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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1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貳、目的 

一、有效啟動閱讀推動策略，有效提升學生閱讀興趣與成效。 

二、營造兒童閱讀情境，讓閱讀融入學習經驗及生活脈絡。 

三、培養兒童閱讀能力，奠定終身閱讀的習慣與興趣。 

四、建立校園優質閱讀氛圍，提昇學校推動兒童閱讀效能。 

 

參、計畫期程：111年1月1日 至111年12月31日。 

肆、辦理方式：推動校內閱讀活動：鼓勵推動班級讀書會、閱讀與寫作營隊等

活動。 

 

伍、補助原則 

一、弱勢關懷原則：優先照顧弱勢學校且評估計畫之需求性與妥適性，挹

注教學資源，全面提升學童閱讀理解與寫作能力。 

二、普遍務實原則：結合讀書會共讀團體閱讀心得分享及教學務實推展，

使全校學生普遍受惠為原則，避免華而不實之大型活動。 

三、資源整合原則：融入學校課程設計，營造學校親師生閱讀風氣，藉由

讀書會型態，分享閱讀推動策略，並分享學校推動閱讀之成果發表。 

 

陸、補助額度與項目 

    一、補助額度與原則 

     （一）申請學校補助金額：部分補助為原則，每校補助以不超過新臺幣2

萬元為原則，另自籌部分經費。 

     （二）經費編列原則：申辦學校應依需求及教育部補助要點詳實編列經

費，並依相關規定、期程辦理核結。  

    二、補助項目：推動校內閱讀活動，如推動班級讀書會、閱讀與寫作營隊

等活動。每校最高補助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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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審查原則 

 一、計畫符應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實施計畫之要旨與重點（20%）。 

 二、計畫本身之完整性（25%）。 

 三、計畫之可行性（含配套措施）（25%）。 

 四、申請學校過去運用相關經費之成果（10%）。 

 五、其他：（一）條件相同時，考量資源較弱勢之學校為優先（10%）。 

         （二）各校擇定之項目，儘量不重複，以發揮經費最大效用

（10%）。 

 

捌、申請方式、審查程序與期程 

 一、針對本計畫之辦理方式與教育部補助項目及標準，各校經校長召集校

內相關教師組成工作小組召開會議，研擬閱讀推動實施計畫，並於

110年10月8日（星期五）前，免備文寄送電子檔光碟（內含 word檔

及核章 PDF檔）一份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申請。 

 二、本局於申請截止日後，將依前開審查原則進行書面審核。獲審核通過

者由本局函報教育部申請補助。 

    三、各校獲補助經費之執行期程以年度進行規劃。獲審核通過之計畫，需

配合教育部及本市國小深耕閱讀工作組、教學資源輔導團進行之諮詢

與輔導事宜，並於111年11~12月(預定)參與計畫成果發表會。 

 

玖、經費核撥銷 

本案教育部補助款經費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審核通過受補助學校應於

111年12月10日前提報執行成果報告書光碟及收支結算表一份免備文逕送

本局辦理經費核銷事宜，餘款請以支票併同繳還。 

 

拾、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1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廣計畫」 

學校成果分享 

 

(1) 國中部分： 

民族實中、士林國中、南門國中、濱江實中、石牌國中、萬芳高中 

(國中部)、成德國中、五常國中、民權國中、興福國中，共 10校。 

 

(2) 國小部分： 

關渡國小、西門國小、明道國小、大理國小、富安國小、民權國小、 

雙園國小、湖山國小、辛亥國小、大佳國小、東湖國小、市大附小、 

義方國小、清江國小、劍潭國小、社子國小，共 16校。 



臺北市 111 年度臺北市立民族實驗國民中學申請補助推動閱讀實施成果 

計畫名稱：民族實中閱讀推廣活動 

一. 活動目標 

1. 營造易於閱讀的環境，透過有意義的引導活動，激發學生主動閱讀的興趣。 

2. 讓學生接觸多元化的書籍，實施閱讀獎勵等制度，讓學生逐漸培養閱讀習慣，享受閱讀的樂趣。 

3. 蓬勃師生閱讀風氣，鼓勵學生布置書展，並融入本校生態特色，閱讀生態書籍。 

4. 透過閱讀自我成長。以閱讀力來提升學習力、知識力，更要能提升品格力。 

二. 辦理內容 

1、 外聘東吳大學鍾正道教授，與本校七年級學生談中學生的中文素養：閱讀與文字能力。 

2、 外聘石牌國中柯方渝老師，與本校九年級學生談寫作技巧與閱讀。 

3、 辦理多場校內各領域閱讀推廣講座：藝術-以生態主題課程享受閱讀之美、健體-生態閱讀推廣

之愛樹特派員、社會-地理時事文本閱讀結合課程之可能性、國文-從中文歌壇的歌詞看閱讀教

學、綜合-跨文化的女力故事-SHERO in Tech科技女力書展策展，提升教師閱讀推動能力。 

三. 學生成果及照片 

透過師生聯合策展，讓學生於參與中學習，參與跨領域教師合辦之學校主題-生態學校之樹書展後，

由七、八年級各班辦理主題書展，透過籌備書展大量選讀書籍、設計學習單、書展校園佈置、朝會

上台報告、午間廣播宣導、入班宣導等活動，培養閱讀理解、溝通合作與表達能力。 

愛樹知識王卡 kahoot擂台賽 學校主題-生態學校之樹書展 

 



