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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一)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本文摘要

設  計  者：陳欣希                        教   學   者：陳欣希                              記錄者：花梅真

教學重點：摘要方法所需時間：1.5節          教材來源：102學年康軒第五冊第四課辦桌

**感謝臺北市大湖國小：行政團隊的協助，三年三班袁筱梅老師與學生們的參與。

相信老師們都認同：摘要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如何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讓學生理解文本內

容，同時摘取重點，甚至浮現整課大意？這一連串的問題想必是許多老師心中的疑問。此次觀課，

看到剛升上三年級的學生，從對摘要完全陌生，到下課前已能慢慢找到方法。短短的40分鐘，究竟

老師如何引導、孩子如何學習？藉由此次觀課的回顧與省思，或許可為上述問題找到一些解答。以

下先說明教學者「教學前的思考」、「教學中的互動」，再分享「記錄者的觀察與省思」。

點閱:38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二)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三)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四)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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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二)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一、教學前的思考
全文共分7段，第1段作者指出以前和現在的請客方式不同，第2－6 段敘述了小時候某次辦桌的

經驗，最後一段則表達了對當年經驗的感想。
        雖然文末同時提到「熱鬧、歡樂的氛圍」和「菜尾的味道」，但整篇文章在前者的著墨較多，
因此，我們可透過「許多人做許多事」的方向，找出全文重點。
           辦桌前：工人搭棚架，廚師等載來食材和用具，將用具就定位。（第2、3段）         辦桌時：爸爸點上鞭
炮，助手們上菜，父母招呼客人。（第4、5段）         辦桌後：媽媽分送「菜尾」。（第6段）

此外，第3 段的冒號具有說明解釋的功能。學生若能了解，即可刪掉「有的人排桌子」、「有的
人洗菜」、「有的人切菜」，僅需保留「分工合作」一詞。
         當天早上，廚師和他的助手載來滿車的食材和用具，他們分工合作把各種用具就定位：         有的人排桌
子，有的人洗菜，有的人切菜…⋯…⋯全都為了迎接中午的盛宴。（第3 段）        簡言之，若學生能找出哪些
人做了哪些事，並加以整理訊息，此課大意就呼之欲出了。

點閱:22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一)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三)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四)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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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三)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二、教學中的互動

Step 1：思索“課名”及第一印象的重點

T：讀完課文，想一想，課名「辦桌」是什麼意思？

師生討論，老師歸納：所以，「辦桌」就是辦了很多桌的好菜。

T：說一說，這課好像講到哪些重點？

C：家鄉味、小時候的事、辦桌很熱鬧、菜尾……

Step 2：歸納意義段，思索判斷的依據

T：哪幾段在講作者小時候的經驗、哪幾段不是？請標示出來。

T：有些語詞可幫助我們判斷，哪幾段是講小時候的事？請圈起來。

C：「現在」、「記得」、「讀小學三年級時」、「當年」…

Step 3：再次看全文，評估第一印象的重點

T：作者對小時候辦桌的印象較深刻的是「熱鬧」還是「菜尾」？

重新再看一次課文，寫「熱鬧」的部分較多，還是「菜尾」？

C：熱鬧。

Step 4：確認印象後，逐段找具體重點

T 示範第2段：「辦桌」時，需要很多人做很多事，請問，第2段有哪些人

做了哪些事？找出誰做了什麼事，畫線。

2記得我讀小學三年級時，家裡的新房子蓋好後……辦桌前一天，工人來搭棚架，爸爸

也忙著掛紅彩，家裡變得好熱鬧。

C練習第3段，T引導刪除合併的概念，並引導C覺察「冒號」的功能。

T：這段看起來有很多事情，但，有時可刪除或合併。其實，「有的人排桌子」、

「有的人洗菜」、「有的人切菜」這麼多事情，可以用一個詞代替就好？有

一個標點符號很重要！

C：「分工合作」，冒號。

C 獨自完成第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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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整合各段重點，並加以連貫

