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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

孩子們的幸福

「閱讀－孩子們的幸福」(Reading-The Happiness of Children)，是榮獲教育部101年閱讀推手個人組--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推動閱讀的理念。

感謝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分享耕耘閱讀的點點滴滴。更多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閱讀教學文章，刊載於「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5 期【圖書館閱讀
推動教師的閱讀饗宴】

圖片提供：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初展之翼－閱讀推動的動機與目標 / 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高飛之翼－我的專業發展歷程－擔任導師時期 / 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高飛之翼－我的專業發展歷程－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期間 / 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豐厚之羽－具體成果 / 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小辭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主編的話

樂在閱讀、享受閱讀 / 基隆市暖西國小 周良基校長

名人看閱讀

高行健看閱讀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策略擂臺

遇見暖西閱讀奇蹟 / 基隆市暖西國小 張宛婷老師

杏壇尖兵

「在平凡裏有雄奇，在渺小裏有偉大」─暖西國小閱讀教學推動人物誌 / 基隆市暖西國小 陳知玲主任

基隆市閱讀教育動態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實施計畫 英文圖書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研習訊息

「國民中小學教師圖書館管理與利用」研習計畫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01年度辦理精進課堂教學工作「長篇閱讀與閱讀策略」進階工作坊實施計畫 /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教育部閱讀教育政策

教育部101學年度「試辦縣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教育部101年度補助充實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計畫」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教育部辦理101學年度「閱讀起步走─送給小學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物」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小辭典】「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 /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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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展之翼－閱讀推動的動機與目標

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每當我們翻開書頁，就等於開啟一扇通往世界的窗。現今教育的趨勢不僅在於教
師能給學生多少知識，更在於指導學生如何習得「知」的能力，以開啟他們學習的動機與潛能，同時，閱
讀也是人們涵養心靈、安身立命的重要根源。身為教育場域第一線的老師，隨著國內閱讀政策的推行歷經
了十個年頭，過程中，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將自己對於閱讀的熱愛與閱讀教學結合起來。

隨著教學經驗增長、就讀研究所進修和研習相關知能等機會，我逐漸調整並檢視自己的教育理念。雖
然具體說明幽微的理念是困難的，但我想有一、二點是我在教學中始終的堅持，或許可以部分表達我對教
育的想法。像是：我們的教育應該追求孩子成為一位富有教養的文化人，讓他們活得更有「人」味。而所
謂的「文化人」的概念，不僅是希望孩子能夠習得課本中的知識和隱含的文化內涵，我更期盼孩子可以透
過思考與認同，將那些良好的價值實踐在生活之中。例如：懂得尊重、關懷別人；能夠吸收新知，成為不
斷精進的人；學習認識自己，在這個多元的世界裡得到一種方向感，而我相信：「閱讀」正是可以達成這
個理想的良好途徑。

99年五月，得知教育部正在試辦「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的工作，讓正好要帶完畢業班的我興起一個
念頭，就是：教學的生涯還那麼長，何不暫時「轉換跑道」，給自己拓展閱讀知能，也將閱讀推廣給更多
孩子的機會呢！何況閱讀本來就是我在教學中長期努力的目標，自擔任老師以來，從早期推薦好書，引導
學生學習單寫作，到逐漸透過導讀、晨讀，使全班共同閱讀校內巡迴書箱，並利用午休和學生進行對談，
舉辦班級讀書會等，都使我深刻瞭解到閱讀對於學生品格涵養、生活品質和學業成就的重要影響，雖然閱
讀並不是提升學業成績的「特效藥」，但我認為學生若能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作為他們滋養人生的養分，
將會一輩子受益無窮。

擔任閱讀教師後，我不斷思考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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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廣閱讀活動？又如何使學生自然而然的喜愛上閱讀呢？根據自己對於閱讀教育的期待，我將目
標設定如下： 

一、透過閱讀策略教學指導學生成為「會」閱讀的人。
二、利用巡迴書籍，舉辦班級讀書會，使學生成為「喜愛」閱讀的人。
三、結合圖書館資源與推動活動，讓學生成為能「拓展」閱讀的人。
四、設計多元閱讀寫作形式，鼓勵學生成為願意「發表」閱讀的人。
五、推廣學校閱讀平臺和數位資源，使學生成為懂得「分享」閱讀的人。

以上述目標為主軸，我試圖引導學生進入書香世界，培養他們自發性閱讀的習慣和態度，並鼓勵每個
孩子追求正向、成功的閱讀經驗，使其成為有想法、能思辨，懂得表達和分享的人。當然，閱讀本身就蘊
含豐富的樂趣，閱讀的美感經驗更是吸引孩子進入書本的最大動力。透過閱讀不但可以充實學生的生活，
也能在書香世界中，找到智慧的寶庫，進而成為一位「文化人」，這不正是推動閱讀者的最終、最美期待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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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飛之翼－我的專業發展歷程－擔任導師時期

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從小在基隆成長的我，大學時期畢業於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四年的教育課程學習，奠定了
我對於教師這份職業的認知，也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一位好老師。任教二年後，時值九年一貫課程正如火如荼
的推行著，有感於教師必須在知識和見聞上不斷的拓展、精進，因此，報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課程與教學
研究所的碩士班，並於畢業後，再度報考所上博士班，目前為博士候選人，專研閱讀理論、美感經驗和教學
文化等範疇。

由於語文教育是我的專長，因此，在教學中也多了份執著與期待。擔任導師期間，除了紮根於形、音、
意的基礎教學外，也會透過語文知識的訓練和培養、詩詞的背誦與吟詠，以及課外閱讀的指導與鼓勵，使學
生更熟悉語文教育的內涵，從中汲取養分、喜愛文學，進而增進個人的涵養。茲以指導學生的閱讀寫作、舉
辦班級讀書會和參與學校語文閱讀社群團隊為例，說明自己對於閱讀推動的思考，以及過程中的專業發展軌
跡。

（一）班級閱讀寫作指導班級閱讀活動的指導是落實於生活中的學習，為鼓勵學生親近閱讀，我規劃了
數種閱讀與寫作活動。像是利用週二至週五的早自習時間，鼓勵孩子自由閱讀書籍；
另外，也鼓勵孩子學習選擇自己喜愛的書籍類別，並利用時間與孩子們相互分享近日閱讀過的好書。

為結合閱讀與寫作的學習，除了作文和生活札記的寫作外，我也設計了「每日一文」、「書香小博
士」、「專題寫作」，並配合學校每年四月份的語文月活動，指導學生製作繪本、小書。經由師生共同討
論和做中學後，當學生進行分組或個人的閱讀與寫作活動時，往往更加得心應手，同時，透過這些活動，
我也培養孩子在閱讀、吸收知識之餘，逐漸懂得發表與分享。
（二）舉辦班級讀書會

學校班級巡書藏書豐富，同時亦不乏可以為孩子帶來樂趣和省思的書籍，因此，我和學生約定，若他
們可以於一個月內閱讀完兩本學校的巡迴書箱書籍，可以和老師進行「午餐約會」，並於午休參與班級讀
書會的討論。

召開讀書會之前，我會先閱讀書籍，設計討論大綱，讓學生可以就書中內容，深入討論其中的情感和
涵意，當然，如何引導學生表達想法，將內容和生活經驗相結合，是教師重要的「功力」。根據經驗，我
認為讀書會中，老師若能拋出好問題，引起學生的興趣與共鳴，學生自然就能說出深刻的思考和觀察。幾
次嘗試後，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願意利用閒暇時間閱讀，踴躍爭取參與班級讀書會的機會，也因此學生愈來
愈喜愛閱讀，每次的讀書會氣氛都十分熱烈，欲罷不能。
（三）參與語文閱讀社群團隊

98學年度開始，學校在校長和主任的支持、帶領下，邀請趙鏡中教授到校指導，帶領學校數十位的夥
伴，一同在語文教育中成長。七次的社群活動中，趙老師讓我對語文教育有了更寬廣的認識，包括：要打
破生字佔用太多時間教學的現狀、如何引導學生親近閱讀、多元文本的閱讀教學策略，以及啟發學生的深
度思考等。

除了帶領我們在語文教學中進步外，趙老師也是一位開朗而實務教學經驗豐富的長者，他慨允校長的
邀請，義務在我們班進行一場教學觀摩。猶記得趙老師當天和學生的親切互動，透過提問深入探詢學生的
想法，使在場的師生都受益良多。這場教學觀摩也讓我思考究竟語文教學要帶給孩子哪些能力、學生真正
的需求是什麼等問題，我相信，這對於我現在的閱讀教學工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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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飛之翼－我的專業發展歷程－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期間

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99學年度，在學校的邀請之下，我暫時放下導師的身份，轉而擔任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然而，確定擔任閱
讀教師後，心中突然感到些許的不安和徬徨，因為它象徵著自己必須肩負更多教材研發和推廣閱讀的工作，因
此，我不斷思考著閱讀教育的內涵。根據自己和學校對於這個職務的期待，我開始思考過往的閱讀教學經驗，積
極參與各項培訓、研習課程，並參考相關書籍、文獻，著手規劃閱讀課的課程內容。茲以圖書館閱讀教師的培訓
和閱讀課程的規劃，來說明我的專業發展的歷程。

（一）圖書館閱讀教師的培訓
近年來，呼應社會各界對於閱讀教育的期待與重視，教育部於98學年度正式通過「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
館閱讀推動教師」法案，期盼透過專任閱讀教師協助學童學習閱讀、利用圖書館資源獲取所需資源，並
協助規劃、推動圖書 館活動，使學生親近閱讀，增進閱讀力。為提升閱讀教師專業能力，師法在閱讀
推動方面有卓越成效的學校和教師，在任課之餘，我也積極參與了數場不同課程的培訓，以期提升專業
能力，具備閱讀教學和推廣的知能。

