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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9 期

本期主題

實踐與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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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設計：基隆市太平國小譚之帆老師
圖片說明：應景節慶藏書票，設計結合藏書票與閱讀教育電子報封面的「閱讀兔」，與孩子們一同快樂閱讀，迎接兔年。

99年回顧

主編的話99
策略擂臺99
杏壇尖兵99
閱讀寶庫99
閱讀專題99
名人看閱讀99
第一期到第四期 總目錄
第五期到第八期 總目錄

100年展望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出版期程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流程一覽表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研習訊息

第九屆研習營－－大腦與閱讀：從神經科學到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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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回顧

主編的話99

由主編負責人提綱挈領述說編輯理念以利讀者理解

       第一期  書海啟航 賀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創刊號發行

       第二期  歡樂閱讀

       第三期   改變孩子的一生從閱讀開始

       第四期  振翅遨遊人生

       第五期  閱讀力即學習力

       第六期  提升競爭力，閱讀更美麗，我們正站在巨人的肩膀~眺望世界

       第七期  閱讀和平 書海悅讀

       第八期  仁愛閱讀～仁愛人人愛閱讀

點閱:100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策略擂臺99
杏壇尖兵99
閱讀寶庫99
閱讀專題99
名人看閱讀99
第一期到第四期 總目錄
第五期到第八期 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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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回顧

策略擂臺99

提供本市各校閱讀策略、方案、課程、教學、活動之報導

第一期  閱讀太平 『讀』道品味

第二期  擁抱悅讀‧擁抱愛-東光國小閱讀推動方案

第三期  替學習打造一雙翅膀---深澳國小悅讀樂

第四期  給孩子一雙翱翔於未來的翅膀~瑪陵國小希望閱讀伴讀

第五期  適性與主動的閱讀-暖暖國小晨讀十分鐘

第六期  閱讀無時差，閱讀零距離，書香隨意拈手來

第七期  【閱讀、悅讀、點點心】－和平國小教師推動閱讀學習社群

第八期  植根希望閱讀─推動仁愛圖書館創新服務計畫

點閱: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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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主編的話99
杏壇尖兵99
閱讀寶庫99
閱讀專題99
名人看閱讀99
第一期到第四期 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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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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php?volume=1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6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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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期

99年回顧

杏壇尖兵99

分享班級教師指導學生閱讀經驗，提供老師閱讀指導經驗交流

第一期  「悅讀視界逍遙遊」—專訪東光國小陳湘玲老師

第二期  「童書變、變、變」—專訪中興國小劉逸瑩老師

第三期   如果閱讀與學習就像玩遊戲--專訪深澳國小楊宗霖老師

第四期   瑪陵國語日報小作家的重要推手~石彩慧老師

第五期   大手牽小手～探索閱讀的樂趣 專訪暖暖閱讀推手鄭鳳欄老師

第六期  如何培養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低成就學習者的英文閱讀習慣 中山高中廖悅淑老
師

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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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期   愛‧閱讀─【專訪】仁愛國小周淑琴老師

第八期   創造閱讀氛圍，讓孩童做個「喜閱」的孩子--專訪【仁愛國小幼稚園園長蔡梅君】

點閱: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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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主編的話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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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回顧

閱讀寶庫99

介紹民間閱讀團體、優質閱讀網站，提供多元閱讀資源給教師

第一期  一個創造幸福的園地--基隆市故事協會（ Keelung Narrative Association）簡介

第二期  布克斯島－閱讀之旅網站 國立教育資料館 閱讀資源網

第三期  讓孩子共享好書，樂在閱讀！--基隆市建德國小「愛的書庫」簡介第三期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手冊簡介

第四期  「用閱讀，搭一座希望之橋」—希望閱讀網站介紹

第五期  基隆市閱讀教學設計徵選歷年優秀作品輯

第六期  徜徉在純真的世界—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站介紹

第七期  散步在文學鄉情中—文建會閱讀文學地景網站簡介

第八期  香港閱讀城 HK Reading City網站簡介

點閱: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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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主編的話99
策略擂臺99
杏壇尖兵99
閱讀專題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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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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php?volume=1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5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4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3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8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7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39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id=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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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期