T：找出這麼多重點，我們還可再合併，例如：這麼多人做這麼事，可以把

做事的人分成哪兩類？

C：�������� 是家裡的人、 是外面的人。

T：那我們就可將這些重點串起來「辦桌時，外面的人會⋯、家裡的人會⋯」。

T：但有些同學看到「辦桌前、中、後」，那，也可以依照辦桌的時間來整

理我們剛才找到的重點，可說：

C：「辦桌前，外面的人會⋯、家裡的人會⋯；辦桌時，外面的人會⋯、家

裡的人會⋯；辦桌後，家裡的人會⋯。」

Step 6：比較原文與摘要的異同

T：原來的版本、精簡的版本，哪一種比較好？

如果要知道文章大概的意思，只要用幾句話說出重點，精簡的版本較好；

如果要讓人知道辦桌的忙碌、熱鬧或詳細經過，就要原來的版本較好。

Step 7：統整回顧這課的學習

T 請C回憶老師問了哪些問題，並歸納摘要的步驟。

點閱:238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一)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二)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四)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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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四)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三、記錄者的觀察與省思

        1.漸進釋放責任的直接教學模式
教師明示找重點的操作方式，例如，在文本上畫線，標示數字1、2、3，再讓學生討論、實作。孩子雖然初次接觸

摘要策略，且少有小組討論經驗，但一兩次練習後，可發現教師不再需要逐步示範，到最後兩段時，學生已能透過討

論找出重點，學習的責任也慢慢轉移到孩子身上。

        2.摘要、深究內容、理解形式，同步進行
教師先引導學生聚焦在「辦桌」，找出意義段（第2~6 段），再逐段摘取重點。因此，學生在摘要時，已同步理

解內容，掌握文章結構。同時，也知道冒號具有不同的功能。

        3.摘要方法的思考
三年級的摘要教學通常被賦予段落大意的任務，較少思考意義段的可能，更遑論整課大意的嘗試。但此次的觀

課，引發了不同的思考方向：

				A.導入意義段，初步形成文章結構
   教師雖未直接說出「意義段」一詞，實則已利用提問「哪幾段在講作者小時候的經驗？」，導入了「意義段」的

概念。若再加上第1 段與最後一段，就可讓學生了解全文的安排。

				B.以提問引導摘要方向
   整個摘要過程，教師以「什麼人做了什麼事」的問句為主軸，這比純粹以摘取「重要事件」的方式，更能讓學生

注意不同角色在「辦桌」各階段所扮演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整理」訊息的步驟。

        4.自我教學反思
				A.刪除法
   筆者常用刪除法、歸納等方式指導學生摘取段落大意，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學生也能按照原則刪除或以上位語

詞合併細節。但若仔細觀察會發現，當學生未能掌握整段或全文的主要意思時，就會停留在刪除單一字、詞這種枝微

末節的訊息。因此，雖然刪除之後，訊息減少，學生較易判別，但對整課大意而言，若全然用刪除的方式而無足夠的

引導，學生恐怕無法精準的掌握重點，在時效上也是有待商榷的。

    B.依文本特性選擇適當的摘要方法

   既然刪除法有其侷限，那麼，該如何修正才能引導學生整理出全文大意呢？本節教學已提供了解答的方向。根據

教學者對文本的解讀，本課藉由「許多人做許多事」呈現辦桌時「熱鬧、歡樂的氛圍」，整個摘要過程也以此為主

軸，利用提問讓孩子逐段找到重點，最後連貫成整課大意。正因教學者掌握了文本的特性，才能選擇合適的摘要方

法，讓學生在40分鐘之內，掌握全文大意。

        以刪除法處理段落細節，的確可以慢慢建構學生的能力，但教學時，也應該根據文本特性，提供適當的引導，才能讓

孩子從「辨別重點」進而「找到重點」。至於文本特性是什麼？該用什麼問題來引導？就會歸結到教師對文本的解

讀，那，又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課題了。

附註：適合「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教學」的參考文本

康軒四下第二課「平溪放天燈」

翰林五上第二課「帶箭的花鳧」

點閱:35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一)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二)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辨重點、理重點之摘要方法(三) / 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 陳欣希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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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E8%AE%80%E5%AF%AB%E6%95%99%E5%AD%B8%E7%A0%94%E7%A9%B6%E5%AD%B8%E6%9C%83+%E9%99%B3%E6%AC%A3%E5%B8%8C%E7%90%86%E4%BA%8B%E9%95%B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5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7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7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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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期

