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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臺中市立崇倫
地址
國民中學

官方網站
學校類別(複選)

資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6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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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V 國中 □完全中學
□
一年級
二年級

12
12

班
班

三年級 11 班
老師總人數：共

人
人

340
360

340 人。共
75
人。

35

班，合計

1040

人。

12 年國教的目的主要在於打造孩子未來的競爭力、成就每個孩子、
提升教育品質，達到厚植國家競爭力的目標。個人認為應從三方面著手：
一、整合學校與社區的資源：提供多元探索課程，讓孩子從活動中發現興
趣與專長，找到自信與成就感，達到瞭解自我與肯定自我的學習目標。

請校長填寫 12 年
國教時代，最想做 二、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強化適性輔導能力：從專業成長中充實自我，將
的 3 件事(300 字
專業能力內化為教育的熱誠，散發出愛的温度，欣賞、肯定每一位學
內)
生獨特的價值，確立「專長、態度優於學歷」的新價值，引領每個孩

子勇敢築夢、做真正的自己，成就學生的才能，塑造教師的專業價值。
三、推動閱讀教育：建構一個喜愛閱讀、自由閱讀的校園環境，培養學生
主動閱讀的習慣，讓閱讀成為全體師生終身的朋友。

報名類別
(只能選擇一項)

□
V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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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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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與發想來自：愛—責任---策略
92 年學校一群充滿教育愛與責任感的老師因關心學生的將來、看重學生的需求因此
對客觀環境進行分析，分析後發現學校為處於台中市後期發展區，學生家庭社經環境較
差，因此存在著下列的困境：
一、弱勢學生多，缺乏學習動機與自信
二、升學壓力造成學習內容窄化，課外閱讀時間大輻減少
三、多元社會價值的衝擊，造成孩子的心躁動不安
在知識倍增、資訊快速變遷的時代，閱讀能力差的小孩面對未來的學習與競爭是十
分不利且危險的，因為教育的愛，一群老師以孩子為本，主動扛起解決問題的責任，關
心孩子將來的發展，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向，因此產生加強閱讀的想法，期盼以「閱
讀」安頓孩子們躁動不安的心，以「寫作」淨化孩子們的心靈。92 年時即發展出推動閱
讀的策略，進而發展成學校的本位課程－－「崇倫愛閱三部曲」。
95 年邱志鑫校長接掌本校，規畫學校教育的努力目標：「品德良善、精勤學習、人
文素養」，在實踐目標過程中，發現和教師們早已實施的學校本位課程有不謀而合之處，
從推動閱讀中孩子可以找到品德的典範、從閱讀中可以孩子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樂於
學習。更希望能透過閱讀與欣賞讓孩子富涵人文素養。
閱讀成為學校教學的核心與主軸，希望透過閱讀激勵孩子自我學習、建立自信，透
過閱讀提升個人未來的競爭力，更希望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讓「閱讀」成為學生「終
身的朋友」。
九年來的執著，
「崇倫愛閱三部曲」的持續傳唱是全體師生貫徹理念的堅持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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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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策略
我們認為閱讀能力的培養需搭配興趣與態度的養成，因此發展出「愛閱三部曲」
的推動策略，希望透過我們的引導，讓喜歡閱讀、善於閱讀、永續閱讀，讓閱讀成
為學生終身的朋友。
愛閱團隊從閱讀環境、教師專業、學生學習、社區資源等四個面向著手，推展
一系列多元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閱讀風氣，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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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閱前奏曲】……喜歡閱讀
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也是「學術的銀行」，典藏人類知識、智慧的結晶。如何
利用圖書館是學生必頇具備的基本素養，唯有學會基本利用技巧，才能在進入圖書館後
迅速確實的獲取寶藏，不會有「入寶山而空回」的懊惱，因此「愛閱前奏曲」就以「新
生圖書館之旅」拉開序幕，透過教學媒體的視聽官能刺激作用，激起學生一探究竟的動
機，漸漸進入奧妙的圖書之旅。

名稱

新
生
圖
書
館
之
旅

圖
書
宅
急
便

閱
讀
獎
勵

動機或目的
1. 閱讀是開啟知識寶庫的鑰匙
2. 認識圖書分類法
3. 圖書館利用教育

1. 學校行政人員縮編短缺，圖書館缺
乏專人專業管理，只能提供部分時
段借閱。
2. 以「宅急便」的觀念，將精心挑選
的好書直接送到班級裡，學生不必
跑圖書館，就可以隨手取得優良讀
物。

1. 鼓勵學生善用圖書館資源，養成
良好的閱讀習慣。
2. 採取獎勵措施以增強學生的閱讀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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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1. 新生入學安排圖書館之旅。
2. 製作「新生圖書館之旅」教學媒體，
解說圖書分類、本校閱讀推廣活動。
3. 介紹書庫配置、圖書借閱相關規定。
4. 介紹圖書館辦理的各項活動。
5. 學生依據本校閱讀指導教材，完成
「圖書館之旅」學習單，檢驗是否已
獲得使用圖書館的必備知能。
1. 添購新書，精選館藏整理成套，如
歷屆邀約作家叢書、勵志類書、科
學類書、品德教育類書等，截至目
前為止已有 43 套書箱。
2. 編 訂 班 級 輪 閱 方 式 及 填 寫 閱 讀 紀
錄。
3. 鼓勵學生晨讀，培養閱讀習慣。
4. 設立班級圖書角，各班自行充實課
外讀物。
5. 成立行動圖書館、愛心圖書櫃。
1. 開學時舉辦圖書館「開張來店禮」活
動，鼓勵借書。
2. 設計學習單，鼓勵學生在閱讀後寫下
簡單的紀錄與心得。
3. 學生的學習單經過教師認證，累積 5
本以上給予嘉獎、獎狀鼓勵。
4. 崇倫人學習護照閱讀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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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閱主題曲】……善於閱讀
「愛閱」活動經由前奏曲的熱身後，確定了推廣閱讀的方向，經過積極籌畫討論改
進，設計一連串的活動，將「愛閱主題曲」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學生認識閱讀、親近
閱讀、喜愛閱讀，在內心深處裡萌生「愛閱」的幼苗，進而將「愛閱」活動唱成一首生
動的歌。

