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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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立
北梅國民中學

官方網站
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地址

544

南投縣國姓鄉北港村國姓路 62 號

http://163.22.57.2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2

班 29

人

二年級 2

班 40

人

三年級 2 班 34 人。共 6
老師總人數：共. 12
人。

班，合計 103

人。

當升學壓力不再如影隨形，學生是否了解自己的興趣與潛能呢？是否
能夠拓展自己的學習視野呢？是否更有自信面對未來呢？實施 12 年國
教，學生將有更寬廣的學習空間，學校也將因應這項改變而調整教學。
請校長填寫 12 年 1.
國教時代，最想做
的 3 件事(300 字 2.
內)

落實品格教育：透過品格養成課程，讓學生從生活中體會個人的尊嚴，
建立正確價值的人生觀，達到做人有品格，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

培養負責公民：建立學生負責的態度，透過勤勞學會對自己負責，透過
生活習慣對家人及社會負責，透過愛與服務等關懷展現對環境的負責。
3. 成為終身學習：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學習內容不停的更新，透過閱讀
培養優質的學習力，學習新知與新技能，勇於面對未來的挑戰。
□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 閱讀教育優質學校

報名類別
(只能選擇一項)

□ 健康體育優質學校
□ 社團多元優質學校
□ 藝術人文優質學校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北梅閱悅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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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北梅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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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梅
北梅閱悅樂
前言
因為閱讀可以改變孩子的未來，
所以我們努力豐富孩子的視野

