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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子天下
《親子天下》
親子天下》2012 年優質國中報名表
優質國中報名表

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南門
地址
國民中學

官方網站
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10065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 6 號
http://www.nmjh.tp.edu.tw/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17

班 565 人

二年級 17

班 548 人

三年級 17 班 568 人。共
老師總人數：共 120 人。

51

班，合計 1682 人。

一、持續深化本校特色課程－「閱讀百分百」閱讀系列活動，培養學生終
生學習與主動學習的態度。
二、推動「數位教學」教師社群，以教育雲的概念達到「校園處處、時時
國教時代，最想做
可學習」的目標。提供多元教學工具輔助教學，提高教師創作數位教
的 3 件事(300 字
材融入教學設計，以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內)
三、形塑全人發展之校園氛圍，落實學生適性輔導，尊重個人獨特性，提
供學生多元發展，展現自信、學習自律的校園情境。
請校長填寫 12 年

報名類別
(只能選擇一項)

□
■
□
□
□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閱讀教育優質學校
健康體育優質學校
社團多元優質學校
藝術人文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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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教育優質學校做法及具體事蹟：
閱讀教育優質學校做法及具體事蹟
學校實施閱讀教育的理念說明。(500 字內)

閱讀百分百---開卷有益
開卷有益 閱讀有趣

「活到老，學到老」閱讀是終身學習的基礎，開卷有益
開卷有益；
開卷有益；閱讀有趣，我們深信快樂
閱讀有趣
的孩子愛看書；愛看書的孩子最快樂。
深耕閱讀是教育部推行有年的政策，但國中課業壓力繁重，在提升閱讀風氣方面反
而不易。撰寫閱讀心得的傳統方式，固然可訓練、加強學生作文能力，但認真寫作者少。
爲提高學生閱讀意願，不因寫心得的壓力而抹殺了原本的閱讀興趣，本校老師特別
設計一系列輕鬆有趣、學習有效的閱讀活動及獎勵，全面培養每一個學生的閱讀習慣，
希望學生能享受閱讀之樂，進一步提高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透過閱讀這扇窗，拓展知
識視野，養成終身學習的能力。
南門好少年證照閱讀認證活動歷經數年發展，由教師團隊自 95 年開始籌劃名為「閱
讀百分百」的學習主軸及系列活動，並融入資訊 e 化環境。在團隊努力下創立數位「南
門學習護照」
，含「書香存摺」獎勵制度，期運用新穎有趣及便利的方式鼓勵學生喜歡閱
讀。
整體活動架構仍持續發展中，現有閱讀活動架構如下圖：

請條列說明：學校的圖書資源？在鼓勵學生閱讀上的做法？主導閱讀教育的教師如何進
修成長？或列舉學校其他閱讀教育的具體做法。
壹、閱讀百分百活動架構：
讀百分百活動架構

「百本好書」
：
百本好書」
由各領域教師共同推薦好書書目，並從中擇優適合閱讀的 100 本好書，逐年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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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彙整家長會資源投入購置。至今「百本好書」已超過初始規劃之 100 本，除定期公
佈好書書目及簡介外，並於本校網站建置每本書籍的簡介，以吸引同學閱讀動機。
（http://www.nmjh.tp.edu.tw/百本好書網頁/百本好書.htm）
，共分為「散文」
、
「小說」
「新
詩」
、
「傳記」
、
「科普」五大類。累計至目前「
「百本好書」
百本好書」已超過百本，並且建置導讀
系統於本校網站。
「巡迴書香」
：
巡迴書香」
老師先選出百本好書中的 34 本（七、八年級各 17 班）
，家長會提供經費各購買 40 本，
作為「巡迴書香」主題書輪流傳閱。每三~四週換一本，一學期閱讀 6 本，寒假 1 本，
暑假 2 本，加上「與作家有約」推薦書籍，從新生報到到八年級結束至少閱讀 30 本
以上，九年級採自由閱讀。近年來已發展為學生票選書籍作為巡迴書香閱讀選用之參

