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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少年閱讀習慣之培養

中正國中努力打造一片讓孩子「樂於閱讀」的沃土，讓閱讀扎根於學生的心靈，成為陪伴孩子終身的習慣。

期盼藉由學校全面且扎實的推動閱讀，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讓孩子能徜徉於浩瀚書海中享受閱讀的樂趣，藉由閱讀豐富生命、啟
發想像力與創造力！

相片攝影:中正國中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壹、閱讀的益處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貳、享受讀書的樂趣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參、提升閱讀風氣：相關經驗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肆、推展閱讀活動的方法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伍、結論 / 廖永靜教授

主編的話

中正「悅讀少年G！」～「悅」讀希望．「悅」讀未來 /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廖達鵬校長

名人看閱讀

卡爾維諾看閱讀 / 卡爾維諾

策略擂臺

中正「悅讀少年G！」～閱讀『 3 L E D︰ Living、Learning、Loving、Enjoy、Develop』 /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林秋雪老師

杏壇尖兵

心靈的窗口—我的閱讀教學經驗 /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方一娟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預測策略融入閱讀教學 /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潘金川老師

報乎你知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101年度教師編採實務研習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協助學生申請公立圖書館借書證 / 基隆市文化局

與您在FB喜「閱」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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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壹、閱讀的益處

廖永靜教授

本文摘要

編按：本文論述公務機關閱讀風氣之培養，全文論點精闢，目標策略綱舉目張，行動內容具體周詳。
對於校園閱讀風氣之培養，亦可有諸多啟發。本文轉載旨在：一來符應本期主題「青少年閱讀習慣之
培養」；再者藉由本文之論點，做為本市各校規劃及經營閱讀風氣之策略方針。

特別感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授權本電子報刊載廖永靜教授大作『論公務機關閱
讀風氣的培養』一文。原文刊載於中華民國100年6月出版之第126期『研習論壇月刊』。

壹、引言：閱讀的益處
所謂：「開卷有益。」「知識可以美其身。」西諺說：「打開一本書，你打開了一個世界。」從古至今，閱讀素
養一直被認為是參與現代社會的先決條件，民眾良好的閱讀習慣是厚實一個國家文化基礎的重要條件。《顏氏家
訓‧勉學篇》說：「積財千萬，無過讀書。」馬英九總統的家訓更富智慧哲理：「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
不空。」
自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 歐洲各地便有所謂「讀書家」（Extensive Readers），以書傳家，家人終身熱愛讀書，
以成為書的專家為榮。現代的人，人人都可成為讀書家，或一個文化人或知性人（Homo Sapiens），這有賴我們
經營一個書香家庭、書香社會，使人民在閱讀中獲得啟發、樂趣與陶冶，而成為有修養的公民。
筆者的出身背景是貧窮農家，也是單親家庭。我就是靠讀書獲得在社會經濟條件上的「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筆者擔任公務人員期間，更把讀書當做是生涯發展的重要歷程。
除了參加銓敘部、人事行政局舉辦的專書閱讀活動與心得寫作，也參加大學正規與非正規的教育訓練，自己也手
不釋卷。對我來說，讀書就是一種生存方式。求知是人生的本能，反過來也能夠改變人生。筆者認為，讀書能夠
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也能使人感受到快樂。無論是迷茫的時候，還是苦惱的時候，書籍都可以給你安慰和答案。
現在讀書，對我來說，是一種學習過程，更是一種享受的經驗。
對政府各機關組織而言，讀書可以提升辦事效率。《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漢紀五十八，記載：初，權謂呂蒙
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
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
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三國時代的孫權，喜歡讀書。他用自己的經驗告訴手下一名大將—呂蒙，讀書好處多多。呂蒙本來是一個目不識
丁的莽夫，沒有什麼學識。當時的魯肅也覺得呂蒙言之乏味，毫無可取之處，非常瞧不起他。孫權曾經召來呂
蒙，勸道：「帶兵打仗要靠智慧，你應該多讀書，充實自己啊！」呂蒙卻說：「我每日忙於管理龐大的軍隊，怎
有閒暇讀書呢？」這是一般人常用的推託之詞。孫權聽了很生氣，「我身為元帥，日理萬機，再忙碌，仍會抽空
閱覽群書，充實知識；難道你會比我忙嗎？」
這一席話使呂蒙醒悟，於是立定目標，每日不忘抽空閱讀。後來呂蒙果然用知識處理軍務。例如，關羽派使者責
備呂蒙為何偷襲荊州，呂蒙反而請關羽的使者幫城中的居民送信給關羽的士兵。關羽的士兵知道呂蒙善待城中百
姓，於是鬥志全無，紛紛投降呂蒙以便和家人團聚。呂蒙後來之所以能夠擊潰關羽，奪取荊州，要歸功於閱讀。
曾國藩是清朝的軍事家、政治家。他曾經說過，「惟讀書能變化骨相。」古人有摸骨看相之說；骨相，也就是一
個人的命運，意思是說只有讀書學習才能改變命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愛德格·富爾（Edgar Faure）撰寫《學
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預言：「未
來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沒有學會怎樣學習的人。」現代人才學中有「蓄電池理論」，認為「人的一
生只充一次電」的時代已經過去，只有成為一塊高效蓄電池，進行不間斷的、持續的充電，才能不間斷地、持續
地釋放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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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可以刺激大腦神經的發展，使大腦不會退化；更能增加個體受挫折的能力，減少心裡因無知而造成的恐懼
感；再者，閱讀是創造健康心智、建立終身學習所需能力的不可或缺條件。在國外有一項針對70歲以上老人所做
的研究，發現沒讀書的文盲得「阿茲海默症」（老人失智症）的比例，比一般讀過書的人高14倍。
林語堂在《讀書的藝術》文章中提到，不讀書的人，就像活在自己的身體監獄裡頭，走不出去。他說：讀書或書
籍的享受素來被視為有修養的生活上的一種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機會享受這種權利的人們看來，這是一種值得
尊重和妒忌的事。當我們把一個不讀書者和一個讀書者的生活上的差異比較一下，這一點便很容易明白。那個沒
有養成讀書習慣的人，以時間和空間而言，是受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錮的。他的生活是機械化的，刻板的；他只
跟幾個朋友和相識者接觸談話，他只看見他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他在這個監獄裡是逃不出去的。可是當他拿起一
本書的時候，他立刻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書，他便立刻接觸到世界上一個最健談的人。
林語堂認為，一個人在12小時之中，能夠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裡生活2小時，完全忘懷眼前的現實環境：這當然是
那些禁錮在他們身體監獄裡的人所妒羨的權利，這麼一種環境的改變，由心理上的影響說來，和旅行是一樣的。
不但如此，讀者往往被書籍帶進一個思想和反省的境界裡。縱使那是一本關於現實事情的書，親眼看見那些事情
或親歷其境，和在書中讀到那些事情，其間也有不同的地方，因為在書本裡所敘述的事情往往變成一片景象，而
讀者也變成一個冷眼旁觀的人。
總之，閱讀的好處，涉及個人利益，因為「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是一切人權的基礎，是公民社會每個公民最該
擁有的基本自由，而讀書顯然是實現這一「自由」的最有效方式。抑有進者，閱讀也涉及國家利益，如果多數國
人不讀書，願意放棄「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那麼這種放棄必然是傷害國家競爭力的。當今社會是一個多元
化、多變的社會，全球化趨勢影響到整個台灣社會，也影響到每一位公務人員的行政作為。做為國家發展的中堅
力量，公務人員更需在閱讀中不斷成長和提升。