北梅國中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及國姓鄉交界，學生由原住民、客家人及閩南人組成，
單親、隔代教養、外配的子女超過七成，半數的孩子搭公車從部落經過明隧道後到校就
學，孩子們沒有優良的家庭背景，所以學校成為孩子的家，讓他們在充滿尊重、毫無恐
懼、鼓勵思考的環境下成長茁壯。近年來老師不斷在思考什麼才讓孩子終身受益？----「閱讀」就是答案吧﹗﹗
推動理念--「三閱運動」
（一）建立閱讀習慣：閱讀不是本能，而是後天習慣的培育，藉著涓滴閱讀觀念及做法
的帶入，培養老師與孩子持續閱讀習慣，最終內化成為自主自發，樂在閱讀的人。
（二）分享閱讀樂趣：因為學生不愛閱讀，讓老師開始思考如何引領孩子閱讀，如何以
閱讀和孩子互動，透過不斷對話，師生成為閱讀伙伴，樂於分享閱讀的點滴感動。
（三）搭起閱讀橋樑：學校為孩子種下閱讀的種子，並讓它在家庭成長茁壯，書籍成為
親子溝通的橋樑，讓父母與孩子遠離電視、電腦，共同拿書一起閱讀，享受文字
帶來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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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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的圖書資源--各式悅讀書冊
學校的圖書資源 各式悅讀書冊，
各式悅讀書冊，提升寫作能力
學校的書籍約有 5300 冊左右，藏書量尚稱豐富。教室是學生活動的主要場域，我
們採用愛的書庫書箱做法，將書籍裝箱送到各班圖書角，讓學
生沈浸在閱讀風氣中，進行好書交換、同學分享，讓教室也能
成為閱讀的小天堂。此外為了鼓勵學生閱讀不同類別的書籍，
教師規劃《圖書室之旅：閱讀大觀園》一系列活動，讓小說的
天空、散文的花園、藝術的殿堂、繪本的哲學、自然的智慧、
傳記的列車、心靈的饗宴、詩詞的靈性等八類書籍涵養學生心
靈。每週學習護照《樂在詩意紛飛時：詩詞及英語背誦》讓學
生體會古典文學之美；藝術深耕之《創意高手比一比：繪本小書之製作》，帶動學生樂
在閱讀、享受閱讀、主動閱讀之素養。
二、鼓勵學生閱讀上的做法
（一）DEAR(Drop Everything And Reading)--晨讀十分鐘
晨讀十分鐘，
晨讀十分鐘，洗滌你我心靈
學生取書方便後，特別以《晨讀十分鐘》開啟一天學習的序幕。每天早自習前十分
鐘，師生在專注中共同享受一小段美好的心靈饗宴時光，讓學生心靈獲得沉澱，心境得
以轉換調整。
（二）同儕分享-同儕分享--多元發表模式
--多元發表模式，
多元發表模式，樹立標竿學習
國中生對同儕的認同感強，若能在同儕間建立優秀閱讀典範，將使閱讀活動達到事
半功倍成效。早自習的《晨讀十分鐘：班級共讀》；週會時《樂在詩意紛飛時：詩詞及
英語背誦》、《聽我來說書：閱讀心得分享》；平日《滿腹經綸之士：刊物投稿》、《與
文學的另 e 種相遇：北梅社群》、及期末的《我是護照小達人：好書交換及跳蚤市場》
等活動都是學生向典範學習的時機，也提昇學生整體的閱讀素養。
（三）學生展能—
學生展能—腦圖提昇能力，
腦圖提昇能力，培育思辨能力
在升學壓力的環境下，學生「學而不思」對獲得的
知識一知半解，缺乏理解架構的學習容易忘，培育一個
會思考的學生，遠比一個會考試的機器來的重要，設計
「我思故我在：心智圖策略」之方案，讓學生將知識
層級由「記憶層面」提昇至「理解層面」
、
「應用層面」
，
教孩子學會問問題、學會方法、學會每一個問題後面的
背景知識，讓孩子在過程中找到學習的樂趣。
（四）親子共讀-親子共讀--文章點滴積累
--文章點滴積累，
文章點滴積累，形塑閱讀家庭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
，學校主動將文章送至家中，提供家長閱讀。每天《點
點滴滴的感觸：聯絡簿小品文分享》、每月一次《匯聚點滴之愛：希望月刊共讀》、學
年一本《校園花絮：北梅校刊》等等，讓親子隨時可讀，處處可讀，型塑閱讀家庭。
三、閱讀教師之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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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校策略聯盟，
三校策略聯盟，建立夥伴關係：
建立夥伴關係：
偏遠地區資源有限，如何將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並讓閱讀向下延伸？爰此，學區
內互助國小、北港國小與本校策略聯盟，推動「
「閱讀紮根」
閱讀紮根」計劃，透過《優遊書海：就
計劃
