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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國中部) 

壹、「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源起 

一、成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從閱讀開始 

本校位於劍潭捷運站及著名觀光景點士林夜市旁，士林夜市商圈上午為果菜市場早市，下

午約四點起夜市即開始擺攤營業，除學生上下學易受市場活動干擾外，學校周圍環境清潔亦因

市場人潮而維持不易，整體環境較為複雜，國中學區學生多居住市場周遭，易受不良次文化影

響。因此本校致力發展閱讀，因為我們相信閱讀活動的過程，會啟發許多能力的學習與整合，

而閱讀能力的高低，與個人學習、就業，甚至未來發展息息相關(天下雜誌, 2006)1。百齡高中

期望以專業能力，實踐教好每一位學生，成就每個孩子做最好的自己，帶領學生持續閱讀並體

驗學習的樂趣與知識的充實。 

二、培養孩子關鍵能力—閱讀是基礎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五大學習支柱：學習認知(Learning to know); 學習做事

(Learning to do); 學習與他人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學習自我實現(Learning to be)；學習改

變(Learning to change)。百齡高中為了培養孩子具備迎接未來的關鍵能力，以此五大支柱為基

礎，依據學校特色及教育理念，擬訂屬於本校的五大關鍵能力: 閱讀能力、創造能力、團隊合

作、藝術涵養及國際視野。閱讀，是開啟學習潛能的引擎，因此百齡高中將「閱讀能力」列為

學生未來學習的關鍵能力的基礎，此項能力指標也是學校不變且持續努力的方向。 

貳、「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目標 

一、提升閱讀風氣，形塑書香校園。 

二、深化閱讀課程，精進閱讀策略。 

三、整合各方資源，活化學生學習。 

四、深耕多元閱讀，延伸學習觸角。 

 

   参、閱讀活動向度 

百齡愛閱活動分為四大向度，分別為形塑閱讀環境、深耕閱讀

推廣、生活愛閱課程及閱讀增能研習。此四項活動相互呼應，相輔

相成，本校期望以此落實多元閱讀，提升愛閱風氣。 

                                                 
1
 天下雜誌 2006 年教育專刊,p30~p33 

圖 1-1百齡高中五大關鍵能力 

圖 3-1百齡愛閱四大活動向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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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活動歷程 

為順利推動方案，特分析本校推動閱讀條件，以四大閱讀向度為基礎，擬定推廣閱讀行動策

略，本校閱讀推動條件背景分析如下表。 

表 4-1 百齡閱讀推動背景條件分析 

構面 有利條件 不利條件 行動策略 

圖書館 

硬體設備 

1.配備學生專用電腦
9台 

2.成立教材製作中心
供教師備課 

1.圖書館空間不足 
2.閱讀環境不夠舒適 

1.請淡江圖資系教授協
助規畫圖書館空間 

2.添購閱讀沙發 
3.增加「教學資源中心」
功能 

圖書館藏 

1.館藏豐富，每生可
借閱書籍達22冊 

2.館藏書目符合教師
及學生需求 

1.班級共讀書籍不足 
2.新書無法即時採購上
架 

3.館藏眾多，查閱不易 

1.挹注經費採購共讀書
籍 

2.縮短購書時程 
3.規畫不同主題專區 

圖書館 

管理 

1.圖書管理全面 e 化 
2.完全中學資源較普

通國中豐富 

1.愛心志工協助借還書， 
無法指導學生閱讀 

2.閱讀活動較少，推廣閱
讀知能較弱 

1.高中生成立團隊為國  
中生導讀 

2.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
主題書展等活動 

3.設計 logo，成立部落格
「百齡書蠹魚」 

班級 

閱讀環境 

1.班級藏書豐富 
2.班級圖書可供學生

借回閱讀 

1.缺乏舒適閱讀空間 
2.學生閱讀時間不定 

1.利用校園閒置空間設
置「心齡角落」 

2.規劃晨讀10分鐘 

教師閱讀 

教學專業 

1.教師教學認真 
2.重視學生閱讀培養 

普遍閱讀教學指導知能
較弱 

1.辦理教師進修 
2.精進閱讀指導策略 
3.推動行動研究 
4.採購閱讀指導專書 

學生閱讀 
學生參與閱讀相關活

動熱烈 

1.學生閱讀習慣尚未建 
立 

2.學生借閱量低 

1.推動閱讀集點活動 
2.領域教師推薦書單 
3.規劃閱讀推廣活動 

家長對 

閱讀態度 
家長支持學生閱讀 

1.學生家中藏書較少，影
響學生閱讀量 

2.家長較不重視閱讀策
略指導 

1.推動親職教育 
2.辦理家長讀書會 
3.「心齡角落」放置圖書
供學生帶回閱讀 

方案特色： 

    「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方案共有四個期程「規畫籌辦期」、「資源整合期」、

「穩定發展期」及「突破創新期」，各依不同時空背景，循序漸進推展各項系列活動，本校目

前已邁入突破創新期，在穩定中求新求變，導入行銷閱讀概念並結合豐富社會資源，為百齡閱

讀活動注入活水，引發愛閱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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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方案活動期程 

