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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

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為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自1997年起籌劃，此跨國評量計劃從終身學習的面向來看待教育的真諦；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環境，諸如正規課程，課外社團，家庭環境，
學校氣氛等。

*文字引用自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 網站

攝影：建德國小 陳怡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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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啟蒙 投其所好

國立中央大學 洪蘭教授

閱讀啟蒙 投其所好

文／洪蘭（國立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最近去偏鄉小學演講時，一位老師跟我說，他們將早上七點五十分到八點三十分作為晨間閱讀時間，但成效不佳，
學生還是不喜歡看書。一開始，他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孩子不愛讀書。直到有一天，他要學生把前一天讀的故事書講給他
聽，而學生竟然講不出來時，他才發現這些弱勢孩子的背景知識不夠，他們「有讀沒有懂」，看完一遍卻不知故事在講
什麼，所以說不出來。

  這些孩子背景知識差到什麼地步呢？這位老師說，孩子不知道什麼叫「水壩」，他就用同義詞解釋：「水壩」就是
「水庫」，想不到孩子還是不知道「水庫」。一個孩子說，水庫就是游泳時穿的褲子。說了半天，全班沒有人曉得什麼
叫水庫。幸好現在偏鄉小學教室有網路，他立刻上網抓了一段石門水庫泄洪的影片給孩子看。部分孩子終於恍然大悟，
原來水庫是蓄水的倉庫，在電視上看過；但是也有些孩子家中只看「星光大道」之類的綜藝節目，仍然摸不著頭腦。這
位老師說，沒有背景知識，無法有效閱讀。

  聽了這段話，我心中很感慨。最近原民會編了三億的經費，把全臺灣原住民部落的無線電視臺碟型衛星接收器（俗
稱小耳朵）全數換新。為了執行預算，他們把幾百個外觀完整、仍堪使用的小耳朵全數拆除，換裝新的上去；而那些八
成新的小耳朵便被丟在地上，堆積如山。我就親眼看到一座屋頂上有四個小耳朵。其實一戶哪需要這麼多收視器呢？這
些經費應該拿來幫助孩子，補充他們的背景知識（例如城鄉交流）才對。

  閱讀不是本能，是後天培養出來的習慣，只要不是本能就得教。這些弱勢孩子的家中沒有人可以念書給他聽，為他
啟蒙，所以只能靠老師。學校推廣閱讀，是吸引這些孩子喜愛書本的唯一機會。要把孩子帶進任何領域，首要是引起動
機，這就是我送書卻不敢替學校挑書的原因，因為每個學校的生態環境不同，孩子一開始讀的書最好與他的生活有關，
一個馬上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才會引起他的興趣。學校若在山邊，山裡的動物、植物會引起他的興趣；若在海邊，船
和海裡的魚會引起他的興趣，等他進了閱讀的門，再來細細引導他讀內容更深一點的書。

  其實，只要故事有趣，書不怕難，字的筆畫也不怕多。美國幼兒園的孩子對各種恐龍的名字都能琅琅上口，而這些
字都很長，連大人都念不出來，所以挑書的重點在興趣。研究發現，幼稚園的女生喜歡聽公主、王子的故事，幼稚園的
男生喜歡實際可以模仿的故事，選書時還得考慮性別差異，才能投其所好。

  閱讀應該是「悅」讀，一定要喜歡才會讀下去。啟蒙的書要適合孩子的性向、程度和興趣。一開始，男女生可以讀
不同的書，到國小三年級以後再共讀同一本書。在講故事時，老師要隨時補充孩子的背景知識，我若不是親身碰到，不
知道偏鄉孩子沒有看過電梯、小提琴，甚至沒吃過冰淇淋。

  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從特色著手，引發孩子的興趣，持之以恆，孩子就能跨過閱讀的門檻，進入知識的殿
堂；這時，你就送給孩子一生受用不盡的禮物了。

備註：原刊載於民國100年5月3日國語日報，並經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及洪蘭教授同意授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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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評量作健檢，閱讀素養要加強

