chun Chen  對人性了解，就不會有幻想；對人的無奈了解，就能原諒別人!
·何國強  「這輩子是我修得不夠, 今生只得相遇, 不能相守」 by 張曼娟-儼然記
·陳建銘  [命好不如習慣好]...言簡意賅~~
·謝如山  閱牘是吸收別人智慧的捷徑，要內化再創造才是屬於自己的知識
·Rebecca Chien  真正的學問來自自我的充實,不囫圇吞棗,不斷章取義.
·李佩寧  真正的朋友，像白開水，淡而無味，確是生活必備。
·Amy Wang  把燈提高一點,這樣就可以照亮更多的人~海倫凱勒
· 王秀津  有時候看見快要掉進泥沼中的孩子，會自己先跳進泥沼裡把他抓住，握住對方的手流淚~船越
準葳.紅色外套~
· 楊春禧  自信心能帶給人絕妙的靈感。--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彌爾頓
·楊春禧  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自己。--散文作家陳之藩
· 楊春禧  人生就該為自己再挑戰和突破! --超級馬拉松名將 林義傑
·Nydia Wu  所有事的結果往往具有多面性，要樂觀的接受或是悲垷的感傷?全在於自己怎麼想。
·Wei Shen  廣告詞:打開一本書，就像打開一扇通往宇宙的窗戶.
· Wei Shen  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天給予的禮物，獨一無二，絕對值得好好賞識自己、享受自己、成就自
己。
·Wei Shen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 孔子
·Wei Shen  幸福就像香水，不是潑在別人身上，而是灑在自己身上。——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Wei Shen  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 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
謂一事可忽也，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 勿謂一時可逞也，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
·Wei Shen  少思慮以養心氣  寡色欲以養腎氣  勿妄動以養骨氣  戒瞋怒以養肝氣  薄滋味以養胃氣 省言
語以養神氣 多讀書以養膽氣 順時令以養元氣省言語以養神氣 多讀書以養膽器 順時令以養元氣
·楊智文  籠雞有食湯鍋盡!野雁無糧天地寬!
·方文誼  魔鬼藏在細節裡。
· 吳佩瑜  孩子是部落的寶藏！
·辜雅珍  毀譽不動如須彌
· 辜雅珍  知識就是力量
·辜雅珍  上天只給我們能通過的考驗
·徐慧玲  愛，不是形容詞，是動詞。唯有付出愛，才能體會愛的真諦。
· 楊春禧  能善用時間的人，必能掌握自己努力的方向。成功的祕訣在於隨時隨地把握時機。
· 祁立誠  『舉頭三尺有網路。人在做，Google在看！』 搞笑一下，不過這確實是我個人近年來的感
觸....
·陳麗雅  我最喜歡的一句話~~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
勢，是庸才也。
·黃兆佳  有的人吃軟; 有的人吃硬; 軟硬都不吃的人, 只有吃虧!!
·  Alex Lu  ~~老子道德經：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Fu-Hsiung Chiu  教育提供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
·黃素英  沒有沸騰的熱水..就沖泡不出茶的香味
·Peichun Chen  有願就有力!
·陳麗蓁  愛是無條件的,是不求回報的.....歡喜做,甘願受
· Emilie Chu  閱讀 是無空間限制的腦力激盪。
·陳釗文  走過的道路，不管是崎嶇或寬闊都是種歷練，勇敢持續邁進，離目標就更近了！
·陳美均  看見問題，就能看見機會；而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黃千蕙  「顧客會因為最小的細節而失去用餐的動機。」
· 周琴  唯有自己去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才可能慢慢的看見自己心中的寶藏~(摘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 Lee Jake  只要你能開始, 那天就是開始
·蔡明若  人的一生要寫一些文章和別人分享，不然，就做一些事讓別人來寫。
· 陸細織  眼淚流給無數的感動，不要讓遺憾的生命而淚流....珍惜當下!!
·蔡明翰  活在當下，樂在其中。
· 陳仁金  ~竭盡所能! 撐下去的感覺...真棒!~
·楊啟昌  舒適
· 閱讀教育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  笛卡爾
· 廖雲章  「每個人都有贏回自己的權力，去說自己的話語，去命名這個世界。」被壓迫者的教育____
巴西著名解放教育家Paulo Freire
·蔡曾興  面對它,處理它,接受它,放下它.
· 陳仁金  認真面對自己.挑戰自己可獲得極大的收穫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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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易延  有愛就有力量
·Vanessa Wei  人生 ，不過就是人以平常心過生活....
· 游淑卿  生氣浪費時間!!在挫折中學會走自己人生的路....
·劉峻如  台灣俚語可以找到許多智慧
·閱讀教育 相分吃有剩，相搶吃無份【古早人講一句話】（相讓有剩，相爭無份。）意︰互相禮讓吃東
西有剩，爭先恐後搶吃東西，則不夠吃。團隊︰利益或任務分配，如互不相讓沒有團隊精神，甚至出
現搶奪傾軋、互扯後腿、互相牽制，則造成績效停滯不前，大家都得不到好處。然後珍惜每一個有機
會看見你痛哭的人
·MinghaoRer Hsieh  人要先學會付出 , 老天才會幫你...
·閱讀教育  羊隻率領的獅群不足為懼，猛師率領的羊群則不可小覷。古希臘亞力山大大帝
·閱讀教育  每個人都只看到自己想看的，沒人願意看到事實的全部。凱撒 Caius Julius Caesar
·閱讀教育  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更說：「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比沒有陽
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閱讀教育  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寬闊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心靈~~~雨果
·Yi Yin Kuo留言：舒特曼：『走急的人看不見地上的釘子，煩惱的人享受不到幸福的日子。』
· 閱讀教育  「卓越的人有一大優點：在不利和艱難的遭遇面前堅忍不拔、鍥而不捨。」音樂家貝多芬
·  閱讀教育  「我推崇勇氣、堅韌和信心，因為它們一直幫助我對付人世的苦難。」詩人但丁
· 閱讀教育  美國西點軍校的圖書館裡，林肯畫像下的一行字：「以林肯為榜樣，汲取他的生活經驗和
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意志品質。」
 

