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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閱讀報告

發行宗旨：本電子報屬教育性，內容以促進閱讀策略共享、報導閱讀推手作為、分享校際閱讀創意面
向，期許形塑優質閱讀氛圍、提昇閱讀指導品質、促動閱讀文化深耕。歡迎國內外學者、教師及家長
踴躍投稿。

閱讀報告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兩岸閱讀能力指標的異同比較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林于弘教授
精選藏書票 / 基隆市太平國小譚之帆老師設計

主編的話

閱讀和平 書海悅讀 / 基隆市和平國小趙蕙芬校長

名人看閱讀

莎士比亞看閱讀 / 莎士比亞

策略擂臺

【閱讀、悅讀、點點心】－和平國小教師推動閱讀學習社群 / 基隆市和平國小 陳建銘主任

杏壇尖兵

讓和平島的孩子快樂走進圖書館【專訪】和平國小閱讀老師－楊芳萍老師 / 基隆市和平國小 陳建銘主
任

閱讀寶庫

散步在文學鄉情中—文建會閱讀文學地景網站簡介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基隆市99年度創意閱讀寫作教學設計優勝作品頒獎暨發表會實施計畫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訊息看台

2010國際閱讀教育論壇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99年度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培訓計畫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2010年「以童書繪本輔助教學」研討會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台灣少年小說文學創作營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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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閱讀報告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閱讀報告

     讀書報告需要哪些格式、架構呢？本期引述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讀書報告的圖式結構一文以及網頁中所提
出的五個部分：資料、處境、感受、評論、尾聲，提供國內教師在推動閱讀教育上參考。

資料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學生

學校（班別： 學號：）

開始閱讀日期

報告完成日期

存放處

內容評分

技巧評分

 處境

我為甚麼讀這本書？

是誰、或甚麼原故讓你接觸到這本書？
這部書有甚麼吸引我的地方？
看過這本書後，和未看之前，你對這本書、你自己或者你的生活，有甚麼不同的看法？

概括處境

簡要地概括一下全書...

讀過這本書後，你對全書有甚麼印象？你能用自己的說話，簡要地概括一下全書的主要內容、組織，
或者主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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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A6%99%E6%B8%AF%E5%A4%A7%E5%AD%B8+%E6%9E%97%E5%81%89%E6%A5%AD%E6%95%99%E6%8E%88
http://web.hku.hk/~jwilam/reading/rr/resources/rr24oct2003.pdf


你知道嗎，這一環節正在訓練你的「閱讀重整 (integra�on) 能力」呢！

感受

我看這本書最深刻的感受...

這是最重要的部份：你對這本書有哪些深刻的個人感受？你的個人感受可以由三個部份組成：

閱讀時﹐感受你最深刻的是哪一片段（事件、人物，或者某一章節等）？嘗試簡要概括一下，或者引錄
相關重要原文文句﹐方便你的讀者明白。
你認為作者在你所選的片段中，表達了甚麼情感？你能設身處地地體驗作者或者有關人物在事件中的感
受嗎？試把這種感受寫下來。
在你的生活心，有哪些地方與你所選的片段有關？你能從你所選的片段引伸到你自己的個人生活上嗎？

你知道嗎，這一環節正在訓練你的「閱讀延伸 (elaboration) 能力」呢！

評論

這本書好看嗎？

你認為這本書好看嗎？哪些地方寫得好？哪些地方寫得不好？這本書在以下幾方面有甚麼特別的表現，試選
擇其中一些你有心得的記下來吧。

這本書有沒有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這本書的內容在這些不同影像媒體中有不同的效果嗎？
這本書文字風格如何：有構思獨特或者很趣的比喻嗎？作者的文字老練嗎？你認為這本書幽默、風趣
嗎？
這本書屬於哪種體裁？這本書表現了這種體裁的哪些特色？
這本書所塑造的人物生動嗎？
這本書運用了哪些你認識的寫作技巧﹕例如敘述觀點、襯托對比、象徵喻意、對話與描寫的安排穿插、
修辭手法等？