 
一、形塑閱讀環境：圖書館空間雖小，增強資訊E化，盡心規劃活化、擴大圖書館使用效

能，更善用校園閒置空間及班級書庫營造「隨處有書，隨處可讀」的

閱讀氛圍，化空間劣勢為閱讀優勢。 

 (一)館藏計畫 

 1. 採購書目選擇:每年召開兩次圖書館委員會議，於會議中規劃館務、整合教學資源、充實

營運知能，確定館藏書目符合各科敎師教學、敎師個人教學及學生學習需

求，以達到圖書館利用的功能。 

  2. 縮短購書時程:為加速新書流通及吸引學生入館借閱，本館購書時程由每年 1 次改為每年

3 到 4 次，並於熱門書籍上市時加速採購，以饗讀者。 

 3. 推廣班級共讀:本校推廣班級共讀不餘遺力，積極爭取各項補助：家長會大力支持本閱讀

方案，每年補助 2 萬；教育局 99 學年度補助 14,300 元供學校添購班級共

讀書刊。圖書館共讀書目從 10 套(96 年)增加到 61 套(100 年)，書籍目前為

1820 本，主題遍及文學、傳記及英文繪本等。 

   

圖書館委員審議資料 熱門新書迅速上架 多元班級共讀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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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閱讀環境 

    本館空間為 540 平方公尺，包含辦公室、教師研究室、書庫區、資料查詢區及閱覽區，各

區空間均顯不足。為使空間呈現小而美的巧思，本館於延請淡江大學圖資系教授規畫館內空間，

調整書櫃與閱讀座位，流暢借閱動線，添購閱讀沙發及窗邊吧檯座，提供師生舒適的閱讀空間。

更於每學期初為新生舉辦圖書館利用教育，讓每位學生都能瞭解並親近圖書館資源，藉此擴大

圖書館使用效能。 

 

  

 

學生館內閱讀 窗邊吧檯座可見校園美景 圖書館利用教育 

   

資訊查詢專區 工具書專區 閱讀寫作專區 

 

(三)校園閱讀心「齡」角落 

           為活化校園空間，再創閱讀新環境，99 學年度將三樓閒置空間擴大使用面積，整修為多功

能休閒中心，增設書櫃，鋪設木質地板，舉辦全校徵名投票活動，命名為「心齡角落」。並於書

櫃區放置書刊、雜誌，供師生取閱，營造幽靜閒適的閱讀空間。  

    

改造前：閱讀空間有限 改造後 :明亮輕鬆的

閱讀場地 

心齡角落啟用典禮，

帶動閱讀氛圍 

場地多功能，亦可作

為學生藝文活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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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班級閱讀花園 

    秉持著營造「隨處有書，隨處可讀」的氛圍，本校班班均設有閱讀花園，增加學生閱讀機

會，培養閱讀興趣，訓練學生整理圖書的簡易方法，以增進利用圖書館的基本技能。  

 

   
優良班級書庫得獎，公佈優

良班級照片作為他山之石 

各班公布圖書館最新資訊 班級閱讀花園一隅 

 

(五)教學資源中心 

     自 95 學年度起圖書館積極籌設增加「教學資源中心」功能，97 學年度獲教育局補助 284,000

元，協助本校建置數位教材製作中心及各學科教學資源庫，建構 VOD 隨選視訊系統、電子白

板，透過網路的資料存取，達成教學資源交流與共享的目標。98 學年度添購 ezRecording 教材錄

編系統；99 學年度增設 42 吋多點式觸控螢幕及電子書製作軟體；至 100 年 12 月為止，教學視

聽媒體已累計 487 套。此外，本館更舉辦多場研習，讓教職同仁將多元媒體資訊有效運用於教

學活動，使現場教學能多元化、資訊化及立即化，提升教學品質。 

 

   

電子書製作研習 學生使用觸控螢幕 
教師利用教材製作中心備

課、製作教材 
 

(六)圖書 E 資訊 

 因應全球資訊化趨勢，讀者閱讀習慣改變，圖書館於 97 學年設置部落格「百齡書蠹

魚」，並定期以發佈電子週報及館訊，期望透過網路無邊界特色，多面向推廣閱讀，截至 100

年 12 月為止，已有 3 萬 2 千多名訪客瀏覽；99 學年配合班級刊物閱讀活動，以 moodle 教學軟

體設計七、八年級好書閱讀線上測驗; 100 學年新增電子相簿及電子書，提供讀者多元閱讀選

擇。此外，於 100 學年度更新圖書管理系統，全校師生在任意地點上網就可查詢圖書館館藏，

了解書目資訊，並辦理預約及續借手續，透過資訊科技進行網絡交流、並參與圖書館推動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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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活動。 

 

  

圖書館部落格 線上測驗及好書認證系統 數位圖書館 

 