主編的話

閱讀，推動進步的關鍵力量

基隆市中華國小 潘志煌校長

    本期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輪到中華國小擔任主編學校，我們感到相當榮幸，一直以
來本校以「健康、快樂、進步」的願景持續推動校務的發展，身體健康乃是為人的第一
要務，無論師生都要以身體健康為發展的主要目標；其次，快樂學習、快樂教學是我們
辦學的理想，這也是我們希望能向各界推展的想法；而進步的要素、提升的力量，則是
我們長期以來不斷堅持的目標。

  因此，本人召集了本校教師團隊，針對本期電子報各項內容進行討論，進而呈現本
期電子報內容如下：

  一、主編的話：介紹本期電子報內容。

  二、杏壇尖兵：介紹本校資深故事媽媽邱瑞琴，瑞琴阿媽多年來持續為本校閱讀教
育貢獻心力，並積極參與本校家長志工活動，足堪表率。

  三、策略擂台：延請本校長期擔任低年級教師的洪嘉蕙老師，以低年級一整天的閱
讀生活為例，示範如何將閱讀教育融入學生一整天的學習生活之中。

  四、圖書館利用教育：針對本校目前現行推動閱讀教育與圖書館利用的部分進行介
紹。

  五、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延請本校就讀文學研究所的江介良老師針對繪本《大比爾
與小比利》進行解讀。

  希望本期閱讀教育電子報的出刊能夠為閱讀教育略盡棉薄之力，尚祈各位教育先
進，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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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愛默生看閱讀

美國 思想家、文學家 愛默生

書籍裡的道理是高貴的，

老一輩的學者汲取了他周圍的世界，

經過推敲，在心裡把它重新整理好，再陳述出來。

它進入到他心裡的過程是人生，從裡面出來的卻是真理；

進去的時候是短暫的動作，出來的卻是不朽的思想；

進去的是瑣事，出來的卻是詩歌。

它過去是死的事實，而現在則成了活的思想。

它既可以守，又可以攻；

它一忽兒忍耐，一忽兒飛翔，一忽兒又給人以靈感。

—— 愛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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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基隆市中華國小低年級學生閱讀生活記錄

基隆市中華國小 洪嘉蕙老師

   真好， 又是一天的開始。

　　孩子們背著書包到學校，書包裡除了課本，還有跟學校圖書室借回家看的書，雖然有點
重，但是，可以把書帶回家跟家人分享，對低年級的孩子而言是一件開心的事。

　　早上孩子們到學校抄完黑板的聯絡簿和做完整潔工作，就迫不及待的把書拿出來看，是
拿學校的課本來看嗎？當然不是，原來是拿向學校借的圖書，有的是兒童繪本，有的是自然
科學，都是孩子們愛看的書。看完書的孩子們會互相交換或一起共讀，有的小朋友還會把書
上的圖畫下來送給老師呢，有的孩子會一看再看，忍不住朗誦起來！

　　接著晨間有故事媽媽到學校講有關生命教育的繪本或做相關活動，還有「本週金句」讓
孩子分享，看孩子們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一定是對故事和活動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想要分
享。

　　下課了，孩子們也喜歡到教室的圖書角閱讀書籍，今天有老師上課介紹的繪本，有的孩
子們想要再多看一遍，有的細心孩子還會從書中看到老師沒講到的地方，還會跟同學分享自
己的想法。

