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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陪孩子一起閱讀吧！【105年12月】

常常在班級親師座談會上聽到家長抱怨：「老師，我家的小孩不讀書」、「老師，我家小孩只喜歡看漫畫，文字太多的書翻都不
翻」。然後，便希望老師能強迫學生回家一定要讀書。通常我會反問家長：「你要他們讀書的同時，你在做什麼事？也在讀書嗎？還
是看電視、玩電腦？」身教重於言教，家長玩電腦，卻要求孩子專心聽話的看書，很難。通常要家中的閱讀環境建立了之後，孩子才
會主動的想拿書來讀，在班上的閱讀習慣亦然。

--張鳳書、謝淑珺

輪值主編：基隆市中正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數位輔助學科閱讀計畫 105 年合作與深化夥伴學校 觀課活動計畫 / 國立中央大學
106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進階課程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主編的話

從閱讀開始，前進未來 / 基隆市中正國小 林志彥校長

名人看閱讀

三毛看閱讀 / 作家 三毛

策略擂臺

低年級快樂閱讀趣─讀者劇場教學活動設計與成果分享 / 基隆市中正國小 莊佩玲老師

杏壇尖兵

陪孩子一起閱讀吧! / 基隆市中正國小 張鳳書、謝淑珺老師
閱讀2.0 / 基隆市中正國小 林麗卿老師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潛能班的閱讀教學 / 基隆市中正國小 林綺雯老師

圖書館利用教育

讓孩子愛上圖書室 / 基隆市中正國小 顏安秀老師 

親子悅讀

「第六屆閱讀星球─雙子星」競賽活動 / 財團法人趙廷箴文教基金會

雞籠悅讀地圖

[I-bookstop基隆智慧圖書站--自助服務抽好禮，智慧借閱一起來！] / 基隆市文化局
「愛的書庫」在基隆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數位閱讀書箱」─玉山圖書館專案計畫~ /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圖書室開放 /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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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數位輔助學科閱讀計畫 105 年合作與深化夥伴學校 觀課活動計
畫

國立中央大學

一、宗旨：為展現夥伴小學「明日閱讀」推行成果，特於全國舉辦 44 場「數位輔助學科閱讀計畫觀
課活動」，以提升參與計畫教師在數位學習和閱讀領域之專業能力，亦希望透過此會議傳達「明日
閱讀」理念，推廣「明日閱讀」至全國各小學。

二、辦理單位：（一）指導單位：教育部（二）主辦單位：國立中央大學（三）承辦單位：基隆市
暖暖區暖西國民小學、基隆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
三、研習地點與時間：即日起至 107 年3 月31 日止，於全國辦理共計44 場次，各場次辦理日期與地
點請參閱以下網址：https://goo.gl/O5mJJc

點閱: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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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106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進階課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壹、活動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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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
程之目的即在提供圖書教師進階圖書館經營與閱讀推廣知能。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參、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肆、合辦單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南大學
伍、研習對象：依下列順序錄取名額，額滿為止。

1. 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學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
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之國小圖書教師及學校閱讀
團隊老師(請於報名時註明)。
2. 各縣市政府自行補助之國小圖書教師及學校閱讀團隊老
師，以各縣市政府提供之補助學校名單為主。
3. 對本課程有興趣的國小教師。

陸、活動地點：
臺北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臺中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臺南場：國立臺南大學誠正樓B308室
柒、活動時間：
臺北場：2017年01月23至25日 (週一–週三) 名額：120名
臺中場：2017年01月23至25日 (週一–週三) 名額：130名
臺南場：2017年02月07至09日 (週二–週四) 名額：120名

捌、報名方式：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填寫報名表
(http://www1.inservice.edu.tw/)，

課程代碼：臺北場：2114496（報名日期：12月12日起至
2017年1月05日止）
　　　　　臺中場：2114498（報名日期：12月12日起至
2017年1月05日止）
　　　　　臺南場：2114499（報名日期：12月12日起至
2017年1月12日止）

活動聯絡人：陳姿岑(maggietchen@gmail.com) 聯絡電話：
（02）7734-5428

玖、課程規劃：

臺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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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者(預計邀請名單)

