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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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官方網站
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會稽國中

地址 桃園縣桃園市大興路 222 號

http://163.30.63.244/web/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8 班 240 人
二年級 8 班 261 人
三年級 7 班 234 人。共 23
老師總人數：共 48 人。

班，合計 735

人。

九年一貫課程正常教學外，並加強學生體適能，培養學生多元智慧能
請校長填寫 12 年 力，鼓勵學生參加各項競賽以提升學習效能並增加自信心。
國教時代，最想做 週一至週五第八節輔導課時間，請各處室規劃適性課程：
的 3 件事(300 字
1.各年級學業成績前 25%學生，由教務處規劃加深加廣多元學習課程。
內)
2.各年級學業成績後 25%學生，由輔導室申請攜手計畫進行補救教學。
3.其餘約 50%學生，由訓導處規劃多元適性的社團活動。
□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閱讀教育優質學校
報名類別

□ 健康體育優質學校

(只能選擇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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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蹟
桃園縣立會稽國民中學 實施閱讀教育的理念說明。
實施閱讀教育的理念說明。(500 字內)
字內)
本校目前班級數有 23 班，約 735 名學生，但學區家長社經地位不高，因忙於工作的關係
與孩子相處時間較少，家庭教育功能未能有效彰顯，更遑論陪孩子共讀書籍；學生素質參差
不齊，常陷於經濟窘迫的境況，且缺乏基本閱讀的理解力與文字表達能力。
而閱讀是學科的基礎，無法閱讀，即無法了解文字組合的意涵，也無法學習更高深的知
識。我們現今身處的時代，知識爆炸的程度遠非課本知識所能及。面對這個重要課題時，我
們透過各種會議的討論，凝聚共同的意見，選擇以「
「閱讀教育」
閱讀教育」為主要改變策略，期盼能重
新建立從小缺乏的閱讀習慣，以閱讀培養學生自信；以自信培養獨立思考能力；以閱讀培養
全校閱讀、
正確價值觀，並帶動全校閱讀
全校閱讀、家庭閱讀、
家庭閱讀、社區閱讀，進而營造人文的書香氛圍，降低次文
社區閱讀
化，一起陪著學生共同邁向美好未來。
身處國中教育現場的我們，要如何以現在的教育方式來培養屬於未來的人才呢？只有聚
焦於閱讀教育的推行，拉近學生與文字的距離，才能為學生開啟世界之窗，才能把解決問題
的能力交到學生手上。畢竟，教科書要傳達的知識有限，所學知識及能力應用於生活中尚且
不足，更遑論人生課題層出不窮，唯有，透過大量、多樣性的閱讀，學生才能獲得最寶貴的
鎖鑰去開啟一扇又一扇的人生課題。
請條列說明：
請條列說明：學校的圖書資源？
學校的圖書資源？在鼓勵學生閱讀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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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列舉學校其他閱讀教育的具體做法。
長？或列舉學校其他閱讀教育的具體做法
。
一、本校圖書資源：
本校圖書資源：

(一)圖管系統使用教育部「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定期上傳學校館藏資料及
借閱紀錄。
(二)軟硬體經費超過 1 千萬，館藏達 32,205 冊。
(三)書生比高達 44:1。
(四)圖書館管理由志工家長擔任，目前共有 21 人，一天分為上、下午兩班，每班次
均有兩位以上家長志工值班。負責新書編目、書籍借還、歸檔上架等工作。
二、推動閱讀策略：
推動閱讀策略：
(一)資源整合，
資源整合，營造閱讀的環境：
營造閱讀的環境：

1、成立閱讀教育推動執行小組，工作執掌明確且互相支援合作。
2、投入資源經費，並於夜間開放圖書館與社區共享。
3、推動資訊教育-培育 e 世代人才。
4、不放棄每一位學生，進行補救、加深課程，來落實適性發展。
申請攜手計畫作文課程，協助弱勢學生有機會享受跳脫制式教學的作文課，
也學習如何以文字表達想法。
5、學習步道
(1)利用學校現有牆面，分配為八個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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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領域結合時事及推動專題，定期更換學習步道內容。
6、推動圖書館利用教育週。
7、推動圖書館借閱及採購標準化流程：
(1)圖書志工招募標準流程
(2)書籍採購標準流程
(3)借書標準流程
(4)還書標準流程
(5)多媒體借閱標準流程
(6)圖書館書目建檔流程
(7)班級書箱借閱標準流程
(二)學校推動之閱讀活動：
學校推動之閱讀活動：