二、深耕閱讀推廣: 閱讀活動及題材活潑多樣，依據不同時程(每日、每週、雙週、每月、雙

月)推動不同閱讀題材，更舉辦不定期推廣活動，學生參與熱烈，成效良

好。 

(一)晨光書香 

    本校配合親子天下雜誌規劃晨讀書香活動，由導師帶領全班學生在早自習時間閱讀書籍或

文章，完成晨讀活動紀錄，分享晨讀內容。凡晨讀達五次之班級，獲頒班級書香獎狀；晨讀達

十次之班級除獲頒班級書香獎狀外，參與同學核予嘉獎乙支之獎勵。累計至 100 年 12 月底，已

發出 64 張班級書香獎(國中部共 42 班)，核予 792 次嘉獎。 

 

 
  

學生參加晨讀書香活動 

學習善用時間閱讀好書 

學生個人晨讀紀錄單，學

生摘要閱讀內容中印象

最深刻的部分 

教師帶領學生閱讀佳文饗

宴文章 

 

(二)雙週佳文饗宴 

圖書館於雙週發行佳文，印製發放予各班張貼閱讀，並公告於學校川堂、網頁與圖書館部

落格，鼓勵學生閱讀，文章內容選自名作家如蔣勳、方文山、侯文詠、張曼娟、戴晨志等，藉

由小故事啟發人生的道理，校長亦於朝會時間以投影片導讀文章，推動閱讀活動。100 學年度

更擴大推廣，將每週佳文饗宴閱讀篇章印製 45 份，放入各辦公室「佳文旅行箱」，方便老師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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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指導班上同學閱讀。 

   

新臺灣之光 100 書籍內容

選為佳文饗宴文章 

佳文張貼於川堂供師生

瀏覽 

佳文旅行箱:共放置各辦公室

供老師取用 

(三)館藏推薦 

    為行銷館藏，圖書館設置推薦書籍專區，推薦書目不只侷限學生所偏好的文學類，而是請

各領域教師(如自然領域、綜合領域、數學領域等)推薦，擴大學生閱讀範圍。圖書館並製作書籍

簡介海報、請師長撰寫好書推薦文，推薦「每月一書」，並於校園 TV 播放書籍簡介，鼓勵學生

善用館藏，閱讀好書。 

 

(四)館訊:百齡˙愛閱 

    圖書館單月發行圖書館館訊，發放予各班張貼，並公告於學校川堂、網頁與圖書館部落格。

館訊有系統的整合圖書館活動，介紹圖書新訊與相關藝文訊息，並於 100 學年度全新改版，融

合行銷概念，搭配「百齡˙愛閱」作為圖書館 Logo。 

 
 

 

  師長閱讀影像及推薦文 教師推薦書目專區 館內好書介紹，不定期更新 

 
 

 
校園 TV 播放書籍介紹簡報 書籍資訊介紹海報 好書推薦張貼於川堂供師生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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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演講，館訊介紹詩人吳晟 館訊全新版面，內容更精彩 

(五)風簷展書讀 

為使師生能更加瞭解並善用館藏，吸引更多讀者進入圖書館，圖書館每季盡心規畫多元主

題書展，舉辦有獎徵答活動，並於 100 年擴大舉辦校園書展，引發師生廣大迴響。 

 

表 4-3 圖書館歷年舉辦主題書展 

多元主題書展 

97.10 傳記文學 99.06 美麗新視界～與大自然的對話 

97.12 悅讀聖誕 99.11 百花齊放，齡園飄香 

97.04 生涯發展 99.12 走出教室，擁抱世界 

98.10 光陰的故事～古色、古香、古臺灣 100.04 性別平等，攜手共進 

98.12 作家書展:廖玉蕙 100.06 提升自我，尊重關懷 

98.12 影動百齡、筆話我心 100.10 鄉土文學，環境保護 

99.04 繪聲繪影 100.11 「閱讀生命」校園書展 

 

  

學生參觀「走出教室，擁抱世

界」書展 

環境保護 vs.鄉土文學 

書展海報 

學生參加書展有獎徵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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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學習單 有獎徵答抽獎得獎學生留影 校園書展閱讀盛況 

(六)名師講座 

    除辦理書展外，本校更廣邀作家到校演講，100 學年度開始更擴大舉辦「大師開講」活

動，透過書中作者現身說法、舉辦書展、簽書會、線上答題競賽及導讀活動，引發學生更多的

思考與迴響。歷年邀請講座有廖玉蕙、陳黎、陳幸蕙、吳晟、陳彥博等，並將於 100 學年度下

學期邀請吳寶春師傅分享其閱讀經驗。 

   
極地勇士陳彥博分享參賽經驗

及其著作—零下 40 度的勇氣 

作家陳幸蕙書展線上答題優勝

者贈書 

詩人吳晟親切地為同學簽

書 

 

(七)大手牽小手 

    身為完全中學，學校資源較普通國中豐富。100 學年度本校善用高中部資源並配合臺北市

圖愛閱達人活動，由高二班聯會主席，召集八位喜愛閱讀的同學組織「愛閱小精齡」團隊，共

同推動校園共讀與議題討論之風氣，並於朝會時向國中部學生導讀館藏好書，為學弟妹立下標

竿。  

  
 