點閱:47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0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貳、享受讀書的樂趣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參、提升閱讀風氣：相關經驗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肆、推展閱讀活動的方法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伍、結論 / 廖永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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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貳、享受讀書的樂趣

廖永靜教授

貳、享受讀書的樂趣

讀書的好處多多，不過，要讓閱讀能夠裨益人生，需要能從中找到樂趣，讓閱讀成為生命中重要的事情。

閱讀能否成為一種樂趣呢？「讓工作與玩樂之間的界線模糊，是最高竿的成就。」這是英國歷史學家湯恩

比的名言。閱讀亦然，讓閱讀成為玩樂，乃是智者的作為。郝明義撰《越讀者》一書，書背寫著：「閱讀

不再有網路與書

籍之分，閱讀也不再有博士與高中生之分。這是一個─沒有越界閱讀，就不成閱讀─的時代。」該書的核心

觀念是：「這麼有趣的事情，再晚開始都不遲」。

愛因斯坦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日本教育家木村久一說：「天才就是強烈的興趣和頑強的入迷。」

這些話告訴我們：要想成就自己的學業與事業，就必須培養濃厚的學習興趣。
關於讀書的樂趣，宋朝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在自傳裡有一段極佳的描寫，她的丈夫在太學作學生，每月領
到生活費的時候，他們夫妻總立刻跑到相國寺去買碑文水果，回來夫妻相對展玩咀嚼，一面剝水果，一面
賞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勘各種不同的版本。她在《金石錄後序》這篇自傳小記裏寫道：余性偶強
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
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外憂患困窮而

志不屈。…於是幾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這篇小記是李清照晚年丈夫已死的時候寫的。當時她是個孤獨的女人，因金兵侵入華北，只好避亂南方，

到處漂泊。不過，她仍能在回想中感受那份夫妻共讀的樂趣。

朱熹所撰《北窗囈語》對於讀書之樂，有精闢的闡述。他說：「少年讀經、其功專也，中年讀史，其識廣

也，晚年讀釋典，其神靜也。至若最無聊時讀莊列諸子，不得已時讀屈宋騷經，風雨時讀李杜歌行，愁苦

時讀宋元詞曲，醉中讀齊諧志怪，病中讀內景黃庭，各隨其宜，互得其趣，人生安有一日可廢書哉。」

文天祥的《正氣歌》有「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詞句，而明朝大儒顧憲成

題在東林書院門前的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都在顯示知

識分子透過讀書，體會道德感與責任心。

元朝的翁森寫《四時讀書樂》，特別從春夏秋冬四季的角度，闡明對讀書的樂趣。

春天：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夏天：北窗高臥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

秋天：近床賴有短檠在，對此讀書功更倍。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冬天：地爐茶鼎烹活火，四壁圖書中有我。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讀書的樂趣無窮盡。為什麼書中樂趣足以令許多人廢寢忘食呢？有的人讀地理名勝，可以遨遊天下；有的

人讀歷史典故，可以和古人接心神交。有的人愛好文學小說中，曹雪芹的《紅樓夢》，村上春樹的《挪威

的森林》，高潮迭起的情節，引人入勝，細膩刻化的人物，令人百讀不厭。這些人類的智慧結晶，在讀者

的心海中泛起的陣陣浪淘，激盪心靈，充實思想。

因著作「文化苦旅」、「山居筆記」而聞名的美學家余秋雨，暢談他對閱讀的觀點。他認為讀書可以貫通

古今，能夠為人格打下寬闊的基座，使自己生命無形中擴大。在茫茫的世界、漫漫的人生中，一個人只有

通過讀書，才能和「我的生命」發生真實的關係。

王佐良先生翻譯的《論讀書》中提到：

「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長才。」能把自己所學的知識，與今日世界、現實人生、自然萬象貫

通，運用於生活、人生，才真是領略讀書的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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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一位真正能從閱讀中獲得內心滿足與樂趣的榜樣。他在2007年6月29日北京中央電視台3套播出的

《藝術人生‧走進金庸》節目中，節目主持人朱軍與金庸有一段關於讀書的對話，聽來讓人饒有興緻。現場

記者引述如下（方菲，2007）：

朱軍：您寫了一輩子書，今天您怎樣評價讀書？

金庸：讀書是人生最大的樂趣。

朱軍：如果有10年時間讓您重新選擇生活，您怎麼選擇？

金庸：如果這10年中，一種是讓我坐牢，但是給我書看；另一種我有自由，但是不讓我讀書，我選擇第一

種，在牢中讀書。

朱軍：如果請您給今天的年輕人一句期待，您說什麼？

金庸：希望年輕人養成讀書的好習慣。只要學會讀書，人生中遇上點挫折、不如意，都不會放在眼裡了。

閱讀常常會帶給人許多感動以及力量。「書讀完之後，留在心中的故事依舊不會消失，還是可以一再把喜

歡的場景取回重溫。像這樣鼓勵自己，就能繼續邁向下一個故事哦。」（引自野春美月，2009， 《文學少

女－懷抱花月的水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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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參、提升閱讀風氣：相關經驗

廖永靜教授

參、提升閱讀風氣：相關經驗

北宋詩人黃庭堅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見《黃庭堅文集》）。

其實，許多人自從學校畢業之後，就很少再翻書閱讀了。

所謂：「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來冬又至，不如等待到來年。」這是不喜歡讀書的人的藉口。