【一學期一作家】

(一)導讀寫作
1.導讀：國文領域老師擬訂各年級閱讀的篇章，運用課堂時間介紹作者、代表作品，
指導學生閱讀，引發同學閱讀興趣，也視之為範文教學，並請同學帶回家
中和家長共讀。
2.寫作：
(1)將讀書心得報告融入作文教學及寒暑假作業中，由教師指導同學撰寫，
避免增加學生額外的負擔。
(2)全校同學利用該週週記或學習單寫下演
講活動內容及心得感想。
3.獎勵辦法：
(1)各年級選出優良作品：前 3 名及佳作，
頒發獎狀鼓勵。
(2)優秀作品展示於崇倫堂供同學參閱。
(3)崇倫愛閱網站展示學生優良作品，供同
學分享。
心得寫作
得獎作品展示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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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倫音樂風
本校陳佳涓老師創立的「崇倫音樂風」廣播節目，成為推廣閱讀最好的學習
平台，在節目中介紹作家的生平、時代背景、同時依作品的特色，規畫不同的節
目內容，如廣播劇、現代詩朗讀、相關音樂和影片介紹等，並請學生、愛心媽媽
來此發表讀書心得，同時也請師長在音樂風中分享「培養班級閱讀風氣的經驗」，
以各種活潑生動的內容，開啟學生們閱讀的興趣。
1.實施方法：
(1)在作家蒞校演講前，利用午餐時間播出。
(2)設計有獎徵答活動，引導學生專心聆聽，提高活動的趣味。
2.節目單及線上收聽：
(1)網址：http://ms3.cljh.tc.edu.tw/~chinese/writer/music.htm
(2)節目表：網站上列舉 92～100 學年度播出內容，可線上收聽。
(3)100 學年度作家劉克襄二度蒞臨，本校四位教師錄製導讀 BV(Book Video)，於
中午時段播出。
作家頻道
鍾理和

吳晟

廖玉蕙

播出日期
鍾理和簡介

921217

鍾理和生平、夫妻情深、初期作品、作品獲獎、作品特色

921224

原鄉人影片介紹

930225

吳晟簡介

930301

朗誦吳晟詩選

930303

學生心得分享

930305

專訪愛媽談吳晟作品

931020

廖玉蕙簡介

931022

三年級心得分享

931023

專訪趙淑娥老師談培養閱讀風氣

931027

二年級心得分享
楊逵的生平、楊逵求學時期、自由戀愛之歌、綠島 12 年後、
楊逵的晚年
「鵝媽媽出嫁」深度閱讀、為什麼要出嫁、有生命就有希望、
鵝媽媽人物個性
時代背景、有獎徵答、楊逵時代背景、學生心得分享、
討論活動單
賴和的生平、賴和求學時期、古詩吟唱施瑞樓、賴和的漢文
詩
「惹事」深度閱讀、無理的大人、異族統治下的無奈、
「惹事」
人物安排
時代背景、賴和的時代背景、牢獄之災、討論活動單

941114
楊逵

941116
941118
941121

賴和

內容簡介

921215

941123
9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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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頻道

李潼

播出日期
950301

閱讀李潼、活動介紹、出生到當兵

950303

李潼的民歌、民歌創作、再續民歌創作、積極樂觀的歌詞

950306

李潼的創作點滴、文學創作的看法、如何寫得順暢

950308

951218

圖文創作分享、閱讀心得分享、接續李潼的休止符
劉克襄老師簡介、如何指導閱讀和寫作、自然體驗與音樂欣
賞
作品的特色、在大自然中找到安慰與音樂欣賞、逃學到遠方
導讀
有獎徵答、棒球小子導讀、大城守望導讀、黑瓦小屋導讀

951220

老城老書店、學生心得分享、餘音

961203

閱讀內容導讀、作者寫作歷程及演講預告

961207

970519

作品介紹—青少年的四個大夢、親子閱讀文章分享
作家作品介紹—把愛還諸天地、愛自己的方法、與你深情相
遇
作者身影—介紹向陽

970521

記得茶香滿山野繪本欣賞

970523

走訪作家的故鄉—鹿谷

970526

向陽專輯媒體播放

1001128

劉克襄老師簡介

1001129

11 元的鐵道旅行

1001130

十五顆小行星

1001201

挑戰極限探險故事

1001202

野狗之丘

951213
劉克襄

陳幸蕙

951215

961210

向陽

劉克襄

內容簡介

學生心得錄製

愛心媽媽發表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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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子共讀
學校推廣閱讀，需要家長的支持，因此提倡親子共讀，讓父母在建立閱讀習
慣這件事上，發揮身教的功能，並藉著創造親子間共同話題的機會，增進閱讀的
情趣，促進親子間的互動。
實施方式：
(1)給家長的一封信：提供推動閱讀的資訊，以爭取家長的配合與支持。
(2)親子共讀：精選閱讀材料，分發全校學生，與父母親共同閱讀。 師
(3)作家講座：邀請家長參加，與子女共享文學饗宴，親睹作家丰采。
(4)崇倫音樂風：邀請家長參加播音節目與學生一同分享讀書心得。