關於閱讀的相關培訓與研習，歸納課程內容後，我認為這些培訓對於自己在閱讀理解策略、多元文本閱
讀、圖書館利用教育和數位資源閱讀的教學上裨益良多，另外，聽取其他閱讀推動績效良好的學校和教師在教
學、圖書館經營、社群運作的經驗上分享，也使我獲益匪淺。參與培訓、研習後，我嘗試將部分課程內容在課
堂中轉化與實踐，也利用週三進修、社群活動等機會和其他同儕教師分享。而以下即以閱讀理解策略、多元文
本閱讀及圖書館利用教育來舉例說明圖書館閱讀教師的培訓內容與收穫。

1.  閱讀理解策略
由於臺灣學童2006年首次參加的國際閱讀評比測驗PIRLS（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成績不如國人預

期，各界在檢討閱讀教育時，紛紛指出國內目前語文教學偏重知識性傳遞，缺乏讓孩子表述想法的機會，
另外，學生自己閱讀，殊不知他們對於文本內容的理解程度為何，因此，教育部這波的閱讀推動即以「閱
讀理解策略」教學為主軸，希望透過教師系統而外顯性的教學，讓孩子從「會」閱讀出發。而參與的培訓
課程中，關於閱讀理解策略的課程也為數不少，包括：預測、提問、連結、摘要、心智圖等，其中，部分
研習是採工作坊形式，透過討論與實作，增進教師的專業能力，其他則經由聽取講師分享實際教學的案
例，以增進對策略使用的認識。
2.  多元文本閱讀

實施閱讀教育時，多元文本的閱讀有助於學生擴展不同視野，探索自我喜愛的閱讀類別。因此，培訓
課程中，我也設法參與多元文本的研習，像是關於繪本的哲學探索、兒童文學的賞析、科普閱讀的途徑，
以及如何指導說明文閱讀等。經由不同文類的欣賞和比較，教師可以思索如何指導孩子在閱讀過程中更加
貼近文意，同時，也學習闡述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以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為期五天的「多文文本閱讀」研習為例，吳敏而教授所談論的繪本中哲
學探索令我印象深刻。因為，我們大多認為繪本的內容較為淺顯，故事雖多具童趣與蘊意，但如何作為引
導兒童哲學的思考，卻不知如何著力。透過教授的示範與案例分享，我發現：教學中，教師應該多信賴孩
子有能力思索，給予學生更多討論與交流的機會，才能真的孕育出懂得思考與傾聽的孩子。我將「閱讀式
提問」歸納為一種從閱讀中提取訊息，再讓孩子分類、判斷、感受，以達到深度的理解，最後，透過公開
發表，讓孩子分享想法以拓展思考廣度的歷程。透過這樣的教學歷程，即使是內容文字不多的繪本，都能
成為引發孩子深度思考，學習成為能表述個人想法的小小哲學家。
3.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利用教育方面，聽取幾位研習講師分享在學校中如何階段性的規劃使學生認識、運用圖書館資源的

課
程內容後，我也將圖書館利用教育列為教學內容，希望透過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源和網路數位資源以擴

展
學習的內容，讓孩子發現：原來，圖書館不僅是閱覽、借還書的空間，更是延伸學習的重要資源。

（二）閱讀課程的規劃
根據學校和自己對於閱讀教育的期待，我將內容規劃為「閱讀教學」和「閱讀推動」兩方面。「閱讀教

學」方面，我希望透過課程規劃、設計來達成閱讀教育目標；而在「閱讀推動」方面則配合學校協助辦理主
題書展和與作家有約等活動。另外，我也帶領語文閱讀社群認識閱讀策略，並實際在語文領域中運作，還利
用週三進修時間和學校教師分享我的閱讀課教學內容，希望可以傳達一些我對閱讀教育的想法和思考，期盼
透過相互激盪，增益彼此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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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閱讀推動」需要配合學校活動的規劃，因此，在課程設計方面，我將它們規劃在「圖書館利用教
育」之下，例如：認識作家和作品、主題書閱讀等。以下即就「閱讀教學」的規劃思考，說明我的課程設
計：

1.  閱讀策略教學
為指導學生「學習閱讀」，以邁向「透過閱讀學習」的能力，課程中，我規劃數種閱讀策略的教學，

來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使其獲得自主學習的知能。其中，上學期以「預測」、「摘要大意」、「文
本差異分析」與「連結策略」進行教學；下學期則指導學生「找主旨」、「閱讀說明文」、「做筆記策
略」和「童詩閱讀賞析」等。同時，帶進普遍的閱讀觀念：例如：認識文類、如何選書、閱讀自由等觀
念，使學生更加懂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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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相關資料並加入個人想法，再以名著或是優良篇章，結合目前教育部推
動的閱讀策略來設計課程。以99學年的閱讀策略教學為例，我設計了八種閱讀理解策略，並製作PPT介紹
策略內涵、透過閱讀文本使用策略以輔助學生對內容的理解。 
2.  班級巡書利用

作為武崙的師生，最幸福是學校的藏書豐富，除了圖書館資源外，班級巡迴書箱也不少。每學年有30
套共讀書籍在學年班級間流傳，學童每個月可以閱讀三本書，一學年至少可閱讀30本書。

為善用學校書箱資源，鼓勵學生親近閱讀，課堂中，我透過書籍導讀，使學生對內容產生興趣。接
著，讓他們安靜閱讀5-10分鐘，使其瞭解作者的寫作風格和內容，「引誘」他們可以善用空閒時間繼續閱
讀完畢，期盼學生可以透過接觸到喜愛的書籍，獲得成功的閱讀經驗後，開始進入書香世界。而在巡書發
放的第四週，我會舉辦班級讀書會，經由共同材料的分享與討論問題，以激發新思考，擴展生命的經驗。
3.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是學習資源的寶藏，也是愛好閱讀者的天堂，但若沒有經由圖書館利用教學，使學生能認識圖
書館資源、書籍分類或使用數位資源的途徑，可能在無形中錯過許多接觸好書的機會，也浪費了學習的資
源。

思考學校目前的資源，我認為可行的課程內容包括圖書館規則介紹、圖書分類法的認識，並結合圖書
館「主題書展」、「與作家有約」等活動，拓展孩子閱讀的視野。當然，未來數位學習是趨勢，圖書館利
用教育的重要一環也要包括要指導學生運用數位資源進行閱讀。

另外，配合學校主題書展和「與作家有約」的活動，我在課堂中也會加以介紹，進行相關教學或借圖
書館書籍讓孩子閱讀。例如：2010年適逢作家馬克‧吐溫逝世一百週年，世界各地圖書館都有紀念書展與
活動，藉著這個機會，我向孩子們介紹馬克‧吐溫，並讓學生閱覽他的著作：《湯姆歷險記》、《頑童流
浪記》、《跳蛙》等。當學生對作家和作品有初步認識後，他們在參與學校舉辦的主題書展和紀念活動
時，就能更加融入，有所收穫。
4.  閱讀護照寫作
閱讀一本書籍後，透過回應誌的寫作來記錄當下對於書籍的感受和思考，是提升學生思考力和寫作力的良

好
途徑，正如作家D. Miller所說的：「要把學生培養成讀者的其中一環，就是讓他們學會讀者在討論和分析

作
品時所使用的語言。」為避免孩子因害怕寫作而將閱讀視為畏途或過於形式，99學年學校新版閱讀護照，

在
閱讀回應誌的設計上，以累積冊數和時數方式來鼓勵孩子閱讀，同時，開放學生以多元的回應方式來記錄

自
己在閱讀歷程中的思考和感受。新版的閱讀回應誌，由我負責提供十六種多元回應的寫作範例，期盼學生

經
由自行選擇、設計適合表現閱讀書籍的策略後，也能對將要寫作的內容形成概念，記錄下自己曾經走過的

閱
讀旅程，進一步成為能夠表達與樂於分享的閱讀人。 
5.  推廣學校閱讀網站

配合班級巡書書箱的推廣，學校架設網路讀書會，以四～六年級巡迴書箱的書為主，開放每本書的討
論區，鼓勵學生上網分享、聊書，或推薦好書。利用閱讀課，我介紹學生認識與學習學校閱讀平台的運
用，也鼓勵學生在閱讀後分享自己想法，相互觀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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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豐厚之羽－具體成果

基隆市武崙國小 陳錦惠老師

一、「閱讀教學」成果
（一）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擔任閱讀教師時，和學校校長討論過後，決定以閱讀策略指導作為課程主軸，希望經由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引導學生
學習閱讀，以協助孩子建構鷹架、學習高層次的思辨能力，這樣，當學生將習得的「能力」、「知識」與「監督理解」交互
作用，將有助於提升深層的語文素養。

教學時，我儘量以多元形式來引導學生學習各種閱讀理解策略。除了講述策略意涵、搭配文本使用策略輔助理解，也讓
孩子透過小組討論、戲劇演出、上臺報告，或寫作學習單等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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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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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是一種工具或手段，協助學生學習監控自己
的理解，並瞭解自己在閱讀文本時所遭遇的困難，採取解決的行動。
（二）班級讀書會

擔任導師期間，班上就已舉辦班級讀書會，有感於學生會因為相互討論而擴展思考、分享生命經驗，加上在愉快氣氛
中一同聊書，也會讓學生更加沈浸於閱讀的幸福之中，因此，擔任閱讀教師後，我還是努力推動班級讀書會的活動。由於任教
十三個班級，每班每週要幫他們導讀一本書，讓他們從中至少選擇一本喜愛的書籍深入閱讀，並在第四週共同參與讀書會，因
此，上學期一開始就讓我「沈浸」於書海之中。儘管每週要閱讀13本書籍，但那種可以進入書中世界，隨著故事情節發展而高
興、悲傷，忘卻時光流逝的經驗，不正也是我希望孩子能夠體會的閱讀高峰經驗嗎？

