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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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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立凱旋國中

官方網站
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七街五十巷一號

http://www.ksjh.ilc.edu.tw/xoops2/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6 班 174 人
二年級 6 班 215 人
三年級 6 班 193 人。共 18
老師總人數：共 38 人。

班，合計 582 人。

1. 將晨讀 15 分鐘延伸至 30 分鐘：讓孩子有更充裕的時間，徜徉在自己的
閱讀世界，經過三年來的推動，凱旋的孩子已經習慣以閱讀開啟一天的
學習，也因此常有孩子與家長反映，可否延長晨讀時間？12 年國教的時
代，應該是回應這樣請求的好契機。
2. 將社團活動從 7、8 年級延伸至 9 年級：多元的社團是孩子探索自我、
請校長填寫 12 年
發展興趣與展現才能的最佳學習方式，之前因受限於孩子一升上 9 年級
國教時代，最想做
就必須全力為基測衝刺的升學壓力，而壓縮了孩子參與社團活動的時間
的 3 件事(300 字
與意願，12 年國教時代，升學壓力減輕了，正是孩子積極拓展自我的好
內)
時機。
3. 讓多元評量的理念能真正落實，以肯定孩子的多元能力與價值：基測時
代，紙筆測驗的成績是孩子升學成敗的關鍵，但學習的成效原本不
該僅以紙筆測驗成績為惟一衡量方式，12 年國教時代，讓孩子的多元智
慧有了更佳展現的舞台，讓教育有了更多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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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我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石。在我們
所做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們的心靈的，莫過於學習閱讀，」
~英國前教育部長布朗奇（David Blunkett）
2010 年八月號《親子天下》以「搶救國中生」為封面標題，內文中則提到，歷經十
四年教改，台灣的國中生仍處於嚴重的升學陰影中。考試愈來愈多，學習愈來愈少；排
名愈來愈多，自信卻愈來愈低..。如果《親子天下》所描述的，真的是當前國中的普遍
現象，我們凱旋國中的孩子無疑是一群幸福的國中生，只因為他們能夠與閱讀為伴，讓
他們的國中學習生涯「閱讀越好、悅讀越樂」
。
每個上課日子的清晨，一進入我們的校園，就會聽到輕柔的樂音，歡迎著每一個孩
子的到來，同時也伴隨著他們「晨讀 15 分鐘」
，以開啟一整天的學習，研究證明，晨讀
跟學業成績之間，有高度相關，而且有助於心靈的豐富與人際關係的發展，並可以讓孩
子在成長過程中更有自信。所以，凱旋的孩子是幸福的，他們每一天會有完整的 15 分鐘，
徜徉在自己喜愛的書中天地，我們深信閱讀會開啟孩子的生命視窗，以迎向更開闊的藍
天。
金曲獎最佳作詞得主方文山，只有高職畢業，工作是保全公司的現場裝配工，但作
詞文句優美、意境高遠，還曾在中國大陸高考考試中入題。他自己說得歸功於「閱讀」
：
「閱讀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活動。」事實上，閱讀不但豐富了方文山黯淡的年少歲月，
更為他打開了通往另一個寬闊世界的門。因此，讓國中的孩子，只為了考試而讀書，很
狹隘也不長久，只有真正讓孩子愛上閱讀，才能讓讀書成為孩子生命中重要的資產，以
更有力量迎向未來。
為了讓閱讀成為孩子最重要和最感興趣的學習活動，我們以「晨讀 15 分鐘」為啟動
樞紐，並且規畫多面向的閱讀教育內容，整合課程教學、心得分享、親師閱讀及獎勵機
制，以期建構一個洋溢閱讀氛圍的校園文化，給凱旋之子帶得走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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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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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圖書資源資料
學校圖書資源資料 :
1. 目前圖書冊數: 8065 冊
2. 班級共讀書箱書目: 21 種書目，各 35 本(一個班級的共讀數量)。
(二
二)鼓勵學生閱讀的具體做法
 閱讀活動
1. 「晨讀十五分鐘」
晨讀十五分鐘」: 我們訂出以下五項原則，在全校 18 個班全數參與下，獲得良好
的推動成效，迄今已連續第三年，並於 2011 年獲選成為親子天下雜誌徵選的晨讀 10
分鐘種子學校之一 。
(1)
(2)
(3)
(4)
(5)