親
閱
讀
推
廣

生

(5)閱讀回饋單：請家長分享心得。

楊翠親子共讀

吳晟親子共讀

白靈親子共讀

(四)協同教學
我們採用「主題式協同教學」的模式，先決定主題，繼而確定與主題有關的
概念和活動，讓學生們可以有多角度的思考空間，在跨領域的學習天地，任想像
馳騁其間。
1.語文教學
(1)以「作家身影學習單」，讓學生進一步了解作者的相
關資料。
(2)進行閱讀指導與引導寫作教學
(3)設計作家講座摘記及心得。
(4)詩歌朗誦：以國語、閩南語、英語，朗誦作家的詩歌。
2.社會領域：
(1)古蹟巡禮：配合《鵝媽媽出嫁》一書，讓學生找尋存
於現今的歷史古蹟，擴大學生視野並培養
關懷本土、飲水思源的情懷。
(2)九族一家親：配合《假黎婆》一書，讓學生了解族群
的融合。
(3)鐵馬遊台中：配合閱讀劉克襄老師「逃學到遠方」一
文，更貼近學生的成長軌跡。
(4)跑水祭：與國文、藝文領域跨領域合作，以網路作家九把刀作品「跑水」，
設計學習單及心得寫作。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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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融入教學：
(1)專題簡報製作：以作家或其作品為主題，深入閱讀
相關資料。
(2)新詩創作教學：播放教師自製教學媒體「仲夏夜之夢」，
深入探討新詩創作的理論，並延伸閱
讀，增強對新詩欣賞的美感經驗，以增
進學生的創作力。
4.自然領域：
(1)參觀科博館「白鷺鷥攝影展」，了解白鷺鷥的生態，體
會鍾肇政「白翎鷥之歌」的創作意境。
(2)閱讀台灣小說青春讀本，設計「環保在台灣」專題簡報。
(3)配合邀約自然觀察作家，設計「果然有趣」體驗教學。
(4)寒暑假鼓勵學生進行科普閱讀。
5.綜合活動：
(1)徵文比賽：舉辦主題活動的徵文比賽，優良作品公開展
示，增加觀摩的機會，提升同學寫作的興趣。
(2)購書活動：選擇適合國中生閱讀的著作，鼓勵學生購
書，並交換閱讀，一方面是對作家的支持，
一方面養成愛書讀書的好習慣。
(3)簽書會：安排簽書活動，讓學生親炙作家的丰采。
(4)作業展：各領域配合崇倫人學習護照及學校特色發展，設計多元學習成果
展。
6.藝術與人文領域
(1)插畫創作：美術課指導學生為作家的作品或為自己的文學創作畫上插圖。
(2)民歌教唱：作家李潼以賴西安的本名發表許多民歌創作，詩人陳黎、向陽
的作品譜成歌曲，從清新的旋律中，提供學生對作家多面相的
了解。
(3)廣 播 劇：在表演藝術課時，由學生嘗試「改編劇本」後，錄製成廣播劇，
在「崇倫音樂風」中播出，全校共同聆聽。
(4)影片欣賞：透過鍾理和的「原鄉人」60 年代的電影，
讓學生體會早期台灣的社會，李潼的「少
年噶瑪蘭」改編的動畫讓學生了解自己與
土地的關連，進而能關懷鄉土、愛護鄉土。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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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末捐書
為了改善圖書館書籍陳舊、數量太少、經費有限等問題，舉辦歲末捐書活動，
以求豐富學校圖書館館藏，並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1.舉辦時間：每年歲末向全校教職員工、家長、學生發動捐書活動。
2.活動方式：一則捐書；二則捐款，由學校依需要統一購書。
3.經費運用：家長會設置專款管理，並擬定感謝辦法，將「愛閱」的善念散播於校
園中。
經由歲末捐書所增加的圖書館藏量
學年度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購書量(冊)

551

558

1045

893

473

342

475

581

549

累計量

551

1109

2154

3047

3520

3862

4337

4918

5467

全校圖書總數：18172 冊
(六)作家講座
為了帶領學生一窺文學的瑰麗殿堂，除了藉由作家介紹、作品導讀，及相關影
片欣賞外，與作家面對面的接觸，更能加深學生們心靈上深刻的體驗與經驗的交
流。這樣難得的體驗，將是開啟孩子們「愛閱」的一把鑰匙。
「一學期一作家」的活動自 92 學年度開始，迄今已邁入第九年，先後邀請了
14 位作家蒞校演講，與學生們親授自己閱讀、寫作、生活的經驗感受，更開放學生
提問，不僅解決學生們個別的疑問，更增加了孩子對於文學的親近感；演講會後舉
辦作家簽書會，學生們可以帶著作家的書，與作者近距離接觸，感受作家迷人的風
範。
實施方式：
(1)利用週三下午舉辦作家講座，全校師生一起聆聽演講。
(2)佈置演講會場，展示得獎學生的作品及家長回饋單。
(3)邀請家長參加，並辦理為國中小學教師之研習活動。
(4)設計學習單，有「演講摘要及心得」及「提問單」，與作家對話時提問。
(5)「有獎徵答」活動於中午崇倫音樂風時間舉辦，抽出幸運學生並頒贈獎品。
(6)演講會後安排作家簽書活動，同學與作家近距離接觸。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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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作家講座
日期

主講人

92.12.15

老師導讀

93.03.03

吳晟

93.10.29

廖玉蕙

94.03.18

蕭蕭

奇詩欣賞與創作

94.11.30

楊翠

兩種文學心靈－賴和與楊逵

桂文亞
95.03.08

演講主題
人性的凱歌─鍾理和
原鄉人影片欣賞
文學修養與生活
看見文學與生活的繁花盛景

台灣少年小說第一人－李潼
從「再見天人菊」說起

祝建太

二十五年文學姻緣

95.12.20

劉克襄

十三歲星星升空了

96.05.30

陳黎

詩文的創意與趣味

96.12.12

陳幸蕙

97.05.26

向陽

97.11.26

老師導讀

98.05.27

古蒙仁

吃冰的各種滋味－視覺與味覺的結合與表現

98.12.11

廖鴻基

腳跡船痕

99.06.02

吳晟

怎樣進入詩的領域

99.12.08

白靈

小詩的讀法與玩法

100.12.07

劉克襄

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
十三歲的詩人大夢
台灣少年小說－李潼影音專輯欣賞

青少年的旅行和探險

(七)活動回饋
每一次活動後進行活動回饋，以檢視活動設計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或仍需改
進之處，作為下次實施的指標，主題活動結果資料分析如表：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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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問卷（95.03 調查全校學生 1003 人，有效問卷 841 份）
項