閱讀書籍過程或結束後，我會簡單記錄五、六個值得討論、分享的內容或問題，以作為讀書會討論大綱。目前，我已
經設計四、五、六年級所有班級巡迴書箱的書籍討論大綱，計約135本。而在週三進修的研習中，我也分享檔案，邀請未
任教的班級老師們一起推動班級讀書會。

以討論《巧克力工廠的秘密》為例，讀書會中，孩子們對於主角查理是否有經歷誘惑，成功克服而獲得繼承權，一開始
有不同的想法。經過討論後，他們逐漸自行詮釋，並提出思考。

如何讓孩子在繁忙的學習活動之外，願意親近閱讀；如何引導孩子學習清楚表述自己的想法，以不同角度觀看問題，並
勇於批判思考與分享，一直是我認為經營讀書會要克服的挑戰。而根據導師期間的經驗，當孩子喜愛、信任老師，能夠獲得
一、二次成功的閱讀經驗，那麼距離這個目標就會更加接近，所以，雖然現在任教班級較多，自己也要朝目標繼續努力！
（三）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閱讀利用教育是擔任閱讀推動教師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學校的圖書館在軟、硬體設備方面都努力充實，企圖營
造一個適合孩子閱讀的舒適環境，而這也是推動閱讀時，鼓勵孩子們多利用圖書館資源的一大助力。

依照課程規劃，上學期我先指導學生認識中國圖書分類法，藉由瞭解圖書分類和圖書館規則，學習如何準確而迅速的找
到所需資料，並搭配主題書展，帶領孩子前往圖書館閱讀，參與活動。下學期結合數位資源，指導學生申請帳號進行線上閱
讀，並利用資料庫，像是臺灣古蹟知識庫、昆蟲圖鑑資料庫等輔助各領域學習。

未來，學生運用數位資訊學習已是重要趨勢，因此，100年度下學期，學校也計畫透過集體申請線上虛擬借書證，使得
三～六年級學生都擁有數位閱讀的帳號，這樣，孩子不但能免費使用大量數位資源，更可以獲得不同的閱讀樂趣與學習資訊
使用的能力。
（四）閱讀護照寫作

99學年學校採用新版閱讀回應誌，鼓勵學生利用零散閒暇時間閱讀，並透過多元回應寫作，來呈現自己的閱讀感受與觀點。然
而，在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們都知道，大部分的學生都不喜愛閱讀後的心得寫作，畢竟將自己對於文本內容的思考轉換成文字，確
實是一項艱難的任務。

為避免學生「單打獨鬥」而產生的恐懼和排斥，教學中，我會先透過班級讀書會和文學圈，讓學生相互討論書籍內容，
交流不同的想法。我發現，透過討論與分享的歷程後，學生對於寫作的內容，不但在深度或廣度上都會增進不少，而且，當
學生能夠選擇適合方式來表達內容和個人觀點，或是發揮創意，思考其他呈現方式來記錄閱讀後的收穫，通常，會使他們更
樂於表達與經營自己的寫作。
（五）網路讀書會

配合班級巡書的推廣，學校以四～六年級巡迴書箱為主，架設每本書的討論區，鼓勵學生上網交流。利用閱讀課，我示
範如何運用學校網路讀書會，也鼓勵和展示學生在閱讀平台上的良好分享。以學生在網路閱讀平臺的分享《活出生命的色彩
－謝坤山的故事》舉隅介紹。

二、「閱讀推廣」成果
      在武崙，我們相信閱讀是一種溝通、一種心靈的分享、也是一種認識以及思考生活的媒介。因此，在閱讀教育的推動上，我
們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親近閱讀、享受閱讀；讓每個孩子貫古縱今的悠遊在閱讀的世界中、跨越人際交流的無形邊界，飛向自
在、廣闊的成長藍天。

擔任圖書館閱讀教師一職後，我深深體會到校長、主任等在閱讀推廣上的用心與努力，因此，99學年度開始和教務處的閱讀
團隊合作，一起構思如何能有效的運用學校圖書資源，引導學生親近閱讀；如何讓孩子透過認識作家與作品，開啟創造的動力；
如何經由和教師分享，來達到交流、對話，精益彼此的專業成長。於是，我們開始每學期二次的「主題書展」，每學年一次的
「與作家有約」，以及閱讀專業社群和週三進修分享活動，期盼透過多元、多面向的推動策略，提升校園整體的閱讀氛圍與文
化。

（一）主題書展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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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是學習資源的寶藏，也是愛好閱讀者的天堂。透過探詢學生興趣、學校藏書內容，以及搭配節慶活動等，我們規
劃舉辦相關的主題書展。99學年度學校共計舉辦三場的主題書展，包括：配合馬克‧吐溫逝世一百週年的「馬克‧吐溫特
展」，上學期十二月份舉辦的「聖誕主題書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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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00學年上學期，我們也舉辦了「圖書館有鬼」書展。這些書展都是透過相同主題書籍的展出、有獎徵答、說故
事比賽等活動，加上圖書館整體環境的佈置，來達到吸引學生進入圖書館閱讀的目的。

過程中，我會先尋找圖書館中和主題相關的書籍，製作活動看板和書牌，並尋思舉辦何種活動來提升學生參與活動的動
機，並開始策劃與佈置。主題書展活動開始後，利用閱讀課，我帶著小朋友共同參與活動。而這幾次的主題書展活動都獲得
孩子們熱烈的迴響，讓學生在樂趣中獲得學習。
（二）與作家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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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正是學校為了透過作家與學生
的交流、接觸，使孩子們能夠瞭解作家作品和寫作歷程，進而享受閱讀、喜愛創作。

99學年度，配合圖書館月的活動，學校邀請以小學生生活經驗為題材創作的王淑芬老師，到校和學童面對面座談。王淑芬老師從
自己兒時的經驗談起，再談到自己如何從和兒子的互動中，觸發寫作的題材，讓學生瞭解原來創作來自生活，又如何發揮創意改
造經驗，使其成為有趣的故事。100年度，配合閱讀童詩的推廣，邀請的是國內屢獲童詩創作獎的方素珍老師。方素珍老師言談
風趣，也配合學生的興趣，說明不同作品創作的發想、構思與完成的歷程，這些饒富童趣的作品深獲學生的喜愛，不僅拓展學童
的文學視野，更有效提升文學閱讀的興趣。為了讓小朋友們能夠真正參與活動，學校規劃系列活動，像是製作看板吸引學生對活
動產生興趣，前往觀賞；邀請作家演講，分享創作歷程與簽書；舉行作家與學生小團體對談，深入說明如何賞析和創作故事。活
動中，我會協助閱讀作家創作，選擇適合的內容製作看板；閱讀課時，我也會帶著學生一起閱讀作家的創作，和孩子討論作品風
格，分享書中引發共鳴的內容，並鼓勵孩子利用課餘時間延伸閱讀。

（三）閱讀社群
閱讀理解學習社群是語文學習社群的延伸，由於擔任一年的閱讀推動教師後，積累一些個人的進修成長及實務經驗，學

校希望我在第二年可以透過社群運作方式與其他教師分享。經由引導社群成員認識策略後，選擇適合的語文教材，進一步研
討如何將閱讀策略帶進語文課堂中，也留下一些教學設計和實務經驗，進行修正與反思後，再與學校同仁分享。

目前為止，社群活動共計十四次，已進行預測策略、連結策略和提問策略的策略教材開發和實作，下學期社群仍有後續
的活動進行。在預測和連結策略方面，我會先分享在課堂上的實務經驗，再由夥伴們討論，從自己任教的課文中挑選文章，
製作成授課用的簡報，實施教學。目前研發的策略教材設計和教學實踐方案計有：

預測
策略

許願井－低年級版 劉青青老師 連結
策略

黃媽媽的笑臉 劉青青老師

許願井－中年級版 李秀玲老師 時間的腳步 陳慧禎老師

一塊餅 陳慧禎老師 永不放棄的愛 李秀玲老師

尖塔裡的公主 陳錦惠老師 愛心樹 黃令芳老師

       
在提問策略方面，考量提問是教室日常活動，因此，我先和老師們探討好的提問方式有什麼特質、何種提問方式比較能

夠引發學生深度思考，並認識提問時的四個問題層次－「提取訊息」、「推論分析」、「詮釋整合」和「比較評估」。我認
為在深究課文時，教師必須學習如何透過結構圖來掌握關鍵問題，以設計出適切的提問，幫助學生提綱挈領的理解全文。

以四年級康軒版的〈愛心樹〉為例，我和秀玲老師的結構圖都表現了個人想法，但也同時都點出了樹和老人的經歷、愛
心樹對男孩的付出，以及它的心情等，這樣就可以依照四種不同的問題層次設計問題，提高學生的思考能力。

語文閱讀社群成員為了省思課程及教學的問題，配合教學實踐做了部分的課堂錄影，透過同儕回顧共同討論課程及教學
問題，以及來自學生回饋的問題發現。此外，也製作學習單與回饋單，瞭解孩子們的學習狀況，並期盼未來可以架設網頁，
和其他教師分享我們的成果。
（四）閱讀教學分享

為了讓學校教師能夠瞭解目前閱讀教育的趨勢、我的教學內容，以及未來在推行閱讀時可以努力的方向，學校在上、下學期各利
用週三研習安排一場閱讀教育的分享活動，邀請我和學校教師們分享、對話，增進彼此的專業知能。上學期我和老師們分享「從
PIRLS談閱讀教育」，說明臺灣在2006年參加PIRLS的成績，PIRLS所關注的閱讀素養定義為何，它的施測方式和內容，以及我們
在閱讀教育中還可以努力的方向。下學期再就常用的閱讀策略，和老師們介紹「結合讀寫的閱讀教學策略」，說明課堂中自己如
何結合讀寫，指導學生表現思考的實務教學經驗。