你知道嗎，這一環節正在訓練你的「閱讀評價 (evaluation) 能力」呢！

影響

這本書對我有甚麼影響？

你對你自己、對生活的看法有改變嗎？
這本書印證了、啟發了你對生活的態度和人生的信念嗎？
你會如何鼓勵和呼籲你自己、你的讀者實踐這本書啟發你的生活態度、人生信念？

你知道嗎，這一環節正在訓練你的「閱讀創新 (creativity) 能力」呢！

備註：本網頁資料，感謝香港大學林偉業教授同意引用

點閱: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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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兩岸閱讀能力指標的異同比較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林于弘教授
精選藏書票 / 基隆市太平國小譚之帆老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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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兩岸閱讀能力指標的異同比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林于弘教授

    教育不但是知識學習的奠基，也是對未來成就的投資，教育建設的良窳成敗，也與國家的命運息
息相關。海峽兩岸同在二十一世紀初的2001年推動基礎教育的改革工作，臺灣從2001年實施《九年
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並於2003年修正完成《九年一貫課程正式綱要》，再於2008年微調《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且將於2011年起開始逐年推動。中國大陸同樣在2001年推出《全日制義務教育課程
標準》。兩岸義務教育的課程革新都如火如荼的展開，其中國語文更是改革的重點，而閱讀尤為國
語文學習的核心，是以其相關內容的探究，也更值得我們付出注意與期待。
    就能力指標的範疇來看，諸如：掌握文章要點，熟習字詞句型；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大意；
培養良好的閱讀興趣、態度和習慣；認識並學會使用字典（工具書）以輔助閱讀；掌握基本閱讀技
巧；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調整讀書方法，提升閱讀的速度和效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瞭解
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分享心得；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主動擴
展閱讀視野，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材料，廣泛閱讀，等以上種種，都
是兩岸在閱讀能力指標的共識。
     至於在臺灣的部分，包括：結合電腦科技，提高語文與資訊互動學習和應用能力；思考並體會文
章中解決問題的過程；主動思考與探索，統整閱讀的內容，轉化為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偏向
創意及整合的能力，則為臺灣閱讀能力指標的特色，也是臺灣在閱讀能力上的既有優勢。
     另外，在大陸的部分，包括：默讀、朗讀的速度和聲情；積累自己喜歡的成語和格言警句；背誦
優秀詩文及課外閱讀總量；聯繫文化背景作出評價；品味作品中富於表現力的語言，則是大陸迥異
於臺灣的閱讀能力指標，同時也形成大陸所強調的特色。
    就整體的學習而言，國語文的認知發展，不僅和人文社會學科的成就息息相關，同時也是學習其
他領域的基礎工具。閱讀教學雖然只是國語文眾多項目的一環，卻必須仰賴其他能力所共同奠定的
良好基礎，方能達成各項學習成就的具體目標。在兩岸的現行的課程綱要中，有關各項能力指標的
訂定，也同樣標誌著教學的重點面向，是以透過兩岸閱讀能力指標的對比分析，也可以一窺兩岸在
閱讀教學的共相與殊向，以及在未來規劃與發展趨勢的思維建構。

點閱: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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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閱讀報告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精選藏書票 / 基隆市太平國小譚之帆老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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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精選藏書票

基隆市太平國小譚之帆老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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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正值文藝復興時期的15世紀歐洲，德國印刷術開始發展，書籍產量大增。當時設計出藏
書票貼在書籍的扉頁上，作為自己藏書的標誌。
    藏書票上一般都註有EX LIBRIS字樣，此為拉丁文，為屬於某人或某圖書館藏書之意，
現已成為藏書票的標誌。
    在這重視個人品味的時代，藏書票設計題材廣泛，各類事物皆可成為設計主題，展現個
人風格，使得這項原為西方產物的藏書印記日漸受到人們喜愛。
    中國神話與小說系列藏書票。挑選著名角色有，「后羿」、「嫦娥」、「孫悟空」、
「諸葛亮」、「關羽」等。讓這幾位名角返老還童，製造更貼近兒童的臨場感。另外，
還有應景節慶藏書票，表現「馬來貘」與「麋鹿」到底何為「四不像」的趣味。以及結
合「基隆地標」與「老鷹」的基隆意象藏書票。

作者簡歷

譚之帆

1999畢業於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
2010現正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EMBA班進修中。
2010現任教於基隆市太平國民小學。