台灣的上班族讀書嗎？ 《今周刊》為了解台灣上班族讀書的狀況，特別委託「波仕特線上市調網」，針對25歲至65歲上班族，

調查2010年的讀書狀況。回收有效樣本為1,634份，調查時間為2011年1月24日至 1月26日，在95%的信心水準下，正負誤差為

2.42%。調查結果顯示，上班族去年每人平均讀了10.6本書，7%的受訪者甚至讀超過30本以上，幾乎每11天就讀一本書。在忙碌

的工作之餘，幾乎每個月還維持讀將近1本書的習慣，雖然相較於日本上班族去年每人平均閱讀18.4本書少了一些，但是已經相

當難得。事實上，86.2%的受訪者希望多看一些書，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想讀書的原因最主要是想「充實知識」，其次單純是

因為「喜歡讀書」。但是沒辦法多讀書的3大理由，除了「沒有想讀的書」和「沒時間」之外，「買書太花錢」也是主要理由之

一，因此雖然去年平均每人讀了大約10書，但平均買的書只有5.9本（孫蓉萍，2011）。

當今一些公務人員很少乃至根本不讀書，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社會整體閱讀率本身相對不高。近年來，台灣的國民閱讀率持續走

低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一方面，無疑在於隨著網路時代的快速到來，愈來愈多的人逐漸習慣從網路獲取資訊，而在網路上逗留

難免會相對減少或擠佔在書桌前靜心閱讀的時間。

因此， 提升讀書風氣是有必要的。大陸在2010年4月19日公布第7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發現：每人平均每天讀書不足15分鐘。

美國國家人文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在2007年11月公布一份報告，《看，還是不看》（To Read or
Not to Read）該報告指出，美國整體閱讀量降低，閱讀能力亦降低了。尤其大學畢業、閱讀能力熟練的成年人，閱讀率更下降到

只剩31%。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的報告便強調閱讀帶來的社會效益：經常閱讀人文或文學圖書的人（Literary readers）更喜歡參

觀美術館，更關心天下大事，更樂於在總統選舉中投票，並參與更多的公益性活動。

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主席達納‧喬亞（Dana Gioia）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認為，一方面是因為網路等數位產品所起的興趣和

時間上的分流作用，另一方面，學校在培養閱讀文化上是失職的。喬亞還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媒體不認同、不欣賞，或是不探

討閱讀、文學以及作家的社會」。喬亞稱，閱讀的衰落「或許是美國最重要的社會─經濟課題」，他呼籲「在我們的兒童教育，

特別是高中和學院教育的方式上做出改變，我們需要重新把閱讀和快樂、啟蒙聯繫在一起」（Rich,2007）。
據報導，日本人現在越來越不愛讀書，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為了防止日本人閲讀習慣直直落，要求副知事豬瀨直樹成
立提振閲讀對策小組，並且要求從公務人員開始多讀書。

日本共同社報導說，一份對東京都政府公務人員所進行的調查發現，在最近一個月裡，大約12%的公務人員，一本書都沒讀，顯

示政府公務人員不讀書的問題也很嚴重。石原慎太郎說，可能是因為現代媒體多樣化，使得日本人越來越不愛讀書，他希望對策

小組能夠提出實際有效的對策（中廣新聞網，2010）。

英國曾在1998年9月至1999年8月，推動閱讀年活動，藉著閱讀年的推動，改變英國人對於閱讀的態度，重拾閱讀的樂趣，「打

造一個舉國皆是讀書人的國度」。BBC廣播公司在2003年曾舉辦過一次「大閱讀」（The Big Read）活動，相當成功，也連帶使

國內的聯合報系在2004辦過類似的「最愛100小說大選」，兩者對經典文學的閱讀和推廣，皆頗具貢獻。

美國柯林頓總統時代，推動「美國閱讀挑戰」運動；布希總統時代則實施「閱讀優先」方案。2006年，美國「國家人文藝術基金

會」（NEA）也開始推廣美國的The Big Read活動，雖然方式仍以美國近年來普及的「社區共讀一書」活動為基礎，與BBC的票

選文學經典好書略有不同，但目標都在提振民眾對文學閱讀的熱心。促使NEA舉辦「大閱讀」的關鍵，在於NEA的文學組與美

國國家普查局合作完成的一篇名稱為〈閱讀的危機：美國文學閱讀的調查〉（Reading at Risk：A Survey of Literary Reading in
America 2004）研究報告。這份報告以17,000個調查為樣本，顯示的結果有3大重點：

第一，不到一半的美國成人還會閱讀文學作品（指傳統的小說、散文、戲劇和詩集等）。第二，過去10年來，美國成年人每年能

閱讀任何1本書（只要1本書）的人數，已減少7%。第三，各年齡層的文學閱讀人口皆在衰退之中，特別以青少年最為嚴重。憂

心於此種現象，NEA乃尋求合作夥伴，如「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學會」（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簡稱IMLS）和「中西部藝術基金會」（Arts Mid-west）等機構的合作，共同發起全國性的「大

閱讀」活動，以促進文學閱讀的復甦，期使文學作品成為美國大眾文化的一環，倡導民眾從閱讀文學中得到樂趣（pleasure）和

啟蒙（enlightenment）（王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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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逐漸重視公務機關讀書風氣的提升。巴西南部南大河州城市南卡修耶拉的市長馬龍．山多士，從2005年7月開始實施一

項規定，強迫市政府內的140名公務人員，每月至少得看1本書。山多士解釋自己身為公民，對付薪水給一群「不做事，沒有用，

甚至連一本漫畫都沒有看過的公務人員」的情形，實在看不過去，所以才會實施這樣的規定。在面試求職者時，市長山多士都會

問對方是否願意養成閱讀的習慣，若答案是否定，就一定不會被錄用。市長表示，這是僱員與裁員的標準之一。每看完1本書，

公務人員都必須寫心得報告，然後交給行政管理處，由專人檢查內容是否有抄襲同事或從網路下載。

強制性閱讀的措施實施6個月後，山多士認為市府公務人員之間的辦公效率已明顯提高，將最初與現在的心得報告相比較，也可

以感覺到的確有進步。而且公務人員的態度也變得較和氣，思考與採取決定的能力都大大提高。該市政府的公務人員也承認，剛

開始時，覺得市長的規定很奇怪，但現在他們已經很能適應，而且還提高閱讀的興趣。例如只有高中畢業的辦公室助理海娜妲．

多連斯，現在已經不再只限於看花邊新聞，而喜歡將報紙從頭看到尾（資料來源：2006/02/04大紀元時報）。

中國大陸的上海市政府推出《市級機關創建學習型機關評價指標體系(試行)》，其中的「讀書指標」規定：「機關成員每人每年

閱讀6至12本書，每週閱讀時間為7至10.5小時」。根據指標體系規定，機關要提供一批讀書書目，滿足不同群體的學習需求。而

機關成員每年的閱讀量也要達到6至12本書，每週閱讀時間為7至10.5小時。此外，指標還規定，有關部門需安排必要的經費用於

學習型機關創建工作，每人每年用於學習性的支出不少於300元。

除了書本學習外，還鼓勵機關成員參加線上學習。據介紹，上海海關早在2005年，就開發、應用了歸類、審單、法律法規和查驗

4個初級專案，逐步實現「網路學習、離線訓練、線上考核」。

至今全海關已有22個單位的1,000多名海關人員運用系統進行訓練，800餘人通過考核（引自：www.jiyifa.com）。

在台灣，主管機關對於公務人員閱讀活動的提倡，也是不遺餘力。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17條規定，各主管機關得視業務實際