其實，不管是擔任導師，抑或現今的閱讀教師，不論是「閱讀教育」或是「閱讀推廣」活動，以閱讀引導學生成長、深化他
們的生活內涵，一直是支持我願意付出更多、更加精益求精的來源，我想，同樣花時間於每天的工作之中，如果可以將教學視為
一種職志，熱愛工作並從中學習、成長，真是一件再幸福不過的事，何況，在自己獲得幸福之際，如果也能閱讀－孩子們的幸
福，實在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用生命感動生命，

用閱讀去豐富生命的深度與廣度，

是推動閱讀最深、最美的期待。

點閱: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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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小辭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本文原刊載於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十五期，為讓讀者清楚了解圖書館推動教師再次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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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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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樂在閱讀、享受閱讀

基隆市暖西國小 周良基校長

閱讀是興趣的培養；閱讀是能力的培養；閱讀是學習的方法，同時也是學習的工具。由於閱讀
能使人的知識背景更為寬廣，所以閱讀不僅有助創造力發展也能豐富個人的想像力，並能養成
獨力思考和提升寫作能力。由此可見閱讀的重要性，所以閱讀教育的推動日漸受到大家的重
視，各校在推動閱讀教育的作法也可以藉由電子報的平台互相觀摩與學習，本期主題介紹暖西
國小在閱讀推動上的一些作法，除了有學校裡老師的認真努力之外，更要有家長及志工們的協
助和參與，若能帶動家庭中閱讀習慣的養成和社會閱讀風氣的形成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期望
能經由彼此的分享與學習讓我們的孩子們都能樂在閱讀、享受閱讀。

點閱: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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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高行健看閱讀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廣泛閱讀養成獨立思考能力，才能超越政治是非，維持清醒的認知。」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引述自：聯合報 101年6月6日  高行健：廣泛閱讀 才能獨立思考 - 名人經驗談 - 校園指南 - udn校園博
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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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遇見暖西閱讀奇蹟

基隆市暖西國小 張宛婷老師

一、閱讀播種

    暖西國小圖書館在玉山志工基金會推動「玉山黃金種子計畫」補助捐建而成為基隆市第一間玉山圖書

館，館內採光明亮、通風舒適、溫馨活潑，室內規劃有「閱讀區」、「多功能的視聽、表演劇場」、「新

書介紹區」及「網路查詢區」等，一進館內印入眼簾的是以五種主題色彩進行設計，給予孩子們五彩繽紛

的夢想世界，成功打造出多元智慧的閱讀學習空間。

二、發芽成長

    在學校辦學理念主軸與校長、教務行政推動閱讀的努力下，於民國100學年度配合教育部閱讀推動計畫補

助經費，不只豐富了學校閱讀軟體資源，也使孩子們擁有更完善的閱讀硬體設備，而我擔任圖書教師也依

著學校課程推展閱讀教育，規畫實施的閱讀活動包括：兒童朝會圖書館利用教育、班級巡迴書箱、暖西悅

讀推薦書單、共讀書目課程、閱讀課+故事媽媽、有獎徵答、讀報教育、閱讀獎勵制度…等，透過這些課

程活動方式培養孩子愛上閱讀，享受閱讀樂趣，進而建立學童閱讀習慣及提升閱讀能力，茲就分享以上經

驗與歷程。

【一】  兒童朝會圖書館利用教育：為了幫助學生認識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以及各種圖書館利用知識所進

行的教學活動。希望透過利用教育的過程，學童能多使用圖書館資源，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以解決生活中

所面對的問題。圖書教師在兒童朝會做教育宣講，也配合閱讀課做複習加強提供實際利用指導等。我們希

望一步步由淺入深指引學生親近圖書館、認識圖書系統基本知識、最後擴展到運用社區圖書資源的習慣。

礙於時間這一塊課程只進行一小部分，期望未來大家共同探究改進，使其完善。

【二】  班級巡迴書箱：為營造豐富的班級閱讀環境，發展終身閱讀學習習慣。讓班班隨時隨地有書可讀，

鼓勵學生主動大量閱讀課外讀物，成立了巡迴書箱使閱讀融入學習生活情境中。也藉由書箱共讀活動，以

增進師生互動關係，營造祥和的書香校園。

巡迴方式：

1、以班級為單位，一個月巡迴一次，於月初更換書箱，每個書箱裡放

置30-35本書籍。書籍程度會依低、中、高年級做區分，並附上書單及借閱座號登記，老師可依座號對應書

籍提供學生閱讀，以方便書籍讀閱時之責任歸屬。

2、書箱書若看完，可至圖書室更換書籍，由班級學生自行選書，經由圖書室檢核完成作業，就可送至班級

內巡迴閱讀。

3、配合小書蟲集點卡制度，當學生讀完一本巡迴書箱的圖書，可請導師認證蓋章，集滿12個章，並完成心

得感想寫作單，交由圖書室認證過關就可獲得小禮物一份，希望能帶給孩子更多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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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暖西悅讀推薦書單：為推廣閱讀風氣，暖西成立至今推出的悅讀推薦書單，內容題材涵蓋廣泛又多

元，已讓許多學生不只拓展知識，同時也讓他們更有自信。當孩子走進一本好書中，享受閱讀樂趣之餘，

會將讀過的好書分享推薦，讓所有的同學激起閱讀此書的興致，希望學生除了充實閱讀知識外，也知道同

儕間的閱讀方向，能進一步利用悅讀推薦書單，善加規劃個人的閱讀計畫，在開卷有益的愉悅心情中遇見

閱讀奇蹟。

實施方式：一個月一次，每班於月底交回三張悅讀推薦書單，再經圖書館選出優秀小朋友的學習單，給予

榮譽點數並將作品張貼在學校教學區看板及圖書室，也將獲獎小朋友名單上學校網站公告，創造悅讀風

潮。

【四】  共讀書目課程：藉由共讀活動讓教師及學生發現閱讀的樂趣及養成喜愛閱讀的習慣。師生人手一本

共讀，透過討論和分享，學會傾訴、思考和整理內在的感覺和情意，給孩子有一個完整又紮實的閱讀，也

能幫助文化弱勢及尚未建立閱讀習慣的學童，透過質化閱讀，提升互動思考能力，增進閱讀成效，並享受

於閱讀的樂趣中。

圖書來源：

1.由基隆市教育局配合教育部閱讀推廣計畫，七堵國小統籌各校推薦共讀書單，匯整後共同採買之書籍贈

送學校做為班級共讀使用。

2.另一部分運用教育部閱讀推動計畫補助經費採購三~六年級共讀書籍也供班級共讀。

3. 本市「愛的書庫」圖書資源。

實施方式：

1.學期初將共讀活動排入閱讀課程計畫總表，低年級選定兩本，中年級選定四本，高年級選定四本共讀書

目，一本共讀書安排上兩節課。

2.共讀書箱放置於圖書室，提供班級任教之閱讀老師借閱，借期一週，可再續借一週，愛的書庫書箱借期

一個月，由老師自行上網登錄借閱。

3.各班利用閱讀課時間進行，老師應用閱讀策略指導，營造學校共同讀書風氣及情境。

【五】  閱讀課+故事媽媽：學校每班一週安排一節閱讀課，基隆市故事協會的閱讀志工一個月一次到校指

導一節閱讀課，上閱讀課是孩子最喜歡的一門課，學生不只可以學到很多課本上沒有教到的內容知識，還

可以上故事媽媽的閱讀指導，更可以選擇看自己想看的書。能夠一週有一堂閱讀正式課程，讓學生養成深

度而多元的閱讀習慣，日久，學生自然具備較佳的思考、批判、創造能力。閱讀活動課程的進行由各班閱

讀老師指導學生，依照低中高年級學生能力及興趣進行自我閱讀或規劃相關閱讀之活動：包括朗讀、默

讀、個別讀、發表大意、問題討論、分享心得、角色扮演、說故事、表演、學習單或延伸活動等閱讀主題

教學。

【六】有獎徵答：為鼓勵學生多上圖書館借書閱讀，以有獎徵答寓教於樂方式，導入學生多接觸圖書館並

常利用圖書館資源工具，強化學生圖書館資源利用能力推動有獎徵答！

實施方式：

1.配合新書上架，在兒童朝會介紹新書，並從新書中出題，再將題目公告於圖書館外，學生閱讀新書後領

取答題單：作答者請將答案填寫於規定之答題單內，親自投入圖書室有獎徵答箱中，答案完整而且正確

者，將於隔週朝會抽出答對者，請學生上台閱讀分享並給予精美小禮物鼓勵。



【七】讀報教育：國語日報社是國內唯一的兒童教育報紙，長年來一直推動「兒童閱讀」，學校也鼓勵小

朋友豐富多元的涉獵報紙時事學習新知和寫作投稿。每天都有一份國語日報送至圖書室，圖書室也會將換

下的舊報紙再送至各班巡迴做為讀報教育之教材，透過老師額外時間的帶領引導，讓孩子進行剪報、劃記

重點、寫摘要和心得，學生吸收能力強，可塑性高，對於提升國語文能力，了解時事脈動、增進批判思考

的能力及提升公民素養，將有極大的幫助。

【八】閱讀獎勵制度：

1. 閱讀護照：為鼓勵學生閱讀，擴大學生的學習領域。採自主閱讀，藉由豐富的閱讀，有效提升語文能

力，並發展學生創造思維及終身學習的能力，訂「學生閱讀護照」制度。

實施方式：

�每人一本閱讀護照，不可以和別人共用。

讀完一本書和老師一起討論，請老師幫你認證核章。

寫完一本後到圖書館認證就可進級，換取第二本護照，以此類推。

閱讀護照共分十級，依不同級數程度不同，經過關進級可獲得榮譽貼紙一張，並頒發認證獎狀及公告學校

網站，榮譽貼紙每學期末可集點兌換禮品。

2.閱讀小尖兵：學期末圖書借閱系統統計一到六年級閱讀書籍最多者，公開頒發閱讀小尖兵獎狀及圖書禮

卷一張，以茲鼓勵。

3.暖西閱讀王：累積一學期全校閱讀書籍最多的小朋友，由校長頒給獎狀及圖書禮卷2張。

三、生生不息的相續

     孩子打開一本書，也就打開知識的新視窗，在孩子越小的時候及早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及早閱讀更多