99年回顧

閱讀專題99

規劃當期閱讀主題深度報導，特約文章、心得分享

第一期  創刊號          

閱讀教學流程          

對孩子來說何謂好書

 

第二期  閱讀教學          

閱讀教學要素           

不要小看閱讀活動          

讓學生幾乎每天都看得到自己喜歡的好書

 

第三期  閱讀策略           

閱讀策略           

誰來讀課外書          

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設計--應用QARs後設認知技巧

 

第四期  閱讀層次          

閱讀的層次           

猶他州的小圖書館長          

如何閱讀一本書--閱讀的層次

 

第五期  閱讀能力          

閱讀能力水平          

香港小朋友學中文          

小英在日本兒童圖書館的見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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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閱讀理論          

閱讀理論          

讀書的藝術          

讓閱讀遇上寫作～讀寫策略結合運用

 

第七期  閱讀報告          

閱讀報告          

兩岸閱讀能力指標的異同比較          

精選藏書票

 

第八期  閱讀指標          

香港中學會考〔閱讀活動〕校本評核準則

我國參與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2009結果

閱讀的美好 孩子樂在其中

享受一段理解閱讀的知性之旅

精選藏書票（二）

點閱:72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主編的話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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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99
閱讀寶庫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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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回顧

名人看閱讀99

第一期  歌德看閱讀
第二期  廖玉蕙說閱讀
第三期  余秋雨看閱讀
第四期  李家同看閱讀
第五期  培根看閱讀
第六期  胡適看閱讀
第七期  莎士比亞看閱讀
第八期  吳寶春看閱讀

點閱: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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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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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回顧

第一期到第四期 總目錄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主題 創刊號 閱讀教學 閱讀策略 閱讀層次

篇數 17 15 12 13
發刊辭 書海啟航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蕭
錦利處長

歡樂閱讀 / 基隆市東
光國小王佩蘭校長

改變孩子的一生從
閱讀開始 / 基隆市深
澳國小施奈良校長

振翅遨遊人生 / 基
隆市瑪陵國小 陳柔
姝校長

各國閱
讀動向

美國閱讀教育政策發
展之探究 / 國立教育
資料館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
動動態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
動實施面向與策略
架構圖 / 教育處學務
管理科

閱讀是全民運動 / 木
馬文化

大街小巷都在閱讀-大
阪「One book One
Osaka」閱讀活動國
立教育資料館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
教基金會辦理99年
度教師研習系列活
動-「『閱讀揚寫作
蘊養柢文化』週三
教師閱讀研習補助
計畫」 / 教育處學務
管理科

美國學生閱讀能力差
強人意
國立教育資料館

「教育部推動閱讀
教育辦理99年度校
內特色閱讀活動計
畫」 / 教育處學務管
理科
暑假作什麼? 美推動
低收入家庭兒童暑
假閱讀 / 國立教育資
料館

名人看
閱讀

讀一本好書，猶如同
高尚的人談話 / 德國‧
歌德

廖玉蕙說閱讀 / 國立
台北教育大學廖玉
蕙教授

余秋雨看閱讀 李家同看閱讀 / 清
華大學、暨南國際
大學及靜宜大學 李
家同榮譽教授

策略擂
臺

閱讀太平 『讀』道品
味 / 基隆市太平國小
鄧婷尹教師

擁抱悅讀˙擁抱愛-東
光國小閱讀推動方
案 / 基隆市東光國小
閱讀推動小組

替學習打造一雙翅
膀---深澳國小悅讀
樂 / 基隆市深澳國小
朱奕勳老師

給孩子一雙翱翔於
未來的翅膀~瑪陵國
小希望閱讀伴讀 /
基隆市瑪陵國小 朱
冠宇老師

杏壇尖
兵

 

「悅讀視界逍遙遊」
—專訪東光國小陳湘
玲老師 / 基隆市太平
國小鄧婷尹老師採訪

「童書變、變、
變」—專訪中興國
小劉逸瑩老師 / 基隆
市東光國小陳湘玲
教師採訪

如果閱讀與學習就
像玩遊戲--專訪深澳
國小楊宗霖老師 / 基
隆市深澳國小朱奕
勳老師

瑪陵國語日報小作
家的重要推手~石彩
慧老師 / 基隆市瑪
陵國小 朱冠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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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寶
庫

 