111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閱讀 

推動實施計畫-「佳士如林」閱讀寫作班活動成果表  

學 校 

名 稱 
士 林 國 中 

活 動 

名 稱 
「佳士如林」閱讀寫作班 

活 動  

時 間 
111 年 9 月 14 日~11 月 30 日 

活 動 參 與 

人 數 
27 人 

活 動 目 標 

1. 透過引導式教學提升學生閱讀寫作技巧，以增進學生閱讀素養。 

2. 提供學生獨立思考的學習機制，激發學生創造性思維。 

3. 提升學生閱讀理解、分析與批判的能力，培養自主學習，以奠定終身閱讀

的習慣與興趣。 

辦 理 內 容 

 活動對象：111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學生對閱讀寫作有興趣者。  

 辦理內容：以本校教師為師資基礎，透過教師所準備的主題式教材，配合

本校閱讀計畫目標實施閱讀寫作教學，以人物、食物、景物、時間、敘事

等五大主題，運用不同的工具及策略引導學生思考，並透過文字描述表

達，培養其獨立思考的能力。最後每位學生皆能完成自己的作品集，展現

寫作成果。 

  活 動 成 果 及 照 片 

  
學生們熱烈討論分享寫作心得 針對寫作時的技巧重點，教師書寫板書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成果分享會 

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推動閱讀成果 

一、推動目標 

1. 結合晨讀與讀報分享平台 

2. 涵養學生閱讀習慣興趣 

3. 提供線上閱讀分享平台 

4. 鼓勵師生共同參與 

5. 善用電子平台提升應用資訊能力 

二、辦理內容 

    1. 建立線上與實體晨讀方式 

(1) 每周的好讀周報專題 

(2) 學生閱讀與分享 

 
   2. 重新整理圖書資源 

(1)一萬多冊書籍重新整理與上架 

(2) ISBN重新編碼與書籍歸位 

   3. 提供線上分享平台與電子資源應用 

(1) 閱讀推廣活動 

(2) 電子書資源應用 

   4.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1)閱讀素養教學 (2)親近文本教學 

 

 

 



 

 
 

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111年度申請補助推動閱讀實施計畫成果報告 

 

推 

動 

目 

標 

一、 有效啟動閱讀推動策略，有效提升學生閱讀興趣與成效。 

二、 營造學生閱讀情境，讓閱讀融入學習經驗及生活脈絡。 

三、 培養學生閱讀能力，奠定終身閱讀的習慣與興趣。 

四、 建立校園優質閱讀氛圍，提昇學校推動學生閱讀效能。 

辦 

理 

內 

容 

一、 主題書展悅讀徵答 

二、 悅讀知識王 

三、 暑期深耕閱讀與寫作營隊 

學

生

成

果 

一、 每學期安排二次不同閱讀主題，由閱讀推動教師依圖書內容出題，以班級競賽方式辦

理活動。（七、八年級共計 54班參與）。 

二、 結合主題書展並融入資訊教學，以每學期主題書展所有書目為題庫，辦理「悅讀知識

王」線上競賽。（7、8年級共計 54班，每班推派 1名學生代表競賽） 

三、 透過「暑期深耕閱讀與寫作營隊」課程設計，提升學生閱讀理解及表達能力。 

（一） 《青鳥》書中短篇故事，探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省思霸凌相關議題。 

（二） 《哪啊哪啊神去村》山村生活的循環利用價值觀，探討人與自然之間的依存關係。 

活

動 

照 

片 

 

 

 

 

暑

期

閱

讀

營 

悅

讀

知

識

王 



  臺北市111年度萬芳高中國中部補助推動閱讀計畫成果報告 

一、推動目標 

1.學生能上網並運用多文本閱讀理解策略，蒐集、組織資料。 

2.教師引導書報、線上資料庫等多文本閱讀，豐富學生的知識，增廣見聞。  

3.透過班級讀書會，增進學生組織資訊和表達能力。 

4.舉辦全校性之多元閱讀推廣活動，加深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5.校園營造友善閱讀環境，培養學生隨時閱讀的習慣。 

6.教師能使用數位學習平台輔助教學，並實施 ePIRLS評量。 

二、辦理內容 

1.晨讀活動：七、八年級導師們運用週五早自習時間，學生共讀班書。 

2.讀報與數位閱讀教育：請學生閱讀教師指定的報紙主題，上網搜尋資料完成學習任

務，於組內與同學交流。 

3.班級圖書角：每人捐贈一書，於教室後方書櫃建置圖書角。 

4.校園飄書：校園閒置空間設置飄書櫃，供學生任意借用書籍。 

5.閱讀排行榜：每月舉行閱讀排行榜活動，獎勵經常閱讀書籍的學生。 

6.教師讀書會：教師共讀數位閱讀理解之書籍，交流教學經驗。 

7.教師閱讀理解教學研習：邀請校內已實施數位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的教師，以工作坊

的方式，向校內教師分享實際教學經驗。 

8.文學講座：邀請作家至校園演講，分享與交流文學創作的經驗。 

9.文學踏查：走訪文學作品中曾出現的名勝古蹟或作家故居。 

10.閱讀知識王：教師根據競賽書單內容設計問題，於競賽中向學生提問，學生限時

搶答，答對獲得積分，積分高者獲勝。 

11.圖書館巡禮：教師搭配尋寶解謎活動，說明圖書館藏書資源利用。 

12.校園書展：辦理各式主題書展，供學生閱讀新出版的書籍。 

13.好書報報：學生拍攝好書推薦短片，簡介書中內容並分享閱讀心得。 

三、學生成果及照片 

  