周仲賢（臺灣師範大學碩士）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於2010 年12 月7 日公
布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2009 年測驗結果：我國學生在
「閱讀素養」方面的平均分數為495 分，略高於OECD 會員國平均493 分，排名第23 名；「數學素養」平均分數
為543 分，高於OECD 會員國平均496 分，排名第5 名；「科學素養」項目之平均分數為520 分，亦高於OECD 會
員國平均501 分，排名第12 名。各評量項目排名前10 名之結果如表2。 
     PISA 是由OECD 主辦的全球性學生評量計畫，評量項目分為閱讀素養、數學素養及科學素養3 個領域，以滿
15 歲的學生為評量對象，目的在檢測學生完成義務教育後，是否能掌握社會所需之知識技能。該評量自2000 年
開始，每3 年進行1 次，每次以1 個領域為主、另2 個領域為輔。2009 年共計65個國家及經濟體參與，以閱讀素養
為主軸，數學與科學素養為輔，每個國家（地區）至少有150 所學校、約4,500 至1 萬名學生接受測試，我國受測
樣本為158 所學校（包括國中、五專及高中職）、5,831 名學生，本次評量成果相較2006 年而言，排名第1 的數學
素養掉到第5 名，上次排第4 的科學素養下滑到第12 名，表現最弱的閱讀素養則從第16 名退步至第23 名。
     教育部常務次長陳益興表示，PISA 評量於三月至四月間施測，與國中基測舉行的時間接近，或許影響學生實
施意願，而如何針對測驗結果強化學生能力是參與這項測驗的意義。目前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對於學生
學習的基礎能力與基礎成就已有明確規範，未來將以強化「素養」（literacy）和「能力」（competency）為目
標，改進教學，落實學生具備統整各領域/ 學科知識及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或實踐的能力；國教司司長楊昌裕也
說，未來將請教學輔導群針對學生表現弱點，發展學習素養取向的教材、教案及評量試題等教學資源，提升各領
域閱讀能力，把閱讀納入九年一貫各領域課程與教學重點，換言之，閱讀不僅是國語文教育的事，各學科教學都
應重視。

     台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台南大學測驗統計研究所教授洪碧霞表示，本次評量成果退步與「未積
極讓自己進步」的信念有關，除了上海，韓國、香港及德國等地都很重視PISA測驗，德國甚至為此改革課程，香
港亦修正課程、教學與評量；該所助理教授林素微分析，PISA測驗的特色是讓學生針對題目進行詮釋與推理，台
灣學生計算能力很強卻無用武之地，未來應積極培養學生詮釋、分析與反思能力。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鄭圓鈴認為，PISA對閱讀要求是統整多元題材並能相互聯繫，跟我國強調語文
化、單向且深入的教學不同；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昌明指出，PISA閱讀素養的測驗強調文本閱讀，文字理
解程度是關鍵，因此有很多開放性的題目，學生必須看懂整篇文章才能順利答題，這種測驗方式能訓練學生如何
思考與判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左太政則說，PISA考題敘述靈活，如閱讀能力不好，三項素養評量成
績都會受影響，因此需改變學校課程教材才能扭轉劣勢。      

      新北市市立崇德國小校長林文生認為，PUSA評量重視的是語言應用的能力，須檢視現行學校教育是否能結合
社會的需求培養相關能力，包括如何閱讀報告、推估趨勢及運用語文能力來行銷、創造產品的價值；台北市立興
雅國中教師林壽福說，學生不能只會做選擇題，要加強推論與證明的思考能力，故應加強學生推理和分析能力，
他進一步建議讓第一線的教師熟悉PISA題型，適時納入教學及評量；新竹市立光武國中教師林茂成指出，近年來
有愈來愈多教師重視科學閱讀、摘要、圖表、論述、邏輯及批判思考，但仍不足，未來須思考如何在現有課程中
調整，加強探究學習及情境學習。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副理事長林文虎表示，比起上海、新加坡或香港，台灣城鄉落差太大，若PISA抽取的樣本
為都會區學校的學生，則測驗成績就不會錯，教育部應正視城鄉差距嚴重的問題。他同時指出，現有教學僵化，
造成學生難以應付靈活、強調通盤理解、歸納、推理能力的PISA評量題目，這是測驗結果無法進步的主因；行政
院政務委員曾志朗於2010年12月9日舉行之「國際閱讀教育論壇」即呼籲，語文教育不應侷限在白話文和文言文
的比例之爭，閱讀能力的培養也不應附屬在語文課程內，他認為，學生分析及應用能力才是重點，台灣一直以來
都將閱讀當成國文教學的延伸或一部分，其實閱讀教學比語文教學更寬廣，閱讀能力可以在不同領域學習養成，
教育部要推動課程改革，不要讓學生永遠都在背書、練習，而忽略了理解、應用。簡言之，閱讀雖然根植於語
言，卻是一切學習的基礎，教師應透過閱讀教學教會學生理解、思考與批判等學習的策略。
       綜上，PISA 評量結果提醒我們目前在閱讀素養之教學上仍待努力，因此，理解、組織、判斷、分析、運用、
論述、批評等思維能力及閱讀的興趣，除應作為各領域學科學習的基礎，亦應是未來推動課程教學改革及師資培
育調整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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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9 年PISA 評量排名一覽表

