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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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官方網站
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永和街 33 號

http://163.20.8.1/default.asp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7
二年級 7

班
班

207
221

三年級 8 班 246
老師總人數：共 48

人
人
人。共
人。

22

班，合計 674

人。

一、加強推動國中閱讀教育，帶領學生廣泛閱讀並連結課程的學習，讓親
師生重視並了解閱讀對於啟發學習能量的關鍵影響，進而樂在閱讀、
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國教時代，最想做
二、加強推動服務學習教育，鼓勵學生多關心身旁事務與公共議題，發揮
的 3 件事(300 字
一己之力，實踐「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行動。
內)
三、加強推動生涯發展教育，引導學生適性發展找到未來的天空，進而改
善弱勢家庭社會階層複製的無奈，實現教育正義。
請校長填寫 12 年

□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報名類別
(只能選擇一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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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動閱讀是真心善良的一項志業
本校位於新北市與桃園縣交界處，周邊文教設施貧乏，加上文化刺激不足、家長經
濟條件欠佳、學生家庭功能不彰等因素，弱勢家庭學生比率佔全校 43%。經新生入學時
一項語文學習能力分析檢測結果得知，學生的「識字量」和「閱讀理解」能力偏弱，於
是自 97 學年度訂定明確辦學方向為：「閱讀、品德、人文、永續」，期許透過閱讀幫助
學生拓展視野、探索未來！
在學生國中三年求學的期間，我們結合生命教育、品德教育、生涯發展及學習輔導
的理念，設計多元的閱讀策略，提供最適性、最精緻的閱讀饗宴，邀請親師生一起共讀，
培養帶著走的閱讀能力！
二、強調親師生共讀的閱讀行動
閱讀在鳳鳴是親師生共讀總動員的行動，其目標說明如下：
（一）教師讀書會：1.分享閱讀經驗，帶來創新思維。2.營造協作機會，彼此鼓勵成長。
（二）師生讀書會：1.專書導讀引導，啟發學習興趣。2.親切交流互動，形塑閱讀典範。
（三）家長讀書會：1.多元學習策略，促進參與動機。2.鼓勵交流分享，提升親職效能。
（四）親子讀書會：1.分享校園生活，促進親子互動。2.欣賞他人佳作，帶動楷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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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圖書資源：目前本校藏書
13,200 餘本，學生人數為 674 人，書生比約為 19.6：1。坐
圖書資源
擁書城是鳳鳴孩子最大的幸福，自加強推行閱讀教育迄今，學生的圖書借閱量與進館率
持續穩定成長，此外，班級共讀書箱計有 44 箱，其中的「專書導讀」書箱有 20 箱，每
月由各班圖書股長為同學服務與其他班級進行更換。
二、鼓勵閱讀的做法
為了讓學生藉由閱讀產生自信也懂得生活，進而提昇學習成就，我們擬定推動閱讀
教育的六大方向，整合軟硬體設備、開發人力資源，以全方位的視角推動閱讀教育計畫，
打造本校成為「以客為尊」的閱讀學校，內涵包含：
（一）擬定完整計畫，緊扣學習輔導。
（二）組成完善組織，全面實施推動。
（三）發展本位課程，扎根閱讀教育。
（四）辦理閱讀活動，鼓勵實踐行動。
（五）教師增能研習，追求專業成長。
（六）整合零碎資源，改善閱讀環境。
三、依據上述教育目標所推動的具體做法
 晨讀十分鐘活動：利用每天早上 7 點 30 分至 40 分，各班由導師帶領進行晨讀活
動，若無其他活動則延長至 8 點 5 分。
 班級書箱巡迴共享：每班定時交換大小書箱，鼓勵同學借閱。
