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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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
學校類別(複選)

高雄市立
左營國中

地址

閱讀推廣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readerlib/blog
學校：http://163.32.153.4/index.php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22 班 764

學校人數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281 號

人

二年級 20 班 732 人
三年級 19 班 740 人。共
老師總人數：共 127 人。

61

班，合計 2236

人。

就一位小時候喜愛看漫畫的教育工作者而言，每一個學生身上似
乎都有一個「小宇宙」
，教師角色扮演的成功與否，應視其是否引發其
身上「學習的小宇宙」
，並且要小心翼翼的要它發揮「電廠」發光發熱
請校長填寫 12 年
國教時代，最想做
的 3 件事(300 字
內)

的功能，而不致變成害人害己的「原子彈」
。
因此不管 12 年國教實施與否，最想做的 3 件事，都是如下所述的
事情：
1、 擴大學生視野胸懷，建構以德育為主體的全人教育。
2、 活化多元適性教學，落實有趣、有感、有效之三有教學。
3、 涵化批判思考習慣，引導學生正向的生涯發展目標。
當然，去除升學的魔障後，目前學校所實施的措施，當會有更多
人參與、更有成效，很期待 12 年國教時代的來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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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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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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教育」非一蹴可及，有鑑於「閱讀力就是學習力」
、
「閱讀力就是競爭力」
，
故提升閱讀能力、強化理解能力、堅實寫作與表達能力，遂成為本校的重點工作。故本
校透過行政領導成立閱讀推廣工作小組，帶動教師推動相關工作，以活潑多樣的活動引
發學生興趣，由導師營造班級閱讀氣氛，並結合各領域教學發展具閱讀特色的學校本位
課程，期能讓學生愛讀、多讀、精讀，習學應用資訊工具，同時發展「思考、表達及寫
作」能力，且將生命教育、品德教育、藝術教育、環境科學教育融入閱讀推廣活動中，
並激勵教師發展由下而上的閱讀教學，進而實現本校『健康、誠信、服務、學習』之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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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成立閱讀計畫推廣小組
成立閱讀計畫推廣小組，
，規劃、
規劃、執行及推廣閱讀活動。
執行及推廣閱讀活動。
2. 營造閱生活、
營造閱生活、校園讀書香──
校園讀書香──圖書室空間擴大
──圖書室空間擴大、
圖書室空間擴大、充實圖書室藏書設備、
充實圖書室藏書設備、二手書交流、
二手書交流、
書訊交流、
書訊交流、詩塾一角落。
詩塾一角落。
（1） 圖書室空間擴大
圖書室空間擴大：
：藏書空間擴大，新增學生閱覽室，有寬敞的服務櫃檯、鏡面
佈告欄、電腦查詢區、雜誌區、主題書展區，上架藏書除按照原書目排列以外，
亦展列出館藏 CD、館藏 DVD、台灣主題書區、班級共讀書區、館藏新書區，除
了清掃、搬遷與布置外，亦特別做了美化、綠化，以提供全校師生寧靜、良善