的好書，是相當重要的事。要讓閱讀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是一輩子最好的投資，在閱讀教育的學習應是全

面性的，要與各領域、各學科結合，才能活化、深化閱讀。在推動閱讀過程中我深深體會整體合作力量的

重要，結合更多資源，大家一起努力編寫教學實例與方法，持續加強閱讀指導相關專業、充實館藏或班級

的好圖書，一定讓孩子天天愛閱讀，終身暢遊書海，實踐追逐人生夢想。

    感謝玉山志工基金、校長、教務主任、導師、圖書志工、家長們為暖西閱讀教育所付出的心力，過程中
自己學習很多但仍有所不足之處，卻是我珍貴的經驗而且也非常值得，謹以在暖西推動的閱讀成果分享，
未來我們還會繼續走下去，為所有的莘莘學子注入輝煌的閱讀效益。                                                                     

                                                                  
                                    

點閱:38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7 期
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di27qi/a2/-ce-e-lei-tai/100%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5%AE%A3%E5%B0%8E%20%284%29%20%28%E8%A4%87%E8%A3%BD%29.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di27qi/a2/-ce-e-lei-tai/100%E5%BF%97%E5%B7%A5%E6%9C%83%E8%AD%B0%20%284%29%20%28%E8%A4%87%E8%A3%BD%29.JP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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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期

杏壇尖兵

「在平凡裏有雄奇，在渺小裏有偉大」─暖西國小閱讀教學推動人
物誌

基隆市暖西國小 陳知玲主任

       暖西國小成立於民國95年，矗立觀音山下、西勢溪畔，莘莘學子在此綠意盎然、鳥語啾啾的美

好校園中學習是恩賜的幸福，在此更有著一群默默付出的教師與志工，共同為暖西國小的閱讀教育

群策群力努力經營。

       100學年度本校得教育部補助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經費，就由張宛婷老師在暑假期間積極參加教

育部主辦之圖書管理相關研習，開學後帶領學校志工

從圖書分類、編號、盤點、借還書等…都一一建置於電腦圖書管理系統，全校師生也因此享有更完
善而便利的服務，值得一提的是宛婷老師在此之前對於圖書管理所知有限，但仍秉持一股不怕難的
勇氣辛苦學習，結果不但自己在圖書管理獲得專業知能，同時也利益了學生。年來更陸續推動班級
書共讀、小書蟲集點、巡迴書箱，這些作為都是為了提升暖西學子的閱讀成效。

        在暖西國小還有一群喜歡閱讀研究的老師，自發性的組織閱讀社群並利用課餘時間，透過彼此

的教學分享與省思、社群對話和研究，產出100學年度一至六年級閱讀教案，並列為學校本位課程

實施教學，社群運作跳脫以往“喝咖啡，聊是非”之囹圄，從彼此因不同學年的不熟悉、茫然到撰寫

教案、發表分享、回饋、教案內容修正等…，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但也交融彼此情感與合作學習，教

案的產出不再是老師的辛苦作業而是社群夥伴們一起成就的美好作品！

      透過學校與故事媽媽的合作，使得暖西國小在推動閱讀教學的樣態更多元，故事媽媽生動而維

妙維肖的摩聲講說與提問引導，也激發孩子們對作者潛藏文字背後的隱諭有了更深層的探究和討

論。故事媽媽們風塵僕僕不辭辛勞自己帶著滿箱的書來暖西說故事，其實也為孩子們帶來滿滿的愛

與溫暖。 

                              

─謹以此文向暖西國小推動閱讀的教師、志工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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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動態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實施計畫 英文圖書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中正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There was an old lady swalled a fly 麥克圖書

Silly Suzy Goose 麥克圖書

Mommy, Mama, and Me Random House, Inc
正濱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The Snowman Storybook 麥克英語童書

Grumpy Bird 麥克英語童書

忠孝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Today is Monday Scholastic
Mommy, Mama, and Me Random House, Inc
和平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Phonics Readers Book 11: Dad and Sam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24: Drip, Drop,Drip!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28: Nick's Trick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35: Fish Wish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38: Pancake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39: Lime Ice is Nice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41: Three Little Pigs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47: Chuck's Lunch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53: Small Animals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54: See the Sea Scholastic
Phonics Readers Book 48: Whale of a Joke! Scholastic
八斗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WILLY THE CHAMP
東信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Willy the Champ Candlewick Pr
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中興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Little Beauty
I'm Extremely Absolutely Boiling
You Won't Like this Present As Much As I Do
Caps For Sale Scholastic(Hello! 代理)
深澳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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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 出版社
10 TRICK-OR-TREATERS /a halloween counting book ALFRED A. KNOPF 
I SPY SANTA CLAUS Scholastic
JUNIE B., FIRST GRADER BOO...AND I MEAN IT #24 台灣麥克

JUNIE B., FIRST GRADER: ALOHA-HA-HA #26 台灣麥克

 月眉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GO AWAY BIG GREEN MONSTER /精裝 台灣麥克

JUNIE B., FIRST GRADER: SHIPWRECKED #23 台灣麥克

JUNIE B., FIRST GRADER BOO...AND I MEAN IT #24 台灣麥克

JUNIE B., FIRST GRADER: ALOHA-HA-HA #26 台灣麥克

東光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COME OUT AND PLAY,LITTLE MOUSE Mulberry Books(Hello! 代理)
Caps For Sale Scholastic(Hello! 代理)
The Carrot Seed (Scholastic) Scholastic(Hello! 代理)
仁愛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the polar express 禮筑外文出版社

  信義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 (Walker Books) 敦煌書局代理

南榮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EASTER HAS EGGS/L1 麥克

AMANDA PIG,SCHOOLGIRL/LEVEL2 麥克

DESTINATION MOON 麥克

尚智國小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Click, Clack, Moo: Cows That Type Simon & Schuster Merchandise &
Olivia Simon & Schuster
Giggle, Giggle, Quack Simon & Schuster Merchandise &
Duck for President Simon & Schuster
Dooby Dooby Moo Simon & Schuster Merchandise &
Thump, Quack, Moo: A Whacky Adventure Lectorum Pubns
A Busy Day at the Farm Simon & Schuster Merchandise &
M.O.M.: (Mom Operating Manual) Simon & Schuster
Click, Clack, Quackity-Quack: An Typing Adventure Simon & Schuster
GREEN BOOTS BLUE HAIR /L2 Sterling Publishing 
FLUFFY'S SILLY SUMMER /L3 (Hello Reader) Cartwheel 
TOMORROW'S ALPHABET Greenwillow Books
THE POPCORN SHOP/L3 Scholastic Canada, Limited
GREEN EGGS AND HAM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I Am Going to Save a Panda Penguin Group USA
The Snowman Storybook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Henry Holt & Co
FROM HEAD TO TOE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安樂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Step into Reading 2: Monster Is Coming! Random House, Inc.
Mommy, Mama, and Me  Random House, Inc
西定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magic tree house２讀本集(39冊) Listening Library  台灣麥克代理

When Sophie Gets Angry-Really, Really Angry... Scholastic
武崙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MOUSE MAKES WORDS /L1 Random House
GREEN BOOTS BLUE HAIR /L2 Sterling Publishing 
FLUFFY'S SILLY SUMMER /L3 (Hello Reader) Cartwheel 
TOMORROW'S ALPHABET Greenwillow Books
The Snowman Storybook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書名 出版社

My friends scholastic/Hello!Book代理

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 scholastic/Hello!Book代理

仙洞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I Am Going to Save a Panda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Ten Thing I Can Do To Help My World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The Snowman Storybook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中山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Mouse Tales Harper Trophy
Now one foot, Now the other Puffin
港西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The Magic School Bus:On the Ocean Floor Scholastic
When Sophie Gets Angry-Really Really Angry Scholastic
I Am Going to Save a Panda Penguin Group USA
The Snowman Storybook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中華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愛麗絲鏡中奇緣(The tweedle twins) 遠東圖書公司 
國王的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遠東圖書公司 
德和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FEARLESS FOUR L2/PHONIC COMIC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CLARA KLUTZ L2/PHONIC COMIC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SPOOKY SARA L3/PHONIC COMIC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CAVE DAVE L1/PHONIC COMIC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華興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我的閱讀小書包 東西圖書

五堵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The Cat in the Hat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Sheila Rae, the Brave Greenwillow Books
I Am Going to Save a Panda Penguin Group USA
The Snowman Storybook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堵南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BROWN BEAR,BROWN BEAR,WHAT DO YOU SEE? 台灣麥克

ANIMALS SHOULD DEFINITELY NOT WEAR CLOTHING 台灣麥克

復興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Mummies in the Mornin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Night of the Ninjas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Twister on Tuesday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Midnight on the Moon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Night of New Magicians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建德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Little Beauty Walker Books(Hello! 代理)
  暖暖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專門替父母親寫的英文故事書： 博客來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本專利英文學習書結合「親子共讀、兒童教養」(附1 MP3)
暖江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手繪兒童生活英語：用英語過一天 1 語言工廠