-------------------------------------
排名      閱讀素養   數學素養      科學素養

1          上海           上海          上海

2          韓國         新加坡         芬蘭

3          芬蘭           香港          香港

4          香港           韓國         新加坡

5         新加坡         臺灣          日本

6         加拿大         芬蘭          韓國

7         紐西蘭    列支敦士登      紐西蘭

8          日本           瑞士         加拿大

9        澳大利亞       日本        愛沙尼亞

10         荷蘭         加拿大      澳大利亞

--------------------------------------
備註：原文刊載於100年2月出版之【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第98期《國內教育輿情》『PISA 評量作健檢，閱

讀素養要加強』，周仲賢。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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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臺灣參加PISA 2006 成果報告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

2006臺灣成果報告
‧臺灣參加PISA 2006 成果報告

‧2006OECD國際報告

備註：感謝台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授權引用

點閱:81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6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閱讀啟蒙 投其所好 / 國立中央大學 洪蘭教授
PISA 評量作健檢，閱讀素養要加強 / 周仲賢（臺灣師範大學碩士）
PISA樣本試題 /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
小辭典：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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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7%BA%E7%81%A3PISA%E5%9C%8B%E5%AE%B6%E7%A0%94%E7%A9%B6%E4%B8%AD%E5%BF%83
http://pisa.nutn.edu.tw/download/2006pisa/2006PISA.pdf
http://www.oecd.org/document/2/0,3343,en_32252351_32236191_39718850_1_1_1_1,00.html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100read/di-er-shi-er-qi-nuan-nuan-gao-zhong-bian-ji/yue-du-zhuan-ti/tai-wan-can-jiapisa-2006-cheng-guo-bao-gao/00.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1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23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23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23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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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期

閱讀專題

PISA樣本試題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

閱 讀 數 學 科 學
2000-2006
閱讀能力架構 (英文版) 數學能力架構 (英文版) 科學能力架構 (英文版)

閱讀樣本試題 (英文版) 數學樣本試題 (英文版) 科學樣本試題一(英文版)

閱讀樣本試題 (中文版) 數學樣本試題 (中文版) 科學樣本試題 (中文版)

 

閱 讀   
2009
能力架構 (英文版)

 備註：感謝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授權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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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小辭典：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是由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主辦的全球
性學生評量，針對15歲學生(即國三生與高中一年級生，係鎖定學生的年齡層，而不在乎所屬的年級
或學制。)的數學、科學、及閱讀進行持續、定期的國際性比較研究。

 
自2000年起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開始對其會員國及若干周邊國家的15歲學生（15.3至

16.2歲）進行「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 PISA），評量的
內容包括「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數學素養」（mathematical literacy）及「科學素養」
（scientific literacy）三方面的能力（OECD, 2001）。每一國家受測的學生人數約在4,500至10,000人。
其目的為瞭解國家的教育系統培育這些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以及「扮演好公民之角色」的進展情
形（OECD, 2005）。在評量結果的呈現上，主要提供以下資訊：（一）在義務教育終了時，學生有
一套知識與技能的基本檔案；（二）脈絡的指標與學生以及學校特徵的結果與關聯；（三）趨勢指標
顯示過去的結果如何改變；（四）提供政策分析與研究有價值的知識基礎（OECD, 2001）。