的閱覽環境。
（2） 編列經費購買優良圖書
購買優良圖書、
「經典 100」圖書、
「共讀」圖書、師生「讀家推薦」好
購買優良圖書
書，加上各界贈書，98-99 年度本校圖書館藏書共增加 2834 冊，100 年度更有中
油補助及磐石學校獎金購書，共增加 2077 冊圖書。
（3） 規劃整理圖書館藏書、班級「行動書箱」
、
「共讀圖書」
，鼓勵經營「班級圖書角」
。
（4） 發行「先讀為快
先讀為快」閱讀專刊，刊載活動訊息、好書推薦、榮譽表揚（借閱排行
先讀為快
榜、閱讀護照認證）
、學生優秀作品發表、讀書方法、藝文訊習等專欄，提高學
生閱讀風氣與興趣。
（5） 設置「讀家情報站
讀家情報站」
，由愛心志工不定期推薦校內館藏好書，提供主題閱讀指標
讀家情報站
書目；並編製「讀家報報」
，公佈最新出版的圖書。
（6） 「讀家推薦
讀家推薦」好書薦購活動：以抽獎活動鼓勵同學上網薦購優良圖書，引發同
讀家推薦
學探究書香世界的興趣，進能多多親近利用館藏。
（7） 「尋找愛書人
尋找愛書人」好書交換活動：於校園文藝週舉辦全校師生交流二手好書活動。
尋找愛書人
（8） 「詩塾一角落
詩塾一角落」
：校園環置國文課本作家之小詩作品，讓詩意走進校園生活。
詩塾一角落
（9） 「II
reading」視覺傳達系統設計：藉由視覺傳達標誌的設計與應用，主體吉
reading
祥人物的確立，強化本校閱讀推廣的理念與認同，並營造縱橫書海汲智慧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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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3. 導師領讀走
導師領讀走、
同學樂讀趣──
──透過班級經
透過班級經營
營造閱讀氛圍。
、同學樂讀趣
──
透過班級經
營，營造閱讀氛圍
。
（1） 「閱讀資料夾」
閱讀資料夾」
：每班導師領有閱讀資料夾，完整解說閱讀計劃推動的相關細節
：
和事項。
（2） 「書香宅急便」
書香宅急便」
：安排班級行動圖書箱輪閱，讓教室化身為小型圖書館、學生隨
時領略書香。
（3） 「晨讀 10 分鐘」
分鐘」
：每日運用早自習前十分鐘，由班級導師帶領同學閱讀書箱圖
書、晨讀小故事或進行品德教育文章導讀，培養學生日日閱讀的好習慣。
（4） 「閱讀護照」
閱讀護照」任我行：編輯「閱讀護照」提供學生寫心得或摘要，磨練閱讀理解
力與表達力，了解全年度閱讀推廣活動、競賽，以書香咖啡券、敘獎鼓勵同學。
（5） 聯絡簿札記、
聯絡簿札記、生活週記：
生活週記：運用本校家庭聯絡簿，訓練同學每天書寫簡短札記、每
週撰寫生活週記，從生活中點滴累積寫作力。
（6） 「讀報教育
讀報教育」
：100
：
年度增推讀報活動，每日將《人間福報》配發申請各班，由
教育」
班級導師安排、運用，提供同學透過閱讀吸收新知、關心社會、增廣見聞的需求。
結合班級經營、語文科教學，推廣讀報教育。
4. 同樂學游藝
同樂學游藝、
全營家本色──
──結合領域教學
結合領域教學，
發展閱讀特色課程。
、全營家本色
──
結合領域教學
，發展閱讀特色課程
。
（1） 語文領域國文科「
語文領域國文科「左新閱讀課、
左新閱讀課、作文、
作文、閱讀心得寫作、
閱讀心得寫作、網路讀書會、
網路讀書會、與作家面對
：每學期至少完成 4-6 篇作文；並鼓勵同學參與網路閱讀會寫作比賽，建立
面」
閱讀寫作的交流平台。
（2） 語文領域英文科
語文領域英文科「
英語本位教材、
英語歌唱比賽及英語說故事比賽
賽及英語說故事比賽」
：本校英語
「英語本位教材
、英語歌唱比
賽及英語說故事比賽
」
：
教師團隊編寫認識左營生態、交通、美食、購物、文化、運動等面向之英語本位
教材，融入英語課程；辦理朗讀及說故事比賽，增進學生的英語聽、說、讀能力。
（3） 數學、
數學、自然領域「科普閱讀心得寫作」活動：安排科普閱讀體驗課程，並將閱讀
自然領域
心得記錄下來。
（4） 社會領域「台灣文史入書箱」
社會領域
：每個行動書箱至少都有一本台灣文史相關書籍，
學生隨手可讀，隨時認識自己的家鄉風情。
（5） 藝術與人文領域美術科「
藝術與人文領域美術科「慧眼讀句創意藏書票徵選活動」
慧眼讀句創意藏書票徵選活動」