點閱: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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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兩岸閱讀能力指標的異同比較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林于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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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和平 書海悅讀

基隆市和平國小趙蕙芬校長

     和平國小設立在全台最近的陸連島──和平島，是個富有特殊海洋風味的地方，也是一所族群多元
的學校，其中原住民、新移民總合超過半數。然而，不論是那個族群的孩子，要提升能力，掌控未
來，開創豐富人生，閱讀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本校珍惜特有的地理人文環境，融合海洋、原住
民、多元等特色，將四間教室大，連同走廊的空間，全部擴充為圖書館，規劃整體教學空間，以做
為學生自學的最好場所。最近正在加強屋頂防漏整修，待竣工後，它不僅是和平國小的圖書館，也
是基隆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與行政院民族資源教室。連寒暑假，都有對外開放的計畫，期盼不只嘉
惠和平親師生，還能服務基隆學子。

    本校教師非常重視閱讀及圖書館利用教育，全面推行晨讀10分鐘及其他推廣閱讀的活動，並以年
段組成學習社群，融合領域與議題，研討相關教學策略，常有創新的點子，令人耳目一新。本期
「策略擂台」中的【閱讀、悅讀、點點心】，分享低年級學習社群的策略，「杏壇尖兵」專訪本校
閱讀教師楊芳萍，這些老師，充滿了推動閱讀的熱忱，且方式多元，成果豐碩。本校還有許多教師
身懷推動閱讀的絕技，限於篇幅，期待日後能一一與讀者分享。「海洋閱讀、悅讀海洋」會成為日
後和平國小在閱讀教育上特別著力的重點，要藉由「海洋」和「閱讀」的整合與激盪，迸出「悅
讀」亮麗的火花。我們擁有「藍海、書海」，期盼「海納多元，書富學子，學貴人生」。

感謝本期為稿件默默付出的閱讀推手及編輯，你們辛苦了！

點閱:74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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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莎士比亞看閱讀

莎士比亞

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沒有
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英‧莎士比亞

Books are the nutrient of the whole world. A life without books is like a life without sunlight;
wisdom without books is like a wingless bird.

點閱: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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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閱讀、悅讀、點點心】－和平國小教師推動閱讀學習社群

基隆市和平國小 陳建銘主任

 
    我們相信，在每所學校裡，都一定會存在著一群默默推動閱讀的老師們，他們既不求名更不為
利，只期望孩子能從閱讀中感受文字的神祕魔幻，帶領孩子走入寰宇，一窺宇宙萬物的驚奇！這樣
子向上提升的精進社群，需要學校義無反顧的全力支持，現在，請容我為大家介紹和平國小教師推
動閱讀學習社群。
    位居和平島上的和平國小，號稱是島上的「最高學府」，目前擁有學生數260人共12個班級，是座
典型的漁村學校。本校低年級雅慧、芳萍、玉穎、佳文等四位老師組成「推動閱讀學習社群」，時
常利用下午空堂時間，自發性的做教學研討與專題交流，目前推動的部分有:
 

 一、閱讀結合戲劇   

     閱讀結合戲劇的課程目前已邁向第四個年頭，一開始緣於班上幾位熱心家長，他們是「基隆市故
事協會」的志工媽媽，加上邀請本市文化局王振蕙老師到校指導，老師在閱讀教學上的專業與家長
對表演戲劇的熱愛，推展出一幕又一幕的戲劇展演活動。老師與家長們每次都會與王老師先共同討
論，選定合適的繪本，開始推動之後以學生學習狀況，一邊練習一邊修改劇本。

    藉由發表與上台的機會，藉由參與閱讀與戲劇課程活動，藉由親師生互動的回饋作業，我們發
現，孩子們不論是在繪畫、閱讀能力或是文字敘述的表達上，在在呈現出明顯的進步情形，就連原
本內向、弱勢或學習低成就學生，也都因此而建立自信心。這一切的一切就是讓我們即使再累、再
苦，也會帶著微笑堅持做下去的原因。

 