1⽉23⽇(⼀)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 教育部國教署⻑官

陳昭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學

09:10-12:10 圖資利⽤教學──圖書館利⽤(3hr) 許慧貞老師/花蓮縣明義國⼩

12:20-13:30 午休

13:30-15:00 科普閱讀指導(1.5hr) 廖滿英老師/苗栗縣國教輔導團
國⼩⾃然領域專任輔導員

15:10-16:40 橋梁書協同教學(1.5hr) 賴⽟敏老師/新北市鶯歌國⼩

1⽉24⽇(⼆)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圖資利⽤教學──閱讀素養(3hr) 廖淑霞老師、黃尹老師/臺北市
再興國⼩閱讀團隊

12:10-13:30 午休

13:30-17:30 圖資利⽤教學──資訊素養(4hr) 國立嘉⼤附⼩資訊素養團隊

1⽉25⽇(三)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英文閱讀與相關資源推廣(1hr) 林⼼茹老師/基隆市仁愛國⼩

10:05-11:05 雲端軟體與協作教學(1hr) 李宗曄老師/國立⾼雄師範⼤學

11:10-12:10 閱讀推動結合社會資源(1hr) 臺灣閱讀文化基⾦會



12:10-13:30 午休

13:30-15:00 公共圖書館電⼦資源利⽤與⼩學
圖書館之合作(1.5hr)

洪世昌館⻑/臺北市立圖書館

15:10-16:40 閱讀⾏事曆(1.5hr) 李秉諺組⻑/苗栗縣僑成國⼩

16:40-17:00 綜合座談 陳昭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學

拾、研習時數

一、參與研習之教師將核發研習時數，以日為單位，一日7小時
之研習時數。

二、全程參與之圖書教師，將於課程結束時頒發研習證書。

 

拾壹、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參加活動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二、交通及住宿部分敬請各校自理，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三、研習提供免費午餐便當，若不需用餐，請在報名選項「用
餐類別」中註明。.

點閱: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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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從閱讀開始，前進未來

基隆市中正國小 林志彥校長

近十年各種教育改革在國際上遍地開花，新興教育思潮也衝擊及影響著每一個教

育現場。老師們該帶領孩子學什麼，怎麼學，教室要不要開放、教學如何翻轉，在在

引起熱烈的討論。未來如何改變充滿著未知與想像，但在期待未來之門開啟的同時，

專家們也憂心忡忡地預言：「20年內，近50%的工作會被取代，65%的工作尚未出

現。」

換言之，現在的孩子長大後，要面對的是跟他們的父母截然不同的社會。孩子們

再也不只能靠著父母與師長的「人生經驗」，來打造一個精采的人生。他們需要更多

的自學能力，以應付這全新面貌的地球村。

再則，數位化浪潮席捲世代，而雲端的運用出現在教育、公共事務與商務等各領

域。如何讓孩子使用數位工具，並加強適應未來的能力，是現在教育者刻不容緩的課

題。但訊息何其多，在使用工具學習之前，孩子更需要學會找尋資料、篩選資料、分

析評議資料，與使用資料。

試問，一個無法閱讀，或者無法從閱讀中釐清脈絡、掌握訊息的人，如何能適應

已經出現的數位生活？我們不只需要教孩子數位能力，更需要教孩子「數位進化能

力」。而21世紀的閱讀能力，早已不只是學科能力，它更是生存能力。

學校教育應該比過去的任何一個時代，要更重視閱讀的啟發、帶領與策略學習。

啟發需要感動、帶領需要陪伴、而策略學習需要技巧的導入。老師需要提升精進教學

能力，甚至要能夠結合數位工具、模組或概念來設計閱讀活動和課程，打破科際界

線，讓閱讀的愛好得以萌芽，我們的下一代，才能成為國力的希望、未來的象徵。

點閱: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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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三毛看閱讀

作家 三毛

書，在⽣活、⾏事，為⼈上不⽤出來，便是⽩讀。

點閱: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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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低年級快樂閱讀趣─讀者劇場教學活動設計與成果分享

基隆市中正國小 莊佩玲老師

一、       設計者：莊佩玲老師

二、       閱讀主題：我才不放手呢!