愛閱小精齡成員為學弟妹導

讀精選好書 

愛閱小精齡為學弟妹朗讀書籍

內容 

愛閱小精齡受邀臺北市圖年度記

者會發表成果 

 

(八)閱讀集點 

    為形塑學生閱讀風氣，鼓勵學生閱讀寫作，圖書館師法商集點活動行銷閱讀，凡參與閱讀

活動學生可持集點護照向圖書館兌換獎品或禮券。活動推出後，學生參加踴躍，本校員生社亦

大力支持，提供點券讓學生兌換商品。100 學年度加碼推出「五保庇」抽獎活動，獎勵借閱率高

的愛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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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百齡高中圖書館集點活動一覽表 

活動項目 

個人書香獎 校園攝影比賽 

「祝福小語」徵文活動 英閱應閱卡 

主題書展學習單有獎徵答 圖說心語 

佳文饗宴心得寫作徵文 國中網路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班級共讀心得寫作徵文 國中網路查資料比賽 

好書閱讀心得寫作徵文 **參加以上活動皆可獲得 1 點 

 

   

閱讀集點制度說明海報 參加學生的閱讀集點護照 學生熱烈參與圖書館活動 

 

三、生活愛閱課程: 課程設計生活化，多面項活動提升學生閱讀風氣及培養學生了解社會環

境，建立人群關係，訓練思考能力，提升學生閱讀知識、技能與情意的

發展。 

教師閱讀課程設計以維高斯基(Vygotsky)的鷹架理論為基礎，以閱讀理解策略活動為框架

設計教學活動，教師扮演協助者的角色，學生透過與教師的互動，逐步理解學習內容。維高斯

基認為寫作的教導應該要生活化，課程設計應儘量與生活有關（吳幸宜譯，1996）2。本校閱

讀活動貼近學生生活，教師設計相關學習情境，讓學生可以從互動情境中建構知識與能力，如

閱讀雙週佳文饗宴名家文章；與作家近距離接觸，瞻仰大師風範；書寫明信片寄送外國友人，

了解真實英文語用環境；推廣舊書再流通，引導學生愛書惜物…等。 
 

(一)閱讀與分享 

1.閱讀策略:教師於課堂教學善用各項閱讀理解策略如摘要、略讀、預測、提問…等增加學生

理解能力，除善用課本範文引導學生學習外，亦輔以班級共讀圖書、佳文饗宴

文章及自編教材引導學生討論學習，提昇學生創造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 

                                                 
2 吳幸宜譯（1996）。M. E. Gredler著。學習理論與教學應用。台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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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百齡高中閱讀理解策略課程設計圖 

2.我思我書: 除常態性舉辦佳文饗宴、班級共讀、好書閱讀心得寫作徵文，本校亦不定時搭

配學生各項學習活動，如班週會演講、校外參訪、教育旅行等，舉辦徵文比賽。

透過各項學生學習活動，各班教師將閱讀及寫作課程融入日常生活及教學中，

並鼓勵學生紀錄隨筆心得，整理成冊。陳彥博到校演講時，學生於生活週記與

導師分享精彩內容；配合吳寶春師傅演講講座，各班國文教師於課堂與學生

討論人生歷練主題，以「新台灣之光 100」介紹文章為楔子，引導閱讀更多相

關書籍，撰寫給吳寶春師傅的一封信，優良作品彙集成冊，並於演講當日將學

生作品轉交給講座。 

   3.悅讀眾閱樂:秉持「獨『閱』樂不如眾『閱』樂」信念，教師課程設計亦鼓勵同學推薦好書、

分享所讀，並給予表現優良的學生獎勵。透過師生互動與同儕分享，激發學

生閱讀動機及主動學習意願。 

   4.佳文聯絡本:從 97 學年度開始，班級導師改用佳文聯絡本，學生每日閱讀一篇小品文並隨

筆寫下感想，導師亦根據學生撰寫內容回應並給予鼓勵，藉此強化學生閱讀及

寫作能力。 

   5.因材施教: 本校亦注重學生個別閱讀差異之輔導與協助。閱讀興趣濃厚學生可於聯課活

動加入「閱讀與人生」社團活動，透過跨班討論及多元活動設計，大量閱讀

不同題材的讀本。對於閱讀程度低落及弱勢家庭，本校開設「攜手計畫」課

程，聘請國文相關科系教師，每週以生動活潑教學方式引導學生閱讀及寫作

活動。此外，亦開設英語小尖兵課程，以分級教材指導學生閱讀英文。 

 

  
 

教師配合指導學生撰寫閱讀心得 閱讀心得寫作徵文作品 參觀天文館徵文活動 

小組討
論與觀
摩

教師回
饋與澄
清

教師說
明與示
範

學生練
習與修
正

閱讀前

•預測

•結構

•略讀

閱讀中

•連結

•提問

•預測

•結構

•筆記

•圖示

閱讀後

•摘要

•提問

•精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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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展出學生優良作品 圖書館教師整理學生作品 學生推薦好書 