1、說書時間
利用朝會時間，結合好書介紹，由國語文競賽培訓選手對全校介紹好書，藉
以吸引學生至圖書館借閱好書。
2、設置角落書櫃(流浪書的家
設置角落書櫃 流浪書的家)
流浪書的家
(1)圖書館內過期的書刊或企業捐贈的二手書，以及老師及學生將家中閱讀過
的書帶來學校，置放於角落書櫃，自由取閱回家閱讀。
(2)鼓勵讀過之後再放回角落書櫃，讓更多人都能不用經過借閱手續，輕鬆遨
遊書海。
(3)角落書櫃設置於校園開放處，到學校運動或帶小朋友到學校玩的民眾，均
可隨手取閱，無論在校園內坐下來閱讀或帶回家閱讀，流浪越遠代表書香
傳遞越遠。
3、好書或新書介紹
(1)每星期推薦一本好書或新書公佈於圖書館公佈欄並公告學校網站。
(2)邀請家長、教師或學生撰寫圖書推薦文章公佈網站及校園。
4、愛心捐書
(1)鼓勵學生、家長、企業、社會人士踴躍捐書。
(2)凡捐贈圖書達一定標準數量的師生可獲感謝狀乙幀並上網公告，公開鼓勵。
5、推動閱讀認證計畫
(1)推動閱讀認證並充實圖書。
(2)由各學習領域訂定 10 本閱讀書目，並建置書籍學習單，以玆認證。
(3)訂定經典閱讀 20 本基本閱讀數量，鼓勵學生踴躍閱讀並配合認證。
(4)配合品格教育與其他教學活動主題訂定合適書目。

說書時間
-洪寬 射鵰英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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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經典閱讀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由國文老師推薦選出 20 本列為會稽國中學生必讀的經典好書。
會稽國中經典閱讀好書 書目表
編
書 名
出版社
書 名
出版社
號
母親的金手錶
九歌
11 西遊記
台灣東方
少年噶瑪蘭
天衛文化 12 通俗三國演義
典藏閣
再被狐狸騙一次
民生報
13 水滸傳
台灣東方
52 把金鑰匙
時報文化 14 紅樓夢
聯經
小王子
晨星
15 聊齋誌異
台灣東方
晨讀 10 分鐘：成長故
天下雜誌
曠野的聲音
智庫
16
事集
愛呆西非連加恩：攝氏
讓高牆倒下吧
聯經
17
圓神
45 度下的小醫生手記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
大塊文化 18 刀
台灣東販
課
蟲洞書簡
野鵝
19 西貢小子
天下雜誌
人子
商務
20 送你一個名字
天下雜誌

7、各領域將「
各領域將「融入閱讀教育」
融入閱讀教育」列入教學計畫

本校透過課發會及各領域寒暑假備課會議，全員參與擬定推動將閱讀融入教
學課程中，分別討論設定各年級、各領域閱讀的書目，以學校本位課程或輔
助教學內容為主要前提，並要求同領域老師一致執行進度，確保各年級學生
達成該有的語文與閱讀的基本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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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發行出版品
邀請家長、教師撰寫圖書推薦文章，並彙整學生閱讀心得、優秀段考作品刊載於
「會稽風情」
、
「躍動會稽」
。
9、
9、為不同的孩子，
為不同的孩子，打造不同的閱讀課程