 師生共讀-專書導讀：由各領域介紹好書，並透過活潑、問答的方式向同學們導讀
推薦，刺激閱讀的意願。
 閱讀護照認證：發行「真愛閱讀護照」
，並以集點兌獎的形式讓同學兌換精美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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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書禮券。
 親子共讀：製作親師生閱讀聯絡簿、鳳鐘鳴聲閱讀輔導刊物等，發揚書香家庭的
理念。
 圖書館教育：學期初規劃導覽圖書館活動，說明借還書流程與相關規定。
 校園主題書展：每年規劃兩次書展，藉由抽獎與生動趣味的主題吸引人潮。
 小志工服務學習：各班推舉圖書股長前來值班，用以訓練服務的責任感；走出校
園讓學生前往校外公共圖書館，進行整理圖書等志工服務，拓展視野。
 加入區域性閱讀資源共享組織：引進校際資源，借閱大學、高中職或其他國中的
圖書，彼此交流成長。
四、教師專業成長
為使站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老師有最棒的兩把刷子，本校於每年規劃一系列閱讀的
增能研習活動，期許老師們吸收講師精湛豐富的經驗後，能帶到教學現場靈活運用，使
老師教學相長，學生獲益良多。舉辦研習累計如下：
97 學年度閱讀指導研習：閱讀悅 HIGH，講師為臺北市明湖國中陳淑慧老師。
98 學年度 1.國語文結合閱讀教學演示：講師為聖心女中何瓊瑜老師。
2.參加閱讀衛星學校工作坊研習活動。
3.全校教師研習：閱讀教育的推廣，講師為新北市丹鳳高中宋怡慧主任。
4.為推動專書導讀，組成各領域教師讀書會（99.2～）
。
5.組成主題課程教師社群，積極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學習活動，已邁入第三年
。
（98.9 ～迄今）
99 學年度 1.參加國中教師閱讀理解初階研習，講師為成功大學陳昌明教授。
2.舉辦閱讀策略心智圖研習：講師為孫易新老師。
3.舉辦新進教師讀書會（99.11～100.1）
。
100 學年度 1.新北市國文輔導團進行觀課研習，講師為安溪國中陳玉孃老師。
2.舉辦友善校園行政及各班導師讀書會共計 7 場（100.10～12 月）
。
3.將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轉型成為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利用每月固定時間研討教
學策略，期末發表教學心得與閱讀推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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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遇到的困境與解決方式
一、突破社區缺乏圖書館的困境
「喜閱社
喜閱社」
（一）
「
喜閱社
」走出校園拓展視野
自 97 學年度開始成立「喜閱社」
，募集了學校愛看書的小書蟲們加入這溫馨的社團，
在老師用心規劃和設計課程下，增進閱讀知識和興趣，讓視野更加開闊，熱情更加澎湃！
運作方式主要利用社團時間進行，老師介紹小書製作方法、文學電影賞析、簡報軟
體製作好書介紹、參訪鄰近圖書館等活潑的課程，讓同學沈浸在濃濃的書香裡頭，汲取
充足的養分，並走出校園進行服務學習，認識周遭圖書資源，透過志工服務的方式貢獻
己力，協助桃園市大林圖書館整理圖書，獲得肯定與好評。
帶領「
環保社」
（二）帶領
「環保社
」學生到北投圖書館參觀綠建築活動
老師希望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用心感受，而不是由老師給予死板的介紹和一堆記不住
專有名詞。在解說的同時，老師發現學生可以更快速的回答問題，甚至更能切中問題的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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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相信在體驗過後，學生有更多認識綠建築的經驗。
在這一趟的教學中，美中不足的是沒能有圖書館裡的專業人員為大家講解，然而老
師的講解也不亞於專業講解。北投綠圖有很多綠建築的實現，其中設施的部份，可惜的