   

好書分享表現優良學生合影 閱讀活動表現優良同學授獎 佳文聯絡本書寫心得 

   

喜愛閱讀同學參加「閱讀與人

生」課程，並與師長討論 

以鷹架理論利用心智圖方式結

合學生生活經驗，引導創作 

善用閱讀策略引發學生

學習興趣 

 

(二)英閱應悅 

  1.豐富英文讀本:本校英文讀本館藏豐富，圖書館特設英文讀本專區，包含班級共讀英文繪本

15 套供英文老師導讀使用。此外，本校亦於 98 學年度由國外引進英文分級

閱讀教材，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可享受英文閱讀的樂趣。 

2.英閱應悅卡:本校深耕英文閱讀，除添購大量書籍、設計活潑英文學習單，並設計「英閱應

悅卡」閱讀集點活動，鼓勵同學寫下英文閱讀心得及佳句，透過閱讀與寫作並

進，提升英文能力。 

3.國際明信片交流:為結合學生英文閱讀和生活經驗，增加實際使用英文機會，於 100 學年

度推廣國際明信片交流活動，設計、印製學校明信片供學生使用，藉以

形塑學校品牌，強化學校認同感，並培養學生恢宏的國際視野與世界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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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 6 書櫃的英文讀本 學生認真書寫英閱應悅卡 英文學習單活潑多樣 

   

國外引進英文分級閱讀教材 教師指導學生使用分級教材 朝會宣導國際明信片交流活動 

   

圖書館部落格推廣明信片交流 學生以英文撰寫明信片 學生收到各國多樣明信片 

(三)圖說心語 

自 96 學年度開始舉辦校園巡迴攝影比賽，鼓勵學生透過視覺捕捉鏡頭、拍攝校園美景，

培養多元能力及適當休閒，學生參與熱烈。97 年度增設圖說心語比賽，藉由構圖巧思結合文

字創作，融合美學與文學，展現校園多種風貌，描繪出專屬百齡的人文風景。得獎作品每年於

活動中心及百齡藝廊展出供全校師生欣賞觀摩，並舉辦最佳人氣王票選活動，藉此提升學生藝

術欣賞、創造與語文表達能力。 

 
漫步在空盪操場，剛下過雨的水泥地有著一

塊塊水窪，倒映著校園花草，倒映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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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攝影比賽優良作品 99 學年度圖說心語優良作品 99 學年度攝影比賽優良作品 

   

校慶展出得獎作品 百齡藝廊展出精選作品 學生參加人氣王票選活動 

(四)舊書新生活 

 1.過期期刊販售:為充分利用圖書資源，圖書館整理前一年度過期期刊，於校慶期間以每本 10

元開放全校師生購買，所得款項捐入學校仁愛基金，餘書放置於心齡角落供

師生自由取閱。 

 2.好書交享閱: 98學年度開始，圖書館於四月「世界書香日」廣邀全校師生參加捐書、換書活

動，讓學生瞭解資源共享的意義，重展圖書的生命力。活動推出之後頗受好

評，99學年度擴大舉辦，未參加捐書的同學亦可持當月發票交換好書，總計

共捐出315冊圖書進行交換，募集603張發票捐給創世基金會。 

   3.心齡角落:好書交享閱及期刊販售剩餘圖書皆置於心齡角落供全校師生自由取閱，經由好書

交流，分享閱讀資源，營造書香校園。 

 

 
  

心齡角落放置書刊供師

生自由取閱，自動歸還 

好書交享閱 

換書活動 
過期期刊販售 

 

四、閱讀增能研習: 閱讀推動擴及教師及家長，辦理讀書會及研習，推動教師閱讀相關行動

研究，整合親師力量，深耕學生閱讀。 
 

(一)家家愛閱 

    閱讀的推廣也需家長齊力合作，為協助家長具有閱讀指導知能，自 98 學年度開始，結合輔

導室之親職教育研習，辦理家長閱讀研習及讀書會，提升家長閱讀指導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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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親職講座--牧語軒老師主講 家長讀書會—王冬富老師帶領 

 

 

 

 

 

 

 

 

 

 

 

親職講座深受家長肯定，回饋單內容豐富 參加讀書會家長溫馨感謝小卡 
 

(二)教師增能 

有感於閱讀推動之重要性，本校校務經營將閱讀教育列為重點，積極推動提升教師閱讀

知能方案，廣邀各界名師講座，規畫30場的閱讀教學知能研習。 

表4-5 百齡高中教師閱讀知能研習一覽表 

序號 研習班別名稱 研習日期 序號 研習班別名稱 研習日期 

1.  閱讀是創造力的基礎 101/2/8 16.  讀書會帶領技巧與閱讀指導 98/12/24 

2.  故事繪本與英文教學 100/11/14 17.  與文學對話 98/12/17 

3.  如何教孩子親近文學 100/6/16 18.  作文從生活中出發 98/10/29 

4.  如何說出一個動聽的故事 100/6/2 19.  英語繪本教學實務 98/10/26 

5.  齡園文藝復興運動「閱讀、越讀、
悅讀」研習(四) 

100/5/5 
20.  