(1)運用資源班師資及課程，補救銜接落差，適性教育讓孩子有成就感；讓孩子
的學習不再是夢魘。
(2)申請攜手計畫作文課程，協助弱勢學生有機會享受跳脫制式教學的作文課，
也學習如何以文字表達想法。
(3)尊重學生個別差異，啟迪引導激發潛能，讓成功為成功之母，孩子不能白白
的跌倒，應使其形成良性循環。
(4)大手攜小手，協助學生參加彩虹教室與桃高合作之課後輔導班，提升弱勢學
生在學業上的低成就。
10、
10、網路投稿分享
建置網路投稿與閱讀心得分享專區，提供學生分享觀摩學習園地。
11、
11、段考作文精選
(1)每次段考後，一學年 4~6 次。
(2)請各班國文老師彙整優秀作品公開於學生學習園地，以供觀摩之效。
(3)每次段考後更新文章。
12、
12、閱讀與寫作指導課程
(1)七年級每班每週一節閱讀課、八年級每班每週一節閱讀寫作課程。
(2)寒暑假學藝活動均安排閱讀指導課程。
(3)由各班任課教師於教室內或利用圖書館實施閱讀指導、班級共讀或寫作訓
練等相關課程。
13、
13、與作者有約
利用週會或段考後下午時間安排閱讀認證專書作者，或結合生涯教育、生命
教育、品格教育等書籍作者至校演講，讓學生讀過書籍後與作者親自至校分
享寫此書的背後心路歷程做一比照，讓同學們對該書籍另有一番不同的體
認。
14、
14、閱讀越精彩閱讀越精彩-摸彩活動
(1)學生可自由至圖書館閱讀專區借閱書籍及領取學習單。
(2)學生完成學習單後繳回圖書館，由教務處於每週五送至各領域教師評定合
格與否。
(3)請教師於一週內批閱完畢並交回教務處。
(4)凡合格學生可以一份學習單換得摸獎券一張，不合格者將退回重寫。
(5)每月第一週公開集會時抽出數十名學生，若當月未抽中，還可於下月繼續
抽獎，累計至期末，讀得越多、投入摸彩券越多、得獎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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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級經營之閱讀活動：
班級經營之閱讀活動：
1、班級書箱：
班級書箱：

結合各領域發展功能性閱讀，目前本校已超過 160 箱。依教學需求陸續增加。
2、晨光共讀：
晨光共讀：
(1)每週一早自習配合班級書箱或國語日報進行，全班共同閱讀同一本書，
由導師指導並書寫閱讀學習單。
(2)期末於公開集會時間頒發班級借閱前三名之班級。
3、設置班級閱讀專欄：
設置班級閱讀專欄：
(1)於各班設置書香環境，擺放班級書箱。
(2)配合訓導處教室佈置競賽辦理，設置閱讀專欄（放置好書介紹、各領域
認證書單、學生作品等）
。
4、讀報教育：
讀報教育：
由國文老師指導，以班級為單位向聯合報或國語日報提出申請，透過剪報
整理、好句賞析等提升語文能力。
(四)親子共讀之閱讀活動：
親子共讀之閱讀活動：
以親師讀書會、親子讀書會、學生讀書會、經典好書共讀、專題講座、電影
讀書會、閱讀大自然等多元化方式進行。
(五)社區共享之閱讀活動：
社區共享之閱讀活動：
1、開放夜間圖書館：
開放夜間圖書館：
於夜間開放學校圖書館成為社區學習中心。
目的：(1)提供本校師生、家長、志工及社區民眾於夜間自我充實的場所。
(2)本校圖書館資源能充分利用並與社區共享，提升讀書風氣。
(3)透過親子共讀品格主題活動，建立親子互動學習習慣，營造學習
型家庭。
(4)辦理親職讀書會藉由分享研討提升家長主題閱讀知能，增進親子
溝通效能
時間：(1)圖書館夜間開放：每週三 晚上 6：30 至 8：30 止。
(2)親子共讀品格主題：每週三 晚上 7：30 至 8：00 止。
2、兒童性格故事繪本導讀：
兒童性格故事繪本導讀：
於每週三晚間在圖書館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兒童性格繪本導讀，藉以吸
引更多家長帶著家人一起到圖書館閱讀。
3、
3、結合桃園縣閱讀協會辦理各項研習：
結合桃園縣閱讀協會辦理各項研習：

經典文學閱讀寫作力研習營、說文解圖看知識性繪本研習營、兒歌暨童詩
創作研習營、故事志工培訓、童話研習營、全縣兒童讀書會帶領人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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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報導-本
校圖書館夜間開放

親師讀書會-行萬
里路讀萬卷書

學生讀書會-學生
踴躍發表分享

親職讀書會-閱讀
自然(天母古道)