目

滿意度%

我期待「一學期一作家」的活動，能讓我有機會與作家面對面接觸。

94.8

我能從桂文亞及祝建太老師的演講中，更加了解李潼。

94.5

在閱讀李潼的作品過程中，我會與他人分享內心的感動和書中人物的悲喜。

91

在「崇倫音樂風」中，我聽到李潼的相關介紹和同學心得的分享會引起我的興趣。

86.1

在參與心得寫作的寫作過程中，對我的作文能力有所幫助。

89.5

在「有獎徵答」活動中，使我對一學期一作家的活動更感興趣。

89.7

觀摩同學作品，能讓我對作家有不同層面的認識。

92.9

在「一學期一作家」活動中，我會期待作家演講後的面對面的簽書會。

87.1

在「一學期一作家」活動後，我知道如何善用圖書館。

86.1
84

在「一學期一作家」活動後，我會利用時間去逛書局及買書。

學生問卷（99.12 調查全校學生 1048 人，有效問卷 938 份）
項

目

滿意度%

我期待「一學期一作家」的活動，能讓我有機會與作家面對面接觸。

96.6

我能從白靈老師的演講中，更加了解他的寫作理念與作品意境。

97.7

在閱讀白靈老師的作品過程中，我會與他人分享心的感動。

94

在參與心得寫作的過程中，對我的作文能力有所幫助。

94.3

在「有獎徵答」活動中，使我對一學期一作家的活動更感興趣。

93

觀摩同學作品，能讓我對作家有不同層面的認識。

95.8

在「一學期一作家」活動中，我會期待作家演講後的面對面簽名會。

92.8

在「一學期一作家」活動後，我知道如何善用圖書館。

93

在「一學期一作家」活動後，我會利用時間去逛書局即買書。

90.9

家長問卷
95 年

99 年

我認為目前國中生的作文能力比以前差。

96.6

89.8

我認為推動「閱讀運動」可以提升學生國文程度。

97.7

96

我認為推動「閱讀心得寫作」活動，有助於作文能力的提升。

94

95.5

我認為邀請知名作家到校演講有助於提升國文科的學習興趣。

96.6

96.7

我會支持孩子購買及閱讀課外讀物。

97.7

96.1

項

目

改進策略：
1. 學生是學習的主角，徵詢學生意見，聘請適合的作家蒞校演講。
2. 將閱讀活動推廣到全校家長，根植閱讀活動於家庭、學校生活。
3. 學生期待與作家近距離接觸，活動規劃多留時間讓作家與學生互動，提升學習
興趣。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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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寧靜共讀
持之以恆的閱讀習慣，讓閱讀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方能產生源源不斷的熱情，讓閱
讀成為終身的朋友，因此配合教育部「悅讀 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開始推動晨
讀十分鐘的活動，希望學生能利用美好的晨光，以閱讀開啟一天學習靈光。
【初試啼聲】
一、實施方式：
(一)國文領域教師選編閱讀教材。
(二)圖書館定期推出優質圖書套餐。
二、實施時間：每週一、三、四早修 10 分鐘進行師生共讀。
三、閱讀回饋：
(一)國文老師編纂學習單，每週一發至全校各班，晨讀後由學生自行填寫學習
單。
(二)鼓勵學生閱讀，填寫閱讀紀錄單。
【聞聲辨音】
晨讀十分鐘由國文老師編寫學習單，引導學生閱讀，經過二個月的實施，學生
已經能夠掌握閱讀的重點，但過多的學習單，有時候會讓閱讀變成一種負擔。愛閱
團隊進而思考，改變閱讀策略，讓閱讀更多元、更自主，學生可自由選擇閱讀的教
材，跳脫學習單的束縛，閱讀變得更加有趣！

限制

改變策略

閱讀學習單
負擔
一、實施方式：
(一)學生自備優良書目交換閱讀。
(二)圖書館定期推出優質圖書套餐。
(三)全校各班班級圖書角圖書。
二、實施時間：每天早上 7:30-7:40 進行師生共讀。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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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海洋
~~海洋學習櫥窗、海洋禮讚~~
台灣是個海島國家，為了讓學生能夠認識海洋、親近海洋、熱愛海洋，98 學年度起
配合海洋教育，實施多元的閱讀海洋活動。
【海洋學習櫥窗】
一、海洋學習櫥窗：設置學習櫥窗，張貼海報宣導，使學生瞭解海洋資源、海洋文化、
海洋生態的多元與豐富。
二、海洋故事專欄：
(一)學校提供海洋相關議題叢書書單供國文領域老師、自然領域老師與社會領域
老師等評選，依照書單購置。
(二)在圖書室的「好書介紹」展示海洋故事相關叢書，並在班級閱讀課中讓老師
導讀，同時鼓勵孩子借閱。
(三)配合本校「一學期一作家」活動，選讀海洋文學家廖鴻基老師之作品，並以
「親子共讀」的方式，邀請家長一起閱讀，並寫下回饋單。
【海洋禮讚—崇倫金海獎】
一、影片欣賞：配合崇倫海洋週進行影片欣賞。
二、評選活動：為鼓勵學生用心觀賞影片，設計「崇倫金海獎評選」活動單，由學生
票選最佳主角、配角，並寫下影評。
三、頒獎活動：統計學生評選出之各獎項，抽出幸運得主(每獎項各三名)，頒給神祕
小禮物，
四、作品觀摩：各班優良之影評學習單頒發獎品，並將作品佈置展覽於崇倫堂，鼓勵
全校學生參觀，以達觀摩學習之效。

活動成效：
一、藉由「海洋教育專書」的選讀，讓全校師生，更進一步了解我們生活的環境及海
洋的生態，進而更愛惜海洋資源。
二、經由好書的介紹讓學生能更多元的閱讀及學習，並讓學習資源弱勢的學生藉由閱
讀活動，獲得對海洋相關議題的認知與瞭解。
三、藉由影片欣賞及評選活動，讓學生進一步思考海洋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進而關
注身在海島的我們，該如何看待我們的海洋並深思如何與海洋共處。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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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報教育
~~生活取材、學文字、學思考~~
近年來，受到網路、影視等聲光媒體蓬勃發展的影響，學生的閱讀習慣改變，透過
文字閱讀的機會減少。為了讓閱讀習慣與生活緊密結合，報紙成了學生社會教育學習的
重要資源，尤其在資訊傳播迅速的今天，如何讓莘莘學子跟上時代的脈動、掌握最新資
訊，讀報是迅速有力的不二法門，報紙內容包羅萬象，能拓展學生學習的視野，彌補教
科書內容的不足；各類新聞時事，可提升學生思辯能力及學習能力，培養人文氣質，建
立人道關懷的情操。
更重要的是運用報紙每日提供多面向的資訊，可培養學生天
天閱讀的習慣，所以學校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尋求資源，希望藉
由讀報教育，培養學生終身閱讀的習慣。
一、實施方式：
（一）一年級全面讀報：一年級每個班級在「晨光時間」
，排
定至少 10 分鐘的時間，全班安靜閱讀報紙素材，以增
加閱讀量，培養每日閱讀習慣。
（二）讀報實驗班：
1.實施對象：遴定一年級 3 個班級，每班學生分成 5 組，
每組一份國語日報，進行讀報教育。
2.指導策略：每週利用閱讀指導課程，進行報紙導讀、小
組討論及學習單分享，以提升學生語文能
力、思考能力與公民素養。
3.報紙剪貼：學生自行擬定主題，進行報紙剪貼、設計版面、心得分享，集結
成冊。
4.小組編報：以特定主題蒐集資料，由學生進行小組編報、心得分享，票選最
佳作品。
5.班報編輯：經過一系列的引導活動後，由學生針對班級學習活動，訂定主題，
扮演小記者，進行採訪、編輯，最後完成班報。
6.寫作營隊：利用假期辦理寫作營，聘請校內外講師以實作方式，讓學生認識
編輯、新聞版面設計，小組共同創作，完成作品並進行成果發表。