作家簡單老師到校分享文學創作經驗。 萬芳閱讀知識王競賽。 

 



臺北市成德國中 111年度閱讀推動實施成果 

一、推動目標： 

1.提高學生閱讀興趣和能力，強化班級讀書風氣，進而養成自學習慣，以達到將來繼續自我教育的目

標，奠定書香社會基礎。 

2.推動校園多元化的閱讀運動，打造書香遍校園願景。 

3.打造良好閱讀場域，使學生自然走入圖書館，擴大學生求知的領域。 

4.建置與強化圖書網絡系統與網路資源，提供學生便利之閱讀管道，以加強學生閱讀之意願。 

5.內化學生閱讀書籍之終身觀念，奠定個人優質的生活領域。 

6.藉由閱讀、體驗及分享，利用有意義的活動，帶起孩子具備理解、表達、檢索及運用的能力。 

二、辦理內容： 

1.成立「成德愛閱推動小組」擬定推動目標及活動，並討論當年度活動內容及推動方針和作法。 

2.透過各領域工作坊共同發展閱讀理解策略，並於寒暑假期間辦理閱讀增能研習，以精進教師閱讀知

能。 

3.學期初每班發放多本不同領域的書籍以充實班級書櫃，並建置班級閱讀角，提供舒適閱讀環境，以

提升閱讀的動機。 

4.圖書館定期辦理主題書展與閱讀集點活動，提高學生的圖書借閱率與閱讀樂趣。並設置行動書車，

主動將書籍推送到教學區提供學生借閱，以增進閱讀的機會。 

5.推動晨間閱讀活動建立學生閱讀的習慣，並廣邀本校親師生進行聊書活動，以引導學生深入書中內

涵，享受閱讀的樂趣。 

6.辦理班級共讀巡迴書箱及閱讀心得寫作活動，經評選將心得寫作優良作品於公開場所表揚，藉此互

相分享與學習。 

7.結合教學組辦理國文闖關競賽與英文週活動，以擴展學生閱讀範疇。。 

8.邀請作家、專家學者及他校教師蒞校分享閱讀經驗及寫作技巧，以增進學生書寫的興趣。 

9. 舉辦閱讀冬令營，帶領學生校外參訪、踏查，拓展學生視野。 

10.增聘雙語教師，並定期和參與雙語教學教師團隊進行共備會議與協同教學，使學生沈浸在雙語學

習情境中，以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加入雙語教學資源，增進學生英語能力。 

三、成果照片： 

               
        ▲晨間閱讀活動                                                                        ▲行動書車(結合誠品藝術基金會贈書)借閱狀況 



臺北市立五常國中 111年度推動閱讀實施計畫成果 

推動目標 

 

 

 

 

 

辦理內容和成果照片 

  

  

 

全校師生閱讀運動，營造良好閱讀環境，
提升校園閱讀風氣。

培養學生主動閱讀與思考的習慣，
奠定終身學習基礎。

閱讀課外書籍，探索不同領域的書籍，
自我學習、增廣見聞。



111 年度臺北市立民權國中推動學生閱讀成果 

一、 推動目標 

(1)學生透過社區走讀文史探訪，填充在地情懷增添創作靈感 

(2)使用數位閱讀評量(e-PIRLS)延伸對閱讀的頻繁使用及尋查知識，提升 

   媒體素養 

(3)於校園角落設置鄉土文學陳列櫃 

二、 辦理內容 

(1)辦理仲夏閱讀營 

(2)課程課表 

 8/1(一) 8/2(二) 8/3(三) 8/4(四) 

13:20-14:05 認識鄉土文學 
大橋頭歷史初探 

★戶外課程 

數位閱讀 

e-PIRLS 

角落書庫巡禮 

★戶外課程 

14:15-15:00 作品閱讀賞析作

品文本探討 

寫作技巧融入 

大橋頭社區走讀 

★戶外課程 

庶民文化 

體驗活動 

★戶外課程 

溫故知新 

實作練習 

成果分享 
15:10-15:55 

結業式 

13:00報到  16:00 賦歸 

三、 學生成果及照片 

  
數位閱讀e-PIRLS 成果 

寫作技巧融入-心智圖製作 仲夏閱讀營-結業式 營隊活動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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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1年度興福國中申請補助推動閱讀實施計畫成果 

─推動校內閱讀活動 ：主題繪本讀寫營 

一、 計畫目標 
(一) 透過系列閱讀活動，從文本中提取、摘錄訊息，有效提升語文能力。 

(二) 透過廣泛的繪本閱讀與議題探討進行反思，增進思辨力。 

(三) 能和同儕共讀，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四) 能夠主動閱讀繪本，自主學習、思考，訓練表達力。 

(五) 利用寒假期間實施繪本導讀讀寫營，並以多元評量的方式讓學生展現成果，

培養參與學員聽、說、讀、寫的能力，讓學員成為小小繪本說書人。在下學

期晨讀時光能夠到各班分享，並搭配圖書室繪本書展活動，讓全校都能共享

閱讀營的效益。 

二、 實施內容 

主題繪本 融入議題 成果展現 

海洋大書 海洋教育 手繪海報：介紹海洋生物 

水中的光亮 戶外教育、環境教育 
電子海報：介紹賞螢資訊及從事戶外活動注

意事項 

台灣 A到 Z 鄉土教育 手繪繪本：介紹台灣特色 

那一天我變成

一隻鳥 情感教育 情境劇：分鏡教學、配音教學 

大鯨魚瑪莉蓮 生命教育 想像練習、劇本擴寫 

最黑暗的地方 生涯教育 短劇演出：體會繪本中角色情緒 

三、 成果照片 
 
               