三、閱讀指導教師成長進修：
閱讀指導教師成長進修：
(一)申請教育補助「精進教學」計畫：外聘教授或國教輔導團員指導。
(二)校內自籌經費辦理閱讀相關研習：內聘或外聘對閱讀指導有研究之教師。
(三)校內各領域時間進修：利用領域時間邀請國教輔導團員蒞校指導。
(四)教師自編補救教材：讀書心得的撰寫、國文葵花寶典/年齡的代稱、徐志摩新詩
吟唱、中英文字彙對照表、負數與數線、呼吸作用、災後的紐奧良(社會)、飢餓
的非洲、我的名片設計、感恩的心-從賽神豬認識台灣客家信仰、文化與民俗藝
術、健康身體……
(五)積極鼓勵教師參與教師閱讀指導認證(本校國文老師
本校國文老師 9 位，已取得初階證照 4 人)
(六)成立教師(行政)讀書會：定期安排同仁發表分享閱讀心得。
(七)鼓勵教師參加閱讀教學相關教學設計競賽。
四、列舉學校其他閱讀教育的具體做法
(一)辦理書展：
辦理書展：
結合會稽里社區發展協會、家長會及圖書廠商於校園內辦理書展及二手書跳蚤
市場。
(二)辦理各項語文創意活動：
辦理各項語文創意活動：
國文大富翁、國際節、英語闖關活動-幸運甜甜圈、期末闖關活動、學習契約宣
誓、蘋果節活動、真情快遞活動等……
(三
(三)辦理各項語文創意活動：
辦理各項語文創意活動：
國文大富翁、國際節、英語闖關活動-幸運甜甜圈、期末八大學習領域闖關活動、
學習契約宣誓、蘋果節活動、真情快遞活動等……

閱讀課-大家一起大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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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大富翁活動

期末闖關活動
--國文關卡 對聯對連

英語闖關活動
-幸運甜甜圈

請條列說明學校實施閱讀教育曾遇到的困境及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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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為止成效及學生改變。
實施閱讀教育困境及解決策略：
一、實施閱讀教育困境及解決策略
：
實施困境： 升學主義掛帥，閱讀教學在國中被認為浪費時間，家長不甚支持，而教師對
閱讀課程指導有些無所適從甚至抗拒。
解決策略： 1.透過各種場合、會議，溝通觀念建立共識。
1.
2.行政團隊與教師充分溝通，化解教師心中壓力並認同閱讀教學的重要性。
3.教師群體間彼此溝通觀念，建立共識，行銷「閱讀理念」。
實施困境： 外聘師資，是否影響校內師資聘用？
解決策略： 本校依班級數及各科教師授課節數聘足各科教師，但仍會有編餘節數，不足
以聘一位專任教師時，則公告並公開甄選兼課鐘點教師，與正式師資並無衝
突或影響其權益。
實施困境： 外聘聯合報作文班社團指導老師的教學內容，與基測作文給分方式不同。
解決策略： 聯合報作文班研發出來的一套課程，以激發創意及引導寫作思考方向為主，
本校以社團活動方式進行該課程。
本校彈性課程另安排一節閱讀與作文指導，課程內容以強化學生基測作文能
力方式進行教學指導，兼具創作能力及書寫表達能力同時提升的績效。
實施困境： 在師資培育過程中，並無專門的「閱讀教學」課程，再加上成績掛帥，以考
試領導教學進而將閱讀教育忽略，甚至作為趕課或考試之用。
解決策略： 辦理各項「閱讀教育」進修活動，提昇專業成長，辦理閱讀指導知能專業講
座或研習等，能有效提昇團隊成員對閱讀指導正確的認知及專業知能再強化。
實施困境： 一般常見推動閱讀教育時，行政積極而教師冷淡，家長甚至不理會，要如何
激起熱情讓大家一起動起來？
解決策略： 行政先將推動閱讀面臨的軟硬體不足因素解決之後，以學生學習為推動主
軸，透過會議討論出最適合融入閱讀教育的時間及書籍，並請全體教師於備
課會議中確實討論實施於各領域、各年級閱讀融入的書目，並且完成閱讀融
入的教案及學習單。
希望老師的辛苦付出，在看到學生完成學習單時能覺得安慰，並將這種欣慰
的感覺化成熱情動力，繼續努力！
家長部分，除了親職教育講座及讀書會持續辦理外，透過學生氣質的改變、
閱讀習慣的改變，期望家長也能改變對學校的冷漠態度，轉為積極支持。
實施困境： 學生反應：圖書館內可不可以再多一點漫畫。
解決策略： 每個孩子資質不同，想閱讀的書籍也不同，圖書館會參考大家的意見，盡量
滿足大家的需求增購優良漫畫讀物。老師們也會推薦適合的漫畫書籍作為班
級箱書的指導閱讀書籍，例如：八年級的理化課就以「超萌！化學元素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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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困境：
解決策略：

