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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新住民、新希望、新閱讀、新力量(一)

成功國小推動新住民火炬計畫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甄選

基隆市成功國小 顏福傳主任

本文摘要

政府鑒於新住民家長日益增加，為達到照顧與鼓勵新住民之成長，特委託本校承辦

內政部移民署新移民火炬計畫。本系列活動為【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

想甄選活動】 透過閱讀繪本故事，引導孩子認識多元文化之差異，培養對不同文

化尊重與包容的文化態度。而孩子透過閱讀可以增加他們的識字能力和表達能力

外，在親子共讀的互動中，孩子對父母生活文化的了解，可增加孩子對父母的認同

和尊重。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多元文化的社會，不斷有新移民移入、新融合就會產生。雖說居民

大多自中國移入，但多方生活習慣融合，台灣居民的生活習性與風格，就是和大陸有

些不同，具有自己的特色與風格。

    近來跨國婚姻增多，家庭的組成型態更趨向多元，新住民家庭，比起以往更顯增

多。讓福爾摩沙美麗小島，因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語言，而演化出不同

文化特色，看看市區街道中各國料理美食店櫛次鱗比，豐富而多元，就可明瞭。

    政府鑒於新住民家長日益增加，為達到照顧與鼓勵新住民之成長，特委託本校承

辦內政部移民署新移民火炬計畫。本系列活動為【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

想甄選活動】 透過閱讀繪本故事，引導孩子認識多元文化之差異，培養對不同文化尊

重與包容的文化態度。而孩子透過閱讀可以增加他們的識字能力和表達能力外，在親

子共讀的互動中，孩子對父母生活文化的了解，可增加孩子對父母的認同和尊重。

     辦理本活動目的透過繪本故事多元文化的呈現，提升孩子多元文化素養。藉由繪本

故事，帶領孩子認識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培養對種族、文化背景的正向態度。結合

課程活動設計，協助孩子瞭解每個人都有共通點及接納異國文化特色，尊重、關懷與

協助，並教導孩子不同文化的獨特性。以及透過親子共讀，可增進新住民親子之間的

互動外，鼓勵新住民家長分享有趣的習慣與傳統，來增加孩子對父母的認同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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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新住民、新希望、新閱讀、新力量(二)

基隆市成功國小 顏福傳主任

   本校有著一群充滿活力且富含愛心的晨光媽媽，在晨光媽媽的帶領下，引導新住民學童到

多語多元文化繪本的童話世界中，展開一系列的閱讀活動。

一、活動前奏：挑選多語多元文化繪本

         

    本校晨光媽媽都是在校服務十年以上的資深志工，相處感情融洽，工作無分彼此。即使

孩子已畢業，仍持續在本校服務，造福學子。

晨光媽媽都是新住民火炬計畫的服務志工，以晨光媽媽十多年說故事的經驗挑選多元文化繪

本，定是拿手絕活，穩當妥善。

二、暖身運動：書目編碼 

         

    晨光媽媽們為方便管理新住民多語多元文化圖書，特別設計新款管理書碼，將所購圖書

仔細分類，貼條編碼，並製作借書登記簿，方便讓新住民小朋友借閱圖書，回家和家長共讀

並書寫心得。

點閱: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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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新住民、新希望、新閱讀、新力量(三)

基隆市成功國小 顏福傳主任

三、導讀活動：

    本校執行101學年度新住民火炬計劃的志工，在進行多與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繪

本心得甄選活動籌備會議時，認為活動的推動就是要推廣並讓孩子們全數參加，提高

孩子們參加意願，提升孩子們的寫作技巧。因此在例行推動工作坊中決議，要進行三

場導讀活動，並進行專業分工，認真準備。

  (一)第一場導讀活動：跟著花婆婆去旅行

                