「全校一起讀」
：教師與學生一起閱讀，共享晨讀美好時光。
「每天都能讀」
：不安排其他活動或考試，形成固定閱讀習慣。
「自己選書讀」
：讓學生選擇自己想讀的書籍種類，以讀出樂趣。
「無壓力的讀」
：不須寫讀書心得、不進行評量、不互相比較。
「有助益的讀」
：讀對自己有益的好書，以得到閱讀的真正好處。

2. 「晨讀標竿班級評選」
晨讀標竿班級評選」: 為了鼓勵全班每一
位同學在晨讀時間安靜閱讀，並閱讀課外書
籍，訂定此辦法以表獎勵。 只要全班皆可
連續五周，每天通過認證，即可獎勵嘉獎一
次。實施以來，已有 16 個班級獲得認證，
比例達百分之 88。
3. 「晨光讀書會」
晨光讀書會」: 針對各班閱讀能力較需協
助的個別同學，規劃小班制的帶讀。
4. 「閱讀存摺」
閱讀存摺」相關活動:
(1) 學生閱讀完一本書後，登錄在閱讀存摺上，填寫書名、
作者、閱讀日期、我喜歡的情節或佳句，並請家長及
相關教師簽章後，可簽證閱讀存摺一格，若繳交一篇
150 字心得報告給老師，可再簽證閱讀存摺一格。若
是閱讀英文書籍，完成登錄及驗證後，則可簽證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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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摺兩格。而閱讀新聞或雜誌後，除了登錄在閱讀存摺上，還需繳交一篇 150
字心得報告給老師，即可簽證閱讀存摺一格。
(2) 獎勵方式：
i. 「閱讀抽獎活動
閱讀抽獎活動」:閱讀存摺每簽證三格，可換
閱讀抽獎活動
摸彩券一張，並於年度結束時，參加抽獎。
ii. 閱讀存摺每簽證六格，記嘉獎
嘉獎乙次。
嘉獎
iii. 年度結束前兩周，各年級閱讀存摺簽證紀錄前五
名者，於朝會公開頒發 『閱讀大師』
閱讀大師』獎狀及獎
品。
iv. 年度結束前兩周，全年級閱讀存摺簽證紀錄最高
者，可進入『
『凱旋閱讀名人堂』
凱旋閱讀名人堂』
，並頒發『凱旋
閱讀名人堂』證書，永遠留名凱旋校史。
5. 「班級閱讀之星」
班級閱讀之星」: 在鼓勵閱讀量的增加，我們也思考學生在閱讀品質上的提升，因
此我們規劃此項鼓勵方式，由老師推薦或自我覺察在閱讀中得到實際進步及成長的學
生，得以與校長共進下午茶，並分享因為持續閱讀中最大的改變，最棒的收穫、或是
自己有所成長的地方。
6. 「從心閱讀心得徵文比賽」
從心閱讀心得徵文比賽」: 鼓勵閱讀之外，我們更鼓勵學生將所讀心得分享出來，
因此我們也辦理此項徵文比賽，優秀作品除獎勵之外，亦發表於校內刊物「與凱旋有
約」中，與全校師生及家長分享。
 閱讀課程規劃
1. 「閱讀策略講座」
閱讀策略講座」: 在七年級新生始業輔導中安排講座，帶領孩子閱讀，並示範「預
測」
、
「推論」
、
「摘要」
、
「提問」等閱讀策略。
2. 「國文科特色課程」
國文科特色課程」: 由國文科教師精選六本不同文類的書目，融入平日閱讀課程與
寒暑假作業中，讓孩子在凱中三年可精讀六本書。
(三)教師進修成長 :
1. 校內研習:
(1) 導師幸福讀書會: 每月一次，由導師進行讀書
分享。
(2) 校長及行政教師的幸福讀書會: 每月一次，由
校長及行政教師進行讀書分享。
(3) 家長讀書會: 每月一次，外聘講師帶領閱讀。
2. 參加教育局處辦理之閱讀相關研習，如天下晨讀研
習、閱讀論壇、閱讀宜蘭幸福城市研習。
(四)其他具體做法:
其他具體做法:
 積極爭取機會參與閱讀相關活動，
積極爭取機會參與閱讀相關活動，擴展學生閱讀層面與內涵
擴展學生閱讀層面與內涵。
層面與內涵。
1. 參與宜蘭高中「悅聽文學
悅聽文學」講座
悅聽文學
(1) 藉由參與此活動，學生得以聆聽作家如幾米、黃春明、張曉風..等名家朗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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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作品，對孩子而言是個難得的文學饗宴
(2) 本校為此活動唯一每年皆參與的國中，已經連續參與第三年。
2. 至宜蘭高中欣賞「台灣戲劇家
台灣戲劇家」劇團校園演出
台灣戲劇家
安排九年級全體同學至宜蘭高中欣賞劇團演出，讓孩子從戲劇中體驗人生的美麗與哀
愁，也是一種不同的閱讀形式。
3. 「閱讀黃春明
閱讀黃春明」
」活動:
(1) 基測後，九年級全班共讀本縣知名作家
黃春明先生的作品，並欣賞其作品改編
的電影。
(2) 畢業典禮時邀請黃春明先生親臨頒獎及
演講。
4. 「閱讀李潼」
閱讀李潼」活動:
(1) 七、八年級同學參觀宜蘭縣史館特展。
(2) 邀請李潼夫人祝建太老師到校進行專題
演講。
(3) 辦理閱讀李潼徵文比賽，並將優秀作品送至縣史館參與徵選發表。
 獲獎記錄
1. 參與天下雜誌「
「讀出我的精彩未來」
:
讀出我的精彩未來」活動:
被評選為模範學校
模範學校(全台灣僅三所學校獲選)，並獲贈一年份雜
模範學校
誌及五十本好書。
2. 參與親子天下徵選「
「一百大晨讀 10 分鐘種子學校」
分鐘種子學校」並獲選(本
校為宜蘭縣唯一獲選的國中)，獲得共讀書籍 30 冊及一年份的
《親子天下》雜誌的獎勵。