二、

考。自 98 學年度起購買英語小書加入「巡迴書香」
，以提升
學生英語閱讀能力。目前「巡迴
書香」已累計書籍英語讀本共 30
箱，國語文讀本共 41 箱。

三、
「線上測驗」
：
線上測驗」
為使學生可以以輕鬆的方式檢視自己的閱讀成效，增加學習樂趣，於是設計上網答
題，看完課外讀物即可上網測驗。由資訊組協助設計程式，教師先詳讀書籍再命題，
每一本 20 題，為選擇題形式，隨機抽取其中 5 題作測驗並記分，學生在家或在學校
均可上線作答，非常方便且減少撰寫讀書心得之壓力。
目前續完成超過 80 本好書的「線上測驗」
題目，書名和得分直接由電腦記錄至「書香存
摺」
。因與電腦資訊結合，學生較感興趣，且
通過率高。另有「線上心得上傳發表」以供發
表心得及意見交流，達到練習寫作的目的，老
師亦可了解學生想法並作適當引導。
「悅讀心得」
：
悅讀心得」
在「百本好書」之列的書籍，鼓勵學生撰寫「悅讀心得」
，交任課老師批閱給分，一
併登錄至「書香存摺」
。

四、

「作家有約」
：
作家有約」
95 學年起每學期邀請一位作家蒞校演講，透過作家生動的聲情動作、豐富的演講內
容，更能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活動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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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挑選作家」
：以課本作家，具備生動的口語表達或演講內容者優先，確定作家
挑選作家」
：
及演講時間後，選出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一至三
本，學生可自由登記購買，或向圖書館借閱。
（二）
「語文櫥窗」
：包括認識作家、書籍介紹等資訊及
語文櫥窗」
照片。製作大型海報放置於明顯位置，已引起學生
注意。
（三）
延伸閱讀」
：圖書館佈置作者作品展，供學生現
「延伸閱讀
」
場閱覽，熟悉作者的其他作品，全面閱讀。
（四）
播介紹」
：由國文老師錄製生動活潑的廣播劇，利用班會時間播放，激起更
「廣播介紹
」
高的閱讀興趣，並更深刻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內容和風格。
（五）
分組討論」
：國文老師引領學生透過分組討論、意見交流，了解不同思維，學
「分組討論
」
生可得到更多的啟發。
（六）
寫學習單」
：國文老師設計具有創意的學習單，內容為開放性的問題，學生可
「寫學習單
」
：
有較大的發揮空間，並可將書中情境用圖畫呈現，或採用「線上測驗」
，成績
登錄入「書香存摺」
。
（七）
歡喜相見」
：作家蒞校演講，學生提問。學習單
「歡喜相見
」
表現優良的班級可與作家合照，個人獲特優者作家
頒獎親筆簽名之著作。
（八）
「讀者迴響」
讀者迴響」
：學生可於學校網頁「悅讀百分百」
的「作家有約」專區，寫下聽完演講後的感想或回
饋，由國文老師彙整後轉寄作家。

建置「
建置「書香存摺」
香存摺」電子證照

貳、

為能有效紀錄每一學生的每一次學習歷程並同時推廣環境教育愛惜地球資源，
我們將原為紙本型態的南門好少年證照更新為 e 化數位證照。因此每位南門學生皆
有個人網路學習護照，其護照內有各種豐富並多元的學習主題其中「書香存摺」即
是一個紀錄學生閱讀力的學習歷程之學習主題。我們將每一學生的課外閱讀成效量
化為閱讀存款的方式存入所屬學生的「書香存摺」帳戶內，每一學生藉由百本好書
的心得寫作、百本好書的線上測驗、與作家有約的學習單心得分享創作等方式獲得
閱讀存款以豐沛個人「書香存摺」帳戶。教務
處每學期統計「書香存摺」存款量並公開表揚
表現優異的個人和班級，學生亦可隨時上網瀏
覽帳戶存款記錄並隨時隨地提升自我閱讀力
以及閱讀的存款數字。表現優異之個人和班
級，學期末頒發獎金和獎狀。畢業時統計三年
閱讀成果，頒發「億萬富翁」
、
「千萬富翁」
、
「百
萬富翁」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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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成長
一、教師利用領域會議討論適合書單，透過腦力激蕩擴展閱讀視野。
二、為推動線上測驗及書香存摺，教師積極提升資訊能力，以期順利推展。