臺北市 111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實施計畫實施成果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 

一、推動目標 

  計畫的發想由「陪伴閱讀」展開，由大人(家長、師長)擔任穿針引線者，共同勾勒符應語文發展階

段架構的閱讀藍圖，利用多文本閱讀，進行多元的閱讀活動，啟發學生閱讀的興趣及培養閱讀習慣。

同時融入學校課程設計，結合主題書展等相關推廣活動，舉辦全校性的與作家有約講座。另一方面則

挹注在閱讀志工成長，如果能有志同道合的志工一起投入閱讀推廣活動，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且能共創家庭和學校的雙贏，讓孩子們享受更優質的閱讀環境，更幸福的閱讀氛圍。 

二、 辦理內容  

    規劃上下半年分別辦理數次以閱讀及入班說故事技巧增進為主題的系列培訓課程及書展推展活

動，規劃外聘講師到校進行專業分享與對話，並將課程規劃為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課程內容以入

班說故事的說演技巧為主，包含說故事的技巧、聲音表情肢體語言、故事角色的揣摩與圖畫書的選

擇、創意應用等。與作家有約的部份，配合主題書展及學生文本閱讀學習經驗，邀請作家到校與學

生面對面。透過與作家的互動，了解作家的創作歷程，培養閱讀興趣。並且分享寫作經驗，深耕孩

子心中的文學幼苗，培養主動閱讀態度，奠基終身學習能力，規劃下半年(9月)配合主題書展及學年

老師推薦辦理一場作家見面會。 

三、 成果與照片 

閱 

讀 

志 

工 

增 

能 

研 

習 

與 

實 

際 

應 

用 

   

閱讀志工增能研習- 

討論與回饋 

閱讀志工增能研習- 

認真吸收、用心思考 

辦理與作家有約 

激勵高年級追求夢想 

   

與作家面對面互動，楷模學習 
參與閱讀延伸活動， 

    學生十分投入思考 

配合主題書展， 

引領孩子進入閱讀的世界 

 



臺北市萬華區西門國民小學 111年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成果分享 

壹、推動目標: 

一、推動校園閱讀活動，激發兒童的閱讀興趣。 

二、鼓勵班級共讀、心得分享，提升兒童欣賞與交流之能力。 

三、營造豐富多元的閱讀環境，增進兒童閱讀寫作能力。 

四、以廣泛的閱讀增進學生寫作興趣，提升語文創作能力。 

貳、辦理內容 

一、身教式閱讀與聊書:於每週三晨光時間實施，教師與學生一同閱讀晨讀本或圖書館班書，此

外也安排行政人員入班一起閱讀與聊書。 

二、閱讀心得活動:導師每月評選閱讀心得送至圖書館，學生可獲得 E酷幣。優良閱讀心得另外

展示於靜態教學成果展。 

三、聽我說故事:每週四第二節下課，兩位學生輪流於圖書館進行大樹下說故事活動，並進行有

獎徵答活動。 

四、主題書展: 全校學生 581人，每生平均閱讀量為 16本。圖書館配合時事及節慶，辦理不同

主題書展，鼓勵學生借閱圖書，完成主題學習單。 

五、閱讀寫作營:共五天課程。訂定每日閱讀任務，從閱讀大量文本累積寫作的根本，並且進行

賞析、擴寫、腦力激盪、學習單書寫或是口語表達訓練，以培養寫作的實力。於最後一天

進行學生成果發表會，與大家分享這十天的學習成果及心得分享。 

參、學生成果及照片 

 

身教式閱讀與聊書 

 

學生大樹下說故事 

 



⼀、教師閱讀教學增
����能，學習如何將閱
����讀教育融⼊課程，
����並學習課程設計架
����構。

⼆、英語Phonics繪本班
⼆、提升學⽣數位閱
�����讀、資料檢索能⼒
�����及英語閱讀能⼒

臺北市明道國小111年度閱讀推動實施成果
~明道閱讀閱有趣-推動校內閱讀活動~

臺北市推動閱讀實施計畫

三、建⽴陪伴關懷⽂化
���不利學⽣的讀書會志
���⼯團體，並給予志⼯
���課程設計及帶領讀書
���會的訓練。

三、精靈讀書會志⼯培訓

四、數位閱讀實作班

推動目標 辦理內容

1.SDG#1消除貧窮,，SDG#2終⽌飢餓，
����以IDEA為架構，結合跨領域課程，
����及多⽂本閱讀⾓度切⼊。
2.�SDG#5性別平等，#17國際教育，以阿
����富汗國際新聞為切⼊點，分享萬興實
����施�閱讀全世界�課程的實例。

⼀、SDGs融⼊閱讀教學教師研習

1.Five�senses:學⽣能以英⽂說出五官，
����完成繪本改寫後，並報告⾃⼰的作品。
2.�My�monster:學⽣能依照⾃⼰所寫的
����內容，繪製出相對應的怪獸，並完成
����⼝頭報告。

1.志⼯以IDEA為架構，分別撰寫完成愉
����悅閱讀、故事閱讀、療育閱讀及知識
����閱讀等四⼤主題的教案。
2.�近⼋成的志⼯回應志⼯培訓，對於他
����們在學校⽀援閱讀教育⾮常有幫助。