3. 參與教育部
教育部 100 年閱讀磐石
閱讀磐石學校評選
磐石學校評選，
學校評選，榮獲最
高榮譽「
閱讀磐石獎」
，並獲頒 20 萬元推動閱
高榮譽
「閱讀磐石獎
」
，
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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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問題及目前解決對策
遭遇問題及目前解決對策
【遭遇問題一】教師帶領學生分享閱讀書籍的能力不一
【解決對策】
1. 鼓勵教師參與相關研習
2. 規畫辦理教師閱讀指導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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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辦理校內教師的讀書會，邀請喜愛閱讀的老師可以分享自己的私藏書，帶動教師
閱讀的風氣。
【遭遇問題二】閱讀能力培養無法一蹴可幾，短期間看不出成效，家長擔心影響學業成
績。
【解決對策】 透過班親會、與凱旋有約及校刊呈現閱讀成果並透過具體調查回饋數據，
給予家長信心，目前家長皆能夠認同學校推動閱讀的做法。
【遭遇問題三】圖書館購書經費不穩定
【解決對策】
1. 積極爭取外部資源，目前已獲宜蘭市公所、閱讀磐石獎獎金、天下雜誌活動贈書及
雜誌等購書資源。
2. 辦理好書贈凱旋活動: 針對家長、學生辦理，將家中符合學生閱讀年齡的書籍贈
出，並與學區書店合作，贈書滿五本還可獲得合作書店的折扣卡。
【遭遇問題四】孩子選讀的書籍品質良莠不齊
【解決對策】
1. 持續介紹好書
2. 教導孩子如何選適合的書
3. 在巡視晨讀時觀察學生選讀的書籍，適時的引導並建議閱讀較適合的書目。
(二)截至目前為止成效與改變:
截至目前為止成效與改變:
由於閱讀不易有立竿見影的成效，面對部分家長及老師憂心孩子因為課外閱讀而
影響課業學習，我們雖然從各種閱讀研究資料得知閱讀的影響其實是正面的，但是在我
們學校實施的真實情況又如何呢？我們不僅關心而且好奇，因此我們針對了全體導師、
學生及家長進行了問卷調查，我們總計調查了 18 位老師、615 同學和 615 位家長的意見。
(1) 從導師的調查問卷結果
導師的調查問卷結果，幾乎全體導師都同意，因為晨讀活動的實施
因為晨讀活動的實施，
導師的調查問卷結果
因為晨讀活動的實施
，學生較以往
會主動閱讀同時也更能享受閱讀
讀同時也更能享受閱讀，另有 85％的導師認為晨讀有助於班級經營
晨讀有助於班級經營和 92％的
會主動閱
讀同時也更能享受閱讀
晨讀有助於班級經營
導師同意晨讀
晨讀增進
增進了
全班的讀書氣氛
讀書氣氛。另外導師們也有驚喜的發現：
晨讀
增進
了全班的
讀書氣氛
1. 透過課外閱讀的推展，讓學生能有更多不同發展的可能。
2. 早自習不需叮嚀便能進入閱讀狀態；學生在早晨到校時不會漫無目標而是沉浸在
書香世界裡；學生心情因早晨閱讀而漸漸增強專注力，更加沉穩。
3. 孩子會在下課時間主動拿起課外書閱讀，並互相討論今天閱讀的書籍內容。
4. 聯絡簿的內容更充實，會分享所看的書籍。
5. 觀察到孩子閱讀後開心的笑容。