需要協調國內外學術或其他機構，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機會。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第24條規定，本法第17條所稱

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機會，指各主管機關得主動或協調國內外學術或其他機構，提供以下終身學習措施：

一、建立學習型組織。

二、塑造組織終身學習文化。

三、結合公私部門辦理有關終身學習活動。

四、建立與充實終身學習資源網路。

五、其他有關終身學習活動。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設置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站，其設置宗旨：為豐富公務人員學習資訊，促進知識交流與分享，提供公務人員多

元化且具高效益之學習環境；利用網路資訊科技匯集產、官、學、研等機構之教育學習資訊與內容，提供給公務人員多元、自

主、彈性、開放、活潑、效率、高品質的學習環境，期使增加公務人員參加學習與汲取新知的機會，以塑造優質的公務人力。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設置「e學中心」，提供公務人員全方位數位學習課程，包括組裝套裝課程、公共論壇、線上

讀書會等。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的「e等公務園」，提供公務人員在網路上進行數位學習活動，包括各類課程、政策論壇和

讀書會。國家文官學院也開設「文官e學苑」，舉辦圖書導讀會及鼓勵公務人員依書目撰寫心得投稿；推行「每月一書」活動，

鼓勵公務人員勤於閱讀有益之圖書，每月至少閱讀一本書，並撰寫閱讀心得與他人分享。

針對公務人員閱讀活動的推展，考試院制訂《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其實施辦法為：

一、辦理「每月一書」遴選活動。

二、辦理導讀會、讀書會、與作者有約、人文講堂或主題書展等活動。
三、辦理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觀摩活動。

四、辦理讀書會領讀人培訓。

五、世界咖啡館工作坊等合作共學分享技法之培訓。

六、辦理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

七、辦理專書導讀文章及心得寫作競賽得獎作品分享活動。

凡所關注者必擴大。心理學家A.Maslow說過，心若改變，你的態度跟著改變；態度改變，你的習慣跟著改變；習慣改變，你的

性格跟著改變；性格改變，你的人生跟著改變。當政府重視公務人員閱讀活動，將能帶動公務機關的讀書風氣，增進知識財產的

寬度與深度，改善為民服務的態度與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與效能，讓閱讀的好處，遍及公務人員，當然間接的也讓民眾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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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肆、推展閱讀活動的方法

廖永靜教授

肆、推展閱讀活動的方法
政府要提升公務人員閱讀風氣，有兩條軌道：鼓舞公務人員閱讀動機與塑造閱讀環境。
一、鼓舞公務人員閱讀動機

公務人員閱讀行為的養成，有兩種機制：外控與內控。外控是要讓公務人員避免被懲罰的痛苦，而內控則是讓
公務人員自發性的產生獲得快樂經驗的驅動力。
先談外控的力量。政府主管機關要求公務人員閱讀，主要的外控力量是明令規定、考績加分、研習時數管控
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19條規定：「各機關學校應將公務人員接受各項訓練與進修之情形及其成績，列為
考核及陞遷之評量要項，依專才、專業、適才、適所之任用本旨，適切核派職務及工作，發揮公務人員訓練及
進修最大效能。」
為了能夠有效管控公務人員的進修情形，行政院在民國96年通函規定，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
習時數自97年1月1日起，提高為40小時，其中數位學習時數不得低於5小時，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不得低於20
小時。若是政府認為閱讀是公務人員提高文化水準與人文素養的必要條件，可能以行政命令規定公務人員的閱
讀量。
其次， 談內控的力量。如何提升公務人員閱讀動機，透過心理激勵的機制，似乎比施加強制力量更為重要。內
控的力量，是讓公務人員產生一種自覺，將閱讀當做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成人的閱讀與學習，需要讓他們覺得
有需要（felt needs），才會去做。我們需要去了解他們到底期望甚麼。成人教育學家Rogers（2003）認為成人
學習有4種動機：(一)象徵的動機（symbolic motivation），他覺得別人都在閱讀，我好像被摒除在外，地位上
略遜一籌； ( 二) 工具的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他覺得若是我不學習，那我將無法在工作上應用自
如，許多新方法我都不會，會被淘汰；(三)機會的動機（opportunities motivation），他覺得若是我不閱讀，接
下來許多機會我將會喪失；(四)接近的動機（access motivation），他覺得我若是不閱讀，我將無法進一步接近
相關的學習機會（筆者按：因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Wigfield 與 Guthrie（1997），將閱讀動機分為11個向度，包括為了閱讀的效能（reading efficacy）、為挑戰而
讀（challenge）、因好奇而讀(curiosity)、因投入而讀（involvement)、因重要而讀（ i m p o r t a n t ) 、為認同
而讀(recognition)、為成績而讀（grades)、為競爭而讀（ c o m p e t i t i o n ) 、為社交而讀（ s o c i a l ) 、為順
從而讀（compliance)、為逃避而讀（reading work avoidance）。
公務人員是知識份子，是具有高度成就動機的人。研究指出，專業的工作人員喜歡閱讀與工作相關的書籍，而
一般業務員較喜歡輕鬆型的書籍，二者之差別主要在於是否工作上有需求（Ronami, 1973）。大前研一
（2006）指出，能控制感情，以理性行動；擁有比以往更高超的專業知識、技能和道德觀念；秉持顧客第一的
信念；好奇心和向上心永不匱乏，加上嚴格的紀律，這樣的人才可稱為專業。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說過，面對自己不曾遭遇的事物時，應該先停止用過去的價值觀和知識做判斷，而以懷疑的精神與其
對峙。此時，從專業圖書找尋答案是必要的。
Maslow（1968）認為，一個受過教育，啟蒙層次高的人，是一個自我實現者。自我實現者是健康的人，心理
少有自我衝突，充滿信任，善良和美；會照顧自己，又擁有愛心。他們從幫助他人中得到快樂，對他來說無私
的行為就是自私的。自我實現的人會享受生活，欣賞生活，他們通常十分像孩子，有好奇心，對整個人類充滿
一種很深的歸屬感。他們能客觀的對待事情，並以問題為中心，而這需要使人與問題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他
們自發地做他們想做的，換言之，他們很有覺知。所以，有必要讓公務人員基於興趣、自覺與自由的態度進行
閱讀。
二、塑造閱讀環境