二、活動效益：
1.參與教師可習得對於閱讀的專業提升，並具備閱讀策略教學能力。
2.參與學生可習得每日閱讀的習慣並增加閱讀的廣度，例如，閱讀報紙、網路
新聞、部落格、廣告或文宣等各式文本切入所應具備的閱讀策略。
3.協助學生掌握媒體訊息並從閱讀過程中利用多樣資源蒐集相關訊息，由組
織、評估、利用，從而創造獲取訊息，達到閱讀理解。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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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閱安可曲】……永續閱讀
「崇倫愛閱」團隊，認為「閱讀」應該是每個人「終身的朋友」，所以閱讀方案設計
的主軸──「由點而線而面」的理念，在一次次的活動，不斷的呈現出來，由學生的深入
閱讀，推展至親子閱讀，由校內的講座延伸為開放性的研習活動，期使本方案的推動能
兼具普及性及永續性。

【掌聲響起】
崇倫國中推動閱讀教育，獲得各界肯定，媒體多次刊登，並且於 97 年獲得教育
部教學卓越銀質獎、100 年榮獲閱讀磐石學校。

與作家有約 中市崇倫學生收穫多
95.03.09
國語日報

崇倫國中從九十二學年度起推動閱讀，盼提升學生作文能力。桂
文亞對學校規劃這項活動，表示肯定，她說不但可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更能增進閱讀深度。

崇倫推廣一學期一作家
95.03.10
中國時報

96.6.23
民視異言堂
「遇見文學」

「閱讀李潼」的活動，雖因李潼驟逝，但並未停辦，另邀李潼夫
人祝建太及兒童文學作家桂文亞來共同介紹李潼，校園掀起一段「李潼
熱」
。學校及學生共購買了十幾萬元圖書，看完交換閱讀，從中得到啟
發。
連續四年來，崇倫國中積極的要讓學生感受到這一點，除每個學
期選擇一位作家，讓學生大量閱讀作品之外，還邀請作家到學校，跟學
生面對面討論；更特別的是，把文學融入各個領域的課程中，像音樂課
可以吟唱作家的新詩；而廣播劇，則是改編自文學作品；跳脫了書本的
文字，讓學生更深刻的體驗到文學的意境。讓我們在生活中，不經意的
就「遇上文學」。

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
真誠請得作家來，文學根苗校園栽；
辛勤耕耘不怕難，唯願好花年年開。

97.9.10

崇倫國中愛閱 再獲教學卓越銀獎
97.9.16
自由時報

97.10.30
教育部電子報

該校推動閱讀計畫時，國中基測還未加考作文，計畫源起並非為
了提升學生的作文分數而設計，崇倫國中長期推動閱讀後，卻發現學生
的作文能力明顯提升，基測作文已考 3 年，全校學生作文成績去年達 4
級分者佔 7 成 8，今年已提升到 8 成 8，算是「無心插柳」下的效應。

一學期一作家 崇倫愛閱豐富生命
『崇倫愛閱』教師團隊以「閱讀」豐富生命內涵的理念為出發點，
開啟學生多樣的學習觸角，營造師生不一樣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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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分享】
我們堅信『分享就是力量』，因此積極辦理各種活動，將推動閱讀教育的心得分
享給大家，希望拋磚引玉，散播閱讀的種子，讓每個校園充滿書香。
1.作家蒞校演講時，舉辦國中小閱讀推廣研習活動，將推動經驗與鄰近學校教師一
同分享、交換心得。
2.協辦駐區督學視導會議中，以「躍游藍海－『崇倫愛閱』」為主題，與南區、南
屯區國中、小校長分享推動閱讀的經驗。
3.巡迴輔導創新教學座談會中，將推廣閱讀的活動成果，分享給與會教師。
4.中部文化總會舉辦現代文學營「與課本作家面對面」活動，分享推動閱讀經驗。

【教學資源建立】
每次的活動後，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將閱讀活動的所有成果，包含影音、照片、
作品展示、學習單和相關資料，整理成電子檔，上傳至「崇倫愛閱」教學資源網中，
成為分享的園地，使未能親自參與活動的有心人，也能共享活動的成果。
累積多年邀約作家的經驗，建立了作家的聯絡網，經由蒞校作家的引薦，有助
於後續活動的推動。

崇倫愛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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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耕耘】
在閱讀活動推廣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瓶頸，但堅持做「對」的事情，支
援的力量就自然產生，在推動閱讀的過程中，我們逐步規劃多樣化的閱讀教育活動，
持續尋求各種資源，而學校行政單位也百分之百的支持、指導，形成具體可行的教
學模式。
學年度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活動
新生圖書館之旅

*

*

*

*

*

*

*

*

*

圖書套餐

*

*

*

*

*

*

*

*

*

閱讀獎勵

*

*

*

*

*

*

*

*

*

導讀寫作

*

*

*

*

*

*

*

*

*

崇倫音樂風

*

*

*

*

*

*

親子共讀

*

*

*

*

*

*

*

*

*

協同教學

*

*

*

*

*

*

*

*

*

作家講座

*

*

*

*

*

*

*

*

*

校園寧靜共讀

*

*

*

閱讀海洋

*

*

*

*

*

讀報教育

*

(一)教師專業成長
1.專業社群的對話：於領域會議持續推動閱讀，擬定每學期欲邀請之作家及閱讀計
畫。
2.資訊融入教學：運用多媒體使教學活潑化。
3.積極參與進修活動：鼓勵教師參加中部文化總會舉辦現代文學營「與課本作家面
對面」活動，分享本校推動閱讀經驗，與參加研習學員交換意見，更重要是增加
與作家認識的機會，建立與作家聯繫的管道。
4.自辦領域教師研習：邀請退休老師分享教學經驗及推動班級閱讀的方法。
5.自製教學媒體成績卓越：
(1)93 學年度：「仲夏夜之夢」榮獲臺中市自製教學媒體競賽第一名。
(2)93 學年度：「仲夏夜之夢」榮獲教育部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佳作。
(3)94 學年度：「啟動台灣小說的文化列車」榮獲臺中市自製教學媒體競賽第四
名。
(4)95 學年度：「武陵春」榮獲臺中市自製教學媒體競賽第一名。
(5)96 學年度：「新生圖書館之旅」榮獲臺中市數位影音媒體入選。
(6)97 學年度：「說文解字吸星大法」榮獲臺中市自製媒體競賽第二名。
(7)97 學年度：「說文解字吸星大法」榮獲全國媒體競賽入選。
(8)98 學年度：
「言而有信-應用文之書信教學」榮獲臺中市自製媒體競賽第一名。
(9)98 學年度：「言而有信-應用文之書信教學」榮獲全國媒體競賽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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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資源整合
1.愛心志工圖書組：結合退休教師、愛心志工投入圖書館，解決人力不足的困境。
2.愛心志工讀書會：退休教師帶領家長讀書會，進行導讀，廣邀社區家長參加作家
講座鼓勵，終身學習。
3.愛閱理念宣導：透過親子閱讀、新生招生宣導，將推廣閱讀的教學理念，讓社區
家長了解取得認同與支持。
4.歲末捐書活動：家長會圖書捐款，專款專用。臺中市文化局及社區發展協會亦多
次贈書，豐富學校圖書館藏。