【閱讀結合戲劇展演－孫悟空大戰鐵扇公主】

二、繪本融入課程
    每學期結束前，低年級四位老師就會先討論、彼此推薦好的教學繪本，如果剛好是「愛的書庫」
書單裡的圖書，就可先進行借閱。低年級老師以學校名義借閱，就可以一次借十箱，期限為兩個
月，以供四個班級輪流閱讀與進行語文教學活動。此外，亦可利用兒童電子繪本網站，結合電子白
板的功能進行繪本共讀，藉由電子科技互動軟體，讓學童提升閱讀的興趣，也更喜愛閱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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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經培養品德   

     目前的讀經教材主要以唐詩、二十四孝、弟子規等兒童啟蒙書為主，除了可以讓學童收心、增加
語文閱讀能力之外，學童在耳濡目染下也能在品德部分有所幫助。低年級班親閱讀志工與老師都會
充分合作，可是隨著孩子畢業之後，故事媽媽的資源也流失掉，每當新的一批學生入學，同時也要
訓練新的一批班親志工。然而，本校讀經志工張杰蔚先生卻數年如一日，熱情投入讀經教育，令人
感佩！ 

四、晨讀美好時光   

     每學期開學前先通知家長，在新的學年會設計「上台分享圖書」的活動，有心的家長在家可以先
行訓練。利用晨讀時間結合上台朗讀文章、說故事分享、閱讀心得分享，最後在本校週四語文發表
時間對全校師生演說。

五、鼓勵閱讀寫作

    鼓勵學生投稿校內刊物「和平交流道」。學童上台做導讀與推薦好書，說出印象特別深刻的部
分，鼓勵學生用完整的句子描述，盡量避免「好好看」、「好好玩」之類簡短的語詞。在寫作的部
分，每學期老師都設計漸進式的主題，比如：形容詞的運用、練習詞語串聯寫作，編成一個有趣的
小文章。也可配合生活課程，例如：先讓學童觀察鳥類（實體、影片、圖卡），配合相關動物故事
繪本解說，然後請學童動手做勞作，將做好的鳥類作品展示，再幫牠取名字。學童假想自己是當中
的主角，老師進行寫作引導，將句子延伸成段落，最後再串連成一篇文章,，製做成一本小書。

六、閱讀融入海洋

    本校推動海洋教育有目共睹，而低年級更編寫了「認識校園海濱植物」、「認識日常食用魚」、
「認識藻類」、「海洋『船』說與歷史痕跡」等課程，從日常生活中對生物之認識，對海洋生物產
生興趣，並樂於學習到海洋相關知識的建立，進而提升並產生想再深入認識海洋的動機。    今年小
一新生贈書本校也選出:「大鯨魚與小海螺」與「大家來逛漁市場」等書，將閱讀融入海洋教育，以
故事主角介紹漁業捕撈，結合和平島在地捕撈業，清楚漁種的分類,認識魚的構造。    本校低年級教
師群樂於推動閱讀，希望孩子都能「悅讀」越有趣的例子，或許可以藉此鼓勵老師們，只要在教學
中多花點心，不要把推動閱讀當成一件苦差事，把它當成是一件有趣的事，就會有更好的成果！  

 
【閱讀起步走-小小新鮮人贈書活動YA！】

點閱: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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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讓和平島的孩子快樂走進圖書館【專訪】和平國小閱讀老師－楊
芳萍老師

基隆市和平國小 陳建銘主任

 

     和平國小楊芳萍老師擔任老師十年，在四年前接下閱讀老師的工作，主要負責推動校內閱讀
活動，建置與管理學校圖書館，辛苦耕耘，成效卓著。 可以說說看您擔任閱讀老師的工作以
來，對於閱讀教育的推動有什麼想法？

楊老師：我發現校園中的低年級教師群，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在閱讀繪本的推動，這時候學童的閱讀
是廣泛且多元的，可是當學童升上中年級與高年級之後，閱讀活動的時間就明顯減少。此外，學校
辦理的校園閱讀活動及語文課程，低年級教師群的參與度與學童投入程度很高；而到了中高年級
時，學童的閱讀參與熱忱稍減,甚至有落後的情形。這方面的因素很可能跟家長對於學童的學業要求
漸高，教師教學也順勢偏向考科有關，如此一來，在閱讀推動的時候，難免就會在中高年級時產生
斷層，解決之道就是多用「課程融入」的方式，並鼓勵學童到圖書館查閱資料，增加閱讀質與量。 