教出寫作力 98/5/25 

6.  如何輕鬆有效率地進行閱讀 100/4/25 21.  閱讀困難的世代，多元智能的閱讀 98/4/27 

7.  電子書融入英語教學 100/3/21 22.  穿梭文學任意門－多元寫作教學 98/4/2 

8.  部落格創意教學 100/03/04 23.  閱讀理解的策略教學 97/12/18 

9.  林火旺教授說書--為生命找道理 100/2/14 24.  創意英語教學 97/11/17 

10.  時事融入英語教學—悅讀時事 99/12/27 25.  輕鬆有效率的閱讀練習活動 97/10/13 

11.  齡園文藝復興運動「閱讀、越讀、
悅讀」研習(三) 

99/12/23 
26.  

閱讀與寫作 97/5/8 

12.  教出寫作力 99/11/15 27.  英語教師教學與閱讀 (二) 97/4/28 

13.  多媒體與閱讀--電子書製作 99/10/01 28.  英語教師教學與閱讀 (一) 97/4/21 

14.  『青少年創作特質』觀察心得分享 99/6/3 29.  讀書會的帶領技巧與設計 97/3/27 

15.  齡園文藝復興運動「閱讀、越讀、
悅讀」研習(二) 

99/5/6 
30.  

詩的創意與趣味 9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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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命找道理—臺大林火

旺教授 

部落格創意教學—成淵高

中張稚凰教師 

故事繪本與英文教學--林秀

幸講師  

   

如何教孩子親近文學—李

崇建老師與本校教師互動 

閱讀是創造力的基礎—吳

麗卿校長 

閱讀、越讀、悅讀—吳玉梅

老師分享閱讀經驗 

 

(三)教師愛閱 

    百齡教師參與閱讀活動不落人後，透過教學輔導教師閱讀分享及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的推動，

教師互相分享與討論共讀書籍，增長閱讀知能。 

 

表 4-6 百齡高中讀書會團體閱讀書目 

時間 書籍 讀書會團體 

98 學年度 
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 
如何閱讀一本書 

教學輔導教師 

98 學年度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
33 則品格練習題 教學輔導教師 

99 學年度 讓天賦自由 「Top Six」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99 學年度 杜拉克談高效能的 5 個習慣 「尋找工作桃花園」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行政團隊取師管理學大師彼 教學輔導教師討論雷夫老師 56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期望讓每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4%B8%8D%E4%BD%9C%E5%BC%8A&area=mid&item=0010457208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4%B8%8D%E4%BD%9C%E5%BC%8A&area=mid&item=0010457208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5%BD%BC%E5%BE%97%E6%9D%9C%E6%8B%89%E5%85%8B&area=mid&item=00104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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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杜拉克 號教室的奇蹟 一個學生的天賦自由 

 

伍、「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方案推動成果 

一、學生借閱率逐年增加 

本校閱讀推動目標在培養學生養成閱讀習慣，本方案的推動可看到學生在閱讀習慣上的

成長，自96學年度全校到館借閱率31.8%，到99學年度增為40.3%。此外，100學年度8月到12

月學生書籍借閱量為6681本，比去年同期增長29%。 

二、新增圖書量逐年增加 

本校現有藏書共 30,505 冊，自 96 學年度全力

推動閱讀後，藏書量已增加 4,113 冊，其中共讀書

增加 51 套。 

三、學生閱讀興趣增長 

99 學年度本校首次辦理晨讀活動並擴大推廣班級

共讀，參與同學反應熱烈，85.2%學生認為此項活動

對其閱讀習慣養成有所助益，圖書館於 100 學年度續辦晨光閱讀及班級共讀活動。 

 

學生認為參與「晨光書香」及「班級共讀」活動收穫如下(選項為複選) 

選項 

提升 

閱讀理解能

力 

增廣 

知識見聞 

懂得利用瑣

碎時間 

增加 

專注力 

增進 

寫作能力 
紓解壓力 

放鬆心情 

百分比 65.8% 65.5% 40.1% 45.7% 34.9% 64.7% 

 

學生對閱讀活動回饋意見如下： 

◎「希望明年續辦明信片交流，因為能和外國人交流並收集明信片真好!」(705陳棋澔) 

◎「閱讀對我的頭腦有幫助，有一些書還可以讓我動動腦，我覺得看書很棒，看書的時候會讓

我的心平靜下來。」(807 陳富傑) 

◎「晨光閱讀讓我有效的利用時間念書，加上能夠舒緩正課的壓力，也希望次數能越來越多」

(807陳宗恩) 

◎「班上張貼佳文饗宴讓大家可以一同閱讀，一同討論，不但可以知道很多名人背後的辛苦，

也可以順便加強作文，真是一舉兩得」(813李怡萱) 