請條列說明學校實施閱讀教育曾遇到的困境及解決方式，截至目前為止成效及學生改變。

一、「困境轉
困境轉順境、
順境、閱讀變多元」
閱讀變多元」

90 學年起推動「南門好少年證照」認證制度，在其中包含「勤學樂學」等項
目，鼓勵學生廣泛閱讀並寫下讀書心得 5 篇，即可獲精進功夫認證，開啟推廣校園閱讀
本校自

獎勵制度。但因仍然限於撰寫閱讀心得或學習單的窠臼，僅部分學生達成目標。爾後經
多方思考逐年改進，讓閱讀教育變成多元學習，其中最大的關鍵點是將撰寫學習單轉換
為線上測驗，減少學生的壓力。

二、「藏書更豐富、
藏書更豐富、閱率再升級」
閱率再升級」
本校國文領域教師開啟閱讀風氣，帶動其他領域教師利用課外讀物與教學上的連
結，例如英語領域篩選小書列入巡迴書香，自然領域將自然類讀物列入暑期書單，使學
生科學常識能深化等。另每學年各領域選取書單時教師均會考慮學生學習的因素，因此
圖書館之藏書已超過一萬冊以上
且範圍廣泛，可供師生利用，並
且借閱率逐年增加。
（藏書量自 95
學年 11,483 冊增加至 99 學年
17,470 冊；借閱冊數自 95 學年
2,084 冊增加至 99 學年 31,156 冊）
三、
「環保閱讀、
環保閱讀、地球更樂活」
地球更樂活」
設計「書香存摺」的目的在於提供學生深耕閱讀、線上測驗之功能，並減少紙本浪
費外且可記錄學生的閱讀歷程，透過網路學習，使閱讀的效率較往年大幅提升。此外只
要進入系統即顯示綠能計算：減少列印紙張數、節約用電量和減少多少的碳排放量，使
學生了解節省能源的效益也間接施行環境教育。目前更進一步推動電子書--「雲端書鄉」
，
以使學生學習更無遠弗屆。
四、
「南門好少年、
南門好少年、悅讀創未來」
悅讀創未來」
本校歷經 SARS 風暴導致學生人數銳減，學校面臨減班危機，然而南門教師期間積
極倡導閱讀，致力提升學生素質，深受家長、社區之肯定，自 96 學年起至今皆為連續額
滿學校。每年畢業學生約有 15％為前三志願，70％進入公立高中職，推動閱讀的效益績
效卓著。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5

親子天下雜誌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60 號 9 樓
Tel: 02-25092800

五、省思
當學習方式是新穎有趣的，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才能被激發，學習的效能才能
彰顯。分析本校能達成提升學生閱讀興趣與閱讀成效的影響因素計有：
(一)
(二)
(三)
(四)

結合南門好少年證照，開啟閱讀獎勵之機制
永續經營下求新求變，建構優質軟硬體環境
教師群團隊積極推動，將閱讀融入課程活動
建置數位好少年證照，善用網路即時便利性

(五) 多元化深耕閱讀活動，生活化轉換閱讀能力
與書對話可增廣見聞、擴展視野，培養真知遠見的豁達；與書共鳴更能天馬行
空，悠遊於古今天地，焠鍊心靈對真善美的感受與堅持。創造一個學生能享受閱讀
樂趣的環境是我們的期望，倘本校的孩子們因推薦閱讀之書而有所啟發，從而立定
自己人生的未來方向，或若因深耕閱讀活動而喜歡悠遊書海，因此豐富了生活，洗
滌了心靈，那麼我們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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