手繪兒童生活英語：用英語過一天 2 語言工廠

碇內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David Goes to School 臺灣麥克

I Am Going to Save a Panda! 臺灣麥克

隆聖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I Love You-A rebus poem 麥克書店

Browm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麥克書店

What mommies do best? 麥克書店

Go away, big green monster 麥克書店

長興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jack and the beanstalk book
 長樂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How Do  Dinosaurs Eat Their Food? MacKids
深美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Henry Holt & Co
FROM HEAD TO TOE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Puffin
GREEN EGGS AND HAM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Bat! Scholastic
暖西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jack and the beanstalk book
成功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The Pigeon Wants a Puppy! Disney Pr
Don't Let the Pigeon Stay Up Late Disney Pr
The Pigeon Finds a Hot Dog! Disney Pr
太平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Mummies in the Mornin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Night of the Ninjas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Twister on Tuesday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Midnight on the Moon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Night of New Magicians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七堵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MOUSE MAKES WORDS /L1 Random House
GREEN BOOTS BLUE HAIR /L2 Sterling Publishing 
FLUFFY'S SILLY SUMMER /L3 (Hello Reader) Cartwheel 
I Am Going to Save a Panda Penguin Group USA
The Snowman Storybook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TOMORROW'S ALPHABET Greenwillow Books
THE POPCORN SHOP/L3 Scholastic Canada, Limited
瑪陵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書名 出版社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No David 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The Cat in the Hat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尚仁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Who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monkey and me 
monkey puzzle
the old egg
ten things I can do  help mt world
mouse paint 
grow it 
八堵國小英語共讀書單

 I SPY ART IN TRANSP(雙語版) 台灣麥克

 BROWN BEAR WHAT DO U SEE 台灣麥克

 FIVE MONKEYS SITTING TREE 台灣麥克

點閱:811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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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訊息

「國民中小學教師圖書館管理與利用」研習計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壹、   目的

為提升國中小學教師圖書館管理與利用知能，推廣「愛的書庫」班級共讀活動，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針對國民中小學之教師及相關人員，辦理為期二天之研習，課程內容主要包括：學校圖書館概論、圖書館自動化與分類編目、閱讀

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等。期望能強化國中小學圖書館經營，增進國中小學圖書館功能，讓學生能在好的環境中，養成閱讀習慣，

擴展知識視野，及具備創造性學習與思辨能力。

貳、   實施辦法

一、課程對象：各縣市國中小負責圖書館經營及閱讀推動之教師、設備組組長、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校圖書館志工(不含已參

加教育部「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之圖書教師)。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國

立臺東大學、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四、協辦單位：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民小學

五、贊助單位：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六、舉辦時間與地點：

北區：101年7月12日至13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中區：101年7月9日至10日，國立臺中圖書館。

南區：101年7月10日至11日，國立臺南大學文薈樓J106。

花蓮區：101年7月11日至12日，國立東華大學理工二館國際會議廳。

臺東區：101年8月24至25日，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小。

七、報名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schoollibrarianclass2012/
參、   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時數 內容說明

第一天

開幕式

學校圖書館經營概論 1小時 學校圖書館任務與功能

閱讀推廣與圖書館利

用教育
2小時

學校如何規劃閱讀發展政策

如何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自動化與分類

編目
3小時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圖書資料分類編

目建檔及加工處理等

第二天

閱讀指導 2小時 教師如何指導兒童閱讀

志工招募與培訓 1小時 圖書館志工的招募、培訓與管理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
2.5小時

如何運用「愛的書庫」共讀資源進行

班級共讀

綜合討論 0.5小時

合計 12小時

點閱: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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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訊息

101年度辦理精進課堂教學工作「長篇閱讀與閱讀策略」進階工
作坊實施計畫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

本文摘要

本案研習計畫公告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序號：1093683）

一、依據：

（一）教育部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補助要點

（二）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設置與作業要點（三）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語文學習領域國語
文組101年度工作計畫二、目的：（一）透過班級讀書會的系統規畫，將長篇閱讀落實在班級閱讀教
學。（二）習得有效的長篇閱讀帶領人策略，引導學生進行長篇文類的閱讀。

（三）透過教學實作，教師將習得的教學法帶回教學現場，以促進教學法的提升。

（四）透過工作坊發現教學現場之優質教師，以建立本市之人力資源庫。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五、承辦單位：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信義國小）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國文學習領域小組（八斗國中）六、實施對象：國民教育輔導團
國中小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組輔導員與對語文領域教學有興趣的國中小老師，約60人

七、辦理時間：101年7月月9日至7月11日（星期一至星期三）共三天，9:00--17:00。

八、研習地點：基隆市信義國小語文中心

九、預期效益：

（一）強化教師對於長篇閱讀策略的了解，並能運用於實際的教學領域（二）透過本次研習，能協
助團員製作教學演示影片，並於巡迴訪視中推廣到各校群教師，強化教師教學之能力。

十、研習課程摘要：（暫定）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

7月9日（星期一）

9：00-12：00
13：30-16：30

從課內到課外，從長篇到短篇的讀寫
課程
講座﹕99年教育部師鐸獎得主
      李玉貴老師

陳校長、

輔導團團員、

教師

7月10日（星期二） 貫通「寫」脈「讀」家術 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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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8%BC%94%E5%B0%8E%E5%9C%98%E5%9C%8B%E5%B0%8F%E8%AA%9E%E6%96%87%E5%AD%B8%E7%BF%92%E9%A0%98%E5%9F%9F%E5%9C%8B%E8%AA%9E%E6%96%87%E7%B5%84


9：00-12：00
13：30-17：20

講座﹕教育部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團
隊
      吳惠花老師

輔導團團員、

教師

7月11日（星期三）

9：00-12：00
13：30-17：20

走進小說的精采裡
講座﹕GreaTeach全國創意教學獎得主
      顏如禎老師

輔導團團員、

教師

 

十一、考核與獎勵：執行本計畫人員經績效考核，覈實予以敘獎。

十二、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點閱: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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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1學年度「試辦縣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本市101年通過學校計有：東光國小、武崙國小、忠孝國小、仁愛國小、八斗國小、長興國小、七堵國小。

 

教育部101學年度試辦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

閱讀是學習的重要基礎，為鼓勵學校重視圖書資訊利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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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訂定本計畫。

壹、計畫依據教育部「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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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
府建構可供觀摩學習的典範學校。

參、實施期程與申請方式  

一、期程：98學年度至101學年度,為期4年。

二、申請方式：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審慎查核學校計畫與執行教師資格後提報，以原試辦
學校為優先，申請名額上限如附件1，由本部委託專家學者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未錄取之缺額得互為流
用。

肆、實施項目及內容

一、設置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1.試辦學校需提出試辦計畫（格式如附件2），並應說明學校本身具有之條件，如：學校圖書館自動化編目整
理作業與書目資料的建檔已建置完善、學校能配合圖書教師的閱讀授課安排、圖書教師已具備的背景知識與
知能、學校圖書館志工的服務情形，或第1年已參與本案仍欲續辦之學校能提出試辦之成效等，另計畫表亦應
載明圖書教師各階段推動之重點工作。

2.已連續2年獲同意試辦學校得免送計畫，以出具續辦意願表辦理（如附件3）。

3.試辦學校應設置1位具高度意願及熱忱參與之正式教師作為閱讀館閱讀推動專任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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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利用及閱讀活動（核定後經查未確實將該師減授10節
課之學校，本部得註銷其試辦資格，並追繳相關經費）。

4.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每週授課以10節為上限，所授課程應規劃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或閱讀推動教學等課
程，申請計畫應提出參與教師之授課規劃，授課內容不符者不予審查。

5.試辦學校應指派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參加本部所指定之初、進階培訓課程，及定期參加本部指定之分區輔
導會議，並給予公差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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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試辦學校於計畫獲核定後不得更換原計畫內指定之圖書教師，如確有職務更替之需，應敘明理由並由所屬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報本部同意後方得辦理。

二、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的角色與任務

1.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是學校閱讀推動之種子教師，並非學校唯一閱讀教學教師，學生閱讀教學活動仍
須由全體教師共同擔任。

2.「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之工作應聚焦在「圖書資訊管理」與「閱讀推動」兩項重點工作，並規劃執行學
校圖書資源之管理與應用、結合圖書自動化系統，完成圖書資料整理作業與書目資料的建檔與書籍的流通與
借閱。

3.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網絡交流與閱讀活動、提供諮詢及服務，並協助學生圖書館利用之教學活動與推廣。

4.整合學校、家長及民間團體資源，增加閱讀教育推廣參與面向。

5.整合學校圖書閱讀推動資源與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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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有利於學生閱讀的學習環境。

三、培訓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1.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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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研習訂於
暑假舉行，進階研習訂於寒假舉行。

2.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應參加本部所指定閱讀教學推動之相關研習。

伍、經費來源及運用：教育部專案經費項下支出，每校每學期補助代課鐘點費及業務費等共計新台幣7萬
元。（代課鐘點費每節以260元計）

陸、預期成效

一、建構250所學校之圖書館運用及閱讀推動之校本可行模式。

二、辦理「學校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初進階研習」，使國民小學教師能具備圖書館管理及閱讀教育推廣之專
業知能。

三、配合各校閱讀教育推廣活動，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與品質，提升學生各領域學習成效。

柒、成效考核

一、本計畫之實施成效，將作為評估全面辦理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之參考依據。

二、本計畫補助之學校，績效優良者，得優先列入下年度補助名單，惟未依計畫及相關規定辦理者，或成效
不彰者，得不予補助。

三、承辦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予
以敘獎。

捌、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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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1年度補助充實公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及設
備計畫」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本市101年受補助學校

序號 (代碼) 校名

1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國民小學

2 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

3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國民小學

4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國民小學

5 基隆市安樂區建德國民小學

6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國民小學

7 基隆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8 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9 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