 
PISA所評估的是，學生對於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觸到的各種文書資料，運用其閱讀能力所能達到的

理解和詮釋的程度；運用數學知識和技能去解決數學相關的難題及挑戰所能達到的程度；以及運用科
學知識和技能去了解、解釋和解決各種科學情境及挑戰所能達到的程度。每個學生的受測時間長達三
個半小時：包括學科試題二小時以及調查問卷 35 分鐘，仍然不可能讓個別學生做全部的問題。所以
試題也是以抽樣理論分配給全體學生，每個學生被指派的試題不盡相同。

 
台灣學生在2006年首次接受測驗。
 

 
延伸閱讀：

教育部電子報（2010）。我國參與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2009結果
洪碧霞(2011)。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圖書教師電子報第9期

   江芳盛 ； 李懿芳（2009）。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ISA）試題特色分析及其對我國教育之啟示。教
育資料與研究，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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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圈出知識的殿堂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期由暖暖高中擔任主編事務。在杏壇尖兵專欄中，刊載暖暖高中圖書館張志明主任的專訪，
張主任甫於今年獲得教育部100年度閱讀推手獎項。在策略擂臺專欄裡，暖暖高中分享他們在圖書館
經營上的經驗。
 

再者，延續本電子報第13期「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的專題，我們推出「PISA學生能
力國際評量計畫」。針對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內涵、PISA2006國際報告、PISA樣本試題—等
進行介紹。也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授權轉載『PISA 評量作健檢，閱讀素養要加
強』一文，提供本市教育同仁參考。

 
        最後，祝福在六月踏出校門的莘莘學子們。也要藉此向終年辛苦的教育工作同仁們致上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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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余英時看閱讀

余英時(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生也有涯，那能讀那麼多書呢？還是要靠思考與方法。」

                                              余英時(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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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圖書館特色

基隆市暖暖高中 黃桂芳老師

一、第一線老師的力量：

在許清和校長的帶領下，我們召開了無數次「閱讀推動小組會議」，亦辦理了語文科數場研習活動，
師生們均獲益良多；而本校定期教師讀書會好書分享的推動，更是“以身作則”之最好的示範，透過好
書內容的研討，激盪出彼此不同的火花與論點；除此之外，導師與行政單位更攜手培養班級圖書幹部
來帶領全班閱讀的風潮，並由學生們主動召開班級讀書會的活動呢！

二、圖書館辦理閱讀競賽活動：

(硬體部份)
除了爭取經費並積極募款，階段性充實館內圖書及設備，將有限之金錢最最佳之運用，館藏

逐年累績量如下表：

94學年度 7008冊
95學年度 10078冊
96學年度 12004冊
97學年度 13564冊（以上均不含每學期已淘太之書目）

98學年度至99學年度下學期5月31日止     16512      冊
        (軟體閱讀活動)

    (一)於每學期初舉辦「 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著重於於引導剛進入校園中的孩子們如何運

用館內資源，並設計「有獎徵答」活動，讓孩子零距離接觸館內書籍與相關設備。

    (二)每月推出暢銷及主題書目供學生參考閱讀，結合「閱讀護照」書寫活動，讓孩子確實讀

完一本書之後紀錄下自己的所得，並定期表揚閱讀績優學生，藉此培養每月、甚至每週讀好書

的習慣。

    (三)結合教室佈置競賽，營造各班主題式閱讀學習環境，於各班建置「班級圖書櫃」，營造

「閱讀角」之書香環境，形同獨具風格之「班級小型圖書室」。

    (四)建置網站資源連結並鼓勵學生參加線上閱讀活動。(例如：跨校網路讀書會、小論文比

賽、i-Will中英文線上閱讀活動等)
    (五)結合主題書目，定期舉辦全校心得寫作比賽，增進學生的閱讀習慣及書寫能力。

    (六)結合社團活動時間，鼓勵學生將閱讀內容製作成「悅讀小書」。

    (七)每年辦理不同主題之「藝文活動」，舉凡相聲、名人演講、歌仔戲展演等等。

            (八)定期辦理書展及推動「晨讀閱讀圈活動」。 

三、沈浸在充滿書香的暖中校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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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96%E6%9A%96%E9%AB%98%E4%B8%AD+%E9%BB%83%E6%A1%82%E8%8A%B3%E8%80%81%E5%B8%AB