 
 
 
活動預告：驪歌聲中的祝福--送給畢業生的一本好書 

時間 5月20日 9:00 - 6月30日 22:00

地點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召集人 閱讀教育

詳情

五月桐花綻放飄落，傳送盛夏森林的邀約
六月炎熱的天氣，台灣中南部火紅鳳凰木燃放熱情
畢業的腳步近了----
是否回想起那年踏出校門的青澀？是否仍可記起校園師長的諄諄教誨？是否有一本書來自
於師長、朋友、學長、學姐、學弟、學妹的祝福？

"結束是另一個開始"、"選擇你所愛，愛你所選擇"--

熟悉的句子，是否依然溫暖我們的心？ 

讓我們一起來分享：

您會挑選哪一本書送給即將畢業的學生們？

您會挑選哪本書給從幼稚園畢業，即將成為小學一年級的孩子？

您會挑選哪本書給國小畢業的孩子？

您又會選擇哪一本書，給經歷基測後即將畢業的國中青少年？

即將進入大學的新鮮人，您會挑選哪本書送給他們呢？

對於大學畢業，充滿熱情、夢想的有為的青年，哪一本書可以提供他們在紛擾的世間，獲
得片刻的寧靜？ 

一本書、一句話、一個夢、一輩子、一生情～

點閱: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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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瞭望台

閱讀主題電子報匯集

電子報名稱 發行頻率 發行單位

教育部

圖書教師電子報 每月發行一期 教育部委託國立師範大學發行

地方政府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FB粉絲專頁

每月發行一期 教育部指導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發行

教育基金會

相信閱讀電子報 每月發行兩期 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

希望閱讀電子報 每兩週發報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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