一個創造幸福的園地-
-基隆市故事協會（

Keelung Narra�ve
Associa�on）簡介 / 基
隆市故事協會沈淑嬿
理事長

布克斯島－閱讀之
旅網站 / 基隆市太平
國小鄧婷尹教師

讓孩子共享好書，
樂在閱讀！--基隆市
建德國小「愛的書
庫」簡介 / 基隆市建
德國小鄧詩展老師

「用閱讀，搭一座
希望之橋」—希望
閱讀網站介紹 / 太
平國小編輯小組

研習訊
息

 

「當閱讀遇上寫作~
與兒童文學作家有
約」工作坊教師研習
/ 教育處國教輔導團

創造力教育教師童
話創作與指導成長
營 / 教育處學務管理
科

遇見未來的推手--閱
讀典範教師 / 親子天
下網站

全方位的國民中小
學閱讀推動政策 /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武曉霞科長

 99年度教育部「閱讀
教學策略推廣－各縣
市種子教師培訓實施
計畫」第一場次 / 教
育處學務管理科

課堂延伸討論 增進
幼兒理解力 / 台灣立
報游婉琪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手冊簡介 / 教育處學
管科 劉珮君

「社論日日談」閱
讀習慣 從小開始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
社

 99年基隆市「閱讀教
學策略推廣--縣市種
子教師培訓」第二場
次 / 教育處學務管理
科

暑假閱讀作業 網路
認證搞定 / 台灣立報
游婉琪

教導大量閱讀的十
項原則 / 台灣華語教
學網

教育部2010年小一
新生閱讀起步走親
子共讀手冊 / 教育
處學管科 劉珮君

 腦與教育研習 / 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
子報【走過青春年
少的成長書】徵文
活動 / 太平國小編
輯小組

閱讀專
題

閱讀教學流程 / 香港
大學 林偉業教授

閱讀教學要素 / 香港
大學 林偉業教授

閱讀策略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閱讀的層次 / 香港
大學 林偉業教授

 對孩子來說何謂好書
/ 台東大學 楊茂秀教
授

不要小看閱讀活動 /
沈惠芳/作家(前政大
實小教師)

誰來讀課外書 / 國立
台北教育大學張子
樟教授

猶他州的小圖書館
長 / 國立中央大學
洪蘭教授

  讓學生幾乎每天都
看得到自己喜歡的
好書 / 基隆市七堵國
小何貞慧教師

閱讀理解策略的教
學設計－應用QARs
後設認知技巧 / 國立
教育資料館

如何閱讀一本書--閱
讀的層次 / 莫提默.
艾德勒

 

點閱:78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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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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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回顧

第五期到第八期 總目錄

第五期到第八期 總目錄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主題 閱讀能力 閱讀理論 閱讀報告 閱讀指標
篇數 12 11 13 17

主編的
話

閱讀力即學習力 / 基
隆市暖暖國小 李秀
娟校長

提升競爭力，閱讀更
美麗，我們正站在巨
人的肩膀~眺望世界 /
基隆市中山高中吳文貴校長

閱讀和平 書海悅
讀 / 基隆市和平國
小趙蕙芬校長

仁愛閱讀～仁愛人人愛
閱讀 / 基隆市仁愛國小
楊金芳主任

名人看
閱讀

培根看閱讀 / 法蘭西
斯.培根

胡適看閱讀 / 胡適 莎士比亞看閱讀 /
莎士比亞

增加人生的多層次變化
與深度 / 吳寶春（世界麵包

大賽金牌

策略擂
臺

適性與主動的閱讀-
暖暖國小晨讀十分鐘
/ 基隆市暖暖國小 李
淑姿主任

閱讀無時差，閱讀零
距離，書香隨意拈手
來 / 基隆市中山高中許
釋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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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根希望閱讀─推動仁
愛圖書館創新服務計畫
/ 基隆市仁愛國小林心
茹老師

杏壇尖
兵

大手牽小手～探索閱
讀的樂趣 / 基隆市暖
暖國小 周欽平主任

如何培養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低成就學習者的英文
閱讀習慣 / 基隆市中山
高中廖悅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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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閱讀氛圍，讓孩童
做個「喜閱」的孩子--
專訪【仁愛國小幼稚園
園長蔡梅君】 / 基隆市
仁愛國小謝旻芸老師