      主題：相見歡—帶領孩子認識世界風俗民情

      時間：102年3月6日上午8:00~8:40

      地點：本校音樂廳

      參加對象：本校1~6年級新台灣之子及新住民家長

      活動內容：1.團康活動帶動唱

                2.故事講述：跟著花婆婆去旅行ppt簡報

                3.互動與心得分享

                4.發放學習單，教導寫作。

                5.整合與回饋活動

        第一場導讀活動，在服務志工縝密規劃，認真執行下，圓滿落幕，雖說愛媽

們有點心情緊張，儘管孩子們有些放不開，但在講述過程中，孩子們是認真聽講的，

在互動回饋時，孩子們是真誠感人的，從學生與家長的眼神中，可以看出由茫然到自

信的改變，我們知道第一次導讀活動圓滿順利成功。

  (二)第二場導讀活動：飛向天空的魚

           

      主題：尊重個別差異與認同種族文化與背景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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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2年3月13日上午9:00~9:40

      地點：本校音樂廳

      參加對象：本校1~3年級新台灣之子及新住民家長

      活動內容：1.團康活動練舞功

                2.故事導讀：飛向天空的魚ppt簡報

                3.親子互動與口頭心得分享

                4.發放學習單，教導寫作。

                5.整合與回饋活動

        第二場導讀活動，係針對1~3年級而設，服務志工愛媽們選擇圖畫性較強的繪

本「飛向天空的魚」為故事主軸。主要教導孩子們尊重世界不同種族及欣賞個別文化

差異。愛媽們天真無邪的演出，搭配孩子們童言童語的回饋，歡樂愉快的氣氛，瀰漫

音樂廳會場。愛媽們平時在低年級說故事，和這群孩子親密互動，彼此間貼心得像母

子般，令人感動。

  (三)第三場導讀活動：繪本—勇12 

           

      主題：從「在地文化」到各國文化—國界零距離

      時間：102年3月20日上午8:00~8:40

      地點：本校音樂廳

      參加對象：本校4~6年級新台灣之子及新住民家長

      活動內容：1.團康活動口琴演奏—當我們同在一起
                2.故事導讀：繪本—勇12ppt簡報
                3.肢體互動與心得分享
                4.發放學習單，教導寫作。

            5.有獎徵答與回饋活動
        第三場導讀活動，係針對4~6年級而設，服務志工媽媽選擇故事性較強且極富
在地精神的繪本「勇12」為故事主軸。主要教導孩子們從在地文化認同到認識、尊重
世界各國不同文化差異，以達到世界零距離之目標。
         高年級的孩子較保守、害羞，互動性較差，但認知性較高，愛心媽媽在講述
勇12故事時，同學們不僅專注，不時會提出問題回饋講師，在有獎徵答時更是熱烈響
應，實屬難得。本場導讀活動從在地精神出發，延伸至世界各國文化習俗介紹，讓在
場學童明白文化差異的本然，瞭解尊重文化的必然。

點閱: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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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新希望、新閱讀、新力量(四)

基隆市成功國小 顏福傳主任

四、徵稿評審：

         
        本校新住民火炬計畫多與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甄選活動，從第一次導讀活動
開始，即開放借書以及發放心得寫作學習單，讓孩子將書籍、學習單帶回家，與家長親子共
讀，共同寫作完成心得學習單，徵稿自102年3月21日起至102年3月25日截止，並於102年3月
27日進行評審工作。評審原則以內容重於繪畫、各年段平均擇優為主，評選出特優三名、優
等五名、甲等七名、佳作八名。

五、展覽頒獎：

  (一)得獎作品公開展覽

          

        經評審選定之優良作品，於102年4月8日多元文化週開始之日，公開展覽於本校最

顯眼的公佈欄，除彰顯小朋友得獎榮耀外，也讓其他小朋友學習觀摩得獎作品，提升全校學

生閱讀心得寫作能力。

  (二) 頒獎表揚得獎新住民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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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國小新住民火炬計畫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甄選優勝同學，於多元