：結合藏書票欣賞、版
畫製作教學，鼓勵學生珍惜文字、愛惜書籍，進一步創作具個人風格的藏書票。
（6） 綜合領域輔導科「
綜合領域輔導科「慧眼讀句創意佳句書籤徵選活動」
慧眼讀句創意佳句書籤徵選活動」
：鼓勵同學多借閱好書，體
會文字優美與內涵意義，嘗試摘錄書中佳句，製作創意佳句書籤，參加競賽。
（7） 七大領域「
七大領域「經典 100 圖書」
圖書」
：由各領域教師推薦適合本校學生閱讀之「經典 100」
書單，編印於學生使用的閱讀護照中，辦理「閱讀桂冠」計畫，學生透過閱讀、
寫作、認證，即可於畢業時授予閱讀小將、閱讀達人、閱讀桂冠等獎章。
5. 多元化閱讀
多元化閱讀、
營家心生活──
──多元化
多元化、
多遊戲、
多獎勵、
多人氣的閱讀推廣活動。
、營家心生活
──
多元化
、多遊戲
、多獎勵
、多人氣的閱讀推廣活動
。
（1） 辦理「
辦理「與作家面對面」
與作家面對面」講座、
講座、教師閱讀推廣素養研習及
教師閱讀推廣素養研習及多元閱讀推廣活動：
多元閱讀推廣活動
對象為學生：
※對象為學生
：
邀請作家、學者蒞校演講，97~100 學年共 12 場次。包括：作家陳黎先生
陳黎先生演講
陳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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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美感與趣味〉
，指導同學創作的秘訣；作家白靈先生
白靈先生演講
〈小詩的玩法〉
，
白靈先生
從流行歌曲切入，引導同學善用「轉化」技巧創作新詩；網路作家敷米漿先生
敷米漿先生
演講〈我有一枝會寫作的筆〉
，激發同學利用網路平台進行創作的興趣，並積極
參加高雄市教育局舉辦之「網路讀書會」活動。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研究助理
葛子祥先生演講〈科學閱讀與達文西〉
葛子祥先生
，從達文西的傳奇與作品，談科學與藝術
的閱讀經驗；作家郝譽翔教授
郝譽翔教授演講〈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旅行、書寫〉
，談如何
郝譽翔教授
透過寫作紀錄旅行體驗與生命經驗；成功大學微免所楊倍昌教授
楊倍昌教授演講〈你要健
楊倍昌教授
康美麗嗎？──剖析廣告中的生命科學〉
，從人類對健康與美麗的期盼，談生命
科學；《海豚的圈圈－花蓮海域鯨豚影像紀錄》導演金磊先生
金磊先生與徐子恆先生
金磊先生 徐子恆先生分
徐子恆先生
享海豚知識及拍攝歷程；作家徐仁修先生
徐仁修先生演講〈與大自然做朋友《亞馬遜河上
徐仁修先生
的情書》
〉
，分享自身探險故事，鼓勵學生過精采人生需準備好健康與外語能力的
資本； 中華出版倫理自律協會秘書長簡瑞龍先生演講〈認識出版品分級制度
與限制級出版品〉，介紹學生認識出版品分級制度，並以實際社會事件說明心智
未成熟的閱讀者，看了限制級出版品的不良影響，引導同學了解出版品分級制度
的重要性； 高雄師範大學物理系周建和教授演講《認識物理的第一步──街頭
物理》
，以輕鬆活潑的肢體語言、引人入勝的物理學家生平故事，引發同學親近
物理的興趣，並帶領同學實地操作物理實驗，讓艱深無趣的理論因實際的操作體
驗而淺顯易懂；作家凌拂老師演講〈打開一本書〉，以閱讀的影響及重要性
為開場，分享多年推動閱讀的寶貴經驗，同時介紹了多本書籍內容的可貴之處，
鼓勵學生親身體驗、享受閱讀；作家廖鴻基先生演講〈腳跡船痕──航出去
的海洋文學〉，以文學的觀察描述海洋的丰采，詳細介紹海洋文學的範疇、內涵
與美學意義，同時呈現了個人文學表現「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內在的視聽，
思想的海洋；靈智的覺醒，禪理的海洋；真實的水性，體驗的海洋」
。
對象為教師：
※對象為教師
：
邀請推動閱讀經歷豐富的教師蒞校演講，98~100 學年共 3 場次。包括：國家電
影資料館董事蘇蘭老師
蘇蘭老師演講〈享受閱讀的力量‧以文字閱讀、圖片閱讀、影像閱
蘇蘭老師
讀為例〉
，藉由電影導讀深化教師閱讀推動素養；燕巢國中鄭華斌
鄭華斌組長
鄭華斌組長和陳季
組長 陳季
老師，為一年級各班導師演講《讀報教育的推廣》