我們都不能近距離的觀看了解，只能遠遠的看著，如果可以到屋頂見見太陽能發電板、
屋頂植被等，相信學生可以更有體認。
二、突破每天上午考試的壓力-每天師生晨讀
突破每天上午考試的壓力 每天師生晨讀 10 分鐘
自 97 學年度起，利用每天的 7 點 30 分至 7 點 40 分，引導同學迅速進教室就座，拿
起課外書迎接美好的一天，用文字打開惺忪的雙眼，振奮精神！自從推動晨讀 10 分鐘以
後，老師紛紛表示教室裡多了好多手不釋卷的小書蟲，不但氣質變得沈穩，上起課來也
更有效率了，還能用書裡的知識和老師對答如流。同學們表示 10 分鐘實在有限，紛紛建
議是否能延長？老師從善如流，若無考試則延長至 8 點 5 分，另建議看不完的書可利用
課餘時間借回家慢慢欣賞，由此證明晨讀帶來的效果驚人！短短 10 分鐘裡老師不訓話、
不考試，讓學生完全沈浸在閱讀的寧靜氣氛裡。
三、突破每次閱讀之後就必須寫學習單的困擾-真愛閱讀護照
突破每次閱讀之後就必須寫學習單的困擾 真愛閱讀護照
自 97 學年度起印製真愛閱讀護照，目的在於培養學生欣賞文學的能力，彼此觀摩優
良作品。實施方式為同學在護照上書寫讀後感想或以多元方式呈現閱讀印記，就可以邀
請任何一位老師核發 1-10 點數，並可累積點數兌換獎品。自推行以來，大大激發同學的
閱讀興趣，無不卯足全力為獎品勤奮撰寫心得。
自 100 學年度起，更鼓勵學生用漫畫、心智圖、口頭報告、分組表演等形式來獲得
點數，並搭配圖書館辦的「鳳鳴小學堂」趣味問答、專書導讀回饋等活動迅速積點，颳
起了一陣兌獎旋風！光是在民國 100 年就送出了 20 支 MP4，圖書禮券合計送出超過萬
元，顯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達成門檻不難又有實用的獎品，校方站在鼓勵的立場，欣
喜看見鳳鳴的學子衝勁十足！
四、突破缺乏經費發行校刊的困境-「
突破缺乏經費發行校刊的困境 「鳳鳴悅讀報」
鳳鳴悅讀報」實在有料！
實在有料！
每個學年度的上學期末，校方邀集師生稿件彙整編輯而成的「鳳鳴悅讀報」
，是份豐
富精彩的閱讀刊物。裡面有師長閱讀經驗分享，同學優秀作品刊出，學校閱讀活動全記
錄，圖書股長訪談實錄等篇幅，在師長用心編輯之下，不僅圖文並茂，還呈現出師生嘔
心瀝血的成果，可說是一份令人驚艷、愛不釋手的刊物，目前已出刊至第四期，皆可在
本校首頁下載使用。
五、突破每次辦比賽必定人仰馬翻的痛苦-七年級多元閱讀成果動態分享
突破每次辦比賽必定人仰馬翻的痛苦 七年級多元閱讀成果動態分享
每逢 6 月份，便是鳳鳴學子展現閱讀成果的大日子，同學將每天晨讀 10 分鐘所獲得
的課外知識和靈感，在舞臺上恣意揮灑屬於他們的活潑創意。藉由戲劇演出、ppt 簡報分
享、製作班刊、班級網站介紹以及拍攝影片、口頭報告等多種方式，向師長同學們分享
他們一年來晨讀 10 分鐘的收穫與感動，與會的師生無不給予熱烈與肯定的掌聲，共同品
嚐這豐碩甜美的閱讀成果。
看著 7 年級同學在臺上大展身手，發表晨讀心得，把現場氣氛炒熱並 high 到最高點，
笑聲不絕於耳。展現出「腹有詩書氣自華」
，只要培養閱讀的好習慣，便可以美化心靈、
充實生命，鳳鳴國中的孩子在這種優良氣氛薰陶下，每個人將蛻變為小紳士、小淑女。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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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突破親師生忙碌、
突破親師生忙碌、缺乏閱讀習慣的問題缺乏閱讀習慣的問題-親師生閱讀聯絡簿
各班導師每天提醒學生善用聯絡簿，在抄寫的過程加入了美文佳句，在耳濡目染接
觸好文章，每天短短一篇積少成多，長久下來十分可觀。99 學年度本校自編家庭聯絡簿，
讓親子閱讀本校學生優秀作品，這些經挑選的好文章不但詞句優美，且深富內涵，期勉
學生每天接觸文字之下，能培養好品德，增進寫作能力，充實生命內涵，美化學習生涯。
七、突破家長疏於參與親職講座的問題-以多元形式推動親職閱讀
突破家長疏於參與親職講座的問題 以多元形式推動親職閱讀
輔導處對閱讀的推動也是盡心盡力，其中包括：98 學年度輔導刊物專文介紹親子共
讀的技巧，99 學年度同樣積極推動親子共讀，建議家長有趣豐富的書單，鼓勵親子在家
共讀，營造美好溫馨的家庭氣氛，也使書香家庭的理想在鳳鳴地區發芽茁壯。
八、突破本校新住民家長怯於參加學校活動的心理-99
學年度新住民家長讀書會
突破本校新住民家長怯於參加學校活動的心理
輔導處積極爭取經費，衡量本校家長背景結構，特舉辦新住民家長讀書會，邀請講
師前來授課，為期一個月的密集聚會，深入淺出的課程內容頗受家長好評。