是愛閱讀》之讀書會
讀書會、
實務演練、《閱讀
V.S.大腦》之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營造
讀書會、《閱讀悅讀》之實務演練
實務演練
專題演講
教師專業對話、教學精進、團隊學習模式，促進成員共同成長。
（二）教師專業精進，
教師專業精進，發揮團隊力量
要發揮最大組織力量，不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式政策，
而是組織成員的相
組織成員的相互支持與學習
互支持與學習。
組織成員的相
互支持與學習
。《替閱讀添活力：深耕
閱讀社群》、
、《問題追追追：心智圖教學》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正
行動研究
是團對運作分享的機制，促成成員共同耘享，形成自發性
學習組織，讓老師瞭解學生學習困境，從困境中突破，讓
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和閱讀情境連結，真正達到閱讀的加
深及加廣效果。
四、其他做法-其他做法--引入
--引入服務團隊
引入服務團隊，
服務團隊，強化閱讀成效
（一）引進社區資源，
引進社區資源，成為人生導師
鼓勵家長及社區人士的加入，同時帶進社區資源，為本校閱讀教育推動的目標。在
具體作法上，東海大學史懷哲服務營隊、台中一中前進部落營隊等資源，為偏鄉孩子創
造一張綿密的學習網，共同帶領學生體會課外浩瀚的書海，體會人生之奧秘。
（二）期末跳蚤市場，
期末跳蚤市場，品嚐辛苦成果
以三校策略聯盟的方式讓學生平時點滴努力累積的點
數，於跳蚤市場好書交換活動中換取優良圖書、精美禮物、可
口點心，並參加電子辭典或折疊式腳踏車競標活動，讓學生體
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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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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閱讀困難及解決方式
一、學生及家長閱讀習慣未建立：
學生靜不下心來閱讀，部分學生對學習護照、聯絡簿小品文等視若無睹，沒有
發揮閱讀成效。再者希望月刊親子共讀等家長簽名及心得書寫回收率不高，白白浪
費資源。
策略：推動「晨讀十分鐘」活動外，並制訂閱讀獎勵辦法，依據每月全班達成比例給予
獎勵。每週各班閱讀小老師登錄聯絡簿小品文心得篇
數、每月統計希望月刊學生書寫及家長書寫篇數、每個
月統計學習護照點數並於週會時公開頒獎及表揚。期末
時學生也可以在跳蚤市場暨好書交換活動時，將整學期
努力的點數兌換成自己喜歡的物品。
成效：各班為爭取獎勵寫作篇數及心得分享內容增加，完成心
得書寫者會主動協助不會的學生完成心得。家長簽名及
閱讀心得方面也持續增加，真正發揮刊物的效用。
二、教師人力有限，無法兼顧圖書室業務
六班制的小校，每個人業務繁重，沒有專人辦理圖書室業務，造成圖書館開放
時間有限，降低借閱便利性。
策略：招募家長義工及培訓閱讀小老師只能短期治標，無法治
本，根本解決之道在於為孩子布置溫馨的班級圖書角，
鼓勵學生帶書到班級進行共讀，發起送書到班級活動，
除了愛的書庫書箱外，也將圖書室的書依據不同主題分
裝 20 大箱，各班依據需求借閱 2—3 箱，2 個月後再互
相交換閱讀。
成效：發揮圖書室的功效，學生接觸書籍的機會大增，可以時
時閱讀、處處閱讀，悠閒的享受閱讀的歡樂時光。
三、學生書寫能力不足，表達能力不佳
愛看書的學生看完書後，問他感想及看法，往往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
或是說出來只是片面的看法，無法通盤瞭解。
策略：辦理每月六位同學閱讀好書心得分享活動，學生挑選喜
愛的書籍，撰寫內容大要及心得感想，並製作簡報上台
發表心得，分享閱讀之喜悅。此外閱讀課程時實施「心
智圖教學」
，讓學生能將繁瑣的文字化成精簡圖形呈現。
成效：學生讀過書後會思考，做重點摘錄，並與他人討論看法，
將閱讀能力由記憶、理解，提升到分析、綜合能力。
四、教師體認閱讀的重要性，但缺乏專業知能
閱讀不是拿書給學生看，逐字逐句講解意義，需要有不同的帶領技巧，否則無
法有效提昇學生閱讀興趣與能力。
策略：針對教師需求，邀請謝艾士理事長帶領「閱讀悅讀」實務演練，洪蘭教授分享「閱
讀與大腦之關係」
，加強教師專業知能。並在校內組成「深耕閱讀社群」及「心智
圖行動研究」
，解決教學現場之困境。
成效：透過閱讀增能研習與經驗分享，教師獲得閱讀推動的作法，也願意將從事閱讀教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北梅閱悅樂