　　哇！已經中午了，要吃飯了，孩子們，別忘了帶上書去吃飯！

　　咦？為什麼要帶書去吃飯呢？因為學校的用餐教室在圖書室樓上，每次吃完飯，孩子們
都會趕緊拿著書去還，又借了兩本書回來，常常看著孩子們就在用餐教室認真的看起書來，
可見這些書有多吸引孩子們。

接著，每週中午圖書室還有一次愛心媽媽到校說故事活動，孩子們都願意犧牲睡眠時間到圖
書室聽故事，因為聽完故事還有有獎徵答，除了聽故事，還可以拿獎品，真是幸福的孩子！

　　放學孩子們參加學校課後托育，每週有兩堂閱讀課，老師會讓孩子們分組扮演故事中的
主角，不但加深故事的印象，還學會角色扮演，孩子們得表演內容還真是精彩呢！

　　放學了，孩子們背起書包回家，還是有點重，但是，孩子們喜歡，因為書包裡有他們喜
歡的圖書，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分享。

回家後，相信孩子們又開始期待明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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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8%AD%E8%8F%AF%E5%9C%8B%E5%B0%8F+%E6%B4%AA%E5%98%89%E8%95%99%E8%80%81%E5%B8%AB


後記

　　低年級的學生最喜歡聽故事，喜歡充滿想像力的繪本童書，也喜歡自然科學類的書籍，
學校鼓勵低年級學生紀錄閱讀的書名並請師長認證，但不要求低年級學生寫學習單，因為閱
讀是一種生活樂趣，只要營造閱讀的環境，學生就會自然而然的喜歡閱讀，只要學生多閱
讀，就可以從書中學到很多不同的知識，進而啟發學生的豐富的想像力，因為孩子的閱讀世
界是彩色而奇特的，看著學生每天能跟閱讀，相信他們是真正在享受閱讀的樂趣。

　　最喜歡看學生三三兩兩的一起看著書，除了閱讀，還有互動討論，閱讀時間遠比看學校
課本還要多，因為這些都是課本學不到的東西，學生能養成每天閱讀的習慣真的是很難得，
就像一顆種子在心中發芽，會跟著他們一起成長及開花結果，相信閱讀的果實是最甜美的！

 

  

 班級圖書角 故事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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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一個默默付出的閱讀志工

基隆市中華國小 江介良老師

邱瑞琴女士，或許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在中華國小的閱讀推動與中華
國小的畢業生中，卻是一個相當重要且響叮噹的名字。

　　一如天下間的愛心家長，瑞琴阿媽一開始也是基於照顧兒孫的心理到學校當任志
工家長，然而在九個內外孫依次從中華國小畢業之後，瑞琴阿媽仍然不畏風雨的到校
服務。配合本校閱讀推動的計畫，從一開始的讀經媽媽，到現在的故事媽媽的工作，
無論是繪本導讀、學習單指導，瑞琴阿媽都能夠愉快勝任，特別是晨光時間低年級導
師前往出席教師朝會時，瑞琴阿媽都會到教室協助推動閱讀課程並照看學生的安全，
用無窮的關心，讓學生開心、使老師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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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瑞琴阿媽還能主動關心學生家庭，透過社區在地的力量，提供學生家庭資
訊給校方，並擔任家長代表在學校各種評鑑上出席，盡其所能地提供自身力量，聯絡
並鼓勵校內家長參與各項校務推動，對於學校發展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正面力量。

　　為了勝任故事媽媽的角色，瑞琴阿媽也積極參與學校推動的社區家長資訊教育課
程，操作電腦、投影機等資訊媒體，配合自己豐富的生活經驗，拓展孩子們的視野，
親切的口吻、生動的故事，讓每一個孩子們回味再三，即便是升到中高年級，或者是
畢業離開中華國小，孩子們每每再次看到邱瑞琴女士，也都會親切的再喊一聲「阿
媽」，就是這種無私奉獻、持續付出的精神，才能夠贏得全校師生的尊敬。

　　雖然身體硬朗的瑞琴阿媽年逾七旬，仍願意為學生付出、為學校盡心，相信瑞琴
阿媽會繼續到校服務，繼續照顧中華國小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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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以結構主義重讀《大比爾與小比利》