    愛‧閱讀─【專訪】仁愛
國小周淑琴老師 / 基隆
市仁愛國小 陳佳瑜老師

閱讀寶
庫

基隆市閱讀教學設計
徵選歷年優秀作品輯
/ 太平國小編輯小組

徜徉在純真的世界—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網
站介紹 / 太平國小編輯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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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閱讀城 / 太平國小
編輯小組

教育部
閱讀教
育政策

推動台灣的閱讀教育
政策 / 教育部 吳清基
部長

   

基隆市
閱讀教
育推動
動態

99年度國民中小學
「深耕閱讀˙啟動卓
越-學校推動圖書館
教育暨閱讀文化營
造」徵選計畫受補助
學校/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

君

「秋霜寸草心」~我的
小母親 / 基隆市八斗國
小錢彩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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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愛國小成立本市第二
座「愛的書庫」請各校
鼓勵教師踴躍借閱「愛
的書庫」之資源 / 教育
處學管科 劉珮君

 為精進閱讀教學，請轉知貴

屬教師善用教育部編印「閱

讀理解教學手冊」暨所選定

8篇「PIRLS2006範文例題

為增進學生閱讀素養，請各級

學校加強閱讀教育作為及踴躍

使用教育部所選定8篇
「PIRLS2006範文例題閱讀選

 教育部「偏遠國民中小學
推動閱讀實施計畫」，請
有意申請經費之學校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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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php?id=92


閱讀選文」進行教學，請 
查照。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

君

文」。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

管科
計畫辦理（一般學校也可
申請）。 / 教育處學管科
劉珮君

   基隆市99年度教育事務
聯合輔導訪視「閱讀績
優學校」 / 教育處學管
科 劉珮君

訊息看
台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
基金會99學年度教師
研習系列活動「閱讀
揚寫作 蘊養柢文
化」閱讀教學研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99
年度辦理「語文教材
暨教學論壇」 / 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

2010國際閱讀教育
論壇 / 太平國小編
輯小組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2010/12/15「社論日日
談」學習動機 影響閱
讀素養？

  99年度圖書館閱讀
推動教師培訓計畫
/ 太平國小編輯小
組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2010/12/9「社論日日
談」語文教育該怎麼走

  2010年「以童書繪
本輔助教學」研討
會 / 太平國小編輯
小組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2010/12/8 國際閱讀素養
評比 我退到23名

  台灣少年小說文學
創作營 / 太平國小
編輯小組

 

閱讀專
題

閱讀能力水平 / 香港
大學 林偉業教授

閱讀理論 / 香港大學
林偉業教授

閱讀報告 / 香港大
學 林偉業教授

香港中學會考〔閱讀活
動〕校本評核準則 / 香港

大學 林偉業教授

香港小朋友學中文 /
國立中央大學 柯華
葳教授

讀書的藝術 / 林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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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一段理解閱讀的知
性之旅 / 苗栗縣五福國
小 王潔真老師

小英在日本兒童圖書
館的見聞分享 / 蒲公英

故事閱讀推廣協會 蒲小英

讓閱讀遇上寫作～讀
寫策略結合運用 / 陳麗
雲老師

精選藏書票 / 基隆
市太平國小譚之帆
老師設計

精選藏書票（二） / 基
隆市太平國小譚之帆老
師設計

   我國參與國際學生能力
評量計畫（PISA）2009
結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閱讀的美好 孩子樂在其
中 / 陳之華

點閱:91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主編的話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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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展望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實施計畫」

二、教育部「偏遠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實施計畫」

三、基隆市100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閱讀教育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啟動平台交流，促進閱讀策略共享，形塑優質閱讀氛圍。

二、擴展閱讀成效，報導閱讀推手作為，提昇閱讀指導品質。

三、建構閱讀社群，分享校際閱讀創意，促動閱讀文化深耕。

參、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一、發行單位：基隆市政府

二、編輯小組：由教育處組成編輯小組。編輯工作會議訂於每月雙週週五下午召開，以不影響課務
和各校校務推動的原則下，參加人員核給公假半天。

三、承辦學校：基隆市中山區太平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本市資訊小組以及年度每期輪值主編學校