九、突破圖書館教育的發展瓶頸-由領域教師帶引新生進行圖書館相關活動介紹
突破圖書館教育的發展瓶頸 由領域教師帶引新生進行圖書館相關活動介紹
圖書館教育是推動閱讀的基礎利器，如果能夠讓師生喜歡進來圖書館，喜歡圖書館
的氣氛，瞭解借還書的流程規定，養成閱讀的習慣不是夢想！
圖書館活動辦理如下：
（一）由「國文、綜合領域」協同教學，進行七年級新生勇闖黃金城─認識圖書館活動。
（二）每學期舉辦主題書展，97 年度主題為少年小說、漫畫；98 年度主題為奇幻文學；
99 年度主題為科普文學、旅遊文學；100 年度主題為傑出人物、電影原著小說，
每每吸引龐大人潮進入，水洩不通。
（三）設計鳳鳴小學堂有獎徵答：配合主題設計出簡單問答題目，搭配各班宣傳與贈送
獎品，讓許多同學踴躍參與，不僅增加常識，也刺激學生的閱讀知能、滿足成就
感。
（四）定期公布借閱排行榜，更新布告欄資訊，使同學立刻抓住好書報報！
十、突破學生缺乏時間利用圖書館的問題突破學生缺乏時間利用圖書館的問題-閱讀課程的規劃
國文領域在閱讀的推動上一直是扮演火車頭的角色，老師們在 97 學年度先進行專書
研讀：教師發問技巧（心理出版社）
，在專業對話中激盪出亮眼的火花。此外對於本位教
材的執行與檢討，國文領域在領域教學研究會中也討論得如火如荼，不斷修改以臻完美，
為求讓學生能夠大幅增加閱讀功力。新北市教育局發送的韻文補充教材，成為老師教學
上的好幫手，裡面優美雋永的詩詞作品，補足了國文教學內涵，同學只要背誦其中的詩
詞便能加分，在快樂的情境下自然地領略古人詩情。
綜合領域在專書導讀中清楚地介紹「K 書高手」一書，教學過程也不斷提醒同學相
關技巧。此外也輔以法鼓山基金會提供的「大智慧過生活」
，在三個年級實施品德教育，
帶領學生閱讀深刻且啟發性高的文章，並協助同學將學習單與心得放入生涯檔案裡，彙
整成冊完整呈現。
健體領域也是閱讀教育的大推手，每逢陰雨綿綿、天公不做美的壞天氣，老師們不
讓學生發呆、看影片，反而帶到圖書館來沈澱心靈，透過相關書籍來讓學生吸收知識，
老師也同樣看著書以身作則，呈現一片和樂融融的好氣氛。
聯合報每週提供的好讀週報，準時於週一發送到各班上，導師除了張貼公告周知外，
教師們也會針對其中的內容和學生討論，例如歷屆聯合盃作文比賽的佳作文章，並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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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踴躍參加比賽，因此本校 100 學年度計有 34 名同學參與第五屆聯合盃作文大賽，成
果豐碩大有斬獲。
※成效及學生改變
一、將成果與教育同好分享
經過三年多來，校長以深具遠見的教育觀，帶領全校師生努力的參與閱讀教育，不
但文風鼎盛，學生樂於筆耕，我們更將閱讀相關訊息上傳至新北市教育局教育新聞專區
與其他學校分享，使本校能見度大增，也宣示本校重視閱讀教育的用心。相關報導計有：
2008/10/13 閱讀新世界，探索大未來－鳳鳴國中書香濃
2009/06/22 播種有成，鳳鳴歡喜收割閱讀成果
2010/06/28 閱讀成果齊放送，鳳中學子興味濃
2010/03/18 師生共讀在鳳鳴，專書導讀大登場等四篇相關閱讀新聞報導，
而國語日報更以專欄（2010/3/19 第 15 版地方新聞）報導本校的閱讀活動--導讀好書
-漫畫、影片當媒介專文介紹。足見本校成果斐然！
二、追求質量均佳的教育成效
在推動閱讀教育的「績效
績效」
績效」方面計有：榮獲新北市第三屆閱讀衛星學校、榮獲《親
子天下》雜誌評選為全國 100 大晨讀 10 分鐘種子學校、獲《親子天下》雜誌推薦《選擇
中小學完全指南特刊》12 年國教時代的選校策略─閱讀優質教育學校名單、獲選為 98 年
度新北市三鶯區閱讀衛星學校互訪表現優異學校名單、連續於 99 學年度及 100 學年度獲
選為新北市偏遠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訪視績優學校、擔任新北市 100 學年度偏遠國民中
小學推動閱讀訪視國中組召集學校、榮獲新北市 100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
優等、新北市
新北市 101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特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特優等殊榮，本校即將於四月中旬
代表新北市參加教育部推動閱讀磐石獎的複選，期許能更上一層樓、榮獲佳績。