三、       教學對象：一年級學生

四、       教學節數：5節課

五、       設計理念

「我才不放手呢!」這本繪本色彩鮮明，故事內容以重複性對話為主體，文句簡單富童趣，學生在閱讀及練習對話過程中會覺得有趣且較無閱
讀壓力，非常適合改編為一年級學生的讀者劇場劇本。以讀者劇場方式讓孩子融入故事情節中練習口語能力，並幫助學生認字且提升閱讀流暢度，
是閱讀成果的展現，也是作為閱讀活動的實作評量。同時，也希望藉此讓孩子在愉快的學習過程中，逐步提升語文能力並累積上台表演的經驗。

六、       學習條件分析

新生剛入學，正在學習注音符號階段，因此劇本應以簡潔、易懂、好讀為原則，而學生也沒有團體上台表演的經驗，因此，舞台表演概念亦
需協助建立。

七、       教學方法：讀者劇場、合作學習和閱讀策略引導

八、       教學資源：「我才不放手呢!」繪本（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九、       單元目標：

1.能透過故事進行閱讀理解學習。

2.能以「讀者劇場」形式演出閱讀的文本內容。

十、       具體目標：

1-1能理解故事內容。

1-2能學會文本中的生詞。

2-1能藉由練習台詞的過程提升閱讀流暢度。

2-2能學習上台表演的要領。

 

 

十一、     教學活動設計

具體目
標

教學活動 教具 時間 評量

 

1-1

 

 

 

1-2

一、引起動機

    導讀繪本「我才不放手呢!」，帶領
學生理解故事內容，了解故事意涵。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將「我才不放手呢!」故事改編成
對話性的讀者劇場劇本，全班一起將劇

 

「我才不放
手呢!」繪
本

 

「我才不放
手呢!」改
編劇本

 

20’

 

 

 

20’

 

 

 

 

口語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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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朗讀幾遍，依據孩子的口語發展狀
態，以孩子的語言逐一修改劇本對話內
容，使學生唸起來更加通順流暢。

2.說明讀者劇場進行特色：

(1)可帶劇本上台表演。

(2)以自然、符合文句表情的聲調唸出
台詞。

(3)不一定要製作道具。

(4)要注意唸台詞時的流暢性。

3.指導上台表演要領。例如：不要背對
觀眾、如何克服緊張、上台及下台應鞠
躬敬禮、未輪到自己表演時也應注意儀
態……等。

4.全班分組，每組七人。老師請學生依
角色的特性、學生的語文能力及個人的
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角色。

5.老師事先協助學生將自己角色的台詞
標示出來。全班一起排練劇本，同樣角
色的學生一起唸台詞，提供同儕觀摩學
習的機會。

6.小組分開練習台詞，教師進行行間巡
視，隨時提供小組協助。

7.小組上台排練，老師指導學生注意舞
台表演技巧。

 

三統整活動

1.學生戴上於生活課事先製作好的青蛙
角色圖卡。

2.分組進行「我才不放手呢!」讀者劇場
表演。

3.請學生發表，說說各組表演的優缺
點。

4.老師評析各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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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十二、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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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導讀繪本 小朋友認真練習讀劇本 一次次的練習，能有效提升

孩子的閱讀流暢度，而學生

更是樂在其中。

小朋友們生動的演出 各組上台演出，精彩滿分！ 和道具來張劇組大合照

 

十三、     《附件》「我才不放手呢！」讀者劇場劇本

「我才不放手呢！」讀者劇場劇本

旁白：有一天下午，雨蛙和土蛙抓著一條長長的東西，拉來拉去，誰也不讓誰。

土蛙：啊！你怎麼這樣，雨蛙！我先找到的，這是我的。

雨蛙：你在說什麼啊？土蛙！明明是我先找到的，這是我的。

土蛙：是我的！你放手！

雨蛙：是我的！你才該放手呢！土蛙~

旁白：就在土蛙和雨蛙拉來拉去的時候，赤蛙來了。

赤蛙：好像很有趣呢！讓我一起玩吧！

雨蛙、赤蛙：嘿咻，嘿咻…

土蛙：嘿咻，嘿咻…我才不放手呢！

旁白：就在這個時候，田蛙來了。

田蛙：好像很有趣呢！我也要玩！

土蛙、田蛙：嘿咻，嘿咻…

雨蛙、赤蛙：嘿咻，嘿咻…我才不放手呢！

旁白：就在這個時候，蟾蜍來了。

蟾蜍：好像很有趣呢！我要來玩！

雨蛙、赤蛙、蟾蜍：嘿咻，嘿咻…

土蛙、田蛙：嘿咻，嘿咻…我才不放手呢！

旁白：就在這個時候，牛蛙來了。

牛蛙：好像很有趣呢！喂！我要玩！

土蛙、田蛙、牛蛙：嘿咻，嘿咻…

雨蛙、赤蛙、蟾蜍：嘿咻，嘿咻…我才不放手呢！

旁白：就在雨蛙這麼大聲一喊的時候……牠們手裡長長的東西居然動了，還說起話來。

蛇：不要放手喔！我現在就一隻一隻把你們吃掉！哈哈哈哈…

土蛙、田蛙、牛蛙：快逃啊…

雨蛙、赤蛙、蟾蜍：快逃啊！

蛇：什麼嘛！是你們自己說「我才不放手呢！」，怎麼現在一個個都放手了，氣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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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一起閱讀吧!