《遠見》雜誌在九月份首度發表25縣市的總體閱讀競爭力調查，競爭力包括平均巿民擁書率、
借閱率、圖書館館員專業度等11個指標，台北市總體表現第一，基隆市則是最後一名。您在95
年接下本校圖書館負責工作，可以分享您在整理和平國小的圖書館藏書的歷程嗎？

楊老師：本校圖書館之前的位置在一樓，原本有許多志工家長協助，運作情形十分良好，但隔年適
逢96年圖書館搬遷，圖書館建置作業等於全部都要重頭再來，所幸全校老師與學生都願意挽起衣袖
幫忙，還有感恩妙玉、瑋湘、軍燕等媽咪無怨無悔與我們攜手努力，從搬書、到重新貼標、建檔與
上架歸位，幾乎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原本圖書轉檔是由學校資訊老師自行下載免費軟體建置、編
碼，後來改為採用卓眾系統一年，運作也不錯，沒想到去年規定轉成教育部圖書管理系統，我們又
立刻趕緊進行轉檔。       我覺得在這過程中，最令人感動的一件事，就是圖書志工的重新召募，本校
退休教師林美惠老師，帶領著和平島成人教育班的學員，全力投入圖書志工行列。可能大家不知道
的是，這些幾乎是爺爺奶奶輩的志工甚至有人連「開機」都不會！可是令人感動的是他們帶著「熱
情」協助學校、服務學童，所以，我們很要求孩子一定要有禮貌要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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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貴班使用「電子白板」與「愛的書庫」進行閱讀教學活動一年多來，成效如何？可以舉例
說明嗎？

楊老師：班級共讀的圖書除了紙本閱讀外，也可直接連結諸如「文建會」等相關兒童繪本資源網
站，結合電子白板的功能，豐富的影音系統先吸引學生，進而直接讓學生進行繪本共讀。    愛的書
庫的推動至今二年了，原本是以個人名義借閱，可是這樣只能一次借二箱，每兩週就要歸還；後來
以學校名義借閱，可以一次借十箱，為期延長到兩個月，這樣子整學期低年級四個班級就可以輪流
閱讀，非常好用。 

最後，可以談談您對本校圖書館未來的走向有什麼想法嗎？

楊老師：我曾在大都市的學校任教，那裡的家長不僅重視課業也重視閱讀活動，學生擁有的是取之
不盡、滿滿的書海，回到和平島任教，情況是三百六十度的大翻轉，學生真的很弱勢。我希望和平
國小圖書館不僅可供學童借書，目前寒暑假皆有開放圖書館的計畫，讓學童隨時都可以看書，想看
書就可以拿到，書香處處，不要讓學童認為閱讀是一種負擔。

    遠見雜誌曾調查本市學童「擁書量」平均過低，所以我希望亦能增加圖書採購。閱讀讓人眼界開
闊，未來圖書館甚至可以開放成為和平島社區圖書資源，讓社區家長與學童將這裡當成是自己家的
「書房」，喜歡來圖書館進而喜歡閱讀！

  

                              【和平校園閱讀空間-海蝕晶晶點心廊】

點閱: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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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庫

散步在文學鄉情中—文建會閱讀文學地景網站簡介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本文摘要

102年11月網址更改為：http://readingu.moc.gov.tw/

文化部 閱讀文學地景網站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一直以推動全民閱讀、尤其是文學類書籍的閱讀為主要目標。「閱讀文學地景」，是
文建會在2008年推出的活動，除了活動主題網站之外，也發行了一套包含新詩、散文、小說三大類、四大冊的
「閱讀文學地景」專輯。 

專輯以「反映鄉土關懷、在地自然環境地理與具特色生活圈之優秀文學作品」為主軸，經由文學創作者生
花妙筆的介紹來體驗當地的人文風情，期待與土地、生活關係極為密切的文學作品，成為讓國人喜愛閱讀的觸
媒，使民眾、作家能產生對話，豐富各地的文化風采。