(三)親師生回饋分享
家長的肯定

李青香小姐

現在的孩子在物質上的享受大多數是充裕的，而在心靈上
的體驗卻是貧乏的，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孩子，似乎更少有
機會去接觸大自然。有空時，實在應該多帶孩子們到戶外聆聽
大自然的聲音，感受大自然的風貌，體驗書本以外的生活。(感
謝學校讓家長也能參與閱讀活動)

何淑美小姐

「阿爹的飯包」令人感動，在孩子心中很難去體會父母的
辛勞，
「飯來張口」是理所當然，但卻不知身為父母的，永遠是
把最好的留給孩子，而自己總是省吃儉用。希望現在的學生閱
讀這些文章，能學著多去為週遭的家人設想。
學生的心聲

許夙涵同學

這次的主題是「人生就是場馬拉松」，陳幸蕙老師把她練馬
拉松的過程融合在演講裡，並有人生道理的啟示。演講時我都很
認真在聽，時間雖長達二小時，卻覺得意猶未盡。我真的很佩服
老師的耐力和毅力，從不曾跑馬拉松到成為職業選手，真的很不
簡單。我也擅長跑，我要學習老師在跑步時讓思緒沉澱，希望平
時得不到解答的問題，可以豁然開朗，真是一舉兩得 !

黃歆茹同學

在國三這一年，雖然努力苦讀，但無情的成績總是「蠶食」
我的信心，冷血的時間總是邪惡的在遠處嘲笑著我的無能。在這
無奈、困苦的環境下，我很感謝有老師、父母、同學的陪伴和勉
勵，我才得以像「夜奔」裡的林哥一樣重新站起來，重新找回我
失落的心，找回繼續奮鬥下去的理由及動力。我的路不再是晦暗
不明，我要把路上礙人的小石子和坑洞點亮成朵朵的花，讓逆境
和不如意經由我尋回的心，轉成我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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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的回饋
能親自聆聽作家本身講述自己的作品，或敘述在創作過程的
奇聞軼事，一直是件夢寐以求的事，在崇倫，她達成我這小小的
許少榛
心願。在聽作家演講之前，我們必頇先閱讀當次作家的書，撰寫
台中二中畢
心得。雖是指定作業，但也正因為這樣才有動力驅使我們去閱讀。
直到第一次看到手中書的作家，活脫脫的站在我眼前，眉飛
目前就讀元智大學
色舞的講述自己的成長過程，創作歷程，甚至還有些感性的帶到
人生的心路歷程，這真的對我們心態上有所助益。
憶起國中生活，最令我感到津津樂道的就屬「一學期一作家」
的活動，啟發了我對閱讀的興趣。我認為閱讀是一件很棒的事，
賴毓旆同學
而抒發讀後的心得是一件更棒的事！畢業後為了想延續這樣的活
台中女中畢
動，於是我發起了「讀書會」
，每個月都會召集同學分享閱讀心得，
目前就讀東吳大學 也省思和討論其中的問題，直至目前高一下，我們已經舉辦了 5
次讀書會，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我也想繼續延續下去。
升上高中，國文課時看著老師發下的「陳黎」相關的補充資
料，聽著老師介紹他的作品，我也舉手分享我所認識的「陳黎老
師」
。記起那天下午，全校齊聚崇倫堂，聆聽老師的演講，並親自
許夙涵同學
朗誦自己的詩作，還帶給我們詩作「戰爭交響曲」的影音震撼……
目前就讀台中二中
連老師也沒見過「陳黎」本人，看著同學羨慕且不可思議的眼神，
真的很感謝崇倫母校，讓我有和別人不同的文學體驗，擴展我的
閱讀視野。
教師的堅持

江淑汝老師

94 年元月參加中部文化總會舉辦的現代文學營，巧遇吳晟老
師，吳老師盛讚學校的用心，並將「一學期一作家」活動，推薦給
文學營的主講作家們，同時希望我們在分組座談時和大家一起分
享。經卓老師分享崇倫的愛閱活動，引起廣大迴響，對於學校願意
做這樣撒種、紮根、看不到立即效益的文學閱讀，讚譽有加。中部
文化總會辦公室陳執行長也慨然允諾將協力邀約作家蒞校演講。幾
年來，我們在校園內默默的耕耘，堅持做對的事，受到大家如此的
肯定，感受到莫大的鼓舞，也更堅定了我們繼續往前走的信心。

劉美娜老師

一直記得自己親聆作家偶像—鄭愁予大師—的一席演講，那時
內心澎湃的悸動……。是他的詩陪我度過青澀強說愁的青春年華，
沒想到有一天，竟然就在我眼前。
值得在孩子心中播下這種心靈感動的種子!
在陳黎老師的講座中，老師分享他創作「聲音鐘」一文中，
「美
心麪包」、「美心蛋糕」的「美心」，靈感竟是來自古典音樂。讓我
在講解課文時能有新的角度切入，並分享這由創作者為文章「設計」
而不為人知的祕辛，更拉近了我們與課文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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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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與解策略
遭遇問題

解決策略

1.善用班級圖書角，師生合力充實圖書設
備、將圖書館延伸至各班。
1.圖書館地處偏遠、藏書大多陳舊、 2.以圖書宅急便方式支援班級閱讀。
經費嚴重不足。
3.歲末捐書活動，充實圖書館藏。
圖
4.配合推廣閱讀活動，設定閱讀主題範圍，
書
優先增購相關圖書。
館
1.召募愛心媽媽、退休老師擔任圖書館志工
2.缺乏專人專業管理，學生對圖書館 輪值支援。
的使用率偏低。
2.排定圖書借閱時間表，減少人力支出。
3.設置行動圖書館，增加借閱便利性。
1.利用學校彈性課程時間，鼓勵師生享用圖
1.學生在校課業安排緊湊，課後補習 書套餐，並融入閱讀指導和引導寫作課程。
閱
多，課外閱讀時間少。
2.延長各班借閱圖書套餐時間，使能充分利
讀
用。
獎
1.利用合作學習精神，提升學習興趣。
勵 2.獎勵制度無法有效激勵語文學
2.教師依因材施教的評量標準，鼓勵學生自
習成就較低的學生。
我挑戰，逐級給予獎勵。
導
讀
寫
作