機關閱讀風氣的養成，對於公務人員的閱讀動機，將會產生重要的激勵力量。孔子曾云：「三人行，必有我
師」。戰國時代的儒家學者荀況說︰「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語出《荀子．勸
學》）。說明學習環境對學習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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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M. S. Knowles於1970年提出學習情境的概念之後，成人教育者便已知覺情境對於學習所造成的影響。根據
White（1972）的研究指出，學習者的學習成就中，有75%取決於學習動機、學習的意義性和記憶，其餘的
25%則取決於學習情境所帶來的效果。由此可知，成人教育活動是否能夠成功，將受到提供給學習者的設備和
學習環境之影響。因此，行政機關可以透過共讀風氣的培養，鼓舞公務人員閱讀動機。到提供給學習者的設備
和學習環境之影響。因此，行政機關可以透過共讀風氣的培養，鼓舞公務人員閱讀動機。
首先， 可以成立讀書討論會（book discussion club, book discussion group），或簡稱讀書會（reading group,
book group, book club）。讀書會是自發性的讀書小組，它可以由任何人發起組織。讀書會成員選擇1本或多本
共同感興趣的書進行閱讀，或是共同欣賞電影，然後定期聚會，發表心得，暢所欲言，抒發己見。讀書會不僅
是一種讀書活動，也是一種社交活動；它既能促進人際間的語言文化交流，也能強化人際間的社會交往。聚會
方式與地點可以在自家、書店、圖書館、網路、咖啡館或餐館。筆者在擔任行政主管期間，曾經在本單位推行
讀書會活動，除了針對大家共同閱讀的圖書，提出心得分享與討論之外，也邀請奉派去進修與受訓的同仁報告
學習感想。筆者發現，知識就像水，可以在同仁之間流動。
其次，可以策劃推動網路共讀活動。一種被稱為《未來教室》的設計，那是沒有一個叫「教室」的場所，任何
地方都能是進行學習的教室。未來的教室就是自己的房間桌上的電腦、社區資訊中心的電腦、或是手上的那台
PDA。每天就利用這個工具連上網際網路，和同在線上的同事們、夥伴們、老師們道安，將共同閱讀的電子
書、短片，傳至自己的工具中，並進行播放，閱讀或觀賞完之後，和大家來場線上即時討論。今天要學習的目
標，請大家連線至哪一個網址、或是資料庫、或是數位檔案進行閱讀，並在閱讀完之後跟同學、同事分享你的
閱讀心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提出一種創新構想，設計一種類似《未來教室》的平台，也就
是讀書會網站（http://www.rad.gov.tw/sys/approve/movie.php），提供指定之圖書、影片，公務人員可以撰寫讀
書心得發表，相互欣賞。
閱讀要能擴大成效， 需要「學伴」，透過討論，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J. A. Comenius認為，學生將從教導別
人與被別人教導中受惠。羅馬哲學家Seneca認為，當你教導別人時，你將獲得雙倍學習效果。就說話者與他人
的連結部分，他本身即是教師，提供思想與他人參考，而別人的回饋，又讓他有機會當學生。這是一種雙重的
學習歷程，而學習效果是3倍的（引自Tinzmann, Jones, Fennimore, Bakker, Fine & Pierce,
1990）。又，在與他人的連結中，創造了網絡形狀的人際關係，其中不只是認知或理性的關係，也是友誼的、
感性的關係。在一個合作氣氛的脈絡中，團體成員可以一起閱讀、寫作、討論、發表心得，這樣能夠使學習者
積極致力於意義的建構（Tharp & Gallimore, 1988）。在合作團體中，學員更有學習的內在動機，對問題或主
題的思考更仔細，會考慮別人，照顧別人，也可以紓解情緒，促進心理健康（Wood, Bruner, & Ross, 1976）。
第三， 可以設置圖書館或圖書室。美國副總統高爾（Al Gore）在2000年美國圖書館學會（美國圖書館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演說中指出：「感謝圖書館提升人民精神層面，因為圖書館與閱讀推廣密
不可分，也是最關鍵的角色。」說中指出：「感謝圖書館提升人民精神層面，因為圖書館與閱讀推廣密不可
分，也是最關鍵的角色。」
目前政府各機關推動公務人員閱讀風氣，交由人事管理部門負責，但是實際上是以將「專書閱讀獎勵」的公文
承上轉下的作法居多。閱讀的推動，不能流於形式，應回歸公務人員閱讀興趣的激發、閱讀習慣的培養、閱讀
能力的增加、閱讀品味的提升及閱讀障礙的克服，讓閱讀能真正成為公務生活中的重要元素，而非只是舉辦例
行活動而已。
所以，政府機關可以設置圖書館，讓人事管理部門可以結合圖書館管理的專業，推動閱讀風氣。
茲以日本政府為例，30幾個行政、司法各部門都擁有圖書館，而且這些圖書館都屬於國會圖書館的支部圖書館
（即分館之義，如國會圖書館支部防衛廳圖書館、支部大藏省圖書館、支部文部省圖書館等），各支部館長皆
由國會圖書館館長任命，這確保各部會圖書館不會因首長不重視而被裁徹，也能使各部門圖書館，得到國家級
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等於國家圖書館）的支援，並能與其他部會機關圖書館相互合作而發揮更大的功能。
機關內如設有圖書館（室），對提倡員工閱讀風氣，落實公務人員休閒活動甚有助益（王岫，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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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壹、閱讀的益處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貳、享受讀書的樂趣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參、提升閱讀風氣：相關經驗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伍、結論 / 廖永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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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伍、結論

廖永靜教授

伍、結論

當今各國政府莫不重視國家競爭力。20世紀80年代，面對資訊技術及其產業的飛速發展，艾文‧托佛勒提出

了《第三波》（The Third Wave）概念，預測資訊時代來臨。隨後於90年代初期，西方社會學界和未來學界

提出了知識經濟的概念，例如，OECD的1996年度科技發展報告，提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概念。隨後，

此思想開始廣泛傳播，成為一種熱潮。世界銀行也鍾情於知識經濟，甚至要將世界銀行變成「知識銀

行」。以知識與資訊決定一國的國力，代表的是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傳統的經濟發展因素在新經濟的挑戰

下，將不再是決定一國經濟是否良窳的主因。

上一世紀，世界各國在軍事、經濟、政治上較勁，20世紀末，歐美強權已把競爭舞台移到教育與文化。21
世紀是知識經濟、新經濟時代，誰能掌握知識、發揮智慧，就是最大贏家，而閱讀是最快掌握知識的方