基隆市中正國小 張鳳書、謝淑珺老師

    常常在班級親師座談會上聽到家長抱怨：「老師，我家的小孩不讀書」、「老師，我家小孩只喜歡看漫畫，文字太
多的書翻都不翻」。然後，便希望老師能強迫學生回家一定要讀書。通常我會反問家長：「你要他們讀書的同時，你在
做什麼事？也在讀書嗎？還是看電視、玩電腦？」身教重於言教，家長玩電腦，卻要求孩子專心聽話的看書，很難。通
常要家中的閱讀環境建立了之後，孩子才會主動的想拿書來讀，在班上的閱讀習慣亦然。

    在班上推行的閱讀活動，這學期嘗試了班級共讀與讀報的方式。首先，選定一本大家耳熟能詳的長篇小說—西遊
記，一方面是想讓學生能夠改變閱讀種類，由繪本閱讀改為文字閱讀；另一方面，藉由西遊記內容的天馬行空，吸引學
生有繼續讀下去的慾望，藉以建立文字閱讀的習慣。

    在每週四晨間時間進行班級共讀，大家一同閱讀西遊記，四十分鐘的時間裡，有二十分鐘是安靜閱讀的。在這段時
間，或全神貫注、或細聲討論、或偶爾發出的不經意地讚嘆聲，班上瀰漫著一股愉悅的氛圍，閱讀是令人放鬆享受的。
接下來的二十分鐘，考驗來了，老師要來進行小活動，驗收一下同學們有沒有專心閱讀。老師設計5-10題內文提問，讓
學生分組搶答；另外，為加強學生的字音字形辨識能力及成語諺語的運用，也會配合文章內容，設計5-10題相關的問題
來讓學生分組回答，以加強學生語文能力，最後再統計分數，給予小獎勵。

    幾次的活動進行下來，學生對於班級共讀的活動是期待的、是開心的、並且積極準備的。常看到學生在課餘時間
三、五人圍成一圈，拿著西遊記，互相討論，猜測老師會出什麼問題，自己應該怎麼回答，甚至幾個較有心得的學生，
還會毛遂自薦，搶著要當下次班級共讀的主持人，由他來主持班級共讀流程及出問題。

     除此之外，為了讓孩子能在日常生活中養成自行閱讀的好習慣，因此老師選擇了每天班上都會有的國語日報，作為

孩子們學習『讀報教育』的主要教材。『讀報教育』，顧名思義就是閱讀報紙的教育，也就是以報紙當作教材，來教育

孩子學習新知，在報紙中的每個版面，個個都是個「語文教室」，不僅可擴充課程的涵蓋面，更可有效的結合孩子們的

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以提升孩子主動學習的意願。除此之外，以教師自行設計的親子共讀學習單作為輔助教材，不但

可增進親子間的情誼，更可藉由親子間共同讀報的心得交流，使孩子獲得更多的的正向鼓勵與思維，對孩子而言，親子

共讀的形式，確實也是讓他們喜歡閱讀的一大動力呢！

    正所謂「『閱』讀，『悅』讀」，只要學生能讀出興趣，其實無須老師或家長督促，自然便會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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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2.0

基隆市中正國小 林麗卿老師

「閱讀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如果不要寫閱讀學習單的話。」這句話應該是學生心中的話，其實老師也不喜歡批改閱
讀單呀！而且寫閱讀單太僵化，最後往往流於形式，但是老師又想要了解學生的閱讀情形，也希望透過分享讓同學
能擴展視野，所以就有了「閱讀2.0計畫」。首先讓學生自由分組，依喜好挑選一本書共讀，擇日進行好書推薦與
分享。有的學生是語文與藝文領域結合，將書中精采之處以文字或圖畫的方式表現在圖畫紙上;少數學生則是語文
與資訊教育結合，採PPT的方式介紹這一本好書，不管是透過哪一種方式來推薦好書，同學都能透過發表，達到分
享與表達的能力。

學生在分享後，紛紛表示對某些同學推薦的書很感興趣，想要去借來讀一讀，聽到這樣的回應，著實令人備感欣
慰，這不就是此番閱讀的用意嗎？引發興趣後自然能主動閱讀，自動自發的閱讀總是比強迫性的閱讀來得有趣多
了，不是嗎？