 
作品年代涵蓋自日據時代至90年代，內容有小品，也有摘錄自「大河小說」，或歌詠同情，或暗諷批判，

不乏自然地景的節奏變化、城鄉生活的今昔滄桑、地景變遷與社會文明進展的衝擊，更可從文學作品中增進對
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族群的理解與溝通，瞭解各族群文化及鄉土特色，學習以虔誠謙卑的心理看待這片土地及
人民。

 
而「閱讀文學地景」主題網站，大體上可分為作家作品、以及推廣活動兩大部分。其中作家群像、閱讀鄉

情兩個專欄，可以依作家或者依居住地來檢索，閱讀作家筆下各種喜怒哀樂灌溉而成的地誌文學，非常方便網
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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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呈現文學作品259篇，其中新詩103篇、散文104篇、小說52篇的作品。包括子敏、吳晟、白先勇、余光
中、李潼、周夢蝶、林文義、林文月、阿盛、徐仁修、林芳年、陳冠學、舒國治、楊牧、蔣勳、黃春明、鄭愁
予、鍾肇政、賴和—等眾多知名的作家人作品。

 
收錄在閱讀文學地景專輯中以基隆為時空環境、主題的作品有：瘂弦的新詩作品秋歌──給暖暖、王拓的金

水嬸小說作品、向陽山村明月散文、東年的小說初旅（節錄）、船長詩人林福蔭的憶——刺丁挽散文、許德全
新詩作品漁人的家──詠八斗子漁村。每一篇作品網頁，也都附有了作者介紹、作品導讀和延伸閱讀的相關網
頁，提供閱讀者對於作者、作品更進一步的瞭解。

 
這是一個適合國高中以上學生閱讀文學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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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基隆市99年度創意閱讀寫作教學設計優勝作品頒獎暨發表會實施計畫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壹、依據
一、99年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
二、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

三、基隆市99年度精進教學計畫總體計畫。

四、基隆市2008-2010閱讀寫作深耕計畫。
貳、目的

一、因應本市閱讀教育之推動，鼓勵教師發揮教學活動設計之能力，以
     促進教育專業之成長。
二、鼓勵研發具體可行之教學活動，以充實閱讀教育之實質內容。
三、徵選優良閱讀寫作教學活動設計，增進閱讀教育推展成效及交流。
四、充實本市閱讀網站內容，以提供引導觀摩之成效。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基隆市政府
二、承辦單位：基隆市中正國小

肆、研習時間：民國99年12月15日（星期三）13:30—16:30
伍、頒獎暨發表地點：基隆市中正國小視聽教室
陸、參加對象：預計80名

一、本次獲獎教師
二、本市各公立小學每校遴派1-2名教師參與
三、其他對閱讀寫作教案有興趣之教師（含中正國小教師）

柒、實施程序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備註

13:00—13:30 報到 中正國小教務處 簽名領取資料

13:30—13:40 開幕 教育處劉科長美蘭
中正國小楊校長盛錩

 

13:40—14:00 頒獎 中正國小教務處 頒發圖書禮券
回收領據

14:00—15:00 A組特優教案發表2人
 

A組榮獲特優者
 

 

15:00—16:00 B組特優教案發表2人 B 組榮獲特優者  
16:00—16: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劉科長美蘭

中正國小楊校長盛錩
 

 
捌、預期成效

一、透過教案發表及分享，提供本市教師閱讀教學實務經驗交流之機會，以增進推廣閱讀教育之成效。
二、鼓勵教師發揮閱讀寫作教學設計之專業、創意，從中發掘專長教師，以建置本市專家教師資料庫。
三、透過閱讀寫作教案之徵選，彙集優良教案，充實本市閱讀網站之內容，以供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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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99%95%E5%AD%B8%E7%AE%A1%E7%A7%91+%E5%8A%89%E7%8F%AE%E5%90%9B