基隆市中華國小 江介良老師

一、前言：故事大意

　　大比爾是個百萬大富翁，可是，他卻很吝嗇。慈善機構向他募款，他只捐了五百元，卻要人家給他一張
獎狀，還要把他做的善事告訴大家；而且他還列了一張紙條，裡面都記載著他所做的善事，就連捐一元他也
要記上去。

　　小比利則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家裡只有二坪大，裡面只能勉強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而已，當然他
也沒有傭人，只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一隻小狗。雖然他很窮，可是，他卻愛行善。有一次他遇見一個可憐
的老婆婆，雖然他身上只剩十元，但他一樣傾囊相助，讓老婆婆去買營養品，所以大家常常誇讚小比利有愛
心。

　　大家對小比利的讚美一傳十、十傳百的傳到大比爾的耳朵裡。於是大比爾決定考驗小比利，他出了三道
題，結果小比利全部通過了考驗，大比爾才了解做善事應該是發自內心、充滿喜樂的一件事。從此以後大比
爾就開始行善，還開放花園給小朋友參觀，讓小朋友更開心，花園裡的花朵也開得更燦爛、更迷人了。

二、故事架構

　　在故事架構分析的部份，我把故事的情節當作一個元件加以討論，所以這個故事的架構可以分成，「體
驗」、「領悟」、「改變」三部份，而其中在「體驗」之前要加上一項觸發事件，「體驗」和「領悟」中間
要加上比爾與比利相處，「領悟」與「改變」中間則是比爾心靈上的感動。

 

　　但是如果綜觀整個故事還可以發現在情節之外，故事在一開始敘述的時候還提到了大比爾與小比利的差
別如同下段，其實這個差別其實在故事的整個軸線上呈現著三種不同的樣態，在後面一段的文章裡我會利用
二元對立的方式加以說明，在故事的結尾還可以看到大比爾的轉變，這部份和架構上「改變」的部分有緊密
的關係。

三、在故事敘述前的角色簡介分析

　　在故事的一開始，先描述大比爾與小比利這兩個人，大比爾是一個很富有的人，可是比爾對於金錢的態
度很吝嗇，有人向募款，比爾會要求對方宣傳他的善行，比爾不斷的列舉自己幫助過的人的清單，但比爾還
是不感到開心；小比利則是一個很貧窮的人，不過比利對於金錢的態度很慷慨，比利會主動的把所自己僅有
的金錢提供給更貧困的人，縱使比利是全國最窮的人，而比利過的很開心。比爾所擁有的花園本來是不開放
給人參觀的，這個花園就象徵著比爾的心靈，比爾拒絕所有想要跟他平等相處的人；相反的，比利卻對他最
好的朋友那條狗非常的友善，這條狗可以與比利的心靈狀態有所聯繫，比利對每一個人都是友善合諧的態
度。

　　因此可以看出大比爾是一個自私封閉過的不快樂的有錢人而小比利是一個快樂付出的窮人。除此之外，
在原文的解讀裡，如果將比利跟比爾兩個詞相比，可以看出比利的音素跟比爾的音素比起來多了
y（Bill&Billy），而通常在字母後面加上y這個字會有小的意思，Bill也有支票的意思，這樣的差異，有助
於解讀比爾與比利的兩種角色。

四、角色對立關係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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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故事的一開始，也就是觸發事件到體驗為止，比爾與比利一直處在一種對立的關係上，（比爾／物質
富有心靈貧窮）：（比利／物質貧窮心靈富有），接下來在領悟的部份，比爾已經逐漸從與比利完全相對的
關係上離開原本的位置，最後在改變的部份，比爾已經重原本的位置轉移到新的位置上，此時比爾與比利的
關係已經轉變成（比爾／物質富有心靈富有）：（比利／物質貧窮心靈富有）的關係上了。