1.教
師說明

2.學
生分組

3.張
貼作品

4.分
享

5.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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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潛能班的閱讀教學

基隆市中正國小 林綺雯老師

    閱讀的成分，主要分為「識字詞彙」與「閱讀理解」。對許多潛
能班的寶貝來說，識字，就是一大關卡，學習如何將詞義、句義、
段義加以整合，達到了解篇章意義的目的，又是另一個挑戰；所以
在潛能班進行國語文教學時，會比較著重識字，當寶貝們有能力進
行初步唸讀時，再與「閱讀理解」同步進行。

    課程一開始，會請一位學生「指讀」、其他學生協助「圈出其唸
錯」的字詞；唸讀完畢，請其他學生給予回饋。如此，唸讀者經由
「指讀」，能明確知道自己唸到哪裡，更加專心，其他學生藉著聆
聽與偵錯，增進專注力、從中自我修正，也能從重複閱讀中了解文
意。接著，使用「自我提問板」，透過「主角是誰?(何人)、發生在
什麼時間?(何時)、發生在什麼地方?(何地)、發生什麼事?(何事)」，
整合文章的重要訊息。在學期剛開始時，需要仔細地為「自我提問
板」中的每則問題，進行定義。例如：主角，就是文章中不斷提到
的，包括人、動物，也有可能是物品；事件，就是將自我提問板中
的人、時、地，加以整理、補充而成。

    透過明確(的定義)、重複(的練習)、自信(的提升)，潛能班的寶貝
們，可以自主地閱讀、學習，進而類化到每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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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讓孩子愛上圖書室

基隆市中正國小 顏安秀老師 

閱讀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圖書室利用教育。在圖書室中，孩子們除了靜靜的

自我閱讀，應該還要有更多可能。如何讓孩子們喜歡到圖書室，享受在圖書室裡的風

貌與樂趣，是圖書室利用教育的第一課題。

首先是桌遊與閱讀的結合。

現在的孩子在3C中長大，手遊或平板遊戲早已佔據了他們的眼球。我們希望孩子

接納文字感動的同時，也希望帶著他們回到紙本卡牌、人我互動的單純；而在與夥伴

應對合作的同時，享受遊戲純粹的趣味。所以中正國小一年來，為了讓孩子「愛上圖

書室」，我們使用了「桌遊享樂卡」的獎勵，讓班級閱讀活動參與熱烈的小朋友，在

固定的年級時段，可以和同學到圖書室，在超過10款桌遊的選擇下，好好享受動腦的

刺激與樂趣。

其次是說故事時間。

從大人到小朋友，沒有人不喜歡聽故事。所有人都會願意被未知的、緊湊的、不

可預期的奇妙故事給吸引。我們吸引小朋友到圖書室的第二步，就是用故事讓他們過

來。說故事的工作由小朋友擔任，最好還是讓「念書不是很厲害」的小朋友來擔當，

這對同學來說，有著莫大的激勵效果。而對這位小朋友來說，更是一種榮譽與成就感

的象徵。

為了要讓孩子更能適應未來的生活，解讀數位化資訊的能力不可或缺；而閱讀能力，
更是首要。閱讀素養的培育是最值得投資的教育活動，而讓孩子愛上圖書室，則是起
始的一小步。但願我們在這一小步中，給予陪伴與趣味，讓孩子能勇敢的跨進閱讀的
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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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悅讀

「第六屆閱讀星球─雙子星」競賽活動

財團法人趙廷箴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趙廷箴文教基金會辦理

「第六屆閱讀星球─雙子星」競賽活動

一、依據教育部105年12月19日臺教授國字第1050142914A號函辦理。

二、活動相關訊息如下：

       (一)活動時間：105年12月14日(三)─106年3月28日(二)。
       (二)參賽對象：國小一年級─國小六年級。

       (三)競賽方式：邀請全國公私立國小學校報名及家長個人報名，採「網路線上」方式競賽。

       (四)活動網站：http://rc.schoolez.com/。
       (五)報名信箱：service@racetrackinc.com

三、倘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活動聯絡人蔡美惠小姐。(電話：02-25230651轉23)。

點閱:11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8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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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A1%E5%9C%98%E6%B3%95%E4%BA%BA%E8%B6%99%E5%BB%B7%E7%AE%B4%E6%96%87%E6%95%99%E5%9F%BA%E9%87%91%E6%9C%83
http://rc.schoolez.com/
mailto:service@racetrackinc.com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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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期