肆、辦理方式：

一、規劃原則：主動傳播、經濟製作、永續服務。

二、形  式：電子報，HTML圖文版及文字版。

三、發行頻率：月刊，每月廿日發行。

四、版面規劃：每次月刊採整合主題（由編輯小組邀集教育處長官或專家學者製定）共分為六個欄
位：

（一）訊息看台：針對閱讀政策、新知、各界活動提供訊息。

（二）閱讀專題：規劃當期閱讀主題深度報導，特約文章、心得分享。

（三）策略擂臺：提供本市各校閱讀策略、方案、課程、教學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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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閱讀寶庫：介紹民間閱讀團體、優質閱讀網站，提供多元閱讀資源給教師。

（五）杏壇尖兵：分享班級教師指導學生閱讀經驗，提供老師閱讀指導經驗交流。

（六）主編的話：由主編負責人提綱挈領述說編輯理念以利讀者理解。

五、發行對象：本市學校教師、新聞媒體及其他關心閱讀教育之社會大眾。

六、發行網址：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http://210.240.1.43/~readpaper/ 供訂閱。

伍、預期效益：

一、使學校教師及家長更清楚本市閱讀教育政策，並透過電子報的建置，了解各校教育動態。

二、透過基隆市屬教師分享閱讀教學之機制，促成學校教職員工及家長的教育共識，增強教閱讀教
育的參與度。

陸、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暨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柒、獎勵：承辦業務單位及學校活動圓滿達成之有功人員依本市獎懲規定辦理記嘉獎勉勵。

捌、本計畫呈基隆市政府核准後實施。

點閱:59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9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出版期程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流程一覽表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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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展望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小組
組
別

姓名 服務機關 工作職掌 備註

行
政
組

張市長通
榮

市政府 發行人  

蕭處長錦
利

教育處 社長  

李處局長
春國

教育處 副社長  

劉科長美
蘭

教育處學
管科

召集人  

楊校長熾
瀧

成功國小 副召集人  

胡校長英
楗

仁愛國小 副召集人  

魏校長川
淵

太平國小 副召集人  

編
輯
組

劉珮君
教育處學
管科

 調用教師

廖俊彥 資訊小組 網路系統技術 調用教師

林燈亮 資訊小組 網路系統維護 調用教師

林志民 資訊小組
發報及網站程式
設計

調用教師

99年度
接受閱讀
訪視
業務承辦
人員

99 年度書香
營

造計畫學校

承辦人員

正濱國小

擔任100年電子報
發行輪值學校

深美國小

東信國小

建德國小

長樂國小

暖暖高中

武崙國中

七堵國小

武崙國小

信義國小

閱讀推手
民間閱讀
團體

預計聘請基隆市故事協會理事長

陳怡潛 視聽小組 美編  外景攝影 調用教師

薛丞堯 武崙國小 美編  版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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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詩展 建德國小 美編  版面設計  
譚之帆 太平國小 美編  影像處理  

總
務
組

曾仁宏主
任

太平國小
採購申請及招商
作業

 

陳蓉芳主
任

太平國小 執行預算與決算  

陳阿香小
姐

太平國小 經費核銷  

李祥雲先
生

太平國小
編輯工作庶務採
購

 

蔡淑芳小
姐

太平國小
編輯工作庶務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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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出版期程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出版期程
100.01.01~100.01.20   進行工作小組籌備會議
                                  99年閱讀教育電子報精華版（預計發行2期）發行
                                   進行全市教師教育處郵件信箱試閱精華版發行活動
                                   成立Facebook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團
100.02.11~100.02.28   100年度編輯主題研討會議（閱讀理解策略）

     (預計本年度出刊10期。含定期出刊9期以及1期特刊)
100.03.01~100.03.31   輪值學校編輯人員採訪研習、第一期電子報（3/20）出版
100.04.01~100.04.30   推動「世界閱讀日」（4/23）電子報配合主題活動
                                 「愛閱讀，樂分享，你喜歡看什麼書？」訪問地方閱讀領袖
                                  舉辦「閱讀大家談」線上論壇活動
100.05.01~100.06.30   「我的暑假班級閱讀書單」徵求活動
100.07.01~100.08.30    期中工作檢討會議
100.09.01~100.09.31   「閱讀起步走-送給小一新鮮人一生最好的禮物」計畫配合活動
100.10.01~100.10.31    推廣教師線上訂閱電子報活動
100.11.01~100.11.30    讀者回饋意見調查
100.12.01~100.12.30    執行成果檢討並提下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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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流程一覽表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編輯流程一覽表
項次 項目 工作要點 備註