◎「新書採購讓我能多閱讀，因為家裡因素不太能買書，但學校圖書館有新書的話，我就可以

看更多書了。」(905黃詩耘) 

◎「班級共讀增加我的閱讀機會，因為每一個人都在看書時，如果自己沒拿起書感覺很奇怪，

會不由自主的拿起書，讓自己進入書中的美好。」(910陳哲維) 

◎「新書書展讓同學知道圖書館增加了哪些新書，增加閱讀動機與機會」(912楊安琪) 

 

藏書量, 

30505

25000

27000

29000

31000

96 97 98 99 100
藏

書
量

學年度

96~100新增圖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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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增進寫作能力 

    因學生閱讀習慣的建立與閱讀量的增加，促進寫作能力的提升，本校97學年度9年級應屆

畢業生基測成績平均為7.72分，99學年度大幅上升為8.5分。 

五、閱讀提升知識背景能力   

   誠如天下雜誌所言，閱讀為一切能力的發展基

礎，本校積極發展閱讀後，升學率屢創佳績。九年級

畢業生考上公立高中職及五專比率大幅提升，從95學

年度44.5%上升到54.3%。 

 

六、閱讀增強學生表達能力 

(一) 本校推動閱讀活動，除鼓勵學生多閱讀外，亦重視學生是否從閱讀中提升語文及表達能

力，經過多年的努力，本校學生在語文競賽中表現不凡，多有斬獲。 

 

表5-1 百齡高中學生獲獎項目 

活動或競賽項目 成績 

臺北市 100 年度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國中組 北區佳作 

第五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北市區初賽國八組 佳作 1 名 

臺北市 99 學年度國中小網路競賽─網路查資料比賽 入選 1 名 

臺北市 99 學年度國中小網路競賽─網路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入選 1 名 

臺北市 99 年度語文競賽客語朗讀國中學生組 北區第 4 名 

臺北市 99 年度全國英文單字王國中組 入選 

臺北市 98 年度語文競賽閩南語演說國中學生組 北區第 2 名 

臺北市 98 年度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國中學生組 北區第 4 名 

臺北市 98 學年度國中小網路競賽─網路查資料比賽 
榮獲優等 1 名、 

佳作 1 名 

臺北市 97 年度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國中學生組 北區第 6 名 

臺北市 96 年度詩歌朗誦比賽國中組 團體組二等獎 

臺北市 96 年度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國中學生組 北區第 2 名 

臺北市 96 年度語文競賽字音字形國中學生組 北區第 5 名 

96 年度慧燈盃作文競賽 國中組第 2 名 

 

(二 ) 100 學年度「愛閱小精齡」團隊推廣閱讀活動成效良好，榮獲臺北市立圖書館

閱讀標語票選競賽第一名及活動推廣優良學校，並於 101 年 2 月參加臺北市立圖書

館年度記者會分享推動閱讀成果。  

 

七、教師閱讀知能與教學策略增長 

40.00%

50.00%

60.00%

95 96 97 98 99

國九畢業生升學公立學校比率

國九畢業生升學公立學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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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參加閱讀增能研習及社群閱讀活動收穫豐碩，閱讀教學策略日益精進，並以閱讀相關

主題進行教學創新與行動研究，投稿參賽屢獲佳績，本校歷年行動研究得獎項目如下: 

 

表5-2 百齡高中教師教學創新與行動研究 「閱讀主題」參賽獲獎篇目 

屆別 作者 題目（主題名稱） 決審名次 

9 吳玉梅 大家來看小說─談長篇小說的教學經驗 佳作 

9 
蘇莉美/柯淑鈴 

潘叡儀/林郁卿 
十四班的秘密日記──日記書寫對特殊學生的學習影響 佳作 

9 廖志風 
圖說心語~以「校園巡禮---留下美麗回憶」為例，談活動

計劃與執行 
佳作 

9 周香君 在 Blog「迷信」英語~利用部落格的英語主題閱讀敎學 入選 

10 
王斐瑩/許尤美 

林明貴 
影音部落格的教學日記 佳作 

10 翁憲章 辦一場優質的語文競賽 入選 

10 廖志風 
圖書館空間改造對讀者使用影響之探討—以百齡高中圖書

館空間改造為例 
入選 

12 白濬暉 
活用儒釋道思想的賦化禪宗公案－蘇軾〈前赤壁賦〉行動

研究 
優選 

12 顏淑君 
當一篇文章變成一份學習檔案－因應花博活動融入寫作教

學 
優選 

12 林淑燕 文藝復興在齡園—圖書館多元化的深耕閱讀與寫作活動 佳作 

 

此外，由於99學年度推動成效良好，100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將持續推動，參與教師

回饋如下： 

◎「參加社群共讀一本書讓我獲益不少，這學期想要和大家分享彭明輝教授的新書：生命是長

期而持續的累積，相信透過討論，我們可以有更多火花。」(馬玉玫師) 

◎「學校邀請很多不錯的講座，讓我學到許多新知，希望下學期也可以邀請許多大師級的講

者。」(徐鍬鳳師) 