雞籠悅讀地圖

[I-bookstop基隆智慧圖書站--自助服務抽好禮，智慧借閱一起
來！]

基隆市文化局

即日起至2017年2月底止，凡於七堵車站的智慧圖書站借閱圖書滿5冊者，即可獲得抽獎
機會！（每證限1次機會）
 
✨好禮如下✨  1獎  Line Friends行動電源  1名  2獎  圖書禮券500元  5名  3獎  環保玉米杯  15名  借書抽好禮，
等你一起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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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書庫」在基隆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台灣閱讀文化基⾦會從⺠國94年開始即積極推廣閱讀，

愛的書庫也在多⽅機構及⼈⼠的贊助下廣設據點，推動校園閱讀風氣。

本市仁愛國⼩、建德國⼩設有愛的書庫。

明德國中是全市第⼀座國中的書庫學校，也是全國第243座愛的書庫。

中和國⼩為全台第252「愛的書庫」，本市第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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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閱讀書箱」─玉山圖書館專案計畫~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順應資訊科技之發展，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為協助學校發展數位化教學，規劃「數位閱讀書箱」計畫，

一箱數位閱讀書箱，內含十台平板電腦，提供教師科技媒材、促進教學多元化，
讓學童有機會享受科技化教育，進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感謝「玉山文教基金會」及「玉山志工基金會」重視閱讀教育，
於全臺灣成立百座「玉山圖書館」，同時支持本計畫，共同推動數位閱讀及數位互動教學，提供孩子更多
元的閱讀方式，結合平板與網路資源，讓教學更多元創新。

************************************************

<申請說明>：

1 .  申請資格：玉山圖書館設置學校。

2.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06年1月22日(日)為止

3 .  公告錄取名單：106年2月 (公告於本會網站，請老師自行上網參閱)。

4.  數位書箱寄出：依實際運作期程公告。

5.  毀損與遺失：數位閱讀書箱若有毀損、故障狀況，維修費用概由基金會吸收，但若遺失則須賠償(單價
新台幣八佰~七仟元整 )。

6.  詳細借閱流程及相關辦法，請自行下載下列附件檔案參考。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ZvLQSSidwz68bWiv2

 <※報名不代表錄取，彙整資料後於網站公告錄取名單 ! !>

 * ***********************************************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或來信，亦可下載借閱辦法參閱

承辦人：049-2566102#17  李副執行長，E-mai l：lee17@twnread.org . tw

承辦人：049-2566102#24  張瑞娟組長，E-mai l：jcchang@twnread.org .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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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圖書室開放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圖書室開放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為增進民眾服務，

該館圖書室於每週二-六上、下午皆對外開放閱覽，

並不定期舉辦各類閱讀推廣及親子共讀活動，

如有需要可利用上述時段入館閱覽。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圖書室開放要點

 

103 年 9 月 30 日館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圖書室（以下簡稱本室）為便利民眾參考本室典藏圖書資料，開放供民眾現
場閱覽。
二、  開放時間：依館方公告時間為準。
三、 服務項目：

1. 典藏圖書、期刊、視聽資料（以上簡稱書刊資料） 皆可於室內閱覽參考，外借僅開放本館 之館
員、 約定館際合作單位，及辦理短期借閱證之單位或個人 。

2. 提供電腦查詢典藏資料。

四、    使用需知：

1. 書刊資料僅提供室內參考，若查獲夾帶出室屬實，本室得永久取消其閱覽權利，並依法究辦。
2. 使用本室電腦設備，不得瀏覽色情網站、聊天室、或進行電腦遊戲之用途。不聽從勸導者，本室
得終止其閱覽權利。

3. 本室各項硬體設施與書刊資料，讀者如有破壞、塗寫、汙損等情事，應依本室借閱要點賠償。
4. 資料使用後，現期期刊請歸還原處；其他書刊請置於書車或閱覽桌，由本室服務人員整理上架。

五、  其他：

1. 讀者使用圖書室請勿進入其他行政區，凡不遵守者，本室得立即終止其閱覽權利。
2. 個人背包請勿攜入，請置於寄物櫃；貴重物品由讀者自行保管。
3. 請勿攜帶寵物、危險物品入館，並禁止於室內吸菸、飲食、睡眠、高聲談笑或高音量使用行動電
話，不聽從勸導者，本室得終止其閱覽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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