玖、報名：請於12/15日前至教育處全球資訊網『教師研習系統』上網報名
拾、全程參加活動核給3小時研習時數
拾壹、獎勵：活動辦理完竣後，承辦相關人員依權責敘獎。
拾貳、本計畫陳基隆市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點閱: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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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國際閱讀教育論壇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閱讀，決勝未來的關鍵能力」。身處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終身學習能力是每個
人最大的保障，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一切競爭力與價值都以知識為主，而知識的來源
在於閱讀。 因此在近幾年，世界各國所推動的教育改革，幾乎都把推廣閱讀習慣，提
升到培養孩童的閱讀能力。芬蘭、英國、澳洲、日本、加拿大…等國家，陸續開始發
起閱讀教育推廣運動，從政府開始，結合圖書館、學校、社區、企業和媒體，相互配
合推廣，改善孩童閱讀的態度，重拾閱讀的樂趣，為下一個世代的競爭力作準備。
OECD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自1997年籌畫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2000年評量重點為閱讀能力，PISA成績公佈後，
德國被列入OECD三十二個國家的「後段班」。這個挫折與震驚，引發一場德國有史
以來規模最大的教育改革與討論，德國權威知名媒體《明鏡週刊》更以「德國學生笨
嗎？」為專題封面，探討德國教育制度與問題。 今年，PISA2009重點再次為閱讀能
力，結果也將於12月初公佈，當全世界教育人士都在同步關注成績和下一代競爭發展
時，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期望透過2010國際閱讀教育論壇，邀請PISA國際閱讀專家團
隊以及閱讀推廣專家學者，分享國外閱讀教育最新趨勢，提供閱讀教育新觀念，開拓
國內閱讀教育新視野。

論壇場次：日期：2010年12月9日（四） 09:00-16:00 (9:00開始入場 ) 
地點：台北縣政府大樓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61號3樓）
論壇內容：

◎21世紀的閱讀能力 Reading lite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主講：Pro. John H.A.L. de Jong 約翰‧德容博士 荷蘭知名語言評量專家

◎香港閱讀經驗推廣

主講：劉潔玲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教授

◎在圖書館培育下一代民族的未來 Fostering Children of the Nation’s Future at the
Library
  主講：李淑鉉 韓國國立兒童青少年圖書館館長

資料來源：2010國際閱讀教育論壇網站

點閱: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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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培訓計畫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99年度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培訓計畫

        圖書教師主要之任務乃在負責學校圖書館之經營、推動閱讀與資訊素養活動、提供資訊協助教師教學，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閱
讀興趣，並使之具備自學能力。
        歡迎各位參加99學年度教育部國教司推動之【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培訓計畫】。本計畫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與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主辦，希望協助學校圖書館教師在繁忙的工作中，繼續保持學習的心，增進圖書資訊素養與瞭解閱讀知能，廣泛運用於學校圖書館活動
的推廣。
        活動問題歡迎洽詢：(02)7734-5290 李小姐 liyc96@ntnu.edu.tw 
 
課程資訊壹、時間及地點：一、台北場 2010年12月07-09日 (週二–週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二、高雄場 2010年12月
22-24日 (週三–週五)  高雄市立圖書館文學館貳、議程：

 
參、報名資訊：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9年12月1日止
二、活動問題歡迎洽詢：(02)7734-5290 李小姐 liyc96@ntnu.edu.tw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合辦單位：高雄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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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童書繪本輔助教學」研討會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會議日期：99年12月4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臺北市立動物園 演講廳（圖書館旁）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北動物園保育教育基金會
合辦單位：臺北市立動物園
報名方式：
1. 一律伊媚兒報名，額滿為止。
2. 報名截止日期：2010年11月30日止。
3. 以小學老師及說故事爸媽為優先。
洽詢方式：
1.Email: Gfund14@zoo.gov.tw
2.傳真：02-2239832933 
 
注意事項：
1. 收到報名完成通知後可直接列印報名表（憑單入園）不另行寄發通知單。
2. 研討會當日，請於08:40-09:00至臺北市立動物園演講廳報到。
3. 敬請與會來賓多加利用大眾運輸系統

4. 本研習備有午餐敬請自備環保筷（杯）等餐具

2010年「以童書繪本輔助教學」研討會議程 
08:40—09:00 報到 講者
09:00—09:30 開幕式

                    主持人：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北動物園保育教育基金會會代表致詞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代表致詞 
09:30—10:20 緣起-野生動物相關童書繪本資料庫與教學應用 張東君
10:20—10:40 休息  
10:40—11:30 專題演講（一）師法大自然、書寫小世界 凌拂
11:30—12:20 專題演講（二）青蛙不簡單、攝影有訣竅 李世榮
12:20—13:30 午餐+休 息
13:30—14:20 專題演講（三）走出課本、踏進自然與閱讀 李偉文
14:20—15:10 專題演講（四）自然與生活的繪本－觀察與紀錄的累積 童嘉
15:10—15:30 休 息 
15:30—16:20 專題演講（五）觀察水上水下、描繪蟲魚鳥獸 邱承宗
16:20—17:00 綜合座談