文化週102年4月9日兒童朝會舉行頒獎典禮，本校校長特親臨逐一頒獎，頒獎完後得獎同學

在展覽作品前合影留念。         

         本校施奈良校長為彰顯新住民學生心得寫作比賽得獎殊榮，特與每一位得獎學生

合影後，並和全體優勝學生在校長室留下溫馨的回憶。

六、幕後花絮：

         在隆重的頒獎典禮結束後，新住民火炬計畫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甄選

活動也將告一段落，整個活動的進行要謝謝十一位無怨無悔付出的志工媽媽，從活動規劃、

計畫編擬、責任分工、選用圖書、整理書目、製作投影片、編擬學習單、帶領活動、收集稿

件到評審優勝，活動過程中無私的付出，均歷歷在目、令人動容，我們由衷感謝這群「揪感

心」愛媽的奉獻。

         然而整個活動最大受益者，就是我們可愛的新住民小朋友，從活動中我們看到新

台灣之子認真學習的態度，由學習單上我們感受到新住民學童用心認真的誠懇。

看到他們從校長手上接過獎狀及圖書禮券(或許是他們第一次上台領獎)，臉上洋溢著自

信、榮耀的笑容，此時我們深深覺得，這樣的活動，蘊含著多麼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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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承諾

基隆市成功國小 張梅寶主任

在這網路、電視及3G產品氾濫的時代，放眼望去只見低頭族在玩遊戲、上網，不但
影響家庭關係，更使人際互動薄弱，然而教育是百年大業，閱讀力也是未來的競爭力，
如果學校家庭無法培養孩子喜愛閱讀的習慣，我們的國家勢必在國際舞臺發揮，只有讓
閱讀成為全民時尚運動，才有機會提昇國家人力品質。

閱讀是重要的，它也是終身資產，透過閱讀，搭起通往廣博知識的橋樑，在學校裡
所學習的每一科，都要靠良好的閱讀能力來理解、吸收，多讀好書幫助思考力，因此閱
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礎。

四月廿三日是世界書香日，各縣市無不全力以赴，提出各項方案例如：台南市立圖
書館積極打造「書香大台南」，舉辦「撒種子」活動，撒下書香種子，鼓勵孩子選念優
良課外讀物；台北市長郝市長則表示，將投入1694萬元增置閱讀推動教師，102學年度起
增置至50校、第二年增置至100校、第三年完成全面增置…，讓閱讀是全國人的另項運
動！教育部並宣示推動國中生晨讀方案，為了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與習慣，不限制閱讀
的內容，小說、漫畫都行，也不需寫讀後心得讓學生享受單純的讀書樂趣。各推動晨讀
的狀況，也將納入地方教育事務統合視導的項目。

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柯華葳建議，推動晨讀只有兩個原則，一、安靜的時段，二、
學生自己選讀物。利用早自習的安靜時光，不喜歡閱讀的學生，至少可以讀個十分鐘、
十五分鐘，至於讀物，學生可以自己準備或到圖書館借，慢慢培養閱讀的習慣〈見天下
親子雜誌〉。

家庭方面應從親子共讀開始，由家長帶領孩子一起讀書，藉由生動有趣的說故事是
陪伴孩子最好的方法，透過親子共讀的過程，讓孩子們親近閱讀，不僅可以建立親子間
情感的聯繫，也讓孩子在家中種下喜歡閱讀的種子。

學校就從平日開始推動晨讀，要讓孩喜歡閱讀、愛書，請拋開學習單、寫心得，讓
閱讀純脆是閱讀，提倡閱讀就從悅讀吧！期待教學現場的老師們稟持教育熱忱與理念為
孕育孩子們的未來而努力，請一起來晨讀，與孩子一起讀書，讓閱讀成為他們最喜歡的
休閒活動。

閱讀是改變生命的一把鑰匙，他有很多的好處，所以我們希望孩子們養成閱讀的習
慣，乃至能終身受用，就請一起為孩子的未來許一個閱讀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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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蕭麗紅看閱讀