5

親子天下雜誌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60 號 9 樓

南投縣北梅國中

Tel: 02-25092800

學活動時的困境提出來探討，形塑團體支持的氣氛。
整體而言，本校閱讀推動的特色是以教師自發性的專業讀書會為起點，藉由團隊教
師共同研發、合作學習的模式，精進創意教學的能力；以學生為中心，依學生的認知發
展程度及個別閱讀能力的差異，實施晨讀、閱讀策略、分組教學、資訊融入閱讀等，提
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以圖書室為橋樑，舉辦活潑創意的閱讀活動，聯繫各層面的閱
讀教學、改善教室閱讀環境，引入家長及社區資源，共同為孩子開創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而努力。
雋永小品
繪心智圖

小蝴蝶
行動研究

希望月刊

蒲公英
心得發表

閱讀社群
東海大學

梅中校刊

班級共讀

校園花絮

學習護照

親子共讀 學生活動

策略聯盟

專題演講
教師精進

台中一中

社會協助

四層面打造北梅
四層面打造北梅
北梅閱悅樂策略
二、閱讀成效及學生改變
一、閱讀量化資訊：
在全校共同努力下，學生在閱讀數量上有長足進步，說明如下：
（一）完成學習護照，培養主動風氣：
學習是外塑而內發的過程，藉由學習護照積點活動，加速學生養成自動自發
的學習態度，展現出優異的成果，包含：1.期末學習護照累積點數達記嘉獎以上人
數次超過 80％；2.期末好書交換跳蚤市場點數兌換，活動平均點數 2000—3000 者
約 70％。推動學習護照，設立閱書小博士、小碩士、小學士制度，鼓勵學生大量
閱讀，每學期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學生達到獎勵標準。
（二）善用希望月刊，達到共讀成效
薄薄的一本希望月刊，每一篇都是值得細細品味的雋永小品，學生閱畢後，
會將想要分享的文章推薦給家中成員共同欣賞，讓自己的體會與感動在家中蔓
延，家長的支持及回應率提升，在學生心得寫作上由原本 70％完成率，提高到 90
％；家長由原本 20％的簽名，提高到 60％；家長心得分享由原本 5％，提升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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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落實善心人士捐贈書籍的美意。
（三）從事心智教學，培養創意思維：
剛開始進行心智圖教學時學生抱怨連連，直說「我不會」、「我不會」，但
是在教師循序漸進教學後學生態度轉變，變得喜歡閱讀課程，直呼心智圖好好玩。
原本兩節課創作不出一張心智圖的學生，也在同儕帶領中逐漸繪出屬於自己的心
智圖。心智圖創作由第一次的 15 張，逐漸累積到第五次的 130 張，學生創作時間
縮短不少品質及內容也更豐富而多元。
（四）深耕生命教育，孕育高尚品格：
閱讀帶給孩子穩定的力量，藉著大智慧過生活、蒲公英小故事、生命教育繪
本導讀及善行小點滴的分享，學生的心柔軟了，更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閱讀
推動前犯校規的人數約佔 10％，在五年的耕耘努力之下，每個人都變得慈眉善目，
犯校規的人數降到個位數，校園暴戾之氣逐漸遞減，取而代之的是溫馨的閱讀風
氣。
（一）

完成學習護照人數倍增

（二）善用希望月刊人數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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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智圖創作數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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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校規人數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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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質化資訊：
閱讀是與作者的心靈對話，推動過程中，發現親師生視野更開闊，心胸更寬廣。
（一）捨棄量化累積，追求質化提升
94 年度推行閱讀教育時，著重學習單書寫、心得篇數的積累，而幾年推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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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發現讓學生好好閱讀一本書，並擁有理解及分析的能力才是閱讀教育的主要
關鍵，因此學校捨棄以往量化資料的堆砌，調整閱讀策略，讓學生能書寫流暢、
表達清晰，擁有閱讀關鍵能力。
（二）多種管道齊下，塑造閱讀家庭
藉著《悅讀體驗：家長陪讀》、《深耕書田：定期刊物之發行》、《匯聚點
滴之愛：希望月刊心得》等活動，讓學生帶書回家與家長共讀，營造書香社區，人
人愛閱讀、樂分享，滋養心靈的豐富饗宴。
（三）從漫畫至小說，閱讀習慣改變
以往學生借書會先翻一翻，字的多寡是借閱與否的重要考量，這種情況在男
同學身上更為明顯。自從推動大量閱讀後，學生選書的習慣改變，會挑選有興趣、
有意義的書籍閱讀，有人對三國演義十分著迷，也有些學生對於倪匡的科幻小說
愛不釋手，更有人想看名人傳記，從中汲取生命的智慧與能量。

結語
我們確信

每位孩子都是一塊瑰寶
撒下知識及閱讀的種子
將使他煥發活力與光彩
古人說：「種桃李者得其實，種蒺藜者得其刺」。目前社會存在「富者愈富，貧
者愈貧」的現象，書讀得多，知識越增加，閱讀能力更提升，因此又可以讀更多更有
深度的書，得到更多知識；反之，因為閱讀能力不佳，無法透過知識取得學習能力，
因此學習效果不彰，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曾志朗，民 97）。閱讀教育是開發孩子的頭
腦，教他們方法，教他們閱讀的技術，教他們課業基礎的能力。希望藉著打開一本書，
為孩子內心注入力量，讓孩子擁有追求未來夢想的能力。
「給孩子魚吃，不如給孩子一根釣竿！』唯有培養學生喜愛閱讀的興趣、建
立起孩子深入與廣泛閱讀的能力與習慣，方能幫助他們立於學習的不敗之地。閱
讀是教育的靈魂，每當我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艾琳．古薇爾
（Erin Gruwell）在《街頭日記》一書中強調～給孩子的不是一本書，更是打開一扇門，
讓他們看到還有另一個世界，而且，那個世界歡迎他們。閱讀是生命最豐盛的饗宴，
是我們送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閱讀是改變孩子ㄧ生的心靈之旅，閱讀是孩子ㄧ生中
永遠的朋友，是每一個孩子ㄧ生中永不離棄的貴人，孩子在可以在閱讀高塔上，眺望
整個世界。閱讀是給孩子天使般的翅膀，給孩子書，就是給他知識，給他力量，給他
希望，將習得的能力運用於訊息萬變的社會中，讓孩子海闊天空中盡情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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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教育部中小學閱讀磐石績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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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天下 2010.10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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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策略聯盟—專題演講