一 成立編輯小組 1.擬定工作計畫   2.市府教育處敦聘小組成員

二 編輯工作籌備會議
1.小組成員分配工作職掌
2.擬定出版內容重點，確定編輯進度。

三 稿件徵集
1.各專欄負責人進行約稿或徵稿
2.截稿日期  每月30日

四 原稿校對審定及美編
1.定期召開小組會議審定稿件，並對文稿進行
校對。

2.頁面排版及美工處理。

五 發行出刊
1.完稿送資訊小組上網
2.每月20日出版基隆閱讀教育電子報

六 檢討
出刊後召開檢討會議，以作為下期出刊之檢討改
進

附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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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徵稿辦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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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徵稿單元內容：
項目 內  容 文字、圖片或相片

訊息看
台

針對閱讀政策、新
知、各界活動提供
訊息。

蒐集發行當月教育部、本市、以及文教學術機構閱讀教育活
動訊息。每期3-5則，每則150字～300字。

閱讀專
題

規劃當期閱讀主題
深度報導，特約文
章、心得分享。

請摘錄有關閱讀專題文章（300字～500字），進行報
導，並請附上原始文章出處。以圖表方式整理呈現更
佳。每期報導1-3則。

策略擂
臺

提供本市各校閱讀
策略、方案、課
程、教學、活動之
報導。

針對本市99年度8所閱讀訪視績優學校以及99年書香營造
計畫接受補助5所學校進行報導。每校請針對學校閱讀推
動特色、策略、方案、行政規劃、班級指導、親子共讀
—等面向，於每期報導1-2所。每校1500字以內，並請附
1M以上的數位相片3-5張。

閱讀寶
庫

介紹民間閱讀團
體、優質閱讀網
站，提供多元閱讀
資源給教師。

針對非校園內之閱讀團體、機構、各種閱讀資源，進行
介紹報導。每期1則，每則1000字～1500字。若能提供相
關圖片檔案更佳。

杏壇尖
兵

分享班級教師指導
學生閱讀經驗，提
供老師閱讀指導經
驗交流。

歡迎學校或者學年推薦、或是教師個人自我舉薦報導，
文字在1000字以內，並請附1M以上的數位相片3-5張。

主編的
話

由主編負責人提綱
挈領述說編輯理念
以利讀者理解。

由輪值主編學校負責。每期大約200字左右。

三、撰稿原則如下：
來稿請一律使用中文、並以文書處理軟體格式繕打，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服務單位、現任職銜、通訊處及電
子郵件地址。請勿一稿兩投，或侵犯他人著作權。

四、本稿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若經採用，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文字刪修權；如不願刪改，請予註明。

五、稿酬依各縣市政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發給，每千字新台幣560元，相片每幀200元。

六、每期於前一月20日前截止收稿，來信請寄 電子報投稿專用信箱 reading@mail.kl.edu.tw
七、本刊以網頁形式，置於本市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網站上供各界人士瀏覽。凡錄用稿件，本刊保有於網際網路
上作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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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舉薦辦法
壹、緣起

依基隆市閱讀教育資訊電子報實施計畫，為能深入報導全市各中小學的閱讀教育推動風貌，讓市民以及
教師對公立學校推動閱讀教育的人、事、物有正向的瞭解，並透過各區記者群的實地訪查，發掘各校閱
讀教育特色、值得效法的策略規畫以及用心於閱讀教育的推手等。

貳、工作任務
    依電子報編輯內容，於年度內至少報導或是撰寫3則。
參、舉薦對象及人數

    本市公立中、小學至少舉薦一名之現職教師擔任之。（預計約70名，含行政人員）。
肆、收件單位

    請於1月30日前，把個人履歷表（如附件）之電子檔逕寄 kledu236@mail.kl.edu.tw
後續依實際運作概況，規劃記者培訓、上機訓練。

伍、任務期間
        100年2月1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
柒、權利與義務
    一、每位記者每月給予在不影響課務下1次半天之公差假外出採訪，公差假採訪須依學