法。

林語堂說過，「讀書是文明生活中所共識的一種樂趣」。不過，隨著知識不斷日新月異、社會環境愈加多

元多樣，閱讀不只是一種樂趣，同時是一種能力，其重要性也就愈來愈被突顯出來。公務人員透過閱讀，

可以變化氣質、改善服務態度、增加專業知識及提升辦事效率。當閱讀已經成為全球化運動的此時，我國

政府有必要積極推動公務機關的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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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壹、閱讀的益處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貳、享受讀書的樂趣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參、提升閱讀風氣：相關經驗 / 廖永靜教授
論公務機關閱讀風氣的培養---肆、推展閱讀活動的方法 / 廖永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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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中正「悅讀少年G！」～「悅」讀希望．「悅」讀未來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廖達鵬校長

杜威曾說：「閱讀是一種探險，如探新大陸，如征新天地。」閱讀讓孩子擴展視野，認識自己
與世界，在閱讀歷程中體驗人性的良善，進而成長茁壯。

 
處於國中階段正值青春狂飆期的孩子，家庭部分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情況日益嚴重，或雙薪家

庭父母皆忙於工作，家庭教育功能不彰，而外面社會環境的不良誘惑越來越多，課業壓力又越來越
大，要如何培養國中孩子持續閱讀的習慣？要如何讓國中的孩子對閱讀產生興趣及熱情？實在是我
們國中教育的一個重要課題與任務，而且我們責無旁貸！

 

中正國中這些年致力推廣閱讀教育，榮獲100年教育部閱讀磐石獎的肯定。我們致力於學校閱
讀環境的營造，讓校園處處可閱讀，並且持續發展閱讀教學策略，讓閱讀不只融入教學，更要成孩
子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學校同時提供多元的、豐富的閱讀素材及資源，讓不同的孩子，都能找到適
合自己的讀物，找到閱讀的樂趣，讓每個孩子都是喜歡閱讀的「悅讀少年G」！期盼孩子在享受閱
讀的同時，可以找到人生的目標與價值、看到未來的方向、並擁有面對未來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夠
「悅」讀希望、「悅」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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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卡爾維諾看閱讀

卡爾維諾

「在青少年時代，每一次閱讀就像每一次經驗，都會增添獨特的滋味和意義。
……青少年的閱讀可能（也許同時）具有形成性格的作用，
理由是它賦予我們未來的經驗一種形式或形狀，為這些經驗提供模式，
提供處理這些經驗的手段，比較的措辭，把這些經驗加以歸類的方法，價值的衡量標準，美的範
例。」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為什麼要讀經典》（Why Read the Classics?）
轉引自：用想像力遇見永恆的經典  文／青少年文學評論家、教授 張子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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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中正「悅讀少年G！」～閱讀『 3 L E D︰ Living、Learning、
Loving、Enjoy、Develop』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林秋雪老師

                      

   
   中正國中努力打造一片讓孩子「樂於閱讀」的沃土，讓閱讀扎根於學生的心靈，成為陪伴孩子終
身的習慣。期盼藉由學校全面且扎實的推動閱讀，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讓孩子能徜徉於浩瀚
書海中享受閱讀的樂趣，即使面對課業壓力，也能對閱讀產生熱情，藉由閱讀豐富生命、啟發想像
力與創造力！
一、整合全校的力量建立閱讀文化，讓閱讀不侷限在圖書館，營造書香校園。

本校為山坡地形，圖書館位於行政大樓的四樓，是全校的最高點。但閱讀不應受現實環境
限制，我們透過各領域教師認養校園佈告欄，建置校園各「領域悅讀角」，並在每個班級教室內
建置「班級悅讀學習角」，活化校園閱讀空間，猶如把圖書館開到各班教室及校園各個角落，營
造校園處處有書香的環境，讓學生處處可閱讀、人人有書讀，建構優質的校園閱讀風氣。並建置
「行動書箱」，將藏書主動送至各班，提供多元的、豐富的閱讀資源及素材，讓不同的孩子，都
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讀物，找到閱讀的樂趣。

(一）「悅」讀光廊：於校園各佈告欄建置各領域「悅」讀學習角，延伸閱讀的空間，營造
處處可「悅」讀的書香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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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班級「悅讀學習

角」，營造班級閱讀的書香環
境，帶動學生閱讀風氣：

1.建置班級「圖書寶庫」
（1）「行動書箱」：本校

圖書館發出至各班，豐富「班級
圖書寶庫」藏書。

（2）「拋磚引玉」專案：
發起學生、家長及老師捐書活
動。

（3）班級「書香天使」：
建置「班級圖書清冊」，維護班
級圖書，管理同學借閱。

2.舉辦班級「悅讀學習角」
營造競賽

（1）「書香天地」：新書
介紹、佳文共賞、名言錦句、學生閱讀心得作品。

（2）建置「班級圖書借閱登記表」：班級圖書充實、借閱踴躍且管理妥善。
 二、「晨光序曲」晨讀活動，揭開一天閱讀的序幕

洪蘭教授提出「閱讀是習慣，不是本能。從實驗得知，晨間閱讀是最有效的，每天
晨讀十分鐘，開始一天的學習之旅，將會改變孩子的一生。」而且從美國、日本到韓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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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推行「晨讀10分鐘」運動，發
現學生不僅成績、寫作力提升，認
識社會的能力，邏輯思考力，語言
表達能力也都得到增強。

本校決定閱讀教育要先從推
行「晨讀10分鐘運動」做起，因為
很多的孩子放學後要去補習，或忙
於準備隔天的考試，平日其實並沒
有閱讀的時間及習慣。「晨讀」是
國中孩子閱讀的開始，若學校沒有
「晨讀」，大部分的國中孩子可能
根本就沒有閱讀，就遑論提升閱讀
的量與質，所以無論如何「晨讀」
一定要做！

在推行「晨讀運動」之前，
各班早自習時間幾乎都是安排考試，要導師早自習給學生閱讀不考試，老師們擔憂考試時
間減少，學生成績便可能會退步，該如何向家長交代？因此老師有很大的顧慮。學校必須
透過不斷的理念宣導與溝通，最後和老師取得共識，七年級一週至少進行三天晨讀，八年
一週至少進行兩天晨讀，九年級則由各班彈性實施。