   人人愛進圖書館---透過「深耕閱讀」活動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精神及主動求知的慾望，以增進統

整思考能力，建立國際思維之視野。

   知識就是力量---藉由讀書習慣的養成，孩子在無形中受優良文字之薰陶，能發展出更良善、更純潔

的人格特質。

   閱讀能力就是未來的競爭力---本校特別重視推展閱讀活動，透過語文教育及薰陶，讓孩子知道閱讀
是通往世界窗口之不二法門。

四、家長齊步走及社區資源的推廣

藉由「親師座談會」及「升學講座」的機會，除了宣導家庭閱讀的重要性，更積極推動了「家長讀書
會」，透過彼此間書目的分享與交流，無形中深了「閱讀」的概念，亦訪問了家長對於學校圖書館近
年來的印象，做為館內再進步之動力。本年度起，亦結合了「幸福宅急便活動」，首次推辦「親子共
讀」，成效斐然；更與「登輝圖書館」、「崇佑圖書館」進行館際合作，鼓勵師生及家長善用社區資
源。

五、實踐「全人」的服務精神

倡導服務觀念，鼓勵全校同學利用課餘時間為圖書館服務，使圖書館真正成為大家的圖書館，於每學
期期初公佈義工徵求辦法，讓同學自由登記報名，義工服務時間為每日午休或下課時間，由義工自行
選擇服務時間，經過篩選後經義工培訓及試用一星期，視其服務意願及興趣，公佈正式錄取名單，正
式義工經培訓後正式投入工作，義工每天到館均應簽到，由圖書館統計其到勤情況，作為期末頒發服
務證明或敘獎之依據。

（一）服務項目：

     1、協助圖書館櫃台之借還書工作      2、協助催書及海報張貼工作

     3、協助每天書籍上架工作              4、協助打字及資料整理工作

     5、協助新書編目工作                   6、協助校刊採訪及編輯工作

（二）獎勵方式：

     1、表現良好之義工，期末辦理義工結訓並頒發義工服務證明。

     2、給予公共服務時數證明。

     3、表現特別傑出之義工，並會請學務處依校規獎勵（嘉獎）。

     4、正式擔任義工同學每次借書冊數優待為六冊。

 
    

 每學期頒發義工服務證明  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源  由學生主動導讀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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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專訪 榮獲教育部閱讀推手獎－張志明主任

基隆市暖暖高中 401魏瑾筠

本文摘要

「你是一個圈圈 我是一個圈圈 分散開了沒有熱力 何不手牽手 圈加圈 把那閱讀的力量散發出
來 相信 假以時日 閱讀的微光將照耀你我的心田 」

    這是本校圖書館的志明主任，報名參加教育部閱讀推手比賽，所使用的引言，在訪問的過程中，

問到主任為什麼會參加這次比賽的動機，主任表示，他每到了一個新的處室就會推動自己的想法，而

「閱讀」則是他相當重視的一環，並以掃除「閱讀障礙」為理念，他認為學生運用圖書館不可以只僅

限在閱讀書籍，而是要成為一個搜尋資訊的高手，透過閱讀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識，獲取新的資訊，而

主任推動閱讀的方法除了班級讀書會，還有教師讀書會甚至還有家長讀書會，而在未來他則希望能繼

續發展親子共讀這方面的相關活動。

     夜讀→月讀→閱讀→悅讀，這是主任推動閱讀的其中一個小環節，從學校、老師、家長介入孩子
的閱讀世界，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循序漸進的方式，將閱讀真正的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閱讀，不
再只是因為讀而讀，而是能夠讓心情真正舒適的悅讀，不要讓閱讀變成壓力，也是主任所期許的。而
主任也希望透過閱讀，能使學生可以獲到自主獨立學習及批判性思考能力，主任也強烈建議一點，就
是不要隨著作者的內容起舞，要有自己的想法，閱讀的核心價值，是在於全方位的閱讀與學習→藉
由吸收、批判性思考→重組→創新→成為自己的想法。主任也鼓勵同學們可以多買書，但要注意一
點，重點不是在於你擁有多少本書，而是從書中擁有分析解讀的能力。 