五、本故事的旨趣

　　如果把這篇故事裡的主要角色劃分成三者，分別是比爾、比利、以及受比利幫助的老婦人，兩兩比較，
我們可以發現。首先，比爾／比利的關係是比爾物質富有心靈貧窮；比利物質貧窮心靈富有，如果我們把比
利的狀態稱為Ｓ則比爾就是非Ｓ。其次，比利／老婦人的關係是兩者的物質都是匱乏而比力比老婦人多了心
靈的安適，如果我們把比利的狀態稱為Ｓ則老婦人是－Ｓ。最後是，比爾／老婦人的關係是比爾幫助需要幫
助的人（老婦人）的時候並不能得到心靈的快樂。透過以上的關聯，則可以畫出以下的矩形，以及找出義素
範疇：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義素範疇（Ｓ＋非Ｓ）所指的就是心靈上是否富足。

六、結論

　　如果從故事的敘事結構來說，這個故事是比爾從體驗領悟到改變的過程；如果關注主要兩個角色的變化
的話，這個故事是顯示比爾與比利從行為上的對立，進步到一種新的協調的角色關係；如果想要尋找故事最
重要的焦點，我們可以發現最重要的部分應該是心靈上是否富足。縱合以上的幾點，我們大概可以瞭解大比
爾與小比利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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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中山區中華國民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

基隆市中華國小 陳志宏主任

壹、目的：

　　一、為從小培養兒童閱讀習慣，增進適應生活知能。

　　二、營造豐富閱讀環境，奠定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貳、實施原則：

　　一、讓兒童在沒有壓力下閱讀，從而養成喜歡閱讀的習慣。

　　二、根據兒童身心發展，兼顧兒童閱讀之質與量。

　　三、透過活動參與，鼓勵兒童閱讀。

參、承辦單位：教學處

肆、實施對象：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

伍、實施項目及方式：

　　一、每月閱讀心得記錄：

　　為了讓更多學生閱讀完一本書，能有記錄的好習慣，因此每個月每班同學都有一
張閱讀記錄單，月初發給各班導師學習單，由各班導師利用時間讓學生填寫，月底時
交給圖書教師，並推薦2名填寫完整及文筆流暢的學生，頒發獎狀以作為鼓勵，並公佈
閱讀單於「佈告欄」上。

   

  　二、閱讀名人榜：

　　本校圖書室目前已全面E化，每學期末會經由電腦系統統計各班閱讀書籍數量最多
的小朋友，頒發獎狀及獎品，並公佈名單於「佈告欄」上。

　　三、推動校內閱讀認證活動（低、中、高）

　　本校師生可於閱讀課與午餐後時間到圖書館借閱圖書，讀完後學生可填寫閱讀認

證單，並請家長或老師認證，每學年收回，並獎勵認證量最多的小朋友，並公佈名單

於「佈告欄」上。

　　四、故事媽媽說故事活動

　　本校一至五年級由教師擇一早上晨光時間安排一位故事媽媽到班講故事，並進行
活動，填寫閱讀單並發給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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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4%B8%AD%E8%8F%AF%E5%9C%8B%E5%B0%8F+%E9%99%B3%E5%BF%97%E5%AE%8F%E4%B8%BB%E4%BB%BB


　　五、晨間閱讀活動

　　各班導師每周選擇一至兩天進行晨間閱讀活動，運用晨光時間，讓學童選擇一本
書進行閱讀，並擇期讓學童上台介紹繪本與分享心得。

 

　　六、學生晨間語文系列活動

　　本校周一周四兒童朝會時間皆安排低、中、高年級（各擇二位同學）進行語文活
動，分別為低年級的唐詩背誦、中年級成語故事背誦、高年級圖書分享，透過以上活
動讓學生發表的舞台，活化圖書館利用。

七、閱讀社團教學活動

　　本校每週二第一節課進行社團活動，本學年由林亦潔老師、陳宜如老師負責，招
收低中年級學童，每周安排一位老師導讀繪本、兩位學童進行成果分享。

 

 六、成果與回饋：

   

閱讀認證活動 圖書借閱

 
 

閱讀社團活動 故事媽媽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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