1.學生資質不一，部分學生參與意願 1.依學生程度，挑選多元的文章、書籍，在
不高，或應付了事。
引發學生的學習意願上多下功夫。
2.初期推展閱讀，指定閱讀範圍，學 2.開放自由閱讀、購買作家的作品，增加學
生的閱讀方式較為被動。
生閱讀的興趣。
3.國文教師進行導讀活動，會有進 3.將引導寫作納入作文教學中，減輕課程壓
度壓力、時間不夠用的困難度。
力，也能使學生較認真寫心得報告。
1.製作作家專輯、收集資料、整理講 1.領域會議時間共同研商，分工合作。
稿、指導學生演出、專訪需要充裕 2.跨領域合作，排入課程計畫。
的準備時間。
3.成立學生廣播社團，進行種子培訓。

崇
1.事先錄製好節目 CD，使播音效果更好。
倫 2.學校播音設備老舊，現場播出時常 2.爭取經費，逐步更新設備。
音 遭遇許多困難。
3.結合生活科技課程，以 DIY 方式製作簡易
樂
播音設備。
風
1.商請退休教師擔任義工，培訓新手，指導
3.音樂風的主持人已退休，節目的播 廣播社團，使節目能繼續經營。
出面臨停擺。
2 尋求對廣播有興趣的教師加入主持群的行
列。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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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問題

解決策略

1.家長是否用心配合，無法確切掌
鼓勵家長閱讀後分享心得。
握。
親
2.除愛心媽媽彼此相邀，能自發抽空
於作家講座前，加強宣導，鼓勵學生力邀家
子
來校參加作家講座的家長並不很
長前來參加。
閱
多。
讀
3.愛心媽媽讀書會缺乏專業人員帶 由「崇倫愛閱團隊」教師，主動加入愛心媽
領
媽讀書會，一起研讀。
歲
1.利用學校大型活動時，製作好圖書認捐海
末
報，由教師、家長、來賓自由認捐。
募書的方式不易獲得熱烈的響應。
捐
2.文宣刊物宣導閱讀活動，鼓勵捐書，並頒
書
發感謝狀。
1.於學生家長委員會中，陳述辦此活動的成
作
1.限於經費問題，無法邀請到學生心 效，請家長會能予以經費的支援。
家
儀的名嘴作家。
2.累積多年辦活動的經驗，透過已邀請過的
講
2.邀請作家管道有限，聯絡不易。
作家，請他們代為引荐。
座
1.活動推展之初，在各領域的溝通協 1.透過課發會與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於期初
協 調上，大家在摸索中學習成長。
訂定課程計畫時，將活動融入各領域的課
同 2.活動執行、課程時間的調配，頗費 程中。
教 周章。
2.利用寒暑假學藝活動時，安排相關的學習
學 3.活動進行中的學習單填寫，可能造 活動，減輕學生的課業壓力。
成學生的負擔。

成
如何提升學生的參與感？
效

1.設計多元活動，讓學生有興趣參與。
2.增加圖書設備，提升學生輪閱興趣。
3.鼓勵家長、學生購書及親子共讀。
4.以協同教學方式，將閱讀納入活動範疇，
讓孩子體驗書中的情境。
5.邀請學生感興趣的「名嘴作家」提升學生
的參與感。

1.活動過後，鼓勵學生交換閱讀，使閱讀成
為「終身的承諾」。
永
如何延續活動的效果，形成課外閱讀 2.每學期固定辦理「一學期一作家」活動，
續
的風氣？
使活動成效，源遠流長。
性
3.推動校園寧靜共讀、讀報，培養持續閱讀
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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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果
「崇倫愛閱」教師團隊，透過創新的理念與教學方式，將閱讀推廣普及全校師
生和社區家長。建立「一學期一作家」學校本位課程，成為特色教學活動，並不斷
地彙集更多的資源，凝聚更多的力量，發揮教學成效，讓閱讀活動得以永續經營。
一、營造優質閱讀環境：
圖書館原本位於學校最偏遠角落的地下室，藏書老舊，
容易淹水，我們一直尋找可能，試圖營造優質的閱讀環境。
(一)圖書館搬遷：97 年適逢老舊校舍改建，規劃之初學校立即
有了將圖書館搬遷的想法，98 年 3 月新大樓
落成，圖書館有了嶄新的面貌，並且規劃舒
適的閱讀空間。

(二)好書宅急便：將精心挑選的好書整理成箱(每箱 35
本)，直接送到班級裡，學生不必跑
圖書館，就可以隨手取得優良讀物，
目前共有 43 箱圖書套餐。

行動圖書館開張首日
人潮絡繹不絕

(三)行動圖書館：有感於部分教室距離圖書館太遠，
借閱不便，以最少的成本，發揮最大
的功效，特別觀察學生每天必經的動線，規劃圖書小分館，成為
「行動圖書館」
，將最新、最好的書送到分館，拉近了學生與圖書
館的距離，從學生借書的情況來看，真正達到「小兵立大功」的
價值。
(四)班級圖書角：每間教室規劃「班級圖書角」，除了鼓
勵學生自己攜帶書籍、民間贈書外，學
校也不定期添購，充實各班圖書資源。
(五)愛心圖書櫃：利用「歲末捐書」活動，將各界捐贈書
及成立愛心圖書櫃，置放於教學大樓的
溫馨學習角，除了鼓勵學閱讀生，也希
望同學懂得感恩惜福。

愛心圖書櫃

(六)多元化教學：除了成立「崇倫愛閱網」之外，鼓勵教師善用各種媒體資源、自
製教學媒體，以提升學生的興趣，並且配合『愛閱主題曲』活動，
進行協同教學，讓學生有各種發揮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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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成效：
(一)閱讀量的增多：設有圖書套餐，鼓勵購書，交換閱讀，提升班級閱讀風氣。
全校學生