，說明班級經營中讀報教育
妙老師
的推廣情形，將可貴的經驗實際與本校一年級各班導師分享；本校推動班級閱
讀、共讀、讀報經驗豐富的余岱玲、謝宛娟、洪婉真老師，為 100 學年一年級各
班導師分享班級推動閱讀的寶貴經驗，並說明班級經營中讀報教育的推廣情形。
（2） 「作家身影有獎徵答
作家身影有獎徵答」
：
「與作家面對面」活動結束後的延伸學習，使學生更深入
」
了解作家，並能自發性地探索知識。
（3） 舉辦
舉辦「
圖書館週」
系列活動：辦理系列活動，希望全校師生於輕鬆有趣的活動中
「圖書館週
」系列活動
更加貼近圖書館，加強對圖書館的利用教育，以及使用圖書館各項資源的能力。
(「圖書館啟用典禮」/蒞校作家海報展 / 創意藏書票、創意佳句書籤競賽得獎
作品展 / 「圖書館週介紹」海報展 / 有獎徵答戳戳樂活動 / 「自然生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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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 / 「品德教育」徵文競賽)
（4） 「航向書海
航向書海」
」閱讀競賽：事先選定適合國中生閱讀的優良圖書 10~20 本「愛讀」
書單，接著辦理「愛閱」題庫徵選，由學生讀完後出題，並辦理「愛讀！I DO！」
閱讀競賽。校內競賽得獎隊伍，代表學校參加高雄女中舉辦的校際決賽，本校連
續兩屆榮獲第一名！
（5） 「玩一首小詩
玩一首小詩」
活動：從報紙或廣告單剪下字或詞的片段，讓學生將這些無意義
」活動
的字詞，拼貼成一首詩，藉此認識詩化文字拼貼組合的創作技巧，人人都可以作
詩。
（6） 各班閱讀種子培訓：透過圖書股長培訓，培養各班圖書股長成為班上的閱讀種
各班閱讀種子培訓
子，提升班級閱讀風氣。
（7） 「書香咖啡」
書香咖啡」獎勵：以閱讀護照撰寫讀書心得，每讀完一本書、完成一篇心得可
獎勵
認証 1 格，認證達 5 格者，即可至教務處兌換書香咖啡券，達 10 格可記嘉獎。
6. 時尚營家、
時尚營家、走讀左新──
走讀左新──認識並善用社區圖書館資
行多元化閱讀活動。
──認識並善用社區圖書館資源
認識並善用社區圖書館資源，進行多元化閱讀活動。
（1） 安排「暑假
暑假科
閱讀課」
、辦理「科普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安排「左新閱讀課
左新閱讀課」
暑假
科普閱讀課
左新閱讀課
讓學生認識左新分館；安排「圖書資訊素養課程
圖書資訊素養課程」；於本校「先讀為快」閱讀專
圖書資訊素養課程
刊第 11 期專文介紹左新分館，是一座永續綠建築、與自然共生、充滿綠意的時
尚圖書館。
（2） 與左新分館合辦兩場科普講座，分別邀請成功大學微免所楊倍昌教授（生命科學）
與荒野保護協會徐仁修先生（環境科學）到本校演講。
（3） 參與行政院研考會於左新分館辦理之政府出版品推廣活動，聆聽《海豚的圈圈－
花蓮海域鯨豚影像紀錄》導演金磊先生與徐子恆先生分享海豚相關知識及拍攝過
程。
（4） 與左新分館合辦兩場科普講座，邀請高雄師範大學物理系周建和
周建和教授
周建和教授到本校演講
教授
「認識物理的第一步──街頭物理」
。以輕鬆活潑的肢體語言、引人入勝的物理
學家生平故事，引發同學親近物理的興趣，並帶領同學實地操作物理實驗，讓艱
深無趣的理論因實際的操作體驗而淺顯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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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自
1.學生自我
學生自我成長
（1） 閱讀
閱讀力進步
力進步──
──自 97 年起本校圖書設備借閱率顯著攀升，學生於課餘時間亦能
力進步
──
利用班級書箱自我充實，大大提升了閱讀風氣，學習型組織於焉形成。
（2） 寫作
寫作力突破
力突破──
──本校學生參加高雄市教育局主辦之「網路讀書會」活動屢獲佳
力突破
──
績。96 年度得獎件數 26 件；97 年度得獎件數 54 件，為高雄市國中各校之冠；