◎「透過分享和討論讓我在班級經營上有更多的想法，下學期可以試看看用在自己的班上。」

(謝文娟師) 

八、閱讀推動整合社區資源 

(一)社區家長肯定 

1. 家長捐款踴躍：家長對學校推動閱讀高度肯定，家長主動捐款贊助學校推動閱讀教育，捐

款金額逐年增加，100學年度捐款70,000元，自96學年度起，共捐款332,000

元。 

2. 圖書館志工長期協助：本校長期致力於閱讀教育推動，家長肯定學校作為，並主動加入書

香志工，每天中午12:00~13:00到校協助圖書館櫃台借閱服務，每學年

服務1800人次。 

3. 好書贈禮：99學年度獲家長贈送好書36本，充實圖書館館藏；好事達獅子會贈書1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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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生入學年年額滿: 學生家長肯定本校辦學用心，在少子化日趨嚴重之情形下，國中部新生

入學年年額滿。 

 

(二) 社會資源協助 

1. 校際合作提升管理:淡江大學資訊暨圖書館學系高度肯定本校圖書館管理及推動閱讀努力，

兩校建立合作機制，本館提供該系學生服務學習，該系系主任宋雪芳教

授指導本校圖書館館務發展，為該系唯一合作之高中圖書館。 

2. 館際合作豐富閱讀: 本校亦極力爭取與臺北市圖館際合作，市圖提供館藏外借服務，本校

學生亦可持數位學生證作為市圖借閱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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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方案推動省思 

一、「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方案特色與成功關鍵 

   本校推動閱讀活動深獲全校親師生肯定，看到學生逐步成長與進步，父母及師長都深感欣

慰，期望每個孩子都能深化本校推動閱讀精神:「書到用時方恨少，活到『百齡』學到老」，

養成主動閱讀，將閱讀內化為獨立學習的帶著走的能力。綜觀閱讀活動在本校發展順利的因

素，可列舉以下幾點： 

 （一）整合推動：行政、教師、家長及外部資源整合成功是本方案順利推動的關鍵： 

1.行政團隊以圖書館為火車頭引領各處室全力配合； 

2.各領域教師積極進修並精進閱讀教學策略，逐步在課程中深化閱讀，融入生活； 

3.家長注重親職教育，並熱情捐款、擔任志工協助學校推動閱讀； 

4. 本校妥善整合各項外部資源如臺北市圖、淡江大學、博客來書店、作家群等，發揮團

隊力量，使閱讀的推動更事半功倍。 

（二）多元推動：本校閱讀活動多樣，重視深耕與融入學生學習，且不只偏重國語文閱讀，

亦深耕英文閱讀及結合藝文領域圖像美學，內容包含「百齡愛閱館訊、佳文饗宴、晨光

書香、班級共讀、班級書庫、主題書展、名師講座、大手牽小手導讀、集點護照、英文

閱讀、國際明信片交流、圖說心語攝影展及好書交享閱」等，讓學生的學習多元且全

面，以此順利的將閱讀深化在學生學習與生活中。 

 （三）化劣勢為優勢：本校圖書館空間不大，然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館內動線流暢，環

境優雅溫暖，圖書館更善用此鄰近教學區之地理位置舉辦各項推廣活動吸引學生參與，

讓圖書館利用值極大化。 

  （四）融入教學：本校舉辦 30 場閱讀寫作指導研習，協助各科教師精進閱讀教學策略並進

行行動研究，將閱讀與寫作融入教師教學與學生生活，以聯絡本、隨筆及週記等不同

方式呈現，進而精進學生寫作能力，並呈現於國中基本能力測驗寫作成績的提升。 

  （五）系統深化：本校各項閱讀活動均經過精心規劃，涵蓋鋪陳暖身、活動本身及後續回

饋，如佳文饗宴->作品導讀->名家講座->作家簽書->心得回饋->佳文投稿，以點線面方

式全面深化閱讀，引導學生閱讀知識、技能與情意的發展與成長。 

二、「百齡愛閱--學習閱讀，閱讀學習」之未來      

（一） 為百齡閱讀清流注入不絕源頭活水：秉持「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的學習態度，持續觀摩學習他校優良閱讀推動策略；同時配合時代的知識脈動、創

新突破，為本校之閱讀教育活動持續灌注活力創意，讓百齡的「愛閱」細水長流。用創

意的活動吸引學生走進書鄉，沉浸書香；讓孩子在閱讀氛圍中體會到閱讀的樂趣，在

創意閱讀環境中耳濡目染，能創意地讀，讀出創意，能各自營造出屬於自己一方繽紛

的天光雲影。 

（二） 立足閱讀，放眼天下：閱讀能力為各項學習的基礎關鍵，我們希望孩子學會閱讀，喜

歡閱讀，還要能因為閱讀而更有能力、更富足。未來百齡閱讀希望能持續協助孩子藉

由擴大閱讀視野，擴大知識視野，也擴大人生視野，學會自主學習，也學會體驗人生，

Learn to read，read to learn，做更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幸福的未來世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