校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二、進行採訪撰稿並交稿，支領稿費及圖片、相片費。

    三、年度內至少報導或是撰寫3則。
捌、獎勵
    年度計畫結束後，校園記者依工作績效報府敘獎，年度交稿率達發刊期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敘嘉獎乙次。
玖、本辦法經奉核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基隆市100年度閱讀教育電子報校園記者個人履歷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服務學校   職  稱  

連絡方式 學校電話：                         電子郵件：行動電
話：                      

備    註  
*請於1月30日前，把個人履歷表（如附件）之電子檔逕寄kledu236@mail.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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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訊息

第九屆研習營－－大腦與閱讀：從神經科學到教學實務

本文摘要

為了提升學生的判斷思考能力，學校在從事閱讀教學時，必須從文本的背誦，專化為閱讀能力的培養。什麼
是閱讀能力呢？美國國家閱讀審議委會（National Reading Panel, 2000）的報告中，闡述閱讀能力包括聲韻覺
識、字母拼讀、流暢性、詞彙以及閱讀理解策略等五項。

關於第九屆研習營－－大腦與閱讀：從神經科學到教學實務

2009年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評比結果於2010年12月7日公佈。臺灣學
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素養的原始分數和過去PISA2006的相差不大，然而，國際排名卻都下降。這可能表示他國
認同PISA所提倡的目標，並據以改進課程與教學方式。臺灣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可以選擇維持原有的閱讀教學
運作方式，但也可以思索是否接受PISA或PIRLS所倡議的目標：培養學生面對未來社會的閱讀素養與能力。

臺灣學生在求學歷程中，幾乎都被要求出現”正確地”的答案，但從PISA的考試方式看來，PISA的題型著重於學生
的思考和判斷，因此理解與評估是關鍵。PISA將閱讀能力的定義為：閱讀是一種對文本的理解、使用以及反思的
能力，讀者可以藉由閱讀能力完成個人目標、發展其知識與潛能進而參與社會（OECD, 2006）。因此，閱讀的訓
練，不是把書本的文字背熟、背誦詞彙的解釋，而是由原本知識架構與文本產生互動，產生理解，並能夠納入自
己的思考架構，使得在面對未來的問題時，能夠加以運用。

為了提升學生的判斷思考能力，學校在從事閱讀教學時，必須從文本的背誦，專化為閱讀能力的培養。什麼是閱
讀能力呢？美國國家閱讀審議委會（National Reading Panel, 2000）的報告中，闡述閱讀能力包括聲韻覺識、字母
拼讀、流暢性、詞彙以及閱讀理解策略等五項。

本次研習除了延續過去腦與教育研習營的宗旨，提供國民中、小學教師關於大腦功能與學習方面的基礎知識外，
這一次的課程設計，特別加入閱讀能力的課程。除了基礎概念的介紹外，也加入了閱讀教學的實務示範。由於閱
讀研究對於小學部分，有比較清楚的瞭解，因此，這一次的課程內容，在實務方面，主要是針對小學階段部分所
設計，尚未涵蓋至國中部分。故部分理念上尚能與國中概念相通，但在實務示範上，僅呈現小學的教學部分。

研習日期：100年1月24-27日（週一至週四），共四個整天，每天6小時，共24小時
研習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2樓演講廳（教201），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圖書館校區 
參加名額：160名（因座位有限，額滿即不再受理）
報名日期：100年1月10日中午12點30分至1月14日下午5點整 
報名程序說明網址以及研習訊息公告：報名流程。所有報名程序的確認，必須在師大的教評中心網頁完成，國中
小學教師如需研習時數者，必須再一次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錄，否則無法核定研習時數。只在進修研習
網登錄者，並不算完成報名手續。
報 名 費：新台幣一千元，劃撥帳號請見繳費方式
獎 勵：研習課程結束後，全程參與的學員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頒發「大腦與閱讀：從神經
科學到教學實務」工作坊修習證書。 對於「腦與教育」研習營有任何的疑問，請一律以電子郵件聯絡
(9thbrain@gmail.com助理張小姐)，請幫忙不要打電話到各系所辦公室詢問，謝謝您。

http://beworkshop.cere.ntnu.edu.tw/bewreg0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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