四、提升學⽣數位閱
�����讀、資料檢索能⼒
�����及英語閱讀能⼒

1.同學透過閱讀認識AR及VR的技術。
2.同學實際體驗VR。
3.同學體驗製作AR濾鏡。
4.學⽣利⽤平板於校園闖關後完成學習單

VR實作，學⽣製作簡易版VR眼鏡，觀賞影⽚

成
果
照
⽚

SDGs融⼊�讀教學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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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年度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申請補助推動閱讀實施計畫書 

計畫名稱：閱讀交響悅 

推

動

目

標 

(一) 閱讀思考能力的提升:藉由與作家座談方式體驗更不同的閱讀與思考，以互動的方式培養學生

在「閱讀之後」深入思考的能力。 

(二) 閱讀能力質化的提升:藉由活潑多元的領讀方式，讓學生除了欣賞故事內容，從插圖色彩中亦

能培養欣賞繪本的重點之一，讓學生體驗到「繪本不只是故事」的閱讀享受。 

(三)閱讀理解力的提升:在與作者面對面暢談的經驗後，能了解作者創作的動機，體會作品本身想

表達的觀點，並學著將正確的生命觀點融合到自身的生活當中。 

實

施

內

容 

 

一、低年級規劃聘請新北市書香文化推廣協會理事蔡幸珍老師，舉辦「與故事老師有約」活動，活

動前藉由主題書展引導學生進入繪本故事的想像世界，透過故事演出及影片欣賞，讓學生體會繪者

及作者創作每一本書的緣由。 

二、中年級結合自然領域的學習內容邀請張東君老師，引導學生了解自然生態環境與動物的關係，

活動後透過學習單及寫作活動，讓學生自我思考愛鄉的實際做法。 

三、高年級學生則進一步強調自我思考的重要性，聘請名作家胡妙芬老師舉辦「閱讀與思考」講座，

透過胡老師生動活潑的例子，讓學生體會閱讀推理的文字訊息，更深一層思考文字背後所蘊含的抽

象哲理，藉此進一步啟發學生對生活周遭的觀察力及想像力。 

四、閱讀親職講座：利用課後時間舉辦閱讀親職線上講座，邀請專家嚴淑女老師在親職閱讀活動中

經驗分享如何引導孩子喜愛閱讀並介紹適合各年齡層閱讀的橋梁書，邀請校內家長共襄盛舉，分享

與孩子共讀與教養的方法。 

學

生

成

果 

111年透過與名家座談及親子講座「活動回饋調查表」得知之量化成效： 

⚫ 針對座談活動內容：「感到喜愛」程度為90%，「還好」程度為10%。 

⚫ 針對座談後我會想要找這位作家的作品來閱讀欣賞：「會」為75%，「還好」為20%，「不會」為5%。 

⚫ 如果學校再舉辦類似的活動，你還要參加嗎?：「願意」為85%，「都可以」為20%。 

⚫ 親子講座參加人次為62組親子。 

111年透過與名家座談及親子講座「活動回饋調查表」得知之質性回饋：大部分學生針對講座分享

之書籍內容都相當感興趣，也覺得日後有機會會自己到圖書館去找尋相關書籍來進行閱讀。並且透

過講座老師們的分享，也激起學生對不同人生經歷的想法，開啟了學生學習知識的另一扇門，發現

所不知道的知識，增廣見聞。 

  
活動【低年級與故事媽媽有約】 活動【閱讀親職講座】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 111年度推動閱讀實施成果 

 

(1)推動目標 

1.增加館藏書籍借閱：整合館藏書籍並做分類，辦理藏書借閱競賽，讓學生不

偏讀，享受讀書樂。 

2.辦理主題書展：結合與作家有約、學校活動及 SDGs永續發展目標不同的主題

辦理書展，讓孩子能以不同的主體更深入了解主題系列主展，搭配闖關活動、

圖書館電影院及作家到校分享，期盼能讓孩子能有更沉浸式的閱讀環境。 

3.結合 E化閱讀：建立電子閱讀檔案，設置網頁，讓師生利用平台閱讀書目藉

此降低紙本利用率。 

 

(2)辦理內容 

【與作家有約 1】邀請作家-王文華，因疫情透過線上直播與孩子分享，利用傳

統的冒險經典故事，利用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讓小朋友發現事件多元的面向，

學習並啟發學生不同層面的思考與想像。 

【與作家有約 2】邀請繪本作家-童嘉，與低年級孩子相見歡，並透過巡迴班級

書箱、童嘉書展等…讓低年級的學先行熟悉作家的作品，與作者見面時更有能

深層的對話。 

 

(3)學生成果及照片 

與作家有約及主題書展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與借閱量，利用抽獎活動檢視學生

閱讀成效，最後獲得肯定與獎勵，運用在生活當中，讓學生喜愛閱讀。 

 

  

與作家有約-王文華(線上) 
繪本作家童嘉主題書展- 

搭配與作家有約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111年度推動閱讀實施成果 

一、推動目標： 

1.營造豐富多元的閱讀環境，啟發學童的閱讀動機與興趣。 

2.提升學童閱讀能力，增進寫作力與創造力。 

3.透過閱讀與寫作課程，引導學童進行寫作活動。 

4.藉由發表與分享，鼓勵學童積極閱讀與創作。 

二、辦理內容： 

1. 辦理閱讀公益寫作班。 

2. 辦理校內深耕閱讀活動。 

3. 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 

4. 參與臺北市深耕閱讀系列活動。 

5. 參加教育部國教署推動「國中小學晨讀運動」身教式閱讀與聊書計畫。 

三、學生成果與照片： 

 

 

新書導讀活動，介紹最新館藏書籍 

 