10 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11 基隆市暖暖區暖西國民小學

12 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

13 基隆市安樂區武崙國民小學

14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國民小學

15 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6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17 基隆市七堵區五堵國民小學

18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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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101學年度「閱讀起步走─送給小學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
物」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閱讀推廣計畫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主旨：為本部辦理101學年度「閱讀起步走─送給小學新鮮人一生最好的禮物」國民小學一年級新生閱讀
推廣計畫相關時程及配合事項，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悅讀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讀實施計畫」辦理。
二、為鼓勵學校推動家庭閱讀，使小一新生在入學時即體會並享受閱讀樂趣，進而培養家庭親子閱讀習
慣，使學生從閱讀中學習成長，並建構閱讀環境，辦理旨揭計畫案，係在宣示閱讀重要性，並藉由帶動家
長參與，及增加教師閱讀推廣指導能力，營造豐富閱讀環境。三、本計畫相關流程簡述如下：
(一)6月18日下午2時召開縣市說明會（於中央聯合辦公大樓18樓第9會議室，將另案發會議通知）。
(二)6月22日前將選書網站建置完成。
(三)6月25日至6月29日請各校上網選書。
(四)7月8日完成書目及數量確認（務必確實填報）。
(五)7月26日至8月16日進行書籍配送。
(六)8月30日至9月9日書籍加退選。
四、請各直轄市、縣市配合之工作及宣導計畫項目如下：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配合本計畫辦理鼓勵家長參與親子共讀之相關活動，目前規劃場次如下（辦理時間
及地點，另案協調）：
１、五場：新北市、臺中市、臺南市、花蓮縣、臺東縣。
２、另加五場：苗栗縣、彰化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
(二)請各縣市配合本計畫鼓勵學校配合宣導推廣，推動成果方面，請彙總各校執行情形成乙冊，每校限2
頁並採雙面列印，校數須達總校數80％。
(三)請各縣市選出配送書籍之中心學校並於6月15日（星期五）前告知金寶書局有限公司（洪淑惠小姐，
電話： 06-2912969轉221）；另務必請各校上網填報相關資料，並於8月職務異動時主動上網更新聯絡資
料。
五、閱讀起步走網址http://www.bookstart2012.url.tw/。
六、本案相關聯絡人：
(一)金寶書局有限公司聯絡人：洪淑惠小姐，電話： 06-2912969轉221Email:sophia@book2.com.tw。
(二)關於選書、網站與物流配送的相關問題，請逕聯絡金寶書局有限公司黃巧玲小姐，電話：06-2912186
轉528，Email：chaolin@book2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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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辭典】「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

教育部

「悅讀101」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

壹、  緒言

「閱讀是教育的靈魂。」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David Blunkett)指出：「每當我們翻開書
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們心靈的，莫
過於閱讀。」

其表示要把英國「打造成為一個舉國皆是讀書人的國度」(Build a Nation of Readers)，並將1998年9月到
1999年8月定為英國全國閱讀年。閱讀年的活動重點包括：送書到學校、增加小學閱讀課程並與媒體、企
業、民間組織形成夥伴關係、鼓勵親子共讀、發起寢室閱讀週等，從這些活動中瞭解到英國重視閱讀的
決心。
美國則不管是前任總統柯林頓的「美國閱讀挑戰運動」或現任總統布希的「閱讀優先方案」都大力提

倡閱讀。從柯林頓總統時代通過卓越閱讀法案至布希總統於2001年提出「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在後面」
(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將「閱讀優先計畫(Reading First)」作為政策主軸，聘請閱讀專家
於聯邦教育部工作，以有效推動閱讀優先政策；其中特別提撥經費補助閱讀環境較差的弱勢學生，希望
在五年內，讓美國所有學童在小學三年級以前具備基本閱讀能力，並要求三至八年級學生每年都要參加
語文及數學測驗。

日本從1960年就開始重視閱讀的影響力，鹿兒島縣立圖書館館長京鳩十發起了「親子二十分鐘讀書」運動，要
求大人每天最少陪小孩看20分鐘的書。此一運動使整個日本社會開始重視閱讀，為日本戰後的「兒童文化」打
下傲人的基礎。此外，提倡家庭文庫，促使日本圖書館的增設，同時促進圖書館員專業化制度及有效提昇圖書
館品質。近幾年來日本盛行「兒童晨間閱讀運動」，晨間閱讀運動推進協議會的理事長大塚笑子說：一本書可
以是孩子的心中之泉，這泉水能滌盡浮躁，讓孩子自內心中沖刷出源源不絕的力量。 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的時
代，一切的競爭與價值都以知識為主，而一切知識的基礎都始自閱讀。各先進國家都已積極的推動兒童閱讀運
動，新一波的知識革命正悄然開展。從英、美到日，各國都在積極推動兒童閱讀運動，世界各國都在為下一代
進入知識世紀作準備時，台灣的教育單位，怎能置身事外！本部自90年度起至92年度止，推動為期3年的「全國
兒童閱讀計畫」，該計畫主要的工作目的包括充實學校圖書資源、營造良好之閱讀環境、培訓師資、補助民間
公益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動等，其成效如下：

一、充實國小與幼稚園圖書全國兒童閱讀計畫編列經費共計4億4,071萬7,298元，發配圖書共計259萬1,628本，
配發單位包括偏遠離島國小、全國幼稚園、原住民國小、全國國小及社教館所共100單位。

二、營造閱讀環境由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自90年辦理「校園之聲—校園閱讀網」，以每日中午時間開播兒童閱讀
廣播節目，並鼓勵各縣市政府配合「校長閱讀研習營」，擇定閱讀重點推動學校，以衛星學校方式結合附近學
校共同辦理，發揮群策群力之效，營造校園閱讀。

三、培訓種子教師(一)90年度辦理全國兒童閱讀種子教師研習：第1階段共計450人參與；第2階段共計123人參
與發表，事後編印研習推動暨評量手冊以供全國各國民小學參考。(二)91年辦理兒童閱讀種子教師培訓營：請
國立教育資料館辦理，以縣市政府推薦之種子教師為對象，全國分6區(北、中、嘉南、東、桃竹苗、高屏)實
施，計25縣市，約720人參與。(三)92年度補助縣市政府專案辦理「校長閱讀研習營」：透過校長領導者之角
色，支持校內種子教師發揮閱讀力量，並建立校園閱讀環境與氣氛。

四、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閱讀活動90至92年度計補助地方政府49項計畫，經費2,717萬3,9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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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5%99%E8%82%B2%E9%83%A8


五、補助民間團體參與推廣閱讀計畫92年6月補助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及TVBS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書
是最好的禮物，為自己買一本書，我們為您送一本書」活動，於92年6月15日至8月15日公益書展期間，民眾購
買1本書，該會即捐贈1本書給偏遠地區的學校，共計捐贈10萬冊書籍，透過各縣市政府及社教館所推薦之故事
志工協助選書，共計100所學校及社教館所獲贈書籍。

六、推動「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計畫」

 自93年度至97年度起，選定300個文化資源不足之焦點學校，為加強該校兒童之閱讀素養，提升文化資源不足
地區之圖書資源投入，弭平城鄉教育資源差距，因而推動為期4年的「焦點300-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及
95-97年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計畫」，這些計畫的工作目的主要包括充實學校圖書資源、營造良好
之閱讀環境、培訓師資、補助民間公益團體及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活動等，除了立即彰顯閱讀設備的績效外，對
於學生閱讀能力以及閱讀習慣及整體讀書文化變遷等之營造，仍有待時間的考驗。

貳、  實施理念

一、知識經濟：面對知識經濟時代，透過閱讀深耕協助學生有效知識管理，本計畫將協助學生掌握創意的精髓
與科技的應用與閱讀關係，隨著知識經濟發展脈絡，邁向人生的高峰。

二、自我學習：透過自我學習增進知能，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與能力，充分運用課餘及寒暑假的時間，經由自
我學習厚實其關鍵能力。

三、整合發展：閱讀活動的深耕需要多方資源與人力的整合，本計畫由政府主導結合圖書館、學校、家庭、企
業、媒體、社區等各種力量，相互呼應，閱讀風氣才能全面推廣，長久生根。

四、啟蒙閱讀：及早閱讀對學童之發展有利(但不可揠苗助長，應依其發展階段運用適當方法)，儘管學校極力
推動閱讀活動，仍需家庭之配合與共同推動始能奏效，本計畫積極推動家庭閱讀教育，並由幼稚園、國小及國
中基礎閱讀做起，透過啟蒙閱讀教育培養學生閱讀關鍵能力。

五、書香社會：本計畫由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活動，向下紮根閱讀教育，鼓勵學校與家庭攜手共同培養孩子的
閱讀能力與習慣，進而影響未來公民的閱讀讀風氣，建立充滿書香的社會文化。  

參、實施目標   

一、培養兒童閱讀習慣，使其融入學習及生活脈絡中。

二、啟動閱讀交流，分享閱讀教學策略，提昇閱讀教學知能。

三、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共讀活動，增進親子互動關係。

四、結合資訊網絡，進行知識共享，增進閱讀的廣度。

五、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奠定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肆、實施對象： 

以全國國民中小學（含幼稚園）為推廣對象 

伍、實施原則：    

閱讀是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應引導孩子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讀書的樂趣，進而成為個人的習慣，為達成上述
目的，擬定下列原則作為推動的依據：

一、興趣原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配合學生學習心理，提供適合學生閱讀的圖書以及指導策略，逐步引導孩
子進入書香世界。

二、專業原則：規劃多元的教師精進閱讀指導專業能力的研修活動，增進教師閱讀教學能力，有效提升閱讀指
導品質。

三、多元原則：鼓舞各校能夠依據學生條件之不同以及學校整體條件之差異，規劃不同的閱讀活動，讓每一個
孩子都可以得到適合自己的閱讀方法，找尋到屬於孩子自己的閱讀天空。