附件

《閱讀悅讀實務演練》
《閱讀與大腦的關係》
@目標：1.藉謝艾士理事長說故事技巧及帶領閱讀之經驗分享，傳授閱讀教法。
2.藉洪蘭教授的腦神經的解說，讓人瞭解閱讀對大腦的影響。
@內容：從閱讀的意義、閱讀的課程設計、閱讀的環境布置、閱讀的活動安排等面向，帶領老師炒
一盤閱讀的好菜。2.大腦用進廢退所以提供越多閱讀資源，將讓孩子走向不一樣的人生。

謝理事長講授閱讀帶領技巧

教師執行金牌任務

謝理事長示範班級共讀技巧

教師進行預測員活動之發表

老師推薦優良書目

洪蘭教授專題演講

 三校策略聯盟—教師讀書會
《優遊於書海：就是愛閱讀》
《替閱讀添活力：深耕閱讀社群》
@目標：藉由三校教師讀書會的成立，讓教師在課餘時間，可以呼朋引伴共閱書籍，在閱讀中共同成
長，激發不同的教學點子，讓教學更有深度與意義。
@內容：北港國小、互助國小、北梅國中教師共享好書

閱讀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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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之實施

《晨讀十分鐘：班級共讀》 《得歡樂於書中：班級主題書箱》《樂在詩意紛飛時：詩詞及英語背誦》
@目標：藉早自習班級共讀活動、第八節國文詩詞、英語單字講解的點點滴滴教學，及餐前餐後之
背誦，厚實學生閱讀能力，提升學生閱讀成效。
@內容：1.依據學生特性及需求，選擇 2—3 箱主題書箱，利用早自習時間進行 2 個月的共讀活動
2.午餐前進行國文詩詞的朗讀；午餐後進行英語俗諺之背誦，提升學生對語文的敏銳度。

溫馨的班級圖書角

同學上台發表心得

利用課餘時間進行導讀

閱讀心得之發表

《生活中的文學：閱讀心得發表》 《滿腹經綸之士：刊物投稿》 《與文學的另 e 種相遇：北梅社群》
@目標：藉由心得發表及文章刊登，提生學生口語表達及文章書寫能力，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
@內容：進行閱讀心得發表或好書推薦。開設「北梅社群」網路投稿專區，參加「寫十贈一活動」。

學生發表閱讀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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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之成果
《挑戰閱讀金博士：學習護照》
《閱讀大觀園之旅：閱讀學習單》
@目標：藉由多元的模式，展現學生閱讀成果

《我是護照小達人：好書交換及跳蚤市場》
《創意高手比一比：繪本小書之製作》

@對象：北港國小、互助國小、北梅國中三校師生一起來閱讀

好書交換及跳蚤市場

學習護照書寫

閱讀優秀之學生

家庭社區之營造
《悅讀體驗：家長陪讀》 《深耕書田：定期刊物之發行》 《匯聚點滴之愛：希望月刊心得》
@目標：營造書香社區，人人愛閱讀、樂分享。
@內容：家長利用時間陪孩子共讀；發行雙週報、校刊、藝術深耕教學專輯，瞭解學校脈動；每月
發放蒲公英希望月刊，讓學生帶回家與家長共讀，擁有一次豐盛的心靈饗宴。
與家長溝通陪讀之意義

與家長溝通陪讀之意義

家長聆聽提昇寫作力演講

家長聆聽提昇寫作力演講

親子文章共享

刊物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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