2010年的右手戴「閱讀圈」

「圈出知識的殿堂」活動

募款募書充實館藏

2009「月讀閱讀悅讀」活動

   最後有一個消息告訴大家，因為現在圖書館的館藏從原本的5.600冊擴增到1萬多冊，再加上暖暖
的登輝圖書館關閉，主任將內部的館藏書，全部都送到了圖書館來，因此現在的總館藏量有接近2萬
多本，因此，主任決定將把學生每人可借閱二本書提高至四本，期限也從兩個禮拜延長至三個禮拜，
讓對喜歡閱讀的同學，擴大他們的需求，而在未來圖書館也會另外成立一個二館，將登輝圖書館的書
全部放到二館，而這個館在未來，主任是希望能由學生自行經營，尤其是對圖資系有興趣的高中生來
擔任管理人，讓他們提早體驗這方面的所需。 【401魏瑾筠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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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網站簡介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網站簡介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網站，是由教育部與國科會統籌規劃，並由台南大學承辦的大型國際計劃--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下所設置
的網路平台。台南大學所設置的PISA國家研究中心，為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執行的專司單位及窗口，于2007年九月成立以來，順
利執行了PISA2009各項階段任務。中心負責支援本研究相關工作所需的人力調配、統籌研究計劃的進行，對內協調各組工作進程、
召開工作會議、執行研究工作、專責資料的建置與管理等，對外則為本計劃與國際單位聯繫的樞紐。網站分為九大面向，列表如
下：

面  向 細        項
關於PISA ‧計畫概述 ‧評量宗旨 ‧評量內涵 ‧評量週期 ‧評量回饋 ‧參與國家

臺灣PISA ‧PISA國家研究中心 ‧中心工作及任務執行 ‧中心出版品 ‧評量結果

樣本試題 ‧樣本試題 ‧ERA電腦化試題 ‧問卷 ‧模擬測驗

研究團隊 ‧2009研究團隊 ‧2012研究團隊

最新消息 ‧PISA中心訊息 ‧相關報導

問答集  
相關連結 ‧相關連結 ‧學生能力國際排名

意見信箱  
檔案下載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出版了《PISA 閱讀素養應試指南》一書，推薦各位教師於閱讀教學指導活動參考。再者，檔案下載區提供
PISA閱讀素養評分規準應用研習簡報檔、PISA模擬試卷、PISA樣本試題—等檔案下載。這是一個認識PISA以及取得相關訊息的網
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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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中正區圖書館

基隆市文化局

一.歷史沿革      

       若以圖書館事業而言，中正區涵蓋有公共圖書館、大學、專業研究機構、文教協會等最完整體系的「圖書
館群」，亦是本市唯一圖書資訊最豐富的地區。因此本區早在1972年8月4日就設立「中正區閱覽室」為區圖書
館的前身；直到2001年11月26日設在現址的中正區圖書館落成啟用，經文化中心圖書館的協助，才大有進步。
之後又獲得「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才於2004年3月27日重新啟用，門面一新。 二.館舍與館藏

       座落在祥豐街66號2樓（祥豐市場樓上）的中正區圖書館，佔地面積210坪，藏書14222冊、期刊15種、報
紙2種、光碟160張。圖書館的前半段左側為服務台，船型設計的讀者休憩區、閱報區與中正社教站；右側則為
兒童區與期刊室。至於後半段則為一般閱覽室、開架閱覽室及海洋大學圖書館贈送數座大型書櫃，使閱讀環境
更為安靜而優質。 
 
       中正區圖書館的館藏特色，是成立漁業與海洋文教資訊的特色館，凸顯出中正區特有的文化背景。

三.推廣服務

    結合在地社區資源，不定期舉辦各式讀書會等推廣活動。 

四.基隆市中正區圖書館小檔案 
     館內配置：兒童室、期刊室、閱報區、一般閱覽室、開架閱覽室。(82個席位)。  
     開館時間：週二至週日09:00～17:00
     休館日：週一及國定假日