參與教育部推動靜心閱讀 MSSR 



111 年度推動閱讀實施計畫成果 

壹、辦理學校：臺北市北投區湖山國民小學 

貳、承辦人：教務處  陳啟明老師 

參、聯絡電話：02-28610148#112 

肆、推動目標及內容： 

一、推動目標： 

1.  建立學童閱讀觀念，激發學童閱讀興趣。 

2.  培養學童閱讀習慣，使其融入學習及生活中。 

3.  發展思考性的閱讀，促使學童創造思考能力。 

4.  強化學童閱讀深度與廣度，涵養寫作的興趣與能力。 

5.  營造豐富的閱讀環境，培育學童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 

6.  啟動閱讀交流，分享閱讀教學策略，提升教師閱讀教學知能。 

二、辦理內容： 

本校於 111年度 3至 4月間購買 20本”好朋友大對決”小說，亦購置

相關圖書供教師備課使用；並邀請張瑞薌老師於 9月~10月進行每週三節

課，為期 8週(共 24節課)的班級共讀，以閱讀、寫作為主要方向，帶領學

生透過共讀發揮創意及想像，表達出自己閱讀後的理解，也透過小說情節帶

給學生對於自我人際關係的反思與激勵。最後隨著閱讀及教學的推進，指導

學生藉此學習一篇文章該有的起、承、轉、合，完成一篇長文。 

  三、學生成果： 

  

老師帶領五年級學生討論書中內容 學生認真撰寫學習單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 111年度申請補助推動閱讀實施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 雙閱讀素養—紙本與數位閱讀活動 

計畫目標 

一、營造豐富多元的閱讀環境，啟發學生的閱讀動機及興趣。 

二、規劃閱讀教學課程，透過教學活動引導學生進行相關閱讀理解及寫作活動。 

三、發展數位閱讀教學活動，培養學生數位閱讀的資訊搜尋、瀏覽和整合能力素養。 

四、透過閱讀推廣活動，提升學生閱讀能力，增進其理解思考能力與創造寫作能力。 

辦理內容 

一、 雙閱讀素養—紙本與數位閱讀活動教學活動： 

(一) 結合校內深耕閱讀的班級共讀課程，引導學生進行自由閱讀與共讀活動，進

而培養閱讀的技巧。 

(二)老師進行閱讀策略的引導及讓學生對文章重點進行分析理解，並透過學習單呈

現孩子們不同的閱讀回饋。 

(三)從紙本閱讀到數位學習平臺中的文本閱讀，搭配生活學習情境的素養提問，讓

學生能解讀文本中的訊息，進而能面對多元的學習方式及跨領域的文本閱讀。 

(四)運用臺北市深耕閱讀教育網中「每月專題任務」，引導學生發展數位閱讀教學

活動，培養學生數位閱讀的資訊搜尋、瀏覽和整合能力素養。 

(五)運用新購入的書籍辦理主題書展，提升書籍借閱率，讓更多學生接觸新書籍。 

二、辦理校內深耕閱讀活動： 

  (一)實施「臺北 e酷幣」系統，作為學生閱讀記錄平台與獎勵制度。 

  (二)持續耕耘班級共讀的校本閱讀課程，強化學生閱讀理解策略方法。 

  (三)班班進行晨讀十五分鐘，培養學生每日的閱讀習慣。 

  (四)運用學習吧平臺國語日報專區，進行讀報教育及數位閱讀教學活動。 

學生成果 

 

 

 

 

 

 

 

班級閱讀課引發閱讀興趣 

 

 

 

 

 

 

 

教師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引導學生進行寫作練習 

 

 

 

 

 

 

 

運用數位學習平臺，引導學

生發展數位閱讀教學活動 

 

 

 

 

 

 

 

培養學生數位閱讀的資訊

搜尋、瀏覽和整合能力素養 

 

 

 

 

 

 

 

辦理校內深耕閱讀活動－ 

主題書展、大家來說故事 
 



111年度補助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實施計畫 

大佳國民小學-閱讀悅讀，大「佳」來學學文創 4 

成果報告書 

一、 推動目標： 

1. 激發學生閱讀興趣，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2. 透過閱讀指導，提升語文寫作能力。 

3. 培養學生閱讀的好習慣，熟練文字的使用技巧。 

二、 辦理內容： 

指導教師利用繪本導讀，共賞佳句與文章結構與故事的鋪陳，加強學生的

閱讀理解能力。教師以 PPT介紹「國語日報」精選文章、佳言美句……

等，依各作品篇名增加相關素材內容。 經由文章欣賞，練習情感表達及文

章書寫。透過實際摹寫練習，學習寫作技巧。也讓學生自己繪製插圖，製

作簡單的單文摺頁小書。教師先以 PPT介紹繪本背景資料，讓孩子體會作

者、繪者傳達的寓意和趣味。 

 

教師以清晰的咬字、適中的速度、抑揚頓挫的聲調，甚至加 

入適當的肢體詮釋，都能幫助孩子想像和領會故事意境。 

三、 學生成果與照片： 

 

 

 

 

 

 

 

教師教授常見的各類修辭，並

用許多文章或是詩詞作舉例，

也讓學生試著閱讀文章或詩詞

後找出使用的修辭。 

學生很認真的記下老師所講的

內容。 



 

學生在課堂中完成的學習單。透過造樣造句的方式，讓學生實際練習運用

修辭，增加寫作技巧。 

 

 

 

 

教師將學生文章搭配美圖，彩色列印供學生收藏及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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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年度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推動閱讀實施成果 
日期：111年 11月 10日 