98 學年度質的方面再提升，一位同學榮獲主題「世界一家親」特優，獲得優等
人數亦增加；99 學年度得獎篇數為全市之冠。
（3） 創造
創造力
──本校學生在「創意佳句書籤暨創意藏書票」徵選活動有積極的表
力展現──
現，將閱讀融入綜合活動及視覺藝術課程，更能提升學習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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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與學校活動踴躍
與學校活動踴躍──
「讀家推薦」
、
「作家身影」、
踴躍──藉由獎勵及活潑多元的方式，
──
「圖書館週」
、
「校園文藝週」
、
「與作家面對面」等活動均獲學生踴躍參與、回饋。
（5） 從生活中
生活中實踐品德教育
踐品德教育、
教育──晨間「輕閱讀」
、師生共讀，結合品德教
教育、生命教育──
──
育、生命教育內涵，使學生潛移默化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內化生命教育的智慧
思維。從閱讀到品德，由品德至生命美學，樹立本校德、智並重的學風特色。
2.教師
教師專業
專業提升
2.教師
專業
提升
（1） 教師專業
教師專業社
的交流對話──推廣閱讀，領域教師群、晨讀種籽導師群藉由創意
──
專業社群的交流對話
激盪、經驗分享，跨領域展開專業交流對話，教師自我亦獲得成長。
（2） 教學活動的交互激盪
教學活動的交互激盪──
互激盪──透過晨讀種籽導師群的創意交流、經驗分享，教師們從
──
「閱讀」開展不同以往的教學活動，更豐富了學生的心靈視野。
（3） 班級經營策略
班級經營策略的分
──
（閱）讀經驗分享與交流，導師可摸索、
策略的分享
的分享實施──透過班級晨
建立具班級特色的晨（閱）讀活動；從晨間師生共讀，學生專注力、學習力、自
律內省的能力均獲得提升，
「閱讀」成為教師班級經營之助力。
（4） 教師閱讀活動的多元發展
教師閱讀活動的多元發展──
──辦理『特別過影』閱讀電影活動，引領教師「用心
──
停＊看＊聽」
，體會特別的生命影片，發現每一個學生的可能與優勢，閱讀《叫
我第一名》
、
《海洋天堂》
、
《一閃一閃亮晶晶》影片。
3.社區家長
3.社區家長支持
社區家長支持
（1） 社區家長的認同
社區家長的認同──
──校長撰文「左營家書」
，闡述推動閱讀活動的策略及成果，
──
深獲家長正面肯定，另晨讀種籽班級導師亦獲得家長對於晨讀活動肯定的回饋，
希望校方持續推動。
（2） 社區家長的參
社區家長的參與──圖書館志工是由社區家長所組成
──
，實際參與本校閱讀活動的
推行，是實質的能力支援，也是對本校辦校理念與閱讀推廣活動的認同和鼓勵。
（3） 閱讀教育從
閱讀教育從家庭做起──
庭做起──透過本校對閱讀教育的用心，家長感受到「閱讀」對於
──
孩子學業成就、心靈成長的影響力，本校亦在親職教育活動中宣導親子共讀觀
念，希望家長能陪伴孩子閱讀，讓閱讀從家庭開始扎根。
4.各
方肯定辦校理
辦校理念
4.各方肯定
辦校理
念
（1） 本校於 98 年參加 InnoSchool 2009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
「就是愛讀，Super I Do！」
方案榮獲「學生多元展能組」特優，深獲肯定！
（2） 本校閱讀推動方案「Read 書香樂，GoGo 閱讀趣」於 98 年度參加高雄市推動創
造力教育成果報告，經評選為創意組ㄐ台佳作！
（3） 本校 98 年閱讀推廣活動獲聯合報採訪報導，肯定校方推動學生閱讀與寫作風氣
的用心。
（4） 本校閱讀推動方案參加高雄市 99 年度教學卓越獎榮獲國中組初選優等。
（5） 本校閱讀推動方案「
「愛讀就贏
！」榮獲 100 年度全國磐石績優學
愛讀就贏～
就贏～ I Do Enjoy！
校！
6
本校 100 年閱讀推廣活動獲青年日報、聯合新聞網採訪報導，肯定校方推動學生
閱讀與寫作風氣的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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