     地址：20243基隆市祥豐街66號2樓(祥豐市場2樓) 

     電話：TEL:(02)2462-8164    

     網址(區公所)：http://www.klzz.gov.tw    

     交通：搭公車101、103、205經祥豐街路線，於祥豐市場站下車。

 
本區景點： 
 
中正公園、二沙灣砲台、海門公園、清法戰爭墓園、頂石閣砲台、龍崗步道、碧砂漁港、望幽谷、潮境公園、
和平島公園、社寮東砲台、原住民會館、正濱漁港、雞籠懷舊館、天后宮、天顯宮、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
碑、基隆嶼、長潭里漁港、八斗子漁港、基隆故事館、基隆故事咖啡館、基隆文化中心等。
 
本區產業：

多種魚類加工產品(飛魚子醬、白丁蝦、沙丁魚)、石花菜、海藻類、鎖管、髮菜、獨創冰品「蝦冰蟹醬」等
「基隆十大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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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作品】遇見巴哈系列

【靴子作品】遇見巴哈007～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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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持續單調的呼吸，
似乎要將世界吞沒。
但黑夜的深邃與空寂，
也能讓紛擾的心慢慢沈澱。
在燈光的映照下，
靈感若隱若現，
我想要用畫筆抓住它。

●靈感來源～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BWV1010  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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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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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國內閱讀教育訊息彙編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國內閱讀教育訊息 資 料 來 源 日    期
篩選有益書 讓孩子樂閱讀 台灣立報社 2011.05.10
小市長訪市長 爭取兒童閱讀權 國語日報社 2011.06.21
各縣市推閱讀 善用數位科技 國語日報社 2011.06.19
新北寫作賽頒獎 得主從小愛閱讀 國語日報社 2011.06.12
扮演書中人物 學子感同身受 國語日報社 2011.06.11
借閱電子書 在家也能e點通 國語日報社 2011.06.08
到國圖 體驗數位閱讀 國語日報社 2011.06.04
花縣推讀經 百校大會考 國語日報社 2011.06.02
閱讀百本書達陣 學童捐獎金 國語日報社 2011.05.21

備    註：感謝國語日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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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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國際閱讀推動訊息彙編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國外閱讀教育訊息 資 料 來 源 日    期
中國聯考閱讀測驗 考倒原作者 台灣立報社 2011-6-12
莫三比克免費報 讓窮人也能閱讀 台灣立報社 2011-6-06
閱讀定力夠不夠 影響未來成就 台灣立報社 201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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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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務公告（自2011-05-19起 至2011-06-23止）

公告內容 公告時間

28415為辦理教育部100年「補助充實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及
設備計畫」（設備部分）.. 2011-06-22

28351有關本市100年度閱讀理解教學策略工作坊研習，請 貴校至少薦派1
名教師參加，研習序號請.. 2011-06-20  

28275財團法人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辦理「2011閱讀種子研習營」，請有
興趣之國小教師及閱讀推.. 2011-06-15

28221印刻文學生活誌辦理「2011全國台灣文學營」，請有興趣之國高中
教師踴躍參加。.. 2011-06-14

2815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訂於100年6月24-25日（星期
五、六）舉辦「閱讀教學.. 2011-06-10

28150為提升教師閱讀教學能力，教育部辦理「閱讀教學師資培育計
畫」，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1-06-09

28144暑期將至，為提供學生優良閱讀場所，提升閱讀風氣，請學校依需
求研議於暑假期間開放國.. 2011-06-09

28008轉知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基金會辦理「2011閱讀新視界─國際學術
與實務交流研討會」，請.. 2011-06-02

27986公告本市100年國民中小學書香校園情境營造徵選計畫補助學校名
單。.. 2011-06-01

27906請國小派員1-2名參加本市100年度「閱讀理解文章與試題範例」教
學方法實務研習。.. 2011-05-27

27899轉知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辦理「閱讀培育力：主題式閱讀深植計
畫」企劃書乙份。.. 2011-05-27