計 畫 名 稱 多元閱讀樂學習 

推 動 目 標 一、藉由「閱讀藏寶圖」閱讀手冊的設計，引導學生喜愛到圖書館找書、看書， 

    改善閱讀偏食的現象，規劃低、中、高年段學生需要學習的閱讀理解策略， 

    融入在「班級讀書會」進行共讀討論。 

二、為學生的閱讀學習設立引導鷹架，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讓學生從閱讀 

    的過程中獲得閱讀動機與學習樂趣。 

三、和產業合作建置智慧教室，進行數位閱讀學習，並運用臺北市 e酷幣平台，

推展閱讀教育，讓學生有展現學習成果的平台。 

辦 理 內 容 一、持續成立教師閱讀社群： 

一到六年級各邀請 2-3位種子老師參加每月聚會，依據國語文領域教師討

論各年級學生需要學習的閱讀理解策略，並邀請陳欣希教授帶領「閱讀理解測

驗評量」、「多文本教學」，引領學校老師在閱讀評量與多文本教學方面更精進。

老師帶領學生從文本中分析、歸納其異同處，並能提出自我的觀點與看法，同

時指導學生完成閱讀藏寶圖的閱讀認證，透過閱讀討論與紀錄的過程，提升學

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二、閱讀藏寶圖閱讀認證： 

國語文領與小組與閱讀社群設計有趣的「閲讀藏寶圖」的閱讀認證方式、

設計指定書目的「閱讀藏寶圖」手冊與各年級不同的寶物貼紙，滿足學生冒險、

尋寶的願望，也吸引學生閱讀學習的興趣。一年級「叢林探險」、二年級「地

心冒險」、三四年級「海洋歷險」、五六年級「星際奪寶」，透過低、中、高年

級各類指定書目的規劃，運用「閲讀藏寶圖」手冊的書籍分類貼紙與闖關活動，

引導學生均衡的閲讀。配合國語文期中考與期末考增加閱讀理解之閱讀測驗，  

三、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由閱讀圖推教師規劃本校一~六年級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指導全校學

生善用各項圖書資源，並配合圖書館智慧教室進行課程，提升數位閱讀能力。 

四、每月主題書展： 

低、中、高年級各選一本故事進行「班級讀書會」共讀，閱讀討論後進行

各年段有獎徵答、投稿徵文活動，學生們參與很踴躍。 

五、皮皮故事屋故事劇場： 

每兩週舉辦一次說故事活動，配合主題書展篩選相關繪本為小朋友說故

事，現場進行有獎徵答，學生們總是滿心期待、積極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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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歡喜閱讀週： 

每年聖誕節安排閱讀的系列活動，例如：弦樂團聖誕組曲開幕式、品格教

育主題書展、完成我的圖書館成長日誌任務兌換閱讀藏寶圖金點、皮皮故事屋

聖誕節英語教學活動、票選東湖國小四個吉祥物名稱、配合圖書館改造，製作

介紹圖書館影片並辦理圖書館改造特展。每年的閱讀系列活動，都能影響學生

更積極主動閱讀。 

七、與作家有約： 

每年安排一位作家蒞校演講，例如:林瑋老師、鄭宗弦老師、林哲璋、劉

旭恭老師與學生互動分享創作經驗，參加的班級先共讀作家演講主題的書籍，

討論完成學習單或卡片後，才與作家面對面聽講學習，師生們都反映：先利用

「班級讀書會」共讀，學生比較能了解作家的背景與演講的內容，更能有深度

的對談。 

八、東湖 e酷幣： 

提供本校學生發表閱讀心得、文章、美術創作等作品的平台，藉由分享與

觀摩，培養學生閱讀、寫作、創作的習慣。系統由校內資訊團隊維護，並製作

說明影片，由行政老師宣導推廣，導師協助指導與作品批閱，並由圖書室規劃

相關獎勵辦法，激勵學生積極參與投稿，讓「東湖 e酷幣」成為學生自我表現

的園地。 

學生成果與

照 片 

 

閱讀理解命題工作坊 

 

運用智慧教室進行圖資利用教育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111年度閱讀推動實施成果 

一、推動目標 

1.能善用有效閱讀推動策略，增加學生自主閱讀意願及成效。 

2.增進閱讀能力，奠定學生終身閱讀的習慣與興趣。 

3.建立校園優質閱讀氛圍，提昇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 

4.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知識共享，增進閱讀的深度及廣度。 

二、辦理內容 

1.建立班級共讀書網站 

2.推動晨間閱讀十五分鐘活動 

3.辦理智慧存摺閱讀活動 

4.辦理詩詞小達人認證活動 

5.辦理附小閱冠王活動 

6.辦理主題書展 

7.辦理校內行動書車 

8.圖書館利用教育 

9.推動讀報教育 

10.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11.推動每月專題任務 

12.辦理書香志工成長活動 

13.搭配節慶議題辦理閱讀推廣活動 

14.強化圖書室功能，並充實圖書室藏書 

三、學生成果及照片 

  

圖書館利用教育－小一新生認識圖書館， 

瞭解圖書館使用規則及圖書借閱方式。 

晨光時間師生共同晨讀， 

享受閱讀的樂趣。 

 