6. 班級整體情緒較平穩，能迅速安定、平靜。
7. 學生上課的專注持續時間變長，對長篇文章接受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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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從孩子的意見反映
孩子的意見反映中，更對我們推動閱讀打了一記強心針，我們真的很高興，有近
孩子的意見反映
九成的孩子，自己認為因為晨讀自己更會主動
因為晨讀自己更會主動閱讀
閱讀。而 88％的孩子同意閱讀有助於他們
閱讀有助於他們
因為晨讀自己更會主動
閱讀
解決疑問和平復心情，可見大多的孩子，能夠從閱讀中獲益，另外讓我們最欣喜的莫過
解決疑問和平復心情
於有 89.25％的孩子因為晨讀而更加了解
因為晨讀而更加了解閱讀的樂趣
因為晨讀而更加了解閱讀的樂趣。同時孩子也有這樣的發現自己的改
變：
1. 浮躁的心慢慢安靜下來，調劑繁忙的國三生活。
2. 能有時間整理情緒，迎接一天的課業，同時閱讀書籍之後，心情變得更好了。
3. 能夠藉由書本了解生活中發生的事情與如何處理困難的方法耐心逐漸提升。
4. 閱讀速度也加快，甚至能在一小時內閱讀完一本小說。
5. 會更主動閱讀課外書，且對自己想看的書較有方向。
6. 由不喜歡閱讀逐漸養成閱讀習慣打從心裡喜歡閱讀這件事。
7. 會與同學分享好書，以及主動借閱，自動自發閱讀。
8. 閱讀及語文相關能力的增進
9. 耐心逐漸提升，閱讀速度也加快，甚至能在一小時內閱讀完一本小說。
10. 面對作文題目有源源不絕的靈感，更加理解試卷上的題目，科任老師也會不吝
嗇介紹好書。
(3)最後，原先我們最擔心的是家長對閱讀的疑慮，但是從調查中發現有
有 91％
91％家長支持
學校持續推展晨讀，同時也有 88
88％
的家長同意閱讀有助於孩子的課業理解能力，有了這
學校持續推展晨讀
％的家長同意閱讀有助於孩子的課業理解能力
樣的支持，讓學校在推動閱讀上，更加充滿信心。同時家長也驚喜的發現：
1. 孩子開始主動閱讀課外讀物，甚至會分享閱讀的內容，同時對電玩遊戲較不沉
迷，上網時間縮短，會利用時間看些自己想看的書。
2. 孩子原本不愛接觸書本，現在會主動說想閱讀。晚上全家會一起閱讀，親子間也
較有話題可聊。
3. 兄弟姐妹聊天的的話題變多，甚至會互相推薦好看的書並交換心得
4. 孩子談話間會引述所看過的書籍，也能漸漸的把書本看完
結語:
結語
: 清晨走進校園，悠揚的音樂聲中，師生一起安靜，沉浸在自己喜愛的書籍中，
享受閱讀，這幅美好的圖像，在凱旋國中已然成形，我們帶領孩子一同進入閱讀的世
界，討論、欣賞文字，分享心情。雖然仍有許多需要克服的困難以及歷程，但我們相
信在繁重的學校課業中，務必要在孩子的心中種下一顆閱讀的種子，也許未能立竿見
影，但假以時日，必能有發芽、茁壯、結果、收穫的時刻。我們真誠的盼望
在閱讀中，孩子找到成長的力量，獲取智慧、經驗，對於未來有美好的想望，
在閱讀中，老師找到教學的靈感，在分享中獲得教學的能量；
在閱讀中，家長找到教養的良方，與孩子有交談的話題，更能夠互相了解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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