三、重

視教師閱讀
教學專業發
展，培訓校

內閱讀種子
教師，以兼

顧閱讀教育
推廣之質與
量，並藉由
多元的閱讀

教育主軸，
增進學生知
識、技能與
情意等各層
面發展及成
長。

藉由校內教師

同儕間的互動且與
校際楷模學習，激

勵教師的專業發
展，全校教師均參與閱讀教育之推廣，每位老師都是學校閱讀發展的關鍵推手。由導師規劃各
班的晨讀及閱讀活動，由國文老師落實閱讀指導課，由數學及自然領域推廣「科普閱讀教
育」。

國中青春期的孩子正處於迷航的路上，近年自殺、憂鬱的比例逐年攀升，同儕霸凌事件有
增無減，學校教育不能只重視知識及技能，本校閱讀教育結合學務處推廣「品德閱讀教育」及
輔導室推廣「生命閱讀教育」，透過閱讀激發孩子內在的長處和品德，期盼孩子在享受閱讀
中，培養積極正向的人生觀，找到人生的價值及方向，建立自尊且尊重他人。

（一）設置閱讀拖動教師：規劃學校閱讀教學計畫及策略，專職教授閱讀指導課程，落實閱讀教
育。
（二）「悅」讀引導課程：全校各領域教師於學習課程融入閱讀引導，激發學生閱讀動機，並教
導學生有效的閱讀及深度閱讀。

1.開設「閱讀指導課程」：由教務處於七年級學校彈性課程時間，開設「閱讀指導課程」，每週
一堂課，進行閱讀策略及閱讀方法指導。
2.各學習領域課程融入閱讀：將各「重大議題」融入學習領域課程，進行與學習領域課程相關的
書目或文章之閱讀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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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規劃「悅讀少年G」推廣閱讀系
列活動，提升閱讀風氣。持續輔導學生
進行閱讀活動，讓孩子成為閱讀推動過
程中的主角，將閱讀內化為學習及生活
的一部分。
(一)「悅讀少年G」護照認證。
  (二)「悅讀少年G」閱讀心得寫作比
賽。
 
五、整合學校、家長及社區資源共同推

動閱讀，增加閱讀教育推廣參與的面
向。

(一)舉辦「與作家有約」活動︰
    開放家長及學生參加，家長與孩子可
以沉浸在與作家筆墨之外的交會，可增加
家長與孩子閱讀興趣與經驗的交談，並透

過作家的分享及帶領，增進家長對閱讀
教育之認知，提供家庭閱讀的策略與具
體可行方式，提升家長營造家庭閱讀的
能力，將閱讀融入在家庭生活中， 
以推廣家庭親子共讀。
(二)辦理「圖書館課後閱讀」活動：
    現今單親家庭和隔代教養情況日益
嚴重，雙薪家庭父母又忙於工作，許多
家庭無法給予孩子良好的閱讀環境，而
社會不良誘惑越來越多，以致孩子放學
後到街頭晃盪，甚至進出網咖等不良場
所。我們認為「愛閱讀的孩子不會變
壞」，本校於放學後繼續開放學校圖書
館，辦理圖書館課後閱讀」活動，由志
工陪伴孩子留在學校圖書館閱讀，也可
以介紹好書給孩子。整合學校、家長及
社區資源，一同「用閱讀來陪伴孩子成
長」，讓家中沒有閱讀資源的孩子，在放學後也能持續閱讀，培養孩子閱讀習慣及興趣。

點閱:42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0 期
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di30qi/ce-e-lei-tai/%E9%96%B1%E8%AE%80%E5%B0%91%E5%B9%B4G.jpg?attredirects=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di30qi/ce-e-lei-tai/%E9%96%B1%E8%AE%80%E5%B0%91%E5%B9%B4G.png?attredirects=0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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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期

杏壇尖兵

心靈的窗口—我的閱讀教學經驗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方一娟老師

    「閱讀」在我的成長路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從書中汲取不同的生命經驗與知識外，也釋放了許多壓力和情緒。課堂
上，我常用「腹有詩書氣自華」來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態度和能力。所以，當學校幾年前成立各類社團時，我就毛遂自薦擔
任「閱讀社團」的指導老師，因為我深深認同推行閱讀教育的重要性。曾大力推動兒童閱讀的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指出：「閱讀是教
育的靈魂。」而啟動英國閱讀年的前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David Blunkett）也曾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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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們的心靈的，莫過於學習閱讀」唯有透過閱讀，學生才能擁
有終身學習的可能。

     不過，熱愛閱讀和「如何教」閱讀是二回事，於是整個暑假我幾乎
是由零開始去涉獵國內外各種閱讀教育的書籍和教案，越深入研究也越
加瞭解推動閱讀對台灣教育的影響有多大，原本還有「別人悠閒地過暑
假，我幹嘛要這麼累呀?」的抱怨，也轉變為專業學習精進的喜悅和期
待。這期間，我發現學習「閱讀策略」很重要，它是教導孩子如何閱讀
書本的一把鑰匙，因此，開學前我便完成包括推論、預測、選取、綜
合、心智圖……等閱讀策略教材，除了在社團教授外，我也在自己任教
的班級實施，每星期一到二節的閱讀課就成了學生們最期待的課程。
 
    首先，我會製作一張「閱讀習慣調查表」讓學生填寫，了解每個孩
子在閱讀方面的先備認知及條件。再請每位學生準備一個資料夾，以便
存放所有閱讀策略的講義資料與作業，成為他們個人的一本「閱讀學習
檔案」。另外，每次上完閱讀課必須繳交一篇「學習心得」，自我檢視
學習成果，甚至是對老師教學上的建議，從學生的回饋中，我也不斷改
進教學方式，真是體會到「教學相長」的道理了。
    除了策略理論的說明外，我蒐集許多動態繪本、廣告、短片、電影
片段……等加入PPT中，增加學生的興趣及專注力；將學生分成小組，利

用學習單讓各組討論，大家腦力激盪出來的成果，往往令我對他們的想像力與創意感到驚喜，誰說現在的孩子學習力不佳呢？要用
對方法去引發吧！
 

  這些策略的學習也被我運用到國文教學當中，國文課不再只是單純的講授課文，而是讓學生成為主體，不斷透過提問方式，引
導他們思考，選取關鍵句或綜合文章重點，他們也能夠畫出心智圖，釐清文章結構。常常在上課中分享自己看過書籍的心得感想，
或述說書中精彩的片段卻故意不說結局，學生常會因此好奇而去找那本書來看。同時，配合所教到的作家，每個月會請學生閱讀一
本那位作家的作品，然後完成閱讀心得報告，如此一來，每個孩子一學期至少都能認識三、四位不同的作家。曾經有學生很興奮地
跟我說：「老師，我用你教我們的方法去看朱自清的書，發現我都能看懂耶！」這是對我莫大的鼓勵呀！
     國中升學考試壓力大，但本校仍大力推行閱讀教育，一星期至少三天的晨讀，希望養成學生的閱讀習慣，提升全校的閱讀風
氣。每班都設有一個書櫃，除了導師從圖書館挑選的四十本書外，學生們也可以捐書，讓更多同學能閱讀好書。我會隨時抽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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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閱讀哪一本書，並詢問他們讀到什麼？(當然，要讓他們心服口服
回答，我也必須先看過班上每一本書才行！)逐漸地，本班喜歡閱讀的
孩子越來越多，也常常互借書籍，彼此分享感受。
校長對閱讀的重視更是親力親為，他自己挑選十多篇不同的文章，由各
班輪流閱讀，每天我會利用十分鐘請幾位同學上台分享讀後心得，剛開
始沒有人自願，必須用座號順序來指定，但日積月累下來，我發現自願
上台分享心得的孩子多了，更有些孩子會利用下課時間來跟我說：「老
師，我可不可以跟你說這篇文章的心得？」每每令我感動！
   