111年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推動閱讀成果分享-義起來閱讀 

壹、推動目標： 

一、透過推動主題書展，加深學生對特定主題的了解。 

二、透過辦理與作家有約活動，讓學生閱讀作家作品及了解作家創作歷程。 

貳、辦理內容： 

一、與作家有約：受到疫情影響，取消與作家有約活動，僅讓進行閱讀作家書籍、志工

導讀、填寫閱讀心得單。 

二、主題書展：辦理「世界國家」主題書展，並配合是足具辦相關活動，除了展示主題

書籍之外，還包含閱讀世界各國相關書籍、製作海報、義方電影院及小博士信箱等

活動。 

1. 主題書展海報：請各班學生收集並閱讀介紹世界國家的相關報導與文章，製作

出海報並出一題題目後交至圖書室。 

2. 志工導讀：志工入班，進行與主題相關的導讀活動。 

3. 義方電影院：活動期間每週於圖書館播放介紹世界國家相關影片（自然環境、

特色美食、傳統文化等），並於影片進行有獎徵答。 

4. 小博士信箱：定期提出主題書展展示書籍相關問題，讓學生閱讀書籍後，填寫

問題單投入信箱，。 

參、成果： 

 
學生填寫主題書展海報學習單 

 
學生參加導讀活動 

 



111年度臺北市清江國小推動閱讀成果分享 

壹、推動目標 

 一、建立兒童良好閱讀習慣，激發兒童高度的閱讀興趣。 

 二、透過班級讀書會，培養兒童文學欣賞與閱讀能力。 

 三、透過閱讀寫作營，加強兒童口說作文與寫作能力。 

 四、建立彼此分享機制，提升兒童對話與欣賞之能力。 

貳、辦理內容 

 一、班級讀書會 

 二、閱讀寫作營 

 三、活潑、多元的閱讀推廣活動 

叁、學習成果 

   

元宵猜燈謎活動 多文本閱讀寫作營 閱讀超博士獲獎 

   

好書找新家活動 好書交換活動 班級讀書會 

   

圖資利用教育課程 主題書展 班級晨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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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 111 年度申請補助推動閱讀活動成果 

計畫名稱 「仲夏之閱」看繪本、玩科學 

推動目標 

一、規劃主題閱讀營課程，提供學生假期多元學習的管道。 

二、透過繪本導讀及有趣的實驗活動，激發學生對科學知識的好奇與探究， 

    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 

三、邀請作家擔任講座，帶領學生看繪本玩科學、擴展閱讀視野。 

辦理內容 

一、活動時間:111年 7月 5日~7月 7日，上午 8:30~12:00 

二、活動地點:劍潭國小課研教室 

三、營隊課程內容 

7/5日 7/6日 7/7日 

作家有約 

1.繪本導讀《獅子燙頭髮》 

          《點亮一盞燈》 

2.實驗討論:靜電、光影遊戲 

3.實作:跳舞小人、妖怪手電筒 

4.作品發表分享 

作家有約  

1.繪本導讀《蹦》 

《橡皮筋可以拉多長》 

《好小好小的車子》 

2.實驗討論:彈力、動力 

3.實作:跳跳蛙、動力車 

4.作品發表分享 

1. 繪本導讀 

《口罩動物村》 

《動物村洗手大賽》 

2.分享與討論 

3.防疫虎-黏土創作 

4.作品成果展及結業式 

 

四、活動省思: 

1.學生在教師引導後，能了解並舉例說出生活中的各種科學現象(靜電、光影、彈力、

動力、空氣與壓力等)。 

2.實作時，學生能了解小玩具應用的科學原理並完成製作。 

3.發表及分享，學生能有條理的表達自己的想法，也能大方分享自己創作的作品。 

學生成果 

活動照片 

   

成果展 

   
 

 



111 年度閱讀推動計畫成果 

☆學生成果相片 

 

學
校
資
料 

學 校 名 稱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小 讀 報 班 級 二年 1~8班 

教 師 姓 名 

陳美滿、李美齡、王莉娟 

林鈺萍、施秀霞、鄭中鳳 

李冠慧、潘玉琪、林素妃 

班 級 

學 生 人 數 
25~28人，共 8班 

推動目標 

透過【閱讀帶來改變】活動，學習閱讀—奠基學生閱讀及語文實力，閱讀學習-閱讀與

生活結合，素養養成，終身學習，以落實學校【優質、創意、團隊、關懷】之願景-樂學

習、好能力【讓社子走出社子，邁向國際新里程】。 

辦理內容 

延聘一位專職講師(原子書香志工，具豐富的入班講故事經驗，並具有整合教材、

製作精美 ppt能力)，與二年級老師共備 7 個故事主題，訂定後，找尋適合的繪本結合

國際主體及台灣生態議題，引導學生從聽故事中學習並拓展國際視野，及愛護環境、生

物的胸懷。 

故事結束後，設計故事相關學習單，讓學生的學生自發性的索取並完成，更重要的是:

鼓勵孩子回家分享給家人聽，讓家長也能有參與感的寫下回饋。 

成  果 

看到孩子開心聽故事、期待下一次約會的表情，就是最大的成功。 

尤其在故事的結束後，【妃妃老師】會告訴小朋友:這本書有續集喔!就在圖書館的……

位置，歡迎去借閱!! 

接下來的幾天，會看到小朋友們一窩蜂的跑圖書館為了借到相關的書籍，還會彼此炫耀

自己借到了哪一集!!第一時間沒借到書的小朋友會等著書還回圖書館後，搶著借!!這樣的風

潮一直在班級中流行著~~故事的魅力，絕不輸給3C產品喔! 

   

            隨著麥哲倫環遊世界                   動物園裡找線索 

說  明  ：  精 彩 的 講 述 + 如 癡 如 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