27847檢送「閱讀青春/走讀文學-基女文藝營」實施計畫乙份，請轉知國民
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 2011-05-25

27810最速件！有關100學年度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贈書活動配合事項，請
轉知相關人員辦理。.. 2011-05-24

27696有關本市辦理「教育部100年補助充實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
圖書及設備計畫」圖書驗.. 201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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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BF%E5%BA%9C%E6%95%99%E8%82%B2%E8%99%95%E5%AD%B8%E7%AE%A1%E7%A7%91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8415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8351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8275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8221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8159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8150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8144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8008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7986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7906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7899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7847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7810
http://www.center.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edu_msg&act=ShowForm&num=27696


研習活動（自2011-05-19起 至2011-06-23止）

研習名稱 研習時間 辦理學校

7104基隆市100年國民中小學辦理精進教學~創造力教育計畫之教
師創意教學培訓研習計畫（限有參加7/5、7/6之教師參加）2 2011-08-15 華興國小

7103基隆市100年國民中小學辦理精進教學~創造力教育計畫之教
師創意教學培訓研習計畫

2011-07-05
2011-07-06 華興國小

7118基隆市100年度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習 2011-07-04 視聽小組

7100基隆市100年度閱讀理解教學策略工作坊研習 2011-07-04 暖暖國小

7067基隆市100年度輔導團國小語文領域「當閱讀遇上寫作」進階
工作坊教師研習

2011-07-04
信義國小

7058基隆市辦理100年度精進教學-INTEL創思教學主題研習 2011-07-04 東光國小

7122閱讀社群(閱讀教學經驗分享)-限本校教師 2011-06-22 復興國小

7061閱讀行動研究-閱讀涉及的思考歷程(限本校教師與輔導二十學
分班教師參加)

2011-06-22
正濱國小

7125明德國中「閱讀悅讀」學習社群 2011-06-20 明德國中

7065國中國文輔導團--閱讀策略的教學運用--陳恬伶講師 2011-06-13 八斗國中

7034「閱讀理解文章與試題範例」教學方法實務研習 2011-06-02 東信國小

7052100年度精進教學計畫之「閱讀教育教學實施策略工作坊」專
業成長社群研習(2) 2011-06-01 東信國小

7002資訊教育融入領域教學 2011-05-25 中興國小

6998教師學習社群研擬閱讀策略(限本校教師參加) 2011-05-25 成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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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驪歌聲中的祝福--送給畢業生的一本好書

本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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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教育
給高中職畢業生的一本書
青年的四個大夢  吳靜吉 遠流出版社生命究竟有沒有意義並非我的責任，但要如何安排此生卻是我的責任。
(P.3)生命究竟有沒有意義並非我的責任，但要如何安排此生卻是我的責任。

·Rebecca Chien

給小一新鮮人 
書名:有你真好  娜汀‧布罕 著  小天下出版
->這是一本關於接納、分享與愛的故事藉由這本書讓孩子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 陳仁金

給新鮮人的一句話~有許許多多新的東西與事物在等待你们去"發現"與"品嚐"千萬別錯過ㄛ! 加油! 加油! 有些 非
常細微.要仔細喔....

· Chuan Yuan Wei

給即將踏出校門進入工作職場的社會新鮮人
樂在工作  丹尼斯．魏 著 天下文化 出版「樂在工作」的哲學可以濃縮成一個句子：找個挑戰你能力與想像力的
工作，這讓你精神振奮、投注寶貴的資源，一分一秒都不願浪費，如此你才是真正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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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003465023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003465023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59555000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340730173
https://www.facebook.com/chuanyuan.wei


· Catherine Tseng

黃金人生的入場券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96840
不管是在哪個階段，不管要從事哪個行業，這是一本值得慢慢品嘗的好書。
是一本關於我們可以如何學習、改變與成長，還是透過只有自己知道的稀有且可靠訊息的，讓自己成為一個自
己想變成的人。

· Samuel Chiu 推薦 勵志類暢銷書《人生不設限》

作者 ：Nick 力克．胡哲

驪歌聲中的祝福--送給畢業生的一本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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