四、激勵原則：學生需要鼓勵，老師需要鼓勵，學校及家長亦需要帶動，因此我們將鼓勵有熱忱肯用心在閱讀
活動的學校及個人，透過他們發揮典範作用，進而帶動整體國人閱讀能力之提升。

五、統整原則：整合中央、縣市、學校、教師組織、各社區及教師個人之各項資源，共同致力於本計畫之推
動，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六、普遍原則：重視閱讀內容之質與量，發展全方位的閱讀，參與對象包括學生、教師、行政人員及家長，全
員一同參與，提昇閱讀風氣。 

陸、實施策略與工作要項 

ㄧ、成立推動組織

（一）教育部成立閱讀諮詢委員會及推動小組聘請具閱讀專長的學者專家組織閱讀諮詢委員會及推動小組，負
責研商與策訂全國閱讀計畫。

（二）縣市政府成立閱讀計畫工作推動小組縣市政府聘請有熱忱有經驗，在閱讀活動推動中有績效的專家、教
育人員組織推動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負責各項縣市政府計畫之研商與策定。

（三）學校組成閱讀工作圈     

學校成立閱讀工作圈，研擬具體可行之閱讀計畫及各項子計畫，整合多元人力於學校中推廣，同時並報主管機
關核備以利年度訪查。

二、整合多元資源

（一）招募故事團體協助閱讀推動1.  全國各縣市均有立案之故事媽媽團體設立。2.  聯結全國立案之故事媽
媽團體共同推廣閱讀。3.  提升故事媽媽閱讀帶領之職能，從個人終身學習帶動家庭共學，營造學校、社會閱
讀風氣。 

（二）募集人力投入學校推動閱讀活動1.  分發替代役男至焦點學校及偏遠國中每校一名，投入閱讀推廣工
作，每年投入519名人力（包含219所偏遠國中及300所焦點小學）。2.  徵求偏遠住校教師及各地退休教師，志
願於課後或假日，為學校之學生進行閱讀輔導活動。3.  鼓勵原住民地區教會協助原住民學校推動閱讀活動。
4.  培訓閱讀種子師資，每年遴選數名閱讀種子教師，參與培訓活動；完訓後，協助該校閱讀活動推廣工作。
5.  鼓勵大專院校學生於休閒時間，志願投入閱讀推廣活動，協助兒童閱讀。

（三）系統整合公私資源推動閱讀現階段國內已有許多關心孩子閱讀能力的團體持續投入在學生閱讀的活動之
中，故事媽媽社團、民間團體與企業基金會等，都是長期的貢獻者。本計畫之推動將整合各類公共資源，透過
系統性的運作，期能發揮最大的資源效益。

（四）鼓勵學校與公私立圖書館進行合作 以學校為閱讀學習之核心，以公私立圖書館為閱讀學習之延伸，透
過各項經常性之合作措施，合力讓閱讀空間從學校向外擴展，引導學生在生活脈絡中融入閱讀行為，在日常情
境中培養閱讀習慣。故學校應利用有限之經費做最有效的運用，期使閱讀發展為學校常態性的活動。 

三、建構優質環境-充實國中小圖書及圖書設備本部將積極調查全國國民中小學各校的圖書藏書量，並依據各
學校之需求，撥補經費購置圖書並鼓勵以聯合採購降低書價，開拓學生閱讀路徑，豐沛學生的閱讀內涵。 四、
規劃閱讀研究

（一）進行各項閱讀基礎研究及行動研究國內在兒童閱讀方面的研究仍有許多努力及開發之空間，展開有關國
人閱讀專題研究，以建立更多有關國人閱讀方面理論基礎（例如學生閱讀速度、兒童讀書量、圖書與學生比等
之指標），作為持續推動閱讀之參考依據。而在教育現場的教育工作夥伴，亦可以採取行動研究，探究現場的
閱讀問題，可以發現最珍貴的現場閱讀問題，有助於解決許多執行面的閱讀困境。

（二）委託進行縣市閱讀成效調查為能明確補助鼓勵各縣市推廣閱讀活動，並瞭解增進本案之辦理成效與發展
方向，需透過專業機構調查各縣市推動閱讀之各項指標績效，以鼓勵各縣市將閱讀作為推動之重點。

（三）辦理閱讀高峰論壇閱讀的推動需要專業熱心人員的持續參與，透過閱讀國際高峰論壇的辦理，提供各界
人士閱讀經驗的分享平台，並將辦理結果轉為實踐方案，讓閱讀有永續發展的動力。 

五、精進閱讀教學

(一)教材研編   



1.研編「國民中小學延伸閱讀補充教材」：依課程綱要內涵，結合現有課程，徵求教師推薦各年級適合之延伸
閱讀書目、短文及導讀，擇優編印成冊，上網提供不同學習階段師生參考運用。   

2.辦理「閱讀策略教學方案」、「閱讀測驗試題」徵選：提供策略教學方案、Q&A及教師或學生有效閱讀策略之
運用案例。   

3.研編「國民中小學閱讀教學參考手冊」(教師閱讀策略寶典)：以學習階段為主軸編寫，內容包含各種閱讀理
解策略、實例及指導要領，做為國中小教師初階、進階、高階培訓教材，提供教師教學參考。   

4.統整「國民中小學延伸閱讀補充教材」、「閱讀策略教學方案徵選」、「國民中小學閱讀教學參考手冊」、
「閱讀測驗試題」等教材上網，透過知識分享，提昇教師閱讀策略教學能力。 

 (二)培訓師資    

1.建立閱讀種子師資培訓制度及證書制度：結合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計畫逐步推動，規劃初階、中階、高階培訓
制度，針對國小低、中、高年級及國中階段不同教學需求，每年定期培訓共200名初階種子師資，並逐年規劃辦
理回流進階培訓課程。    

2.相關師資培訓課程，需融合「國民中小學延伸閱讀補充教材」等教育部研編教材。    

3.建立種子師資獎勵機制：補助種子師資推動閱讀經費，返校辦理該校或區域聯盟推廣閱讀活動。 

(三)評量改進    

定期評量加強閱讀理解測驗：辦理閱讀測驗命題工作坊，提升教師命題能力，結合課程綱要徵求閱讀測驗試
題，擇優編印成冊，上網提供教師參考，鼓勵納入定期評量。

（四）檢測學生閱讀能力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之國語文試題，強化閱讀理解測驗，以了解學生閱讀能力之發展情形，作為閱讀
推動政策之參考。 

（五）協助閱讀不利學生    

結合攜手計畫協助弱勢低成就學生，提供人力資源加強閱讀策略指導，協助其閱讀能力之發展。 

六、表彰績優學校與人員

（一）表彰閱讀推動績優之磐石學校本部研擬閱讀績優學校獎勵辦法，定期表揚全國閱讀推展績優學校單位；
各縣市須依據本計畫同步辦理績優閱讀學校的活動，以鼓舞閱讀活動之推展。

（二）表揚「兒童閱讀史懷哲」人員。遴選推動閱讀有功人員為「兒童閱讀史懷哲」，予以公開表揚，並以代
言人的角色推動兒童閱讀。

七、鼓勵學校及幼稚園推動家庭閱讀

鼓勵「書香家庭」的產生，學校應制訂策略讓家庭投入孩童閱讀，加強宣導家庭親子共讀，結合縣市圖書館及
學校配合推動，建立從小閱讀的習慣與環境。

八、持續推動弱勢學校閱讀計畫

為能瞭解且持續提升偏遠學校閱讀發展之成效，本案將由推動小組持續關注文化資源不足學校之發展，並檢討
經費補助效益，對推動發展不力之學校，必要時由專人到校輔導改進。

九、建置閱讀網路

建置閱讀專屬網站，提供各種閱讀訊息進行知識分享，各縣市也應建置閱讀專屬網站，以建構一個全國性的閱
讀網站平台。

十、強化宣導活動

本計畫要落實需要全體國人都能共同關心與參與，因此將透過各電視媒體、報章雜誌、以及各種公務系統廣為

宣導，希望能夠讓此一具時代教育意義的活動能夠進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成為一個真正能讓孩子感動的活動。 



柒、預期效益    

本計畫之落實執行預期可以獲致下列各項效益

一、量的效益

1.  選出120所閱讀績優典範學校。

2.  招募培養20個故事爸媽團體。

3.  產出閱讀之基礎研究、行動研究達20篇。

4.  辦理全國閱讀高峰會4場。

5.  充實國中小學圖書達3387所。

6.  培訓初階種子師資達1000位。

7.  研編延伸閱讀補充教材達4全套。

8.  徵選增進閱讀策略教案達100個案。

9.  辦理校長閱讀策略推廣研習每縣市每年1場。 

二、  質的效益

1.      學生能養成每日閱讀之習慣，並提高閱讀綜合能力。

2.      教師能具備有效的閱讀指導專業，及激發學生對閱讀之熱忱。

3.      學校能以推動閱讀為核心價值，並尋求策略與資源，並以成為閱讀標竿為榮。

4.      縣市政府能將推動閱讀視為責任及重點工作。

5.      學校的圖書資源能有基本以上的充實，並充分獲得運用。

6.      閱讀基本研究及行動研究能有豐富產出，在地的閱讀經驗能夠生根。

7.      親子閱讀及家庭閱讀能成為社會共識與風潮。

8.      閱讀不利學生能獲得積極性資源協助，提升閱讀整體效能。   

捌、考核及評鑑：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情形，納入教育部對地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項目，評核結果做為增減相關補助款
之參據。

二、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將學校辦理情形納入統合性校務評鑑，評鑑優良者給予相關人員獎勵，列入校長考
績參考；評鑑未臻理想者，列入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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