同時，因得獎而獲得推動閱讀教育的「獎金
獎金」
獎金」計有：榮獲新北市補助 99 學年度及 100
學年度偏遠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各 3 萬元經費、獲得新北市教育局 100 學年度
「推動班級讀書會」1 萬元經費補助以及榮獲新北市 100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
校優等 5 萬元獎金、新北市 101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新北市特優 6 萬元獎
金，累積金額共計 18 萬元，全數使用在推動閱讀之上。
萬元
而在學生表現方面，同學們在語文競賽、寫作投稿、繪本創作、詩歌朗誦等皆有佳
績不及備載，皆可在校網首頁榮譽榜查詢，藉此將成果佳績與親師生一同分享，增加孩
子們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以上有目共睹的好成績，代表鳳鳴國中自推動閱讀教育以來，備受各界肯定與讚賞，
不僅全校師生與有榮焉，更擦亮了鳳中的金字招牌！
三、學生特殊表現亮眼
新北市績優服務學習社團--本校
本校「
陶瓷博物館」
（一）新北市績優服務學習社團
「陶瓷博物館
」的常駐解說團隊
「陶博館導覽社」的學生每周到新北市鶯歌區「陶瓷博物館」，為遊客解說陶瓷藝
文展。專注的神情、專業的態度，頗獲好評。這都要歸功於指導老師─熊道珍老師，融
合了閱讀理解策略，每天早晨在社團對同學進行完整計畫式的訓練，包含閱讀藝文資料、
撰寫導覽解說稿、訓練導覽儀態和口條等，紮實的訓練，讓「陶博館導覽社」的學生各
個都是語文高手。
（二）攜手計畫將閱讀能力向上提升
本校自 98 學年度起與臺灣師大合作，藉由全面發展計畫檢視教學成效，並引進資源
協助學習低成就的孩子補救課業，增進閱讀理解能力。因此在第八節的輔導課中，老師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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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測量工具測驗學生的識字量及語文程度，接著使用為本校學生量身打造的語文教
材，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演練，讓學生建立學習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對學習不再望之卻步。
另外，印製相關的短文篇章，配合國字的練習，幫助這群弱勢的孩子在閱讀文章上更加
熟練，期許他們能在課業的學習上嫻熟運用閱讀技巧，幫助成績有效地提升。
（三）高關懷班高關懷班-同儕師徒制閱讀活動指導
由幼稚園李玉鏡老師指導邀請國中部 8、9 年級高關懷班學生擔任師傅生，以一對一
或一對二的方式唸讀繪本給班上幼生（徒弟生）聽，每周一次，每次 30 分鐘。藉由互動
過程，增進弱勢學生社會互動、說故事和閱讀的能力，學生因而得到成就感，學習語文
的動機更強了，不但有創意還深具善意喔！
※結語
看著閱讀教育在鳳中萌芽、發展，我們的心中有許多感動，我們發現：
「有學習的教
師，才有好學的學生」
。從師生讀書會裡，孩子們熱烈的回應，我們看見：真誠的師生互
動行為，已產生楷模學習的效果，閱讀教學活動的精緻和深化發生了！我們看見孩子們
發揮強項智慧（國文、社會、寫作）
，展現自己的學習能力，而我們所設計的主題式家長
成長課程，也已能吸引家長走進校園，享受學習的樂趣。
我們相信，我們有能力去改變！改變，會讓親師生看見全新的自己！
相關活動照片

主題書展人潮不斷

專書導讀教你游泳四式

致贈學區國小優良好書

美好的一天從晨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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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發光發熱的平臺-閱讀成果分享

教師專業成長-友善校園讀書會

寫心得不夠看，用畫的才厲害！

家長一起來共讀，分享心情樂趣多

桃園大林圖書館志工服務

陶博館導覽社-專業的閱讀績優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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