注意事項：

1. 本次內容以動物教育為主。

2.收到報名完成通知後可直接列印報名成功表（憑單入園）不另行寄發通知單。

3.研討會當日，請於08:40-09:00至臺北市立動物園新光特展館三樓國際會議廳報到。

4.敬請與會來賓多加利用大眾運輸系統。

5.本研習備有午餐，敬請自備環保筷（杯）等餐具。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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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Gfund14@zoo.gov.tw


6.若報名後不克出席，請提早通知主辦單位以便將機會提供他給候補者。

姓  名  性 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午 餐

□雜食
□素食
□不用

說明：  

 
1、本研討會於收到報名表後將以e-mail回覆確認，若未收到e-mail回
覆者，請主動與我們聯繫。

 

 2、如有任何變動，將於http://tzf.org.tw網頁公布，不再另行通知。  
 3、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  
 4、若報名後無法參加，請務必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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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少年小說文學創作營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台灣少年小說文學創作營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將2010年訂為「台灣少年小說年」，在於推動台灣本土少年小說的傳承與發
展。在兒童文學發展的歷程之中，少年小說一直以來都是最為弱勢的一環，在兒童邁入青少年階段
之時，最為需要閱讀的跨越，少年小說是跨越的最佳文本。

壹、活動時間╱地點：
一、 時間：99年11月28日、99年12月5日
二、地點：國語日報五樓第一會議室（台北市福州街2號5樓）
貳、課程規劃：

堂數 日期/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一
11月28日（日）

09：00∼12：00

少年小說的雙重讀者敘述——從
經典到現代；從英國到台灣

幸佳慧

（知名小說作家）

二
11月28日（日）

13：30∼16：30

小說課，不能說的祕密——每篇
好小說都是這個世界的一個謎

許榮哲

（知名小說作家）

三
12月5日（日）

09：00∼12：00

淺談「紐伯瑞獎」的得獎小說 張子樟

（台北教育大學兼任教授）

四
12月5日（日）

13：30∼16：30

少年小說的實務書寫 小野

（知名小說作家）

 12/5 許榮哲

小說課,不能說的祕密——每篇好小說都是這個世界的一個謎

簡介：不給讀者答案是一種折磨。給讀者答案，卻不告訴他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是另一種折磨。小說的可看性與創作手

法

討論文本：《小說課--折磨讀者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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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AA%E5%B9%B3%E5%9C%8B%E5%B0%8F%E7%B7%A8%E8%BC%AF%E5%B0%8F%E7%B5%84


 

11/28 幸佳慧

少年小說的雙重讀者敘述——從經典到現代；從英國到台灣

簡介：我們常說好的兒童文學作品，不只小孩喜歡大人也會喜歡，或者說一個好作品的讀者是不分
年齡的。這樣的說法，在技術上其實其來有自。英國兒童文學的經典，具有鮮明的「雙重讀者」敘
述傳統，也就是作者的敘述同時訴諸成人與小孩讀者。這場分享，將帶大家從「敘述技巧與結構」
來探索英國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同時擄獲大人小孩的秘密。在瞭解這樣的面貌後，我們也將以鐘肇
政的《魯冰花》為例，來看台灣跨界小說的可能性。

討論文本：《愛麗絲夢遊仙境》、《柳林風聲》、《風吹來的瑪莉包萍》、《派丁頓熊》、《彼得
潘》、《黑暗元素》、《深夜小狗秘密習題》、《魯冰花》等。
參、報名資訊：

活動免費參加，人數限定100名內。
 1.採email報名：sclroc@ms26.hinet.net
 2.傳真報名表，傳真專線： (02)2595-4217  (02)2595-4217。
                          報名表

姓    名  

學校/單位  參加場次  

聯絡電話  手    機  

E-mail  

點閱: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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