實施困境：
解決策略：

實施困境：
解決策略：
實施困境：
解決策略：

表」的漫畫做為教學補充教材。
想讀的人，學校不推活動也會讀；不讀的人，再多誘因還是不會讀。
推活動，是想藉著活動吸引更多不喜歡「碰文字」的孩子，能進到圖書館拿
起書來閱讀，看懂一本書，比讀完很多本書重要。只要對某些學生有幫助，
就會持續並創新辦理閱讀相關活動。
圖書館乏人關心，配套措施不夠，影響閱讀意願。
透過招募圖書館志工並培訓，讓每一個開放時間都能順利借還書，實施以來，
本校學生都很喜歡到圖書館借書或與圖書志工們聊天呢！
因為圖書志工非學校內教職員，犧牲自己的時間到學校服務同學，更讓學生
學習服務的真諦並懂得關懷及感恩。
學生反應：段考前一週圖書館休館停止借閱的規定，可不可以取消。
圖書志工們經過會議討論，一致同意自 99 學年第二學期起，除圖書館年度盤
點外，不再因段考而休館。
學生反應：圖書借閱時間及數量可否增加。
為顧及書籍流通率，原訂每位學生可借閱兩本圖書、期限為兩週內。近年發
現同學借閱率頗高，且館藏新購書籍增加很多，同學借閱的類別也頗為廣泛，
故，同意於 99 學年度起，更改為借閱期限為一個月。
100 學年度自治市團隊再次提案「增加借閱書籍數量」
。
基於鼓勵閱讀，同意於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後，圖書借閱系統更
新為借閱 3 本、期限為一個月。

二、閱讀教育實施成效及學生改變
(一)學生展能成果
1、考取公立高中職校人數增加：近年成績達公立高中職標準約 46%
2、各項競賽績效成果優異：本校 93 年創校，自 94 學年度起參加桃園縣語文競賽，
連年獲獎，從未缺席。各項作文寫作競賽，屢獲佳績。
教師增能成果：
(二)教師增能成果
：本校教師積極參與推動閱讀或教學之創意教案設計競賽、推動晨間
閱讀優質方案等，屢獲佳績。
家長參與認同成果：
(三)家長參與認同成果
：家長認同學校，參與活動人數增加。
(四)學校品牌行銷成果：
學校品牌行銷成果：(僅羅列重要績效)
僅羅列重要績效)
1、得獎紀錄
(1)100 年度閱讀教育特色認證學校
(2)99 年桃園縣閱讀磐石學校特優，並代表桃園縣參加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評選
(3)99 年桃園縣推動閱讀教育績優學校
(4)99 年度桃園縣「閱讀桃花源」評鑑 國中組 特優
(5)95 年桃園縣「深耕書田追求卓越」訪視評鑑榮獲 國中組 特優
(6)本校榮獲 95 年桃園縣中小學學校經營創新獎 特優
(7)桃園縣 95 年度「深耕書田追求卓越」專案評鑑 優等
(8)本校榮獲 94 年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標竿 100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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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體報導推動閱讀相關創意活動
本校自 93 年 8 月創校以來，辦理推動閱讀相關創意活動，吸引電視及平面媒體報
導約 20 餘次。
(五)學生借閱圖書習慣改變
圖書借閱書冊增加：
1、圖書借閱書冊增加
：至 99 學年圖書借閱數已達 11,667 冊，100 學年度尚未結束
借閱數量也已達七千餘冊
七千餘冊。
七千餘冊
2、圖書借閱人數增加
圖書借閱人數增加：
：學生習慣下課至圖書館看報紙，並翻閱新書。至 99 學年度
圖書借閱人數已達 3,645 人次，100 學年度尚未結束借閱人數也已達兩
兩千人次以
上。
3、
「閱讀教育
「閱讀教育」
閱讀教育」的質變：
的質變：大量閱讀，到底讀了什麼？閱讀之後，能用紙筆寫出心得
嗎？閱讀之後，能用口語表達想法嗎？不是只求閱讀的量，還要注意閱讀的質。
會稽國中非常在意推動閱讀教育的績效，更在意績效背後的質變。
在會稽我們看見閱讀帶來的希望，文字成為一股生命的活力，是一種帶得走的能力。踏
入會稽的校園，你會驚訝於充滿活力的校園中，蘊含著一股友善、喜悅的人文氣息，這是我
們深耕閱讀，親師生共同創造的快樂氛圍，為了讓學生透過閱讀成長，我們年復一年辛勤的
耕耘，也享受教育雋永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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