作家 蕭麗紅

讀書的目的，為了要與好的東西見面：好事、好情、好人、好物。 
---（蕭麗紅 千江有水千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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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擁「報」閱讀

基隆市成功國小 張綺君老師

望著教室裡一期一期的國語日報，靜靜的躺在書櫃上沉睡著，心裡不禁覺得可惜，這樣一份珍
寶，居然乏人問津！該如何引起孩子們的興趣，進而喜愛閱讀呢？要如何設計活動，讓三年級的孩
子打開閱讀的視野呢？

 

學生認真閱讀國語日報

 

朗讀國語日報文章

說故事時間：金、銀斧頭 說故事時間：故事改編---蟑螂大軍入侵

一、利用晨光時間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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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說明，我想要將讀報推廣得不着痕跡，讓孩子們自然而然習慣閱讀。因此我將累
積多日的國語日報在晨光時間發下，一人一份請他們閱讀，並不一定侷限在什麼版面，閱讀是
自由的。孩子們一天忙碌的生活，能有此悠閒時光揭開序幕，大家都十分欣喜，而孩子們第一
個感興趣的，不意外，是漫畫版。

大約十五分鐘過去，我打斷孩子的閱讀：「孩子們，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文章？」一位頑皮
的小朋友舉起手，說：「有啊！漫畫最有趣！」我微笑的對他點點頭：「是啊！老師也覺得漫
畫很有趣。那我們每一個人都來分享一篇你認為最想跟其他人分享的文章。」「漫畫也可以
嗎？」「當然！給大家五分鐘準備。」

剩餘二十分鐘，我讓孩子們上台發表，因為平時有訓練孩子美聲朗讀的習慣，因此孩子們
唸起文章來有模有樣的。最後我好奇的問：「漫畫呢？要分享漫畫的小朋友呢？」「老師，漫
畫好難表現，太短了啦！我要唸這篇文章給大家聽。」我微笑著聽他唸完一篇遊記。

每週一次的晨光時間讀報，就用這樣的模式進行了一個月，接下來我的要求更多了，孩子
們必須把故事或文章用自己的話說出來，不要看著報紙。孩子們從一開始的怯生生、結巴，到
後來侃侃而談，有些孩子甚至加上手勢與動作，有了演講的初貌。最後他們的表現可精采了，
有新聞播報的，有自製道具的，甚至還有加上音樂演奏配樂的，大家都很期待晨光時間的讀報
分享，甚至自己在下課時間就會去找國語日報上的文章，尋找分享的題材。我想，孩子們在不
經意中，中了老師的計，不僅僅是喜愛閱讀，更能擁抱閱讀。

二、讀報寫作練習

初學作文的三年級孩子，對於文章的結構不甚了解，因此，我從國語日報上找了一篇適合
他們閱讀的文章，將文章比喻成一條魚，開頭的第一段就是魚頭，第二段是魚身，最後一段是
魚尾，若是較肥美的魚，魚身便會被切成好幾塊，魚就變大尾了！接著讓孩子從國語日報上找
一篇他喜愛的文章，畫一條魚在圖畫紙上，並將「魚頭」、「魚身」及「魚尾」歸納出來，美
化之後，一條條美麗的「文章魚」被我張貼在佈告欄上，下課時孩子們便聚集在布告欄前，討
論著自己與別人的作品。

接下來我要他們練習寫自己的文章，把「魚」畫下來，並決定自己的「魚頭」、「魚身」
和「魚尾」。寫作大綱擬好，便能開始寫作了！

閱讀能力是一切學習的基礎，也是日常生活的本能，當老師的我們必須幫孩子們建立閱讀的興
趣，儲備未來學習的能力。閱讀是一種終生學習的習慣，而習慣的養成日積月累，不能強求，營造
一個溫暖而支持的環境，當閱讀是有趣的，是多變的，是可以自我掌控的，任何孩子都願意拾起書
本文章，沉浸在閱讀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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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教育部「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網站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網址：http://140.127.56.86/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
      網站係由教育部委託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正大學、臺南大
學及臺東大學在全國設立五區閱讀教學研發中心，發展並設計教案。