     閱讀能力的培養是目的也是手段，不僅有助於學生在認知、理解
及其他領域的能力，更能開啟通往世界的窗口，與國際接軌。閱讀教育
這條路，儘管我仍走得顛簸，但仍會繼續充實專業上的不足，讓師生都
沉浸在豐富浩瀚的書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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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預測策略融入閱讀教學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潘金川老師

l          閱讀策略的重要
閱讀策略是一套幫助讀者理解篇章的閱讀方法，若讀者有意識地使用，可促進對文章內容的理

解。學生在閱讀時，指導他運用不同的理解策略，能增加學生閱讀的興趣、邏輯思考與問題解決能
力、並培養其獨立閱讀能力。國內學者提出的閱讀教學策略有︰預測、連結、提問、圖像化、推
論、找出重點、摘要、統整、理解監控等策略，以下便針對「預測策略」分享我在閱讀教學上的經
驗。
 

l          預測策略
推測文本接下來的發展，並非只是隨意的猜一猜，而是根據線索或先前閱讀過的訊息，以及跟

訊息有關的知識背景去推測作者或書中人物的想法情感及行動。藉著在閱讀中找線索並證實自己的
預測而增加學生的成就感；若預測與結果是不相同的也會增加挑戰性。不但使閱讀產生焦點也會增
加閱讀的樂趣，更能引起想要一覽全文，一探究竟的動機。

(一)預測的目標：主要是在閱讀時形成對
文章理解的假設。
(二)預測的歷程：
1.先形成假設
2.帶著假設閱讀文本
3.找尋資料驗證假設
4.再次形成假設
(三)可以從以下四方面指導學生進行預測
練習：
1.書名和副標題 
2.目錄主標題和子標題
3.封面插圖和內頁插圖
4.書中內容
（四）為什麼要做預測練習
1.可連結同學的舊有經驗，讓同學閱
讀時，能根據背景知識來預測答案，較能
進入文章內容（引起學習動機）。

2.讓同學往後能更有效閱讀文章，並能對文章產生興趣。
3.作文時能更注意審題，切題發揮。

l          教學活動與流程   
一、講解預測策略
    教師利用PPT介紹預測策略的意義、功能、目標及歷程。
二、教師示範 

教師示範從書名(晨讀十分鐘---成長故事集)進行預測。
三、分組練習 

1.各組同學練習從目錄的主標題及子標題進行預測。

2.討論後，各組派一人將討論的結果分享給全班。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1/home/di30qi/yue-du-ce-e-jiao-xue/%E9%96%B1%E8%AE%80%E6%8C%87%E5%B0%8E%E8%AA%B22-%E9%87%91%E5%B7%9D.jpg?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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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AB%8B%E4%B8%AD%E6%AD%A3%E5%9C%8B%E4%B8%AD+%E6%BD%98%E9%87%91%E5%B7%9D%E8%80%81%E5%B8%AB


四、全班閱讀文本
    1.教師請學生閱讀第一篇---『童年
之書』中的第五則故事---飛翔的童
年。  
    2.讀到第51頁「我總夢想有一天，
可以乘著風，從上高速滑下!」就先暫
停。
五、個人練習  
    根據你讀到的內容及訊息，對它加
以解讀並進行預測，然後寫在學習單
上。

六、分享學生的預測

    利用實物投影機，將學生的預測練習
分享給全班。
七、交代回家要讀的內容 

1.請學生在下次上課前閱讀完
第一篇---『童年之書』。

2.運用今天教的策略並記錄在閱讀
紀錄本上。

l          結語

書籍伴我度過歡樂又無知的童年，
青澀懵懂的少年，一直到現在，每次進
入書本，總讓我更加認識自己、了解別
人、發現社會的苦難與世界美好。我認
為閱讀是一輩子的事，希望透過閱讀策
略教學將這份心情傳遞給學生，進而引
起學生閱讀的樂趣、增進閱讀理解能力
並能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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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乎你知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101年度教師編採實務研習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研習時間：101年10月3日(星期三)下午
上課地點：基隆市八堵國小活動中心(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7號)

研習流程：
13:30—14:00 報        到 八堵國小
14:00—15:30 念念編輯路  沙永玲執行長(小魯文化)
15:30—16:00 綜 合 座 談  八堵國小

報名方式：
請上 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http://www4.inservice.edu.tw/ 登錄報名。
研習序號：1129874 
研習期滿，填寫問卷後，核發3小時之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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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協助學生申請公立圖書館借書證

基隆市文化局

主旨：有關學校協助學生申請公立圖書館借書證相關事宜乙案，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基隆市國民中小學與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合作計畫辦理。
二、本案係由學校為單位統一申辦，協助學生申請公立圖書館借書證，增加學生閱讀資源，請鼓勵
學生踴躍申辦。
三、相關辦理事項說明如下：
(一)申請前，請務必事先確認學生是否已有文化中心或各區圖書館借書證，以免造成重複辦證，無法
核發。
(二)申請人填寫一份申請書，並檢具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申請書填寫說明：
１、借書證號碼、辦証日期無需填寫。
２、「監護人/代理人」之欄位，超過12歲者免填。
３、密碼為4個數字請自行設定。
４、其餘欄位請確實填寫。
(四)請學校另填聯絡人資料（一校一份），以便文化局審核聯繫用。
(五)填妥相關資料後，請逕送市政府文化局公文交換櫃，俟文化局辦理完畢，由該局聯繫學校領取。
四、檢送申請書表格、辦證作業流程圖、學校聯絡人資料各乙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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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歡迎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歡迎您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粉絲團》
    一起加入推動閱讀教育的活動 並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
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
1/138276466234069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發報平台
http://210.240.1.43/~read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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