圖書館藏書

每月借書量

圖書套餐

1050

17402 冊

約 2000 冊

43 箱

(二)閱讀加深加廣：不同類型的文學引導，增廣學生閱讀的層面，提升學生的人文
素養。
(三)創作力的肯定：舉辦徵文活動，鼓勵心得寫作，看見學生語文能力的逐漸提升。
(四)多元能力啟發：鼓勵低成就、不善於言詞表達的學
生，以不同的面貌呈現閱讀心得，如
插畫創作、廣播劇演出、剪貼創作等
方式，給予學生適合的舞台，發揮多
元的潛能。
(五)主動學習能力：從畢業校友的回饋，發現本校閱讀推
廣教育的影響已延伸到後續的學
習，激發學生主動且能多元學習的態度。
(六)溝通表達能力：透過心得分享、討論、提問，對學生表達能力的提升有顯著的
進步。
(七)資訊應用能力：校園網站內學生作品、作家身影簡報內容豐富，資訊競賽專題
簡報成績卓越。
93-98 學年度臺中市資訊競賽專題簡報製作獲獎一覽表
成績

特優

優等

佳作

件數

2

7

1

(八)作文能力提升：95 年到 99 年，基測作文四級分以上的比例由 77.7%提升到
90.89%，遠超過全國平均數 78%，是閱讀提升寫作能力的最佳
印證。

基測作文四級分以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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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業成長：
(一)領域專業對話：推廣閱讀是全校運動，各領域教師每隔 2 週召開領域會議，除
精進教學能力外，也積極研究如何將閱讀教育融入教學，如自
然領域推動科普閱讀，社會領域鼓勵學生閱讀名人傳記、時事
研討，藝文領域廣播劇演出、英語詩歌朗誦，讓所有老師都動
起來，提升教師閱讀引導的專業知能。
(二)教學資源網絡：成立「崇倫愛閱網」，分享歷屆活動成果及閱讀教學資源。
(三)作文教學分享：透過教學觀摩、教材資源分享，讓老師教學方法更創新。
(四)專業進修意願：教師願意主動參與各項研習活動，獲得更多新想法新作法。
(五)自製教學媒體：教師資訊能力提升，參加臺中市教學媒體製作比賽，成績斐然。
93-98 學年度教師自製教學媒體(語文類)獲獎一覽表
臺中市

教育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四名

佳作

佳作

入選

3

1

1

1

1

2

(六)促進校際交流：舉辦各校閱讀推廣活動時，邀請鄰近國中小教師參加，增加了
國中小教師接觸的機會，有利於經驗交流。
四、社區資源整合：
(一)愛心志工圖書組：目前愛心志工共有 68 位，分為
圖書、交通、資訊、美工、輔
導等 5 組，其中圖書組共有 10
人，每個時段有 2 位志工協助
圖書借閱、整理，解決學校人
力不足的困境。
(二)愛心志工讀書會：由退休教師、輔導諮商師、家
長組成讀書會，每個學期進行 10-14 次讀書會，廣邀社區家
長參加作家講座，鼓勵終身學習。
(三)愛閱理念宣導：透過「給家長的一封信」、親職座談會、新生宣導短片，讓學
區家長及學生了解學校對閱讀的重視，並且印製「親子共讀」
文章，在老師努力的引導下，不但作家對學生聆聽演講的態度
十分讚賞，家長對學生在人文氣質的表現，也給予相當肯定。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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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歲末捐書活動：家長會圖書捐款，專款專用。臺中市文化局及社區發展協會亦
多次贈書，豐富學校圖書館藏。
學年度

97

98

99

圖書捐款

76,250

54,080

71,000

五、普及閱讀推廣：
(一)作家講座：作家蒞校演講時，發文邀請國中小教師參加，並且進行的經驗分享，
成為推廣閱讀的種子學校。
作家講座

辦理 15 次

蒞校作家

14 位

參加人數

1100 人/場

教師研習滿意度

非常滿意 95.45%
滿意 4.55%。

(二)媒體肯定：崇倫愛閱的推動，受到各界媒體及受邀作家的肯定，在文化總會中
部辦公室的推荐下，民視「異言堂」節目製作小組蒞校拍攝教學實
況，並於 96 年 6 月 23 日播出「遇見文學」的專訪，將「愛閱三部
曲」推廣閱讀的成果，和全國觀眾分享。

平面媒體

國語日報 95.03.09
中國時報 95.03.10
自由時報 97.09.16
自由時報 100.04.19
臺中市教育報導 100.05.20

網路電子報

教育部電子報 97.10.30

電子媒體

民視「異言堂」節目 9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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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與展望
一、心念成形，尋訪良友：
一個心念，引導學生尋訪「終身的朋友」──「閱讀」，希望他能安頓躁動不安
的少年心，心念形成，化成行動，由無到有、由點而面，發展出推廣閱讀的三部曲，
經由時間的淬煉，堅持、堅定的走下來，閱讀已然成為崇倫學生終身的益友，並與
之前行。
二、截長補短，各盡所能：
「崇倫愛閱團隊」雖然人才濟濟，在某些專業能力仍有不足，譬如播音節目的
主持、廣播劇的排練、活動錄影的剪輯配樂，甚至讀書會的帶領導讀。期望能引入
更多的助力，使各項活動都能在各項資源的合作下，圓滿完成。
三、築夢踏實，反璞歸真：
閱讀活動的進行由校內活動進一步拓展為跨校的研習，得到各學校教師的熱情
參與。作家們肯定我們的用心，也期許我們將來愈辦愈成功，有朝一日能成為臺中
市的一項重要藝文活動。檢視活動的初衷，僅想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養成閱讀的
習慣。八年來的耕耘，讓愛看書的學生更愛閱讀，讓不愛看書的學生也能體會閱讀
的樂趣。
四、情境佈置，氣氛營造：
閱讀需藉助文字，仰賴想像，對懶於思考、排斥文字的學生，要激發他閱讀的
動機，就必頇佈置閱讀的環境，營造良好的氣氛，再經過圖書館搬遷、行動圖書館
建立、圖書宅急便、愛心圖書櫃設置後，期待能再建立更具有親和力的閱讀環境，
使學生沉浸書海，享受讀書樂。
五、崇倫愛閱，春暖花開：
學生需要學習，教師也要自我成長，
「閱讀」則提供了教學相長的機會，崇倫國
中秉著「與書相許，與書結緣」的堅持，透過不斷的進修成長、與作家對話，發揮
專業知識，匯集團隊行動力，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環境，使學生能將「愛閱」的
精神融入生活，豐富知識的存摺，讓閱讀成為終身受用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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