       教師可在本網站依教材版本、年級、普通或補救、策略項目為搜尋條件，
來尋找教學所需要的參考資料，以現行的各版本教科書為文本，融入各年級相應
學習策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目前已有350教案示
例，以及研習投影片。

      搜尋架構以閱讀策略成分表呈現(詳見附檔一)   

      本網站提供一個便捷、周詳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資源。其精神在於以「課文
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包括識字、詞彙和理解，依照年齡的發展，各年級都
有其不同的學習成分、符應的策略運用，協助學生在閱讀理解上能更上一層
樓。所謂「以課文為本位」則是指不捨近求遠地另外設計補充教材，也不需花費
額外的時間教學，而是以現行的各版本教科書為文本，融入各年級相應學習策略
的教學主張。

      其成分與年級對照詳如附檔二

      這是一個由現場教師參與建置的網站，相當貼近第一線教師在推動閱讀理解
策略教學。以課本為本位、以網站提供素材為資源，讓您點選搜尋彈指之間輕鬆
備課、而且讓孩子的閱讀理解策略能力增長。       

      本網站提供一個便捷、周詳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資源。其精神在於以「課文
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包括識字、詞彙和理解，依照年齡的發展，各年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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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39/102039/image002.jpg?attredirects=0
http://140.127.56.86/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


有其不同的學習成分、符應的策略運用，協助學生在閱讀理解上能更上一層
樓。所謂「以課文為本位」則是指不捨近求遠地另外設計補充教材，也不需花費
額外的時間教學，而是以現行的各版本教科書為文本，融入各年級相應學習策略
的教學主張。

      本網站提供一個便捷、周詳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資源。其精神在於以「課文
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包括識字、詞彙和理解，依照年齡的發展，各年級都
有其不同的學習成分、符應的策略運用，協助學生在閱讀理解上能更上一層
樓。所謂「以課文為本位」則是指不捨近求遠地另外設計補充教材，也不需花費
額外的時間教學，而是以現行的各版本教科書為文本，融入各年級相應學習策略
的教學主張。

      其成分與年級對照詳如附檔二

      這是一個由現場教師參與建置的網站，相當貼近第一線教師在推動閱讀理解
策略教學。以課本為本位、以網站提供素材為資源，讓您點選搜尋彈指之間輕鬆
備課、而且讓孩子的閱讀理解策略能力增長。       

      帳號申請：http://140.127.56.86/pair_System/Search_register.aspx 

       

      網站操作：詳見操作手冊(http://ppt.cc/7W-5)

點閱:169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39 期
1

http://140.127.56.86/pair_System/Search_register.aspx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lread102/kl-39/102039/%E7%94%B3%E8%AB%8B%E5%B8%B3%E8%99%9F.PNG?attredirects=0
http://ppt.cc/7W-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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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期

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成功國民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成功國小 教務處

一、充實圖書室書籍，營造優良閱讀環境：

   1.圖書歸檔：學校新進圖書的整理與電腦歸檔。

   2.ｅ化管理：學生利用個人借書證，辦理借、還書。

   3.班級圖書角：圖書室提供共讀書籍，建置班級圖書角，推廣班級閱讀。

二、增強學生到圖書館閱讀的動機，提升閱讀風氣：

    1.每月由承辦單位分別選定適合低、中、高年段閱讀之圖書，並公告指定閱讀之圖書，由教務
處製作相關學習單。

    2.學習單每月發放，除了發放到各班級，學生亦可由網路自行下載。

    3.學生每月完成學習單後繳回圖書館，或交由導師繳回教務處。

獎勵方式:

    1.完成並繳回圖書館之學習單，將由承辦單位選出優良作品張貼於圖書館以供學生觀摩。

獲得優良學習單作品之學生，教務處頒發小獎品以茲鼓勵。

三、圖書館活動企劃-認識圖書館

    1.帶領低年級的孩子認識學校圖書館，了解圖書館借還書的程序與規則。並學習利用圖書館的
資源，藉由活動來推介圖書館的藏書，透過參觀圖書室啟發孩子對圖書館的興趣，培養閱讀的樂
趣，使學童成為快樂的愛書人。

活動目的:

    1.使學生能善用學校圖書館資源，愛護書籍進而培養良好閱讀習慣。

學習進入圖書館應有的禮儀、閱覽及借還書應遵守之規則。

活動時間:101年4月1日起開始申請

活動地點:成功國小圖書館

預計活動人數及參加對象:本校一年級學生。

報名方式:採登記報名方式，請向教務處設備組或圖書館志工何宜玲組長登記。

活動流程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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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安排 教學重點 教學流程

25分

認識圖書館
1.帶領學生實地參觀，使學生認識圖書館空間規劃、各項服務措施
及規則。

講解閱覽及
借還書應遵
守

2.學習進入圖書館應有的禮貌，先介紹學校圖書館開放時間，再說
明使用圖書館的禮儀〈安靜閱讀、不可大聲喧嘩、不可以帶吃東
西、閱讀之後要將書籍歸回原位...等等〉

3.閱覽及借還書應遵守之規章

4.學習愛惜書籍的重要及方法

 

10分 繪本欣賞 由圖書館志工介紹欣賞館藏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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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教育部「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閱讀研習及閱讀理解手冊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歡迎各位老師加入「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http://tbb.nknu.edu.tw)教學策略資料庫網站！ 
本網站於本週新增了閱讀研習及閱讀理解手冊等相關資料，供各位老師下載使用， 歡迎您多加利用！ 

 

2010年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  

 

2011年  閱讀理解─文章試題與範例  

 

2011年  在職教師閱讀教學增能研習手冊  

 

2012年  閱讀理解─問思教學手冊

資料來源：http://140.127.56.86/pair_System/Search_index.aspx?P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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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圖書資料通閱服務之「線上借閱」作業須知及操
作方式

基隆市文化局

一、目的為順應社會多元化之需求，圖書館以擴大服務範圍、功能暨對象為目標，在施行「一卡通借」暨
「圖書通還」項目後，為讓市民借書更便捷，開啟「圖書通借」服務，增加「線上借閱」功能，方便讀者上
網借書，並選擇於就近之圖書館取書；藉此增進圖書之流通借閱率並達成全市 資源共享之目標。

二、適用範圍

（一）館藏地限定：基隆市暖暖區圖書館、信義區圖書館、中正區圖書館、 安樂區圖書館、中山區圖書館、
七堵區百福圖書館、文化局圖書館。

（二）取件地限定：本市各公共圖書館

（三）對象限定：凡持有本市一卡通用之借閱證或已認證為借閱證之悠遊卡（無逾期未還書或違規紀錄）並
備有電子信箱者。

（四）圖書限定：查詢圖書狀態為「仍在館內」之圖書。

（五）附件光碟限定：不外借。

三、線上借閱申請方式

（一）上文化局圖書館網址：http://lib.klccab.gov.tw進行借閱。步驟： 館藏查詢→點選要調借之圖書狀態為
「仍在館內」→下方按「調借」 →（先讀者認證）輸入證號、密碼、選擇取件館（選擇之取件地不可與 館藏
地相同）→按「2次確定」→完成借閱（畫面會顯示：所借館藏的 申請時間、取件館、可到館取件日（待寄
出）等，讀者可列印備查，確認「借閱待取」清單。

（二）取件時間：申請日起算7天後讀者上本局圖書館網址－點選讀者個人資料查詢—輸入證號、密碼、按確
定→點選●線上借閱待取檔「查詢」即可看到＜可到館取件時間＞。

（三）圖書運送到取件館經點收後，同時產生取件日期通知，讀者會接獲電子郵件通知取件。

（四）相同讀者、相同圖書如已申請「線上借閱」，不可再「線上預約」此書。 或者如經取消後同一天內，
亦不能再借閱同一本書。

四、線上借閱取消方式 個人資料查詢→讀者資料認證→通過後選擇「線上借閱待取」檔 →如已顯現「可到館
取件時間」即無法取消→離開網路。→如尚未顯現可取件時間，則可點選圖書「登錄號」、取消線上借閱程
序，即完成取消借閱。

五、還書方式：施行圖書通還政策，本市各區圖書館均受理還書。

六、讀者權限

（一）借書量：每張借閱證最多6冊為限（含臨櫃借書），還清後始可再借。

（二）借書期限：完成線上借閱按「確定」後即起算共48天（原借閱期28天加上最多20天之作業及圖書移送
時間）。完成申請線上借閱當天起算，如未找到書，讀者5日內會收到e-mail通知。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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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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取件日共3天：讀者收到取件通知（電子郵件）以「可到館取件日」再加2天計算，即取件1天、櫃台保
留2天，例如：可到館取件日為6月18日，則您的取件期限為6月18日至6月20日，請於3天內親自臨櫃（到取件
館）拿書並完成取書程序。

（四）不予續借。

（五）不借附件。

七、未取件逾期或還書逾期

（一）未取件逾期：視為圖書借閱逾期，依每冊（件）逾期天數累計為停借總天數。 ※即自「可到館取件
日」起計算逾期天數（含：取件日1天+保留天數2天）。 ※ 例如：線上借閱「未取件逾期」，加保留日共逾
期3天，其借書6本，1本以3天計，則停權18天。

（二）還書逾期：逾期未還書、圖書毀損、遺失等相關規定，請參閱「基隆市 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服務及使
用管理自治條例」第9條、第10條規定 辦理。依每冊（件）逾期天數累計為停借總天數，總天數超過一年以上
者，一律以一年計算。

八、取件注意事項（註記於＊「線上借閱待取檔」下方）

（一）取件日（取件期限）共有3天，請準時攜帶借閱證親自臨櫃取書。可到館取件日為一天（請先上網查
詢），櫃台彈性保留2天。例如：9月5日為「可到館取件日」，因櫃台另外保留2日，則取件期限為：9/5〜
9/7。

（二）線上借閱之圖書均「不含附件」、亦不可續借。

（三）同一本書已申請「線上借閱」，不能再「線上預約」。

（四）未臨櫃取書視為圖書借閱逾期，依每冊（件）逾期天數累計為停借總天數。

 ※即自「可到館取件日」起計算逾期天數（含：取件日1天+保留天數2天）。

※ 例如：線上借閱「未取件逾期」，加保留日共逾期3天，其借書6本，1本以3天計，則停權18天。 

九、申請（線上借閱）注意事項（＊註記於「選擇取件館」下方）申請注意事項，請務必詳讀

（一）線上借閱係以e-mail通知取件，請於辦證時填寫e-mail或向館員申請補登即可。

（二）進行「取消」時的驗證項目：合作館、讀者證號、密碼。

（三）圖書如已申請線上借閱，不可再線上預約。

（四）如經取消借閱圖書，同一天內，不可再借閱同一本書。

（五）線上借閱之「取件館」與「館藏地」不可相同。

（六）執行線上借書，選擇他館取件並按確定鍵後，即完成申請借書程序，移送時間約20日。

（七）取件期限為3天，如遇休館日及其他特殊狀況如颱風等不可抗力情事，經政府宣佈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數均予扣除。

（八）未臨櫃取書視為圖書借閱逾期，依每冊（件）逾期天數累計為停借總天數。

 ※即自「可到館取件日」起計算逾期天數（含：取件日1天+保留天數2天）。

※ 例如：線上借閱「未取件逾期」，加保留日共逾期3天，其借書6本，1本以3天計，則停權18天。 

資料來源：基隆市文化局網站http://www.klccab.gov.tw/_main.php?mid=6&id=2063&t_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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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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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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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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